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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园区慢行交通系统规划  

——以中关村电子城北扩地区为例„„„„„„„„„„„„„„„宫  磊  赵一新  王  昊 638 

我国城市慢行交通规划设计方法与案例研究„„„„„„„„„„„刘庆楠  杨新苗  林泊生 648 

自行车路网系统规划研究  

——以重庆市大学城为例„„„„„„„„„„„„„„„„„„„„„„张  莉  颜艳霞 658 

限时步行街的交通规划条件与组织设计„„„„„„„„„„„„„孙  伟 汪  涛 曾敏丹 668 

个性化徒步旅游交通出行特征及规划考虑  

——以深圳市东部滨海地区为例„„„„„„„„„„„„„„„„„„„王  波  毕恩贵 675 

城市外围组团立体人行过街设施规划方法研究„„„„„„„„„„张建嵩 蔡瑞卿 喻昌荣 681 

 

第六部分  交通枢纽 

交通枢纽城市建设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探索„„„„„„„„„„„„„„„„何继斌  孙小丽 687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交通换乘体系设计要素分析„„„„„„„„„„„„„„„„„„杜雪松 694 

试论我国现阶段铁路客运枢纽的功能特征与功能组织„„„„„„„„„„王  昊  赵  杰 700 

浅析大型铁路客站交通规划理念  

——以重庆龙头寺火车站北站场交通规划为例„„„„„„„„„„„„„„陈  行  张发才 709 

高铁枢纽客流集散特征分析„„„„„„„„„„„„„„„„„邹  歆  戴继峰  张强华 714 

浅论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杨绍峰 722 

石家庄铁路枢纽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胡  晶 731 

城际轨道交通枢纽地区规划编制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曹国华  戴  霄 741 

城际轨道客运枢纽布局规划研究„„„„„„„„„„„„„„„„„„„„陈宗军 夏胜国 750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的探索与提升途径„„„„„„孙永海  林  群  黎  岩  李  锋 758 

公交枢纽场站布局形式研究„„„„„„„„„„„„„„„„„„李德芬  李凌岚  王  鑫 766 

公共交通枢纽土地供应模式研究„„„„„„„„„„„„„„„„„„„„盛志前  张颖颖 775 

 

第七部分  交通组织与交通设计 

北京奥运交通规划与运行组织的基本经验„„„„„„„„全永燊 郭继孚 孙壮志 马海红 782 

大型活动行人交通组织研究„„„„„„„„„„„„„„„„„„„„„„金  利  马  泽 796 

大型计划性特殊事件的交通管理研究  

——以长春汽博会为实例„„„„„„„„„„„„„„„„„„„„„„„„„„王鲲鹏 806 

上海世博交通保障整体方案研制„„„„„„„„„„„„„„„„陆锡明 朱  洪 邵  丹 813 

上海世博 P+R 换乘交通组织研究„„„„„„„„„„„„„„„„„„„„„„„邵  丹 821 



 

 

 

我国大城市停车换乘的实施策略与关键技术研究„„„„„„„„„„„„张  毅  杨晓光  826 

上海淞虹路停车换乘信息系统示范工程研究„„„„„„„„„„„„„„刘  涛  朱  昊  833 

城市建设项目影响区交通预测分析方法研究„„„„„„„„„„„„„„罗良浩  刘  莹  842 

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实施  

——部分关键技术环节的研究„„„„„„„„„„„„„„„„„„„李朝阳  张  毅  851 

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右转饱和流率影响分析„„„„„„„„„„„„„赵  林 邵长桥  859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研究„„„„„„„„„„穆祥纯  李  东  叶远春  袁  辉  866 

基于 ML 模型的班车出行衔接方式研究„„„„„„„„„„„„韩  艳 赵红征 关宏志  875 

信号控制交叉口设施人性化考虑„„„„„„„„„„„„„„„曾敏丹  汪  涛  祁  祥  880 

自行车-行人共享道路段交通冲突研究„„„„„„„„„„„„„谢之权  潘  飞  白  桦  885 

城市郊区主干道路段开口冲突综合处理方法„„„„„„„„„„童文聪 汪  涛 吴  迪  895 

 

第八部分  交通模型 

我国三大城市圈主要城市居民出行特征比较分析„„„„„„„„„„„„„„„„宋  程  903 

上海市居民公共交通出行成本研究„„„„„„„„„„李  娜 沈云樟 陆锡明 陈必壮  910 

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的完美结合„„„„„„„„„„„„„„„„„„„王敏华  919 

北京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框架研究„„„„„„„„„„„张  宇  郑  猛  张晓东  931 

北京城市土地使用与交通整合模型研究  

——基于 TRANUS 软件的探索与实践„„„„„„„„张  鑫  谷一桢  郑  猛  张晓东  940 

上海交通出行需求模型改进研究„„„„„„„„„„„„„„„„„„„董志国 何炳坤  950 

因应新要求下的“大广州交通模型系统” „„„„„„„„„„„„张福勇 马小毅 金  安  960 

一种多模式交通分配非法路径的有效处理方法„„„„„„„„„„„„„„„„„张天然  968 

交通系统信息化背景下的网络均衡行为研究„„„„„„„„„„„„„„„„„„付凌峰  976 

基于概率修正的大型活动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郑义恒 李文勇  985 

基于 LOGIT 模型的交通政策敏感性分析  

——以贵阳为例„„„„„„„„„„„„„„„„„„„„„陈东光  戴彦欣  黄  伟  994 

信号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评价方法研究„„„„„„„„马俊来  赵延峰  杜  恒 1001 

基于路段公交线路 OD 矩阵反推方法研究„„„„„„„„„„„张  蕾  王  强  林松涛 1010 

OD 需求不确定的离散交通网络设计„„„„„„„„„„„„„„„„„„卞长志  陆化普 1018 

交通拥挤机理的微观解析„„„„„„„„„„„„„„„„„„„„„„„„„„郝  媛 1025 

基于模糊聚类的城市道路交通状态判别方法„„„„„„窦慧丽 吴志周 杨晓光 刘好德 1036 

 

第九部分  交通信息化 

北京市交通仿真平台搭建技术研究与实践探索„„„„„朱丽云  温慧敏  孙建平  张  溪 1042 

世博交通决策支持信息服务系统功能设计和开发研究„„„„„„„„„„„„„„朱  昊 1047 

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开发探索„„„„„„„„„„„李  锋  林  群  段仲渊  李  智 1053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方案研究与设计„„„„„„„„„„„„„„„„屈鹏举  吕  斌 1060 

重庆渝中区停车信息系统规划及实践„„„„„„„„„„„„„„„„„傅  彦 周  涛 1066 

基于信息化手段的交通调查方法优化„„„„„„„„„„„„„„„„„曲广妍 朱  洪 1073 

公众意见调查中被调查者的主观性偏差及对策„„„„„„„„„何明卫  何  民  段正勇 1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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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国城市交通规划发展的认识 

——建国 60 周年城市交通规划发展回顾及展望 

全永燊  潘昭宇 

【摘  要】本文在回顾建国以来不同阶段我国城市交通规划理论、方法以及实践历程的基础上，结

合当前我国城市交通发展所面临的形势，指明了当前城市交通规划在理论与方法上有待解决的问题，

强调未来城市交通规划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把交通与城市发展协同互动关系及出行结构的优化

调整两大战略作为交通规划的主要着眼点，并以信息化作为技术支撑，继续推进交通规划技术方法

的革新。 

【关键词】交通规划；发展回顾；存在问题；发展展望 

1. 引言 

城市交通规划在我国是一个十分年轻的行业。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的时代背景下，城市交通规划在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城市各项功能正常

运转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建国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城市交通规划的理论与实

践工作，既为业内同仁共同奋斗取得的成就欣喜，也深感未来征途的任重道远。 

2. 城市交通规划理论、方法发展进程回顾 

建国以来，伴随城市交通建设的迅猛发展，城市交通规划作为一个新兴学科也经历了―孕育—创

建—日臻成熟‖的成长历程，在我国城市化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它应有的重要作用。回顾这一发展历程，

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2.1 建国初期——20 世纪 80 年代初 

建国初期，为配合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在一些重点城市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道

路条件明显改善。到 1957 年底，全国城市道路交通长度和面积分别比 1949 年增加了 64%和 71%。
[1]而同期，汽车增长比较缓慢，道路容量大于交通量，因而城市交通比较通畅。1966～1977 年，城

市道路建设发展缓慢，道路面积年均增长率为 2%，而同期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年均增长率为 6～10%，

部分大城市交通开始出现拥挤现象。[1]当时，中国的城市尚未进入机动化时代，步行和自行车是日

常出行的主要方式，除了北京出于战备的需要开始建设地铁之外，公共汽车及电车是全国大城市公

共客运的唯一方式。 

这一时期国内关于城市交通问题的研究很少，更谈不上完整的城市交通规划理论方法体系。尽

管 80 年代中期一些特大城市已出现交通拥挤现象，但由于当时还没有―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概念，

既不了解城市交通需求总量、时空分布特征及方式构成，也不了解综合交通体系内部结构以及组成

要素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对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与外部环境（如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社会经

济发展水平）相关关系知之甚少。 

这一时期的城市交通规划是在完全不掌握客观需求以及整体交通运行规律的情况下凭经验判断

进行，基本上以定性分析为主。可想而知，在这样的条件下，既不可能从系统上对交通拥堵的症结

作出科学诊断，更不可能制定一套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与实施规划。限于当时条件，城市交通规划

还只限于道路基础设施的布局规划，应对日趋紧张的城市交通问题也只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的办法。即使取得一些成效也很快被随之而来的新增长交通需求吞没。[2]以北京为例，当时针对城

区一些交叉口和拥堵点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多次拓宽改造，最终都陷入―按下葫芦，起来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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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于应付的窘境。由于缺乏对路网整体系统的分析，这种改造带来的只是拥堵的空间转移而已。这

种―头疼医头‖的例子也同样发生在公交建设上，为缓解―乘车难‖问题，曾连续几年每年新增 200 部

公共汽车来扩大运力，但由于公交管理体制及内部运行机制弊端未除，加上道路交通状况恶化，年

客运量非但未上升，反而持续下降。[3] 

2.2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90 年代初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北京为首的一批特大城市开始进入机动化萌芽期，城市交通拥堵

加剧，交通事故率上升，交通问题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政府工作日程上的难题。历史发展的

进程需要我国交通规划在理论、方法上有所突破、创新。这一时期在学习西方国家现代城市交通规

划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国家科委及各地交通规划主管部门着手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有关城市交通规划

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和实践工作。通过研究逐步认识了城市交通需求的特性及规律、城市交通系统的

构成及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由此，我国现代城市交通规划理论方法体系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

阶段。 

2.2.1  城市交通需求调查及出行需求规律研究 

1985 年，天津市首次开展居民出行调查工作，之后短短 7～8 年时间内北京、上海、南京等全

国几十个城市先后进行了以―居民一日出行调查‖为核心内容的城市综合交通调查。基于这些调查，

掌握了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出行特征、时空分布规律及相关影响因素等第一手资料，不仅为城市

交通现状评价和交通规划预测提供了依据，也为日后综合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创建奠定了基

础。值得一提的是，1990 年北京举办第 11 届亚运会，不仅进行了事前和事后的交通调查，还首次

尝试运用现代城市交通规划的理论方法对亚运会交通基础设施与运行组织方案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

结合的评估分析，其成果为成功举办大型国际活动积累了经验。 

2.2.2  对城市交通需求二重性的认识 

这一时期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研究成果是对城市交通需求二重性的揭示。这一理论的要点在于既

要认识交通需求的随机性和这种随机性对城市交通系统规划、建设、运行与服务管理的制约，更要

清楚地认识和把握交通需求的规律性和可控性。城市交通系统中，交通需求的产生及其时空分布，

以及交通方式的构成等，确实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因此也就有其可控性。交通需求的二重性不仅是

现代城市交通规划的理论基础，也是建立科学需求管理(TDM)体系的理论依据。 

2.2.3  建立“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理念 

80 年代中期以前，城市交通规划理念中还没有真正建立―系统‖的概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北京开展的《北京市城市交通综合体系规划研究》中，提出了城市交通系统的构成及其内在关系。

此项研究首次揭示了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内在结构关系，指出城市交通系统是由若干不同功能的子

系统组成，每一个子系统又包含若干构成要素。子系统之间及子系统内的各要素之间是一种相互依

存与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每一个子系统同时又作为另一个子系统的外部环境条件而存在。基于对

城市交通系统的构成及其内在关系的了解和认识，现代城市交通规划已不再将研究对象视为孤立的、

互不相干的单体，而是将其作为具有密切关联关系的组合体，且着眼于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制约关

系。[3]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内在结构及制约(依存)关系是现代城市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核心内容

之一。 

2.2.4  对城市交通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认识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北京开展的《北京市城市交通综合体系规划研究》中对城市交通系统与

外部环境之间交互作用关系就开始深入研究。通过研究认识到，城市交通系统有其自身的规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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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作为城市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与外部环境(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发展水平、城市规模、

土地利用布局、城市综合管理水平及交通政策等)之间也有较强的作用与反作用机制。交通服务系统

的总体规模与运行状态,不仅有赖于系统自身的构成与运行机制，而且还取决于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

的相互作用结果。基于这些认识，在研究成果中明确指出，城市交通规划不能就交通论交通，而是

应当从城市交通系统的内在机制及其与外部环境条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出发，分析交通症结和制

定对策。该项研究还首次尝试运用系统动力学的分析方法，对我国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

模与社会经济水平(GDP)的适配关系进行了科学评价，并给出―合理投资规模‖的建议。 

2.2.5  对城市交通系统整体协同效应的认识 

通过对城市交通系统内在运行机制及其与外部环境关系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交通规划的任务应

当是运用系统的内外交互作用规律去寻求系统资源的合理配置，求得总体运行的最佳状态，即系统

整体协同效应。就城市交通大系统而言，这种协同效应是指各个子系统的协调配置，以达到占用最

少的资源，获取最大的运行效率。具体而言，子系统协调配置的关键之一在于把握客货运输子系统

和运输载体子系统(道路、轨道交通网、场站等)之间的适配协调关系。另外，整体协同效应还依赖于

子系统的功能结构与空间容量的协调关系。以往的交通规划往往更多地注重扩充空间容量而忽视功

能结构，忽略了设施空间尺度(容量)与结构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尽管设施尺度（容量）不断扩充，

但因功能级配失衡或组织结构不合理，而达不到应有的效能标准。 

从规划方法上来说，这一时期已逐步摒弃了以经验判断和―只见局部，不见全局‖的传统规划模

式，开始运用综合交通系统理论与现代交通规划方法研究和编制城市交通规划。同时，基于系统规

划理论的交通建模技术逐步得到推广应用。1987 年，北京结合 1986 年交通调查开始在 TRIPS 软件

基础上构建北京交通规划模型，同期，上海开始与加拿大合作建立基于 EMME/2 应用软件的上海交

通规划模型，其他城市如广州、深圳等也开始建立交通规划模型，经过 4～5 年的积累，国内各城市

在交通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国外交通规划软件，到 90 年代初已基本建立了国内的交通规划模型。

这些模型融汇了城市社会与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规划等内容。运用以交通规划模型为基

础的交通定量评价分析方法，不仅使交通规划的决策实现了多目标、多方案的比选，优化了交通方

案，而且它在合理确定土地使用性质、开发强度及开发进程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这一时期在城市交通规划理论、方法的引导下，国内逐渐开始了现代城市交通规划的实践，北

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都先后开展了系统的城市交通规划，在交通战略、交通政策等方面对

交通规划进行了有益尝试。值得一提的是，基于对城市交通需求二重性的认识，北京等大城市均开

始重视―头尾并重‖的需求双向控制模式。一方面,对已经出现的交通需求实行―尾部‖控制；另一方面，

对交通需求的源头(包括总量、时空分布及方式)实行宏观调控(即所谓―头部‖控制)。 

2.3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20 世纪末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机动化进程加速，北京、上海、广州等一批特大城市开始进入机动化

的快速发展期，南京、深圳、沈阳等中心城市也步入机动化成长期。同时，伴随城市社会经济的快

速发展，人与物的流动范围和距离都有了明显变化，交通需求总量激增，需求构成更为复杂。在这

样的背景下，全国引发了新一轮的交通拥堵，交通供需矛盾日趋尖锐。这一时期对于城市交通规划

的研究已不满足于仅仅作为运输载体的道路基础设施，而是开始关注交通发展战略、交通政策、交

通发展模式等重大问题。1995 年，国家建设部会同世界银行举办的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讨会提

出―北京宣言‖，提出了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城市交通的规划、建设和运行的―五项原则、四

项标准、八项行动‖，同年，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发布，城市

交通规划逐渐步入科学化与规范化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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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把交通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作为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前导和重要内容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城市交通规划在理论与方法体系上的一个新进展是在城市交通发展战略、

政策的研究领域。藉助于现代系统工程学理论，国内交通规划界开始认识到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是一

个高度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城市交通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供需矛盾除了自身的因素之外，还与诸多

外部因素相关，必须从政策、体制、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等多个方面同时入手解决。只偏

重于基础设施空间布局与运输组织的规划而忽略战略目标及战略途径抉择，忽视交通政策的主导作

用，则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基于上述认识，城市交通战略与政策研究被置于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

前导位置，成为编制综合交通规划和专项规划的重要前提和导引。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主要着眼于如何处理系统外延扩充与内涵改造的关系，交通与土地使用、空

间布局的协调关系，交通供给规模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适配关系，交通发展与城市环境、资源的

协调关系等有关交通发展模式问题。而交通政策则主要从保障既定战略实施的需要出发，从行政、

经济与技术不同层面上就资源分配、需求管理以及系统运行保障等制定强制或引导性准则。 

2.3.2  把构建合理出行结构作为“公交优先”的战略基点 

城市交通新一轮的拥堵引发城市交通规划工作者的进一步思考，逐渐认识到应对小汽车交通需

求持续膨胀的唯一正确途径是不失时机地优化调整出行结构，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出行模式。

但在过去一段很长时期，虽然认识到公共交通在城市出行结构中的重要地位，也提出了―公交优先‖

的发展理念，但其内涵和真正的着眼点仍比较模糊，同时困惑于如何把握和处理公共交通服务的社

会公益性与市场化经营的双重属性，对于公交优先与出行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也不够明确。正因如

此，在长达 10 几年的时间里，我国许多大城市在公交发展上都经历了一个彷徨、困惑甚至出现滑坡

倒退的过程。直到 90 年代末，城市交通规划界才逐渐认识到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开始注意从两个

方面进行战略理论的思考——―公交优先‖与城市出行结构改善的关系及公交双重属性对立统一关系。 

2.3.3  对轨道交通规划相关理论与方法的探索 

随着对公交主体地位的认识，到 90 年代中后期，我国迎来了轨道交通建设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

潮，到 1999 年底，全国已有北京、上海及广州建成 120 公里地铁，此外，全国 35 个百万以上人口

规模的大城市中有 22 个正筹划新建地铁或轻轨线路。国外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早在上世纪

60 年代已基本完成，对于我国如此高强度、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建设在世界范围内也难以找到可供借

鉴的网络系统规划理论与方法。以北京、广州、上海等几个大城市的快速轨道交通规划为契机，国

内规划界对轨道交通系统规划的理论方法，包括如何确定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合理规模，如何构

建与城市用地及功能布局相协调的轨道交通线网、枢纽体系，以及如何进行轨道交通线网合理性评

价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建立了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体系。 

这一时期，国内各大城市成立了独立运作的交通规划设计部门、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批专业队

伍。城市交通规划也在以往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明确了―交通调查—现状分析诊断—交通需求预测

—交通发展战略研究—综合交通规划及专项规划‖的城市交通规划工作程序和相应的方法体系。同时，

由于城市建设的大规模推进和机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交通规划的业务范围和业务量大大增加。

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结合总体规划修编，完成了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及一系列专项规划。具有

开创性和重要示范意义的是广州 1994 年在世行及国内专家的指导下完成了国内第一个城市综合交

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以及此后几个大城市的综合交通发展政策研究。 

2.4 进入 21 世纪以来 

进入 21 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机动化进程步入高速发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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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成都中心城建成区面积年均扩张 17.6km
2，机动车保有量年均递增 15%；[4]北京 1997 年机动车拥

有量达到第 1 个 100 万辆，6 年后 2003 年突破第 2 个 100 万辆，4 年后 2007 年突破第 3 个 100 万辆,

年均递增 12.6%。[5]同时，城市人口规模激增，出行总量攀升；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出行结构

发生重大变化，小汽车出行比例增长迅猛，自行车等传统交通方式比例明显下降；出行早晚高峰持

续时间增加，出行距离变长；出行目的也发生变化，通勤类出行持续下降，生活类出行上升。这一

时期随着对城市交通地位的重视，相关研究开始思考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城市交通模式，促使城市交

通与城市社会经济、空间结构等协调发展。 

这一时期，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正是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必须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连续近 10 年，一些特大城市交通投资总额均保持在 GDP 的 4～5%这样一个高投入水平，

但供需矛盾仍不见缓解，交通发展模式和供给策略是否需要调整？ 

城市化进程加速，城乡二元化结构的改变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几大城市群的崛起，

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趋势日渐突出，城市交通如何适应这一客观发展形势？ 

大城市普遍陷入中心区城市功能过度重叠集聚、超强度开发、城市环境持续恶化的困境，

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城市交通如何支持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未来

空间结构调整又会给城市交通带来怎样的影响？ 

机动化已经进入快速发展期，私人小汽车保有量以每年 20～30%的增速持续增长，“公交优

先”战略实施并不顺利，出行结构优化调整如何能够取得成效？ 

城市交通这个开放巨系统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难以避免来自规划、建设、运行管理及服务等

各方面参与者对系统的干扰，如何减少对系统的盲目干扰，维持开放系统的运行稳定性？ 

针对上述问题，国内城市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取得一些新的突破，主要体现在： 

2.4.1  “人性化”服务宗旨 

把―人性化‖服务、―以人为本‖作为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的根本宗旨，合理分配与使用交通资源，

满足社会多样性交通服务需求。人性化服务宗旨不仅决定交通战略与政策的取向，同时也成为交通

基础设施规划、既有交通资源分配、交通组织管理、公共客运系统运营服务等综合交通规划所涵盖

领域的共同原则。 

2.4.2  “一体化”新结构体系 

上海2002年提出了―一体化‖的城市交通发展理念，其着眼点在于适应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需要，

改变城市交通与区域交通―两张皮‖的传统结构模式，建立区域—城市高效、整合的一体化交通体系。

北京 2004 年更进一步扩展了―一体化‖体系结构的内涵，把区域统筹、城乡统筹及多元交通方式融合

的理念用于一体化交通体系的构建，并提出―新北京交通体系‖的基本架构，在交通规划、建设、运

营、管理和服务全面整合的基础上，实现中心城交通与市域交通、城市交通与城际交通，以及各类

交通运输方式的一体化协调运行。 

2.4.3  “信息化”技术支撑体系 

把全方位信息化作为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技术支撑，以求从根本上改善城市交通开放系统运行

稳定性和可靠性，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交通参与者对系统的盲目干扰。 

2.4.4  “集约化”发展模式 

把集约化作为城市交通发展的基本战略原则和推荐模式。其主要内涵是城市交通系统的增容扩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6 

 

展要以资源与环境承载能力为约束条件，走内涵改造为主的道路。不能一味依靠规模尺度扩充来寻

求供需平衡，要通过系统结构改善与需求管理的途径，发挥系统整体协同效应的作用，寻求系统运

行效率最大化。 

2002 年的《上海城市交通白皮书》和 2004 年的《北京交通发展纲要》都明确阐述了上述这些

新理念，并成功应用于交通发展的实践中。此后，南京、杭州、深圳、广州、昆明、成都等一批大

城市先后陆续开展了新交通体系模式与发展战略的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我国城市交通规划理

论与方法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2008 年举世瞩目的北京奥运会交通组织工作取得圆满成功，城市交通规划发挥

了重要作用，从前期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到奥运会期间采取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以及场馆交通预案

等方面做了全面、细致的工作，赛事交通和城市交通和谐运转，兑现了北京申奥交通承诺，取得了―让

国际社会满意、让各国运动员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优异成绩。 

3. 当前城市交通规划存在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机动化、社会经济现代化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城市交通的发展历

程来看，其发展过程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城市交通的发展相似，但时间却要短得多。在过去短短 20

几年的时间内，交通问题的概念从无到有，研究的领域、范围和层次也是越来越广泛、深入。对于

这样一个高速发展且十分年轻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诸多问题。 

3.1 关于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发展的互动规律的认识 

城市交通规划以城市空间结构、用地布局、产业分区等作为前提，而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

又离不开相应的交通条件支持。但长期以来这二者的关系没有很好理清。首先，从城市空间结构调

整对交通的影响来看，大部分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功能调整并未同步，导致中心区功能更为集中、

出行距离加大，时空分布更为不均衡，潮汐特征更为明显。其次，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引导和支

持也存在问题。实践证明，许多城市习惯于以公路或城市快速干道作为支持外围组团建设的首选方

式，客观上导致对小汽车交通的依赖，不利于出行结构的调整。90 年代后至今，国内城市大多忙于

应对中心城不断加剧的交通拥堵，结果总难免陷入―拥堵缓解—更大强度的土地开发—更严重的拥堵

—……‖穷于应付的尴尬境地，也就无法腾出手来发展外围组团、新城，疏解中心城功能。所有这些

现实问题都表明，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研究和探索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与交通的互动规律。 

3.2 关于出行结构演变规律与优化途径的探索 

经过最近 10 几年的研究实践，诚然已经认识到出行结构调整的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国内不

少城市并未清晰了解出行结构优化调整与―公交优先‖的关系，以及调整的正确途径、时机。即便就―公

交优先‖而言，也并不真正了解公交发展的客观环境及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公交优先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其在与小汽车出行方式严酷竞争，且不具备先天优势(例如可达性)的情况下

占得先机，这绝非仅仅靠扩大服务网络、运力规模及路权优先就能奏效的。此外，许多人认为城市

出行结构优化调整单纯依靠公交优先就可以实现，甚至把二者等同，当成一回事。忽略―公交优先‖

与―需求管理‖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忽略交通出行结构与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的对应关系，必然丧

失出行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使我们的战略计划落空。 

3.3 关于“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层次与衔接关系的处理 

我国当前区域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形势，客观上要求我们转变城市交通规划的思路，由

过去的市区层面转向市域，甚至区域层面。但当前对于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相互依存与相互制约的

内在规律还缺乏清晰的认识。在构建一体化新体系时，如何打破传统的―分而处之‖的传统规划层次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7 

 

结构，建立一个符合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交互规律的新规划层次，并弄清不同层次的衔接关系，有

待我们深入研究。 

3.4 关于综合运输规划在综合交通规划中的地位及规划方法 

目前的城市交通规划还是侧重于基础设施的规划，对于综合运输网络的布局、运力配置以及运

输组织等尚未给予应有的重视，甚至把综合运输规划排除在综合交通规划之外。仅以城市客运交通

为例，公共客运固然是客运的主体，但并非可以完全取代其他出行方式，多元化的出行交通方式如

何合理配置资源以及如何协调组织是交通规划必须解决的问题。即便就公共交通自身而言，同样也

有不同运输方式（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常规公交等）在运力配置、网络布局、换乘体系等方面的

协调组织问题。总之，城市客、货运输规划应该成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其地位应该与基础设施规划并重。城市客、货运输规划的方法体系迄今尚不成熟，有待研究探索。 

3.5 关于预测与评价分析方法 

目前在城市交通规划的定量分析方法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仍是 20 世纪 60 年代在西方开始盛行的

―四阶段‖法。然而，―四阶段‖法本身存在一些缺陷，比如，自变量因子的选择以及参数标定方面缺

乏规范性约束。此外，该方法依赖的诸多前提条件在实际应用中大多存在不确定性，前提条件的不

确定无疑会影响其预测的可靠性。再比如，―四阶段‖法从出行发生、分布、方式选择、分配这一流

程下来，四个阶段之间缺乏相互反馈调节机制，而这与实际出行规律不符。除―四阶段‖法自身存在

的问题外，当前在城市交通规划的需求预测，现状诊断、规划方案比选以及实施效果评估中，由于

交通规划模型体系不健全往往难以应对各层次量化分析的需要。而且国内对于城市交通规划模型系

统的构建、维护更新还比较欠缺，部分城市交通研究机构更是缺乏相应的专业模型队伍。 

4. 城市交通规划发展展望 

回顾建国以来城市交通规划的发展历程，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交通需求激增

的时代背景下发挥了重要积极作用。展望未来，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仍将面临经济持续增长、

城市化进程加速、机动化潮流冲击的严峻形势，同时，我国城市人口多、用地资源有限、人均资源

严重不足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城市交通发展任重而道远。未来的城市交通规划应该：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交通需求之间的协调关系，进一步优化有限的时

间与空间资源，提高整个城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重点关注城市交通规划与改善大气质量,提高城

市的空间容量、环境容量及区域容量等之间的关系，实现城市社会经济、土地资源、能源、环境与

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协调发展。 

与城市发展有机互动。进一步思考在城市交通规划中如何体现城市的职能和性质，如何实现城

市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的互动调节，促进城市产业布局、人口就业的合理分布，体现城

市合理的发展形态；同时，进一步研究交通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明确合理的交通投资

策略和投资结构。 

关注出行结构的优化调整。结合城市形态、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等城市特点把握

合理的城市出行结构，明确各种交通方式在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定位、作用。 

与信息化有机结合，实现交通规划技术方法的革新。研究在信息化条件下，结合 GIS、无线通

信、网络等新技术，实现城市交通规划在数据采集、路网功况分析、规划方案动态评估等方面的技

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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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出交通引领，构建枢纽都市、公交都市和畅达都市 

——新版南京城市总体规划之城乡交通总体规划解析 

杨涛 张际宁 叶斌 朱光远 杨明 

【摘  要】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南京市于 2007 年全面启动了新一

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本轮规划强化交通与用地规划互动协调，前瞻性的对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建设作长远规划，提出了构建“枢纽都市”、“公交都市”和“畅达都市”的目标，突出交通引领、

交通支撑和规划指导，绘就了南京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新蓝图。 

【关键词】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综合枢纽，公交优先 

1. 综述 

现行《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于 1990 年开始编制、1995 年经国务院批准实施，

并于 2001 年依法进行了调整，有效地指导了南京市二十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规划建设。

由于现行城市总体规划将于 2010 年到期，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

市委市政府决定并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同意，2007 年南京市全面启动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

作。 

城乡交通总体规划是本次总体规划修编的核心内容之一，南京市交通规划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市城市规划院有限责任公司和南京市城市规划编制研究中心三家单位组成交通联合项目组，与

总体规划功能定位组、空间规划组协同作战、密切互动，从项目工作组织、技术力量配备等方面高

度重视交通在总体规划过程中的重要性，突出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引领、引导和支撑作用，全面保障

了交通与城市空间布局、土地利用的互动协调和一体化发展。 

因此，本轮总体规划修编是南京市城市交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全面实现了交通与用地

规划高度整合的新起点。规划结合南京城市特征与发展实际，提出了南京“构建枢纽都市、公交都

市和畅达都市”的新目标，拟定城市与交通空间新框架，确立综合交通枢纽新地位，绘就综合交通

体系新蓝图，并制定了交通分区引导新策略。  

2. 交通发展回顾 

1990 年代至今近 20 年，是南京区域和城乡交通建设发展最快的时期。通过加快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全面提升交通管理和服务水平，基本满足了交通需求的快速发展，拉开了城市框架，提升了

城市整体功能和水平，改善了城市形象和投资环境，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1 枢纽强化，区域交通建设显著突破 

规划的“十线汇集”铁路网“四线”已形成（京沪、宁芜、津浦、宁启铁路）、“四线”在建，

铁路绕行环线的格局正逐步形成；规划的两个铁路客运主枢纽站中南京火车站完成了重建，南京南

站已开工建设。规划的“两环十二射”的高速公路网初步成形，建成南京长江二桥、长江三桥，实

现高速公路跨江成环。规划的南京港各港区建设有序推进，2005 年南京港首次步入我国亿吨大港行

列。2007 年禄口机场旅客量和货邮量达到 800 万人次、18 万吨。南京对外交通运输能力和服务水平

得到大幅度提高，提升了南京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提升了南京在长三角及南京都市圈内的辐

射力，为城市招商引资、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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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路网成形，道路停车设施建设快速推进 

规划的主城“井字加外环”快速路系统初步建成，市区快速路总里程达 226.3 公里，其中主城

达 84 公里；规划的主城“经六纬九”主干路系统基本建成，新区骨架道路网初步建立，主城与新区

通道、跨江通道建设正在加快推进，市区主干路里程达 528 公里，其中主城达 245 公里；次干路与

支路网建设得到加强。配建停车标准显著提升，新建建筑配套停车位显著增加。城市道路网建设完

善，既改善了居民出行与客货运输条件，保持了道路交通总体平稳运行，又逐步拉开了城市框架，

支持了南京“一疏散、三集中”和“一城三区”城市发展战略的实施。 

2.3 公交提升，交通结构有所改善 

规划的轨道交通线网、公交线网与场站设施建设实施进展顺利，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正在积极推

进。地铁建设实现突破，地铁一号线开通后，初期客流增长迅猛，地铁二号线即将竣工。截至 2007

年，南京市轨道交通累计建设长度达 83.5 公里；地铁一号线日均客流达 22 万人次，在主城居民出

行结构中占 2.6%，在城市客流主走廊上显示出强大的运输能力和效率优势。路面公交实现跨越式发

展。截至 2007 年，市区公交线路总长度达 2591 公里，比 1997 年翻了两番，公交车辆达 6500 标台，

比 1997 年翻了三番。城市公交整体服务水平有明显提升，对市民通勤出行改善有积极贡献，公交出

行分担率达到 20%以上,吸引了 10%以上的自行车出行转化为公交出行，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具有积

极作用。 

3. 既有规划检讨 

现行总体规划确立的交通发展框架与蓝图，以及总规指导下的《南京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南

京交通发展白皮书》和《南京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南京城乡公共交通总体规划》、《南

京城乡静态交通规划》等各专项规划，全面指导了高速公路、跨江通道、铁路线路与客运枢纽、机

场、港口等对外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指导了城市轨道交通、快速道路、主次干路网、公共

交通和停车设施等建设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规划引领、规划控制、规划指导作用。 

虽然南京现行总体规划以及相关交通专项规划实施成效明显，但由于现行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

整合力度不足，交通对城市引领作用不够；同时受制于“还债型”的传统交通规划理念与方法的限

制，以及在战略层面对南京城市交通枢纽地位认识的不足，既有规划已逐步不能适应和支撑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态势、城市功能的发挥以及城市化、机动化快速推进带来的强交通需求。 

3.1 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整合力度不足，城市开发与交通能力的协调亟需强化 

由于原有规划理念、城市发展阶段的限制，现行总体规划中，交通引导与支撑城市发展的理念

并没有较好的体现。同时由于规划、建设过程中，对交通与用地协调发展的前瞻性不足，导致老城

及中心区交通过分集中，路面交通日益恶化；河西地区等外围片区功能单一，向心交通和潮汐交通

日趋强大，跨区通道紧张状况不断加剧；主城与副城、新城交通联系单薄，可达性差，制约了副城、

新城发展和主城功能疏散。 

3.2 城市交通专业规划层次体系有待健全，缺乏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为规划指导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是城市交通发展的总纲，是城市道路、轨道、公交、停车等各交通子系统规

划、地区性交通详细规划、交通设施建设规划和工程前期研究的法定依据和规划指导。南京目前规

划基础较好，战略层面开展了南京交通发展战略研究、交通发展白皮书等项目，同时针对实际问题

编制了大量的交通专项规划。但是，作为中观层面的综合交通规划，近十年来却没有及时滚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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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交通专业规划理念与方法亟需更新，难以适应城市发展的高要求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中国城市经历了交通滞后城市发展，到交通适应城市发展，到交通与

城市互动发展，再到今天交通引领城市发展，充分说明交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

同时交通规划方法与理念也在不断提升与完善。南京既有交通专项规划都是在现行总体规划的基础

上编制的，交通引领、精明增长、差别化分区、精细化设计等新理念和新方法虽初现倪端，但尚未

形成体系，未与现有城市与交通规划高度融合，而本次总体规划修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和平台。 

4. 总体规划思路 

本次总体规划修编重点突出交通引领、体现规划互动，突出交通对城市总体规划各个层面的支

撑和引领。从城市发展战略、城乡空间体系、人口规模与城市化、用地空间布局结构、土地利用规

划到历史文化名城，甚至综合防灾规划，交通规划始终作为一项重要的角色，在规划互动中发挥出

对城市发展和空间布局的引领作用，同时支撑岸线、名城、防灾等相关专业规划的编制。 

城市性质和发展目标

人口规模与城市化

城乡空间体系结构

用地空间布局结构

都市区土地利用规划

长江岸线综合利用规划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

综合防灾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

交通对城市发展战略、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的支撑

“两带一轴”城乡空间结构与交通运输走廊的协调分析

以精明增长理念为指导，突出交通引领支撑，构建“江北带

形、江南指状”都市区用地空间布局

城市发展规模与区域交通设施承载能力协调分析

以轨道交通为支撑，构建城市分级中心体系；以快速路为骨

架，构建城市组团布局体系；以干路网为支撑，构建用地细胞

与长江岸线综合利用规划互动协调的长江港口规划

构建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交通体系

与综合防灾疏散通道协调的道路交通和地下空间体系

近期交通改善策略与保障措施

交通发展战略与目标

对外交通规划

交通发展需求预测

城市交通规划

交通近期建设规划

城市总体规划 综合交通规划

 

图 1、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规划互动关系 

5. 规划特色创新 

5.1 提出城市综合交通发展新目标 

本次总体规划修编在继承《南京交通发展白皮书》发展愿景基础上，根据新的形势发展需要和

总体规划应当为响应交通发展愿景需要具体落实的重点，提出了构建枢纽都市、公交都市和畅达都

市三大交通发展目标。即以实现南京交通“畅达、绿色、和谐”为愿景，构建陆港、空港、水港、

信息港“四港”合一的枢纽都市，支撑城市功能地位提升；构建国铁、城轨、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等

多级公交网络合一，高效率、高品质、高适应性的一体化公交都市，引导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和交通

方式结构优化；构建以“2133、3155”为畅达目标，高机动性与高可达性的畅达都市，适应排堵保

畅、节能减排、公平和谐的发展要求。 

5.1.1  枢纽都市 

基本内涵：构建陆港、空港、水港、信息港“四港”合一，轨道主导、模式多元、层次清晰的

综合型枢纽都市，支撑城市地位提升、城市规模扩大。陆港以铁路南京南站、南京站以及其它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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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等综合交通枢纽、大型物流节点为核心构成的陆上综合交通枢纽体系；空港以禄口国际机

场、六合机场以及配套的集疏运体系共同构成的“一主一辅”国际组合空港运输体系；水港则以龙

潭、七坝、新生圩、西坝等大型沿江港口群为核心、长江航道为支撑，所构成的港口水运体系；信

息港以国家大区级通讯枢纽、“八纵八横” 一级光缆通信网络体系重要枢纽节点为支撑的通信枢纽

体系。 

构建的必要性：南京在长三角地区具有特殊的区位与城市职能，承担着长三角地区承东启西、

带动全省、辐射周边（南京都市圈）的功能。向东将与长三角其它城市共同构筑世界制造业基地、

世界最大城市群；向西将辐射中西部，打造东西第一锋线都市圈。在此背景下，南京必须构建具有

国际水准的枢纽都市，才能支撑南京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竞争优势和辐射能力。 

构建的可能性：从基础设施的历史与现实基础来看，南京在铁路枢纽、公路枢纽、航空及水运

枢纽等方面具有厚实的基础设施优势。铁路方面，南京是国家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同时，铁路

枢纽在都市圈都具有超强的服务能力和广泛的服务范围；南京铁路枢纽的地位和功能，除上海铁路

枢纽以外，不逊于周边任何一个省会或其它重要城市。公路方面，南京是交通部确定的 45 个国家公

路主枢纽之一，4 条国道交汇于南京，南京规划的高速公路网规模完全可以与伦敦、柏林、大阪等

国际城市媲美。航空方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确立为国家级大型枢纽型机场，是国家航空货物与快

件集散中心，是重要的国际定期航班机场、通往东亚地区的门户机场，成为远程航线衔接国家快速

铁路网的枢纽点，同时也是两岸“三通”的直达空港。水运方面，南京港是我国内河第一大港，而

且是江海直通型内河大港，南京港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长江中上游广泛腹地出海货物转驳运输和江海

联运任务。信息层面，南京是国家大区级通讯枢纽、“八纵八横” 一级光缆通信网络体系重要枢纽

节点。上述分析充分显示南京具有足够的能力打造国际化的枢纽都市。近期通过加快铁路、空港建

设，重点强化综合枢纽与集疏运体系、港口与航道建设，完善高速公路及普通公路建设，构建枢纽

都市的步伐将进一步加速。 

5.1.2  公交都市 

基本内涵：构筑高效率、高品质、

高适应性的一体化公交都市，满足公

交出行总体分担率 30%以上，通勤

客流公交分担率 60%以上；85%公交

单程出行 45 分钟以内通达；公交服

务品质体面、舒适、可靠；公交系统

的人群适应性、地区适应性、时段适

应性、票价适应性均具有较高水平。

同时引领城市布局、交通结构优化。 

构建的必要性：城市规模层面，

南京将来都市区人口将超过 1000 万人，千万级超大都市必须构建完善的公交都市，才能支撑城市巨

大的发展规模；城市性质层面，南京是具有 2400 余年悠久历史、丰富历史文化遗产的著名古都，需

要构建公交都市，以可持续发展的交通体系来满足保护古都特色和城市环境的要求；城市结构层面：

南京规划的多心开敞、轴向组团的城市结构有利于构建公交都市，以 TOD 轴向交通引导模式支撑高

密度的用地开发和城市框架的拉开。交通模式层面，目前积极倡导的节能减排、高效和谐也要求构

建公交都市。 

构建的可能性：首先，南京千万级人口规模为南京公交都市的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客流支撑；

 

图 2、南京公交都市分级构成体系 

常规公交

轨道组团线

轨道干线

轨道快线

国铁

通勤铁路

城际轨道

快速公交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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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南京江北带形、江南指状开敞式发展的空间结构符合大城市集约发展趋势，适合于塑造公交

都市，从这一城市空间结构与公共交通体系的规划建设轨迹判断，轨道交通必然会发展成为南京城

市客运支撑体系主体，南京都市区客流走廊将以轨道交通为支撑，常规公交为补充，主次协调、快

慢结合的公交都市模式。南京在公共交通发展方面开展过大量的规划研究工作，只要强有力的公交

优先发展政策作为支撑，在法律、投资、财税、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等各个环节，为公共交通

发展提供优先条件，构建符合南京城市发展特征、空间布局的公交都市体系是完全有可能的。 

5.1.3  畅达都市 

基本内涵：构建以“2133、3155”为畅达目标、高机动性与高可达性的畅达都市，适应排堵保

畅、节能减排、公平和谐的发展要求，使南京成为我国人员往来和货物流动最方便的城市之一，交

通机动性和可达性最好的城市之一，从交通上支持南京成为经济发展更具活力的现代化中心城市。

“2133”即指长三角中心城市 2 小时内通达，南京都市圈 1 小时通达；都市区通勤交通 3 刻钟（45

分钟）通达；主城内 30 分钟通达。“3155”即指市区任意一点驱车 15 分钟上快速路、15 分钟上高

速公路，市域所有规划村（或集中居民点）15 分钟内能通达国省干线公路网；城市居民步行 5 分钟

内可达公交、地铁车站。 

构建的必要性：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生活消费的多

样性，广大市民的出行需求正发生着质的变化，越来越趋

向分层化、多样化和个性化，对出行的时效性、舒适性等

要求也越来高。因此，城市规划要为全体市民、投资者、

来客提供生产生活、商务交流和休闲娱乐等必需和满意的

交通服务，要公平的对待全体交通使用者合理的交通需要，

要保障他（她）们安全地完成出行目的，因此，构建一个

畅达的都市交通体系必不可少。同时，要建设以公共交通

为主体的畅达客运系统，发展社会专业化货物运输网络，

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适应节能减排、

集约发展的要求。 

构建的可能性：构建一个畅达都市交通体系，需

要城市具有强大的对外交通设施、轨道与公交设施、

道路网设施以及与之配套的现代化交通管理措施、发

展政策。南京“一环十五线”的铁路网布局、“两环

两横十四射”的高速公路网布局、“一主一辅”的国

际航空港布局等规划重大对外交通设施，为南京在国

际、国内、长三角以及都市圈层面的畅达联系目标提

供了设施基础；都市圈快速轨道、城市轨道交通以及

完善的公共优先设施，“井字三环、轴向放射、组团

快联”的都市区快速路网体系，为城市内部的居民出

行提供了保障。同时，作为全国畅通工程一等水平的

城市，南京通过现代化、智能化的交通管理，进一步

提升了南京城市交通的畅达水平。因此，南京构建一

个畅达都市交通体系是完全具有可能的。 

   

图 4、综合交通网络及综合枢纽布局规划图 

 

图 3、新区、新城用地精明增长模式 

备用地 居住 工业

公园绿地组团中心

700米

快速路 地铁 干道

备用地 居住 工业

公园绿地组团中心

700米

快速路 地铁 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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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确立综合交通枢纽新地位 

南京素有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之美称，具有强大的交通中枢功能。铁路、

公路、航空、水运及管道运输五大运输方式齐全，四条国道经过南京，万吨轮终年可达，京沪线贯

通南北，是我国东西沿江运输大动脉与南北京沪和沿海运输大动脉交汇转换的枢纽城市。 

但是，南京对外交通设施水平与世界发达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国际交流运输能力不够，还不能

完全适应协同长三角参与全球发展竞争需要；南京与周边城市间的综合运输体系不够完善，难以支

撑南京都市圈整体发展需要；城市综合枢纽的整合发展力度还需加强。 

本次总体规划修编以国家及区域交通发展构架为基础，加快铁路、航空、港口、综合客货运输

枢纽体系及集疏运系统建设，完善公路和内河航道网络，强化多方式联运和集约化运输，构建五种

运输方式齐全、功能强大、运行高效的国家级综合运输枢纽，确立南京综合交通枢纽的新地位。 

提升铁路：进一步提升铁路在对外交通体系中的功能与地位，强化集约化运输方式的优势 

铁路作为一种集约化的运输方式，在国家综合运输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在能源、环境等问题

日益突出的情况下，铁路优势愈加明显，其发挥的作用将愈加突出。铁路在中长距离运输市场优势

明显，随着城际铁路的逐步建设，铁路在短途客运市场中也显示出强有力的竞争力。可以预测，期

铁路运输在城市间客运出行比重将有较大幅度提升。应进一步对外客运交通中突出铁路的地位，完

善高速客运专线布局、初步建立城际轨道交通网络，补充完善普速铁路，形成圈域网络化、分工明

确化的铁路网络。 

发展航空、水运：确保民航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加快航道及长江港口建设 

在经济稳定增长、消费升级以及航空自由化推动下，我国机场密度将不断提高，航空运输业将

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禄口机场作为我国重要的国际定期航班机场、通往东亚地区的门户机场、

华东地区主要的货运机场、长三角区域的国际货运口岸以及我国航空货运与快件集散中心，机场已

建设施正趋于饱和，难以适应长远发展需要，亟需进一步提升运输保障能力，确保未来航空运输持

续健康发展。同时，水运作为南京一直以来的主体和优势货运方式，航道建设、港口集疏运体系均

滞后于现状发展需求。规划年应以建设国际航运物流中心为目标，加快航道及长江港口建设，提高

港口集疏运能力，建成以长江航运为主干，芜申运河、秦淮河等内河航运为补充的水运体系，形成

设施先进、功能完善、管理高效的国际性、多功能、综合性江海转运国家主枢纽港。 

完善公路：进一步完善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公路网建设，引导城乡统筹发展 

现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一体化程度不高，干线公路以及联系城市战略性交通枢纽的集疏运道路

总量仍显不足，需要继续坚持交通基础设施引领城市发展的政策，进一步完善公路网络。同时，“城

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必将代替以城乡二元化为特征的既有结构，与之对应的城乡

交通系统将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干线公路网应能够引导城乡统筹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一体发展。 

突出枢纽：进一步突出对外客货运输枢纽建设，特别是一体化的无缝换乘客运枢纽建设 

南京正处于城市加快发展，综合交通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关键时期，城市对外及内部的客运需

求将会进一步增长，对运输服务效率与质量的要求也正向高层次、多元化方向发展，多层次、客货

运综合枢纽的建设将是下一阶段城市交通发展的重点和热点。应打破传统体制分割，突出交通整合

理念，构建陆港、空港、水港、信息港“四港”合一综合型枢纽都市，形成运输高效、换乘便捷、

服务优质、智能化和信息化的客货运综合枢纽，以及支撑枢纽发展的交通集疏运体系。 

强化通道：强化对外交通复合通道建设，以复合型设施走廊实现节约用地、减少分割、综

合统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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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公路等重大交通基础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随着设施网络的不断加密，城市用地被分

割的现象日趋严重。应统一规划复合型的交通设施通道，统筹安排铁路、公路以及城市轨道、干道

网于一个复合通道中，这对于节约城市用地、减少分割、

促进城市紧凑集约发展和构建综合交通枢纽，具有重要意

义。 

5.3 拟定城市与交通空间新框架 

交通全面引领城市空间拓展，优化用地空间布局结构，

实现城市用地的精明增长，也是本次规划的重要特色。 

5.3.1  交通引导城市拓展，构建都市区指状发展用

地空间布局 

本轮规划避免了国内其他许多城市摊大饼发展的格局，

结合南京南京地域内的山脉、湖泊等地理条件，强化交通

引领城市空间拓展，构建交通走廊引导发展下的都市区“江

北带形、江南指状”空间布局结构。江南地区以主城为掌

心，龙潭、汤山、湖熟、禄口、板桥形成五大指状发展轴，

这一发展格局与哥本哈根极为类似。 

南京这种指状开敞式发展的空间结构符合大城市集约发展趋势，同时也是塑造公交都市的基本

条件。因此，轨道交通必然会发展成为南京城市客运支撑体系主体，都市区客流走廊将以轨道交通

为支撑，常规公交为补充，主次协调、快慢结合的公交都市模式。本轮规划针对指状发展格局，。

都市区轨道线网由市域快线、城区干线和局域线组成：市域快线快速衔接板桥、滨江、禄口、汤山、

龙潭、桥林等近郊新城，城区干线服务于主副城之间高强度高密集的客流走廊，局域线服务于中心

城区局部组团之间的次级客流走廊。 

同时，在城市道路网的发展支撑上，强调对轴向放射的支撑，由主要城镇发展轴上的高、快速

路构成道路支撑体系。宁镇（龙潭）轴：栖霞大道－疏港大道、宁镇高速公路；沪宁（汤山）轴：

沪宁高速公路、宁杭路、宁常高速公路；宁杭（湖熟）轴：宁杭高速、G104；宁宣（机场）轴：宁

溧路、机场高速公路、宁丹高速公路（第二机场高速公路）；宁马（滨江）轴：江南滨江大道－丽

水大街、宁马高速公路；北沿江轴线：江北滨江大道－北沿江高等级公路、浦珠路－浦六路－雄州

东路－扬滁公路 G328、江北大道－雍六高速公路－宁通高速公路；以及北沿江轴线向北放射的宁合

高速公路、浦泗路、宁洛高速公路、中央大道－扬滁公路 G328、宁淮公路 G205、宁盐高速等。 

5.3.2  构建分级中心体系，疏解城市中心交通压力 

结合用地布局结构和综合客运枢纽规划，构建由城市中心、城市副中心、地区（新城）中心组

成的公共活动中心体系，并形成市级中心三线以上换乘、副城中心两线衔接、新城中心快线相连的

轨道交通线网发展总体布局。同时，通过加强跨区通道交通设施供给，强化主城与副城、副城与外

围新城的联系，构建三大副城反磁力中心，发挥经济传递、主城区交通分担功能；江北相对独立发

展，塑造江北城市中心，缓解跨江通道压力。 

5.3.3  强化轨道交通主导，促进新区、新城发展的精明增长 

在用地规划中，快速路经由用地组团边缘通过，偏而不离，保障了居民机动车快速出行需求；

轨道交通穿越组团中心，服务客流走廊；同时以 TOD 开发为主要发展模式，围绕轨道站点塑造新城

中心，提高轨道站点的居住、就业人口量，增加轨道线路客流，促进新区、新城的精明增长。 

 

图 5、南京城市空间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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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制定差别化交通分区引导新策略 

差别化引导既是国际大城市交通发展的先进经验，也是本次总规修编体现和落实交通对城市空

间、土地利用引领互动的关键理念与方法创新。 

对于特定的城市，其老城区、核心建设区、新城与副城、城市郊区以及外围乡镇等不同地区表

现出不同的交通特征，交通设施供应水平及交通需求均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在老城区、城市

核心建设区，用地条件紧张，交通设施供应水平较低，交通模式一般以集约化交通为主，重点发展

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元化、多模式的公共交通体系；而城市新区、郊区或外围区，用地条件相对

宽松，交通设施在规划建设过程中控制在较高的供应水平，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也相对宽松。 

因此，需要构建完整的分区差别化的交通规划方法体系，以指导综合交通规划过程中不同分区

的交通发展战略、规划建设以及相关管理政策的拟定。本轮规划过程中应开展交通分区引导，将城

市划分为宏观战略分区、交通走廊分区、综合交通枢纽分区以及城市主要功能区四个层次，针对不

同区域发展特征，提出分区发展引导策略，差别化配置交通设施资源，使得交通规划、建设与管理

工作根据针对性和科学性。 

5.4.1  区域性交通发展引导策略 

都市圈 

加强枢纽辐射、通道复合、对接协调；实现资源共享、同城交流、一体化交通。形成以南京为

核心的一小时通勤圈、一日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为距离南京 50 公里半径范围内，推进都市圈内城

市在产业功能、城镇体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全面协调，依托都市圈快速轨道、城际轨

道、高快速路系统等重大交通设施，保障通勤出行时间一小时到达；一日生活圈以南京为核心，加

强都市圈内部及周边城市之间的交通衔接，依托高速铁路、城际轨道、都市圈快速轨道以及高快速

路系统为支撑，保障生活休闲出行时间一日往返。 

都市区 

将迈向千万级现代化大都会，要形成“多心开敞、轴向组团、拥江发展”的现代都市区空间格

局。必须突出轨道主导，强化“双快”（快速轨道、快速道路，含跨江通道）引导、强化枢纽支撑、

强化集聚集约。注重副城和新城的土地与功能的合理配置，实现职居基本平衡，促进跨区交通减量。 

中心城区 

人口规模、开发强度已远远超出原有总体规划预期。必须尽力增加轨道网密度，加快轨道建设

速度；优化公交线网，保障公交路权；完善路网体系，提高干道车速；加强跨区通道建设，重视新

区功能配套。 

老城区 

相当长时期内依然是交通矛盾最为突出区域。要加快推进交通减量，疏散人口与功能；强化公

交优先，优化出行结构；挖掘路网潜力，提高通行效率；改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实施停车调控，

保护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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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南京市宏观交通战略分区方案 

5.4.2  交通走廊引导策略 

公共客运走廊 

公共客运主走廊以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线路为主体支撑，客运次走廊以干线公交为支撑；围绕

公共客运枢纽站点配置城市分级中心体系，客运走廊两侧用地高强度开发；公共客运主走廊两侧配

建停车设施供应水平适度降低，引导公交方式出行。 

机动车走廊 

机动车交通走廊承载城市最集中的机动车出行，满足机动化发展的需要。尽量布置在城市核心

区的外围，并尽可能在各组团之间通过。根据用地规划，远期都市区将形成“井字三环、轴向放射”

的机动车走廊。快速路布置在城市核心区的外围，并尽可能在各组团边缘穿越，形成以快速路系统

围合的盒状组团；以高快速道路系统支撑机动车走廊；沿线控制开发性质与强度，严格限制两侧用

地开设机动车出入口。 

货运走廊 

一般都市区机动车走廊兼有货运走廊功能，主城区内部机动车走廊是城市内部生活性货运的主

要走廊；由于城市产业用地分布在主城外围，因此，主城区外围机动车走廊及沿江机动车走廊同时

也是货运集疏运体系通道。机动车走廊与货运走廊的本质区域不在于设施配置形式，而是在于交通

需求管理的差异。布设在城市外围、组团边缘，衔接城市港口、物流点、工业园及对外交通枢纽；

以高等级公路、城市快速路系统支撑货运走廊；严格交通管理，引导货运车辆在城市外围通道运行；

加强疏港交通体系、物流集散体系以及枢纽转运体系的一体化整合。 

5.4.3  综合交通枢纽引导策略 

综合客运枢纽 

构建市级\市中心级客运枢纽（群）、副城\副中心级客运枢纽（群）和新城\片区级客运枢纽多

级综合客运枢纽，以轨道、快速公交、干线公交为枢纽发展主体支撑； 

强化公路客运站、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客运枢纽配合，构建城市复合型铁路客运枢纽；构建与

其它运输方式良好衔接的公路客运枢纽； 

轨道交通枢纽与城市中心布局高度结合，相互促进，构建多级中心体系和多级枢纽（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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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综合客运枢纽，辅以高密度路网，高强度、二次开发城市中心级、副中心级枢纽周边用地；

加强新城、外围组团客运枢纽配套建设，以 TOD 模式引导新城与外围组团发展； 

综合客运枢纽采取较高停车收费标准，优化出行结构；围绕外围组团枢纽规划建设停车换乘系

统； 

综合客运枢纽地区总体路网密度大于 12km/km2，其中支路密度>10km/km2。 

综合货运枢纽（物流点/港口等） 

完善货运集疏运体系，建设疏港铁路支线、疏港航道和疏港公路及后方堆场；构筑适中密度路

网，物流区主干路网密度控制在 4～6km/km2；支路密度>3km/km2；满足基本货运停车需求；以常

规公交、单位班车支撑综合货运枢纽地区通勤出行。 

5.4.4  城市主要功能区交通引导策略 

城市中心地区 

城市各级中心结合轨道站点布置，城市中心以轨道交通枢纽群支撑，副中心以两条或以上的轨

道交通支撑；新城中心至少以一条轨道交通引导地区开发，发展社区商业、降低交通需求； 

新街口城市中心以公交枢纽引导支撑地区高强度二次开发，协调老城保护与设施建设的关系；

停车设施低配置供应，适度控制上限，高收费标准；河西城市中心以公交枢纽、高密路网引导地区

高强度开发；总体路网密度大于 12km/km2，其中支路密度>10km/km2；停车设施中等水平配置，高

收费标准；城市副中心及副城中心停车设施中等水平配置，高收费标准。 

综合（混合）功能区 

老城区综合（混合）区应协调老城保护与设施建设的关系，以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引导老城更

新改造，重在肌理保护，严格禁止大拆大建；其它混合功能区，特别是副城、新城混合功能区，倡

导多功能配套建设，减少跨区交通出行，实现交通减量；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强化慢行交通设施配

置，优化出行环境；结合片区改造，提高路网密度，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满足综合（混合）功能

区基本停车需求。 

大型居住区 

以公交引导的 TOD 模式开发建设，同步完成基本配套建设，倡导用地集约开发，减少跨区出行；

构筑中密度路网，总体路网密度大于 9km/km2，其中支路密度大于 6km/km2；慢行主导，注重交通

出行环境建设；严格执行停车配建标准，满足配建停车需求。 

产业区 

以常规公交、班车引导发展；加强货运集散通道建设；干道网密度控制 4－6km/km2，其中支路

密度大于 3km/km2。 

6. 总结与展望 

未来南京将全面进入以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江海直达联运为主导的现代化综合运输时

代，将成为具有世界水准的国家级综合枢纽城市。同时，未来十年也是南京城市人口增长和空间拓

展带来的跨江交通、新区通勤压力趋大期，小汽车高增长与道路扩容空间日趋缩小的矛盾激化期，

以及公共交通加快建设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如何快速实现交通运输结构提档升级、引导居民出

行方式优化，对南京意义重大。本轮总体规划修编的为南京交通良性发展提供了契机，未来南京应

强力推进国家级综合运输枢纽工程建设、公共交通优先工程建设和道路交通畅达工程建设，大幅度

提升南京作为长三角承东启西中心城市的地位和聚集辐射功能，引领城市布局优化、引导交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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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在城市交通建设发展工程中充分落实科学发展、精明增长、精细化建设和管理，开创南京交

通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第一作者简介】 

杨涛，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市交通规划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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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研究 

陈必壮  杨立峰  王忠强  顾煜 

【摘  要】建设现代化城市群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

本文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我国城市群综合交通现状存在问题，研究了当代城市

群所具有的空间发展结构与综合交通层次特点，指明了综合交通规划原则、技术路线、交通预测与

规划目标，提出了我国城市群综合交通系统主要发展战略、布局规划与建设安排原则等内容，有助

于加强我国城市群综合系统的规划建设，提高我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能力。 

【关键词】城市群 综合交通 交通体系规划  

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镇体系不断完善。原有城市发展突破既有行

政区划界限，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强辐射作

用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已成为我国

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

要战略。当前，我国除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

冀已发展成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城市群外，辽

中南、山东半岛、长江中游（武汉城市群）、长

株潭、海峡西岸、川渝、关中等地区都步入了城

市群发展阶段。 

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安全、高效、便捷、经

济的交通运输服务与支撑。纵观日本、欧洲、美

国等国著名城市群，尽管各自发展模式不同，但均形成现代化的海陆空立体综合交通体系。相对而

言，我国城市群交通运输系统还普遍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快速发展需要，具体表现在：主要通道运力

不足、城际交通效率低下、中心城市日益拥堵、综合运输结构失调、两型1系统发展乏力。这已几乎

成了我国城市群的通病。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社会发达的城市群面临的上述交通体系的问题日趋

突出。 

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科学推进我国城市群综合交通系统建设，除了可以大幅提高我

国各地城市群协调发展的能力，还有刺激国内消费、保障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对我国

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的研究，有助于更加冷静客观针对我国城市群现状交通存在的问题，科学制定

我国城市群综合交通系统的发展规划与建设安排。 

1. 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综合交通层次特点 

1.1 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成长过程 

梳理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研究内容与重点，需要对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组成进行分析。根据相关

研究，城市群（或称为一级都市圈、大都市带）主要经历了“城镇-中心城市-大都市圈-城市群”的

成长过程。城市群通常由一个以上的大都市区组成，面积一般在 3 万平方公里以上，半径 2 至少为

200-300 公里，人口一般在 3000 万以上。 

 

                                                        

1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图 1  我国当代城市群布局规划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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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成长过程 

1.2  城市群综合交通层次与特点 

我国城市群少则包括 2-3 个中心城市，行政区划涉及 1 省甚至数省，面积达几万甚至数十万平

方公里。例如长三角城市群就涉及了江苏、浙江、上海 2 省 1 市在内的 16 个城市。城市群的综合交

通发展具有面向各中心城市、面向群域、面向全国、面向全球的多层次交通需求的挑战，特别是形

成 1 个甚至几个突破行政区划、通勤圈范围达几十公里的核心大都市圈，是当前我国城市群发展的

重要特征。 

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应以核心大都市圈为中心，以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与提高区域整体竞

争力为目标，重点对 3 个层次的主要交通进行重点研究：（1）核心大都市圈通勤交通，（2）大都

市圈—城市群群域城际交通，（3）城市群—全国乃至全球的对外交通。相对而言次级中心城市的城

市交通不需在城市群综合交通层次进行重点规划研究。 

相对于次级中心城市综合交通系统 5-10 公里覆盖半径，我国大都市圈综合交通系统的覆盖半径

可达 30-50 公里，覆盖面积 1500-2000 平方公里，服务人口 1000-2000 万。群域城际综合交通系统的

覆盖半径可达 100-300 公里，面积从几万乃至十万平方公里以上，服务人口可达几千万。 

2. 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原则与技术路线 

2.1 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原则 

2.1.1  坚持两型发展与不断提高群域一体发展能力相结合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交通运输作为“两

型”社会建设的重要领域之一，坚持―节地、节材、节能、减排‖的发展模式已成为我国综合交通发

展的重要要求之一，占地多、耗能高、效率低、污染大的交通运输方式将逐步淘汰或受到越来越多

限制。 

适应城市群不同圈层的发展需要，群域综合交通体系要不断提高促进“对外开放、对内一体”

的总体运输能力，如我国许多城市群都提出了 1 小时、或 1.5 小时通程半径的要求，大都市地区临

近城市交通“同城”化要求。 

2.1.2  坚持协调发展与适当加快群域综合交通建设相结合 

我国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普遍存在行业之间、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现有系统的布局与运营

也存在许多不合理方面。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就要注重多方面的协调。第一，要注重实现交

通体系的区域协调，统一推进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第二，要注重实现交通系统的行业

协调，有效发挥各类交通运输方式技术经济比较优势；第三，还要注重交通体系的布局协调，显著

提高综合交通各种方式间换乘衔接水平。 

实现城市群综合交通协调发展要与各地对交通设施建设的迫切愿望有效结合，尽快偿还历史欠

账并适度超前已经成了我国多数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要经验。城市群综合交通的协调快速发展，要不

断扩大综合交通网络覆盖面，着力拓宽综合运输通道，适应人口、资源分布，引导土地开发与经济

产业发展，使得综合交通运输能力满足经济社会长久发展需要。 

城镇 中心城市 大都市圈 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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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坚持以人为本与优先实现群域公共交通发展相结合 

交通的根本目的是人和物的运输，以人为本是群域综合交通规划过程中始终应予坚持的原则。

以人为本不仅仅体现在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过程中要实现人与物的便捷换乘、中转或衔接，更重

要的是围绕综合交通运输结构的规划，对未来综合交通运输的主体与核心交通系统，要优先保障、

重点推进。 

针对目前我国许多大城市以及区域交通越来越严重的道路拥挤，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改善交通

运输结构，已经成为我国推进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向，其中逐步形成以轨道交通为核心、各种

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两型‖综合交通体系已经成为许多特大城市以及城市群城际交通贯彻以人为本、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选择。 

2.2 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技术路线 

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技术路线是专业研究、调研论证与衔接协调的有机结合，一般需要包括前

期分析、目标战略、布局规划、完善落实等 4 个阶段。 

 “前期分析”阶段的成功是整个规划顺利开展的基础，除了收集相关各市、区域、全省、全国

等各层次的经济、社会、交通等历年、现状及规划资料外，还要注重与相关各市、各交通行业主管

部门的集中与现场调研，从而准确把握群域综合交通现状问题、面临挑战、未来趋势。 

 “目标战略”阶段完成交通需求预测、国内外经验研究、规划目标、主要战略等内容。其中，

规划目标和主要战略确定了综合交通体系需求规模、运输结构、服务水平、网络布局、发展重点等

总体要求。 

 “布局规划”阶段主要完成水、陆、空各类交通系统在群域各圈层的布局与衔接。相关各系统

布局除了要遵循本行业规划过程中应在经济、产业、社会、民生、安全、环境等方面应遵循的基本

原则外，更要注重与综合交通规划目标与战略、上位规划、各系统之间的协调与完善。整体规划方

案需要多轮的论证、评价与完善。 

 “完善落实”阶段进一步完善布局方案，同时根据各类资源许可制定分阶段的交通建设计划以

及土地、资金的分期投资规模等。 

3. 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需求预测与规划目标 

3.1 城市群综合交通需求预测 

3.1.1  综合交通需求预测内容 

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需求预测，需要结合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要求，重点预测研究群域城市之间

以及群域对外的综合运输需求，需要将相关城市作为整体，重点分析预测群域内-内客货需求（特别

是核心走廊需求）、内-外客货需求、外-外客货需求（过境）的特征年份规模、合理运输结构、各类

方式客货运量、相关方式运输工具交通量。 

综合交通需求预测过程中，除了对空、铁、水、空、管各类方式运输需求进行预测，还要统筹

考虑城市扩大、城际交流、产业物流、能源运输、旅游交通、内外贸易等产生的各种专项运输需求，

为城市群综合交通系统规划提供更贴近实际工作的需求预测。例如，煤炭、铁矿石等能源、原材料

运输是完善我国普速铁路网络的重要依据；枢纽机场和港口的客货吞吐量，是决定枢纽机场和港口

规划规模和集疏运体系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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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综合交通需求预测方法 

城市群综合需求预测方法与城市交通需求预测方法类似，预测过程包括出行频率（对应于城市

交通需求中的出行生成）、出行分布（目的地选择）、方式划分、交通分配等过程，主要预测方法

与城市交通需求预测差异不大，出行频率可采用类比分析法、回归分析法等方法得到相应的出行频

率，出行分布结合综合阻抗的分析采用重力模型法得到出行目的地选择，在变化不大的近期也可以

采用 Fratar 法，方式划分更多在公铁层面上，一般采用 logit 法，交通分配采用平衡分配法。 

3.2 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目标 

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目标除了确立宏观定性目标外（例如绿色综合交通体系、两型综合交

通体系、公共交通为主体的综合交通体系等），还需要根据我国目前综合交通普遍存在的问题，从

综合运能能力、运输结构、运输网络、运输效率等方面确定规划指标体系。 

“能力充分”就是要消除综合交通运输能力不足现象，构建长久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综合

交通体系，如黄花机场作为中部枢纽机场，规划远期的机场吞吐能力要达到 4000 万人/年。 

“方式协调”是要明显改善目前区域运输中公路比重过高、铁路水运比重偏低的现象，大力发

展公共交通系统，建立起各类公共交通占主体、各类方式技术经济优势突出的综合运输体系，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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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群中城际客运主通道，集约化的铁路运输比重应超过 50%。 

“布局合理”是指水、陆、空各类交通线路、场站、网络等覆盖要满足城市规模、资源分布、

产业布局、民生发展等交通联系的网络性要求，如百万人口以上中心城市一般要求由高速公路、客

运专线（城际铁路）直接连通，有航运条件的也应考虑设置骨干航道。 

“运行高效”是对不同城市、地区之间各类交通运输速度、时间和运输效率作出发展目标，如

有些城市群确定的大都市圈的通程半径不超过 1.5 小时。 

4. 城市群综合交通系统发展战略与布局规划 

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包括空、铁、水、空、管以及各类综合交通枢纽布局规划，规划方案

既要与各类国家和区域上位规划相衔接，也要充分与区域各地充分有效协调，使得规划方案既实现

区域整体的发展，又充分考虑各地局部利益，从而调动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参与综合交通体系建设

的积极性。为此，综合交通体系布局规划除了前述发展目标为依据外，还要结合城市群各圈层社会

经济发展对综合交通的显著特征要求，首先提出各层次的综合交通发展战略要求，再平衡协调各圈

层、各轴线的综合交通体系布局。 

4.1 核心大都市圈——构筑以人为本、公交优先的同城交通系统 

城市群核心大都市作为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中心和主要通勤交通圈，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核心大

都市与临近周边地区不仅形成连绵城市地带，而且实现社会经济的高度融合，居民就业、业务、居

住、学习、生活等活动范围将扩大到整个都市圈通勤圈，有时通勤半径在 30-50 公里以上，主要客

流走廊日客流可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次。核心都市圈同城交通系统的重点是实现道路网、轨道网、

信息网的一体化规划、建设、运营和管理，特别是在都市圈面向不同范围的出行中确立公共交通的

主体地位，尤其是充分体现主要客运走廊上大容量、快速、准点、相对舒适的轨道交通的作用。 

根据现代城市群从“城镇-中心城市-大都市圈—城市群”的成长阶段，核心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

对内除了加强中心城市区域的自身联系，还要拓展到都市区的通勤交通圈，对外要加强与城市群各

中心城市以及全国的联系，提高核心大都市圈的辐射与吸引能力，形成城市轨道、都市区轨道、客

运专线（城际铁路）等一系列、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 

道路系统 

4.2 主要城际走廊——打造层次分明、适应不同需要的城际复合交通走廊 

城市群核心大都市作为区域乃至国家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信息等中心，一方面对城市

群产生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又离不开城市群经济社会整体发展的支撑。区域其他城市即可能是

能源、原材料基地，也可能是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与旅游休闲等基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

的发展，将进一步提高区域产业配置率，形成区域性产业团队并加速区域共同市场的形成。上下游

产业的整合、生产要素的快速流通、资源优化配置都对区域客货运输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尽快提

升城际通道、适应运输需求成倍增加、运输时间大幅减少、运输效率显著提高等各类要求。实现区

域资源共享、错位竞争、一体发展，需要建设与区域产业集聚发展带相适应的水陆综合运输通道，

特别是在主要城际走廊上形成公铁均衡发展的城际复合通道。 

城际复合交通走廊指沿主要城际交通走廊平行布设公路、铁路、管道等系统。对于以核心大都

市为中心的向外辐射的城市群主要走廊上，需要平行布设高速公路、城际铁路、客运专线等为主要

特征的公铁高速复合走廊。对于城市群外围中心城市之间的连接走廊上，一般布设高速公路、普速

铁路就能满足运输需求，但是对于长三角等世界级城市群，外围中心城市中间有时也需要布设城际

铁路实现快速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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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主要港口、场站——建成换乘便利、功能齐全的水、陆、空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现代城市群面临国内、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作为城市群内外衔接的

关键节点，综合交通枢纽的发展对于城市群对外开发度、贸易便利度等都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整

个枢纽布局体系中的主要航空枢纽、主要航运中心、主要铁路枢纽对于提高城市群国际、国内的整

体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4.3.1  现代航空枢纽 

现代航空枢纽——城市群都将大型航空枢纽作为加强国内外交流、提升产业结构的关键交通设

施加以发展。我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具有发展大型国际航空枢纽的门户或中转等区

位优势，随着贸易、商务、旅游等快速发展，建设面向区域、全国乃至全球的国际航空枢纽核心机

场以及完善区域机场布局，已经成为我国各地城市群航空运输、现代高端物流发展的重要目标。对

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航空枢纽要成为连接世界各地与中国的空中门户，建成亚太地

区的核心航空枢纽；对于中西部城市群，航空枢纽要成为区域面向国内外空中门户、建成为全国性

航空中转枢纽。 

4.3.2  现代航运中心 

现代航运中心——建设航运中心对于拉动港口城市乃至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大

力发展水运有助于缓解陆运通道长期以来对煤炭、矿石等大宗货物运力不足问题，发挥水运比较优

势并满足不断增长的国内外贸易运输需要，促进各类临港产业的发展，引导产业分工、转移与集聚。

对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要重点发展面向全球运输的国际航运中心，对于中西

部城市群，要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区域性长江航运中心，并加强区域核心港口和骨干航道的建

设。 

4.3.3  现代综合枢纽 

现代铁路枢纽——随着城市轨道、城际铁路、国家客运专线等一系列、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的快

速发展，出现了大量以铁路、轨道为主体、整合各种交通方式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现代大型

铁路综合交通枢纽，不仅有助于改善现有枢纽普遍落后、形象不佳的问题，而且作为中心城市群承

担主要内外衔接枢纽，城市轨道等大量公交设施的汇聚使得城市交通枢纽的功能也通常比较突出，

并对周边地区开发具有较强的 TOD 效益。 

4.3.4  现代物流园区 

现代物流园区——现代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各类商贸的发展都已离不开现代物流园区的各

项物流服务。发展城市群物流园区，要紧密围绕各类产业园区、高科技园区、经济开放区等产业配

套需求，以机场、港口、公铁站场等交通枢纽为依托，按照面向全国、区域和城市等各层次布局全

国性、区域性、地方性物流园区或物流中心，实现各种物流运输与服务的无缝衔接。一般而言，枢

纽机场、航运中心都需要配备辐射群域的大型综合物流园区。 

5. 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建设安排原则 

5.1 逐步提升群域综合交通发展模式 

现有我国长三角、珠三角等多数地区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模式，是率先建设高速公路、大型机场、

港口等基础设施的见效快、短期效益好的常规发展的模式，但该模式在生态环境保护、土地集约、

能源节约等方面缺陷较为明显，可持续发展要求难以实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需要实现区域

交通发展从“现有常规模式”逐步向“两型提升模式“转变，这就要求区域交通要加快发展水运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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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及时建设铁路与管道，城市内部要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坚持公交优先。 

5.2 政策创新加强“两型”交通建设 

对轨道、航道以及交通枢纽等经济效益不明显但交通效率高、建设迫切的“两型”交通设施建

设，应加大国、省财政性资金投入力度，促进综合交通体系协调发展。对高速公路等短期交通改善

效果明显但运输效率较低的项目建设以及管道、港口、机场等投资较大的项目可通过政策措施创新，

健全利益导向机制，激发市场主体积极性。 

但是也应该看到，以铁路、轨道交通等集约化交通运输方式在客货运输没有达到一定规模时，

其运输效率并不高，这时片面快速加快、不计成本的大规模建设这些交通运输系统不仅不能起到节

能减排效果，反而造成了资源、资金的浪费。如在目前一些城市群内部，某些城际间交流量并不大，

且城际间已建成高速公路，这时是否需要马上建设城际铁路？又如，目前国内的部分特大城市交通

供需矛盾不突出，客运走廊不明显，如建成轨道交通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客运强度很低，这时近期是

否还需要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因此“两型提升模式”中对于各类交通运输方式的设施承担功能、建

设时机、规模等需要在各阶段时充分论证，实施逐步的发展模式的转变。 

图 4  城市群综合交通发展模式的提升 

6. 结语 

当前，加强区域协调发展、建设现代城市群已经成为我国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关键

阶段。加强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及相关技术研究，不仅有助于指导快速改善区域综合运输目前普遍

存在的技术落后、运力不足、协调不力等问题，而且有助于强化区域社会经济的纽带，改善区域各

地对外联系环境，全面减少因交通不便造成的发展落后，促进群域各市立足自身优势、错位竞争，

从而实现城市群整体、协调、科学发展，对于缩短我国东西发展差距、城乡发展差距都具有非常重

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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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港共建都市圈交通体系探索 

张晓春  田锋  纪铮翔 

【摘  要】：目前深圳和香港已经达成共同发展国际性城市的战略共识，深港发展国际性城市需要国

际交通枢纽体系的强力支撑，本文借鉴东京、纽约等全球城市的发展经验，提出了深港共同构建国

际交通枢纽城市的都市圈交通发展战略目标，围绕该战略目标，制定了深港共建国际航空枢纽、综

合效益最优的国际航运枢纽、国家级铁路枢纽以及高度一体化的内部交通体系等发展策略，并紧密

结合深港都市圈空间格局及交通发展态势制定了深港交通合作发展的具体措施，为深港共同推进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国际性城市；枢纽城市；战略；一体化 

1. 引言 

深圳和香港地处全国经济最具活力的大珠江三角洲地区，两地中心城区的空间距离仅约 30 公里，

20 世纪 80～90 年代，以香港－深圳“前店后厂”的产业分工合作为纽带，香港完成了产业升级，

成为亚洲的国际都会，深圳则创造了全国最快的经济增长速度，成为国内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在

经济全球化及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深圳市要保持经济活力，迫切需要实现国际化，依托香港搭建

联系世界的平台；香港要保持经济繁荣，迫切需要为高端服务业寻找支撑，依托深圳拓展经济腹地。

为此，深圳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指出 “依托华南，立足珠三角，与香港共同发展国际性城市”,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也明确提出“深化深港合作的承诺，全力推进深港共建国际大都会”。深港共

同发展国际性城市必须要有国际交通枢纽体系作为支撑，本文按照国际交通枢纽体系要求，对深港

港口、机场以及各类跨界交通设施的整合与合作进行了深入研究，以期形成深港都市圈对外辐射国

际国内，对内高度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为实现深港城市发展战略提供有力保障。 

  

图 1 深港在大珠三角中的位置示意图          图 2 深港空间关系示意图 

2. 深港都市圈交通发展现状 

2.1 现状概况 

作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国际航运中心，香港拥有发达的辐射国际的对外交通枢纽体系：香港

港口是全球最繁忙和最高效率的国际集装箱枢纽港，2007 年的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 2400 万标

箱，位居全球第三位；香港机场连续多年入选全球最佳机场，2007 年，香港机场货运吞吐量达 374

万吨，旅客吞吐量达 4778 万人次，分别位居全球第一位和第四位。作为我国 42 个综合交通枢纽节

点（城市）之一，深圳市对外交通枢纽体系也已初具规模：深圳港已基本确立了全球集装箱枢纽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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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2007 年的深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达 2110 万标箱，位居全球第四位；深圳机场是我国华南

地区主要客货运枢纽港和区域性国际快件集散中心，2007 年深圳机场旅客吞吐量达 2062 万人次，

位居全国第四位。 

随着 CEPA 的顺利实施，深港之间的跨界

交通持续增长，据统计，2007 年香港与内地跨

界客运总量约为 49.1 万人次/日，跨界客运主要

由深港陆路口岸通关，其中，经由铁路口岸（罗

湖口岸、福田口岸）通关的跨界客运出行约占

55％，经由公路口岸（深圳湾口岸、皇岗口岸、

文锦渡口岸、沙头角口岸）通关的跨界客运出行

约占 27％。同期，香港与内地跨界货运总量约

为 1.3 亿吨/年，跨界货运主要利用水运（河运和

海运，69％）和公路（30％）运输，其中通过深

港公路口岸通关的跨界货运车辆达2.7万自然车

/日。 

2.2 存在问题 

深港交通合作是深港共同发展国际性城市的重要前提，但目前深港交通互动明显不足：深圳港

是华南地区的集装箱枢纽港和我国综合运输枢纽中的主枢纽港之一，深圳机场是珠三角主要的航空

客运中心和华南地区区域性货运中心，它们与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香港的港口和机场之间既缺乏硬

件连接，又缺乏软件合作，尚未发挥深港都市圈海港、空港的整体优势；两地之间的跨界交通设施

虽不断改善，但跨界交通压力仍然巨大，罗湖铁路口岸已基本饱和，皇岗、文锦渡公路口岸毗邻深

圳市中心区，大量跨界货运交通经由市中心穿越，加剧了中心区交通拥挤，同时降低了跨界交通运

输效率。 

3. 深港都市圈交通发展战略 

3.1 战略目标 

深港共同发展国际性城市不仅是深港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我国发展全球城市的战略选择。东

京、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全球城市应具有全球性的金融中心、拥有强大的软实

力优势、雄厚的经济基础、国际水准的交通枢纽体系以及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等特征，

其中，国际水准的交通枢纽体系包括国际枢纽机场、国际枢纽港口以及先进的城市交通体系等，据

此，深港都市圈必须以深港共同构建国际交通枢纽城市作为交通发展的战略目标。交通枢纽城市不

仅是交通运输枢纽，而且是区域乃至全球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枢纽，对世界的经济发展起着重

要的影响和带动作用。深港共同构建国际交通枢纽城市是提高深港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地位、提升深

港竞争力、实现深港共同发展国际性城市等战略目标的必须手段。就交通意义而言，交通枢纽城市

是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中的关键节点，由海港、空港、铁路及深港内部交通系统共同构成，包含国际、

国内、深港之间等多个层次。 

图 3 现状深港主要区域交通设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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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深港共同构建国际交通枢纽城市概念图 

3.2 战略内涵 

深港共同构建国际交通枢纽城市包括两个层面的战略内涵： 

深港都市圈对外交通辐射：建设辐射全球的海空交通枢纽，加强深港的共同发展，提升深圳的

国际辐射力；建设辐射全国的铁路交通枢纽，拓展深港的经济腹地，提升香港的国内辐射力。 

深港都市圈内部跨界合作：建设满足和促进两地人员、物资最便捷的流动，适应和支撑两地城

市空间布局的发展，高度一体化的深港内部交通体系（本文重点研究深港跨界交通体系，对深圳、

香港自身的交通系统不作探讨）。 

4. 深港都市圈对外交通辐射体系的发展策略及措施 

4.1 深港共建国际航空枢纽 

香港机场虽具有国际航班密集、运营环境优良等优势，但却面临城市规模小，内地航线不足及

拓展空间有限等问题；深圳机场虽具有国内航线相对香港频密并有价格优势，但是国际航线少，航

权和空域受限，两地机场具有很强的资源互补性。按照建设辐射全球的海空交通枢纽的要求，应全

面加强深港两地机场的多方位合作，合理分工，充分利用香港和深圳机场在国际及国内的航线资源

和“两个天空”，将深港机场建设成为共同服务于深港都市圈的国际航空枢纽。深港共建国际航空

枢纽主要包括以下具体措施： 

 

图 5 深港共建国际航空枢纽示意图 

措施 1：加强深港机场交通连接，规划建设港深机场轨道联络线 

港深机场轨道联络线将港深机场间的时间距离缩短到 20 分钟以内，对于提高机场间的转运服务

能力和服务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通过在前海枢纽等设置口岸及机场值机、行李托运设施，可

极大的延伸机场服务。港深机场轨道联络线将有力的促进深港机场整合发展，并将进一步改变区域

机场分工格局，将深港机场的优势覆盖范围扩大至长江以南地区。 

 

国际交通枢纽城市 

香港 深圳 国际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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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港深机场轨道联络线示意图 

措施 2：设立深港空港发展协调机构，推进航空业务合作 

建立深港两地空港协调管理机构，协调机场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统一服务标准，改善空域条

件，合理分工，推动深港两地机场航空客、货运业务的衔接合作、资本合作、硬件和软件的共建与

分享。 

4.2 深港共建综合效益最优的国际航运枢纽 

港口的发展对深港两地经济的增长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的统计分析表明，港口对深港

经济贡献的增长逐渐减缓，同时港口与城市在空间、土地、交通以及环境生态方面的冲突开始出现，

港城发展矛盾逐渐显现。港口的发展应由单纯强调发展规模向追求运作效率最高、经营效益最优、

环境影响最小、港城关系最协调的综合效益最优的发展模式转变。由于深港两地港口的投资者和运

营者基本相同，具有十分特殊而紧密的产权及体制上的关系，应充分利用深港港口关系紧密的优势，

按照港城协调发展的原则要求，加强两地港口的互动，协调业务分工，共建综合效益最优的国际航

运中心，支撑深港共建国际物流枢纽城市。深港共建综合效益最优的国际航运枢纽主要包括以下具

体措施： 

 

图 7 深港共建国际航运枢纽示意图 

措施 1：设立深港港口发展协调机构，推进港口的全方位合作 

建立深港港口发展协调机构，协同深港港口的规划建设，推动深港港口在国际贸易、港口物流

以及港口服务业的全方位合作。 

措施 2：协调港城发展，引导与城市关系密切的港区向城市生活功能的转变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31 

 

以综合效益最优为目标，结合香港及区域其它港口的分工，协调都市圈港城发展关系，珍惜城

市滨水地区空间资源，谨慎开发；保留临港高附加值的产业用地，逐步迁移低附加值及高货运量产

业用地；港口物流园区用地规划应预留未来远期改建的弹性；逐步引导其它与城市关系密切的港区

向城市生活功能的转变。 

4.3 建设服务于深港都市圈国家级铁路枢纽 

深港两地的铁路系统薄弱，干线铁路运营里程少（仅有九广铁路一条国家干线铁路），能力不

足，不能满足深港都市圈与国内其它经济区的交通联系要求。深港铁路发展应抓住我国铁路高速化

以及（京）广深港客运专线、厦深铁路建设的有利契机，通过高速铁路网络和枢纽站设施建设以及

合理的铁路运行组织，全面提高深港都市圈对华南乃至全国的铁路交通辐射能力，提升深港都市圈

在国家铁路网中的主枢纽地位。建设国家级铁路枢纽的具体措施包括： 

建设（京）广深港客运专线及深圳北站、中心区站铁路枢纽，在深港都市圈形成“一北”（深

圳北站）“一南”（香港西九龙站）的铁路枢纽格局；建设厦深铁路，并开展厦深铁路西延跨珠江

通道的前期研究，加强深港铁路枢纽对东南沿海及粤西、广西等地区的辐射；开展平湖铁路集装箱

中心站服务香港港口的前期研究，促进海铁联运发展，扩大深港港口腹地，降低港口活动对城市活

动的影响，促进港城协调发展。 

 

 

图 8 建设国家级铁路枢纽示意图 

5. 深港都市圈内部跨界交通体系的发展策略及措施 

对于深港跨界客运交通，在环境、资源紧约束条件下，紧密结合深港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重

点在西、中、东三条城市发展轴上形成跨界轨道客运交通的主要网络；对于跨界货运交通，在既有

的中部皇岗等公路口岸的基础上，完善西部轴线、新增东部轴线上的口岸与跨界货运交通通道体系，

并优化货运交通组织，形成跨界货运交通“西进西出、东进东出”的总体格局，提高跨界货运交通

效率，减少对城市中心区的影响。 

5.1 建立深港大运量跨界轨道客运体系 

5.1.1  跨界客运交通政策及跨界客运交通发展态势 

香港与内地的跨界客运交通涉及边界通关问题，虽然“个人游”计划方便了内地居民往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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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香港居民往来内地相比，内地居民的跨界出行仍

明显的受到了签注的制约。受此影响，深港跨界客运

需求强度明显低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空间尺度类

似的东京、阪神等世界知名都市圈（见表 1）。随的

随着深港共同发展国际性城市的逐步推进，跨界交通

政策必将向着更灵活、更方便的方向变化，本文提出

了未来跨界交通的多种政策可能，其中第一种是维持

既有的跨界交通政策不变；第二种是给予深圳居民与

香港居民同等待遇，即深圳居民可持规定证件多次往

来香港，且无须签注；第三种给予珠三角各城市的居

民与香港居民同等待遇，即珠三角各城市的居民可持

规定证件多次往来香港，且无须签注，第四种是跨界政策完全放开，边界管制形式化。 

表 1 香港内地间跨界客运量与世界其它都市圈的对比 

都市圈 人口（万人） 客运需求（万人次/日） 通勤交通（万人次/日） 

东京都市圈 3200 >1000（东京区部与周边各县） 630（东京区部与周边各县） 

阪神都市圈 1800 >300（大阪府与周边各市） 110（大阪府与周边各市） 

深港都市圈 1560 49（深港之间） 5（深港之间） 

 

根据历年的跨界旅运统计调查资料分析，跨界出行率主要受跨界出行时间、内地各主要城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内地城市的地理区位以及跨界交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为此，本文分别建立了香港

居民的跨界出行率、内地各主要城市居民的跨界出行率与跨界出行时间、城市经济发展水平（GDP）

等的 LOGIT 分析模型（见公式 1），作为推算未来香港与内地跨界客运出行预测的主要基础，同时

借鉴东京、阪神都市圈的发展经验，对政策完全放开情况下的通勤交通进行了分析。根据模型推算，

至 2030年，在不同跨界交通政策条件下，香港与内地的跨界客运交通出行总量将分别增长至 120万～

370 万人次/日，为现状跨界客运需求的 3～8 倍。 

  （公式 1） 

其中各参数意义： 

Rate—跨界出行率； 

Time—香港到内地各主要城市的跨界出行时间； 

GDP—内地各主要城市 GDP； 

nb—城市地理位置分组调节系数（深圳市为 1，其余为 0）； 

mb—城市地理位置分组调节系数（珠三角城市（除深圳外）为 1，其余为 0）； 

X1～X6 —待标定的参数。 

5.1.2  大运量跨界轨道客运交通体系 

面对深港跨界交通的迅速增长，结合深港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及城市交通发展策略，必须大力

发展大运量集约化轨道交通方式。具体包括：建设光深港客运专线，广深港客运专线是国家铁路京

广深（港）客运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深港中部发展轴的重要依托，客运专线的建设将极大地

缩短深港中心城区的出行时间（由现状约 50 分钟缩短为约 15 分钟），拉近深港两地的时空距离；

6 2 3 4 5

1

X +X *ln(Time)+X *ln(GDP)+X *nb+X *mb
1

X
Rate

e




图 9 深港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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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西部轴线上的港深机场轨道联络线及前海枢纽，不仅承担机场转运交通，同时兼顾深港西

部跨界客运交通，并与既有的中部福田口岸（连接深圳地铁 4 号线与香港东铁落马洲支线）、东部

罗湖口岸（连接深圳地铁 1 号线与香港东铁）共同形成西、中、东三个方向上的大运量轨道跨界客

运交通网络。 

 

图 10 深港大运量跨界轨道客运体系规划布局图 

5.2 完善公路口岸及跨界货运通道体系 

5.2.1  跨界货运交通发展态势 

跨界货运量与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贸易额紧密相关，由于不同货物种类的货运量同贸易额之间的

相关性不尽相同，本文采用分货类分析方法，根据分货类跨界货运量与跨界贸易额之间的关系，通

过香港与内地不同城市分货类贸易额的变化，推算跨界货运量。根据模型推算，2030 年香港与内地

的跨界货运出行总量将达到约 3.4 亿吨/年，为现状跨界货运需求的约 2.6 倍，其中，跨界货运车辆

将增长至 5.6 自然车/日，为现状的约 2.1 倍。 

5.2.2  公路口岸及跨界货运通道体系 

结合深港都市圈城市发展格局的演变，在既有的中部皇岗等公路口岸的基础上，完善西部轴线、

新增东部轴线的口岸与跨界货运交通通道体系，提高跨界货运交通效率，加强深港对珠三角腹地的

辐射，其中建设连接深港西部通道及深圳湾口岸的广深沿江高速公路，承担香港往深圳西部、东莞

以及广州方向的跨界交通，形成跨界货运交通“西进西出”的口岸及通道体系；规划建设东部轴线

上的莲塘/香园围口岸及东部过境高速公路，承担香港往深圳东部、惠州以及粤东方向的跨界交通，

形成跨界货运交通“东进东出”的口岸及通道体系。 

结合新的公路口岸及跨界货运通道建设，优化跨界货运交通组织，调整既有东部文锦渡口岸的

功能定位，将毗邻深圳市中心区的文锦渡口岸的功能调整为以客运功能为主兼顾鲜活货运，减少跨

界货运与中心城区城市交通的相互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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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深港公路口岸及跨界货运通道体系规划布局图 

6. 结语 

随着深港共同发展国际性城市的逐步推进，深港两地将逐步融合。本文从都市圈的角度，提出

了深港共同构建国际枢纽城市的战略发展目标，通过整合深港机场、港口以及各类跨界交通设施，

形成外部辐射国际国内，内部高度一体化的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研究成果已经纳入深港两地相关

规划，目前深港两地政府已联合开展并共同推进港深机场轨道联络线、莲塘/香园围口岸等交通合作

项目的前期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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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畅通始于规划 

——重庆城市交通规划体系发展现状及建议 

余勇  楼肖华  高志刚  张启明 

【摘  要】完善的交通规划体系是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和前提，我国城市正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城市交通规划体系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不适应城市快速发展需要之处。本文以重庆

为例，回顾了重庆城市交通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从宏观、中观、微观、综合交通信息化和近期建

设规划五个方面分析了交通规划体系的不足，并针对性的提出完善交通规划体系的建议，以期为其

他城市加强城市交通规划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规划；交通规划；体系；建议；重庆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城市化与机动化相互促进并带动机动化的快速发展[1]，城市

机动化水平的快速提升极大的改善了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空间尺度和效率，推动城市的整体发展。

然而随着机动化总量增长，交通拥堵等城市交通问题也变得日趋复杂和严重。 

交通规划是一项系统应对交通问题，从整体把握城市交通发展，具有前瞻性、统筹性的重要工

作，交通规划体系的完整性和科学性直接关系到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重庆是我国最具发展潜力

的特大城市之一，伴随直辖十余年来城市和交通的迅速发展，城市交通规划体系不断完善，其发展

历程和面临问题在我国具有一定代表性。 

1. 重庆交通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1.1 重庆交通规划发展历程 

重庆城市交通规划与国内城市交通规划的发展历程类似，共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起步阶段、

道路交通规划阶段和多层次综合交通规划阶段。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西方国家的城市交通工程、城市交通规划思想传入我国，人们开始认识到

城市交通规划的重要性。上海、天津等多个城市相继开展了交通调查。重庆市也于 1982 年组织了居

民出行调查，分析重庆市交通的基本状况，为探索交通的特征奠定了基础。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 1995 年《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的颁布，我国拥有了第

一部有关城市交通规划的技术文件。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国内大中城市纷纷开展道路交通规

划研究。重庆市于 1991 年和 1998 年开展了在城市总体规划指导下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以道路网

络规划为重点，侧重于确定道路、停车场、客货站场等交通设施的布局。 

2002 年以后，重庆市的交通规划工作在综合交通规划的基础上，开展了多层次的交通规划设计

研究工作。为更好地服务于城市规划与管理，开展了专项分系统交通规划（轨道线网规划等）、分

区交通规划（大渡口区综合交通规划）、片区交通规划（观音桥商圈交通综合改善规划等）、重要

交通设施建设规划（铁路新客站选址规划等）、交通影响评价、道路及交叉口交通工程设计等。 

1.2 重庆交通规划体系已初步形成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交通规划的需要不断提高，重庆交通规划的内容不断扩展，深度不断加强，

并已初步形成了体系。 

1.2.1  宏观交通规划和前期规划研究系统初步建立 

在综合交通调查和交通年度发展报告的基础上，主城区综合交通规划、主城区“畅通城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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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规划纲要等一批规划已经纳入规划编制体系，确定了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和宏观布局。同时针对

城市交通出现的新问题，相关前期规划研究也陆续开展，如主城区停车配建指标研究、内环高速与

城市路网改善研究、山地城市街道空间人性化研究、重庆主城两江滨水地区滨江路防洪标准研究、

主城区发展快速公交（BRT）系统的适应性研究、主城区商业中心区交通改善对策研究等，为城市

交通发展提供了应对新问题的前期准备。 

1.2.2  中观层面的专项和区域性规划内容不断充实 

为适应交通发展的新需要，一些交通专项规划得以开展，如主城区轨道线网规划、主城区快速

公交线网布局规划、主城区道路指路系统规划等。为应对中心区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和支撑城

乡统筹的发展要求，还陆续开展了不少区域性综合交通规划，如沙坪坝区综合交通规划、合川区城

乡综合交通规划、朝天门地区综合交通规划整合等。这些交通规划较好的适应了城市交通发展的需

要。 

1.2.3  交通规划逐步介入微观规划管理工作 

结合重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控规调整的需要，在部分建筑和市政项目的方案审查阶段和控规调

整交通优化阶段，开展了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工作，从交通预测和分析的角度，对道路规模（车道数

等指标）、项目周边及内部交通组织提出优化建议，并将相关建议纳入规划管理，提高了建设项目

在交通上的科学性。同时，也开展了少量道路及节点的交通工程设计工作，强化了规划管理对项目

下步方案设计的指导性和控制作用。 

2. 重庆当前交通规划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宏观研究超前性不够，不能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要求 

重庆作为组团式山地特大城市，具有独特的城市和交通特征，难以照搬其他城市的交通发展经

验。在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定位和目标不断提升，城市发展战略在不断调整，

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的设置在不断落实，这些外部条件的重大变化不断对交通提出新的要求。相关

前期研究工作没有得到系统开展，致使交通规划应对交通发展的新情况和新趋势时常处于被动状态。 

例如，重庆现在正处于铁路大发展时期，铁路专项前期规划研究迫在眉睫。为实现“重庆长江

上游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和“畅通重庆”建设目标，郑渝昆、渝长（长沙）、渝西（西安）等多条

干线铁路引入重庆枢纽，铁路第三客站也已确定落户主城，多条城际铁路也列入近期建设计划，一

系列铁路规划建设的新问题展现出来：如国家铁路、客运专线铁路、城际铁路等各类铁路的功能区

别以及与城市的关系如何，铁路网络如何构建才更具效率，铁路与其他交通方式应如何衔接，铁路

站点应设置在什么位置最合理，等等，这些新问题的解决急需通过及时的前期规划研究工作予以明

确方向。 

随着城市规模和空间的拓展、城市结构的调整，城市路网、轨道交通、换乘枢纽建设提速，既

有规划已经难以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一系列新问题已迅速出现：城市交通的发展模式，城市快速

路的合理规模、路幅及节点处理形式，轨道线网的总体规模、布局形态、制式选择以及相互衔接关

系，换乘枢纽的设置规律、机场是否需要引入多条轨道线路打造综合枢纽，城市交通体系能否支撑

城市组团采用功能相对单一的发展模式（如单个组团以大片工业用地为主，而居住用地很少），能

否在重庆这样一个次、支路网不足的城市利用单向交通组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在主城货运枢纽大

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城市客运交通与货运交通的关系，等等。由于对这些新问题的重视不足，

造成大量前期研究工作没有能及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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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观专项交通规划编制系统不完善，上下层规划衔接不连贯 

总规与控规层面之间缺失道路网专项规划。尽管总规层面确定了骨架路网，由于没有中观层面

的道路网专项规划予以明确道路功能、等级标准、节点功能定位以及在交通流向分析基础上确定的

立交形式等，导致相关控规的道路交通规划编制和审查的科学依据不足，无法准确落实总规道路体

系。如由于对同一快速路的功能理解不一致，相邻片区控规编制的快速道路断面形式不统一（有的

区域采用“人行道+车行道+中央分隔带”断面形式，有的区域采用“人行道+辅道+分隔带+主车道+

中央分隔带”断面形式），节点控制形式不协调（有的区域才有高标准立交，有的区域采用信号灯

平面交叉口的控制形式），甚至出现相邻控规间的道路不能完全对接的现象。 

在控规和项目方案之间，缺失轨道交通详细规划、干线道路交通详细规划以及枢纽详细规划。

其一，在轨道交通规划中，控规没有明确轨道站点与周边用地、建筑、公交站点、人行过街设施等

之间的衔接关系和车站的纵、平面布置等要求，轨道设计方案往往就点论点，难以综合考虑周边土

地利用、交通资源等相关因素，科学合理的设置轨道车站。这影响了轨道资源的充分利用，不利于

建立以轨道为核心的可持续交通发展模式。其二，控规对于道路交通的规划控制要求较粗，不能完

全起到指导道路方案设计的深度，有必要综合考虑设计道路和相交道路的功能要求，区域路网与公

共交通发展要求，沿线土地利用对出入交通、公共交通和行人交通的要求，确定设计道路断面形式、

交叉口通行功能要求和交通管制形式，进行干线道路交通详细规划，为下一步工程设计提供依据。

其三，随着轨道交通和城市对外主要交通设施（火车客站、机场、长途汽车站等）的陆续开展建设，

枢纽换乘不人性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如重庆火车北站未能形成铁路与公交、长途汽车的便捷立体换

乘。十分有必要在控规与枢纽工程设计方案之间，增设枢纽工程交通详细规划，结合周边土地利用

详细规划，进行枢纽内部、出入、接驳与换乘交通分析，确定枢纽建设的各项交通设计指标、交通

设施空间布局以及各类交通组织方案，并对周边地区道路交通网络提出改善建议，尽可能为城市提

供便捷的换乘条件。 

2.3 微观规划管理工作中交通分析作用发挥不足，影响规划效果 

控规编制（调整）审查工作缺乏交通分析评估。控规编制（调整）审查工作大多没有进行深入

的交通分析评估，没有通过交通模型来定量判定土地建设性质、总量与交通体系的协调关系，降低

了控规编制（调整）审查工作的科学性，这可能会带来一些交通问题。 

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选址阶段缺乏交通分析环节。重庆目前正处于重大基础设施大建设时期，

城市用地布局和城市交通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决定了项目的选址往往将对城市交通系统产生重大影

响。当前市政和建管等重大设施的规划选址没有将交通分析作为一个必备的工作环节，重大基础设

施以及大的建设项目的规划选址大多没有进行深入的定量交通分析，凭经验做定性判断，不能提出

科学合理的交通方面的设计要求，即使在后续方案阶段进行交通影响分析，也只能是对交通细枝末

节的改善，难以达到最佳规划效果。 

重大项目施工交通组织缺乏交通分析和科学管理。建设性拥堵是目前重庆市民反映较多的一个

重要问题。然而施工交通组织规划没有得到相关管理部门足够重视，这客观上造成了重大基础设施

实施时，往往给周边道路带来较大交通压力，甚至造成交通拥堵。 

2.4 综合交通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影响规划管理科学性 

重庆于 2007 年开始通过交通年度调查和交通年度发展报告的形式记录城市交通的发展状况，同

时初步建立了重庆市唯一的城市交通模型数据库。但年度调查和年报仅是对年度交通状况的记录，

无法及时准确提供实时交通数据，同时，交通、建设和计划等相关部门都基本建立了自身管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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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交通基础数据库，年度调查和年报难以及时掌握其他部门涉及交通的细致数据，并难以实现各

种交通信息资源的共用存储、资源共享和及时更新。综合交通信息化建设的滞后，影响了相关规划

部门和交通工作者对综合交通信息的全面、及时把握，不利于城市交通的长远发展。 

2.5 近期建设缺乏交通规划支撑，横向部门协作不足 

城市总规偏重于对远期目标状态的描述，对于近期建设研究不深，致使总规的前瞻性与现实性

难以做到有机结合。由于缺乏相关交通分析的前期介入，交通重大基础设施的近期建设规划往往凭

经验判断，难以与城市近期发展方向和配套建设充分协调。 

3. 完善交通规划体系建设的建议 

从重庆城市发展定位、所处阶段以及城市交通自身特征出发，针对城市交通规划体系自身存在

问题，补充和完善相关交通规划内容，以满足城市科学规划的需要。 

3.1 加大交通规划投入，加强宏观超前研究 

应根据发展形式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预估铁路等对外交通大发展、轨道交通等城市交通建

设提速、交通管理要求迅速提高等城市交通未来发展趋势，对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提前规划研究，

确保交通规划研究对新情况的及时反应能力。当前亟需开展的重要前期研究很多，如主城区快速路

网布局调整研究；主城区机动车保有量发展研究；主城区物流通道规划研究；主城区重点地区缓堵

研究；主城区停车发展研究；铁路集装箱枢纽物流园区交通研究；轨道一、三、六号线公交接驳研

究；主城区交通换乘枢纽功能及布局规划研究；主城区单向交通组织适应性研究，等等。 

3.2 加强交通专项规划，充分对接上下层规划 

针对中观专项交通规划编制系统不完善，上下层规划衔接不连贯的问题，一方面，在总规和控

规之间应开展干线道路网等专项规划；另一方面，在控规和重大建设项目方案之间加强交通规划分

析评估，保障规划意图在项目设计方案中得到落实，如轨道交通详细规划、干线道路交通详细规划

以及枢纽详细规划。 

3.3 增强对规划管理中交通规划的重视程度 

扩展现有交通影响评价的范围，改变目前只侧重特定地块的开发项目影响分析及交通优化的局

面，将交通分析和规划引入到重大基础设施的选址规划和施工交通组织之中，提高规划管理的决策

科学性。将交通分析和规划引入控规编制（调整）审查之中，通过交通预测和仿真等定量先进技术

的运用，科学判定区域路网交通承载力与土地建设强度的协调性，实现土地利用与交通在规划层面

的协调。 

3.4 逐步建立综合交通信息平台，提高规划科学性 

首先整合交通、建设和计划等相关部门的交通基础数据，形成包含铁路、港口、高速公路等对

外交通，道路、轨道、停车、公交等城市交通的综合交通数据库；其次，完善城市交通模型数据库，

建立相应维护机制；最后，以信息智能化为目标，逐步建立动态采集、实施分析和展示的智能化信

息平台和辅助决策信息支撑系统。 

3.5 发挥规划先导作用，编制全市重大交通设施近期建设规划 

近期建设规划是落实总规的重要步骤，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重视重大交通设施近期建设规划的编

制，应按年度实施滚动编制。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应在交通宏观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城市近期发展方

向，明确近期交通发展重点、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各相关部门要密切协作，以保障近期建设规划

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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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交通规划是一个覆盖宏观、中观和微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环节之间有机衔接，共同构成完整

和协调的规划体系，而建立一套较完整的城市规划体系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难以一蹴而就。由于

我国各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发展目标、阶段、空间形态、区域环境等交通发展基础性因素

不一而同，各城市在探索建立符合自身发展需求且较完整的交通规划体系过程中，可结合当前主要

交通矛盾，有所重点突出，兼顾近期重点和远期目标，并不断对体系进行动态修正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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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圈一体化交通行政管理体制探析 

马祥军  李朝阳 

【摘  要】都市圈在我国正逐步形成，都市圈的协调发展已经纳入国家决策视野。我国都市圈缺乏

一体化的交通行政管理体制，因此，急需打破旧体制束缚，积极探索适应国情的交通行政管理体制。

本文在分析当前我国交通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新形式以及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

针对性的对策。 

【关键词】都市圈，交通体制，部门协调，一体化 

1. 引言 

当前，我国进入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我国快速城镇化、汽车化的进一步发展，都市圈在

我国正逐步形成。都市圈是国际交流、分工和竞争的基本单位。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于交通体系的完善。交通作为区域连接的重大设施，将对都市圈内各城市“同城化”起到重要

的推动作用。交通体系的不健全是制约我国当今都市圈形成的一大因素。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权

力划分的交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都市圈交通规划的具体实施。实现都市圈交通硬件和软件上的“化

零为整”是目前各级政府及规划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笔者通过剖析我国都市圈交通一体化整

合所面临的问题，探索适应新形势下我国都市圈交通协调发展的新途径。 

2. 国家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的形势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

部门体制。”十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对改革作出了具体部署，提出

今后五年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十一届全国人大一

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了新的交通运输部
[1]
。 

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突出强调探索实行交通运输大部门体制，这是加快发展现代综合运输体

系的必然要求，也顺应了交通运输从分散发展到集约发展的阶段递进规律，更是减少部门职责交叉、

理清权责关系的迫切需要。交通运输部门按照大部门、大管理、大统筹、大协调的思路，转变职能、

理顺关系、创新体制构建交通运输大部门体制，成为破除体制束缚的突破口和深化改革的重要切入

点。 

3. 我国都市圈交通行政管理体制现状及国外经验借鉴 

3.1 我国都市圈交通行政管理概述 

3.1.1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缺乏综合协调 

在我国都市圈内，港口、机场、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缺乏综合协调，

造成区域战略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在客观上降低了区域整体实力和综合发展潜力。 

3.1.2  不同类型的交通设施建设缺乏协调 

由于都市圈内缺乏综合协调机构来整合各地的交通设施规划，加之不同交通设施的规划、建设

隶属不同的部门，交通设施建设不协调和无法有效衔接的现象尤为突出。如铁路和道路交通建设部

门分别规划建设自己的过江通道，或者港口与铁路站点和高速公路进出口分未有效衔接，这些各行

其道的发展模式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也增加了换乘难度，降低了运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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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城市间“博弈”现象严重，缺乏利益补偿 

区域性的基础设施大多需要跨市域建设，必然涉及到各城市的利益分配问题，但是现在区域性

的基础设施建设，还缺乏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这直接导致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等跨地区设施建设

中的“一头冷一头热”现象。 

3.1.4  条块分割严重，缺乏处理区域协调问题的常设机构 

作为常设机构，省直部门本应承担区域协调职能，但由于目前各部门人员精简，任务繁重，主

要精力用于政策的上传下达和日常事务的处理，无暇顾及区域协调职能，而且省直部门与地方政府

是平级的，在处理地方政府之间的协调问题时没有权威，也无法协调条与条之间、条与块之间的矛

盾。 

3.1.5  缺乏统一的交通市场行业标准 

由于长期行政区的人为分割，特别是受计划经济思维惯性的影响，在区域市场统筹的思路、模

式及政府行为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误区，行政区壁垒的痕迹较深，有意识或潜意识地把行政地域作

为市场综合体的主要范围，缺乏区域性统一的资信认证标准、诚信体系和市场监管规则。 

3.1.6  缺乏区域协调的法律依据和政策保障 

都市圈交通协调体制在实施主体和对象的界定、权力和义务的划分、程序和规则的明确等方面

的法规尚未出台，使区域规划既无实施主体，更无实施程序和对违反规划的处罚规则。这使得政府

在开展区域协调时经常处于无法可依、无据可查的尴尬境地。 

综上所述，我国都市圈交通体制主要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政出多门，交通主管部门与政府其他

行业部门多头行政、权责不清的现象较普遍。二是结构复杂，存在行业管理的横向部门过多、部门

设置规范性不足、综合协调受部门利益制约、决策和执行之间缺乏明确定位和制度规范、政事企不

分、多头交叉执法等。 

3.2 发达国家经验借鉴 

国外大都市交通行政管理的典型经验主要有：实现了交通管理综合化、规划决策科学化、职责

分工明确化、管理职能法制化、调节手段市场化、监督机制完善化，保障了机构设置的规范化和权

责一致，以及交通规划的衔接和协调，同时，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政府决策

实现了公开化与民主化，政府行政行为相对规范和高效。 

3.2.1  健全的交通规划机构[2] 

具备健全交通规划机构，充分发挥其决策参谋作用。政府的重视，机构的保障是提高城市交通

规划水平的先决条件。美国的经验和一些发达国家、地区的做法都是通过专门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

来综合组织编制和修订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2000 年，为了适应城市交通发展的需要，伦敦成立了大伦敦交通局，全面负责城市交通运输的

管理，实施全市交通发展战略。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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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伦敦市交通管理组织结构图 

再以新加坡为例，陆上交通管理机构为陆路交通管理局，全权负责综合管理所有陆路交通事务，

业务范围包括私人与公共交通、公路与地铁系统等，职责范围包括制定政策、规划、实施建设和维

修养护管理等。其中公共交通理事会（PTC）负责对全市公交运营和服务质量监督，定期审核公交

公司服务，确保运营商能遵守服务标准，对不符合服务标准的公司，PTC 有权进行处罚。如图 2 所

示。 

 

图 2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组织结构图 

3.2.2  建立定期编制和修订交通规划的机制 

建立定期编制和修订交通规划的机制，并使规划和计划相协调。交通规划需要通过年度（或近

期）计划加以落实，而通过近期计划反过来可以加强规划的可操作性。为此，应强调规划和计划的

相互协调。只有这样，规划不再是一幅理想的蓝图，而计划也能在立足现实的基础上不失其前瞻性。

建议定期编制滚动的近期交通实施计划，供政府决策参考。 

3.2.3  完善的法律体系 

国外都市圈良好的交通秩序发展背后，都有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在发挥作用，任何交通参与者

的行为都受到相应法规的约束，管理者不能违法行政，哪个部门承担什么责任，发生交通纠纷该找

哪个部门，部门间按照什么程序来处理，法规都规定的很清楚。如果出现管理部门间推诿扯皮，公

民可以依据法律起诉责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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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管理体制完备，部门间协调有力 

完备的管理机制是保证都市圈交通系统运转有序的前提条件，纵观国外都市圈交通管理的经验，

绝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管理体制。 

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国家交通政策和计划，以及负责使法规、行政程序和技术规范化的事物，或

涉及国家和国际公路、铁路、水运和航空运输方面的事务。中央政府的另一项职能就规范、监督、

收集国家级的数据资料，征收国家税收、分配拨款和补贴，同时负责组织有关研究和技术开发。 

在地方政府中，处于中间层次的州或省政府的职权取决于它们享有的法律和行政方面的自治权。

各级城市政府根据国际或省政策及资源状况负责市辖范围内的管理。在城市政府内部，其职责按性

质划分给各个部门。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部门的规模和集中程度不亦过高，因此通常根据相对合

理的组合以及技术要求来划分部门，一般包括土地利用规划、交通基础设施、道路和轨道交通规划、

道路和道路使用管理、公共交通发展与管理、财务和投资五个方面。 

从上述管理机制看出，国外在中央一级的管理机构比较统一，而且一般不将城市交通与大交通

割裂开，在城市一级的管理机构设置采取分类管理，这样就保证了管理的协调性，使管理信息能够

及时有效传导。我国的城市交通管理机构的设置表面上看形式上也采取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但关

键的问题是我国在中央一级就将管理机构分散设置，部门缺乏统一协调，各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

府按照中央机构对口下设，形成条条管理，这就阻碍了部门间管理信息的沟通与传道。因此，国外

的管理体制值得我们借鉴。 

3.2.5  公共交通私营化 

国外的城市公共交通普遍采取私营化或民营化运营模式，有些国家一直如此，有些国家是在近

十年逐步实现私营化的，各国政府基本上建立了一种私人企业经营、政府控制运价并给予财政补贴

的管理方式。实践证明，私营企业经营要比国营企业经营效率高。我国目前的公共交通基本上是国

有经营（除少数城市外），政府对企业在人、财物方面管理过多，企业运营效率低，政府补贴机制

不健全。 

4. 都市圈一体化交通行政管理体制的的总体思路 

都市圈一体化交通行政管理体制不应该只是传统交通规划和管理部门的工作，而应该是利益相

关者共同参与，建立共同愿景，规范协调机制，并寻求最佳方案的过程。能否建立共同的愿景和完

善的交通协调体制与机制，并用以规范都市圈内具体的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是关系到建设

和谐社会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有区域性的战略，经由综合的、协调的、延续的交

通体制与机制。 

4.1 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4.1.1  指导思想 

建设服务型、责任型、 法治型、廉洁型政府，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理顺内外关系、优化组织结

构、规范机构设置、完善体制机制、提高行政效能，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

畅、监督有力，为推进现代交通运输业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4.1.2  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政府主导、规范有序、加快改革。在新一轮国家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机遇中，

制定科学的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都市圈一体化交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二是精减高效、权责一致、统筹谋划。精简机构设置，简化办事程序，减少管理层次，优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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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结构，提高行政效率；确保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实现权力和责

任的统一，做到整体设计与因时制宜相结合。 

三是探索创新、积极稳妥、稳步求进。做到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

破相结合、统一规范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扎实有序推进，建立和完善

适合都市圈发展需要的交通行政管理体制和机制。 

4.1.3  总体目标 

建立综合统一、体系完善、运转顺畅、精简高效的都市圈交通行政管理体制。实现交通运输向

管理一体化、行政集约化、发展综合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业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

优质公共服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根本转变；实现组织机构及人员编制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

化的根本转变；实现行政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向规范有序、公开透明、便民高效的根本转变，建设

人民满意的、负责任的政府部门。 

4.2 发展模式 

4.2.1  以资金为纽带，项目为核心，建立各级政府间合作关系 

都市圈内应形成职责分明、相互制衡的城市间的合作关系，使政策制定、行政管理、交通执法

与交通司法分离，共同形成相互依存，相互配合有机的整体。 

4.2.2  都市圈内各城市建立统一协调的“大部制体制”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 

都市圈内各城市应建立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对公路和城

市道路、道路运输和城市交通、水路交通、航空、铁路、邮政、物流进行管理，主要负责宏观决策、

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综合协调职能。 

4.2.3  都市圈内各城市组建专业化的交通管理机构 

建立专业化的交通管理机构，除负责决策、综合协调、监督之外的执行职能，具体包括；公共

运输管理机构、基础设施管理机构、港航管理机构、建设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机构、综合执法机构

等。 

4.2.4  建设非常设的监督组织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设立各类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社会各界参加的行风评议和执法评议

委员会等非常设的监督组织，定期对本市的交通管理和服务质量进行咨询和评议。非常设的监督组

织负责社会监督和咨询职能，保障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4.3 保障机制 

4.3.1  国家政府的宏观政策干预 

都市圈是属于区域的城市联合，要有国家层面着眼于交通系统的整体优化，使各方协调发展，

以安全、快速、舒适、环保、节能、经济且兼顾短期交通问题和长期可持续发展为己任的交通管理

部委，统筹引导交通立法、交通政策、交通投资补贴等工作，满足都市圈交通发展的环境要求。 

4.3.2  设置专门协调城市交通发展的行政性机构 

要建立专门的协调城市交通发展的行政性机构，并拨有一定的交通研究经费，逐步使之形成依

托（委托）专门咨询机构完成对策研究，协调好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的交通利益、交通建设行为，

引导区域交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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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培育专业咨询机构 

建立交通分析从业资质与专门的技术岗位职称系列，培育咨询机构发展，保障具备合格交通咨

询能力的人才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条件。 

4.3.4  建立定期和连续滚动的修编机制 

为适应我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进程，建立定期修编和修订都市圈交通规划机制，并使规

划与计划相结合。定期编制滚动的近期交通改善实施计划，对于政府进行科学决策具有极高参考价

值。都市圈交通涉及到各个不同的地区，也涉及到不同的研究、设计部门，还有不同的群体。因此

交通规划工作方面应充分考虑他们自身及相互间的利益和影响，与他们建立相应的协同机制，订出

联合的工作计划，明确相关规划和研究项目的清单、负责的部门、实施的时间、最终的目标等主要

内容，以避免工作的重复或缺漏，并保证专门的交通规划机构掌握全面的信息。最终通过平衡、协

调的交通规划来体现区域内各不同利益组织的共同发展。 

5. 结语 

2008 年底，国家重组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在交通领域实行了“大部制”改革，其特

征是“大职能、宽领域、少机构”。这对于当前我国交通“部门林立”和“条块分割”现象是一次

有力的改革与整合。此次改革，对我国都市圈交通一体化行政体制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发展契机。 

都市圈作为全球竞争时代的重要空间单元。是全球时代经济与空间的复合体[3]。都市圈一体化

交通行政体制的形成对于促进区域的快速、高效发展有着长远和重要的意义。有力于资源的集约整

合，有利于打破人力资源的“官民壁垒”，有利于形成“条块统一”的行政局面，最终形成集约化、

高效能、精减统一、执行力强的交通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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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铁路对都市圈发展的影响 

——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杨志刚  田芸 

【摘  要】文章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分析了城际铁路网对于地区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分析了

城际铁路对都市圈发展影响的机制。文章以北京的规划实践为例，提出为充分利用城际铁路的积极

作用，应有意识地促进城际铁路与城市或地区发展的协调一致，将城际铁路纳入大城市的市郊铁路

系统并在必要时采用城际铁路与市郊铁路互联互通的形式，既可以保证城际交通与城市交通的有效

衔接，又可以有效利用城际铁路资源建立特大城市中远郊城市组团与中心城的轨道交通联系。 

【关键词】都市圈、城际铁路、市郊铁路、互联互通 

2005 年 7 月 4 日京津城际铁路开工建设，2008 年 8 月 1 日建成通车，标志着京津冀都市圈
①
城

际铁路建设拉开序幕。 

京津城际铁路全长 160 公里，沿途设置 7 个车站。其中北京至天津 115km，沿线 5 个车站，运

营时长仅 30 分钟。京津城际铁路的建成大大拉近了北京和天津两个特大型城市的时空距离。 

京津城际铁路开通之际，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行

后，将集大运量、高密度、公交化特点于一身，大大缩短两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极大地缓解两市间

的交通压力，为群众出行、企业商务往来等提供良好条件。郭金龙特别指出，京津城际铁路的开通

运行，将促进区域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为北京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创造良好条件。京津城际铁路开

通后，北京、天津这两个人口超过千万的特大型城市之间将形成―半小时交通圈‖，必将成为联系京

津两市、促进区域合作的重要纽带，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京津冀都市

圈和环渤海地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郭市长概括总结了京津城际铁路将给北京和天津两市乃至整个京津冀都市圈的积极作用。 

那么城际铁路到底可以带给我们什么，对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

该如何利用这种影响呢？ 

以下将从城际铁路的定义和功能着手探讨，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来分析城际铁路网对于地区发

展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从而得出相应的规划启示。 

1. 城际铁路的定义 

关于城际铁路的定义有多种观点，简单地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城镇之间的铁路。按照这种解释，

大部分的铁路均可以被称为城际铁路。 

但城际铁路在中国的铁路行业内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即为了区别一般铁路和长距离高速铁路

（被称为客运专线）而提出的专用名词，特指服务于单一经济区、城市群或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联

系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 

如果将时速 200 公里作为一般铁路和高速铁路的分界点，城际铁路与客运专线同属于高速铁路。

其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跨越经济区，通常情况下城际铁路服务于经济区内部，长度在 500 公里以下；

而客运专线则跨越不同的经济区，长度在 500 公里以上。 

城际铁路的特点是采取小编组、高密度、公交化运行的行车组织方式，主要承担沿线各城市和

主要中心城镇之间的客流，并兼顾城市组团和次中心城镇之间的客流。  

http://www.022net.com/Page/Key_News/Key_ggss/jingjinchengj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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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际铁路影响都市圈发展的机制分析 

城际铁路作为服务于都市圈内部各个城市之间联系的快速客运交通方式，高速度是其影响都市

圈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城际铁路提高了都市圈内城市间客运出行的速度和效率，节约了城市间出行的时间成本，拉近

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了人才、技术、资本、物品的流动，为区域市场一体化提供了条件。它

降低了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区位势差，促进了资源在都市圈范围内的重新配置，使都市圈统筹协调

发展，并引发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就业人口的迁移，最终使都市圈内生活与生产空间发生调整，使

都市圈城市空间结构在新的经济、交通条件下重新构建。它同时提高了区域的整体竞争力，为区域

争取吸引更多的资源创造了条件。城际铁路对于都市圈发展影响的机制分析见图 1。 

 

图 1:城市铁路对都市圈发展影响机制分析图 

3. 城际铁路对都市圈发展的影响——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由于城际铁路的大容量、高速度、公共性使得区域内城际间的一次通行时间极大地被缩短，便

捷程度得到了提高。较之其它交通方式，城际铁路加强了城市间核心功能的交流；加速了突破行政

区经济羁绊的力度；促进了区域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整合，引导产业、休闲、居住功能在空间上的

再分配；大大提高了人们进行活动选择的自由度，使得原本需要在一个城市活动范围才能进行的活

动内容，扩大到可以在区域内任意的城市间进行。 

城际铁路对京津冀区域发展的影响渗透到交通、经济、城市空间等居民生活、生产的多个方面。 

4. 促进建立可持续的区域交通体系 

缩短区域内城市间客运出行的时间是城际铁路所产生的直接效果，它提高区域内客运系统运输

的整体效率。 

城际铁路的贯通间接产生的效果是，可以转移既有铁路线上大部分客运量，腾出既有线能力用

 

区域可达性发生变化 城际铁路 

促进人才、技术、资本、物质的流动 

改变区域内各城市区位势差 

资源重新配置 

产业结构调整 

就业人口的迁移 

生活空间调整 

都市圈空间结构重构 

区域的整体竞争力提高 

吸引更多的资源 

产业升级 

生产空间调整 

居住人口的迁移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48 

 

于发展铁路货物重载运输，迅速形成高速度、大能力、安全畅通的货物运输通道，适应日益增长的

货物运输需要。 

它还会降低区域内高速公路客运需求，缓解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进而提高公路客货运输效率，

提高区域内物流的整体服务水平。 

在城际铁路的影响下，地区客货运输系统进行重新整合，能力和运输效率都将得到有效的提高，

客、货运输结构都将得到优化调整，向着资源节约型的集约化方式可持续的发展。 

5. 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区域经济活力 

城际铁路网的形成为区域内的人才、技术、资金和物品等资源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使资源实现最优化配置成为可能。城际铁路网的形成必将为京津冀区域内各城市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城际铁路网的形成将从时间上拉近京津冀地区城市间的距离，将让京津冀都市圈形成统

一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人力、物资要素的流动。京津冀经济圈内各地区的资源更容易形成互补，

同时更容易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促进区域的共同繁荣，逐步缩小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城市间的

发展差距。 

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将更加容易得到足够的初级劳动力，其他次级城市将更容易得到发展所急

需的高端人才。核心城市的产业发展有了更加广阔的腹地，次级城市将更容易获得发展所急需的技

术和资金。消费商品将更加容易流入核心城市，生产资料向周边城市流动的阻力大大减小。 

资源整合使地区成为一个合作紧密的经济主体，区域的整体竞争力将大大提高，推动地区经济

共同发展。 

6.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城际出行条件的改善将提高都市圈内中小城市的区位势能，缩小了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区位势

差并影响到圈内产业格局的调整。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核心城市已经具备了产业升级的经济基础，城际铁路则为产业结构

调整提供了物质条件。 

对于京津冀都市圈来说，结合各城市、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历史延承，产业结构的调整将出现以

下几种趋势： 

金融保险业和现代高端服务业进一步向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聚集，并通过城际铁路增强对地区

的辐射作用； 

钢铁、化工、等产业加速向沿海城市和地区转移； 

机械加工和工业制造业围绕交通枢纽向次级城市迁移； 

繁荣和活跃都市圈内中短途旅游市场，并从核心城市向次级城市和地区渗透。 

当然，城际铁路所引发的产业结构调整对于某些地区的某些领域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会对具备

地域特征的商业、服务业等领域造成冲击。一批规模较小、观念传统的企业会被历史淘汰；城际铁

路会进一步刺激区域的城市化进程，较小的市镇、乡村人力和资本将向中心城镇集中，原有的社会

体系和平衡会被打破，由此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另外，高效、及时的产品和服务无疑会提升成本，

会对地区物价造成一定的影响。 

但总体上而言，城际铁路为区域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契机，有效的引导将促进地区产业的

整体升级和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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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构都市圈空间结构 

城际铁路的开通，改善了沿线的交通条件，带动了沿线地区的开发，加速了中心城市与周边城

镇及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 

随着城际铁路的建设， 区域的次级中心和地方中心加速增长，区域呈现多中心的空间结构。城

际铁路加速了区域交通体系的网络化。交通体系的网络化导致人口、产业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重新

配置，整个区域范围的城镇体系日趋完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整个空间结构呈均衡网络化，大中

小城镇融合为有机的整体，形成合理的等级结构。 

在城际轨道交通的引导下区域内各大中城市间所产生的“同城效应”充分发挥了中心城市的辐

射功能和各城市间的互补功能，实现了区域城镇空间的一体化。而区域城镇空间的一体化又会带动

区域内大型的公共设施的共建共享，推动城市间相互联系程度的进一步加深。 

交通运输结构的改善可以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善， 因而以城际铁路为骨架，建立与城市地铁、

市郊铁路及其他交通方式相结合所形成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有利于引导大城市都市区层面的产业、

人口、服务功能向外围城镇、产业区进行分散，这些外围的地区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相对独立的组团。 

城际铁路引导下的新兴城镇具有极强规划引导性，先通过铁路车站引导城市居住人口外流再分

配，形成以居住功能主导的新城，随着新城规模的不断壮大，居住功能为主的新城将逐步向综合功

能的副中心城市演变。 

京津冀都市圈内围绕京津城际铁路和津唐客运专线将形成两个重要的发展轴，京津发展轴以及

环渤海发展轴。城际铁路和既有铁路共同形成的铁路网将促进地区向网络型区域城镇空间发展。 

8. 几点规划启示 

8.1 加强区域间的规划合作，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 

从开展区域合作的角度看，京津冀地区地缘关系紧密、历史渊源悠长、人文环境相近、资源要

素互补，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城际铁路为加速京津冀都市圈融合提供了可能。各省市要因势利导，依据各个城市的产业特点

和历史沿承，明确城市定位和发展方向，突破传统思维和实际操作上的“行政藩篱”，才能实现共

赢。 

经过多年艰难的磨合和探索，目前，京津两大直辖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北京可以发挥总部资源丰富、服务业发达、高端产业密集的优势，天津则更好地发挥制造业基础雄

厚、港口资源突出、物流行业发达等优势。京津相邻区域可以承接北京和天津产业转移和扩散，在

疏解大都市部分功能过程中获得发展。 

京津冀各省市要注意转变区域合作观念，在产业安排上突破行政区划的限制，充分认识和整合

区域内的各种经济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各城市之间争取做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实现共赢。 

8.2 加强与铁路、公路、民航的合作 

铁路、公路、民航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城市空间结构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作用，为更好的利

用这种影响，各城市、地区应加强与铁路、公路、民航合作，促使交通发展目标与城市发展目标协

调一致，争取区域交通建设与地区、城市发展的协调，充分利用大型基础设施对于城市经济、社会、

空间的积极引导作用。部分城市特别是区域内的次级城市在必要时应主动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格局，

以适应交通等发展环境和条件的变化，争取更加有效的利用交通设施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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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将城际铁路融入城市交通系统中 

城际铁路主要承担沿线各城市和主要中心城镇之间的联系，但同时它可以兼顾城市组团和次中

心城镇之间的客流。对于北京、天津这样的特大城市，城市组团之间距离较远，这类出行正好纳入

城际铁路服务之列，既可以为城市提供快捷的轨道交通服务，又可以为城际铁路提供重要的客源保

障。 

为更好的发挥城际铁路的作用，应注重城市交通与城际铁路的有效衔接，将城际铁路与城市交

通的一点换乘优化成多点换乘，将多点换乘优化成互联互通，从而降低衔接时间成本，提高旅行舒

适度，提高出行直达性。 

8.4 北京的相关规划实践工作 

为适应都市圈区域一体化进程，充分利用京津冀都市圈城际铁路网，北京开展了一些相关规划

实践工作。 

8.4.1  北京城市圈轨道交通整合规划 

北京市与铁道部合作编制了北京城市圈轨道交通整合规划，该规划旨在充分利用北京城市圈范

围内的各类轨道交通资源，构建可以服务于北京各城市组团、以及与北京周边地区联系的轨道交通

网络。该网络采用了换乘、互联互通等多种衔接方式，同时也采用了多种类型的轨道交通资源相互

利用方式，并覆盖了北京市各新城以及北京东南部三河、廊坊市区、固安、涿州等城市建成区。该

网络利用了所有北京市域内的全部 5 条城际铁路。 

 

图 2:北京城市圈市郊铁路线网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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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新城规划中的城际铁路规划 

8.5.1  通州新城规划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以京津冀为核心、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经济区的共同发展，

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对北京的高端服务业将产生更大的需求，而通州位于北京东大门，区域战略

地位突出，是北京主动参与区域分工、服务环渤海的前沿。 

通州是北京东部发展带上的重要节点，北京未来发展的新城区和城市综合服务中心；引导发展

行政办公、商务金融、文化、会展等功能，是中心城行政办公、金融贸易等职能的补充配套区。 

北京将枢纽中的第四个主要客站，京唐城际铁路始发车站新北京东站设置于通州新城，就是为

了提高通州新城的交通可达性，突出通州新城综合服务中心的功能和地位，增强其辐射能力。 

新城规划中围绕新北京东站进行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以新北京东站为重要支撑条件打造通

州运河中心区，借助新北京东站的建设主动承接北京中心城部分金融贸易，行政办公功能并加强对

于京津冀东部的服务功能。 

8.5.2  亦庄新城规划 

亦庄是北京东南地区的重要门户，京津城镇走廊上的重要结点，京津冀北区域的核心地区，是

辐射并带动京津城镇走廊产业发展的区域产业中心和服务中心。 

亦庄引导发展电子、汽车、医药、装备等高新技术与现代制造业，以及商务、物流等功能；积

极推动开发区向综合产业新城转变。 

亦庄新城围绕亦庄火车站建立地区级综合交通枢纽，亦庄新城主动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向东扩

展，结合亦庄火车站建设居住、公建为主的新的综合服务中心。 

9. 结语 

国内都市圈发展正处于快速成长的关键阶段。借着扩大内需的东风，城际铁路的建设正在如火

如荼的开展，城际铁路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已经初步呈现。城际铁路之于区域一体化犹如一剂催化

剂，必将推动、加速区域社会、经济、人文的一体化进程。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城际铁路可能为我们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同时为了更好的顺应时代发展的

需要，为了更好的发挥城际铁路的引导作用，我们应该打破部门、行政区划界限，加强跨区、跨部

门合作，促进区域交通一体化，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一体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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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十二五”交通发展规划思路及建议 

刘雪杰  潘昭宇  李先  孙明正 

【摘  要】“十二五”是北京交通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口和机动车的持续增长将带来交通需求总量的

快速攀升，交通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将更加突出。本文在总结“十一五”北京交通发展的执行

情况基础上，分析“十一五”期间北京交通发展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明确了在“十二五”期间，

北京交通发展规划中，必须坚持城市交通发展与功能布局调整相结合、在私人小汽车冲击下的出行

结构调整仍然需要贯彻执行以及人性化交通服务必须提上日程等规划原则。最后，结合“十二五”

期间北京交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以及“人文交通、科技交通、绿色交通”的发展理念，提出了“十

二五”北京交通规划的几个关键问题。 

【关键词】交通规划，功能布局调整，出行结构调整，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节能减排 

1. 引言 

“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继成功举办一届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会后，

中央对北京未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有新要求，市民有新期待。同时，过去五年北京市人口和机动车持

续增长，目前全市人口已突破 2004 年《总规》确定的远期 1800 万人的目标，私人小汽车年均递增

20%，目前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突破 350 万辆；交通需求总量不断攀升，城市出行量年均递增 4.5%；

需求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日益显现[1]。 

本文在总结“十一五”北京交通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十一五”期间北京交通发展的成功

经验与不足之处，并结合“十二五”期间北京交通所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十二五”北京交通规划

的思路以及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 

2. “十一五”北京交通发展总结 

2.1 “十一五”北京交通发展执行情况 

―十一五‖期间，北京市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市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公共服务的要求也

越来越高。尤其是奥运会、残奥会筹办和举办的几年来，是北京交通投入最大、发展最快，市民得

到实惠最多的时期。―十一五‖期间，北京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不断提

高，交通需求管理卓有成效，交通运行整体良好有序。 

缓解交通拥堵取得成效。交通需求增长迅猛，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年递增率达到 10%（私人小汽

车保有量年递增率 20%），至 2008 年底，机动车保有量达 350.4 万辆，六环路内日均出行量达 3517

万人次，年均递增 6.3%。通过实施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交通疏堵工程等综合措施，在机动车比 2005

年净增 92 万辆基础上，―十一五‖期间市区交通拥堵状况没有进一步恶化，局部路段和区域有所缓解

[2]。 

坚持―两定四优先‖政策（―两定‖即确定发展公共交通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确

定公共交通的社会公益性定位；―四优先‖即公共交通设施用地优先、投资安排优先、路权分配优先、

财税扶持优先），公共交通得到长足发展。―十一五‖期间，轨道交通进入网络化大规模建设时期，

新增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86 公里，调整优化地面公交线路 332 条，2008 年底，投入运营的公共电汽

车达到 21507 辆。改革公交、地铁票制票价，实现了―村村通公交‖，城乡公共交通一体化格局初步

形成。2008 年，公共电汽车客运量达到 47.09 亿人次，年均递增 1.6%，轨道客运量达到 12.17 亿人

次，年均递增 21.4%，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 3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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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施承载能力进一步提高。交通基础设施持续快速增长，路网功能不断完善。全市公路总

里程由 2005 年 14696 公里增至 2008 年的 21220 公里，年均递增 13%，实现了―区区通高速‖、―村村

通油路‖[2]。 

奥运交通保障取得圆满成功。奥运期间，成立了交通运行中心和 4 个分中心，制定并实施了赛

事交通服务和社会交通服务工作方案、奥运期间交通保障工作方案，实行了机动车单双号上路行驶

和黄标车停驶、外省进京货车绕行北京周边道路等交通管理措施以及错时上下班等配套政策，实现

了―安全、准点、可靠、便利‖的奥运交通总目标，实现了赛事交通和社会交通的和谐运转[3]。 

2.2 “十一五”北京交通发展的成功经验与不足之处   

―十一五‖期间，北京交通在交通设施承载能力、公共交通、交通需求管理、保障奥运交通等方

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主要的经验启示如下： 

坚定不移的坚持―两大战略‖的调整。一是坚持交通引导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十一五‖期间，

北京交通在引导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中起到重要作用。交通投资结构逐渐调整，新城及边缘集团交通

得到发展，从而带动了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二是坚持出行结构的调整。在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加大

公交投资力度、改革票制票价一系列措施情况下，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由 2005 年的 29.8%提高到 2008

年的 36.8%，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应对奥运等重大事件时，始终着眼于长远交通发展目标及交通结构调整。在奥运交通保障工

作中，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需求管理政策，调整居民出行结构以及出行时空分布，尽可能少的

压缩居民正常的出行需求。奥运期间，居民出行总量仅减少 10%，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由奥运会前 35%

上升到 45%，公交运量比 2007 年同期增加 400 万人次/日，增长幅度达到 30%[3]。 

正确处理规模扩充与结构改善的关系。在机动车年均递增 1%、私人小汽车年均递增 20%的情况

下，道路面积年均递增只有 5.6%，且城区 70%的快速路、86%的主干路都已经实现规划，道路资源

规模扩充的余地不大。因此，要缓解日益严峻的交通压力，重点在于结构性调整。―十一五‖期间，

在道路建设方面，强化了次干道、支路的建设；公交方面，合理配置了公交运力，调整了线网结构；

在轨道建设方面，进行资源整合，提高网络运行效率，单位公里轨道运量由 2005 年的 1.63 万人次/

日上升到 2008 年的 1.95 万人次/日[2]。 

重视系统整合，加强不同交通方式间的衔接。如地铁 10 号线的 B+R 模式，地铁 4 号线的公交、

轨道接驳，以及 5 号线天通苑北的 P+R 模式，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重视科技创新，把提高科技水平作为交通研究的重要手段。如开发的实时动态浮动车数据采集

系统，道路运行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手段，交通流动态仿真系统以及宏、中、微观交通规划模型系

统，为交通信息的采集、处理、分析以及交通状态的预测、决策提供了科学的手段。 

―十一五‖期间，北京交通在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发展中的不足，总

结如下： 

城市交通的发展与城市布局的调整没有同步。新城、边缘集团的职、住存在严重的不平衡状况，

公共设施没有同步配套。此外，人口及主要开发建设仍然集中在中心城区。从而导致居民出行距离

加长，早、晚潮汐特征更为明显，中心城交通拥堵没有得到缓解。因此，在―十二五‖中，必须注重

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同步调整，只有如此，才能引导中心城人口、就业压力的转移，缓解中心区

交通压力。 

在私人小汽车的强烈冲击下，出行结构的调整仍面临巨大风险。公共交通在小汽车的博弈过程

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出行效率、服务水平都难以与小汽车抗争。在小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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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要调整出行结构必须一方面提高公交服务水平，一方面通过交通需求管理，引导小汽车的合理

使用。 

人性化交通服务未能很好的解决。在行人、自行车方面，对行人、自行车重视不够，普遍存在

路权分配上通行空间不足，通行环境、通行条件较差等问题。在公共交通服务方面，存在地铁、公

交换乘设施不便，公交站牌、标示引导系统不明确等问题。在公共空间管理上，存在管理无序，道

路两侧、小区周边随意停车等问题。 

3. “十二五”北京交通发展面临的形势分析 

未来，北京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仍将面临人口、资源、环境的巨大压力。人口和机动车的持续增

长将带来交通需求总量的快速攀升，交通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将更加突出。不断膨胀的小汽车

交通需求与有限的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城市交

通发展特别是中心城交通拥堵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未来几年，北京交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交通结构将处于关键的调整期，虽有进一步优化空

间，但仍有可能出现波动。能否有效引导出行方式的优化调整，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共交通在全市

日常出行中的主导地位，将是城市交通发展和缓解中心城交通拥堵的关键。 

3.1 发展机遇 

―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三大理念深入人心，市民现代交通文明和环保意识不断增强，

是北京交通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形势下，国家提出―扩内需、保增长、促发

展‖的宏观政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未来几年投资将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特别

是轨道交通等基础设施相比―十一五‖前更为扎实。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和综

合运输体系建设，以及加快新城、南城建设，既对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交通提供了发展空

间。随着交通需求管理和燃油税费改革等政策的实施，交通需求管理时机更为成熟，为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特别是加快轨道交通建设赢得了时间，为公平合理使用道路资源、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和调

整交通出行结构创造了有利条件。 

3.2 面临挑战 

交通需求量持续增长，需求的多样性、复杂性更为突出。预计 2015 年人口将达到 2000 万，日

出行总量 5500 万人次/日（六环内 4425 万人次/日），分别比 2008 年增长 20.5%和 27.6%。伴随城

市空间拓展，市民平均出行距离将由 2008 年的 9.8 公里跃升至 11 公里，出行周转量增加 51%。交

通需求的多样性和时空分布不均衡，特别是潮汐交通现象将更为突出。小汽车交通需求持续快速膨

胀，资源与环境难以承载。据测算，2015 年全市机动车总量可能突破 600 万辆，私人小汽车保有量

可能超过 500 万辆，六环路内道路网高峰小时负荷量接近 1500 万车公里，是 2008 年的 1.5 倍。受

城市土地空间资源与环境容量限制，加之旧城历史风貌保护的特殊要求等诸多无法改变的约束条件，

中心城道路系统以及停车场地的扩充余地十分有限。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改善交通出行结构，未来

几年城市道路网将无法维持现有运行水平，交通拥堵将日趋严重[4]。 

交通运输系统面临严峻考验。公共交通 2008 年出行比例为 36.8%，即使到 2015 年规划的 561

公里轨道交通全部投入运营，也仅能达到 1000 万人次/日左右的运输能力。地面公共交通运行速度

慢、换乘不方便、市民出行时间长，面对小汽车的出行优势和强劲的增长趋势，公共交通吸引力的

进一步提高受到严峻挑战。城市货运枢纽场站布局不合理，难以实现规划，城市货运配送体系尚未

建立，城市中心区客车拉货现象普遍，客观上增加了城市交通负荷，道路货运行业―小、散、弱‖问

题依然严重，难以保障城市正常运转物资运输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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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十二五”交通发展规划思路及建议 

4.1 “十二五”北京交通发展规划的主要目标 

―十二五‖北京交通发展规划是―十二五‖时期北京交通行业的纲领性文件，其基本目标是：基本

建成―新北京交通体系‖，即适应首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满足全社会不断增长和变化的交通需求，

与国家首都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功能相匹配。在区域层面上，初步实现京津冀区域的一体化发展；

市域层面上，全面实现城乡交通一体化；在市区层面上，基本确立公共交通的主体地位，交通拥堵

基本得到缓解。 

4.2 “十二五”北京交通发展规划的思路 

通过总结―十一五‖交通规划执行情况，结合―三个交通‖发展理念和北京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

明确了―十二五‖北京交通发展规划的思路及重点。即：进一步增强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促进各种交

通方式的一体化发展；加快新城交通发展与功能布局的协调发展；加快京津冀区域的一体化发展；

注重人性化交通的发展，提倡绿色交通出行方式，推动交通行业节能减排技术和理念的发展；加快

交通行业信息化建设；完善交通行业相关政策、体制、法规的建设等。 

4.3 “十二五”北京交通发展的关键问题 

围绕“十二五”北京交通发展的主要目标以及规划的主要思路，初步拟定“十二五”北京交通

规划需要重点解决的五大问题： 

北京城市发展与交通互动关系研究。“十一五”期间，北京城市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边缘

集团和新城的建设也得到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中心城的人口压力。但是由于边缘集团和

新城功能配套不完善，居住与就业的比例失衡，导致北京交通潮汐现象加剧，出行距离加长，市中

心的交通未得到根本的缓解。因此，“十二五”期间，一方面要加大对新城及边缘集团的投资力度，

研究新城及边缘集团投资政策及投资结构优化问题，另一方面，需要完善新城内部的交通网络体系，

包括新城道路网络体系的规划，以及新城内部公共交通体系的规划完善，从而增强新城内部的吸引

力，减缓中心城的交通压力。 

综合交通体系一体化研究。综合交通体系一体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区域层面上京

津冀一体化问题。京津冀一体化问题主要围绕“十二五”期间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目标、京津冀区

域经济发展对交通的需求展开。包括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总体目标及北京市在京津冀区域一体

化中扮演的角色，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路网及轨道网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体化问题，京津冀区域

交通运输服务中物流、旅游客运的一体化规划问题，以及京津冀一体化发展中体制机制问题研究。

第二层次为市区内各种交通方式的一体化。2015 年，北京市轨道将达到 561 公里，如何处理好轨道

交通与铁路、民航，与公交，与步行、自行车之间的接驳换乘已被提上日程。 

北京市出行结构调整的相关政策研究。“十二五”期间，小汽车拥有量仍将持续增长，公共交

通出行比例要达到预定的 45%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要通过公交线网整合，标示系统、换乘系统

的改善，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增强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另一方面，通过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引

导小汽车的合理使用。此外，随着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慢行交通越来越受到重视。“十二五”期

间应着重改善步行、自行车的出行环境，并对租赁自行车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规划。 

交通行业科技创新及交通信息化研究。“十二五”期间，北京市中心城道路、停车场资源紧缺

现象仍将难以改变，能源、环境、资金等因素等制约仍将长期存在，交通形势依然严峻，交通发展

面临巨大的挑战。交通科技创新作为推动交通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提升运营管理水平、节约资源、

保护环境、保障可持续发展方面潜力巨大，作用明显。交通行业信息化方面，从政府和公众两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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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分别研究交通管理决策信息平台和公众出行信息服务平台的搭建。交通科技创新方面，围绕节

能减排政策，通过分析北京市交通行业科技创新的需求和发展趋势，研究“十二五”期间北京交通

行业科技创新的几个重点。 

北京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体制及相关政策研究。投资方面，一方面研究交通基础

设施投资与 GDP 的关系，并对区域投资比重，各方式投资结构进行优化研究，另一方面研究市、区

两级财政合理市权的划分。管理体制方面重点对北京市客、货运输市场进行规范，并对公交经营的

管理体制，包括公交场站建设管理体制及机制、公交线路开调管理体制及机制、公交运营考核机制

进行研究。 

5. 结语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交通发展现状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提出了北京“十二五”期间北京需

要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由于“十二五”交通发展规划涉及面广，对于北京交通以及北京社会经济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交通发展的战略、政策和重大举措方面需要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形

成共识；同时，结合北京交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以及前期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的部分，通过专

题研究的形式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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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十二五”城市交通系统发展战略 

何继斌  李建忠  刘金 

【摘  要】伴随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和湖北省打造“1+8 城市圈”战略的实施，武汉市迎来了发

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当前武汉正处于区域运输设施更新升级、确定未来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和方向

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发展，面临道

路交通压力不断增加、保持和提高公交出行比例的双重压力，决定了武汉交通必须适应新形势、发

生新变革。为引导城市交通发展，切合不同阶段的交通特征和任务，应深入研究武汉市“十二五”

城市交通系统发展战略，从各个层面制定关于公交、道路、交管等方面的战略方案。 

【关键词】交通发展战略；一体化；武汉城市圈 

武汉，中国中部重要的中心城市，伴随 2004 年以来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和湖北省打造“1+8

城市圈”战略的实施，面临城市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和区域一体化的全面展开，交通作为彰显区位

优势、提升经济地位的重要基础，作为武汉城市圈构建“中部崛起战略支点”的重要支撑，迎来了

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 

1. 城市及交通发展背景 

过去一段时期，伴随武汉城市化、机动化和现代化进程，城市交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式发

展时期，全市交通建设投资持续增长，交通枢纽地位不断加强，道路设施供给条件不断改善，公交

服务质量不断提升，交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伴随城市发展的新机遇，武汉交通发展也面临着新的形势。武汉城市圈形成、城市化进程加快、

人口规模逐渐增大、社会经济持续增长，城市交通需求将大幅增长；市域城市空间优化拓展、区域

交通运输活动增强、内外交通衔接需求日益增大；公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机动化迅猛发展、出行

方式结构变化，过江交通问题长期存在、中心区交通矛盾日益突出，都对武汉交通发展提出了新的

要求。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武汉交通适应新要求、发生深层次变革的关键时期，制定合理的交通发展

略以引导城市交通良性发展势在必行。 

2. 交通发展目标与战略任务 

2.1 2020 年城市交通发展总体目标 

为了更好地指导城市交通建设，促进“两型社会”发展，为人车出行提供高水平的交通服务，

制定 2020 年城市交通发展总体目标是：进一步提升武汉作为全国重要交通枢纽的功能，以科学发展

观的指导思想，建立一个与武汉市现代化进程相适应、与区域发展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低耗费

高效率、多模式一体化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充分发挥武汉的区位与交通优势，适应城市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引导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和功能

布局优化，实现各种交通方式高效衔接，构建安全便捷、公平有序、低耗高效、舒适环保的综合交

通系统，促进区域交通、城乡交通协调发展，将武汉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加强轨道建设，完善城乡客运体系，确立公共交通主导地位。都市发展区 95%居民公交出行时

间不超过 50 分钟，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比例大于 35%，轨道及快速公交承担公交比例不低于 30%。 

完善市域公路网络，优化都市发展区道路系统，打造“30-60-120”道路交通运行系统。主城至

城市圈城市车行时间不超过 120 分钟，主城至远城区车行时间不超过 60 分钟，二环以内车行时间不

超过 3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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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交通系统使用效能，创建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提升道路交通组织水平，优化交通流运行

质量，最大限度地提高路网的通行能力和效率，中心城区干道机动车平均行程车速不低于 30km/h。 

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宣传，提高城市交通文明水平。减少交通事故数量，确保交通事故死亡率不

大于 8 人/万车/年；提高事故处理能力，减少交通事故带来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减少城市交通对环境的影响，建立可持续的交通系统。控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量，机动车尾气

排放符合国Ⅲ标准的比例达到 95％以上，都市发展区 CO 排放量低于 3000 吨/天，CO2 排放量低于

3000 吨/天，氮氧化物含量低于 500 吨/天，氮氢化物含量低于 1000 吨/天；降低交通干线噪声污染，

严格执行国家标准，交通干线噪声低于 65 分贝。 

2.2 现阶段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任务 

巩固和提升武汉作为全国交通枢纽的地位，构筑设施发达、联系便捷的空、铁、水、公对外交

通系统，建立 1000 公里范围内城市以航空和铁路为主的交通运输格局。 

大力推进轨道建设、优化常规公交、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实现主城建成区公交出行车内时间不

超过 50 分钟。 

积极开展主城区、特别是中心城区道路系统的建设，提升路网骨架等级，完善交管设施，推进

管理科技化智能化，创造连续流交通条件，实现二环以内 30 分钟畅通目标，为实现“30-60-120”道

路交通系统奠定坚实基础。 

2.3 阶段发展目标 

第一阶段（2008-2010 年）：构建骨架。推进―工‖字型轨道骨架建设；建成―一环绕主城、五联

加五射‖的快速(捷)路骨架，做好施工高峰期交通―排堵保畅‖，满足 100 万辆机动车出行要求。 

第二阶段（2011-2012 年）：重点推进。重点建设镇间快速通道、完善汉口和武昌地区路网系统，

建成―两环加半环、五联加八射‖的快捷系统，基本实现二环以内“机动车出行 30 分钟目标”，为实

现主城建成区“公交出行 50 分钟目标”奠定基础。 

第三阶段（2013-2015 年）：全面提升。通过新一轮轨道建设，基本实现主城建成区“公交出行

50 分钟目标”；打通鹦鹉洲通道，建成―三环五联九射‖主城快速(捷)体系，推进交通管理智能化，

应对 160 万-200 万车辆出行挑战。 

2.4 城市交通发展策略 

公交优先。与城市公交服务的社会公益性定位相适应，在规划、投资、建设、运营和服务等各

个环节，为公共交通发展提供优先条件。优先控制轨道、公交设施用地，优先安排公共交通项目建

设投资、保持足够的投资强度，优先保证公交车辆路权分配，优先落实财税减免等公交扶持政策，

对公交月票、公益性免费乘车证予以补偿。 

合理使用小汽车。近期加快道路网建设，适应市民生活品质提高带来的机动化增长；本着用车

成本自付的原则，避免道路交通资源不合理分配，注重路车协调；推行适宜的需求管理措施，调节

小汽车使用，实现交通供需的动态平衡，将道路交通运行保持在合理水平。 

交通引导土地开发（TOD）。重点开展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土地开发，提高土地复合利用效率，

推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引导主城区用地布局调整，实现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 

区域差别政策。中心城区重点发展以地铁和公交为主的公共客运体系，通过停车位供给总量控

制、停车收费政策等手段，实行小汽车相对从紧的政策。新发展区在注重公共交通服务的同时，保

持较高的路网密度和道路面积率，充分供给停车设施，为小汽车交通提供相对较为宽松的使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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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交通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应用信息、通信、计算机、控制等先进技术对传统交通运输系

统进行改造和整合，加强人、车、路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提高交通管理水平和交通系统运行效率。 

发展绿色交通。从改善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等方式的出行条件入手，采取综合措施构建和

谐的绿色交通体系，缓解交通拥挤，降低交通污染，减少资源消耗，注重社会公平，促进城市与交

通可持续发展。 

3.  “十二五”城市交通系统发展战略 

3.1 提升区域枢纽地位，打造一体化交通体系 

加快交通枢纽建设，提高设施供给水平。积极推进武汉新港建设，加快推进新港起步项目的前

期工作和实施；加快推进汉口火车站改造和武汉火车站建设，继续推进京广客运专线、沪汉蓉快速

铁路和汉丹线复线武汉段建设，2015 年全线贯通京广客运专线；加快天河机场第三航站楼和第二跑

道的建设，进行第三跑道的建设准备工作；续建武合、武麻、武鄂、汉蔡、汉洪等 5 条高速出口路，

新建 10 个客运枢纽站和 8 个货运枢纽站。 

构建快速交通通道，实现区域资源共享。大力推进国家、省级高速路武汉段的建设，加快建设

武汉城市圈外环线和进出城快速通道，加强周边的岳阳、南昌、黄石、咸宁等城市与武汉的公路交

通联系；新建至孝感、咸宁、黄石、黄冈四地的城际铁路。 

加强交通枢纽联系，实现高效无缝换乘。配合武昌火车站和汉口火车站改造、武汉火车站的建

设，配套进行长途汽车站、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公交、出租车等交通设施建设或改造，打造无缝换

乘枢纽；建成机场第二快速通道，高效联系机场与城市重要功能区。 

3.2 完善市域交通系统，打造快速客货运体系 

大力推进城市轨道线网和城际铁路建设，加强外围区与主城区大运量快速客运交通联系。抓紧

轨道 1 号线二期、2 号线延伸线、3 号线、4 号线建设；利用汉孝城际铁路建设的有利时机，在北部

新城组群设置金银潭、天河机场两个站点，满足西部新城组群进出城客流增长从需求；利用武咸城

际铁路建设的有利时机，在南部新城组群设置青菱站;利用武黄（武黄至黄石、黄冈）城际铁路建设

的有利时机，设置青菱、南湖和流芳三个站点，城际铁路在流芳站与轨道 2 号线进行无缝衔接。 

开行新城组群至主城的大运量快速公交，在主城外围与城市轨道交通、城际铁路进行无缝衔接。

建设武湖、蔡甸、东湖高新等新城组团与主城间的快速公交，承担新城与中心城以及新城内各组团

之间的中长距离出行;同时，在新城组群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站点周边，修建大容量的小汽车停车场

（库），为进出城小汽车用户停车换乘轨道交通提供条件。 

大力推进新城组群公交场站建设，提高公交场站设施供给水平。新城客运枢纽体系可根据换乘

客流规模、公交网络结构和功能定位进行分级分类，包括新城对外换乘枢纽、新城组团枢纽及客流

集散中心。结合轨道及常规公交设施建设，建设 23 处公交枢纽、107 处公交停车场及 9 处公交停保

场。 

http://www.sznews.com/zhuanti/content/2007-09/17/content_1523974.htm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60 

 

 

图 1  新城公共交通换乘系统示意图 

加快公共停车场（库）建设，严格执行建筑物配建停车指标，合理满足停车需求，鼓励停车换

乘模式应用，实现城市静态与动态交通的平衡。坚持―配建停车为主，公共停车场（库）为辅，路内

停车为补充‖ 的停车供给模式，严格落实配建指标，鼓励社会积极参与停车设施建设。 

建成由 13 条高/快速路、13 条骨架性城市主干路组成的“双快”干线道路，引导城市空间拓展，

加强外围区域与主城的快速交通联系。 

3.3 优化道路交通系统，打造 30 分钟畅通体系 

加强公交设施和交通管理设施建设，完善道路网络系统，逐步构建起层次明晰、结构合理、功

能完备的路网体系和安全高效、动静有序、智能化的道路交通管理体系，通过 5～8 年的努力，实现

高峰期二环以内点到点车行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的总体目标。 

3.3.1  公共交通系统实施重点 

加快轨道交通线网建设，构建完善的轨道交通系统。2015 年前形成 4 条线、126 公里长的轨道

交通系统。 

完善常规公交线网层次。按照客流需求规模，设置公交快线、公交干线和公交支线三个层次的

常规公交网络。 

结合轨道建设和路网完善，优化公交线网布局，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和利用率。以近期轨道交通

网络为基础，调整与轨道交通平行 5 站以上的常规公交线路，保留及增加―喂给‖线路，设置 200 条

公交线路与近期轨道站点衔接，调整与轨道平行的 30 条公交线路，减少 10 条中心区过江线路。 

按照“以人为本，换乘方便，布局合理，组织协调”的原则，构建一体化综合性客运枢纽，提

高换乘效率，提升公共交通方式的舒适性和吸引力。 

依据武汉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在公交快线、主要干线走廊上设置公交专用道，逐步建立与轨

道网接驳和补充的公交专用道网络，2015 年主城范围内公交专用道长度达到 100 公里以上，平衡社

会车辆与公交车辆在道路上的分布，保证公交顺畅通行。 

实施公交系统运营管理科技化，实时提供面向乘客、面向公交行业的信息，提高公共交通服务

水平和效率，方便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建立公交调度指挥信息服务系统，建设公共交通出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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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指示、查询设施；实施公共交通“一卡通”工程；所有出租车安装车载 GPS 系统，加强出租车监

控和调度科技化。 

3.3.2  道路系统实施重点 

打造 “三环五联九射”的快速（捷）路骨架结构。构筑由快速环线、联络线和放射线组成的

293 公里的城市快速路系统，提升道路系统容量，引导城市发展，适应城市机动化发展需要。 

形成―七条车辆通道和二条地铁通道‖的过江交通新格局。适应机动车和客流过江需求，在继续

建设车辆过江通道的同时，积极建设过江地铁，促进居民过江交通方式的转换，解决武汉过江交通

问题。 

构建纵横发达的区域干道网络系统，充分发挥干道连接快速路长距离交通和支路集散交通载体

的功能。 

3.3.3  交通管理系统实施重点 

加强道路交通设施管理，保证各等级道路功能发挥，改善道路交通安全，提高网络的运行效率，

充分发挥既有道路设施的作用。按照道路交通状况，逐步完善中心区 130 公里道路上的交通隔离设

施；完成主城区 43 个重点路口渠化改造工作，增设安全岛，改善路口通行条件；完善交通指示系统，

新建道路要做到交通管理设施与道路同时设计、同步施工、同时使用。 

完善道路交通流组织，组织好快速与常速、交通性与生活性、客运与货运、机动与非机动、车

与人、到达性与穿越性等不同性质的交通流，合理分配道路交通流，协调客货运输关系，实现人员

和货物的高效流动。 

推进智能交通管理设施建设，建成适合城市交通特征的路口交通区域控制系统（ATC），实现

主城区所有干道交叉口全覆盖，进一步提高城市交通监控、指挥科技化、智能化水平。 

3.3.4  货运交通实施重点 

将货车限行区扩大到二环以内，实行夜间货运，白天通行采取通行证政策。设置货车禁止通行

区域、全天禁止通行通道、分时段禁止通行通道。加强迎宾大道、东湖风景区等重要城市干道、重

点区域的货车管制。 

2015 年前，建成横店、军山、北湖、郭徐岭、关山、张家湾、蔡甸、郑店、刘店、阳逻、舵落

口等 11 座主货运枢纽。同时配合临空经济区发展，建设航空物流园区。 

结合铁路枢纽布局，建设武汉北编组站以及沌阳、新店、大花岭、滠口等四处综合性货场，扩

建舵落口、流芳货场，建设吴家山铁路集装箱中心站。 

3.3.5  静态交通实施重点 

制定新的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纳入修订的 143 号政府令。严格执行新建项目的停车配建要求，

避免出现新的停车供给缺口，逐步提高配建泊位比例。停车困难的地区，通过容积率奖励等政策鼓

励建筑项目适当扩大配建规模。 

鼓励规划控制的公共停车场用地综合开发。近期，在江汉路步行街、汉正街等停车矛盾突出的

商业区和老城区，选取合适点位，采取适当优惠鼓励政策，试点建设 18 个公共停车场（库），新增

公共停车泊位约 10000 个，逐步缓解停车供需紧张的压力。 

3.3.6  慢行交通系统实施重点 

建立完善的自行车专用道路网络，同时逐步启动公共自行车系统，根据 “总量控制、分类分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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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规模、灵活调整”的布局思路，先期将 800 个点布设于各行政区，到 2015 年，逐渐使主城区公

共自行车服务系统租赁点达到 2500 个。 

4. 实施保障与建议 

对总体规划和交通战略规划进行有效的管理与监控，以每五年为一个循环进行更新，并与城市

总体规划的修订保持一致，同时建议每五年进行一次综合交通调查，每年开展交通小样本调查，掌

握城市交通运行状况，以更新交通预测模型，修正交通预测趋势。 

加大投资比重。联合国社会发展部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应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 3～5%为合适。建议近几年武汉市交通设施建设投资比重保持在不低于 5%的水平，才能基本满足

实现我市交通跨越式发展的需要。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政策，拓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渠道。 

完善城市交通领导决策机制和综合协调机制。为了保证交通规划建设决策的协调性和有效性，

便于实施一体化的交通战略，建议成立交通领导和协调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来自政府交通行政管理

部门，加强对交通规划建设的统一协调。 

加强交通法制建设，完善法规体系。充分运用法治手段规范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与服

务工作，制订和完善城市公交、道路、轨道、停车、出租汽车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加强各类

交通设施标准、规范的研究和实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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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期济南市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 

吴玉荣  王逢宝 

【摘  要】为了充分借鉴发达城市公共交通的成功经验，从而把握城市交通在发展过程应重点关注

的方面，在介绍了香港城市及交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香港城市交通在发展理念、交通体系、服

务理念、运营管理、交通管理、基础设施、技术运用等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分析，为城市交通发

展战略研究提供了参考。以济南城市为例，针对济南市城市交通发展状况及“十二五”济南城市交

通发展面临的新动向、新趋势，借鉴香港城市交通发展的成功经验启示，从理论和技术、企业和政

府、法律和政策等层面对“十二五”期济南市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对策与

建议。 

【关键词】交通政策；公共交通；战略研究；“十二五”期；香港  

香港城市交通的成功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思考。因为现在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大城市，从北京到台

北，从曼谷到东京，交通堵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内地除北京外，上海、广州等越来越多的城市

也饱受其苦。而香港的城市道路总里程只有上海的 1/3，所承担的城市交通总流量却几乎与上海相同。

资料显示，全世界的公交服务机构基本都是亏损的，唯有香港的盈利。香港城市交通的通畅很大程

度上得益于其发达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在 2007 年全球公共交通最佳城市排行榜上香港位列第五位，

成为世界各国学习的典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系统地总结和分析香港城市交通发展的政策

和战略经验，可以为我们济南市城市交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对实现济南市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起

到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 香港城市及交通发展现状 

1.1 城市概况 

香港地处中国东南端，同时也位于迅速发展的东亚地区的中心地带，位置优越。香港总面积约

1100 平方公里，由香港岛、一海之隔的九龙半岛及新界组成，其中郊区多集中在新界。香港的 235

个离岛也归入新界范围，最广人为知的是大屿山。香港城市的容积率曾一度达到 10-12，目前控制在

8 左右。香港的土地面积十分有限，多为山地，约 20%的土地较为平坦，建成区面积约为 17%，均

为楼宇密集区。人口近 700 万，平均人口密度为 6300 人/平方公里，城市化地区最高密度为 50820

人/平方公里。 

1.2 城市交通发展状况 

香港是一个车流、人流涌动的大都市，堵车现象却很少发生，其市区主要道路高峰时间的车辆

平均时速，一直保持在约 22 公里。香港交通的通畅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发达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

香港公共交通每日载客超过 1l00 万人次，占总载客总量的 90%；香港私家车遍地，但统计显示 89%

的香港市民出行选用公共交通。如此高的公交分担率和公交吸引力，显示了香港公交在整个交通体

系中的重要地位和在服务方面的巨大成功。不同于世界其他城市的公交，香港无论私营还是公营公

交机构，不需要政府补贴，而且都实现了全面盈利。香港最大的巴士公司九龙巴士公司年盈利超过

7 亿港元。 

2. 香港城市交通发展经验总结与分析 

香港公共交通成功的关键在于政府六十年代末就认识到公共交通是解决香港交通问题、实现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途径，确立了“公共交通优先”的基本指导思想，根据香港的情况从整体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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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公共交通发展策略，在几十年中将其贯彻始终，并将这个指导思想切实贯彻到相关的政策、规划、

建设、管理等各个领域。主要经验总结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实施 TOD 理念，确保公共交通的主体地位 

面向公交优先的城市用地开发、调整模式，西方发达国家提出了以 TOD 为核心的诸多概念，并

已广泛应用。实施 TOD 理念，可以从源头上对交通需求进行管理、控制，确保公共交通的主体地位。

在香港，TOD 理念不仅在区域新镇发展规划，在建设用地及单体建筑中都得到充分体现。如将军澳

新镇开发，将地铁线路引进新镇，并使港岛的部分功能外延，减少潮汐式交通。又如中环 CBD 地区、

九龙、尖沙咀地区等围绕地铁枢纽站进行高密度开发。 

2.2 运用“推”、“拉”两种手段，增强了公交吸引力 

一方面采取多种措施控制小汽车的增长，一方面不遗余力的在设施、服务、技术等方面对公共

交通进行提升，通过“推”、“拉”两种手段的运用，增强了公交车的吸引力，将市民由私家车拉

到公交车上，保证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2.1  通过经济手段积极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 

香港政府严格限制私人汽车的发展，通过首次登记税、车辆牌照费、燃油费的征收大大降低了

香港汽车的私有率。由于政府的严格控制，香港私家车拥有率和北京相比非常低。香港有 690 万人，

59 万辆车；北京是 1700 万人口，280 万辆车。高昂的停车费和隧道收费政策对中心市区私人驾车有

非常大的抑制作用，大部分人都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即便有私家车也是周末才使用。 

2.2.2  构建多元化、层次性、一体化的公共交通体系 

构建了以地铁和铁路为主干，包括铁路、地铁、公交车、小公交车、出租车、轮渡、缆车等多

种交通方式构成的空中、地面、地下，多元化、多层次的立体交通网络，为乘客提供了多种公交出

行方式选择。 

为了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效率，香港鼓励换乘，在公交站台和枢纽的设计上充分考虑换乘的便

利性，并注重改善各公共交通换乘枢纽的整体环境。同时，结合轨道交通车站和商业建筑建设综合

交通枢纽，将出租车、巴士以及轨道等交通模式有机的整合在一起，以满足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换

乘衔接。 

2.2.3  人性化的公共交通服务设施 

香港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利用人性化的设计、先进的设施、高科技手段，为市民提供安

全可靠、方便舒适的公交出行环境。香港大量建设天桥、地道、空中走廊，为行人提供了良好的出

行环境。轨道交通以及公交枢纽站均配有完善的盲道等无障碍系统，轨道交通车站一般都有无障碍

电梯连接地面和站厅层。同时，香港巴士不断更新换代，并建设智能化公交系统，以高水平的硬件

设施为乘客提供安全舒适的服务。 

2.2.4   “地铁+物业”创新型的公交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 

香港地铁创造出了“地铁+物业”的地铁发展模式，使香港地铁成为了世界上少数的盈利地铁之

一，有力地保证了地铁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香港地铁将地铁规划纳入城市经营的大范畴内，在优选

地铁线路时充分与其沿线房地产开发紧密结合，同步实施；并且将政府优惠政策所赋予的沿线规划

范围内房地产开发专有权，通过竞拍出让该专有权或招标引资开发所获得的收益，成为建设地铁资

金的重要组成。在向政府缴纳地价的同时，真正实现了将地铁沿线土地增值收益回馈于地铁建设，

而地铁物业也为地铁运营培育了源源不断的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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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采用现代化的政府宏观管理制度 

香港政府实施宏观管理，对公交运营商进行了高效而规范的管理，保证了公交行业的和谐、健

康、有序发展；利用市场化机制进行调节，采取灵活的融资机制，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保证了

公交高品质的服务。 

2.3.1  政府主要履行宏观管理职能 

政府最重要的宏观管理是对公交工具实行总量控制与价格监管。政府通过对巴士运营线路、渡

轮航线实施经营专利权许可，对公共小巴、出租车牌照实行定额拍卖发放，有效控制各类公交工具

发展总量。政府统一确定出租车等运营价格，审批巴士公司调价方案，通过官股代表对拥有自主定

价权的地铁、九铁公司的定价决策实施实质影响，确保各类公交工具收费合理，保障市民根本利益。

政府还推动各项有关公交的立法，政府出台任何公交政策，首先会争取在立法会立法以取得法律依

据，做到依法行政和严格执法。同时，政府对各公交机构实施有效监管，并通过成立相关机构协调

各方利益。 

2.3.2  充分发挥公共交通市场调节作用 

市场调节的一大作用是让社会资金能自由进入公交领域投资，使公交发展始终有充足的资金保

障，政府既不用掏钱投资公交，也不用背上给公交补贴等财政包袱。香港地铁公司实行“官有民营”

体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据统计，在香港地铁近年的发展中，政府投入只占 1／3，2／3 的资

金来自社会融资。市场调节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保持各种公交服务之间、每种公交服务内部的自由

竞争，防止垄断产生暴利及损害消费者和业者的利益，比如地铁与地面交通就存在竞争。 

2.3.3  科学规范的票价调整制度 

允许巴士公司实行随通货膨胀率加价的机制（0.5*运输业工资变化+0.5*消费指数变化-0.5*生产

率变化+0.5*消费指数变化-0.5*生产率变化=票价调整指标，超过 15%的回报必须 50%还给乘客），

而其他运输方式的价格则根据其与巴士公司竞争的需要而相应调整。运营企业可以长期自负盈亏地

商业运营，不需要政府补贴。由于受到其他交通方式在价格上的竞争，巴士公司的定价也会相对合

理。 

3. 济南市城市交通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图 1 济南市道路及公交线网 

随着济南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出行距离和出行量不断增加，机动化快

速发展，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中心城区出行速度缓慢。为解决这个问题，济南市按照增加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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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的思路，加大了道路拓宽改造力度，修建了多座高架路。但有限的交通供给满足不了无限增长

的交通需求，拓宽的路面很快又形成了拥堵，高架桥的出入口很快排起了长龙。济南市开始认识到

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只能依靠公共交通，积极发展公共交通。“十二五”期是济南市发展的重要时期，

城市交通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发生很大变化，同时城市交通自身发展趋势也在变化，这些新动向、新

趋势都为城市交通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 

3.1 快速城市化带来城市交通出行需求的增长 

根据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市区规划面积将增加到 1022 平方公里。可以预见，“十二五”期间，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和人口规模增加，交通需求不断增长，出行距离不断增大，同时东西狭长的带

状结构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 

3.2 快速机动化严重影响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 

据统计，从 2004 年到 2006 年，济南市机动车数量以每年平均 23%的速度递增。济南市每天新

增大约 300 辆小汽车，其中私人机动车占每天新车挂牌数的近八成。目前，济南机动车保有量已达 

110 余万辆。据有关部门预测，到 2020 年，济南市机动车将达到 200 万辆。小汽车的增长会带来交

通拥堵、环境污染、能源消耗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济南市的可持续发展。 

3.3 居民出行需求日益在增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对于出行的安全性、舒适度、速度、便利的要求不断提高，现有的

公交体系、公交设施已经不能满足市民的需求。同时，根据济南市提出的“东拓，西进”的发展思

路，济南市将大力开发东部、西部新城，在这片区域将形成大量新的公交出行需求。 

3.4 公交运营企业亟需财务、用地、路权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公交将继续实行低票价政策，但油料、车辆设备、人员工资等将保持依然继续上涨的趋势，公

交运营企业很难维持财务平衡，亏损加剧。政府虽有一定的补贴，但由于没有科学规范的补贴机制

不能弥补企业的亏损缺口。公交停车场站极度匮乏，难以保证现在的车辆停放需求，更难以满足将

来的需求，公交在用地上亟需有关政策支持。 

4. 济南市“十二五”期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对策与建议研究 

香港公共交通因地制宜走了一条成功的发展道路，为我们树立了城市公共交通建设的典范。同

时，结合济南“十二五”期面临的新的发展形势，香港经验可以为我们制定济南市“十二五”期城

市交通发展战略带来若干启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实施 TOD 理念 

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发展是香港交通成功的关键。济南新城区发展迅速，东部新城和西部新区已

经初具雏形，但公共交通的发展滞后于新城的建设，新城区的公交线路少，班次少，不尽人意的公

交服务使得很多人转向私家车，公共交通丧失了引导城市发展的先机。目前济南市已经意识到这点，

开始探索性的在西部新区试点 TOD 理念。“十二五”期间，建议济南抓住新城区进一步发展和旧城

区改造的有力时机，将 TOD 的理念真正贯彻落实到城市的规划、建设中去。同时，TOD 的理念在

香港建设用地及单体建筑中都得到充分体现，济南在贯彻 TOD 理念的时候要学习这种细节化的应用。 

4.2 切实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济南的城市用地虽然不如“弹丸之地”的香港紧张，但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土地资源还是极其

有限的，同时我们的环境、能源都不允许我们走依靠私家车的发展路线，必须坚定不移的发展公共

交通。优先发展公交的政策重在落实，建议济南从法律法规建设、路权和资金保障等方面采取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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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首先，加快制度健全、稳定的法律法规体系，引导和规范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其次，制

定相关政策，切实保障公交发展的土地、路权等方面的优先权；在城市道路规划和设计过程中，先

要考虑公共交通的需求和功能，保证公共交通享受足够的、合理布局的城市道路资源；另外，政府

在公共财政资金的分配上，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纳入公共财政体系，同时制定科学规范的公交票价

调整机制和政府财政补贴机制。 

4.3 构建等级分明、结构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 

目前，济南的公共交通结构单一，层级不明晰，仅有常规公交和部分 BRT 线路，没有形成完善

的公共交通网络，不能满足现代都市的公交出行需求。香港构建了以地铁和铁路为主干的公共交通

网络，济南目前的交通需求和财力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可以在客流量特别大的走廊上建设轨道交

通，但地铁的建设受到“泉城”特殊的地质构造的限制，加上地铁的规划建设周期长，短时间内难

以在济南的公共交通体系中承担主要任务。快速公交虽然在速度、运量上逊于地铁，但基本可以满

足济南在“十二五”期间的公共交通发展需求。建议济南“十二五”期间构建以常规公交为主体，

轨道、快速公交为骨干，支线为辅助的公共交通体系。 

4.4 实施公共交通一体化策略 

随着济南“十二五”期间公共交通方式的多元化、线网的不断完善，建议济南加强公共交通与

其他交通模式，尤其是慢行交通模式，以及公共交通系统内部的整合，做到一体化无缝衔接，充分

发挥公共交通的整体优势。 

1）加强公共交通与小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步行等出行方式的衔接整合，提供便利的换乘设

施。具体措施包括构建“P+R”的公交换乘枢纽、在公交枢纽提供自行车停放服务等。 

2）加强公交内部的换乘，在票制票制票价的设计上，站台的设计上，充分考虑换乘的便利性，

尽量做到零换乘。 

4.5 大力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科技含量 

借鉴香港城市交通发展经验，只有不断完善公交设施，提升公交服务水平，才能增强公共交通

的吸引力，将越来越多的私家车主拉回公交车上来。建议济南“十二五”期间的公交服务的发展目

标：以人为本，提供高密度、高速度、高频率、高质量的公交服务。同时，利用现代的计算机技术、

通讯技术，加强智能调度、乘客信息服务系统的建设，提升公共交通的科技水平，实现高水平服务

和高效运营。 

4.6 适当限制、引导小汽车的合理使用 

私家车具有舒适，私密、可达性强，象征社会地位等优势，公共交通很难与其竞争。同时，私

家车的规模成长对公交的良性发展产生强烈的排斥效应，私家车越多，越占据大量的道路通行流量，

会让城市公交车更难以顺利通行，导致更多的城市市民选择私家车，从而对公交车产生更大的排斥。

“十二五”期间济南市的私家车将进入迅猛发展期，也是对私家车控制的一个关键时期。考虑到济

南的私家车拥有率还比较低，以及国家对汽车工业发展的鼓励，建议对私家车的购买、拥有不加限

制，但是适当限制其使用。加强路边停车的管理、处罚力度，提高停车收费，尤其是中心城区停车

收费的标准。 

4.7 探索建立政府对公交的宏观管理模式 

香港政府的宏观管理公交的模式，高效有力，运用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具有政府行政调解所不

具有的灵活性、反应性。现在内地的政府也在不断变革，创建服务型政府，借着大部制改革的契机，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68 

 

济南市可以尝试公交特许化经营、合同化经营，让公交服务的管理与监督变得更加规范。同时，还

可以尝试在公交基础设施领域引进 BOT 等融资经营模式，解决济南市公共交通财务投入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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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类型分析及对策研究 

孙志华 

【摘  要】本文采用 SWOT 分析模型，分析长春市在东北地区，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

等因素。采用数理统计和层次分析法（AHP），综合分析各因素对长春市战略发展的影响，从而构建

战略选择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长春市交通发展的战略类型及发展对策。 

【关键词】发展战略  战略模型  战略对策  竞合关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区域交通运输形势的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推行，使东北

地区将面临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充分分析长春市在东北地区的发展环境，是制定长春市未来交通发

展战略的重要前提。 

1. 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长春市交通发展环境的分析，梳理出交通发展所存在的优势及制约因素，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 

1.1 优势 

地缘优势（S1）：长春市位于东北松辽平原腹地，处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自治区四

省通衢的十字要冲，是南北向哈大经济发展带与东南向的第三条―欧亚大陆桥‖的交汇点，位于东北

亚经济圈接近几何中心的位置。 

产业优势（S2）：长春市是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国家汽车电子产业园区、国家火炬计划软件

园区，亚洲最大的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生产基地，此外，粮食加工业已发展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

支柱产业，有亚洲最大的玉米深加工企业，正在成长为玉米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基地。 

交通优势（S3）：长春市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国家南北沿海运输大通

道贯穿长春市；长春东集装箱专办站是吉林省唯一的国家级陆路口岸。 

宜居优势（S4）：长春市拥有东北大秧歌、吉剧、长春冰雪节等地域性的艺术形式，朝鲜族和

满族等民族活动；2001 年，长春市被国家建设部授予―国家园林城市‖，2002 年，被国家环保总局命

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1.2 劣势 

东北四市中，长春市工业生产总值最低（W1）：2006 年，哈大经济带的四个核心城市中，长春

市 GDP 总量为 1741.3 亿元，低于大连的 2569.7 亿元，沈阳的 2482.5 亿元，哈尔滨的 2094.1 亿元，

位列第四[1]。 

吉林省提供的外部发展环境有限（W2）：2004 年，吉林省进出口总额 74.87 亿美元，远低于辽

宁的 399.34 亿美元，出口总额 19.17 亿元，在三省份中最低[2]。与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相比，吉林省的资

源产业并不发达，工业发展除了汽车和化工业，缺少龙头产业[3]~[6]。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区域城镇体系发展（W3）：城市新区需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长

春地区以及吉林省中部城市群内，城镇体系凝聚力较低，城市联系的紧密程度不高，城市之间的协

作程度较低[7]。 

城市对外贸易的通道受限（W4）：长春市属于内陆城市，进出口贸易的通道需要取道于别的省

市，限制了对外经济贸易交流。长春市南部出海口，借助辽东半岛出海口，距营口港 600km，距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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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港约 700km；东经珲春、图们江口岸与朝鲜、韩国、俄罗斯联系，东部出海口距长春约 550km；

向北经黑龙江省于独联体和东欧各国联系。 

1.3 机遇 

政策机遇（O1）：党的十六大做出了―三支一扶持‖的决策，给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提供了政策

机遇。2006 年，《吉林省中部城镇群规划（2006-2020）》提出，强化长春都市区、吉林都市区的建

设，促进区域基础设施的整合与共享，为加强长春市与吉林市的交通建设协调发展，提高城市首位

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7]。 

区域一体化发展（O2）：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长春市所属的东北亚地区已经成为世界

上最具有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经济共同体之一，与欧盟、北美并称为三大国际贸易区。长春市和吉

林市作为吉林省的两大特大城市，在汽车、医药、化工、粮食深加工等产业方面，既有差异化发展

的余地，又有建立区域产业链的基础。 

区域交通发展的新契机（O3）：《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06-2020）》，2010 年发展目

标之一是加强综合运输大通道建设；区域交通呈现高速化，贯穿东北地区的哈大客运专线也已经开

工建设；城际运输快速化、专业化，长吉城际交通即将建设，将促进长吉地区带状城镇带的发展。 

1.4 挑战 

提升长春市的交通枢纽地位（T1）：全国各主要城市的综合交通规划相继开始，各大城市将寻

求适合本市发展的交通发展战略。长春市如何在新一轮城市综合交通规划进程中，巩固长春市的全

国的性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提高长春市在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枢纽地位，是长春市交通发展面临的

一个重大挑战。 

区域交通一体化规划建设（T2）：如何通过大型枢纽的集疏运体系建设，加强枢纽对更广阔区

域服务，加强对外运输通道建设是区域交通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发展适宜的城市交通模式（T3）：如何选择长春市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促进城市交通可持续

发展，提高城市形象，是长春市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 

服务城镇空间发展（T4）：通过区域快速交通系统建设，提高区域运输的时效性，从而提高中

心城市对于区域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区域城镇空间发展的凝聚力，促进以长春市为中心的城

镇空间结构的构建。 

2. 要素影响力度分析 

2.1 分析各影响因素的强度 

本研究将影响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发挥作用的各因素 j 的实际水平定义为 Ij 强度。按照 1～

9 标度法，采用专家打分的方法，结合相关资料给出各因素强度的打分。 

随后将专家评估表中同一因素强度值进行简单加权平均 Ij （各位专家意见权重相等），即取其

算术平均值，作为各因素对应平均强度值（j =1，2，……n，n 为因素个数）。 

表 1 各因素强度分析 

因素 S1 S2 S3 S4 W1 W2 W3 W4 

强度 2 5 5 3 6 5 4 5 

因素 Ｏ1 Ｏ2 Ｏ3 Ｔ1 Ｔ2 Ｔ3 Ｔ4  

强度 6 5 6 5 4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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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计算各影响因素的权重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各因素的权重（优先级）ωj 。以―测量标准尺度‖为基本

原则，应用 AHP 法的基本思路。 

（1）采用两两比较的方法，前者比后者同等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非常重要、绝对重要

分别用 1、3、5、7、9 来标度，2、4、6、8 代表以上两个判断之间的中间状态对应的标度值；  

（2）得出每个因素相对于其它因素的重要比率（可以根据专家打分得出），构造逐对比较矩阵

X = (x ij)m（i、j =1，2，……，n，n 为因素数），xij 为[1，9]的整数或其倒数； 

（3）接着将逐对比较矩阵 X 转换为均一化矩阵 Y = (y ij)m ，其中：  





n

k

kjijij xxy
1

                          （式 1） 

y ij 由 X 矩阵各元素除以他们的列和得到的； 

（4）计算权重向量，得到因素在该层次的权重，它是由 Y 矩阵中的每一行均值得到的； 

（5）最后，进行一致性检验，判断以上元素的逐对比较结果是否符合一致性，确保计算结果的

准确定和科学性。 

经过分析计算，各因素的权重 ωj 的计算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2 各因素指标权重 

因素 S1 S2 S3 S4 W1 W2 W3 W4 

权重ωj 0.09861 0.5779 0.23725 0.09849 0.3013 0.43914 0.09933 0.16023 

因素 Ｏ1 Ｏ2 Ｏ3 Ｔ1 Ｔ2 Ｔ3 Ｔ4  

权重ωj 0.70931 0.21408 0.0766 0.51776 0.25903 0.15339 0.06982  

 

2.3 发展要素影响力度分析 

假设将各因素对战略选择的结果所产生的影响大小定义为力度，则： 

因素力度 Sj = 因素强度 Ij  × 因素权重 ωj                          （式 2） 

对于优势和限制来说，某一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度=权重值×评价分数；对于机遇和挑战来说，某

一影响因素的影响力=出现的概率值×评价分数。针对 SWOT 各要素，分别求和，可以得出 SWOT

力度。 

表 3 各因素评价矩阵 

指标 强度 权重 综合评价值 指标 强度 权重 综合评价值 
S1 2 0.09861 0.19722 W1 6 0.3013 1. 8078 

S2 5 0.5779 2.8895 W2 5 0.43914 2.1957 

S3 5 0.23725 1.18625 W3 4 0.09933 0.39732 

S4 3 0.09849 0.29547 W4 5 0.16023 0.80115 

Ss 4.56844 Sw 5.20197 

Ｏ1 6 0.70931 4.25587 Ｔ1 5 0.51776 2.5888 

Ｏ2 4 0.21408 0.856338 Ｔ2 4 0.25903 1.03612 

Ｏ3 3 0.0766 0.229811 Ｔ3 4 0.15339 0.61356 

So 5.34202 
T4 3 0.06982 0.20946 

St 4.44794 

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春市综合交通发展自身存在着较大的劣势，但同时也面临着很好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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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机遇和较大的挑战，需综合考虑各因素，从而确定战略选择。 

3. 战略类型研究 

建立 SWOT 要素坐标系，在 S 轴、W 轴、O 轴和 T 轴上分别标注已经计算出的各要素的力

度值，连接各坐标轴的力度值形成战略四边形。四边形的重心坐标： 









 



4,4),(
4

1

4

1 i

i

i

i yxYXP                    （式 3） 

所在的象限决定战略的类型。 

为了方便讨论，引入战略类型方位变量，根据战略类型方位区分企业战略类型，设 α 表示战略

类型方位角，tanα =Y /X ，其中 0≤α <2π ，这样就可以根据 α 的大小选择战略类型。 

W S

O

T
 

图 1  长春市战略分析四边形示意图 

  1861.2)()(arctan  WsTO SSSS ，1.57≤2.1861≤2.355，即 432   ，根据表 4 所

知，长春市交通发展战略类型，应属于争取型中的进取型。 

表 4  要素影响力度分析结论 

第一象限 第二象限 第三象限 第四象限 

开拓型战略区 争取型战略区 保守型战略区 抗争型战略区 

类型 方位域 类型 方位域 类型 方位域 类型 方位域 

实力 40 ，  进取 432  ，  退却 45，  调整 4723  ，  

机会 24  ，  调整  ，43  回避 2345  ，  进取  247 ，  

注：第一象限，优势与机会都很大，应积极开拓，靠实力或机会；第二象限，实力弱机会大，

应积极争取；第三象限，劣势很大，应保守应对；第四象限，优势大，威胁大，应发挥实力抗争。 

4. 战略对策 

长春市的交通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制定适宜的交通发展战略，是关系长春市未来交通发展的

重大问题。通过对长春市交通发展环境的 SWOT 分析，结合长春市的枢纽定位，制定长春市综合交

通系统规划战略对策如下。 

4.1 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建设 

1、加强对主要运输通道的建设 

加强对外运输通道的建设，建设复合型通道，建设―一主一备‖的通道内公路布局，实现通道内

高速公路与干线公路功能配合，提高运输通道的可靠性；优化通道内交通干线功能，重新定位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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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干线功能；发展低成本、安全、高效、快速的货运运输体系；发展高速公路运输和高速铁路运输，

满足通道内快速运输的需要。在哈大运输通道和长吉城际运输通道内，逐步实施客货分流。 

2、交通网络区域一体化建设 

顺应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形势，区域交通发展，应改善公路网的等级和布局形态，加强城际铁路

建设，并与国家铁路网进行良好衔接，增强公路运输、城市轨道对于区域铁路、航空枢纽的有效衔

接，实现运输一体化。综合交通网络规划遵循区域交通网络规划，并与周边城市的综合交通规划相

协调，构建一体化的区域交通网络。加强龙嘉机场、哈大客运专线长春站、陆路口岸等重要枢纽的

集疏运规划，促进重大设施区域共享。 

4.2 强化以长春市为中心的辐射交通体系 

一方面，长春市作为吉林省重要产业基地和重要交通枢纽，综合交通设施建设，要加强长春市

对于周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加速地区经济整体发展，促进周边城市与长春市的产业发展优势互

补，差异化、专业化发展，促进区域产业链的形成。另一方面，依据吉林省各主要城市职能之间存

在差异性和互补性，具备区域资源整合的基础。加强长春市与周边城市的交通联系，促使资金流、

技术流、信息流和能源在吉林省范围内，重新组织，合理分配，实现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积极推进

长春市地区高端职能的聚合，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促进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的形成，拉动整个吉

林省其它城镇经济结构的调整改造[8]。 

4.3 口岸发展结合产业发展 

产业发展是口岸发展的基础条件，口岸的货源主要来自与腹地的产品运输。加强长春市陆路口

岸的集疏运规划，扩大长春市陆路口岸的服务腹地，并加强对重要产业的服务，提高口岸运输的供

给能力。 

4.4 推进长吉一体化进程 

加强长春——吉林之间的交通联系，构筑长吉一体化的交通基础；通过城际轨道交通、城际道

理的建设，促进长吉城镇带、经济带的形成。加强对长吉地区重要枢纽的资源整合，打造长吉组合

枢纽，充分发挥机场、高铁站、口岸等重要交通设施的共享。 

4.5 创建城市绿色交通 

满足长春都市圈协调发展战略要求，从全局性和前瞻性高度，构建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定位相适

应的、一体化的、可持续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以可持续的城市交通体系作为目标，提升城市形象，

营造宜居城市环境。 

5. 小结 

本文通过分析长春市的交通发展环境，构建了长春市交通发展战略模型，得到城市发展处于争

取型中的进取型阶段。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强化以长春市为中心的辐

射交通体系、口岸发展结合产业发展、推进长吉一体化进程、创建城市绿色交通的战略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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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天津市公交校车的现状及发展前景 

——车辆调度和网络优化 

罗良浩  陈亮 

【摘  要】本文首先系统分析了中国和外国公共交通的现状的基础上，从我国城市校车的现实状况

出发，提出了校车存在的必要性。并通过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对我国城市校车的车辆调度和网络优

化提出了自己独有的见解。车辆调度是我国城市公交校车调度的重要内容，文章对我国大城市公交

典型的线路调度管理和组织模式和日常调度作了分析，进而在实际调查的基础上从学生的角度分析

了公交线路优化问题。建立了学生等待抱怨程度最低，学生拥挤抱怨程度最低为目标的公交车辆发

车频率和线路优化的算例。本文最后在调度和优化的基础上，对公交智能化调度系统的基础内容作

了相关阐述，提出了 APTS 和 ITS 对公交校车的重要作用和发展前景。 

【关键词】公共交通  校车  车辆调度  网络优化  智能交通 

1. 引言 

对公交校车网络系统而言，拥挤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是在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区，如我国的

北京、上海、香港等大中城市。学生常常会由于拥挤而乘不上到达的第一辆车，因而换乘别的交通

工具。基于此我们对经营者和学生进行了分析研究。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将对制定线路规划，经营者

具体经营管理提供一些网络优化方法，为校车客运企业的发展也提供参考依据。 

这就是本课题研究的出发点，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解决，一方面，一些公交校车在不改变自己

运营线路的条件下，通过合理调度，加开学生专车，在某个时间段内增加发车的数量；另一方面，

建立一个优化的学生交通网络，把校车纳入后勤化的范畴。 

2. 公交校车概述 

2.1 校车的概念 

城市校车是城市公交系统的一部分,主要是为了方便学生上下学而设置的,由于它的特殊性,校车

虽属公交车性质，但在发车方式上与一般公交车有所区别。 

首先，校车线不是在两头终点站同时双向发车，而是按照学生上、下学客流走向，在单向终点

站发车，即早晨从居民区终点站朝学校方向发车，傍晚是从学校终点站朝居民区方向发车。 

其次，校车线的车辆间隔也区别于其它公交车。校线分早晚两个时段在各终点站发车。每个时

段的首班至末班时间为 10 至 20 分钟，在时段内全部车辆将均衡发出。 

2.2 天津市公交校车现状 

从 2004 年 3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14 日这段时间里，跟车调查 687 路车，由于篇幅有限，所有

数据不再一一列出。调查数据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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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T（秒） 2.5 2 2 3 6 6 1.5 1 1.5 1 1 2.5 

M（个） 13 1 4 3 10 7 1 7 8 5 6 9 

P(%) 13.3 1.0 4.1 3.1 10.2 7.1 1.0 7.1 8.2 5.1 6.1 9.2 

N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T（秒） 1 1 2.5 1 1 1 5 1.5 4 1 1 1.5 

M（个） 7 3 8 8 4 9 5 5 9 11 4 4 

P(%) 7.1 3.1 8.2 8.2 4.1 9.2 5.1 5.1 9.2 11.2 4.1 4.1 

N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T（秒） 2 2.5 1 2 1 1.5 1 2 1 1.5 2  

M（个） 6 7 1 2 1 4 1 2 1 2 10  

P(%) 6.1 7.1 1.0 2.0 1.0 4.1 1.0 2.0 1.0 2.0 10.2  

注：N —— 站点名称，T —— 运行时间，M —— 站点集散量，P —— 站点集散量百分比，1～35 表示站点名称。 

由上表可知，4、6、19、21 这几个站点运行时间较长，主要原因是因为经过一些大型商业区交

叉路口较多，降低了运行速度，极易会让学生不能按时到校。有必要优化线路，使之提高运行效率。

由表可知，各站点乘客集散量存在较大差别，起终点站上下乘客最多，约占全线的 23.3%,其次为 5、

12、18、21、22 等站点。27～34 这 8 个站点上下车人数只占路线上下车人数的 14.1%。有必要对其

进行优化线路。 

2.3 天津校车存在的问题 

2.3.1  线路不合理 

尽管一些公交车是以校车的名义运行着，由于收益不大，没有或者很少发挥校车的作用。乘客

大多以市民居多，车辆经过的地区学生较少，因此，学生做车需要中转，致使学生以骑自行车为主。 

2.3.2  站点设置不科学 

部分站点布设不合理，有的站点与学校有较远距离，致使学生的步行距离过长，换乘不便。站

点设置的应突出特性，尤其是在上学、放学高峰时段，沿途要经过居民区和学校，在非高峰时段，

可以适当改变路线。 

2.3.3  时间安排不当 

公交客流是一个随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量，充分发挥公交车动态运能，需要深入地把握公交

客流的变化规律。学生出行大多在上午 7 点到 8 点，下午 5 点到 6 点，因此，在这些时间段应把发

车班次适当增多，使车内不会太拥挤而导致危险。 

2.3.4  交通阻塞严重 

校车主要运行在居住区和学校之间，城市的一些大商业区要尽量避开，提高运行速度，减少交

通阻塞，提高运行效率。给学生带来方便，致使学生能按时到学校。 

3. 车辆调度和网络优化 

3.1 车辆调度（行车间隔）   

3.1.1  行车间隔的计算 

行车间隔，指正点行车时，前后两辆车到达同一停车站的时间间隔，又称车距。可由下式确定： 

I=   或  I=   
A

t0

A

t

i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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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t0  —— 为高峰期间的周转时间； 

ti
“ ——  i 时间段的延续时间； 

A  ——  to 时间内运行的车辆数； 

Ai ——  i 时间段内运行的车辆( 次 )数( 辆 ( 次 ))。 

行车间隔确定是否合理，直接影响营运线路的运送能力和运输服务质量。 

一般，行车间隔的最大值取决于客运服务质量的要求，而行车间隔的最低值 Imin 

则应满足下列条件： 

                   Imin cs+ tf + ty 

  式中：   cs  ——   路线中途站的平均停站时间 (min)； 

tf  ——  车辆尾随进出站时间 （min）； 

ty  ——   必要时等待交通信号时间 (min) 。 

在乘车秩序正常的情况下，对大中城市客运高峰线路，Imin以不低于 1 分钟～3 分钟为宜。 

3.1.2  行车间隔的分配 

行车间隔的分配，即行车间隔计算值的分配，指对呈现小数的行车间隔值进行取整数处理，使

之确定为适当数值以便掌握的过程。 

当行车间隔的计算值为整数时，在周转时间内，行车间隔的排列为等问隔排列。而当行车间隔

的计算值为小数时，为便于掌握，可对之进行取整数处理。 

3.1.3  算例： 

天津校车一路，起点是万新村，终点是实验中学，由于在早晨 7：00 到 7：46 时间段内，学生

人数较多，经常发生拥挤和乘不上车的情况，需要有原来的 8 车辆增开为 11 辆，计算行车间隔，要

求间隔时间为整数。 

根据式子 

                          （min）     

因 I 小数，需进行取整数处理。 

根据上式，令 Xb与 Xc分别为 1 与 0，则可将 I 分解为： 

                            

                   I=     

                            

             (辆) 

行车间隔的分配结果为： 

 

即，行车间隔为 5min 的有２辆车，行车间隔为 4min 的有 9 辆车,共计: 

 t

支d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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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交校车网络优化 

3.2.1  用“逐步布设，优化成网”算法 

“逐步布设，优化成网‖算法，是把公共客运网络归纳为拟设线路起讫站点的配对优化，以以学

生总乘行时间最少为目标，采用最短路法求解。 

算例： 

如图所示单行线交通网，其中，V1 表示虚拟居民区,V2—V7 为虚拟的学校地点,每条弧旁的数字

表示通过这条单行线所需要时间的综合权数。 

要求:各学校站点到 V1 时间最小？ 

 

 

 

 

 

 

 

基本思想：从 V1 出发逐步向外探寻最短路,执行过程中，与每一个点对应，记录下一个数(称为

这个点的标号)，它或者表示从 V1 到该点的最短路的权(称为 P 标号)。或者是从 V1 到该点的最短路

的权的上界(称为 T  标号),方法的每一步是去修改 T 标号,并且把某一具 T 标号的点改变为具 P 标号

的点.从而使 D 中具 P 标号的顶点数多一个,这样至多经过 P-1 步就可求出 V1到各点的最段距离。 

具体步骤如下： 

i=0： 

S0=｛V1｝，  P｛V1｝=0， λ ｛V1｝=0， T｛Vi｝= +∞ 

λ ｛Vi｝=M  （I=2，3，4，…），        K=1 

②因（V1，V2）∈A，  V2 S0，  P｛V1｝+ω 12<T｛V2｝ 

故把 T｛V2｝修改为  P｛VI｝+ω 12=3，λ ｛V2｝修改为 1； 

③在所有的 T 标号中，T｛V3｝=2 最小，于是令 

P｛V3｝=2， 令 S1=S0∪｛V3｝=｛V1，V3｝， K=3  

i=1： 

②把 T｛V6｝修改为 P｛V3｝+ω 36=2+3=5，λ ｛V6｝修改为 3 

同理，把 T｛V5｝修改为 P｛V3｝+ω 35=2+2=4，λ ｛V5｝修改为 3； 

③在所有的 T 标号中，T｛V2｝=3 最小，于是令 

P｛V2｝=3， 令 S2=｛V1，V2，V3｝，       K=2 

i=2： 

  min46IA

 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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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把 T｛V4｝修改为 P｛V2｝+ω 24=3+3=6，λ ｛V4｝修改为 2 

同理，把 T｛V5｝修改为 P｛V3｝+ω 25=3+1=4，λ ｛V5｝修改为 2； 

③在所有的 T 标号中，T｛V5｝=4 最小，于是令 

P｛V5｝=4， 令 S3=｛V1，V2，V3，V5｝，    K=5 

i=3：  

②把 T｛V4｝修改为 P｛V5｝+ω 24=4+2=6，或 P｛V2｝+ω 24=3+3=6，λ ｛V4｝修改为 2 

同理，把 T｛V6｝修改为 P｛V6｝+ω 53=4+0.5=4.5，λ ｛V6｝修改为 5， 

把 T｛V7｝修改为 P｛V5｝+ω 57=7，λ ｛V7｝修改为 5 

③在所有的 T 标号中，T｛V6｝=4.5 最小，于是令 P｛V6｝=4.5，  

令 S4=｛V1，V2，V3，V5，  V6｝，           K=6 

i=4： 

②把 T｛V7｝修改为 P｛V6｝+ω 67=5+2=7，λ ｛V7｝修改为 6 

③在所有的 T 标号中，T｛V4｝=6 最小，于是令 

P｛V4｝=6， 令 S5=｛V1，V2，V3，V5，V6, V4｝       K=4 

i=5： 

②把 T｛V7｝修改为 P｛V4｝+ω 47=6+0.5=6.5，λ ｛V7｝修改为 4 

③在所有的 T 标号中，T｛V7｝=6.5 最小，于是令 

P｛V7｝=6.5， 令 S4=｛V1，V2，V3，V5，  V6，V7｝，       K=7 

i=6： 

这时仅有的 T 标号点为 V7，T｛V7｝=+∞，算法终止。 

结果：P｛V1｝=0，  P｛V2｝=3     P｛V3｝=2，   P｛V4｝=6 

P｛V5｝=4，  P｛V6｝=4.5   P｛V7｝=6.5，那么，从 V1 到 V7 进行运输，选取 V1-V2-V5-V4-V7， 

或 V1-V2-V4-V7， 或 V1-V3-V5-V4-V7。 

对于其它站点可以配以权重，再次进行选取，直至找到最优路线。 

3.2.2  模型评价 

此模型主要是从乘客即学生的出行时间来考虑，优点是优化程序较少，并结合部分指标的修正，

避免自相配对修正。缺点是，约束条件较少，对优化效果有一定影响。 

4. 公交校车智能化 

先进公共交通系统是智能校车交通运输系统的重要子系统。作为 APTS 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共交

通信息系统，面向公共交通使用者的交通信息系统。提供的实时信息包括：公共交通拥挤程度、票

价、公交车辆站时空信息、各个学校学生上、放学信息、换乘信息以及停车状况等。公共交通信息

的提供有助于学生出行、换乘和发时间的选择，可以改善学生的方便程度。在实际应用上能够提高

公交服务水平、公交吸引力和公交运营效率。总之，本研究对于发挥 ITS 和 APTS 的最大效益、改

善城市的公交校车的现状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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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论文在大量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我国大城市公交校车的线路调度管理组织模式和日常调度做了

总结。根据天津市的公交校车出行调查资料对线路调度问题进行了一定分析，进而对线路调度问题

做了一定的简化，构建了以学生等待抱怨程度最小、拥挤抱怨程度最小为目标的优化模型。 

通过研究国外智能交通发展经验，归纳出我国城市公交校车智能调度系统应具备的基本功能和

技术支持。结合我国公交校车发展的特点，我国发展智能化公交校车虽然有一定困难，但将势在必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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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关系的反思与探索 

许  炎 

【摘  要】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之间存在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关系。文章从目前我国城市交通与

城市发展现状面临的矛盾与挑战着手，反思传统城市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的被动关系，并对新

形势下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互动编制体系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并结合江苏省南通市的规划编制，

从市域交通走廊与城镇空间布局、城市交通走廊与城市空间布局、交通枢纽与城市中心体系以及交

通政策分区与城市功能布局等四个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关键词】城市规划 交通规划 交通引导 规划互动 

1. 前言 

传统的城市规划，特别是城市总体规划往往通过综合研究来确定城市发展形态与规模，并以此

统筹安排城市各项建设用地，配置城市各项基础设施。长期以来，城市交通规划仅是作为城市总体

规划的一项子规划，处于城市规划的从属地位，被动的根据城市规划确定的土地利用强度与形态来

规划交通网络与设施。而实际情况是城市交通的空间组织与结构也能影响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交

通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居民日均出行次数和

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增加，导致城市交通需求急剧增加，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城市交通问题已经成为

影响城市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新一轮的城市总体规划中，能动处理交通发展与土地利

用的矛盾，协调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开创本轮城市规划工作的新思路。基

于此，本文从目前我国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现状面临的矛盾与挑战着手，反思传统城市交通规划与

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并对新形势下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互动关系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2. 传统的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关系反思 

2.1 法定规划与非法定规划的关系 

1990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属于法定规划，城市交通规

划属于法定规划的专业规划，是法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当单独编制的时候，交通规划属

于非法定规划范畴。2005 年颁布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将城市交通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指出其在城市规划中应完成的编制内容,但未明确说明单独编制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完整的编制程序

和编制内容的要求。实际上，虽然综合交通规划己经逐步形成了完整的技术框架和内容，同时国内

部分省市也陆续出台了用于指导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导则或者编制办法，但是无法否认的是单独编

制的城市交通规划作为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的专业规划，目前尚没有相关的法规来给予其法定效力

的支撑。 

由于城市总体规划一经确定由人民政府公布，便具有法律效力，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随意修

改规划，并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这部专业法律作为政策支撑。而单独编制的城市综合

交通规划由于在编制程序上存在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对脱节的问题，这就使得规划的编制处在了一个

较为尴尬的两难地位。部分交通规划流于形式，“为规划而规划”，对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交通体

系全盘接受，只进行象征性的深化分析以及论证；而另一部分交通规划花了大量的精力对交通与土

地利用进行综合分析，对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城市布局以及交通体系布局提出了不一样的规划方案，

虽然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但是相对城市总体规划而言，却缺乏法定效力，给规划实施带来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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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困难。 

2.2 主动规划与被动规划的关系 

在传统的城市规划中，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之间往往存在着一个主动规划与被动接受的关系。

特别是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往往通过综合研究来确定城市发展形态，并以此统筹安排城市各项建设

用地，配置城市各项基础设施，而交通规划仅是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一个专项子规划，处于城市规划

的从属地位，必须被动的接受总体规划所确定的城市用地布局以及城市发展规模，并进一步被动的

研究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关系，交通系统的发展被用地布局牵着鼻子走。在整个交通规

划过程中，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和由此确定的社会经济活动形态导出出行生成，根据出行分布和出行

方式比例预测，确定交通需求，然后通过配流对道路网络设计不断进行优化，直到得到合理规划方

案，从而完成交通规划。应该说，交通需求对土地利用规划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土地使用布局确定

了城市交通的发生源和空间分布；交通设施规划更多的表现为配套的作用，用以满足土地使用和城

市发展的需要。 

这种被动的地位，往往很容易造成被动增加设施以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状况，使设施规划相对

滞后于需求增长的速度。导致传统交通规划总象救火队，哪里出现了交通拥堵，就在哪里规划和建

设道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并不能有效疏导交通，反而使交通量迅速积聚。当然

学术界普遍认同城市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这种认同是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之上的，

即忽视城市交通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作用，将城市交通规划置于城市规划的从属地位。 

3. 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互动关系解析 

3.1 用地与交通的互动关系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存在着极其复杂的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土地

利用、土地价值、可达性、交通设施、交通需求及出行产生的“轮转式”互动机制。“轮转式”互

动关系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改变都将给其它环节带来影响。 

在一个城市中，人们总是希望开发城市中交通最便利、区位最好的“黄金地段”，由于“黄金

地段”的地价高，拆迁成本大，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出发，开发商必然要求增大土地的开发强度，以

获得较大的开发利润。这样的开发必然吸引大量的人流、物流，导致出行生成的增加，从而提出对

交通设施更高的要求，促进交通设施的改善。然而，这样的循环不可能无限地进行下去，因为城市

的某些交通设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难以改建以增加通行能力，也就是说它的交通容量是有一定限

度的。当土地开发超过一定强度以后，其所吸引的大量交通量导致某些路段出现拥挤现象，带来开

发区域由于可达性下降，随之土地利用的边际效益以及整个城市运转效率的下降。 

 

图 1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的“轮转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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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通与土地利用的“轮转式”互动关系中，不难了解我国城市“圈层扩展”发展的原因。在

城市发展初期，由于城市规模较小，城市活动局限于在交通区位最佳的中心点的范围之内，由于人

口规模较小、经济活动能力较低，城市交通并没有呈现出严重的问题。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人口向城市的集中驱使城市城市空间产生进一步扩展的需求，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为了获得最佳

的交通区位优势以最方便的利用城市中心资源和节省基础设施建设成本，城市的拓展总是具有―近域‖

的特征，即城市建设围绕原有城市中心周边成蔓延式发展。当城市规模较小时，这一单中心的蔓延

发展产生的矛盾并不突出，但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外围圈层的向心式交通对所穿越的地区造成

了严重的交通干扰，交通拥堵问题严重，城市运行效率降低。在圈层式发展的推进下，城市交通与

用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却始终难以跳出这种循环的怪圈。 

因此，如何解构城市交通与空间发展的循环，进行人为的干预来引导城市发展走向良性发展的

道路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从交通与土地利用这种“轮转式”互动关系中，交通区位是影响城市建

设成蔓延式扩展的重要原因，由于城市建设往往会向交通区位优势区域进行集中，可以说，在很大

程度上交通发展驱动了城市的空间的演化，城市空间集聚与交通区位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耦合关

系，这种耦合关系使得交通可达性与城市功能聚集强度相匹配发展。因此要对交通与土地利用的环

形关系进行解构，从可达性方面出发是合理的，通过人为改变和培育可达性来实现对城市空间发展

的引导，即在城市规划中落实交通引导发展理念。 

 

图 2 太仓市域建设用地历年呈现出的蔓延态势 

3.2 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的互动关系 

根据前面对传统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关系的反思以及对交通与用地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不难

得出以下基本结论：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赋予了城市总体规划的法律效应，由于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对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城市总体规划中交通规划是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正是由于交通规划的重要性，才从城市总体规划中独立出来，成为城市总体

规划的一项专项规划，因此为避免在城市总体规划的法律效应下，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指导作用已

被弱化，在新的一轮总体规划中应加强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的互动，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必须与城市

总体规划进行相互反馈，最好同时进行编制，从而保证规划成果的法律效力以及可操作性；其次应

贯彻交通引导的规划理念，变被动关系为互动关系，在规划中不仅是使用我们所习惯的交通规划与

用地规划关系的正向思维逻辑，更要注重对逆向思维的运用，即在规划过程中，强化交通规划对用

地规划的引导作用，在规划方案的形成过程中落实交通引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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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相互关系的正反向思维逻辑 

综合正反两种逻辑思维，摒弃以往城市总体规划中采用的先城市总体规划后交通规划治理的规

划思路，构建如下交通引导发展理念下的规划互动体系。 

 

图 4 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互动规划的技术思路概念图 

4. 互动的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以南通市为例 

为使城市交通规划在城市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指导作用，使城市交通与城市规划更紧密的

结合一起良性发展，我们需要从规划层面上改变观念，在编制思路及过程上进行革新，提升城市交

通规划的地位，促进城市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良性互动，实现二者的和谐发展。本文以南通市为

例，具体阐述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中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的相互关系。 

4.1 以市域交通走廊引导城镇空间布局 

根据南通市市域空间利用发展以及区域大交通布局，结合南通市城市布局和交通运行特点，将

市域交通走廊划分为两类：过境交通走廊、城际交通走廊。其中，过境交通走廊主要位于城市边缘

和市域沿海地区，主要功能是引导过境交通从城市外围通过，减少过境交通对城市交通的干扰；城

际交通走廊主要位于市域的中部地区，主要功能是加强中心城区和外围城镇的联系，引导重要城镇

沿城际走廊地区集聚发展。 

在市域交通走廊的引导下，根据南通市域城镇空间发展战略，在市域空间管制分区的基础上，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交通发展要求，将市域空间划分为中心城区、走廊地区、腹地地区、禁建地区

四类交通政策分区。其中，中心城区的发展战略是强化交通辐射，提高中心城市首位度；走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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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战略是强化复合通道，促进城镇紧凑型发展；腹地地区的发展战略是强化覆盖空白，完善交

通网络连通度；禁建地区的发展战略是强化限制通达，调整交通支撑的条件。 

  

图 5 交通走廊引导下的市域交通政策分区     图 6 交通走廊引导下的市域空间结构 

4.2 以城市交通走廊引导城市用地布局 

在南通的规划中重点强化的了交通走廊与城市布局的关系。其中车流走廊一般位于片区与片区

之间，作为空间分割，提供快速机动化交通服务，客流走廊则起到联系各个片区的作用，一般穿过

各片区中心，以大容量公共交通为主要交通方式。 

客运走廊形成的核心驱动力是空间经济联系，而空间经济联系的产生是由城市用地布局决定的，

反过来，高强度的经济联系带来的交通为公共交运营提供流量支撑。因此客运走廊的构建不仅仅只

是满足、顺应城市发展，更重要的是根据走廊的性质、等级，在走廊的两侧影响范围内划分稳定发

展区和开发潜力区，调整交通走廊两侧用地布局，利用走廊引导空间聚集发展，形成多核空间结构，

并强化各个“空间核”之间的经济联系。 

                  

图 7 南通市中心城区车流走廊分布     图 8 车流走廊布局与城市功能片区关系 

互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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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南通市中心城区客运走廊分布          图 10 客运走廊布局与城市功能片区关系 

4.3 以枢纽建设促进城市中心体系形成 

交通枢纽是影响城市中心体系布局的重要因素，是各种交通方式集结的中心。交通枢纽与城市

本身是相互支撑、协调互利的关系，枢纽不仅仅是一个交通转换的中心，更是城市结构的一部分，

交通枢纽规划应以枢纽对城市功能的引导、优化和促进城市健康、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枢纽有机融

入城市、服务城市为导向，实现科学、合理的枢纽布局。对于公共交通方式为主导的枢纽，应明确

枢纽地区的公交利用环境的优先性，在宏观层面，应发挥枢纽对中心体系构建的主导性，根据枢纽

的功能、分类、等级来协调与各中心的关系，使城市空间布局、枢纽布局与中心体系的布局协调一

致；在中观层面，体现枢纽对可达性的极化效用，来集聚用地功能、促进用地的集约化、多样性发

展，同时也应该利用公共绿化来防止连片发展，防止恶性竞争；在微观层面，强化规划设计与公共

交通系统的协调，如建筑高度、立体化使用、公共空间、路网形式及结构、停车设施布局及规模等

均需要按照“设计”原则来展开。 

 

  

图 11 枢纽布局与城市中心体系布局 

互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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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以交通政策分区引导城市功能布局 

交通政策分区主要依据土地利用性质以及区位条件划分，为协调土地开发与道路布局服务；而

交通小区主要依据地形条件划分，是交通分析的最小单元，为各类规划提供定量的交通数据支持。 

在南通的规划实践中，根据现状建设用地、城市道路建设情况、规划构想等要素，将中心城区

建设用地范围划分为五种类型交通政策分区。以控规编制单元、交通小区、用地功能兼容性、主次

干路、河道分隔为主要划分原则。 

针对不同的交通政策分区，制定相应的交通政策，体现供给与需求的协调发展。 

表 1  交通政策差别化一览表 

交通政策分区 城市规划布局 道路网络布局 公共交通发展 停车设施供应 

A 区 
需保护的旧城区或

改造量较小的区域 
Ⅰ或Ⅱ Ⅱ Ⅰ 

B 区 需改造的旧城区 Ⅱ Ⅲ Ⅱ 

C 区 特定意向新区 Ⅲ Ⅲ Ⅲ 

D 区 工业新区 Ⅱ Ⅱ Ⅱ 

E 区 居住新区 Ⅲ Ⅲ Ⅲ 

注：Ⅰ－交通限制供给，Ⅱ－交通适度供给，Ⅲ－交通扩大供给。 

         

图 12 南通市中心城区交通政策分区图         图 13 南通市中心城区规划结构图 

5. 结语 

综上所述，交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是相辅相成的，传统的城市交通规划思想与方法已不能适

应新时期的要求。在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在具有法律效应的城市总

体规划层面来体现交通引导发展的理念，促进交通与土地的良性互动显得尤为必要。在进行规划设

计时，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考虑，必须有机的协调起来，彼此配合，才能实现城市持续、健康、快

速的发展。交通规划者需要从各个层面去反思和更新观念，转变思路，进一步明确交通规划与城市

规划、空间布局、土地利用的衔接，提升交通规划的重要地位，变被动为主动，变从属为平等，推

动公共交通的发展，改善交通环境，促使城市交通与城市和谐发展。 

 

 

互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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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绿色交通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以深圳市盐田区为例 

李伴儒  张云龙  张贻生 

【摘  要】绿色交通是当今世界城市交通发展的趋势，本文首先介绍了绿色交通的发展内涵与特点，

提出了绿色交通的发展模式；介绍了深圳市盐田区近年来推动绿色交通发展的主要规划和建设工作，

从全面、协同推进绿色交通发展的角度，重点探讨了盐田区进一步工作思路和发展重点；最后，本

文总结了盐田区在绿色交通规划方向、规划体系以及推进绿色交通工作上的几点经验。 

【关键词】绿色交通；交通规划；盐田 

1. 关于绿色交通 

2. 绿色交通的提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历经了以汽车为主的交通方式给城市带来的诸多影响之后，欧美发达

国家的一些城市都开始追求有利于城市可持续性发展的绿色交通理念和交通发展模式，先后提出了

“公交优先”和“鼓励自行车作为辅助交通方式”的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绿色交通理论最早可追述

至 Chris Bradshaw 于 1994 年提出的“绿色交通体系”，该体系将各类交通工具按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进行了优先级排序。按影响程度从大到小，分别为小汽车、摩托车、公共汽车、地铁、自行车、步

行，如图 1。 

 

图 1  不同交通工具对环境的影响排序 

在我国，2003 年由建设部与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开展创建“绿色交通示范城市”活动的倡议，

倡导发展绿色交通，绿色交通理念逐步深入中国城市交通规划与建设中。 

3. 绿色交通的内涵 

绿色交通是一个新的理念，也是一个实践目标，具体是指适应人居环境发展趋势、方便、安全、

高效、低公害、人性化、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多元化的、与生态环境协调的、与城市发展协调的城

市交通系统。 

绿色交通理念伴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是从“以车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绿色交

通提倡减少个人机动车辆的使用，提倡步行、自行车与公共交通，提倡使用清洁干净的燃料和车辆

等，是一种适合于所有出行者的低成本、无污染、土地资源和空间节约的交通系统。绿色交通不仅

是低碳、环保的出行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健康、休闲生活方式的回归。 

综上所述，绿色交通的本质概括为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和资源可持续

性四个方面，它的内涵可概括为―高效、公平、安全、环保、低耗‖，如表 1。 

出行方式对环境影响程度划分出行方式对环境影响程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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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绿色交通内涵一览表 

理念 内容 内涵 具体要求 核心实现途径 

绿色

交通 

经济可持续 高效 社会各阶层出行效率最优 

引导公交+慢行 
社会可持续 

安全 交通事故率低 

公平 社会各阶层的出行需求满足 

环境可持续 环保 交通污染低 

资源可持续  低耗 节水节地节能节财 

4. 绿色交通发展内容与模式 

围绕绿色交通发展内涵，绿色交通的发展涉及政策引导、经济调节、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科

技应用等领域内容，就交通系统内部而言，绿色交通发展内容包括绿色交通政策和指引、交通设施

的绿色化建设、交通工具的绿色化、交通出行方式的绿色化等方面，具体发展模式包括“减少私人

机动化出行”、 “引导公交＋慢行的绿色出行方式”、“交通环境绿色化”以及“交通工具绿色化”

四大方面，详见图 2。 

 

图 2  绿色交通发展模式 

5. 近年来盐田区发展绿色交通的相关规划 

盐田区位于深圳市东部，距深圳市中心约 12 公里，具有丰富的山海旅游资源，是深圳重要的旅

游和港口物流产业区。近年来，随着盐田区现代化旅游海港城区发展日臻成熟，尤其是成为华南地

区首个“国家生态区”后，对建设绿色城市、发展绿色交通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几年来，盐田区从宏观策略研究、分系统规划以及实施计划等层面，围绕绿色交通发展的主

要内容，对盐田区绿色交通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6. 近年来盐田区绿色交通的相关建设 

近年来盐田区在落实绿色交通发展上进行了积极的实践，主要体现为四大方面：第一，持续推

进道路体系的建设完善，为改善公交与慢行交通通达性、合理组织机动车交通，减少交通拥堵和环

境影响创造了必要条件。第二，大力发展公交，加快公交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公交线网并增加公交

运力，落实公交专用道等公交优先措施。第三，从以人为本、鼓励慢行交通的角度出发，持续改善

慢行交通通道设施、依托山－海景观资源建设慢行休闲道，改善慢行交通的安全性。第四，采取合

理的政策和管理措施，引导或者限制私人机动车交通适度发展，鼓励公交和慢行交通出行。近年来

已实施完成的及在建（拟建）的项目详见下表 3。 

  

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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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减减减减

减减

减减减减减减

减减减减
减减减减减减

减减减减减减

减减减

减减减减减减减减

减减减减减

减减减

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 减减减减减减减 减减减减减减减减减 减减减减减减减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91 

 

表 2   近年盐田区开展的绿色交通相关规划回顾 

规划

层次 
所开展规划名称 主要内容与措施 

对应的绿色交通发展内

容 

策略

研究 

《东部滨海地区

旅游交通策略研

究及道路交通规

划》 

提出构筑以旅游集散中心为依托、公交为主的绿色

的旅游交通。通过倡导绿色交通、换乘式旅游交通

发展模式，降低机动化对滨海生态的影响，打造与

滨海生态环境及旅游产业协调发展的交通系统。 

制定绿色交通政策和发

展指引，通过绿色交通设

施建设，鼓励公交出行，

促进出行方式的绿色化。 

分系

统规

划 

《东部滨海地区

自行车道系统专

项研究》 

明确将自行车定位为地区绿色交通体系构建的先

锋与触媒，提出了自行车系统发展目标与策略，构

建了―山、海、城‖一体的自行车道规划方案，制定

了地区特色的自行车道设施设计指引，并首次在深

圳市对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应用进行了研究。 

制定自行车发展发展指

引、设施设计方案，鼓励

自行车的绿色化出行。 

《海景路步行街

详细规划》 

将海景路改造为步行休闲街，避免机动车的影响，

构筑舒适从容的市民休闲空间。 

促进步行交通与环境的

绿色化发展。 

《19 公里滨海休

闲廊道》 

提出在核心城区完善居民日常出行步行设施，提升

步行空间环境。规划修建登山道和滨海景观休闲栈

道，将各大生活片区、主要景点和山海资源有机衔

接，构筑―山-城-海‖一体的步行休系。打造休闲宜

人的“行者之城”。 

促进步行交通和人行环

境的绿色化发展。 

《盐田区立体人

行过街设施规

划》 

体现以人为本，构筑完善的立体过街设施，作为构

筑地区―山-城-海‖一体的步行休系的重要组成。 

构建安全、绿色化的人行

过街体系，完善城市步行

系统。 

实施

计划 

《盐田区交通改

善规划及近期道

路设施建设计

划》 

围绕公交优先、发展慢行交通的需要，分别从推进

道路设施的绿色化建设、完善公交设施及线网、优

化交通组织促进客货交通协调等方面，为近期推动

落实绿色交通发展做出了规划部署。 

改善绿色交通发展的基

础条件，优化交通结构，

促进公交发展。 

《东部滨海地区

交通综合改善近

期实施建议》 

针对近年来日益突出的旅游交通对地区的冲击问

题，提出包括完善交通设施、大力发展公交、引导

旅游交通结构优化等近期改善对策措施。 

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引导

交通结构的绿色化发展。 

 

7. 盐田区绿色交通发展进一步工作 

盐田区近年开展的绿色交通规划的尝试与探索，对地区交通建设起到了指导的效果，但从各个

专项领域出发制定的交通建设指引缺乏系统的整合，合力效果尚不明显。绿色交通理念的引导、推

广、建设、管理、政策仍将是未来绿色交通规划与建设不容忽视的环节，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整合

与协调发展规划，实现交通与土地利用整合、各交通系统之间及内部整合、规划与计划整合、设施

与运行整合等，最终形成盐田区绿色交通系统建设的合力。 

为此，盐田区于 2009 年启动了“盐田区绿色交通系统工程”研究工作，初步提出了绿色交通发

展目标、政策及构成体系，重点对绿色交通发展规划任务和建设重点进行了部署。 

8. 盐田区绿色交通发展目标、政策与规划制定 

9. 盐田区绿色交通发展目标与政策 

盐田区绿色交通发展目标初步拟定为：构建对外交通以公交出行为主体、内部出行以慢行系统

为主体、充分体现山海特色的、便捷、安全、舒适的绿色交通系统，推进生态城区建设。发展主题

是“人文关怀、宜居城区，环境友好、生态城区，交通安宁、慢行城区”。 

为实盐田区绿色交通发展目标，盐田区初步提出的发展政策包括：坚持生态建设，将绿色交通

确定为盐田区交通发展的主题和重点；鼓励新能源公交、公共租赁自行车系统等绿色交通工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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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宣传及鼓励民众参与，使文明交通、绿色交通形成民众共识；制定盐田区绿色交通实施细则，

形成绿色交通发展年度计划编制制度，作为政府和社会共同行动纲领。 

表 3  近年盐田区已完成及在建（拟建）的绿色交通相关建设项目 

项目类型 主要内容与措施 对应的绿色交通发展内容 

道路系统 

建成深盐二通道，有效疏导过境及外来旅游交通，促进客

货交通分流，为盐田地区的交通安宁化创造了前提条件； 

加快完善盐田港疏港干道体系，提高疏港效率并减少对城

市交通的干扰和环境影响； 

新建（改造）沙头角、盐田港地区若干支路及次干道，提

高了行人、自行车通达性，并为开行公交提供了基础。 

改善绿色交通发展的基础设

施，改善公交、自行车与步

行方式的出行条件。 

公交系统 

在梅沙片区针对假日游客出行量暴涨的特点，增加了主要

旅游景区的假日旅游公交专线； 

设置了假日公交专用道保障公交优先通行； 

优化景区公交站点设置和公交运行组织提高公交运行效

率； 

建成梅沙公交综合车场，为地区公交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在沙头角和盐田港片区增加公交线路，尤其增加了内部公

交线路极大改善了居民的内部出行和对外公交接驳。 

完善公交基础设施，增加运

力，优化运营组织，提升公

交竞争力和吸引力。 

步行系统 

改造梅沙片区主要步行走廊盐梅路，提升步行环境； 

建设三洲田登山环道，提供旅游休闲条件； 

改造沙头角海景路为步行街，提供舒适的滨海休闲空间； 

建设沙头角、盐田港几处人行天桥，提升行人过街安全。 

改善步行设施，提高步行空

间与环境品质，提升步行吸

引力。 

自行车系统 改造深沙路等 3 条道路设置自行车道，改善骑行条件。 
改善自行车交通设施，提升

自行车出行吸引力。 

政策、管理 

启动了盐田区绿色交通系统工程研究工作 ，明确将绿色

交通作为盐田区交通发展重点与方向； 

加强了对梅沙片区旅游高峰期间的违章停车管理，避免大

量机动车无序涌入，提高公交发展空间； 

景区外围干道建设交通信息电子发布牌，有效指引旅游交

通合理出行，引导游客减少小汽车出行。 

制定绿色交通发展政策、指

引和总体部署，引导私人小

汽车减少出行，预留公交发

展空间。 

10. 盐田区绿色交通规划的全面、协同编制 

绿色交通发展是个系统长效工程，根据盐田区绿色交通发展目标，盐田区提出近期要系统、协

同开展绿色交通相关规划，涵盖宏观的发展战略与综合规划、中观的专项规划，以及微观的交通详

细规划设计及实施政策计划与指引等，对绿色交通发展进行多方位的筹划部署，作为指导绿色交通

落实的基本保障。 

未来通过上述协同开展的规划工作，初步形成绿色交通发展综合规划体系，涵盖了绿色交通发

展的各方面内容，将为促进盐田区推动绿色交通的快速发展提供重要指导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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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盐田区近期协同开展的绿色交通规划及相关设计 

规划层次 所开展规划名称 主要规划任务与内容 

绿色交通总

体规划与策

略研究 

盐田区绿色交通白

皮书 

对盐田区绿色交通发展的战略、设施、运行、管理、行动计划等提

出系统全面的规划与部署，成为指导盐田区绿色交通发展的纲领性

文件。 

绿色交通方

式发展规划 

盐田区公共自行车

系统建设规划 

规划部署公共自行车的建设模式、设施规模与布局、运营模式及具

体实施计划。以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为契机和抓手，促进地区自行

车交通发展。 

盐田区新交通方式

发展研究 

盐田区新交通方式是指区别于盐田区现状常规公交的新型公交系

统，例如有轨电车、无轨电车、新能源巴士等，主要任务是研究符

合盐田区特点和需要的公交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公交服务，成为

贯彻绿色交通发展的主体。 

城区、山野、滨海

步行系统规划 

依托山、海、城三种资源和步行需求，规划布局完善、安全便捷、

休闲宜人的区域步行系统，作为盐田区内部交通绿色化发展的最重

要依托。 

海上巴士系统规划 

依托盐田区丰富的滨海资源，规划海上客运系统，兼顾旅游体验和

水运交通功能，分解陆路交通压力，构筑盐田区多元化立体的绿色

交通体系。 

城市设计 

盐田区整体交通设

计研究 

在城市绿色交通战略下，分析盐田区三大片区适宜的交通发展模

式，确定绿色交通方式的功能定位及体系格局，制定道路与交通设

施规划方案、用地选址、交通设计导则、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设计

要求等，为绿色交通发展提供人性化、精细化设计方案与指导。 

城区、山野、滨海

步行系统设计 

在城区、山野、滨海步行系统规划指导下，结合山、海、城资源特

点和步行需求，制定设计方案。 

11. 盐田区绿色交通发展与建设重点 

盐田区绿色交通发展重点 

结合盐田区特有的城市资源及多元化的交通出行特征，盐田区绿色交通的发展重点是：轨道交

通、常规公交、自行车系统、山野路径系统、步行道系统、海上巴士等 6 大主要方面。 

 
图 3  盐田区绿色交通六大发展重点 

围绕以上六大发展重点，未来采取的主要策略包括：加快全面、协调地推进绿色交通相关规划

与设计，全面统筹绿色交通发展建设；加快推进绿色交通方式的发展建设，并以公交、自行车和步

行交通作为重点与发展引擎；在绿色交通要求指导下加快建设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为绿色交通

轨道交通

常规公交

自行车道系统

山野路径系统

步行系统

海上巴士系统

盐田区绿色
交通体系

包括未来规划发展的轨道交通，以及结合盐田区实际需要和交通特
点而考虑发展的新的公共交通方式（如新有轨电车、新能源公
交），构筑一体化、高效、绿色的大运量公交服务体系。

包括现状已有的常规公交，以及结合盐田区城区特点和居民出行特
征的交通方式（例如绿色巴士、环城便民公交、电动力环城公交
等），构筑低炭环保、便捷宜人的内部公交网络。

包括城市出行自行车设施、山海休闲自行车设施、竞赛型自行车设
施，建设便民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作为居民出行、休闲和文化交
流的重要载体和落实民生的主要抓手。

包括已启动研究的“梧桐山-三洲田”等登山休闲道以及相关山野休闲
旅游产品等构成。是山海盐田及宜居盐田相适应的绿色交通方式中
极其重要的构成。

由（含滨海栈道等）滨海休闲廊道、各片区城市出行步道、城区无
障碍系统、与其它交通方式接驳系统等组成。

由布局合理的沿海码头、海上观光班轮线路构成，作为陆路交通的
重要补充，成为海山休闲旅游的重要载体。

轨道交通

常规公交

自行车道系统

山野路径系统

步行系统

海上巴士系统

盐田区绿色
交通体系

包括未来规划发展的轨道交通，以及结合盐田区实际需要和交通特
点而考虑发展的新的公共交通方式（如新有轨电车、新能源公
交），构筑一体化、高效、绿色的大运量公交服务体系。

包括现状已有的常规公交，以及结合盐田区城区特点和居民出行特
征的交通方式（例如绿色巴士、环城便民公交、电动力环城公交
等），构筑低炭环保、便捷宜人的内部公交网络。

包括城市出行自行车设施、山海休闲自行车设施、竞赛型自行车设
施，建设便民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作为居民出行、休闲和文化交
流的重要载体和落实民生的主要抓手。

包括已启动研究的“梧桐山-三洲田”等登山休闲道以及相关山野休闲
旅游产品等构成。是山海盐田及宜居盐田相适应的绿色交通方式中
极其重要的构成。

由（含滨海栈道等）滨海休闲廊道、各片区城市出行步道、城区无
障碍系统、与其它交通方式接驳系统等组成。

由布局合理的沿海码头、海上观光班轮线路构成，作为陆路交通的
重要补充，成为海山休闲旅游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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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构筑坚实基础平台。 

12. 未来几年盐田区绿色交通建设重点 

围绕盐田区绿色交通六大发展重点和发展策略，未来随着规划体系的完善，对规划的落实和建

设实施将是绿色交通发展的重点和关键。 

表 5  未来几年盐田区绿色交通建设实施重点 

建设类型 主要内容与措施 对应的绿色交通发展内容 

公交系统 

加快推进轨道 8 号线相关前期工作； 

加快盐田区新公交方式的研究，试点建设罗湖－沙头

角－梅沙中运量公交； 

公交车辆改良、推广新能源公交； 

继续建设完善地区公交场站设施； 

推进梅沙片区旅游交通接驳停车场建设，提供公交接

驳和停车换乘。 

加快发展轨道和公交，作为

绿色交通中机动化方式的主

体。 

步行系统 

建设完成 19.5 公里山－海－城一体的步行休闲廊道； 

建设立体行人过街设施，持续改善过街安全； 

按照整体城市（交通）设计指引，进行人行道和步行

空间改造，提升步行环境。 

构筑完善舒适的步行体系，

作为绿色交通中慢行交通的

主体。 

自行车系统 

建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提供公交接驳及短距离出

行服务，鼓励居民采用自行车出行； 

改造（调整）道路设施，设置自行车道或自行车骑行

带，形成层次分明、布局完善的自行车骑行网络。 

建设滨海型、山地型自行车廊道及驿站系统，提供休

闲自行车服务。 

构筑完善的自行车体系，作

为绿色交通的主体，并有效

衔接公交和步行体系，提升

绿色交通发展的综合效应。 

道路系统 

持续推进盐田港地区道路体系建设，提高疏港效率并

减少对城市交通的干扰和环境影响； 

按照整体城市（交通）设计指引，指导分年度城市道

路的绿色化建设与改造。 

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平台，

为绿色交通提供保障。 

13. 结语 

回顾盐田区在绿色交通规划与体系构筑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主要有三方面特点与经验： 

首先，在规划方向上，紧扣时代发展主题，响应国家构建和谐社会及节约型社会的号召，契合

转型期深圳城市发展需要，结合盐田区自身发展资源和特点，选择了绿色交通发展道路，将绿色交

通发展作为盐田区打造国家级生态区和现代化滨海旅游海港城区的重要抓手和契入点，使规划目标

与城市发展目标协同，助推城市走上和谐、生态、绿色、宜居的发展方向。 

其次，在规划方法与体系上，高度重视系统、协同规划，鉴于绿色交通发展是个系统长效工程，

盐田区从宏观的发展战略与综合规划、中观的专项规划，到微观的交通详细规划设计及实施计划等，

对绿色交通发展进行多方位的筹划部署，为绿色交通系统建设与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导。 

最后，在绿色交通发展建设的推进上，突出循序渐进、协同实施理念，采取“以点带面，先易

后难，由近及远‖的策略，以易实施、见效快、反响好、风险小、普惠民众的项目为推手，带动绿色

交通工作向前发展，例如，盐田区以公共自行车系统规划和山-海休闲步行系统建设为切入点，成功

向社会各界推介了绿色交通发展理念，获取了社会共识与广泛支持，为全面铺开绿色交通发展工作

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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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小汽车交通需求管理及应用研究 

——以厦门市为例 

孟永平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小汽车进入家庭势不可挡。从城市布局、车、路等方面分析

了目前厦门市城市交通所面临的严峻状况，而私人小汽车的迅速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城市交通的拥挤。

通过对小汽车需求管理方法的优缺点和适用性分析比较，提出采用引导法和经济调控法来控制厦门

市小汽车合理使用和发展，优化城市内部交通结构。 

【关键词】交通需求管理；城市交通；私人小汽车；交通拥挤 

1. 前言 

  经济学家依据发达国家轿车普及与人均 GDP 的关系并结合我国国情，对轿车发展规律的进一

步量化研究表明：当人均 GDP 达到 800～1000 美元时，我国就会进入家庭轿车的缓慢普及期，人均

GDP 达到 3000 美元后，轿车开始逐渐大量进入家庭。2008 年厦门市人均 GDP 已超过 7000 美元，

私人小汽车增长率高达 30%，已经进入“汽车化”时代。小汽车的迅速增长，势必带来严重的交通

拥堵。 

为解决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通常的做法是进行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基础设

施的改善会诱发小汽车的大量发展，进一步刺激交通需求的增长，使交通拥挤状况不但没有缓和，

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从而陷入汽车增长——环境恶化——修建道路——小汽车继续增长——再建路

——再恶化的恶性循环。由于单纯依靠交通供给的手段无法解决交通拥挤，许多城市转而从交通需

求本身来做文章。 

2. 城市小汽车需求管理方法 

由于小汽车进入家庭的必然性和其发展内在动力的强劲性，城市小汽车需求管理的迫切性在现

阶段显得尤为突出。交通需求管理即通过影响出行者的行为，而达到减少或重新分配出行对空间和

时间需求的目的
［１］

。交通需求管理的基本思想就是从问题产生的根源上采取措施，防止矛盾进一步

恶化，并解决矛盾。从世界各国城市管理来看，小汽车需求管理大体可分为引导和控制两类。 

2.1 引导策略 

引导就是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促使人们改变对交通的传统看法，降低人们对购买和使用小汽

车的热情，并促使人们逐渐意识到公共交通的优越性。由于交通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都处于高速发

展中，交通拥挤越来越严重。小汽车进入家庭则进一步加剧交通拥挤，所以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只

有采用提高客运效率、利用有限资源承担尽量多的居民出行的方法。而公共交通作为集约化的客运

方式，具有人均占用道路面积少，以最低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多的人和物的流动，以有限的资源提供

高效率的服务的特点，成为城市交通的首选方式和发展绿色交通的必然选择。通过提供给城市居民

高效、便捷、快速的出行服务，吸引更多出行者在城市尤其是中心区选择公共交通方式，从而优化

城市交通结构。 

2.2 控制策略 

控制的目的是控制城市中小汽车拥有或使用的数量，包括从源头的拥有控制，使用及停车方面

的控制。由于城市时空资源的稀缺，城市小汽车的发展会引起城市交通状况的恶化。可以通过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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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控制小汽车的数量及使用：控制法和经济调控法。 

2.2.1  控制法 

通过规定和禁止某些行为来解决外部性问题。在城市交通治理和小汽车管理上，可以通过限定

牌照数量来控制小汽车的拥有量。除了牌照控制外，也可以通过某些区域或路段的禁行来控制小汽

车的使用。这种方法存在一定的缺陷，会导致小汽车在城市中绕行，增大其他路段上的交通压力。

管制法由于是通过政府行政命令进行小汽车需求管理，管理成本低、见效快，且令行禁止。这种结

果单纯从小汽车管理和交通整治来看，效果无疑是好的。但是相应地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出于上述

种种原因，有必要将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区分开来，小汽车拥有和小汽车的使用是两个独立过程，

高拥有率并不意味高使用率，对道路网络造成巨大压力的是在使用当中的车辆。控制法的重点是在

小汽车的使用上，而不是在小汽车的拥有上。 

2.2.2  经济调控法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交通设施也是一种产品，作为产品就应该有偿使用，并体现等价交换的原

则。通过经济杠杆的调控优化城市交通结构，充分发挥道路设施的潜在能力。因此，对小汽车迅猛

增长可以采用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向私人提供符合社会效率的激励。对城市小汽车管理而言，可以

通过对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征税使小汽车使用的外部成本部分内部化。通过购买时的税额高低控制

小汽车的拥有量，通过保有和使用时的税额高低控制小汽车的使用。通过经济杠杆，小汽车的拥有

和使用会偏向于对其评价较高的买者。 

由于城市时空资源的有限性，采用经济手段将小汽车使用权限划分清楚也是目前国外许多城市

常用的措施。政府直接对道路或设施的使用者收费，采取“ 市场机制”，在“ 自愿付款”的前提

下分配使用权。例如，城市中心区实行差别化停车收费，以减少城市机动车的出行总量；对于交通

过分拥挤地区或路段采用收费制度，近年来不少国家采用这项措施。另外，新加坡还采用许可证制

度，允许在任何时候使用的小汽车牌照要比在周末使用的小汽车牌照贵许多，价格取决于供需。 

3. 城市小汽车需求管理措施实施的原则 

交通需求管理如同双刃剑，实施得当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交通的流畅；实施不当会对城市

经济产生不良的影响。为保证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实施时需审慎地考虑以下 5 条原则： 

3.1 公平合理的原则 

交通是为了满足全体市民的出行需要，必须体现公平的原则。不仅要改善少数人出行条件，更

要解决广大市民、特别是工薪人员和学生的上班上学出行；不能只为小汽车行驶的快速、舒适而忽

略广大民众步行、骑自行车与搭乘公交条件的改善。 

3.2 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城市交通是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交通需求管理不能以抑制社会经济发展为

代价，也不能以恶化环境为代价来换取交通的改善。 

3.3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原则 

对于占用土地资源、城市空间较多的个体交通方式收费太低，会导致使用者过多，总体效益下

降，道路设施供不应求，最终将导致交通阻塞。对于占用空间资源较少的公共交通服务，其舒适性

差、速度低，收费不能太高，必要时政府还要适当补贴，以提高城市交通系统的总体效益，满足城

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大众的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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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道路时空资源均衡使用的原则 

通过交通需求管理充分利用现有的道路时空资源，使道路网无论在空间或时间方面均能得到充

分高效的利用，即尽可能使车流量较为均匀地分布在全市道路网络上，在一天的时间内也尽可能地

减少由于交通过分集中而造成的阻拥现象。 

3.5 社会可接受原则 

道路交通需求管理的政策措施涉及面很广，要取得成功、收到实效，必须获得各相关部门的理

解、信任和支持，特别是使用者的理解和支持。首先要使公众乐于接受或愿意接受。这是获得成功

的重要前提。 

4. 厦门市小汽车需求管理对策及应用 

4.1 厦门市交通现状概述 

厦门城市建设正从“海岛型”城市向“海湾型”城市扩展中，但由于岛外以产业开发为主的阶

段特征明显，布局相对分散，城市规模及功能仍在厦门岛持续聚集，体现了以厦门岛为城市中心的

现状特点。 

 

图 1 城市空间拓展门槛和时序 

至 2008 年末，厦门市机动车总量达到了 57.6 万辆，较上一年增长 13%，较 2002 年翻了一番。

其中，汽车拥有量为 26.3 万辆，占总量的一半，较上一年增长 17%，平均每 4 年就翻一番。在汽车

类型中，私人小客车是增长最快的，去年增加 3 万辆，较上一年增长 29%，达到 13.4 万量，占汽车

总量的一半。 

从人均拥有情况看，车辆的人均拥有率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至 2008 年，厦门市千人拥有机

动车达到 230 辆，千人拥有汽车超过 100 辆。 

 

图 2 历年汽车增长情况图 

历年汽车与机动车增长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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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机动车的迅速增长，交通问题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4.1.1  道路供给水平跟不上机动车发展的要求  

近几年，厦门交通投资大幅增加，2007 年交通建设投资占全市 GDP 的比重增加至 10.9%。道路

的各项指标大幅提高，厦门岛的道路长度约 600 公里，按建成区面积计道路网密度超过 6 公里/平方

公里。道路面积约 1350 万平方米，按建成区面积计算道路面积率约 15%，道路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

的要求。 

按现状车辆增长速度，4 年汽车总量翻一番，显而易见受到土地资源的制约，道路不可能在几

年之内翻一倍，高速的经济增长促使人、车、物的流通更为频繁，道路供给与交通需求的矛盾会更

加突出。 

4.1.2  高峰期交通恶化趋势明显 

机动车的快速增长导致道路交通量急剧增加，主要干道交通量近五年增长了 40%，高峰小时平

均流量达到了 3200pcu/h，平均饱和度接近 0.71，出现拥堵及超长排队现象。主要路段的交通压力较

大，晚高峰平均车速下降至 23km/h。道路整体通行能力受交叉口瓶颈的制约，有半数交叉口处于或

接近饱和状态，交通形势十分严峻。 

4.1.3  公共停车场建设严重滞后 

目前，厦门岛内停车总量约 9 万个泊位，较 2002 年增长 1.5 倍，但增加的主要为建筑物配建停

车位，独立建设的路外公共停车场基本没有增加，相对于车辆快速增长严重滞后。因停车管理法规

不尽健全，有关部门管理不到位，收费不合理，导致许多地下停车库闲置，而大量机动车停车侵占

人行道及有限的道路资源，乱停乱放影响动态交通。 

4.1.4  公共交通发展环境不容乐观 

厦门公交车辆超过 2700 台，城区万人拥有公交车达到 16 标台，公交线路共有 220 条，总长度

3190公里，公交年客运总量达 60000万人次。公交客运结构从 1995年的 16.9%提高到 2009年的 30.9%，

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与国际城市 40-80%的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主要公交客流走廊高峰小时客流量

上升至 14000～15000 人次，走廊内由于线路重复严重，高峰期公交列车化现象严重，公交候车亭也

十分拥挤，超出常规公共交通设施的服务能力。公交以常规地面公共汽车为主，受到交通拥挤的严

重影响，高峰期运行速度下降至 16km/h。同时，还存在着线场站设施不足、进出岛运力效率低下、

运输服务结构单一等突出问题。 

4.2 制定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厦门市对于城市小汽车的管理对策着眼于小汽车使用的控制上，而不是单单从拥有上进行限制。

通过引导和控制两方面，寻求解决目前由于小汽车带来的交通问题。厦门市目前已确定了“ 以人为

本、公交优先、环境友善、支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发展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明确公交优先的发展战略。在交通体系完善的过程中，将道路建设和规划理念由为车服务转变为为

人服务上来。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原则，构造良好的城市交通模式。充分认识公共交通对有限

的道路交通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对解决因道路交通资源有限而产生的交通问题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

用。公共交通优先就是在综合交通政策上确立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地位，在规划建设上确立公共交

通优先安排的顺序，在资金投入、财政税收上确立对公共交通的倾斜政策，在道路通行权上确立公

共交通的优先权限。结合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交通组织方式，实现道路交通系统为多数人服务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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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充分落实公交优先政策，厦门着力推动 BRT 建设，厦门市快速公交一期工程共建设五条线路，

分别为 BRT1 号线、成功大道专线、环岛干道专线、集美-同安工业园区线、海沧线，其中 BRT1 号

线衔接有一条联络线，由农科所至会展中心，用于联络 BRT1 号线与环岛干道专线。 

 

图 3 BRT 一期工程线网图 

自 2008 年 9 月以来已开通了 BRT 一号线，二号线和一号线联络线，其中一号线岛内段采取全

线高架的方式，保障了 BRT 的快速、准点，并减少了对其它社会车辆的影响，为将来升级为轻轨做

了铺垫。为保证 BRT 的客流，在一号线各主要站点规划了链接线路，为 BRT 喂给客流，BRT 三条

线路开通三个月来，日客运量达到 14 万人次，站点最大日上下客量达到 15000 人次（火车站），全

日最大单向客流横断面分布在火车站-莲坂之间，达到 52000 人次/日。 

近期在轨道线路上建设 BRT 网络系统，为升级培育客流，形成以 BRT 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

体的公交网络。远期形成以轨道交通和 BRT 为骨干的客运系统，常规公交为主体的公交网络。远期

BRT 主要作为次要走廊的公交系统，作为轨道补充和延伸与快速轨道系统衔接。  

4.3 城市划分不同层次交通需求区，运用经济调控法减少小汽车使用 

厦门岛以仙岳路和成功大道为界，划分为四个区域，西南片区包含旧城区及筼筜湖周边区域，

是交通矛盾最集中的地区。根据需求管理的强度不同，将城市划分为不同的小汽车需求管理区域。 

 

   图 4 厦门市小汽车交通需求管理区域划分示意图 

将厦门岛确定为“ 交通引导区”，对于小汽车交通问题尤为突出的西南片区定位于建设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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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交通区”。在交通引导区内通过较为特殊的交通政策与管理手段，引导该区域逐渐形成合理

的交通出行方式结构。对该区域进行严格的机动车出行管理，以缓解中心区的交通压力。管理措施

包括：停车管理、分解交通高峰、区域差别化收费等。通过强化停车管理、清理整顿重点地区停车

空间、建立合理的停车价格机制等方法调节核心区的停车条件，运用停车条件引导和制约该区域的

机动车交通需求。 

在城市交通引导区实行停车泊位适度从紧的供应政策，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停车收费实现区

位级差，增加机动车进人城市中心区的成本。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条件、不同出行时期的交通特性

和不同目的的出行需求，以差别化供给提供多样化的交通服务。城市中心区交通设施的供给以公共

客运为主，对小汽车使用实行分时分区有弹性的限制管理。同时，对不同区域，制定不同的停车设

施配备建设标准和停车服务价格，推行分时段弹性停车费率制度。在交通引导区，特别是用地紧张

交通需求巨大的绿色交通区，征收较高的停车费，有效减少区内小汽车的出行强度。在城市的外围

地区，如海沧、集美、同安、翔安等辅城，将提供良好的供小汽车使用的空间环境，包括道路等级、

停车场所等，促使小汽车由目前的厦门岛高强度通勤使用逐步转变为厦门岛外围的娱乐休闲使用。

在交通引导区边缘和交通枢纽，注重停车换乘（P+R）体系的规划和设计。增设停车场，机动车停

放收取较低费用，引导其换乘公共交通进入厦门岛。 同时开展拥挤收费的可行性研究，尽早建立拥

挤收费区域。拥挤道路通过使用收费从时间和空间上疏散交通量，减少繁忙时段和繁忙路段上的交

通负荷，同时还将促使交通量向高容量的公共交通系统转移并抑制私人小汽车交通量的增加，促进

小汽车的有效利用。推进多人合乘小汽车措施的实施，缓解交通拥挤。 

5. 结语 

发展城市机动车交通，特别是大力发展公交，引导小汽车的适度使用，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

关键。本文分析了目前厦门市交通现状，针对小汽车迅速发展的态势，从小汽车需求管理方面提出

了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和发展的对策、措施。对于小汽车的使用而言，引导和控制是相辅相成的，

需要根据城市发展状况和机动化水平动态进行调整，逐步实现城市内部交通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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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交通规划中的交通安全 

王岩  杨晓光 

【摘  要】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与道路交通安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论文通过引入 ERC 模型，建

立了规划阶段交通安全的目标函数，并对交通规划体系与交通安全的整合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城市交通 交通规划 交通安全 交通事故 暴露 风险 

1. 引言 

交通事故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微观随机事件，其成因可以归结为交通参与者、交通工具、道路及

附属设施、交通环境中一个或几个具体要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因素主要与交通设计和管理有关，就

尺度而言属于中微观层面。如果上述缺陷得到纠正或改善，可以减少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交通规划就其尺度而言属于宏观层面。一般认为，微观交通事故与宏观交通规划没有直接联系。

尽管在规划总则中，一般都把交通安全放在首要位置[1]，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通常的做法是以通

行能力相关指标（包括交通容量、饱和度、延误、出行时间等）作为核心指标来规划交通系统。交

通安全并不是现有交通规划体系的主要优化目标和考虑因素。 

从交通事故形成的微观角度看，上述观点无疑是有其正确性的。然而，不应忽略这一事实，即

交通事故是交通出行的结果之一，而影响交通出行的因素有很多。从道路和交通环境来说，涉及到

交通规划、设计和管理三个层次。除了直接相关的交通设计和交通管理因素之外，城市道路交通系

统规划对交通出行的数量、方式、到达规律和空间分布规律产生决定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交

通规划与交通安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2. 交通安全的 ERC 模型 

2.1 ERC 模型 

ERC（Exposure—Risk--Consequence）模型来源于安全科学领域，主要用于宏观交通安全预测和

评价[3][8]。该理论的主要思想是：交通安全可以采用 3 个参量及其组合描述：交通暴露（Exposure）、

事故发生风险（Risk of Accidents）和事故后果风险（Risk of Consequence），这 3 个参量涵盖了交通

安全的主要方面，其中任意一个参量变化都会影响道路安全。即： 

交通安全指标=交通暴露×交通风险×事故后果 

且有： 

交通暴露量

交通事故数
事故发生风险 

 

交通事故数

交通事故伤亡数
事故后果风险 

 

于是有： 

交通事故数

交通事故伤亡数

交通暴露量

交通事故数
交通暴露量交通安全指标 

 

应用此三维描述，交通事故伤亡人数可以用立方体的体积表示。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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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风险

事故后果

交通暴露

事故风险

事故后果

交通暴露

事故风险

事故后果

交通暴露

单位暴露下

的伤亡率

交通事故

次数

交通事故

伤亡

 

图 1 交通安全的三维描述 

图中的一个柱包含了交通安全问题的 6 个量，分别是柱的三个轴、两个面积、一个体积。高度

是交通事故风险，即单位交通暴露下交通事故次数，宽度是交通暴露量，深度是交通事故后果，即

每次交通事故下人员死亡（伤亡）的概率。两个面分别表示交通事故次数和单位暴露下的伤亡率。

柱的体积等于交通事故伤亡人数。类似的，也可以用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和财产损失表征

交通安全指标。 

交通安全 ERC 模型清晰地描述了交通出行与交通安全过程之间的关系。在交通暴露阶段，交通

系统将出行需求转化为具体的交通出行行为，在微观上表现为交通时空的到达规律，进而对交通冲

突发生规律产生影响。其次，不同的交通出行路径和出行结构下，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以及发生交

通事故后的伤害后果也不同。 

2.2 交通暴露 

交通暴露是一个用于描述出行者在道路交通系统中参与交通活动客观存在的多少程度的量。因

为道路交通系统总是存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因此，交通出行参与者参与交通活动的程度越高，

遭遇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就越大。许多交通事故预测模型也揭示了交通流量与交通事故之间的正相关

性。 

一般认为，可用于描述交通暴露的量很多。G Al-Haji 指出[2]，在国际宏观交通安全统计和评价

中，人口规模、登记车辆数、道路网长度、驾驶证拥有数量、车（人）公里、道路使用者（人）公

里、车（人）小时、道路使用者（人）小时、交通出行、交通状态等参数都可以用于描述交通暴露。 

然而交通暴露 Exposure 只能用反映交通主体的交通活动客观存在多少的量来描述。换言之，交

通暴露与交通客观活动之间应该存在映射关系。据此可以认为，仅有 ―交通参与主体（人或车）交

通出行存在的次数、交通参与主体（人或车）所经历的累积空间量、交通参与主体（人或车）所经

历的累积时间量可以用于描述交通暴露。亦即： 

 交通主体（人或车）出行累计次数； 

 交通主体（人或车）出行累计小时数； 

 交通主体（人或车）出行累计公里数。 

这三个参数可以用于描述交通暴露 Exposure。 

2.3 交通事故风险 

在进行交通事故分析时，交通事故的次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和交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可

以分别按照交通方式、车辆类型、道路特征、时间等参数进行分析。因为此类分析每次仅单独就交

通事故的某一个属性进行分析，故可称为一维模型。换言之，一维模型描述的是交通事故数据与交

通事故的某一个属性数据之间的关系。交通安全分析中最常见的就是一维模型。然而道路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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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本身是个多维的问题。如果仅仅用一维模型描述，不能真正体现出交通系统的内在风险。 

为了更好地体现交通事故的内在风险性，早在 70 年代，koornstr 等[3]就提出：交通事故的发生

次数（Accidents）与交通暴露量（Exposure）和风险（Risk）有关。根据上节的结论，交通暴露量

Exposure 可以取交通主体（人或车）出行累计次数、交通主体（人或车）出行累计小时数、交通主

体（人或车）出行累计公里数。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交通暴露量（

）交通事故次数（
）交通事故风险（

Exposure

Accidents
Accident ofRisk 

 

对长沙市 2005 年的交通事故统计数据和交通出行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得到各交通方式的出行交

通事故风险。如图 2 所示。 

 

图 2 不同出行方式交通事故分析（长沙市城区 2005 年） 

交通事故风险 Risk 实质上就是单位交通暴露量 Exposure 下遭遇交通事故的几率。因此，城市道

路交通系统的安全性可以用城市交通事故风险 Risk 来描述。Risk 越小，表明安全性越好。由长沙市

的分析数据可知，机动车交通事故风险是大客车交通事故风险的近 20 倍。可见，实施“公交优先”

不但能提高城市交通效率，而且能够有利于提高城市交通安全水平。 

2.4 交通事故后果 

根据交通事故统计数据，交通事故的发生，除少部分是单方交通事故外，其余绝大部分事故是

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交通当事方之间的，而且事故后果对当事双方而言存在差别。瑞典 Lund 大学

的 Nilsson 于 2004 年提出了交通事故矩阵的思想[4]。为描述交通事故的这一信息，可以定义一个交

通方式死亡后果矩阵如下： 

表 1 交通方式死亡后果矩阵 

交通 

方式 
单方式事故 

方式之间冲突 
合计 

方式 1 方式 2 …… 方式 n 

方式 1 x10 x11 x12  x1n x1 

方式 2 x20 x21 x22  x2n x2 

……       

方式 n xn0 xn1 xn2  xnn xn 

其中，方式 1，方式 2，……，方式 n 表示不同的交通出行方式 

xij 表示方式 i 与方式 j 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方式 i 死亡的人数，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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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j 表示方式 i 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导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 

更进一步地，考虑交通事故发生后不同交通方式的死亡比例，则有： 

jiij

ij

ij
xx

x
r




 

10 ir  

于是得到交通事故死亡后果比例矩阵： 

表 2 交通方式死亡后果比例矩阵 

交通 

方式 
单方式事故 

方式之间事故死亡比例 

方式 1 方式 2 …… 方式 n 

方式 1 1 r11 r12  r1n 

方式 2 1 r21 r22  r2n 

……      

方式 n 1 rn1 rn2  rnn 

 

更一般的，表 1 和表 2 中的交通事故死亡数据亦可以用伤亡人数、受伤人数、直接经济损失、

事故等数据替代，这样就可以得到相应的交通方式伤亡（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事故强度）后果矩

阵和后果比例矩阵。 

例如，对珠海市香洲区 2001-2004 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进行统计，得到交通事故死亡后果矩阵

和交通事故死亡后果比例矩阵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表 3 交通方式死亡后果矩阵（珠海市香洲区 2000-2004 年） 

 

 

 

 

 

 

 

 

 

 

表 4 交通事故死亡后果比例矩阵（珠海市香洲区 2000-2004 年） 

交通方式 单方事故 
遭遇交通方式 

行人 非机动车 摩托车 小汽车 大客车 货车 

行人 - - - 1.00  1.00  1.00  1.00  

非机动车 - - - 0.33  1.00  0.92  1.00  

摩托车 1.00 0.00  0.67  1.00 0.94  1.00  1.00  

小客车 1.00 0.00  0.00  0.06  1.00 1.00  0.73  

大客车 1.00 0.00  0.08  0.00  0.00  1.00 0.50  

货车 1.00 0.00  0.00  0.00  0.27  0.50  1.00 

 

可见，交通事故死亡后果比例可以形象地表示出两种交通方式发生事故后的死亡几率。我们常

有交通中的强者、弱者的说法。由比例矩阵，可见行人和非机动车是交通中绝对的弱者；与小客车、

大客车和货车比较，摩托车又处于弱势地位；而小客车与大货车和大客车发生交通事故时，小客车

交通方式 单方事故 
遭遇交通方式 

合计 
行人 非机动车 摩托车 小客车 大客车 货车 

行人 - - - 11 83 12 34 140 

非机动车 - - - 1 41 12 25 79 

摩托车 10 0 2 1 15 4 13 45 

小客车 16 0 0 1 3 1 8 29 

大客车 2 0 1 0 0 0 1 4 

货车 3 0 0 0 3 1 3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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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处于弱势地位。发生交通碰撞时，各交通方式由强到弱可以排列如下： 

大客车>货车>小汽车>摩托车>非机动车>行人 

3. 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规划与交通安全 

3.1 规划中的安全目标 

如果在道路交通系统构建阶段就提早考虑交通安全问题，那么将使整个交通系统朝着一个安全

的方向发展。反之，如果在规划阶段形成了不利于交通安全的结构和因素，将导致交通暴露量上升、

交通冲突几率上升、交通事故后果加重等趋势。而这些趋势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因此，在城市道

路交通系统规划阶段，应尽早考虑交通安全的影响。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阶段中与交通安全有关的规划目标是：从整个道路交通系统的角度出发，从

城市、区域和道路系统规划着手，提高整个道路交通系统运行的主动安全性，减少交通系统中不必

要的出行，降低道路交通冲突和交通事故发生的机率，减轻交通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提高道路交

通系统的运行效率，最终形成道路系统与交通参与者、车辆之间的和谐。 

根据 ERC 理论，可以构建规划阶段交通安全的目标函数如下： 

 
i j

ijijij

i j

ij CREFF **

  

其中： 

F  ――规划区域总交通事故指标（如死亡、受伤等）； 

Fij ――选择 i 路径，采用 j 交通方式出行的交通事故死亡（或受伤）； 

Eij ――选择 i 路径，采用 j 交通方式出行的总出行距离（或总出行时间）； 

Rij ――选择 i 道路（路径）j 交通方式出行发生交通事故的机率； 

Cij ――选择 i 道路（路径）j 交通方式出行发生交通事故后的死亡率（受伤率）； 

规划区域总交通事故死亡（或受伤）F 越小，表明交通安全情况越好。具体可通过以下途径： 

减少总交通出行次数； 

减少单次出行的距离（或出行时间）； 

降低高危险性交通出行方式的比例； 

减小选择高危险性路径的出行总量； 

提高各类道路的交通安全性； 

提高各种交通方式的交通安全性； 

降低发生交通冲突后的损害后果。 

3.2 交通安全策略 

将 ERC 模型与城市交通规划中“四步骤法”结合起来考虑，可以总结出规划层面对交通安全产

生影响的几个主要因素，如图 3 所示。： 

Exposure：交通出行次数、出行距离、出行时间； 

Risk of Accidents：交通出行方式、交通出行路径； 

Risk of Consequence：交通出行方式、交通出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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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次数

交通暴露
Exposure

交通事故风险
Risk of Accidents

交通伤害风险
Risk of Consequences  

出行时间

出行距离

出行方式

交通发生

交通分布

交通方式划分

交通分配出行路径
 

图 3 交通规划“四阶段”与 ERC 模型 

3.3 减少交通暴露 

交通暴露量可以用出行次数、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来表征。减少交通暴露意味着：出行次数越

少，出行时间越短，出行距离越短，卷入交通冲突的几率越小。主要策略包括： 

调整城市发展规划，设定合理的城市发展目标 

构建多中心城市结构 

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混合布置用地 

鼓励采用高效率的交通方式（如公共交通） 

3.4 减小交通事故风险 

交通冲突几率和避险失败几率主要与出行方式及出行路径有关。减小交通冲突和避险失败几率

的主要策略包括： 

制定科学的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引导出行方式结构调整 

交通政策应向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倾斜 

合理规划道路网络结构和比例 

明确道路功能，对不同特性、不同目的、不同距离的出行在路径上予以分离 

以车速和道路功能为核心，合理选择道路横断面 

3.5 减小交通事故后果风险 

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交通伤害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发生碰撞对象的交通方式和速度。因此，这一

阶段的策略主要包括： 

在冲突易发区域，应控制具有大质量、高速度的交通方式的出现； 

在冲突易发区域，应控制能量承受阈值较小的交通方式（自行车、行人等）的出现； 

降低冲突易发区域的机动车运行车速。 

4. 交通规划体系与交通安全的整合 

4.1 交通安全规划与规划阶段的交通安全 

随着我国道路交通建设的发展，道路交通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道路交通安全规划的编制也

逐步提上日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在第 4 条中明确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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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道路交通发展的需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规划》，并组织实施”。 

公安部、建设部在 2007 年城市畅通工程中评价指标体系中，明确提出了《道路交通安全规划》

的编制要求：“在进行了交通流特性、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等必要的交通调查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城

市道路交通安全的现状与存在问题，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结合省（区、

市）、县（市）道路交通安全发展规划，制定本地近期和中远期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并通过专

家论证，政府发布实施”。 

在不少地方实际编制过程中，“道路交通安全规划”与“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二者被混用

了。其实，二者之间存在区别。从交通系统构建的过程来说，道路交通安全由上而下涉及到规划、

建设、管理的一系列过程，道路交通安全规划也应针对这一系列过程，包含相对应的规划内容。如

图 4 所示。 

5. 规划层面 

在城市交通规划过程中，应包含专门针对道路交通安全的规划内容。然而，截止目前为止，城

市交通规划编制过程中尚未见到专门针对道路交通安全进行规划的环节和内容。尽管在规划目标和

导则中，往往将交通安全列在首位，但交通安全实际并不是现有交通规划过程中的主要优化目标，

对交通安全的考虑往往或多或少隐含于规划各个阶段具体方案中，没有统一的架构和体系，从而造

成现有交通规划中交通安全相关内容的零散和无序。 

6. 建设层面 

建设层面：应有专门针对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些设计方法和策略，通常这一过程是包含在设计和

建设的过程中的，没有专门的道路交通安全设计环节。然而，实践证明，仅仅依照技术标准进行设

计和建设并不能避免实际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出现。近年来，很多建设项目在实践中增加了“交通

安全审查”或“交通安全评价”环节，取得了非常良好的效果。 

7. 管理层面 

管理层面：针对交通基础设施系统形成后的运行情况，实施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对策。为

此，很多城市编制了专门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或者在交通管理规划中有专门章节涉及。 

道路交通安全规划包括规划、建设、管理三个环节，环环相扣，相互影响，但环节之间也有明

显的界限。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仅仅是道路交通安全规划中的一个环节，将道路交通安全规划与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名称混用是不妥的。 

交通安全规划

规划

建设

管理

面向安全的交通规划

交通安全设计

交通安全管理规划

 

图 4 交通安全规划与面向交通安全的交通规划 

与交通安全相关的规划-设计-改善流程 

为了将道路交通安全的内容和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的过程中，同时将主动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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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主动道路安全设计和被动交通安全改善纳入一个完整的交通安全体系，推荐的道路交通安全

规划、设计和改善流程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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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交通安全相关的规划-设计流程 

尽管主动道路交通安全规划和主动道路交通安全设计（通常所说的道路交通安全评价即属于主

动道路交通安全设计的范畴）都属于主动交通安全预防手段，二者的区别在于： 

道路交通安全规划侧重在规划阶段的交通安全考虑，而道路安全设计、评价更注重从道路设计

和交通设计的角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主动道路交通安全规划属于定位于宏观和中观层面，主动道路交通安全设计定位于中微观层面。 

主动道路交通安全规划介入的时间比主动道路交通安全设计更早。 

主动道路交通安全规划需考虑城市规划、土地利用、交通发展模式、道路网等诸多宏观因素，

主动道路交通安全设计更侧重于道路设计的技术细节。 

8. 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结合 ERC 理论，对城市交通规划与交通安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我国现有体制

下，如何将道路交通安全规划的内容、要求整合到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的流程中，仍然需要通过具

体的规划实践进行进一步研究。其次，目前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对于交通问题更多考虑的是如何缓

解供需矛盾，消除交通拥挤，提高城市畅通水平，对于交通安全仍然缺乏必要的重视。如何平衡城

市机动化需求和交通安全之间的关系，值得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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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化城市交通研究 

朱成明 

【摘  要】从什么是人性化交通出发，指出了目前城市交通中非人性化的种种表现，分析了人性化

交通应具备的特征，最后探讨了人性化交通的实现途径。构建人性化城市交通需要理念指导交通行

为：从城市规划到交通设计、交通管理再到实际的出行。 

【关键词】人性化交通，安全，舒适，文明，和谐 

1. 引言 

人性化是指让技术和人的关系协调，即让技术的发展围绕人的需求来展开。城市交通是否是人

性化的，最终应该由交通参与者来评价。人性化城市交通可以理解为让交通技术与交通参与者的关

系协调，即让交通技术的发展围绕交通参与者的需求来展开。这里的交通技术应该多方面的，包括

规划、设计、管理等技术，而交通参与者的需求应该是一种理性的需求，是基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需求。但在目前的城市交通中，存在诸多非人性化的表现；这些非人性化的交通与是社会的发展不

和谐，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2. 目前城市交通非人性化表现 

2.1 规划层面 

2.1.1  城市规划 

目前的城市规划打上了过多的城市政府的烙印，城市今后该如何发展已成为城市经营者的展示

形象工程的场所。城市规划盲目攀比与盲目模仿，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景象；同时，随着政府领导的

换届，城市的发展方向随之调整，以前的城市规划需要大力度地修编，使得城市的规划不具有连续

性。而城市规划中有对城市交通的路网、重要的交通设施的规划，还有城市规划中对城市的用地规

模、人口规模、经济发展速度的预测，这些都是城市交通规划之本，当城市规划自身存在上述问题

时，交通规划该如何去规划，结果只能是被动地应付，这样交通规划的作用必大大降低，这种城市

规划显然不是人性化的。 

2.1.2  交通规划 

与城市规划一起形成的城市道路网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以车为本的，路网构建的尺度是

一种大尺度的，道路之间的间距过大，道路宽度过宽，出现了大量的双向六车道、八车道，甚至还

有双向十车道的道路，规划中基本不考虑非机动车出行系统以及步行系统，不惜压缩非机动车道以

及步行道来拓宽机动车道，其结果是城市道路纯粹成了车的世界，而非人的空间。 

2.1.3  交通空间 

由过宽的道路与道路两侧的建筑共同围合而成的交通空间缺乏亲近感与活力，使人感觉到这种

空间就是机动车的世界，使得人与人之间不易产生交流，很难形成一种文化，城市没有了街，没有

了特色。 

2.2 交通设施 

2.2.1  道路设施 

不少道路设施的设计不是从人的角度出发的，而是基于车的角度出发的，城市中的一些大型立

交桥以及高架路应该说不是人性化的交通设施，公交站台不能避雨，试想一下，如果乘客在某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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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时正下暴雨，而站台不能避雨，这能算人性化的公交吗？ 

2.2.2  车辆设施 

车辆主要是车辆在运行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性能，尤其是公交车辆，行驶的平稳性以及车厢内

的整体环境，譬如有些公交车辆相当破旧，乘客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以及当路上气温达到 40 度左

右时，车辆无降温设施等；车辆的尾气排放不达标，公交车辆不利于弱势群体上下等。 

2.3 交通管理与交通设计 

交通管理涉及到的内容很多，其每一个细节都与人性化交通密切相关，所以每一项交通管理措

施的使用都应当接受“人性化”的审查，凡不是人性化的交通管理措施应谨慎使用。目前一些交通

管理措施很难说是人性化的，比如针对机动车的单双号通行政策，城市拥挤区收费政策等。 

2.4 交通参与者 

交通参与者包括交通决策者、交通服务者和交通使用者。城市交通决策者上至主管城市建设的

市长，下至城市交通的规划设计人员，其所采取的决策有时是从自己的政绩出发、从自己的设计理

念出发而没有考虑这座城市的实际与需要，没有考虑这座城市居民的需要，经常出现规划设计人员

为了拿到项目或为了其规划、设计能够通过评审而一味地迎合相关政府领导的意图，使得最后的规

划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城市某几位领导人的规划，这样的规划显然不是人性化的，而在该规划下形成

的城市交通在部分环节肯定不是人性化的。 

城市的交通服务者是人性化交通体现的重要的途径之一，包括交通管理部门、交通运营部门的

相关人员，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服务者，即城市公共交通的管理人员与司机，包括出租车司机，如

何让乘客上在使用公交出行时能感受到人性化的服务，是城市人性化交通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其中

涉及到多个方面，如能否保证车辆尽量准点，司机的用语与微笑服务，驾驶车辆的平稳性，对弱势

群体的关注程度。但目前在每个城市，都有相当一部分公交司机缺乏作为城市服务窗口人员的基本

素养，用语的不文明甚至粗俗、急刹车与急启动，使得乘客前倾后仰，不报站，有站不停，而是问

某某站是否有人下车，若无人下车则不停车。还有些出租车司机，不使用计价器，专门针对外来客

人的宰客行为以及恶意绕路；司机吸烟，车辆行驶过程中使用手机以及服务态度生硬甚至恶劣等，

这些都不是人性化交通的体现。可以说，既使城市交通从规划到管理措施都很人性化，而这交通服

务者不能进行人性化的服务，那么乘客必定感受不到人性化交通的存在。 

交通使用者，这里指出行者，包括了步行者、非机动车出行者、机动车出行者以及特殊的出行

群体。人性化交通要求出行者首先要遵守交通法规，然后是自觉地合理化地使用有限的城市道路资

源。然而不同类型的出行者都有相当数量的群体不遵守交通法规，如机动车闯红灯、酒后驾驶、超

速、无证驾驶、驾驶过程中频繁变换车道、强行超车、无视交通标志标线等；行人闯红灯、横过街

道不走人行横道等横向过街设施，不走人行道而走非机动车道甚至机动车道，乘坐公共交通时的拥

挤与车厢内的不文明行为，没有为弱势群体让座的意识；非机动车出行车闯红灯，进入非机动车道

行驶，车辆的乱停乱放等等。 

2.5 交通信息 

交通信息应实时准确，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告知出行者。但在现实的交通中，一些重要的交

通信息不能及时让出行者获悉，比如某条道路的临时封闭而造成公交的绕道，很多出行者不知此信

息而仍按往常的出行策略来出行，结果有可能会不能正常地达到目的地，造成出行时间会大大增加、

不能直接到达目的地等，类似这类问题解决起来应该是比较方便的，出行者选择公交出行时应该让

出行者在上公交之前对公交绕行路线做到心中有数，让出行者对自己的出行做出新的决策，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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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设置临时线路图于公交站牌处以及车厢外，而不是等到乘客发现自己所乘坐的公交车行走的不是

原来的路线时变得情绪急躁时司机再来解释，这显然有悖于人性化交通的。 

2.6 交通应急 

交通应急能力可认为是在突发事件下城市交通系统的应对能力，突发事件是多样的，比如某条

道路由于突发事件而不能通行，如何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交通流重新变得有序，不致出现严重的

交通拥堵等现象，让出行者感受到出行的质量基本不受影响。但目前中国城市交通的应急能力是比

较弱的，某一点的突发事件可能导致某一区域的交通瘫痪。比如为数不少的城市会因为一场大暴雨

而让很多上班族被堵在回家的路上，回到家时已是很晚很晚，这显然不是人性化的城市交通 

2.7 交通文明与交通文化 

城市交通是城市精神文明的窗口，当你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首先给你留下印象的就是城市交

通，也直接决定了你是否会对这座城市产生好感，是否会从内心深处接纳这座城市，这直接取决于

城市的交通设施，更重要的是交通服务者，他们的一言一行对交通文明、交通文化的打造至关重要。

比如当你乘坐火车到达某个城市时，如果你乘坐上了“黑”出租车或是乘坐公交时看不见司机的微

笑，如果再听见一些粗俗的言语以及车厢内的乘客让你不能感受到尊老爱幼的氛围等等，你对这个

城市的印象肯定不会太好，直接感受到城市交通的非人性化。 

2.8 交通安全教育与素质教育 

人性化交通的首要体现就是安全，一个安全度较低的城市交通肯定不是人性化的，这里的安全

包括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但更重要的是人身安全，所以应加强交通安全教育与交通素质教育，但

遗憾的是很多城市面对居高不下的交通事故率却仍然不重视交通安全教育与素质教育，从某种程度

上说就是漠视生命，因为唯有人的交通安全意识提高了、人的素质提高了，交通安全才有了最根本

的保障，出行者的人生安全才有了保障，因此，一个不重视交通安全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城市交通肯

定不是人性化的交通。 

2.9 交通污染 

交通污染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与身体健康，所以，尽可能减少交

通污染是人性化交通必须要应对的挑战，如果一个城市的交通污染得不到控制，那么该城市的交通

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为是人性化的。城市是一个生态环境的场所，城市交通应尽可能地保护生态，

打造生态交通。这就要求每个交通参与者要自觉地、主动地减少小汽车的使用，以一种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来使用小汽车。这里要提出的是交通污染个人认为还有一种视觉污染，比如城市里修建的一

些大立交、高架路、一些不合理的人行天桥等，与交通美学相违背，而违背美学的交通也不是人性

化的交通。如城市的高架路，为了减少噪声对道路两侧居民的干扰而设置的声屏障，这种设施对于

两侧的居民的视觉是一种污染，可以想象一下，两侧居住高度在声屏障以下尤其高度与声屏障基本

一致的居民打开窗户所看见的就是一堵“墙”，这能产生美吗？同时当乘客乘车经过设置了声屏障

道路时会感觉乏味，产生审美疲劳。这都是不应该在人性化交通中出现的。 

3. 人性化城市交通的特征 

人性化交通应该具备以下的基本特征，当然人性化交通的特征应该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将会赋予新的内涵 

3.1 人性化交通应是安全的交通 

安全是交通最基本的底线也是交通最重要的目标，离开安全来谈人性化交通是没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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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性化交通应保证出行的舒适 

舒适一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具有不同的要求与内涵，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社会的进步，

出行者对舒适性的要求必然是越来越高，其内涵也将变得越来越丰富。什么是舒适的出行？可以这

么认为，出行者从出行的起点到出行的终点的出行全过程中没有因为交通而感到不愉快或不舒心，

反而觉得出行的过程是一种心情的放松过程、是一种愉悦的体验，所以出行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至

关重要。 

3.3 人性化交通应是文明的、和谐的交通 

出行均是在交通空间中完成的，交通空间作为一种公共空间与公共场所，文明就显得尤为重要。

和谐包括了所有交通参与者之间的和谐、人与车之间的和谐、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和谐，人性化交

通是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的交通。 

4. 人性化城市交通的实现途径 

基于以上的分析，要使城市交通越来越人性化，需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努力。 

4.1 大力宣传人性化交通 

让所有的交通参与者理解什么是人性化交通以及构建人性化交通的重要性，只有人人意识到了

人性化交通的重要性，其交通行为（这里的交通行为是广义的，包括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行为）才有

可能是人性化的，或者说，在其交通参与的过程中才会时刻以人性化来要求其行为，这是构建人性

化交通之本。 

4.2 进行人性化的城市规划、交通规划与交通设计 

人性化的理念要贯穿城市规划、交通规划以及交通设计的全过程，要尽可能地避免形象工程，

要围绕着人性化交通所应具备的特征来进行规划与设计。 

4.3 进行人性化的交通管理 

任何一项交通管理措施，不应是为了交通管理而管理，而是通过相关的交通管理措施让出行更

安全、更舒适、更和谐，更加人性化。 

4.4 加大交通安全教育，加大交通违法的处罚力度 

交通安全是人性化交通之本，在大量的出行者交通安全知识缺乏、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的情形下，

加大交通安全教育也就成为重中之重，如何来进行交通安全教育，让国人的交通行为素质在较短的

时间内有一个较大的提高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应加大对交通违规违法的处罚力度，加

大处罚的力度不是为了处罚而处罚，而是通过处罚来达到教育的目的。 

4.5 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理性使用小汽车，要以人性化的理念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不仅仅在于又修了几条轨道交通或几条 BRT，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提升公交的服务品质。

这里有一个个人的看法，由于轨道交通建设所需的资金大、建设周期长等因素，对于中国的很多城

市来说，轨道交通建设的速度与小汽车的增长速度相比相差甚远，使得重点依靠轨道交通的建设来

缓解交通拥堵并不是一种良策，如北京经过那么多年的轨道交通建设，轨道交通的规模已进入世界

城市轨道交通前列，但北京交通拥堵的现状无需在此再加以说明；从人性化交通的角度来分析，轨

道交通虽然具有准点、快速的优点，但其拥挤度、进出站的不便捷性、站点间距大以及乘坐轨道交

通是车外无自然景观等缺点，很难说轨道交通是人性化的交通，小汽车拥有者在高峰期不乘坐轨道

交通是对此最好的诠释；或许，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是如何采取一种人性化的措施来减少小汽车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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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时对地面公交采用一种全新的理念来进行规划设计，毕竟地面公交的许多优点是轨道交通无

法比拟的，要努力的是如何让地面公共交通真正快起来。 

5. 结语 

人性化城市交通涉及到方方面面，人性化城市交通的形成需要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构建，

要以人性化的理念来指导所有的交通行为，只有这样，人性化城市交通才会逐渐形成与完善，那时

城市交通将是和谐的交通，整个城市也将变得更加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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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车日效果评价与规划启示 

熊文  陈小鸿  胡显标   

【摘  要】为了倡导绿色交通方式、创建人性化街道，中国城市已举办了两届无车日活动，论文结

合无车日实施效果讨论了无车理念的实践。首先回顾了全球无车日发展历史，然后以上海市为例，

从公众宣传、无车执行、公交优先、慢行改善、出行结构优化五个方面调查了两届无车日实施效果。

数据分析表明，无车活动得到了大多数市民的支持，控制小汽车数量既有利于提高公交运行效率，

也有益于减少交通能源消耗，无车宣传仍需要落实为无车政策与规划，慢行者的出行环境亟需得到

改善。最后结合国外发达城市历史经验与教训提出了减少小汽车使用、改善慢行交通环境的规划建

议。 

【关键词】无车日；无车理念；慢行交通 

1. 引言 

城市是否文明并不仅仅取决于高架道路是否发达，如果一个孩子能骑着他的三轮童车，轻松、

安全地到处玩耍，这同样是一种交通文明[1]。对于小汽车时代的城市街道，无车日活动为市民提供

了体验无车文明的宝贵机会，这里的“车”主要指私人小汽车，“无”亦非一辆不留[2]，是指将生

活街区、商业街道的私人小汽车数量控制到较低水平。 

2. 无车日发展回顾 

1961 年，Jane Jacobs
[3]指出，城市交通问题主要是由小汽车过多引起，应减少地面汽车绝对数

量，并使剩余车辆更有效发挥作用。她认为，过分依赖小汽车与城市集中发展不可能共存，两者必

有其一做出让步：或者城市被汽车蚕食，或者城市对汽车作出限制。 

Jacobs 的无车思想未能引起北美规划师的憬醒，在欧洲却渐入人心，限制小汽车使用的活动相

继展开。1962 年，丹麦首条步行街于哥本哈根诞生；1968 年，荷兰的交通宁静项目 woonerf 由民间

走向官方；1974 年，瑞士针对石油危机组织了无车星期天活动；1996 年，冰岛与英国分别举办了首

届无车日；1997～1999 年，无车日相继登陆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国；2000 年 9 月 22 日，

首届全欧洲（Pan-European）无车日在欧洲举行；2001 年 9 月 22 日，首届全球无车日由 33 个国家

的 1742 个城市共同举办[1]。 

期间，北美地区对于限制小汽车的态度普遍冷漠，纽约、旧金山、渥太华等城市也举办了一些

无车活动，但多囿于民间。南美城市中，波哥大最为积极，2000 年举办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无车日、

涉及 720 万居民，活动以 63%的公众支持率被确定为每年举办一次[1]。 

2002 年，台北市成为了我国率先举办无车日的城市，首届主题为“9•22 国际无车日暨 2002 台

北自行车节”，2004 年后增加了“公共交通周”、“走路上学周”等活动[2]。  

2007 年 9 月 16 日～22 日，“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在建设部倡导下于我国大陆

地区首次开展，主题是“绿色交通与健康”，无车日于 9 月 22 日（星期六）举行，包括上海在内的

110 个城市在这一天引导市民尽可能选用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等绿色交通方式出行，参加城市

分别划定一个或数个有影响的区域（道路）作为无小汽车区，在无车日 7:00～19:00 时段仅对绿色交

通方式及特种车辆开放[4]。2008 年 9 月 22 日（星期一），第二届无车日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倡导下

于我国举行，活动主题是“人性化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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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届无车日效果评价 

无车日活动重在宣传“没有小汽车城市照样运转[5]”的出行观念、“长距离优先选择公共交通”

的快行理念、“中短途采用步行或自行车”的慢行理念，最终目标是引导城市出行结构向着环境友

好方向转变，因此无车活动效果应当从公众宣传、无车执行、公交优先、慢行改善、交通结构优化

五个方面予以评价。 

无车日的无小汽车区包括无小汽车倡导区和无小汽车示范区两类，示范区禁止私人小汽车驶入，

倡导区倡导不使用小汽车。上海市的首届无车日，示范区设于浦西的南京西路(西藏中路～华山路)、

淮海路(西藏南路～常熟路)及浦东的小陆家嘴地区(东昌路～银城中路～浦东南路，不含世纪大道)；

倡导区设于内环线以内区域[19]。2007 年 9 月 15 日（平常日）、9 月 22 日（无车日），对上海浦西

无小汽车示范区进行了同时段、同测点的交通观测与公众问询，调查路段及测点参见图 1。 

 

图 1  上海首届无车日调查路段及测点示意 

3.1 公众宣传效果 

9 月 22 日的街头问询共获得有效问卷 102 份，访谈国内游客 72 人、外籍游客 30 人。 

78%的游人表示听说了无车日，但仅有 18%同时知道活动的实施时间、地点及规则；64%的游

人期望能提高无车日活动频率，23%希望每季度开展一次，28%希望每月一次，13%支持每周开展，

仅 3%建议取消无车日；75%的游人期望能扩大无车日实施范围，47%希望能加入几条主要的商业街，

28%建议将无车范围扩展至中心区，仅有两成建议维持现状。 

对于本届无车日，国内游客评价为 3.4 分，外籍游客评价更高，达 3.7 分。中英文问卷中，1～5

分对应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很好，Very bad、Bad、So-so、Good、Excellent。几乎所有中外游

客均认为无车日的重要意义在于减少交通污染、提高出行安全。部分外国游客的意见颇有见地，其

积极看法有：“It will help humanity”、“I hope we adopt this in Australia”，中肯观点有：“Good, but 

should go along with a driving delinquency campaign”、“Good idea，while in a big city not very efficient”、

“I am curious about what rich Shanghainese think about it”，批评意见包括：“No car will cause problem”、

“Too much taxi on Huaihai Road”。 

3.2 无车执行效果 

无小汽车倡导区内，无车日的道路机动车流量仅比 9 月 15 日减少了 4.4%，比 9 月 1 日减少了

2%；而在无小汽车示范区，南京西路与淮海路
①
的私人小汽车流量比平常日降低了 79%，见图 2。因

南京西路西段缺乏警力，私人小汽车在 R4 通过量仅降低了 27%，在 S2 进出量仅减少了 38%。交通

管制的有无、强弱无疑是影响无小汽车执行效果的关键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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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交优先效果 

淮海路公共汽车行程车速达到了 15.1km/h，比平常日的 11.8km/h 提高了 41%；因巴士车辆未明

显增加（图 3），车厢内比平时略显拥挤。南京西路、淮海路出租车流量增长了 9%（图 4），出租

车空驶率由平常日的 30%降低为 10%，车均载客人数比平时增加了 30%。 

   

  图 2 私家车流量变化（辆/h） 图 3 公共汽车流量变化（辆/h） 图 4 出租车流量变化（辆/h） 

  

   图 5  自行车流量变化（辆/h）  图 6  步行者流量变化（人/h） 

3.4 慢行改善效果
②

   

首届无车日清晨，无车日健康骑游活动于人民公园举行，300 多名市民用冒雨骑车的方式响应

了无车号召（图 7）。但同时南京西路、淮海路的路侧机动车道（历史上是自行车道）并未还给自

行车，为数不多的骑行者仍由人行道通过，人数低于平时，参见图 5。 

浦西示范区的步行空间也未能增加，人行道依然拥挤（图 8），行人流量仅比平时增加了 5%，

参见图 6。在无车日、无车路段的人行横道上，过街环境恶劣如故。超过 97%的机动车未能礼让过

街行人、疾驰而过；在 C4 人行横道上，大量中外游客困于路中（图 9），甚至还有行人奔跑过街；

在 C3 人行横道，行人过街延误比平常日略有增加；C1 人行横道所处路段在无车日上午对所有机动

车辆关闭，但仍有个别行人习惯性地奔跑过街。 

          

 图 7 首届无车日自行车集会    图 8 淮海路机非混行的人行道
③

  图 9 首届无车日行人被困路中 

噪声方面，首届无车日 R2、R6、R7 测点人行道昼间 LAEQ 下降了约 0.5dB，但浦西示范区（取

R1～R7 测点平均值）人行道昼间 LAEQ 却由 73dB 增加至 73.7dB。尽管无车日小汽车流量大幅度降

低，因剩余机动车速度有较大提高，人行道声环境未得到显著改善。 

综上分析，示范区慢行环境在首届无车日未得到实质改善，慢行不便与风险仍普遍存在。这或

可部分解释，在本应属于慢行的节日，步行者、骑车人数量却未能显著增加
④
。 

3.5 出行结构优化 

类似于居民出行结构，街道上单位时间内通过市民的交通方式构成即为街道出行结构，乘坐公

交的市民越多，越有利于提高系统效率，走路或骑车的市民越多，越有利于提高街区活力，乘坐小

汽车的市民越多，越不利于系统效率、街区活力及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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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首届无车日路段出行结构的优化 

较之平常日，首届无车日示范区每小时通过的市民数仅增加了 0.3%。如图 10 所示，步行、自

行车、公交车乘客、出租车乘客、小汽车乘客的构成由 29.6%、1.1%、40.6%、13.2%、15.5%变化为

31.1%、1.0%、48.3%、16.3%、3.3%。换言之，示范区“人”的活动在无车日未显著增加，但出行

结构有所优化：12.2%的市民放弃了小汽车方式，其中，7.7%改乘公共汽车，3.1%改乘出租车，1.4%

转向慢行。将步行、自行车、公共汽车、小轿车单位运量的能源消耗量分别取为 329、64、714、2795

千卡/人•公里[20]，则从永续发展的角度，相当于减少了 16%的能源消耗。如果能改善公交与慢行条

件，促使 1/2 的出租车乘客转向公共汽车，或 1/10 的机动车乘客转向慢行，可分别再降低 14%、7%

的能源消耗，声环境与大气环境的改善亦将更为可观。 

4. 第二届无车日效果评价 

尽管首届无车日得到了市民较高评价，绝大多数市民期望增加实施范围与活动频率，但第二届

上海无车日的规模远不如首届，活动范围仅限于四川北路（东宝兴路～天潼路）1.5km 路段，本已

较短的活动时间又缩减了一半，仅持续了 6 个小时（9:00～15:00）。 

其公众宣传强度亦逊于首届。无车示范区迟迟未能公示。虽增设了 11 处活动分会场，但四川北

路的活动主会场却门可罗雀，偶有路过行人对活动展板投入匆匆一瞥（图 11）。 

第二届无车日无车效果要好于首届，6 小时内几乎没有小汽车进入四川北路示范区，因为附近

居民已事先看到了交警宣传单，部分市民还收到了鼓励绿色出行的短信，更关键的是，示范区所有

出入口均有交警与交通协管员“把守”，阻止了大量小汽车驶入。得益于无小汽车，且是非高峰时

段，示范区内公交巴士、出租车行程车速均有了较大提高。 

第二届无车日中，四川北路的慢行环境仍未得到改善。被改为机动车道的自行车道并没还给自

行车，骑行者只能与机动车或行人抢道（图 12）。提速后的公交车、出租车依然未能礼让过街行人，

在法律上规定机动车必须停车让行的无灯控人行横道前呼啸而过。在无车日、无车路段的路中人行

横道上，依然有部分中外游客奔跑过街（图 13）。 

     

图 11 第二届无车日活动现场  图 12 四川北路的机非混行   图 13 第二届无车日行人奔跑过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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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两届无车日的规划启示 

上海首届无车日只进行了 12 个小时，仅有简单宣传与管制，但模拟了一个难得一见的场景，即

街道上减少私人小汽车后会发生什么。好的方面，能获得大多数市民支持，可提高公交运行效率，

将有利于能源节省与环境保护。同时应看到，中心区机动化水平几乎没有变化，慢行交通环境并未

得到改善，这两点问题在第二届无车日依然存在，值得思考。 

5.1 区域无车水平有待控制 

首届无车日，受交警管制影响，上海无车示范路段私人小汽车减少了 80%，但在更大范围的无

车倡导区，机动车流量仅降低了 2～4%。显然，无车宣传的感化作用极其有限。 

John Pucher
 [7]比较过美国、加拿大与欧洲的自行车发展，指出尽管二十年来北美城市采取了一

系列鼓励自行车交通的“胡萝卜”政策，如兴建车道、改善停车、骑行教育，自行车的出行比例始

终未能显著增加。他将该现象归结于“大棒”政策的缺失，即未能效法欧洲通过从紧的小汽车税费

或街道的人性化改造来约束小汽车之过度使用。 

在欧洲部分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中明确提出了降低小汽车出行比例的目标。1994 年，维也纳综

合交通规划中要求将通勤出行中的小汽车比例由 1990 年的 37%降低为 2010 年的 25%。同时期慕尼

黑交通规划要求将私人汽车比例由 35～40%降低为 30～35%，并提高自行车出行比例[8]。自 1970 年

代，阿姆斯特丹逐渐提高了市中心的小汽车停车费，1992 年经市民投票通过的减少中心区小汽车泊

位政策延续至今。三十年来，哥本哈根市中心停车位亦逐渐减少，停车费则已升至每小时 4 美元，

无机动化街道和广场面积增加了数倍，街道与广场上的休闲人数亦增加了数倍。2000 年哥本哈根慢

行、公交的通勤比例已增长至 39%、28%
[9,10,11]。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年休斯敦的慢行、公

交通勤比例均不足 5%。 

在中国，某些城市十几年前就提出了限制小汽车拥有、提高公交出行比例的调控目标，但其后

的小汽车保有量远远超过了预测值，公交出行比例远未达到预期目标甚至在个别城市发生了萎缩。

这与名为公交改善、实为小汽车优先的交通发展战略不无关系。得益于原建设部推动，公共交通近

几年得到了较大改善，但对小汽车仍缺乏有效约束，调控措施仍处于酝酿阶段，所有城市的道路建

设速度未见有丝毫放慢。对法国城市交通规划中减少小汽车的空头目标，有学者[12]如是评论：“道

路越来越多，汽车越来越少，可能吗？” 

部分交通工程师对具体街区的无车改造提出了质疑，认为关闭或限制某条道路只会使小汽车转

向平行街道，加剧周边地区的拥堵。Jeff Kenworthy
[13]提出了相反观点，他认为小汽车交通是气体而

非流体，体积并不恒定，其扩张或收缩与容器有关，容器大则体积大，容器小则体积小。换言之，

增加道路供给会诱增小汽车流量，限制道路供给后部分小汽车流量会自动蒸发。他还列举了很多欧

洲街道的宁静化设计案例来例证小汽车绝对数量完全可以减少。 

早在 1960 年代，Jane Jacobs
[3]亦提出过类似于 Jeff Kenworthy 的观点，即小汽车驾驶者的数量

并不是一个恒定数字，其人数会随着出行速度和方便程度的不同而随时变化。“限制”作用会逐渐

减少私人小汽车的使用人数，前提是“限制”措施合情合理，这也是刺激公共交通的唯一途径。她

认为最有效的限制办法是搞乱重要街道的小汽车交通，让驾驶员觉得难以行驶，迫使他们改变出行

路径甚至出行方式。 

1960 年代，搞乱街道交通的设想在欧洲得以实现，交通宁静化技术在荷兰、英国、瑞典、德国

流行开来，通过一系列的街道物理改造来改变驾驶员行为，进而减少小汽车的流量、车速。其具体

限制手段包括修建路中安全岛、增加小型环岛、缩窄路段或进口道、弯曲化道路、安装限速墩、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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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或纹理化路面等。越来越多的欧洲城市街区因此获得保护、免遭小汽车蚕食。 

从长远看，我国城市重点区域（如旧城）的小汽车数量有待控制。针对可能的小汽车泛滥，交

通战略层面的限制至关重要，交通宁静化设计不失为温和而有效的限制手段。 

5.2 慢行交通环境亟待改善 

无车日的一项重要活动内容是将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还给行人及骑车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亦明确规定，“机动车行进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让行”。但就在慢行者最应当享有优先路权的时间、街道、设施上，行人不得不奔跑过街，

骑车人只能与步行者抢道，日常环境的慢行境遇不难想象——在上海，因交通事故，日均约有 1 名

步行者与 1 名骑车人丧生，5 名步行者与 8 名骑车人受伤。在杭州，接踵而生的过街“惨剧”已使

步行安全衍化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类似的步行困境在发达国家也曾出现。40 年前，日本的城市街道因人车混行变得拥挤不堪、冲

突频发，1970 年有超过 6000 名步行者遇害；20 年前，绿色交通协会针对汉城小汽车泛滥的危害、

交通安全法规的无力、步行与自行车安全设施的缺乏，指出：“大量的步行者、骑车人、妇女、儿

童、老人、穷人、残疾人的出行权力为了少量的驾车者而牺牲”，相关研究曾如是描述汉城的过街

环境，“过于宽阔的街道、不合理的信号配时使得可怜的老人们往往还没走到路中，绿灯就已结束，

不得不在司机喇叭的催促和滚滚车流中艰难地跑完后半程”。期间汉城每年约有 500 名步行者罹难，

为 2006 年上海的 1.5 倍[15]。 

但在如今的日本与韩国，步行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甚至成为了国内设计师效仿之榜样，这得

益于其后的安全改善计划与步行交通规划：1971 年，在国家警察局与建设省共同实施下，日本首个

交通安全改进五年计划出台，改进重点是人车分离，如兴建人行道、渠划车流与人流、改造过街设

施、新建人行天桥等。至 1977 年，日本人行道总里程增加了 160%，步行事故死亡人数降低了 50%。

其后地下步行街、人行道整治、道路乌托邦、街区带、步行乐境等步行计划相继推出。1997 年，《汉

城步行者权利及步行环境改善》法令颁布，该法令赋予了市长保护步行者权利及良好步行环境的“责

任”，其后，步行改善计划相继展开，包括：人行横道重建计划、步道改善计划、社区街道改善计

划、地铁通道改善计划、交通换乘改善计划、步行街计划、友好的街道步行环境计划、交叉口改善

计划、无障碍车站和建筑计划、街道和停车场减少障碍计划等[15],[16]。 

自行车的衰落在发达国家亦曾发生。1950～1975 年，荷兰、丹麦、德国的自行车使用伴随小汽

车普及减少了 3/4，出行比例由 50%～85%下滑至 14%～35%。其后，伴随欧洲无车思想普及，自行

车又得以部分复苏。1975～1995 年上述三国的自行车使用增加了 1/4，出行比例上升至 20%～43%，

1970～2006 年，哥本哈根自行车出行则增长了 70%。欧洲国家的自行车复兴，即得益于民众觉悟的

提高，更与自行车交通设施的建设与改善有关[17]。 

1976～1996 年间，德国自行车道由 12911 公里增至 31236 公里，荷兰自行车道亦由 9282 公里

增至 18948 公里。2004 年，柏林已建成 1140 公里自行车道、阿姆斯特丹与哥本哈根的自行车道也

都超过了 400 公里。在哥本哈根，自行车交通说明书（Bicycle Account）从 1996 年起隔年出版一次，

该说明书[9]类似于交通年报，每两年统计一次全市自行车的交通流量、出行比例、死伤事故、设施

环境，征集骑车人意见并量化为评分，据此调整来年的改善重点。在哥本哈根，自行车环境改善规

划、自行车道优先规划、绿色自行车道规划于 2000 年前后相继出台，其后的交通安全计划要求在

2012 年前将自行车重伤害事故减少 40%
[9],[17]。 

即便是在慢行交通最不发达的美国，政府也有所行动。1990 年代，美国运输部出台了全国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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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自行车计划（NWBS）[18]，包括两大目标：使美国步行者与自行车骑行者在交通事故中的伤亡人

数减少 10%，使美国慢行交通出行比例增加一倍，即由 7.9%增加至 15.8%。NWBS 共确定了九项联

邦计划、60 项议案，在 29 个州开展了步行及自行车交通规划。1993～2003 年，美国交通事故死亡

人数增加了 7%，但同期自行车骑行者、步行者死亡人数减少了 17.3%、23.3%，受伤人数减少了 27.7%、

35.3%。美国步行与自行车交通出行总量也从 1990 年的 19.7 亿次增加至 2001 年的 38.6 亿次。然而，

因同期机动车出行亦有了很大的增加，NEBS 的出行结构优化目标未能达成，慢行交通的出行比例

仅增加了 1～2%。 

慢行交通仍是大多数中国城市最为常见的出行方式，即便是在机动化程度较高的上海，2004 年

居民出行总量中，慢行交通依然占 60%左右，但慢行者的延误与风险往往会被主要服务于少量小汽

车的道路设计及管理体系所忽视。城市交通规划如果被机动车交通规划所取代，慢行环境的恶化在

所难免。显然，规划与设计层面的慢行交通改善亟待开展。 

鉴于此，四年来同济大学配合上海相关部门陆续完成了上海市中心城步行交通规划与非机动车

交通规划，出台了城市干道行人过街设施规划设计导则。但需要指出，慢行设施的规划落实与设计

改善依然面临较多阻力，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 

6. 结语 

无车思想至少应包括两个方面：限制小汽车过度发展，改善慢行交通环境。无论是一条街道，

一片区域，还是一座城市，能兼顾这两点，均有益于交通效率、永续发展、社会公正。在无车日之

内，敦促机动车礼让行人应成为活动重点，法律都不能遵守，文明何从谈起？在无车日之外，决策

者、规划师亦应有所行动，大量发达城市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均证明，无车宣传最终仍需落实为无车

政策与无车规划，“胡萝卜”与“大棒”缺一不可。 

注释 

① 取 R1～R7 测点的指标平均值作为南京东路、淮海路的平均指标，后文同。 

② 慢行交通即步行与自行车交通的合称，因自行车与助动车从外形上较难区分，统计时往往会

计入时速不大于 20km/h 的轻型助动车。 

③ 相片摄于 2007 年 9 月 15 日下午，与 9 月 22 日下午人行道情景类似。 

④ 路侧噪音、慢行流量受到了天气状况的影响：2007 年 9 月 15 日为晴天，无车日为中雨转小

雨。 

⑤ 陈振武、李娜、刘建、刘科荣、李道勇、狄宣、万峰、张圆圆等同学参加了调查研究，谨致

谢忱。 

【参考文献】 

［1］ Lloyd Wright,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A Sourcebook for Policy-makers in Developing Cites: 

Car-Free Development[M].Technische Zusammenarbeit(GTZ) GmbH, Germany,2004. 

［2］ 张学孔,吴奇轩.台北公共交通月及无车日活动回顾与展望[J].城市交通,2007,5(4)：12-20. 

［3］ Jane Jacobs,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 

［4］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倡议书[EB/OL].http://www.chinautc.com/huodong/ 

index.asp. 

［5］ Eric Britton.星期四计划:关于城市交通的新畅通计划[J].城市交通,2007,5(4)：21-26.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123 

 

［6］ GB/T 3222-94 声学:环境噪声测量方法[S]. 

［7］John Pucher, Ralph Buehler. Why Canadians cycle more than America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bicycling trends and policies[J]. Transport Policy, 2006(13):265-279. 

［8］ Andrew Nash, P.E.. Traffic Calming in Three European Cities: Recent Experience. TRB 2004 

Annual Meeting[C/CD].Washington:TRB,2004 

［9］ City of Copenhagen,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Administration, Roads and Parks Department. 

Cycle Policy 2002-2012[R].Denmark,2002 

［10］ 冯浚,徐康明.哥本哈根 TOD 模式研究[J].城市交通,2006,4(2)：41-46. 

［11］ Gehl,J.,Gemzøe,L..公共空间•公共生活 [M]. 王兵,戚军,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 

［12］ 让.马克•奥弗莱尔,卓健.实施“可持续”城市机动性政策的困难—以法国城市交通出行

规划(PDU)为例[J].城市规划汇刊,2004 (4)：88-91. 

［13］ Jeff Kenworth,Felix Laube.Travel Demand Management:The potential for enhancing urban 

rail opportunities&Reduce automobile dependence in cities[J].World Transport Policy & Practice, 

2002,8(3):20-36. 

［14］ Donald Appleyad,Livable Street[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USA,1981. 

［15］ JEFFREY J. SRIVER,YOUNG-IN KWON, Recent Pedestrian Planning Issues and Initiatives 

in Japan and South Korea. TRB 1999 Annual Meeting[C/CD].Washington:TRB,1999 

［16］ 冯斐菲,创造适宜步行的汉城[J].北京规划建设,2004(4)：114-115. 

［17］ John Pucher, Ralph Buehler.Cycling for Everyone:Lessons from Europe. TRB 2008 Annual 

Meeting[C/CD].Washington:TRB,2008 

［18］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Federal Highway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Bicycle and Walking Study:10 Year Status Report[R].FHWA,2005 

［19］ 上海市开展公共交通周及无车日活动工作方案 [EB/OL].http://www.chinautc.com/ 

huodong/index.asp.  

［20］ 陈学武.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系统模式研究[D].东南大学,南京,2002. 

【第一作者简介】 

熊文，男，讲师，博士，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124 

 

 能源结构与石油价格变化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董苏华  赵翠霞 

【摘  要】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城市交通的动力之源。能源结构和石油价格

的波动以及国民经济收入水平的变化对城市交通活动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剖

析这些因素对城市交通产生的影响，并提出城市交通在面对能源问题时，应采取交通规划和政策先

导、建立城市交通影响先行指标体系、发展新能源和交通节能等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能源结构、石油价格、国民收入水平、城市交通、新能源汽车、交通节能 

1. 引言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城市交通的动力之源。能源结构和石油价格的波动

以及国民经济收入水平的变化对城市交通活动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从经济的角度分析这些因素对城

市交通产生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准确、全面、有预见性地分析城市交通变化的原因和趋势，也是我

们城市规划部门今后关注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2. 能源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   

2.1 能源结构现状 

从 2007 年全球能源消费结构（见下图）[1]看，目前—次不可再生能源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共占

能源消费的 80％以上，仍在能源格局中处于主体地位。 

 

从我国 2007 年的能源消费结构（见下左图）看，我国的能源消费以煤炭为主，其次为石油。而

我国电源结构（见下右图）以火电为主，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所占比重较少。煤炭、石

油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旦枯竭，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125 

 

 

2.2 国内城市交通能源结构现状及变化趋势 

经过改革开放 30 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和第三大汽车制造基地。我国

汽车保有量已到 5000 万辆[5]，但人均汽车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遇有巨大的增长空

间。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油耗水平高出许多,其中机动车油耗水平比欧洲高 25%、比日本高 20%、

比美国高出 10%。按目前的增长速度和油耗水平，我国汽车保有量到 2020 年将超过 1.5 亿辆，年耗

油将突破 2.5 亿吨。道路交通巨大的市场需求与严峻的能源环境约束之间矛盾异常尖锐。 

交通运输系统使用的能源主要是矿物燃料(石油、天然气和煤),城市交通亦然。主要使用的是石

油；其次为电能（煤电），主要用在轨道交通、电车、电动自行车；另有少部分公交车采用清洁燃

料。而随着不可再生能源的逐渐面临枯竭的趋势，城市交通的能源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革，朝着开

发和使用新能源的方向发展。 

2.3 我国能源结构出现的问题 

我国能源供需出现很大的缺口，从 1994 年有 4008 万吨标准煤，到 2005 年已经缺口到 16468 万

吨标准煤，成一种上升趋势。按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缺口将会越来越大。 

我国的油气的开采年限只有 15 年，远远低于世界 51 年的平均水平。2005 年，中国的石油对外

依存度达到 43％。有关部门预计，到 2020 年中国石油需求量将高达 4．5 亿吨，其中 2 亿吨自产，

2.5亿吨来自进口。而我国的主导能源——煤炭能源探明储量可供开采约100年。从上面的数据来看，

煤炭在我国一次性能源结构中处于绝对主要位置，在全国已探明石化能源储量中，石油和天然气仅

占 6%，其余 94％均为煤。 

不可再生能源业已构成能源消耗的主要结构，但是存在储量有限，供不应求的问题，尤其是近

年国际油价大幅飙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 

2.4 能源结构发展趋势 

据国际能源署在《世界能源展望 2007》的预测，2005 年世界能源需求为 114 亿吨标准油，到

2030 年世界能源需求将达到 177 亿吨标准油，2005-2030 年世界能源需求年均增长率为 1.8％。而我

国 2005 年能源需求为 17.42 亿吨标准油，到 2030 年，我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将翻一番多，达到 38.19

亿吨标准油，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年均增长率为 3.2%（在重工业化的带动下，2005-2015 年

我国能源需求年均增长率为 5.1%）。2010 年之后，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 

从世界能源结构演变历史来看，煤炭代替木材薪炭成为主要能源的第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革大

约花了 100 多年时间；石油替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的第二次能源消费结构大变革大约花了 60 年左右

的时间；目前能源结构正朝着高效、清洁、低碳或无碳的天然气、水电、核能、太阳能、风能等方

向发展，有望在 2050 年替换化石能源。不过虽然能源技术革新、能源品种替代周期逐渐缩短，但能

源结构和基本能源技术的更新换代仍然需要经历很长时间，一般要有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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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新能源在国内外能源结构中占比较少，暂时对高油价的影响不大。但高油价刺激了新

能源的发展，刺激了新能源发展政策的出台，人类正在加快脚步进入新能源时代。由于新能源符合

节能环保要求，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特别是风能和太阳能是未来 10 年发展的重点领域。随着社会电

力需求上升和化石能源价格高涨的矛盾日益突出，各国都积极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力度。 

为加快我国能源结构的优化调整，近年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规划和相关政策频繁出台，给新能源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支撑和前景。 

3. 石油价格的影响因素和变化趋势 

从能源结构现状和发展趋势我们可以看出，石油能源占据首位。而且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也

将占主要地位。所以石油价格的变化是进行交通经济分析所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而在以往的研究

中，城市交通研究更多的关注交通拥挤，并以此作为交通政策制定的主要考量，而甚少关注能源结

构变化和价格变化对此的影响。 

3.1 影响石油价格的主要因素   

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商品的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即商品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之间相互作用，

达到市场均衡，进而确定其均衡价格。从理论上来讲，石油是一种商品，其价格也应该符合这一基

本规律。但是，由于石油具有战略意义，属于一种特殊商品，因此其价格形成除了受供求关系的影

响外，还有诸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影响油价变化的因素[3]主要包括石油供求关系、石油储备、经济发展趋势、美元汇率、投资因

素、突发事件和地缘政治等。 

3.2 油价的变化趋势 

近年来，国际油价持续疯狂走高，尤其是在 2008 年 7 月曾经逼近 150 美元/桶。造成如此油价

飙升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美元贬值和投资基金的炒作，油价虚高和泡沫

与美元大幅度贬值密切相关，同时国际石油期货市场有大量资金涌入，而期货市场交易方主要是用

期货工具来盈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石油买卖。大量资金进入期货市场，利用炒作各种信息推高油

价，其基本目的是利用价格变动来获取利益。 

从短期看，石油价格可能会出现上下波动，但从长期来看，石油价格只会上涨。 

3.3 国际国内油价的联动反映 

就目前来说，国内成品油价格变化还不是完全实时反映国际油价变化，只有当国际市场相关油

种连续 22 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化超过 4％时，国家才可能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这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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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国际市场油价剧烈波动导致国内油价频繁调整。因此，国际市场原油期货价格的变化不会

同时、同幅直接地反映到国内，引起我国成品油价格每天变化。 

和国际原油价格接轨，同时引进必要的消费税，在中国来讲是价格管理的一个主要方向。随着

成品油价格机制改革的推进，我国成品油价格调整将日趋常态化，老百姓将接受调整更加频繁、更

加市场化的成品油价格。 

 

国内国际油价同期对比 

4. 其他能源价格的变化趋势 

除了石油能源的价格总体趋势是看涨，其他能源，包括煤炭、天然气、电力能源的价格都呈增

长趋势。所谓的高能价的时代已经到来，这样的趋势在增加人们的能源支出的同时，也更督促中国

转变经济增长的模式，改变人们使用能源的观念，大力发展新能源，逐步步入节能型的社会。 

高油价刺激了新能源的发展，包括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以及生物质能发电生产价格正在逐步接

近火力发电的价格，在新能源发展政策的扶持下，其发展速度将是超预期的。 

5. 能源结构和石油价格变化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5.1 城市交通能源需求 

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为汽车市场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汽车工业的

发展增加了汽油供应的压力。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由于人口和地域规模不断扩大，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GDP)的大幅提高，以及居民住房郊区化和郊区城市化的趋向，引起在近 10-15 年内私人小轿车

的需求出现一个“爆炸”期。 

我国汽车用油在全国石油最终消费中的比例明显增长，几乎同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的趋

势同步。《中国能源战略》研究报告指出，发达国家交通运输在石油消费中所占比例一般都在 48％

一 64％，如美国为 64．3％，德国为 48．4％和法国为 52．2％，而我国仅占到 28%左右。根据国际

能源署(1EA)等研究，中国将是未来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主要动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民用汽

车拥有量将以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增幅快速增长，今后中国的石油消费量还将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5.2 能源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 

对于中国来说，主要的变革方向是发展新能源汽车，倡导运输节能。呈上所述，煤炭在我国一

次性能源结构中处于绝对主要位置，煤电也是我国电能的主要来源。由于电对城市来说是清洁型能

源，符合节能环保的理念，不论是近期还是远期都是可以选择的能源方式。因此近期将交通能耗逐

渐向煤电的方向发展是切实可行的。 

当然，随着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核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会逐渐取代煤炭发电，最终

实现我国能源的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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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规划和相关政策频繁出台，促进了能源结构优化调整，引导城市交通能

源需求结构优化，加快城市交通产生变革。 

5.3 石油价格变化产生的影响 

现阶段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城市交通能源主要还以石油为主，石油价格的变化，对城市交通会产

生较大的影响。随着国内油价与国际油价的接轨，国内的油价也直接受到国际市场油价影响。石油

价格的变化对城市交通的主要影响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车辆购置的影响，一方面是车辆使用的影响。 

《中国统计年鉴》中将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划分为七档次，分别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

等偏下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收入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在这里，我们将其进行适

当的合并，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收入档次。对于不同的收入群体，消费价格对消费意愿的影响程度也

不同。高收入人群，基本上不受消费价格的影响，主要由消费的需求来支配消费；中收入人群，其

消费行动受到价格的影响比较大，必须权衡收入、商品购买和使用价格才能做出消费行为；低收入

人群，受到商品价格的影响更大，像汽车这样的高消费商品，基本不属于消费对象。 

中低收入人群占总人口的比例在 80%以上，所以交通能源价格的变化，会对占大多数的人群的

消费产生影响。如石油价格升高，就会增加车辆的运营成本，处于中低收入的家庭会减少购车意愿，

减少私家车辆的使用，转而选择价格便宜的公共出行方式，从而导致小汽车交通出行总量的减少，

公交出行的比例的增加。由此也可以看出加快发展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政策是顺应了石油价

格长期上涨的趋势。 

另外，随着新能源技术的提高和国家相应的对新能源的扶持政策的出台，必然刺激人们更多选

购新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现在的购置成本比较高，但是从长远来看新能源的成本要比石油能源低，

且更具有发展的潜力。 

5.4 国民收入水平变化的影响 

居民收入水平本身决定城市交通出行的方式分类。如上节对居民群体的分类，低收入人群更多

依赖公共交通，高收入人群更多选择相对舒适的小汽车出行，中收入人群是潜在的汽车购买和使用

对象，其购买和使用小汽车的意愿将更多受到收入水平和油价等因素的影响。 

然而从近几年的趋势看，国民收入的增长水平并不足以抵消石油价格的高增长率，新能源汽车

价格和成本也比较高。因此，石油价格的变动（以及未来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价格增量）将是居民购

车与用车的主要影响因素。 

车辆购买、出行可以分为刚性和弹性两部分。一方面由于近几年经济的高速增长，消费者可支

配收入迅速增加，对汽车的刚性需求非常大，这种强劲的刚性需求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较小。另一方

面是我国购车人群中，分为中收入和高收入两部分，前者对拥有汽车所需支付费用（包括车价、油

价及保养费用）的多少非常敏感，油价上涨可能会将一部分中收入的消费者挡在“门外”，中高收

入群体对拥有汽车所需支付费用多少的敏感度较低，对汽车的刚性需求很强，油价变化不会改变他

们的购车需求。因此，油价变化对今后一段时间汽车市场的负面影响将会逐渐显现，但是，如何传

导到城市交通出行方式上，需要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6. 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判断 

2009 年 3 月 20 日公布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提出，未来三年内，包括纯电动、充

电式混合动力和普通型混合动力在内的新能源汽车将形成 50 万辆的产能，新能源汽车销量将占到乘

用车销售总量的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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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工作的通知》试点补贴范围的，代表未来汽车发展

方向的混合动力、纯电动和燃料电池汽车，业内称其为电动汽车类，正是我国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发

展方向。整个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会依照这个顺序进行，从最早期的微混升级为中混再到高混，最后

演变成纯电动汽车。 

在国际油价冲高的当下，新能源车正是发展的良好时机。而在中国推行新能源汽车的战略，混

合动力汽车更是首当其冲，成为众多汽车企业争抢市场的新的支撑点。业内人士分析，目前新能源

汽车的技术已趋于成熟，尤其是在混合动力推广条件上将出现有利因素。 

新能源汽车能不能推行成功，国家的相关政策将要起主导作用，国外有相应的节能标准，国内

也要通过立法出台节能标准，保障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7. 城市交通的应对建议 

7.1 交通规划和政策应适应低碳城市的趋势 

为了适应低碳城市的发展趋势，实施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战略，交通规划和政策应起到引导作

用，具体的措施主要包括推行节能的交通方式、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政策导向等措施。具体来说，

分三步走： 

 

城市交通应对能源变化的演化过程及各级段的对策 

近期：重点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改善公共交通条件，使之成为城市出行的第一

选择，这是解决目前城市交通问题的最便捷的途径。 

从 2008 年油价飙升的时期看，国内外各大城市对公共交通工具的需求都在上升，但是令人感到

遗憾的是，现存的公共交通系统在应对这种需求变化时却显得很乏力。主要原因是缺乏规划，基础

设施难以应对变化。因此从城市规划阶段就将公交优先放在首要地位，这是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方面。 

在高油价时代，公共交通作为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属于半公益性事业，首先推广行节能环保

措施和发展新能源交通更具有优势和先决条件。 

中期：大力发展混合动力汽车，加快电动汽车试运行。我国石油的可供开采量逐步在枯竭，在

1、加强公交规划，确保
公交优先措施实施；
2、提高公交服务水平；
3、实施公交节能。

1、出台车辆节能标准；
2、出台优惠政策，鼓励
发展混合动力车；
3、发展新能源公交车辆
4、建立试点运营。

1、配套基础设施的研究和
建设；
2、从规划阶段给与关注和
研究。

中期:
大力发展混合动力汽车，
加快电动汽车试运行

远期:
自主研发的电动汽车逐步
替代汽油车

近期:
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
公共交通，倡导节能, 
使之成为城市出行的第一
选择，

对策

发展
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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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的能源发挥主力作用之前，必须以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率为主要的对策。中期大力发展混合

动力汽车，可以提高石油的利用效率，减缓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给开发新能源汽车以足够的时间；

同时，在近中期，应加大科研力度，加快电动汽车的研发和试运行，为长远的发展目标做好准备工

作。 

由于公共交通具有固定的停靠时间及站台可运用电容充电，首先在城市公共交通中选择纯电动

汽车的时机已趋成熟，建议在合适的时机选择一至两个城市进行试点研究；同时，加快新能源小汽

车的实验性运行，摸索其特点，建立运行机制。 

远期：通过中期混合动力汽车的过渡，自主研发的电动汽车逐步替代汽油车。 

从各种发展迹象都可以发现，在未来，中国将成为电动车的领头者，特别是在 2008 年的 12 月

份，中国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率先推出一款插入式双模电动汽车，领先其他实力强劲的外国竞争对

手，震惊了全球汽车市场。 

纯电动汽车轿车化也已经成必然的趋势，只是在近中期阶段，由于技术上的问题，更多要依赖

混合动力汽车。面对这种发展趋势，作为城市规划和管理部门，应该提前做好配套基础设施规划的

相关研究工作。 

7.2 建立城市交通影响先行指标 

我们将能源结构、石油价格和国民收入水平对城市交通产生的影响用下面的简单公式（1）[6]来

表示： 

Q 预测年=Q 基准年﹡ｆ（t1）*ｆ（t2）*ｆ（t3）                          公式（1） 

式中: Q 基准年……………预测年交通总量 

Q 基准年……………基准年交通总量 

ｆ（t1）……能源结构变动系数（反映的是常规能源汽车、新能源汽车的成本变化） 

ｆ（t2）……石油价格变动系数 

ｆ（t3）……国民收入的变动系数 

这里的交通总量是指所有交通参与者与其旅行时间之间乘积的综合。而能源结构、价格和国民

收入水平等成为城市交通的先行指标。建立城市交通的先行指标体系，从先行指标的变化来判断城

市交通的发展变化有利于城市交通规划和管理部门提前应对交通发展的动向，引导城市交通结构优

化。在实际的应用中，需要进一步分析三因素的影响，建立更精确的影响公式。 

该公式主要是用于预测城市交通总量的变化趋势。根据预测，交通总量增加，交通规划政策应

从增加交通设施供应和控制需求方面来建立应对措施；反之，应从鼓励需求方面引导交通。 

另外，制定交通政策必须考虑实施的时机，如：在实施车辆限行、提高停车收费、收取交通拥

挤费的措施出台前应综合考虑上述因素，恰当选择出台的时机，减轻市民的接受难度。 

7.3 规划建设新能源汽车的配套基础设施 

城镇化和机动车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两大重要发展趋势，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小汽

车的需求越来越高。根据数据显示，2009 年的汽车销量预计能够达到千万辆，根据这一数据推测，

新能源汽车在未来的 3 年内，将以每年 50 万辆的速度增长。随着新能源汽车逐渐走向市场，也同时

要求相配套的基础设施跟上建设的步伐。 

未来新能源汽车的大规模普及将对新能源汽车配套的基础设施（如加油、加气、充电、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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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等设施）产生直接需求。新能源与传统能源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如能源运输存储的环境、容量、

安全等），要求新能源汽车配套的基础设施有别于传统能源。为新能源汽车商业化提供更好的基础

设施，有助于加速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进程、实现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因此，城市交通

的设施规划中应给予考虑，特别要考虑如何与现有汽车加油站的共同使用问题。这需要与能源供应

商协调沟通，避免未来新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施的缺乏，成为产业发展的制约瓶颈。 

7.4 增强社会的交通节能意识 

交通运输业（包括公路、铁路、水路、民航）是能源消耗大户，能源消费总量占全社会能源消

耗总量的 7.4%左右。而城市交通又占交通运输的能源消耗的重要比例。我国现有营运车辆 810 万辆，

如果每辆营运车辆每天节省 1 升油，全国一年就可以节约燃油 235 万吨左右，全年可节约燃油成本

138 亿元左右。推进节能减排，要围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提高管理水平。 

交通节能不仅是应对石油价格变化有力的措施,更是实现交通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私家车和公

务车可以通过宣传和出台相应能源消耗标准，加强司机的节能意识；采取经济的手段，把节能作为

重要的市场信号，在养路费缴纳和车辆通行费征收上给予政策优惠，引导运输经营者购买和使用节

能、环保、标准化的车辆；采取行政手段，完善营运客车等级评定制度和货运汽车推荐车型制度，

推广应用先进成熟的节油型车辆，限制淘汰高耗老旧运输车辆，提高车辆的能源使用效率。 

加快应用先进的智能交通技术，减少对交通资源的占用率，提高交通服务的效率和质量。如对

于出租车行业，可以利用先进的叫车服务系统，减少出租车在路上的空驶率，实现能源的节约。再

如，利用先进的 GPS 导航技术和动态交通信息发布技术，引导司机快速到达目的地，减少道路资源

的占用时间，从而减少能源的消耗。 

8. 结束语 

可以设想 20-30 年后城市交通将发生超乎想象的巨大变化，低碳城市将出现，这是一个历史性

的变革。城市交通规划人员应该具有前瞻性，紧密关注能源结构和价格的变化，及时调整政策取向

和规划方案，适应低碳城市条件下的城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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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的研究 

刘奇  刘新武 

【摘  要】城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是全面反映城市交通的资料性年刊和简析性文档。国内各大城市

相继开展了城市交通年报的编制，但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先疏理城市交通年报

的相关要素，包括产生背景、主要特点、定位与作用、内容结构等，然后分析其发展历程和发展方

向，最后对编制工作的各个阶段内容及技术流程进行探讨，以期为年报编制提供技术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城市交通 年度报告 交通年报 

城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城市交通年报）是全面反映城市交通的资料性年刊和简析性

文档。它通过全面收集城市交通各子系统的基础资料，来分析城市交通运行状态和变化状况；通过

记录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等各方面的年度大事，来总结城市交通工作的成就；通过对比国内

同等城市的相关交通指标，来认识差距和提供借鉴；通过年度综述性总结和交通发展趋势分析，来

为近期交通发展出谋划策。 

1. 1 概述 

1.1 产生背景 

城市交通年报作为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基础性的工作，是支持城市交通科学、可持续发展的

必要工作，是城市交通发展过程的阶段产物，它的产生有其独特的背景： 

1.1.1  交通逐渐成为大城市经济发展的制约要素，交通的地位日趋重要。 

伴随着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迅速推进，特别是大城市规模的扩张，带来了巨大的城市交

通需求，也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城市交通问题，使城市生活质量和城市经济活力严重降低，逐

渐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制约因素，特别是大城市的交通问题表现得更为严重，形势更为迫切。缓解

城市交通拥堵和改善城市交通环境已经成为城市政府的重要工作目标，成为媒体的关注热点，成为

普通民众的共同期盼。 

城市交通日渐提升的地位决定了其迫切需要专题的年鉴性资料来全面系统的总结分析城市交通

运行状况。而《城市统计年鉴》虽然是一本全面反映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资料性年刊，但它

仅对城市交通中的交通运输、城市道路和交通状况作了简要的统计，缺乏对城市交通系统全面的统

计分析，广度和深度远远不够，不能够为城市交通规划、建设及管理提供更多的借鉴。 

1.1.2  提高工作效率是政府各职能部门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济的高速运转要求高水平的社会运行效率与之匹配。在实际工作中，城市交通规划、建设、

管理等各职能部门都需要利用对方的基础数据资料，且相互交流十分频繁。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并

且避免每次数据资料交流时出现错误，有必要每年将城市交通相关职能部门的基础数据进行整合。 

1.1.3  普通民众监督政府工作的意识逐渐加强。 

城市交通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城市交通的每个细小的动作都会对普通民众产生较大的影

响。随着普通民众监督政府工作的意识逐渐加强，仅凭直观感受来评价政府城市交通工作的得失难

免有失偏颇，有必要编制城市交通的常用工具书，以改善普通民众获取城市交通基础资料难的问题，

使之成为民众监督政府工作的重要借鉴资料，最终实现人人都能真正实切地参与城市交通的出谋划

策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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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交流频次日益增多。 

城市交通作为联系城市其它三大功能的纽带和桥梁，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随着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日益加深、交流频次日益增多，有必要形成城市交通专题报告，通过报告构

建国内外各界了解城市交通的重要渠道，借鉴和推介城市交通工作经验，吸引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关

注和研究城市交通的发展。 

1.2 主要特点 

城市交通年报作为一项系统性、综合性、基础性的工作，系统整合了各个交通子系统的基础资

料，综合整理了各个相关职能部门所提供的资料，其数据资料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是不容置疑的。主

要特点如下： 

1.2.1  综合性 

城市交通年报涉及到城市交通的方方面面，它不仅系统综合了城市交通中的基础设施、道路交

通、交通管理与环境、公共交通和对外交通等各交通子系统的内容，而且还综合提炼了城市交通各

职能部门的年度交通工作，并且还从城市综合交通的视角提出了近期交通发展建议。 

1.2.2  基础性 

城市交通年报搜集整理了城市交通各子系统的基础资料。基础资料的汇集决定了城市交通年报

基础性的地位，它是建立及维护城市交通基础数据库和城市交通模型的必要支撑和保障，是城市交

通规划、建设、运行及管理部门日常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是城市交通行业年鉴式资料和常用工具

书。 

1.2.3  权威性 

城市交通年报中各交通子系统基础资料一般都是从对应的职能部门搜集过来的，并经过协调、

商议和核定，其数据资料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是不容置疑的。 

1.2.4  简析性 

城市交通年报是全面反映城市交通的资料性年刊和简析性文档。它既不是数据资料的简单堆积

和罗列，也不是全篇的总结归纳，它是采取数据加简析，辅以相关图表的形式，充分结合两者。这

样一方面尽可能提供客观的数据和资料，发挥工具书的作用，不以编制者的评价代替读者的判断；

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对交通发展状况的简要分析和总结，为相关政策制定、重大项目建设起到决策参

考作用。 

1.3 定位与作用 

城市交通年报既不是研究城市交通具体问题的专题报告，也不是城市交通的统计年鉴，更不是

城市交通工作成就的总结展示。 

城市交通年报的产生背景和本身特点决定了其作用与定位。城市交通年报是城市交通规划、建

设、运行及管理部门日常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是城市交通行业年鉴式资料和常用工具书；是城市

内部各级群众了解城市交通总体状况的重要平台和窗口；是国内外各界了解城市交通的重要渠道和

信息来源。 

2. 内容及结构 

2.1 主要内容 

完整的城市交通年报至少应该包括如下三部分内容：（一）城市交通各子系统的运行状态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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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状况；（二）城市交通年度综述、评价及展望；（三）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等各方面的年

度大事。其中第一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城市发展：行政区划、人口经济和土地利用等概况。 

基础设施：交通投资、道路发展、停车设施等概况。 

车辆发展：机动车保有量及组成结构和私人小汽车的发展等状况。 

道路运行及居民出行：对外道路出入口、中心城区交通运行及居民特征等状况。 

公共交通：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出租车及其它公共交通方式的建设运营状况。 

交通管理与环境：交通管理、交通安全、交通科技及交通环境状况。 

对外交通：公路、铁路、航空和水运等设施及运量状况。 

当然，作为年报的附件，还可以拓展和增添一些内容，如城市交通发展热点问题的专题介绍、

国内其它城市交通发展指标的汇总与比较。 

2.2 结构形式 

城市交通年报内容组织形式一般有两种：①交通各子系统组织形式；②交通运转流程组织形式。

具体结构形式如下： 

概述

（城市相关概况及交通发展综述）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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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各子系统组织形式 

 

图 2 交通运转流程组织形式 

两种结构形式互有优劣，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打破各交通子系统，将各子系统的共性体现在同一

章节。大多数城市的交通年报采用的是交通各子系统的组织形式。 

当然，城市交通年报的内容组织还可以采用其它的形式，如按交通系统基本要素（人、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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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管理）组织。 

3. 发展历程及方向 

3.1 发展历程 

随着城市交通问题的日益凸显，国内各大城市相继开展了城市交通年报的编制，北京、上海、

广州、南京等一线城市的交通年报编制工作开展较早，内容体系已经较为成熟，武汉、深圳、杭州、

重庆、昆明、长沙等城市在近几年也逐渐开展城市交通年报的编制，南宁、福州等城市也准备启动

交通年报的编制工作。 

表 1 国内部分大城市交通年报编制起始年 

国内部分

城市 

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 第三批次 

北京 上海 广州 南京 武汉 深圳 重庆 长沙 昆明 南宁 福州 

年报编制

起始年份 
2001 1998 2000 1999 2004 2005 2007 2006 2006 

2009

之后 

2009

之后 

 

从表 1 可以看出，城市交通年报编制的起始年份与城市交通问题的严重程度、城市交通发展水

平及城市交通重视程度是密不可分的。 

3.2 发展方向 

广州作为第一批开展编制城市交通年报的城市，其发展已经较为成熟。下面以广州为例，分析

其年报发展历程，从而窥探交通年报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具体如表 2。 

表 2 广州城市交通年报发展状况 

年份 相对上年最大的变化 内容重点 
2003 继 1998 年后，开展第二次万户居民出行特性调查，

直至 07 年年报都未进行居民出行特性分析 
居民出行、道路运行、公共交通 

2004 增加交通安全、交通环境的篇幅，且都单独成章 道路运行、公共交通 

2005 增加了交通科技、对外运输的内容 道路运行、公共交通 

2006 对外运输单独成章 道路运行、公共交通 

2007 增加了交通走廊分析、重要交通政策影响分析 道路运行、公共交通 

 

通过广州交通年报的发展可以看出，为了应对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城市交通问题，各大城市政

府相关职能部门和交通研究机构通过不断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的经验，引进新的理念，采用新的方

法，构筑和谐、绿色的城市交通系统，实现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而作为全面反映城市交通的资

料性年刊和简析性文档，城市交通年报也在不断适应变化，不断发展，其发展趋势如下： 

3.2.1  注重综合性 

城市交通是一个多元的、有机的、相互关联的综合体系。它包括城市对外交通和城市内部交通。

其中城市对外交通主要包括铁路、港口、航空港、对外公路以及客货运站场等。城市内部交通主要

包括城市道路、跨江交通、轨道交通、公共客运交通以及静态交通设施等。作为反映城市交通的年

度状况的总结报告，城市交通年报应该综合全面地总结城市交通各子系统状况、各部门的工作成就

及提出近期交通发展建议。 

3.2.2  注重借鉴和比较 

作为现状城市交通评价、交通发展趋势判断、交通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城市交通年报不仅要

从“纵向”上比较分析本城市交通年度变化状况，更要从“横向”上比较分析先进或类似城市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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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发展，这样才能认清差距，明确目标，充分发挥交通年报的“参谋”作用。 

3.2.3  关注交通高科技和交通环境、节能内容 

构筑绿色、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系统，是城市交通发展的目标。交通高科技作为实现

目标的重要手段，交通环境状况和节能水平作为衡量目标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体现了城市交通的

发展趋势，它们将成为城市交通年报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2.4  加强与民众沟通和对外宣传工作 

城市交通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道路运行和公共交通更与民众联系紧密。通过加强城市

交通年报与民众的沟通，使之成为各级群众了解城市交通总体状况的重要平台和窗口，成为民众监

督政府工作的重要借鉴资料。城市交通发达程度能够体现城市发展水平，能够反映城市形象、城市

品位，作为城市交通现状及变化状况的总结分析报告，城市交通年报是国内外各界了解城市的重要

渠道和信息来源。 

4. 工作阶段及流程 

城市交通年报的编制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准备阶段、报告形成阶段和报告发布阶段。

编制的技术流程图如图 3。 

概述

（城市相关概况及交通发展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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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编委会

工作大纲评审

交通调查资料收集

数据处理分析

编委会、专家意见征询

报告优化完善

对外正式发布

第一阶段：

前期准备

第二阶段：

报告形成

第三阶段：

报告发布

 

图 3 城市交通年报编制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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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阶段的具体工作及目的如下： 

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 

成立年报编制委员会。为了保证资料收集渠道的畅通和资料准确权威性，有必要组织成立由城

市交通相关职能部门（规划部门、交警部门、建设部门、公用部门、地铁公司、对外交通部门、城

管部门、环保部门、统计部门等）领导担任编委会委员、主管副市长担任编委会主任的编制委员会。 

确定工作大纲。通过召开编委会会议，一方面确定年报的主要内容、内容架构、内容重点和时

间计划等，另一方面发放需要各部门提供的资料清单并请各部门明确负责人和联络人。 

开展资料收集、交通调查和数据处理分析工作。根据工作大纲，收集各职能部门的基础资料和

开展年报的交通专项调查，并展开相应的数据处理分析工作。 

第二阶段：报告形成阶段。 

按照年报内容组织形式撰写报告，从“横向”和“纵向”总结对比分析城市交通现状及年度变

化状况，并提出城市交通近期发展建议。 

第三阶段：报告发布阶段。 

召开编委会和专家评审会，审核相关基础数据，优化完善年报内容，并通过媒介手段（如新闻

发布会）对外正式发布年报成果。 

【参考文献】 

[1]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所. 2003～2007 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2] 南京市交通规划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2007 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3] 长沙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交通规划研究所. 2006～2008 长沙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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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3+5”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2008-2020） 

陈必壮 杨立峰 王忠强 顾煜 

【摘  要】“3+5”城市群位于以长株潭为核心的湖南省东部地区，交通经济区位优势突出。加强城

市群区域综合交通的发展，对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建设“两型”社会示范区都有重大意义。本文

介绍了“3+5”城市群综合交通发展规划的背景、要求、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对区域综合交通现

状、面临挑战、需求预测进行分析，提出了规划目标、发展战略与交通体系的布局规划主要成果，

并对规划实施计划、规模、效果进行了说明，从而期望推动我国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技术的进一步

发展。 

【关键词】都市区 都市圈 城市群 综合交通 公共交通 交通规划 

“3+5” 1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部城镇密

集地带，城镇平均间距 50 公里、总面积近 10

万平方公里，与我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

3 大城市群及中部各地区发展相呼应，承东启

西、贯通南北，交通经济区位优越、生态资源

禀赋突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2007 年，城

市群总人口 4075 万，占全省 60%以上；

GDP6924 亿元，占全省 75%左右；城镇化水

平 44%，比全省高 3.4 个百分点，其中长株潭

3 市城镇化水平达 55%。 

 

1. 背景 

长株潭地区作为湖南省城市最密集、社会经济最发达

区域，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关部门就开始推进长株潭

城市群发展。进入 21 世纪，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条件日益成熟。湖南省

“十一五”规划提出把长株潭建设成为全国有重要影响力

的城市群和经济增长极。湖南省九届党代会，提出建设以

长株潭为中心的、通程半径为 1.5 小时的“3＋5”城市群，

把湖南省城市群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2007 年湖

南省长株潭城市群被国家批准为“‘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简称“两型”

社会），湖南省城市群的发展成为推动我国中部地区崛起

的重大战略举措。交通作为城市群实现一体化发展的基础

设施和“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领域，湖南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城市群综合交通的发展。编制《“3+5”城市群

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2008-2020）》被列为 2008 年湖

                                                        

1 “3”包括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5”包括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娄底市、衡阳市。 

图 1 “3+5”城市群在全国的地理区位 

衡阳衡阳

娄底娄底

岳阳岳阳

其他省域其他省域 长沙长沙

常德常德

湘潭湘潭 株洲株洲

外围区外围区

核心区核心区

其他省域其他省域

图 2  城市群核心区与外围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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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建设“两型”社会十二项重大专题规划之一。 

2. 规划要求 

2.1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包括长沙、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常德、益阳、娄底 8 市，总面积合计为 9.68 万

平方公里。根据规划需要，规划范围划分为核心区和外围区。 

核心区就是长株潭核心区，涵盖长沙、株洲、湘潭 3 市中心城市以及周边部分区县，面积约 0.85

万平方公里。 

外围区为城市群核心区以外地区，主要包括岳、益、常、娄、衡 5 市区域，以及部分长株潭 3

市外围区县，面积约 8.83 万平方公里。 

2.2 规划内容 

规划内容要求围绕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与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的综合交通需求，重点对核心大

都市区、城市群范围、城市群对外联系的水、陆、空各类交通系统进行规划。相对而言一般中心城

市的城市交通并不是本次规划重点。 

2.3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08-2020 年，按建设阶段划分为“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3 个阶段。

规划远景年限为 2020-2030 年。  

3. 指导思想与规划原则 

3.1 指导思想 

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按照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 1.5 小时通

程半径‘3+5’城市群”以及“对外大开放、对内大循环”

综合交通发展总体要求，统筹考虑城市扩大、城际交流、

能源运输、旅游交通、内外贸易等产生的各类运输需求，

全力打造以轨道交通为核心、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两

型”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

促进“3+5”城市群协调发展。 

3.2 规划原则 

突出两型。坚持以人为本、节能减排、节约和集约利

用土地，大力发展各类公共交通、节能交通、绿色交通，

不断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效率与交通安全，有效控制交通发

展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统筹协调。积极推进交通运输一体化发展，充分体现各种运输方式技术经济特征和比较优势，

合理配置、集约利用运输线路资源，衔接优化各种运输设施空间布局，统一推进铁路等涉及 8 市的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着力畅通群域综合运输通道，扩大交通网络覆盖面。 

适度超前。充分发挥交通带动功能，综合交通运输能力要尽快偿还历史欠账，力争适应并适度

超前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交通体系空间布局要适应城市群人口和资源分布，引导城市群土地开发和

经济布局。 

图 3  长株潭核心区空间结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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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交通发展现状与发展目标 

4.1 城市群综合交通发展现状及面临挑战 

4.1.1  综合交通发展现状 

“十一五”以来，城市群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快速发展，交通网络布局明显改善、技术信息水平

日益提高、运输保障能力不断增强，逐步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京港澳为主轴的“一点一线”交

通网络布局。到 2007 年底，群域铁路 1610 公里，高速公路 1147 公里，一二级干线公路 4090 公里，

五级以上内河航道 1263 公里，油气管道 929 公里，民航机场 2 个，内河千吨级以上泊位 70 个。综

合交通客运量达到 8.7 亿人次/年，货运量达到 7.3 亿吨/年。 

虽然近年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总体水平仍然不高，交通运输“瓶颈”

依然突出。主要问题：交通基础设施规模总量不够，网络覆盖不全，特别是以轨道为主轴的交通骨

架尚未形成，主要运输通道能力严重不足；交通发展模式比较粗放，运输结构不尽合理，特别是水

运等“两型”运输方式的潜力未充分挖掘；综合交通一体化水平较低，不同运输方式换乘衔接不便，

特别是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滞后；城际间出行不便、信息不畅，制约群域各市进一步融合发展, 特

别是城际公共交通速度慢、效率低、服务差。 

4.1.2  综合交通面临挑战 

城市群综合交通的发展面临 3 大挑战：面临建设“两型”社会，创新交通发展新模式的挑战；

面临适应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满足国内外物流、能源、旅游等各类运

输需求倍增、城际城乡联系更加密切的挑战；面临建设我国综合交通新枢纽，提升城市群竞争力、

促进中部崛起的挑战。 

4.2 城市群综合交通需求预测 

根据社会经济预测，2007-2020 年城市群人口增长 18%，达到 4800 万；GDP 增长 376%，达到

3.3 万亿元。通过回归分析、弹性系数、自然趋势等多种方法，预测城市群 GDP 每增长 1%，综合交

通客运需求增长约 0.4%，货运需求增长约 0.45%。 

4.2.1  综合需求预测 

2007-2020 年，群域综合交通客运发送量增长 150%，达到 21.9 亿人次；货运发送量增长 175%，

达到 20.1 亿吨。其中，2007-2020 年群域内-内客运发送量增长 165%，内-外客运发送量增长 60%。

群域内-内货运量增长 155%，内-外货运量增长 205%，达到 8.6 亿吨/年。 

4.2.2  枢纽需求预测 

2007-2020年，群域民用机场客运吞吐量增长400%，达到4000万人次/年；货运吞吐量增长465%，

达到 45 万吨/年。内河港口货运发送量增长 410%，达到 3.7 亿吨/年。铁路客运站发送量增长 905%，

达到 4.5 亿人次/年；货运站发送量增长 450%，达到 4.3 亿吨/年。公路客运站发送量增长 12%，达

到 8.1 亿人次/年；货运站发送量增长 103%，达到 11.7亿吨/年。 

4.2.3  过境需求预测 

2007-2020年，过境城市群的客运量增长 88%，达到 2.2 亿人次/年；过境货运量增长 200%，达

到 5.5 亿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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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城市群综合交通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3+5‖城市群建成―能力充分、方式协调、布局合理、运行高效‖的一体化“两型”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核心区同城交通全面完善，外围区城际走廊大幅拓宽，陆域对外通道畅通无阻，

航空航运体系基本建成，全国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地位进一步提升。 

运输能力——实现“20、30“发展目标。到 2020 年，群域公、铁、水、空、管综合交通体系运

输能力不足现象基本消除，到 2030 年群域综合交通体系运输能力适应并且适度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

需要。 

运输结构——实现“25、35、50“发展目标。群域综合交通运输结构明显改善，城市轨道、铁

路、水运等两型交通方式比重日趋合理，其中铁路客货运比力争均超过 20%，长株潭核心区轨道、

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比重力争不低于 35%，城市群核心区—外围区城际走廊铁路客运比重力争不低

于 50%。 

运输网络——实现“10、50、100“发展目标。群域县城和重要乡镇至少有 2 条二级以上公路连

接，30 分钟内上高速公路；10—50 万人口城市通高速公路，重要城市通铁路；50—100 万人口大城

市通高速公路和铁路，重要城市通高速客运铁路；100 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通高速公路、高速客运

铁路。 

运输效率——实现“30、60、90“发展目标。城市群外围区的中心城市内部 95%机动出行不超

过 30 分钟，核心区内部 95%机动出行不超过 60 分钟，核心区—外围区 95%城际公共交通出行不超

过 90 分钟。 

4.4 中心城市交通定位 

长株潭——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国家重要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枢纽。 

衡阳市——面向珠三角的湘中南综合交通枢纽，国家公路、铁路枢纽。 

岳阳市——面向长江流域的湘东北综合交通枢纽，

国家公路枢纽，区域性铁路枢纽，长江沿线枢纽港口。 

常德市——面向湘西、大西南、连接长株潭与成

渝改革试验区的湘西北综合交通枢纽，国家公路枢纽，

区域性铁路枢纽。 

益阳市——连接湘东、湘中的环洞庭湖综合交通

枢纽，区域性公路、铁路枢纽。 

娄底市——面向湘西、大西南的湘中综合交通枢

纽，区域性公路、铁路枢纽。 

5. 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战略与布局规划 

5.1 城市群综合交通发展战略 

核心区同城交通系统。长株潭 3 市“品”字布局，

结构紧凑，随着大河西、昭山、天易、云龙、滨湖等

“两型”示范区建设的全面铺开，核心区城市间距不

断缩小，同城步伐日趋加快。适应长株潭现代大都市

区一体化交通建设需要，重点推进核心区轨道网、道

路网、信息网 3 个基本网络建设，力促 3 市加快融城。 

衡阳衡阳

娄底娄底

常德常德

岳阳岳阳

益阳益阳

图 4  城市群空间结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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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区城际复合走廊。衡、岳、常、益、娄 5 市围绕长株潭 3 市“环”状分布，平均半径不到

150 公里。随着“两型”社会建设的深度推进，长株潭对外围 5 市的辐射日趋加大，“3-5”交通往

来将日益密切。适应以“3”带“5”的总体发展要求，重点打造“3-5”城际高速复合走廊，平行布

设高速公路、高速客运铁路，实现以长株潭为中心的、1.5 小时通程半径的城市群交通圈。 

中部国际航空枢纽。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是我国中部最具竞争力的国际航空机场。区位优势突出，

1000 公里半径范围覆盖我国东南沿海和中部所有城市以及西部多数城市，是航空公司理想的中转基

地。市场竞争力强，2007 年出入境客流居中部第 1。适应湖南省“对外大开放”发展战略需要，将

黄花国际机场建成我国航空出行（中转）的重要基地。  

长江中上游航运中心。“3+5”城市群拥有长江、湘江、沅江等多条高等级内河航道，连城接乡，

通江达海。2007 年，岳阳港货物吞吐量居长江中上游港口第 1。适应“两型”交通建设要求，充分

挖掘内河水运潜力，推进群域内河水运发展，重点建设“一江两港”（一江即湘江；两港即岳阳港、

长株潭组合港），奠定长江中上游的航运中心地位。 

全国陆运大通道。建设全国陆运大通道，既是湖南省发展的需要，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要求。

重点打通满洲里至港澳台、沿长江、上海至瑞丽“一纵两横”3 条国家运输大通道，构建东连长三

角、西接大西南、南下珠三角、北上京津冀的多条快速出海通道、能源通道。 

5.2 长株潭核心区综合交通体系布局规划 

道路网络。规划到 2020 年，长株潭核心区形成“一环八射”高速公路网，“一环”即高速大外

环，“八射”即东、南、西、北各两射。快速路网形成“五纵五横四环”布局，总里程为 709 公里。

高速大外环内现有高速公路逐步向城市快速路功能转变。 

轨道网路。规划长株潭核心区轨道线网包括 4 个层次：国家客运专线、城际铁路、都市区轨道、

城市轨道。国家客运专线为核心区连接全国的高速客运铁路系统，规划形成京广、沪昆 2 条“十”

国家客专布局。城际铁路为连接核心区 3 市并辐射连接外围 5 市的快速客运铁路系统，规划形成长

沙—株洲、长沙—湘潭“人”骨架并辐射外围 5 市的城际铁路。都市区轨道为连接核心区 3 市市区、

先导示范区、综合交通枢纽等大都市区城市化地带的轨道系统，规划远景沿长沙—株洲、长沙—湘

潭、大河西—株洲、湘潭—株洲等发展轴布设。城市轨道为各中心城区范围内的城市轨道系统，主

要为长沙城市轨道。 

5.3 城市群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布

局规划 

高速公路。规划到 2020 年，城市

群总体形成“五纵七横”高速公路网布

局，高速公路网总里程达 3420 公里，

车道总里程达 1.62 万车道公里，路网面

积密度达 3.5 公里/百平方公里，95%以

上的县城实现高速公路连接。 

铁路客运专线。城市群铁路客运专线包括国家客运专线、区域客运专线（城际铁路）。规划到

2020 年，城市群沿岳阳—长株潭—衡阳、长沙—湘潭—娄底、长沙—益阳—常德 3 条城际主通道，

形成“两纵三横”客运铁路布局，总里程约 1382 公里，实现群域中心城市与长株潭核心区的高速联

系。 

城际铁路

中心城市

都市区轨道

城市轨道

大都市区

客运专线

图 5  城市群核心区轨道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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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速铁路。规划到 2020 年，城市群形成“四纵四横”普速铁路网，网络总里程达到 2709 公里、

面积密度达到 2.8 公里/百平方公里，连接群域所有 20 万人口以上城市和国家、省级开发区。 

高等级航道。规划到 2020 年，城市群依托长江 5000 吨级主航道，配套建成“两纵四横”区域

骨干航道（1000 吨级以上）和若干支线航道（300 吨级以上），三级以上高等级航道里程达到 1902

公里，五级以上规模航道里程达到 3120 公里，中心城市全部实现高等级航道连接。 

管道网络。规划到 2020 年，“3+5”城市群建成“六干九支”成品油管道网络和“两干七支”

天然气管道网络。 

民用机场。规划到 2020 年，城市

群新增衡阳机场、岳阳机场，民航机场

总体形成“一主三辅”布局。“一主”

即长沙黄花机场，“三辅”即常德机场、

衡阳机场、岳阳机场。此外，为满足航

空产业发展和各类专业飞机作业需要，

适时新建株洲通用机场。 

港口码头。规划到 2020 年，城市

群建成以岳阳港、长株潭组合港为主体，

以常德、衡阳、益阳、娄底港口为补充

的港口体系，千吨级泊位为 228 个。岳

阳港继续保持长江中上游第一大港地

位，货运吞吐量达到 1.5 亿吨；长株潭

组合港发展为长江中上游集装箱第一

大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100 万 TEU。 

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到 2020 年，

城市群分别围绕民航机场、铁路客运专

线车站、1 级公路客运站建成综合交通

枢纽 57 个，并重点建设“1 城 8 站”

现代标志性客运枢纽。规划到 2020 年，

建成全国性物流园区 9 个，区域性物流

园区 10 个。 

6. 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规划实施安排 

6.1 实施安排 

安排原则。加快“两型”交通建设，突出加强城市轨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普速铁路、高

速公路、港口、机场、物流枢纽等重大项目建设，尽快建成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综合交通体系。 

总体安排。高速公路大规模建设主要集中在“十一五”、“十二五”；各类铁路、城市轨道、

客货枢纽大规模建设主要集中在“十二五”、“十三五”；枢纽机场、港口建设分布在“十一五”、

“十二五”、“十三五”各阶段。 

6.2 建设规模 

建设规模。到 2020 年，城市群新增高速公路 2273 公里，一二级公路 4532 公里；新增普速铁路

1099 公里，客运专线 732 公里，城际铁路 650 公里；新增三级以上航道 1292 公里，千吨级泊位 158

图 6 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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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增机场 3 个；新增管道 2015 公里；新增标志性客运主枢纽 9 个，全国性物流枢纽 9 个，区域

性物流枢纽 10 个。 

投资规模。到 2020 年，城市群综合交通新增建设投资 5346.8 亿元（不包括在建项目投资），

其中公路 2410.5 亿元，铁路 2147.8 亿元，港航 403.6 亿元，机场 121 亿元，管道 105.5 亿元，客货

枢纽 155.4 亿元，智能交通 3 亿元。 

占地规模。到 2020 年，城市群综合交通建设占地 4.6 万公顷，其中公路 3.6 万公顷，铁路 0.6

万公顷，港口 0.2 万公顷，机场 0.2 万公顷，客货枢纽 0.08 万公顷。 

6.3 实施效果 

交通网络。到 2020 年，城市群综合交通网络能力负荷充分、运输结构合理、空间布局协调、功

能衔接顺畅，网络面积密度达到 22 公里/百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达到 435 公里/百万人口，达世界先

进水平，基本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综合交通运输的需求。  

交通格局。到 2020 年，城市群综合运输体系畅达全域、辐射全省、连通全国、面向全球，“对

内大循环、对外大开放”的交通格局基本形成，体现支撑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战略取向，为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交通模式。到 2020 年，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的整体优势和集约效能充分释放，“节地、节能、

节材”的轨道交通、水上运输比重大幅提升，“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交通发展模式基本确立，

有效促进综合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 

7. 结语 

“3+5”城市群综合体系发展规划（2008-2020）从顶层研究规划了区域综合交通的发展布局，

不仅为湖南省统筹协调全省综合交通发展、尽快偿还交通建设历史欠账提供了依据，而且有利于消

除交通发展不平等所造成的发展障碍，通过交通的一体化引导并加强城市群社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从而提高城市群在经济全球化下的综合竞争力。 

【第一作者简介】 

陈必壮，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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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新城道路系统规划思路与方法 

盖春英 

【摘  要】给出了新城的概念，分析了新城的特点和优势。以北京市新城道路系统规划为例，首先

提出了新城道路系统规划的总体原则；然后探讨了北京市新城道路网规划、道路红线规划、道路横

断面规划的思路和方法；最后结合北京市道路设施规划建设的实践，对新城道路横断面的规划设计

标准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适合新城的道路横断面规划设计标准建议。 

【关键词】新城；道路；规划；思路；方法 

1. 什么是新城 

“新城”源于英国，最初是为了疏解大都市人口，建设一个“既能生活又能工作的、平衡的和

独立自足的新城”，新城应为居民提供一切必要设施，并有相当数量的就业机会。之后新城的概念

逐渐发展，强调新城应充满机会和选择自由、交通方便、多样化、吸引人且有充分的物质设施。总

之，新城是旨在通过建设小城市来疏解大城市的压力。新城的概念强调相对的独立性，并对涌入大

城市的人口起到一定的截流作用[1]。 

新城的理论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比较著名的有乌托邦设想、空想社会主义、田园城市理论、

卫星城理论、新都市主义等。在实践上，英国、法国等国家，以及香港、天津、上海等地区和城市

均根据自己的特点和需要，先后发展和建设了各具特色的新城[2]。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确定了“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

未来北京将形成中心城－新城－镇的市域城镇结构体系。其中，新城是在原有卫星城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承担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功能、集聚新的产业，带动区域发展的规模化城市地区，具有相对

独立性[3]。北京规划有通州、顺义、亦庄、大兴、房山、昌平、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和门头沟

共 11 个新城，并分别于 2005 年和 2007 年编制完成了各新城的总体规划和街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

新城的健康、有序、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保障。 

2. 新城的优势 

新城的发展雏形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原有卫星城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如北京市的

各个新城），另一种是完全从无到有地发展起来。这意味着新城除了具有相对独立的特点以外，城

市开发与建设量相对较少是新城的另一个重要特点。这使得新城在发展初期，虽然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相对薄弱，但建设条件和环境却很宽松甚至很优越，因而在制定城市总体发展规划及市政、交通

等专项规划时具有很大的空间和弹性。换句话说，城市各类发展规划的制定所受到的约束和限制条

件较少，与已经发展成熟的城市相比，包括“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在内的新城各类规划意图更容易

实现。 

3. 新城道路系统规划的总体原则 

新城所具有的种种发展条件及优势，要求新城包括道路系统规划在内的各项规划以及规划的实

施，应注意汲取中心城或老城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避免“重蹈覆辙”。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对新城发展提出的要求和目标，各

新城道路系统规划应坚持高标准、人性化、以人为本的总体原则和思想，充分考虑不同交通出行群

体的需要和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有效衔接。具体原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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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与生态环境、用地规划相协调，与城市空间布局相适应，满足新城不同层次的交通

需求； 

落实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政策，为公交系统的建设提供条件； 

注重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复合交通走廊的建设，合理引导过境交通，减少过境交通及货运交通

对新城的干扰； 

与对外交通系统衔接顺畅，处理好新城与中心城及周围其他新城道路网的衔接，加强新城与中

心城、其他新城、新城内部不同组团或功能区之间的交通联系； 

公平分配道路交通资源，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创造良好条件。 

4. 新城道路系统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4.1 道路网规划 

以顺义、通州、亦庄三个重点新城为代表的北京市各新城在道路网规划时采用了加密路网，提

高现有规范标准的思路和做法。即：在规划新城道路网时，吸收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规划理念和经

验，打破了以往北京市中心城道路网规划所遵循的“大马路、宽马路”观念，适当提高道路网密度，

同时降低道路红线宽度。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结合道路建设覆盖整个新城的公交专用道网络系统，

为全面落实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政策创造条件，而且方便自行车和行人过街，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的

规划理念和目标。此外，道路网密度实行与用地功能相适应的分区差别化策略，即：在适当提高道

路网密度的总体原则下，对居住用地、商业用地规划了密度相对较高的道路网，对工业用地等规划

了密度相对较低的道路网。与此相对应，道路间距采用差别化策略，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的道路间

距相对较小（150-250 米），工业用地等的道路间距相对较大（300-400 米），为提高公交线网及站

点密度、建设社区公交提供了条件。表 1 是顺义、通州、亦庄三个重点新城与北京市中心城道路网

规划指标对比情况，可以看出，新城道路网规划真正体现了高标准、以人为本的原则和理念。 

表 1 顺义新城、通州新城、亦庄新城与北京市中心城道路网规划指标（2020 年）对比 

 
《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04-2020年）》 

《顺义新城规划

（2005-2020年）》 

《通州新城规划

（2005-2020年）》 

《亦庄新城规划

（2005-2020年）》 

道路网密度

（km/km
2
） 

4.4 6.03 6.09 6.66 

道路用地率 

（%） 
16.4 20.16 22.3 20.6 

道路平均间距 

（m） 
450 332 328 300 

4.2 道路红线规划 

新城道路红线规划改变了以往的常规做法，体现了节约、集约使用城市建设用地的原则，采用

的总体思路是根据道路所承担的功能及两侧用地规划情况，适当缩窄道路红线宽度，并实行与道路

功能和区位特征等相匹配的差别化策略，即：具有不同道路功能和区位的道路，采用不同的道路红

线规划标准。以顺义新城为例，各级道路红线规划控制指标如下：城市快速路 60-80 米；连接新城

不同组团的区域性城市主干路 50-60 米，组团内部的城市主干路 40 米；连接新城不同组团的城市次

干路以及组团内部大的功能区之间的城市次干路 40 米，其他城市次干路 30-35 米；城市支路 15-25

米。 

与北京市中心城相比，除了城市快速路外，新城其他等级城市道路的红线宽度均有所缩窄，详

见表 2。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147 

 

表 2 顺义新城与北京市中心城道路红线宽度规划标准对比 

道路类型 顺义新城 
北京市中心城

（不含旧城） 

道路红线宽度 

（m） 

快速路 60-80 60-80 

主干路 40-60 40-80 

次干路 30-40 30-45 

支路 15-25 20-30 

4.3 道路横断面规划 

4.3.1  规划原则 

针对新城的特点，为了使道路充分发挥其交通功能，同时又有助于美化城市环境，新城道路横

断面规划采用了以人为本、与道路两侧用地开发相适应的总体策略和原则，力求做到安全、实用、

方便、美观。具体规划原则如下： 

适应道路功能，不同性质的用地的道路横断面形式及规划建设标准实行差别化策略。即对于不

同性质的用地（如工业区、居住区、大型商业中心区、休闲娱乐区等），其内部及周边道路的横断

面形式及各组成部分的宽度应有所差别。 

体现交通分流。尽量将双向机动车道之间、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进行物理隔离，实行不

同交通实体分流行驶。 

增加弹性能力。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土地开发的模式、性质和强度将有较大的变化，导

致道路上的交通量及交通流将会有很大的变化，使得原来的道路横断面不再适用，此时需要对断面

形式进行改造。而改造的难点是机非隔离带的拆除以及部分地上地下管线的迁移，这将造成大量资

金的浪费，而且这种大拆大迁的方式割断了城市的文脉以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形成的城市人文景

观。作为一种相对刚性的系统，道路横断面的布置应尽可能为远期的系统变化留有一定的余地，减

少横断面适度调整时的经济代价，更重要的是避免对城市文脉和人文景观的破坏。 

满足城市绿化和景观的需要。城市道路兼有交通和美化环境的功能，因此道路横断面型式的选

择要为城市绿化预留足够的空间，满足道路绿化的要求，比较宽的城市主干路的中央隔离带应设置

树木绿化。 

满足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城市道路既是交通走廊又是城市市政管网走廊，尤其是城市快

速路、主干路担负着敷设市政管线的重要功能。因此，道路横断面的规划设计要为其它市政管线留

有充分余地。 

横断面布置要为合理组织行人交通、机动车交通、非机动车交通以及公交乘降等创造条件，要

为轨道交通、公交专用道的设计留有空间，满足城市建设复合型客运交通走廊的需求。 

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在非机动车道和步行道设计中，要根据土地使用布局，为非机动车、

步行者提供充足的、连续的行走空间，要充分考虑无障碍通道设计的要求，给予老年人、残疾人、

儿童等弱势交通群体充分的照顾。 

滨水道路的横断面宜充分考虑亲水空间环境的营造，可采用不对称布置，增加临水一侧人行步

道的宽度，适当安排公交站台、自行车停车场等设施，为行人及自行车提供方便、宜人、安全的通

行空间。 

4.3.2  道路典型横断面型式及规划设计标准建议 

众所周知，道路横断面型式主要分为四种：一幅路（一块板）型式、两幅路（两块板）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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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幅路（三块板）型式、四幅路（四块板）型式。 

由于北京市各新城在道路系统规划中，并未对道路横断面的具体设计尺寸做出刚性规划，因而

目前在实践中，道路规划设计单位和审批部门对于不同技术等级、不同红线宽度的城市道路应采用

哪种横断面型式以及横断面的具体设计尺寸等存在不同的看法。 

笔者认为，道路横断面与道路所处的区位、道路两侧用地性质、道路功能等密切相关，不存在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横断面规划设计标准。对于北京各新城而言，道路红线普遍较中心城道路有

一定程度的缩窄，同时道路功能更加明确和细致化，出现了诸如连接新城不同组团的区域性城市主

干路、组团内部的城市主干路、连接新城不同组团的城市次干路以及组团内部大的功能区之间的城

市次干路、其他城市次干路等多种功能的道路。因此，必须根据道路的不同功能确定合适的道路横

断面。结合笔者的实践，不同技术等级、不同道路红线的道路典型横断面型式及规划标准建议如表

3 所示。 

表 3 新城道路横断面规划设计标准建议 

道路 

类型 

道路红 

线宽度 

（m） 

车道数 

（双

向·条） 

典型横断

面型式 
道路两侧用地性质 备注 

快速路 80-100 - - -  

主干路 

50-60 6 

两幅路 工业、绿化等用地为主 非机动车和行人较少 

三幅路 
商业、居住、教育、 

医疗等用地为主 

非机动车和行人较多 

40-45 4 

两幅路 工业、绿化等用地为主 非机动车和行人较少 

三幅路 
商业、居住、教育、 

医疗等用地为主 

非机动车和行人较多 

次干路 

30-35 4 一幅路 各类用地  

40 4 

两幅路 工业、绿化等用地为主 非机动车和行人较少 

三幅路 
商业、居住、教育、 

医疗等用地为主 

非机动车和行人较多 

支路 15-25 1 或 2 一幅路 各类用地 

因用地性质不同，非机

动车道及人行道宽度

有所不同 

5. 结语 

北京市的 11 个新城是北京市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调整和优化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实现

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新城道路系统的规划和建设直接关系到新城空间结构和交通体系的

构建。本文对北京市新城道路系统规划的思路与方法进行了总结，同时对新城道路横断面的规划设

计标准进行了探讨，旨在为新城道路系统规划的实施提供技术参考。同时，本文可也为国内其他城

市开展新城道路系统规划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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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圈背景下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 

——以佛山市为例 

张晓春  林涛 

【摘  要】本文以我国珠江三角洲交通规划建设为背景，以佛山市综合交通规划项目为案例，分析

总结了都市圈发展阶段的交通发展态势、综合交通规划方法和方案制定等有关工作经验，为都市圈

背景下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理论方法以及区域发展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都市圈，综合交通规划，佛山 

1. 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已初步形成都市圈发展形态。以广佛

为例，广佛都市圈内总人口约 1600 万，总面积约为 11247 平方公里，两市核心区的距离仅约 30 公

里，相邻的南海、芳村等地区已完全连绵发展。2008 年两地 GDP 合计约 12500 亿元，占广东省的

三分之一，成为国内最重要的经济圈之一。为适应都市圈发展态势，各地尝试开展了一些区域性交

通规划工作，但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仍然是开展交通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主要依据和抓手。因此，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如何适应都市圈发展格局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本文以广佛同城化中的佛山市为例，对都市圈背景下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问题做出初步探讨。 

 
 

 

 

2. 都市圈背景下的交通发展态势 

2.1 都市圈发展理论 

经济全球化发展是都市圈发展的核心动力。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在更大区域范围内整合资源和

劳动分工，都市圈取代单一城市成为全球化竞争的基本空间单元后，面向全球的区域辐射力的提高

成为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因素。 

 

 

 

 

 

 

图 1 广佛都市圈发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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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水平快速增长是都市圈发展的空间基础。随着经济发达地区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

空间逐步融合，区域内原有的独立城镇体系关系逐步向都市化合作关系转变，形成都市圈发展的空

间基础。 

交通一体化是都市圈日趋完善的重要支撑。城市间要彼此合作，形成各有特色的劳动地域分工，

构成整个地区的功能体系，需要发达的交通体系作为依托和支撑。 

2.2 都市圈背景下的交通发展态势 

在都市圈内区域竞争、快速城市化和交通一体化发展的驱动下，都市圈交通发展态势呈现区域

化、多级网络化、一体化。具体表现在： 

都市圈交通区域化发展趋势明显，机场、港口、高速铁路等重大区域交通设施及其与城市交通

快速联络系统的规划建设，成为都市圈提升区域辐射力的关键，都市圈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经济的全

球化竞争，一方面，全球的生产方式正在从传统的工业组织向温特尔主义演化，其生产特征表现为

全球性的合作，对全球性、区域性的交通运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产品的重型化和高附

加值化，对水运、铁路、航空等运输方式多样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适应全球竞争的要

图 4 欧洲都市圈内城镇交通自我平衡情况 

图 2 伦敦五座机场布局示意图 

图 3 欧洲都市圈城镇通勤交通呈向心化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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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都市圈必须以机场、港口、高速铁路为核心，建立起区域辐射力强的多式联运综合交通体系。

以伦敦都市圈为例：伦敦地区人口 750 万，面积 1605 平方公里，现状在距离伦敦中心城区 25～50

公里的范围内有 5 个机场，很好地满足了不同层次航空旅客的需求；现状每年的客流量为 1.4 亿人

次，货运量 178 万吨。成为全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都市圈交通呈多极网络化发展趋势，即核心区向心交通进一步加强的同时，外围组团间联系特

别是与次中心的联系也逐步增加。需要采用以轨道为主的大运量交通方式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向心交

通，同时建设外围快速道路和快速公交网络以提高网络可达性。 

一方面，都市圈作为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载体，其核心区域往往因为具有社会经济优势和交通

区位优势（国际机场、港口），成为国际竞争的前沿阵地，其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与相邻区域形

成一体化发展趋势，导致都市圈内的交通向心化趋势更加明显，核心区与周边城镇交通呈高速化、

公交化、通勤化的发展态势。右图为欧洲各大城市的全天通勤交通状况，核心区与周边城镇之间的

日通勤客流大部分超过 80 万人次，向心化趋势十分明显。因此，都市圈内的交通首先应解决核心地

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联系，这种交通联系需要快速化和大容量，一般采用城际快速轨道和城市轨道。

以巴黎都市圈为例，现已形成以巴黎为核心总长 587 公里的 8 条市郊铁路线和 5 条区域铁路线，以

及总长 210 公里的 14 条城市轨道线路，形成了都市圈内完善的轨道交通网络，轨道交通高峰小时分

担率达到 75%，年客运量平均约 12 亿人次。 

另一方面随着区域竞争合作关系的不断深入，都市圈内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其他组成城镇间

的联系也得到提升，城镇自我平衡度下降，并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形成次一级中心，这种联系强度低

于核心区域的向心化交通，呈现网络化的格局。右图为欧洲都市圈内各城镇自我平衡度示意图，自

我平衡度普遍较低，一般为 30%-50%。因此，都市圈内的交通需要保证各地区之间的网络连通性和

适当的交通容量，宜采用高等级的外围环型道路和中运量的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等方式来承担。如

法国巴黎通过外围环状快速路和以巴黎为核心的高速铁路 TGV 系统，将周边城镇联系起来，并延伸

与整个欧洲的高速铁路系统衔接。东京都市圈拟规划建设都市圈快速中心环路等三条环路系统，加

强都市圈内交通联系并使得各组团间的出行时间减少 10%。 

都市圈内存在的区域差异性和交通需求多样性，需要制定协调一致的交通管理政策，引导交通

体系向以公交为主体的多模式一体化交通体系转变。都市圈内核心区域向心交通进一步高强度化，

内部各城镇或组团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出行

距离也不断增长，各种速度和不同运量的交通

工具应运而生，同时，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

及居民的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也对交通方式的

多样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进一步增加了交

通体系的复杂性，对于交通一体化程度的要求

大大提高。为此，都市圈内的交通应根据地区

差异性和交通需求情况制定协调统一的发展政

策，强调公共交通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并通过

复合型的交通枢纽体系保证各种交通方式之

间的快速转换。右图为巴黎 14 条地铁、1 条轻

轨、2 条电车、1000 条巴士线等组成的公共交通体系，并以轨道交通为依托构筑各类交通枢纽，实

现各种交通模式的一体化。 

 

图 5 巴黎的交通模式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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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区域交通模型以加强区域性交通分析 

3.1 建立区域交通模型 

一般城市综合交通模型仅局限于研究城市本身交通系统各要素的预测和分析。在都市圈一体化

发展背景下，需要研究城市之间的交通需求情况。为此，有必要建立一套面向区域交通需求预测的

区域交通模型，将城市交通预测和建模的方法扩展到整个城市群区域。本文基于广佛都市圈和珠三

角，提出区域交通模型的主要研究思路和关键要点如下： 

第一步，在分析“广佛都市圈”影响区域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未来社

会经济发展趋势。分析单元即交通分区参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模型进行细分，本次广佛一体化模型

将广州分为 26 个中区，与佛山中区的规模相当。 

第二步，根据现状跨区域旅客和货物运输的分布情况，结合“广佛都市圈”区域经济发展及运

输格局发生的变化，对未来客货运输的分布量进行预测。 

第三步，进行交通方式划分预测。对旅客运输，利用 Logit 模型进行小汽车、巴士、铁路旅客运

输方式的划分；对货物运输，在货物分类的基础上进行方式的划分。 

第四步，交通量分配，重点是需要建立都市圈范围内的路网模型，至少建立到干道以上级别的

道路，然后利用多路径平衡分配方法对未来“广佛都市圈”相关交通设施规划方案进行预测评估。 

同时，为支持区域交通模型的建立，交通调查分析应改变过去主要面向规划区域特别是中心城

区的做法，在开展覆盖全市域范围的居民出行调查基础上，应重点增加与都市圈对外交通相关的出

行内容,包括市域出入口车辆 OD 调查、对外交通核查线流量调查、长途客运枢纽交通调查、宾馆酒

店流动人口调查等内容。 

                  
  

   图 6 珠三角区域模型路网流量示意图           图 7  广佛一体化分区示意图 

3.2 区域交通需求预测 

本文重点介绍面向都市圈的区域交通需求预测，由于都市圈交通需求以圈内各城市之间为主，

而都市圈外客流所占比例较小，且涉及省份范围较大，难以获得准确的预测影响参数。因此在预测

过程中，都市圈内各城市客流量预测采用考虑多种因素的回归系数法以提高其准确程度，而都市圈

外区域客流量则按照平均增长率法进行预测。另外，货运需求量一般按经济相关的弹性系数法进行

预测，城市内部客运交通需求预测仍然主要采用传统的四阶段工作方法。 

关于都市圈内部交通需求的回归系数，根据调查表明，都市圈内周边城市客运交通需求与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相关。根据都市圈内相关城市社会生产总值、人口总规模，以及年平均日

旅客发送量，建立都市圈内区域客运需求回归预测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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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研究地区区域客运交通量 

     X1—研究地区与都市圈内周边城市社会生产总值 

     X2—研究地区与都市圈内周边城市人口总规模 

回归分析显示，以佛山为例，在珠三角区域范围内，佛山市区域客运交通量与周边相关城市社

会生产总值、人口总规模二者之间有较好的相关性（R2＝0.955）。 

  

图 8 区域客运交通量与社会生产总值及人口总规模相关分析 

3.3 现状分析和预测主要结论 

佛山市的相关调查显示，区域交通方面，一是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趋势明显，2007 年佛山对外客

运交通出行中广州比例约占 63%，广佛间出行总量约 70万人次/日，其中业务和通勤比例达到约 70%，

二是现状区域交通运输方式主要依靠公路承担，客运分担率达 98.79%,货运分担率达 75.5%；铁路设

施客运分担率仅0.75%，货运分担率仅2%。由于交通运输方式结构的不合理造成道路交通压力较大。

三是城市内部交通公交全方式分担率仅为 3%，摩托车全方式分担率超过 30%，与广州的公交发展程

度有较大的差异性。 

根据预测，未来佛山市区域性的交通运输规模将迅速增长，2020 年全市区域性客、货运周转量

分别增长约 2.7 倍和 2.5 倍，其中与广州相关的需求增长最快，约占到总量的 75%，2020 年城市内

部客货运需求量比现状增长约 4.9 倍和 3.2 倍，城镇内部出行平衡率从 90%下降到约 70%，出行距离

增长，现有以公路为主的对外交通设施和以摩托车为主的城市交通方式无法满足未来交通需求的迅

猛增长。 

4. 都市圈背景下的城市交通发展策略及方案 

为应对都市圈发展背景下的机遇和挑战，满足都市圈内迅猛增长的交通需求，实现区域竞争力

和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都市圈发展背景下的城市交通应制定以下几方面的发

展思路和策略： 

以共享和共建为原则，强化对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整体提升都市圈区域辐射力。 

目标策略。都市圈是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单元，各个城市在制定自身综合交通规划时应着重考虑

都市圈整体辐射力的提高。通常情况下，都市圈内的核心城市往往具有比较完善的区域交通设施，

如国际性港口、机场、铁路枢纽等，其他地区提升区域辐射力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建立和这些设施的

快速联系，并根据自身情况共建完善其功能。 

以广佛都市圈背景下的佛山为例，目前广州已经基本形成辐射亚太和全国的海铁空枢纽，同时

也是珠三角道路体系和城市轨道体系的布局核心，佛山市提升区域辐射力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依托广

州资源，共享共建都市圈内的交通基础设施，构造面向亚太以及全国的 “区域化”综合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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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交通辐射力的提升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随着佛山市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产业分工发展的趋势，佛山需要构筑面向亚太

乃至全世界的综合运输系统，加强与面向亚太的国际化海空港区域设施的联系。 

二是进一步增强面向全国特别是泛珠三角区域（核心城市均在 500-1000 公里的范围）的中长途

辐射能力，与内地其他省区实现"共赢"发展。泛珠三角范围内，广佛都市圈距成都、南宁、贵阳、

昆明、长沙、南昌、福州、海口距离大都在 500-1000 公里范围内，在这个距离范围内，国家铁路特

别是高速铁路具有明显的优势。 

三是珠三角大都市连绵区已初步形成，佛山与周边城市的距离约为：惠州 200 公里、深圳 140

公里，佛山市应通过道路网和城际轨道的建设，促进与珠三角其他城市的融合。 

根据以上不同层面的需求和距离分析，按照区域高速道路 80-120km/小时、高铁 160-250km/小

时、城际线 120-160km/小时的运行速度，提出“区域化”指标如下：机场港口等区域性设施一小时

可达，泛珠三角高速铁路五小时交通圈，珠三角二小时交通圈。 

  

图 9 以广佛为中心的泛珠三角区域距离示意   图 10 以佛山为中心的珠三角区域距离示意 

规划方案。为实现以上发展目标，共享和共建以轨道交通为主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整体提升

都市圈辐射力，佛山市综合交通规划制定了以下主要方案： 

1、加强与周边国际港口的联系。推动广珠铁路、南二环高速公路等设施建设。加强三山、容奇

等八大重要港区建设，发展海河联运。 

2、共享和共建广佛都市圈机场设施，提升面向亚太地区的辐射力。规划建设广佛环线城际轨道

和广珠西高速、一环北延线等高快速路，连接广州白云机场。发展佛山支线机场，与广州白云机场

共同打造服务各层次客流需求的南中国航空枢纽，完善机场集疏运体系。 

3、大力推进国家铁路设施建设，与广州共建国家级铁路枢纽。规划建设广佛环线和魁齐路快速

路，连接广州新客站。推进佛山境内国家铁路的规划建设和佛山西站建设。 

4、推进区域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建设佛肇城际、广珠城际（在建）、

广佛环线、广佛珠城际以及肇庆－南沙城际线等五条线路。 

5、加强区域性高快速路建设。规划建设 “一轴、两环、七射”的区域性高快速路网，构筑广

佛一体化的对外辐射网络。 

6、加强公路客货运枢纽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五主十辅”公路客运站和 “五主十三辅”公路

货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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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1 佛山市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图        图 12 佛山市对外客运枢纽规划图 

以公交化、网络化和快速化为原则，合理布局轨道网、道路网和快速公交体系，提升都市圈各

片区可达性，支持都市圈空间发展布局。 

目标策略。提升都市圈内部可达性也包括两个层次，一是都市圈通过大运量、快速的轨道交通

来满足核心城区的向心交通需求，二是通过路网的完善和中运量快速公交体系的建立提升都市圈各

城镇之间的网络可达性。以广佛都市圈背景下的佛山为例，其内部可达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广佛都市圈已经出现全面融合的趋势，两个城市的中心城区相距仅 34 公里，出行需求巨大，

联系日益密切，需要通过道路建设和快速轨道进一步加强联系。 

二是都市圈范围内客货运出行距离大幅增加，各组团相互之间的距离约 20 公里、40 公里及 60

公里不等。为保持市域范围内客货运交通的畅达运行，交通系统的快速化成为提高运行效率的重要

目标。同时以个体化交通为主的交通方式结构无法满足交通供需平衡的要求，必须大力发展公交体

系，提高公交分担率。 

根据各组团中心的距离，按照交通系统内快速路网 60km/小时，主干道 30-40km/小时，次干道

20-30km/小时、支路 15-25km/小时，城市快速轨道 60km/小时，地铁 35km/小时，主要枢纽换乘时间

5-10 分钟的运行目标，提出未来都市圈范围内的出行时间指标、车速指标如下：市域出行时间不超

过 45 分钟，中心组团与其他组团的出行时间不超过 35 分钟，中心城区内部出行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广佛都市圈中心城区之间出行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 

现状交通供应方式无法满足未来的需求增长和运行速度要求，以广佛中心区联系为例，在建广

佛地铁为普通地铁制式，全程运行时间约一小时，难以满足广佛中心城区之间快速联系的需要，因

此有必要引入快速城际轨道交通，将平均运行速度提高到 60 公里/小时左右，实现半小时交通圈，

见下图。其他组团之间同样存在不同级别的快速交通需求，也应根据不同客流情况灵活采用不同的

交通制式。如中心城区和高明方向、九江龙江方向可采用公交专用车道或 HOV 车道模式，中心城区

和顺德方向可采用轻轨或有轨电车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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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 不同制式轨道运行时间示意图        图 14 广佛都市圈各组团的交通距离示意图 

规划方案。为实现以上发展目标，佛山市提出整合建设城市道路和轨道等交通设施，实现都市

圈内快速联系和顺畅衔接，主要方案包括： 

规划建设 “五横、三纵”的市域性高快速路网，形成市域范围内组团间高效畅达的交通体系。

规划建设“一环、十横、九纵”的干线性主干道，联系各组团及外围城镇，促进城市一体化发展。

完善各组团及外围城镇低等级城市道路系统，支持各组团及外围城镇的城市化进程。 

远景年（2050 年）规划总长 233.8 公里的七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规划年限（2020 年）加快地

铁 1 号线建设，推进 2、3 号线建设。 

积极推进中运量快速公交系统规划建设。根据客流走廊分布、轨道交通网络规划覆盖情况以及

道路条件，在东平新城、千灯湖等片区规划布设 12 条快速公交线路。 

结合城市轨道站点、镇、街中心及商业中心区，规划建设 53 个城市对外和内部综合客运枢纽，

实现区域交通设施、城市轨道、常规公交与常规公交之间的客流转换。 

加强都市圈内交通衔接，规划与周边城市道路衔接点（次干道等级及以上道路）共 69 处，其中

广州市 37 处、中山市 8 处、江门市 8 处、肇庆市 10 处、清远市 4 处、云浮市 2 处，轨道 1、2、7

号线与广州轨道完全对接，4、5、6 号线预留与广州轨道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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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5 佛山市轨道交通施规划方案图          图 16 佛山市干线道路网络规划图 

协同都市圈内的公交优先发展政策，大力扶持公共交通发展，加强交通管理和需求管理。 

目标策略。随着都市圈一体化的发展，都市圈内的区域客货运交通需求和城市交通客货运交通

需求迅猛增长，原有的交通供应方式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建立多模式一体化的现代化交通体系，大

力提高区域客货运中铁路和水运的比例，以及城市交通中轨道和公共交通的分担比例，并通过加强

交通管理和需求管理，引导交通模式的转变和交通设施使用效率的提高。以广佛为例，目前广州市

已建立起以轨道交通和公共交通为主体的交通体系，佛山应协同广州市相关的交通发展政策，大力

发展公共交通，根据广佛都市圈背景下的交通供需平衡分析，在实现可能的道路建设情况下，佛山

市需要分别实现以下分担率才能维持整个交通体系的供需平衡： 

一是区域交通分担率，根据佛山市内区域交通未来需求总量和道路交通设施供应情况，在区域

客运方面，铁路（包括城际、大铁路）承担客运比例需提高到 20％左右,公路承担比例下降为 80％

左右；在区域货运方面，铁路货运量需提高到 6～7％的比例，水运货运量达到 25％的比例，公路承

担比例下降为 65％左右。 

二是城市交通分担率，根据佛山市城市交通供需平衡分析，公交分担率达到 45％以上，才能维

持城市交通运行处于可接受状态。 

规划方案。为实现以上发展目标，协同广州打造都市圈内现代化的公共交通体系，加强交通管

理和需求管理，提出主要规划方案如下： 

大力扶持公共交通发展，打造现代化公交体系。完善都市圈内公交快线，全面实现广佛客运交

通公交化。积极引入中小巴公交方式，适应佛山市相对分散的城市形态及居民短距离的出行特征要

求。大力推进禅－桂中心区公交体系整合，完善公交管理体制。加快公交站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加

大公交发展财政扶持力度。 

构建行人、自行车网络，满足短距离出行要求。建立行人、自行车与轨道及公交站点的接驳设

施。引导“公交+行人”和“公交+自行车”的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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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交通需求管理。提高小汽车入户环保标准，研究停车收费调整和区域拥挤收费政策。对摩

托车的使用实行区域控制管理，引导摩托车出行向公共交通方式转移。 

实施差异化停车设施供应，建设与道路和公交设施相适应的停车系统。 

加强道路交通管理，提高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交通安全。完善交通管理设施和交通监控设施，

定期进行交通组织优化和交通监控优化。建立交通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强化多式联运，健全综合货运体系；加强货运通道建设，优化货运交通组织；加强货运市场管

理，引导货运企业重组，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 

加强交通环保，改善交通环境。提高车辆排放标准，降低机动车尾气污染；采用车辆和道路的

降噪技术，优化货运交通组织，降低机动车噪声污染。 

 
 

       图 17 佛山市停车指标分区图                图 18 常规公交线网结构图 

5. 结语 

2008 年 12 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 年）》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广

佛都市圈携领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以广佛同城化为示范，加快推进珠

三角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佛山市综合交通规划的出台可谓恰逢其时。为此，佛山市已经人大审

查将规划上升到法定层面，以大力推进规划实施工作，全面推进广佛都市圈和珠三角一体化发展，

实现城市发展目标。本文在该项规划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都市圈背景下的城市交通规划工作思路，

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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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协同实施的深圳交通规划 

林群  宋家骅  徐惠农 

【摘  要】面对城市的快速发展，为破解交通规划建设条块分割与多元主体所带来的协调难题，加

强全过程规划管理，深圳以整体交通规划、交通详细规划、近期交通综合改善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

评估等四项规划为关键控制环节，探索改进交通规划设计体系、规划编制和管理机制，促进协同实

施。 

【关键词】协同实施、深圳、交通规划、全过程管理 

1. 引言 

在区域融合、城市化和机动化快速发展背景下，深圳正处在交通系统大规模集中建设阶段。由

于现有体制中存在的条块分割、多元建设主体问题，交通工作中的综合协调难度很大，协同实施困

难，亟需探索改进交通规划编制与管理的工作机制，促进协同实施。 

2. 交通规划设计体系 

深圳以整体交通规划、交通详细规划、近期交通综合改善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评估等四项规划

为关键控制环节，组织规划编制，加强对交通规划建设各个阶段的全过程管理（如图 1 所示）。 

  

图 1 面向协同实施的交通规划设计技术体系框架 

3. 整体交通规划 

 

整体交通规划属于宏观战略性层面规划，是深圳城市交通发展的总体纲领。深圳按照“工作纲

要统一思路——专项规划分项研究——整体规划协同安排”的技术路线，每隔 5 年滚动编制整体交

规划实施的全过程管理

规划阶段 计划阶段 设计建设阶段 运行管理阶段

整体交通规划 交通详细规划
近期交通综合

改善规划

年度实施计划

评估

工作阶段

关键控制环节

 

交通发展工作纲要

轨道交通 干线路网 公共交通

慢行交通 停车 交通管理

整体交通规划

交通白皮书

专项规划

图 2 整体交通规划编制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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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规划（如图 2 所示）。首先，制定全市交通发展工作纲要，统一工作思路，提出包括规划编制在

内的各项工作任务，对近期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接着，按照工作纲要提出的统一思路，结合发展阶

段需要，组织编制专项规划，协调各相关部门工作。然后，在系统整合各专项规划的基础上，组织

编制整体交通规划，制定重大交通政策，优化调整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布局，并提出综合项目库和分

期实施计划。 

4. 交通详细规划 

交通详细规划是进行规划实施过程管理的一项重要控制工具。深圳适时编制轨道、干线道路、

大型枢纽等重大设施交通详细规划和重点片区交通详细规划，除了可满足规划阶段的用地管理要求

之外，还可以实现另外两个方面的协同实施目标：一是针对计划阶段，协调重大设施与相关交通设

施及土地利用开发的建设计划安排，实现综合交通系统的统筹建设；二是针对设计阶段，通过统筹

规划各类设施用地布局，系统深化规划设计方案，整体落实规划意图，指导工程设计和建设，同时

为用地规划许可、工程设计审查、工程规划许可等规划管理审批工作提供依据。  

5. 近期交通综合改善规划 

交通综合治理是各部门协同解决复杂交通问题的一项重要制度。深圳每 3 年滚动开展近期交通

综合改善规划，按照建设与管理并重的原则，全面整合各类设施建设和交通管理改善措施，改善交

通热点地区拥堵状况。在建设方面，统筹制定道路、微循环、停车设施、公交场站和慢行交通设施

的近期建设或改造方案；在管理方面，统筹公交优先、交通系统管理、需求管理、交通组织等各类

管理改善措施，有效缓解近期交通拥堵。                                             

6. 年度实施计划评估 

年度实施计划评估是促成协同实施的关键工作机制，是实现对计划阶段规划管理的重要抓手。

以建立综合项目库和开展交通综合评估为技术支撑，深圳每年开展年度实施计划评估。通过系统梳

理和汇总各类规划和计划，评估遴选出年度优先实施项目。之后，根据项目的重要度和建设条件，

确定项目优先级别，并综合考虑相关项目间的协同实施要求，调整项目排序，形成协同实施计划。

深圳每年利用数字交通规划平台，对交通运行和计划实施情况进行综合评估。基于综合项目库，结

合交通评估结果，提出下年度项目前期工作安排、项目建设安排等工作建议，从而实现对计划阶段

的规划管理。目前，深圳市基于年度实施计划评估结果，编制和发布年度交通白皮书，已逐步形成

了打破条块分隔、自上而下统筹各部门工作的协同实施机制。     

7. 主要交通规划成果 

深圳近年来通过建立数字交通规划平台，改进技术手段和分析方法，为规划编制与管理决策提

供多层次技术支持服务，结合各阶段规划管理要求，开展了大量协同规划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方面：协同交通与城市战略；协同公交市场模式与公交系统规划；促进重大交通设施与城市综合交

通系统协调发展；整合设施建设与管理改善措施，开展交通综合治理；建立年度实施计划评估机制，

梳理和整合上述协同规划工作，促进协同实施。 

以数字交通规划为平台，建立协同规划及决策管理的工作机制 

深圳市自 2004 年开始建设“深圳市城市交通仿真系统”，构建数字交通规划平台。该系统建设

是以多源实时数据采集为基础，以交通仿真技术与模型为核心，以智能公用信息平台为信息交换与

共享枢纽，为交通规划建设与运行管理全过程提供支持。深圳于 2006 年完成该系统一期工程的建设，

包括动态交通数据采集和管理系统、基于交通仿真平台的市域宏观交通模型、部分重点片区和道路

的中观与微观仿真模型、以及实现公用信息平台的初步功能等内容。基于交通仿真系统，数字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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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平台提供了多层次规划支持： 

构建交通综合数据采集和管理系统，为各层次交通规划提供综合交通信息服务。深圳交通仿真

系统一期工程通过浮动车和雷达定点检测设备对动态交通数据进行 24 小时全天候采集和监测，并汇

合公交 GPS 系统和“深圳通”数据，以及机场、口岸等重要设施的交通监测和统计数据，整合建立

综合数据采集和管理系统，为各类规划编制提供准确、及时、丰富完整的交通综合信息服务。 

优化宏观交通模型，改进整体交通规划及系统专项规划的交通预测工作。利用交通仿真系统提

供的海量交通数据，优化宏观交通模型的拟合方法和精度，拓展交通模型分析功能，强化定量分析

和评估在规划方案制定和测试中的支持作用。 

建立和优化中观和微观交通模型，为交通改善规划、交通影响分析及交通详细规划提供支持。

深圳通过对宏观交通模型进行切割，加密路网和细分交通小区，并反馈和保存在宏观模型中，建立

了与宏观模型一致的中观交通模型。在交通改善规划中，利用中观交通模型模拟微循环道路改善、

路口渠化、交叉口信号配时、交通组织、路口封闭、停车等详细方案，测试其对交通流的影响。同

时，针对片区内的建设项目进行交通影响分析，测试土地利用变化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均取得了较

好的效果。在轨道枢纽交通详细规划中，依靠交通仿真系统提供的丰富和详细的数据支持以及良好

的测试平台，建立微观交通模型对多个方案进行模拟和测试，为方案评估和优化提供依据。 

提供交通综治工作支持，形成流程化、制度化的交通拥堵管理工作机制。利用交通数据采集和

管理系统，对交通系统运行状况进行实时监测和评估，以提高交通拥堵快速识别能力以及对拥堵强

度、范围和时间的监测能力。基于监测和评估结果，制定交通改善方案，形成“监测—评估—改善”

流程化的交通拥堵管理工作机制。 

开发数据挖掘和综合交通评估工具，改进规划编制方法，拓展规划管理决策支持服务功能，推

动交通仿真系统二期工程建设。目前，深圳正在积极推进交通仿真系统二期工程建设，在一期工程

基础上，二期工程将以革新规划编制技术手段、优化规划编制业务流程、支持政府部门规划管理决

策为目标，重点扩展数据采集种类和范围，完善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建立交通综合信息查询和评估

系统以及模型支持工具，改进和优化交通规划设计方案的定量评估方法，拓展数字交通规划平台功

能。  

 

图 3 规划决策支持示意图 

统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布局，促成交通与城市在战略层面的协同 

协同区域与城市发展，制定交通发展战略和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布局规划。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背

景下，策应深圳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区域协作战略，深圳制定了深港合作共建国际枢纽城市的交通

战略，通过加强深港在机场、港口、公铁枢纽等重大对外交通设施方面的合作发展，提高深圳对国

城市规划

交通规划

土地利用

建筑物

公共交通

城市道路

轨道交通

其他信息

非机动车

城市

规划后评估及

实施计划 

交通规划设计的定

量评估优化 

规划编制数据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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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国内两个扇面的辐射能力。 

深圳与香港目前正在合作开展深港机场轨道联络线研究，目标是将两地机场的时间距离缩短到

20 分钟以内，加强两地机场的合作与分工，将深港机场建设成为共同服务于深港都市区的国际航空

枢纽。同时，深港机场轨道联络线与深圳前海枢纽衔接，通过在前海枢纽设置口岸及机场值机、行

李托运设施，可极大延伸机场服务。前海枢纽选址在深圳未来城市主中心之一的前海中心区，是汇

集深港机场轨道联络线、穗莞深城际线、深圳地铁 1、5、15 号线、常规公交以及口岸功能为一体的

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是促进前海地区发展建设的战略性交通设施。深港机场联络线和前海枢纽的

规划建设，大幅度缩短了深圳机场地区、前海地区、香港机场及香港中心区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

促进深圳新中心区建设和西部轴线发展，乃至珠三角湾区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加强深

港合作、区域协调，贯彻《珠三角发展改革工作纲要》提出的一体化发展要求的战略性规划。 

    

图 4 港深机场轨道联络线示意图 

统筹区域和城市的轨道网及道路网规划，形成“一张网”，协调交通与城市发展，加强区域交

通联系。深圳 2003 年 10 月正式启动全面城市化工作，成为国内第一个无郊县的特大城市。为适应

城市化快速发展需要，深圳综合考虑城市内部和区域交通需求，全面整合城市道路网和公路网，构

筑了一体化道路网体系。同时，协调布局各层次轨道网络，形成包括国家铁路、城际轨道与城市轨

道在内的一体化轨道网络。并在此基础上，统筹融合城市道路网与轨道网，形成城市交通网络的“一

张图”，协调交通与城市发展，加强区域交通联系。 

  

             图 5 深圳高快速路网络布局             图 6 深圳多层次轨道网络布局 

广深港客运专线福田站选址深圳市中心区，是加强各层次轨道网络衔接，统筹布局战略性重大

交通基建，促进交通与城市协同发展的典型案例。广深港客运专线福田站衔接广深港客运专线、穗

莞深、深惠城际线、多条城市轨道以及常规公交等各层次交通网络，形成深圳中心区重要换乘中心

和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对于促进综合交通体系协调发展，加强深港两地中心区间快速交通联系，

促进深圳中心区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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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福田综合交通枢纽总平面图           图 8 福田综合交通枢纽立体布局 

以“整合”为核心，编制整体交通规划，系统地提出城市交通的战略目标、发展策略、重大政

策及近期主要措施。深圳市整体交通规划，围绕一体化交通发展战略，不仅协调了交通系统与区域

合作、城市发展、土地利用及环境保护的关系，而且系统整合了交通系统内部各种交通方式的设施

规划、建设、管理，分别在促进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的进一步融合、强化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加快

轨道交通建设、完善道路体系、构筑一体化的交通枢纽设施等 14 个方面提出了系统的发展策略。同

时，提出深圳近期交通发展的核心任务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优化客运方式结构，制定了“轨道带

动发展、公交区域专营、行人公交优先、费用用者自付”四项重大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15

大类、215 项具体措施。 

改革公交市场模式，协同推进公交优先战略 

依据城市交通发展阶段，确定公交市场模式。公共交通的市场模式与城市交通发展阶段及其要

求是否适应，是公交服务水平、运行效率和效益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此，深圳公交总体规划

将公交市场模式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和工作重点。规划认为，深圳正处在公交发展历程中的第二个

阶段，即“投资兴建轨道交通，改革常规公交，限制辅助客运系统”阶段（如图 9 所示）。在该阶

段，重点是要加强公交体系的整合，确定合理的公交市场发展模式。公交市场模式主要包括四种，

分别为巴黎采用的垄断专营模式、新加坡采用的区域专营模式、香港采用的方式专营模式和曼彻斯

特采用的线路专营四种模式。结合城市交通发展阶段，深圳参考新加坡或香港模式，提出在近阶段

实行公交区域专营模式，未来根据发展情况，进一步对常规公交和轨道进行方式整合。 

基于区域专营模式，协同推进公交发展。按照区域专营模式的运营要求，深圳公交总体规划制

定了公交不同方式、公交网络、基建、营运、财政票价等各方面的发展政策和相应的方案措施，整

体协调公交系统发展。 

 

图 9 城市公共交通一般发展历程 

开展轨道交通详细规划，协同交通与城市发展及各类交通设施安排 

细化规划要点，量化设计指标，落实 TOD 发展理念。深圳根据密度分区、交通区位等因素将轨

道车站划分为城市型、社区型和特殊型等三种 TOD 发展类型，研究每类 TOD 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

规划设计要点，具体提出容积率、各类用地比例、人口密度等关键性量化指标，形成 TOD 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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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南（如表 1 所示）。TOD 规划设计指南为相关的交通与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规划设计审查、

规划许可审批等规划管理提供了定量化的参考依据，促进 TOD 理念的协同落实。 

表 1 深圳 TOD 规划要点 

类别 设计元素 量化指标 

用地规划

要点（LU） 

用地范围 不同 TOD 类型站点的直接腹地及核心腹地半径 

土地使用混合度 各类用地的建议使用比例 

土地开发强度 毛容积率，不同腹地范围的最大容积率 

土地分布特点 直接腹地和核心腹地的建议用地性质 

人口密度 居住和就业密度 

住宅类型多样化 距轨道不同距离的住宅类型建议 

交通规划

要点(TI) 

车站交通接驳设施布

局 

公交场站用地、小汽车接驳场站用地、自行车接

驳场站用地、步行通道密度、公交接驳线停靠站

的建议间距 

道路系统规划 道路密度 

交通方式多元化 公共通道宽度 

 

开展轨道交通详细规划，实现轨道交通与城市以及各类交通方式的协调发展。轨道等重大交通

设施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交通与土地利用及其他交通系统，协同落实用地，

协调安排建设计划，并在工程设计中整体落实规划意图。然而，网络规划层面的轨道线站位无法直

接落实在用地上，工程设计又难以从系统规划的角度进行统筹布局，容易造成工程设计与规划脱节。

深圳在轨道网络规划之后，工程设计之前，适时开展轨道交通详细规划，系统协调轨道沿线用地规

划及综合交通系统，对轨道站点各类交通设施及相关物业开发进行整体功能设计，形成综合交通规

划调整管理导则和车站设计管理导则（如表 2、3所示），为规划管理提供依据，并指导具体工程设

计。深圳近年开展了近十条轨道线路，十余个重大枢纽的交通详细规划工作，有效推动了重大交通

设施建设。 

表 2  车站用地规划调整管理导则示例 

 

 

 

 

 

 

表 3 车站交通规划调整管理导则示例 

 

 

 

 

 

 

 

类别 调整内容 

用地面积 344.1 公顷 

调整区域 结合轨道建设，调整各片区用地特征 

开发强度 商业 5.0，居住 2.0~3.5，平均 2.0 

规划用地 旧改 130 公顷 新开发 25.3 公顷 

人口规模 现状 12 万人 调整后 17 万人 

类别 调整内容 

新建和改造 改造道路 7 条、新建道路 7 条 

调整规划 调整和增加道路、优化横断面布设 

公交场站 新增接驳站 3 个，改造停靠站 10 对 

天桥/地道 拆除 7 座，新增 5 座 

专用步行道 新增 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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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枢纽地区协同实施计划，统筹枢纽及枢纽地区的整体发展。深圳根据轨道枢纽以及机场、

港口、口岸等大型枢纽的规划建设情况，在全市划分了 12 个枢纽地区。汇总枢纽及枢纽地区的各类

交通设施、以及相关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形成枢纽地区综合项目库。综合分析项目之间在功能、空

间布局及设施衔接上的相互关系，提出相关项目在规划设计、立项、建设时序、项目跟踪调校和评

估等多方面的协同实施要求，形成枢纽地区协同实施计划。 

深圳新客站作为京广深客运专线和杭福深客运专线交汇站，汇集铁路、轨道、公路客运、常规

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等多种交通方式以及口岸功能于一体，形成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深圳在

制定新客站交通详细规划的基础上，梳理和汇总车站周边约 2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主要交通项目以及

相关重大交通基建项目共计 21 项，提出了各项目的立项和跟踪调校要求，明确建设时序和进度要求，

统筹安排枢纽地区的规划建设。  

  

      图 10 深圳新客站交通详细规划示意图    图 11 深圳新客站综合项目库及协同实施计划 

以交通综合治理为抓手，整合各类交通建设和管理改善措施 

整合各类交通建设和管理改善措施，统筹安排各部门工作，切实抓好交通拥堵管理和改善。深

圳市自 1995 年以来，滚动开展了四轮特区交通综合改善以及广泛的片区交通综治工作，通过统筹制

定道路、场站、慢行交通等交通设施的近期建设或改造方案，整合各类交通需求管理、交通系统管

理、交通组织等各类管理改善措施，形成综合改善方案，统一安排各职能部门工作，促进协同实施，

有效改善了深圳交通状况。 

深圳特区外目前正处在轨道、干线道路等大型交通设施集中建设阶段，交通发展建设整体滞后，

各组团核心地区交通拥堵日趋严重。因此，深圳近期开展了特区外各组团交通规划，针对组团核心

片区制定近期交通综合治理方案，协调安排各等级道路和公交基础设施，统筹实施各类交通管理措

施，整体改善特区外交通环境。 

  

图 12 深圳组团交通规划及核心片区近期交通综合改善规划 

开展年度实施计划评估，建立以年度交通白皮书为核心的协同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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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字交通规划平台，整体评估，系统提出下年度各类战略性重大基建项目规划研究与建设

安排，实现全局统筹。深圳每年组织的交通整体评估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交通需求、设施供

给、客运结构、系统运行状况的综合评估，分析交通系统现状存在问题，找出交通需改善的方向；

二是对已实施或者拟实施的重大交通设施项目进行影响评估，综合评价重大项目的实施效果以及它

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提出重大项目实施时序的优化调整建议和实施的相关保障措施。基于以上评估

结果，综合确定下年度需要开展立项、启动前期工作或者开工建设的战略性基建项目，并提出需要

开展的重要规划研究项目，提前做好相关项目储备工作。 

编制年度交通白皮书，打破条块分割，统一安排各部门工作。深圳已经连续四年编制交通综合

治理工作白皮书，以年度实施计划评估为基础，系统总结年度交通发展建设工作，分析近期交通发

展建设要求，提出年度交通发展建设工作重点，确定各项工作任务、投资计划、进度要求、改善目

标和责任单位，统筹安排各职能部门工作，促进协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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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多中心城市的新城交通规划 

——以深圳光明新城为例 

张晓春  杨宇星  田锋 

【摘  要】新城建设以多中心为理想，但大多数仍然处于单中心（或强中心）的现实，新城综合交

通系统如何在适应强中心的同时，引导多中心结构的形成，本文通过分析新城交通特征的影响因素

及演变规律，提出了围绕有轨电车、BRT 等具备较大弹性的公共交通工具进行 TOD 开发的交通发

展策略，并以深圳光明新城交通系统构建为例，为大都市外围新城建设提供范例。 

【关键词】新城，多中心，交通规划，光明新区   

1. 引言 

面对单中心带来的交通拥堵、环境容量紧张等困境，我国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城市，在总

规中都提出了多中心的城市发展策略，希望通过新城建设，在市域范围内构建多中心城市结构，来

缓解单中心所导致的大城市病。然而，从实证研究来看，东京、香港、新加坡、首尔等亚洲先发城

市，虽然很早就提出了多中心的发展策略，但到目前为止，其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城市主中心，外

围新城主要承担居住功能，仍然处于单中心（或强中心）的城市格局。 

新城综合交通系统如何在适应强中心的同时，引导多中心结构的形成，本文通过分析新城交通

特征的影响因素及演变规律，提出了围绕现代有轨电车、BRT 等具备较大弹性的公共交通工具进行

TOD开发的交通发展策略，并以深圳光明新城交通系统构建为例，为大都市外围新城建设提供范例。 

2. 新城交通系统构建的理论体系 

2.1 新城建设的理想目标 

提高独立性，实现居住和就业的自平衡，主要的衡量指标是内部通勤劳比例 

新城建设的理想目标是提高独立性，实现新城内部居住和就业的自平衡，以降低通勤时间与通

勤距离，缓解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独立性的指标一般采用内部通勤比例来衡量，独立性高的新城，

内部通勤比例约高，对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约低。 

尽管几乎所有的新城建设之初的理想都是实现居住和就业的自平衡，但从实证研究来看，新城

建设一般存在三种可能的发展前景：与城市主中心相对独立的新城，实现居住与就业在新城内部平

衡，如英国伦敦北部的米尔顿凯恩斯新城；与主中心融合的新城，实现居住与就业在全市范围内平

衡，如瑞典斯德哥尔摩新城；主中心的卧城，主要承担居住功能，如日本东京西部的多摩新城。从

上述新城的发展经验来看：独立的新城一般内部通勤比例在 60%以上的，融合的新城内部通勤比例

在 60%-30%，30%以下一般为卧城。 

表 1：三种新城发展模式范例 

类型 范例 

面积 

（平方公

里） 

人口 

（万人） 

与市中心距

离（公里） 

与市中 

心交通联系 

内部通 

勤比例 

独立的新城 英国米尔顿凯恩斯新城 88 25 40 国铁 60% 

融合的新城 瑞典斯德哥尔摩新城 5 5 20 城市轨道 30% 

卧城 日本多摩新城 30 36 25 城市轨道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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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新城独立性 

首先取决于城市经济总量能否支撑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其次取决于新城的规划选址，包括新城

的规模以及新城与城市主中心的时空距离 

新城独立性首先取决于城市的经济总量能否支撑多中心的城市格局，根据级差地租原则，城市

的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中低端的生活服务业可相对容易的从中心区向外围新城迁移，但就业岗位中

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具有聚集效益，除非城市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了中心区的容量，部分高端的就业

岗位才会逐步外溢，在外围新城发展和聚集，强势的政府引导可能会造成城市原有中心区的衰败（深

圳福田中心区的开发引发罗湖老的商业中心的衰败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因此经济总量尚未发展

到一定阶段的城市，其新城往往还要依赖城市中心区发展，独立性不高。 

新城独立性其次取决于新城的规划选址，其核心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新城的规模（面积和人口）

以及新城与城市主中心的时空距离。较大的规模保证了新城各类用地配备完善，具备足够的吸引力

来引导产业集聚，有自平衡的发展潜力；与主中心之间保持足够时空距离，可以降低新城对主中心

的依附，减少新城与主中心之间的通勤交通，实现跨越性发展。因此，对亚洲大都市而言，规模 50

平方公里、人口 30 万、与主中心的通勤时间在 1 小时以上的，有可能发展成为独立的新城，反之容

易成为与主中心融合的新城或主中心的卧城。  

2.3 新城独立性 

有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会经历―低可达性独立‖、―高可达性融合‖、―高可达性相对独立‖三个阶

段 

从国内外大都市新城的发展历程来看，“低可达性独立”：是新城建设的初始阶段。由于与城

市主中心交通联系不便，新城内人口和岗位密度较低，居住和就业基本平衡，以内部通勤出行为主。 

 “高可达性融合”：是新城建设的发展阶段，将持续较长的时间。随着轨道、干线道路的建设，

新城与城市主中心的交通联系显著改善，新城原有的居住和就业平衡被打破，人口逐步从中心城区

转移，随后商业服务业逐步聚集，但就业岗位落后于人口和商业服务业的转移，仍然集中在中心城

区，导致向心通勤成为新区的主要交通流，此时城市基本呈现单中心（或强中心）的空间形态。 

 “高可达性相对独立”是新城建设的理想阶段，具有一定规模且与主中心时空距离较远的新城

有可能发展到这一阶段。随着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心城区地价不断提升，发展潜力基本饱和，

中低端的就业岗位逐步转移至新城聚集，人口和就业开始在新城内部重新平衡，内部通勤重新成为

新城的主要交通流，此时城市基本实现多中心的空间形态。 

 

图 1 新城建设的三个发展阶段 

2.4 新城独立性的不同发展阶段 

它决定了交通系统的不同配置，应采用弹性交通发展策略，既不放弃多中心的理想，同时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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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强中心的现实 

新城独立性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了交通系统的不同配置，是加强新城与城市主中心之间的向心

交通流，还是侧重新城内部以及新城与周边片区的切线交通流。 

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出，单中心（或强中心）是大都市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能否继续发展

成为多中心的城市结构是存在较大的变数的，首先取决于城市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否支撑如此规

模的中心体系，其次新城的规划选址能否满足跨越式发展的要求，即便是具备条件的新城，在发展

过程中也存在融合的发展阶段，因此新城交通系统的构建必须采用弹性的发展策略，既不能放弃多

中心的理想，同时也要适应强中心的现实。 

1、在强中心阶段，为吸引中心城区高素质人口、高层次产业向新城转移，并满足新城向心通勤

流，需要大力建设连接新城和城市中心区的城市轨道快线，通过重大交通基建提高新城可达性。 

2、为引导多中心形成，在新城内部引入有轨电车、BRT 等弹性中运量公共交通工具，近期呈

切线分布，连接新城中心与周边片区，引导次中心发展，远期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强中心不断加剧的

局面，可以较少的工程代价灵活调整为向心分布，连接新城中心至城市中心区，作为城市轨道快线

的补充。 

以现代有轨电车、BRT 为代表的中运量公交系统具有初期建设成本低、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

特点。中运量公交系统总投资仅为大运量轨道交通的 1/10 到 1/3，且总投资中工程投资比例小，地

铁工程投资约占总投资的 90%，而现代有轨电车工程投资仅占总投资的 30%，决大部分为车辆投资，

保证了短期内就可以建成投入运营。此外中运量公交系统车辆编组灵活，可随需求逐步扩展，运能

升级成本低，在外围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原有的车辆还可转移至其他线路运营，减少了投资浪费，

具有很大的发展弹性。 

 

图 2 近期切线中运量—引导次中心形成（多中心） 

 

图 3 远期向心中运量—轨道快线的补充（强中心） 

3、同时，在新城内部沿轨道和中运量站点进行 TOD 开发，通过高密度混合开发引导通勤出行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实现居住和就业岗位沿轨道轴线平衡，构建舒适宜人的慢行交通环境，引导新

区内部出行使用绿色交通工具，通过城市环境的营造，争取提高新城的独立性。 

3. 深圳光明新城交通系统实践 

光明新城的选址决定了其最可能发展成为与深圳中心区融合的新城，根据其功能定位，迫切需

要构筑绿色、高效的交通体系作为支撑。 

光明新城位于深圳西北部，距离深圳福田中心区约 25 公里，面积 155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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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0 万，定位为深圳副中心，高新技术产业带动的生态化产业新城[1]。经前述分析，从光明新城

的总体规模和交通区位来看，未来最可能发展成为与深圳中心区融合的新城，规划新城内部通勤比

例为 50%。 

 

图 4 光明新城区域位置图 

深圳市委市政府对光明新城规划建设的要求是：―抓住机遇、开拓创新，以 21 世纪的标准、国

际化的视野、后现代的理念，大力发展高新技术，全面推进循环经济，促进区域和谐发展，高标准

规划，高水平建设，把光明新区建设成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典范地区‖。根据光明新城建设 “绿

色城市”的发展目标，迫切需要构筑绿色、高效的交通体系作为支撑。绿色交通：以绿色交通工具

为主导的交通系统，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社会和谐、新城主导绿色交通工具是以轨道为骨干

的公共交通，2020 年新城公交分担率将达到 70%以上。高效交通：新城作为珠江东岸高新技术产业

发展带的组成部分，至香港、东莞、广州等珠江东岸城市 1 小时可达；作为全市次中心，在市域范

围内 1 小时可达，至城市主中心 45 分钟可达，至周边片区 30 分钟可达。[2] 

光明新城对外交通当前应重点加强轨道和干线道路建设，提高可达性。 

光明新城与深圳福田中心区现状有龙大高速—福龙快速路相连，但高峰期拥堵严重，通勤时间

很难保证，为提高新区对外可达性，吸引中心城区高素质人口、高层次产业转移，根据深圳市轨道

交通网络规划和干线道路网规划，光明新城应该重点加强以下交通基建： 

加快广深港客运专线光明站（珠三角城际线，连接广州、东莞、深圳福田中心区、香港九龙），

深圳市轨道交通六号线（轨道快线，连接深圳福田中心区至光明新城）的建设，提高光明新城在珠

三角的交通区位，加强光明新城与深圳中心区以及周边组团中心之间的轨道交通联系，保证光明新

城至中心区 1 小时通勤。 

加快外环快速、东长路等高等级骨干道路的建设，形成与整个市域干道网络相融合的一体化骨

架路网，适应城市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形成高效畅达的对外道路交通体系。 

在轨道交通建成前，利用骨干道路建设新城与中心区的快速公交服务，广泛运用新科技，实施

公交路权优先、信号优先和其他交通管理优先措施，大力加强新城公交场站建设，建立对私人交通

具有竞争力的常规公共交通体系。 

光明新城内部交通应尽快建设高品质的有轨电车，连接新城中心与周边片区，引导次中心形成，

远期可灵活调整为向心分布，作为轨道六号线的补充  

在光明中心区的“一主两次”三条发展轴线上布设有轨电车环线，连接光明中心区、公明中心

区、广深港客运专线光明站地区、光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策略性发展地区，引导光明新城内部各

片区发展，远期若强中心交通特征明显，可将有轨电车线路向福田中心区方向延伸，连接特区内轨

道干线的终点（见图 3），作为轨道六号线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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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光明新城“一主两次”发展轴线有轨电车布局 

促进新城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的融合，围绕轨道和中运量站点进行 TOD 开发，构筑舒适宜人的

慢行交通系统，适度控制小汽车在核心区的使用，提升新城的城市环境和交通品质。  

在新城内部围绕轨道和中运量站点进行 TOD 开发，通过高密度混合开发引导通勤出行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完善新城内部的低等级道路网络，形成功能清晰，等级合理的道路网络；在路网完善的

基础上，按照机非分离、逐步成网、轨道接驳的原则，构建宜人的慢行交通网络，提高公共交通“头

尾”的接驳质量，提高城市的绿色交通可达性；最后通过停车收费政策，控制小汽车在新城核心区

的使用，引导其向公共交通方式的转移。 

4.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新城交通特征的影响因素和演变规律，提出了围绕有轨电车、BRT 等具备较大弹

性的公共交通工具进行 TOD 开发的交通发展策略，并以深圳光明新城交通系统构建为例，为大都市

外围新城建设提供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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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研究实践 

佘世英  郑猛  李建忠  刘东兴   

【摘  要】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历来是城市发展研究过程中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在回顾武汉市

近年发展研究基础上，提炼出了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框架，并从战略层面、总规层面、

控规层面和实施层面简要叙述了各阶段规划研究的内容、思路和方法，并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重点和方向。 

【关键词】城市交通，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实践，武汉 

1. 引言 

土地利用是交通生成的动因，而交通供给的调整又将对土地利用产生反馈，交通与土地利用显

然是互动关系，这已经成为共识。近年来，随着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日益突出，从交通产生的源头

即土地利用的角度研究和制定改善城市交通的对策，从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角度研究制定土

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一直是城市与交通规划领域研究的热点，也是未来

发展的方向之一。从论城市交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发展[1]、北京市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规

划实施研究[2]、到依据交通承载力确定土地适宜开发强度[3]以及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规划协调发展

模式分析[4]等等，国内在此方面开展了大量且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武汉市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特大

中心城市和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武汉市在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方面也做了大量

的实践和探索，并形成了从前期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战略制定以及总规层面用地与交通系统的

落实、到控规层面的基于交通容量控制的土地开发策略研究以及土地开发强度等控制指标的确定，

再到规划实施层面围绕具体项目开发进行的交通影响评价技术规程研究以及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开

展三个阶段系统的方法理论体系。实践证明，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三个阶段的工作缺一不可，只有相互协调配合，逐层深入，才能确保城市交通与用地发展的全面协

调。 

2. 武汉市交通与土地协调发展研究概述 

2.1 武汉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格局 

武汉是湖北省省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

教基地和交通通信枢纽。长江汉水在此交汇，将城市划分为汉口、武昌、汉阳三个城区，造就了“两

江分隔、三镇鼎立”的独特城市地理格局。武汉市现辖 13 个城（郊）区，市域面积 8494 平方公里。

2008 年，全市常住人口 828.2 万人，其中主城区（三环线以内）473.5 万人，建设用地 387.7 平方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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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汉市现状土地利用与道路系统布局 

从武汉城市空间布局形态来看，由于受江河、山水、湖泊等自然环境及交通发展格局的影响，

城市空间演变经历了点状到跳跃式发展、轴线推进、环状填充等多个阶段，目前 ―圈层＋轴向‖发展

格局已基本显现。从道路系统结构上，总体规划在市域范围内确定为“四环十八射”快速骨架道路

系统结构，目前也已初具规模。 

2.2 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框架 

 

图 2 武汉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框架体系 

武汉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研究从 2003 年开始到目前为止，按照研究的先后次序及工作阶

段共划分为四个层面，如图 2 所示。 

以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为先导，确立城市未来空间发展布局结构 

2003 年，武汉市采用国际招标形式，开展了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工作，重点围绕城市交通与

土地利用开发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确立武汉市未来城市空间发展布局结构及交通发展战略。以武汉

市域为研究范围，该研究最终确立了武汉市“圈层+轴向放射”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公共交通与小汽车

交通区域差别、均衡发展的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奠定了未来规划格局。2004 年，武汉市紧接着又开

展了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对交通战略规划成果进行了深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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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为契机，优化深化土地与交通系统布局 

2005 年—2006 年，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正式开展，战略层面的研究成果

得到具体化。比如，确定了都市发展区边界，作为城市空间布局的基础；上一版总体规划所确定的

主城+卫星城的布局结构被都市发展区内主城+新城组群的指轴发展结构所取代。新城组群通过“双

快一轨”（两条快速路与一条轨道交通线路）与主城衔接，主城内部采取轨道交通为骨干、公共交

通为主体的交通发展模式，土地布局、用地规模、人口规模、交通设施规模、道路网络等具体指标

都得到具体化。 

从 2006 年开始，基于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武汉着手准备轨道交通线网的修编工作。2007 年 8

月，轨道线网规划修编国际合作项目正式启动，2008 年 6 月提出了最终深化方案成果，并获政府批

复。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是对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布局及城市结构的重要支撑，也是总规土地利用与交

通布局优化的重要过程。 

深入开展基础研究，强化对控规层面用地建设强度及交通供应指标的指引。 

按照总规提出的土地利用布局结构，在主城范围内划分 85 个控规编制单元，大部分面积都在

2-10 平方公里左右。为强化对控规层面用地建设强度及交通供应指标的指引，特别是强调交通性控

制指标对土地开发强度、规模等方面的约束，武汉市专门开展了主城区用地建设强度研究、基于交

通容量控制的旧城区改造策略研究、土地集约利用与交通容量适应性研究等基础研究工作，作为中

观层次城市交通与土地协调发展布局的依据。 

制订交通影响评价技术规程，科学开展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优化近期道路建设项目排序。 

在实施层面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如何保证近期道路交通建设项目的实施能够最大限度环节

目前交通压力，实现对城市土地规划布局的引导，协调土地开发利用与交通发展相互关系。在这方

面武汉市开展了基于交通分析的城市道路建设决策支持系统研究，通过建立武汉市交通预测分析平

台及道路建设项目库，实现对近期交通建设项目实施排序的优化。另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独立的土

地开发建设项目不致对局部范围内交通系统产生过大压力。在这方面武汉市目前已逐步建立了比较

完善的交通影响评价制度，特殊开发项目从早期选址阶段就开始介入，一般项目从方案设计阶段介

入，从交通角度提出项目开发选址、规模、平面布局及交通配套、交通组织等方面提出评估意见和

优化措施。为确保交通影响评价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客观性，2008 年专门研究制定了武汉市交通影

响评价技术规程。 

3. 武汉市不同层面的交通与土地协调发展研究实践 

3.1 战略层面—土地发展模式与交通发展模式的拟定 

战略层面的交通与土地协调发展研究需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基于现状及未来城市发展

的基本判断，从交通适应性的角度，城市土地利用应采取何种发展模式。二是在推荐的土地发展模

式下，采取何种相匹配和适应的交通发展模式。整体研究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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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武汉市交通与土地协调发展战略研究工作过程 

3.1.1  战略层面土地发展模式研究 

针对城市土地利用发展模式问题，对武汉来说，目前和规划的城市发展都需要交通系统的支持，

但交通系统本身的发展也将促进具有良好交通条件的地区得到快速发展。土地利用规划在考虑局部

地区发展的同时应当基于其自然发展趋势。武汉市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将国际案例研究和

当地情况相结合的系统研究方法。 

 

 

图 4  武汉市战略层面土地利用规划评价方法 

为进行土地利用方案评价，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参考交通方案，并假定该交通方案规模或通行能

力不受限制，且到城市各个部分的可达性要保持一致，这样可以清晰地确定和评价土地利用方案间

的差异。其次，对未来城市人口规模需要有一个基本的预测，并提出土地规划发展的重点。如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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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2020 年人口将达到 1180 万，主城人口将规划至 500－600 万。因此，为了适应更多的人口以及

不断增长的机动化水平，在进行土地利用规划时，需要解决下面主要问题：主城和外围区域、中心

城和新城的发展平衡问题；外围新城和沿轴发展问题；应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和鼓励城市发

展。在此基础上，为了深入研究不同的情景方案对预期人口增长的影响，制定了新城情景方案、指

状发展轴情景方案、主城集中式发展情景 3 种土地利用情景方案，分别对应不同的土地开发策略和

人口分布。 

从综合评价结论来看，在预测的人口规模状态下，要确保各方面目标的良好实现，土地利用的

发展应兼顾两方面的概念，即高密度开发和沿发展轴开发。通过分析我们所得到的结论是应依照高

密度的“手指状方案”发展，同时在规划限制条件内尽可能地增加主城的密度。这需要将武汉市的

主城人口数量保持在 550 万，其它人口则沿轨道交通线密集分布。这个轨道线是指状发展轴方案中

的骨架。高密度指状发展轴方案具有明显优势。 

3.1.2  战略层面交通发展模式研究 

在战略层面制定交通发展模式时主要应用了两个基本的思想与方法： 

（1）虽然一个成功的交通战略包含了许多组成要素，但是在制定高层次战略时只需对一些核心

要素作出关键选择。基础要素由那些用来有助于定义或量化核心要素的因素组成。核心要素由那些

需要进行关键决策的议题组成，这些决策会对战略方向产生很大影响。共同议题涉及那些不影响主

要战略方向的因素，也是战略中需要细化的要素。基本原则是在对共同议题细化之前，首先要对核

心要素作出明确的抉择。 

 

图 5 交通战略要素概念模型 

二是应用价值工程（VE）方法来为战略性的交通网络设定目标和评价标准，将众多潜在的战略

归纳为三个主要战略方案，即基于轨道交通的战略方案、基于道路交通的战略方案和均衡发展战略

方案。并利用交通模型进行详细评估。通过比选，确定均衡发展战略方案为推荐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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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交通战略制定流程 

3.2 总规层面—战略层面方案具体化 

总规层面的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研究基本延续了战略阶段所确定的土地利用模式和交通发

展模式，并从规划的层面得到落实。比如，在市域空间统筹方面，首先在市域界定了都市发展区，

作为规划期内城镇建设的重点区域。都市发展区以外为农业生态发展区，以内又划分为新城组群及

绿楔、主城两个圈层。圈层有序发展的格局，强化了城市发展边界的概念，避免了城市用地的无序

蔓延。通过对城市空间资源进行统一、高效管理，达到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实现集约式发展的目的。

在都市发展区用地结构方面，利用江河湖泊的自然格局和生态绿楔的隔离作用，依托重要交通干线，

围绕主城，规划布局 6 个总人口 50-100 万左右的新城组群，构建轴向延展、组团布局的城镇空间，

形成“以主城为核、多轴多心”的开放式空间结构。主城内按照圈层发展、组团布局的思想，规划

为中央活动区、东湖风景区和 15 个城市综合组团，引导城市功能的聚集发展。 

   

图 7 武汉都市发展区及主城规划结构 

交通系统布局是引导城市总规意图发展、确保实施的重要支撑，同时也尤为关键。城市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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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作为城市客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骨架道路系统共同成为支撑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载体，同

时也是武汉市均衡交通发展战略的重要体现。在都市发展区范围内，武汉市构建了“四环十八射”

的快速道路体系和由 3条市域快线、9条市区线共 12条轨道交通线路总长 540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 

  

图 8 武汉都市发展区道路网络及轨道线网规划图 

通过交通模型预测分析，轨道线网方案实施后，主城区线网密度达到 0.6 公里/平方公里，66%

的人口和岗位位于地铁站点 600 半径范围内，公共交通分担率将达到 45%以上，轨道占公共交通客

运量比重达到 55%以上。而对于整个都市发展区，公共交通分担率将达到 40%，其中轨道占公共交

通客运量比重达到 50%。六大新城组群通过时速 100-120 公里、站间距 2-3 公里的轨道交通快线相

连，与机场、三大火车站、城际铁路站点以及主城内市区轨道交通线网密切衔接，在新城组群与主

城衔接的发展轴上，构筑“双快一轨”的复合交通走廊。居民选择轨道出行可实现 60 穿城，30 分

钟到达中心城的目标，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快速、便捷、舒适、安全的优势，奠定了轨道交通在城市

交通中的骨干地位。而从轨道交通线网和道路系统布局来看，也充分体现了交通系统布局结构与总

规土地利用结构的协调一致。 

 

图 9 “双快一轨”的复合交通走廊结构图 

3.3 控规层面—基于交通容量控制的片区开发 

多年的规划实践显示，总规确定的纲领性文件要转化为城市建设现实，中间还有很大距离，而

能够跨越这一距离的关键手段，在于控制性详细规划。控规是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体系中既具有法律

效力又具有深入控制能力的技术调控手段，随着新时期政府职能的转变，控规应该更多地体现为一

种面向实施的公共政策工具。因此如何在控规层面落实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发展策略，特别是从交

通容量控制的角度，提出具体而明确的控制指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武汉市在控规层面基于交通容量控制的开发策略研究基本思路如下： 

首先，按照总规确定的主城区土地规划结构，按照长江、汉水、道路环线、铁路线等天然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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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将主城用地划分为 85 个控规编制单元，作为分析的基础。 

针对每个控规单元，建立土地开发与交通容量关系约束模型 

依据控规单元划分和武汉市交通预测模型和现状土地利用 GIS 分析平台，分别统计出现状道路

交通系统容量、交通负荷度指标，现状人口及岗位指标，并引入交通区位影响因素，通过拟合分析

建立现状土地开发与交通容量关系约束模型。 

对于每个控规单元，在城市中的发展定位及区位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单元通过性交通

量的大小和通道方向，从而制约和决定了控规单元内剩余交通容量的数量，这也是对每一个控规单

元需要独立分析的原因。 

依据上述关系模型，可以初步确定在可接受的交通服务水平，总规初步确定的外围交通基础设

施供应和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下每个控规单元容许开发规模的大小。 

 

图 10 控规层面土地开发与交通容量关系图 

  

  

图 11  武汉市主城现状交通容量密度、交通负荷、居住密度及产业密度分布图 

3.4 实施层面——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与交通建设项目排序 

实施层面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研究，同样需要着重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研究新、改、

扩建或城市土地利用变更项目对交通的影响，并将其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二是城市道路交通、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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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共交通建设及改善应与城市土地开发在时序上协调一致，做到交通引导城市发展。 

3.4.1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 

交通影响评价是研究新、改、扩建或城市土地利用变更项目对交通的影响，提出满足一定服务

水平下的对策和措施，将项目建设带来的负面影响控制在适宜的程度，保证城市建设与交通的协调

发展。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作为实施层面土地开发建设与城市交通协调发展机制，目前在国内大

多城市都有开展，并逐渐被认为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手段。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大量研究，但在具

体操作程序、方法和技术规程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规范化。 

武汉市于 2006 年启动交通影响评价技术规程方面的研究工作，2008 年编制完成并逐渐纳入规

范化轨道。技术规程首先明确了交通影响评价主要服务于城市管理者，交通影响评价提出的意见、

建议能便于管理者决策。并从城市管理流程的角度出发，根据建设项目的类型、阶段不同，分为三

类：①用地方案阶段交评。论证选址、性质、规模，提出交通要求；②规划方案阶段交评。平面调

整、优化布局、交通改善细则；③交通设施项目交评。论证优化建设方案、交通组织和工程设计。

以上三类非别对应城市规划管理中的规划管理处室、建筑管理处室、市政管理处室。 

3.4.2  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排序 

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排序也是城市土地开发与交通协调发展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目前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土地开发力度与城市交通建设力度处于双高的情形下，协调各建设项目

关系，尽量做到交通引导城市发展并处理好交通建设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显得愈发重要。而交通建

设项目排序由于影响因素众多，关系复杂，目前大多还停留在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阶段，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4. 结语 

城市土地开发利用与交通协调发展是出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也是关

系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简要叙述了武汉市在此方面的主要研究发展实践过程与方法，

并提炼出了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研究框架，应该说，符合目前国内城市发展与研究方向。

由于内容庞杂和目前研究的局限性，在很多方面，比如控规层面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模型及其实证，

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排序的定量分析方法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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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城市交通与土地使用的新模式 

——5D 模式 

潘海啸 

【摘  要】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城市交通的发展进程和存在的问题。针对我国城市不同于世界其它

国家城市的具体发展情况，提出了中国城市交通与土地使用的新模式——5D 模式，特别指出保持

较高比例的自行车出行是对世界环境问题的一个重大贡献。由于我国城市交通与土地使用具有共发

并生的特点，城市 多模式交通体系的建立应该臵身于其所处城市环境的特征，城市的开发建设中要

考虑到对不同交通模式的影响，并与城市发展的多维度目标相结合。从而保证城市交通建设的快变

量与城市总体发展的慢变量的协调一致，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TOD，城市交通与土地使用，绿色交通，可持续发展 

1. 引言  

近三十年来，我国城市特别大城市对交通问题一直保持高度的关注，同时城市交通对我国城市

建设，环境质量，生活品质的影响也是规划人员所始料不及的。城市交通建设的长期滞后，过低的

城市道路建设水平和高等级城市道路的缺乏，使人们确信必须进行大规模和高强度的城市道路建设，

在实验室条件下，计算机模型中的分析表明，道路的等级越高，车道数越多，机动车的通行能力越

强。所以解决城市交通的关键就是快速干道的建设，人们将城市交通问题高度地抽象为当量小汽车

的交通流问题，―人-车-路‖的问题或更直接地概括为―交叉口‖问题。适应城市的机动化是改善城市机

动性的一种手段，但不是城市交通的目的。一味追求城市的机动化，必将带来了滚滚的车流，更加

严重的交通拥挤，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和城市空间的碎片化，反而使城市丧失了基本的机动性，人

们在城市中可以联系到达的范围将急剧缩减，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必然受到严重影响。  

2. 城市交通与土地使用的 5D 模式  

今天城市交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前期规划建设的结果。多年以来我们一

直倡导城市公共优先发展的策略， 而城市用地布局和城市开发建设对交通需求的产生强度和分布的

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北美地区提出的 TOD——也就是公共交通导向城市发展的模式在我国城市交通

和城市规划界取得了高度的认可。人们对以 TOD 模式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寄予极高的期望。  

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和交通需求的增长与城市的土地使用和空间结构的调

整的互动关系具有共生并发的特点。城市交通问题的产生可能是交通系统的原因也可能是土地使用

控制不当的原因。日本城市通过轨道交通的建设在城市交通系统方面的努力是非常成功的，但在土

地使用的控制方面并非如此。南美的一些城市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发展模式的特点提出 BRT 的

解决方案。当伦敦采取拥挤收费的时候，巴黎推行自行车租赁系统。世界上改善城市交通的策略有

某些共同的规律，但不同城市在实现目标上所采取的路径具有明显的特殊性，没有一个标准的发展

模式。我们在这里提出 5D 的发展模式，也就是 POD〉BOD〉TOD〉XOD〉COD。  

3. 以人为本的城市交通  

以上所提及的 TOD 模式比较容易理解， 也是当前的一个热点话题。 但在考虑公共交通为导向

的发展模式之前还有两个层次的内容需要考虑，也就是 POD 和 BOD。其中的 POD 包含两层意义，

首先是城市建设，城市交通的改善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的发展，生活质量的提高为目标，

能给人们提供一个健康的而不是污染的生活环境，不仅当代人能够享受到，而且我们的后代仍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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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享受到。城市交通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公共资源，如何能够使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和行动不便者都能

从中受益，而不是加剧社会的分异，导致某些社会群体的更加边缘化。既然交通出行是我们生活的

一部分， 我们就必须充分考虑人们在交通出行过程中的体验，而不是像一个可以自我移动的物品一

样被运送到城市的各个地方。 我们需要充分有透明的信息了解我们的出行过程，掌握交通出行的主

动权，而不是在交通的黑盒子中永远焦虑地等待。  

4. 有利于步行和自行车  

另外一层要求是希望以方便人们步行出行为导向。城市原本是我们能够方便步行的地方。步行

是我们的基本技能，也是我们维持身体健康的基本需要。而许多建设使人们在城市中的步行变得越

来越困难，人们正在丧失步行这一基本的技能。我国是自行车大国，经过多年的城市建设，我国城

市有世界上罕见的自行车交通的基础设施，在许多城市自行车交通依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城

市交通界关于自行车发展一直存在争论，认为自行车是过时的交通工具，或者认为自行车只适应于

短距离交通出行等等。在轨道交通网络密集的时尚巴黎，自行租赁系统的推广受到普遍的欢迎。关

于远与近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与人们的平均出行距离相比，与在自

行车出行距离内人群所占的百分数相比，都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量。特别是在高峰拥挤之处，旁边

的自行车行驶的反而会超越具有数秒钟内加速到每小时一百公里的小汽车。与公共交通相比，自行

车并不需要政府过多地财政支持。在一个安全和清洁空气的环境中骑车可以锻炼身体，减少政府的

医疗负担。自行车并不需要燃油，不排放尾气。丹麦的一个计划中希望能将自行车的平均出行距离

提高到十公里以上。夏天哥本哈根一半左右的人是骑自行车来上班的。放弃自行车就是放弃中国城

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方便人们自行车的使用，不仅在于在交通规划中设计自行车的网络，还要注

意在城市规划中强调用地功能的混合，小街区的设计，使人们在自行车活动的范围，可以找到服务

设施，到达就业的场所。自行车租赁系统与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相结合，可以大大扩大这些骨干公

共交通系统的服务范围。另外，如果在城市中心地区，人们可以选择自行车，就可以减少轨道交通

和快速公共交通的近距离乘客，留下更多的空间为长距离出行的乘客服务。而这些长距离出行的乘

客更易于转换为采用小汽车出行。保持我国城市交通出行中自行车使用的比例是对世界环境问题的

一项重大贡献。  

5. 公交导向的发展模式  

这里的第三个层次是 TOD 也就是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模式。城市用地的布局和开发过程要有利

于人们使用公共交通。 这里我们要强调城市空间布局中各级城市公共活动中心体系应该与包括轨道

交通在内的骨干公共交通系统的枢纽体系相耦合，这样有利于形成公共交通系统与城市空间布局相

互支撑和良性互动的局面。 轨道交通规模的扩展，必须考虑到政府在强调公益性的情况下所带来的

财政负担。政府对公共交通公益性的承诺可以通过多种更有效的途径来实现。在目前的规划实践中，

常常把公共交通导向的开发模式理解成为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地区 500 米范围的的开发。 基于这种

理论假说，会带来两个相互制约的问题。问题一是在城市外围地区，为了有更好的轨道交通服务，

必须加大轨道交通网络的密度或轨道交通的长度， 这样一来无疑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 造成经

济上的不可持续性。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不加大外围地区轨道交通网络的密度或长度， 在围绕

站点 500 米半径以外居住的居民就更加易于去选择个体机动化工具，造成城市交通的拥挤。就目前

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状况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地区 500 米半径范围内的房型

与更远地区的房型差异较小。可以居住在轨道交通站点 500 米半径范围内的居民往往收入较高， 他

们使用轨道的比例反而要低于离轨道交通站点较远的居民。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城市中心地区，

由于存在多种交通模式的竞争， 轨道交通的站点服务区较小。在外围地区由于人们更依赖于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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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实现与城市中心地区的联系，所以有比较大的影响范围。所以公共交通导向的发展模式不能仅仅

被简化成为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地区 500 米半径范围内的开发。我们需要建立以大容量公共交通为支

撑，多模式相互协调的城市和区域发展走廊，需要考虑城市中就业和居住的空间分布，以及对不同

社会阶层的成员影响。  

6. 形象工程与小汽车导向的发展  

―X‖在数学的计算中常常表示一个未知数，城市中的某些建设其目的的确令人难以琢磨，所以我

们这里用 XOD 来表示。另外的一层意义在于我们的一些城市热衷于形象工程建设（X 是拼音形象工

程的缩写），改善城市的静态视觉形象。但我们很难用评价一个艺术作品的标准，来评价一个城市。

因为大多数市民需要依赖城市生活。城市的现象工程如果能结合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使用环境

的改善就更有其积极的意义。尽管人们普遍反对过度使用小汽车，但在某些情况下人们还必须依赖

小汽车。今天的城市发展希望完全禁止小汽车的使用是困难的，关键是要限制小汽车在错误的地点

和错误的时间内的使用，通过城市规划、管理和社会的组织减少小汽车的使用。上海的机动车拍照

拍卖大大延缓了城市小汽车化的快速发展，如何利用好这一个时间窗口仍然值得探讨。  

7. 结论  

我们提倡的 5D 模式并非表示最上层次的步行城市是唯一的选择，这是考虑交通方式与土地使

用中的优先顺序， 回到完全的步行城市也不现实，所以在这个优先次序的外面我们用一个框，表示

土地使用与多模式交通是一个整体。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有规则指向的多模式叠加和复合的网络服

务系统，需要从不同的尺度研究城市的交通。由于城市生活的日益多样化，城市交通规划要从单一

模式向一个多模式的相互支撑的交通体系转变。由于我国城市交通与土地使用具有共发并生的特点，

多模式交通体系的选择应该置身于其所处城市环境的特征，城市的开发建设中要考虑到对不同交通

模式的影响，并与城市发展的多维度目标相结合。从而保证城市交通建设的快变量与城市总体发展

的慢变量的协调一致，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一作者简介】 

潘海啸，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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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TOD 模式的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发展研究 

——以深圳为例 

田锋 吕国林 邵源 张晓春 

【摘  要】本文首先建立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 TOD 发展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结合深

圳市各层次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在宏观层面，提出深圳市 TOD 宏观发展目标与策略；在中观层面，

通过建立土地与交通评估模型，识别 TOD 重点发展片区和发展类型，制定 TOD 中观分区差异化发

展指引；在微观层面，针对不同的 TOD 发展类型，提出相应的规划标准与准则建议，最后依据交通

模型，对深圳市发展 TOD 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系统评估。 

【关键词】交通研究，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发展，TOD，发展框架体系，发展策略，保障措施 

1. 引言 

由于面临土地资源难以为继和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压力，深圳市正积极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

式和城市建设模式，积极促进集约化城市发展。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发展模式（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从下文开始缩写为 TOD），由于具有土地资源集约、生态环境友好、交通效率高等

特点，已成为深圳市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1]。目前深圳市轨道大规模建设期，香港等城市的经

验表明，轨道大规模建设期恰是促进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的最好的时机。为此，本文对深圳市土地

利用与交通协调发展（TOD）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深圳市 TOD 发展的框架体系及具体策略，为

深圳市 TOD 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2. 深圳市 TOD 发展框架体系 

TOD 理论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美国新城市主义代表人物彼得²卡尔索普(Peter Calthorpe)首先

提出[2]，虽经二十年的发展，TOD 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目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 TOD 的概念的

阐述大多局限在微观层面的轨道公交站点周边布局或社区规划（见表 1）。 

表 1  较有代表性的 TOD 概念阐述 

作者  涵义阐述  

创始人
Calthorpe 

（1993） 

TOD 是一种土地混合使用的社区，社区边界距离中心的公交站点和商业设施大约

1/4 英里，适合步行交通。社区的设计、布局强调创造良好的步行环境，同时客观

上起到鼓励公共交通的作用。  

Bernick and 

ervero 

（1997） 

TOD 是紧凑布局的，功能混合的社区，以一个公共交通站点为社区中心，通过合理

的设计，鼓励人们较少的使用汽车，更多地乘坐公共交通。社区以公交站点为中心

向外延伸大约 l/4 英里(约 400 米)，位于社区中心的是公交站点及环绕在其周围的公

共设施和公众空间。 

 

本研究认为 TOD 的理念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的思路，不应仅包括微观层面的设计，而应是一个包

含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的发展框架体系，其中： 

宏观层面：提出深圳市 TOD 宏观发展目标与策略，引导城市空间的有序扩张，支撑新城建设和

城市更新。 

中观层面：通过分区和片区发展指引，识别 TOD 重点发展区和 TOD 的发展类型，为分区层面

的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提供参考。 

微观层面：提出不同 TOD 类型的土地开发和交通设施的规划标准与准则建议，为法定图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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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片区交通设施的规划设计提供依据。 

 

图 1  TOD 框架体系与深圳市各层次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的关系 

3. 深圳市 TOD 发展检讨 

对照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 TOD 发展框架体系，对深圳市发展 TOD 的现状情况总结与

检讨如下： 

3.1 宏观层面 

已确定了 TOD 发展模式，但需进一步明确 TOD 的发展目标和策略 

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已明确提出积极推进 TOD 发展模式，在城市内部空间方面，采取“三轴

两带多中心”的轴带组团结构，力图利用组团内部平衡特性，减少长距离交通出行。但由于缺乏明

确的 TOD 发展目标和策略，使得在实际发展中，总规修编提出“理想”发展格局遇到“现实”问题。

具体表现在：特区外城市化进程加快，居住地扩散，城市连绵扩展；组团交通出行中，组团内机动

化出行增长不多，组团间机动化出行大量增加，年均增长 13%
[3]，居民平均出行距离逐年提高，交

通向中心城区集聚的现象仍十分明显。 

3.2 中观层面： 

已开展大量 TOD 相关的规划研究，但尚需系统的 TOD 技术体系支撑 

轨道二期工程规划开始重视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目前已开展了轨道线路详细规划，调

整规划站点周边用地规划，整合沿线的各类交通设施，在 TOD 规划实践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

于缺乏系统的技术体系的支撑，不同的设计单位、不同的设计人员对 TOD 的认识、理解存在较大的

差异，采用的规划设计方法也各不相同，尚未形成统一的、科学化、层次化、合理化的规划设计方

法。 

3.3 微观层面： 

部分轨道站点的 TOD 开发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尚需建立普适性标准 

已建成的一期工程中，罗湖口岸、大剧院站（万象城）、世界之窗站等部分站点的 TOD 开发取

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在建的二期工程，轨道站点与周边用地开发结合得更紧密，如港铁借鉴香港

TOD 经验制定的上塘站和红山站的 TOD 开发规划。但由于缺乏普适性标准，深圳市现有的 TOD 开

发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土地与交通规划结合不紧密，沿线土地利用受法定控制，弹性不足；如现状

轨道一期工程站点 500 米腹地的平均毛容积率为 2.2，已接近法定图则的规划指标 2.4；二是土地开

发和配套交通设施建设等方面预计不足，与香港存在明显差距（见图 2）；三是轨道站点周边的地

下空间开发各自为政，与轨道站点的连通性以及协同使用考虑不足，综合效益没得到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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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深圳与香港地铁典型站点周边开发强度及交通设施设置对比 

4. 深圳市 TOD 发展策略 

根据上述 TOD 发展检讨所识别的 TOD 发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存在主要问题，研究提出

宏观层面的抓手是明确 TOD 宏观分区发展策略，中观层面的是提出 TOD 分区差异化发展指引，微

观层面的是制定 TOD 规划标准与准则建议。 

4.1 宏观层面： 

TOD 宏观发展目标与策略 

在《深圳市整体交通规划》[4]提出的“轨道带动发展”、“行人公交优先”的发展政策的指导

下，提出深圳市的 TOD 宏观发展目标如下：以推动全市土地利用与交通建设协调发展，通过交通建

设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而优化空间结构、支撑新城建设和城市更新，促进策略发展地区开发。

在 TOD 宏观发展目标的指导下，通过对全市空间结构、骨干交通网络结构、交通需求走廊分布、发

展效益区划、优先发展区域等重大相关因素的解读，将深圳市分为八个 TOD 宏观策略分区，分别提

出各策略分区的 TOD 发展方向和策略（见图 3），用作城市分区规划和交通规划的参考和支持。 

 

图 3  深圳市 TOD 宏观发展策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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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观层面： 

TOD 中观分区差异化发展指引 

在宏观发展策略的指导下，评估各法定图则片区是否适合发展 TOD，进一步制定 TOD 中观分

区差异化发展指引。 

针对片区的核心交通体系、公交发展策略、密度分区等级、片区开发潜力等关键因素进行发展

TOD 的适应性分析（见图 4），建立差异化分区评分标准[5]（见表 2），并在此基础上建立 TOD 适

应性评估机制，界定出 TOD 重点发展区、TOD 一般影响区和其它区域三类片区。 

  
核心交通体系要素叠加 公交发展策略要素叠加 

  

密度分区要素叠加 片区开发潜力要素叠加 

图 4  片区 TOD 因素评估和叠加分析图 

依据差异化分区评分结果，在全市 435 个标准分区中，界定出 TOD 重点发展区 133 个、TOD

一般影响区 156 个和其它区域 146 个（见图 5）。针对三类片区制定不同的发展策略：1）重点发展

区应提倡高强度的开发，进行片区交通结构和土地开发调整，建立核心区建筑与轨道交通站点便捷

的联系；2）一般影响区应适当控制片区开发强度，加强与重点发展区的公交接驳，引导以公共交通

为主体的出行方式；3）其它区域应严格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控制城市无序蔓延，形成城市绿带分隔

和城市绿肺。 

 

图 5  深圳市 TOD 中观片区发展指引图 

根据站点地理位置、功能定位及周边土地利用性质的不同，遵循图 6 所示的流程，进一步将 133

个 TOD 重点发展区细分为 9 个区域级城市型 TOD、47 个地区级城市型 TOD、66 个社区型 TOD 以

及 11 个特殊型 TOD（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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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差异化分区评分标准分类 

因素名

称 
类别 备注 

赋

值 

重点 

发展

区 

一般 

影响

区 

其他 

核心交

通体系 

综合枢纽和

换乘站 

对外交通枢纽、大规模综合性客运枢纽

以交通换乘为主要功能，片区交通服务

为辅助功能的车站 

2 ●   

一般轨道车

站和BRT站 

一般居住、商业、服务及活动中心的站

点 
1 ● ●  

常规公交站 常规公交站点 0  ● ● 

公交发

展策略 

高公交分担

率 
公交目标分担率在 80％以上  2 ● ●  

中公交分担

率 
公交目标分担率在 70％—80% 1 ● ● ● 

低公交分担

率 
公交目标分担率在 70％以下 0   ● 

密度分

区 

高密度等级

（I） 
高密度开发的城市核心地区 2 ●   

中密度等级

（II） 

中高密度开发的城市次中心 

外围组团中心以及特区内一般地区 
1 ● ● ● 

低密度等级

（III\IV） 

中低密度开发的城市外围一般地区以及

特区内边缘地区、中低密度开发的城市

敏感地区 

0  ● ● 

片区开

发潜力 

开发型 
以进行公共设施建设为主要改造方向以

进行房地产开发为主要改造方向 
2 ● ●  

提升型 
以改善配套设施、整治环境为主要改造

方向 
1 ● ● ● 

清退型 
以拆除建筑、恢复生态绿地为主要改造

方向 
0   ● 

合计    5-8 3-4 0-2 

 

 

图 6  重点发展片区 TOD 类型识别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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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7  重点发展片区 TOD 类型识别流程图 

4.3 TOD 微观规划标准与准则建议 

香港是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很好结合的典范，取得了客流、经济、社会及环境等多重效益，充

分体现了轨道沿线土地效能的发挥。深圳目前的土地资源状况及经济环境与香港类似、区域位置与

香港邻近，且已经开始引进香港地铁公司参与深圳的轨道建设及运营，因此，深圳有条件学习香港

TOD 发展的成功经验。通过香港案例的研究，总结出一个成功的 TOD 规划设计应该符合以下四个

原则：1）高密度原则：较高土地开发强度、合理路网密度；2）多样化原则：土地混合使用、交通

方式多元化、住宅类型多样化；3）舒适性原则：创造宜人的空间环境、塑造魅力公共开发空间；4）

可识别原则：营造地区特色、建立清晰的标识系统。 

根据 TOD 规划设计的指导原则，同时紧扣《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的章节内容，将 TOD

的主要设计要素划分为用地功能控制、城市设计与环境和交通设施等三类，各项目分类包含的主要

设计要素见表 3。 

表 3  TOD 主要设计要素分类示意 

要点类别 设计要素 对应的 TOD规划设计原则 

空间尺度范围 空间尺度范围 - 

用地功能控制 
土地用地性质与分布 多样化原则 

土地开发强度 高密度原则 

城市设计与环境要素 

开放空间 
舒适性原则 

地下空间 

标识系统 可识别原则 

交通设施 

轨道交通 
多样化原则 

慢行交通 

道路交通 多样化原则、高密度原则 

借鉴香港经验，初步拟定主要的控制指标，然后结合深圳城市发展特点以及相关规划设计规范

内容，根据深圳相关交通规划提出的未来交通需求预测数据对初步拟定的控制指标进行校核，最终

提出深圳市不同 TOD 类型的规划标准建议。由于特殊型 TOD 规划设计与其所在区位、站点类型、

功能定位等因素相关，均需进行个案研究，不适合归纳普适性规划标准与准则，因此，仅针对城市

型区域级 TOD、城市型地区级 TOD 和社区型 TOD 提出相关的规划标准与准则，主要的控制指标建

议如下： 

4.3.1  空间尺度范围 

重点考虑步行距离以及轨道交通站点密集程度，确定各类型 TOD 的空间尺度范围。区域级城市

型 TOD 位于区域经济文化中心，土地功能结构复杂，混合程度较高，站间距较小，站点之间直接腹

地相互重叠，市民步行接驳可忍受的距离较短，同理，地区级城市型 TOD 市民步行接驳可忍受的距

离稍长，社区型 TOD 的较长（见图 8），因此，建议区域级城市型 TOD 的空间尺度范围为以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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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为中心，半径 400-500 米；地区级城市型 TOD 为 500～600 米；社区 TOD 适当扩大到半径 600～

1000 米。 

 

图 8  不同城市地区的 TOD 范围示意 

4.3.2  用地功能控制 

土地分布：根据地铁站点周边房地产价值增幅随着距离地铁站点的距离的增加而衰减的原则，

建议区域级城市型 TOD，0～200m 为核心腹地，以商办用地为主；200～500m 可考虑开发商住用地，

不提倡纯居住用地。地区级城市型 TOD，0～200m 为核心腹地，主要紧商业办公混合和商住混合；

200～500m 以居住用地为主，特别是纯居住。社区型 TOD，0～200m 为核心腹地，以商住混合为主；

200-600m 以纯居住用地为主，公共服务和公共开放空间分布在社区边界上（见图 9）。 

   

图 9  区域级城市型 TOD、地区级城市型 TOD 以及社区型 TOD 功能结构图 

土地开发强度：借鉴香港的 TOD 开发经验，根据深圳市密度分区确定的土地开发强度，初步拟

定各类型 TOD 的土地开发强度，再结合交通和公共配套设施的承载力以及相关标准日照和房屋间距

的要求进行验算，最终建议区域级城市型 TOD 的毛容积为 3.0-7.0；地区级城市型 TOD 为 2.0-4.2；

社区 TOD 为 0.9-2.7。 

4.3.3  城市设计与环境要素 

 开放空间：根据各类型 TOD 所服务人群的特点，建议区域级城市型 TOD 以城市花园、建筑前

广场和街角休憩点为主，零散分布在高度密集的建筑群中；地区级城市型 TOD 以文娱广场、公园为

主，毗邻商场和公共服务建筑；社区 TOD 以休闲空间和小型运动空间为主，分布在公共服务用地和

居住用地之间。 

地下空间：为提高轨道交通的使用效率，实现轨道交通与商业开发的“双羸”局面，建议深圳

轨道站点地下空间综合开发以轨道站点为核心，从车站向外依次设置商业服务业、交通接驳设施、

停车等功能。 

标识系统：强化公共艺术和建筑特色，提升地区的认知度；加强标识系统， 提高复杂地区方向

可识别性（见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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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轨道站指引性标识示例 

4.3.4  交通设施 

轨道交通：为提高轨道站点的服务能力，建议结合周边城市布局多设轨道车站出入口以吸引客

流，合理布置车站出入口位置，地下步行通道尽量延伸至站点周边建筑内部。 

道路交通：借鉴香港 TOD 开发的成功经验，初步划分各类型 TOD 的道路用地比例，经过交通

设施和公共配套设施的承载力验算，确定道路用地比例的合理范围，在现有深标道路等级结构的基

础上，通过提高支路网密度，提高片区的可达性，最终建议区域级城市型 TOD 道路密度为

16-20km/km
2
 ，支路网密度 12.5-14.8km/km

2；地区级城市型 TOD 道路密度为 13-16km/km
2
 ，支路

网密度 9.5-10.8km/km
2；社区 TOD 道路密度为 9—13km/km

2，支路网密度 7.4-10.6km/km
2。 

慢行交通：提供便利的慢行系统连接轨道站点，保证一个连续的街道和路网。 

4.4 测试评估 

建立交通模型，测试本研究建议的开发强度与现在已编和在编的法定图则提出的开发强度的效

果，从测试结果来看，研究建议的开发强度能明显扩大轨道站点的覆盖人口与岗位，减少道路交通

量：1）轨道站点 500m 覆盖区人口从 467 万增长至 623 万 ，增长了约 25%，占全部人口的 45%-55%；

岗位从 397 万增长至 502 万，增长了约 20%，占全部岗位的 50%左右。2）道路交通出行总量减少

330-420 万车公里/日，减少 5-8%（见图 11）。 

   

图 11  轨道站点 500m 覆盖区增加的居住人口与就业岗位主要干道上减少的交通出行量分布示意图 

5. 结语 

结合深圳市城市规划体系以及深圳市轨道交通规划的实践，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构建

深圳市的 TOD 发展策略框架体系，将 TOD 理念全面、系统的融入各层次城市规划，核心思路是通

过制定宏观 TOD 发展目标与策略、TOD 中观分区差异化发展指引和“本土化”的微观 TOD 规划标

准与准则建议，引导城市 TOD 的合理规划与开发，进而促进城市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TOD 模式

是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土地集约型的精明增长方式，是我国大城市发展的战略选择和必由之路，

希望这样的探索不仅仅对深圳市开展轨道站点周边 TOD 规划编制有示范意义，更能够对我国各大城

市进行系统的 TOD 规划、建设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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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组团布局结构示意图 

 城市用地结构对居民出行特征的影响分析 

胡小文  沈巍  俞斌   

【摘  要】城市用地结构是影响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关键因素。论文引入了出行强度、城市组团内

部出行比例、城市组团之间的出行空间分布系数和出行方向系数等来描述居民出行特征，并以常州

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为例，分析了城市组团用地结构对居民出行特征的影响。研究指出，城市组团

的用地结构不合理引发了大量跨组团的出行。 

【关键词】城市用地结构；出行特征；出行强度；出行空间分布；出行方向系数 

 

近年来，随着常州市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常州市主城区出现了“单中心+

分散组团”的空间布局形态。不同类型用地在空间上的分离是交通需求的根源，而交通需求的空间

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用地结构的现状。论文尝试以常州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为例来探讨城

市用地结构对居民出行特征的影响。 

1. 常州市城市空间布局结构 

《常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0)》确定了常州市“一体两翼多组团”的分散组团式空间结构。

“一体”即为主城区，其范围为沪宁高速公路、沿江高速公路和西绕城高速公路围合而成的三角形

区域，面积约为 380km
2；其主要功能为生活居住、公共服务、商业金融、文化旅游、科技教育和高

新技术产业等，包括中心、城东、城西、湖塘和高新 5 个组团。 

中心组团是常州市的商贸、金融和文化中心，是常州市发展最成熟的功能片区，用地结构多样

化，以居住、商业、行政办公为主，开发强度高；城东组团是相对独立的功能片区，也是常州市的

主要工业基地之一，用地以工业、居住为主，未来规划发展机车制造、轨道交通装备、生物医药、

纺织、服装及现代物流业，同时合理配置居住和公建用地；城西组团也是常州市的主要工业基地之

一，用地以工业和居住为主，未来规划为生活居住及机电一体化、新材料、机械制造业等低污染的

先进制造业、现代物流业、大型生活社区和区行政服务中心；湖塘组团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也是

相对独立的功能片区，组团内各类用地较为齐全，包括居住、工业、商业和行政办公用地，未来规

划以商务商贸、文化旅游、职教科研、居住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形成以高等职教和淹城遗址为特

色的综合组团和城市南部商贸副中心；高新组团是以常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为依托，是近年来常州

市发展的重点片区，用地以工业、居住、商业和行政办公为主，未来规划为发展机电一体化、动漫

产业、电子、软件产业、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及市行政中心、大型生活社区、现代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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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休闲区和城市北部商贸副中心。 

 

图 2 五个组团的用地结构 

2. 出行强度 

出行强度是单位面积上的出行产生和吸引次数（单位是人次/ km
2），因此，出行强度分成产生

强度和吸引强度。出行强度主要受用地性质及开发强度等因素影响。一般来讲，商业用地、行政办

公用地的出行强度要高于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同类性质的用地开发强度越高，其出行强度也越高。 

表 1 出行强度情况 

组团 
面积 

（km2） 

出行产生量 

（人次） 

产生强度 

（人次/km2） 

出行吸引量 

（人次） 

吸引强度 

（人次/km2） 

中心组团 74.78 1601056 21410 1601765 21420 

城东组团 104.23 331681 3182 330569 3172 

城西组团 35.52 83991 2365 83938 2363 

湖塘组团 105.85 666507 6297 666774 6299 

高新组团 55.5 246454 4441 246642 4444 

主城区 375.88 2929689 7794 2929688 7794 

 

从各组团的出行强度情况来看，中心组团作为全市的商贸、金融和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的人

流，出行产生强度和吸引强度最高，分别为主城区平均产生强度和吸引强度的 2.75 和 2.75 倍。出行

强度大小依次顺序为：中心组团、湖塘组团、高新组团、城东组团和城西组团。并且，湖塘、高新、

城东和城西四个组团的出行强度要低于主城区的平均出行强度，且远低于中心组团的出行强度，这

与各组团的用地性质及结构是密切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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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出行产生量和吸引量分布 

从各个组团的面积比例和产生量、吸引量的比例来看，中心组团面积仅占主城区的 19.89%，其

产生量和吸引量分别占主城区产生量和吸引量的 53.87%和 53.89%。而城东、城西、湖塘和高新组团

的面积比重高于相应的产生量比重和吸引量比重。这也说明了用地性质与结构对居民出行具有很重

要的影响。 

3. 出行分布 

出行分布是指出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出行量的大小反映了起点（O）和讫点（D）之间的出行

联系强度。出行空间分布系数是指从某特定组团出发的出行到各组团的比例。 

3.1 3.1 全目的出行分布 

定义组团 的出行空间分布系数 ： 

               （1） 

式中， 为组团 到 的出行量， 为组团 到 的出行空间分布系数，其取值范围为[0，

1]，且满足 。 

当 ji  时， )(ijp 表示组团 i 内部出行量占组团 i 所有出行总量的比例，亦即出行在该组团内部

完成的比例，反映了该组团内部的各类用地之间的匹配程度。显然， )(iip 值越大，则该组团内部各

类用地之间的匹配程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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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出行联系强度及出行空间分布系数 

    终点 

起点  
中心组团 城东组团 城西组团 湖塘组团 高新组团 合计 

中心组团 
1390784 

（86.87%） 

40297 

（2.52%） 

29069 

（1.82%） 

62543 

（3.91%） 

78361 

（4.89%） 

1601054 

（100%） 

城东组团 
40567 

（12.23%） 

271776 

（81.94%） 

376 

（0.11%） 

13705 

（4.13%） 

5254 

（1.58%） 

331678 

（100%） 

城西组团 
28872 

（34.38%） 

439 

（0.52%） 

48573 

（57.83%） 

1837 

（2.19%） 

4267 

（5.08%） 

83988 

（100%） 

湖塘组团 
64205 

（9.63%） 

12453 

（1.87%） 

1753 

（0.26%） 

583790 

（87.59%） 

4304 

（0.65%） 

666505 

（100%） 

高新组团 
77334 

（31.38%） 

5601 

（2.27%） 

4165 

（1.69%） 

4897 

（1.99%） 

154455 

（62.67%） 

246452 

（100%） 

    注：表格中的数字表示两个组团之间的出行量，括号中的百分数表示出行空间分布系数。 

任意两个不同组团之间的双向出行量越大，表明两个组团之间的出行联系强度也越强。在五个

组团中，中心组团与高新组团之间的出行量最大，出行联系强度最强，并且中心组团与其他四个组

团之间的出行量都较其他四个组团之间的出行量大。这主要跟中心组团聚集了全市大部分大型的商

业设施、文化娱乐设施（商贸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和大量的居住区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

其他四个组团的大量生活购物、文娱体育活动都需要在中心组团完成，另一方面，由于除中心组团

之外的四个组团内未能及时配套开发居住设施，致使大量的人们居住在中心组团内，工作却在其他

四个组团。这些出行联系强度大的组团代表了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流动方向，在进行城市交通规划

时，应予重点考虑。 

值越大，则组团内的各类用地之间的匹配程度越高。组团内出行比例的高低顺序依次为湖

塘组团、中心组团、城东组团、高新组团和城西组团。湖塘组团、中心组团和城东组团内部的出行

比例远高于高新组团和城西组团，主要原因是湖塘组团、中心组团和城东组团内部的用地多样化，

而高新组团和城西组团内部的用地性质较为单一。 

3.2 分目的出行分布 

基于家的通勤出行是指以家为出行起点的上班出行，基于家的弹性出行是指以家为出行起点的

生活购物、文娱体育等出行。 

3.2.1  基于家的通勤出行 

通勤出行是一种刚性的出行，通勤出行的空间分布特征能够反映出居住地与就业岗位之间的空

间布局情况。在此，定义组团 i 基于家的通勤出行空间分布系数 )(ijwp ： 




j

ijw

ijw

ijw
T

T
p

)(

)(

)(              （2） 

式中， )(ijwT 为组团 i 到 j 的基于家的通勤出行量， )(ijwp 为组团 i 到 j 的基于家的通勤出行空间

分布系数，其取值范围为[0，1]，且满足 1)( 
j

ijwp 。 

当 ji  时， )(ijwp 表示组团 i 内部基于家的通勤出行量占组团 i 所有基于家的通勤出行总量的比

例，亦即通勤出行都在该组团内部完成的比例，反映了该组团内部的居住与就业之间的匹配程度。

显然， )(iiwp 值越大，则该组团内部的居住与就业之间的匹配程度越高。 

)(i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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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于家的通勤出行联系强度及出行空间分布系数 

   终点 

起点 
中心组团 城东组团 城西组团 湖塘组团 高新组团 合计 

中心组团 
258581 

（74.09%） 

16417 

（4.70%） 

13085 

（3.75%） 

21069 

（6.04%） 

39874 

（11.42%） 

349026 

（100%） 

城东组团 
6705 

（7.70%） 

76862 

（88.26%） 

227 

（0.26%） 

1441 

（1.65%） 

1854 

（2.13%） 

87089 

（100%） 

城西组团 
4647 

（21.57%） 

70 

（0.32%） 

14594 

（67.75%） 

411 

（1.91%） 

1819 

（8.44%） 

21541 

（100%） 

湖塘组团 
12850 

（8.05%） 

2381 

（1.49%） 

707 

（0.44%） 

142212 

（89.11%） 

1449 

（0.91%） 

159599 

（100%） 

高新组团 
12225 

（22.59%） 

1733 

（3.20%） 

1510 

（2.79%） 

759 

（1.40%） 

37885 

（70.01%） 

54112 

（100%） 

    注：表格中的数字表示两个组团之间基于家的通勤出行量，括号中的百分数表示通勤出行空间分布系数。 

任意两个不同组团之间基于家的通勤出行量的大小直接反映了两个组团之间的通勤联系强弱，

通勤出行量越大，则通勤联系越强，反之则亦然。中心组团和其他四个组团之间通勤出行联系强度

要强于其他四个组团之间的通勤出行联系强度，主要原因是中心组团是常州市发展最早的城市建成

区，大部分的居民居住区都在中心组团之内，而其他四个组团的新发展又为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

岗位，从而导致了居住在中心组团的人们不得不到其他四个组团去上班。城东组团和城西组团之间

的通勤出行联系强度最弱，其主要原因是两个组团之间的空间距离较大和城东组团内部的居住与就

业之间的匹配程度高。 

值越大，则组团内的居住与就业之间的匹配程度越高。组团内的居住与就业之间的匹配程

度高低顺序依次为湖塘组团、城东组团、中心组团、城西组团和高新组团。以湖塘组团和城东组团

的居住与就业之间的匹配程度为最高，组团内部的空间分布系数接近 90%，其主要原因是湖塘组团

和城东组团都是相对独立的功能片区，居住与就业用地结构较为合理；以城西组团和高新组团的居

住与就业之间的匹配程度为最低，组团内部出行比例仅接近于 70%，大量的通勤出行需要跨越组团，

主要原因是城西和高新组团的用地性质比较单一；中心组团的居住与就业之间的均衡程度比较高，

组团内部出行比例达 74.09%，主要原因是尽管中心组团的用地结构多样化，但是仍有相当比例居住

在中心组团的人们要到其他四个组团中去上班。 

对于某特定组团而言，空间分布系数的大小反映了该组团与任一组团之间的通勤出行分布情况。

显然，空间分布系数 越大，则组团 到 之间的通勤出行量所占组团 到所有组团之间的通勤

出行总量的比例就越高。以中心组团为例，居住在中心组团的居民到中心组团上班的比例最大，达

74.09%，其次为高新组团，占比达 11.42%，接下来依次为湖塘组团（6.04%）、城东组团（4.70%）

和城西组团（3.75%）。 

通勤出行方向系数 是指从组团 到组团 的通勤出行量与组团 与组团 之间的双向通勤

出行量之比，其定义式如下： 

                 （3） 

的取值范围为[0，1]，且满足 。 

当 = =0.5 时，表示组团 和 之间的两个方向上的通勤出行是均衡的，当 >0.5

时，则组团 和 之间的通勤出行重方向为组团 到组团 ，即组团 和组团 的通勤出行量要大于

)(iiwp

)(ijwp i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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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 和组团 的通勤出行量。 

表 4 基于家的通勤出行方向系数 

   终点 

起点 
中心组团 城东组团 城西组团 湖塘组团 高新组团 

中心组团 -- 0.71 0.74 0.62 0.77 

城东组团 0.29 -- 0.76 0.38 0.52 

城西组团 0.26 0.24 -- 0.37 0.55 

湖塘组团 0.38 0.62 0.63 -- 0.66 

高新组团 0.23 0.48 0.45 0.34 -- 

 

不同组团之间的通勤出行明显存在着方向上的不均衡性。中心组团和高新组团之间的通勤出行

方向不均衡性最明显，中心组团到高新组团的通勤出行方向系数达 0.77，这表明居住在中心组团到

高新组团去上班的人数要大于居住在高新组团到中心组团去上班的人数。从表 4 可以看出，中心组

团和其他四个组团之间的通勤出行方向不均衡性都很明显，并且通勤出行重方向为中心组团到其他

四个组团，表明了居住在中心组团到其他任意一个组团去上班的人数超过居住在其他任意一个组团

到中心组团去上班的人数。其主要原因是中心组团聚集了大量的居住区，而其他四个组团的发展又

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导致了居住在中心组团内的人们要到其他组团去上班。湖塘组团与城东组

团、城西组团、高新组团之间的方向系数表明，居住在湖塘组团到城东组团、城西组团和高新组团

上班的人数超过居住在这三个组团到湖塘组团上班的人数。高新组团与中心组团恰恰相反，居住在

高新组团到其他任意一个组团上班的人数少于居住在其他任意一个组团到高新组团上班的人数。 

3.2.2  基于家的弹性出行 

弹性出行是相对于通勤出行而言的，具有非强制性和空间上的分散性等特点。基于家的弹性出

行空间分布可以反映出居住和生活、文娱类配套设施之间的空间布局情况。 

定义组团 基于家的弹性出行空间分布系数 ： 

         （4） 

式中， 为组团 到 的基于家的弹性出行量， 为组团 到 的基于家的弹性出行空间

分布系数，其取值范围为[0，1]，且满足 。 

当 时， 表示组团 内部基于家的弹性出行量占组团 所有基于家的弹性出行总量的比

例，亦即弹性出行都在该组团内部完成的比例，反映了该组团内部的居住与生活、文娱类配套设施

之间的匹配程度。显然， 值越大，则该组团内部的居住与生活、文娱类配套设施之间的匹配程

度越高，居住和生活、文娱类配套设施在空间布局上愈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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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于家的弹性出行联系强度及出行空间分布系数 

    终点 

 起点 
中心组团 城东组团 城西组团 湖塘组团 高新组团 合计 

中心组团 
281943 

（96.04%） 

1419 

（0.48%） 

1751 

（0.60%） 

3548 

（1.21%） 

4898 

（1.67%） 

293559 

（100%） 

城东组团 
6723 

（13.74%） 

36954 

（75.54%） 

12 

（0.02%） 

5032 

（10.29%） 

196 

（0.40%） 

48905 

（100%） 

城西组团 
2465 

（31.55%） 

6 

（0.08%） 

5094 

（65.20%） 

55 

（0.70%） 

193 

（2.47%） 

7807 

（100%） 

湖塘组团 
7030 

（8.52%） 

708 

（0.86%） 

316 

（0.38%） 

73682 

（89.25%） 

822 

（1.00%） 

82558 

（100%） 

高新组团 
4437 

（17.44%） 

177 

（0.70%） 

83 

（0.33%） 

361 

（1.42%） 

20382 

（80.12%） 

25440 

（100%） 

注：表格中的数字表示两个组团之间基于家的弹性出行量，括号中的百分数表示弹性出行空间分布系数。 

任意两个不同组团之间的基于家的弹性出行量越大，则两个组团之间的弹性出行联系越强。以

湖塘组团到中心组团的弹性出行联系强度最大，其次是城东组团到中心组团的弹性出行联系强度。

中心组团与其他四个组团的弹性出行量较大，主要原因是中心组团拥有大型的商业和文娱设施，吸

引了其他四个组团的人们来中心组团购物和文娱活动。城西组团因为缺乏商业和文娱设施，不能吸

引其他四个组团的人们，故而其他四个组团到城西组团的弹性出行量很少。 

越大，则组团内的居住和生活、文娱类配套设施在空间布局上越合理。居住与生活、文娱

类配套设施之间的匹配程度高低顺序依次为中心组团、湖塘组团、高新组团、城东组团和城西组团。

以中心组团的均衡程度为最高，组团内 96.04%的居民弹性出行在组团内部完成，这与中心组团拥有

齐全的生活、文娱类配套设施是密切相关的。其次是湖塘组团，组团内 89.25%的居民弹性出行在组

团内部完成，其原因是湖塘组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功能片区，也具有较为完备的生活、文娱类配套

设施。城西组团内居住和生活、文娱类配套设施的均衡程度最低，其原因是城西组团的用地结构相

对单一，缺乏相应的生活、文娱类配套设施，特别是大型的生活、文娱类配套设施。 

对于某特定组团而言，空间分布系数的大小反映了该组团与任一组团之间的弹性出行分布情况。

显然，空间分布系数 越大，则组团 到 之间的弹性出行量所占组团 到所有组团之间的弹性

出行总量的比例就越高。以中心组团为例，居住在中心组团的居民到中心组团弹性出行的比例最大，

达 96.04%，其次为高新组团，占比达 1.67%，接下来依次为湖塘组团（1.21%）、城西组团（0.60%）

和城东组团（0.48%）。 

弹性出行方向系数 是指从组团 到组团 的弹性出行量与组团 与组团 之间的双向弹性

出行量之比，其定义式如下： 

      （5） 

当 = =0.5 时，表示组团 和 之间的两个方向上的弹性出行是均衡的，当 >0.5

时，则组团 和 之间的弹性出行重方向为从组团 到组团 ，即组团 和组团 的弹性出行量要大

于组团 和组团 的弹性出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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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基于家的弹性出行方向系数 

    终点 

起点 
中心组团 城东组团 城西组团 湖塘组团 高新组团 

中心组团 -- 0.17 0.42 0.34 0.52 

城东组团 0.83 -- 0.67 0.88 0.53 

城西组团 0.58 0.33 -- 0.15 0.70 

湖塘组团 0.66 0.12 0.85 -- 0.69 

高新组团 0.48 0.47 0.30 0.31 -- 

任意两个不同组团之间的基于家的弹性出行联系具有明显的方向不均衡性。以中心组团为例，

除高新组团之外，其余三个组团与中心组团之间的弹性出行联系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性，中心组团

作为全市的商贸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吸引了其他组团大量的弹性出行到中心组团，并且明显高于

从中心组团到其他组团的弹性出行量。 

4. 结束语 

城市用地结构是影响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的关键因素，对居民出行强度、居民出行空间分布、交

通方式选择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表明，组团内部用地结构不合理引发了大量跨组团的出

行活动。因此，在城市规划过程中，应将构建合理的城市用地结构作为重要原则和目标，彻底摈弃

严格的功能分区概念，提高用地的多样性和混合程度。城市各组团应该通过各类土地的平衡发展和

公共配套设施投资的加强，完善各组团的内部功能，吸引组团内居民就地上班、上学等，尽可以缩

短居住地与工作地之间的距离，均衡居民出行的空间分布，减少居民跨组团出行的比例，缓解城市

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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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承载力在控规动态维护中的工作机制研究 

张晓东  郑猛 

【摘  要】本文首先对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动态维护工作背景进行了论述，然后详细介绍了

“静态”对比测算和“动态”模型测试相结合的交通承载力分析方法的基本原理和工作方法，最后，

重点对交通承载力在北京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过程中的工作机制进行了研究，并以交通承载力分析

在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控规方案的技术论证工作为例进行实例分析。 

【关键词】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承载力；工作机制 

1. 概述 

2005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年—2020 年）》[1]（以下简称《总规》）

中明确提出，“有效配置城市发展资源、合理规划城乡发展空间、促进北京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

谐、协调和稳定发展，有必要对影响城市发展的环境资源承载力进行科学分析，从而更好地指导城

乡规划编制与管理工作”。交通承载力作为环境资源承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影响确定土地适宜

开发强度等方面的重要依据之一，对于协调城市土地使用与交通发展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实现中心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深化落实《北京总规》明确的中心城“六个调整、六个

优化”的规划原则，在《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北京 06 版控规”）编制过程中，

引入了交通承载力分析方法，并以此作为确定土地适宜开发强度的重要依据之一。本文将重点探讨

交通承载力分析在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动态维护过程（以下简称“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

中的工作机制。 

2. 交通承载力分析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交通承载力，是指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时段内，城市交通设施能够实现的人或物的最大移动量。

根据城市交通的服务对象，交通承载力可以分为客运交通和货运交通两类。本文探讨的分析方法主

要针对城市客运交通承载力[2]。在北京 06 版控规编制过程中，交通承载力分析方法作为确定土地适

宜开发强度的重要依据之一。主要发挥了以下几个方面作用： 

一是分析中心城未来土地开发与交通建设的协调程度； 

二是调整优化各类土地使用在空间分布上的适宜强度； 

三是深化落实《北京总规》中城市交通规划的内容； 

四是为控规片区、街区及单元中土地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的调整优化提供参考等。 

2.1 基本原理 

交通承载力分析的前提假设条件是土地开发强度越大，测算小区产生、吸引的交通量也就越大，

则测算小区有责任、也必须提供相应的交通承载力，为本测算小区的交通出行以及过境交通出行提

供服务，在更大的范围内支撑城市交通系统的运行。以北京市为例，根据 2000 年居民出行的距离分

布规律，大约 80%居民出行距离超过 2 km，换句话说，一个测算小区（面积约为 2-3 km
2）中产生

的大约 80%出行量的出行目的地是其他测算小区，因此，交通设施所承载的 80%的出行量相对研究

中划分的测算小区而言是过境交通。 

理论上，不同性质的土地开发是为不同目的的城市活动提供承载空间，不同性质的土地在城市

空间上开发强度的分布表示对各类城市活动吸引强弱的分布，而交通需求具有时间性（起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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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间性（起止点及方向）。因此，交通承载力分析采用“静态”对比测算和“动态”模型测试相

结合的方法协调土地使用与交通的关系。前者解决各测算小区内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之间在

空间分布上的协调关系，后者解决城市交通设施在工作日早高峰小时中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关

系。 

2.2 分析方法 

交通承载力分析中的“动态”模型测试方法主要采用城市交通模型系统（UTMS），该模型的

理论基础和方法目前较为成熟，具体分析方法可参考相关研究成果[3]
 。这里重点介绍“静态”对比

测算的分析方法，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以一定规模的测算小区为研究对象，根据测算小区内居住用地、各产业用地的开发强度计算各

小区内的居住人口数和就业岗位数，以此度量早高峰时段交通产生、吸引的强度。 

依据上位规划所确定的规划年城市交通设施专项规划方案，计算各小区内的交通承载力，从而

获取各测算小区内交通产生、吸引度量值与交通承载力的比值（简称“G 值”和“A 值”）。 

根据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交通发展策略和城市客运交通结构等内容，匡算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

交通承载力的合理比值区间（简称“H 区间”）。 

比较各测算小区的“G 值”、“A 值”与“H 区间”的关系，若高于“H 区间”，降低相应用

地的开发强度或增加测算小区内交通供给能力，促使二者空间分布相协调。 

2.3 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的合理比值区间 

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的比值是指在一定时间段内，城市所能提供的交通设施与由土地开

发所引发的交通出行量之间的协调关系，比值的大小是衡量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的重要参数。

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的比值一般分为居住人口指标、就业岗位指标和匡算路网负荷 3 类。 

“H 区间”以地区干道网不同级别的服务水平作为评价依据，通过分析测算小区居住人口、就

业岗位与车公里的比值获得。“H 区间”受道路服务水平、轨道交通所分担的客运量、客货运交通

量比例等因素影响。 

3. 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4] 

当前，北京城市规划工作的重点正逐渐由规划编制向规划实施转变。城市发展是一个不断演变

的过程，因此，城市规划实施管理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执行城市规划的过程，还需要根据影响城

市发展的不同因素，进行有针对性地优化和完善，是一个动态规划过程。 

3.1 动态维护的概念 

《马丘比丘宪章》中明确提出：“建筑师、规划师与有关当局要努力宣传，使群众与政府都了

解区域与城市规划是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城市规划的制定，而且也要包括规划的实施。这一过

程应当能够适应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 

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是按照城市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针对规

划编制中的不足和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制定统一的标准和统一的程序，对既定

规划进行适当调整，并对调整进行定期评估。 

3.2 动态维护的必然性 

当前，北京正处在经济社会快发展时期，城市建设速度快、规模大，城市问题也在不断的解决

和产生中不断变化。在中心城控规在制定阶段，一方面，有些问题可以很好地预见，但规划措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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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完善；另一方面，有些问题则并未被预见到。因此，在城市规划实施的过程中，针对新问题

和新情况，进行适时、适当的调整和优化是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国内外一些城市大都制定

了一些与规划调整相关的条文，比如：英国规划许可制度赋予管理者一定的规划调整权利；美国的

区划修订中开发权转移、容积率奖励等手段；深圳市的法定图则的调整程序等。 

3.3 动态维护的工作程序 

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的工作程序分为八个步骤：一是主动深化；二是受理；三是论证；四是审

查；五是公示；六是上报、七是办理、八是评估，详见图 1。 

 

图 1 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动态维护工作程序 

4. 交通承载力分析的工作机制 

2006 年，在北京 06 版控规编制过程中，采用的“静态”对比测算与“动态”模型测试相结合

的交通承载力分析方法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不仅可以进行土地使用与交通的总量匹配

分析，还可以进行土地使用与交通的空间分布分析，反馈到具体片区、街区等空间分布层面，实现

土地使用与交通规划的动态反馈。 

2007 年至今，中心城控规进入实施管理阶段，动态维护项目申请需求较大，分布呈分散状态，

部分调整意见已经纳入中心城控规方案中。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作为一个不断优化调整的动态过程，

交通承载力分析也应当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动态工作。因此，在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阶段，有必要在

动态维护的工作程序中继续开展交通承载力分析，确保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的科学性，进而促进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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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4.1 在主动深化和技术论证阶段，加强基于交通承载力分析的规划调整联动机制 

在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过程中，土地使用规划方案的局部调整（如：土地开发性质或规模的改

变）将对城市交通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对城市交通系统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样，交通规

划方案的调整（如：道路线位或公共交通车站的改变）也将对土地使用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对土

地使用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在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实施过程中的主动深化和技术论证两个步骤中，

有必要引入并加强基于交通承载力分析的规划调整联动机制，并以此作为方案调整的重要定量化分

析工具。 

4.2 在评估阶段，引入基于交通承载力的规划协调性评价机制 

基于前面的论述，中心城动态维护过程中土地使用或者交通规划的调整将会对双方产生一定的

影响。一旦相互影响积少成多，并达到一定规模效应，就对城市交通或者土地使用产生巨大的影响。

因此，有必要基于交通承载力分析对进行了一定时期动态维护的中心城控规方案进行评估，通过政

府这只有形的“手”来主动地协调土地使用和交通系统建设，确保规划年城市土地与交通的协调发

展。 

5. 交通承载力分析的应用范畴 

总体上讲，在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阶段，开展的交通承载力分析属于中观层面。因此，有必要

对交通承载力分析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的应用范畴进行界定。 

5.1 空间维度 

在中心城控规方案中，将中心城划分为旧城、旧城以外中心地区、边缘集团以及绿化隔离地区

四个层次。考虑城市主干道或放射路及行政区界等要素，将中心城范围划分为 33 个片区，并将片区

作为人口规模、建设规模、大型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筑高度等在分区层次上确定的基础平台。

同时，在片区的基础上，依据城市主次干道等界限，继续划分规划街区（规模约为 2－3 平方公里），

作为进一步细化到地块的控规编制和控规局部调整的最小研究范围和城市建设管理的基本单位，共

277 个街区。 

由于交通承载力分析主要针对土地使用与交通的空间分布展开分析，并将结果反馈到具体片区、

街区等空间分布层面。因此，交通承载力分析应当以中心城控规方案中的街区或者片区为单位，而

不是以某一个或者几个地块。 

5.2 时间维度 

中心城动态维护以一个不断优化调整的动态过程，交通承载力分析也应当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动

态工作。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每一次动态维护都需要进行交通承载力分析。由于局部地块的调整

并不一定能够对交通系统产生较大影响，而经过一段时间动态维护的中心城控规方案则有可能对交

通系统产生较大影响。目前，中心城动态维护工作已经形成了月报、季报和年报等多种统计分析方

式。因此，评估阶段的交通承载力分析可以结合中心城动态维护的统计工作同步开展；主动深化和

技术论证阶段的交通承载力分析则应当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6. 应用案例分析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控规方案的技术论证 

2008 年北京市委市政府确定了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出台了相关指导性意见，并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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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一副三新四后台‖的金融产业布局规则。丽泽金融商务区作为“三新”之一，对城市空间提出新的

需求。 

为了实现丽泽商务金融区土地使用与交通的协调发展，在控规方案编制的技术论证阶段，主动

采用“静态”对比测算和“动态”模型测试相结合的交通承载力分析方法对不同规划方案的土地开

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总体上讲，基于 M14 、M11 和 M16―两横一纵‖三条轨道交通线的交通设施方案，即北京远景

轨道交通网络，并通过有针对性地区道路交通设施建设和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大幅提升该地区通勤

交通出行方式中公共交通所占比例，丽泽金融商务区可以实现土地开发以商业金融用地为主 550 万

-600 万平方米的土地开发强度。但是，考虑到轨道交通 M11 和 M16 号线规划建设时序的不确定性，

建议土地开发分期实施。 

 

图 2 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控规方案交通承载力测试分析结果 

7. 结语 

总的来讲，在中心城控规动态维护过程中引入交通承载力分析工作，能够使土地规划方案与交

通规划方案进行相互校核和检验，从而在动态维护过程中有效保证土地规划与交通规划的同步协调。 

【参考文献】 

[1]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R] .北京：北京市规划委员会，2005 

[2] 郑猛. 北京城市宏观交通战略模型——TRIPS 模型[J]. 北京规划建设. 2004.2：22-25 

[3] 郑猛，张晓东. 依据交通承载力确定土地适宜开发强度——以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为

例[J]. 城市交通. 2008.9：15-18 

[4]《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划》动态维护工作相关材料汇编 2007（内部资料）. 北京：北京

市规划委员会详细规划处，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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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118 的就

业/车公里的数值为

1.43，处于开发强度

较高地区； 

单元 108 的就

业/车公里的数值为

1.23，处于开发强度

勉强接受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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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保护优先的古城区交通规划研究 

——以安庆市为例 

张杰林  李铁柱  李健民  

【摘  要】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驶入前所未有的快车道，保护城市传统风貌特色与满足城市交通需

求的道路建设矛盾日益突出，而交通是城市古城区保持活力的重要支撑条件，古城区道路交通规划

应考虑与城市历史的文脉保护协调发展。本文以安庆市为例，结合安庆市古城区历史文化与传统风

貌区保护的要求，首先进行了分析古城区交通问题；接着，运用“保护、疏散”理念，探讨了在尊

重、延续城市自然环境风貌和历史文化传统前提下有效疏导古城区内外交通流，处理好街区保护、

利用的关系，从而形成有利于古城区保护的路网布局；最后，为缓解古城区在出行小汽车机动化冲

击下的交通压力，实现古城区动静态交通平衡发展，提出了公共交通规划的主要成果，并制定了多

元停车供给政策。 

【关键词】古城区；道路交通；规划；历史文化保护 

1. 引言 

土耳其诗人希格梅有一句名言：“人的一生之中有两样东西是永远不能忘却的，这就是母亲的

面孔和城市的面貌。”虽然我国一些城市和新区正处于茁壮成长的“青年阶段”，如深圳市、上海

浦东新区等，但大多数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城市古城区文化遗存丰富，历史遗迹保存较好，截

至 2008 年底，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已达 109 座，如第 103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安庆市筑城于南宋时

期，随着城市发展，距今已近千年历史。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小汽车渐进“寻常百姓家”，城市古城区街巷格局尚未很好适应迅速增

长的交通需求。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避免古城、新城“一刀切”式的交通规划？如何在改善城市古

城区交通的同时又能有效地保护城市特色和延续城市文脉？本文以安庆市为例，正确处理古城区保

护和发展的关系，探讨古城区交通存在问题和规划中相应对策。 

2. 现状分析 

2.1 土地利用 

安庆市古城区的现状土地利用特性，可以归纳为以下二个方面：第一，古城区现状人口约 13 万

人，面积约 3.65 km2，人口密度为 3.56 万人/ km2，远远超过中心城区的 1.05 万人/ km2 平均水平；

第二，古城区的现状土地利用构成中，以居住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 69.26%、

24.20%，总和达到 93.46%[1]，表现出古城区的强公共活动中心地位和人口聚集功能，由于持续加剧

的城市建设用地、人口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压力，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安庆市古城区的经济集聚规模

仍然很大，吸引着大量的就业、公务和购物人流，形成强大极核。 

2.2 交通供给 

安庆市古城城廓呈半方半曲不规则形态，顺应地势的街道走向，形成了自由加方格网状道路系

统，见图 1。安庆古城区的主、次干路密度之比为 11.5[2]，干路网等级结构严重不合理，影响道路

网络整体功能的发挥。同时，古城区缺乏支路，且断头路较多，道路宽度不足，难以适应机动化水

平日益提高的需要，过窄的道路容易形成交通瓶颈，使公交很难深入到住宅小区，从而制约整个道

路网络的通行能力。同时，出入古城区交通通道数量不足，通行能力难以满足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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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安庆市古城区道路网布局 

古城区交通压力较大。机动车交通负荷较大，古城区内 7 条主干路中就有 3 条主干路路段服务

水平低于 D 级[2]；非机动车高峰小时流量普遍较大，大量的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流争夺有限的道路时

空资源，大大影响了道路通行能力。 

现状的机动车停车设施供不应求。古城区中心区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和就业岗位，机动车的发生

吸引量很大，停车矛盾显得尤为突出。中心区一带以商业、娱乐用地为主，机动车停车需求泊位严

重不足，导致大量机动车占道停放，严重影响路面交通流的正常运行；非机动车停车场严重缺乏，

大量非机动车占人行道停放，摆放无序，造成步行空间拥挤，甚至由于步行空间的狭小使行人在机

动车道上行走，道路交通秩序混乱。 

3. 古城风貌与交通协调发展规划 

3.1 规划原则 

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以古城区道路规划作为解决保护城市特色问题的突破口，构筑“人本位”

的居民出行氛围，提出下述规划原则： 

优化用地布局结构，强化历史街区居住、商贸旅游服务功能； 

结合城市总体规划目标，疏解古城区人口，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和居民整体生活质量； 

尊重和延续城市自然环境风貌和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历史古迹和自然人文景观，走可持续发展

道路； 

尊重《雅典宪章》的“在所有可能的条件下，将所有干路避免穿行古建区，并使交通不增加拥

挤， 亦不使之妨碍城市有机的新发展。” 

3.2 规划方案 

交通是古城区保持活力的重要支撑条件，古城区道路交通规划应基于名城保护的基础上进行，

从而实现整个城市的协调发展。古城区交通规划方案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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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安庆市古城区交通规划方案 

3.2.1  环路规划 

结合古城区保护，对部分道路性质和功能进行调整，强化古城外围主干道交通分流的同时，弱

化内部主要客流走廊的机动车交通功能，强化客流服务功能，形成有利于古城区保护的路网布局，

优化路网整体功能。 

将古城区外围的 4 条主干路规划为古城区的外围环路，发挥其疏散古城区过境交通及保护古城

区不受外界交通冲击的双重作用。外环周围建立公共停车场，以便利机动车停靠后换乘公交或步行

至古城区，减少古城区的交通压力；将古城区中心区位的孝肃路、人民路以及龙山路规划为古城区

的内环，疏导古城区内部交通。详见图 3。 

 

图 3 安庆市古城区环路结构 

3.2.2  历史街区交通保护规划 

历史街区（图 2 绿色虚线所示）保留着传统的城市结构，也传承了传统城市的骨架——人力为

主的道路交通系统，但这种交通体系和现代的机动道路系统不在一个发展层次，如何进行两个系统

的对接是历史街区交通规划的重点。 

考虑到历史街区具有满足区内居民生活和观光旅游的双重功能，街巷宽度 4-6 米不等，在历史

街区内组织由自行车、观光旅游电瓶车、人力三轮车、黄包车、步行为主的交通工具和方式，对于

业主装卸用货车（不大于 1.5 吨）限时段进入，从而保持传统历史街区风貌。在历史街区外围，做

好各种交通方式的衔接：设置机动车停车场供观光车辆交通换乘，同时在其外围设置公交停靠站和

非机动车停放点为保护街区内居民服务，从而建立自行车—公交、步行—公交、步行—自行车无缝

衔接的换乘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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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公共交通规划 

通过发展有竞争力的公交系统，提高公交吸引力。古城区外环新建市级快速公交线路，沟通古

城区与外界其他组团的联系；调整现状 15 条公交线路沿主要客流方向布设，深入到古城区内部；

为更好地协调《安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大力推广和弘扬“皖江文化”，促进旅游业发展，

增设途径古城区的 2 条旅游线路[2]，将古城区内各历史街区和滨水风景区串联起来。 

3.2.4  停车规划 

在古城区内合理布设公共停车设施，形成便捷的换乘系统，改善停车设施条件，动静态交通平

衡发展，引导车流合理运行。 

古城区停车采取停车需求管理措施，从而弱化古城区内部道路交通功能，减少穿越古城内部的

机动车交通量；适当提高古城内部停车费用，运用经济杠杆，引导内环的多余机动车停靠量停在外

环。 

 在外环建立分布均匀的公共机动车停车场，主要功能服务于社会车辆，引导机动车辆尽量停放

在古城区边缘，以截流过多的机动车流量进入名城保护区。外环停车费用比内环低廉，远期可禁止

外地车辆通行进入古城区，所有外地牌照车辆一律在外环停车换乘公交或其他方式至内环中心区。

同时要减少停车场库车辆进出对外围道路交通的干扰，从而建立与古城区道路容量、中心商业区功

能发展和古城区历史文化保护资源保护要求相协调的停车体系，保证地块内部的正常运输。 

内环以建筑物自身配建停车为主，对于机动车公共停车设施，其停车泊位收费较高。同时加大

自行车停车泊位，规范自行车、摩托车停放区域，在历史街区周边区域道路部分路段设置非机动车

停靠点，做好与历史街区的衔接以减轻内环机动车停放和非机动车停放的双重压力。 

历史街区集中了大量的名胜古迹，为了保护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禁止外来机动车驶入该区域，

来此观光旅游的机动车一律停放在保护区以外。 

4. 结语 

面对 21 世纪交通机动化及郊区城市化的双重挑战，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城市特色保

护与古城区交通规划的协调研究[3]，为“人本位”出行系统构筑创造条件。本文以安庆市为例，在

分析古城区交通问题的基础上，遵循“优先保护”的原则，对古城区交通规划做了有益的探索，其

经验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安庆市人民政府.安庆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Z].2005. 

[2]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安庆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R].2008. 

[3] 李朝阳.现代城市道路交通规划 [M].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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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历史文化保护的古城区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以扬州市古城区为例 

徐上  唐小勇 

【摘  要】历史文化保护是制定古城区交通发展策略的前提条件。在古城区狭小的空间里如何制定

有效的策略缓解日益严峻的交通拥堵是许多历史文化名城面临的问题。首先分析了历史文化保护对

古城区交通发展所提出的要求，结合古城区道路狭窄，但是街巷体系丰富的特点给出了古城区交通

发展的若干策略，即充分利用街巷疏解交通，调整路网降低贯穿性，交通分流和需求管理减少交通

量，发展绿色交通等。最后将研究成果运用于扬州市古城区交通策略的方案制定。 

【关键词】历史文化保护；扬州古城区；交通拥堵 

1. 引言 

我国是一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许多城市都保存了大量的历史文化遗产。由于民族文化、

风土人情不同以及历史的变迁，各个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建筑风格、街区形态，呈现出不同的都市风

貌。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好这些见证历史的精华沉淀，体现其应有的宝贵价值，保护和发展历史文

化的古城[1]。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车辆的增多，古城区内车多路窄，停车困难等矛盾逐渐明显。交

通发展和老城保护之间如何协调成为当前紧迫的问题。 

传统的以“建”为主的交通问题解决策略不再适合古城区，古城区的交通问题有了更多的约束

条件。目前，关于古城的历史文化保护，国内的学者已经做了许多研究。但如何在历史文化保护的

框架下制定古城区交通发展策略的研究还比较少，也不够系统化。本文以扬州市古城区为例，首先

剖析古城区交通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分析历史文化保护对古城区交通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再

基于这些要求给出了古城区交通发展若干策略。 

2. 历史文化保护对古城区交通发展的要求 

古城历史文化的保护总的说来既要注意单个建筑物的保护，还要重视一定规模的环境保护，一

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见证一个历史事件的伟大的或朴实的城市环境[2]。古城文化保

护可以分为三个层面：（1）对于局部遗址、文物的保护；（2）保护城市特色：古城区独特的城市

格局是一个城市区别于其它城市的特色，失去了这些特色，也就失去了城市的个性，失去了城市的

吸引力；（3）保护社区的特性、社区形态、生活方式。 

交通发展应服从古城区历史文化的保护这是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但是对于不同的保护层面，

交通解决思路应该是不一样的。将各个已经被认定为文物的单位用围墙隔离起来，道路的延伸避开

这些单位，这顶多只算在第一个层面上对于文化传统的保护。因为更普遍的是非文物古建筑，是那

些充满传统气息的小街小巷，是居住在这些地带的居民的民俗风情。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第二、第三

层面上的保护是区域性的、系统性的，而不是孤立的。古城区历史文化保护对交通发展的要求，可

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2.1 交通系统应该保护传统的城市格局和社区形态 

交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道路的修建或扩建将极大地改变沿线的用地、景观。道路拓宽改造使

得进出古城区的交通变得更为方便，增强了古城区的可达性，因而将商业气息带入古城区，一方面

给古城注入了活力，提高了古城的吸引力，促进了古城商业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它也大大改变了

街道两边原有的布局景观，传统的建筑和社区从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商业化楼盘。像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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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举措对于古城区历史文化的保护是十分不利的，扩建道路带来的影响是难以控制的，其对于古

城格局和风格的破坏是巨大的。因此从保护古城区整体的要求出发，要求交通系统不能破坏原有古

城的格局和社区形态，粗方式的道路新建、扩建工程都要谨慎行事。 

2.2 交通系统应该支持古城社区的可持续性发展，支持古城“有机更新” 

保护古城社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阻断交通，不让过多交通接近。但是此法虽然起到了较好的保

护作用，但是却降低了社区的可达性，降低了古城的吸引力，最终的结果是社区失去活力、走向衰

败。衰败的结果从长远看来必然是社区居民外迁、社区无人维护、与之相关的传统生活方式、历史

文化、手工艺等消失，这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而要求交通系统能够支持社区可持续发展

和“有机更新”[3]。在实施古城区保护的同时，也要努力改善社区公共设施（包括道路设施），不

降低其交通可达性，支持古城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要求古城采用独特的交通方式方能实现上

述目标。 

3. 基于历史文化保护的古城区交通策略 

交通问题是一个当今世界公认的难题，紧靠单一的措施很难起到成效，要从多个方面，多管齐

下，各种措施相结合，方能产生组合效应。以下的多项措施皆是针对古城区的交通拥堵缓解策略。 

3.1 调整古城区内部道路网络 

城市道路按照功能等级分为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但对于古城区，更多的是历史遗

留下街巷，这些街巷有的甚至机动车不能通行。因此对于古城区道路应该有更细致的划分。这些分

布在传统街区内部、道路曲折、线形多边、路面狭窄、适合步行的街巷统称为历史街区内部街巷，

其按宽度又进一步可以分为传统街、主巷和支巷，分别见图 1、图 2、图 3。 

 

古城区路网适宜以集散功能为主，穿越交通尽量减少。快速路不宜穿越古城区，常保留一个主

干道作为进出古城区的便捷通道，次干道则作为主干道的进

一步分流，支路起到集散道路的作用。传统的街巷主要作为

非机动车和行人的疏散通道。古城区的路网结构目的就是尽

量减少穿越交通的便利性，故断头路或丁字交叉口对于古城

区并非不好。 

3.2 构建绿色交通系统 

绿色交通理念包括交通工具、道路状况、车辆运行方式、

交通管理措施等方面。它强调减轻交通拥挤、减少环境污染、

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社会公平，节省建设维护费用。其基于

可持续性发展的三个理念：经济和财务的可持续性、环境和

生态的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4]。绿色交通工具排序为步

   

图 1 传统街 图 2 主巷 图 3 支巷 

 

图 4 古城区层面人车分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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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自行车、公共交通（电车、轻轨、地铁、公共汽车）、出租车、私人机动车、货车、摩托车。

在没有条件实现轨道交通前，充分利用步行、自行车、公共汽车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系统是交通可

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而古城区也正需要构建这样的绿色交通系统（公交＋步行＋自行车）。古城

区人口密度高，人口分布集中，收入水平偏低，人口年龄结构中少年与老年人口比重偏高，该模式

可以很好的支持公交的发展。 

3.3 交通分离 

要对交通进行分离，因为同质交通流既便于组织又可以更有效率运行。混合交通矛盾是很多道

路脏乱差的主要矛盾。人、机动车、非机动车混杂一起，相互干扰导致某些道路通行能力低下，而

且混合交通更加容易导致交通事故，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对于古城区可以在整个城区层面上实现人车分离。将人流引入街区内部，充分利用古城区丰富

的街巷体系作为老城的步行系统。街巷适合步行而机动车不能进入，从而从老城层面上实现人车分

离，如图 4。较窄的步行道路塑造了新的城市尺度, 更符合老城的风貌特点。因而老城应以街巷体系

为主，结合位于干道两侧的人行道构筑老城完善的步行系统，也可以在适当的地区考虑设置步行街。 

此外要最大可能的实现机非分离。若道路宽阔，则可采用绿化带分离，若道路狭窄，则可采用

栏杆或标线分离。为了充分利用交通资源，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可以做成一个平面，让行人和自行车

可以充分共享道路资源。 

3.4 交通分流 

从整个城市角度入手，有利于处理老城交通问题。古城区中过境交通占较大比例，故应采取分

流措施，分流过境交通，阻止过境交通穿越古城区。分流的措施有很多：在老城外设置环路、调整

老城内部路网结构、采取交通管理措施、车流诱导等等。现古城区外已有环路和切线方向道路，还

应该通过交通管理、车流诱导、调整古城区路网结构等措施让外围环路和切线方向道路发挥实际作

用。古城区内部路网调整的一个原则就是降低穿越老城的便利性。可以通过降低道路等级，降低贯

穿古城区的道路连通性，保持适当拥挤等策略来实现。此外可以通过外围停车+换乘的方式对外部进

入古城区的交通进行截流，减少进入交通量。 

3.5 资源限量供应 

一方面古城区能够提供的不管是道路资源还是停车资源都很有限，不可能满足不断发展的交通

需求；另一方面，即使提供了更多的道路资源或停车资源，使得车辆进入古城区更加顺畅，停车更

加方便，这反过来会激发新的交通需求，吸引更多的交通进入古城区，新的道路很快又会饱和。这

一点已经被很多的实例所证实，最终的结果是道路资源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交通的增长，交通问题得

不到有效的解决。从这两方面考虑，故古城区对交通资源应该采取限量供应的原则。不能采用被动

的供应追随需求的原则，而应该采用主动调整交通需求以适应设施供应的原则。 

3.6 交通管理优先 

古城区的道路扩建、改建空间极其有限，只能结合老城改造项目进行局部的细节的调整修改。

因此古城区交通发展目标主要依靠交通管理策略来实现。交通管理通过对人、车、路的管理提高交

通系统的运行效率。通过标志标线等道路设施的管理、人流车流的管理、法规管理、系统优化、交

通组织等方式实现。 

另外一个方面可以实行交通需求管理、土地使用管理和交通模式调整策略。交通需求管理就是

通过各种方法减少交通产生量，常用的措施有提高车辆的运送效率如增加公交出行比例；调整出行

时间如弹性工作制、错时上下班来减少需求，如发展电子商务、网络购物；价格杠杆如拥挤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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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额停车收费、公交补助等。土地使用管理则设法调整用地布局和用地形态来影响交通需求。老城

实施的行政单位外迁和住户外迁，削减部分居住用地为绿化用地实属于土地使用管理策略。交通模

式调整主要是促使从小汽车、摩托车出行模式向公交出行模式转变。 

4. 扬州市古城区交通发展策略实例研究 

扬州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以明清城为主体的

5.09 平方公里的古城区有文保和控保单位 117 处，同时还拥有大量

具有历史价值的传统建筑和街区。扬州古城区呈现“逐水而城、历

代叠加”、“双城街巷体系并存”、“河城环抱、水城一体”特征。

古城区以明代旧城、新城为基础，历经清代鼎盛时期完善而成，呈

现出“东市西府”的双城格局，旧城街巷规整有序，新城街巷自由

多变。古城区天际轮廓线具有平缓开阔柔和的特征，城市格局匀质

细腻。扬州古城区基本的保护框架为“一条主脉、两条轴线、四个

历史文化保护区、六组传统建筑群”，如图 5。扬州古城区主要为

居住用地和商业用地，其次为绿化、行政、医疗用地，极少有工业

用地。扬州古城区实际居住的人数约 10 万，人口密度为 19600 人

/KM2，高于市区平均水平。留在古城区生活的人口中老年人口与

未成年人口偏高，人均收入偏低[
5
]。 

4.1 扬州古城区存在问题 

古城区道路总资源不足。老城能够通行机动车的道路屈指可数，现有的机动车道路也由于红线

范围较窄，车道数少，特别是在渡江路-国庆路和广陵路-甘泉路，路面红线宽度仅 12 米。随着机动

车保有量的增加，文昌路、汶河路、淮海路也会逐渐趋向饱和。 

古城区虽然有丰富的街巷体系，但是由于街巷的宽度不够，并不能替代城市支路的作用，机动

车不能通行，仅有几条机动车通行道路因此替代了支路的作用，起着集散交通流和部分生活性功能，

道路难以通过，车速很低。 

停车设施的缺乏相当严重。以前开发的大部分建筑都没有考虑建设相应的配建停车场（库），

包括商业设施也包括居住区。由于用地紧张，社会停车场供应也严重不足。社会停车场的分布也受

到用地的限制，停车后步行距离较远的停车场或者地下停车库又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因而机动车

路边停车、占道停车现象普遍。 

非机动车的停车问题历来就未受到重视，非机动车的管理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所以也很

少考虑非机动车的停车问题。大部分地区自行车都靠近建筑门面停放，占用人行道，将行人挤向车

道 

混合交通。老城现有的交通方式有：小汽车（出租车）、公交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

三轮车、步行。在渡江路-国庆路，广陵路-甘泉路，各种交通方式路权的划分很不明确，几乎所有的

交通方式都聚集在一起。 

占道现象严重。包括违章占道建筑，以街道作为商业店铺，以街道作为生活空间的现象十分严

重。 

 

 

 

图 5 古城保护体系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217 

 

4.2 古城区交通发展策略 

4.2.1  调整道路功能 

国庆路-渡江路、甘泉路-广陵路等级降低为城市支路。对甘泉路-广陵路进行不拓宽改造，加宽

人行道，缩减机动车道，可保留一个机动车道，用标线分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机动车道仅供公交

车双向行驶，阻止社会车辆进入。国庆路－甘泉路两边各拓宽 2 米，人行道加宽为 4 米，结合树木

地带布置 2 米的自行车停车带。 

传统街定位为非机动车和行人系统道路，允许极少量的有通行证的车辆出入，允许布设公交线

路；主巷主要服务于非机动车交通流和行人，不允许机动车进入；支巷主要服务于行人以及出入家

门的非机动车。历史街区需要实施局部的修葺，保持传统的青砖石板景观，保持传统曲折多变的线

形。 

4.2.2  大力发展公交车＋步行＋自行车的交通 

努力提高古城区居民乘坐公交车的便利程度，合理的规划公交线路走向和站点。要尽可能少的

减少换乘次数，尽可能缩短上车前或下车后的步行距离，也要改善公交车的舒适条件。古城区内部

开辟一条公交专用道路：广陵路-甘泉路（从南通东路至汶河路段），此路保留一个机动车道，允许

公交车双向行驶，禁止社会车辆进入，酌情考虑出租车进入。设置独立一条公交环线，绕古城街区

布线，同时结合老城的旅游景点布置，保证较短的发车间隔，低的乘车费用。公交车辆宜选用绿色

环保型车辆。 

由历史街区内部道路、路侧行人道、广场、公园及过街设施构建一个连续的步行交通系统。在

传统色彩比较浓，又具有很大商业潜力的古街也可以考虑设置为步行街或步行区。对原有的传统街

和主巷进行梳理，使其适合非机动车和步行。在非街坊道路上，尽可能采用绿化带或者是栏杆隔离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道。 

4.2.3  外围停车+停车诱导+价格杠杠的停车策略 

采取限制模式发展，在古城区内部供应有限停车位，不足部分引导在老城周围进行停车乘。对

进入老城的机动车截流，沿老城周围设置停车场。建设环古城区停车诱导系统，机动车进入老城之

前诱导其在老城外围停车换乘公交。停车诱导系统动态显示老城内部停车设施供给情况和收费标准、

车辆所在地附近停车泊位情况和收费标准。 

通过价格杠杠进行调节，提高路边停车收费价格；对路边违章停车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老城内

部停车收费价格，降低老城外部或者是城市外围停车价格。对换乘进入老城的车主实施优先政策，

如有停车凭据可以免费乘坐公交。 

在进入古城区的入口处, 交通性干道与步行街交叉处，公交专用路出入口处和主要文物古迹旅

游点附近开辟停车场，古城区用地紧张，尽可能开发地下空间，充分利用地下资源，修建地下停车

库。除了路外停车场，对于短时间临时停放的车辆也可以选用路内停车。在道路宽敞、道路容量尚

有余的道路如徐凝门街可以施画路内停车位。 

在国庆路上可以结合路侧树木带考虑设置单列非机动车停车带，但前提是不能阻塞行人交通。 

4.2.4  历史街区交通控制 

历史街区要控制车辆进入，故在历史街区的出入口要设置足够的停车点，包括路内停车场、路

外停车坪、地下停车库。下车后需要步行进入历史街区内部。按照规划的道路功能设置，下车后的

步行距离都能控制在直线距离 300 米以内，属于人们可以接受的距离范围 [6]。不管以后小汽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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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历史街区内部居民拥有的私家车数量如何，都应该限制车辆进入历史街区。历史街区内部拥

有私家车的住户必须将车辆停放在历史街区外部规定的这些停车点，然后采用步行回家或者从家步

行至停车点使用私家车 。 

历史街区出入口停车点的布置：在近处历史街区的出入口都应该设置停车点，包括汶河路、文

昌路、国庆路-渡江路、徐凝门-皮市街的两侧，古城环路（盐阜路、南通路、泰州路）的内侧靠古城

区一边。停车位的管理形式主要以社会公共停车位为主、也可以采用停车位租用、停车位出售的形

式。 

5. 小结 

本文对基于历史文化保护的古城区交通发展策略进行了研究。认为交通规划、交通策略的制定

一方面要保护历史文化街区，另一方面要支持传统街区的发展，使其能够延续，“有机更新”。在

分析古城区道路狭窄、街巷体系丰富的特征上，给出了针对古城区的一系列交通发展策略，并将古

城区交通发展策略落实到扬州市古城区交通发展策略的制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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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城市化地区中等城市交通特性研究 

喻军皓  石小法 

【摘  要】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城市空前的繁荣，然而也使城市交通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

交通特性研究是进行合理的、科学的交通规划设计和运营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文章结合 2008 年东

莞市区综合交通规划道路流量调查数据，统计分析了交通量车种构成、时间分布特性、空间分布特

性及路网特征，利用 TRANSCAD 交通规划软件对路网交通负荷度进行了综合评价，剖析了东莞市

区现状交通问题，提出了适合我国中等城市的交通发展策略和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该类城市小汽

车出行比例高，公共交通发展滞后，出入口客货混行及过境交通现象严重，较大城市交通特性有明

显的差异。 

【关键词】快速城市化；中等城市；交通特性；交通策略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民生活水平和购买力显著提高，城市机

动车拥有量迅猛增长，带来交通需求的大幅上升和城市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中等城市的交通问题

也越发突出，特别是一些经济发达，城市化进程迅速的中等城市，需要及时有效地缓解城市交通问

题。 

中等城市在城市结构、经济实力、交通特性等方面与大城市存在较大差异，相应的交通问题、

症结也表现不同。交通特性研究有助于深入剖析城市发展和交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

提出城市交通发展建设性的策略和建议，改善城市交通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瓶颈作用，使我国中等城

市的交通向着更快速高效、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 

2. 城市化与中等城市的发展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城镇人口由 1978 年的 1.73 亿人迅速增加到 2007 年的 5.94 亿人，历年

平均增长速度 4.4%，城市化水平由 17.92%提高到 44.99%
[1]，年均提升 0.93 个百分点，现已稳步迈

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城市化发展速度比世界平均水平快 2.14%。城市个数由 190 个增加到 661

个[2]，其中中等城市的数量和人口发展的变化非常显著。 

中等城市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量。中等城市处于城市体系金字塔结构的中部，上接大城

市，下联小城镇，往往是传统县域的区域中心，对促进大、小城市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在推

动区域城市化全面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3]。 

3. 快速城市化对城市交通的影响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形态的演变以及城市化人口规模及分布的变化，在根本

上决定了城市交通出行的结构、强度和时空分布特性。 

从交通需求影响的角度看，随着城市土地开发和空间拓展，随之而来的是城市交通问题面的扩

大：上下班客流分布的范围更加广泛；单程出行的出行距离会变长；交通总量也会大幅增加；高峰

期交通拥堵将由市中心区向外围及城市出入口地区蔓延。 

而从交通供应的角度看，交通网络的扩张和交通方式的引导选择既影响着城市形态，也决定着

交通系统本身的效率与负荷[4]。 

快速城市化导致中等城市的交通问题尤为突出，本文结合东莞市实例，分析快速城市化地区中

等城市的交通特性，探讨该类城市的交通规划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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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特性实例研究 

4.1 研究背景 

东莞市位于珠江口东岸，北接广州，南连深圳，是一个正在快速城市化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业中

心，承担着珠江三角洲重要的区域消费及流通职能。东莞市域面积 2473km
2，下辖 4 区 28 镇。至 2007

年，东莞市区总人口达到 92.25 万，其中暂住人口 55.82 万，占总人口的 60.5%
[5]。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以外向带动起步，以制造产业立市，以城乡一体建

设，迅速从一个农业县跃变为一座新兴工业城市。2008 年东莞市地区生产总值为 3702.53 亿元，比

上一年增长 14 %
[6]，如图 1 所示。 

 

图 1 东莞市 1978-2008 年地区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 

4.2 现状路网特征 

东莞市区现状道路由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组成，形成环状加部分放射状路网格局。

道路网主、次、支级配比例为 1: 0.87: 1.4，与国家规范推荐的理想“金字塔”型等级比例（1: 1.2: 3）

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如图 2 所示。 

近年来，东莞市区重点建设主干路，次干道和支路的投入明显不足。次干道和支路严重缺乏，

没有形成等级明确，功能合理的主次干道网络，影响了现有道路的整体运行协调能力。 

 

图 2 道路网密度对比 

4.3 交通特性分析 

4.3.1  交通量组成特性 

截止 2008 年底，东莞全市机动车保有量 122.53 万辆，受禁摩影响，摩托车减少，比上年仅增

长 4.0%。其中汽车保有量 70.16 万辆，增长 15.2%。 

对实测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出东莞市区道路和出入口总流量车种构成，如图 3、图 4 所示。市

区道路交通流中小客车比例最高，占总量的 61.28%，其次为出租车，占 12.46%，货车占 9.24%，而

公交车仅占 3.48%；市区道路自 2007 年实施禁摩措施后，摩托车比例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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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流量中小客车比例最大，为 57.4%，小货车和大货车分别占 16.57%、10.97%，说明市区

与周边镇区及外围城市经济联系紧密；工业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货运交通。货运交通对道路资

源占用大，加重了城市交通的压力，非常需要重视货运交通的组织和管理。 

东莞市区道路网主要面临着小汽车的冲击，如何控制小汽车的出行需求是交通规划中需要重要

考虑的一个方面。由于城市出行机动化，私人小汽车近年急剧增长，小客车所占比例远大于公交车，

这说明公共交通发展滞后，这将大大降低道路的使用效率。 

  

图 3 东莞市区道路流量车种构成                图 4 出入口流量车种构成 

4.3.2  交通量时间分布特性 

 交通流总体时变特征 

由图 5 可以看出，东莞市区一天中交通量随时间具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趋势，总的变化趋势呈马

鞍形。7:00～23:00 的交通量占全天交通量的 90.3%，并且出现了早晚高峰。早高峰 8:00～9:00 出现

较快且比较明显，高峰持续时间较长。晚高峰 17:30～18:30 相对于早高峰比较缓和，持续时间也较

长。 

 客车时变特征 

各类客车 24h 时变情况如图 6 所示，小客车出行时间分布主要以白天 12 小时（7:00～19:00）为

主，该时段出行的比例占全天的 79.4%，早晚高峰不明显，峰期较长，峰值较低，说明小客车出行

更为灵活、机动性较强。 

出租车由于其服务的主要是弹性出行以及流动人口出行，其峰值不明显，分布曲线较为均匀，

夜间出行比例相对较高。 

大中客车主要由单位客车组成，上下班时间比较固定，具有明显的早晚高峰，早高峰为 7:00～

8:00，晚高峰为 16:00～17:00。 

 货车时变特征 

货车上午高峰时段为 9:00～10:00，下午高峰时段为 14:00～15:00。上午高峰比较显著，明显大

于下午高峰，如图 7 所示。市区货车高峰时段主要受货车禁行时段的影响，基本与客车早晚高峰时

段错开，缓和了道路交通压力。 

 摩托车时变特征 

摩托车出行具有明显的早晚高峰特征，主要集中在白天的上下班时段。早高峰时段为7:00～8:00，

早高峰出行占全天出行总量的 12%；晚高峰时段为 17:00～18:00，晚高峰出行比例为 11.05%，如图

8 所示。 

东莞市区道路流量车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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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道路断面 24h 流量时变图 图 6 各类客车 24h 时变图 

  

图 7 中心城区货车 24h 时变图 图 8 摩托车 24h 时变图 

4.3.3  交通量空间分布特性 

交叉口流量及饱和度分布 

饱和度是实际交通量与道路通行能力之比，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路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东莞

市区被调查交叉口高峰平均流量为 6044pcu/h，平均饱和度为 0.788，属于 D 级服务水平，接近不稳

定车流状态，延误较大。饱和度大于 0.75 的交叉口占 71%，如表 1 所示，主要分布在莞太大道→可

园南路→博厦大桥→东莞大桥→莞穗路；东莞大道→旗峰路→南城路沿线交叉口，此两条线路为南

北向主要交通通道，并且可园南路和博厦大桥为过江通道瓶颈，现状交叉口交通负荷过大，通行能

力不足，加剧了南北向主要通道的交通压力。 

交叉口平均转向比 

交叉口左转、右转比例的高低直接影响交通控制体系组织效率，左转比例是影响城市交叉口通

行能力的关键因素。根据交叉口流量流向数据统计，全市交叉口平均左转、直行、右转比例分别为

23.78%，51.96%，24.26%，其中左转车流比例偏高，对城市交叉口通行能力及路网运行效率造成较

大影响。 

出入口流量分布 

东莞早期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各镇均编制了总体规划，从市域整体而言，全市

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交叉，没有明显的功能分区，导致除市区中心的道路外，出入口主要干道的货

运交通比例较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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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交叉口高峰小时流量及饱和度 

编号 交叉口名称 高峰小时流量（pcu/h） 饱和度 V/C 

101 万高路-莞穗大道 6999 0.860 

102 创业路-莞太大道 6580 0.975 

103 体育路-莞太大道 6339 0.805 

104 金牛路-南城路 5549 0.791 

105 旗峰路-东城大道 6472 0.836 

106 旗峰路-东城西路 6282 0.792 

107 东纵大道-罗沙路 5227 0.625 

108 学院路-东兴路 5283 0.808 

109 东纵大道-东城西路 6605 0.779 

110 学院路-东城中路 5317 0.637 

111 东纵大道-东城中路 6753 0.755 

112 东城大道-东城中路 6312 0.735 

113 东城南路-东城中路 4777 0.756 

114 旗峰路-东莞大道 7949 0.906 

115 学院路-东宝路 6425 0.879 

116 迎宾路-东城东路 4858 0.612 

117 鸿福路-莞太大道 7193 0.799 

118 鸿福路-胜和路 6135 0.793 

119 石竹路-鸿福路 3385 0.454 

120 石竹路-体育路 4726 0.697 

121 鸿福路-东莞大道 7752 0.801 

 

根据实测数据统计，松山湖出入口 12 小时流量最大，为 70230 辆，占出入口总流量的 19%。港

口大道、省道 S120、莞长路出入口的货车比例均大于 40%，尤其是莞穗路出入口货车比例接近 50%，

如图 9 所示，出入口客货混行现象严重。 

 

图 9 出入口 12h 流量构成图 

大量的过境交通与市区内部交通混杂，严重干扰市区交通的正常运行。出入口对外交通构成如

图 10 所示，东莞市区过境交通占出入口交通总量的 53.29%，市区过境交通主要以市域范围内的过

境交通为主，占市区过境交通总量的 83.5%。出入口对外交通的客车构成中，过境交通占 45.78%，

其中市域范围内的过境交通占 41.85%；对外交通的货车构成中，过境交通占 62.74%。 

东莞市区的境内外交通主要流向为广州和深圳，在市域范围内，寮步、厚街和道窖和中堂镇区

为主要交通流向，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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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出入口对外交通构成图         图 11 市域范围内境内外交通空间分布图 

路网流量及饱和度分布 

根据实测数据统计，东莞市区路网高峰小时平均流量为 3719pcu/h。采用 TransCAD 软件对流量

进行分配，得到高峰小时路网流量及饱和度分布情况如图 12 所示。市区路网晚高峰小时平均饱和度

为 0.724，其中 D 级服务水平以上的路段占 47%，见表 2。 

 

    图 12 现状路网高峰流量/饱和度分布图 

表 2 路网高峰小时服务水平等级比例 

服务水平 V/C 所占比例 交通状态描述 

A <0.4 8% 畅行车流，基本上无延误 

B 0.4~0.6 18% 稳定车流，有少量的延误 

C 0.6~0.75 27% 稳定车流，有一定的延误，但司机可以接受 

D 0.75~0.9 26% 接近不稳定车流，有较大延误，但司机还能忍受 

E 0.9~1.0 17% 不稳定车流，交通拥挤，延误很大，司机无法忍受 

F >1.0 4% 强制车流，交通严重堵塞，车辆时停时开 

 

路网高峰流量主要分布在五环路、莞长路、松山湖大道出入口、莞穗路出入口、东莞大道、旗

峰路、东纵大道、鸿福路、万江大道，形成市区主要交通走廊。其中松山湖大道的高峰小时饱和度

达到 1.28，为 F 级服务水平，高峰小时处于过度饱和状态；东莞大桥、汾溪大桥、大王洲大桥是跨

区域重要过江瓶颈通道，饱和度均较高，分别为 1.116、0.982、0.866，道路通行能力严重不足；可

园南路是莞城连接万江、石碣、高埗的重要过江通道，其饱和度达到 1.171，为南北向交通瓶颈路段。 

  

出入口对外道路交通构成

0%

20%

40%

60%

80%

100%

省
道

S12
0

莞
龙
路

莞
樟
路

松
山
湖

莞
长
路

东
莞
大
道

莞
太
路

港
口
大
道

万
江
大
道

莞
穗
路

境内外交通 过境交通（市域范围内） 过境交通（市域外围）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225 

 

4.4 道路交通现状分析 

4.4.1  路网结构不完善，道路功能不明确 

现状中心城区次干道及支路密度远低于国家规范的要求，路网结构很不完善；部分主、次干道

的道路功能、断面宽度相差不多，没有形成等级明确，功能合理的主次干道网络，影响了现状路网

的整体运行协调能力。 

4.4.2  城市东西向交通联系薄弱 

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城市以指状扩散型发展，部分城市道路顺应自然布局呈放射状向外扩散。

但由于河流和旧城的限制，东西向道路在中心内核部分阻塞，无法贯通，只能绕行[8]。 

4.4.3  过境交通干扰市区交通 

东莞过境客货运交通流穿越城区和对外交通流一起汇集于可园南路和博厦大桥，形成过江通道

瓶颈。过境交通与市区交通相互混杂，加剧了市区道路交通的压力。 

4.4.4  公共交通的发展严重滞后 

根据调查数据统计结果显示，公交车的出行比例极低，现状公交线路主要服务的是城区与各乡

镇间的长距离出行。市内公共交通发展的长期滞后，迫使居民转向使用私人小汽车和摩托车，导致

高峰时段交通量猛增的状况，道路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4.4.5  静态交通设施严重不足 

东莞市区现状公共停车场地严重不足，支路上机动车沿路停放现象严重，导致支路失去交通功

能，无法利用支路组织交通微循环，降低了交通网络通行能力。 

5. 中等城市交通发展策略建议 

中等城市的交通发展，既要着眼于解决现状交通矛盾，又要考虑适应未来交通发展的需求，结

合以上对东莞市区交通特性及其现状交通问题的分析，提出如下几条适合我国中等城市的交通发展

策略建议。 

5.1 优化城市交通结构 

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多种交通方式为补充的合理城市交通体系，使各种交通方式的级配结

构与不同出行距离交通需求的机动性和可达性要求相吻合。一般情况下，出行距离越长，对机动性

的要求越高，反之则对可达性的要求越高。 

同时，应注重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的协调发展。国外机动化的经验表明，私人交通过度发展，

或先于公交迅速发展，都会导致市中心平均车速过低，城市交通堵塞等严重的交通问题[9]。我国中

等城市与周围乡镇的联系紧密，在私人机动化达到很高程度之前，必须抓住机遇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充分发挥公共交通对城市形态的引导作用。 

5.2 完善道路网络系统 

进一步完善干道网系统，重视支路网的建设与改造，形成片区微循环系统；建立道路密度大，

具有良好等级结构的路网。城市快速路和主干路与对外交通系统应有便捷的联系,使得进出城交通顺

畅,且不干扰城市内部交通。而支路系统是分流干道交通的重要集疏系统，承担地区内部及到发性交

通服务。 

5.3 规范交通管理 

通过科学合理的城市交通管理，规范道路交通秩序、加强公众交通安全意识、充分挖掘既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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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基础设施的潜力、有效组织交通运行效率，从而提高城市交通体系的供给水平，缓解现状交通拥

挤。 

5.4 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发展 

交通需求产生于城市规划的土地利用，而城市的土地利用与开发又以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前提。

构建合理的城市结构和土地利用模式，使交通需求源的分布最优，降低交通需求总量，削减不必要

的出行，这些都是中等城市交通策略的可选择手段[10]。 

6. 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等城市快速发展，如何应对中等城市的交通问题值得研究。东

莞市是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等城市之一，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很多特性代表着快速城市化

地区的城市发展共性，本文结合东莞市实例，研究了该类城市的交通特性，分析了现状交通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交通发展策略和建议，对于城市交通规划制定合理的发展战略和近期改善目标具有一

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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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涪陵区综合交通发展模式研究 

夏祥文  王峰  郭大忠 

【摘  要】目前国内外对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已有较多研究成果，本文以重庆市涪陵区为例，从空间

结构、用地特征、交通特征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适合涪陵城市发展的交通模式，以及面临的挑

战。 

【关键词】综合交通规划；山地城市；城市空间布局；交通特征；交通模式 

1. 引言 

重庆直辖以来，涪陵区的经济社会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规模逐步

扩大，然而城市交通发展过程中的交通问题也随之显现，路网结构不合理，公交发展滞后，停车位

紧张，步行环境差，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将对涪陵城市发展造成一定的制约。 

涪陵区地处四川盆地边缘，山高坡陡、地形变化大，地质条件复杂，是典型的山地城市，因此

涪陵区的交通特征带有鲜明的山地城市特色。在把握山地城市交通特性的基础上，研究涪陵区的城

市用地布局和交通发展模式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合理解决山地城市交通问题，促进城市交通

朝着健康、和谐、可持续方向发展有重要意义。 

2. 涪陵区城市用地空间布局特征分析 

2.1 山地城市用地形态特征 

山地城市主要沿河流、铁路等交通干线分布，多呈分散布局，受历史背景和开放顺序的影响，

城市发展相对滞后[1]。山地城市空间建设问题之所以如此的特殊，是因为它们面临着无法回避的复

杂地形，虽然工程技术不断发展，但由于山地垂直地貌特征所带来的诸如地形、气候、生态等问题

依然存在，在适应这些山地特征的过程中，造就了分台聚居和垂直分异的山地城市空间特色。 

2.2 涪陵区城市空间结构分析 

长江、乌江在涪陵城区交汇，“两江四岸”的自然形态使得涪陵城区形成了江南、江东、江北、

李渡、南岸浦五个片区[2]。在规划空间布局上，形成协调发展的“双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结构，

利用长江、乌江“两江贯穿”的功能轴促动，以及水、铁、公等综合交通的导向作用，形成“一城

二区五片”的城市空间格局。 

 

涪陵区规划空间布局图 

3. 涪陵区城市交通特征分析 

3.1 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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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老城区地形地貌起伏有致，沟多坡陡，交通联系较平原城市相对困难，受地形影响，用地

紧张，人口密集，道路网呈“自由式”。城市道路沿等高线或河岸布置，老城区横向交通基本在同

一等高线附近，坡度相对较小；而纵向交通需要在短距离里克服较大高差，导致纵向交通道路坡度

普遍偏大。例如，现状主干路高笋塘路上的涪陵中医院段坡度达到 8.3%，超限坡度坡长达到 500 米，

交通隐患突出。 

3.2 居民出行特征[3] 

3.2.1  平均出行次数 

根据统计，涪陵区城市居民人均出行次数为 2.43/(人²天)，按此标准框算，2008 年涪陵中心城

区工作日城市居民出行总量约为 102.06 万人次。 

 

国内城市人均日出行次数 

3.2.2  居民出行目的特性 

涪陵中心城区居民现状出行目的构成如下图所示。在各种出行目的中，除回程外，上班出行比

例最大,达 24.16%；其次为上学,比例为 14.68%。这两种出行比例之和为 38.84%，加上这两种出行的

回程，因上班和上学而引起的出行比例约为 67%。 

 
涪陵区现状居民出行目的结构图 

3.2.3  居民出行方式特性 

涪陵城区居民出行方式结构主要由步行和公交车组成，这两类交通方式约占全部出行的 80%。

其中，步行出行比例最高达 58%，这种现象在山地城市中较为普遍。因此，步行系统规划对提高涪

陵中心城区的居民出行质量，有很重要的作用。 

涪陵区人均出行次数与国内城市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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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区现状居民出行方式结构图 

3.3 交通运行状况 

从涪陵综合交通规划的相关调查结果来看，涪陵城区现状高峰小时的平均行程车速为 32.3km/h，

其中核心区平均行程车速为 26.3 km/h，其他区域为 35.05 km/h。与国内其他同类城市相比，涪陵中

心城区内的车速相对较高，主要原因是没有自行车的干扰，且机动车保有量仍处于较低水平，有利

于机动车的正常行驶。产生延误的主要原因是行人无序过街，道路线形坡度变化较大，公交车和出

租车随意停车上下客，以及部分车辆沿街随意停放等。 

4. 涪陵区城市可持续交通发展模式 

4.1 可持续交通发展模式 

山地城市由于地形影响，居民在出行时基本上不采用自行车，这与平原城市有很大的区别。从

涪陵城区居民出行方式构成中可以发现，目前，步行仍是山地城市居民出行的重要方式，交通结构

处于抉择点上。城市规模的扩大化导致居民出行距离增大，交通结构将向机动化转变。由于缺少自

行车出行方式的缓冲，因此提高公共交通在居民出行中的比例，改善慢行交通条件是山地城市交通

规划中最重要解决的问题。 

交通问题的根本在于交通体系所能提供的容量不能满足城市的交通需求，解决交通问题的传统

思路是增大城市交通容量，但涪陵中心城区特别是江南老城区的实际情况决定了交通容量的提升幅

度有限，因此，减少城市交通需求成为解决交通问题的另一种思路。减少交通需求，也就是降低单

位用地上的交通产生，对于江南片区，特别是高笋塘－南门山城市核心区，应严格控制建筑总量特

别是居住总量，避免出现局部区域交通需求远大于周边交通设施供给能力的状况。在规划管理中，

对建设量明显提高的项目应通过交通影响分析（TIA）评估对周边区域带来的交通影响。对于城市开

发强度的分布也应遵从 TOD 模式，建设强度大的区域应布置在轨道或公交主通道附近，反之，交通

疏解力差的区域应限制其建设强度。 

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对私人小汽车的发展也应采取分阶段引导的发展模式。我国作为

机动车增长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未来十年将会成为我国中等城市机动

车快速增长期[4]。这一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同时也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因此，近期

应充分考虑小汽车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停车难、道路拥堵、交通安全等。机动车增长

到一定阶段达到相对饱和，对私人小汽车的管理就应该由鼓励转为限制，通过限制牌照发放、提高

停车收费等手段控制小汽车的增长，将小汽车出行逐渐转移至公共交通方式上。 

山地城市的特点决定了步行出行在涪陵中心城区出行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即使未来机动出行比

例有所增加，也不能改变步行出行在短距离出行中的优势。步行作为绿色交通方式，减少能源消耗

的同时也减少了污染，并能有效分流机动出行。在涪陵旧城区和李渡中心区的规划建设中应重视步

涪陵区现状居民出行方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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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道规划，提高步行的舒适性和通达性，鼓励和引导市民采用步行出行。 

综上所述，涪陵城区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可归纳为“公交优先，疏解旧城区，引导并限制小汽车

增长，大力发展步行系统”。 

4.2 建立可持续交通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 

随着涪陵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涪陵机动车发展相当迅速。从 2004 至 2007 年，涪陵区机动车

年平均增长率为 10%，略低于 GDP 的增长速度[5]。从下图中可以看出涪陵机动车的保有量与涪陵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态势越来越趋于同步。 

 

2004-2007 涪陵区机动车保有量与 GDP 对照表 

山地城市的发展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使得城市用地面积的不断扩大，同时交通方

式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以步行为主交通出行模式不能满足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缺少非机动车

出行方式，机动车的出行方式比例增加迅速，小汽车慢慢进入家庭。 

从一些山地城市发展的经验看，由于对私家车的发展速度预估不足，以及城市道路网容量的先

天不足，使得近几年交通拥堵现象比较普遍，交通设施以及不能满足交通需求。因此对于涪陵而言，

在私家车尚未进入爆发式增长之前，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的竞争力，并鼓励慢行交通

发展，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小汽车的增长，是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5. 结语 

我国的城市建设中并没有大规模的土地来支撑道路交通建设，相反，所有的道路交通用地式被

约束在一个较为明智的范围内，这种范围的用地对交通总量的支撑是有限的。因此，综合交通规划

的任务就是在充分利用这些道路交通用地的同时，还应有其他的辅助办法，类似涪陵这一类的山地

城市，通过对其交通特征的分析可以得知：在管理水平得到提高的基础上，公交为主、有机疏散和

大力改善步行系统是本次规划的重点，也是未来山地城市综合交通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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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南地区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战略研究 

刘金 

【摘  要】随着区域交通设施进一步建设，城市空间进一步拓展，两者之间不协调的矛盾日益突出。

本文以苏南地区的发展为背景，分析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类型、衔接特征、衔接方式，总结存

在问题，研究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发展态势及衔接要求，在此基础上，从衔接有序化、客货分流化、

通道集约化、模式差别化等方面，提出了苏南地区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战略，为完善区域综合

交通网络、促进形成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提供了解决思路。 

【关键词】区域交通；城市交通；衔接战略 

1. 引言 

苏南地区位于江苏省境内长江以南地区，包括南

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五市，是目前江苏省内

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化水平最高地区，2007 年苏南

地区城市化水平为 67.5%，是江苏省平均水平的 1.26

倍。随着新时期苏南地区的城市发展转型要求，以现

代服务业为导向的第二次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苏南

地区的交通发展也面临着新一轮的发展转型和发展诉

求。因此，如何优化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体系，

完善区域综合交通网络，促进形成合理的城市空间结

构，需要清晰的发展思路和明确的解决对策来指引和应对，与对未来苏南地区的演变趋势相符合，

促进交通对苏南地区的支撑和引导发展。 

2. 衔接现状特征 

2.1 交通方式衔接类型 

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的衔接主要体现在不同类别交通方式的衔接。区域交通方式主要有公路、

轨道、航空、水运和管道等方式，城市交通方式主要有公共交通（MRT、BRT 和常规公交等）、小

汽车交通、步行交通、自行车交通等。在交通方式衔接上，目前苏南地区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能够

相互衔接并实现交通方式转换的主要有公路、水路、航空、轨道交通与城市公共交通、小汽车交通

等方式进行衔接转换。衔接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轨道交通+城市交通：轨道交通通过轨道站枢纽与城市交通衔接，随着轨道运输效率的不断提高，

轨道更多承担城市间中距离客运服务，轨道交通与城市交通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 

水运交通+城市交通：水运交通经港口码头，通过联系港口与城市的集疏运道路与城市交通联系，

主要以货运为主，客运需求较小。 

航空交通+城市交通：航空交通通过机场枢纽与城市交通实现衔接，通常机场距离城市较远，主

要利用快速路、交通性主干路等城市道路进行联系，或利用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方式与城市内部交

通进行沟通。 

公路交通+城市交通：公路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公路与城市道路直接衔接，

将区域交通引入城市内；二是利用客运站、交通换乘枢纽等，实现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的转换。 

图1  苏南地区城镇分布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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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体系框架示意图 

2.2 交通设施衔接特征 

目前苏南地区 19 个城市的区域交通方式均有公路和水路交通方式；其中，南京、镇江以及苏锡

常等大型城市均有铁路运输方式，部分县级市如丹阳、昆山、宜兴等境内也有铁路穿越；苏南地区

机场主要分布在南京、无锡、常州等特大城市。 

苏南地区城市交通与区域交通衔接的主要有城市公共交通和小汽车交通等方式。具体反映在交

通设施的衔接上，首先体现在各城市基本形成了高速公路与城市快速路及交通性主干路相衔接的道

路网络；其次，沿沪宁运输通道的城市率先进行多方式的交通衔接，且在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

规划建设时，重视与区域性客运场站设施进行衔接，大城市地区率先打造综合交通枢纽。 

其中，南京市已实现城市轨道交通与国家铁路以及公路客运站等的接驳，常州市在苏南地区率

先开通运行了 BRT 系统，与公路客运站相衔接，其他地区均有城市常规公交与区域交通枢纽场站设

施衔接。另外，苏南地区中的南京、苏州、无锡和常州 4 个特大城市均建成城市快速路系统，通过

与区域高速公路网的衔接，实现内外交通的有效转换。 

  

交通体系 

区域交通系统 城市交通系统 

轨道 水运 航空 公路 道路交通 公共交通 

轨道线 航运线 航空线 公路网 

与城市交通衔接 

轨道站 港口 机场 客运站 

城市交通枢纽 

对外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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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苏南地区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现状一览表 

序号 城市 
高速 

公路 

国家 

铁路 

主骨架

航道 
机场 快速路 

轨道 

交通 

快速 

公交 

常规 

公交 

1 南京 ● ● ● ● ● ●  ● 

2 溧水 ●       ● 

3 高淳 ●  ●     ● 

4 镇江 ● ● ●     ● 

5 句容 ● ●      ● 

6 丹阳 ● ● ●     ● 

7 扬中   ●     ● 

8 苏州 ● ● ●  ●   ● 

9 常熟 ●  ●     ● 

10 张家港 ●  ●     ● 

11 昆山 ● ● ●     ● 

12 吴江 ●  ●     ● 

13 太仓 ●  ●     ● 

14 无锡 ● ● ● ● ●   ● 

15 江阴 ● ● ●     ● 

16 宜兴 ● ● ●     ● 

17 常州 ● ● ● ● ●  ● ● 

18 溧阳 ●  ●     ● 

19 金坛 ●  ●     ● 

2.3 交通衔接方式分析 

公路衔接：与城市交通衔接的区域公路通道一般包括高速公路、国省干线等。其中，高速公路

属于封闭系统，主要通过互通立交口与城市快速路或交通性主干道衔接；一、二级国省干线多为线

服务系统，一般与城市主干路衔接，承担部分城市对外交通出行。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与城市道路

的衔接，大城市跨越高速公路发展。 

铁路衔接：铁路主要结合沿线具体的车站进行，主要依托轨道客运站与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联合

设置，区域铁路站与城市道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地铁、BRT、公共汽车）相互衔接形成多方式

便捷换乘的综合交通换乘枢纽。铁路客运站与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常规公交的衔接，常位于

城市中心区外围。 

港口衔接：苏南地区内水系发达，地区内有长江、三级、四级航道等经过，水运交通主要通过

沿江和内河港口码头等与高速公路、干线公路以及城市疏港道路衔接，港区往往成为城市功能区之

一。 

机场衔接：苏南地区三个民用机场主要分布在城市边缘地区，机场与高速公路、城市出入口道

路以及城市快速路等相互衔接，空港地区依托临空产业往往成为城市发展又一个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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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分类示意图 

2.4 存在问题 

区域交通设施建设速度快于城市交通设施，在衔接上往往基于现状进行衔接，随着城市进一步

发展，在衔接布局上存在调整的必要，特别是高速公路互通。 

区域运输通道集约化程度不高，为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并改变现有的城乡空间利用支离

破碎的状况，依据城乡规划对现存和规划的区域交通设施仍有整合的需要。 

在城市空间迅速拓展的地区，由于对区域交通设施用地预控不足，通道资源紧缺，新增通道较

为困难。 

随着城市空间拓展，区域交通设施存在为该城市服务功能需要，特别是已经侵入城市的干线公

路，存在快速化改造或改线的必要。 

区域客货枢纽由于布局不当，集疏运系统不完善，对城市交通相互干扰较为严重；同时，由于

城市交通缺乏合理的衔接，也影响了客货枢纽功能的发挥。 

随着城际通勤和商务客流的增长，迫切需要加快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并建立高效的城际轨道交

通与城市交通衔接体系。 

3. 发展态势及衔接要求 

3.1 区域交通发展态势及衔接要求 

3.1.1  区域交通发展及衔接态势 

苏南地区未来将形成“运输通道主轴+公路网络

化”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其中，轴向运输通道中

的轨道交通将起骨干作用。 

具体来讲，铁路在区域客运走廊运输中将承担

主导功能，大大提高区域交通出行分担率，货运主

要承担区域内外中长途运输。公路基础网络将实现

区域各个城市的全覆盖，公路在客货运交通运输中

占有主体作用。航道主要承担货运功能，发挥干线航

道功能以及航道网络优势，构建沿江转运体系。机场

客运主要承担国际和国内中长途运输，机场货运主要承担时效性较高的货物运输。 

图 4 苏南地区区域交通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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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区域交通发展态势及主要功能情况表 

 客运 货运 

公路 全覆盖基础网络 全覆盖基础网络 

航道 -- 发挥航道网优势，沿江转运体系 

铁路 大大提高分担率，承担区域客流走廊运输 承担区域内外中长途运输 

管道 -- 独立系统 

机场 承担国际和国内中长途运输 承担时效性较高的货物运输 

 

从衔接态势上来看，为节约用地，减少对城市用地的分割，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将从以往

公路为主方式走向复合通道的衔接。同时，为提高交通转换效率，突出各种交通方式的整合协调发

展，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将从以往单一类型场站走向综合交通枢纽的衔接。 

3.1.2  区域差别化的衔接要求 

运输通道沿线地区，城际通勤和商务客流所占比例上升，城际客运交通系统为将来发展重点，

对其与城市交通衔接提出新的要求。 

沿沪地区区域交通和城市交通要实现与上海市城市交通的全面对接。 

沿江地区港口与区域货运体系的一体化，其与城市交通合理衔接，既要服务于城市，又要减少

不利的干扰。 

区域性客运枢纽（机场、高铁站等）服务范围的扩大，需要配置一个高效的集疏运体系，并纳

入城乡规划统一安排。 

过境交通尽可能从城市之间经过，减少对城市的干扰。 

表 3  苏南地区各城市区域重大交通设施规划情况表 

序号 城市 
高速 

公路 

高速 

铁路 

城际 

轨道 

国家 

铁路 

主骨架

航道 
机场 

沿江 

港口 

1 南京 ● ● ● ● ● ● ● 

2 溧水 ●       

3 高淳 ●    ●   

4 镇江 ● ● ● ● ●  ● 

5 句容 ●  ● ●    

6 丹阳 ● ● ● ● ●   

7 扬中 ●    ●  ● 

8 苏州 ● ● ● ● ●  ● 

9 常熟 ●  ●  ●  ● 

10 张家港 ●  ●  ●  ● 

11 昆山 ● ● ● ● ●   

12 吴江 ●  ●  ●   

13 太仓 ●  ● ● ●  ● 

14 无锡 ● ● ● ● ● ● ● 

15 江阴 ●  ● ● ●  ● 

16 宜兴 ●  ● ● ●   

17 常州 ● ● ● ● ● ● ● 

18 溧阳 ●  ●  ●   

19 金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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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市交通发展态势及衔接要求 

3.2.1  城市交通发展及衔接态势 

随着未来苏南地区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居民出行总量持续增加，城市总体交通需求将迅

猛增长。 

苏南地区新一轮的城市转型、城市化进程和城乡统筹发展，将促使城市空间不断拓展和演变，

人口结构和出行需求特征将发生深刻变化； 

机动方式出行比重将有明显上升，私家车拥有率的快速增长促使动静态交通设施供应日趋紧张；

同时，城市内部交通需求走廊明显，需求强度日益增大。 

为了适应未来苏南地区城市交通发展态势和需求增长，城市内部交通应优先发展城市公交，建

立绿色公交方式主导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逐步形成以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统

为骨干，城市常规公交为主体，辅助性公交为补充的城乡统筹发展的公共交通体系，提高公交出行

在居民日常出行中的分担率。 

从衔接态势上来看，一方面为适应城市群发展需要，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的衔接视角将发生转

变，未来更多的需要从以往单一城市的衔接走向与城市群体的分层次衔接研究；另一方面，为了适

应城乡统筹发展，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的内涵也有所扩充，区域交通与城乡交通的衔接也将成

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面。 

3.2.2  区域差别化的衔接要求 

都市区内通勤交通的区域化―双快‖体系外延，并与客运枢纽、物流园区相协调，与区域交通衔

接具有多方式、多方向、综合化的特点和要求。 

东部县级市市域构建―双快‖体系，并与客运枢纽、物流园区相协调，与区域交通衔接具有均衡

化、集中化、综合化的特点和要求。 

西部县级市城区以交通性主干路和常规公交加强与区域交通衔接，具有集中化、单一衔接的特

点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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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苏南地区城市交通衔接设施规划情况表 

序号 城市 
人口 

规模 

城市 

形态 
快速路 

交通性

主干路 

轨道 

交通 

快速 

公交 

常规 

公交 

客运 

枢纽 

物流 

园区 

1 南京 460 A ● ● ● ● ● ● ● 

2 溧水 20 D  ●   ● ● ● 

3 高淳 20 D  ●   ● ● ● 

4 镇江 105 B ● ● ● ● ● ● ● 

5 句容 30 D  ●   ● ● ● 

6 丹阳 35 D  ●   ● ● ● 

7 扬中 15.5 D  ●   ● ● ● 

8 苏州 360 A  ● ● ● ● ● ● 

9 常熟 70 D ● ●  ● ● ● ● 

10 张家港 80 C ● ●   ● ● ● 

11 昆山 80 C ● ●  ● ● ● ● 

12 吴江 80 C ● ●   ● ● ● 

13 太仓 45 D ● ●   ● ● ● 

14 无锡 278 A ● ● ● ● ● ● ● 

15 江阴 100 B ● ●  ● ● ● ● 

16 宜兴 60 C ● ●   ● ● ● 

17 常州 300 B ● ● ● ● ● ● ● 

18 溧阳 40 D  ●   ● ● ● 

19 金坛 24 D  ●   ● ● ● 

      注：A—多中心组团式；B—带型城市；C—双城形态；D—单中心形态。 

4. 衔接战略 

4.1 衔接有序化 

枢纽是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之间、不同交通方式和交通线路之间的衔接点，功能完善、级配合

理、分布有序的枢纽是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必不可少的支柱，通过交通枢纽实现交通线路的网络化、

交通方式的系统化、内外交通衔接的无缝化。 

将区域客运交通枢纽纳入城市进行统一规划，加强其与城市交通相互衔接，构建以枢纽为核心

的有序衔接体系，各种运输方式由主及次，逐级衔接。先确定运输通道与城市交通的衔接，由主及

次展开，最后对支线网络采取馈给方式进行规划布局。 

 

 

 

 

 

 

 

图 5 交通枢纽功能概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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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种运输方式有序衔接体系 

 衔接体系 

公路 高速公路—>快速路、交通性主干路 

铁路 
高速铁路、城际轨道车站—>轨道交通、快速公交或专有路权公交 

铁路货运站—>快速路、交通性主干路以及货车专用路 

水运 港口—>快速路、交通性主干路以及货车专用路、铁路专用线 

航空 
机场—>高速公路、快速路或交通性主干路 

机场—>轨道交通、快速公交 

管道 门站—>城市管网 

4.2 客货分流化 

4.2.1  与城市客运交通衔接 

区域客运交通与城市客运交通的衔接体系以城市对外交通范畴的公路客运站、铁路客运专线、

城际轨道为主体，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常规公交、小汽车、自行车和步行等城市内部交通方

式为其接驳。 

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具有载客能力大、准点率高以及速度较快等特点，是城市交通衔接区

域客运交通的首选方式，能与区域客运交通的速度、能力、服务水平、运营组织、技术标准等良好

衔接，但其覆盖率偏低，仍需其他交通方式换乘。 

常规公交的载客能力相对较小，受地面道路状况影响较大，可能导致准点率不高。与轨道交通

和快速公交相比，其速度较低，但在时间和线路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弹性。常规公交是苏南地区目前

最主要的公共交通方式，也是与区域客运交通衔接换乘的重要方式之一。 

小汽车可以提供门到门服务，但牵涉到停车费用、运行费用较高，以及城市中心区道路通行能

力限制问题，并非大众化的衔接方式。 

自行车和步行只适合短距离客流，是区域客运交通站点周边居民出行的首选方式。 

在理顺区域客运交通与城市客运交通衔接方式的同时，站点周边地区还应优化运输组织，注重

与货运交通的时空分离，提高居民出行的便捷性和安全性。 

 

图 6 公路、铁路客运站与城市客运交通衔接方式图 

4.2.2  与城市货运交通衔接 

与城市客运交通相比，货运交通的车辆速度较慢，车辆载荷大，对城市道路交通影响较大。在

使城市货运快速运转的同时，应避免增加对城市道路的交通压力，理顺区域货运交通与城市货运交

通衔接方式及运输组织，注重与客运交通的时空分离，促进区域及城市物流产业高效便捷发展。 

区域货运交通与城市货运交通衔接策略： 

提升区域内交通节点的连通性，为货物运输提供多种选择方式，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货运的需

 城际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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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统筹安排多层次、多元化的货运通道建设，对外货运通道布局与货物主要流向相匹配，布置在

城市外围，与市内配送的城市主干路有良好衔接； 

货运枢纽向综合型、大容量、立体化方向发展，具备便捷的换装或换乘系统，实现货物运输在

各种运输方式或不同运输线路之间的无缝衔接。 

4.3 通道集约化 

通道作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主骨架，由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的多

条线路、枢纽及附属设备组成，承担着区域间大量、稳定的客货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 

单一型通道主要包括公路、铁路、水路、管道等运输方式，通过客货流分工，优化单一型通道

结构，引导和规范各类交通流，提高单一型通道的集约化效应，适度控制单一型通道的蔓延式增长。 

区域复合型通道往往包含两种或者多种运输方式（公路+铁路、公路+水运、公路+铁路+水运），

复合型通道的建设对城市环境改善和资源集约使用有着重大战略意义，是苏南地区现实条件下的科

学选择，通过各种运输方式建设的规模匹配、客货协调和网络整合，紧密城市同区域的联系，拓展

城市腹地范围，达到集体与个体运输的均衡。 

现状苏南地区通道建设空间较少，通道已成为稀缺资源，交通发展应减少对土地的占用，并保

护生态环境，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苏南地区的交通发展要尽可能的减少对石油等能源的消耗，

通道建设不能只依赖公路，应结合铁路、水运共同发展，发挥铁路、水路运输环境影响小、占地少、

负载能力强的优点，提高单位客货运量的能效比。 

 

复合型通道一般位于城市边缘或组团之间，有多条运输线路，占地较宽，应避免对组团造成严

重的分割；同时通道内各线路平行布置时应保持足够的间距，通道两侧应设置足够的防护绿地，以

确保各线路的运输安全。苏南地区应加强区域复合型通道的规划建设，发挥复合型通道的集聚效应，

促进城市空间有序拓展，提高土地的紧凑、混合、多样化利用程度。 

图 7 苏南地区交通体系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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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苏南地区通道规划布局图 

4.4 模式差别化 

未来随着苏南地区高速铁路、城际轨道等重大交通设施的规划建设，原有的基于区域高等级公

路的单一衔接模式将逐步发生转变。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方向应当在现状高等级公路交通衔

接的基础上，强化城际轨道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形成区域层面的―双快‖（高速公路-快速路和交通

性主干路、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与大容量快速公交）衔接体系。其中，与轨道交通的衔接表现

为区域性轴向交通的接驳，与高速公路等的衔接表现为网络化的多点对接模式。 

苏南地区不同城市的交通区位和发展机制特点不同，东部地区（苏锡常）与西部地区（宁镇）

在城乡空间布局、综合交通方式结构和网络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城市衔接模式呈现差别化

的特征，应通过合理化多样化的衔接布局模式促成苏南地区更加紧凑发展。 

4.4.1  五大都市区层面 

构建多层次、综合性、多方式一体化的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布局模式。具体的衔接模式为： 

 

图 9 苏南五大都市区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模式图 

高速公路环射式，与城市快速路网有机衔接； 

轨道穿越式，进入城市内部； 

客运枢纽功能综合化，分散布局，并依托客运枢纽形成商务中心； 

机场

港口

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

城市轨道

城际轨道交通

综合客运枢纽

图例

机场

港口港口

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

城市轨道

城际轨道交通

综合客运枢纽

图例

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路

城市轨道

城际轨道交通

综合客运枢纽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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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枢纽外围布置，接近产业空间； 

港口集中分布，与高速公路直接衔接； 

与机场建立快速通道联系。 

4.4.2  东部县级市层面 

构建均衡化、集中化、综合化的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模式。具体的衔接模式为： 

 

图 10 苏南东部县级市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模式图 

高速公路穿越式衔接，从片区之间穿越市域； 

快速路网覆盖市域，与高速公路衔接； 

城际轨道穿越式衔接，串联市域主要片区中心； 

多级放射式快速公交线网，联系各片区中心及村镇； 

客站分散布置，整合轨道、长途客运、快速公交等方式，在各片区形成分级的综合交通枢纽； 

货站外围布置，接近产业空间，港口集中布置。 

4.4.3  西部县级市层面 

苏南西部县级市的衔接模式具有集中化的特点。具体衔接模式如下： 

 

图 11 苏南西部县级市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衔接模式图 

公路切线式衔接，经过城区边缘； 

轨道穿越式衔接，经过城市中心区边缘； 

客运枢纽边缘，与主干道、城市公交紧密衔接； 

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干道

快速公交

城际轨道交通

综合客运枢纽

图例

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干道

快速公交

城际轨道交通

综合客运枢纽

图例

高速公路

城市快速干道

快速公交

城际轨道交通

综合客运枢纽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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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枢纽外围，与产业园区结合设置； 

港口集中外围布局，与公路便捷联系。 

5. 结语 

随着区域交通设施进一步建设，城市空间进一步拓展，两者之间不协调的矛盾是制约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瓶颈，苏南地区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需要体现“交通引导、集约优先、节能减排、综合协

调”的规划理念，有效引导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的合理衔接，形成合理的衔接布局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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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市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交通规划设计 

刘莹  刘冠华 

【摘  要】为了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恢复保护群力外滩早期自然状态的湿地工作必要而迫

切。在分析湿地保护区交通规划设计原则的基础上，主要结合外滩湿地保护区规划布局结构，对湿

地保护区对外交通、内部交通以及公共交通等交通系统的合理布局做了综述，同时介绍了保护区内

特色各级园区道路、停车设施等具体情况，对于湿地保护区交通规划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群力外滩；湿地保护；交通规划 

1. 引言 

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全球三大生态系统，具有巨大的生态功能，对维护地球的生态平衡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中湿地由于兼具陆地生态系统和水生生态系统的特点，因此被誉为“地球之肾”、

“天然水库”和“生命摇篮”。 

哈尔滨市群力外滩地区早期自然状态是湿地，经过城市不断的向外扩展以及人口的增加，受人

为因素干扰，大部分湿地已被开垦为农田，湿地机能遭到严重破坏，为了促进城市健康、可持续发

展，对湿地的保护和恢复工作已刻不容缓。 

哈尔滨市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南与群力新区相接，与太阳岛、月亮湾同处松花江风景廊道之中。

太阳岛的“功能辐射”作用以及群力新区的建设所带来的正效应为该湿地的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

机遇。同时从松花江这一生态景观廊道自身的发展与延续性上来看，对湿地保护与恢复必要而迫切。 

2. 外滩湿地位置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是松花江哈尔滨市区段右岸的边滩，上起长条通滩，下至何家沟口在建的

群力堤防外,东北与太阳岛隔江相望。该湿地沿主江道凸向北，东西长约 5.40 公里，南北最宽处 2.80

公里，面积为 7.63 平方公里，形似单驼峰形状。 

3. 外滩湿地设施现状 

现状滩地内部道路相互贯通，有通往一、二水源的道路和一定标准的农道，沿一水源路可直接

进入滩地。群力外滩以南为群力新区近期规划用地，现状对外交通性道路仅有正在修建的群力堤顶

路，其他规划道路正随着群力新区的规划项目在逐步启动中。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设施现状图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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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设施现状图 

4. 规划设计原则 

良好便捷的交通是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成功开发的关键，综合考虑外滩地区内部及周边区域交

通现状，结合南侧群力启步区规划，本着“保护生态，以人为本”的规划原则，对群力外滩保护区

道路交通进行“一体规划，分步实施”，使游人既能方便快捷的到达外滩湿地保护区，又能感受和

体验到湿地的可观可游性。主要遵循如下设计原则： 

4.1 有利防汛，确保行洪的原则 

由于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位于松花江哈尔滨市区段右岸的边滩，地势较低。按照《黑龙江省哈

尔滨市城市防洪规划》的要求，避免建设阻水、影响行洪的建、构筑物，使滩地“大汛时让路于水，

退水时还地于民”。因此，基础设施的规划设计首要遵循该原则。 

4.2 生态性原则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是城市中一块宝贵的生态湿地，作为保护区内道路系统规划应与其协调，

遵循生态性原则，即通过规划使道路交通系统融入湿地生态环境，成为大生态环境的脉络。 

4.3 以人为本的原则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建设作为哈尔滨市环境建设的组成部分，应与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结合，

让保护湿地惠及人民，改善和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湿地保护区内的道路

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应满足游人的客观可游性，便利游客的到达和疏散。 

4.4 安全性原则 

群力外滩保护区作为城市中未来主要休闲活动区域之一，应将安全性贯穿于整个交通规划中。 

4.5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内的道路交通系统将结合湿地保护规划，将创建一个滩涂生态安全格局，

实现湿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使松花江干流哈尔滨市区段的河流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进入良性循环。 

5. 外滩湿地规划布局结构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规划确立以保护和修复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为主，在不影响生态景观

的同时，进行适度开发利用，使湿地体现优美纯朴的自然特色。该地区规划结构可概括为：一条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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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休闲景观带、八大功能区。 

“一条绿化休闲景观带”是指沿群力堤防南侧 50 米的绿化景观带。 

“八大功能区”是指根据功能不同的八个分区，即自然湿地景观区、水源地保护及生态防护区、

人工湿地景观区、生态培育区、特色休闲景观区、娱乐休闲区、文化体育展示区、特色运动景观区。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布局结构规划图如图 2 所示。 

 

图 2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布局结构规划图 

6. 交通系统规划 

6.1 对外交通规划 

结合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规划布局结构，考虑近期规划对外交通干道有 6 条：城市快速路三环

路、康安路延长线；城市主干道齿轮路、职工街、群力北路、河松街。远期规划对外交通干道有 3

条，城市主干道燕山路、天平路、安阳路。以上对外交通干道分别实现与如下几大片区的联系： 

6.1.1  与江北片区联系 

规划通道一：来自江北片区的交通流由规划三环路西江桥越江，通过规划预留的三环路下匝道，

从三环路高架桥下，经横向通道河松街、齿轮路到达外滩保护区主入口。 

规划通道二：来自江北片区的交通流由松花江公路大桥越江，经规划的友谊西路，跨河家沟桥，

再经由规划群力北路、齿轮路，到达外滩保护区主入口。 

6.1.2  与道里区南部片区联系 

通过纵向交通干道，即规划三环路、齿轮路、龙葵路、武威东西路、职工街等五条主干道，到

达群力外滩保护区。依据群力北路道路规划方案，群力北路规划设计标高与堤顶路标高相同，故五

条联系通道均可直接与堤顶路相连。 

6.1.3  与道里区东部片区及主城区联系 

通过横向交通干道：主要有规划群力北路、河松街、康安路、安阳路。通过纵向交通干道：主

要有规划三环路、齿轮路、龙葵路、武威东西路、职工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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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对外交通规划图 

6.2 内部交通规划 

6.2.1  道路分级及断面形式 

外滩保护区内部道路与城市道路实行交通分离，自成体系。根据保护区内功能分区以及游人游

览路线，将保护区内道路分为三级。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分级道路横断面图如图 4 所示。 

一级路为保护区内主要道路，是最基本的道路骨架，连接保护区内各主要景区，日常满足维护

性车辆、运输车辆以及应急车辆的通行。规划道路宽度 20 米，两块板断面，中央分隔带 2 米，双向

四车道，车行道宽度为 2³7 米，两侧人行道各 2 米。 

二级路是连接各主次景区及内部各景点的重要路线，允许自行车交通与步行交通通行。路宽 10

米，一块板断面，两侧人行道各 2 米。 

三级路以步行交通为主，是保护区内分布最广的游览路线，仅允许行人行走。路面铺装可采用

步行道砖，还可结合游憩座椅和不同园路内容，设计成置石小路、鹅卵小路、碎石小路和木质地面

等。 

 
(a) 一级道路 

       
(b) 二级道路                      (c) 三级道路 

图 4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分级道路横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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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车行系统规划 

车行道路 

充分结合群力外滩地区现状，内部道路网规划结构为环形加放射状的路网体系，规划一条与江

岸平行的环形林荫大道作为主要车行道路，供环保车辆使用，主要实现联系内部各主要观光景区的

交通功能。 

以电瓶车为主的绿色公交路线 

考虑到群力外滩地区特殊的生态、景观环境以及资源承载力，日常保护区内禁止机动车驶入，

选择代步观光的交通工具，可采用太阳能车、电瓶车等小型、节能型环保车。为满足游客方便快捷

地到达保护区各景区或景点，规划沿着外围环路布置无污染的电瓶车游览路线，其服务范围覆盖保

护区内主要景区。各门区或门区附近设置起止站，并在各景点或靠近景点的一、二级路边设置站点。 

6.2.3  步行系统规划 

外滩保护区内步行系统规划主要考虑湿地的可观可游性，围绕核心的湿地景观区进行环状布置，

并通过放射状道路延伸到其他各功能区。各功能区内人行步道采用自由式布局模式，根据各自功能

的不同规划如下几种类别：景色观光道、浪漫探险道、徒步健身道、水上漫步道等。  

6.2.4  一、二水源保护区专用道路规划 

对于一水源保护区通道规划，考虑结合滩地内部道路规划，利用内部西侧的外围环路，作为通

往一水源保护区的道路。日常除正常的环保车辆使用外，可允许一水源保护区内部车辆使用，其他

外来车辆禁止通行（除紧急情况外）。 

对于二水源保护区通道规划，考虑利用现状水源区已有道路，规划为专用通往水源区道路，日

常仅供二水源区内部车辆及应急情况时使用。 

 

图 5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内部交通规划 

6.3 水上交通规划 

结合松花江沿江游览线路规划，规划在东侧和西侧各设置一处游艇码头，根据游人容量估算，

需设置游艇 15 艘，以保证该风景旅游区与太阳岛、长岭湖等观光景点的江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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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出入口及停车场规划 

6.4.1  出入口规划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出入口规划分两个等级，共设置三个出入口。一级出入口为主要出入口，

位于齿轮路尽端，该出入口平时禁止机动车进入，但应急时需要机动车进入，因此一方面需要更便

捷和更通畅的出入通道，另一方面需要更大的出入口缓冲空间和停车空间。二级出入口为次要出入

口，两端各设置一处，该出入口平时可作为一水源、二水源专用通道，禁止其他车辆随意通行，该

出入口交通量较小，对出入通道及出入口缓冲空间都要求比较低。 

6.4.2  公共停车场规划 

从环保的角度考虑，禁止机动车进入群力堤外滩保护区内部，并结合出入口规划位置，在湿地

保护区外围设置供机动车停放的公共停车场，使到达车辆停放在保护区外围，可选择换乘环保型车

辆或步行进入滩地保护区。 

规划 3 处公共停车场，分别设置于临近主入口和东西两个次入口。根据外滩保护区停车需求预

测，规划标准小汽车停车泊位约 250 个，总占地面积约 6250 平方米。 

（1）主入口公共停车场 

位于主入口以南，规划设置在堤顶路与群力北路中间的绿化带内，嵌草坪布置。规划旅游巴士

泊位 25 个，小汽车泊位 100 个，占地面积约 3750 平方米。 

（2）西侧次入口停车场 

规划设置在堤顶路与群力北路中间的绿化带内，嵌草坪布置。规划停车泊位约 50 个，占地面积

1250 平方米。 

（3）东侧次入口停车场 

规划设置在堤顶路与群力北路中间的绿化带内，嵌草坪布置。规划停车泊位约 50 个，占地面积

1250 平方米。 

6.4.3  游览车停靠点规划 

结合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内规划的五处景观区，即自然湿地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人工湿地

景观区、娱乐休闲区、文化体育展示区，规划设置游览车停靠点七处，以供太阳能车、电瓶车、自

行车等环保车辆停放，同时给游客提供换乘空间。 

6.5 公共交通规划 

公共交通是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考虑到未来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观光的游客采用公交方式出

行也将占有一定比例。因此为了便于游客出行，对区域周边的公共交通也进行了整合规划。规划 2

处公交首末站和 12 条公交线路。 

6.5.1  公交首末站规划 

三环路西江桥公交首末站，规划位于河松街与三环路交叉口东北角，占地面积约 14406 平方米。

齿轮路公交首末站，规划位于河松街与齿轮路交叉口西北角，占地面积约 5223 平方米。若公交服务

半径按照 500 米考虑，两处公交首末站均可以辐射到群力堤外滩保护区，因此可为观光游客提供便

利的公交出行。 

6.5.2  公交线网规划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周边区域共规划 12 条公交线路，可为游客提供便利的公共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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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公共停车场和公交站场分布图 

7. 结语 

哈尔滨市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交通规划设计本着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规划提供便利通达的对

外交通系统，平坦生态的内部道路铺装和快速便捷通畅的交通线路，为游人的到达和观光提供了方

便的交通条件，打造了一个生态、安全、便捷的群力外滩湿地保护区的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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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综合交通规划技术 

陆锡明  陈必壮  王祥 

【摘  要】分析总结国内外交通规划发展的历史进程，论述了轨道交通在综合交通体系中的作用和

三种功能定位，提出了引导圈层式用地格局和多功能层次轨道线网、基于运营组织构筑复合运营客

流通道、轨道与道路构筑复合通道、基于轨道车站构筑驳运体系等基于轨道的规划技术，希望研究

结论能对丰富和完善为我国综合交通规划技术提供借鉴参考。 

【关键词】轨道交通  综合交通规划  技术 

1. 综合交通规划技术的发展过程 

1.1 世界交通规划的发展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展，城市活动空间范围扩大，城市交通开始由慢行向机动化发展，小汽车交

通的发展成为城市机动化的重要标志。于是，基于道路的交通规划开始出现。《雅典宪章》明确了

交通作为城市四大功能之一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由此交通规划逐步得以重视。但之后开展的交通

规划更多是围绕着道路系统展开的。而围绕着道路为主的交通规划主要是解决日趋增长的小汽车需

求的交通规划，其重点就是要解决路网上小汽车交通的通行问题。 

汽车专用路、高速公路等的规划建设使城市道路系统容量得到最大限度的提升，然而，城市交

通仍然面临拥堵问题。于是，交通规划者开始认识了公共交通的重要性，小汽车增长带来的公共交

通的衰落开始受到重视。1977 年的《马丘比丘宪章》提出了公共交通优先的思想，标志着交通规划

进入包含轨道交通在内的公共交通规划时代，但由于当时世界上拥有轨道交通城市并不多，轨道交

通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处于主导或重要地位的城市更少，因此可以认为在这期间的交通规划基本上可

以认为是重视公共汽车的交通规划，主要内容包括公交信号优先、专用车道优先、道路使用优选等，

以及其他公交车辆相关规划技术。 

随着城市向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发展、城市活动空间向更大距离拓展，传统的道路交通已不能

适应城市向大城市、交通圈扩展的要求。轨道交通开始在大城市得到快速发展。欧洲、日本等国家

的大城市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纷纷建成了轨道交通网络，进入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以中国

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轨道交通在这些国家的部分特大城市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轨道交通的出现使传统的交通规划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共交通引导土地利用开发的 TOD 模式，特大

城市围绕着轨道交通发展对城市交通系统进一步优化完善就是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的交通规划的重要

理念。 

1.2 我国交通规划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发展，社会经济呈现快速稳步发展的良好势头，我

国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开始加快，道路交通需求快速增长，原有的道路系统局部改善，已完全不能

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以城市道路建设为中心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揭开了我国城市交通

建设发展的篇章。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交通规划发展成为以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规划为核心的综合

交通规划，其主要任务是提高道路系统容量，满足日益增长的小汽车交通需求。 

1995 年由建设部发布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体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交通规划

的特征，即以道路交通系统规划为核心的交通规划。该规范重点提出了道路系统的规划和设计标准，

同时也对基于道路系统的公交线网规划提出相关的规划技术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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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规模的城市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真正解决我国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北

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和部分大城市的道路交通建设，仍然适应不了机动车快速增长的需求，

道路交通仍然面临着越来越拥堵的局面。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仅靠道路系统规划建设，是不能

解决我国城市交通的根本问题的。各大城市纷纷认识到发展公共交通的重要性，提出了各自的公共

交通优先实施规划。轨道交通的大规模建设和发展，标志着我国城市交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围绕轨道交通规划的综合交通规划更加强调综合性、系统性，强调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衔接与整合，

轨道交通的出现使我国城市综合交通规划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2. 轨道交通功能定位 

2.1 轨道交通对交通方式的优化 

轨道交通不仅是增加了一种新的交通方式，更是在城市的机动化和综合交通体系发展中促成了

交通方式结构的变化和功能转换，小汽车、公交车、自行车、出租车等其他交通方式通过轨道交通

实现了功能转换，各自发挥有别于轨道交通的独特优势，与轨道交通紧密结合形成新的综合交通体

系，建立了合理稳定的出行方式结构。 

轨道交通的发展使城市交通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人们的出行方式从原来的公交车、小汽车

（含私人小汽车、单位客车与出租车）、自行车（摩托车）等单一交通方式向组合方式发展。以轨

道交通为主导形成了不同时间、不同空间的出行方式结构。 

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许多问题，交通拥堵、出行不便等是几乎所有大城市发展过程中

不断面临的问题。方式结构的调整可以引导城市交通形成适合于城市自身发展、保障城市交通有序

运行的一种模式，合理方式结构形成是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重要内容。对大城市来说，轨道交通在

引导形成合理出行方式结构中将发挥关键作用，是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核心技术之一。 

发达国家的城市不仅经历了公共交通系统内部的不断调整与平衡，实现了轨道交通与各类公共

汽电车之间的整合；同时，也经历了小汽车与轨道交通的相互协调与整合。当轨道交通线网形成稳

定的规模后，各类交通方式之间围绕轨道交通在不同时段、不同区域达到动态平衡。 

在小汽车尚不发达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大城市交通体系纷纷转向以自行车、摩托车为

主导的个体交通方式。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进入 21 世纪后，私人

小汽车开始呈现快速增长势头，由于公共汽电车自身发展缓慢带来的运行时间长、准点率低、车厢

拥挤程度增加等服务水平的下降，导致部分公共汽电车乘客由原来的向两轮交通方式分流演变了向

小汽车交通方式分流，从而继续使城市交通结构向个体交通主导方式的演变。因此，发展轨道交通，

加快轨道交通的建设和网络的形成，引导我国大城市形成合理出行方式结构已经迫在眉睫。 

2.2 轨道交通在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2.2.1  轨道交通垄断型 

轨道交通垄断型模式是指，轨道交通是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主体，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完全依赖

于轨道交通发展形成，轨道交通完全主导了城市空间结构的发展和城市用地规划。轨道交通在城市

发展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演化中完全处于垄断地位。轨道交通垄断型亦称轨道交通主体型。这种模

式的轨道交通有两大主要特征： 

第一，高密度的轨道线网。轨道线网非常发达，一般情况下，轨道交通车站 600 米半径可以覆

盖 2/3 以上的中心城区范围，大部分乘客选用步行方式就可以到达轨道交通站点，中心城区的出行

活动可以由高密度的轨道线网来支撑。  

第二，高运量的轨道客流。中心城区轨道交通客运量占整个公共交通客运量比重 50%以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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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周转量占整个公共交通客运周转量 70%以上。由此，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比重可以占整个机动

交通方式的 70%以上。 

在我国，中心城区人口规模 500 万以上的超大城市宜发展轨道交通垄断型模式，尤其是上海、

北京、广州等这些人口、就业岗位高度密集，用地紧张，交通供需矛盾突出的大都市，应突出轨道

交通在城市交通方式结构的主体地位。 

2.2.2  轨道交通骨干型 

轨道交通骨干型模式，是指轨道交通形成一定规模，但在城市用地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

只发挥主导、骨干作用，而不是垄断作用。居民出行方式强调多种交通方式的组合，呈现多样化的

出行方式结构。轨道交通骨干型亦称为轨道交通组合型。 

出行的方式组合是骨干型轨道交通模式的重要特征，即通过一定规模的轨道交通网络，衔接各

交通方式，充分发挥各种交通方式各自优势，建立出行方式链，实现组合出行。因此骨干型轨道交

通模式强调的是各种交通方式的综合与协调。由于有较为发达的轨道交通网络，相当部分的出行可

以依赖轨道交通方式来完成。 

我国中心城区人口规模 200 万以上的区域中心城市宜发展轨道交通骨干型模式，中心城区（或

主城区）40%~50%的区域实现轨道交通车站 600 米半径全覆盖，同时该区域轨道交通客运量占整个

公共交通系统客运量比重达到 30%以上。 

2.2.3  轨道交通辅助型 

轨道交通辅助型模式，是指轨道交通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主要发挥辅助作用，轨道交通线路

少，规模小。这些城市的交通主要依赖于地面公交、小汽车等道路交通。 

我国中心城区人口规模 100～200万的特大城市及部分 100万以下的大城市宜发展轨道交通辅助

型模式，中心城区轨道交通车站 600 米半径可覆盖 25%左右区域，同时该区域轨道交通客运量占整

个公共交通系统客运量比重 10%~20%。 

    城市区位、经济水平、规模、形态、地形甚至气候等条件均是轨道交通规划必须考虑的因

素。一般而言，城市规模越大、用地开发越集中的城市越需要轨道交通支撑。而对于那些人口规模

不大、用地比较分散的城市不一定需要建设城市轨道交通或少量的轨道交通作为辅助支撑。因此轨

道交通规划时首先应明确轨道交通在各自城市的功能定位。当然城市也在不断发展中，不同时期轨

道交通功能也会发生变化，有可能近期一般为辅助型或骨干型，到远期或远景发展为骨干型或垄断

型。从国际城市发展经验来看，人口和就业岗位高度集中，经济社会活动特别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如

东京、纽约、伦敦等，其中心城就是垄断型轨道交通

系统，而新加坡、大阪以及欧洲的一些大城市等人口

规模相对较小，经济社会活动比较活跃的城市为骨干

型轨道交通系统，相对而言大部分欧洲大、中城市则

多为辅助型。 

3. 轨道交通为骨干的交通规划技术 

3.1 引导圈层式用地格局的多功能层次轨道线

网 

圈层式的轨道网络一般分为三个层次： 

市区轨道：高密度的轨道线网、小站间距的轨道
图 1 圈层式的轨道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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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包括地铁、轻轨等各类市区轨道线路共同构成，主要为城区服务，并与市域轨道、通勤铁路

等紧密衔接。 

市域轨道：中等密度的轨道线网，车站间距适中，轨道车站既要照顾沿线的城镇的可达性，又

要提高速度，以满足长途出行的需求。市域轨道主要为市域范围（一般为近郊地区）提供服务，因

此一般是进出城区的长放射、支线型的轨道线网。长放射线路形成进出城区的主要客流通道，支线

型则提高了市域轨道的服务范围。市域轨道与市区轨道通过各种换乘方式形成紧密衔接的轨道系统 

圈域通勤轨道：圈域通勤轨道网主要为都市圈（一般为通勤交通圈）范围提供服务，线路相对

较少，主要为少数对外通道提供服务。通勤轨道停站少，站间距很长，主要实现快速直达为主。通

勤轨道网包括城际铁路、通勤铁路、郊区铁路等。通勤轨道与市域轨道、市区轨道通过各种换乘衔

接为一体。 

3.2 基于运营组织构筑复合运营客流通道 

3.2.1  多模式的运营组织构建复合运营通道 

多模式的轨交运营通道是指同一条轨道线路采用不同的运营组织模式，形成各种大站快线和普

通线等功能各异的运营线路，满足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从而构成运营组织多样化的复合通道，简称

复合运营通道。 

多样化的运营组织就是开辟多种多样的大站快车，减少列车停站次数，从而提高列车运营速度

的一种运营组织模式。多样化的运营组织在发达国家大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中得到普遍运用。 

 

 

图 2 多模式运营组织下的的轨道交通复合运营通道 

随着我国大城市郊区的城市化发展，轨道交通线网的不断延伸和扩展，我国大城市的轨道交通

应组织多样化的运营组织模式，并在线路规划建设时根据运营组织需要进行越行站规划。 

 

 

 

 

 

 

   普通车站                       越行车站 

图 3 轨道交通的普通车站与站台混合型越行车站 

3.2.2  满足高强度客流需求的 “多股道”宽通道 

“多股道”线路通道是指同一条客运走廊上布设了多条股道（两条以上），以满足大客流走廊

的出行需求而形成的通道，简称“宽通道”。由于股道数增加，线路通行能力也将扩大，从而提高

了通道的容量，适应高强度客流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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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股道”线路实现了“并轨运营”并提高了通道断面容量 

城市轨道一般是一线两股道规划。但是，两股道的轨道交通线路受列车编组、运营间隔等的限

制，其运能是有限的。当某一客流走廊上的客运需求远超过轨道交通线路的极限运能时，轨道交通

线路将无法承担该通道的客流压力，必须进行设施的扩容。轨道交通的扩容可以通过新建平行线路，

加密轨道线网来实现。但是，由于受城市用地空间的限制，有时候新建平行线路往往比较困难，因

此，需要在原有线路的基础上通过增设股道数来进行扩容。 

“多股道”的轨道线路一般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大客流走廊上，往往是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交汇的

区段、或多条轨道交通支线的共线区段。日本的山手线是“多股道”的轨道交通线路。JR 山手线通

道全长 34.5 公里，而运营正线（一线两股道）则超过 100 公里，全线正线四股道及以上。 

“多股道”线路规划便于组织大站快车运营模式 

“多股道”的轨道交通线路规划，不仅通过提升通道容量来满足大客流的需求问题，而且可以

通过组织大站快车来提高运营速度，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 

“多股道”轨道交通的大站快车与多样化的轨道交通运营组织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同一条轨道

线路通过越行站来实现大站运营，而前者则是大站快车有独立的轨道线路运营，由于线路本身是多

股道，因此不需要专门的越行车站。 

纽约地铁就是典型的“多股道”大站运营模式。在曼哈顿地区的地铁线路往往是四股道，其中

两股道组织大站快车运营线路，另外两股道则是站站停的普通运营线路。 

 

 

 

 

 

图 4 “多股道”轨道交通的大站运营组织 

3.3 轨道与道路的复合通道规划 

复合通道是指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由道路系统和轨道系统共同构成的平行通道系统。复合通道

规划是基于轨道的综合交通规划重要内容，实现了对外轨道交通与道路交通的系统整合。复合通道

中的道路系统一般包括高速公路、快速路、汽车专用路（或公路干道）等，轨道交通包括城际铁路、

市域轨道交通、通勤铁路等。 

东京-横滨之间的东海道走廊（京滨走廊）

是世界上交通最繁忙、交通流量最高的交通走

廊，也是世界上交通方式最多的复合通道。京

滨走廊由轨道和道路两大系统组成，轨道交通

系统包括 JR 东海道本线、JR 横须贺线、东海

道新干线、私铁目蒲线、私铁京滨急行线等五

条主要线路；道路系统包括首都高速 1 号线、

京滨第一道路和京滨第二道路等三条主要干

道。 

3.4 基于轨道车站的驳运体系规划 

图 5  （东）京（横）滨复合通道（东海道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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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以轨道交通车站为中心的驳运路网规划 

以轨道交通车站为中心的驳运体系为基础，规划驳运路网，是 RBP 道路系统规划的重要内容之

一。基于轨道交通车站的路网规划更强调各种驳运方式的可达性要求，尤其是步行系统和自行车系

统的通道规划。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衔接的步行系统规划、与轨道车站自行车存车场相衔接的自

行车通道规划、出租车进出通道规划、与 P+R 停车设施相衔接的小汽车进出通道规划，与公交枢纽

或轨道车站出入口公交换乘车站衔接的公交车通道规划等。 

轨道交通车站为中心的驳运路网规划的优先级别应该是步行通道、公交车通道、自行车通道、

出租车通道和小汽车通道。 

步行通道强调连续性，即轨道交通车站的上下楼梯与自动扶梯、出入口过街天桥或地道、道路

人行道之间应该是连续的系统。步行交通不应该受机动车交通流的干扰，应有安全、有序、舒适的

步行空间规划。 

公交车通道规划包括专用车道、与出入口直接衔接的公交港湾车站，轨道交通车站设置首末站

的公交车辆出入路径规划等。公交车通道规划应该优先于自行车通道和小汽车通道。 

自行车、出租车、小汽车通道规划强调各种交通流的分流引导。 

3.4.2  建立郊区轨道终点站驳运网络 

发展辅助公交系统延伸轨交服务空间 

轨道交通是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工具，因此只有在客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建设轨道交通才是

合理有效的。城市人口和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距离市中心越远，人口和岗位规模将越来

越小。因此，轨道交通的终点站往往设置在城市建成区的边缘，或近郊的城市化地区。考虑到城市

发展的阶段性，许多轨道交通线路的建设往往分期进行，首先建设客流规模较高的区段，因此往往

会形成临时性的终点站。 

轨道交通的终点站或临时终点站也是其服务

区域的终点，如果没有良好的交通衔接配套，终点

站的服务范围是有限的。为了提高轨道交通终点站

的服务范围，许多大城市纷纷以轨道交通终点站为

起点，建设了快速公交（BRT）、有轨电车、导轨

系统等中运量辅助公交系统，为轨道交通提供延伸

服务。 

建立以终点站为枢纽的接驳网 

与其他车站相比，轨道交通的终点站可达性相

对较差，因此是一般是该线路换乘需求量最高的车

站，如上海地铁一号线的终点莘庄站、二号线终点张江高科站等因大量其他交通方式的换乘客流而

使其成为线路上客流最大的车站之一。以轨道交通的终点站为中心，设置终点站换乘枢纽和规划驳

运体系，以扩展终点站的服务范围。 

轨道交通终点站一般位于大型居住区或新市镇，因此，终点站的驳运体系除了普通区域内短驳

换乘外，还有长距离的换乘出行。短驳换乘体系主要包括自行车的存车换乘、小汽车的停车换乘、

出租车的停靠换乘、短驳公交车换乘。长距离的换乘主要是以轨道交通车站为终点站的长距离公交

线路的换乘，这些公交线路将轨道交通终点站与郊区城镇体系连接，为郊区居民换乘轨道交通提供

服务。 

图 6 轨道交通终点站的驳运体系规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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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综合交通规划技术主要研究对象为我国特大城市，特别是 300 万人口以上

的特大城市。该技术从人的移动出发，重点研究城市客流特征、主要客运走廊以及与土地使用布局

关系，提出未来城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确定轨道交通功能定位、布局结构和骨架方案，以此为骨

干，协调与各交通系统关系，充分发挥各交通工具优势，从而优化完善地面公共交通系统、道路交

通系统、换乘衔接系统等各类交通系统，进而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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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琶洲会展地区交通模式研究 

张海霞 

【摘  要】广州市会展行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潜力，而会展交通也是当前城市交通规划的热点和难

点问题。以广交会为例结合广州市琶洲会展中心的交通供应能力和未来的客流需求研究会展客流集

散的最优方式，明确定性和定量目标，并提出了达到目标的引导措施，以促进会展地区交通的可持

续发展。  

【关键词】会展；交通模式；交通规划 

1. 广州市会展业发展背景 

1.1 广交会影响深远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广交会）自 1957 年在广州诞生至今历经 50 多年，是目前中

国历史最长、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齐全、采购商最多、成交效果最好、信誉最佳的综

合性国际展览贸易盛会之一。广州的会展行业在广交会的带动下，不断扩大规模，提升档次，近十

年来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局面，目前广州已成为国际最负盛名的展览城市之一。 

1.2 展馆规模扩大，领先国内城市 

当前，广州市政府也将发展会展经济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

政策，把建设国际会展中心城市作为广州市会展业发展的总体

目标。在政府的支持下，目前广州市会展展馆的规模不断扩大，

2008 年，琶洲国际会展中心一期展馆、二期展馆都已投入使

用，预计在三期展馆建成后，琶洲展馆将拥有 18000 个国际标

准展位，总建筑面积达 110 万平方米，展览面积达 33.5 万平

方米，仅次于德国汉诺威会展中心，位居世界第二。 

1.3 会展交通基础设施倍受考验 

   随着琶洲国际会展中心二期展馆投入使用，从

2008 年秋季广交会开始，广交会展馆由原来的琶洲、

流花地区分散设置变为琶洲会展中心集中设置，客流的

高度集中对琶洲地区的交通疏散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

验；随着会展业的繁荣发展，广交会的规模将不断扩大，

其他展览会的次数也不断增加，琶洲地区应如何保证交

通供应设施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流需求，而会展交通模式

的选择直接影响了地区会展的健康发展。 

2. 交通供应及运作 

根据广交会期间的交通调查，目前交通构成比例中，小汽车仍然占有压倒性比例 57%，其次是

出租车为 29%，公交和大客车总计仅为 12%，由此可见，在目前琶洲会展展馆的集散方式中，占有

道路空间资源最大的小汽车和出租车占有绝大多数比例，这显然不符合会展交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分析一下承载以上特征分担方式的交通供应及运作情况如下： 

出租
29%

小客
57%

大客
9%

公交
3%

大货
1%

小货
1%

图 2 现状车辆构成比例 

图 1  琶洲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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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对外疏散道路容量有限，不能满足未来庞大的会展客流 

从区位上看，琶洲岛四面环水，尤其是北部和东部为珠江主航道，江面较宽，因此琶洲岛的向

北向东的联系只能通过过江桥梁，对外通道数量有限，如图 2 所示；另一方面，琶洲岛位于广州市

内外环之间，有重要的过境和出入境通道经过，因此，琶洲岛的对外通道兼有广州市过境交通和琶

洲岛到达性交通，且这两种性质的交通流量巨大，目前还在逐年递增。根据目前的交通方式结构和

客流增长趋势，对未来的琶洲地区会展期间的对外通道疏散能力进行分析，如表 1 所示； 

表 1   会展核心区疏散通道供需分析表 

方向 
会展交通疏散通道   

进口 出口 合计/平均 

现状 

总通道数（个） 7 7 14 

总车道数（条） 17 16 33 

总通行能力（PCU/h） 13600 12800 26400 

饱和度（V/C） 1.34  1.42  1.38  

 

从上表可以看出，如果不改变目前的交通方式和路网条件，对外通道均处于过饱和状态，单靠

交通管制也无法控制过量的客流需求。 

 

琶洲会展
核心区

新港东路

华南路 科韵路

收费道路 免费道路

免费道路

过境交通

过境交通

 

图 3  琶洲会展中心的区位条件 图 4 对外交通结构示意图 

2.1.1  停车矛盾突出，用地供应和内部道路均面临巨大压力 

琶洲展馆全部建成投入使用后，再加上周边的具有办展条件的配套设施，展览规模和参展客流

将会成倍增长，从而导致停车需求较大幅度的增长。根据调查，现状停车场停放车辆的类型以小客

车为主，大客车为辅。其中，小客车占 85%，大客车占 5%，出租车占 1%，小货车占 1%，其余车

型占 8%。如果延续目前一味迎合小汽车需求的停车运作模式和运作水平，一方面，随着建设项目的

增加，琶洲地区没有富余用地提供如此多数量的停车位，另一方面，道路系统也将承受不了如此大

的交通压力，因此，必须从根本上优化会展期间的交通疏导模式，限制小汽车的分担比例。 

2.1.2  公交设施并不发达，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轨道交通方面，目前经过琶洲会展中心的二号线在琶洲会展核心区域经停两个站，新港东站和

琶洲站，对于会展客流输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目前会展期间交通压力已经显现。常规公交方面，

由于琶洲岛的部分道路设施还未完善，常规公交对琶洲岛的覆盖范围远远不够，目前仅新港东路上

设有公交站点，其他道路均没有公交车经过，因此琶洲岛常规公交的发展应随着道路网的完善及时

布设，同时，还应以地铁站点为中心开辟地铁接驳线路扩大地铁的服务范围。出租车方面，现状出

租车分担方式比例太高，相对于其他公交方式，载客率最低，但占用了最大的道路空间，增加了道

路设施的压力，因此应建设以大容量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为主，出租车为辅的公交服务体系。综上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259 

 

所述，琶洲展馆的公交集散设施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 

3. 客流需求预测 

3.1 客流规模预测 

根据历年广交会期间实际客流情况，考虑广州国际会展中心三期工程及配套工程建成后，场馆

规模将扩大到 17956 个国际标准展位，客流规模也将会较大幅度增加（按照现有的经验，每个展位

吸引 10~12 个人），因此预测琶洲展馆的全日客流规模将会由现状的 8.6 万人次，增加到 21.8 万人

次左右。同时，琶洲地区其它具备办展条件的商业设施在交易会期间也会举办各种类型的大型展览，

吸引大量客流。考虑到其中部分客流为广交会的参展商的因素，取其它展馆的净客流生成率为琶洲

展馆的 50%计算。因此，预测琶洲地区交易会期间全天吸引客流量约 34.9 万人次。 

基于往届广交会的交通调查，高峰小时进散场人次大致占全日进场人次的 30%左右。据此，按

现状琶洲展馆交易会高峰小时 2.6 万人次，预测琶洲展馆全部建成后在会展期间高峰小时进出人数

为 6.5 万人次，琶洲地区高峰小时进出人数为 9.9 万人次。 

3.2 客流方向分布 

客流量的分布与广州市主要交通枢纽和酒店旅馆的空间分布有关，其中，来源于西北方向的广

州市老城区的客流比例最高（约占 58%），此外，北部天河、黄埔方向及南部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东部方向的客流较少。预计未来老城区的客流量仍然占主导地位，但比例有所下降，南部、西南部

和东部的珠三角客流比例将有所上升，见图 5 所示。 

 

4. 集散模式确定 

4.1 经验借鉴 

根据资料收集和分析，世界上成功运转的大型会展地区的交通运行均呈现出参展客流量大、客

流到达和离开的时间集中的特点。对国际上成功大型会展中心的交通方式构成进行分析发现公共交

通是游客到达展馆的主要交通方式；园区内的交通以步行为主，场内的交通巴士的使用率很高。列

举著名大型会展的交通方式构成比例和各种衔接设施如表 2 所示。 

 

  

琶洲国际会

展中心

45% 5%

北15%

4%

东
3%

南
8%

8%

西
15%

图 5 广交会客流来源分布预测 

图 4.6 著名会展区域的区位条件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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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国际上会展交通集散方式比例 

 
 

 

 

 

 

 

 

 

 

 

 

 

4.2 目标制定 

琶洲地区用地和交通供应条件比较有限，无法满足未来的客流的增长需求；另外，不进行交通

需求的管理而单方面扩大交通供应的做法必然后导致城市用地和交通矛盾的恶性循环，因此，对琶

洲地区交易会期间的交通模式进行改变和优化是非常必要和迫切。从会展经济支柱地位和发展潜力

考虑，同时借鉴国际大型集会的交通集散方式结构，明确琶洲会展交通应： 

重点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体系，增加公交场站设施供应，大力发展区内循环巴士，

接驳轨道交通站点和各类功能的停车场；远期在会展核心区和会展交通高峰时段要鼓励采用公共交

通方式出行，严格限制小汽车的使用；周边城市客流采用大客车（HOV）或“停车+换乘”（P+R）

的交通模式，以此缓解地区停车和进出口通道交通压力。 

在上述目标的指导下制订会展机动化交通方式划分的量化目标，如下表所示： 

表 4 会展交通方式分担率预测结果 

范  围 
主要方式（机动化） 

地铁 大巴 2 小汽车 出租车 其它 3 

会展交通

方式 1 

高峰 ≥40% 30～35% 5% ≤10% 5～10% 

全部 ≥35% 30～35% 7% ≤13% 5～10% 

         说明：1、不含非机动化方式和区内循环巴士的比例； 

               2、大巴包括常规公交大巴、接驳巴士、交易团大巴及酒店巴士等； 

               3、其他包括临时客运线路和水上客运。 

具体客流类型及相应交通集散方式如图 6 所示。 

表 3 各会展中心交通衔接设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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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团工作人员 驻地 琶洲展馆

交易团大巴（主）

持证小车（辅）

本市参展客商

市区

酒店
琶洲展馆

酒店巴士

市区

其他
琶洲展馆

地铁（主）

出租车、公交（辅）

外地参展客商
周边

城市

外围大型停

车场

小汽车

家 琶洲地区

地铁、公交（主）

小汽车（辅）

琶洲展馆

专用公交线（主）

地铁（辅）

大客车（HOV）：即停即走

办公楼通勤人员

 

图 6 客流交通集散模式类型 

5. 引导策略 

会展交通集散方式的改变和优化需要从增加交通供应和减少交通需求两方面进行引导，才能促

使方式结构向既定的目标转移，借鉴国外大型会展的道路交通集散设施和交通引导措施，结合琶洲

展馆特定的交通条件，总结如下： 

提供连接对外交通枢纽和市中心区的直达公共交通服务。琶洲展馆现有的 2 个轨道交通车站的

疏解压力已经很大，必须增加新的大运量公共交通疏解通道，并尽快提供连接琶洲和火车东站、新

客站、机场等对外交通枢纽以及环市路等中心商业区的直达交通服务。根据《广州市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深化方案（2010-2020）》，城市轨道 11

号线环线将经过琶洲会展核心地区，届时，

琶洲会展中心会借助轨道环线强大的接驳功

能大大增加轨道交通输送客流量。同时，在

2020 年轨道线网加密后，轨道交通可以提供

对外交通枢纽的直达服务后，必然也会争取

到一部分出租车客流，减少出租车的比例。

另外，应利用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开辟会

展中心至机场、火车站的大巴客运线路，将

客流直接输送到对外交通节点。 

尽早明确会展地区停车政策，适当限制

小汽车停放。琶洲展馆现有的每千平方米展

览面积的全部停车位数量约 17 个，仅相当于德国展览馆的 1/4 水平（70 个/千平方米展览面积）。

在停车位如此紧缺的条件下，一方面在琶洲岛地区适当增加停车场的建设，但必须要考虑到道路容

量的限制，控制停车场的规模，尽量提供分散布局、衔接合理的停车设施；另外，停车场的使用只

能够优先满足普通公交车、专线公交和接驳交通车运营的需要，同时还要考虑大客车和货车的临时

停放需求。值得注意的是，会展地区的停车政策应尽早明确，才能有效地实施地区发展策略，在琶

洲岛外围重要节点建立配套完善的会展接驳设施，引导客流采用大运量的交通能够工具（地铁、大

巴）进入琶洲岛会展核心区，提供便捷、优质的接驳条件才能从根本上促进方式结构的良性转移。 

建立服务于展馆的大巴专线和琶洲岛内的巴士循环线。在琶洲岛内提供足够数量的循环巴士接

图 7  展馆轨道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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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展馆出入口、大巴停车场出入口、地铁站点、公交站点和会展码头，这些循环巴士线路应该分散

布置，服务优质，体现广州市会展行业的特色。便利的岛内循环巴士可以为大容量的公交设施输送

客流，对提高公交集散比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提供人性化的接驳设施和指引标志。 

建立服务于会展的接驳设施，包括步行设施的人性化和各种方式的“无缝衔接”，步行设施的

人性化主要体现在人行通道的安全性、连续性和舒适性；“无缝衔接”的接驳设施则主要体现在对

各种接驳工具之间空间距离、换乘时间方面的要求。同时，由于会展中心规模大，交通疏导节点较

多，必须拥有明确、清晰、高效率的标识设计，能够引导客流高效的找到计划离开方式的输送地点，

将不同方式的客流尽早的分流，避免长时间集中。 

6. 结语 

从当前广州会展行业的发展阶段来看，正确选择会展交通模式刻不容缓。目前，会展交通集散

模式中，私人小汽车和出租车的分担比例过高，而会展中心交通供应设施容量有限，因此应发展新

的交通模式，正确分配有限的道路空间资源。 

借鉴国际上成功运转的会展交通案例，确定了广州市会展交通应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

交通模式；限制小汽车的使用；道路空间和会展区域内停车场应主要提供给大客车、接驳巴士、区

内循环巴士等大容量交通工具。会展交通集散方式的优化和调整取决于有效的引导措施，包括应提

供直达对外交通枢纽的公交服务、实行停车需求管理、设置高品质的内部循环巴士和提供人性化的

接驳设施和指引标志。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集散模式才能为会展行业的发展提供最有保障的服

务，也是解决琶洲岛会展交通难题的可行的发展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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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交通系统中的规划协作 

——以南阳机场迁建选址为例 

李长波  李潭峰  黄洁 

【摘  要】本文以区域交通设施的规划布局为着眼点，从区域协作的角度对南阳机场的迁建选址进

行了分析，论证了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规划在统筹安排重大基础设施布局和协调跨行政区

竞争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区域规划    交通规划    协作    南阳 

1. 引言 

当前，城市和地区的发展越来越仰仗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区域规划成为促进区域竞争力提升的

积极而重要的措施之一。在全球化纵向发展和新区域主义产生的背景下，只根据本地区的条件进行

区域内生产力布局和资源平衡的传统区域规划,已经不适应发展需要，跨行政地区的区域规划成为关

注的重点。 

在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国家大政方针指导下，对区域规划中的规划协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在 2005 年 3 月 25 日，吴良镛先生在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研讨会（宁波）上指出，从人居环

境科学的角度进一步推进区域规划工作，从而将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空间发展首要是空间的整体观念

和相互协调观念，这与国际上“新区域主义”提倡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社会发展目标，关注经济

发展更关注城市设计、物质规划、场所创造等区域规划新潮流也是合拍的。 

区域交通系统规划作为区域规划的一部分，在区域交通设施的空间布局中也要充分考虑重大交

通基础设施资源的共享和协作，避免资源的浪费，珠海机场建设的教训提醒着我们，不注重区域协

调的规划必将为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埋单。 

本文以《南阳市中心城区综合交通规划》中对南阳机场迁建的选址研究为基础，从区域协作的

角度，充分考虑远期南阳机场在区域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研究南阳机场的远景选址问题。 

2. 南阳概况及城市发展 

2.1 历史沿革及城市现状 

 

 

 

 

 

 

南阳市雄踞祖国的中心腹地，位于河南省西南部，东连驻马店和信阳市，南接湖北省 

 

襄樊市和十堰市，西与陕西省商洛市相连，北同三门峡、洛阳和平顶山市毗邻。南阳 

地处中西部交界地带，具有承东启西，控制江淮，沟通南北，辐射豫、鄂、陕三省的独特而重

要的区位条件，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图 1：南阳市在全国的区域位置

 

图 2：南阳市在河南省的区域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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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历史悠久，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人类活动踪迹，夏商开始出现城市。

周代称申伯国，春秋战国时期，称申邑，后改称宛邑。秦代开始实行郡县制，置南阳郡，沿袭至隋。

其中汉代，南阳城市发展达到鼎盛时期，被称为“南都”。元、明、清三代，区境为南阳府，南阳

为府治。民国初沿清制，民国 21 年设第六行政督察区，驻南阳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设南

阳地区，后撤地设市。 

悠久璀璨的历史给南阳留下了汉代冶铁遗址、宛城遗址、汉代画像石刻，以及玄妙观、武侯祠、

医圣祠、张仲景墓、张衡墓等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1986 年南阳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 

南阳市辖十县（南召县、方城县、西峡县、镇平县、内乡县、淅川县、社旗县、唐河县、新野

县、桐柏县）、三区（宛城区、卧龙区、高新区）和一个县级市（邓州市），南阳市域面积为 2.66

万平方公里，2005 年底，市域总人口为 1075 万人，在河南省 18 个省辖市中人口最多、面积最大。

南阳中心城区，位于市域中部，现状建成区面积为

75 平方公里，人口为 80 万人。 

南阳交通区位优越，宁西、焦枝铁路与二广、

沪陕高速公路在南阳市内形成了“十”字交叉的区

域交通骨架。铁路、高速公路、以及南阳中心城区

联系周边区县的交通网络，使南阳具备了成为承东

启西、联接南北的区域交通枢纽的基本要素。南阳

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供给充足，是重要的农业大

市和内陆工业城市。 

2.2 南阳市城市及其区域规划 

2008 年编制完成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将南阳

城市性质确定为：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以医药、

光机电、农副产品深加工和生物质燃料等工业为主

导的，豫、鄂、陕三省交界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

区域性中心城市。 

总体规划相关专项研究提出，基于国家 “中

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充分利用南阳有利的交通区

域优势，确定打造“中部崛起”新支点的发展取向。

规划认为南阳应与襄樊进行全面合作，强强联合，

协同发展，共同构造南襄城镇群，逐步成为中部地

区“网络型城市群”的重要节点，形成联系中原都

市圈和武汉都市圈、陇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的重

要枢纽，成为支撑中部崛起的重要支点。 

未来南襄地区逐步形成以南阳市和襄樊市为双

核心，交通干线为骨架，与市域经济发展相适应的

规模有序、分工合理、布局科学、统筹发展的区域

空间结构。重点是“突出双心，强化双十字轴，打

造产业板块，形成城市网络”，实现“延展轴线、

强化核心、多点支撑、网络发展”的发展模式。 

图 3：南襄城镇体系规划方案 

 

图 4：南阳机场在城市中的区位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265 

 

3. 现状南阳机场及其远景与城市发展的矛盾 

长 10.3％。但是，因为航线、航班少，航空位于南阳中心城区东南部的南阳（姜营）机场是河

南省三个主要的民用机场之一。机场距南阳中心城区直线距离 9 公里，总用地面积 130 万平方米。

现有跑道等级 4D 级，飞行区只有一条跑道，无平行滑行道。候机楼总面积 3400 平方米，设计高峰

小时处理能力 240 人。 

目前每周航班量约 15 个往返班次，仅开通南阳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桂林五个城市的航

线。2006 年航空旅客吞吐量 5.1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583.6 吨。 

南阳机场航空客货运量增长较为迅速，2000－2006 年，南阳机场旅客吞吐量年均增长 16.1％，

同期货邮吞吐量年均增客源流失（流向郑州、武汉等机场）严重，对机场发展航空客运形成了持续

的负面影响。 

根据南阳市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远景将跨越白

河向东发展，重点建设河东组团，现址机场对净空

的要求将限制城市的开发建设，远景机场搬迁被提

上日程。 

4. 从区域的角度来进行远景机场选址 

4.1 南（阳）襄（樊）地区一体化发展分析 

南阳与襄樊作为中部地区的两个城市，在区域

经济格局中都面对着被“边缘化”的发展压力。在

河南省，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发展规划已形

成初步方案，但南阳市被排斥在规划范围之外；在

湖北省，襄樊市也远离武汉都市圈，难以实现“借

力”发展。 

不利的地域空间竞争格局使南襄地区在整个

鄂豫陕区域层次上的相对地位不断下降，经济腹地

亦受到周边城市群的严重挤压，区域经济发展正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南襄

地区一方面应通过与发展势头强劲的大都市圈建

立起直接的分工联系，以化解被“边缘化”的不利

局面；另一方面应通过强化城市联盟，做大区域性

中心的辐射范围，做强区域性中心的产业基础，以

便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 

促进南襄一体化发展具有比较充分的现实基

础。从发展现状看，南襄地区已集聚了近 1600 多

万的人口，人口规模在我国初具规模的现有城市群中可以占据一席之地；南襄地区经济社会联系比

较密切，区域内经贸易往来、人员交流等方面已有一定基础，南阳和襄樊两个城市的空间相互作用

强度明显高于各自与周边其他城市的相互作用强度；南阳和襄樊在产业结构层次上存在较大梯度差，

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也因此奠定了双方进行产业分工与合作的基础。 

南襄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消除过去那种“以邻为壑”的封闭式的地区保护主义，形成以有效协作

代替恶性竞争、以资源整合代替市场分割的良性互动局面。 

图 6：南阳周边三大都市分布示意图

 

图 5：南阳市中心城区远景发展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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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南襄地区现有机场发展 

在南襄地区，在不足 150KM 之内的范围内分布南阳、襄樊、老河口三个机场，其中老河口机场

现状主要为军用机场，南阳和襄樊都为 4C 级民用航运机场，航空运量较少。 

2004 年南阳机场客运量为 28245 人，在全国 133 个民用航空机场中，排列 109 位；货运量为 343.7

吨，列 83 位。襄樊为 55087 人，列 90 位；货运 131.1 吨，为 91 位。南阳、襄樊主要航线均只开通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一周仅 25 次航班，航线较少。 

南阳、襄樊机场航空运输起伏较大，并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994—1997 年是南襄机场群的客货

运高峰期，1995 年襄樊客运量达到 90429 人，南阳为 39461 人，2002—2003 年为客货运最低水平，

2004 年显示出明显的反弹回升。整体上该地区的航空运输表现为不稳定的发展态势，与最大客货运

时期存在明显的差距。远期随着南襄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旅游资源整合将对航空运输客流产生

较大的增长带动，预测航空客流在 2015 年两地客流量达到 15—20 万人，到 2020 年达到 25—30 万

人，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南阳和襄樊的两个民用航空机场由于相距较近（相互之间时距不足一个小时），同时规模较小

（4C），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另外，两处机场空间布局都与其城市发展存在较大的矛盾：南阳机场

位于城市东部，限制了南阳宛城区城市开发；襄樊机场位于城市东北角，距市中心 18 公里，对城市

环境影响明显。因此，两处机场均需在空间上进行调整，以实现合理的航空设施布局。 

4.3 南襄地区机场发展规划 

在国家相关部门制定的《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

规划》中，南阳和襄樊机场均定位为支线机场，同时，

在其周边的驻马店、信阳、三门峡等地区增加建设机

场。该地区其它新建机场将对南阳和襄樊机场现有客

流形成竞争，如果南襄地区不在区域内避免基础设施

的重复建设，避免不必要的恶性竞争，两处机场都将

面临客流减少的困境。 

4.4 从区域协作的角度考虑机场选址 

在全国机场规划中，南阳和襄樊机场均为国家支

线机场，其发展潜力受限，规划认为从区域联合发展

的角度，应该在两城市中间位置选址进行建设，这样

的优势有： 

一是可以提高新建机场在国家中的功能和地位，

有望从支线机场的功能定位升级为服务中部地区的

干线机场。 

二是将两地区的客流进行集中和整合，大量的客

流可以吸引更多的航空公司进驻，并可以开辟更多的

航线。通过这样，方便的航空服务有反过来促进机场

的发展，并进一步促进南阳和襄樊城市功能的提升。 

三是在南襄地区中间建设大型的交通基础设施，

有利于吸引人员和资金进驻，以促进地区一体化的发

展。同时，机场的建设和发展可以成为地区协作管理和经营的范式，以经济上良好的合作来促进行

图 8：远景机场迁建选址方案 

 

图 7：全国民用运输机场布局规划 

——南阳周边机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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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上的协作。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机场对于促进城市品位的提高，提升城市的形象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机场对于发展城市的高端商务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在这种背景下，南阳和襄樊谁也不会放弃强化

和扩大现有机场的冲动。从区域协作的角度整合城市的资源和客流成为两处城市共赢的基础。 

从南襄城镇群拥有的巨大潜在发展空间和从服务南襄城镇主走廊的建设的角度考虑，规划建议

将新野县城以西的桑庄镇作为远景迁建备选机场进行预留。新建机场将有利于提高南襄地区机场的

等级，实现国家干线机场的目标。新建机场临近许南襄高速公路，与南阳和襄樊联系便捷，至南阳

直线距离约为 50 公里，至襄樊直线距离约为 65 公里。 

5. 结语 

区域规划作为进行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国家和地方应对环境变化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发达的今天，虽然市场将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同时市场又带来许多

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通过区域规划对资源实现有效的配置，统筹安排重点基础设施建设

和重大项目布局，协调区域内的竞争与发展。 

跨行政区的区域规划是当前迫切需要推进和开展的规划类型，跨行政区往往容易导致空间资源

的不合理开发、重复建设、生态环境破坏以及建设项目空间布局失控等，因此也是最需要通过区域

规划进行引导和调控的地区。通过规划上的统筹协作和部门之间的紧密合作，克服现阶段局限于部

门、局限于地方、局限于任期的种种做法，必将有力推进和谐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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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天津生态城绿色交通内涵解析与规划实践 

黎晴  李潭峰 

【摘  要】为实现生态城规划的总体目标，中新生态城的交通规划在内涵理解中对绿色交通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确定了生态城绿色交通发展的目标和策略，并系统地介绍中新生态城绿色交通系统在

慢行交通系统、公共交通系统以及机动交通系统的实践探索。 

【关键词】绿色交通，生态城，规划实践，慢行系统， 

1. 引言 

在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加剧的背景下，各国都在探索新的城市发展与建设道路，中新两国政府经

过数次沟通，签署了在天津建设生态城的框架协议。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建设显示中新两国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加强环境保护、节约资源和能源、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将作为中国其他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样板。[1] 

构建生态城市，城市交通作为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受到足够重视。相应地，以“生态”

为规划导向的生态城交通系统也将为中国的新城建设提供经验与实践探索。 

生态城交通系统规划在城市规划之始即介入，明确提出“绿色交通”规划理念，并完整地将其

贯穿于引导城市未来发展中。 

在对绿色交通内涵深入剖析的基础上，生态城绿色交通系统规划进行了 3 个层面的实践：1）发

展目标层面，核心在于明确追求什么，这不仅是规划编制的方向，也是遇到不同见解时进行评判和

选择标准；2）发展策略层面，关键在于土地使用和交通空间布局模式的协调，核心在于引导生活模

式和出行方式选择；3）系统规划层面，核心在于解决绿色交通理念指导下的设施规划问题，如慢行

交通系统、公共交通系统、机动交通系统、停车系统等设施配置。 

2. 绿色交通内涵研究综述 

1994 年，Chris Bradshaw
[2]首次提出了绿色交通的等级层次，用出行方式、耗能种类、出行距离、

出行速度、交通工具大小、交通工具有效利用程度、出行过程与建筑的关联程度、出行目的、出行

者个体特征九类要素来评价交通出行的优先等级，用以指导个人出行及政府决策。 

近年来，绿色交通逐渐成为我国城市交通规划的重要导向，贯穿于众多城市交通规划实践中。

国内多位专家学者对绿色交通的内涵提出了各自的观点，主要分三类： 

第一类是规划对策层面，侧重于运载工具、交通绿色技术及单纯扩大道路绿化面积的研究。如

沈添财[3]提出绿色交通系统应“减少个人机动车辆的使用；提倡步行，提倡使用自行车与公共交通；

减少高污染车辆的使用；提倡使用清洁干净的燃料与车辆”。 

第二类是规划方法层面，侧重于环境、资源制约下的城市交通规划方法的研究。如王智慧[8]提

到的面向环境的城市交通规划(EOUTP)概念，它要求在规划的一开始就要考虑到交通系统对城市环

境的影响，力求将交通系统的发展控制在城市环境容量之内。 

第三类是发展理念层面，将绿色交通概念扩展到社会、经济、环境等外部系统。如杨晓光[12]认

为“绿色交通是协和的交通，是交通与环境、交通与未来、交通与社会、交通与资源多方面协和的

交通系统”。 

目前，绿色交通的内涵逐渐超越交通与环境、能源的关系，而成为涉及到与社会、经济等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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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协调发展的交通发展理念。 

在理论研究方面，绿色交通内涵的不断拓展，并逐渐成为城市交通规划的重要理念。但从实践

角度看，绿色交通理念仍然缺乏实践的检验，在实践过程中面临种种障碍。 

表 1 绿色交通内涵分类表[3]~ [15] 

内涵 学者 主要理念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等绿色交通工具 

张学孔 绿色交通是可持续发展的运输，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沈添财 
减少个人机动车辆的使用；提倡步行，提倡使用自行车与公共交通；

减少高污染车辆的使用；提倡使用清洁干净的燃料与车辆 

王建清 

绿色交通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适应人居环境发展趋势，旨在建设

方便、安全、高效率、低公害、景观优美、有利于生态和环境保护

的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多元化城市交通系统 

顾尚华 创建绿色交通系统要重视规划可控制小汽车使用的城市形态思想 

王刚 
强调优先发展公交系统，重视交通模式和土地使用模式的相互配合，

提倡“货运物流化” 

面向资源、环境的

规划思想 

王智慧 
提出了面向环境的城市交通规划(EOUTP)，要求在规划伊始就考虑

交通系统对城市环境的影响 

陆化普 
引入了交通容量、环境容量和方式能耗，提出了基于能源消耗的城

市交通结构优化模型及方法  

黄肇义 
建立了生态城市交通规划框架，提出了环境质量导向及能源消耗约

束下的城市交通规划方法 

与社会、经济、环

境等协调的交通发

展理念 

王静霞 

绿色交通是采用低污染，有利于城市环境的运输工具，来完成社会

经济活动的一种交通理念，是“通达、有序，安全、舒适，低能耗、

低污染”的统一结合 

杨晓光 

绿色交通包含了交通与（生态、心理）环境、未来、社会、资源的

四种协和，以“平等、协调、有序、平衡、延续”为原则，以“绿

色技术、以人为本、政府决心、公众参与”为指导 

赵小云 
绿色交通与土地使用模式相适应，多种交通方式共存，以最少的社

会成本实现最大的交通效率 

刘冬飞 
绿色交通的核心是资源、环境和系统的可扩展性，交通系统内部优

化并与外部系统协调共生 

白雁 
涵盖了城市交通的政策制定、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设施建设以及科

学先进的交通 管理方式的综合系统 

3. 中新生态城绿色交通内涵解析 

中新天津生态城的规划建设是人类在城市用地无序蔓延和快速机动化背景下，对于城市空间有

机增长机制和实现城市社会和谐、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目标的积极探索和理性实践。 

与此相应，要求生态城的综合交通体系贯彻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创建以绿色交通系统为主

导的交通发展方式和城市土地利用格局。这为“绿色交通”这种面向生态城市的崭新的交通规划理

念提供了平台。 

3.1 生态城概况 

生态城位于京津冀发展轴与环渤海产业带交 汇处，地处蓟运河与永定新河交界处至入海口的区

段，距滨海新区核心区约 10 km，距天津中心城区约 40 km，距北京市约 150 km（见图 1）。占地面

积约 30 km
2，呈规整的菱形，东西长约 4.7 km，南北长约 10 km，由营城水库及蓟运河故道分隔成

南北两片。现状用地以盐田与水库为主，有少量村庄用地及耕地。 

生态城的空间结构是在生态格局的基础上确定的，以将要治理的污水库及现状高尔夫球场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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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核，以蓟运河河道及两岸缓冲地带为生态链，并由生态核与生态链自然分隔成 4 个生态片区。城

市中心位于中部片区，其余片区设次级中心（东北片区因以产业用地为主而未设次级中心），另有

居住级社区中心若干，如图 2
[15]所示。1 期建设南部综合片区，2 期建设中部综合片区，3 期建设北

部与东北部综合片区。 

     

       图 1 生态城京津冀范围区位分析图                  图 2 空间结构分析图 

中新天津生态城具有以下显著特点：1）未来发展的高可塑性；2）要素的高集聚性；3）资源的

稀缺性；4）生态脆弱性；5）范围的小尺度性。 

3.2 生态城绿色交通内涵 

中新生态城提出“绿色交通”理念具有以下目标： 

空间结构方面，引导构建低成本、高效率的城市形态。在生态城的构建期采用交通与土地利用

一体化规划模式，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组团式城市形态，引导形成资源环境可承载、居民可支付的城

市空间结构。 

生活方式方面，引导居民形成“生态”化生活方式。生态城市的重要规划目标是其中的居民的

生活方式要“生态”，作为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大基本内容之一的日常出行，实际就是居民生

活方式的重要内容。 

交通规划模式方面，将有限的交通环境容量和一定的环境质量标准作为对交通发展的重要约束

条件，建立从环境和资源两方面约束条件下综合交通规划的理念。 

生态城绿色交通发展的目标不是解决交通问题，而是建立一种具有示范性的交通模式，及以此

交通模式为主导的城市生活方式及发展思路。基于以上目的，中新生态城绿色交通的内涵为： 

3.2.1  绿色交通是一种土地利用模式 

中新生态城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在城市构建之初，人们已经认识到绿色交通的重要性。因此，

生态城绿色交通系统的构建具有较大的空间，可以在城市规划阶段考虑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布局以

达到城市出行总量以及出行总消耗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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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绿色交通是一种城市生活方式 

绿色交通是一种生活方式，通过营造有步行、自行车亲和力的街道、建筑物及公共空间，引导

居民形成“绿色”的城市生活方式。 

3.2.3  绿色交通是一种交通规划模式 

在交通模式结构形成之前，通过适当的政策倾斜与规划引导人们选择绿色交通方式。交通系统

的规划与组织倾向于为绿色交通方式服务，促进居民选择绿色交通出行。 

与交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已经基本形成的城市相比，生态城处于城市发展的构建期，土地利

用结构、交通模式、出行方式具有较大的可塑性。这与已经形成的城市通过对交通系统小范围的调

整以及对绿色交通方式的回归削减城市交通负面影响的努力有着较大区别，前者是对交通系统新建，

后者是对城市基本格局已经无法改变的前提下所做的努力。 

4. 生态城绿色交通发展目标与策略 

4.1 生态城绿色交通发展目标 

生态城绿色交通系统规划中目标分为三个层次展开。 

对于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的控制列为第一层次的目标，规划中提出“环境友好：减少机动化出

行需求，降低交通运行排放；资源节约：提高交通设施用地效率，充分利用空间资源”。 

第二层次的目标是满足出行需求的前提下如何减少出行的总消耗，实际上是针对生态城的活动

空间布局的考虑，规划中提出“出行距离合理： 步行 200～300 米可到达基层社区中心，步行 400～

500 米可到达居住社区中心，80％的各类出行可在 3km 范围内完成”。 

第三个层次的目标是服务模式和服务标准，明确按照绿色交通的优先次序，提出步行和自行车

方式将成为生态城内的主导方式，公共交通成为主要方式，小汽车方式作为严格控制的对象。规划

中提出“出行结构可持续：对外出行中公交方式出行占 70％以上；内部出行中非机动方式占 70％以

上，公交方式占 25％以上，小汽车方式占总出行量 10％以下。服务高效：对外实现快速通达目标，

对内实现公交站点周边 500m 半径服务范围 100％覆盖”。 

这三个层次绿色交通系统目标的提出，体现了绿色交通内涵的要求、活动模式的营造、交通系

统服务三大系列问题的解答，实现了从目标到手段、从理想到现实的推进，可以被视作理念到实践

的核心逻辑。 

4.2 生态城绿色交通发展策略 

生态城绿色交通发展目标实现的关键在于土地使用和交通空间布局模式的协调，核心可以总结

为引导活动模式、协调公共服务中心和交通系统、创新综合交通系统组织模式这三大策略。 

采取以本地居住就业平衡为主、公共服务中心布局实现就近服务和规模服务平衡引导人们活动

模式的策略 

在本地居住本地就业、本地居住外地就业、外地居住本地就业三种类型的定位上，我们明确提

出生态城内以本地居住本地就业为主，中新生态城内本地就业率力争达到 65--70％，这就从根本上

减少了通勤出行需求，节约了总出行消耗。 

在较小的出行距离范围内、合理的中心规模下进行公共服务中心的布局，这样为生活娱乐等弹

性出行的活动模式奠定了节约总出行消耗的基础。 

以公共服务中心的布局与交通系统相协调引导出行行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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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中心与交通系统的协调是引导居民出行行为的保障因素之一，在生态城规划中提出两

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片区级公共服务中心布局在轨道站点周围，同时对于机动车停车场的供给采

取控制的原则。第二个要点是公共服务中心周围的网络系统采取慢行系统直接和服务中心相连、机

动车系统在中心外围通过的机非空间分离的布局原则。 

以绿色交通系统为主导实现综合交通系统组织的策略 

第一个要点是建立独立的慢行系统网络，这样既可以创造良好的环境质量，又可以提供高可达

性的网络覆盖，实现方便、安全服务标准；第二个要点是控制机动车网络的覆盖范围，对于对外交

通通道实现有限进出口容量的设施供给，对于区内机动车网络，建立有限覆盖的机动车道路网络和

集中布设的机动车停车场相协调的模式；第三个要点是实现机非分离的空间网络形态；第四个要点

是公共交通网路的高可达性覆盖以及和慢行系统的方便衔接。 

 

图 3 基于绿色交通理念的土地使用和交通空间布局模式 

5. 生态城绿色交通系统规划实践 

5.1 完全独立的慢行系统 

在平面上将机动车运行系统与慢行系统完全分开，形成两套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系统。两

个系统在平交路口，通行的优先权属于慢行系统。 

结合生态城的空间布局，规划 3 种类型的慢行交通系统：①以中央生态核和生态链为中心的慢

行系统，其特征表现为沿水岸及以水面为中心的向心式布局形态, 例如沿滨河或环湖设置的休闲健

身道路，满足城市居民散步、跑步或骑自行车等休闲健身活动；②以各综合片区中心为核心的慢行

系统，其特征表现为中心放射网络状态，满足居住人口自然向活动中心集聚的需求，系统呈现慢行

空间从外围到中心逐渐扩大的态势，片区中心采取专用步行系统，如以步行街区的形式营造高标准

的慢行环境；③服务各居住区周围的慢行系统，其特征表现为均匀分布的小间距高密度网格，居民

离开家就有方便的慢行系统为其服务，创造高可达性。作为居民日常非机动出行的道路，线型相对

顺畅，连通性和便捷性均高于机动交通网络，红线宽度为 18 m，自行车路面宽度最小为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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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图 

5.2 有所控制的机动车交通系统 

普通机动车在生态城内的可达范围是受到限制的，但机动车路网的方案设计还是考虑到机动车

在紧急疏散应急通道及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中的使用需求，保有一定的机动车可达性。 

5.2.1  机动车道路等级与线型 

生态城机动交通系统规划中提出控制普通机动车的可达性范围，同时保障紧急疏散、应急通道、

特殊服务的高覆盖性。道路网络系统中将道路等级分为两类，干路等级的道路承担普通机动车的对

外联系和片区间的联系功能；支路 A 依托干路与干路垂直相交，组成鱼骨状网络结构，支持机动车

的组织，支路 B 用于鱼骨状网络中支路之间的联系，保障特殊服务车辆的进出，见图 5。 

5.2.2  机动车道路车道数限制 

生态城中所有道路的红线宽度均不超过 30m。就车道数而言，生态城内干路为双向 4 车道而支

路为双向 2 车道。 

5.2.3  停车场设置 

停车场的空间布局方案严格限制机动车停车泊位供应总量与用地规模，泊位供应的空间分布遵

循分区差异化原则，控制力度遵循逐期从严的原则。生态城内禁止设置路内停车场，必须采用地下

停车场(库)或地面立体停车楼形式。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地区严格控制机动车停车泊位，外围地区结合

公交车站预留 P+R 停车场，其他地区适当预留集中布设的公共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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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机动交通系统规划图 

5.3 高品质的公交系统 

可持续的含义并不在于绿色交通的要求下剥夺现代人对机动交通工具的使用权力。因此，在提

供了质量很高的慢行环境及适宜的用地布局引导人们采用步行之外，考虑到生态城与外围区域的衔

接要求，生态城内部出行距离较远的要求以及行动不便人士的机动化出行需求，生态城还必须规划

高服务水准的公交系统。 

生态城公共交通系统承载 3 种不同类型的功能，首先是为进出生态城的出行提供高速联系，规

划采用市域轨道交通系统及一些联系外围地区的快速地面公交干线承担此需求；其次是为片区间中

等距离出行提供快速、方便的服务，规划采用快速地面公交干线承担此需求，这类干线的特征在于

串联各片区中心；再次是片区内居民内部出行以及换乘至干线系统的需求，规划采用高可达性的公

交支线承担此功能，这类支线公交具有站距小、片区中心呈放射状、覆盖各居住单元、与干线车站

衔接紧密的特征。公共交通系统规划见图 6。 

公交站点位于机动车专用道路上，慢行道路与之平行，在公交站点处设置横向沟通性的慢行道

路相互沟通形成完整的行人系统。 

公交车场在城市外围与 P+R 停车场相结合，以鼓励外人人员在外围停车场完成从区外机动车出

行向区内公交+慢行出行方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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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公共交通系统规划图 

6. 结语 

“绿色交通”的内涵不仅局限于交通系统内部对绿色交通方式的鼓励，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资源

节约、环境友好的土地利用模式和生态化的城市生活方式。因此，应跳出交通系统本身，从城市空

间结构、城市生活方式等方面认识绿色交通的内涵。 

生态城绿色交通规划基于对绿色交通内涵的深入剖析，以引导人的活动为出发点，采取分级设

置“公共服务中心”并协调慢行交通系统的策略削减机动交通需求，是国内首次明确提出以“慢行

交通”为导向的城市交通规划。生态城慢行交通系统实现了完全的空间专用及设施保障优先，相比

机动交通，优先考虑自行车停车场设置的密度以及与轨道交通车站的关系。因此，慢行交通方式成

为直接体现“绿色”内涵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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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川新县城灾后重建规划中人性化交通系统的构建 

戴继锋  殷广涛  赵杰 

【摘  要】人性化是交通系统发展的趋势，人性化交通系统的构建需要从群体特征、交通设施、管

理对策三个方面着手。北川新县城人性化交通系统的构建需要重点把握五个关键问题，包括合理尺

度的道路网络、充分优先的慢行交通系统、连续全覆盖的无障碍设施、宁静交通区的规划建设以及

精细的细部交通设计等。本文在思考如何构建人性化交通系统的基础上，探讨了北川人性化交通系

统的构建思路与方法。 

【关键词】北川，人性化，交通系统 

1. 人性化交通系统的基本问题 

人性化交通系统的构建，需要重点从三个方面开展相应的工作，即：群体特征、交通设施、管

理对策。 

群体特征是交通系统参与者的需求特征，是否符合实际需求是交通系统是否人性化的重要标准。

人性化的交通系统需要把握不同群体交通出行特征的差异，结合交通群体的出行距离、群体构成、

出行方式等基本特征提出交通系统的设计目标和设计重点。 

交通设施是人性化交通系统的物质基础。通过对交通设施的合理布局和规划，为人性化交通系

统创造物质条件，人性化交通系统设施布局的原则和思路与常规的理念和方法有所差别，需要进行

针对具体地区和对象进行深入研究。 

管理对策是实现交通系统人性化的软环境。在交通设施的基础上，明确交通设施的使用要求，

界定使用条件和优先规则，通过合理的管理机制和优化的交通组织，满足人性化的交通环境要求，

需要结合当地实际的生活习惯与管理模式进行深入研究。 

上述三个方面是人性化交通系统构建的根本出发点，人性化交通系统的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着

手构建。图 1 表达了构建人性化交通系统三个方面基本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 

 

图 1 人性化交通系统基本问题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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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川新县城人性化交通系统关键问题 

北川县城是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中唯一整体异地重建的新县城，2010 年新县城将集中力量建设

3.2 km
2，人口以北川受灾群众和拆迁群众为主，共 3 万人。北川新县城重建规划中，“人性化”的

目标贯穿始终，按照人性化交通系统构建的基本要求，北川交通系统也从群体特征、交通设施、管

理对策三个方面着手考虑。在构建北川人性化交通系统过程中，核心对人性化交通系统关键问题的

把握，在明确相应关键问题的基础上，才能提出交通系统的规划布局方案。 

从群体特征、交通设施、管理对策三个基本方面出发，北川新县城人性化交通系统的关键问题

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2.1 如何构建合适尺度、功能合理的道路网络 

道路网络尺度是否合理、功能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是北川交通系统是否人性化的关键和基础。作

为一个规模不大的县城，北川新县城交通设施的类型和规模比大城市都要简单很多，因此北川新县

城道路网络建设应该避免大城市的诱惑。这就要认真研究和分析北川道路网络规划的基本理念到底

是什么，北川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道路网络，北川人性化道路网络应该具有什么样独特的特征等关键

问题。 

2.2 如何关注慢行交通和特殊群体的交通需求 

在群体特征方面，规划新县城总面积不大，大多数居民以短距离出行为主，北川新县城的居民

以受灾回迁居民为主，同时有部分外来旅游人口，按照预测分析，慢行交通将占总体出行的 60%以

上，对于如此占主导地位的慢行交通出行，如何保证其交通安全和构建良好慢行交通环境是北川人

性化交通系统构建中的关键问题。应在满足大多数慢行交通需求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考虑其他机动

化交通方式交通出行条件的满足。 

部分灾区群众在地震中身体受到伤害，能否保证这部分群众出行的安全和便利，是灾区重建交

通系统是否人性化的重要方面。因此如何吸取国内大多数城市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出行过程中尽量加大对这部分特殊群体的关注，是北川人性化交通系统构建中的

关键问题。这种对灾区群众默默无闻、细微之处的关怀往往更能体现交通系统的人性化特色。 

2.3 如何延续已有的生活习惯和特征 

在管理对策方面，最重要的是如何结合县城的尺度和居民的生活习惯，在尽量延续原有的生活

习惯和特征的基础上，尽量减少对原来生活习惯和特征的改变，为当地居民、外来人口的活动提供

良好、安静、舒适的交通空间和活动空间。 

3. 北川新县城人性化交通系统的构建 

3.1 构建合理尺度、功能主导的道路交通网络 

与大城市相比，北川新县城居民出行对交通可达性的要求更高，通过对当地居民生活习惯的调

查和分析，北川新县城道路交通网络应以小宽度、小间距、高密度为基本原则，这是北川人性化道

路网络的基本理念，图 2 是本次道路网规划的基本理念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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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川道路网络规划更加强调小间距、高密度的理念 

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新县城道路降低道路红线宽度，从而在保证不增加道路用地的情况下，

提高道路网络密度，大大提高居民出行便利程度。规划新县城核心区干路间距平均为 200 m，外围

地区 300m 左右，干路红线宽度以 20 m 为主，干路网密度高达 7.2 km/km
2，远远超过规范对小城镇

4～5 km/ km
2 的要求，而干支路网整体密度高达 14km/km

2，高密度的道路网络是对居民交通可达性

的最大保证。 

道路交通控制要素是紧密围绕道路交通功能为核心来确定，而不是采用简单依据道路主、次、

支路性质而确定的思路。新县城道路规划明确了 8 类交通功能（图 3），分别是公路、综合干路、

交通干路、居住区干路、工业区干路、滨河路、支路、步行专用路。在明确道路功能基础上，以道

路交通功能为核心确定了道路红线宽度、道路横断面、道路设计速度、交叉口控制方式、行人过街

通道布局、公交车站布局、路边停车、地块机动车出入口等交通控制要素。以道路横断面为例，最

后确定的道路横断面形式就接近 30 种。这种围绕交通功能确定道路交通控制要素的方法，更能体现

道路自身的交通特征与需求，也能够更好的与用地布局相结合，更加方便当地居民的出行要求。 

3.2 充分优先的慢行交通系统 

慢行交通在当地居民出行中占绝对主体地位，

因此规划首先明确了慢行交通优先的基本原则，提

出了快慢交通之间必须通过绿化隔离带进行严格

分离的基本要求，以避免快慢交通之间的干扰，进

而保证慢行交通安全、连续、舒适的交通环境。 

在道路资源分配上，优先考虑慢行交通的需求，

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占道路总面积的 35%以上，机

动车道占 45%以下。同时在道路断面设计中，借鉴

国内道路断面设计的经验和方法，采用慢行交通一

体化设计方法，将自行车与步行道设置在同一个平

面上，采用不同的铺装进行区别，保证了慢行交通

的安全与灵活（图 4）。在较大的交叉口设置中央

行人过街安全岛，确保交叉口行人过街安全；在交

叉口慢行交通通道端部设置阻车石，严格限制机动

车进入慢行交通通道，避免机动车对步行和骑行环
 

图 3 北川新县城道路功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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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干扰。 

 

图 4 北川新县城慢行交通一体化设计的方案 

在慢行交通系统布局上，规划建设了生活性慢行交通系统和独立慢行交通系统。生活性慢行交

通系统沿干路布置，满足日常居民生活和出行需求，是常规的慢行交通通道，生活性慢行交通系统

与机动车交通之间通过绿化隔离带进行隔离，保证

生活性慢行交通系统的安全。 

在生活性慢行交通系统以外，北川规划建设了

独立慢行交通系统。独立慢行交通系统严格禁止机

动车进入，仅仅提供给自行车、行人、轮滑等慢行

交通方式通行，是为居民提供通勤、休闲、游憩、

健身的连续慢行通道，并结合地形地貌特征，绿地、

公园、水系、景观的布局，从行人和自行车骑行者

的角度设计道路横断面、标高等。图 5 是北川慢行

交通系统布局方案图。 

3.3 连续、全覆盖的无障碍设计 

部分居民在地震中受伤，无障碍设施是否便利

直接影响这些居民能否正常出行，因此规划明确提

出了无障碍设施严格按照全覆盖、连续性的要求进

行建设，并与施工设计相协调，确保无障碍设施建

设落实到位。 

目前我国大多数城市道路尽管建设了无障碍通

道，但是很多无障碍通道被路灯杆、标志杆、井盖

或者其他设施阻断，根本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图 6），本次规划应严格避免这种情况再现，因此

重点协调了路段、交叉口、公交车站的无障碍设施规划建设三个方面的内容。 

在路段无障碍设施规划设计中，重点协调道路标志杆、路灯杆等交通设施以及市政检查井的位

置，确保标志杆、灯杆、检查井盖等不会阻断无障碍通道。协调每条道路上行道树、街道家具的位

置，保证无障碍通道不被其它设施占用。通过路段规划设计协调工作，确保路段无障碍通道的连续

性（图 7）。 

 

图 5 北川慢行交通系统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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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国内很多城市无障碍通道阻断 

 

 

图 7 北川路段、交叉口各种交通设施的布局方案 

在交叉口无障碍设施的规划设计中，重点协

调了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协调无障碍通道、

行人过街横道、信号灯杆相互的位置关系，要确

保无障碍通道与行人过街横道准确衔接，也要保

证信号灯杆既不会占用无障碍通道，也不能过度

偏离行人过街横道。第二是协调了交叉口排水口

的位置，明确提出了交叉口内建议不设置排水口

的范围，尽量避免将排水口设置在行人过街横道

附近，造成交叉口处的积水，影响行人过街的安

全（图 8）。第三是明确提出信号交叉口处信号

灯采用蜂鸣器的要求，并与无障碍通道配合，保

证特殊群体通过交叉口的安全性。 

国内大多数城市在公共交通车站处的无障碍设施建设往往会被忽略，规划借鉴国内公交车站无

障碍设施的建设经验，明确提出了公共交通车站处需要建设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要求，同时也必须保

 

图 8 交叉口处排水口布局不合理方案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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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公交站台的无障碍设施与人行道上的无障碍通道的准确呼应与联系，保证特殊群体乘坐公共交通

的方便（图 9）。 

   

图 9 北川公交车站上无障碍通道设置的方案 

3.4 宁静化的交通措施 

北川是具有民族特色的小县城，新县城建成后应确保

原住民所特有的恬静、祥和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为确

保当地居民生活习惯的延续，与用地布局规划结合，将北

川新县城核心区一定范围划定为宁静交通区（图 10），大

约 2km
2（2010 年前建设约 1.2km

2），通过交通工程措施、

交通管理对策等保证内部交通的宁静化。 

宁静区内机动车限速为 20 km/h，通过交通引导标志和

指路标志的设置，严格避免通过性交通穿过宁静交通区。 

区内道路设计和交通工程设计中采用较多的曲线和小

转弯半径进行设计，约束和降低机动车通行的速度。交通

宁静区内干路红线宽度不超过 20m，机动车道多以双向 2

车道为主，个别道路需要保证一定交通性的，最多设置双向 3 车道，从而可以将更多的道路空间提

供给慢行交通和绿化，营造宁静交通区内安静、舒适的交通环境。 

宁静交通区内的部分道路需要设置路边停车，根据两侧用地布局情况，路边停车采取两侧交错

布置，约束机动车通行轨迹，既保证道路两侧临时机动车停放的需求，也进一步降低了机动车通行

速度（图 11）。 

 

图 11 宁静交通区内路边停车泊位的设置 

3.5 人性化的细部设计 

良好的系统设计是人性化交通系统的基础，而周密细致的细部设计是实现人性化目标的关键。

北川新县城在提出系统布局基础上，对重点部位提出了详细的设计方案，确保系统目标能够落实到

位。 

3.5.1  承上启下，开展交通工程设计衔接上位规划与施工图设计 

北川在进行施工图设计工作之前，基于新县城总体规划和交通系统规划，开展了覆盖新县城的

交通工程设计。交通工程设计是在坚持上位规划思想和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若干关键问题和深化

和落实，从人性化交通的角度提出了对施工图设计的要求。通过交通工程设计，提出了道路横断面、

路段与交叉口详细设计、机动车交通、公共交通、慢行交通、静态交通、无障碍、交通标志标线、

地块出入口控制等方面的详细方案。 

图 10 北川宁静交通区的划定 

 

图 10 北川宁静交通区的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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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功能主导，确定 30 余种道路横断面的方案 

道路横断面是细部设计上最重要的工作，横断面是否合理，决定了道路的功能是否体现人性化

的目标。新县城道路以 20m 宽红线道路为主，规划中结合道路两侧用地功能的差异，结合道路交通

功能的差异，提出了 3 种主要断面形式（图 12）。第一类是需要保证一定交通功能的道路，规划双

向 3 车道机动车空间，两侧各布置 3m 宽的慢行交通通道。第二类是位于宁静交通区内，需要优先

保证慢行交通条件，对机动车交通有所限制的道路，规划确定了 7m 宽的机动车通车空间，给慢行

交通留出足够的空间。第三类是位于居民区或者商业街附近，需要兼顾两侧服务的道路，既需要考

虑临时路边停车，也需要给行人留出足够的活动空间，因此规划确定了 9m 的机动车通行和临时停

放空间，其余留给慢行空间。 

 

 

图 12  20m 宽道路横断面的 3 种主要形式 

为确保人性化目标的实现，对于特殊道路，横断面设计不仅仅要考虑道路红线范围以内的要素，

更要结合周边用地、景观水系、城市绿地等将建筑边界之间的其它相关要素进行综合统筹，便于周

边地块、景观与道路的良好衔接（图 13）。 

 
 

图 13 特殊道路需要同时协调红线外要素 

3.5.3  方便行人，研究提出人行过街横道的合理位置 

交叉口行人过街横道的位置，对于交叉口的安全和交通顺畅影响巨大，合理的人行横道的不能

距离交叉口过远，也不能距离交叉口过近（图 14）。根据北川小县城的实际特点，人行横道选择的

位置基本上处于路段步行道的延长线方向上（图 15）。 

 

图 14 人行横道过远和过近均不利于交叉口的交通组织 

道路红线之外、景观设计范

围 

道路红线范围，交通工程设计范

围 

需要保证一定交通性

的道路横断面 

需要优先保证慢行交通的

道路横断面 

需要兼顾两侧服务的道

路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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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北川新县城人行横道位置方案 

3.5.4  反复论证，确定宁静交通区路缘石设计方案 

北川新县城的路缘石半径不能简单查阅规范确定，而要根据不同的地区功能和机动车交通特征

的差异，确定缘石半径的取值。宁静交通区和居住区内需要优先保证慢行交通的交叉口处，需要对

机动车速度进行一定的限制，因此缘石半径往往都是取规范设计的低限，有的路缘石通过反复研究

论证和实验，其缘石半径也突破了规范规定的最小半径值（图 16）。 

 

图 16 在需要优先保证慢行交通的交叉口均选择较小的缘石半径 

路缘石的形状对于道路的景观形象也有较大影响，规划中还针对需要满足一定景观功能的道路，

提出采用异形路缘石的方案，确保道路景观功能的更好体现（图 17）。 

 

图 17 规划中结合景观设计提出的异形路缘石的设计 

3.5.5  有利换乘，研究提出公交车站尽量靠近交叉口设置的方案 

公交车站位置的确定也是人性化交通的重要内容。常规的做法是将公交站设置在距离交叉口一

定距离之外，这种思路有利于机动车的有序组织，但是这种模式大大增加了公交乘客的不便，乘客

换乘和过街的距离大大增加。本次规划中突破了常规的思路，提出将公交车站设置在交叉口出口道，

同时尽量将公交车站设置在交叉口附近的做法，保证公交乘客的最大便利（图 18）。 

 较小的缘石半径，适当限制车速，保证

行人安全 

较大的缘石半径，车速较快，行人过街

危险 

较小的缘石半径，适当限制车速，保证行人安

全 

较大的缘石半径，车速较快，行人过街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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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公交车站与交叉口的布局关系 

3.5.6  系统布局，规定地块出入口落实道路功能要求 

沿干路设置地块机动车从出入口的情况，在国内各类城市中十分普遍。在城市发展初期，这种

沿路开发的模式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随着机动化水平的提高，为确保城市更较

有序的发展，这种自发的组织模式则需要进行调整。考虑北川小县城居民出行的实际需求，要求所

有的干路都不设置机动车出入口是不合适，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交通工程设计中，提出综合干路、

交通干路严禁设置地块机动车出入口，居住区干路、工业区干路、滨河路、山区干路限制机动车出

入口的设置，支路可以设置地块机动车出入口的方案（图 19、20）。 

 

    图 19 综合干路、交通干路沿线地块机动车出入组织模式 

 

   图 20 居住区干路、工业区干路、滨河路、山区干路的机动车出入口设置模式 

4. 结语 

人性化交通系统的核心和本质在于“人性化”而不是交通本身，在构建人性化交通系统的过程

中，整体交通系统的布局是基础，而关键是细致和周到的细部设计。在细部设计中可以采用传统的

技术手段和方法，也可以大胆尝试新的技术方法，突破传统思路，但是核心应该围绕“人性化”的

目标展开。 

北川灾后交通系统重建工作以满足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为核心，目标在于建设人性化、适合当

地居民生活方式和习惯的交通系统，本质还是通过人性化交通系统的构建，尽量恢复和还原当地居

民既有的生活状态与秩序，避免过度干扰当地居民的生活，这是人性化交通系统的根本目标。 

人性化交通系统的构建不仅仅是北川灾后重建规划的核心，更是我国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

过程中应不断深化和加强的方面。人性化交通系统的研究不仅仅是当地受灾群众的希望所在，更是

我们城市交通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参加北川新县城重建规划中交通系统规划工作的人员包括：赵杰、殷广涛、戴继锋、朱胜跃、

干  路 

支

路 

干  路 

综合干路、交通干路沿线地块机动车出入口组织模式 

干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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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晗、杨嘉、钟远岳、杜恒、付晶燕、张洋、梁昌征、刘春艳、张毅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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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道路交通设计在城市规划中的应用 

魏星 李科 陈富昱 

【摘  要】道路建设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机动化水平的提高，各大城市

对道路建设的投入也相应加大，但是在以往的道路规划设计过程中，重点考虑的只是机动车交通，

对慢行交通（非机动车及行人）、公共交通站点等众多因素都缺乏科学的、统一的考虑，这就使得许

多新建或改建道路在建成后虽然从景观效果上达到了一定的目标，但是从实际使用功能上却出现缺

陷，本文主要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强调了交通设计在城市规划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城市交通  交通设计  慢行交通 

1. 引言 

目前国内城市在进行城市道路规划、设计、建设过程中，对机动化交通的重视程度往往高于非

机动化交通，无论是在对道路横断面设计，还是交叉口渠化设计，机动化交通方式的话语权都要高

于非机动化方式交通。在城市道路建设中，在为了保证最少的拆迁，同时又要满足机动车车道数的

情况下，往往是对非机动车和行人所应占有的那部分道路空间进行挤压。但是城市交通更主要的是

完成人的移动而不单单是机动车的移动，因此对于采用不同交通方式的交通参与者均应给于同等条

件的考虑。而目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因为道路交通设计在城市道路规划、设计、建设中的

环节缺失造成的，道路交通设计是道路规划与道路设计、施工之间的纽带，是交通规划向设计的延

伸。一方面他可以系统完整的对道路整体通行效率、交通秩序和交通安全等方面进行统筹考虑，另

一方面他也可以体现城市交通规划理念和规划原则。城市规划从宏观层面上可分为总体规划、控制

性详细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而目前的道路规划内容还是仅仅停留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交通

设计正相当于道路规划建设中的修建性详细规划，也应该成为道路施工图设计的最直接、最具科学

性和系统性的设计依据。本文中笔者将结合具体案例，阐述部分交通设计的理念，并说明其合理性。 

2. 慢行交通设计 

慢性交通是城市交通参与者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私家车发展迅猛，

但是慢行交通出行比重仍然占据主体地位，因此在城市道路建设过程中必须对该部分交通参与者给

于绝对的重视。 

2.1 道路横断面设计中对慢行交通的考虑 

以天津市为例，天津市属于非机动车出行比例较高的城市，跟据居民出行调查报告，目前中心

城区非机动车出行比例在 40%以上，而城市中绝大部分城市主次干路，均采用了一块板的断面形式，

即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在同一空间内，由于非机动车行驶轨迹往往比较随意，造成了非机动车与机动

车在同一空间内相互干扰，不但降低了机动车道的通行能力，而且给交通安全也带来一定的隐患。

从人的心理角度分析，因机动车使用者处于车辆内部相对封闭的私密空间，其对外部环境的感受或

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不明显，而非机动车使用者对外部环境的要求是高于机动车使用者的，他们更希

望行驶在环境安静，绿树成荫的非机动车专用道上。 

因此道路横断面设计应从规划角度上根据不同城市交通出行特点，进行道路横断面设计，对于

非机动车出行比例较高的平原地区城市，宜采用 3 块板的道路断面形式，而对于机动车出行比例较

低的山地、丘陵地区城市，可考虑将非机动车与步行交通置于同一通行空间考虑（如图 1），非机

动车与行人之间可种植行道树或灌木，保证各自相对独立的通行空间。如此可实现道路空间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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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配置，同时也满足了不同方式交通出行者对外部环境的要求。 

 

图 1 道路断面示意图 

2.2 慢行交通过街设施 

慢行交通包括行人及非机动车，过街方式有天桥、地道、平面等形式，本文主要以行人交叉口

平面过街和路段行人过街为研究对象，从交通设计角度提出设计理念。 

2.2.1  交叉口行人过街横道 

目前我国在交叉口人行过街横道设计中，往往将人行道靠近交叉口布置，但此种布置方法存在

以下几个缺点： 

(1)将人行横道靠近交叉口布置，往往会布置在道路交叉口转角附近，则人行横道长度即行人过

街距离会有所增加，过街距离增加就必然造成过街时间的增加，影响交叉口通行能力。 

(2)人行横道过于靠近交叉口，会缩短西侧和北侧人行横道之间的距离（如图 2），则有可能造

成北侧右转机动车为了避让西侧过街行人，造成北侧右转西侧车辆排队，从而占压北侧交叉口人行

横道，影响行人过街。 

 

图 2 交叉口人行横道布置图 

当道路尺度比较宽阔，部分行人无法在一次信号灯周期内过街时，应在道路中央设置行人二次

过街安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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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行人交叉口过街安全岛 

2.2.2  路段行人过街横道 

当道路相邻两个交叉口间距较大，单纯依靠两端交叉口无法满足行人过街需求时，须在路段中

适当位置设置行人过街横道，当道路较宽时，也应在道路中央设置行人二次过街安全岛，安全岛周

围应设置护栏保证行人安全，同时对安全岛内部行人流线也应进行考虑，帮助过街行人提高对来往

行驶车辆的注意,增强了交通的安全性。 

 

图 4 路段行人过街示意图 

目前国内城市在道路建设中对城市景观的要求非常高，因此往往在人行道和车行道之间没有设

置防止行人随意穿行过街的人行道护栏，因此经常出现行人随意穿行机动车道过街的情况，特别是

在一些生活性道路上现象更加突出，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隐患。如从交通设计角度考虑，特别是从保

证道路良好的交通秩序考虑，设置人行道护栏的必要性还是很大的。 

3. 静态交通设施设计 

在以往的道路规划、设计、建设中，往往缺乏对停车设施的考虑，道路建成后再根据实际需求

由交通管理部门结合实地情况选择部分点位施划路边机动车泊位，往往造成对道路资源的占用，侵

占非机动车通行空间。在交通设计中可以根据道路沿线两侧用地情况对道路两侧的静态交通设施进

行统一的考虑。 

3.1 机动车停车系统设计 

原则上城市中解决机动车停车均应主要由路外停车场解决，但由于历史欠账，道路两侧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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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往往无法提供足够的停车场地，往往造成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或者人行道进行临时停车，侵占

慢行交通出行者的出行空间，如果占压盲道等设施还会对盲人出行造成很大影响，因此在交通设计

中应对占路停车设施进行合理的规划布置。 

通常道路两侧存在临街商业、餐饮设施的地方，机动车辆临时停放情况较多，面对该种情况可

以对路边停车进行港湾式布置（如图 5），不但可以供机动车临时停放使用，还可以作为出租车的

临时侯客区，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机动车停车对动态交通的干扰。当然路边停车只是作为停车设施的

补充，不宜设置过多。 

 

图 5 机动车路边停车设施示意图 

3.2 非机动车停车系统设计 

非机动车在道路空间内的停放管理难度往往大于机动车，因为非机动车体积小，停放简单，因

此非机动车停放极易对道路景观产生负面影响，在一般的交通设计中，可将非机动车停车规则布置

于人行道上绿化树之间的间隔中，如绿化带的宽度较窄，可采用斜向停放的方式。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的布置不应仅仅考虑道路两侧的建筑物的需求，对有停车换乘需求的公交中

途站和地铁车站出入口附近也应安排数量合理的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4. 道路沿线出入口交通组织 

目前道路建设中对新建或改造道路两侧的单位及住宅区进出道路交通组织缺乏考虑，一般都是

根据各单位需求在道路上给与开口，容易造成地块集散交通对过境交通干扰，而交通设计可以从规

划、管理角度制定各地块出入口交通组织方案，从而有利于道路交通运行通畅。 

交通设计中可通过根据各单位重要性及进出交通量情况提出不同的进出交通组织方案，对于城

市主干路，除保证少数单位（如医院、政府办公、公安消防部门）可左转进出外，一般单位车辆出

入尽量实施右转进出，保证对主线车流干扰降至最小。 

同时道路沿线单位直接开设的机动车出入口在进出道路时会与慢行交通产生交织，因此设计中

应在地块机动车出入口与人行道相交处通过改变铺装设置机动车减速带，增加交通安全性。 

 

机动车道机动车停车位

人行道无障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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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单位出入口设计示意图 

5. 结语 

以往的道路建设着重考虑的是机动车使用者，而交通设计充分考虑了各种交通参与者的需求及

交通安全诉求，更多的从人的角度去进行各种道路功能区及设施的布置。一个好的交通设计可以提

高道路服务水平、减少交通管理难度、提高交通安全性，有了良好的交通环境，才能保证社会经济

良好的发展。城市交通效率的提高往往对应着城市生产效率和休闲质量的提高，从而增加城市的活

力，好的交通设计应从社会公平、环境良好、讲求经济效率出发，而这正是构成城市可持续发展要

素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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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市城乡交通统筹规划的思考与实践 

  原涛  初红霞 

【摘  要】天津城乡统筹发展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本文首先对照天津市城乡统筹发展要求对目前

天津市城乡交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对天津市如何做好城乡统筹规划、改善农村居民出行条

件进行思考，理顺规划思路，提出了天津市城乡交通统筹规划的主要内容。 

【关键词】城乡交通统筹、城乡交通基础设施 、城乡公共交通 

1. 天津市城乡交通统筹规划的诉求 

城乡二元结构是长期以来天津市以及全国其它省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的重要特征。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农村经济实力持续增长，农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但与中心城区相比，各

区县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依然薄弱，城乡差别依然较大，尤其是远郊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

宁河等五区县，城市化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2007 年，外围五区县的城镇化水平仅为 33.6%，

远低于市域 75.1%的平均水平；五区县人口占市域的 31.6%，GDP 仅为市域的 3.4%，人均 GDP 不

足全市平均值的一半（0.42），且 GDP 占市域的比重有下降的趋势。 

近几来，天津市市委、市政府根据党中央“五统筹”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制定了“滨海新区龙

头带动、中心城区全面提升、各区县加快发展”的发展战略，标志着天津市城乡统筹进入了新的发

展阶段。 

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地区交通运输便捷程度密切相关，天津城乡之间经济的差别

同时也是城市、城镇及乡村之间交通区位和交通网络通达性的差别。“要想富，先修路”反映了民

众对交通基础设施保障社会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可以及广大农民对改善农村地区交通状况的期盼。

因此，统筹城乡发展，构建一体化的和谐都市区，必须有一体化的城乡交通运输体系与之相适应，

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 

天津作为全国四大直辖市之一，并且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被列入国家发展战略，做好城乡交通统

筹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示范性。  

2. 现状天津市城乡交通存在的问题 

2.1 城乡内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平衡 

中心城区及滨海新区核心区作为天津市的两个城市核心，骨架性快速路系统即将按照规划全部

实现；中心城区将有多条轨道线路同时在建；天津站、天津西站、于家堡站等城市综合交通枢纽改

造工程已经完成或正在实施，立体化、网络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即将在中心城区及滨海新区核心区

内形成。与两个城市核心不断完善的交通网络相比，新城及广大村镇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缓，

城镇内部道路系统薄弱，交通场站设施匮乏，导致大多数小城镇和村庄建设借助于干线公路蔓延发

展，镇村过境交通与内部交通、货运交通与客运交通相互叠加，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2.2 城乡公路交通网络不完善 

就天津市域内而言，城乡间的交通联系主要依靠普通公路实现。但受规划、投融资、建设、运

营、收益等因素影响，前几年天津公路网规划建设的重点一直放在主要承担城市对外交通的高速公

路上，而忽视了对普通公路网络的建设和改造。结果造成： 

高速公路里程不断增加。截止到 2008 年底，天津市高速公路里程达到 826 公里，比普通一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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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还长 314 公里，还有 318 公里高速公路在建。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虽然使天津市对外交通条

件得到极大改善，高速公路服务的交通量却与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严重不匹配，造成道路资源极大

的浪费。 

普通公路网络联通性差。蓟县、宝坻、静海等区县与滨海新区核心区之间缺少直接连通的干线

公路，汉沽、宁河、蓟县、静海等区县与其它区县之间交通联系不便捷，尚有 14 个乡镇未通干线公

路，行政村虽基本都通公路，与周边县及县内建制镇之间尚有未打通的连接道路。 

同时，普通公路网整体上技术等级偏低。农村公路绝大部分为四级公路，71%以上的道路宽不

足 5 米，并且由于缺少维修、养护，老化失修现象比较严重。 

2.3 城乡公共交通发展滞后 

天津市现有的公共交通资源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区及滨海新区核心区，农村地区公共交通设施不

足，服务水平低，表现在：两个城市核心以外地区公共交通运营线路和车辆数量少，客运班线不足

500 条，运营车辆仅为 3700 辆，分别只占全市总量的 43%和 30%；客运班线主要布设在干线公路上，

线网覆盖率低；作为城乡交通主要出行端点和中转枢纽的客运场站建设落后，全市 27 个公路客运站

绝大多数集中在在中心城区及各区县城区，小城镇中只有静海唐官屯、大港小王庄、武清崔黄口建

有等级客运站。 

2.4 城乡交通运营管理缺乏统一和协调 

发展政策上，公路客运交通市场开放，租赁经营，税费重，享受不到城市公交在枢纽场站建设、

车辆装备的配置和更新上、燃油价格补助、运营税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城乡客运交通难以得到鼓

励和保障。 

运营管理上，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城市公交运营线路也随之延伸到以往公路客运运营的区域

内，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导致公路客运、城市公交线路相互重复，高度集中，争抢客源现象

突出，降低城乡公共交通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3. 天津市城乡交通统筹规划思路 

3.1 城乡交通与城际交通协调统筹 

当前，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正逐步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在区域一体化

背景下，天津作为未来的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北方国际物流中心，尤其是滨海新区开发开放被提升

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城乡统筹更不能仅仅局限于自身。天津应发挥区域核心城市集聚和辐射的

功能，主动协调区域交通设施规划、建设上的衔接，推进重要交通干道互联互通、重大交通枢纽的

共享共用，并借助于区域性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天津市域城乡对外交通条件，推动广大小城镇和乡村

积极参与区域职能分工。 

3.2 城乡交通与城市交通协调统筹 

城乡交通与城市交通的协调统筹，并不等同于交通基础设施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均质化发展，

而应根据城、镇、村在城乡网络体系的地位以及相应的发展需求，统筹考虑交通需求和资源的有效

利用，提供相应的交通网络、枢纽场站，优化平衡综合交通资源在城市和乡村的合理配置，提升农

村地区交通服务水平。 

城乡交通与城市交通的协调统筹应重点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天津的城市空间不断扩张，中心城区及滨海核心区的外围地区将逐

步由城郊农村发展为高度城镇化区域，其交通需求也将发生改变。为适应新的城市化发展要求，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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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应按照城市交通的模式对上述区域的交通系统重新梳理调整，从交通方式、出行对象、线路走向、

建设标准、设施布设等方面优化原先针对农村地区的交通体系，将城市交通网络特别是快速交通体

系向外围地区延伸，扩大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对外围地区的辐射，在强调与城市核心纵向交通联系的

基础上强化外围地区内部之间的横向交通联系。 

二是考虑到现有城市公交与农村地区客运交通相对独立，农村地区公交出行难的问题，规划应

积极推进农村地区公共交通系统的完善。整体规划建设城乡公交与城市公交，力争实现城市公共交

通城乡化服务，城乡公共交通城市化运作；协调公共交通体系内的市域轨道、快速公交、常规公交、

村镇公交的功能分工，根据不同层面的要求在城镇之间布设相应的公交线网，不同线网相互间及与

城市对外交通枢纽要紧密衔接；完善城乡公共交通场站系统，为农村居民换乘、候车提供人性化服

务；优化综合换乘枢纽周边土地的使用。 

三是随着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以及国家“汽车下乡”政策的出台，未来的新农村

交通必然有向家家有车辆( 含摩托车) 、户户会驾驶的机动化发展趋势，规划应注重完善新城、小城

镇、村庄内部交通网络，并配置必要的交通设施。 

3.3 城乡交通与城乡空间布局协调统筹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互动的，城乡交通应适度超前于社会经济发展，支

撑和引导城乡空间布局，促进城乡空间统筹。 

对天津而言，构筑以中心城区及滨海核心区为中心的“1 小时”通勤圈是实现城乡一体化都市

区的前提条件。规划应结合市域及各区县空间布局，沿主要发展轴带，在城乡之间规划构筑以快速

交通干道为骨架的复合交通走廊，满足城乡一体化联动发展的时空要求。一方面通过便捷的交通联

系，将城镇发达的物流、信息、公共服务资源传递到农村，带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通过

交通轴线的辐射与吸引能力, 整合市域城镇体系, 引导小城镇和村庄集中、有序的发展。 

3.4 城乡交通与城乡土地资源协调统筹 

城乡交通规划还需与宝贵的城乡土地资源相统筹。合理预留各类交通设施的用地，集中布置综

合交通运输走廊；加强综合交通运输走廊与市政基础设施走廊、城镇空间、生态空间的整合协调，

尽量降低其对城镇空间、对生态的破坏和分割。 

3.5 城乡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等制度协调统筹 

应建立城乡规划、城乡建设、公路市政、交通管理部门的协商机制，强化部门之间的沟通；加

大各级政府对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投入；在实现建、交委大部制改革的前提下，成立一个

专门的机构，负责市域范围内公共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管理、运营，实现运营管理的一体化，

避免多头管理、多头竞争，建立一个规范有序的交通市场；制定综合性交通法规，并细化各交通专

业领域的法制法规，使得在解决交通问题时有法可依。 

上述城乡交通统筹规划的思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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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城乡交通统筹规划思路示意图 

4. 天津市城乡交通统筹规划实践 

4.1 城乡交通统筹规划目标 

优化天津市综合交通资源在城乡空间上的合理配置，构建新的城乡交通体系，与城际交通、城

市交通统筹协调，实现“1、4、15，30，”的时空通达目标，引导和促进新农村建设。 

“1、4、15，30，”的时空通达目标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等级 交通配置目标 

新城 
“1” ——各区县新城到达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不超过 1 小时 

“15” ——新城上高速公路不超过 15 分钟 

中心镇 
“15” ——中心镇上高速公路不超过 15 分钟；  

“30” ——中心镇不超过 30 分钟到达所在区县新城  

一般镇 “30” ——一般建制镇不超过 30 分钟到达所在区县新城； 

村级 

“30” ——中心村、基层村不超过 30 分钟到达临近城镇。  

“1”——中心村、基层村以公交方式 1 小时进新城；  

“4”——中心村、基层村以公交方式在市域内实现半日往返； 

4.2 城乡交通统筹规划主要内容 

4.2.1  充分利用城际通道和城市交通网络，强化对外交通 

规划强化小城镇与天津市域“九横五纵”高速公路网的联系，保证小城镇 15 分钟内进入高速公

路，而后通过与区域高速公路，国家高速公路沟通、便捷通达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地区。 

京沪、津秦、津保、京哈等 4 条高速铁路及京津、环渤海、京唐等 3 条城际铁路在武清、宝坻、

西青、汉沽、大港等区县新城设站，将使这些新城融入环渤海城际快速交通体系，有可能发展成为

区域性交通枢纽。 

以快速对外交通干道和综合交通枢纽为依托，辅以地方衔接线网，构筑起多方式、每种方式多

线路的综合运输走廊，支撑天津市域“三横两纵六板块”的空间结构。 

4.2.2  完善城乡公路网络 

目前在建的几条高速公路通车后，天津市高速公路网建设已初具规模，公路建设重点将转移到

普通公路上来，这为改善城乡交通条件提供了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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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干线公路形成三级城镇体系多层次连通的网络，新城与中心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间实现

至少一条一级公路连通，新城之间实现一级公路连通，中心镇通一级、一般镇通二级。 

农村公路将向“网络化、等级化”方向发展。绝大部分基层村至少有两条等级路相连，实现村

小学、村医院、养老院通农村公路，形成比较完善的农村公路网络 

环城四区和滨海新区范围内，随着乡镇全部撤镇建街和村庄建成城市社区，城乡交通将转化为

城市交通，区域内公路实现街道化，照明设施及交通指示标志配设齐全，成为沿线建设区市政管线

敷设的载体，将完全融入到城市道路网络中。 

4.2.3  优化城乡交通结构，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未来天津将逐步形成由大运量轨道交通、中运量市域客运快线、一般运量县域客运线路构成的

多模式、多层次的一体化公共交通网络。 

规划针对不同城镇体系交通需求不同的特点，提出差别化的公交供给水平和服务模式，公共交

通线网由城市核心区、新城、中心镇（一般镇）、中心村（基层村）等逐级辐射。其中： 

中心城区及滨海新区范围内是公共交通最为密集的地区，是轨道线网的核心，公交出行将以轨

道为主，所有新城均有市域轨道通达；同时新城与中心城区、滨海新区核心区间利用高（快）速公

路以及一级干线公路开通市域客运快线。  

市域轨道通过并设站的中心镇、一般镇可以利用轨道或市域客运快线出行，并与新城之间的开

通普通客运线路。  

中心村、基层村均有普通客运线路通达，并设配置遮雨棚的、线路指示牌等设施的停靠站。 

按照上述发展模式，未来天津市域内实现镇镇设公交客运枢纽，村村通公交线路。 

 

天津市城乡公交体系示意图 

4.2.4  城镇内部交通规划 

城镇应尽量在交通干线一侧单边纵深发展。对于已沿干线公路两侧发展且均形成规模的城镇，

可采取以下两种措施缓解过境交通与城镇内部交通的矛盾：一为保留既有干线公路过境交通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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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内干线公路两侧规划辅道，只允许主要道路与干线公路相交，交叉口需设置立交，否则须实行

信号灯或右转进出的交通管制；二为在城镇外围规划相应等级的新路，替代既有的穿越城镇内部的

干线公路。城镇内部应结合用地规划布局方案合理设置道路网，合理利用地形、地貌及建筑空间组

合的多样性，采用合理的路网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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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中心城骨干道路网优化策略研究 

陈必壮  顾煜  苏瑛  王亿方 

【摘  要】科学、可持续的道路规划理念和策略是指导上海未来综合交通和道路交通发展的重要依

据。上海要结合自身人口、用地、交通和社会经济等因素，同时，充分借鉴世界上发达城市的交通

经验，来确立道路结构规划理念，指导全市道路网络发展规划。本文通过归纳现状上海骨干道路网

的交通特征和主要问题，并分析路网的运行特征及其交通功能，提出了符合未来上海综合交通体系

发展方向的道路规划策略。 

【关键词】上海  骨干道路  优化策略  交通功能  

1. 引言 

骨干道路网络是城市交通网络的基本骨架，各种交通方式都需要与之相互协调。当前，我国各

大城市都已规划和建设各自的道路网络，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的骨干路网基本成形，对

方便居民日常出行和城市经济运转都起到巨大作用。但是随着小汽车拥有量和出行需求迅猛增加，

也让城市骨干道路承担的交通压力与日俱增，引发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大量问题。实践也表明，

骨干路网承担的功能往往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政府管理部门在道路规划和建设决策中，也往往步

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道路发展误区。因此，亟待树立科学、综合和可持续的道路规划理念，

指导城市道路发展的规划和决策。 

2. 上海中心城骨干道路网的交通特征 

2.1 道路设施规模 

“申”字型高架路和地面三横三纵主干路构成的

中心城干道网骨架。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解决中心

城交通拥堵和“越江难”等矛盾，先后建成“申”字

形高架、中环线、外环线、沪闵路高架等快速路和 “三

纵三横”等主干道，基本建成立体道路网络，实现浦

江两岸交通一体化。2008 年，上海以外环快速路为界

的中心城 670 平方公里已经基本形成三环十射道路网

布局，中心城市政道路（含外环线）里程 3187 公里。

其中，干道里程 1072 公里，与东京区部 620 平方公里

中干道里程 1270 多公里的规模相当。 

表 1   2008 年中心城道路设施 

中心城 总量 
所占比例（%） 

快速路 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合计 

道路长度（公里） 3187 8 13 13 66 100 

车道公里 9652 17 23 16 44 100 

路网容量 （万 PCU*KM/H) 768 37 25 13 25 100 

2.2 路网运行状况 

2.2.1  容量基本适应现有需求 

2008 年，按道路通行能力设计标准和上海实际情况计算，中心城干道容量 570 万 PCU 公里/小

] 

图 1 2008 年中心城主要干道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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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快、主、次干道比例为 3:2:1。目前，中心城实有人口 1100 万，人员日出行总量 3000 万人次，

其中，个体机动比重 20%，机动车交通需求 5600 万 PCU 公里/日，快速路承担占一半，从供需能力

来看，骨干路网基本适应了当前的机动车日常交通需求。 

2.2.2  交通流方向性特征明显 

中心城的机动车交通以内部交通为主。将中心城以苏州河、黄浦江、虹口港、赵家沟、核心区

为界划分为五个片区进行分析，其中向心交通为占 17%，五个片区各自的区内交通为占 49%，跨区

域交通为占 34%。中心城西南片区高强度开发的特点构成了以此为端点的三条主要跨片区交通流向。

中心城跨片区的日交通量为 210 万 PCU，其中第一流向西南至西北的南北向交通占 28%，第二流向

西南至东北斜向的交通为 19%，第三流向西南至东南的东西向交通占 16%。 

   

2.2.3  高峰时段运行水准不容乐观 

早晚上班高峰时段中心城骨干路网总体运行不佳，中心区尤其拥堵。高峰时段中心区干道路网

总体供需比 0.8，平均行程车速地面干道为 13～15km/h，快速路为 29km/h，其中快速路高峰高方向

断面的最低行程车速仅为 22 km/h；外围区干道路网总体供需比超过 0.6，平均行程车速地面干道为

24km/h，快速路（含外环）为 48km/h，早高峰时段射线高架入城方向的车速仅为 10～15km/h。对比

东京中心城区道路网络平均车速白天时段基本维持在 18～19km/h，上海的主要环路和放射状道路车

速相对较低。 

  

图 5  高架道路系统早高峰车速 图 6 地面道路早高峰车速 

2.3 主要存在问题 

2.3.1  路网结构存在失衡 

中心城道路等级结构不完善，特别是低等级道路依旧偏少。2008 年中心城干道里程 1072 公里，

快、主、次比例为 2:3:3，相比东京区部（相当于东京中心城）2:4:4 的比例，快速路比例略高，主、

   
图 2 中心城跨区交通分布 图 3 中心城道路蛛网图 图 4 中心城向心交通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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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干道略低。中心城干道容量 576 万车公里/小时，快、主、次比例为 3:2:1，参照东京区部 2:2:1 的

比例结构，主、次干道容量比例相对偏低。 

2.3.2  路网布局不够均衡 

中心城主要流向交通供需矛盾突出，拥堵状况较为严重。西南至东北的斜向交通中，85%通过

浦西南北向道路和东西向道路疏解，15%通过南部越江设施和浦东南北向道路分流。因此西部南北

向交通和南部东西向交通压力加大，交通负荷较高，饱和度达到 1.0 以上。同时北部东西向交通货

运交通比例较高，客货混杂服务水平较低，其中外环线至中环线、内环线至苏州河之间的东西向道

路饱和度较高。中心城设施饱和度较高，越江设施有所不足。现状中心城内已建成 10 处越江工程，

共 54 条车道，但 12 小时流量达到 82 万 PCU，平均高峰小时饱和度达到 1.0，其中北部外环隧道、

翔殷路隧道、中心区杨浦大桥、延安路隧道、南浦大桥、南部徐浦大桥拥堵状况更为明显。 

2.3.3  路网使用功能不明确 

快速环路的穿越截流功能发挥不足。环路的功能包括穿越截流（长距离的中心区过境交通）、

进出分流（即环线周边区域的长距离到发交通）和内部疏解三类，按照原有规划目标，上海的三个

环线应以分区域的“保护壳”作用。但从实际运行来看，内环线的 64%的车次为进出分流，仅仅 29%

为穿越截流，究其原因，首先是缺少平行环路的切向干道，现状浦西内环与中环以及中环与外环间

都没有平行的贯通性主干道，导致车流过于集中于几个环路，环路承担了大量的地方性交通，占用

了穿越截流车流的使用空间；其次环线的匝道间距较近，内环线的间距在 1.5-2 公里左右，导致占总

量 18%的短途交通使用内环线，也挤占了穿越截流车辆使用的资源。 

  

图 7 环线高架交通组成定义 图 8 射线高架交通组成定义 

十字径向穿越快速路上全程穿越和短途交通削减其到发功能。以延安路高架和南北高架为例，

其既定规划的目标是作为中心区和外围区的到发通道，但受其两端都以快速路或者隧道等高等级道

路联系为主，导致其存在部分全程穿越交通。浦西内环内的南北高架、延安路高架的穿越交通虽然

从车次上分别仅占 9%、4%，但是其却占用了 1.3 条、0.5 条车道的道路资源，由于在延安中路、延

安西路立交衔接处局部路段仅为双向 4 车道处，全程穿越交通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易引起交通堵

点。而短途交通如南北高架上行程小于 2.1 公里（相当南北高架两个匝道的距离）虽然总量仅占 3％，

但在高架外侧上下匝道之间，车辆交织情况严重，如在天目路－新闸路断面交织流量占 1/3。 

放射状快速路直接衔接内环线，导致外围地区交通量直接冲击中心区。逸仙路高架、沪闵路高

架以及径向的南北高架和延安路高架进入浦西中心区的交通量达 60 万 PCU/12 小时，占浦西中心区

向心交通的 65%左右。早高峰时段，入城方向的车速仅有 20 公里/小时左右，拥堵严重。受中心区

的总体路网制和衔接道路的容量限制，快速射线的车流难以及时的疏散，导致在射线上的拥堵。 

内部疏解

穿越截流

进出分流 地方交通

穿越交通

到发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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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海中心城骨干路网优化的理念 

3.1 基于轨道为主、公交优先的路网优化思路 

3.1.1  中心城超高人口密度和出行总量决定了以公共交通为主 

东京区部相当于上海的中心城，面积 620 平方公里，居住人口 850 万，人口密度 1.4 万人/平方

公里，2004 年，日均出行量 2700 万人次中，公共交通占主导地位为 47%，个体机动（包括小汽车、

出租车和摩托车）25%。上海中心城人口密度 1.5 万人/平方公里，中心区人口密度更是高达 3.6 万人

/平方公里。这样有限土地范围内，现状要适应 2900 万人次的日均出行，到 2020 年更要适应 4000

万人次的日均出行，只有通过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才能满足这样巨大的交通出行需求，促成公共交

通（含出租车）从目前 970 万增至 1900 万人次，比重从 33%提高至 50%的集约化交通模式，个体机

动维持在 22%，慢行交通从 45%下降至 28%。 

3.1.2  大规模的轨道交通网络是支撑集约化交通模式的保障 

支撑东京区部 47%公交出行比重的是以 1.13公里/平方公里的网络密度构成的 700公里各类轨道

网络，轨道交通承担了日均 2400 万乘次的客运量，客运强度达到 3.4 万乘次/公里，承担了公共客运

的 90%以上。目前，上海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比重 33%，远低于东京水平，主要原因在于轨道交通

规模有限（2008 年 230 公里，客运量 310 万乘次/日）、地面公交吸引力不强，同时，面临小汽车交

通的迅猛冲击。根据现有规划，到 2020 年，中心城通过建成 0.82 公里/平方公里网络密度 550 公里

左右的轨道网络，可以支撑 1400 万乘次日均客运量。上海要实现公交比重 50%的战略目标，达到东

京区部相当的公交比重，中心城需要在轨道网络规划未覆盖到的客流走廊，保留加密可能，预留新

增 150 公里轨道的发展空间。 

3.2 有限空间资源只能确保有限的机动车交通 

3.2.1  地上道路容量发展余地极其有限 

当前，上海中心城道路里程 3100 多公里，车道里程 9600 公里，根据部门统计，目前道路面积

67 平方公里，面积率约 12%左右；如果按国标规范规定的各级道路平均红线宽度统计，道路面积已

有 90 平方公里，面积率达到了 14%左右，道路容量 800 万车公里/小时，提供了日均 540 万车次、

5600 万车公里的道路交通服务。即使按照国标道路广场用地面积的上限，200 万人口以上城市道路

面积率达到 18%左右的指标来规划道路网络，中心城最大道路面积在 115 平方公里，道路容量在 1000

万车公里/小时，与现状相比，最多只能有 25-30%的扩充余地，即最多还有 25 平方公里的土地可用

于道路建设。从实际建设情况来看，中心城地面道路如果按这样的余量扩充，所付出的环境和经济

代价也是非常巨大的，因此，中心城实际能用于道路容量扩充的余地极其有限。 

3.2.2  地下空间资源也要注重集约化可持续发展 

上海中心城高密度的发展特点，也决定了地下空间资源的宝贵和稀缺，从东京和香港等城市的

发展经验来看，他们更多将地下空间留给了集约化程度更高的轨道交通，在轨道站点采取高容积率

的发展策略。世界上实施长距离地下通道为机动车专用穿越服务的先例不多，东京中央环状新宿线、

纽约进入曼哈顿岛的地下隧道主要为解决局部节点拥堵和过江连接问题，且均为短通道，美国波士

顿唯一的中央大道地下道路（Big Dig）也只有 13 公里。 

3.3 需要确立合理的交通功能和车速目标 

3.3.1  中心区更多考虑道路的到发交通和可达性功能 

结合国际经验，大都市中心城范围属于土地商用价值较高的地区，特别是 CBD 和中心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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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纽约的曼哈顿地区、伦敦的中央伦敦和东京的中央三区，这些地区通常更注重交通的可达性，极

少有服务穿越性、过境性长距离交通的快速路的直接穿越。这与地区土地和空间资源已极其有限有

关，快速通过性道路势必需要配套的集疏性道路系统支撑。因此，通常以发展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和

适当的集疏道路为主，避免大规模以过境通达为主的交通性道路建设。上海的小陆家嘴地区和浦西

CBD 地区也受到了土地容量和开发强度的制约，道路规划时也须更注重交通的可达性。 

3.3.2  中心城要确立合理的道路车速目标 

世界各大城市中，东京和伦敦是道路服务水平一直保持比较稳定也令人满意的水平。东京区部

白天的平均行驶车速在 18 公里/小时左右，高峰时段环射状道路车速较低，在 10-15 公里/小时；中

央伦敦道路高峰平均车速在 17 公里/小时，内伦敦其他地区 18 公里/小时，外伦敦 30 公里/小时。可

见，这些城市在中心城区更为注重经济发展需要，保证道路的可达性服务，保持了合理的道路运行

车速。因此，上海也确立合理的车速目标，远期上海的总体路网运行能够维持现状水准，中心区高

峰时段平均行程车速比现状略有提高。确定的远期规划目标为：中心区高峰时段平均行程车速能够

保持在 15km/h 左右，外围区在 25km/h 左右。 

4. 上海中心城骨干道路优化策略 

4.1 路网容量规模有必要继续扩大  

车流需求将随机动车数量增加仍有较大幅度提升。在 2003 年到 2008 年，机动车年均增加 12 万

辆、道路网承担需求增加 45%、年增幅 8%基础上，到 2020 年，预计上海机动车总量将会达到 500

万辆左右，因此即使采取强有力的公交优先措施，中心城道路网承担交通需求仍会有进一步增长，

预计将比现状增加 45%，达到 8000 万 PCU 公里/日以上，其中，干道网（次干道以上）承担需求将

增加 50%，达到 7300 万 PCU 公里/日。 

为此，道路容量规模仍有必要继续扩大，但幅度有限。过去五年，中心城道路里程年均增加 60

公里，增幅 11%，为了适应机动车流的增长趋势，远期仍有必要扩大干道网络容量，而有限土地资

源决定了可增的道路容量只能是有限的。根据供需对比分析，在提高交通管理水平、加快智能交通

建设同时，干道容量仍需比现状提升 30%以上，最好能提升 40%，即达到 820 万 PCU 公里/小时。

但干道建设速度较前十年适度放缓，次干路是建设重点。 

4.2 注重优化和调整不同道路交通功能 

4.2.1  强化环线穿越截流和进出分流功能,削减承担内部疏解的流量 

环线快速路应以穿越截流为主要功能，进出分流为辅，三环的穿越截流对象和区域由内向外逐

步扩大。可通过关闭部分内环进出匝道，削减部分进出分流的流量，提高更多的容量给予穿越截流

交通流使用，削减进出分流和内部疏解流量，改变现状内环线进出分流为主，（占 64%），而穿越

截流功能比较弱化（只占 29%）的状况；同时，还可将内环地面路段机动化专用，同时辅以交叉口

控制，以分流部分进出分流和内部疏解的交通流。 

4.2.2  强化中心区十字径向高架的到发功能 

通过完善地面干道系统和工程、管理措施减少不合理短距离借道及长距离穿越交通。针对现状

南北高架和延安路高架上短距离（小于 3 公里）的地方性交通占据分别占 27%(15%)和 31%(25%)，

这部分交通流需要通过提升地面干道、匝道控制等措施来分流；同时，对部分使用十字高架穿越中

心区的交通流应更多由环路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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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接入内环的射线快速路以服务到发交通为主，避免出现穿越性过境交通 

明确进入中心区的快速路射线作为外围到发中心区的功能定位，分流不合理交通流，力争将短

距离交通（使用高架小于 3 公里）减少到最少。对一些为服务新建重大项目，如虹桥枢纽、布宜诺

等，通过新增射线快速路联系中心城，新增射线快速路应终止于中环线，通过中环来实现穿越截流

的目的，向内通过逐级递减的模式以主次干道连接，引导必须的交通流进入中心区。 

4.2.4  完善内外环间路网，主要干道服务于内外环联系和穿越截流的补充 

内外环间的外围区域作为中心城未来交通需求增长最为快速的区域，目前该区域贯通性的切向

干道及其缺少，长距离的切向联系主要依靠几个环路及其地面辅道来解决，而环路作为以承担穿越

截流和进出分流为主的道路，应尽量少的承担这部分量，因此有必要在该区域形成几条贯通性的切

向道路，以服务外围片区之间联系，并部分的起到穿越截流的作用。结合现状和对既有规划的评估，

建议增加西部内外环间南北向和北部中外环间东西向干道。 

  

图 9  中心城新增快速路布局 图 10  中心城新增主干路布局 

4.3 全面提升交通管理和法制环境 

加强交通组织的科学管理，推进科技手段的应用。优化组织越江交通，重点保证越江桥隧辐射

的区域的道路功能和交通流畅。管理与技术手段并重组织高架道路交通运行。采取匝道交通信号控

制和运用高架道路交通信息发布、指路系统相结合的方法，对进出高架道路的交通流进行动态调整。 

加强事故防范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加大执法力度，进一步形成全社会的交通事故防范机制。

控制与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维持良好的交通秩序，中环以内地区成为交通秩序良好的示范区。 

5. 结语 

上海中心城的骨干道路网已经基本成形，但是受城市和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导致原有背

景下规划的道路网络在实际运行中，与既有目标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要分析现状其运行特征，通过

检讨现状和规划目标之间的功能偏差，分析道路网的合理的承担功能，以此为目标形成以功能为导

向的骨干道路网发展策略，为未来道路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方向。  

【参考文献】 

[1]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 上海市骨干道路网规划研究  2009 

[2] 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 《上海综合交通发展战略研究（2006-2020）》 2006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304 

 

[3]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 2002 

[4]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 《上海市综合交通规划 2000～2020》2000 

[5] 陆锡明主编  《城市交通战略》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6] 陆锡明主编  《综合交通规划》 同济大学出版社，2003 

【第一作者简介】 

陈必壮，男，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副所长。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305 

 

 基于健康城市理念的城市道路网体系规划研究 

杨涛  周伟丹 

【摘  要】城市是活的有机生命体。一个健康的城市应当具备“有机、活力、生态、宜人、公平、

安全”等生命体征。健康城市的道路网体系也应当是“有机、活力、生态、宜人、公平、安全”的，

体现在城市道路网体系构成、级配、功能、布局、机理、密度、尺度、断面、路权、组织、应急、

绿化、景观、环保等各个方面。 

【关键词】健康城市，道路网，体系，规划，策略 

1. 引言 

健康城市起源于 1986 年由 WHO 设立的“健康城市工程项目”，随着欧洲健康城市工程网络的

建设，越来越多的城市积极地参与其中。建设健康城市已经发展成一项全球性行动战略。 

WHO 在 1994 年给健康城市的定义是：“健康城市应该是一个不断开发、发展自然和社会环境，

并不断扩大社会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命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互相支持的城市”。 复旦大学公

共卫生学院傅华教授提出了更贴近城市建设目标的定义：“所谓健康城市是指从城市规划、建设到

管理各个方面都以人的健康为中心，保障广大市民健康生活和工作，成为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健

康人群、健康环境和健康社会有机结合的发展整体”。 

就城市规划而言，需要对建设健康城市所涉及到的“人、社会和环境”这三类变量在空间上给

予合理安排和有序组织，包括城市的总体形态、用地规划、发展方向、交通模式、交通基础设施建

设等多个方面。本文着重研究一个健康城市的特征，以及如何根据健康城市的相关理念构建道路网

体系。 

2. 健康城市的理念与特征 

根据健康城市的定义及其所涵盖的内容，总结出以下主要特征： 

第一，健康城市建设是一个全球性的全覆盖的战略性活动，它不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区或特定地

区的某一领域。自世界卫生组织于 20 世纪 80 年代发出倡导来，仅经过短短的二十年时间，健康城

市运动在全球不断发展，到 1993 年已有 100 多个国家的 1200 个城市参加。 

第二，健康城市建设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战略活动，需要政府、社会团体以及全体居民的通力合

作。积极活跃的市民参与是健康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伙伴。健康城市的相关规划设计方案的制订和

修订都需要有效的公众参与过程，这一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市民的本质需求。 

第三，健康城市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强调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均以人的全

面健康为中心，与科学发展观相吻合。落实到城市交通层面包括道路行车安全、街道的人性化设计、

良好的步行环境、连续的非机动车路网等。 

第四，健康城市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原则，旨在以健康的理念指导健康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可

持续发展体现了理性、绿色、科学发展的规划理念，涉及到未来、环境、平等、可参与性四个方面。

落实到城市交通层面包括紧凑的城市用地模式，城市用地与交通的和谐发展，绿色交通，公交优先

等。 

第五，健康城市是有机的、活力的、生态的、宜人的、公平的、安全的城市，具有独特的城市

个性和城市品质。各个城市要根据各自的特点及需求解决城市的健康影响因素，制订合理的指标体

系和目标。落实到城市交通层面包括高效集约的交通系统构建，尺度宜人的街道布置，融入城市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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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的步行街、景观道等特色基础设施，富有地方特色的路名设置等。 

健康城市是有机的。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在生长过程是“有机生长、有机更新”的，它致力于

健全的体系、健全的功能、健全的机理；致力于健康的运行、健康的继承和延续；致力于尊重历史，

遵循街区的原真性、整体性和持续性。若果大拆大建，会把城市的“生命信息”丢失，中断“生命

链条”，最终使其死亡。 

健康城市是活力的。它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致力于为城市居民提供人性化生存的环境。城市是

否具有活力是一个城市作为生命体的前提，其旺盛的生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健康城市是生态的。它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进行城市设计，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致力于建立

高效、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人类聚居环境。一个城市是否符合生态规律，是否具有结构合理、

功能高效、关系协调的城市生态系统，是城市健康发展的保证。 

健康城市是宜人的。它从理性人本主义出发，致力于创建一个宜居和谐，具有独特的文化气质

和创造活力的城市。她注视塑造城市的人文精神，如城市记忆、市民素养、城市核心价值、城市性

格、城市魅力和城市目标等，体现了对人性和市民性的普遍关怀 

健康城市是公平的。它在不破坏地球环境支撑体系的发展前提下，体现了人类代际和代内两者

之间的公平，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生物是多样性的，一个健康的

城市要为未来的发展留下足够的余地。 

健康城市是安全的。它指居民在城市生活中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体现了人类生活的尽善尽美。

所谓“无危则安，无缺则全”，城市规划与设计过程中亦要体现人性化的思想，创造客观上无危险，

主观上具有安全感的城市。 

3. 基于健康城市理念的道路网体系规划  

3.1 有机的道路网体系 

“有机”是把城市当成一个活的生命体，把城市的生长发展过程当作城市的生命历程。城市的

道路网系统是城市生命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机”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将城市道路网构建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网络，确保其等级级配完整和

合理。城市本身已一个有机体，其城市道路网类似于人体的骨骼和血脉。快速路、主干道构成了支

撑一个城市的主骨架，同时又是城市运输的主动脉；次干路、支路和交叉口构成了保证城市正常活

动的细骨、关节、次动脉和毛细血管。如果骨骼不全，城市就会残疾变态；如果血脉不通，城市就

将衰败、甚至死亡！ 

“有机”的重要目标之二是保证道路网体系的形态布局与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布局有机协调。

高快速路应避免穿过或扰乱居住区和其它需要安静的场所。居住区与高快速交通干道之间，可以通

过设置保护性的种植树木的绿化带来减少噪音。城市干路应保证城市不同功能组团之间的贯通连续，

并且有足够的容量，尤其要优先保证公共交通服务。城市支路和街巷应保证具有足够的密度和可达

性，应尊重和保护城市的历史机理。 

“有机”的重要目标之三是其技术标准、路权分配、道路设计、运行管理等与其肩负的功能相

协调一致。高快速路是城市过境、对外以及大的功能组团之间机动车和货运交通快速联系的最重要

通道，应保证其快速、连续、通畅；主干路也是城市功能组团之间快速联系的主通道，应突出机动

交通功能，优先保障大容量公共交通的路权；次干路是间于高快速路、主干路与城市支路之间的交

通流收集性道路，也是服务于两侧用地开发的主要道路，应确保公交、步行和自行车优先路权；支

路及街巷是直接通达功能地块和居民住地的连接道路，应保证其可达、安全、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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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活力的道路网体系 

 “活力”是一个健康城市所必备基本特征，致力于为城市居民提供人性化生存的环境，城市旺

盛的生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道路网体系作为城市形态的基本要素之一，仅仅保持其交通性功

能是不够的，同时也是居民相互交往的空间和景观场所。正如简²雅各布所言“当我们想到一个城

市时，首先出现在脑海里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气城市也就有生气，街道沉闷城市也就沉闷”。道

路是评价一个城市活力的标志。 

“活力”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城市路网体系要有利于提升土地利用效率，维持城市交通高效、有

序、可达、促进城市生产生活高效运转。国际经验证明，小尺度、高密度的道路网模式可以保证城

市公共交通、步行交通、自行车交通、机动车交通均良好的可达性；而良好的交通可达性是提高土

地利用效率的首要措施，一方面可以引导新区的开发，另一方面可以提升旧城的活力。 

“活力”的重要目标之二是人性化的道路设计。人性化不仅体现在交通功能设计上的人性化，

同时要体现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在生活功能上的人性化，提倡人车和谐共处，提高街道的安全性、舒

适性和可居性等公共场所的环境品质。 

“活力”的重要目标之三是创造多样化的道路空间。激发道路空间的活力需要具有对多种社会

活动的适应性。交通性道路设计要满足不同出行方式的交通需求，生活性道路则要通过道路空间的

特色化设计来满足不通人群的社会活动需求。 

3.3 生态的道路网体系 

“生态”是以生态学原理为基础追求生态方面健康的城市，致力于寻求人与自然、社会的健康

发展，并充满生机活力和可持续性。城市道路网体系要在能源、环境、景观、污染等方面走生态健

康型道路，创生态交通型城市。城市道路网要通过合理的规划设计， 把交通安全、通畅、效率、便

利及其环境性与道路系统的“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地发挥道路交通在城市生态建设中

的作用。 

“生态”的重要目标之一是通过路网的灵活组织，创造一个整体连贯而有效的自然开敞的绿地

系统，使道路上的环境容量得以延伸。在路网规划时要在各植物园、公园景区、山林湖泊之间有意

识地建立廊道和暂息地。结合城市开敞空间，公园路及相关道路(绿道)和“蓝道”网络设计，使绿色

道路、水系与公园相互渗透，形成良好的绿地系统。美国华盛顿州在实施区域和城市规划中，就是

通过廊道“溪沟”与道路绿化将城市中零散分布的公园与野外生物群落地域直接联系起来，利于市

区废气的扩散，降低废气的污染。 

“生态”的重要目标之二是城市路网格局要体现自然气候的差异性。如热带和亚热带城市的布

局可以开敞通透一些，有意识地组织一些符合夏季主导风向的道路空间走廊和适当增加有庇护的户

外活动的开敞空间；也可利用主干道在郊区交汇处设绿化带系统把风引入城市，起到降温和净化空

气的作用；而寒带城市则应采取相对集中的城市结构和布局，以利加强冬季的热岛效应，降低基础

设施的运行费用。 

“生态”的重要目标之三是为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提供尽可能多的道路资源。相对于其它的机

动车出行而言，公共交通出行方式是能耗小、污染小的出行方式，符合交通公交生态化的需求。道

路网规划时要尽可能的为公共交通提供条件，有条件时要设置公交专用道或公交专用路，老城区道

路可以通过适当的拓宽为公共交通的出行提供方便。 

3.4 宜人的道路网体系 

“宜人”是以理性人本主义为基础追求人文方面健康的城市，致力于寻求宜居、宜行的生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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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城市道路网体系要在景观、文化、尺度等方面追求走宜人健康型道路，创宜人交通型城市。城

市道路网规划设计要充分考虑人的需求，追求道路空间的多样性和细部设计的特色化。 

“宜人”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创造宜行的道路交通环境。人车分流、机非分流是创造宜行的道路

交通环境重要手段，可以减少相互干扰，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提高路网的整体可达性可以方便居

民出行，包括干道的贯通和支路网加密等。 

“宜人”的重要目标之二是创造宜居的生活环境。道路绿化可以美化环境、提高视觉效应；特

殊的道路铺装材料可以减少噪音，保持市民工作生活的安静；交通安宁化手段可以降低车速，减少

对其它道路使用者的干扰等。 

“宜人”的重要目标之三是满足多样化的道路功能。简²雅各布认为“多样性是大城市的天性”，

应该“增加沿街的小店铺从而增加街道的活动”，“减少街区的尺度从而增加居民的接触”。道路

空间要根据其功能定位进行差别化设计，如商业区道路要有利于提升商业氛围，居住区道路要有利

于休闲娱乐和市民的相互交往等。 

“宜人”的重要目标之四是满足人的视觉需求。通过道路系统对绿地、湖泊山体的串连，形成

良好的视觉走廊；注重道路宽度与沿街建筑高度的比值，形成舒适、生动的空间尺度；关注道路节

点的细部设计，提高道路的可识别性。 

3.5 公平的道路网体系 

“公平”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只是一种相对的比较。这种评价就必须从个体或者团体本身对

不同时间跨度下的公平进行比较，也需要在不同的个体或团体之间进行比较。因此可以根据时间跨

度将公平分为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公平”体现在不同人群对完成其出行目的享有公平的路权空间、具有均等的机动性和可达性、

公平承担出行成本、保障弱势群体的出行、不同代际之间道路用地资源的公平性等多个方面。作为

一个相对概念，“公平”总是与效率相连，路网规划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选取适当的平衡点。 

“公平”的重要目标之一是体现道路交通的代内人际公平性。不同地区的路网级配、密度、布

局、形式必须应地制宜，保障不同地区享有公平的机动性、可达性、安全性、舒适性；应当优先保

障行人、非机动车、残疾人和老人、儿童的安全通行，体现交通弱者优先；优先保障公共交通路权，

体现大众优先、效率优先；对公共交通出行，要保持相对低票价，对小汽车出行，要通过收取拥堵

税（费）、排污税（费），提高中心区、高峰期、路内停车费等手段，使其外部成本内部化，。 

“公平”的重要目标之二是体现道路资源的代际人际公平性。城市土地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都是

有限的，道路网规划要在不破坏城市环境支撑体系的发展前提下，体现人类代际之间的公平，为未

来城市的健康发展留下足够的余地；路网规划要继承原有道路的网格和肌理，尊重历史文化遗产和

自然景观，体现城市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路网规划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体现当代为主、古

为今用、兼顾未来的原则。 

3.6 安全的道路网体系 

“安全”是指居民在道路交通出行过程中没有危险，不受到威胁。与交通安全相对的是交通事

故，道路安全规划的首要任务是减少容易造成安全事故的道路设施，再者要注重出行者感官上对安

全的需求，创造客观上无危险，主观上具有安全感的城市。 

 “安全”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安全通行。这取决于良好的道路条件，包括平面线形、纵断面线形、

横断面设计、视距等道路几何特征；平面交叉口、立体交叉口、道路出入口等道路节点设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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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度、路面材料、抗冰雪程度等路面状况；以及配套的交通附属设施，如护栏，标志标线、防眩

板、道路照明等。城市快速路和主干道必须做到人车分离、机（机动车）非（非机动车）分离，并

设置足够的行人、自行车立体过街设施；城市干路尽量采用四块板或两块板形式，提供路中行人安

全岛，设置盲道，进行无障碍处理。 

“安全”的重要目标之二是平稳运行和有效的应急保障。要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发挥路网的

整体效率，减少道路的不均衡使用。合理的交通组织可以优化交通流，变紊乱无序为井然有序，减

少车流、人流的冲突和交织，从而减少交通事故。道路网应当保证具有良好的应急救援通道和交通

组织预案。 

“安全”的重要目标之三是营造安全的道路氛围。简²雅各布曾提出“街道眼”的概念，主张

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

道的安全感。安全感是一种主观感觉，如街道的照明，山路上护栏的设计，道路的小尺度等。城市

支路、街巷要进行减速设计、宁静化设计。 

4. 结语 

英国建筑师马修•卡莫纳（Matthew Carmona）博士等在其著作《城市设计的维度》一书中对现

代城市设计和建设中非人性化的、非健康倾向的追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功能分区的逻辑性减少了

城市中心功能的复杂性和生动性；不失为现代主义杰作的单体建筑，却未能创造出和谐的街道和城

市；汽车成了城市的主宰，漠视并丧失了以行人为中心的环境创造。笔者提出健康城市的道路

网体系这一命题，期望我们的城市与交通建设的决策者们、城市交通规划师和交通工程师们能够摆

脱整天为“畅通工程”、“排堵保畅”等时髦命题、迫切任务的怪圈困扰，真正回归到以人为本的

理念上来，为健康城市而构建一个健康的道路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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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健康的城市、建筑与道路交通标志性指标
【4】

 

战略 城市 建筑 交通 道路 

特色

相宜 

避免城市无序扩散 

综合规划城市用地 

良好的城市空间氛围 

有特色、有弹性的建筑 

空间尺度适宜的建筑 

符合需求的建筑 

选择适宜的交通模式 

创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绿色的交通出行方式 

引导城市健康发展的健

康路网体系 

相宜的机动性与可达性 

集聚

节约 

适度开发的城市空间 

紧凑的开发形式 

混合的土地利用形式 

功能集中，减少低密度建筑 

建造终生住宅和建筑 

保护既有建筑，避免“推平

头”式开发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鼓励步行、自行车交通 

推广交通节能减排 

降低车速和限制车流 

道路提供公交优先路权 

充分利用现有路网 

减少路内停车 

 

差别

多样 

创造生机勃勃的城市生

活方式 

城市生活体验提供多种

选择性 

街区的混合使用 

提供建筑中混合使用的可能

性 

不同风格、年代、和使用状

况的建筑融合 

 

整合交通模式 

多样化交通出行方式 

强化不同出行方式的

可达性 

道路等级多样化 

差别化路网密度 

不同尺度的道路空间 

提供多种联系通道 

公平

和谐 

创造公平的用地布局 

创造社会交流的空间 

创造有归属感的城市 

适合人体尺度的建筑设计 

特色建筑创造与保护 

提高建筑的可识别性 

交通资源和服务的公

平享用 

交通成本的公平分摊 

社区交通的宁静化 

弱势群体的安全保障 

人车分离、机非分离 

稳静化的道路设计方式 

预见

未来 

城市规划空间留白 

城市有地功能相容 

适应未来生活、工作模

式转变 

建筑容量和空间的可拓展行 

建筑功能的可替代性 

建筑寿命的可延续性 

新工作模式和生活方

式 

新交通工具 

新出行方式 

新交通模式 

有富余的道路红线控制 

前瞻性的道路断面设计 

生态

绿色 

公共开敞空间 

绿色的城市边缘区 

城乡统筹发展 

尊重自然特色 

绿色环保建筑 

控制建筑高度 

 

 

控制小汽车交通 

提倡绿色交通 

改进机动车燃料 

减少机动车停车位 

公交专用路权设计 

精细化道路设计 

道路景观绿化 

减少纯机动车导向的道

路建设 

遗产

保护 

保护任何积极的地方特

性和景观特色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保留重要建筑群和空间 

与周围建筑呼应协调 

当地特色的建筑环境 

保留历史建筑和特征性建筑 

尊重特色化的交通模

式 

有利于遗产保护和特

色保护的交通组织 

继承历史布局肌理 

特色化的道路风貌和风

格 

地方特色的路名 

公众

参与 

提高市民参与规划责任

感、积极性 

提供市民参与规划咨询

的方便 

以群众的眼光看待建筑的设

计 

对有人文价值的建筑去留征

询群众意见 

居民出行调查 

群众关心的出行问题 

征求道路改造过程中拆

迁户意见 

知会邻里，使群众有权

参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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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发展地区城市干道交通改善详细规划 

刘光辉  覃国添  蒋金勇 

【摘  要】本文首先说明交通(改善)详细规划（交通设计）在交通规划设计技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然后针对快速发展地区许多城市干道从以满足机动车较快通行的功能为主转向综合性交通服务功能

的特点，以深圳市深南路交通改善为例，分析城市干道功能转变时存在的交通问题，阐述相应的城

市干道交通(改善)详细规划的基本理念和技术要点。 

【关键词】交通设计  交通详细规划  城市干道  深南路 

深圳在交通规划设计工作中一直倡导交通设计，通过交通设计来落实交通发展政策和规划意图，

协调各交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明确交通设施整体功能，确定交通设施总体布置方案，指导工程前

期设计，并促进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相互协调。重大交通设施（干道、枢纽、轨道、BRT 等）详细

规划或改善规划、重大交通设施前期工程设计阶段的交通设计等都属于交通设计的范畴[1]。 

在发展初期，城市干道主要以满足机动车较快通行的交通功能为主，随着道路沿线地区的快速

发展，城市干道应从一般的机动车通行功能向城市综合性交通功能转变，要求协调处理交通功能和

服务功能的关系，并完善公交、行人、地铁接驳、非机动车交通等方面的综合功能，深圳市深南路

即是其中典型的例子。深圳市规划局组织编制―深南路交通综合改善详细规划[2]
‖，该规划直接指导深

南路改造工程设计，并在实施过程中得到落实，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本文以深南路为例，阐述快速发展地区城市干道交通改善详细规划的基本理念和技术要点。 

1. 干道交通(改善)详细规划的作用和基本理念 

1.1 干道交通(改善)详细规划的作用 

设计是工程建设的灵魂。然而长期以来，交通设施的建设更多地被视为“土木工程”，缺乏交

通设施基本功能的考虑，导致设施在功能和规模上与规划要求脱节，也无法满足实际交通运行的要

求[3]。 

实际上，由于交通设施的系统性、综合性以及交通运行的开放性，交通设施的设计不能按建筑

等一般工程设施的设计程序开展，必须引入以功能设计为重点的专门的交通设计工作。 

在深圳城市交通规划设计体系中，交通(改善)详细规划属于交通设计范畴，通过重大交通设施（干

线道路、轨道、重要枢纽）交通(改善)详细规划来落实交通发展政策和规划意图，协调交通系统与土

地利用之间及交通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明确交通设施整体功能，确定交通设施总体布置

方案，指导工程前期设计，并为方案、初设审批提供管理依据。深圳的主要干道（如深惠路、深南

路、布龙路等）在进行(改善)工程设计前，一般都要开展交通(改善)详细规划。 

1.2 干道交通(改善)详细规划的基本理念 

鉴于城市交通的系统性、干道交通功能的综合性，在工作实践中，我们逐步发展和形成如下干

道交通(改善)详细规划的基本理念。 

1.2.1  重视整体功能设计与规划意图的一致 

按规划进行建设是现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基本要求和应有之义，交通设施功能与规划意图一致是

实现交通系统整体功能的必然要求。深圳市政府提出，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具有先导、主导和

统筹的地位。交通设施的建设也必须符合规划对其功能定位、规模及其他方面的要求。干线道路等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312 

 

重大交通设施具有投资较大，影响范围广的特点，尤其应重视其整体功能设计与规划意图的一致性，

通过交通(改善)详细规划，可以有效落实上层次规划对交通设施的整体功能要求。 

1.2.2  重视交通设施和周边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交通与土地利用相互影响，交通设施的建设是为了满足城市建设对交通的需求，而干线道路的

建设和改造往往会对土地利用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必须重视重大交通设施和周边土地利用的协调发

展。 

1.2.3  重视干道与相关设施在功能和使用上的整体协同设计 

与一般建设项目相比，交通设施更具系统性，各类不同的交通设施互相联系，共同承担城市交

通运输载体的功能。在强调交通一体化的今天，城市干道与其他交通设施的相互配合、协调，显得

越来越重要，必须重视干道与相关设施在功能和使用上的整体协同设计。 

1.2.4  重视干道内部各系统的整体协同设计 

城市干道具有综合性功能，在干道空间上往往布置轨道出入口、公交停靠站、人行道、非机动

车道、机动车道等交通设施，各设施围绕城市干道的整体功能目标，分别承担一定功能，在布局上

应遵循共同的发展策略，进行整体协同设计。 

1.2.5  提供工程设计的直接依据和详细指引 

干线道路交通(改善)详细规划的成果在内容和深度上，应明确设施的功能、规模、用地范围，并

确定设施总体布置方案、交通组织方案；明确与土地利用及其他交通设施的衔接安排；能直接指导

工程设计并为规划管理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2. 城市干道功能演变与交通改善设计要点 

2.1 快速发展地区城市干道的功能演变 

按照道路在路网中承担的交通功能，特大城市的道路系统一般分为高速公路、快速路、主干道、

次干道、支路等五个层次。高速公路主要承担过境交通、疏港交通和部分对外交通；快速路主要承

担城市组团间（或主要人口中心之间）长距离的交通；主干道主要承担城市组团间特别是相邻组团

间的中长距离交通及组团内部跨片区间交通功能；次干道主要承担组团内部邻近片区间交通功能；

支路主要承担片区内部的集散和出入交通功能。 

上述功能划分是对应于发展比较成熟的情况，实际上各级道路的具体功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

体路网的完善程度、沿线用地开发成熟情况和相应的管理措施；而且，上述道路功能定位更多地是

从机动车交通方面的角度进行划分，尚不能反映出在整体交通环境下城市道路的综合交通功能。 

在快速发展地区，城市干道的功能需求往往面临如下演化： 

在建设初期，道路功能以满足机动车较快通行的交通功能为主，随着道路沿线地区的快速发展，

沿线片区对道路的服务功能要求逐渐增加；同时沿线人口和工作岗位的增加导致公交需求，行人过

街需求不断增加。 

道路沿线地区的快速发展往往伴随着城市交通系统的不断完善，包括两方面，其一是路网层次

结构的完善，这有利于道路功能划分的实现；其二是综合交通系统的完善，特别是轨道交通和公共

交通的发展，促使城市干道与其沿线的轨道交通、常规公交一起构成一条城市综合交通走廊。 

2.2 交通改善设计要点 

城市干道功能需求的变化，迫切要求道路本身从设施空间布置、交通组织和管理等方面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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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调整，以处理日益突出的交通安全、拥堵、公交列车化等各类矛盾，承担相应的综合交通功能。 

适应快速发展地区城市干道交通改善设计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2.2.1  明确道路功能 

通过相关规划的解读与分析，结合实际路网条件、沿线用地等情况，明确本道路（通道）的性

质和功能。在综合交通功能背景下，城市干道功能定位一般需明确如下内容：在机动化通行方面，

是以较长距离（组团间）交通联系功能为主还是以中距离（组团内）交通联系为主；在公交通道功

能方面，是以走廊式公交线路为主，还是以“之”字形接驳性公交线路为主；在非机动车交通方面，

是建设交通型非机动车道，还是建设休闲型非机动车道等。 

2.2.2  提出交通改善目标与对策 

根据道路（通道）的功能定位，结合现状存在的问题，确定交通综合改善目标。在改善目标的

指导下，针对现状问题，从道路交通、公交、非机动车、行人、交通管理等方面提出交通综合改善

的对策措施。 

2.2.3  提出交通设计原则，进行各类交通组织设计和设施空间布置 

根据道路性质和功能定位，针对交通改善目标，落实前述交通设计基本理念，提出交通设计原

则和各类交通设施布局的优先顺序。运用交通工程学基本原理和技术进行交通组织设计和交通设施

空间布置。交通设计主要内容应包括交通组织设计、道路横断面、节点方案、道路竖向、公交和行

人设施、非机动车系统、出入口布置等方面。 

2.2.4  方案测试与评价 

包括定量测试评价和定性分析评价两部分。定量测试评价主要通过交通服务水平指标进行评价，

定性评价从交通功能、安全、技术指标、环境和社会影响、工程投资、交通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评

价。同时，为使方案具有较好的可行性，应征询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对方案进行优化和完

善。 

3. 案例:深南路交通改善详细规划要点 

3.1 项目背景及现存问题 

近年来，随着深圳特区城市发展重心的逐渐西移以及地铁 1 号线的开通运营，深南路的功能需

求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交通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随着特区城市发展重心逐渐西移，深南路沿线各片区逐步形成了以办公、商贸、居住为主的综

合发展区。为提高沿线片区的可达性，方便片区出入性交通的集散，迫切要求优化调整深南路现有

的交通组织，促使其更多地承担为沿线用地服务的功能。 

轨道交通的运营，改变了深南路的交通需求形态和交通发展模式，迫切需要协调各类交通设施

和交通出行方式之间的关系，提高公共交通对小汽车交通的竞争力，促使其交通发展模式向良性发

展。 

深南路公交列车化现象和行人过街安全问题日渐严重，引起公众及政府的高度关注，迫切需要

改善常规公交的服务水平和行人过街安全条件。 

在此背景下，为更好地推进深南路交通改造工作，深圳市规划局组织编制“深南路交通综合改

善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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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道路功能定位与改善目标 

3.2.1  道路功能定位 

深南路定位为城市主干道，以客运交通为主，主要承担沿线相邻组团间和组团内的交通，为沿

线组团和片区服务。 

深南路同时也是特区内东西向的公交主通道，其公交客运体系以地铁 1 号线为主，常规公交为

辅。地铁 1 号线主要承担中长距离的客运出行，常规公交以布设接驳性线路为主，为轨道交通喂给

客流。 

3.2.2  交通改善目标 

根据深南路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功能定位分析，确定本次深南路交通综合改善的目标是完善道路

综合交通功能，促进形成一体化的交通综合发展模式，即以地铁 1 号线为轴线，以地铁站点为核心，

对深南路沿线各类交通设施进行优化整合，逐步形成轨道交通、小汽车交通、常规公交、步行交通

等多种交通方式综合协调、高效衔接和换乘的一体化交通发展模式。具体包括：①优化调整道路交

通组织，加强为沿线片区的服务功能；②整合公交资源，构建常规公交与地铁高效衔接的换乘体系，

提升公交服务水平；③完善行人过街设施，重点改善地铁站点周边步行环境，创建安全、便捷、舒

适的行人交通空间。 

3.3 公交、轨道接驳及行人过街改善设计要点 

公共交通方面。本次改善规划以构建一体化交通体系为目标，重点完善地铁站点周边公交、的

士、自行车等接驳设施；提出深南路上常规公交线路调整建议，优先布设接驳性公交线路；完善公

交专用道设置、改善交叉口公交转向及公交站的停靠条件。在地铁沿线原规划 6 个公交接驳场站的

基础上，增加车公庙站和香蜜湖站 2 个公交接驳场站；全线规划 50 对公交停靠站，平均间距约 470

米，其中保持现状公交停靠站 15 对，新增公交站 7 对+单向 4 个,深港湾改造公交停靠站 5 对+1 个，

分站台停靠公交站 21 个。深南路沿线公交站点规划布局如图 1 所示。 

 

图 1 深南路沿线公交站点规划布局示例图 

地铁车站周边人行设施方面。本次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善地铁站点周边的步行系统和环境。

针对现状地铁站口周边人行设施简陋、人车混杂、安全性、舒适性差等问题，本次规划在深南路沿

线的 12 个地铁站点周边建立完善的步行系统，通过设置遮阳、挡雨的人行通道，将地铁出入口与周

边人行系统、建筑物、公交接驳站、自行车停车场等设施连接成一个整体，同时完善非机动车设施

和人行指引系统，改善地铁接驳换乘条件，提升地铁出行的竞争力。地铁车站周边步行环境改善规

划示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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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地铁车站(车公庙站)周边步行环境改善示例 

行人过街方面。按照城市主干道功能要求，贯彻行人优先的原则，完善行人过街斑马线及信号

灯设施，切实保障行人过街安全。全线规划行人过街设施 58 处(立体过街 40 处，平面信号路口及路

段行人过街 18 处)，平均间距约 400 米。 

3.4 道路交通改善设计要点 

道路交通组织方面。落实深南路城市主干道功能要求，结合公交通道设置及沿线土地利用情况，

优化调整沿线路口交通组织，方便公交转向及沿线片区进出。全线规划可左转或直行相交节点 40 个

(平面信号路口 28 个，立体交叉 12 个)，平均间距约 575 米；完善 11 条相交道路交叉口转向功能，

其中华强、上步两个路口增加南北向公交左转功能；改造香蜜湖立交，增设西向北左转定向匝道；

对现状 7 个信号灯路口进行局部渠化改善。深南路沿线节点交通改善总体方案如图 3 所示；典型交

叉口交通改善设计方案如图 4 所示。 

 

图 3 深南路沿线节点交通改善总体方案示意图 

交通管理方面。统一配置交通标志标线，并对沿线信号灯路口进行信号实施协调控制，提高交

通管理水平和交通运行效率。 

3.5 项目所起作用 

深南路交通改善详细规划项目取得了如下效果： 

落实上层次规划，明确了深南路作为城市主干道的功能定位。通过这次规划，使政府各部门之

间对深南路的功能有了统一认识，使“公交、行人优先”的理念能够得以顺利贯彻实施。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316 

 

协调各种交通设施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相关规划和改善工程设计提供规划指引和管理依据。规

划对公交首末站、停靠站、自行车停车场、过街设施、道路设施等进行整合，并制定详细规划方案，

可以为下阶段工程设计、沿线片区改善规划、公交首末站设置、地铁接驳设施建设等提供规划指引，

规划方案已在深南路改造工程实施过程中得到较好落实。 

 

图 4 典型交叉口(上步路口)改善方案示例 

协调沿线相关建设项目，预留衔接条件，避免重复建设。在规划过程中，考虑与沿线地铁 1 号

线、2 号线工程、香蜜湖立交改造工程等建设项目的协同，提出深南路改造工程分期实施计划，并

为后续工程预留实施条件。 

4. 结语 

快速地区城市干道的交通功能从一般的机动车通行功能向城市综合性交通功能转变时，应及时

进行交通改善工作，并首先进行交通改善详细规划。交通(改善)详细规划是城市交通规划体系中的重

要一环，是自上而下体现交通发展战略和交通规划理念的重要手段。交通(改善)详细规划可以起到统

一认识、整合交通设施空间资源、提高交通综合运行效益、协调相关建设项目等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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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泉漳沿海城镇带交通走廊规划 

陈钦水 

【摘  要】厦泉漳沿海城镇带是海峡西岸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福建省城市最密集、经济发展

最快区域，区域交通走廊的构筑是沿海城镇带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主要从分析厦泉漳沿海城镇带

发展的态势出发，进行城镇带交通走廊的发展布局规划，并提出交通走廊的实施策略。 

【关键词】交通走廊（BRT）；城镇带；规划；策略 

1. 概述 

厦门、泉州、漳州三市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经济最为发达的城镇密集区内，人口密集，经济水

平相对较高，三市土地面积 2.54 万平方公里，占福建省 20%左右，2006 年三市总人口 1473 万人，

占全省 42%， GDP 总量达 3478 亿元，占全省 50％。 

表 1   2006 年厦泉漳城镇统计指标汇总表 

 行政区 

常住人

口(万

人)  

土地总

面积

（KM
2
）   

人口密度

（人/ 

KM
2
）    

中心城区城镇化

水平（％）   

GDP（亿

元）  

人均 GDP 

(元/人)  

厦门 233 1652 1410 68 1162.4 49888 

泉州 769 10866 707 51 1900.7 24717 

漳州 472 12888 366 42 714.9 15146 

三市汇总 1474 25406 580  - 3778 25631  

改革开发以来，厦泉漳城市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依托现状 324 国道和沈海高速公路，沿线已

经形成产业带状聚集的雏形，带状发展趋势十分明显。凭借着交通主干线的联接，闽南三角区的沿

海港口和新兴城市群已经成为福建经济实力最强、基础最雄厚、城市最密集、外商投资最集中、对

外开放程度最高、市场机制最活跃的地区。 

2. 发展策略 

厦泉漳沿海城镇带指东北起湄洲湾南岸泉州泉港区，西南至漳州、九龙江出海口地区，中间为

泉州湾、厦门湾。主要城镇包括厦门市，泉州市的中心城区、泉港区、惠安、晋江、石狮、南安，

漳州市的中心城区、龙海、漳州开发区和长泰等。沿海城镇带长约 150 公里、宽约 50 公里，覆盖区

域面积达 5000 平方公里以上，常住人口超过 1000 万人。 

厦泉漳三市东临台湾海峡和金门诸岛，西接龙岩、江西和京九线，南接广东汕头、珠江三角洲

和港澳地区，北联长江三角洲和浙江省， 区位条件十分优越。而沿海城镇带又处于厦泉漳三市临海

最具发展价值的区域，该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必然形成三市新的经济增长极。 

厦泉漳沿海交通走廊规划的策略是从长远建立区域城市群、沿海城市带的布局出发，“对接”

各种交通网络设施，组织系统化的交通运输，以此保障功能整合与资源配置，发挥更大的区域优势。

增强对外交通设施网络的升级，通过城市交通一体化的组织及衔接更大地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提高

整体交通运输效率。规划目标为： 

引导城市发展，合理布局交通走廊，实现厦泉漳交通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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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交通走廊，促进沿线产业整合与升级，形成产业链； 

构建综合交通体系，形成便捷的区域内外交通联系； 

提出近期重大设施建设，进行设施和走廊建设空间预留与控制。 

在交通走廊规划布局上分国家层面走廊和区域内部走廊两个层次综合考虑，区域作为一个发展

整体，国家走廊集中布局，区域走廊扩大覆盖面。国家层面主要依靠国家高速铁路和沈海高速公路

实现区域与国家交通网络的连接；区域层面主要形成产业之间的联系，城市主要中心服务区之间的

联系，促进基础设施的共享和产业的协调发展。 

3. 区域交通需求 

3.1 区域交通发展规模 

在现状调查区域内客运交通调查基础上预测，至 2020 年厦门与泉州间的日出行量将达 12 万人

次（单向），厦门与漳州间的日出行量将达 5.2 万人次（单向）。远景厦门与泉州出行联系量将达

到 20 万人次/日（单向），厦门与漳州出行联系量将达到 8.5 万人次/日。 

图 1  区域内交通需求预测 

机场作为提升区域竞争力，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设施，同时作为两岸直航重要口岸。 根据预

测厦泉漳区域未来航空客流量为 2010 年 1500 万人次，2020 年 3000 万人次。 

厦门湾港区作为集装箱为主对外贸易港口，规划 2010 年集装箱吞吐量将达到 1000 万 TEU，2020

年集装箱吞吐量超过 1800 万 TEU。 

3.2 交通可达性需求 

交通走廊规划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和引导未来区域与不同层次影响地区间的交通可达性，以

支持厦泉漳沿海城镇带的形成和区域服务功能的发挥。在“厦泉漳”地区及省内其他地区间的客运

服务将主要由道路系统以及城际轨道交通提供；与其他沿海发达地区如“珠三角、长三角”的联系

则应由航空、铁路等适合长距离运输的交通方式共同提供服务；至更大范围的国内、国际交通联系

则主要依托对航空和港口航运的服务。服务不同范围内的交通可达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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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厦泉漳地区交通可达性目标 

运输服务范围 交通联系 时间 交通方式 

“厦泉漳”及省内地区 快速 1～3 小时 高速公路、普通铁路、高速铁路 

国内沿海发达地区 快速 3～5 小时 
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普通

铁路 

其他地区 高速 — 航空、高速铁路 

4. 交通走廊规划 

4.1 区域道路干线规划 

规划形成联系厦门、泉州、漳州各主要中心城市、主要产业、客运枢纽的四条区域内部联系道

路交通走廊，规划形成的四条区域干线：沈海高速公路通道、324 国道、产业通道、联系各中心区

通道。其中干线体系根据不同道路属性分为：区域一级干线、区域二级干线。区域与城市之间通过

城市干线实现城市交通与区域走廊的串接。  

 

图 2  厦泉漳综合交通走廊规划图 

4.2 轨道交通规划 

4.2.1  国家层面铁路系统 

加快国家层面铁路系统的建设，提升厦泉漳城镇带的辐射能力，在发展走廊内规划建设：福厦

高速铁路、厦深高速铁路、龙厦高速铁路对接国家铁路网络。 

4.2.2  铁路站场规划 

结合沿海高速铁路、厦深铁路、福厦铁路和龙厦铁路的建设，新建枢纽车站：厦门新站、翔安

车站，泉州晋江站、泉州站，漳州南站。铁路场站规划建设在城区拓展的方向上，引导形成以新的

车站为中心的开发，通过其它交通方式如城际轨道、城市内部轨道交通、地面公共交通模式实现与

城市其它功能中心的联系。 

4.2.3  城际快速轨道交通 

规划形成联系厦泉漳中心城区和各主要副中心，人口密集区和重要客运枢纽（机场和铁路客运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320 

 

枢纽）的区域快速轨道线网。 

城际轨道交通规划重点在于引导城市发展走廊形成，形成以站点为中心的土地开发模式。城际

轨道走向主要围绕城市人口和产业集中地段发展，城际轨道起导向发展走廊的土地利用和开发。 

 

图 3  厦泉漳城际轨道交通规划图 

4.3 机场规划 

交通走廊区域航空运输，近期厦门机场重点发展国际业务及承接台湾至大陆各地的中转业务，

以期成为全国性枢纽机场。抓住金门对大陆开放旅游的契机，在五通建设空海联运码头，实施大陆

到台湾的“空＋海＋空”（厦门—金门—台湾）联运。泉州晋江机场重点发展国内航空运输业务，

以期成为闽南地区国内重要干线机场。 

远期随着航空客运规模的发展，适时选址建设厦泉漳区域综合大型机场，以满足区域航空运输

的需要。 

4.4 港口发展规划 

4.4.1  港口发展目标 

围绕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这一战略构想，贯彻着力发挥对台优势，基于突出对台的基本原则，

以沿海港口发展为取向，实施“东出西进”交通发展战略，做大做强厦门港。 

4.4.2  港口发展规划 

厦门港重点发展集中箱运输，在现已开辟中东、南美、欧洲远洋运输航线基础上进一步加快发

展国际业务建设成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核心枢纽港口，发展为国际集装箱干线港，并逐步建设成为现

代化国际性多功能的综合港口，成为全国重点枢纽港，并向“自由港”方向发展。湄洲湾南岸港口

作为湄洲湾港口的组成部分，以发展临港工业为主，成为国内重要的石油、化工类能源港和国家内

贸集装箱运输的重要港口。其他港包含石码、围头湾、深沪、古雷港区等作为地方性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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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厦泉漳沿海城镇带应按照适当超前、优势互补，远近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根据厦泉漳交

通流量和流向的预测分析，规划确定了交通走廊的数量和方向，形成紧密衔接的内外交通体系，增

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能力和带动能力。规划上主要注重以下几点的整合与协调。   

内外交通走廊的整合：在区域交通走廊的规划建设中，应强化对外交通走廊的辐射能力，与加

强城镇带内部的交通联系相结合，促进区域交通一体化，提高整体交通运输效率。 

交通枢纽的衔接：交通枢纽是旅客换乘、货物换装和集散的中枢，在强化交通走廊线建设的同

时，应加强配套枢纽、港口、车站、机场等服务设施的建设。 

走廊通道的规划与控制：加强区域交通发展与建设，强化带状发展关系，形成区域走廊发展格

局。在现状国道、高速公路的基础上，建设完善国家铁路系统，开辟沿海通道、区域快速干线，加

强走廊交通发展引导，重点控制走廊的线位和交通基础设施，形成依托交通走廊发展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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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道路等级配置方法研究 

石飞  王炜 

【摘  要】国内对合理配臵道路级配的呼声很高，但相关研究很少，相关规范对级配的推荐值仅具

参考性。本文以出行距离为切入点，以各级道路周转量的供需平衡作为论文的核心思想，讨论道路

级配研究的核心内容包括：出行距离概率分布特征研究、各级道路优势出行距离研究、各级道路周

转量研究出行在各级道路上产生的交通周转量研究和各级道路交通周转量需求与供给的相关关系研

究四个部分。根据本文研究思路设计道路级配计算的流程图，讨论道路级配与主干路密度的相关关

系，以道路面积率为限制指标探讨合理的主干路密度，并以此作为循环计算的初始预设值，计算不

同规模城市的道路级配。根据道路级配、道路间距研究同步性特点，进一步研究道路密度、道路面

积率等道路网指标，丰富了道路级配的研究内容，并为道路网规划中的指标难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

解决思路。 

【关键词】道路级配；道路等级结构；道路网规划指标；主干路密度；出行距离 

1. 道路级配研究的意义 

何为合理的道路级配是一个一直困扰着城市规划师和交通规划师的问题。一方面，决定规划路

网是否合理的关键性评价标准是道路网络配流还是路网结构指标；另一方面，相关规范中道路密度

和级配推荐值有一个范围，对于不同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和路网形态，其适用情况如何，有没有取值

的大致规律，并且十几年前的规范能否适应当今经济高速发展、小汽车数量日益增长的趋势。这些

都是规划工作过程中的现实矛盾，无论是城市管理者还是规划师都在呼吁道路级配在城市规划和交

通规划中的重要性。我国―十一五‖交通发展重点专项规划指出：要优化城市道路网络结构[1]。我国城

规界已故的著名教授徐循初先生撰文指出：―要重视城市道路网的等级与布局结构研究，在新一轮的

总体规划中一定要花大力气把城市路网的等级结构调整过来[2]。‖交通领域至今唯一的 973 计划也明

确指出―国内缺乏对道路网络与交通需求的匹配研究（包括道路等级配置与出行距离分布之间的耦合）
[3]。‖道路网络等级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路网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着城市交通系统的总体容量

和城市交通状况。因此，对城市道路合理级配的研究具有十分重大的实践意义。 

2. 国内外道路级配研究成果及相关规范简介 

国外对道路级配的研究很少，主要体现在相关规范中。以美国为例，美国《公路与城市道路几

何设计》（1984 年版）、《城市街道设计》和美国公路管理局（FHWA）对道路级配均有较为详细

的介绍。如《公路与城市道路几何设计》列出了城市道路各等级里程应占比重的典型分布，主干系

统（包括快速路）、次干路系统、集流街道与地方街道系统的里程比重大致为：7.5％、12.5％、7.5％ 

与 72.5％，这大体上是个金字塔形结构。《城市街道设计》和美国公路管理局也有类似的规定或研

究成果。 

国内在 1995 年颁布《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对于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

个等级道路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应具有的路网密度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这虽未直接提出各级道路

应占的比重，但实际上已间接的指出了各级路网应有比重。如人口大于 200 万的城市，其路网密度

（km/km
2）的下限快速路为 0.4，主干路为 0.8，说明主干线路的密度应为快速路的 2 倍，次干路密

度为 1.2，为快速路的 3 倍，支路密度为 3，即为快速路的 7.5 倍, 据此可大体上推定各级道路在总

路网中所占里程的比重分别为 7.2％、16％、20.8％ 与 56.0％，从快速路到支路的简单对比约为 1：

2：3：7，大体上呈现为上小下大的金字塔形结构，等级愈高比重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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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徐源（2001）、马超群（2003）、胡绍荣（2004）等从城市交通出行距离长度分布规律

与路网容量的对应关系入手，分析城市道路等级级配和功能层次合理匹配程度，涉及道路等级级配
[4~6]，但研究的目标是评价现有路网级配的合理程度，并没有给出确定道路等级级配的理论方法，研

究还不够深入。郑安文（2002）提出，对于城市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之间的不同比例组

合，其交通供给能力是不同的，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如何根据各城市的具体情况在建设资金有限的

条件下，探求不同功能的道路结构的优化组合，以获得最大的供给能力[7]。邵正宇（2003）提出，

以路网通行能力最大为目标函数，道路总长、各级道路合理比例、建设资金等为约束条件[8~9]。上两

篇文献重在从目标函数入手，但缺乏出行的行为特征研究，且约束条件本身主观性太强。王建军等

（2005）在回顾了国内外道路等级分类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确定城市道路合理等级级配的定性和

定量方法的大致思路[10]。 

上述有关设计规范、文献资料均表明各级道路性质不同、功能各异, 在总路网中所占里程与所

承担的运输工作量也各不相同，但里程比重的―金字塔‖形结构是大体一致的，这是不同等级道路性

质所决定，交通流由低级向高级汇集，同时交通流又由高级向低级疏散，这一集散过程也可以说是

城市交通流的网络分布特征。国内的相关规范仅仅提供了取值范围，但没有对不同类型和特征城市

提出进一步的适用条件，且缺乏理论基础，因此可靠度大打折扣，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非决定

意义。目前对城市道路级配的研究还很不深入，既体现在研究的思路偏重于运用目标函数线性规划

而忽视―结构‖的作用来求解问题，更表现在对道路功能的认识及其在道路级配研究中的应用还显浮

浅。 

本文主要讨论团状用地、方格网状路网的级配问题，从各级道路周转量供需平衡的角度研究基

于出行距离分布的道路等级配置方法，并给出不同规模城市的合理级配建议值。 

3. 总体研究思路及核心技术分析 

3.1 总体研究思路和框架设计 

基于出行距离分布的道路等级配置方法的逻辑思路是：假设某种路网布局（密度、间距）下，

居民出行在某种较为理想的出行路径选择下，可以推算出一次出行在各级道路上的占用情况，即周

转量，累积所有出行，则得到各级道路可能承担的周转量（此为需求），各级道路周转量上的供给

等于设计通行能力乘以道路长度，因此，可以根据各级道路周转量供需平衡思想计算出合理的道路

长度、密度和间距。当然，结果需要与前提假设的路网布局（密度、间距）作对比，迭代计算直至

结果满足精度需要。 

基于以上思路，设计研究框架为：以各级道路周转量的供需平衡为论文核心思想，寻找能够表

征道路功能特征的定量化指标――出行距离，剖析出行距离的一般规律，推导并建立出行距离概率

分布模型，分析各级道路的优势出行距离，由此得到所有出行在各级道路上产生的交通周转量（也

即周转量需求），建立各级道路交通周转量需求与供给的相关关系，研究基于出行距离特征的城市

道路等级配置方法，并给出不同规模城市的合理级配建议值。 

3.2 核心技术研究与分析 

由城市道路等级配置方法总体框架设计可知，基于出行距离分布的道路等级配置方法的核心技

术包括：出行距离概率分布特征研究、各级道路优势出行距离（或出行距离与道路选择相关关系）

研究、各级道路周转量研究出行在各级道路上产生的交通周转量（也即周转量需求）研究和各级道

路交通周转量需求与供给的相关关系研究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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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出行距离概率分布特征研究 

由随机理论的观点可知，从出发地（O 点）到目的地（D 点）的出行距离，是一随机变量，设

为 R。对于已出行了 r 距离的车辆，假设在以后的 r 距离内终止的概率应与已出行的距离 r 成正比，

则根据数理统计原理和简便的微积分就算，可得出行距离概率分布特征符合瑞利分布，瑞利密度函

数形式为 2( ) exp( 0.5 )f r r r   。通过对瑞利分布模型唯一参数 的城市规模等相关影响因素分

析，可以得到的一般形式：
1 2 3-0.00116x 0.118x 0.02439x 0.01538     ，R

2＝0.89。其中，

x1 是城市建成区面积系数，x2 是城市形状系数，x3 是交通结构系数。模型推导和参数确定详见文献[11]。 

3.2.2  各级道路优势出行距离研究 

出行对各级道路的占用有其自身规律，距离越长，就需要占用等级越高的道路。此外，道路间

距（或密度）的影响也很重要，因为假设出行距离一定，则对不同等级道路的占用与各级道路间距

（或密度）相关；假设各级道路间距（或密度）一定，则出行对各级道路的占用与出行距离相关。

因此，研究道路级配，就必须搞清楚每次出行对各级道路的占用情况。文献[12]提出 3 点假设，推理

各级道路优势出行距离表达式（见表 1），通过示例说明该方法合理可行，体现了不同距离出行占

用各级道路（或最高等级道路）的基本规律。其中 d1、d2、d3 和 d4 分别是支路、次干路、主干路和

快速路的平均道路间距。 

表 1 各级道路优势出行距离汇总表 

道路类型 优势出行距离表达式 

支路 
下限 12d

 

上限 1 22d d
 

次干路 
下限 1 22d d

 

上限 2 32d d
 

主干路 

下限 1 2 32d d d 
 

上限 
2 3 4 12d d d d  

（有快速路的情况） 

团状城市用地边缘地区周长的一半（没有快速路的情况） 

快速路 

下限 1 2 3 42d d d d  
 

上限 团状城市用地边缘地区周长的一半 

3.2.3  出行在各级道路上的周转量分量研究 

出行产生的交通总周转量（车·公里）在各级道路上都有其周转量分量，只有对出行在某一等级

道路上产生的周转量分量进行累计，才能根据供需平衡的方法求解这一等级道路的长度。文献 4~6

没有考虑到出行在各级道路上都有周转量的问题，笔者根据实际计算，作一定的简化处理，约定[12]：

最高利用次干路的出行在支路上完成的周转量约占这部分出行产生的周转量总量的 50-60％；最高利

用主干路的出行在支路上完成的周转量约占这部分出行产生的周转量总量的 15-20％；最高利用快速

路的出行在支路上完成的周转量约占这部分出行产生的周转量总量的 8-10％；最高利用主干路的出

行在次干路上完成的周转量约占这部分出行产生的周转量总量的 45-55％；最高利用快速路的出行在

次干路上完成的周转量约占这部分出行产生的周转量总量的 15-25％；最高利用快速路的出行在主干

路上完成的周转量约占这部分出行产生的周转量总量的 30％左右。 

3.2.4  各级道路交通周转量供给与需求的相关关系 

各级道路交通周转量的供给与需求应当处于平衡状态。各级道路提供的交通周转量就是各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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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长度或道路密度、各级道路间距的函数。设 i 等级道路提供的最大周转量为 Ni，则 ( )i i iN N d ，

di 为 i 等级道路间距。设出行在 i 等级道路产生的周转量为 Gi（Gi可根据出行距离概率分布和各级道

路优势出行距离的研究中得到），则 Gi＝Ni，四个方程、四个未知数，可以得到唯一解。因此，若

已知各级道路交通周转量的需求，在―供需平衡‖的思路下，即可获取供给的（道路网和各级道路）

规模和（道路等级）结构。 

各级道路交通周转量的需求与出行距离概率分布、各级道路优势出行距离相关。由于在各级道

路优势出行距离的推导过程中已经涉及到各级道路间距（见表 1），由间距同样可以得出级配比例，

因此也可以说涉及到道路级配，因此，在道路等级配置及布局方法研究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优势

出行距离中预设的间距值，也即预设的级配比例，与通过计算最终得到的间距值，也即推算的级配

比例结果不一致。为了将这种差异降到最低，将循环迭代计算。其实，也正是由于二者（道路间距

和道路级配）的相互影响关系，导致了道路级配的计算必然是一个循环迭代的过程，是一个与道路

布局参数共同循环迭代的过程[13]。迭代过程见图 1。 

 

图 1 级配迭代计算详细框图 

4. 主干路预设值研究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对不同特征城市的道路等级结构进行配置。由于首先预设道路间距或密

度（如图 1），因此必然需要确定一个合理的城市道路网密度或某一等级道路密度初值。下文将讨

论主干路密度和间距的合理预设值。 

表 2 列出了＝0.08 时，不同主干路密度下（0.8～2.0 km/km
2 之间），依据图 1 所示的迭代过

程计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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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0.08 下的道路级配随主干路密度变化情况 

主干路密

度 

km/km
2
 

次干路密

度 

km/km
2
 

干路总密

度 

km/km
2
 

与《城市道路交

通 

规划设计规范》

比较 

支路密

度 

km/km
2
 

道路网总

密度 

km/km
2
 

主次支级

配 

主干路

比重 

％ 

次干路比

重 

％ 

支路比

重 

％ 

0.80 1.40 2.20 在范围内 4.10 6.3 1:1.8:5.1 12.7 22.2 65.1 

1.00 1.45 2.45 在范围内 4.05 6.5 1:1.5:4.0 15.4 22.3 62.3 

1.20 1.50 2.70 略高 4.30 7.0 1:1.3:3.5 17.1 21.4 61.4 

1.33 1.60 2.93 高 4.50 7.4 1:1.2:3.4 18.0 21.6 60.4 

1.50 1.70 3.20 高 4.60 7.8 1:1.2:3.0 19.2 21.8 59.0 

1.80 2.00 3.80 远高 5.00 8.8 1:1.1:2.8 20.5 22.7 56.8 

2.00 2.10 4.10 远高 5.40 9.5 1:1.1:2.7 21.1 22.1 56.8 

由上表可以得到初步结论： 

主干路密度增长，次干路密度随之增长，干路总密度自然也随之增长，道路网总密度也呈增长

趋势，这表明级配应当呈金字塔结构； 

随着主干路密度增长，次干路和支路密度增长幅度随之减小，表现在级配中次干路和支路的数

值随主干路密度增长而减小，主干路道路比重越大而支路比重越小； 

主干路密度在 0.8～1 km/km
2 之间时，干路密度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较为相符； 

级配一列中设主干路数值不变，则次干路和支路的数值变动范围较大； 

主干路密度在 0.8～1.33 km/km
2 之间时，可以大致计算得到城市的道路面积率在 10～25％之间

变化，较为适应我国城市的用地特征。 

进一步深入分析可知： 

主干路密度增大，根据金字塔状结构特征，其它等级道路密度也相应增长，但由于主干路承担

了原本由其它道路承担的交通量，因此从供需平衡的角度其它道路密度又相应减小，从而造成其它

道路密度增速缓于主干路； 

不同规模城市的道路级配并非定值，且变动范围较大，《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给出的

建议值范围偏小，弹性不够； 

容易计算 0.8、1.0、1.2 和 1.33 km/km
2 主干路密度下的地块最小面积分别是 10、9、8 和 7ha，

可以适当进一步作地块分割以利于居住小区、商业设施和其它性质用地的开发； 

主干路密度和干路密度是一个相当敏感的问题，国内学者对于干路密度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分

歧较大。根据上面的计算，适宜的干路密度应当为 2.2～2.9 km/km
2。考虑到道路用地在城市建设用

地中所占的比重不宜过大，主干路密度和干路密度应有上限控制，以不超过 1.33 km/km
2 和 3 km/km

2

为宜。考虑到街区尺度不宜过大，对于城市主干路密度建议稍大，可取 1.2 km/km
2，下文的计算也

将按照这一数值进行计算； 

进一步证明了研究道路级配与道路密度的同步性，只有在一定的道路密度下讨论道路级配才有

意义，脱离道路密度的道路级配研究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而实际上，各级道路容量也是影响道路

级配的重要因素，显然某一等级道路越宽、容量越大，则这一等级道路需要的长度就越短、密度越

小、间距越大。 

5. 不同规模城市道路级配推荐值 

根据文献[11]，可以对不同城市规模、城市形状和推荐交通结构统计对应的 值，再依据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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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预设主干路密度为 1.2 km/km
2，计算出各类型城市道路级配推荐值如表 3： 

表 3  本文研究的道路级配推荐值 

城市类型 取值范围 快速路 ： 主干路 ： 次干路 ： 支路 

小城市 0.081~0.116 -  1 ： （1.5~2.0） ： （3.6~4.2） 

中等城市 0.075~0.105 -  1 ： （1.4~1.8） ： （3.5~4.1） 

大城市 0.053~0.098 -  1 ： （1.1~1.7） ： （3.0~4.0） 

特大城市 0.040~0.076 （0.1~0.3） ： 1 ： （1.0~1.4） ： （2.7~3.5） 

表注： 

该级配是在均衡的用地混合度，或均衡的发生吸引量基础上得到的； 

计算过程中假设主干路密度恒定为 1.2km/km
2，因此本表中的数值乘以 1.2 即可得到各级道路密

度； 

本推荐值中的支路密度是依据周转量提出的最小密度，对于城市的某些区域（如中央商务区），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如增加临街面、增加单体式建筑）加密支路网，以减小支路间距； 

支路一级仅为能够通行机动车的双向两车道道路，不包括自行车专用路、步行街和其它宽度的

支路，以及街坊路和建筑内部道路；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的双向平均车道数为 6、6、4、2； 

对于同一类型城市，一般规律是规模越大，级配比例数值的取值越小。 

6. 其它道路网指标研究 

本文对于道路等级配置方法的研究，具有道路布局与道路级配研究的同步性特征，因此，在确

定级配的同时，道路间距、道路密度等路网指标也得以固定，因此不难得到本研究的―副产品‖－－

各级道路密度、道路网总密度、道路面积率等（见表 4）。假设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的

道路横断面宽度分别为 40、50、35 和 20m 可以计算道路面积率。可见，道路等级配置方法的进一

步结论是可以得出道路密度、道路面积率等我们非常关心的道路网指标，该方法是推算道路密度、

道路面积率等道路网指标的有效手段。 

表 4  本文研究的道路网指标推荐值 

城市类型 道路网密度（km/km
2
） 干路密度（km/km

2
） 道路面积率（％） 道路平均间距（m） 

小城市 7.3~8.6 3.0~3.6 20~24 235~275 

中等城市 7.1~8.3 2.9~3.4 20~24 240~280 

大城市 6.1~8.0 2.5~3.2 19~23 250~330 

特大城市 5.8~7.6 2.4~2.9 17~23 260~345 

综合 5.8~8.6 2.4~3.6 17~24 235~345 

表注：同表 3。 

对于推荐值随城市规模扩大而减小的情况，可以理解为：城市规模扩大，则出行距离总体呈上

升趋势，每次出行对转向的要求没有小城市的频繁或灵活，也即并不要求较小的交叉口间距和道路

间距，因此，道路密度随城市规模的扩大大致呈下降的趋势。但由于其它因素，如需要提供临街面、

道路对城市用地的划分功能、规划部分自行车专用路等，上表又并非城市最理想的道路密度，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对支路一级道路进行调整。显然，其它道路密度不变的前提下，支路密度的改变不会

影响出行在支路一级道路上产生的周转量，不但满足出行距离与道路等级配置的协调，又综合考虑

了自行车专用路和其它非交通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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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本文提出了基于出行距离分布的道路等级配置方法，对方法中的核心内容作详细分析，按照本

方法中道路级配和道路间距研究同步性的特点，研究道路级配与主干路密度的相关关系，确定主干

路的合理密度范围，并作为级配迭代的预设值，给出主干路合理密度下的道路级配推荐值，并进而

讨论道路级配研究的副产品――道路网的其它技术指标，丰富了道路级配的研究内容，为道路网规

划中的指标难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解决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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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出行效率最优的路网等级配置方法研究 

罗丽梅  过秀成  叶茂  孔哲  李星 

【摘  要】路网级配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交通资源的利用效率。本文首先探讨了各等级道路在出行

效率方面的特点及出行距离与城市道路等级配臵的耦合关系；在分析各等级道路为非最高利用等级

时的平均出行距离的基础上，根据出行距离分布，分别计算最高利用支路、次干路、主干路和快速

路出行的时间，建立以路网总出行时间最小为优化目标的等级配臵方法；最后以某市为例验证本方

法。 

【关键字】等级配臵；出行距离；出行效率；出行时间 

1. 引言 

路网等级结构是否合理，直接影响路网的功能发挥及交通资源的合理利用。我国城市道路规划

建设“重干路，轻支路”，低等级道路缺乏，导致贯通性干道兼有交通性功能和生活性功能，各级

道路功能不明确，不同性质交通流相互干扰，难以实现道路的通和达，影响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的

提高。 

路网级配方面的研究较多，在约束条件下以路网容量最大为目标的线性规划方法，因未分析交

通出行对各级道路的需求情况，忽视了路网结构的本质；“出行距离——周转量法”基于出行距离，

建立各级道路周转量供需平衡模型确定合理级配[1]，但没有考虑相同空间的各等级道路完成周转量

的效率不同。因此本文基于出行距离、路网效率研究道路网等级配置。 

2. 出行效率、出行距离与路网级配 

2.1 出行效率与路网级配 

出行效率是指完成特定距离出行需要的时间。各等级道路由于其功能、线形、两侧用地、两侧

开口数量不同，完成相同距离出行需要的时间并不同。路段效率由各级道路的速度差异决定，各级

道路的设计速度规范值如表 1 所示。道路交叉口处车辆时常需要停驶、重新启动及排队等候，延误

较大。而低等级道路交叉口间距较小，延误较大。不同等级道路相交时，较高等级道路拥有一定程

度的优先权，即较高等级道路上车辆通过交叉口的延误较小。 

表 1 各级道路设计速度比较 

 城市规模与人口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机动车设计速度 
＞200 万 80 60 40 30 

≤200 万 60-80 40-60 40 30 

因此出行者将尽可能选择出行效率较高的高等级道路出行，而低等级道路具有良好的可达性，

交通出行均需要通过支路、次干路进行集散。 

2.2 出行距离与路网级配 

合理的路网级配本质上是为了较好地满足不同距离交通出行对不同功能、不同效率特性道路的

需要。中远距离的出行必然倾向于选择行驶车速快、道路两侧的开口少、交叉口优先通行的道路以

保证其出行高效。而低速、安全、舒适、开口数量较多、可达性高的道路能较好地满足以生活性为

主的短距离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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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出行距离与城市道路交通功能关系表[1]
 

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联系道路交通

的区位特征 

非相邻组团间及

城市对外交通 

邻近组团间及与

中心组团间交通 
组团内部交通 片区内部 

功能及特性 

 

因此，对于不同出行距离的出行，应当配置不同通行效率的道路等级。出行距离能数字化表征

道路功能及特性差异，也能反应机动车交通需求特征，且便于调查，因此本文基于出行距离分布、

以路网效率最优为目标建立路网等级配置模型。 

3. 基于路网效率最优的路网等级配置方法 

3.1 说明及假设 

本文以方格状路网为讨论对象，且假设路网各方向等距分布。 

假设均衡的土地混合度，交通发生吸引量均匀分布。 

各级道路服从等级由高往低逐级包围的原则，且快速路之间等距布设一定数量主干路，主干路

之间等距布设一定数量次干路、次干路间等距布设一定数量支路。 

假设非相邻等级道路相交时（支路与主干路、支路与快速路及次干路与快速路），设置分离式

立交，交通流无法在此实现转向；快速路与快速路相交时设置完全互通，不计其交叉口通行时间；

假设相同等级道路相交时，各向车辆通过交叉口的时间相等，支路与支路相交时其通行时间为 1t ，

次干路为 2t ，主干路为
3t ；不同等级道路相交时较高等级道路优先、延误较小、即通行需要时间较

短，具体如表 3 所示。 

表 3 车辆通过交叉口时间 

相交形式 在较高等级道路上车辆通行时间 在较低等级道路上车辆通行时间 

快速路+主干路 t3  
t3  

主干路+次干路 t2  t 2  
次干路+支路 t1  t1  

假设出行在各级路网上的层次切换严格按照图 1 进行。 

高速

交通性

通过性

长距离

可达性弱

隔离性大

兼有货运

交叉口间距大

机动车流量大

不直接为两侧用地服务

低速

生活性

集散性

短距离

可达性强

不需隔离

客运

交叉口间距小

非机动车流量大

直接为两侧用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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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流

发生源

小区
内部

道路

支

路

次
干

路

主
干

路

快
速

路

交通流

吸引源

最高利用支路的出行路径

最高利用次干路的出行路径

最高利用主干路的出行路径

最高利用快速路的出行路径
 

图 1 一次出行在各级路网子系统上的切换示意图 

该等级道路的优势出行距离上限不宜超过高一级道路间距；下限为该等级道路间距，且支路的

优势出行距离下限为 300m，快速路优势出行距离的上限为正无穷大。 

3.2 等级道路布局 

假设在快速路围合的布局单元中，等距布设主干路 a 条，主干路与快速路将布局单元分隔成（a+1）

*（a+1）个正方形 A，在每个布局单元 A 中等距布设 n 条次干道，次干道与主干道将其分隔成（n+1）

*（n+1）个正方形 B，以此类推，在每个布局单元 B 中等距布设 m 条支路，该路网布局如图 2 所示。

可知该路网级配为 1：a：n：m。 

  支次 dmd *1                                                      式（1） 

    支主 dnmd *1*1                                                式（2） 

      支快 dnmad *1*1*1                                         式（3） 

……

...

d快

d支

1 2 a

1 2 n

1
2

n

1

2

a

A

B

d次
d主

…
…

…

 

图 2 道路网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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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各级道路的平均出行距离 

当该级道路比本次出行利用的最高等级道路等级低时，其平均出行距离分析如下： 

3.3.1  小区内部道路 

d支/2 d支/2

d支/2

 

图 3 利用小区内部道路平均出行距离 

小区内部道路的平均出行距离为： 21 支dl m                                式（5） 

3.3.2  支路 

d支/2d支/2

A

B

A
A A

B

B

m1=1 m2=2 m3=3

A A

B

B

B

C
B

m4=4
 

图 4 利用支路的平均出行距离（当出行利用的最高等级道路高于支路时） 

 

表 4 不同 m 值的支路平均出行距离（当出行利用的最高等级道路高于支路时） 

m 1 2 3 4 

ml2  支d3015
 支d3025

 支d3030
 支d3036

 

支路的平均出行距离近似归纳为： 

  

30

5*115
2

支dm
l m


                                               式（6） 

3.3.3  次干路 

d
次

/2

d次/2

 

图 5 利用次干路的平均出行距离（当

出行利用的最高等级道路高于次干路

时） 

次干路的出行平均距离为： 

    2*1*123 次主 dnmdl m                                      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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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主干路 

类似地，主干路平均出行距离出行为： 

      2*1*1*124 次快 dnmadl m                               式（8） 

3.4 道路网总出行时间 

假设距离分布曲线  rf ，计算利用各等级道路的出行时间。 

3.4.1  仅利用支路出行的出行时间 1t  

  

图 6 最高利用支路的出行路

径示意图 
图 7 最高利用次干路的出行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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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9） 

3.4.2  最高利用次干路出行的出行时间 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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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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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rft
m

mm

dmn

dm










































 




21

2

2

11

2

11

1
2

1

1

1

2

22

支

支

次

支

支区

支

支

支

        式（10） 

3.4.3  最高利用主干路出行的交通总出行时间 3t  

 

图 8 最高利用主干路的出行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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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1） 

3.4.4  最高利用快速路出行的交通出行总时间 4t  

 

图 9 最高利用快速路的出行路径示意图 

 
     

   

   
dr

t
d

ddldr

v

ddldr

atttan
v

d
nttmn

v

d

v

l

v

d

rft
mm

m

dmna












































 




3

22

322211

2

111
4

22

2

主

主次支

快

主次支

主

主

次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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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2） 

3.4.5  路网总出行时间 T 





4

1i

itT                                                             式（13） 

当路网总出行时间最小时即达到路网通行效率最优，解得使式（13）取最小值时的a 、m 、n ，

即可得路网通行效率最优的道路级配为 1：a：n：m。 

4. 某市道路网等级配置计算示例 

首先根据交通预测结果，分析该市规划年的出行距离分布如图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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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某市机动车出行距离分布曲线及拟合情况 

经拟合得该市出行距离的密度函数： 

032.0074.0013.000097.07.32.81.72)( 23455768711813   rrrrerererererf 设

3=
2 = 1=0.6；

3
= 2 = 1 =0.4； st 51  ， st 102  ， stt 203  ；

区v =5km/h；
支v =15km/h； 次v

=20km/h；
主v =30km/h；

快v =40km/h。根据经验一般 a、n、m 的值大于 0 且小于 10，采用遗传算法

计算得该市道路级配为 1：4：5：8，该值与规划路网级配值相近，认为结果较合理。 

5. 结语  

确定城市道路网的合理级配值是提高路网供给效率的有效途径，论文分析了各等级道路的出行

效率特性及出行距离与道路等级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以各等级道路比例为参数的路网出行效率目标

函数，建立了以出行效率最优为目标的等级配置方法，并通过某市道路等级配置算例验证了方法的

合理性。但该方法未考虑城市空间形态对路网级配的影响，期待研究中继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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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 - 2e-013*x8 + 7.1e-011*x7 - 1e-008*x6 + 8.2e-007*x5 -

      3.7e-005*x4 + 0.00097*x3 - 0.013*x2 + 0.074*x +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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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核心城市骨架道路网络构建 

——以天津市中心城市为例 

李彤  阴炳成 

【摘  要】本文以天津市独特的双核心巨型城市空间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双核心城市出现的核心城

市之间的联系、核心城市扩展与廊道内部交通的处理、过境交通、港口集疏运等突出矛盾问题，通

过分析城市的交通特征，从强化走廊及辐射交通、路网一体化、疏解过境交通、港城交通分离四个

方面阐述了骨架路网构建的思路。 

【关键词】双核心   城市空间   一体化   疏解   分离  

1. 引言 

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空间集聚和空间扩散两种效应同时存在。城

市发展出现了城市群、都市连绵区、城市走廊带等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双

核心城市”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沿海城市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模式。对于“双核心”城市，已有一些学

者从空间结构和发展特征方面进行了相关研究。我国学者陆玉麒总结双核心城市结构模式研究中这

样写到：在某区域中，由区域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及其连线所组成的一种空间结构现象[1]。我国学

者陆大道称上述两点连线的结构为―点轴‖模式。同时王莉在研究美国华盛顿特区和巴尔的摩地区及

其连接走廊地区空间增长模式中发现：华盛顿特区与巴尔的摩城市化的扩展均表现为核心与廊道的

共同增长[2]。空间的持续增长过程中，交通问题逐步显现，主要表现在：核心城市之间的联系、核

心城市扩展与廊道内部交通的处理、过境交通的疏解等方面。如何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构建

适宜的城市路网骨架，协调缓解上述交通问题，成为以天津为代表的双核心城市面临重大问题之一。 

2. 天津市中心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 

天津市中心城市由中心城区及外围组团和滨海新区构成，总面积 2270 平方公里，中心城区与滨

海新区核心区相距 40 公里，北方第一大港－天津港紧邻滨海新区核心区东侧。如图所示： 

2008 年新一轮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在国家关于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总体发展战略的指引下，

提出在中心城市的范围内形成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核心区为双核心的整体空间格局。通过“双城”

带动，拓展中心城市发展框架，进而构建海河上游中游下游区域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多极增长的

新格局。至 2020 年，中心城区人口规模为 550 万人，滨海新区核心区人口规模为 300 万人，津滨走

廊内，人口规模 150 万人。上述新的城市空间布局形成了典型的双核心走廊城市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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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天津市中心城市交通需求特征分析 

天津是联系东北与华东、华北方向的要塞，而中心城市居于市域的中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空间结构，形成了如下四个交通特征： 

3.1 双核心之间的联系交通与双核心对外辐射交通并重考虑[3]
 

着眼天津未来发展，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天津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实施“双

城双港、相向拓展、一轴两带、南北生态”的总体战略。上述空间战略的提升，将中心城市由原来

的“一主一副”的空间格局调整成为“双核心”的格局。核心之间既要紧密联系，同时作为市域的

中心还要共同辐射市域内新城地区。 

根据预测 2020 年两个核心之间的联系达到 90 万人次/日，是现状的 3.3 倍，两个核心对外放射

的出行达到 140 万人次/日，是现状的 4.7 倍。因此为了实现双核心的空间布局，同时发挥市域中心

的职能，需要将两个核心之间的快速联系交通和两个核心的对外辐射市域新城交通并重考虑。 

 

 

 

 

 

 

 

 

 

3.2 走廊内部交通与双核心城市交通统筹考虑 

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在提升中心城区与滨海新核心区两个核心职能的同时，对于两个核心之间的

走廊地区也赋予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根据滨海新区总体规划等相关规划，津滨走廊带内分布着临空

产业区、临港产业区、高新技术产业区、先进制造业产业区、津南新城等城镇以及未来的海河中游

地区行政中心等功能区，这些功能区是实现滨海新区核心职能的重要承载地之一。 

随着走廊带内的居住及产业功能快速提升，走廊内部交通及与核心的交通联系迅速增长，根据

需求预测，2020 年走廊内部交通达到 500－800 万人次/日，同时走廊地区与双核心之间的交通联系

达到 400 万人次/日。如此规模的交通出行量表明该地区是仅次于两个核心的交通出行密集地区，其

内部交通应与两个核心城市的交通统筹并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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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南北向过境交通与东西向辐射交通并重[3]
 

中心城市位于天津市的中部，在国家版图上处于咽喉位置，多条东北至华东、华北的国家级运

输通道垂直于津滨走廊通过该地区；同时由于滨海新区（主要为港口）具有作为服务环渤海、辐射

三北的国家增长极定位，体现了沿海向内陆辐射的端点放射交通需求。 

根据 2007 年实地交通调查及交通需求预测，2007 年天津市过境交通总量约为 16 万当量小汽车

/日，辐射交通总量约为 30 万当量小汽车/日。2020 年天津市过境交通总量约为 40 万当量小汽车/日，

辐射交通总量约为 68 万当量小汽车/日。因此该地区的对外交通表现为南北向过境交通和东西向的

辐射交通同时存在，均为对外交通主流向，规划应并重考虑。 

3.4 港口集疏运交通与城市交通并重[3] 

天津港与滨海新区核心区内的塘沽区、天津经济技术开放区开发区、保税区等城区仅一条海滨

大道相隔，多年来港区与城区原位扩张，集疏港交通穿越城区，严重影响城区功能的扩展。城区人

口将由现状的约 60 万人增长到 2020 年的 240 万人；同时由于城区扩展，使得港口集疏运通道受限，

难以支撑未来港口的规模和更大的带动效应的发挥。 

天津港 2008 年货运吞吐量为 3.5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850 万标箱。未来 2020 年货运吞吐量将

达到 7 亿吨，集装箱 2800 万标箱。港城协同发展，需要将港口集疏运交通和城市交通并重统筹考虑。 

   

4. 中心城市双核心骨架道路网络系统的构建 

4.1 组织网络化骨架道路系统，承载“双核”及巨型城市空间 

借鉴美国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地区的发展经验，未来天津市中心城市双核心及其走廊带应逐

步由现状的“点－线－点”发展成为“以网络连接的都市面状区域”。在骨架道路网络中，应突破

原有中心城区环放式路网格局，在构筑区间快速交通走廊的基础上，形成网格化的道路骨架，以完

善津滨发展带东西向连接、强化南北沟通为导向，形成 5 横 5 纵的骨架快速道路系统。快速路平均

间距 5-6 公里，围合的空间面积平均为 25-30 平方公里，总体开放式路网形态将可以有效带动双核和

走廊的空间结构转型。 

4.2 强化双核心之间的快速连接，实现双核心共同的对外辐射功能 

 “双核一体化”是双核心城市共同发展的关键，“一体化”在交通表现为双核的联系紧密，拥

有统一的辐射功能。 

为了强化双核心的连接，构建了以京津高速、津汉快速路、京津塘高速、津滨快速路、津塘二

线快速路、天津大道快速路等 6 条高快速路组成津滨交通走廊。同时为了提高双核心对外的辐射能

力，规划构建了以双核为端、以中间为腰，形成端点放射+中部转换的道路网络，形成了以中心城区

外围四条高速公路（112 国道、蓟汕联络线、津晋高速、京沪高速）围合的高速环线和滨海新区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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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区外围四条高速公路（京津塘高速、海滨大道、津晋高速、唐津高速）围合的高速环线为端点，

以 6 条高快速路为连接转换纽带，通过与环线和走廊相交的道路实现双核心路网的共同对外辐射。 

   

4.3 以宏观交通组织实现网络的外层疏解，实现过境交通与辐射交通的分离  

借鉴国内大城市采用独立的通道承担过境交通的组织功能的经验，如上海 A30、北京六环、广

州高速外环等，以外围的高速公路通道分离过境交通。根据天津特有的过境及对外交通特征，构建

独立的“外层”空间来疏解过境交通和对外交通，承担国家运输通道的组织功能[4]。规划形成三横

三纵的过境交通格局，京沪高速、唐津高速、海滨大道三条南北方向的通道，组织区域过境运输功

能；唐廊高速、津保高速、津石高速形成三条东西方向的通道，共同组织天津对腹地的辐射交通。 

4.4 与城市空间布局互动，重构港口集疏运系统  

城市空间发展战略提出双港区的发展战略，相应的集疏港系统由集中式的布局转变为围绕南、

北两大港区的网络式布局，从城市布局上分流了集疏港交通。 

在分散式港区布局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港口城市如东京港－港城交通分离的经验，针对北港区

或南港区规划以―U‖型集疏港交通组织，分离港城交通[4]。其中北港区形成以京津高速、海滨大道、

津晋高速公路围合形成的“U”型集疏运通道；南港区形成以津石高速、海滨大道、穿港高速围合

形成的“U”型集疏运通道。“U”高速公路集疏运通道避免了货运通道穿城的港城矛盾，实现港城

协调发展。 

 

5. 结语 

天津中心城市作为国家战略发展要地，其具有独特的“双城区和双港区”城市结构，以及中心

城市 2270 平方公里巨型空间。地区骨架道路网络的合理性将直接影响着该地区能否实现国家交通枢

纽职能、支撑城市的空间扩展、理顺港城关系等目标，进而影响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本文总结

了天津市中心城市道路网络的规划思路，从强化走廊及辐射交通、路网一体化、疏解过境交通、港

城交通分离四个方面对路网构建进行了阐述，以此作为同类城市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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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放式路网在天津的实践发展 

蒋寅 曹伯虎 邹哲 

【摘  要】通过回顾环放式路网在天津的发展过程及最初提出的布局模式，分析环放式路网与天津

城市发展关系，比较路网实际运行特征与最初布局模式差异，对环放式路网在天津实践发展的经验

进行了总结，是对以往纯粹基于抽象几何图形对环放式路网进行理论研究的有益补充。以此为基础

根据城市新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改进完善建议及规划建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交通战略、环放式路网、城市布局、交通特征 

1. 引言 

目前，以“环形+放射线”的同心圈层式路网结构为主骨架的城市布局，出现在我国不同级别，

不同地域的大部分城市中。这一现象并不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巴洛克结构”的理想城市规

划模型有多少关联，更多的可能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城市体量不断增大的一种结果。在不断倡导

“精明增长”、“低碳城市”等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今天，环放式路网到底给城市及交通带来什么样

的影响成为关注的话题。 

国外对环放式路网比较有代表性研究包括：英国 J.M. Thomson 以世界大城市为例总结了 5 种道

路交通发展战略下的城市布局形式[1]，其中有四种城市布局形式均以环放式交通网络（包括道路和

铁路）为骨架；前苏联的 M.C.费舍里松、日本的近藤光男等采用抽象的几何图式来代替不同类型道

路网，对环路效果的评价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2]。上述研究采用的抽象路网和实际大城市路网的差

别极大，对工程实践的指导意义有限。 

国内对环放式路网的研究集中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城市环路的规划建设过程中，但大多注

重定性分析环路的作用或者侧重于环路建设中具体的工程问题，仅有天津等部分城市开展了系统的

研究。本文以天津三环十四射为骨架的典型多层环放式路网为例，剖析其原有布局模式及对城市与

交通发展的影响，分析其与城市发展的不适应，并提出完善建议，通过总结天津实践发展经验以期

对环放式路网的规划研究有所裨益。 

2. 天津三环十四射路网发展过程及布局模式 

2.1 发展过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天津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出现

了“汽车没有走路快”的怪象。为缓解居民出行难问题，天津市

基于居民出行交通特征，根据天津城市总体规划布局，提出了建

设三环十四射骨架路网(见图 1)。主要环线功能详见表 1。 

天津市环路的建设始于 1984 年，首先从中环线起步，1986

年建成；外环线于 1990 年建成；1994 年改建内环线，共历时 10

年。与环路相连通的射线 90 年代末基本建成。 

  

 

图 1 三环十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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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环线功能定位表 

 围合面积（平方公里） 与城市关系 交通功能 

内环线 14 位于城市核心区边缘 客运为主 

中环线 72 位于城市中心区边缘 客货为主 

外环线 334 位于城市边缘 货运为主，组织过境 

2.2 布局模式 

天津市环放式路网在规划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实践，运用图论及物流原理，论证了城市环路交

通理论、环形放射路网规划原则、建设环路的决策分析、以及环形路网的交通管理对策，系统的从

理论上加以总结[3]。本文从三个方面概括性总结天津环放式路网的布局模式。 

2.2.1  等面积服务 

为使交通负荷均衡分布，环路的服务面积按等面积法计算，其关系为第 i 环所服务面积约为第 i

＋1 环所服务面积的 1/4。 

基于理论当量半径及当量面积，天津内环与中环的服务面积比为 0.15，中环与外环的服务面积

比为 0.25,与其布局模式基本接近（见表 2）。 

表 2 天津三层环路当量半径及当量面积计算表 

 长度（公里） 理论当量半径（公里） 当量面积（平方公里） 

内环线 13.5 2.3 14.5 

中环线 35.4 5.5 99.8 

外环线 71.4 11.4 405.9 

2.2.2  等时间出行 

为保证环路的交通服务功能，交通环向绕行时耗与径向行驶时耗应相等，即环路速度与径向速

度的比值应接近 1.5～1.6(见表 3)。 

表 3 天津三环十四射环路与径向速度对应表 

道路名称 内环线 中射线 中环线 外射线 外环线 

等级 主干路 次干路 主干路 主干路 主干路 

设计速度（公里/小时） 40 30 50 40 60 

2.2.3  等间距放射 

为促进城市各方向均衡发展，放射线等间距布设。同时径向路间距，亦即环路上交叉口距离与

环路交通流平均行驶里程应接近，防止过密降低环路通行能力，过疏降低环路使用率。 

3. 城市与路网的发展现状 

3.1 三环十四射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3.1.1  伴随着城市的扩散拉开了城市发展骨架 

疏散与扩散是目前我国大城市所面临的发展态势，也是城市发展从向心集聚到向外扩散的发展

规律，城市交通系统是实现这一过程的必要条件和催化剂。 

20 多年来，三环十四射基于等面积服务的布局模式伴随着城市的扩散有效拉开了城市发展主骨

架，且有进一步蔓延的趋势。 

城市人口密度已经呈现出了中间区域高、两头低的布局。人口分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从内环内

区域向中环－外环区域集中，随着环外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有进一步向外环线外区域“摊

大饼”式蔓延趋势(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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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的发展变化体现出与人口发展变化不一致态势，仍然维持从内到外强度逐步降低的格局。

但由于缺乏高质量的公共交通体系的支撑，导致整体开发强度有所降低，城市公共设施沿城市的主

要环线和射线逐步扩散(见图 3)。 

英国 J.M. Thomson 总结的国际大城市布局形式表明，多次环放式路网与限制市中心的城市布局

模式相对应，也与天津近二十年的发展过程一致，但这种路网布局模式与天津最新的城市空间发展

战略[3]提出的一主三辅多中心的发展模式不匹配。 

 

图 2 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分布图 

 

 

图 3 中心城区岗位密度分布图 

3.1.2  促进了城市功能外溢 

三环十四射发展过程其实也是城市功能外溢的过程。内环内区域向心交通高度集中，是环放式

路网中交通压力最大区域，且机非混行，其交通特征表现为低速混合交通，较低的交通服务水平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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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撑高强度开发建设；同时该区域大量历史风貌建筑需要保留，城市的开发强度局部受到限制，

是城市功能主要疏散地区。以相对服务系数（某一区域人口或岗位占总人口或岗位的比重，见表 4、

表 5）为指标来衡量三环十四射的所服务的城市功能（见环线功能定位表），内环内仅服务城市人

口的 6％，岗位的 10％，不足以作为原路网规划确定的城市核心区功能边界；中环线服务了城市人

口的 48％，岗位的 55％，是城市公共设施主要集聚区域。城市功能的外溢导致原来环线的功能亟需

转变。 

表 4 人口相对服务系数表 

 内环内 中环内 外环内 

1993 年 0.17 0.63 1.00 

2000 年 0.11 0.47 1.00 

2007 年 0.06 0.42 1.00 

 

表 5 岗位相对服务系数表 

 内环内 中环内 外环内 

2000 年 0.14 0.44 1.00 

2007 年 0.10 0.45 1.00 

3.1.3  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但方向不均衡 

等间距放射路网的目的旨在促进城市各方向均衡拓展，但城市发展并不完全受交通基础设施的

影响，河流、铁路等自然地理的分隔以及人文社会的影响导致地域发展难以均衡。城市的拓展方向

主要沿河流向东南滨海方向拓展，同时由于城市西部及南部地区发展阻力较小，其发展速度明显快

于城市北部地区。考虑到均衡拓展的结果可能导致城市的蔓延式发展，因此放射性道路尤其是高等

级的放射线布设应更多的考虑与城市主要发展方向结合，鼓励轴向拓展。 

3.2 三环十四射交通运行特征 

3.2.1  道路周转量 

三环十四射在城市路网中的骨架作用明显，承担了路网周转量的 51％。外环线承担了路网周转

量的 23％，交通组织功能突出。中环线、内环线承担了周转量的比重仅为外环线的 1/3、1/8，表明

其交通组织功能并不突出，尤其是规模较小的内环线（见图 4）。 

 

图 4 三环十四射承担的道路周转量 

外环线,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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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平均车速 

1993 年至 2007 年，天津市机动车增加了约 3 倍，其中小汽车增加了约 12 倍。随着城市机动化

发展，三环十四射交通压力与日俱增，其路段车速显著降低，尤其是中环下降最多，达 36％。以三

环十四射为骨架的主干路系统需要适时升级，以提升路网的整体服务水平（见表 6）。 

表 6 环线与射线出行速度表 

 1992年（公里/小时） 2007年（公里/小时） 

外环 60.9 42.4 

中环 37.3 23.9 

内环 20.8 13.8 

内环内主干路  13.9 

内环－中环主要射线平均出行速度  14.3 

中环－外环主要射线平均出行速度  28.5 

外环与其内射线的速度比为 42.4/28.5=1.5；中环与其内射线的速度比为 23.9/14.3=1.7；内环与其

内部主干路速度比为 13.8/13.9=1。根据环放式路网等时间出行的布局模式，环与射的速度比应大于

1.5，表明内环线交通组织功能正在减弱。主要原因一是随着城市核心区范围的扩大，内环线已失去

当初作为其边界的功能；二是由于射线采用单一主干路建设标准，与规划提出由外到内等级、车速

逐步降低的分段模式不一致，导致对外交通不能快速疏解，对内降低环线利用率，导致内环线的截

流功能几近丧失。 

3.2.3  出行距离 

从环线的出行距离看,外环线交通干线功能明显，内环线、中环线交通干线功能不突出。外环线

以长距离出行为主，与其功能定位吻合。中环线以中等距离出行为主，其城市过境交通组织功能与

沿线交通服务功能同样突出。随着中环沿线开发进一步加强，其环线交通组织功能有可能进一步减

弱。内环线承担了大量短距离出行,其功能已由交通组织功能转变为沿线交通服务功能为主（见图 5）。 

 

图 5 利用环线的机动车平均出行距离 

从环线交叉口平均间距看，内环线约 250 米，中环线约 450 米，外环线约 3500 米。从城市规划

提出的路网合理间距看，主干路平均间距约 800~1000 米，次干路平均间距约 400~500 米。表明与内

环线相交道路包括许多支路，与中环线相交路口主要由次干道以上等级道路构成，与外环线相交道

路主要由高等级对外道路构成。 

从环线平均出行距离与环线交叉口平均间距的关系看，内环线、中环线、外环线平均出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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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交叉口平均间距比分别为 4.0、4.2、1.3（见表 7），与原规划提出的环路上交叉口距离与环路

交通流平均行驶里程应接近 1 的布局模式相差较大。理论与实际的差距表明中环线、内环线交叉口

间距明显过密，降低了环线的交通组织功能，但环线平均出行距离与交叉口平均间距比的合理范围

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表 7 环线交叉口间距与环线平均出行距离 

 交叉口平均间距（公里） 利用环线的出行距离（公里） 

内环线 0.25 1 

中环线 0.45 1.9 

外环线 3.55 4.6 

4. 新形势下天津环放式路网的发展完善 

4.1 城市发展面临的形势 

天津城市发展战略提出了中心城区全面提升的发展策略，具体体现为两个转变：单中心向多中

心转变，建设智慧城、西客站、奥体中心三个综合性副中心，形成―一主、三副‖的多中心格局；外

延均衡扩张向轴向拓展转变，城市发展方向为东进、西连、南控、北优（见图 6）。通过全面提升

来疏解中心城区发展压力，保持宜人尺度、保护传统风貌[4]。 

 

图 6 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图 

4.2 环放式路网发展完善 

城市新的发展战略对骨架路网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适应城市新的发展模式保持强中心的发展

战略；二是适应城市轴向拓展，提升城市交通快速对外疏散的服务水平；三是适应城市交通机动化

发展趋势，整体提升路网可达性。 

基于城市新的发展形势，建议采取如下完善措施： 

4.2.1  优化环线布局，转变发展模式 

适应城市新的发展模式，原有环线布局亟需进行优化调整。考虑到内环线、中环线沿线本身集

聚了大量的公共服务设施，其交通组织功能已难以有效发挥，故建议在中环与外环之间靠近城市高

强度开发边界增加一个快速环线，与现有外环线形成两个快速环线布局，并在现有外环线（快速外

环）外围构建绕城高速环，组织过境交通。根据城市发展需要，调整内环线、中环线交通功能。内

环线弱化其交通组织功能，突出其沿线交通服务功能；中环线因其区位较好，其交通组织功能与沿

线交通服务功能应并重（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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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线功能定位表 

 主要功能 

内环线 
强调对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主要发挥交通分流功能，以短距离客运交通为

主。 

中环线 
服务城市主要核心区，交通组织功能和交通服务功能并重，以中短距离的客

运交通为主。 

快速内环 
服务城市中心区，分流、截流进入城市中心区中长距离交通，以客运功能为

主。 

外环线 

（快速外环） 

服务城市外围区及外围组团，快速疏解中心城区的长距离对外交通，以客运

功能为主，兼有部分货运功能。 

绕城高速环 组织中心城区及外围地区长距离区域过境交通出行，兼顾客货运交通。 

4.2.2  强化环射线标准，保证环线功能 

等时距出行的布局模式是环放式路网的重要理论依据。天津在城市交通快速机动化的发展趋势

下，原有环射线的标准需要适时调整（见表 9），以提升整体路网可达性。 

表 9 环线与射线规划建设标准表 

道路名称 高速环 
外环线 

（快速外环） 
快速内环 

高速环－快速外

环间射线 

快速外环－快速内

环间射线 

等级 高速 快速 快速 快速 快速 

设计速度 

（公里/小时） 
120 100 80 80～100 60～80 

4.2.3  提升射线等级，强化城市轴向拓展 

射线的规划建设是环放式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提出如下完善建议： 

一是提升对外射线标准。与外围高速及城市重要发展方向连接，具有较强放射功能的放射线由

主干路提级为快速路； 

二是射线建设标准要符合环放式路网的理论，不能采用一刀切的做法，具体建设标准详见环线

与射线规划建设标准表。 

三是要注意控制环线交叉口平均间距，根据天津实际情况，建议利用环线交通的平均出行距离

与环线交叉口平均间距比控制在 1.5～3 范围内。 

5. 总结 

天津三环十四射骨架路网属于典型的多层环放式路网结构，通过实践以及理论总结出的等面积

服务、等时间出行、等间距放射理论对环放式路网的研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并具有较高的实用

价值。 

天津实践表明，为适应上世纪 80 年代城市中心区人口过于拥挤亟需疏散的发展形势，多层环放

式路网拉开了城市发展主骨架，但也促进了城市功能的外溢，与天津城市新的发展战略提出强中心

的发展模式不一致，路网的规划模式需要适时转变。 

为适应城市新的发展模式，天津骨架路网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优化环线布局，转变

发展模式；强化环射线标准，保证环线功能；提升射线等级，强化城市轴向拓展。 

射线的布设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环放式路网规划建设效果，应引起高度重视，尤其要注意两点：

一是射线的建设标准要依据其与环线的关系来确定，不能搞一刀切模式；二是射线与环线的交叉口

间距应引起重视，但其合理间距本文仅根据经验提出建议值，尚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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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的人性化设计 

费加 

【摘  要】通过对不同类型道路特性的表述，指出道路的设计不仅只是为了满足一种功能要求，即

通道，道路的规划设计应从不同的层面加以考虑，并更应站在人性化的角度去分析，提出当今社会

道路的规划设计对环境质量、环境协调的影响。文中强调了道路设计的整体性及对不同专业的理解，

表明道路既是使人欣赏的场所又是通道；道路应该让过路人感到愉快，并使那些各自在道路上通行

的人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关键词】道路设计;场所; 通道; 环境质量 ; 环境协调; 

道路不仅仅是人们从环境的一处到另一处所经过的通道，也不仅仅是为行车而建造的沥青或水

泥带，通过它人们可以从车窗里象看电视屏上闪动的图象似的观赏外部的环境；在绝大程度上，道

路及其由建筑物和风景组成的景象就是外部环境。还有在田野里劳动的人，有园林，有风景点缀的

开阔空间，有自然保留地，有山间小径；可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在大部分时间里，外部的公共

环境却是道路及其周围建筑物。 

1. 道路、场所、通道 

并非所有道路都设计成满足千篇一律的功能。虽然所有道路原本被设想成为是由一处到另一处

的行乘通道，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作为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活动场所和活动地点的性质。 

一条道路究竟是作为人们活动的场所还是通道，在程度上有差别，一条乡村道路展宽到足以容

纳得下地方市场货摊，则主要是作为场所；而一条为高速高效而设计的由此及彼的城市道路，则主

要是作为通道。但即使是城市道路也可以被设想为一连串的场所。 

2. 道路环境、景致、人的感受 

沿着一条以极好的视野延伸的公路旅行，我们总是以公路哪些段有趣哪些段沉闷而留下记忆的；

有些公路是被开凿出来，它被包含在路堑的两侧之间；也有些公路从平地隆起，其给人的印象是天

空和宽广的远景。 

当一个人描述一条道路的情景时，自然是按照他对整个环境的感受来谈的。人们对道路不是只

感知到它的混凝土或沥青的外表。作为外表也包括道路铺面旁边的大树和灌木，由树木缝隙透出的

景致，路堑的两侧和绿篱。在都市范围内，还包括路旁的建筑物、飞架的立交桥，成行的行道树和

广场中的别致风景地段。 

这些周围景物一道进入人的印象里，道路就象被看作是景物中各要素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

以把道路比作一个房间或是一系列的房间：路面是地板；墙壁就是建筑物、植被周围的小山或开敞

的景观；天花板就意味着两边建筑物顶部构成的轮廓线和行道树交叠而成的华盖或者是天空。行驶

在道路上的人在某一特定时间可能感到他的周围景物有时象是一个完整的单元，象是连成串的单元

系列，象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单元，或象是以上三者的某种组合。虽然行驶者按上述方式感受他的周

围景物，可是参与设计过程的那些人却不总是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待他们自己所创造的环境。 

3. 道路设计的整体性 

在任何道路的设计中包括多种专业学科。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把一项设计的各个方面分给不

同的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不可能目标相同，而且所受的训练彼此也会不同。在某一特定的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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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开发中，规划师们可能主要关心建筑密度和土地区划；建筑师们则关心住房类型和住宅组合；道

路工程师关心车辆通行的效率；估价师关心的是总造价；而设备工程师则关心公共设备的经济布线

问题。他们的专业化和所受的培训可能造成这样一种结果，就是使一个专业的成员难以介入其它专

业面临的目标和问题。很明显，这种专业化的体制；有时候已导致我们的环境产生严重问题，因而

迫切需要所有那些参与设计的人全过程中都自觉关心整个最终产物而不只是自己的那一部分。 

3.1 空间的整体性 

我们把道路设计设想为三度空间整体的方法，意味着在每一个专业范围内所做出的一项决定都

应与参加设计工作的其他专业成员的见解相通。在住宅区内决定路面的颜色和纹理时，应该先知道

住宅建筑所用面砖的形式，而不应只是考虑低造价和标准做法；灯具标准的选择应该在建筑物想表

现的形式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不单是那种最易于得到的东西；路缘的细部处理应该是按开发计划

的建设意图欲达到的是城市化的抑或乡村化朴实的特性而定，而不要仅因其有标准细部的规定而采

用它，如此等等。 

3.2 需求的整体性 

为了能够以上述方法把道路当作整体来设计，有必要事先确定设计所希望有的特性。建设任何

一条道路的理由都是为了满足社区中个人和集体的要求。这些要求应当在一开始就确立下来并为这

个设计项目的所有参与者所同意。不然就十分可能使道路的建设难以符合其应达到的目的。近来设

计道路有种倾向，似乎永远都是高速；似乎把机动车使用摆在首位。事实并不需要如此。 

有些特性是一切道路所共有的：如一切道路都必须安全；一切道路都应当是整个环境的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促使提高而不是降低环境的质量；一切道路都应该叫人乐于使用。所有道路都必须

安全这点是被人们接受了，而且整体性和同一性的理由也已被提及了。对道路的要求应既是使人欣

赏的场所又是通道，这是由于道路构成我们户外生活空间所引起的必然结果。应该按这样一种方法

来设计道路：就是给那些在道路上步行、骑自行车和坐汽车的人都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3.3 设计的多样性 

道路应该让过路人感到愉快这样一种想法，可能在郊区机动车路的设计中比起大多数其他形式

的道路更有意识地给予考虑。在这些机动车路的设计中通常主要考虑的是道路布线与地形的融合，

与高架桥的外观、路堑和路堤、风景的组合，以及同整个道路环境的面貌有关的其他方面等的结合。

这种在设计中使人感到愉快的考虑并不常表现在其他型式道路中。特别是在居住区道路的设计中这

一点常感欠缺，在这些地方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交通车辆提供宽阔的路面上，集中在布局设计

的标准化和建筑材料的标准化上，而行人则通常被排挤到路面两边铺设的狭长条上去了。 

而有些特性是某一类道路所有但不是所有道路共有的。有些道路建设成用来适应车辆高速行驶，

其线路将包括过度曲线和大的转弯半径；有些道路将被建设成尽可能少破坏悦目的风景，也许是狭

窄的、蜿蜒的，并使路的边缘与风景连成一片；有些道路将建设成供车辆慢速通行。 

4. 几种类型道路的设计 

如果我们了解了每种道路布线方式的特性，在我们的道路规划设计中就会创造出一种与其周围

环境相协调并为人们所乐意使用的道路。 

当道路以这种方法考虑时，它就可以按其主要特性来分类。我们不妨将其分成以下几类：街景

型道路、流线型道路、山道型道路、乡村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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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街景型道路 

街景型道路适用于以行人的要求为主并限制车辆以低速行使的那些场所。于是，这种线路包含

了村、乡、镇、市内街坊和城镇郊区等的道路设计。 

换句话说，这种道路包括了所有非分布交通性道路，即干道。街景型道路是一种能够以步行速

度为乐的线路，它创造出一种足够完整、富于变化并饶有趣味地愉悦行人的环境，同时允许车辆以

不破坏这种环境的速度通行。 

4.2 流线型道路 

流线型道路是设计供车辆以高速驶过风景地的道路。这种道路完全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设计的：

这就是它既使所通过的乡村地域得到美化；又同时为车中乘客提供一种令人愉快和使人奋发的环境。

一条设计得很好的这种型式的道路能满足人、车和风景的要求。由竖向和水平方向适当结合的线路

所形成的长而连绵的三度空间曲线是使人赏心悦目并完全满足车辆在行驶时的动态要求。优美的曲

线勾画出等高线并显示地形。驾驶人员则因动态的意识和慢慢展开的视野而感到愉快。 

4.3 山道型道路 

山道型道路对于保存高原地区特性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类型。在山地高原地区可以发现这种类型

的道路。这种狭窄而曲折的道路随着峡谷和岩边的等高线而行。在这样一条路上的旅行者有着置身

于风景中的体会。他随着地形而不断改变着方向和高程。道路的尺度不致使人同周围环境疏远，他

那置身于风景中的感觉由于行车迎面而来的植被而加强了。如果这种道路被流线型道路所取代，这

样，驾驶人员同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亲密关系就会彻底被破坏了，他就不会再象当时那样能够有身临

其竟的感受了。景物将会象银幕上动人的画面一样只是一闪而过，而旅行者也只能从他的中央供热

汽车到某某地的中央供热旅馆或其他任何地方。 

如果分段地把拐角弄直，把直路加宽，这就已经开始了改变这些道路特性的过程。对这种类型

道路的详细分析已迫在眉睫，因为只有对它们的特点以及对它们能够产生的风景的独特感受有彻底

的了解，才可能使设计者抵制冷漠无情的改进 

4.4 乡村型道路 

乡村型道路是前述山道型道路在低地的重复。其尺度比流线型道路要小得多。它更紧随当地的

等高线布置，并移向一侧以避开周围村庄小建筑，或下降成凹形而让较重要的道路在上面的路堤上

通过，可是它却没有象山道型道路那样蜿蜒和有趣。它同山道型道路都缺乏惹人注目的路边细部处

理，但却都有着相似的与周边植被的亲密关系。在我国东北部某些地区，谷类庄稼地延伸到路的两

侧；而在南方，特别是西南部的一些地区，道路不时越过田地边界并被绿篱或某些具体的植物所围

住。 

这里再重复列出对这些道路设计应该强调的一些原则，如果打算坚持这些原则就需要加以仔细

的研究。同样重要的是，所以要坚持强调这些原则，是因为我们必须保护好不同类型道路线路，这

不仅是他们的形式决定着人们所感受到的周围景致的质量，而且也大大影响着人们从道路以外观看

不同的周围环境的质量。 

5. 小结 

对上述路型设计的探讨，可以提供一个大概参考，即道路设计师可以借此将注意力引向解决当

今社会如此紧迫关心的某些环境问题上来。这使我们有可能以一种把道路当作人们的室外起居室空

间的观点，来把握道路设计，以此思想来探讨如何将道路综合于环境中。这样一种探讨将会避免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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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从技术和几何学的观点来解决问题，否则将使我们的周围环境很缺乏人情味；这样一种探讨也可

能为我们找出一种方法以对付城市中的小汽车这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不必进行大规模的城市综

合改建；这样一种探讨也会有助于选择恰当的优先线路以供不同的使用者前往并到达其不同的目的

地。 

这里我们大部分谈的与其说同主要道路有关，不如说同次要道路有关。今天人们经常表示为环

境质量的变坏而担心，特别是人们对住宅所在地区的环境质量问题。使我们怎样控制环境质量问题

的关键之一，是道路的规划设计。在许多居住区的规划设计中，人们已经看到：在建成区中居住区

内的道路的规划设计依据并不是最适当的。其所以如此，部分是由于居住区内道路的正确的规划设

计依据与城市道路的规划设计依据之间产生了混淆。 

总之，以上内容的首要想法是阐明将道路规划设计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在设计的全过程中进行整

体考虑的必要性，以使最终的设计成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被人们喜爱的室外环境的无与伦

比的部分 

当道路的规划设计以这种方法考虑时，我们就会创造一种与其周围环境相协调并为人们所乐意

使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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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化理念在城市道路断面规划中的实践初探 

——以天津市塘沽区海德路为例 

黎晴  李长波  邵勇 

【摘  要】 “人性化街道”理念在规划工作中会遇到现行规范及评价标准不支持的困境，本文在反

思现行规范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改变规划视角的依据-以乘客通过能力为标准的城市道路分类标准以

指导城市道路空间分配。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在规划过程中以上述理论为基础的规划道路断面规划

导则。 

【关键词】人性化；理念；城市道路；断面规划；规划实践 

1.  前言 

“人性化街道”作为发展“可持续的城市交通系统”重要内容之一，是近年来城市交通规划领

域达到共识的理念，2008 年 9 月的公交周及无车日主题即为“人性化街道”，提倡重新分配道路空

间，使得城市道路空间对行人及自行车更为友好。
【5】

 

出于对过度使用机动车的担忧及城市活力空间的营造要求，“人性化街道”的理念要求城市道

路不应是机动车专用的基础设施，城市道路的服务对象应该包括公交车、自行车、行人和机动车。

道路的优先权应在适当路段给予公交车、行人及自行车，而不像传统的规划那样总是赋予机动车。 

2. 规划视角：从“车”到“人” 

2.1 现行规范的局限 

受基础理论及时代背景的限制，现行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以下简称“规范”）从某

种角度上而言是一部“以车为本”的规范，难以指导“人性化的街道”的规划与建设实践，其局限

性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2.1.1  城市道路的分类与分级是机动车设计速度为基准 

现行规范将大中城市的道路分为 4 级，即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及支路，并规定支路的机动

车速度为 30km/h。这实际上规定了所有城市道路均向机动车开放，且机动车运行的速度最低应达到

30km/小时。 

而这一机动车行驶速度对行人是危险的，相关研究表明以 30km/h 时速行驶的机动车与行人相撞

时，对行人造成的伤害大致相当于自 2 层楼高度坠下，而通常支路是城市居民日常出行使用最多的

道路，也是潜在的最适宜采用步行与自行车的道路。根据规范设计的支路往往在保证机动车行驶速

度及行人及自行车的安全方面在有限的红线宽度内难以两全。
【2】

 

此外，为行人与自行车设计的专用道路被排除在城市道路体系之外，这导致按照“人车分离”

理念规划的城市道路网络指标达不到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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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城市道路网规划指标 
【4】

 

项  目 城市规模与人口（万人）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  路 

机动车速度 

（km/h） 

大城市 
＞200 80 60 40 30 

≤200 60~80 40~60 40 30 

中等城市 — 40 40 30 

道路网密度 

（km/ km
2） 

大城市 
＞200 0.4~0.5 0.8~1.2 1.2~1.4 3~4 

≤200 0.3~0.4 0.8~1.2 1.2~1.4 3~4 

中等城市 — 1.0~1.2 1.2~1.4 3~4 

道路中机动车车

道条数（条） 

大城市 
＞200 6~8 6~8 4~6 3~4 

≤200 4~6 4~6 4~6 2 

中等城市 — 4 2~4 2 

道路宽度 

（m） 

大城市 
＞200 40~45 45~55 40~50 15~30 

≤200 35~40 40~50 30~45 15~20 

中等城市 — 35~45 30~40 15~20 

2.1.2  道路的服务水平指标以小汽车的通行能力为准绳 

现行城市道路的服务水平评价方法是以小汽车的通行情况为基准的。城市道路运行状况的监测

线圈往往安装在车行道断面上，机动车的拥堵可即时得到反映。 

对于一个满载的公交车辆，在当量小汽车的计算中仅被折算成为 4 辆小汽车，但其所载人数可

能为小汽车的 30 倍，规范所规定的评价方法不能有力支撑“以人为本”和“公交优先”理念。 

行人的通过能力在传统的评价方法中则完全被忽略，这使得道路在被行人使用时所发挥的交通

功能被评价体系所忽略。 

当量小汽车算系数
【4】

 

车    种 换算系数 车    种 换算系数 

自行车 0.2 旅行车 1.2 

二轮摩托 0.4 大客车或小于 9 t 的货车 2.0 

三轮摩托或微型汽车 0.6 9~15 t 货车 3.0 

小客车或小于 3 t 货车 1.0 铰接客车或大平板拖挂货车 4.0 

2.1.3  对人行道的宽度规定忽略了行人在行走过程中的行为多样性特征 

规范对行人所使用的人行道的宽度的计算方法，是将行人作为机械的交通工具在行走时所得到

的。而实际上，行人在行走时常常会出现攀谈，驻足以及停留等行为
【3】

，同时人行道还可以成为邻

里交往的空间。这其中的差异使得我国的人行道空间往往偏于局促。 

人行带宽度和最大通行能力
【4】

 

所在地点 宽度（m） 最大通行能力（人/h） 

城市道路上 

车站码头、人行天桥和地道 

0.75 

0.90 

1800 

1400 

2.2 主体的判别与衡量 

若果对城市道路使用效用的评价标准由当量机动车转为当量乘客的概念，并据此对城市道路的

使用特性进行分类，可对城市道路空间分配起很好的指导作用。 

完全依据机动化使用要求的道路，如下图所示的台北某道路，其断面通过能力折算成乘客的通

过能力大约为 14000人/小时。而昆明道路尽管显得纷杂，但其断面乘客通过能力达到 24000人/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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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断面与台北的道路相比，其行人与自行车的空间所占比重较大。这种差异表明在机动车为导向的

规范指引下规划设计而成的城市道路未必符合实际使用需要，同时未必有较高的城市客运输送效率。 

  

台北，断面通过能力 14000 人/小时
【6】

 昆明，断面通过能力 24000 人/小时
【6】

 

采用当量乘客的概念后，城市道路可被分为以下 3 类。 

2.2.1  以机动车为主的城市道路 

这类道路往往是城市内部组团间长距离出行联系使用的道路。限于体力因素，行人与自行车基

本不使用这些道路。这是，道路空间可以倾向机动车。在快速行驶的情况下，中央物理隔离是必须

的。此外，人行空间与车行空间应做到完全隔离以保障安全与效率。 

2.2.2  慢行方式与机动车流量均较大的城市道路 

这类城市道路是城市客运主要走廊，同时往往也是城市中最具有活力的道路。人流与车流汇集，

商业气氛浓厚往往也是交通矛盾较为集中的路段。 

在这些道路上要注意保障行人有足够的行走空间，在此基础上有条件的可与游憩空间，街头公

园相结合形成空间形式丰富，景观变化的综合公共空间。 

在个别极端的情况下，可采用步行街的方式来禁止机动车通行。 

2.2.3  完全以行人和自行车为主的道路上 

这类城市道路往往为大学校园周边，大型居住区周边的道路，是居民出行的起点与终点的末端

道路，宁静化应该是道路规划的主要理念之一。同时，通过步行活动来引发交往活动是创建和谐社

区的重要方式，应得到重视。 

在上述要求下，需要力图做到慢行与机动车系统分离，同时对机动车的速度及流量进行限制，

必要的情况下亦可机动车可实行禁行。 

基于断面通过标准乘客数量的道路分类 

类别 特点 空间要求 

机动车为主 断面通过的交通量以机动车为主 保障机动车快速安全，人行空

间与车行空间完全分离 

公交车为主 断面通过的交通量及公交车为主，同时行

人的量也非常大 

设置公交专用道，同时行人空

间要有所保障，可以适当对小

汽车进行限制 

行人与自行车

为主 

主要以行人为主，分为为枢纽与场馆周边

集散道路和居住区周边两类 

道路空间向行人与自行车倾

斜，对机动车可采用限速限流

量的方式 

   上述对城市道路的分类方法是根据居民的出行活动表现在道路上的不同形式（步行，自行车，

公交，私人小汽车等）的比例来确定的，其考虑的出行群体较为全面，避免了传统方法仅针对机动

车的缺陷。同时对空间分配的要求简单明确易于理解，是较为科学的分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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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规划道路的分类考虑 

上文所述及的分类方法对已建成道路较易识别，而对规划道路就应将其对行人的分类转换成对

道路两侧用地的分类结合较易操作。 

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的相互关系实际体现为道路所承担的交通流的特性，这也成为“人性化”

街道理念应用于规划实践时转而以两侧用地性质来区分城市道路类别的理论依据。 

基于两侧用地性质的道路分类 

用地类别 特点 空间要求 

工业园区 以机动车为主，其中货车的比例较大，行人

与自行车流量较小 

保障机动车快速安全，人行空

间与车行空间完全分离 

城市中心区 断面通过的公交车及行人量都非常大，同时

机动车流量也非常大，往往交通拥挤，人车

矛盾较大 

设置公交专用道，同时行人空

间要有所保障，可以适当对小

汽车进行限制 

居住区 主要以行人为主， 机动车交通以进出为主。 道路空间向行人与自行车倾

斜，对机动车可采用限速限流

量的方式 

上表列出了城市道路两侧的主要用地类型情况及交通流主要特征，在道路断面规划时可根据上

表中关于空间要求的原则来指导道路空间分配。  

3. 规划实践 

3.1 总体原则
【1】

 

城市道路的服务主体的确定是十分复杂的，有些学者将道路以更细致的分类来划分如交通性道

路，生活性道路以及景观性道路等。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交通性道路与生活性道路往往重叠难以

区分，而这也是城市道路运行存在许多问题的根源之一。 

上文中所述的是道路在两侧用地变化的情况下道路空间分配的原则，但目前规划工作中城市道

路的主体分类方法依然依据规范所分。从宏观的角度大致有如下图的关系来指导道路空间分配。 

 

对于道路等级越高的城市道路，其机动车在服务对象中的优先级别越高，车速也越快，在规划

中应重点考虑安全的隔离设施以及对两侧用地的优化，减少因频繁的进出交通降低道路的运行效率

及安全隐患。 

而与之对应地，道路等级越低的城市道路，行人与自行车在服务对象中的优先级别越高，在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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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路规划区段划分示意图 

划是要考虑人行道与自行车独立的交通空间以及对机动车车速的限制。 

3.2 横断面设置要素
【1】

 

将城市道路空间分为 3 类，每一类对应相应空间尺度标准。根据道路两侧用地情况、道路所属

等级及规划所赋予的功能来选取其相应尺寸是塘沽区城市道路横断面规划的主要工作方法。 

其机动车道规划宽度对规范的规定值有所缩减，这主要是基于实际使用情况及节约土地的原则

而定的。 

人行道部分按照行走空间与设施空间加以区分。其中设施空间结合绿化，市政设施以及自行车

停放带的综合考虑以改善步行环境。同时，将这一部分单独列出有助于理解人行道实际构成以给予

人行空间以足够的重视。 

塘沽区道路空间要素尺寸建议一览表 

要素 名称 示意图 适用范围 尺寸建议 

通行

空间 

机动车道 
 

小车道 3.5 

 
大车道 3.75 

自行车道 

 

需要设置自行车道的道路 
>2.5m 

,以 1.0 为单位递增 

人行道 

 

行走空间 
>1.5m 

,以 0.5 为单位递增 

设施空间 >1.5m 

隔离

设施 

中央隔离 

 

画线 0.5m 

设置隔离墩 1.0m 

绿化隔离带 >1.5m 

需要设置公交站台 >3.0m 

需要考虑轨道线路预留时 >8.0m 

机非隔离

带 

 

画线 0.5m 

设置隔离墩 1.0m 

绿化隔离带 >1.5m 

需要考虑设置公交站台时 >3.0m 

说明：1）自行车道的最小宽度考虑了一辆自行车与一辆三轮车并行的要求 

      2）分隔带设置绿化的最小值考虑了种植乔木与灌木的

基坑的最小要求 

3.3 海德路断面规划简介
【1】

 

3.3.1  基本概况 

海德路为塘沽区规划中的主干路，是西外环与西中环之间唯

一一条贯通全区的南北向主干道。海德路除沟通海河两岸及各个

组团之间的联系外，还承担津秦高铁塘沽站北侧的集散任务，是

塘沽区规划里程最长，承担功能最复杂的一条主干道，依据道路

服务主体在不同区段的变化对道路横断面进行有针对性地规划安

排的必要性最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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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规划分段 

根据海德路两侧用地性质的差异，将海德路的路段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工业园区段： 

根据《塘沽区城市分区总体规划》，海德路全线穿越的工业区段有 3 段，其中高铁站以北 1 段，

海河以南 2 段，图中所示棕色段。 

 城市中心区段 

海德路作为高铁站西侧的主要集散道路，除了承担高铁站的集散任务外，由于高铁站周边的土

地根据交通枢纽对城市开发的带动作用而做了优化，围绕高铁站将形成塘沽区的城市副中心，海德

路这一区段成为城市中心路段的道路，即图中所示红色段。 

 居住区段 

海德路穿越的城市生活区主要集中在胡家园地区，海河南部的新城片区，及南部新城片区，即

图中所示黄色段。 

 穿越段 

海德路穿越的部分区段为城市隔离绿地，两侧并无城市建设用地，即图中所示绿色段。 

3.3.3  断面规划导则 

 工业园区段： 

在工业园区段，行人与自行车流量较少，建议行人与非机动车共板。由于机动车的速度通常比

较快，必须设置中央分隔带。 

 城市中心区段与居住区段 

在城市中心段与居住区段，不建议设置中央分隔带。对向车流的分隔建议使用画线或隔离墩，

以减少行人穿越道路的行走距离以及减少道路在中心区的占地面积。 

城市中心段与居住区相比，其人行道相应宽些，其自行车道应相应窄些。机动车道的设施也应

考虑到公交车在机动车中的比例较大而予以适当加宽。 

 穿越段 

而对于跨越段的道路横断面则不应机械地按照 50 米红线来控制。利用跨越段的出行需求往往是

较长出行距离，因此对行人及自行车的空间安排仅需要按照最小宽度考虑。规划红线可缩窄至 30m。 

3.3.4  其他问题 

快速公交一般设置在道路红线 50 米以上的主干路，公交专用道可选择路侧或道路中央两种布局

形式。 

路侧布局公交专用道时，机非隔离带应不低于 3.0 米，便于设置公交站台；如增设港湾，应进

行局部路段的红线及断面调整。 

道路中央设置公交专用道时，应进行必要的限定或隔离，采用岛式站台、前后设站的方式，以

减小隔离带的宽度。 

4. 结语 

城市道路的断面规划往往是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中较为薄弱的一环。对道路根据等级来确定一个

统一的规划红线宽度是目前常见的工作深度。而基于“人性化街道”的理念，在规划阶段介入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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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横断面规划，是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相结合的途径之一。 

 本文介绍了在塘沽区的路网规划过程中，对城市道路断面规划中体现“人性化”街道理念

的一些探索。其主要方法是根据规划道路两侧的用地性质来区分城市道路的使用特性，并据此来分

区段规划城市道路断面。其中，在居住区及城市中心区的城市道路断面规划要注重城市空间向行人

及自行车以及公交车等绿色级别较高的方式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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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品质城市道路横断面规划设计探讨 

汪 涛  韩聪颖 

【摘  要】我国城市道路面临的交通压力与日俱增，要实现安全、高效、有序、环保的高品质城市

道路，就需要科学合理的规划、设计与管理，道路横断面是城市道路规划设计的关键要素之一。首

先，从横断面的规划、设计、相关规范等方面探讨分析了现状存在的问题，然后在城市规划阶段需

考虑因素、道路空间资源的分配优先度、交通功能与绿化的协调、设计的人性化、规划设计的流程

与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建议。最后，给出了各类道路横断面的规划设计模式示例。 

【关键词】城市道路；横断面；交通规划；交通设计；高品质；可持续发展 

1. 引言 

中国的城市化和机动化迅猛发展，城市道路面临的交通需求压力与日俱增，如何通过科学合理

的交通规划、设计与管理，来实现安全、高效、有序、环保的高品质城市道路，已迫在眉睫。 

道路横断面是城市道路规划设计的关键要素之一。横断面的规划，直接关系到城市空间的发展、

土地资源的利用，以及土地开发规模与路网容量的协调；横断面的设计，影响着道路交通功能的发

挥与出行者的通行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品质与形象。 

2. 道路横断面现状问题 

2.1 城市规划层面考虑不足 

在城市总体规划中，对于某条道路的规划红线，往往定一个宽度值，并给出相应标准横断面，

也少有考虑交叉口拓宽渠化需要增加的红线宽度。另外，规划出的横断面没有数据支撑，采用什么

横断面类型，设置几条机动车道等等，都考虑不充分。这样，对后期横断面设计的指导意义不大，

更难发挥约束作用，甚至产生反作用，从而导致了规划与设计脱节。 

例如，一条贯穿城区的道路，如果不分段考虑周边的用地开发、不同区段的预测交通量、交通

构成情况等，就难以规划出因地制宜的合理横断面，导致后续的横断面设计难以分配到了空间，经

常遇到要么宽度不够限制交通功能的发挥，要么宽度过多，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 

2.2 可持续发展不足 

中国是自行车大国，传统的横断面规划设计时，为了解决机非干扰问题，城市干道普遍采用了

三块板的横断面形式。从表面上看，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各行其道，提高了交通安全性，但实

际上机、非、行人在同一条道路上的同时优先意味着大家都不优先，尤其穿越中心区、核心商业区

的干路为甚。加之，长期以来，我国城市集中资金建设干路、立交，忽视支路尤其是贯通性支路的

规划建设，支路不成网络、不成系统，自行车、行人均汇集到几条贯通性的三块板道路上，这不仅

加重交叉口的机、非、行人的相互干扰，且行人过街很不安全，大大降低交叉口的通行能力。[1]
 

上世纪末以来，随着机动化程度的快速提高，以及自行车交通的部分转移，上海、广州、深圳

等特大城市逐步推广建设两块板主要干道，并配合规划建设慢行交通网络。但是我国大部分城市在

干道横断面形式的选取上仍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考虑，还在千篇一律地建设传统的一块板或三块板道

路。 

另外，在道路绿化种植方面，可持续发展考虑也不足。比如，行道树多为多年生乔木，而其经

常被种植于机非分隔带处，导致道路改造时难免被迁移或砍伐，不仅破坏生态，也增加投资，甚至

引起群众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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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设计层面重形式不重功能 

在道路横断面设计层面，交通功能考虑不足，往往偏重于形式。例如车行道宽度设计，一些人

以为车道宽一些较好，车开起来即安全又快速，甚至某些行政领导认为路越宽越“气派”。其实，

道路宽度和车道宽度，都要按需设计才能有效发挥道路的交通功能。正所谓“车道宽车成面，车道

窄车成线”，当车道宽度过大，就会导致车辆不按车道行驶，出现两个车道并排三辆车的混乱情况，

反而不利于通行效率与交通安全。 

道路绿化的设计也往往只注重景观效果，片面追求绿化率，忽视绿化对交通的作用。不当的乔

木树种与种植位置，往往会遮挡交通标志牌，影响道路的交通功能；不当的灌木种植高度或密度，

可能导致无法满足机动车驾驶员、行人的视距要求，或无法防止行人乱穿马路的行为，从而造成安

全问题。 

2.4 人性化考虑不足 

我国大中城市在新建或改建道路时，为了满足机动车的需求增长，主干道越来越多的采用双向

六车道甚至八车道，但往往是以车为本，缺乏对过街行人的考虑。不设计中央分隔带，行人一次过

街需穿越 20 多米宽的机动车道，并且要连续穿越双向多股车流，如果中途不停，一般人也需 16 秒

以上，老年人和小孩的过街时间更长，对弱势群体缺乏人性化的考虑。 

自行车经常被归属为车辆，因而经常与机动车放在一个平面，甚至与机动车没有隔离措施，从

而导致自行车出行者既受到机动车尾气的污染，又存在安全上的威胁，更难说有人性化的通行环境

了。 

城市干道如果中央没有分隔带，对于夜间在内侧车道行驶的驾车者而言，往往缺乏安全感；有

的干道或者用了护栏进行隔离，但是护栏无法防止对向眩光，遇到来车开启大灯，驾车人也会感到

不适，同时也存在着安全隐患。 

人行道缺少绿化或绿化形式与步行带结合不佳，路灯也主要考虑机动车，未细致考虑步行者在

晚上出行环境的舒适性与安全感。 

2.5 相关设计规范滞后 

我国《城市道路设计规范》从开始编制到目前实施已近 20 年，在这期间，城市道路交通流构

成、道路建设标准、道路网等级结构以及居民出行方式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原有的道路横断面设

计标准可能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要求。[1]
 

例如，原来车道宽度的设计标准到现在已经不大适合。城市道路的路段行车速度，受到间距较

近的信号控制交叉口及路段单位进出口的影响，已经难以达到原先的道路设计车速，车辆组成也以

小车为主，如果再按照设计行车速度以多辆大车并排行驶来确定车道宽度的话，就会出现车道偏宽

的结果。因此，急需对城市道路横断面规划设计的相关规范进行更新与补充，这关系到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和行业的进步。 

3. 横断面规划设计建议 

3.1 横断面规划阶段的考虑 

在规划阶段，要针对道路的不同区段确定红线宽度，并考虑交叉口拓宽渠化的需要，合理增大

交叉口红线。建议城市规划阶段的横断面设计参数只给范围，给后期横断面设计预留一定的灵活性。 

对于主要干道的横断面规划，推荐两块板形式，这适用于机动车流量较大、非机动车流量较小

的快速路、主干道或次干道；建议采用慢行一体化，行人与非机动车布置于同一平面，之间采用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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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柔性隔离。支路可采用一块板形式，车行道宽度预留灵活性。 

3.2 横断面交通空间设计 

在道路规划红线范围内，如何合理有效的给各类交通方式分配有限的空间资源尤为关键。横断

面设计时，不能对交通需求一味的满足，而需要通过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引导某些交通出行者进

行路网上的转移或向合理的交通方式转变。 

不同类别的道路其主要服务对象不同，因此，各类交通方式在横断面空间设计时的优先度，应

根据道路等级与功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快速路到支路，行人、非机动车交通的优先度应从低到

高，而社会机动车的优先度则由高到低，另外，常规公交在各等级道路上都应考虑一定程度的优先。

具体关系见如下示意图。 

 

图 1 各类交通方式优先度与道路等级关系 

对于机动车车道宽度，根据道路等级、车辆构成以及预计能达到的行车速度，建议单车道宽度

取值如下。 

表 1 各等级道路单车道宽度建议值 

等 级 
计算车速 

km/h 

建议单车道宽度（m） 

大客、大货或混行车道 小汽车车道 

快速路 80 3.75 3.5 

主干道 

50-60  3.5-3.75 3.5 

40-50  3.5 3.25-3.5 

30-40  3.25-3.5 3.25 

次干道 
40-50  3.5 3.25-3.5 

30-40 3.25-3.5 3.25 

支 路 

30-40 3.25-3.5 3.25 

20-30 3.25 3.0-3.25 

<20 3.25 3.0 

3.3 道路绿化的合理设计[2]
 

道路绿化的配置与道路的功能、类型及周围的环境条件密切相关，需科学与艺术相结合，还需

考虑功能的科学性。 

在道路绿化的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到绿地植物与各项公共设施之间的关系，把握道路地下各种

管线的分布以及铺设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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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绿化在树种的选择及布置上应考虑到将来道路横断面的改造，如多年生乔木应种植在最无

可能改造的位置。 

较宽道路绿化可用于道路交叉口拓宽以及公交港湾式停靠站的设计，要注意在交通干道上种植

行道树时，须考虑车辆通行时的净空高度要求，尤其是在公交停靠站附近若有大型公交车停靠，其

高度不得低于 3.5 m,，此外还需注意两侧行道树在道路上方的树冠不宜相连，应留有空间, 利于排放

汽车尾气。 

宽度在 5 m 以上的道路绿化隔离带可用于路边机动车停车，也可利用行道树树穴间隙设计非机

动车停车位，不仅使有限的道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还提升了城市的景观。 

另外，道路景观不仅仅是绿化，交通也是动态的风景线。对于改建道路的设计，对树木的保护

需要把握一个合理的度，避免过分追求对现在树木的保护，而放弃道路最重要的交通功能与安全性

要求。 

3.4 横断面人性化的考虑 

合理设置绿化景观小品，为行人提供娱乐休憩的设施与环境。在较宽的人行道绿化带上，可设

置电话亭、垃圾箱、行人座椅等，既提高了城市景观，又体现人性化的关怀。 

非机动车道在设计时，应把其归为慢行交通，尽量避免与机动车混行。 

横断面的空间资源的设计中，需考虑盲道的布设位置及宽度。 

路灯的设计与布设位置，需考虑行人与非机动车的有效照明及安全、舒适性。 

3.5 合理的规划设计流程 

交通引导城市发展，因此，在进行城市总体规划编制或修编工作时，建议同步开展综合交通规

划，两个规划的互动，可以更好的促进城市发展布局优化、土地开发与交通的协调。在城市规划定

道路红线时，可以综合交通规划中的分析数据作为依据。 

另外，要规划设计合理的道路横断面，需从专业角度分析研究，充分体现专业性，减少或避免

非专业的行政干预。 

3.6 相关规范的修订与补充 

在分析道路交通现状的基础上，根据城市的发展趋势，预测将来交通的发展情况，及时修订完

善原有的规范，补充制定新的相关规范。 

4. 横断面推荐模式示例 

4.1 主干道横断面示例 

对于规划红线为 50 米的城市主干道，设置两块板形式。中央绿化隔离，同时可布置路灯、标志

牌等设施。慢行交通一体化设计，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宜过大，引导其往支路或次干道网络

通行。机动车双向六车道，单车道宽度 3.5 米，两侧各 0.25 米的路缘带。机非分隔带设置 5 米绿化，

在路段有停车需求的位置可设置停车位，在公交停靠站位置可设置港湾和站台。具体见下图。 

 

图 2 城市主干道路段横断面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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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道在交叉口削减机非绿化带，进行拓宽渠化，机动车进口单车道宽度 3~3.25 米，出口单车

道宽度 3.25~3.5 米。延伸中央分隔带设置过街安全岛，宽度 2 米左右。具体见下图。 

 

图 3 城市主干道交叉口横断面示例 

4.2 次干道横断面示例 

对于规划红线为 40 米的城市次干道，设置两块板形式。中央绿化隔离，同时可布置路灯等设施。

慢行交通一体化设计，通过点状乔木进行柔性隔离，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宽度需满足通过能力，并

提供较好的慢行交通通行环境。机动车双向四车道，单车道宽度 3.5 米，两侧各 0.25 米的路缘带。

机非分隔带设置 1.5 米的灌木，保证合理的密度和高度，限制乱穿马路行为。具体见下图。 

 

图 4 城市次干道路段横断面示例 

次干道在交叉口需拓宽红线进行渠化，机动车进口单车道宽度 3~3.25 米，出口单车道宽度

3.25~3.5 米。延伸中央分隔带设置过街安全岛，宽度 2 米左右。具体见下图。 

 

图 5 城市次干道交叉口横断面示例 

4.3 支路横断面示例 

对于规划红线为 30 米的城市支路，采用一块板形式。机动车道采用 10 米宽度，双向两车道，

多余宽度可根据需求灵活使用，比如设置路边停车带、出租车停靠点、进出口待行区等。慢行交通

一体化设计，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过盆景、座椅等设施进行柔性隔离，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需给慢行

交通提供良好的通行环境。具体见下图 6。 

支路在交叉口进行适当渠化，10 米的车行道可设置 2 个进口车道和 1 个出口车道。距离交叉口

停车线 30 米左右的范围内，可在机非分隔处设置护栏，防止行人随意穿越机动车道而影响交叉口的

通行。具体见下图 7。 

       

图 6 城市支路路段横断面示例        图 7 城市支路交叉口横断面示例 

5. 结语 

科学合理的横断面规划设计是建设高品质城市道路的重要前提，它关系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9.5 13.5 2 15.5 9.5 

3.25 3 3 3 3.25 3.5 3.25 3.25 3.5 3 
1.5 

3.5 
1.5 

2 
1.5 

3.5 
1.5 

3 

50 

 

11.5 7.5 2 7.5 11.5 

2 3.75 3.75 3.75 3.75 4 
1.5 

4.5 
1.5 

3.75 4 
1.5 

4.5 
1.5 

40 

 

11.5 10.5 2 12.5 11.5 

3 3.25 3.5 3.5 3.5 

48 

4 
1.5 

4.5 
1.5 

4 
1.5 

4.5 
1.5 

2 3 3.25 

 

30 

10 10 10 

3.5 
1.5 

3 
1.5 

3.5 3.5 5 3.5 5 

P 

 

3.5 

1.5 

3.25 

1.5 

3.25 3.5 5 3.5 5 

30 

10 10 10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365 

 

交通参与者的出行品质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本文探讨了现在城市横断面规划设计中存在的一些问

题，提出了完善横断面规划设计的建议，并给出了各类道路横断面的规划设计模式示例。此外，对

于一些城市近几年大量出现的电动车交通，有待于在政策法规、规划设计规范等方面做进一步的研

究。 

（本文构思得到同济大学杨晓光教授的启发，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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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二环以内“30 分钟畅通工程”总体方案研究 

刘进明  何继斌  代义军 

【摘  要】深入解析内涵及现实差距，围绕 30 分钟畅通工程目标，明确各个时期交通建设重点，统

筹考虑项目建设的各方面要求，通过 5-8 年的努力，构建起衔接良好、换乘方便、舒适可靠、以轨

道为骨架的公共客运体系，层次明晰、结构合理、功能完备的路网体系和安全高效、动静有序、智

能化的道路交通管理体系，支撑城市社会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关键词】二环以内；30 分钟；畅通工程；总体方案；武汉 

伴随武汉城市化、机动化和现代化进程，面对“中部崛起”和“两型社会”建设新的形势和要

求，构筑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改善城市交通状况，改善市民出行条件，提升城市功能，促进城

市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是未来一段时期武汉交通建设和发展的艰巨任务。为此，2008 年武汉市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启动实施二环以内 30 分钟畅通工程”。 

1. “30 分钟畅通工程”背景理解 

实施二环以内“30 分钟畅通工程”，是解决现状交通问题、改善市民出行条件的需要。二环以

内中心城区作为全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中心，金融、办公、商务等城市功能日益完善，交通

需求快速增长，以主城 40％的道路容量承担了 60％的交通需求，主要交通干道日益拥堵，影响了市

民正常出行，交通已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 

实施二环以内“30 分钟畅通工程”，是适应交通需求增长、提升城市整体功能的需要。随着武

汉机动化进程加快，到 2015 年机动车拥有量将达到 150-160 万辆,出行次数为 350 万车次/日，二环

以内中心城区必须适应快速机动化出行需求的增长。 

实施二环以内“30 分钟畅通工程”，是统筹城市设施建设，确定资金投入重点的需要。历年来

武汉市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薄弱，城建资金有限，如何确定投入重点，最大限度发挥投资效益，是当

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实施 30 分钟畅通工程，加大对中心城区交通设施投入，是实现城市交通战略目

标的重要措施。 

2. “30 分钟畅通工程”目标解析 

2.1 “30 分钟畅通工程”总体目标 

―30 分钟畅通工程‖就是二环以内 181km
2 区域内任意两点间机动车出行时间不超过 30 分钟，其

中 2012 年和 2015 年 30 分钟的可达率分别为 80％和 90％。 

2.2 总体目标的实现因素及要求 

  按照道路交通运行时间、距离与速度的关系，―30 分钟畅通工程‖的实现取决于车行距离、行

程车速“两个因素”和出行结构、道路网络、交通秩序―三个保障‖。 

出行结构保障：改善公交服务水平，保持合理出行结构，控制小汽车出行总量。2012 年公交出

行比例不低于 27%；2015 年公交出行比例达到 30％，小客车出行比例控制在 10％以内。 

道路网络保障：提升道路供给设施，为车辆运行提供良好条件。快速路网络密度达到 0.65km/km2，

常速系统干道网络密度达到 2.3km/km2 以上。 

交通秩序保障：加强交通管理，实现道路交通连续、稳定运行。主干道以上道路实现 100％机

非物理隔离和占道清理，干道交叉口实现 100％灯控，区域控制系统 100％覆盖二环以内的灯控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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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区域建设行车诱导系统和停车诱导系统。 

3. 实现 30 分钟畅通的现实差距 

近年来，武汉加大了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力度，一大批重大项目相继投入使用，交通供给水平不

断提高，但道路交通状况与实现“30 分钟畅通工程”的要求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 

3.1 目标的差距 

模型测算现状二环内 30 分钟平均可达率为 50％，一环线周边地区 30 分钟的可达性相对较好，

二环线周边区域 30 分钟可达率较低，远远低于 2012 年 80％和 2015 年 90％的目标。 

3.2 交通运行水平的差距 

现状三镇主要干道的现状平均车速集中分布在 15-25 公里/小时，路网的平均车速为 22 公里/小

时，汉口与汉阳路网平均车速略高于武昌，但仍低于 30 公里/小时的速度目标。 

3.3 交通出行结构的差距 

近年来武汉公共交通有明显改观，但轨道通车里程少、公交层次单一，导致公交线路向主要干

道聚集、重复系数大、站点排长龙等问题，现状公交出行比例为 23.4％，2015 年要达到 30％还有较

大的差距和难度。 

3.4 交通设施供给的差距 

二环以内现状道路网总长约 783km，路网密度约 5.32km/km
2，道路面积率仅为 9.5％，其中，

达到快捷路标准和通行条件的道路仅有 17km，快捷路密度为 0.12km/km
2。除此之外，现状中心城

区仅有 2条过长江通道，据测算 2015年中心城区过江需求将达到 38-40万辆/日，共需５条过江通道。 

3.5 交通管理设施的差距 

现状二环以内存在路口渠化率低、干道隔离设施不完善、占道停车严重、高科技手段运用不足

等问题，与交通秩序保障目标差距较大。 

4. 总体措施和方案 

结合交通实际和“30 分钟畅通工程”的目标，应采取科学的交通理念，指导“30 分钟畅通工程”

方案和实施计划的制定。 

4.1  “30 分钟畅通工程”遵循的交通理念 

升级扩容、减负增效。建设二环，形成中心城区分流通道；改造升级部分干道为快速（捷）路，

形成快速（捷）路系统骨架；增加路网密度，完善路网结构，提高交通效率。 

以人为本，公交优先。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建设，构建无缝衔接的公交换乘枢纽，优化常规公交

线网，提高公交服务水平。 

综合协同，建管并重。加强交通管理设施建设，优化交通组织方案，扩大智能化管理手段运用

范围，提高交通运行水平。 

4.2 总体方案和措施 

实现二环以内“30 分钟畅通工程”的总体方案包括道路、公交和交管三个方面的八大工程。 

实施过江通道建设工程，缓解过江交通压力。过江通道是三镇联系的重要纽带。根据规划，2008

年将建成青岛路过江隧道，2011 年建成二七路长江大桥，2015 年建成鹦鹉洲过江通道，2015 年中

心城区将形成 5 条过长江通道的过江交通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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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环线贯通建设工程，构筑快速(捷)路骨架。快速环线及放射线是中心城区过境分流通道及组

团间的快速交通走廊。根据规划，2015 年二环以内将形成“两环五联九射” 139 公里的快速（捷）

路系统，其中两条快速环线为一环线和二环线（三环南段）；五条快捷联络线分别为香港路－沙湖

桥、琴台路－武珞路、中南路－中北路、江城大道和武胜路－鹦鹉大道；九条快速放射线分别为宝

丰路、黄浦路、江北快速路等。 

实施常速系统加密工程，优化道路网络功能。常速系统是连接快速（捷）路骨架和次区域的重

要载体，是实现次区域 5 分钟上下快速（捷）系统的关键所在。根据规划，2008-2015 年,二环以内

新改建主干道 20 条，总长约 42 公里；新改建次干道 54 条，总长 89 公里；新改建支路 118 条，总

长度约 51 公里，使中心区路网密度达到 6.5 公里/平方公里。 

实施轨道线网建设工程，提高公交出行比例。轨道交通是长距离大运量的快速客运交通方式。

根据规划，2008-2012 年将建成轨道交通 U1 线、U2 线一期和 U4 线一期，线网规模达 70 公里；

2013-2015 年建设轨道交通 U2 延伸线、U4 延伸线和 E3 线一期，新建轨道线路长度为 60 公里。 

实施公交线网优化工程，提高公交运行水平。结合轨道线路建设，对现有常规公交线网进行优

化调整，提高公交运行水平。根据规划，到 2012 年规划调整 200 条常规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衔接，

形成总长约 81 公里公交专用道网络。 

实施道路交通分离工程，保障安全提高车速。实施道路交通分离工程，实现机动车与行人、非

机动车的隔离，提高交通效率、安全和车辆运行速度。根据规划，将对二环内 32 项、132 公里长的

干道实施交通分离，并建设 70 座人行过街天桥或地道。 

实施区域路口控制工程，打造连续交通体系。合理进行路口组织优化，能够有效挖掘既有道路

潜能，提高交通运行效率。根据规划，二环内需要进行交通组织优化的路口共计 43 个，其中汉口

14 个，汉阳 6 个，武昌 23 个，同时扩展 ATC 系统调控范围至整个中心城区，全面掌握中心城区交

通状况。 

实施智能管理系统工程，提高路网运行效能。智能交通系统建设是提高道路交通运行效率的必

然方向。当前，要着手开展中心城区停车诱导和行车诱导系统建设，完善交通监控系统，开展城市

交通仿真系统研发和建设。 

5. 建设项目实施计划 

综合考虑辛亥革命百年庆典与 30 分钟畅通工程分阶段目标要求及政府财力，制定道路、公交和

交通管理分期实施计划。 

5.1 道路建设实施计划 

建设计划安排总体原则：①锁定―30 分钟‖目标，明确各阶段交通建设重点；②优先实施环线贯

通工程，尽快构建快速（捷）路骨架；③充分考虑建设工期问题，统筹工程建设时序；④统筹投资

强度，合理确定建设规模。 

2008-2011 年道路建设计划 

2008-2011 年将建成二七路长江大桥、发展大道段等 87 公里的快速（捷）路，复兴路、沿江大

道等 28 公里的主干道，紫阳东路、秦园路等 29 公里的次干道和解放小路、唐蔡路等 13 公里的支路。

项目形成后，30 分钟可达率为 75％，路网平均车速提高至 26 公里/小时。 

2012 年道路建设计划 

2012 年将建成二环线汉西路段、十升路段等 10 公里的快速（捷）路，月湖大道、丁字桥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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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等 3 公里的主干道，前进四路、八一路等 20 公里的次干道和竹苑路、黄鹂小路等 24 公里的支路。

项目形成后，30 分钟可达率为 80％，路网平均车速提高至 27 公里/小时。 

2013-2015 年道路建设计划 

2013-2015 年将建成墨水湖北路、鹦鹉洲过江通道等 26 公里的快速（捷）路，北湖西路、沿江

大道等 11 公里的主干道，武珞六巷、墨水湖南路等 40 公里的次干道和水果湖北路、马场角路等 14

公里的支路。项目形成后，30 分钟平均可达率为 90％，路网平均车速提高至 29.6 公里/小时，基本

实现目标要求。 

5.2 公交建设实施计划 

建设计划安排总体原则：①大力推进轨道建设，确保 2015 年公交出行比例 30％目标的实现；

②结合轨道站点，建设公交换乘枢纽；③结合轨道线路及枢纽布局，优化常规公交线网；④结合公

交客流走廊分布，扩展公交专用道网络。 

轨道建设实施计划：①2008-2012 年建成 U1 线、U2 线一期和 U4 线一期，线网规模达 70 公里；

②2013-2015 年按每年建设 20 公里的目标，建成 U2、U4 延伸线及 E3 线一期等工程。 

公交枢纽实施计划：①2008-2012 年建设公交枢纽 12 座，总占地面积约 13.8 万平方米；②

2013-2015 年建设公交枢纽 4 座，总占地面积约 2.4 万平方米。 

公交线网优化实施计划：①到 2012 年，分别调整 60 条、80 条和 60 条常规公交线路与轨道 U1

线、U2 线和 U4 线衔接；②到 2012 年，二环以内形成总长约 81 公里公交专用道网络。 

5.3 交通管理建设实施计划 

建设计划安排总体原则：①管理挖潜，提高既有设施利用效率；②完善交通隔离设施，实现快

慢分行和人车分离；③探索停车场建设新路子，提高停车泊位供应水平； ④推进智能设施建设，提

高管理科技化水平；⑤实施适宜需求管理措施，增强市民交通意识。 

路口优化实施计划：二环内，需要进行交通组织优化的路口共计 43 个，其中汉口 14 个，汉阳

6 个，武昌 23 个。 

占道清理实施计划：二环内需要进行占道清理的道路共 94 项，长度约 124 公里，其中汉口 23

项，长度约 22 公里；汉阳 36 项，长度约 35 公里；武昌 35 项，长度约 67 公里。 

隔离设施实施计划：二环内需要进行隔离设施完善的干道共 32 项，道路总长约 132 公里,其中

完善路中隔离的干道 15 项，长 64 公里，完善路中+路侧隔离的干道 17 项，长 68 公里。  

人行立体过街设施实施计划：到 2012 年，二环以内规划建设 70 座人行过街天桥或地道。 

公共停车设施实施计划：在二环内停车问题相对突出的地区，如大兴路、民族路、前进路等地

点建设公共停车场（库）。 

智能化设施实施计划：在商业、金融中心、交通枢纽等区域建设停车诱导和行车诱导系统，着

手建设交通仿真系统。 

交通需求管理和交通安全教育计划：对长江大桥和青岛路过江隧道实施适宜的过江交通管制措

施，着手开展 ETC 系统研发和建设，加强市民交通安全意识宣传教育。 

6. 结语  

改善城市交通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部门和单位较多，建设任务较重，实施周期

较长，需要得到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因此，应加强统筹协调和调度，多渠道筹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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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配建设资金，做好各项技术支撑，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建立高效的保障机制，实现二环以

内 30 分钟畅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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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过街设施间距调查分析1
 

王京元  谢璇  梁嘉林  周特耀  林镇熙  赵鹏 

【摘  要】鉴于国内外对行人过街可以接受的绕行距离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的现状，对行人过街设施

间距进行调查研究。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采用实地观测与问卷相结合、行为调查和意向调查

相结合的方法，对深圳市科技园周边行人过街行为及行人对过街绕行距离的接受程度进行调查。调

查结果表明，未曾有过违章横穿道路的人比曾经有过横穿道路的人愿意接受更长的绕行距离，并且

对男性来说二者的差异更明显；在曾有违章横穿马路经历的群体中，女性可接受更长的绕行距离；

对一直遵章的群体来说，男、女可接受的绕行距离则基本无差别。在可以穿越道路的前提下，大多

数行人就近违章横穿马路，中央分隔栏可以较大程度减少行人违章横穿道路的行为。对行人违章穿

越马路的原因和主要影响因素也进行了调查分析。 

【关键词】行人交通；过街设施；间距 

随着“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行人交通作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

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北京、深圳、厦门、南通等越来越多的城市已经或正在编制步行（慢行）系

统规划，上海市还制定了相关行业标准[1]。行人过街设施是连接整个步行系统的重要环节，是行人

穿越马路的通道。行人过街设施可分为两大类[2]：一类是平面行人过街设施，如人行横道、行人信

号灯等；一类是立体行人过街设施，如行人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等。由于对行人交通研究不足，目

前国内城市普遍存在行人过街设施设置不合理的现象，行人过街安全性不高，便捷性不足，违章穿

越街道居高不下。据调查[3]，深圳市有 65%的受访者表示曾经违章穿越主干道。随着中国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和机动车保有量的剧增，原有的行人过街问题进一步突出，道路交通设施的利用率进一步

降低，纵向交通与横向交通处于不和谐的状态[4]。 

其中，间距过大是我国行人过街设施设置不当的主要症状之一，据本研究调查所得，有 36.88%

的人为此违章横穿马路的原因[3]。目前，国内外对行人过街可以接受的绕行距离、行人过街设施间

距等尚未形成一致结论[5]。因此，有必要对行人过街设施间距进行调查研究。 

为此，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观测和问卷形式，对深圳市科技园周边行人过

街设施间距进行调查，主要包括行人特性、设施特性以及行人对过街设施间距的接受程度；基于调

查数据，分析不同群体可接受的绕行距离。 

1. 行人过街设施间距研究概述 

相关文献指出[5]：美国行人步行过街最大可承受距离为 45 m，即便利的过街设施间距不应超过

90 m；以步行为导向的北美街区，特别是在主要街道的公寓、商业中心、学校前，152 m 是比较合

适的过街设施间距。宇宙野在日本的交通调查结论为[6]，行人可接受的绕行距离仅为 20 m 左右，

因而，当人行横道间距为 40 m 左右时，行人更乐于使用人行横道。 

北京的问卷调查表明[7]，37.6%的行人可接受绕行距离不大于 50 m，60.9%的行人可接受 50~200 

m，只有 1.5%的行人愿意绕行 200 m 以上。基于对行人心理、车辆行驶、道路通行能力的分析，文

献[2]提出国内城市平面行人过街设施合理间距的计算方法，并建议城市中心商业区道路为双向 2、4、

6 车道时，行人过街设施的最优间距分别为 130~230 m、260 m 和 290 m；城市一般地区的道路为双

                                                        

1资助项目：深圳市基础研究计划项目(No. JC2009031303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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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2、4、6 车道时，行人过街设施的最优间距分别为 460 m、520 m 和 580 m。文献[5]通过对上海居

民的问卷式意愿调查，给出了不同道路、不同年龄行人过街的理想、极限时空阈值。  

综上所述，对行人过街可以接受的绕行距离，国内外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相关调查中，不同行

人在不同过街环境的多元意愿也未得到充分考虑。为了提供更加人性化的过街设施，行人的行为和

意愿应该成为规划设计的主要依据[5]。 

1.1 研究方法 

行人对绕行距离和过街设施间距的接受程度是行人心理特征的表现。因此，本文通过实地观测

与问卷相结合、行为调查和意向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获取基础资料，分析行人过街设施的合理间距。 

1.2 实地观测 

本次调查选择深圳市科技园周边的 3 个路段（以相邻两行人过街设施为起止点）作为调查地点：

①科苑路深南科苑立交段，南起科苑立交，北至下一个人行横道；②深南大道深大北门至科技园段，

西起深大北门天桥，东至科苑立交；③深南大道白石洲路段，以白石洲公交站点东、西两侧相邻的

行人过街设施（人行横道）为起止点。其中，科苑路为城市次干道，深南大道为城市主干道。 

记录所选路段的周边环境、道路条件、交通条件，分别观察高峰时段和非高峰时段行人的过街

行为。 

1.3 问卷调查 

此次调查重点对行人特性、违章横穿马路的情况、原因及影响因素、行人对绕行距离的接受程

度以及对不同类型过街设施的偏好进行了行为调查和意向调查。 

在上述 3 个调查路段共收集有效问卷 160 份。其中，男性 91 位（占 56.9％），女性 69 位（占

43.1％）；调查样本的年龄 20 岁以下、20～30 岁、30～40 岁、40～50 岁及 50 岁以上的人数分别为

12（占 7.5％）、105（占 65.6％）、27（占 16.9％）、14（占 8.8％）和 2（占 1.2％）；从受访者

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初中、高中、本科及本科以上的人数分别为 2（占 1.2％）、19（占 11.9％）、

23（占 14.4％）、96（占 60％）、20（占 12.5％）。可见，调查对象以年轻人为主，40 岁以下的占

了 90%，尤其是 20～30 岁的人数最多，且大部分的教育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的占到 72.5%，这

与科技园的职业特点相吻合。 

2. 调查数据与分析 

2.1 行人过街行为 

3 个调查路段的道路情况、交通情况、行人过街、行人过街行为情况如表 1 所示。 

根据现场观察，行人过街行为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在可以穿越道路的前提下，大多数行人都

选择就近横穿马路，而不会走行人过街设施；如道路中央设有分隔栏，可以较大程度减少行人违章

横穿道路的行为，对行人意向调查的结果也说明了这一点，如设有中央分隔栏，仅有 13%的受访者

表示会跨越栏杆横穿马路；所调查路段行人横穿马路的行为在高峰小时与非高峰小时行没有明显的

差别；相对于人行天桥和地下通道，人行横道的使用率更高，这与本研究有关行人过街设施选择偏

好的意向调查结果（受访者最喜欢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地下通道的比例分别为 45%、34%、21%）

一致。这体现了人类普遍存在的“省能”心理[8]和“利己性”。另外，需要说明一点，由于调查地

点位于工业区附近，大部分的行人是在周边上班的年轻职工，对周边交通环境比较熟悉，使得本次

调查所观察到的违章横穿马路的行为不会因车流量的大小而有明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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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行人过街行为调查结果 

      调查地点 

调查项目 

科苑路深南科苑立

交段 

深南大道深大北门

至科技园段 

深南大道白石洲路

段 

过街设施类型 
人行横道、人行天

桥 

人行天桥、地下通

道 
人行横道 

是否有中央分隔栏 无 无 有 

车道数 双向 6 双向 8 双向 6 

交通量情况 多 最多 较多 

车速情况 较快 快 较快 

过街设施间距 250m ＞500 m ＞500 m 

中央分隔带是否连续 有被踩踏出的小路 设有车辆掉头开口 是 

高峰时段行人过街 违章横穿较多 违章横穿最多 违章横穿较少 

非高峰时段行人过街 违章横穿较多 违章横穿最多 违章横穿较少 

2.2 行人过街绕行距离 

本研究对行人为了安全起见，而愿意绕行一段距离在有过街设施的地点过街的意向进行了调查。

调查数据表明，所有人均可接受小于 100m 的绕行距离，69.38%的受访者愿意接受 150m 以内的绕行

距离，54.38%的受访者愿意接受 200m 以内的绕行距离，当绕行距离超过 200m 时，仅有 27.5%的

受访者愿意接受，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行人可接受绕行距离意向调查统计结果 

可接受绕行距离 ≤100m 100～150m 150～200m ≥200m 

选择人数 49 24 43 44 

所占比例 30.63% 15.00% 26.88% 27.50% 

按“性别”及“是否有过违章横穿马路行为”对可接受的绕行距离做进一步的分析。在此次调

查的 160 个受访者者中，男性 91 人（占 56.9％），女性 69 人（占 43.1％）；曾经有过违章穿越主

干道经历的 104 人（占 65％），从未违章横穿过马路的 56 人（占 35％）。 

曾经有过违章横穿马路经历的男性对不同绕行距离可接受程度的累计百分比如下：200 米以上

为 13.64%，200 米以内为 37.88%，150 米以内为 50%，100 米以内为 100%；而未曾违章横穿马路的

男性对不同绕行距离可接受程度的累计百分比为：200 米以上为 52%，200 米以内为 72%，150 米以

内为 92%，100 米以内均可以接受。如表 3 和图 1 所示。 

曾经有过违章横穿马路经历的女性对不同绕行距离可接受程度的累计百分比如下：200 米以上

为 39.47%，200 米以内为 57.89%，150 米以内为 73.68%，100 米以内为 100%；而未曾违章横穿马

路的女性对不同绕行距离可接受程度的累计百分比为：200 米以上为 51.62%，200 米以内为 74.20%，

150 米以内为 87.10%，100 米以内均可以接受。如表 3 和图 1 所示。 

表 3  不同行人群体可接受意向绕行距离的累计百分比 

可接受绕行距离 ≤100m* ≤150m ≤200m ≥200m 

男性 
曾违章 100% 50% 37.88% 13.64% 

未违章 100% 92% 72% 52% 

女性 
曾违章 100% 73.68% 57.89% 39.47% 

未违章 100% 87.10% 74.20% 5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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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m 为调查时的最小选项，故累计比例均为 100%。 

 

图 1  不同行人群体可接受意向绕行距离与累计百分比 

总体来看，未曾有过违章横穿道路的人比曾经有过横穿道路的人愿意接受更长的绕行距离，并

且对男性来说二者的差异更明显；在曾有违章横穿马路经历的群体中，女性可接受更长的绕行距离；

对一直遵章的群体来说，男、女可接受的绕行距离则基本无差别。 

2.3 行人违章过街 

本次调查所谓的是否违章是指是否利用行人过街设施过街。上文已提及，有 65％的受访者曾经

有过违章穿越主干道经历。如果行人在不清楚多远才有过街设施的情况下，有 59%的受访者表示会

直接横穿马路，如表 4。对所有受访者进行了可能会引起违章穿越马路的主要原因进行了调查，“赶

时间”是引起违章过街的首要原因，占受访者的 52.5%，如表 5。 

表 4  在不清楚还要走多远才有过街设施的情况下行人拟采取的措施 

拟采取的措施 继续寻找过街设施 车不多的话，直接过去 直接过去，小心就是了 

选择人数 66 83 11 

所占比例 41.25% 51.88% 6.88% 

表 5  行人违章横穿马路的主要原因 

原因 赶时间 过街设施太远 丛众 其它 

选择人数 84 59 46 49 

所占比例 52.5% 36.88% 28.75% 30.63% 

注：此题为多选，总样本为 160 人。 

对决定行人是否违章穿越马路影响因素的调查表明，车速和交通量是左右行人是否违章穿越的

主要因素，如表 6。 

表 6  影响行人违章横穿马路的主要因素 

影响因素 车速 车道数 交通量 个人形象 其它 

选择人数 94 30 93 41 33 

所占比例 58.75% 18.75% 58.13% 25.63% 20.63% 

注：此题为多选，总样本为 16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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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省能”的心理，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最省时、省力、省事的过街方式，即使行人过街设

施间距已“足够”小。为了降低此中情况下的违章率，就设置中央分隔栏对行人横穿马路的影响进

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在设置中央隔离栏的情况下，有 13.13%的受访者表示会跨越栏杆横穿马路。 

3. 结论 

行人过街问题不单单是行人的问题，还影响到车辆通行的问题。行人过街设施的布局不仅直接

影响交通系统的便利性，而且是交通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过街设施布局应兼顾机动交通效率与行

人的心理耐受。鉴于国内外对行人过街可以接受的绕行距离尚未形成一致结论的现状，通过实地观

测和问卷调查，重点分析了不同人群对绕行距离的接受程度，同时调查分析了行人违章过街的相关

情况。研究成果对合理设置行人过街设施布局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将推动机动车与行人交通的和

谐发展。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行人可接受的绕行距离受路网条件、交通条件、出行者特性以及社会文

化、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要形成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还需开展更加广泛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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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路建设模式研究 

——以唐山市滨海大道工业区段为例 

伍速锋  盛志前  付晶燕 

【摘  要】论文以唐山市滨海大道工业区段选型为例，系统地比较了“汽车专用路”、“汽车专用路+

辅路”、“准快速路”3 种主要快速路模式的优缺点，以及各种类型在国内外的应用情况。研究表明，

3 种模式各具特色，要因地制宜选用合理的模式，不应盲目套用。“汽车专用路+辅路”的模式作为

一种国内常用模式，交通系统效率高，对沿线已经开发用地服务好，但存在通过性交通与到达性交

通相互干扰等缺点，有一定的局限性；“汽车专用路”模式净化了交通流构成，减少干扰，能保证交

通功能，但进出交通流较大时会对主路交通流产生干扰，同时对沿线已开发用地服务较差；准快速

路模式标准相对较低，但建设灵活，对于尚无经济实力或没有达到建设快速路条件的城市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关键词】交通运输系统工程;快速路; 汽车专用路；辅路；准快速路 

1. 国外内快速路建设模式 

目前快速路建设主要可以分为 3 种模式：汽车专用路+辅路、汽车专用路、准快速路。其中，“汽

车专用路+辅路”模式在国内最常见。 

1.1 汽车专用路+辅路 

该模式还可以细分为“地面快速路＋辅路”、“高架道路＋辅路”两小类。 

1.1.1   “地面快速路＋辅路” 

代表城市以北京为主，主要特征包括：  

道路红线较宽，一般在 80~100 米左右 

主要采取地面形式，可以分为主路和辅路 

主路采取全封闭形式，和垂直道路相交设置立交或者实施右进右岀管理 

主路设置平面出入口和辅路连接，出入口之间相互影响[2]
  

1.1.2  “高架道路＋辅路” 

代表城市有上海和广州，主要特征包括： 

道路红线一般在 60~80 米左右 

主线为高架桥，分为高架桥快速路和地面辅路 

高架桥快速路通过上下匝道和地面辅路连接 

匝道进出交通往往影响地面交叉口的运行[2]
  

1.2 汽车专用路 

该模式下，走廊资源仅用于通过性交通流，此种形式的快速路国内较少采用，北京五环基本属

于此种模式。国外采用相对广泛，如法国、德国、巴西等。主要特征包括： 

快速路上的机动车道两侧不设置辅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设施，空间上将快速和慢速交通、

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交通分离，充分发挥快速路的功能，减少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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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交通通过其与相交道路的节点解决，在和其它层次路网的衔接上，可以采取远引匝道等一

些简单的形式，通过匝道将车流和其它路网建立联系； 

汽车专用路穿过人流集中的地区应设置人行天桥或地道；道路中间设置分隔带，两块板形式[2]。 

 

图 1  法国巴黎环路快速路 

 

图 2  德国柏林地堑式快速路 

1.3 准快速路 

准快速路是一种各项指标介于快速路和主干路之间的道路[3,4]
 ，功能上接近快速路，设计指标

接近与主干路，是为机动车提供中长距离连续流服务的交通设施。目前采用的城市有杭州、天津、

成都、南通和福州等[2]
 。主要特征包括： 

采取地面形式，不是全封闭的，保留少量平面交叉口，交叉口间距较大 

和垂直道路相交的平面交叉口进行特殊的渠化处理，保障较高的通行能力 

和垂直道路相交时，次干路“右进右出”，支路不设路口 

速度可以到达 60 公里以上[2]
  

2. 三种模式的适用性分析 

准快速模式作为快速路建设的一种灵活选择，既可以为机动车提供较高的服务水准，缓解近期

交通拥堵的矛盾，又以较低的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撑。主要缺点是与相

交道路存在平面交叉，车速、单车道通行能力一般低于其它两种模式。一般适用于尚无经济实力或

没有达到建设快速路条件的城市。 

“汽车专用路+辅路”模式快速路作为城市道路系统的最高等级道路，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道路

交通效率，但是却存在和土地利用难以协调、影响景观以及工程造价高等问题，特别是作为独立的

全封闭系统，系统自身以及和其他道路系统之间的衔接不当，就可能导致难以解决的交通问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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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北京和上海的快速路就存在饱和度过高、难以有效分流交通、和低等级道路难以匹配等问题[2]
 。

一般适用于需要快速路，但快速路沿线用地已经开发，存在到达性需求的城市。 

汽车专用路模式类似于高速公路，只是设服务于机动车交通的主线，不设连续的辅路，一般也

不考虑公共交通、行人和自行车交通，沿街地块的行人和自行车交通依托周边路网来解决。该模式

交通构成简单，能保证道路的通畅，同时因为无辅路，道路红线宽度较窄，减少了对环境的影响。

但进出交通量较大时，进出交通会对主路交通流产生干扰；因为缺少直接为沿线用地直接服务的辅

路，降低了沿线已开发用地的可达性。一般适用于沿线用地尚未开发、到达性需求不强的城市。 

3. 滨海大道建设模式选择 

3.1 工程概况 

唐山市滨海大道位于唐山市南部沿海地区，是曹妃甸开发建设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根据规划

该道路近期沟通京唐港区、曹妃甸工业区(港区)、曹妃甸新城及南堡油田，远期向西通过海滨大道连

接天津滨海新区，向东延伸至秦皇岛。道路建成后将使天津港、秦皇岛港和唐山港间的联系更加密

切，对于进一步加快京津冀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具有积极意义[1] 。 

滨海大道为城市快速路，目前曹妃甸新城至京唐港区段已经开工建设，其中曹妃甸新城起步段

约 6 公里按双向十车道设计，道路总宽为 79.5 米，其余路段采用双向六车道，道路总宽为 49.5 米。

滨海大道工业区段（曹妃甸新城至唐曹高速）正在开展前期研究。 

 

图 3  滨海大道工业区段地理位置 

3.2 功能分析 

3.2.1  以“通”为主，机动性高 

滨海大道作为快速路，重点在于实现通畅与快速的要求，成为曹妃甸新城和工业区两个功能单

元之间的重要通道，曹妃甸铁路北站以南近期的唯一通道，以满足交通运输为主要功能。在这样的

前提下，滨海大道空间资源将难以满足城市生活性交通要求，在用地规划上也避免在道路两旁布置

为生活服务的、人流较多的公共建筑及居住建筑，弱化到达性的公共交通服务条件，使得滨海大道

成为为机动车交通服务的专用通道。 

3.2.2  保证快速的同时要避免对用地分隔 

快速路的建设往往也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包括隔断两侧用地联系。滨海大道部分路段在第四

港池北侧通过，港池与后方陆域存在大量的货物运输需求，要尽量减少道路对其的分隔作用。 

  

唐曹高速 

滨海大道 

新城 

道路类别的可达性与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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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相交道路交叉 

滨海大道的主要相交道路主要有 7 条。交叉口位置如下图所示。 

 

图 4  主要道路交叉口 

3.4 工业区的建设条件 

滨海大道工业区段根据周围用地性质和相交道路与铁路可以分为 3 段，港区段、跨高速和铁路

段、铁路以西段。 

港区段长度约 5.4 公里，要避免滨海大道对港区与后方工业区的分隔；地下水位较高，不适合

采用路堑或者下穿式；以通过性交通为主，到达性交通主要在道路北侧，可以通过中部快线和轨道

交通组织。 

跨高速和铁路段长度约 3 公里，分别与迁曹高速公路和迁曹铁路交叉；地下水位较高，也不适

合采用路堑或者下穿式； 

铁路以西段长度约 2.8 公里，主要与青林公路、规划 2 号路和工业区南北向道路交叉。地势平

坦，可以采用地面形式。 

3.5 模式选择 

滨海大道为近期工业区铁路编组站南侧的唯一通道，通过性功能远高于到达性功能，因此建议

整体上采用汽车专用路形式，减少干扰，保障通行能力，结合区域交通系统需要预留公交专用车道

条件。铁路以东段为了减少对港区的分割和实现对铁路、高速公路的跨越，建议采用高架形式，并

分幅建设；铁路以西段由于现阶段交通需求较小，且考虑到造价、与新城至京唐港区段匹配等因素，

近期采用准快速路方式，条件成熟时考虑逐步过渡到汽车专用路。 

表 1  唐山滨海大道建设模式 

路段 模式 形式 建设时序 

港区段 汽车专用路 高架 分幅建设 

跨高速和铁路段 汽车专用路 高架 分幅建设 

铁路以西段 准快速路 地面 逐步过渡到汽车专用路 

3.6 断面形式 

滨海大道近期交通需求较小，远期交通量大（需要 6-8 条车道）。因此要尽可能的采取弹性的

措施。铁路以东路段先以高架形式建设半幅，按双向 4 车道标准设计；铁路以西路段先按双向六车

道建设，预留升级为 8 车道条件。曹妃甸新城与工业区之间规划的轨道交通也需要利用该通道，因

此需要在道路北侧预留轨道交通建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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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铁路以东路段 

断面形式为：轨道（北侧）+半幅高架路（第一期修建，4 车道）+半幅高架路（预留用地）。 

 

图 5  滨海大道铁路以东路段断面图 

3.6.2  铁路以西路段 

断面形式为：轨道（北侧）+准快速路（第一期修建，6 车道）。其中 BRT 为轨道交通过渡形

式，道路预留改建为 8 车道条件。 

 

图 6  滨海大道铁路以西路段断面图 

4. 结论 

在项目前期研究过程中，设计单位曾主张采用“汽车专用路+辅路”，作者作为曹妃甸新区交通

规划人员，从系统功能的角度论证该通道的重要性，并对各种模式的优缺点进行了详细对比，建议

整体采用汽车专用路模式，并分期实施。会后设计单位和甲方接受了我方观点，拟按我方提出的模

式进行深化研究。 

从唐山市滨海大道曹妃甸工业区段快速路建设模式论证的过程来看，快速路的建设对于城市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因地制宜，综合考虑当地交通系统构成、快速路的功能、投资、环境影响等多

种因素，灵活选择合适的建设模式。“汽车专用路+辅路”的模式作为一种国内常用模式存在通过性

交通与到达性交通相互干扰等缺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宜盲目套用。 

【参考文献】: 

[1]  中国招商引资合作网. 唐山市滨海大道海港开发区至曹妃甸段项目招商. ; 2008. 

[2]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济南市东二环路道路交通系统规划. ; 2008. 

[3]  陈原农红萍.浅谈准快速路在城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_以云南楚雄市的实践为例.[J].广西城

镇建设, 2007( 7): 78～81. 

[4]  曹菁.莆田市荔港大道准快速路设计[J].城市道路与防洪, 2007( 5): 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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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道路设施规划方案综合评估办法探讨 

——以广州市番禺区新市桥大桥为例 

喻昌荣  张建嵩  蔡瑞卿 

【摘  要】城市交通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城市道路设施的建设已经成为城建投资的重要内容。

但是，当面对诸多城市道路设施规划方案时，如何优选最佳方案，至今仍然缺乏成熟的评估方法。

本文谨以广州市番禺区新市桥大桥为例，采用优缺点定性对比、交通适应性分析和综合量化评估相

结合的综合评价法，从土地开发、节约用地、环境景观、设施造价、交通管理、交通通达性等方面

综合评价各方案的优劣，以此尝试从诸多道路设施规划方案中优选最佳方案的办法。 

【关键词】城市道路设施  规划  方案评价 

1. 引言 

城市交通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城市道路设施的建设已经成为城建投资的重要内容。城市

建设，规划先行。基于对城市道路设施的重视，往往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研究制定多个规划设计

方案，在诸多方案中经过比较、优选，最终择出最佳方案，以确保道路设施规划方案与城市土地利

用的相互协调、以及设施建成后的使用效果。 

当面对诸多道路设施的规划方案时，如何优选最佳方案，至今仍然缺乏成熟的评估方法。目前

采用较多的是专家评审法、部门征询意见法和市民征询意见法等。这些方法多以人们的主观因素为

决定条件，个人觉得合理、对本部门有利、对己有利的方案往往被认为是最佳方案。这种主观决策

受制于决策群体构成结构的影响，导致决策结果缺乏科学性、客观性。 

当这类决策越来越多时，应考虑寻求更为科学、客观的评选手段，探索综合性和量化的评估方

法，以确保决策结果的合理性。本文将从土地利用的角度出发，以广州市番禺区新市桥大桥规划方

案的择优作为应用实例，探讨城市道路设施规划设计方案的评估办法——综合评价法。 

2. 综合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有多种，如加权平均法、层次分析法等等。对于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规划设计方案，一

般有定性对比分析法、交通需求适应性评价、加权平均量化法等评价方法。在评价规划方案时，可

采用上述其中一种方法，或采用上述多种方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本文采用优缺点定性对比分

析法、交通需求适应性评价和综合量化评估（属于加权平均法）三种评估方法相结合，优选出最佳

规划方案。 

2.1 定性对比分析法 

定性对比分析法首先需要研究影响规划设计方案优劣的主要因素，以便确定对比的方面，如投

资、占地、环境景观等。 

在确定了需要对比的方面后，详细、具体地列出各不同方案在这些方面的优点和缺点，并形成

表格，逐项进行对比。 

定性对比分析法简单、实用，易于操作，能够清晰明了的把握方案的优、缺点，较深刻的认识

方案，通常能够剔除存在重大缺陷的方案。但是，由于定性对比分析法没有量化指标，往往只能明

确方案的优与劣，但不能体现优劣的具体程度，也就无法优选出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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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交通需求适应性分析法 

交通需求适应性分析是评价交通规划方案经常采用的一种方法。能够适应未来的交通需求，就

是可行的方案，不能适应未来的交通需求，就是不可行的方案。交通需求适应性分析可以说是交通

规划方案的可行性分析，可以剔除不能适应未来交通需求的方案。 

交通需求适应性评价之前，需要充分调查和收集相关的交通量资料、土地利用资料和交通设施

布局资料，需要建立交通模型，以便对规划方案未来年的交通量情况进行预测、对交通运作情况进

行评价。 

由于交通需求适应性分析法能够判定方案可行或不可行，非常适合对单方案的评估。对于多方

案比选时，虽然交通需求适应性分析往往也能挑选出未来年交通运作情况最好的方案，但是由于交

通规划方案往往还受到土地利用、环境景观、投资费用等因素的影响，对交通而言最优的方案不一

定就是所有方案中的最佳方案。 

2.3 综合量化评价法 

综合量化评价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加权平均法。 

首先，分析研究影响规划方案优劣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选取一个侧重点（如土地开发），对各

项重要因素（如节约用地、环境景观、交通管理难度、工程造价等）进行权重分配。 

分配权重时，应遵循三条原则：重要指标赋予较大权重，次要指标赋予较小权重；各指标权重

的取值范围为 0～1 之间；同一层次的所有指标权重总和为 1。 

权重分配后，针对不同方案的各项因素进行打分，并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各方案的总得分，通

过比较总得分的高低，进而优选出最佳方案。 

采用综合量化评价方法时，确定重要影响因素指标权重非常关键，直接决定了评价的客观程度。 

确定重要影响因素指标权重，需要准确把握规划设计的总体目标，对不同方案的各项主要影响

因素打分，需要全面了解和深刻认识各个方案。 

以上三种方法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采用三种方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法，可以相互弥补其不

足。综合评价方法和以上三种方法对比见表一，以上三种评价方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法操作步骤见

图一。 

表一  评价方法对比表 

评价方法 性质 考虑因素 可否量化 优点 局限性 

定性对比法 定性 多因素 不量化 
简单、实用、操作

方便 
不能优选最佳方案 

交通需求适应

性分析法 
定量 单因素 量化 

可从交通角度剔除

不合理方案 

较复杂、难操作，不能

优选最佳方案 

综合量化评价

法 
定量 多因素 量化 可优选最佳方案 

较复杂，难操作，主观

因素影响大 

综合评价方法 定性+定量 
多因素、

多角度 
量化 

科学、客观，可从

多因素、多角度分

析评定方案的优劣

程度，可优选最佳

方案 

复杂，操作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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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综合评价法操作步骤图 

3. 综合评价实例 

番禺市桥大桥现状双向两车道，两侧设置有人行道。拟建的新市桥大桥位于现市桥大桥西侧 150

米处，建设目的是弥补现状市桥大桥车道数不足、通行能力低的缺点，将来有代替现市桥大桥功能

的可能。 

从交通的角度看，该桥连通两岸的均是连通性良好的主干道（如图二）；从土地利用看，是居

住、商业集中区（如图三）。因此，如何协调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成为规划新市桥大

桥的一个焦点。不同的设计理念和原则产生了不同的新市桥大桥规划方案，这些设计理念的侧重点

有道路通达性、快速疏导性及生活景观性等。 

  

图二  现状道路图 图三  土地利用规划图 

挑选关键因素 

交通角度分析 

关键因素影响

量化分析 

剔除不合理方案 

剔除不合理方案 

定性对比法 

交通需求适应性分

析 

综合量化评估 

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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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番禺新市桥大桥规划方案 

为充分发挥新市桥大桥的交通功能，在综合考虑新、老市桥大桥定位及其使用放心的基础上，

提出了三个新市桥大桥规划方案如下： 

方案一 

从“一河两岸”商业、休闲业整体开发的角度出发，释放更好的滨江地区土地价值，打造市桥

滨江休闲带，塑造区域生活性交通格局，以通达性为首要原则。 

交通组织：老桥南向北单向通行机动车；新市桥大桥部分取代老桥的交通功能，成为该区域主

要过江通道；部分路口采取中间分隔带、右进右出的交通管制措施。 

方案一引桥直接接入南堤路以北的地面道路，不设置大规模的专用引桥。 

方案二 

重点考虑“一河两岸”地区的交通环境，明确新老两桥定位，分离过境和区内交通，快速疏导

交通流，减少过江交通量对南岸滨江商业地带的影响，充分发挥老桥的作用，构造滨江地区便捷的

交通系统。 

 

 

 

 

 

 

 

 

 

图四  规划方案一及交通组织          图五  规划方案二及交通组织 

 

图六  规划方案三及交通组织 

交通组织：保留老桥现状，为沿岸区域内过河需求提供服务，并引导摩托车、非机动车及行人

通过老桥过江；新市桥大桥重点发挥疏导过境交通流的作用，通过长线高架桥引导南北向通行的车

辆直接进入南部主干路网进行疏散；部分路口采用禁止左转的交通管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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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二在新市桥大桥南侧建设长线高架引桥，通过高架引桥将车辆疏导至桥南路乐园路口以南

落地再进行分流，在该地区构筑一个空中快速越江通道，将过境车流对该地区的影响降至最小。 

方案三 

以新市桥大桥的建设为契机，在滨江沿线开拓一个休闲、商业的自然空间，在繁华闹市中给广

大市民一个亮丽风景线。该区域交通塑造成为生活景观性交通格局，人行与车流并重，美感与通达

齐备。 

交通组织：新市桥大桥完全取代老桥机动车过江的功能，老桥改作人行、非机动车之用。 

方案三中，大桥南段南段引桥起点介于方案一和方案二之间。 

以上三个新市桥大桥的规划方案分别侧重于道路通达性、快速疏导性及生活景观性，主要不同

点在于桥梁两端的引桥起止点，以及对老市桥大桥的利用。在这三个方案中，要优选出最佳方案，

需经过综合分析与对比，并且配以量化指标评估，方能明确孰优孰劣。下面从优缺点定性对比分析、

交通需求适应性分析、和综合量化评估三方面优选最佳方案。 

3.2 规划方案优选 

3.2.1  定性对比分析 

以上三个交通组织方案涉及道路红线调整、引桥形式和相关路段、交叉口的交通组织等方面。

三个方案有着各自的优点，也存在各自的缺点。表二是三个方案的优、缺点比较。 

表二  规划方案优、缺点定性对比分析表 

 优点 缺点 

方

案

一 

1、交通通达性较好； 

2、能较好利用老桥通行功能； 

3、用地较省，对新桥周边用开发影响较小； 

4、工程造价较低。 

1、新桥引桥落地点距离交叉口距离较

近，桥面交通与交叉口交通容易相互干

扰； 

2、工程拆迁量较大。 

方

案

二 

1、新、老桥交通功能划分明确，新桥交通比

较畅达； 

2、能充分利用老桥； 

3、对清河路的交通影响较小； 

4、工程拆迁量较小。 

1、新大桥引桥较长，对环境、景观影

响较大； 

2、工程造价高； 

3、对新桥周边土地利用影响较大； 

4、新桥落地点的交叉口组织较为困难。 

方

案

三 

1、较好适应周边土地的利用规划，对新老、

桥周边用地影响较小； 

2、兼顾了交通通达性和畅达性。 

1、南岸引桥较长，对环境、景观有一

定影响； 

2、未能充分利用老桥的交通功能； 

3、工程拆迁量较大。 

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方案一、二、三均存在优、缺点，但均没有重大缺陷，即上述三个方案基

本可行。 

3.2.2  交通需求适应性分析 

上述三个交通规划方案是否能够满足未来年的交通需求，除上文对其进行定性分析论证以外，

还应在现状基础资料的基础上，对各自方案未来近、远期的交通需求进行预测分析，并根据相应的

评价标准（参考《道路通行能力手册》）评估相应的服务水平，以进一步论证各方案的合理性，并

对三个方案进行对照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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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评估年高峰小时各方案关键路口、路段流向交通运作情况评估 

路口/路段 
2010年高峰小时 2020年高峰小时 

饱和度 服务水平 饱和度 服务水平 

方案一 

清河路－东涌路交叉口南进口 0.53 B 0.62 C 

南堤路－东涌路交叉口北进口 0.76 D 0.88 D 

清河路－工业路交叉口南进口 0.41 A 0.64 C 

老市桥大桥 0.21 A 0.32 A 

新市桥大桥 0.39 A 0.60 C 

方案二 

桥东路－东涌路交叉口南进口 0.72 C 0.86 D 

南华路－桥南路交叉口北进口 0.73 C 0.87 D 

清河路－工业路交叉口南进口 0.37 A 0.51 B 

南堤路－工业路交叉口北进口 0.35 A 0.48 B 

老市桥大桥 0.29 A 0.39 A 

新市桥大桥 0.54 B 0.86 D 

方案三 

清河路－东涌路交叉口南进口 0.76 D 0.88 D 

桥南路－乐园路交叉口北进口 0.76 D 0.88 D 

新市桥大桥 0.46 B 0.71 C 

由表三可以看出，评估年方案一的多数关键路口、路段的交通运作情况处于较高水平，但方案

二、三的路口、路段的交通运作情况也都处于可接受程度。换言之，从交通需求适应性来看，方案

一最优，方案二和方案三次之，但都能适应未来年的交通需求。 

3.2.3  综合量化评估 

从以上评价分析中可以看出，三个方案均是可行的。但是，还需要从三个方案中优选出最佳方

案。这就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评价方法：综合量化评估。 

对于城市道路设施而言，除了要满足交通需求外，还应考虑节约用地、环境景观、交通管理难

度、工程造价以及与城市土地利用相协调等问题。 

综合量化评估是综合考虑上述关键因素，并选取一个侧重点和出发点，对规划方案进行综合性

的评估，并得出量化指标以便进行比较、优选出最佳方案。 

根据评估时选取的侧重点和出发点不同，关键因素在评价中的权重会有所区别，各因素的得分

也会有所差异。 

可以用数学模型表示不同交通组织方案的综合评价得分： 

998877665544332211 YXYXYXYXYXYXYXYXYXF 
 

其中： 

987654321, XXXXXXXXX ，，，，，，，
：各关键因素的权重； 

987654321 YYYYYYYYY ，，，，，，，，
：各权重因素的得分。 

不同评价角度的前提下，各关键因素的权重和得分也有所不同，如：从土地开发的角度出发，

节约用地、对环境、景观的影响、交通通达性等关键因素的权重应较高；从道路设施及交通角度出

发，则交通通达性、交通管理难度等关键因素的权重应较高；而从城市景观出发，对环境、景观的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387 

影响、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结合、预期社会可接收程度等关键因素的权重较高。不同的评价角度会对

综合对比的结果产生较大影响。 

表四为从土地开发的评价角度出发，对三个方案进行综合对比评分： 

表四  交通组织方案综合对比评分矩阵 

序

号 
关键因素 权重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得分 
加权

值 
得分 

加权

值 
得分 

加权

值 

1 节约用地 0.15 5 1 4 0.6 5 0.8 

2 对老桥的利用 0.1 4 0.4 5 0.5 4 0.4 

3 对环境、景观的影响 0.15 5 1 3 0.6 4 0.8 

4 
对交通

的影响 

通达性 0.15 5 0.75 5 0.75 3 0.45 

快捷性 0.1 3 0.3 5 0.5 4 0.4 

5 交通管理难度 0.05 3 0.15 5 0.25 4 0.2 

6 造价 0.1 5 0.5 3 0.4 4 0.3 

7 
对滨江地区开发的

影响 
0.1 4 0.4 3 0.3 5 0.5 

8 
预期社会可接收程

度 
0.1 5 0.5 4 0.4 3 0.3 

 加权总得分 1 - 4.5 - 4.05 - 4.0 

备注：1、每项关键因素得分为 5 分，加权总得分满分为 5 分； 

 2、对交通组织方案的每一项关键因素打分，非常好为 5 分，较好为 4 分，一般为 3 分，较差

为 2 分，很差为 1 分。 

经过上述综合性量化评估，各方案的优、劣就有了量化的衡量指标，三个方案比较分析的结果

就比较明确了：方案一优于方案二、方案三，方案二略优于方案三。因此，从土地开发的角度来看，

方案一为三个方案中的最优方案。 

上述各关键因素的得分均经过实际调查和具体研究而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客观性和科

学性，为城市规划管理者的决策提供了切实的、易于操作的方法和依据，提高了决策的可靠性和合

理性。 

4. 结论 

定性对比分析属于定性评价，交通需求适应性分析和综合量化评估属于定量评价。定性对比分

析和交通需求适应性分析可以筛选出优秀的、与交通需求相适应的方案，否定劣质的、不能适应交

通需求的方案，综合量化评估则可以通过量化指标的比较从优秀的、与交通需求相适应的、未被否

决的方案中优选出最佳方案。定性对比分析和交通需求适应性分析是综合评价的基础，是综合量化

评估时不同方案各重要考虑因素权重分配和打分的客观依据，综合量化评估是关键，是优选最佳方

案的直接手段。这三个部分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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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的要点解读 

李克平  杨佩昆  赵杰 

【摘  要】针对国标《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中的关键问题，对其要点进行解读。包括交叉口

选型的规定，要求交叉口的规划范围必须包括各进出口道及展宽道，而不得只考虑干道方向的进出

口道。规定凡信号控制的交叉口进口道，在规划红线时必须加以相应的展宽。给出了交叉口进口道

车道数和车道宽度的规划指导性意见，规定了交叉口进口道展宽段的长度的一般要求。同时提出了

快速路主线上相邻出入口最小间距，行人过街设施规划的要求，特别是行人过街安全岛的设臵要求，

非机动车独立进出口道要求等内容。最后，还分析了道路平面交叉口和立体交叉附近设臵的公共汽

(电)车车站间的换乘距离、专用进口道的设臵规定，以及信号控制交叉口规划饱和流量的规定。希望

通过本文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该规范。 

【关键词】交通工程；道路交叉口；规划设计；规范；要点 

1. 背景 

城市道路交叉口是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规划设计合理与否，体现在路网通行

能力的发挥、对行人和自行车过街的安全性和便利性考虑、与公共交通系统的协调、用地和投资的

节省等等。 

为了能出台一部对交叉口规划设计既有约束力又有指导性的规范性文件，指导全国各地在城市

建设中对交叉口规划设计的优化处理，节省土地资源和减少投资浪费，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量的新

城建设中，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最好的图画，原建设部城市规划标准技术归口单位于 2004 年委托

同济大学为主编单位编写《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规范》的参编单位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所、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研究中心、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

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重庆市城市交通规划研究所、郑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华中科技大学；

主要起草人是杨佩昆、李克平、赵杰、陈小鸿、刘勇、朱兆芳、王晓华、郑连勇、林群、滕生强、

周涛、王巨涛、李杰、杨晓光、戴继峰、张慧敏、闫勃、全波、张贻生、宋建平、钱红波、向旭东、

傅彦、朱彬、白子建、谷李忠、庄斌、周佺、高霄、张国华、白玉、姚琪、朱胜跃、顾启英、沈莉

芳、龚凤刚等。指导顾问有：全永燊、崔健球、朱兆芳、段里仁、陈洪仁、严宝杰、张均任、刘运

通、陈声洪、王晓明 

编写工作经历了整整五年时间，在二十几个大中小城市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前后召开了多次指

导顾问咨询、评审会和十余次全体参编单位参加的工作会议，经过准备、调研、编写、广泛征求意

见、专家预审、同《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协调和最后的专家审查等各个阶段，完成了《规范》

条文和条文说明以及各项其它说明文件，于 2009 年 5 月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规范》条文包括 1 总则、2 术语、符号、3 基本规定、4 平面交叉口规划、5 立体

交叉规划、6 道路与铁路交叉规划、7 行人与非机动车过街设施规划、8 公共交通设施规划、9 交

叉口辅助设施共九章和三个附录。 

2. 关键内容解读 

这里对《规范》中的若干关键问题，以笔者的认识、经验和体会加以适当解读，希望对交通工

程有关技术人员和高校相关学科师生使用《规范》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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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交叉口选型 

当通过主-主交叉口的预测总交通量不超过信号控制交叉口的通行能力（约 12000pcu/h）时，不

宜采用立体交叉。 

这一条提出了主-主交叉口设置立体交叉除定性之外的定量门槛为 12000pcu/h，不到这个量，基

本上不应考虑建立交，可以采用优化设计的信号控制交叉口的形式；即使达到这个量，也应该首先

考虑简易立交方式。 

2.2 交叉口规划 

应分别满足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工程规划四个阶段的内容规

定。 

这里明确提出了“交通工程规划”阶段的概念，要求规划设计单位，在工程设计之前，必须进

行交通工程规划设计，确定交叉口形式、红线范围、交通组织方案、进口道布置、行人和自行车过

街布局、交通岛的布局、标志标线、公交车站布置、信号控制相位方案、辅助设施等等，以避免过

去进行缺乏交通工程规划指导的盲目工程设计。 

2.3 平面交叉口规划范围 

应包括：构成该平面交叉口各条道路的相交部分及其进口道、出口道和向外延伸 10～20m 的路

段(包括进出口道展宽段和渐变段以及行人、非机动车过街设施、公交车站)所共同围成的空间。新、

改建交通工程规划中的平面交叉口规划，必须对交叉口范围内规划道路及相交道路的进出口道各组

成部分作整体规划，不得只做规划道路进出口道组成部分的规划而不顾相交道路进出口道的规划。 

本条规定要求交叉口的规划范围必须包括各进出口道及展宽道，而不得只考虑干道方向的进出

口道。主要原因是，交叉口各进口道共同构成一个交叉口整体，其时空关系相互紧密关联，交叉口

的时空一体化设计可以在交叉口范围内转换时空关系，如干道方向的通行能力可以通过与其相交道

路的时空资源转换得到提高。所以交叉口的规划设计必须统一考虑该交叉口的全部进口道范围。 

2.4 平面交叉口红线规划规定 

1 平面交叉口进口道红线规划，应根据进口道通行能力与路段通行能力相匹配的原则，按下列

规定展宽： 

1) 除支-支交叉口之外，其它新建平面交叉口进口道规划红线宽度，应根据式 3.5.2 确定其比

路段红线宽度应予展宽的宽度： 

                                  式 3.5.2        

式中： W1 － 进口道规划红线的展宽宽度； 

    W2 －路段平均一条车道规划宽度； 

    r － 进口道展宽系数，按表 3.5.2-1 取值； 

    n －路段车道数。 

表 3.5.2-1 进口道展宽系数 

路段平均一条车道规划宽度(m)   3.00 3.25 3.50 3.75 

展宽系数 r   1    0.85 0.71 0.60 

该条文是《规范》内容的重中之重！由于交叉口各向交通流的交叉和交汇，需由信号灯或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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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组织冲突交通流分时通行，形成了所谓交叉口的“间断流”。因这个效应，简言之，如果一条

车道的通行能力是 1500 pcu/h，则到了交叉口，可能会不足 750 pcu/h。这导致路段通行能力和交叉

口通行能力的严重不匹配！换言之，如果交叉口进口道有四条车道，实际上路段上只要两条车道就

可以满足通行能力的需要，所以必须对交通性干道组成的交叉口进口道进行展宽。 

现在不少城市在道路规划设计中，或者说是在划道路红线时，往往缺乏考虑交叉口通行能力上

的这个效应，简单化地从头至尾划两条平行线。在交叉口规划设计中，简单化处理进口道，不加以

展宽，导致交叉口与路段通行能力的瓶颈，车流稍大一点，即会造成拥堵。城市建设和管理中这方

面的损失或者说浪费是巨大的！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规范》强制性规定了凡信号控制的交叉口进口道，在规划红线时必须加

以相应的展宽。 

对这个问题从一个相反的角度可以认为，如果进口道不加展宽，则路段车道数可以减少，其实

可以节省大量土地占用和巨额建设投资以及维护管理费用！ 

《规范》中的这条强制性规定的交通和经济效益巨大，极其重要！ 

2.5 平面交叉口进口道宽度及车道数规定 

新建交叉口进口道规划总宽应按所需车道数确定。按进口道与路段通行能力相匹配的原则，进

口道车道数应为上游路段规划车道数的两倍。  

改建交叉口宜满足上述要求，并用预测或根据实测各交通流向的交通量验算所需的车道数；无

交通量资料时，应视现状条件，可按式 3.5.2 的数值酌情确定。 

治理交叉口进口道展宽段的宽度，应根据实测各交通流向的交通量及可实施的治理条件确定。 

新建交叉口进口道每条机动车道的宽度宜不小于 3.25 m，困难情况下应不小于 3.0m。 

改建与治理交叉口，在用地受到限制的地方，每条机动车进口车道的最小宽度不宜小于 2.8 m，

公交及大型车辆进口道最小宽度不宜小于 3.0 m。交叉口范围内可不设路缘带。 

这一条规定给出了交叉口进口道车道数和车道宽度的规划指导性意见，第 1 项是对第 3.5.2 条规

定的深入和细化，目的是保证交叉口进口道通行能力的匹配；第 4 项和第 5 项详细规定了进口道车

道的宽度要求，主要试图避免车道规划过宽和过窄的问题。不少城市的交叉口进口道车道规划过宽，

反而不利于车辆通行，会导致车辆拥挤，不按车道行驶，引起交通秩序混乱，降低通行能力。当然

过窄的车道会造成驾驶员行驶过度紧张，特别是有大车通过时。因此交叉口进口道车道的最佳宽度

是 3.00 米到 3.25 米，在基本上没有大车通过情况下，可以下降到 2.80 米。 

2.6 信号控制交叉口进口道规划的规定 

交叉口进口道展宽段最小长度应不小于：支路 30～40m，次干路 50～70m，主干路 70～90m，

与支路相交取下限，与干路相交取上限。 

这里规定了交叉口进口道展宽段的长度的一般要求。这个长度与交叉口进口道的渠化和信号控

制密切相关，特别是与信号周期的关系紧密：信号周期时间与达到的转向车辆数成正比，即周期时

间增加一倍，则转向车辆数也大致会增加一倍。因此为了避免转向车辆在展宽段的排队溢出，影响

直行车辆的行驶，也必须限制信号周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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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快速路主线上相邻出入口最小间距的规定 

快速路主线上相邻出入口最小间距 L(m) 

项   目 
出入口布设型式 

出-出 出-入 入-入 入-出 

主线设计速度 

(km/h) 

100 760 260 760 1270 

80 610 210 610 1020 

60 460 160 460 760 

从表中可以看出，城市快速路主线出入口的布置，应尽量避免“入-入”和“入-出”形式，因为

这需要保证非常长的间距，否则会引起严重交织，导致拥堵。 

2.8 行人过街设施规划的要求 

交叉口行人过街设施规划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保障行人过街的安全与便捷，符合无

障碍通道要求。不得把行人过街安全与便捷的重要性放在低于车辆通行的地位。 

城市道路交叉口均应规划设置行人过街设施，其总体布局应符合城市道路网规划、非机动车和

行人系统规划，并与交叉口的几何特征、人流车流特征、交通组织方式等相协调。 

行人过街方式的选择应根据道路的功能性质、交叉口类型、交通控制方式及地形条件等因素确

定；应优先选用平面过街方式。 

这一条的第 1 款明确提出：“不得把行人过街安全与便捷的重要性放在低于车辆通行的地位。”，

目的是要纠正长时间以来，特别是在今天小汽车交通快速发展时期，往往为了解决小汽车交通的问

题而侵害慢行交通利益的社会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现象。第 3 款又特别提出，行人过街应优先选用

平面过街方式，也是从考虑行人过街的便捷性出发，限制轻易规划行人过街天桥和地道的做法。 

2.9 行人过街安全岛的设置要求 

人行过街横道长度达 16m 时(不包括非机动车道)，应在人行横道中央规划设置行人过街安全岛，

行人过街安全岛的宽度应不小于 2.0m，困难情况不小于 1.5m。 

这一条的第 1 款规定了交叉口进出口道不含非机动车到宽度的总体长度大于 16 米，一般是 5 条

机动车道宽度时，应设置行人过街安全岛。这是《规范》的一个核心条款。 

城市道路交叉口为了提高通行能力，普遍增加了车道数，导致行人过街距离的增加。由于现阶

段行人过街信号的不够完善，行人往往被来往车流阻隔在道路中间，腹背受到车流的威胁，极不安

全！ 

从行人信号的角度分析：大型交叉口的行人过街距离往往到达或超过 40-50 米，如果没有行人

过街安全岛，则行人过街信号的清扫时间将需要 40-50 秒，再加上绿灯时间则可能会需要 80 秒以上。

如果交叉口两边都是这样，则仅仅为了满足行人通行的需要即须要超过 160 秒的信号时间，加上多

相位的需要，则信号周期几乎无法控制在 240 秒以下。 

根据最新的研究，长周期导致行人过街红灯时间过长而违章闯红灯的行人会大量增加，使得交

叉口的交通秩序混乱，交通变得不可控，同时也降低了机动车的通行能力。长时间的干道绿灯还会

因为车队离散现象加重导致通行能力降低；转向车道排队车辆溢出影响直行车流行驶；下游行驶空

间的阻塞导致出口不畅等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设置行人过街安全岛，不仅可以提供行人过街的安全保护，还是降低行人过街清扫时间，

显著降低信号周期的有效手段。 

这种行人过街的组织形式常被称作“行人二次过街”，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准确的说法：只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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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过街信号按照协调的原则设计，则绝大部分行人是可以“一次过街”的！只有极少部分的行人会

在安全岛上滞留。关于行人过街信号设计的方法，可以参考德国信号控制规范 RiLSA（有中译本）。 

2.10 非机动车独立进出口道要求 

当城市道路交叉口非机动车交通流量较大或路段上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有隔离设施时，应在

交叉口设置独立的非机动车进出口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间设置实体分隔设施。 

非机动车独立进出口道可采用非机动车随同机动车一起过街或非机动车同行人一起过街的交通

组织方式。 

不应在非机动车独立进出口道上划出机动车道。 

这一条要求尽量给非机动车流量较大的交叉口设置独立的非机动车进口道且应作隔离，控制方

式可以根据交叉口的实况选取适用的方案。第 3 款的要求是希望避免在一些城市采取的在非机动车

进口道上划出右转机动车道的、损害非机动车通行利益的做法。特别是现在大量电动自行车和燃油

助动自行车加入“非机动车”行列的时期，应该加强和充实对“非机动车”设施的考虑，而决不是

削弱！在规划上应该留有余地。 

在这方面还缺乏有效的研究和尝试，迫切需要面向实际应用研究成果和实地试验。这是处理中

国城市道路交叉口的要点也是难点，没有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则难以找到应对中国城市道路交叉口

复杂交通流的规划、设计和控制管理的有效途经和方法。 

2.11 道路平面交叉口和立体交叉附近设置的公共汽(电)车 

车站间的换乘距离：同向换乘不宜大于 50m，异向换乘和交叉换乘不宜大于 150m；任何换乘方

向的换乘距离不宜大于 250m。 

该条规定要求公交车乘客的换乘距离应该限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内，约束现在普遍采用的将公

交车站尽量搬离交叉口的做法。在公交站台布置时，须优先考虑方便乘客，尽量满足该指标。这一

条与本文 1、8、9 点都是本《规范》中“以人为本”理念的落实和体现。 

2.12 专用进口道的设置规定 

当交叉口公共汽(电)车交通量较大时，宜增设公共汽(电)车专用进口道，其宽度不小于 3m。 

公共汽(电)车通过交叉口应结合公交专用车道的设置以及行人、自行车和其它机动车辆的通行需

求进行公交优先信号控制。 

有快速公交通过的交叉口，必须设置快速公交优先信号控制，保证快速公交车辆优先通行。 

这三条都是“公交优先”措施的体现，并且指出了空间上和时间上优先的方向。 

2.13 信号控制交叉口规划饱和流量 

基本饱和流量 

各类进口车道各有其专用信号相位时的基本饱和流量 bS
，列于表 A.3.2-1。 

表 A.3.2-1 各种进口车道的基本饱和流量(pcu/h) 

车道 基本饱和流量(pcu/h) 

直行车道( btS
) 1550-1650-1750 

左转车道( blS
) 1450-1550-1650 

右转车道( brS
) 1350-1450-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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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同地区及规模的城市的基本饱和流量可按当地情况，在表列饱和流量范围内取值：中小

城市、山区及积雪地区的城市取下限值；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省城、单列市可取中值；北京、

深圳取上限值。 

各种进口车道饱和流量的进口道纵坡及重车率修正系数，可按下式估算： 

 HVGf g 1                            (A.3.2-1) 

式中：G —进口道纵坡，下坡时取 0； 

     HV —换算成标准车后的重车率。 

各种进口车道饱和流量的车道宽度修正系数见表 A.3.2-2: 

表 A.3.2-2 各种进口车道饱和流量的车道宽度修正系数 ft 

车道宽度(m) ft 

2.70 0.88 

2.80 0.92 

2.90 0.96 

3.00 1.00 

3.25 1.08 

3.50 1.14 

3.75 1.17 

4.00 1.18 

左、右转弯车道饱和流量的转弯半径修正系数见表 A.3.2-3 

表 A.3.2-3 左、右转弯车道饱和流量的转弯半径修正系数 zf
 

转 弯 半 径 R (m)  10 15 20 25 30 35 40 

修正系数 0.90 0.95 0.97 1.00 1.00 1.05 1.10 

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调研的基础上，得到了左直右车道的基本饱和流量以及各项参数修正，以

给规划师和设计工程师一个基本参考值。须指出的是，这个参数值受实地的各种因素（如交叉口几

何条件与环境、交通干扰、地面划线、隔离设施、驾驶员的熟练程度、车辆性能、时间、天气等等）

的影响，会有比较大的差别 (10%－30%)，在具体使用中，如果有本地实测数据，则应按实测数据，

参考本《规范》的建议值，进行选用。 

3. 结语 

《规范》的编制工作虽然已告以段落，文本已送交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作行政审批，但是由

于城市道路交叉口问题非常复杂，加以我国又地域辽阔，自然和社会环境差别很大，近几年的城市

建设发展迅速，会不断出现新的问题。因此要求我们对交叉口规划设计问题的研究继续深入，面向

实际，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包括对本《规范》使用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滚动式发展，以期

更切合实际，对我国城市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第一作者简介】 

李克平，男，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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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绿色公交是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必由之路 

霍 斌 

【摘  要】发展绿色公共交通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市“两

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城市清洁空气工程、提高城市交通资源

利用率、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手段。通过对武汉市发展绿色公交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分析，

勾画出发展绿色公交的美好前景，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可操作性的建设性意见，并明确提出了

发展绿色公交的总体目标，即到 2020 年，建成以大运量快速轨道交通和快速公共交通为骨干，常

规公共电(汽)车为基础，出租车、轮渡等其它交通方式为补充的协调发展的多层次、集约型、一体化、

换乘方便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实现全市公共交通清洁燃料使用率达到 100%的目标。 

【关键词】绿色公交.目标.现状.前景.两型社会 

经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已成为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成渝之后的第四个“全国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给城市圈的龙头城市——武汉市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根据武汉市《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重点工作及要点的通知》(武政办〔2008〕92 号)等文件精神，为推进两型社会建设，必须大力

发展绿色公共交通。发展绿色公共交通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

我市“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城市清洁空气工程、提高城市

交通资源利用率、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手段；是构建我市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换乘便捷、

协调发展的公共交通体系、促进我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进我市两型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1. 大力发展绿色公交总体目标 

以安全、快速、方便、舒适、环保为宗旨，大力发展绿色公共交通，加快轨道交通建设，优化

公共交通线网，完成公交枢纽站等场站建设，加快公交车辆更新步伐，在全市公交行业大力推广使

用清洁燃料，加快车用天然气加气站建设，大量使用单一燃料 CNG 公交车辆，适量发展无轨电车和

电动车。到 2020 年，建成以大运量快速轨道交通和快速公共交通为骨干，常规公共电(汽)车为基础，

出租车、轮渡等其它交通方式为补充的协调发展的多层次、集约型、一体化、换乘方便的城市公共

交通体系；实现全市公共交通清洁燃料使用率达到 100%的目标。 

2. 2008 年武汉市大力发展绿色公交基本情况 

2.1 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2.1.1  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步伐 

2008 年轨道交通项目工程建设计划投资 29.26 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32.62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

的 111.48％，是 2007 年轨道交通项目工程建设投资的 3.64 倍；其中，轨道交通 1 号线二期工程完

成投资 12.6 亿元，占目标任务的 109.59％；轨道交通 2 号线一期工程完成投资 13.55 亿元，占目标

任务的 106.19％；轨道交通 4 号线一期工程完成投资 1.36 亿元。占目标任务的 100.5％。 

2.1.2  加速公交车辆报废更新 

2008 年市委市政府及公交企业进一步加大投入，将原需 10 年更新车辆提前至 8 年报废。去年

累计完成公交车辆更新 877 辆，其中空调车 826 辆。公交营运车辆已达到 6566 台，空调车保有量所

占比例已达到 5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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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优化城市公交线网布局 

为提高公交线网覆盖率，填补城市公交边缘空白，市交委组织有关人员通过实地调查，结合公

交场站和城市道路建设情况，拟定了 20 条公交线路调整方案，经与市公安交管局专题研究，并召开

听证会，取得一致意见。该 20 条公交线路调整方案中已有 19 条在 2008 年底调整到位，还有 1 条公

交线路调整也在今年初实施。 

2.1.4  推行公交 IC 卡、优惠公交票价 

至 2008 年 12 月底，我市已累计发售公交 IC 卡 250 万张，超额完成全年“实现公交一卡通达到

230 万张”的目标任务。持卡乘车实行优惠，乘空调公交车投币 2 元，刷卡 1.8 元；乘普通公交车投

币 1 元，刷卡 0.9 元。 

根据省、市政府的要求，市交通部门还积极为我市老年人办理公交爱心卡达 30 万张。老年人持

爱心卡每年可免费乘坐公交车 730 次。 

2.1.5  BRT 快速公交系统实施方案已报市政府待批 

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由武汉市交通委员会主持，初步完成了《武汉快速公交(BRT)线网规

划方案》和《武汉快速公交(BRT)近期建设实施方案》的编制工作，于 200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了专

家咨询会，经修改后，现这两个方案已报市政府待批。 

2.2 推广使用 CNG 清洁能源车辆 

使用 CNG 清洁能源车辆，调整能源结构是发展绿色公交的一项重要措施。近几年来，我市公交

行业在推广使用天然气(CNG)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据了解，已改装的 CNG 公交

车尾气排放得到了很大改善，HC（碳氢化合物）可减少 70%，CO（一氧化碳）可减少 90%，NOX

（氮氧化合物）可减少 25%，颗粒物可减少 42%，环保的社会效益十分明显。2008 年，我市交通行

业继续推进车辆“油改气”工作，增加“油改气”出租车 5200 辆、“油改气”公交车 80 辆。 

我市公交行业目前共有公交车 6566 辆，使用清洁燃料的车辆已达 2334 辆，占 35.5％（其中 LPG

车 1096 辆，CNG 车 972 辆，电车 216 辆，混合动力电动车 50辆）；有出租车 12137 辆，使用清洁燃

料出租车约 7000 台，约占出租车总数的 57.7％。 

2.3 混合动力公交车参入公交线路营运 

2007 年 9 月 8 日，由我国东风电动车辆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 30 辆 EQ6110HEV 型混

合动力电动公交车正式移交给武汉公交集团公司上线营运，投放在公交 510、585 路两条线各 15 辆。

585 路车日计划里程 285km；510 路车日计划里程 265km。 

通过 2008 年实际运行效果来看，混合动力公交车尾气排放优于欧 2 发动机，无明显黑烟；与先

期 20 辆混合动力示范营运车（510 线路 10 辆、599 线路 10 辆）比较有了长足进步，能够参与公交

线路营运。逐步增加混合动力电动车辆参入公交营运，可以显著降低城区的空气污染程度，改善生

态环境、提高环保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 

2.4 公交车“冒黑烟”现象得到有效控制和减少 

消除公交车“冒黑烟”现象是节能减排工作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发展我市绿色公交的重要内

容。各公交企业根据市委市政府领导的要求，认真贯彻市交委《关于开展“冒黑烟”公交车专项整

治工作的通知》精神，在推广使用 CNG 的同时，积极开展环保宣传、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对在用公

交柴油车的车况检查和维修保养,共投入资金 350 多万元，用于公交柴油车的维修保养，如更换中冷

器、增压器、校油泵，对发动机进行大修等等，提高车辆技术状况；强化对驾驶员规范操作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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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驾驶员良好的驾驶习惯。2008 年，市公交集团、通恒等公交公司共培训驾驶员 14000 人次，增

强了广大公交驾驶员的环保意识和驾驶技能。各公交公司还组织检查专班，不间断上线对运营车辆

进行检查，对排放尾气不合格的车辆，责成线路停车整改。 

在市交通部门各级领导及各公交公司广大干部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公交车“冒黑烟”现象较上

年有了明显的好转。 

2.5 CNG 加气站建设步伐加快 

在 2008 年之前，我市已建成常码头、南湖、双墩、白玉山、黄郦路等液化气（LPG）加气站 15

座，基本可以满足 1096 台公交车和 2628 台客运出租车的加气需要。由于天然气与液化气无论从环

保性还是经济性相比都具有优势，因此液化气加气站总量和液化气公交车保有量基本维持现状，没

有发展。 

随着 CNG 公交车和 CNG 出租车的迅猛增加，CNG 加气站建设步伐也加快了，全年建成投产

CNG 加气站达 12 座，为目标任务完成的 100%。到 2008 年底，我市累计建成天然气加气母站 3 座

（江钻股份公司五里界母站、市天然气公司五里界母站、武汉大隆公司黄陵母站），大型常规站 1

座（市天然气公司长丰站），CNG 加气站 25 座，基本保障了我市目前 CNG 公交车、出租车的加气

需要。 

3. 武汉市绿色公交发展前景及建议 

3.1 发展前景 

3.1.1  构筑轨道交通大运量骨架体系 

根据武汉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成果，2012 年，我市将建成轨道交通（轻轨）一号线（吴家

山～堤角）、轨道交通二号线（地铁）一期（常青花园～鲁巷）和轨道交通四号线(地铁)一期（武汉

站～武昌站）三条线路，形成连通长江两岸约 72 公里的工字形线网骨架。 

至 2020 年建成市域快线 E2 线（天河机场～南湖花园）、E3 线（沌口开发区～武汉站），市区

线 U1 线（吴家山～堤角）、U2 线（金银潭～豹邂）、U3 线（三金潭～博览中心）、U4 线（永安

堂～武汉站）、U5 线（青山～青菱客运站）7 条线路，总长约 227 公里，设站 157 座；并同期建成

轨道过江通道 4 条。建成后，武汉市轨道交通日客流量将达到 580 万人次，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的

比例为 38%，能够满足武汉市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要求。 

结合轨道交通 1、2、4 号线建设，依据《武汉市 BRT 线网规划》，2020 将建成 BRT 线路 8 条；

近期（2015 年）BRT 线网规划按照弥补轨道空缺、形成公交骨干，适应客流需求、引导交通发展、

衔接交通枢纽、考虑远期预留等原则布设，规划建成 BRT1 线（武汉体育中心～武汉站）、BRT2

线（武昌站～青山工人村）、BRT3 线（武昌站～万科城市花园），线路总长度 71km，设站 71 座。 

3.1.2  适量发展无轨电车，改善城市交通与环境 

无轨电车作为大中城市一种现代化的电气交通工具，已有百余年的历史，1958 年我市第一条无

轨电车线路（1 路电车）的开通，已营运了 51 年。无轨电车以其使用清洁廉价的能源、零排放无污

染和低噪音的优良性能及不断技术创新的优势，为我市居民出行提供了十分环保的交通工具；但无

轨电车运行需架设供电线网，又制约了其大力发展。 

据了解，市公交集团公司为发展绿色交通，综合考虑其优缺点，拟采取适量发展无轨电车的方

针，计划在两年内新增和恢复 3 条无轨电车线路，新增无轨电车车辆 60 辆。 

一是恢复电车 5 路内环线，具体走向为：武胜路公交枢纽站起点至武胜路、江汉一桥、鹦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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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汉阳大道、二桥路、江汉二桥、解放大道至武胜路，线路长度 15.6 公里，配车 20 台。 

二是恢复电车 5 路外环线，具体走向为：武汉动物园起点经动物园路、马沧湖路、汉阳大道、

鹦鹉大道、江汉一桥、武胜路、解放大道、江汉二桥、汉阳大道、动物园路至武汉动物园公交场站，

线路长度 15.6 公里，配车 20 台。 

三是新增电车 9 路线，具体走向为：新五里起点经建港、鹦鹉大道、马鹦路、马沧湖路、动物

园路、墨水湖北路、王家湾至永安堂公交场站。全长约 14.5 公里，配车 20 台。 

在汉阳王家湾公交场站院内新建整流站一座，以保障新增三条电车线路的供电需求。 

3.1.3  推进 CNG 加气站建设，加快燃柴油公交车更新速度 

按照总体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根据《武汉市主城区加油、加气站用地控制性规划》提出的

发展目标，2010 年将建成天然气加气站 50—60 座，到 2020 年，我市主城区规划建设天然气加气站

123 座。 

市公交行业为大力发展绿色公交，从今年起将实行公交柴油车辆报废时直接更新购置单一燃料

CNG 公交车制度。考虑车辆使用年限，今年计划更新购置单一燃料 CNG 公交车 200 台，以后将随

着 CNG 加气站增加和布局的逐步合理，将逐年增加更新购置单一燃料 CNG 公交车数量。至 2020

年，我市所有公交车辆（包括出租车）都将使用清洁燃料。 

3.2 问题及建议 

3.2.1  CNG 加气站建设必须和发展 CNG 公交车同步、且分布要均匀 

CNG 加气站的建设是公交行业推广使用 CNG 公交车、出租车的基础，除了加气站建设数量要

满足公交车和出租车的加气规模外，还需满足均衡分布的要求。2008 年我市 CNG 加气站虽基本保

障了 CNG 公交车、出租车的加气需要，但仍几次出现出租车加气难的现象，直接影响到出租车的运

营时间和司机的运营收入，造成改燃出租车司机的不满，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分析其造成加

气难的主要原因是 CNG 加气站建设滞后且分布不均匀，市中心加气站太少，多建在离市中心城区较

远地段，出租车司机加气不太方便；另外一个原因是“油改气”后出租车营运成本明显降低，且在

管理上又存在漏洞，造成出租车司机私自改装出租车的现象大量出现。  

今后应根据《武汉市天然气汽车加气站布局规划》和 CNG 加气站建设进度，继续有计划、分批

次的抓好公共交通车辆和出租车的改装以及公交柴油车的报废更新；并严加管理，严禁出租车辆私

自改装，确保 CNG 加气站建设与公交车辆改装、更新进度的协调统一、有序发展。 

为解决加气站在中心城区分布均匀的问题，克服中心城区土地资源紧缺的困难，建议充分利用

中石油、中石化在我市中心城区的加油站，凡符合建 CNG 加气站规划又达到建设技术及安全要求的，

市政府应作出相关规定，要求中石油湖北销售公司、中石化湖北石油公司两家企业在原有加油站的

基础上合建加气站。 

3.2.2  混合动力公交车需克服“三高”，稳步发展 

发展混合动力公交车，推进电动汽车示范运营工作是建设“两型”社会、实施“碧水蓝天”行

动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城市绿色公交、营造绿色城市的具体内容之一。

但从我市实际运行效果的有关数据分析，其车辆营运状况与设计指标还存在较大差距，车辆故障及

路抛率、燃油消耗及维修成本呈现“三高”，未达到该车辆设计标准；与欧 3 排放的柴油发动机比

较，在我市公交线路上运营的混合动力公交车的车价、故障率和运营成本要比欧 3 排放的柴油公交

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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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混合动力车辆质量未能达到设计要求，大力推广使用还不适宜，只能在不断提高车辆

质量中稳步发展。建议研发单位联合有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开展课题攻关，完善车辆设计，解决

车辆当前存在的问题，努力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让用户买的称心，用的满意；同时也希

望公交集团公司进一步挖掘潜能，做好人员培训等各项工作，努力降低故障率，提高车辆完好率，

尽最大可能让混合动力车辆运行在最佳状态，保持混合动力车辆的环保先进性；使混合动力公交车

在我市的推广使用上一个新台阶。 

3.2.3  大力推广使用 CNG，彻底消除公交车“冒黑烟”现象 

目前公交车中“冒黑烟”的车辆主要是柴油车，这是由柴油车的技术特性所引起的。而排放颗

柆物（俗称冒黑烟）的数量主要取决于柴油机的生产技术水平、燃油、维护保养和驾驶操作四个方

面。只有将公交车辆全部“油改气”，才能彻底消除公交车“冒黑烟”现象。 

经过近几年我市公交行业大力推进“油改气”工作，我市汽油公交车的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剩

下未改造的 318 辆汽油车中除 71 辆是因线路加气原因无法改燃外，其余 247 辆是因为已接近车辆使

用年限，无改燃经济价值，可在更新时直接更新为 CNG 车辆，故下一步 CNG 推进工作重点是将柴

油车更新为单一燃料的 CNG 车。目前公交集团和通恒公司有 3099 辆柴油车，建议根据我市加气站

建设的速度和加气站布局，考虑车辆使用年限，建立实行车辆报废时直接更新购置 CNG 公交车制度，

逐步完成车辆更新。 

在主城区运营的 518 辆小公汽全都是柴油车，因车况较差，“冒黑烟”现象比较突出，是市民

投诉的重点，也应尽快更新为 CNG 公交车。 

3.2.4  发展无轨电车需市政府认可，并给予财力支持 

经初步测算：无轨电车车辆按 36 万/辆计算，投入 60 台车需投资 2160 万元；新架设电车线网

21.3 公里，按双向架设 196.18 万元／公里计算，需投资 4178.63 万元；整流站建设需资金投入 394.5

万元；三条线路总投资需 6733.13 万元。 

建议由市政府牵头，组成由市交委、市交通管理局、市供电局、市城管局、市建委、市城投公

司等部门参加的专班，负责新增和恢复 3 条电车线路建设的有关协调事宜。在资金方面，希望市财

政能够给予大力支持。 

3.2.5  尽快落实公交场站建设资金，保障场站基础设施建设按期进行 

公交场站建设是我市大力发展绿色公共交通的基础之一，是构建多层次、集约型、一体化、换

乘方便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重要内容。2008 年我市公交场站城建项目一共有 11 个，除完成万科

停保场、白玉山停保场、晴川码头停保场外，4 个续建项目即沌口江大路 208 路首末站，头道街电

车首末站、后湖体育中心首末站、武汉体育中心枢纽站没有按期完成；4 个新建项目即琴台文化中

心首末站、钢都花园停车场、天顺园首末站、三金潭枢纽站还未开工，其主要原因是城建项目资金

没按计划拨付。 

为全面落实城市公共交通场站建设规划，完善公交场站设施，望市有关部门尽快落实公交场站

建设资金，拟保证公交场站设施建设的顺利进行，使我市绿色公交得到又好又快地发展，加快推进

武汉城市圈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 

【第一作者简介】 

霍斌，男，高级工程师，武汉市交通科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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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城乡公交一体化内涵的探讨 

叶敏  陈莎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客运领域呈现出显著的班线客运公交化，城

市公共交通郊区化运营的现象，城乡公交统筹发展成为这一时期公共交通发展的一大旋律。部分城

市已经开展了城乡公交一体化的规划和运营。由于城乡公交与城市公共交通所服务的出行者出行特

征具有显著差异，对城乡公交直接按照城市公共交通进行简单的形式上的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有悖

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初衷。本文通过对乡镇居民和城市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特征

的分析比较，进行了城乡公交一体化内涵的探讨，为科学制定城乡公交线网规划、优化设施布局和

提高运营效率，实现城乡公交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城乡公交一体化，城乡统筹，可持续，公交优先 

1. 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空间尺度随着人口的增长在地域上以蔓延态势扩张，城乡发

展呈连绵一体态势，城乡居民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日益频繁，城乡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国家

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的宏观战略推动下，这种趋势愈发明显。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在城市客运领域

呈现出显著的公路客运公交化，城市公交郊区化的特征，城乡公交统筹发展成为我国这一时期公共

交通发展的一大旋律。 

2. 城乡公交统筹发展是我国新时期公共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 

2.1 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是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 

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2008 年 10 月，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

上，"城乡统筹"作为深化农村改革的核心举措被确定下来。城乡统筹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阶

段的客观要求，统筹城乡发展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也是促进农村经

济全面发展，改善城乡二元结构的有效途径。 

城乡设施统筹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必须做到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

建设和管理，把城市与农村、农民与市民统一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一规划，统筹加以解决。而实现

城乡一体的协调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容。 

2.2 中央和地方政府积极推动城乡公交一体化 

作为城乡设施统筹发展中的重中之重，中央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城乡公交统筹发展，同时改革公

共交通管理体制，推动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2008 年国务院办公厅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

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08〕11 号），《实施意见》提出，“优化服务业发展的政策

环境，各地区要对从事农村客运服务以及岛屿、库区、湖区等乡镇渡口客运经营等方便农民出行的

运输行业，比照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政策，给予政策支持”。 同时，中央政府积极推动大部制建设，

从体制上为城乡公交一体化提供了保障。2008 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明确了包括

公共交通、出租和地铁的城市客运管理职能划归交通运输部管理，调整后的交通运输部承担了城市

客运和农村客运的管理职能，将有助于我国城市客运管理模式将逐渐向城乡统筹转变。 

与此同时，各地方城市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制定相关政策促进城乡公交发展一体化。2008

年 3 月，昆明市政府印发《昆明市人民政府关于批转昆明市城乡公交一体化实施方案的通知》，将

昆明市 14 个县（市、区）划分为两个实施区域，分别由昆明市市政公用局和交通局组织各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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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农村班线客运车辆―公司化‖、―公共交通化‖改造工作。以实现全市城乡公交

一体化为目标，以城乡居民出行安全、便捷、优惠为出发点，通过整合优化城乡客运资源，理顺管

理体制，打破城市公共交通与农村客运二元分割的局面，构筑城乡公交一体化服务体系。2003 年嘉

兴市交通、物价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改革城乡公交客运票价的通知》(嘉计物［2003］392 号)，保

证乡镇居民同样享受公共交通出行的低票价政策。义乌市政府确定 2009 年为“综合改革年”，其中

一项重要任务即为“深入实施公共交通一体化改革”。公共交通一体化改革要求编制城乡一体的“大

公共交通”规划，统一城乡公交票价制定和城乡公交核载标准，打破城区公共交通与农村班线、农

村支线班车之间的城乡二元分割局面，适度提高政府补贴，逐步实现乡镇公益性公共交通。 

2.3 城市化和城乡社会经济活动融合了地理空间的行政区划 

2007 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44.9％，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预计未来我国

城镇化水平年均递增 0.8～1 个百分点，2010 年达 46～48％，2020 年达 55～58％。 

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部分城市行政区划发生变化，城市建成区规模不断扩大，许多原来

属于城郊和农村地区也逐渐纳入城区范畴。城市人口在大城市进一步集聚的同时，更多的中小城镇

逐步壮大，成为新转化的城市人口的居住就业地点。而城市人口的扩张表现在城市空间地域上的增

长，城市和乡镇之间地理空间的将进一步接近，城市、城市群在空间上的蔓延发展融合了地理空间

的城乡行政区划。2001-2006 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 40.1％，超大城市的扩张尤为迅速，面

积增长将近 2 倍。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环渤海都市圈等城镇密集、经济发达地区，随着城市

空间、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在区域上的扩张，形成连绵发展态势。 

城乡地域上的融合使得城乡之间居民出行更为便利和频繁，居民的频繁社会经济活动往来也成

为支撑班线客运公共交通化运营的客流市场。 

2.4 城乡公交统筹发展是关系乡镇居民的重要民生问题 

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城乡公交的主体使用者乡镇居民收入水平低，机动化程度不高，中长距离

出行为对公共交通方式的依赖程度较高。 

目前，我国联系大多数乡镇之间、乡镇与城市之间的出行工具为班线客运，完全是市场化运作，

只能覆盖部分客流强度高的区域，同时，其票价的定价方式为成本效益方式，相对于城市公共交通，

乡镇居民的出行成本更高。公共交通的缺失或者高票价将加大其出行成本，影响其生活水平。同时，

高票价对于乡镇居民中大部分弹性较大的出行需求有较强的抑制作用，直接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 

城市公共交通优先是引导出行者在其可选的多种出行方式中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大部分乡

镇居民经济收入水平不高，公共交通通常是其中长距离出行可以选择的唯一出行方式。从这方面讲

公共交通对城市居民来讲是锦上添花，而对于乡镇居民来讲则是雪中送炭。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进程中，农民应该而且必须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便利与价格的交通服务。城乡交通一体化管理有

利于改善城乡交通的二元结构，是关系乡镇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民生问题。 

3. 城乡公交的差异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推动下，我国城乡公交发展一体化趋势已经显现，部分城市已经开展

了乡镇线路的公共交通化运营。 

在城乡一体化之前，城乡居民出行通常采用公路班线客运形式，城市公共交通和农村班线客运

的经营范围不同，原本各自独立，互不交叉。随着城市建成区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城市行政区划

的变化，许多原来属于城郊和农村地区也逐渐纳入城区范畴，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使周边农村和小城

市也与其发生大量的客运往来。为满足新建成区以及村镇地区居民的出行需求，客运班线进城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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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公共交通站点，城市公共交通的线路长度不断延伸进入乡镇，二者服务范围开始叠加，叠加区

域呈增长态势。 

同时，由于公共交通线路票价低廉，在与班线客运重复的部分线路上，分流了较大部分客运班

线的客流，班线客运运营者的利益受到威胁，导致城市公共交通和班线客运经营者之间的冲突。同

时，在城市公共交通缺失的城市新区、卫星城、偏远乡镇等地区，由于班线客运完全按照市场化运

作模式，客运服务供给存在缺失，乡镇居民不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价格与便捷的公共客运服务。 

某些城市直接按照城市公共交通模式照搬开行乡镇高发车频率的公共交通线路，部分城乡公交

线路运营中已经频频出现“专车”和“空车”现象，造成很大的人均出行能源消耗和资源消耗。同

时，“专车”和“空车”为城市政府财政支出中增加了一笔不菲的数额，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遭遇

能否持续的挑战。 

目前，部分城市已经认识到城乡公交的差异，并积极开展了城乡公交系统规划。但研究主要内

容，如线网规划、场站设施布局等并没有基于对城乡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特征的总结和分析，由于乡

镇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特征与城市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特征具有很大的差异，其线网规划、设施布局和

运营方案与城市公共交通规划中相关内容具有较大差异，对城乡公交一体化内涵的探讨尤为迫切。 

3.1 城乡公交需求具有明显差异 

要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仔细研究乡镇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特征，并以此为依据制

定科学的城乡公交线网规划、场站设施布局和运营计划，是城乡公交一体化科学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的技术保障手段。 

乡镇居民公共交通出行与城市居民公共交通出行具有较大差异。城市居民公共交通出行对公共

交通系统需求具有高聚集性、通勤交通为主、需求量大等特征，且高峰出行多为通勤目的，出行时

间、地点、量刚性大。城市公共交通必须以满足为主，调控为辅。而城乡之间的出行与城市内的公

共交通出行具有较大差异，具体表现如下： 

对票价敏感。乡镇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城市居民，其对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票价敏感度高。

高票价的城市公共交通出行对于城市居民来讲可能会导致其选择出租车、私人小汽车或者转向自行

车出行方式，而对于乡镇居民来讲，高票价会打消居民出行的愿望。 

出行距离长。乡镇居民公共交通出行多为乡镇之间、乡镇和城市之间出行，由于地理空间分布，

城乡公交出行距离长。 

出行频率低，总量不大，出行集聚度不高。城乡之间的出行量相对于大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出

行频率低，总量少，而且出行量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较为平缓，集聚性不强，即出行时间峰值和

地点峰值不高。 

出行弹性大。城乡之间的出行者，特别是我国中西部乡镇居民出行多为非工作出行。出行者对

出行时间的要求不高，出行目的地也多能在一些类似的功能区之间进行选择和转换。简而言之，城

乡之间的出行弹性较大，其大部分出行需求是弹性的，时间是弹性的，地点也具有一定弹性，可以

相对较容易实现出行时间和地点的聚集引导和调控。 

乡镇居民机动化出行方式中对公共交通出行依存度高。乡镇居民平时出行多为非机动化方式的

短距离出行，机动化程度低，在城乡出行中由于距离长对公共交通的依存度高。 

3.2 班线客运与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的区别 

城市公共交通与公路班线客运具有一定的共同点，都是乘客支付一定的费用，购买从出发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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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地的运输服务,在一定时期内，发车时间固定，运行线路固定，到发站点固定。同时，城市公共

交通运营和班线客运运营之间还有着较大区别，但客观地说，原班线客运的运营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是适应乡镇居民出行特征的，班线客运运营模式存在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值得借鉴的方面。二者运

营上的差异具体体现如下： 

3.2.1  服务范围不同 

城市公共交通运营集中在城市范围，主要为短距离出行服务；班线客运集中在城市与城市、城

区与郊区、村镇内部，主要为中长距离跨区出行。 

3.2.2  运营组织不同 

城市公共交通在线路中途设置上下客站点，发车密度较高，大部分线路发车班次间隔为 5～10

分钟，繁忙线路高峰时期发车间隔小于 3 分钟，客运量较大，允许乘客站立；公路班线客运发车密

度通常较低，但也会因线路联系我国不同经济发展区域而各具有较大差异，公路班线客运必须严格

按照荷载人数载客，上下客集中在首末站，中途不停靠，或有少数几个枢纽停靠站。 

3.2.3  定价机制不同 

城市公共交通通常实行政府管制的公益性低票价政策；公路客运实行成本效益定价，按照车型

行业里程价格，考虑客运附加费、通行费用分摊、站务费和企业的合理利润，制定线路运营价格，

报请交通主管部门和物价部门批准。 

3.3 城乡公交管理具有较大差异 

3.3.1  享受的政策不同 

大多城市政府都对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的公益性亏损进行补贴和补偿，并在车辆购置、场站设施、

税费征收等方面给予各种优惠政策，而公路客运完全由市场运作，不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3.3.2  市场监管方式不同 

我国城乡之间的客运大部分城市由当地交通部门进行管理，对班线客运完全采用市场化的管理

模式，企业自负盈亏，政府主要负责相应的运输安全、市场准入和退出等监管。公路客运是一个完

全竞争的市场，线路经营权由客运管理部门审批，单条线路允许多家经营，由于是竞争的市场，线

网规划和布设完全由市场需求决定，在部分客流强度不高的区域有所缺失。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管理目前多集中在城建部门进行管理。城市公共交通的竞争性或垄断性

取决于政府的管制政策，我国现存多种经营模式，包括垄断经营、特许经营和市场化经营。但无论

哪种模式，政府均采取各种措施，包括出台相关政策、利用经济杠杆等，进行线网优化，引导企业

运营，鼓励居民公共交通出行。 

3.3.3  线网规划管理不同 

班线客运完全市场化，线网规划完全由运营商负责，只需报请相关部门备案即可。线网规划方

式也相对简单，线网编制的出发点为线路的运营收益，通常只考虑单条线路，线路起终点和/或沿线

主要停靠站均符合一定客流需求，线网编制中不考虑网络效益，也不会考虑社会效益。城市公共交

通规划由行业主管部门组织编制。编制也相对严谨。需要考虑客流服务、社会公平、可持续、引导

城市发展方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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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可持续的一体化城乡公共交通系统 

4.1 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是必然趋势 

城乡公交化运营是必然趋势，是满足乡镇居民的基本出行的需求。解读国家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政策，公交优先的出发点是：民生问题、能源战略、环境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城乡地理空间

上行政区划的模糊，居民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增加，是城乡公交一体化的需求市场。加之乡镇居民

收入水平低，对票价敏感，对公共交通依存度高。城乡公交一体化不仅是顺应需求的市场反应，更

是政府关注广大农民的民生问题，是体现平等的问题，是和谐的需要，是发展的前提。 

4.2 城乡公交必须与城市公交系统享受同样优先政策 

城乡公交应享受与城市公共交通同样的优先政策，包括出行居民和运营企业。乡镇居民出行应

享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福利票价和便捷的公交出行服务。高低票价对于城市居民来讲是促使其在几

种不同出行方式中进行选择，而由于城乡公交出行者收入低，出行弹性大，对于乡镇居民来讲是在

出不出行中进行选择。城乡公交出行者应享受与城市公交出行者同样的福利待遇和便捷的公交出行

服务，这是社会公平问题，是关系乡镇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面。同时，大部分城乡客运市场出行

量不大，且时空分布平缓，要求运营企业实行低票价和较高覆盖率的公共交通运营势必使得企业遭

遇收益上的困境，给予运营企业同样的优惠政策是城乡公交运营长期稳定的保障。 

4.3 合理规划城乡公交线网 

如前所述，城乡公交居民出行具有特点鲜明。如果不考虑乡镇居民出行特点和公交优先发展的

出发点，对班线客运线路直接按照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进行简单的形式上一体化，反而会导致人均出

行能源消耗的增加和资源的浪费，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初衷。 

原班线客运缺乏线网规划，线路仅能覆盖一定客流强度的区域，造成城乡居民出行上的不便利。

同时，城乡公交出行者在空间上分布较稀疏，而且出行者在空间的选择上表现出较大弹性，大部分

出行者由于出行距离较远、对出行时间要求不高、可接受接驳距离的长度远大于城市公交出行者，

使得线网规划在保证覆盖率的同时可以有效提高运营效率。通过对当地城乡公交居民出行特征进行

摸底，并科学制定合理的城乡公交线网规划、布设合理的站点，是保证城乡公交服务水平和提高公

交运营效率的基础。 

4.4 城乡公交运营应提高效率 

城乡公交出行者出行时间可调控性大，在满足一定的发车间隔的基础上，适当的发车频率可以

集合合理时间范围内分散的低峰出行需求，提高公共交通运营效率。集合低峰出行需求的同时应保

障相应的服务水平，由于居民出行弹性大，提前公示并提供有规律、准点的公共交通运营，可以同

时保证居民出行的方便与准时。总之，科学运营调度是实现城乡公交提高运营效率，实现可持续运

营的有效技术手段。 

4.5 城乡公交一体化应注重地区差异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特大城市郊区以及东部连绵化发展的城镇群中乡镇居民的出行特征较中西部

和中小城镇有一定区别。我国特大城市郊区以及东部沿海城市化程度高、城乡差距小、居民出行差

异不明显，加之政府财政能力较高，可以考虑提供全覆盖高频率的一体化城乡公交服务供给。对于

具有一定需求但是不能满足高覆盖高频率公共交通化运营的广大中西部区域和中小城镇，应科学规

划公共交通线网，结合班线运营模式的优点，满足一定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开设享受同样公共交通优

先政策的城乡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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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城乡公交一体化是对广大农民民生问题的关注，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方面。城乡公交一体化

运营已成必然趋势，但城乡公交一体化运营现状在许多地方不容乐观。城乡公交一体化不是体现在

与城市公交同样高频率的发车间隔上，也不是体现在与城市公交一样的高密度的线路和站点上。城

乡公交一体化或者说是公平性是出行者和运营企业必须与城市公交享受同样公交优先政策，保证城

乡居民出行者基本出行需求和基本服务水平。由于我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正确解读

本地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内涵是实现可持续的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前提和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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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市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研究 

孙莉芬 叶晓雷 苏衍年 

【摘  要】针对目前昆明城乡之间的出行越来越表现出公交需求的特征，实施公路公交化已成为公

路客运发展的必然趋势。本文通过对城乡互动生长机制的分析，提出昆明城乡空间形态应形成强化

核心，以“发展轴”构筑网络化空间发展骨架，然后探寻了在不同空间范围内公共交通工具的圈层

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乡公交线网的空间结构及线路规划方案。 

【关键字】城乡一体化，网络化发展模式，城乡公交 

1. 引语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昆明城市的版图在不断扩大，卫星城、开发区、居住小区不断在旧城

区的边缘出现又不断形成新的城区；城市与乡村犬牙交错，相互深入；县与县、市与市连成一片；

都市圈的扩大，处于城镇间边缘地区、结合地区的居民相互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近似于同一城市

内部区与区之间的人口流动，城乡之间的出行表现出公交需求的特征。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城乡之间的交通已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居民对于安全、舒适、快捷的运输

质量要求越来越高，完善公路客运系统，实施公路公交化，满足公众出行的交通需求，已成为公路

客运发展的必然趋势。 

2. 城乡互动生长机制分析 

城市与乡村、城市与区域已不再是一个静止空间，而是一个在地域和功能等方面相互融合、相

互包含的动态弹性空间。距离不再是分割城区、郊区和乡村腹地的关键性因素，准确、快捷的网络

设施很大程度上将替代传统的可达性因素。城乡互动发展是指资本、劳动力、物质、信息等社会经

济要素在城乡空间的双向流动与优化配置，它是城乡之间因社会、经济、技术、文化等多种交流与

联系而形成的一种空间关联的地域关系，这种交流、互动与关联构成了城乡这一有机巨系统。 

Takeuchi 等日本学者认为城乡互动发展有助于农村自然景观的恢复，能使可持续的物流得以保

证，由此提出了在城市边缘区、典型农村地区和边缘山区建立生态村的设想。2003 年 12 月，在摩

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第 2 届 FIG 区域发展会议上，有关城乡互动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

了极大关注。FIG 主席梅其尔教授认为，2015 年，预计有 9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伴随着快速的

城市化，城市贫困人口也会增多，这将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城乡互动发展有助于解决可持续发展面

临的问题。它应该受到区域规划、自然规划、土地政策和土地使用，土地资源管理、空间信息管理、

GIS 和空间数据基础设施、城乡冲突的解决和城乡发展、21 世纪议程、能力建设等主题的广泛关注。

2005 年 5 月，在波兰北部城市索波特举行的高级官员团第 22 次会议上，与会者一致认为，可持续

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城市地区，只有把城市和外围地区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时，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可持续发展。城乡平衡和相互联系的发展将为不断更新和可持续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提供

基础。 

城乡互动，反映在城镇体系设施网络上，即是设施网络与城━镇━村系统的合理对应。也就是

设施网络的布局，在满足各级城乡居民点需求的同时，又不过度建设，超越各发展的实际需要，造

成浪费。而对其分等级的建设，除了布局引导之外，还有政府对公共物品的投入政策引导，这是政

府促进县域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因此，城镇体系中的设施网络，是县域发展的因素，同时也具有

政策属性，在推动城乡良性互动的进程中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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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地处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较差，城市化尚处于起步阶段，从空间上看，

不同区域应该承担不同的功能，应注意区域分工，推进城乡一体化不是实现全区域的城市化。对于

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应加快资源输出和环境保护，实现公共服务设施的均等化是其一体化的主要

目标；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不同的区域发展基础不同，开发的时序也应该有差别，应该循序渐进地

逐步推进，不可冒进。因此昆明地区合理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应是城镇网络化发展模式。该模式与西

部大开发的重点相适应；与西部地区城镇网关联程度较差的实际相适应；与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和

新观念相适应。西部地区城镇网络化发展应重点突出走廊型城镇网络化发展模式和区域性城镇网络

化发展模式。 

3. 昆明城乡空间形态 

3.1 核心—网络的空间发展模式 

综合考虑昆明城市空间演变规律、区域空间发展关系、现状自然条件及城市空间拓展方向等多

方面的影响因素，未来昆明城市应发展成为一个主要沿南北向交通轴有序扩展的网络状城市，形成

强化核心，以“发展轴”构筑网络化空间发展骨架，从圈层蔓延走向多轴向拓展，变单心圈层式形

态为有机的多心开敞式形态。有效疏解原主城区过密、过多的功能，注重提高昆明发展的整体质量，

在更大的地域空间上实现城市规模的壮大。 

 

图 1 城乡空间结构示意图 

与圈层式相比，多轴向发展更适合昆明城市的快速发展，以交通线为导向的跳跃式发展，城市

不再是连续的蔓延，而是相对独立组团的串珠状成长，这种模式有利于完善基于滇中区域协调发展

所必须的职能优化重组，有利于适应曲靖━昆明━玉溪城市发展带的产业拓展与联系，有利于最大

限度降低城市“摊大饼”式发展的过大成本，有利于处理好土地、生态环境资源保护与主城区发展

的宏观矛盾问题。 

3.2 昆明市域空间形态结构 

核心—网络发展模式作为市域城镇体系空间结构的总体框架。规划期内，综合考虑区位及交通

等条件，规划市域内城镇空间采取的“一核五轴，三层多心” 的规划布局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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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指中心城区，重点完善主城，打造呈贡新区和空港经济区，形成昆明中心城区，作为

区域发展核心。 

五轴——两主轴、三次轴。沿重要的交通走廊在昆明市域形成的“十”字形放射状交通轴，即

东西向的楚雄—昆明—红河交通轴和南北向的曲靖—昆明—玉溪交通轴。沿曲靖—昆明—玉溪交通

轴从北向南，形成昆明新国际机场及空港经济区、呈贡新区、晋宁新城和海口新城，加上现有北城，

形成了由交通轴串连的带状；沿楚雄—昆明—红河交通轴，有安宁（含草铺、连然、温泉和太平），

宜良（含汤池、草甸、匡远和北古城等），构成市域发展的基本空间骨架。 

为统筹市域整体发展，优化空间发展格局，并与其它滇中城市的发展更好地协调，依托对外交

通线，在市域二级城市和重要城镇之间建立三条次级发展轴，构建多中心、网络化城市地区。 

三层多心——在市域范围，形成中心城区━都市区━市域，三个发展各有所侧重的层次。中心

城区是发展带动的核心；都市区以安宁、嵩明、宜良、晋宁新城和海口新城 5 个第二级城市为支撑，

由绿色开敞空间、大型交通设施和基础设施、以及城市远景空间发展必须实施控制的地区组成；在

市域其它地区，处于发展轴上的县城和重要城镇构成第三级城镇，适度规模聚集，培育特色产业和

地区性公共服务中心，带动广大乡村地区的发展。 

 

图 2 市域空间发展结构图 

4. 区域公交发展分析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昆明经济区交通运输业将全面对外开放，要积极构建昆明经济区

城市圈之间进行交流、分工的广域交通体系。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内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区

域内外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深度融合，这种融合直接体现的就是相互之间的人流与物流的空间大范围、

高密度位移，要求交通方式的多样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出行需求依赖于多种方式的组合。从国内外

世界著名都市圈交通一体化发展轨迹看，这些国内外发达国家地区的城市群注重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地方铁路、地铁、轻轨以及民航、海运都能够进行合理布局，齐头并

进、共同发展，充分发挥了综合交通网的规模效应。 

每个都市圈交通都是多种交通方式的混合体，各种交通方式在都市圈内发挥的作用不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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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的交通方式不能解决都市圈范围内的交通问题，只有合理的规模和结构才能实现各自的功能，

并体现联运优势。由于不同公共交通工具的运力特点和速度不同，在都市圈中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

表现出公共交通工具的圈层差异，中心区内部的交通方式结构是以地铁、城市公交为主的，而进出

中心区的交通方式结构以轨道(包括地铁、国铁、郊区铁路等)、城乡公交交通方式为主，在都市圈外

围的交通方式一般以高速公路、市郊铁路、快速铁路、国铁为主。 

 

图 3 区际公交系统圈层差异 

因此，根据昆明区域的发展形势，公交系统可以从三个层面考虑： 

第一层面——市域大公交层面，是对应于发展相对成熟的都市圈阶段，高速公路、轨道交通形

成网络，居民的出行方式也日趋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出行采取多种方式组合在一起来完成。需要在

运行速度、运送能力构成上多层次，高速、快速、低速，大中小运量交通方式搭配，适应城市不同

层次交通需要；在网络布局上，强调充分发挥各种交通方式的特性，重点发展区域可通过多条交通

走廊形成交通束提供交通服务，同时要改变以公路作为维系城市周边地区主要交通基础设施的状况，

尽快形成以通勤铁路为轴线的大城市圈交通体系，并与高速公路网络形成复合型客运走廊，缓解高

速公路网络交通负荷的快速增长和减少直接驾驶小汽车进入核心城市内部而带来的交通压力。整个

市际公交将形成高速公路和城际高速铁路并重的公交发展模式。 

第二层面——市域公路城乡公交层面和第三层面——滇池流域城乡公交层面，是都市圈发展的

酝酿阶段，这个阶段主要还是依靠公路系统来实现区际内的交流，随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人们

出行要求不断提高，从“能走就好”到“舒适、快捷、安全、方便等”；出行目的的结构变化多样，

通勤圈范围外延，同时休闲旅游成为当前人们出行的主流，为满足各种层次的出行需求，迎接其他

运输方式的挑战，规划干线网、集散网、地方网，通过旅游客运、快速客运、包车客运等反映不同

服务功能的公路客运新形式层出不穷，与其他常见的客运形式一起构筑城乡客运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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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滇池流域轨道交通与城乡公交的关系 

对于滇池流域，规划未来要开通环湖轨道交通，连接城市与郊区、中心城市与卫星城，提供大

众化的通勤出行服务，在环湖轨道交通走廊上开行的城乡公交线路近期可以为环湖轨道交通培育客

流，远期可以弥补轨道交通不能提供“门到门”服务的缺陷，发挥城乡公交线网稠密、为轨道交通

收集客流的优势，从而，充分发挥轨道交通作为公交骨干网络的作用，保证有足够客源维持轨道交

通良好的经济效益，促进轨道交通的良性发展。 

下面规划的层面是以市域公路城乡公交层面为主来展开规划研究。 

5. 线网空间结构 

在整个规划实施过程中，三个等级的城乡公交线路是具有“动态提升性”的。一级公交线路是

城乡公交网络的骨干线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些线路可提升为城市公交；二级、三级线路也

可适时进一步提升，提高线网的服务水平。同时，三个等级的线网之间在线路和场站设置上，应有

良好的衔接，使整个线网在纵向和横向上都运行通畅，真正连接成“网”。 

通过对昆明的地域特征、乡镇发展规划及客流特征等因素进行分析，昆明市城乡公交线网的总

体结构可以概括为“一核、多枢、七廊”。 

一核——环滇发展核心即滇池流域都市区，形成环滇发展核心，依靠线网顺畅、高效的运行向

外输送客流的城乡公交第一实施示范区。 

多枢——多个不同等级的公交枢纽，形成两个等级的公交枢纽对不同层次的线网进行衔接，将

城乡网与城区网有效的结合为一张网。 

七廊——七条向外辐射的公交走廊： 

环湖走廊，为加强中心城区和滇池流域的“环滇发展核心”地位，利用环湖公路打造环湖走廊，

并在远期通过环湖轨道对走廊进行全面提升，形成大容量的客运通道。 

区域性城乡公交

地方性城乡公交

环湖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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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走廊，利用城市综合级客运枢纽——西部客运枢纽，通过昆安公路和昆安高速公路，打造安

宁方向的西客运走廊，形成大容量的客运通道，带动沿线及片区发展。 

西北走廊，利用城市综合级客运枢纽——西北部客运枢纽，通过昆禄公路和昆武高速公路，打

造富民、禄劝方向的西北客运走廊，形成大容量的客运通道，带动沿线及片区发展。 

东走廊，利用城市综合级客运枢纽——洛龙村客运枢纽，通过呈黄路连接老昆石公路、昆石高

速公路，打造石林方向的东客运走廊，形成大容量的客运通道，带动沿线及片区发展。 

东北走廊，利用城市综合级客运枢纽——东部客运枢纽，通过贵昆公路和昆曲、昆嵩、嵩待高

速公路，打造嵩明、寻甸、东川方向集客运、旅游为一体的东客运走廊，形成大容量的客运通道，

带动沿线及片区发展。远期可借助国铁开行都市区轨道交通，对线网进行提升。 

北走廊，“龙泉镇——转龙镇”方向，连接重要的旅游景区。 

东南走廊，“马金铺——石林”方向，连接城市毗邻区域重要乡镇及旅游小镇。 

 

图 5 线网空间结构 

6. 线路规划方案 

依据昆明市城镇空间用地规模与布局以及公路系统实际情况，规划以骨干线路为主干、联络线

路为支撑、地方服务线路为补充的整体公交线网，来满足不同出行目的、不同层次乘客的出行需求，

初步形成结构层次分明、服务功能明确、出行方便快捷的线网体系。 

干线线路规划主要依托高速公路、高等级公路、国道等道路等级较高的通道进行布设，起止点

为客运站、公交场站等大型交通枢纽和重要的客流集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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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干线网 

联络线线路规划主要依托国道、省道或道路条件相对较好的县道等道路进行布设，起止点为重

点镇的客运站或公交站等交通枢纽点。 

 

图 7 联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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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网主要针对的是各县（市）区内部产生的客流出行需求而设置的线路，具有服务生产和生

活、吸引交通等功能，实现干线网络交通需求的集散，提高公交网的通达深度和辐射效应。主要体

现在扩大线网覆盖范围以及对联络网和干线网的连接作用。该层次线网规划主要在下一层次的规划

来解决，以富民县的城乡公交线网规划为例，如下图所示。 

 

图 8 富民县城乡公交线网 

 

7. 结语 

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

的具体行动，通过区域一体、高效运营、相互衔接、服务优化的城乡公交系统的建立完善，进一步

缩短城镇间、城镇和区域间、城乡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

务向农村覆盖，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力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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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公交优先发展回顾及问题分析 

郑猛 何继斌 佘世英 

【摘  要】本文分析了武汉市两江分割、三镇鼎立的城市特征与现状交通特点、回顾了武汉市从 1990

年以来城市交通及公共交通发展历程，提出了当前实施公交优先存在的城市交通及公共交通管理体

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投入、公交内部资源整合与优化配臵、强化公交运营管理及自身吸引

力等四个方面的关键问题，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推进城市公共交通体制改革，建立公交共同体；加快

推进轨道交通建设步伐，促进枢纽建设和公交优化布局；强化公共交通出行信息服务，建立优惠的

票务体系三个方面措施和建议。 

【关键词】公交优先，关键问题，公交共同体，武汉 

公共交通是城市客运体系赖以运转的基础，公交优先不仅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也

是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2007 年 12 月，武汉城市圈作为“资源节

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国家批复，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成为武汉市创建“两

型社会”的紧迫任务。本文在回顾武汉市自 1990 年至今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试图从中

理出一些发展的脉络，进而探求武汉市公交优先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针对性的措施和建议，以促

进城市交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1. 武汉城市现状与交通特征 

武汉市是中国中部特大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交通、通信枢纽，全国铁路路网型主

枢纽、客运中心、集装箱运输中心之一，重要公路主枢纽之一，全国六大区域性航空枢纽之一和内

河航运中心城市。与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香港、重庆、西安等特大中心城市距离都在

1200 公里以内，具有得天独厚得地理区位优势。 

 

图 1  武汉在中国的地理区位图 

武汉因水而兴，多水多湖泊是其鲜明的城市特征，也形成了其特有的城市交通格局。比如说两

江分隔、三镇鼎立形成的三镇间跨江交通问题，交通流向过江通道衔接道路集中问题，进而造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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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线路重复系数高、站点公交排长龙问题；多水多湖泊形成城市道路发展的诸多屏障，造成建设投

资增加，路网先天不足的问题；由于居中的地理位置，诸多干线公路和铁路穿越城市，形成城市发

展的人工屏障，穿越性交通与市内交通相互混杂、内外交通矛盾集中的问题；受防洪限制，堤内堤

外交错发展带来内外联系不畅问题等。这些，都是武汉市发展面临的个性问题，随着城市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机动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面临的如小汽车迅猛增长带来城市交通拥堵的

加剧、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公交吸引力不强、交管措施单一、机非混行、道路通行效率低

下等共性问题也进一步突显出来。 

2.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总结与回顾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武汉市与全国所很多大中城市一样，为遭遇“乘车难”而困扰。

提起当年，人们常常用―几（挤）内亚（压）‖、―赞（站）比亚（压）‖来形容当时坐公交车的窘况，

人多的时候，扒车门、跳车窗更是司空见惯。统计显示，1990-1992 年期间武汉市公共交通年客运量

12.5-12.8 亿人次，这一纪录到 2007 年才被超越。当时统计公交线路平均客运强度 2833 人次/公里.

日，差不多是 2007 年的 4 倍，拥挤状况可想而知。因此，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致

需求。 

 

图 2  武汉公共发展情况统计（1990-2007） 

1992—2000 年，武汉市公共交通得到长足发展。在这期间，城市道路面积和道路长度分别增长

了 45％和 9％，年均增长率 1%和 4%，而公交车辆却从 1606 辆增长到了 5451 辆，公交线路从 96

条发展到了 244 条，公交线路长度也由 1223 公里发展到了 4318 公里，分别较当初增加了 239％、

154％、253％。这期间武汉市相继出台了“确定补贴基数，递减包干，超亏不补，减亏全留，一定

四年不变”的财政补贴包干政策、“福利性月票和普线低票价补贴”政策、“普、专线一票制，市

郊线路梯级票价”政策，以及减免税收、减免城市公用附加费、免收公交车辆过桥费等优惠政策，

进一步推动了公共交通行业改革和发展，无疑奠定了目前发展的基础。这一时期城市机动车保有量

增加了 2.2 倍，但公共交通在居民出行方式中的比重却仍略有增长，由 1987 年的 20.1％增加到 1998

年的 21.9％。 

2000 年以后，是武汉城市交通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也是城市交通发展的转折点。一方面，武

汉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开工建设并投入运营，公共交通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另一方面，道路交通

面临的压力持续增大，城市交通发展的重心由缓解“乘车难”过渡到解决“行车难”。“十五”期

间，武汉市私人机动车拥有量从 2000 年的 18.9 万辆增长到 41.0 万辆，年增长率达 16.8％，而私人

客车更是以 44.7％的年增长率迅猛发展，明显高于机动车的平均增长速度，反映出武汉市已经步入

小汽车家庭化的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建设投资也随之向道路交通倾斜，2001—2004 年连续四年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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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建设投资额年均增长 50％以上，道路长度和道路面积分别年递增 13%和 23%，道路交通实现了

跨越式发展，而公共交通发展则相对迟缓。 

2005 年国办发 46 号文的出台，使各级政府重新认识到公共交通的重要性，武汉市公共交通也

重新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呈现出公共交通与道路交通均衡快速发展的局面。 

 

图 3 武汉道路交通发展情况统计（1990-2007） 

从总体上看，武汉市公共交通发展基本上还处于弥补历史欠账和被现实交通拥堵推动发展的状

况，市民公共交通需求尚未得到充分释放，在处理道路交通和公共交通发展关系时还存在指导思想

不明确和顾此失彼的现象，公交优先未得到真正贯彻落实。在交通方式正确引导及路权分配方面还

未体现合理的成本比价关系，人行道及自行车道被大量侵占，机动车、助动车无序发展。轨道交通

后续工程虽然已经开工，但由于其作用在短期内还不能发挥，城市交通正面临日益恶化的局面。 

3. 武汉实施公交优先的几个关键问题 

3.1 城市交通及公共交通管理体制问题 

公交优先政策的顺利实施，必须要有一个高效运转的城市交通及公共交通管理体制作为保障并

加以推动。从城市交通管理体制来看，目前武汉市还是由交委、建委、公安交管等部门交叉管理的

传统模式，多头管理、部门分割、职能交叉、职责不清。各部门从自身利益出发，忽视联运和换乘，

在措施上甚至相互抵触，公交优先很难真正贯彻落实。 

从公共交通自身管理体制来看，武汉市由交委行使营服务监督管理、公交基础设施建设、专项

资金筹集职能，并统筹规划和研究全市公交运力的发展规划、公交路线的设置等方面工作。公共交

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公共汽车、电车、轮渡、出租汽车等方面资产经营及相关的经营活动。武

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全面负责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及管理职能。这种条块分割的状况导致轨道交通

与常规公交在设施衔接、票价体制等方面很难实现统一和协调发展。在规划控制方面交委的公共交

通规划职能与规划局行使的城市规划职能也存在条块分隔的现象。武汉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

10.23 公里，运营近 5 年平均日客流量仍不足 3.5 万人次/日，与线路长度短有关，但常规公交与轨道

交通相互竞争、换乘接驳不足，票价上相互独立也不无关系，根本上还是公共交通体制的原因。 

3.2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投入问题 

2007 年武汉市公共交通方面总投资 9.16 亿元，其中 87%为轨道交通建设投资，而常规公交投资

方面则主要用于车辆购置与更新，在线网调整优化、场站建设、换乘接驳等方面的投资甚少。另外，

从 2001 年来连续 7 年的数据来看，城市交通建设中用于公共交通方面的投资比例一直呈下降趋势，

由 19.0%下降到 4.4%。由此形成两个较为严重的事实，一是轨道交通建设投入不足，城市公共交通

得不到根本性改观；二是轨道交通所占比例大，又造成常规公交的投入不足。根据国家批复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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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最早到 2011-2012 年才将有新的轨道交通线路投入运营。因此，如果持续缺

乏资金的投入，武汉市公共交通将面临极其严峻的局面。 

表 1  武汉市公共交通与城市交通建设投资比例关系（2001-2007） 

指标/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公共交通投资（亿元） 4.8 6.39 7.08 6.3 4.64 6.47 9.16 

交通建设投资（亿元） 25.2 33.8 48 52.7 95 156 207.2 

公共交通占交通建设

投资比重 
19.0% 18.9% 14.8% 12.0% 4.9% 4.1% 4.4% 

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

投资比重 
89% 78% 81% 56% 37% 67% 87% 

3.3 公交内部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问题 

城市的道路资源是有限的，必须进行合理的分配，把有限的资源按使用效率的高低进行分配。

同时，在公共交通内部，也必须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才能提升整体效益。2007 年，武汉市全年完

成公交客运量约 19.5 亿人次，其中公共汽、电车作为常规公共交通的主体，承担了公交总量的 71.2%；

轨道交通约占公交总量的 0.47%；小公共汽车与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的辅助方式，分别承担了公交

总量的 7%和 20.8%；轮渡约占公交客运总量的 0.53%。从各方式承担的客运比重来看，一方面，轨

道交通大运量的优势尚未的到体现，日客运量只有 3 万人次/日左右，仅与一条公交线路相当，与常

规公交换乘比例不足 3%；另一方面，轮渡这一曾经在过江交通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交通方式逐渐趋

于萎靡，但过江桥梁和隧道却拥堵不堪。因此，武汉市还需要进一步优化配置公共交通系统资源，

充分发挥各种既有设施的功能。 

3.4 公交运营管理及吸引力问题 

公交优先的核心是公交优胜，在运营管理方面，必须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来鼓励和吸引居民

乘坐公共交通。公交服务质量不提升，就难以吸引更多的人去乘坐，公交优先就只能―叫好不叫座‖。

通过调查发现，武汉市民反映公共交通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车内拥挤，没有舒适

感，早晚高峰期间客流集中，公交运力不足；二是等车时间长，运营准点率低，公交到站信息和换

乘信息匮乏；三是某些偏远地区公交线路少，发车间隔时间长；四是票价高，换乘缺乏优惠。武汉

市常规公交总体上推行一票制，普通公交车 1 元；空调车 2 元；双层巴士 1.5 元。但最近几年空调

车发展较快，2007 年空调车比例已经超过了 40%，对市民来说舒适程度并不能提升多少，因为大部

分都是站票，但票价却贵了一倍，有变相提价之嫌，图 4 武汉市公共交通平均票价曲线也充分印证

了这一点。市民对此意见较多，时常见诸报端。五是公交线路重叠过多，使用者并不清晰，公交行

程时间增长，交通堵点多，公交缺乏优先通行权，公交优先成为时尚口号，而没有真正的措施和保

障。 

因此，政府要加强对公交企业的监管，不断提高公交服务水平，使乘客愿意把公交作为首选的

出行方式。在规划层面确定公交优先的具体目标和指标，建立法规保障。同时，还要做好公共交通

规划，适当优化、调整、新增公交线路，特别是对于一些新建的大型社区，可以增设支线公交，方

便群众出行，消除―黑车‖的生存空间。另外，政府还要从细微处着眼，帮助群众解决一些看似很小

但却给乘公交出行带来诸多不便的―小事‖。例如解决公交换乘问题，除了通过对站点和站台的调整

缩短换乘距离外，还应关注换乘费用的影响。在首末站和枢纽点推广免费自行车也是一种很好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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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接驳和提高吸引力的方式。 

 

图 4 武汉市城市公共交通综合票价发展统计（1990-2007） 

4. 实施公交优先的措施与建议 

4.1 推进城市公共交通体制改革，建立公交共同体 

公交优先的核心，首先在于制度问题，因此，推进公共交通体制改革首当其冲。近几年，全国

主要城市陆续出台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意见》，明确了城市公共交通的公益属性，扭转了以往

城市公共交通是财政负担的形象，转而提出政府用公共财政购买公交服务的新思路，为公交行业改

革指明了方向。从国内外城市发展实践经验来看，建立公交共同体（TC）的管理模式是普遍趋势。

公交共同体即由政府统一行使公交规划、运营线路制定、票务定价和管理，制定提出线路服务质量

要求和营运费用，以招标的形式向公交运营企业发放特许经营权并采取监管的一种总成本合约管理

方式。与目前普遍采用的净成本合约不同的是，运营公司只负责提供合约范围内的运营服务，承担

成本风险；票款收入全部归管理部门，运营风险也全部由管理部门承担。公交共同体的最大优势，

就是票运分离，确保服务质量，回归公共交通的公益属性，同时也有助于破解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

相互竞争的难题，降低成本。2008 年，佛山市禅城区作为国内第一个试点，已经得到成功推广应用。 

4.2 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步伐，促进枢纽建设和公交优化布局 

武汉市于 2000 年启动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建设，2004 年投入运营，至今只有 10 公里运营

线路，已经远远落后于同时期启动建设的重庆、长春等城市；相比自身城市发展及交通需求而言也

是滞后的。2000 年武汉市的 GDP 是 1207 亿元，2008 年已经达到 3960 亿元，从经济的角度，武汉

市已经具备一定的财力，同时在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管理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也有了一定的积累，

加快轨道交通建设步伐的时机已经成熟。 

轨道交通建设能够切实起到公共交通的整体改善和优化作用，提升公交出行比例。统计数据显

示，2000 年北京公交出行比例为 26.5％，此时轨道线网长度为 40.8km，2007 年北京公交出行比例

达到 34.5％，该年轨道线网通车里程为 142km，可以看出通过大规模轨道设施的建设，能够一定程

度上提高公交出行比例。武汉市 2008 年公交方式比例 23.4%，较 1998 年增长了 0.5 个百分点，离

30%的目标尚有较大差距，迫切需要轨道交通的拉动。 

加快轨道交通建设步伐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就是促进城市交通枢纽和线网的布局优化。武汉市公

交发展确定的是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战略思路，常规公交服务和服从于轨道交通线路布局。目前阻

碍城市公交枢纽建设和线路布局优化的最大障碍就是轨道交通线路及站点的不确定性，在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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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尚未确定的时候，建设公共交通综合交通换乘枢纽缺乏必要条件，在涉及、实施和工程预

留方面都带有较大风险。而一旦轨道交通线路开工建设，则其串联的枢纽点就能够最大限度的稳定

下来，可以充分的提前开展相关调整优化工作。武汉市目前实施的三大火车站交通枢纽改造都是与

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同步施工，而且这些同步施工的轨道站点都涉及到轨道交通近期建设线路，因此

能够达到最优的换乘设计标准。 

4.3 强化公共交通出行信息服务，建立优惠的票务体系 

在目前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强化公共交通出行信息服务，对于市民合理安排出行路径，

选择合理的换乘方式，较少交通拥堵无疑具有积极的重要作用。而且，随着 GPS 技术和 3G 通信技

术的普及应用，市民交流发布信息的渠道日益丰富且简便易行。强化公共交通出行信息服务，既是

提升公交服务水平的体现，同时也是对以人为本的诠释。 

公交优先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建立优惠、灵活的票务体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普通

工薪阶层能够负担的起，另一方面是要有一定幅度的优惠，比如，对于公交卡刷卡频率达到一定程

度的乘客、对于半小时内再次乘坐公交的乘客（视为换乘）、对于错开早晚高峰的乘客等。通过票

价机制，增强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同时也可以用来平衡平峰运能不均的压力。 

5. 结语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然而如何将公交优先落到实处，而不仅仅是

一句口号，值得交通规划者不断地探索，至少在国内很多城市，都远未做到这一点。本文分析了武

汉市两江分割、三镇鼎立的城市特征与现状交通特点、回顾了武汉市从 1990 年以来城市交通及公共

交通发展历程，提出了当前实施公交优先存在的城市交通及公共交通管理体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与投入、公交内部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强化公交运营管理及自身吸引力等四个方面的关键问

题，并针对性的提出了推进城市公共交通体制改革，建立公交共同体；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步伐，

促进枢纽建设和公交优化布局；强化公共交通出行信息服务，建立优惠的票务体系三个方面措施和

建议。不难发现，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至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增加公交线路和车辆投入的问题，更

重要的是在于制度的建设、政策的保障和规划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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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高效公共交通的特征与发展 

孙静怡 

【摘  要】 本文介绍了苏黎世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有关特征，从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营效率、公交优

先的城市交通政策等方面分析了为促进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城市高效公共交通系统特征及其发展

方向。 

【关键词】公共交通，运营效率，服务水平 

1. 引言   

大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状况。许多城市交通的发展经验及教

训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大城市中，基础设施不可能无限扩展以满足潜在的小汽车交通需求，交通拥

挤堵塞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城市生活本身对交通便利的要求必将受到交通拥挤的空间制约。要保持

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并避免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副作用，应鼓励人们采用较少占用空间资源的公共

交通出行方式，公共交通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可以节省宝贵的城市空间，对相同的交通资源，公共汽车在高峰小时内输送

的乘客是私人小汽车的 10 倍以上，若从动态和静态交通所需的时空资源来看，依赖小汽车出行更达

到利用公共交通出行者的几十倍。因此公共交通满足单位出行要求的环境影响也较少，如排放有害

物质(如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等)，噪声污染等方面，从而提高城市生活和环境质量。而且

公共交通的发展有利于就业，能为本地提供大量的相关工作机会。同时有助于社会的长期和谐与稳

定，促进低收入者积极扩大生活活动范围和提高就业机会。 

因此，应积极发展公共交通，以高效运营的公共交通吸引偏爱小汽车出行的人们转向公共交通。

本文通过对苏黎世公共交通系统特征的分析，提出高效公共交通系统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模式，为我

国大城市发展公共交通、贯彻公共交通优先的城市交通发展理念和实践提供参考。 

2. 苏黎世公共交通系统 

苏黎世是瑞士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世界金融业中心之一，工资收入水平位居世界前列。苏

黎世人口为 37.7 万（2006 年 12 月资料
【1】），主城区 91.88 km²，道路网密度为 7.84km/km²。私人

小汽车拥有量为 14.2 万辆，机动车拥有率为 37.67％，但城市居民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高达 75%。

这样一个富裕城市，如此高比例的公共交通出行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使公共交通具有较高的服务

水平的结果。该系统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2.1 公共交通系统高效运营 

2.1.1  综合的一体化公共交通系统。 

苏黎世的公共交通系统中各种交通工具的功能定位准确，换乘衔接方便合理，突出了系统内相

互协调、相互补充的一体化公共交通特点。整个苏黎世市和苏黎世地区的交通服务实现了有效协作，

为客户提供了最优化的出行链，同时一个基于整个区域的票务系统，实现了整个系统的一票制，使

乘客能方便地使用公共汽车、电车、火车和轮船等各种交通设施，进行合理换乘，提高出行效率。 

系统中有合理分布的换乘枢纽，枢纽的规模、形式、组织方式因地制宜，以方便换乘、空间合

理利用为出发点，设计不同等级的换乘中心。根据交通需求和区域特征布置不同发车频率、不同运

力水平的不同等级的线路，兼顾社会效益与运营经济效益。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3%E6%96%B9%E5%85%AC%E9%87%8C&variant=zh-cn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3%E6%96%B9%E5%85%AC%E9%87%8C&variant=z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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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公交车运行准点率高，覆盖率高，服务水平高，公共交通吸引力强。 

苏黎世的公交车运行非常准点，保证了居民日常通勤交通需求的可靠性。增强了公共交通的吸

引力。公共交通网络的建设原则是：市内一般站点的服务半径为 300 米，中央区的公共交通服务范

围甚至达到 150 米以内，ZVV 公共运输网络的交通密度在世界前列。运行时间从清晨 5 点至第二天

凌晨 1 点，长达 20 小时。主要线路和站点还有夜班车。白天上下班高峰时段公共汽车/电车主要线

路的发车频率为 6、7 分钟，而有的支线公交线路每 30 分钟一班。不同时段、不同线路均根据客流

情况进行调整，既满足了交通需求，又避免了资源浪费。 

从公共交通网络图可以看出，城市中心区域有 6 条以上线路的换乘枢扭有 central、milchbuck、

bellevue、主火车站等，干线与支线有 oerlikon、wiedikon、stettbach 等换乘枢扭。在换乘枢扭区域集

散空间合理，线路布局紧凑，换乘方便。有的换乘区域有公交专用区域，如 bucheggplatz,利用街心

花园，有 4 条 bus 线、2 条 tram 线在此站换乘。而 

图 1  Central 站换乘枢扭 

central 站布置于城市主干道上，允许其他车辆穿越，但站中的公共交通专用道保证了公共交通

的优先权。 

公共交通的高服务水平还表现在满载率上。非高峰期一般车中均有足够的座位，平均满载率不

超过 50％。车上还考虑了婴儿车、残疾车等的停放空间，设置了使用方便的上下客铃按钮，体现了

人性化设计。  

2.1.3  购票系统完善便捷，信息服务系统功能全面，信息可靠完整。 

公共交通票制品种丰富，根据使用时间，有单次票、小时票、天票、月票、年票等，根据使用

区域可分为市区票、加区票、州票、全国票等，还有半价卡、多次优惠票、青年卡、儿童卡等优惠

卡，品种繁多，可适合不同使用要求和情况。车站有自动售票机，还可在网上查询、预定，设计最

佳出行线路，下载公共交通的运行时刻表。车内及站台均有可随时服务的信息广播系统，及时通报

相关信息。 

车下自动购票系统既节省了售票服务费用，又提高了上车速度。通过随机跟车检票和经济处罚

政策促使自觉购票。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ZVV&action=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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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车内换乘信息 

2.2 整个城市交通系统组织与管理以贯彻公共交通优先为基本原则 

2.2.1  公共交通专用道设置、换乘枢纽区域用地、停靠站台； 

几乎苏黎世所有的主干道上都设置了路中公交专用道，路口设置公交车专用候驶车道及公交车

专用信号。 

路中公交专用道具有较好的通行条件，不受交通拥挤影响，严格控制其他车辆的占道、借道现

象，是运行准点率的重要保证。 

2.2.2  公共交通优先信号 

    有的路口有车辆检测设备，可以及时检测、切换交通控制信号，减少公交车延误时间。还

有的路口为公交车辆设置了专用信号，不受禁左转向制约或与其他交通隔离。 

2.3 其它鼓励使用公共交通措施。 

2.3.1  城区小汽车交通组织方式： 

城市核心区域设置了很多单行线，一方面是因为街道都比较窄，同时还需要满足停车需求，所

以设置了路边停车位的道路只能单向通行。另外还有步行区，可以有效保护环境，减少过境穿越交

通。 

2.3.2  中心城区小汽车限制停车政策。 

除了住宅区域范围是长时停车外，其他公共停车设施基本是限时停车，如最长停车时间不超过

两小时的临时停车位，投币式停车位等，均严格控制了城市中心区域的小汽车出行需求。 

2.3.3  出租汽车候客、预约运营模式 

出租车均在划定的候客泊位上候客、预约运营，候客泊位主要分布在车站、医院、酒店等人流

较集中的公共建筑周围，也可以电话叫乘。 

2.3.4  给予公共交通费用补贴。 

通常大多数公司会为员工支付一半以上购买年票、月票等的费用，作为公共交通补贴。而使用

私人小汽车上下班的员工则没有明确的交通补贴。这样在社会上也形成鼓励公共交通出行的风气。

大多数家庭拥有的小汽车主要用于周末的外出、娱乐、购物等活动，大大减轻了城市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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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效公共交通系统的设计原则 

3.1 贯彻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理念 

3.1.1  公共交通充分良性发展。 

公共交通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必要的投入是维持高效率、高吸引力公共交通系统的必要条件。

首先要求社会的整体认识和导向，同时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当然良好的服务水平往往

很难兼顾到经济效益，这就要求政府、社会资金的投入，要使公共交通的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轨迹。

只要城市公共交通能够提供高水平的交通供给。 

3.1.2  城市交通效率取决于居民出行交通方式。 

中国大部分城市开始出现的交通问题都是路越修越多，交通却越来越挤。原因不言而喻，车辆

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道路的增加。因为土地资源是有限的，城市的人口密度也非常高，如果都采用

私人交通工具出行，势必会造成行路难、停车难。因此，城市交通效率的高低取决于居民日常通勤

交通中是否以高容量的公共交通方式为主导方式。苏黎世的道路宽度与密度指标不如国内很多大城

市，平面交叉口密集，还有很多路边停车设施，但整个城市交通总是处于良好状态，这得益于公共

交通准点运行，服务水平高，具有较高吸引力，限制中心城区的私人机动车出行需求。 

3.1.3  改变对小汽车交通功能的定位：拥有不等于使用。 

私人小汽车的过高出行比例是导致城市交通拥堵难以解决的首要矛盾。当然小汽车进入家庭是

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如何使用却是不可忽视的问题。应明确拥有不等于使用，在城市高密

度、高开发强度的区域是无法满足私人交通出行需求的。因此要提高这些区域的私人交通出行成本，

引导合理的交通出行方式。 

3.1.4  交通主体是人而不是车，设施设计的人性化，预留公共交通发展空间。 

城市交通系统的目标是实现人和货物快捷、方便的运输需求。对城市客运需求，应着眼于人的

运输效率，提供高质量、高容量的客运系统，交通系统的设计应以人为本，如人性的环境设计，方

便连续的人行交通组织，安全设计，预留公交布线空间，换乘枢扭用地等。 

3.2 高效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营组织 

3.2.1  高效公共交通系统的基本含义 

从一般理论上说，生产效率的定义是投入产出比，但公共交通系统中对其定量度量在实际运用

中存在困难。如如何体现服务水平的提高？如何体现优于私人机动车交通的环保效益？评价公共交

通系统的运营效率可从三方面考虑：公司机制与运营管理，运输网络及运营组织模式与技术水平
【2】。

要保持较高的服务水平,需要运营公司的投入、基础设施的配套完善、城市交通政策支撑等综合作用。

在效益评估中，作为公共交通系统，往往会有政府补贴与资助，如果补贴依据是运营里程那就会导

致运营公司仅追求规模而忽视挖掘服务潜力。而运输网络的覆盖水平更是需要在运营成本与服务需

求之间寻求平衡。因此高效公共交通系统应是良好的社会效益与良好的自我发展潜力能达到相互促

进的水平。 

3.2.2  改善运营管理与组织的技术水平是提高公共交通系统运营效率的关键。 

公交运营效率在促进城市公共交通整体效率和提高公交吸引力中都扮演着主要角色，往往是成功

的新交通网络系统的重要支撑，如 BRT(Bus rapid transit) 系统的关键就是如何建立高效运营的公交系

统。运营效率直接表现为运营速度与准点率，它与运营过程及非运营过程均有关系。涉及车辆运营与

调度、乘客出行模式与组织、整体交通环境优化及发展
【3】。运营过程可归纳为表 3.1 中的 12 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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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运营服务改进方案 

措施 

线路类别 服务环境类别 

公共汽车 轨道交通 大城市 中等城市 小城市 乡村 城市郊区 城市中心区 

扩大线路服务范围 ＋ ＋ ＋ ＋ ＋ ＋ ＋ ＋ 

线路整合调整 ＋ — ＋ ＋ ＋ ＋ ＋ ＋ 

改进衔接与换乘 ＋ ＋ ＋ ＋ ＋ ＋ ＋ ＋ 

增加发车频率 ＋ ＋ ＋ ＋ ＋ 0 ＋ ＋ 

延长运营服务时间 ＋ ＋ ＋ ＋ ＋ 0 ＋ + 

增加可靠性（运营准点率） ＋ ＋ ＋ ＋ ＋ 0 ＋ ＋ 

提高运营速度（减少停靠） ＋ ＋ ＋ ＋ 0 0 ＋ 0 

特别（个体）服务 ＋ — ＋ ＋ ＋ ＋ ＋ ＋ 

改进乘客服务设施 ＋ ＋ ＋ ＋ ＋ 0 ＋ ＋ 

改进（更新）服务车辆 ＋ ＋ ＋ ＋ ＋ 0 ＋ ＋ 

提高安全性 ＋ ＋ ＋ ＋ ＋ ＋ ＋ + 

增加保障水平 ＋ ＋ ＋ ＋ ＋ ＋ ＋ ＋ 

表中，＋为可行；0 表示可行，但不经济；－表示不可行或不恰当 

3.3 坚持不断发展、不断优化公共交通系统的城市交通政策是保持高效公共交通系统的战略途

径。 

公共交通系统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整个系统的优化与发展必须实现承前启后，逐

步推进的要求。可以说它是一个没有起点、没有终点的优化项目。因此建立一个持续的，可更新的

基础数据体系及远近期结合优化改善的战略方法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不同规模、不同发展水平的

城市应积极探索适合自己城市特点的公共交通系统，注重系统发展的现实性与可扩展性，注重系统

服务能力和水平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实现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4. 结束语 

在我国大城市的交通普遍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式下，积极发展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无疑是改善城

市交通拥挤现状的重要途径。实现公共交通系统的高效运营是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

从而实现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总结苏黎世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在公共交通优先

战略指导下，系统具有准点率高、覆盖面广、服务水平高等方面的特征，提出了高效公共交通系统

的基本特点、设计原则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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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市快速公交系统问卷调查分析 

赵新 丁明 

【摘  要】厦门市 BRT 已投入运营一年，为了掌握 BRT 乘客的出行特征和 BRT 的运营效果，提高

BRT 系统的服务水平，研究对 BRT 乘客展开了站点问卷调查。通过出行行为调查分析了 BRT 出行

链的特征，利用乘客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对运营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价。调查表明 BRT 主要承担了居

民日常通勤和 8 公里以上的中远距离出行，站点服务范围在 15 分钟步行半径内，出行链两端的方式

分布具有明显的对称性，链接线接驳模式效果较好，系统各项运营指标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研究同

时对相关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与措施，对于厦门市 BRT 的服务水平改善和其他城市的 BRT 系统建

设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快速公交系统，出行行为，运营指标，问卷调查，评价分析 

1. 引言 

厦门市为落实公交优先发展策略，实行以高架为主的 BRT 线路，其高度专有的路权形式，先进

的规划设计理念，便利的链接线接驳方案，在实际运营中取得了比较理想的效果。本文简要介绍了

厦门市 BRT 的系统组成，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 BRT 出行链的特征，并对其运营效果和乘客满意度

情况进行了评价，以掌握此类 BRT 模式的特性与潜在问题，对其他城市的快速公交系统建设也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 

2. 厦门 BRT 网络概况与系统组成 

厦门市 BRT 首期工程包括 1、2 和 3 号线三条骨架线路（如图 1），线网总长约 43km。[1]工程

于 2006 年底启动设计，2007 年 9 月高架开工，2008 年 8 月 31 日建成运营，主体工程建设仅用 1 年

的时间，充分体现了 BRT 建设周期短的特点。厦门 BRT 在规划阶段就预留了向轨道交通升级的条

件，对于我国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大中城市而言是一种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 BRT 模式。[2]
 

厦门市首期 BRT 系统由六个部分（如图 2）组成[3]
 ，BRT1 号线集高架、隧道、跨海大桥和地

面道路等多形式路权于一体，最具代表性；全线设站 21 个，高架站点为立体分工的 3 层车站；车辆

采用 GPS 定位系统的低底盘单节车，可容纳 92 人；优化整合沿线公交线网，围绕站点设置 20 条链

接线喂给客流，配置了先进的乘客服务系统和智能运营管理系统。 

  

图 1 厦门市 BRT 线网与链接线[4]
          图 2 厦门市 BRT 系统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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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运营效果评价分析 

厦门 BRT 首期线路开通初期便已超过预计效果，日均

客流量逾 16 万人次，到 09 年 5 月 1 日，客流峰值已超过

21 万人次。为了掌握 BRT 乘客的出行特征，了解乘客对

BRT 各方面运营情况的直观评价，广泛收集市民建议和意

见，提高 BRT 系统的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研究对 BRT1

号线与3号线沿线21个站点的进站候车乘客展开了问卷调

查。 

调查选取工作日早 7 时至晚 22 时，每站每小时随机抽

取若干乘客进行调查。调研内容主要包括出行行为和满意

度调查两大部分，此外调查还收集了乘客对 BRT 线路及其

链接线的建议。调查表格的设计样式如图 3： 

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2639份，其中有效问卷2619份，

有效率 99.2%，可以作为 BRT 运营情况统计分析的依据，

各项调查指标的具体分析如下。 

3.1 乘客出行行为统计分析 

3.1.1  出行目的 

在六类出行目的中上班比例最高，为 26.27%，其次为回家（22.68%）和购物（20.35%），体现

出 BRT 在日常生活通勤交通和带动沿线开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上学的比例为 10.46%，与 BRT 站

点周边的学校布局直接相关，距离学校越近的站点上学出行比例越高；其他类目的总计占 16.11%，

其中主要为办事和公务需求，说明 BRT 的准点性和及时性对个人和办公出行均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此外乘坐 BRT 旅游的客流也占有一定的比例，除了 BRT 本身具有一定的景观性外，还提高了旅途

的舒适度和快捷性。 

 

图 4 出行目的饼状分布图 

3.1.2  到达方式 

在六类到达方式中步行方式比例最高，达到 64.11%，在步行时间分布中，5 分钟以内的占 45.7%，

6~10 分钟的占 40.3%，11~15 分钟的占 12.5%，15 分钟以上的占 1.5%。可见 98.5%的步行乘客分布

在 15 分钟以内（如图 5），说明目前 BRT 服务范围主要为站点周边 15 分钟步行圈内；其次为链接

线（23.83%）和公交（8.36%），表明常规公交在 BRT 接驳上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票价便宜的链接

线，是 BRT 乘客首选的机动化接驳方式；相比之下，出租车换乘方式相对昂贵，比例仅占 1.87%；

而和自行车比例仅为 0.69%，与自行车停车换乘设施不完善、车辆安全无保障有较大关系。在市郊

乘坐摩托车到达站点的乘客相对偏多，方式比例占 1.15%，说明岛外 BRT 站点的接驳方式及换乘设

施条件还有待改善。 

1上班
26.27%

2上学
10.46%

3购物
20.35%

4旅游
4.12%

5回家
22.68%

6其它
16.11%

1上班

2上学

3购物

4旅游

5回家

6其它

 

图 3 调查表格设计样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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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到达方式比例分布图            图 6 换乘方式比例分布图 

3.1.3  换乘方式 

换乘方式的比例分布与到达方式比较相似（如图 6），共同反映了 BRT 出行链两端的乘客出行

行为特征。步行方式比例仍然是最高的，达到 67.28%，其次为链接线（22.57%）和公交（6.87%）

等公共交通接驳方式，出租车比例为 1.37%，自行车的比例 1.18%，而摩托车最低，仅有 0.73%，主

要为岛外地区或岛内东部换乘使用，基本符合目前 BRT 乘客进站之前与出站之后的交通行为实际情

况，表明“出发地—BRT 线路—目的地”这种以 BRT 为主导的长距离出行链的两端接驳具有显著的

对称性。 

3.1.4  下车站点 

根据样本断面客流分布统计（如图 6），全线客流呈驼峰式分布，上行断面客流高峰值出现在

文灶站，下行断面客流高峰值出现在龙山桥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实际客流分布情况。 

根据下车站点可以统计出行 OD 矩阵，将 OD 矩阵与 BRT 站点距离矩阵相乘可以统计出 BRT

乘客的平均出行距离，约为 8.53 公里。根据乘客的运距分布情况分析（如图 7），出行距离在 12 公

里以上的比例最高，接近 30%，3 公里以内的占 23.3%，说明 BRT 在出入岛跨组团出行和岛内中心

区出行的比例均比较高。若按照客流周转量统计（如图 8），远距离出行的人公里数占据绝对的优

势，接近 60%，表明 BRT 在长距离出行上的骨干公交作用。 

 

图 6 调查客流断面分布图 

  

  图 7 BRT 客流出行距离分布图    图 8 BRT 乘客周转量（人公里）按距离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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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乘客满意度评价分析 

票价：目前厦门 BRT 收费方法为：起步价 0.3 元，每公里收费 0.1 元，刷卡打九折。近七成乘

客认为票价便宜（见表 2），认为票价偏贵的不到 2%，可见 BRT 在票价方面具有较广泛的认可度，

另一方面反映出目前的票价与乘客的心理预期相比偏低。 

运行速度：逾八成乘客认为 BRT 的运行速度快，可见这种高架独立路权形式在速度方面占有绝

对优势，充分保障了 BRT 的运行速度和服务水平，对出行者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候车时间：目前 BRT 采取普通车型、高班次的运营策略，沿线没有红绿灯延误，只有车辆进出

站和乘客上下车延误，因此乘客的平均候车时间较短。在乘客服务系统和智能运营管理系统的调度

下，准点率也比较高。合计 94.85%的乘客认为等车时间很短或者适中，说明 BRT 候车时间在绝大

多数乘客满意的范围内。 

进出站方便性：进出站方便性受到高架站点高度、站点容量、进出站指引、自动化扶梯、售票

系统与无障碍设施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按照目前的客流规模与设施水平，乘客满意度可达到

71.51%，差评仅为 3.44%，说明天桥、扶梯和两侧建筑二层连廊的应用效果较好，给乘客进出 3 层

高架上的站点提供了便捷步道，提高了进出站点的方便性。 

节省出行时间：速度的提高和路权的专有（无红绿灯延误）不仅使 BRT 及时而且省时，这一点

明显地体现在节省出行时间评价结果中：高达 77.43%的乘客认为 BRT 节省时间较多，近 11.5%的人

认同 BRT 可以节省时间，但节省程度较小。 

乘车信息服务：乘车信息服务主要包括进出站指引系统、站点信息发布系统、站点人工咨询服

务、车内信息服务等多方面考虑因素。有 64%以上的乘客认为 BRT 的乘车服务系统较好，认为一般

的也占了 1/3，差评不到 3%。可见目前的乘车信息服务系统已达到了乘客的基本要求，但仍有一定

的改善空间，尤其是在站内指引方面有待完善。 

平峰期乘车舒适性：平峰期 BRT 客流相对较少，车辆满载率较低，站点拥挤程度也比较低，上

下客延误较小，一定程度上营造了良好的乘车环境。因此在平峰期间乘客的满意度高达 74%多，很

少人感觉到拥挤，说明目前 BRT 系统的运力在平峰期间尚有富余，能满足大多数乘客的要求。 

高峰期乘车舒适性：在各项评价指标中，高峰期乘车舒适性是满意度最低的一项，感觉拥挤的

乘客占六成以上。一方面说明高峰期 BRT 车厢满载率较高，吸引了大量的客流，起到了骨干公共交

通的分担作用；另一方面体现出高峰期 BRT 运力不足、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迫切要求在高峰时段

进行改良或升级。 

链接线是否合理：近半数乘客比较认可这种接驳形式，确保其成为第二大换乘方式；也有四成

乘客对链接线的使用较少，认为不合理的乘客则多数处于链接线服务范围以外，而又有 BRT 出行需

求。在 146 条建议中，比例最大的是增加班次（23.5%），其次是增开线路（24.7%），第三是反映

候车时间太久（15.1%），另外要求延长线路的建议也达到了 13.7%，相应有 8.2%的乘客提出服务

范围覆盖不到。说明目前接驳效率与服务范围是链接线的主要问题，接驳机制也有待改善，应摆脱

仅依靠链接线的接驳模式，与常规公交进行功能整合、服务共享，推行优惠的 BRT 联票制，并考虑

结合 BRT 站点布置自行车出租系统，提供多样化、高自由度的接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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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乘客满意度综合评价表 

评价指标 评价体系 

票价 
①便宜 ②适中 ③偏贵 

69.64% 28.60% 1.76% 

运行速度 
①快 ②一般 ③慢 

80.79% 16.04% 3.17% 

候车时间 
①很短 ②适中 ③偏长 

44.98% 49.87% 5.15% 

进出站 

方便性 

①好 ②一般 ③差 

71.51% 3.44% 25.05% 

节省出行

时间 

①多 ②少 ③不变 

82.43% 6.07% 11.49% 

信息服务 
①好 ②一般 ③差 

64.22% 33.22% 2.56% 

平峰期乘

车舒适性 

①舒适 ②一般 ③拥挤 

74.11% 20.62% 5.27% 

高峰期乘

车舒适性 

①舒适 ②一般 ③拥挤 

13.9% 25.5% 60.6% 

链接线 
①合理 

 ②不清

楚 
③不合理 

48.30% 42.61% 9.09% 

3.3 主要问题与改善建议 

供需矛盾仍然是 BRT 的主要矛盾，核心运营指标是乘客关注的主要问题，为适应持续增长的客

流量，在运量突破 BRT 的运送能力之前，应及时做好向轨道交通升级的准备。针对调查反映出的问

题，现阶段 BRT 系统在以下八个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 

一是运营调度方面，通过增加班次、加大车型、延长运营时间等灵活调度措施改善车厢拥挤等

问题；二是配套设施方面，增设便民店、卫生间、进出站扶梯、站内指示等配套服务设施。三是线

网规划方面，要增开线路、铺设成网、便捷换乘。四是运营设施方面，BRT 车型和站台容量应与高

峰期客流量相适应。五是乘车环境方面，适应城市气候，保持车内和站点的环境卫生；六是票务票

制方面，提高售票效率，改进售票设施；七是换乘衔接方面，摆脱单一模式，完善接驳机制，通过

自行车、链接线、公交资源整合和联票制提供多样化换乘方式；八是服务态度方面，进一步加强司

机及其他乘务人员的操作规范和礼仪培训，与乘客建立和谐的乘务关系。 

4. 结语 

BRT 线路开通后，全市公交出行比例由 27.5%提升到 30%，其中 BRT 分担的日客运量接近全市

160 条公交线路的 10%，
[5]
主要承担了 8km 以上中长距离的跨区出行，充分发挥了公交骨干作用，

为城市由海岛向海湾转型拓展提供了有力支撑。高架式专有路权保障了运营速度，缓解了地面交通

的压力；链接线接驳方式大大方便了换乘乘客，受到沿线市民的欢迎，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用，为

后续 BRT 建设增强了信心，也为其他城市提供了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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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车辆车头时距变化对车辆乘客数的影响关系研究 

陈素平 陈学武 刘岱宗 

【摘  要】由于公交优先通行保障措施及实时控制措施的缺乏，线路在中途站点的车头时距的规律

性经常受到干扰，导致公交车辆车内乘客数分布不均，降低线路服务水平。如何定量描述车头时距

的变化对公交车辆乘客数的影响及对相邻车辆乘客数分布差异的影响正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文中首

先分析了车辆的车头时距随站点数增加的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车辆的总乘客数与该车辆车

头时距的函数关系；最终建立了相邻车辆乘客人数变化率与车辆车头时距变化率的关系模型。文章

以在常州市进行的公交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模型进行了实例验证，通过一元线性回归分析证明了该

模型与线路实际运行状况较为符合。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相邻车辆车头时距的变化率与相邻车辆乘

客人数变化率为线性正相关关系，车辆车头时距的不规律会直接导致车辆乘客数分布不均衡，降低

线路服务水平和运载能力利用率。 

【关键词】车头时距，车辆总乘客数，车头时距变化率，相邻车辆乘客数变化率 

1. 简介 

在大都市环境下，公共交通的运行经常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比如各个站点乘客需求的变化、

在交叉口的信号灯延误以及在某个路段的道路交通拥挤等等；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公交优先保障措

施实施不到位，公交车辆实时控制措施较为缺乏，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公交线路在各个站点

的车头时距规律性很难保持。而公交车辆车头时距的不规律性，对乘客的服务和公交公司的运营都

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在这方面相关学者也已进行了大量的研究(Polus, 1978; Nakanishi, 1997)
[1-2]。

在车头时距不规律对乘客平均候车时间带来的影响方面，有多项研究表明，车头时距的波动性越小，

乘客的候车时间就会随之减少：Osuna 和 Newell（1972）[3]指出在乘客到达服从均匀分布时，平均

乘客候车时间为平均车头时距的一半加上车头时距方差与 2 倍平均车头时距的比值；Furth  和 

Muller  (2005)
[4]

 在衡量公交服务可靠性时提出了期望候车时间的概念；Minyan Ruan和 Jie Lin（2007）
[5]提出了衡量站点车头时距规律性的概率模型，并以芝加哥的某条公交线路为例进行了分析；Niels 

van Oort（2005）[6]则对公交网络的改变给公交系统车头时距规律性带来的影响进行了重点分析。在

对车辆的行驶过程进行控制以保证统一的车头时距这方面也已有很多研究成果：Turnquist 和 Blume

（1980）[7]，Abkowitz,（1986）[8]等针对车辆早于时刻表到达站点的情况给出了专门的控制模型；

当后车落后于前车很远时，Koffman（1978）[9]，Eberlein,（1998）[10]等人提出通过增加运营速度来

降低车辆总体旅行时间；此外还有一些越站运行的模型来缓解车辆运行的不规律性(Turnquist, 1981; 

Eberlein, et. al., 1998)
[11,10]。 

上述研究主要针对车头时距的变化给平均候车时间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或采取控制方法，而对

于车头时距的不规律给车辆乘客人数变化和车辆利用率带来的影响目前研究还不是很充分。本文在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公交车辆车头时距变化对该车辆乘客数的影响，及车辆车头时距的变

化对相邻两辆车车内乘客数分布的影响。在站点乘客到达服从泊松分布的前提下构建了车辆乘客数

与车辆车头时距的关系模型及相邻车辆乘客数变化率与相邻车辆车头时距变化率的关系模型。模型

揭示了车头时距的不规律性对乘客乘坐舒适度和车辆运载能力利用率带来的不良影响，并通过常州

市的公交系统调查数据对模型进行了验证。 

2. 模型构建 

模型首先研究车头时距在中途站点的变化规律；然后给出车辆乘客数的计算公式，然后分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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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乘客数与车辆车头时距的关系；最后在上述函数关系已知的基础上，得出相邻车辆乘客数变化率

与车辆车头时距变化率的函数关系，从而揭示线路各车辆乘客数分布不均匀与车辆车头时距不规律

性的内在联系，为线路运营调度提供参考。模型建立基于以下假设条件： 

（1）乘客到达站点服从泊松分布，这一假设在很多研究中都有应用（(Osuna and Newell, 1972[3]; 

Ding and Chien, 2000 
[12]

)，当车头时距较小时这样假设也是合理的。 

（2）相邻车辆在路段上的行驶速度保持不变，这个假设对于熟悉该线路情况的公交车辆驾驶员

来说也是合理的[5]。 

（3）车辆在运行过程中不允许超车；同时车辆到达站点后，所有的候车乘客全部可以上车，即

没有乘客留站的现象发生。 

2.1 车头时距变化模型 

首先，考虑一条线路上连续的两个站点 i-1 和 i，连接这两个站点的路段为路段 i-1 

 

其中， 为车辆 k 在站点 i 与前一辆车的车头时距； 为车辆 k 在站点 i 的停留时间； 为

车辆 k 在路段 i-1 的旅行时间。由上述定义可以得到车辆 k 在站点 i 的车头时距： 

 
（1） 

为车辆 k 和车辆 k-1 在路段 i-1 的旅行时间差异，由前面得假设可知 =0。在站点 i

车辆 k 的上车人数为： 

 
（2） 

其中： 为车辆 k 在站点 i 的上车人数； 为站点 i 的乘客到达率。由于 一般情况下

远远小于 ，因此车辆 k 在第 i 站的上车人数可近似为： 

          （3） 

    设站点 i 的服务率为 ， ，则可以得到车辆 k 在第 i 站的停留时间：                      

 

（4） 

因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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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车辆 k 的前一辆车在各站的车头时距，我们用 （m 为线路站点总数）来近似

取代，则： 

 

 

 

M 

M 

 

从而我们可以得到： 

 

（6） 

为车辆 k 在起始站点的车头时距。由公式（6）可以看出，若 =0，则车辆 k 的车头时

距将保持不变；若 >0,则易得知车辆 k 在后续站点的车头时距会越来越大，即车辆 k 与前一辆

车的空间距离会越来越远；若 <0,则可知车辆 k 在后续站点的车头时距会越来越小，在极端的

情况下车辆 k 就会与前一辆车形成排队现象。 

2.2 车辆乘客数模型 

由式（3）可知车辆 k 在站点 i 的上车人数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车辆 k 的总乘客数： 

 

（7） 

     若各站的乘客到达率均相等，各站的乘客服务率也相等即 ，

，则车辆 k 的总乘客数 ，进而可以得到：                                    

 

（8） 

由式（8）中我们可以得知：在乘客到达率及服务率不变的前提下，车辆在起始站点车头时距的

波动对车辆的总乘客数有直接的影响，即车辆 k 的总乘客数与车辆 k 在起始站点的车头时距为正相

关关系。因此车辆在起始站点车头时距的不规律性会加剧各车辆乘客数的差距,最终使得整个线路服

务水平下降、运载能力利用不充分。 

2.2 相邻车辆乘客数变化率模型 

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各车辆车头时距的不同，导致相邻两辆车之间上车人数存在差异，从而使

得有的车辆上车人数过多，车内拥挤不堪；而有些车辆上车人数过少，车辆运载能力未得到充分利

用。为了定量化的反映相邻车辆乘客分布不均匀的现象，我们引入相邻车辆乘客数变化率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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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用 BVRk来衡量车辆 k 的总上车人数与前一辆车总上车人数的变化率，其计算公式为： 

 

（9） 

由式（9）可知： 

 

（10） 

令 ，则由式（10）可知，BVRK 和 VHRK 呈正相关关系，即相邻车辆乘客的

变化率直接与该车辆在起始站点的车头时距与前一辆车的平均车头时距的变化率相关。由此可知若

要保持相邻两辆车乘客的均匀分布，则后一辆车在车头时距上应尽量与前一辆车的车头时距保持相

等。  

3. 实例研究 

3.1 调查线路简介 

常州市公共交通集团公司是以经营市内公交客运为主的国有企业，截至 2008 年 6 月，该集团已

开通公交线路 120 条，线路总长度为 2216.3 公里，拥有公交车辆 1990 辆，日平均客运量达 89 万人

次，年客运量 2.62 亿人次。我们所调查的 3 条线路均为常州市开通时间较长、客流量较大的线路；

3 条线路的日客流量均超过 1 万人，在高峰小时（AM 7:30-8:30）的发车间隔均小于 10 分钟。调查

线路的线路走向及站点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调查线路的走向及站点分布 

3.2 调查数据获取 

由于该线路自动获取数据的设备只有 IC 卡，并且该线路的 IC 卡只记录乘客的上车时间，对乘

客的上下车站点均无记录。因此所需数据主要通过人工调查的方法得到。调查共分为 3 项，随车进

行的上下客小票法调查，主要目的是获取线路站点 OD 矩阵和站点上下客信息；随车时间延误调查，

主要是获取车辆在各站的停留时间及在各站之间的运行速度；实际发车频率调查，主要目的是调查

线路在中途站点的实际发车间隔。在 08 年 5 月 20 日的早高峰时段我们在 3 条线路的交汇站点进行

了车辆实际车头时距的观测，观测站点的位置如图 1 所示。同时我们对 3 条线路都进行了上下客小

票法调查和随车的时间延误调查。由于调查线路各个站点的乘客到达率并不相同，为了满足模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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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我们根据上下客调查得到的每个站点客流量大小，将每条调查线路的观测站点以后的各个站

点合并为几个时间点，使得每个时间点的乘客到达率大致相同，如图 1 所示。具体合并情况如下：

线路 1 的 11 个站点合并为 4 个时间点,合并后每个时间点的平均乘客到达率为 95 人/h；线路 12 的 8

个站点合并为 3 个时间点，合并后每个时间点的平均乘客到达率为 118 人/h；线路 9 的 15 个站点合

并为 6 个时间点，合并后每个时间点的平均乘客到达率为 132 人/h。 

3.3 调查数据的分析计算 

3.3.1  各站点车头时距变化规律 

在第四医院站我们进行了线路实际车头时距的观测，观测到该站点各线路的实际车头时距如表

1 所示。根据调查得到的站点 OD 矩阵我们获得了各站的上下客人数及乘客的下车站点分布规律，

对于观测站点以前各站点的车头时距我们默认为是规律的，因此我们以观测站点作为各线路的起始

站点计算出了车辆到达观测站点以后各站点的车头时距，线路 1 部分车辆在各站的车头时距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我们可以看出，第一辆车、第三辆车和第四辆车在起始站点的车头时距均大于其前一辆

车的平均车头时距，这三辆车在后续站点的车头时距也是逐渐增大；而第二辆车的起始车头时距小

于前一辆车的平均车头时距，其在后面各站的车头时距也是越来越小，上述结果正与式（6）中的推

算结果相吻合。 

表 1 调查线路的观测车头时距 

    车头时距 

线路 

计划

(s) 

各车辆的观测车头时距(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路 300 420 180 240 360 540 720 300 180 120 120 720 120 

12 路 300 360 420 480 420 300 540 240 120 180 180 300 180 

9 路 240 

300 180 180 120 300 60 420 180 300 300 120 420 

13 14 15 16         

60 360 12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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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线路 1 部分车辆在各站点的车头时距 

3.3.2  观测车辆乘客数变化规律 

由于我们是在各线路的中途站点进行的车辆车头时距的观测，对于观测站以前车辆到达各站点

的我们默认为与计划的发车间隔相等的，即各车辆在到达观测站点时车内人数是相等的，因此我们

从观测站点开始计算车辆在后续站点的上车人数，以此作为车辆从观测站点开始的乘客数，计算结

果如表 2 所示。图 3 为线路 1 各车辆乘客数的变化趋势与线路 1 在观测站点的车头时距的变化趋势

对比示意图，由图 3 可以看出，车辆在起始站点的车头时距变化规律与车辆最终的乘客数变化规律

一致，说明二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与式（8）的结果相吻合。 

进而我们分析各线路在起始站点车头时距的不规律性与线路各车辆乘客数波动的关系。引入

PRDM
[6]来衡量线路在起始站点的车头时距不规律性： 

 

（11） 

其中： 为站点 j的平均车头时距偏离比； 为车辆 i在站点 j的计划车头时距；

为车辆 i 在站点 j 的实际车头时距； 为车辆数。具体计算结果如表 3 所示。由表 3 可知，总体上

随着 PRDM 的增大，线路各车辆乘客数的波动也就越大，9 路由于站点数远远多于 12 路的站点数，

因此乘客数的波动相应的增加，与式（8）的结果吻合。 

表 2 各辆车的总乘客数 

      乘客数 

线路 
计划 

各车辆总乘客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路 63 93 28 54 80 120 158 45 35 23 25 175 9 

12 路 30 36 42 48 41 29 55 21 11 18 18 30 17 

9 路 53 

69 34 40 24 75 17 92 30 73 65 18 108 

13 14 15 16         

27 73 17 44         

, ,

,

i j i j

i i j

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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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车辆乘客数与车辆起始站点车头时距对比 

表 3 车头时距变化与车辆总乘客数变化 

线路 
计划车 

头时距 
PDRM 站点数 平均乘客数 乘客数方差 比值 

1 路 300s 0.58 11 70 53 0.76 

9 路 300s 0.37 8 30 13 0.43 

12 路 240s 0.36 15 50 28 0.56 
 

3.3.3  相邻车辆乘客数变化率 

在计算得到各车辆的乘客数后，根据相邻车辆乘客数变化率的概念，我们计算出相邻车辆的乘

客数变化率 BVRk；同时我们得到车辆在各站点的车头时距后，可以计算出车辆的平均车头时距及

VHRK，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各车辆的 VHR 和 BVR 

线路  
车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路 
VHRK 40% -60% 109% 37% 39% 24% -61% -5% -27% 12% 491% -86% 

BVRK 48% -71% 123% 45% 47% 29% -71% -12% -33% 12% 585% -91% 

12 路 
VHRK  22% 16% 14% -15% -31% 98% -64% -47% 73% -4% 75% -47% 

BVRK 22% 16% 14% -14% -30% 92% -61% -48% 66% -3% 72% -45% 

9 路 

VHRK 31% -53% 26% -44% 235% -81% 541% -71% 172% -13% -75% 582% 

BVRK 30% -51% 20% -42% 219% -78% 444% -68% 145% -10% -73% 502% 

 13 14 15 16         

VHRK -79% 219% -80% 196%         

BVRK -75% 176% -77% 154%         

由式（10）可知，在各站点的乘客到达率和服务率一致的前提下，相邻车辆的乘客数变化率 BVR

应与 VHR 成正比。为了验证这一关系，我们采用一元线性函数对二者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得到

的线性函数为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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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引入误差比例 来衡量回归值与实际值的差异， 越小说明线性回

归函数的拟合度越好，BVR 与 VHR 的线性相关性也就越高。3 条线路的拟合误差比例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可以得知，大部分车辆的误差比例都比较小，只有少数车辆误差比例较大，分析其原因应当

还是在实际调查中尽管我们对站点进行了适当合并，但合并后各时间点的乘客到达率还是存在少许

差异，给模型带来一定影响。 

表 5 回归误差分析 

线路 
每辆车的误差指数(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路 0% 1% 29% 9% 5% 7% 0% 47% 2% 27% 1% 4% 

12 路 2% 6% 5% 0% 3% 1% 1% 7% 5% 41% 1% 0% 

 9 路 

12% 11% 9% 11% 9% 11% 3% 11% 0% 5% 12% 2% 

13 14 15 16         

11% 5% 11% 8%         

从车头时距变化数据的分析来看，车辆的车头时距与前一车辆的平均车头时距相差越大，BVR

就会越大，从而导致该车辆与前一车辆的乘客数变化也就越大。从而导致车辆乘客数分布不均，有

的车辆过于拥挤，而有的车辆乘客很少，给乘客的舒适度和车辆的利用率都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相

邻车辆车头时距的一致性对乘客的均匀分布至关重要。 

/k k k kBVR BVR BVR  
k

k

 1 路 

 

9 路 

12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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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文章对车辆车头时距在中途站点的变化规律、车辆乘客数与车辆初始车头时距的关系及相邻车

辆乘客数的变化进行了初步的推导和分析，并最终通过实例研究证明了车辆在起始站点的车头时距

与相邻车辆乘客数的变化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从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车头时距的不规律对整条线路

服务水平和运载能力利用率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但上述研究成果是基于各站点乘客到达服从泊松分

布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且对站点进行了一定的合并。在后续的研究中应当对以下几方面进行进一步

的深化：如何考虑各站点乘客到达率不同对车辆乘客数的影响；如何考虑在站点乘客需求强度不同

的情况下，车头时距不规律性对车辆乘客数的影响程度大小；车头时距不规律性大小的变化对公交

线路运载能力利用率的影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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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出租车运营模式健康发展 

王东  何继斌  陈华  孙小丽 

【摘  要】在当前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战略背景下，作为公共交通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租车，已成为

人们日常出行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出租车行业的健

康有序发展越来越受到各方的关注。本文结合武汉市出租车停靠站布局规划，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

分别阐述了解放思想、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战略思想对指导出租车运营模式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

意义。 

【关键词】出租车，运营模式，科学发展观 

1. 前言 

客运出租汽车行业是城市公益事业，是城市交通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展示城市形象、体现

城市文明最重要的窗口之一。出租车作为城市最活跃和活动最频繁的客运交通方式，素有“都市名

片”的美称，它是人们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之一，以方便、快捷、服务面广和个性化等特点，为乘

客提供较高层次的优质客运服务，满足城市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活动出行需求。 

在当前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战略背景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租车行业，如何充分发挥其

优势和作用，与其他公共交通方式有机衔接，共同构建和谐的城市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切实解决出

租车乱停乱靠现象，提高出租车服务质量，显得迫切而重要。 

当前，全国正在掀起一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热潮，通过对科学发展观的学习和理解，

笔者认为科学发展观能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出租车运营秩序健康、可持续发展。下面将从“解放思想、

创新理念；以人为本、提高质量；统筹兼顾、促进发展”这三个方面，来谈谈对武汉市出租车运营

秩序发展及出租车停靠站点规划与实施的认识和看法。 

2. 贯彻解放思想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转变当前单一落后的出租车运营模式是规范交通秩序、

提升城市竞争力、建设“两型社会”的必然要求。 

2.1 现状武汉市出租车运营状况 

武汉市拥有出租车 12137 辆，车辆规模从 1996 年至今保持了十年没有增加，但载客里程、载客

趟次、营运收入与前几年相比得到显著提高，空驶里程和空驶率也有一定的减少。由于武汉市出租

车运营主要是招手即停的扬招叫车方式，不仅造成车辆利用率低，而且还有影响交通秩序、容易造

成驾驶员疲劳、油耗大、不利于环保等多方面弊端，因此武汉市现状 34.56%的空驶率仍有进一步降

低的空间。 

当前，作为道路资源占用和能源消耗大户，武汉市出租汽车行业发展面临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

其运营模式的单一落后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能源浪费、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安全事故、驾驶

员疲劳等。出租汽车在城市道路上“急停急靠”，不仅给市民乘车造成很大的不便，而且容易阻塞

交通，造成安全事故，影响交通秩序。经调查，武汉市 2008 年出租汽车日总空驶里程达 170.07 万

公里，按照每百公里耗油 8 升来计算，每天就有 136056 升油白白浪费，且空驶中车辆尾气的排放加

剧了大气的污染，这与“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2.2 国内外出租车运营模式发展趋势 

欧洲的一些城市实行―候客站＋电话调度‖的运营模式。出租汽车候客站设有醒目的标志和玻璃

站亭，夜间亮灯。如站点没有待租的车辆，乘客可以通过候客站的对讲系统和调度中心通话，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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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即按乘客的要求就近派车，一般 3 分钟就可到达。 

东京市为缓解占用道路面积过大的问题，采取不运营则入库的办法，一半满街跑，一半进入停

车库。车库修建资金由政府、企业共同承担。由此可见，发达国家普遍青睐电话调度的运营模式，

既降低了司机的劳动强度，又减少了车辆空驶和消耗。 

2.3 出租车运营模式的发展目标 

随着居民交通需求层次与道路交通管理水平的提高，出租车营业站点的规划与建设已成为城市

交通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通过国内外出租车行业的发展趋势来分析，为解决出租车供需双方盲目寻

找的难题，大城市均采取“路泊”为主、“扬招”为辅的出租车营运模式，形成电话要车、站点要

车和招手要车相结合的运营组织方式。 

因此，武汉市出租车市场应建立以 GPS 智能调度系统为手段，以停靠站点为依托，以招手停车、

电话订车为补充，“动静结合”的运营管理模式。 

3. 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科学布局出租车停靠站点、规范司乘秩序是实现出租车

驻场为主运营模式的根本手段。 

武汉市出租车停靠站布局规划从武汉市“两型社会”的建设出发，通过建立完善的出租车停靠

站布局系统，规范出租车停靠站的运营管理，将我市出租车运营由目前的以扬招方式为主，逐步转

变为以驻场运营为主，电招、扬招为辅的运营模式，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出租车在公共交通系统中

的作用，实现出租车行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3.1 设置出租车停靠站的必要性 

在我国以往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出租汽车营业站点的规划与建设是一个薄弱环节。除了寥寥

无几的出租车营业站点可供使用外，绝大部分空车都是靠“扫马路”揽活。国外城市的成功经验表

明，设置出租车停靠站的优点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节约燃油损耗，降低运营成本，减轻工作

强度，既便于广大出租车司机的运营，又方便了普通市民的出行；规范出租车的运营，提升行业服

务质量，促进出租车行业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降低出租车的空驶率，减轻城市道路交通负

荷，减少环境污染，适应―两型社会‖的要求；规范出租车停靠秩序，提高道路交通通行效率，改善

城市交通环境，提升城市形象。因此，从城市交通、环境保护、司机和乘客的利益出发，设置出租

车停靠站都是很有必要的。 

3.2 武汉市出租车停靠站布局规划 

3.2.1  停靠站的分类 

通过对现状深入调查与分析，收集国内外城市相关案例，结合武汉市的实际情况，确定武汉市

出租车停靠站分为三大类：一是大型客运枢纽营业站（简称“大型站”），主要设置在机场、火车

站、客运码头、长途汽车站、城际铁路车站等重要的交通枢纽。二是中小型出租车营业站（俗称“的

士岛”），分为路内的士岛和路外的士岛，主要设置在商业繁华区域、大型医院、星级酒店、大型

居民小区、轨道站点、公交枢纽站等人流密集场所。三是出租车招手停靠点（俗称“招手停”），

一般设置在人行道靠近慢车道一侧的道路、人流比较多的地方，出租车即停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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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的士岛示意图 

 

图 2  招手停示意图 

3.2.2  规划指导思想、布局方法及原则 

出租车停靠站布局规划本着增加泊位供给、完善网点覆盖、满足出行需求、减少空驶里程、改

善交通环境的指导思想，重点解决中心城区的供需矛盾。 

武汉市出租车停靠站布局规划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布局手法，以重要的客流集散地作为点，

以各条城市干道系统为线，以城市近期重点建设区域为面，通过三者的结合，遵循“按需分配，平

衡供需，分步实施，合理布局”的布局原则，按照交通需求分布各类停靠站点。 

按照城市规划用地布局的功能定位与交通需求，科学规划出租车停靠站布局系统。在市中心区

域按网格要求在每 500 米为半径的区域内，设置一个出租车停靠站。出租车停靠站主要建设在城市

次干道或支路上，在交通主干道上宜设出租车专用的港湾式停靠站。另外，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如

大型商业设施、宾馆、公共活动场所、社区以及交通枢纽站等建立固定候客点。 

3.2.3  规划实施效果 

规划至 2015 年，武汉市主城区共布置 878 个出租车停靠点，其中大型站 12 个，路外的士岛 148

个，路内的士岛 499 个，招手停 219 个。出租车停靠站力求做到以人为本，方便乘客搭乘，同时有

利于道路交通疏导和站点功能发挥。各固定出租车停靠点要设立数据采集终端(派车机)，以便调度中

心及时提供有效服务。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444 

 

图 3  武汉市 2015 年出租车停靠站规划布局示意图 

按照规划实施，将武汉市出租车空驶率由目前的 34.56%降至 30%的合理水平，经测算一天可节

约燃油 1.7 万升，一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1.4 万吨。因此，通过建立完善的出租车停靠站点布局

网络，规范出租车的运营管理，既可以节约燃油损耗、降低运营成本、减轻出租车司机的工作强度、

方便广大市民的出行，又可以规范交通秩序、提升城市形象、适应两型社会建设。 

4. 落实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加大出租车信息化建设、建立科学的监管机制是促进出

租车运营模式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为实现出租车运营模式的健康发展，除了规划建设出租车停靠站点以外，还需要加强出租车行

业信息化建设,以“出租车统一调度”为核心，结合出租车停靠站点及 GPS 技术应用和出租车辆上信

息化装备的建设，逐步实现出租车运营模式从路面扬招到统一调度的转变。 

4.1 建立出租车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出租车辆信息化建设，满足新的运营模式要求和智能交通

发展要求。 

4.1.1  租车调度中心 

由于出租车运营模式的变化，使出租车辆的运营客源基本要依靠调度中心获得，同时乘客出行

叫车方式也将由路边随意扬招向预约定车或在固定候客点叫车方式过渡。这就要求有一个良好的出

租车信息服务平台为出租车司机和乘客提供便利和优质的服务。通过出租车调度中心的建成，市民

出租车预定服务可以通过电话预定、固定站点自动派车机或者网上预约叫车。 

出租车调度中心业务内容有：结合 GPS 技术和电子地图应用的统一的调度服务和自动导航，提

供电话定车服务的呼叫中心服务，与出租车停靠点数据采集终端的网络接入信息处理服务，实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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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辆数字和语音通讯的无线通讯服务等等。 

4.1.2  出租车辆信息化建设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和城市交通智能化的需求，出租车车载终端功能己不仅仅用于语音调度，

它应是一个集出租车调度、出租车安全防范、出租车数据采集与控制、出租车电子导航功能和多媒

体信息发布及接受等功能为一体的智能车载终端。 

通过技术标准的完善，使智能车载终端成为出租车专用车型的标准配置，为产业化建设奠定基

础。出租车辆上的车载终端包含的内容有：车辆定位、电子导航、安全监控、城市交通信息反馈、

出租车驾驶员管理、电子结算等等。目前武汉市所有的出租车上已安装了“智能 GPS 全球卫星定位

系统终端”，对车辆实施智能化监控，准确获知车辆移动目标的位置。该先进技术已经在出租车的

防盗抢、报警等方面卓有成效，同时武汉市电话订车模式也已经面向广大市民开始推广。 

4.2 健全出租车监管机制，利用高科技、信息技术的手段，采取信用评价和奖惩机制，督促出

租车司乘双方良好使用出租车停靠站。 

在保障出租车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实的基础上，需要利用高科技、信息技术等建立起全面科学的

监管机制，针对各个出租车司机在停靠站点的使用情况出台相应的奖惩措施，奖罚分明能够更好的

激发出租车司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南宁市出租车电话订车方式的管理措施为例，为规范出租车

运营秩序，对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和使用电话订车方式的乘客建立信用评价档案。通过该评价系统，

首先监督出租车司机要按规定使用停靠站点，并采取一定的奖惩措施；其次对采取电话订车方式的

乘客，若按约定乘车就给予一定的积分奖励，若违反约定则给予扣掉一定的积分，累计到一定程度

则取消该乘客的电话订车资格。 

5. 结语 

出租车行业的健康发展，是提高交通资源利用效率，畅通城市交通的有效手段，是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是体现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国外城市的

经验表明，出租车运营模式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这就需要我们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

的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解放思想、以人为本、统筹兼顾的基本思路，逐步转变扬召为主的运营

模式，建立驻场运营为主，电招、扬招为辅的出租车营运秩序，从而最大限度的发挥出租车在公共

交通系统中的作用，实现出租车行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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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农村居民客运交通发展模式研究 

刘胜 洪温巍 

【摘  要】目前对农村居民出行的研究较少，而农村出行理论及交通规划实践也都较为薄弱。城乡

统筹发展的需要，势必要求全面深入研究农村居民出行特征发展趋势并探讨适宜的发展模式。调查

获取了重庆市典型农村地区的农村居民出行基础数据，在分析农村居民出行特征的基础上，运用非

集计模型预测了未来农村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的变化趋势。并据此提出科学规划和发展农村客运出

行的模式及策略。 

【关键词】农村居民，出行特征，非集计模型，发展模式 

1. 研究背景 

中国拥有 8 亿多的农村居民，且处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农村与城市的联系和融合趋势不可阻

挡。交通基础设施成为农村与城市一体化的重要纽带，其规划建设成为当前城乡统筹的关键。但现

有的交通规划理论基本上都立足于城镇，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城市居民的出行，对于农村的交通规

划理论研究不足，农村居民出行方面的研究基础理论相对薄弱。而且国内已有的农村交通规划成果

普遍缺乏对农村出行特征的把握，在规划过程中往往采用城镇交通规划手段解决农村出行问题，造

成规划与农村实际情况的脱离。 

随着国务院在重庆设立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

的批准以及城乡统筹工作的深入开展，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城乡

差距进一步缩小，城乡二元结构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将对农村客货运出行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

针对农村居民的出行特征和出行方式结构及其变化、预测进行深入研究，探索适宜的交通发展模式

特别是客运交通发展模式，为城乡统筹规划工作提供适合农村实际情况的交通规划手段，成为当务

之急。 

2. 农村居民出行特征分析 

2.1 出行目的 

重庆农村居民出行目的中，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出行占据了较大比重（约 50%），而娱乐及探亲

访友等出行比例则较低。出行目的具体分布如表 1 所示。 

表 1  农村居民出行目的分布 

出行 

目的 

生产生活性 

购物 

产品 

出售 
生活 上学 工作 

探亲 

访友 
娱乐 其他 未作答 

比例

（%） 

32.7 17.7 16.5 12.3 7.1 5.7 4.3 2.0 1.7 

2.2 出行频率 

重庆市农村居民出行约为 14 次/人/月（农村人均日出行远低于 1 次，故作月均出行次数计），

其中以居住地和附近场镇为端点的出行约 10 次/人/月。分析可知，当前重庆农村居民的出行频率较

低，大多以附近场镇为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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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出行方式 

2.3.1  全目的出行方式分布 

表 2  农村居民出行交通方式分布 

交通方式 步行 自行车 摩托车 客车 开车 其他 未作答 

比例（%） 37.7 2.7 44.2 12.1 1.0 0.3 2.0 

重庆农村居民出行以私人交通方式（如步行、摩托车）为主，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的比例较

小。由于重庆的地理条件限制，自行车出行比例较小，而摩托车出行比例较高，接近 45%，表明重

庆农村居民出行机动化程度日益提高。 

2.3.2  分目的出行方式分布 

 务农（上班）出行的交通方式分布 

以务农（上班）为目的的出行中，选择步行方式的比例最高（超过 80%）。究其缘由，绝大多

数农村居民仍然以务农或从事与农副业相关劳动为主，目的地一般与居住点距离较近，适宜选择步

行。 

 上学出行的交通方式分布 

上学出行中，步行仍然是学生选择比例最高的出行方式（56.8%），客车和摩托车出行比例亦较

高，分别为 14.9%和 15.9%。这表明农村青少年特别是小学生多在居住地附近的学校就学，学校与居

住地之间距离较小且机动交通联系薄弱造成的。同时说明农村中等基础教育服务设施的缺乏，中学

及以上层次教育出行距离过大，解决农村通学出行将成为未来农村交通建设的重点。 

2.4 出行时间 

农村居民出行集中于上午。其中，出发时间多集中于 7:00-9:00（约 95%），回程时间多集中于

10:00-12:00（91.3%）。出行时间的集中表明农村居民的活动仍然受到传统及社会生产不活跃的制约。

具体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农村居民现状出行时间分布图 

2.5 出行距离 

重庆市农村居民以中短距离出行为主，一般不超过 10 公里，大多在 5 公里以下。其中，出行距

离在 2.5 公里及以下的约占 37.9%，2.5-3.5 公里的约占 27.7%，3.5-5 公里级的约占 25.1%，5 公里以

上的不到 10%。 

2.6 交通服务特性 

出行时耗 

约 70%农村居民的出行时耗不超过 30 分钟，时耗较小。时耗小是因为其出行距离较短，其根本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448 

原因则是农村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发达、不活跃。 

出行费用 

摩托车和公共客运汽车作为农村居民出行的两种主要机动交通方式，其服务费用基本在农村居

民可接受的范围内，但乘坐摩托车的费用较客车高。 

表 3  现状摩托车出行费用表 

费用 5元及以下 5-10元 10元以上 

比例（%） 71.1 25.7 3.2 

表 4  现状客车出行费用表 

费用 2元及以下 2-5元 5元以上 

比例（%） 68.7 29.6 1.7 

步行忍受距离 

乘坐机动车一般需要步行一段距离，根据调查，对农村居民而言，这段距离的极限不应超过 2.5

公里，而绝大多数人希望不超过 1.5 公里，约一半的居民则希望步行距离在 0.5 公里以内。 

意向候车时间 

在镇村之间开通客车甚至是公交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居民（占 96.8%）不会选择为乘坐客车等

待半小时以上，约 90%的人选择等待 15 分钟以下，另有 5.6%的居民不会选择等车。 

意向客车/公交票价 

90%左右的农村居民不希望镇村之间的客车/公交票价超过 3 元。 

3. 农村居民未来出行发展趋势预测 

3.1 模型建立 

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从宏观上探讨未来农村居民出行的主要发展趋势，特别是针对目前已成

为热点的农村公共客运与私人交通方式、机动交通与非机动交通之间的关系问题，应用 Logistic 模

型进行拟合深入分析。 

表 5  函数变量列表 

影响因素类别 影响因素 变量 

出行者特性 
家庭收入 inc 

步行忍受距离 distance_walk 

交通设施服务特性 

出行距离 distance 

出行时间 time 

乘摩托车花费 cost_motor 

客车票价 cost_bus 

居民出行意向特性 
意向等待时间 waittime_sp 

意向客车票价 cost_sp 

3.1.1  按公共交通与私人交通的二元方式划分模型 

现阶段的公共交通主要是指农村公共客运，未来的公共交通则是长途客运与农村公交的组合。

而私人交通则是除公共交通之外的所有交通方式，如步行、摩托车、小汽车等。 

在模型建立过程中，选择公共交通记为 1，选择私人交通记为 0。 

以私人交通方式为参考选项，则公共交通方式的分担率为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449 

Ux
p

p n

k

kk 














1

ln 
私人

公共
 

其中，  为效用函数的常数项， k 为相应说明变量 kx 的系数。 

根据模型拟和参数估计结果，得到公共交通方式相对于私人交通方式的效用函数为 

 公共U = -1.183-0.166cost_bus-0.147cost_sp  

其中，cost_bus—实际客车/公交票价；cost_sp—居民期望的客车/公交票价。 

3.1.2  按非机动与机动二元方式划分模型 

非机动交通方式包括步行和自行车而以步行为主，除此之外的其他方式则归为机动交通方式。

以机动交通方式为参考选项，则非机动交通方式的分担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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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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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为效用函数的常数项， k 为相应说明变量 kx 的系数。 

采用 Forward 方法拟和数据，构建模型，得到效用函数为 

非机动U = -0.048-0.015d-0.259inc 

其中，d—出行距离；inc—居民家庭收入。 

3.2 未来出行方式选择预测 

将说明变量的集计预测值代入非集计模型，得到如下的结果。  

3.2.1  公共客运方式分担率预测 

扣除价格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利用模型对不同的实际票价和期望票价情况下公共客运的分担率

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公共客运方式分担率预测表 

    cost_bus 

cost_sp 1 2 3 4 5 

2 16.2 14.1 12.2 10.5 9.1 

3 14.3 12.4 10.7 9.2 7.9 

3.2.2  非机动交通方式分担率预测 

当出行距离 1.6 dd 华里时，不同家庭总收入水平下的非机动交通方式分担率如表 7 所示。 

表 7 非机动交通方式分担率预测表 

特征年 2007 2010 2012 2015 2020 

年收入（万

元） 
1.4 1.69 1.91 2.33 3.26 

分担率（%） 37.7 35.7 34.6 32.2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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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种客运交通方式的发展模式 

以居民出行特征及其发展预测为依据，探索农村地区各种客运交通方式的发展模式。 

4.1 农村公共客运 

根据上文的预测结果，实际票价和期望票价均对公共客运分担率有着显著的负相关影响。据此

可对农村公共客运提出分阶段的发展模式。 

4.1.1  农村公共客运发展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未来 3—5 年内，逐步开通赶场班车、循环班车，实行划片经营、干支衔接的客运网络化运行。

力争公共客运的分担率由现阶段的 12%左右上升至 14%左右。主要针对现阶段农村经济欠发达、传

统出行习惯相对改变不大、出行集中于赶场时间（约 50%出行集中于赶场天）、道路条件较差的情

况，尽力满足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农村居民出行的要求。 

该阶段班车票价不应超过 3 元，为减小燃油价格增长对票价的影响，建议在农村客运车辆中逐

步推广 CNG 的应用，在各镇乡设置 CNG 加气站以便于客运车辆的使用。 

经营方式仍然以承包挂靠为主，加强管理监督；在税费政策上，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

低其客运附加费和养路费、适当减免营业税及所得税。 

第二阶段 

未来 5－10 年，建管养运一体化、逐步实现运行公交化。力争公共客运的分担率由 14%左右上

升至 17%左右。主要针对将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农村居民出行习惯逐渐改变、出行频率有所提高

的情况，满足农村居民不断增长的日常出行需求。 

固定部分线路的停靠站点。对于客流源相对固定的线路，应着力建设客运车辆的固定停靠站点，

站点的设置应结合新农村聚居点，减少随意停靠现象。 

经营方式逐步推进实现管理公司化、经营统一化；税费政策上继续对农村公共客运大力扶持，

并积极向城市公交运营管理模式和政策靠拢。 

第三阶段 

未来 10－15 年内，城乡一体化、公交化。力争公共客运的分担率由 17%左右上升至 20%以上。

主要针对农村经济相对发达，社会经济活动活跃、活动频繁，城乡二元结构基本打破的情况。 

4.1.2  实行班车运营向公交化运营的全面转变 

科学规划公交网络：着眼于城乡一体化，运用科学的交通规划方法与城乡规划方法，构建结构

合理、成本适当、服务满意的城乡公交网络。 

继续完善基础设施：继续完善包括农村公路、客运站点站台等在内的基础设施。 

合理制定票价标准：参照城镇公交运营经验和标准，制定合理的农村公交票价。 

彻底规范运营秩序：所有线路的运营规范化，固定运行路线、发车时间、发车频率、停靠站点

等。建议公交车发车间隔时间不超过 15 分钟，某些线路可允许不超过 30 分钟。 

4.2 步行交通 

预测结果表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非机动方式的分担率将逐步下降，经济水平的提高作为基本

动因之一将进一步促进农村交通出行机动化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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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步行作为农村基本的出行方式之一及其他方式的补充，在构建快慢结合、和谐发展的城乡

交通体系中仍将占据主要地位。调查中发现农村居民对步行出行满意度较低，迫切希望改善步行环

境，步行交通基础设施将是农村交通规划与建设的重点之一。 

重庆农村区域的复杂地形、步行道分布广泛、总量巨大等因素决定了步行设施及出行环境的改

善具有较大的难度。一次性或短时间完成优化的可能性较低，需根据研究依据重要性分阶段逐步进

行。 

步行交通设施规划建设应遵循以下步骤： 

统一步行设施技术标准，确定步行道及其设施的系统结构，保障建设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规划建设居民聚居点与周边公路、客运站点间的干线步道。着重于步行系统骨架网络构建； 

逐步加强各聚居点之间的次级步行通道联系，在此基础上完善各村内部步行道系统。着重

于步行系统构建的完善，并逐步推进全面的路面硬化； 

完善步行系统附属设施，营造良好的步行出行环境。着重于安装护栏和照明设施，设置休

憩设施等。 

4.3 农村私人机动交通 

农村私人机动交通包含摩托车出行和小汽车出行。 

调查发现，农村居民对在有条件时选择私人交通出行的意向相当强烈。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

的不断提高，摩托车、小汽车等私人交通工具在农村家庭中的保有量将会逐步提高，居民对出行便

捷性、舒适性的需求决定了私人交通在未来农村出行中的比例将快速增加。但是私人机动交通在安

全性上的相对明显的缺陷，已逐渐引起重视。因此，结合其分担率和运输量变化情况，制定相应的

发展策略和管理政策，对正确引导私人交通健康发展大有裨益。 

近期为适应农业产业化和新农村聚居点建设需要，提高农村机动化水平是这一阶段的重点，主

要策略是鼓励农村地区积极发展私人机动交通。为满足机动车辆快速增长带来的新需求，应加强农

村地区加油、加气站的建设；在新农村聚居点规划建设中应考虑预留停车设施；在日常交通管理中

重视农村地区的交通安全、指引标志标线的设置。 

中期随着聚居点的逐渐形成，私人交通应由大力发展逐步转为适当限制，重点限制摩托车、三

轮车等排放标准低，安全性差的交通工具，优先发展农村产业化所需要的大中型货运车辆。 

远期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地区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将快速增长，为避免农村地区重蹈城市

交通发展的覆辙，对农村私人小汽车的发展应加强引导，区分生产和生活类车辆，鼓励生产所需车

辆的发展，限制生活类车辆的增长。同时，限制大排量、低排放标准车辆，鼓励经济性车辆的发展

也是该阶段私人交通引导的重点。 

5. 结语 

农村居民出行特征与城市居民大相径庭：以摩托车、步行、客车为主要出行方式，出行时间集

中，出行距离较小，出行频率较低，出行分布集中于居住地与附近场镇之间。研究发现，未来公共

客运将进一步承担农村客运出行的任务，步行将随着机动化程度的提高呈下降趋势。针对上述特征

的分析研究，合理的确定了分三步走大力发展农村公共客、积极改善农村步行环境、分阶段采取不

同策略发展摩托车及小汽车出行的农村客运交通发展模式。研究以重庆市农村居民为对象，虽具有

一定的地域局限性，但其方法仍可作为相关研究借鉴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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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区域交通模型的支线公交线路设计方法与应用 

林松涛 张蕾 王强 

【摘  要】介绍了支线公交在城市公交系统中的定位，并提出一种基于区域交通模型的支线公交线

路设计方法。该方法以城市交通模型为基础，通过细化研究区域的交通分区，建立更加适合该区域

分析的交通模型，利用模型辅助线路设计。济南市通过 EMME/3 规划软件，利用该种方法在支线公

交线路设计中取得较好效果。 

【关键词】支线公交，区域交通模型，线路设计 

1. 问题的提出 

随着城市的发展，市郊与城市中心区联系日益紧密，居民出行需求越来越强烈。支线公交作为

深入社区、服务城市郊区居民出行的公交线路，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不可缺少的部分。目前针对公

交网络宏观规划的研究较多，如“逐条优化，优化成网”法[1]，“分级规划”法[2]，“点—域匹配”

线网规划法[3]，“主动式”公交线网规划方法[4]等，但是对具体公交线路设计的研究较少，如何利用

交通模型辅助支线公交设计，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2. 支线公交的定位 

根据城市公交线路客流特征和服务水平，可以将公交线路划分为 3 个层次[5]：公交主干线、公

交次干线和公交支线。主干线服务于长距离的片区间出行，线路客流量大，站距长，运营速度快；

次干线服务于中等距离的公交出行，线路客流量、站距和运营速度适中。支线公交主要填补线路空

白，加密公交线网，提高公交系统的覆盖性和服务质量。 

支线公交主要服务于常规公交的空白区域，深入到生活居住区、学校、商业区、公共活动中心，

承担零星客流的收集，并驳运到最近的区域公交枢纽，减少步行到站距离、改善公共交通服务质量。 

3. 基于区域模型的支线公交设计方法 

支线公交线路设计目前主要依靠经验，以定性分析为主，缺少定量分析，缺少科学依据，受主

观影响较大。基于区域模型的支线公交设计方法以城市交通模型为基础，通过细化研究区域的交通

分区，建立更加适合支线公交线路设计的区域模型，利用模型分析客流走向为基础，设计多套线路

方案，并对方案进行论证，选择其中较优方案。 

区域调研

区域建模

线路设计

方案比选

目标实现？

方案实施

Y

N

适合开线？

Y

N

 

图 1 基于区域模型的支线公交设计方法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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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区域调研 

对公交服务范围的空白区域，且具有较强的出行需求或潜在公交出行需求的区域，进行实地调

研勘察。根据区域内的道路情况和居民的出行需求，判断是否适合开设支线公交线路。 

3.2 区域建模 

区域建模以城市交通模型为基础，通过细化交通小区，建立区域模型。城市交通模型中，从城

市整体着眼，根据地区的人口分布等因素来划分交通小区[6]。对于公交服务范围外的区域，交通小

区面积较大，数量较少，不适合区域公交线路设计。 

为更好的分析研究区域，需要在原有交通小区的基础上，细化交通小区，并与原有分区进行统

一编号。根据实地调研，确定新增小区的出行产生量与吸引量在原有交通小区中的比重，并根据该

区域交通出行产生和吸引的总量，计算每个交通小区的交通量。将细化区域与全市交通模型进行融

合，更新原有 O/D 矩阵，建立针对研究区域具有更高精度的区域交通模型。 

3.3 设计线路 

3.3.1  线路定位 

明确线路开设的目标和功能定位。支线公交与干线公交线路不是竞争关系，因此，支线公交不

会直接将乘客运送至客流吸引点，而是与主干线和次干线衔接，通过换乘将乘客送达目的地。 

3.3.2  确定首末站 

公交线路首末站的设置应与城市道路网的建设及发展相协调，宜选择在紧靠客流集散点和道路

客流主要方向的同侧，选址宜靠近人口比较集中、客流集散量较大而且周围留有一定空地的位置，

使大部分乘客处在以该站点为中心的服务半径范围内（一般为 350m），最大距离不超过 700m。 

3.3.3  线路走向设计 

居民外出一般都希望一次到达，完全按照居民意愿设计线路走向是不现实的，不能满足全体沿

线市民的要求。因此，通过区域模型分析该区域内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向，在道路条件的允许下，根

据大多数客流方向设计线路走向。同时，尽可能减少重复路段，选用没有公交线路的路段，增加线

网长度，提高线网密度，以方便市民出行。 

3.4 方案比选 

设计多种线路方案，利用区域模型对设计方案进行模拟预测，针对线路指标进行评价分析，选

择其中的较优方案。如果方案与线路设计目标和功能定位不一致，则需要重新进行线路设计。 

4. 基于区域交通模型的支线公交线路设计方法在济南的应用 

近年来济南市公共交通系统发展迅速，市区内公交网络已经比较完善。为了进一步扩大公交的

服务范围，提高公交服务水平，济南市开始进行支线公交网络建设。 

彭庄位于济南市市区西北部，西临绕城高速，位置距离城市中心区较远，交通出行不便，是公

交线网的空白区域。经实地考察，该地区具有较强的出行需求，而且具备公交运行的基础道路条件，

适合开设支线公交线路。 

在利用规划软件 EMME/3 建立的济南市交通模型中，该地区只有 6 个交通小区，为了更好的反

应该地区公交客流情况，将其细化为 17 个交通小区，更新 O/D 矩阵，生成更加适合该区域线路设

计的区域模型。 

线路定位于填补公交网络的空白，方便济南西北地区居民的出行。通过区域模型分析该区域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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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主要出行方向，如图 2 所示： 

 

图 2 地区居民出行期望线 

    根据该地区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向，设计了两种线路方案。通过区域模型，对两种方案进行

预测评估。 

 
 

图 3 方案一客流量及站点上下客分布图         图 4 方案二客流量及站点上下客分布图 

两个方案均以彭庄为线路首发站，方案一中，线路末站为大型客流集散点；方案二中，线路末

站是较大的换乘站。对两个方案进行比较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方案主要指标对照表 

方案
线路长度

(km)

周转时间

（min）

线路配车

（辆）

高峰小时运量

（人次/小时）

增加的公交线

网长度（km）

对其他线路的客

流影响
交替系数 非直线系数

方案一 10 32 10 900 3.2 较大 0.18 1.3

方案二 11 42 12 800 4.2 较少 0.16 1.4
 

方案一的线路客运量较大，但是方案二更加符合客流走向，线路重复较少，对其他线路客流影

响相对较小，因此最终采用了方案二。线路运行 2 个月后，与预测结果基本一致。 

5. 结语 

通过细化研究区域的交通小区，建立区域交通模型，能够对支线公交线路设计进行更好的定量

分析，辅助决策。基于区域交通模型的线路设计方法，能够将通过经验的定性分析与模型的定量分

析有机结合，使线路设计更加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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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 策略在滁州市公共交通规划中的应用浅析 

刘超平 过秀成 严亚丹 杨洁 李星 

【摘  要】TOD 策略是协调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引导城市空间有序增长的有效途径。本文以

滁州市为例，在分析城市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的基础上，阐述了在公共交通规划中引入 TOD 策略的

必要性，并对其合适的主导模式的选择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滁州市快速公交线网的概念方案与实施

保障策略。 

【关键词】TOD，城市空间，土地利用，快速公交系统 

1. 引言 

TOD（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即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理念作为实现土地利用

与交通系统互动的重要途径[1]，在城市建设中迅速得到应用，实践领域涉及站点腹地、社区建设以

及轨道交通沿线的用地调整，正逐步扩展到更广泛的城市及区域层面。 

滁州市正处于城市的快速发展时期，机动化发展迅猛，城市空间结构面临重组，而公共交通发

展却相对滞后。截至 2007 年底，滁州市中心城区建设用地 45.6km
2，人口 44.5 万人，根据滁州市城

市总体规划（2008-2030 年），至 2020 年城市用地规模为 95km
2，人口达到 95 万，城市用地面积和

人口数都将增长一倍多。而公交系统服务水平不高，公交线网缺乏明显的层次结构，片区内与组团

间线路的功能划分不够明确，低运量的线路无法起到带动轴线发展和加强片区间联系的作用，现状

公交出行比例仅为 4.17%，与城市发展要求不符。 

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城市空间的快速调整，亟需采用有效的策略对城市发展进行合理引导。

为此，本文将 TOD 策略引入到滁州市公共交通发展规划中，以期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及吸引力，

改善滁州市城市交通结构，缓解机动化趋势带来的交通拥堵及空气恶化问题，引导城市空间结构发

展和土地利用布局的优化。 

2. 滁州市城市建设现状及发展情况 

2.1 城市空间结构与用地布局 

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模式决定交通如何发展，反之不然。根据国内外公交都市成功的经验，处

理好城市空间、土地规划与交通关系的关键在于由土地发展的长远规划来指导交通政策的制定。 

2.1.1  城市空间结构 

滁州市现状城市中心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和滁西片区，规模偏小，对全市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

作用不强，对市域的影响辐射作用较弱，各城镇之间相互联系不强。在―大滁城地域共建•共享•同城

化‖战略指引下，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一主三副多点‖的大滁城空间结构，以滁州中心城区为主中心，

全椒、来安、乌衣为副中心（见图 1）。同时，规划中心城区为三大片区六个组团和一个风景区构

成的开放型、生态化的城市总体布局结构，城市将形成带状的空间布局。三大片区为老城区组团与

城西组团构成的滁西片区、城东组团与城北组团滁东片区、城南组团与高速铁路站前组团滁南片区，

片区之间由铁路、河流、生态绿地分隔，并由环路和城市快速道路相连；一个风景区为琅琊山风景

区（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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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滁城“一主三副”空间结构图 图 2 中心城区规划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图 

2.1.2  城市用地布局 

滁州市现状建成区用地主要有三类：工业用地主要分布在南部开发区和铁路、清流河沿线，近

年逐渐向滁东片区转移；居住用地分布在老城以及老城南部的滁西片区，但开发密度不一，老城分

布有大量的平房区；学校、行政办公、商业金融等公共设施用地主要分布在老城和南谯路、会峰路

以及天长路沿线。总体用地规模较小，布局较为集中。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滁州未来老城区以旅游、文化、休闲、居住、小型商业设施用地为主；城

西组团是居住、工业、公共设施综合片区；城南组团主要布置市级公共设施用地，居住、工业、仓

储用地，新城市中心区布置在城南组团城市双中轴线之间；城东组团以工业为主；城北组团布置工

业、物流、居住用地；高速铁路站前组团主要布置工业、公共设施、居住用地（见图 2）。城市重

心向南转移，以组团为单位规划用地布局。 

2.2 城市道路建设 

城市道路网是支撑公共交通系统的基础，尤其制约着路面公交的规划发展。滁西片区现状纵横

主次干路已基本形成“五横三纵”的骨架路网，但滁东、滁南片区道路网络未成体系。城市道路建

设主要集中在城市干道上，而对低等级道路投资建设与管理不足，造成干道交通集中，而支路无法

起到分流与集散交通的作用。 

规划道路网络将遵循现状道路网络形态，完善方格网加环放式的道路网格局，适当提高纵横方

向联络通道等级，形成“一环四射三通道”的干道网络，支撑扇状组团布局结构。 

3. 实施 TOD 策略的必要性 

TOD 策略主要针对城市空间结构层面的作用，通过公共交通方式来构建公交走廊并引导沿线的

土地开发以推动城市的放射发展，促进沿线及站点附近土地高密度开发，提高公共交通使用率，引

导新区发展，改善交通问题与生活环境。针对滁州市现状与未来发展要求，引入以公共交通引导发

展的 TOD 策略，对于促进城市空间的合理有序增长，调整城市开发形态和居民出行结构具有重要作

用。 

3.1 支持城市空间结构的重组 

大中容量的公共交通系统规划与建设能积极引导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滁州市处于快速城市化

阶段，随着大滁城战略的实施，城市重心由老城区和城西组团向城南组团的扩张，以及城东组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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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组团的建设开发，希望借助大中容量公共交通建设改善城市空间发展条件，加强与周边城市的

联系，提升区域地位，同时，快速连接城市各中心，提升城市凝聚力及运行效率。 

3.2 加快城区更新与土地置换的步伐 

大中容量的公共交通系统规划与建设对商业、商务办公以及居住用地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能改

变其沿线土地利用的性质与功能，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价值、使用强度与效益，将加速滁州市

面貌的更新与发展，使得城市土地资源配置得以优化，对于促进新城区的发展与老城区的再繁荣产

生积极影响。 

3.3 优化交通模式结构 

目前，滁州市居民出行方式以步行、自行车和摩托车等为主，公交出行只占到 4.17%。随着 TOD

策略的实施和大中容量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公交系统的形象和服务质量必将得到较大的提升，其

舒适性、准时快捷性可以提高公交出行的竞争力。公交站点附近土地高密度开发，形成大型居住小

区与商业商务中心等，也将会吸引大量的公交客流，对于提高公交出行比例，改善城市交通模式结

构具有重要作用。 

4. 公交主导模式的选择与实施 

4.1 公交模式选择 

传统 TOD 理念是指以轨道交通或者 BRT 等大中容量快速公共交通来引导城市土地使用，我国

小城市根据其自身的现状与发展情况，也有采用常规公交系统作为引导的。不同用地布局形态、不

同规模的城市，对应的出行特征亦不尽相同，应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公共交通模式，而

不是盲目追求大容量、高标准的轨道交通系统。高品质的公交服务，无论是采用哪一种形式，都可

以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 

滁州市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需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对新开发区的引导。相对轨道交通来说，

选择 BRT 则更为理想。一方面，滁州市未来将形成分散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除了老城区外，其

它组团道路供给水平都比较高，在客流规模不特别大的情况下，利用已有道路资源或结合城市道路

改造，采用 BRT 系统引导和支撑这种空间发展模式是最经济的方式；另一方面，若单纯选择常规公

交系统，现状已不能满足滁州市客流需求，更无法满足未来城市空间扩展的要求。 

因此，滁州市采用“BRT 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是比较合适的，即以快速公交系统为骨架，常规

公交为补充构建多层次公交系统。采用以公共汽车为主导的公共交通系统不仅减少了固定资产的投

资费用，而且强化了公交运输服务的灵活性。随着城市土地发展的演变和扩展，橡胶轮胎的服务工

具——小型巴士、常规公交或双铰接式公共汽车，能够很容易地调整线路和运营模式来适应出行方

式的变化，正符合滁州市快速发展的特性，在引导滁州市的发展模式方面具有更大的潜力。BRT 造

价相对较低，运营灵活，交通可达性好，最重要的是其建设周期短，可在短时间内发挥其交通引导

功能。 

4.2 BRT 规划方案 

根据对滁州市公共交通客流预测结果的分析，未来将形成“四纵三横”共七条公交客运交通走

廊（如图 3 所示），主要分布在片区的连接线上，呈现出中心放射式的特点，与城市空间布局结构

及土地利用趋势相一致。其中，高峰小时断面最大客流量在 8000 人次以上的走廊有四条，其他三条

走廊也达到 5000～8000 人次，比较符合实施快速公交系统的客流要求，结合实际的道路条件，本文

拟规划 5 条快速公交线路（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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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公交客运走廊分析示意图 图 4 快速公交线网规划概念图 

根据滁州市中心城区与大滁城不同发展要求，其对 BRT 的引导与支撑两种作用各有偏重，因此，

规划的快速公交线网根据服务要求与层次的差异分为两种类型。 

服务于中心城区的线路（包括 B1 线和 B2 线），加强各组团间的通达性，形成中心城区主要的

发展轴线，鼓励沿线土地的密集开发。其中，B1 线是城市客运发展的南北向中轴线，联系老城、城

西、城南及高铁四大组团，支撑城市空间拓展，鼓励沿线商业、办公、居住用地的高强度开发；B2

线实现城南组团、城西组团与城东组团的快速联系，带动城市东西向的发展，支撑沿线工业、居住

用地的开发。 

服务于大滁城范围的线路（包括 B3 线、B4 线和 B5 线），主要是加强中心城区与副中心间的

快速联系，属于点轴式发展，采用大站快车形式，鼓励站点附近土地的密集开发。其中，B3 线是联

系清流公园换乘枢纽、城北客运站与来安副中心的快速通道，方便来安方向的出行者到达滁西商贸

区；B4 线是联系城南客运站、高铁滁州站与全椒副中心的快速通道，与 B5 线共同提升城南行政中

心商贸、交通枢纽地位；B5 线是联系城南客运站、担子与乌衣副中心的快速通道。 

4.3 实施保障策略 

政府政策法规的大力扶持。政府的扶持政策涉及财政扶持政策、票价政策、土地政策等。作为

一种新型城市开发模式，有其优势所在，但成功的关键在于公共投入，国家和地方政府针对当地开

发出具一定政策制度支持是十分重要的，在规划设计和实施的过程中， 清晰的立法相当关键。 

制定完善可行的融资政策。快速公交通过提高其沿线地区的可达性，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

但该效益是通过市场经济作用间接产生的，需要政府通过一定的手段保证该间接收益中的一部分用

于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营，形成良性循环。 

合理可行的土地控制政策。需要出台相应的土地控制政策，保证 TOD 小区土地性质和功能布局

按规划实施。要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已有土地功能布局，制定有利于促进当地经

济发展的，切实可行的土地控制政策。 

不同交通模式间的整合。每一种交通方式都是整个城市交通系统的一个部分, 并不是孤立存在

的, TOD 模式的成功实施，不仅要重视公共交通的发展，还要进行面向公共交通的不同交通模式间

的整合来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和竞争力。同时，对于与公共交通存在竞争关系的私人交通方式

（如摩托车、小汽车等）要制定合理有效的交通引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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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发展 TOD 策略是疏解城市交通堵塞、优化城市形态与土地利用的有效方法。本文在对滁州市现

状及发展状况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比较合适和经济的―BRT 主导型‖的 TOD 发展策略，规划的快速公

交线网从宏观层面实现了对城市结构的引导和城市土地利用的优化。下一阶段，还需要从微观层面

上对 TOD 社区的土地利用及功能等详细规划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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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轨道交通的常规公交配套规划研究 

孔繁钰  高志刚  徐上  刘海洲 

【摘  要】以往的与轨道交通相配套的常规公交规划方法，常着重于平行和垂直公交线路的调整优

化以及对重合线路的简单删减，未全面考虑轨道沿线城市用地布局和发展特征以及客流流向对公交

线路调整的影响。从人性化的公共交通理念出发，对轨道沿线区域进行了划分，并对城市中心区和

基本建成区内的大量的重合公交线路进行了区分，以此提出了不同区域和重合度下的常规公交配套

规划方法，并给出了具体的工程实例。 

【关键词】轨道交通，常规公交，配套规划  

1. 引言 

轨道交通系统作为承载大城市客运交通的骨架体系，具有大运量、准时、环境友好等优点，但

随着轨道交通的建设运营，轨道线路覆盖范围内的公交客流供求平衡将被打破，因此应对线路覆盖

区域内的公交线路进行重新规划和调整，以优化和整合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资源配置，最终达到轨道

交通、常规公交和乘客共赢的合理状态。 

现有的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衔接及配套规划研究，大多未全面考虑城市土地利用与开发程度

与公交配套规划的关系，如文献[1]提出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的关系定位为公共交通体系中的骨架与

主干关系，利用常规公交提高轨道交通辐射范围的观点，但未考虑城市发展程度对轨道交通与常规

公交的影响。文献[2]虽提出在轨道交通尚未覆盖区域内，常规公交仍承担骨干作用，但未能结合土

地开发强度和建设时序进一步研究常规公交的配套规划方法。文献[3]给出了常规公交网络与轨道交

通网络的三种布局模式，考虑了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线路之间的布局关系，但未全面考虑公交线路

的起讫站点与轨道站点的布局模式对公交线路调整的影响。 

本文从人性化的公共交通理念出发，综合考虑城市不同区域的发展程度，详细分析轨道交通与

常规公交的关系模式，以最大化方便乘客出行、加强轨道交通的覆盖范围、强化轨道交通和常规公

交在不同区域的服务功能为目标，通过引入重合度的概念得到了不同模式下的常规公交线路的配套

规划方法，并将该研究方法应用于重庆市轨道交通六号线一期工程的常规公交配套规划的具体实践

中。 

2. 公交配套规划方法 

轨道交通沿线区域因城市建设时序、城市用地性质不同，呈现出不同区域特征。在轨道交通线

路建设运营后，从划分不同类别的轨道交通沿线区域开始着手，根据区域内轨道线路和公交线路的

关系，提出公交配套规划的方法。 

2.1 轨道沿线区域的划分 

根据轨道交通线路建成运营后的沿线周边城市用地特征、土地开发强度和发展态势，以及轨道

线路影响范围内的公交线路特点，区分轨道交通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范围和服务模式，将轨道交通线

路的沿线区域划分为三类：城市中心区、城市外围区和城市基本建成区。轨道交通沿线区域特征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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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轨道交通沿线区域特征 

序号 区域类别 用地特征 
土地开发强

度 

用地发展态势 

1 城市中心区 
以高密度居住和商业用

地为主 
较高 建设完成 

2 城市外围区 
以工业用地和低密度居

住用地为主 
较低 待开发中 

3 城市基本建成区 
具有有上面两类区域用

地特征 
适中 基本建成 

2.2 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的关系模式 

2.2.1  重合度概念简介 

在城市中心区内，公交线路较多，结构层次复杂，除与轨道线路相垂直和平行的线路外，存在

较多的重合线路，此外，城市建成区内也存在部分重合线路。针对常规公交的平行和垂直线路的调

整优化已有较多的经验[4,5]，而对于线路重合程度的区分，目前鲜有文献提及，本文根据轨道线路重

合的站距大小和客流流向的不同，对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重合程度进行分析和研究。 

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线路重合，表明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重合距离至少不低于一个站距，重

合站距越大，说明二者的重合程度越高；当公交起讫点之一位于轨道线路上时，表明轨道交通与公

交之间对客流的竞争性越强，二者的重合程度也越高。由此，本文引入重合度概念对重合线路进行

区分，即按照重合站距、公交起讫站与轨道交通线路的关系作为线路重合程度的区分标准。 

2.2.2  城市中心区的轨道交通与公交关系模式 

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除垂直、平行关系外，存在众多的重复线路，线路的重合程度按照重合度

进行划分，其中，重合站距数量的选取应综合考虑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运距、客流的吸引范围等

多方面因素。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重合度关系如表 2 所示。 

表 2 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重合度关系 

序号 重合度 

特征 

公交起讫点之一 

位于轨道线路上 

重合部分大于等于 

3个站距 

重合部分小于 3个 

站距 

1 高度 √ √ ³ 

2 中度 
√ ³ √ 

³ √ ³ 

3 轻度 ³ ³ √ 

城市中心区域内的轨道线路与公交关系特点为，轨道交通覆盖范围内存在多条公交线路，线路

重复系数高，二者站点分布相类似。 

一般来说，当常规公交的起讫点之一与轨道交通站点相重合，且公交线路部分位于轨道交通沿

线覆盖范围时，轨道交通与公交线路为高度重合关系；当常规公交的起讫点之一与轨道交通站点相

重合，公交线路仅少部分位于轨道交通沿线覆盖范围时，或者当常规公交起讫点不与轨道交通站点

重合，但部分公交线路位于轨道交通沿线覆盖范围时，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客流流向有较大差异，

可将二者关系视为中度重合关系；当常规公交起讫点不与轨道交通站点重合时，且少部分公交线路

位于轨道交通走廊内时，轨道交通与公交线路为轻度重合关系。 

2.2.3  城市外围区的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关系模式 

该区域内关系特点表现为，通常情况下，轨道交通走廊内公交线路较少，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464 

重复性低，二者存在比较强的互补性，乘客出行选择不多。可通过布设与轨道交通线路相交叉的公

交线路，以增强系统的换乘和接驳性，使得公共交通整体的服务水平因常规公交和轨道的运营效益

较好而有保障。 

2.2.4  城市基本建成区的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关系 

城市基本建成区内，轨道交通走廊内存在一定数量的公交线路，但二者重复系数不高，常规公

交与轨道交通的关系特点介于上面两类情况之间。 

2.3 不同关系模式下的公交配套规划方法 

2.3.1  城市中心区的公交线路配套规划方法 

在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平行或垂直情况下，根据轨道交通的覆盖范围和客流强度大小，对平行

线路采取调整出覆盖区域范围以外或保留的措施，而对垂直线路给予保留。 

在高度重合情况下，由于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服务对象流向相近，可根据轨道交通重合部分

的客流强度，适当删减线路或调整线路走向使得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相垂直；在一般重合或中度重

合情况下，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服务对象流向部分相同，在此类情况下，根据轨道交通客流强度，

对公交线路采取保留或调整线路走向使得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走向相垂直；轻度重合情况下，轨道

交通与常规公交服务对象流向少量相同，可对公交线路采取保留或微调。 

2.3.2  城市外围区的公交线路配套方法 

一般来说，该区域内公交线路较为稀少，采取两个层面的配套优化方法增加骨干公交线路和接

驳公交线路，以达到增强轨道交通的覆盖范围和引导城市空间拓展的目的。 

宏观层面上，准确把握服务组团—组团交通联系的功能定位，常规公交应进入轨道服务真空地

带，以增加公交骨干网络整体容量，同时常规公交还应有效串联不同的轨道交通线路，优化公交骨

干网络结构，提升整体运行效率。微观层面上，为满足轨道交通客流接驳需求，通过分析周边用地

布局情况，掌握周边地区客流出行特征，设置与轨道交通相接驳换乘的公交线路，提高轨道交通的

辐射范围。 

2.3.3  城市基本建成区的公交线路配套方法 

对区域内公交线路进行梳理，分清轨道线路与常规公交之间的关系，按照上述两种方法分别加

以规划。 

3. 常规公交配套规划实践 

根据上述公交线路的配套规划方法，对重庆轨道交通六号线一期工程沿线覆盖范围内的公交线

路重新进行了规划和调整。重庆市轨道六号线一期线路由南岸起，经渝中半岛、江北、渝北，至北

部新区的礼嘉镇，途经城市发展的多个核心区域，为东南至西北向的重要轨道交通骨干线路，是连

接组团数最多，且在轨道交通线网中为唯一一条串联解放碑、江北城、弹子石等三个城市 CBD 的线

路。 

对轨道交通覆盖范围内的城市区域、轨道交通与公交线路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整理，采取将平

行和垂直线路保留或调整出轨道交通覆盖区外的措施，重点对重合线路的区分和优化调整进行了分

析，不同区域内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线路的重合关系结果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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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区域内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线路重合关系 

序号 区域类别 区域范围 
公交与轨道线

路的重合程度 
公交线路 

1 城市中心区 
上新街—

—花卉园 

重度 110、111、151、 

中度 604、202、149、815、818 

轻度 868、869、886、115、872、820、801 

2 城市基本建成区 
大龙山—

—光电园 

重度 110、151、 

中度 202 

轻度 868、869、886、115、872、820、801 

3 城市外围区 
竹林公园

——礼嘉 
—— —— 

结合客流预测结果与现场调查，除重度和轻度重合线路外，对部分中度重合的公交线路分别采

取两种规划调整方案，具体调整方案如表 4 所示。 

表 4 不同区域内的公交线路优化方案 

序

号 
轨道穿越地区 

公交与轨道

的重合程度 
公交线路 优化措施 

1 城市中心区 

重度 110、111、151、 局部调整线路（将重合线路部分饶

行或改为交叉垂直） 中度 604、202、149 

中度 815、818 
保留一部分与轨道交通重合但功

能、站距与轨道交通不同线路 轻度 
868、869、886、115、

872、820、801 

2 城市基本建成区 

重度 110、151、 局部调整线路（将重合线路部分饶

行或改为交叉垂直） 中度 202 

轻度 
868、869、886、115、

872、820、801 

保留一部分与轨道交通重合但功

能、站距与轨道交通不同线路 

3 城市外围区 —— —— 增加骨架公交线路和接驳公交线路 

4. 结语 

基于轨道交通的常规公交配套规划常偏重于对平行和垂直线路的规划调整，以及对重合线路的

简单删减，而忽略了重合线路中站距和客流流向对轨道线路与公交线路关系的影响。本文通过考虑

常规公交起讫点站位与轨道线路的关系以及重合站距大小，给出了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线路重合程

度的度量关系，同时对轨道线路穿越的不同区域进行了划分，提出了相应的配套规划方法，并将其

应用与具体的规划实践中，可在较大程度上提高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使得轨道线路和常规公交线

路优化整合后能更好地满足不同层次的客流需求，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的轨道交通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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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门公共巴士服务模式改革探讨 

赵再先  李道 

【摘  要】公共巴士是澳门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建立完善的公共巴士服务体系对于支持澳门城市

和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澳门公共巴士服务改革的相关背景，然后在总

结分析国内外城市公交发展历程和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澳门实际，从公交改革的政策方向、公

交发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初步对策等方面对澳门公共巴士服务模式改革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公共巴士服务；公交发展模式；公交改革 

1. 澳门公共巴士服务改革背景 

澳门特别行政区由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组成，面积 29.2 平方公里，人口约 55 万，是世

界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博彩业为澳门支柱产业，自 2002 年澳门开放博彩经营权以来，博彩业

已成长近 5 倍，超越拉斯韦加斯，成为世界博彩之都。在博彩业及旅游业带动下，澳门经济持续快

速发展，2007 年人均 GDP3.2 万美元，2002-2007 年间，澳门 GDP 年均增长 17%。社会经济快速发

展、交通需求增长，要求澳门构建完善的公共交通运输体系。 

澳门公共巴士是澳门城市交通方式的重要组成，据调查，在澳门就业人口交通出行方式中，采

用公共巴士出行的比例达到 31%，高于其它出行方式（图 2）。澳门现有新福利（TRANSMAC）和

澳门巴士（TCM）两家公共巴士服务企业，共运营线路 53 条，日均客流量 30.8 万人次。 

 

 
图 1  澳门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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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澳门就业人员交通方式结构 

表 1  澳门公交企业及线路情况 

 

澳门公共交通发展目前正面临一系列问题与挑战：一是私有运具的快速增长，与之相比，近年

来公共巴士发展缓慢，竞争力不断下降，对城市交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挑战；二是

社会民众对公共巴士服务满意度较低，超过六成民众对澳门目前的公共巴士服务不满意（图 3）。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对公共交通服务品质将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三是受

娱乐业免费巴士的冲击，巴士企业运营成本增加，经营环境恶化；同时受轻轨建设影响，公共巴士

发展前景不明确，巴士企业缺乏投资和改善服务的积极性。 

 

图 3  澳门民众对公交服务意见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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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发展模式是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澳门现状实行市场化的公交运作模式，该模式下政

府难以对公交服务进行实质管理控制，公交企业基于逐利经营目标进行线网布局和制定运营计划，

导致低密度区服务覆盖不足，公交发车间隔长，服务班次不足，乘客候车时间长，乘客满意度低；

同时，面对市场环境恶化，基于自负盈亏经营，公交企业投资经营风险加大，缺乏投资积极性。 

为适应社会经济和交通需求快速发展要求，支持城市和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满足民众日益提高

的交通服务品质要求、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实现公交企业可持续经营，在企业 20 年的特许专营权即

将到期之际，澳门政府决定改革公交发展模式，并基于新的公交发展模式组织公交线网竞标。 

2. 澳门公共巴士服务改革政策方向 

2.1 国内外城市公交发展政策趋势 

西方国家城市巴士发展历程。西方国家城市公共交通兴起于 19、20 世纪之交，在最初的几十年

内，公交服务主要是由受政府许可制度管制的私人公司提供。公交服务市场引入了大量运营企业, 为

了获得更多的利益, 运营企业把资源集中在客流量多地区以争夺客源,这样恶性竞争导致公交整体服

务质量下降,公众利益受损。在 20 世纪 40～70 年代，私人小汽车进入家庭使得对公共交通的需求下

降，加上票价管制政策以及恶性竞争带来的服务质量下降,造成公交竞争力下降,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

交通运营企业普遍陷于了亏损状态。在经济学自然垄断理论的支持下，为挽救公共交通，政府开始

接手公交服务，公交由此成为一个依靠财政资金弥补运营成本的公共垄断行业。这一期间大多数发

达国家的公交服务完成了由私人提供到公共垄断提供的转换。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 70 年代两

次石油危机和经济滞胀引发了普遍的财政困难，加上公共垄断造成的持续低效率和高成本，使得政

府财政难以承受。发达国家开始探索新的公交管理体制——政府主导下市场竞争模式。这种模式下

政府主导公交的发展，但政府不参与公交运营，政府通往往通过竞争性招标来授予线路经营权合同，

通过一定的激励措施，促使公交企业有序竞争。 

 

图 4  西方国家公交发展历程示意图 

国内公交发展历程。在计划经济时代，公交行业是社会福利的组成部分，各个城市的公交管理

体制皆为公共垄断型，政府对城市公交一直进行公共垄断，独家管理和运营。国内大部分城市的公

交服务基本是国有公交企业提供，政府为国有公交企业实行各种补贴优惠政策，以保证公交服务的

公益性。 国有垄断公交企业最后导致的结果是公交运营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低质，公交缺乏竞争力。

90 年代中期，一方面，因为财政困难，政府没有能力大规模投入，每年递增的补贴成为了政府沉重

的包袱；另一方面，国有垄断公交业所导致的低效和低质也为百姓诟病。在大市场化的背景下，国

内许多城市公交管理体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以打破国有垄断，引入了市场化竞争机制。90 年代中

期以后，一些城市开始大规模地引入私营企业到公交运营中来，政府完全放开了管制。开始的几年，

巴士公司发展迅猛，企业大多盈利，但随后由于竞争过度，公交服务质量下降，私家车增加，公交

企业运营成本增加，公交运营企业出现亏损。很多企业生存举步维艰。为了改变公交运营企业的困

境，国内很多城市探索了公交管理改革的新路子，包括上海、深圳、青岛等城市，开始探索政府主

导下引入市场竞争的公交发展模式。许多城市建立线路经营权竞争制度，改革完善竞标和监督机制，

初步形成了府主导下引入市场竞争的公交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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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大陆公交发展历程示意图 

 公交发展政策趋势。综合上述，西方国家的公交发展模式主要经历了公交市场化(自由竞争)

公共垄断 (公交国有化)政府主导引入市场竞争的过程；国内公交发展经历了公交国有化公交市

场化再到政府主导引入市场竞争模式一个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因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人口

密度等不同，国内外公交发展历程不同，但殊途同归，综合公共垄断和市场化优点，坚持政府主导

同时积极引入市场运作机制，是国内外巴士改革发展的总体趋势。 

 

 

图 6  国内外公交改革发展趋势示意图 

2.2 澳门公共巴士改革政策方向 

根据澳门公共巴士服务现状，未来改革政策方向面临如下选择：一是进一步开放市场，降低市

场进入门槛，实行类似于英国曼彻斯特完全市场化竞争模式。根据曼彻斯特经验，完全市场化将带

来公交服务质量的进一步降低（公交服务覆盖面降低 20%、主要的客流干道路面竞争激烈，并导致

交通拥堵、票价水平高，平均上涨超过 30%、无法进行线网服务、票价一体化整合，乘客使用不便）、

乘客量下降（曼彻斯特实行放松管制后乘客量下降 40%）。二是实行公共垄断模式，由政府来具体

管理和运营。从美国/英国以及国内在公共垄断阶段时期情况看，将带来公交运营低效率，政府补贴

资金迅速上涨，补贴资金使用效率不佳。在上世纪 70-80 年代的英美公交公共垄断时期，公交补贴

资金上涨了 4-10 倍，而同期公交客运量仅增加约 5%，政府的公交补贴主要用于公交员工过度的工

资福利待遇，而没有改善扩展公交服务，提高公交服务质量。 

澳门公共巴士服务改革的目标是提升公交服务品质，同时必须保障政府财政资金投入的有效性。

很明显，上述两种极端政策，无论实行自由市场竞争政策还是有政府实行公共垄断，都不符合巴士

改革的政策目标。为此，澳门巴士服务改革需顺应国内外公交发展总体趋势，在既有市场化政策模

式上必须加强政府控制，确立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政策方向。 

  

公交市场化 公交国有化 

政府主导 

引入市场机制 

公交国有化 公交市场化改革 

西方国家 

国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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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澳门公共巴士服务改革政策方向选择 

3. 澳门公共巴士服务改革模式 

在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公交政策方向下，巴士服务一般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根据竞标合约

不同，公交发展模式有管理合约、总成本合约、净成本合约、特许经营、授权经营等几种，从政府

管制强度、公共财政需求上呈现递减关系。 

 

图 8  竞争性招标：不同合约类型及相互关系 

目前澳门政府对公共巴士管制相对较弱，公交发展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加强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主

导作用，通过政府大力投入，尽快提高公交服务品质。在上述不同模式中，总成本合约模式是政府

管制程度相对较高的模式，是较为适应澳门公交发展目标要求的合约模式。 

3.1 总成本模式的特点 

总成本模式即政府采购公交服务模式，政府采购公交服务。公交运营和公交财务分开。企业负

责运营，票款归政府。政府与企业签订合同，企业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政府对企业服务质量进行

严格考核，并根据考核情况支付企业运营费用。总成本模式特点如下： 

公交服务规划、服务标准由政府主导控制，可实现公交网络、票制一体化，方便乘客使用；通

过对公交服务合同的有效监督执行，保障服务质量； 

企业收入与公交客流无关，企业的目标是完成与政府签订的质量合同，而不是争夺乘客；企业

受市场环境影响较小，可专心搞好营运，保证服务质量稳定； 

公交运营成本通过竞标方式实行“总成本”控制，避免对政府投入的无节制需求； 同时运营支

付基于对企业严格的质量考核，与企业服务质量挂钩，保障政府资金投入的有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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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成本模式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得到成功应用，如英国伦敦、韩国首尔、瑞典斯德哥尔摩、丹麦

哥本哈根等。首尔公交改革实施 4 个月后，民众对公交服务满意度达到 90%，不满意比例由改革前

70%下降到 10%。与伦敦以外地区实行放松管制的市场化模式相比，伦敦地区公共巴士在公交客流

量、服务规模增长明显要高、公交票价上涨幅度明显较低，公交每公里成本降低幅度更大。 

3.2 总成本模式对澳门适应性 

针对澳门目前公共巴士服务在乘客服务、企业营运、政府协调等方面面临的问题，采用总成本模式

将可较好应对，具体如下表所示。 

 既有市场化模式 总成本模式 

乘客服务 

方面 

线路服务班次少，候车时间长 政府主导控制公交服务规划，将考虑社会

目标要求，制定公交线路服务间隔，缩短

候车时间 

不同公司间线路转乘多付费，不方便 企业不负责票务收费，票款归政府，政府

可进行票价一体化整合，减少乘客转乘费

用，方便使用公交 

企业营运 

方面 

新区覆盖不足，客流干道重复竞争 票款不归企业所有，企业无争夺客流激

励，不在意是亏损线路还是盈利线路，可

按政府线路规划运营，从而可加强新区覆

盖，减少干线重复竞争 

受娱乐业和轻轨建设影响，地面公交经

营环境恶化，经营风险加大，缺乏投资

积极性 

只需按政府质量合同要求提供服务，即可

获得稳定收入，无需过多顾虑市场变化，

树立企业投资信心 

政府协调 

方面 

道路改造施工需进行线路调整时与企

业协调难，较为被动 

政府主导服务规划/计划，在协调服务调

整上有主动性 

应急事项需临时增加公交服务时 

与企业协调难 

政府可按需采购公交服务 

 

4. 存在的问题及初步对策 

当然，总成本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澳门特区政府在实施总成本模式中需要予以重视和应对。

一是由于票款不归营运者所有，运营者对市场需求反应不敏感，缺乏根据需求变动进行服务创新的

动力。二是对政府监管、管理职责要求高。在总成本模式下，政府需负责网络服务规划、票价制定，

同时需确保票款回收、对营运者进行有效监督等责任。三是服务条款细， 监督执行方面成本相对较

高。 

在总成本模式下，根据服务需求，制定服务规划的职责在政府，为此政府加强对客流的调查，

适时进行对公交线路规划调整, 适应公交客流的变化；为确保巴士服务规划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减

轻政府工作负担，政府可委托相关专业技术机构，开展线网规划和票价研究；借鉴首尔经验，建立

智慧交通监控中心，在实现巴士服务的实时监控、提高监管效率的同时，减少监管人力成本。 

【参考文献】 

[1] 《城市巴士交通规制政策-公共垄断、放松管制和竞争性招标》.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2] 《澳门城市概念性规划纲要》[R]，澳门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中心，2008. 

[3] 《澳门公共巴士服务改善技术研究》[R]，2006. 

[4] 《首尔公交系统改善计划》[R]，首尔发展研究院，2004.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473 

[5] 《深圳市公共交通规划》[R]，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研究中心，2005. 

【第一作者简介】 

赵再先，男，高级工程，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474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机制改革研究1
 

陈莎 叶敏 田凯 

【摘  要】针对近年来我国部分城市在公共交通行业开展的经营机制改革，剖析了改革的背景和动

因；分析了我国城市公交机制改革的历程，市场格局现状以及近年来行业改革的主要内容和趋势；

明确提出公共交通市场的两个重要内涵：“可竞争”和“规模效应”；从需求、服务水平、竞争机制、

定价机制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公交市场的阶段性特征；最后提出了我国公交市场机制改革的三个

关键点。 

【关键词】公共交通，市场化，机制，改革  

1. 前言 

城市公共交通是与城市人民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重要行业；行业的稳定和发展直接影响到每

年数百亿人次的居民出行和一百多万从业人员的生存状况。 

近几年来，随着公共交通行业运营成本的不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下降，甚至出现亏损，

公共交通的市场性和公益性矛盾逐步显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城市开始对公共交通运营机制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方面期望能够提

高公交服务水平，切实落实公交优先战略，另一方面期望能够扭转行业亏损的局面。改革总体呈现

出由分散到集中、由市场化到国有主导的趋势；市场主体数量减少，社会资本参与程度降低。然而

这种趋势是在政府加强管制力度的推动下出现的，并非市场作用的结果。这种趋势能否长久延续，

怎样的改革之路才能很好的促进公交行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保障公共交通服务的安全、高效、充

足的供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2.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市场机制改革历史沿革和现状 

2.1 历史沿革 

从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城市公共交通领域的改革从未停止过。 

我国大多数城市的公共交通企业成长于政府兴办的公交车队，并逐步壮大为公交公司，基本上

处于独家垄断经营的状态。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公共交通企业逐渐向集

体和个人经营开放，承包经营模式开始出现，企业内部管理相对涣散。 

1993 年，建设部发布了《全民所有制城市公共交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实施办法》，推动公交企

业“逐步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单位”；1993 年 12 月，由广

州电车公司与澳门新福利巴士公司合作成立的国内公交系统首个中外合资企业——广州新福利巴士

服务有限公司，获得 26 条线路的经营权，成为我国利用外资和民营资本办城市公交的开端；国内许

多城市相继加快了公交市场的开放步伐。这一时期，公共交通企业逐步开始积极探索现代经营机制，

但总体上管理体制上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产权关系仍然不够清晰，政企未能完全分开，机制没有完

全创新，竞争机制尚未建立。 

进入 21 世纪，城市公共交通的市场体制改革逐渐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国家的调控政策逐渐明朗，

也更趋于科学合理，对各个时期的市场体制改革都起到了良好的指导和推动作用。2001 年底原国家

                                                        

1 基金项目：交通运输部 “十二五”规划重大课题研究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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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委颁布的《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以独资、合

作、联营、参股、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项目建设；这在政策上全面

开放了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市场。在此之后，2002 年《建设部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

的意见》出台、2004 年《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办法》颁布；2005 年《建设部关于加强市政公用事

业监管的意见》出台。这一系列政策极大地激发了非公有资本投资公用事业的积极性。大量民间资

本涌入公共交通行业，市场企业主体数量急剧增加。这一阶段的市场体制改革，从一定程度上解决

了当时许多城市存在的“乘车难”问题，公交服务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多元化投资结构基本形

成；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经营效率的提高，市场经济促进了市政公用事业的持续发展。 

2.2 市场格局现状 

经历了多年曲折的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后，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基本形成了以下三种

典型的市场格局： 

模式一：一家企业垄断客运市场 

垄断企业多为国有企业，经营城市所有的公共交通线路；典型城市如杭州、济南、嘉兴。也有

由民营企业垄断经营的特例，如浙江省海宁市客运市场由海宁市大元公交优先责任公司垄断经营，

这种民营企业垄断经营的格局一般出现在中小城市。 

这种格局下,公交企业在线网布设、场站建设等方面具有更高的自由度；政府对市场采取封闭管

制，但政府对行业的管制力度较弱，无法通过制定市场规则对资源进行调控和配置；大部分城市仍

然职能采取行政命令的手段，落实公共交通方面的诸多政策和规划。 

模式二：一家国有企业为骨干，少数几家不同性质的企业共同经营 

骨干企业多为国有企业，占 80%以上的市场份额，承担城市中心区绝大多数线路的运营。典型

城市如北京、成都、西安。 

具有这种公交格局模式的城市，往往经历过小规模、小范围的市场开放探索时期，社会资本少

量参与公交行业运营；有的经历了社会资本进入以及退出的改革过程。由于骨干企业在线路、场站

等资源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从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市场准入壁垒；而政府的政策会出现倾向性，在

财政资金、线路、用地等资源的配置方面会向骨干企业倾斜，骨干企业的地位难以撼动，格局相对

稳定。 

模式三：数家性质不同、规模不等的企业共同经营 

由多家公交企业共同提供服务，各企业的经济成分、性质、规模都有所不同；典型城市如沈阳、

南京、上海。沈阳是我国公共交通市场多元投资结构的典型，国有控股、合资合作、外商独资、内

资股份制、内资独资等各种性质的运营主体并存。 

这些城市的公交市场经历了丰富、曲折的改革过程，产权制度改革多年存在，市场主体的变动

较大。尽管企业数量较多众多，但是股份相对集中，少数几个大型企业控制了市场绝大部分的股份。

政府在市场监管中承担了大量制度建设、资源配置、协调平衡的职能，对政府行政能力要求较高。 

2.3 公共交通市场机制改革典型案例 

近年来，由于燃油价格和人员成本的不断攀升，以及价格管制、公益服务职责加重等多方面因

素的影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呈现总体亏损的局面。企业追逐经济利益，有维持基本运营以及

扩大生产的基本诉求；政府保障社会效益，必须确保公交供给的持续、稳定，确保运输服务的可支

付。然而，这样存在分歧的利益诉求，在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市场机制和监管机制未能完善的建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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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背景下，很难达到完美的协调和统一。许多城市的公交企业运营举步维艰，服务水平下降，甚

至出现罢运等极端现象，行业矛盾激化，稳定隐患加剧。上海、深圳等城市相继开始了新一轮大规

模的公共交通市场机制改革。 

上海从 2008 年开始推行新一轮公交改革，进一步推进现有公交企业的资产重组，公交资产全部

从上市公司退出。公交行业将逐步实现骨干企业国有控股，形成浦西、浦东、郊区―一区一骨干‖的

相对区域经营模式，公交企业数量控制在 20 家左右。进一步发挥国有资本在公交投资、建设和营运

管理中的主导和支撑作用。 

深圳为了推进公交规模化、集约化经营，特区内外一体化发展，2007 年始，深圳市展开了涉及

38 家企业、269 条线路、6600 台车辆、35000 名员工的公交特许经营改革。在本轮改革完成后，深

圳市将形成三家特许经营企业实行区域专营的市场格局。 

在近年来的改革中，“国进民退、规模经营”是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有利于发挥国有企业的

主导作用，发挥骨干企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在现阶段，对缓解企业经营困难、规范市场秩序将产生

较为明显的作用。但是长远来看，这种改革途径将对市场竞争活力造成损伤。 

3. 公共交通市场内涵分析 

3.1 公共交通运营是可竞争的 

现有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往往将城市公共交通作为一个整体归为准公共产品范畴。这种判断忽略

了城市公共交通的一个重要产业特征——自然垄断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并存。自然垄断部分主要

涵盖公共汽电车的首末站、中途站、枢纽站，轨道交通的轨道梁、支柱、墩座等基础设施，排他性

强而竞争性弱；非自然垄断部分主要指公共交通的客运服务供给，即公共交通的线路运营，具有一

定的竞争性和拥挤性。 

因此，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提供，而公共交通运营具有准公共产品的

属性，可以由市场提供。城市公共交通的竞争性并非体现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选择层面，即竞争性

并非体现在公交车辆运营过程中，而是体现在市场准入和线路经营权获取的过程中。 

3.2 公共交通具有规模效应 

规模经济指的是在给定技术条件下，某一产品在某些产量范围内平均成本是下降的，可认为存

在规模经济。一个产业初始投资需要的固定成本越大，规模经济效益越明显，城市公共交通具有这

些特征。公交企业初始投入一定规模的车辆、站房等固定设备后，运送乘客越多，每人次分摊的平

均成本就越小。随着客运企业在线路规模方面横向的扩大，以及运输、维保、停车等业务纵向的延

展，必然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 

基于城市公共交通的规模经济效益，公共交通市场的运营主体不宜过多，以保障企业收益和全

社会效益的平衡。 

4. 现阶段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特征 

4.1 市场需求巨大，供给不足仍然是公共交通主要矛盾 

从 2003 年至 2007 年 5 年间，城市公共交通年客运总量从 381 亿人次增长到 554 亿人次1，，公

共交通市场增速显著，并且仍然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处于快速城市化的阶段，城市人口不断膨

胀，用地规模不断扩张，对公共交通的需求愈加旺盛；现阶段，公共交通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居民

                                                        

1 含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客运量；数据来源：2008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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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的需求：公交车辆满载率偏高，舒适性差，居民“乘车难”，公共交通服务的供给滞后于用地

开发和建设。市场机制的不完善对资本、人才和先进技术的流入都是极大的壁垒，不利于缓解供需

矛盾。 

另一方面，在区域统筹和城乡统筹的战略推动下，跨市、跨区的公交需求逐步显现；城际公交、

城乡公交、农村公交等市场成为新的需求增长点。低价、优质、便捷的公交服务目前还不能覆盖这

部分需求，存在较大的短缺。 

4.2 服务水平偏低，中低收入人群仍然是公共交通服务主体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偏低，在速度、舒适性、可靠性、可达性等方面存在不足，吸引力

低下，更难以与私人小汽车形成竞争；且我国私人小汽车的使用还没有得到理性的引导和科学的需

求管理，绝大多数的私人小汽车用户并不会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特大城市、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显著，

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涌入特大城市；因此，我国城市公共交通服务对象仍然以非小汽车拥有者为绝对

主体，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低水平的公交服务与我国公交优先战略的实施、与城市交通结构优化的迫切需要、与引导小汽

车用户乘坐公共交通的管理期望是不相符的。公共交通竞争机制的缺失，使公交企业缺乏提高服务

质量、扩大生产规模的自主性，而依赖于城市政府行政力量推动，难以从根本上改善公共交通服务

水平。 

4.3 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交通竞争机制尚未建立 

部分城市在相关规范性文件中明确了公交企业的准入退出办法，但是准入标准十分单一，大多

以某一特定数量的车辆规模为核心标准，与线路运营要求完全脱节。大部分城市没有建立准入退出

机制，特别是部分城市是由个人通过有偿方式取得部分公共汽电车经营权，并没有规定经营期限；

对于这些问题，政府要求退出市场的法律依据不充分，只能通过出资回购、经营权置换、资产重组

等形式回收经营权。对于仅有一家公共汽电车运营企业，政府不允许新的经营主体进入市场，准入

退出问题更无从谈起。 

尽管建设部发布了《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办法》，部分地方政府也出台了地方性的公共交通

领域的特许经营办法或实施方案，但是公交线路经营权在绝大多数的城市仍然采取直接授予的模式

进行配置，仅个别城市采用了服务质量招投标的竞争性特许经营权模式，例如佛山的禅城区。这样

一种以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降低了市场竞争的活力，同时也给政府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4.4 定价机制与市场严重脱节 

大部分城市尚未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交通定价机制，有的城市票价十年没有调整，票制票价已

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有的城市制定票价政策存在随意性，有的城市

对票价实行非理性的控制。 

价格监管的混乱，使城市政府丧失了对公共交通市场进行调节的有效手段，造成公交企业缺乏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由于公交运营企业市场化的成本和公益性的价格之间形成倒挂，

极大的降低了公交市场的吸引力；政府制定补贴补偿政策缺乏科学依据，使企业甚至采用各种不合

理手段（如做假账，收购老人卡等）变相提高成本，谋求财政补偿，公交价格与企业经营行为之间

的关系已经扭曲。非理性控制价格更是给城市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也使企业经营举步维艰，

更深远的影响是，给老百姓传递出一种错误的讯息，公共交通价格越低越好，公共交通行业和老百

姓之间的期望值差距越来越大。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478 

5. 机制改革关键 

5.1 完善市场准入退出机制 

市场准入退出机制是公交经营机制改革的基础，是落实公交市场化战略的第一步，也是开放公

交市场后，保障市场规范、稳定最重要的机制。 

明确了公交市场服务水平、市场规模、投资结构等基本战略目标后，在道路运输经营许可相关

规定中，提出与目标相匹配的准入退出条件，作为审批条件予以确立。 

在公共汽电车线路经营权许可过程中，政府可以跟据当次授权线路的数量、规模以及运营要求，

进一步明确规定参与投标企业的资质和服务质量要求，达到严格控制准入企业水平和数量的目的。

准入退出机制的建立应具有更高的灵活度，不同线路规模和性质可以吸引不同特点的客运企业参与

竞争，破解以车辆数量为标准的单一准入机制，面向任何符合资格要求的企业，体现市场的公平、

公开和可竞争性。 

5.2 完善线路经营权许可机制 

线路经营权许可机制是公交市场竞争机制的核心，也是政府配置公交资源的直接手段。一般的

线路经营权可以采取直接授予、竞争性招投标的方式进行许可；竞争招投标又可分为总成本合同、

净成本合同等多种合约方式。 

线路经营权竞争性招投标的实施，要求政府有较高的管理能力，对公交线网需要有全盘的考虑

和优化调整。竞争性特许经营机制为解决冷线、公益服务补贴等方面提供了较好的途径和手段。通

过客流预测，结合行业基准成本，对运营情况进行预评估，最终可以实现对单条线路的成本规制。

通过冷热线捆绑经营权招投标、最低补贴额线路经营权招投标等途径，实现对普遍服务功能的保障。 

5.3 完善保障机制 

城市政府在竞争机制下的公交行业监管不再是面向某个企业，而是面向整个市场。为了确保公

交市场机制改革能够顺利推进和有效实施，必须构建以下三个方面的保障机制。 

5.3.1  服务质量监督机制 

随着市场的开放，大量的投资将涌入公交行业。企业的逐利本质必然促使其将经济效益置于社

会效益之前，为了保障公交服务水平，必须建立完善的服务质量监督机制。 

服务监管可以采取社会监督、执法监督、企业自查等多种形式，由政府进行服务质量考核评定。

监管考核结果与市场准入退出、线路经营权、补贴补偿等挂钩，与企业利益紧密衔接，充分发挥其

激励和惩治作用。 

5.3.2  价格监管机制 

价格是城市政府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完善的监管机制可以达到提高公交吸引力、

保证低收入人群出行、适当降低物价波动对企业经营的风险、激励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理顺各

种运输方式合理比价关系等目标。 

价格监管机制首先应该建立“可调节”的定价机制。打破数十年不变的公交票价，充分考虑运

营成本、居民承受能力、企业利润空间、激励效应等因素，明确票价调整年限、定价主体和参与主

体、定价流程。 

其次应该建立多元化票制和财政补偿机制。多元化的票制能够达到有效调节客流的目的；通过

制定优惠票制更能够体现财政转移支付、还利于民的政策。与多元票制相结合的是财政补偿机制。

对于公交企业承担的公益服务、票价优惠等应给予合理的补偿，以维护公交市场的稳定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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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市场机制改革从未停止，在未来也仍将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实践的课题。我国

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交通需求特征、政府财政能力等各个层面具有极大的差异性，公交行业

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发展现状业千差万别，因此，并没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改革道路；各个城市

必须结合自身实际和行业需要，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选择改革的道路。  

【第一作者简介】 

陈莎，女，助理工程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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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客运市场管理制度改革的公共交通规划技术 

赵一新  付晶燕  郭玥  伍速锋  张洋 

【摘  要】本文以佛山市禅城区公交规划为例，在传统公共交通规划技术方法的基础上，面对公共

交通市场管理制度改革中所面临的成本核算、线路确定、运营监管等方面的规划技术进行了有益的

尝试。本规划面向政府的制度建设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以新的规划视角着眼于公交的全面改革，从

公共交通的市场制度设计、竞争规则制定、票制票价制定、公交线路优化、场站设施规划等诸多方

面系统完善公共交通系统，促进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战略的实现。 

【关键词】公共交通，市场管理，规划 

1. 城市客运市场管理制度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和中国自身的发展看，公共交通管理的政策模式分为三类，公共垄断、放松

管制和竞争招标。公共垄断盛行于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后两种模式的发展逐步取代了公共垄断模

式，其中竞争招标又是比较有效的公共交通管理模式，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 

1.1 公共垄断 

公共垄断是指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服务主要由政府所有的公共交通公司提供。公共垄断曾经是

世界上通行的公共交通管理模式，城市公共交通大多数由公共部门经营，私人部门的进入受到严格

的限制。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采取的是公共垄断的公共交通管理模式，这一阶段公交公司的投

资、运营支出和收入都由政府所属的单位负责。 

公共垄断的主要优点体现在由公共部门提供的公交服务能够更好的体现社会公平、能够有效的

整合公交运营市场实现自由竞争无法达到的资源整合的目的。但是公共垄断的缺陷随着社会的发展

也逐渐显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与自由竞争的企业相比，垄断企业的效率较低。由于垄

断企业缺乏竞争、容易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使之缺乏强烈的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动机；垄断企

业规模较大，内部组织复杂、管理成本较高，引起垄断企业的低效率现象。其次，公共垄断一般是

通过政府管理者制定管制政策实现的，但由于公交公司是政府所有的特征，容易造成管理者制定的

政策没有真正体现社会公共利益，而更多的满足了垄断企业的利益，造成政企不分的局面。 

1.2 放松管制 

放松管制是指政府对公共交通管制的领域解除相应的管制政策，主要包括解除准入市场管制和

价格管制两方面，使公共交通呈现自由竞争的状态。放松管制是与公共垄断截然相反的管理模式，

世界上采用这种方式的国家不多，比较典型的案例出现在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放松管制实现减少公

共支出、提高公交效率和增加公交乘客、阻止公交衰落的目的。实践表明，政府支出大幅度减少，

但公交乘客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并且伴随着的恶性竞争的发生使公交市场没

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与公共垄断相比，放松管制最大的优点是有利于通过竞争提高公交运营的效率，但缺点也十分

明显，主要体现在恶性竞争和系统整合性差两个方面。放松管制实际上是作为解决公共资金短缺的

良方，但对公交市场的良性发展和有序竞争存在难以避免的弊端。 

1.3 竞争招标 

竞争性招标采纳了公共垄断中体现社会公平和系统整合性好的优点，同时也吸收了放松管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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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财政负担小和竞争高效的优点，使之成为介于公共垄断和放松管制之间的管理模式，能够更有

效的管理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竞争招标的优势一方面体现在利用竞标来刺激公交运营者有效的提供

服务、减低成本、减少政府的财政补贴；另一方面通过合约的形式规范运营者的经营行为，避免运

营者之间的恶性竞争，实现系统的有效整合。好的竞争性招标，应尽可能的将所有招标的业务内容、

规范和标准以合约的形式预先确定下来。主要的竞争招标合约分为总成本合约和净成本合约两种。 

总成本合约的特征是运营公司使用自己的资产，而票款收入全部归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所有，运

营公司提供服务的总费用由公共交通管理部门支付。总成本合约竞标中，政府一般按最低的总费用

报价选择运营公司，合约条款中明确规定运营线路、票价与服务质量的要求。总成本合约是由运营

公司承担成本风险、政府或公共交通管理机构承担票款收入风险，所以对政府或公共交通管理机构

的要求较高。公交管理机构不仅要负责线路规划、票价制定、车辆规格等管理，还要确保运营公司

上交所有票款收入而无私匿的状况出现。典型的案例包括英国伦敦在 1985 至 1997 年间，总成本合

约使运营成本下降 46％，丹麦哥本哈根在 1990 至 1998 年间，运营成本下降 24％。 

净成本合约与总成本合约类似的是公交运营线路、票价、车辆等要求仍由政府或公共交通管理

机构制定，不同的是由运营公司同时承担成本风险和票款收入风险，即票款全部收入归运营公司所

有，运营费用也由运营公司承担。政府会根据具体的线路盈亏情况，对不同的盈利和亏损的线路进

行利润上缴和补贴，达到平衡各条线路收益的目的。由于净成本合约中，运营公司的收入与票款的

收入直接挂钩，使得因争抢客源而造成的恶性竞争时有发生。 

从公共交通市场的发展历程分析，公交管理制度主要面临的挑战包括，如何提高公交服务的运

营效率；如何对公交系统进行有效的整合，最大限度的获取规模经济、网络效益和票款收入的协调；

如何控制运营秩序、行车安全、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问题；如何有效控制票价等。 

公共垄断和放松管制的优缺点均十分明显，两者在许多评价指标中出现极端不平衡的表现，使

其难以成为有效的公交管理模式。而竞争招标的方式无疑是比较理想的、相对均衡的公交管理模式。

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采取的竞争招标的方式都是净成本合约的方式。 

2. 佛山市禅城区近期公共交通发展规划概况 

佛山市是典型的组团式城市，禅城区是市政府所在地，行政区面积 154.68 平方公里，人口约 100

万。现状禅城区主要有三家区内运营公司，分别为佛山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新福利巴士服务有限公

司和禅运城巴有限公司。其中，佛山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是成立于五十年代的国有企业，经过企业转

制、股份制改造后形成目前的民营企业，目前共经营 36 条公交线路。由于历史的原因，佛山公共交

通有限公司的线路形成时间较长且均未签订特许经营合同。新福利巴士服务有限公司和禅运城巴有

限公司是近两年才进入公交市场的企业，目前分别承担 9 条和 5 条线路的经营。两家公司均通过政

府组织的竞争招标获得的线路特许经营权，与政府签订了特许经营合同。 

禅城区公交运营企业概况 

运营公司 运营线路条数 实际运营车辆数 

佛山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36 525 

新福利巴士服务有限公司 9 60 

禅运城巴有限公司 5 29 

合计 50 614 

现状公交客运市场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公交线路发展缓慢、服务水平低，难以满足乘客的出

行需求；政府对公交市场的调控力度小，公交改革举步维艰；老企业服务意识薄弱，投诉率高，但

线路主要布设于客流集中的路段，经营效益好，处于盈利状态；新企业服务管理水平高，但线路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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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开设线路客流量小，经营效益差，处于亏损状态。2008 年，佛山市禅城区政府为了更好的促进

公交市场的发展、提高服务水平、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计划采取竞争性招标中的总成本合约

方式，对公交市场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加强政府在公交市场的主导地位和对服务的监督管

理作用，形成有效监管下的有序竞争市场。随着规划的实施，佛山市将成为国内首次针对总成本合

约进行的公共交通特许经营管理的城市。 

3. 经营管理架构建立 

管理机构的建立 

禅城区公交特许经营管理机构采取交通共同体（TC）的管理模式，即由政府统一收取票款，对

区内公交网络和每条线路进行规划，通过对每条线路的成本核算，提出线路的服务质量要求和营运

费用，经区政府批准，实行招投标，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与中标单位签定总成本合约。政府或由

政府授权组成的公交管理机构通过向公交运营企业发放特许经营权、进行服务质量监督的方式，实

现对公交市场的监管。 

禅城区交通共同体结构共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政府层、管理层和运营层。政府层以区公交协

调小组为领导，由区交通局作为实施单位，负责协调各有关部门，指导管理层工作；成立隶属于交

通局的公共交通共同体管理中心作为管理层，负责公交运营有关的各项具体工作；运营层由现有的

三家运营公司组成，实施公交线路经营并受公共交通共同体管理中心的严格监管。 

 

图 1  公交特许经营管理机构－政府层 

 

图 2  公交特许经营管理机构－管理层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483 

 

图 3  公交特许经营管理机构－运营层 

管理制度的建立 

特许经营制度的建立主要通过两个具备法律效力的文件组成，一个为特许经营合同，另一个为

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办法。 

特许经营合同作为约束契约双方的文件，是特许经营的基础。合同中主要规定了公交运营企业

通过竞争招标获得的特许经营期限为五年，特许经营期限届满前一年，可以向禅城区交通共同体管

理中心申请延长特许经营权期限或继续承担下一个特许经营期。公交运营企业在被授予线路特许经

营权后，其享有在该线路上按合同规定从事公共交通营运业务的权利。特许经营合同的主要运营服

务标准包括，线路行驶路径、运营时间、发车间隔、车辆技术要求、车载设备要求、车辆维修保养

要求、司售人员要求等。 

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作为监督特许经营合同执行的法律文件，规定了服务质量监督内容包括

线路运营、运营车辆、司乘人员和社会监督考核，并制定了相应的扣分标准和违约罚金的标准。服

务质量监督结果是衡量企业服务水平的主要标准，是企业获得公共交通行业招投标参与资格或加分、

特许经营权被授予或被收回的主要依据。具体服务监督由禅城区政府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进行，

采取公众监督、线路抽查、电子监控等方式进行综合考核，考核结果将作为支付运营费用和延续、

取消线路经营权的依据。 

4. 特许经营成本核算 

本次规划基于新制定的线路、车辆配备方案，采取标准成本进行核算，实际成本进行校核的方

式确定特许经营的成本。标准成本构成主要分为车日成本和车公里成本两类，其中车日成本包括车

辆折旧、人员工资、车辆保险费和停车洗车费等，车公里成本主要包括燃油消耗和车辆维修费，前

者与时间相关后者与车辆行驶里程相关。与城巴和新福利两家公司现行的特许经营合同相比，影响

成本的变化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 2008 年实施了新的劳动合同法，造成了工资成本的大幅度增加，

其次，新的特许经营合同将车辆的折旧由 8 年变为 5 年，增加了运营企业的成本支出，最后，将影

响运营成本最大的燃油费用与实际行驶里程挂钩并与油价的变化相结合。上述变化使运营公司的成

本更趋合理，也增加了成本的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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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成本核算 

按车日计算项目 

项目 元/日 计算说明 

车辆折旧 136.99 按 5 年折旧，25 万元新车价 

人员工资 275.00 按 2.5 司机/车，每人 3300 元工资（含社保） 

保险费 37.53 按每年 13700 元，包括交通强制险 2700，三者责任、车

损、玻璃险 8000，客位保险 3000 

停车洗车费 20.00 每车月 600 元 

其它费 51.65 按 11％估算（含管理等杂费） 

小计 521.17  

按车公里计算项目 

项目 元/公里 计算说明 

燃油 1.2875 平均油耗按 25 升/百公里 

维修 0.3 按实际成本数据估算 

小计 1.5875  

受禅城区交通局委托，佛山大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佛山市公共交通公司、佛山新福利巴

士服务有限公司及佛山市禅运城巴有限公司的公交车运营状况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相应的审计报告。

根据审计报告三家运营公司的成本构成如下表所示。审计报告提出了成本的修正建议，主要包括按

车日计算项目中，公交车辆折旧、人员工资、保险费、停车洗车费较为可行，其它费用较为偏低；

按车公里计算项目中，燃油费和修理费较为可行，考虑近期燃油价格上涨的因素，标准成本中的燃

油费标准较低。 

实际成本审计 

公司 按车日计算项目 按车公里计算项目 按日行驶 200公里计算 

车公里综合成本（元/公里） 

城巴 560.48 1.14 3.94 

新福利 564.62 1.15 3.97 

佛山公交 606.40 1.51 4.54 

平均 577.17 1.27 4.15 

以标准成本为基础，综合实际成本的审计结果，对标准成本中的其它费用进行调整并根据新油

价提高车辆燃油费至 6.05 元/升。最终确定的运营成本推荐值如下表。 

运营成本推荐值 

 按车日计算项目（元/日） 按车公里计算项目（元/公里） 

运营成本 520 1.8 

5. 公共交通线网规划 

在常规城市公共交通规划中，公交线网规划是最主要的核心内容之一，规划中设施的提供、政

策的制定均围绕线网规划展开。基于客流需求和线网规划之间的供需分析，是常规公交规划中最主

要的技术方法。而在禅城区的公交规划中，公交线网的规划除了以常规公交规划方法为基础，满足

公交出行的需求之外，还考虑了分区特许经营模式的建立，使部分线路具有明显地区特征便于分区

经营。 

公交线路的布设从兼顾现实和发展两个角度满足乘客出行的需求。对于现状既有线路，充分考

虑线路形成的历史和乘客的出行习惯，尽量采取有限的调整和优化措施；对于新规划线路除了应满

足城市发展、支持用地开发的需要，也要弥补由于既有线路调整造成的公交服务不足。基于现状公

交线网功能层次混乱的局面，本次规划提出了建立干线和支线两级线网的模式。干线主要解决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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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长距离、快速出行，支线主要解决地区性的公交服务，提高公交服务的覆盖率。结合特许经

营的管理，支线采取分区打包招投标的方式，由一家公司提供同一地区支线的公交服务。此外，采

取抽密补疏的方法合理减少中心区部分干道线路不必要的重复，补充公交空白或稀疏区的线路，以

实现公交线路资源的合理利用，也是促进公交线网合理发展的有效手段。 

公交线网规划中，既有线路调整和新增线路的主要手段和方法包括，减少绕行、提高公交覆盖、

降低重复系数、提高运营效率、降低非直线系数、均衡公交运力、明晰线路功能、方便与外围联系

等。根据线路的不同功能、行径线路、运营时间等因素，分别制定线网规划的运营方案，提供配车

规模和运营车公里的估算，为制定相应的运营计划和特许经营合同提供重要的依据。 

 

图 4  分区公交支线规划图 

2008 年 5 月，禅城区交通局通过网站、报纸等各种方式对《近期禅城公交线网优化方案》进行

了公示，得到了市民积极的回应，累计市民反馈意见多达几百条。根据公示反馈意见，对线网规划

方案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优化后，形成了公交线网的实施方案，在现状 50 条线路的基础上，保留 26

条，调整 23 条，删除 1 条，新增 11 条，最终形成 60 条线路的规模，初步构建了干线与支线相结合

的线网结构。 

6. 结语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已经成为体现可续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国务院温家宝总理曾批示，“优先发

展城市公共交通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发展和交通发展的正确战略思想”。然而如何能够更好的促

进公共交通的健康发展，值得交通规划工作者不断的探索。通过在佛山市禅城区公交规划的尝试，

体现了公共交通的发展与政策制定和市场监管的关系密切程度，公共交通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日趋

显著。制度的建设和政策的保障也许更能够体现规划控制的作用，能够更好的引导城市公共交通健

康发展。基于市场管理制度建设的规划技术已经不仅局限于常规公交规划的供需分析方法，管理机

构的构建、特许经营合同的编写、服务监管办法的制定以及成本核算的财务分析都将成为公交规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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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汽车线路图的特征与应用研究 

刘欣 

【摘  要】以西安市和巴黎市为例，分别就公共汽车单条线路图和线路综合图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

结，指出线路图在空间描述方面的优势，以及应具备的基本信息要素。在此基础上，针对北京市公

共汽车线路图的应用情况进行总结，提出与公共汽车交通系统的快速发展相比，线路图在应用上不

够普及，在信息内容与表达方法上有待提高。随后从充实信息、加强应用等方面提出线路图的更新

建议。 

【关键词】线路图 公共交通 服务 

1. 公共汽车线路图的特征 

公共汽车线路图，也可称为路线图或运行图，是描述公共汽车线路走向、站点位置、路径形态

等相关信息的地图（见图 01、图 02）。受线路长度、站点数量、图幅大小等因素的影响，公共汽车

线路图需要综合运用文字、符号、图形等标注方式，并且通常简化为示意图。一般来讲，公共汽车

线路图可以分为单条线路图（见图 01、图 02）和多条线路综合图（见图 03）。 

公共汽车线路图是城市交通地图之一，是人们选择、乘坐公共汽车交通工具的出行指南，一般

由公共汽车运营机构或管理部门提供给社会。如图 02 所示公共汽车线路图即由法国RATP 与CML、

AGENCE CARTO 共同制作、RATP 版权所有，既张贴在公共汽车车厢内，也张贴于公共汽车站点

展板上。 

 

图 01  西安市 12 路公共汽车线路图（张贴于车窗外侧） 

资料来源：巴士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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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2  巴黎 58 路公共汽车线路图 

资料来源：www.ratp.fr 

 

 

图 03  巴黎公共汽车线路综合图 

资料来源：www.ratp.fr 

1.1 单条线路图 

单条线路图是出行者选择公共汽车站点的参考地图，主要反映某条线路的站点信息。值得注意

的是，从出行者的角度来说，公共汽车只是交通工具，出行者选择的公交车站是出行途径地点，最

终目的地通常是车站步行距离范围内的其他交通工具或街道、公园、博物馆、医院、邮局等功能性

建筑，因此线路周边的城市空间信息与线路信息同样重要。以西安市 12 路公交车运行图（见图 01）

为例，图上清晰标示出此线路共 29 站，首末站分别为正义纺织公司与植物园，线路基本走向为西-

东~北-南，路径形态呈角尺形，站距较为平均，南门-玉祥门之间的站距相对较大。此外，由于图上

标示出老城墙的位置，因此外来旅游者可以准确判读出距离老城最近的 6 个站点，以及位于老城核

http://www.ratp.fr/
http://www.ratp.gov.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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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北大街站和钟楼站，对以老城为旅游目的地的交通出行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再来看看巴黎 58 路公共汽车线路图（见图 02），图上标示全程共 40 个站点，其中 15 个为上

下行共用站点，其余为单行站点。所在街道及相邻街道（白色）一目了然，沿途可以换乘至 11 处地

铁站（蓝色字母 M）、1 处地区快速铁路站（蓝色字母 RER）、2 处有轨电车站（蓝色字母 T）以

及 1 处火车站（蓝色火车标识）。此外还可以判读出线路沿途两侧有 5 片规模较大的开敞空间（浅

绿色地块），图右侧还表示该线路跨越塞纳河（La Seine）。另外，沿途历史建筑、教堂、医院等重

要建筑的位置也通过文字、符号等形式标注在线路图上。由此可见，这张线路图不仅提供了 58 路公

共汽车线路的相关站点信息，同时还胜任了沿线地区交通换乘指南、游览观光指南和公共服务指南

等角色。 

1.2 线路综合图 

线路综合图主要反映的是一定区域范围内多条甚至所有的线路信息，能够帮助出行者宏观把握

全市或一定区域内不同线路之间的相互关系，为识别、选择路线提供指南。与单条线路图相比，线

路综合图具备两个特点：一是站点信息更为简化——省略一般站点，突出终点站、换乘站，二是路

径信息更为完整——尽量反映真实的走向与形态，突出线路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与单条线路图相同

的是，综合图的空间体系同样需要建立在城市背景的基础上。以巴黎公共汽车线路综合图为例（见

图 03），错综复杂的线网中有三个重要的参照物，一是横贯东西、以浅蓝色带表示的塞纳河，二是

以白色背景表示的巴黎市区行政范围，三是以灰色线条表示的城市主要道路。对于出行者来说，如

果能够根据上述参照物确定交通出行起讫点的相对位置，就可以较为轻松地进行最佳线路比选了。 

2. 北京公共汽车线路图的应用现状 

资料显示，2003 年底北京市拥有公共电汽车的线路 616 条，运营历程 17908 管理，全年承担客

运量达到 38.78 亿人次，占同年公共交通客运量的 89%。到了 2008 年底，全市公共电汽车运营线路

达到 861 条，年行驶里程 18.22 亿公里，总客运量 45.81 亿人次，可以说公共汽车交通系统已发展成

为北京市民和外来游客的重要交通方式之一。但是与公共汽车交通系统的快速发展相比，线路图的

设计与应用水平还不匹配。一是在应用上不够普及，二是在信息内容与表达方法上有待提高。 

以西二环为例，作为北京市主要的城市干道，多条公共汽车线路在此经过。在长安街以北的主

路路段上，分布有西直门南、阜成门北和北京儿童医院等 3 个公共汽车站，每站停靠线路分别为 15

条、13 条、11 条，每站各有 2 个站台沿西二环路的东西两侧分布。根据 2009 年 8 月的现场调查，3

个车站站台上的线路图多数处于缺失状态，而公共汽车车厢内的线路图对于交通引导与空间提示不

足。 

2.1 单条公共汽车线路图 

从站台情况来看，3 站 6 个站台中仅有西直门南站的东侧站台张贴了公交线路图，并且仅有 2

条线路的图纸：694 路和 800 路。除此以外，其他各站台的线路提示均为一种文字形式的站牌。以

800 路为例，与文字型站牌（见图 04）相比，线路图（见图 05）明显提高了信息含量，清晰表明该

路公交的运行线路为环形，基本上沿二环路行驶，每个车站在二环路上的位置、相邻立交桥一目了

然，东南二环——西南二环之间的站点较密、站距较短等等。但是，遗憾的是还有许多重要的交通

信息、城市信息没有标注上，例如相邻的主要道路、主要换乘站及换乘线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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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4  文字型公交站牌（2009 年 08 月摄于西直门南站） 

 

 

图 05  公交线路图（2009 年 08 月摄于西直门南站站台） 

从车厢情况来看，基本上各路公交车均设置了线路提示，但是基本上与文字站牌的信息量等同。

仍以 800 路为例（见图 06），尽管与文字站牌相比增加了电话、网址、拼音对照等信息，但是各站

点的换乘条件、相邻街道等交通信息仍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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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6  公交线路图（2009 年 08 月摄于 800 路公交车车厢内） 

2.2 公共汽车线路综合图 

无论从站台还是车厢来看，公共汽车线路综合图都是缺失的。在每个站台虽然设置了“北京城

区地图”，但是该地图上并未标识任何公共汽车线路信息（见图 08），车站站名也与地名无法完全

对应，因此对于线路选择、站点选择的引导作用非常有限。 

 

图 07  北京城区地区（摄于北京儿童医院站东侧站台。2009 年 08 月） 

 

3. 北京公共汽车线路图的更新建议 

作为特大城市，目前北京城市常住人口已超过 1600 万人，每年来京旅游规模超过 9000 万人次。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预计 2010 年前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与外来人口仍将继续增长，因此北京市的

交通系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为缓解交通压力、减少道路拥堵现象，北京市政府提出综合交通发展

战略，并提出要大力发展、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尽管与轨道交通相比，公共汽车在公共交通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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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将有所下降。但是，受资金、周期等多方面的影响，轨道交通线网的形成还需要一个等待的过程。

在此之前，公共汽车交通还将扮演重要角色。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重点不仅仅在于加大对车辆、站点等基础设施的物质建设，还在于在“以

人为本、乘客第一”的原则指导下加强管理与服务。作为公共交通运营信息的载体，公共汽车线路

图虽然只是篇幅有限的地图，但是却通过细节反映了交通规划、交通引导与交通信息系统的发展水

平。作为公众出行信息参考，线路图通过引导功能提高公共交通的可进入性与交通效率，与交通标

志、路况信息提示等共同构成城市交通引导系统。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北京市的城市定位是国家首都、历史名城、现代国际城市和宜居城市，应

该有与城市形象相匹配环境、设施建设，其中包括公共场所的城市标识系统。而公共汽车线路图作

为城市交通引导标识，与车站站台、公共汽车共同构成反映城市风貌、城市管理、公共服务水平的

载体。优秀的设计与展示不仅能够提高城市可识别性，也会促进居民与游客的归属感，体现城市魅

力。 

更新公共汽车线路图的设计与应用，应注意以下要点： 

3.1 充实信息 

线路图需要依托充分、准确的空间信息发挥引导功能。针对既有线路图，设计者应考虑从完善

交通信息、补充公共服务信息两个方面下功夫，其中单条线路图重点反映站点周边环境关系，线路

综合图重点反映线路之间的相互关系。 

完善交通信息是满足交通引导的基本要素。单条线路图应重点反映站点的换乘信息、周边道路、

广场、交叉路口等信息，线路综合图应重点反映不同线路间的交叉节点、线路与城市的空间关系。 

补充公共服务信息是满足出行需求、达到出行目的的辅助要素。单条线路图应重点补充医院、

邮局、警察局等公共服务与管理部门的空间信息，以及公园、博物馆等旅游景点、游憩设施的空间

信息。  

在城市旅游地图、交通地图中纳入公共汽车交通信息，提供线路图。 

3.2 加强应用 

增加线路的展示机会，设置尽量多的张贴位置，特别是在站台与车厢内。 

从平面的线路图做起，逐渐升级为交互式电子地图。 

尽快确定线网调整、路名更替等前期工作，使线路图的更新具有延续性。 

塑造城市形象的细节。 

4. 结语 

古有老子曰“天下大事，皆做于细”，近有企业家称“细节决定成败”。与庞杂的交通系统相

比，公共汽车线路图尽管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细节，但是透过它的设计与应用，不仅能折射出城市

交通服务与管理的系统化程度，也能折射出城市形象识别系统的发展水平与普及程度。让我们共同

关注公共汽车线路图的设计与应用，重视路线图的设计与普及，与降价等措施同步，丰富出行信息，

提高公共交通的效率与服务水平。使其成为浓缩北京城市精华的一张闪亮名片。 

【第一作者简介】 

刘欣，女，高级工程师，规划师，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设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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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市楼巴的特征分析及发展对策研究 

李橘云 

【摘  要】作为广州市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特色产品，楼巴目前处于“政府头疼、运营商亏本、乘客

担忧”的尴尬境界，何去何从急待明确。本文结合相关调查数据对广州市楼巴的运营特征、乘客特

征以及乘客意愿等进行了分析，掌握了楼巴的运行机理和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楼巴公交化

的基础前提、主要形式、技术手段、必要条件、基本要求及根本保障等 6 项对策。 

【关键词】楼巴，特征分析，发展对策，广州 

1. 背景 

随着广州市城市空间的拓展以及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在广州中心城区的外围形成了片状发展

的大型楼盘群，居住人口动辄十万、几十万。这些人的工作、学习、娱乐活动大部分仍集中在中心

区内，由此产生了大量进出中心区的潮汐式交通需求。由于公共交通设施的匮乏，在这些地区逐渐

形成了由楼盘开发商经营的往返中心区和楼盘之间的楼巴线路。 

楼巴的产生为广州市外围区楼盘居民的日常出行及市民看楼带来了便利，但也存在车况较差、

随意上落客、缺少监管等问题，不但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也给中心区内的道路交通秩序造成了

较大的干扰。事实上，广州市的楼巴正处于“政府头疼、运营商亏本、乘客担忧”的尴尬境界，何

去何从急待明确。本文结合相关调查数据对广州市楼巴的运营特征、乘客特征、乘客意愿等方面进

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楼巴未来发展的对策建议。 

2. 运营特征 

2.1 诞生历程 

追溯广州楼巴的发展史可以探究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可以说广州郊区房地产大盘的兴起使楼

巴成为了“必然”。楼巴的雏形是由媒体主导的免费看楼车，真正意义上的楼巴出现在番禺区的祈

福新村。1992 年第一批业主入住时，祈福新村开通了发往海珠区沙园、市桥水晶阁以及南沙港的 3

条楼巴线，当时广州市区内也只有 2 个楼巴停放点：一个设在沙园，另一个在火车东站。 

经过 16 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郊区楼盘开设了楼巴线路。根据调查，全盛时期全市共有 60 个

楼盘开通了 131 条线路。目前全市尚有 40 多个楼盘开行 100 余条楼巴线路，日均发车 5000 余班次，

日均客运量约 13 万人次，已经在居民出行结构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2.2 社会定位 

楼巴的诞生过程注定了它将在夹缝中成长。从 1992 年第 1 条线诞生直到 2007 年 7 月实施《广

州市楼巴管理暂行办法》，15 年来楼巴一直游离于行业监管之外，包括没有营运证、不交营运税、

不承担社会公益责任（如老年人乘车优惠）、自定线路、自定票价等。即使在《广州市楼巴管理暂

行办法》实施后，楼巴的行业监管情况也很不理想。 

由于缺乏行业监管楼巴的运营滋生了大量的问题，线路随意更改，发车班次任意压缩，车辆更

新速度缓慢，车辆超期服役状况普遍存在，导致运营链中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此外，楼巴车辆在

市内道路上随意上落客的行为也给正常的道路交通秩序带来了一定的冲击。 

2.3 线路分布 

楼巴的起讫点之一必然位于楼盘内，因此楼巴的线路分布实质上是广州市郊区大型楼盘空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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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体现。图 1 给出了广州各区楼巴的分布比例，其中番禺北部的华南板块开行的楼巴线路最多，

接近 30%，其次为白云区和天河区东部，分别为 25%和 18%。此外，随着南部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

海珠区内开行的楼巴数量也较多。 

由于楼巴的起点多数分布在外围

区，可供通行的道路有限。楼巴主要通

过城市主要的对外出入口进出中心区，

例如南部的洛溪大桥、北部的广州大道

北、东部的广园东路、中山大道、黄埔

大道以及西部的珠江大桥和珠江隧道

等。目前这些城市出入口交通量大多处

于饱和或接近饱和状态，一旦出现紧急

状况将对楼巴的运营带来巨大的冲击。

例如为了降低洛溪大桥的交通压力，交

管部门规定从 2008 年 11 月 22 日起洛

溪大桥全天限行 19 座及以上客运班车，

当天就给华南板块的十几条楼巴线路、

100 多个班次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少楼盘纷纷裁减楼巴数量，造成业主意见很大。最终政府不得

不宣布楼巴不在限行范围内才平息了这场风波，但洛溪大桥交管措施的效果也因此大打折扣。 

2.4 停车设施 

广州市楼巴的停靠方式有两种，

一是利用公共停车场，如宏城广场、

白云宾馆；二是利用公交停靠站或路

边临时停靠。目前广州市不少于 2 条

线路的楼巴停车场共有 9 处，其中宏

城广场是最大的楼巴停靠点，集中了

50 多条楼巴线路，各停车场停靠楼巴

线路数的比例如图 2 所示。 

停车设施的临时性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甚至决定着未来楼巴的发展。大

量临时性的停靠点随着周边环境的变

化已经或正在消失，即使是宏城广场

这个被称为广州楼市“晴雨表”的标

志性停车场也只是一个临时性场地，其拆迁搬离也是迟早的事情。根据宏城广场项目选址意见书，

该地块将建成占地 4.7 万 m
2 的绿化广场，未来随着地块的建设，宏城广场这个最大的楼巴落脚点的

命运不言而喻，这对楼巴的未来发展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2.5 经营状况 

广州市楼巴运营成本较高，绝大多数线路都是亏损经营，行业整体的运营形势较严峻。根据调

查，每条楼巴线每月约需补贴 10 万元，按全市 100 多条线路计算，每月需补贴 1000 多万元才能维

持楼巴的正常运营，这绝对是一个不小的“包袱”。 

楼巴运营成本较高的主要原因有 3 个方面：首先，很多楼巴线运营多年且车辆更新缓慢，大多

图 1  广州市楼巴线路分布图 

图 2  广州市楼巴停车场停靠线路

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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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车辆进入大修阶段，车辆的维修成本较高；其次，随着楼盘入住业主数量不断增加，为了保证相

应的服务水平楼巴必须加密班次，这使运营成本迅速增加；此外，燃油价格的上涨以及通货膨胀带

来的人工成本增加也是运营成本增加的原因。 

3. 乘客特征 

3.1 乘客构成和出行目的 

房地产开发商开行楼巴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业主提供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二是为市民看

楼提供交通服务。因此楼巴乘客主要包括业主和看楼的顾客，同时还包括少量探亲访友的市民。根

据调查，楼巴乘客中业主约占 64.8％，其他乘客占 35.2％。 

出行目的方面，大多数楼巴乘客是以家庭为出行的主要起终点，其中回家的乘客接近 42％，而

看楼出行约占 7.1％，如表 1 所示。 

表 1 楼巴乘客出行目的分布表 

出行目的 上班 上学 公务业务 生活购物 文娱体育 探亲访友 回家 回程 看楼 其它 

比例(%) 12.4 2.3 11.2 4.1 3.3 12.4 41.5 5.1 7.1 0.6 

数据反映了楼巴乘客主要为楼盘的业主，与其它公交方式相比，楼巴乘客来源单一、服务范围

有限，存在上座率不足的问题，绝大部分楼巴线路处于亏损状态。为了降低经营成本，部分运营商

降低楼巴发车频率，造成服务水平下降，引发了运营商和乘客的争执。 

3.2 出行时间和换乘情况 

楼巴乘客平均出行时间 48min 左右，出行时间在 30～45min 范围内的乘客比重最大，约占 33.5%，

80.4%的乘客出行集中在 30~75min 时间段内，详见表 2。调查结果显示楼巴乘客的平均出行时间与

全市公交乘客平均出行时间（48min）一致，从侧面反映了公共交通取代楼巴服务的可能。 

表 2 楼巴乘客出行时间分布表 

出行时间(min) 15以下 15～30 30～45 45～60 60～75 75以上 

比例(%) 0 10.3 33.5 21.7 25.2 9.3 

乘客出行换乘方面，如表 3 所示约有 56％的乘客能通过楼巴和步行完成出行全过程，说明了楼

巴为乘客提供了较高的服务水平。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不需换乘的乘客比例过高也说明了楼巴存在

一定的资源浪费（规范规定合理的换乘系数在 1.3～1.5 之间）。 

表 3 楼巴乘客出行换乘情况调查结果 

换乘情况 不需要 公交车 地铁 长途汽车 火车 单位车 摩托车 自行车 出租车 其它 

比例(%) 55.9 19.3 15.5 0 0 8.3 0.4 0.5 0.1 0 

在需要换乘的楼巴乘客中，换乘常规公交和地铁的乘客比例分别为 43.8％和 35.2％，可见公共

交通仍是楼巴乘客首选的换乘对象。 

3.3 乘客收入和交通支出状况 

表 4 给出了楼巴乘客收入与交通支出情况的调查结果。数据显示，楼巴乘客人均税后月收入为

3200 元，高于全市平均的 2825 元。其中税后月收入位于 2500~4000 元区间的乘客最多，接近 40%，

其次为 4000 元以上的乘客群，比例为 23.4%。可见楼巴乘客属于中高收入群体，对交通出行的服务

水平要求较高。另一方面，楼巴乘客月交通支出也处于较高水平，平均交通支出为 250 元/月，占收

入的 7.8%。其中月交通支出位于 250~400 元的乘客最多，其次为 150～250 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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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楼巴乘客收入和交通支出情况调查结果 

税后收入（元） 无固定收入 800元以下 800～1500 1500～2500 2500～4000 4000以上 

比例(%) 7.7 2.2 8.5 18.4 39.8 23.4 

交通支出（元） 40 以下 40～80 80～150 150～250 250～400 400 以上 

比例(%) 1.6 3.5 18.2 31.7 35.9 9.1 

反观其它公共交通方式，常规公交乘客人均税后月收入为 1620 元，月均交通支出为 133 元，占

收入的 8.2%；轨道交通乘客人均税后月收入为 2240 元，月均交通支出为 149 元，占收入的 6.7%。

可见楼巴乘客收入水平最高，对交通支出的承受能力最强，而交通支出占收入的比重也处于较合理

的水平，从这个角度看楼巴出行方式对楼巴乘客而言是比较合适。 

3.4 乘客满意度和主要意见 

常客满意度方面，约 56％的楼巴乘客队楼巴服务满意，基本满意的约占 42％，只有约 2％的乘

客对楼巴服务不满意，如图 3 所示。可见乘客对现状楼巴的服务水平满意度较高，若要对楼巴进行

公交化，应提供大致相当的服务水平才能引导楼巴乘客向公交方式顺利过渡。 

虽然对楼巴现有服务水平满意度较高，但乘客对楼巴的服务仍有一些意见，如表 5 所示。 

表 5 乘客对现有楼巴服务的主要意见调查结果 

乘客意

见 

票价

高 

车速

慢 

候车时间

长 

线路不合

理 

准时性较

差 

站点不合

理 

无意

见 
其它 

比例(%) 11.5 9.7 43.2 2.1 12.5 1.6 40.3 0.4 

候车时间长是目前乘客对楼巴服务最集中的意见，比例达 43.2％，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运营的经

济性缺陷导致楼巴班次不可能象普通公交一样频密，而楼巴日益增长的运营成本将会使这个问题变

得越来越严重。乘客对楼巴的主要意见还包括票价高、准时性差及车速慢等，与候车时间长一样，

随着经营状况的恶化，这些问题在未来可能变得更明显。可以预见，未来楼巴的服务水平与乘客的

期望值将产生更大的偏离，乘客和运营商的矛盾会逐渐加剧。 

3.5 乘客对楼巴公交化的态度 

针对楼巴运营商普遍的“运营公交化”的呼声，调查显示赞成和反对的乘客比例基本持平，另

有 23%的乘客认为无所谓，结果如图 4 所示。 

反对楼巴运营公交化的乘客主要担心的问题主要包括出行时间增长(64％)、车内拥挤(45％)和准

时性下降(42％)等，如表 6 所列。这些担忧实质上是乘客基于对现有常规公交服务水平的认识而产生

的，因此要消除这些担忧，关键在于优化楼巴公交化后的运作模式，保持或提高楼巴现有的服务水

平。 

图 3 楼巴乘客满意度调查结果 图 4 楼巴乘客对推行公交化的意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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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楼巴乘客对楼巴公交化的主要担忧 

推行公交化后的担忧 票价提高 车内拥挤 出行时间增长 准时性下降 其它 

比例(%) 9.8 45.6 64.2 42.4 1.7 

4. 广州市楼巴发展对策建议 

无论是从城市的客运交通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还是考虑广州市楼巴现状运营面临的困境，纳

入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统一运营管理无疑是楼巴最终的归宿。但楼巴公交化的时机、条件和过程等因

素则需要进行系统分析后综合考虑。 

对策一：提高轨道交通系统运能是楼巴公交化的基础前提 

作为城市公交系统的骨干，轨道交通具有运量大、速度快、准时性高、相对舒适等特点，服务

水平也是城市公交系统中的典范，理论上应成为其覆盖范围内楼巴乘客转移的首选对象。为了引导

楼巴乘客顺利向轨道交通转移，建议在实施楼巴公交化之前对涉及的轨道交通线路的运能进行评估，

不足的线路应通过多种方式加以提高，确保楼巴乘客转移后能继续享有较高的服务水平。 

例如，目前地铁三号线是承担广州市南部地区乘客出行的主要轨道线路，但由于只有 3 节编组

导致运能不足，高峰时段车内拥挤不堪。若番禺地区众多楼巴乘客向地铁三号线转移后必然使其拥

挤状况更加严重，这种情况显然无法满足楼巴乘客的要求，若强行实施楼巴公交化必然会引起乘客

的强烈反弹。 

对策二： 轨道接运线、“大站快车”公交干线是楼巴公交化的主要形式 

第一，在轨道交通线路运能满足要求的前提下，轨道交通线路走廊内的楼巴线可以调整为与轨

道交通车站衔接的轨道接运线。这种接运线线路较短（以 6～8km 为上限），将同方向的多个楼盘

与轨道车站进行串联，实现不同楼盘内乘客的共享；接运线车辆以中小型客车为主，可以方便穿行

于楼盘内部，尽量降低乘客的换乘步行距离；同时，接运线调度灵活，高峰时可以加密发车班次，

将乘客快速送达轨道车站；此外，对于换乘轨道交通的乘客给予票价上的优惠，不给楼巴乘客增加

过多的交通支出。 

第二，在轨道交通没有覆盖或者轨道交通系统运能暂时不能满足要求的地区，建议将楼巴线路

调整为“大站快车”公交干线。这种公交干线设站少，可以考虑在城市高快速路上通行，因此乘客

的出行时间能得到较好的保障，服务水平上不输于现有的楼巴系统。但是，干线公交在线路设置上

要实现相邻楼盘的串联跨越，以实现乘客的共享，改变现有楼巴系统乘客来源单一的缺陷。 

对策三：实施区域专营管理是楼巴公交化的技术手段 

造成目前广州市楼巴运营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各楼盘独立经营有限的几条线路，乘客来源

仅限于本楼盘，导致客源单一，车辆上座率不足等问题。因此，在保持较高服务水平的同时实现运

营状况的良性运作才能保证楼巴公交化的顺利实施。 

建议实施区域专营的管理方式，划定一定的范围，通过竞标、谈判等多种方式选择专业的公交

运营公司作为该区域内楼巴公交化的特许经营者。特许经营者对区内的线路进行统一运营管理，以

实现区内楼巴公交化后公共交通设施的共享。 

对策四：改善乘（候）车环境是楼巴公交化的必要条件 

改善轨道交通或“大站快车”干线公交车站的乘（候）车环境也是实现楼巴公交化顺利实施的

条件之一。例如目前地铁三号线沥窖站，车站被城中村包围，周围连正式的道路及路灯等基本设施

都没有，乘客出站后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尤其是晚上，又怕打劫又怕狗咬，如此环境就算轨道系统

运能再足，内部服务水平再高，也无法对乘客产生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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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乘（候）车环境主要包括以下措施：1）完善车站周边基本的配套设施，包括连通的道路系

统、路灯等照明系统、遮雨棚等候车设施、人行天桥和斑马线等过街设施、联防队员及安全摄像头

等保安系统等；2）加强车站内外的信息指引设施，包括醒目的车站和线路标志、线路运营时间标志、

车站到站提醒信息、道路上的指路标志等。 

对策五：尊重事实、不搞一刀切是楼巴公交化的基本要求 

楼巴公交化的时机恰当才能满足乘客的要求并得到乘客的理解和配合，因此在楼巴公交化的操

作过程中必须尊重事实。满足条件（包括道路系统、轨道交通等骨干公交系统是否配套、区域专营

管理是否达成共识等）的楼巴线路先实施，不满足条件的楼巴线路暂缓实施，不宜搞“一刀切”。

同时，条件的满足与否不能以政府和开发商的单一意见为准，必须切实听取乘客的意见，加强协商

以确保 3 方达成共识。 

对策六：实施公交导向的土地开发策略是楼巴公交化的根本保障 

楼巴产生的根源在于公共交通配套设施相对于新区开发建设的滞后，因此政府必须制定有效的

政策解决新区开发的公交配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楼巴的发展问题。 

建议广州市制定和实施有利于公共交通导向的土地开发策略，一方面科学合理地安排交通基础

设施的建设时序，使交通建设与土地开发时序一致或适度超前，另一方面优先开发公共交通配套较

成熟的城市用地，适度控制缺乏公交配套服务的地区开发进度。逐步纠正城市用地开发与交通发展

之间的偏差。 

5. 结语 

楼巴是广州市城市空间拓展和房地产发展的产物，已经在居民出行方式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

但长期以来政府对其发展特征的研究以及运营的监管都十分欠缺，导致楼巴给外围区居民出行带来

方便的同时也造成了政府、运营商和乘客三者的矛盾。随着矛盾的逐渐凸显和恶化，楼巴公交化已

成为楼巴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在楼巴公交化的实施时机、条件准备、技术手段、保障措施等无一不

是涉及楼巴公交化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都需要政府高度重视，加强与现有楼巴运营商、乘客以及

楼巴公交化后拟介入的公交运营商之间的沟通协调，促进楼巴向城市公共交通的顺利转化，实现政

府、运营商和乘客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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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后重建时期客运系统所受影响及调整策略 

程微 薛美根 朱洪 王亿方 

【摘  要】“5.12”地震已经过去一年时间，灾区正处于灾后重建时期，这个时期鲜明的特点对城市

客运系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通过重建时期客运系统运行状态与震前运行状态的对比，分析该

时期客运系统受到的影响程度；并分析产生各方面影响的主客观原因，进而在此基础上提出客运系

统的调整策略供政府和企业参考。 

【关键词】灾后重建；地震；客运；公共交通 

1. 引言 

对灾后重建时期客运系统开展研究，一方面因为灾后重建时期是较为特殊的一段时期，与灾害

救援时期和全面恢复时期相比有着明显的特点：受灾群众已完成过渡性安置，但是未实现永久性安

置；道路基础设施基本通车，但运行还不够稳定；社会经济已由重建准备阶段过渡到全面救助阶段，

生产生活已基本稳定并步入正轨，但还未进入完全自立时期。这些特点对城市客运系统将产生深刻

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将有助于研究适应于这段时期的客运系统的调整策略。 

另一方面因为灾后重建时期是较为重要的一段时期，为期三年的重建时期是灾区今后社会经济

发展的能量储备时期。这段时期有着来自各方的支援和关注，是调整和恢复客运交通系统以备今后

发展的契机。同时，这个时期居民出行需求正逐步恢复到震前水平，恢复过程中形成的居民出行习

惯、出行方式结构、公共客运吸引力将深刻影响今后客运系统的发展。 

2. 灾后重建时期客运系统所受影响 

都江堰市是成都市的县级市，城区面积 27 万平方公里，人口 25 万人，是成都平原通往川西北

方向阿坝山区的咽喉之地。都江堰市客运系统分为客运班线、农村客运和公共交通，其中公共交通

由城市公交和城镇公交组成。 

2.1 客运班线所受影响 

从总量上来看，重建时期与震前相比，客运班线发送班次和人次略有减少，但幅度不大。地震

前客运班线日均发送 444 班次，6611 人次；重建时期日均发送 390 班次，6242 人次。日均发送班次

较地震前减少 12.1%，发送人次较地震前减少 5.6%。 

 

（注：地震前数据为 2008 年 3 月份，重建时期数据为 2009 年 3 月份。） 

图 1 重建时期长途班线与震前长途班线的班次、人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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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1 发往各个地区的班次和人次来看，发往各个地区的班次几乎都在小幅减少，其中川西

北地区减少较多，为 36.4%；而去往各个地区的人次基本呈现小幅增长，除了川西北地区（减少 59.2%）。

川西北地区人次大幅减少是因为通往川西北的道路时常塌方而限制大型车辆通行，导致一半以上线

路停开。 

从每条班线客运承载能力来看，由于客运班线条数的减少，平均每条客运班线日均发送班次、

人次有所增加。重建时期有 49 条班线，震前有 61 条客运班线；由于班线数量的减少，平均每条班

线日均发送班次增加 9.4%，人次增加 17.6%。 

综上，总体班次和人次只有小幅度减少，刨去川西北地区班次人次大幅减少是由于客观原因所

致，长途客运需求实际处于上升趋势。同时，班次数据可反映运输企业恢复客运班线较为积极。 

2.2 农村客运所受影响 

震前有 9 条农村客运线路，由于公路的损毁，重建时期仅剩 5 条农村客运线路，日发送 386 班

次，5401 人次。 

表 1  农村客运班线运营情况 

线路 车辆数（辆） 日发车班次（班次） 

都江堰-向峨 13 130 

都江堰-沿江 9 72 

都江堰-驾虹 6 66 

都江堰-五险岗 1 8 

土桥-长河坝 10 110 

每辆车平均日均发送 8-11 班次，由于线路里程较长、车速较低，运行一个班次大约需要 1 个小

时。可见，车辆和司机都在满负荷运营，企业经营积极性较高。  

2.3 公共交通所受影响 

2.3.1  客流量角度分析所受影响 

总量上来看，重建时期日均公交客运量约为 8.3 万人次/日，震前约为 10.4 万人次/日，减少 20%。 

从城市公交各线路层面来分析，城市公交日均客流量降低 22%。除了 5 路、9 路、10 路客流实

现 43%的增长率，其他线路客流量减少了 33%。5 路、9 路、10 路客流量增加是因为这些线路均经

过二环路，而重建时期大部分居民被临时安置在二环路附近的板房里。 

从城镇公交各线路层面来分析，城镇公交日均客流量降低 7.5%。两条通往青城山的线路客流增

加 20%，其他线路客流减少 28%。 

从公共交通客流量方面的分析来看，公交客流量有所降低，但并非是震后公交客流需求减少导

致，而是由于公交线路未根据重建时期特点加以调整，部分公交出行需求转向其他交通方式。 

2.3.2  班次角度分析所受影响 

重建时期发车班次变化范围在 5%之内，只有一条公交线由于两台车辆被调去运营长途班线，导

致班次减少 25%左右。分析发现，凡是日均客流量在增加的线路，发车班次都有所增加或至少保持

不变。 

与震前班次的数据对比显示出公共交通已全部恢复运营，企业恢复公共交通积极性较高。 

2.3.3  公交线路角度所受影响 

重建时期城市公交线路 12 条，城镇公交线路 5 条，支线 3 条，总共 20 条线路。由于重建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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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城际铁路需要封路施工导致了一条市内公交线路停开，同时由于客流需求增开了一条城镇公交

支线。 

2.3.4  公交站点角度所受影响 

重建时期公交站点受到较大影响。从站点数目来看，6 条公交线路站点数有所减少，6 公交线路

站点数目有所增加，5 公交线路站点数未发生改变。从站点位置来看，90%公交线路站点位置发生了

改变，只有 10%的公交线路站点完全不变。 

该段时期城市公交基本实现到站上下乘客，改变的站点处设置了简单的招呼站，但未提供所经

公交线路信息；城镇公交停靠则相对较为随意，出城区随意招手上下客现象较常见。 

2.3.5  公交发展所受影响 

从下图可见，自 1999 年至 2009 年的十年间，都江堰市公交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1999 年

-2003 年间为缓慢发展时期，呈现规模较小，发展速度较低的特点；2004 年-2007 年为快速发展时期，

呈现逐年稳步发展的特点；2008 年-2009 年为恢复时期，呈现发展停滞的状态。 

从发展趋势可以判断，灾后重建时期公交发展影响受到较大影响，导致公交暂停了连续四年的

持续发展，进入发展停滞时期。 

 

图 2 历年公交客运量、车辆数、线路长度变化趋势图 

2.4 重建时期客运系统所受影响 

综合以上对公交各个子系统所受影响的分析，可以总结出重建时期客运系统所受影响主要如下： 

公交发展方面：受影响较大，车辆数、运营里程、客流量等均未实现增长，客运系统暂停发展，

处于恢复时期。 

客运需求方面：受影响较小，在供给仍在逐步恢复的情况下，客运需求已基本恢复到震前水平。 

客运系统运行状态：受一定影响，客运班线日均班次减少 12.1%，人次减少 5.6%；农村客运线

路减少 4 条；公共交通日均运量减少 20%。 

企业方面：客运企业基本全部恢复运营，企业出于设备折旧、企业生存和社会责任等角度恢复

生产积极性较高；但未掌握重建时期客运系统的特点，未随之调整线路和站点，企业运营处于被动

适应状态，未实现主动调整。 

3. 影响产生的主要原因 

客运系统在重建时期所受的影响是一系列主客观原因造成的，以下深入分析产生影响的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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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 

3.1.1  道路基础设施基本通车，但运行不够稳定 

——长途班线和农村客运线路班次人次变化最主要的原因 

长途班线和农村客运线路的停开主要是因为道路设施的原因。都汶高速刚刚通车，之前国道 213

是通往川西北地区唯一道路、龙池虹口旅游公路是通往龙池镇和虹口镇的唯一道路，无任何替代道

路和绕行道路。这些道路在地震中严重损毁，虽已基本通车，但由于山体滑坡现象时有发生，加上

不断的余震和下雨导致的塌方，道路通行仍处于管制状态，只允许 9-12 座的客车通行。因此，长途

班线停开 13 条，农村客运线路停开 4 条，导致发送班次和人次的减少。 

3.1.2  公交线路未根据重建时期城市空间布局进行调整 

——公共交通客流量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灾后重建时期居民被过渡性安置在板房，很多政府部门也被安排在板房办公。板房大多数都建

在城区边界二环路附近，从 5 路、9 路、10 路公交客流量实现 43%的增长率可见二环路上公交需求

较大。但目前只在经过二环路的公交线路上增设了几个站点方便上下客，并未相应增加公交线路和

同等比例的增加发车班次。客源地发生改变，但公交线路未随之改变，导致公交客流总量下降 20%，

部分公交线路客流量下降 50%。 

3.1.3  重建时期大量工程施工影响公交线路的运行 

——公共交通线路减少、站点变化最主要的原因 

重建时期灾区有着各方的支援和关注，在全面援助之下受损道路、破旧道路均在进行施工，且

新建的城际铁路也在施工。城际铁路的施工直接导致了 6 路公交的停运，城际铁路和其他道路施工

导致公交线路需要改变行驶线路、改变停靠站点。 

3.1.4  交通方式发生改变 

——公共交通客流量下降的部分原因 

震后都江堰市民更倾向于购买私人小汽车，一方面是因为地震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市民对生活的

看法和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小汽车在地震时便于逃离、可作为避难场所；另一方面是由于公交出行

的不便。小汽车的增多导致更多的小汽车出行，降低了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震后出现了很多电动三轮车非法运营，且考虑到稳定、就业等社会问题难以管理。地震导致居

民家庭收入减少，失业增加，部分无业人员转而使用电动三轮车从事客运服务。由于公交出行不便，

且电动三轮车提供门到门的客运服务，电动三轮车分担了部分公交客流量。 

4. 灾后重建时期客运系统的调整策略 

在地震面前，都江堰市客运企业表现出了顽强的生产自救精神，尤其是巴士有限责任公司在失

去 34 名管理人员、管理机构几乎陷入瘫痪的条件下全面恢复生产运营。但企业未掌握重建时期客运

系统的特点，生产运营目前仍处于被动适应状态。结合上述分析，以下给出灾后重建时期客运系统

的调整策略供政府和企业参考。 

可根据客运量合理调整各线路发车班次，但尽量不停开客运班线；线路不得不停运时要通过其

他途径满足出行需求。出行是居民基本需求之一，线路停开会给出行者带来较大影响，同时影响两

地社会经济的交流和发展。由于客观原因导致不得不停开原线路时，可通过道路绕行保证线路运营

和重要站点的上下客；或调集符合交通管制要求的车型维持线路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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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客流需求合理调整公交线路和站点。为了吸引客源、促进公交企业尽快恢复和满足客流需

求，应根据客流需求科学调整公交线路。由于灾后重建时期城市变化较大，线路的调整可研究客流

需求，根据客流需求、各道路施工封路情况等综合因素分阶段调整，如一季度调整一次、半年一次。

但调整完成方案公布之后，到下次调整之前不得随意改动公交线路和站点。 

通过完善的信息发布措施发布客运系统的调整信息。每轮客运线路调整之后要通过各种信息发

布方式正式公布调整信息，如公交站牌、报纸、电台、咨询电话、手册等。完整、准确的信息将吸

引更多出行者通过公共客运方式完成出行，对于增加企业营收、树立政府形象、表达政府对市民的

关注、满足客流需求都是非常重要的。 

政府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客运企业优惠。虽然客运系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企业行为，但从市民

的角度来看，客运系统尤其是公交是政府提供的服务。因此，客运系统的服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

府的形象和市民对政府的信赖，尤其是在这样一段特殊的时期。因此，发展客运系统政府也有责任。

企业保证低客流线路的运营，甚至是通过绕路、借调车辆保证线路营运必然会增加企业的负担；企

业通过各种方式发布调整信息必然也会增加企业经济压力；对于这些负担和压力政府应该考虑在税

收等方面给予优惠。 

积极争取对口援建，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在灾后重建时期，城市还处于来自各方的援助和关注

之下，企业可抓住机遇积极争取对口援建，在得到援助的同时学习援建客运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 

抓住机遇，积极促成和配合公交发展规划。灾后重建时期客运系统停滞发展，处于恢复期，但

政府和公交企业不能任由客运系统在重建的三年内都处于这样的发展状态。企业应该抓住机遇，积

极促成政府组织编制公交发展规划，配合并参与到规划的编制中，通过规划为整个行业的发展谋求

思路并争取政府对行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5. 结语 

灾后重建时期对城市客运系统产生较大影响，但也给客运企业提供了较多的发展契机。相比社

会经济其他系统，庆幸的看到客运系统恢复起来较为容易，已基本恢复正常运营；但也要理智的看

到客运系统仍处于停滞发展阶段、客运企业仍处于一种被动适应的阶段。这个时期客运系统的随之

调整将决定公共客运系统的吸引力，也将影响到城市客运模式的演变，而这些将对今后客运系统的

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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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强度开发城区 BRT 规划设计关键点与解决方案 

——以深圳 BRT1 号线为例 

苏永云 刘光辉 毛子珍 李锋 

【摘  要】阐述了高强度开发城区规划建设 BRT 的必要性与建设 BRT 面临的问题和规划设计要点，

并结合深圳市 BRT1 号线规划设计，分析研究并提出 BRT 线路选择及客流预测、BRT 运行模式选

择、BRT 专用车道及车站设臵、BRT 与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的协调与整合、BRT 与沿线道路交通

协调等关键问题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快速公交，高强度开发城区，规划设计   

1. 引言 

交通设施的有效供给不能满足机动化交通需求增长的需要并由此导致交通拥挤、油耗增加与环

境污染加重等是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简称 BRT，以下称 BRT）是

一种革新的道路公共交通方式，具有运量大、快捷、安全等特性，它与轨道交通相比具有建设周期

短，造价和运营成本相对低廉等优势，是解决大城市交通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国外部分城市已建

成了 BRT，我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探索建设 BRT，但在高强度开发城区建设 BRT 存在较大争议，

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建成的并不多见。在该类地区建设 BRT 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科学研究与抉择。

下面以深圳市 BRT1 号线为例介绍高强度开发城区规划建设 BRT 的一些思考与做法[1]。 

2. 高强度开发城区规划建设 BRT 的必要性 

2.1 交通拥挤迫切需要提高公交分担率 

交通供需不均衡导致大城市交通拥挤是一个普遍问题，在高强度开发城区尤为严重，如深圳近

年机动车保有量按每年约 20%的速度高速递增，市区次干道以上道路中 67.5%的路段处于较拥挤状

态 [2]。在交通需求已经达到或超过道路网络交通容量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提高公交分担率、提升整

体运输效率，从而缩减道路交通流量，改善交通拥挤。 

2.2 主要客运通道内提高公交竞争力有赖于轨道或 BRT 

在交通拥挤严重城区，常规公交陷入难以有效提升服务水平的困境，依靠常规公交来提高公交

分担率已难以为继。如深圳中心城区公交需求大的主要道路上已经设置了公交专用车道，但笋岗路

等道路上高峰期间公交速度仍低于 12Km/h，且 70%以上的公交车需要排队进站，排队等候车辆多于

10 辆以上情况常出现，同时,公交车内严重拥挤。面对这些问题，若通过增加公交车辆数来减少车内

拥挤，则排队进站的公交车辆数会增加，相应地延误将增加，速度以及服务水平将降低；若通过减

少公交配车数来缩小在停靠站的延误从而提高速度，则会进一步加剧公交车内拥挤，降低服务水平。 

轨道与 BRT 因其特有的技术优势，可以有效增加运能，并提高公交服务水平，主要客运通道内

提高公交竞争力有赖于建设轨道或 BRT。 

2.3 在未建轨道的通道可规划建设 BRT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能大，但建设投资大，建设周期长，且运营成本高，仅适合建设于城市最主

要的客运需求走廊。相对于轨道交通，BRT 具有建设投资少、建设周期短、营成本低等优点，在未

建轨道的通道可规划建设 BRT，作为轨道交通的过渡、补充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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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强度开发城区建设 BRT 面临的问题及规划设计关键点 

3.1 面临问题 

高强度开发城区建设 BRT 面临一些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1.1  需占用一定道路资源，且在交叉口 BRT 车辆的优先通行对其他车流有一定影响 

高强度开发城区一般面临道路交通压力大，道路扩容难的问题，但建设 BRT 需要占用一定道路

资源。如笋岗路主要交叉口已经饱和，而道路没有拓宽余地。快速公交系统的运能越大、服务水平

越高，则需占用的道路空间就越多，在停靠站及其前后段尤为明显。 

另外，为了保障 BRT 车辆在信号灯控制交叉口的优先通行，则其它车流的通行权就会被削弱，

相应的服务水平也会降低。给予 BRT 车辆的优先通行权越大，则其它车流受到的影响就会越大。 

3.1.2  常规公交线网受切割，乘客换乘系数加大 

在发展已经较为稳定的高强度开展城区，基本上都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公交网络，该网络一般覆

盖面广、通达性高。例如笋岗路部分停靠站设站公交线路数达 27 条，在此情形下，如果采用专用线

路的快速公交模式，需要对常规公交线路进行大规模调整，则原有公交网络会受到切割影响，乘客

换乘系数将增大。 

3.1.3  与轨道规划建设的协调 

轨道与 BRT 都是大中运量的公共交通方式，为发挥各自的优势，并协同发挥整体作用，需要在

BRT 的规划设计中采取综合措施，确保 BRT 在线路走向、衔接成网、就近换乘等方面与轨道规划建

设协调。 

3.2 规划设计关键点 

高强度开发城区 BRT 规划设计应注重的关键点包括： 

选择合适的通道线路：与客流的空间分布匹配，并与相关大中运量公共交通的线路衔接与协调，

并在工程上具有可行性。 

选择合适的 BRT 运行模式：有利于发挥 BRT 的功能，控制对沿线交通的影响。 

合理设置 BRT 专用车道与车站：保障 BRT 提供快速、安全的服务。 

BRT 与轨道交通和普通公交的协调与整合：提高公交整体运输效率。 

与沿线道路交通的协调：将设置 BRT 对社会交通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4. BRT 线路方案、客流预测与运行模式选择 

4.1 BRT 线路选择 

4.1.1  选线原则与思路 

选线于未建轨道的通道，并与城市轨道网络衔接，以完善城市大中运量公共交通网络。 

线路与区域客运需求走廊相吻合，覆盖大型商业区、居住区、公建和交通枢纽等人流集散点，

既考虑让 BRT 有充足的客源，同时又考虑 BRT 的运能能够满足客运需求。 

注重可实施性，通道需具备设置 BRT 专用车道与停靠站的道路条件，且对社会交通影响小。 

4.1.2  深圳 BRT1 号线线路方案 

深圳 BRT1 号选线以城市规划、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与交通需求空间分布为依据，综合考虑与轨

道、其它 BRT 及常规公交的衔接，并考虑道路交通条件及工程可行性。BRT1 号线走向与深圳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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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笋岗路—莲花路客运需求走廊基本一致。在进行走向多方案比选后，形成 BRT 1 号线道路方案，

总体走向如下图所示。 

 

图 1  深圳 BRT1 号线道路总体走向图 

BRT 1 号线由主线与支线组成。主线起点位于西丽，经过龙珠片区，终点位于老街，线路长约

21.5km，沿线规划用地开发量大。 

设置到梅林检查站、车公庙两条支线，车公庙支线与轨道 1 号线衔接，梅林联检站支线与大型

公交换乘及客流集散点衔接，以适应 BRT 网络化运营要求。 

4.2 客流预测 

4.2.1  测要求及方法 

预测年限 

BRT 预测年限结合城市规划、城市交通规划年限确定，近期为 BRT 建成后 1～3 年，中期预测

年限为建成后 7～10 年，远期预测为建成后 15～20 年。 

预测内容 

预测内容包括：BRT 全线日客流量、全线高峰小时客流量、全线高峰小时高峰方向客流量、高

峰小时单向断面客流量、高峰小时各停靠站上下客数等。 

预测方法 

近期客流量与公交线路整合程度有很大关系，相应地客流预测结合公交线网调整开展。以现状

公交站点 OD 为依据，推算公交 OD，结合公交线路调整方案，并利用交通软件预测 BRT 客流量。 

中、远期客流量主要由土地利用与人口决定，相应地客流预测结合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交通规

划及公交规划开展。以土地利用规划为依据，预测公交 OD，并利用交通软件预测 BRT 客流量。 

4.2.2  BRT1 号线客流预测结果 

主要预测结果为：近期 2010 年全日总客流量为 12.4 万人次/日、中期 2015 年全日总客流量为

19.2 万人次/日、远期 2023 年全日总客流量为 24.5 万人次/日。 

4.3 BRT 运行模式选择 

4.3.1  基本模式 

BRT 有多种运行模式，不同模式有其适用范围与优缺点，不同模式对 BRT 运能及功能发挥、对

沿线交通的影响、对常规公交整合要求等各不相同。在高强度开发城区可供考虑的主要有“专用通

道+专用线路”、“专用通道+常规线路”两种模式，应结合具体客流特征与道路交通条件，论证选

择合适的模式。下面结合 BRT1 号线通道的具体条件进行分析。 

老街

车公庙

梅林联检站

龙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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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专用通道+专用线路”模式分析 

该模式的优点为速度快、运能大、对

社会交通影响有限，缺点是需要配合进行

较大幅度的公交线路调整，会增加部分乘

客的换乘，会增加相关部门的管理工作。 

速度快 

运行车速 20Km/h 以上，较现状提高 70～100%，可以实现 BRT 车辆快速运行。 

运能大 

采用 18 米公交车，单向运能可达到 1.5 万人次/小时；如客流量进一步增加后，采用 25 米公交

车单向运能可达到 2 万人次/小时。 

对社会交通影响有限 

不存在 BRT 车辆与社会车辆之间相互干扰问题，对社会交通的影响有限。 

需配合进行较大幅度的公交线路调整，增加管理工作 

需配合进行较大幅度的公交线路调整，并且会增加部分乘客的换乘次数与乘车费用。 

4.3.3  “专用通道+常规线路” 模式分析 

该模式实质上是将设置于道路外侧的公交

车道移至道路中央，优点是可以不用进行公交

线路调整，缺点是在公交线路多的情况下，会

出现严重的公交列车化与运能难以满足需求等

问题。 

BRT 与社会车辆之间相互干扰 

在交叉口存在大量的左转、右转公交线路，为了有序、高效地运行，需简化交叉口交通组织，

对将于下游交叉口转向的公交车辆提前从 BRT 车道变换到社会车辆车道。但是，由于部分路口社会

车辆排队队尾已超过设置于道路中段的停靠站，公交车辆不但难以顺利变换车道，而且还会影响社

会车辆的运行。 

速度比现状低 

公交运行车速为：8.5～13.5 Km/h，比现状低 10～15%。 

运能低 

单向运能约为 0.95 万人次/小时，显著小于“专用通道+专用线路”模式的运能。 

该模式可以不进行公交线路调整，也不会增加乘客换乘次数。 

4.3.4  BRT1 号线模式选择 

RT1 号线经过的笋岗路、莲花路等道路公交客运需求大、公交线路多，而且道路交通严重。采

用"专用通道+常规线路" 模式，不能实现 BRT 速度快的目的，而且对社会交通影响大；采用“专用

通道+专用线路”模式则可实现 BRT 速度快、运能大的目的，而且对社会交通影响有限，设计采用

该模式。 

  

图 2  BRT模式 1示意图 

图 3  BRT模式 2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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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RT 专用车道及车站设置 

5.1 BRT 专用车道设置 

5.1.1  基本要求 

BRT 专用车道设置有多种形式，BRT 专用车道具体布置依据 BRT 的客流量、功能要求和实际

道路交通条件而定，可设置于道路中央，也可设置于道路外侧车道。 

一般应采取措施与其它车道进行分隔，保障 BRT 不受其它交通的干扰，使 BRT 服务水平和服

务品质得到保证。 

5.1.2  BRT1 号线专用车道设置 

在有条件的路段，BRT 上下行车道之间设中央分隔带，路段为双向两条车道，在停靠站设超车

道。在交通压力大且道路没有拓宽余地的路段，BRT 上下行车道之间不设分隔设施，在停靠站不设

超车道。 

 

图 4  BRT 车道布置方式一 

 

图 5  BRT 车道布置方式二 

5.2 BRT 车站设置 

5.2.1  基本形式 

BRT 车站有多种布置形式，一般采用的有岛式站台和侧式站台两种布置形式。 

岛式站台为上下行线路合设一个站台，上下行线路共用同一站台，站台宽度较大。 

 

图 6  岛式站台布置示意图 

侧式站台为上下行线路各设一个站台，站台分开设置，每侧站台仅供本方向车辆停靠，站台需

要宽度相对岛式小。 

 

图 7  侧式站台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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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BRT1 号车站设置 

两种站台形式各有其适应条件，结合站点位置、道路条件、行人过街条件、客流量、是否有 BRT

线路间换乘需要等因素选择合适的车站形式，原则上对站点设置于路段、 BRT 线路间换乘客流量

大、站台较宽对社会交通影响不大的地方选择设岛式车站，对站点设置于交叉口、BRT 无换乘线路、

站台较宽对社会交通影响大的地方选择侧式车站，总体上 BRT1 号线设岛式车站 18 对、侧式车站

14 对。 

6. BRT 与轨道交通和普通公交的协调与整合 

6.1 BRT 与轨道及其它 BRT 线路的衔接 

BRT1 号线与轨道 1、2、3、4、5 号线以及 BRT2 号衔接，共同构成公交骨干网络。BRT1 号线

与地铁 1 号线在车公庙站、老街站衔接，与地铁 2 号线在侨城北站、景田北站衔接，与地铁 3 号线

在老街站衔接，与地铁 4 号线在彩田村站、梅林联检站衔接，与地铁 5 号线在西丽站衔接。 

为方便换乘，BRT1 号线停靠站与衔接的轨道站进行一体化布局，尽量减少换乘距离；与 BRT2

号共用一段通道及站台，实现同站台零距离换乘。 

6.2 常规公交线网的整合 

常规公交线路与 BRT 之间存在服务重叠、资源浪费等问题，需对常规公交线网进行整合，优化

资源配置，以充分发挥 BRT 与常规公交各自的优势，使 BRT 与常规公交协调发展。 

6.2.1  整合原则 

骨干原则：发挥常规公交线路对 BRT 客流吸引、疏散作用，以充分发挥 BRT 的骨干作用与

资源优势，提升公共交通整体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便利原则：依据客流空间分布调整常规公交网络，注重常规公交乘客使用公交网络的便利

性。 

6.2.2  主要措施 

调整与 BRT 构成强竞争性的常规公交线路，与

BRT 形成“Z”型、“L”型配合布置，构成 BRT

的补充、接驳性线路，具体措施为： 

取消与 BRT 线路重复线路：对与 BRT 线路

相重复或重复很高的线路考虑取消。 

缩短部分公交线路的覆盖范围：对一端与

BRT 重复站点多，另一端覆盖其它区域范

围较广的线路，考虑缩短重复长度，构成

接驳性公交线路。 

调整公交线走向：减少与 BRT 线路的重叠站点，与 BRT 构成互补线路。 

6.2.3  BRT1 号线常规公交线网整合方案 

按统一规划，分步实施，逐步调整到位的思路，对重叠 5～7 站以上的公交线路进行调整，构成

以轨道与 BRT 为骨干，常规公交为补充、接驳的组合模式。如在公交线路数最多笋岗路段，现状途

经公交线路数为 50 条，调整线路数为 23 条，调整幅度达 46%。 

 

图 8  常规公交与 BRT组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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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T 与沿线道路交通的协调 

7.1 一般原则 

BRT 会对沿线道路交通造成一定影响，为保障 BRT 与社会交通运行协调，应根据沿线道路交通

条件进行配套的改善，将对社会交通的影响降低到最小范围，配套的改善的原则包括： 

综合原则：综合采用新建与改造道路、调整交通组织、优化交通管理与交通信号控制等性

多种措施。 

适当原则：所提措施适当，并与有关交通规划、计划协调。 

可实施原则：措施在工程上具备可实施性。 

7.2 BRT1 号线与沿线道路交通协调方案 

依据 BRT1 号线途经各段道路的交通运行状况等条件，相应地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配套的道路

交通综合改善： 

香梅路以西段 

该路段现状交通压力不大，但未来交通量将有较大增长，道路拓宽改造余地大。该路段交通改

善以道路拓宽改造及交叉口渠化为主。以龙珠大道为例，现状道路机动车道为双向六车道，横断面

为四块板形式，设置 BRT 后，对横断面形式进行适当整合，社会车辆机动车道仍为双向六车道。 

笋岗路—莲花路段 

该路段交通压力大，而没有拓宽改造余地，交通改善以优化路段交通组织、优化交叉口渠化为

主。以笋岗路（彩田立交～黄木岗立交）为例，现状道路机动车道为双向八车道，两侧设有常规公

交专用车道。设置 BRT 后，调整路段车道分布，取消现有的常规公交专用车道。 

结合区域交通组织优化调整，对平面信号控制路口车道进行重新分配，调整交通信号配时设计。 

 

 

 

 

 

 

                          

 

 

人民公园路段 

以调整路网交通组织，完善周边道路网络系统为主。在人民公园路段，现状道路机动车道为双

向四车道，没有拓宽余地。BRT 引入后，为确保 BRT 运营效果，将 BRT 车道布置于道路的西半幅

路，社会车辆在东半幅采用单行交通组织。被封闭方向社会交通通过完善周边路网绕行实现。 

此外，对 BRT1 号线全线及周边路网，依据调整后的交通组织和 BRT 运营组织计划，系统地优

化交通信号控制配时方案，以提高整体运行效率。 

经过道路交通综合改善后，路段上社会交通使用的车道数基本未减少，路段通行能力基本未减

少。在交叉口，香梅路以东交叉口社会车辆通行能力减少 2.5%～4.5%；香梅路以西交叉口社会车辆

现 状现 状

图 9  路口现状车道布置示例 

 

BRT车行道

方案

BRT车行道

方案

图 10路口设置 BRT后车道布置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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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能力提高 1～11%。 

8. 结束语 

交通拥挤并导致油耗增加与环境污染加重是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 BRT 是解决大城市交通

问题的一种重要手段，但在高强度开发城区建设 BRT 面临一系列挑战。本文结合深圳市 BRT1 号线

规划设计情况，对在高强度开发城区 BRT 规划设计需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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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几个问题的研究 

胡润州 

【摘  要】本文主要对我国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中的客流量预测、线网规模、线网结构等三个主要

问题进行研究。文章以相关资料为依据，提出了客流量预测值偏大、地铁线网规划规模偏大及线网

结构形态优化选择不足等观点。 

【关键词】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问题研究 

如果不计北京由于特殊原因在 1965 年建设的第一条地铁线，我国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建设总

体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当时大城市交通遭遇了改革开放以后以“公交乘车难”为特征的首次“交

通紧张期”考验。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设的包括住房、道路、公共交通等市政公用基

础设施容量有限，十分脆弱。改革开放初期，工业化一起步，经济起飞与大量流动人口涌入城市，

由此所形成的巨大冲击力首先就指向它。其中，与市民出行密切相关的城市交通，尤其是公共汽（电）

车交通的“乘车难”就成为当时社会十分关注的突出矛盾。为解决这一问题，国务院以“国发（1985）

59 号”文批转了“建设部关于改革城市公共交通工作报告”。在这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中，国

家明确提出来“从长远看，在一些大城市主要考虑发展快速轨道交通和地下交通，以缓和地面交通

的紧张状况”。我国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建设的新时期也由此正式拉开大幕。 

迄今为止，我国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深圳、大连、长春、南京、重庆、武汉等 10 城市已

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地铁、轻轨（含单轨）线路约 20 多条达 777.83 公里。此外，目前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南京、杭州、重庆、成都、天津、西安、苏州、哈尔滨、沈阳、长春、武汉等 15 城市

正在建设中的线路达 62 条，共 1745.4 公里，总投资 6254.59 亿元。这些线路预计在 2010~2015 年内

建成。百万人口以上城市已有 30 多个城市开展了轨道交通的前期工作。远期（2020 年或以远）规

划的线路将超过 5000 公里，总投资超过约 8000 亿元。如果不计以后还有城市要新建轨道交通，仅

从这些数据看，我国大城市轨道交通（其中主要是地铁，以下主要指地铁）建设的总规模和每一座

城市已建与拟建的规模都相当可观。 

地铁是一种投资高昂、一旦建成难于改变的交通基础设施。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地铁正成为

各大城市竞相建设的热点，尤其是在应对金融危机，拉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地铁正成为成百上

千亿大额投资的高热项目。这一点更吸引了许多城市无论条件是否具备，或是否确实需要，都想挤

进地铁规划与建设的行列里来；与此同时，一些城市不满足于原有的规划，一再增修线路，向外扩

展延伸，将总体规模越调越大，投资预算更是不断增加。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建设也因此出现了

一些值得人关注与思考的问题，它影响着这类对城市建设、交通、环境等有极大影响力的项目在我

国大城市的健康发展。本文将主要在这方面作一些研究、探讨。 

1. 关于客流量预测 

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的关键是客流量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可以确定该城市是否必须建设城市

轨道交通、是选择地铁还是轻轨、需要建设哪些线路、线路网总规模多大、场站及枢纽如何设置等

一系列内容，这些都是规划的重点。规划编制是否符合实际、立足当前、兼顾长远、科学可行，客

流量预测是主要依据。预测精度越高，规划编制将更符合城市发展客观规律、实用、指导价值也更

高。 

然而，从已有的实践看，预测值往往偏高。其原因主要是：第一，在预可阶段，如果预测值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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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其建设的必要性较差，较难通过国家主管部门专家组的审查，也很难被批准立项；第二，按要

求必须同时上报线路网规划而不能一条线路一条线路上报，预测值偏小就影响线路网的总规模，经

过国家主管部门审批的线路网规划再要扩大就很困难，而且每条线路的建设规模基本以此为据，预

测值也因此一般都宁大勿小；第三，预测值较小，不仅项目的技术可行性不好，而且经济评价效果

也不好，巨额投资项目，经济效益差，也不可能获得各相关方面的支持；第五，从技术上讲，运用

不同的预测方法及相关的预测模型进行计算并不难，问题主要在于对首次进行地铁建设的城市而言，

城市居民过去没有这方面的实际体验，对于是否乐于选择这一交通方式出行只能有一些意向性的想

法，以这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预测不仅不准，而且因项目需要等种种原因往往偏大。“将许多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规划的乘客量、建设成本预测值与项目建成后的实际乘客量和建设项目成本相比

较，发现了一个共同的趋势，即建设成本总是被低估，而乘客量总是被高估”。
【1】之所以如此，主

要在于项目业主各相关领导都希望看到这样的预测结果。建设成本低而乘客量又很高的轨道交通规

划与建设计划正是城市政府所欢迎的，审查时也最易获得通过与批准。第六，国家政策影响。在我

国进行交通预测必须充分考虑国家政策影响，尤其像城市轨道交通这样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

需如此。多年来国家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即使是在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国家仍然提

出了今年保“8”的目标。而高速公路、铁路、航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则一直是拉动经济增

长的重要力量。城市交通设施，特别是轨道交通这样需要高额投资的项目更是为各大城市经济发展

所看好。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为轨道交通规划与建设所作的预测显然都只可能偏高。 

从实践看，客流量预测偏高尽管使各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立项、建设等都较顺利进行，但建

成投入运营后实际客流量都偏小，都远小于设计客流量。如地铁要求高峰小时断面单向客流量在 4

万～8 万人，而实际上连 3 万人也达不到；轻轨要求高峰小时断面单向客流量在 1 万～3 万人，有的

城市实际上只有几千人。这不但给地铁、轻轨的运营与社会经济效益造成较大影响，同时更体现不

出耗费高额投资建设的轨道交通的先进性与高效率，甚至使广大市民对其产生许多误解，吸引力严

重下降。 

总之，客流量预测是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建设的基础，直接关系城市交通改善中的经济价值

及巨大改善作用。预测值偏高不仅会导致整个项目决策失误，而且它会直接造成项目规划与设计规

模偏大，车辆及场站等相应设施设备选择失当，带来投资高、资源浪费、城市财政压力过大等一系

列严重后果。 

2. 关于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规模问题 

轨道交通线网规模，其中尤其是以地铁为主体的线网规模究竟应多大？每个城市都应该根据城

市规模、交通需求、经济发展水平等相关条件具体核算其合理线路总长度，规模过大、过小都不好。

由于地铁建设投资巨大，建成后不易改变，包括香港、台北等国内外城市都是十分审慎的，不随便

使用。其规模如果过大不仅会造成巨额资金、城市资源等方面的浪费，而且还会导致运能过剩，运

营社会经济效益差，项目总体经济性不好。当然，总规模过小也不好，不但无法满足城市广大市民

的客运需求，同时也难以与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对客运交通的高水平要求相协调。怎样使这一规

模尽可能相对合理？从技术上讲，主要有基于工程实际的匡算法与基于数理统计分析的数理模型法

两大类，每一类又包含几种方法。无论用哪种方法都可以计算出一个线路总长度。为了使计算结果

精度尽可能高一些，最好采用两种以上方法计算，然后再用轨道交通服务水平指标对每种计算结果

进行类比校核，从而得到一个尽可能合理的取值范围。当然，这只是一个宏观的控制性规划指导数

据，对实际路网规划的指导并不具决定性意义。这是因为在实际工作中，线路走向和长度受到城市

用地布局、人口密度与客流量分布、工程地质条件等相关条件的制约，与计算的线路总长度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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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出入。所谓合理规模也因此是相对的。计算线路总长度合理取值范围的主要作用在于进行线路

方案构架前对路网规模的发散程度进行科学约束。 

然而，从近年来大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趋势看，规模偏大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上世纪 80～

90 年代国家对大城市建设轨道交通的条件有严格规定，在客流量预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达

不到规定要求的，一般不会被批准。世界银行作为国际上权威机构，在其城市交通政策报告中对许

多发展中国家城市考虑筹建轨道交通是不积极支持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拮据”，“人均收

入较低，票价承受力不高，以致一些系统不能自负盈亏，陷入了长期以来补贴的状况”，“若长期

依赖中央政府补贴建设经营轨道交通，会造成长期低效经营而产生财政黑洞”。另一方面，“许多

发展中国家城市并不是因为缺乏轨道交通，而是因为管理不善造成交通拥堵。”“有些城市贪大求

全、好高骛远、力所能及的事不去做好，偏要做力所不能及的事”。
【2】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持

续高速增长的形势下，轨道交通作为拉动内需的重大项目，相关审查控制不似过去那样严格，一些

并不急需新建轨道交通的城市也以交通拥堵为由获得批准，以致规划、建设轨道交通的城市已由最

初的京津沪穗等几个主要特大城市迅速增加到现在的 30 多个大城市。在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城市数量

不断增加的同时，一些城市的线网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其中主要是地铁线网规模的扩大。相关专家

以北京、上海、广州与有百年地铁运营历史的伦敦、纽约、巴黎、东京 4 城市的线网进行了对比分

析，认为：“仅就地铁制式的规模而言，我国 3 城市的地铁线网长度约为国外 4 城市的 2.0～2.5 倍。”

国外 4 城市“地铁线网的规模只在 200～400KM 之间，只建在地面交通非常拥堵的市核心区。我国

3 城市规划的路网规模是在 700～1000KM 之间”，“国外 4 城市虽然只有一个较小规模的地铁网，

但整个市域范围内，还有大量的市郊铁路、城际铁路，承担着 50%左右的轨道交通运量，并使这些

城市的轨道交通线路总量达到 2000KM 以上，而我国 3 城市目前还很少有明确的市郊线、城际线的

规划，往往只有一个延伸出市区较远的地铁线网。”因此，“就整个市域的轨道交通规模（包括市

郊铁路）而言，国外 4 城市大约是我国 3 城市目前规划的 2.0-2.5 倍。”由于十分注意轨道交通线网

结构优化，因此，尽管“国外地铁线路长度约占城市轨道交通总量的 10%-20%，但客流却占 50%以

上，是城市交通的主体。”虽然我国 3 城市的地铁线网长度大于国外 4 城市的，约为其 2.0-2.5 倍，

但是“仅就核心地区线路密度而言，国外 4 城市的线路密度为 2.5-3.5km/km
2，而我国只有 1.2-1.8 

km/km
2。国外 4 城市大约是我国 3 城市的 2.0-2.5 倍。”

【3】可见，我国与国外相比存在“一多两少”

的差异，即地铁线路网规模偏大，但核心区地铁线路网密度偏小，整个市域的轨道交通规模总量也

偏小。而这也正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存在的突出问题：建设投资最昂贵、国外城市都非常慎用的地

铁规划（建设）规模应该小的我国却不小，而是偏大；另一方面市中心区地铁线路网密度应该偏大

的，我国却远比国外城市的小；整个市域的轨道交通规模应该大的，我国城市也远比国外的小。这

就使得我国的城市轨道在线网结构上不合理，地铁线路像公交线一样使用，向市郊延伸，尽管很长，

然而在人口密度最高、客流量最大的市中心区，线路网密度却很低，远远不能满足客运需求，高峰

时更是人满为患，拥堵异常。这种现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大城市中心区的主要线路均较普

遍，突显了地铁线路网规划的不足，未能将高额投资的线路布局在大客流量的重点地区，而是盲目

地将这些线路向并不急需的低客流量边缘地区延伸，拿造价高、效率高的地铁线当普通的常规公交

线路用，相关研究与实践都证明：在低密度居住区与就业区是不宜于建设地铁的。因此，虽然线路

长度很长，总规模很大，却未能发挥地铁应有的作用，在相关资源与经济上造成较大浪费，运输经

济效果较差。 

大城市轨道交通规模偏大这一突出问题目前不仅未能引起政府领导重视，得到合理抑制，而且

在当前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热情鼓动下还在进一步加剧。从这方面的报道知:“目前国内很多城市都

在超强度推进地铁建设。重庆将 2014 年地铁规划由原来的 82 公里提高到 174 公里，总投资达 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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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广州同时推进 5 条地铁线路建设，南京、西安、成都、沈阳、哈尔滨等城市也在如火如荼地

开建地铁。”而武汉地铁集团也表示，“该市地铁线路将不会局限于现在规划的 12 条线路，未来会

增加更多新线路。”“地铁线路扩容势在必行。”
【4】以武汉市为例，1994 年报经市政府批准的《武

汉市快速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拟定的网络规模是总长 160 公里（6 条线构成）；1995 年修编的《武

汉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 年）》制定的主城范围内的较完整的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方案线网总长

就调为 132.5 公里（6 条线构成）；1999 年进行规划方案深化，线网仍由 6 条线构成，线路总长则

调整为 180-190 公里；2001 年 3 月根据市领导指示组织专班进行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提出了由 7 条

线构成、线路总长约 220 公里的推荐方案；2008 年 6 月向全市公布了“大武汉未来将建 12 条轨道

线”的方案，线路总长调到 540 公里（9 条市区线总长 324 公里，3 条市域线总长 216 公里）。从

1994 年到 2008 年轨道交通网络进行了 5 次规划，每次都将线网总规模扩大，从 160 公里扩大到 540

公里（线路由 6 条增至 12 条），线路覆盖范围则由市中心区扩大到市郊区（远城区）外。从该市地

铁集团宣布的信息知，到此并非为止，今后还将继续增线，继续扩大其总规模。再以上海市为例，

1983 年随着城市总规的完成，提出了一个总规模为 176 公里的中心城地铁系统规划。由于浦东的开

发开放，地铁走向与网络进行了一系列调整，1992 年轨道网总长发展到 360 公里，1996 年城市总规

再次进行补充和完善，形成了 11 条地铁、7 条轻轨线构成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线路总长达 471 公

里（目前合计通车里程约 416.5 公里）。“十一五”期末将形成由 13 条线路组成的网络，规模将超

过 500 公里。根据远期规划，其网络将由 18 条线路组成（其中市域快线 4 条、地铁线 8 条、轻轨线

6 条、支线 3 条），总长度约 970 公里。这样，上海城市轨道交通的总规模就由 176 公里扩容到约

1000 公里。类似武汉、上海的情况，在北京、广州等大城市也同样存在，仅以至 2020 年的规划，

北京轨道交通线网总长就超过了 700 公里，广州则增至 15 条线约 570 公里。随着城市社会经济发展，

对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网的规模略加调整无可厚非，可以理解，但像我国这样大幅度扩大在国际大城

市中则较少见。伦敦、巴黎、纽约都是世界上较早建地铁的城市，历史都在百年以上，其线路总长

度也分别在 388 公里、201 公里、432.4 公里，晚一些建地铁的东京、莫斯科也分别为 211.7 公里、

230.5 公里，无一城市超过 500 公里。美国等国至今在低密度的城市与地区不允许建地铁。这使我们

不禁要问：面对国际上要求慎用的地铁，为什么我国大城市却如此偏爱，而且往往向低密度的市郊

区、远城区延伸、扩散？在最需要地铁线的市中心区其线网密度都又较低，耗巨资建设的地铁在关

键的大客流量地区则无法满足需求，乘车拥挤、困难也频频发生。显然，这些情况应该引起我们的

重视与思考。每个城市在条件确实具备，开始进行地铁线网规划时，应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特别是

从城市规划上对城市性质、远期发展规模、用地布局及空间形态变化、人口密度与就业岗位分布等

有较明确的规划定位，充分运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合理匡算模型进行多方案计算，相互校核得到一

个较符合城市发展实际的合理规模范围值，运用服务水平评价对该范围值检验后获得最后结果（分

为高方案、中方案、低方案）。这样就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某些不可预见的变化留有一定的弹性，据

此制定的中远期线网规划规模不至于不断调整、不断扩大。为使地铁网的规模得到较好控制，在规

划时应严格遵循主要布置在高密度的市中心区、控制在主城范围内这一原则。超出这一范围，应充

分利用市郊铁路、城际铁路资源，制定市郊线、城际线规划，以及市域范围内轨道交通网的结构与

总量规划。市中心区以地铁为主体，与市郊铁路、城际铁路结合成一个各有分工的有机整体。 

在低密度地区（段）不宜规划地铁是应把握的另一重要原则。缺少足够客流量使地铁在这些地

区失去了意义，其经济性与社会作用更是无从谈起。如果能十分重视控制这些地区不宜规划地铁，

对防止已经出现的地铁规模偏大趋势具有积极作用。目前在地铁规划中存在的线路过长与向市郊延

伸问题也是属于不符合上述原则的。从国外已建地铁城市的实践看，其线路长度基本上界定在 20 公

里左右，如巴黎地铁线路平均长度约为 13.3 公里、东京约为 19.2 公里，即使是莫斯科也约为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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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我国城市地铁线网规划中，一条线路长度有些达 30-40 公里左右，有的甚至长达 50-60 公里左

右，这就不可避免要通过低密度客流量较小地区。一座城市不同地区用地布局不同、人口密度与就

业岗位不一样，其客流量分布在不同区域就不可能一样，即使在市中心区也不可能都是大客流量地

区，这就要求应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密度不同，客流量不同的实际，依据客流量的大小具体确定地铁

线路的长短，而不应一次性规划几十公里的长线路，这将导致线路在建成后，距离市中心区越远的

地段与低密度区域的客流量偏小，满载率低，高额投资建设的宝贵地铁资源因此得不到充分利用，

不仅会造成资源浪费、损失，而且也很不利于地铁的整体运营与组织。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中造成地铁线网规模偏大的另一突出问题就是将其向市郊及更远地区延

伸。近 20 多年来随着城市的蔓延扩张，各大城市的规模也都扩大了若干倍，郊区化范围都相当大，

甚至连远郊县也变成了远城区，但这并没有改变其低密度的本质，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市中心区仍

存在着较大差距，其客流需求与客流量更是与市中心高密度区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即使有些市郊、

郊县的小区开发建设有一定规模，然而能到这些地区来享受舒适的居住环境的大多数属于富裕阶层

的人基本上都有私人小汽车。郊区化与私人小汽车交通是相伴相随的。在这些地区，“小汽车的方

便灵活使轨道交通难以竞争。”
【5】相关研究表明：“将市区规划的地铁线路同容量地延伸到郊区，

导致投资巨大，建成后延伸线的某些区段客流量小，资源闲置和浪费现象特别突出。”“在建设中

应避免把大容量的地铁系统修建在客流很小的地方。”
【6】因此，在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时，

一定要控制不随意将大容量地铁向低密度的市郊地区延伸。 

3. 关于轨道交通线网结构形态规划 

从理论上讲，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网结构形态有五种类型：一是星形结构，二是树状结构，三是

栅格网状结构，四是放射网状结构，五是放射—环形网状结构。五种结构虽然各有特色、优缺点，

有不同的适用性。然而，对重要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而言，只要不是受带状等特殊城市结构条

件制约就应该尽可能采用放射—环形网状结构，它特别适合多中心组团式结构城市。这种结构不仅

具有放射网状结构的全部优点，而且由于环线与所有放射线（径向线）都能直接相交，使整个网络

的连通性、流动性、可达性、机动性、覆盖率等各项指标得到较大改善，性能更好。巴黎、东京、

莫斯科等世界著名大城市的地铁网都是采用这种线网结构。其功能效果都非常好。在这样的网络里

乘坐地铁，通过环线，乘客可以到达任意一条放射线，及任意一点，换乘十分方便，乘客能有效缩

短出行时间和出行距离，快捷的进入市中心。 

从我国城市已规划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看，其线网结构虽都依据城市实际制定，各有自己

的特色，但总的来看，除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外，线路条数均不多，有的还不全是地铁线，

有部分轻轨线（包括高架跨式轻轨），结构都较简化，采用放射网状较多，主要不足在于两条以上

线路间的连接不够，缺少具有一定规模条件的换乘枢纽，换乘不便，绕行距离较长，线路的连通性、

可达性、覆盖率不够。北京、上海等城市基本上采用的是放射—环形网状结构。这种“放射+环”或

“直径线+环”的网络结构特别有利于依据城市建设条件（投资条件等）逐步建设、完善、强化整个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网。然而，有的按多中心组团式结构规划的城市其轨道交通线网并未这样规划，

如武汉市，这是一座由武昌、汉阳、汉口组成的典型多中心组团特大城市。 

2008 年武汉市最新修编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由 9 条市区线、3 条市域线共 12 条线路组成。

其中 7 条穿越长江。该线网不仅每条线都较长，而且在长江需要挖掘 7 条过江隧道，整个线网将因

此增加大量的工程量和投资，耗费太多的人力物力。对此，如果在线网结构上稍加调整，即增加一

条环线，那么放射线结构将变化为放射——环形网状结构，整个线网的性能也将变得更好，其中，

只要环线两次过江，建两条地铁过江隧道即可，较原来每条单线过江可以节约修建五条过江隧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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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和工程量，不仅如此，整个线网的连通性、流动性、可达性、机动性、覆盖率等性能指标也更

好，乘客换乘也更方便，乘行更迅捷，而且规模也大大减少了。从这一事例中，我们都应认识到轨

道交通线网结构形态规划的重要性，它对建设方便市民出行需求的轨道交通网络，促进城市轨道交

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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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国家战略层面看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时机 

张素燕  秦国栋  陈燕申 

【摘  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城市化发展战略、土地集约发展战略、环境保护战略和能源环境战略

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经验，提出落实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战略，科学把握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时

机，才能未雨绸缪，充分发挥城市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化发展、引导土地集约化发展、节约能源和保

护环境的作用。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化发展战略，土地集约发展战略，环境保护战略，能源战略，建设

时机 

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我国主要城市相继开展了以交通为主要目的的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和建设。

2008 年底，我国已有 10 个城市、30 条线路、约 770 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开通运营。城市轨道

交通作为投资巨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和重要的战略发展资源，其建设时机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在编

制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有 37 个城市中，国家已批准 25 个城市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预计到

2015 年前后，这 25 个城市将建设 2000 多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 15

个城市共有约 50 条线路、1154 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在建。根据若干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分析，

不仅北京、上海这些特大城市，很多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提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已滞后

于城市发展，并分析了其在城市发展、城市环境保护和土地利用方面的积极作用，认为应尽快建设。

因此，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意义已不局限于缓解城市交通的拥堵问题，应当站在国家城市化发展战

略、能源、环境保护战略和土地集约发展战略的高度，从节约使用资源、统筹社会发展等方面，理

解和把握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时机。 

本文将在国家战略的层面下，从城市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引导土地集约利用、节约能源、

保护环境等方面，探讨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时机。 

1. 从城市化发展战略看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时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率由 1978 年的 17.9％提高到 2007 年的 44.9％，年均增长 0.93 个

百分点。据《城市蓝皮书》统计数据，截止 2008 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 45.7%，百万人口以上特

大城市已达 118 座，其中 200 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 39 座。未来 20 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进一步

提升，城镇化率 2020 年将达到 55—58％ ，全国总人口将达到 14.6 亿人，市辖区总人口超过 1000

万的巨型城市将增加到 6 个；1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达到 264 个，其中 2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将

达到 104 个。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城市人口激增、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与能源紧缺问题日益突

出、城市结构和功能布局亟待调整。 

城市轨道交通可以改善运输条件，主要服务于中长距离的乘客，可达性高，提高沿线区域运输

能力，成为城市土地的开发轴或发展轴，有利于新区开发，促使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结

构转变，使城市规划布局得以实现。 

例如，日本东京，就是伴随着轨道交通线路的发展而扩张的，东京由半径还不到 5km 发展到中

心 23 区，最终发展到 100km 半径的大都市圈，地铁、铁路等组成的庞大轨道交通系统为其形成提

供了条件和必要支撑。香港屯门——元朗轻轨交通线路是配合“城市十年住屋计划”建设的，当时

规划的目标是将市中心居住人口向外围迁移，在郊区修建室内设备齐全、环境优美、低租金的居住

区，同时建设为大众服务的轻轨交通线路。轻轨交通线路建成后，客流由小到大逐渐增加，达到了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519 

引导居住用地向城市外围拓展、开发郊区居住小区的目的。近几年，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建设可有效

引导城市用地发展的观念已广泛得到社会的共识，北京的八通线和 13 号线、上海的莘闵线、大连的

开发区线等线路建设的目的均是为了引导发展外围组团和卫星城，使城市从团状发展模式中有效地

转变出来，依照城市总体规划的用地布局模式进行发展。国际经验表明，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尤其是

特大城市规模的扩张，将带来城市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和城市交通需求的迅速增长，也将产生中长

距离的交通需求，城市轨道交通的大运量、快速和准点的特点能提供良好的支撑和引导。 

因此，从建设时机上看，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就应当考虑交通的引导作用，如果城市发展的

目标需要，就应当将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考虑进去，将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纳入城市规划，才能在城

市规模迅速发展的同时，通过合理布局，引导城市结构和功能布局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城市轨道交

通的先导作用，实现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目标。 

2. 从土地集约发展战略看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时机 

温家宝总理 2007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要把节能降耗、保护环境和节约集约用地作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节约集约用地，不仅关系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关系国

家长远利益和民族生存根基。在土地问题上，我们绝不能犯不可改正的历史性错误，遗祸子孙后代。

一定要守住全国耕地不少于 18 亿亩这条红线。”国土资源部提出“当前我国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

速发展时期，土地供需矛盾相对突出，近年来耕地面积一直呈大幅减少趋势。当前，必须采取有效

措施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线”。也就是说，我国城市化大发展时期 18 亿亩耕地面积的底线也决不能

突破。因此，城市未来发展必须坚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 

而我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伴随着粗放的资源利用和急功近利的开发建设模式而来的，城市

普遍存在土地资源稀缺和可建设用地不足的现状。大多数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过于偏重用地规模

的外延扩展而土地低效利用。一些城市土地利用过于粗放、投资强度、单位面积土地产出低等现象，

不符合集约用地的要求且存在用地结构不合理的状况。据国土资源部公布数据，目前，我国城乡建

设用地约 24 万平方公里，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已达 130 多平方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人均 82.4 平方

米和发展中国家人均 83.3 平方米的水平，但大多数城市土地资源紧缺的问题却很突出，城市土地利

用低效和城市土地资源紧缺的矛盾，阻碍了城市功能的合理发挥和城市健康发展。2008 年 1 月 7 日，

国务院向各地发出《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 号），要求“充分利用现有建设

用地，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通知》（国办发[2003]81 号）要求“对

规划建设城轨交通项目的线路，要搞好沿线土地规划控制”。城市轨道交通对土地集约化利用的作

用日益突出。城市轨道交通为大容量的交通工具，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输送能力相对较高。每小时

单向输送能力公共汽车是 2000 到 5000 人，而轨道交通中运量也能达到 10000 到 30000 人，大运量

达 20000 到 50000 人，轨道交通运输能力是公共汽车的 5 到 10 倍。城市轨道交通能够节约土地资源，

提高单位土地的运输量，最大限度发挥土地资源的效能，明显提高单位土地的使用效率，符合集约

用地的战略。 

从轨道交通的外部效益看，轨道交通能够带动周边用地性质调整，提高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率。

国内外经验认为，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对沿线及站点附近土地集约化利用的带动作用是十分图突出的。

目前，已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的城市，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形成了城市土地的发展轴，带动了沿

线土地的高密度开发和高强度利用，另一方面促使沿线土地向高收益的土地类型转变，使沿线土地

价格升高、土地使用强度提高而促使土地的集约化使用。从轨道交通对上海徐家汇、莘庄地区，广

州天河地区、北京轨道交通 13 号线沿线等地区形成的影响来看，城市轨道交通可以有效地促进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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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车站附近土地的综合开发，吸引大量的人口向周边地带聚集，带动商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

显著地提升该地区的区域价值。香港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寸土寸金，大约有 50％的人

口居住在地铁站 500m 的范围内，一些地区如九龙、新九龙比例更高，形成了高密度、高效率的土

地利用。国外像日本东京地铁站周边往往集中了商业、娱乐业为主的高强度的土地性质，容积率远

远高于其他地区，东京的新老 CBD 几乎全部集中于山手环线和中央线的车站附近。分析表明，城市

轨道线路通过提高沿线的可达性，在轨道站点和沿线形成商业中心、交通枢纽中心、大型居住区和

其它的活动中心，集聚、整合区域内各方面的资源优势，从而提高区域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集约

化发展。 

日本东京地铁站周围的用地性质和容积率 

地段 地区 站位周围用途 商业 

一级中心 

银座 娱乐、零售、商业为主 10-15 

新宿 商业、饮食、文化、娱乐为主 10-15 

涉谷 商业、饮食、文化、娱乐为主 9.5-12 

池袋 商业、饮食、文化、娱乐为主 10.5-12 

二级中心 
上野 商业、饮食为主 8-10 

浅草 商业、饮食为主 8-10 

三级中心 中野 商业、饮食为主 5-8 

目前我国除北京、上海、重庆等特大城市外和一些居地区中心地位、人口增长较快的省会城市

外，一些非省会城市如东莞，由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土地粗放型发展的过程，面临严重的

土地资源危机，也开始规划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从引导土地利用集约发展的角度，太原和洛阳等城

市也开始筹备轨道交通。可以说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土地集约发展目标与国家土地集约战略目标是不

谋而合的。 

因此，发挥城市轨道交通的土地集约化引导作用，应当在城市土地利用规划的同时考虑城市轨

道交通规划，建设轨道交通与土地开发同时进行，并做好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利用规划，可以未雨

绸缪，充分发挥城市轨道交通的土地集约利用作用。 

3. 从环境保护战略、能源战略看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时机 

环境保护战略就是在综合考虑资源、人口和发展的基础上，为维护生态平衡，创造人类良好的

生存环境所采取的综合性和全局性的策略。制定环境保护战略的目的是协调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

展的关系，保障人类生存条件，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持久健全地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加

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并强调必须爸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节约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

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比

“十五”期末降低 20%左右。 

机动化在我国的城市交通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以前，机动化的进程比较缓

慢。2000 年 10 月，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将―鼓励汽车进入家庭‖列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

五计划‖的建议》。这些政策和措施十分鲜明地表达了国家对汽车工业的支持力度，在这一政策环境

下，我国汽车工业发展迅速。据统计，2008 年我国轿车销售就接近 500 万辆，比 2007 年同期增长

5.7%，销售额比上年增长 4.2%，虽然这已是近年来增长率最低的年份，但如此的增长率在全球还是

最高的。我国很多城市在粗放型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已经变得十分脆弱，而随着机动化的快速发

展，机动车污染目前已经上升为中国城市大气和噪声的主要污染源。同其他交通工具相比，轨道交

通在减少空气污染方面优势明显，轨道交通废气排放量不到小汽车的 1/20。以每百公里的人均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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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地铁只有小汽车的 5%，城市轨道交通是一种相对能耗低的交通方式。 

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了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减轻汽车废气污染，近十几年来，

发达国家大城市中运量不超过 25000 人次/小时的线路和许多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根据交通的实

际需求，普遍恢复和修建了新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如法国的南特，25 万人口，于 1985 年开通了

城市轻轨铁路；法国的施特拉斯堡，38 万人口，1994 年开通了全长 113 公里的轻轨铁路，还有布鲁

塞尔、维也纳以及美国的圣路易、盐湖城等也都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科学规划、合理设计的城市轨

道交通系统能够发挥较好社会、生态环境效益，而被人们视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交通‖方式。 

几种交通方式环境影响比较表 

交通方式 自行车 步行 摩托车 小汽车 公共汽车 地铁 市郊铁路 

每单位乘客占用面积/m
2²人

－1 2.0 0 2.5 26.7 1.6～0.9 <0.1 - 

能耗/KJ²(人公里)
－1 

64 329 1495 2795 714 322 326 

以自行车能耗为 1 的各方式能耗比 1 5 23 43 11 5 5 

以公共汽车为 1 的废气总排放量比 0 0 27.5 19 1 0.7  

因此，从能源、环境的角度考虑建设轨道交通的建设时机，应当在机动化到来之前，优先考虑

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系统，引导交通需求向公共交通的方向发展，以引导城市交通需求健

康可持续发展。  

4. 小结  

原建设部汪光焘部长在全国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全面落实优先发展公共

交通战略、促进城市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就提出“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

重要举措”，指出“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降低能源消耗、减轻环境污染、减少占地、方便居民

出行的重要途径。”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促进我国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发展城市轨道

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战略的重要内容，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

通知》（国办发[2003]81 号）的指导下，应将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础设施

和重要途径予以优先发展考虑。 

但城市轨道交通投入大、产出低，自身效益差，而外部效益高，因此，从国家战略层面看，落

实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战略，科学把握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时机，就是要把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规划

相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城市建设同步进行，才能未雨绸缪，才能充分发挥城市轨道交通引导

城市发展、引导土地集约化发展、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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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典型城市市域轨道交通发展模式研究 

胡春斌  池利兵 

【摘  要】本文通过对国外典型城市市域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客流特征及线网布局等特征分析，

提出了市域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明确了市域轨道交通是特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

结合国外典型城市市域轨道交通线站位、运营等特征，提出了市域轨道交通线网布局、设计指标及

运营管理等模式，为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市域轨道交通，功能定位，发展模式 

1. 前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规模日益扩大，已经开

始进入城镇化发展阶段，逐步形成了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工作在市中心城区，居住在郊区的

新生活方式形成与发展，促进了中心城区与外围地区特定方向上的大量通勤交通的产生。从国内外

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小汽车发展模式不适应郊区新城的发展，必将带来新一轮的交通拥堵问题，轨

道交通作为一种高效环保的快速交通出行方式，在引导郊区新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在我国，市域

轨道交通正处于规划研究阶段，本文结合国外典型城市市域轨道交通线网布局及运营特征，论述市

域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及发展模式。 

2. 国外典型城市市域轨道交通概述 

巴黎、东京、莫斯科等世界大城市为解决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过度集中问题，

制定城市有序向郊区新城发展的策略，引导中心城区的人口向郊区转移。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

建设市域轨道交通快速线，用以强化郊区新城与中心城区的联系。经过半个世纪的运营，市域轨道

交通取得了良好的客流效果，也为世界级都市圈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大巴黎地区的轨道交通 RER（Reseau Express Regional）线是市域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

的典型案例之一。在修建 RER 线之前，大巴黎地区的轨道交通可分为 2 类，一类为服务于市区的

地铁系统，一类为服务于郊区的市郊铁路。市郊铁路一般在巴黎市区周边布设，郊区乘客需在城市

边缘换乘地铁进入市中心，从郊区到达市中心耗时长，郊区新城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在规划 RER 线

时，巴黎公交公司（RATP）对以下两种方案进行了研究：（1）将地铁向郊外延伸；（2）将市郊铁

路引入城市中心。最终，巴黎公交公司采用了利用既有市郊铁路将其电气化，在中心城修建新线的

RER 方案。巴黎第一条 RER—A 线 1969 年开始运营，至今已运行 5 条主线，22 条支线，强化联络

巴黎市和周围 7 省的各类城市，包括近郊 9 个副中心和远郊 5 个新城[1]。在大巴黎地区，地铁主要

承担了巴黎中心城区的公交客流，RER 线与市郊铁路共同承担了市区与郊区之间的通勤客流，两者

通过大型换乘枢纽的连接，共同组成了大巴黎地区轨道交通网络系统。 

日本东京是世界上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2009 年东京市人口达到 1300 万人，其中市区人口 852

万人（截至 2006 年 8 月），东京与附近的千叶、埼玉、神奈川共同构成日本最大的都市圈。东京都

市圈的铁路网形成时间较早，大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即在日本铁路改革前，大部分路网基本形成。

至今东京都市圈范围内布设了 14 条地铁线、9 条 JR 线及 9 条私营铁路，其中地铁主要集中在东京

市区范围内，JR 线和私营铁路主要连接东京市区与周边 26 座城市，JR 线及私营铁路共同承担着市

域轨道交通的职能。JR 线和私营铁路在中心城区边缘与山手环线进行衔接，通过山手环线与市区地

铁换乘，因此山手环线成为东京最为繁忙的轨道线。JR 线及私营铁路每天承担了约 2800 万人次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992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113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0126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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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交通客流，根据 2000 年国情普查的数据，东京市区白天人口 1112.5 万，夜间人口缩为 812 万，

白天人口是夜间人口 1.37 倍。更为明显的是，东京的三个核心地带——千代田、中央区和港区的夜

间人数是 26.8 万，白天人数为 234.1 万[2]，其白天人数是夜间人数的 8 倍还多，这个差别主要是由

通勤的学生和工薪族所引起的，JR 线及私营铁路在此承担了重要角色。 

从国外典型城市的市域轨道交通发展历程来看，市域轨道交通在疏散城市中心城区人口、缓解

交通压力、引导郊区建设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市域轨道交通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

都市圈形成与发展的基石。 

3. 市域轨道交通功能定位 

市域轨道交通首先定位为城市公共交通。从国外典型城市市域轨道交通客流特征来看，市域轨

道交通主要以郊区与市中心城区之间的通勤、通学客流为主，早晚高峰客流大，具有明显的潮汐性

和向心性，市域轨道交通与市区轨道交通共同组成都市圈范围内的轨道交通系统。由于市中心城区

至郊区的距离长，市域轨道交通要想在与私家车出行方式竞争中占有一定的优势，必须要求具备较

快的运行速度及较高的服务水平。 

其次，市域轨道交通引导郊区新城建设。城市发展向郊区化方向转移一般经历“居住区外移”、

“工业区外移”及“商业区外移”这三个阶段，从而在城市郊区建立具备居住、购物、娱乐等城市

功能的新城镇，市域轨道交通为郊区化发展提供了快速便捷的交通服务，加强了市中心城区与郊区

之间的联系，引导郊区新城发展，支撑城市空间合理布局，防止大城市摊大饼式扩张发挥了巨大的

作用。 

再者，市域轨道交通快速连接区域交通枢纽。区域交通枢纽是城市对外交通的门户，往往是客

流最为密集的地区，合理衔接各种交通方式、快速疏导客流、加强与城市交通联系则成为区域交通

枢纽首要考虑因素。从国外典型城市区域交通枢纽发展来看，一般都有市域轨道交通与其连接，如

法国巴黎的戴高乐机场有 RER—B 支线与其连接，而市内的 7 座火车站均有市域轨道交通连接；此

外日本东京的成田机场、德国的法兰克福机场均有相应的轨道交通与其连接，由此可见市域轨道交

通为区域交通枢纽提供便捷的交通联系。 

4. 市域轨道交通发展模式 

市域轨道交通是大城市轨道交通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在线网布局、站点布设、设计指标及

运营管理上不同于市区轨道交通，以其特有的线网布局及运营模式支撑城市空间布局及满足市区与

郊区之间的客流需求。 

线网布局 

从国外典型城市市域轨道交通线网布设来看，市域轨道交通线路均具有较多的支线。市域轨道

交通在进入郊区及接近线路末端时，往往通过支线的形式连接郊区各个城镇，以扩大市域轨道交通

线路的辐射范围。如巴黎的 5 条 RER 线在郊区规划的终点站共有 30 座，现已建成的就有 22 座,服

务范围达到约 8 400 平方公里 [3]。  

根据市域轨道交通在市中心城区的线路走向，可将市域轨道交通线网布局分为以下三种模式：

分别为穿越式、环放式以及半径线式。 

穿越式 

这种形式的市域轨道交通线路穿越城市中心地带，两端分别连接城市的主要卫星城、城市副中

心和对外交通枢纽。线路一般在城市中心采用地下形式，并与市中心城区的地铁、轻轨线路有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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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换乘条件，在郊区采用地面线路。该类型的市域轨道交通的线路长度较长，如巴黎的 RER 线中 A、

B、C、D 线，线路长度一般在 100 公里以上。其优点在于乘客无需换乘便可直达市中心城区，为旅

客提供便捷的交通服务，由于较长的线路在市中心城区地下布设，线路建设的成本较高。 

环放式 

这种形式的市域轨道交通其一端连接了城市的主要卫星城、城市副中心和对外交通枢纽，另一

端则与城市轨道交通衔接，东京的 JR 线就是这种形式的代表。在东京轨道网中，山手环线以内地区

布设了密集的地铁线路，这些地铁线路均从中心城区向山手环线辐射，延伸到山手环线附近。而 JR

线则以山手环线上的枢纽站点为起点，向外辐射，乘坐 JR 线的乘客需通过山手线换乘至地铁才能到

达市中心城区。该类型的市域轨道交通充分利用了市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系统，线路长度较短，建

设成本较低，不足之处在于郊区乘客需通过轨道交通的换乘进入市中心城区。 

半径线式 

这种形式的市域轨道交通一端连接了城市的主要卫星城、城市副中心和对外交通枢纽，另一端

则终止于城区中心，巴黎 RER—E 线即为该类型的市域轨道交通。该类型线路能够实现城市中心与

主要卫星城、城市副中心和对外交通枢纽间的便捷联系，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郊区乘客无需换乘

可以直达市中心城区。 

主要设计指标 

线路长度 

与市内轨道交通（服务范围约几公里到十几公里）相比，市域轨道交通的线路长度较长，服务

范围更广。如巴黎 RER 平均线路长度约 120km，其中 E 线最短，为 52.3 km，C 线最长，全长为 185.6 

km（含支线长度）；纽约长岛铁路主线长达 152 km，到达长岛最东部，北郊铁路线路长度也在

50~150km 之间。由此可见，不同类型布局的市域快速轨道交通长度差别较大，其中穿越式布局的市

域轨道交通线路长度较长，均在 100km 以上；衔接式及半径线式线路长度较短，但也在 50km 左右，

远大于市区轨道交通线路长度。 

站间距 

市域轨道交通是连接市中心城区与郊区的线路，覆盖范围广，线路长度长，站间距比地铁的站

间距大。如巴黎 RER—A 线平均站间距 2.2km，D 线平均站间距为 3.9km，而巴黎市区地铁的平均

站间距仅为 0.58km。同时为满足不同地区的乘客出行需求，不同地区的站间距也不相同。巴黎 RER

—A 线市区的平均站距约 2.9km，最大达到 4 km，主要以快速通过市区为目的；而在郊区段，设站

较密且站距小，主要以吸引郊区客流为目的。上海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的 R 线平均站间距也

在 3km 左右，其中郊区段站间距较大，平均 4km 左右，市区平均站间距 1.5km，其在市区具有城市

地铁的服务功能。从中可看出，市域轨道交通的站间距宜在 3~5km 之间，结合我国城市人口“内密

外疏”的布局特征，郊区的站间距可适当增加。 

运行速度 

市域轨道交通连接市中心城区与主要卫星城，线路长度较长，为保证位于距市中心约 50km 半

径边缘的郊区卫星城镇至市中心出行时间控制在一个钟头以内，对线路的运行速度具有较高的要求。

国外资料显示，适用于郊区的电动车组（电力牵引或内燃牵引）最高运行速度达 100~160km/h。因

此，本文建议线路长度大于 50km 的市域轨道交通，应选择最高运行速度 100~120km/h 为宜，旅行

速度要达到 45~6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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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 

为达到吸引客流，满足不同乘客需求的目标，国外各城市的市郊轨道交通采取了多样化灵活的

线路运营管理方法，如直通运营、支线运营、共线运营、快慢车运营、大小交路灵活安排，另外还

可以在不同支路、不同时段、不同节日采取不同运行图等运营方式，以下列举了各大城市市域轨道

交通运营组织情况[4]。 

各大城市市域轨道交通运营组织情况 

城市 
运营组织方式 

支线运营 共线运营 快慢车结合 大小交路 贯通或直通运营 

纽约 √ 
不同运营方之间的

共线运营 

站站停、 

跨站停 
√ 

尚无贯通或直通运

营线路 

柏林 S-Bahn √ 
放射线间、放射线与

环线之间 
站站停 √ 

东西、南北向直径

线贯通市区 

巴黎 RER √ 
B线部分区间与D线

共线 

站站停、跨站

停、直达 
√ 主轴线贯通市区 

伦敦 √ 
少部分线路与货运

共线 

站站停、 

跨站停 
√ 

一条贯通市区的南

北向线路在建 

东京京王线 √ 主线与支线之间 
站站停、 

跨站停 
√ 与地铁直通 

实现快慢车运营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线路复线化，即同一条线路由 4 条轨道线构成，中间

2 条线开行跨站停的快速列车，两侧轨道开行站站停的普通线列车，快速线和普通线通过同一站台

换乘。另一种是同一条线路开行越站快速列车和普通列车，不过该方法需考虑开行越行列车对能力

的影响及站站停列车乘客的等候时间可接受程度。 

5. 结束语 

市域轨道交通是大城市轨道交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各大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中应提前做好规划与建设计划，在新城建设中提前进行土地控制，避免以后的拆迁及征地等问题。

同时还需处理好市域轨道交通与市区地铁、轻轨以及地面公共交通之间的衔接关系，以构建多层次、

高效率的大都市公共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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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市城市快速轨道线网规划与用地控制 

赵红茹 

【摘  要】随着西安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交通拥堵矛盾日益凸显，为有效保护古城风貌，引

导城市土地的集约利用，提供便捷、畅通的交通出行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城市第四次总

体规划中提出的城市发展目标，大容量的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已经纳入到近期建设的日程，2004 年底

完成了《西安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编制工作。并立足全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基础上，以近

期建设轨道交通一、二号线为研究重点，注重轨道交通设施用地控制，采用了城市土地利用交通一

体化理念，将城市建设与区域发展统筹考虑，在城市扩张、土地有机疏散过程中，保持与强化中心

城市的辐射能力与经济活力，理念超前，在交通规划、研究、建设中创新性强，与西安市方格网路

网和用地情况密切结合，具有西安特色。 

【关键词】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用地控制 

1. 城市概况 

1.1 地理区位和自然概况 

1.1.1  地理区位 

西安市位于黄河流域中部关中平原，东经 107°40′-109°49′和北纬 33°39′—34°45′之间；

南和东南以秦岭山脉主脊为界，与汉中市、商洛市相邻；西以太白山及青化台原为界，与宝鸡市接

壤；西北以渭河为界，与咸阳市隔河相望；东以零河和灞塬山地为界，与渭南市相接。 

1.1.2  气候地貌 

西安属东亚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冷热干湿四季分明，冬季干冷，春季温暖、干燥，夏季湿

热，秋季凉爽、多雨，年平均气温 6.4℃-13.4℃，年平均降水量 537.5-1028.4 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

70%-73%，全年日照时数 1983.4-2267.3 小时；西安平均海拨 400-450 米，南部多山，北部为平原，

地势东南高，西北与西南低，呈簸箕形状，山、川、塬并存，主要有乐游塬、龙首塬、凤栖塬、少

陵塬（浐潏河间）、白鹿塬等十一塬，其中平原面积 43.674 万公顷，占全市总土地面积的 43.7%；

境内河流众多，主要河流有泾、渭、灞、浐、沣、滈、潏、涝等 8 条，素有“八水绕长安”之说。 

1.1.3  行政区划 

西安东与渭南地区为邻，西与咸阳地区相接，东西最长约 204 公里，南北最宽 116 公里，总面

积 10108 平方公里，下辖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阎良区、临潼区、

长安区、蓝田县、周至县、户县、高陵县等 9 区 4 县。 

1.2 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1.2.1  经济社会 

经过 50 年的建设和发展，西安已形成了以航空、航天、输变电设备、电子、仪器仪表、缝纫机、

交通运输设备等工业为主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城市服务体系，成为我国重要的科研、高等

教育、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辐射北方中西部地区的金融、科技、教育、旅游、商贸

中心。从 1990 年到 2003 年，西安经济在持续、协调、快速、健康的轨道上运行，连续 14 年保持了

两位数的增长率，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水平。经济总量继续扩大，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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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支柱产业 

装备制造业具有明显优势，覆盖全部 29 个制造业门类，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的 97.87%，形成了交通运输设备及零部件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医药制造业、

专用设备和通用设备制造业、输配电设备制造业、食品饮料制造业、石油化学工业、软件产业等八

大优势产业。航空、航天、机械、电子、仪表、光学、纺织、电力设备等应用技术居全国前列，是

我国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成套输变电设备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基地之一。 

2. 城市第四次总体规划简介 

2.1 规划范围及空间层次 

2.1.1  城市规划区范围 

本次规划涉及的城市规划区范围为西安市行政辖区，总面积为 10108 平方千米。 

2.1.2  规划空间层次 

市域范围：西安市行政辖区。 

城镇范围：主城区、中心城镇、镇。 

主城区范围：指以唐长安城为中心，以绕城高速为基本轮廓，东至灞河，西到绕城高速路，南

至长安（潏河），北到渭河。 

2.1.3  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为 2004-2020 年： 

近期 2004-2010 年； 

远期 2011-2020 年； 

远景展望到本世纪中叶。 

2.2 城市性质、职能和发展战略 

2.2.1  城市性质 

西安是陕西省省会，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和现代国防科技工业基地，我国西部地区重要的中

心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著名古都，并将逐步建设成为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

大城市。 

2.2.2  城市职能 

国际旅游城市；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中心城市之一；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现代制造业、高新

技术产业和国防科技基地及交通枢纽城市；中国西部经济中心；陕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线

两带”的核心城市。 

2.2.3  城市特色 

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老城区与新城区各展风采；人文资源与生态资源相互依托。 

2.2.4  城市建设目标 

采取规划立市、科教兴市、文化名市、产业强市、环境优市的战略举措，努力扩大对外开放力

度，努力建设成为国际旅游城市、科教创新城市、生态人居城市、枢纽中心城市、产业集群城市和

商贸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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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市规模 

2.3.1  人口规模 

全市总人口规模：2010 年常住人口 920.04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782.35 万人；2020 年常住人口

1070.78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870.57 万人。市域城镇人口规模：2010 年常住人口 654.65 万人，其中

户籍人口 515.34 万人； 2020 年常住人口 850.04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662.01 万人。主城区人口规模：

2010 年常住人口 466.91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 371.14 万人；2020 年常住人口 550.67 万人，其中户籍

人口 428.86 万人。 

2.3.2  用地规模 

市域：到 2010 年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660 平方千米；到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865

平方千米； 

中心城镇：包括新筑、洪庆、常宁、六村堡四个组团和临潼、阎良、泾渭三个新城、户县、周

至、蓝田、高陵四个县城，到 2010 年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184.3 平方千米；到 2020 年城镇建设

用地规模为 265 平方千米； 

主城区：到 2010 年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418 平方千米；到 2020 年城镇建设用地总规模为 510

平方千米。 

2.4 城市结构布局 

疏解中心城市，建设外围新城，辐射关中区域，带动两级发展。优化布局结构，完善城市功能；

保护古城风貌，实施新旧分治；降低中心密度，发展外围新区；显山露水增绿，塑造城市个性。形

成东接临潼，西连咸阳，南拓长安，北跨渭河的格局。西安总体结构布局形态确定为“九宫格局，

棋盘路网，轴线突出，一城多心”。 加快老（明）城功能的调整；加快“四区两基地”、西（安）

咸（阳）共建区建设的建设，构建现代物流区，发展功能齐全的空港服务区。 

2.5 城市综合交通 

2.5.1  对外交通 

建成面向国际的中国西部航空枢纽，国内重要的公路、铁路交通枢纽，西部最大的物流中心。

构筑以航空、铁路、高速公路为骨架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确立辐射全国的快速、便捷的客货运交

通枢纽地位。西安铁路将建设成为全国六大客运中心、十一大编组站和十八大集装箱运输中心之一。 

公路：继续加快米字型国道主干线和西部大通道建设，实现西安通江达海、千公里一日交通圈，

提升西安东连西进、辐射南北的主枢纽地位。 

铁路：西安铁路枢纽将建设成为全国六大客运中心、十一个大编组站和十八个集装箱运输中心

之一。 

航空：全国重点建设的三个大型枢纽机场、六个区域性中型枢纽机场之一。 

2.5.2  城市交通 

适应西安作为全国重要交通枢纽的需要，突出公共交通优先战略，加快公共交通的建设，构筑

一个高效、快捷、一体化、人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完善主城区快速路体系，

形成结构合理、等级清晰、设施完备、高效便捷的“一高、一绕、两轴、三环、六纵、七横、八射

线加旅游环线”的道路网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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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优先发展社会化公共运输体系并实施有效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在提高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同

时，通过引入快速轨道交通方式，优化交通出行结构，合理控制个体机动化交通的出行规模，建立

以公共运输网络为主体、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和地下交通协调配合的高效、便捷、安全、

无公害的现代化城市综合运输系统，促进城市空间结构布局的形成和社会经济发展。 

3.1 线网规划 

规划线网应注意到快速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和市郊列车三者关系。线路走向应与城市交通中的

主客流方向相一致；规划线路要尽量沿城市干道布设；线网中的线路布置要均匀，线网密度要适当，

乘客换乘要方便，换乘次数要少；线网布局密切与城市内外各种交通枢纽点的联系和衔接；车站站

点应选择在主要客流集散点和线网中的交织点——即换乘站，方便换乘；充分考虑明城墙对客流的

影响； 

综合考虑车辆段和停车场等位置和规划用地的预留。 

西安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布局采取 “棋盘加放射线”形式，线网方案由 6 条主线和 1 条支线组

成。一条东西方向横贯线，该横贯线西延伸至咸阳，东延伸至临潼；一条南北方向放射线；西北－

东南、东北－西南通过 S 型线路放射连接；六村堡至纺织城火车站、席王至长安科技产业园各设一

条 L 型线；西窑头至纪阳设一支线。 

规划城市快速轨道交通骨架线网，分别为 1、2、3 号线。其中 1、2 号线的功能一方面是解决城

市交通问题，另一方面是引导城市土地利用。1 号线向西延伸至咸阳，保证了 “西咸一体化”战略

的早日实施；向东延伸到临潼，突出西安重点发展旅游产业的特点，带动区域经济发展；1 号线在

城市二环之内，经过城市东西向主要的客运走廊，重点解决城市交通问题。2 号线将未来城市北客

站、行政中心、经济开发区、明城墙区、南郊城市副中心、韦曲城市副中心，通过城区最大的客运

走廊，又充分保护和利用南部的自然人文景观，向北极大地促进主城区与渭北地区整体发展。3 号

线的功能主要是引导城市土地利用，结合城市未来重点发展方向，将西南郊的高新产业发展区和东

北郊的新筑物流园区连为一体。4、5、6 号线是轨道交通网的辅助线，它们的功能带动土地利用和

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兼而有之。4 号线将空港区、北客站区域、行政中心、西安火车站、明城墙区、

大雁塔、曲江旅游度假区、韦曲科技产业园区有效地串联起来。5 号线将纺织城车站、曲江旅游度

假区、南郊文教区、高新技术开发区、纪阳组团，远期考虑向西连接到咸阳。6 号线连接高新区二

次创业区、郭杜大学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明城墙区、东郊工业区、浐、灞、渭河重点开发区、

纺织城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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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西安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图 

城市快速轨道线网规划注重与客运枢纽的紧密联系，在铁路客运“三主两辅”五处客站周边均

布设了轨道交通线，整合常规公交资源，使居民出行方便、换乘便捷。 

3.2 主要指标 

线网长度：一号线由后围寨到纺织城，全长 23.90 千米，远期由后围寨延伸至咸阳 12.50 千米，

由纺织城延伸至临潼 17.40 千米；二号线由韦曲到草滩，全长 32.52 千米，其中一期由北客站到韦曲，

长度 26.40 千米；三号线由侧坡村到新筑，全长 44.30 千米；四号线由韦曲科技产业园到草滩农场，

全长 35.20 千米，五号线由六村堡到纺织城火车站，全长 35.77 千米，另外支线延伸至纪阳，长度为

9.12 千米；六号线由高新二次创业区南区到纺织城，全长 41.08 千米；线网总长度为 251.80 千米。

共设车站 150 座，其中换乘站为 17 座。 

线网密度：老城区：1.146 千米/平方千米；主城区：0.338 千米/平方千米，其中三环以内区域：

0.375 千米/平方千米。 

4.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用地控制 

通过对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用地进行严格控制，为我市地铁项目顺利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将轨道交通沿线 300-1100m 和站点的服务区即周边 300-800m 为半径的用地作为研究范围，对规划

范围内的所有土地进行整合。 

4.1 规划目的 

明确轨道交通线路、站场位置，确定轨道交通线网的建设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及可储备用地的

规模，为轨道交通提供建设条件，实现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 

引导并协调城市建设，促进城市布局结构的形成，拉大城市骨架； 

为早日纳城市规划管理范围，综合考虑建设是时序，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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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轨道交通沿线、尤其是以车站为核心可进行高容量开发土地的有效控制，为轨道交通筹措

必要的建设资金，确保对土地资源的充分利用，保证城市建设健康有序。 

4.2 规划原则 

4.2.1  整体协调原则 

线网规划应协调城市各功能区的有机联系，降低中心密度，促进“一城多心”城市结构的早日

实现； 

4.2.2  可持续发展原则 

配合地铁项目建设时序，有计划安排沿线及站点周围土地的有序开发，有效利用土地资源。 

4.2.3  分期土地利用原则 

针对不同建设期限不同的用地需求，制定相应的土地开发计划。 

4.2.4  疏解旧城功能原则 

配合地铁项目建设 ，在城市外围形成大量新的居住区，以快捷的交通联系，促进人口向外疏散，

优化城市功能结构。 

4.2.5  与周围环境和景观相协调原则 

符合城市规划对不同区域环境和景观的规划要求，不破坏沿线城市生态环境，并与周围环境景

观相融合。 

4.2.6  充分体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原则 

西安是世界著的历史文化名城，市区内外分布有大量地上、地下文物古迹和大遗址，在做线网

两侧控制性规划时，对文物古迹所涉及的区域，要求建筑高度和建筑风貌必须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4.3 规划内容 

对近期建设 1、2 号线线网沿线及站点进行详细规划，对其它线网及远景线网进行宏观控制。本

次规划的主要内容为：轨道交通线网设施（包括车辆综合基地、停车场、枢纽站、联络线和控制中

心等）的用地控制规划和轨道交通 1、2 号线沿线及站点用地控制性规划。  

4.4 整个线网用地控制性规划 

4.4.1  线路 

线网布局采取 “棋盘加放射线”形式，整个线网基本覆盖了城市主要的客流走廊和大型客流集

散点。轨道交通线路基本沿城市规划道路设置，规划道路宽度均满足设置轨道交通的要求。轨道交

通线路和车站建设范围分为即严控区和影响区两级。 

严控区为轨道交通线路（正线及辅助线）和车站建设范围: 地下线宽度为线路中心线两侧各 25m

的带状控制区，困难地段可缩减至线路中心线两侧各 20m，必须严格控制建筑外挑。 

地面线和高架线宽度为线路中心线两侧各 30m 的带状控制区，困难地段可缩减至线路中心线两

侧各 25m，必须严格控制建筑外挑。 

影响区为车站及部分区间的附属设施建设可能的影响范围: 中心区为严控区外两侧各 30m。需

要结合轨道交通车站进行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的区域，应进行专题研究。 

4.4.2  车站 

整个线网设置车站 150 座，其中地下站 89 座，地上站 61 座。换乘枢纽站为两条或多条轨道交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532 

通交汇处，6 条规划交通线网共有 17 处交织点，设置 16 个换乘枢纽站，布局合理均匀，与其它交

通方式（公交、出租等）的接驳换乘便捷。 

为配合车站的建设，将一般区段车站所在道路交叉口两个方向各 300 米范围作为严格控制区，

控制宽度为道路红线向外 30 米。 

为配合换乘站的建设，将换乘站所在道路交叉口四个方向各 300 米范围作为严格控制区，控制

宽度为道路红线向外 30 米。 

4.4.3  联络线 

 联络线是连接两条独立运营线路之间的辅助线，主要作用包括检修车辆取送的通道，掉转运营

车辆的通道，可作为临时运营正线，可作为后建线路的设备运输通道。 

整个线网设置 5 处联络线，用地控制范围是道路红线外侧半径为 200 米—250 米的四分之一圆

弧。位置应选择在现状没有建筑、或目前仅为 2、3 层建筑，并尽可能与城市绿化广场有效衔接，节

约城市土地资源。 

4.4.4  车辆段、停车场 

车辆段为车辆停放及日常保养功能、车辆检修功能、列车救援功能。停车场为车辆停放及日常

保养功能。整个线网共设置车辆段 10 处，停车场 4 处。 

①号线后围寨车辆段，位于后围寨立交以西，世纪大道以北，陇海铁路南侧，规划控制用地 36.3

公顷；纺织城停车场，位于纺北路与纺渭路交叉口东北角，规划控制用地 33.3 公顷。 

②号线渭河综合基地，位于规划西安北客站以北，尚稽路南侧，漕运明渠北侧，规划控制用地 

58.5 公顷。潏河停车场位于长安区，潏河以北，规划控制用地 28.2 公顷。 

③号线香湖湾车辆段位于新筑组团，绕城高速以北，规划控制用地 43.4 公顷。侧坡车辆段位于

长安区细柳镇，处于城市主城区边缘地带，规划控制用地 30.4 公顷。 

④号线草滩停车场位于草滩镇，规划控制用地 46.2 公顷。韦曲车辆段位于西柞高速以东，雁引

路以西，规划控制用地 42.4 公顷。 

⑤号线纺织城车辆段，位于绕城高速以西，半引路以东，规划控制用地 44.7 公顷。尤西停车场

位于陇海铁路以北，尚航路以西，规划控制用地 27.2 公顷。纪阳车辆段位于长安区斗门镇，规划控

制用地 27.5 公顷。 

⑥号线细柳车辆段位于细柳镇，规划控制用地 30.5 公顷。田家湾车辆段位于咸宁路以南，规划

控制用地 18.9 公顷。 

4.4.5  控制中心 

共设置两处控制中心，一处为张家堡控制中心，位于张家堡广场西南角，占地 15 亩；另一处是

曲江控制中心，位于雁塔南路东侧，南绕城以北，占地 4 公顷。 

5.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近期建设用地控制 

西安地铁近期建设紧紧围绕 1、2 号线，形成“十”字形轨道交通主骨架，建设轨道交通一号线

市区段（后围寨—纺织城）25.5 公里，建设轨道交通二号线市区段（北客站—韦曲）26.4 公里。 

本次规划将轨道交通沿线两侧 300—1100 米和站点周边 300—800 米范围内，对用地进行调整整

合，形成各具特色的开发带。轨道交通 1 号线两侧可开发土地 256.4ha，土地级差收益为 19.23 亿元；

2 号线沿线可开发土地总面积 448.08ha，土地级差收益为 20.16 亿元。轨道交通 1、2 号线总收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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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9 亿元，占近期建设 1、2 号线总投资 180 亿元的 21.9%。均符合自筹资金的要求。 

为尽早控制沿线用地、减少轨道交通建设的征地、拆迁的困难、合理利用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

最大程度地发挥轨道交通对社会经济吸引辐射的巨大优势，建议政府尽快对轨道交通 1、2 号线沿线

土地进行控制并联合开发。 

6. 结语 

2008 年底，二号线全线除北大街、钟楼、小寨站外，其余 11 个车站完成主体封顶；目前地铁

一号线纺织城—后围寨 25.5 公里已全线开工建设。到 2015 年，西安中心城区轨道交通“十”字型

骨架网形成，市民出行更加快速、便捷，城市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城市魅力进一步显现。西安迈

进国际化、市场化、人文化、生态化新的里程。 

快速轨道交通 6 条线网有效地连接城市未来发展的功能区，既满足交通需求，又有效引导城市

未来土地利用，促进城市骨架的形成，加快城市功能结构的调整。通过对快速轨道交通周围用地的

整合，促进轨道建设的良性发展。二者做到相互协调，相互促进。 

【第一作者简介】 

赵红茹，女，高级工程师，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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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轨道快线设置的反思 

刘国强 

【摘  要】轨道快线是国内许多城市提出旨在促进城市外围区域与中心区的快速、便捷的交通联系，

快速疏散中心区客流的主要方式。文章通过分析武汉市轨道快线在建设、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借鉴

国内外城市轨道快线建设的经验，对武汉市轨道快线的设臵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轨道快线，设臵，反思 

按照中央确定的积极创建武汉城市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城市，坚持“以人为本、公交优

先”的交通发展战略，2007 年武汉市进行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并在线网修编方案中首次

提出了轨道市域快线的概念。2009 年轨道建设规划提出 2020 年前建设 1 条市域快线和 7 条市区线。

随着轨道建设步伐加快，有必要对轨道快线的建建设标准、运营速度，以及运营方式等存在的问题

进一步研究。 

1. 武汉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方案 

轨道线网规划修编根据 60 分钟穿越市域和 30 分钟进入市中心活动区的时间目标，引入快线理

念，强化对新城组群的引导，扩展轨道网络总体规模，优化线网结构，明确网络层次，加密主城线

网，强化枢纽功能，增加过江通道数量，强化三镇交通联系。 

本次线网规划方案由 3 条市域快线和 9 条市区线构成（见图 1），总长 540 公里。轨道线网从

功能上分为快线和市区线两个层次。3 条市域快线在中央活动区范围内相扣形成快环，快速联系城

市 CBD、副中心、新城组群中心以及重大对外客运枢纽，支撑王家墩、建设大道金融街、武昌火车

站、四新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地区的发展。在中心区外围，3 条市域快线成六轴放射状，直达 6 大新

城组群核心，与城市发展方向重合，强化中心城区对外围组团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有力的支撑城市

空间结构的拓展。9 条市区线加密线网，增强对城市滨江活动区、中央活动区、片区及组团中心的

覆盖，适应主城交通需求。 

 

图 1   武汉市轨道交通线网 

2. 武汉市轨道快线的设置 

根据快线的时间目标理念，为了满足都市发展区居民向主城区较为集中的向心出行的需求，武

汉市域快线采用横穿型线路适应“一城六组群、多轴多心”开放式城市空间结构，可以很好的将新

城组群客流引入主城中心区域，并将中心区客流快速疏散至城市外围区减少乘客换乘量，优化资源

和交通成本。 

60mi

n 

30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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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 6 个发展轴向设置 3 条市域快线,满足城市商务客流，新承组群与中心区内外交换客流

出行快捷、畅达的目标。E1 号快线从蔡甸至东湖科技新城；E2 号快线从黄陂前川经天河机场、王

家墩，过长江接武昌火车站至纸坊；E3 号快线从常福新城经四新地区至汉口火车站，过长江接武汉

站至阳逻。市域快线平均运营速度需达到 50—60km/h，平均站间距需达到 2—3km。3 条市域快线总

长 217km，设站 75 座，平均站间距 3km。居民选择轨道出行可实现 60 分钟穿城，30 分钟到达中心

城的目标，充分发挥了轨道交通快速、便捷、舒适、安全的优势，奠定了轨道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

骨干地位（表 1）。 

表 1   轨道线路等级划分技术标准 

线路类型 商业运营目标速度 平均站间距 

市域快线  E 
50 到 60 km/h 2 到 3 km 

 

市区线   U 
30 到 40 km/h 1 到 1.5 km 

 

3. 武汉市轨道快线设置存在的问题分析 

目前，武汉市正在进行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工作，由市域快线 E3 号线和 E2 号线构成的轨道 3、7

号线将分别预计于年内动工、2015 年前建成和 2015 年内动工、2019 年前建成。这类早期建设的快

线，从功能上、服务对象、客流效果上能满足目标要求，但从运营速度、站间距、运营方式、建设

标准与建设时机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图 2   武汉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线路 

3.1 运营速度和站间距 

武汉 3 条市域快线，最长线路达到 80km，按照平均运营速度 50—60 km/h 较难满足 60 分钟穿

越市域时间目标。且中心区内由于站间距较密，运营速度会进一步降低，难以保证时间目标。轨道

市域快线 E3 号线在主城区内平均站间距 2km，很难达到 50—60 km/h 的运营速度。市域快线 E2 号

线主城区内线路平均站间距 2km，在汉口部分平均站间距只有 1.6km，很难保证 50—60 km/h 的运营

速度。 

3.2 站间距和客流 

市域快线在主城区内为保证运营速度，其平均站间距必需加大。这就必然会由于站间距过大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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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线无站，客流损失，站点覆盖率低，既造成乘客出行不便，又浪费客流走廊交通资源。因此，

在轨道线路的建设过程中为满足居民出行需求和各方利益，难免会出现增加站点，缩小站间距的情

况，势必造成运营速度降低，更难保障快速到达的时间目标。 

3.3 建设时机 

由于各大新城组群发展不成熟，轨道市域快线在主城区外部分建设时机必然较晚。而轨道快线

在主城区域内部分路段衔接城市副中心、商务区等大型客流集散点，势必会较早建设。因此，在建

设时机上，早期建设的快线为了满足客流需求，站间距较小，造成主城区内快线运营速度难以达到

设定目标要求。当轨道线网逐渐成熟，后期线路建成后，整条快线平均站间距减小，运营速度和时

间目标势必将难以保障。 

3.4 运营方式 

早期建设的快线为了满足客流需求，不仅站间距较小，且基本上采用每站停靠的运营方式，造

成快线运营速度难以达到设定目标要求，难以满足其功能需求。 

4. 国内外轨道快线设置的经验 

从国内外关于快线的建设、运营及其发展，我们或许可以获得一些经验。巴黎地铁网发展至今

有 160 多年历史，由 5 条快线和 14 条市区线构成，全长 509 公里。早期线网体系只有市区线，在中

心城平均站间距为 580m，旅行速度约 20km/h；后期增加快线（RER）体系，建设成本较高，在中

心城采取立体交叉拉大站间距，平均站间距为 2.9 km，速度为 50km/h；郊区快线在同一线路上采用

跨站运营和站站停运营相结合，主要解决区域性客流。 

东京地铁网由 12 条线路构成，总长 300 公里，线网体系采取快慢结合的方式，快车和慢车在同

一轨道上运营,在慢车停靠站,快车利用越行线（或避车线）完成跳站运营，快线平均站距约 2km。 

纽约地铁网发展至今有 100 年历史，由 25 条线路构成，全长 577 公里。早期的线网结构体系只

有普通地铁线，中心城区平均站间距 630m，旅行速度为 22km/h，运营效率与公交车相当，竞争力

不强。后期为了弥补普通地铁线速度过低的问题，增设快线进去，但是快线建设条件受到限制，平

均站间距只能达到 1.0km ,旅行速度为 33km/h，轨道优势有所改善，现在通过逐步改善快线运营方式

（即快车只停靠大站解决区域性客流，慢车每站都停）来提高轨道交通竞争力。 

上海早期的地铁规划网由 4 条快线和 9 条地铁线构成，总长 510km，现在实施过程中为了充分

调动各个行政区的建设积极性，不断加密轨道站点形成“骨干线+辅助线”的线网结构体系，快线在

中心城站间距 1.3～1.5km，采取分两段或三段运营，一般不布置全线运营的列车，运营速度为 30-45

公里/小时。 

从上述情况来看，国外轨道快线大多属于后期建设的线路，在轨道线网基本成熟之后，为了保

障城市郊区、外围区域与城市中心区的快速联系，增设轨道快线。在建设方式与运营方式上都采取

加大站间距的形式，以保证轨道的快速运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轨道快速交通。国内轨道快线属于

早期建设的线路，大多难以保障站间距标准，运营速度难以达到目标值。 

5. 武汉市轨道快线设置的方法 

结合国内外轨道快线设置的经验，为了保障与后期建设线路的良好衔接及运营要求，有必要对

这类早期建设快线的设置方法进一步探讨。 

5.1 线路选择 

轨道 3 号线自沌口开发区，经王家墩 CBD、建设大道金融街，至后湖住居组团，线路全长 33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537 

公里，设站 24 座，平均站间距 1.44 公里。该线路由市域快线 E3 和市区线 3 号线组成，其中沌口开

发区至王家墩 CBD 段属于轨道快线 E3 的组成部分。这类早期建设的快线，由于和轨道市区线共同

建设，作为一条完整线路运营，为了满足客流需求，其建设标准、运营速度及站间距无法达到快线

的设置目标。且线路两侧主要为汽车销售市场及为居民生活服务的商业、超市等，从其线路走向、

功能上也无法实现快线的理念。因此，将该线建设标准按市区线标准考虑，作为一条完整市区线路

运营，对快线走向进行重新选择，将站间距较大、直接衔接汉阳火车站的市区线 U6 南段与市域快

线 E3 线北段组合成新的市域快线，作为远期建设线路，从功能、站间距、运营速度上满足快线设置

的需求。 

5.2 运营速度、站间距分区域设定标准 

可考虑分城市中心区与外围区设置快线建设标准，根据客流需求调整主城中心区内快线运营速

度和站间距目标值。在主城中央活动区内，开发强度高，人口和就业岗位集中，客流需求较大，合

理站间距可设为 1～1.5km，平均运营速度设为 30—35km/h，可保障快线有充足客流支撑线路运营。

此类快线由于线路走向占据城市中心区宝贵客流走廊，客流资源充裕，大多属于早期建设线路。主

城区域外沿城市发展轴衔接 6 大新城组群的市域快线，由于需待新城组群有了较快发展，能提供充

足客流以保障线路的运营需求，故大多属于后期建设线路，可采取加大站间距，提高运营速度，以

满足快线快速、便捷到达的时间目标值，站间距可设为 3～4km，平均运营速度设为 60—80km/h。

市域快线 E2 号线主城区内线路平均站间距 2km，很难保证 50—60 km/h 的运营速度，而在主城区外

平均站间距可达到 4 公里，其运营速度可达到 80km/h。因此，可采用分区域设定运营速度、站间距

标准的方法来满足快线功能需求。 

 

图 3  轨道交通等时线图 

5.3 运营方式 

当轨道线网逐步成熟后，快线的运营方式，可增加车站避让配置线，采用跳站运营，或采用多

轨平行、快慢线独立运营和大小交路分段运营等多种方式，以保障达到快线的设定目标，满足功能

需求。市域快线E2号线早期建设线路部分采用每站停靠的运营方式，线路全部建成后设置3个交路、

采用分段运营的方式，也可采用全线跳站运营方式满足快线功能。 

30min 可

达区域 45min 可达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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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轨道 E2 号线列车运行交路 

6. 结语 

轨道交通是促进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交通命脉，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用地范围的进一步扩张，

为保障城市外围区域与中心区的快速、便捷的交通联系，国内许多城市在轨道线网规划时设置了轨

道快线。但国内轨道快线的建设尚属于起步阶段，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尚需借鉴国外轨道建设的经验，

进一步研究快线的建设标准、运营速度、站间距、运营方式等诸多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研

究的课题。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著名大城市轨道快线线的建设与运营，结合武汉市轨道交通建设规

划快线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解决方法，希望能引起广大读者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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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伪满国都观光图 

 长春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历史与展望 

崔凯 

【摘  要】本文回顾了长春市轨道交通发展历程，借鉴国内外各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经验，结合

长春市经济建设和交通建设需求，提出长春市未来轨道交通建设思路和建设方案。 

【关键词】轨道交通，有轨电车，轨道网规划 

长春市作为吉林省省会，走过了两百多年的历史，进入到 21 世纪，以其疏朗、通透、大气、开

放的城市风格，在中国的大城市中独树一帜。目前，长春市提出要打造绿色宜居城市，对于这样的

目标，提供高效便捷的交通系统成为关键因素之一。目前城市机动化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城市整体

交通供给水平的有限增长，成为制约城市达到这一目标的因素。促使城市在应对未来进一步发展时，

要提出明晰的交通发展战略，大运量的快速轨道交通以其绿色、环保、高效、安全、便捷的特点，

无疑成为支撑未来城市客运交通的骨干方式。因此，长春市政府秉承规划传统，以其科学严谨的态

度编制了几版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交通战略所确定

的目标。目前，长春市已经拥有了 31 公里的运营线路，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修建和运营轻轨的城市，

地铁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这无疑对于打造绿色宜居的城市愿景，从交通方式上

起到一个良性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回顾长春市的轨道交通发展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座城市的轨

道情结，由此折射出城市对于未来的责任和远见。 

1. 长春市有轨电车发展历史回顾 

长春市的轨道交通发展至今已有 68 年的历史，当

时作为伪满洲国都的长春，人口不断增加，交通量日益

增长。由于汽油紧张，公共汽车已无法满足客运交通的

需求，市内交通问题越发突出。日伪政府为长期统治中

国东北和进一步发展新京，不断改善城市交通。 

1938 年，新京第二期建设开始后，临时伪国都建设

局将日本建设地铁方面经验、技术丰富的大阪市交通局

的技术人员请到新京，利用半年时间制订了地铁建设方

案，提出要修建 13 公里的一期地铁建设计划。由于新

京的道路红线很宽，并且土质多为黄土状粘土，非常适

合明挖法施工。与大阪的地铁相比，成本可以降低一半。

再加之吉林丰满电厂已开始供电，电力也比较充足。因

此，地铁建设比较成熟。但随后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和

中国战场日益激烈，直接导致资金缺乏、物资紧张，地

铁建设的设想最终成为幻想。 

1941 年 4 月 10 日经伪交通部批准，伪满洲国购置

日本国内废弃的电车以及满铁的钢轨，在长春开始修建

有轨电车。6 月开始施工，10 月末竣工，11 月 1 日正式通

车。铺设有轨电车线路两条，共计 13.6 公里，投入运行的电车 40 辆。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前，长春

市有轨电车线路已增加到 7 条（其中一条运煤线路），线路长度 47.9 公里，车辆 72 台，客运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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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伪满国都规划图 

图 3 长春市有轨电车 

城市公共交通总客运量的 60.9％。 

1946 年，国民党统治时期，长春市有

轨电车遭到严重破坏，到 1948 年 10 月长

春解放前夕，有轨电车全线瘫痪。 

解放后，从 1948 年 12 月开始，长春

市政府组织力量抢修线路和车辆，当年修

复线路 37 公里，4 条线路通车。1949 年

又修复 1 条线路。1953 年 7 月，红旗街至

宽平大路的 2 线有轨电车通车。至此，原

来的有轨电车线路全面恢复通车，共有 6

条线路，年客运量达 2690.5 万人次。1954

年，为了支持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建设，

将 2 线从宽平大路延伸至汽车厂 5 站，线

路长 6.9 公里。1969 年，根据长春市西部

地区工业发展的需要，又新建了汽车厂一

站至和平大路 4 公里线路，与 2 线衔接。 

从六十年代开始，由于国内无轨电车

的发展，以及有轨电车噪音大、机动性差、

过多占用城市道路空间等弊端的呈现，从

1960 年到 1977 年拆除了部分有轨电车改

为由无轨电车运营。到 1983 年有轨电力

保有量 101 台，营运线路 5 条，运营里程 28.51 公里。加上无轨电车 2 条线路，年客运量达到 17289

万人次，占全市客运总量的 50%以上。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机动化水平增长较快，有

轨电车与其他交通方式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城市

道路的改造，1986 年拆除了 51 线和 56 线，1992

年拆除了 53 线，1996 年拆除了 52 线，最后只保留

了 54 线。 

2000 年，随着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春城大街

的拓宽，长春市对 54 路线有轨电车也作了同步改造，

新铺了枕木、钢轨、更换车辆 19 台，购置新车 10

台。整个线路从红旗街到西安大路全长 7.41 公里，

设车站 16 个，平均站间距 436 米，发车间隔 3 分钟，

自 2000 年 12 月 18 日重新通车以来，运行良好。到

目前为止，共有车辆 23 台，年客运量 1500 万人次。这也是我国除了大连以外仅有的一条以营运为

目的的有轨电车线路。 

2. 长春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长春市经济社会的发展，交通问题再一次摆在城市面前。长春市

政府清晰地意识到城市未来发展要有骨干的客运方式作为城市交通的主体，1981 年全国第一次轻轨

交通学术会议在长春召开。长春市着手以有轨电车升级改造为主要目的的轻轨建设准备工作。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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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长春市快速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图 

 

年，《长春市运行快速有轨电车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编撰完成。1985 年 8 月，组成了长春市轻轨筹

建处。1986 年，长春市政府对轻轨研究工作开始拨款。1988 年，长春市委托北京城市建设设计院进

行轻轨线路工程设计。1989 年 1 月 17 日，长春市人民政府向建设部提出申请在长春市建设轻轨科

研实验线路。同年 3 月 3 日，国家建设部同意长春市将 52 路有轨电车更新改造为轻轨交通线路，但

该申请最终没有得到当时国家计委的批准，因而搁置。 

1994 年，原长春市公用局正式成立―长春市轨道交通筹建办公室‖，开展又一轮的筹建快速轨道

交通的前期工作。1995 年，结合长春市新的一版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修编，根据建设部―超

过 200 万人口的城市要考虑快速轨道交通‖的要求，委托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着手进行了长春

市历史上第一轮的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在北京城建院专家的帮助下确定了一环三线的地铁线网。

网络全长 78.3 公里，线网密度 0.37 公里/平方公里。1998 年 7 月 16 日，长春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着手筹建轨道交通一

期工程即长春站起点沿京哈铁

路经宽平大路、南湖大路至终

点工农广场。线路全长 11.679

公里。10 月 10 日，国家计委

向吉林省计委发出 《印发国家

计委关于审批长春市快速轨道

交通环线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

的请示的通知》正式通知长春

轻轨环线一期工程已经国务院

批准立项，可进行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工作。 

2000 年 5 月 27 日长春轻

轨环线一期工程开工典礼在芙

蓉桥南举行，长春市的快速轨

道交通建设正式拉开序幕。至

此，长春市 20 年的轻轨梦想终

于得以实现。成为全国第一批

建设快速轨道交通的城市之一。

同年 11 月 5 日，市政府根据城

市发展的新的需求，结合城市空间布局，决定将轻轨环线一期工程南部线路调整为：从宽平桥至长

春南站，向东经电台街、卫星路至人民大街。2001 年 1 月 22 日，国家计委同意了线路的局部调整。

至此轻轨一期工程线路走向趋于稳定，这为日后形成新的线网格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1 年 12 月 28 日中国内地第一个开工兴建、第一个建成竣工的长春轻轨一期工程，试车成功，

填补了我国内地无轻轨交通的历史空白，掀开了中国内地轻轨交通史的第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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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长春市中心城区轨道交通设施规划图 

 

  

图 5 长春市轻轨运行车辆              图 6 长春市轻轨站台 

长春市的城市交通也进入到拥有现代化交通方式的崭新的时代，为构筑骨干客运体系，从根本

上解决城市未来交通的挑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对于长春市的历史、当代和未来都具有非凡的

意义。 

2002 年 10 月 30 日，长春轻轨一期工程线路正式投入试运营。线路由长春站至卫光街，全长 14

公里，设 17 座车站，车场一座，配备国标 C 型轻轨电动客车 32 辆。此时，由于长春市经济迅猛发

展，城市建设速度加快，用地、人口均已突破了总体规划的界限，随着长春市加强对生态环境的改

善和绿色空间的控制以及经济、高新、汽车、净月几个开发区的高速建设，新的城市发展空间需求

远远超出了原规划的用地规模、指标。为了适应长春市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需要，长春市着手开展城

市总体规划的调整完善工作。城

市的用地形态、分区结构、人口

及就业岗位等轨道交通的背景

依据发生变化，因此线网调整成

为必然。另外，随着长春市快速

轨道一期工程的建设，对线路模

式和标准有了新的认识和要求。

―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

制宜，处理好近期建设和远期发

展的关系，充分结合线路走向的

自然情况，与城市发展方向、土

地利用性质相一致，发挥快速轨

道交通对于城市发展建设的引

导效能‖成为广泛的共识。使得

建立在以大运量大编组地铁为

主体的原线网已不能适应交通

发展的需要。完善、加深、修编

原来的轨道交通线网，为后续工

程建设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成

为亟需完成的工作。在这种情

况下，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

究院会同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北京市中城捷工程咨询公司开展了新一轮的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02 年 9 月 3 日，《长

春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通过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的评审，对线网的形态给予较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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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模达到 179 公里，由 3 条骨干地铁线、2 条辅助轻轨线共 5 条线路组

成。其中两条辅助半环线形成环线功能，取消了原线网中的环线。共设换乘站 12 处，研究核心区线

网密度为 1.10 公里/平方公里，中心城区线网密度为 0.36 公里/平方公里。2003 年 2 月 25 日，该线

网经长春市人民政府批准作为专业规划纳入到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中，作为指导下一

步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的依据。 

2003 年，编制完成了《长春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2006 年 6 月 12 日，该规划得到

国务院批准。确定到 2010 年前，先建设 3 号线卫光街至长影世纪城段和 4 号线南三环至长春火车北

站段以及轻轨一期延伸段。至此轻轨二、三期工程正式立项。 

2006 年 10 月 26 日，轻轨二期工程，全线试车。12 月 26 日，长春轻轨净月线建成运营。2007

年 4 月 3 日，长春轻轨一、二期工程今起全线连通试运营，从长春火车站到净月潭长影世纪城，约

一小时车程。 

2008 年 10 月 7 日，轻轨三期工程试验段开工建设。2009 年开始编制《长春市城市快速轨道交

通建设规划修编（2009—2016）》，正式提出 2009 年准备建设地铁 1 号线，计划 2014 年运营；2011

年准备建设地铁 2 号线，计划 2016 年建成通车。配合这一建设安排，结合城市远景发展规模，新一

版的线网规划也即将开展。 

3. 城市有轨电车交通发展的思考 

有轨电车是一种古老的交通工具，自从 1881 年第一辆城市有轨电车在德国诞生以来，这种以轨

道作为车辆导向的客运交通工具迅速得到发展。从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世界上许多城市均采用过此

种方式，1912 年美国有 370 个城市建有有轨电车，线路总长达到 25000 公里。之后，随着汽车的迅

速发展，大量的汽车拥上街头，使速度慢、噪音大、乘客舒适度差的有轨电车系统受到极大的冲击，

各大城市纷纷拆除。但随着技术的更新，六十年代后饱受机动车拥堵之苦的西方国家又重新把注意

力转移到地面轨道交通方式上来，改造和发展有轨电车系统，提高了车辆的整体运营性能，出现了

所谓的现代有轨电车，继续在城市的客运交通中发挥着作用。 

到八十年代，国际上一些城市已相继建成了现代化技术很高的现代有轨电车系统。例如, 法国的

南特市，城市人口约 45 万，1984 年建成一条自东向西穿过市区的现代有轨电车线路, 也是法国首次

建成的第一条现代有轨电车系统，平均旅行速度可达 24 公里/小时。美国的萨克拉门托市，市区人

口 92 万，1987 年 3 月建成一条穿越市中心的现代有轨电车线路，全长 29.4 公里；香港地区为了配

合新界西部的经济发展，修建了屯门至元朗的现代有轨电车线路，于 1988 年 9 月正式投入运营，线

路全长 23 公里，平均旅行速度可达 25 公里/小时。现代有轨电车的特点是具有高速性能，制动及加

减速性好，低噪音、低振动，对周围环境影响也少。同时由于车辆技术的改善，舒适度得到了加强。

在速度要求较高的线路上，采用专用车道，与繁忙道路交叉处，进入半地下，或高架，互不影响。

对速度要求不高的线路，可与道路平齐，与汽车混合运行。但由于有轨电车与地面常规公交在服务

水平上属于一个层次，虽然运能大于常规公交，但单向高峰小时客流量均小于 10000 人。因此，一

条线路采用地面公交还是有轨电车已超出了运营服务本身的范畴，而取决于城市的历史、决策、着

眼点、投资、环保等非技术因素。 

对于长春市，由于其 60 多年的有轨电车历史决定了其选取常规公交客运形式的多样性，尤其

54 路有轨电车改造后，如何进一步发展，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是一个较实际的研究课题。由于对有

轨电车技术和运营有着丰富的经验，长春市发展地面有轨电车有着独特的优势、有轨电车以其良好

的环保性能在长春市的发展空间较大。可以与常规公交共同负担起中、短距离的客运出行，作为对

快速轨道交通网络的补充和加密。在线路的选择上要充分利用长春市道路网较好的特点，合理利用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544 

道路空间，这样可以与其它交通方式和谐共处。当期，结合西部新城的建设，以既有的 54 路为基线，

利用区域路网，形成有轨电车局域网络，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可以在规划中予以考虑。 

4. 未来快速轨道交通发展展望 

快速轨道交通是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支撑性的客运系统，对于中国的城市尤为重要。对于快速

轨道交通的作用，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可以大大提高城市交通供给水平，缓解城市交通矛盾；

第二，可以引导城市格局按照规划意图发展，实现城市多中心、组团发展的形态；第三，通过对于

城市轨道交通的巨大投入，从源头上为城市经济注入活力，可通过巨大的社会效益提高整个城市的

综合价值。在长春市几轮交通规划中，均以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建立以快速轨道交通为主导、

常规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公共交通体系，作为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核心目标。从国外交通发达的城市

来看，轨道交通是城市客运系统中的决定性的方式。当今世界上，交通比较发达的城市大多有比较

成熟与完整的轨道交通系统，自英国伦敦 1863 年创建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以来，截至 2005 年统计，

世界已有 51 个国家建设了快速轨道交通线路。其中 108 个城市拥有地铁，75 个城市拥有轻轨。伦

敦线网长度 410 公里（其中地下线 171 公里），共有车站 275 座，年客运量 8 亿人次。美国纽约 1867

年建设第一条地铁，目前线网长度 421 公里（其中地下线 258 公里），共设车站 476 座，年客运量

10 亿人次。法国巴黎市区拥有地铁线路 15 条，总长度 201.4 公里。（其中地下线 175 公里）共设车

站 370 座，年客运量 12 亿人次。另外巴黎的地区快速地铁（RER）非常发达，运营线路 363 公里，

年客运量 4 亿人次。莫斯科第一条地铁于 1932 年开工，1935 年建成运营。现有地铁线路 9 条，线

路总长 244 公里，共设车站 150 座，年客运量 29 亿人次日本东京于 1927 年 12 月开通了亚洲第一条

地铁，目前已有 12 条地铁线路，总长 237 公里，共设车站 196 座，年客运量 25 亿人次。韩国首尔

1974 年建成第一条地铁，目前线网长度 131.6 公里，共设车站 114 座，年客运量 13 亿人次。以上这

些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运量占城市公交运量的 50%以上，有的高达 86%。巴黎 1000 万人口，轨道交

通承担 70%的公交运量，这一比例在莫斯科是 55%，在东京是 86%。由此看出快速轨道交通对于现

代化城市交通的重要意义。 

长春市未来交通，面临着城市扩容以及机动化水平迅速提高的双重压力。 根据 2005 版城市总

体规划所确定的城市用地和人口规模，长春市作为吉林省的中心城市，2020 年中心城区人口控制在

420 万，建设用地控制在 440 平方公里，规划区内城镇化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人口向城镇的聚集

使城市交通需求提升至新的水平。2020 之后，城市仍将进一步发展。人口和用地规模的增加，导致

交通出行需求的增加，需要城市最终在交通结构方式选择上做出抉择。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加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汽车已开始广泛进入家庭。目前，长春

市人均 GDP 已达到 3000 美元，已经超过了国际社会一致认为的小汽车快速进入家庭的 1000 美元的

门槛。近几年，长春市机动车保有量以年均 11.5%的速度增长，私家车的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 24%，

目前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达到 40 万辆。进入到机动化快速增长期。在未来一定时期内，机动车的增长

将使城市交通面临更大压力。这一时期，由于交通结构不够完善，大运能的客运交通系统没有建立，

人们对个体化交通过分依赖，将会加重交通的负面影响。使得有限的城市空间，在面对机动化快速

增长的趋势下愈发紧张。 

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未雨绸缪，抓住国家拉动经济的机遇，尽快形成快速轨

道交通的骨干网络，为城市提供良好高效、便捷的交通方式。2007 年，长春市建设地铁已经完全符

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管理的基本要求，如表 1。因此，以修编新一版快

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为核心，长春市正在抓紧推进修建地铁 1、2 号线的前期报批、立项工作。地铁

1 号线有希望提前 1 年，在 2009 年末开工建设，这将成为长春市城市发展历史上又一个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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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7 年长春市轨道交通建设条件表 

指标 
城区人口 

（万人） 

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单方向客流 

（人/小时） 

规范要求 >300 >1000 100 >10000 

实际条件 320 2089 284.5 10000 

长春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提出，长春市未来将形成客运专线、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城市

快速轨道交通一体化的长春都市区轨道交通网络。担负以后大长春都市区内 30%以上的客运交通。

成为未来城市交通的骨干，结合常规公交、出租车，以及其他交通方式共同支撑未来的交通需求。

以满足城市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的需要。新一轮的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正在开展，以 2002 版 5 线方

案为基础，紧密结合城市发展形态、规模、主要发展方向、沿线土地利用布局、大型交通集散点、

交通走廊条件、城市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工程可行性等要素，以未来都市区远景发展为目标，对原

线网进行优化、延长、加密、和调整。这将成为长春市未来建设快速轨道交通的新的蓝图。这也秉

承了长春市的规划传统，以其科学严谨的作风为城市的未来打下坚实的基础。 

回顾长春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有序、科学、理性、求实又不失前瞻性

的建设风格，这将是未来打造绿色宜居城市的基础和必要的保障，接下来的 10 年，对于长春市的交

通是开拓性的，在这个期间，城市快速交通的骨架网络将得以完成，哈大客运专线、长吉城际铁路

等高速铁路也将投入使用，对内对外衔接的立体交通换乘中心也将发挥功能，以轨道交通为核心将

形成一个大的客运交通体系。这将成为长春市未来交通出行的主要载体，真正优先发挥公共交通的

作用，建立合理、高效的交通系统，为长春市的未来提供强有力的交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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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实践探讨 

王奕衡 

【摘  要】在通过对我国轨道交通的必要性分析后得出轨道交通在现在的发展是时代的需要，回顾

我国轨道交通发展的历史找到发城市展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探讨分析应

该在交通网络与交通衔接上提高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水平。 

【关键词】轨道交通，历程，规划，交通网络，交通衔接 

1.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必要性 

现代城市除了提高城市道路交通外轨道交通的建设也是不容忽视的,轨道交通除传统的地铁系

统外,有地面的快速轨道交通、轻轨和单轨电车。目前世界上主要有四种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形式:地铁、

轻轨、通勤铁路、高架单轨电车。 

轨道交通成为我国城市交通的一项发展战略,这也成为大城市解决交通问题的重大基础设施。如

何在城市及其区域内系统、合理并科学地规划远期轨道交通线路和网络,使其适应具体的城市地理形

态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土地利用格局,带动城市的土地开发;如何选择合适的路网规模和合理的路网形

态,以提高交通的可达性,最大限度的发挥交通的作用,成为我国选择发展、规划轨道交通的大中城市

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1.1 城市人口的增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规模和经济建设都有了飞速的发展 7 城市化进程在逐步加快，城

市人口在急剧增加，大量流动人口涌进城市，人员出行和物资交流频繁，使城市交通面临着严峻的

局势。当前，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着道路拥挤、车辆堵塞、交通秩序混乱的现象。如何解决城市

交通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大众的迫切呼声。 

我国人口众多，目前 100 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已发展到 34 个，而 50~100 万人口之间的大城市

也达到 43 个。但这些城市的公共交通方式，绝大多数还是采用传统的运量不大的公共汽车和无轨电

车。而现代城市在一天的客运高峰期间，旅客高度集中、流向大致相同的客流现象已很普遍，低运

量的交通工具已远远不能满足民众出行的需要。这些都是造成城市交通局面越来越严峻的重要因素。 

1.2 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市交通是保持城市活力最主要的基础设施，是城市生活的动脉，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展

望 21 世纪的城市交通事业，给我们提出了更高要求。发展多层次、立体化、智能化的交通体系，将

是城市建设发展中普遍追求的目标。而发展大、中、低客运量相互匹配的多种形式相结合的客运交

通工具，将是实现上述远景目标的一项重大技术决策措施。 

为了缓和与改善城市交通紧张的局面，不是仅仅靠拓宽马路就能解决问题的。现代城市需要有

一个与其现代化生活相适应的现代化交通体系，要形成一个与城市发展布局高度协调的综合交通格

局。要把长远规划目标同近期调整改善结合起来。近期应做好与城市交通量基本相适应的道路网络

系统，逐步改善常规公共交通的服务管理质量，有机地配合好综合交通规划，拓展空间利用条件，

重点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网络，积极引入具有大、中客运量的地铁和轻轨交通方式。

这是势所必然的发展趋向。 

    我国许多大城市都纷纷策划修建大、中运量的地铁或轻轨交通项目。近 10 年来，已有 20

多个大城市都不断投人大量人力和物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前期工作和可行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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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但在项目选型、系统规模和建设标准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一定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修

建轨道交通的城市将越来越多。因此，急需要提出一些导向性的建设方针政策，做到宏观调控更有

科学依据，使各地的建设单位和咨询设计部门对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目标和要求都能建立在一个相

对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避免在强调建设必要性的同时出现建设标准导向失误的不良后果。 

2.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 

2.1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总体走向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也从来没有感

受到如此之大的需求压力。近 20 多年来，我国城市交通规划事业伴随着城市交通发展的压力，从无

到有逐渐成长起来。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的发展是与城市交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人们的认知水平密切相

关的，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 

2.2 20 世纪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 

八九十年代，我国城市交通的主要构成是自行车交通，全国城市中的汽车不足 200 万辆，城市

交通的矛盾不突出，人们对城市交通的认识局限在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方面。七十年代末，西方国家

的城市交通工程、城市交通规划思想传入了我国，人们开始认识到城市交通丰富的内涵。针对当时

的城市交通状况，提出了一系列城市交通建设的指导思想，也开始对对城市交通的认识由单纯的道

路逐渐扩展到道路和交通流两个方面。轨道交通的认识才被人们所重视。1969 年建成的第一条地下

铁道线是北京地铁(北京站至苹果园)1#线,全长为 24.17ｋｍ。随后又修建了北京地铁 2#线(环线)的北

半环、复八线。继北京地铁之后,1984 年又修建了 7.4ｋｍ长的天津地铁,1989 年建成了上海地铁 1#

线,1998 年又建成了上海地铁 2#线,1998 年建成了广州地铁 1#线。1995 年 8 月《日本经济新闻》对

中国的地铁建设进行了评价和报道“中国的城市开始了交通革命”,“建国以来最大的地铁热”。尽

管我国的地铁建设在起步上较其他国家相对较晚,但是目前我国已经在修建和准备开工的地铁就有

20 多条,近期规划的就有 50 多条。 

2.3 现在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现状  

 现在近些年，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南

京、重庆、武汉、大连、长春十个城市已经开通运营的线路总长达 770 公里。上述十个城市加上正

在建设的沈阳、成都、杭州、西安、苏州共十五个城市在建线路总长达到 1100 公里。同时，还有青

岛、宁波、郑州、厦门、东莞、昆明、长沙、乌鲁木齐、南宁、济南、兰州、太原、福州、厦门、

合肥、无锡、贵阳、烟台、石家庄等城市正在进行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前期工作。 

按目前每年开工建设 100～120 公里线路的发展速度，到 2020 年我国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将

达到 2000～2500 公里规模。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特大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已经初步形成。北

京市在 2009 年地铁 4 号线开通运营以后，运营总里程将达到 230 公里，2010 年达到 300 公里，2015

年将形成三环、四横、五纵、七放射，总长 561 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届时，北京轨道交通每天的

运力将达到 1000 万至 1200 万人次。上海轨道交通目前开通运营的线路总长 230 公里。在建线路总

长 193 公里,到 2010 年将实现 400 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为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提供便捷的交通服

务。广州目前运营线路总长 116 公里，在建 129 公里，2010 年将达到 182 公里。 

而在奥运前夕北京新开通了地铁十号线、机场线和奥运支线，北京地铁新老线路成功地经受住

了奥运的考验，奥运会期间，观赛流、旅游流、通勤流，三股客流合一对奥运期间北京交通形成巨

大压力，8 月 8 日至 24 日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地铁全路网共运送乘客达 6813.54 万人次，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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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运交通顺畅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于 2008 年 12 月 26 日全面投入使

用，这标志着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进入网络化运营管理新时代。 

3.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建设 

3.1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总体思想 

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的建设，是一个城市建设史上最大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是．一个涉及面广、

综合性很强的系统工程。它的建设是城市发展中的百年大计，对城市的全局和发展模式都将产生深

远的影响。 

我国城市考虑修建轨道交通系统的历史还很短，大多是从 80 年代以来才开始进行策划。而我国

城市的总体规划在此之前是很少包含轨道交通网络规划的。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要与城市功能区划、城市用地开发及城市设计、城市环境生态保护等方面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我

国城市的轨道交通事业做到实事求是、健康循序地发展，并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很多城市对修建轨道交通项目的积极性很高，但往往缺乏考虑周到的、科学合理的轨道交

通网络规划；对现代化轨道交通的类型和特点认识也很不足，因而在选择轨道交通类型时主观片面。

其结果是使有的项目脱离本地区具体情况，选定建设标准过高，造成投资经费不断增加，以至资金

筹集极为困难；有的虽然外资贷款都已落实，但由于配套资金巨大而难以到位，造成项目建设很难

启动。这种现象如果长此下去将严重影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健康发展。 

3.2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与城市公交系统的和谐形成网络 

一般而言,轨道交通规划工作的核心内容是要充分实现路线选址与转乘配套两者的最优化,与现

有的公交系统在各个环节上达到最大限度的互相补充协调运作。 

3.2.1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涉及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是一项涉及面广泛复杂、需要许多专业协调配合的大型系统工程,必须与城市建设

发展中长期规划密切结合起来进行。作为城市规划的有机构成部分,轨道交通的规划与整个城市交通

的网络规划实为一体。一方面,早期建设的轨道线没有网络概念,只是从单一的线路来考虑建设规模,

基本没考虑将来与其他线路的换乘问题;另一方面,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的不成熟,关键性节点考虑

深度不够,以致于真正实施起来不可行。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将给后建的轨道线带来不必要的困难,

增加投资;另一方面很难实现资源共享,服务功能较差。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是一个城市的重点工程,是百年大计,投资巨大,事关每个市民。为此,要从城

市基本网络规划着手,结合城市的长远发展计划,借鉴国内外城市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邀请有资质、有

经验、了解情况的设计单位做出最合理、尽可能详细的城市轨道交通基本网络规划,来指导城市轨道

交通工程合理、有序的分步建设。各条线的建设都要着眼全局,合理考虑相邻线的换乘,并为后建的线

预留建设条件。甚至有些工程要一次性建成,以避免后期建设产生不必要的困难,承担额外的风险,给

城市环境和交通造成重复建设的影响。 

特别是一些枢纽尽可能同期建设,换乘功能可设计得更好,可减少对地面环境和交通的重复影响,

同期建设可实现空间、设备等资源充分共享利用,可避免给后建的线路带来不必要的难度,在一定程度

上可节省工程投资,可避免管线改移,地面交通、商业等重复设置的影响。不能同期建设的,先建的线

路对整个枢纽要综合考虑,整体设计,并为后建线路做合理的工程预留,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3.2.2  城市轨道网络的规划 

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专项规划，是宏观的控制性规划和指导性的实施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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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近远兼顾的长远性规划。因此，按规划年限可分为近期规划和远景规划。近期规划与当前城市

总体规划年限一致；远景规划无具体年限，按城市远景规划用地性质、范围及人口的发展规划为基

础条件，使网络规划既能适应和支持城市总体规划，同时又有适当超前性和滚动性，引导和推动总

体规划的实施，使两者相辅相成。轨道交通网络规划首先必须服从城市总体规划,与总体规划相协调;

同时,城市总体规划要对轨道交通网络规划给予足够重视,城市的土地规划、开发建设都要为轨道交通

的建设考虑预留条件; 

  轨道交通网络规划要切实符合城市基本情况,要有足够的深度,做到规划切实可行,尤其对重要的节

点枢纽要综合考虑,规划出较为详细具体的方案;网络规模 网络规模就是轨道交通线路总长度的宏观

控制，为的是寻求合理规模，防止盲目性；同时使方案在比较时具有同等量级的可比性。所以网络

合理规模分析是一个重要的质量控制点。 线网合理规模主要从"需求"与"可能"两方面分析。"需求"

是以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人口分布、出行强度和总量分析为基础，根据城市交通方式构成及其比例，

分析城市轨道交通需求的规模；同时以城市形态结构为基础，分析网络合理密度和服务水平需求的

规模。"可能"是从城市国民生产总值中提取一定比例建立专项建设资金，分析城市经济承受能力和

工程正常实施进度可能的规模。 

网络布局必须与城市用地布局相结合，与城市发展形态相一致。充分考虑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

的相互影响，处理好满足需求与引导发展的关系。线路走向应与城市主客流方向一致，应联接城市

主要客流发生吸引源。轨道交通作为城市交通的骨干，应与现有交通工具相配合，协调发展，以最

大限度地提高其使用效率。组建大型换乘中心，使之成为城市发展的副中心或新区开发的先导和依

托点。 与城市建设计划和旧城改造计划相结合，以保证轨道交通建设计划实施的可能性和连续性，

工程技术上的经济性和合理性。 与城市的地质、地貌和地形相联系，以降低轨道交通工程造价。有

条件的地方应尽量采用高架或地面形式。为减少占用土地、节省投资,在网络规划阶段就要考虑车辆

段、停车场、控制中心等的资源共享。 

3.2.3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中与其它交通衔接 

即将修建的项目中规划好。我国目前各大城市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轨道交通网络，为了充分发挥

轨道交通的能力，加强轨道交通与其它交通方式衔接体系的研究是今后重要的和关键性的方向。 

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之间的换乘地面公交的载客能力相对较小、人力成本高、准点率往往不高，

但与轨道交通相比，具有较大的弹性，更改线路和站点比较轻易，是为轨道交通提供接运最合适的

方式。公共汽车是我国城市目前最主要的公共交通方式。由于其载客量比私人交通工具大得多，对

公共汽车与轨道交通之间的换乘，需要在公共汽车的进入路线、停靠站台、换乘站内的行车路线以

及车辆的班次等方面予以充分重视。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及其它交通方式交汇衔接时，一定要有清

楚的线路信息，使换乘客流流向明确、通道畅通、换乘便捷无误。由轨道交通车站换乘地面公共汽

车的客流，应通过行人天桥或地道直接进入街道外的公共汽车站台，使人流与车流分别在不同的层

面上流动，互不干扰。所以，大型换乘枢纽站的建筑必须与其四周的道路、广场等进行以下综合设

计。 

公共汽车在道路边直接停靠，可利用地下通道与地铁车站相联系。 

公共汽车与轨道交通处于同一平面时，公共汽车停靠站和轨道交通车站的站台合用，并用地下

通道联系两个侧式站台，以确保有一个方向的换乘条件，不但方位好，而且步行距离短。 

轨道交通与公共汽车车站处于不同平面时，应通过某一路径，使公共汽车到达站和轨道交通的

出发站同处一侧站台;而公共汽车的出发站与轨道交通的到达站同处另一侧站台，使轨道交通与公共

汽车共用站台，两方向都有很好的换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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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忙的轨道交通车站，入站的公共汽车很多，采用沿线停靠法会因停靠站空间不足而造成拥

挤。为了解决以上问题，可采用路外多个站台换乘枢纽的方式。为避免人流进出站对车流的干扰，

每个站台均以地下通道与轨道交通车站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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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轨道交通规划设计管理探索 

林群  覃矞  宗传苓 

【摘  要】面对快速城市化、工业化、机动化的三重压力，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建立以轨道交通为

核心的一体化的综合客运交通体系已成为我国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轨道交通高速发展

给规划设计管理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轨道交通规划设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其次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轨道交通规划设计管理的对策；然后介绍了深圳市轨道交通规划设计

协同技术体系及其内容，并用于轨道交通规划设计的实践。 

【关键词】轨道交通  规划设计、管理对策 

1. 引言 

面对快速城市化、工业化、机动化的三重压力，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建立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

一体化的综合客运交通体系已成为我国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由于工程投资巨大、覆盖

专业多、技术复杂、涉及面广，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难度远远大于其它任何交通方式。尤其是进入

网络化发展阶段后，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不仅要综合考虑轨道交通与城市及交通系统的协调，还需考

虑网络化建设与运营的要求，并落实相关技术及管理要求。为适应网络化发展的需要，深圳市借助

轨道交通二期工程建设和三期工程规划的契机，在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体系和管理上进行了有益的探

索和尝试，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应轨道交通高速发展的规划设计管理体系。 

2. 轨道交通规划设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为应对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和机动化给城市交通带来的三重压力，我国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

规模大、速度快。轨道交通高速发展给规划设计管理带来了一系列的困难。 

2.1 政府协调管理力量投入不足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前期工作中与城市及交通系统的协调，需要政府在

投资、规划、建设及运营管理等各个方面进行行政及技术管理上的密切配合。由于建设任务重、技

术复杂，协调工作量成倍增加。而政府管理部门由于技术管理人员和前期研究经费不足，导致对前

期工作主导不足，无法进行全过程技术把关，协调管理力度难以跟上。 

2.2 缺乏统一协同的管理机制 

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涉及众多管理部门，由于尚未建立统一协同的管理机制和网络层面的技术协

调机制，各管理部门职责不清，在日常管理工作中显现出本位主义、各自为政、缺乏大局观等问题。

管理工作难以适应高速发展要求，工作质量、进度及效率等受到严重影响。 

2.3 轨道交通建设缺乏与城市及交通系统发展的协同 

轨道交通的优势不仅在于其交通功能的发挥和交通服务水平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可以带动城市

建设品质和建设力度的提高以及促进交通系统一体化的发展，这就需要全面考虑轨道交通建设与城

市及交通系统协调的问题。但由于尚未建立与城市规划协同的规划设计技术体系，以及轨道交通建

设计划安排缺乏与整个城市建设发展的协同，从而或造成重复建设，或影响轨道交通综合效益的发

挥。 

2.4 前期工作深度不够，质量难以保障 

由于政府协调管理力量和前期研究经费投入不足、缺乏统一协同的管理机制以及轨道交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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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与城市及交通系统发展的协同等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轨道交通前期工作深度不够，

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3. 轨道交通规划设计管理对策 

针对目前轨道交通规划设计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深圳市借助三期工程规划建设的契机，对

规划设计管理工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提出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管理对策。 

3.1 加强政府为主导，完善统筹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 

在轨道交通网络化建设及运营阶段，涉及不同部门、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工作量非常大，只

有充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才能使轨道交通网络化建设达到应有的高度。因此轨

道交通前期研究工作必须贯彻―以政府为主导‖的总体思路，并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明确各部门职责，

实现政府从前期规划方案、可研直至初步设计阶段的全面主导和控制。 

例如，深圳市为适应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需要，建立了多元投资体制下的一体化的轨道交通投资

建设运营管理模式(见图 1)。 

由相关职能部门、各区政府和建设主体成立

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统筹全市轨道交通规划设

计、投资融资、建设、运营、监管等所有方面的

工作。指挥部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联络及协调

工作。职能部门和各区政府按照职能分工和属地

原则承担相应工作，建设主体单位下设轨道交通

项目建设管理公司和运营管理公司，分别负责轨

道交通的投资建设和建成后的运营管理。 

3.2 建立完善的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协同技术体系 

深圳市根据多元投资主体下政府和建设主

体的管理职责，建立如图 2 所示的三层次轨道交

通规划设计协同技术体系，分阶段、分专业系统

研究轨道交通相关问题，指导轨道交通工程设计

与建设。 

3.2.1  与城市规划体系协同层次 

采取不同层次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层

次体系紧密协调，充分实现 TOD 发展理念，并

宏观指导各层次工程设计： 

宏观层面协调：以轨道交通发展规划与城市

总体规划协调，协调线网及综合枢纽布局与城市

发展策略、空间结构布局的关系。 

中观层面调整：以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或综合

发展规划)与分区组团规划协调，调整优化轨道交通沿线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落实轨道交通选线与

用地形态与交通走廊的结合。 

微观层面结合：以线路和综合枢纽详细规划与法定图则、详细蓝图、城市设计协调，落实站位、

 
图 1  深圳市轨道交通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模式 

 
图 2  深圳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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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布局与站点周边用地及交通设施的结合。 

3.2.2  轨道交通网络化研究的层次 

从网络化角度考虑轨道交通的规划、计划、建设及运营，实现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的系统性、

协调性以及轨道交通资源利用的集约化、规范化，并对发展规划和建设规划进行调整完善，为各层

次工程设计提供宏观指导。 

3.2.3  与工程设计体系协同的层次 

采取不同层次的交通设计与工程设计层次体系紧密协调，以充分落实规划意图，并为城市规划

管理工作和项目报批报建工作提供服务： 

工可层次协调：以规划方案落地研究与工程可行性研究协调，落实规划意图，结合工程因素完

善规划方案。 

初步设计层次协调：以车站交通设计与工程初步设计协调，协调轨道交通地面设施与周边建筑

及道路设施的关系，落实交通接驳设施的布局方案。 

施工图层次协调：以交通疏解设计和接驳设施工程设计与施工图设计协调，缓解施工期间道路

交通的压力，落实交通一体化方案。 

3.3 加强本地技术支持力量，全过程技术跟踪服务 

北京、上海、广州的实际经验证明，本地技术力量雄厚的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咨询机构，能够在

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总体技术把关作用，成为本地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深圳市针对目前政府部门技术力量不足以及工作重点不同，难以进行全过程的技术协调与把关，以

及全国范围内轨道交通技术人员严重不足的实际情况，扶持和培养一支有责任心、立足本地的中立

规划设计咨询机构，并明确为技术总体协调单位，站在政府和全市的角度研究技术问题，从前期规

划直至初步设计阶段协助政府进行全过程的技术跟踪、协调和审查，确保轨道交通工程的建设质量，

使工程建成后达到较理想水平，实现轨道交通在较长时间内健康、持续发展。 

3.4 统筹前期研究与工程设计费用，确保前期工作质量 

由于工程前期研究工作是决定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成败最为关键的阶段，需要大量的战略型、智

力型的高级专家参与，必须对工程前期研究工作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在工作机制、取费标准等方面

需采取一些创新做法，以确保前期研究工作的质量。深圳市为提高设计单位参与轨道交通前期工作

的积极性，统筹考虑前期研究工作阶段与设计阶段的分工与费用分配，采取前期研究工作与工程设

计同时兼顾的方式，调动各专业设计机构的积极性。 

4. 与管理工作协同的规划设计内容 

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协同技术体系中各层次规划设计的组织部门、目的作用以及主要工作内容如

图 3 所示。 

4.1 轨道交通发展规划 

包括国家铁路、城际轨道以及城市轨道的发展规划。主要目的是支持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

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和公共交通总体规划，促进城市总体发展目标以及综合交通发展目标的实

现。主要任务是制订轨道交通的发展目标和策略，协调城市空间结构与轨道交通线网架构，确定轨

道交通线网的功能、结构、布局、规模及组成，提出轨道交通系统设施用地规划、综合发展要求以

及分期实施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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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轨道交通规划设计管理主要内容 

4.2 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 

建设规划是轨道交通近期实施的控制性和依据性规划。主要目的是上报国家立项提供依据，为

开展线路可行性研究提供规划条件。主要任务是在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明确近期建设线路的规模、

布局、运量等级、结构层次、制式、走向、速度目标、运营模式、工程筹划以及建设资金来源等主

要问题。 

4.3 轨道交通网络化研究 

网络化研究主要目的是确保轨道交通建设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实现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的要求

以及资源利用的集约化、运营管理的规模化和规范化，落实城市交通一体化的发展目标，促进轨道

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网络化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网络化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如网络化发展战略研究、网络化投融资政策研究、网络化人才战

略研究、网络节能措施与综合政策研究，网络化建设运营相关政策性文件制定等。 

网络互连互通和资源共享研究，如线网、通信及信号系统互连互通，车辆及机电设备系统资源

共享，车辆基地、主变电所与控制中心资源共享及用地控制等方面的研究。 

网络化建设标准体系研究，如网络化建设标准研究，工程建设指导文件、工程建设招标通用技

术文件和工程建设通用图及标准图编制等。 

网络化运营管理研究，如网络运营模式及交通一体化研究，票务系统一体化研究，网络化运营

与安全管理研究，网络化建设成效综合评估等内容。 

网络化业务管理系统研究，如网络化建设管理研究，网络运营协调及应急指挥系统研究以及网

络维护系统、信息系统、资产管理系统、物流管理系统等的研究。 

4.4 轨道交通线路及枢纽详细规划 

主要目的是落实 TOD 及交通一体化发展理念，协调轨道交通与城市及综合交通发展的关系，为

规划管理及用地控制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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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详细规划主要任务是进行线路、车站和车场布局规划，分析线站位和车场与土地利用协调

关系并提出必要的调整建议，进行换乘及接驳规划。 

综合枢纽详细规划主要任务是进行枢纽内部、出入、接驳与换乘交通分析，确定各项交通设施

设计指标、空间布局以及交通组织方案，对周边地区道路交通网络提出改善建议。 

4.5 工可阶段规划方案落地研究 

主要目的是落实政府规划意图，结合工程因素完善规划方案。主要包括功能定位分析、线路客

流预测、线路技术标准分析、运营组织方案、线站位方案优化及车辆基地规划、车站规模研究及换

乘方案设计等研究内容。 

4.6 初步设计阶段车站交通设计 

主要目的是协调轨道交通与周边建筑及道路交通设施的关系，落实交通接驳设施布局方案。主

要包括车站客流分析，车站内部交通组织设计，车站出入口、风亭等设施布局，交通接驳换乘设施

规划设计以及初步设计技术审查等研究内容。 

4.7 施工疏解及交通接驳设施工程设计 

主要目的是缓解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压力，落实交通一体化方案。主要包括施工期间交通影响评

估、交通网络疏解方案、工点交通疏解方案以及交通接驳设施设计等研究内容。 

5. 结语 

述轨道交通规划设计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轨道交通的规划设计、计划和投融资

安排、建设和运营管理等方面突破条条框框，改进工作机制，才能落实到实处。深圳市上述规划设

计管理对策经验不仅指导了深圳市轨道交通二期工程的建设，并将在深圳市轨道交通三期工程规划

设计实践中进一步加以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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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轨道交通与城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规划研究 

——以广州市为例 

贺崇明 徐士伟 吴家友 

【摘  要】本文在总结国际大都市城际轨道交通与城市轨道交通衔接经验的基础上，以广州市域的

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为例，提出了城际轨道交通与城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规

划方案及需要注意的问题，供类似城市参考借鉴。 

【关键词】城际轨道，城市轨道，一体化，规划 

1. 引言 

目前国内大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正在大力推进，同时城际轨道交通的建设也已拉开序幕。国内

城市城际轨道交通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与国外城市有着明显的不同。国外城市通常先是城际

轨道和市郊轨道蓬勃发展，再由地铁提供城市中心区的轨道服务，由于两个系统的独立发展，导致

在后期的运营成本和使用上的诸多不便，因此在国内城际轨道的发展初期，做好城市轨道与城际轨

道的一体化规划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广州市为配合 2020 年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开展了新一轮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与此

同时，珠江三角洲地区城际轨道交通规划也在同步开展之中。广州市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过

程中，积极做好与城际轨道交通规划的互动，以区域一体化为着眼点，对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轨道

交通进行了一体化研究。 

2. 国外经验借鉴 

从国际经验看，城际轨道交通与城市轨道交通的对接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城际轨道交

通引入中心城区设终点站，与城市轨道交通换乘；第二种——城际轨道或市郊铁路穿越中心城区与

城市轨道交通换乘；第三种——城际轨道交通穿越市中心，与城市轨道交通共线，形成多个串联的

换乘枢纽。 

2.1 城际轨道交通引入中心区设终点站 

纽约城际轨道交通引入中心区轨道交通枢纽，并作为终点站，如曼哈顿地区的中央火车站（Grand 

Central）和时代广场站（Time Sq）两大枢纽，两换乘枢纽均可与 4 条地铁换乘。这种模式较好地处

理了城际轨道交通走廊与城市轨道交通走廊的关系，避免了两者相互冲突的局面，同时为出行者提

供了便捷的换乘，换乘指示清晰，换乘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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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纽约城际轨道交通总图 图 2 纽约城际轨道接入中心区示意图 

2.2 城际轨道交通穿越中心区设换乘站 

巴黎城际轨道交通中 5 条 RER 线是典型的穿越市中心与城市轨道交通换乘的模式， 5 条 RER

线完全穿越市中心，通过沿线数个大型枢纽，与城市轨道交通换乘，缓解了单独依赖大型枢纽换乘

的局面，通勤者进入市区后，可能需换乘地铁到达目的地，服务范围较小。而巴黎的 8 条市郊列车

则采用了在换乘的衔接模式，市郊列车分别接入中心区外围的 6 个火车站，其中有 4 个为大型枢纽。 

  

图 3 巴黎 RER 接入中心区示意图 图 4 巴黎市郊列车接入中心区示意图 

2.3 城际轨道交通与城市轨道共线穿越中心区 

东京城际轨道交通引入中心区与城市轨道交通（如山手线）共线，设多个换乘站，形成环状换

乘枢纽，各换乘站周边形成城市副中心，如东京山手环线串接了东京、池袋、新宿等城市副中心，

山手线的 29 个车站当中，有 24 个是除 JR 路线外其它路线的转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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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京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示意图 图 6 东京山手环线与城际线共线示意图 

3. 规划策略 

3.1 需要注意的问题 

城际轨道与城市交通的衔接需要处理好 3 个问题：（1）城际轨道接入点的选择问题；（2）城

际轨道交通走廊与城市轨道交通走廊的关系；（3）城际轨道交通走廊与既有铁路走廊的关系。 

3.2 规划策略 

明确线网分层体系，实现轨道交通合理分工 

在我国，国铁、城际轨道、城市轨道三大系统应紧密结合、合理分工。国铁网主要承担省际或

中长途客运出行，城际化改造后，兼容部分城际轨道交通功能；城际轨道交通线网主要承担省内城

市间或中短途直达、快速出行，城际轨道交通既是铁路干线服务的补充和完善，又是城市轨道交通

服务的延伸和提高；城市轨道交通主要承担城市内客运出行功能，市域快线可适当延伸至周边城市，

兼容一定城际交通功能。 

充分利用既有轨道交通走廊，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源 

新规划的城际轨道线应尽可能利用既有或规划轨道交通走廊，实现土地资源利用的集约化。广

州市域内的武广、广深港、贵广、南广等客运专线通车后，原有铁路运力将出现一定富余，应充分

利用既有铁路运能富余，开行城际轨道交通。 

城际轨道应衔接主要对外客运枢纽，实现各层次线网无缝衔接 

城际轨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的衔接换乘站点应结合城市客运交通枢纽（机场、火车站、公路客运

站和客运港等）布局进行规划。城际轨道交通在进入市区时，宜充分研究城市客运交通枢纽的性质、

功能、布局等因素，将相应服务性质、功能的线路引入到对应的枢纽，并建立多种交通方式的联运，

促进城市交通的一体化发展。 

4. 一体化规划方案 

4.1 规划目标 

进一步增强广州市中心城市地位，促进珠三角地区同城化发展，实现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与珠

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的无缝衔接，积极构建以广州为中心、多层次、一体化城际轨道交通线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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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与珠江三角洲城市中心区 1 小时直达。 

4.2 规划方案 

4.2.1  城际轨道规划方案 

规划经过广州的城际线路共 11 条，线网总长约

2000km，其中广州境内里程约 320km。具体包括：

①珠江东岸通道：广惠城际、广莞惠城际、穗莞深城

际、中南莞城际；②珠江西岸通道：广佛环线、广佛

肇城际、广佛江珠城际、广佛城际、广珠城际、肇顺

南城际和中南莞城际；③粤北方向：广清城际。 

4.2.2  城市轨道规划方案 

建立“环+放射”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线网由 20 条线组成，总里程 817 公里。其中环线长 42km，

设站 32 座，串接了火车站、火车东站、琶洲等轨道交通枢纽，可与广佛线、广清线、广莞惠、广佛

肇线、广佛江珠等 5 条城际轨道直接换乘，基本实现了城际轨道与城市轨道的良好对接。 

在城际轨道与城市轨道的协

调规划中，为满足两者良好衔接

的需要，对原规划部分城市轨道

线进行了相应调整，包括线路延

伸、局部改线和部分功能重复线

路的取消。同时，为提高城际轨

道的实施性，对城际轨道与城市

轨道冲突走廊，也根据客流特征

进行了优化和调整。 

4.2.3  衔接点规划 

城际轨道交通原则上应进入

城市中心区，并与城市大型交通

枢纽换乘，满足交通接驳和一体

化发展要求。本次规划提出了城

际轨道与城市轨道的 9 处换乘枢

纽，其中城市轨道环线上有 3座：

火车站、火车东站和琶洲，外围

枢纽 6 座，北部有白云机场、广

州北站，南部有新客站和南沙客

运港，西部有窖口，东部有新塘，

实现了公路、铁路和航空的良好

衔接。 

5. 结语 

城际轨道和城市轨道由于服务对象、功能定位、技术标准等的不同，需要在规划阶段统筹考虑，

而网络的一体化规划将直接关系到后期的一体化票务、运营、维护等环节。城际轨道和城市轨道实

 
图 7 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规划示意图 

图 8 城际轨道与城市轨道一体化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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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主体往往不同，协调难度也比较大，但一体化发展将是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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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动态交通数据的城市轨道客流模型改进方法 

——以深圳市为例 

段仲渊  李锋  彭坷珂 

【摘  要】交通模型是交通规划、设计、研究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传统的基于居民出行抽样调查标

定的基年交通模型受调查数据质量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结合智能交通采集的动态交通数据中

改进交通模型重要方向。本文结合深圳市城交通仿真系统一期工程建设及应用，探讨基于动态交通

数据下的城市交通模型改进方法。 

【关键词】公交信息平台，动态交通数据，轨道客流模型 

1. 传统轨道客流模型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传统居民出行调查数据质量 

受调查经费、人力资源约束，居民出行抽样调查抽样率一般为 1.0%~5%，样本的选取一般采用

整体等距抽样。从统计学来看，抽样率可以满足整体特征统计要求。但对于特定群体特征的统计分

析，其抽样率可能比较低，不能满足统计精度要求。如深圳市 2005 年开展的居民出行调查中，特区

实际抽样率为 2.4%，特区外为 1.0%，但统计到的轨道乘客出行抽样率为 0.6%，即在整体均衡抽样

调查的情况下，并不能保证特定群体的抽样率达到同等精度要求，除非就特定群体提出特殊要求。 

居民出行抽样调查一般采用调查员入户问询，调查员素质及被调查者的配合程度对调查质量影

响很大。根据国内外及深圳实际调查统计结果，漏报出行的情况相对比较严重，漏报率一般在 30%

左右，漏报的出行主要为非通勤出行。这也是居民出行抽样调查统计的客运出行时变曲线高峰系数

偏高，与境界线调查的客运时变曲线不一致的主要原因。 

居民出行抽样调查的数据整理、录入、检查、统计、分析及模型标定一般需要 2 年左右的工作

时间，在快速城市化和机动化的国内城市，特别是沿海快速发展中的城市，所标定的基年模型往往

不能有效反映现状的交通需求及其特征。同时，对于每 5 年开展一次居民出行抽样调查的国内特大

城市，调查结果的时效性受到较大影响，资源存在较大的浪费。 

下表 1~3 分别是深圳市 2005 年居民出行抽样调查的轨道客流分布、轨道沿线公交（含轨道）客

流分布以及轨道实际运营的客流区段分布概况。受轨道客流抽样率低的影响，其客流分布与真实值

相差较大，而沿线公交（含轨道）客运分布则与轨道客运分布的真实值非常接近。 

表 1  2005 年深圳市居民出行抽样调查轨道区段客流分布 

 岗厦以东 岗厦以西 合计 

岗厦以东 28.5% 26.9% 55.4% 

岗厦以西 28.5% 16.1% 44.6% 

合计 57.0% 43.0% 100.0% 

表 2  2005年深圳市居民出行抽样调查轨道沿线公交（含轨道）客流分布 

 岗厦以东 岗厦以西 合计 

岗厦以东 46.7% 20.1% 66.9% 

岗厦以西 19.7% 13.4% 33.1% 

合计 66.4% 33.6%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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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5年深圳市实际轨道客流区段分布 

 岗厦以东 岗厦以西 小计 

岗厦以东 46.6% 23.9% 70.5% 

岗厦以西 23.6% 5.8% 29.5% 

小计 70.2% 29.8% 100.0% 

1.2 现状轨道客流模型校核方法 

轨道客流模型是客运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内外轨道客流模型技术构架来看，一般有两种

方法构建轨道客流模型，一种是在宏观综合交通规划模型中的方式划分模型中，通过概率选择模型

计算各种交通方式的需求量（轨道交通方式作为公共交通的一部分），并通过对公交的网络流量分

配得到轨道网络的流量（轨道客运量是在客流分配模块中按客流选择路径来区分）；另外一种方法

是在宏观综合交通规划模型中只做主方式划分，轨道方式作为公交方式的一种特定方式包含于公交

主方式中，并通过轨道交通规划模型的子方式划分将轨道客运需求从公交主方式中分离开，再进行

网络客流分配。比较常见的技术构架是基于综合交通规划模型主方式划分之上的轨道交通规划模型。 

基于轨道交通规划模型的轨道客流校核方法主要在轨道交通规划模型中完成，在综合交通规划

模型主要是将轨道客运需求作为公共交通客运需求的一部分对整体公交需求进行校核。 

受数据质量的影响，传统模型在详细技术处理流程及校核内容上往往难以精细化。目前国内轨

道交通规划模型的校核主要是根据境界线观测值、各站上下客量、客运总量作为校核依据，且采用

的公交子方式划分模型无法满足站点接驳客流的分布校核。 

1.3 基于动态数据的轨道模型改进 

交通模型是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过程中定量分析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其主要核心思想是

根据基年的交通特征参数与变化趋势来确定末年的交通需求与特征。一般地，交通模型特征参数与

变化趋势是基于历年居民出行抽样调查或综合交通调查资料获取。受居民出行抽样调查规模和调查

质量的限制，传统的基年交通模型标定方法的科学性、合理性与适应性值得检讨，特别是对于正处

于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阶段的国内城市。随着城市智能交通及动态信息采取的技术的推广应用，以

动态数据为基础而标定、校核基年模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通过公用信息平台的详细轨道客流票务

信息、公交刷卡信息，可以从轨道客量分布、公交接驳比重等方面对模型进行改造与深度校核，提

高基年模型的准确性。深圳市于 2005 年开始城市交通仿真系统一期工程，并就动态交通数据来改进

轨道模型作了有益的探索。 

2. 动态交通数据的交通模型改进方向 

2.1 动态交通数据质量优势 

动态交通数据的自动采集是智能交通公用信息平台的重点建设内容之一。相对于传统的人工调

查方法，自动采集数据具有采样率高、持续性长、偶然误差小、信息格式统一等优点，同时通过平

台功能定制，数据处理、分析的自动化程度高，可大大缩短数据统计周期，提高数据的利用率，因

此国内外越来越重视动态交通数据对交通规划、研究的应用价值。 

目前国内外常见的采集的动态交通信息有：浮动车信息、定点流量信息、常规公交乘客刷卡信

息、轨道乘客票务信息等。 

作为深圳市智能交通核心工程的深圳市城市交通仿真系统在一期工程中就深圳特区范围内的动

态交通信息采集作了有益的尝试与应用，采集内容包括：5000 辆出租车的 FCD 信息、76 套定点流

量采集以及定期的地铁乘客刷卡信息和深圳通乘客刷卡信息。其中 5000 辆出租车车速每 5 分钟内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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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特区 80%以上的道路，67套定点流量采集覆盖特区境界线及二线关主要路段以中心城区重要路段，

特区公交乘客刷卡率超过 70%，地铁乘客信息采集率达到 100%。其信息采集率、采集持续时间、数

据可靠性远远高于传统的人工调查方法。 

2.2 基于动态交通数据的交通模型改进方向 

根据目前常见动态交通数据采集内容，交通模型改进方向包括： 

基于 GPS 的浮动车车速，可以按不同片区、不同等级的道路来提高模型中对应车速拟合精度。 

基于定点采集数据及补充境界线车种和客运实载率调查，利用 OD 反推，可以定期调校跟踪城

市的客运出行形态及变化规律。 

利用出租车 FCD 数据，可以有效跟踪城市出租车客运，特别是重要枢纽的出租车客运分布形态

与变化趋势。 

结合 GIS 技术，严格划分轨道沿线各站的交通小区，并精确计算轨道站点影响区的现状及规划

人口与岗位，克服传统轨道沿线交通小区细分方法对站点客流的影响。 

根据公交刷卡记录，结合公交 GPS 数据，以及轨道乘客票务信息，推算各站点的公交接驳比重

以及公交、轨道客流分布，从而校核模型中的接驳换乘比重、公交及轨道客流分布等，克服以住仅

校核轨道站点上下客流量和断面量的作法，提高模型的客运分布精度。 

通过对轨道客流的持继跟踪与模型拟合，可以研究轨道客流增长规律及不同因素对轨道客流的

影响幅度，改善模型相关参数的敏感度。 

模型预测的核心在基年模型的基础上通过规划前景的改变来测试未来，模型的参数一般不变。

对于快速发展中的城市，有必要根据历史交通形态发展变化规律，研究模型参数自身的变化规律，

如出行率、方式转移曲线参数、分布时间分布曲线参数等，以提高模型对未来适应性形态。 

3. 轨道客流模型改进方法示例 

3.1 深圳市轨道客流预测模型 

为配合深圳市综合交通与轨道交通规划，1999 年建立了基于 EMME/2 的 CTS/RDS 模型：CTS

模型是策略性的综合交通模型（CTS），用于全市整体的交通需求预测，包括出行的总量、分布，

道路的流量等等。RDS 模型是轨道公交发展模型（RDS），用于研究公交客流的情况，如各公交线

路的客流量，公交方式的选择（使用地铁还是使用普通巴士）等。 

深圳市 CTS/RDS 模型为典型的四阶段模型，2005 年根据居民出行抽样调查和扩样后的结果对

模型进行了重新标定。在随后的仿真一期建设以及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新型城市轨道交

通技术”课题二“城市综合交通与轨道交通规划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的研究过程中，结合动态交

通信息，对模型进行了技术改造并进行了重新标定。 

3.2 基于动态交通数据的轨道客流模型改进示例 

结合深圳市动态信息采集系统，对轨道客流模型的改进主要有： 

轨道站小区划分：在进行轨道客流测试时，为了提高站点上下客流预试精度，通常对 CTS 模型

的交通小区（图 1 中的“CTS 小区边界”）进行细分，细分后的 RDS 小区如图 1“原 RDS 小区边

界”所示。实践证明，传统的交通小区细分方法可以提高轨道站点的客流测试精度，但小区连接线

自由度对轨道客流仍存在较大的影响。深圳市利用公用信息平台 GIS 功能以及详细的土地利用信息，

提出基于轨道站步行范围的轨道站小区划分方法（图 1 中的“轨道站影响区”），其主要优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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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站影响区域定义的一致性：有效克服了轨道沿线小区划分大小对轨道站影响人口与岗位计

算范围的不一致性； 

轨道站步行接驳距离定义的一致性：通过对轨道站小区步行距离的一致性定义，可有效克服了

传统方法沿线交通小区轨道步行接驳距离定义的随机性； 

轨道站影响区出行特征统计与校核：通过对轨道站影响区严格的定义，可统计轨道站有效步行

范围内客运出行的各项特征指标，并与实际轨道客流进行印证，并可以为轨道客流预测结果提供更

多的论据； 

有效反映轨道站周边用地开发调整对客流结果的影响：可结合轨道沿线土地利用详规方便地调

整各轨道站的规划人口、岗位，并反映到客流测试结果中。并能方便地进行土地利用开发进程对客

流的敏感性测试分析。 

 

图 1  交通小区划分改进示意图 

基于轨道站小区的公交子方式划分模型：在传统的公交子方式划分模型中，通过不同公交方式

的综合费用差函数来计算出行方式的概率，实际测试表明，受公交线路与公交车速的影响，计算的

各站上下客流量及公交换乘比重与真实值相比较离散性较大，表明综合费用函数并不能真实反映居

民出行行为选择的真实意愿。深圳市结合轨站小区划分方法，提出三类不同分布状况下的公交子方

式划分曲线模型（图 2 所示），并与既有分段模型相结合，从而有效改善模型拟合精度。 

 
图 2  公交出行分类示意图 

深圳市轨道站影响区之间及与非影响区之间的轨道方式选择概率如图 3、图 4 所示，其中轨道

乘距按<5、5~10、10~15、>15 四种距离进行分段拟合。图中横坐标为常规公交与轨道的综合费用差

（分钟），纵坐标为选择轨道方式的概率。 

轨道影响区

非轨道步行
覆盖区

非轨道步行
覆盖区

轨道影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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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轨道站影响区之间轨道方式选择概率 

 

图 4  轨道站影响区与非影响区之间轨道方式选择概率 

可以看出，不同区域的公交出行在综合费用差相同的情况下选择轨道的概率差异很大，而传统

公交子方式划分模型很难加以区分。 

对轨道客流分布与公交接驳方式的校核：传统的轨道客流模型校核主要侧重于轨道客运总量及

各站上下客量。基于公用信息平台的轨道乘客票务和公交一卡通信息，可以获得准确的轨道客流分

布以及高采样集的公交换乘信息，从而在总客运量及各站点上下客量校核的基础上，结合改进的公

交子方式划分模型，从分布及公交接驳方式上对轨道客运状态进行深度校核。 

表 4  深圳市地铁 1 号线现状客流区段分布拟合 

 岗厦以东 岗厦以西 小计 

岗厦以东 42.5%(41.5%) 24.2%(24.4%) 66.7%(65.9%) 

岗厦以西 24.0%(24.6%) 9.3%(9.5%) 33.3%(34.1%) 

小计 66.5%(66.1%) 33.5%(33.9%) 100% 

注：括号中值为深圳市地铁 1 号线真实值客流分布比重。 

表 5  深圳市地铁 1 号线影响区内外现状客运比重拟合 

 模型值 真实值 差值 

影响区内 78.0% 82.60% -4.62% 

影响区内外间 20.5% 16.10% 4.43% 

影响区外 1.5% 1.30% 0.18% 

小计 100% 100% -- 

对轨道站上下客量及轨道客运总量的校核：在对传统轨道客流模型改进的基础上，对轨道各站

点上下客量及轨道客运总量进行校核，以保障模型基本的拟合精度要求。图 5、表 6 是深圳市 1 号

线各站工作日上下客量及轨道总量拟合结果。总量拟合精度较高，误差仅 1.4%，站点的拟合结果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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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城东站外，误差均在 20%以内。 

 

图 5  深圳市地铁 1 号线工作日现状各站上下客量拟合 

表 6  深圳市地铁 1 号线工作日现状各站上下客量及总量拟合 

序

号 
站名 

上下客量（人次/日） 

模型值 真实值 相对误差 

1 罗湖站 77936 69980 11% 

2 国贸站 44757 44938 0% 

3 老街站 77059 72185 7% 

4 大剧院站 47948 56809 -16% 

5 科学馆站 50059 47682 5% 

6 华强路站 84678 85257 -1% 

7 岗厦站 55455 51296 8% 

8 会展中心站 43236 40429 7% 

9 购物公园站 29959 27913 7% 

10 香密湖站 14725 12227 20% 

11 车公庙站 34597 32049 8% 

12 竹子林站 16091 17560 -8% 

13 侨城东站 14014 11325 24% 

14 华侨城站 10995 10543 4% 

15 世界之窗站 56346 68680 -18% 

合计 657855 648872 1.4% 

4. 结语 

动态交通数据对交通规划、研究以及模型改善的作用正日益受到重视。深圳市以城市交通仿真

系统建设为契机，开始研究基于动态信息的交通规划决策支持应用，并就动态信息对交通模型的改

善进行研究，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深圳市将在交通仿真系统续建工程中继续加强动态信息对交

通规划决策支持以及模型改进相关研究，同时建议国内有条件的城市共同努力，推动动态交通信息

在交通规划方面的应用，提高交通规划、决策支持的技术水平，改善交通模型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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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莞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方法研究 

高德辉 

【摘  要】作为连绵城市群中的一个城市，东莞在社会经济和城市空间结构上都有其自身的特点，

规划建设的市域轨道交通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也与市区轨道交通不同，其轨道交通客流预测应该在传

统的“四阶段法”基础上，分析研究人口就业和城市间客流对东莞轨道交通客流的影响问题。 

【关键词】市域轨道交通，客流预测 

1. 东莞客流预测的基本思路 

东莞市域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是在对东莞市社会经济各项指标预测的基础上，采用“四阶段法”

对交通需求进行预测。通过居民（家庭户人口、集体户人口、流动人口）的出行调查，掌握现状全

方式的出行分布。在分析东莞市土地利用变化、交通发展政策及相关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预测各特

征年的交通出行分布，然后通过交通方式划分模型研究，得到公共交通（含地铁和常规公共交通）

的 OD，通过合作竞争分配模型进行分配，得到预测的轨道客流。在客流分配阶段，公交分配模型

综合考虑了各类因素对出行路径选择的影响。最后，对轨道客流预测指标和客流敏感性进行了分析。 

客流预测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图 1  东莞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技术路线图 
 

《东莞市总体规划
（2004-2020）》 

①人口指标及小区划分
的设定 
根据调查及规划设定各
特征年各小区的常住人
口、暂住人口、就业等
相关指标 

《东莞市域轨道交通
近期工程沿线土地利
用研究》 

东莞市 2001 年居民出
行调查及东莞市 2005
年居民出行补充调查 

②发生、吸引交通量的预测 
交叉分类法：根据分目的、
各种土地利用类型、人口数
量及类型及不同的产生吸引
率，推算各个小区的产生吸
引量 

重要站点的土地利用
及交通枢纽的校核和
分析 

东莞市城市交通整体
研究（2001-2015） 
东莞市 2005 年居民出
行补充调查 

③交通分布的预测 
运用重力模型建立相应的交
通分布模型，根据居民出行
调查结果进行标定和对比验
证 

东莞市城市交通发展
战略及政策 
东莞市常规公交规划 
东莞市轨道交通规划 
轨道交通使用意愿调
查 

在相关规划基础上建
立各特征年常规公交
线网及轨道交通模型 

⑤获得各特征年公交需求矩

阵 

④交通方式划分预测 
采用宏观分析与微观模型相
结合的方法建立方式划分模
型，评估公交与个体交通方
式之间的竞争及出行方式的
选择 

⑥轨道与常规公交竞争与合
作分配 
根据需求矩阵、网络模型及标
定参数进行各特征年的公交
交通分配 

⑦分配交通量的预测结果 
获得轨道线网相关客流指标 

城市交通发展政策的
导向及重要影响因素
的分析：如摩托车政策
的影响、私家车的普
及、交通拥堵等 

轨道交通费用支付意
愿调查时间价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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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东莞市轨道交通较其他城市的轨道交通有其独特性。首先是东莞城市空间

结构不同于国内已有轨道交通的传统强中心城市，东莞轨道交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市域范围各镇之

间的沟通以及跨区域客流的快速运输，不同于其他城市轨道交通具有明显的服务于主城区或与主城

联系的特点。其次是东莞市轨道交通线网是在珠三角这一城市绵延区建立的市级轨道交通网络，在

珠三角协调规划下将与邻近城市轨道网以及城际客运专线衔接，因此它的服务对象并不存在由行政

边界划定的明显界限。第三点是东莞市人口结构上具有外来人口远高于户籍人口的特性，并由此造

成东莞市交通出行特性上与普通城市的差异性。上述特点决定了东莞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需要在传

统的“四阶段法”基础上，分析东莞市人口就业特点、城市空间结构与轨道交通定位等问题对轨道

交通客流产生的影响。 

1.1 人口与就业岗位 

人口与就业的规模及分布预测是预测轨道客流量与分布的重要前提条件。2004 年全市总人口为

648.92 万人，其中户籍人口为 161.97 万人，暂住人口为 486.95 万人，暂住人口占总人口的 75.04％。

经过分析，东莞市现状人口与就业岗位有如下特点： 

现状人口特点 

人口数量的变化特征 

外来人口在东莞市的快速集聚是城市人口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外来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

1991 年的 37.6%增加到 2004 年的 75%（2000 年后这一比例基本稳定在 74%的水平）。而人口的居

住类型与城市交通需求有很大的关系，在交通方式的选择上也有不同的特点。 

人口结构特征 

暂住人口中可进一步分为暂住家庭户和暂住集体户，其中前者接近常住家庭的出行特征，对交

通有潜在的要求；而后者不仅居住条件较差，而且出行较少。另外，人口年龄结构较轻，劳动适龄

人口的比例很大，2003年东莞市按总人口计算的就业率为 91.64%，其中外来人口的就业率为 98.25%，

户籍人口的就业率为 73.32%。劳动人口比例大决定了上下班出行是构成居民出行的主要组成部分。 

人口分布 

中心城区人口总量少，城市首位度低，东莞由于其靠近香港特殊的区位优势而迅速发展，从空

间上看，人口主要集中在沿老 107 国道和莞樟路分布的镇，人口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 

规划总人口 

根据过去 15 年中东莞市就业率的变化，随着外来人口的本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和人口老龄化问

题的日益显现，同时参考深圳市就业率的现状，未来东莞市的就业率将比现在有所降低。预计 2010

年人口规模为 800 万人左右，就业人口为 650 万人左右；2020 年人口规模将达到 1000 万人左右，

就业人口为 650 万人左右；2020 年后，人口规模的变化趋缓，基本保持总量的动态平衡，到 2030

年，人口规模在 1000～1200 万人之间浮动，就业人口为 600～700 万人左右（就业率为 60%～65%）。 

随着东莞市经济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暂住集体户人口在暂住人口中的比例将

逐年下降，其总量增长缓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暂住人口中家庭户与集体户的出行率有明显不同，

随着家庭户人口的增加，出行总量的变化较大，这将对城市轨道交通客流产生很大的影响。 

近期轨道工程沿线的人口与就业 

从交通需求预测技术来看，轨道交通的客流主要由转移和诱增两部分构成。诱增客流是由于轨

道交通的建设使得沿线产生新建项目从而产生的交通需求。本次研究中诱增交通量部分主要根据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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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轨道沿线土地利用规划。 

本次沿线土地利用规划是在轨道交通直接吸引范围轨道沿线两侧 500 米走廊基础上，对轨道影

响的区域及人口进行评估，预测轨道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对沿线腹地土地利用现状、建筑状况进行

调研，以车站 500 米腹地为基本单位，进行土地利用、人口特征、交通条件的深入研究，推断车站

用地及人口潜力，预测轨道交通建成后诱增的人口与就业岗位。 

根据近期轨道沿线土地利用研究成果，站点 500 米腹地内现状影响人口 52.42 万人，其中居住

人口 25.12 万人，就业人口 27.03 万人；规划调整后影响总人口 155.73 万人，其中居住人口 116.14

万人，就业人口 39.59 万人。 

 

图 2  轨道交通沿线 500 米范围内现状与规划总人口对比图 

1.2 城市间轨道交通客流的考虑 

东莞市域轨道交通的作用和功能定位可以归结为“内聚外联”。“内聚”：连接主要区域中心、

主要城镇，承担市域内的主要区域中心、主要城镇间的交通联系。“外联”：将城市轨道交通与区

域交通枢纽合理衔接，加强城市主要区域中心、主要城镇与珠三角的快速联系。承担对外交通的集

散功能。通过在铁路石龙站、新东莞站、东莞站、东莞东站这几处区域换乘枢纽与珠三角区域轨道

交通衔接，增强与广州、深圳等周边城市的联系，使东莞更好的融入珠三角区域经济发展。 

根据东莞市域轨道交通的作用和功能定位，将市域轨道交通的客流预测分为城市间客流和城市

内客流两部分分别进行预测，然后进行迭加。其基本考虑有如下两点。一是因为城市内部交通产生、

分布、方式划分的预测方法和城市间的交通需求预测方法不尽相同。二是即便用同样的预测方法，

其参数也不相同。城市内部客流预测按照传统的“四阶段法”进行，本文不再详细探讨。东莞市轨

道交通线路连接相邻城市广州、深圳，满足东莞与两市之间相邻区域的交通需求，承担由于“同城

效应”产生的区域客流，因此对城际间的客流进行了如下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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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间的衔接 

从效率与轨道服务功能的合理性来看，东莞轨道交通与广州、深圳的城际衔接应该主要通过东

莞市域内的重要枢纽点来完成，如广深铁路上的东莞站、石龙站，广深港客运专线上的白沙车站等。 

边界地区的联系 

目前珠三角地区城市绵延带已经形成，东莞边界镇区特别是与深圳相邻的镇区，如虎门、长安

与深圳的光明－公明、沙井－松岗的联系不低于与厚街甚至莞城的联系。 

因此，随着珠三角城市绵延带的发展完善，未来东莞边界镇区与广州、深圳的交界地带的联系

将逐渐加强。由此判断，在广州、东莞、深圳三地轨道交通互通的情况下，轨道交通在东莞边界的

站点所承接的深圳、或广州的客流量，与东莞市市内的镇间站点联系相比不会有本质区别。 

1.3 交通需求预测 

由于东莞市在社会经济、空间结构、市域轨道交通的功能和作用上都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东莞

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模型在传统的客流预测方法基础上需要重点解决好以下问题。 

出行生成 

本次出行生成模型采用交叉分类法。在交叉分类法中，对发生和吸引模型分类是建立模型很关

键的一步，影响东莞市居民出行的主要因素包括户口类型、出行目的、小汽车拥有情况、收入、所

处区位等。如果将所有这些因素一一进行交叉分类，模型会变得非常复杂，难以把握和操作，经过

反复的分析比较和简化，最终确定发生和吸引模型的分类。针对东莞市外来人口多的特点，将人口

按照家庭户人口，集体户人口和流动人口进行分类。其分类示意图如下： 

 
图 3  发生分类示意图 

 

图 4  吸引分类示意图 

 

总发生 

家庭户发生 

集体户发生 

流动人口发生 

基于家的上班发生 

基于家的上学发生 

基于家的其它发生 

非基于家的发生 

集体户发生 

流动人口发生 

 

 

总吸引 

家庭户吸引 

集体户吸引 

家庭户住宅 

家庭户工业 

家庭户公共设施 

家庭户其他 

集体户住宅 

集体户工业 

集体户公共设施 

集体户其他 

流动人口吸引 流动人口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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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分布 

出行分布模型主要有两种类型，即增长系数模型和重力模型。重力模型是应用比较广泛的分布

模型，与增长系数模型相比较，它不仅考虑了用地布局的变化（即模型中的小区发生、吸引量）对

区间分布的影响，而且还考虑了交通设施状况（即模型中的区间阻抗）的影响，这与实际情况比较

符合，特别是市域内的区间交通分布。但在对外交通出行的区间出行分布，则宜采用增长系数模型，

因为这类出行与区间阻抗的大小并无必然的相关性。根据不同层次交通需求分布预测，东莞市居民

出行分布模型分别采用了上述两类模型。 

城市间客流 

根据增长系数模型的特点和适用性，在东莞市过境和对外交通需求分布预测中将采用这一模型。

增长系数模型的基本假定是交通分布的模式现在和将来变化不大，区间分布的大小主要与小区的发

生、吸引增长率以及整个规划区的增长率相关。本次研究中采用 Frator 法增长系数模型。 

城市内部客流 

城市内部客流采用重力模型方法。考虑到不同目的的出行，其分布规律不一样。因此，在建立

居民出行分布模型中，结合在居民出行生成模型中家庭户居民出行目的的划分，东莞市家庭户居民

出行分布模型针对不同的出行目的分别建立各自的分布模型，集体户居民出行分布模型不分出行目

的，也即集体户居民出行分布模型为全目的出行分布模型。 

方式划分 

在方式划分模型研究中，交通方式一般可以划分为以下 3 类：自由类（步行），条件类（私人

小汽车、摩托车、单位大客车、公家小汽车）和竞争类（常规公交车、轨道交通、出租车、自行车）。 

方式划分模型研究中，不仅仅需要考虑微观的影响因素，例如出行距离的长度、交通工具的条

件、出行习惯、出行费用的高低以及道路交通状况，同时还需要考虑未来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交通

发展战略的定位以及城市交通发展政策的导向。因此，本次研究采用宏观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来确定未来各特征年的方式划分模型。 

对于东莞市来说，城市间的交通方式有公路、广深铁路、珠三角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等，考虑城

市间的客流主要通过枢纽点与东莞市域轨道交通衔接换乘，因此对于城市间的客流进行了合理简化，

通过定性分析的方法确定枢纽点产生吸引交通量的出行结构。 

对于城市内的出行在研究中采用了不同的宏微观结合分析模型。其中，自由类交通方式根据调

查数据回归分析可以获得出行方式划分与出行时间之间的模型关系，并用于确定未来各特征年的步

行出行方式构成及在 OD 中的分布；条件类交通方式是根据各类机动车拥有程度以及未来交通政策

导向确定该类方式的发展水平，并在此条件下估计此类出行的总量水平以及在所有交通方式的比重；

竞争类交通方式则根据社会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公交政策、票价等因素对于各种方式进行综

合分析，并采用效用理论作为微观分析工具进行定量研究。效用理论采用效用函数的形式对某几种

可能存在的选择进行评估，确定分担率，本次研究采用了常用的 Logit 模型。 

【第一作者简介】 

高德辉，男，工程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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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后评估 

张珏 王忠强 陈必壮 

【摘  要】在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研究工作中，日均客流和高峰高断面客流的预测结果是各方面关注

的重点。上海交通所从事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研究工作已近 20 年，本文通过从既往轨道线路工可客流

预测的研究中选择出两个有代表性的预测基年，并基于基年确定预测前提和预测参数，进而对 2008

年全网客流展开预测，将预测结果与实际客流进行对比，分析差异，查找原因。希望能为预测模型

改进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关键词】轨道交通 客流预测 预测前提 预测参数  

1. 研究背景 

轨道客流是轨道建设项目“规模、投入和效益”的评价基础和决策依据。在轨道建设项目的工

可研究中，设计方主要依据轨道日均客流和高峰高断面客流的预测结论确定车辆选型、列车编组和

发车密度。 

1992 年至今，上海交通所一直承担了上海轨道交通线路的客流预测工作。期间，预测基础条件

历经数轮调整，变化较大。为了使今后的客流预测工作做得更好，预测技术进一步提高，预测结果

更加接近实际，现结合实际客流对以往预测结果开展后评估。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从既往客流预测资料来看，上海的轨道交通线路由于线路建设范围以及线网规模的调整，先后

都进行过数轮的客流预测，预测年份不尽一致。有鉴于此，对于本次轨道网络客流预测的后评估，

分别选取了 4 号线开通、上海轨道网络架构雏形初现的 2005 年和“三线两段”开通、“一环七射”

格局形成的 2007 年两个特征年份作为预测基年，并基于上述两个基年确定预测前提和预测参数——

公交方式结构目标、轨道线路运能目标、网络运营规模目标、高峰小时系数等。在不同预测前提和

预测参数条件下运用模型预测 2008 年全网客流，将其与 2008 年实际客流进行比较。 

限于篇幅，本次轨道网络客流预测后评估重点围绕日均客流和高峰高断面客流 2 项指标展开。 

2.2 技术路线 

本次轨道网络客流预测后评估采用的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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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既往轨道客流预测基础条件的演变过程 

在既往轨道客流预测的过程中，作为预测的基础条件，预测前提、预测方法、预测参数等都随

着城市总体规划、上海交通大调查的发展和客流统计资料的完善而不断的修正。期间，同时代进行

的客流预测以当时规划和调查确定的预测前提和预测参数为基本依据。 

3.1 预测前提 

3.1.1  土地使用规划的变化 

土地使用规划是预测的重要依据，十年来上海经历过四次人口和岗位的变更。1994 年以来的客

流预测采用的规划人口列表如下。 

表 1  1994 年-2003 年上海城市规划人口变化表 

调整年份 调整依据 调整结果 

1994 

相关研究单位在世行专家

协助下，形成 2000 年及

2020 年人口预测成果 

2000 年人口 1443 万，其中，郊区人口 580 万； 

2020 年人口 1560 万，其中，郊区人口 580 万。 

1998 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2000 年人口 1507 万，其中，郊区人口 600 万； 

2020 年人口 1700 万，其中，郊区人口 800 万。 

2000 城市总体规划 2020 年人口 1750 万，其中，郊区人口 800 万。 

2003 城市规划工作会议 2020 年人口 2000 万，其中，郊区人口 1000 万。 

3.1.2  轨道网络环境的变化 

轨道客流预测是全市出行在城市整体网络中的交通分配，轨道网络是客流预测的基本预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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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模型预测2008年网络客流

对预测模型改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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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轨道网络客流预测后评估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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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1984 年以来上海轨道网络经历了 5 次比较大的变更。 

1984 年上海总体规划中轨道线网为 7 条线路，176 公里，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90 年代由于浦

东开发建设，轨道网络调整为 351 公里。 

1998 年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轨道网络规划有 21 条线路，562 公里，基本覆盖中心城主要交

通走廊和主要集散点。 

2000 年后在法国 SYSTRA 公司咨询的轨道网络规划基础上，上海轨道网络提出“枢纽锚固网络”

的理念，规划为 17 条线路，810 公里。 

近年来，随着轨道网络逐步实施，结合城市用地的发展变化，2006 年上海轨道网络规划进行了

优化调整，规划为 22 条线路，1000 公里。 

3.2  预测方法 

回顾 20 多年上海轨道交通发展过程，上海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有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以上海公用局进行的客流预测为代表。其所使用的客流预测方法是基于沿线交通小区

交通分析，利用 TRANSTEP 软件得到站点上下客量。 

第二阶段以上海交通所进行的客流预测为代表。其所使用的客流预测方法是基于交通预测四阶

段方法，通过 EMME 软件计算得到站点上下客量。这一阶段中，根据交通大调查、城市总体规划等

的发展，预测模型和预测参数不断修正。同时预测方法也随之得到不断改进。特别是上海于 2007 年，

提出了利用 3~4 年时间全面建成上海市综合交通模型体系的目标，而 2008 年上半年一期模型改进目

标完成，标志着相关预测方法、手段得到了新的提升，预测参数的论证也越来越严谨。 

3.3  预测参数 

在众多影响参数中，本文重点分析人均出行率和公交方式结构这两个关键因素，这两个参数反

映了居民出行强度和使用各种交通工具的情况。 

3.3.1  人均出行率参数的水平 

2003 年以前，根据 1995 年上海市第二次综合交通大调查，2020 年上海人均出行率采用 2.57 次

/日。 

但 1997 年之后的历年小样本调查以及 2004 年第三次综合交通调查分析，随着人口结构变化、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镇体系布局的发展，上海近年来的人均出行率增长较快。同时根据 2003 年规

划工作会议确定上海城乡结构为“1966”城乡居住体系，考虑到郊区新城的独立发展，新城人口人

均出行率逐步提高，从而带动全市人均出行量的增长，因此在 2003 年上海轨道建设规划中，2020

年上海人均出行次率调整到 2.65 次/日。 

3.3.2  交通方式结构参数的水平 

交通方式结构参数直接决定公共交通总量规模，也对轨道交通客流总量产生影响。 

2000 年以前的客流预测中的公交方式比重是基于两次交通调查、单层的 LOGIT 模型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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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模型和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结合专家意见得到的。第一次全市综合交通规划中，2000 年全市公

交出行比重为 30%（不含出租）；2020 年公交出行比重为 34%（不含出租）。 

2000 年以后的预测基于三次大调查、历年的小样本调查和改进的多层次 LOGIT 模型下的方式

选择模型，综合宏观交通发展战略要求后得到的。预测：2020 年全市公交出行比重约为 33%（不含

出租）；远景年为 45%（不含出租）。 

3.4 其他因素 

3.4.1  行车间隔的变化 

行车间隔主要依据工程设计而确定。2000 年以前的轨道客流预测中大都以 2-3 分钟作为初期行

车间隔；自形成轨道网络规划后的客流预测中，初期基本以 5 分钟作为行车间隔，近期以 3 分钟作

为行车间隔，远期达到 2 分钟行车间隔。 

3.4.2  票价的调整 

上海 2000 年票价调整，增设过江优惠票价。2005 年地铁实现一票通，同时调整了票制。几次

调整票价和票制表明，票价对运营客流还具有重要的影响。在客流预测中将现行票价结构作为预测

因素，没有考虑进一步的票价优惠措施。 

4. 客流预测结果和实际客流情况对比分析 

如前所述，上海的轨道交通线路由于线路建设范围以及线网规模的调整，先后都进行过数次的

客流预测，而每次客流预测中所采用的预测前提和预测参数都是以当时规划和调查确定的预测前提

和预测参数为基本依据。 

文中，基于 2005 年的预测前提和预测参数参考了部分轨道交通线路客流预测文本中的设定值，

该设定值根据第三次大调查进行了更新。各条线路高峰小时断面客流系数则参考了最接近研究基年

的预测报告中高峰小时断面客流系数进行取值。 

基于 2007 年的预测前提和预测参数参考了《2008 年三季度轨道交通客流预测分析》文本中的

设定值，该设定值根据 2006 年全市交通情况进行了更新。各条线路高峰小时断面客流系数则参考了

2006 年轨道线路实际高峰小时断面客流系数进行取值，新开通线路参考同类线路的实际高峰小时断

面客流系数进行取值。 

4.1 日均客流预测与实际比较 

在 2005 年的网络客流预测中，设定的预测前提与 2008 年实际相比，公交方式结构目标值较实

际值高出 6 个百分点、高峰运能配置目标值高出实际值 44%、网络运营规模目标值高出实际值 19%。

在上述预测前提下，2008 年全网工作日均客流预测值较实际值高出 23%。 

在 2007 年的网络客流预测中，设定的预测前提与 2008 年实际相比，公交方式结构目标值较实

际值高出 1 个百分点、高峰运能配置目标值与实际值基本一致、网络运营规模目标值与实际值完全

一致。在上述前提下，2008 年全网工作日均客流为 330 万乘次，与实际值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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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8 年网络工作日日均客流预测与实际比较 

预测

基年 
预测前提 

预测 2008年工作日 

日均客流（万乘次/

日） 

实际 2008年工作日 

日均客流（万乘次/

日） 

预测

偏差 

2005

年 

2008 年公交方式结构目标：24%  

404 328 23% 

线路发车间隔（min）： 

1-4 号线：3；5-9 号线：5  

网络运营规模： 

1-9 号线，约 280 公里 

2007

年 

2008 年公交方式结构目标：19% 

330 328 1% 

线路发车间隔（min）： 

1 号线：3 /6；2 号线：3.08； 

3、4 号线：5.5/11；5、8 号线：5；

6 号线：10/20； 9 号线：11  

网络运营规模： 

1-6、8、9 号线，235 公里 

注：以上公交方式结构均不含出租。2007 年预测采用线路发车间隔按申通公司提供的《2008 年轨道交通路网运

营计划》执行。 

4.2 高峰高断面客流预测与实际比较 

表 3  2008 年网络高峰高断面客流预测与实际比较 

单位：万乘次/小时 

线路 预测基年 预测值 实际值 差异 
预测高峰 

高断面系数 

实际高峰 

高断面系数 

1 号线 
2005 年 3.9  

5.2 
-25% 15% 

20% 
2007 年 5.4  3% 22% 

2 号线 
2005 年 3.9  

3.9 
0% 15% 

17% 
2007 年 4.1  5% 19% 

3 号线 
2005 年 1.3  

2.2 
-41% 12% 

22% 
2007 年 2.5  11% 25% 

4 号线 
2005 年 1.5  

1.6 
-8% 15% 

24% 
2007 年 1.6  -3% 21% 

5 号线 
2005 年 0.8 

1.0 
-19% 20% 

19% 
2007 年 0.9  -15% 22% 

6 号线 
2005 年 1.1  

1.1 
1% 18% 

23% 
2007 年 0.9  -23% 17% 

8 号线 
2005 年 2.5  

1.4 
79% 16% 

21% 
2007 年 1.8  25% 22% 

9 号线 
2005 年 0.7  

0.4 
63% 20% 

18% 
2007 年 0.8  88% 20% 

注：实际值为 2008 年工作日日均高峰高断面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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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5 年网络高峰高断面客流预测中，全网高峰小时最高断面通过量预测值比实际值低 7%。

其中，62.5%的线路高峰高断面客流预测值与实际值偏差在±25%以内。 

在 2007 年网络高峰高断面客流预测中，全网高峰小时最高断面通过量预测值比实际值高 7%。

其中，87.5%的线路高峰高断面客流预测值与实际值偏差在±25%以内。 

5. 预测客流与实际客流差异成因分析 

5.1 日均客流预测差异成因分析 

在交通小区人口、就业岗位等预测前提基本与实际相符、票价以及地面常规公交线路基本固定

的情况下，公交方式结构、线路运能配置和轨网运营规模等三个预测前提目标值没有实现是造成日

均客流预测存在偏差的主要原因。 

以 2005 年网络客流预测为例，分析上述三大因素对日均客运量预测的影响程度。 

表 4 不同因素对日均客运量预测影响程度分析 

预测

方案 
预测前提 

预测 08年工作日 

日均客流（万乘次/日） 

实际 08年工作日 

日均客流（万乘次/日） 

预测

偏差 

情形

一 

2008 年公交方式结构目

标：24% 
398 

328 

21% 
线路运能配置和网络运

营规模同实际情况一致。 

情形

二 

线路发车间隔：1-4 号线

采用高峰3min发车间隔；

5-9号线采用高峰5min发

车间隔 
379 15% 

公交方式结构和网络运

营规模同实际情况一致。 

情形

三 

网络运营规模：1-9 号线，

约 280 公里 
355 8% 

公交方式结构和线路运

能配置同实际情况一致。 

此外，其它影响因素，如部分郊区线路 TOD 开发理念实现程度、部分新城、新市镇人口发展规

模情况、公交配套落实情况等，也是造成预测与实际产生偏差的原因。 

5.2 高峰高断面客流预测差异成因分析 

轨道线路站点上下客峰值系数取值难以准确把握是造成高峰高断面客流预测存在偏差的根本原

因。 

目前对于高峰高断面客流的预测，主要通过预测站点上下客峰值系数、推算站点高峰小时上下

客量，计算高峰小时断面客流量的方法得到。在 2005 年之前，由于对轨道运营的数据资料掌握不多，

因此该系数主要参考预测线路沿线地面公交站点的高峰特征取值；近年来，随着数据资料的日益丰

富，该系数主要参考运营线路同类站点的高峰特征取值，精度明显提高。但是站点上下客峰值系数

的取值不是一成不变的，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要结合站点周边用地开发进展程度和交通配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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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进行调整。 

6. 结论 

从后评估的结果来看，全网日均客流预测比实际偏高，高峰高断面客流预测比实际有高有低。

其中，公交方式结构、线路运能配置和轨网运营规模三大预测前提目标值没有实现是造成日均客流

预测存在偏差的主要原因；线路站点上下客峰值系数的取值难以准确把握是造成高峰高断面客流预

测存在偏差的根本原因。 

今后，在利用模型进行客流预测的过程中，预测前提目标值要根据可能实现程度进行灵活调整。 

在设定研究年预测前提时，对于不同规划期限方式结构、运能配置、网络规模等预测前提的目

标值要根据可能实现程度进行灵活调整。 

在客流预测过程中，将充分挖掘既有运营数据，及时跟踪分析，对轨道高峰小时特征进行深化

研究。 

此外，在客流预测的研究过程中，长期以来，一直是以沿线的土地利用规划作为我们预测交通

产生和吸引量的依据，而往往忽视了交通对不同区域轨道沿线用地开发的反馈作用。从目前上海郊

区轨道线路预测客流和运营客流的差异对比启示我们，在客流预测的敏感性分析中，郊区线路应重

视分析不同规划期限交通和沿线用地开发的互动作用，同样要根据可能实现程度进行灵活预测。 

最后，在使用预测数据进行工程设计的过程中，建议： 

同一套预测数据对于线路的立项、建设和运营有着不同的关注点。为使预测结论能够起到更好

的作用，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需要把握预测数据的量级，留有余地，合理采用。 

在轨道线路投入运营前，建议补充短期客流预测，有助于帮助运营部门更好的配备高峰运能，

应对高峰客流拥挤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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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站点周边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规划研究 

——以沪宁城际轨道苏州工业园区站为例 

夏胜国 陈宗军 

【摘  要】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有着紧密的关系：一方面，土地是交通的自然基础，土地的自然状

况和经济状况影响着交通系统的布局和功能的实现；另一方面，土地价值的实现以交通为前提。在

城际轨道站点周边，作为受到轨道交通直接辐射影响的地区，其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关系更为密切，

如何在规划阶段就进行二者的一体化研究，对于这些地区的后续开发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对二者一体化规划研究的方案与步骤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与研究，总结出其规划设计的基本原则

与二者不断相互反馈的规划步骤。 

【关键词】 城际站点 TOD 土地利用 交通规划 一体化 

1. 概述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本质上是一体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土地利用结构决定交通运输

需求，道路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又反过来改变土地利用的强度和模式，形成一种循环式的互为反馈的

系统。在城际轨道站点周边这种存在复杂交通情况下的土地利用规划，则更要遵循土地与交通一体

化规划设计的原则，只有将二者统一规划才能实现有效的土地利用和城市交通的和谐发展。本文以

沪宁城际轨道苏州工业园区站为例，对周边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规划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2. 站点基本概况 

苏州工业园区站是沪宁城际轨道苏州中心城区 4 处站点中的一个，位于苏州东部工业园区内，

地处娄江和 G312 以北，沪宁高速公路以南，东西方向处于玲珑街和星湖街之间。城际站点的站房

及站区目前均基本完成施工图。 

     

图 1 苏州工业园区站位置示意图         图 2 苏州工业园区站俯视效果图 

从长三角、沪宁沿线、苏州市中心城区和工业园区三个层面分析总结城际站点功能定位如下： 

车站定位：长三角中部地区的区域性换乘枢纽站，主要承担长三角范围内南北、东西城际交通

的换乘； 

周边地区定位：转型升级的启动区、现代服务业拓展区、新城北部地区的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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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际站点周边用地与交通一体化开发规划流程及关键模型 

从图 3 中可见，城际站点周边用地与交通一体化开发的各阶段规划设计流程分为五个阶段，分

别是：资料解读阶段、站点及其周边地区定位阶段、初步方案设计阶段、方案评价及修改阶段、形

成最终成果阶段。  

站点及其周边地区

的定位

城际轨道站

客流预测

站点周边土地开发

产生吸引客流预测

区域
层面

上

城市
层面

上

地区
层面

上

站点周边用地开发

与交通方案设计

方案交通评价过程

评价结果

深化形成最终方案

周边现状及

规划道路网

周边地区

现状调查

相关上位

规划资料解读

轨道站点

设计

城市总体

规划

综合交通

规划

轨道线网

规划

公共交通

规划

站点周边用地及路

网建模

修改用地

方案

修改路网

方案

不合格

人口

用地

重要基础设施

„„

形成初步方案

合格

方案修改过程

资
料
解

读
阶

段

定
位
阶

段

初步方案

设计阶段

方案评价及

修改阶段

形成最终

方案阶段

 

图 3 城际站点周边用地与交通一体化开发规划流程图 

其中，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为第四阶段，重点在于对方案的预测建模和评价以及针对评价结果

进行调整和修改的方法研究。目标函数的数学模型如下： 

  iii kCcf )(max
 

约束条件：





 




ii

i

t

t

关键关键 N

N i

 

式中， iC ——站区内的居住、行政、商业、文化娱乐、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科研、工业、公

共绿地、仓储、对外交通、市政设施用地的建筑面积； 

ik ——各类型用地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权重系数； 

it ——规划年各道路的交通流量； 

iN
——规划各道路的交通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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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和度系数，一般为 0.85。 

道
路

交
通

服
务

水
平

土
地

开
发

效
益

土地开发强度

土地开发强度与效益曲线

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服务水平曲线

土地开发效益与道路交通的平衡点

 

图 4 城际站点周边用地与道路交通一体化开发平衡图 

根据之前对站点及其周边地区定位的分析，针对站前地区的特殊性，模型的中心思想是在满足

道路交通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尽量使得站前地区的土地效益最大化，从而取得土地开发效益与道路

交通服务水平之间的平衡。想要达到平衡的约束条件中不仅要求路网交通总量要小于站前地区路网

所能承受的交通通行能力，关键道路的交通流量亦要小于其通行能力。约束条件中各方案的道路交

通流量值的计算，是通过对各方案不同的用地开发性质与强度所产生、吸引的交通量进行预测，输

入至交通仿真模型中进行循环迭代分配的结果，并且利用仿真软件进行方案的对比评价。 

4. 方案设计与评价 

4.1 初步方案设计阶段 

 由车站以及周边地区的定位为指导，按照以下设计原则，进行站点周边的用地布局规划。 

TOD 发展原则，强调功能上的多样性与服务于多样性的人群； 

集约高效，充分发挥土地经济效益，创造短时距交通环境，提高出行效率； 

平面混合、立体发展：提高城市活力和多样性，延续空间肌理，提倡用地功能平面和垂直混合。 

根据以上规划设计原则，综合考虑现状用地及其周边道路交通等因素的影响，得到苏州工业园

区站的初步用地布局方案与道路网方案。 

4.1.1  用地布局 

苏州工业园区站周边地区用地功能布局如下，并提出高、中、低三种开发强度方案进行对比： 

核心区布置商业、商务混合用地，北部轴线两侧布局商办混合用地，东西两侧布局商住（酒店

式公寓）用地； 

珠泾路东侧布局专业市场用地； 

星湖街两侧布置商办用地，沿沪宁线布置科技研发用地； 

其它地区布置居住用地、九年一贯制学校用地、体育公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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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路网方案 

路网方案中，考虑上位规划中对站点周边地区主要道路及其节点的规划，根据城际枢纽建成后

对整个道路系统的影响，结合用地，进行道路网系统初步方案的设计。 

其中，主干路线形从整个苏州市区和工业园区的层面上进行考虑，基本走向初步考虑保持不变，

结合城际站点的站区设计，对主干路断面进行优化；次干路与支路的设置根据合理的道路间距、道

路周边用地性质来考虑，其断面形式暂设为各等级道路的标准形式。此外对于重要道路节点的设计

在初步方案内予以模糊化考虑，等待初步方案的评价结果再进行细部设计。 

   

图 5 园区站周边用地布局初步方案         图 6 园区站周边道路网初步方案 

4.2 路网建模评价与反馈 

4.2.1  客流预测 

根据之前的初步用地与路网方案，进行客流预测，划分一定数量的交通小区，预测按照四步骤

方法进行，预测流程如下： 

用地开发方案

苏州工业园区
居民出行方式

分析

站点周边地区

产生吸引量

现状调查苏州工业园区

各类型用地吸引率

站点周边地区

客流分布

城际站点客流

产生吸引量

双约束重力模型

客流交通方式划分

客流分配结果评价

定性与定量

Logit模型

交通仿真软件

建模分配

 

图 7 园区站周边用地客流预测流程 

步骤一：产生吸引量计算 

根据初步方案用地规模和园区居民平均出行次数，计算初步方案区内的居民出行总量，进而计

算出每个小区的出行量；再根据苏州工业园区内各类型用地的吸引率，计算出每个交通小区的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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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步骤二：交通分布计算 

交通分布预测采用双约束重力模型，它综合考虑了影响出行分布的地区社会经济增长因素和出

行空间、时间因素。 

双约束重力模型：

1

( )
i

z z iz

z

a
b A f d




，

1

( )
i

z z zj

z

b
a P f d




 

阻抗函数采用负指数形式
( ) b

ij ijf d d 
，其中 0b  ， ijd

为交通小区 i 及 j 之间的阻抗。 

步骤三：交通方式划分 

方式划分采用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定性分析城市布局规模、社会经济、车

辆拥有、交通政策的变化趋势，参考国内外相关城市的发展经验，对规划年城市交通结构进行定性

分析。根据出行调查资料统计计算出不同距离下各种方式分担率，并考虑各交通方式特点、服务距

离、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竞争以及居民出行选择行为心理等因素，对估计分担率进行修正，最后得

到各交通方式居民出行 OD。 

4.2.2  建模、评价与反馈 

根据之前第三节对模型的描述，此部分的约束条件的实现需要应用 Vissum 交通仿真软件建立宏

观仿真模型。将之前对三种开发方案的需求预测结果作为外部输入值输入模型，各等级道路的通行

能力按照标准值赋值，采用用户平衡模型进行仿真并输出方针评价结果。 

表 1 园区站周边用地开发各方案交通评价对比表 

 
用地开发总量 

（单位：万平方米） 
路网平均饱和度 

关键道路饱和度 

玲珑街 星湖街 

低方案 170 0.62 0.72 0.67 

中方案 210 0.71 0.82 0.81 

高方案 250 0.84 1.13 0.96 

根据宏观仿真评价结果，高方案虽然路网整体平均饱和度满足要求，但是关键道路拥塞严重；

而低方案的路网交通通行能力还有富余，用地开发量较低，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资源浪费；中方案

的评价结果二者都能满足，建议采用中方案，在满足道路交通通畅运行的条件下，使得站前地区的

土地开发的效益与潜力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在中方案的仿真评价过程中，仍然存在个别道路存在过饱和现象，需要对方案进行细部

调整。在调整过程中，充分发挥交通供给引导土地利用开发的战略，通过改变道路断面增大通行能

力、置换地块的容积率以及调整地块机动车开口等方法，不断进行修改调试，以期达到整个路网交

通与用地的平衡目的。 

最后经过多轮的调试比较之后，得出最终采用方案的评价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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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园区站周边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方案（中方案）评价图 

4.2.3  周边重要交通节点的优化设计 

根据之前站点周边地区的土地与交通最终调整方案，以及宏观仿真结果，对重要交通节点进行

优化设计。 

从宏观仿真中得出主要交通节点的交通流量与流向，结合实际施工条件，周边环境限制因素，

对此节点进行交叉口设计，并且应用微观仿真软件，对重要节点的交通组织情况进行微观模拟仿真，

对设计方案进行评价，以期得到最优的设计方案。 

    

图 9 园区站周边重要交通节点设计方案及微观仿真评价 

4.3 形成最终方案 

经过以上的规划设计过程，形成苏州工业园区站周边地区最终的规划设计方案，包含用地布局

图及其开发建议容积率，道路网规划及各类型道路断面图。在规划部分就打好基础，为下一步城际

站点周边地区的城市设计工作提供良好的基础资料及设计原则。 

5. 结论与建议 

结合城际轨道交通站点建设，从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角度进行客运枢纽规划，在提高城市土

地利用效率、促进土地与交通平衡性及推进城市枢纽地区的 TOD 开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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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一体化交通协调发展研究 

王伊丽 李萌 

【摘  要】结合海口市现代有轨电车系统建设实例，现代有轨电车系统一体化交通协调发展研究紧

密结合城市特点以及发展规划，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展开。其中，宏观层次主要是从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和环境景观与现代有轨电车系统三者的协调发展；微观层次则主

要从设施平衡、运行协调和管理统一三方面展开，目标是通过设施、运营、管理的良好衔接来提供

“无缝隙”的出行服务，构建“以人为本”，多方式和多层次的“一体化出行服务体系”。 

【关键词】有轨电车；一体化交通；土地利用；环境景观；运营管理 

1. 研究思路 

一体化交通协调发展思想的本质就是要求整合交通各子系统之间以及与外部因素的高度协调。

一体化交通协调发展具体表现在交通系统内部整合和外部关联两个方面。内部整合包括设施平衡、

运行协调和管理统一等三层含义：即确定各类交通设施的合理规模，发挥交通设施的整体效益；以

换乘服务为中心，促进各种方式协调运行、合理分工和紧密衔接；依托法制与体制，充分发挥政府、

市场和公众各种作用的组合优势。外部关联是指充分重视交通与城市功能提升的互动作用，交通发

展必须与土地使用、社会、经济和环境等诸多城市发展领域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推动城市全面发

展。 

因此，本文一体化交通协调发展研究将紧密结合海口城市特点以及发展规划，以现代有轨电车

系统为核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来展开。其中，宏观主要是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综合考

虑土地利用、环境和现代有轨电车系统三者的协调发展；微观则主要从设施平衡、运行协调和管理

统一三方面展开，目标是通过设施、运营、管理的良好衔接来提供“无缝隙”的出行服务，构建“以

人为本”，多方式和多层次的“一体化出行服务体系”。不同交通子系统在其适应的范围内发挥特

有的优势，实现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交通系统的整体服务水平提高。 

本文的研究技术路线如图 1 所示： 

 

图 1 一体化交通协调发展研究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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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协调发展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协调发展具体体现在两方面：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自身的用地控制要求；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对沿线土地的规划调整要求。 

2.1 建设用地控制建议 

海口市土地资源稀缺，各种性质用地高中集中、混杂[1]，而现代有轨电车是一种地面系统，为

了满足其特殊的技术特性要求以及避免与其它路面交通的冲突，规划线路的建设用地必须进行严格

的用地控制。此外，现代有轨电车系统的首末站、停车场由于受技术要求控制，呈现出占地规模大

的特点，且在地块长、宽上有特殊要求，因此，场站的土地控制就显得相当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有

轨电车线网方案的可实施性。 

建议在现代有轨电车系统规划设计阶段，对建设线路的有轨电车地面布局形式以及场站布局方

案进行专项研究，对推荐方案和备选方案中提出的土地要求进行严格控制，切实落实现代有轨电车

系统的用地。 

2.2 沿线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建议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建设必须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紧密结合，实现交通与城市发展、土地

利用的一体化，建设公交社区。 

在确保工程设计、施工安全及环境的要求的前提下，依据沿线区域发展规划和现代有轨电车对

城市发展格局的影响，确定各站点周围土地开发的总体定位。在总体定位之下，根据城市各片区开

发程度的不同，充分考虑现代有轨电车建设对沿线地块的影响，对各个地块的规划用途进行考察与

修正，确保土地的最佳用途，实现各个地块的最高价值。 

3. 与环境景观一体化协调发展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与环境景观一体化协调发展主要体现在系统与周边环境景观的协调程度，也

就是说，不能因为建设现代有轨电车而破坏了海南良好而健康的生态环境和景观特色，这一点对于

旅游城市的海口来说格外重要。建议在系统建设之前进行专项环境影响评估和专业的沿线景观设计。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是一种绿色交通工具，以清洁能源作为动力，且电车的轮轨系统也进行了改

进，无一般公交车的尾气，产生的噪声与振动对环境的影响也较轻；而且系统采用的受电系统也比

一般轨道交通的电压低，因此，产生的电磁辐射影响也较小。但是有轨电车施工期施工活动产生的

各种污染影响，运营期的振动及噪声影响等也是不容忽视的，必须采取适当的控制措施，使系统对

环境的各种不利影响满足不同区域的环境要求。 

除了环境保护外，系统与周围景观的协调也是非常重要的。现代有轨电车线路将穿越海口三个

等级的生态环境区域：旅游风景区属于重要生态敏感区、城市区域属于一般生态环境区、历史文物

保护区介于两者之间。区域定位不同，其环境保护策略也会有所不同。线路走向确定后，环境保护

就主要从线路段、场站结点以及车辆三方面着手。线路段主要包括绿轴景观设计、电网架设等；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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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则应注意色彩和造型上与周围环境协调；场站设计考虑的因素较多，主要有场站与周围环境乃至

整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协调性、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是否与人和谐等。 

3.1 绿轴景观设计 

在轨道区内，采取具有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城市绿色轨道技术，在轨道中央及线间种草，将轨道

隐伏在草坪里，感觉列车在草地上开，环保而美观，同时使轨道及城市融为一体，轨道周边绿色草

地可明显改善城市环境。与传统轨道相比，绿色植被和钢轨弹性扣件，还有利于减少空气噪声和结

构物噪声的传播。 

3.2 空中架网 

空中架网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一方面可以借助部门之间的政策平台，将电线杆、路灯照明线

杆、交通标示杆等合一，也可以对电杆上色美化，减少视觉污染；另一方面可以想方法把线网藏起

来，比如采用辅源电车，在城市一些敏感地区脱离架空线网独立行驶，等驶入有线网区域再升起辫

子。此外，还可以采用地面第三轨供电，目前这种供电制式仅限于钢轮钢轨。 

3.3 场站设计 

在场站建设方面应该首先满足公共交通环境的基本要求，即建立安全便利、有保障的交通空间；

其次是注重场站的形象性和宜用性，即协调好场站的交通空间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体现

文脉性特色。对市民而言，没有文化历史背景的场所缺乏吸引力和心理定位感，难于形成具有特色

的城市空间。 

3.4 其它 

电车、线路本身及车辆段设计应在色彩和造型上与周围环境协调；因地制宜地进行绿化，并注

意高低层次和物种搭配；项目完成后要对水土保持工程及绿化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 

4. 与其它交通子系统一体化协调发展 

4.1 设施平衡对策建议 

交通投资结构不能一味地适应交通需求，而必须对交通需求一定的引导作用，也就是说交通投

资结构与交通需求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互馈机制。其实这种互馈关系的本质就是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

之间的平衡。因此，在研究交通投资结构时必须考虑交通投资系统、交通需求系统、交通供给系统

以及社会经济系统四者的协调关系。 

海口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平衡暴露了海口市交通投资结构的不合理，海口市政府应加大对

投资结构的关注，从交通投资的角度来解析各类交通设施之间的协调关系，研究在不同的交通需求

水平下，城市某一发展阶段的交通投资占 GDP、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以及交通投资分配结构，以改

善交通供给结构，引导交通需求，实现交通出行结构转变，充分发挥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整合规模

效应。 

4.2 运行协调规划建议 

交通系统的运行协调取决于交通设施的利用程度，现代有轨电车系统建成通车后，必须以海口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590 

市交通发展为基础，对现代有轨电车的交通功能、沿线用地发展和交通组织进行全面研究，科学规

划现代有轨电车与其它交通方式特别是常规公交有效衔接方案，对现代有轨电车进行线路保护，以

提高城市公交系统在市场中的占用率，最终落实到衔接点规划和用地控制，必须进行专题研究，这

里仅提出初步设想和建议。 

4.2.1  线网衔接 

与道路网络的衔接 

由于现代有轨电车系统是路面系统，因此，与地铁、轻轨相比，与道路网络的联系就紧密很多。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运行速度快，要求的道路运行环境较好[2]，而目前海口市条件较好的道路并不多，

再加上交通组织管理不合理，这些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并不好，因此，选择合适的道路平面布局形式

不仅能充分挥发有轨电车的优势，更重要的是能进一步地发挥道路功能。 

建议海口市在选择道路平面布局方案时能对线路途经的道路型式、交通状况、市政设施以及道

路两侧的土地开发情况等进行翔实的调查以确定出合适的布局方案。此外，进行线路途经交叉路口

渠化改造、信号优先设计以及有轨电车系统的站位选择研究也非常关键。 

与公交线网的衔接 

现代有轨电车与常规公交之间应该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两者协调发展，引导海口市交通

系统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表面来看，有轨电车的出现会与常规公交争抢客流，但是细想一下，

有轨电车的介入其实是有助于常规公交长远发展的。 

首先，海口市城市要发展，即使不出现有轨电车，今后也会有轻轨、地铁等大运量交通方式的

出现，常规公交终究得面临这种情况。 

其次，目前常规公交的发展水平很难满足海口市城市发展要求，没有明确的定位，缺乏科学的

架构，在与私人交通工具的竞争中很难取胜。 

由此可见，海口市公共交通的规划和调整势在必行，通过建设有轨电车使海口交通系统结构的

调整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同时也为常规公交系统的发展创造了更好的平台。有轨电车的目标决不是

为了争抢常规公交的客流，而是为了合理引导居民的出行行为，将更多的私人交通方式出行者转移

到公共交通方式上来，这样也间接为常规公交增加了客源，从而也促进了常规公共交通的发展。其

实，从良性发展的角度来看，海口市常规公交具备分享更多客源的实力。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

下方面： 

虽然有轨电车能使区域之间的联系变得快捷，但是却无法提供“点到点”的服务，而常规公交

却能弥补这一缺陷，充分发挥站距短、步行到站方便、相对廉价等优势，特别在平峰时段，公交可

直达而轨道需换乘时，常规公交对乘客更具有吸引力，这样也可有效控制小汽车的使用。 

有轨电车建设周期长，且需要更长的时间培育客流，常规公交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内充分发展，

加强自身网络架构的调整和完善，从而使轨道+公交的发展模式更具的竞争力。 

为引导城市土地开发，有轨电车会向一些待开发地区延伸，这也为常规公交增加了客源。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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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公交可以将市区一些富余的运力投放至周边乡镇，加强中心城区的对外辐射能力，服务更多的

农村居民。 

可以发现，能否争取到更多的客流还是依赖于常规公交系统自身的建设。改变目前这种被动适

应性的发展模式，转变为主动引导性，承担起城市交通系统主体的责任，加强与有轨电车的紧密衔

接，这才是发展的关键所在。 

4.2.2  站点衔接 

与综合枢纽站的衔接 

综合枢纽站是城市对外交通中心，市内外交通衔接枢纽，具有客流集中、换乘量大、辐射面广、

周围设施较齐全，进一步开发的空间有限等特点。一般分布于对外交通出入口处，能吸引多种交通

方式汇集的客运中心地段。 

针对目前海口市客运站多且功能定位不明确的现象，建议首先对综合枢纽站进行调整和定位划

分，然后再进行衔接设计。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与对外交通衔接时，要充分考虑这些特点进行规划设计，国内外的做法有： 

修建城市轨道交通车站，进行客流的统一组织规划； 

在新建和改建的综合枢纽站中，将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车站一并考虑，形成综合性交通建筑，方

便乘客换乘。 

综合枢纽站在规划设计时还应注意：其公交及社会车辆场地应按不小于 10000 平方米控制，不

仅要控制足够的交通用地，而且要进行详细综合布局，使各种交通方式布局合理、换乘方便。采用

先进的设施与空间立体化衔接，合理组织人、车分流隔离，人流换乘便捷，车流进出顺畅，便于管

理。 

与公交车站的衔接 

现代有轨电车车站与地面常规公交线路车站地衔接可分为 3 种等级和规模。 

公交枢纽站 

公交枢纽站一般位于城市对外交通进出口处，是能吸引多种交通方式汇聚的客运中心地段，在

此，公交线路一般呈放射型布置，可以多达十几条，站场规模一般在 10，000 平方米以上。城市中

的综合枢纽站一般不仅限于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常规地面公交，有时还包括长途汽车、单位班车甚

至水运设施等。其具有客流集中，换乘量大，辐射面广等特点，在这样的综合交通枢纽站，要进行

综合的详细的规划布局，一般采用先进的设施和空间立体化衔接，合理组织人、车流分离，使人换

乘便捷，车流进出顺畅，便于管理。 

大型接驳站 

大型接驳站是指位于现代有轨电车首末站，地区中心及换乘量较大的车站的换乘点，在此布置

的地面常规公交线路主要为某一个扇面方向的地区提供服务。公交与现代有轨电车的接驳可采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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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或规模较大的中途站两种形式，视该站的功能、地理位置及周边路网而定。建议大型接驳站，应

尽量布置在市中心区以外的地区，其公交及社会车辆场地应按不小于 3000～5000 平方米控制，交通

场地宜设置于现代有轨电车首末站中心半径 200 米以内。对现有公交总站若靠近轨道交通线，应予

预留。若与现代有轨电车换乘不方便的，应适当调整。在规划设计时，除考虑尽可能减少人流、车

流外，要配备必要的运营服务设施和导向标志。 

一般换乘站 

一般换乘站为现代有轨电车的一般中间站与地面常规公交线路的中间站的换乘点。在规划设计

时，要充分考虑到与现代有轨电车的站位相衔接，最好设置在有轨电车车站上下游 50m 范围内。同

时，由于有轨电车交通换乘量大，因此，可以考虑将公交车站设置成港湾式停车站。 

4.3 管理统一对策建议 

4.3.1  设置交通协调管理机构 

海口市交通拥堵不是路少车多这一单纯原因造成的，而是包括规划、投资、建设、运营等各个

过程多方面因素综合形成的。因此，交通拥堵不是交警一家的事，更不可能单靠交警来解决，而是

需要多个部门协调解决。建议海口市仿效北京市做法，建设交通协调管理机构，统管海口市的交通

建设管理、规划、运营职能，并负责与民航总局和铁路部门协调，共同为改善海口市交通而努力。 

4.3.2  寻找适合的现代有轨电车系统建设运营管理模式 

现代有轨电车是一种准公共性产品，造价较高，建设周期较长，投资回报期长，且具有较高的

投资风险[3]，而且，国内外实践证明，单靠政府投资建设经营并不是理想模式。一方面，政府后续

资金不足可能会成为系统建设的瓶颈，另一面，政府经营就会缺乏能动性，很难挖掘出系统的回报

效益。因此，寻找适合的现代有轨电车系统建设运营管理模式是系统建设成功的关键所在，同时也

是个良好的契机，能够从多方面、多层次推进海口市交通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轨道交通的运营模式和建设模式是密不可分的，有什么样的建设模式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运营

模式：政府单一投资的建设模式，基本上是实行单一的经营方式；而多元化投资的投资模式，则实

行土地开发与轨道建设一体化经营模式。因此，必须首先明确投资模式，才能进一步展开系统建设

运营的其它工作。 

5. 结语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一体化交通协调发展研究至关重要，是现代有轨电车系统建设可行性研究的

重要内容。本文结合海口市现代有轨电车系统建设实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出发，探讨现代有

轨电车系统一体化交通协调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一体化交通协调发展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各城市特点也千差万别，因此，

本文涉及现代有轨电车系统的每个方面仍需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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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功能研究 

——以天津地铁一号线为例 

李乐园  丘银英  万涛 

【摘  要】结合天津地铁一号线实例，在分析轨道交通车站作为人行过街通道使用时存在的局限性

及有关问题的基础上，研究提出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功能的适用范围，并就如何提高轨道交通车

站人行过街功能给出了规划管理对策。 

【关键字】轨道交通车站、地铁、人行过街 

1.  引言 

轨道交通车站是城市轨道交通网中的重要建筑物，它是供乘客乘降、换乘和候车的场所，由于

它本身需要向周边道路和建筑集聚客流，因此具备了供行人过街条件。近年来，天津市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如火如荼，目前已建成运营轨道交通线路 2 条、轨道交通车站 25 座，在建轨道交通线路 3 条、

轨道交通车站 37 座。结合众多轨道交通车站组织人行过街，对完善城市人行过街通道具有重要的补

充作用，可以实现交通资源共享、提高设施利用效率、加强城市交通系统的集约性和可持续性。 

2. 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的发展现状 

2.1 天津地铁一号线简介 

天津是继北京后我国第二个拥有地下铁路的城市，天津地铁一号线始建于 1970 年，至 1984 年

通车，线路全长 7.4 千米，共设车站 8 处，分别是天津西站、西北角站、西南角站、二纬路站、海

光寺站、鞍山道站、营口道站和新华路站。目前正在运行的地铁一号线系 2006 年改建通车的线路，

它在既有线基础上分别向北延伸至刘园、向南延伸至双林，线路全长 26.2 千米，设站 22 座，其中

高架站台 8 座、地面站台 1 座、地下站台 13 座，平均站间距 1.19 公里。 

2.2 车站人行过街设施建设 

根据轨道交通车站横跨道路位置的不同，可以将轨道交通车站分为路段型、交叉口型和其它型。

为研究方便，将轨道交通车站的人行过街功能定义如下：行人若能够在路段型车站垂直于地铁线路

方向完成过街行为或在交叉口型车站任一方向完成过街行为，该车站即具有人行过街功能。 

研究发现，在天津地铁一号线 22 座车站中，4 座车站完全无法完成人行过街，大致有三种情况：

其一，部分地铁车站位于建筑群内，无人行过街需求，如洪湖里站、天津西站站；其二，部分地铁

车站位于地面，无人行过街需求，如双林站；其三，由于工程结构选型要求，无法设立人行过街通

道，如刘园站。 

地铁一号线具备人行过街功能的地铁车站有 18 座，其中具备完全过街功能的地铁车站 11 座，

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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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天津地铁一号线可供行人过街的地铁车站 

序号 车站类型 车站位置 过街功能 

1 路段型 
西横堤站、果酒厂站、本溪路站、陈塘庄站、

复兴门站、华山里站、财经学院站 
完全过街 

2 交叉口型 小白楼站、下瓦房站、南楼站、土城站 完全过街 

3 交叉口型 
勤俭道站、西北角站、西南角站、二纬路站、

鞍山道站、营口道站 
部分过街 

2.3 车站人行过街运行现状 

调查结果显示，早高峰 7:30~8:30 时间段内，利用天津地铁一号线地铁车站过街的人流量接近于

零，地铁通道行人过街利用效率极低，具体情况如下： 

表 2  天津地铁一号线若干车站早高峰人行过街交通量 

序号 车站名称 过街通道距离 
平均过街时间 

（秒） 

早高峰人行过街交

通量（人次） 

1 西横堤 40 台阶+50 米 100 1 

2 果酒厂 60 台阶+60 米 110 0 

3 本溪路 80 台阶+75 米 180 2 

4 勤俭道 100 台阶+130 米 210 0 

5 华山里 90 台阶+70 米 160 2 

6 南楼 70 台阶+60 米 135 1 

7 财经学院 80 台阶+60 米 150 0 

3. 问题反思 

经过现状调查发现，天津地铁一号线 22 座车站中，仅 50%的车站具备完全过街功能，其余 50%

的地铁车站因为历史遗留原因、工程技术条件等因素影响不具备或仅具备部分人行过街功能。 

同时，具备完全过街功能的这部分地铁车站利用率极低，原因如下： 

部分地铁车站人行过街功能与平面过街功能并行，相比之下，平面过街设施便捷程度高，行人

更倾向于采用平面过街方式。 

利用地铁车站过街普遍存在过街绕行距离长、耗费体力大、浪费时间多的情况，超过行人过街

的生理心理阈值，大多数情况下行人宁愿违章过街。 

地铁车站过街设施缺乏配套保障措施，或中间分隔带设置较低，或缺乏严格的交通管理，对行

人违章过街行为起不到有效约束。 

地铁车站过街诱导设施严重缺乏，多数行人对地铁车站的内部构造和功能不清楚，也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了行人利用地铁车站过街的几率。 

结合地铁车站设置人行过街通道会增加地铁系统运营和维护成本，同时可能带来治安隐患等问

题，因此地铁系统建设和管理部门在建设地铁车站可能会在主观上对人行过街功能有排斥心理，客

观上就造成了地铁车站人行过街功能的缺位或不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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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功能的适用范围 

由此可见，虽然轨道交通车站具有兼顾人行过街条件，但出自轨道交通系统自身因素的考虑，

轨道交通车站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并没有刻意追求人行过街功能设计，其追求的效果是如何方便轨道

交通系统客流迅速高效集散，而不是如何方便轨道交通线路两侧行人安全方便过街，这样造成的结

果往往是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设施考虑不足、人行过街功能受到较大限制，而这种人行通道系统

的设置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轨道交通系统客流自身的过街服务水平。 

换言之，现在大部分地铁系统与人行过街系统仍然像两条平行线。应该说，形成这种局面，就

轨道交通系统本身来说是有情可原的，如果强硬要求所有的轨道交通车站都必须具备完全过街功能，

其实亦是对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对轨道交通系统组织人行过街的适用范围进行界定很有必要。 

概括来说，利用轨道交通车站组织人行过街的适用范围如下： 

作为城市快速路人行过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快速路是最高级别的城市道路，承担城市分区之间大容量快速机动车交通联系，往往实行对向

车道分隔、出入口全控制，沿线道路与快速路相交形式只有三种，互通式立交、分离式立交和接快

速路辅路并实行右转进出交通管制的平面交叉口。在这种方式下，行人不能通过平面过街的方式跨

越城市快速路，只能依靠立体人行过街通道或桥下辅路完成过街行为。此时轨道交通车站是人行过

街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与人行天桥、人行地道、桥下辅路一起构成快速路人行过街体

系。 

作为交通性主干路系统的选择性人行过街方式 

交通性主干路是仅次于城市快速路的道路级别，它承担了城市各分区之间的重要交通联系，对

通行能力、通行速度等都有较高要求，要求沿线相交道路满足一定间距，同时部分限制出入。由于

交通性主干路交通性功能较强、主线交通量大，行人平面过街时往往过街距离较远、红灯等待时间

较长、二次过街机率较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此时轨道交通车站可以作为一种可供选择性的人行

过街方式，让行人在平面过街和利用地铁车站过街两种方式之间有选择空间，能够有效提高人行过

街服务水平。 

5. 规划管理对策探讨 

现状反映出来种种问题表明，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双重影响，轨道交通车站作为人行过街

通道使用时，效果不尽如人意。因此，在界定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功能的适用范围之后，为保证

行人能够便捷安全的使用轨道交通车站过街，有必要加强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功能的规划和管理。

笔者建议应该重点完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工作： 

5.1.1  规划建设一体化 

人行过街通道与轨道交通车站规划建设一体化 

将轨道交通车站的规划建设纳入城市人行过街通道规划，在制定城市人行过街通道规划时，明

确各轨道交通车站在城市人行过街交通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强制性的人行过街轨道交通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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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非付费区及与车站公共通道相连的建筑物应规划有公共区域，满足行人 24 小时的过街通行要求，

同时应该规定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布置的一般原则，并就轨道交通车站过街的步行距离作出限制，

过街长度不宜过长；对选择性的人行过街轨道交通车站，应该强调轨道交通车站与地下街、大型公

共建筑、交通枢纽以及公共交通站点的共建。 

加强配套设施建设 

在强制性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通道附近，应建设相应的管理设施（如栏杆等隔离物），强制

行人通过人行过街通道过街，避免直接穿越，发生交通事故。 

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设施设置技术要求 

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通道应尽量与周边建筑结合设置，应该符合行人出行习惯和出行主流向，

方便行人出行。当轨道交通车站作为城市快速路人行过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人行过街步行长

度不宜过长，应该在行人过街可接受的绕行距离之内。根据对行人过街可忍耐时长的研究，行人等

待时间超过 90 秒时，行人违章过街的概率大大增加，因此当轨道交通车站任一过街方向的过街绕行

距离超过 100 米时，就应该考虑就近设置进出通道，同时保证轨道交通人行通道与地面步行系统的

良好衔接。 

5.1.2  交通管理一体化 

提供行政保障体系 

由于轨道交通车站与人行过街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主体不同，如果缺乏相应的行政保障体系，两

者容易衔接不当，从而造成步行不畅、过街不顺。因此应该建立相应的行政保障体系，由轨道交通

建设和管理部门与市政工程建设和管理部门相互沟通后制定统一规划方案、同步或分期实施。 

加强交通宣传与诱导 

在目前发展阶段，虽然轨道交通已经逐渐融入公众日常生活，但由于轨道交通车站形式各异，

造成一部分行人对各轨道交通车站的人行过街功能认识不足。为使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功能得到

充分利用，应该加强交通宣传，让地铁车站的人行过街功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同时建立完善的

交通诱导系统和功能明确的交通标志标线，方便行人出行。 

严格执行地面交通管理 

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范人行过街行为。在信号灯交叉口行人应该按照交通信号灯或者

管理人员的指挥通行，在无信号交叉口应该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示通行，避免违章过街行为，保障

行人安全。 

6. 结语 

 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人行过街设施属于投资较小但受关注程度较高的设施，直接关系

着成千上万民众的日常出行，搞好人行过街设施规划建设工作意义重大。 

充分利用轨道交通车站的人行过街功能，对于丰富人行过街体系、建设集约型人行交通系统有

着重要作用，但同时，轨道交通车站投资建设代价不菲，要正确有效的发挥轨道交通车站的人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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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通道，做到物尽其用、物超所值，有必要对轨道交通车站人行过街功能的适用范围、规划和管理

要求做详细研究和充分论证。文章对上述问题作了初步探讨，供当前及今后时期人行过街通道规划

和轨道交通车站建设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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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市域线与城区线衔接模式研究 

——以天津市为例 

邹哲  崔扬  周欣荣  袁文凯 

【摘  要】随着国内各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大都市地区的城镇发展，城市居民对长距离快速交

通的需求日益强烈。轨道交通作为大容量的公共交通系统，已经不再仅仅为城区内居民中短距离出

行服务，规模在 50 公里以上，运营速度在 70km/h 以上的市域轨道线路在国内各大城市的规划建设

中应运而生。本文在明确轨道交通市域线与城区线的定义及基本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城市的

实例，分析两种制式轨道交通线路衔接模式与城市结构之间的基本关系及考虑因素；并论证不同模

式在天津市实际应用的适应性，而且结合轨道交通建设对两种制式线路近远期结合的进行探讨。 

【关键词】轨道交通 市域线 城区线 衔接模式 天津 城市拓展 城市结构 

1. 轨道交通市域线功能及特征 

1.1 市域线功能定位 

随着国内各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及大都市地区的城镇发展，城市居民对长距离快速交通的需

求日益强烈。根据国际经验,在市域轨道交通的范畴内，有市郊铁路，通勤铁路，轨道快线等概念。

其有别于城区内部地铁线共同特征是：主要服务范围在市中心外围地区，连接市中心与都市圈内新

城镇；服务对象以通勤客流为主，通勤高峰时间发车密度高；为提高线路利用率，非高峰发车间隔

有减小趋势，以提高对非通勤客流的吸引力。而城区地铁线多在城区内部设置，连接城区内主要客

流节点，服务于通勤、商旅、游憩、购物、探访等多种客流需求，发车间隔较小且较平均。 

为了在功能定位层面将其与城区内部地铁线加以区分，本文将其定义为“服务于市域范围内中

长距离居民出行需求的轨道交通线路”，而将城区线定义为 “为城区内部居民中短距离出行服务的

轨道交通线路”。 

1.2 市域线基本特性 

为满足市域层面居民快速出行的需求，市域线站间距均较大，一般在 2km 以上，线型技术要求

较高，设计车速一般都在 120km/h 以上，以保证运营速度在 70km/h 以上。而城区线站间距较小，一

般在 1km 左右，运营速度多在 30km/h-45km/h。 

2. 市域线与城区线衔接基本模式及实例 

国际大城市一般都以中心城区为核心，周边多个新城围绕中心城区形成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地区。

新城一般分散地布置在距市中心 50 公里半径范围内，通勤出行的需求特点和新城地理位置决定了国

际大城市轨道市域线的基本特征是以中心城区为中心的长放射线。市域线与城区线服务对象不同，

因此两者一般来说不可互相替代，而是功能互补，同时又紧密衔接的两个层次线网。同时因城市结

构不同，中心区外市域线与市中心区城区线也呈现出不同的衔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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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市域线与城区线通过中心城区轨道环线换乘衔接 

市域线进入中心城区，并截止于中心城区内的城区线环线，通过环线上的换乘站与城区线进行

衔接换乘。市域线与城区线形成层次清晰，分工明确的整体轨道交通线网。 

伦敦与莫斯科的市域轨道交通是放射+环状结构的典型代表。绝大部分换乘站座落在换乘环线上，

市域线在环线上的车站停止运行。换乘环线发挥着换乘功能和连接城市副中心的双重作用。 

 

2.2 市域线与城区线通过环线及外围枢纽换乘衔接 

市域线与城区线除了在中心城区环线上换乘外，在中心城区外围的近郊地区设置换乘枢纽，使

市域线之间的换乘及市域线与城区线之间的部分换乘在外围枢纽完成。同样，这种模式的市域线与

城区线分工较清晰，两种线路功能定位明确、各行其责。 

随着新城和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市域轨道交通换乘量和城市副中心之间的交通量同步增加，都

集中在换乘环线上，使得环线压力过大。通过建设市郊换乘枢纽，使市域轨道交通换乘在各市郊枢

纽完成，可在降低换乘环线压力的同时，完成新城与市中心的连接。东京是这一结构的典型代表。 

 

http://www.tranbbs.com/
http://www.tranb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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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市域线与城区线通过位于城市核心的换乘枢纽衔接 

市域线进入城市核心，并将终点站设在城市核心，同时也是大型的换乘枢纽，与多条城区线进

行换乘衔接。这种模式的两种线路功能分工较清晰，只是在市域线的核心区部分，市域线兼具一定

的城区线功能，但由于处于线路尽端，两种功能线路客流不匹配带来的运营组织问题，相对来说处

理难度不大。 

纽约是这一结构的典型代表。在曼哈顿地区的两大枢纽内，市域铁路均可与 4 条地铁完成换乘。

这一形式使通勤者在进入市中心后，可能尚需换乘地铁到达目的地，服务范围较小，且由于尽端线

的市域线具有部分城区线功能，枢纽内换乘客流过于集中。 

 

2.4 市域线穿越中心城区，通过沿线多个枢纽与城区线进行换乘衔接 

这种模式与上种模式有相似之处，但最大的不同是市域线完全穿越城市中心，并在沿线设置多

处枢纽站，与城区线进行衔接。这种模式的市域线与城区线在核心区部分功能完全混合，穿城而过

的轨道线已不再是严格意义上的市域线，而是一条快慢混合、市域线功能与城区线功能混合的线路。

由于线路在城区内部分客流远远大于外围部分客流，必然带来整条线路客流不匹配的问题，造成运

营组织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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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 RER 系统作为这一结构的典型代表，却是该模式的成功范例：RER 线穿越中心区通过沿线

数个大型枢纽，缓解换乘压力，枢纽内客流集中度很高，如 Chatelet 枢纽内有 7 条轨道交通线路交

汇，通勤者进入市区后，可能需换乘地铁到达目的地，服务范围较小。因为其穿越中心城区并在中

心城区内设置多个车站，实际其线路在中心区部分起到的是城区线功能，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 RER

系统应该是集城区线与市域线功能于一身的混合线路。 

巴黎市中心区面积 105 平方公里，相比其他大都市（中心区面积均在 600 平方公里以上），市

中心面积小，因此其由于城区线与市域线功能混合带来的客流不匹配问题相对并不明显，而且巴黎

复杂的轨道交通运营调度有效的缓解了这一问题。另外，在 RER 系统穿越城区的同一走廊内常常伴

有多条平行并线的城区线路缓解其客流压力，因此，RER 系统客运密度约为东京通勤轨道交通的一

半，换乘客流高度集中以及客流不匹配的负面影响不大。 

3. 市域线与城区线衔接模式与城市结构关系 

从上面的实例可以看到，不同的城市选择不同的市域线与城区线衔接模式，这与其长达百年的

轨道交通建设及城市化过程密切相关：城市结构决定了轨道交通线网结构，同时轨道交通线路的建

设历程又影响着城市结构的演变。 

对于圈层式结构的城市，轨道交通一般采用环放式的轨道线网结构。而类似于伦敦与莫斯科的

单纯环线换乘的城市，其线网结构的形成是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这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较早，尤

其是环线一般都在建设的初期就已经形成。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交通压力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原

先建设的环线逐渐不能满足交通需求，伦敦在环线走廊内建设了多条城区线路与其并线；莫斯科在

最初的环线基础上，又规划建设了多条环线，最新的规划确定了莫斯科地区由四条同心环线和十几

条与之相交的直线组成的市域轨道交通线网。 

对于纽约所采取的市域线路结构，市域线作为尽端直接进入中心，取决于其作为海港城市一面

临海的城市特征，同时与曼哈顿的超强的城市核心地位密切相关。 

巴黎的 RER 系统是经过多年的建设形成的，最初的 RER 线路经过对市郊铁路的改造建成。其

建设过程也是分段进行，最后连接成一条贯通并穿越中心城区的市域线路。因为巴黎市中心区面积

仅为 105 平方公里，其市域线路在中心区设站数量有限，所以市域线穿城带来的客流不匹配，线路

http://www.tranb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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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混合问题相对较小。即便如此，在市域线穿城的走廊内仍有多条城区线并行以便分担客流，同

时线路各种交路组合的运营方案非常复杂。 

对国内的大城市来说，一般规划的城市规模都较大，规划建设的外围新城较多，同时轨道建设

多在起步期，且城市结构多为圈层式，如果单纯的建设市域线与城区线环放式衔接的模式，难免会

出现远期环线压力过大的问题，所以，对于国内的大城市来说，应充分分析城市结构及客流特征，

规划市域线与城区线多种衔接模式相结合的轨道交通线网。 

4. 市域线与城区线衔接模式在天津的应用 

综上所述，国外轨道交通发达城市市域线与城区线衔接模式的选择与各自的城市结构是相互适

应的，也是多年来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发展之间互动的结果。轨道交通对一个城市来说是百年大计，

而且具有不可逆性，所以，国内城市规划市域线网结构时不能简单的对某种国外成功模式照搬照抄，

而应该紧密结合各自城市的结构、客流特征、居民出行习惯及远期的城市定位深入分析，慎重决定。

并且制定分步实施的方案，以便为在远期长久的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留有调整的余地。 

对于天津市来说，独有的双城区城市结构决定了其市域线与城区线衔接模式必然不同于其他任

何一个城市，而是分区域、分线路多种模式相互配合的综合模式。 

天津的市域线设置考量其基本功能，必然需要满足双城之间的快速联系，必然需要满足外围新

城与城市活动中心及客运交通枢纽的快速联系。由此，对于市域线与不同区域内的城区线衔接模式

分别进行分析。 

4.1 中心城区 

对于中心城区来说，外环线内面积 371 平方公里，圈层式的城市结构及由小白楼地区作为城市

主中心，天钢柳林地区及西站地区等为城市的副中心的功能布局，决定了中心城区城区线采取环放

式的线网结构，M5 与 M6 号组成的环线串联了各个城市副中心，所以市域线与城区线应以城区环线

换乘作为其衔接的最基本方式。同时由于天津的“双城双港、相向拓展、一轴两带、南北生态”的

市域空间发展战略，市域线必然需要与中心城区外围各个方向的新城都有联系。从提高中心城区及

滨海新区的易达性角度出发，为了满足外围新城与中心城区及滨海新区的通达性，市域线必然要穿

越中心城区；但由于天津不同于巴黎的空间结构及核心区规模，市域线不适合穿越中心城区的核心

区。为了减少由于市域线穿城带来的线路功能混淆的问题，市域线宜从城区环线外围穿越城区，减

少市域线在中心城区内距离，同时在一些客流主走廊上可以考虑与城区线局部并线，便于换乘及分

担客流。在中心城区外围的大型开发组团及客运枢纽，设置多线换乘的轨道交通枢纽，既可以带动

土地开发，又避免过多的客流在城市核心进行换乘。所以，中心城区的市域线及城区线应采用环线

及外围枢纽换乘加上外围穿越城区的综合衔接模式。 

4.2 滨海新区核心区 

滨海新区作为城市新兴的开发区，有着较强的可塑性。同时其有着与纽约类似的特征——海港

城市、以于家堡为城市核心、板块式的城市结构。应对着核心区的城市结构，其城区线的线网结构

是以于家堡为核心的放射式结构，并没有一个典型意义上的城区线环线。所以，部分市域线以尽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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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进入滨海新区核心区，并在核心区内通过多个大型枢纽与多条城区线换乘的模式在滨海新区

是适宜的。而部分连接大港、汉沽与中心城区的市域线，根据其主要功能，在核心区的其他板块通

过枢纽与核心区城区线换乘，避免将过多的市域线引入于家堡进行换乘，使得于家堡局部地区的交

通压力过于巨大。所以，滨海核心区的市域线与城区线衔接模式应为核心枢纽换乘与外围枢纽换乘

的综合模式。 

4.3 海河中游地区 

海河中游指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间的大片区域，是未来天津市发展的第三极，其中海河北岸规

划以产业用地为主，海河南岸以高品质住宅、高端服务业为主。市域线在中游地区均为穿越线路，

对于北岸的市域线，其站间距较大，与中游的城区线通过部分枢纽进行衔接，形成各个组团的核心。

对于南岸的市域线，除了通过大型枢纽形成 TOD 开发中心外，因南岸地区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有

可能发展成城市连绵带，还应保证市域线远期沿线开辟城区线共线的可能性，这样可以避免远景城

市沿客流走廊发展形成大量的中短距离出行需求不得不由市域线承担的窘境。即海河中游南岸地区

远景可能被迫形成市域线穿越城市核心区的模式，所以在规划阶段就应为远期形成功能明确的市域

线与城区线两层次线网进行考虑。 

4.4 市域线与城区线近远期结合方案 

市域线不同于城区线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市域线是跨越多个城市分区规模较长的线路，因此，

其建设也是分阶段完成的。 

对于天津市来说，其双城区的城市结构决定了最亟需建设的市域线是联系双城区之间的部分。

由于规划实施的滚动性，其在双城区内与城区线的衔接模式也不可能一步到位，一次形成。因此，

必须考虑其近远期的衔接模式乃至线路的转换：在中心城区内近期可以考虑进入城区后与环线及主

要交通枢纽衔接，远期再穿越城区向外延伸；在滨海新区核心区内，近期考虑以进入于家堡的尽端

线形式建设市域线，远期待汉沽、大港开发需求增加，将部分市域线在外围枢纽截断向沿海两侧延

伸，而核心区内部分线路则作为城区线路运营，以保证其线路功能，形成层次分明，功能清晰的整

体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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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轨道交通远期网 

注：Z—市域线；M－中心城区城区线；B－滨海新区核心区城区线；C－海河中游城区线 

5. 结语 

对于市域范围较大的城市来说，轨道交通市域线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受到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者的重视。但由于缺乏相关经验及系统的研究，国内的一些城市在进行市域线的规划建

设中盲目照抄所谓的国际先进经验，带来了线路运营、组织、建设等方面的一系列的问题，不得不

修改规划，重复建设，带来了巨大损失。 

本文分析了国外主要大城市市域线与城区线衔接的基本模式，指出各个城市的线网结构与其各

自的城市结构及线网形成过程之间的密切相关，同时根据天津市的自身特点，提出了市域线在天津

市各个地区与城区线适宜采用的衔接模式，并对近远期结合方案给出了初步的建议。 

【参考文献】： 

[1] 五一. 巴黎 RER 线与上海 R 线的对比研究.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05，（4）． 

[2] 殷志宏 孙有望 陈俞樑等 国际大都市市域轨道交通线网结构对上海的借鉴 轨道交通，2007，

（3） 

[3] 天津市建交委 天津市规划局 “天津市市域综合交通规划（2008－2020）—轨道交通专项规

划”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简介】 

邹哲，男，正高级工程师，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

会副理事长。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606 

 北京步行、自行车交通问题分析及改善对策研究 

潘昭宇 李伟 

【摘  要】本文在分析当前北京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存在问题及问题症结的基础上，明确了步行、自

行车交通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及发展趋势，提出了步行、自行车交通的发展政策及目

标，从保障步行、自行车交通在路段、交叉口及过街设施等方面的有效通行空间，以及为步行、自

行车交通创造良好、舒适的出行环境两方面提出了系统的改善对策，并结合北京的实践进行了实例

分析。 

【关键词】步行；自行车；存在问题；功能定位；改善对策 

1. 引言 

步行、自行车交通是北京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 年《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明确提出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在未来城市交通体系中仍是主要交通方式之一‖。但随着小汽车交通的迅猛发展，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通行空间不断受到排挤，出行路权受到侵害，出行环境日益恶化，交通安全问题

日益突出。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当前―以人为本‖、―构建环境友好型城市‖等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社会各界对步行、自行车交通日益关注，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开展了多项步行、自行车交通的研究、

实践工作，本文主要结合北京的实践对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改善进行了一定探讨。 

2. 步行、自行车交通问题及症结分析 

2.1 存在问题 

2.1.1  步行系统 

对于步行系统而言，据调查 74%的步行者认为步行环境不安全（老年人中为 80%），77%的步

行者对步行环境不满意。[1]根据对北京两广路、CBD、中关村等地区的调查，概括起来主要存在如

下问题： 

 步道宽度不足 

部分城市道路步道缺失，人车混行，部分干道的步道有效宽度不足 1 米，当行人流量较大时，

行人不得不借道车行道，极易发生交通事故。 

 步道被占用造成行走障碍 

长期以来，对于机动车道以外的道路空间由于缺乏统筹安排和有效管理，沿城市道路许多单位

非法占据道路红线内空间，同时，公共设施、市政设施、机动车停车、自行车停车等占用人行步道

现象十分普遍，阻断了行人连续的通行空间。 

 残疾人通行不便 

调查显示，除新建道路设施外，多数步道和过街设施没有按照残疾人通行标准进行改造，造成

盲道不连续，残疾人出行困难，难以保证残疾人的正常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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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过街不便 

行人过街设施包括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是步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过街设施间

距不合理、机动车交通违章、过宽的道路等是造成行人过街不便的主要因素。 

 服务设施不足 

为行人提供服务的设施设置不足或不合理，常使行人伴有担心和不愉快的情绪。比如，人行道

边休息座椅不足，找不到垃圾箱、电话亭，缺乏遮荫的行道树和相应的绿化，夜间照明设施欠缺或

照度不足，宽阔的空间缺乏遮阳设施等。 

 步行环境舒适性较差 

步行环境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管理不善带来的诸多污染，主要包括噪音污染（如临街商家的叫卖、

高音喇叭播放的宣传广告和音乐以及汽车噪音等）、空气污染（如汽车尾气、餐馆烟尘、工地粉尘

以及空调排风等）和垃圾、污水等。此外，由于维护和管理不到位而出现路面破损、不良的设计造

成树坑裸露等都影响行人的出行环境。 

2.1.2  自行车系统 

对于自行车系统，无论是自行车行车环境还是存车环境都存在严重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如下： 

 自行车道宽度不足 

机非混行道路中非机动车道宽度不足，特别是支路和胡同。其中，胡同中的机动车停车问题是

造成自行车交通以及步行等其它交通方式交通环境恶劣的主要原因。 

 机动车对自行车的威胁 

进入非机动车道的机动车，以及公交站点处进出站的公交车是带来自行车威胁的主要方面，极

易引发交通事故。对于一块板、两块板道路，如图 1a，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缺乏物理隔离设

施，机动车随意进出和停靠非机动车道十分普遍；对于三块板、四块板道路，如图 1b，通常非机动

车道上施画机动车停车位，进出停车位及路段通过的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使得可供自行车行驶

的空间所剩无几（多数路段只剩下 1 米左右），经常可以看到自行车被夹在机动车缝隙之中，惊险

程度不言而喻。 

  

a 一块板道路                b 三块板道路 

图 1 不同路段机动车对自行车威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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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设施不足 

商业、服务业、公共服务设施、公交和地铁车站缺乏足够的自行车停车设施是造成自行车乱停

乱放的主要原因。以西城区为例，全区次干道及以上道路中，只有 24%的路段设有自行车停车设施，

致使 70%～80%的路段存在自行车乱停乱放现象。支路和胡同情况更差，96%没有自行车停车设施。

另外，约 90%的公交车站和约 70%的公建、商店门前未设自行车停车设施。[2]
  

 自行车失窃问题 

由于对盗窃自行车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一些无人看管的自行车失窃问题严重。这就导致

居民普遍不敢买新车而使用功能较差、不美观的旧车，给骑车人自身以及他人的交通安全造成隐患。 

2.2 问题症结 

以上步行、自行车交通存在的问题，部分影响到行人和骑车人的正常通行，有的甚至已经到了

行人、骑车人无路可走，交通安全没有任何保障的严重地步。分析这些问题背后的症结，主要有以

下两个方面。 

长期以来―车本位‖的思想漠视了步行、自行车交通的合理地位，使得社会各界对步行、自行车

交通方式缺乏足够重视； 

对步行、自行车交通方式的功能定位、作用认识不够，忽视了步行、自行车在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作为特定交通方式存在的合理性。 

3. 步行、自行车交通功能定位及发展趋势 

3.1 功能定位 

步行作为最基本的出行方式，一般出行距离为 1～3 公里，是居民出行的重要方式之一，同时也

是其它交通方式的基础，因为任何出行方式在出行链的两端及中途转换过程中往往都需要靠步行来

衔接。同时，步行不单是一种交通出行的方式，而且也是休闲、健身的方式，而步行环境的好坏往

往也是体现城市形象的重要标志。 

自行车交通具有行驶灵活、准时性高、存车方便省地等特征，一般出行距离在 3～5 公里，是中、

短距离出行非常理想的交通方式。同时，自行车交通作为公共交通的端末交通工具（骑自行车转乘

公共交通），对于扩大公共交通覆盖范围，支撑―公交优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此外，自行车交通

是完全绿色的出行方式，对于大量历史文化保护区、胡同、四合院、名人故居等聚集的北京旧城区，

无论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还是城市环境质量改善的角度，自行车交通都是值得提倡的出行方式。

而北京城市地势平坦、全年降雪量和降雨量较小的特点，为自行车出行提供了非常有利的自然条件。

[1]与步行一样，自行车交通也是一种健身方式，骑自行车出行可以锻炼身体，有利于身体健康。 

3.2 发展趋势 

基于以上认识，步行、自行车交通未来仍是北京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基本交通方式。

而步行作为居民出行的最基本交通方式和其它交通方式的基础，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内步行仍将占

居民出行总量中的 1/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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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北京居民出行调查资料显示，北京市区居民出行（不含步行）距离在 5 公里以下的约占

45%，如图 2a，而自行车实际承担着居民出行总量（不含步行）的 30%。[3]
2004《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指出到 2020 年北京自行车出行方式比例应不低于 20%。未来随着北京郊区新城的发展和部分人

口的外迁，出行距离将会有所增加，自行车交通需求会有所降低，但随着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及功能

布局的调整，居住和就业岗位的就地平衡，以及对自行车采取积极、扶持的交通政策，通过引导当

前小汽车交通方式中的短距离出行（小于 4 公里，占小汽车方式的 23％，如图 2b）向自行车方式转

移，预计未来自行车出行仍将占居民出行总量（不含步行方式）的 20～30%。 

  

a 全方式出行距离累计曲线(步行除外)    b 各种方式出行距离累计曲线 

图 2 北京居民出行距离累计分布曲线图(2005 年) 

4. 步行、自行车交通发展目标及改善对策 

4.1 发展目标 

基于对北京步行、自行车交通定位及发展趋势的认识，未来对于步行、自行车交通应该采取―积

极提倡步行、自行车交通方式，实行步行、自行车优先，为包括交通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步行者、

骑车人创造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的发展政策，达到步行系统―安全、畅通、方便、舒适‖，自行

车系统―安全、有序、快捷、方便‖的发展目标。 

4.2 改善对策 

为实现步行、自行车交通的发展目标，保障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结合当前北京步行、自行

车交通存在的问题，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对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进行改善：（1）保障步行、自行车

交通在路段、交叉口及过街设施等方面有效的通行空间；（2）保障步行、自行车交通良好、舒适的

出行环境。以下结合北京两广路、CBD 等地区步行、自行车改善实践进行说明。 

4.2.1  步行系统 

 确保行人通行带宽度 

步行通行带宽度应以步行者流量和流向为基本依据，并应满足行人步行要求，保障行人的交通

安全、交通连续性和相应的交通服务水平。道路交叉口处的行人通行带宽度一般应大于相应路段的

行人通行带宽度，条件困难情况下也不得小于相应路段的行人通行带宽度。城市建设区行人通行带

宽度，快速路辅路、主干路不得小于 3 米，次干路不得小于 2.5 米，支路不得小于 1.5 米。[1]如图 3

北京广内大街-白广路口西改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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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改造前                             b 改造后（效果图） 

图 3 广内大街-白广路口改造示意图 

对行人通行带上妨碍行人通行的设施，应进行移位或拆除。其中，体量较小的各类公共服务设

施一般应设置在行道树设施带内，并避免影响行车视线和挤占通行空间，包括：信息亭、电话亭、

邮箱、导引标识、信号灯杆及箱、交通标志杆、交通护栏、出租车扬招牌、自行车架、候车亭、废

物箱、路灯杆、步道灯杆等。体量较大的公共服务设施（书报亭、临时公厕）宜结合路侧绿地设置，

并设置在临人行道一侧设置；绿地景观类配套设施可结合绿地景观设计进行设置，包括：景观步道

灯、休息座椅、废物箱等，如图 4 所示。 

  

a 体量较大设施设置在路侧绿地     b 体量较小设施设置在行道树设施带 

图 4 行人通行带上附属设施设置示意图 

 改善行人过街设施条件 

人行过街设施设置间距应根据行人过街需求设置，一般情况下快速路宜为 300～500 米，主干路

宜为 250～300 米、次干路宜为 150～300 米。商业、文化娱乐等设施密集的路段应根据需要加密。

[1] 

过街设施应与公交场站、公交车站、居住区、公共服务设施等

行人流量较大地点顺畅衔接。机动车车道数大于或等于 6 条或人行

横道长度大于 30 米时，须在中央分隔带上设置设安全岛，安全岛

的最小宽度为 1 米，如图 5 两广路-菜市口安全岛。此外，设置在

机非分隔带上的公交车站，均应施画人行横道与人行道衔接，

保障行人系统的连续性。 图 5 两广路-菜市口安全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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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合理的公交车站设施 

地面公交车站设施不得占用行人通行带空间（候车亭顶棚除外）。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地铁

等设施的出入口，应避免占用行人通行带空间。不得不占用行人通行带的，行人通行带须相应拓宽。

对于占用行人通行带空间的公交车站设施应进行改造，改用新型候车亭，将候车亭立柱布置在护栏

附近而不占用行人通行带，候车亭顶棚反向设置，如图 6 两广路-牛街北口公交车站改造示意图。 

  

           a 改造前                           b 改造后（效果图） 

图 6 两广路-牛街北口公交车站改造示意图 

 改善人行道铺装、无障碍水平 

人行道铺装应平整、抗滑、耐磨、透水、美观，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盲道改造除路段盲道断

头的部分外，重点应放在各个交叉口附近，并要求人行横道两端人行道应进行切坡，且坡脚、盲道、

人行横道线三者应保持一致。同时要求道路附属设施的设置严禁占用盲道，必须确保盲道的连续和

便捷。 

4.2.2  自行车系统 

 自行车道布局 

自行车道路网由城市道路两侧的自行车道、胡同、小区内道路以及自行车专用道共同组成，必

须确保自行车可以连续行驶。自行车道必须与土地使用规划紧密结合，无特殊情况的，城市道路两

侧须设置自行车道。城市次干道及以上等级道路，机动车道和自行车道之间应该实行物理隔离。城

市支路交通量较大的，也应根据条件设置机非隔离设施。 

 确保自行车道有效通行宽度 

根据北京 2005～2007 核查线流量调查结果，北京中心城高峰小时单向自行车交通量，主、次干

道主要集中在 2000 辆以内，支路主要集中在 1000 辆以内，过去每小时 5、6 千辆的情况已经不存在

了。[4]因此，自行车道的通行宽度有必要重新界定：自行车道过窄，影响自行车交通的通畅；但自

行车道过宽，更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一是浪费空间，二是容易被机动车停车和行车占用，

据实际调查，经物理隔离的自行车道宽度超过 3～4 米，就会出现机动车违法停车而阻碍自行车通行

的情况。事实上许多 5 米宽的非机动车道由于机动车停车反而给自行车交通剩下的通行空间往往只

剩下 1 米，而 3 米宽的自行车道却极少机动车辆违法停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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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城市道路两侧的自行车道宽度，一般快速路辅路、主干路应为 3～4 米，次干路

应为 2～3 米（一般情况下宜为 3 米），支路应为 2 米。高峰小时自行车流量超过 3000 辆的，可适

当加宽。红线宽度为 15 米的支路，自行车道宽度可为 1 米。[1]交叉口处的自行车道宽度不得小于路

段上的自行车道宽度。 

路侧机动车停车位的设置，不得妨碍自行车交通的通行。主次干道的机动车道可视交通状况并

采取相应管理措施限时停放。以北京两广路改造为例，据调查高峰小时单向自行车流量在 3000 辆/h

左右，因此，为确保自行车路权，消除机非相互干扰，改造方案提出取消路侧机动车停车位，并根

据道路两侧用地的开发程度、社会机动车停车设施建设情况、道路红线内空间条件等因素，在路侧

带上新增了一些临时性的机动车停车位，待道路两侧用地开发改造完成后（即配建停车和社会停车

设施完善后）予以取消改为道路绿化，并在两侧 7 米宽的非机动车道中间设置护栏，将机动车与自

行车实行物理隔离，如下图 7 所示。 

  

           a 改造前                       b 改造后（效果图） 

图 7 两广路路侧停车改造示意图 

 改善公交车进出站对自行车的影响 

公交车辆进出站以及进出站前后长时间借用自行车道，对自行车交通的干扰和人身威胁较大。

同时，自行车也使公交进出站不方便。因此，公交车站宜采用自行车道外绕公交车站的模式，避免

进出站公交车辆对自行车的干扰与威胁，如图 8 北京西三环辅路公交车站改造示意图。 

  

图 8 北京西三环辅路公交车站改建后示意图 

对于道路空间有限，不能按照上面的方法进行改造的公交车站，应在靠外侧机动车道的路面上

施画自行车和公交车优先通行的标识，如黄色网线等，使得在公交车进站停靠时，其他机动车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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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让借道机动车道的自行车，确保自行车交通连续行驶通行空间，同时出站的公交车辆也容易回到

机动车道，如图 9 所示。 

  

a 改造前                   b 改造后（效果图） 

图 9 公交车站改造示意图 

 分散布局，设置灵活多样的自行车停车设施 

居住区和公共服务设施要为自行车提供足够和方便的停车设施。自行车停车位宜与绿化结合设

置在地面、人员进出口附近，出入口较多的宜分散设置。公共交通车站、公共交通枢纽，须根据需

求就近设置足够、方便的自行车停车设施，为自行车驻车换乘（B+R：Biking & Riding）提供良好条

件。 

对于路段自行车停车设施的设置，可充分利用行道树设施带、机非隔离带、店前广场和人行天

桥下的空间，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并设置自行车架，保证一车一架，如下图 10 所示。 

  

图 10 利用机非隔离带、行道树之间空间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 

 附属设施及绿化环境改善 

自行车道应保证路面平整、抗滑、耐磨，避免高低起伏。自行车道照明应确保骑车人夜间通行

的安全和方便。行道树在路段上应连续种植，且宜种植绿荫效果良好的乔木，一方面为夏天骑车人

提供林荫避暑，另一方面可改善城市热岛效应，改善道路环境和道路景观。 

5. 结束语 

面对步行、自行车交通日益严峻的交通问题，北京市近年相继开展了多项研究工作，对于改善

行人、骑车人出行环境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与欧洲等发达国家相比，北京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环境在空间尺度、舒适性等方面仍不小差距。同时，由于长期对步行、自行车交通的重视不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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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未来在倡导步行、自行车的绿色出行理念，针对我国步行、自行车交通独有

的特点，在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行驶特性、路权保障、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等方面应进一步开展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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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发展研究 

——以济南市为例 

吴祥国  朱仙媛  张汝华 

【摘  要】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机动车数量不断增加，城市交通问题愈加严重，可持续交通和绿

色交通的理念逐渐被提出并获得认可。在城市交通模式的选择过程中，慢行交通作为最“绿色”的

交通出行模式，与公共交通出行相结合，将有利于可持续交通的发展。我国绝大多数城市慢行交通

出行比例较高，在借鉴国内外城市慢行交通发展状况的基础上，基于济南市慢行交通的发展状况，

主要从慢行交通的政策、规划、建设、管理与结合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五个方面，为济南市进一步

发展慢行交通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交通模式选择；绿色交通；慢行交通；交通规划 

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呼声不断高涨的大环境下，可持续交通的理念逐渐被人

们所熟知。―绿色交通‖是实现绿色交通是实现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系统的必由之路[1]。对

于―绿色交通‖，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许多专家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方向各有偏颇。其目的在于

减少交通拥挤、降低污染、促进社会公平、节省建设维护费用；在我国交通优先权分级体现为：步

行、自行车、公共交通（电车、地铁、轻轨、公共汽车） 、共乘车、出租车、私人机动车、货车、

摩托车[2]。 

慢行交通的概念较早出现于《上海市城市交通发展白皮书》[3]，指的是以步行或自行车等以人

力为空间移动动力的交通方式，占据着绿色交通体系中优先级最高的两种交通方式。慢行是相对于

快速和高速交通而言，出行速度一般不大于 15km/h，有时亦可称为非机动化交通（non-motorized 

transportation, NMT）；在各种交通方式中，通常是较为弱势的、需要保护，但往往也是不可取代的，

因为它是出行起始点及出行终点到达的必要方式。慢行交通系统是城市交通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组团内出行的主要方式，是居民实现日常活动需求的重要方式和城市品位的象征[4]。营造宜人的

慢行交通系统，有利于美化城市的环境，拉近居民的距离，缓解城市的压力，提升城市的文化氛围

和魅力。 

2. 城市交通模式的选择 

2.1 城市交通方式的类型 

在城市交通系统中，有多种多样的交通方式，主要分为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见表 1。各种交

通方式因其自身特性、产生的背景及其承担任务的不同，在我国城市交通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表 2 是各主要出行方式技术指标[5][6][7]。慢行交通是―纯绿色‖的交通方式，占用资源少、能耗低、无

污染、自由灵活，主要承担城市短距离的交通运输服务。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616 

表 1  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主要交通方式 

城市交通 

公共交通 

轨道公共交通 

地铁 

轻轨 

有轨电车 

道路公共交通 
公共汽车 

无轨电车 

辅助公共交通 
出租车 

和乘车 

个体交通 

机动化交通 
私人小汽车 

摩托车 

非机动化交通（慢

行交通） 

自行车 

步行 

表 2  城市交通各主要交通方式的技术指标 

交通方式 步行 自行车 摩托车 小汽车 公交车 轨道 

运送速度（km/h） 2-4 6-15 20-35 20-40 16-25 30-40 

平均载客（人/车） 1 1 1 1.25 30 1800 

单位乘客停车面积    

（m
2
/（人*车）） 

- 1.5 2.1 8 1 0.3 

单位乘客通行占用面积 

（m
2
/（人*车）） 

0.4 1.5 1.45 2.4 0.3 0.67 

单位乘客公里油耗 

（以公交车为 1） 
0 0 5.6 8.1 1 0 

以公交车为 1的各方式废气

排放量之比 
0 0 27.5 19 1 0.7 

2.2 影响城市交通模式选择的因素 

2.2.1  经济发展水平 

城市需要选择符合经济发展阶段的交通模式，任何高成本低效率的发展模式必将为城市的发展

带来负面的影响。城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刺激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道路交通管理的发展，同

时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交通管理的发展又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保障[8]。此外，经济

发展水平还对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居民出行方式的喜好产生影响。 

2.2.2  土地利用模式 

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主要有两种，低密度分散模式和高密度集中模式。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和城市

交通模式之间存在一种客观的互动反馈关系[9]。一般，低密度分散模式对应于小汽车为主导的交通

模式，如洛杉矶、底特律、丹佛等，导致了巨大的资源环境问题；高密度集中模式对应于公共交通

和慢行交通相协调的交通模式，如香港、新加坡、东京等，是实现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交通

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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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城市空间布局 

根据城市建成区的平面特征，城市空间布局形态主要分为块状、带状、环状、串联状、组团状

和星状等空间布局形态。城市布局的不同，制约着城市道路网布设，左右着城市交通网络。带状城

市布局虽然受横向宽度的限制，却有利于形成比较大的交通干线和走廊，发展大容量的公共交通，

并与慢行交通方式相结合，形成―公交+慢行‖的交通模式。 

2.2.4  居民出行结构 

主要根据小汽车、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交通方式的不同，可将居民出行结构分为以下五类[10]：

小汽车导向型（A 模式）、公交导向型（B 模式）、慢行导向型（C 模式）、均匀发展性（E 模式）

和不完全发展型（D 模式）。居民出行结构代表着城市居民的出行习惯，当以小汽车导向型的出行

模式形成之后，很难通过后续的轨道交通建设走向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我国绝大部分城市属慢行导

向型，在如今快速机动化的同时，对我国城市交通模式的选择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 

2.2.5  交通方式的服务水平 

不同的交通方式均有其适宜的交通环境，在其适宜的出行范围内可以提供高质量的交通服务。

步行交通是人类最原始的交通方式，在 2km 以下的范围内最受欢迎。自行车交通自由、灵活、方便，

最适宜在 6km 以下的范围内进行短距离的交通出行。对于中长距离的交通，可采用小汽车、公共交

通等多种出行方式。 

3. 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发展现状 

3.1 国外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发展状况 

3.1.1  步行 

城市步行交通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地位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工具的改变而变化的。各

国的政府人员、规划师、建筑师和交通工程师们对步行者的安全保障问题都作了很大的努力，较为

典型的有英国、德国和美国。从雷德伯恩(Radburn)模式、布恰南(Buchanan)报告到安宁交通(Traffic 

Calming)政策，以及最近有关共享理论（Sharing Theory）的研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行人和居民免

受机动车干扰，改善城市步行环境的政策和措施。[11]
 

受交通安宁概念的启发，人们逐渐开始了共享理论的研究。此时，步行与机动车之争发生了质

的变化，人和车辆平等共存的概念逐渐取代人车分离的概念。人们试图寻求一种合理的规划设计管

理措施，为所有的道路使用者改善道路环境，使街道中步行者和机动车能够平等共存，各类交通能

够和谐相处，减少步行者、骑车者和机动车之间的冲突，并增强沿街商业的经济效益。 

3.1.2  自行车 

国外自自行车诞生之日起，以二战为分界点，可划分为前自行车交通模式和后自行车交通模式

两个阶段。前者是在城市交通机动化程度不高，城市客运以自行车交通为主一种模式；后者是西方

国家出于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等目的，对城市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进行重新定位，然后走回自行车

交通的一种回归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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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欧美国家越来越注重自行车交通的发展，普遍开辟了自行车专用道路，最为著名的是丹

麦的哥本哈根，自行车几乎成为了“城市名片”，政府部长们也骑自行车。其他国家如荷兰、美国、

法国等，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荷兰人均拥有 1 辆自行车；美国拥有 1 亿多辆自行车，15.5 万公里

自行车专用道路[6]。 

3.2 国内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发展状况 

国内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并没有比较明显的阶段划分。近年来，由于机动化进程不断加快，城

市交通问题频发，同时受国际上对可持续交通和绿色交通理念的影响，慢行交通逐渐受到国内城市

的重视。 

我国素有―自行车王国‖之称，是世界上拥有自行车数量最多的国家。慢行交通是我国绝大多数

城市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出行比例多集中于 60%-80%，2004 年的上海仍然有 60%的慢行交通比例，

有些城市如桂林、呼和浩特甚至高达 90%。[10]
 

上海最早提出慢行交通的概念，如今已完成《上海市中心城慢行交通系统规划》的编制，走在

全国的前列。其它城市如杭州、深圳、常州、厦门和昆明等也已经完成或正在着手编制适应本城市

的慢行交通规划。 

4. 济南市慢行交通发展状况 

4.1 慢行交通概述 

济南市是山东省省会，主城区采用单中心集中紧凑式布局，城市多种功能集中于旧城中心，省

市级行政中心、商业中心高度重叠，文物古迹和旅游景点密集分布，发展空间明显不足，交通拥堵

等问题屡见不鲜，严重制约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 

我国大多数城市是慢行导向型，慢行交通出行比例超过 50%，济南市也不例外，见表 3。总体

上，慢行交通出行比例几乎稳定在 70%左右，步行出行基本不变，自行车出行急剧下降，公交车和

机动车出行比例逐年攀升。一方面，这是城市机动化大趋势和国家的产业政策引导的结果；另一方

面，城市交通缺少对弱势交通群体的保护，慢行交通基础设施薄弱。 

表 3  济南市不同年份出行结构及其规划方案[12]
 

年份 步行 自行车 公交车 机动车 合计 

1995 25.0% 48.9% 10.3% 15.8% 100.0% 

2002 25.0% 41.0% 15.0% 19.0% 100.0% 

2004 32.4% 38.0% 15.6% 14.0% 100.0% 

2010 25.0% 30.0% 25.0% 20.0% 100.0% 

2020 23.0% 20.0% 35.0% 22.0% 100.0% 

4.2 步行交通发展状况 

近年来，济南市进行了大量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截止到 2007

年 8 月份，二环以内区域道路长度为 394km，主次支结构比例为 1：0.47：0.93。其中，有独立人行

道的道路长度为 366.6km,占道路总长的 93.04%，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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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主干道和次干道上的人行道相对比较完善，支路上具有独立人行道的比例相对较低，见

表 4。可见，济南市慢行基础设施相对比较完善，为济南市发展慢行交通提供了条件。但是，道路

等级结构失调，次干路严重缺失，支路分布稀疏。独立人行道在支路上的比例相对较低，路面设施

参差不齐，而且通行空间有限，并经常被机动车等占用停车，则有本末倒置之嫌，支路上本应是步

行等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段，见图 2 和 3。 

 

图 1  济南市二环以内人行道分布图 

            

图 2  支路人行道路面设施差          图 3  人行道设施被其他车辆占用停车 

 

表 4  济南市二环以内区域人行道分布统计表 

指标 独立人行道(km) 没有人行道(km) 合计(km) 

主干道

(km) 

164 0 
164 

100% 0 

次干道

(km) 

76 0.9 
76.9 

98.87% 1.13% 

支路(km) 
126.5 26.6 

153.1 
82.65% 17.35% 

合计(km) 
366.5 27.5 

394 
93.04% 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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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自行车交通发展状况 

本文根据隔离设施的不同，将自行车道设施分为自行车专用道、自行车道和机非混行三种。其

中，自行车专用道是指以硬隔离设施隔开的专供自行车通行的专用道路；自行车道以标志标线等与

机动车隔开；机非混行则无隔离设施，共用道路资源。 

济南市二环以内自行车道路以机非混行最多，主要分布于次干道和支路，见图 4 和表 5。主干

道上以自行车专用道和自行车道为主，骑行条件较好。总体上，自行车道路状况并不理想，结构比

例失调更为严重，自行车交通难于形成结构合理的网络，路面设施差，并经常被机动车占用停车，

极不利于自行车的有效出行，见图 5 和 6。 

 

图 4  济南市二环以内自行车道分布状况 

表 5  济南市二环以内自行车道设施统计表 

指标 自行车专用道(km) 自行车道(km) 机非混行(km) 合计(km) 

主干道

(km) 

102.3 46.5 15.2 
164 

62.36% 28.38% 9.26% 

次干道

(km) 

3 15 58.9 
76.9 

3.94% 19.49% 76.57% 

支路(km) 
0 2.7 150.4 

153.1 
0 1.78% 98.22% 

合计(km) 
105.3 64.2 224.5 

394 
26.73% 16.29% 5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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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机非混行严重，路面设施差         图 6  小汽车占用自行车道停车 

5. 对济南市发展慢行交通系统的建议 

5.1 制定鼓励慢行交通出行的政策 

发展慢行交通系统需要坚定地政策支持。没有相应政策的保证，慢行交通系统就缺乏继续发展

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动力。虽然慢行交通出行比例高，但大部分人并不明确慢行交通的实际作用和优

点，追求的仍然是拥有小汽车。发展慢行交通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挤占机动车的发展空间，因而慢

行交通发展还面临汽车工业的强大压力；慢行交通本身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带来明显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而其实施过程中还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所以在我国如济南市等大多数城市慢行交通政策

严重缺失的状况下，政府只有从长远利益出发，制定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如自行车免费租赁，限

制小汽车出行等，慢行交通才能顺利发展。 

5.2 编制慢行交通专项规划 

    交通发展，规划先行。慢行交通系统作为城市未来交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需要对

其发展进行相应的规划以进行理性的引导，使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等交通方式能够相互融合和衔接，

以发挥出最大的效用。济南市对公共交通已做了详细的专项发展规划，但尚未就慢行交通系统的发

展做出专题规划。在其他交通方式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必须尽快做出慢行交通系统的规划。否则，

慢行交通系统发展必然会继续呈现无序发展的状态，也就不能很好的融合于整个城市的综合交通系

统。 

5.3 注重慢行交通的设计建设 

对于慢行交通的设计，尚未进行专门的详细设计研究，出台相应的规范，但必须严格遵守《城

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95)和《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规划与设计规程》

(DGJ08-96-2001)。 

将慢行交通系统作为城市交通规划设计中重要的一部分，在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中为其留有足够

的发展空间。调整慢行交通结构，增加低等级道路上的慢行交通空间，对济南市城区中的大量断头

路有选择的进行延长和拓宽，使其形成网络。坚持―以人为本‖、―机非分离‖的原则，推行慢行一体

技术，注重无障碍设施的设计。 

注重自行车停车场和换乘点的规划设计，从而促进―慢行+公交‖模式的有效形成，增加慢行交通

的吸引力，提高城市交通运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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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实施有效的慢行交通管理 

受资源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单纯的通过道路资源的增加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交通需求，必须通过

有效的交通管理手段来调节交通需求和交通供给之间的平衡关系，从而缓解交通拥挤，减少交通污

染，提高交通运输效率。 

对于慢行交通的管理，从安全管理、路权保障、专用道管理、停车措施等几个方面着手。慢行

交通是城市交通系统中的弱势群体，必须首先确保慢行交通者的安全，从改善交通设施和制定交通

规则两方面着手。慢行交通空间经常被非法侵入，如机动车占道停车、占用慢行空间通行、马路市

场等，可通过收费措施和严格执法进行保障。此外，通过使慢行专用道成网、保障自行车停车等措

施提高慢行交通的吸引力。 

5.5 注重慢行交通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相结合 

济南市是 1986 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又有―泉城‖的美誉，以古城和商埠

区为主体的旧城是名城保护的重点区域。在该区域内有大量的名声古迹和历史文化遗产，密集分布。

在兼顾保护与发展的基础上，确定公共交通的主导地位，加大慢行交通设施的投入，促进慢行交通

成网，限制小汽车的使用，在保护和提高服务中间寻找平衡点，为旧城功能的良性发展提供良好的

服务。 

6.  总结 

从居民出行结构来说，我国绝大多数城市是慢行导向型，为我国发展慢行交通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我国城市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在坚持公交优先的前提下，充分挖掘慢行交通的潜力，有利于

城市可持续交通和绿色交通的发展。 

济南市拥有较高的慢行交通出行比例，基础设施条件也相对比较完善。而在慢行交通网络的规

划设计、交通管理等方面存在大量的问题，通过在这几个方面进行改善，将极大地改善济南市的慢

行交通状况，提升城市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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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慢行交通发展策略与规划研究 

——以深圳特区为例 

吕国林  陆荣杰  田锋 

【摘  要】在深圳市整体交通规划的指导下，分析了深圳市慢行交通发展形势。借鉴国内外城市交

通发展经验，在宏观层面确定了深圳市慢行交通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策略；在中观层面落实区域差别

化发展策略划分了慢行单元和慢行远足走廊，并针对自行车交通对设施的要求较高的特点，划分了

完善的自行车道网络；在微观层面，分别针对慢行单元、城市慢行远足走廊以及自行车道网络提出

了详细的规划设计指引。为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研究了后续的协同实施保障机制。 

【关键词】慢行交通；慢行单元；慢行远足走廊；自行车廊道；协同实施 

慢行交通，一般是指出行速度不大于 15km/h 的交通方式，主要包括步行及非机动车交通。从深

圳市目前的非机动车交通构成来看，主要是自行车交通，故本文的慢行交通主要指步行及自行车交

通。 

近年来，随着经济迅速发展，深圳市小汽车保有量以年均 20%左右的幅度增长，城市交通压力

日益增加，机动车交通不断侵占城市慢行空间，致使慢行交通环境日益恶化。根据市政府颁布的整

体交通规划，深圳市将发展成为以轨道为核心、公交为主体的各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体

系[1]。深圳市未来将主要依靠“公交+慢行”出行模式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而慢行交通是其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人为本的慢行交通环境构建是实现这一发展目标的关键。 

从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城市交通问题处理得较好的城市，如香港、韩国首尔、丹麦哥本

哈根等，均将慢行交通改善作为城市交通环境改善的一项重要内容受到了高度重视，这些城市宜人

的慢行空间让人印象深刻[2]~[4]。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市开展了系统的慢行交通规划研究。 

1. 发展现状 

根据深圳市 1995 年、2001 年以及 2005 年居民出行调查的结果，深圳市慢行交通呈现两极化的

趋势，如表 1。其中步行交通比例略有上升，由 1995 年的 46.6%增加到 2005 年的 55%，自行车交通

比例明显下降，由 1995 年的 29.8%下降到 2005 年的 4%。但相应的机动化交通比例明显上升，表明

大量的自行车出行已转化为机动化出行和步行。 

 

表 1 深圳市历年交通方式结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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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交通由于是联系出行起终点的必要出行方式，故分担率变化不大，甚至随着居民出行量增

加略有上升。而自行车交通分担率明显下降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居民平均出行距离增加超过了步行交通和自行车交通的优势出行范围。目前深圳市居民平均出

行距离已接近 9km，大大超过了自行车交通 1~5km 的优势出行范围。同时小汽车交通、公交系统以

及轨道交通等快速、便捷的机动化交通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削弱了自行车交通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出行的快速性、舒适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受深圳夏天时间长、太

阳暴晒、气候炎热、多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自行车的舒适性较差。另外，其它一些影响如个别地

区自行车偷盗现象频发，也是人们不选择自行车出行的原因之一。 

2. 功能定位 

城市慢行交通包括步行交通和自行车交通两个部分，两种交通方式有其共同点。从承担功能来

看，主要承担交通功能，承担中短距离出行和公交接驳；兼具休闲、健身功能。如人们会散步、会

骑自行车健身等。但两种慢行方式的出行特征和对交通设施的需求各不相同。应结合城市交通发展

目标，明确不同慢行方式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2.1 步行交通 

步行交通一般在 0.5~2.5m/s，优势出行距离在 1km 以下。一般市民可接受的步行距离为 400~600

米[4]、[5]、[6]。纵观历史，交通工具的历次变革只能提升出行的速度、扩大人类活动的范围，却未曾代

替人们行走的需求和愿望。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步行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步行交通始终

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国内外城市交通发展经验来看，步行交通是城市公交系统的主要接驳方式。在步行可接受距

离 400~600 米范围内，提供宜人的步行环境，并方便换乘城市公交系统，是深圳市实现城市交通发

展目标的重要内容。故步行交通应定位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公交系统的主要接

驳方式。 

2.2 自行车交通 

自行车交通一般速度在 3~5m/s，优势出行距离在 1~5km 左右[6]。自行车交通具有门到门、灵活

方便、经济实用、强身健体以及环保节能等一系列优点，但也存在安全性差、舒适性差、出行距离

有限以及道路利用率相对步行和公交较低等缺点。 

从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来看，城市中自行车交通发展主要有三种模式：（1）阿姆斯特丹模式，

将自行车交通为主要交通出行工具；（2）巴黎模式，即合理引导自行车发展，将自行车交通作为服

务于短距离出行及与公交接驳的辅助交通工具；（3）香港新加坡模式，仅将自行车交通作为休闲、

健身工具。 

深圳市自行车交通发展应扬长避短，适度引导发展。发挥自行车交通中短距离出行优势，作为

公交的接驳方式之一，扩大公交的服务范围，积极引导“公交+自行车”的绿色出行方式。同时自行

车交通应承担一定的休闲、健身功能，满足人们骑自行车休闲、健身需要。故巴黎模式较适合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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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自行车交通定位为主要服务于中短距离出行以及公交系统的辅助接驳方式，如表 2。 

表 2   国外先进城市与深圳特区城市、交通特点的比较 

城市 城市规模(KM2) 
人口密度(万人

/KM2) 

轨道交通 

(KM） 
交通政策 

自行车分担

率(%) 

阿姆斯特丹 219 0.4 0 自行车优先 28 

巴黎 672 1 211 公交优先 5 

香港、新加坡 1000、700 2.5 200、91 公交优先 2 以下 

深圳特区 412 0.8 21 公交优先 4 

3. 发展策略 

结合深圳市整体交通发展战略要求，深圳市慢行交通系统应形成以轨道交通为核心、常规公交

为主体的出行环境，积极引导“公交+慢行”出行模式。同时注重慢行环境的舒适性和趣味性，为市

民提供一个安全、便捷、舒适、优美的慢行交通环境。 

为实现这一目标，慢行交通发展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3.1 体现区域差别 

城市发展形成了特定的城市形态和空间布局，包括各种不同的城市单元体，如商业区、居住区、

工业区等，各个区域的慢行交通需求各异，发展侧重点不一。应结合区域不同的土地利用、交通设

施布局、区域交通状况等特征体现区域差别化的发展策略。 

3.2 坚持系统改善 

从一些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仅关注于一条路或一个片区的慢行交通改善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

效果。应坚持从宏观——城市慢行交通发展策略，至中观——城市慢行分区，至微观——具体规划

设计指引以及后期的规划协同实施保障等各个层面系统的改善思路。 

3.3 快慢合理分离 

人们步行速度相近，但骑自行车速度则随人的生理和心理不同差别较大，且自行车交通对交通

设施要求较高。故应将步行交通和自行车交通合理分离。一方面，考虑在城市道路断面布置局促且

自行车交通量较少的路段，将自行车道与步行道合并设置，其他路段进行分离；另一方面，全市范

围内构建完善的自行车道网络。 

4. 规划研究实践 

在上述功能定位和宏观层面的发展策略的指导下，深圳市开展了系统的从中观至微观层面的慢

行交通规划实践。 

中观层面主要落实区域差别的发展策略。一方面注重慢行交通的交通功能，结合城市形态布局、

土地利用以及轨道交通建设背景，划分了三类城市慢行单元；另一方面考虑到慢行休闲健身功能，

结合现有城市绿地和公共空间布局划分了慢行远足走廊。并进一步根据快慢合理分离的发展策略，

划分了完善的自行车道网络。 

微观层面，结合人们的慢行需求，系统梳理了面向慢行单元、慢行远足走廊以及自行车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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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设计指引。 

4.1 慢行单元划分 

根据区域土地利用、交通设施布局以及交通运行状况不同，从交通功能的角度出发将深圳特区

划分为三类慢行单元。第一类为轨道交通接驳区，即轨道站点 500 米范围的区域。目前深圳市在大

力建设轨道交通，至 2011 年，全市轨道交通将达到 161.2 公里[7]。将以城市中心区为核心，覆盖城

市主要发展轴带。轨道交通接驳区将以轨道交通为核心形成站点 500 米范围内便捷通达的慢行接驳

网络。第二类为慢行活力区，主要涵盖各类步行街、步行区以及主要的风景区。活力区内慢行交通

活跃，同时对环境品质要求较高。活力区内慢行规划重点应结合区域公交设施布设情况，注重慢行

换乘公交的便捷性，形成慢行绝对优先的交通环境。第三类为一般区域，为特区内除第一类、第二

类区域外的其他区域。慢行交通强度相对较低，应重点关注慢行交通性，注重慢行换乘公交的便捷

性，形成完善的慢行交通网络，如图 1 和表 3。 

 

图 1 深圳特区慢行单元划分[6]
 

表 3 深圳市慢行区域划分及分类发展措施[6]
 

区域 措施 

轨道公交接驳区（轨道站点周边

500 米） 

以轨道为核心的慢行网络构建，注

重方便的接驳换乘 

慢行活力区 步行街步行区 慢行绝对优先、注重慢行区域趣味

性，提供良好的慢行景观 风景区 

一般区域 完善慢行设施 

4.2 慢行远足走廊划分 

深圳市结合城市现有的绿地公园、公共开敞空间等天然绿化条件，综合考虑环境吸引力等因素，

从慢行休闲健身功能出发规划了包括华侨城慢行走廊、竹子林园博园慢行走廊在内的 10 条城市绿色

慢行远足走廊，如图 2。慢行远足走廊更注重郊野氛围的营造，结合远足需求，提供完善、丰富多

彩的慢行通道和直饮水等慢行设施。兼顾公交接驳要求，打造成为城市慢行远足绿色空间。 

轨道交通接

驳区 慢行活力

区 一般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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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深圳特区慢行远足走廊规划图[8]
 

4.3 自行车道网络规划 

在快慢合理分离的发展策略指导下，结合不同的慢行单元和慢行远足走廊划分，特区自行车道

根据功能和服务对象不同主要划分为两类：一是自行车廊道，规模约为双向 228km（现状保留 110km，

规划新增 118km），主要是满足居民通勤出行的需要，直接服务于短距离出行以及利用自行车接驳

骨干公交站点。自行车廊道构成深圳特区自行车网络的主骨架，主要结合学校、工业园区、住宅区

等片区以及轨道交通站点布设；二是自行车休闲道，规模约为 17 公里，主要功能是满足居民休闲、

健身需要，服务于休闲、健身为目的的自行车出行，是特区自行车网络的重要补充，主要结合华侨

城、滨海休闲带、笔架山公园等环境优美的地区布设。预计 2011 年，深圳特区将构筑单向 245km

的自行车通道网络，如图 3。 

 

图 3 特区自行车道网络规划 

4.4 规划指引 

深圳市针对慢行单元和慢行远足走廊以及自行车道网络划分编制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慢行环

境与设施设计指引，旨在规范与统一城市规划的管理人员与城市规划的编制人员及其相关的设计人

员的理念与基本原则及方法。针对城市慢行单元和慢行远足走廊，根据不同分类对慢行通道的空间

布局、慢行辅助设施、绿化景观、沿街建筑界面以及夜间照明等都做了一定的规定。根据自行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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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划分，对自行车通道设计、自行车道在交叉口处的处理、自行车停车设施设计以及标志标线等

相关内容进行了相应的规定。详细内容受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5. 规划协同实施保障 

本着系统性的发展思路，慢行规划实践研究了系统的后期实施保障措施确保规划落实。 

规划落实包括前期规划审批阶段法定图则层面的规划控制和后期的详细蓝图阶段的规划设计要

点落实。规划指引的相关标准和要点，部分面向法定图则层面，详细流程见图 4，法定图则阶段主

要根据片区发展潜力以及发展状况，确定片区的慢行通道预留以及环境设计要点。法定图则层面的

慢行系统规划表达主要体现在“慢行系统分析控制要素图”和“慢行单元规划设计指引图”两份技

术图则上。 

详细蓝图阶段，规划指引提出了更贴合深圳实际的规划设计要点，并建议通过规划审查确保要

点的落实。在慢行交通规划实施后，建议交警局、城管局、交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协同配合，保证

慢行通道运行良好。 

 

图 4 编制具体法定图则分区内慢行系统设计指引的工作流程 

6. 总结 

慢行交通环境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以及环境品质的重要内容。在城市整体交通战略指导下，明

晰的慢行交通发展定位和发展策略、合理的规划布局以及以人为本的细部设计指引是系统构建慢行

环境的有力保障。深圳市结合城市交通发展背景以及现有的城市规划管理体系在慢行交通规划研究

及规划协同实施方面走出了探索性的一步，城市慢行环境也有了长足的改善。相关的慢行交通规划

实践经验对国内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然而，细节决定成败，人性化的慢行交通设计应体现在城市的每个角落。这项工作横跨城市规

基于法定图则的研究

   用地、交通、城市设计要点

基于现状对慢行活动的调查

 主要慢行路径/慢行支路/潜力慢行路径

调查研究

主要慢行路径

   强化主要慢行路径的慢行优先，突出

与重要慢行吸引点的联系。

慢行支路

   作为对主要慢行路径的补充。

完善各个层级慢行路径的网络关系

   梳理各层级慢行路径的相互关系，架

构有多种选择的慢行网络

完善现有路径

塑造街道空间

   通过塑造街道空间，创造高质量慢行

路径。

开辟慢行功能以外的路径

   发展能承载休闲、娱乐等多功能的路

径，作为以道路为基础的慢行系统的有

益补充。。

发展潜力路径

基础分析

规划设计方案并非解决问题的具体

方法，更不是唯一的方法，而是综

合了各种分析与规划设计原则得出

的指导分区内慢行系统的整合与完

善的示意性表达。

机动车主导的路径

机动车与慢行并行的路径

慢行主导的路径

完全步行的路径

结合基础分析与地块的实际情况，

确定地块内以及其周围对慢行路径

产生影响的要素，例如道路交通、

慢行吸引点、公交站点等等，最终

确定各个层次慢行路径。

慢行规划设计指引

慢行设施环境设计指引

与其他相关专业系统相协调

 主要慢行路径/慢行支路/潜力慢行路径

公众参与与公众咨询

 开展广泛的公众咨询，收集来自各方的

意见和建议，提高指引的普遍适用性

规划设计方案

设计指引

设计指引应对规划设计方案确定的

各层次慢行路径作出具体规范和指

导。

根据分析控制要
素确定慢行路径 成果表达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630 

划、交通规划、建筑设计等多个专业，不仅需要各专业建设者的不懈努力和协同合作，而且需要研

究和建立合理的公众参与机制，引导市民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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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行交通系统设计探讨 

——以北京市为例 

吴海俊 

【摘  要】在目前的城市道路设计中，过多考虑的机动车行驶需求而对慢行系统的设计不够重视，

产生如道路断面不合理、过街设施缺乏细化、换乘功能不完善及停车占道等问题，以致整个慢行交

通系统服务水平不高，制约了城市道路的整体运行。本文分别从宏观规划和微观设计两方面探讨了

慢行交通系统，在宏观规划方面，提出发展优良的慢性交通网络应具有的要素：在微观设计方面，

以北京市为例，针对慢行交通设计的几个关键因素：有效通行带、空间上快慢分离、与公共交通接

驳、附属设施、非机动车停车等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交通工程  慢行交通系统  慢行交通系统设计 接驳换乘 

1. 引言 

慢行交通通常指的是步行和自行车等以人力为空间移动的交通，相对于机动交通而言，慢行交

通属于环境零污染、对健康有益的最具绿色的交通系统。尤其是在当前城市占据社会经济发展主导

地位的时代，慢行交通在完善与提升城市空间功能、提高居民生活品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

目前的城市道路设计中多以满足机动车行驶需求为核心，对整个慢行交通系统的设计不够重视，致

使慢行系统整体服务水平不高[3]。这种局面不仅制约了城市道路系统整体运行的效率，也不利于和

谐社会建设。在当前大力推行“以人为本”的人性化交通设计理念下，如何实现城市交通发展模式

从“车本位”转换为“人本位”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 

“人性化”交通系统设计重点强调“平等”与“保护弱势群体”2 方面，因此在整个慢行交通

系统设计过程中要充分贯彻这种思想。所谓“平等”就是强调每个交通参与者的公平性，核心是对

交通资源公平占有。“保护弱势群体”是人性化交通的又一重要体现，强调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性，

尤其是以慢行交通为主的弱势群体更应该成为整个交通环境中保护的对象。因此，只有结合城市宏

观规划体系，发展公平、优质的慢行交通网络，同时在微观设计上，注重慢行交通网络连续性和微

观设计质量等，才能够真正做到“人性化”交通设计，从而实现“车本位”向“人本位”的转化[3]。 

本文以北京市旧城区、开发区、商业办公区现状调查为依据，通过分析现状慢行交通系统存在

的主要问题，从宏观上分析了优质的慢行交通网络必备的条件，然后从微观层面上针对慢行交通设

计的几个关键因素：有效通行带、空间上快慢分离、与公共交通接驳、附属设施、非机动车停车等

方面提出建议。 

2. 北京市现状慢行交通主要存在问题 

2.1 慢行系统规划滞后，缺乏城市功能性整体考虑 

 2005 年北京市第三次交通综合调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居民出行方式中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方式

比例之和为 58.25%，与 2000 年相比，自行车比例下降了 8.2%，而同期私人小汽车的出行比例由２

０００年的 23.2%跃升至 2005 年的 29.8%，持续攀高，已从对弱势地位跃升为最具强势的机动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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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方式[2]。北京市交通出行呈现出私家车出行比例较高，慢行交通出行比例逐渐下降的特征。社会

各界普遍存在重视机动车交通，忽视非机动车交通的倾向。对步行系统更多关注局部的点和线，如

步行街、人行天桥等，缺乏整体慢行交通的系统规划。另一方面，步行空间往往只注重交通联系的

功能，而忽视步行空间与周边的公共建筑、居住空间互相依存的关系，缺乏城市功能的整体性考虑。 

2.2 道路断面设置不合理，未能体现人文关怀 

目前由于北京市机动车的迅猛发展及道路资源的紧张，慢行交通道路空间资源日益恶化，机非

混行、人行道宽度不足等严重影响了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顺畅通行。另一方面，大量的附属设

施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规划[3]，重复性的出现在街道的公共空间，占用了行人有效的通行空间，

部分无障碍设施形同虚设，未能体现人性关怀。 

 

图 1  旧城区内设施占道 

2.3 过街设施缺乏精细化，换乘功能尚不完善 

部分交叉口人行过街信号和路段上人行过街横道设置不合理，行人无法一次过街，绕行或乱穿

马路现象较多。现状过街设施设置间距不合理、机动车交通违章、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设置不合理

导致行人绕行距离过长等都会造成行人过街不便。同时，有些道路机动车道数大于或等于 6 条，人

行横道长度过长，行人不能在有限的信号绿灯时间内安全的过街。此外地铁换乘尚不完善，换乘站

点附近集散空间不足，大量的人流聚集与周边步行系统不相匹配，得不到快速有效的疏散。另外，

换乘站点简陋、局促，缺乏休憩空间和停车设施，不能给步行者提供高品质的换乘空间。 

 

图 2  国贸地铁 B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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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足和管理混乱，导致占道现象严重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建设远跟不上机动车的发展，缺乏足够的停车设施，以至于车乱停乱放。另

外，公交和地铁车站附近的停车设施容量普遍不足，影响了“驻车换乘”（Biking&Riding）这一提

倡的城市交通政策的落实，也给这部分非机动车出行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虽然现在轨道站点外已

均有非机动车停放点，但由于站点位置太远和容量的不足，乱停乱放现象严重，阻碍了行人交通和

机动车交通的畅通。另一方面，由于管理混乱，乱停车或流动商贩占用人行道空间的现象较为严重，

既干扰了行人通行，也大大降低了步行空间的活力。 

 

图 3  地铁站外非机动车存车处容量不足，占用人行道停放 

上述存在问题与慢性交通系统的设计存在密切联系，许多问题都可以在设计过程中详细考虑而

得以避免，追根朔源，这需要从宏观慢行交通网络层面上考虑。 

3. 发展优良的慢行交通网络 

优良的慢性交通网络以公共交通网络为基础，连接到达不同目的地的行人，并在连续路网各处

提供商业、休闲等不同功能的城市交通模式，一般而言优质的慢性交通网络应具备以下特征： 

层次分明，构建慢性通廊，按照不同功能分区，300-500 米的步行服务半径，规划管理单元分区、

交通干道隔断以及自然地形分隔等因素划分步行慢行单元，并提出相应的步行出行比例及交通实施

策略。另一方面，以交通干线等为边界，以大型居住区或就业区为中心，按照非机动车 6 公里的合

理出行半径及区内短距离出行比来划分非机动车慢行区，尽量把交通组织放在在区内，减少跨分区

的远距离交通。 

创建良好的慢行空间。将步行和非机动车行驶纳入道路交通整体设计中，提出道路断面、建筑

后退、路侧停车等设计指引，平衡道路上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之间的利益，创建友好的慢行空

间。 

路网连续、通畅、完整，汽车空间相对最小化，保证良好的外部环境： 

空间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兼顾所有参与者利益，统筹分配。 

安全性：慢行环境安全舒适，使不同的人都能既得利益； 

与其它交通方式的衔接：慢行交通设施应能够很方便地与公共汽、电车或地铁等公共交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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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乘，延长出行距离，做好连接处的细节设计； 

道路附属设施：道路两旁空间采用艺术化设计，并保证行人绿化需求。 

公共停车资源的配置：结合建筑用地性质以及公共机动车停车场及交通枢纽站规划布置非机动

车公共停车场，实现资源的优化整合。 

4. 慢行系统设计建议 

4.1 空间资源的分配 

无论是对行人还是非机动车，实现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是必要的。一般而言，慢行交通的空间

资源分配应以整个体系的交通流量作为基本依据，按照下式计算： 

1p w wN N                          （1） 

其中：     p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条数； 

          wN ─高峰小时行人（自行车）流量（P/h）； 

           1wN ─1 条人行道（自行车道）的设计通行能力（P/h） 

以上式计算结果作为道路设计横断面的人行道宽度和非机动车道宽度要求，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上式计算结果是供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使用的绝对空间。而实际中人行道虽然是满足行人通行需求，

但同时也是大量附属设施的载体，因此实际供行人通行的有效空间就不足。而在《城市道路设计规

范》（CJJ37-90）只是对人行道最小宽度进行了说明[1]，并未对此加以详细解释，容易使人产生误解，

因此应明确有效通行带的概念，即有效通行带的宽度等于人行道宽度减去道路附属设施宽度。同理

在非机动车设计过程中也应明确。 

4.2  空间上快慢分离 

从整个系统的安全上考虑，施行空间上的快慢分离是必要的。目前位于北京市道路两侧的人行

道通过抬高路缘石 20～25cm 保证了行人和非机动车在空间上的分离，同时可以在人行道上布置一

定的绿化设施，保证了行人通行的安全和舒适。相比而言，非机动车行驶的环境比较恶劣，机非混

行比较严重，严重影响了非机动车行驶者的安全，考虑不同的道路等级机动车流量的差异，推荐城

市次干路以上等级的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实行物理隔离，主要通过加装隔离护栏来实现。如

果在一些红线较宽的地区或者大型商业地带，可以实行“慢自一体化”设计，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

等标高设计，非机动车道通过缘石高出路面机动车 25cm，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可以通过部设简

单的人行道桩将其分离，即实现了资源的合理利用，又保证了各自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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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通过护栏实现机非隔离 

4.3 与公共交通接驳 

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的接驳设计是整个系统设计的重要环节，无论是从步行网络还是从非机动

车网络应注重与换乘车站的连接细节。北京市的许多公交车站设置在主辅路的隔离带上，行人在穿

越时不仅要通过非机动车道还要通过辅路机动车道，对行人的安全性产生了隐患，部分公交站台宽

度不足，大量行人候车时站立在机动车道，极易与进站公交车冲撞，这显然不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原

则和以人为本的理念。此外由于轨道交通在北京市的重要性，对轨道交通的站点也应提出一定的要

求。以往由于设计考虑欠缺，致使部分站点集散空间面积不足，高峰小时进站人流混为一团，非机

动车与地铁之间缺乏接驳，极大的降低了轨道交通的吸引。 

因此，从行人的安全性考虑，在人行道和公交车站之间可通过设置人行横道和缘石坡道规范行

人随意穿越的行为，并配备信号灯或者机动车让行标志，提高乘客过辅路的方便性。 

 

图 5  利用轨道站点和公交站点周边空间实现接驳 

针对轨道交通，应结合周边的商业开发以及建筑，实现与步行交通的无缝接驳换乘，但同时考

虑到轨道交通的服务半径为 1000m，为增加对周边的居民出行吸引，应加强在轨道交通站点周围设

置自行车停车场，规模依据站点人流量确定。但应注意的是，这种换乘只适合于城市外围的车站，

以有利于提供自行车的停放场地，对于市区尤其是市中心的车站，由于路面空间和停放空间的不足，

不宜采用自行车直接与之换乘的方式。 

4.4 道路附属设施 

道路附属设施一般位于步行环境的人行道上，在设计时应从下述几个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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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附属性 

应明确各类服务设施的附属功能特点，加强形式上与周围建筑和街道环境特点的融合，成为街

道环境中和谐的景观元素。 

4.4.2  系统性 

各类服务设施按照服务内容不同分为信息服务类、交通服务类、环卫服务类、配套服务类四个

类别，同一类别的设施间在形式上应保持较强的系统性，提高设施服务内容的引导和连续性。 

4.4.3  区域整体性 

同一区域环境范围内的各类设施应保持相互之间形式的联系和呼应，塑造协调统一、秩序感强

的区域城市家具形象，成为街道环境景观的良好补充。 

尤其是公共设施设置应结合周边绿化和行道树进行，体量较小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一般应设置

在行道树设施带内，并避免影响行车视线和挤占通行空间；体量较大的公共服务设施（书报亭、临

时公厕）宜结合路侧绿地设置，并设置在临人行道一侧设置，加强功能相关联的设施间的整合[2]，

如：信息亭与电话亭，路灯杆与交通标志杆，车道灯杆与步道灯杆等。 

 

图 6  设施整体性设计示意图 

4.5 公共停车资源配置 

自行车停车问题长久以来是影响自行车出行的重要环节，在进行慢行系统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需

求。目前北京中心城大部分道路都存在自行车乱停现象，以西城区为例，全区干道 70%～80%的路

段因为没有设置自行车停车设施而存在自行车乱停乱放现象。月坛街道居民最关切的十大问题中，

自行车停车问题排列第二。因此提出居住区和公共服务设施须为自行车提供足够的停空间，并将停

车处安排在醒目和最方便的地方，方便程度的大小次序为：自行车、机动车。为消除对步行交通的

妨碍，沿道自行车停车设施可以充分利用行道树之间的空间、隔离带，以及与部分道路绿地结合设

置。同时应大力倡导自行车驻车换乘这种可持续发展的交通方式，在地铁站点周围设置足够规模的

公共停车场，满足驻车换乘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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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利用行道树空间设置停车 

5. 结语 

慢行系统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能发挥其在路网中的功能，在实际设计时应予以

保留必备的资源。本文仅是结合北京市实际设计选取比较有代表性部分进行阐述，从宏观要求直至

微观的说明，突出“公平”和“安全”两大设计理念，为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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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科技园区慢行交通系统规划 

——以中关村电子城北扩地区为例 

宫磊  赵一新  王昊 

【摘  要】在对国内外高科技园区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实践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从中关村电子城

北扩地区的用地特征、交通规划布局、合理交通发展模式入手，对北扩地区的慢行交通的功能定位

及需求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针对不同性质的慢行交通需求，结合道路、绿地水系、地块内部街坊

道路，研究规划了北扩地区的慢行交通系统，规划提出了非急迫性慢行道和急迫性慢行道，并根据

慢行交通优先的区域对各个交叉口慢行优先措施类型进行规划布局，最后结合地铁车站在合理的服

务范围基础上对自行车租赁点进行规划布局。 

【关键词】慢行交通  高科技园区  中关村电子城  自行车租赁 

1. 研究背景 

中关村电子城北扩地区隶属于中关村电子城科技园区，是中关村高科技园区重要组成部分。北

扩地区是在 2007 年电子城西区已有办公用地饱和的情况下，电子城科技园跨越京包铁路向北发展的

重大战略。为将电子城北扩地区建设成为生态、绿色的高科技园区，塑造宜人、舒适的研发环境，

需要对园区的交通需求特征进行研究，促进以绿色交通结构为主体的、能够体现高科技园区特点的、

可持续发展交通模式的形成。 

慢行交通是一种低速、环保、节能的交通方式，包括自行车和步行两种方式，在快速城市化阶

段、城市规模大幅增长的情形下，慢行交通的通行权往往处在被机动化方式蚕食的处境。但近些年

来，在能源与环境正越来越无法承受越来越多机动车增长压力的情形下，慢行交通正在逐步引起决

策者和规划人员的重视。 

高科技园区不同于一般城市用地，其独特的用地特征和产业特点决定了其所依托的交通系统应

与城市其他功能组团有所区别。高科技园区之间虽然具有一定的共性，但是由于每个园区所依托城

市的特征、与城市的位置关系、主导产业、土地性质比例等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在进行交通

系统规划时需紧紧围绕园区的自身特点展开。 

2. 高科技园区慢行交通系统规划与实践 

2.1 高科技园区一般特征 

高科技园区是一种以知识密集、技术密集为依托，以开发高技术产业为目标，促进科研与生产

结合，推动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综合基地。目前世界上有许多开发建设成功的高科技

园区，如美国硅谷、日本筑波科学城、台湾新竹、印度班加罗尔等等。 

就高科技园区的主导产业而言，基本上为以容纳智力集群为特征的、以知识产品为主的产业，

所从事的都是科学研究的技术创新、产品开发等活动。就高科技园区的用地构成而言，除研发类用

地外，高科技园区一般十分注重增加绿地在整个园区土地构成中的比例（有的高达 40～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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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打造优美、宜人的绿化系统以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就高科技园区的从业人员特点而言，一般

以高学历、高收入的年轻人为主[1]。 

2.2 慢行交通系统在高科技园区中的功能和作用 

慢行交通在高科技园区等科研性质的单位都有比较好的认可度和接受度[4]，它以其自身的特征

和优势，在已建的高科技园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主要承担的功能有：与绿化结合构成城市轴

线、短距离出行和为轨道交通接驳等。 

日本筑波科学城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体现了以人为主体的城市空间计划，改变了以宽广的车行道

作为城市中轴线的做法，而是采用人车分行制，并以步行者专用道路网的主步道作为城市中轴线。

步行中轴线把城市的三项基本功能——市中心区、大学和科研单位联系起来，并实现空间的连续性，

使城市成为一个有机整体，集中体现了城市的特性、风格和面貌，成为城市的线性中心。专用人行

道以主步道为主轴，按环状或放射状等修建专用人行道。[5]
 

关西科学城在规划中摒弃了传统向心集中型的布局形式，而是采取了分子结构型组团式的布局

形式。在规划中不再采取“功能分区”、土地单一利用的旧模式，而是采取综合利用土地的新模式。

[6]综合利用土地可以使居住与工作地点更接近，这样可在土地规划布局层面缩短通勤距离，以期采

用慢行交通即可实现通勤出行。 

张江高科技园区为提高轨道交通在园区内的覆盖率、解决轨道交通“最后一公里”及无法实现

“门到门”等问题，于 2008 年 9 月在地铁二号线张江高科站率先启动“轨道交通＋自行车短驳”的

交通新模式。据不完全统计，开通后不久 30 辆短驳自行车平均每辆日周转率就达 5 次左右。为满足

大量的接驳需求，张江地区自行车租赁点系统将逐步进行扩容以达到最终约 400 米左右就有一个租

赁网点的规划目标。[7]
 

3. 北扩地区慢行交通需求分析 

3.1 北扩地区规划概况 

根据中关村电子城产业现状及发展规划，电子城地区将形成以移动通讯、新能源、生物医药为

主导的产业方向，重点发展研发中心、企业总部、新技术服务中心等产业链高端形态，发展以中试

和与研发密切相关的核心技术集成为主的高端制造业。根据相关规划，整个北扩地区的建筑开发量

将达到 300～400 万平方米。按国内外相似性质地区估算，北扩地区的工作岗位将达到 12～16 万个，

其中大部分为从事高科技研发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属于高学历、高收入、年轻的白领阶层。

该部分人群一般对慢行交通这类绿色、环保、节能、低碳的交通方式持积极肯定的接受态度。但同

时这部分人群从消费能力上完全能够承担小汽车交通方式，其主要选用何种交通方式，是与具体交

通方式的吸引力直接相关的。 

北扩地区的主要用地类型为研发用地和多功能用地两类岗位较为密集的用地，两类用地占全部

用地的 60.29％。北扩地区内未规划居住用地，但在北扩地区附近的几个组团规划了较大规模的居住

用地，因此除中心城区外，北扩地区未来将与这些地区之间将有较强的通勤联系。这些组团与北扩

地区之间的距离基本在 2～6 公里（其中与望京组团 2 公里、酒仙桥组团 4 公里、北苑组团 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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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坝组团 6 公里）。按 2007 年北京市自行车早高峰平均出行时长 22 分钟、步行早高峰平均出行时

长 14 分钟[8]、自行车时速按 10～15 公里、步行时速按 3～4 公里进行计算，北扩地区与周围这些组

团之间的距离非常适合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此外，北扩地区绿地和水系用地占到全部用地的 7.64％[9]（不含绿隔用地），除园区与京承高

速、机场高速之间的大面积绿隔用地外，园区内部还规划建设大型中心公园一座以及两条滨水文化

休闲绿带走廊，这些绿地系统可以与慢行系统相互融合，打造良好的慢行交通行驶环境，一方面满

足交通需求，另一方面也可实现园区内科研人员的健身休闲需求。 

轨道交通方面，北扩地区规划轨道交通线路 2 条，分别为地铁 14 号线和地铁 15 号线，其中地

铁 14 号线在地区预留一个车站，为来广营站；地铁 15 号线在地区内预留一个车站，为来广营东路

站，在区域边界预留一个车站，为香江北路站。按轨道站点 500 米的服务半径而言，地铁对于北扩

地区的服务相对有限，为形成北扩地区“轨道交通＋慢行交通”为主体的、可持续、绿色交通模式，

可通过设置自行车租赁点形成自行车接驳轨道交通的交通运行模式，可提高轨道交通的可达性，解

决地铁“最后一公里”的不足。 

 

图 7   电子城北扩地区轨道交通规划图 

 

图 8   增加轨道站点 500 覆盖图 

 

 

图 5  北扩地区用地规划布局图 

 

图 6  北扩地区与周边组团土地利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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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北扩地区慢行交通功能定位 

作为高科技园区，保证环境宜人、安静舒适的研发环境是至关重要的，高标准的环境也要求交

通系统是低碳、低噪、低耗的绿色生态型交通模式。慢行交通应以北扩地区相关土地规划、交通规

划为前提，对自身所承担的功能作用进行准确定位。本次慢行交通规划对北扩地区慢行交通系统定

位为体现高科技园区可持续发展、新时代新技术示范的交通系统，低碳、低噪、低耗的绿色交通工

具的典型。与其定位相对应，步行和自行车在北扩地区承担的功能如下： 

短途出行的首选方式。北扩地区与其周边的望京、北苑、酒仙桥、东坝等组团在用地布局上具

有互补性，其之间的距离适合步行和自行车出行。通过加强北扩地区与上述地区之间的慢行交通设

施规划和建设，提高慢行交通的安全性和便捷性，可以利用慢行交通解决部分通勤交通，降低小汽

车在通勤交通方式结构中的比重，促进可持续的交通模式的形成。 

公交接驳的重要环节。北扩地区内部规划的 2 座地铁车站都位于区域边界附近，对北扩地区中

心腹地辐射有限，为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及地面公交在北扩地区交通系统中的支撑作用，应通过自行

车接驳公共交通的方式来扩大公共交通交通的覆盖范围，解决地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及地面公

交“门到门”的不足，提高公共交通在出行结构中的比重。 

休闲健身的有机组成。步行和自行车虽然是交通方式，但同时也是健身锻炼的一种形式。北扩

地区的绿地水系资源丰富，可结合这部分资源规划设计慢行健身系统，为白领们在繁忙脑力工作之

余开展一些健身活动提供相应的空间和场地。因此慢行交通在北扩地区不仅是一种绿色交通出行方

式，同时也是休闲健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3.3 北扩地区慢行交通需求特征 

对北扩地区的用地结构和产业类型进行分析后可以预测，北扩地区的交通出行目的主要是通勤、

办事，另外还有少量的休闲、购物、餐饮、参观游览等。从这些活动是否为紧迫性活动的角度，将

北扩地区慢行交通需求分为急迫性慢行交通需求和非急迫性慢行交通需求。 

急迫性慢行交通需求包括通勤类慢行需求和非通勤类慢行需求中的办事需求。这类慢行交通需

求在时间分布上主要集中于通勤时段，在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于出入北扩地区的交通干道和北扩区

域内部干道上，这类需求要求相关慢行交通设施醒目、顺直。 

非急迫性慢行交通需求包括非通勤类慢行需求中的休闲、购物、餐饮、参观游览等需求。这类

慢行交通需求在时间分布上比较均匀，基本都在非通勤时段，在空间分布上主要集中于区域内部道

路上，这类需求要求慢行交通设施内容丰富、富于变化、景色宜人。 

不同种类的慢行需求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布不同，对慢行交通设施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这直

接导致慢行交通系统的通道种类、通道断面、通道布局的不同。 

4. 北扩地区慢行交通系统规划 

4.1 规划原则 

北扩地区慢行交通系统规划主要围绕以下几个原则展开：1）因需制宜。根据慢行交通需求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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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分布对慢行通道进行分类和布局。2）分区优先。区分慢行交通和车行交通的集中的道路和区域，

在不同的道路和区域分别对慢行交通和车行交通给予优先。3）突破常规。综合考虑慢行交通用地和

绿化水系用地，将两者空间相互融合，以塑造优美的慢行通行环境。 

4.2 慢行通道系统规划 

北扩区域内规划急迫性慢行道系统和非急迫性慢行道两套慢行通道系统，分别用来解决急迫性

慢行需求和非急迫性慢行需求。 

急迫性慢行道主要布设于出入北扩地区和北扩地区内部的干道上，道路断面形式采用传统的三

块板、四块板形式，通过物理分隔和行道树将自行车与机动车和行人分隔开，避免过大交通量的机

动车、自行车、行人之间的相互干扰。 

非急迫性慢行道主要布设于北扩地区内部支路、绿地水系、地块内部，支路道路断面形式根据

道路两侧是否有绿化带分别进行设计，若没有绿化带，由于自行车和行人交通量都不大且不集中，

将自行车和行人进行一体化设计，若有绿化带，则统一考虑慢行系统和绿化系统，将两者进行一体

化设计；绿地水系内部的慢行道结合景观设计慢行健身道；地块内的慢行道结合地块内的建筑及街

坊道路进行设计，保证各个方向都能出入地块，减少慢行者的绕行距离。 

 

图 9  北扩地区慢行通道网络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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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道路断面编号分布图 

 

图 11  结合“之”字型的慢行网络 

 

 

图 12  北扩地区各条道路断面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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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之”字型开敞空间典型断面 

结合区域内规划的“之”字型开敞空间，将绿地、水系、慢行道三者相互结合，同时在规划普

通慢行道的同时，规划布局慢行健身通道，满足不同层次的慢行交通需求。 

 

图 14  慢行系统与地块建筑紧密结合示意图 

 

图 15  地块内慢行道典型断面形式 

无论出行者使用何种交通方式，在到达建筑群体（即具体吸引点）最后一个交通方式都是慢行

交通方式。因此，慢行交通方式与建筑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特别是对于规模比较大的地块，慢行

交通系统应进入地块内部且布设于建筑的周边，与地块内建筑形成一体化系统。机动车在地块边界

处进入地下停车场，整个地块范围内通行空间全部让位于慢行交通。整个地块打破了传统的围墙限

制，各个地块之间的慢行交通系统可以相互连通，各个地块是相互开放的空间，慢行交通设施将各

个地块有机地联系起来，通过慢行通道塑造丰富的空间，避免北扩地区单一的开发强度所造成呆板

的空间形态。 

4.3 交叉口类型规划 

为合理分配慢行者与车辆之间的道路通行权、保证慢行者通行的安全性和车辆的通行效率，规

划在不同类型交叉口采取不同的慢行优先措施，除在车流量较大的主（次）干路－主（次）干路交

叉口不采取慢行优先措施外，其余交叉口的通行权均向慢行交通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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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路－支路交叉口，主干路车流量最大，这种类型交叉口考虑一定程度慢行优先措施，在支

路上设置自行车左转提前优先措施。 

次干路－支路交叉口，次干路车流量较大，这种类型交叉口慢行交通优先权中等，在支路上设

置人行道抬高和交叉口缩窄等慢行优先措施，在次干路上实施自行车左转提前至机动车道停车线前

的优先措施。 

支路－支路交叉口，支路车流量较小，这种类型交叉口慢行交通优先权最高，在交叉口实施人

行道抬高和交叉口缩窄措施，提高行人过街安全性和舒适性。 

 

图 16  北扩地区交叉口设计类型规划 

 

图 17  传统类型交叉口示意图 

 

图 18  人行道提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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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交叉口缩窄示意图 

 

图 20  自行车左转提前示意图 

人行道抬高措施主要通过将斑马线提高至人行道同一高度，以提高行人过街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与以往斑马线在道路平面正好相反，机动车在过斑马线时由于存在坡度而进行减速，可大幅提高行

人过街安全性，避免或减轻国内近期人行斑马线事故的危害性，同时由于不需要行人上上下下，可

提高行人特别是轮椅使用者的过街舒适性（如图 18）；交叉口缩窄主要通过缩小交叉口路缘石转弯

半径并向交叉口内侧收敛以达到缩短行人过街距离和时间的目的，以便于行人过街（如图 19）；自

行车左转提前主要通过将自行车停车区扩大到机动车停车线之前，并在放行机动车前给予左转自行

车 2～3 秒的绿灯时间，让左转自行车顺利通过交叉口，提高交叉口安全性和效率（如图 20）。 

4.4 自行车租赁点规划 

为了解决轨道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扩大轨道交通的吸引范围，提高轨道交通的可达性，

规划在北扩地区结合轨道车站设置自行车租赁点 2 处，保守计算，乘客在轨道站点换乘自行车骑行

3 分钟（750 米）即可到达北扩区域绝大部分地区。同时，配合轨道车站自行车租赁点，在北扩区域

其余地区规划设置自行车租赁点 8 处（主要结合公交车站和报刊亭），在北扩区域内步行时间约 4.5

分钟 300 米即可到达一个租赁点。 

 

图 21  轨道站点自行车骑行3分钟辐射范围

（750 米） 

 

图 22   北扩地区自行车租赁点规划布局图

（300 米） 

5. 结语 

高科技园区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地区，由于用地结构的特殊性及产业对环境要求的特殊性，以轨

道交通和慢行交通为主导的绿色交通系统应在高科技园区中承担主体交通地位。由于高科技园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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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的特殊性，其对交通方式的选择范围更广，将直接受交通方式的便捷性和舒适性的影响，应

通过加强慢行设施的安全性、舒适性和便利性来提高慢行交通在科技园区内出行的比重。同时应结

合不同高科技园区自身的特点，对慢行交通应承担的功能作用进行分析，并依据功能定位对相应的

慢行交通设施进行规划设计。便捷、舒适、宜人的慢行交通系统能够对出行者产生更强的吸引力，

吸引更多的人采用慢行交通方式进行出行，以塑造良好的园区环境，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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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城市慢行交通规划设计方法与案例研究 

刘庆楠  杨新苗  林泊生 

【摘  要】本文从分析我国城市慢行交通现状入手，指出国内慢行交通规划设计的不足，结合慢行

交通自身的特点及其与其他交通方式转换的要求，首次提出主、次、支出行链概念，从宏观、中观、

微观三个层面探讨慢行交通规划设计的原则和方法，强调慢行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换乘衔接，并

通过广州自行车问题与对策研究的案例，及东莞石排镇步行系统设计案例说明慢行交通规划设计的

方法和要点。 

【关键词】慢行交通，自行车，步行，换乘，出行链，子系统 

1. 引言 

城市机动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和必然结果。但在机动化带来方便快捷的同

时，许多城市出现了城市无限制蔓延、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等问题。自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世界各

国纷纷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来改善城市环境和复兴城市，并开始关注多种交通工具组合的交通模式，

即：公共交通、私家车、自行车及步行几种方式的组合。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方便、快捷

且环保的交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慢行交通系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慢行交通是相对于快速和高速交通而言的，在我国主要包括自行车和步行交通，亦可称为非机

动化交通（non-motorized transportation），一般情况，慢行

交通是出行速度不大于 15 km²h
-1 的交通方式。本文主要针

对我国城市慢行交通的发展现状，探讨慢行交通政策的引导，

并通过广州市及东莞市的具体案例探讨慢行交通的规划设计

原则和方法。 

2. 我国城市慢行交通现状 

步行是人类最基本、最原始的出行方式，不依赖于交通

工具，自由自在。在我国25个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

步行在通勤方式中平均占 37.2%，大于总出行量的 1/3。在小

城市，步行方式占有更大的比重，有些甚至达到 60%~70%
[1]。

另外，我国历来就是自行车大国，全国自行车保有量在 5 亿

辆以上。即使在机动化程度比较高的北京、上海等城市，自

行车出行比例依然高达 30%。可以说，慢行交通虽然出行速

度较低，但在出行方式选择中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且作

为出行起点始发及出行终点到达的必要方式，慢行交通也是交

通换乘的必要环节，可以成为扩大城市公共交通服务范围的有效手段。 

与机动车不同，慢行交通的主体是人，却被各种车辆挤压在道路空间的两侧，缩贴在车辆交通

与沿街建筑的夹缝之中，毫无环境认同感、亲切感、舒适感可言。人车混行的现状不但损害了慢行

图 23 自行车道被机动车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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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应有权益，同时也影响了其他类型交通效率的正常发挥，造成人行不好，车行不畅（如图 1）。 

目前，我国对城市慢行交通的研究和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已有的规划以及规划的实施中还

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尽管近几年已经有了众多积极的变化，如有些城市的慢行系统渐成系统化、

体系化，或在城市中心实现慢行系统化，慢行环境体系初步形成。但整个慢行系统仍存在很多问题，

如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很少进行全局性的规划设计（大多是以城市内的一些局部地区为研究范围，如

居住区、步行商业街区等），缺乏与城市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公共交通规划等的紧密联系和

相互作用，更没有成熟的法规制度可遵循。可以说，慢行交通仍处于被忽视的地位，其规划缺乏整

体性、系统性和网络性。在实施过程中，慢行交通的道路改造也往往采用“一层皮”的局部或表面

做法，与其它交通系统的衔接及换乘设计不完善，对城市特色的体现也不明显。在管理层面，慢行

空间往往管理不善，违章建筑占道、停车占道、商贩占道等现象普遍，造成人车混行的混乱局面，

使得行人和骑车者的安全无法保证。 

3. 慢行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转换 

慢行交通与机动交通相比，平均出行速度较低，出行距离也比较短。但慢行交通出行绿色、环

保、健康，不产生环境污染，还兼有锻炼身体的功效。这样的特点决定了步行及自行车出行不仅是

居民休闲、购物、锻炼的重要方式，也是居民短距离出行的主要方式，是中、长距离出行过程中与

公共交通接驳不可或缺的交通方式。 

无论是大容量的轨道交通、快速公交还是常规公交均无法实现“点对点”的服务，因此常常需

要与出租车、小汽车、自行车、步行等不同交通方式进行衔接转换。各种换乘交通方式的影响距离

以步行为最短，约为 1 公里以内。自行车次之，约为 1-3 公里。从我国目前大多数城市的情况来看，

公共交通出行仍以自行车和步行为主要的换乘方式。换乘设计的目的是缩短换乘步行距离，减少地

面交通的相互干扰，使各种交通方式畅通、便捷。而衔接设计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定关系”和“留

空间”，即确定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关系和预留各种交通设施的空间用地。 

根据我国居民出行的总体特点，可以将慢行交通定位为大城市中短距离出行的理想交通方式、

中小城市的主要交通方式、公共交通的端末接驳工具。对于自行车交通，在居住、办公、商业等公

共服务设施周边应提供充足的自行车停车空间；在公共汽电车站、轨道交通车站以及其他交通枢纽

附近应提供自行车驻车换乘的空间，且宜与绿化结合。对于步行交通，应保证人行道的有效宽度，

在商业区、大型公共建筑、公交枢纽、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学校、医院等人流聚集区还应适当拓

宽人行道，并设置机非物理隔离设施及方便安全的人行过街设施。 

以慢行交通与轨道交通的衔接为例，根据站点吸引客流的空间范围分为步行衔接服务圈和自行

车衔接服务圈。前者是轨道站点的直接服务区，是以站点为中心大致 500~800m 范围的步行圈，也

是轨道交通客流集散的主要区域；后者是以站点为中心大致 3km 范围的出行圈，以生态型、健康型

的自行车为主要换乘方式。因此，步行衔接服务圈应考虑轨道站点周边 500~800m 内的土地利用，

注意与周边办公、商业等公共建筑进行立体连通（主要为地下），将人行过街与轨道交通站点的地

下通道结合，尽量缩短乘客步行距离；自行车衔接服务圈应充分利用站点出入口附近的边角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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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桥下或枢纽站前广场等设置自行车停车场或停车带（停车不得影响行人交通），如图 2、3 所示。 

 

图 24 轨道站点周围设置自行车停车场      图 25 北京地铁站外自行车停车带 

4. 慢行交通规划设计方法探究 

由前所述，目前城市慢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还比较欠缺。这其中的难点主要在于自行车和步行

人流路线太过繁杂、出行链长短不一，尤其是行人出行目的随机性太强、OD 也不规则，无法照搬

城市道路网的规划方法。同时，因出行链相对较短，自行车和步行网络的连续性也不易实现。此外，

将城市分为交通小区的研究方法因尺度太大不适用于慢行系统，如何寻求适合的衡量尺度成为城市

慢行系统规划的又一难点。因此，为解决慢行出行 OD 线不规则这一难点，笔者在这里首次提出三

个新的概念——主次支三种出行链。 

出行链是指为完成一次有目的的出行，先后采用的交通方式。而“主出行链”是指距离较长、

目的明确的日常常规出行，如上班、下班、上学、下学等，多指非机动车的必要出行；“次出行链”

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有一定出行距离、目的较为明确的出行，如在商业区范围内的购物、在中心

区的文体娱乐休闲等；“支出行链”是指出行距离较短、目的随机的零散出行，即指自行车和行人

的随机出行。工作日的主出行链构成我们的主要出行活动，次出行链可能多为下班后或周末的出行，

支出行链则大量地充斥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三种出行链的划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建立步行系统的

规划方法。 

为了解决研究尺度的难点，笔者在这里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去研究（如图 4 示）。 

 

 

 

 

 

 

图 4 城市步行系统研究层面 

宏观层面的慢行系统规划方法 

宏观层面，即指覆盖整个城市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网络系统，一般沿着机动车道两侧规划

路网层面——慢行系统连续

性 

城市慢行系

统 

宏

观 

中

观 

微

观 

慢行分区——主出行链+必要

行为 

结点辐射+子系统分类——次出

行链 

慢行节点——支出行链+随机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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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在城市中，人行和非机动车道多以线或网的形式出现，是人们转换交通工具的直接媒介。所

有机动车道延伸的地方，都应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依附而行。沿着城市干道而建的非机动车道同

时也是城市中最主要的慢行交通平台，承载着最多的人流通过

和集散。就功能而言，非机动车和人行道网络主要满足人们出

行和换乘机动交通的目的，主要体现其交通功能，较少体现社

会生活和经济功能。因此，宏观层面的规划偏重于优化路网结

构、进一步深化以支路为主的慢行交通的主要通道，以及重点

设计慢行交通与其他方式的换乘。 

中观层面的慢行系统规划方法 

宏观层面考虑了慢行交通与其他出行方式的换乘接驳，接

下来需要从中观层面研究换乘后慢行的次出行链，如从地铁

站出来后在商业区步行的购物休闲活动。以香港为例，其发

达的轨道交通系统将城市的主要节点串起，每一个轨道交通

周围都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节点，以轨道站为圆心，以步行的

出行范围 1km
1为半径做圆（如图 5 示），每个圆圈内行人又有各自的次出行链，如购物、回程、休

闲等。如果城市的公共交通或路网足够发达，所有这样的圆圈互相少量重叠可以覆盖整个城市核心

区。香港的“地铁+物业”模式下，每一个圆圈都是综合性功能的高强度开发，而对于大陆大多数城

市来说，各个圆圈具有不同的功能特点，形成小的慢行交通子系统，如市民广场子系统，对外交通

枢纽子系统，商业中心子系统，居住区子系统，商务中心子系统，体育、会展、博览中心子系统以

及景观慢性带。根据其子系统慢行交通的特点及其与城市整体慢行系统之间的关系，对子系统内的

慢行交通进行进一步的深化。如在大型商业办公区、大型交通枢纽等人流车流聚集区，设置连续的、

与周边公共建筑连通的地下街或空中连廊；又如在居住区内考虑慢行交通进行道路稳静化设计等。 

微观层面的慢行系统规划方法 

微观层面主要是考虑解决慢行支出行链的随机行为，主要用于小范围的规划设计，即具体的非

机动车道、步行道的设计以及各类机非冲突节点。 

自行车道路网宜采取分级策略，根据用地情况、自行车交通需求和休闲健身需求，以非机动车

道为基础，建立包含街巷、社区道路、自行车专用道路等在内的自行车交通分级道路网络，确保自

行车交通能够方便、安全、连续行驶。无特殊情况，城市道路两侧应设置非机动车道。高峰小时自

行车流量过大，可适当加宽非机动车道。次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或自行车交通量较大的支路，机

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应实行物理隔离。非机动车道在公交车站处，宜采取外绕公交车站的模式，避

免进出站的公交车辆对骑行安全的影响。 

                                                        

1 前文提到两个步行尺度，一为公共交通站点换乘步行的影响距离以为最短，约为 1 公里以内；二为是轨道站点的步

行服务区，为 500m~800m。 

图 5 香港轨道交通节点 

图片来源：港府规划署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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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道，是个步行子系统之间的连接体。包括各级道路的人行道、道路交叉口的人行道、地下

通道以及人行天桥。在具体的设计时，宜将人行道与机动车道实行物力隔离，保证行人不受机动车

的干扰；主、次干道路段与交叉口，鼓励采用有信号控制的平面过街形式，并进行人性化的信号配

时，严格禁止机动车占用人行道，保证行人空间。 

5. 慢行交通规划案例研究 

5.1 广州自行车交通问题与对策研究 

5.1.1  广州自行车现状及问题 

20 年来，广州市的交通方式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但方式结构的态势发生了变化（以

非机动车出行为主转为以机动车出行为主），而且交通方式也得到了明显的丰富，涌现出私家车、

地铁、物业巴士等新兴的交通方式。根据广州市居民出行调查[2]，广州市原八区的自行车出行比例

由 1984 年的 34.02%降低到 8.17%。自行车减少的出行比例主要被摩托车和私人小汽车两者替代。另

外，在工作日，有 52%的自行车出行者的出行目的为上下学和上下班。通勤性的特征明显，说明自

行车交通仍是一种重要的通勤交通工具。而对于节假日的自行车出行者来说，有 25%的市民是骑车

出去娱乐，有 18%的人是骑车出去锻炼，体现了自行车成为市民节假日一种重要的锻炼方式和文化

娱乐活动。 

上个世纪 90 年代前期，广州市经济水平提高，机动车在《广州交通研究》（最终报告 1995）

中关于自行车的总体战略是：逐步抑制自行车的出行需求，并将自行车从主要机动车车道上分离。

在这样“靠边站”的大背景下，广州市自行车交通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直接影响居民的出行。实地

调研发现，自行车道路资源和停车设施相对较少，未能形成有效的自行车交通网络，且缺少机非隔

离等安全措施，未能形成相对独立的自行车通行空间，自行车行车道被机动车停车占用的现象时有

发生。另一影响自行车安全的因素是交叉口缺少自行车信号灯，非机动交通的渠化、导流标志及交

通指示牌等不足。 

5.1.2  广州自行车政策及规划方案 

首先在战略上明确自行车交通较其他出行方式的优势，投资建设一个良好的自行车交通系统，

可以获得许多长期的收益，如节约机动车道路交通设施的投资、提高交通安全和实现环境保护，发

展自行车交通是适合广州市可持续发展的较好途径之一。由此，应该纠正以往抑制自行车交通的思

路，从保留住现有自行车出行比重为入手点，逐步改善自行车出行环境，吸引更多的人使用自行车

出行，稳步提升自行车出行比例，切实落实绿色出行理念，打造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交通体系。因此，

提出以下概念性规划方案： 

政府应从认识上重视自行车交通政策的制定，加大投入，包括在交通法规条款的制定、交通服

务设施的规划设计、用地划拨、资金投入以及交通管理控制等多方面给予自行车交通以足够的重视

与支持； 

充分落实规划意图，重新恢复自行车的规划地位，必须从战略规划、总规、控规、建设项目规

划意见书等各方面重视自行车交通规划，加强执行力度，充分落实规划意图，重新恢复自行车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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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地位； 

完善自行车设施，包括开发自行车道路资源，做好小区内部自行车交通设施建设，完善自行车

标志标线及信号灯等设施，增建自行车停车设施，并重点建设公交/地铁站点处的自行车换乘接驳设

施，对路口自行车渠化改造，做好自行车断面设计； 

加强自行车交通管理、交通法规及安全的宣传教育； 

政府牵头推行自行车租赁服务。 

5.2 东莞石排镇步行系统设计 

宏观层面步行系统规划 

根据上述方法，先从宏观路网层面解决步行系统的连续性难题，从步行分区尺度层面解决步行

主出行链的行人必要行为。所以需要先完善路网，然后根据功能划分城市分区，解决主出行链的必

要行为。 

 

上图中，深色区域为核心片区，浅色区域为一般片区。道路规划全面支撑和服务镇内各片区功能，

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导镇区发展，由交通导向石排镇内开发和重塑。另外，为了解决过境交通影响中

心区内交通的问题，通过外围交通节点和中心区内道路交通组织，将快速交通和过境交通引导至中

心区外围快速路与过境通道，减少对中心区的干扰（如图 8）。规划方案的主次支道路级配更加合

理，并强化快速路和主干路的功能，节点的衔接功能也进一步增强（如图 9~11）。 

 

 

 

 

 

 

 

图 6 强调道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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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石排镇中心区道路功能规划 

图 8 石排镇中心区道路节点 图 7 石排镇中心区过境交通疏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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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观层面步行系统规划 

 

 

 

根据上述方法，中观层面需要从结点辐射考虑各个区域不同种类的步行子系统中的次出行链，

即是根据片区功能，按照步行子系统的划分尺度将中心区划分为各个不同的子系统（如图 12 所示），

图 10 石排镇中心区道路功能规划 

图 11 中心区步行系统中观层面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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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紫色圆圈为市政府广场步行子系统，南部蓝色圆圈为轨道站与公交站结合的对外交通枢纽步行

子系统，以石排大道为轴线的周边区域为商业中心步行子系统，中部绿带周边为商务中心步行子系

统，北面体育场附近为体育、会展、博览中心步行子系统，同时还有两个主要步行带——北部滨江

休闲步行带、中部景观性绿化步行带，其他区域多为居住区步行系统。划分了步行分区后，可根据

子系统的具体要求做设计。特别要说的是中部景观性绿化步行带，由于其对提升镇区品质，发展旅

游资源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特别对其设计有如下具体的考虑（图 13）： 

降低车流对绿带步行系统的干扰： 

绿带的西侧主干路与东侧次干路承担的道路交通量可以充分满足需求； 

绿带两侧为景观区域，该道路通过支路形式实现人车共行的基本原则，尽可能避免机动车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通过降低机动车行驶速度达到步行、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交通的和谐共处； 

设置人行过街天桥，避免石崇快速路车流对步行环境的干扰。 

 

 

微观层面步行系统规划 

人行道： 

高速公路与快速路是限制步行活动的道路，不提倡沿路建设连续的人行道系统，两侧功能区步

行系统规划应有目的地将人流引导至其他步行通道，或者引导人流集中，统一设置过街通道（如石

崇大道的做法），同时应尽量避开道路交叉口设置； 

保证人行道的基本畅通，人行道步行空间宽度宜控制在 1.8~3.0m； 

人行道铺装材料应具有防滑性能； 

 

图 12 景观性绿化步行带的设计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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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在足够宽的情况下，建议设计划分三个区。分别是：建筑前区、步行区、设施绿化区。 

6. 结语 

不论城市化机动化发展到何种水平，慢行交通均是城市综合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是

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现有的慢行规划设计方法还不成熟，未来应当在城市总体布局、

城市用地规划、综合交通规划中充分适应慢行交通的特点，提高城市慢行交通的出行比例，综合设

计慢行与公共交通的接驳和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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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人行道建议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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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路网系统规划研究 

——以重庆市大学城为例 

张莉  颜艳霞 

【摘  要】随着城市的扩大和人们出行距离的加长，自行车的功能也在发生改变，如何在高机动化

条件下让自行车成为高机动化交通的有益补充，发挥其应有的交通功能，使快慢交通协调发展，对

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发展可持续交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重庆市大学城自行车交通路网系统规

划，着重讨论了大学城自行车道路网、停车场、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运营与管理等。 

【关键词】自行车交通；自行车路网；公共自行车系统  

自行车作为“绿色交通”的代表之一，在当前环境恶化、能源消耗过度的形势下，以其无污染、

无能耗、并且有益于身体健康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继北京、杭州、武汉等大城市先后实施了自行

车交通专项规划和公共自行车系统后，重庆市立足于建设西部新城的契机，提出本规划，旨在大学

城建立一个便捷、安全、环境优美的自行车交通系统，以促进大学城的发展，同时带动沙坪坝区西

部新城的发展，探索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新方法和发展可持续交通的新方式。 

1. 重庆市大学城发展概况 

要发展自行车交通，首先是要提供自行车路权，使自行车有路可走、有地可停。自行车路网系

统规划主要包括：(1)自行车道的规划；（2）自行车停车场规划；（3）自行车交通管理等[1]。重庆

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山地城市，由于地理、道路条件的限制，基本上没有自行车交通，自行车基础设

置一片空白， 

重庆市大学城位于沙坪坝区西部虎溪镇和陈家桥镇，占地 20 平方公里。背倚缙云秀峰，远眺歌

乐美景，地势平坦，交通便捷。于 2003 年批准建设，规划入驻大学 6~10 所（重庆大学、重庆医科

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科技学院、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重庆职业技术学院

等），教师、学生人数 15~20 万人。 

建设进度实施“三步走”：即 2005 年底有 2~3 万名大学生入学；2007 年功能基本完备；2010

年成为全国一流大学城，力争建成为西部地区的高级人才培训中心、科学研究与创新中心和国际科

技教育交流中心，并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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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学城片区用地性质图 

大学城作为一个以教育、科研为主的单一性质的功能区，服务对象主要为学生和教师。随着各

大学的入驻，校际交往日益频繁，步行已不能满足日常出行需要。加上大学城规划路网纵坡均在 3%

以内，完全有条件发展自行车交通，也符合学生群体的消费水平，故进行此规划，旨在大学城建立

一个便捷、安全、环境优美的自行车交通系统，促进大学城的发展，同时带动沙坪坝区西部新城的

发展。 

2. 大学城自行车发展模式 

大学城片区用地性质相对简单，交通服务对象也比较单一，学生与老师为大学城主要活动人群。

这对实施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有很大的便利：一方面是因为学生与教师均属于高素质人员，对新事

物有较强的接纳性；二是学生与教师能更快学会使用自行车租赁系统，能保证车辆的按规章使用、

按时归还，也即有实施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社会环境”。同时学生属于流动人群，若采取大量

的“自己拥有自行车”的做法，每一届学生毕业，将会留下大量的自行车，无人使用也无人管理，

造成极大浪费，因此从节约的角度来看公共自行车系统更具优势。 

故建议大学城采取公共自行车发展模式，由政府或集团出资，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并建立一

系列相关设施与管理制度。后面章节将对自行车路网规划、停车场规划、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运营与

管理等进行详细阐述。 

3. 大学城自行车路网规划 

3.1 自行车道分级 

结合大学城用地性质和道路规划，将自行车道分为三级。一级：主通道，为各大学间以及与周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660 

边公园、轨道站点、商业聚集区等的联络线，是自行车路网的主骨架；二级：辅通道，为相邻大学

间及大学周边短程联络线，是自行车路网的次级补充；三级：支线，为地块内部或地块间集散线，

是自行车路网的末端补充。 

通过三级的自行车路网，来满足不同的出行距离需要。根据不同级次的自行车道功能，来确定

自行车道采取的形式，下一小节将详细说明。 

3.2 自行车道规划 

大学城用地性质见图 1，规划道路网如图 2： 

 

图 2 大学城片区规划路网 

结合大学城片区用地性质和规划路网以及规划轨道线和公交站点分布，自行车路网布置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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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自行车路网规划图 

红色线为自行车主通道，蓝色线为辅通道。主通道根据规划道路网的主干道而设，同时考虑了

各校区间的联系和人流主流向以及与轨道交通的接驳；辅通道依据规划路网次干道而定，为自行车

交通次流向，主要满足相邻校区间的自行车交通需求和旅游休闲性质的自行车交通需求，并与主通

道实现有效衔接；支线则根据规划路网的其它道路以及各校区内部道路而设，起集散作用和满足内

部出行需求。整个自行车路网规划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 1 自行车路网规划指标 

指标                               

车道分级 
采用形式 规划宽度(m) 规划总长度(km) 

主通道 自行车专用道 3.0~4.5 约 28 

辅通道 机非物理隔离 2~3.0 约 48 

支路 划线式 1~2 - 

主通道采用自行车专用道形式，利用绿化带与机动车道实现完全隔离，保证主通道车速在

15~20km/h，并保障慢性交通的安全性。主通道随道路主干道两侧布置，自行车道宽度取 3.0~4.5 米

（根据道路实际情况再予以调整），包括“3 纵 3 横”，规划总长约 28 公里： 

3 纵：纵一路、虎符路、重大西路； 

3 横：一横线、科技大道北线、重大南路。 

主通道横断面设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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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自行车专用道路幅布置路（主通道） 

辅通道采用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物理隔离的形式，利用护栏或隔离墩实现机非分隔，保证辅通

道 10~15km/h 的车速。辅通道规划总长约 48 公里，横断面布置如下图所示，自行车道宽度取 2~3.5

米，可根据道路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图 5 辅通道路幅布置图 

支路为补充线，设于道路支道路二侧，与机动车道采用划线方式分隔。满足短距离出行和校区

内部出行需求，起集散作用。支路横断面布置如下图所示，自行车道宽度取 1~2 米。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663 

 

图 6 自行车支路（划线分隔）路幅布置图 

综上所述，构架了一个由主通道、辅通道和支路三级自行车道组成的自行车路网，分别满足不

同的出行需求，同时三级自行车道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集散方便、运行顺畅的自行车

路网系统。 

3.3 主要交叉口自行车控制与管理 

对于有自行车主通道的交叉口，自行车流量较大，可在信号控制的基础上采用自行车专用信号；

对于一般交叉口，自行车信号可与行人信号配时一致；对于无信号交叉口，自行车需停车让行，等

待有足够的空档再通过交叉口。 

自行车具体控制方式与放行方式需根据交叉口具体情况和交叉口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交通量大

小再确定。 

4. 大学城自行车停车场规划 

4.1 自行车停车场布局规划 

自行车停车场规划是自行车系统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停车场的规划直接影响着整个系

统的利用率以及与公共交通换乘的效率。停车场的规划包括了二部分：一是停车场的分布，二是停

车场的设施设计。这里停车场的规划只包括自行车公共停车场，不涉及各校园或居住小区内部停车

场，下面将进行具体说明。 

自行车停车场分布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1）用地性质；2）轨道交通站点分布；3）常规公交

站点分布；4）各校区校门布置；5）路网结构。根据这五个主要因素，规划了共 45 个自行车公共停

车场，其中一级停车场 5 个，二级停车场 17 个，三级停车场 23 个。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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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自行车停车场分布图 

一级自行车停车场是根据大学城区域内轨道站点而设，共 5 个站（分别为陈家桥-重医站、大学

城站、尖顶坡站、虎溪-重大站、虎溪站），主要解决自行车与轨道交通的换乘停车。 

二级自行车停车场主要是满足各大校区的自行车停车需求，学生作为大学城最大自行车使用群

体，其自行车需求应予以优先考虑。故在各大校区校门附近均设置了二级自行车停车场，共 17 个，

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增加。 

三级自行车停车场根据大学城内中小学、幼儿园、工厂、公园等的分布而设，主要满足中小学

生、工人、休闲等自行车交通需求。 

三级结构的自行车停车场涵盖了不同层次的自行车停车需求，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学城自

行车停车场系统。 

4.2 自行车停车场设施设计 

自行车停车场的设计应结合其使用和停放的特点、以便利用户为前提, 同时兼顾城市景观。不

同的停放方式，所需停车带和车道宽度也不相同。 

4.2.1  停放方式 

最常见的停放方式是自行车双轮着地，车辆与通道垂直或斜列排成单排或双排。在场地较宽时，

一般采用垂直停放；当宽度不足时，可采用斜列式[2]
(斜列 30, 45, 6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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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排垂直式                              双排垂直式 

       

单排斜列式                               双排斜列式 

4.2.2  停车带、车道宽度和停车面积 

根据《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试行）》，自行车停车场主要设计指标（停车带宽度、通道宽度、

单位停车面积）遵循下表列值： 

表 2 自行车停车场主要设计指标[5]
 

停放方式 

停车带宽（m） 车辆

横向

间距

（m） 

通道宽度（m） 单位停车面积（m
2
） 

单排 双排 单排 双排 

单排

一侧

停车 

单排

两侧

停车 

双排

一侧

停车 

双排

两侧

停车 

斜列式 

30
0
 1.00 1.60 0.50 1.20 2.00 2.20 2.00 2.00 1.80 

45
0
 1.40 2.26 0.50 1.20 2.00 1.84 1.70 1.65 1.51 

60
0
 1.70 2.77 0.50 1.50 2.60 1.85 1.73 1.67 1.55 

垂直式 2.00 3.20 0.50 1.50 2.60 2.10 1.98 1.86 1.74 

自行车停车场设计应根据实际用地情况，采取灵活多变的形式，尤其在寸土寸金的商业中心，

可使用比较节地的悬挂式、双层式等，还应注意防盗设计。 

5. 大学城自行车标志标线设置 

完善大学城自行车标志标线的设置。根据《城市道路交通标志标线设置指南》[4]，非机动车标

志主要有：警告标志、禁令标志、指示标志等。按设置标准在合适的地段尤其是交叉口设置相应的

标志标线，引导自行车交通按章行驶，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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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标志（注意非机动车）     禁令标志（禁止非机动车通行）   指示标志（非机动车道） 

另外在各租车点附近应该设置相应的指示标志，使使用者能方便、快捷地找到。 

6. 大学城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运营与管理 

公共自行车系统(PBS Public Bicycle System)集团或组织在大型居住区、商业中心、交通枢纽、

旅游景点等客流集聚地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车站，随时为不同人群提供适于骑行的公共自行车，并根

据使用时间的长短征收一定额度费用，以该服务系统和配套的自行车路网为载体，提供公共自行车

出行服务的城市交通系统。 

该系统将自行车公共化，结合公共交通与自行车换乘（B+R）以及停车换乘（P+R），延伸公交

服务，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机动性和可达性，吸引小汽车出行者改变出行方式，节约道路资源、减少

环境污染、缓解―出行难‖问题。在交通机动化的趋势下，建立公共自行车系统引导自行车与公共交

通的有效结合，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是提升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的创新之

举。 

公共自行车的推行，除需要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外，管理是重中之重。第四节中已对出租点的

分布进行了规划，这一节将重点讨论公共自行车系统的管理与运营事宜。公共自行车系统涉及到规

划、城建、交通、城管、工商、公安、行政管理以及自行车生产商、PBS 配套设施厂商等多个部门，

部门间的合作和利益协调程度将决定系统能否顺利实施。应由一个专门机构对公共自行车进行统一

管理，如杭州由公交集团公司负责,重庆可以借鉴。 

6.1 公共自行车系统管理办法 

出租点由专人托管，管理员负责收取押金，退还押金，发放租赁卡，回收租赁卡，检验车辆损

伤程度等事项；每日营业结束后账款上缴财务，并负责自行车摆放整齐、车身清洁。 

另外可招募大学生志愿者进行管理，采用轮班的方式，并对志愿者实行租车免费的奖励措施；

可吸纳私人自行车（如学生自拥自行车）进入公共自行车系统，进行外观统一，实现再利用。 

6.2 公共自行车系统运营细则 

运营细则包括：租赁费用的确定、押金的交付与退还程序、IC卡（租车卡）的使用与管理、营

运时间的确定、自行车损坏赔偿标准等，这些可在具体实施中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明确。 

7. 结语 

通过自行车路网规划、自行车停车场规划以及公共自行车系统运营管理的讨论等，在大学城建

立一个使用方便、安全便捷的自行车系统，满足学生和教职工日常出行，同时减少对机动车交通的

影响，这不仅对大学城交通的健康发展，而且对大学城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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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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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时步行街的交通规划条件与组织设计 

孙伟 汪涛 曾敏丹 

【摘  要】步行街的设臵对交通影响较大，限时步行街作为一种辅助设计可减少步行街对区域路网

的影响。但是由于其可变性，规划与设计比完全步行街更加复杂。该文对限时步行街的适用范围、

规划条件与组织设计进行了讨论，并结合太仓南洋广场进行了详细的案例分析。 

【关键词】限时步行街，交通规划，交通组织 

1. 引言 

商业休闲性质的步行街往往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对于提成城市形象，提高生活品质有显著效果。

但由于步行街的设置对区域交通影响很大，因此步行街的规划与设计需考虑众多因素，并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合适的步行街模式。限时步行街作为一种辅助性步行街，可以使区域路网与交通需求更好

的匹配，使人们出行与休闲更富弹性。 

2. 限时步行街的定义与适用范围 

从交通角度考虑，步行街主要分为完全步行街、公交步行街和限时步行街等。其中限时步行街

又称分时段步行街，是指通过交通管理手段，在一段时间内禁止车辆进入特定街道，使行人与车流

在时间上分开并设置其它休闲娱乐的设施，以便在一定时间内给行人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 

限时步行街不同于完全步行街，它的设置需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划设计，通常情况下，以下三种

情况可考虑设置限时步行街。 

第一种情况，功能成熟但条件所限。当街道的商业规模、休闲娱乐及人气吸引等达到一定程度

后，设置步行街会使该街道以及所在区域或城市的功能形象有所提升或加强。但由于路网条件不理

想等原因，该街道的机动车交通功能在某一时段无法由其他道路分流或代替，此时可考虑设置限时

步行街。在机动车交通流高峰期保持机动车通行，在机动车交通量较少期间，利用周边路网分流，

将该街道设置为步行街。 

第二种情况，为聚集人气，吸引客流。此种情况往往出现在新建的商业中心区域。在许多城市

尤其是中小城市，花费大量精力、物力、财力修建的商业中心，往往由于规划、策划等工作不到位，

前期并没有培养好稳定的客源，导致商业中心完成后，人气不高。此时设置完全步行街容易造成街

道冷清的局面。因此为了吸引人气，培养客流，可在特点的时间，如晚上人们下班后或周末等时间，

配合其他宣传、促销等手段，将该街道设置为限时步行街，以提高商业中心的知名度和人气指数。 

第三种情况，强化旅游功能。有些旅游城市为了吸引游客，在特定的一天或几天内，将区域街

道设置为步行街，以营造良好的购物、休闲、旅游的环境，或以此为宣传点，突出城市的旅游形象。

如只有 20 几万人口的列支敦士登在周末时全城禁止机动车入内，到该地区旅游的外地游客只能将车

停在城外，步行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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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限时步行街的规划条件 

限时步行街兼具城市道路交通性功能和步行街“慢行”的功能，因此在规划设计限时步行街的

时候需统筹考虑各项因素，主要包括城市与街道区域特性、居民或游客出行特征、机动车交通流分

布特征、区域停车情况、区域公交情况以及周边路网情况等等。 

3.1 城市与街道区域特性 

城市规模、性质与地理位置等因素对设置步行街有很大的影响，不同城市根据自身需求，对步

行街的要求不尽相同，而规划的步行街感觉也各具特色。“同样的步行走出不一样的感觉。” 

旅游城市设置步行街通常主要面向游客，以提升城市旅游形象、吸引外地游客为主要目的。此

类步行街通常融合当地的文化特色，有民居和市井的味道，是当地特色文化展示的一个窗口，店铺

也以当地特色土产品或工艺品为主。通常情况下，出于保护环境和历史感等原因，此类街道是禁止

机动车通行的。但每个城市情况不同，在环境保护、历史保护要求不高的城市，可结合城市自身特

色和旅游的时间特性，选择性地对步行街进行限时，如工作日和双休日区分限时或旅游旺季与淡季

区分限时等。 

游客较少的中小城市，设置步行街通常主要面向本地居民，以提高区域城市功能、丰富城市生

活为主要目的。此类步行街的规划与设计不能对其他城市的步行街模式照搬硬套，需考虑该城市居

民的收入水平、生活习惯及区域交通现状等因素。保证设置步行街后既不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出

行，又可提高区域的商业规模与吸引，提升城市品质。可考虑白天机动车出行较多的时段保持道路

的畅通，晚高峰过后对商业街进行机动车禁行，设置为限时步行街，以此来吸引居民到此区域来休

闲、购物，提高区域的人气。 

大城市和特大型城市的步行街，无论种类和功能都更加丰富，有以商业为主的综合性步行街，

如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和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也有以酒吧、咖啡厅等为主的文化休闲步行街，如

上海的新天地。通常情况下，综合性步行街是一个城市的地标，商业休闲功能较强，对此类步行街

进行限时管制不太现实。文化休闲类步行街则可根据不同区域的不同特点，灵活地进行处理。如日

本和新加坡就有很多街道，平时车水马龙，在特定的时间内对机动车禁行，周边店铺将大排档或酒

吧卡座等搬到马路上。在此类步行街休闲逛街，别有一番滋味。 

 

图 1  日本限时步行街实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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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居民出行特征 

步行街的本质是人与街道的亲密接触，在步行街里，城市居民可以重新拥有一个专属于他们而

非汽车的人性化街道。限时步行街的规划与设计离不开人的因素，离不开居民的出行特征和行为习

惯。 

居民出行特征包括居民出行次数与时耗、出行方式、出行空间分布与时间分布等。 

居民出行次数与耗时根据不同性别、年龄、职业、地域和出行目的等因素而各不相同，不仅反

应出居民的出行需求和精神面貌，如年轻人出行次数与时耗相对于老年人较高，公司白领相对于下

岗工人较高，中心城区相对于老城区较高。这些因素影响着限时步行街的选址与布局，以及限时步

行街的经营模式。 

居民出行方式结构对限时步行街区域的交通系统的规划与管理有着很大影响。通常情况下，步

行街周边设置公交枢纽，对于距离较近的居民，鼓励步行至步行街；而距离较远的居民通过良好的

公交系统进行疏导，甚至可以开设定点定时班车至居住较集中的地方。同时加强步行街周边区域的

机动车停车的管理，将机动车出行的居民引导至公交系统。 

居民的出行空间分布与时间分布客观的反应了交通需求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分布以及居民出行的

流动归路，是限时步行街实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重要依据。 

3.3 机动车交通流分布 

机动车交通流的分布包括空间分布与时间分布。按照经验，双向四车道在道路饱和度大于等于

0.4 的路段和时段，不适宜对机动车禁行；双向两车道在道路饱和度大于等于 0.6 的路段和时段，不

适宜对机动车禁行。 

3.4 区域公交情况 

步行街交通吸引较大，需要良好的公交系统来疏导人流。区域公交情况包括公交枢纽、公交线

路、公交换乘、公交运营等因素。区域公交情况直接影响着外围区域与步行街区域的联系。若公交

系统发达，则人流集散都游刃有余，步行街区域的人气和吸引力也相应提高。反之，集散不便，则

很难吸引人气。因此街道在规划成限时步行街后，区域的公交线路需要做相应的调整。并配建公交

枢纽及换乘体系，加强公交服务等。 

3.5 区域停车情况 

停车情况包括机动车停车与非机动车停车，其中机动车停车往往是步行街区域的社会焦点问题。

随着私家车拥有率的增加，人们出行越来越倚重于私家车。由于步行街通常位于城市中心区域，交

通吸引大且道路资源紧张。大部分城市的步行街区域都面临着停车难，停车位不足的问题。有的城

市为缓解停车问题，采取停车收费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压力，但是也激起了一部分

人尤其是业主的反对。反对者认为停车收费造成人们出行不便，而且影响步行街的客流。限时步行

街的矛盾尤为突出。在不禁行时，机动车可进入街道根据需要临时停车。禁行后，原本在路内临时

停车的车辆需转移到周边的停车场，不仅增加人们行走距离而且加重了周边的停车压力。因此限时

步行街区域的停车情况直接关系着限时步行街的秩序与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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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周边路网情况 

周边路网情况包括路网拓扑结构、道路等级、道路横断面等因素。限时步行街在一定时间段禁

止机动车通行，需利用周边路网对该部分机动车进行分流。通常情况下，限时步行街在禁行后，相

邻 2 条主干道范围内的道路，流量都会有所变化。限时步行街禁行后，区域路网的结构与密度对出

行者的较大。 

4. 限时步行街交通组织设计 

限时步行街的设计内容包括机动车交通组织设计、非机动车交通组织设计、公共交通组织设计、

停车组织设计、步行街规模设计、区域交通语言系统设计以及交通附属设施设计等。下面对各项设

计内容进行详细分析说明。 

4.1 机动车交通组织设计 

区域交通组织主要包括机动车过境交通组织、机动车进出交通组织以及非机动车交通组织。限

时步行街禁行后，禁行道路原来的流量叠加到周边路网上，未避免某条道路流量集中造成拥堵，需

对路网结构与交通特性进行分析，采用一定的交通管理手段如单行、禁左等措施，合理调整两者之

间的关系，使得区域路网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动态平衡的效果。同时对进出交通也进行合理的组织，

采取如右进右出或设置左转待行区等管理措施，尽量减小进出交通对周边道路主线车辆影响。 

4.2 公共交通组织设计 

公共交通组织设计包括公交枢纽设计，公交线路设计，公交站设计，出租车组织设计等。 

为避免限时步行街禁行后对公交线路及公交运营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在设置限时步行街的街

道不设置公交线路。在没有地铁的情况下，在步行街的两端或平行的道路上需设置 1~3 个（视步行

街规模而定）公交枢纽，用以疏散步行街上的人流。在公交欠发达区域可考虑设置定点定时班车。

由于公交枢纽与线路设计与公交规划有很大关系，在此不做展开。逛街后人们比较疲劳，因此步行

街两侧有很大的出租车需求。需对出租车停车位做预测，然后将预测的停车位合理的分布在限时步

行街周边，一般两端需求较大。另外，由于限时步行街禁行后，相交道路的右转车道空闲。可利用

右转车道，在限时步行街禁行时段设置为出租车待行区或临时停靠区。 

4.3 非机动车交通组织设计 

对于非机动车的交通组织，限时步行街原则上禁止非机动车进入。但是由于非机动车其随意性，

管理难度较大，考虑在步行街内采取宁静化设计，使得自行车在街内只能推行或低速骑行。 

4.4 停车交通组织设计 

停车交通组织设计包括机动车停车交通组织设计和非机动车停车交通组织设计。步行街区域范

围确定后，对该区域的停车需求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的停车位，整合周边停车资源，规划出停车位，

并合理组织进出。一般情况下，步行街周边 300 米范围内的停车空间都可以进行整合，以满足限时

步行街的停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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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步行街规模设计 

限时步行街规模设计主要是指禁行路段的起止点设计、宽度设计与两侧商业布局设计。由于限

时步行街通常为现有道路改造而成，道路宽度与两侧商业布局改动难度很大，因此规模设计的关键

为起止点设计。限时步行街起止点设计需与单位开口、停车场以及相交道路协调设计。 

4.4.2  交通语言系统设计 

交通语言系统设计包括标志标线，诱导牌等设计。由于限时步行街在一定时间段内交通组织模

式发生突变，对区域交通影响较大，因此需在限时步行街禁行影响范围区域设置明确的交通指示和

引导标志，避免出行车辆无谓绕行。 

5. 限时步行街交通组织设计案例分析 

5.1 现状及分析 

5.1.1  路网分析 

府南街是人民南路—上海东路—太平南路—新华西路围合地块，地块内部唯一支路，承担着南

洋广场地块内部交通的主要集散交通功能 ，同时承担了为了人民路局部分流的作用现状体育弄、小

北门路与府南街错开，道路的连续较差，府南街的南北交通连通功能较弱。但远期小北门路、体育

弄与府南街打通后，府南街沿线的交通功能得到较大的提升。 

5.1.2  现状高峰小时交通流量分析 

对南洋广场周边道路（新华西路、上海东路、人民路和府南街）晚高峰小时交通流量调查总结

如下。可以看出，府南街交通流量与人民路流量相当，府南街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为人民路分流的

作用。若府南街设置为步行街后，人民路的压力会增加一倍左右。因此高峰时不建议府南街禁行。 

表 1 人民路路段各交通方式流量 

方向 公交车 出租车 小汽车 摩托车 自行车 pcu/h 
总

pcu/h 

由北向南 24 33 378 48 230 713 
1181 

由南向北 18 24 261 52 113 468 

表 2 府南街路段各交通方式流量 

方向 公交车 出租车 小汽车 摩托车 自行车 pcu/h 
总

pcu/h 

由北向南 0 42 372 48 73 535 
1179 

由南向北 0 21 243 156 224 644 

对晚高峰小时各交叉口交通流量进行分析，发现高峰小时各个交叉口饱和度普遍较高（平均 0.8

左右），另外府南街两端交叉口非机动车比例较高，对步行街设置有影响。在设置步行街时，需充

分考虑非机动车对步行街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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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现状公交分析 

现状在南洋广场周边道路存在 6 条公交线路。目前公交车末班车在 18：30 左右。且南洋广场周

边无班车，因此 18：30 后，购物或休闲的人大多依靠私家车出入广场周边，无形中增加了南洋广场

周边的停车压力。 

5.1.4  停车预测 

根据相关规范和标准，南洋广场需要 1080 个机动车停车位，2166 个非机动车停车位以及 18 个

出租车位。 

5.2 设计方案 

5.2.1  方案要点 

府南街（新华西路~上海西路段）设置为限时步行街，限时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18:00~22:00 以及

周六、周日 9:00~22:00；禁行对象为除行人外其他所有车辆。禁行范围为北侧为沃尔玛非机动车停

车场入口南侧，南侧为上海西路交叉口（机动车停车线上），采用升降隔离墩进行隔离。 

 

图 2 升降隔离墩实景图 

5.2.2  机动车交通组织设计 

经过该区域机动车交通流分为过境交通流和到发交通流。对于区域内的过境交通流，不进行单

行、禁左等特殊的交通组织，而是保持现状交通管理措施，驾驶员自由选择行驶路径。但是需在周

边交叉口设置指示标识。并在步行街开放的时段内，对周边交叉口的信号相位进行调整，并建议在

区域路网的进出口设置可变交通诱导屏。对于到发交通流，结合南洋广场地下停车场的开口以及周

边停车场，进行有序化交通组织。 

5.2.3  公共交通组织设计 

针对太仓晚上公交车停运时间早的情况，规划南洋广场区域开设免费班车，由南洋广场始发，

通向主要的居住区和分中心。在步行街两端和人民路南洋广场出口位置设置出租车临时待行区。班

车位置及出租车临时候车区位置如下图 3 所示。 

5.2.4  非机动车交通组织 

区域内非机动车交通流按性质也可以分为过境交通和购物交通。对于两种形式的自行车交通在

步行街开放时段禁止通行。过境交通流主要转移到人民路，非机动车绕行 200 米左右。购物交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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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停在周边停车场内，然后进入步行街。步行街内禁止自行车骑行，可允许推行。 

 

图 3 公共交通组织图 

5.2.5  停车交通组织设计 

对商业区周边 7 个停车场进行整合。商业区周边停车供给基本可以满足近期平峰需求，停车高

峰时段车位较为紧张。因此采取一定的停车管理措施，对南洋广场地下停车库进行限时免费停车（30

分钟内免费停车），同时加大地面停车的分时段收费与管理。 

5.2.6  实施步行街后可能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策略 

由于府南街处于商业中心位置，且为区域内唯一支路，实行限时步行街措施后，可能会出现以

下问题：机动车停车管理困难；步行街内电瓶车与非机动车禁行管理困难；增加周围交叉口的压力，

尤其是增加人民路的压力。相应可采取以下改善策略：建议地下停车库限时免费停车，同时加大地

面停车的收费与管理；步行街内做宁静化设计，使得自行车与电瓶车在街道内无法提速；对区域内

路网进行单行，禁左等交通组织改善管理措施。 

6. 结语 

论文针对步行街的其中一种模式——限时步行街的规划与设计进行了讨论，对限时步行街的适

用性、规划条件及交通组织设计等内容进行了系统性的总结与分析，对限时步行街的规划建设有一

定指导意义。但由于限时步行街特殊的商业、文化和休闲特性，若想建设一条成功的限时步行街，

仅仅对交通规划与设计层面的考虑还不够，下一步需结合商业策划、文化细节设计等等层面，对限

时步行街进行多角度、立体的讨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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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性化徒步旅游交通出行特征及规划考虑 

——以深圳市东部滨海地区为例 

王波  毕恩贵 

【摘  要】个性化徒步旅游交通出行在当今已成为休闲度假旅游出行中的新兴方式。本文结合目前

深圳东部滨海地区户外徒步旅游出行的发展特征识别，结合深圳市大鹏半岛旅游交通发展策略，深

入分析徒步旅游出行爱好者出行的认识及价值认知分析。最后，结合东部滨海地区绿色交通体系构

建方向，针对徒步旅游交通的规划要点进行浅析，希望能对我市东部滨海地区个性化徒步旅游交通

网络格局规划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仅供同业人士参考。 

【关键词】个性化徒步旅游交通、户外徒步旅游出行、旅游交通、出行特征 

1. 个性化徒步旅游交通的发展状况 

近年来，随着国家休假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国民经济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国民旅游消费观念逐

步深入千家万户，休闲旅游出行不断升温。旅游交通的出行特点也由从早期的“黄金周急行军”向

“周末休闲度假游”、“个性带薪休假游”转变。而旅游交通方式也呈多样化的演变趋势，包括轮

船、飞机、火车、自驾游、自行车和户外徒步出行等等。特别是个性化的徒步旅游交通出行，正在

成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交通出行方式。业内人士估计我国目前参加户外运动的人数已经达到１０００

万，产业规模也超过了１００亿元。特别是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个性化徒步旅游已经成为旅游

出行的一种时尚，“驴友、驴窝”已经成为该类群体的个性代名词。以深圳为例，每年在深圳东部

滨海地区开展的户外徒步旅游出行规模已达到 20 万人次/年以上。 

户外徒步旅游出行是指以自然环境为场地的，带有探险性质或体验探险性质的休闲体验型旅游。

它是在传统体育赛事“野外定向运动”基础上发展而来。而基于旅游出行体验为主的户外徒步旅游

出行则更加突出出游过程中的旅游享受，要求在具有一定里程的自然场合内体验自然生态资源，出

游过程随意、自由度较高，出游过程缓慢且动静结合，进而有机地将个人休闲、娱乐与团队熔炼、

协作融为一体。 

户外徒步旅游出行与野外定向赛事运动最明显的区别便是在各大风景区内举行，其复杂性和难

度低于定向越野。通常强调旅游出行的文化性和娱乐性，而且活动节奏较慢，带有“旅中有游、游

旅结合、出行体验多样化”的特点。目前流行于深圳户外徒步旅游出行的出行方式包括以下 6 类： 

徒步：也即―驴友‖，是目前深圳地区户外运动的主流。它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散步，而是指有

目的的在城市的郊区、农村或者山野间进行中长距离的行走体验。 

登山穿越 ：主要靠行走去完成起点到终点的穿越里程，中间可能要跨越山岭、丛林、溪流、峡

谷等地貌的一种户外活动。  

攀岩：分为自然场地攀岩和人工场地攀岩，是一项刺激且很有挑战性的活动。 

野营：在野外露营、野炊。学习各种野外生活技能。在自然的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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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融洽。 

溯溪：是在峡谷溪流的上下游之间，克服地形上的各处障碍，穷水之源而登山之巅的一项探险

运动。 

探险：户外休闲运动中多数带有探险性，属于亚极限运动，有很大的挑战性和刺激性。 

户外徒步旅游出行是放松心情的体育运动，徒步的内涵不论被演绎、挖掘到如何丰富的地步，

锻炼身体和安全出行无疑是第一要素。总的来说，户外徒步旅游出行受其出行组织、出行装备、团

队规模等因素影响，其旅游出行的交通方式与常规休闲度假游有所区别，通常是团队成员自驾游至

指定地点集合后沿事先计划线路展开，因此，它与常规意义上的自驾游出行不同，要求外围交通线

路便捷、易于停放集散。同时，户外徒步旅游出行有着其他个性化旅游出行所没有的特殊性，如环

境、风险和气候的不可预见性，出行时各种运动形式可能都会遇上，具有一定的风险性的运动，不

仅仅是游山玩水中休闲体验。徒步出行半径所在区域内应具备完善的安防体系，而对交通而言，就

要求有周密的救援交通通道等。 

2. 户外徒步旅游出行爱好者出游特征分析 

生活及消费观念变化为滨海地区旅游产业、旅游交通出行方式更新带来发展机遇。目前地区徒

步出行客源逐年递增，根据调查数据分析，在地区户外徒步运动爱好者出游特征方面表现出以下 10

个方面特点： 

年龄结构方面，中青年占 88.23％； 

地域构成方面，周边市民占 10％，深圳市市民占 81％，外埠游客占 9％； 

交通工具方面，自驾游占 70%,团队出游占 30％； 

旅游方式方面，徒步和登山穿越占 91％，朔溪探险占 9％； 

旅游目的方面，锻炼身体者占 60％，欣赏景色者占 32％，其它 8％； 

旅游频率方面，每月一次者占 40％，愿意再体验者占 98％，重游率较高； 

出行组织方面，专业协会出行占 40％，团队出行 30％，个人及亲朋出行占 30％； 

出行时间方面，6 小时以上占 60％，4 小时——6 小时占 30％，其它占 10％； 

旅游线路方面，南澳半岛线路占 65％，大鹏排牙山占 25％，其它占 10％； 

旅游产品组合，“徒步＋会餐”占 55％，“徒步＋露营”占 10％，“徒步＋游泳”占 25％，

其它 10％。 

从上述特征分析，户外徒步旅游出行对于缓解目前东部滨海地区旅游交通压力具有积极影响，

可将现有集中在滨海沙滩区域人群中的年轻客源群体逐步吸引至山地景区，是未来分流目前滨海游

紧张压力的有效方式，对于推介东部地区旅游资源起到良好的流动触媒效果。而且，户外徒步旅游

出行较现状单一滨海戏水出游时间过程要长，这对于扭转目前地区的一日游、拉动消费进而为旅游

产业向高端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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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户外徒步旅游出行活动客群的地域构成、交通方式来看，未来地区还是面临较大的旅游交

通压力，户外徒步旅游出行要求配备更多的装备（帐篷、食物、药品、通讯设备等），这就引发出

游者必须采取自驾游方式将装备运至集散地。因此徒步出行活动出行链往往是“自驾游抵达＋徒步

出行活动＋自驾游返程”这一过程。如果任由超过 80％的出游群体采用自驾游方式开展旅游活动，

将无疑进一步增加东部滨海地区旅游交通压力。同时，目前地区户外徒步旅游出行的方式集中在登

山穿越活动，这就要求未来须进一步完善地区交通救援通道和安防体系，提供游客安全、便捷的出

游环境保障。 

 

 

图 1 徒步出行活动出行链 

从旅游产品组合方面分析，户外徒步旅游出行不仅仅是单一的定向越野赛事运动，由于更倾向

于是一种个性化的旅游交通出行，而且时间周期较长，游人往往需要在征程结束后更换其它旅游方

式，比如食购海鲜、滨海娱乐、野外露营休息等。但目前东部滨海地区旅游产业开发仍以“短平快”

方式为主，缺乏大景区旅游线路产品之间的整体配套服务，景点之间交通联系不便。这就要求配置

更为完善的旅游交通体系，实现该类游群景区景点、公共设施之间的换乘联系组织。 

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出行组织方面个人及亲朋出行占 30％，由于东部滨海地区现有交通体系较为

滞后，而且山野路径系统仍处于半原始状态，需要在现有成熟山野线路中完善必要的指引标识系统，

避免出现迷路、遇险等安全事故。 

3. 东部滨海地区旅游交通发展策略解读 

东部滨海地区具有独特的依山靠海的地理优势，旅游资源丰富，旅游交通出行特征明显，地区

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现代都市的喧嚣并未对本地区产生过多的影响。七娘山横亘绵延的葱翠山峦、

大亚湾的蓝天碧水、沙头角的小城风貌、大梅沙的远古遗址、中英街的历史文脉，可以让我们依稀

寻找到昔日的痕迹。东部滨海地区拥有作为一个高水准海滨旅游区几乎所有的环境和旅游要素，地

区原生态化的旅游资源是都市居民缓解紧张工作压力的天堂，这也从地区现状的旅游产业特征上得

到了认证，目前地区年徒步旅游出行规模达到了年 20 万人次以上，表明东部滨海地区无疑是此类短

途旅游的理想去处。 

地区山海环境的生态资源提供了可供旅游多样化出行的优美环境，作为深圳市域较为特殊的城

市化地区，东部滨海地区理应成为深圳市具有高尚品味的城市徒步运动、骑行休闲的乐土，山海徒

步游的理想天堂。而这种自然资源的属性必然会带给游客多样性的出行选择和个性化的出游体验，

生态休闲方式为主的旅游出行是地区未来交通出行变化的主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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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滨海地区是较为特殊的城市化地区，未来旅游产业开发应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景区划分，

将现状以滨海娱乐游为主的单一旅游项目拓展为旅游出行的多重选择，为不同旅游出行目的的游客

提供多重旅游交通体验。对于旅游交通的季节性特征而言，多样化的出行体验能够有效错峰于地区

旅游出行高峰时间，缓解旅游交通空间分布压力。因此，已经实施的《深圳市东部滨海地区旅游交

通策略》中明确提出了发展绿色交通、效益交通的理念以及通过建设旅游集散中心实现换乘式旅游

交通出行的模式。差别化、针对性地提供多样化的交通方式、交通载体及交通出行路径。而这其中

户外徒步旅游出行是当前最具挖掘潜质的交通出行方式之一。 

 

图 2 基于集散中心的换乘式旅游交通模式 

《策略》提出东部滨海地区旅游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要突出生态、集约化理念，还应与地区

旅游交通紧密衔接，需要充分研究旅游交通与各类旅游交通（徒步、自行车、海上交通等）的协调

发展关系。通过构建多样化的出行方式引导居民和游客感受多方式交通体验。在户外徒步旅游出行

功能定位方面，明确提出： 

户外徒步旅游出行是城市绿色交通的主要组成部分，直接服务于地区个性化交通出行； 

东部地区旅游资源推介的有效载体，回归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居民的休闲、健身需要的

空间场所。 

旅游策略中同时针对地区特点提出逐步开辟空中及水上旅游线路服务于旅游安防和疏解组织；

设立旅游专线巴士系统等策略措施；针对景区内漫游交通，提出建设水上巴士体系、完善景区道路

并增强生态景观要求等；针对地区旅游交通组织与管理，提出建设旅游集散中心，完善公交接驳体

系，发展集约化、环保型旅游巴士系统等，构建多样化的出行方式引导居民和游客感受多方式交通

体验。 

4. 规划中对徒步交通出行需求的考虑要点 

东部滨海地区适于徒步旅游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拥有开展户外徒步旅游的优越条件。并且徒

步旅游本身具有环保、低炭化的内在属性，适宜用绿色交通的方式去演绎地区的生态徒步旅游内涵。

基于对户外徒步旅游交通出行的出行特征分析和对东部滨海地区旅游交通发展策略的解读，建议对

地区未来徒步旅游交通网络规划应在以下方面深入研究： 

4.1 强化与其它交通方式的无缝连接，优化出行效率。 

借助东部旅游集散中心的交通换乘、旅游集散服务功能，承接外部抵达的自驾游车流后，通过

设置于集散中心的旅游环线巴士系统将徒步旅游爱好者输送至登山起落点，减少地区机动化交通方

式的无限涌入，进而保证地区生态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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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采用集约、生态化的建设方式构建地区山野路径设施。 

徒步旅游交通网络系统布设以及接驳设施布置应充分考虑东部地区的特殊化要求，以环保、集

约、生态的方式，尽可能利用现状山脊线、沟谷线、耕作道布设，合理安排基础设施空间尺度，维

持现状登山网络曲径通幽的自然生态效果。 

4.3 徒步旅游交通(山野路径)系统采取“游旅结合、兼容竞赛、多式换乘”的发展模式 

根据游人体能要求布设适宜的换乘体系，便于游人出游组织和休憩；同时换乘体系应结合其它

旅游交通方式的(公共自行车)换乘设施、旅游公交站点布设和“驴友”登山路径起落点等分布格局，

形成与上述设施之间的多式换乘，提供游人多样化的选择与体验。同时要兼容定向越野赛事活动要

求，必要时作为大型赛事的备选场地，通过赛事活动推介地区山野路径系统知名度。 

4.4 协调徒步旅游交通与土地利用、公交系统协作、旅游产业、慢行交通组织与地区整体交通

运作之间的关系，实现相关因素协调联动发展。 

徒步旅游交通线网结构应注重与地区旅游产品推介要素相结合，保证线网及接驳设施的长远时

效性，提升网络的可达性，避免重复建设。 

徒步旅游交通与大鹏旅游集散中心建立良好的衔接体系，与景区环线公交站点共用平台；徒步

旅游网络形成串连东部滨海地区旅游景点的节点体系；与其它慢行交通方式的设施空间资源共享（如

与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的衔接）；距离适中，充分考虑游人体能条件，间距控制在 5 公里以内。 

 

图 3 半岛徒步旅游交通网络示意 

4.5 构建完备的救援走廊体系。 

以山野路径为主的徒步旅游交通网络自身属性要求其设施建设尽量生态化，追求半原始状态来

提供个性化的出行体验，这种发展趋势必然要求在地区徒步旅游交通网络中部署必要的救援走廊体

系。东部滨海地区的野外救援通道网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因此需要在现有成熟山野线路中完善必

要的指引标识系统，避免出现迷路、遇险等安全事故。 

东部地区救援通道体系应结合东部地区半岛地形形态和地区旅游集散中心规划布局，从机动车

救援通道、步行救援通道以及空中、海上等几个层次布置系统的救援走廊体系，逐步完善地区陆路

系统以外的救援走廊；基于地区旅游集散中心同步设置救援指挥中心，实现救援设施与旅游交通设

施的资源共享；同时结合救援走廊、旅游环线巴士站点、徒步登山起落点配备野外救援站点，形成

完备的救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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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置身大自然，融入山水间，走近户外，感受阳光，体验艰辛，与天地对话，与山海相伴，是常

规以机动化为主的旅游交通所不能比拟的环保出行理念。徒步旅游交通出行已是当今休闲度假旅游

的发展趋势，东部滨海地区具有独特的依山靠海的地理优势，旅游资源丰富，徒步旅游交通出行特

征明显，因此，我们选择东部滨海地区开展“徒步绿色交通”研究，希望能够提出适合东部滨海特

征的绿色交通构想，完善绿色交通设施，构建绿色交通出行体系来演绎徒步意义的内涵。并希望能

够借此带动整个深圳“绿色交通”体系构建，推动徒步旅游活动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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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外围组团立体人行过街设施规划方法研究 

张建嵩 蔡瑞卿 喻昌荣 

【摘  要】城市外围组团人行过街设施的规划与中心区存在较大不同，文章以城市外围组团人行设

施规划为研究对象，从路网情况、土地利用和人口密度等方面分析了城市外围区域人行过街设施规

划的总体思路、影响因素和布局选点步骤，提出了一套系统性和可执行性较强的规划方法，并以广

州市番禺区为例，演示了该方法在实际规划过程中的应用情况。 

【关键词】外围组团；人行过街设施；规划，方法 

1. 引言 

目前交通网络建设主要解决的是行车难问题，对于交通出行最基本的方式——步行考虑得较少，

人行交通在城市化进程中未受到充分重视。在机动车交通蓬勃发展的同时，人行设施的建设速度低

于同期城市道路的建设速度。人行交通在城市化进程中处于发展劣势，近年来，人行设施不足的问

题日趋严峻。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以人为本，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1]，行人作

为交通的弱者，应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安全感，才能真正体现 “以人为本”的精神。人行过街设施包

括平面人行过街设施和立体人行过街设施两部分。本文分析对象为路网初步建成、高快速路密度较

高的城市外围组团的立体人行过街设施规划问题。与中心区不同，作为城市发展中受重视不足的城

市外围区域，存在着公路与城市道路共存的复杂局面，其行人的交通自由和方便程度受到较大制约。

本文将重点分析规划总体思路、影响布局选点的因素、布局选点方法等内容，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

例[2]，探讨城市外围组团人行设施规划布局的方法。 

2. 总体思路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外围组团的开发建设强度逐渐增强，同时这些地区又是中心区交通

疏散的重要地区。多重城市功能决定了组团内部的道路网密度通常较高，而组团外部的道路网密度

则较低，体现出城乡二元性的特点。因此，在编制人行过街设施规划时应充分认识其有别于城市中

心区的情况，明确规划指导原则。 

2.1 公路城市化原则 

我国城市道路和公路在断面设计、配套设施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别，在人行交通设施方面亦是如

此。城市道路对行人交通的考虑较为全面，有较为完善的专用设施；公路则侧重于机动化交通的使

用，对行人交通考虑较少。然而，我国的乡镇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发展现状是：商业设施、公

用设施多沿公路两边兴建，使得公路陷入城市建设区，公路两侧行人过街需求量大。道路设计上的

缺陷与实际使用中的需求之间的矛盾，使得居民过街困难，道路交通也受到严重影响；这种情况随

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机动车流量的激增而变得越加严峻。 

为适应这种情况，近年来对道路网络的规划与建设越来越趋于一体化考虑。公路，尤其是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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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组团的过境公路，更多地采用城市道路的设计方法，对行人交通需求加以考虑，在横断面设计、

路口设计和过街设施方面融入了城市道路的设计思想。 

2.2 设施系统化原则 

行人过街是一项系统工程，其设施要做到系统化。首先是整个道路系统过街设施的系统化，要

全面考虑各处人行过街需求，做到不遗漏；其次是立体过街设施和平面过街设施这两个系统各自的

系统化：立体过街设施在路段上要有连续性，能适应骨架道路网络机动车行驶和行人过街的需求；

平面过街设施应遍布整个道路网络，区域分布应该较为均匀。 

2.3 标准化原则 

国家规范和技术标准对各类人行过街设施的设置均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在进行人行过街设施的

规划和设计时，应严格遵守这些国家规范和技术标准；在符合相关规定的条件下，设置相应的过街

设施，做到不缺少、不浪费。 

2.4 舒适化原则 

人行过街设施的规划要注意其使用舒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设施间距和设施选型。设施

间距应较为合理，避免行人应需要过多绕行而放弃使用过街设施的情况；设施选型方面，应充分考

虑行人爱好、过街交通结构（如：步行、自行车、三轮车、畜力车等）、相关道路情况（如：路宽、

结构形式等）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合理确定过街设施的形式。 

3. 布局选点因素分析 

立体过街设施的规划布点必须与现状需求情况、区域骨架路网、土地利用现状和规划、现状及

未来年人口密度分布、轨道交通和 BRT 站点规划等多方面因素相结合。 

3.1 现状需求情况 

规划服务的对象是当地群众，作为设施的使用者，他们的意向是规划制定的重要依据。通过当

地政府和基层规划管理部门、实地走访、发放调查问卷、互联网调查等交互式媒体的途径，了解该

地方对人行过街设施点位的需求情况，作为规划时的参考依据。 

3.2 区域骨架路网 

立体人行过街设施建设的主要目的是跨越道路或街道，一般主要是高快速路和城市交通性主干

道。因此，在掌握该区域现状及规划骨架路网的前提下，立体过街设施应分布在城市骨架路网沿线。 

3.3 土地利用规划与现状开发情况 

城市土地的利用、开发是产生、吸引交通量（包括车辆、行人等）的直接原因，土地利用与开

发的强度对城市的出行有决定作用，分析土地利用与开发状况，可以准确把握城市的出行特征，正

确的找到行人过街集中点。一般情况下，在居住、商业、学校等人口密度大的区域，以及土地开发

强度较大的地方，人行过街需求量大，修建人行立体过街设施的必要性强；而在仓储、公共设施用

地、基本农田用地等人口密度小的区域，过街需求不大，修建人行立体过街设施的必要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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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口密度分布 

人口密度分布直接决定了建设人行过街设施点位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通过现状设施的运行情况

和现状年的人口密度分布对比，可以得出现状设施规划中存在的不足，避免以后规划出现类似的情

况。通过未来年人口密度分布可以校验选取建设点位的可行性，滤除不合理点位。 

3.5 轨道交通和 BRT 站点规划  

轨道交通线路与站点通常与地面道路立体相交，通过其出入口可以实现立体过街功能；BRT（快

速公交系统）根据类型不同可设置在道路中央或者两侧，站点建设时一般配套有完善的立体过街设

施[5]。在人行过街设施规划时将轨道交通和 BRT 站点合并考虑在内可以实现系统性的建设，避免出

现资源浪费及考虑不周的情况。在规划制定时应充分了解掌握该地区的轨道交通及 BRT 系统规划情

况，将其中可用部分整合进人行过街设施规划中。 

4. 规划布局方法 

在明确规划原则和需求情况后，应结合地区现状及规划情况，在考虑现状和规划年人口密度、

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城市建设强等等因素的条件下，确定出具体的区域设施布局。 

首先根据现状路网，整理分析人行过街需求调查和预测成果，拟定人行过街设施的需求点位，

将其落到区域地图上； 

将拟定的人行过街设施需求点位与道路网络规划、BRT 线路规划、轨道交通规划等相结合，评

估点位与规划路网的结合情况，去除不合理和未来年无需求的点位； 

根据规划路网及两侧的土地利用规划，确定未来年的潜在需求点位，该过程应注意如下特征点：

学校、商业地块、工业用地、大型居住区、村口等行人过街流量较为集中的路段，在现状需求点位

基础上将确定的点位落至区域地图上，形成一个初步规划方案； 

将拟定的人行过街设施需求点位分别与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土地开发强度、人口密度等相结合，

校验点位规划的合理性、可行性，形成最终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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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人行过街设施选址办法示意图 

5. 规划实例 

番禺区地处广州市南部地区，正处在城市化建设进程之中，人行过街设施的建设迫切需要规划

的指引。作为《广州市番禺区人行过街设施专项规划》的主要编制者，笔者在本规划编制过程中具

体应用了前文论述的方法，形成了一套人行过街设施规划的点位体系，用以指导番禺区人行过街设

施的建设工作。 

5.1 现状需求情况分析 

本次规划共调查收集到 161 处点位的建设意见，各镇中心区建设的建议较少，城郊和农村地区

的建议较多成为该地区需求的一个显著特点；经济情况较为发达的区域设施的需求程度高于经济欠

发达地区。同时，对现状人行过街设施进行了调查分析，通过对全区 10 个具有代表性的点位的调查，

发现城区内部和城市外围的行人过街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别，如：城市外围非机动车过街需求大于行

人过街需求，甚至主要是非机动车过街；相对城市外围地区，城区内部过街需求的高峰特征不是特

别明显，而城市外围地区过街需求高峰小时系数一般在 0.4～0.5 之间，高峰特征明显。 

5.2 与规划情况结合 

番禺区近年来对城市及交通规划非常重视，规划基础较为详实。经过整合分析，总结出规划时

应考虑的 6 条高速公路，6 条城市快速路和 23 条交通性主干道[3]，如图 2 所示。将规划路网与土地

利用规划和土块开发强度等规划情况结合，论证调查中收集到的需求情况可行性，去除不合理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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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番禺区骨架路网图 图 3 番禺区土地利用规划图 

高速路、快速路封闭性强、车流速度高；交通行主干道交通流量大，番禺区的立体人行过街设

施应主要规划设置在上述道路沿线。在以上工作基础上，根据骨架路网两侧的土地利用情况和土地

开发状况，逐条道路论证、布设规划建设的人行过街设施点位，如图 3 所示，番禺区的土地利用规

划呈现出一个北部繁华以居住商业为主，南部空旷以农业为主的发展态势，因此规划方案也呈现出

北密南疏的情况。在形成了一个初步的点位网络后，我们赴规划点位进行了实地查勘，考察建设的

可行性，同时确定建议采用的设施型式。 

5.3 与人口密度情况结合 

根据现状年人口密度分布、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现状及规划，可以得出为来年区域人口密

度分布。广州交通规划研究所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本次规划中利用了以上成果，如图 4、图 5

所示，将规划方案与现状和未来年人口密度分部情况比较，确定各点位未来年需求的强度，将前期

确定的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核实、论证，并为确定建议采用的设施型式和制定规划的近远期实施方案

提供依据 

  

图 4 2010 年番禺区人口密度分布图 图 5 2020 年番禺区人口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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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以上几个步骤的分析论证，最终形成番禺区立体人行过街设施点位规划，如下图所示。 

 

图 6 番禺区人行过街设施规划点位 

此外，根据区域建设的需要和投资规模等因素考虑，选点布局时可分近远期和平面立体几类来

分别确定，形成有层次有建设期限的多种方案。在规划成果完成后应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公众咨询活

动，根据咨询成果进行进一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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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枢纽城市建设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探索 

何继斌 孙小丽 

【摘  要】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几十年来不断探索谋划综合交通枢纽发展之路，编织了

铁、水、公、空多种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交通网络，并被批准为全国首个综合交通枢纽研究试点城

市。文章以构建一体化交通运输系统为出发点，类比研究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提出区域一体化

需从基础设施规划开始，突出枢纽城市交通运输方式衔接过程中的资源节约和集约，达到区域交通

运输体系便捷、通畅、高效和安全的目标，以期缩小城市之间地区经济差异，统筹协调土地开发及

产业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区域；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可持续发展 

1. 引言 

综合交通枢纽是指在一定地区范围内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上形成的节点，是客货流转换的中心[1]。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区域开发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综合交通枢纽所在地点经常会成长为区域性

中心城市。受其辐射影响,腹地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会有所加快, 区域城镇体系及其职能分工格局也往

往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因此合理规划布局综合交通枢纽，统筹协调多种交通运输方式，谋求交通的

协调发展对促进区域城镇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交通枢纽城市的基本特征 

2.1 案例分析 

交通枢纽城市是在特定的条件和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其最大的特点是它不只会影响一个城市，

而是影响一条轴、一个面上的所有城市和地区。由于城市本身同样是具有开放性的巨系统，空间上

接近、社会经济文化联系比较紧密的城市，会依托枢纽通过较为完善的交通网络，形成一个地域性

动态平衡、相对稳定的城市群[7]。 

2.1.1  长三角城市群 

长三角是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浙江 15 个城市，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城市群，也是我国

交通网络和枢纽建设最为发达的地区，其高速公路里程近 7000 公里，高铁、普铁及城际铁路营业里

程近 8000 公里，基本形成五大枢纽机场布局模式，2010 年前还将建成世界最大的铁路客运中心—

—上海虹桥交通枢纽，集高铁、磁悬浮、高速公路、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公交、航空等各种运输

方式为一体的国际现代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日集散客流量为 48 万人次。日渐发达的公路、铁路和

航运系统，使居民无论是选择汽车、火车抑或飞机，都能轻松享受"同城效应"带来的便利，大大缩

短长三角经济圈的空间距离。 

规划将进一步强化上海在长三角城市群中的“核心‖地位，充分发挥上海作为国际国内的综合交

通枢纽城市功能，加快对接地铁、城郊铁路、干线铁路等大容量、高效率、环保型交通运输方式，

节约土地资源，集中配套服务设施，整合周边地区的资源优势，增强上海集聚和组织引导能力，促

http://www.tranbb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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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区域联动结合，使长三角提升成为世界级都市群。  

2.1.2  珠三角城市群 

珠三角是以广州为中心，联通广东省东部沿海的 9 个城市，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城市群，

是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地区，2008 年区域 GDP 总值达 29745.58 亿元，占全国 10%。珠三角外向型的

经济特征与其开放式的交通运输体系相辅相成，区域内已经形成世界重要的航运中心，近 3000 公里

的高速公路网络，密度接近世界发达地区。计划 2012 年前继续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确立广

州作为珠江三角洲和华南地区的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地位,以空港和海港为依托、以铁路和高快速路为

主骨架的交通运输平台,大力推动城际轨道交通同城化，注重枢纽统筹协调与衔接,注重国家交通运输

枢纽、省级交通运输枢纽与乡镇客运站点之间的层次和联系, 使珠江三角洲成为亚太地区最开放、

最便捷的客流和物流中心，促进区域规模化、集约化发展。 

2.2 经验与启示 

从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来看, 其核心交通枢纽城市的引导作用可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

面: 

 一是突显优越的空间区位。交通枢纽城市或者处于区域的门户要津, 或者处于区域的地理中心,

空间区位条件比较优越。交通线路的布局和延展, 取决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交通枢纽的选

择和确定,不仅要考虑运输作业的特点, 而且要分析区域发展和经济联系的特点。所以,优越的区位条

件便成为交通枢纽的首要布局因素。 

二是辐射相对广阔的腹地区域。优越的地理位置、位居中枢的交通地位和便捷的运输条件, 共

同决定了交通枢纽城市必然拥有较为广阔的腹地区域。交通线路的延展是社会经济活动最为有力的

触角, 是城市施展聚集和辐射效应的基本手段。随着交通网络的不断发展, 枢纽的区域影响范围逐步

扩展。 

三是挖掘深厚的历史底蕴。尽管交通枢纽地位是交通网络拓展和完善的结果, 但是枢纽城市的

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区域的基础作用和历史性影响，无论形式和情况如何变化,现代枢纽城市的繁荣发

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充分挖掘其历史底蕴。 

四是注重区、城联动。一般说来, 交通枢纽城市大多系区域性中心城市,依托便捷的交通联系,将

城市的金融、贸易、技术、文化、产品等不断地向外辐射、扩散、传递, 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持续

增长。 

3.  武汉市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 

3.1 武汉市枢纽建设历程 

武汉地处长江黄金水道与京广铁路大动脉的十字交汇点，是国家确定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市，是

全国四大铁路枢纽和六大区域性航空中心，是全国公路主枢纽和内河航运中心城市，素有“九省通

衢”之称。武汉市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经历了航运为主的时代，铁路运输时代，高速公路快速发展

时期以及目前的公路、铁路、航空、水运全面发展和繁荣时期。从基础设施建设、枢纽功能布局、

对外交通能力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公路方面，由原来以国道、省道为主，发展为以

http://baike.baidu.com/view/28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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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高速公路为纽带，京珠、沪蓉国家干线高速公路为骨架，出口高速公路及多条放射状道路为依

托的多层次“环+放射”状道路交通格局。铁路方面，汉口站、武昌站、武汉站三大铁路客站格局正

逐步形成，天兴洲长江大桥的建设，将跨越长江天堑由目前的两线铁路扩展为六线，京广客运专线、

沪汉蓉铁路相继开工建设，武汉“井”字型铁路大通道格局正在形成。航空方面，由原来的单一航

站楼、发展为拥有两座航站楼、国际国内航线合计近 180 条、年客运量近千万的大型机场。水运方

面，港口最大靠泊能力目前已经达到 5000 吨级，年货物通过能力 3660 万吨，集装箱通过能力 50 万

标箱，并开辟了武汉至洋山江海直达航线。武汉已正式步入公路高速化、铁路专线化、航空网络化、

水运集装箱化、枢纽建设国际化为特征的综合交通运输新时代。 

3.2 武汉市枢纽规划目标 

武汉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目标是：充分发挥武汉的区位与交通资源优势，加强对外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支持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大力提高航空、铁路、水运、公路运输能力，逐步将武汉建成面

向世界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4]。 

公路方面，规划形成由京珠、沪蓉、沪渝、福银、大广和外环高速公路组成的“一环三纵五横”

环形放射式国家干线公路网络，以及联系城市圈各城市的 8 条高速出口公路、18 条一级公路组成的

放射状、多通道的区域干线网络。建设青山、武昌、汉口、新荣村、吴家山、古田、永安堂、汉阳、

青菱和关山等 11 座客运主枢纽以及 11 个货运主枢纽。形成客运便捷化、货运物流化的公路运输体

系。 

铁路方面，规划形成京广客运专线、沪汉蓉快速客运通道以客运功能为主、既有京广铁路、汉

丹铁路、武九铁路等以货运功能为主、客货分离的双“十”字形的铁路线网布局[2]，建设武咸、汉

孝、武鄂黄、汉天、武潜等城际铁路，开通联系周边及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城际列车。新建武汉站，

改扩建汉口站，与已改造完成的武昌站，形成三个主要客站的格局，城际铁路引入流芳站，远景配

合第三过长江通道预留新汉阳站。将武汉逐步建设成为中国六大客运中心、四大铁路枢纽、四大客

运专线调度中心、十八个集装箱货运中心，以及中国铁路动车技术培训中心、大功率新型电力接车

维修基地。 

水运方面，整合武汉城市圈港口岸线资源，建设武汉新港，将武汉新港建设成为中部重要的近

海直达港和远洋喂给港，以集装箱、汽车滚装、大宗散货运输为主的枢纽港。至 2020 年，港口货运

吞吐量达到 21650 万吨/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500 万标箱/年。 

航空方面，充分发挥武汉区位优势，逐步完善天河机场航空客运枢纽和货运各项设施，至 2020

年，逐步将天河机场建设成为中部地区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的核心。2020 年，形成 4200 万人次、44

万吨货物吞吐量的年运输能力；远景年发展成为拥有四条跑道和三个航站楼的门户枢纽机场，建成

辐射全国、面向国际的大型枢纽机场和航空物流中心。 

市内交通衔接方面，依托枢纽形成轨道、公交、出租、小汽车、自行车等多种方式协调发展的

城市客运系统；构筑“四环十八射”的城市道路主骨架与外围公路网整合；建设“环网交织（3 条

市域快线、9 条市区线）”的轨道交通系统全面对接圈内中心城市及城际铁路[5]；规划 11 条过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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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通道和 7 条过长江轨道通道，解决武汉滨江城市三镇均衡发展的问题[3]。 

未来 5 年，武汉铁路、航空、港口、轨道项目总投资达 3390 亿元，占武汉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

65.8%。随着石武客运专线、汉宜客运专线和武汉城市圈城际铁路等 22 个铁路项目建成运行，武汉

将成为全国铁路“两纵两横”的交汇点，全国路网主枢纽和客运中心[2]。届时，从武汉到周边 1000

公里范围城市，只要 4-5 小时，半小时直达武汉城市圈兄弟城市。同时武汉新港项目正在全力推进，

天河机场新航站楼年底动建。武汉已入列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研究试点城市，这些均有助于武汉交通

优势地位的进一步提升，增强区域的综合竞争优势。 

 

图 1 武汉市客货运枢纽布局规划总图 

3.3 武汉城市圈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 

武汉城市圈是以武汉为中心，涵盖周边 100 公里半径范围内的 8 个城市。这一区域占全省 33％

的国土面积，60％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被列为继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三大经济发展区之后的重

点发展区。2007 年，武汉城市圈获批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这为湖北省在中部地区率先

崛起提供了强大动力。“两型社会”空间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发挥武汉交通先

行以及对区域经济的引导作用，实现武汉城市圈交通由“需求追随型”向“供给引导型”的转变。

按照“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构筑武汉城市圈和谐交通体系，建成一个以武汉为

http://www.tranbbs.com/
http://www.tranbbs.com/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691 

主枢纽，开放式，多样化、网络化和一体化，成规模，高效快捷的城市圈现代综合交通运输网[4]。 

 

图 2 武汉城市圈高铁、城际铁路一体化衔接规划总图 

4. 交通枢纽城市建设与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 

4.1 战略思路 

根据交通枢纽城市及腹地区域的基本特点,遵循区域发展的一般规律, 从充分发挥各类有利因素

作用的角度出发, 确定推进区域城市化的总体战略思路为: 依托枢纽,职能扩张；经济一体,“区”、

“城”互动；突出重点,有序推进；合理分工,综合发展[6]。 

“依托枢纽, 职能扩张”。以交通枢纽为发展极核,依托交通职能, 积极发展其他相关职能,扩展

城市的职能范畴和职能空间,为城市扩张和区域增长奠定动力基础。 

“经济一体, 区城互动”。明确城市与区域社会经济一体化的目标,以交通枢纽为区域发展中心,

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以区域为基础, 为城市发展助力。建立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共生、互动机

制, 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突出重点, 有序推进”。面向枢纽城市的发展和腹地区域的城市化进程，明确战略重点,有针

对性地提出对策措施。充分考虑城市化的时空演进特点,按阶段、分层次、有步骤地处理好城市与区

域之间的动态发展关系。 

“合理分工, 综合发展”。建立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互补型综合分工体系,形成合理、密切的区内

合作机制,明确整体发展方向,有效发掘两者的经济发展潜力, 实现城市—区域综合体的持续、健康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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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交通枢纽城市集聚和区域联动过程 

4.2 战略对策 

集约发展，加强武汉市交通综合枢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是城市圈集约发展的基础。规

划将充分彰显武汉市交通枢纽龙头地位，以高速公路、城际铁路、机场及武汉新港建设为重点，形

成布局合理、衔接紧密的综合性大交通网络，集中使用投资,通过各种交通方式的合理分工,搞好各类

配套设施建设,加强联运环节管理,进而为武汉市和区域集约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区域协调，引导城市职能互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业是重点。规划将抓住市场机会和枢纽

建设机遇,拓宽投资渠道,壮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加工工业、商贸业、服务业、旅游业等相关产业集

群，不断丰富城市群职能体系,增强区域发展的内力和后劲,尽快使交通枢纽城市成长为区域的增长中

心。 

城、区联动，建立武汉市—城市圈发展互动机制。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程表明, 支配型或者分

离型的城乡关系对于区域可持续发展不利。规划将充分利用武汉城市圈“两型产业试验”和“综合

交通枢纽试点”这一良好的历史机遇,鼓励武汉的传统产业生产加工基地向周边城市扩散，周边的企

业总部向武汉集中，实现武汉与周边城市之间的产业互动，塑造新型的城市—区域关系。 

信息网络化，建立城市圈交通信息共享机制。快速交通运输需要信息化的支持。城市圈 9 市将

按照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破除行政壁垒，加快信息资源的整合与互补,建设统一武汉城市圈交

通电子政务系统，开发集成办公自动化系统、各种业务管理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和网络服务系统，

实现武汉城市圈区域交通体系的高效与统一。建立信息畅通的武汉城市圈物流信息网络, 以最便捷

的方式实现快速货运目的, 使资源优势、地域优势得到互补。 

5. 结语 

良好的交通枢纽衔接和完备的交通运输体系是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命脉， 随着我国城市密

集地区的发展和壮大，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协调发展对于这些区域综合竞争能力的提高，以及空间的

合理布局将起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是协调和加强区域内各城市的经济联系和互动合作，引导和促进

区域的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区域交通和枢纽衔接的研究必然会成为下一阶段我国城市交

通设施研究的一个重点。在区域交通枢纽设施规划发展上，必须充分考虑我国城镇密集地区发展经

济和空间特征，有效整合破碎的城市用地，保障多种运输方式协作的最优化，使大城市地区绵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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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向区域土地集约利用、城市功能互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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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交通换乘体系设计要素分析 

杜雪松 

【摘  要】对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中的交通换乘体系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将其中的主要设计要素进行

了梳理和解析。强调在枢纽交通规划和设计中应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设计理念，结合枢纽规模和

定位及周边道路交通系统建设，顺应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次关系，实现枢纽交通换乘体系规划和

设计的系统性、先进性和实用性。在宏观层面上提出枢纽交通发展战略的制定要注意把握三种关系：

枢纽与周边土地使用的协调关系、枢纽与周边道路系统的衔接关系、枢纽各种交通方式的主次关系；

中观层面上枢纽周边交通系统规划要从多重角度实现“容量提升、网络通达、方式集约、运行畅达”；

微观层面上对各主要交通设施及相应的车流、人流组织的设计要点进行了探讨，并强调需要通过车

流和客流组织评价确定最终实施方案。 

【关键词】交通规划，交通枢纽，换乘体系，设计要素 

1. 绪论 

近几年随着我国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铁路及轻轨、地铁等大运量轨道交通系统发

展迅速，一些大型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孕育而生，如上海南站、北京南站、南京南站、广州新客站

等铁路客运枢纽，北京苹果园、四惠、六里桥等地铁客运枢纽。这些客运枢纽不仅是各城市综合交

通系统的重要节点和换乘中心，也日益成为各城市重要的对外形象窗口，所在地区也被视为城市建

设与社会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目前一些新规划建设的交通枢纽在投入使用后，已很少再有以往火车站前混乱的交通组织现象，

以人为本、零换乘、TOD 等规划设计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各种交通方式可以通过专业的规划和设计

做到有序衔接，这样既有利于发挥各方式的优势，实现互补、共生与和谐发展，又有助于提高换乘

枢纽的效率，更好地发挥枢纽的交通集散作用，满足市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出行需求。本文拟对城

市综合交通枢纽中的交通换乘体系进行分析和探讨，将其中的主要设计要素进行梳理和解析，为枢

纽的交通规划和组织设计提供一种思路。 

2. 综合交通枢纽交通换乘体系的特点 

换乘交通方式多样，交通组织复杂 

综合交通枢纽是连接各类交通方式的枢纽节点，包括国铁、地铁、长途汽车、常规公交、出租

车、小汽车、自行车、步行等。每种交通方式都有其自身的运营模式和特点，需要提供专门的场站

或通道设施，交通设施布局及交通组织形式均较为复杂。 

人流密集，客流组成复杂 

综合交通枢纽普遍客流量较大，客流构成中包括进站、出站、换乘、接送等多种客流形式。同

时由于枢纽周边往往都规划有较高密度的商业服务配套设施，人流较为密集，因此直接影响了枢纽

行人组织及换乘交通设施的规模和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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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周边道路网限制，对周边道路交通影响较大 

由于城市交通枢纽大都规划建设在城市中心区或次中心地区，交通设施布局及进出站交通组织

通常会受到现状道路或既有道路系统规划的限制，需要利用这些限制条件进行合理的交通规划和设

计。同时枢纽站吸引和产生的交通量也会对周边的道路交通状况带来较大的影响，因此需要进行相

应的交通影响评价，来确定周边道路系统是否需要改善。 

3. 枢纽交通换乘体系设计目标和原则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是要建成一个“高效、舒适、便捷”的换乘体系，从而充分发挥各种交通方

式的运行特点，形成与周边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动，和城市综合客运交通发展战略相适应的交通

衔接体系，实现 TOD 城市发展模式。 

枢纽交通换乘体系设计原则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优化和整合枢纽周边交通资源配置，促进

客运交通一体化设计；满足枢纽交通需求，体现公共交通优先和导向功能；集约配置交通设施，减

少乘客换乘距离；以人为本，合理组织交通流线，保证机非分离、进出站交通与过境交通分离。 

4. 设计技术路线 

综合交通枢纽换乘体系设计的主要技术思路见图 1 所示，可以看到整个工作可以分为四个层面：

宏观层面上对枢纽自身及所在区域的定位以及战略进行研究；中观层面上对枢纽周边的道路交通环

境和条件进行分析和规划，包括路网、公交、停车、交通组织等；微观层面上对枢纽站核心区的交

通需求、交通设施规模和布局以及交通组织进行设计；对设计方案进行比选评价，确定最终实施方

案。 

5. 主要设计要素分析 

5.1 枢纽交通发展战略 

在进行枢纽交通微观设计之前，首先应明确枢纽交通的发展战略和方向。这就需要充分了解和

把握枢纽自身的规模和定位、枢纽所在地区的城市发展规划、城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等因素，结合

国内外交通枢纽规划设计经验，制定出具有一定前瞻性、切实可行的枢纽交通发展战略。其中，主

要包括对以下几个关系的研究： 

枢纽与周边土地使用的协调关系：将交通枢纽与周边城市的空间发展和土地利用开发统筹规划

和建设是近年来国内外交通枢纽的发展趋势，交通枢纽已从单一的交通运输功能转变为具有复合功

能、完善城市空间布局、推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节点。因此，枢纽交通和土地利用一体

化发展已成为近期交通枢纽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 

枢纽与周边道路系统的衔接关系：构建高效、快速的枢纽交通集散体系需要建立相对应的道路

系统，枢纽的区域定位和自身发展规模决定了枢纽周边道路系统的级别和层次关系。一般而言，较

大规模的交通枢纽需要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高快速集疏道路系统，减少对周边社区交通的干扰；小

规模的交通枢纽则直接与周边道路系统相融合，利用城市主次干道集散枢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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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枢纽交通换乘体系设计技术路线 

枢纽各种交通方式的主次关系：大中运量的客运方式（地铁、轻轨、BRT 等）通常是承担交通

枢纽客流集散的主体，常规公交和接驳巴士是中小城市或较小规模的交通枢纽的主要交通集散方式。

近年来强调交通可持续发展和大力发展绿色交通，使得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方式越来越得到重视。 

5.2 枢纽周边交通系统规划 

枢纽周边交通系统规划应是建立在已有网络基础设施、城市及枢纽发展目标以及合理的需求预

测基础上，是对枢纽交通发展战略的承接与深化。其规划特性主要体现在： 

容量提升：从容量角度转变既有交通供应系统的薄弱现状，通过有效提升交通系统的容量，以

支撑枢纽大规模吸发交通流和地区发展引发的交通需求； 

网络通达：从布局角度考虑宏观、中观和微观交通需求特点，构建功能清晰、层次分明的交通

网络体系； 

方式集约：从绿色可持续角度鼓励集约化交通方式的利用，包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土地

开发与交通系统的互动和相关交通设施的一体化综合考虑； 

运行畅达：从运行角度体现快进快出、高效低扰，协调组织枢纽集散交通、地区交通与过境交

通的组织[1]。 

道路网架构是枢纽周边交通系统规划的关键，主要规划设计原则包括：保证枢纽主要方向进出

车流便捷顺畅，减少绕行距离，并能快速进出城市高速公路、快速路及主次干道路网；最大限度减

少过境车流和进出场站车流彼此之间的冲突和干扰；保证枢纽地区和城市其它各个片区之间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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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注重与枢纽片区整体空间形态布局和景观设计相融合。 

5.3 换乘量预测 

交通换乘量即为枢纽区域内各种交通方式之间交换的客流量，是根据枢纽远期预测的高峰小时

吸发客流量确定的，一般用 OD 矩阵的形式表达，进而转换成各种枢纽交通方式的高峰小时预测交

通流量。总体而言，交通换乘量受出行时间、费用、舒适性及安全性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出行时间

短且费用低的交通方式的交通需求必然较大，相应的其换乘量较大[2]。在实际换乘量预测中主要考

虑以下因素： 

纽场站旅客进出特性； 

可提供的枢纽交通出行方式； 

枢纽地区的城市发展和交通环境的现状和未来规划； 

参考相关枢纽的模式分担比例。  

交通设施布局 

枢纽站各类交通设施规模是根据各种交通方式预测吸发交通流量来确定的，总体设施布局原则

为： 

集约布置原则：特别是较大规模的铁路枢纽站，考虑到旅客携带较多行李的特性，设计中应尽

量减少旅客平均换乘步行距离； 

大运量换乘优先原则：体现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现代交通换乘特点，解决主要换乘客源为主，保

证绝大部分旅客实现零换乘； 

立体换乘为主的设计原则：结合枢纽建筑体内部功能布局，明确枢纽各交通模式相互换乘接口，

对大型交通枢纽强调以立体换乘为主、平面换乘为辅的设计原则，通过交通分流消除不同交通方式

间的相互干扰，增加弱势群体的交通安全性并提高换乘效率[3]。 

枢纽站前交通设施布置可根据具体的设计规模和要求，结合各种交通方式的特点，按照上述原

则合理布置，设施布局是否合理关系到整个枢纽站的交通秩序和运营效率。 

5.4 长途汽车停车场 

大型铁路客运枢纽或近郊城市轨道交通枢纽附近通常会考虑设置长途客运站，从而实现公铁联

运或方便中心城市居民利用轨道交通和长途汽车换乘。长途汽车旅客一般都带有较多行李，换乘距

离不宜太长，且应设计专门的换乘步行通道，避免和机动车交通产生冲突。考虑到长途客运站是一

个相对独立的客流吸引源，具有自身的运营管理体系，在公铁换乘旅客比例不高的情况下，长途客

运站一般是单独布设，和铁路客运站共用站前广场及相应的交通设施。 

5.5 公交停车场（站） 

公交停车场一般设置在站前广场或铁路枢纽站厅两侧，规划设计为公交首末站形式。本着大运

量换乘优先原则，公交停车场应优先考虑设置在枢纽广场靠近进站口的位置，方便公交旅客能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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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站。公交线路宜集中布设在一个公交停车场中，方便旅客找寻。对较小的枢纽站，也可采用路边

停靠站的形式，减少投资规模[4]。 

5.6 出租车接送及停车场 

对大型铁路客运枢纽，现在普遍采用接送站台分离形式，如北京南站和上海南站，利用站前高

架道路送客，在地下站厅层设置出租车停车场和载客区。对于较小的枢纽站，可以在站前广场布置

出租车停车场及接送站台，接客区应靠近出站口的位置。 

5.7 社会车辆接送及停车场 

同出租车一样，一些大型铁路客运枢纽可以通过站前高架道路满足部分社会车辆快速的送客需

求，在地面或地下的站厅层设置停车场（库），提供一定数量的停车泊位。小型的枢纽站可以在站

前广场两侧布置社会车辆停车场，泊位数量也要考虑周边用地停车需求，但对停车换乘的旅客予以

优惠和支持。 

5.8 自行车停车场 

自行车停车场所需体量较小，一般布置在站前广场外围，或在地下停车场单独划区布设。城市

轨道交通枢纽应积极鼓励和推广自行车-地铁的换乘方式。 

5.9 交通组织 

枢纽周边车流组织规划设计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交通方式集散点的进出口应合理布

设，以减少车流之间的干扰冲突；一是车行流线应力求简单便捷，通达顺畅。站前主要进出节点以

右进右出为主，有条件的情况下可考虑立交形式。尽量避免过境交通干扰进出站车流，站前广场四

周道路可采取适当交通管制措施，如单行、限制车型、禁停等措施，优先考虑进出站车辆通行。站

前各种交通方式均可采用固定线路的形式，有机连接场站设施和外围道路系统。  

行人组织主要体现在各种交通设施之间的换乘衔接，强调“以人为本”，主要设计要点在于：

铁路站房或地铁应设有通往公交站场、公共停车场的直行通道，缩短乘客换乘时空距离；根据站房

建筑形式设计立体过街设施，为行人换乘提供方便，实现人车分离；遵循国家的无障碍设计规范，

设置无障碍行人通道；建立智能化、人性化的信息引导系统，完善指向标志，提供交通换乘的必要

信息。 

5.10 换乘体系方案评价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评价：车流交通组织评价和客流换乘组织评价。前者主要是为了检验枢纽

体进出交通设计方案对枢纽地区路网通行能力的影响，主要指标有道路负荷度和服务水平；后者是

为了检验枢纽内部行人换乘的方便性以及客流组织是否合理，主要指标有平均换乘距离和绕行系数

[4]。通过指标比较分析，对枢纽设施布局和换乘组织方案进行比选优化，从而确定最终实施方案。 

6. 结语 

当前我国铁路和轨道交通的发展十分迅速，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日益突出，构建高效、舒适、

便捷的交通换乘体系是城市综合交通枢纽提高整体运行效率并辐射枢纽周边地区城市发展的有力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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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在枢纽交通规划和设计中应不断吸收国内外先进的设计理念，结合枢纽规模和定位及周边道路

交通系统建设，顺应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次关系，实现枢纽交通换乘体系规划和设计的系统性、

先进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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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论我国现阶段铁路客运枢纽的功能特征与功能组织 

王 昊  赵 杰 

【摘  要】本文从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发展关系的角度，提出铁路客运枢纽的功能特征随城市发展

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变化，可以分为综合型、中心型、辅助型三种类型，并根据我国仍处于快速城市

化阶段，即将在大城市中心区边缘新建的高速铁路客站大多仍属于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这一情况，

重点分析介绍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的功能特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设施布局和交通组织原则和范式。 

【关键词】铁路客运枢纽、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服务（饲喂）型设施、集聚（竞争）型设施 

随着我国“四纵四横”铁路快速客运通道的规划与建设，沿线各大城市纷纷面临铁路客运枢纽

的新建和改建，铁路客运枢纽周边用地的功能定位、建设密度、设施布局以及交通组织等，一时间

成为专家和城市建设决策者关心的热点问题。为了有针对性地应对上述问题，有必要对铁路客运枢

纽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进行一番系统的梳理和总结，以便对铁路客运枢纽在不同类型的城市，或者说，

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具有的功能特征建立清晰的认识。 

1. 从铁路与城市发展关系的角度看铁路客运枢纽的分类 

铁路作为工业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其在区域内的兴建大多正值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初期。1 在城

市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铁路客运站对城市结构、形态与规模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历史资料的

整理我们发现，虽然目前看来很多城市的铁路客运站都位于城市中心，但实际上它们并非天生如此。

考虑到建设投资等因素，铁路线新建时通常会选择从城市建成区的边缘经过。始料未及的是，城市

原有的结构在铁路客运枢纽这一引力中心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形与重构：在火车站与原有城市之间，

形成了新的城市轴线，城市用地以这些新的结构为骨架迅速蔓延，并将原本位于城市边缘的火车站

逐渐包裹起来。上述发展方式不仅造成了铁路客运站区位的改变和周边土地价值的攀升，也是铁路

客运站周边地区在城市中的地位作用与功能特征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本文所关注的“铁路

客运枢纽”，2是“以铁路运输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这一概念的简称。这一概念既

包括：以主要铁路客站为基础形成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也包括以其他交通方式（如航空）为基础

形成的，以铁路客运作为主要接驳方式之一的综合交通枢纽。其用地范围不仅包括枢纽建筑本身，

更包括枢纽周边具有特殊功能特征的地区。3 符合上述概念的铁路客运枢纽，随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

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1 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 

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指：快速城市化时期建成于城市主城区的铁路客运枢纽。该枢纽核心区

除负担铁路客运功能外，也负担城市其他对外交通（如公路客运）职能，同时也是城市公共交通的

主要枢纽之一。同时，由于快速城市化时期，铁路枢纽周边地区通常会从城市边缘的城乡结合部逐

渐演化为城市商业服务中心区或城市新兴的居住社区，因此，高密度的城市开发地区环绕低强度开

发的交通功能核心区，是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的典型特征。如：郑州站、徐州站、石家庄站、柏林

中心站、东京新宿站、大阪新站等。综合型铁路客运站作为铁路客运站发展的初始阶段，综合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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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典型特征，即：枢纽核心区以服务交通功能为主导，外围地区以高强度开发的城市功能为主导，

两项功能在空间上集聚但一般并不在同一建筑体内重叠。 

 

1.2 中心型铁路客运枢纽 

中心型铁路客运枢纽，指：城市化平稳发展阶段，多中心发展的城市格局基本形成时期，位于

城市中心城区的铁路客运枢纽。在这一阶段，一方面城市中心区原有铁路客运站周边地区土地价值

逐渐攀升，面临高强度开发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多中心城市格局的逐渐

形成，城市对外交通职能逐渐向外围地区迁移，位于中心城区的铁路客运站在城市对外交通体系中

的职能逐渐降低，铁路客运站周边的交通功能得以简化。在城市地铁和其他公交系统的支撑下，铁

路客运站经过更新改造与周边城市设施完全融为一体，成为以城市商业服务功能为主导的中心型铁

路客运站。这类铁路客运枢纽常以建筑综合体的面貌出现，如大阪梅田站、东京站、里尔站等。在

国外，中心型铁路客运枢纽的形成过程与高速铁路的建设以及老城复兴有着紧密的联系。受到我国

目前铁路运营体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中心型铁路客运站的发展将会出现何种趋势，目前还难以确

定。 

1.3 辅助型铁路客运枢纽 

辅助型铁路客运枢纽，指：城市化平稳发展阶段，结合为区域服务的特殊功能型节点兴建的铁

路客运枢纽。这样的功能型节点一般分布于特大型区域中心城市的外围，可能是：机场、主题乐园、

新城甚至通关口岸等。而在这些节点中的铁路客站，主要为完善上述特殊功能节点面向区域的交通

服务功能，发挥辅助作用。4 辅助型铁路客运枢纽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结合大型区域机场建设的铁路

客运枢纽，如：法兰克福机场站、巴黎戴高乐机场站等。 

2. 我国铁路客运枢纽的分类 

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城市化率从 20%提高到目前的 44.9%，经历并仍然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

 

图 3：快速城市化时期，铁路客运枢纽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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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目前正在运营的铁路客运枢纽多属于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同时也意味着：由

于大多数城市的结构还存在调整的余地。随高速铁路建设即将新建的铁路客运枢纽，仍然将会吸引

大量交通功能和城市服务功能向其附近聚集，在这些高速铁路客站及周边地区成为综合型铁路客运

枢纽的同时，在其周边将形成新的高强度开发区，如南京南站、郑州新站、洛阳南站、济南南站、

长沙站等。 

随着我国某些特大城市中心城区外围新建高铁车站的运营，中心城区原有的老站，如：郑州站、

南京站、济南站、北京站、天津站等，在城市铁路运输系统中所分担的运量比例将有所下降。5 随着

城市规模的扩大及多中心城市格局的形成，长途车站、公交总站等功能将从城市中心转移到城市外

围地区；另一方面，老站周边逐渐升高的地价，使得集约高效利用土地的要求更加迫切，在上述各

项合力的作用下，上述城市中心的老火车站具有了变为中心型铁路客运枢纽的趋势和可能。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城镇群的发展，各城镇群中的首位城市逐渐认识到通过强化交通枢纽的定

位和能力，提高城市在区域中的竞争实力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上海、郑州、长沙等城市纷纷借鉴国

外机场与铁路组合发展的模式，6 开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辅助型铁路客运枢纽，如上海虹桥站、郑

州机场站及长沙机场站等。 

由于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在我国现阶段占有较大比重，且本文篇幅有限，在此只分析介绍综合

型铁路客运枢纽的功能特征及布局要点。 

3. 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的功能特征与空间层次 

从使用功能的角度，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功能可以分为交通设施和城市服务设施两大类，交通

设施如：长途车站、公交总站、公交经停站、出租车停车场、社会车停车场等；服务设施包括：餐

饮店、宾馆、零售商店等。 

同时，铁路客运枢纽作为城市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与城市其他系统的关系也遵循着城市

经济学的普遍规律——集聚效益规律。据此，我们可以将铁路客运站周边地区的功能按照其内生逻

辑分为：服务（饲喂）型设施和集聚（竞争）型设施。其中，服务（饲喂）型设施指：直接为铁路

乘客服务的商业设施及为铁路运输提供接驳功能的交通设施，主要包括：出租车上落客区及停车场、

社会车停车场、公交车站、长途客车中为铁路运输提供饲喂功能的线路等。集聚（竞争）型设施指：

出于分享客源和服务设施，以及出于利用规模效应和乘数效应的目的而聚集到铁路客运站周边的各

项功能设施，其集聚过程相对复杂，主要包括 3 个层次：1、基于竞争关系的集聚，如：与铁路竞争

客源的长途线路。2、基于规模效应的集聚，如：在开始形成时以服务铁路旅客为主，逐渐发展为服

务于更大城市地区的商业餐饮业和宾馆娱乐业等。3、基于乘数效应的集聚，如：为铁路周边集聚的

各项商业功能和人口提供服务的银行、邮局和各项服务业等。与城市其他地区一样，铁路客运枢纽

地区的规模效应和乘数效应是相互影响，互相转化的，枢纽地区的大部分设施，尤其是服务设施的

存在，同时受到上述各种效应的影响。值得注意到是：正如集聚于市场中的商家往往是基于竞争而

非上下游关系一样，共享客源、设施与服务的竞争型关系作为城市要素集聚的根本动力，具有内生

的强大生命力。以长途车站为例，如果仅从铁路营运的需要出发，铁路客运站附近只需要布置与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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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有饲喂功能的短途线路。但实际上，大多数火车站周边的长途车站，都包含大量与铁路运输竞争

的长途线路。以至于在城市发展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外迁火车站旁边的长途客运站，甚至减小其规

模，都会遇到强大的阻力 7。 

表格 2 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配套设施属性分类表 

 

 

 

 

 

 

 

 

 

 

 

 

 

 

 

综合型铁路客运站功能虽然复杂多样，但通过观察我们发现，其分布仍然具有较为有序的空间

层次关系，由内向外，与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有关的城市空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枢纽核心区：枢纽核心区紧邻铁路客站，以车站广场为核心，主要功能以换乘功能为主。其中

不仅包括铁路交通与其他交通的换乘关系，其他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关系也占有很大比重，如：长

途车与公交总站之间的换乘关系、长途车与出租车之间的换乘关系、地铁与地面公交之间的换乘关

系等。 

功能保护环：在对我国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如徐州站、石家庄站、泰安站等地区的实际调查

中，我们发现：虽然铁路客运枢纽会带动城市在其近旁形成高强度的开发区，但高强度开发有时不

会直接延续到火车站广场，而是在紧邻铁路客站的地区出现一个低密度的圈层，这一圈层基本分布

在距枢纽 5-10 分钟的步行距离之内，通常以仓库、铁路部门用地、城中村等构成。保护环的存在虽

然难以体现城市土地利用的效益，但在客站周边地面交通容量不足的情况下，对铁路客运站的交通

集散功能客观上起到了保护作用。 

 
设施名称 服务（饲喂）型设施 集聚（竞争）型设施 

交
通
设
施 

长途汽车站 
 

● 

（长途线路） 
  

地铁和轻轨车站 ● ● 

出租车候客区 ● 
 

出租车落客区 ● 
 

出租车上客区 ● 
 

公交经停站 ● ● 

公交总站 ● ● 

旅游集散中心 ● 
 

社会车落客区 ● 
 

社会车停车场 ● ● 

市域公交 ● 
 

城
市
服
务
设
施 

宾馆酒店 ● ● 

餐饮店 ● ● 

公寓式住宅 
 

● 

会议展览 
 

● 

零售商店 ● ● 

批发市场 ● ● 

商务办公 
 

● 

邮政转运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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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区：是铁路客站所引起得城市功能集聚，在空间上的直接体现。影响区的功能和范围大小，

会受到城市规模、枢纽交通量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其形态也会受到城市交通性干道、河流及其他地

形条件的限制。一般而言，如果枢纽日客运量与城市人口规模的比值较大，则这一影响区的功能将

更加偏重于商业服务等城市中心区职能；反之，则以城市社区功能为主。 

4. 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周边设施布局及交通组织要点 

对于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而言，面对由功能综合重叠和发展不确定性带来的矛盾，保证交通功

能与城市中心区功能的平衡发展、简化矛盾、预留弹性是其布局和交通组织的要点。针对处于这一

发展阶段的火车站，其周边设施的布局应坚持以下原则： 

维护双心结构，适当控制保护环内的开发。减少近期交通矛盾，为远期地区的转型与开发预留

空间。 

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交通功能与城市商业服务功能的并置且适当分离，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在枢纽周边交通供给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也是枢纽各项功能正常运行的有力保证。因此，铁路客运

枢纽在其综合型发展阶段，应坚持采用交通枢纽与城市商业中心适当分离的双心型布局方式，并通

过步行系统和城市景观廊道适当加以联接。同时，适当控制功能保护环地区的开发建设。这样作虽

然可能牺牲城市土地开发的收益，但却为远期在成熟的条件下更高效地利用枢纽周边的土地资源预

留了条件。国外很多中心型站点的改造与开发，实际上都是利用了这一“保护环”中的用地，如：

日本东京新宿站南口的再开发等。 

充分预留并尽快开通城市轨道交通，减少地面集散交通的压力，为向中心站的转型奠定基础。 

由于大多数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都已处于中心区位，其地面交通集散能力受制于城市中心区整

体的地面交通容量。因此，城市轨道系统的建设就显得至关重要。在我国目前的铁路运营体制下，

旅客基于准时到达的迫切需求，会对铁路客运站周边的交通状况进行预判，很多旅客会由于担心火

 

图 4：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地区周边地区空间层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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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周边地面交通过于拥堵，而选择在其他地点从出租车、公交车及社会车等方式换乘地铁到达铁

路客站。因此，只要有一条轨道线路接入铁路客运站，就可以对车站周边的地面交通起到极大的缓

解作用，北京站、上海南站和南京站等有城市轨道连接的铁路客运站，其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已得

到很大缓解，甚至有些交通设施已出现闲置现象，这样的情况对于没有轨道支撑的铁路客运站是难

以想象的。 

另一方面，预留多条城市轨道线路，将铁路客运枢纽作为城市地铁网络中的重要节点进行规划，

将为综合型站点在未来向中心型站点转化，以及周边地区随之而来的高强度开发奠定良好的基础。 

构筑层层减压的道路网系统。以城市道路网络的密集与健全保证车站到发交通的安全性。 

铁路枢纽的上落客等功能使得枢纽周边的交通行为复杂，交通流较为缓慢，这样的交通流未经

过渡，直接与城市快速路相接，极有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甚至影响城市快速交通系统整体的运行效

果，目前，北京西站北侧城市快速路经常发生的拥堵现象就正源于此。因此，国外位于城市中心的

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多有快速路从近旁通过，但很少将枢纽集散通道直接与快速路相连。 

 

另一方面，在综合性铁路客运枢纽所处的“中心型”或“准中心型”区位，8决定了其周边的地

面交通状况一定是接近饱和的，在这种情况下，专为铁路客运站修建的高架系统如果建成初期比较

通畅，就可能吸引原本不从这里经过的车辆使用这一新增的道路资源，长期看来不仅道路拥堵依旧，

铁路客站的集散交通甚至会因此受到更大影响：实际上，目前南京玄武湖火车站与二层平台直接相

连的进站匝道，由于比与之平行的城市道路更加通畅，经常被与车站集散完全无关的城市过境交通

所使用，各种车辆在高架进站平台上交织，完全背离了纯化机动车到达交通的设计初衷。 

针对上述问题，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周边应以建立支路网密度大、互通性好的路网格局 9 为原

则，这一做法至少在三个方面增加了枢纽到发交通及周边城市交通系统的安全性：1、如同人体的毛

细血管能够更好地为器官供给血液，密集的路网加大了城市交通与枢纽的“接触面”，保证无论枢

 

图 5 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周边路网结构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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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所在区域的交通情况如何，采用地面交通方式都能到达枢纽附近；2、枢纽到发交通可以在这一路

网体系内得到速度上的缓冲和行驶方式上的过度，平稳有序地融入城市的快速交通系统；3、铁路客

站周边形成贯通性好、密度较高的支路网体系，还有助于在将车站广场周边各种交通设施的出入口

（包括地下设施的出入口），并分别设置在不同的支路上，分散到发交通对城市道路系统的压力。 

充分考虑综合换乘功能，预留跨越铁路的公共通道。 

 

在我国，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不仅承担着铁路与城市交通换乘的功能，也是城市内外交通转换

的重要场所。例如：长途汽车与地铁、公交的换乘关系；以及地铁与城市公交总站和经停站之间的

换乘等。因此，在通过中心广场或者地下换乘大厅等方式组织上述交通方式的换乘关系时，尤其不

能忽略跨越铁路线的换乘需要。例如：为了减少对城市交通的干扰，长途客运站通常会布局在铁路

客站远离城市中心一侧，而服务城市不同区域的公交线路会分别布置在铁路线两侧，而这些公交线

路都会与长途车发生换乘关系。因此，在适当的标高位置预留跨越铁路的公共人行通道，有序连接

相关的交通设施非常重要，是人性化环境设计的基础，在这方面，上海南站地下人行系统的设计提

供了不错的范例。 

 

图 7：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周边交通设施换乘强度示意图 

摘自《京沪高铁济南西客站及周边地区交通专项规划研究》，盛志前，2007 年 8 月。 

 

图 6 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核心区布局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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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上所述，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铁路客运枢纽具有不同的属性与功能特征。影响其转

化趋势的最关键因素，是城市发展不同阶段，枢纽所在地区对城市土地价值和枢纽交通功能之间的

平衡和取舍。在我国新一轮铁路客站新建改建的热潮中，针对铁路客站所在城市的不同发展阶段，

冷静判断新建铁路客站所属的功能类型和发展趋势，是正确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科学布局相关设施

和进行交通组织的基础。本文对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的功能特征的总结，只是对一般情况的概括，

鉴于各城市历史与现实情况千差万别，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判断。

同时，伴随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如何向中心型过渡和转化，也是值得关注和

研究的课题。 

注释： 

1、日本第一条铁路线建于 1872 年，而直到 1889 年，日本城市化率仅为 5%；英国第一条铁路

建于 1820 年，当时英国的城市化率越为 20%；我国第一条铁路线建成于 1876 年，我国当时城市化

率介于 5%—10%之间。 

2、单纯从铁路系统运输的方面理解，“铁路客运枢纽”一般含义是指两条或者两条以上铁路客

运线路交汇的车站。但本文的研究范畴是铁路客站周边，具有特殊功能特征的地区，因此本文所称

“铁路客运枢纽”是“以铁路运输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概念的简称。 

3、国外相关研究认为，这一地区基本指从铁路客站出发步行 5-10 分钟可以到达的地区。（Schütz, 

1998，摘自：HST-Railway Stations as Dynamic Nodes in Urban Networks） 

4、辅助型铁路客运枢纽中，各种交通方式的运量总和在区域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其中铁路客运

所占比重并不高。如：法兰克福机场站旅客总发送量为 5400 万人/年，其中铁路客运量约为 768 万

人/年，仅占总运量的 14.2%。(数据来源：http://www.fraport.cn/cms/default/rubrik/26/26873.Htm) 

5、据《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客运需求量及建设规模测算报告》预测，到 2030 年郑州市铁路总客

运量将达到 12440 万人次/年，但郑州既有站承担的运量只占其中的 14.7%。 

6、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航空业的迅猛发展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深化，欧洲特大型的

机场开始考虑通过接入高铁线路，增强航空港对区域的辐射能力，铁路枢纽与机场相结合的新型枢

纽形式应运而生。这一类型铁路客运站的设置是基于优化航空运输功能的初衷，其运营客观上进一

步增强了枢纽所在城市在区域中的交通枢纽地位。 

7、当然，在现行的城市管理格局内，这种阻力常常表现为部门利益的冲突。实际上，城市中任

何利益的冲突实际上都是城市经济发展阶段性矛盾的体现。 

8、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综合型铁路客运枢纽即使目前处于城市外围，在不久的将来也将成

为城市的中心区。实际上，成为地区中心区已经成为下综合型铁路枢纽地区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

如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会对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长远看来也会由于运量不足

而影响该枢纽在铁路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如：80 年代的横滨新站。 

http://www.fraport.cn/cms/default/rubrik/26/2687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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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据统计，欧洲和日本铁路客运站周边的道路网密度平均为 14.38KM/KM
2 和 20.35 KM/KM

2，

其中支路网的密度分别为 11.26KM/KM
2和 17.12KM/KM

2，而我国目前同类地区道路网密度仅为 5.77 

KM/KM
2，支路网密度更低，仅为 2.52KM/KM

2。《火车站地区路网结构研究》，杜恒，中国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 P27 页 

【参考文献】 

[1]《郑州综合交通枢纽客运需求量及建设规模测算报告》，郑州综合交通枢纽设计联络组办公

室，2006 年 6 月 

[2]《东京商业中心改建开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p128-138 页 

[3]陈卫国．《地铁车站周边地块合理开发强度之初探——由深圳市轨道交通二期工程详细规划

说起》《现代城市研究》，2006 年第 8 期 

[4]杜恒，《火车站地区路网结构研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 

[5] Hugo Priemus ，HST-Railway Stations as Dynamic Nodes in Urban Networks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 Urban China‘,Minist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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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大型铁路客站交通规划理念 

——以重庆龙头寺火车站北站场交通规划为例 

陈行   张发才 

【摘  要】我国铁路系统正处于新的建设高峰期，伴随而来新建了一大批高标准铁路客站。在新建

铁路客站的规划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遇到诸多矛盾，笔者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来自于对当前铁路客站

规划设计理念的认识还停留在传统的阶段上。本文通过对铁路客站发展趋势的分析和判断，解读北

京、上海、南京等国内新建铁路客站案例，结合重庆龙头寺火车站北站场交通规划项目，提出几点

关于大型铁路客站交通规划工作的浅见。 

【关键字】铁路客站 交通枢纽 立体换乘 

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于 2004 年经国务院审议通过，到 2020 年将建成 1 万多公里的高速

客运专线网络，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高铁时代。由此也带来了铁路客运枢纽的建设高峰，上海、天

津、广州、济南、郑州、石家庄等特大城市先后进行了铁路客运枢纽规划的国际招标[1]。 

在城市中，随着用地的扩张，城市将会铁路客站彻底包围，铁路客站就成了城市中唯一可能对

接城市对外与内部集散的交通枢纽。同时，铁路客站具有强大的客流量，它作为区域性客流到达城

市后见到的第一个建筑，其“城市门户”的形象意义重大。鉴于铁路客站作为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和

城市门户的双重意义和作用，重新梳理、认识铁路客站规划理念已经变得非常紧迫和必要。 

1. 对铁路客站发展趋势的判断 

1.1 客流对象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 

传统的铁路客流是以民工、探亲、旅游等为主，具有距离远、时间长等出行特征。未来大型铁

路客站除接入传统铁路干线外，还会大量接入客运专线、城际铁路、市郊铁路等，商务、通勤、旅

游将成为非节日性出行的主要客流，大型铁路客站的客流对象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1.2 功能布局由“独立王国”向“城市综合体”转化 

以往的铁路客站，绝大部分侧重于铁路交通功能的旅客站房。当前的大型铁路客站已不仅仅是

铁路的运输终端，已经逐步和整个城市的交通融为一体，成为兼具对外集散和内部转换功能的换乘

枢纽，同时也成为城市区域内部的节点，提高城市运转效率。大型铁路客站的性质正在从“独立王

国”向“城市综合体”方向发展。 

1.3 流线模式从“等候式”向“通过式”过渡 

我国传统铁路客站流线模式大多为等候式，旅客通常需要于发车前较长时间在候车空间等候检

票进站。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客运专线、城际列车的普及和人们对铁路出行的时间要求更高，大

型铁路客站流线模式将由“等候式”过渡到“通过式”，旅客随到随走。这就要求新型客站在功能

布局和流线设计上要适应“通过式”模式，以综合大厅代替候车区，简化乘车手续，逐步变“等候

空间”为“通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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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客流换乘由“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 

传统的铁路客站一般由站前广场、铁路站房、铁路站场三大部分构成，客流到站或出站后在站

前广场进行集散，是一种典型的“平面”集散方式。而现代化的铁路客站已经发展成为以铁路、城

市轨道交通以及各种城市交通方式相衔接的综合交通枢纽，换乘效率要求其功能空间布局由原来的

平面模式向空间立体模式转变，变单层为多层，变单一为复合。 

2. 对铁路客站交通规划的几点认识 

2.1 铁路客站的交通枢纽化  

随着铁路服务对象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新建大型铁路客站除衔接了多条铁路线路

外，还集聚城市多种城市交通功能（公交、出租、小汽车、轨道，北京南站、上海南站、南京南站

都接入了 2 条以上轨道线），兼具服务铁路客流集散、城市交通转换及周边交通集散三重功能，从

初始的“对外交通换乘枢纽”转向“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因此，规划设计必须以“城市综合交通

枢纽”功能为指导，既要考虑铁路换乘需要，更要深入研究枢纽城市功能发挥的需要。 

2.2 两个集散广场是提高客站集散能力的要求 

新建大型铁路客站衔接的铁路线路和站台数都较多，第一站台和最后一个站台间距较大，一般

可达到 400-500 米。单侧集散广场设置将使部分旅客在地下通道步行距离接近 500 米，旅客进出站

舒适度和便捷度较差。设置南北或东西两个广场，可减少旅客在地下通道的步行时间，也可增加车

站迎客面，提高车站的集散能力，同时也能提升旅客对铁路客站的感知度。 

2.3 高架道路或定向匝道是内外快速疏散的通道 

城市快速路是机动车辆进出铁路客站的主要通道，一般情况下，大型铁路客站应与快速路形成

直接、快速的联系，保证车流的快速集散。同时，为提高车站进出车辆集散效率，减小对城市道路

产生干扰，车站内部道路与相邻道路相接宜采用分离立交、定向匝道的形式。 

2.4  “高进低出”成为快速、高效的客流集散方式 

随着车站立体化建设和进出站分层等模式的广泛推广，为了进一步提高旅客进出站的便捷性，

针对客流集散方式由“等候式”向“通过式‖转变的趋势，进出站的道路网络也由传统的平面单层设

置向“进出分层、高进低出”模式转变。北京南站、上海南站、南京南站等近期新建的大型铁路客

站普遍采用了“进出分层、高进低出”的机场交通组织模式。 

2.5  “立体换乘、分层布设”的空间布局模式 

新建大型铁路客站大都集聚了轨道、公交、出租、小汽车、长途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多种交

通方式平层组合必然导致车流混乱，要将多种交通方式之间的干扰降到最低，分层布设是唯一的解

决办法。同时，我们应注意到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是大型铁路客站最重要的两种交通换乘方式，他

们的换乘便捷与否是打造枢纽的关键。结合南京南站、香港机场等枢纽建设经验，将公交和轨道设

施分层设置在铁路客站内部是当前国内新建大型铁路客站普遍采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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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解析 

本次案例解析以重庆龙头寺火车站北站场交通规划方案为研究对象，分析大型铁路客站交通规

划的研究思路和基本理念。重庆龙头寺火车站北站场交通规划方案在形成过程中分三个层面进行研

究：一是车站外部交通的梳理，二是车站外部交通与车站内部立体空间的良好衔接，三是车站内部

空间布局构想。 

3.1 站场概况 

重庆龙头寺火车站是重庆三个主客站之一，现状引入铁路有渝怀线、遂渝线，规划引入渝利线、

渝涪二线、渝万城际线，建成后总计有 14 站台 28 股道。既有龙头寺火车站南站场按 5000 人规模设

计，规划扩建的北站场按 10000 人规模设计，共形成 15000 人的总规模。 

 

通过对客流特征、客流量和接入线路等条件分析，规划认为重庆龙头寺火车站北战场将承担如

下功能：一是西南地区和重庆铁路枢纽客站，二是复合性城市交通枢纽。 

3.2 外部路网调整 

原道路网规划方案中，虽然外部地区都有通道进入车站地区，但车站与内环高速的衔接不是很

顺畅。因此，规划新增一个高架匝道接入内环高速，形成铁路客站的快速疏散通道。 

 

 

 

南

场 

北

场 

增加高

架立交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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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外部道路与铁路客站的衔接 

站前交通组织设计理念是采用机场的“高进低出”模式，通过定向匝道将站前大道与铁路客站连接，

并在铁路站前广场形成单向交通循环。同时，将公交和长途的到达交通流引向置于站房两侧的高架

落客区，旅客下车即可进站，减少步行距离。 

3.4 内部空间构想 

基于分离各种交通流线的理念，车站内部空间布局考虑多层布设，第一层为高架平台，主要承

担落客功能；第二层为地面换乘广场，作为公交、长途的始发站；第三层为地下一层换乘大厅，承

担轨道、出租和小汽车停车等功能。 

规划将轨道车站引入站房内部，进站人流通过站前广场层进入站房候车厅，出站人流在出站通

道出口处可不用出站直接换乘轨道，或者通过自动扶梯直接进入换乘广场，换乘公交和长途。同时，

城市居民可利用换乘广场实现轨道、公交的交通转换和集散。 

4. 结语 

铁路客站规划设计方案在酝酿阶段必然面临各种问题，最为显著的就是铁路部门与城市规划部

门的相互博弈，其直接表象是铁路部门主导的“铁路利益”与规划部门主导的“城市利益”之间的

冲突。因此，在坚持规划思想的同时，规划工作者还需要平衡各方的利益。 

笔者认为，铁路客站的规划设计最终还应从“以人为本”基本理念出发，首先满足城市交通转

换和铁路集散双重功能，贯彻“立体换乘”“快速集散”等规划思想，辅以人性化交通设施，让人

们在使用铁路客站时更为方便、快捷、高效。 

站  前  大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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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铁枢纽客流集散特征分析 

邹歆  戴继峰  张强华 

【摘  要】我国铁路建设已经进入迅猛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铁路建设将围绕客运专线和城际铁

路展开。大型火车站成为城市中的重要空间节点，承担着乘客的集散以及周边地区交通组织的功能。

因此，对乘客的出行特征特别是集散特征进行研究，并以此指导未来大型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的规

划与建设，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客流特征   集散特征  出租车  公共交通 

1. 引言 

随着我国铁路建设力度的加强，高速铁路已成为新时期铁路的建设重点。高速铁路的出现使得

我国的铁路系统呈现了服务多元化的趋势，乘客的出行特征也发生了相应的分化。因此在这一背景

下，不同类型出行群体较为集中的需求特征必然将成为研究的重点。 

2. 研究客流集散特征的重要性 

客运专线和城际铁路系统与城市交通衔接的界面是客运站。这种客运站将成为城市重要的立体

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交通系统与高铁系统在较小的范围内高度综合有机成为一体。评价多系统综合

运行质量的关键将是使用者的使用效率。乘客在这个界面上进行城市交通与区域交通的转换，那么

这种转换机制其须按照乘客的出行特征来设计。 

乘客的出行特征包含较多层面的因素，其中客流的集散特征是影响客运枢纽规划设计的最重要

因素之一。在实际的枢纽规划设计中，乘客的集散特征特别是集散交通方式将直接影响枢纽的功能

布局。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将着眼于乘客出行特征中的集散交通特征。 

3. 乘客集散特征分析 

3.1 调查总体情况 

本文采取了发放问卷的形式了解国内潜在高铁乘客的现状出行特征及其期望的出行需求。调查

选取了北京南站作为调查地点，目前北京南站已经开通了北京—天津的城际高速列车。 

本次调查的日期共三天，包含了平日和假日。根据统计置信度及调查的人力财力，本次调查的

样本数确定在 3600 个。实际调查中共发放问卷 3750 份，回收问卷 3611 份，回收率达 96.3%，有效

问卷 3611 份，有效率达 100%。通过调查统计对京津间城际列车乘客以及京沪线上动车乘客的基本

特征以及出行特征有了较为详细的了解。 

3.1.1  乘客基本情况 

乘客的基本情况包含了乘客的年龄、学历、职业、月收入及乘坐车次等基本信息。 

从调查的年龄分布和学历统计上来看，乘客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20 岁至 40 岁之间。这部分人群

占了总体样本的 74.2%，且受教育程度较高，大部分乘客受过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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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的职业以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技术人员、教师医生文艺界从业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及公务员

为主，其收入较高（2007 年北京市职工平均月工资为 3322 元），社会活动能力较强，，出行的需

求也较为大。 

现状乘客的出行目的主要集中在公务出差、旅游购物、探亲访友等。此类出行目的的出行对于

行程时间和交通工具服务水平较为敏感，速度较快的运输工具以及良好的服务质量都是吸引这类出

行者的关键因素。 

 

图 3.1 年龄统计图                   图 3.2 职业统计图 

 

图 3.3 收入统计图                  图 3.4 出行目的统计图 

3.1.2  乘客集散特征分析 

 

图 3.5 南站乘客集散交通方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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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乘客集散交通方式集中在出租车和公交车。南站至今未开通地铁，乘客乘坐地铁需要换乘

常规公交才能到达南站。而且目前大部分到达南站的公交线路集中在北广场，乘客仍需要乘坐摆渡

车辆跨越铁路线到达南广场才能进站。因此约 30%的乘客表示对于目前采用的交通方式不满意，其

中采用公交以及地铁换乘公交的乘客占 70%。较长的行程时间以及多次换乘使乘客感到极为不便。

但一旦地铁 4 号线和 14 号线开通，目前低效的集散模式将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因此本调查将研究重

点聚焦在现状南站的两种集散方式（即出租车和常规公交）上，通过设置一系列满意度调查的问题

来总结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其他站点集散交通系统的规划设计提出建议。 

3.2 交通集散方式—出租车 

3.2.1  出租车定位 

 

图 3.6 南站出租车组织 

在枢纽的众多集散方式系统中，出租车是十分重要的一种方式。从统计数据来看，目前出租车

是枢纽地区集散比例最高的交通方式。 

通过调查分析，乘客选择乘坐出租车最主要的原因是其较快的速度，但超过半数的乘客在面临

如携带较多行李与目的不熟悉等因素时也会选择出租车。由于这些客观因素是无法避免的，使得出

租车对于枢纽站点的集散具有其不可替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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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乘客选择出租车原因统计 

3.2.2  出租车乘客特征分析 

乘坐出租车的乘客群体月收入集中在 2000-6000 元这一区间，高于全体样本水平。并且在出行

费用来源上，公费比例高于全体样本，这反映出收入水平的高低和出行费用的来源影响了乘客选择

交通方式。 

表 3.1 出租车乘客收入水平分布 

2000元以下 2001-4000元 4001-6000元 6001-8000元 8001-10000元 10000元以上 

14.5% 32.1% 27.8% 12.5% 6.0% 6.8% 

表 3.2 全体样本收入水平分布 

2000元以下 2001-4000元 4001-6000元 6001-8000元 8001-10000元 10000元以上 

21.9% 36.1% 23.2% 9.8% 4.3% 4.7% 

乘坐出租车的乘客在出行目的上与全体样本比较未显现出较为明显的异质性，公务出差的比例

略高于全体样本水平。 

3.2.3  乘客对于出租车的评价 

目前乘客对于出租车的满意程度达到了 78.7%，高于全体样本的 68.8%，在所有集散方式中满意

程度最高。乘客选择出租车的原因集中在时间较短和舒适性较高上，这也符合出租车这一交通方式

所提供服务的特性。 

出租车乘客对于转移到常规公交上的期望也较低，33.8%的乘客明确表示不会将常规公交作为其

首选的集散交通方式。这再次印证了此类乘客对于交通工具的速度和舒适性有着较高的敏感性。 

通过统计，乘客期望的等候出租车时间在 10 分钟以内。 

3.2.4  高铁枢纽的出租车系统 

出租车系统将是未来高铁枢纽集散交通的重要部分。对行程时间和舒适性要求较高以及对目的

地不熟悉、携带行李较多的乘客将会选择出租车。出租车较为特殊的服务特性决定了其在今后高铁

选择乘坐出租车的主要原因

速度较快
28.6%

没什么原因，习
惯乘出租车

3.3%

携带行李，乘出
租车方便
24.8%

目的地不熟悉
25.7%

无需换乘
17.6%

速度较快

无需换乘

目的地不熟悉

携带行李，乘出租
车方便

没什么原因，习惯
乘出租车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718 

枢纽集散系统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目前较为成熟的枢纽都采取了“高进低出”的出租车组织模式。通过实地调研和乘客满意度回

复，这种模式具有较高的运行效率。出租车乘客的期望候车时间一般在 10 分钟左右，客流到达高峰

时段这一期望时间往往不能保证，因此出租车候车区的设计是整个系统运行的关键。 

出租车调度工作需结合车站客流到达的时间分布。目前在客流到达集中时段存在着出租车供给

不足的现象。乘客对于出租车的候车时间期望较高，未来需要结合客流到达的时间分布科学调度，

提高出租车疏散乘客的效率。 

3.3 交通集散方式——常规公交 

3.3.1  常规公交的定位 

常规公交在布线时往往会将线路和站点集中布置于客流量较为集中的枢纽地区，甚至将公交场

站也设置于这些地区。因此，城市枢纽地区的常规公交不仅起到了集散铁路客流的作用，有的也承

担起了城市公交枢纽的作用。从此次调查数据来看，常规公交的分担比例为 33.2%，仅次于出租车。

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南站在调查期内尚未开通地铁。根据国外成熟高铁站的集散系统数据，地铁

承担了大量的客流。 

表 3.3 日本高铁站集散比例 

车站 轨道交换 公交 出租 长途客车 自备车 其他 

1996 年新大阪站 87.5% 0.8% 5.0% ---- 3.0% 3.7% 

1996 年京都站 58.8% 9.8% 21.2% ---- 4.7% 5.5% 

3.3.2  公交车乘客基本特征分析 

表 3.4 公交乘客收入水平分布 

2000元以下 2001-4000元 4001-6000元 6001-8000元 8001-10000元 10000元以上 

28.9% 39.2% 18.8% 7.3% 2.8% 2.9% 

表 3.5 全体样本收入水平分布 

2000元以下 2001-4000元 4001-6000元 6001-8000元 8001-10000元 10000元以上 

21.9% 36.1% 23.2% 9.8% 4.3% 4.7% 

通过收入分布统计可以发现，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下的乘客较为倾向于选择常规公交，这与北京

实施低公交票价有很大关系，公交出行的成本相对较低低。公交乘客公费出行的比例也大大低于全

体样本，由此可见公交乘客对于出行费用较为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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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乘客对现状公交的评价 

 

图 3.8 公交评价图 

目前我国铁路乘客仍保持着提前购票的习惯。因此，乘客对于常规公交的准点性有着较高的要

求。 

北京南站现状运营的列车大部分为京津之间的城际动车，发车班次密集，运量充足，可以说基

本已经实现铁路公交化的模式。但通过统计发现，高密度大运量的发车模式仍未改变乘客的候车习

惯，大部分的乘客候车时间仍较长。究其原因，一是乘客候车习惯短时间内没有改变，二是集散系

统效率未发挥到最佳水平，乘客不能有效地把握行程时间。 

3.3.4  乘客对公交和地铁的期望 

调查发现，26%的乘客明确表示将来不会选择公交车作为集散交通方式。这部分乘客在出行目

的和月收入上未显现出较为明显的特性。只是在现状集散交通方式上，这部分乘客的出租车的分担

率较高，达到了 53.3%。 

在分析乘客的出行链时，有部分乘客的出行方式为常规公交换乘出租车或地铁换乘出租车。大

部分从城市中心到达南站的公交线路只能停靠北广场，乘客仍需乘坐摆渡车才能进站；地铁 5 号线

最近的站点距离南站也有较远的行程距离。这部分乘客在选择出行工具时首选公交，但在换乘时发

现其不便性于是转为乘坐较为快速便捷但费用较高的出租车。因此乘客期望在出行时间和出行费用

上达到一个较为平衡的状态。分析这部分换乘乘客的收入水平： 

表 3.6 地铁换乘出租车乘客收入水平分布 

2000元以下 2001-4000元 4001-6000元 6001-8000元 8001-10000元 10000元以上 

16.3% 43.0% 20.6% 10.3% 3.8% 5.4% 

月收入在 2001-4000 元的乘客比例较大。可以推断，该收入的群体出行时会同时考虑出行费用

和出行时间，一旦乘坐公共交通所需的出行时间、换乘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这部分乘客将较易转

移公交系统上。 

由于地铁在出行费用和速度上较其他交通工具有着较为明显的优势，90%的乘客明确表示将来

如果开通地铁将优先考虑地铁作为其集散交通方式。 

10%的乘客对于不选择乘坐地铁给出了原因，主要集中在地铁换乘不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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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乘客不选择乘坐地铁原因统计 

3.3.5  高铁枢纽的公交系统 

地铁系统将是未来高铁客流集散的最主要交通方式。目前南站没有开通地铁，但绝大部分乘客

期望地铁作为其主要的集散交通方式。地铁作为大运量的交通工具，能在短时间内输送大量旅客而

且可以保证较高的准点性。 

常规公交是高铁枢纽重要的集散方式，但目前的常规公交系统可靠性较差。若能针对乘客提出

的例如等车时间长，不熟悉公交线路等问题做出改进，并提高高铁枢纽和常规公交接驳的效率，可

以使一部分乘客转移到常规公交系统上来。 

公交系统站点布局应与枢纽密切接驳，做到“零换乘”，减少乘客出站换乘的步行距离。旧金

山港湾枢纽的高速铁路、普通铁路、通勤铁路在同一平面内平行换乘，而长途汽车、公共汽车、出

租车在同一立面内平行换乘，换乘距离均在 60 m 以内。巴黎拉德芳斯换乘枢纽的轨道交通线路之间

平行换乘，其公共汽车、长途汽车、轨道交通之间的平均换乘距离也不超过 60 m。 

 

图 3.10 旧金山港湾枢纽立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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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乘客出行特征特别是集散交通方式的特征是直接影响未来高铁枢纽设施布局的因素之一。在未

来的高铁枢纽规划设计中，把握好乘客的出行特征，从而依照人的活动特征制定出规划设计方案，

才能真正实现其出行的高效、便捷和舒适，也是“以人为本”规划理念重要体现。作者今后也将继

续对乘客的出行特征作深入研究分析，旨在为将来的高铁枢纽规划设计提出更具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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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论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 

杨绍峰 

【摘  要】 文章首先就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的几个前提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往往不被重

视、缺乏深入的研究，以致可能对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的建设运营造成不利影响；然后文章结合实践

就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过程中常常遇到的诸如长途汽车客运站、公交首末站、出租车停靠站、

小汽车停车场等的规划设计问题提出建议，同时探讨了交通稳静化技术、交通模拟技术在铁路综合

客运枢纽规划设计过程中的应用；文章最后对管理部门科学推进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提出几

点建议。 

【关键词】铁路综合客运枢纽  换乘核 交通稳静化 

1. 概述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为了扩内需、保增长，国家空前加大了铁路建设的力度，铁路建设掀起热

潮。2008 年全国铁路建设完成基本建设投资 3300 亿，投产新线 1600 公里；2009 年，将完成基本建

设投资 6000 亿元，投产新线 5849 公里；到 2012 年，将再有 1.5 万公里新线建成投产（届时全国铁

路营业里程将达到 12 万公里）。客运站建设方面，自 2009 年初到 2012 年，全国将有 804 座新客站

投入运营。在这种形势下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问题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它事关整个铁路运输

系统的运行效率。 

以江苏省为例：自 2009 年起的未来五年，江苏省将新建 1100 多公里铁路和 50 多个铁路客运站，

所有省辖市和绝大部分县（市）都将通上铁路。出于对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问题的高度关注，

江苏省交通厅、建设厅专门联合下发《关于加强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意见》以促进高水平规划

建设铁路综合客运枢纽。 

近两年，笔者与德国杜罗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合作完成了多个铁路客运站的规划设计工作，本文

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来谈谈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的规划设计问题，也顺便介绍一下德国的设计理念，

权当抛砖引玉。 

2. 前提研究 

2.1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选址及功能定位 

很多地方高度关注既定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的规划设计，但对很多前提问题的决策却不够重视，

其中最突出的是铁路枢纽的选址和功能定位问题。 

2.1.1  选址要有利于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的功能发挥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要接近客流的发生吸引点，同时要具有较好的外部集疏运条件。在实际工作

中发现很多地方对铁路枢纽的选址研究不够，铁路部门节省投资的考虑和地方领导的喜好往往占上

风，匆忙决策，给后阶段工作造成被动。 

还有些地方，很看中铁路枢纽建设对区域土地开发的带动作用，枢纽选址迁就土地开发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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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是不合适的，因为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的首要功能是交通功能，盲目地迁就土地开发需要就会

增加今后的全社会运营成本。 

2.1.2  正确定位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周边的土地开发 

不能强加给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太多其他功能，受国外发达国家、地区经验的影响，理所当然认

为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地区应结合高强度的商业开发的想法是有偏差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国内外的

差异，准确定位铁路枢纽地区功能。国内外可能的差异表现在：①车站区位：国外的火车站多在城

市中心区，而我国的很多火车站离老城区很远；②客流特点：国外的铁路客流多是短距离通勤客流，

而我国的铁路客流更多是长距离公务、探亲、旅游客流；③枢纽开放性：在我国车站是封闭管理的，

进出站需要多次检票，而在国外如德国只有到车上才可能检票。这些差异对铁路综合客运枢纽与商

业的结合造成很大影响，本文不就此展开讨论。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的首要功能是交通功能，其他功能应围绕交通功能展开。不顾实际情况，强

加给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很多其他功能是教条主义的错误。 

2.2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交通系统构成分析 

2.2.1  铁路客运站配套交通设施主要类型 

铁路客运站配套交通设施的类型取决于车站规模、交通需求和用地条件。主要包括出租、城市

公交（地铁）、长途汽车客运站等，把这几方面规划设计好了就成功了大半。慢行交通因其设施分

散、体量小、布局灵活，在枢纽规划设计过程中是较容易处理的，所以本文关注不多。 

铁路客运站配置的各交通功能块应优先满足核心功能，以减少枢纽体的体量，提高换乘效率。

例如在综合客运枢纽体中应优先安排公交首末站，而不应安排公交车的停车保养场功能；如果要配

置长途汽车站也要坚持集约使用土地，优先保证旅客上下客设施，而尽可能压缩生产辅助设施空间。 

2.2.2  关于要否配置长途汽车客运站的讨论 

汽车客运可分为城乡客运、城际客运两类，笔者认为城乡客运应纳入城市公交范畴，长途汽车

客运站承担的应是城际公路客运的功能。从客流转换关系角度分析，铁路与城市公交、出租的依存

关系较强，而与长途汽车客运的依存关系较弱，如图 1 所示，在火车站地区建设长途汽车站更多不

是为了与铁路换乘的便利，而是为了提高公交、出租资源共享的程度。在铁路综合客运枢纽中配套

长途汽车客运站不仅不利于铁路功能的发挥，而且可能加剧交通组织的难度。 

随着铁路客运和小汽车化的大发展，长途汽车客运在与铁路运输的竞争中必将居于劣势，其市

场必将萎缩，长途汽车客运最终将成为铁路运输的补充，从这一角度看，长途客运与铁路客运应错

位经营，盲目与铁路站扎堆并非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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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铁路客运、长途汽车客运、城市公交、出租依赖关系图 

2.3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目标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是多种运输方式的结合体，多种运输方式的结合有利有弊，分析这些利弊才

能明确设计目标。 

2.3.1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利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利主要表现在：便于换乘，缩短出行时间，提高运输效率；促进资源

共享，提高资源集约化使用的程度；积聚人气，促进土地开发。 

2.3.2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弊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弊主要表现在：客流叠加使交通问题解决的难度增加；可能的环境恶

化，降低土地开发的水平。 

2.3.3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目标 

优化的交通系统，提高交通效率和安全性； 

最大化其对外部系统的利，最小化其对外部系统的弊。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的交通功能是第一位的，必须充分研究优化交通方案，不少铁路综合客运枢

纽规划设计成果把交通枢纽设计变成了区域规划，重城市设计、重形象，而轻视交通组织，随着铁

路综合客运枢纽客流量的增加，后患无穷。 

2.4 应避免新一轮的重复建设 

不少地方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建设存在贪大求全现象，不立足既有铁路系统的充分利用，而追求

建立新系统，站房建设也追求大规模、高标准。很多新建火车站选址在离城市中心区较远的地方，

地方政府不惜修改城市总体规划，以推动铁路枢纽地区的土地开发。这些无疑不利于土地的集约化

铁路

客运

城市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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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途汽车

客运

弱
联
系

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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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造成重复建设和土地浪费。 

在江苏，很多城市的长途汽车站已经建设完成，在长途汽车客流趋于下滑的形势下，盲目结合

铁路客运站新建长途汽车站，也可能造成较低的投资效率和资源浪费。 

3.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要点 

3.1 追求零换乘、切实缩短换乘距离 

随着时代的进步，零换乘的理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如何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落实零换乘理念应成

为规划设计师的首要任务。 

应将换乘距离作为评价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设计方案优劣的关键控制指标。应进行各种交通方式

间换乘距离的计算，确保主流方向的交通换乘距离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这是提高换乘效率，增强

旅客舒适度的关键。 

3.2 行人换乘核的建立——减少人车冲突，实现紧凑交通 

应努力建立行人居于中央，而车流环绕的交通设施布局模式，使不同交通方式间的换乘人流能

够不穿过车流实现换乘，专门供行人集中交汇的区域笔者称之为换乘核。换乘核的建立有利于提高

枢纽的紧凑度，对缩短换乘距离有利；同时由于实现人车分离，也大大提高交通安全性。 

图 2、图 3 给出了行人换乘核的例子，多数情况下通过技术处理是可以实现绝大部分交通流无

障碍换乘的。 

换乘核首先是平面的，在比较复杂的枢纽会表现为三维形式，但换乘核的设计理念始终适用。 

 

图 2 常州高铁站竞标方案交通换乘核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726 

 

 

图 3 徐州高铁站竞标方案交通换乘核 

在车辆流线设计尤其是单行线设计的过程中，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人们从车辆右侧上下，要避免

人流在车头绕行。主要客运车辆沿枢纽体顺时针绕行是通常采用的流线组织方式。 

3.3 长途汽车客运站的规划设计 

长途汽车运输与铁路运输的服务对象基本是一致的，它们的结合将加剧交通矛盾，在火车站枢

纽地区必须配建长途汽车站时，要十分重视两者关系的处理。 

长途汽车站与铁路客运站的结合更多是为了设施共享，设计方案要有利于共享的实现。图 4 所

示常州高速站竞标方案中，长途客运站房——高铁站房、公交首末站——出租车待客区交叉布置，

最大限度实现了长途客运、铁路站对公交、出租设施的共享，也有利于换乘核的构建。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727 

 

图 4 常州高铁站竞标方案长途客运站房布局 

3.4 常规公交组织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站台的设置。在我国为了提高有限公交用地的利用率，岛式站台比较多

见，但这不可避免造成行人在站台间转移时与车流发生冲突，图 5 所示的案例不失为好的尝试，它

消除了人车冲突，人车路权清晰。 

 

 

图 5 公交首末站设计示例 

3.5 出租、社会小汽车交通组织 

相对于常规公交，出租车、小汽车运行灵活，如不能很好组织，将造成混乱，给非法经营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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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之机。在我国经营者普遍自组织能力差的情况下，安排专职人员对出租车进行管理是必须的，小

的投入可以减少纠纷，提高交通效率。图 6 的出租车待客区、上客区设计虽显僵硬，但以人为本，

便于运输组织。 

 

图 6 出租车候客区设计示例 

出租车、社会小汽车同属小型汽车，对交通设施的要求差不多，它们的行和停可结合进行设计。 

图 7 给出了两个例子，有一定参考价值。应重视车辆下客区和上客区的设计，并与铁路客运站

进出口衔接好，便于出租车辆在客运站进口下客后再转移到出口接客，避免长距离绕行。 

  

图 7 出租车候客区、小汽车停车区结合设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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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交通稳静化（Traffic calming）技术的运用——减弱人车冲突 

在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设计的过程中，减少人车冲突是重要目标，但人车冲突不可完全避免，为

此要采用交通稳静化的技术来减弱人车冲突，提高交通安全性。 

交通稳静化的首要目标是使车辆减速，为此可以采用车道缩窄、减速带、局部抬高车行道的措

施。例如在行人穿越车流处抬高车行道到与路缘石水平，方便行人而迫使车辆减速，减小事故发生

的机率。 

3.7 交通模拟手段的运用——辅助设计决策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设计不同于一般规划项目，粗放的设计思路已不能适应，规划设计要精

细化，对较复杂的枢纽尤其如此。为此要借助软件来模拟交通行为，协助决策。 

交通模拟不只要模拟车流，协助消除拥堵，还要对人流进行模拟，避免因发生局部的人流拥挤

而形成安全隐患、牺牲交通系统的整体效率。德国交通软件 PTV 提供了较好的人车模拟功能，可以

用来辅助规划设计决策。 

4. 推动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建议 

4.1 一体化的规划设计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不是简单交通集合体，1 加 1 大于 2，不同交通设施应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相互渗透的一体化状态，才能实现效益的最大化。要坚持诸功能整合的设计理念，抓住主要矛盾，

协调不同专业的需要，实现枢纽总体的最优，只有这样的成果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 

德国的交通枢纽设计理念包括换乘距离短、优化交通导向功能、减少交通交汇、透明的外形设

计、提高停留舒适度、提高服务水平、提高安全性等，很值得借鉴。 

4.2 强有力领导下的部门协调及决策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没有各部门的协同作战是不可能实现的。成立专

门的协调机构十分必要，同时这种协调必须是在充分讨论基础上的科学决策，不是只议不决、贻误

时机，为此主要领导挂帅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利于提高执行力。 

4.3 建设资金的保障和均衡使用 

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建设资金需求大，资金的保证对建设好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十分重要。铁路综

合客运枢纽建设的资金不只包括主体建筑的建设资金，而且包括配套设施的建设资金，只有保持资

金的均衡使用，才能实现系统各部分的协调，才能发挥最大的综合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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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家庄铁路枢纽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 

胡晶 

【摘  要】本文从梳理历史脉络的角度出发，总结不 同历史时期石家庄铁路枢纽这一主导因素对

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作用，这对于把握城市发展规律，构筑科学合理的城市空间形态框架，有效引

导城市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铁路枢纽；城市空间形态；石家庄 

城市空间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物化形式，是城市空间不断适应社会经

济发展和城市功能变化的物质空间表现。城市空间形态反映着城市的发展轨迹，是探求城市演变规

律的重要方面，与确定城市性质、发展目标和规模、各项建设用地功能分区布局以及各项系统的综

合部署等城市重大问题均有直接联系。对于不同的城市来说，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因素各不相同，

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因素也并非单一。对城市空间形态进行研究的最基本方法是从其历史发

展动态过程中寻找规律，研究分析影响其演变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机制。 

石家庄这座近代新兴城市与传统城市的产生途径不同，它并非由古代城市逐步演变而来，而是

随着二十世纪初期近代铁路的开通而形成并崛起的，是一个典型的“因路而兴”的城市。铁路枢纽

的形成直接促成了石家庄城市的产生，对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结构与功能的影响作用十分显著，并

具有长期稳定性，是影响石家庄城市空间形态的主要因素。 

1. 城市空间形态的内涵 

城市空间形态从城市空间的角度反映城市的形式与状态，其研究内容是物质空间形态及其影响

因素，从城市规划的学科特点和理解出发，城市空间形态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城市建成区的平面几何形状和轮廓：城市的外形和轮廓与城市的内外交通、产业发展和

土地价格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城市功能的平面组合关系：居住、工业和商业等不同用地功能的组合与布局，是城市规

划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 

第三，在城市平面几何形状和功能组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三维形态：既包含城市空间的平面要素，

也有城市建筑形成的空间高度、密度等立体内涵，还包括城市构筑物等物质实体的外在形象。 

2. 石家庄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 

石家庄的城市建设史是从近代开始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功能和结构的变化始终与铁路

枢纽的建设息息相关。从石家庄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历程来看，铁路枢纽对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起

着决定性的作用，是推动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主要动力，同时，铁路枢纽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在

不同时期也存在侧重。 

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京汉铁路和石太铁路的相继通车使石家庄从一个小村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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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小城镇。 

二十世纪初，石家庄还是一个面积不足 0.1 平方公里、仅有 200 户人家、600 余口人的小村庄。

1902 年开始，芦汉（京汉）铁路
①
和正太（今石太）铁路

②
相继修建和开通，成为石家庄由乡村向城

市迈进的诱因。 

随着石家庄铁路交通地位的提高，工商业、金融业、服务业等依赖便捷对外交通而发展的产业

得以全面兴起。石家庄城市完全是因铁路枢纽而形成，各类产业的发展也是依托铁路运输而发展起

来的，因此，住宅、商店、工厂等均以铁路枢纽为中心，逐步向周边蔓延拓展，并呈现出犬牙交错、

混合布局的形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仅铁路以西的街区面积就达到 1.8 平方公里，产业工人达

到 1.6 万人，银行、钱庄、工商企业等工商户约 230 余家，石家庄开始形成小城镇的雏形
③
。 

 

图表 8 1934 年石门拓展区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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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李惠民.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2007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家庄铁路枢纽逐步形成，石家庄成为河北省会和区

域中心城市，以客运站为中心向四周发展，主导方向为向西，城市开始出现功能分区。 

1941 年，石德铁路
④
的引入标志着石家庄铁路枢纽的形成，其交通功能得以进一步完善。1947

年石家庄解放，华北人民政府在此成立，标志着其政治中心地位的初步确立，随之其军事和经济地

位也逐步提升，成为这一地区新兴的中心城市。1955-1977 年间，石家庄铁路枢纽得以大规模建设和

发展，铁路枢纽设施的逐步完善意味着其交通地位的不断提升，石家庄在经济辐射、文化影响等领

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953 年，石家庄市纳入“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城市行列之后，为了指导城市建设而编制

了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1955—1975），规划人口 50 万人，城市用地面积 54 平方公里，规划形成

双中心结构，分别位于铁路东西两侧，以环形加放射的道路骨架连接城市各功能区，主要发展方向

为铁路以东。至 1975 年规划期末，石家庄市以纺织、医药、机械为主的工业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城

市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分别达到 50.2 万人和 48 平方公里，与国家建委和计委的批复要求基本吻合。

但是，城市发展方向和城市结构却与总体规划相差甚远，其主要原因是：客运站和广场等设施位于

铁路线西侧，缺乏东向出线的铁路，导致了铁路对东部广大腹地经济联系的弱化，在城市形成之初

便形成了以西为主导的发展方向，城市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因为人为的规划而发生逆转。一般

而言，火车客运站及其广场所在的一侧往往聚集大量的人流，利于形成繁华的商业地带，在城市化

初期城市规模尚没有突破单中心的影响范围时，铁路客运站所在一侧的区域往往会成为城市的中心

地区，而铁路线另一侧则会由于交通联系不便而发展缓慢，形态破败，这从众多铁路客运站周边的

城市形态中也可以得到佐证。1968 年，石家庄市取代保定成为河北省省会后，省政府和直属机关迁

入后均建在铁路以西，进一步引导城市大规模向西发展，与规划确定的向东发展背道而驰。由此可

见，铁路客运站对石家庄城市的功能布局和空间结构起着主导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的

发展方向。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石家庄铁路枢纽逐步扩容，城市以火车站周边地区为中心，

不断圈层式扩大。 

至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石家庄已经基本形成具有四个方向的十字形铁路枢纽，京广铁路与石

太、石德铁路在此垂直相交。铁路枢纽的逐步完善使其成为沟通南北的要冲，在全国的铁路运输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带来整个城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此时编制的两版规划都充分体现了铁

路枢纽对城市空间形态的重要影响作用，其中，第二期城市总体规划（1981-2000）在城市性质中明

确提出铁路交通枢纽的定位，城市结构以铁路客运站为中心，围绕火车客运站的周边区域为商业服

务，围绕中心区的是以居住和配套生活服务设施为主的生活区，工业区分布在城市南北两侧；1993

年 7 月完成的《石家庄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确定在主城区内形成“一轴一核三环”的用

地布局结构，“一轴”指由火车站北侧中山路和裕华路两条东西向交通干道及其中间地带所组成的

城市东西向发展主轴线；“一核”指火车站周边地区的商业商务中心；“三环”指主城区的一环、

二环和三环路。这两版城市总体规划都将铁路客运站及其周边地区作为城市的中心，体现了石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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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铁路枢纽城市的特点，在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城市结构、指导城市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

用。到二十世纪末期，规划提出的城市结构已经基本形成，城市的主要公共服务设施沿火车站北侧

的中山路、裕华路沿东西向发展，火车站周边地区成为商业商务功能最为集中的场所，是城市最为

活跃的区域。 

二十一世纪：铁路枢纽改造工程的实施将给石家庄城市空间形态带来新的深刻变化。 

二十世纪的石家庄是依靠铁路快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城市功能的

逐步完善，铁路枢纽开始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京广铁路、正太铁路和石德铁路均从市区

穿过，以火车站为中心，全市被铁路分割为四个区域，城市道路在与铁路相交处需要采取立体交叉

才能实现沟通，不仅给城市建设投资带来压力，也影响了城市的整体形象；另外，铁路也给沿线的

居民带来噪音干扰和灰尘污染，是城市中不适宜居住的区域。同时，城市始终以铁路枢纽为中心的

“摊大饼”式无序蔓延也影响着城市功能和结构的优化，不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为了更好的引导新时期城市的规划和建设，2006 年，在《石家庄市城市总体规划（1997—2010

年）》和《石家庄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研究》的基础上，政府组织编制了新一期的城市总体规划。

在这一轮的总体规划中，对新城建设和铁路客运专线选线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

轴、两翼、一心、两带”的城市结构，火车站周边现有的市商业中心、省行政中心、铁路客运新站、

市行政中心、文化中心等共同构成城市的中心。为了减少多年来铁路分割给城市带来的影响，规划

实施城市中心铁路入地工程，地面建设城市道路和带状城市公园，将火车站南移以带动南部地区的

发展，促进新的城市中心的形成。 

2009 年 4 月，石家庄铁路枢纽改造工程全面开工，伴随着铁路编组站的搬迁、京广客运专线的

穿城入地和新火车站的建设，“客进货出，穿城入地”的规划思路将得以实施。铁路枢纽的改造将

会给石家庄的城市结构带来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原火车站及其周边区域将不再受京广铁路线的阻

隔和干扰，不仅能够进一步优化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还能辐射更大区域，进一步发挥其城市

中心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高速铁路的建设，铁路枢纽的运行效率和运输能力都将得到大幅的提

升，铁路客运新站将成为城市新的触媒，催生商务办公、旅馆会展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城

市南部地区的建设，形成新的城市增长极。铁路枢纽的改造将为城市建设拉开骨架，城市空间形态

的优化也会为城市功能的提升提供空间支持，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 石家庄枢纽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作用 

从石家庄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作为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主导因素，铁路枢纽

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铁路枢纽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

逐步深入，铁路枢纽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铁路的开通促成了石家庄从村庄向小城镇的转变，这一时期

铁路对城市空间形态三个层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层次，即城市平面几何轮廓的扩展上，随着时

间的推移，城市建成区呈现圈层式增长的态势。铁路并没有对用地功能布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体现

在铁路客运站和货运站周边用地混杂，并没有出现功能上的明显分区。分析其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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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和商业以家庭经营为主，生产和生活紧密关联，且规模较小，没有形成功能上的相互剥离。

同时由于尚处于城市集聚初期，用地需求量不大，而平面蔓延比竖向延伸成本要低，因此，铁路对

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在建筑高度和密度上也并没有突出的反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时期铁路枢纽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不仅体现在

城市空间的快速蔓延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发展的主导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铁路枢纽对城市

空间形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上，一方面，城市以火车站为中心不断圈层式扩大，

并以火车站所在的西侧用地扩展为主；另一方面，城市开始形成功能分区，商业不仅对人流和货流

集散有着强烈的依赖，同时相比工业和居住能够支付更高的地租，因此铁路枢纽周边区域以商业金

融用地为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二十世纪末：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三十年，随着铁路枢纽在城市化进程中所

起的作用逐步增大，石家庄铁路枢纽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更加深入，不仅在平面几何扩展、用地

功能组合上有所体现，更反映在城市三维空间上，尽管石家庄整体空间骨架较大，建筑高度和建筑

密度普遍不高，但火车站两侧道路中山西路和裕华路两侧用地仍然是城市中建筑高度最高、建筑密

度最大的区域。 

表格 3 不同历史时期铁路枢纽对石家庄城市空间形态不同层次的影响 

年代 几何平面 功能布局 立体空间 

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

纪四十年代 

城市建成区分布在火

车站周围，并逐步扩

大。 

城市用地功能混杂，没

有明显的功能分区，铁

路枢纽对功能布局的影

响不明显。 

建筑低矮，密度

不高。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城市以铁路枢纽为中

心不断圈层式扩大，

铁路枢纽是城市用地

蔓延的主导因素，拓

展空间以火车站所在

的西侧用地为主。 

铁路枢纽对城市功能布

局产生影响，城市逐步

形成功能分区，铁路枢

纽周边区域以商业金融

用地为主。 

城市整体空间平

缓，城市竖向增

长较为平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至

二十世纪末 

城市继续向周边蔓

延，铁路枢纽不再是

促使城市扩展的唯一

主导因素，东侧用地

扩展明显。 

铁路枢纽周边区域逐步

形成城市商业中心。 

铁路枢纽地区是

城市中建筑高度

最高、建筑密度

最大的区域。 

综上所述，在城市形成初期，铁路枢纽对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用地几何平面空间的

拓展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对枢纽周边乃至整个城市的功能分布产生影响，铁路枢纽周边地区会

由于商业服务业的繁荣而成为城市的中心；到城市化加速时期，铁路枢纽的区位优势会更加明显，

会对城市用地拓展、功能布局和立体形态等三个层次均产生影响，铁路枢纽地区的空间高度和景观

形象都会明显区别于城市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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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石家庄铁路枢纽对城市几何平面的影响作用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铁路枢纽对石家庄城市几何平面的影响是最为持续和深远的，从城市形

成之初一直延伸至当代，具体表现在： 

首先，石家庄是随着铁路的开通形成的，铁路和客运站的快速建设拉动着城市的迅速发展。从

石家庄铁路客运站和城市建设情况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铁路枢纽的逐步建设带来石家庄交通地位

的提高，城市规模也得以逐步扩张，而随着城市人口和用地的拓展，客运站也不断改扩建以满足城

市发展的需要。 

 

图表 9 石家庄铁路客运站和城市建设历史沿革分析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其次，从石家庄火车站出现至今的一百年，石家庄始终以火车站为中心向四周圈层式蔓延，其

城市中心地位不可动摇。从历版的城市总体规划也可以看出，除 1955 年的一期总体规划之外，火车

站及其周边地区始终确定为城市最重要的中心，而该版规划确定的双中心城市结构最终并没有得以

实现，城市仍然是以火车站为中心向周围拓展，由此也可以看出，铁路枢纽是城市用地拓展的强大

触媒，对城市空间形态的重大影响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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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0 1902-2002 年石家庄市城市形态演变图 

资料来源：石家庄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图表 11 石家庄市各街道人口密度分布图 

资料来源：石家庄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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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 石家庄市历版总体规划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石家庄市历版总体规划自绘 

5. 石家庄铁路枢纽对城市功能布局的影响 

城市化初期，铁路枢纽对城市功能布局的影响并不明显，这个阶段的城市各项功能趋于混合，

尚没有明显的分区。铁路枢纽对城市功能布局的影响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随着城市规模的

扩张，城市用地功能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分离，逐步在城市范围内形成功能分区。 

凭借铁路枢纽疏散人流、物流的强大区位优势，石家庄火车站及其周边地区聚集着大量的商业

设施，是城市中商业最为发达和活跃的地段，不仅服务于石家庄，还覆盖华北、东北、西北的广大

地区，其影响和带动作用已经辐射到整个华北区域。火车站地区外围分布着大量以居住为主、相应

配套服务设施为主的居住区。工业则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 

6. 石家庄铁路枢纽对城市立体空间的影响 

总体来说，石家庄城市空间骨架拉的较大，在高度上较为低矮平缓，尽管如此，在城市化进程

进入加速时期后，铁路枢纽对立体空间形态的影响还是发挥了十分显著的作用，表现在火车站邻近

的中山路和裕华路两侧是城市中建筑高度最高、建筑密度最大的区域，火车站周边地区的容积率也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739 

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根据既往对国内外其他城市类似的研究，铁路枢纽对城市三维形态的影响在城市化加速后期和

后城市化时期会表现的更加明显，也就是说，随着石家庄城市化的推进，铁路枢纽会对周边建筑高

度、建筑密度等继续产生影响，铁路枢纽周边开发的高强度、高密度特征会体现的更加突出。 

 

图表 13 火车站周边区域高度分析图（橘色区域为城市高密度高容积率地区）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7. 结语 

正如吴良镛教授所说，“城市形态的探求不仅是模式的追求，而是一种发展战略，它来自更高

的目标的追求。”本文通过对石家庄城市空间形态历史演变规律的研究，揭示了不同历史时期铁路

枢纽这一主导因素对城市功能和结构的影响作用。通过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能够准确的把握城市发

展的实质，为城市未来建设进行科学的引导和控制，然而，影响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因素也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出现主次易位和利弊转换，必然会出现新的值得关注的内容，因此，对城市演变规律的

研究需要建立在动态性的基础上，通过持续的研究适时的为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从现阶段来看，石家庄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空间形态结构正处于急剧的重组过程中，同

时也面临着铁路枢纽改造的重大机遇。因此，石家庄应该抓住铁路枢纽改造和城市空间重构的契机，

正确处理好铁路枢纽周边设施布局、用地结构、铁路交通与城市交通的关系等关键性问题，并充分

认识到铁路枢纽多功能、全方位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实现铁路枢纽和城市在空间形态上多层次、

立体化的渗透与融合，使铁路枢纽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引擎和触媒，推动石家庄社会和经济的快速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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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芦汉铁路原指芦沟桥至汉口，1900 年由芦沟桥修至北京后改称为京汉铁路，也称平汉铁路，

是我国中部的南北交通大动脉，1905 年全线通车，在政治、经济、军事中均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957

年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后，与粤汉铁路合称京广铁路。 

②正太铁路起于石家庄，经获鹿、井陉、阳泉、寿阳、榆次而达到山西省会太原，是华北主要

交通干线之一，工程始于 1904 年，完成于 1907 年，后更名为石太铁路。 

③20 世纪 30 年代正是我国近代城市建制酝酿的时期，尽管此时石家庄村已经形成了小城镇的

雏形，但其周围工商业人口还不足一万，不能满足设市条件。获鹿县将铁路以东的休门、栗村合并

在内，使这个新市政人口达三万，并以石家庄与休门两个村村名中各取一个字，称为“石门市”。 

④石德铁路横贯河北省中部平原，自石家庄东至德州，全长 180.7 公里，是平汉及津浦两大铁

路干线之间的一条重要联络线，1940 年开工，1941 年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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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轨道交通枢纽地区规划编制研究 

——以江苏省为例 

曹国华  戴霄 

【摘  要】城际轨道交通对城镇和产业的布局、城市发展方向和空间结构、枢纽地区土地利用和综

合开发等具有重大影响。大力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大运量公共交通已成为江苏省城乡集约发展、

节能减排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本论文贯彻“交通引导发展”理念，基于城际轨道交通功能定位与

技术标准分析，应对江苏省城市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构建的需要，将枢纽地区规划分为枢纽地

区城市规划和枢纽核心区交通规划两个层级，分别提出枢纽地区城市规划和枢纽核心区交通规划的

编制范围、内容和技术要点。 

【关键词】城际轨道交通、城市规划、交通规划 

1.  背景 

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 年调整)》提出在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长株潭、

成渝以及中原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关中城镇群、海峡西岸城镇群等经济发达和人口稠密地区建设

城际轨道交通客运系统，覆盖区域内主要城镇。江苏省处于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为促进城镇空

间紧凑多样化发展，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以适应区域客运需求快速

增长，已将发展城际轨道交通方式作为未来交通运输发展一种必然选择。2009 年 7 月江苏省省委、

省政府在泰州召开全省铁路建设工作会议，提出要抓住机遇，加快建设，推动江苏铁路建设大发展

大跨越，到 2012 年使全省铁路营运总里程达到 3200 公里以上。由于区域城际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

城乡空间和综合交通体系的优化完善具有重大影响作用，为了抓住城际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机遇，

发挥城际轨道交通对城镇功能和布局的积极影响，江苏省将以轨道交通为重点，规划构建高效运作

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作为城市规划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2009 年 4 月份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在南京组织召开了全省城市铁路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工作会议，要求各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履行

好城乡规划职责，做好综合客运枢纽布局规划。 

根据国内外经验,城际轨道交通客运枢纽一方面作为城际客流、经济流转换的节点，另一方面也

是影响城市形态、功能布局、土地利用的重要因素。从欧洲、日本等国家与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

城际轨道交通能有效地促进人口和产业的疏散，引导城市空间和土地利用布局重塑，支撑城市群内

多个城市个体之间的经济联系。国外关于城际轨道交通客运枢纽地区规划的研究及实践较多，但是

由于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只能作为参考。20 世纪末至今，国内学者开始关注高速铁路、城际轨

道交通对区域城镇空间的影响，主要从宏观角度探讨城际轨道客运系统修建对区域可达性的影响，

并认为新型城际轨道客运系统将会对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人们生活、交通运输带来深远的影响。

但是目前国内进行的研究尚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与方法，其系统性和深度均存在不足，且更多的是

关注理论方面的研究，而对可操作性方面的关注不够。因此，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工程实际应用相

结合，对城际轨道交通客运枢纽布局规划编制体系展开研究，旨在加强轨道交通及其枢纽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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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对于指导我省面临的城际轨道交通加快建设是非常迫切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城际轨道交通功能定位和技术标准 

我国正面临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大发展时期，然而，目前对于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仍然缺乏统

一认识，其技术标准和制式选择也需要进一步明确界定。如京沪客运专线设计时速为 350 公里/小时、

沪宁城际轨道交通的设计速度达到 300 公里/小时，而目前现有京沪国铁动车组的速度也已达到 200

公里/小时以上，严格意义上来讲，三者均已达到高速铁路的标准。其次，市域轨道交通与城际轨道

交通、城市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技术标准、制式选择上也需要进行明确的界定。再者，随着区域

和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逐步完善，需要考虑到不同轨道方式之间的联合运营，以放大轨道交通运营

线网效益，各类轨道交通技术标准、制式选择也需要考虑网络运行的要求，做好预留控制。参照国

外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本文提出将轨道交通体系划分为高速铁路、城际轨道、市域轨道和城市

轨道四个层次： 

高速铁路：国际上高速铁路一般指运营速度在 200 公里/小时以上的客运专线铁路，主要服务于

全国范围内中长途旅客运输。除京沪高速铁路外，目前我国习惯称这类铁路为客运专线。 

城际轨道：适宜在城镇密集地区建设，联系区域范围内各城市，服务于城市间公务、商务、旅

游等出行，如沪宁城际轨道、京津城际轨道等。 

市域轨道：一般在大城市都市圈范围内围绕中心城区建设，服务于都市圈外围到中心城区内通

勤交通，如南京、苏州、无锡等城市规划的市郊铁路等 

城市轨道：一般在城市市区或大城市都市区范围内建设，服务城市内部客运交通，主要包括地

铁、轻轨等。 

根据轨道交通的不同功能定位，可将轨道交通客运枢纽分为国家级客运枢纽、区域级客运枢纽、

地区级客运枢纽和一般客运枢纽四个层次。国家级轨道客运枢纽可以是服务全国范围的高速铁路客

运站，如上海站；区域级轨道客运枢纽可以是服务区域范围的高速铁路客运站或城际轨道客运站，

如苏州高铁站、苏州园区站；地区级客运枢纽可以是服务于一定地区范围的城际轨道站；一般客运

枢纽可以是服务于周边片区范围的市域轨道站或城市轨道站点。可以看出，城际轨道交通枢纽功能

定位介于国家级枢纽与一般枢纽之间，城际轨道枢纽可以与高速铁路枢纽共站，形成综合性对外枢

纽。同时也可与城市轨道站点共同设置，承担城市内部综合交通枢纽的功能。 

表 1 轨道交通技术标准及枢纽设置要求 

分 类 功能定位 技术标准 枢纽设置要求 

高速铁路 中长途客运 200 公里/小时以上 
一般站距 50 公里以上，中心

城市设置 

城际轨道 中途客运 120~180 公里/小时以上 
一般站距 10~20 公里，主要

城镇和大城市主要片区设置 

市域轨道 都市圈通勤出型 不高于 120 公里/小时 一般站距 2~5 公里 

城市轨道 城市内部客运 
地铁不高于 80 公里/小时 

轻轨不高于 70 公里/小时 
一般站距 0.8~1.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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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际轨道交通枢纽规划编制体系 

3.1 城际轨道交通枢纽功能分析 

城际轨道交通是一种行车组织公交化、行车速度较高、换乘便捷和运输服务科技含量高的交通

方式。城际轨道客运枢纽功能的定位需要综合考虑区域、城市及站点地区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因素，

从不同层面分析站点的定位和功能分担。首先，城际轨道客运枢纽应当服务于区域城市之间的交通

需求，应从区域层面进行分析和判别其是否承担区域性交通枢纽功能；特别是一些与区域及城市其

他交通方式相互接驳，换乘集散量较大的站点，它们可能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分析其所承担着的功能，

并结合枢纽地区其他交通方式的建设时序提出分阶段的功能定位，并为未来功能定位的转变预留可

调整的空间。其次，城际轨道运行的公交化模式必然刺激城市内部跨区出行需求向其转移，而且随

着运营信息化程度的提高和票制票价的完善，城际轨道交通的城市交通功能将日趋突显。另外，基

于城际轨道客运枢纽建设带来的城市及地区对外交通条件的提升，以及以城际轨道客运枢纽为核心

的客运换乘枢纽的形成，将促动了站点周边地区的城市开发。因此，一方面，城际轨道客运枢纽的

建设对于站点周边的土地利用性质的转变、土地开发强度的提高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应该进行将

土地利用和交通进行整体规划；另一方面，城际轨道客运枢纽应配备的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

常规公交等均可以通过设施共享，方便未来地区间商务、公务、旅游等出行以及周边居民使用。 

城际轨道交通枢纽对于周边不同距离范围内的影响程度、主导交通方式等存在差别，因此有必

要对枢纽周边地区进行分区，并对不同区域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本文将城际轨道交通枢纽周边影响

区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枢纽核心区、枢纽地区和枢纽周边地区：将枢纽周边各类交通配套设施所构

成的区域作为枢纽核心区，即通常所说的站区，枢纽核心区规模根据枢纽客流量规模确定；将直接

受到枢纽影响，为枢纽提供商业、居住等配套设施的用地区域作为枢纽地区，一般以步行 5-10 分钟

左右可达区域作为枢纽地区范围，通常为 500-1000 米半径；将枢纽所影响的城市功能片区作为枢纽

周边地区，其范围根据城市空间结构、用地条件等因素确定。 

3.2 城际轨道枢纽规划编制体系分析 

根据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意见（苏政办发〔2009〕30 号）》

文件要求，综合客运枢纽的规划建设主要包括规划层面和实施层面两个方面。规划层面包括单个客

运枢纽布局规划、客运枢纽周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客运枢纽体系规划三个方面。其中由于

枢纽直接影响区域包括枢纽核心区与枢纽地区，因此单个枢纽布局规划包括枢纽核心区交通衔接规

划以及枢纽地区的城市设计两个部分内容；客运枢纽周边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城市层面的功能

片区规划，适宜单独进行编制；客运枢纽体系规划作为城市层面规划，可在城市总体规划和综合交

通规划中予以解决。 

各层次枢纽规划的范围及要求如表所示，下文将以枢纽核心区交通规划和枢纽地区城市规划编

制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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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层次城际轨道交通枢纽规划编制范围及要求 

类型 功能和范围 规划类型和要求 编制要求 

枢纽核心区 
交通转换功能区，即

站区范围 
交通规划 

作为单个枢纽布局规

划的主要内容 
枢纽地区 

枢纽直接影响范围，

一般为步行 15 分钟

可达区域 

城市规划，达到城市

设计深度 

枢纽周边地区 城市层面的功能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 单独编制 

城市 城市范围 枢纽体系规划 

在城市总体规划和综

合交通规划中予以解

决 

4.  城际轨道枢纽核心区交通规划 

城际轨道交通枢纽核心区应全面分析枢纽核心区所组成的交通要素，构建以步行为核心、公共

交通为主导的交通体系，加强城际轨道交通与其他区域性交通方式、城市交通方式之间衔接。区域

交通设施包括城际轨道交通、汽车客运站、旅游集散中心等；城市交通设施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快

速公交和常规公交、出租车停靠站、小汽车停车设施、步行交通等。核心区交通规划应对汽车客运

站、旅游集散中心、常规公交、出租车停靠站、小汽车停车设施、步行交通等进行统筹安排。已规

划和拟规划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的城市，还要考虑轨道交通、快速公交与城际轨道客运枢纽的

连通。 

中心区

其它地区

周边城市
轨道交通、公交车、

小汽车、出租车

轨道交通、公交车、
小汽车、出租车

步行
自行车

长途汽车、小汽车

 

图 1 城际轨道交通枢纽客流换乘概念示意图 

枢纽核心区交通规划的主要编制内容包括枢纽客流预测、设施规模预测、设施布局规划和交通

组织设计等。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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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枢纽核心区交通规划编制流程示意图 

4.1 客运枢纽转换客流预测 

根据枢纽功能定位科学预测转换客流量，首先根据枢纽交通需求特征确定所需的客流集散方式，

一般由客流出行目的和出行范围确定；其次以公交优先为原则，通过类比分析，确定各交通集散方

式的分担率及各方式间换乘强度；最后将枢纽总客流量根据客流集散方式分析计算得到各交通方式

之间的换乘 OD。 

根据各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量的大小，可将各类换乘分为强换乘、弱换乘和不换乘三类，对于

三类换乘地设施配置分别提出不同要求：优先保障强换乘方式之间联系，交通设施尽可能邻近布局。

对于弱换乘、不换乘的交通方式尽可能分开布局。尽可能地使轨道交通的站厅或出入口靠近铁路站

台及出入口，设置换乘通道，通过整合票制票价，加强铁路客运站与城市轨道交通的站内换乘。 

4.2 枢纽核心区交通设施规模预测 

枢纽核心区交通设施包括城际轨道交通站房、步行交通设施以及公交、出租、小汽车、客运站

等交通配套设施。交通站房及步行设施规模主要采用交通容量法，满足高峰小时客流集散的空间需

求；公交、出租、小汽车、客运站等交通设施规模主要采用运输能力供需平衡法，满足高峰小时客

流集散的运输能力要求。 

  

现状分析及经验借鉴 

枢纽客流预测 

设施规模预测 

设施布局规划 

交通组织设计 

功能定位 

客流量预测 

换乘量预测 

站区交通组织 

周边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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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类交通设施规模预测方法及规模要求 

设施名称 交通需求 预测方法 规模要求 

城际轨道交通站房 进出客流量 交通容量法 
满足付费区及非付费区的

步行空间需求 

汽车客运站 换乘客流量 运输能力供需平衡法 满足日客流量发送需求 

城市轨道交通 进出客流量 运输能力供需平衡法 满足高峰小时客流需求 

快速公交 换乘客流量 运输能力供需平衡法 满足足够的线路运营 

常规公交 换乘客流量 运输能力供需平衡法 满足足够的公交线路运营 

出租车停靠站 换乘客流量 运输能力供需平衡法 满足高峰小时出租车需求 

小汽车停车设施 换乘客流量 运输能力供需平衡法 满足高峰小时小汽车停放 

步行交通设施 
集散客流量 

换乘客流量 
交通容量法 

满足集散客流和换乘客流

的步行空间需求 

4.3 枢纽核心区交通设施布局规划 

“以人为本，便捷换乘，带动开发”是城际轨道枢纽设施布局的指导思想，而其中，实现站区

客流的快速集散功能是首要的，因此对于以人为本的“便捷换乘”更加需要重视。遵循这一目标导

向，在进行设施布局时需要设定目标函数用以指导和评价设施布局的效果，本文将目标函数设定为

站区内各交通方式之间乘客集散和换乘步行距离（成本）Z 最小。目标函数的表达式如下。 









m

ij

ijijij

m

i

dcfZ
1

1

1

min

 

其中： ijf
为站区各设施间乘客移动单位距离的成本； ijc

为站区各设施间的乘客流动量； ji, 为

站区内设施的种类。 

基于以上目标，枢纽交通设施布局需遵循“公交优先、换乘便捷、交通分离、系统开放”的原

则。在城际轨道站点地区交通设施配置上需要采用集约化的交通设施布局模式，这主要体现在各类

交通场站设施布局上在平面上的相对集中和共享，同时需要结合立体空间上的交通组织方式，考虑

机动车设施、步行设施、换乘通道等各种交通设施之间的立体分离和联系。例如可以考虑采用“以

人行通道为轴，公交为核”的布局模式，通过地下人行步道和自动扶梯与地面公交（常规公交和快

速公交）站台垂直换乘，同时在地下一层的两侧布置出租和社会停车设施，并与城市轨道负一层站

台连通，可实现城市地铁的换乘。 

4.4 枢纽核心区交通组织设计 

城际轨道站点地区是一个综合型的交通换乘枢纽，交通方式繁多、交通换乘复杂，因此有必要

进行交通组织设计以保证枢纽核心区的交通顺畅，总体上可将“功能明确、流线明晰、安全通畅”

作为枢纽核心区的交通组织目标。 

枢纽地区交通组织设计包括换乘交通组织和交通流线组织两部分： 

在换乘交通组织中，要合理剥离和疏解站区的到达性交通与过境交通，客运交通与货运交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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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合理的进行地面、地上、地下立体交通，公共交通与个体交通，动态交通与静态交通以

及步行交通组织与相互转换。另外，在站区各种交通方式的流线组织中应提倡和体现公交优先思想，

从设施布局到交通组织，都应优先满足公共交通客流的最佳集散换乘要求。 

在交通组织流线设计中，应保证各种交通流的连续、分流和有序，结合换乘设施布局，流线明

确简洁，减少空驶绕行距离；并充分考虑人车分离，减少车流与乘客步行流线的冲突；适当组织单

向交通，分离到达和离去交通流，避免混杂和相互干扰；给予特定交通方式相对独立的交通行使空

间，使不同特征交通流功能区相对独立，交通流线纯化，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5. 城际轨道交通枢纽地区详细规划 

城际轨道交通枢纽地区规划为城市规划范畴，规划深度以城市设计为标准。主要内容包括经验

借鉴、功能定位、总体空间结构、建筑与空间布局、水系与绿化系统、景观与环境设计、交通与竖

向规划、地下空间利用、市政工程管线规划和管线综合等。 

 

图 3 枢纽地区详细规划编制流程示意图 

5.1 枢纽地区功能定位 

要充分认识客运枢纽对产业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利用的意义和影响，除交通转换的功能

外，还应强化客运枢纽对城市服务功能，明确客运枢纽在交通、产业、用地和景观方面的功能定位

和作用。准确把握铁路综合客运枢纽对城市空间布局、土地利用的深远影响，科学划定枢纽地区的

范围，加强枢纽地区的建筑、交通、景观环境以及地下空间的整体规划。 

经验借鉴 

功能定位 

总体空间结构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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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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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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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枢纽地区总体结构 

在枢纽地区功能定位的基础上，从有利于提高整体空间质量的角度进行功能布局，提出站点地

区与周边区域，以及各功能分区之间的联系结构，确定土地使用和各类活动空间。 

5.3 枢纽地区用地布局规划 

5.3.1  规划原则 

坚持集约用地、节约用地的原则，依据枢纽地区的功能定位，合理确定枢纽地区总体结构。结

合枢纽地区用地的兼容性，鼓励枢纽地区综合开发，在枢纽主体设施内部以及枢纽地区布置商业、

商务、文化、旅游等功能，实现枢纽地区交通功能与土地利用功能的统一和协调。 

5.3.2  规划条件 

明确枢纽地区商业、商务、文化、旅游等各项设施的建设规模，合理确定建筑与空间布局。各

个地块的容积率、高度控制指标应符合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依据枢纽地区功能定位、公共空间、景观

环境、交通引导发展等提出的规划条件。 

5.3.3  建筑和景观规划 

枢纽地区规划要体现景观和空间特色，对建筑空间进行整体设计，展示城市形象；同时，运用

行为学的方法，加强对人的活动的组织，在景观建设的同时，给人以舒适、便捷的体验。 

5.3.4  交通和竖向规划 

枢纽地区应重视地下空间利用规划，系统安排城市轨道交通、地下停车、行人过街通道、地下

商业、人防等设施布局，形成合理地下空间利用规模和结构。枢纽地区地下空间应与枢纽核心区地

下空间相连通，并做好地上、地下空间利用和各类设施的衔接。 

5.4 枢纽地区规划实施时序 

应制定实施时序、投资计划和管理计划，在实现交通功能的同时有序推进枢纽地区建设用地的

开发。对枢纽地区服务业用地尽早预控，保障城市整体利益。 

6. 结语 

城际轨道交通枢纽布局规划是一项综合规划,对于城市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江苏省各城市需要

紧紧把握轨道交通快速发展的机遇，在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国家和省轨道建设发展

规划的指导下，充分借鉴学习国内外成功经验,确保规划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前瞻性。规划应将宏观

与微观相结合，合理确定城际轨道交通枢纽的规模和功能；结合科学的客流预测结果，统筹安排枢

纽核心区交通设施布局，优化交通组织方案，构建高效运作的交通衔接体系；统筹枢纽地区用地布

局，推进综合开发，节约土地、空间和其他公共资源；合理确定规划实施时序，推进规划有序实施，

提高规划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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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轨道客运枢纽布局规划研究 

陈宗军 夏胜国 

【摘  要】针对目前城际轨道发展带来的客运枢纽建设，文章首先对城际轨道客运枢纽的等级进行

了划分；接下来将研究的范围进行了明确，分为枢纽核心区以及枢纽周边地区；其中核心区主要研

究各类交通设施的优化布局，包括交通设施的配臵、换乘客流量的预测、交通设施规模、枢纽布局

模式以及枢纽的交通组织五个方面；而枢纽周边地区则重点分析不同等级枢纽周边用地的布局模式

以及开发强度；最后借助沪宁城际轨道苏州工业园区站的案例对以上分析方法进行了初步应用。 

【关键词】城际轨道 客运枢纽 布局规划 交通规划   

客运枢纽是一个城市的主要客流积聚场所，是多种交通模式转换的连接处，同时也是城市的主

要门户。在目前沿海地区新一轮城际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情形下，城市的客运枢纽面临重要调整。

在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趋势下，如何利用城际轨道交通（尤其是轨道站点）的建设带动城市的发展

是必须要进行深入研究的课题，其中既包括对客运枢纽交通设施布局的研究，同时也包括枢纽对城

市用地发展的研究。 

1. 客运枢纽等级划分 

城际轨道客运枢纽依据枢纽外部可达性、枢纽服务范围、枢纽所处交通走廊等级、枢纽内交通

方式综合程度等可划分为三个级别，分别是区域级客运枢纽、地区级客运枢纽和一般客运枢纽。 

区域级客运枢纽是区域范围内的交通转换点，承担与区域范围内主要枢纽的快速联系功能，一

般位于主要客运走廊上，具有高速铁路、干线铁路、城际轨道、大型长途汽车站等大型对外交通设

施，结合城市内部综合客运形成的大型换乘枢纽；地区级客运枢纽是具有干线铁路、一般长途汽车

站、城际轨道的主要站点，主要承担一定地区范围内居民对外交通出行功能，和城市内部以及区域

级枢纽有快速交通联系；一般客运枢纽是一般城际轨道交通车站，主要承担小范围区域内居民的对

外交通出行，服务范围一般为特定的片区，与以上两级枢纽应有快速交通联系。 

2. 研究内容分析 

城际轨道客运枢纽布局规划研究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核心区交通系统规划以及枢纽周边地区

用地规划。 

枢纽核心区是指以交通功能为主的区域，一般来说，该区域是以步行 5 分钟（约 300 米）为界

限的活动圈。枢纽核心区是枢纽内客流最为集中的区域，该范围内以优化布局各类交通设施为主，

以为各种交通方式之间提供便捷的换乘。 

枢纽周边地区是指枢纽核心区以外城际轨道交通直接影响到的一定范围，该范围内用地受城际

轨道站点建设的带动得到开发，其大小受枢纽的区位、等级等多种因素影响，不一而论。枢纽周边

地区规划需要在明确其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对用地性质以及开发强度进行综合考虑，保证与枢纽核心

区的合理衔接，同时充分利用好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带来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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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际轨道客运枢纽影响区划分 

3. 核心区交通系统规划 

枢纽核心区交通系统规划包括交通设施配置、换乘客流量预测、交通设施规模确定、枢纽布局

模式以及枢纽交通组织研究五个部分。 

3.1 交通设施配置 

各类枢纽由于服务功能上的差异，对交通设施的配置也存在较大差异。 

区域级客运枢纽是区域范围内主要的综合性大型枢纽，服务范围较广。因此在交通设施配置上

必须考虑满足长距离快速通行的需求，至少保证两种及以上的快速对外交通联系方式，保证与区域

内城市主要枢纽的便捷沟通；在城市内部交通集散方式上，要求配置城乡公交设施，增强枢纽对周

边乡镇的辐射，同时要求积极引入大容量快速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城市轨道以及快速公交 BRT。 

地区级客运枢纽是区域级换乘枢纽的重要补充，主要服务于一定地区范围内居民对外出行的需

要。因此在交通设施配置上主要满足地区范围内的交通便捷通达，除了保证必要的对外交通联系以

外，更多的考虑地区内交通联系，与地区内部客运枢纽保证便捷沟通。在城市内部交通集散方式上，

要求配置城乡公交设施，增强枢纽对地区内乡镇的辐射，同时要求积极引入大容量快速公共交通系

统，与普通公共交通之间必须做好充分衔接。 

一般客运枢纽服务范围一般为特定的片区，主要承担小范围区域内居民的对外交通出行。在交

通设施配置上主要考虑枢纽对片区的影响，保证与片区主要客流集散点之间的联系。在交通集散方

式上，主要考虑与普通公共交通之间的衔接。 

3.2 换乘客流量预测 

城际轨道客运枢纽的主要换乘形式包括对外交通之间的换乘以及内外交通之间的换乘。 

对外交通之间的换乘交通流实际上就是长途中转客流，如城际轨道与铁路客运及城际轨道与公

路长途客运之间的换乘等。长途中转客流的大小与城市在区域的区位、区域综合运输网络的布局等

有着密切的关系。 

内外交通之间的换乘是城市交通与对外交通之间的衔接问题，实际上是交通方式选择的问题。

枢纽核心区 

`枢纽周边地区 

300 米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752 

可根据枢纽中对外交通的集散交通量，通过预测各种交通方式分担率，得到各交通方式换乘量。内

外交通的换乘预测是枢纽换乘交通量预测的重点问题，目前国内外有众多学者均对其进行了相关研

究，包括基于用户效用最优预测模型、基于系统成本最优预测模型以及双层规划预测模型等等（城

市综合客运枢纽换乘组织模式分析）。 

3.3 交通设施规模 

客运枢纽设施规模是客运枢纽规划设计的重要内容，在规划设计时，应根据枢纽的客流规模及

换乘方式结构进行专门设计，以满足枢纽内各种客运交通方式的需要和乘客舒适、快捷的出行要求。 

客运枢纽内的停车设施主要包括公交首末站、小汽车停车场和出租车停车场等。枢纽站内的公

交首末站停车用地，可根据高峰小时公交换乘客流量、公交车载客数、发车间隔等因素确定；小汽

车停车场的规模主要与高峰小时小汽车停车换乘的客流量、小汽车的平均载客数以及停车场的周转

率等相关；出租车停车场规模确定的方法与机动车停车场规模确定的方法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参数

的选取上，特别是平均载客数和停车场的周转率指标。 

3.4 枢纽布局模式 

枢纽内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布局可以分为平面布局模式以及立体布局模式。 

停车场
公交

首末站

客运站
城际轨道

站房

     

地上层

地面层

地下层

高速铁路站台

公共交

通场站

出租车

场站

地铁

站台

小汽车

停车场

 

图 2  枢纽平面布局模式示意图           图 3  枢纽立体布局模式示意图 

3.4.1  平面布局模式 

平面布局模式中，各种交通方式一般较为集中，乘客换乘组织较为简单，其建设投资小，且工

程技术要求不高；但是这种模式中，由于各类设施均分布在一个平面上，占地相对较大，在枢纽规

模不大，设施配置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较为适用。这种布局模式适用于一般客运枢纽，尤其是位于城

市外围区或者乡镇的一般客运枢纽。 

3.4.2  立体布局模式 

立体布局模式中，各类交通设施分布在不同层面上，能够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占地相对较小。

立体布局模式是目前大型综合客运枢纽的发展趋势，对于区域以及地区级客运枢纽，由于内部集中

了多种交通方式，考虑到枢纽综合开发以及资源合理利用的需求，结合轨道交通场站建设，对各类

交通设施进行整合，将枢纽建设成为综合立体枢纽是必要以及可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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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枢纽布局中，由于各类交通设施布局在同一综合体内，两种交通方式之间一般需要通过立

体换乘，枢纽内部交通组织较为复杂，各类交通流之间的冲突较为集中，容易造成局部区域出现交

通瓶颈。 

3.5 枢纽交通组织 

枢纽内部交通组织决定了枢纽使用的功能水平，同时也是决定枢纽站房建筑方案最主要的因素

之一。枢纽内交通组织根据空间位置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内部交通组织以及内外交通组织两个部分。 

内部交通组织主要是对枢纽内部的人流和车流进行组织，以实现枢纽内乘客的快速换乘。具体

要求包括：①明确枢纽内各类换乘客流的重要度；②枢纽内标志指示设置清晰；③专用通道设置合

理；④车流简洁顺畅；⑤人车分流，减少冲突。 

内外交通组织主要是分析枢纽出入口的设置问题，使得内部交通流与外部路网服务能力相匹配，

能够在干扰最小、绕行最短的前提下最快的融入到交通网络中去。具体要求包括：①快速便捷、绕

行距离短；②压力分散；③对主干路干扰小，相互干扰小；④能力匹配；⑤灵活替代，可靠性强。 

4. 周边地区用地规划 

各类枢纽由于功能定位上的不同，其周边用地在布局上也存在较大差异，区域级客运枢纽周边

用地在功能上主要为更大的区域范围服务，形成区域级公共服务中心，在设施规模以及等级上要求

较高；而地区级以及一般客运枢纽周边用地则主要为特定地区服务，多形成市级或区级公共服务中

心，因此其设施规模以及等级相对较低。 

4.1 区域级客运枢纽周边用地布局模式 

该类枢纽主要承担对外交通或大型交通换乘功能。该类枢纽作为城市交通门户，其周边的用地

控制与开发是由交通功能，特别是对外交通功能派生而来。该类枢纽周边依托交通功能，布置商业

办公设施，为中高强度开发，包括为交通功能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作为重要节点为周边更大

区域服务的商业、办公设施。 

 

图 4  区域级客运枢纽周边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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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区级和一般客运枢纽周边用地布局模式 

该类枢纽周边多为大型公共设施，为城市或分区服务，往往为市级或区级公共中心，具有交通

枢纽的特征。 

这些地区多为高地价支付能力的各类公共设施，且开发强度较大。其中枢纽核心区周边 0-200

米范围内，建议高强度开发，以商业金融设施为主导，可考虑商业、办公混合用地，结合枢纽向外

的步行通道；200-500 米范围内，建议中高强度开发，土地使用功能为商业、办公、文化娱乐以及住

宅，适宜较高的混合开发比例，住宅面积不宜过多；500 米范围以外，可布置适当的住宅，兼有商

业和办公的混合开发，开发强度低于前面分区。 

 

图 5  地区级以及一般客运枢纽周边用地布局 

5. 案例分析 

结合之前分析，以沪宁城际轨道苏州工业园区站为案例进行应用研究。 

5.1 站点周边概况 

沪宁城际苏州工业园区站是东西向的沪宁城际和南北向通苏嘉城际的换乘点，因此从大区域的

范围看，该站将是一个长三角范围内的大型城际换乘枢纽点，属于区域级客运枢纽。站点周边用地

以工业用地为主，是工业园区退二进三的重要地区。 

5.2 核心区交通系统规划 

5.2.1  交通设施配置 

结合上位规划以及工业园区站的定位分析，工业园区城际站内包含的交通方式包括沪宁城际轨

道、苏嘉杭城际轨道、公交首末站、小汽车停车场、出租车停车场等。 

5.2.2  换乘客流量 

工业园区站的换乘客流包括四个方面：与其它城市的换乘、与中心区的换乘、到达站点周边地

区的换乘以及与周边其它地区的换乘。各种换乘形式的基本交通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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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区

其它地区

周边城市
轨道交通、公交车、

小汽车、出租车

步行
自行车

长途汽车、小汽车

轨道交通、公交车、
小汽车、出租车

 

图 6 工业园区站客流换乘特征 

根据预测，工业园区站远期集散客流量将达 11.4 万人次/日。其中沪宁城际与苏嘉杭城际轨道之

间的换乘量将达到 3.14 万人/日。由于没有城市轨道线路接驳，参考国内外相关车站客流集散方式结

构，同时结合工业园区实际情况，确定城际轨道客流的集散以公交为主。 

表 1 远期工业园区站各方式间换乘客流量 

单位（人次/日） 城际轨道 公交 小汽车 出租车 周边非机动方式 

城际轨道 31400  22334  5736  6414  6894  

公交 22512  4868  300  0  8493  

小汽车 5736  300  0  0  0  

出租车 6232  0  0  0  0  

周边非机动方式 6743  8493  0  0  0  

5.2.3  交通设施规模 

根据站区换乘量预测，可以计算得到站区各类交通设施规模见下表。 

表 2 工业园区站交通设施规模 

设施类型 
站房（交通功能

使用面积） 

常规 

公交 

快速 

公交 

小汽车 

停车场 

出租车 

停车场 

规模（平方米） 5500 7000 4000 8000 2000 

5.2.4  枢纽布局 

考虑到苏嘉杭城际轨道的引入，枢纽采用了“以人行通道为轴，公交为核”的立体布局模式。

通过地下人行步道和自动扶梯与地面公交站台垂直换乘，同时在地下一层的两侧布置出租和社会停

车设施，并与苏嘉杭城际轨道负一层站台直接连通，可实现与苏嘉城际轨道的换乘。基本布局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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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地面层平面布局图             图 8 地下一层平面布局图 

5.2.5  交通组织 

站点交通组织总体上采用了“高进低出、人车分流、空间分离”的模式。 

城际轨道与公交的换乘：公交位于地面一层，城际轨道客流出站位于地下一层，通过地下人行

步道和垂直扶梯与地面公交站台直接连通，减少地面步行距离。 

城际轨道与出租车、小汽车的换乘：通过地下通道可与东西两侧的出租车待客区和社会停车场

实现换乘。 

   

图 9  公共汽车与社会车辆流线组织图 

5.3 站点周边用地布局规划 

 

图 10  苏州工业园区站点地区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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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以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中部布局交通设施、物业及综合商业开发，形成三个圈层。周边

第一圈层（200 米内）布局商务办公、商业、酒店；第二圈层布局居住、商业、酒店式公寓（200 米～

500 米内）；第三圈层居住、及针对性强的特色配套商业设施（500 米外），用地布局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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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的探索与提升途径 

孙永海  林群  黎岩  李锋 

【摘  要】本文分析提出我国内地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在土地政策、管理机制以及轨道工程建

设单位的策划能力等三个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总结近年来深圳轨道交通枢纽在土地政策、建设机

制以及规划设计上的探索实践，分析提出需进一步提升的核心问题。对枢纽综合开发的管理机制以

及培育轨道工程建设单位综合开发策划能力提出建议。 

【关键词】轨道枢纽，综合开发，土地政策，管理机制 

1. 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的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大力发展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时期，围绕轨道站点将形成不同层次的轨道

交通枢纽，对城市交通系统整合以及土地利用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1.1 枢纽综合开发对建设节约型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进行综合开发，不仅可以促进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还可以提高步行或非机

动车接驳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有效地减少能源消耗，节省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成本，符合我国土地

资源紧张、城市人口密度大等现实状况下的发展要求。 

1.2 枢纽综合开发是提升城市辐射力和竞争力的客观需要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作为城市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不仅决定了城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还间

接反映出城市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一般情况下，要提高城市经济定位，需要在空间上培育出区域

性城市中心，以聚集区域经济活动中个人时间价值相对较高的商务人流，这些客流交通特征为：出

行范围区域性、对出行时间以及交通环境和服务水平要求高。这就需要城市提供区域性交通设施、

高效率的换乘空间以及高品质的出行环境。 

综合开发可以有效实现上述条件，综合开发可以实现步行接驳区域性交通设施，最大限度地减

少出行时间；综合开发所带来的客流增加以及商业效益，可以有效支撑高品质出行环境所付出的建

设投资和长期管理费用。 

1.3 枢纽综合开发有利于提高城市整体管理水平 

综合开发需要政府多部门的综合协同，建设单位高水平的策划组织，多专业的联合设计，通过

综合开发实践，城市行政管理水平、轨道工程建设单位的策划能力、设计单位的技术水平将普遍上

一个台阶。 

综上所述，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不仅对城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在土地

资源紧张，人口密度大情况下，城市发展的理性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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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的主要问题 

2.1 我国现行的土地政策尚不能直接支持由单一主体统筹枢纽综合开发的理想开发体制 

一般而言，枢纽开发空间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交通市政设施以及交通换乘空间，包括交通

设施运营管理所必须的建筑空间等；二是公用事业设施空间，如公安及保安、医疗急救、公共厕所、

政府基层管理机构等；三是附着交通设施或独立的经营性空间，如商业、办公、酒店等。我国内地

实行严格的土地政策，凡是经营性空间均须通过“招拍挂”方式出让。那么，土地政策的不同是如

何影响枢纽综合开发品质的？ 

例比香港西九龙站综合开发，香港的土地政策允许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单位直接取得轨道站点一

定范围内的土地开发权（按市场价格交纳地价），轨道工程建设单位以企业的身份对开发权范围内

的土地利用进行统筹规划，香港政府部门对其开发方案进行审查，对其开发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

此优点有三：一是企业从自身利益角度，必然会充分集约利用空间，且经营性空间与市场结合度高，

使得社会利益最大化；二是由于企业同时是交通设施和经营性空间的开发者，因此，必然同时考虑

交通设施客流增加以及地产综合效益，客观上促进了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协调发展。三是由于很多经

营性空间均为开发者所有，通过出租方式来获取利益，因此，必然在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后期的运营

管理问题，使得运营管理方便且成本小。 

相对而言，国内轨道工程建设单位无法通过划拨方式取得轨道交通枢纽经营性空间开发权，其

更多关注轨道工程建设的工期以及工程安全，对经营性空间开发利用缺乏内在积极性。对于有些经

营性空间和交通设施空间衔接紧密或为一个整体，两者必须同步设计时，通常将经营性空间的功能

定位，交由规划部门给定。但规划部门作为行政单位，难以提出与市场结合度高的经营性空间开发

方案。 

2.2 交通枢纽综合开发的行政协调管理机制不完善 

对外轨道交通枢纽，上级政府和地方的行政管理在交通枢纽建设上没有明确协调机制，不同建

设主体单位之间的诉求难以完全协调，影响综合开发质量。 

以铁路枢纽为例，铁路站房建设的行政管理部门为铁路部门，枢纽配套工程建设的行政管理部

门为地方政府。由于，我国交通综合枢纽的规划建设总体上是政府主导模式，因此，在确定具体方

案时，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往往要听从所属行政管理部门意见。由于行政管理部门多头，缺乏明确

的协调机制，不仅协调效率低，且容易造成建设单位和设计单位利用行政管理机制不完善形成的管

理空隙减轻自身任务。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政府部门尚未形成有效的成套综合开发管理机制，各部门缺乏有效参与，

影响综合开发质量和进度。 

总体上来说，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无论前期阶段还是设计和建设阶段，即使有主导部门，但

由于缺乏成套协调机制，各行政部门有效参与不足，使得相关部门对枢纽方案介入较晚，影响综合

开发方案的优化。一是对于有一票否决的行政主管部门，如消防、人防部门，如果介入较迟，会对

枢纽设计方案产生颠覆性影响；二是对交通枢纽的后期管理研究不足，使得枢纽方案对公用事业空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760 

间以及交通设施运营管理用房等需求考虑不足，对交通设施运行管理所能达到的水平把握不够，影

响交通换乘空间与综合开发空间的良好衔接。 

2.3 轨道工程建设单位进行综合开发策划的动力和能力不足，无法充分调动和有效整合设计力

量 

目前，我国内地轨道工程建设单位普遍不具备高水平的枢纽综合开发策划能力。对比港铁公司，

我们缺乏的不是具体的设计、工程建设或运营管理经验，而是把交通枢纽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开

发的策划能力，即在方案阶段，就从商业经营角度，考虑各种性质开发空间的规模及布局、开发时

序、商业运作以及后期管理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与设计方案息息相关。铁路深圳北站综合枢纽，

在初步设计阶段才开始从工程设计费用中列支一部分经费，委托开展商业调研，以明确枢纽四个象

限综合开发的性质和规模。可以看出，轨道工程建设单位并没有对综合开发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和要

求，也就不知道要如何整合设计资源，不知道对设计单位提出什么具体要求，设计单位必然对综合

开发考虑不足。 

3. 深圳的探索 

3.1 土地政策的探索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最好的模式是由一家建设单位来负责整个枢纽（包

括交通设施、公用事业空间以及经营性空间等）的开发与经营，退而其次是多家开发。深圳的有关

探索主要包括如下三种形式： 

3.1.1  招拍挂出让 

由于轨道交通工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轨道工程建设单位仍然有较大优势通过招拍挂的方式获

得土地开发权。比如深圳市地铁 1 号线前海车辆段综合开发权（前海车辆段上盖面积 37 公顷，周边

白地 13 公顷），通过挂牌出让方式由地铁 1 号线建设单位取得。其中市规划部门确定基本规划条件，

包括用地性质、开发强度和配套设施等；以及地铁 1 号线建设单位提出的地铁车辆段建设要求和配

套条件，包括《地铁前海湾车辆段平台设计施工技术要求》、《地铁前海站及前海湾车辆段对其周

边项目开发的综合技术要求》、《前海湾车辆段上盖及设备权属规定》等，经政府审查后，作为挂

牌技术条件。 

3.1.2  地下空间出让 

为了促进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2008 年 9 月 1 日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暂行办法》，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城市基础和公共服务设施地下空间可以划拨，且公共设施附着的经

营性空间还可以协议出让。该规定为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并进而取得附着经营性空间产权的可能

性。 

3.1.3  政府投资建设经营性空间 

在工期紧张的情况下，如深圳北站综合枢纽的综合开发，采用政府全资开发模式，即由代建单

位替政府直接完成经营性空间的开发，建成后形成政府资产，再考虑以拍卖物业或出租物业方式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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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枢纽规划建设机制的探索 

近年来，随着深圳市铁路及轨道交通发展，通过借鉴国内外实践，在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建

设管理上积累了一些经验。 

3.2.1  对外轨道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机制 

以深圳北站综合枢纽为例，在管理机制上，深圳市规划部门在枢纽前期工作的选址、综合规划

以及方案设计三个阶段，均委托相应的规划设计项目与铁路部门的铁路站房规划设计工作同步，相

互协调，最大限度的保证了铁路与地方充分表达意见并达成共识。在枢纽建设阶段，深圳市政府及

时地完善了建设组织架构。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及其办公室，负责与铁道部协调。成立枢纽建设

指挥部，成员包括铁路行政部门、铁路建设单位、铁路设计单位，市政府相关行政部门、配套枢纽

工程代建单位、设计单位，并明确议事规程。但前期工作主要关注交通设施的换乘方案，对于经营

性空间开发考虑不足。见图 1。 

技术衔接问题上，负责《国家铁路深圳新客站综合规划》的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和深圳

市城市交通规划研究中心，参与深圳北综合枢纽配套工程的工可和初步设计。这不仅保证了规划方

案连续性，使规划意图得以贯彻，同时，伴随枢纽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不断深入，逐步调整和

完善了枢纽与周边规划街区联系的行人系统方案。 

3.2.2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机制 

相对大型的对外轨道交通枢纽而言，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中经营性空间开发已有两类比

较成功。一类是综合开发与轨道站点相对独立，相互之间主要依靠行人通道连接，用地分离。这类

开发并不要求综合开发与轨道工程建设同步，有较为充足的时间进行规划方案的研究，通过招拍挂

程序进行土地出让，比如深圳地铁 1 号线车公庙地铁站两侧地下空间开发。另一类是综合开发与轨

道工程衔接紧密，这类开发要求其下部结构应与轨道工程同步建设，规划必须超前于轨道工程设计，

使得上部开发工程设计与轨道工程设计同步，比如深圳地铁 1 号线深大站上盖开发。深圳通过开展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详细规划，或城市设计、详细蓝图设计等规划设计，明确枢纽整体方案，为轨道

工程设计以及上部开发设计提供依据。见图 2。 

 

图 1 对外轨道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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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轨道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流程 

3.3 规划设计上的探索 

深圳市进行综合开发的轨道交通枢纽均开展了详细规划或城市设计，一般由交通规划研究机构

以及城市规划设计单位共同编制，编制时机与轨道工程工可基本同步，规划委托及审查部门为深圳

市规划主管部门。主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促进以轨道站点为核心的交通一体化发展，规划成果提

出轨道站点的接驳设施类别、规模和布局。二是与工可研紧密配合，提高规划成果的稳定性和可实

施性。三是促进轨道交通枢纽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协调，不同综合开发有不同的交通需求，不同交通

需求提供不同的交通设施及交通组织管理，交通与用地的规划设计相互反馈，直至相互适应。 

2009 年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研究中心受深圳市规划部门委托，完成了《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发

展（TOD）研究》，为具体的轨道枢纽综合开发提供技术指引，包括轨道枢纽周边用地开发性质、

开发强度等。 

4. 提升的方向及途径 

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需要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城市

公用事业设施的完善，减少公共基础设施运营成本的角度加以认识。由于，轨道交通枢纽涉及利益

主体众多，工程技术复杂，协调难度大，因此，应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持。 

尽管深圳在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中适时的完善组织架构，强化规划统筹，组织强有力设计力

量，但枢纽综合开发水平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最关键的问题是建设单位的主体缺位，导致对综

合开发空间后期的维护、运营管理、市场需求和公众使用考虑不足。 

从国内外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实践来看，解决建设单位缺位问题有两种方向，一种充分利用

市场机制，为轨道工程建设单位提供更为直接的土地政策支持，支持轨道工程建设单位按市场化进

行运作，政府负责审批和监管。另外一种是政府主导，加强行政管理水平，完善管理机制。但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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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乘轨道线路的工可

枢纽整体规划方案通过规划部
门审查后，报市政府审定

枢纽换乘轨道线路的初
步设计

•经营性空间与轨道工程相对
独立，可由城市设计单位编写
招拍挂技术文件。
•经营性空间与轨道工程衔接
紧密，由轨道工程建设单位提
出招拍挂技术文件。

竞得开发权的建设单位
根据规划要求开展建筑
工程方案设计，报规划
部门审批

规划部门提出规划条件，国土
部门汇总形成出让条件，市政
府确定

政府部门 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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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哪个方向，政策支持的重点应放在如何提高轨道工程建设单位进行枢纽综合开发的动力以及策划

能力上。 

4.1 理顺管理机制，为轨道工程建设单位进行综合开发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 

4.1.1  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定位 

虽然，我国城市化模式是政府主导型，但是，具体的行政管理首先应该划清政府和市场的界限。

对综合开发而言，与市场紧密相关的问题应由企业负责，政府监管，同时，政府应培育和利用轨道

工程建设单位的力量，减少行政干预，提高行政效率。首先，对于轨道枢纽是否采用综合开发，综

合开发的范围以及开发强度要求等应由政府提出，因为，轨道枢纽综合开发必须符合城市总体规划

和综合交通规划以及轨道线网规划。其次，在确定轨道枢纽综合开发情况下，其公用事业空间、交

通设施及部分由政府管理的运营管理空间（长途汽车站、公交场站、出租车场站等），应由政府主

导提出；最后，经营性空间以及整体方案应由枢纽建设单位统筹考虑，政府负责审查和监管。 

4.1.2  枢纽综合开发由谁来统筹联络 

当涉及市政府、省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不同层面行政管理机构时（如深圳北综合枢纽），目前，

最好由市政府牵头，因为，铁路或城际轨道建设的后期行政许可（如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均由地方

审批，征地拆迁，市政管线的衔接，配套设施等均需要地方政府给予支持或落实。今后有条件时，

也可以由铁路工程建设单位作为综合开发的主体，铁路部门及地方政府监管。 

轨道枢纽综合开发的城市组织架构中，轨道工程建设单位可承担统筹联络职能。轨道交通枢纽

以轨道为核心，必须优先保证轨道交通设施安全，因此，轨道工程建设单位的角色其它地产开发商

不能替代。另外，轨道工程建设单位作为国营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可以进行市场化的经

营，这又是政府所不能及的。所以，轨道工程建设单位最有条件，同时沟通政府（并通过政府表达

民众意愿）以及地产开发商，不仅可以实现铁路融资、增加地铁客流，还可以改善市民出行条件以

及提升城市地价，最终促进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1.3  有效的运作机制 

首先，组织人员要固定化，由于枢纽建设周期长，且工程非常复杂，为了保证行政和技术的连

续性，政府部门以及设计单位，应有专职人员跟踪枢纽建设。其次，要明确建设单位的统筹联络的

地位，建设单位应由被动执行转为主动进行全程策划，主动与各政府部门、设计单位、投资主体等

沟通，关键做好规划方案阶段以及设计方案阶段的统筹协调工作，实现轨道交通枢纽整体规划、分

期实施的理想开发模式。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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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运作机制分析 

4.2 培育轨道工程建设单位的综合开发策划能力 

4.2.1  政策支持 

企业制度改革 

某种程度上，政府对轨道工程建设单位的绩效考核政策决定了其工作动力和方向，而绩效考核

方式取决于企业制度。由于，轨道工程投资巨大，建议考虑香港地铁的模式，企业制度逐步由政府

独资向政府控股的股份制方向转变，政府通过控股来保证公众利益和行政权威，同时，企业通过营

利的激励来提高轨道枢纽综合开发的积极性，并形成企业对成本控制的内在要求。 

人才政策支持 

由于，轨道枢纽综合开发涉及面广，所需人才不仅要对国家政策非常了解，又要对几乎所有城

市建设工程比较熟悉，因此，通常的社会招聘很难获取。鉴于，地铁建设单位属于国营企业，建议

可以通过交流等行政管理手段，为地铁建设单位配备政府部门中相对高端的人才，以解决轨道工程

建设单位统筹协调能力不足以及与政府部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4.2.2  建设单位自身职能转变 

近年来，随着我国铁路及轨道交通的建设，已培育了一大批规划设计专业机构，包括城市规划、

交通规划、轨道工程、建筑工程、道路交通、商业调研及策划、景观工程等各个领域，市场上的地

产开发商也比较成熟，因此，综合开发的关键在于建设单位如何组织和利用这些设计和投资资源。

建议通过自身完善以及政府支持等方式，共同推进轨道工程建设单位职能转变，以适应轨道交通枢

纽综合开发的需要。见表 1。 

 

规划
方案
阶段

经营性空间开发
性质及规模，并提
供给政府部门参考
明确公用事业空
间功能及规模

•提前开展枢纽综
合开发商业策划
研究
•征求公安、以及
基层政府机构等
部门意见

城市规划部门、主管
铁路或城际轨道的中
央或省政府部门

交通设施功能规模
及空间关系、枢纽
整体空间布局结构、
换乘方式以及整体
交通组织方案

轨道工程建设单位

报消防、人防审
查

明确消防和人防要
求，特殊情况下可
进行专题研究

轨道工程建设单
位，协调自身各部
门，组织完成设计
方案初稿
枢纽项目部门
物业开发部门
运营管理部门

与相关运营单位
协商：
•市内交通部门、
城管部门
•市外铁路建设部
门或城际轨道建
设单位

明确管理界面、工
程界面、权属界面
和设施利用以及费
用分摊

设计
方案
阶段

共同开展轨道交
通枢纽综合规划

报规划部门审查 明确规划要点

规划
方案
阶段

经营性空间开发
性质及规模，并提
供给政府部门参考
明确公用事业空
间功能及规模

•提前开展枢纽综
合开发商业策划
研究
•征求公安、以及
基层政府机构等
部门意见

城市规划部门、主管
铁路或城际轨道的中
央或省政府部门

交通设施功能规模
及空间关系、枢纽
整体空间布局结构、
换乘方式以及整体
交通组织方案

轨道工程建设单位

报消防、人防审
查

明确消防和人防要
求，特殊情况下可
进行专题研究

轨道工程建设单
位，协调自身各部
门，组织完成设计
方案初稿
枢纽项目部门
物业开发部门
运营管理部门

与相关运营单位
协商：
•市内交通部门、
城管部门
•市外铁路建设部
门或城际轨道建
设单位

明确管理界面、工
程界面、权属界面
和设施利用以及费
用分摊

设计
方案
阶段

共同开展轨道交
通枢纽综合规划

报规划部门审查 明确规划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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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轨道工程建设单位职能转变分析 

地铁建设单

位职能部门 
现状主要职能 需要自身完善内容 需政府支持内容 

规划总体部 
各线路工程总体

方案协调 

成立规划管理专业团队； 

组织编制枢纽周边地区物业发展规划，主动与

政府部门沟通。 

尽早确定建设单

位或允许地铁建

设单位提前参与

编制枢纽地区城

市规划 枢纽项目部 

委托枢纽工程设

计、施工，进行

枢纽工程管理 

完善与综合开发部门和运营部门相互配合联

动机制，共同完成工程设计方案； 

制定枢纽总体开发计划。 

综合开发部 
组织制定和协调

综合开发方案 

开展市场调研及预测，进行商业策划，并落实

在设计方案中； 

进行商业开发招标，选择发展商； 

根据市场情况以及融资情况，制定开发时序。 

运营分公司 
负责地铁运营管

理 

专职人员参与枢纽工程设计； 

明确运营所需空间和相关要求。 

【第一作者简介】 

孙永海，男，高级工程师，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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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枢纽场站布局形式研究 

李德芬 
 李凌岚  王鑫 

【摘  要】公交枢纽场站是客运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布局合理与否将决定枢纽换乘效率的高低

以及乘客换乘的便捷性。本文提出了公交枢纽场站设计原则，通过搜集国内外相关公交枢纽场站的

布局资料，总结归纳了公交枢纽场站的布局形式，并对其优缺点和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公交枢纽场站设计时布局形式的选择方法，并结合实际案例进行了分析，对于枢纽场站的设

计规划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公交枢纽 布局形式 

1. 引言 

随着城市规模的拓展，居民出行距离不断增加，出行过程也呈现多种交通方式组合的发展趋势。

建设换乘枢纽，组织各交通方式之间的衔接，使乘客在城市对外交通及城市内部各种交通方式的换

乘集中在一个小区域内，从而减少换乘的时间损耗，提高换乘效率，对改善整个交通系统功能，提

高运营效率和解决出行换乘问题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公交枢纽是客运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需要衔接的公共汽车线路停靠站的集合。公交枢纽场

站则是该停靠站集合的物化形式。它在公共道路的交通空间以外，有特定的为乘客及车辆运行而安

排的设施。作为城市综合运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公交枢纽场站的合理布设将决定其对换乘关系的

满足程度及换乘效率，从而决定整个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 

2. 布局形式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交枢纽场站布局形式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点：一是服务的公交线路性质，二是服务的换乘

关系类型，三是服务的主枢纽换乘模式。这三点的不同将决定客流特征、车流特征、换乘需求以及

换乘通道不同，因此对公交枢纽场站布局形式的要求也不同。 

2.1 服务的公交线路性质 

公交线路性质不同，车辆的发车间隔以及乘客的需求不同，从而公交枢纽场站的布局形式会略

有不同。 

对于城区公交线路，车辆发车间隔短，到发频率快，为保证行车效率，保障行人安全，场站设

计时要尽量避免上下车乘客穿行公交车进出通道。 

对于城郊公交线路，车辆发车间隔略长，可利用到发车辆的间隔进行上下车乘客的进出或换乘

组织，因此对于城区公交线路的设计要点可酌情考虑。 

2.2 服务的换乘关系类型 

公交枢纽场站是组织乘客进行公交与公交或公交与其他交通方式进行换乘的场所。依据换乘交

通方式的不同，将公交枢纽场站服务的换乘关系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公交与对外综合客运枢纽的换

乘，第二类是公交与地铁站的换乘，第三类是公交线路之间的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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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公交与对外客运枢纽的换乘 

对外综合客运枢纽是实现城市对外交通与城市内部交通相互转换的重要场所，如火车站、长途

汽车站等。综合枢纽的性质决定了其配套交通设施之一――公交枢纽场站将服务于大量的始发或终

到客流。 

在火车站或长途站的进出口与公交枢纽场站相对位置一定的前提下，公交枢纽的客流集散方向

也相对固定、单一，主要是公交上落客站台与火车站或长途站进出口之间的通道。因此，公交枢纽

场站的布局形式尽量要求上落客站台临近火车站或长途站的进出口设置，并尽量减少机动车辆对二

者之间通道的干扰。 

2.2.2  公交与地铁间的换乘 

公交与地铁之间的换乘关系与上述换乘关系类似，对于一般的地铁站，换乘量不大，路侧港湾

式站台即可满足公交与地铁之间的换乘需求。但对于大城市的地铁起终点站或重要的换乘站，公交

与地铁接驳线路集中，换乘量大，需设置公交枢纽场站满足公交与地铁之间的换乘需求，如北京地

铁 5 号线天通北苑站、13 号线上地城铁站等。 

为保障大量换乘人流的高效有序换乘，公交车辆的上落客站台也应与地铁站进出口紧密衔接，

避免车辆穿行。 

2.2.3  公交线路间的换乘 

城区内部少量公交线路间的换乘多通过路侧公交

车站组织实现。当公交线路集中，换乘关系复杂时，

可通过规划设计路外公交枢纽组织换乘。城区内公交

枢纽场站对于换乘效率要求较高，因此，路外公交枢

纽场站选址的首要要求是紧邻城市干路，方便公交车

辆进出，其布局形式则要方便乘客在各线路间进行便

捷地换乘，尽量避免换乘乘客在公交车辆之间穿越。 

2.3 服务的主枢纽换乘模式 

依据换乘关系的分析，服务于综合客运枢纽的公交枢纽场站，依附于综合客运枢纽、服务于综

合客运枢纽，作为综合客运枢纽的一部分而存在。综合客运枢纽主体的换乘模式不同，公交与其他

交通方式的换乘通道则不同，从而公交枢纽场站的布局形式也要与之相适应。 

目前，国内外综合客运枢纽的换乘模式通常有平面式、立体式及半立体式三类。 

2.3.1  平面式 

通常以集散广场作为各种交通要素分流的集散地，各种人流、车流都在同一标高平面上行动、

转换。 

由于体制原因，铁路枢纽与城市其他系统不能有效融合，建成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火车站综合枢

 

图 1 对外枢纽布局模式——平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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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多采用平面式换乘模式。 

在这种换乘模式中，公交与枢纽主体的换乘主要通

过地面进行组织，要尽量保证行人流线的流畅，减少机

动车的干扰。 

2.3.2  立体式 

通常以铁路站房为核心，将各种交通设施的换乘集

中到一幢综合建筑中，垂直分流交通、组织空间，形成

一栋多功能的综合体，是完全立体化的换乘模式。 

这种换乘模式在国外应用已得到广泛应用。国内则

需要进行体制改革，形成各部门统筹协调工作机制，促

进集中式综合枢纽的建设。 

在这种换乘模式中，公交站与主枢纽之间垂直换乘，

进出站乘客可通过楼梯或自动扶梯直接到达相应的公交

站台，换乘便捷。 

2.3.3  半立体式 

将两种或者多种交通方式在垂直方向叠加展开，

集中在同一建筑或者空间内进行换乘。同时，将部分

交通方式的换乘分散到其他空间内进行，按照平面布

局进行组织，是平面式、立体式两种换乘模式的结合。 

近几年，随着高铁站建设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轨

道交通系统的快速发展，国内新建铁路枢纽多采用半

立体式换乘模式，如北京南站、上海南站等。 

在这种换乘模式中，公交与枢纽主站房虽不在同

一个垂直面上，但有地下街或二层步行廊道相连，进

出站乘客可通过地下街或二层步行连廊换乘公交。 

3. 公交枢纽场站布局形式及适用性分析 

依据公交车辆停靠位置与上落客区的相对关系，

公交枢纽场站的布局形式主要分为岛内式、岛外式、

站台式以及组合式等。 

3.1 岛内式 

岛内式布局形式的特点是：不同公交线路停靠站集中布置在枢纽中央的一块区域周围，枢纽周

边可设置公交车待发区。为了减少岛的长度以缩短换乘路径，可以把停靠处做成锯齿状，如图 4、

图 5 所示。 

 

图 3 对外枢纽布局模式——半立体式 

 

图 2 对外枢纽布局模式——立体式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769 

这种布局形式的优点是：乘客在各公交线路间换乘，换乘距离短；此外中间岛可结合二层平台

或地下通道建设，满足立体换乘需求。 

缺点是：公交车辆多为右侧开门落客，要绕岛顺时针行驶，进出车辆路径产生交织，运行效率

较低；如要满足乘客地面上的出入，需设置地面人行横道。当交通负荷大时，为了乘客安全和车辆

无干扰地运行，应设立地下通道或天桥。 

因此，这种布局形式适用于公交线路间换乘关系紧密，需相互衔接换乘的城区公交枢纽场站。

德国 Bamberg 公共汽车总站位于城市中心，离步行区很近。该枢纽共有 23 条线路，每天 713 趟城市

公共汽车从这里发出，因此该站场具有很高的换乘功能，采用岛内式布局形式，绕着中心岛可以停

放 10 辆公共汽车，另外还有两个停靠位在 Bruck 路，在车站的驶入口出处，如图 6 所示。 

在日本等采用右侧驾驶规则的国家，岛内式可避免进出口交织状况的产生，因此在设有下沉广

场或二层步行廊道的对外枢纽场站也多采用这种公交枢纽场站布局形式。JR 船桥站的北广场由地下

停车场、地面交通广场以及设有节日广场的行人平台 3 层组成。公交泊位位于广场中央的环岛，公

共汽车安全岛通过楼梯、自动扶梯与节日广场的人行平台相连，从而方便乘客乘坐公交车辆。 

 

  

 

图 7 JR 船桥站节日广场和公交安全岛 

 

图 6 Bamberg 公交枢纽站 

          

图 4 岛内式-水平站台                        图 5 岛内式-锯齿形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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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岛外式 

岛外式布局形式的特点是：不同公交线路停靠站分散布置在枢纽周围，枢纽中间可设置公交车

待发区。锯齿形的停靠边缘可使过长的外缘延伸得到控制，缩短换乘乘客走行距离，如图 8、9 所示。

根据站台布局形态的不同，岛外式布局又可分为“ U ”型、“ T ”、“ L ”型等，     

 

可根据场地要求等灵活设置。 

这种布局形式的优点是：进出站乘客不需要穿越车行道，站内换乘的乘客也不需跨越车行道或

天桥、地下通道等而到达换乘线路，避免了人车冲突；车辆绕内部的岛作逆时针行驶，行驶路线不

产生交织，场站运行的安全性和效率提高。 

缺点是：乘客区域较为分散，线路之间的换乘略费周折。 

因此，这种布局形式适用于客流量大，并伴随大比例的始发和终到交通，以及换乘线路较少的

对外综合客运枢纽等，尤其适用于国内平面式换乘模式的换乘组织。杭州火车站、深圳罗湖火车站

一层公交到发车辆均采用“U”型组织形式，乘客下车后可直接进站换乘，减少了人车干扰。  

3.3  站台式 

站台式布局形式的特点是：各公交停靠站水平并行排列。停车采用前进停车、前进发车的停发

方式，根据公交停靠站与道路路段方向布置角度的不同，站台式可分为水平并行排列站台式和斜向

    

  图 8 岛外式-水平站台               图 9 岛外式-锯齿形站台 

 

图 11 深圳罗湖火车站东广场公交枢纽 

 

图 10 杭州火车站公交枢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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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行排列站台式两类，如图 12、13 所示。 

这种布局形式的优点是：能在相同场站内布置更多线路，节约用地。 

缺点是：进站或换乘乘客须一次或多次穿越车行道，人车干扰严重；交通流量大时需设置天桥

或地下通道；需设置清晰明确的标识来帮助乘客找到相应站台，以此降低穿越车行道的风险。 

因此，站台式布局形式适用于发车间隔较长的服务城郊线路的公交枢纽或可利用天桥或地下过

街通道的立体设置的对外综合交通枢纽。 

天津火车站南广场公交枢纽场站采用站台式，地下公共汽车通道结合商业开发，可与各站台相

连接。火车站出站乘客自地下一层出站通道出站至下沉广场（A 出口），自下沉广场进入公共汽车

通道即可选择公交线路，并通过站台上设置的楼梯进入公交站台候车，如图 14、图 15 所示。 

3.4 组合式 

   

图 12 站台式——水平并列             图 13 站台式——斜向并列 

  

图 14 天津火车站南广场公交枢纽平面图     图 15 下沉广场的公共汽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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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场地条件、进出道路组织条件的影响以及服务线路的要求，实际公交枢纽场站设计中常采

用上述三种基本形式的组合――岛外式＋站台式（图 16），岛内式＋站台式（图 17），岛内式＋岛

外式（图 18）。 

 

组合式布局根据公交枢纽场站的线路性质要求，灵活组合设计。上海南站，公共交通作为主要

集散方式之一，包括城区线路和区域性的近郊公交线路两类，对于城区线路采取“U”型岛外式布

局形式，紧邻火车站进出站口，而服务于区域性交通的近郊线路则可采用水平并列站台式布局形式，

地下出站通道设置楼梯与各站台相连。 

4. 公交枢纽场站布局形式的选择 

4.1 公交枢纽场站布局形式选择原则 

公交枢纽场站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存在于公交网络

中，存在于社会交通系统中，因此，公交枢纽场站布局

形式选择需要处理以下关系，遵循以下原则： 

处理好公交枢纽场站与周边道路的关系，保证

公交车辆高效地驶入、驶出。 

协调好上下车乘客与车辆的关系，确保行人流

    

图 17 岛内式+站台式示意图                图 18 岛内式＋岛外式 

 

图 16 岛外式+站台式示意图 

 

图 19 上海东南广场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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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快捷顺畅，避免行人穿越车行道。 

场站内部提供宽度适合的公共汽车道，场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足够的超车道。 

出于经济性、交通性和运行的考虑，一层的地面公交枢纽最为有利，原则上尽量少使用地

下通道。 

4.2 公交枢纽场站布局形式特性比较 

上述分析中，岛内式、岛外式以及站台式是公交枢纽场站布局的基本形式。综合上述各类公交

枢纽场站布局形式的优缺点，以及对国内外公交枢纽场站单泊位用地面积的统计分析，对各公交枢

纽场站的特性归纳总结如表 1 所示： 

表 1 公交枢纽场站布局形式特性表 

布局形式 土地利用效率 
车辆运 

行效率 

满足换 

乘量需求 

换乘 

便捷性 

是否需要 

立体过街设施 

岛内式 低 低 小 方便 需要 

岛外式 中 高 大 一般 不需要 

站台式 高 中 中 不方便 需要 

4.3 公交枢纽场站布局形式的选择 

不同功能类型场站的车辆发车间隔不同，各交通系统之间的衔接关系也不同，因此场站的布局

形式不同。即使对于同一个综合客运枢纽，由于服务的公交线路性质不同，公交枢纽场站的布局形

式也不同。为了便于规划设计参考，总结公交枢纽场站服务的主要换乘关系及其适应的基本布局形

式，如表 2 所示。 

5. 结语 

作为公交网络及综合交通系统中各交通方式之间的重要衔接点，公交枢纽场站的作用日益重要，

其布局形式的选择决定了其换乘效率，是其人性化设计的基础。进行公交枢纽场站设计时，需首先

进行功能需求以及换乘关系的分析，确定其服务类型，再确定其布局形式。实际设计过程中，可根

据需求对枢纽场站的布局形式进行组合设计，本文为公交枢纽场站的设计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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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公交枢纽场站类型及其适应的布局形式列表 

服务的主要换

乘关系 

主枢纽换

乘模式 

公交枢纽

基本形式 
优点 缺点 

配套 

设施 

公交－对外客

运枢纽 

/公交－地铁 

 

平面式 

 

岛外式 

乘客通过地面直接进

出站，各交通要素可

识别性高，符合人们

的出行习惯 

需协调处理好与其

他设施用地的关

系，避免设施过于

分散 

小站、大站

均可 

立体式/半

立体式 

 

站台式 

可扩大场站容量，可

结合地下通道或天桥

设置换乘通道 

对线路标识要求

高，换乘不同站台

的公交线路，易导

致穿越车行道 

地下通道、

二层平台 

岛外式 

进站乘客地面直接进

站，出站乘客先至地

面再选择线路，与车

辆无冲突 

站台长，选择线路

略费周折 

清晰的线

路指示信

息 

公交线路间的换乘 岛内式 

乘客在各线路间换

乘，换乘距离短，换

乘便捷 

车辆进出场站存在

交织；非换乘乘客

需跨越车道进入或

离开站台 

跨越车道

的人行横

道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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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枢纽土地供应模式研究 

盛志前  张颖颖 

【摘  要】本文研究目标是为制定公共交通枢纽建设有关的土地政策提供可供操作的建议。以国内

公共交通枢纽建设的经验为参考，在对国内土地供应制度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公共交通枢纽的定位

和相应的类型划分，提出针对不同建设主体和投资模式下的公共交通枢纽土地供应方式。 

【关键词】公共交通枢纽，单一功能枢纽，综合开发枢纽，土地供应 

1. 前言 

公共交通枢纽是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节点，作为公共交通系统和其他交通方式，或者公共交通

不同线路之间客流的转换点，对于组织和整合各种交通方式，发挥交通系统的综合效益，改善城市

交通运行状况，具有重要作用。重视公共交通枢纽及其周边地区的开发建设已经成为国际上城市发

展的前沿课题和发展趋势。 

如何逐步推进公共交通枢纽建设，成为我国当前城市规划建设所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而如何

为公共交通枢纽建设供应土地则成为问题的核心。土地供应与建设模式、投融资模式、规划设计以

及运营管理等各个环节紧密相关，在我国既有土地政策的前提下，明确了土地供应模式，往往也就

可以确定城市公共交通枢纽的发展模式。 

2. 土地供应制度剖析 

现行土地供应制度是以《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为基础，以《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等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为支撑的一个较为完善、高效的土地供应体制。 

政府供应国有土地的方式有两种，即划拨方式和有偿使用方式。按照《土地管理法》有关规定，

有偿使用方式应当是政府供应土地的主要方式。《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进一步明确了国有土地有

偿使用方式有三种，即出让、租赁和作价出资入股。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

的规定，在政府供地中，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挂

牌方式出让。划拨土地使用权人不得自行对划拨土地进行开发建设。需改变现状土地用途进行开发

建设的，可以由政府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或者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转让他人开发建设并按照市场价

补缴土地出让金。对其中用于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途的，应当采取招标、拍卖、

挂牌的方式在土地交易市场公开进行。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776 

 

国有土地供应方式框图 

3. 现行土地供应模式分析 

根据调研，国内现状公共交通枢纽土地供应方式和建设、投融资模式紧密相关。一般来说，政

府负责建设的公共交通枢纽，土地供应采取划拨用地的方式，建设资金由公共财政支出；由政府主

导，公交企业负责建设的，土地供应采取将划拨用地转变性质进行出让或者租赁的方式，政府在减

少建设投入的情况下，引入多元投资主体，允许社会资金进入；而由社会资金建设的公共交通枢纽，

土地供应采取出让的方式，在政府监管下，通过社会融资来加快枢纽的建设。具体来说，现行土地

供应模式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政府负责建设下的划拨用地模式。枢纽建设和周边商业开发剥离，枢纽土地供应采取划

拨方式，设施建设完全由政府投资，建成后提供给公交企业使用。周边商业开发部分按“招拍挂”

方式运作。目前北京市所有新建公交枢纽均采用此模式，如苹果园枢纽等。天津市 2004 年底在城建

集团内部组建了场站建设投资公司，负责公共交通枢纽的投资建设任务，在土地政策上，实行政府

划拨和新建小区开发配套等政策，建成后的交通基础设施资产所有权属场站建设投资公司，由物业

公司实行专业管理。 

第二、政府补贴下的划拨用地模式。枢纽建设采取政府主导下的公交企业负责模式。政府补贴

的实现方式有多种形式，财政资金补贴是最为直接的一种方式，此外，还有通过减免营业税、土地

开发使用权等方式。在公交企业原有场站用地上，公交企业出资建设枢纽，并进行商业开发，收益

归公交企业所有。如 2002 年开始建设，2004 年投入使用的北京动物园公交枢纽，市政府允许北京

公交集团出让一部分原场站用地，以获得建设资金，整个枢纽建筑分为地下两层（分别作为换乘大

厅和社会车辆停车场）、地上十层（一层作为公交车站台，其余出租为商用）。目前，动物园公交

枢纽实现了地面公交、地铁、出租车、自行车、社会车辆和行人的有序换乘，商业经营略有盈余。

郑州市政府给予公交枢纽建设大力的财政支持，建设资金由公交企业根据实际需要从银行贷款，政

府全部予以贴息，市政府每年拿出 2000 万元补贴公交企业，返还 10%的地方附加费，用于公交基础

设施建设；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交场站建设用地的需要，同时还尽可能地降低用地

 

 

 划拨用地方式：适用范围     符合《划拨用地目录》（2001 年国土资源部第 9 号令）的建设项目实行划拨方式供地，主要是以下四类             

                                                                用地：1、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用地；2、军事用地；3、城市基础设施用地；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用地。 

 

                                                                  协议出让：适用范围     符合《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2003 年国土资源部 21 号令）                                                    

                                                                                           的建设项目用地采用协议出让方式供地 

 

     招标  
                                            

                                            出让               适用范围      符合《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使用权规定》（2002 年国土资源部 11 号令） 

                                                                                                          的建设项目用地采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供地 （一类是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                                 

                                                                             拍卖                        住宅等各类用地 ：另一类是前述土地以外用途的土地供应计划公布，同一宗地有两 

                                                                                                           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工业用地实行招拍挂《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关于落实工业用地招           

                                                                                                           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发[2007]78 号。）                                                                                                                                                                                                                         

                                                          挂牌                                      
                           有偿使用方式：    租赁 

 

                                           作价出资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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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市区每亩征地费用 6 万元，三环道外每亩征地费用 4 万元，市政府收取的各种费用全免。 

第三，政府监管下综合开发的出让用地模式。在公交企业原有场站用地上，将枢纽用地和周边

开发地块用地按照“招拍挂”方式进行出让，由开发商进行投资开发，一并负责枢纽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建成之后交通基础设施部分交公交企业使用。如北京东直门、西直门公交枢纽，目前这两个

枢纽都出现了因开发商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政府监管难度大，而造成枢纽交通功能不能保证的问题。

吸取以上两个枢纽建设教训，北京已不再采用此种模式进行枢纽建设。厦门市在综合开发枢纽方面

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在按照划拨用地取得的公交枢纽和场站上，或者在建设枢纽的同时，将枢

纽周边地块打包“招拍挂”，来满足枢纽建设资金的要求，或者直接结合枢纽建设的保障房项目，

或者直接在枢纽上部建设商品房，并且出让用地使用权。 

4. 枢纽的定位和分类 

在我国，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可以区分为经营性的、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三类。这种分类的

理论基础是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所提供产品的公共产品特性以及相应的可销售性。政府主要承担完全

不能市场化的即非经营性的项目，其他的都应该采取企业化或半企业化的经营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

投融资方式。 

“城市公共交通是社会公益事业，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政府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公共服

务体系的重要组成”1。枢纽作为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具备公益性的特征的城市基础设施。

国家先后发布了四个公共交通发展方面的文件，包括《建设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建

城[2004]38 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意见的通知（国

办发[2005]46 号）》、《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建城[2006]288 号 ） 》

和《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2007 年 4 月)》，在这些文件中，明确了枢纽是城市公共

交通的基础性设施，是“一体化交通系统的关键环节”，“完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要求加强城市

交通换乘枢纽建设”。“要注重各种交通工具换乘枢纽的建设，以缩短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距

离和时间，方便乘客换乘。”  

公共交通枢纽属性比较复杂，一方面，枢纽内的交通基础设施本身是公益性的，另外一方面，

枢纽含有经营性的资源。具体来说，枢纽构成不仅仅是包括公交上下客区、乘客集散广场、自行车

停车场、集散道路等各种交通基础设施，还包括经营性的交通运输方式，比如长途客运和出租车；

而且，现代枢纽发展为交通综合体，不仅仅是含有交通功能，还含有商业、居住、办公和金融等功

能，这些公共服务功能和居住功能，也就赋予了枢纽可经营的项目。因此，如何在土地政策上协调

公共交通枢纽公益性项目和所包含的经营性项目，成为影响枢纽发展的一个难题。这就需要重点解

决划拨用地如何扩大到有偿使用的范围，明确在这种转变过程中出让、租赁和作价出资入股各自适

用范围。 

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城市用地越来越紧张，地价日趋昂贵，城市土地的稀缺性和高价值性凸显。

                                                        

1 2006 年，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在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努力奋进 推动城市公共交通

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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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金也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何处理公共交通枢纽公共利益和土地经济利益之间的

博弈，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为此，在市场定位的基础上，在从公共交通枢纽和土地利用的结合情况以及功能构成出发，将

枢纽分为 2 类，分别为综合开发枢纽和单一功能枢纽。对于不同类型的枢纽采取有针对性的土地供

应方式。对于单一功能枢纽，核心在于保障公共利益；而对于综合开发枢纽，则主要是在保障公共

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用地的经济价值。 

综合开发枢纽包含非经营性的项目以及经营性的项目，往往结合交通设施用地进行土地的综合

开发，交通设施和上盖物业形成综合体；综合开发枢纽利用交通可达性优势使得土地价值得到充分

体现，集约化的利用了土地资源；交通流相对复杂，换乘交通流和枢纽开发产生的交通相互叠加，

交通组织难度相对较大，而且管理难度相对较大，需要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单一功能枢纽主

要包含非经营性的项目，由各种交通设施构成；交通设施和商业开发在空间上分离，相互不干扰；

交通流简单，地区交通净化，投资相对较小，而且有利于各个部门进行条块分割的管理，产权明晰；

没有实现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充分结合，土地没有开发收益。 

表格 4 根据土地利用的情况的枢纽分类 

类型 功能构成 建筑形式 特征 布局 优点 缺点 

综合

开发

枢纽 

公共服务

功能 

居住功能 

交通功能 

交通和开

发的综合

体 

结合交通

设施用地

进行土地

综合开发 

城市中心地

区，以及发

展潜力大的

地区。 

综合开发枢纽的

利用交通可达性

优势使得土地价

值得到充分体现，

集约化的利用了

土地资源。 

交通流相对复杂，

交通组织难度相对

较大，而且管理难

度相对较大，需要

协调各个部门之间

的利益。 

单一

功能

枢纽 

交通功能 单一交通

设施建筑

（平面或

立体） 

交通设施

和用地开

发在空间

上分离 

城市边缘地

区，也可以

结合对外交

通设施布

设。 

交通流简单，地区

交通净化，投资相

对较小，而且有利

于各个部门进行

条块分割的管理，

产权明晰。 

有实现交通和土地

利用的充分结合，

土地没有开发收

益。 

5. 枢纽用地供给模式探讨 

公共交通枢纽土地供给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协调公共利益和开发利益的关系，针对不同的功

能要求，在土地供应方式上提出差异化的策略，既满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交通功能，又能有效发

挥公共交通枢纽建设带动周边地区开发的作用。按照公共交通枢纽的分类，结合投资和建设模式，

将公共交通枢纽的土地供给方式进行细分。 

5.1 单一功能枢纽 

单一功能枢纽作为公益性的基础设施，可以用划拨方式供地，这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和国办发[2005]46 号《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意见的通知》中所确定的，“城市基础

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采用划拨方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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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功能枢纽的用地采用划拨用地方式供给，不收取土地出让金。这类枢纽，政府既拥有产权，

也负责具体的建设和管理。枢纽设施建设完全由政府投资，建成后提供给公交运营企业使用。 

这类枢纽也可以配建少量公共服务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产权也归政府所有。政府负责投资和

建设，但不负责后续经营。可以由政府相关负责部门来具体运作，采取土地租赁的形式，将与枢纽

交通基础设施难以剥离的公共服务设施交由公交企业或者社会资金来经营。土地收益作为单一功能

枢纽建设和运营资金的补充。 

5.2 综合开发枢纽 

由于城市用地紧张，地价昂贵，所以在落实公共交通枢纽用地时，既要考虑保证交通功能需求，

还应尽可能提高土地的利用价值。一般来说，既满足交通功能需求又能节约城市用地的主要方法，

一是利用大型建筑底层建设公共交通枢纽，形成交通综合体，二是结合周边地块开发建设立体枢纽。

上述两种方法采取综合开发枢纽的模式进行用地供给。 

5.2.1  政府主导情况下 

政府拥有综合开发枢纽的土地产权，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同时配套其他经营性的项目。

这种政府主导的综合开发枢纽，土地采取划拨用地方式获得。在城市新区，采取代征方式获得用地，

用地产权归政府，不办理土地出让，用地拆迁由代征人负责，政府承担建设；在有闲置用地的情况，

可以采取土地收租处理的方式。 

政府负责对枢纽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社会资金则参与对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交通基础设

施建成后，交由政府相关负责部门管理，由公共交通和其他客运交通方式的运营方来使用；对于配

套服务设施，政府不负责经营，可以采取租赁的形式将与公共交通枢纽难以剥离的可经营性设施交

由社会来经营，但是不进行用地产权的买卖和转让。这种形式适合用地条件受限制的情形，既需要

建设公共交通枢纽，又需要满足其它城市功能要求。 

这种综合开发枢纽可以在划拨用地上进行酒店、办公等方面物业开发，用地产权归政府所有，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方式是采取租赁的形式，将使用权在一段时间内交付给社会。但是根据国家法规，

如何在枢纽上进行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类型的经营性项目，尚需要进行探索。 

 

政府主导的综合开发示意图 

枢纽上部空间物业开发 

枢纽交通设施 

公交枢纽用地（划拨方式供地，用地产权归政府所有） 

交通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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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社会资金主导情况下 

对于交通可达性条件好，开发价值大的地区，公共交通枢纽建设可以完全交由社会资金主导，

通过开发收益来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公共交通枢纽土地获得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规划公共交通枢纽占用市土地整理中心或其他对该地块具有土地整理行为单位的土地，

按规划定位选址位置，结合地块综合开发，满足枢纽功能要求，物业开发和枢纽交通基础设施在同

一建筑体内。这种情况下，对于整个地块采取“捆绑式招拍挂”，由社会投资负责土地开发和枢纽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经营性项目和枢纽交通基础设施同用一宗地，用地面积需要分摊计算。对于政

府而言，需要明确枢纽建设要求，采取一定的鼓励政策来弥补开发商对配建枢纽交通基础设施的投

资，同时也要加强监督，保障枢纽交通功能的实现。 

 

社会资金主导的“捆绑式”综合开发 

第二，规划公共交通枢纽占用市土地整理中心或其他对该地块具有土地整理行为单位的土地，

交通基础设施和物业开发在空间上分离。采取划拨方式，无偿提供公共交通枢纽建设用地。公共交

通枢纽建设往往引起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汇集，地区交通可达性的提高意味着土地价值的提升，

从由此带来的新增房地产税或者土地出让金中收取费用，再反哺给枢纽的建设。具体来说，可以在

公共交通枢纽用地的整理成本和枢纽建设资金列入周边地块的整理成本，在土地出让时进行回收。 

 

社会资金主导和政府建设结合的综合开发 

第三，公共交通枢纽的土地采用的是划拨方式获得的，改变枢纽部分地块用途来进行综合开发，

开发收益作为枢纽建设资金。改变土地用途，可以由政府收回划拨土地使用权，或者经市人民政府

批准转让他人开发建设并按照市场价补缴土地出让金，采取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在土地交易市

场公开进行。原有公共交通枢纽划拨用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公交枢纽建设用地，另外一部分

作为开发用地。政府或者公交企业用划拨公交枢纽土地的收益来建设公交枢纽。 

枢纽上部空间物业开发 

枢纽交通基础设施 

经营性用地（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进行出让，配建枢纽交通基础设施） 

交通综`合体 

地区综合物业开

发 

枢纽交

通功能 

经营性用地（枢纽和开发用地分开，开发地块进行“招拍挂”，枢纽用地划

拨） 

综合开发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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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地换资金”的综合开发 

需要强调的是，对于社会资金主导的公共交通枢纽建设，为了避免开发商过于追求经济利益而

影响公共利益的实现，政府需要加强监管，整体把握规划、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和管理等各

个环节，建立统一的平台整合行政管理机构，将枢纽建设置于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的统一管理下，

保障枢纽交通功能的实现。 

6. 结语 

用地供给是城市公共交通枢纽发展的关键。本文提出采取差异化的供给策略，对于公益性的、

开发价值不高的枢纽，纳入到划拨用地目录中；对于可以进行综合开发的枢纽，在城市规划管理和

用地政策中，采取条文说明等可行方式来保障枢纽交通基础设的建设。同时建议在规划中控制枢纽

建设用地，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单一功能枢纽用地性质明确表示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用地，综合

开发枢纽用地通过说明来明确公共交通枢纽的交通功能需求。 

【参考文献】: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济南市公共交通枢纽发展对策研究.2008. 

[2] 国土资源部. 《划拔用地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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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业开发 枢纽交通功

能 

公交枢纽用地（枢纽和开发用地分开，开发地块进行“招拍挂”） 

综合开发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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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运交通规划与运行组织的基本经验 

全永燊 郭继孚 孙壮志 马海红 

【摘  要】本文重点从奥运需求特征分析、奥运交通规划体系构建、交通需求管理方案测试、开（闭）

幕式人流疏导方案设计与实施效果评价，以及奥运交通安全风险评估等方面阐述奥运交通规划与运

行组织的理念、方法，并以奥运成功经验为鉴，对今后各类大型活动交通规划与运行组织提出建议。 

【关键词】奥运交通、交通需求、交通规划、运行组织、需求管理、风险评估 

1. 引言 

北京奥运会经过长达 7 年的努力，取得了圆满成功，特别是奥运交通服务，受到了全世界的高

度赞誉，取得了“三个满意”（让国际社会满意、让各国运动员满意、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极高

评价。北京奥运交通工作，在整个筹备与运行期间，各项工作全面细致，保障了奥运交通与社会交

通的和谐运转。 

2. 北京奥运交通需求特征分析 

尽管奥运会是一项国际性重大社会活动，其特定的交通需求必须得到全面满足，但对于举办城

市而言，它毕竟是城市发展进程中一个十分短暂的临时性需求。城市交通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方案是

以城市中长期发展目标为着眼点，以满足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日常功能正常运转为主要任务，

不应因这一特殊事件而改变战略目标与实施规划的连续性。 

为此，奥运交通规划首先要研究其特定需求与城市日常需求差异性和可兼容性，以寻求最大限

度兼顾两种需求，保障城市正常运转前提下的解决方案。 

2.1 奥运交通需求分类及出行规律分析 

北京奥运交通需求，按照交通服务类别分为 T1-T5 不同的服务群体，各自的出行规律不尽相同，

按照出行强度、规律性、聚集性三个对群体进行分析，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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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奥运需求交通服务分类及出行行为特征 

群体 人员构成 

 

预计人

数 

（人） 

交通工具 

出行行为特征 

出行强

度 

规律

性 

聚集

性 

T1  

国际奥委会成员、各国奥委会主

席、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主席、

代表团团长、国际贵宾 

700 1 人专用的

小客车和驾

驶员 

弱 弱 弱 

T2、

T3  

国际奥委会医疗委员会、各国奥

委会成员、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等 

4200 专用合成车

辆和驾驶员 
中 弱 弱 

T4  

运动员和随队官员，技术官员，

BOB 转播商，特权转播商，注

册媒体，赞助商 

80500 

专用班车 中 中 中 

T5  
普通观众，工作人员，志愿者及

参观者 

5180000 免费公共交

通 
强 强 强 

2.2 奥运交通需求与城市交通背景需求的差异性与兼容性  

北京奥运会期间，既要满足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参会人员及观众出行需求，保障城市正常运转，

还要兼顾城市的日常需求。因此，奥运交通规划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准确把握和处理两种需求

的特征和它们的差异性与兼容性。 

 

图 2.1a 2008 年日常出行需求（背景需求 Background-Demand）时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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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b  2008 年奥运交通需求（Olympic Demand）时间分布图 

 

图 2.1 c 两类需求叠加后的总量时间分布图 

 

图 2.2 奥运期间全市公共交通客运量时间变化图（单位：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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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兼容性 

奥运需求与城市背景需求存在着一定的兼容性，其主要体现在需求总量上。奥运需求与城市日

常（背景）需求相比，高峰小时峰值也只是 1:23 的关系，而且其影响波及的区域也不大。不仅如此，

高峰小时出行量的构成主要是观众和志愿者（约占 80%），与奥运前后相比他们也只是改变了出行

目的、方式和空间分布而已，并未对城市出行总量有实质性的影响。因此，无论在需求总量上，还

是需求时空分布特征上，城市背景需求与奥运需求二者都有很强的兼容性。图 2.1 给出奥运高峰日

24 小时出行需求的分布以及与城市背景需求对比状况，图 2.2 则是公交客运量的对比。 

2.2.2  差异性 

在认识奥运交通需求与城市背景需求兼容性的同时，也必须认真分析二者的差异性，以便采取

特殊的应对措施。首先，奥运需求的特殊性主要在于不同群体的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出行时间等

行为特征上表现出的多层次差异和离散性特征比较明显（见表 2.1），奥运 T1-T4 群体对交通服务的

时效性与可靠性需求也大大高于城市日常需求。其次，奥运需求的突发性和高强度特征是城市日常

需求无法相比的。特别是奥运大型活动及赛事举办时，这种高强度的突发客流往往是城市日常交通

服务系统所难以应对的。因此在奥运需求与城市日常需求的差异性上，要针对奥运需求的特殊性，

制定不同于日常客流服务体制与运行模式的特殊运行组织与专用服务系统。第三，奥运交通出行的

时间分布规律与日常城市出行规律也有差异，由图 2.1 及图 2.2 可以看出，在日常出行峰谷

（13:00-14:00 及 23:00 之后）奥运出行需求也有两个高峰，可见奥运出行高峰与城市出行高峰并不

完全重合。 

2.3 奥运场馆交通需求的时空分布特征 

对于奥运场馆来说，不同场馆由于区位条件不同以及比赛内容不同，日程安排不同，其出行需

求有很大差异，即使对于一个特定的场馆，不同比赛日，不同时段需求状况也不一样。高峰日的高

峰时段各类群体集散量是场馆交通基础设施及公交运力配置的依据，而集散人流的时空分布特征则

是制定交通服务运行组织方案的依据。因此对于每个场馆来说，必须按照各自的赛程安排分析确定

需求总量、参与群体的构成及时空分布特征。 

以北京五棵松篮球馆和棒球场及奥运公园南区的需求分析结果进行说明。 

  

图 2.2a 五棵松第八比赛日需求分布       图 2.2b 五棵松第十四比赛日需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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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c 奥运公园南区第二比赛日需求分布   图 2.2d 奥运公园南区第十四比赛日需求分布 

从上图可以看出，不同场馆由于区位、比赛内容和日程安排不同，需求分布特征呈明显差异。

不同的比赛日，由于赛事时间不同，需求分布特征也呈现明显差异，包括入退场时间分布、人流量

随着时间变化规律不同。因此在公共交通运力配置上应按照需求分布特征进行运营组织。 

2.4 小结 

在对奥运需求与城市背景的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了二者的兼容性和差异性，认识到奥运需求

总量占全市出行总量的份额不高，而且其中占主要份额的观众出行只是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和空间

分布特征的改变而已，而不是日常出行总量的额外增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奥运需求对城市的总体

出行影响并非主要体现在出行量本身，而是其构成主体的多层次（尤其是 T1-T4 群）差异性及他们

出行行为特征的差异和由这些差异所决定的方式选择、O-D 分布、突发性、高强度以及对服务水平

（时效性、排它性、可靠性等）要求的不容变通的刚性。这就要求必须运用非常规的交通规划管理

方式去应对 T1-T4 特殊的需求。这种需求量虽不大，但构成极为复杂，差异性特点十分突出，这正

是运行组织的难点所在。 

3. 北京奥运交通规划体系和基本策略 

3.1 奥运交通规划的原则及基本策略 

基于对奥运交通需求双重性的科学分析，从城市交通长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考虑，与历届

奥运相比，29 届奥运会的交通规划在体系上更为完善，规划理念与策略原则也有所不同： 

奥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以满足城市综合交通长远发展目标要求为着眼点，兼顾奥运交通需

求。兼顾奥运特殊需求的主要做法一方面是有针对性地安排临时性交通基础设施（临时公交专用道、

临时公交专线、临时穿梭巴士及临时公交到发站和停车场）。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为奥运各类群

体量身定制运行组织方案。 

奥运期间，为 T1~T4 群体提供的交通服务主要依靠功能完善、高效的交通运行组织系统，以运

行组织规划作为主要保障手段。对 T5 群体提供的交通服务，则主要依靠城市日常公共交通系统，辅

之以必要的临时性服务设施。 

制定既符合长远交通战略，又可满足赛时交通服务需求目标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与“一揽子”

实施方案。据测试评估，奥运期间日常需求与奥运需求叠加后，出行总量为 3363 万人次/日，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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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一揽子需求管理措施后则更减少为 3125 万人次/日，下降 9%。与悉尼、雅典采取强制和鼓励市民

休假大幅度压缩日常出行需求量的做法相比，北京基于对两种需求兼容性与差异性的科学分析，为

满足奥运需要所付出的代价要少得多，城市日常出行量压缩不到 10%，仅为他们压缩量的 1/3-1/2。

显然北京的作法对城市正常运转和发展进程的影响相对要小些。 

 

图 3.1 出行总量变化情况（单位：万人次/日） 

3.2 奥运交通规划的系统性 

奥运会申办成功以来，在长达七年的筹备期中，先后编制十余项专项交通规划，在此基础上，

深入研究了多项规划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以及一个规划层次的功能目标，逐步形成一个完

整的多层次规划体系（图 3.2），这是在对历届奥运会交通规划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带有开创性的探

索。 

 

图 3.2 奥运交通体系规划层次结构 

按照上述体系，交通规划工作实中有序地贯穿于奥运筹备的全过程，在不同的时间阶段进行不

同层次、不同内容的规划，其目标、内容都按照不同筹备阶段工作目标要求开展相应层次的规划编

制工作。在“目标层面”上主要是制定奥运发展战略，确定筹备阶段工作计划（组织架构、工作进

程安排、团队构建、阶段目标等）；“基础准备层”是奥运规划体系由上位规划所确定的前提条件

和基础依据；“奥运交通基础设施”与“奥运交通组织规划”是这一规划体系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也是体系的核心。前者是以满足城市可持续发展需求为前提，兼顾奥运额外需求而制定的城市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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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网络建设规划，后者是以奥运期间可提供的基础设施为前提，如何配置和有效利用各项交

通资源建立一个满足赛时需求的高效运行系统。在核心层次规划指导下，制定面向服务的专项实施

方案及赛前、赛中和赛后指挥运行体系。上述五个层次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反馈，避免了各

项交通规划互不衔接、各自为政的局面。 

3.3 与外部相关系统规划的衔接关系 

在进行交通规划的同时，除了要重视奥运交通规划体系内各子项规划的相互制约与依存关系之

外，还要认真处理与交通系统外部相关规划的衔接、互馈、协调关系，尤其是《奥运场馆建设总体

规划》、《奥运安保规划》、《城市环境建设规划》、《奥运赛事规划》、《奥运场馆运行规划》、

《奥运服务规划》，这些规划既是交通规划的基础依据，又都需要交通规划的支持。因此，奥运交

通规划体系不是一个孤立的封闭体系，编制过程中要充分顾及它与外部规划的互动关系。 

4. 奥运人流组织 

历届奥运会的共同经验表明，交通系统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突发性高强度人流疏散管理（CROWD 

CONTORL），是决定奥运会交通运行系统成败的关键。奥运会开幕式散场是人流量最大，组织最

为复杂的人流集散过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散场人流组织作了详尽、周密的人流疏散组织方案，并

运用仿真平台对方案实施可能存在的潜在隐患作了排查分析，并多次修正。实施结果与预期基本吻

合。不仅散场时间比其他奥运会开幕式散场时间明显缩短，而且井然有序。开幕式散场后共计疏散

人员约 10 万人，总用时 75 分钟。75 分钟内，公共客运系统及专用大巴承担了 85%的人流疏运任务，

其中地铁与公交专线疏散观众约 4 万人，专用（包租）大巴运送运动员、赞助商及特邀嘉宾等 4.2

万人。 

4.1 集散方案的制定与实施 

4.1.1  疏散需求量 

开幕式观众散场方案在制定过程中，反复落实进场各类群体的人数、在场内的位置分布、退场

次序、退场路径、离场后的流向分布以及交通方式。当天持票观众约 4.3 万人，是疏散人流的主体，

其离场后的流向分布如图 4.1 所示。此外，需要专用交通方式疏散的贵宾、运动员、赞助商等各类

群体约 5.4 万人，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疏散工具与路径，时间与空间上都与观众流没有冲突。 

开幕式全过程中先后实际到场人数达 16 万人，除了观众之外，还有占总数 2/3 的运动员、贵宾、

演出人员及各类工作人员。人群进退场的组织极为重要。本次奥运会开幕式采取了时空分离的人流

组织方式，采用不同群体进退场的路线及时间完全分离的方案，对每类群体进、退场时间、出入口

疏散及路线都制定了十分精准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在人群时空分离的基础上，开幕式结束前已疏散各类人员 6 万人（非观众），其余近 10 万人在

开幕式结束后的 75 分钟内全部疏散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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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奥运观众在京城分布比例 

4.1.2  疏散口与通道的布设 

在开幕式疏散方案中，针对不同群体退场次序和交通方式，分别对鸟巢体育场场内与场外的人

流疏散口与疏散路线进行了详细设计。图 4.2 是场内疏散组织方案（局部）示意图，图 4.3 是场外疏

散口与线路组织示意图。开幕式散场时，奥林匹克公园共计开放出口 5 处，每处出口都与专线公交

到发站、轨道交通站点、穿梭巴士站点直接关联，方便乘客到达和散场。 

 

图 4.2 国家体育场观众散场流线组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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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奥林匹克公园安检口与交通场站位置分布 

4.1.3  公共交通运力配置 

开幕式散场时，公共交通为及时疏散退场观众，安排了充足的运力。其中： 

公共（电）汽车开设 28 条开幕式点对点专线公交, 配单机车 800 辆；在 28 条专线末端有 100

条公交线路，摆车二次疏散；中心区周边常规公交线路，散场时摆 100 台通道车；12 条夜班线路增

加夜间运力。 

轨道交通疏散措施通过奥运支线奥林匹克公园站或北土城站乘坐地铁 10 号线，3 分钟间隔、6

辆编组；通过东部公交场站乘坐公交接驳线至地铁 5 号线大屯站， 3 分钟间隔、6 辆编组；开幕式

当天除机场线外，地铁全网 24 小时运营。 

上述措施共计实现运力 8 万人次/小时，是实际疏散量的 2 倍。 

4.1.4  其他配套引导措施 

疏散方案按照预定疏散点、疏散量、疏散路线安全、有序的疏散为工作目标。通过人控、物控、

技控等三种手段，确保安全、无伤害事故。同时在奥林匹克公园 54 个区域，共设置 2000 名志愿者

引导人员以及配套的引导标识牌，并循环播放公共广播引导人员疏散。 

除了上述引导措施外，开幕式当天还利用媒体广泛宣传 28 条开幕式公交专线运行方案，包括运

行时间、集结地点、乘车方式等，引导观众乘坐奥运会开幕式公交专线抵离奥运公园。 

同时编制“观众乘坐公共交通观看开幕式”的宣传材料及“多种语言的观众散场疏散指南”，

在安检入场时发放给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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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入场及散场时，通过语音和大屏幕系统播放散场观众引导信息。标线标识与志愿者联合引

导，内外及分层疏导，提高观众疏散效率。 

 

 

图 4.4 观众退场流线 

4.2 分时分级分层的道路管控措施 

在开幕式前，奥林匹克公园地区采取了分时分级分层的道路交通管控措施。 

 

图 4.5 奥运会开幕式交通管制分区 

如图所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将奥运公园地区分成三个区域，分别为交通疏导区，交通控

制区，交通管制区。不同的区域交通管制时间及管制措施不同。（1）交通管制区：部分持证车辆进

入。（2）交通控制区：禁止私人机动车进入。（3）交通疏导区：机动车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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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奥运交通需求管理  

北京奥运会期间，采取了一系列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同时兼顾了市民的正常出行需求，实施效

果良好。 

北京奥运会期间，制定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是必要的，但政策的制定既要考虑有效性，也要顾及

力度的适当，政策的实施要具有可操作性。 

奥运期间，采取的“一揽子”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包括，机动车单双号限行、错时上下班、黄标

车全天禁行、外省市货车绕行、设置奥运专用道等。 

5.1 需求管理“一揽子”方案 

北京奥运交通需求管理政策的制定从出行产生、方式选择、时间分布等方面综合分析，采取多

项措施对其进行调整。需求管理政策的基点是以人为本，在力求城市日常基本出行不受或少受影响

的前提下保障奥运活动顺利进行。需求管理“一揽子”方案是在尽可能少削减出行总量的前提下，

通过出行方式和出行时空分布的调节，最大限度地削减高峰时段道路负荷。 

表 5.1 需求管理“一揽子”方案 

政策  目的  

机动车单双号行驶 引导出行方式向公共交通转移，消减道路负荷量 

错时上下班，延迟商场营业时间  调节出行的时间分布  

减少大型活动 调节出行空间分布 

加大公共交通保障力度  为出行方式转移提供保障  

场馆周边不提供私人机动车停车位 限制小汽车出行方式 

5.2 需求管理政策的力度与可实施性评估 

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关系到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和城市功能的运转，对其有效性、实施力度的

把握以及社会承受力必须进行审慎地评估和权衡。 

在政策的实施力度上，不仅要以奥运期间交通需求与交通基础设施（道路网与公共客运系统）

承载能力的科学评估为前提，同时也必须顾及首都的特殊性。 

在社会承受能力上，重点考虑私车限行的多种负面影响以及作为替代方式的公共客运系统服务

水平。在民意调查与社会舆论引导的基础上，对限行方案的实施力度进行反复权衡、测试。限行方

案首先是以最大限度压缩公车出行为前提，要求所有公车在单双号限行的基础上再封存 70%，此举

深得民心，对限行方案的顺利实施起了重要作用。 

在推行单双号限行方案的同时，细致、缜密地调查了市民的各类特殊情况，有针对性地采取了

多项人性化措施，包括：允许有特殊需求的车主申请更换牌照；设置限行缓冲时段；免征车船税和

养路费；发放货运特许通行证等等。 

落实各项保障措施。需求管理方案实施之前，对各项必要的支持条件和保障措施逐一落实。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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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制定各项社会宣传计划以及监管措施之外，基于浮动车实时数据采集系统的城市交通运行动态监

测平台的建立为奥运期间交通系统运行指挥调度以及各项需求管理方案的推行提供了可靠技术保障。

作为物质（资源）保障，公共客运系统运力配置方案与服务改善方案的落实是“一揽子”需求管理

方案成功实施的关键。经测算，实施机动车限行方案后，高峰日将会有 270 万人次的出行量转移到

公交方式上，折合新增公交客运量 412 万人次。相关部门根据预测数据，制定了详细的运力配置和

运输组织方案。奥运期间公共客运系统实际承担客运量比奥运前增加 415 万人次，与预测结果一致。 

5.3 需求管理方案评价 

奥运期间全市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对各种可选方案的实施效果及支持条件（例如

公交系统承载能力与服务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必选。以“单双号限行”方案为例，分别对每日停

驶机动车 100万辆、150万辆、200万辆三个限行方案进行了实施效果的分析与公交支持条件的评价。 

 

图 5.1  交通管理措施仿真测试 

经过仿真测试，方案二虽基本可以满足奥运会期间道路交通运行水平的要求，对公交系统支持

力度的要求也较易满足，但从城市环境（主要是可吸入颗粒物排放量）质量控制的需要，经过综合

权衡，最终选择了限行力度更大的第三方案。按照这一方案，机动车每日限行 200 万辆，预计全市

主干道机动车流量下降26%，主干道高峰时段行驶速度提高 40%。奥运期间实际道路负荷降幅22.5%，

早晚高峰时段干道平均车速分别为 35km/h 和 31km/h，与预测结果基本吻合。 

奥运交通需求管理“一揽子”方案的实施，在每日削减机动车流量 20%以上的基础上，全市日

出行总量并没有明显的下降，从奥运前的每日 3436 万人次减少为每日 3125 万人次，同口径相比，

城市日常出行量仅减少 10%。这个数据表明，北京奥运交通在大量削减机动车流量的同时，对城市

日常出行和城市功能运转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不仅 93%的市民表示认可，也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 

 

图 5.2  奥运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实施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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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奥运交通风险评估 

在各项奥运交通专项规划最终定案之前，为了全面检验交通运行系统的可靠性，分别就以下 6

个方面的规划实施方案进行了风险评估，包括：“奥运大家庭交通服务”、“交通安全和组织管理”、

“交通基础设施保障”、“观众服务保障”、“赛时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以及“奥运会开闭幕式交

通运行方案”。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对各项规划作近一步修正和补充完善。 

评估工作采取了“专家领衔、公众参与、专业评估”的工作组织方式，成立了奥运交通安全风

险防范评估课题组，按照图 6.1 所示流程进行科学评估。 

 

图 6.1 风险评估流程 

评估过程中使用了“专家经验法”及“模型测试法”等多种方法重点对 35 类交通风险事件进行

风险的识别、发生概率、风险控制能力、风险后果等进行评价，确定风险等级，制定针对性防范及

控制措施。 

通过此次评估，最终形成七项专业评估报告和 27 项规避风险的对策方案。七项报告包括：《奥

运会交通安全风险评估及对策报告》、《北京市奥运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与对策报

告》、《北京市奥运期间桥梁安全突发公共事件风险评估与对策报告》、《北京市奥运期间城市轨

道交通运营突发事件风险评估与对策报告》、《北京市公共交通奥运保障预案》、《奥运期间交通

运输行业风险防范工作报告》、《开幕式交通运行整合方案风险评估与对策报告》。 

各相关部门对评估建议逐项落实，制定了 22 项应对措施和两项应急预案。事实证明风险评估工

作为奥运会和残奥会交通组织、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提供了强有力保障。 

7. 几点启示与建议 

举办奥运这类短期的大型活动，交通战略政策的制定与基础设施的供给要以满足城市正常需求

为着眼点。要正确认识此类活动的特殊交通需求与城市日常需求的兼容性与差异性，对特殊需求应

以城市日常交通服务系统为基础，主要依靠运行组织手段、需求管理措施以及附加的临时性交通场

站设施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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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完整的交通规划体系是非常必要的，此体系以“基础设施规划”和“运行组织规划”为核

心，并且要处理好与交通系统外部规划的关系。 

对奥运这样的大型活动，采取需求管理措施是必要的，但需要考虑政策的力度和必要的支撑条

件。要特别重视公共交通体系的支撑作用。  

为应对大型活动中高强度突发性人流集散的需求，采取模拟、仿真技术手段对人流集散时空分

布规律及组织引导方案进行量化分析评价是必要的。要从时空分流、集散交通方式及运力配置、人

流引导技术手段等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 

交通安全的风险评估工作，对于大型活动是必要的，评估工作可以使存在的安全隐患降低，同

时提高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置能力，特别是在评估基础上制定专业的应急预案对保障大型赛事的顺

利进行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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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活动行人交通组织研究 

金利  马泽 

【摘  要】在大型事件中，行人交通组织是整个大型事件交通的一个重要部分。在活动集散时期，

场馆交通集散的关键是行人交通组织，尤其在散场时人员相对比较集中，如果现有的交通供给设施

不能满足行人交通的需求，行人交通流就会和机动车流产生严重的冲突。 

大型事件在短时间内使城市局部空间聚集了大量的人流车流，尤其是当大型事件发生时周边停车场

不能满足停车需求的时候，过剩车辆拥挤是造成交通堵塞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本文将基于随机

效用函数对出行者的出行特征进行有效分析，预测出行者对交通方式的选择行为，以此来判断大型

事件发生时周围停车场的需求情况，从而为交通规划部门制定交通规划政策和交通需求管理提供参

考依据。 

本文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型事件散场过程的行人交通的目标、特点、组织思

路、行人疏散方案从而通过合理的行人交通组织和交通设施布臵使人群可以安全、准时、方便、舒

适的离开场馆，以保障大型活动的顺利召开。 

【关键词】大型活动  行人  交通组织 

1. 前言 

大型活动的举办往往会涉及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间人员和物资的流动。成功地举办大型活动

不但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有助于宣传和体现城市形象，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由于活动

时的交通状况是城市精神面貌的集中体现，如果活动时的交通组织与管理不当，就会起到相反的作

用。在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曾出现过上千持票者和运动员在车站候车的尴尬局面，交通不畅也

因此成了亚特兰大奥运会的败笔。由于城市交通状况是城市精神风貌的集中体现，为了达到举办大

型活动的目的，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组织与管理是交通管理部门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组织与管理包括行人交通流的组织与管理、机动车流的交通组织与管理以

及停车组织与管理三部分。在活动集散时期，场馆交通集散的关键是行人的交通组织，尤其在散场

时人员相对比较集中，如果现有的交通供给设施不能满足行人交通的需求，行人交通流就会和机动

车流发生严重的冲突。为了保障活动的顺利进行，本文将对活动场馆内外的行人交通组织与管理以

及如何安全快速的实现疏散进行研究。 

2. 大型活动的定义及分类 

2.1 大型活动的定义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大型活动”有不同的界定，本文综合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定义范畴，

从活动期间交通组织与管理的角度，将大型活动定义为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组织及

个人在公园、风景游览区、游乐园、广场、体育场（馆）、展览馆、公共道路、居民生活区等公共

场所举办的，能够引发大量的交通需求或降低道路通行能力，并对日常运行的交通系统产生一定影

响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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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大型活动的分类 

根据活动场所提供的服务性质不同将大型活动分为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和提供长效性服

务的大型活动。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是指活动场地有固定座位，活动场所能够容纳的最大人

数确定，活动期间的参加人数也基本不变的活动，如演唱会、体育比赛等。 

表 2-1 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的特点 

活动特点 具体描述 

活动大体时间 一天或间隔的有规律的多次 

活动具体时间和持续时间 确定的开始时间和大概的结束时间 

活动地点 固定地点 

预期参加人数 参加活动的最大人数确定 

容纳观众方式 付费、买票、指定座位、提前售票 

活动形式 体育比赛或音乐会 

对于此类活动，参与者一般在活动开始之前的短时间内集中到场，活动结束后以更集中的方式

离开，而活动期间参与者不会大规模地到场或离场，诱增交通量的高峰期出现在活动开始前和活动

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而在活动开始后和结束前的诱增交通量较小。但停车位的占用情况与此相反，

在活动持续期间的数量是最大的，而且比较稳定。此类活动一般只需活动开始前和结束后对活动周

围道路交通进行组织和管理，而活动期间一般不需要特别的交通组织和管理。 

提供长效性服务的大型活动是指活动场地一般没有固定座位，活动场所能够容纳的最大人数并

不确定，而且活动期间的参加人数随时间变化的活动，如展览会、游园会等。此类活动的特点如表

2-2 所示。 

表 2-2 提供长效服务的大型活动的特点 

活动特点 具体描述 

活动大体时间 连续多天 

活动具体时间和持续时间 长时间持续运行 

活动地点 固定地点或临时地点 

预期参加人数 参加活动的人数最大值不确定 

容纳观众方式 免费或付费、持票或不支持、无支持座位 

活动形式 集市、艺术节、专业会议或展览会 

此类活动的观众可以在活动期间的任何时间到场，并且可以随时离场，虽然诱增交通量的高峰

期也可能会出现在活动开始前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但在活动持续的过程内，由于有较多的人员到

达和离开，周边道路上也会有较大的诱增交通量，在这种活动的持续期间，占用的停车位数量较大，

但会有较大的波动。一般要对此类活动周围道路进行全程的交通组织和管理，高峰期间更要加强对

活动地周围道路的交通组织和管理。 

3. 大型活动中的行人交通需求分析 

由于大型活动按其活动场馆提供服务的性质不同分为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和提供长效性

服务的大型活动，而这两类活动有着不同的特性，因此，本章将分别对其交通需求分析方法进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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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行人交通需求总量预测 

不论是对大型活动期间的机动车流还是行人流进行组织与管理，对观众总量的预测是进行交通

组织与管理的前提。对于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首先由历史资料结合活动场所的容量预测下

次举办类似大型活动的观众总量；对于提供长效服务的大型活动，可以考虑利用场馆的有效面积除

以观众的人均占用面积得到场馆能够容纳的总人数，即场馆的最大容量。 

3.1.1  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行人交通需求总量预测 

对于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首先由历史数据获得活动场所能够容纳的最大人数和以往举

办类似大型活动的上座率。如果上座率数据无法获得，则需要调查本次活动实际参加活动的人数，

与活动场所能够容纳的最大人数相比，得到本次活动的实际上座率，为下次举办类似大型活动时的

行人交通需求量预测提供数据支持。此类活动的行人需求量预测如公式（3-1）所示。 

（3-1） 

 （3-2） 

代表活动发生人数；    代表活动场馆最多能容纳的人数；   代表上座率；    代表平均上座

率，即以前各次上座率的平均值；   代表中途退场率；  为修正系数。 

因为每次活动都有自己的特性，所以要分析和比较活动特性的差别，从而得出修正系数α。它受

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活动地的区位、内容、等级及座位数等。若两次活动的影响因素基本相同，

则α = 1；若两次活动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则可采用专家评估法来实现 

3.1.2  提供长效性服务的大型活动行人交通需求总量预测 

对于提供长效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可以考虑利用场馆的有效面积除以观众的人均占用面积得到

场馆能够容纳的总人数，即场馆的最大容量。场馆的有效面积是指供行人使用的有效通道的面积。 

3.2 行人交通需求时间分布特性分析 

为了确保在行人交通组织与管理中的人力、物力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本节将对行人交

通需求在时间上的分布进行预测以确定需要重点进行组织与管理的关键时间段，为下一步制定行人

交通组织与管理方案提供依据。 

3.2.1  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行人交通需求时间分布特性分析 

对于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和提供长效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其观众入场和散场时的行人交

通需求在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同的。通过对 2008 年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的多场北京奥

运会男女足小组预赛的调查分析，得到观众入场和散场时的时间分布特性，如图 3-1、3-2 所示。 

 dd KKQQ  10max

 aKk0

dK 

dQ maxQ 0K 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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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提供一次性服务活动观众入场时行人交通需求的时间分布图 

 

 

图 3-2 提供一次性服务活动观众散场时行人交通需求的时间分布图 

从图 3-1 中可以看出，观众一般在比赛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当然，这也与活动地点、活动规

模和活动性质有关，对于一般的体育比赛性质的活动，活动大约持续两个小时，观众到达的时间分

布是在比赛开始前 20 分钟至比赛开始前 5 分钟这段时间内流量比较大，这段时间是需要对行人交通

进行组织与管理的关键时间段。 

对于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而言，观众的到达和离开高峰可以参照上述例子确定，活动规

模越大，观众到达和离开高峰持续时间就会越长；活动地点距离市中心越近，观众到达和离开高峰

持续时间就会越长，并且对日常运行的交通带来的冲击性就会越大。 

3.2.2  提供长效性服务的大型活动行人交通需求时间分布特性分析 

提供长效性服务的大型活动持续时间相对较长，观众到达和离开时间相对分散，但也分别存在

一个到达和离开高峰时间段，通过实际调查分析多场在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奥

运会男女足小组赛，得到该类活动的到达和离开时间分布如图 3-3、3-4 所示。 

流

量

活动开始前20分钟   活动开始前5分钟 时间

流

量

活动结束时间 活动结束后10min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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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提供长效性服务活动观众入场时行人交通需求的时间分布图 

图 3-4 提供长效性服务活动观众散场时行人交通需求的时间分布图 

从图 3-3、3-4 中可以看出，观众从活动开始时间到活动结束这个时间段内观众持续到达，但是

存在一个到达高峰。观众在一天内的到达高峰大约出现从活动开始至活动开始后 3 小时这个时间段

内。因此，这段时间是需要对行人交通进行组织与管理的关键时间段。而观众在一天内的离开高峰

大约出现从活动开始后 3 小时至活动开始后 6 小时这个时间段内，并且这与观众入场高峰时间有一

个重叠的时间段，在这个重叠的时间段内，对观众的进行组织与管理难度是最大的。 

对于提供长效性服务的大型活动而言，在活动的具体的每一天都会存在一个观众到达和离开高

峰，具体时间可以参照该图来确定。在活动整个持续时间内，如果活动期间包括周末，那么星期六

和星期日这两天就会出现人流高峰。对于活动的组织与管理者可以考虑在这个时间段内进行重点组

织与管理。 

3.2.3  行人交通需求空间分布特性分析 

观众前往场馆参加活动，不论采用哪种交通方式出行，最后都汇集到行人交通。由于各种交通

方式分担的客流量不同以及场馆各个出入口的行人流量不同，这就形成行人交通空间分布。 

分析观众前往活动场馆所使用的各种交通方式的比例，确定出需要重点组织与管理的主要观众

群体。如果观众乘坐公交车到达活动场馆的比例最大，则活动的组织与管理者要对公交车的服务及

其他的附属设施的服务提出相应措施，保证服务质量。当然，影响观众使用出行方式的因素有很多，

流

量

活动开始时间 活动开始后3小时

时间

活动结束时间

流

量

活动开始后3时间 活动开始后6小时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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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活动的性质、活动地点、活动举办时间等。 

分析活动场馆各个出入口的行人流量对维持场馆出入口及周围交通的运行秩序和确保人力物力

资源的合理利用方面有重要意义。结合行人交通需求的时间分布特性，可以确定出需要重点组织与

管理的关键出入口，有利于活动管理者合理调度现有资源。 

考虑到活动场馆提供服务的性质不同，将大型活动分为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和提供长效

性服务的大型活动。由于提供一次性服务的大型活动入场和散场时空间分布特性不同，要分别对其

进行分析。对于提供长效性服务的大型活动而言，由于对入场和散场时的时间要求比较低，据实地

调查，观众入场和散场时改变其出行方式的机率不大，而且活动场馆各个出入口的行人流量分布情

况对场馆出入口人力物力资源的分配情况有重要影响。因此，掌握场馆各个出入口的行人流量分布

情况至关重要。 

4. 大型活动中的行人疏散特征及疏散方案研究 

4.1 提供长效性服务的大型活动行人疏散方法 

提供长效性服务的大型活动是指活动场地一般没有固定座位，活动场所能够容纳的观众总人数

没有明确规定，而且活动期间的参加人数随时间变化的活动，如展览会、游园会等。一般此类活动

的举办地点设置在公园、会展中心等能够容纳大量观众的公众性场所。 

考虑到活动场馆外围交通设施、场馆出入口、场馆内部展区在行人交通中的“链式”关系，本

文从三个方面对活动期间行人交通组织与管理的方法进行设计，即场馆内部主干道的行人通道、出

入口通道数的设置和场馆外围通往公交和出租车停靠站点的人行通道的组织与管理。 

4.1.1  场馆内部主干道的行人交通组织与管理方法 

场馆内部主干道上行人交通组织通常采用的手段是设置标识牌。标识牌的设置作为交通组织的

一种形式，在场馆内部行人交通的引导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标识牌的布设方面注意以下问

题： 

标识牌的内容。内容应通俗易懂，最好采用文字和简易图形相结合的形式，便于各个文化层次

的人识别与理解，指向性的标识牌最好采用文字和箭头相结合的方式，引导观众按照管理者预设的

路线观展，以维持整个场馆内部的行人交通秩序。 

标识牌的设置位置。本节建议在整个场馆的出入口附近设置展区位置示意图，在道路的任何一

个交叉口处设置指向性的标志，在每个展区的出入口设置本展区内部的展览内容位置示意图，出入

口的标志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保证观众能够很清楚的看到此标识牌，引导他们顺利的出入。 

采用“一图多用”的方式。场馆布置示意图可以重复使用，但不是一张图简单的重复设置，而

是要在图中标出该标识牌的位置，此标识牌与指示性标志配合使用，对观众在场馆内部的步行行为

的引导性就更强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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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出入口通道数的设置方法 

 通道有效宽度上的通行能力 

 )(

1

TE
Ct 

         （4-10） 

其中，  是相邻两个人的时间间隔。 

 出入口通道疏的计算 

由上式确定一条通道的有效宽度上的通行能力，由高峰时段的行人流量除以一条通道的有效宽

度上的通行能力，得到该出入口的高峰时段时所需要的通道数   ，即 

t

m

C

Q
N 

   （4-11） 

4.1.3  活动场馆外围行人交通的组织与管理方法 

由于大型活动的性质不同，活动场馆所处的位置不同，观众出行所使用的交通方式的比例情况

也不尽相同。而活动场馆外围的行人交通组织与管理的重点与观众出行方式所占的比例有密切的关

系。据实地调查，公交车、出租车和私家车是观众出行主要的交通工具，本文将分别对乘坐这三种

交通工具的观众进行组织与管理。 

 乘坐公交车出行观众的组织与管理 

公共交通是居民出行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对公共交通观众的组织与管理是行人交通组织与管理

的重点。在交通流量一定的情况下，公共交通站点布设的是否合理已经成为影响道路通行能力的重

要因素。目前，公交车停靠站点和出租车停靠站点设置不合理是最突出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出租

车停靠站点大多设置在公交停靠站的前方，且两者之间的距离很近。这种设置方式势必会导致出租

车和公交车之间的相互干扰较为严重，即公交车妨碍出租车进站，而同时停靠在前方的出租车妨碍

公交车出站。为了达到活动期间交通顺畅的目的，本节将从公共交通停靠站点的设置和活动场馆的

行人通道的设置方面对公共交通观众的组织与管理进行研究。 

公共交通停靠站点的设置 

公共交通停靠站点布设应遵循的原则：公交站点停靠站尽量与活动场馆接近；充分利用已有的

公交线网与车站。 

另外，公共交通的停靠站点不应设置的过于集中，并且在停靠站点周围设置标识牌以引导观众

从各个出入口出入，避免大量的观众涌向一个出入口，造成该出入口过渡拥挤，而其他的出入口资

源闲置的情况出现。 

本文参照外国举办历届奥运会期间交通组织与管理的成功经验，提出终点站的车辆到达和发车

的站台设计原则： 

站台要人性化设计，便于组织车辆和安排乘客； 

T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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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众进出站台要方便，要有明显的指示标志； 

前往不同目的地的车辆所进出的站台有所差别（建议用颜色来区分）； 

站台设计要充分考虑到弱势群体需求，设置无障碍设施。 

行人通道的设置 

本文建议观众从公交停靠站点步行进入活动场馆的行人通道要专门布设，要严格的实行人车分

离。避免行人占用机动车道，致使活动场馆周围的交通秩序比较混乱，给机动车流的正常运行造成

更大的压力。 

 出租车停靠站点的设置 

本节着重从出租车的停靠站点的设置方面入手，以引导观众从出入口出来后顺利的到达出租车

的停靠站点。本文设计出租车停靠站点的设置原则如下： 

与出入口周围的公交车停靠站点错开，避免乘坐出租车的乘客与乘公交车的乘客在一块儿候车，

过度占用人行道和机动车道，对活动场馆周围的道路交通造成重大影响。 

出租车停靠站点的设置位置要适当，距离场馆出入口太近，影响场馆出入口的通行能力；距离

场馆出入口太远，观众就会换乘公交车离开，公交车承担的运输量加重。本文建议在距离出入口 200

－300 米的位置处设置出租车停靠站点。 

 私家车停车场的组织 

对私家车观众的组织与管理，重点是引导观众顺利的将车辆驶入或驶出停车区域，观众将车辆

停放好之后，顺利的离开和进入活动场馆。在对观众的组织与管理过程中，常用的方式包括：标识

牌的引导、配备现场指挥人员、设置专门的行人通道等。 

4.2 大型活动行人散场时行人疏散方案要点 

4.2.1  散场时行人交通特点 

日常步行流是城市交通流这一复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性主要表现在行人的速度、对个

人空间的要求和步行的注意力等方面。行人如果不是要赶时间到达目的地，一般都倾向于以自己最

舒适的步行速度行走，而且总是与其他行人和边界（建筑物、街沿等）保持一定的距离，当行人密

度增加时，步速和步幅都会明显地减小，行人之间或行人与建筑物等的距离也会随着人流密度的增

大而减小，由于行人出行时间不很集中，出行目的也不同，日常情况下的步行人流会表现出间断性、

不稳定性。 

在活动结束之后，活动场馆区域的步行群体的目标性比较统一，大多数都是为了离开场馆去乘

坐交通工具，所以步行流的整体特性比较强，受其他因素的干扰较小，而且时间也比较集中，高峰

强度较大。所以活动结束后场馆区域的行人交通形成的是一种流动性、整体性很强的运动体，具有

流体的易渠化、易导向性等运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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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散场时行人疏散目标 

散场时行人疏散的目标就是通过合理的步行组织和交通设施的布置使人群可以安全、准时、方

便、舒适的离开场馆。其中主要参与成员（演员、运动员、媒体和官员等）与普通观众的进入和离

开场馆的出入口和路线完全分开，不会相互影响。 

 安全 

首先要充分考虑到离开的人群高峰小时流量，并据此提供充分的人行通道交通供给能力，避免

产生拥堵情况。其次所有与人群接触或临近的设施均采用安全设计，从材料、形状到布设位置等都

要避免不安全因素发生的可能性。在紧急事件（如：地震、火灾、突发疾病、恐怖事件、人群拥堵

等）的防范及处理上要作到统一指挥、实时监控、快速调度、迅速处理。 

 准时 

要根据具体活动的人群流量及散场的规律制定相应的疏散方案，在活动规划允许延误的范围内

让人群更加快捷的输出场馆。 

 方便 

设置合理的交通设施使人们能很快清楚目的地的通道走向并且到达容易，对于任何可能到达的

地方都要考虑并设置残障人员设施。 

 舒适 

在人流步行的过程中，从视觉、听觉、嗅觉、感觉等不同方面设计不同的设施及方法使人们在

步行的同时得到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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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计划性特殊事件的交通管理研究 

——以长春汽博会为实例 

王鲲鹏 

【摘  要】本文以长春市汽车博览会为实例，结合其大型计划性特殊事件的特性和具体区域交通特

点，研究此类特殊事件的交通管理办法。提出其管理的组织架构、管理流程以及常用管理措施，并

针对选为实例的长春汽车博览会交通优缺点，提出具体的管理方式，为其他此类大型事件的交通管

理提供参照。  

【关键词】计划性特殊事件  大型活动交通管理  管理措施  管理流程 

1. 1.背景分析 

长春市作为中国北方最为重要的汽车生产基地，汽车产业的发展受到全国乃至国际的普遍关注；

同时也是向外界展示长春汽车产业发展态势和城市风貌的大型活动，倍受市政府重视。自 1999 年开

始以来，历年来展出规模，参加人数逐年提升，2009 年，第六届中国（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更是

达到空前规模，从 7 月 15 日开展到 20 日，仅仅 6 天时间就累计接待游客 51.82 万人次，最高日接

待游客量超过 10 万人次，对博览会的交通管理与组织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要求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

人员充分考虑其特点，引入规范化的计划性特殊事件交通管理的理念和模式，从整体角度来进一步

研究汽博会为典型代表会展型计划性特殊事件的交通组织工作。 

1.1 计划性特殊事件交通特点分析 

汽车博览会属于典型的计划性特殊事件，计划性特殊事件是一种公共活动，拥有计划好的时间

与地点，包括会展活动，体育活动，音乐会，节日以及发生在一些永久性多功能设施的大会（例如：

竞技场，体育馆，跑道，露天广场，圆形剧场，集会场所，等等）。还包括偶发的公共事件，例如

游行，焰火表演，自行车赛，体育赛事，摩托车拉力赛，季节性节日以及在临时地点举行的纪念活

动。它对常规交通输系统运行产生的影响主要在于增大了需求以及降低了供给能力。 

计划性特殊事件对举办区域的交通系统安全性、效率性和可靠性都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而又多样

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 

对激增交通需求的管理 

缓解潜在的通行能力限制 

影响同多种出行选择相关的效用 

如何容纳巨大的行人流 

如何有效处理各种到达方式的衔接换乘 

其他相关的影响和挑战 

突发事件，诸如很强的天灾或者其他大灾难之类会在短时间的疏散过程中产生极大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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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之类事件会对区域交通设施的通行能力供给带来极大破坏，此类事件虽极少发生但破坏巨大且

发生只有极少乃至于无任何征兆，管理者对其难于掌握。相比较于突发事件，计划性特殊事件具有

特定的发生地点，计划好的发生时间以及相似的运行规律。二者管理方式的侧重点也应有所不同，

突发事件重在预防，提供高安全性、可靠性的综合交通系统以满足突发状况；而计划性特殊事件的

交通管理重在调节，管理者可以通过完善的管理程序、科学的交通预测和规模测算、合理的组织管

理办法，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将交通影响降至最小。下文将以此为指导，针对长春汽车博览会的交

通组织管理进行具体的研究。 

1.2 长春汽博会交通特点分析 

长春汽博会历年均选用长春市会展中心作为举办地点。会展中心位于市区东南部，周边为会展

大街、卫星路、北海路三条主要道路，长春快速轨道三号线沿卫星路通过，门前有 160 路、120 路、

271 路常规公交驶过，具有较好的交通条件。汽博会交通的优势在于周边可供选择交通方式多样，

多高等级道路，可供发掘利用通行能力大；会展中心内部区域广阔，配有多个出入口，便于内部交

通流线组织；周边有较多停车泊位可供利用。不足在于会展中心位于长春现状发展的边缘地区，受

发展影响绝大部分出行发生源位于市中心所处西北方向，出行空间分布不均衡；公交车辆发车频率

低，车辆多为小型客车，载客能力有限，且未进行车站港湾式设计，大量的上下客会对道路通行能

力带来明显干扰；轨道交通三号线运力过小，每次仅为一个编组，共计 64 个座位，发车间距上下班

时间高峰 4-5 分钟，平峰 6-7 分钟。道路未设置人行过街设施，存在步行安全隐患。其交通特点可以

概括为周边交通规划合理，供选方式多，通行能力潜力大，但受现状发展制约，发生源空间分布不

合理、公交运载能力待发掘，交通设计组织欠缺。周边交通环境如下图所示： 

 

图 1 汽博会举办地周边交通条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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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型计划性特殊事件交通管理研究 

以汽车博览会为代表会展类大型计划性特殊事件的交通管理的是一个复杂的、需要多部门协作、

具有一定持续时间的系统工程，管理重点的准确识别、完善的事件组织管理制度、合理的交通控制

管理措施选用是整个事件交通管理工作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 

2.1 管理要点分析判断 

大型计划性特殊事件交通管理工作能否达到预期的管理目标的关键为： 

表 1 计划性特殊事件交通管理关键分析表 

成功关键 

尽早的确定参与的相关部门 

预测事件诱发交通出行对现场及区域层面的影响 

制定能够适应交通需求和其它意外事件的综合交通管理方案 

确保交通管理方案的成功实施 

组建一个组织良好的交通管理组织，该组织具有在各机构间实现无缝衔接的能力 

建立针对事件持续时间内交通的监测以及协议来及时的修订交通管理计划使之适应真实交

通状况 

将历届博览会的成功管理经验应用到日常工作中，并为未来事件规划和运行的需要，积累经

验教训 

2.2 管理方式研究 

以长春汽车博览会为实例，从管理办法和相应管理技术角度来具体分析大型计划性特殊事件的

交通组织管理。 

2.2.1  管理机构 

首先，作为影响范围覆盖全市乃至区域的大型计划性特殊事件，汽车博览会的管理需要一个专

业的协调管理组织以及从提出申请、交通研究、组织方案设计与实施，事后经验总结等一系列规范

的管理办法。这个协调管理组织应当包括以下人员和部门： 

交通工程师：交通工程师主要完成事件管理规划与事件发生期的交通管理措施。事件管理规划

手段包括交通管理规划的实施与修正，交通信号控制的配时设计来适应交通需求。交通工程师在事

件发生期有责任检测与保持交通流的稳定性，挖掘轨道交通与快速公交的运输能力，为当地的计划

性特殊事件制定合适的规划。 

执法部门：主要责任是保证交通管理规划的实施。执法部门其他的责任包括事件发生期的交通

控制与安全，保障行车停车限制的实施，保护重要客人。 

事件主办机构：通过对公共部门的书面要求并完成事件举办的申请批准，确定利益得失者制订

事件举办计划。事件主办机构掌控着计划性特殊事件的举行。事件主办机构还需要维护个部门之间

的协调来维持事前计划的进行并赢得管理者对交通管理规划的支持。 

交通资源管理部门：主要指高速公路管理局、城市轨道管理运营公司、城市常规公交管理公司、

交通局等交通设施和运行管理部门。可以依据交通工程师针对汽博会此类特殊事件做出的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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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速公路匝道开闭、轨道交通发车频率、常规公交频率乃至放站、跨线等特殊调度办法协调交通

资源进行实施。 

相关辅助部门：包括医疗急救、消防、新闻宣传、治安维护等部门，主要责任为维持事件期间

的正常秩序，应付各类突发事件。 

2.2.2  管理流程 

在有了完善的组织结构后，汽博会的管理仍需要一个规范的流程。本研究中将汽博会等大型计

划性会展事件的交通管理划分为五个流程阶段： 

程序规划阶段：确定整个管理办法的制度框架，规划管理的流程和原则，为会展事件的管理有

序进行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方案准备阶段：由事件的组织机构向管理结构递交汽博会举办申请开始，至汽博会交通管理方

案通过审核为止。主要内容为组织者提供包含展会计划持续时间、各天内容安排、可能出现高峰，

交通工程师结合周边交通状况和设施分布，进行交通需求预测，设计可行管理方案并由各参与部门

进行论证。 

会展前准备阶段：各参与部门依照方案组织人力和物力资源，进行人员培训和设备预先铺设，

对于封闭道路、匝道，提供特殊线路公共交通车辆和交通流向组织等相关出行信息进行提前发布。

并在落实过程中结合出现或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交通管理实施方案的调整，以及由前文提到所建立

的专业协调管理组织进行统一的调配调整以及审核工作。 

会展中管理：依照预先设计好方案进行会展中交通组织管理。进行现场的交通情况实时监控，

要求各个相关部门均有人值守，准好随时应付突发状况的准备。 

会展后总结：由于汽博会为固定的计划性特殊交通事件，并且每年均选用同一场地，历年来的

参加人员增长趋势，到达方式组成变化，管理中经验和成绩等资料可以有效指导下一年度的方案设

计，对此的汇总与总结具有非常重要意义。 

具体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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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管理流程图 

2.2.3  管理措施 

在管理实施措施层面上，大型连续性特殊事件的交通管理涉及到交通效率管理、交通安全管理、

静态交通管理等多方面，经过对国内外大型会展类特殊事件管理的研究，其常用管理手段如表 2。 

大型计划性特殊事件项目交通管理手段丰富多样，适应于各种不同具体环境的要求，实施中对

所需资源和技术水平也不尽相同，在长春汽博会交通管理措施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到会展中心地理

位置，周边交通状况，长春市民出行特点，方式选择倾向；交通管理技术水平，可调配具体设施数

量。由于长春汽博会惯例持续时间较长，主要面向对象、门票价格均有变化，也需要考虑由此带来

的交通需求量变化，针对此做出具体措施调整。 

2.2.4  实例具体建议实施措施 

针对前文介绍的长春汽博会所存在的具体交通问题，推荐采取以下几条主要措施： 

结合长春居民出行公交比例高的特点，提高公共交通会展期间的供应水平，具体包括提高轨道

3 号线发车频率，白天会展高峰依照早晚高峰-5 分钟间距发车频率 4，增加公交线路发车频率，考虑

线路少的特点，针对宽城、绿园、汽开等出行距离长且无直达公交线路的城区或组团增开跨线直达

车辆。 

考虑卫星路主入口人流密集，将其设置为人行专用入口，卫星路沿线地面泊位只服务于站上或

新闻人员，不对外开放，减少停车带来的交通吸引；同时开放北海路停车场，并在必要时候租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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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路体育场作为临时停车场所，吸引自驾车游客使用北海路出入口。分散人流分布。 

表 2 常用管理手段范例表 

种类 范例手段 

交通效率化管理 

 快速路交通控制  匝道封闭或附加通行能力 

 备选路径  匝道测定 

 道路交通控制  车道控制  备选路径运行  道路封闭 

 路上停车限制   停车管理系统 

 交叉口交通控制  进入及转向限制  提前签订改善交通运行 

 交通信号配时和协调 

 交通事故管理  服务巡逻  牵引车运输  

 拥塞预警标志  便携式照明 

交通信息化管理 

 交通监控  闭路电视系统  一线观测  空中观测 

 媒体报道  便携式交通管理系统 

 途中出行者信息  可变信息标志 公路问询广播 

 媒体  静态标志  目的地签订 

交通需求管理 

 公交激励  线路临时调整 跨线调度 

 增加公交承载能力供应 

 高占有率车辆激励  优先停车  减少停车成本 

 事件观众激励  事件前与事件后行为 

 自行车者容量  自行车路线和可用停车 

 本地交通需求管理  背景交通转移  货运转移 

 出发前出行者信息  因特网  电话信息系统  公共信息活动 

 事件和场地运输引导  媒体 

在卫星路出入口设置行人横道或临时立体过街设施，并派警力维持秩序。入口距离卫星路东侧

立交匝道过近，提前设置减速慢行标志，避免高速车流与行人之间形成安全隐患。 

针对交通产生源多位于会展场所北面的出行空间分布特点，在会展大街与北海路和卫星路交叉

口实行带有专用转向相位的信号配时方案，针对汽博会带来的大量转向车流实行交叉口时间资源的

重新分配。提高通行能力和安全性。 

在会展大街侧设置抢险车辆专用出入口，应付夏季高温、以及持续大型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急救、

消防等突发事件需要。并针对突发事件，预设合理的疏散方案。 

对会展信息和相关交通组织信息进行多渠道的提前发布，避免由于信息缺乏而引发绕路行为。 

结合长春汽博会客流量逐年提高和城市发展格局的变化，相应调整每年的具体组织管理方案。 

注重历史数据收集整理。长春汽博会为典型的重复性计划性事件，并且存在固定举行场所。其

外，会展中心还承担着长春市其他大型活动的举办责任，对其周边交通资料和历次大型计划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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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经验的分析汇总尤为重要。 

3. 结论 

长春市会展活动众多，仅 2005 年就举办各类计划性特殊活动 120 项，带动相关产业 60 多亿元

产值收入，仅长春市会展中心每年就承办大型活动数十次。研究计划性特殊事件的交通管理对提高

城市整体交通效率，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经济发展，会展活动规模扩大，

城市用地规模扩张，具体计划性特殊事件还将呈现出不同的交通特点，有待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

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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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世博交通保障整体方案研制 

陆锡明 朱洪 邵丹 

【摘  要】上海世博会属于城市中心地区的大型公共活动，具有持续时间长、客流规模大，与日常

交通同向叠加等特征，给全市交通组织和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世博交通保障筹备工作涉及面广、

协调难度大，论文从世博交通保障方案的编制过程入手，分析了整体方案的编制意义、定位、手段，

及其在各专项方案编制中的协调重点，为大型公共活动整体方案的编制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世博会、大型公共活动、交通保障、整体方案研制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将于 2010 年 5 月 1 日-10 月 30 日在上海举行，历时 184 天。200 多个

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预计观众达到 7000 万人次。为确保世博期间交通畅达，配合世博交通保障筹

备工作，从综合平衡的角度，编制世博交通保障整体方案。 

1. 整体方案的概念 

1.1 整体方案的构架和作用 

世博交通保障整体方案不同于具体的规划方案，

他是对世博交通保障工作的总体策划，为总体规划、

专项规划提供规划思路，对不同部门的专项规划进行

综合平衡，并整合成总体方案。 

整体方案基于对世博期间交通态势的把握，制定

交通保障总体策略。从硬件设施、运行服务、综合管

理三个层面，推进落实交通设施、公交运力、道路组

织、智能信息四大核心保障任务。研究储备配套政策，

调节应对交通供需矛盾。 

1.2 整体方案的研制过程 

2005-2006 年为总体方案规划阶段，制定发展思路、总体策略，整合形成世博交通保障总体任务。

2006-2008 年为专项方案规划阶段，对公交、道路、信息等专项方案进行综合平衡和完善。2008-2009

年为方案建设阶段，基于世博交通筹备中期评估，优化规划方案，推进方案实施落地。2010 年为方

案运营阶段，开展世博交通预演，完善组织方案，参与会展交通运营组织策划。 

1.3 整体方案研制的主要手段 

首先，基于全市综合交通模型编制世博交通模型，预测游客出行空间分布，模拟客流、车流分

配，分析世博对日常交通的叠加影响。第二，考虑到综合性世博会交通组织在国内上尚无实践经验，

研究充分借鉴了爱知、大阪世博会及北京奥运会的组织经验，采用部分经验数据。第三，对 F1 赛事、

国际车展等相似性大型公共活动开展跟踪调查，获取大型公共活动客流特征。第四，利用体制平台

 

图 1 整体方案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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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参与方案编制与整合。规划阶段，充分利用市规划局平台整合规划方案。建设阶段，通过市建

设交通委、市交通工作组办公室平台推进方案落地。运营阶段，配合市交通工作组办公室策划运营

方案，并进行跟踪评价。第五，建立公众参与渠道，对于社会影响面较大的政策出台前，首先在行

业管理部门召开相关部门协调会，形成法规文件，上报人大、政协，经过充分的社会沟通后，正式

实施。 

2. 世博交通需求特征及应对策略 

2.1 世博期间交通运行总体状况基本判断 

近年来，全市人口、出行率均呈现增长趋势，预计 2010 年居民出行量将达 5000 万人次/日，较

2008 年增长 6%。虽然全市交通供给格局出现较大变化，但 2010 年高峰期的交通运行状态依然较为

紧张。 

2010 年中心城道路交通总体运行状态依然紧张。2010 年，上海汽车拥有量将达 160 万辆，较

2008 年增长 14%。中心城机动车交通量接近 7000 万车公里/日，较 2008 年增长 13%，略高于路网

容量 11%的增幅。除中环线外，快速路在工作日白天（7:00-18:00）基本处于饱和运行状态，地面道

路在早高峰（7:00-9:00）约有 63%的交叉口较拥挤。 

2010 年轨道交通高峰运能基本满足高峰需求，但局部区段依然较为拥挤。2010 年上海轨道交通

运营里程将达到 420km，较 2008 年增长 70%，但客运强度下降，轨道交通客运量约有 40-50%的增

幅。工作日网络高峰特征依然明显，部分老线三高断面满载率仍接近或略超过 100％。新开线路尚

处于客流培育期，服务水平较高，有较大的富于能力。 

   

图 2 世博期间早高峰快速路运行情况    图 3 工作日早高峰叠加客流下轨网服务水平 

2.2 世博交通需求主要特征 

客流规模不确定。世博交通本质上属于旅游休闲交通，其客流规模受到经济发展、宣传引导、

旅游组织等相关因素影响，即可能突破 7000 万的规划目标，也可能无法实现。 

参展客流日均分布不均衡。调查显示，2009 年 4 月上海汽车展的客流不均衡性接近 2.5。世博

会客流总量、持续时间均远超汽车展，参展客流还受到票务政策、气候变化、园内活动和媒体宣传

等因素的影响，客流不均衡性将更加明显。估计双休日为客流高峰期，客流规模达 60 万人次。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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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黄金周、门票到期等因素影响，会展最后一个月可能出现持续极端客流高峰，客流规模达到 80

万人次。 

参展客流空间分布不均衡。外地一日往返客，主要从长三角城市直接前往世博会，一般情况下

大部分游客会习惯性地直接从浦西入园；本地游客及外地住宿游客，根据人口、宾馆分布推算，75%

集中在浦西，大部分会就近入园。而世博主会场在浦东，出入口闸机能力配置为浦西占 30%，浦东

占 70%。若缺少有效的引导，可能造成浦西入园口长时间排队，周边轨道、公交严重拥堵，而浦东

入园口设施能力放空的情况。 

入园客流高峰与工作日早晚高峰时间有所重叠。

世博园区计划 9:00 开园，预测参展客流出行高峰出

现在 8:00-10:00，与目前工作日早高峰（7:00-9:00）

有 1 小时重叠。夜场游客入园高峰为 17:00-18:00，

与工作日晚高峰（16:00-18:00）有 1 小时的重叠。离

园高峰时间为 22:30-23:30，由于背景交通较小，叠

加影响相对较小。 

入园客流单向集聚效应明显。世博交通呈现以世

博园区为核心的单向集聚状态，离世博园区越近叠加

影响越大。世博园区 6 公里半径区域以外，世博客流占交通总量不到 8%；2-6 公里半径区域，世博

客流占 36%；1-2 公里半径区域，世博客流占 75%；1 公里半径区域，世博客流占 95%。 

2.3 世博交通组织应对策略 

集约交通。规划形成以“地面公交为基础，轨道交通为主体，世博专线为骨干，同时严格限制

小汽车、非机动车直达”的集约化抵达交通方式结构。地面公共交通（专线巴士、旅游巴士、常规

公交）承担 40%左右的客流，轨道交通承担 50%左右的客流，水上巴士承担 5%左右的客流，其它

交通方式（贵宾、步行）5%。 

高配保障。考虑世博客流不均衡性，重要道路、公

共交通、停车场等设施，按照日均 60-80 万客流的高量

进行配置，提高应对交通运行不确定性的保障能力。 

时空均衡。通过提前和实时发布道路交通、场馆客

流信息等多种手段，引导高峰日客流向一般日转移，引

导世博游客与工作早高峰错时出行，引导主要客流从浦

东入园，引导出行选择集约交通。 

分层组织。根据客流不同需求，考虑以世博园为核

心，在全市范围划分引导区（中环外）、缓冲区（中环

内）、管控区（围栏区外 500 米）三个管理圈层，实施

差异化管理政策和措施。 

 

图 4 上海世博会入场离场时间曲线 

 

图 5 圈层交通组织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816 

3. 世博配套交通设施建设 

依据十一五规划推进骨架基础设施建设。推进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快速路等骨架路网建设。

推进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建设，实现 2010 年 11 条线路 420km 运营里程的规划目标。 

围绕世博交通组织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重点推进园区周边 3-5km 黄浦江沿岸的配套路网，及园

区周边越江桥隧的建设。建设 13 号世博园区段，供园内越江客流专用。结合世博换乘组织需求，优

先建设相关永久性交通枢纽，并增设一批临时性 P+R 枢纽。设置园外水门，缓解陆上入园交通压力。

在园区周边建设临时蓄车场地。完善世博配套设施的信息采集发布功能，开发世博服务信息平台。 

4. 多样化的世博公共交通服务 

4.1 公交系统运行状况评估 

世博期间，公共交通规划分担近 90%的世博客流，产生 100-150 万乘次/日的客运增量。由于世

博入场高峰与日常早高峰重合，可能导致联通园区的部分线路运力紧张，轨道交通 6、8 号线受冲击

较大，部分断面拥挤情况加剧。此外，世博离场高峰出现在 22:00 以后，并将延续到 24:00,而此时大

部分地铁、常规公交已经停运，不利于游客散场组织。 

4.2 指导原则 

满足游客多层次的出行要求。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对世博游客的集散作用。尊重游客

休闲出行对个体交通的需求，在时段和区域上合理引导出租车的使用。 

储备地面公交应急托底保障方案。世博期间，

轨道交通部分线路尚处于运营初期，缺乏客流培育

期设施与管理的磨合，在高峰运营期间可能出现不

可预见的问题。为了应对轨道交通短时失效对客流

运输的影响，应高度重视地面公交的基础性作用。 

4.3 积极引导游客使用轨道交通 

确保运力，满足 50%世博客流和背景客流的叠

加需求。基于 50%的分担目标，40、60、80 万游客

规模对应轨道客运增量为 60、90、120 万乘次/日，

4、6、7、8、9 号等世博直达线路约承担 70%的世

博客流，8 号线客流分担率近 30%。8:00-9:00 为世博游客入场高峰，约产生 6-13 万人次世博客运需

求。22:30-23:30 为离场高峰，约有 5-8 万人次世博客运需求。根据叠加需求，5 条直达线路世博方

向的高峰运力配置达到 15 万人次/小时。 

延长运营时间，满足世博游客夜间散场需求。在闭馆时段（22:30）确保世博客流全网络各站基

本可达；在闭园时段（24:00）确保服务世博线路各站基本可达。 

研究制订轨道交通客流引导措施。为缓解高峰时段 6、8 号线等拥挤区段的客流组织，以及部分

线路世博客流过度集中等问题，拟采取优化交路设置、投放备车、公交配套疏解、网络运营客流引

 

图 6 世博轨道客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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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等措施。 

4.4 发挥地面公交的托底作用 

充分挖掘既有公交线网运力。既有常规线路中有 90 条线路通道园区，始发线路 50 条，过境线

路 40 条，8 条夜宵线。通过运营计划调整、增加车辆、完善标识等方式，提高既有网络的吸引力。 

增设世博专线，提高地面公交便利性。第一是在对外枢纽、内外环间大型客流集散点、轨道交

通拥堵区段设置世博直达专线。第二是在远郊区开设接驳轨道的世博接驳专线。第三是在既有通达

园区的常规公交线路上增开大站专线。第四是在主要宾馆区域增开宾馆专线，为散客提供公交入园

服务。第五是在园区周边加开地铁站至入园处的短驳巴士，服务园区周边步行距离较远的轨道车站。

车辆供应采取增购、调剂使用旅游巴士以及线路运能调配等方法解决。 

4.5 合理引导游客使用出租车 

出租车是游客休闲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但若对出租车不加管控，极易引发园区周边交通拥堵，

降低路网通行效率。建议从三方面规范引导出租车的合理使用：一是可在夜场离场高峰使用，快速

疏散游客；二是满足部分特殊游客出行需求；三是为园区周边居民、企业用车提供方便。 

5. 引导为主的世博道路交通组织 

5.1 道路交通系统运行状况评估 

中心区快速路系统运行情况本身较为紧张，难以承担叠加的世博车流。根据高架线圈检测数据

及预测分析，2010 年中心区快速路系统在上午 7-10 点，下午 13-18 点基本处于饱和运行状态，留给

世博交通组织的余地不大。在没有路径引导的情况下，各类团体大巴、出租车将选择南北高架和内

环线高架等最短路径直达园区，导致内环南段、南北高架断面交通量约增加 10%，加剧拥堵现象。 

个体交通分担率控制目标较难实现，园区周边道路交通面临巨大压力。意愿调查显示，自由选

择下的游客出行方式与规划目标有较大差异，若不加引导，小客车分担率将达到 15-20%，产生

10000-12000 车次/h 需求，园区周边道路将面临叠加需求的较大冲击。 

5.2 指导原则 

引导世博车流避开中心区高架拥挤路段，尽量

使用增量设施组织道路交通。建议除中环西南段外，

原则上，世博大巴均依托地面公交专用道组织，减

少对南北高架、内环线高架、延安路高架等拥堵路

段的冲击。 

为集约交通提供优质道路交通服务，对小汽车

采取限制政策。通过引导标识、专用路权、优先信

号等手段为集约化交通提供优质服务，增加地面集

约化交通的吸引力。通过停车资源的控制、尾号管

 

图 7 市域世博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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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园区周边区域禁入等手段限制小汽车的过度使用。 

5.3 P+R 截留换乘和园区周边停车管理 

设置三层次 P+R 停车换乘体系，截留长三角及本地化自驾车流。根据预测，60 万高峰日，长三

角地区和郊区自驾车一日往返的参展客流约 13000 车次。第一层次，结合高速公路出入口，集中设

置大型换乘点，提供约 9000 个停车位，引导长三角游客在中心城外换乘专线或轨道交通抵达园区。

第二层次，结合中环线和轨道交通站，设置小型停车换乘点，满足本地化自驾游客的换乘需求。第

三层次，在园区周边设置应急换乘点。 

园区周边停车场主要供大巴停放，不对社会小

客车开放。综合考虑客流规模、分担率、车均载客

人数和泊位周转率等因素，预计世博期间的大巴停

车位需求约 6000 个。园区停车场由出入口停车场

及周边临时停车场两部分构成。出入口停车场以大

巴上下客、蓄车、VIP 车辆停放、夜间出租车蓄车

和上客为主要功能。园区周边临时停车场以大巴蓄

车为主要功能，兼顾应急专用，可停放抢险、救护、

安保等应急车辆，也可为部分接待用小车提供临时

停车。 

5.4 世博专用道管理 

在服务标准上，采取专用车道、世博和普通公

交混用车道两种模式。世博专用道车道仅供世博持证车辆使用，在道路中央车道设置。混用车道供

持证车辆和常规公交使用，结合既有公交专用道规划在路侧设置，在管理上考虑延长专用道服务时

间，通过以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混用。 

在通道选择上，兼顾设施条件和交通条件，尽量利用新增设施。原则上选取 3 车道及以上规模

车道，对于部分背景交通较小、车道规模不足 3 车道的增量道路也可考虑设置。 

在空间布局上，分区域引导世博车流从浦东入场。

首先在长三角入城主通道上设置引导标志，引导城际车

流通过高速公路由绕行路径入场。其次在中环线设置专

用道，将郊区和内外环间的世博车流引导至中环绕行至

浦东入场。最后在园区周边 3-5km 范围世博车流高度集

聚区域，选择与出入口联系道路设置专用道，供世博车

流快速集散使用。 

5.5 管控区交通管理 

兼顾世博集散组织、日常交通影响和实际管理，设

置管控区范围。调查显示，步行接驳距离超过 1km，小

 

图 8 世博公交流量分布 

 

 

图 9 管控区机动车流量空间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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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或出租车方式出行的便利程度将大大下降。但世博园区地处城市中心，过大的边界控制，将影

响管控区内部的居民出行，干扰区域交通，增加管理难度，操作性较差。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管控

区设置范围约为围栏区外 1-2 个路格，面积约 7 平方公里（不含黄浦江水域）。管控区内除持有通

行证车辆外，禁止其它社会车辆行驶。 

高度重视管控区外围交通分流管理。第一、严格控制路内停车，提高过境平行道路通行能力。

第二、适时在园区周边区域推进车种限制等需求管理政策。 

6. 持续整合的世博交通信息服务 

6.1 交通信息系统发展状况评估 

上海交通信息资源正处于由行业分散布局向一个信息平台集中过程。道路车流信息主要集中在

信息中心、原市政局和交警总队，公交客流信息集中在交港局、申通集团、公交企业。长途客运信

息主要集中在对外枢纽等。目前信息中心已经整合了大部分的道路交通信息，道路交通信息采集与

发布系统基本覆盖快速路系统和主次干道。利用手机、车载 GPS 方式采集道路信息、车牌识别等基

于大范围、固定与移动方式相结合的交通信息采集项目也正在抓紧实施。此外，汇集本市交通信息

的综合信息平台也基本建成，除道路交通信息外，公共交通和对外交通的车流、客流及交通设施等

基础和动态信息资源正逐步整合到信息平台。 

6.2 指导原则 

整合信息资源，实现一体化共享。在完善拓展道路交通信息的基础上，尽快整合公共交通客流

信息，并实现与世博园区信息系统的对接，满足世博交通指挥的需要。 

6.3 完善拓展交通信息配套硬件设施及功能 

第一、围绕本市道路交通信息采集和发布系统二期工程展开，继续拓展中心城快速路、地面道

路信息采集发布系统控制系统建设。第二、结合世博交通组织，尽快落实 P+R、停车场、专用道等

配套设施的信息设施建设。第三、进行上海交通综合信息平台扩容，将公共交通客流逐步接入信息

平台。 

6.4 为世博游客出行提供及时的信息引导 

为广大游客提供覆盖所有交通方式的综合信息服务，能使不同出行方式、不同地方、不同偏好

的游客全面了解世博会的交通状况，在游客出行前、出行中和园区内全过程中均能获得相关交通信

息，并以“一个网站、一个电话、一个短信”等简易方式提供服务。 

6.5 开展世博交通预测预报 

通过采集世博票务中心、园区运营管理、园外各交通系统运行数据，配合世博园区内外游客出

行意愿调查，利用世博交通模型，预测次日世博客流，为世博交通运力安排提供依据。 

7. 应急储备世博期间配套交通政策 

世博交通政策包括限制性和引导性两大类。限制性政策主要针对个体交通出行，如公车封存、

机动车尾号限行、加大机动车管控力度、扩大货运车及摩托车禁行范围、施工统筹等。引导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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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定的鼓励和引导政策，引导人们出行方式和出行时间的转变，如错时上下班、错休、统一协

调重大活动、公交票价杠杆等。 

世博期间出台的配套交通政策以法律、规章、条例、通告等为主要形式，在具体实施前均需上

报人大、政协，并通过社会公示，征求意见，确保交通政策的合法性。 

结语 

世博交通筹备工作是一项复杂且始终处于动态优化的工作。目前，公共交通、道路交通、信息

服务以及配套交通政策等保障方案正在进行进一步的论证分析。随着世博会的临近，还将通过开展

世博交通预演，发现并修正组织方案的不足，确保交通保障方案能够发挥对大规模、高强度客流的

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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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世博 P+R 换乘交通组织研究 

邵丹 

【摘  要】世博 P+R 换乘组织是世博集约化交通组织理念的重要实践。研究充分借鉴爱知世博会等

大型公共活动 P+R 组织经验，提出上海世博会 P+R 换乘组织的基本思路，分析 P+R 换乘需求的影

响因素，并进行规模预测，最后对世博 P+R 的布局规划和配套设施完善提出指导意见。 

【关键词】世博交通、P+R 交通组织 

自驾出行舒适性高，是休闲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世博交通鼓励集约化交通组织理念，若对自

驾游客不加引导，可能导致集约化规划目标的落空，并对园区周边及全市交通造成较大的冲击。借

鉴爱知世博会等大型公共活动 P+R 组织经验，提出上海世博交通保障的 P+R 组织思路和规划布局建

议。 

1. 世博 P+R 换乘组织思路 

1.1 停车换乘交通组织对象 

考虑对两类游客进行停车换乘组织，第一类是来自长三角城市的一日往返自驾出行游客，第二

类是本地化游客，包括上海本地游客以及部分自驾住宿游客。 

1.2 停车换乘组织策略 

分层截留不同出发地的自驾游客。首先结合高速公路出入口设置 P+R 换乘点，截留江浙一日往

返自驾出行。其次结合中环线和轨道交通枢纽规划，设置 P+R 换乘点，截留本地化自驾出行游客。

内环内原则上不鼓励自驾换乘出行。 

一日往返客宜集中设置大型换乘点，本地化游客分散设置中小型换乘点。江浙自驾往返客，流

向相对集中，建议集中设置大型换乘点（泊位超过 1000 个），以便寻找和驳运组织。对于本地化自

驾客，流向分散，建议分散设置中小型换乘点，便于就地消化自驾车流。 

2. 世博 P+R 换乘需求影响因素分析 

P+R 的泊位需求涉及 3 个影响因素，

第一是世博自驾客的出行比例，与游客出

行交通习惯、世博交通组织政策等紧密相

关。第二是自驾车的平均载客数，这与游

客的的出行行为紧密联系，即以家庭、朋

友出行为主，还是以个体出行为主。第三

是自驾车泊位的周转率，这与园区运营时

间，以及游客的平均参观时间紧密联系。 

  

 

图 1 一日往返客出行交通方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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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自驾车出行比例 

一日往返客自驾车出行比例。依据第三次大交通调查，现状江浙一日往返客自驾比例约 55%，

随着城际铁路和省际世博专线的开通，以及园区周边限制小汽车停放的交通管制政策的实施，2010

年其自驾比例可能下降至 30%。 

上海本地游客自驾出行比例。出行比例主要参照休闲活动的出行特征资料，参考 2007 年五一黄

金周的游客出行交通方式调查数据，自驾出行比重约取 10%。 

外地住宿客自驾出行比例。开车来上海的外地住宿客，一般将车辆停放在宾馆等住宿地，受园

区周边限制停车政策的影响，估计再开车进行换乘的比重较低。 

2.2 P+R 的平均载客数 

平均载客数是影响 P+R 泊位需求的重要参数。根据爱知世博会 05 年 9 月 18 日（周日）的观测

数据，P+R 出行的游客特征以家庭、朋友出行居多，部分停车场的平均载客人数达到 5 人，平均载

客人数为 3 人/车。 

表 1 爱知世博会停车设施使用情况 

驻车场 驻车总数（辆） 利用人数（人） 平均载客（车/人） 

长久手 2457 12212 5.0  

长久手南 3285 9225 2.8  

尾张旭 1630 4222 2.6  

三好 2406 6756 2.8  

藤冈 4039 12375 3.1  

名古屋空港 2091 6750 3.2  

上海世博会游客以家庭、朋友等组合出行为主要特征。根据世博局《上海世博会国内参观者意

向调查报告》，上海世博游客以家庭、朋友等组合出行为主，个人出行的比重不足 5%。在组合出行

中，以家庭出行的比重最大，占组合出行比重的 56%。综合考虑个体、家庭、朋友等出行方式，可

知平均出行规模在 3-4 人左右。出于保障能力考虑，建议在计算 P+R 的泊位需求时，取平均载客数

为 3 人/车。 

2.3 关于停车场泊位的周转率 

停车场泊位周转率是反映 P+R 设施泊位利用效率的重要指标。根据爱知世博停车换乘设施的使

用特征调查数据，爱知世博会周边的 6 个大型停车换乘场的泊位周转率约为 1.1-1.3 车次/日，平均泊

位周转率 1.23 车次/日。 

根据预测上海世博会的平均滞园时间达到 8 小时，加之自驾车以家庭出行为主要特征，泊位的

停车周转率也不会很高。出于保障能力考虑，可不考虑停车周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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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上海世博会参观者同行特征 

组合类型 比重（%） 

单独前往 3.4 

与家庭 

成员 

同行 

合计 54.6 

与配偶+父母+子女（5-6 人） 4.1 

与配偶/恋人+父母（3-4 人） 2.2 

与配偶+子女（2-3 人） 23.4 

与父母+子女（4-5 人） 0.6 

与配偶/恋人（2 人） 17.8 

与父母（2-3 人） 1.1 

与子女（2-3 人） 5.4 

与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通行 13.9 

其他混合组合（团体等） 28.1 

3. 世博 P+R 换乘需求规模及分布 

3.1 外地一日往返客 P+R 换乘需求 

总体规模。参考上海市第三次综合交通调查中关于流动人口在沪停留时间的特征，调查显现目

前在沪停留时间小于 1 天流动人口比重约占 18％，考虑世博会将派生出其他的旅游计划，因此一日

往返的比例可能略有下降，将世博会外地一日往返游客的比重设定为 15％。考虑 30%的自驾比例，

3 人/车的载客率，在世博会 60 万客流日，外地一日往返客的自驾规模约为 9000 辆。 

空间分布。世博自驾车辆主要从高速道口进入上海，因此世博一日往返自驾车流的分布与高速

公路车流特征相关。参考 2010 年对外高速道口车流规模分布特征，得到一日往返自驾车流的空间分

布，江、浙方向的小汽车出行量比例约为 2：1，即江苏方向需要提供 6000 个泊位，浙江方向需要

提供 3000 个泊位。沪宁、沪杭、沪嘉浏方向的是自驾车规模最多的方向，日均小客需求分别达到

2600 辆、2000 辆和 1670 辆。 

表 3 高速道口车辆分担率 

高速公路 方向 比例 车辆规模（辆） 

沪嘉浏高速 沿江 18% 1670 

沪宁高速 南京 29% 2600 

苏州绕城高速 苏州 10% 900 

沪青平高速 湖州 8% 700 

沪杭高速 杭州 22% 2000 

机场高速 嘉兴 6% 510 

莘奉金高速 宁波 7% 620 

—— —— 1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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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地化游客 P+R 换乘需求 

总体规模。依据世博交通组织政策，内环

内道路交通压力大，轨道交通网络覆盖率高，

原则上不考虑 P+R 换乘组织。根据世博游客空

间分布特征，内环以外的本地游客比占 70%，

约 10 万人，按 10%的自驾比例集散，上海本

地游客 P+R 需求规模约 3400 个。此外内环以

外的外地住宿客自驾车规模约为 1.3 万辆，85％

停放在宾馆等住宿地，估计再采用 P+R 方式前

往园区的比例不高（5～10％），泊位需求约

600 个。即本地化游客 P+R 换乘需求约 4000

个。 

空间分布。2007 年上海市的小汽车出行总

量为 275 万车次/日,从空间分布看，中心城集

中了 75％的小汽车出行，近郊区（如闵行、松江、嘉定、宝山、川沙等地区）集中了 13％的小汽车

出行，远郊区仅承担了 11％的小客车出行。2010 年小汽车的出行总量增长为 370 万车次/日,较 2007

年增长 35%,小汽车出行空间分布总体态势呈现由中心城向外围扩张的趋势，但中心城和近郊区依然

承担了 86％的小客车出行。依据市域小汽车出行强度分布，预测本地化游客 P+R 需求分布为郊区

1700 个，内外环间 2300 个。 

4. 世博 P+R 换乘组织建议 

4.1 分层次设置 P+R 换乘设施 

设置 3 层次的 P+R 换乘设施。第一层次主要结合高速公路设置大型 P+R 换乘点，重点截留江苏

和浙江方向的自驾车流，争取每条高速均对应一个换乘点。综合考虑路网条件及用地空间，江苏方

向考虑设置 F1 赛车场、虹桥枢纽设置 2 个换乘

点，约提供 5500 个换乘泊位。浙江方向考虑设置

在松江设置换乘点，约提供 3500 个换乘泊位。第

二层次主要结合中环线设置若干小型P+R换乘点，

重点考虑在北部、南部、西部各设置换乘点，截

留换乘本地化自驾游客出行。第三层次在园区周

边 2-3km 范围设置应急 P+R 停车场，作为最后一

道屏障，避免自驾车游客直达园区造成园区周边

交通拥堵。 

4.2 完善世博 P+R 配套设施和政策 

首先，要设置完善的交通标志标识系统。在

 

图 2 本地游客世博小客车出行空间分布 

 

图 3 长三角 P+R 换乘设施布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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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道口、相关地面道路均要设置诱导指示牌，并考虑动态发布泊位使用信息。 

其次，要完善接驳工具。原则上应包括直达轨道交通或世博直达专线。考虑到高速公路 P+R 距

离园区较远，若通过世博直达专线接驳，应考虑设置专用道，将接驳时间控制在 1 小时以内。 

最后，为进一步提高 P+R 的吸引力。应考虑 P+R 费用与世博票务的优惠捆绑，通过经济杠杆吸

引自驾客使用 P+R 系统。 

5. 结语 

P+R 换乘交通在上海刚刚起步，近期开通的中环线淞虹路 P+R 已经取得了不错社会效益，P+R

换乘理念正日益得到有车一族的认同。世博 P+R 换乘组织是对该换乘理念的一种推广，希望通过世

博会的示范效应进一步扩大 P+R 换乘组织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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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大城市停车换乘的实施策略与关键技术研究 

张毅  杨晓光 

【摘  要】作为交通需求管理的措施之一，停车换乘（Park and Ride, 简称 P+R 或 P&R）能够促

进城市交通结构优化，缓解城市交通供需矛盾。P+R 起源于发达国家，目前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

本文在分析 P+R 内涵并总结国内外实践的基础上，从政策引导、设施规划与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

研究 P+R 的实施策略与关键技术，并考虑 P+R 在我国的适用性，为 P+R 在我国的顺利发展提供了

政策导向和技术支持。 

【关键词】停车换乘；实施策略；关键技术；适用性 

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居民出行需求日益增长，城市交通供需

矛盾突出。为了在满足资源和环境容量限制条件下，使交通需求和供给达到平衡，各类交通需求管

理措施得到了应用。停车换乘（Park and Ride, 简称 P+R 或 P&R）作为一项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在

国外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目前，P+R 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有必要对其实施策略和关

键技术进行深入研究，并结合中国国情研究其适用性，以促进 P+R 在我国大城市更好地发展。 

2. P+R 的内涵 

2.1 P+R 的定义 

P+R 是指驾车的出行者在公共交通枢纽或站点附近停放自己的车辆后再换乘公共交通前往目的

地的出行方式。P+R 设施通常设置于公共交通枢纽附近，为停车换乘的出行者提供交通工具的长时

间停放。便捷的 P+R 能够保持不同交通方式间的连续性，缓解城市道路拥挤、促进城市交通结构优

化，是交通需求管理的重要措施。 

2.2 P+R 的主要作用 

2.2.1  满足城镇化进程的需要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带来了我国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布局的调整。相应地，城市中心区与外围之间

的交通联系更为密切，高强度、长距离出行需求显著增加。P+R 可以满足这类不断扩展的长距离交

通需求：通过小汽车方式与起点的连接，保持出行的便捷性和可达性；换乘后通过公共交通与终点

的连接，提高出行的快速性和安全性[1]。 

2.2.2  促进合理交通方式的形成 

居民出行总量的增加造成我国城市的交通压力的加大，为此，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促进交通方

式的合理转换，已经成为当务之急。P+R 能够促进居民出行由低载客率的交通方式向高载客率的交

通方式转变，有助于形成合理的交通方式，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2.2.3  保持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建设面向“人本位”的“以人为核心”的城市交通体系，实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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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多样性、舒适性、低能耗、低公害的目标。为此，在我国应当推行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政策，

并在特大城市积极发展轨道交通，同时有计划地发展小汽车，严格控制小汽车的使用[2]。在这一过

程中，P+R 作为有效的手段，能够促进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2.3 P+R 设施的分类 

不同类型 P+R 设施的适用性不同，与之对应的规划设计方法、运营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通常，

可以从空间区位和服务功能两个角度对 P+R 设施进行分类（表 1、表 2）。 

表 1  P+R 设施空间区位分类表[3][4]
 

序号 类型 特征 

1 
重点区域边缘 P+R

设施 

位于市级中心区、次级中心区以及某些重要活动中心外围。 

适当弥补区域内停车设施不足，限制车流进入城市中心区。 

2 市区 P+R 设施 
与 CBD 的距离：1.6～6.4km。 

引导通勤出行向公共交通方式转变，抑制小汽车进城需求。 

3 
近郊及远郊 P+R 设

施 

近郊、远郊 P+R 停车场与 CBD 的距离：6.4～48.3km, 64.4～

128.7km。 

引导通勤出行向公共交通方式转变，减少长距离小汽车出行。 

表 2  P+R 设施服务功能分类表[3]
 

序号 类型 特征 

1 非正式 P+R 设施 
无专门的公共停车场，以路内或依附于配建停车设施为主。 

紧邻公共交通站点或主要道路节点处停放。 

2 联合使用 P+R 设施 
与其他建筑设施共享，联合使用。 

P+R 不是唯一的停车目的。 

3 专用 P+R 设施 
P+R 是主要的停车目的。 

吸引周边地区客流换乘公交出行。 

4 公共交通枢纽 P+R 设施 
专门为公共交通枢纽进行配建。 

具有更高的停车换乘需求。 

3. P+R 在国内外的实践 

3.1 P+R 在国外的实践 

P+R 在国外通常设置于轨道交通辐射线路的郊区和卫星城[5]，引导城市外围地区的居民在进入

城区前转换交通方式，有效削减了小汽车出行总量，降低了中心区的交通压力（表 3）。 

表 3  P+R 在国外的实践[5][6][7]
 

序号 城市 实践情况 

1 美国 
长达 70 多年的历史，仅华盛顿特区就设置 P+R 设施 152 处，容量为 53200

个泊位。 

2 英国 共有 35 个城市设置 P+R 设施，其中多于 30 个城市正在策划扩大设施规模。 

3 德国 汉堡市的 188 个快速轨道交通车站中，有 73 个车站提供免费 P+R 设施。 

4 日本 共设置 P+R 设施 510 处，容量为 59000 个泊位（截至 2005 年底）。 

5 韩国 
在首尔大都市区 15 条铁路线的沿线布置了 69 处 P+R 设施，容量为 15285

个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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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P+R 在国内的实践 

国内大城市开始重视 P+R 在城市交通体系中的作用，展开了一定的研究和实践（表 4）。 

表 4  P+R 在国内部分大城市的研究和实践 

序号 城市 研究或实践情况 

1 香港 最早实施 P+R 的城市，于 1997 年 12 月在九广铁路沿线进行了 P+R 试点[8]。 

2 北京 计划在 19 条地铁线的沿途建设 87 处 P+R 设施。 

3 上海 

于 2009 年 7 月 22 日开始在轨道交通 1 号线虹梅路站枢纽、轨道交通 2 号线淞虹路

站枢纽进行 P+R 试点，共计泊位 362 个。 

根据综合交通客运枢纽规划，计划建设 P+R 设施 16 处，共计泊位约 8000 个。 

4 武汉 
计划利用世行贷款，在轨道交通 2 号线金银潭站建设首处 P+R 设施，共计泊位 442

个。 

3.3 P+R 实践经验总结 

通过国内外的 P+R 实践看出，P+R 的实施应具备三个基本条件。 

3.3.1  一定的小汽车普及率 

在小汽车普及率高、中心区交通拥堵严重的地区，将小汽车出行向公共交通出行转换的可能性

高，则实施 P+R 的效果明显。在小汽车普及率低地区，小汽车更多地被看成了一种身份、社会地位

的象征，则这种小汽车出行难以转移到公共交通上来[8]。实践证明，目前 P+R 适合在国内大城市进

行试点并逐步推广。 

3.3.2  良好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P+R 设施需要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尤其是轨道交通系统的支持，并对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有一定

要求。目前，我国大城市的轨道交通仍处于发展阶段，常规公交服务水平普遍不高，这对提高 P+R

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带来了影响。 

3.3.3  有力的政策支持 

在国外的实践中，P+R 往往与公交优先、中心区限制停车、拥挤收费等政策或措施联合使用，

效果较好。我国应当加快这方面的研究和规划，从政策上影响私人小汽车出行者的选择，为 P+R 提

供有效的支持[8]。 

4. P+R 的实施策略与关键技术 

从国内外实践可以看出，要在中国大都市成功实施 P+R，不仅要将 P+R 纳入公共交通运输体系，

更要结合中国国情，科学系统地对 P+R 进行政策引导，并在规划、设计、运营管理等环节中遵循一

定的原则和方法。 

4.1 政策引导 

4.1.1  建立良好的规划、建设对接机制 

P+R 的规划、建设应当与相关的规划、建设良好对接，做到同步协调，避免相互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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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层面的对接 

规划层面的对接体现在将P+R规划纳入到相关上位规划中。应当明确P+R规划在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停车系统规划、公共交通规划等上位规划中的地位，将其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进行统一规划，保持各类规划间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建设层面的对接 

随着国内大城市新城、卫星城开发力度的加大，轨道交通等大运量公共交通的建设加快了步伐。

作为重要的配套设施，P+R 设施的建设应当与新城发展、大运量公共交通的建设保持同步选址、同

步开发，避免过度滞后。 

4.1.2  形成高效的 P+R 管理体制 

P+R 的规划设计、运营管理等环节涉及到不同的部门，成功实施 P+R 需要部门间的配合与协调。

对我国现阶段而言，P+R 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机制未能充分发挥效力。应当首先形成高效的 P+R

管理体制，各部门间应相互衔接，以体现政府的引导作用，创造有利于 P+R 发展的政策、市场环境。 

4.1.3  制定明确的公交优先政策 

完备的公共交通网络和高水平的公共交通服务能够提高 P+R 的吸引力，从而保证 P+R 的成功实

施。为此，应当制定明确的公交优先政策，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网络，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 

4.1.4  推行以点带面的实施方针 

为了积累 P+R 在中国实施的经验，应当首先在公共交通发达、停车矛盾突出的特大城市选取具

有代表性的典型区域和站点进行试点。在此基础上，逐步总结经验并及时反馈纠正，待取得成效后

再向其他城市推广。 

4.2 P+R 设施的规划 

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有机组成，必须从系统的角度进行 P+R 系统的规划，规划应遵循协调性、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表 5）。P+R 设施规划的关键技术包括设施选型、设施选址和规模预测。 

表 5  P+R 设施的规划原则[4]
 

序号 原则 具体内容 

1 协调性 通过合理的布局规划，做到与各类相关规划的协调一致。 

2 科学性 
规划中慎重选址、选型，合理预测规模，在保证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减

少投资风险。 

3 可操作性 提高规划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4.2.1  P+R 设施选型 

P+R 设施选型应当遵循“区域差别化、功能差别化”的原则。根据 P+R 设施所在区域的土地利

用现状及规划情况、公共交通发展现状、交通发展战略等因素，结合 P+R 设施的分类标准，因地制

宜地选择设施类型，合理确定设施的主导功能及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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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P+R 设施选址 

充分挖掘 P+R 需求 

基于使 P+R 需求最大化的原则，对于城市 CBD 边缘，应结合 CBD 的空间形态和周边用地利用

情况考虑 P+R 设施的选址；对城市郊区及外围，应考虑公交枢纽周边的用地布局与住宅形态，选择

具有充足的小汽车发生源、通勤出行比例较高的区域设置 P+R 设施[5]。 

合理衔接城市交通体系 

合理衔接城市交通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P+R 设施与公共交通枢纽站点应良好衔接，换乘步行距离应在可接受范围内； 

P+R 设施应紧邻具有较强交通疏解能力的城市道路，且周边道路必须能够承担由于 P+R 设施新

建而产生的交通量。 

综合考虑社会经济效益 

P+R 设施的选址还应考虑实施后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不能仅考虑土地价格，也不能不计成本

进行实施。应当在体现公益性的前提下，逐步实现 P+R 设施的经济效益。 

4.2.3  P+R 规模预测 

P+R 设施的规模预测分为宏观区域需求预测和微观用地需求预测 [7]。在定量预测的基础上，还

应定性考虑其他因素对规模需求的影响（表 6），对预测结果进行修正。 

表 6  影响 P+R 需求的因素[7][8]
 

序号 因素 具体内容 

1 
小汽车出行者选择

行为 

通过调查掌握出行者的出行特征和停车换乘需求，作为规模

预测参考。 

2 
城市公共交通服务

水平 

所换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会影响 P+R 的需求，进而影响设

施规模。 

4.3 P+R 设施的设计 

P+R 设施首先是一种停车设施，因此其内部功能设计尤为重要。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P+R 设施的信息化设计也越来越引起重视。 

4.3.1  P+R 设施内部功能设计 

P+R 设施的内部功能设计主要从出入口及内部交通组织两个方面入手（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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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P+R 设施的内部功能设计原则 

序号 原则 具体内容 

1 
出入口设计

[9]  

尺度合理：出入口宽度应满足高峰时段进出车辆的通行要求，但不宜过大。

一般机动车双行和单行的出入口宽度分别宜为 7～10 米和 5 米。 

数量合理：根据高峰时段进出车辆的数量确定出入口数量。数量过多会对开

口道路的主线交通带来不必要的干扰，过少则会增加各出入口的交通负荷。 

位置合理：出入口严禁设在快速路上，且不应距离交叉口过近。出入口宜尽

量靠近新增停车换乘交通流的主要来向。 

交通组织合理：原则上按照右进右出组织交通；特殊情况下可允许左进左出。 

2 
内部交通组织

[7] 

尽量按照单向行驶组织内部交通，避免产生车辆的交叉冲突。 

为了减少人与车的流动交叉，车辆停放宜采用垂直式纵向排列。 

应在必要的位置设置明显的交通语言。 

4.3.2  P+R 设施的信息诱导系统设计 

建立完善的 P+R 信息诱导系统有助于驾车者合理使用设施，提高设施的利用率。P+R 设施建议

配备路上诱导信息系统、场内诱导信息系统和监控系统等信息诱导系统等（表 8）。 

表 8  P+R 设施的信息诱导系统设计[7]
 

序号 
P+R信息诱导系统类

型 

特征 

1 
P+R 路上诱导信息

系统 

设置位置：P+R 设施服务范围内的各主要道路上。 

主要功能：提供 P+R 设施的到达路线、使用情况等诱导信息。 

2 
P+R 场内诱导信息

系统 

设置位置：P+R 设施内易见的位置。 

主要功能：提供实时公交运营信息、P+R 设施布局、使用方

法等信息。 

3 P+R 监控系统 主要功能：监控 P+R 设施内的交通流运行状态和安全情况。 

此外，一些新型的信息服务系统也开始得到应用，如上海 P+R 设施中使用的智能停车场自助查

询系统，就能依靠每个车位上安装的“信息采集设备”，帮助车主直观地通过电脑平面图找到车辆

的停放位置，提高停车换乘效率。 

4.4 运营管理 

4.4.1  采用灵活可行的投资运营模式 

目前，P+R 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停车产业发展尚未成熟，建议由政府进行 P+R 投资与运

营。随着 P+R 设施规模的扩大和客源的不断稳定，逐步采用社会化的投资运营模式，利用社会资金，

成立管理公司，实现自主经营。此外，政府部门应出台一系列鼓励、扶持措施，支持企业的参与，

包括税收优惠、土地供给优惠等。 

4.4.2  实行科学合理的收费办法 

从上海和北京的实践来看，我国城市的 P+R 收费采用的是政府定价机制。随着 P+R 的发展，可

以考虑引入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等其他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收费办法，促进 P+R 设施经营的

产业化。在具体收费标准的确定上，应参考国际惯例，考虑以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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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停车费用低于同一地区其他形式停车的费用，吸引小汽车出行者。 

采用灵活的收费形式，如按月、按季收费较按次收费有较大幅度的优惠等。 

与公交卡实现无缝衔接，并对公交乘坐费用实行优惠。 

4.5 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P+R 起源于发达国家，在小汽车普及率及使用率高、城市规模扩张的背景下，得到了较好的发

展。目前，中国大城市的小汽车普及率及使用率尚不高，居民的居住及出行特性与发达国家相比存

在差异。因此，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 P+R 发展模式，也是 P+R 实施的关键技术之一。 

中国大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尤其是市郊站点）周边区域的土地开发以居住区为主，居民出行的

群体性较强。针对这一现状，除了传统的 P+R 模式，还可以考虑采用小区循环巴士衔接轨道交通站

点的 B+R（Bus and Ride）模式。该模式成本低、效率高，并能充分照顾弱势群体。对于距离站点较

近的居住区，还应当考虑自行车换乘轨道交通的 B+R（Bicycle and Ride）模式。此外，可以采取与

周边临近居住区联合使用 P+R 设施的模式，即居住区停车泊位白天预留一定数量供 P+R 使用。 

5. 结语 

随着居民出行需求不断增长，我国城市交通供需矛盾日益凸显。作为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之一的

P+R，能够促进城市交通结构优化，缓解城市交通供需矛盾。目前，P+R 在我国处于起步阶段，有

必要从政策引导、设施规划与设计、运营管理等方面深入研究 P+R 的实施策略与关键技术，并使之

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从而确保 P+R 在我国顺利发展，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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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淞虹路停车换乘信息系统示范工程研究 

刘涛  朱昊 

【摘  要】停车换乘对于缓解大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有积极作用。上海实行换乘优惠政策吸引私家

车换乘公共交通出行，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本文提出了停车换乘信息系统整体解决方案和子系

统的实施方案，并在上海淞虹路停车换乘停车场试点成功，成为上海第一个实现停车换乘优惠的停

车场信息系统。停车换乘信息系统包括可换乘优惠的收费管理系统、停车预约系统、场外诱导系统、

场内诱导系统、车辆定位查询系统五个部分，该系统实现了出行前、前往目的地过程中、到达目的

地后、回程中全过程的停车信息服务，对推进停车换乘政策、吸引车辆停车换乘、提高停车场的吸

引力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字】停车换乘，换乘优惠，停车诱导，车位检测 

1. 引言 

停车换乘系统是经济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产物。发展停车换乘系统是应对小汽车快速增长、减

少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的必由之路。上海实行换乘优惠政策吸引私家车换乘公共交通出行，取得了

很好的社会效果。自驾车的市民在每天 5：30—23:30 时段内，使用公共交通卡进入试点停车场，并

用该卡换乘轨道交通，即可享受停车收费优惠。 

停车换乘停车场建成之后，要实行停车换乘优惠政策，诱导周边车辆停车换乘，先进的停车场

信息系统是必不可少的技术支撑。本文研究了停车换乘信息系统的整体技术方案，并研发技术设备，

应用于上海首批换乘优惠试点的两个停车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本文提出的换乘优惠系统具有停

车预约功能、停车诱导功能、停车换乘优惠功能、车位检测显示功能、分层诱导功能、车辆查询功

能，集成了国内外先进的停车信息技术，实现了多个系统之间的集成和数据共享，为停车信息系统

的建设和开发提供了借鉴和技术参考。  

本文研究了停车换乘信息系统的技术方案，实现出行过程中全过程的停车信息服务。在家中，

出行者可以通过网站预约停车，增加出行的可靠性；在出行途中，开车人可以看到停车场的空车位

数、通过场外引导系统找到停车场的位置，以避免开车到没有车位的停车场，从而减少巡泊时间；

停车人进入停车场后，可以刷公共交通卡进入停车场，快速找到有空车位楼层和停车位置；离开停

车场时，停车人可以通过车牌等多种方式查询车辆的具体位置，快速找到自己的车辆。 

2. 技术方案 

停车换乘信息系统有五个子系统组成：基于交通卡的换乘优惠收费系统、停车预约系统、场内

诱导系统、场外诱导系统、基于 RFID 的车辆定位查询系统，五个系统接入停车管理信息系统中心

计算机，各个子系统共同使用进出口线圈、车位检测器等停车信息采集设备，共享停车信息，停车

收费系统向场外诱导系统和场内诱导系统发送空车位信息。停车管理信息系统的计算机与公共停车

信息系统和公共交通卡结算中心相连，实时向公共停车信息系统传输数据，以实现全市停车信息服

务，定时向公共交通卡公司传输交易记录，清算公共交通卡交易信息，计算政府补贴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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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中心计算机管理各个子系统，采集处理车位信息、收费信息、换乘优惠信息，将采集到

的数据进行存储、处理后将车位数据发送到分层信息发布屏和停车场外部停车信息发布屏上，与公

共停车信息系统进行通讯，定期与公共交通卡结算中心结算。 

 

图 1 停车换乘信息系统的技术框架 

3. 可换乘优惠的收费管理系统 

实现可换乘优惠停车收费要求停车场收费管理系统不仅要有一般停车场收费管理系统发放临时

卡或长包卡和按时、按次停车收费功能，还应安装可读取公共交通卡的读写器，读写公交卡内轨道

换乘记录，并根据换乘优惠条件进行换乘优惠。 

上海停车换乘优惠的时间时段为 5：30—23:30，自驾车车主必须在该时段内使用公共交通卡进

入试点停车场，并用该卡换乘轨道交通，即可享受停车收费优惠。如果工作轨道交通记录为同站进

出，则不享受优惠。 

 

图 2  公交卡读卡器 

淞虹路的停车场收费系统的读卡器使用的是公共交通卡读卡器，可以读取交通卡信息，通过识

别公共交通卡交易记录中轨道换乘信息来识别换乘车辆，车辆开出停车场时停车换乘优惠软件通过

乘坐公交卡中的交易记录来判断该车主是否停车后换乘公共交通，如果确定符合停车换乘优惠的条

件则按照换乘优惠费率从公共交通卡中扣除停车费。公共交通卡读写器可读取临时卡和长包卡，临

车位检测器 进出口线圈 票箱、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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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卡用于向没有交通卡不享受换乘优惠的停车者发放，长包卡向包月用户提供。 

3.1 设备组成 

一般的停车场库主要有入口部分、出口部分和收费管理三个部分。 

入口部分设备：发卡机、交通卡读写器、车辆检测器、入口控制器、道闸、车辆检测线圈、入

口摄像机、公交卡余额显示屏等。 

出口部分设备：交通卡读写器、车辆检测器、出口控制器、道闸、车辆检测线圈、出口摄像机、

收费显示屏等组成。 

收费管理部分由收费管理电脑、总线控制器、软件等组成。 

  

图 3 停车换乘优惠收费系统 

3.2 停车流程  

车辆进入停车场时压到感应线圈，刷卡设备提示刷卡，车主在公交卡刷卡区刷卡，读卡器将公

交卡信息记录到数据库内，控制器控制闸机抬杆，车辆进入停车场停车。车辆开出停车场时压到感

应线圈，刷卡设备提示刷卡，驾驶员刷公交卡，系统计算机根据公交卡信息找到进入停车场时该卡

的刷卡记录，判断进出停车场的时间是否在优惠时段内停车，判断进出停车场刷卡时间内是否有轨

道交通刷卡记录，判断最近的两条轨道交通记录是否为同站进出，如果同时满足以上条件时则认为

符合停车换乘条件，实行优惠收费，出口读卡器自动扣除停车费后，闸机抬杆，车辆开出停车场。 

 

图 4 停车收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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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异常流程处理 

    停车场换乘优惠收费系统在收费过程中会出现非正常情况，主要有以下四种： 

出场扣款时卡余额不足。通过票务处理机读取卡号，并计算出付费金额，收取现金，但不能享

受 P+R 优惠。 

进场写卡成功，出场卡失效或无法扣款交易成功。票务处理机读出卡号，根据后台数据库中的

进场时间计算收费金额并收取现金。 

卡内入场记录被改写或读取失败。票务处理机读卡，根据数据库入场信息扣款，可享受 P+R。 

当按P+R收费的金额高于按正常收费金额时，按正常收费标准收费，该次收费不算作P+R收费。 

4. 停车预约系统 

  

图 5 停车预约系统 

停车预约系统向出行者提供停车预约服务，出行者在出行前可以在家里上网预定停车换乘停车

场的停车位。出行者首先登陆停车预约网站，在网站上可以查询目的地停车场的空车位数和可预约

的空车位数，如果有车位可以预约，出行者点停车预约，在停车预约界面输入车牌信息、联系电话、

停车时间等信息，点预约按键，预约系统向停车场管理者 PDA 上发送预约指令，管理员确定预约车

位后，回复预约车位号到网站服务器上并短信通知到出行者的手机上，预约成功。出行者开车到停

车场后可直接开到停车场预约的车位停车。 

停车预约系统由停车预约平台和手持终端两个部分组成。停车预约管理平台提供以网站为主的

停车预约服务。 

停车预约平台基本功能：  

停车场查询功能、停车场总车位显示功能、可预约车位显示功能、预约功能、预约查询功能、

手持终端管理功能、用户管理功能等。 

手持预约终端基本功能： 

与网站连接并进行通讯功能、下载预约信息功能、预约信息管理功能、向预约网站发送预约车

位编号功能、修改预约状态信息、向服务器发送预约确认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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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场外诱导系统 

 

图 6 场外诱导系统 

场外停车诱导系统动态显示停车场的空位数，指引驾驶员开车进入停车场。停车信息发布屏分

两级：大屏位于主干路上，显示停车场周边的地图、地铁站的位置、车辆行驶路径和空车位数；小

屏位于停车场出口，指示停车场的进口位置和空车位数。停车场通过进出口线圈或者安装在每个车

位的车位检测器实时检测停车场的空车位，中心计算机对空车位进行处理后将车位信息发送到各级

停车信息发布屏。 

停车诱导系统有数据采集设备、中央控制系统、数据发布系统三个部分组成，三个系统之间采

用无线方式传输数据。 

5.1 数据采集设备 

淞虹路停车场停车诱导系统采用收费系统数据采集方式，可以从自动从停车场收费系统采集停

车信息。收费系统定时将一段时间内停车场的总车位数、空车位数、进入停车场车辆数、开出停车

场车辆数和更新时间写到预先指定的 TXT 文本，停车诱导 PC 采集终端读取该 TXT 文本里的停车信

息通过无线方式发送到停车诱导系统控制中心，停车诱导系统控制中心检测到车位发生变化时发送

指令和空车位数到停车信息发布屏，停车信息发布屏更新停车信息。 

表 1 数据共享文件格式 

题名 [Parking] 字符类型及长度 

停车场名称 parking_name 字符串（15） 

停车场总数 max_cars 整型（4） 

空车位数 space 整型（4） 

进入车辆数 in_no 整型（4） 

开出车辆数 out_no 整型（4） 

更新时间 update_time 日期（4）时间（8） 

5.2 中央控制系统 

中央控制系统的功能包括数据管理功能、设备管理功能、设备参数设置、远程监控功能、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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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统计功能。 

数据管理功能：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存储和转发。 

设备管理功能：采集设备管理、发布设备管理、SIM 卡管理、对应关系设置。 

设备参数管理：采集设备参数管理、发布设备参数管理。 

远程监控功能：通信模块监控功能、采集设备监控功能、发布屏监控功能。 

日常查询统计功能：基础信息查询、停车场实时空位查询、停车场空位变化明细报表、停车场

空位变化（曲线图）、停车场（库）利用率报表等。 

5.3 数据发布系统 

停车诱导系统采用停车信息发布屏发布停车信息。停车信息发布屏主要有两个功能：显示功能

和可控制功能。 

显示功能：停车信息发布屏接收空车位数据后，可实时显示停车诱导系统中央控制系统发来的

数据，显示内容为数字，并以红、绿两种颜色表示。 

可控制功能：停车信息发布屏接入系统后，能接收到停车诱导系统中央控制系统的控制指令，

并进行处理和执行，提供运行结果返回。 

6. 场内诱导系统 

在一些停车场，车辆开到目的停车场之后找车位的时间是相当长的，尤其是在大型停车场，当

进入停车场后，找不到车位再开出停车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此时停车场有时是有车位的，找不

到车位的原因是由于车辆挡住了停车位或者停车者在停车场中迷路，多次在同一区域找停车位，并

没有开到有空车位的区域。一些停车楼楼层是单进单出设计，如果没有场内诱导系统的楼层引导，

车辆开到某一楼层没有车位，就需要开出停车楼，再重新开进停车楼停车，用掉了大量的停车时间。 

场内诱导系统就有效的解决了找车位的问题，减少找车位的时间。目前，一些大型停车场逐渐

引进了停车场内诱导系统，停车场进口停车信息发布屏发布场总的车位信息，场内分区域停车信息

发布屏发布所覆盖范围内车位信息，车位指示器指示每个车位的空满状态。 

 

图 7  场内诱导系统技术方案 

每个车位安装超声波检测器检测或地磁感应检测器检测各个停车位的停车信息，有车时车位检

测器显示红色，车位空时检测器显示绿色。车位检测器首先将车位占有信息传输到停车场各分区域

分中心计算机，分中心计算机统一将停车信息传输到中心计算机，中心计算机对车位占有信息统一

处理后将车位信息发布到停车场内和场外的停车信息发布屏上。 

车位检测控制器
车位检
测器

车位检
测器

LED灯 LED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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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淞虹路停车场，车辆进入停车场时从停车场门口的楼层显示屏就可以看到各个楼层的车位使

用情况，直接开车到有车位的楼层，不需挨个楼层寻找停车位，车辆在上楼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前

方每个车位的占有情况，快速找到空车位。 

    

图 8 场内诱导系统 

场内诱导系统分为数据采集模块、中控系统和数据发布模块三个部分： 

6.1 数据采集模块 

利用超声波技术、地磁感应技术采集车位信息。利用停车场进出口线圈采集总车位信息。 

6.2 中控系统： 

系统管理：对场内引导系统相关设备的登记，包括所有控制器、车位探测器、车流量采集器及

电子条屏等相关信息的登记； 

车位数据统计：根据数据库中相关的车位占用情况以及数据库中登记的车位划分情况，统计出

每一层、每一个片区以及片区中每一个小的区域当前的停车数据。 

电子地图监控模块：电子地图实时、动态的显示出停车场内每个车位的占用、空闲情况。通过

电子地图用户可以随时了解车场当前车位的状态以及电子条屏显示的引导信息内容。 

统计报表模块：提供多种统计报表格式，用户可查询系统登记的控制器、探测器以及发布牌列

表，可按月、按天以及按时段统计车位的使用率 

6.3 数据发布模块 

在各个楼层的进口处设置车位显示屏，指示各个楼层、区域的空车位信息。车位上方指示灯显

示车位占有情况，引导司机迅速、方便地找到停车位置。 

7. 基于 RFID 的车辆定位查询系统 

车辆在大型停车场停车，准备开车离开停车场时车主可能会出现找不到自己车辆的停放位置，

在一个大型停车场，如果停车场标志不全的情况下，挨个停车位找车会花费很长时间。基于 RFID

的定位查询系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驾乘者可以在系统计算机通过车牌等多种方式查询车辆的停

放位置。 

车辆进入停车场时，管理员发给进入车辆一张 RFID 卡，车牌识别系统识别车辆牌照，将车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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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和 RFID 卡进行关联存入数据库内，车辆在停车位停好后，车位旁边的射频读卡器读取该车辆

RFID 信息和车位信息进行关联并存入数据库内，这样射频标签卡建立了车位和车牌的对应关系，从

而可以通过车牌、RFID 卡等多种方式查询停车位。 

 

图 9 车辆定位查询系统 

淞虹路的车位查询系统支持多种方式的查询，点屏幕上的车位的图标，可以查到该车辆的车牌

信息、进入停车场时间、车牌识别系统拍的照片和 RFID 卡的信息。除了点击页面查询，该查询系

统同时支持车牌和 RFID 卡的查询，模糊输入车牌号码，查询页面就可以显示模糊匹配的车辆车牌

信息及所在车位的编号，车主只需输入两三位车牌数字就可以查到车辆的停车位。如果车主随身带

了 RFID 卡，直接刷 RFID 卡就可以查到车辆的位置，找到停车位。 

基于 RFID 的车辆定位查询系统由以下设备组成：RFID 卡、无线地感线圈、一体式阅读器、管

理服务器、查询终端组成。 

RFID 卡：安装在车辆的前挡风玻璃上或放在车里，与一体式读卡器进行通讯。 

无线地感线圈：用于检测车位的停车状况，并将信号用无线方式发送到通信器。 

一体式阅读器：读取 RID 卡和无线地感线圈信息，并与管理服务器进行通讯，绑定车位信息。 

管理服务器：接收每个车位一体式阅读器发来的信息进行汇总处理，转发到信息查询系统。 

查询终端：与管理服务器连接，查询每个车位的 RFID 信息和车牌信息。 

8. 结语 

本文提出了停车场停车信息系统的技术方案，从技术上实现了换乘轨道后停车优惠，为停车换

乘信息系统的建设提供示范，其中可换乘优惠停车场收费管理系统是停车场信息系统的基本组成，

一个停车换乘停车场要实现停车换乘优惠首先就必须实现停车场电子收费并支持公共交通卡换乘优

惠。先进的停车预约系统、场外、场内诱导系统、车辆定位查询系统实现了出行全过程的信息服务，

提高了停车场的服务水平，对于引导出行者停车换乘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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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建设项目影响区交通预测分析方法研究 

罗良浩  刘莹 

【摘  要】现今，在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中，道路交通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需要。

在城市中心区域的大型建设项目更是会加重交通的负担。因此，城市建设项目影响分析这一工作对

城市合理建设、对保障城市交通的的通畅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影响区交通预测是影响分析的重

中之重，城市建设项目交通量的预测包括项目交通量和非项目交通量预测两个方面的内容。本论文

对项目交通量和非项目交通量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并分别研究了项目交通量和非项目交通量的预测

方法。 

【关键词】建设项目；影响区；交通预测；项目交通量；非项目交通量 

1. 项目交通量和非项目交通量的含义 

1.1 项目交通量 

大型公共建筑的交通生成与许多因素有关，但实质上，对既定的城市交通系统，大型公共建筑

设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交通环境与该项目的交通生成量有关(这里不考虑营业性设施的市场营销等

因素导致的吸引量的变化)。内部条件指公共建筑的类型、规模(强度)；外部环境指与项目所处的地

理位置相关的因素，即区位条件。 

项目的交通生成量，可分为两部分： 

绝对交通量：由土地开发内部因素决定的交通生成。它的生成与项目自身的属性密切相关，在

区位条件一定的前提下，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公建项目，绝对交通量不同。通常娱乐、商贸用地的绝

对交通量较工业用地大；开发强度越大，绝对交通量越大。 

区位交通量：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交通生成，有的地方也称为级差交通量。 

不同区位条件下，相同类型、规模的项目交通生成率不同，这种差异正是区位交通量。它受可

达性和聚集经济的影响。 

可达性因子：它表征了土地利用设施在交通网络上所处位置的优劣，反映从路网上各点到达该

处的方便程度。一般来说，土地利用设施的可达性越好，路网上出行者到达该处的出行越方便，该

设施对出行者的吸引相对较大，产生的交通吸引也就较多。 

聚集经济因子：根据经济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类型，聚集经济可以分为两类： 

生产经济由于企业之间在地理位置上接近所导致的相互关联活动而产生的。这些关联活动

减少了生产费用。例如，中间商品的运输、信息流或生产活动的协作性，提高了生产效率

和经济效益。 

购物经济是由于顾客在一次出行中可完成多项出行目的而产生的，其一次出行获得了额外

的“效用”，因此，顾客愿意惠顾聚集一处的商业设施。这也就是所谓的毗邻效应。 

与交通生成有关的聚集经济因子主要是第二类。由于出行有多种类型，这里可把购物经济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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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出行经济或消费经济。它对于交通产生的贡献在于它能使一次出行实现多种消费目的，增加了消

费者出行的消费选择性，提高了出行活动的综合效用，从而产生了额外的出行吸引。按照克里斯泰

勒的理论，服务中心级别越高，应该聚集的从低级到高级的服务内容也越多。因此聚集经济因子实

际上反映的是土地利用(这里主要指服务设施)本身所处的服务中心的等级和档次。显然，聚集经济程

度越高，其额外吸引的交通也就越多，交通生成与聚集经济因子之间呈正相关。 

从项目的交通生成关系来看，可以认为，项目设施类型和强度引发的交通量、可达性因子引发

的交通量和聚集经济因子引发的交通量彼此独立。则 

                          

式中：Q—公建设施单位时间的交通生成量； 

      D—反映土地设施类型和开发强度的变量； 

      L1—反映可达性因子的变量； 

      L2—反映聚集经济因子的变量。 

1.2 非项目交通量 

非项目交通也称作背景交通，包括两部分： 

过境交通，即所有通过研究区域且起讫点均在研究区域外的交通出行； 

其它项目交通，即研究区域内其它项目产生的交通，起讫点在研究区域内。 

未来交通需求包括项目交通、区域内其它已审批同意建设项目的交通以及区域现状交通加上自

然增长量的总和。 

2. 交通量的预测 

2.1 项目交通量预测 

预测目标年项目产生的交通影响包括以下内容：交通生成、交通方式分担，交通分布与交通分

配。 

2.1.1  交通生成 

出行生成包括出行产生和出行吸引。因为两者的影响因素不同，前者以住户的社会经济特性为

主，后者以土地使用的形态为主，故须将出行产生和出行吸引分别进行预测。 

国外通常采用出行率的方法，即选取与项目位置、规模和性质相似的土地利用的出行率，类比

推算拟建项目的出行量。国内进行 TIA 时，一方面要进行实地调查，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已有数据。

在利用出行率调查数据时，必须清楚它们的适用范围，应当尽量选取与项目特征类似的用地数据，

这些特征包括区位条件、性质、规模等等。其中规模大小与出行生成率存在相关性，国外研究表明，

规模越小，单位面积的出行生成率越高。另外选取好参照用地的出行率数据后，一般不要取它们的

平均值，取 85%位置的数据才是合适的。同时，也要注意到已有设施所在分区与开发设施所在分区

) , , ( 
2 1 
L L D Q f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844 

的经济水平的差异。 

交通生成量的预测方法一般有回归分析法和类别生成法。回归分析法是根据历史资料，以过去

的趋势预测未来交通生成量。而我国目前尚缺乏支持分析不同用地的交通发生特性的数据库，故本

论文采用类别分析法进行交通生成预测。 

类别生成率法是利用相似点来类比分析，以相似的公共建筑设施作为参照物进行类比，因而用

该模型来预测项目的交通生成量较为简便、实用而有效。类别生成模型如下： 

                                                          

式中：  Q—报建项目的交通发生量； 

        R—同类型公共建筑的交通发生率； 

        X—公共建筑与出行相关的变量。 

其中，R 可通过调查与报建项目的类型、规模、区位条件相似的公共建筑的交通生成率得到。

对于 X 的选取，研究表明，公共建筑的出行发生与建筑面积、工作岗位数和停车车位数等独立变量

有较高的相关度，但由于在项目报批前工作岗位数无法确定，而停车车位数则是在总建筑面积的基

础上，因此 X 选用建筑面积较好。 

2.1.2  方式划分 

交通方式划分即交通工具的分配与选择，这主要是对客运交通而言。客运交通一般区分为两种

方式：公共交通和个体交通。公共交通一般指公共电、汽车，还有有轨交通等；个体交通，国外主

要是小汽车，而国内目前自行车交通和步行交通在居民出行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建立交通方式划分模型的依据是观测到的交通方式划分、居民出行特征和各种交通方式的运营

特性。由于建模者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交通方式选择问题，因此交通方式划分在交通量预测模拟程

序中的位置较灵活。可分为四种类型：与出行生成预测同时进行；在出行生成和出行分布之间进行；

与出行分布同时预测；在出行分布与交通分配之间进行预测。而在 TIA 中，方式划分工作一般应尽

可能提前。 

交通方式划分可通过两种方法来预测。一种方法是选用与项目类似、公交服务水平相近的现状

建筑的出行结构数据进行类推。这种方法假定交通结构不变。另一种是采用区域交通模型的方法。

当项目规模较大、交通设施变化较大或设计年限较长时，交通结构会因土地利用布局和交通设施的

显著变化而发生较大变化，这时就需要借助交通规划模型估计新的交通结构。 

本论文使用效用函数来进行交通方式划分预测。此类模型是建立在个人对交通工具选择的行为

上。出行的时间、费用、舒适及直捷的程度都将影响出行者对使用交通工具的选择。这些不同的综

合费用效用提供出行者结合自己的经济情况作为选择交通工具的依据。 

    假设效用(U)为出行时间(t)和出行费用(C)的函数，其效用函数形式为： 

                       

SRQ 

 C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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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α、β、γ 均为参数。 

    模型可将交通工具归纳为公共交通和个体交通两类进行分配，故上式可改为效用差值的函

数关系式以表示两类交通工具间的效用差异，作为分配的依据。如： 

                     

式中： —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交通的客运效用差值； 

      t2—公共交通的出行时间，min； 

      t1—自行车交通的出行时间，min. 

    此类效用函数可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的方式建立。 

2.1.3  出行分布 

交通分布预测的目的是根据现状 OD 分布量及各区因经济增长、土地开发而形成的交通量的增

长，来推算各区之间将来的交通分布。交通影响分析采用的所有出行分布方法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基

本假设：即用地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一个影响区域。这一影响区域就是交通影响分析的研究范围，或

称为分析区(study area)。有些出行分布方法进一步把分析区划分为交通分区(zone)。出行分布的目的

就是要计算用地项目与每一分区之间的出行分布量。目前常用的出行分布方法有：类比分析法、OD

调查法、市场分析法和重力模型法。 

类比分析法 

该方法是依据同类区位相近背景下，同等开发设施吸引出行的分布数据来估计新开发项目的分

布。其局限在于：在附近要能找到相近规模的同类物业设施，并能够收集或通过适当方式调查到该

同类物业设施的出行分布数据。比如在北美国家，可通过顾客购物的信用卡记录来分析现有商店的

顾客出行分布数据。 

OD 调查法 

    在类比分析法中，附近同类物业设施的出行分布数据还可以通过 OD 抽样调查法获得。例

如对商业设施，可以根据某种抽样原则来调查顾客的 OD 数据。此法的关键是要选择一个适当的同

类物业设施来展开调查，并且调查的样本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调查要在高峰时段进行。 

市场分析法 

    该法首先要确定用地项目的分析区。分析区的界定通常考虑两个因素，即出行时间和附近

已经存在的，且与开发项目形成竞争的同类物业设施的位置。具体做法是： 

以所考虑的用地项目位置为基准点，勾绘出行等时距线，以某一合适的出行时间所覆

盖的范围作为分析区。所谓合适的出行时间，是指按此时间所界定的分析区域能覆盖

  CtU

 


)( 12 ttU ij



i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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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8096 的出行发生量。 

在与相邻的己有同类物业设施之间划分边界已确定分析区。可按下式来界定（图 1） 

 

 

  或  

式中：L0, L1, L2——用地开发项目或已建同类设施的规模； 

t01 , t02 , t1 , t2 ——用地开发项目或已建同类设施距分析区边界点的出时间。 

划定分析区后，该法的出行分布计算可按以下步骤进行：①把分析区划分为交通分区；②收集

统计每一交通分区的某种用地强度；③计算每一交通分区的用地强度百分比；④按第三步计算的比

例来分配出行发生量。其中交通分区的用地强度一般用人口数来表示。图 2 是该法的一个简单示例。 

 

 

  

10110 // ttLL  20220 // ttLL 

图 1：分析区 

 

 

 

图 2：市场法分析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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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力模型法 

对于大型用地开发项目，其与各交通分区之间的出行分布还可用重力模型进行计算。 

 

式中： ——区 i 与 j 区之间存在的阻抗函数，由运行费用、时间和距离等表达； 

      K——常数，一般采用 。 

使用重力模型时要注意所选用的出行阻抗参数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这在许多时候是无法办

到的。因为很难收集到现有的出行分布数据来对出行阻抗参数进行标定，这是该法的使用受到限制

的一个主要原因。 

上述市场分析法和重力模型法都需要确定分析区和划分交通分区。分析区和交通分区的划分带

有很大的随机性，不同的人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划分，从而得到差异显著的出行分布预测结果。另外，

要求分析区覆盖 75~80%的出行发生量也很难把握。实际上，很难弄清一个分析区究竟覆盖了多大比

例的出行发生量。 

2.1.4  交通分配 

交通分配是将用地开发项目所生成的出行量分配到周边道路网络的每一路段上，从而给出每一

路段的新增交通量和每一交叉口的转向流量变化。在用地开发项目的交通影响分析中，有三种出行

量需要进行分配：顺道出行量、绕道出行量和新增出行量。 

顺道和绕道出行分配 

顺道和绕道出行已经存在于周边路网上，不需要再进行分配。然而，它们对于用地开发项目的

出入口通道则是新生交通量，因此需要将它们合理地分配在不同的出入口通道上。图 3 给出了顺道

和绕道出行量在用地项目不同出入口之间的分配原则。 

 

)( ijjiij ZfAKPt 

)( ijZf


j

ijj ZfA )(

1

图 3：顺道和绕道出行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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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出行分配 

对于新增出行量，在进行出行分配时，要合理地选择分配路径。对于交通预测年限超过 10 年以

上的大型用地开发项目，应考虑使用多路径通行能力限制分配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复

杂的分配法不一定是必要的。实际上，大部分的交通影响分析都是采用一种简单的分配程序，即方

向分布法(directional 

distribution procedure)。这是一种简化的出行分布和交通分配的组合程序，基本上属于无通行能

力限制的最短路径分配法。 

简单地说，方向分布法就是将出行分布给出的任一交通分区与用地开发项目之间的出行分布量

直接加载到联系该交通分区和用地项目之间的最短路径上。这样，出行分布预测给出的结果也可看

成是交通分配量。图 4 是方向分布法的一个简单示意图。 

以上出行分布与交通分配的分析过程给出了用地开发项目新生成的出行量在周边道路网络上的

分布结果。这一结果是评估用地开发项目对周边道路交通系统(包括道路与交通控制管理设施)所产生

影响的重要依据。消除不利影响的种种措施正是基于这一依据而有针对性地提出的。 

 

图 4：方向分布法示例 

2.2 非项目交通量预测 

非项目交通量也即背景交通量(background traffic)，主要是指开发项目设施完工投入营运时，开

发设施以外其它所有新开发设施吸引的交通量及过境交通量的总和。确定背景交通量之前应当划定

研究范围(study area)，研究范围不同于影响范围(influence area). ITE 推荐的研究范围包括高峰时段内

交叉口进口道通行能力的 5%被开发设施产生的交通量占用的所有道路、匝道和交叉口，以及开发设

施对潜在事故或当地居民交通将产生显著影响的路段。 

预测非项目交通量有以下三种方法： 

累加法：对所有已批准的新开发设施的交通产生量进行叠加。该方法是最简单的，也是最

精确的。尤其当开发设施所处的地区在未来 10 年内增长率中等时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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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交通量也可以从现有总和交通规划的结果中获得，如果模型可信、实用性强，该方法

是最好的。 

对于历史交通资料完整并且未来发展平稳的地区，考虑开发设施的建设周期(年)，可以使用

现状交通量与年交通量的增长率来计算背景交通量。如果借助现有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流

量确定未来背景交通量，必须对现有交通量数据进行调整。 

3. 诱发交通量 

新建道路的远景交通量一般由趋势增长交通量、转移交通量和诱增交通量组成。其中诱增交通

量是指由于道路新建或改建，尤其是高等级公路的建设，因其服务功能的显著提高或改善，诱发了

原来那些需要出行却因交通条件的制约而未能出行或者出行次数较少的潜在交通量。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或服务水平的改善而产生的诱发交通量。 

从本质上来说，诱发交通量改变的是发生、吸引阶段的交通量。因此，我们定义诱发交通量指

由于交通设施等硬件条件(如道路的新建或改建)和软件条件(交通政策、交通管理措施等)的改善，使

交通需求随着时间引起结构变化，从而令交通需求量发生变化的部分。 

对于新的交通工具(或路线)来说，它的交通量从零增加到了某一数值。但是，从整体来看，由于

OD 交通量没有改变，所以新开发的交通工具(或路线)的交通需求完全可以用传统的方法预测。显然，

在交通需求预测中，这是典型的交通方式划分或出行路径选择的问题。因此，完全可以在四阶段预

测法的发生、吸引交通量阶段考虑诱发交通量的存在，而借用四阶段法预测其需求部分。 

4. 服务水平 

采用何种方法进行交通影响评估，一般由交通专业部门自己决定，主管部门认可即可。改进后

的服务水平必须达到预先设定的等级，这时设定就成为对交通设施改进的依据，对于可接受的服务

水平，应由规划主管部门按不同区位分级预先设定。根据设定的服务水平标准，还可以预测未来改

进时必须支付的费用，从而为进一步可能分摊给开发商的费用份额提供依据。 

5. 对停车场所带来影响的考虑 

在交通影响分析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容易被人遗忘的，但会带来巨大影响的一个问题—停车场。

在很多小区和公建项目中，建设了大量的配建停车场，当停车场有大量剩余或者停车场空闲时，由

于该停车场变成社会停车场时，将会带来一定的交通量。而另一种情况是，如果项目的配建停车设

施不足，使得这些建筑所吸引的而未被满足的停车需求转向公共停车设施寻求解决，由此导致公共

停车需求剧增；或者出现占道停车的现象，从而严重影响动态交通，造成交通拥挤。 

在交通量预测环节中，本论文认为配建车位的多少并不能决定来车的多少，还与停车管理和停

车收费有关。在大城市中心区往往会提出一些交通需求管理的措施，用停车位和停车收费调控就是

一个重要的手段。 

6. 小结 

TIA 本质上是交通规划的具体化、细化和局部工作。TIA 的全过程，从开始的开发设施地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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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条件、交通产生、分布、分配到服务水平的评估，乃至最后提出的交通设施改进建议，是一个

完整的交通规划过程，精确的说是局部交通规划、设计与开发设施附属交通设施(进口专用道、内部

交通设施)规划、设计的结合。本论文系统介绍了传统四阶段法进行交通量预测的方法在建设项目的

交通影响分析中的应用，可作为今后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中交通量预测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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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实施 

——部分关键技术环节的研究 

李朝阳  张毅 

【摘 要】交通影响评价（Transportation Impact Analysis, 简称 TIA）是从微观上协调交通系统和

土地利用的有力工具。本文阐述了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中的三个关键技术环节，即确定交通

影响评价阈值、确定研究范围和确定出行折减系数，以期对我国推行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提

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交通影响评价；交通影响评价阈值；研究范围；出行折减系数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城市土地开发强度越来越高，城市建设项目与城市交通

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研究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的内在联系，揭示其中的规律，协调两者

之间的关系，从而促进城市的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十分迫切的研究课题。 

城市交通的改善本质上取决于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之间的协调，这种协调从微观上表现为交通

影响评价与修建性详细规划的配合。国外大量实践表明，交通影响评价（Transportation Impact Analysis, 

简称 TIA）是从微观上协调交通系统和土地利用的有力工具。 

2. 交通影响评价的概念 

交通影响评价源于美国。交通影响评价是指在建设项目的立项或审批阶段，通过定量预测和定

性分析，确定项目建成后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度，提出改善措施和补偿政策，减小建设项目的交通影

响，维持周边路网在一定的服务水平。目前，一些国家或地方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等，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已明确了交通影响评价的法律地位，

要求建设项目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必须编制交通影响评价报告。 

3. 交通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 

交通影响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基地及其周边地区开发分析、研究范围道路交通状况分析、交通

需求预测、交通影响评价、交通改善措施、结论与建议六大部分（表 1）。 

4. 交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发展 

4.1 交通影响分析在我国的实践 

1996 年，全国城市规划学术年会明确提出“要做好土地开发、大型建筑的交通影响分析，要求

纳入土地使用、修建管理的审批中”。之后，全国几个城市相继行动起来，交通影响分析在国内开

始起步。建设部于 2004 年起草了《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技术纲要》，并于 2005 年开始启动

《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标准》的国标编制。这些文件为交通影响分析实践的展开，提供了政

策性指导。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852 

随着交通影响分析实践的不断展开，越来越多的省市制定了地方性的交通影响分析技术标准和

规范，对交通影响分析的实践应用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和引导，起到了较好的效果。这些技术标准

和规范基本都包括了需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项目范围、交通影响评价的实施和评价准则以及成果要

求等几部分内容。 

表 1  交通影响评价的研究范围 

主要部分 具体内容 

交通需求预测 
通过同类典型建筑调查掌握拟开发业态的用户使用规律，预测建设项目的诱增交通

量以及这些交通量在基地周边道路网上的空间分布。 

交通影响评价 

定量评价基地开发建设对周边道路与交叉口的交通影响程度，以及各种交通设施的

服务水平。 

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评价建筑设计方案的出入口、内外部交通组织、停

车、内部交通设施、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合理性。 

交通改善措施 针对交通影响评价诊断出的问题，提出建筑设计方案和基地周边的交通改善对策。 

4.2 交通影响评价在我国发展的不足之处 

国内引入交通影响分析已近十年，各级规划主管部门对交通影响的重视程度较高，有力地推动

了其在国内的开展。但是，综观国内交通影响分析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的现状，可以发现仍

有若干不足之处影响了其价值的完全体现。 

4.2.1  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 

交通影响分析中的基本概念大多来自国外研究成果，由于资料来源不同或是理解上的差异，国

内对于部分基本概念的界定存在不一致，容易造成混淆。如研究范围 (Study Area)和影响范围

(Influence Area)这两个概念，其确定方法、适用阶段等均不相同，但在国内的部分交通影响分析中将

两者视为同一概念，对分析结论带来不利影响。 

4.2.2  缺乏统一的编制办法 

目前，各个开展交通影响分析的省市，对于具体的编制办法还没有做出统一的规定。如对于交

通影响分析阈值的判定标准，交通影响分析的共性内容、深度，不同类项建设项目的编制要点等，

大都由各编制单位自行确定，不利于交通影响分析的规范化和体制化。 

4.2.3  缺乏完整的技术参数 

由于交通影响分析在我国开展的时间还不长，因此其中某些技术参数缺乏专题研究和完整积累。

对于部分直接影响分析结论的重要参数，如交通需求预测中常用的不同类型建设项目的交通产生吸

引率、高峰小时时段、顺便出行折减系数等，编制单位大多采用如下数据来源：1、基于经验数据；

2、进行小样本调查获得数据；3、套用国外数据。这三类数据来源，其准确性和适用性均存在一定

的偏差，从而加大了预测的随意性，直接影响了分析结论的可靠性。同时，还会造成不同编制单位

对同一项目的分析大相径庭，不同项目之间缺少可比性，使审批部门对交通影响分析中的交通需求

预测结果无法进行有效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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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缺乏良好的适应性 

国外的交通影响分析研究，是在发展至后小汽车时代才开展起来的。而目前中国大部分地区尚

处于小汽车初级发展阶段，少部分地区正向中级发展阶段过渡。能否在借鉴国外既有成果的基础上，

进一步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使交通影响分析“本土化”，是决定交通影响

分析在我国前景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在这一方面，国内的进展略显滞后，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的研

究成果有待于向深度和广度进一步推进。 

4.2.5  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 

自交通影响分析在我国推行以来，各城市规划主管部门为了扶持和培育咨询设计市场，放宽了

对编制单位的资质审查。这样对于引进竞争机制、形成一个开放的规划市场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但

交通影响分析的专业性较强，需要编制单位具备一定的资料积累以及具有丰富经验和专业知识的人

员。建立科学有效的管理体制，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能够胜任的单位参与到交通影响分析的编制工

作中来，培育良好的竞争环境。 

5. 交通影响评价的部分关键技术 

5.1 确定交通影响评价阈值(Thresholds) 

交通影响评价阈值规定了建设项目达到何种要求才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该阈值主要包括以

下三类：服务水平阈值，即以建设项目周边路网的服务水平作为阈值评定标准；交通量阈值，即以

建设项目在特定时间（高峰小时或全日等）将产生的交通量作为阈值评定标准；规模阈值，即以建

设项目的开发规模作为阈值评定标准。这三类阈值之间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当其它条件一致时，可

以相互近似转化。因此，不同阈值的表面含义虽不一样，但本质上是相互等价的，从不同的角度反

映出建设项目开发规模到底多大才会对周边道路交通产生显著影响。 

5.1.1  国外的 TIA 阈值 

美国 ITE 建议进行 TIA 的阈值是：建设项目在周边路网的机动车交通高峰小时或在自身的新增

交通高峰小时将产生不少于 100pcu 的出行。选取该阈值主要有两点理由：100pcu 的交通量能够改变

交叉口进口道的服务水平等级或流量/容量比(Volume-to-capacity Ratio)；为了不影响直行交通，可能

要增加左转或右转车道，以满足建设项目的新增交通需求。 

英国 IHT 建议进行 TIA 的阈值是：建设项目新增交通量超过周边紧邻道路现状双向交通量的

10%；建设项目新增交通量超过周边紧邻道路现状双向交通量的 5%，且该项目处于交通拥挤地区或

是交通敏感地区。 

5.1.2  国内的 TIA 阈值制定原则 

我国尚未颁布统一的全国性阈值制定办法和具体标准，随着交通影响评价在国内的不断推广，

制定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交通影响评价阈值，已经越来越体现出必要性。在总结国外经验的基

础上，建议遵照一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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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家性阈值为主导 

国家性的交通影响评价阈值应充分体现定量与定性、一般与特殊的相结合，以便为各省市制定

地方性的阈值提供参考。阈值的制定应当基于一定的认定标准，如建设项目将产生一定的（高峰小

时或全日）交通量、建设项目将导致周边路网的交通量增加一定百分比、建设项目将使周边路网的

服务水平下降一定等级等。 

以规模阈值为主体 

建议采用规模阈值作为交通影响评价的主体阈值，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实用性：规模阈值便于识别和控制，具有绝对性和稳定性。 

延续性：我国在城市规划过程中一直把容积率指标作为重要的控制指标，采用规模阈值容易和

现状体系接轨并在实践中操作。 

相关性：基地开发性质和规模是建设项目新增交通量大小的决定因素，和各交通指标有很强的

正相关性。 

体现区位差别化 

相同类型和开发规模的建设项目，在不同区位条件下的交通影响不同。因此针对不同区位应该

制定不同的交通影响评价阈值。这里的区位差别化具有两个层次的含义：所在城市的人口规模差别、

在城市中的区位差别。 

体现类型差别化 

不同类型建设项目的交通出行产生、吸引率不同，因此相同的开发规模下，其对周边交通的影

响程度大小也不一。在确定规模阈值时，建议根据建设项目的开发性质、交通出行特征和出行强度，

对其进行大、中、小分类，具体分类原则如下： 

大类依据开发类型确定。 

中类在大类基础上按照交通出行特征划分。 

小类在中类的基础上按照出行吸引、产生率的强度划分。 

5.1.3  适合国内的 TIA 阈值 

2007 年 11 月，建设部发布了《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对国家性

的交通影响评价阈值做出了如下规定： 

开发规模达到表 2 规定的建设项目。 

交通设施类项目，如火车站、长途汽车客运站、隧道、高架立交、城市主干路、国省道公路、

停车场、客货运枢纽、公交枢纽、港口等。 

机动车配建停车泊位大于 100 个的场馆与公园、学校、医疗以及其它类项目。 

混合功能的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或指标达到所含建设项目分类中任一类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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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认为应当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建设项目。 

当建设项目的规模达到阈值 3 倍以上，应对项目选址也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表 2  住宅、销售、服务、办公、旅馆类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阈值 

城市人口规

模（万人） 
项目位置 

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住宅类项目 
销售、服务、办 

公、旅馆类项目 

≥200 

城市中心区 3～8 1～3 

中心城区除中心区外的其它

地区 

/卫星城中心区 

5～10 2～5 

其它地区 10～20 4～10 

100～200 
城市中心区 2～5 1～2 

其它地区 3～8 2～5 

＜100 － 2～8 1～5 

5.2 确定研究范围(Study Area) 

研究范围是指需要进行交通影响程度评价、突出交通改善措施的范围。研究范围以基地为中心

至周边一定区域，性质上相当于城市总体规划中的城市规划范围。研究范围应大小合适，过大将增

加报告编制的时间和工作量，过小则不能完全反映项目带来的交通影响。研究范围应当在交通影响

评价的初期确定，以便于后续研究的展开。 

美国 ITE 推荐的研究范围确定原则如下： 

基于建设项目的规模、区位以及周边的情况，例如：规模大、周边道路交通状况不理想的建设

项目，其研究范围大，而小规模的建设项目只需研究基地和周边紧邻交叉口。 

至少包括基地所有的出入口和主要的临近交叉口（无论有无信号灯控制），并建议包括基地每

个方向 400 米或 800 米范围内、通向基地的每条道路上的第一个信号灯交叉口。 

分期建设项目的研究范围需考虑每一个建设阶段。 

充分考虑交通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查机构根据基地具体情况、开发规模或地方政策，所建议的研

究范围。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征求意见稿）》对交通影响评价的研究范围做出了规定（表

3），建议研究范围一般为基地周边由现状或规划的主干路、次干路或快速路围和的区域。我国正处

于快速城市化时期，部分城市的新区尚未形成完善的路网。针对这种情况，当建设项目位于城市新

区，可选择规划道路围和的区域作为研究范围。对于在立项阶段进行初步交通影响评价的项目获交

通影响较大的项目，研究范围应适当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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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交通影响评价的研究范围 

建设项目规模与阈值之比 交通影响评价的研究范围 

＜2 建设项目邻近的城市主次干路围合的范围 

2～3 建设项目邻近的城市主干路围合的范围 

≥3 建设项目邻近的主干路外下一条城市主次干路围合的范围 

5.3 确定出行折减系数 

新增交通量是指由于建设项目开发而产生的交通出行，对于确定交通影响程度、提出交通改善

措施等后续环节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将直接关系到最终结论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交通生成预测

是新增交通量预测的主要环节之一，其目的是建立建设项目产生的交通量与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特

征等变量之间的定量关系，推算各目标年建设项目所产生的交通量。 

交通影响评价中常用的交通生成预测方法与常规的类似，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环节是确定各项

出行折减系数。 

建设项目建成后，通常会产生外部出行和内部出行，而外部出行包含有基本出行和顺便出行。

由吸发率或回归公式预测出的交通生成总量，包括了基本出行、顺便出行和内部出行三部分（图 1）。

出行折减的目的就是对顺便出行和内部出行这两部分进行折减。 

总交通生成 外部出行 += 内部出行

外部出行 顺便出行 += 基本出行

顺便出行 顺道出行 += 绕道出行
 

图 1  各类出行相互关系示意图 

5.3.1  基本出行 

基本出行(Primary Trips)是指由于建设项目的建成，生成了新的出行，因而周边路网上出现了新

增交通量。譬如一个新建的商业中心，吸引了许多顾客。有些顾客是专门来逛商店的，此外别无其

它目的。这些顾客的出行就属于该商业中心的新增出行。新增出行量是分析建设项目对周边道路交

通系统影响程度的最主要依据，也是分析建设项目的出入口、内部道路、停车设施将会受到何种程

度的交通影响的主要依据。 

5.3.2  顺便出行 

顺便出行是指出行者在完成其它目的的出行时，途径建设项目而临时决定顺便光顾的出行，常

见于商业、餐饮等开发类型。这种出行所形成的交通量不是新增的，而是原本存在于现有路网上的

交通量。它们对周边路网的影响较小，但对建设项目的出入口、内部道路、停车设施等有一定影响。

顺便出行的比例随建设项目开发类型不同而不同（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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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部分开发类型的顺便出行比例 

开发类型 顺道出行比例 

购物中心（＞37000m
2 营业面积） 20% 

购物中心（9300～37000m
2 营业面积） 25% 

购物中心（＜9300～37000m
2 营业面积） 35% 

便利店 40% 

仓储式超市 20% 

一般超市 20% 

快餐店 40% 

饭店、餐厅 40% 

加油站 45% 

其他 15% 

顺便出行可分为顺道出行(Pass-by Trips, Undiverted Linked Trips)和绕道出行(Diverted Linked 

Trips)。顺道出行是指顺便出行中不经过任何绕道而完成的出行，对周边路网不产生任何影响。绕道

出行是指顺便出行中必须经过绕道而完成的出行，在绕行的道路上会形成新的交通量，会对周边路

网产生影响（图 2）。 

基地

顺道访问 绕道访问

基地

 

图 2  顺道出行和绕道出行示意图 

5.3.3  内部出行 

内部出行是指在建设项目内部完成的出行，多见于混合类型的建设项目。比如，商住综合体中

的住户前往大楼中的商业中心购物，其出行的起点和终点均在本楼之内，就属于内部出行。内部出

行只在建设项目内部发生，对出入口交通和周边路网的交通不产生任何影响，但对内部路网会产生

影响。对于包含两种或三种开发类型的建设项目，其内部出行比例一般不超过 5%，并且内部出行的

比例最高不超过 24%。 

6. 结论 

随着交通影响评价在我国的不断推广，对其中各项技术环节的研究也将不断深入。能否在借鉴

国外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使交通影响评价尽快

“本土化”，是决定交通影响评价在我国前景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阐述了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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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中的三个关键技术环节，即确定交通影响评价阈值、确定研究范围和确定出行折减系数，以期

对我国推行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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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右转饱和流率影响分析 

赵林 邵长桥 

【摘  要】饱和流率作为交叉口通行能力计算方法的基础参数，在交通规划设计与交通控制中起到

至关紧要的作用。在我国现有交通条件下，对北京市典型城市信号交叉口有关数据的采集与分析，

研究了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右转车道饱和流率的影响，给出了基于上述两项影响因素的右转饱和

流率计算模型。比较模型计算结果与美国通行能力手册(HCM)计算结果，发现模型比美国通行能力

手册(HCM)计算模型更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关键词】信号交叉口；右转车道；饱和流率；车道宽度；转弯半径 

信号交叉口作为城市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道路的衔接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路网规

划、建设、改造和交通治理的重点。信号交叉口作为城市路网的瓶颈，其的通行能力往往制约着整

个城市路网的通行能力，对城市路网规划与交通设计有着重要的意义。 

饱和流率是假定引道在全绿条件下，即绿信比 g/c 为 1.0 的情况下，所能通过的最大流量[1]。饱

和流率是信号交叉口通行能力分析中的一个重要指标。确定了饱和流率值，便可结合信号配时方案

计算信号交叉口处某一进口引道乃至整个信号交叉口的通行能力。饱和流率作为一项基础性研究，

成为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计算信号交叉口通行能力时必不可少的环节，如美国通行能力手册（HCM）

方法[2]、英国 TRRL 方法[1]、澳大利亚 Traffic Signals：Capacity and Timing Analysis 方法[3]、加拿大

Canadian Capacity Guide for Signalized Intersection 方法[4]等。 

以往对于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饱和流率影响的研究[5,6,7]，多为车道宽度或转弯半径单一因素

的影响分析，很少将二者联系起来分析。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方法，对实测数据进行分析，研究了车

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信号交叉口右转饱和流率的影响，给出了基于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共同影响下

的右转饱和流率计算模型。 

1. 数据采集与处理 

数据采集是后期分析工作的第一手资料，数据采集的准确和“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分析结果

的偏差程度。因此，正确的数据调查与处理方法将对后面的分析建模工作提供质量上保证。为研究

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信号交叉口右转饱和流率的影响，在北京市选取了车道坡度为零、有右转专

用车道、车流量大、进口区域内无路边停车和公交停靠站、运行车辆受行人和自行车影响较小、绿

灯放行期间交叉口下游不存在交通拥堵现象，车辆启动后能以相对稳定的车速通过停车线的 18 个信

号交叉口，采集调查周期内排队车辆均为小型车的饱和车头时距。数据采集采用视频摄像的方法，

把信号交叉口处右转车道上通过停车线的车辆一一记录下来，形成电子文件。通过编写计算机程序，

把每一辆车通过停车线的时间逐一记录下来，从而计算绿灯放行期间内右转车辆的饱和车头时距分

布。为避免启动延误对饱和车头时距的影响，剔除每周期前五辆车辆的车头时距。 

由于采集的数据数目较大，采集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定数量的无效数据，如司机在路口排队时

出神，不能正常跟上前车，造成未达到饱和车头时距。为使采集数据更为可靠，应对这类数据在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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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中予以剔除。对每个信号交叉口各类车辆的车头时距做统计直方图，如图 1，发现每类采集数

据均大致服从正态分布 ),(~ 2NX 。由数学统计学原理 3 标准可知 003.0)3(  XP ，即认

为采集数据中落在区间[  3 ,  3 ]之外的概率为 0.3％，为小概率事件，进行剔除。 

 

图 1 车头时距统计直方图 

2. 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右转饱和流率的影响分析 

利用上述数据处理方法，对本次调查的 18 条右转车道上的数据进行整理，并利用公式 1 计算饱

和流率，从而得到不同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下右转车道的饱和流率值，见表 1。 

00 /3600 hS                                                           (1) 

其中， 0S 为饱和流率(pcu/h)， 0h 为饱和车头时距(s)。 

表 1 不同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下右转车道饱和流率 

车道宽度(m) 转弯半径(m) 饱和车头时距(s) 饱和流率(pcu/h) 

3.25 25 2.305 1562 

3.4 37 2.094 1719 

3.4 28 2.375 1516 

3.2 20 2.415 1490 

3.5 25 2.316 1554 

2.95 30 2.447 1471 

3.5 35 2.103 1712 

3.5 25 2.192 1642 

3.75 30 2.153 1672 

3.25 20 2.659 1354 

3.7 30 2.214 1626 

2.85 25 2.544 1415 

3.15 25 2.387 1508 

3 20 2.705 1331 

3.35 30 2.228 1616 

3.1 25 2.408 1495 

3.6 35 2.076 1734 

3.3 25 2.381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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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车道宽度对右转饱和流率的影响分析 

对表 1 的右转车道宽度和饱和流率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右转车道宽度单因素对饱和流率的影响，

见表 2 

表 2 右转车道宽度与饱和流率相关性分析 

类别 车道宽度 饱和流率 

车道宽度 1 0.769 

饱和流率 0.769 1 

从表 2 中右转车道宽度与饱和流率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右转车道宽度与饱和流率存在一定

的相关性。对二者进行二次函数曲线拟合估计，见图 2。 

 

图 2 右转车道宽度与饱和流率拟合曲线图 

通过对右转车道宽度与饱和流率进行的二次函数拟合检验分析，二次函数拟合曲线公式如下。 

155.2011.559287.29 2  xxy        75.385.2  x                   (2) 

其中， y 为饱和流率（pcu/h）， x为右转车道车道宽度（m）。 

2.2 转弯半径对右转饱和流率影响研究 

对表 1 中的右转车道转弯半径和饱和流率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右转车道转弯半径单因素对饱和

流率的影响，见表 3。 

表 3 右转车道转弯半径与饱和流率相关性分析 

类别 转弯半径 饱和流率 

转弯半径 1 0.833 

饱和流率 0.833 1 

从表 3 中右转车道转弯半径与饱和流率的相关性分析可以看出，右转车道转弯半径与饱和流率

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对二者进行二次函数曲线拟合估计，见图 3。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862 

 

图 3 右转车道转弯半径与饱和流率拟合曲线图 

通过对右转车道转弯半径与饱和流率进行的二次函数拟合检验分析，二次函数拟合曲线如公式

3。 

87.863908.302007.0 2  xxy          3720  x                    (3) 

其中， y 为饱和流率（pcu/h）， x为右转车道转弯半径（m）。 

2.3 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右转饱和流率共同影响研究 

将不同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的饱和流率值作为空间点，在三维坐标系中得到空间条形图，见图

4。通过图 4 发现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饱和流率有着一定的共同影响。 

用多元相关系数[8]研究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饱和流率共同影响的程度。公式 4 给出了多元相

关系数的计算方法。 

2
12

1221
2
2

2
1

12,
1

2

r

rrrrr
R YYYY

Y



                                        (4) 

其中， 12,YR  为多元相关系数， 1Yr 为变量 Y 和 X1的简单相关系数， 2Yr 为变量 Y 和 X2的简单相

关系数， 12r 为变量 X1和 X2的简单相关系数。 

多元相关系数度量变量 Y与自变量 X1和 X2总的相关性， 12,YR 介于 0～1 之间，系数越接近于 1，

Y 与 X1和 X2的线性关系越好。当 12,YR 为 1 时，则称 Y 与 X1和 X2完全相关。 

利用多元相关原理，计算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饱和流率的多元相关系数，表 4 中列出了车道

宽度、转弯半径与饱和流率三者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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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车道宽度、转弯半径与饱和流率三维条形图 

 

表 4 车道宽度、转弯半径与饱和流率简单相关系数 

 车道宽度(m) 转弯半径(m) 饱和流率(pcu/h) 

车道宽度(m) 1   

转弯半径(m) 0.492 1  

饱和流率(pcu/h) 0.769 0.833 1 

对表 4 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 1Yr 值为 0.769， 2Yr 值为 0.833， 12r 值为 0.492，从而利用公式 4

得出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饱和流率的多元相关系数，为 0.930，高于车道宽度或转弯半径单因素对

饱和流率的相关系数值，说明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对饱和流率的共同影响存在较之车道宽度或转弯

半径单因素对饱和流率的影响有着更高的正相关性。对车道宽度、转弯半径与饱和流率进行二元线

性回归，见表 5。 

表 5 二元回归系数表 

 系数 标准误差 

常数项 419.2708 151.5301 

车道宽度 225.204 52.05088 

转弯半径 14.13507 2.582214 

于是二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2708.41913507.14204.225  RWy
 

75.385.2 W    3720  R                                     (5) 

其中， y 为饱和流率（pcu/h），W 为车道宽度（m），R 为转弯半径（m）。 

根据上述分析，右转车道饱和流率的计算可采用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共同影响分析得到的二元

线性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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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验证 

结合本研究中所提出的车道宽度单因素影响、转弯半径单因素影响及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共同

影响下的右转车道饱和流率计算模型与美国通行能力手册（HCM）给出的模型，分别计算右转车道

饱和流率值，并与实测数据进行对比，见表 6。 

表 6 推荐模型、HCM 模型与实际情况对比 

车道 

宽度 

(m) 

转弯 

半径 

(m) 

实测饱和 

流率 

(pcu/h) 

推荐模型 

计算值 

(pcu/h) 

基于车道宽度 

模型计算值 

(pcu/h) 

基于转弯半径 

模型计算值 

(pcu/h) 

HCM 

建议值 

(pcu/h) 

3.25 25 1562 1505 1583 1511 1552 

3.4 37 1719 1708 1583 1733 1579 

3.4 28 1516 1581 1509 1572 1579 

3.2 20 1490 1423 1618 1402 1543 

3.5 25 1554 1561 1415 1511 1597 

2.95 30 1471 1508 1618 1610 1498 

3.5 35 1712 1702 1618 1700 1597 

3.5 25 1642 1561 1705 1511 1597 

3.75 30 1672 1688 1528 1610 1642 

3.25 20 1354 1434 1688 1402 1552 

3.7 30 1626 1677 1376 1610 1633 

2.85 25 1415 1414 1491 1511 1480 

3.15 25 1508 1482 1434 1511 1534 

3 20 1331 1378 1565 1402 1507 

3.35 30 1616 1598 1472 1610 1570 

3.1 25 1495 1471 1653 1511 1525 

3.6 35 1734 1725 1546 1700 1615 

3.3 25 1512 1516 1583 1511 1561 

将推荐模型计算值、基于车道宽度模型计算值、基于转弯半径模型计算值、HCM 模型计算值与

实测数据的误差进行比较，见图 5. 

 

图 5 模型计算误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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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型计算误差比较分析，推荐模型计算结果误差要比基于车道宽度模型计算结果误差、基

于转弯半径模型计算结果误差及 HCM 模型计算结果误差小，特别是在车道宽度大、转弯半径小或

车道宽度小、转弯半径大的情况下，推荐模型的优势更为明显。 

4. 结语 

本次研究针对我国城市现有道路交通条件下典型的信号控制交叉口，利用实地调查手段，采集

了北京市 18 个信号交叉口不同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下的右转车道饱和流率，通过对数据的处理与分

析，发现右转车辆饱和流率与车道宽度和转弯半径存在较高的多元相关性，并给出了基于车道宽度、

基于转弯半径及基于上述两项影响因素的右转车道饱和流率计算模型，将上述三个模型与美国通行

能力手册（HCM）计算模型进行对比，结果表明基于车道宽度与转弯半径的模型更适合我国实际使

用。 

在我国混合交通条件下，行人和自行车对右转饱和流率也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本文研究尚

未分析行人和自行车对右转饱和流率的修正系数，后续可对行人和自行车对右转车道饱和流率的影

响加以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宽民,严宝杰,任福田. 道路通行能力分析[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169-172. 

[2]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Highway Capacity Manual 2000[S/CD].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0. 

[3] Brilon W, Wu N. Delays at fixed-time traffic signals under time-dependent traffic conditions[J]. 

Traffic Engineering and Control, 1990,31:623. 

[4] Akcelik, R. Traffic Signals:Capacity and Timing Analysis[R]. Melbourne:Australian Road 

Research Board,1981. 

[5] 杨晓光,庄斌,李克平. 信号交叉口饱和流率和启动延误的影响分析.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

版). 2006,34(6):738~743. 

[6] 贾洪飞,隽志才,魏丽英. 饱和流率的部分影响因素修正系数的标定. 吉林工业大学自然科学

学报. 2000,30(2):99~102. 

[7] 张鹍鹏,彭国雄,董博. 交叉口转弯半径对通行能力的影响模型.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8(2):65~68. 

[8] 李朋. Excel 统计分析实例精讲[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323-325. 

【第一作者简介】 

赵林，男，助理工程师，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交通研究中心。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866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研究 

穆祥纯  李东  叶远春  袁辉 

【摘  要】交叉口交通渠化与交通组织是提高城市交叉口通行能力，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保证道路

交通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通过新的交通组织与控制方式对城市道路交叉口

进行优化，在理论分析与计算上，能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为了验证其效果，对某一实际交叉口

在不同交通组织方式下的运行效果进行对比，即典型四相位信号控制与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进行对

比。同时应用 vissim 软件，根据交通调查数据进行交通仿真模。采用新的交通组织方式后，交叉口

能力得到提高，车辆延误有效降低，同时也节省了交叉口用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建议有关部门

建立实验区域进行验证，在合适的地点进行应用。该措施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提高交叉口的运

行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对城市交通组织方式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渠化；交通组织；通行能力 

1. 引言 

我国城市交通状况日益严重，道路资源有限，机动车数量迅猛增长，城市交通问题亟待解决。

合理的交通组织与优化控制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交通设施，提高城市道路的运行的效率，成为解决

交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目前，道路交叉口的组织与控制原则一般都遵循“时空分割”的基本优

化概念，通过在实际工程中广泛的应用，取得了可观的效果，这些都是交叉口挖掘潜力的重要方法。

交叉口新型交通组织与控制方式“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就是一种全新的交通渠化与组织方式，从

根本上说也是对交叉口进行“挖潜”。通过分析和研究发现，该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路口的通

行能力，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一种手段。 

2. 平面交叉口常规交通组织 

平面交叉口的交通管制措施因交通流量的不同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1）在交通流量在较小的

交叉口，可以不设置交通信号灯。通过路口的车辆根据交叉口的实际情况，利用对向车流或与之冲

突车流之间的间隙完成通行；（2）当机动车流量增加到一定程度，为减少车辆间的相互干扰，需设

置二相位的交通信号灯来进行交通信号控制，相交道路分时拥有交叉口的使用权，左转车利用对向

车流间隙通过；（3）当车流量进一步加大，尤其是左转车流量增加至一定程度，需要设置多相位信

号控制，对路口进行合理交通渠化与控制措施。 

在多相位交通信号控制中，四相位信号控制的使用最为广泛，所取得效果也较好，常规四阶段

信号相位控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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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四相位控制相位简图 

相位 A、C 为直行车相位，此时直行车辆拥有通行权，右转车辆采取许可型转弯，即利用行人

过街的间隙来实现右转，其它方向车辆停车等候；当信号相位为 B、D 时，左转车辆拥有通行权，

右转车同上，左转车辆只能在其相应左转相位时间内通过路口。 

3.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 

交通拥堵问题大多出现在城市交通的瓶颈地带—交叉口，在车流量大的路口和多条道路交汇处

则更为明显；目前道路交叉口的交通信号措施多采取上述四相位交通控制，个别路口采用右转专用

信号控制。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主要针对机动车流量大、交通组织混乱的路口，通过交通渠化与相

位优化，改善交叉口的拥堵现象，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力。其实质是在上述典型四相位交通控制的

基础上进行改进，结合交通组织中的“时空分离”的思想得出，其目的是增大单位时间内通过路口

停止线的车辆数。为了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力，将现有路口渠化段重新进行交通组织，并在原有渠

化的基础上增加共用停止等待区域，即“交叉口共用停车区”（如图 2 所示）；同时在第一停止线

位置加设小型交通信号灯。这种方式是对路口渠化段的改造，或者将其理解为将常规的车辆停止线

后移，变为设置两道停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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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示意图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是用来供左转车辆与直行车辆共同使用的一个区域，他将交叉口的车流

提前进行渠化，而且当一个方向上的车辆在通行时，另外一条路上的车也在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

区”，车辆并未停止运行，与传统交通控制方式相比有一定提高与改善。 

3.1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的适用条件 

城市大中型平面信号交叉口(十字型)； 

路口受用地或其他条件限制，不能充分渠化； 

某一方向进口道的左转、直行车辆数与其对向左转、直行车数量较为均衡，数量相当； 

行人有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且与非机动车冲突较小。 

3.2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信号相位与交通组织方式 

为了能使左转车与直行车能在不同的时间内使用“交叉口共用停车区”，需要对原四相位控制

的相序作调整，这不仅是“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与传统多相位控制的区别，也是能够使交叉口能

够流畅运行的关键所在。调整后的交通信号相位图如图 3 所示。 

当车辆进入交叉口进口道处，车辆首先到达第一条停止线，在此处设置一个小型交通信号灯(标

有左转箭头灯与直行信号灯)，用以分流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的左转车与直行车；交叉口进口道处

设有另外一组信号灯，用来指挥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的车辆。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主要分四个阶

段： 

东西方向的直行车进入某一方向进口道内的交叉口共用停车区等待，交叉口绿灯启动时，直行

车辆依次通过交叉口（对向进口道的车辆运行情况与此相同）；此时，南北方向交叉口进口道上的

小型信号灯直行信号启动，该方向直行车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等待通过交叉口右转车辆则通过

右转车道通过交叉口，左转车辆则在其渠化车道内等待，直至小型信号灯中的左转信号灯启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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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驶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与相位 A 对应) 

 

图 3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控制相位图 

东西方向上的直行车驶出交叉口，交叉口南北方向的直行信号灯启动，该方向直行车开始通过

交叉口；此时东西方向的小型交通信号灯左转灯开启，该方向上的左转车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

等待通过交叉口，直行车辆则在其渠化车道内等待，直至小型信号灯中的直行信号灯启动，方可驶

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与相位 B 对应) 

南北方向上的直行车驶出交叉口，交叉口东西方向左转信号灯启动，该方向左转车开始通过交

叉口；此时南北方向的小型交通信号灯左转灯开启，该方向上的左转车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等

待通过交叉口，直行车辆则在其渠化车道内等待，直至小型交通信号灯中的直行信号灯启动，方可

驶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与相位 C 对应) 

东西方向上的左转车驶出交叉口，交叉口南北方向左转信号灯启动，该方向左转车开始通过交

叉口；此时东西方向的小型交通信号灯直行信号灯开启，该方向上的直行车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

等待通过交叉口，左转车辆则在其渠化车道内等待，直至小型交通信号灯中的直行信号灯启动，方

可驶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与相位 D 对应) 

在上述四个阶段过程中，右转车有右转专用车道，不受交通信号灯的影响，遵循现有的交通运

行方式，并以上述四阶段为一周期进行循环。 

从上述可以得出，此方法将原来左转车与直行车在原来渠化分别使用的情况变为同时使用，车

辆在通过交叉口的进口道数量与原来相比增加了将近一倍，调整以后，将进口道共有四条车道停车

等候，比未设立“交叉口共用停车区”前（2 条）增加一倍。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的车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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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应的绿灯时间内通行，在理论上提高了交叉口的通行能力。 

3.3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的设置标准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的几何尺寸的设置可根据交叉口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包括交叉口的交通量，

交叉口的饱和度，交叉口的车道渠化方式。推荐采用以下指标： 

表 1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设置标准(推荐) 

项目 长度 车道数 

进口道渠化段 40-60m 左转 1-2，1-3 

交叉口共用停

车区域 
30-50m 

等于渠化段左转与直行车道数之和 

备注 根据交叉口饱和度与交通量确定 

4. 实例仿真与分析 

为了验证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的效果，对北京市的实际交叉口官园桥交叉口进行调查

并进行交通仿真。官园桥交叉口位于北京市二环路与平安大街、车公庄大街交汇处，二环主路采用

上跨形式，辅路与平安大街、车公庄大街平交。道路交叉口已经进行了渠化改造。平面示意图如下： 

 

图 4 官园桥现况交通组织平面图 

经调查，官园桥交叉口的信号周期为 300s，采用典型四相位交通信号控制，各相位绿灯时间如

下表所示： 

表 2 官园桥交叉口信号灯配时(现况) 

相位顺序号 信号相位 绿灯时间 黄灯时间 

1 东西向直行 72 3 

2 东西向左转 72 3 

3 南北向直行 72 3 

4 南北向左转 7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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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的周期也为 300s，采用典型四相位交通信号控制，但信号相位

的顺序有所调整。各相位绿灯时间如下表所示： 

表 3 官园桥交叉口信号灯配时(新组织方式配时) 

相位顺序号 信号相位 绿灯时间 黄灯时间 

1 东西向直行 72 3 

2 南北向直行 72 3 

3 东西向左转 72 3 

4 南北向左转 72 3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除了在信号相位相序上与传统四相位交通信号控制有所区别外，

在车道的设置上也与常规交叉口的渠化有所不同。首先，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的渠化车道

数受行车方向的进口道数目的限制，即所要到达的出口道的车道数决定了交叉口共用停车区内的“共

用车道数”，因此，交叉口共用停车区的渠化车道总数可能要少于常规的交叉口进口道渠化车道数，

在车道占地宽度上要小于普通交叉口渠化后的进口道宽度。其次，由于设置了交叉口共用停车区，

交叉口的总渠化长度要大于常规的交叉口四相位的渠化长度。最后，由于设置了交叉口共用停车区，

每个进口道方向设置了两个停止线，与传统渠化方式相比，增加了一条，因此，车辆的停车次数可

能有所增加。本次实际调查的交叉口，改造东西方向为七个车道，经改造后缩减为五个车道，节省

了两个车道的用地，南北方向的车道数未调整，只是交通组织方式改变。在进口道长度的设置上，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由于增加了“共用停车区”，因此，进口道总长度与原来相比，每个方向上延

长了 40m,也就是共用停车区的长度范围。信号灯设置上比原来增加一组，每个停止线均设置信号灯。 

 

图 5 官园桥交叉口共同停车区交通组织平面图 

通过交叉口改造，应用交通仿真软件 vissim 进行交通仿真，车辆的通行能力有所提高，通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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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口的平均时间减少，平均延误降低。 

表 2 官园桥交叉口信号灯配时(现况) 

典型四相位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 

延误 
平均通过时

间 

通行能

力 
延误 

平均通过时

间 

通行能

力 

平均总延

误 

停驶时

间 217.7 6721 

平均总延

误 

停驶时

间 204.2 7403 

129.7 101 111.8 88.9 

 

 

图 6 典型四相位交通组织仿真 

 

图 7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交通组织仿真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873 

由此可见，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力。从宏观上

讲，由于绿灯放行时，通勤车道数增加了一倍，交叉口在一个周期内可通过的车辆数，应该为原典

型的四相位交通组织方式的流量 2 倍，但由于交叉口车流的特性，车辆的跟车特性，以及车辆通过

绿灯的利用率等会有差别，因此，当采用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方式时，车辆不可能在所有

绿灯时间内都连续饱和通过，(采用典型四相位信号控制时依然存在，但在采用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

时更为明显)，会有折减，交叉口的在单个周期内，采用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法所通过的数

量，与普通的四相位交通控制措施相比，提高了约 10%左右。通过交叉口的车辆的平均延误较传统

四相位交通信号控制相比降低了约 18s，通过交叉口的时间也相应减少，但车辆的平均停车次数与原

来相比，增加了一次， 

4.1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方式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地方 

习惯问题 

基于目前交通管理与控制的运行已经被大多数驾驶员所接受，改变现有交通组织方式，推出新

的交通组织措施势必会对驾驶员造成一定的影响，不论是在心理上还是驾驶行为与习惯上都会具有

一定的不适应性，因此如采取此交通组织方式需要时间来逐步适应。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信号相位优化。 

由于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采用了车辆集中通过交叉口的方式，因此，当交通量较大时，交通信

号未采用感应控制而使用定时信号控制时，如设置不当，可能出现少部分车辆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

区但未通过交叉口的现象，因此，在信号设置方面，要充分考虑到信号协调，协调前后停止线之间

的信号灯和相位之间的顺畅，保证共用停车区内的车辆能够全部通过交叉口，使交叉口高效、安全

的运营。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交通组织的交通标志、标线需要进一步完善，建议采用实验或者示范区。交

叉口共用停车区内的标线，边线采用白实线，车道分界线采用白虚线，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交通组织的的适用性问题。该方法对于高峰时期的交通，有较为良好的改善

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力，缓解了交通的压力；但是在平峰时的信号周期，则需

要根据实际的交通流量特征进行调整，减小交叉口的周期时长，降低延误。 

右转车的冲突问题，对车辆本身性能要求的提高。 

如果交叉口采用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交通组织方式，车辆会在短时间内沿同一方向集中通过交

叉口，由于交叉口在我国一般情况下采用不受信号灯控制的方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交叉

口的机动车(包括左转车与直行车)与不受限制的右转机动车产生一定冲突。另一方面，车辆在直行过

程中基本不受转弯半径的影响，但是当车辆左转时，如果同时车道数过多，则最外侧的车辆的转弯

半径增大，会对车辆的本身性能有一定影响。 

关于等待次序的问题 

由于与普通的典型交叉口四相位信号控制的交通组织方式的差别，使得在交叉口实际运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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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交叉口的车辆在等待的方式上也有所不同，一方面是由于习惯造成的，另一方面也可能由于相

位的调整而造成紊乱。 

5. 总结 

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与普通四相位阶段法在信号相位处理上的主要区别在于相序；其次，交叉

口共用停车区法增设了交叉口共用停车区域。对于常规的四相位控制，先放行本方向直行车，其次

为本方向左转车辆，最后依次放行对向直行及左转车辆；而“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调整后的相序

为首先放行本方向直行，其次放行对向直行，其后放行本向左转车辆，最后为对向左转车辆。这样

调整后可以使车辆有充足的时间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并能够高效利用交叉口共用停车区，这也

是交叉口共用停车区法成功实施的关键。在这种相序下，车辆减少了等待时间，在放行其相位前已

经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作好了通行的充分准备。在信号设置时，要进行较为细致的设计，

保证进入交叉口共用停车区的车辆能够全部驶出停车区域，通过交叉口，为下一个相位通行的车辆

做好铺垫。 

该方法特别适用于进口道渠化受到用地控制等限制条件的路口。一方面可以降低路口用地，同

时，路口通行能力根据渠化段的长度根据共用停车区的长度相应提高，提高范围在 10%～20%，车

辆平均延误也得到有效降低。建议相关部门采用该方法进行实验区域，在适合的路口加以采用。另

一方面，该方法对交通秩序要求较高，相应的管理与提前普及宣传要及时才能取得较好的工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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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ML 模型的班车出行衔接方式研究 

韩艳 赵红征 关宏志 

【摘  要】基于班车的运营特点，考虑与轨道交通合理衔接，对班车出行者的出行特性进行调查，

分析得出班车使用者多采用步行衔接方式为主，其次是公交,约 78%班车使用者衔接时间占出行总时

间的比例在 0.2～0.5 之间，约 23%班车使用者对班车站点设臵不满意。在数据初步分析的基础上，

建立班车衔接方式模型,确定班车使用者前端衔接所需要的时间,以期为班车线路优化提供数据支持。 

【关键词】ML 模型；出行衔接方式；班车 

1. 前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出行需求的增加，小汽车拥有量急剧增长，带来交通拥堵加剧、交通事故

增多、空气污染严重、能源消耗增大等社会问题。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成为国内外大多数城市解决交

通拥堵的共识，如何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的重点之一。研究表明，公共交通

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并具有一定的时间，而人们对小汽车出行容易产生较强的依赖性，较难轻易

改变其出行方式。利用轨道交通站点实现通勤客流集散，通过合理地设置单位通勤班车线路和站点，

吸引更多的职工采用班车来解决上下班通勤交通，减少私人小汽车的出行，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道

路的拥堵状况。 

单位通勤班车（以下简称班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方式之一，属于辅助公共交通系统。尽管我

国大城市大量存在着单位班车交通现象[2]，但是理论研究也限于超市免费班车的路线优化，对于班

车的运营机理、前端交通衔接方式、线路设置等缺少系统研究。 

为了解班车出行衔接前端的规律，本文考虑将班车作为与轨道交通的换乘衔接的方式，通过对

班车出行者的出行特性进行调查分析，掌握班车出行特性规律，建立班车衔接方式模型，为确定总

体时间最优的线路方案提供分析工具。 

2. 班车运营特点 

班车主要是单位通过购置或租赁社会车辆用于接送本单位职工上下班、团体公务活动的 9 座(含)

以上客车。目前，班车存在着站点设置不科学、影响交通、使用费用较高、使用效率低等问题，为

此，需要通过以下途径来解决。 

2.1 合理设置班车站点，加强与轨道交通的换乘衔接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新线路的开通，可以利用轨道交通站点实现通勤客流集散，结合员工出行需

求调查，通过合理的设置单位通勤班车线路和站点，吸引更多的职工采用班车来解决上下班通勤交

通，减少私人小汽车的出行，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道路的拥堵状况。 

2.2 提高经济性 

以往大多数单位都自行购置班车，加上日常运营、保养、维修及驾驶员工资，费用较大。而班

车除用于上下班接送单位职工，平时大都处于闲置状态，使用效率低。若除社会汽车租赁单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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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企业积极扩展公交服务领域，为企事业单位和群众提供通勤车等服务。既减轻单位经费负担，

也可充分利用城市公交资源，提高车辆使用效率。 

3. 单位班车出行行为 

欲吸引更多的通勤交通者采用班车出行，需要合理的设置班车线路走向、停靠站点、运行时间，

与其他公共交通方式，尤其是轨道交通合理衔接，满足企事业单位和员工的需求，或基于班车使用

者的需求调查对现有的班车线路进行优化。此外，选用班车出行的一个基础条件是能够在班车发车

时间之前达到班车站点，并其出发时间应不早于自身能够容忍的最早出发时间，对从其他交通方式

转向班车的出行者而言尤其如此。利用班车出行总时间，可大体分为两部分：出发点至班车站点时

间 t1 和各站点至单位运行时间 t2，一般而言，在没有班车车辆抛锚、严重交通拥堵的情况下，班车

到达线路各站点的时刻 T 和各班车点至单位时间 t2通常均较为稳定，对于每一位班车出行者而言，

需要考虑的是出发时间，选用何种交通方式，到达某条班车线路的某个班车点。而该问题属于班车

前端衔接方式选择问题。论文即针对班车出行者行为进行调查并分析规律，以期为确定总体时间最

优的线路方案提供准确的数据。 

4. 班车出行行为调查及分析 

4.1 班车出行行为调查 

基于上述分析，为了研究班车站点优化问题，对某单位班车使用者进行出行者行为（Revealed 

preference，简为 RP 调查）调查[7]。调查问卷主要包括如下。 

乘客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收入、小汽车拥有情况等）； 

利用班车出行信息：乘车频率（次/周）、出发时间、出发地地铁线路可利用相关情况、行程时

间、出行方式（步行、公交、地铁）、交通费用等。 

意向调查：可以接受的最早出发时间、对原班车线路站点调整，乘客选择意向线路及站点。 

调查于 2009 年 4 月份工作日开展，共获得有效样本 200 份。 

4.2 调查分析 

4.2.1  出行特性分析 

班车出行信息相关分析如下:  

  

图 1 班车使用者一周使用班车次数分布图 图 2 家至单位距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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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2 可看出，工作日全部选择班车出行的人为 67%，约有 93%的乘坐班车的人员每周的乘

坐频率在 3 次以上；采用班车出行的单位员工至单位的距离 30km 以内约占 70%。 

4.2.2  衔接方式特性分析 

班车使用者从家出发到达班车站点，选择某种交通方式分布和达到班车时间分别如图 4 和图 5

所示。可以看出步行在衔接方式中占 59.22%，班车对客流的吸引仍以步行方式（即直接吸引）为主；

其次是常规公交，约占 32%左右，目前由于很多班车站点离地铁较远，造成了地铁的比例较低，只

有 7%左右。67%的人可以在 20 分钟之内达到班车站点，8%的乘客需要 50 分钟以上的时间。对衔

接时间占出行时间的比例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 0.2～0.5 之间，约占 78.1%，表明衔接时间占出行

时间的比例较大。 

  

图 3 衔接方式分布图 图 4 到达班车站点所需时间 

4.2.3  意向调查 

  

图 5 对班车站点的满意度 图 6 希望最早出发时间与实际出发时间差 

从图 5 和图 6 可以看出：约 77%对班车站点设置满意，23%乘客不满意，约 4%乘客非常不满意，

0

10

20

30

40

50

60

公交车 地铁 自行车 步行

班车前端衔接方式

比
例
（
%
）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低于20 21-30 31-50 50以上

到达班车站所需时间（min）

比
例
（
%
）

班车站点换乘是否满意

29%

48%

19%
4%

非常满意

满意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878 

因此有必要对班车进行合理设置或优化设置。85%以上的班车出行者希望（容忍）最早出发时间不

早于实际出发时间，希望通过线路优化站点合理设置来减少出行时间。 

5. 基于 ML 模型的班车衔接方式划分模型 

班车使用者到达班车站点，属于前端衔接。因为后端采用方式单一，所以选用 ML 模型来预测

前端衔接方式，从而确定前端时间。 

5.1 ML 模型简介 

在分析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交通方式选择时，往往必须同时考虑多种（2 种以上）的交通方式同

时竞争，这是就需要使用 ML(Multinomial Logit)模型[7]。ML 模型的形式如下： 





Jn

j

V

V

in

jn

in

e

e
P

1

        （1） 

式中：Pin为第 n 个受访者选择第 i 个选择肢的概率；Jn为第 n 个受访者选择方式的集合。 

在随机效用理论中，Uin 为概率变量，通常将它分为随机变化部分（概率项）εin 和非随机变化的

部分（固定项）Vin 两部分，并假设它们呈线性关系。其表达式如下： 

ininin VU                     （2） 

式中：Uin为第 n 个被访者选择第 i 种方式的效用；Vin 为第 n 个受访者选择第 i 种方式效用函数

中的固定项；εin 为第 n 个受访者选择第 i 种方式效用函数中的随机项。Vin为与其中包含的影响变量

之间有多种关系。 

5.2 ML 模型的标定及分析 

通过分析调查者到达班车站点的交通方式，本文选择步行、公交车、地铁 3 种交通方式作为 ML

模型的选择肢。对代入模型中的自变量进行筛选，经过模型检验，最终的模型标定结果如表 1 所示：

从模型的标定的结果可以看出， 、 均达到 0.40 以上，表明模型精度较高，t 值均显著。时间、

费用标定的参数为负值，说明时间、费用对选择结果的作用为负作用，即该方式时间、费用值越长，

出行者越不倾向于选择此种交通方式。 

6. 结论 

通过对班车出行者出行特性调查，分析得出约 78%班车使用者衔接时间占出行总时间的比例在

0.2～0.5 之间，约 23%班车使用者对班车站点设置不满意。建立班车衔接方式模型并通过检验，结

果表明家至班车站点时间、费用、是否拥有小汽车对于出行方式选择结果有显著影响，模型具有较

高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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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ML 模型标定结果表 

 
方式选择模型 

参数值 t 检验值 

固有哑元 
步行 5.156 4.078 

公交车 2.968 3.231 

是否拥有小汽车 1.319 1.764 

时间 -0.039 -3.895 

费用 -1.535 -3.654 

L（0） -76.955 

 -40.538 

 72.835 

ρ2 0.473 

 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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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控制交叉口设施人性化考虑 

曾敏丹  汪涛 
 
 祁祥 

【摘  要】信号控制在城市道路交叉口中普遍采用，行人闯红灯率越高，交通安全隐患越大。本文

通过研究绿化的交通功能特性，调查与分析交叉口闯红灯率与绿化遮荫条件的关系，得出交叉口范

围内设臵绿荫的作用。进一步分析交叉口安全视距要求与驾驶员动视力特性，提出交叉口绿化设臵

的方法。同时阐述交叉口主要附属设施的设计要点及协调设计的方法，以提高城市道路交叉口的慢

行交通过街安全性。 

【关键词】交叉口交通安全 闯红灯率 道路绿化 附属设施  

1. 引言 

信号控制从时间上分离主要冲突交通流，提高了交叉口的安全性。但是，在天气炎热或烈日当

头的时刻，闯红灯的行人比率相对很高，笔者大胆设想，在交叉口种植绿化，营造交叉口慢行交通

的舒适等候空间，通过降低慢行交通过街的闯红灯率，来进一步提高交叉口的安全性。 

交叉口设计的舒适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安全性。下文将把研究重点放在舒适性方面，探讨通

过提高道路人性化设施，改善交通安全性，并提出设施的设计要点。 

2. 人性化设施设计 

2.1 交叉口绿化设置需求分析 

2.1.1  绿化功能特性 

在炎热的季节里，绿地蔽荫表面温度低于气温，而道路、建筑物及裸土的表面温度则高于气温。

测定表明，树荫下的气温较无绿地低 3~5℃，而较建筑物地区甚至可低 10℃左右，即使在没有树木

遮荫的草地上，其温度比无草皮的空地也低些。绿化还能调节空气湿度，湿度过高，易使人厌倦疲

乏，过低则干燥烦躁，行道树能提高相对湿度 10~20%。 

夏季，人在树荫下和直射阳光下的感觉，差异很大。这种温度感觉的差异不仅仅是 3~5℃气温

差，而主要是太阳辐射温度决定的。茂盛的树冠能挡住 50~90%的太阳辐射，经辐射温度计测定，夏

季树荫下与阳光直射的辐射温度可相差 30~40℃之多
⑴
。 

2.1.2  交叉口闯红灯率调查分析 

由于太阳辐射强度的不同，行人闯红灯率的有较大差异。行人与非机动车出行时一般无遮荫（除

了撑伞、戴帽等），较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为了调查阳光辐射强度对交叉口慢行交通闯红灯率的

影响，笔者分别在阴天和晴天，对上海市杨浦区赤峰路－密云路交叉口进行了调查。 

表 1 慢行交通闯红灯率调查数据分析 

天气情况 闯红灯交通量 慢行交通总量 闯红灯率 

阴，27℃ 246 921 26.7% 

晴，27℃ 289 646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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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看出，晴天的闯红灯率比阴天提高 67％，几乎达到慢行过街总量的 50％。赤峰路、密

云路属于生活性道路，周边小区成熟，老年人出行比率较高，对天气敏感，这也是是交叉口闯红灯

率高的原因之一。 

绿化对局部城市小气候最突出的影响体现在物体表面温度、气温和太阳辐射温度
⑵
。在阴天与晴

天两种情况下，同一时段气温基本一致，主要变量就是太阳辐射系数。太阳直接辐射人体皮肤，体

感温度较大，对人体的生理产生影响较大，从而影响出行者对交通信号灯管制的忍耐时间，导致较

高闯红灯率。因此，适当设置绿荫等遮阴设施，提高慢行交通待行空间的舒适度，可有效降低闯红

灯率。 

2.2 交叉口视距安全性要求 

2.2.1  视距通透性 

交叉口视距通透性要求驾驶员能看到小孩或自动轮椅出行者上半身的大部分，而且视线不被树

冠遮挡。在交叉口范围，两侧隔离带的灌木高度比路段矮，种植高度在 0.3～0.6 米，宽度 1.0 米以

上为宜，不仅保证驾了驶员在交叉口的可视度，也使行人难以一步跨越，规范慢行交通通行空间。

种植的乔木选择树冠应在 3 米以上，树干直、直径小的树种，比如香樟树等。 

2.2.2  机动车视距要求 

交叉口范围内进行绿化设计时，要保证驾驶员在交叉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能看到相交道路上出

现的车辆。在交叉口范围内，选择树干较细树种，以免对驾驶员安全视距造成影响 
⑵
。 

   

图 1 交叉口视距三角形示意图 

2.2.3  绿化开口尺寸要求 

视力，也称视敏度，是指人的眼睛能感知最小的对象、分辨细微差别的能力。在车辆行驶状态

下，驾驶员观察物体的视力为动视力。据以往的研究成果，在行驶状态中，驾驶员的空间分辨能力

降低。根据动视觉原理，人的视觉反应时间一般为 0.15～2.00s，而根据人眼能分析画面，得出有意

视距三角

形范围 

树木接近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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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知觉时间为 1.50～2.00ｓ，下表是基于驾驶员动视力特点计算的绿化树木开口最小间距值
⑶
。希

望为交叉口乔木的设置间距提供参考依据。 

表 1 满足“透与露”要求的绿化带开口最小尺寸
⑶ 

车速/(km/h) 透景尺寸/(m) 露景尺寸/(ｍ) 

20 2.2 27.8 

40 4.4 55.6 

60 6.7 83.3 

80 8.9 111.1 

100 11.1 138.9 

120 13.3 166.7 

140 15.6 194.4 

因此，在交叉口范围内，可以通过合理设置乔木并增大间距，满足安全视距的要求，并塑造舒

适的行人等待空间，城市道路交叉口的限速一般在 30～60km/h 之间，透景与露景的尺寸分别在 4.4～

55.6 米，6.7～83.3 米之间，为了满足实际应用的要求，取其平均值——25～45 米之间，城市主干路

交叉口范围内进口道 100ｍ~150m 空间设置 2～6 棵树。选择适当的树种，合理的间距、合理的位置

进行设置，以营造交叉口绿荫。在不影响视距安全的基础上，使交叉口的设计更具有人性化。 

2.2.4  信号控制交叉口视距要求 

对慢行交通与机动车交通的视距安全特性进行分析。一般情况下，交叉口右转机动车交通不受

信号控制，在绿间隔满足要求时，最可能出现行人与机动车冲突的是右转交通，城市道路右转机动

车速度一般为 15～20km/h。下文通过慢行交通的遮荫需求及右转交通与慢行交通的冲突特点分析，

探讨设置绿化的最佳位置。 

如图 2 所示，进口道绿化的需求位置：人行横道上游――机动车停止线附近侧隔离带顶部或人

行横道下游――转角绿化空间，分别为编号 1、2；出口道绿化的需求位置：人行横道上游――转角

绿化空间或人行道下游侧隔离带顶部，分别为编号 3、4。 

 

图 2 右转机动车与慢行过街交通的冲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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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道绿化设置位置１、２比选：位置１设置树木，驾驶员与慢行出行者之间的视线对视受到

一定的影响，但通过树木之后，对整个转角空间有总体的感受，有利于驾驶员采取有效措施；位置

２右转进入停止线前有较好的可视性，对整个路口慢行交通待行空间的情况有较好的把握，在通过

街横道时，树木对出口道慢行待行空间的可视性有一定的影响。在转角绿化弧长在 10 米以上――能

满足反应时间，宜采在位置２设置树木，而当转角绿化较短时，优先选择位置１配置树木。 

出口道绿化设置位置３、４比选：位置 3 设置树木，驾驶员与慢行出行者的视线对视受到部分

干扰，位置 4 不会影响到驾驶员与慢行出行者视线对视，宜选择位置４。在此处设置乔木还能强化

道路边界，提醒驾驶员安全行车。 

2.2.5  视距定性分析 

信号控制交叉口，交叉口范围有信号灯柱、标志牌立柱、电线杆灯等设施。合理设置少量遮阴

树木对整个视觉影响并不大。树木设置在过街横道的下游绿化空间，行人过街时能看到右转的车辆

及上游来车，能够及时采取避让等措施。 

3. 其他设施协调设计 

本节主要从缓坡、人行横道、盲道、安全桩、人行道铺装等附属设施的设置要点进行阐述。 

3.1 缓坡 

交叉口做好缓坡设计，不仅提高老年人、小孩、孕妇、轮椅等弱势群体出行者的舒适性、安全

性，也提高了慢行一体化设计模式交叉口的非机动车交通出行舒适性、便捷性与安全性。有条件时，

缓坡与路面做到无高差，坡度比控制在 1:20 以下，缓坡宽度尽量与慢行过街横道同宽，提高所有慢

行交通出行者的过街舒适度，另外，平缓的坡度有利于控制非机动车的速度，进一步保障非机动车

与步行出行者的安全。 

3.2 人行横道 

以十字交叉口为例，垂直方向的两条行人横道不宜相交，设置后应保证中间空余一辆右转小汽

车的空间，从而有利于右转车在转角有等待空间避让行人，与此同时，行人的通行又不会受阻
⑷
。 

行人过街横道的宽度也是安全性的另一指标，在慢行交通流量较大的交叉口，必要情况下需增

大慢行过街横道的宽度。一方面，增大了慢行交通的等待空间，行人人均等待空间较大，提高舒适

度，另一方面，等待过街的行人由竖向排队转化为横向排队，提高了慢行过街的效率，在一定条件

下可提高整个交叉口的通行效率。 

3.3 盲道与缓坡、安全桩的协调设计 

交叉口盲道与缓坡设计关系：一般情况下盲道设置在人行过街横道缓坡的中央，使弱势群体能

够在大家的“保护”及帮助下一起过街，盲道的设置要连续性，在交叉口转弯顺畅并设置止步砖提

示，不通向障碍物或危险的空间，在人行过街横道上也要保持其连续性。国内盲道设置大多流于形

式，很少在人行横道上设置连续的盲道。与盲道相关的配套设施还有信号语音提示，通过节奏的快

慢来提示盲人选择过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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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道路的设计中，存在一些非人性化的设施设计，比如交叉口的安全桩设置在提示盲道位

置，无法真正起到保护盲人的作用，安全桩设置的位置稍有偏差就可能带来新的问题。 

3.4 人行道铺装 

构造人性化的行人通行空间，人行道铺装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尤其在生活性道路及枢纽周边道

路。生活性道路上老人、小孩、轮椅出行者多，枢纽周边道路出行者一般带有行李。常见的陶制砖

铺装平整度较差，轮椅出行者及拉箱者不愿意在人行道上通行，而选择非机动车道或机动车道，为

了达到较好的舒适度与安全性，此类道路人行道宜采用平整度较好的铺装，如花岗岩。 

摩擦系数大——提高安全性。在下雨雪等潮湿天气，保证人行道仍应具有足够的抗滑系数，以

保证行人通行的安全性。 

平整度佳——提高舒适度。使出行者更愿意在人行道上通行，而不会选择在车行道上通行，减

少快慢交通之间的交织与冲突，确保行人出行的交通安全。行李的拖移、轮椅出行、女性穿高跟鞋

出行这一部分出行者在城市道路行人交通的占有率也较大，建议在人流量大的道路，如城市次干路、

支路、步行街及枢纽周边道路上，铺设平整度较高的铺装。 

4. 结语 

本文通过调查得知太阳辐射系数与慢行交通闯红灯率存在着正向相关，交叉口合理设置乔木，

可以提高行人等待的忍耐时间，降低闯红灯率。其次，定性分析了交叉口慢行交通与机动车交通视

距特性，并在充分分析视距安全要求与慢行交通过街的遮荫需求的基础上，探讨交叉口绿化设计方

法。最后，阐述了基于交叉口安全性与舒适性各种附属设施的规划设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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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车-行人共享道路段交通冲突研究 

谢之权  潘飞  白桦 

【摘  要】以城市道路通行空间中不存在物理分隔或高差的自行车-行人共享道路段为对象，研究共

享道路段上的交通使用者之间的交通冲突以及其预测方法，对研究共享道路段服务水平和道路路段

资源优化配臵有很重要的意义。首先本文引入了共享道路段交通冲突和交通冲突强度的概念来表征

共享道上各方式之内和方式之间的相互干扰程度或冲突程度。其次，设计了基于自行车的共享道交

通冲突数据采集方案，并选择南京市 5 条典型的行人-自行车共享道路段展开交通调查。最后，基于

交通调查数据，探寻如何预测共享道路段上交通冲突和交通冲突强度的方法，并建立了交通冲突和

冲突强度的最优模型及实用模型。 

【关键词】自行车-行人，共享道，交通冲突，交通冲突强度 

1. 引言 

慢行交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城市居民主要的出行方式，2006 年南京市主城区居民出行方式构成

中，慢行交通的出行比重依然占 69.46％[1]。在交通设施的新建和改建过程中，慢行交通成为压缩对

象，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被严重压缩，已有些城市利用人行道通行自行车，特别是早晚高峰时间，

致使一些自行车、行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段上也出现了自行车和行人混行的人行道，本文称其为自行

车-行人共享道，简称共享道（Pedestrian-Bicycle Paths, or Shared-Use paths）。然而，由于共享道交

通流中的并行、超越、交织等冲突行为明显多于单一交通流，尽管已经有相当多的文献[2-9]分别对行

人、自行车交通以及混合交通流运行特性开展研究，但是传统的交通理论方法无法解释其复杂性规

律。本文基于此种背景对共享道路段上交通使用者之间的交通冲突及其预测方法进行了研究，为共

享道路段服务水平和路段资源优化配置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2. 共享道交通冲突的研究回顾及内涵 

2.1 共享道路段交通冲突研究回顾 

最早的研究自行车-行人共享道上交通冲突数的是 Botma
[2]，他称之为“events”，即“事件数”，

并研究了预测事件数的相关方法，其研究超越和相遇的方法来自于 Wardrop 的经典著作《Som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Road Traffic Research》[3]里。Virkler 和 Balasubramanian
[4]运用他们实地采集的

数据，对 Botma 的上述计算事件数的方法进行了验证。在国内，单晓峰[6]在其博士论文里也有涉及

自行车与行人之间事件数的算法模型。陈峻和谢之权[8]对城市路内慢行交通条件下的自行车交通流

和通行能力做了研究。已有研究文献要么就是国外的城市路外共享的预测方法，要么就是机非人混

行的共享道，而对本文所指的自行车-行人共享道上的交通冲突研究偏少，论文结合当前背景，对城

市路内自行车-行人共享道上交通冲突进行了详细研究，引入了交通冲突强度的概念，并建立了路段

上交通冲突和冲突强度的预测模型，为慢行交通规划、设计和管理者提供理论依据。 

2.2 共享道路段交通冲突和冲突强度的内涵 

本文借鉴机非交通冲突的概念，对共享道上慢行交通使用者之间的交通冲突进行了定义。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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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共享道路段上，每个道路使用者都要占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资源，如果两个或多个道路使用者之

间，在同一时间、空间上相互逼近，使得至少一方必须采取回避措施（改变行驶状态），否则会处

于碰撞或危险的境地，这一现象称为共享道路段慢行交通冲突（Traffic Conflicts，TC），并定义：

在给定共享道上，单位时间内单位路段长度内发生的交通冲突的次数为共享道路段交通冲突，其单

位为次/s*m，或者次/h*km。 

按照冲突发生的本质可以把共享道上交通冲突类型分为超越（Pass）和相遇（Meet）两种，且

本文假设行人不能超越行人。若是根据共享道上各方式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则共享道路段上交通冲

突类型有：基于自行车的交通冲突、基于行人的交通冲突和基于电动自行车的交通冲突。 

以自行车交通冲突为例，则有自行车超越自行车(cb/cb)、自行车超过行人(cb/eb)、自行车被电动

自行车超越(eb/cb)、自行车相遇自行车(cb-cb)、自行车相遇行人(cb-ped)和自行车相遇电动自行车

(cb-eb)。因此，自行车交通冲突(TCcb)等于自行车的超越冲突(TCcbp)和相遇冲突(TCcbm)之和，但

是不同类型的冲突对自行车骑行以及共享道上的运行质量有不同的作用，其影响大小也不同，分别

对超越和相遇取一个权重因子为 fp 和 fm（由于 fp 和 fm 涉及心理和行为科学内容，Botma
[2]假设所

有的相遇次数相当于超越次数的一半，即 fp=2fm），本文未作深入研究，故得到（2.1）式： 

* *cb p cbp m cbmTC f TC f TC 
                            （2.1） 

其中：TCcb——共享道上自行车的交通冲突，单位为次/s*m；TCcbp——共享道上自行车的超

越冲突，单位为次/s*m；TCcbm——共享道上自行车的相遇冲突，单位为次/s*m；fp，fm——分布

为超越冲突和相遇冲突的权重因子。 

由于当共享道宽度不同时，其交通冲突数不具备可比性，很显然，在道路很宽的情况下交通冲

突数会很大，而道路很窄时，交通冲突数会很小，但是现实中并非如此。因此，本文引入道路宽度

对交通冲突的影响，提出了共享道路段交通冲突强度(Traffic Conflicts Strength，TCS)的概念，并定

义：在单位时间内单位共享道面积内的发生的交通冲突的次数，其值等于交通冲突除以道路宽度，

单位为次/s*m
2，或者次/h*km

2，见公式（2.2）。其表征了共享道上各方式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干扰或

冲突程度，其值越大，表明共享道上使用者之间的影响较大，使用者制动的自由度下降，势必影响

共享道路段的交通运行质量，使用者的舒适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因此交通冲突研究具有较大的现

实和理论意义。 

e

TC
TCS

W


                                       （2.2） 

其中：TCS——共享道路段交通冲突强度，单位为次/s*m
2；TC——共享道上交通冲突数，单位

为次/s*m；We——共享道的有效宽度，单位为 m。 

则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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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 p cbp m cbmTCS f TCS f TCS 
                       （2.3） 

其中：TCScb——共享道上自行车的交通冲突强度，单位为次/s*m
2；TCScbp——共享道上自行车

的超越冲突，单位为次/s*m
2；TCScbm——共享道上自行车的相遇冲突，单位为次/s*m

2；其余符号同

前。 

3. 共享道交通冲突调查 

3.1 调查共享道概况 

为获得共享道使用者基本交通运行参数，论文选取南京市 5 条典型共享道为调查点，调查点位

于城市中心区，共享道宽度在 3.5 米至 7.1 米之间，长度在 90 米至 185 米之间，道路周围有商业街、

金融、办公和酒店等，其基本状况如下表所示。交通冲突数据的收集工作于 2008 年 6 月开展，每个

路段调查时段为上午 7:00-10:00 和下午 15:30～18:30，以确保调查数据覆盖高峰和平峰时段的交通

流特征。 

表 3.1 调查共享道的基本情况 

编号 路段名称 实测宽度（m） 长度（m） 道路和环境 

1 珠江路（北侧） 4.0 150 主干道，商业街 

2 长江路（北侧） 7.1 185 主干道，金融、行政 

3 太平北路（西侧） 6.5 90 主干道，金融，酒店 

4 北京东路（北侧） 3.6 120 主干道，休闲 

5 成贤街（西侧） 3.5 104 支路，饭店 

3.2 交通冲突调查方法 

基于自行车的交通冲突次数包括：测试自行车超越自行车，测试自行车超越行人，测试自行车

被电动自行车超越，测试自行车被自行车超越，测试自行车与对向电动自行车相遇，测试自行车与

对向自行车相遇和测试自行车与对向行人相遇等，此调查与视频拍摄交通量数据同步进行。目前交

通冲突调查方法有两种，一是人工随机跟车法[6]，二是移动录像法[5]。 

 

图 3.1 共享道路段基于自行车的交通冲突调查次数示意图 

本文采用的是移动录像观测方法，如图 3.1 表示。方法类似与交通量调查的浮动车法。具体操

作为在采集人员身上或测试自行车上固定摄像机，以自行车为测试车，测试人员骑自行车在调查路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888 

段起点前 20m 处以不同速度行驶，当经过路段起讫点时按下摄像机拍摄按钮，这样，可得到不同速

度不同流量下不同路段的视频片段。然后通过观看拍摄的视频片断，统计此视频片段不同类型的交

通冲突次数，记录视频片段的时间长度。  

4. 共享道路段交通冲突最优模型研究 

4.1 研究方法 

由 2.2 可以看出，共享道上的交通冲突预测方法都是基于机动车的交通流理论的思想，即基于

Wardrop 关于机动车超越机动车频数预测方法的。研究表明[2]-[7]，在一定共享道宽度下，共享道上交

通冲突与共享道上个方式主向和逆向交通通过量、平均速度、速度标准差有关，因此根据以往研究

可以认为交通冲突数是关于共享道各方式主向和逆向交通通过量、各方式平均速度以及速度方差的

函数，又各方式平均速度以及速度方差可认为是常量，共享道上交通冲突只是各方式主向和逆向交

通通过量的函数，故可根据大量实测数据回归可得到。 

具体研究思路如下： 

（1）首先运用 SPSS 软件绘制交通冲突（因变量）与各方式主向和逆向交通流通过量（自变量）

的矩阵散点图，观察交通冲突与交通通过量之间是否有明显的非线性关系。 

（2）根据实际问题本身的特点，参照矩阵散点图，对与因变量间呈非线性相关的自变量进行变

形，即选择几种可能的曲线估计模型，运用 SPSS 软件计算曲线估计模型的参数，并计算 R
2、F 检

验值、统计检验相伴概率等统计量； 

（3）选择具有 R
2统计量值最大、统计检验相伴概率最小的曲线模型作为该变量的变形形式。 

如果 0 中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相关，则不必进行 0 和 0 步骤。 

（4）运用 SPSS 软件计算交通冲突与各方式交通通过量（变形后的值）的 Pearson 偏相关系数； 

（5）综合考虑矩阵散点图和 Pearson 偏相关系数，确定交通冲突的主要影响因素。 

（6）建立回归模型，根据步骤 0 中确定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利用不同回归函数进行一元或元

多回归分析方法建立回归模型并对其进行检验。 

本文调查是以自行车为测试车，即基于自行车为出发点，对共享道上的自行车交通冲突模型做

了相关研究。由调查可知，逆行交通流占主向交通流的 35%左右，在逆行交通流中电动自行车和自

行车的比例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行人占了 85%以上，因此，在相遇冲突模型中，本文不将电动自

行车和自行车的相遇冲突单独研究，只研究自行车相遇行人（TCcb-ped）模型计。因此，共享道上的

自行车交通冲突模型包括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交通冲突（TCeb/cb）、自行车超越自行车交通冲

突（TCcb/cb）、自行车超越行人交通冲突（TCcb/ped）和自行车相遇对向使用者（TCcb-ped）模型四类。 

4.2 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交通冲突的最优模型 

4.2.1  确定 TCeb/cb 的主影响因素 

由图 4.1 和表 4.1 可知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与电动自行车通过量、自行车通过量、行人

通过量和对向使用者通过量在 0.01 显著水平上显著相关，与行人通过量和对向行人通过量呈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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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电动自行车通过量的 Pearson 简单相关系数为最大，为 0.384。另外电动自行车通过量、自行车

通过量、行人通过量和对向行人通过量之间也具有较强的相关性，且在 0.01 水平上显著相关，电动

自行车通过量和自行车通过量之间，行人通过量和对向行人通过量之间都具有较高的线性相关，四

者之中的任意一个通过量对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的影响可能也包含着其他三个交通通过量

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计算简单相关系数，显然不能准确地反应他们之间的真实相关性，

而需要在剔除其他相关因素影响的条件下计算相关系数，因此需要进行偏相关分析，检验自行车被

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与各方式通过量的相关性。 

 

图 4.1 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与各通过量矩阵散点图 

表 4.1 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与各方式交通通过量的 Pearson 简单相关系数(n=197) 

 
交通冲突(次

/h*100m) 

电动自行

车通过量 

自行车 

通过量 

行人 

通过量 

对向 

行人通过

量 

交通冲突(次/h*100m) 
r  1 0.384(**) 0.254(**) -0.255(**) -0.253(**) 

   0.000 0.000 0.000 0.000 

电动自行车通过量

(eb/h) 

r  0.384(**) 1 0.539(**) -0.339(**) -0.402(**) 

  0.000  0.000 0.000 0.000 

自行车通过量(cb/h) 
r  0.254(**) 0.539(**) 1 -0.086 -0.341(**) 

  0.000 0.000  0.230 0.000 

行人通过量(ped/h) 
r  -0.255(**) -0.339(**) -0.086 1 0.590(**) 

  0.000 0.000 0.230  0.000 

对向行人通过量

(ped/h) 

r  -0.253(**) -0.402(**) -0.341(**) 0.590(**) 1 

  0.000 0.000 0.000 0.000  

注：(**)在 0.01 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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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超越自行车冲突与各方式通过量矩阵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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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2 可知，计算得到的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与各方式通过量的偏相关系数，电动

自行车通过量与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的偏相关系数为 0.237，相伴概率 0.001，自由度为 192，

相伴概率小于 0.01，说明在显著性为 0.01 时显著相关。而其他三类通过量与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

越冲突的相伴概率均大于 0.05，说明自行车通过量、行人通过量和对向行人通过量与自行车被电动

自行车超越冲突显著不相关。因此，可以确定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的主要影响因素为电动

自行车通过量。 

表 4.2 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与各方式通过量的偏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r） 相伴概率（ρ） 自由度（df） 

电动自行车通过量(eb/h) 0.237 0.001 192 

自行车通过量(cb/h) 0.069 0.336 192 

行人通过量(ped/h) -0.112 0.120 192 

对向行人通过量(ped/h) -0.028 0.697 192 

4.2.2  TCeb/cb 模型回归 

根据交通流实际情况和以往研究结果，用 SPSS 进行曲线拟合时，可采用线性(L)、平方(Q)、指

数(E)、对数(T)、幂(W)函数等对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模型回归。 

由于测试车速度差异导致的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值随机采样数值的较大离散性，不适

宜直接用原始数据进行参数拟合，需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本文对数据的电动自行车通过量进行归

类处理。以 20 为步长，以 0～20 为最小值区，每组取区间平均值为该组数据统一的通过量，每组所

对应的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值为该组内的冲突值的平均值。经过处理，原有 214 组电动自

行车通过量 qeb和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值 TCeb/cb 整合为 26 组数据，qeb的单位为 eb/h，TCeb/cb

的单位为次/h*100m，见表 4.3。 

表 4.3 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和电动自行车通过量数据表 

通过量值区 
电动自行车通

过量（eb/h） 

超越冲突值

（次/h*100m） 
通过量值区 

电动自行车通

过量（eb/h） 

超越冲突值

（次/h*100m） 

21-40 30 80.73 321-340 330 96.76 

41-60 50 58.38 361-380 370 282.44 

61-80 70 54.55 381-400 390 168.85 

81-100 90 77.05 401-420 410 116.50 

101-120 110 89.69 421-440 430 166.67 

141-160 150 70.21 441-460 450 140.74 

161-180 170 89.18 461-480 470 107.28 

181-200 190 39.41 501-520 510 100.00 

201-220 210 78.55 521-540 530 108.52 

221-240 230 88.45 561-580 570 181.82 

241-260 250 50.11 581-600 590 226.54 

261-280 270 145.79 641-660 650 198.54 

281-300 290 54.63 801-820 810 100.00 

图 4.2 为 SPSS 用不同的回归函数对 TCeb/cb做的模型回归，得到回归模型参数结果和统计回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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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如表 4.4 所示。三种回归模型的相伴概率均小于 0.01，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选择具有判定系数 R
2

统计量值较大的模型作为 TCec/cb 的回归模型，由于幂函数回归的 R
2
=0.792 最大，因此 TCeb/cb 模型选

择幂回归模型为最优模型，即（4.1）式： 

0.492

/ 7.268eb cb ebTC q
                            （4.1） 

表 4.4 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模型回归结果 

类型 
模型结果 

R2 F Sig. 回归方程 

线性(Linear) 0.771 80.576 0.000 / 46.034 0.230eb cb ebTC q 
 

平方(Quadratic) 0.778 40.327 0.000 
2

/ 36.274 0.305 0.0001eb cb eb ebTC Q q  
 

幂(Power) 0.792 91.597 0.000 
0.492

/ 7.268eb cb ebTC q
 

用与 4.1 回归 TCeb/cb相同的方法和思路分别建立自行车超越自行车交通冲突（TCcb/cb）、自行车

超越行人交通冲突（TCcb/ped）和自行车超越行人交通冲突（TCcb-ped）最优模型，具体结果如表 4.5

和图 4.3-4.5 所示。 

表 4.5 各类冲突模型回归结果 

冲突类型 
模型结果 

R
2
 F  Sig. 回归方程 

TCcb/cb 0.611 24.299 0.000 
2

/ 15.887 0.268 0.0001cb cb cb cbTC q q  
 

TCcb/ped 0.643 82.998 0.000 
0.411

/ 36.306cb ped pedTC q
 

TCcb-ped 0.844 89.463 0.000 
2194.786 1.391 0.0003cb ped pedo pedoTC q q   

 

    

图 4.2 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模型回归图   图 4.3 自行车超越自行车冲突模型回归图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892 

    

图 4.4 自行车超越行人冲突模型回归图     图 4.5 自行车相遇对向行人冲突模型回归图 

5. 共享道路段交通冲突和冲突强度实用模型研究 

第 4 节对共享道上各类交通冲突的最优预测模型方法进行了研究，由四类交通冲突模型回归的

结果可以发现，虽然所采用的不同回归方法，但其模型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判定系数大小没有

较大的差异；且交通冲突只是服务水平模型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影响因素，为了交通冲突模型和服务

水平模型具有较强的便利性和实用性，本文对共享道上交通冲突模型做了简化。即自行车被电动自

行车超越交通冲突（TCeb/cb）、自行车超越自行车交通冲突（TCcb/cb）、自行车超越行人交通冲突（TCeb/ped）

和自行车相遇对向使用者（TCeb-ped）本文均采用线性模型，又由 2.1 节对共享道上交通冲突强度的

定义可知，冲突强度等于交通冲突数除以共享道有效宽度，则各交通冲突强度的模型见表 5.1 所示。 

表 5.1 各交通冲突强度所采用的实用模型 

交通冲突强度类型 采用模型 

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强度 
/

/

46.034 0.230eb cb eb
eb cb

e e

TC q
TCS

W W


 

 

自行车超越自行车冲突强度 
/

/

42.828 0.144cb cb cb
cb cb

e e

TC q
TCS

W W


 

 

自行车超越行人冲突强度 
/

/

202.933 0.492cb ped ped

cb ped

e e

TC q
TCS

W W


 

 

自行车相遇对向行人冲突强度 
155.884 1.665cb ped pedo

cb ped

e e

TC q
TCS

W W






 

 

由 2.1 节可知，若令 fp=1，fm=0.5，则基于自行车的共享道交通冲突强度为（5.1）式。 

/ / /* * 0.5

1
369.737 0.230 0.144 0.492 0.492

cb p cbp m cbm eb cb cb cb cb ped cbm

eb cb ped pedo

e

TCS f TCS f TCS TCS TCS TCS TCS

Q Q Q Q
W

     

    

       （5.1） 

其中： 

TCScb——共享道上基于自行车的交通冲突强度值，单位为次/h*100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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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共享道的有效宽度，We=W-2Wa，Wa 为侧向净空宽度预留的安全距离，一般去 0.25，W

为共享道实际测量的宽度，单位均取 m； 

qeb，qcb，qped 和 qpedo 分别为共享道上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行人和对向行人的交通通过量，单

位分别为 eb/h，cb/h，ped/h 和 ped/h。 

Qeb，Qcb，Qped 和 Qpedo 分别为共享道上电动自行车，自行车，行人和对向行人的流率，单位分

别为 eb/h*m，cb/h*m，ped/h*m 和 ped/h*m； 

由公式（5.1）可以看出，共享道上基于自行车的总交通冲突强度与共享道的有效宽度成反比，

与各方式的交通流率成正比。 

6. 小结 

论文以自行车-行人共享道条件下的使用者之间的交通冲突为研究对象，引入交通冲突强度的概

念，通过交通调查的设计和数据处理分析，重点建立了自行车-行人共享道路段交通冲突和冲突强度

的最优模型和实用模型，得到主要结论如下： 

根据机动车交通冲突的概念，给共享道上慢行交通系统的交通冲突下了定义，并引入共享道有

效宽度到交通冲突概念中，提出了慢行交通冲突强度的概念，其诠释了共享道上各方式使用者之间

的相互干扰或冲突程度，其值越大，表明共享道上使用者之间的影响较大，使用者制动的自由度下

降，势必影响共享道路段的交通运行质量，使用者的舒适程度也会大幅度下降。 

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大量数据为依据，采用不同回归方法，建立共享道各类冲突预测最

优模型，包括自行车被电动自行车超越冲突模型，自行车超越自行车冲突模型，自行车超越行人冲

突模型和自行车相遇对向行人冲突模型，按照对慢行交通冲突强度的定义，分别得到了各类交通冲

突强度的最优模型； 

并为了计算简单和模型的适用性，本文还提出了各类冲突模型和冲突强度模型的实用模型，为

后续研究服务水平模型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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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郊区主干道路段开口冲突综合处理方法 

童文聪 汪涛 吴迪 

【摘  要】城市郊区主干道交叉口间距较大、车速较高、路段占道路总长的比例要远高于市区，其

主要功能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使交通流快速通过。而该功能的实现受到道路沿线地块开发的影响，

集中体现在道路进出交通流同主线交通流的相互影响上。为缓解上述问题，从道路空间利用、路段

开口的布局与设计方法等多角度对道路各类开口进行比较分析，提出路段隔离开口的改善设计方法。

并提出了基于安全和道路运行效率的冲突区整合设计的概念和方法。 

【关键词】城市郊区主干道；路段开口；预留空间；冲突处理；整合设计 

1. 引言 

城市郊区主干道的特点是交叉口间距较大、车速较快，周边地块开发密度较低但仍有一定数量

的单位车辆进出和慢行过街需求，因此沿线路段隔离的设置显得至关重要。通过隔离带的设置，大

大降低了行人随意穿越道路和车辆随意左转或调头带来的交通隐患，减少了对向行车干扰和两侧机

非干扰，使得整条道路的冲突点和冲突程度大为减少。但隔离带的设置并没有彻底消除路段的冲突，

而是将此类冲突转移到路段隔离带的开口中。因此从道路沿线的交通冲突特征出发，对路段开口的

空间布局、设置形式以及开口组合方式进行详细的分析与设计，是保障郊区主干道交通快速、高效、

安全通过的重要手段。 

2. 多功能预留空间设置 

道路路段的建设往往简单地按照统一标准横断面毫无变化地铺设，而对道路沿线交通情况的变

化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为此，道路设计中应该预留一定的空间作为冲突区改善设计的备用资源。

道路预留空间的主要功能如下表： 

表 1 道路预留空间功能列举 

交通需求 路口渠化 慢行过街 公交停靠 临时停车 单位进出 车辆左转 车辆掉头 

预留空间

功能 

用作进口

道拓宽 

设置安全

岛 

设置停靠

港湾 

设置路内

停车 

设置缓冲

区 

设置左转

待行区 

设置专用

调头车道 

设计中，预留空间与绿化空间可以相互转化，在需要更多的交通空间时可以使用这部分预留资

源，否则作为绿化用地，以达到道路景观和交通功能上的和谐共存。此外，预留空间也可作为道路

远期拓宽改造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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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道路预留空间的位置 

3. 各类开口交通改善设计 

路段上主要的隔离带开口包括慢行路段过街开口、车辆左转和调头开口、单位进出开口。按开

口的位置分则包括中央分隔带开口和机非分隔带开口。 

4. 慢行交通路段过街处理方法 

慢行交通包括步行和非机动车，是交通中的弱势群体。统计数据表明，行人交通事故发生在路

段要比发生在交叉口范围内更为严重，原因在于路段车速远高于交叉口，机动车在接近冲突区时往

往得不到提醒或者提醒程度不高，司机往往来不及反应。慢行过街横道设计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 

4.1 密度及位置选取 

慢行过街横道的间距不宜过密也不宜过疏，慢行过街横道间距过密则慢行对主线机动车交通干

扰增大，亦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慢行过街横道间距过疏则慢行过街绕行过大，可能出现行人强行穿

越障碍的情况。在实际设置中，结合周边单位开口和公交停靠站的设置，尽可能将慢行过街横道设

置在有过街需求的地段。 

4.2 行人安全岛的设置 

一般城市郊区路幅较宽，行人难以一次通过慢行过街横道，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95），当道路宽度超过四条机动车道时，慢行过街横道应在车行道的中央分隔带或机非

分隔带上设置行人安全岛。通过安全岛的设置可以提高行人过街的安全性，减轻行人过街的心理压

力。 

4.3 折线形慢行过街横道 

据统计，行人背对车走路发生死亡事故的几率是面对车发生死亡事故的 1.5 倍。可采用折线型

慢行过街横道设计形式，一方面可增加保护区面积，提高安全岛内部容量；另一方面可延长行人滞

留在安全岛的时间，引导行人面向来车方向，从而减少冲突的突发性，降低行人过街事故率（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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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折线形慢行过街横道设计 

5. 车辆左转及调头设施设计 

5.1 左转开口设计 

由于开口左转进出车辆对本向和对向车流有较大干扰，城市主干道原则上应禁止车辆直接左转

进出单位，对于个别允许直接左转的区域，应将其门前路段上的中央分隔带断开一段距离，设置左

转待行区段（如图 3）。 

 

图 3 单位左转进出待行区设计 

5.2 调头开口设计 

对于路段禁止左转的道路，这是城市郊区主干道单位进出应采取的主要形式，可采用远引右转+

路段调头的形式代替左转进出。对于部分交叉口间距较大的干道，可在路段合适的位置设置调头开

口，以实现车辆的间接左转。调头开口设置主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5.2.1  设置间距 

调头开口有服务于一定区域的单位进出的要求，若调头开口间距过大，则车辆进出单位需要绕

行的距离过长，且单个调头点交通负荷过大；若调头开口间距过小，则对主线交通影响较大，且容

易造成交织段距离过小，引发变道交织紊乱的问题。调头开口间距应权衡交通流量和道路沿线单位

开口的数量。考虑调头绕行的时间应小于 1min，调头开口的间距一般应在 500~1000m 之间。 

5.2.2  位置选择 

原则上路段按一定间距设置调头开口，但具体

位置的选择则需结合实际的道路交通情况更细致地

进行。主要的约束因素包括：①调头开口位置宜选

取在路段对向车道大于3车道或总宽度大于12m处，

图 4  调头开口位置不当引发的交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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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车辆能够以较好角度一次顺车调头；②为减少交织，调头车道应尽量避免设置在大型交通吸引

点上游，在单向 3 车道的情况下，交织段距离最小应满足 50 米的需求（如图 4）；③避免设置在既

有的交通瓶颈上；④可同其他开口合并设计，以便实现冲突整合设计和设施资源的共享。 

5.2.3  设计尺寸与模式 

中央分隔带宽度和调头开口宽度对车辆掉头有较

大的影响，中央分隔带越宽、调头开口越大，车辆掉

头的效率越高。但过大的开口对道路的安全秩序和景

观效果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一般小型车掉头开口宽度

设为 8~10m，大型车调头开口宽度设为 12~15m。 

对有较宽中央分隔带的道路，利用中央隔离设置

专用调头车道，在高密度车流的情况下可以很好地缓

解调头车对后续车辆的影响（如图 5）。 

5.3 单位开口缓冲区设计 

主干道沿线单位车辆进出及临时上下客是造成道路车速降低的重要因素，是路侧车道通行能力

低下的主要原因。快慢交通流衔接缺乏缓冲空间也大大缩短了司机的事故反应时间，增大了危险系

数。 

 

图 6 快慢交通并存引发的交通冲突 

通过单位开口前缓冲区的设置，可缓解低速交通流直接接入高速交通流带来的种种问题，主要

功能包括：①可作为进出单位车辆缓冲和加速的空间，防止车辆汇入主流的突然性；②蓄车带可在

不影响主线交通的情况下，作为出租车等车辆的临时上下客区；③交通拥堵时，提供车辆待行空间，

减少单位进出车辆对主线的干扰；④可作为车辆紧急停泊区和公交巴士临时停靠站；⑤结合视距设

计，使得司机能提前发现可能的冲突，降低驾驶心理压力。 

以下针对不同的单位进出的情况，给出几种不同的处理模式。 

模式一：单位进出车辆数目较少或设计空间不足时，可以采用标线隔离的形式。优点在于占地

少，对景观影响小。缺点在于车辆可能强行穿越隔离标线直接汇入主流。 

 

图 5 路段调头专用车道尺寸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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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单位开口缓冲区设计模式一——标线隔离 

模式二：单位进出车辆数目较大，可采用绿化隔离的形式，缺点是占地空间大。 

 

图 8  单位开口缓冲区设计模式二——绿化隔离 

模式三：同时存在连续的几个单位开口，可以将隔离绿化统一处理，做成一个局部辅道的形式，

可以避免开口之间相互的干扰，也保证区段景观的一致性。 

 

图 9 单位开口缓冲区设计模式三——局部辅道 

6. 路段开口冲突整合设计 

实际设计过程中，应注意各类开口冲突的分解与整合。对相互干扰较大以至影响干线交通的各

类开口，应予以分解，以减少道路的瓶颈点。对于相互干扰较小而功能上相互联系的各类冲突则应

合并设计，以增加路段顺畅行驶的距离，减少车辆因开口交通的频繁干扰而产生的反复加减速的情

况；此外路段开口的整合设计也有利于构建一个易于为道路使用者辨认的“安全识别区”，进行安

全设施设计的资源共享。 

 

图 10 路段冲突整合概念设计 

6.1 冲突整合区整合设计方法 

调头和左转开口、单位进出开口、慢行过街横道、道路临时停车和公共交通是相互关联的五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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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形式，在设计中，应考虑各类开口组合设计同交通秩序和安全的关系。设计要点包括：①慢行

过街横道应尽量接近停靠站和单位开口，慢行过街横道应设置在单位开口右侧，以避免慢行过街将

欲进入单位的车辆阻挡在路段上；②调头车道可以同慢行过街横道整合设计，车辆在慢行过街横道

之前调头，避免两次穿越横道线；③若调头采用信号控制，应设有专用的调头车道；④若单位开口

与慢行过街、车辆掉头较接近，必须设置进出口缓冲区，以免造成双重瓶颈；⑤考虑视距因素，公

交停靠站应设置在慢行过街横道下游；⑥在有停车需要和条件允许的地块，可在人行道内侧设置路

内小型停车场地，但须结合慢行过街横道设计。 

以下为几种开口整合设计模式的示意图： 

 

图 11 调头开口与慢行过街的一体设计 

 

图 12 调头开口、慢行过街与单位开口缓冲区的一体设计 

 

图 13 调头开口、慢行过街与港湾式公交停靠站的一体设计 

6.2 冲突整合区信号控制的设置 

为保证慢行过街和车辆掉头的安全性，保证道路通行效率，有必要在冲突整合区加设信号控制，

设计要点包括：①在慢行过街流量和车流量均较大或在存在安全性隐患的路段过街区域，必须设置

专用慢行过街相位；②靠近交叉口可采用与交叉口联控的形式。提高过街安全性和车辆通过的效率；

③在慢行过街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可设置黄闪灯提醒司机减速让行，慢行交通寻找机会自行穿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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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④车辆掉头和行人过街整合设计时，一般情况下须设置信号灯和设置专用调头车道，调头车与

慢行交通统一相位调头。⑤单位直接左转车辆流量较大时，可与行人过街相位相结合，进行信号控

制。⑥信号控制点确定的过程中需考虑信号绿波设置的可能性。 

6.3 冲突整合区安全设施设计 

路段交通设计中，通过对各类交通冲突的整合，原本分散的冲突相对集中，可以通过安全设计

强化该区域的安全设施等级，从而提高整条道路的安全水平。设计要点如下： 

6.4 标志标线优化设计 

郊区主干道往往与高速公路直接接驳，驾驶员在进入城市道路时，思想上的惯性可能会使其继

续保持一段时间的高速行驶，这对行车安全是相当有害的。可以通过设置综合的、立体的交通标志

和标线，来引导和刺激司机的感官，达到降低车速，提高道路安全性的目的。 

冲突区交通标志主要包括有人行横道警告标志、人行横道指示标志、调头车道指示标志、慢行

标志、让行标志等。标线包括人行横道减速标线（菱形标线）、立体标线、锯齿形标线、停车让行

线等。 

 

图 14 冲突区标志、标线设计 

6.5 视距安全设计 

视距安全设计是保证道路安全的重要举措，冲突整合区集中进行安全视距的设置，比冲突点相

对分散时候更有利于绿化设施的布置。 

 

图 15  路段安全视距分析图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902 

视距计算公式为： 

式中：D——最小视距；a——汽车停车后与危险带之间的安全距离，一般为 4m；t——驾驶员

发现必须刹车的时间，一般为 1.5s；u——规定行车速度（m/s）。 

而刹车距离则为：         qv 2/b           

式中：b——刹车距离（m）；q——重力加速度 9.81m/s； ——为汽车轮胎与路面的摩擦系数，

在结冰时采用 0.2，潮湿时为 0.5，干燥时为 0.7。 

6.6 照明设计 

大量的资料和研究报告表明，约有 30%~40%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夜间，夜间事故的死亡率和损失

程度更加严重。因而改善道路照明对于安全的作用及其明显，道路照明设计包括照度标准、光源、

灯具的确定，及灯具的合理布局等。为了保证夜间冲突区的交通安全，照明设计要特别注意以下几

点：①加强冲突区及周边安全照明设施设计，保证区域最佳的安全亮度水平（照度标准）；②必要

时，可对中央慢行过街安全岛、两侧慢行过街缓坡设置专用照明灯；③根据采用的照明设施的不同，

保证灯具不低于眩光的最低安装高度；④合理衔接冲突区与道路光源，保证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不

出现因照明效果突变而产生眩目的情况。 

7. 结语 

城市郊区主干道作为郊区地块开发和城市对外连接的重要通道，其规划设计要结合道路的实际

交通情况，不能按照统一的横断面形式平铺直叙。设计中特别要重视路段冲突点的处理方法，通过

交通冲突区的整合设计，提高道路的效率和安全性，提高交通和绿化设施的利用率。本论文的研究

对改善城市郊区道路设计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但缺少对各类措施改善效果定量的判断，在后续研究

中应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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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三大城市圈主要城市居民出行特征比较分析 

宋程 

【摘  要】三大城市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前言地带，城市交通问题也最为严重。选取了三大城市圈

11 个主要城市，分析了城市圈内部、城市圈之间各城市的人均出行次数、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和出

行时耗的相关特性，探寻城市居民出行特征与城市经济、规模的内在联系，为缓解城市交通问题奠

定基础。 

【关键字】城市圈，人均出行次数，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出行时耗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机动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交通问题开始凸显，作为我国

经济发展引擎的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三大城市圈的交通问题尤为突出，主要城市中心区内交通

拥挤，各城市面临巨大的交通压力，交通紧张问题逐渐蔓延。居民出行是城市交通问题的根源，对

各城市圈主要城市的居民出行资料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探寻城市交通与经济发展差异的内在关系，

为缓解城市交通问题奠定基础。 

1. 对比城市概况 

考虑到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以及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布局等因素，选择上海、苏州、南京、杭

州、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城市为三大城市圈的典

型代表城市，各城市圈内主要城市之间经济及产业结构具有相似性，城市圈之间的城市经济及产业

结构又有一定的差异性。各城市的基本情况见表 1。 

表 1 各对比城市基本情况 

城市圈 城市 
市区面

积（km
2
） 

市区人

口 

（万人） 

人均 GDP

（元） 

城镇居

民可支

配收入

（元） 

第一产

业值 

（亿

元） 

第二产

业值 

（亿

元） 

第三产

业值 

（亿

元） 

备注 

长三角 

上海 6340.5 1289.13 44727 16683 96.71 3788.22 3565.34 2004 年 

苏州 392.3 110.79 26692 9274 90.96 870.10 579.62 2000 年 

南京 1026.2 289.51 18546 8233 55.01 494.08 472.21 2000 年 

杭州 683 179.18 22342 9668 103.96 709.32 569.28 2000 年 

珠三角 

广州 3843.4 750.53 68751 18287 125.58 2081.2 2909 2005 年 

深圳 1952.8 846.43 67907 22567 6.97 3049.53 2757.06 2006 年 

佛山 3848.5 350.89 47658 16045 82.31 957.76 616.39 2004 年 

东莞 2465 165.65 33263 22882 22.54 1232.70 927.20 2005 年 

京津冀 

北京
③

 1374.9 850.3 22460 10350 89.97 943.51 1445.28 2000 年 

天津 5908.2 682.05 17993 8141 73.54 820.17 745.65 2000 年 

石家庄 112 157.05 11273 6443 146.88 466.22 390.01 2000 年 

注：①数据来源于各城市的统计年鉴、政府网站和香港中国资讯行高校财经数据库；②北京市人口和面积包括城区

和近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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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均出行次数 

人均出行次数指城市调查范围内适龄人口全日出行总量与适龄人口总数的比值，是交通规划中

用来衡量城市居民出行状况，计算城市居民出行需求总量的重要的指标[1]。影响居民出行次数的深

层次因素有城市布局、城市规模、经济状况、生活方式、交通条件、通信设施等[2]。在城市规模、

城市布局无明显差异情况下，经济的差异是导致出行次数差异的主导因素。三大城市圈主要城市居

民人均出行次数见表 2。 

表 2 各比较城市居民人均出行次数基本情况 

主要 

城市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 

上海 苏州 南京 
杭州

[3]
 

广州 深圳 佛山 东莞 北京 
天津

[4]
 

石家

庄 

人均出行次数 2.21 2.43 2.44 2.07 2.68 2.47 2.45 2.70 2.81 2.16 2.54 

调查年 2004 2000 2000 2000 2005 2006 2004 2005 2000 2000 2000 

2.1 城市圈内主要城市居民人均出行次数比较 

结合表 1 和表 2 分析可知，长三角、珠三角各区域内主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并不明显，居

民人均出行次数分布相对集中，长三角主要城市人均出行次数主要维持在 2.07~2.44 次之间，珠三角

地区主要城市居民人均出行次数在 2.45~2.70 次之间，调查年珠三角主要城市人均出行次数要高于长

三角，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调查年珠三角经济水平要高于长三角经济水平。京津冀地区由于经济发

展、城市规模和城市布局方面有较大差异，居民人均出行次数规律并不明显。 

2.2 城市圈之间主要城市居民人均出行次数比较 

2.2.1  城市经济与人均出行次数 

城市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影响出行次数的主要因素，一般而言，经济水平较高的城市居民人均出

行次数较高。根据调查年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将以上城市分为三类，第一类城市有广州、深圳、

东莞，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1.8 万元以上，第二类为上海、佛山和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在 1

万~1.8 万之间，第三类城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低于 1 万元，主要城市有苏州、杭州、南京、天津

和石家庄。详细情况见表 3。 

表 3 按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分类的城市居民人均出行次数 

类型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城市 广州 深圳 东莞 上海 佛山 北京 苏州 杭州 南京 天津 
石家

庄 

城镇居民可

支配收入

（元） 

18287 22567 22882 16683 16045 10350 9274 9668 8233 8141 6443 

人均出行次

数 
2.68 2.47 2.70 2.21 2.45 2.81 2.43 2.07 2.44 2.16 2.54 

调查年份 2005 2006 2005 2004 2004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从上表可以看出，第一类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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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人均出行次数总体上要高于第二类，第三类城市总体上的居民人均出行次数最低，这也体现了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居民出行次数的影响。 

2.2.2  城市规模与人均出行次数 

国外的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规模与人均出行次数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反比关系，随着城市规模的

扩大，居民的人均出行次数一般会出现减少的趋势[1]。根据城市面积将各对比城市分为两类，第一

类为北京、东莞、广州、佛山、上海、天津、深圳和南京，这些城市面积大于 1000km
2，第二类为

石家庄、苏州和杭州。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市统计的是市区和近郊区面积，东莞、佛山、深圳等城

市由于城镇化水平较高，统计的是全市面积。 

表 4 按市区面积分类的城市居民人均出行次数 

类型 第一类 第二类 

城市 北京 东莞 广州 佛山 上海 天津 深圳 南京 
石家

庄 
苏州 杭州 

市区面积

（km
2） 

1374.9 2465 3843.4 3848.5 6340.5 5908.2 1952.8 1026.2 112 392.3 683 

人均出行次

数 
2.81 2.70 2.68 2.45 2.21 2.16 2.47 2.44 2.54 2.43 2.07 

调查年份 2000 2005 2005 2004 2004 2000 2006 2000 2000 2000 2000 

在第一类城市中，除了深圳和南京外，其它城市都反映了居民人均出行次数随着城市规模的扩

大而减少的趋势，上海和天津面积最大，居民人均出行次数最少。第二类城市更是很好的反映了这

一规律，石家庄市面积最小，居民人均出行次数最大，为 2.43 次/人/天，杭州市区面积最大，人均

出行次数最少，为 2.07 次/人/天。 

第一类城市规模要比第二类城市规模大很多，但居民人均出行次数部分第一类城市要较第二类

城市要高，这说明了居民出行不仅受到城市规模的影响，还受到其它众多因素的影响。 

3. 出行目的 

出行目的一般可分为上班、上学、生活、文娱、业务、回家和其他七类，出行目的与居民的年

龄、职业相关，不同的年龄和职业的居民对某种出行需求的强度是不同的[5]。居民出行目的分布常

用出行目的结构来表示，即不同目的的出行量占总出行量的百分比。不同的出行目的时间和方式分

布往往具有特定性，因此出行目的分布可以用来推断城市居民出行的需求模式及行为模式[3]。各主

要城市居民出行目的比例构成见图 1。 

由图 1 可知，回家、上班和上学出行仍占据着各城市绝大部分出行，所占出行比例都在 70%以

上，这是城市居民出行的共同特征；广州和北京生活出行占据比例较大，特别是广州，生活出行比

例甚至超越了上班出行所占比例，这也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将

更多的关注生活；各城市由于普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文娱出行也占据了一定比例，这说明了城市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不仅仅关注生存问题，更多的开始关注生活质量问题。 

4. 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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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佛山市其它类型出行包含生活、文娱和业务类型出行。 

图 1 各城市居民出行目的比例构成图 

出行方式是指出行者完成一次出行所使用的交通工具或手段。城市居民对出行方式的选择行为

比较复杂，要受到交通方式的可用性、不同交通方式使用的方便程度、舒适性、安全性，以及出行

者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该方式的出行速度、可达性和费用

[1]。居民出行方式一般分步行、自行车、小汽车、出租车、摩托车、公交和其它，居民日常出行各

种出行方式人数比例的集合就为出行方式结构，同样的出行总量，不同的出行方式结构对城市交通

系统的要求有很大的差异。出行方式结构与各种交通方式的特性和服务水平、城市形态和用地布局

以及交通管理政策等有关，与城市规模的相关性不是很明显[7]。各统计城市出行方式结构见表 5。 

表 5 各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结构（单位：%） 

城市

圈 
城市 步行 

自行车或助动

车 

小汽车+

出租 

摩托

车 
公交 

其

它 

人均

GDP（元） 
备注 

长三

角 

上海 32.30 20.60 22.70 24.4 - 44727 2004 年 

苏州 27.72 54.33 4.37 6.70 6.44 0.43 26692 2000 年 

南京 26.32 40.14 10.06 1.44 21.46 0.58 53638 2007 年 

杭州 27.61 42.77 6.24 0.78 22.2 0.40 22342 2000 年 

珠三

角 

广州[5]
 37.77 9.09 17.74 10.94 24.08 0.36 68751 2005 年 

深圳 55 4 21 2 18 - 67907 2006 年 

佛山 27.9 20 5.4 40 3.9 2.8 47658 2004 年 

东莞 25.5 14.2 12.3 44.6 2.1 1.3 33263 2005 年 

京津

冀 

北京 43.13 28.72 9.01 15.35 1.48 22460 2000 年 

天津[4]
 34.65 51.48 3.51 1.93 6.43 2.00 17993 2000 年 

石家庄
[8]

 
30.3 54.7 6.1 3.7 4.3 0.8 11273 2000 年 

苏州 杭州 广州 佛山 北京

上班 23.50% 23.09% 18.00% 22.00% 22.20%

上学 10.00% 7.19% 7.30% 9.00% 6.70%

回家 46.40% 44.39% 46.40% 43.00% 45.50%

生活 8.20% 10.25% 19.40% 0.00% 12.80%

文娱 3.50% 3.52% 4.00% 0.00% 3.60%

业务 1.70% 2.90% 2.90% 0.00% 3.50%

其它 6.70% 8.66% 1.90% 26.00% 5.70%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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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城市圈内主要城市居民出行方式比较 

调查年居民出行方式的统计数据反映了两个特性。第一，珠三角地区的机动化水平明显高于长

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仅相对于各城市的调查年），这反映了调查年珠三角地区经济整体水平高于另

外两个地区，城市的经济水平越高，机动化进程越快；第二，各城市圈内部城市之间机动化出行方

式差异较大，内部城市之间公交出行比例不一，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和杭州公交出行比例高达

20%以上，但苏州的公交出行比例仅为 6.44%，珠三角地区的广州和深圳公交出行比例在 20%左右，

而东莞、佛山主要机动化出行方式为摩托车，摩托车出行比例高达 40%以上，京津冀地区除北京公

交出行比例为 15.35%外，另两个城市公交出行比例甚至是机动车出行比例极低。 

地区机动化水平差异与城市经济息息相关，但机动化出行方式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城市的交通

发展政策不一，部分城市对公交大力扶持，严格限制摩托车的发展，但另外的城市却对摩托车不加

限制，公交服务水平低下，导致了公交出行比例偏低。 

4.2 城市圈之间主要城市居民出行方式比较 

将统计城市的居民出行方式整理如表 6 所示。 

表 6 各城市机动化与非机动化出行对比表（单位：%） 

城市 
非机动化出

行 

机动化出行 人均

GDP（元） 
备注 

私人交通 公交 合计 

广州 46.86 29.06 24.08 53.14 68751 2005 年 

深圳 59 23 18 41 67907 2006 年 

南京 66.46 12.08 21.46 33.54 53638 2007 年 

佛山 47.9 48.2 3.9 52.1 47658 2004 年 

上海 52.9 22.7 24.4 47.1 44727 2004 年 

东莞 39.7 58.2 2.1 60.3 33263 2005 年 

苏州 82.05 11.51 6.44 17.95 26692 2000 年 

北京 71.85 12.8 15.35 28.15 22460 2000 年 

杭州 70.38 7.42 22.2 29.62 22342 2000 年 

天津 86.13 7.44 6.43 13.87 17993 2000 年 

石家庄 85 10.7 4.3 15 11273 2000 年 

以上统计城市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城市，但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城市非机动化出行比

例较高，这也反映了我国的整体经济水平并不高，体现了中国城市居民的一般出行特性，符合居民

出行的一般规律。 

另外，当城市人均 GDP 较高时，城市机动化水平较高，表 7 很好的反映了这一规律。广州、深

圳、南京、佛山、上海、东莞调查年人均 GDP 都在 3 万元以上，各城市机动化出行比例也都在

33.54%~60.3%之间，苏州、北京、杭州调查年人均 GDP 在 2 万~3 万元之间，机动化出行比例大大

降低，维持在 20%~30%左右，天津和石家庄调查年人均 GDP 低于 2 万元，机动化出行比例在 15%

以下。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当人均 GDP 突破 3 万元后，将迎来城市机动化进程的加快。 

在机动化出行比例较高的几个城市中，广州、深圳、南京、上海、北京和杭州公交出行比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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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5%以上，这反映了我国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的普遍规律，大城市在城市机动化进程中，普遍

遇到了城市交通各方面的压力，为了缓解交通压力，各大城市通过不懈努力，开始寻求公交优先的

城市交通出路，从而加大政策鼓励，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于公交基础设施，大大提高了公交出行比

例。 

5. 出行时耗 

出行时耗由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布局和规模、城市交通环境所决定，是衡量一个城市总体

布局的合理性、出行可达性及城市道路网络和公共交通性能的一项重要指标。图 2 为各主要城市几

种主要交通方式的出行时耗对比图。 

 

    注：①南京市私家车出行时耗未收集到；②出行时耗单位为 min，城市面积单位为 km2。 

图 2 各城市分方式居民出行时耗对比图 

从统计的数据来看，城市规模的大小与居民出行时耗的多少有一定的相关性，城市规模越大，

分出行方式的居民出行时耗越小。从不同交通方式出行时耗来看，非机动出行时耗小于机动出行时

耗，调查年南京、东莞和佛山经济较其它城市发达，城市机动化程度高，部分步行与自行车出行被

机动出行所代替，导致了以上城市非机动出行时耗小于其它城市。在机动化出行方式中，公交车出

行时耗高于私家车出行时耗，说明了各城市公交出行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6. 结论 

本文通过对我国三大城市圈主要城市居民出行特征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城市圈内各城市由于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相当，各城市居民人均出行次数分布较为集中，由于

调查年珠三角地区经济水平最高，其居民出行次数较另两个城市圈多；通过对三大城市圈之间各城

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分类比较分析，得出城市居民人均出行次数随着城市经济增长而增加，随

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减小。 

通过对各统计城市居民出行目的的比例构成分析可以看出，各城市居民出行仍以上班、上学和

石家庄 苏州 南京 东莞 佛山

城市面积 112 392.3 1026.2 2465 3848.5

步行 20.1 18.85 18.79 17.1 15

自行车 26.8 23.96 25.12 17.2 18

公交 49.1 46.6 48.3 28.2 30

私家车 42.5 36.86 0 27.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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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为主，这是各城市的普遍规律，广州等经济最发达城市居民的生活和文娱出行比例较高。 

珠三角由于调查年经济水平较高，珠三角机动化水平整体上高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但各城

市圈内部城市之间的出行方式差异较大；城市圈之间各城市比较来看，各城市非机动化水平较高，

但经济越发到城市机动化水平相对较高，另外，经济发到城市对公交重视程度要高于其它城市，公

交出行比例也相应较高。 

从出行时耗来看，各城市的非机动出行时耗明显低于机动出行时耗，在机动出行中，公交出行

时耗要高于私家车出行时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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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居民公共交通出行成本研究 

李娜 沈云樟 陆锡明 陈必壮 

【摘  要】随着上海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战略的推进，为了保障公共交通优先措施的实施效果，有效

降低公共交通出行成本，成为社会各界对公共交通服务的愿望。如何界定公共交通出行成本，近几

年上海市公共交通出行成本的水平是否合理，如何有效的降低公共交通出行成本是本文重点关注的

内容。 

【关键词】出行成本 1；公共交通 2；车费成本 3；时间成本 4 

1. 引言 

随着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的推行，公共交通出行成本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为了研

究本市公共交通出行成本状况，以及明确对公共交通出行成本调整的政策，开展上海市公共交通出

行成本的研究。作为从出行成本的角度实施公交优先战略的专题研究，其成果首先要为公共交通票

价水平的评价和票价政策的制定寻找定量、科学的依据，同时也应为本市公交线网调整优化、公共

交通运营水平提升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2. 出行成本是包括车费、时耗、体力精力的综合成本 

出行成本应该包括一次完成出行中车费、时间和体力的支出，这三方面共同决定了市民是否选

择和如何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降低市民公共交通出行成本，应当体现在减少出行车费支出、时

间占用和体力消耗三方面。这决定了降低出行成本的措施将是一套公共交通优先、优惠措施，因此

公共交通综合出行成本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公共交通车费成本是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经济性的支出，包括出行全程支出车费的总和，直接和

公共交通的票价相关。 

公共交通出行时间成本是公共交通出行从出行起点到目的地付出的时耗，即公共交通出行时间，

与公共交通网络服务相关。 

公共交通出行体力成本是指公共交通全程中精神和体力消耗，这一指标与公共交通出行时间相

关，但是难以量化，主要做定性研究。 

不同的人群对三方面出行成本的敏感性不同，决定了不同出行成本措施对不同人群的作用力度

不同。低收入人群对车费成本最为敏感，愿意付出更多时间和体力成本换取较低的经济性支出，票

价政策对这类人群作用力度最大；中收入人群对车费成本不如低收入人群敏感，但是也是出行选择

中重要的决定因素，同时对时间成本和体力成本更为敏感；高收入人群对车费成本不敏感，而对出

行的时间成本和体力成本最为敏感，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是这类人是否选择公共交通的决定因素。 

3. 上海市公共交通出行车费成本分析 

本次研究只将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方式的车费作为研究车费成本的范围，计算轨道交通和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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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代表的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成本的车费成本。出行车费成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研究，一是平均乘

次的车费，二是平均人次的车费。 

3.1 轨道和公交平均乘次车费变化分析 

轨道（或公交）平均乘次车费，是轨道（或公交）年度总营收与客运总量的比值。 

3.1.1  轨道交通乘次平均票价变化分析 

从轨道交通乘次平均票价变化来看，经历了先增后减的变化态势。2001 年至 2004 年轨道平均

票价年均增幅为 4％，在轨道网络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主要是由于乘客平均乘距的增加使得平均票价

上升。从 2005 年－2006 年年均增幅为 14％，主要原因是 2005 年轨道票价调整使得乘次平均票价增

加。2007 年随着 4 号线的环通，整个轨道线网逐步成网，轨道线网的换乘系数增加，乘客在一条轨

道线路乘距缩短，因此乘次平均票价呈现下降。根据轨道交通乘次平均变化的规律，随着轨道交通

线网的逐步拓展和人们出行距离的增加，轨道线网乘客在轨道线路上的平均乘距增加，在轨道票制

不变的情况下，平均乘次票价将呈上升态势。 

3.1.2  地面公交乘次平均票价变化分析 

地面公交平均票价呈上升趋势的主要原因是空调车比重的提高。地面公交平均票价主要受空调

车比重的增加的影响。 

2005 年较 2004 年新增空调车数量为 2037 辆，约 80 万乘次/日、占地面公交客运总量 10％的客

流由于空调车的更新导致票价上涨，因此地面公交平均票价从 2004 年的 1.83 元上涨到 1.91 元；2006

年新增空调车数量为 3454 辆，约 140 万乘次/日、占地面公交客运总量 20％的客流由于空调车的更

新导致票价上涨，平均票价上升到 2.07 元。 

而 2007 年新增空调车辆 2709 辆，约 115 万乘次/日，占地面公交客运总量 16％的客流由于空调

车的更新导致票价上涨。2007 年地面公交部分线路开始实施换乘优惠，平均票价受到空调车比重提

高和换乘优惠的双重影响，但是地面公交的平均票价仍增加 6％，通过分析其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年

度空调车辆比重的提高，换乘优惠对平均票价水平影响小。2007 年地面公交的平均票价从 2006 年

的 2.07 元上涨到 2.19 元，平均票价上涨了 0.12 元，增幅为 6％；全年平均地面公交线路车客运量为

704 万乘次/日，较 2006 年地面公交线路车 728 万乘次/日，减少 24 万乘次/日，降幅为 3％。 

表 1  地面公交平均票价和空调车更新数量 

年份 2004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地面公交平均票价（元/乘

次） 
1.83 1.91 2.07 2.19 

空调车更新数量（辆）  2037 3454 2709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地面公交受空调车比重提高的影响，乘次平均票价仍在处于上升态势，

换乘优惠措施由于优惠客流有限，对平均乘次票价影响小。可以预见，如果继续现状票制，地面公

交乘次平均票价将会上升。 

轨道和地面公交乘次平均票价的上升，将进一步使居民公共交通车费成本增加。为了更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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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公共交通出行经济性付出，下面采用公共交通平均人次车费成本这一指标进行分析。 

3.2 公共交通出行平均人次车费成本计算 

3.2.1  公共交通出行车费成本的计算方法 

公共交通平均乘次成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乘坐公共交通的经济性，但是由于一次出

行可能包括几次乘车的过程，因此市民最为关心的是一次公共交通出行总的车费成本，即一次出行

过程中几次乘车的车费之和。因此在平均乘次成本的基础上分析公共交通出行平均人次车费成本更

具意义。公共交通出行平均人次车费成本是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的总营收与公共交通出行总量的比

值，是选择轨道或者公交完成一次出行的平均车费支出。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共交通

营收

换

＝
）＋（

＋
＝

T

I

BB

CBCB
C BB

/br

bbrr
t



 

式中： 

tC
 ——平均人次车费成本，元/人次； 

rB  ——轨道运量，乘次； 

rBC ——轨道平均乘次成本，元/乘次； 

bB
 ——公交运量，乘次； 

bBC ——公交平均乘次成本，元/乘次； 

换  ——公共交通换乘系数； 

营收I
 ——轨道和公交的总营收，元； 

公共交通T
 ——轨道和公交的总出行人次，人次。 

3.2.2  2001 年-2007 年公共交通平均人次车费成本 

根据出行平均车费成本的计算公式，计算 2001 年－2007 年公共交通出行平均车费成本。可以

看到七年来，公共交通平均车费成本呈上升趋势。2001 年到 2007 年公共交通出行的平均车费成本

从 1.69 元/人次上升到 2.90 元/人次，年均增幅为 9.5％。 

公共交通平均车费成本的上升，主要是由于乘次平均票价的上升和换乘系数的增加。因此对公

共交通平均车费成本的调节不仅要关注乘次平均票价的变化，更要关注换乘系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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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上海市 2001 年和 2007 年公共交通（轨道和公交）出行平均车费成本 

年份 

轨道 

客运量 

公交 

客运量 

轨道平均

乘次票价 

公交平均

乘次票价

1 

轨道和公

交总营收 

轨道和公

交 

出行总量 

出行平均 

车费成本2 

万乘次/日 万乘次/日 元 元 万元 万人次/日 元/人次 

2001 年 77 737 2.22 1.37 1181 690 1.71 

2002 年 98 762 2.32 1.62 1462 695 2.10 

2003 年 112 748 2.39 1.7 1539 692 2.23 

2004 年 131 775 2.49 1.83 1744 738 2.36 

2005 年 163 761 2.84 1.91 1916 749 2.56 

2006 年 180 751 3.25 2.07 2140 778 2.75 

2007 年 223 723 3.07 2.19 2268 783 2.90 

 

如果轨道和公交票制不变，仅因为乘距的增加和空调车比重的提高导致乘次平均票价的上升，

假设在 2010 年轨道网络和现状地面公交网络下，借助上海市公共交通模型，根据公共交通平均车费

成本的计算公式，对 2010 年上海市公共交通的平均车费成本进行计算，2010 年全市公共交通出行

平均车费成本将较 2007 年增加 33%，为 3.84 元/人次。 

3.3 公共交通车费成本相对于市民经济承受能力分析 

为了更明晰的反映公共交通车费成本相对城市居民经济承受能力，用月通勤交通车费占月职工

平均工资比重这一指标。 

                                                        

1 公交或轨道的乘次平均票价为公交或轨道的总营收与总运量的比值，是一次乘车的平均票价，来自城交局年度统

计数据。 

2 表示公共交通一次完整出行的平均车费支出。 

图 2  2001 年-2007 年公共交通出行平均车费成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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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2001 年－2006 年上海和 2004 年新加坡、2004 年香港进行比较。三个城市按每月平均通勤公

共交通出行次数 44 次计算，上海 2004 年和 2006 年职工用于通勤的车费占月平均工资的 5％，新加

坡 2004 年这一指标为 1％，香港这一指标为 3％。 

可见上海市公共交通出行的平均车费成本相对于其他两个城市是偏高的。如果上海要达到香港

车费优惠水平，那么公共交通出行平均车费成本在现状水平上需要降低 40－50％；如果上海要达到

新加坡车费优惠水平，那么公共交通出行平均车费成本在现状水平上需要降低 80％。 

表 3  上海月通勤交通车费占月职工平均工资的比重与香港和新加坡的比较 

年份 城市 

平均月职

工工资 

公共交通出行 

平均车费成本 

月平均通勤 

交通车费 

月通勤交通车费 

占月平均工资比重 

元/月 元/人次 元/月 ％ 

2001 年 上海（元） 1480 1.71 75 5％ 

2002 年 上海（元） 1623 2.10 92 6％ 

2003 年 上海（元） 1847 2.23 98 5％ 

2004 年 上海（元） 2033 2.36 104 5％ 

2005 年 上海（元） 2235 2.56 113 5％ 

2006 年 上海（元） 2464 2.75 121 5％ 

2004 年 新加坡（新元） 3329 0.95 42 1％ 

2004 年 香港（港元） 10692 7.14 314 3％ 

2010 年 上海（元） 3478 3.84 169 5% 

如果按 2001 年-2006 年上海市平均月职工工资的年均 9%增长幅度来计算，2010 年，全市平均

月工资水平为 3478 元；如果维持现状票制和票价政策不变，2010 年全市公共交通出行平均车费成

本为 3.84 元，月通勤交通车费占月平均工资的比重为 5%，与 2001 年-2006 年比较基本维持不变，

由于出行距离的增加和轨道交通承担出行比重的增加，使得出行车费成本保持了与收入水平的同步

增长。因此公共交通出行车费成本有待进一步降低，特别是考虑到中低收入人群的经济承受能力，

通过出行车费成本的调整将对这部分人群出行是否采用公共交通产生很大影响。 

北京 2007 年开始公交票价改革，从 2007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成人月票卡、学生月票卡和公交地

铁联合月票，发行普通卡、学生卡。市区公交线路普票票制票价就低统一为：单一票制线路每乘次

1 元；分时段计价线路 12 公里以内 1 元起价，每增加 5 公里加价 0.5 元。刷卡乘坐市区公交线路享

受普通卡 4 折、学生卡 2 折优惠。每乘次平均票价降低幅度为 50％-60％左右。 

2007 年，地面公交票价降低，全市地面公交客运量有加大幅度上升。全年市区线路完成客运量

42.26 亿乘次，日均客流 1157 万乘次/日，经同口径计算，比 2006 年 960 万乘次/日增长 21％。吸引

的这部分客流主要是原来采用步行和非机动车方式的中低收入的人群，这部分人群对票价最为敏感，

票价政策也主要对这部分人群有政策力度，即使实行更大幅度的票价优惠政策，地面公交仍旧主要

吸引这部分人群，较高收入的人群对出行车费成本的变化并不敏感，反而愿意支出更多的成本减少

出行的时间成本和体力成本。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915 

4. 上海市公共交通出行时间成本分析 

4.1 全市公共交通出行时间分布 

2007 年全市公共交通平均出行时间为 58 分钟，中心城内部平均出行时间为 50 分钟，中心城至

外环外的公共交通平均出行时间为 100 分钟，郊区内部公共交通平均出行时间为 80 分钟。从全市范

围来看出行时间超过 60 分钟的出行总量为 220 万人次/日，占公共交通出行总量的近 30%；超过 90

分钟的出行量为 90 万人次/日，占公共交通出行总量的 12%，主要是与郊区有关的向心出行和郊区

内部出行。 

2010 年全市公共交通平均出行时间为 55 分钟，中心城内部平均出行时间为 40 分钟，中心城至

外环外的公共交通平均出行时间为 80 分钟，郊区内部公共交通平均出行时间为 90 分钟。从全市范

围来看出行时间超过 60 分钟的出行总量为 390 万人次/日，占公共交通出行总量的近 33%；超过 90

分钟的出行量为 220 万人次/日，占公共交通出行总量的 20%，主要是与郊区内部出行。 

表 4  2007 年上海市公共交通出行时间成本分布 

出行时间 浦西内环内 浦东内环内 浦西内外环 浦东内外环 外环外 合计 

浦西内环内 49  46  50  65  100  53  

浦东内环内 46  33  62  47  100  47  

浦西内外环 49  62  45  79  99  53  

浦东内外环 66  47  81  38  124  56  

外环外 103  99  98  125  81  88  

合计 53  47  54  54  88  58  

4.2 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时间成本变化 

从近十年来看，虽然出行距离不断增加，上海市与中心城有关的公共交通（轨道和公交）出行

（包括中心城内部和中心城至郊区出行）平均时间成本基本能维持在 1 小时。根据 2004 年第三次全

市综合交通大调查结果，2004 年上海市中心城区常住人口使用轨道交通和公共汽（电）车的平均出

行时间从 1996 年的 62 分钟下降到 58 分钟，但是使用轨道交通和公共汽（电）车出行的平均距离却

从 1996 年的 6.6 公里/人次延长到 8.4 公里/人次，八年间中心城相关的公共交通平均出行速度提高了

40%。 

2007 年与中心城有关的公共交通出行时间成本为 53 分钟，平均出行距离是 9 公里，平均出行

速度为 10 公里/人次；2010 年与中心城有关的公共交通出行时间成本为 45 分钟，平均出行距离是

9.7 公里，平均出行速度为 13 公里/人次；三年中心城相关的公共交通平均出行速度将提高了 30%。 

2007 年至 2010 年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时间成本的降低主要是由于轨道交通网络规模的增加和

运能的增加，使得中长距离的出行更多的由轨道交通承担，使得整个中心城公共交通出行时间成本

降低。 

4.3 上海中心城与亚洲先进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时间成本比较 

但是上海市与新加坡比较，公共交通的出行时间成本超出 20％。上海目前中心城公共交通平均

出行距离略低于新加坡 8.8 公里/人次，但是平均出行时间为 58 分钟，比新加坡公共交通平均出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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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47 分钟高出 11 多分钟。 

 

上海与先进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时间成本的差距，体现在步行时间、候车时间、换乘时间、乘车

时间等出行的各个环节上。以轨道交通为例，比较上海和香港的轨道交通出行步行和换乘时间成本。

从乘坐轨道步行时间来看，香港在起点端和终点端的步行时间很接近，超过 75％的在 5 分钟内完成，

平均为 4 分钟，上海在起点和终点步行接驳时间分别为 10 分钟和 9 分钟，是香港步行时间的一倍；

从轨道换乘时耗来看，2002 年香港 90％的换乘能在 5 分钟内完成，平均换乘步行时间为 3 分钟，轨

道线路的换乘步行时间为 6 分钟。而 2004 年上海轨道线路之间的换乘时间为 8 分钟，比香港高出

20％。 

上海市公共交通的换乘成本高。新加坡的平均换乘次数为 1.25，香港为 1.19，上海为 1.15。上

海的平均换乘次数较先进城市低，其原因主要是换乘成本过高，包括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使得人

们不愿意换乘，随着围绕轨道网的公交网的优化和枢纽的一体化建设，上海换乘时间成本将减少，

有换乘优惠政策的进一步推动，未来的换乘次数将有所上升。 

5. 上海市公共交通体力成本分析 

上海市公共交通体力成本是市民采用公共交通出行全程支出的体力和精力，但是这一成本很难

量化。为了分析上海市目前公共交通体力成本的水平，选取能够表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舒适性的指

图 3 上海和新加坡公共交通平均出行时耗和出行距离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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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高峰小时满载率，以此作为分析公共交通体力成本的指标。 

地面公交道路断面高峰小时满载率，是高峰小时内通过路段的乘客数之和与通过断面额定载客

数的比值，额定载客数按照公交车辆出厂时标明的车辆额定载客量计算。 

从地面公交客流道路断面高峰小时满载率来看，中心区内部走廊，中心区至外围区放射性走廊

上，高峰小时满载率最高断面值均大于 80％，十分拥挤。例如虹桥路延安路走廊，路段古北路－中

山西路路公交线路高峰小时满载率为 93％；浦东张扬路走廊，路段源深路－民生路上公交线路高峰

小时满载率为 105％；四平路走廊，路段中山北路－海伦路上公交线路高峰小时满载率为 106％。 

轨道交通线路高峰小时满载率，是指高峰小时内通过线路客流最高断面的客运量与客位数之比。

从 2007 年轨道交通线路高峰小时运营情况看，1 号线、2 号线、3 号线、4 号线高峰小时高断面的满

载率均大于 100％，十分拥挤。从地面公交和轨道交通的高峰小时满载率看，地面公交客运走廊和

轨道交通的在高峰小时运能处于过饱和状态，车内十分拥挤，采用公共交通出行的乘客不得不忍受

由于拥挤带来的体力精力成本。公共交通的舒适性，特别是地面公交的乘车舒适性有待进一步改善。 

6. 降低公共交通出行成本的政策建议 

降低公共交通出行成本，需要通过运营、管理、规划等职能部门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上。 

6.1 轨道交通出行成本降低政策措施建议 

轨道交通是城市的客运骨干，是公共交通能够与小汽车交通竞争的交通方式，目前轨道交通出

行成本，一是车内拥挤体力成本支出较高，个体机动方式出行者无法忍受；二是车外时间和体力成

本支出较高，接驳方式单一且效率不高。 

申通集团作为轨道交通运营管理部门，建议重点提高轨道交通的运能供给，特别是在高峰时段

运能紧张的轨道线路，通过缩短发车间隔、延长轨道运营服务时间，将轨道运能增加 50％以上。轨

道运能的增加不仅能够承担更多的公共交通出行，以高效快捷的服务减少出行时间成本，而且能够

提高乘坐轨道交通的舒适度，减少体力成本，增加与小汽车的竞争力，将更多的小汽车出行者吸引

到轨道交通。 

规划部门需要对轨道交通站点配套设施进行规划，包括鼓励“P＋R”模式的小汽车和自行车停

车设施，换乘方便的公交站点设施，提供出租车接驳服务的出租车泊车点，人性化的步行到站设施

等等，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是接驳轨道更为方便，减少轨道车外时间支出和体力支出，扩大轨道交

通的覆盖范围。 

6.2 地面公交出行成本降低政策措施建议 

地面公交的行业主管部门，重点推进两项措施。 

一是在换乘优惠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至少 30％优惠的票价政策，地面公交需要通过较大

幅度的车费成本降低政策，保持甚至强化其廉价的优势，增加对中低收入阶层的吸引力。对比北京

票价 6 折优惠措施，地面公交客流上升 20％的实施效果，上海市推行换乘优惠措施，对票价优惠力

度较小，客流效益也不够明显。为了切实减少地面公交出行者的车费成本，需要实行至少 30％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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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票价政策，同时进一步扩大优惠换乘的范围，统一城乡票价结构。 

二是围绕轨道交通优化地面公交线网，与轨道交通线网一起构成一体化公共交通服务网络，优

化运营组织管理，尽可能的减少乘客到站、候车、乘车各个环节的时间成本和体力成本。 

另外，要进一步加快公交车辆更新升级，采用高等级的车辆服务，提高乘车的舒适度，降低车

内体力成本。 

城市道路的建设主管部门，应大力推进公交专用道建设。 

2007 年，本市投入使用的公交专用道里程仅有 82 公里，而且都集中在中心区若干道路条件良

好的快速路和主干路上，覆盖面和服务范围相对有限。即便在公交专用道上，公交车仍然缺少交通

信号、车站组织等方面的优先保障。 

根据最新调查，中心城公交车的运送车速低。在目前运行条件最好的延安路公交专用道上，公

交车的极端高峰时段全程运送车速仅 10～11 公里/小时。同样，道路条件比较好的南北高架地面道

路（无公交专用道），极端高峰时段公交车的运送速度仅为 8～10 公里/小时；随着道路的拥挤程度

继续恶化，公交运行的环境将越来越差，公共交通出行的优势和方便性明显不够。 

力争建成公交专用道 300 公里，确保高峰车速 15 公里以上。继续扩大公交专用道的覆盖范围，

2010 年前，建成中心城 110 公里专用道，确保中心区公交专用道高峰时段行程车速达 15 公里/小时，

准点率达到 90%。同步完成专用道上港湾式车站的改造和建设。 

加快完善公交信号优先系统，提高公交车辆运行效率。选择公交专用道或公交线路集中的路段，

优化调整交通信号配时，给予公交车辆专用信号或者予以“绿波”控制，保证公交车辆连续通行，

并逐步扩大公交优先路段信号覆盖范围，形成规模。 

组织建设大运量快速公交（BRT），形成地面公交骨干系统。尽快开工建设铁路南站至西站 15

公里的快速公交试验线。在内环线主要干路、轨道交通服务的空白地区的客运走廊、轨道交通运力

严重紧张的客运走廊和轨道交通的延伸地区以及市郊联系的高速公路上建设 BRT，形成与轨道网络

相协调的公共汽电车骨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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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的完美结合 

王敏华 

【摘  要】传统交通规划模型软件在路网数据编辑、显示、管理存在着很多缺陷，而 ArcGIS 的信

息系统优势为传统交通规划模型软件提供了很强的路网数据管理功能，及灵活、便捷的数据编辑工

具和丰富的图形、图像显示功能。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的集成是势在必然，是未来交通规

划模型软件的发展方向。 

本文分析了传统交通规划模型软件的局限及 ArcGIS 在交通规划中的作用，并提出一种新型的交通

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集成的模式，及这一模式在 Citilabs 交通规划模型软件 Cube 中的应用。这

一模式充分利用 ArcGIS Geodatabase 的先进概念和灵活性，构建可供交通规划模型软件和 ArcGIS

共享的数据模型，以实现交通规划模型数据的编辑，分析，预测及模拟功能的优化组合，达到交通

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的完美结合。 

【关键词】交通规划模型软件  ArcGIS  系统集成 

1. 前言 

交通规划模型是城市交通需求分析，交通流量预测及交通状况模拟的重要工具。近年来，交通

规划模型及交通规划模型软件在国内城市交通规划部门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作

出了很大贡献。GIS 技术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广泛应用于交通领域。GIS

技术是集地理数据（包括交通网络及设施数据）采集，分析，储存和显示于一体的信息技术。随着

基于 GIS 的交通网络数据的完善及先进的空间数据采集，分析，储存和显示技术，许多交通规划模

型软件开始向 GIS 技术靠拢，或在交通规划模型软件内开发 GIS 界面与简单 GIS 功能，或寻求与主

流 GIS 软件的集成，如 ArcGIS，但是这些所谓的“集成”仅仅看中 GIS 丰富的数据来源及先进的地

图显示功能，而忽视了 GIS 的重要功能-信息系统功能。GIS 作为信息系统，其核心就是数据库。只

有在数据库基础上与 GIS 集成，实现交通规划模型数据与 GIS 数据共享，而不是简单的数据转换，

才能做到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GIS 技术的完美结合。 

本文分析了传统交通规划模型软件的局限及 ArcGIS 在交通规划中的作用，并提出一种新型的交

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集成的模式，及这一模式在 Citilabs 交通规划模型软件 Cube 中的应用。

这一模式充分利用 ArcGIS Geodatabase 的先进概念和灵活性，构建可供交通规划模型软件和 ArcGIS

共享的数据模型，以实现交通规划模型数据的编辑，分析，预测及模拟功能的优化组合，达到交通

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的完美结合。 

2. 传统交通规划模型软件的局限性 

兴起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交通规划模型软件技术，主要服务群体是交通工程师。由于交通工程

的特性及规划模型运算负荷的需求，使得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一直遵循单机运行模式，模型数据多以

文本型数据文件。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信息资源的丰富，这种单机运行模式及文本型数据已

不能满足许多交通规划模型用户的需求。传统交通规划模型软件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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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本型数据格式 

大多数交通规划模型软件采用文本型数据格式。文本型数据格式，尤其是二进制文件格式，的

优势是数据读、写快捷。但在现代信息社会，文本型数据格式却带来很多局限： 

数据重复：在交通规划模型中，不同路网方案比较分析是常用的建模方法；采用文本型数

据格式，基于同一路网的不同路网方案必须储存于不同的数据文件，造成不必要的数据重

复。 

数据同步：类似于数据重复，当基于同一路网的不同路网方案储存于不同的数据文件，数

据同步将面临困难，如何将基础路网的改变同步不同路网方案的改变对文本数据格式是很

难做到的。 

数据共享：文本数据格式最大的问题是数据共享，由于文本式数据文件的局限性，同一数

据文件不能被多用户同时存取。 

数据安全：数据文件本身不具备安全防范机制。 

2.2 路网数据的真实性 

多数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使用模型路网数据，模型路网通过节点建立道路连接线段，而不是真实

的道路路段。 

2.3 路网数据的编辑 

多数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使用自行开发的图形界面来编辑路网数据及输入模型参数，然而由于功

能局限，这些图形界面远不能与主流 GIS 软件，如 ArcGIS，相比。 

2.4 路网数据的显示 

多数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使用自行开发的图形界面来显示路网数据和模拟结果，然而由于功能局

限，这些图形界面远不能与主流 GIS 软件，如 ArcGIS，相比。 

2.5 单机运行模式 

随着许多交通规划部门建立了企业级信息管理平台，以服务器为主体的信息管理系统逐步取代

了过去单机软件系统。在这种背景下，交通规划模型软件如果继续遵循单机运行模式，就很难与其

他信息管理系统，如 GIS，链接与集成。 

交通规划模型软件的优势是模型建立与模型运行，弱点是数据编辑、储存与显示，而恰恰这是

GIS 的优势，加上 GIS 的数据库功能，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GIS 集成，施行功能的优化组合是未来

交通规划模型软件的发展方向。 

3. ArcGIS 在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中的作用 

GIS 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已经有超过三十年的历史，随着 GIS 技术的发展，新的信息技术不

断融入，使得 GIS 已融入主流信息管理系统技术。以 ArcGIS 为例，ArcGIS 除了本身很强的空间数

据采集、分析、显示功能，ArcGIS 的 Geodatabase 技术充分采用了现代数据库管理技术与理念，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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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为可伸缩数据管理平台以支持不同类型数据及数据库系统，并实现跨数据库数据复制及数据版

本控制。ArcGIS 的 Geodatabase 技术弥补了交通规划软件的最大缺陷：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是现代信息管理系统中的核心成分，随着数据库管理系统技术的发展，绝大多数信息

管理系统采用基于服务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比如 SQL Server，Oracle 等。ArcGIS 的 Geodatabase

支持多种数据库平台，通过 Geodatabase，ArcGIS 的桌面软件及网络（Web）软件可以对储存在不同

数据库管理系统中的数据进行存取，同时具备与数据库管理系统相同的数据备份、数据复制、数据

版本控制、数据安全控制等数据管理功能。这些数据管理功能都是交通规划模型软件必不可少的。

根据交通规划的特性及交通规划部门的信息管理的现状，交通规划模型软件的数据管理必须具备： 

允许多用户同时编辑路网数据—数据版本控制； 

允许用户脱机编辑路网数据—数据版本控制，数据复制； 

只有经认可的用户可以编辑路网数据—数据安全控制； 

允许储存多种路网方案又要避免数据重复—关系数据管理； 

允许关联数据的同步更新—关系数据管理； 

允许不同数据库数据的相互转换—跨数据库数据存取； 

这些需求 ArcGIS 的 Geodatabase 技术都能满足。除此之外，ArcGIS 提供很强的空间数据编辑、

分析、显示功能。由于 GIS 数据的丰富，基于 GIS 的道路网络数据逐渐取代了模型路网数据，传统

交通规划软件的路网编辑功能对处理复杂几何特性（如弧形线）的 GIS 道路网络数据非常有限，以

及有限的图形显示功能，特别是图像显示功能，使得更多的用户愿意通过 ArcGIS 来显示路网交通现

状及模型模拟结果。 

显而易见，ArcGIS 的数据管理、数据编辑、数据分析、数据显示功能大大弥补了交通规划模型

软件在这些方面的缺陷和弱点。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的集成是势在必然。 

4. 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的集成 

通常来讲，GIS 与其他软件系统的集成分三种类型： 

以 GIS 软件为主体：即在 GIS 软件中加入其它软件系统的功能，这种集成的结果往往是以

GIS 为主，以其它软件功能为辅，其它软件功能被削弱。有些交通规划模型软件采用了这种

集成模式。 

以其它软件系统为主体：即在其它软件系统中加入 GIS 功能，这种集成的结果则是以其它

软件功能为主，以 GIS 为辅，GIS 功能被削弱。 

第三种是松连接（Loosely Coupled）集成模式：以上两种模式的弱点是有一方的系统功能被

削弱；松连接集成模式的优势是既优化各软件系统功能又保证不同系统功能的相互连接与

数据流动及共享。这是本文所推崇的集成模式。 

松连接集成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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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共享：建立统一数据模型，将 GIS 数据（如路网数据）与交通规划模型数据储存在同

一数据库；通过统一数据模型，规范路网数据定义与数据间关系，规范从不同软件对数据

库的数据存取，通过数据库实现数据同步更新。 

优化不同软件的系统功能：每一个软件系统都有其特有的功能，系统集成应优化个软件系

统的特有功能，而不是削弱。对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集成而言，应优化交通规划模

型软件在建模、模型运算的功能，将路网编辑、数据管理、路网与结果显示等功能交由 ArcGIS

来完成。 

不同软件系统各自存在又相互连接：松连接集成的关键点是各软件系统的连接，连接方式

可以通过数据库（即数据共享或数据连接），也可以通过网络服务（Web Service）以达到

数据与功能的连接。 

对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集成而言，设计一个统一的数据模型是集成的关键。前面提到，

多数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使用文本性数据文件，而文本性数据文件是单一数据表，数据文件之间没有

数据相关性，数据结构重复定义；而 ArcGIS 数据库是建立在 Geodatabase 概念上的关系数据库，数

据结构即满足关系数据库的要求，又满足 Geodatabase 的对象模型（Object Model）要求。设计这样

一个统一的数据模型，尤其应当考虑交通规划模型本身特性： 

多种类型路网间的相关性：在交通规划中，多种类型路网（Multi-Modal Network）并存，

如道路网，公交路网，地铁、轻轨路网等，这些路网既有空间上的相关性，又有数据项的

相关性。公交路网与道路网具有数据项的相关性，即公交路网与道路网通过路段识别符连

接，而道路网与地铁、轻轨路网具有空间上的相关性，即通过节点（交叉口、车站等）连

接。这种相关性必须在数据模型中显现出来。 

多种路网方案的存取：在交通规划中，通常需要产生多种路网方案，如不同规划年份的路

网方案，进行模拟与分析。传统交通规划模型软件通常以数据文件形式储存多种路网方案，

因而造成数据重复；在数据库中，多种路网方案的储存可以通过母-子关系的定义及路网方

案产生时间实现对不同路网方案的存取。 

规划模型数据的存取：在交通规划模型中，还有许多与模型有关的数据，如道路类型，交

叉口类型，道路速度承载量等，这些数据也需要在数据模型中体现出来。 

Citilabs 交通规划模型软件 Cube 是一个多功能、高效率、全面的交通规划软件，Cube 提供简单

易用的用户界面使用户能便捷地建立自己的交通规划模型并运行。 

Cube 交通规划建模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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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 Cube 能方便用户编辑、管理路网数据和交通规划数据，Cube 与 ArcGIS 完美结合，提供了

一个基于 Geodatabase 的交通规划模型数据库和一套路网编辑、管理工具。这一集成的结果将建模和

模型运算功能交由 Cube 执行，将数据编辑、数据分析、数据显示、数据管理功能交由 ArcGIS 执行，

各行所能，各尽其职，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Cube 与 ArcGIS 集成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基于 Geodatabase 的交通规划数据模型： 

交通规划数据的基础是路网及人口分布。路网数据可包括各种路网类型：道路路网、公交路网、

地铁/轻轨路网等及路网方案。人口分布则包括人口分区及人口普查资料。交通规划模型即通过对人

口分布与路网分布的分析来模拟人口沿路网流动（通过轿车或公交车）。因此交通规划基本数据可

以包括道路路网数据，公交路网数据，交叉口数据等。 

道路路网数据模型：道路路网数据包含基础道路路网数据结构--路段和节点，以及多种路网方案

（Scenario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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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路网数据模型：公交路网数据则包括公交路网基本数据结构--公交线路、公交路段和公交站

点，以及与公交线路管理有关的数据，如公交线路班次、站点时刻表及公交车辆类型与承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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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数据模型：交叉口数据是交叉口车辆流动模型的基础数据，其中包括交叉口及交叉口类

型、道路路段、车辆流动方向和交通管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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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路网方案数据管理模型：多种路网方案数据管理是交通规划统一数据模型的关键。如何在

同一数据库中储存多种路网方案数据而又不造成数据重复是交通规划数据库设计的一大挑战。以下

图例是一种管理模式。这一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元数据定义路网方案，而路网方案的路网修改则记录

在基础路网中并通过路网修改时间和路网方案定义与基础路网区别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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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rcMap 的路网编辑、管理扩充模块（Extension）： 

为了便于用户编辑、管理路网数据，Citilabs 新开发了一套基于 ArcMap 的路网编辑、管理扩充

模块，名叫 Sugar，这套模块将路网编辑的特殊要求与 ArcMap 编辑工具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同时通

过数据管理界面将路网数据管理的特殊要求与 ArcCatalog 数据管理工具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实现了

数据管理和数据编辑在 ArcMap 界面共存。 

路网数据管理功能：路网数据管理界面提供路网数据管理功能，包括： 

支持各种数据库的数据存取：包括 Access，SQL Server，Oracle，File Geodatabase（GDB）

等； 

产生交通规划数据库，提供不同数据格式的数据转换及数据拷贝 

产生交通路网数据模板，及定义路网方案，输入/输出现有路网数据 

交通路网数据的结合（Join）及合并（Merg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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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数据编辑功能：路网数据编辑是一套结合交通路网编辑特性与 ArcMap 编辑工具的独立编

辑工具。他的特点是路网编辑过程始终保持路段/节点关联性—托普关系。如，当移动节点时，相连

路段也随之移动，当新加路段与现有路段交叉时，用户可选择自动产生节点和自动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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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数据编辑功能：公交路网的编辑是建立在现有道路路网的基础上。这套公交数据编辑工具

允许用户产生新的公交线路，并沿现有道路路网定义公交线路和公交站点，并允许用户对现有公交

线路进行修改。公交数据编辑工具还包括编辑、产生非公交连线，如停车场至公交站点，人口分区

中心点至公交站点等。 

 

交叉口数据编辑功能：交叉口数据编辑功能是一套属性数据编辑工具，主要对交叉口类型、交

叉口路段属性、车俩流动方向、交叉口交通管制等属性进行编辑。当用户选择任何一个三路段以上

交叉口，就可以启动交叉口数据编辑工具。 

路网编辑工

具 

 

公交路网编

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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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可伸缩数据平台：Cube 与 ArcGIS 的完美结合，使得 Cube 可以支持多种数据平台，

包括二进制数据文件，文本数据文件，Access 数据库，SQL Server 数据库，Oracle 数据库，

即 ESRI 文本数据库（File Geodatabase）。基于 ArcGIS 的 Geodatabase 技术，Cube 的数据管

理模块可以对不同数据类型进行数据转换和数据存取，当用户进行路网数据编辑时，用户

不需要先将数据转换至某一格式，可直接对原数据格式进行编辑和存取。 

5. 结论 

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的集成是当今交通规划模型软件的发展趋势。而集成模式的选择决

定了集成的效果和交通规划模型软件的发展前景。本文提出的松连接集成模式具有三方面的特点： 

充分发挥交通规划模型软件与 ArcGIS 软件的优势：将建模和模型运算功能交由交通规划模

型软件执行，将数据编辑、数据分析、数据显示、数据管理功能交由 ArcGIS 执行，各行所

能，各尽其职，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 

突出 ArcGIS 的信息管理功能：通过 ArcGIS 的 Geodatabase 技术，将规划模型数据储存于数

据库，并通过数据库管理技术有效地管理 GIS 数据和规划模型数据，使交通规划模型软件

具备数据管理功能。 

将交通规划模型软件融入主流信息管理系统，并提供与其他信息管理系统集成的条件：由

于数据管理功能的增强和数据管理平台的提升（基于服务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使得交

通规划软件具备企业级数据管理及与其他信息管理系统集成的条件，并具备由单机运行软

件向企业级运行软件升级的条件，以满足企业级信息管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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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框架研究 

张宇  郑猛  张晓东 

【摘  要】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双向互动关系日益显著。为了更好的协调

交通与土地使用的互动关系，有必要对这种相互影响进行量化分析。本文回顾了国内外交通与土地

使用模型的理论和模型开发，提出了北京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的框架，探讨了模型的基本原

理、建模方法和平衡算法，以及区位选择模型中选择集的确定、自变量的选取原则和参数的标定方

法。最后，针对模型开发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交通，土地使用，模型 

1. 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 

目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交通与土地使用双向互动关系逐渐显著，并受到越来越多专家和学者

的关注。比如，轨道交通等大运量公共交通设施的建设对城市土地使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迫切需

要一种量化分析工具进行规划方案和实施政策的评估。但是，传统的城市交通模型只是将人口与就

业分布作为外生变量输入到模型中进行预测分析，这种单向的分析预测方法难以客观地反映土地使

用与交通两者之间双向互动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对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进行深入研究。 

1.1 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定义 

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是指以城市空间经济、社会活动规律为基础，以人和企业等智能体

的选择行为规律为载体，通过模拟城市中的上述智能体的区位选择行为、社会活动行为及所产生的

交通需求与城市的土地供给和交通基础设施供给间的匹配关系，来评价城市规划及城市发展政策的

效果。简而言之，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是一种通过模拟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智能体的空间

行为，来评价城市规划及发展政策优劣的量化工具。 

1.2 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的开发目的 

交通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可以实现几种目的： 

预测不同的人和企业等房地产需求者的区位选择行为； 

预测得出城市各区位各房地产类型的租金和土地价值； 

测试不同的土地使用和交通政策对区位选择的影响； 

评价不同的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2. 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研究发展 

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以 Wingo 和 Alonso 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开始关注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

型研究，并在城市经济学、地理学、交通规划学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交通可达性与土地租金

水平之间的互补性关系，建立了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理论的雏形。 

总的来讲，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主要集中在基础理论和模型软件开发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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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代表性基础理论研究 

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包括： 

竞价地租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为具有良好可达性的地点则具有良好的投资吸引力和更高的

市场价值（主要以土地价格或地租价格体现）；同时，不同的个人或公司根据自己的利润水平或收

入水平对不同区位给出自己的支付意愿；支付意愿最高的个人或公司在房地产竞价中胜出，取得该

区位的房地产的租用权。目前，该理论是大多数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中进行区位选择的基础

理论。 

离散选择行为理论：起源于计量经济学中的离散选择行为的相关理论，主要针对基于个人的离

散选择问题，是一种利用数学模型模拟个人行为的基础理论。以 Mcfadden 为代表的离散选择模型研

究者们已将离散选择模型应用在区位选择模型求解、方式分担模型求解、出行目的地选择模型求解

等多个交通和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的相关子模型中。 

邻里影响和聚集效用：邻里影响目前是家庭和个人在选择居住地时主要考虑的外部环境之一，

由于人们除了有规则的社会接触外，可以更多的从邻居那里获得很多信息，这些信息有好有坏，而

且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方式。由于人们在选择居住地时偏向于选择相同类型的邻居，即所谓物以类聚，

人以群居。因此，邻里环境间接地影响着房地产市场的土地价值和开发潜力。聚集效应为空间经济

学中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聚集效用一般是因社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引起的资源利用

效率的提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成本节约、收入或效用增加。 

大多土地使用模型在计算房地产需求者的支付意愿时，都将居民的邻里影响理论和企业的聚集

效用理论应用在计算中，使得房地产需求者的支付意愿计算更加接近于实际的需求者行为选择过程。 

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是指随着企业产出规模的不断扩大，平均成本有下降趋势。次理论在模拟

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行为时，可以解释不同实力的房地产开发商的开发成本差异和开发房地产类型

的差异。 

2.2 模型软件开发研究 

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软件开发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的代表性软件类型包括：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的土地使用模型：如目前亚特兰大模型中使用的 DRAM/EMPAL。为交通需

求模型增加土地使用的反馈，以迭代的形式实现交通条件对于人口、就业布局的反馈； 

基于空间-非集计的投入-产出的MEPLAN和TRANUS模型，分别由Echenique和de la Barra(1989)

和 Echenique（1990）开发； 

基于竟租理论和离散选择模型的由智利大学的 Martinez 等开发的 MUSSA，已应用于南美城市

圣地亚哥。 

土地与交通规划方案测试模型：模型中建立了评价机制，可以对不同土地与交通组合开发方案

提出对与交通服务水平、就业、人口密度、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土地占用、水资源保护等指标的

评价。如柏诚公司开发的，建立于 GIS 基础上的 Place3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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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的 California Urban Futures(CUF)模型，开发者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综合土地开发模型：目前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如加拿大的 Integrated Land Use, Transportation and 

Environment(ILUTE) 模 型 , 美 国 华 盛 顿 大 学 城 市 仿 真 和 政 策 分 析 中 心 开 发 的 Urban 

Simulation(UrbanSim)模型等。 

3. 北京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的基本框架 

北京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的基本框架结合现有的交通规划模型，引入土地使用模型，并

建立两者之间相互反馈关系。具体框架结构如下： 

 

 

图 1 北京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框架结构 

由图 1 可见，需求模型通过计算各类个体的支付意愿（即拍卖出价），通过租金模型计算特定

区域特定房地产类型的租金来影响供给模型中开发商的利润计算方程中的租金额。同时，房地产在

利润最大化基础上计算产生的各区域各类房地产的供应量反馈到需求模型中，影响各类个体的支付

意愿。 

此外，为了更准确的反应实际情况，需求模型和供给模型中应用了 CMNL（约束条件下的多项

罗吉特模型）作为计算方程。从而巧妙的将各类约束（如：家庭选择住房时受到收入的约束、公司

选择租用写字楼时受到公司利润的约束、开发商开发房地产的时候受到用地规划的约束等）在方程

中得以反应。 

4. 模型主要计算模块 

4.1 房地产需求者的区位选择模型（需求模型） 

区位选择模型，主要基于需求者个体（居民或企业）为随机的效用最大化个体的假设，效用方

程代表个体在多种影响因素的不同条件下，对特定区位特定类型的房地产的支付意愿。 

效用方程中包含个体特性、区位特性及房地产特性等一系列自变量及对应参数（体现了个体对

区位选择模

型 

居住区位选择模

型 

企业区位选择模

型 

租金模型 

房地产开发模

型 

交通模

型 

居住就业分

布 

支付意愿 

供给量 

可达性 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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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特性的偏好程度）。效用方程中自变量的选取可以根据不同的个体差异选取。 

 

图 2 需求模型计算流程 

需求模型中个体消费者基于行为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来选择最佳区位。此行为可用公式（1）表

示： 

,
( )hvi vi

v i
Max B r h                                                     （1） 

. . vi hs t Px r I 
 

公式（1）中， hviB 为h类个体在 i 小区内的v类房地产类型的支付意愿， vir 为 i 小区内的 v 类房

地产类型的租金。 hI 为 h类个体的收入或利润。Px为在物价水平 P 下的除租金外的其他支出 x 。 

其中： 

( )hvi h h hvi hvi hviB I b b b t                                              （2） 

公式（2）中，
hvib 为 h 类个体、v 类房地产类型、i 小区的各类属性，

hvit 为 h 类个体在 i 小区的

v 类房地产类型中的补贴或税收，
hvi 为 h 类个体在 i 小区的 v 类房地产类型的调整系数，

hb 为 h 类

个体的收入的等价效用，即效用除以收入的边际效用，b 为城市的租金水平，参数在模型中自行计

算。 

假设上述效用最大化方程中随机项服从伽马分布，则方程可用多项 Logit 方程求解，可得到 h

类个体在 i 小区内的 v 类房地产类型的概率为： 

/

0

exp( )

exp( )
vi

vi

hvi h hvih vi
vi

gvi g gvig

h

H BP
h

H B

 

 





  



                            （3） 

上述方程中，除考虑了支付意愿外，还考虑了个体约束 hvi
的作用， hvi

具体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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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viK
e l k

hvi hvi hvi hvi

k

                                                         （4） 

其中，
e

hvi
表示 h 类个体是否可以参与 i 小区的 v 类房地产的竞拍；

l

hvi
为 h 类个体的收入约束

（目前只应用于居住个体）， hvi
K 为 i 小区的 v 类房地产的 h 类个体的总量约束，

k

hvi
为区位的不相

等的线性约束。 

4.2 房地产开发商的房地产开发模型（供应模型） 

房地产开发模型通过模拟房地产开发商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房地产开发行为，预测每个区域每类

房地产开发的规模。 

基于利润最大化的收益方程中主要由租金和开发成本两部分构成，租金值为租金模型提供，开

发成本则主要由固定成本（土地购置成本、建设成本、维护成本等）和可变成本（房地产建设中规

模经济所产生的效应）组成。 

 

图 3 供应模型计算流程 

供应模型中，开发商根据利润状况来选择房地产开发规模。此行为可用下式表示： 

( )

. .

vij

vij vi vij
S

vij i

j

Max S r c j

s t S R

 


                                              （5） 

公式（5）中，
vijS 为房地产开发商 j 在 i 小区的 v 类房地产开发的房地产数量，

vir 为 i 小区的 v

类房地产的租金，
vijc 为房地产商 j 在 i 小区的 v 类房地产开发的成本（目前模型中，房地产开发商

j 的差异暂未考虑）。
iR 为 i 小区的可供开发的建筑总量。其中：  

vi viS H P                                                             （6） 

h

h

H 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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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约束下的开发商利润最大化方程，使用约束下的多项罗吉特模型求解，可得： 

exp( )

exp( )
v

vi vi
vi

vi vjv

P
 

 





                                               （8） 

其中： 

vi vi vir c                                                              （9） 

vi vi vic a b                                                           （10） 

via 为在 i 小区的 v 类房地产开发的固定成本， vib 为 i 小区的 v 类房地产开发的规模成本（可变

成本）。 

viN
e n

vi vi vi vi

n

                                                     （11） 

公式（11）代表房地产开发的约束和限制条件。是公式（5）的约束条件的细化表达。 

4.3 基于竟租理论的租金计算模型（租金模型） 

租金模型通过竟租理论，基于区位选择模型得出的各类需求个体（居民或企业）的支付意愿，

计算各区域各类房地产的租金值。 

特定区域特定房地产类型的租金为各类参与竟租的需求个体中支付意愿最大的个体的支付意愿

值。 

地租价格 vir 的计算公式为： 

1
ln exp( )

vi

vi hvi h hvi

g

r H B  
 

                                       （12） 

其中： 常数等于 0.577。其他参量从需求模型中得到，1/ 为本模型标定参数。 

5. 模型平衡算法 

通过上述模型框架建立和框架中主要模块算法分析，为了使模型达到平衡，还需对模型的平衡

算法进行分析，本模型中假定房地产的需求量和供给量是相等的，即： 

/h vi vi h

vi

P S H                                                         （13） 

h vi

h vi

H H S                                                       （14） 

基于上述假定的模型平衡的实现，主要通过对支付意愿函数中 hb
的调整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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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计算流程及平衡判断如图 4 所示： 

 

图 4 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土地使用模型平衡算法流程图 

由图 4 可见，本模型的平衡过程，主要为在供给总量相等的前提下，通过调整
n

hb
来反复计算

/ ,n n

h vi viP S
来实现的。 

6. 模型参数标定与标定方法 

模型参数标定主要集中在：需求模型（其中包括居民的居住地选择模型和企业的办公地选择模

型）、地租计算模型和房地产开发模型中。 

6.1 需求模型 

需求模型，主要基于房地产市场的竞价租售行为，即在特定区位特定类型的 VI 类房地产中，租

赁或购买的人群为出价最高者。 

循环次数=n 

1 1

/ /( , , , ( ), ( ))n n n n

h h h vi vi hvi h vi vi vib f b P S P S    

1 1

/ / /( , , , ( ), ( ))n n n n

h vi h h vi vi hvi h vi vi viP f b P S P S     

读入初始输入文

件和模型参数 

变量值初始化（循环次数=0） 

根据输入变量和参数进行支付意愿计算，
hb =0 

进行需求模型、租金模型与供给模型的计算 

 

0 0 0

/ , , , 1h vi vi hP S b n   

收敛条件 

1

1

/ /

n n

h h b

n n

h vi h vi p

b b

P P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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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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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结果：
/( , , )n n n

h vi vi hP S b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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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 n n

h vi vi hP S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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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此模型的参数标定，可得出各类人群在vi 中的分布比例，同时可得出各类人群对vi 的支付

意愿。 

参数标定模型类别为基于离散选择行为的多项 Logit 模型。 

6.1.1  居民居住地选择模型 

居民居住地选择模型建模时需要考虑不同人群选择集的划分及支付意愿方程中自变量的选取： 

北京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中，居民人群选择集的划分主要以家庭为单位，按家庭月收入、

家庭规模、家庭拥有私家车情况交叉统计确定选择集。 

支付意愿方程中自变量的选取，初步拟选择：交通小区内不同房地产开发类型的平均收入水平、

交通小区内不同房地产开发类型的平均建筑面积、不同人群在不同交通小区的可达性、各交通小区

的教育用地比例、医疗用地比例、工业用地比例等。 

6.1.2  企业办公地选择模型 

企业办公地选择模型中需要考虑不同企业类型选择集的划分及不同企业支付意愿方程中自变量

的选取： 

北京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中，企业选择集的划分主要按照经济普查的分类，适当合并结

合企业规模进行划分。 

支付意愿方程中自变量的选取，初步拟选择：交通小区内不同企业性质的企业数量、交通小区

内不同房地产开发类型的平均建筑面积、不同类型企业在不同交通小区的可达性、各交通小区的教

育用地比例、医疗用地比例等。 

7. 总结 

本文基于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的理论基础，初步建立了北京交通与土地使用一体化模型

的框架，并对模型基础理论、建模方法、参数估计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

受到目前相关基础理论、数据条件和现实情况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该模型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需

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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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市土地使用与交通整合模型研究 

——基于 Tranus 软件的探索与实践 

张鑫  谷一桢  郑猛  张晓东 

【摘  要】近几年，国内的学者开始分析和研究土地使用与交通的互动关系，然而这种研究在一定

程度上还停留在定性的实例分析上。本文首先对土地使用与交通互动模型的发展进行了回顾，然后

以 Tranus 为例，对其原理、运算流程进行了介绍，并针对 Tranus 的数据要求，对北京市的现状数

据进行整理、分析，最后，以北京市 2005 年的土地使用相关数据为基础，以 Tranus 软件为平台建

立了北京市土地利用与交通整合模型，并且以丽泽金融商务区实施前后为例，对模型进行了应用和

验证，在文章的最后提出下一步模型所需完善内容以及未来工作的展望。 

【关键词】土地使用与交通；Tranus；北京 

1. 土地使用与交通关系模型的发展 

目前，世界上主流的土地使用与交通互动关系模型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集计模型，另一类是基

于微观仿真的非集计模型。 

集计模型是将某个区域作为分析的基本单元，采用区域的总体土地使用、居民出行和相关的社

会经济统计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分析区域之间的关系，例如劳瑞(Lowry，1964)的重力模型和里昂惕

夫（Leontief，1966）的投入－产出模型。而集计模型的产生正处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城市快速发

展时期，这种集计的思维方法在数据获取和模型建立上都相对容易，更能直观的城市的需求增长进

行预测，指导城市规划。而真正以软件包的形式能够定量的分析土地使用交通关系的集计模型最早

出现 20 世纪 70 和 80 年代，以 MEPLAN、Tranus 和 DELTA 为代表。 

非集计模型则是将个体社会经济行为作为基本要素进行分析，通过对个体的研究分析，从而得

出不同类人群的共性和差异，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社会经济方面的预测。非集计模型最早产生于 20 世

纪 70 年代，此时，西方城市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已完成，经济增长趋缓，城市建设目标由原来的大

规模改造更新为主转向内部协调为主。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微观仿真技

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应用，使得非集计模型向动态微观城市仿真迈了一大步。所谓动态微观城市仿

真是指通过对数年城市中个体社会经济行为的跟踪调查，掌握城市个体变化特征，并以此为基础集

聚成整个城市，从而掌握城市的变化发展特征。其中以 Urbansim（Waddell, 1998）和 IRPUD (Wegener, 

1982)为非集计微观仿真城市模型的代表。土地使用与交通互动关系模型的发展过程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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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瑞（Lowry）：

重力模型

里昂惕夫（Leontief）：

投入－产出模型

AMM模型

（Alonso/Mills/Muth）：

城市经济竞租理论

奥克特（Orcutt）：

城市微观仿真

空间相互作用：
DRAM/EMPAL

HLFM II+

空间投入－产出：
MEPLAN

TRANUS

麦克法登

（McFadden）：

分离选择模型

均衡的分离选择土

地利用模型：
METROSIM

MUSSA(CubeLand)

Metroscope

动态分离选择土地利

用模型：
HUDS

地理信息系统

空间动态土地利用模型：
Delta

ILUTE

UrbanSim

空间准则基础的规

划工具：
Index

Places

UPlan

Whatif?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微观仿真与投入－

产出合成模型：
PECAS

ODOT

2nd Gen

 

图 1 世界上土地使用与交通互动关系模型发展过程 

集计模型和非集计模型各有特点，以 Tranus 和 Unbansim 为例，对比如下： 

表 1 Traus 和 UrbanSim 对比情况一览表 

     软件 

   项目 
Tranus UrbanSim 

模型基础原理 投入－产出模型 城市竞租理论 

分析单元 分析小区 城市个体 

模型图像化 需外接程序 地理信息系统 

交通模块 有（可简单作为交通模型） 无（需外部输入） 

货运系统 有 无 

客运系统 有 有 

数据输入 一年 需连续几年 

参数估计 需后台单独完成 需后台单独完成 

数据需求 个体的汇总 城市个体 

2. Tranus 模型介绍 

2.1 Tranus 模型特点 

Tranus 是由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托马斯（Tomas de la Barra）教授于 1982 年组织研究开发，并且

在不断的更新当中。它是土地使用和交通互动关系定量分析软件包，该软件综合了土地使用、房地

产市场、交通系统、能源等因素，基于经济活动与交通的关系，以情景分析的形式对现状及远景土

地使用与交通的关系进行分析。Tranus 主要具备以下几方面特点： 

灵活的经济活动和土地使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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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时考虑客流和货流 

相对独立的交通方式划分和分配程序 

全面的公共交通系统表现形式 

情景化的分析和预测 

考虑了交通系统对环境影响 

适用范围较广 

2.2 Tranus 基本原理 

Tranus 模型集合了空间微观经济学、重力模型和熵理论、投入－产出模型、随机效用理论和交

通的“四阶段”模型，如图 2 所示。 

最早的空间经济学可以追溯到冯·杜能（Von Thünen，1826）提出的以单一城市为中心的外围农

业圈层分布理论，温格（Wingo，1961)和阿隆索（Alonso，1964)以冯·杜能的理论为基础, 提出了地

租竞标理论(bid-rent function theory)，并且将城市的蔓延与交通的关系进行了阐述，而近代的米歇尔

（Mills，1967）和阿纳斯（Anas，2001）针对城市空间发展与交通的关系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Tranus

模型引用了以上关于空间经济学、区位、土地使用和地租等理论作为模型的经济学基础。 

重力模型最早由汉森（Hansen，1959）和劳瑞（Lowry，1964）提出，而真正将重力模型量化的

则是威尔森（Wilson，1970），他不但将最大熵理论引入到空间模型中，而且提出了土地使用和交

通的整合理念，他指出区域经济和交通系统可以用一个综合的、相互一致的理念来解释，这一原则

和空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 Tranus 重要的理论体系之一。 

投入－产出模型是 Tranus 的核心，通过对投入－产出模型的扩展，Tranus 对空间经济学、价格

体系和交通系统建立了联系。另外，在方式划分、路径搜索、地点选择、土地空间选择等方面，Tranus

都利用分离选择模型进行计算，简单的说，Tranus 就是由一连串分离选择模型连接起来的。Tranus

应用的分离选择模型主要是 Logit 模型和 Powit 模型。在交通模块中，Tranus 还利用了最优化理论、

图论、排队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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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微观

经济学

重力模型

和熵

投入－产

出模型

随机效用

理论
交通模型

TRANUS

凡·杜能
（Von Thünen）

温格、阿隆索
（Wingo 、Alonso）

米尔斯、阿纳斯
（Mills、 Anas）

汉森、劳瑞
（Hansen、Lowry）

威尔森
（Wilson）

里昂惕夫
（Leontief）

麦克法登
（McFadden）

迪科斯彻
（Dijkstra）

 

图 2 Tranus 软件基本理论框架 

2.3 模型结构 

Tranus 模型主要有两部分组成，即活动模型和交通模型。其中活动模型主要是指家庭的出行活

动、商品生产、消费以及为所有经济活动应提供相应的土地等，交通模型则是指所有经济活动中对

交通运输的需求。活动模型中空间交换和相互联系产生需求，而土地和房屋则是对活动的供给，并

且通过价格机制（地租或房价）达到均衡。交通模型中的人流和货流产生需求，而交通设施和运营

服务则是供给，并且通过综合成本（时间）达到均衡，并且向活动模型传递交通成本，活动模型与

交通模型的关系如图 3 所示。 

活动模型 交通模型

活动之间相互作用

及位置选择

土地供应

交通需求

交通供给

交通需求

可达性及交通成本

均 衡 均 衡

 

图 3 土地使用与交通相互作用关系图 

从图 3 中可以看出，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首先产生对交通的需求，然后交通需求与交

通供给达到均衡之后返回交通成本，从而影响活动的地点选择和土地供应。因此，社会经济活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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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的相互作用是存在一定的时间差的。也就是说社会经济活动的改变可以第一时间影响交通需求，

而交通供给的改变则要在下一个时间段才能对社会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如图 4 所示。换言之，如果

交通系统在某一时间发生变化，那么它所产生的交通供给变化则只能在下一时段才能得到体现，而

社会经济的改变则不同，它的改变在当时就可以对交通系统产生影响。 

活动地点选择

及土地调整

交通系统

活动地点选择

及土地调整

交通系统

活动地点选择

及土地调整

交通系统

时间t1 时间t2 时间t3

 

图 4 社会经济活动与交通之间的动态关系 

2.4 Tranus 运算过程 

Tranus 的运算过程主要包括两部分，即社会经济活动运算过程和交通模型运算过程，不过起初

交通模型必须预先计算一遍，以得到初始交通成本，作为社会经济活动计算的基础。然后模型计算

基年外生需求和基年引致需求，并达到基年活动模型的均衡，同时返回交通成本，为下一次计算做

准备。 

在下一时间段的计算中，对变化的外部需求和引致需求进行重新计算，并在达到均衡时返回交

通成本，以此类推。计算过程如图 5 所示。 

3. 基于 Tranus 软件的探索与实践 

基于 Tranus 的北京土地使用与交通整合模型现阶段工作是用来分析研究北京市客运交通出行与

土地使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初步以丽泽金融商务区为例对模型的原理和功能进行验证，为将来复

杂的北京土地使用与交通互动关系模型的建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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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模型数据 

为了最大程度的简化数据的处理工作，基于 Tranus 的北京土地使用与交通整合模型的数据主要

来自现有的北京市交通需求预测模型，其中包括人口、就业岗位、路网、公交网等，而对用地数据

的限制则进行了适当放宽。数据结构如图 6 所示。 

其中，经济数据中部门的分类主要分为就业岗位、人口、房屋和用地四类共计 16 个部门。其中

就业岗位包括办公、制造业和服务业，而办公和制造业岗位作为外生的部门输入；人口按高、中、

低收入进行分类，并把服务业岗位作为人口的引致需求；房屋类和用地类部门作为就业岗位和人口

的空间承载体；对于通学出行，本次尝试将就学岗位作为第三个外生部门输入到模型当中，而学生

数作为单独的一类特殊人群考虑。 

交通模型将北京市划分为 198 个交通分析小区（包括 20 个外围区），为了同经济类数据的年份

相一致，交通数据中的路网、公交网、轨道交通和各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费用均采用 2005 年的数据，

而出行目的则分为上班出行、服务类出行和上学出行三种。经济类数据和交通数据如图 7 所示。 

3.2 模型运算结果 

基于 Tranus 的北京土地使用与交通整合模型以规划的丽泽金融商务区为例，对模型的原理和运

算流程进行了试验，分析丽泽金融商务区建成前后对北京市人口、就业和用地的影响。 

规划丽泽金融商务区位于丰台区，北京中心城中心地区的西南部，项目总占地面积约 2.79 平方

公里，主要包括核心商务区、混合功能区和少量文化娱乐设施。规划丽泽金融商务区的区位如图 8

所示。 

 

办公业就业

制造业就业

服务业就业

低收入

居住人口

中等收入

居住人口

高收入

居住人口

住房&不同

类别的物业

不同类别的

用地

学校

就学岗位
学生

图 6 北京 Tranus 模型数据结构 

投入－产出模型所需

活动集合

基年活动分布

基年用地空间分布

引致活动的分布和流计算

用地空间需求计算

远景年数据输出：

活动的分布

流矩阵

土地价值

基年数据输入：

活动的分布

土地价值

交通费用

需求和供给平衡

远景年数据输入：

土地利用

活动的增量

用地空间的增量

交通费用

容量限制

多路径搜索

调整土地价值

方式划分

交通分配

图 5 Tranus 模型运算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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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北京 Tranus 模型人口、就业、建筑规模、用地及交通数据 

  

图 8 北京市规划丽泽金融商务区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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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丽泽金融商务区所产生的就业岗位作为模型的外生需求输入到模型当中，适当调整模型内部

交通设施供给情况后，模型收敛后得到以下运行结果： 

 

图 9 丽泽金融商务区建成前后北京市人口及居住用地变化趋势图 

 

图 10 丽泽金融商务区建成前后北京市服务业及用地变化趋势图 

表 2 丽泽金融商务区建成前后北京市人口、服务业及用地变化值 

 
人口 

（万） 

服务业岗位 

（万） 

居住用地 

（万平方米） 

服务业用地 

（万平方米） 

有丽泽金融商务区 1587 233 57134 13020 

无丽泽金融商务区 1506 220 54167 12334 

变化值 81 12 2967 686 

从图 9、图 10 和表 2 可以看出，当丽泽金融商务区建成后，北京市的人口分布呈向外的趋势，

并且以西部为主，而服务业的则沿着丽泽金融商务区向中心区的方向增加。模型运算出的结果，基

本上同传统的经验判断结果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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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本结论 

基于 Tranus 的北京土地使用与交通整合模型通过对丽泽金融商务区建成前后的分析，我们对

Tranus 的原理和运算流程有了深入的了解，也对 Tranus 的优缺点有了一定程度的体会： 

Tranus 模型在宏观层面上分析城市发展和变化上基本上可靠，比较适合分析和评价城市规划方

案对整个城市的影响，可以作为城市规划工作中分析和评价的工具。因此，对于城市发展速度较快

的发展中国家比较适合，Tranus 可以评价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程度，从而指导城市规划工作。 

然而，Tranus 模型只能作为规划方案的分析和评价工具，却不能对规划年的外部生成量进行预

测，也就是说，模型的外部生成量是必须通过模型以外的手段获得并输入到 Tranus 模型当中。因此，

Tranus 是一个分析评价的工具，而不是一个预测的工具。另外，Tranus 不关注城市个体的变迁和演

变，当城市的建设速度变慢，城市规模基本稳定时，Tranus 则不能对城市个体的流动进行分析和描

述，集计模型与非集计模型的区别也正在于此。 

4. 未来工作展望 

通过丽泽金融商务区的例子虽然对 Tranus 模型的原理和运算流程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北京

Tranus 土地使用与交通互动关系模型仍有许多工作要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模型的进一步调试，使其与未来的发展趋势相一致，从而保证模型的运算精度； 

由于现阶段模型中的部门分类和交通分析小区尚不细致，导致模型的准确度有所影响，因此，

未来需要对模型的经济部门进行细化，使其满足将来规划工作的需要； 

目前模型的数据尚不完善，应积极与相关部门合作，补充和完善基础数据，为后期模型参数的

标定做准备； 

由于 Tranus 具备环境分析模块，因此，远期应逐渐将土地－交通模型扩展为土地－交通－环境

模型，分析土地使用、交通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Tranus 是集计模型的代表，它不能分析城市个体的发展、演变和流动，因此，应在现阶段同步

为建立非集计模型做好数据的搜集和准备工作，为非集计的模型的建立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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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交通出行需求模型改进研究 

董志国 何炳坤 

【摘  要】上海正处于交通机动化和郊区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比如小汽车数量迅猛增长、轨道交

通网络初步形成、郊区新城建设加快进行等。外部环境变化造成交通需求特征的重大改变，给上海

交通出行需求模型带来巨大挑战，需要进行针对性的改进。本次改进将市域城镇交通出行分布、交

通方式选择、轨道出行方式链、综合交通成本等作为改进重点，对人群分组、出行目的分类、交通

方式分层、交通小区等基本框架进行较大范围的调整，重新确定流程结构。改进后的上海交通出行

需求模型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上海社会、经济和交通发展趋势，为城市交通综合类项目研究提供更

加有效可靠地交通需求信息。 

【关键词】出行分布 1；方式选择 2；轨道方式链 3；交通成本 4    

1. 引言 

上海交通出行需求模型是上海综合交通模型体系的核心模型，主要研究交通出行行为特征，如

出行端点、出行方向、交通方式等。它主要用于交通战略、规划、政策以及重大交通工程建设等宏

中观层面交通项目研究。自上世纪 80 年代创建以来，上海交通出行需求模型一直保持动态更新，至

上世纪末已经进行了三次重要改进。但是，随着近年来上海经济、城市和交通的持续快速发展，城

市交通需求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交通项目研究也对模型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给模型带

来重大挑战。因此，只有对模型的功能、结构和技术进行第四次全面改进，才能更好地反映城市交

通需求实际发展情况，才能为交通项目提供更加有效地技术服务。 

2. 上海交通需求发展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 

现阶段上海交通需求发展主要受三方面外部因素地影响：交通机动化、郊区城市化和交通政策。 

2.1 交通机动化对交通需求的重要影响 

本世纪以来，交通机动化呈现多模式、快速化的重要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汽车数量

的迅猛增长，本市注册小汽车数量从 2000 年的 29 万辆增加到 2008 年的 99 万辆，有车家庭比重从

5％提高到 14％，预计 2020 年小汽车数量将增加到 400 万辆；二是轨道交通网络加快形成，全市轨

道交通线路总长从 2000 年的 63 公里增加到 2008 年的 251 公里，线路数从 2000 年的 2 条增加到 2008

年的 9 条，按照建设计划，2012 年线路总长将达到 500 公里，线路数达到 15 条。 

多模式、快速化的交通机动化将导致上海交通需求特征的重大变化。首先，有车家庭的不断增

加将带来全市交通需求整体结构的重大变化，因为有车家庭的交通出行行为与无车家庭相比会有很

大不同。一般情况下，有车家庭在选择交通方式时会优先考虑小汽车方式，即使是其他交通方式也

十分容易到达目的地，而无车家庭只能选择公共交通等其他方式。并且，有车家庭成员会选择更多

的共同出行，比如丈夫开车先送妻子上班，自己再到工作单位，这与无车家庭成员分别前往工作单

位的出行路径有很大不同。此外，根据交通调查，有车族平均每天的出行次数明显多于无车者。 

其次，快速、大容量的轨道交通将成为上海城市交通的主导模式，从而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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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和交通行为。人们会选择搬到离市中心更远，但是有轨道站点服务的地区居住，出行空间范围

大大扩大。在午休时间或下班后，人们会通过轨道交通快速到达较远的地方进行活动，比如会见朋

友、购物等，人们的出行次数会有所增加。同时，尽管轨道交通在城市交通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优势，

但是由于线路较少，因此它需要与其他交通方式互补来扩大轨道交通的服务覆盖范围。比如距离轨

道站点较远地区的人们可以通过地面公交、小汽车、自行车等方式来换乘轨道交通，因此，以轨道

交通为主体、多种其他交通方式辅助的出行方式链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城市交通模式，这与传统的交

通模式具有很大不同，不仅表现在交通方式上，还表现在出行路径等诸多方面。 

2.2 郊区城市化对交通需求的重要影响 

郊区是今后上海城市建设的重点。根据规划，上海市域将形成“1966”城镇体系，“1”是代表

中心城，“9”是代表郊区新城，松江、嘉定、临港等主要新城的人口将接近百万规模，同时，郊区

还将现有比较分散的乡镇、村落整合为新市镇和中心村。预计郊区人口还将增长 1/3～1/2，其中新

城人口将增长 1.5 倍。同时，中心城区将进一步向郊区扩展，外环线附近的大部分区域将与外环线

内连为一体，预计未来中心城区的土地面积将扩大 1 倍。 

郊区城市化将带来全市交通需求特征的重大变化。首先，郊区用地布局从分散向集中转变，人

口和岗位集中后，人们出行的交通方式和目的地与当前相比将有极大不同；其次，交通需求的空间

分布结构将由中心城区为主的单一层次向区域多层化转变，不仅有中心城与新城、新市镇之间的向

心交通出行，还有新城、新市镇之间的郊区城镇内部出行；第三，随着轨道交通网络向郊区延伸，

更多的人将选择居住在郊区、工作在中心城区的生活模式，郊区的轨道交通沿线将形成交通走廊，

中心城的通勤交通范围扩展到整个市域，其中外环线之外的近郊区将成为通勤人口的主要居住区，

进出中心城区的交通流量与现状相比将有大幅度增加。 

2.3 交通政策对交通需求的重要影响 

随着上海城市交通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交通建设的重点将逐渐从设施建设转向运行管理，通过

管理来合理地分配交通资源，调控交通需求，使城市交通有序运行。其中，调控交通需求将是交通

运行管理的核心内容。通过公交优惠票价、道路拥挤收费、停车收费等交通政策来实施。 

交通政策对交通需求特征有着直接影响。以道路拥挤收费政策为例，在道路交通拥堵的市中心

地区征收小汽车通行费用，提高小汽车使用成本，将迫使一部分原先使用小汽车的人改用公共交通

方式出行，从而减少道路的小汽车流量，缓解道路交通压力，这将使交通需求的方式结构发生改变；

但是，同时也会迫使一部分人改变目的地，比如减少到市中心购物、休憩的次数，而驾驶小汽车前

往其他地区，甚至从长远来看，会导致一些企业由于商务成本提高而搬离市中心地区，从而对城市

交通需求的空间结构产生重要影响。 

3. 上海交通出行需求模型的功能技术改进重点 

为更好地反映交通需求发展趋势，满足交通政策等项目研究的新要求，将重点改进市域交通出

行分布、交通方式选择、轨道出行方式链、交通出行成本等上海交通出行需求模型功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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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市域交通出行分布功能技术 

小汽车逐步普及和轨道交通成网，使人们从出发地到目的地不再是单一的交通方式，而是可以

选择多种交通方式，因此市域交通出行分布重力模型的改进重点之一是交通阻抗，它不再是过去单

一的交通方式阻抗，而是多种交通方式综合阻抗的加权平均值，包括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租车、

小汽车、自行车和助动车等。这些交通方式的权重通过交通方式比重来确定，各种交通方式阻抗的

计算方法参加 2.4 节。 

另一个改进重点是如何有效反映市域交通出行空间结构特性。市域交通出行的空间结构包括两

个层次，第一层为中心城、新城、新市镇相互之间的城际交通出行，第二层为中心城、新城、新市

镇各自内部的市区交通出行。既有模型偏重于中心城区交通出行分布研究，本次改进将通过在重力

模型中设立 k 系数，来专门反映市域交通出行分布的双层结构特性。 

市域交通出行分布重力模型公式如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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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ij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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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到小区的出行量；

小区的出行产生量；

小区的出行吸引量；

imp:小区之间的综合交通阻抗＝ p(a OVT+a cost),i为交通方式、

p 为该方式的权重、IVT为车内时间、OVT为车外时间、cost为费用；

k ：交通地带不均衡系数；

（ ） 小区到小区的摩阻系数＝  b cimpa imp e 。
 

3.2 交通方式选择分析功能技术 

目前上海城市交通进入多种交通方式并存时期，既有步行、自行车等慢行交通方式，也有出租

车、公交车、摩托车等常规机动化方式，还有轨道交通、磁悬浮等先进公交方式。这些交通方式适

应了不同人群、不同目的的出行需要，在交通方式结构中都占有一定比重。例如，2007 年上海市出

行方式比重为轨道交通 3.6％、地面公交 13.4％、出租车 6.2％、客车 15.6％、摩托车 4.5％、自行车

及助动车 27.8％、步行 28.9％。各种交通方式之间既具有一定竞争性，同时也存在一定互补性。既

有模型的交通方式研究功能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交通特征，小汽车数量很少，人们出行主要

依靠公交车和自行车，交通方式选择分析功能技术相对简单。因此，本次模型改进的重点之一，就

是要能够综合考虑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租车、小汽车、摩托车、非机动车（助动车和自行车）

等交通方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要能够分析出行者的社会经济背景、出行目的与交通方式选择的内在

联系，要能够反映出行时间、交通费用等交通出行成本对交通方式选择的敏感性。 

本次改进将采用 nested 模型技术，通过对各类交通方式的系统网络结构、运营状况、交通需求

等特征进行比较，将交通方式分为四层。第一层是步行方式层，本层将步行方式与其他方式分离，

主要考虑步行方式与其他交通方式之间的竞争关系较弱。步行方式一般属于短距离出行，它的比重

高低与用地有密切关系，用地强度越高、居住工作混合度越高的地方，步行比重也越高；第二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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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方式层，本层将步行方式分离后的其他交通方式，按照公交、个体机动、出租车和非机动车划分

为四种主要交通方式。其中公交主方式包括轨道交通和公交车，个体机动方式包括客车和摩托车。

这四种主方式既存在较大差异，又有较强竞争性；第三层是子方式层，本层是将公交主方式再划分

为轨道交通和公交车两种子方式，将个体机动主方式划分为客车和摩托车两种子方式。其中公交主

方式划分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轨道交通与公交车在网络结构、运营组织上存在很大不同，将轨道交

通与公交车进行划分将能够提高模型在公共交通客流预测方面的可靠性；第四层是轨道接驳方式层。 

 

图 1 交通方式分层结构图 

除上层步行方式外，其他三层采用 nested-logit 模型技术。Logit 技术依据个人选择行为理论，考

虑交通方式的效用对选择概率的影响，效用越高，则该方式选择概率越大。交通方式的效用用于反

映该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比如出行时耗、费用等，也包括人们的喜好。不同人群、不同出行目的

的交通方式效用是不同的，比如对于通勤出行，人们会更多地关注交通方式的准时性和快速性，因

此轨道交通等交通方式会比较高；而对于休闲娱乐出行，人们会更多考虑交通方式的舒适性，此时

小汽车方式的效用会比较高。 

交通方式分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反映上海当前交通方式的复杂情况，较为准确地

把握各类交通方式之间的竞争关系，包括人们社会经济特性、交通系统网络和运营组织、出行费用

和时间等各种因素对人们选择交通方式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是在流量分配环节难以全面考虑的。 

3.3 轨道出行方式链分析功能技术 

轨道出行方式链分析功能技术是交通方式选择结构的第四层。其他三层注重考虑各种交通方式

之间的竞争关系，而该层着重考虑地面公交、小汽车、自行车等其他方式如何与轨道交通配合，形

成以轨道交通为主，多种交通方式辅助的轨道出行方式链。随着上海轨道交通基本网络的加快形成，

轨道出行方式链将逐渐成为城市交通的主导模式。因此，该项功能技术是本次模型的重点攻关内容。 

轨道出行方式链分析功能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出行者采用何种其他交通方式、选择哪一个轨道

站点进入轨道交通系统，然后又是选择哪一个轨道站点离开、并又换乘何种其他方式到达最终目的

地。该项功能技术将可深入研究轨道交通客流特性，提高轨道客流预测的可靠性，并可用于停车换

乘、轨道接驳公交线路设置等项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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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的辅助交通方式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从出发地到轨道站点上客之间的交通方式，另

一部分是从轨道站点下客到目的地之间的交通方式。接驳方式主要包括步行、非机动车、出租车、

公交车和小汽车。 

 

如图 2-2，出行者要从出发小区到到达小区。该出行者有若干个轨道站点可供选择，其中站点 2

距离出发小区最近，站点 1 有停车场，站点 3 有公交线路经过。如果采用步行或非机动车方式，则

到达轨道站点 2 的路程最短；如果采用公交车，则到达站点 3 乘坐轨道交通；如果采用“P＋R”方

式，则到达站点 1 乘坐轨道交通。 

轨道出行方式链分析功能也采用 logit 模型技术。效用函数由接驳方式效用和轨道方式效用两部

分构成。 

3.4 交通出行成本分析功能 

交通出行成本分析功能是出行分布、交通方式选择等其他功能技术中交通阻抗、效用的研究基

础。交通成本包括出行时间和交通费用等。交通成本对出行者的出行目的地、交通方式有着重要影

响，并且也是反映城市用地交通可达性的重要指标之一。 

本次改进重点是对既有模型的交通成本构成进行细化研究。在出行时间方面，既有模型主要考

虑车内时间，本次改进增加了步行时间、等待时间和两端停放车时间等车外时间。在交通费用方面，

既有模型主要考虑公交票价和道路通行费，本次改进增加了汽油费、小汽车维护费（折旧费、税费

和保险费等）、停车费等。此外，针对不同交通方式的特征，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的交通成本还增

加了换乘次数。交通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

:

:

GC a IVT b OVT

GC

IVT

OVT

   ＋ ＋c CST

某种交通方式的广义成本；

某种交通方式的车内时间；

某种交通方式的车外时间；

CST:某种交通方式的运行费用；

a、b、c：标定系数。  

出发

小区 

到达

小区 

小汽车 

P 

步行 

非机动车 

公交车 
轨道交通 

图 2 轨道交通换乘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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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交通出行需求模型的框架结构改进 

4.1 建模方法 

目前交通模型基本理论主要有两种：trip_base 和 activity_base。Trip_base 理论当前技术最成熟、

应用最广泛。该理论来源于微观经济学，将一个人一次出行做为决策单元，决策规则是个人出行利

益最大化。Activity_base 理论来源于社会行为学，将一个人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活动作为研究对象，

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人的活动特性会有很大不同。 

两种理论在技术方法上的不同之处在于，如果一个人一天有多次出行，trip-base 将这些出行分

别进行研究，而并不考虑多次出行之间是否有联系。activity_base 则将这些出行统一进行研究，多次

出行之间在出行目的、交通方式等特征上存在必然联系。 

尽管 activity_base 在建模思想上比 trip_base 更符合真实世界状况，但是，目前它还处于前期研

发阶段，国际上得到应用的城市案例还很少，在技术方法、专业软件等方面还不成熟。上海交通模

型属于应用型模型，主要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需要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因此，本次改进仍然采用

trip_base。今后会考虑在适当时机开展基于 activity_base 的模型技术研究。 

4.2 人群分组 

社会经济发展使人们的社会经济特性差异不断增大，带来交通行为的差异性。因此，本次模型

框架改进首先需要考虑人群分组类别。人群分组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按照收入分组。因为收入高

人群在选择交通方式时倾向于考虑便捷性、舒适性，而收入低人群倾向于考虑交通费用。但是，目

前上海包括国内许多城市都难以得到确切的个人实际收入资料，因此尽管收入分组在理论上是比较

好的方法，但是目前实际当中难以实行。 

二是按照小汽车拥有分组。即使是收入相同的人，是否拥有小汽车也会对他们的交通行为也有

很大不同，有车家庭会优先考虑小汽车方式，会有更多的出行次数，出行距离也会比无车家庭更长。

而且使用小汽车分组，还能够更有效预测未来小汽车数量进一步增长后对交通需求的影响。因此，

本次人群分组主要采用小汽车。需要注意地是拥有小汽车不是指个人，而是指整个家庭。这是因为

整个家庭成员的交通行为都会与小汽车有较大关系。比如，父亲开车送小孩到学校，然后再开车去

上班，尽管小孩没有开车，但也使用了小汽车。 

此外，还采用年龄结构对人群进行分组，划分为 20 岁以下、20 至 60 岁、60 岁以上三类。主要

考虑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出行具有较大差异。比如，20 岁以下的人们绝大部分属于学生，日常出行主

要与上学相关。20 至 60 岁的人们大部分都有工作，社会活动较多，是影响城市交通的主要人群。

60 岁以上的人们绝大部分已经退休，日常出行多以休闲娱乐为主。 

4.3 出行目的分类 

出行目的类别仍然保持既有模型的 7 种分类，包括基于家上班、基于家上学、基于家业务、基

于家购物、基于家其他、非基于家业务、非基于家其他等。前五种是基于家出行，即出行的一个端

点是家。后两种为非基于家出行，即出行任何一个端点都与家无关。 

基于家上班出行，是指出行的一个端点是家，另一个端点是工作场所，包括从家到工作场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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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出行和从工作场所返回家的下班出行。基于家上班出行在整个交通需求中占的比重最大，并且

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对城市交通的影响也最大。因此该目的出行是模型研究最为重要的目的。 

基于家上学出行，是指出行的一个端点是家，另一个端点是学校，包括从家到学校的上学出行

和从学校返回家的放学出行。该目的出行的人群一般是学生。学校教职员工另外属于基于家上班出

行。 

基于家业务、基于家购物、基于家其他等三种目的出行，是指出行一个端点是家，另外一个端

点分别是业务联系场所（非本人工作场所）、购物场所（商场等）、其他场所等。 

非基于家业务出行是指从事业务往来、任何一个端点均与家无关的出行。基于家其他出行是指

非业务目的、非基于家的出行。 

4.4 出行时段划分 

既有模型偏重于中长期交通需求预测研究，因此出行时段以全天和白天为主。本次模型改进考

虑近期交通设施建设和现状交通管理的研究要求，将着重开发早晚高峰两个时段的交通需求特征，

建立时段划分函数，从而能够更深入地反映交通需求在空间、方向和时间上的不均衡性。全天将划

分为四个时段：早高峰（6：00～8：59）、平峰（9：00～15：59）、晚高峰（16：00～18：59）和

夜间（19：00～5：59）。 

4.5 交通小区划分 

目前全市交通小区为 1059 个，其中一般小区 997 个，特殊点小区 62 个（市境公路道口、对外

交通枢纽等）。中心城约 660 个交通小区，平均每个小区土地面积约 1 平方公里。郊区约 340 个小

区，平均每个小区土地面积 17 平方公里。 

按照宏中观层面交通决策技术支持的深度要求，目前外环内交通小区数量基本能够满足研究需

要，但是在中外环之间的部分地区的交通小区还需进一步细分，外环内交通小区数量应达到 800 个

左右。目前外环外交通小区范围显然过大，难以适应郊区城市化发展趋势，需要进行细化。根据郊

区“1966”城镇体系规划的城市化范围，并考虑市域轨道沿线站点周边区域的高强度开发可能性，

外环外交通小区数量应在 2000 个左右比较合适。此外，公路市境道口、交通枢纽、货运码头和轨道

站点等将作为特殊点小区。全市交通小区总数大约为 4000 个左右。 

4.6 公共交通网络分层 

既有模型的交通网络包括公共交通网络和道路交通网络两大类。公共交通网络为单层网络，包

括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两种子方式，道路交通网络分为七层网络，分别为小客车、大客车、出租

车、摩托车、小货车、大货车和自行车等七种车辆子系统网络。 

本次模型改进按照交通方式选择、轨道出行方式链分析功能的要求，将对公共交通网络进行分

层，首先将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分为两层，其次再将轨道交通网络按照接驳子方式分为步行＋轨道、

自行车＋轨道、地面公交＋轨道、机动车（出租车、客车、摩托车）＋轨道等四个子层，从而能够

系统深入地研究不同接驳方式的轨道客流出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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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模型流程结构 

模型流程结构仍然采用“四阶段”流程结构，并按照功能框架要求增加了一些子模块，主要模

块包括出行生成、步行预划分、出行分布、方式划分、轨道换乘、流量分配模型等。如图所示。 

 

图 3 交通出行需求模型流程结构图 

人群分组模块是模型的输入模块，将人群按照小汽车拥有情况和年龄结构进行分组。小汽车拥

有情况包括有车和无车两种类型，如果一个家庭拥有一部以上小汽车，则认为该家庭所有成员都属

于有车类型。年龄结构包括 6～19 岁、20～60 岁和 60 岁以上三种。 

出行生成模型主要研究出行产生、吸引两个端点的出行量。包括出行产生和出行吸引两个模型。

出行产生模型采用交叉分类法，研究各组人群不同出行目的的出行产生率。出行目的包括基于家上

班、基于家上学、基于家业务、基于家购物、基于家其他、非基于家工作和非基于家其他等 7 类。

出行吸引模型采用回归分析法，研究不同出行目的的出行吸引量。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958 

步行预划分模型主要研究不同出行目的的两个端点的步行方式比重。既有模型一般采用趋势外

推及经验判断等方法，本次采用 logitstic 方法，能够有效考虑某一用地的居住与工作混合程度对步

行方式的影响，一般来说，居住与工作的混合程度越高，步行方式比重就越高。 

出行分布模型输入扣除步行方式的其他方式出行产生和吸引端点，建立两个端点之间的空间关

系，得到不同小汽车拥有情况、出行目的的出行分布特征。本次仍然采用重力模型技术。但是重点

采用交通成本分析技术对综合交通阻抗进行了改进。 

方式选择模型用于实现交通方式选择分析功能。它输入扣除步行方式的其他方式合计出行分布

表，并运用 nested-logit 技术，计算不同小汽车拥有情况、不同出行目的、每一次出行的交通方式结

构，包括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租车、个体机动、非机动车等，从而得到各种方式的出行分布表。 

轨道换乘模型用于实现轨道出行方式链分析功能。它输入轨道主方式出行分布表，计算步行、

地面公交、出租车、社会客车和非机动车等轨道上客、下客辅助方式比重和相应出行分布表，并得

到轨道站间出行分布表。 

流量分配模型用于实现轨道交通线网、地面公交线网和道路网的流量分配。轨道交通采用多层

分配，将拆分为各种辅助方式的轨道出行分布表依次在轨道线网上进行分配，并将客流进行叠加。

道路交通采用 multi-class assignment 技术，将小客车、大客车、出租车、摩托车、小货车、大货车的

出行分布表在道路网上同时进行分配。 

5. 结语 

上海交通出行需求模型本次改进，在基础资料方面进行了充分准备。不仅拥有上海第四次综合

交通调查常规资料，还积极利用道路线圈、交通卡、轨道闸机、高速公路收费站、GPS 等动态基础

数据。上海交通出行需求模型作为上海综合交通模型体系的核心模型，改进后不仅能够更好地反映

上海交通需求发展趋势，满足交通决策技术支持的新要求，还能够引领其他交通模型的共同提高，

全面提升上海综合交通模型体系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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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应新要求下的“大广州交通模型系统” 

张福勇 马小毅 金安 

【摘  要】本文系统的介绍了《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后新形势下的“大广州交

通模型系统”。阐述了大广州模型系统的区域层次体系、应用结构体系和主要技术方法特点，并提出

了对系统的展望。该系统适应了区域一体化等要求，综合了多种运输方式和其他应用，建立滚动更

新机制，是新形势下不断创新探索的成果。 

【关键字】大广州交通模型  区域交通 城市交通  Master 交通网络系统 

1. 背景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广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

“广州市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优势，增强高端要素集聚、科技创新、文化引领和综合服务功能，

进一步优化功能分区和产业布局，建成珠江三角洲地区一小时城市圈的核心。优先发展高端服务业，

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增强文化软实力，提

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和区域文化教育中心的地位，提高辐射带

动能力。强化广州佛山同城效应，携领珠江三角洲地区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联系紧密的城市

群。将广州建设成为广东宜居城乡的“首善之区”，建成面向世界、服务全国的国际大都市”。“核

心”、“携领”、“辐射”、“现代”、“国际”等要求需要以更广的视角、创新的思维、先进的

方法、精细的研究进行大广州的交通规划决策，在此新形势下，交通规划决策面临着新的要求： 

《纲要》的“建设开放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要求站在更高的角度，以开放、科学、综合、

系统的思想进行规划决策。 

《纲要》的“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充分考虑城乡的差异化和一体化特点。 

《纲要》的“区域协调发展”要求突破行政的界线，把视角放到更大的区域上进行规划决策。 

《纲要》的“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要求交通决策过程中充分论证对资源环境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新形势下交通规划科学决策的定量支持，广州在建立适应新要求的交通模型

系统方面进行了探索，初步建立了“大广州交通模型系统”。 

2. 模型区域层次体系 

大广州交通模型系统适应了跨行政区的一体化交通研究的需要，将原有市域模型向周边城市扩

展，形成了四个模型区域层次体系：珠江三角洲、广州及周边城市、广州市区、市内片区。四个层

次适应不同的研究层次，向上广度逐渐加大，细度逐渐减小；向下细度逐渐增加，广度逐渐降低。

同时四个层次又互相关联，上层次控制下层次的区域性属性，下层次反馈小区域内部属性。四层次

的模型区域体系反映了从宏观到微观的规划决策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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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四层次模型区域体系 

2.1 珠三角层次 

珠三角层次模型主要服务于面向整个珠三角区域的交通规划决策，如珠三角区域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等。该层次将珠三角区域划分为 10 个交通大区（珠三角九个城市加清远市），197 个交通小区，

其中内部交通小区 184 个，外部出入口交通小区 13 个，覆盖面积约 4.2 万平方公里。广州区域交通

分区以规划单元为基础，外围城市以区镇为基础，平均每个交通小区约 130 平方公里。 

2.2 广州及周边城市层次 

该层次主要服务于广州与周边主要城市相关的交通规划，如广佛一体化交通网络规划、广州与

周边城市交通衔接规划等。该层次包含广州、佛山、东莞三个城市，覆盖面积 1.3 万平方公里，共

划分交通小区 1788 个，交通小区面积由广州中心区向外逐渐增加，平均每个约 7.2 平方公里。 

表 1  广州及周边城市模型层次交通分区情况 

城市 地区 交通小区数 面积（km
2
） 

广州  

市区 1438 3843.43  

从化 8 1974.5  

增城 9 1616.47  

小计 1455 7434.4  

东莞 31 2465  

佛山 262 3868  

外围 40 -  

总计 1788 13767.4  

2.3 广州市区层次 

广州市区层次模型主要面向广州市域的交通规划决策项目，包含了广州十个行政区，共划分了

1438 个交通小区。为了能与广州周边城市层次有较好的衔接，广州市区层次的分区系统与上层次广

州范围相同。 

2.4 市内片区层次 

本层次主要服务于市内片区交通规划决策，如番禺、花都片区交通规划等。本层次模型是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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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市区模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交通分区细化的。 

3. 模型应用结构体系 

大广州交通模型应用结构体系是从数据收集、处理、模型开发、维护，到项目应用与反馈的一

套过程体系，可以概括为四个部分：交通调查与收集系统、基础数据库和处理系统、交通模型分析

系统、应用反馈系统。 

交通调查与收集系统

基础数据库和
处理系统

交通模型分析系统

居民出行调查

策划与方案编制

调查组织和宣传

调查实施与监督

数据编码与录入

交通运作调查

核查线调查

交通节点调查

车速调查

交通设施收集与调查

道路网络

公交网络

其他设施

社会经济等其他数据

人口就业

相关经济指标

居民出行调查数据
与分析库

交通运作数据库

交通设施数据库
（Master网络系统）

社会经济数据库

土地利用数据库
（Landuse）

现状交通分析系统

规划交通分析系统

应用与反馈

数据分析

数据扩样

数据校核

GIS点位系统

交通流量数据

其他交通运作数据

人口就业数据库

其他社会经济数据

现状土地利用

规划土地利用

Master交通网络系统

其他设施系统

现状交通需求更新系统

现状交通运作评估系统

规划交通需求系统

规划交通运作评估系统

 

图 2  大广州交通模型应用结构体系 

3.1 交通调查与收集系统 

该系统是收集交通系统信息的方法手段，主要包含居民出行调查、交通运作调查、交通设施收

集与调查、社会经济等其他数据调查与收集等。目前广州已经形成了以交通年报数据调查和收集为

基础，其他项目调查为辅助的交通调查与收集机制，为每年滚动更新现状交通模型提供了支持。 

3.2 基础数据库和处理系统 

基础数据库和处理系统是交通模型系统的存储器和转换站，该部分将调查系统得到的数据存储

到基于 GIS 的数据库中，并内置一些数据转换和分析工具，可以将数据转换为下层次模型分析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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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格式。大广州模型系统中已经建立了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HIS）、人口就业数据库（PES）、

土地利用数据库（Landuse）、交通流量数据库（Traffic count）、车速数据库（Speed）和交通设施

数据库六个基础数据库，并通过交通分析区和道路 AB 节点信息将这些数据库关联起来，可以方便

的应用到模型分析系统中。 

3.3 交通模型分析系统 

交通模型分析系统是交通模型系统分析处理器。其应用交通模型方法模拟现状和规划的交通状

况，并根据不同的需要分析评估交通运作状况。目前广州已经建立了以 CUBE 交通软件为平台的多

模式综合交通分析模型，最新的版本为 GUTS4。该系统包含了基于土地利用的人口就业预测模块、

收入和机动车预测模块、四阶段模块、公交子模式划分模模块、基于车速的环境评估模块等 14 个部

分。 

3.4 应用系统 

应用系统是针对各类项目的不同特点而总结的模型系统的应用方法和流程，是模型系统真正深

入到各类项目应用，发挥支持决策作用所必须的。从宏观的超大区域到市内片区，都可以直接应用

模型系统进行研究；对于中微观项目应用，系统采用了 Subarea 技术（子区域分隔技术）和 Selectlink

技术生成中微观项目区域的交通需求和基本交通网络设施，然后通过模型细化技术进行中微观建模。

宏、中、微观应用时对交通网络设施、交通需求等的修正再反馈到系统中，以不断完善系统。 

模型系统

宏观应用

Subarea技术和Selectlink技术

中观应用 微观应用

应用反馈机制

 

图 3 广州交通模型系统应用机制概念框架 

4. 技术方法特点 

 大广州交通模型系统是多系统共同构建的，适应了大区域交通规划的要求，综合了各类交

通运输方式和横向需求，建立了科学精细的数据基础，形成了滚动更新的应用机制，以下针对这些

方面的几个技术特点进行简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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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适应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对交通规划要求 

4.1.1  建立了“区域模型”和“城市模型”联动的大区域模型方法 

《纲要》“区域协调发展”和“一体化发展”要求交通决策中能够把视野放到大区域的角度，

要求能够看到区域与城市的发展关系。适应此要求，“大广州交通模型系统”考虑了区域层次研究

的内容和城市层次的不同，大区域层次采用类似出行行为分析的需求分析方法，包含四个步骤：出

行频率、目的地选择、交通方式选择和交通分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交通方式选择模型又可分为

主方式选择模型和接驳方式选择。区域模型的方式矩阵与由四阶段方法得到城市模型方式矩阵组合

进行交通分配。 

出行生成
Trip Generation

出行分布
Trip Distribution

出行方式选择
Mode Choice

出行频率
Trip Frequency

目的地选择
Destination Choice

出行方式选择
Mode Choice

交通分配
Trip Assignment

城市模型
Urban Models

区域模型
Interregional Models

 

图 4 区域模型与城市模型联动的方法流程 

4.1.2  适应城乡一体化的要求，建立了单独的农村人口交通模块 

“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充分考虑城乡差异化，交通决策上就要充分考虑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在

交通需求方面的不同。处于城市化边缘的农村地区的交通出行有独特的特点，如内部出行集中、潮

汐出行等，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大，这些地区的农村人口正在快速向城市人口转变，出行特征也在

变化，这些都是在交通分析时需要考虑的。大广州交通模型系统中，将农村人口作为特殊出行人口

进行研究，同时以农村城市化速度作为指标考虑了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移。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965 

农村人口出行调查

零售业就业岗位

出行率计算 农村户籍人口/出租屋人口

出行生成

大区域分布
行政区内比例

全日矩阵

时间段分布

方式划分

出行分布

小区内比例

经济普查

AjFFZ

AjFF
PiTij 

相应调整吸引的比例

农村人口模型 城市化速度

 

图 5 农村人口交通需求分析流程 

4.2 综合了各类运输和横向需求 

4.2.1  综合了各类交通运输方式，能够满足建设开放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要求 

 《纲要》提出“建设开放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要求，这就需要综合系统的考虑区

域的、城市的各类交通运输方式。大广州交通模型系统综合了城市交通和区域交通两类方式集合，

并将各类方式通过交通网络有机的衔接起来。 

私人交通 公共交通

P&R

高速铁路 大铁 城际铁路 城市轨道 公路班车

K&R 出租 公交 步行

机动交通 非机动交通

个体机动交通

自行
车

公共交通

小汽
车

公交
车

摩托
车

地铁 步行
自行
车

城市交通方式

区域交通方式

交
通
方
式
集出租

 

图 6  综合交通方式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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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综合了交通环境评估功能，适应了环境保护方面的分析要求 

 《纲要》明确提出“加强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要求，适应这种要求大广州交通模型系

统借鉴了欧洲汽车环保排放标准初步建立了应用模型车速计算结果估算道路交通 CO、PM、NOx 等

的排放量，从而评估道路交通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同时，又建立了道路交通车辆油耗的估算模块，

从能源节约的交通评估交通规划的效果。 

4.3 建立了科学精细的数据基础 

4.3.1  建立了科学精细的 Master 交通网络 

科学精细的数据是交通模型能够发挥作用的基础。大广州交通模型系统采用先进的 Master 交通

网络管理方法，即将现状、未来各年份的网络放在一张网络中进行管理，应用网络的属性标注网络

所属年份，在系统分析应用时再根据需要提取某一年份的网络。该方法解决了交通模型分析时不同

年份要建立不同网络的麻烦；各年份在同一张网络内，能够一目了然的管理；各年份使用相同的代

码，方便分析结果的比较。目前广州及周边模型层次的 Master 网络包含了 112369 条路段（分方向

计算）、41727 个节点、1788 个交通小区；700 多条公交线网、20 多条地铁网络、7 条城际轨道线

路；能够反应匝道的立交系统和上百个信号交叉口信息。 

4.3.2  精细的人口和矩阵分类 

大广州交通模型系统将人口划分为 2 大类，将需求矩阵按照车辆拥有情况划分为 3 类、按照出

行目的划分为 5 类、按照出行方式划分为 6 类、按照出行时段划分为 4 类，总共有 720 个矩阵。精

细的划分能够较好的满足不同性质人群的不同出行特征，使模型结果更加精确。 

4.4 滚动更新的应用机制 

大广州交通模型的分析系统包含了现状交通需求分析，现状交通评估、规划交通需求分析、规

划交通评估四个主要功能。其中的每年滚动更新的现状交通需求模型系统是该系统的一个主要特点。

广州交通年报和交通运作报告要求每年为市领导提供现状交通运作的分析，这就需要建立滚动更新

的现状交通需求模型系统。 

广州滚动更新的现状交通需求模型系统由交通矩阵“反推系统”和需求矩阵“正推系统”两部

分构成。矩阵“反推系统”应用 CUBE 的分层流量反推技术推算各类交通方式的矩阵，“正推系统”

首先将人口、就业、车辆拥有等信息更新然后应用四阶段预测技术推算现状交通需求，两个系统得

到的结果相互校验，最后得出现状交通需求矩阵。 

5. 展望 

随着国内城市的不断重视，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交通模型系统大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大广州

交通模型系统将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探索和更新： 

继续开展超大尺度模型的探索 

《纲要》加速了区域一体化的步伐，然而许多交通规划、交通决策研究还较大的受行政界线的

限制。广州虽然已经建立了珠三角区域层次的交通模型，但是还不足够：超大区域的交通出行规律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967 

与城市内部出行有较大不同，但由于行政限制导致数据缺乏，我们尚不能完全考虑这些不同，希望

今后能够不断完善发展。 

进一步加强中—微观模型的研究 

《纲要》的宏伟目标要求细致精细的研究，中—微观模型研究是将交通模型细致到道路设计和

方案研究的手段，广州在宏观模型面向中微观应用方面已经形成了基础的应用方法体系，今后在中

微观建模方面将进一步加强研究。 

进一步加强新技术的应用 

《纲要》提出的开发、现代、综合运输体系是不断创新、科学先进的体系，需要不断引进先进

的新技术，支持决策的交通模型方面更应如此。GIS 技术的应用给我们带来很多方便，是新技术应

用的典范。GPS 和各种交通监控、调查技术不断涌现，希望今后能够将这些新技术结合到模型系统

中，增强系统的能力。 

进一步加强应用反馈机制 

系统始终是面向应用的，而各种应用也可以不断修正系统，因此加强应用反馈，是系统不断完

善的良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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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多模式交通分配非法路径的有效处理方法 

张天然 

【摘  要】在实际的交通网络分配模型中，形心连接线改变了网络的拓扑结构，从而容易形成非法

路径。本文定义了多模式交通分配中的两类非法路径，研究了现有交通规划软件不能解决的第二类

非法路径的有效处理方法。在基于双端队列的最短路径算法基础上，给出了两类非法路径处理的算

法，并在实际的大规模交通网络中分别对机动车交通分配和多模式交通分配模型进行了测试。结果

表明算法十分有效，所提出的算法弥补了现有商业软件存在的算法缺陷。 

【关键词】多模式交通分配；最短路径算法；非法路径 

1. 引言 

    实际的交通网络通过交通模型抽象化后，一般将交通小区的形心作为出行的起讫点，并通

过虚拟的形心连接线和周边路网或车站连接起来。形心连接线除了增加最短路径算法的计算量外，

还改变了实际交通网络的拓扑结构。因此，避免形心连接线在交通模型中对实际交通网络的车流量

和客流量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对由形心连接线造成的非法路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最短

路算法的改进对非法路径问题进行有效的处理，所提出的算法在传统交通分配（车流分配）和多模

式交通分配（车流、客流同时分配）模型中进行了应用，研究弥补了既有交通规划商业软件存在的

缺点。 

2. 多模式交通分配中非法路径的定义 

在传统交通分配中，为了避免形心连接线对交通网络拓扑的影响，其旅行时间一般设置为较小

的值，而通行能力设置得很大，以避免出行时间受到形心连接线的影响。除此以外，形心连接线的

设置还造成了两种非法的路径： 

第一类：交通流穿越小区形心的路径，如图 1。这类路径是指交通小区有多个形心连接线时，

由于形心连接线设置的时间较小，图中小区 A 到 C 的交通流可能通过形心 B 的两条形心连接线走近

路，导致交通流量在实际路网上消失。这类非法路径，只要对最短路径算法稍加修改就可以避免，

目前流行的交通规划软件如 TransCAD、VISUM、EMME3 和 Cube 等都可以实现这一功能，其实现

方法在此不作详细介绍。 

第二类：相邻起讫对(OD 对)直接由 2 条形心连接线连接，形成形心连接线虚拟路径，如图 1。

这类路径同样会造成交通流量在真实路网上消失。这是目前一些交通规划软件不能避免的问题。笔

者对上述各种商业软件进行试验，这样的路径仍然有交通量加载，从而减少了实际路网的部分交通

量。当然，在手动设置形心连接线时，应尽量避免这种连接情况的发生。但对大型网络而言，一般

形心连接线均为自动生成，如果路网不够密集，或者由于精度的需要将交通小区划得很小，产生这

样的路径是不可避免的。在多模式交通网络中，假如形心连接线连接了轨道交通车站，由于所有起

讫点的最短路径搜索必须包括形心连接线和轨道路段，则由小区 B 到 C 的出行很有可能部分被误认

为轨道交通方式出行，在 B 到 C 的方式分担中造成了轨道交通分担的假象。但实际上这个最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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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包含轨道路段，而是由两条形心连接线直接组成的。在传统的交通分配中，如果这个问题被忽

视，造成的后果只是相邻小区的车流量没有出现在实际路网上。而在多模式交通网络中，这个问题

就更加凸现出来，特别是在方式划分和交通分配组合模型中，各种交通方式的最短路径成本直接影

响到方式分担和出行者路径的选择。以下着重讨论第二类非法路径的处理方法，如无特别说明下文

的非法路径指的是第二类。 

 

图 1 多模式交通分配中的两类非法路径 

多模式交通网络中第二类非法路径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 

情形一：一种交通方式存在第二类非法路径，但存在其他方式的合理路径衔接这个 OD 对。最

短路径无法通过条件的设置或者简单的修改达到避免此类路径的目的。一种解决办法是：将形心连

接线的成本设成一个很大的值，计算每种交通方式的最短路径成本后，对一般的 OD 对，将最短路

径成本减去形心连接线的值作为方式分担的要素（避免形心连接线成为方式分担的主要变量），而

出行情形一的 OD 对，最短路径为无穷大。 

这种方法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忽视了不同交通方式的上车、上路的额外时间。如步行到公交车

站以及等车时间，与小汽车的开车时间的差别都是通过形心连接线表示的，对一般的 OD 对而言，

消除形心连接线的需要时间和费用就无法到达这一目的。二是假如某个 OD 对存在这样的交通方式

非法路径，但该交通方式有多个形心连接线连接这个 OD 对并存在合理路径，那么这个合理路径将

不会是最短路径，用最短路径算法将无法找到。 

情形二：一种交通方式存在第二类非法路径，但不存在其他方式的路径衔接这个 OD 对。这个

OD 对没有其他路径连接，若还是按照情形一的处理方法，那么所有交通方式的最短路径成本都很

大，计算方式分担会近似平均分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出行这种特殊情况，笔者给定以下规

则：将该交通方式的路径成本不设无穷大值，按照正常计算，那么在方式分担计算中，该 OD 对的

出行将完全使用该交通方式。 

距离很近的相邻小区，非机动车或步行出行的比重较大，但这里假设 OD 需求量属于机动化出

行，不考虑步行、非机动车出行。如果确实存在相邻 OD 之间的机动化出行需求，且没有其他实际

的交通方式连通，假设使用这种交通方式是合理的。 

第二类：形心连接线虚拟路径 

C B 

A 

第一类：穿越形心路径 

路段 

轨 道

站 

轨 道

线 

路 网

节点 小 区 形

心 形 心 连

接线 

节点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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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多模式交通分配中非法路径的处理及算法描述 

3.1 基本最短路径算法选取 

交通分配中最短路径算法是十分重要的，它耗费了算法的大部分时间，本文采用的最短路径基

本算法为基于 Deque 结构的 L-deque 算法。L-deque 算法是 Pape(1974)
[1]给出的，它属于标号设定

（Label-Setting，简称 LS）和标号修正（Label-Correcting，简称 LC）2 大类算法中的 LC 算法。LC

算法根据一定规则从节点队列 Q 中选取候选节点，算法的关键在于 Q 的数据结构、操作效率以及 Q

中节点的选取策略。L-deque 算法可以看成是栈和队列的结合体。当一个节点第一次被扫描时，放到

队列的尾上，再次被被扫描到时，则被放到栈的头上。要从 Deque 删除一个节点，若栈非空则删除

它的头元素，若栈为空则删除队列的头元素。尽管 L-deque 算法的最差时间复杂度是 （网络

中弧段数为 m，节点数为 n），但这种算法已被证实在一般为稀疏图的交通网络中是极其有效的。

类似的 L-2queue 算法由 Pallottino(1984)
[2]提出，它与 L-deque 算法的不同之处仅在于将 L-deque 的栈

变为队列，从它的尾部加入元素，同时建立队尾和另外一个队列的队头的联系，它的时间复杂度为

。Zhan 等(1998)
[3]使用美国的 21 个规模大小不等的城市路网，对 15 种最短路径算法进行了

比较。研究表明 L-deque 和 L-2queue 算法最好，而 L-deque 算法略优于 L-2queue 算法。故笔者在实

际交通网络进行试验时，采用了 L-deque 算法。 

 

图 2 L-deque 和 L-2queue 算法的数据结构对比 

3.2 非法路径处理规则及算法描述 

设两条形心连接线组成了一条非法路径，设 CLF 为起点出发的形心连接线，CLL 为到达讫点的

形心连接线，定义两种形心连接线失效操作： 

                                                        

[1] Pape U. (1974). Implementation and efficiency of Moore-algorithms for the shortest route problem 

[J].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7(2): 212-222. 

[2] Pallottino S. (1984). Shortest path methods: complexity, interrelations and new propositions [J]. 

Networks, 14: 257-267. 

[3] Zhan F. Benjamin and Noon, Charles. (1998). Shortest Path Algorithms: An Evaluation using Real 

Road Networks[J]. Transportation Science, 32(1): 65-73. 

( 2 )nO n

2( )O n m

栈 队列 队列 1 队列 2 

两队列连接 

增加元素 增加元素 增加元素 

删除元素 删除或增加元素 
L-2queue 

栈和队列连接 

L-de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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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失效操作：节点暂不入队，记录临时更新成本和紧前路段（如果有多个这样的节点，记录

多个）。 

强制失效操作：节点入队，但将该路段的阻抗设一个很大的值用以更新成本。 

    那么非法路径按照不同的形心线连接情况，可采取的失效操作如表 1 所示。 

表 1 最短路径算法的形心连接线完整处理规则 

起点形心

线 

讫点形心

线 
CLF CLL 多模式交通设置 

1 条 1 条 不失效 

不失效或强制

失效 

多方式时强制

失效 

各种交通方式的

CLL成本临时强

制转换为无穷

大。合理交通方

式的无穷大数量

等级小于其他方

式。 

1 条 多条 不失效 
标准失效 

或强制失效 

多条 1 条 

理想方法：计算起点到

具有 CLL 连接的讫点

的最短路径时 CLF 失

效。 

一般方法：CLF 强制失

效。 

不失效 

多条 多条 

理想方法：计算起点到具有 CLL 连接的

讫点的最短路径时，对比CLF失效和CLL

失效的路径成本，不是最短路径的那个

CLF 或 CLL 失效 

一般方法：CLL 失效比较容易实现。 

考虑多模式交通分配问题本身计算量很大，如果采用过于如此复杂的处理方法来解决这个细节

问题，恐怕得不尝失。为此，笔者在具体处理非法路径时，采用了表 2 的方法。 

表 2 最短路径算法的形心连接线简化处理规则 

起点形心连接线 讫点形心连接线 CLF CLL 

1 条 1 条 不失效 强制失效 

1 条 多条 不失效 强制失效 

多条 1 条 强制失效。 不失效 

多条 多条 

不失效 强制失效 

强制失效 不失效 

强制失效 强制失效 

如图 3，假设各个路段的成本都为 1 个单位。OD 对 1→2 的形心都连接了两条形心连接线。可

以采取上表 3 种失效方法，相对部分失效则提供更多灵活的路径。一般的处理方法是强制失效 CLL

而 CLF 不失效。这种方法的不妥之处是没有用表中所述的理想方法进行最短路比较，将路段 7→2

设为无穷大值后，导致 2 的紧前节点为 4，路径 1→6→7→2 难以起到作用，分配不到流量了，理想

的方法是要对这条路径和 1→7→4→2、1→6→4→2 等路径作出比较求得最短路径，再进行分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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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路径存储也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如果同时又对 CLF 路段 1→7 强制失效，那么最短路为其他边

组成，不包含路段 1→7 和路段 7→2。一般来说，对 CLL 强制失效就足够解决不符合实际的问题了。 

当起点为多条、讫点为一条形心连接线时（如 OD 对 2→3），应对 CLF 强制失效。可以通过对

路段按照到达节点进行排序计算到达讫点的路段数来判断 CLL 是唯一一条到达讫点的形心连接线。

又形心连接线一般成对出现，可以用讫点出发的形心连接线来代替，以减少网络处理的计算量。 

 

图 3 相邻小区形心线连接的非法路径示例 

根据上述例子，非法路径的处理思路可以归结如下： 

计算起点出发的边数目，如果为 1，节点进入最短路径队列；如果大于 1 则进行以下操作：起

点出发扫描新的节点，暂时不进行入队和成本更新等操作，对新一节点进行扫描，分析该节点是否

直接和讫点相连。没有直接相连的，进行入队和成本更新、紧前路段更新操作；直接和讫点相连的

节点暂不入队，记录临时更新成本和紧前路段（如果有多个这样的节点，记录多个），查找到达该

讫点的边数目（等于 1 或者大于 1，需要对路段按照到达节点进行排序），队列中的节点继续扫描，

如果扫描到上述节点，也同样更新节点成本和紧前路段，直至扫描到所有的讫点。下面给出完整的

算法描述： 

Step1 初始化过程。队列置空，形心起点到所有节点的成本置无穷大,形心起点设为当前节点，

将当前节点成本置 0，当前节点的队列下一节点初始状态设置为―曾经入队‖，紧前节点为空；队列首

尾元素为空。 

Step2 循环是否继续判断：当前节点非空并且不在队列中，循环开始，转 Step3。 

Step3 节点性质判断：当前节点编号>=首个通过性节点 FT_Node 编号（第一类非法路径处理，

FT_Node 是指路网中第一个非形心的节点），或者当前节点为形心起点？是则转向 Step4，否则转

Step5。 

Step4 对当前节点的所有出发路段 k 进行成本更新和第二类非法路径处理，关键代码及注释如

下： 

Step4.1 节点扫描开始 

NewNode= Link[k].TO_ID; //当前出发路段 k 的前向节点作为新的节点 NewNode 

1 

6 

2 

7 

4 5 

3 

1 

6 

小区形心 

路网节点 

形心线 

路段 

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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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rorcount = 0;  //初始化形心连接线处理条件判断变量 

Step4.2 第二类非法路径处理 

if (Link[k].TO_ID< FT_Node && Link[k].TO_ID!=Orig){  

//形心连接线连接了一个终点,但这个终点不是起点 Orig 本身（双向形心连接线情形） 

   for ( p = FLFrom[Orig]; p<=LLFrom[Orig]; p++ ){//所有从形心出发的形心连接线扫描 

   if (Link[p].TO_ID== Link[k].FROM_ID) //形心连接线的前向点为当前路段的起点

判断 

    errorcount = errorcount+1;//非法形心连接线查找记录 

  } 

   if (errorcount >=1 && Link[PredLink[CurrentNode]].FT_Node <FTNode) { 

//检验连接了终点的形心连接线 k 的起点是否属于任意一条以形心为起点的连接线的终点。 

              UpdateCost = CostTo[CurrentNode] +INFINIT/10;  //第二类非法路径进行失效操

作。 

} 

   else{UpdateCost = CostTo[CurrentNode] + Link[k].Cost;//当前节点成本更新  }

       } 

 else{ UpdateCost = CostTo[CurrentNode] + Link[k].Cost; } //当前节点成本更新 

Step4.3 当前节点 NewNode 的最小成本更新，紧前路段更新；L-deque 双端队列操作：如果新的

节点曾经在队列中，出队后又被扫描到，则将该节点作为队头；如果新的节点没有被扫描到过，将

节点放入队尾。 

Step5 节点出队及队列的更新操作，转 Step2。 

4. 非法路径的处理的实际应用效率分析 

    算例采用的计算机配置为 Intel(R) Core(TM)2 CPU 1.66GHz，内存为 1GB 的笔记本个人电

脑，运行操作系统为 Windows XP。 

4.1 用户均衡交通分配算法效率实例分析 

首先使用美国费城(Philadelphia)路网对处理第二类非法路径的效率进行了测试。美国费城

(Philadelphia)路网中交通小区数为 1,525，节点数为 13,389，路段数为 40,003，分配 OD 总量为 1850.4

万 PCU。用 Frank-Wolf 算法计算 Wardrop 用户均衡交通分配问题，进行 10 次迭代，处理非法路径

需要额外时间为 19.8 秒，平均每次迭代需要额外时间约 2.0 秒（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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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费城大型网络交通分配中的非法路径处理效率 

4.2 多模式交通分配算法效率实例分析 

采用惠州多模式网络的非法路径处理效率进行测试。在该模型中，共有 11 种交通方式，包括私

人小汽车、出租车、公交车、公交专用道或 BRT、轨道交通等纯交通方式，P+R、出租车+轨道交通、

公交车+轨道交通等组合换乘交通方式（根据换乘先后顺序一共 6 种），又将出行者分为 5 种，另外

还包括货车 OD，即共有 56 个 OD 矩阵。模型采用变分不等式构建，为方式分担和交通分配组合模

型，货车和小汽车之间的影响是非对称的，详细的研究参见作者的博士论文[1]。测试模型的基本情

况如表 3： 

表 3 测试模型的基本情况 

交通小

区 

道路网路

段/节点 

轨道网络

路段/车

站 

形心连接

线、各类

换乘线 

高峰小时

机动化出

行人次 

高峰小

时货车

出行量 

出行者

分类 

269 13006/4122 102/49 2600 735774 65650 5 

当相对误差都达到 0.01，用 MSA 算法进行 36 次迭代时，处理非法路径需额外时间 580.8 秒，

平均每次迭代约增加 16.4 秒（图 5）。 

当然，不同网络条件、OD 需求量以及出行者特性，都会对处理非法路径的额外需要时间产生

很大的影响，上述算例说明处理非法路径的额外时间尚可以接受。 

5. 结论 

本文提出了由形心连接线造成的两类非法路径处理方法，给出了相应的算法。算法的优势是交

通分配过程中仍然是基于路段的，不需要记录非法路径。算法在传统交通分配（车流分配）和多模

式交通分配（车流、客流同时分配）中分别进行了大规模城市交通网络的实际应用测试，结果表明

                                                        

[1] Zhang Tianran. (2008). Research on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Policies Evaluation Based on 

Transportation Network Equilibrium Theory, PhD dissertation, Tongji University.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迭代次数

CP
U 
时
间
（
秒
）

处理非法路径

不处理非法路径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975 

所提出的处理方法是十分高效的。算法不仅弥补了既有交通规划软件中传统交通分配方法存在的缺

点，也为多模式交通分配方法提供了切合实际的最短路径算法，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图 5 惠州大型综合交通网络多方式分配中的非法路径处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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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系统信息化背景下的网络均衡行为研究 

付凌峰 

【摘  要】在宏观交通需求分析中，CVIS 和 AITS 等交通信息系统的应用可以表现为出行者对于均

衡策略的选择，此时的网络均衡问题将从单一的用户均衡转变为同时存在几种采用不同策略出行者

的混合均衡问题。混合策略网络均衡过程显示出的效益不同平分配特性将成为这些交通信息系统推

广中所需要面对问题。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可以描述出行者信息系统选择行为的混合策略网络均衡

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最佳 SO 策略出行者比例的优化方法。算例分析显示，在推广以网

络系统最优为目标的 AITS 时，不宜盲目追求用户规模，而应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寻找推广成本与用

户比例的最佳结合点。 

【关键词】交通信息系统；交通分配；混合网络均衡；变分不等式；双层规划 

1. 交通信息化带来网络均衡行为的变革 

交通网络中设施的供给特性和需求特性相互关联，如路段服务水平随交通流量的增长而降低，

交通需求又会随服务水平的降低而减少，在这两种机制的相互作用下，供需双方最终会达到一个稳

定的状态，即均衡状态。 

交通网络均衡原理主要应用于宏观需求分析的交通分配环节，通常在已知需求分布的情况下，

通过描述出行者的路径选择行为，来确定各路段的交通量分布。目前，规划工作中广泛应用的是用

户均衡理论（UE，User Equilibrium），它描述的是网络中的所有出行者（人、车、物）相互独立，

完全竞争，以最小化个体出行成本（时间、费用）为目标进行路径选择所形成的交通分配形态（需

求在各路段上的分配）。UE 策略充分体现了出行者的个体利益，可以比较合理的描述目前出行者的

路径选择行为。 

交通信息技术为出行者掌握网络信息、进行相互协作、实现统一调度提供了可能，使一些原来

被认为是理想化的网络均衡策略逐渐成为现实。例如商用车辆信息系统（CVIS）就可调度运输企业

内部（网络中特定出行者群体）出行者以最小化企业整体出行成本为目标进行路径选择，即实现古

诺纳什策略（CN，Cournot-Nash）[1]。又如利用诱导信息系统（AITS），交通管理者可以引导出行

者以最小化整个网络出行成本为目标进行路径选择，从而实现最佳的网络效率和社会效益，即实现

系统最优策略（SO，System Optimization）。 

因此，交通信息化背景下的交通分配，将不再是单一的用户均衡过程，使用不同信息系统的出

行者可能采用不同的均衡策略，交通分配将成为混合策略的网络均衡过程。Hai Yang（2007）[2]研究

了 UE、SO 和 CN 策略混合行为的网络均衡问题，来描述交通信息化背景下使用 AITS 的出行者采

用 SO 均衡策略，使用 CVIS 的出行者采用 CN 策略，其余一般出行者仍采用 UE 策略所形成的网络

均衡形态。 

2. 交通信息系统推广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于混合策略网络均衡问题的研究[1-4]普遍得出了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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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用户均衡相比，引入了 SO 策略或 CN 策略出行者的混合均衡状态下，网络的整体出行

成本得到有效降低，体现了交通信息系统的应用效益。 

（2）采用 CN 策略的特定群体，可以有效降低内部整体的出行成本，并且群体规模越大，所获

得的效益就越多。 

混合均衡状态的网络效益（总体出行成本的降低）在不同策略出行者间具有不公平分配特性。

UE 策略出行者可以获得最多网络效益，SO 策略出行者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 

表 1 是文献[5]的特定算例中 UE、SO、CN 三种出行者分别采用单一的 UE 策略和混合策略两种

情况下的出行成本及网络效益的分配情况。数据结果显示：混合均衡状态下网络总体出行成本比用

户均衡状态降低了 3404 小时，体现为交通信息系统的使用效益，但这一效益在不同策略出行者间的

分配具有不公平性，UE 策略和 CN 策略出行者人均获益均超过网络总体平均水平，而 SO 策略出行

者却比采用 UE 策略时多付出 0.07 小时/人次的出行成本。 

表 1 网络效益不公平分配特性示例 

出行用户类型 UE策略 SO策略 CN策略 网络总体 

出行需求（人次） 11702 2342 2342 16386 

出行成本(小时） 
用户均衡 23612 4722 4722 33056 

混合均衡 20576 4895 4181 29652 

效益分配（小时/人次） 0.26 -0.07 0.23 0.21 

以上普遍结论说明： 

CVIS 的应用可以有效降低企业运输成本，只要应用效益超过系统的使用成本企业便会自觉采用，

因此对于具有较大用户规模的企业，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推广。 

从社会利益出发实现 SO 策略诱导，对于交通网络整体效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但需要应用

AITS 的出行者牺牲个体利益，因此交通管理者在系统推广的同时，需要研究对于 SO 策略出行者的

外生补偿机制。 

3. 混合均衡过程中出行者的策略选择行为研究 

交通信息系统的使用可以表现为出行者根据成本效益对于网络均衡策略的选择，从而导致不同

策略出行者需求比例的变化，进而引起网络流量的重新分布，并反作用于出行者的策略选择，在均

衡机制作用下最终各种策略出行者的需求比例和网络流量分布将达到一种稳定的状态。以下建立混

合均衡过程中出行者策略选择行为的数学描述。 

3.1 出行者网络均衡策略的数学描述 

根据 Newell（1980）[6]和 Haurie（1988）[7]的研究，混合网络均衡问题中，出行者路径选择的不

同策略，可以通过建立各自的感知行程时间函数予以描述。为更具一般性设网络中存在 SO、UE 和

个 CN 策略的出行者分别表示为 ，另外每种策略 的出行者，依据不同的行驶特性又

被划分为 种车辆类型。不同类型出行者的感知行程时间函数 如式（1）-（3）所示： 

k

kSU // 

g g

ac ,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978 

                                    （1） 

   （2） 

            （3） 

式中 和 分别表示策略 下车型 出行者，在路段 上的感知和实际行程时间函数；

表示策略 下车型 出行者在路段 上的流量； 表示路段 上除策略 下车型 出行者以

外其他出行者的流量； 表示策略 下除车型 以外其他出行者在路段 上的流量。 

3.2 出行者策略选择决策的数学描述 

基于以上的分析，假设具备一定规模的群体用户将自觉的采用 CN 策略，而其他个体出行者将

根据出行成本和 SO 策略的补偿方案，在 UE 和 SO 策略中进行选择，则任意 OD 对 间，车型 个

体出行者选择策略 ， 的效用函数 如式（4）所示： 

                         （4） 

式中， 表示 OD 对 间对于车型 出行者采用 SO 策略的补偿方案， 表示 OD 对 间

策略 下车型 出行者的最小路径行程时间。 

在效用函数的基础上，出行者的策略选择函数如式所（5）示： 

           （5） 

式中， 为 OD 对 间车型 个体出行者的出行需求； 为 OD 对 间车型 出行者中

选择策略 的出行需求； 为 Logit 模型参数。事实上，正如对于出行者策略选择的描述 是

的函数，而 又与 密切相关，网络均衡状态时两者将达到一个稳定状态。 

3.3 混合均衡状态下出行者策略选择问题的变分不等式模型 

混合均衡状态下出行者策略选择问题需要确定各OD 对间采用 UE和 SO策略的出行需求以及各

路段上不同策略出行者的流量分布。其优化过程可以描述为一个变分不等式问题，优化变量需要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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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下约束条件。 

车型 个体出行者优化变量 的可行域 满足： 

                             （6） 

                     （7） 

                    （8） 

                     （9） 

                   （10） 

车型 企业（CN 策略）出行者优化变量 的可行域 满足：  

                              （11） 

                            （12） 

                              （13） 

式中， 为 OD 对 间任意路径 上策略 下车型 出行者的流量； 为路径路段关联矩

阵。 

当且仅当网络中个体出行者的路段流量与 OD 出行需求 ，以及企业 中出行

者的路段流量 都满足不等式（15），即达到了策略选择与流量分布的均衡状态。 

                  （15） 

式中 ， 。以上变分不等式问题可以通过对角化、

线性化以及单纯型分解等方法予以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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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最佳 SO 策略出行用户比例 

4.1 SO 策略补偿方案制定决策中的博弈分析 

针对混合策略网络均衡过程中网络效益的不公平分配问题，交通管理者为了推广 AITS 实现系

统最优诱导，需要为系统用户（SO 策略出行者）制定补偿方案 ，而这一方案直接影响出行者对

于交通信息系统（均衡策略）的选择，进而影响网络的流量分配形态。根据 Fisk（1984）[8]的研究，

交通管理者制定补偿方案与出行用户的策略选择之间可以理解为一个 Stackelberg 博弈过程，用双层

规划问题予以描述，如图 1 所示。 

 

图 1  SO 策略选择决策中的博弈分析 

4.2 最佳 SO 策略补偿方案与用户比例的优化模型 

在这一博弈中，交通管理者制定补偿方案 的目的是提高网络整体效率，其效益体现为相对

于没有 SO 策略出行者时网络总体行程时间的减少，因此以成本效益最大化作为交通管理者决策的

优化目标，上层规划问题如式（16）所示： 

（16） 

其中， 为 SO 策略补偿方案的上限，且应有 。 

下层规划问题采用变分不等式（15）来描述出行者对于上层决策结果 作出的反应，并将

和 反馈给上层规划问题。模型求解可以得到具有最高成本效益比的 SO 策略补

偿方案和相应出行者策略比例以及网络流量分配形态。 

5. 算例分析 

5.1 算例路网概况与基础数据 

以图 2 所示的交通网络作为算例，进一步分析出行者策略选择与 SO 策略补偿方案间的成本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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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特性。算例中共有 8 个出行起、终点组合，假设网络中存在车型 1（ ）和车型 2（ ）

两种不同车辆类型的出行者，以及 2 个采用 CN 策略 （ 和 ）企业出行者的集合，其余

个体出行用户则在 UE 策略和 SO 策略中进行选择，OD 对间的需求分布如表 2 所示。 

 

图 2 算例路网示意图 

                    表 2   算例网络出行需求分布        （ ） 

OD对 1-3 1-10 3-1 3-8 8-3 8-10 10-1 10-8 

个体 

出行者 

车型 1 1756 1756 1579 1931 1756 1756 2106 1404 

车型 2 731 731 658 804 731 731 877 586 

企业 1 

出行者 

车型 1 293 293 263 322 293 293 351 234 

车型 2 122 122 110 134 122 122 146 98 

企业 2 

出行者 

车型 1 878 878 790 965 878 878 1053 702 

车型 2 366 366 329 402 366 366 439 293 

算例分析中采用的行程时间函数 如式（17）所示，网络参数设置见表 3。 

            （17） 

式中， / / 分别为路段 上车型 出行者的自由流行程时间/实际通行能力/行驶费用

成本； 为路段的 长度； 为费用-时间转换系数。设算例中：行程时间函数参数 ， ，

；策略选择函数参数中 logit 模型参数 。 

5.2 SO 策略出行用户补偿方案的成本效益特性分析 

为了研究 SO 策略补偿方案、出行用户策略比例与网络效率提高程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 SO

策略补偿方案的成本效益特性，算例分析中分别考虑以下三种情况：（1）成本最优方案，即不提供

任何补偿，网络中个体出行者都采用 UE 均衡策略；（2）效益最优方案，即不惜成本提供补偿方案，

使网络中个体出行者都采用 SO 均衡策略；（3）成本效益最优方案，即利用本文提出的优化方法，

获得最佳补偿方案和 SO 策略出行者比例。网络均衡状态下成本效益最优方案的补偿信息如表 4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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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相应的出行者比例如表 5 所示；三种情形下 SO 策略补偿方案的成本效益比较如表 6 所示。 

表 3  算例网络路段参数列表 

路 段 

实际通行能力 

（ ） 

自由流行程时间 

（小时） 

行驶费用成本 

 （元） 

车型 1 车型 2 车型 1 车型 2 车型 1 车型 2 

1/2 4000 2500 0.83 1.25 35.00 52.50 

3/4 4000 2500 0.83 1.25 35.00 52.50 

5/6 6000 3750 0.05 0.07 2.20 3.30 

7/8 4000 2500 0.30 0.45 12.60 18.90 

9/10 4000 2500 0.37 0.55 15.40 23.10 

11/12 4000 2500 0.30 0.45 12.60 18.90 

13/14 4000 2500 0.30 0.45 12.60 18.90 

15/16 8000 5000 0.05 0.07 2.20 3.30 

17/18 8000 5000 0.05 0.07 2.20 3.30 

19/20 4000 2500 0.30 0.45 12.60 18.90 

21/22 4000 2500 0.33 0.50 14.00 21.00 

23/24 4000 2500 0.30 0.45 12.60 18.90 

25/26 4000 2500 0.33 0.50 14.00 21.00 

27/28 6000 3750 0.05 0.07 2.20 3.30 

29/30 3800 2375 0.80 1.20 33.60 50.40 

31/32 4200 2625 0.87 1.30 36.40 54.60 

33/34 10000 6250 0.23 0.29 10.50 15.75 

35/36 10000 6250 0.40 0.50 18.00 27.00 

37/38 10000 6250 0.23 0.29 10.50 15.75 

表 4  最佳 SO 策略出行者补偿方案     （小时） 

OD对 1-3 1-10 3-1 3-8 8-3 8-10 10-1 10-8 

车型 1 0.191 0.010 0.197 0.450 0.650 0.370 0.009 0.290 

车型 2 0.719 0.976 0.506 0.466 0.516 0.017 0.015 0.013 

表 5   最佳 SO 策略出行者比例      （辆/小时） 

OD 对 1-3 1-10 3-1 3-8 8-3 8-10 10-1 10-8 

UE 车型 1 1694 1746 1432 1510 533 955 2094 916 

UE 车型 2 636 345 646 793 719 727 872 583 

SO 车型 1 62 10 147 421 1223 801 12 488 

SO 车型 2 95 386 12 11 12 4 5 3 

算例分析显示，不惜成本的效益最优方案仅比成本效益最优方案减少了 25%的网络总体行程时

间，却要多付出 6 倍以上的 SO 策略出行者补偿成本，单位补偿成本仅能获得 0.31 小时的网络效益。

成本效益最优方案单位补偿成本却可以获得 1.84 小时的网络效益。以上分析说明，在推广以网络系

统最优为目标的 AITS 时，不宜盲目追求用户规模，而应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寻找推广成本与用户比

例的最佳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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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三种方案的成本效益比较 

分析项目 成本最优 效益最优 成本效益最优 

广义行程时间（小时） 70746 66311 67211 

网络效益（小时） 0 4435 3535 

补偿成本（小时） 0 14145 1926 

成本收益率 0 0.31 1.84 

 

图 3 三种方案的成本效益比较 

6. 结论 

本文从网络均衡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一些交通信息系统推广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所建立的模型

可以从宏观上模拟出行者在信息系统选择中的均衡行为，以及交通管理者和出行者之间在推广系统

最优路径诱导系统时的博弈过程。模型分析结果可以获得具有最佳成本效益比的 SO 策略补偿方案

和用户比例，以及相应 UE、SO、CN 混合策略网络均衡状态下的流量分布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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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概率修正的大型活动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 

郑义恒 李文勇 

【摘  要】参加活动概率一致的大型活动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方法，具有计算简单，易于掌握的优

点，但该预测模型考虑影响因素少，预测结果粗糙，限制了该方法推广。文章基于观众参加活动概

率一致的预测思路，在考虑了票价、居民收入、活动吸引度等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引入距离参数，

建立了概率修正公式，基于概率修正构建了大型活动本地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模型，并就模型参数

的确定方法进行了探讨；借鉴基于概率修正的本地观众出行预测思路，并针对各小区住宿条件与住

宿费用的差异，按宾馆的类别构建了非本地观众出行及分布预测模型。最后通过示例，对基于概率

修正模型的本地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方法的合理性进行验证。  

【关键词】概率修正；大型活动；观众生成预测  

1. 引言 

大型活动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是制定大型活动交通组织管理方案流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常

规的城市交通规划中，居民 OD 出行调查是进行交通出行生成及分布预测的基础，但基于以下原因，

此方法很难适用于大型活动观众的生成及分布预测。 

由于受到资金、时间的限制，大型活动交通组织方案的制定部门或设计单位不可能组织大规模

的居民出行 OD 调查；（2）参加活动的观众总数占城市总人口的比例很小，常规的居民出行 OD 调

查结果，体现的是居民的日常出行情况，很难反映出居民对某项大型活动的交通需求；（3）可移植

性差，不同的大型活动的调查资料不能通用。 

因此，基于常规的方法来进行大型活动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是不可取的。文献[1]认为观众出行

比例与小区恩格尔指数有关，构建了基于经济水平的观众预测模型，但是该模型只是针对北京奥运

会，可移植性较差；文献[2]中论述了参加活动概率一致的预测方法，该方法计算简单，但考虑的影

响因素少，尤其是各交通小区到活动场所的距离未考虑，会导致预测结果与实际不符；文献[2][3]提

出了基于非集计模型的交通需求预测方法，该方法考虑居了民出行行为的个体信息，预测精度较高，

但该模型需要做一定量的问卷调查，且计算量大过程复杂；文献[4]提出了基于重力模型的预测方法，

该模型了考虑了出行距离等影响因素，但是模型参数确定困难，需历史数据的积累。 

综上所述，参加活动概率一致的预测方法，具有计算过程简单的优点，如果能够引入距离参数，

该预测模型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因此，本文将根据大型活动观众生成预测的特点，基于参加活动概

率一致的预测思路，通过引入距离影响参数，完善预测模型，提出了基于参加活动概率修正的大型

活动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方法。  

2. 大型活动观众总量的确定方法 

大型活动观众的预估总量，是进行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的前提和基础。大型活动观众预估总量，

可以根据城市以往举办类似活动的经验来确定，通常情况下由大型活动的组织者提供。对于大型活

动组织者提供的参加人数，在进行交通需求预测前，要认真核对，活动参加总人数关系到整个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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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精度[5]。对有固定举办场所及容量的大型活动，活动总参与人数可以根据大型活动场所容量、

上座率及固定的参与者人数来确定，其公式为： 

                                         （1）           

式中： ——大型活动总参与人数； 

——大型活动观众总人数，包括本地观众与非本地观众； 

——大型活动场所的最大观众容量； 

——预测的大型活动上座率； 

——固定的大型活动参与人数，包括组织者、服务人员、VIP 观众等。 

大型活动上座率可凭借经验或通过类比类似活动上座率的方法确定。利用类比方法确定大型活

动上座率时，主要考虑因素为大型活动的时间、地点、类型、规模、吸引度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大型活动观众分为本地观众和非本地观众，因本地观众和非本地观众出行规律不同，本文将对

两类观众的生成及分布预测方法分别进行探讨。本地观众和非本地观众预估公式为公式（2），关于

大型活动观众中本地和非本地观众比例，可以根据大型活动的特点和以往所举办的活动的经验来确

定。 

                              （2）        

式中： ——大型活动本地观众总数； 

——大型活动非本地观众总数； 

——预测的大型活动中本地观众比例。 

固定的大型活动参与者的出行及分布通常事先确定（组织者、服务人员的出行及分布已知，VIP

观众的出行及分布，大型活动组织者都会进行详细的安排），所有不作为生成及分布预测的重点。 

3. 基于参加活动概率的本地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 

本地观众是主要指，本市常住居民且出行起讫点为居住地、办公场所等的观众，包括市区和郊

区观众。本地观众是大型活动观众组成的主体部分，因此科学合理地对本地观众的出行及分布进行

预测显得尤为重要。在传统的交通需求预测中，“四阶段”法是将出行生成预测和分布预测分开进

行，由于大型活动观众出行具有目的地单一特性，观众出行生成预测结果即为观众分布预测结果[2]，

所以可将大型活动观众生成预测和观众分布预测结合起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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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将先对大型活动参加概率一致的观众生成及分布的预测方法进行概述，然后通过引入距离

参数，对参加活动概率进行修正，构建基于参加活动概率修正的大型活动本地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

模型。  

3.1 参加活动概率一致的预测方法 

参加活动概率一致的预测思路为：（1）确定各交通小区具有购票潜力的人数 O′；（2）假设

每个有潜力购票的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概率相同，根据公式（4）确定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活动的

比例；（3）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活动的比例乘以各交通小区具有购票潜力的人数 O′，即为各小

区参加大型活动的人数。具体过程如下： 

3.1.1  各交通小区具有购票潜力人数 O′的确定 

如果把参加大型活动看作一个消费，并不是每一个居民都具有此消费能力，从经济学的观点来

看，参加大型活动属于消费结构中的文化娱乐类支出，从消费心理来看此项支出额度一般都会控制

在相应的范围以内，关于娱乐类消费支出可以通过统计年鉴得出，该数值可代表消费者的平均娱乐

消费水平。对于无门票的大型活动（集会、游行等），则视门票价格为 0，即所有的人都有参加大

型活动的潜力[2]。 

假设大型活动最低门票价格为 、人均全年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 ，则 ＞ 的居民，具有

购买大型活动门票的潜力。各小区具有购票潜力的居民人数 ，可依据市统计年鉴中的数据，通过

对比、计算得出。如 2007 年柳州市的统计年鉴[6]，对居民家庭收入的高低进行分类，分为最低收入

户、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最高收入户七大类，对比大型

活动最低门票价格 和各收入档次的家庭人均全年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 ，再根据各组户数所占的

比重、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可确定全市具有购票潜力的居民比例，然后再通过类比各交通小区间

的居民平均收入情况，确定各小区具有购票潜力的居民比例。由公式（3）可算出各小区具有购票潜

力的居民人数。 

                                                                （3） 

式中： ——第 个交通小区具有购票潜力的居民人数； 

——第 个交通小区具有购票潜力的居民比例； 

——第 个交通小区的总人口数。 

3.1.2  参加活动概率一致预估模型 

假定居民参加活动的意愿不受距离的影响，每个小区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大型活动概率一样，

本地观众参加大型活动的概率等于大型活动本地观众预计总量除以城市各小区有购票潜力人数总量，

计算公式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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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式中： ——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概率； 

——参加大型活动的本地观众总量。 

然后根据各交通小区具有购票潜力的居民数量，乘以参加大型活动的概率即为各小区出行量： 

                             （5） 

式中： ——第 j 个小区参加大型活动的本地观众人数； 

——交通小区总数。 

3.2 参加活动概率修正的预测方法 

3.2.1  概率修正 

参加活动概率一致预估模型的前提是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意愿不受距离的影响，每个交通小区

有购买潜力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概率一致，这样就可能导致预测结果与实践情况不符。交通小区到

活动场所的距离作为影响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大程度上对居民是否参加大型活动

有着直接的影响，各交通小区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实际各小区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概

率与距离成反比。对上述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概率进行修正，公式如（6）： 

                                                      （6） 

式中： ——修正后的第 个小区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概率； 

——第 个小区的小区形心到大型活动场所的行驶距离； 

——各小区的小区形心到活动场所距离的平均值； 

——待定参数 

该公式以各小区到活动场所距离的平均值 为参照，当 ＞ 时， ＜ ；当 ＜ 时， 

＞ ；当 = 时， = 。概率变化量多少与定值 、 以及 大小有关，以 为分

子， 为分母，可保证概率修正结果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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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2.2  概率修正后的模型 

各小区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概率修正后，各小区的参加大型活动的居民出行量为： 

                          （ 8 ）

    （9） 

式中： ——概率修正后，第 j 个小区参加大型活动的本地观众人数初始预测值； 

——交通小区总数。 

根据公式（8）得出的预测结果，不能保证各小区的参加活动的居民出行量之和等于大型活动本

地观众预估总量，需对预测结果进行修正，修正公式如（10）： 

                                                           （10） 

式中： ——概率修正后，第 j 个小区参加大型活动的本地观众人数最终预测值。 

基于概率修正的大型活动本地观众预测模型满足以下两项要求： 

（1）交通小区到活动场所的距离越近，则该小区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概率就越大； 

（2）最终各交通小区的本地观众分布预测结果满足： 

                                   （11） 

3.2.3  参数 的确定 

由公式（8）可知，只要确定了参数 即可确定各交通小区大型活动本地观众的交通出行量。

受大型活动自身特性的影响，大型活动门票价格不同，参数 取值不同。比如大型活动的票价越高，

各交通小区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活动的概率差别就越小，这时 取值较小，票价越低，观众参加

大型活动受距离影响就越大，各小区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活动的概率差别就越大，这时 取值较

大。 

又由于各交通小区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大型活动比例大小与门票价格高低有关，则可构建有

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比例与参数 的关系式，如公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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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式中： ——比例系数； 

——各交通小区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大型活动比例的平均值。 

对本地观众出行及分布进行试算，当系数 =1.5 时，试算结果较理想。 

4. 非本地观众生成预测 

非本地观众主要是指，非本市常住人口且出行起讫点主要为宾馆、旅店等设施的观众。影响非

本地观众分布的主要因素有小区宾馆旅店的床位数量、住宿费用、住宿条件、到大型活动场所的距

离、公交便利性等。非本地观众不是大型活动观众组成的主体部分，总量不是很大，非本地观众生

成可通过如下方法预测。 

4.1 各级宾馆入住率的确定方法 

大型活动各档次门票价格及各价位门票的销售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观众对各级别宾馆的

住宿需求情况。从观众的消费心理来看，购买何种价位门票，选择入住何种等级宾馆，费用一般都

会控制在一个相应的范围内。观众购买的大型活动票价越高，观众的经济水平就越高，入住高等级

宾馆的可能性就越大。 

由于各交通小区的住宿费用和住宿条件具有差异，在对非本地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时，应先对

宾馆的档次进行分类，然后按宾馆类分别进行预测。根据大型活动活动非本地观众宾馆入住情况问

询调查结果，通过公式（13）计算出非本地观众入住各级别宾馆的比例。 

                                                               （13） 

式中： ——非本地观众入住第 类宾馆的比例； 

——非本地观众入住第 类宾馆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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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型活动非本地观众入住宾馆情况调查汇总表 

宾馆分类 

各档次的门票价格（元） 

     

普通 
     

一星 
     

二星 
     

三星 
     

四星 
     

五星 
     

如缺少调查资料，则可根据大型活动门票价格、各档次门票销售及各级别宾馆住宿费用等因素，

估算非本地观众入住各级别宾馆的比例。 

4.2 预测模型 

借鉴上述本地观众生成预测的思路构建非本地观众生成预测模型，该模型如下： 

                       （14） 

  （15） 

式中： ——第 个交通小区 类宾馆的非本地观众入住量初始预测值； 

——第 个交通小区非本地观众入住 类宾馆的概率； 

——第 个交通小区 类宾馆日常空余床位总量； 

——非本地观众入住 类宾馆的概率； 

——待定参数。建议取 =2。 

为确保 = ，需对预测结果进行修正，公式如（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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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式中： ——修正后的，第 个交通小区 级别宾馆的大型活动观众入住量； 

各交通小区非本地观众出行量计算公式如（3-5）： 

                                                          （17） 

式中： ——第 个交通小区的非本地观众数量。 

5. 实例分析 

某市将举行一场大型文艺晚会，该晚会的门票档次分为 6 档，由低到高依次为：80 元、180 元、

280 元、380 元、480 元、680 元。活动场所为该市体育馆，期望参加人数为 20000 人，其中本地观

众为 19000 人，非本地观众为 1000 人。该市交通小区划分示意图如图 1，各交通小区人口、到活动

场所距离等情况如表 2，试确定各小区的观众数量。 

 

图 1 交通小区划分示意图 

表 2 某市各小区人口等情况 

项目 
交通小区 

1 2 3 4 5 6 7 8 

小区人口（万人） 15 22 25 18 16 17 15 12 

到活动场所的距离（公里） 2 6  8 13 15 16 11 12 

年文化娱乐消费大于 80 元人口比例 0.70 0.65 0.66 0.62 0.68 0.69 0.69 0.65 

根据上述数据可算出居民参加大型活动一致的概率 =0.02038，待定参数 =1.5³0.67，

=10.38，然后根据公式（6）算出修正后的各交通小区有购票潜力的居民参加大型活动的概率如表 3： 

表 3 概率修正后各小区居民参加活动的概率 

项

目 

交通小区 

1 2 3 4 5 6 7 8 

 0.02631  0.02348  0.02206  0.01852  0.01711  0.01640  0.01994  0.0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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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根据公式（8）、（10）算出基于概率修正的各交通小区出行量，对比基于参加活动概率

一致与概率修正的大型活动本地观众预测结果，如表 4，基于概率修正的预测结果很好地反映了距

离对于居民参加活动的影响，该预测结果较为合理。 

表 4 居民参加活动概率一致与概率修正预测结果对比 

项目 
交通小区 

合计 
1 2 3 4 5 6 7 8 

① 2140  2915  3363  2275  2218  2391  2110  1590  19000 

② 2737  3326  3607  2048  1844  1906  2045  1486  19000 

②-① 597  412  244  -226  -373  -485  -65  -103  0 

注：①为基于居民参加活动概率一致的预测方法；②为基于居民参加活动概率修正的预测方法 

由于缺少非本地观众入住各级宾馆意愿及各小区各级别宾馆日常空余床位的调查数据，所有本

文将不对非地观众的出行生成及分布预测进行实例分析。 

6. 结束语 

文章基于观众参加大型活动概率一致的预测思路，引入了距离影响参数，构建了基于概率修正

的大型活动本地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模型，该模型克服了参加活动概率一致预测模型考虑影响因素

过少的缺点，同时又很好地继承和保留了参加活动概率一致预测方法的优点，即预测思路清晰，计

算过程简单。 

借鉴基于概率修正的本地观众出行及分布预测思路，考虑到各交通小区住宿条件和住宿费用的

差异，对宾馆的档次进行分类，按照宾馆的类别构建了非本地观众出行及分布预测模型。运用该方

法对非本地观众出行及分布进行预测，可使预测结果更具有合理性。  

本文提出的基于概率修正的大型活动观众生成及分布预测方法，计算过程简单，预测结果合理，

可为大型活动交通组织管理方案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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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 LOGIT 模型的交通政策敏感性分析 

——以贵阳为例 

陈东光  戴彦欣  黄伟 

【摘  要】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大城市交通拥堵已经不可

避免，交通政策在城市交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利用交通需求分析模型预先对交通政策进行敏

感性分析，可以有效地模拟政策实施效果，节约政策评估的成本，避免政策偏差。本文研究了目前

我国城市进行交通政策敏感性分析的基本方法以及实际应用情况。文章首先结合我国城市交通需求

分析模型的发展介绍了交通政策敏感性分析在我国的应用现状，并提出了进行交通政策敏感性分析

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最后结合 2008 年建立的贵阳市综合交通需求分析模型进行交通敏感性实际应

用分析与评价，提出进行交通政策敏感性分析对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要求以及不同城市对敏感性指

标的要求，并总结交通政策敏感性分析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交通需求  LOGIT 模型  交通敏感性   方式划分  交通评价  交通政策 

1. 引言 

从供需关系来看城市交通发展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城市发展初期，城市道路建设

的首要目标是为了满足日常出行联系的可达性，支持城市经济发展，并不是满足需求量，这一阶段

人们还没意识到交通问题的存在；城市交通发展的第二阶段，随着机动化的发展，交通需求越来越

大，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已经滞后于交通需求的发展，城市交通建设以满足交通需求为目标，

交通拥堵开始出现，拥堵-建设-再拥堵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人们开始意识到交通问题的严重性；而到

了第三阶段，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重，有限的道路资源已经不能满足快速增长的私人机动化交通需

求，这一阶段城市政府在持续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同时，越来越重视运用交通需求管理的手段，

在私人机动化交通与公共交通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城市政府会采取一系列交通政策来干预居民对私

人机动化交通与公共交通出行的选择，从而达到缓解交通拥堵的目的。 

由此，我们认识到针对现阶段城市交通发展的特点，交通发展政策的制定对改善城市交通状况

至关重要。尤其对一些特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这些大城市的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已

经趋向饱和，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交通问题，城市政府除了投入巨大资金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外，必须

针对本市的交通特点出台一系列相关的交通管理政策或措施，如调整公交票价、限制部分机动车通

行等，而在这些政策实施前进行预估与评价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某些政策一旦实施，想要再次调整

就非常困难。同时，不同的政策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如上海 1996 年的公交机制、票制改革，直接导

致公交客流的大幅减少，私人机动化迅速发展，利少弊多。而一些城市提高中心区停车收费的政策，

由于公务车的大量存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利用交通需求分析模型对相关交通政策实

施前后的对比分析就非常重要。 

2. 研究现状 

进入 21 世纪，全国各大城市的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各级政府对城市交通的发展越来越重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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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以公共交通发展为主导的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同时，有关交通需求管理方面的政策措施在一

些大城市逐渐得到应用，比如北京的公交低票价政策、单双号限行，停车收费政策等，并相应开展

了一些针对这些政策实施前后的分析研究。 

从理论上讲，运用城市交通需求模型来进行交通政策敏感性分析是最为有效的方法。我国从上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期开始引进四阶段交通需求分析方法，由于我国城市发展速度快，城市

空间变化大，交通特征不稳定，导致城市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开发受到了较大制约。交通政策分析

对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敏感性、精度和可靠性要求又比较高，因此，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的交通需

求分析模型的应用还停留在对目标导向下交通需求的发展分析以及评价设施规划方案的服务水平等

方面，还没有涉及到交通需求管理方面的有关政策敏感性分析。制定政策所需要的分析研究主要依

靠经验借鉴等，定量分析还处于前期的探索和试验阶段。 

3. 基本思路与方法 

3.1 概念 

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功能是建立交通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为交通规划项目提供量化的数据

分析平台。利用模型进行敏感性分析可以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敏感性，即通

过变换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输入条件，计算后输出相应的结果，与既有的调查数据进行对比，从而

分析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敏感性，评价交通需求分析模型是否合理。二是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应用

方面，同样是变换输入条件，包括政策方案、路网方案、公交方案等，重点是对不同输出结果的对

比分析，从数据的变化来分析规划方案或者政策实施后的内在影响，从而指导方案的制定。本文只

针对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应用方面来介绍如何利用交通需求分析模型进行有关交通政策的敏感性分

析。 

3.2 政策影响的定量化分析方法 

首先需要建立对象城市的交通需求分析模型，各敏感性因子主要通过四阶段模型中的方式划分

来实现对模型计算结果的影响，因此建立可靠的，能反映实际交通情况的方式划分模型是进行交通

政策敏感性分析的关键。 

在多方式共存的交通系统供应下，出行者可以选择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小汽车等多种方

式之一或其组合完成其出行，以实现其工作、学习、购物、娱乐、外出就餐、探亲访友等目的。在

一定地区特征下，具有某种家庭属性和个人属性的出行者，采用何种交通方式是两个方面共同作用

的结果：出行需求特征和交通供给特征。决定出行需求特征的主要因素是出行的目的、距离（城市

空间布局）、出行者社会经济水平、时间价值分布等，交通供给决定了出行者使用某种交通工具的

综合成本，包括可获取状况、费用、时间、可靠性和舒适度等，这些主要受网络条件、交通工具购

置费用和交通工具使用调节政策等多方面的影响。简单来讲，出行者会根据出行的需要，在他能够

负担的交通方式中选择服务最好、成本最低的交通方式。  

交通政策与交通设施规划共同影响交通供给，主要通过价格变化（公交票价、道路使用费、停

车收费、燃油费用等等）、时间变化（路权影响）、限制条件（禁行）等，影响出行者对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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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 

方式划分模型是交通需求分析模型中最为复杂的部分之一，常用的建模方法包括定比例法、距

离概率法、时间概率法、竞争曲线法和离散概率模型（logit 模型等）。由于受到调查数据的制约，

目前常用的是距离（时间）概率和竞争曲线，不能反映费用带来的影响，所以无法满足敏感性分析

的要求。必须建立能够反映更多的敏感性因子的离散概率模型，这就对交通调查数据质量和模型敏

感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不同政策导致的不同出行方式时间费用的变化，反过来也会影响出行目的地的选择。在四阶段

模型中，可以通过反馈机制来反映这种变化。根据城市的特征确定不同的交通政策敏感性因子，通

过方式划分模型计算输出不同的方式结构，输入到交通分配模型，计算拥挤车流的时间阻抗矩阵，

并反馈到出行分布的计算，进行新一轮的循环，通过迭代计算直到满足精度要求。因此，进行交通

政策敏感性分析的另一个前提是需要建立完整的具有反馈机制的交通需求分析模型。 

下文将以 LOGIT 模型在方式划分中的应用为着眼点，阐述交通政策敏感性分析的过程与方法，

并总结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发展趋势。 

4. 应用实例 

4.1 贵阳交通需求分析模型概况 

2008 年底，由贵阳世行办牵头组织开展了贵阳市城市综合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建立工作，模型

研究范围包含市域和城区两个层面，不同层面的模型结构与功能不同，该模型也是贵阳市第一个涵

盖全市域范围、系统的、全面的城市综合交通需求分析模型。 

不同层面的模型体系、内容与深度有不同要求，同时市域模型与城区模型之间进行了比较好的

衔接，包括分区系统的衔接，路网的衔接以及 OD 需求矩阵的衔接等，保证了整个模型的系统性与

完整性，同时，有利于模型后期的维护与更新。 

  

图 1 贵阳交通需求分析模型框架（左：市域模型，右：城区模型） 

4.2 LOGIT 模型的构造 

函数形式 

贵阳市是典型的山地城市，步行和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较大，由于地形条件的限制，自行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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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例最低，因此，在构造方式选择模型时首先利用概率曲线函数把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比例进行排

除，再分别构造有车家庭和无车家庭的多项 LOGIT 方式选择模型，模型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 ——i 小区和 j 小区之间以 m 为出行目的选择交通方式 k 出行的概率； 

——交通方式； 

——i 小区和 j 小区之间以 m 为出行目的选择交通方式 k 的效用函数。 

由于现状综合交通体系并不完善、居民出行方式的可选择性较低，因此，构造了 2 种 MNL 模

型：含有常数项和不含有常数项。含有常数项适合于近期政策分析，不含常数项的可用于规划年的

方案测试和政策分析。即： 

效用函数一： ，k 为可选择模式，constk 为该模式效用函数

的常数项，costk 为费用矩阵，timek 为时间矩阵，a、b 为待标定系数。 

效用函数二： . 

通过现状调查数据分别标定了模型参数，并通过检验。 

时间价值的确定 

不同个人条件与不同的出行目的对节约时间而产生的价值的判断是不一样的，也会因时、因地

而异，因此，时间价值的确定是主观和客观相结合的结果。对效用函数的标定其实就是确定不同人

群不同出行目的的时间价值的过程，需要基于大量的、可靠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 

与东部城市相比，贵阳的经济水平还比较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1000 元/月左右。根据国内外

经验，时间价值与收入成正比。对时间价值的标定可以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首先通过交通专业

软件标定时间价值的初始值，再根据定性判断进行调整，同时，输入方式划分模型进行计算，并利

用实际调查值进行校核，通过重复多次以上过程最终确定时间价值取值。 

4.3 反馈迭代 

通过分配结果得到不同方式拥挤车流的出行时间和费用将反馈到交通分布以及方式划分的计算，

通过多次迭代得到平衡后的计算结果。为了能与实际交通运行状况相符合，交通模型的反馈过程必

不可少，也是进行政策敏感性分析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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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模型反馈机制 

4.4 敏感性分析与评价 

根据城市交通发展趋势以及国家政策变化，结合贵阳市城市交通发展特征，构造了多种可能实

施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首先确定一个基本政策方案，同时构造多个对比方案，最后进行综合评价

分析。 

4.4.1  政策方案构造 

情景 1——基本方案，与现行政策相仿。低停车收费，全市一样，每 OD 平均负担 1 元；不征

收排污费；轨道上车票价为 3 元，BRT 上车票价为 2 元，换乘收费。常规公交票价每人次 1 元。 

情景 2——温和方案，差别化征收停车费，分三个区域（中心、一般地区、外围），分别为 3、

2、1 元。按油耗折合征收排污费（通过地方性燃油税形式），小汽车出行每公里增加 0.2 元，出租

车乘车费用不增加（由政府补贴或出租车公司消化）。推荐票价轨道上车票价为 3 元，BRT 上车票

价为 2 元，免费换乘。常规公交票价每人次 1 元。 

情景 3——提高停车收费政策：三个区域分别为 6、4、2 元。 

情景 4——征收排污费政策，小汽车出行每公里增加 0.2 元，出租车乘车出行每公里增加 0.1 元

（政府、出租车公司、乘客共同负担）。 

情景 5——低票价政策：轨道上车票价为 2 元，BRT 上车票价为 2 元，常规公交票价为 0.5 元，

免费换乘。 

4.4.2  分析评价 

通过对各种政策的综合性比较，可以看出，由于不同的政策对出行者出行方式的选择的影响作

用不同，虽然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降低小汽车出行量，减少尾气排放，

但是，以提高燃油税的形式对小汽车征收排污费，能降低长距离出行小汽车的比例，降低总车公里

和大区间出行，同时，尾气排放量也相应最低。降低票价的效果并不是最优，并将大幅度增加政府

的财政负担。而提高停车收费是管理上最容易实施的政策。 

因此，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城市的实际情况，综合多种政策，以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交通分布模型

速度距离 时间 费用

空网

PA

方式划分模型

分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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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环境质量。 

表一 不同政策方案评价结果 

  
基本

方案 
温和方案 提高停车收费 征收汽车排污费 降低票价 

情景编号 1 2 3 4 5 

公共交通比

例 

总量（%） 46.1 46.6 47.9 48.2 47.8 

增减（百分点）  - 0.5 1.8 2.1 1.7 

小汽车比例 
总量（%） 18.6 18 16.7 16.4 16.8 

增减（百分点）  - -0.6 -1.9 -2.2 -1.8 

小汽车平均

出行距离 

总量（公里） 7.4 7.4 7.4 7.1 7.5 

增减（公里） -  0 0 -0.3 0.1 

总车公里 
总量（万车公里） 286.3 283 275 269.1 274.4 

增减（万车公里） -  -3.3 -11.3 -17.2 -11.9 

总车小时 
总量（万车小时） 9 8.8 8.4 8.1 8.3 

增减（万车小时） -  -0.2 -0.6 -0.9 -0.7 

黔灵山截面

饱和度 

平均值 0.63 0.61 0.58 0.56 0.58 

增减 -  -0.02 -0.05 -0.07 -0.05 

黔灵山截面

公交出行 

总量（万人次） 100.2 101.3 103.9 105.6 103.7 

增减（万人次）  - 1.1 3.7 5.4 3.5 

黔灵山截面

小汽车出行 

总交通量（万 pcu） 27.5 26.3 23.7 22.1 24 

增减（万 pcu） -  -1.2 -3.8 -5.4 -3.5 

尾气排放 
总量（kg） 8994 8851 8511 8284 8480 

增减 -  -143 -483 -710 -514 

燃油消耗 
总量（吨） 2845 2800 2692 2620 2682 

增减 -  -45 -153 -225 -163 

5. 总结与发展趋势 

通过实例应用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制定交通管理或政策措施之前，利用交通需求分析模型

进行相关的预测分析与评价，将为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从而最大限度提高政策措施实施后所要获

得的效果，并可以节约政策评估的成本。 

利用交通需求分析模型进行政策敏感性分析只是作为政策制定的一个依据，分析结果的合理性

取决于城市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可靠性。由于城市交通需求分析模型在我国现阶段的应用还处于发

展阶段，人们对交通需求分析模型预测结果的看法各不相同，甚至还有人在为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

有用论和无用论争论不休。但是，随着城市发展日趋成熟，交通需求管理技术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

交通政策敏感性分析在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工作中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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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号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评价方法研究 

马俊来  赵延峰  杜恒 

【摘  要】信号交叉口是人、车高度集中、冲突严重的区域，其行人服务水平对步行交通整体环境

的塑造意义重大。与传统的采用交通流运行指标进行评价的方法不同，本文从行人过街的安全感和

舒适性出发，基于大量的调查数据，利用数理统计方法识别信号交叉口行人服务水平主要影响因素，

在此基础上利用多元逐步回归分析方法建立了信号交叉口服务水平评价模型。与 HCM 中的评价方

法对比分析结果显示，该方法更符合我国实际交通状况。 

【关键词】信号交叉口；行人服务水平；安全性；舒适性 

1. 引言 

步行交通是“人文交通”和“绿色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随着机动车交通问题的日益

严重，步行交通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造成城市步行交通的出行比例逐年下降。为确保行人安全、舒

适的交通环境，迫切需要制定信号交叉口行人服务水平评价标准，为相关设施的建设、管理提供科

学依据。 

除延误以外，与机动车的冲突、过街设施对行人的保护程度等行人过街环境条件都对行人过街

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传统的利用交通流特征指标进行行人服务水平评价的方法[1]，无法反映这

些因素，同时由于交通环境的不同，国外研究成果[2]~7]难以在国内直接应用，因此本文基于国内实

际交通状况，从行人对过街安全性和舒适性的心理感受出发，研究交叉口范围内道路交通条件对行

人服务水平的影响，全面反映行人的过街质量。 

首先对信号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基于调查数据，运用数理统计

方法确定信号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价模型，提出服务水

平划分方法，并与 HCM 中提出的评价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2. 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过街心理感受的因素可以从三方面进行分析：  

2.1 车行交通的干扰 

行人在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过街时，转弯车辆往往与之发生冲突，称这部分转弯车流为冲

突车流，同时与人行横道平行且相邻的车道上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与行人距离很近，甚至会出现自

行车抢占人行横道的局面，因此这部分车辆也可能会对行人的心理感受造成影响，将这部分车流与

冲突车流统称为干扰车流。两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的行人与车行交通干扰冲突现象最为严重，具体

干扰情况如图 1 所示（以北进口人行横道为例），对具有转弯车辆专用相位的三相位和四相位信号

控制交叉口，行人过街干扰交通流只需将具有专用相位的干扰交通流排除即可。由图 1 可见，两相

位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过街的干扰交通流包括[2]： 

被穿越的进口道的右转机动车流 MRE 和非机动车流 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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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近端进口道的右转机动车流 MRA 和非机动车 NRA； 

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近端进口道的直行机动车流 MTA 和非机动车流 NTA； 

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远端进口道的左转机动车流 MLA 和非机动车流 NLA。 

 

图 1 两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行人过街干扰交通流示意图 

2.2 暴露程度 

暴露程度是指行人在人行横道上通行时暴露于交通环境中缺乏保护的程度，其影响因素可从以

下三方面进行分析： 

过街距离－包括机动车道宽度、非机动车道宽度、中央分隔带宽度、机非分隔带宽度。据观察，

大部分行人在过街时并不在人行道上等候，而是站在非机动车道上甚至紧邻机动车道等候过街，在

这种情况下，行人过街距离为机动车道宽度与中央分隔带宽度之和，在后续分析中将分别对这两种

计算方法进行验证。 

安全岛类型－包括三类：立体安全岛、标线安全岛、无安全岛。 

路边等待区的状况－行人过街前需站在交叉口转角处等待，路边等候区的大小对行人的安全感

和舒适性造成一定的影响。 

2.3 延误 

行人过街等待时间的长短对行人心理感受影响较大，并继而引起行人交通行为的变化。信号控

制交叉口行人等待时间一般用延误表示，信号控制交叉口行人过街平均延误由信号配时决定[7]，具

体计算公式见式（1）。 

NLA

MLA

MTA

MRA

NTA

NRA

NRE MRE

行人过街运动轨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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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行人平均延误， 为周期时长， 为有效绿灯时间。 

3. 数据调查 

3.1 调查点选取原则 

研究旨在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建立各影响因素与步行交通设施行人服务水平的关系模型，

因此除了对数据采集精度和可靠性具有要求外，对数据的覆盖范围也有较高的要求，而数据的覆盖

范围除了受调查时间和调查时段的影响外，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调查地点的选择，在总结各影响因

素的基础上，确定以下调查点选取原则： 

3.1.1  覆盖具有不同横断面几何特征的道路 

行人服务水平与道路环境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道路横断面几何特征造成行人与车行交通间不

同的隔离效应和冲突特征，也就造成不同的行人服务水平，因此选取的调查点应覆盖不同横断面几

何特征的道路。 

3.1.2  需覆盖不同的城市地理区位 

行人服务水平除了与道路环境有关外，还与行人的出行目的、行人流量有关，而这些因素随城

市地理区位的不同而变化，因此选取的调查点需覆盖不同的城市地理区位。 

3.1.3  覆盖不同的信号配时方案 

不同的信号配时方案会导致不同的等待时间和冲突车流，从而造成行人不同的安全感和舒适感，

也就导致不同的行人服务水平，因此选取的调查点应尽可能覆盖典型的信号配时方案。 

按照以上方法，选取南京市中心城区 10 条典型的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作为调查点，其具体

位置分布如图 2 所示。 

3.2 调查时间 

调查时间为星期三和星期天，调查时段为 15:30～18:30，以确保调查数据能够包含不同时段的

交通流特征。 

3.3 调查内容 

3.3.1  静态数据 

   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需收集的静态数据包括所穿越道路的道路横断面几

何特征和交叉口控制特征，具体调查表格如表 1 所示，. 

3.3.2  动态数据 

信号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调查需收集的动态数据指交叉口四个进口道各流向的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流量以及人行横道行人流量，以 5 分钟为统计间隔，连续调查 3 小时。 

20.5( )
p

c g
D

c




pD c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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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信号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调查点位置示意图 

3.3.3  行人问卷调查 

在收集动态数据的同时，采用路边询问法对正在人行道上行走的行人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员首

先观察和询问参与者的个人属性，然后再询问其心理感受。为了方便参与者回答，调查问卷中将行

人步行的心理感受划分为 6 个等级供参与者选择：很舒服、舒服、一般、不太舒服、不舒服及很不

舒服。 

表 1 信号交叉口静态数据调查表 

调查日期：                                    调查点编号                     

调查点名称：                                （请指明是哪个进口道方向的人行横道） 

变量 说明 单位 结果 

外侧机动车道宽度 被穿越的道路的双向宽度 m  

中央分隔带宽度 － m  

机非分隔带宽度 被穿越的道路的双向宽度 m  

非机动车道宽度 被穿越的道路的双向宽度 m  

路边等待区域面积 人行横道两侧的等待区域平均面积 m  

安全等待区类型 

无安全等待区   0 

标线安全等待区 1 

立体安全岛     2 

－  

信号控制 整个交叉口的信号配时方案（以相位图表示） －  

3.4 调查结果 

3.4.1  问卷参与者属性 

共 653 名行人参与了问卷调查，通过散点图分析，最终筛选出 607 份有效问卷用于后续分析。

有效数据中，男性参与者占参与者总人数的比例为 56％，女性相应的比例为 44％。参与者年龄覆盖

了各个年龄段，低于 20 岁的参与者人数占参与者总人数的比例为 6％，20 岁～29 岁、30 岁～39 岁、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1005 

40 岁～49 岁、50 岁～59 岁、60 岁及超过 60 岁的参与者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52％、21％、9％、6％

和 5％。 

3.4.2  行人心理感受等级分布状况 

调查得到的行人心理感受等级分布如图 3 所示。由图 3 可以看出，调查参与者的心理感受等级

覆盖了 1～6 级，其中 3 级和 4 级所占的比例较大。 

 

图 3 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调查服务水平等级分布图 

4. 模型建立 

4.1 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相关自变量及回归模型 

以每个问卷调查参与者的心理感受进行建模分析。绘制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

与各影响因素的矩阵散点图，确定各影响因素形式后，根据矩阵散点图和 Pearson 相关分析结果，确

定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的相关自变量为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近端进口道的右转机动

车流 MRA 和非机动车流 NRA、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远端进口道的左转机动车流 MLA 和非机动车流

NLA、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近端进口道的直行非机动车流 NTA 和行人平均延误，模型形式如式（2）

所示。利用 SPSS 软件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得到回归模型的参数标定结果和统计回归指标分别

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式中， －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近端进口道的干扰右转机动车流量（pcu/h）； －与人行横

道平行的远端进口道的干扰左转机动车流量（pcu/h）； －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近端进口道的干扰

右转非机动车流量； －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远端进口道的干扰左转非机动车流量（pcu/h）；

－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近端进口道的干扰直行非机动车流量（pcu/h）； －行人平均延误（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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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模型统计分析结果一览表 

模型自变量 自变量系数 T-统计值 相伴概率 

 
0.039 2.114 0.035 

 
0.160 6.006 0.000 

 
0.031 3.777 0.000 

 
-0.041 -3.121 0.002 

 
0.044 2.173 0.030 

 
1.028 8.860 0.000 

C -0.484 -1.080 0.280 

表 3 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模型统计回归指标及 F 检验一览表 

R
2
 F统计值 Sig. 

0.358 32.817 0.000 

综合分析以上结果，建立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模型，具体如式（3）所示。回

归方程的判定系数 R
2为 0.358，F 统计值为 32.187，可以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0.01 的 F 检验。 

 
 

式中符号意义同前。 

由式（3）可以看出，①行人延误对服务水平影响较大，随着延误的增加服务水平呈下降趋势；

②随着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近端进口道的右转机动车流量 和非机动车流量 、与人行横道平行

的远端进口道的左转机动车流量 的增加，服务水平呈下降趋势，说明这些车流对行人的心理感

受影响较大，当这些车流流量很大时，应考虑设置专用信号相位，消除其对行人的干扰。③服务水

平随着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近端进口道的直行非机动车流量 的增加而下降，与相应的机动车流无

关，这说明非机动车的隔离消除了直行机动车对行人的干扰，但是非机动车本身又对行人造成了干

扰，这主要是由非机动车抢占人行横道引起的，因此在交叉口的设计和管理中要注重非机动车道和

行人的有效分离，为行人创造良好的过街环境。④服务水平随与人行横道平行的远端进口道的左转

非机动车流量 的增加呈上升趋势，从表面上来看这与直观想象不吻合。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左

转车流量较大的交叉口，一般采用左转专用相位，这时左转车流不与行人发生冲突，而本文中的

1

2

3

4

5

6

0.0018 0.34690.0033 0.0133 0.0026 -0.0034 0.044 1.028 -0.484nt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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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冲突的左转车流量，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的值为零，但这种交叉口的行人延误一般都较大，从

模型系数来看，服务水平受延误影响最大，因此这种情况下服务水平较低；相反，在左转车流量较

小的交叉口，一般采用两相位配时方案，此时左转车流与行人发生冲突， 大于零，但这种交叉

口的行人延误一般都较小，行人的服务水平较高，可见造成服务水平与 的负相关关系的原因是

的增加引起的服务水平的下降程度比延误的减少引起的服务水平的上升程度要小，这与客观情

况是相符的，模型的运算结果是合理的。⑤安全岛的设置对服务水平的影响不明显，这并不代表安

全岛的设置不能提高服务水平，实际情况是研究所调查的交叉口安全岛采用了标线安全岛，而且安

全岛的宽度很小，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导致了模型的运算结果。由此看来安全岛必须要有充分

的宽度才能提高服务水平，不能只是单纯地为达到规范设置要求而设置安全岛，而不管其是否真正

发挥作用。 

模型预测值向服务水平等级的转化方法参见表 4。 

表 4 服务水平等级划分表 

服务水平等级 A B C D E F 

预测值范围 Lps≤1.5 1.5< Lps≤2.5 
2.5< Lps≤

3.5 
3.5< Lps≤4.5 4.5< Lps≤5.5 Lps >5.5 

4.2 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模型的验证和对比分析 

HCM 方法主要根据行人延误划分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等级[7]。对调查点分别

利用本文建立的基于行人过街满意度的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模型和 HCM 两种方

法进行评价，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 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模型与 HCM 方法的运算结果对比表 

调查点

编号 

基于行人满意

度的观测值 

基于行人满

意度的回归

模型预测值 

基于行人满

意度的服务

水平预测值 

行人平均延

误 

HCM服务水平 

预测值 

1 2.45 2.50 B 4 A 

2 2.97 3.18 C 23 C 

3 4.29 4.07 D 30 C 

4 2.48 2.46 B 8 A 

5 3.25 3.35 C 41 E 

6 3.51 3.65 D 44 E 

7 4.42 4.19 D 55 E 

8 4.28 3.89 D 47 E 

9 3.82 4.07 D 57 E 

10 3.87 3.90 D 57 E 

    由表 5 可以看出，当行人延误较小时，如表中的（1、3、4 号调查点），基于行人过街满

意度的服务水平模型预测的服务水平等级要低于 HCM 方法预测的服务水平等级；当行人延误较大

nlaV

nlaV

nlaV

nl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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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基于行人过街满意度的服务水平模型预测的服务水平等级要高于 HCM 方法预测的服务水平等

级，这主要是由于行人在过街满意度不仅受等待时间的影响，还受到交通环境的影响，行人延误较

小的交叉口一般采用两相位信号配时方案，转向车流没有与行人发生冲突，对行人的干扰很大，因

此基于心理感受的服务水平要低于单纯用延误来衡量的服务水平；行人延误较大的交叉口一般采用

三相位或四相位信号配时方案，转向车流设置了专用相位，对行人的干扰较小，因此基于心理感受

的服务水平要高于单纯用延误来衡量的服务水平。若单纯用延误来衡量服务水平，那么设置转向车

流专用相位只能是降低行人的服务水平，而实际情况是转向车流与行人的分离会增加行人的安全感，

最终行人的服务水平变化程度是延误和转向车流共同作用的结果，由调查数据可以进一步证实：表

中的 3 号调查点采用的是两相位信号配时方案，5 号调查点采用的是四相位信号配时方案，虽然 3

号调查点的行人平均延误小于虽然小于 5 号调查点的行人平均延误，但行人对 3 号调查点的满意程

度没有 5 号调查点的满意程度高。由此看来，本文建立的基于行人过街满意度的信号控制交叉口人

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比 HCM 方法更能反映行人的实际交通状况。 

5. 结论 

通过调查数据的整理分析和建模，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受行人平均延误影响最大； 

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受干扰车流影响较大，与行人冲突的右转机动车流和左

转机动车流会降低行人过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因此在转向车流较大的交叉口需考虑通过改变信号

配时方案，有效分离转向车流，但是往往设置转向车流专用相位会导致信号周期时长的增加，行人

延误也会有所增加，服务水平可能会降低，因此设计过程需要在分离车流和降低延误间寻找平衡，

满足行人和机动车的交通需求； 

与行人同相位的直行非机动车流也会降低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因此在交叉

口的设计、管理过程中应注意非机动车与行人的有效分离； 

安全岛的设置必须要保证一定的宽度，否则无法提高行人的安全感和服务水平； 

研究选取的调查点基本覆盖了我国典型的“十”字型信号控制交叉口的道路横断面几何条件、

交通流条件和信号配时形式，问卷调查参与者的属性也覆盖了典型的人口统计特征，模型适用于分

析我国典型的“十”字型和“T”字型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评价，设计人员可以借

助于该模型对不同的道路设计方案进行组合测试，以达到期望的服务水平为依据进行相关设计。环

形交叉口的设计和交通流运行组织不同于“十”字型和“T”字型交叉口，其人行横道行人服务水平

评价是否能采用本文建立的模型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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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路段公交线路 OD 矩阵反推方法研究 

张蕾  王强  林松涛 

【摘  要】现有公交 OD 矩阵反推技术以路段观测客流量和反推后矩阵的分配客流量之间的偏差平

方和最小作为目标函数，其结果在分析单条公交线路的客流量时，存在较大误差。本次研究提出基

于路段线路断面客流量的 OD 矩阵反推方法，通过选取路段上的公交线路的观测客流量，借助

EMME/3 软件强大的矩阵功能对 OD 矩阵进行分块调整并叠加，推算 OD 矩阵，大大提高矩阵反推

的准确性。 

【关键字】路段客流量  公交线路  OD 矩阵反推  EMME/3 

1. 引言 

城市公交客流出行需求 OD 矩阵对研究公交线路规划、线网优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通常

是利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乘客出行调查获得。利用路段调查获取公交客流的基础数据，并反推

客流的 OD 矩阵，能够节约大量资源，省时、省力、可操作性强，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意义。从 70

年代起，国内外对 OD 矩阵的推算做了大量的研究，随着基于路段流量的 OD 矩阵反推技术在交通

规划中越来越多地成功应用，出现了许多有效的方法，如重力模型法、熵模型法、极大似然估计法、

贝叶斯推算模型法等。这些方法大部分要求基础数据比较详实可靠或者模型算法较为复杂，对于单

一公交线路客流量的分配精度不高。因此，本文提出一种新的基于路段公交线路的 OD 矩阵反推算

法，从而提高 OD 矩阵推算精度。 

2. 公交客流 OD 矩阵推算原理及方法 

2.1 基本原理 

从理论上说，由路段交通量推算 OD 分布量是交通分配的逆过程[1]
 ，假设 rsq 表示从 r 区到 s 区

的 OD 量， aV 表示路段 a 的客流量， 
n

rsp
表示 rsq 经过路段 a 的比例，则：  

a

n

rs

r s

rs Vpq        M;,1,2,a   Nsr ,,2,1,                (1)          

式中，M 为调查交通量的路段数目；N 为 OD 量的交通分区数目。 

路径选择信息一般采用交通分配模型获取，对于相同的交通网络及 OD 点对，不同的交通分配

模型产生不同的路径选择信息。1952 年著名学者 Wardrop 提出了交通网络平衡定义的两条原理，奠

定了交通流分配的基础。其中，Wardrop 第一原理[1]，也叫用户平衡(User Equilibrium，UE)，是指在

道路的利用者都明确知道网络的交通状态并试图选择最短路径时，网络将会达到平衡状态。也叫用

户最优(User Equilibrium，UE)，描述的是路网上用户实际路径的选择状态，因此，在本文中采取

Wardrop 第一原理来进行网络分配，按照成熟的多路径分配，0≤
n

rsP
≤ 1，对 OD 矩阵进行推算，

这样得出来的结果和实际更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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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网络完善的情况下，对于公交客流的路径选择概率
n

rsP
是一个精确的值，因此，只要保证

rsq 也是正确的，那么， aV 将是正确可靠的[2]。 

2.2 现有模型的研究方法 

已有学者提出基于路段调查的 OD 矩阵反推方法，为模型数据更新提供一种简捷算法。研究采

用反推出来的路段流量与实测的路段流量之间的误差平方和最小作为目标函数[3,4]，即： 

2
)(




Ll

aa VVMinZ

                                                 (2)   

  

0

0

n

r s r s a

r s

rs

k n

k

rs

k

q p V

d Q

d

V

 








 




                                                  (3) 

其中， aV 为反推的路段流量； aV
为实测的路段流量；L  指路网中调查的路段总数;

rs

kd
 为 OD

对( r ， s )间的第 k 条路径上的交通流量；q为 OD 对( r ， s )间的交通量，其它符号意义同上。 

上述研究是基于路段交通流量的 OD 矩阵反推，目标函数要求使路段观测数据与分配流量相一

致。运用此方法分配后得到整个公交网络的客流量与观测客流量拟合较好，但具体分析路段上每条

公交线路客流量时，发现分配客流量与实测客流量仍然存在很大的误差，难以准确判断单一线路的

客流情况，给公交线网的优化带来很多不确定因素。本次研究提出基于路段线路客流量的 OD 矩阵

调整方法。 

3. 基于路段公交线路 OD 矩阵反推 

3.1 模型的建立 

考虑到调查数据具有一定不确定因素，OD 反推后的客流分配结果与实际观测客流量之间存在

一定的差异，因此，只要将 OD 反推后的客流分配结果落到实际观测流量的一定区间内就可以保证

反推的精度。故采用 OD 反推路段公交线路的客流量与实测客流量之间的误差平方和最小，并且调

查路段上的所有公交线路集合的误差和也最小，从而得到目标函数（4）： 

同时，采用公交网络用户平衡，反推模型必须满足客流量守恒的条件。路径流量也应该满足非

负约束。 

2
)(

 


Ll

lmml

Mm

VVMinZ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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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m

m

rs

r s

rs Vpq                                               (5) 

           
 

k

n

rs

k Qd

                                                (6) 

                                              (7) 

                                                 (8) 

 lmV ：表示第 l 路段上第m 条线路的 OD 反推分配断面客流量； 

 lmV
：表示第 l 路段上第m 条线路的实际观测断面客流量；           

 l m 表示：第 l 路段上第m 条公交线路； 

 L 表示：调查路段总量； 

 M 表示：第 l 路段上所有公交线路总量； 

 
m

rsp
：表示 rsq 经过路段 l 上线路m 的比例； 

 
rs

kd
 为 OD 对( r ， s )间的第 k 条路径上的交通流量； 

    约束(5)表示：从 r 区到 s 区的 OD 量 rsq 与 rsq 经过路段 l 上线路m 的比例
m

rsp
的乘积与线路

m 在 l 路段上的断面客流量相等； 

    约束(6)表示：满足交通流守恒的条件，即 OD 对间各条路径上的交通量之和应该等于 OD

交通总量； 

    约束(7)表示：路径流量也应该满足非负约束。 

约束(8)表示：路段公交线路段面客流量应满足非负约束。 

目标函数中，只要将通过调查路段的所有公交线路的调查数据和 OD 反推后的分配数据误差控

制到最小，那么路段上所有公交线路分配流量的加和与实际调查路段的公交客流量之间的误差值也

将最小。这样，基于路段的 OD 矩阵反推就可以延伸到基于路段公交线路的 OD 矩阵反推，从而进

一步提高 OD 矩阵反推的精度，提高客流预测的可靠性。 

3.2 模型的适应性及数据基础 

3.2.1  模型的适应性 

具备先验的 OD 矩阵，原有 OD 矩阵的交通小区划分能够满足城市现状客流分布特征。 

具备完善的基础网络（NetWork），保证基础网络的正确合理性，在此前提下，才能对 OD 矩阵

0
rs

kd

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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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反推调整。 

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不大，客流变化是在原有客流的分布的基础上增减，客流分布结构变化不大。 

适应于短期内的模型更新和调整，随着城市快速发展，用地性质的改变带来客流分布和客流结

构的变化，本方法将难以适应需求。 

3.2.2  数据基础 

具备先验的公交客流 OD 矩阵，完善的基础网络（Network），选取科学合理的路段调查断面客

流量。通常情况下先验的公交客流 OD 矩阵在前期获得；完善的基础网络（Network）是必备要素；

路段调查通常是利用最少的调查路段获取满足要求的 OD 信息，由于调查路段的数量和位置不同对

推算 OD 矩阵所起的作用不同，得到的 OD 估算矩阵的精度也不同。因此在调查路段的选取时必须

遵循以下基本准则[5]： 

公交线路覆盖准则。调查路段流量应该涵盖所有的公交线路，OD 对覆盖达到最高，即任一公

交线路和任一 OD 对之间的分配流量均包含在所选路段上。 

最大流量准则。对于某一特定的 OD 点对，应使这一 OD 点对间的流量在调查路段上尽可能大。

在一般情况下，网络中所观测的公交客流量越大，OD 反推的精度就越高。 

最大流截断准则。在调查路段数量一定时，所选路段应尽可能多地截断 OD 交通量。 

路段独立准则。网络中调查路段的流量之间应线性无关，为了提供尽可能多的 OD 信息，某一

调查路段交通量不能由其他调查路段交通量计算得到。 

4. 基于路公交线路 OD 矩阵反推求解 

本次研究是借助 EMME/3 软件，建立公交出行模型，利用先验 OD 矩阵进行客流分配。同时，

借助 EMME/3 的子矩阵选择功能，选择通过研究路段中单一路段、单一方向、单条线路的子矩阵

Mfi，对单一路段、单一方向、单条线路的客流分配结果和实际观测数据相比较，计算子矩阵调整系

数β ，并计算全 OD 矩阵，与目标函数对照，并转入下一次迭代。经过 n 次迭代后，获得最终 OD

矩阵 mfb(如流程图 3-1 所示)。 

流程图中的 Q 是预先设定的值，可以根据研究精度的要求确定。 

5. 实例分析 

济南市 2006 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公交客流调查，在此基础上，借助 EMME/3 软件建立了济

南市公交出行模型。2009 年 5 月份，我们选取 19 处路段（涵盖市区 127 条公交线路）进行路段公

交客流调查。借助 EMME/3 软件，在 2006 年建立的济南市公交出行模型的基础上，分别按照路段

和路段公交线路的观测客流量与分配客流量的误差平方和最小为目标函数，对先验 OD 矩阵进行了

调整，运用一元线性回归，将分配流量与观测客流量进行比较，得到不同推算方法下的 R
2值如表 4

－1，证明按线路反推得到的 OD 矩阵是可行的，并且具有较高的精度。按照路段线路反推出来的部

分 OD 矩阵 mfb,详见表 4－2 (由于篇幅限制，只列出 OD 表的一部分)。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按

照路段客流量反推 OD 矩阵达到较好的拟合后（图 4-1），对于单一线路分配值与实际观测值仍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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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大的误差（图 4－2），而按照路段公交线路进行 OD 矩阵反推，能够获得较好的线性拟合（图

4-3），获得更准确的 OD 矩阵反推结果。图 4-4 所示为按照路段线路反推 OD 后部分路段客流断面

分布图，与济南市实际客流分布情况吻合。 

先验矩阵mfa

公交出行模型

选择研究路段和公交线路，获得路段公交线路分

配客流量Vls，Vls=qrs*prs
m

停止计算，得 

最终出行矩阵mfb

选择经过l路段的第n条公交线路的子矩阵mfi

计算子矩阵调整系数β

 

 计算目标函数Z（V）≤ Q

计算全OD矩阵mfj=βmfi+ma

是

否

  

图 3-1  获得最终的 OD 矩阵流程图 

 

表 4-1 不同方法下的 OD 反推精度对照表 

类别 R
2
初始值 

用于模型调整的

断面数量 
R
2
最终值 

基于路段客流量 OD 矩阵反推 0.46 38 0.72 

基于路段公交线路客流量 OD 矩阵反推 0.53 254 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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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根据路段公交线路反推得到的 OD 矩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 6.8  1.1  0.0  2.3  13.5  9.1  3.8  6.5  1.4  8.9  0.0  8.5  28.1  9.7  0.0  0.0  

2 0.0  0.0  0.0  13.1  0.0  0.0  0.0  3.2  5.7  0.0  0.0  6.0  3.9  5.7  0.0  0.0  

3 19.0  0.0  0.0  7.4  6.8  0.0  21.7  0.0  2.0  0.0  0.0  0.0  16.5  0.0  0.0  0.0  

4 0.0  0.0  2.4  0.0  0.0  0.0  4.6  0.0  0.0  3.9  0.0  4.1  38.0  17.1  0.0  0.0  

5 9.6  3.7  5.6  0.0  18.5  20.2  9.8  10.7  30.5  0.0  2.0  62.4  41.8  70.1  12.9  0.0  

6 0.0  0.0  16.0  0.0  0.0  0.0  21.3  0.0  0.0  0.0  2.4  60.2  45.5  10.3  7.0  0.0  

7 0.0  0.0  16.3  14.5  8.5  3.3  14.4  12.1  0.0  4.1  2.3  13.8  32.9  73.3  31.0  12.7  

8 0.0  0.0  12.5  0.0  0.0  32.5  26.1  0.0  1.1  0.0  6.8  0.0  1.6  0.0  0.0  0.0  

9 0.0  0.0  2.2  0.0  0.0  0.0  0.0  0.0  0.0  22.8  2.0  0.0  9.8  0.0  0.0  0.0  

10 0.0  0.0  3.5  0.0  0.0  0.0  6.1  0.0  0.0  0.0  1.2  13.4  0.0  0.0  0.0  0.0  

11 0.0  0.0  10.0  0.0  71.5  0.0  0.0  0.0  0.0  0.0  0.0  15.6  38.8  15.4  42.0  0.0  

12 2.1  0.0  21.8  4.7  28.8  0.0  89.0  2.3  10.5  29.1  8.0  40.0  25.8  26.0  13.3  15.2  

13 4.0  2.7  13.3  0.0  18.0  13.9  0.0  57.2  8.2  5.0  15.8  12.5  9.6  53.0  11.2  7.5  

14 11.8  0.0  9.7  7.1  5.7  5.7  0.0  0.0  2.2  24.4  32.8  39.0  50.9  0.0  2.0  19.5  

15 0.0  0.0  0.0  0.0  0.0  15.9  12.2  0.0  0.0  0.0  2.8  25.1  22.5  0.0  7.2  13.9  

16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1.4  0.0  0.0  1.8  3.7  27.7  3.5  

 

图 4-1 按照路段反推 OD 后路段客流分配结果与观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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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按照路段反推 OD 后线路断面分配结果与观测结果 

 

  图 4-3 按照路段线路反推 OD 后的线路分配客流量与观测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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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OD 线路反推后部分路段客流量分布图 

6. 结 语 

在公交线路规划和公交线网优化中，数据的时效性、OD 矩阵反推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模型的

精度和预测客流量的准确性。短期内模型数据难以更新，预测精度降低，成为研究问题的瓶颈。本

次研究，主要通过路段公交线路断面客流量反推 OD 矩阵，为实现短期内的模型数据更新提供了一

套有效、简捷的方法，并为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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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D 需求不确定的离散交通网络设计 

卞长志  陆化普 

【摘 要】交通网络设计是综合交通规划的核心工作，是体现规划主管部门决策意图的重要手段。本

研究假定 OD 需求矩阵元素是服从已知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以随机双层规划和均值方差理论为基

础，建立 OD 需求不确定的离散交通网络设计模型。以系统总出行时间均值和标准差描述不确定条

件下政府对规划目标的要求，以随机需求情景实现下的网络均衡描述出行者行为。以 Monte Carlo

模拟和遗传算法为计算工具，设计了随机双层组合优化问题的可行算法。Nguyen Dupuis 网络的实

际计算表明，需求不确定性的存在将改变网络设计方案，同时决策者的风险偏好程度也将影响最终

的网络设计决策方案。本研究有助于提高交通规划决策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关键词】需求不确定性；双层规划；离散交通网络设计；遗传算法 

交通网络设计是综合交通规划的核心工作，是体现规划主管部门决策意图的重要手段。交通需

求预测是网络方案设计的基础，由于不确定因素的广泛存在，将交通需求作为确定性输入的规划设

计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巨大风险。 

传统交通规划方法预先假定需求预测是准确的，在此基础上进行交通网络方案设计。在交通规

划实践中，由于需求预测涉及因素众多，模型内在机理复杂，实际预测结果将不可避免具有不确定

性。忽略需求预测的不确定性，交通系统规划建设存在巨大的风险。 

为了实现交通网络系统的功能，满足出行者和规划者的要求，必须在交通网络规划过程中考虑

需求不确定性的影响。 

1. 网络设计问题概述 

交通网络设计问题可以表述如下：给定资金预算和网络约束条件，选择新建或改善路段，最优

化交通网络系统性能。 

网络设计问题中，政府部门确定规划方案，最优化交通系统性能，但是它不能控制出行者的选

择行为；而出行者随着网络特性的改变调整决策，最小化出行费用。这是一个典型的领导者——追

随者问题，通常采用双层规划模型描述。上层模型（1）是规划者改善网络系统性能的最优决策问题。

下层模型（2）是给定网络条件下的出行者均衡问题。其中 1ny R 和 2nx R 分别是上层模型和下层

模型的决策变量， 1 2: n nF R R R  ， 1 2: n nf R R R  分别是上层模型和下层模型的目标函数，

1 2 1: n n mG R R R  ， 1 2 2: n n mg R R R  分别是上层模型和下层模型的约束函数。 

min ( , )

. . ( , ) 0

y
F x y

s t G x y 
 

（1） 

( )x x y 是 y的隐函数，由下层问题（2）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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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 ( , )

. . ( , ) 0

x
f x y

s t g x y 
 

（2） 

根据决策变量类型，网络设计问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离散网络设计问题，即交通网络改进决

策变量只能取离散值；二是连续网络设计问题，即网络改进决策变量连续；三是混合网络设计问题，

即网络改进变量部分连续，部分离散。 

离散网络设计的决策变量为有限整数，根据投资约束优化新建道路路段的位置和规模。LeBlanc

（1975）首先建立了离散网络设计模型，并使用分支定界算法进行求解[1]。其它学者先后对模型和

算法进行了拓展研究[2,3]。当交通需求不确定时，网络设计问题的主要建模方法有随机规划理论和鲁

棒优化理论，但主要集中于连续网络设计问题研究[5~7]。 

本文以随机双层规划理论和均值—方差模型为基础，建立 OD 需求不确定的离散交通网络设计

模型，针对双层规划和组合优化问题的求解特性，提出基于模拟的遗传算法进行计算。 

2. 离散交通网络设计模型 

确定性需求交通网络设计问题中，上层模型反映的是规划部门的决策行为，常用的上层目标函

数有：固定需求下的系统出行阻抗最小、固定需求下的网络备用能力最大、弹性需求条件下的用户

剩余最大等[8]。 

确定性需求交通网络设计，虽然依据研究目的不同可能采用不同形式，但都没有考虑决策中存

在的不确定性。交通需求不确定时，如果不同需求水平下的网络设计方案差异很大，决策者将面临

较大的风险，为了降低交通网络设计方案对于不确定性的敏感性，需要利用不确定优化理论。本研

究引入随机性刻画需求预测的结果，并且利用随机变量的期望和方差指标，提高网络设计方案的鲁

棒性。 

假定 OD 需求是服从给定概率分布的随机变量，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利用随机抽样形成需求情

景集合，其中任一个需求情景实现为，对应的 OD 需求量为q ，发生概率为 p 。
ax 为情景

下路段a的流量，
at
 为情景下路段a的走行时间； ,rs

kf
为情景下 OD 对 rs间路径 k 的流量； A

是新建和扩建备选路段集合，
ay 是规划路段a的 0-1 变量，0 表示维持现状，1 表示新建或扩建；

( )a aG y 是路段 a的建设成本， B 是预算总量。 [0,1] ，反应规划决策者对于不确定性的偏好程

度。 

基于随机需求的离散交通网络设计模型由上层模型（3）和下层模型（4）共同组成，通过网络

改进决策变量y和路段交通量 x相互联系。上层模型（3）是预算约束下最小化路网期望系统总时间

和系统总时间标准差的加权和。下层模型（4）是在网络改进决策下，每种需求实现条件下对应的用

户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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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2

min ( , )

(1 )a a
a

a a a a
a a

Z

p x t

p x t p x t

  



     

 

 
 
 
 

       
     

  



 

   

x y

 

（3a） 

. . ( )a a

a A

s t G y B



 

（3b） 

{0,1},ay a A  
 

（3c） 

( )x x y 是 y的隐函数，由下层规划（4）决定： 

0
min ( ) ( , )

ax

a a

a A A

T t w y dw






  x

 

（4a） 

,. . , ,
w

rs

k rs

k P

s t f q rs  


  
 

（4b） 

, 0, , ,rs

kf rs k    
 

（4c） 

,

, , ,
rs

rs rs

a k a k

rs RS k P

x f a  
 

   
 

（4d） 

路段a的出行时间使用 BPR 函数表示； 

4

0( , ) 1 0.15 a
a a a a

a

x
t x y t

C


 

  
     
     

（5） 

3. 求解算法 

双层规划问题是 NP 完全问题，且上层优化是一个组合优化问题，一般算法难以应用。结合 OD

交通需求的随机特性，本论文采用基于模拟的遗传算法求解双层规划模型。 

遗传算法是模拟生物在自然环境中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遗传和进化过程而形成的一种具有自

适应能力的、全局性的概率搜索算法[9]。 

遗传算法从一组随机产生的初始种群开始搜索过程，种群中的每个个体是问题的一个解，称为

染色体。染色体是一串特定规则的符号编码，比如一个二进制字符串。在每一代中用适应度来判定

染色体的好坏。并使用交叉或者变异运算生成下一代染色体，新一代形成后，根据适应度大小选择

部分后代，和上代种群通过重组操作形成子代种群。经过若干代之后，算法收敛于最好的染色体，

它很可能就是问题的最优解或次优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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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流程如图 1。具体步骤如下： 

N=1

S=1

OD需求抽样

UE分配

计算上层目标 S<Snp

N<Nm

否

S=S+1

是

使用GA更新解

选择

交叉

变异

 N=N+1

是
最终解

否

· 生成初始解

· 给定种群规模P

· 给定更新代数N

· 给定需求抽样最大数S

p=1

p<P

是

否

p=p+1

 

图 1 基于模拟的遗传算法求解流程 

Step1：定义主要参数：种群规模，交叉概率，变异概率，种群进化代数，OD 需求抽样规模；

生成初始种群。在初始种群解产生时，执行预算约束判断，直到获得足够数量的初始可行解。 

Step2：对每一代种群中的每个个体，使用 Monte Carlo 模拟对 OD 需求进行随机抽样，对于每

个需求进行交通分配，计算上层目标函数； 

Step3：执行遗传算法选择、交叉和变异操作更新种群。每次种群更新过程中执行预算约束判断，

满足约束的解作为中间种群。 

Step4：算法终止，生成最优解。 

4. 案例研究 

采用 Nguyen-Dupuis 网络作为案例，如图 2，该网络拥有 13 个节点，19 条路段，4 个 OD 对。

实线表示现状路段，所有现状路段都可以扩建，虚线表示待新建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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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Nguyen-Dupuis 案例网络 

路段 4、13 和 18 的现状通行能力是 150，扩建为 250；其它路段现状通行能力 250，扩建为 500；

新建路段 24 的通行能力为 500，其它新建路段的通行能力为 250。 

路段 4 和 13 的自由流走行时间为 24 分钟，路段 18 的自由流走行时间为 36 分钟，其它路段自

由流时间为 12 分钟。扩建路段 4、13、18 和路段 24 自由流走行时间为 12 分钟，其它新建路段的自

由流走行时间为 24 分钟，其它维持不变。 

各路段建设成本为 100，预算总额为 1000。假定 OD 需求矩阵的每个元素服从正态分布，各个

OD 元素的均值均为 350；OD 需求标准差为均值的 k 倍。 

染色体编码采用二进制编码，每一条路段采用 1 位 0-1 代码表示，0 表示维持现状，1 表示新建

或扩建。染色体长度为 25，前 6 位代表新建道路，后 19 位对应原有道路扩建。按照道路编号顺序

排列。解空间总规模 2
25，利用遗传算法可以有效地寻找到最优解。 

算法基本参数设定：种群规模 40，种群更新代数 100，种群代沟 0.9，交叉概率 0.8，变异概率

0.01；OD 需求抽样数量 50。 

 

图 3 100 次迭代最优解的变化,k=0 

如图 3，当 k =0，即不考虑需求不确定性时，种群进化到 100 代时的最优解为：新建路段 20、

21、22 和 23，扩建路段 2、3、4、13、14 和 15；系统总成本为 9154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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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00次迭代最优解的变化,k=0.2,  =1 

如图 4，当 k =0.2，  =1，种群进化到 100 代时的最优解为：新建路段 20、21、23 和 25，扩建

路段 3、4、9、11、14 和 16；系统总成本为 89210 分钟。 

如图 5，当 k =0.2， =0.5，种群进化到 100 代时最优解：新建路段 22 和 23，扩建 2、3、4、5、

7、11、13 和 18；系统总成本为 50890 分钟。 

案例计算有如下结论： 

OD 需求不确定条件下的交通网络设计方案明显不同于确定性需求下的网络设计方案； 

决策者风险偏好对网络规划方案具有显著影响，方差作为量化随机变量相对于平均性能散

布程度的重要指标，与网络期望系统总时间指标一样，在不确定环境中成为影响决策者行

为的重要因素； 

规划方案取决于均值-方差之间的权衡。在网络设计模型的上层规划目标中同时考虑系统均

值和方差，可以更好地描述不确定需求条件下的网络规划过程。 

 

图 5 100次迭代最优解的变化,k=0.2,  =0.5 

5. 结论 

本论文建立了 OD 需求不确定的离散交通网络设计模型，以 Monte Carlo 模拟和遗传算法为计算

工具，设计了可行的求解算法。Nguyen Dupuis 网络的计算结果表明，交通网络设计方案由需求不确

定性和决策者风险偏好联合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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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不确定的交通网络设计问题是一个新的方向，本论文主要探讨了网络设计的模型和算法。

对于交通规划中不确定性来源和传播机制等重要问题没有过多涉及，这是下一步研究需要重点考虑

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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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拥挤机理的微观解析 

郝媛 

【摘  要】通过研究交通流 breakdown 现象的发生过程解析了交通拥挤的发生机理。除了交通需求，

各种干扰和驾驶员驾驶行为的多样性和随机性也是交通流 breakdown 的重要原因。驾驶员行为因素

是各种交通流现象如迟滞现象产生的根源。基于对驾驶员及其行为的分类和对交通流基本图的改进，

解析了交通扰动演变过程。通过对车队经历扰动时的减速波和加速波过程的刻画，建立了描述交通

流自发 breakdown 的概率模型。 

【关键词】交通拥挤；自发交通流 breakdown；迟滞现象；驾驶行为 

道路系统中的干扰因素众多，大量观测已经表明道路上的车流常常在达不到通行能力时就转变

为拥挤状态，使得道路以高效率运行的时间相当有限。在干扰因素作用下，交通拥挤是交通流发生

了 breakdown 的结果，交通流 breakdown 是指畅通状态下的密集交通流中速度在短时间内急剧下降，

同时密度（占有率）急剧上升，交通流随后变化为拥挤状态。近年来观测到大量在未达到传统意义

上最大通行能力时发生的交通流 breakdown 现象，其发生的阈值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如果认为交通

拥挤是一种交通流的―失效‖，那么交通流 breakdown 现象就刻画了这种―失效‖的时机和数字特征。

因此，研究交通拥挤机理的意义就在于，通过了解交通流拥挤机理找到交通流即将转变为拥挤的条

件和时机，作为交通管理中的控制指标，并施以针对性的解决对策，从而提高道路系统的抗干扰能

力，提高道路系统可靠度。 

1. 交通拥挤现象 

理想情况下，交通流随着速度的逐渐降低，流量先增后减，这一过程中达到峰值，即通行能力。

然而，从对一些流量-密度关系图中的数据观测发现，交通流可以―不经过通行能力状态‖而从流量-

密度曲线的一支变化到另一支。两种典型的交通拥挤产生模式如图 1 所示，（a）为渐变的拥挤，（b）

为突变的拥挤。正如图 1（b）中所示，相当多的情况下，在基本图的顶端会出现数据稀少或缺失的

现象，即达不到最大的通行能力。通行能力处数据缺失的原因可归纳为两点：交通需求不足，交通

流数据不会落在拥挤流区域；与检测位置相关，例如在快速路入口匝道的上游，由于入口匝道流量

的增加或瓶颈出流限制使得排队形成，而上游在尚未达到通行能力时便被迫降速加入到排队流的行

列；当瓶颈处排队消除后车辆开始加速，然而该过程由于错失了高需求时段和良好的车队行驶条件，

仍然很难达到通行能力。由此便形成了通行能力数据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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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经过通行能力的流率-占有率关系图和速度-时间图 

 

（b）未经过通行能力的流率-占有率关系图和速度-时间图 

图 1 交通拥挤产生的两种形式 

2. 交通拥挤诱因 

通常，交通拥挤被认为是“交通需求超过了通行能力”，但在某些情况下，交通拥挤却不是由

交通需求过高所引起的，或者说还没有等到交通需求超过通行能力，就由扰动引起了交通拥挤。 

2.1 扰动的来源 

实际路网中大多数的拥挤都是由扰动所引起的，交通流很可能在明显低于理论通行能力的时候

被一些扰动所触发导致暂时的拥挤，之后可能会增长成一个持久的拥挤。道路几何条件和环境条件

的变化会对交通流速度造成干扰。在快速路上，拥挤常常是在入口匝道或其他瓶颈路段上游观测到

的， Strickland
[1]和 Edie、Foote

[2]等人研究了隧道入口对通行能力的影响， Strickland 发现当车辆经

过隧道下坡时车辆会无意识的加速，因此需要进行制动以减慢速度，这种制动就是速度扰动的最初

发生源。Newman
[3]发现入口匝道的位置和设计会引起高速公路交通流频繁出现车流停滞现象。

Elefteriadou
[4]详细分析了和 Newman 类似的研究对象，她们发现，即使匝道、隧道等因素没有造成

影响，由于驾驶员行为本身的随机性和车流的非均匀性同样会导致速度的变化，也就是说交通流自

身存在不稳定性。 

2.2 拥挤的自发性 

对于封闭的（无出入）、空间上均匀（无瓶颈、无速度限制）、初始条件下密度也均匀的交通

流，是否有这样一种情况，或者是否存在一个密度范围，初始的均匀交通有一种变化到停停走走状

态的趋势，即所谓的自发的交通流 breakdown。 

这也是交通界一直以来的一个争论，即在没有外界干扰的情况下，交通流 breakdown 是否可以

在未达到通行能力时自发的产生。由于难以观测，证明这一疑问的证据不多。Kerner
 [5]称，在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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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道和超车的情况下，从自由流到同步流（即拥挤流，尚未变成阻塞）的转变无论是否有瓶颈存在

都可能自发的产生，瓶颈范围之外的从自由流到同步流的自发相变仅能存在很短的一段时间。然而

也有一些人持相反的观点[6]。 

Jost 和 Nagel
[7]提出了支持自发 breakdown 的间接证据：假设在一定密度范围内的均匀交通中引

入强干扰，例如使某一辆车停车数秒，如果引入的干扰随着时间最终完全恢复，则均匀交通流在这

个密度下是稳定的；如果扰动随着时间而增长，则在该密度下交通流是不稳定的，这就支持了交通

流自发 breakdown 的假设。Banks
 [8]总结了可能导致交通流 breakdown 的一些事件，其中，当(1)宏观

交通流的不稳定性，流量和密度的波动演变到某一点以至于触发了不可逆的速度下降，和(2)在正常

车辆跟驰模型的相互作用中出现了微观交通流的不稳定性，如果这两种事件发生在基本的、近似―理

想的‖高速公路路段，且该路段流量恰低于通行能力，则这些事件将导致一个纯粹的自发的交通流

breakdown
[9]。 

2.3 breakdown 的诱因分类 

Breakdown 是否可以自发产生的问题争论焦点仍然在于引起 breakdown 的诱因。笔者认为交通

流是一个由存在相互作用的大量车辆组成的非均衡交通系统，车辆的行驶速度及其与前车的间距都

不是均匀的，即交通流中存在随机扰动，使得 breakdown 可能在远离瓶颈的地方自发的产生。为了

更明确的研究自发 breakdown 问题，本文对 breakdown 的诱因进行了分类和定义。 

对于一段多车道（或单车道）的直线状（或环形）的高速公路路段，由该路段的一条车道、车

道上的车辆、以及车辆行驶的外界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交通单元”。从横向看，

“交通单元”的数量等于车道的数量；从纵向上看，对于每条车道都有若干个长度在 1km 或几 km

长的“交通单元”。一个交通单元内部及相邻交通单元之间的车辆、道路、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作

用关系如图 2 所示： 

车辆

单元内部车辆

一条车道

交通单元

相互作用

施加作用

1 固有因素: 跟车行为、交通流的不均匀性与

不稳定性

2-1 侧向因素: 变道和超车行为

环境 施加作用

Breakdown

3-2 竖向因素: 恶劣天气(雪、雨、光线、

雾„)

单元外部车辆

单元内部车辆

单元内部车辆

相互作用

施加作用

单元外部车辆

3-1 竖向因素: 道路系统瓶颈(弯道、坡道)

2-2 侧向因素: 交织段、上下匝道段、车道缩

减路段

4 纵向因素: 下游交通拥挤, 交通事故

内部因

素

外部因

素

 

图 2 单车道交通系统内部和外部作用 

上述因素中，发生在同一个交通单元内部的称之为“内部因素”，发生在不同交通单元之间的

因素称之为“外部因素”；由外部因素引发的 breakdown 称为“诱发 breakdown”，由内部因素引发

的 breakdown 称为“自发 breakdown”。其中，只有那些由固有因素引起的 breakdown 才称为“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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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发 breakdown”。交通流 breakdown 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往往因为其他因素过

于明显，掩盖了人们对固有因素作用方式的认识。固有因素是永久存在的，但其难以捕捉是被人们

所忽略的重要原因。以下便讨论固有因素的作用方式，即对“纯粹的自发 breakdown”的研究。 

3. 拥挤机理解析 

交通流的各种现象归根到底都是固有因素的作用结果，固有因素的作用方式也通过这些现象所

体现。 

3.1 车间时距与迟滞 

车间时距是跟驰行驶的车流中前车车尾与后车车头之间的时间距离。在受到扰动的交通流中，

车辆的减速和加速过程存在―迟滞现象‖， 即在同样的速度条件下，减速过程中的车间距小于加速过

程的车间距，在速度-车间距关系图中，车辆先减速再加速的轨迹形成逆时针状[10]，减速的车队与加

速的车队在流量-密度图中所能达到的流量也不相同。 

车辆在 breakdown 和其恢复过程中可能经历以下几个过程：非拥挤状态（扰动前）—减速—拥

挤状态（扰动中）—加速—恢复为非拥挤状态（扰动后）。扰动前和扰动中的车头时距决定着减速

波的速度和方向。如果下游没有道路瓶颈或交通拥挤，驾驶员可以尽快地驶出扰动，因此在这种情

况下，驶出扰动的出流流率、加速波的方向和波速是由驾驶员自身的特征所决定的。如果在减速和

加速过程之间存在迟滞现象，在以上几个过程中的驾驶员行为就可以用来解释 breakdown 的起因、

特征和过程。因此可以说，车间时距的分布和驾驶员行为（例如反应时间、注意力集中状态）等决

定了扰动的传播。 

为了验证迟滞现象，本文利用美国联邦公路署 NGSIM
[11]项目采集的交通数据[6]，绘制了车间时

距的变化情况。数据采集点位于美国洛杉矶市南端的 US 101 高速公路，时间为 2005 年 6 月 15 日上

午 7:50~8:05。此段高速公路全长 640 米(2100 英尺)，具有进出口车道各一条，主干道有 5 条车道，

另外加上 1 条辅道，简图如图 3（a）所示。车道编号沿行车方向从左到右，即靠近中央分隔带的车

道为车道 1。根据实验记录的每辆车的详细跟车信息，绘制了车道 1 和车道 2 的各车辆的时空轨迹

线图。在该时段内，车道 1 出现了明显的扰动（如图 3（c）所示），同时段同位置的车道 2 并没有

出现扰动（如图 3（d）所示）。经过进一步分析发现，车道 3 至车道 5 车辆运行状况均与车道 2 类

似，因此可以确定，车道 1 的扰动乃该“交通单元”的固有因素所致。 

对两条车道上受扰车流和未受扰车流在同一速度水平下的车辆车头间距进行拟合，发现车间时

距的分布较好的服从伽马分布。如图 3（e）（f）为速度水平 30~35km/h 档的车间时距数据拟合，可

以看出，受扰车流的较大的车头间距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未受扰车流，说明了在经历扰动前后车队

的车头间距增加了，因此证实了迟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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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试验路段               （b）数据采集视频 

 

（c）车道 1 车辆轨迹线              （d）车道 2 车辆轨迹线 

 

（e）车道 1 车间时距（30~35km/h）       （f）车道 2 车间时距（30~35km/h） 

图 3 基于 NGSIM 数据的迟滞现象验证 

3.2 驾驶行为与基本图 

实际观测发现，流量-密度关系图中的自由流区域呈现一维的线性关系，而拥挤流的观测数据却

呈现一个十分离散的二维分布。关于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众多研究都指出与驾驶行为有关。为了

研究驾驶行为对拥挤产生过程的作用，本文作了如下假设。 

本文定义了两种类型的驾驶员，―冒险型‖和―保守型‖。在同等速度水平下，冒险型驾驶员往往

保持与前车较小的车头间距，而保守型驾驶员往往保持较大的车头间距。当扰动出现后，车辆减速

的行为可能有三种，（1）保持与前车相同的减速幅度，（2）增加减速幅度，（3）减小减速幅度。

由于减小减速幅度一段时间后而扰动仍未消失，则车辆仍可能采取前两种行为，因此，将处于跟车

状态的车辆反应行为分为两种类型，―继承‖和―改变‖。所谓―继承‖是指前车发生扰动后，后车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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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应时间之后能够重复前车的动作， ―改变‖是指后随车在一定时间之后不能严格重复前车的动作。 

考虑到车辆经历扰动的减速过程和加速过程存在迟滞现象，因此在流量-密度图中拥挤一侧的实

测数据必然呈现离散的二维分布，因此在刻画拥挤区域的交通流关系时，应当用面域的基本图来代

替常用的线型的基本图（基本图是表用来征流量-密度关系的模型图，通常使用的都是线型的形态）。

Forbes
[12]推导了以车间时距为主要参数的流量-密度关系q 1/ L /     ，其中， 为车间时距，

为密度，L为平均有效车辆长度，q 为流量，基于此，本文提出了经过简化的“面域”交通流基本

图，即由畅通状态下的一条斜直线和拥挤状态下的一个三角形面域构成，如图 4（b）所示， min max, 

对应的两条线分别对应拥挤状态下不同速度的最大和最小的车间时距。 

3.3 扰动演变理论解析 

可用一个简化图示来表征扰动的传播，如图 4（a）所示。设车辆到达的平均流率为 1q（状态 A），

通行能力为 0q ，扰动中的平均流率为 2q （状态 B），驶出扰动的平均限制流率为 3q （状态 C）。图

4（b）中 GJ 和 FJ 分别为车间时距的上限 max 和下限 min ，而拥挤流中每种速度下的平均流量构成

了线 DJ，将其与自由流分支 OE 的交点定位通行能力 0q 。对于某一个初始的拥挤流车速
0,2v ，其对

应的交通状态分布于 1 2B B 线段上，其与 DJ 线的交点 B 所对应的流量为该速度下的平均流率 2q 。短

时的到达车流流率在以 1q 为中心、沿着线段 OE 分布的一个邻域内变动。考虑到出流具有滞后性， 3q

在线段 OD 上变动。当车流以某一个流量 3q 驶出扰动时，设其主要受状态 B 以及由 2q 和 3q 所决定的

加速波速所确定。 

图 4（b）（c）中 ED 之间的流量差可以模拟实际交通流中的通行能力降低，而迟滞现象在采取

―继承‖和―改变‖的驾驶行为中都有所体现。图 4（b）（c）中的红色虚线分别表现了采取―继承‖和“改

变”行为的车辆出现的迟滞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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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状态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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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通扰动演变模型 

以下从定量的角度刻画自发 breakdown 的可能性。基于 Jost 和 Negal 提出的间接证实交通流自

发 breakdown 的方法，设定交通流 breakdown 的发生条件，在封闭的交通系统中引入干扰，随着扰

动的传播，若扰动幅度逐渐变大，使得某一辆车的速度低于某一个速度水平
brv ，即认为发生了交通

流 breakdown。 

4.1 变量定义 

设 1、2、3 分别表示扰动前、扰动中、扰动后三个阶段， ,1ih
、 ,2ih

、 ,3ih
分别为第 i 辆车在扰动前、

扰动中、扰动后三阶段的车头时距； ,1is
、 ,2is

、 ,3is
分别为第 i 辆车在扰动前、进入扰动减速时、扰动

后三阶段的车头空距； ,1iv
、 ,2iv

、 ,3iv
分别为第 i 辆车在扰动前、扰动中、扰动后三阶段的速度，均不

小于 0； ,i d
、 ,i a

分别为第 i 辆车在进入扰动和驶出扰动时的反应时间； , ,( , )i i d i dA T X
、 , ,( , )i i a i aB T X

分

别为时间-空间轨迹图中第 i 辆车在进入扰动和驶出扰动时的时间和空间坐标；
it 为第 i 辆车经历扰动

的时间； ,i dw
、 ,i aw

为第 i 辆车在进入扰动和驶出扰动时所形成的减速波和加速波的波速。设发生初始

扰动的车辆编号为 0，将第 0 辆车发生扰动的时间和空间位置定为原点，
0 0t ,v 分别为初始扰动的持

续时间和初始扰动速度，见图 5。 

,2iv

1,1ih 

1,1is 

1,i d 

1,3ih 

1,i a 

1,3is 

1,2iv 

iA

1iA 

1,2is 

it

1it 

,1iv

1,1iv 

,3iv

1,3iv 

iB

1iB 

i
1i 

0A

t

x

1,i dw 
1,i aw 

 

图 5 参数含义 

当满足下式时即认为导致了交通流 breakdown；否则即认为扰动消除，其中
brv 可根据实际情况

而定。 

1,1 ,2 3 1,2( (1 / ) 1/ ) ( )i i i i brh v V t q v v    
 

4.2 减速波 

车辆遇到扰动后表现为―继承‖行为时，其主要特征是
,2 1,2i iv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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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当 ,1 01/ ih q
时，取

0 2
,1

0 2 ,2/ /
i

i

q q
w w

q V q v


 


（负值），

,1

,1

,1( )

i

i

i

h V

V w






。 

 (2) 当 ,1 11/ ih q
时 ，

m i n 0 2
,1

0 2 ,2/ /
i

i

q q
w w

q V q v


 


，

,1 2max

,1

,1 2 ,2

1/

1/ / /

i

i

i i

h q
w

h V q v





，

,1min

,1 min

,1( )

i

i

i

h V

V w






，

,1max

,1 max

,1( )

i

i

i

h V

V w






，则

min max

,1 ,1 ,1[ , ]i i i  
。 

车辆遇到扰动后表现为―改变‖行为时，其主要特征是 ,2 1,2i iv v 
。当 ,1 01/ ih q

时，考虑到车辆

必需的反应时间，减速激波的波速取为 ,1iw w
，反应时间 ,1

,1
( )

i

i

h V

V w






。 

4.3 加速波 

车辆驶离扰动的加速波反映了车辆的迟滞效应，如果 i）| | | |, 0, 0a d a dw w w w   ，则扰动将

逐渐消失；如果 ii）| | | |, 0, 0a d a dw w w w   ，扰动范围将逐渐扩大，二次扰动在所难免，将使问

题复杂化，因此仅考虑第 i）种假设，并且具体分为下面两种情况：①假设加速波恒定，波速为
,2iw w ；

②假设加速波速随到达流量
1q 的变化而变化，当

1 0q q 时， 1 2
,2 ,1

1 2 ,2/ /
i norm

i

q q
w w

q V q v


 


，否则，

,2iw w 。在这两种假设条件下，对于―继承‖行为车辆，车辆处于扰动状态时一直与前车保持

, 2 ,1 ,1 1,2( )i i i is h V V v      的车头间距，由于扰动速度不变，则车辆驶离扰动时的反应时间为

,2 ,2 ,2 ,2/( )i i i is v w   ，驶离扰动的车流车头时距为 ,3 ,2 ,2(1 / )i i ih w V   。当车辆表现为―改变‖

行为时，车辆驶离扰动时以
,3 31/ih q 的车头时距离开，反应时间为

,3

,2

,2(1 / )

i

i

i

h

w V
 


，其中

3 0q q 。

3 0/q q 越小，车辆的滞后效应越明显。 

4.4 扰动速度和时间模型 

每辆车经历扰动的持续时间 it 和扰动中的速度
,2iv ： 

, , 1 , ,( )i i a i d i i a i dt T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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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1,2 ,1 ,3 , ,

,2

, ,

[( ) ( )]i a i d i i i i i d i a

i

i a i d i

X X t v h h V
v

T T t

       
 


 

当车辆为―改变‖行为时，上面两式可表达为到达车流和离开车流的车头时距
,1 ,3,i ih h 、以及激波

速度w的函数： 

1 ,3 ,1( )i i i i

V
t t h h

V w
  


 

1 1,2 ,3 ,1

,2

( )i i i i

i

i

V w
t v h h

V wv
t

 


  



 

4.5 模型对比 

当前已有一些描述交通扰动演变的模型，基于跟车理论的最典型的代表是 Castillo
[13]模型和

Kim
[14]模型。Castillo 模型假设减速波和加速波恒定且平行，Kim

[12,14]模型假设减速波和加速波既不

平行也不恒定，而扰动中的车速、流量都假设恒定不变；而本文认为，减速波、扰动中速度、扰动

中平均流量、加速波这四个条件都不是恒定的，与这两个模型的对比如表 1 所示。 

表 1 模型的条件组合 

模型 
四  个  条  件 

减速波 扰动中速度 扰动中流量 加速波 

本文模型 I 变化 变化 变化 变化 

Castillo 模型 II 恒定=w 变化  恒定=w 

Kim 模型 III 变化 恒定 恒定 变化 

由于 Kim 模型研究的是高速公路入口匝道区域的 PB 问题，因此仅对 Castillo 模型和本文提出的

模型进行了模拟和对比。模型 I、II 都采用蒙特卡罗模拟方法。模拟中假设满足
,1 01/ ih q 的车辆中

有 80%表现为―改变‖行为，设车辆静止时的车头间距
js =7m，扰动前的初始速度为自由流车速

,1i fv v =30m/s，初始扰动速度为
0,2v =15m/s，初始扰动的持续时间

0t =15s，通行能力取值为
0q

=2400veh/h/lane，
3q =

0q ，最大车辆数
maxn 为 400 辆，车辆车间时距分布采用伽玛分布 ( , , )   ，

对于到达车辆，参数为  =2.4，  =0.8，
1(1/ ) /q    ；扰动中车流  =6.0，  =1.4，

2(1/ ) /q    ；离开扰动车流 =2.4,  =0.8,
3(1/ ) /q    。蒙特卡罗方法模拟的次数为

1000 次，计算单车道流率
1q 在 1000~3000veh/h/lane 时某一辆车的扰动速度变化到

,2br nv v 2m/s

的概率。采用上述列出的参数对模型方案进行数值模拟，所得结果如图 6。计算结果可以看出，在

交通流尚未达到通行能力时也可能发生 breakdown，出现拥挤，且随着流量的增加，这一概率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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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的趋势。而对于 Castillo 模型，需求小于通行能力时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如图 7 所示。  

 

图 6 模型计算结果 

 

(a)   模型 I的 breakdown示例             (b) 模型 II 的扰动恢复示例 

图 7 车辆轨迹线（ 1q
=2000vph， 3q

=2400vph） 

5. 结论与展望 

交通拥挤伴随着交通流 breakdown 而产生，近年来观测到大量在需求达到通行能力前发生的

breakdown 现象，因此认为除了交通需求之外，来自交通流外界的和自身的“干扰”是影响交通拥

挤发生与否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定义交通单元区分了外部干扰和内部干扰，其中驾驶员行为的多

样性和随机性是永久存在的内部扰动，使得交通流可以自发 breakdown。通过对迟滞现象的分析与

验证以及对交通流基本图的改进，从理论上解释了交通扰动演变为拥挤的过程。通过刻画车队经历

扰动时的减速波和加速波，构建了交通扰动演化模型，从而定量地分析了交通流自发 breakdown 的

概率，即在交通需求小于通行能力时交通流 breakdown 也可以发生，且发生概率随着交通需求的增

大而增大。 

通过对交通拥挤机理的解析，对交通拥挤发生条件——“交通需求超过通行能力”有了全新的

理解，至于通行能力是否需要引入概率的概念重新定义和理解，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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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模糊聚类的城市道路交通状态判别方法 

窦慧丽 吴志周 杨晓光 刘好德 

【摘  要】针对城市主干道路间断交通流的特性，通过分析交通流特征参数的变化规律，针对交通

状态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设计了城市道路交通状态判别算法。首先采用模糊聚类技术，对覆盖所

有交通状态的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根据分类结果，对新测交通数据进行判别分析，判断其所属

交通状态；最后用实测交通数据进行了状态判别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够有效的进行交通状态的

判别，可以准确反应城市道路真实的交通状态。 

【关键词】模糊聚类； 判别分析； 交通流数据； 交通状态判别 

1. 引言 

城市道路交通状态描述的是交通系统的拥挤程度，交通状态的判别是智能交通系统中动态诱导

和交通控制的基础，也是出行者信息服务系统的重要内容。随着城市道路交通拥挤加剧，利用先进

的交通控制与管理手段缓解交通拥挤已成为共识 0。而不同的交通状态，需要采用不同的交通控制与

管理方案。可靠的交通状态信息是有效的交通控制与管理的必要条件，因此，设计合理的交通状态

判别算法是非常必要的。 

目前，国内外研究者对城市道路交通状态进行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但是，

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1）已有研究主要针对于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等具有连续交通流特性的道

路，对具有间断流特性的城市主干道交通状态的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利用 Scats 系统采集到的交通

信息来识别交通状态方面，更是研究甚少；（2）目前研究中，通常把交通拥挤事件归为交通异常事

件，利用异常事件检测原理来研究交通拥挤，主要依据交通流基本参数的变化，并设定相应阈值来

判断交通是否处于拥挤状态 0。其相关阈值的确定多数是根据经验，这些阈值的选择是否准确，对交

通状态判别的结果将会产生很大影响。而交通状态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等特点，人们对交通状况

的判断往往不是很精确的概念，而是拥挤、畅通等模糊概念 0。所以在交通流状况分类中，利用模糊

聚类的方法进行研究比较合理；（3）所查阅文献中，陈德望等人 0，杨祖元等人 0，赵风波等人 0和

李振龙等人 0 都采用了模糊聚类方法对交通状态进行了研究，但所所提出的算法仍然是针对城市快

速路，并没有考虑城市主干道。而城市主干道的交通流和快速路的有着很大的区别，最主要的表现

就是由于信号控制，交通流不再是连续的，而是间断的。以往针对连续流所提出的算法，对于间断

流已经不适用，因此有必要针对城市主干道间断流，设计新的交通状态识别算法。 

基于上述考虑，针对城市道路两信号交叉口之间的路段，通过分析交通流特征参数数据的变化

规律，针对交通状态的模糊特性，设计了一种交通状态的判别算法。文章共包括四部分：首先对所

研究问题进行了描述，接着介绍了聚类分析相关的理论知识，然后基于历史交通数据进行了模糊分

类，在状态分类的基础上，用实测数据进行了状态判别实验，最后给出了结论。 

2. 问题描述 

交通状态可由表征交通流运行状态的特征参数，如流量、占有率、车速等的变化表现出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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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所示的城市路网中两交叉口之间的路段上，一旦发生交通拥挤，所产生的交通冲击波向上游传

播，导致上游流量减少，占有率增加，车速下降；同时交通流扩张波向下游扩散，致使下游流量和

占有率都将相对减少 0。因此，可以从检测器流量或者占有率的增加、减少对交通状态进行判断。 

通常情况下，交通拥挤从不拥挤到拥挤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拥挤发生前后交通流的三个

基本参数的变化是渐进的。换言之，交通状态具有模糊性，诸如比较拥挤、交通状况比较良好等模

糊语言，更适合用来描述道路的交通状态。因此，本文拟采用模糊聚类的方法对交通状态进行判别。 

 

图 1 研究路段示意图 

3. 相关理论知识 

3.1 模糊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一种多元统计方法，按照研究对象在性质上的相似程度进行区分和分类，把相似的

样本归为一类，而不相似的样本划分到不同的类中。传统的聚类分析是一种硬划分，它把每个待辨

识的对象严格地划分到某类中，具有非此即彼的性质，因此这类划分的界限是分明的。而实际上大

多数对象并没有严格的属性，在性质上存在着中介性，具有亦此亦彼的性质，因此适合进行软划分，

即模糊聚类 0。 

模糊聚类的概念最早由 Ruspini 提出。其中，比较典型的算法是 Bezdek 在 1981 年提出的基于目

标函数的模糊 C 均值（Fuzzy C-means,简称 FCM）聚类算法，用于将多维数据点分成特定数目的类。

通过优化理论获得聚类中心并给出每个样本隶属于某个类的隶属度，完成大量数据的分类与识别。

具体算法如下： 

假设 },,,{ 21 nxxxX  是待分类的有限数据点集合。其模糊 C 划分用模糊矩阵  
ncjiuU


 ,

表

示，其中，
iju 表示第 j（j=1,2,…,n）个数据点对第 i 类（i=1,2,…,c）的隶属度，

iju 满足如下条件： 

研究路

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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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zdek 给出的模糊 C 划分的目标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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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 21 cCCCC  表示 c 个聚类中心。 ijij cxd  表示第 j 个数据点到第 i 个聚类

中心的欧氏距离。 ),1[ m 是模糊指数，m 值越大，分类的模糊程度越高。目标函数 J（U,C）表

示的是每个数据点到各聚类中心的加权距离平方和，满足约束条件(1)。FCM 算法就是使目标函数 J

（U,C）最小化的迭代求解过程.。 

应用拉格朗日乘数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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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输入参量求偏导，得到目标函数达到最小的必要条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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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数据集 X，聚类类别数 c 和权重 m 值均已知，即可根据式(4)(5)确定最佳模糊聚类矩阵和聚类

中心 0。 

3.2 判别分析 

判别分析是在已知研究对象分成若干类的情况下，确定新的样本属于已知类别的哪一类别 0。常

见的判别分析方法有距离判别法、Fisher 判别法和最大似然判别法。其中距离判别法易于理解，操

作简单，因此本文采用距离判别法对交通状态进行判别，其思想是建立判别样本到各分类的距离，

判断哪一个距离最小，该样本就隶属于这个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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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有 C1，C2 两类，X 是带判定样本，则： 















),(),(

),(),(

),(),(

21

212

211

CXdCXd

CXdCXdCX

CXdCXdCX

如果待定

如果

如果

                          (6) 

其中 ),( CXd 是 X 到各分类的距离 

4. 交通状态判别算法及实验分析 

4.1 数据准备 

4.1.1  数据采集 

要正确的对交通状态进行分类，所采集的数据应该覆盖交通流数据变化的整个范围，不仅包括

自由流状态，也包括拥挤流状态，还有两者之间的过渡状态 0。 

为此，笔者组织在杭州市某主干道对交通流进行实时监测，时间为 2008 年 6 月 6 日到 2008 年

6 月 13 日，包括六个工作日，两个节假日。所采集的原始数据为图 1 中○1 、○2 、○3 号检测器处的流

量、占有率和车速。考虑到夜间车辆较少，交通数据的实际使用价值不大，监测时间选择从早上 7：

00 到晚上 20：00。为消除信号控制对交通流的影响，采样时间间隔设定为信号周期长度的两倍——

3 分钟，共得到交通数据样本为 2080 个，如图 2 所示。其中前七天的数据用来聚类分析，最后一天

的数据用来进行状态判别实验。 

 

图 2 原始交通数据 

4.1.2  数据归一化处理 

原始数据中流量、占有率和车速三个参数量纲不同，对聚类分析时的“距离”值会产生较大影

响，从而影响聚类分析算法的收敛性。因此，聚类分析之前，需要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函

数为： 

   )min()max()min(' xxxxx                                  (7)  

式中， 'xx和 分别表示转换前后的值，max(x)和 min(x)分别为样本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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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糊聚类 

考虑到很多交通诱导系统采用红、黄、绿三种颜色来实时显示交通运行状态，本文把交通状态

分为三类：畅通、拥挤、堵塞。对准备好的数据，利用前述 FCM 算法进行分析，聚类结果见图 2，

算法的迭代过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模糊聚类结果                图 4 迭代收敛曲线 

表示畅通、拥挤、堵塞的三个分类的聚类中心分别为[40.5788 9.6542 53.3198]、[67.8667  16.0198  

32.9569]和[38.9325  36.4866  20.4169]，聚类中心的三个参数分别表示流量、占有率和速度。 

4.3 状态判别实验及结果分析 

为了判别新测交通数据所反应的交通状态，根据历史数据聚类得到的聚类中心，通过计算数据

到三个聚类中心的欧氏距离，基于距离的大小判断其所属类别，从而确定其所处的交通状态。从第

8 天的检测数据中随机抽取 5 组，其中平峰数据 3 个，高峰数据 2 个，分别计算到三个聚类中心的

欧氏距离，判别结果见表 1： 

表 1 新测数据状态判别结果 

时间 流量 

（veh/3min） 

占有率 

(%) 

速度 

(km/h) 

D1 D2 D3 状态 

判别 

1861 51 29 23 35.8451 22.7228 14.9224 拥挤 

1917 47 14 36 18.9761 21.1836 28.5231 畅通 

1969 56 13 43 16.6526 19.3946 40.0469 畅通 

2018 69 9 67 31.5490 34.7751 61.8839 畅通 

2057 53 43 15 46.5587 28.8426 15.4724 堵塞 

其中 D1，D2 ，D3 分别表示检测数据到畅通、拥挤和堵塞三类别中心的欧氏距离。 

从图 3 和表 1 进一步分析可以看出： 

用模糊聚类的方法对交通状态进行分类是行之有效的，速度对交通流分类的影响最大，其次是

占有率，流量的作用最低。 

当速度很高时（大于 50km/h），交通状态明显属于畅通；当速度很低（小于 20km/h）时，交通

状态属于拥挤；介于中间状态时，需要联合流量和占有率共同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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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用流量进行状态划分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同一流量对应的交通状态有很多种，不确定性比

较大。 

5. 结论 

针对城市道路间断交通流的特性和交通状态分类界限的模糊性，通过分析交通流特征参数数据

的变化规律，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模糊聚类分析的交通状态判别方法。该方法首先采用模糊聚类技

术对覆盖所有交通状态的历史数据进行分类，得到不同交通状态的聚类中心，然后对新测到的交通

数据所属类别进行判别分析，最终实现交通状态判别的目的。 

利用该算法进行的状态判别实验表明，采用模糊聚类和判别分析进行交通状态的判别是可行的，

而且易于实现，能够准确反应道路的交通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文中算法所给出的关键参数是针对杭州市主干道的，其他城市或者其他道路的

关键参数需要根据实测交通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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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交通仿真平台搭建技术研究与实践探索 

朱丽云  温慧敏  孙建平  张溪 

【摘  要】为满足交通发展对交通规划与管理工作新的挑战与要求，整合智能交通不断建设发展的

动态数据资源，大规模动态仿真技术日益体现其为时效性交通规划方案提供定量测评平台的迫切需

求。本文借鉴国内外道路交通系统仿真的先进理论算法与实践经验，充分利用现有北京市交通数据

资源，详细阐述了基于 Visum-Online 软件体系的北京市骨干网中观仿真平台的关键技术及建设流程，

并对平台运行结果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动态 OD 聚类分析 浮动车 交通流传播 方案评价 

1. 引言 

随着北京市交通发展对于交通规划与管理工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能体现动态需求变化、

动态路径选择以及交通流传播的大规模交通仿真技术，因其能克服现有宏观交通模型只能静态模拟

以及微观交通模型无法大规模应用的局限性，正日益体现其在交通规划与管理、交通控制与组织工

作中的重大价值与迫切需求。同时交通行业智能化信息化的不断建设积累了大量的动态交通数据，

为大规模动态交通仿真平台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与数据支撑。 

结合国内外道路交通系统仿真的先进理论算法与实践经验，整合北京市现有丰富的交通多源数

据资源，本文详细阐述了基于 Visum-Online 软件体系的北京市骨干网中观仿真平台的关键技术及建

设流程，并对平台运行结果进行了分析。 

2. 数据资源与研究范围 

2.1 数据资源 

2.1.1  基础规划模型 

北京市于 2004 年开始搭建基于 Visum 软件的全市域宏观静态模型，该模型基于出行链构建多模

式交通需求模型，基础路网包括了市域内公路、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及部分支

路，每年进行更新。 

考虑现有数据的一致性，本次仿真平台建设以 2006 年宏观模型为基础，提取骨干路网后，标定

为检测器数据同时段的基础模型。 

2.1.2  检测器数据 

现有 RTMS 数据分布在北京市五环范围内的快速路网上，本次研究中挑选了不同时间类型的早

高峰 6：00-10：00 数据，共有正常检测器数据点 330 个，数据上传时间间隔为 2 分钟，上传信息包

括断面流量、速度及时间占有率。 

2.1.3  浮动车数据 

目前部署于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的浮动车实时交通运行信息系统，在线浮动车 12000 辆，系

统以 5 分钟为计算间隔，以五环为地理范围，提供实时的路段旅行速度信息。考虑到数据一致性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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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检测器数据 聚类分析 分典型日数据库

矩阵标定原始OD矩阵

小时OD矩阵 路网模型

路径估算

当前检测器数据 当前路径 交通信号

交通流传播

当前交通状态

 

图 1 技术路线图 

 

图 2 目标路网模型 

求，本研究中抽取与 RTMS 同时段的浮动车历史数据作为模型输入。 

2.2 研究范围 

考虑到为动态交通状态判别与预测提供核心流量数据的检测器断面主要分布在五环以内的快速

路上，而浮动车系统亦以五环为地理范围，并且由于快速路及主干道上的浮动车样本量大，能够获

得可信度较高的道路旅行速度信息，本次研究范围最后选择包括五环的北京市快速路网、部分高速

公路以及五环内四条重要主干路（长安街、和平大道、两广路、前三门大街）。 

 目标路网模型中包含 Link18934 个，Node9107 个，交通小区 1089 个，交通方式包括有私人小

汽车、班车、出租车和公交车，都折算成小汽车当量值。 

3. 平台搭建技术流程                                                                                                                                                                                                                                                                                                                                                                                                                                                                                                                                                                                                                                                                                                                                                                                                                                                                                                                                                                                                                                                                                                                                                                                                                                                                                                                                                                                                                                                                                                                                                                                                                                                                                                                                                                                                                                                                                                                                                                                                                                                                                                                                                                     

3.1 技术路线 

北京市骨干网交通仿真平台搭建技术路线如图 1 所

示。首先对大量检测器数据进行时序聚类分析，获取各

典型日期类型的时序流量变化，并以此标定骨干路网模

型的初始平均 OD，获取各典型日期的各小时 OD 矩阵。

然后将标定后的 OD 进行分配，获取路径流量及路段传

播比例，对当前检测器流量进行传播模拟，根据各路段

离检测器断面的远近考虑传播可靠度，最后将分配流量

与传播流量加权，获取最终路段交通状态。   

3.2 核心模块 

3.2.1  子网模型生成 

根据前述的数据处理流程、基础数据资源与研究对象范围，首先需要从北京市全市域宏观静态

大模型中提取出目标路网子模型。 

首先根据研究范围定义子网过滤器，初步过滤出骨干

路网模型后，对小区进行合并。为了避免子网模型生成、

交通小区合并等技术环节出错，保障子网模型的正确性，

需要对子网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核查。此外，由于大模型面

向宏观交通规划，而子网模型面向中观仿真，在数据精度

上有更高要求。核心的核查工作是检查交通小区之间的最

短路径，看其是否与实际相符。 

经过校验后的模型再进行交通分配，得出完成的初始

子网模型，如图 2 所示。将子网模型与大模型相应路网部

分进行比较，各路段流量差值满足误差范围，保证了子网

模型流量与大模型流量在空间分布上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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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检测器数据聚类分析 

检测器数据是整个动态仿真平台的核心数据基础，对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是其核心处理模块，

用来标定初始子网模型，获取不同日期类型不同时段的动态 OD，作为动态仿真平台的核心输入，

进而结合实时检测数据进行交通状态判别。 

对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的理论假设前提是：每个检测断面/每条路段的交通流量及其交通状态，

在相同日期类型/相同时段条件下，其交通流时序变化特性具有重复性。本研究最后确定日期类型分

为 6 类：周一、周二至周四、周五、周六、周日、节假日，聚类时段为早 6 点至 7 点、早 7 点至 8

点、早 8 点至 9 点、早 9 点至 10 点，用以模拟不同日期类型早高峰的交通状态变化情况。 

3.2.3  动态 OD 估计 

以初始子网模型的高峰小时平均 OD 为基础，利用上述聚类后的 6 个日期类型、每日期类型早

6 点至 10 点的检测器流量数据，可通过 VISUM 软件中的“TFlowFuzzy”OD 估计模块进行小时 OD

估计，从而标定得到 6 个日期类型³每天 4 个时段=共 24 个基础 OD 矩阵。 

其中 TFlowFuzzy 的基本原理是：检测器所在断面的路段流量，都是由一系列 OD 对之间的路径

流量构成，因此可以通过观测到的实际流量值去反推优化初始平均 OD 矩阵。TFlowFuzzy 考虑了检

测器数据的随即特性，采用最大熵+模糊估计理论来实现 OD 标定[1]。 

3.2.4  交通流传播模型 

对于某个检测断面，其每小时流量实际都是一系列 OD 对之间的路径流量构成。如果用小时 OD

矩阵分配后的路径流量作为基础，可以知道各个分支流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如图 3 所示，带 M 字的矩形块表示检测流量，根据分配的路径流量比例可以得出其相连下游路

段上的流量，不同检测断面得出不同的分支流量，将这些分支流量合理加和，理论上就能得出无检

测器路段上的流量。但随着距离检测断面距离的加大，路段流量的可靠度会降低（有检测器断面的

流量可靠度为 1），因此最终各路段流量传播值应考虑所有检测断面流量与分配流量的合理加权取

总[2]。 

 

图 3 交通流传播模型 

一般情况下，交通流在各路段的传播速度可由交通流曲线获取，如速度-延误曲线或者速密曲线，

考虑到本项目中骨干路网浮动车样本量较高，平均旅行速度较为可靠，可直接采用浮动车系统各时

段路段旅行速度作为传播速度。 

4. 成果分析 

如下图 4 所示，基于 Visum-Online 软件体系的北京市骨干网交通仿真平台搭建完成后由 5 个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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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典型断面标定结果 

分组成：持续运行的数据库服务器、平台应用服务器、用户驱动的情景管理客户端程序、用于模型

基础编辑调校的 Visum 程序以及用于平台的配置工具。 

 

图 4 仿真平台结构图 

其中，模型搭建完成后面向用户的方案管理客户端界面如图 5 所示，用户可设置各种方案情景，

如潮汐车道、道路施工管理等，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评价。 

 

图 5 方案管理客户端界面 

4.1 标定方法 

为了检验模型精度，主要有三种方法：1）对于没有布设检测器的断面，采用人工观测等方法，

将同时段观测值与模型结果进行比较；2）关闭模型中局部检测器，作为观测值与模型结果进行比较；

3）在宏观层次上将模拟出现的拥堵点段与浮动车系统同时段的拥堵点段进行比对。 

4.2 结果分析 

4.2.1  断面精度 

交通仿真系统随着研究范围的扩大，其精度调校难

度指数级增加。对于北京市中心城区这样的大城市严重

拥堵大区域，即使是骨干路网，交通系统也已经十分复

杂，准确模拟整网交通流状况并非易事，本研究关闭 10

个检测器点与模型结果进行比较，最终典型断面仿真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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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如图 6 所示，整体误差控制在 30%左右。 

4.2.2  瓶颈点识别 

将平台仿真结果识别的拥堵瓶颈点段与浮动车系统显示的拥堵点段进行比对，结果如图 7 所示，

左侧图为浮动车系统所显示的环二环主要拥堵点段，右侧图为仿真平台识别的主要拥堵点段，目前

平台运行结果已能有效真实展现出北京市骨干路网上的主要拥堵点段。但由于越往外检测器越少，

五环上整体没有检测点，因此模型路网运行越往外越不好标定，四环部分拥堵点段目前尚未能准确

体现[3]。 

 

图 7 拥堵点断识别比对 

5. 总结 

大规模动态交通仿真平台是目前智能交通与交通模型的前沿课题，作为一项探索性工作，结合

北京市目前的已有数据条件，本文以北京市五环内骨干路网为研究范围，搭建了中观动态仿真平台，

在动态拥堵瓶颈点识别等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成效，奠定了大规模仿真平台建设的良好基础。下一步

工作将继续系统分析模型误差的形成原因，研究相应的标定方法，使之更准确模拟再现拥堵演变消

散过程，为各种疏堵方案的评价等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平台。 

【参考文献】 

[1]  PTV 德国，VISUM 联机帮助文件； 

[2]  PTV 德国，2008PTV 交通管理解决方案书，2008 年，P25； 

[3] 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动态交通模型平台搭建与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报告，2009

年，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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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博交通决策支持信息服务系统功能设计和开发研究 

朱昊 

【摘  要】本文对世博交通决策支持信息服务系统进行了功能设计，提出了世博交通决策支持信息

服务系统五个方面的功能：世博交通保障措施查询、世博出行方案查询、世博交通运行状况统计、

世博交通服务水平评估和客流预测预报等，并描述该系统的技术框架、关键技和技术路径，提出了

开发和实施的建议。 

【关键词】世博交通保障；出行方案查询；交通评估；交通运行统计；客流预测预报 

1. 引言 

世博交通决策支持信息服务系统，是基于上海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直接面向世博交通组织管理

者、交通决策者提供信息服务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系统建设目标是，建成一个基于网络环境的、准

实时、可视化的世博交通管理地理信息决策分析应用平台。它以专业化的、综合性的、可视化的基

础地理信息为基础，综合集成现有世博交通信息，将各种世博交通信息进行集中管理、分析，为领

导管理和决策提供支持。世博交通决策支持信息服务系统是世博交通信息服务系统的应用系统之一，

是面向交通管理者和决策者的交通信息服务。 

世博交通决策支持信息服务系统在开发完成以后，可以在世博会的试运行期、运行期间、世博

会结束后发挥不同的作用。在世博会前，可以通过对世博交通保障方案的分析研究，为交通组织和

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在世博会期间，可为世博交通管理和组织者提供运行统计报告、决策建议，

提供世博交通短期预测预报服务，为世博新闻发布中心提供世博交通运行状况和出行建议，可以通

过这个系统分析世博交通的服务水平；在世博会结束以后，利用系统保存的数据和报表，对世博交

通进行后评估，总结经验，为今后的大型活动交通保障和日常交通管理提供参考。 

2. 系统功能设计 

世博交通决策支持信息服务系统主要面向世博交通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为政府交通和协调提供

全方位的、可视化的世博交通信息查询、分析和决策支持服务。世博交通决策支持信息服务系统主

要有五个方面的功能：世博交通保障措施查询、世博出行方案查询、世博交通运行状况统计、世博

交通服务水平评估和客流预测预报等五个方面的功能。 

2.1 世博交通保障措施查询功能 

世博交通保障措施查询功能主要采用可视化手段再现各种交通保障方案，供交通管理部门查询

使用。世博交通保障措施查询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世博轨道交通线路车辆配置、高峰小时发车间隔；

世博专线巴士线路走向、站点位置；世博 P+R 停车场位置、车位数；世博各出入口交通组织方案；

铁路部门的交通保障方案；航空运输部门的交通保障方案；水上巴士的运输线路、水门分布和运营

措施；世博交通管理指挥系统分布、管理责任区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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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世博出行方案查询功能 

作为交通管理和决策者需要了解世博期间游客出行的出行方式、出行路径、换乘方案、出行成

本等基本信息，以便为游客提供良好的交通管理保障和服务。出行方案查询功能包括轨道交通、世

博期间公交 B 线、世博专线巴士等交通方式、水上巴士等集约化的世博游客出行方案查询，同时，

也为开车者提供了 P+R 停车换乘方式的出行方案查询。系统提供世博游客的出行方式链查询，包括

可选出行路径，预计行程时间和出行费用等。 

2.3 世博交通运行状况统计功能 

世博交通运行状况统计功能是指各世博交通运行相关单位每天将前一天的交通运行状况，以书

面统计报表或网上直报的方式，上报到世博交通指挥中心，世博交通指挥中心进行分类统计汇总，

形成世博交通运行状况统计日报。世博交通运行统计日报是世博交通运行状况的日志文件，根据日

报产生的周报、月报和世博交通初期、中期评估报告，是世博交通管理决策分析的依据，是世博客

流预测预报的基础数据，是世博交通运行后评估的依据。世博交通指挥中心每天将世博交通运行统

计分析报告提交给世博运行总指挥部、世博交通相关单位和新闻媒体。世博交通运行报告具有全局

性和综合性，覆盖各种交通方式和园区内外的世博交通运行统计报表信息，由专业研究机构进行统

计分析，以世博交通指挥中心的名义对外发布，具有一致性和权威性。 

世博交通运行统计的数据来源： 

直接利用互联网进行上网上直接报送，系统为不同交通运营部门设计不同的用户界面，用户按

照权限管理，每天晚世博会结束后或第二天上午，通过上网登录填报当天各交通运营部门的世博交

通运行信息。 

交通调查数据，世博会前和世博会期间通过交通调查方式获得世博交通相关信息，世博会前的

交通调查信息包括世博出行意愿调查、交通方式选择调查等，世博会期间的交通问卷调查内容：到

达园区的交通方式、来自那里、年龄、门票种类、来园组织方式（团体、散客）、性别等）。 

世博园区的客流信息，通过世博交通信息服务应用平台进行园区内外数据交换。数据内容包括

两方面：世博园区出入口的出入人数，园区门口和主要场馆的排队等候时间信息，由园区交通信息

子系统提供。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的日常交通信息，通过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的通讯网络传输，数据内容包括：

全市道路交通运行状况信息（城市快速路、地面主次干路、高速公路、主干公路、越江桥隧等的流

量、速度、交通事件）、轨道交通运行信息（站点上下客量、断面客流量）、停车场（库）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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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世博交通服务水平评估功能 

世博交通服务水平评估子系统为世博交通管理者和决策者提供直观清晰的世博交通服务水平评

估报表、图形和指标。包括（1）各种交通方式的服务水平评估，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客运量空间分

布和拥挤度分布；世博专线巴士客流量和载客率分布；道路交通：快速路、地面道路和世博专用通

道的车速分布、流量分布和饱和度分布；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客流波动系数、供需比例。（2）等时

线/等时圈分析。世博等时圈表示以世博园为终点，通过某种公共交通方式，在固定时间内，可以到

达世博园去的市域范围。世博等时圈是基于动态拓扑分析模型，以道路上不同的交通方式、不同时

段车辆行驶速度作为权重，进行路径分析，分析结果形成可达路径，然后将路径的末梢点形成封闭

多边形而形成等时线，等时线进行着色形成等时圈。通过世博园区周边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 15、

30、45、60 分钟间隔的动态等时圈运算功能，分析每天的入园可达性、便捷性的地理分布。（3）

客流均衡性分析，包括客流到达和离开的时间均衡性：时变系数、周变系数等；客流到达和离开的

空间均衡性：不同交通圈层和不同扇形区域的客流强度、车流强度。 

2.5 世博客流预测预报功能 

世博会客流预测预报子系统，是对世博交通需求进行预测分析的量化分析系统。系统以世博交

通模型为基础，综合使用调查分析、理论分析及仿真推演的方法，从宏观到微观，预测和分析在客

流需求变化及其他影响因素条件下，未来几天和一段时间内世博会客流在时间、空间、方式上的分

布特征，不同世博交通圈层世博客流与常态交通需求叠加幅度以及对既有交通设施的影响程度，为

世博会期间实时客流动态管理提供依据，提高交通管理和交通保障的针对性、预见性和有效性。 

  

面向世博交通管理和运营部门

应用服务

世博交通统计分析信息

电子政务外网网络基础设施

数据交换与报表引擎

人工
数据
导入

平台
数据
接入

报表
发布

交通预报预测数据库

数据
处理

报表
引擎

人员调查数据库 网上直报数据库

面向政府决策部门 面向媒体

世博
交通
总体
运行
状况

世博
交通
决策
建议

出行
建议

每日
交通
报告

世博
交通
总体
运行
状况

园区
出入口
交通
统计
报表

各种
交通
方式
统计
报表

日期/
时间别
客流
预测

各种
交通
方式

客流量
预测

客流
空间
分布
预测

日常交通和世博客流信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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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预报业务流程： 

 

3. 系统技术框架和关键技术 

3.1 总体框架 

 

  

应用服务

世博客流预测预报分析信息

电子政务外网网络基础设施

数据交换与客流预测模型

数据
导入
服务

日常交通和世博客流信息数据库 交通预报预测模型数据库

客流
预测
模型

网上直报数据库

预测
数据
交换

客流
总量

和结构
预测

未来
三天

或一周
客流
预测

各种
交通
方式

客流量
预测

分时段
客流
预测

人工调查数据库

客流
空间
分布
预测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客流预报预测分析子
系统

网络出行调查子系统

世博交通网上直报子系统

世博交通管理决策分析应用系统

网上直报信息数据库

互联网
公众
用户

公交运
营单位

交通信息中心数据库

世博交通信息服务应用平台

世博园区交通信息子系统

世博交通方案查询子
系统

交通统计分析子系统

世博交通管理地理信
息子系统

手
工
导
入

手
工
导
入

日常交通和世博
客流信息数据接
入

报
表
发
布

报
表
发
布

政府宏观决策部门 媒体世博交通组织和运营单位

报
表
发
布

政务
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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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系统开发的关键性技术 

基于路网拓扑结构的连通性构建 

 

路网连通性构建 

要实现世博出行方式链的查询和等时线分析功能，必须建立道路网络、世博公交网络、轨道交

通网络的连通性拓扑结构。 

多维数据可视化技术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空间表现能力，和数据时间维的时变特性，世博交通管理地理信息系统的

可视化技术将是多维的可视化技术，它主要用于解决多维度，多粒度的数据的表达,其表现方式通常

为“时间，空间，特征值”.例如，表示“主要道路车流量时变图”，这一问题涉及到“道路，时间，

流量”，分别对应 “空间，时间，特征值”，因此，如果单纯的出现地图，或者单纯的以时间作为

坐标轴的图表都不能很直观的表达这些信息，因此需要采用多维数据的表达模型。 

动态权重拓扑分析模型 

动态权重拓扑分析模型是路径分析的基础。权重作为计算的因子在路径筛选时起到重要的作用。

动态权重模型可以根据实际的应用需求改变权重，使得路径分析能够灵活的实现具体的应用功能。

基于静态权重拓扑的路径选择或路径分配是常见的理想化的路网分配或选择手段，并不适合与实际

的交通环境，动态权重分析是在静态的基础上对路网路径选择的进一步的扩充，更适合于反映实际

交通状况。 

基于手机定位技术的世博客流信息采集与分析技术 

利用移动通信技术进行客流数据采集及分析的研究应用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方面的

应用主要为，利用移动通信交换机/基站的统计数据，分析世博园区及主要集散点移动电话用户人群

分布情况；微观方面的应用主要为利用移动电话定位技术进行世博游客出行 OD 调查、轨迹与特征

分析。基于手机定位的世博客流特征调查主要内容：世博游客出行端点分布调查。根据 GPS 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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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通讯平台的结合，提取世博游客移动手机用户的部分样本，进行世博游客手机用户的出行端点

调查，以获取世博游客的出行端点的 O/D 特征、时间分布特征以及出行时距和方式特征等。 

由于世博园区的空间特定性、游客到发的潮汐性，世博客流具有单点吸引的特征，这使得世博

客流的 OD 特征分析，比全市层面的世博客流 OD 采集易于操作，因此，借助世博会的特定条件，

利用手机定位技术，进行世博客流采集，有可行性、必要性、创新性和较好的可靠性。 

世博客流预测预报技术 

世博会客流预测预报系统的构建，需综合运用交通预测分析技术、交通仿真技术、交通信息采

集技术、交通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实现从宏观到微观的世博交通特征分析，是交通规划与 ITS 技

术的集成应用。上海世博会高强度客流预测面临两大难题：第一，由于上海乃至全国尚没有举办过

类似综合型世博会这样的超大型、世界级博览活动，因此预测缺乏直接的基础数据；第二，从国际

经验来看，由于各届世博会的客流特征与所在国家、城市的经济水平、人民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各届世博会的客流特征差异性也是十分显著的，因此国际经验不能作为主要预测依据，只能作为参

考。为此，只能采用组合方法综合预测上海世博高强度客流特征。组合方法包括相似交通需求类比

法、历史客流特征推断法、国际经验借鉴法。 

4. 结论和建议 

世博交通决策支持信息服务系统的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 GIS 的二次开发、地图数据拓

扑结构的建立、大量交通信息的属性建立和数据表之间的结构关系等多方面的任务，数据整理工作

量巨大，且需要在全市范围内建立世博会各种交通方式换乘查询所需的道路拓扑和公共交通网络拓

扑结构图，这需要专门的地理信息系统研发人员和交通专业人员根据框架要求和具体的功能设计进

行开发。建议世博交通管理部门立项开展《世博交通决策支持信息服务系统》的研究和系统开发，

由交通专业研究机构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具体开发研究，为世博交通和决策提供科学的量化的决策

支持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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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开发探索 

李锋  林群  段仲渊  李智 

【摘  要】文章在规划支持系统、数字规划以及智能交通系统发展背景分析基础上，对城市交通规

划如何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提出了建立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的概念。结合深圳的实践经验，阐

述了交通规划支持系统的规划全过程支持和若干特别功能，提出了系统建设的架构，说明了专业基

础建设内容并指出其重要性。最后介绍了深圳城市交通仿真系统的开发及智能交通规划支持方面进

展情况。 

【关键词】交通规划 规划支持系统 交通仿真系统 智能交通系统  

1. 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的提出 

1.1 规划支持系统发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各行各业的工作模式、运作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美国学者 B．Harris 就提出了规划支持系统(Planning support systems，简称 PSS)的概念；到了 90 年

代中后期，PSS 已逐步被广泛接受，并在众多文献中出现。目前发达国家对城市规划问题的研究已

经进入规划支持的高级阶段，并且规划支持系统、分析工具也越来越向智能化方向发展，包括对现

状的分析、政策的运用和决策的选择都在向系统自动实现的目标靠近。 

国内近年来随着数字地球和数字城市概念与其基础或应用系统的发展，数字规划在城市规划领

域的呼声很高。数字规划可以看作为规划支持系统的高级阶段，也是数字城市在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领域的延伸。数字规划把传统城市规划理论和方法，与以 GIS 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相结合，并将

数字化的技术手段运用到城市规划的规划编制、规划审批和规划实施等环节中，为规划决策提供所

需的数据、模型、优化的方案和对未来环境的虚拟表现，实现物质、社会、环境资源空间一体化的

有效配置和合理安排。 

随着数字规划的发展，城市交通规划如何实现数字化值得认真思考。 

1.2 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的提出 

城市交通规划的科学性首先建立在大量基础数据的分析上，而获得这些数据的传统手段是通过

大规模综合交通调查。综合交通调查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过程往往时间较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智能交通系统（ITS）的发展为解决交通规划数字化带来了新的思路。智能交通系统是通过 IT

领域先进的相关技术集成运用，提高交通系统的效率、安全、协调、可靠与方便程度以及环保效能。

智能交通系统一个重要特征是利用交通系统状态信息改善其运行效能，系统产生大量的数据。目前，

这些数据主要服务于系统的运营和管理，以及向公众提供交通系统状态信息和出行选择的服务。随

着智能交通项目的不断实施，人们逐渐意识到智能交通系统生成数据可以有更广泛的应用，特别是

在规划方面的应用。而且对规划而言，很多情况下，ITS 生成数据是传统方法难以得到的。 

交通软件的发展，也为交通规划数字化带来更大的可行性，虽然智能化交通规划支持并不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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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软件如此简单。PTV 公司提出利用“PTV 愿景”的数字化规划支持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利用交通软件的数字化规划流程图 

受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化的驱动，我国城市正处于不断向外围扩张和快速机动化阶段，城市基础

设施和需求形态变化较快。如何充分利用智能交通系统信息，及时反映交通供需特征和需求演变规

律，为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提供科学和可靠的定量分析和决策支持是当前规划工作的难点。总的

说，交通规划如何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适应城市快速发展要求，是我国当前智能交通建设的

重要目标之一。 

综上所述，建立一套与智能交通发展结合，面向交通规划支持系统是一种现实可能，也是一种

现实必需。此类交通规划支持系统可通称为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它除了与智能交通发展结合，

也有智慧规划的含义。 

2. 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功能 

2.1 规划支持功能 

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对城市交通规划全过程提供支持，包括现状问题快速分析与发现，规划

方案设计支持，方案的快速评价，规划分析结果的系统直观说明支持等。 

特别是，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将动态实时数据结合到规划过程中，结合各种专题数据挖掘分

析、交通模型分析，将规划分析的模板预设在系统中，因此，系统除了能为规划过程的每一个阶段

提供更为快速、科学的工作支持，还具备以下几点突出的功能。 

2.2 快速获取准确数据 

在数字化与智能交通环境下，通过对 ITS 生成数据，公用信息平台共享数据的提取，可以立即

获取规划所需的大部分相关信息，可以查询数据库的数据，节省现场踏勘的时间和精力。 

同时大多数智能交通系统产生的数据，不仅准确，而且采集时间间隔非常小，分析精度可以达

到很高，能去除传统规划调查中的数据抽样偏差、调查误差以及历史数据统计的不准确性等系列问

规划支持流程

分   析

问
题

/分
析

决
策

  
  
方

案

利用PTV VISION的:e-planning

数据管理:

•  交通网络

•  土地利用

•  信号控制

•  数据交互

分析方法:

•  聚集与聚类

•  仿真模拟

•  分析

输出管理:

•  效益分析

•  优先排序

•  一致性

   模型标定与验证    评价指标计算    成果演示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评   价 方案设计 方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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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数据的标准化和准确性的提高，可以有效保证基础分析的科学性。 

2.3 整体评估分析 

系统建立集各种专题数据挖掘分析和交通仿真模型分析一体，交通现状、发展动态、方案评估

与分析说明一体的“两个一体”分析体系，能实现规划的整体与系统评估分析功能。系统还可以通

过不同层次规划衔接分析，历史报告分析成果等，对规划作更大跨度、更全面的分析比较。 

2.4 模块化分析与表达 

系统设计一系列的模块化分析与模板化表达向导，分析结果已经设计成一定的表格和图形，可

帮助用户使用向导方便选择所需要的分析及其结果，直接输出到如 Microsoft Excel 或 Microsoft word

等文档，帮助更快速地编制报告或汇报系统。 

2.5 延伸服务功能 

2.5.1  规划协调与决策支持 

系统在同一平台上对不同层次规划进行分析，同时又获得了从战略规划到交通系统运营级别的

数据，因此系统可以进行规划、管理、运营的协调分析，如分析交通规划中战略方案的贯彻、实施

情况以及下层次的反馈结果等。系统可以持续总结土地利用发展规律及其与交通关系，进行土地利

用与交通的协调分析。利用上述及规划支持功能，系统可提供一系列的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决策支

持。 

2.5.2  信息服务功能 

系统海量的交通运行、运营数据，以及大量的交通分析数据，可根据不同需要提供公众信息服

务功能。 

系统还可以根据需要，进一步发展适合交通规划管理与实施的应用功能。 

3. 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架构与建设内容 

3.1 系统架构 

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集动态信息接收与采集、数据库群、数据中心、公用信息管理系统、应

用支撑体系、交通仿真模型体系、基础数据挖掘分析及应用服务系统于一体的交通规划决策支持与

信息服务系统，系统的一般技术结构如下图所示。系统各个部分环环相扣，互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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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架构 

3.2 专业基础建设工作 

专业基础建设工作是指系统建设中主要以交通专业人员主导的相关工作，它们是是系统建设的

基础，也是系统建设的灵魂。 

3.2.1  数据库群建设 

实现规划支持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建立完善的数据库群，为系统运行提供各类基础信息。系统大

多数数据库基于空间基础和地理编码数据库。 

系统数据库群应按系统功能与构建要求进行必要的分层，可分为专题层、功能层和应用层等。

专题层是公用信息平台最基本的数据源，包括社会经济、土地利用、建筑物数据、动态交通信息、

公交客流信息以及交通网络数据等。功能层是对基础数据进行数据挖掘或建立模型的成果数据层次。

应用层是针对某种应用的成果数据层次。专题数据库群应建立可靠的信息采集、维护渠道。 

动态信息接收或采集是整个规划支持系统的基础，其数据的广泛性与质量直接决定了系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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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挥。通常的动态信息包括路段及路口定点检测流量、速度，（出租车、公交车等）车辆 GPS，

公交 IC 卡，地铁乘客进出站，收费公路进出流量等信息。 

3.2.2  综合分析知识库 

在专题数据库群建设基础上，通过将 GIS、聚类分析、GPS 等新技术与城市交通规划要求和交

通模型分析相结合，建立交通专题与综合数据挖掘分析模型，从海量的综合信息库中挖掘有用信息，

为进一步应用提供基础。专题与综合数据挖掘分析是实现数据到信息升华的重要手段，是数据-信息

-知识升级链条的重要环节。 

系统基础数据挖掘建立标准流程与模板，重视与交通仿真模型方法体系的结合。 

除了通常的规划需求数据分析，由于系统会聚了大量的个体出行数据，还可以建立出行者出行

行为知识库，用于交通仿真模型的调校和特定的分析。如出租车 FCD 记录了出租车乘客的出行，“公

交一卡通”可以帮助追踪公交和轨道乘客的出行记录，可以更精确分析不同类别出行者的出行习惯，

包括出行范围分布，出行路径、端点和交通方式选择与换乘等。 

3.2.3  一体化动态校正的交通模型 

交通仿真模型体系是系统直接服务功能的重要基础。系统首先要求根据交通数据库群中的基础

数据，利用集成的专业仿真软件，针对不同规划要求，建立战略、宏观、中观、微观交通仿真模型

体系，不同层次模型共享基础数据，保持相关属性的一致性。其中，中观、微观模型除统一分区或

特定地区外，通过导向模板根据需要建立。 

更重要的是，系统根据引入的实时动态交通数据及挖掘的出行行为知识和规律，建立各种交通

仿真模型及时调校或深化重构的机制，使得模型对现状和近期的城市交通模拟更加真实，对远景的

趋势、模式和量级的把握更加准确。 

还可利用不同层次的仿真模拟在同一平台衔接的优势，进行不同层面现状与规划结果的反馈与

后评估分析。 

3.2.4  应用服务设计 

应用服务系统直接响应最终用户的需求，是系统建设成果的集中和直观体现。应用服务需根据

服务内容和对象的不同，进行综合的输出要求设计；同时尽可能满足应用服务系统的离线独立应用、

在线定制客户端软件、在线 WEB 发布和在线嵌入式接口集成等方式实现与用户的交互要求。 

4. 系统建设案例 

4.1 案例系统建设概况 

深圳市城市交通仿真系统于 2004 年开始建设一期工程，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对交通规划、建

设及运行管理全过程的决策支持，并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该系统的核心功能是交通

规划支持。 

2006 年底一期工程通过了建设部组织的鉴定和验收，系统开发得到专家的高度评价，认为具有

很强的示范与推广价值，并建议加强服务应用。项目获 2007 年建设部华夏科技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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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二期扩展项目已经正式立项并完成初步设计，计划经过二期扩展后，将实现智能交通规划

支持功能。 

系统将来可进一步拓展，对交通规划编制——实施与管理——监督评价反馈全过程业务流程提

供支持；全面改善规划流程，提高交通规划、建设、管理与运行效率；推广智能交通的应用，支持

动态交通导航，促进相关产业发展。 

4.2 一期建设 

系统一期建设以获取动态数据作为开发的关键突破口和研发重点，结合交通仿真手段，提供交

通规划支持和交通信息服务。交通仿真系统一期工程建设的主要内容及特色有以下几个方面。 

4.2.1  大规模动态信息采集 

在国内率先大规模利用出租车数据采集动态交通数据，实时采集 5000 辆出租车 GPS 数据，数

据处理规模居各城市前列；大范围地在主要交通走廊安装了 67 套雷达定点检测设备，通过 GPRS 无

线通信网络传输动态定点数据。 

  

图 3  交通仿真系统路况信息及定点流量 

4.2.2  一体化智能仿真平台 

引入动态交通信息，建立了集战略、宏观、中观与微观模型于一体的智能仿真平台，其中宏观

及中微观典型仿真模型融入到城市交通规划设计、运行评价、方案选择以及交通重大项目建设决策

中，提高了城市交通规划设计决策的科学性和整体效率。 

4.2.3  共享式公用信息平台 

公用信息平台的建设将改变以往交通信息按照行业或部门各自为政发展、信息资源重复采集和

低水平利用的现象，实现交通信息资源汇集和整合、交换和共享。系统已完成“公用信息平台”的

框架结构设计并实现了该平台的初步功能，接入道路交通网络、居民出行调查库、FCD、定点流量

采集等数据库。 

4.2.4  综合交通信息服务 

系统建设面向公众、技术人员和政府部门等 3 类用户，提供了 8 个核心功能模块，共计 60 个功

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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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二期建设——面向交通规划支持 

系统二期建设重点在信息采集和服务方面进行扩展，主要内容包括 

动态交通信息采集扩展：由特区内扩展到特区外，并将公交 GPS 纳入采集范围； 

数据库群扩展：构建交通数据库群，建立城市发展、土地利用、居民出行调查、交通供应、公

交客流等多门类的综合交通数据库群； 

专题数据挖掘扩展：基于新的交通数据库群，在一期动态交通数据初步应用经验的基础上，开

发数据挖掘分析模板，形成完整的分析模块库； 

增加不同类型规划业务支持：增加轨道详细规划、干线交通预警和改善分析、片区交通与土地

利用协调、大运交通分析等专题性应用支持，并完善成果表达方式等。 

通过二期工程的扩展，可望形成比较完善的智能交通规划支持功能。 

5. 结语 

智能交通规划支持系统在当前城市发展背景和技术条件下，其建设是可行和迫切的。智能交通

规划支持系统可以全面提高交通规划技术水平和工作效率，对交通规划建设管理协调与决策支持、

交通信息服务也有重要意义。深圳市在此方面已进行了多年的探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可喜的

成果。本文结合深圳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相关的设想和发展的思路，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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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方案研究与设计 

屈鹏举  吕斌 

【摘  要】根据城市及交通系统发展的要求，分析了建立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系统的必要性。论

文首先从城市和交通系统发展、管理和规划部门信息交互、公众出行等三方面进行了需求分析，在

此基础上设计了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的框架结构和功能模块。给出了基于 XML 的城市综合交通信

息平台的技术实现方案，设计了 XML 模式建模方案，以公众出行信息的集成过程为例说明了制定信

息集成规范的方法和步骤。 

【关键词】交通工程；信息平台；异构数据；XML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机动车普及率的提高，城市交通拥挤日益加剧、交通事故频发，与此

同时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的相关职能部门建设了相应的信息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市交通供

需矛盾。但这些交通信息系统分别由不同部门在不同时期建设，由于受到管理体制和业务分类的限

制，交通信息系统种类繁多且各自为政，存在信息资源利用率低、难以共享等问题，不能满足交通

系统发展的需要。为解决上述问题，应通过整合各部门的交通信息系统，构建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

台，对多源的交通信息进行有效集成、数据融合和综合管理，实现部门间信息资源的共享，并为政

府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本文通过分析城市交通系统间的信息交互需求、综合信息平台的功能需求，根据城市现有智能

交通系统的建设和运营现状，对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系统框架结构、功能模块及实现技术方案进

行了设计。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综合性交通信息服务，为提升交通管理水平奠定基础。 

2.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需求分析 

开发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的目的是将原本分散的、单项的、静态的交通信息逐步整合成为集

中的、系统的、动态的交通信息，因此在信息平台规划过程中应充分考虑相关部门和公众的需求特

点，在此基础上给出合理的技术实现方案。 

2.1 城市和交通系统发展需求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使得城区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就业岗位数量大幅提高，加速了外来人口流入及

城区间的人口流动。随着居民出行需求不断增加，城市交通压力越来越大，城区道路交通流饱和度

越来越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不可能新建更多道路的情况下，应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为

核心的智能交通系统，来缓解日趋紧张的交通供需矛盾。 

2.2 规划和管理部门信息交互需求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是由不同功能的各种应用系统有效集成形成的复杂的大系统。作为一个

大系统，各信息系统间的互连互通、有效集成是必备的前提条件之一，综合交通信息平台作为对综

合交通信息系统进行整合的重要工具，不仅需要对各子系统的功能进行整合，也要对相关技术、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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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和人力资源进行整合[1]。 

现有的城市交通信息系统，涉及公安部门、交警支队、公交公司、交通运输、国土资源、规划、

市政管理、建设、城管局等多个部门的职能范围，每一个部门既是交通信息系统的数据源，又是其

它部门数据以及在多部门数据之上进行综合性加工处理所得到信息的需求者。城市相关交通管理部

门间根据城市现有交通系统的建设和运营现状，对应的信息交互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各部门交通信息交互关系 

2.3 公众出行需求 

城市交通系统应能在公众出行前通过网络、电话、咨询广播系统等，提供当前的交通、道路状

况和服务信息，为公众提供出行方式、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等信息。在出行过程中通过车载信息或

路旁动态单元，为公众提供气象信息、道路条件、交通状况、车辆运行情况、交通服务的实时信息，

通过路径诱导系统对车辆定位和导航，使出行者以最佳的出行方式和路线到达目的地。随着公众出

行频度的不断增加，出行方式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因此出行者获得道路交通状况信息、公共交通

信息、换乘信息、交通气象信息、停车场信息等与出行相关信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通过建立城市

综合交通信息平台即可满足公众出行的上述要求。 

3.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系统设计 

3.1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系统框架结构设计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为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应能够通过交通信息采集系统、区域交通控制

系统、122 接处警系统、电子警察等违章处理系统等，将相关交通数据以规定的格式和标准传到平

台内部，在平台中心对数据进行分类、抽取、挖掘和融合等处理，根据不同用户主体的信息需求情

况制定信息发布机制，将信息按照规范的协议发布给相应用户，同时提供多种静态和动态交通信息

查询方案，满足用户对交通信息的需求[2]。基于上述要求，本文设计了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的结

构框架，如图 2 所示。 

交通信息的集成运用和管理

城市交通指挥控制中心

（交警支队、车管所等）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相关部门

（建委、公路局、城管局等）

城市客货运管理部门

（公交集团、运输管理局等）

交
通
信
号
控
制
系

统

驾
驶
员
管
理
系

统

机
动
车
管
理
系

统

道
路
信
息
采
集
和
发

布

电
子
警
察
和
卡
口
系

统

1

1

0

指
挥
中

心

道
路
设
施
管
理
系

统

高
速
公
路
监
控
系

统

高
速
公
路
收
费
系

统

治
安
视
频
监
控
系

统

道
路
维
护
管
理
系

统

城
市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重
点
交
通
设
施
监

控

公
交
调
度
管
理
系

统

出
租
车
调
度
管
理
系

统

公
铁
水
民
航
客
运
调

度

物
流
中
心
调
度
系

统

停
车
场
管
理
系

统

交
通
应
急
保
障
系

统

各
部
门
内
部
信
息
系

统

信息集成与整合 信息共享与应用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1062 

 

图 2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的结构框架 

3.2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功能模块设计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的主要功能应包括[3]： 

共享交通信息。通过综合交通信息平台，采集各相关系统的运行数据，整合相关部门的业务和

公共信息资源，对多源交通信息进行有效集成、融合及综合管理，从而实现部门间信息资源的共享。 

提供辅助决策。通过数据融合、数据加工、数据挖掘和数据统计，对交通系统运营报表进行统

计分析，辅助政府部门进行交通规划和决策，为各应用子系统的有效集成提供基础和支持，为政府

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发布交通信息。交通系统的静态和动态数据是构建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的基础，对交通数据的有

效处理是实现综合信息平台各项功能的关键。信息发布系统对采集到的、经过规范化处理的数据经

过组织、存储、检索、更新和维护等工作，把辅助决策、交通仿真、交通诱导等交通服务模块的处

理结果，根据不同的发布方式分发给相应的发布模块，面向公众提供综合性交通信息服务。 

为实现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的上述功能，平台功能模块组成应包括：外部信息自动/手动输入

及传输模块、交通静态和动态数据库管理和维护模块、交通信息集成和分析模块、综合交通信息平

台运行控制和管理模块、交通系统调度和辅助决策模块、交通状态仿真模块、平台信息综合查询模

块、公共交通信息定向发布模块。 

构建和实现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的核心是进行各类交通信息的集成与分析，对多来源的、相

互不一致的异构数据进行数据融合处理，完成对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的再组织，保证数据关系的正

确性、可理解性和避免数据冗余，为其他子系统的数据提供查询通道，因此以下设计了综合交通信

息平台的信息集成方案。 

4. 基于 XML 的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的技术方案 

4.1 基于 XML 的信息集成方法与技术 

基于 XML 的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信息集成方案，是将 XML 作为交通信息产生、传输和处

理的载体，从而实现交通信息在异构应用间的交换和共享，包括基于 XML 的交通信息集成规范和

XML 文件、消息的传递和处理，如图 3 所示。其中基于 XML 的集成规范作为实现 Web Services

工作流程建模

及过程定义

交通规划与管

理系统

交通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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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监控与仿

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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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控制系统 交通诱导系统 CCTV监控系统 电子警察系统 122接处警系统

权限管理 资源管理 服务管理用户管理组织管理 监控管理

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基于C/S、B/ S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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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集成的基础，对智能交通领域信息集成尤其具有关键意义。 

目前由于没有统一的信息集成标准和规范，不能实现各应用系统的组件化封装，也就不能实现

真正意义上的动态、松散的应用集成。因此，需要对基于 XML 的信息集成方案进行全面的分析，

为交通信息集成提供系统化的接口规范建模理论和方法，建立完善的、简单、可扩展的 XML 接口

标准。在建立的集成规范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应采用 Web Services 技术进行信息

集成[4]。以下以公众出行信息集成为例对其中的相关技术进行说明。 

 

图 3  基于 XML 的交通信息集成的实现体系 

4.2 XML 模式建模方案 

目前 XML 数据建模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三种：采用 UML 来设计 XML 模式、基于扩展 ER 模

型为 XML Schema 建模（XER）和专门针对 XML 的建模方法 AOM（Asset Oriented Modeling）。

本设计采用的 XML 专用语言完全与 XML 的结构匹配，很容易标志 XML 顺序、XML 选择、元

素和属性等，可以用简单、自然的方式规定所有的技术信息，如 Visual Studio.Net、XML Spy 等使

用自定义的图形树表示和处理 XML 模式。 

4.3 制定信息集成规范 

制定信息集成规范的具体步骤包括需求分析、确定数据建模的一般规则、依据面向对象的原则

制订规范、测试和应用完善四个阶段。 

4.4 公众出行信息需求分析 

 

图 4  公众出行信息需求内容和交互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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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的服务内容和信息流程[5]，可得到公众出行信息交互结构和内

容如图 4 所示。 

4.5 公众出行信息集成规范制定 

集成系统各单元间的接口数据涉及交通系统运行过程中的费用、管理、资源等信息，应采用自

定义的方式，遵循模块化和层次化的设计思想，在详细需求分析的基础上，设计集成规范的体系结

构和初步的模式定义，将接口规范体系划分为基础层、组合层和应用层三个层次，然后进行详细建

模和编码设计。基础数据类型定义包括所有的公共数据类型；组合层在基础层之上，面向应用层的

需要，定义如客运、货运、驾驶员、公共交通等组合元素；应用层则直接引用第二层中的数据类型，

定义应用接口数据内容。 

由于集成规范采取了分层结构，而且充分利用了 XML 的可扩展等优势，所以相应于新的集成

需求，可以基于现有定义，通过重用、扩展、改写等方式快速实现新应用系统的接口信息建模。 

4.6 信息集成的数据处理 

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即可通过 XML 相关的编程接口，实现 XML 信息的创建、验证、解析和

处理，具体包括 XML 基本数据的处理和 XML 消息（SOAP）的解析处理。 

XML 基本数据的处理可利用 XML 基本编程接口实现。按照 SOAP 规范的约定，SOAP Body 专

用于交换信息内容，而控制信息的交互由 SOAP Header 完成。SOAP 接口接收到 SOAP 消息后，首

先需要调用 XML 解析器，提取消息中的数据内容。调用完成后，返回的数据将被重新组织成 SOAP 

Body，通过 SOAP 接口响应给 SOAP 调用者[6]。 

5. 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构建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的必要性，从城市及其交通系统发展、规划和管理部

门信息交互、公众出行等三方面进行了需求分析，对综合信息平台的功能模块进行了分析和说明，

采用 XML 技术设计了城市综合交通信息平台信息集成的解决方案，以公众出行信息集成过程为例

说明了信息集成的实现方法和具体步骤。今后应进一步研究系统功能模块的详细定义和划分等问题，

提出并优化安全机制和异常处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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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渝中区停车信息系统规划及实践 

傅彦 周涛 

【摘  要】分析了重庆渝中区停车信息系统现状，对目前国内城市停车信息系统进行了评价，结合

渝中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停车信息系统方案。 

【关键词】重庆；停车信息系统 

1. 引言 

静态交通与动态交通是城市交通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后者以前者为起点，前者是后者的延

续，动态交通与静态交通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共同构成城市交通系统。停车难是世界各国的普

遍问题，由于停车设施供给的增加受到土地、资金等制约，使得停车管理越来越得到重视。停车引

导信息系统（PGIS）又称为先进停车信息系统（APIS），是智能交通系统（ITS）在停车领域的应

用，它通过信息发布系统将泊位信息提供给驾驶员，同时结合路网情况对驾驶员进行路径引导，使

车辆能够尽快到达停车场，实时动态地为进入指定区域附近的汽车提供停车场的泊位、空满信息等

与停车相关的向导信息。停车信息系统包括行前引导系统、行程中引导系统、终端引导系统和支付

系统，主要由信息发布技术、可变情报板和车辆检测技术组成，用于引导车辆的停泊，采用停车诱

导系统停车场效率可提高 10~15%，通过停车诱导及时将车辆导入车位可以减少因寻找车辆产生的交

通流量和空气污染。 

2. 重庆停车信息系统现状 

    重庆的停车信息系统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仅渝中区解放碑 CBD 地区建立了停车信息系统，

包括行前引导系统和行程中引导系统，终端引导系统方面目前暂无停车场内部引导系统，支付系统

方面，现有的重庆渝城一卡通，支付范围仅为公交、两江索道、皇冠扶梯、部分超市购物、风景区、

电影院等，预计在明年将扩大至出租、轨道等范围。 

2.1 行前引导系统 

解放碑 CBD 地区有 25 个大型停车场已纳入到信息管理系统中，目前开通了网络、手机、电话

的停车查询系统，同时交通广播也定期播放停车场信息，暂无预订、收费等功能。 

2.2 行程中引导系统 

目前的停车引导系统分为三级：一级为大型引导屏，设置在 CBD 地区外主要道路上，提供相关

路段停车场位置，动态车位信息，以及整个区域停车场的空车位排行榜；二级为中型引导屏，设置

在停车场周边的道路上，提示停车场的动态空车位及方位；三级为小型引导屏，即在每个停车场入

口设置屏幕显示该停车场空车位信息。 

指示牌按显示内容共分为三级，不同级对应不同的尺寸、高度、设置位置及指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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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停车指示牌基本情况表 

 高度 个数 设置位置 显示内容 例子 

一

级 
5m 5 

进入CBD地

区的主要道

路上，牛角

沱、七星岗、

中兴路等 

所有停车场空

位信息、主要路

线、广告连续播

报 

 

二

级 
5m 12 

停车场周边

的道路上 

邻近3个停车场

空位信息 

 

三

级 
3m 30 

停车场入口

处 

该停车场空位

信息 

 

3. 目前停车信息系统评价及主要存在问题 

停车信息系统作为智能交通系统（ITS）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美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

并将其应用于市中心，在美国、德国、新加坡等交通发达国家已在十几个城市进行了推广，通过使

用停车信息系统，大大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状况，减少了道路占用，降低了车辆尾气排放和噪声，

而且显著提高了原有停车设施的利用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内如北京、上海和

广州也有类似的示范性工程，并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技术手段和引导显示的内容表现形式上有所

不同。 

    国外城市的交通网络功能更全面，涉及范围广，但在查询方式上中国城市更多样化，停车

引导系统中国城市也有先进之处，总的来说，在涉及范围、平台功能方面，各城市都需作进一步整

合及功能拓展，停车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如下。 

3.1 行前引导系统功能较少、方式较少 

在行前引导系统中，各城市均只提供查询服务，目前没有预订、电子支付等功能；重庆解放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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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D 地区所提供的查询方式更多，除网站外，还提供热线电话、手机短信等手段；旧金山运输局网

站的内容更为丰富，在停车方面可查询机动车、摩托车、自行车等各种停车场位置，还能查询路边

停车、咪表收费区域等，同时由于该网站由旧金山运输局建立，该网站还有交通拥堵信息、公交、

步行等信息，涉及交通信息的各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因此，应充分利用手机短信、热线电话等方

式，便于出行者使用，同时，网站应开通预订、电子支付等功能，使出行者利用此平台能完成预订、

出行路线导航、支付停车费等一系列功能，节省出行时间，提高出行效率。 

3.2 各平台分属不同部门，可进行资源整合 

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的搜途网涵盖了交通动态引导、公交、停车、酒店预

订、机票预订、列车查询等领域，目前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城市纳入，且今后将逐步纳

入其它大中城市，应该说这个电子统一平台集成了交通的几个主要类别，且覆盖更多的城市，这个

系统的功能是很强大的。但各地方政府或部门又建立了自己城市的停车信息网，如北京市运输管理

局建立的北京市停车电子地图网、广州市停车行业协会建立的广州停车服务网、上海市政府建立的

公共停车信息网等，这些网所提供的服务和内容与搜途网中停车内容相差不大，可进行资源整合。 

3.3 停车引导系统设置缺乏标准化，且设置存在着不合理 

由于各城市的停车引导系统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建设的过程中，目前尚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

势必造成今后各个系统的不统一，不利于系统的推广应用。 

3.3.1  引导范围太狭窄 

北京目前只在王府井、西单、崇文门，上海在黄浦区、卢湾、静安、徐汇中心区，广州在北京

路一带设置了停车引导系统，使用者反映引导范围太小，难以有效引导停车，应形成更大区域的引

导系统。 

重庆目前仅解放碑 CBD 地区的部分商业设施的配建停车场纳入到停车引导系统，但解放碑有部

分办公、医院等的停车场处于超饱和状态，对车辆运行影响较大，因此该引导系统不能局限在商业

设施，而应将医院（如重医附二院）、办公等这一区域所有的停车场纳入到该引导系统，且目前纳

入该系统的停车场主要集中地解放碑地区，应尽快将朝天门地区停车场纳入进来，才能真正引导这

一区域的车流运行，提高停车场利用率。 

3.3.2  引导牌设置内容不合理 

重庆的停车引导牌分为三级，一级引导牌设置在进入 CBD 地区的主要道路上，滚动显示所有停

车场空位信息、主要路线、广告连续播报等，二级引导牌设置在停车场周边的道路上，显示邻近 3

个停车场的空位信息，三级引导牌设置在停车场入口处，显示该停车场空位信息，各级引导牌显示

内容均有不甚合理处。 

3.3.3  引导牌设置位置不合理 

三级引导牌设置在停车场入口处，由于多数停车场入口位于交叉口内部，使得三级引导牌的显

示内容不易被驾驶者看到，待到了停车场入口处看到所剩车位数则太晚了，难以达到合理引导车流

的目的。同时，引导牌多数被树木或广告牌遮挡。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1069 

3.4 大型停车场内部无引导系统，停车场内部交通拥堵 

    大型停车场若无内部引导系统，出行者难以找到合适的车位，车辆行驶会十分混乱，经常

会出现反复寻找车位的现象，停车场内部交通运行不畅，出现拥堵。 

3.5 缺乏统一电子支付平台和支付手段 

网站未开通电子支付平台，难以形成网上预订——线路导航——支付停车费用的―停车一体化‖

服务。 

目前各城市均有交通一卡通，如广州的羊城通、北京的交通一卡通，集停车、公交、地铁、电

话、医院、各种收费等于一体，目前重庆的渝城一卡通仅限于公交、索道、超市购物的范围，停车

支付手段仅为现金支付，应尽快将渝城一卡通的使用范围扩大至轨道、停车、加油加气、水电气交

费等领域，同时充值方式也不仅限于充值点充值，结合电子平台的构建开通网上充值功能，使居民

能通过一卡通满足出行需求，服务于民。 

3.6 缺乏停车地图 

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车主对停车场的位置不熟悉也是导致车主找不到停车位的重要原因之一，

目前国内没有一个城市拥有停车场地图，车主对于停车场地图的需求十分迫切，车主手持地图，就

能相对轻松找到停车场，方便出行。 

3.7 缺乏好的运营模式  

建设停车信息系统的初衷是为公众提供服务，进而提高政府形象，改善交通状况。作为一项社

会公众行为，政府投资和推动是必须的，但如何保证系统正常运行的同时，又获得合理的运行收益

来满足日常运行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则是建设停车诱导系统必须考虑的问题。 

4. 重庆停车信息系统构建 

构建停车信息平台，采集停车场的即时停车信息，通过电话、互联网、手机、查询屏等方式提

供行前引导信息，同时发布到车载系统、停车引导牌上，为出行者提供行程中引导服务，到达停车

场后，大型停车场提供内部引导服务，同时使用统一结算平台支付停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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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信息系统 

1、行前引导系统   

菜单 描述 功能 硬件需要 

互联网/无线通讯 建立交通信息网站 停车场（库）名称、地址、开放时

间、泊位数量、收费标准、停车场

预定、路线导航、网上在线支付、

手机支付；―个人交通预警‖服务：

把每天出行的出发点和终点通过

短信或网站传送给信息平台，平台

会在每天出行前发送短信告知出

行者路线的道路状况，或者设计出

最优出行路线 

信息平台 

电话 开通热线电话   

手机 开通手机短信服务   

广播 广播播报   

智能广播 语音播报 智能芯片 

交通信息查询屏 公共服务亭的电子查询系统 电子查询屏 

停车场地图 定期出版全市停车场地图   

2、行程中引导系统   

菜单 描述 功能 硬件需要 

电话 开通热线电话 即时查询信车场信息   

手机 开通手机短信服务 即时反馈停车场信息   

智能广播       

广播 广播播报 即时播放停车场信息   

停车引导系统   引导车辆到达停车场 电子指示牌 

车载系统 GPS 

与车辆动态引导相结合，选择到达

所选停车场的最佳线路 GPS 

3、终端引导系统   

菜单 描述 功能 硬件需要 

停车场内部引导系

统   

大型停车场内引导车辆找到合适

的车位 电子指示牌 

车载系统 GPS     

4、支付系统   

菜单 描述 功能 硬件需要 

电子交易平台   交通一卡通 

统一支付结

算平台 

5. 重庆渝中区停车现状 

目前渝中区对外开放的收费类停车场共 289 个，共 18754 个停车位；渝中半岛 251 个，共 16182

个停车位。渝中区停车存在如下问题： 

在中心区域停车泊位的需求有一定缺口，不同区域的停车位需求也存在着较大差别，根据现状

调查情况，两路口、解放碑、朝天门地区停车较为拥堵，嘉滨路、长滨路停车较宽松。 

由于价格差异和车辆出入的不方便，部分机动车选择占道停车，严重影响道路通行，尤其在朝

天门地区较为严重。 

部分建筑物原配建停车库被挪作他用，使得这一区域的停车都较为紧张，如解放碑新世纪停车

库被用作超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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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碑 CBD 地区停车诱导系统虽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系统不完善，纳入该系统的停车场较

少，未真正发挥合理引导车流、提高停车场效率的作用。 

停车场管理比较混乱，90%以上停车场属市停车管理办公室管理，但仍有一部分停车场属其它

单位如民政局、交管局管理，难以统一管理。 

6. 渝中区停车信息系统规划方案 

6.1 行前引导系统 

6.1.1  建立统一信息平台 

建立网络、手机、电话、广播、信息查询屏等信息平台，为出行者提供停车场（库）名称、地

址、开放时间、泊位数量、收费标准、停车场预定、路线导航、网上在线支付、手机支付服务。 

6.1.2  开通“个人交通预警”服务 

把每天出行的出发点和终点通过短信或网站传送给信息平台，平台会在每天出行前发送短信告

知出行者路线的道路状况，或者设计出最优出行路线。 

6.1.3  出版全市停车场地图 

6.1.4  GPS 载入停车场信息 

6.2 行程中引导系统 

6.2.1  设置原则 

在一个面积有限的屏面上要表现出太多的内容，不利于驾驶员在极短的时间内完全理解屏面的

内容，所以采取多级引导的方式，将众多的内容分散在多个屏面上进行显示，使整个显示系统表现

出一定的层次性。 

要做到好的引导效果，应采用逐步引导的方式，在驾驶员可能发生错误的地方树立引导屏，一

步一步地引导驾驶员前进，真正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必须从增加引导屏

的数量、合理地选择设点位置、充分考虑驾驶员的视觉和理解能力等方面下工夫，使之成为一个完

整的整体，而不是零散的系统。引导系统形成了规模效应，才能取得好的效果，达到预期的目标。 

 多级引导 

 清晰、简单明了，易于理解 

 实用 

 与指路牌等道路指示牌易于区分 

6.2.2  设置方案 

设置两级引导牌，一级引导牌分地图式和数字式两种方式表示，地图式引导牌设置在干路上，

数字式引导牌设置在交叉口进口道前 100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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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牌

等级 
设置位置 显示内容 设置形式 设置示例 

一级 干路 

干路上各方

向 1~4 个停

车场的方向

及剩余车位

数量 

地图式，蓝底白字，用数

字绿色、黄色、红色分别

表示车位充足、车位较

多、车位不多 

 

一级 
交叉口进口

道前 100米处 

交叉口处

1~3 个停车

场的方向及

剩余车位数

量 

数字式，蓝底白字，用数

字绿色、黄色、红色分别

表示车位充足、车位较

多、车位不多，并指出停

车场距交叉口的距离 

 

二级 
各停车场入

口处 

停车场剩余

停车位数量 
蓝底白字 

 

数字式引导牌简单易懂，但若路段或交叉口前方停车场大于 3 个，则难以表示；地图式引导牌

对于路段上的停车场指示较直观，但渝中半岛自由式的路网结构，在路网复杂的情况下，地图式的

停车指示牌会使得指示牌版面复杂，建议采用两种方式结合的方案，发挥各自的优势，为出行者提

供便利的停车引导服务，便于出行。 

6.3 终端引导系统 

6.3.1  停车场内部引导系统 

停车位大于 300 个车位的停车场应设置内部引导系统，使车辆顺利找到停车位，减少绕行。 

6.3.2  车载 GPS 

设置引导系统的停车场信息均导入车载 GPS，动态引导车辆停车。 

6.4 支付系统 

建成集停车、公交、轨道、加油、购物、水电气交费、话费交费等功能于一体的真正的―一卡通‖

电子支付统一平台，集预订、支付于一体。 

7. 结论 

为保证停车信息系统达到预期效益，应重视交通统一信息平台的建设，集交通引导、公交信息、

停车信息、支付等于一体的平台，同时应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避免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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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信息化手段的交通调查方法优化 

曲广妍 朱洪 

【摘  要】充分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最大限度地利用既有数据资源，获得更加细致、精准和全

面的调查数据，并缩短调查周期，提高调查效率，是上海市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的主要特征之一。

一卡通数据、港区 RF 卡信息、车牌识别数据、停车信息等数据资源首次被用于辅助综合交通调查

和分析，同时扩展了 GPS 定位、手机定位、遥感等信息技术在交通调查中的应用。 

【关键词】交通调查，调查技术，交通信息采集 

1. 引言 

上海市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员出行调查、车辆出行调查、相关校核调查和交通

相关信息调查等四大类，涉及人员出行、车辆出行、货物运输、道路交通、公共交通、车辆停放等

方面，共有 21 个调查分项和 4 个新技术开发项目。调查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涉及面广。 

近几年，随着上海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的逐步建设，信息化在各交通行业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

用，交通流量、道路车速等数据的采集也由过去的单纯依靠人工记录逐步向自动化、实时化、动态

化方向迈进。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数据资源，在整合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交通运行状况评价和发展趋

势分析，为城市交通的规划设计以及管理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同时，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调查技术在实际应用中也越来越受到局限。因此，积极探索组织简便、调查

周期短、费用低,并且不易引起居民反感的交通调查方法，目前来看十分必要而迫切。 

2. 以往交通调查技术方法的发展 

本市曾于 1986 年、1995 和 2004 年分别进行了三次综合交通调查，为交通规划和建设提供了关

键的数据和信息，并形成了市政府直接领导、相关部门通力合作的调查工作机制。表 1 对比分析了

前两次综合交通调查在调查项目设置、调查方法、调查周期等基本情况，用以说明交通调查技术方

法发展变化的原因与趋势。 

表 1  上海市第二次、第三次综合交通调查基本情况对比 

对比项目 95 年第二次综合交通调查 04年第三次综合交通调查 

调查分项 12 个 23 个 

调查方法 人工调查为主 

在传统人工调查基础上，信息化技术得到一定应用：

地感线圈、车载 GPS、出租车 IC 卡、手机等技术手

段首次被用于道路流量、出租车出行 OD 和运营综合

信息以及居民出行链信息的获取。 

调查周期 历时近两年（95 年～97 年） 当年调查，当年出成果 

 首先，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任务不断出现，交通规划研究要求交通调查成果更全面、

更具针对性。2004 年第三次综合交通调查项目分为交通出行特征调查、交通供求状况调查和交通相

关城市信息调查三大类，共 23 个调查项目，调查项目总数比 1995 年调查增加了 1 倍。除继承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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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调查的基本内容外，根据城市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使调查能够真正把

握上海城市交通的实际情况，为城市交通的改善提供切实的分析依据。 

其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手段在交通调查中逐步得到应用，调查效率显著提高。1995

年调查主要采用了传统的人工调查方法，从当年 7 月调查正式启动到 1997 年 6 月完成调查报告，历

时近两年。2004 年第三次综合交通调查首次大规模采用了交通信息化手段进行数据采集，如地感线

圈、车载 GPS、出租车 IC 卡、手机等技术手段，被用于道路流量、出租车出行 OD 和运营综合信息

以及居民出行链信息的获取。信息技术的应用增强了调查的时效性，完成了市政府提出的“当年调

查、当年出成果”的目标，为编制《上海综合交通发展战略（2006-2020）》、“十一五”综合交通

规划、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等战略性决策提供了及时、重要的基础。 

3. 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面临的新发展形势 

3.1 综合交通新一轮发展需要更全面的交通调查数据 

综合交通调查是以城市交通系统为出发点，对城市交通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了解。当前，

全市上下正在为举办 2010 年世博会，建成国际金融和航运中心而努力，这对上海城市交通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需要掌握更全面、更细致的调查数据，科学制定交通发展规划和改善交通的对策措施。 

交通行为特征发生深刻变化，亟需全面更新交通调查数据。2004 年以来，本市汽车保有量由 87

万辆增长到 123 万辆，小汽车出行方式比重由 11％迅速提高到 19％，机动化进程显著加快。伴随郊

区新城社会经济快速增长，交通需求增长热点向郊区转移，向心交通规模扩大。此外，轨道交通客

运量飞速增长，占公交客运量比重已由 2004 年 11％提高到 22.7％。公交优先战略全面落实、公交

换乘优惠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人员出行逐渐由单一方式向多种方式组合转变。 

 

图 1  上海市历年轨道交通运营线网长度 

世博交通组织方案制定与评估，需要掌握更多的旅游交通与背景交通运行特征。2010 年世博会

高强度客流需要从上海全市域范围进行引导和组织，而各类游客与本地人员最新交通行为特征数据

是世博交通组织方案制定与优化的重要基础。亟需通过调查进一步获得本地人员休息日出行特征、

旅游出行特征，不同住宿特征外地游客出行规律，以及不同性质展览的客流特征等重要基础数据。 

编制“十二五”综合交通规划，需要依托于科学的定量数据。“四个中心”、“两型社会”的

建设目标，使上海综合交通面临新一轮的发展要求，综合交通统筹范围不断扩大、发展模式面临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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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机场和港口集疏运、区域交通协调、公交优先进一步落实、市区轨道延伸和市域轨道交通建设、

道路网建设与优化、交通节能减排等一系列重大交通问题的研究和决策都对交通调查提出了新的、

全方位的数据支持要求。 

上海综合交通模型的更新与功能提升，需要更细致的调查数据支撑。《上海综合交通模型体系》

一期已经完成，但与近期重点工作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例如对小汽车拥有、交通费用等因素对人

员出行行为的影响分析不足。而早期调查在这些因素方面获取的样本量不足，难以有效支撑模型的

深入开发，因此，全新的调查数据将成为模型体系功能提升的重要基础。    

3.2 当前经济社会条件下传统调查实施难度加大 

交通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调查者的配合程度和对调查的认知程度。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和生活节奏加快，多项传统调查的实施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入户调查越来越困难。入户访问调查是国内较成熟的居民出行调查方法。在当前居民普遍重视

个人隐私保护、防御心理增强等诸多因素影响下,调查员入户容易引起被调查者反感和抵触情绪，从

而调查实施变得越来越困难。为了有效降低居民出行调查的实施难度，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和数据

的真实可靠，对调查表格、调查内容进行优化设计等调查技术方案研究工作显得非常重要。 

传统车辆出行调查技术的可操作性越来越小。车辆出行特征调查是以往三次综合交通调查的重

点项目之一，主要采用将调查表发放给客货车驾驶员，由驾驶员填写后回收的方式。从以往调查实

施情况来看，受居民对隐私保护意识以及货运行业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的影响，客货车驾驶员少报、

漏报出行次数的现象逐渐增多。同时由于无法对驾驶员进行直接培训，受驾驶员文化程度影响，对

调查内容的理解也容易产生偏差，从而导致调查数据的准确性降低。这种由于调查方法而产生的误

差几乎无法弥补和纠正。 

3.3 交通信息采集范围扩大，手段多样化 

一是 GPS 监控技术在出租车、货车、公交车运营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2008 年已有 2.2 万辆出

租车、1.7 万辆货车（含危险品车辆）和 0.7 万辆公交车安装了 GPS 设备。二是“一卡通”发行量已

超 2000 万张，每日在用卡 250 万张，平均日刷卡次数 610 万人次，覆盖公交、出租、轨道、轮渡、

停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三是道路流量采集包括线圈、SCATS、车牌识别、联网收费等多种手段，基

本覆盖城市快速路、中心区主次干路、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四是电子车牌射频卡（RF 卡）系统已

覆盖 90％以上集装箱港区集散道路和 50％以上的集装箱运输车辆，可获得进出港区车辆数量，车辆

属地、类型等基本情况，车辆平均在港停留时间等港区交通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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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市车辆检测设备分布情况 

3.4 手机、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为交通调查提供新的思路 

基于手机和互联网开展调查，具有双向互动、精准定位的特点，能够大大提高调查效率和精度，

并已成为交通调查技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上海居民手机与互联网的使用与普及率位于全国前列，拥有巨大调查样本。据统计，截止到 2007

年 7 月，上海的手机用户数已突破 1600 万，手机在常住人口中的普及率超过 80％；在 18 岁以上、

65 岁以下最富流动性人群中，手机的普及率已达到 100％。目前上海已成为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最高

的城市，互联网普及率超过 40％，“上网”逐渐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技能。这意味着在上海实施基

于手机和互联网交通调查拥有巨大的样本群体。 

上海率先在国内完成手机与互联网人员出行调查系统开发、测试，为大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

积累了经验。2007 年 12 月 28 日～25 日，上海在国内率先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手机人员出行调查系统

测试，并开通了交通调查网站（www.jtdc.org.cn），本次调查共 58 人参加，积累了基于手机与互联

网人员出行调查组织与实施的经验。并在本次调查的基础上，改进调查系统及模式，强化调查培训，

开发了类似“800”模式的单方支付双向短信费用的专用平台，完善了管理平台功能。并于 2008 年

10 月再次开展了一次较大规模手机人员出行调查，500 人参与调查，进一步总结了手机和互联网调

查经验和教训，为大规模调查应用形成一套比较完备的实施方法。 

4. 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方法 

本次综合交通调查将采用传统人工调查、既有信息资源综合利用和新技术开发相结合的调查方

法。首先，本次调查将继承以往成熟的人工调查方法，并根据新的情况加以优化和完善。其次，本

次调查将充分利用交通信息中心、交通港口局等部门既有数据采集系统，获取内容更详细、分类更

多、误差更小和全天候的交通信息，并且大大减少调查实施及后期数据处理的人力投入。再次，积

极探索高新技术在调查中的应用，本次调查将首次利用“一卡通”数据辅助居民轨道交通出行特征、

轨道客流特征、居民组合出行方式链、居民公交出行成本的分析；同时，在以往研究基础上，开展

手机调查技术在典型区域集散客流时间分布和来源分析、手机用户运行轨迹分析等方面的实验性应

用。并扩大车辆 GPS 定位技术、遥感技术在交通调查分析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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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调查实施方案，本次调查的 21 个分项中，信息技术手段将在 15 个分项中得到不同程度的

应用（详见表 2），为传统调查提供补充和校核，并获得更加细致、精准和全面的调查数据，缩短

调查周期，提高调查效率。 

表 2 信息化手段在分项调查中的应用 

序号 调查项目 应用的信息技术（系统） 

1 人口和就业岗位调查 遥感技术 

2 居民出行调查 手机定位技术 

3 对外枢纽点交通调查 长途客运联网售票系统 

4 出行方式链交通调查 一卡通 

5 居民出行意愿调查 互联网 

6 世博游客交通意愿调查 互联网 

7 出租汽车出行特征调查 出租车 GPS 定位技术、出租车 IC 卡系统 

8 货运车辆出行特征调查 货车 GPS 定位技术、集装箱港区 RF 卡系统 

9 对外道口车辆调查 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系统 

10 典型停放车设施特征调查 停车信息采集系统、咪表信息系统、一卡通 

11 公共交通客流分布特征调查 一卡通、轨道电子收费系统 

12 道路交通流量调查 
市政线圈、SCATS、牌照识别系统、高速公路联网

收费系统、公路交通流量采集系统 

13 道路车速调查 GPS 定位技术、牌照识别系统、市政线圈 

14 交通基础设施调查 GIS 技术 

15 交通相关信息调查 遥感技术 

5. 结语 

交通调查是交通规划研究的基础。如何应用信息技术不断优化、完善交通调查技术方法，是交

通调查技术研究领域的重要方向。本文在总结以往交通调查方法发展变化原因、趋势基础上，结合

城市发展的新局面和新特点，细致分析了当前开展综合交通调查面临的新发展形势，并介绍了上海

市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的方法，特别是新技术在各分项调查中的应用情况。望能够为各地开展综合

交通调查技术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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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众意见调查中被调查者的主观性偏差及对策 

何明卫  何民  段正勇 

【摘  要】在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科学决策”的今天，公众意见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有偏的、

甚至错误的公众意见将会误导和干扰交通政策或措施的客观评价和科学决策。因此，必须对公众意

见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对被调查者的主观性偏差进行辨识，使真实、客观的公众意见得以体现，

从而为客观评价交通政策或措施和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文结合昆明市一二一大街单行

系统公众意见调查案例，分析了公众意见调查中存在的被调查者的主观性偏差的种类，产生偏差的

原因以及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交通评价 公众意见 问卷调查 主观性偏差 

1. 引言 

近年来，利用交通政策或交通管制措施调节出行者的交通行为，最大限度地促进交通供给和交

通需求相协调已经成为城市交通管理者最常用的手段[1]。由于绝大多交通政策或措施本身固有的利

弊双重性，因此需要对其进行客观、科学的评价。而传统的评价方法都只注重从技术、经济两方面

来展开评价，较少考虑公众的感受和接受度。在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科学决策”的今天，将公众

意见纳入到评价系统当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公众意见调查作为反映公众想法和意愿的一种调查

方法，是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可以为决策者和相关技术人员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同时可以唤醒和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使管理部门的政策和措施得以良好的贯彻和执行[2]。 

目前，很多的公众意见调查结果被直接用于评价交通政策或措施和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但是，

城市居民作为被调查的主体，是否赞同、理解、接受这项调查，是否能够客观、理性的回答调查问

题，将直接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可信度。由于绝大部分人在接受问卷调查时，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

从而容易导致调查偏差。有偏的、甚至错误的公众意见将会误导和干扰交通政策或措施的客观评价

和科学决策。因此，必须对公众意见调查的结果进行分析，对被调查者的主观性偏差进行辨识，使

真实、客观的公众意见得以体现，从而为客观评价交通政策或措施和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2. 公众意见调查中存在的主观性偏差 

公众意见调查的目的在于了解公众对交通政策或措施的看法和评价，他们的接受度和评价将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该政策或措施的实施效果。但是，由于绝大部分人在接受问卷调查时，都带有较强

的主观性，从而容易导致偏差。本文将被调查者的主观性偏差分为三类。一类是站在自身利益的角

度，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而产生的主观性偏差。本文将此类偏差称为基于利益驱动的主观性

偏差。第二类是不带有维护利益的动机，而是由于自身心理和习惯所产生的主观性偏差。本文将此

类偏差称为基于心理和习惯的主观性偏差。第三类是由于对于问卷设计中某些问题不能正确的认知

和理解而导致的偏差。本文将此类误差称为基于被调查者认知和理解的主观性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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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被调查者主观性偏差产生的原因 

3.1 基于利益驱动的主观性偏差产生的原因 

基于利益驱动的主观性偏差产生的主要原因为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更多考虑的是与自身密切

相关的事物和利益，而并非从客观角度从全局和整体上加以把握。被调查者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回

答问题本身无可厚非，因为任何一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本来就是多方利益的博弈，以求系统效益

的最大化。公众意见调查的目的也是希望了解利益各方的看法和评价。但是，部分被调查者可能出

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而故意选择答案中的某些选项，以期能增加总体样本中个体因素的影响力。

被调查者也许认为通过他们的答案，就可以影响实际的决策进程，所以可能会故意提供错误的答案

[3]。 

以昆明市一二一大街单行系统公众意见调查为例，图 1 反映的是不同群体对单行方案实施前后

公交便利程度的评价。单行方案实施后，一二一大街、学府路均在道路单行方向的逆向一侧开辟了

公交专用道，允许公交车逆向行驶。一方面，没有增加居民到达公交站点的距离；另一方面，由于

设置了公交专用道，为公交车提供了专有路权，公交运行服务水平大幅度改善，公交车速明显提高。

总的来看，实施单行后，该片区公交系统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改善。但是，从图 1 可以看出，由于单

行方案造成需绕行的被调查者（小汽车使用者）认为单行后公交比单行前更不便利的比例比不需要

绕行的被调查者要高的多。这可以推断部分需要绕行的被调查者为了反对单行方案，非理性的回答

了这一问题。 

 

图 1 不同群体对单行方案实施前后公交便利程度的评价 

3.2 基于心理和习惯的主观性偏差产生的原因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维护自身利益(尤其是个人隐私)不受威胁是人们共有的心理特征，在社会

交往中，人们不易将自己的隐私向陌生人透露。因此，居民出行调查表格应考虑到居民的这种心理

特性，调查内容应尽量安排在居民认同的深度和广度内[4]。同时，如果调查内容冗余信息过多，过

于复杂，将会引起被调查者的反感情绪，从而造成了被调查者为尽快结束调查而对选项答案随意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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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不可回避的是，少部分被调查者没有经过独立思考，人云亦云，受身旁的人影响，而不是根据

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理性判断来回答问题。 

在实际的意见调查中，大多数市民表示，习惯对他们的出行影响十分明显，有的甚至宁愿忍受

拥堵、也不愿意交通管理部门改变现有的交通管理策略。如在微循环道路整治中，原来习惯走的路

线由于交通整治而无法再走，即使有更好的可替代的线路实现其通行，仍有少量的居民对此抱怨，

针对这部分人所做的意愿调查必然存在偏差。 

3.3 基于自身认知和理解的主观性偏差的原因 

首先，如果在问卷设计时，对问题和选项的设置存在歧义，定义不明确，选项之间存在较强的

相关性，用语太专业等问题，将会使被调查者对问题和选项不能清晰理解，难以回答，出现随意勾

选的现象，这将会导致较大偏差。 

其次，由时间跨度较大，造成被调查者对方案或政策实施前的交通运行状态信息模糊。以昆明

市一二一大街单行系统公众意见调查为例，一二一大街单行交通系统从 200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

而进行意见调查的时间为 2009 年 4 月，时间跨度较长。有些问题的回答需要与单行前的交通运行状

况比较，被调查者因记忆模糊而导致调查失真。 

再次，由于被调查者绝大多数并非交通专业人士，不能明辨那些交通状况与所调查的交通规划

方案本身有关，那些无关。以昆明市一二一大街单行系统公众意见调查为例，单行后该片区的交通

需求与单行前相比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学府路周边区域为例，两侧新建了一些新的居民小区。随着

这些新建小区的建成和居民大量入住，产生大量交通需求，从而导致学府路部分路段和交叉口交通

压力增大。因此，单行后部分交通拥堵路段和节点与是否单行无直接关系，主要是由于交通需求发

生了改变。如随着教场片区的开发，教场中路与教场东路的交通流量大幅度增加，导致学府路路与

民院路交叉口、教场中路与学府路交叉口交通压力增加。由于单行后提高了路段和交叉口的通行能

力，假设没有实行单行，在现状交通需求增加的背景下，这些路段和交叉口的交通状况将更加恶化。

但部分被调查者并不具备这样的判断能力，他们所感受到的是这些交叉口比单行前拥堵，所以在回

答问题时，他们会认为这是由于单行方案造成的。 

此外，尽管被调查者对问题本身能够清楚理解，但由于对某些调查问题难以把握，造成误判。

如在调查居民对单行前后交通安全的评价（图 2）时，仅 21%的被调查者认为单行后交通安全状况

恶化，36%的被调查者反而认为交通安全状况变好。而从昆明市交警支队事故处获得统计资料（表 1）

表明，单行后第一年的交通安全较单行前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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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居民对单行前后交通安全的评价 

 

时间 事故起数 伤亡人数 

2007 年 12 8 

2008 年 30 40 

表 1  一二一大街和学府路交通事故统计 

4. 对策 

4.1 合理设计问卷 

合理设计问卷可以有效地避免被调查者的部分主观性偏差。在问卷的开始部分，需要给出本次

调查的介绍。介绍的内容包括调查的目的及意义，调查的方法，相关承诺，调查的组织方等。这样，

一方面可以让被调查者充分认识到本次调查的重要性，增强他们的责任感，以使被调查者能够认真

对待本次调查，客观回答各问题。另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担心个人信息、观点及隐私

泄露的心理，让其能比较放心的回答问题。 

由于现代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任何居民对待调查都有一个忍耐度。因此，在满足调查目的的

前提下，调查表格应力求简单[4]。在设计问卷时，要注意各问题以及选项的独立性，注意各问题及

选项能够清晰无误的让被调查者理解，尽量避免使用一些较专业的词汇。同时，要注意时间跨度，

如在针对某交通措施好坏的评价，需要被调查者能够比较准确的把握方案实施前的状况，必要时可

以给出一些基本情况和数据的提示。 

尽管由利益驱动、心理以及习惯等因素而造成的主观性偏差难以避免，但在设计问卷时，需要

在问题和选项的设置中，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将这类偏差尽可能的降低到最低程度。要认真分析被

调查者的心理，合理设置问题及选项的内容以及问题及选项出现的顺序。在对一些易受心理和利益

驱动干扰影响的问题的设置时，可给出相关提示，提醒被调查者要理性回答该问题。如在询问居民

对昆明市一二一大街单行系统的利弊看法时，问题设置方式一 “你对单行方案的利弊的观点是？”

和问题设置方式二“有人说，设置单行尽管对沿线两侧居民带来不便，但对整个城市交通运行来讲，

是利大于弊，你的观点是？”所得到的调查结论会有比较明显的区别。 

初步的调查问卷设计好后，需要反复的讨论修正，并进行小样本的预调查。通过预调查，可以

发现在设计问卷时没有考虑周全的问题，并再次进行修正。 

变好, 36%

 恶化, 21%
无变化, 43%



人性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实践——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会 2009 年论文集 

1082 

4.2 合理抽样 

由于公众意见调查的结果需要反映不同群体、不同利益攸关方的意见和态度，因此，合理抽样

至关重要。如果抽样不具有代表性，在样本中占优势的一方的意见将会压倒了其它各方的意见，这

样会将其基于利益驱动的主观性偏差放大，根据该调查结论所做的决策将不能兼顾各方利益。 

常用的抽样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法、分层抽样法、等距抽样以及整群抽样等。通过比较，本文

建议在公众意见调查时使用基于影响度的分层抽样法。所谓影响度，即所评价的交通政策或措施对

该群体的影响程度。该方法先将确定好的抽样总体分为不同的层，即不同的群体或者利益攸关方，

然后根据影响度和各层的大小（人口数）确定各层的抽样率，最后再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各

个层的样本。 

4.3 加强与被调查者的沟通 

在实施调查的过程中，要加强与被调查者的沟通。沟通的目的在于获得被调查者对调查的理解

和支持，消除对调查工作和调查人员不必要的心理戒备[5]。与被调查者的沟通主要有两个手段。一

是通过各种媒体进行宣传，使被调查者能够认识到调查的目的和意义，调查主要内容和方法。通过

宣传，使被调查者对本次调查引起重视，提高责任感，能够更加积极的参与调查工作。二是通过调

查人员与被调查者的沟通。在调查工作进行前，需要对调查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调查人员在调查

过程中需要对被调查者存在的疑惑进行讲解。 

4.4 对主观性偏差的进行辨识 

在获得调查结果后，需要分析调查信息的可信度，对被调查者的主观性偏差要进行辨识。对被

调查者主观性偏差的辨识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分析每位被调查者的回答内容，找出前后回答的内

容是否存在明显矛盾之处，如果存在，则对这位调查者所回答的内容需要谨慎使用，甚至摒弃，视

为无效样本。 

二是通过与调查所得的实际交通运行状态进行对比来辨识偏差。实际交通运行状态包括交通流

量，车速，服务水平，交通设施调查等。如果发现被调查者的回答与实际调查所得交通运行状态存

在较明显的矛盾之处，则需要分析原因，谨慎使用。如调查单行前后高峰时段通过一二一大街全路

段所需时间的变化（如表 2）时，仅有 17%的被调查者认为节省了时间，大部分被调查者认为增加

了时间。而根据实际调查，一二一大街单行后高峰时段的车速较单行前明显增加，行程时间大幅度

减少。通过对比可以发现问卷调查和实际的交通运行状态调查存在矛盾，因此需对问卷调查的这一

结论分析原因，谨慎使用。 

表 2 单行前后高峰时段通过一二一全路段所需时间的变化 

道路 

名称 

统计 

时段 

增加 0～

10% 

增加

10%～

20％ 

增加 20%

以上 

节省 0～

10% 

节省

10%～

20％ 

节省 20%

以上 

变化 

不大 

一二一大街 高峰 8% 24% 29% 8% 6% 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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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真实、客观的公众意见将为客观评价交通政策或措施和科学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但绝大

部分人在接受问卷调查时，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从而容易导致调查偏差。因此，在进行公众意见

调查和分析时，须注意尽可能的降低被调查者的主观性偏差，对所产生的主观性偏差进行有效的辨

识，使真实的、客观的公众意见能够体现。 

总之，不了解公众的意向，规划工作就难免失去针对性；不从专业的角度尽量避免主观性偏差，

不对主观性偏差进行辨识，而一味迎合市民的需要，就会误导和干扰交通政策或措施的客观评价和

科学决策。对决策者和规划设计者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在工作中将两者进行有效的结合。这些都需

要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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