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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城市交通规划 2012年年会暨第 26次学术研讨会于 2012年 11月 8日在

福州市召开。在会议筹备期间，为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各地在城市交通发展方面采

取的对策和经验，促进学术交流，学委会秘书处自 2012 年 6 月起，围绕会议主

题“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进行了论文征集。 

2012 年 9 月，学委会秘书处组织专家对收到的论文进行了两轮评阅，共录

用论文 282 篇，其中 19 篇被评为优秀论文。本论文集包括 19 篇优秀论文全文、

263篇论文的摘要，以及全部录用论文的全文光盘版。 

这些论文涵盖了城市交通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各个方面，体现了各地在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建设、公共交通发展、治理拥堵、改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环境

等方面的最新实践和创新思维，期望能够对我国城市交通健康发展起到相互借鉴

和促进的作用。 

为了真实反映作者的意图，汇编时未对论文内容进行改动，仅对版式进行了

统一的编排。对编排中可能出现的不足，敬请作者、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学委会对所有的论文作者和审稿专家表示由衷的感谢，对评为优秀论

文的作者表示祝贺。 

衷心感谢福州市人民政府，以及福州市城乡规划局、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等单位对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秘书处 

2012年 10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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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轨道车站用地与交通协调优化 .............................. 晏克非  于晓桦（1143） 

基于 GIS 的城市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方法和实践................... 庞乃敬  高嵩  王威（1152）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肖胜（1158） 

天津城市近郊地区轨道交通衔接方式浅析 .............................. 崔扬  袁文凯  郭本峰（1165） 

香港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衔接分析及借鉴 .......................................................... 刁城锋（1173） 

轨道交通网络化运力配置协调优化研究 .................................. 谭国威  房霄虹  张宁（1181） 

现代有轨电车在多中心紧凑型城市的应用研究 ...................................................... 高嵩（1187） 

哈尔滨市轻轨环线交通规划研究 .................................................. 刘莹  罗辑  白仕砚（1194） 

深圳市龙岗区现代有轨电车规划研究 .................................................. 宗传苓  王远回（1200） 

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发展策略研究 .............................................. 覃矞  陈振武  张磊（1208） 

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衔接配套经验总结与发展对策研究 ...... 刘莹  罗辑  白仕砚（1215） 



浅析城市出租汽车交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 肖金花（1219） 

基于管理系统数据的出租车营运特征研究 

————以苏州为例 ...................................... 陈翚  施进华  李鑫铭  韩枫  潘雄斌（1225） 

出租汽车行业转型升级规划研究 

————以苏州为例 .......................................... 樊钧  钮卫东  陈翚  吴红  潘国进（1232） 

大型枢纽出租车到发车位及周转停车位研究 .......................... 姜恒  吴海俊  周正全（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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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的争议.............................................................................................................. 黄良会（1248） 

中国大城市交通如何走出拥堵之困 ...................................................................... 胡润州（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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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拥堵浅谈 ...................................................................................................... 魏星（1279） 

机动化初期老城区综合交通整治思路与方法 .............. 钮志强  戴继锋  杜恒  李晗（1285） 

缓解城市交通拥挤政策研究 ...................................................... 东方  唐立波  阴炳成（1294） 

大城市交通缓堵对策探讨 

————以南京为例 .............................................................................................. 李锁平（1299） 

组团式城市交通拥堵缓解策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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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缓解对策 ...................................................... 李健民  韩平超（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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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安市大明宫片区近期交通改善为例 .................................. 陈长祺  黄伟（1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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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核心区交通改善规划研究 .............................................................................. 叶涛（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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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COG 的经验 ........................................................................................... 陈斌（1498） 

城市交通规划模型“可视化”的探讨 ...................................................................... 马亮（1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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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客流特征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研究 .......................................................... 谢明隆（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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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灌铁路为例 ...................................................................................... 彭艳梅（1673） 

城市中心商务区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设计 .................................................. 卓曦  郑柯（1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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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容量的区域公路网运行可靠性评价方法 ..................................... 吴炼  王婧（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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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承德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为例 .............................................................. 李昂（1727） 

城市自驾车出游特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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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昌为例 .................................................................................................. 罗侃（1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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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站点地区综合开发步行系统研究 ...................................................................... 康雷（1834） 

第七部分  交通枢纽 

城市客运枢纽总体化设计理念 .................................................. 郭淑霞  吴海俊  赵慧（1841） 

芝加哥对建设郑州综合交通枢纽的借鉴 .................................. 吴照章  池利兵  宗晶（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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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圳东站为例 ...................................................................... 黄孝腾  席天海（1859） 

县级城市铁路枢纽地区规划设计研究 

————以海安火车站及周边地区为例 ...................................................... 宣婷  曹玮（1864） 

基于土地利用与交通衔接一体化的公路客运枢纽规划设计方法探索 

————以南通为例 .............................................. 曹玮  宣婷  叶冬青  罗崴  於昊（1874） 

轨道交通站点的综合开发设计 

————以成灌快铁郫县东站城市计为例 .............................................................. 张刚（1884） 

城市中心型枢纽规划方法探讨 

————以前海枢纽为例 ...................................................................................... 林明凯（1892）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对周边影响区初探 .................................................. 李志平  尹海林（1902） 

基于熵值法的客运站规划方案评价方法 .................................................. 曹乔松  李梅（1907） 

淄博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区功能拓展研究 .......................................................... 刘树祥（1912） 



坚持无缝衔接理念，强化枢纽换乘功能 .............................................................. 江文平（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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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内外高铁枢纽案例分析探讨星火站未来功能定位 .......................................... 倪剑（1940） 

同城分站布局下既有普通铁路和新建高速铁路乘客差异性特征分析 

————以兖州站和曲阜东站为例 ...................................................................... 王金秋（1947） 

国家中心城市背景下的广州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初探 ...................................... 王峰（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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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停车整体解决方案 ...................................................................................... 董苏华（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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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城市路内停车经验借鉴与对策研究 .......................................... 曹乔松  唐翀（1984） 

北京市中心城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预测研究 .......................... 李爽  张晓东  杨志刚（1991） 

从停车视角看北京旧城交通拥堵防范对策 .............................................. 阮金梅  彭敏（1998） 

福州市已建居住区停车问题探讨 .......................................................................... 吴兴春（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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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制度设计
1 

林群  赵再先  林涛 

【摘要】在国家深入推进公交优先，加快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和谐社会以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大背景下，根据公交优先国家战略目标、战略实施政策路径，提出公交优先制度设计总

体思路和体系框架。从规划编制、设施建设、资金筹措、市场运营、行业监管、公交立法等

六个方面系统提出公交优先制度建议，支持公交优先战略政策实施。 

【关键词】公共交通  公交优先  国家战略  制度设计 

1. 引言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面临交通、土地、能源、环境巨大压力。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优化城市交通结构、集约节约城市用地、降低能源消耗、保护和改善人居环境，实

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国家战略。 

制度设计是推进公交优先的重要环节。各项公交优先发展政策的落实，包括资金、用地、

设施、监管等，需要通过公交优先制度设计保障实现。研究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公交优先发

展制度，是现阶段深入推进公交优先发展、支持国家城镇化战略实施的重要课题。 

 

2. 公交优先制度设计总体思路和体系框架	

2.1 土地公交协调发展是公交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实现途径 

土地公交协调发展引导城市围绕公交系统紧凑布局，在集约节约用地、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同时，实现交通运输集约化高效化，形成可持续的城市与交通互动发展模式。土地公交协

调发展可聚集公交客流、提升土地价值，为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筹集资金，支持公交可

持续发展。 

落实土地公交协调发展，涉及规划、建设和资金等方面的问题，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明确

规划编制管理、设施用地建设、资金筹措等方面的安排和要求。 

2.2 适应市场机制、政府调控监管是公交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操作方式 

通过政府调控、市场运作，平衡乘客、政府、企业等各方目标和诉求，实现公交可持续

发展。一方面，政府通过规划、财政、特许经营等综合调控手段，为社会不同阶层和人群提

供多样化且负担得起的公共交通服务，保障公交公益性；另一方面，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合

理配置资源， 大程度激发公交企业作为市场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激励企业提高效益、降低

成本，避免对财政补贴的过度依赖，实现可持续经营。 

适应市场机制、政府调控监管是公交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操作方式，需要在政府职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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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监管、市场经营、票价和财政补贴等方面通过制度设计落实。 

2.3 公交优先发展制度设计体系框架 

以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以土地公交协调发展、政府调控与市场运作为基本路径，从

规划、建设、资金、运营、管理等五个方面进行公交优先制度设计，落实战略目标和政策要

求，如下图。公交立法是推进公交优先的法制化保障，相关制度设计内容提炼后纳入到公交

法规体系当中。 

战略 政策、途径 制度设计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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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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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交优先制度设计体系框架 

3. 公交优先制度设计	

3.1 规划编制 

（1）建立多层次的土地－公交协调规划机制。完善交通规划体系，以公交引导城市发

展（TOD）为基本理念，建立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的土地－公交协调规划机制。在宏观

层面，提出 TOD 总体发展目标、策略建议，引导城市空间的有序扩张，支撑新城建设和城

市更新；在中观层面，通过分区和片区发展指引，制定分区差异化发展措施，为分区层面的

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提供参考；在微观层面，提出不同 TOD 类型的规划标准和准则建议，

为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定图则）及片区交通详细规划提供依据。在城市用地规划标准准

则中，按照土地‐公交协调规划要求，详细制定交通枢纽周边、公交走廊沿线城市土地利用

规划技术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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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多层次的土地－公交协调规划机制 

（2）推进建立公共交通专项规划编制管理制度。多层次的规划协调工作机制需要多层

次的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在宏观层面，目前已有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轨道交通规划等规划编

制要求，但针对公共交通专项规划编制要求尚未在法规层面予以明确规定。建议出台《城市

公共交通规划编制管理办法》，明确公交专项规划的编制、审批要求。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

市，应当组织编制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并由省级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省、市主管部门结合地

域特点，制定公交规划编制导则和技术指引，明确规划编制技术要求。 

（3）推进建立交通详细规划编制管理制度。除宏观层面缺少公交专项规划等规划编制

要求外，在中微观层面，交通详细规划编制要求也未明确。建议推进建立交通详细规划编制

制度，针对城市重点发展片区，轨道、大型枢纽、干线道路等重大交通设施，开展交通详细

规划设计，具体协调交通设施布局与周边用地开发，落实上层次交通设施规划功能要求，统

筹安排公交走廊、枢纽、站场等设施。 

3.2 设施建设 

（1）推行公交场站配建制度。配建制度保障公交设施规模、空间分布、用地供应和建

设时序合理安排。完善配建规划标准准则，按照市政公共设施配套模式，以服务的人口、岗

位为依据配套公交场站设施（如同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规划配建场站纳入到法定规划

中进行控制落实。完善用地供应保障制度，配建规划确定的公交站场设施是独立占地的，以

行政划拨方式供地；与地块开发合并建设的，将场站设施建设纳入土地拍卖或出让合同，并

可考虑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统一场站建设管理，成立公交场站建设管理中心，统一负责场

站建设管理，结合城市用地开发同步安排公交场站设施建设。 

（2）完善道路空间资源优先分配制度。目前就道路公交专用道的设置，建设部、公安

部分别出台了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建议采用更严格和刚性的公交专用道等优先设施建设和使

用标准并实行道路公交设施同步配置制度，对于新建、改建的城市快速路、主次干道，同步

配置公交专用道和港湾式停靠站等公交设施。 

3.3 资金筹措 

（1）研究建立中央、省级政府公交发展专项基金制度。目前公交发展资金筹集职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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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城市政府。建议研究建立中央、省级政府公交发展专项基金并纳入财政预算，形成中央

‐省‐地市  多级负担的稳定的公交资金支持体系，重点扶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城

乡公交发展，支持当地乡村道路和场站设施建设、车辆装备配置和更新。同时应通过城市公

共交通条例等法规文件，明确中央、省级政府专项基金的来源，以及中央、地方等各个层级

政府相应的承担比例，共同保障欠发达地区的城乡公交基础设施、运营资金的筹措。 

（2）研究推广“轨道+用地”协同开发制度。政府赋予轨道公司沿线土地综合开发经

营权，联合开发商进行物业开发，通过土地开发收益为轨道建设和运营提供资金。轨道公司

拥有轨道周边及上盖开发的商业、办公等物业产权，通过物业租赁及相关资源经营，为轨道

运营提供长期可持续的资金支持。目前部分城市在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旧城更新改造条

例等法规文件中规定，轨道公司为筹集轨道建设和运营资金，具有获取轨道沿线拍卖出让土

地的优先权、土地开发经营权。 

（3）研究建立物业税收增额融资制度。着眼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潜在物业价值增长，

通过基础设施建成后增加的物业税收融资筹集项目建设资金，即以未来收益预支当下的基础

设施建设。随着我国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物业税收将成为税改方向。建

议在物业税改革中，研究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税收增额融资制度，以支持公交基础设

施建设融资。 

（4）建立小汽车税费补偿公交制度。实施交通需求管理，征收小汽车相关税费（购置

税、车牌拍卖、停车费、燃油税、拥挤收费等）并用于城市公交设施建设和运营补贴，在减

少小汽车出行同时，改善城市公交系统。 

3.4 市场运营 

（1）完善和落实特许经营、竞争性招标制度。2005 年出台的“国八条”（46 号文）提

出“国有主导、多方参与、规模经营、有序竞争”的行业改革指导意见，但在随后各地政府

推行的公交改革中，强调了公益性而忽视市场机制作用，公交行业呈现“国进民退、专营垄

断”的发展趋势，缺乏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企业经营缺乏积极主动性，过度依赖财政补贴，

而经营成本不断上升，补贴资金快速增长，政府财政负担日趋沉重，发展不可持续。 

实现规模经营、有序竞争，应落实《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在公交服务提

供中引入市场机制，实行竞争性招标和合约化管理，避免过多依靠政府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可考虑将商务快线等品质化公交服务线路以及其它新辟线路、特许经营期到期线路等，作为

政府公交市场调控有效资源，通过线路搭配等方式，公开竞标。 

（2）建立“可承受、可比较、可运营”的公交票价机制。公交票价应充分考虑市民经

济承受能力，保障市民基本出行需求，体现公交公益性。针对多层次公交服务（如基本服务

和品质化服务）实行差异化公交票价。保持公交相对于其他交通方式明显的价格竞争优势。

在此基础上，应面向乘客直接补贴，以建立有利于市场运作的票价形成机制。 

（3）建立以乘客为对象的公交直接补贴制度。目前基于“成本规制”的公交补贴，以

补贴企业（成本）为目标对象，导致企业不关注营收，却做足规制成本，客观上对企业经营

起到负面激励作用。应建立直接针对乘客票价的补贴制度，根据不同乘客群体多样化需求，

建立多层次公交服务并实行差异化补贴。如基本公交服务提供出行的基本可达性，由政府提

供保障并给予补贴；品质公交服务作为高端服务替代小汽车出行，则以市场化运作为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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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学生、伤残军人等）应给予专项公交补贴。 

（4）建立面向服务的公交考核和信用档案制度。公交服务满意程度是评价公交优先实

施效果的关键内容，面向服务的考核包括对政府相关部门和公交运营企业履行职责的考核。

应建立面向乘客体验的公交考核指标体系，包含步行、候车、乘车、换乘等使用公交的不同

环节的乘客感受。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将服务考核结果记入企业信用档案，并作为政府

财政补贴、线路运营权招标，以及延续或撤销经营许可的依据。 

3.5 行业监管 

（1）推行公交财务公开制度。每年公交企业公开其运营成本及经营收支状况，政府部

门公开公交财政投入规模及资金使用情况，作为企业获取补贴资金、政府调整票价的基本依

据，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2）建立部门协同、市民参与的行业监管制度。建立公交委员会等监管机构，成员来

自政府各相关部门、企业、专家机构、乘客代表等，广泛代表社会各方意见，对公交规划、

服务计划、票价补贴、质量考核等不同环节进行全过程监管，实现公交行业监管的社会共同

参与。同时，依托先进的信息化技术支撑手段，搭建公众广泛参与的开放监管平台，如网上

公交论坛、智能公交信息系统等。 

3.6 公交立法 

（1）建构公交立法体系。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细化制定

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中小巴、出租车等不同公交方式的管理规定，满足客运方式多样化

发展要求。完善制定公交技术标准准则，包括公交规划、场站设施建设、车辆技术装备、服

务质量水平等方面。 

（2）完善公交立法内容。在既有公交法规规章基础上，应重点加强和完善公交资金筹

集、公众参与公交管理等内容。公交资金筹集方面，应明确公交财政资金来源、筹集方式途

径，如公交专项基金、土地公交协同开发、物业税收等。公众参与机制方面，建议成立广泛

代表社会公众意见的机构平台（公交委员会、咨询委员会等），对公交规划、建设、票价、

补贴、考核实行全过程监管。 

4. 结语	

公交优先是国家战略，制度设计支持公交优先战略政策实施。土地公交协调发展、政府

调控与市场运作是支持公交可持续发展、推进公交优先战略实施的基本政策路径，通过规划、

建设、资金、运营、监管等五个方面的制度设计落实。公交立法是推进公交优先的法制化保

障，应加快完善公交立法体系，并重点加强公交资金筹集、公众参与等法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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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连绵地区轨道交通服务层级构建 

欧心泉  周乐  张国华  李凤军 

【摘要】城市连绵地区作为国家核心增长极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力量，是广阔区域城镇化

的结果。交通系统如何服务并支撑这种高级阶段的城镇化，一直是为区域及城市交通研究领

域的热点与难点。文章基于对城市连绵地区大容量出行系统——轨道交通系统的思考，通过

分析城市连绵地区的典型空间形态，并探讨与之对应的出行活动特征，提出构建差异化的轨

道交通层级（区域轨道、市域轨道、市区轨道），协调区域的多元联系，应对发展的要求。 

【关键词】城市连绵地区  空间结构  出行活动  轨道交通  服务层级 

1. 引言	

城市连绵地区（Megalopolis）是对连片的都市区集聚并衍变成为有机整体的描述。自

20 世纪 50 年代，戈特曼研究美国东北海岸城市聚集现象并提出城市大范围连绵发展的概念

以来，城市连绵地区在全球范围内已广泛出现[1]。这些地区不断聚集各类生产和生活要素，

成为全球社会与经济 具活力的区域。2010 年，中国约 43.4%的 GDP 即贡献自城镇密集区

域，如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相比 2000 年提高近 5 个百分点[2]。 

作为城镇化的高级形式，城市连绵地区引发所在区域资源的重新组合，带来活动效率的

大幅提升，形成一些相较其它地区不同的典型特征。考虑其空间结构和出行活动的差异性，

面向城市连绵地区构建适应的轨道交通系统，关键在于提供富有针对的服务层级，满足区域

范围内不同的出行需求，以应对出行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研究思路上，文章从城市连绵地区空间形态的分析切入，判断不同背景下出行活动的诉

求，继而衍化得到与之对应的“区域轨道‐市域轨道‐市区轨道”轨道交通服务层级构建模式。 

2. 城市连绵地区的典型空间特征	

城市连绵地区作为大尺度范围内城市群体的拓展与联合，从不同的层面考察，具有不同

的空间形态与结构特征。 

2.1 城市群的多核星云形态 

基于城市连绵地区的整体层面观察，区域范围内密集的活动要素，通过合作与竞争实现

资源配置的集中与分散，促使活动的承载者——城市群体，在向心与离心的双重趋势下，空

间上构筑形成以枢纽为主导的多核星云形态。经过长期的磨合与演变，连绵地区的城市根据

自身的比较优势开展广泛的分工协作，结构上体现为特色鲜明、功能镶嵌的“马赛克”组织
[3]。典型如美国东北海岸城市连绵地区，纽约作为经济中心和航运中心存在，华盛顿表现鲜

明的政治特色，费城、巴尔的摩等则承担区域的产业职能[4]。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7



 

 

表 1  美国东北海岸核心城市典型职能一览 

职能  纽约  华盛顿  费城  波士顿  巴尔的摩  里士满 

政治    ○         

商业  ○  ○         

教育        ○     

科技    ○    ○    

交通  ○    ○       

制造业      ○    ○  ○ 

2.2 都市区的圈层扩散结构 

都市区是构成城市连绵地区的基本单元。围绕富有生命力的枢纽城市，相关要素持续同

化，城市的规模和尺度不断生长。与此同时，不同区位根据其接受都市核心辐射及自身设施

服务的不同，结合主导产业繁荣与更替等周期性影响，人口和产业分布往往沿都市的拓展半

径趋于异化，形成空间上圈层扩散的梯度结构。在东京都市区，千代田区、中央区和港区构

成其城市核心，都属其它 20 区围绕核心形成内部圈层，市部、郡部和岛部环抱内圈组成外

部圈层，远郊市、县分布四周并与都市区内部圈层发生通勤联系[5][6]。 

表 2  东京都圈层人口、产业分布（数据来源：东京都统计局） 

圈层  面积 km2  人口 w  岗位 w  昼夜人口差额 w  产业布局 

核心  42  35  250  208 
服务、批发零售、金

融保险、出版 

内圈  580  804  471  85 
服务、批发零售、出

版、机械制造 

外圈  1565  405  149  ‐37  电气制造、农业 

通勤圈  ‐  ‐  ‐  ‐256  ‐ 

2.3 中心城市的强大集聚势能 

中心城市作为城市连绵地区的发展极核，处于都市区的内层。历史的发展和传承使得其

具备成熟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功能服务，能够充分满足现代专业分工下的规模集聚要求。中

心城市通过对外辐射，影响并带动周边地区，体现都市在城市连绵区域范围内的功能定位。

一些发展成熟地区受产业转移和优势扩散的影响，中心城市的职能在特定时期可能出现一定

程度的弱化，但作为发展的高地，都市核心的极化效应毋庸置疑。纽约的曼哈顿以 60km2

（7.5%的面积），创造纽约全市 71%的 GDP；东京的都心三区以 42km2（2%的面积），吸纳

东京都近 1/4的就业人口；巴黎的核心区以 8.5%的面积解决 30%的就业[5]。 

3. 连绵态势下的多样化出行诉求	

面向城市连绵地区多样的空间形态与结构特征，围绕“通商、通勤、通行”等核心活动，

存在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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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常化的城际出行 

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旺盛出行是城市连绵地区出行活动区别于其他区域的主要特征。由于

广泛的分工与合作，结构与功能独立的个体城市在城市连绵地区已不复存在，在区域活动主

导的组织模式中，城市与城市的依存度提高，城际间的需求联系增强，相互的人员交换和货

物流通趋于频繁。 

城市连绵地区不仅具备庞大的城际出行量级，其出行结构也与其他区域也存在差异。 

（1）出行目的方面，日常的商务、公务出行取代传统的探亲、访友成为主导，调查发

现京津冀核心城市北京与天津间的商务出行已接近其全部出行的一半[7]。 

（2）出行服务方面，出行者对时效性和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根据城市连绵区的尺

度，200~300km 距离的活动往往要求单日内实现往返，“即到即走”和“朝发夕归”成为习

惯。 

（3）出行分布方面，出行者的行为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区或者时间，分布更加随机和

分散。但是，通勤联系的城市间则存在明显的早高峰与晚高峰现象。 

 
图 1  京津城际间出行目的比例分布 

（数据来源：中央高校基本科研 2009SD-5） 

3.2 通勤化的城郊出行 

城市与郊区之间的出行是城市连绵地区出行活动的重要组成。随着都市规模的扩大与产

业发展的更迭，大量人口和岗位迁往都市区的外围，而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新一轮主导产业兴

起使中心城市的活力得以持续。在相互的吸引作用下，城市与郊区的联系越发紧密，城、郊

间的大量通勤需求成为都市发展过程中的典型现象。 

根据通勤的要求，这种城、郊间的出行存在明显的高峰性和潮汐性，大量人群在清晨或

者傍晚呈特定方向流动，成为都市空间形态下的固有特征，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改变。

随着都市尺度的扩大，城、郊间的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也不断增加，在纽约、东京等大都市

区，部分人群居住和就业的距离已达到 50km甚至更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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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费城都市区“居住-就业”空间分布 

（数据来源：U.S. Census 2000） 

3.3 丰富的城市内部出行 

城市自身内部的出行是城市连绵地区出行活动的基础。一般而言，地区的出行活动强度

与其经济活力呈正相关的关系，中心城市由于汇聚大量的生产与生活设施，能够为居民的出

行提供丰富的源动力。此外，伴随城市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通勤、通学等刚性出行的

比例趋于下降，商务、休闲等弹性出行的比例趋于上升[9]。 

空间分布方面，中心城市的出行活动也趋于丰富：核心区功能分区的细化导致其对区内

交通服务的覆盖性和可达性提出更高要求；组团间吸引力的提升诱发跨组团的长距离出行增

加；城市边缘地带的发展促使外围片区间的联系增多等。 

 

图 3  上海常住人口出行率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上海综合交通模型） 

4. 面向城市连绵的轨道交通层级	

综合判断空间结构与出行特征的差异化要求，城市连绵地区轨道交通服务层级的构建应

当服务区别、职能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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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区域轨道层级 

区域轨道作为城市连绵地区轨道交通服务的顶层系统，承担核心城市之间以及与外部腹

地城市间的联系。通过提供高速、高效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区域轨道立足满足城际间大规

模的人员流动和交换需求，是为区域枢纽城市连绵发展的黏合剂和催化剂。 

区域轨道的线路系统可由高速客运专线（国家级）、城际骨干线路（区域级）、普通干线

铁路等构成。随着轨道交通装备技术的发展和出行者对时效性的追逐，高速轨道逐渐成为区

域轨道线网构建的主导，速度达到 250~350km/h 或者更高的线路和机车得以广泛运用。中

国高速铁路、日本新干线、德国 ICE和法国 TGV 即为该层级轨道交通系统的典型代表。 

 

图 4  长三角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10 年调整-铁四院） 

对连绵地区城市而言，区域轨道由于注重通过性的要求，体现为点到点的联系，线路途

径城市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对外交通枢纽。鉴于高速运营的需要，其设站间距通常大于 10km

（200km/h 动车组加减速周期的走行距离即已达到 9km）。此外，区域轨道的服务品质也应

有别于旧式普通铁路，在城际出行日常化的背景下，多采用公交化的运营模式，缩短发车间

隔至 10~20min 左右，并提供高效的集疏运衔接和高水平的出行服务体验。 

4.2 市域轨道层级 

市域轨道作为城市连绵地区轨道交通服务的中间系统，主要承担中心城市与都市区外围

的联系。相比其它层级的轨道系统，市域轨道突出对都市区范围内连绵城镇组团的服务，可

以说，通勤是其功能的核心，协调是为布局的关键。 

通勤联系方面，以市域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大容量公共交通走廊通过引导沿线居住、商业、

产业用地的布置，于城、郊之间形成辐轴式的格局，在提高都市区集约发展水平的同时，也

提供良好的出行服务，如巴黎 RER 线路，东京通勤铁路，纽约、伦敦的市郊铁路等。 

协调关系方面，市域轨道的存在更多为填补区域轨道与市区轨道之间的服务空白，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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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还承担着联系并统筹都市区范围内下层级轨道网络的职能，使之成为统一的整体。在都市

区边界附近，不同都市区的市域轨道通过互联互通，能够为连绵成带发展的都市之间提供以

连通为目的、就近出行为诉求的跨区轨道交通服务。 

考虑都市区范围的通达性要求，同时出于对相关时间目标的控制，市域轨道的速度往往

高于中心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系统。通过选取城轨快线、郊区铁路等制式，调整并扩大设站

间距（中心城区 1.5~2km，城镇稀疏地区 5~10km），其运营速度多维持在 60~80km/h左右。

布局上，市域轨道可以采用“干线+支线”的模式，消除都市区范围内需求分布的不均匀性，

扩大线网的覆盖范围。 

 

图 5  “一线多支”的市域轨道布局（巴黎 RER 线网） 

4.3 市区轨道层级 

市区轨道即为传统意义的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城市连绵地区轨道交通服务的基础系统，

其注重并服务中心城市的内部联系。鉴于城市核心区开发密集，考虑线网可达性的需要，市

区轨道的设站间距通常较小（平均 0.8~1.5km），运营速度也相对较低（30~40km/h），结合

服务客流的量级和沿线环境的要求，可以灵活选用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多种制式。 

市区轨道线网布局追求通畅、便捷，线路多结合建筑体设站以实现交通设施与用地开发

的一体，香港地铁青衣站和西九龙站即为轨道站点 TOD 开发的典型代表。同时，考虑线网

形态和服务功能的不同，市区轨道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骨干线、补充线、联络线：骨干线支撑

城市的空间结构，服务客流主要廊道；补充线在骨干线的基础上加强对重要片区的服务覆盖；

联络线则分布相对外围，主要弥补轨道服务的缺失。 

此外，一些城市在打造市区轨道交通系统的过程中，通过采用动力优异的车型（广州地

铁 3 号线 120km/h的 B 型车，香港地铁东涌线 135km/h的 A 型车）和提高站间距（纽约地

铁快线）等办法，形成市区范围内“快线+普线”的布局和运营模式，通过差异化的供给，

满足中心城市不同目的、不同人群日益丰富的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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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市区轨道典型线路技术特征（上海 4 号线与香港东涌线） 

4.4 不同层级的衔接 

城市连绵地区在关注出行需求的差异性，分层构建轨道交通系统的同时，还需注重出行

行为的协同性，加强不同轨道层级间的衔接。 

区域轨道方面，考虑其实施与运营的独立性，采用与下层级轨道直通共线的衔接方式，

建设成本高昂、技术难度较大、线路组织复杂。建议在区域轨道枢纽站点引入市域轨道和市

区轨道，实现与下层级轨道系统的转换衔接。 

市域轨道方面，考虑其与市区轨道的技术差异相对较小，运营和管理可以隶属同一部门，

建议灵活选用共线运营和站点换乘的衔接方式。同时，考虑通勤出行的需求，市域轨道宜直

接深入中心城市就业岗位分布的密集区域，减少多次换乘导致的出行效率降低。市域轨道与

市区轨道的衔接也不建议采用单点搭接的模式，宜结合城市客流的分布，选择合适的线路走

廊，实现多点多线的联系[10]。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3



 

 

 

图 7  城市连绵地区轨道交通层级衔接关系 

5. 结语	

城市的连绵发展带来区域生产组织和空间结构的革新，其复杂化与层次化的活动特征要

求构建多层级的交通系统与之协调。“区域轨道‐市域轨道‐市区轨道”的轨道交通服务层级

构建模式即为应对该要求而提出的。 

实践方面，美国东北海岸、日本沿海、德国莱茵鲁尔等发达国家城市连绵地区已建立起

完备的多层级轨道交通服务系统。国内城市的发展在此方面仍存在缺失，需要破除体制与机

制的束缚，摆脱当前过分倚重某种单一类型轨道交通服务（如城际铁路或者城市轨道）的倾

向，在城市连绵地区形成全面、协调、顺应发展要求的轨道交通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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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挤收费政策的经济影响分析 

江捷  刘龙胜 

【摘要】典型成本—收益分析框架方法存在缺陷，主要体现在时间价值计算中未考虑边际时

间收益非恒定性和长期收益风险以及忽视交易成本两大方面。另外，典型分析框架未涵盖各

参与方净收益分析、收费区商业影响及其他产业影响等内容。基于典型分析框架的不足，本

文怀疑伦敦和斯德哥尔摩案例社会净收益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并提出了一个改进的经济影响

分析框架，为全面评价政策效果提供辅助决策参考。 

【关键词】拥挤收费  经济影响  本—效益分析 

1. 前言	

20 世纪 80 年代后，全球范围内机动车保有量急速增长，而道路容量远远跟不上机动车

增长速度，城市越来越拥挤[1]。另一方面，机动车贡献了全球 26%的碳排放[2]，带来严重的

环境污染。作为一种交通需求管理手段，交通拥挤收费政策被认为能够起到缓解城市拥挤和

改善环境的作用[3]。 

1976 年新加坡率先在城市中心区征收交通拥挤费[4]，之后挪威奥斯陆（1986）[5]、英国

伦敦（2003）[6]和瑞典斯德哥尔摩（2006）[7]等城市相继推行了拥挤收费政策，特别是国际

大都市伦敦实行该政策后，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我国北京、上海和广

州等大城市实行拥挤收费的呼声也日趋高涨[8,  9]。交通拥挤收费政策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争

议，对其经济合理性的质疑不曾间断，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1）拥挤收费政策典型成本—

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BA）方法存在缺陷；（2）该分析框架内容不完整。本文首

先从博弈论角度回顾拥挤收费的经济学原理，阐明理论推导前提，在此基础上梳理典型 CBA

分析方法的问题，指明典型分析框架可扩展的内容， 后提出一个更为完善的经济影响分析

框架，以利于决策者全面权衡该政策的经济合理性。 

2. 拥挤收费的经济学原理	

城市道路拥挤的产生本质上是一个多人博弈的囚徒困境。城市道路容量是有限的，若每

个车辆使用者依据个人利益 大化原则决定路网的使用量，得到的纳什均衡结果称之为
*G ，

它必定大于社会 优使用量
**G [10]，城市道路被过度使用并产生交通拥堵。经计算，依据个

人利益 大化原则而求出的纳什均衡解
*G 等于： 

 

 
 
* 0

*
*'

v G C
G N

v G


 

  (1) 

其中， N 为某城市全部车辆数， 0C 为车辆使用者为一辆车付出的使用成本，
 v G

为

每辆车使用单位路网容量获得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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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纳什均衡解大于社会 优解时，每个车辆使用者均给道路其他使用者带来了外部成

本。式(1)中并未将外部成本计入，这是
*G 大于

**G 的根源[11]。实施拥挤收费政策后，车辆

使用者为一辆车付出的使用成本为C ： 

  0C C S    (2) 

其中 0C 为车辆使用者不交费前的使用成本， S 为拥挤收费，其大小等于车辆在实施拥

挤收费政策前带来的外部成本。 

将式(2)代入式(1)中，计算得到的
*G 等于

**G 。由于外部成本转化为使用者直接承受的

使用成本，部分使用者放弃驾车出行，路网使用量降至社会 优解，交通拥堵得到改善。 

该理论推导暗含两个基本假设：一是不考虑拥挤收费的实施成本及可能产生的其他影

响；二是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特性的差异，并假设向每个人收取的拥挤费与其导致的外部成本

相匹配。实际中上述两点均难以成立：一方面，拥挤收费政策的实施成本不能忽视，维持运

营的设备及人工需要成本，缴费时也需要额外付出时间、精力甚至金钱，一些研究表明，运

营成本和交易成本过高可能埋葬拥挤收费带来的收益[12‐14]。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

和“一刀切”的收费机制决定不同群体在该政策下将呈现不同的净收益，一些群体从中获益

而另一些利益受损，进而对部分产业及社会公平产生影响。 

3. 典型 CBA分析框架的问题	

3.1 典型 CBA 分析框架介绍 

国际案例研究表明，实施拥挤收费政策后，收费区交通量下降，车辆（包括小汽车和巴

士）旅行速度上升，公交分担率提高，如表 1所示[15]： 

表 1  国际城市拥挤收费政策实施效果一览表 

  伦敦  斯德哥尔摩  米兰  新加坡 

收费时段内收取区交通量的减少比例  18%  18%  14%  15% 

收费区内车辆旅行速度的增幅  30%  30‐50%  4%  20% 

公共交通分担率的增幅  7%  9%  6%  21% 

基于上述效果，典型 CBA 分析中收益栏一般包括道路使用者节省的时间价值、出行时

间稳定性增强的价值、小汽车使用减少带来的收益（原小汽车使用者）、公交乘客增加的收

益以及事故减少和环境改善带来的社会效益；成本栏则一般包括日常运营和管理成本、固定

资产折旧、小汽车出行减少带来的损失（原小汽车使用者）、交易成本、改善公交系统费用

以及与小汽车使用相关税费的减少等。根据典型 CBA 分析，2005 年伦敦拥挤收费净收益为

1.03 亿欧元，而 2006 年斯德哥尔摩拥挤收费试行期内净收益为 0.36 亿欧元，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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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伦敦和斯德哥尔摩拥挤收费成本—效益分析表 

（单位：百万欧元） 
伦敦[16] 

（2005，收费金额 5英镑） 

斯德哥尔摩[17] 

（2006） 

道路使用者节省的时间价值  334.8  71.5 

时间稳定性增强的价值  50.6  8.2 

小汽车使用减少带来的收益  37.7  2.6 

公交乘客增加的收益  27.6  19.3 

社会效益  25.0  22.2 

收益小计  475.6  123.8 

日常运营和管理成本  ‐158.1  ‐65.6 

固定资产折旧  ‐36.3  ‐8.5 

小汽车出行减少带来的损失  ‐29.0  ‐1.4 

交易成本  ‐32.0  0.0 

改善公交系统  ‐26.0  ‐6.7 

与小汽车使用相关税费的减少  ‐91.4  ‐5.6 

成本小计  ‐372.7  ‐87.8 

净收益  103.0  36.1 

注：(1) 在原始数据基础上进行了分类总结；(2) 汇率采用 1 英镑兑 1.45 欧元及 1 瑞典克朗兑 0.10512 欧元。 

典型 CBA 分析框架给出了一个拥挤收费政策的社会净收益，为决策者和市民判断政策

的经济效益提供了直接依据。然而，该分析框架也存在一些关键问题，特别是时间价值的计

算方法不合理及交易成本的考虑不全面等，可能对政策的社会净收益产生重大影响。 

3.2 时间价值的计算 

伦敦和斯德哥尔摩案例的 CBA分析中，“道路使用者节约的时间价值”等于时间节省量

乘以官方给出的单位时间价值[18]。官方单位时间价值中时间价值边际效益恒定的假定以及

拥挤收费政策收益（节约时间）的长期风险将影响案例中时间价值的计算结果。 

根据伦敦运输署的官方报告，伦敦将受拥挤收费政策影响的区域划分为“收费区”、“内

环区”和“外围区”，各区域小汽车用户车公里数及单位车公里节省时间[16, 19]如表 3 所示。

内环区和外围区单位车公里节省的时间仅为 0.06 分钟和 0.01 分钟，对于一段长 10 公里的

出行，节约的总时间分别为 36 秒和 6秒，与大约 30 分钟的总出行时间相比，节约的时间微

不足道[20]。然而，案例中单位时间价值按英国交通部规定，收费区、内环区和外围区分别

取 44、32 和 25 欧元/小时，这种计算方式实际上假定每一个 小时间单位的边际效益相等

（以收费区为例均为 0.012 英镑/秒）。研究表明，时间的边际效益并非恒定，当节约时间的

量达到一定程度后边际效益才会明显上升[21,  22]。伦敦内环区和外围区节省时间价值的计算

可能偏大，倘若忽略内环区和外围区节约时间带来的收益，伦敦拥挤收费政策的净收益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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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类似情况也存在于斯德哥尔摩案例中。 

表 3  伦敦拥挤收费政策时间价值计算表（小汽车用户） 

  单位  收费区  内环区  外围区  总计 

费政策实施后的车公里数  1000（辆*km）/日  1276  14722  32708  48606 

单位车公里节省的时间  分钟/（辆*km）  0.59  0.06  0.01   

时间价值  欧元/小时  44  32  25   

节约的总时间价值  百万/年  135  117  37  289 

虽然伦敦和斯德哥尔摩在实施拥挤收费的第一年收费区拥挤程度明显下降，但随后拥挤

程度逐渐回升，政策效果被蚕食[23,  24]。导致收费区交通量回升的因素众多，有些可以通过

调整政策来控制，比如收费额（由于 GDP 增长或通货膨胀）贬值引发效力下降，可通过提

高收费额来应对（伦敦在 2005 年将收费金额由 5 英镑调升至 8 英镑[25]）；有些则难以控制，

比如人口和机动化出行需求的增长。美国德州交通研究所（Texas Transportation Institute）的

多篇报告表明，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城市能完全消除交通拥挤[26]。长期上拥挤收费的节约时

间价值可能所剩无几，而每年投入的运营和维护成本是稳定的（即便不是日趋增长的），固

定资产折旧也是稳定的（伦敦按 10 年计算，而斯德哥尔摩则为 40 年）。即便现有时间价值

的计算方法没有问题，拥挤收费政策仍然面临长期社会净收益为负的风险。 

3.3 交易成本的考虑 

拥挤收费政策中收费区道路使用者须在一定期限内向道路管理方支付拥挤费，即使用者

向管理方交易道路使用权。任何交易都存在成本，在拥挤收费政策中交易成本表现为三种形

式：道路使用者缴费成本（缴费过程中花费的时间、精力及额外费用等），道路管理者收费

成本（场地、设备、人工及委托第三方收费的费用等）以及道路管理者执法成本（道路使用

者违规行为的管制）。 

为便于使用者付费，管理方通过委托便利店收费或开通手机和网上支付功能等方式使付

款渠道多元化，这些措施一方面降低了使用者缴费成本，但另一方面，委托第三方（便利店、

电信或网络运营商）收费也增加了道路管理者收费成本，研究表明，2007 年斯德哥尔摩委

托便利店收费的交易成本高达 500~600万欧元[27]。拥挤收费政策的执法成本同样高昂，2006

年伦敦由拥挤收费导致的违规事件约为 55000 单，其中 14%的违规者要求给予说明，1%提

出上诉[16]。执法成本同样可按道路使用者和道路管理者区分，道路管理者相关部分被计入

日常运营和管理成本（人工成本）或固定资产折旧（设备成本）中，而道路使用者相关部分

则 容易被忽视。 

伦敦案例中仅考虑了道路使用者缴费成本及道路管理者执法成本，而斯德哥尔摩案例甚

至未考虑任何形式的交易成本（见表 2）。实际上拥挤收费的交易成本数额巨大，在极端情

况下甚至有可能高于征收的拥挤费[28]。另外，鉴于长期交通量可能呈上升趋势，拥挤收费

的交易成本也将随之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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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型成 CBA分析框架的扩展	

4.1 各参与者的成本—收益分析 

拥挤收费政策是各参与方之间的博弈，为进一步分析政策影响，应对各参与者进行 CBA

分析，在明确谁获益谁受损的前提下，对政策效果做出更完整的评价。本文根据伦敦和斯德

哥尔摩案例 CBA 分析报表，按小汽车出行者、巴士出行者、停车场业主、巴士公司、公共

财政及社会效益等类别分别计算净收益，如表 4 所示。根据计算结果，小汽车使用者和停车

场业主是拥挤收费政策的受损方，而巴士出行者、公共财政和社会效益是政策受益方；巴士

公司的净收益存在反差，伦敦案例略有盈余，而斯德哥尔摩巴士公司则出现明显亏损，这或

许与巴士公司的经营制度有关。总体上，上述利益分配格局与拥挤收费政策初衷基本吻合，

起到了抑制小汽车使用、鼓励公交出行的目的，改善了安全和环境。然而，公共财政盈余较

大也容易引发政策是否变相成为政府敛财工具的质疑。 

表 4  伦敦和斯德哥尔摩拥挤收费政策各参与者成本—收益分析表 

百万欧元 
London

[16] 

（2005） 

斯 德 哥 尔 摩 [17]

（2006） 

小汽车出行者 
非商务  ‐31.9 

‐18.4 
商务  20.3 

巴士出行者  62.4  19.0 

停车场业主  ‐14.5  0.0 

巴士公司  1.5  ‐55.4 

公共财政  40.6  68.6 

社会效益（事故减少和环境改善）  24.7  22.2 

总计  103.0  36.1 

各参与方 CBA 分析方面更细致深入的工作有待进一步开展，特别是考虑不同群体的特

征差异。研究表明，在倒数第二位的低收入群体中，仅 20%的居民工作时间富有弹性，而在

高收入群体中，工作时间富有弹性的居民比例高达 61%，表明工作时间弹性与收入水平高

度正相关，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更有能力规避拥挤收费政策带来的支付风险[29]。考虑

到高收入家庭对道路资源的使用往往高于低收入家庭[30]，“一刀切”的收费政策易产生低收

入者歧视，这是拥挤收费政策未能广泛应用的一个重要原因[31]。分析各参与方的净收益，

是全面研究拥挤收费政策公平性的前提，也是经济影响分析中必须完善的内容。 

4.2 收费区商业影响 

研究表明，斯德哥尔摩拥挤收费政策导致通勤交通下降 24%，其中 23%转向公交；弹性

出行（购物、休闲及探亲访友等）下降 22%，大多数改变目的地或降低出行频率；商业出行

（商务交流、快递和物流等）下降 15%，大多改变路径或与其他出行合并进行[24]。拥挤收

费政策对弹性出行的显著影响引发了学者对收费区商业衰退的担忧，理论上，收费政策削减

了居民的消费预算，引发的收入效应（消费预算减少）和替代效应（改变购物目的地）均对

收费区商业构成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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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研究和官方报告均否认收费区商业受到严重影响[16,  32]，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存

在。关于斯德哥尔摩案例的一个研究指出，收费区内一个大型商场的销售额因拥挤收费政策

明显下降[33]。伦敦商业与工业部的调查数据表明，76%的受访者表示年收入在逐年减少，很

大程度上归结为交通拥挤收费政策[34]。伦敦运输署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约 33%的受访者认

为收费区商业贸易在拥挤收费政策实施后变差，而认为没有改变或变得更好的比例分别为

31%和 4%，另有 32%的人表示不清楚[35]。然而影响商业发展的因素众多且庞杂，将拥挤收

费政策的影响从中定量剥离并非易事，在这一领域亟需新的研究方法和思路。 

4.3 其他产业的影响 

收费区商业影响只是拥挤收费政策产业影响分析的一部分，理论上，拥挤收费政策对城

市各个产业都可能产生影响，影响范围也不止局限于收费区。伦敦案例的 CBA 分析显示，

小汽车用户商务出行的净收益为正（见表 4），暗示拥挤收费对收费区支柱产业商务和金融

业似乎有促进作用。伦敦拥挤收费年度监测报告的结果也佐证了这一推断，其分析表明实施

拥挤收费后商务贸易和金融业的营业额和就业岗位比收费前有明显提升[16,  19]。一些研究也

表明，由于拥挤收费政策提高了社会运行效率，对高端产业的就业具有积极作用[36, 37]。 

斯德哥尔摩在拥挤收费政策中嵌入环保型车辆收费优惠条款后，2008 年环保型汽车销

售份额达 40%，较 2007年上升了一倍，小汽车出行中环保型汽车的比例达到 14%，较 2006

年提高了 12%[24]。在比伦敦规模小得多的情况下，斯德哥尔摩拥挤收费政策带来的社会效

益与伦敦基本持平。此外，该政策还带动了清洁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有效促进了瑞典汽车

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虽然拥挤收费政策对收费区商业的影响可能为负，但对其他产业也可能产生正面的促进

作用，更为全面的产业影响分析必须纳入拥挤收费政策经济影响分析中。 

5. 改进的经济影响分析框架	

上述分析表明，拥挤收费政策典型 CBA 分析框架方法有待进一步改善，内容有待进一

步扩展。本文在典型 CBA 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改进的拥挤收费政策经济影响分

析框架，如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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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改进的拥挤收费政策经济影响分析框架 

项目  注意事项 

社会净福

利 

收益栏 

道路使用者节省的时间价值 

计算时间价值时必须引入时间边际收益

函数，评估长期收益时应考虑时间节约

量的长期风险。 

时间稳定性增强的价值  加强相关研究。 

小汽车使用减少带来的收益  —— 

公交乘客增加的收益  —— 

社会效益 
在收费政策中嵌入有益于社会效益增加

的条款。 

成本栏 

日常运营和管理成本 
考虑资金机会成本，覆盖和政策相关的

所有方面。 

固定资产折旧 
考虑资金机会成本，覆盖和政策相关的

所有方面。 

小汽车出行减少带来的损失  —— 

交易成本 

不仅应考虑使用者和管理者的正常交易

成本，还应将违规和执法给双方带来的

成本一并计入。 

改善公交系统  —— 

与小汽车使用相关税费的减少  —— 

各参与方的成本—收益分析 
基于群体差异性，加强各参与方净收益

分析，明确利益分配格局。 

各产业的经济影响分析 
打破收费区范围的局限，全面研究政策

对各产业带来的经济影响。 

6. 结论	

本文首先按照拥挤收费政策典型 CBA 分析框架对伦敦和斯德哥尔摩案例进行分析，指

出典型 CBA 分析中时间价值和交易成本的计算存在问题，若按照更为合理的方法考虑时间

价值和交易成本，伦敦和斯德哥尔摩拥挤收费政策的社会净收益可能为负。此外，典型 CBA

分析缺乏对各参与方及各产业经济影响的关注，本文以伦敦为例计算了包括小汽车出行者、

巴士出行者、停车场业主、巴士公司、公共财政及社会效益等在内的各方净收益，并分析了

伦敦和斯德哥尔摩拥挤收费政策对收费区商业及其他产业的影响。 后，本文提出了一个改

进的经济影响分析框架，以更为全面地评估拥挤收费政策的经济影响，为我国城市制定和实

施拥挤收费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拥挤收费政策不仅对社会经济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且有可能影响社会公平，后者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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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理应成为决策者考虑的重要内容。关于公平性的分析本文仅有所提及而未深入讨论，

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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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功能整合的“枢纽区域”研究 

潘昭宇  孙明正  白同舟  全永燊 

【摘要】综合客运枢纽对城市空间结构及功能布局具有深远影响。首先基于我国城镇化发展

进程及现行体制指出综合客运枢纽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与城市未能有机融合、综合客运枢

纽自身交通功能不健全等主要问题。其次结合综合交通发展趋势，提出综合客运枢纽未来普

及化、综合化、规模化的发展特点。同时，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借鉴国外枢纽成功经验，

提出以多元交通方式整合、枢纽与城市功能区融合、地下连廊连通整个区域为主要特征的“枢

纽区域”概念，并分析了“枢纽区域”形成的必然性及可能性。最后，从规划、建设、运营

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调整等方面提出了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相关建议。 

【关键词】综合客运枢纽  城镇化  城市  枢纽区域 

1. 引言	

综合客运枢纽是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城市对外交通与内部交通之间

的快速转换，以及城市内部各种方式之间的快速衔接功能，综合交通体系的运行效率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综合客运枢纽的功能发挥。同时，综合客运枢纽的布局及功能发挥也将对城市空

间结构及功能布局产生深远影响
[1]
。研究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 

2. 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发展主要问题	

2.1 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化水平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2011 年城镇化率首

次超过 50%，如图 1。在城镇化进程中，综合客运枢纽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空间结构

调整产生重要影响，反思当前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发展关系，主要存在如下三方面问题
[1]
。  

 
图 1  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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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综合客运枢纽布局与城镇化发展不协调，TOD 模式未能顺利推广应
用 

综合客运枢纽布局与城镇体系及城市主要功能区的布局缺乏统筹协调，未能充分发挥综

合交通枢纽对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引导作用。大城市旧城改建及新区开发建设未能充分依托综

合客运枢纽及公共客运走廊的支撑有序推进。 

以北京铁路枢纽为例，大部分铁路枢纽与城市重要功能区相互分离，且距离较远，难以

有效发挥枢纽对城市发展的支撑带动作用。 

 

图 2  北京综合枢纽与城市功能区布局图 

2.1.2  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未能有机融合 

综合客运枢纽往往片面追求大空间、大场面等效果，枢纽周边往往形成立交、匝道，造

成枢纽与城市缺乏有效的步行空间连通，枢纽与城市分割严重，如图 3。 

同时，综合客运枢纽周边用地性质与功能定位不匹配。以北京南站为例，作为京津城际

铁路和京沪高铁的起点站，旅客构成中政府机关公务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个体私营业

主等接近 90%，出行目的中商旅、办公、旅游等高端出行接近 70%
[3]
，但从周边用地性质来

看，无论是现状还是规划，其周边用地均主要以居住用地为主，商业办公及休闲娱乐用地较

少，与北京南站的功能定位不相匹配，如图 4所示。 

  
图 3  北京南站布局示意图           图 4  北京南站周边现状用地示意图 

此外，与国外枢纽相比，我国综合客运枢纽上盖物业开发普遍不充分、基本缺乏。而一

般枢纽上盖开发业态包括大型商业、办公楼、酒店、文化娱乐等。上盖开发不仅能集约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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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土地资源、减少交通出行，同时对平衡枢纽运营现金需求、改善负债结构、搭建融资平

台等都具有积极作用，如图 5 所示。 

 
A 北京南站                  B 北京站                   C 名古屋火车站 

图 5  国内外枢纽上盖开发对比 

2.1.3  综合客运枢纽自身交通功能不健全，服务水平难以适应城镇化进程
需要 

主要表现在综合客运枢纽接驳方式结构及衔接关系不尽合理，枢纽与地铁、地面公交等

衔接换乘不便，出租蓄车场不足、断流现象普遍，枢纽接驳服务运营时间不合理、夜间到达

旅客得不到有效保障，枢纽信息缺乏有效整合、难以满足旅客、运输企业、枢纽管理者、政

府等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需要。 

2.2 问题症结 

2.2.1  对综合客运枢纽的定位、作用认识不足 

国家对综合客运枢纽的功能定位、体系构成、布局原则迄今仍未予以明确界定和规范化。

中央有关部委及各地对综合客运枢纽的认识不统一，片面强调其交通的衔接转换功能，忽视

枢纽对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支撑以及对区域性城镇化发展的引导带动作用。 

2.2.2  综合客运枢纽规划体制机制不完善 

公路、铁路、民航等行业管理部门规划体系相对独立，规划难以统筹。受条块分割的体

制制约，枢纽规划之间存在规划目标、建设时序的不一致性，相互之间缺乏有效协调，难以

发挥枢纽整体功能及效率。 

2.2.3  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未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目前综合客运枢纽的建设仍沿用地方政府联合中央相关部委共同出资的方式。多个建设

主体之间利益关系单纯依靠行政手段维系，协调难度大，致使多种运输服务方式难以合理组

织，更无法实现枢纽与城市空间一体化规划建设。不仅如此，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运营管

理模式，导致枢纽服务资源难以有效整合和利用。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发展关系主要着眼于枢纽布局与土地开发、城市空间结

构等的关系。文献 4 指出交通枢纽在城市空间结构演变中的作用体现在交通节点和城市交通

两个层面，分别通过影响周边土地开发和整合城市交通系统，提高城市交通交通运行效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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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对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作用；文献 5 从枢纽周边用地、城市内外交通、枢纽与城市空间

等方面分析了交通枢纽的城市职能，明确了枢纽与城市空间互动的原则和实施建议；文献 6

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分别分析了国家重大枢纽布局对区域城市发展战略，铁路枢纽

选址对城市结构，铁路枢纽对周边空间的影响；文献 7 分析了综合交通背景下铁路及铁路枢

纽对杭州城市发展产生的影响，提出铁路枢纽选址应有利于引导城市空间布局，并需要通过

统一协调体制进行一体化开发；文献 8 将铁路客站周边地区划分为核心区和直接影响区两个

层次，探讨了不同类型铁路客站周边地区的功能特征。实践层面，国内关于综合客运枢纽主

要着眼于枢纽设施布局、各种交通方式之间衔接换乘、枢纽与周边地下空间的一体化设计等
[9]
。 

总体来看，国内外关于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发展关系已有较系统论述，基本都提出枢纽

应与周边土地开发一体化考虑，同时与城市交通系统应统筹协调，主要关注点为综合客运枢

纽“单体”与城市如何有效整合、衔接，对于枢纽整体区域的考虑较为欠缺。 

4. 综合客运枢纽发展趋势	

4.1 综合交通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结合世界大城市交通发展经验，未来我国大城市综合交通

发展将呈现区域交通一体化、通勤交通区域化、城市交通集约化的发展特点
[1]
。 

4.1.1  区域交通一体化（“一日”交通圈） 

随着高速铁、城际铁路建设进程的推进，城市群之间联系将加强，单程三小时左右旅行

即“一日往返”的交通圈活动将日益增长，城际之间联系将更为紧密，如图 6 所示。 

 

图 6  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等时圈[10] 

4.1.2  通勤交通区域化（“一小时”通勤圈） 

世界大城市发展的规律表明，城市通勤出行时间一般为“一小时”左右，通勤交通体系

除城市轨道、地面公交外，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将主要以通勤铁路（市郊铁路）为支撑，如日

本东京市郊铁路超过 2000km（含国铁 887km、私铁 1126km），日客运量达 2927 万人次
[11]

。

通勤圈范围将由目前的中心城扩大到 50～70km 半径的范围，如图 7，而我国目前市郊铁路

发展较为滞后、几乎为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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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东京市郊铁路示意图（2031km）[11]     图 8  伦敦市郊铁路示意图（3650km）[11] 

4.1.3  城市交通集约化 

我国城市人口多、用地资源有限、人均资源严重不足的客观条件，决定了我国城市发展

必须走高效、集约化发展道路，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大城市要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发展

模式
[12]

。其中，轨道交通将扮演重要角色，到2015年全国轨道交通里程将由增加到3000km
[13]

。 

4.2 综合客运枢纽发展趋势 

随着城镇化、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未来居民出行将呈

现城际客流、市郊客流、市区客流多层次叠加，通勤、商务、旅游、休闲、劳务等多目的并

存，同时对运输的安全性、便捷性、舒适性、时效性提出更高要求。对综合客运枢纽而言，

未来发展将呈现普及化、综合化、规模化的特点
[1]
。 

4.2.1  普及化 

根据铁路“十二五”发展规划、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 “十二五”

期间将建设 615 座铁路客站、100 个综合客运枢纽、新增 67 个民用机场，未来综合客运枢

纽将日益普及。 

4.2.2  综合化 

交通运输部《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指出“十二五”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重点为

建设与铁路衔接的综合客运枢纽约 100 个，其中在 36 个中心城市重点打造约 40 个集公路、

铁路、轨道、城市公交、出租等多种方式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型综合客运枢纽。综合客运枢纽

衔接交通方式将更为多元，区域层面包括国铁、长途班车、高速铁路、市郊铁路，城市层面

包括城市轨道、地面公交、出租、小汽车、自行车、步行等。 

4.2.3  规模化 

未来随着通勤圈范围的扩大，市郊铁路建设将带来“通勤圈一小时”客流的增长。枢纽

日均客流可能由目前普遍 10～20 万人次/日增加到超过 100 万人次/日[1]，如东京新宿站

370 万人次/日）。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8



 

 

5. 枢纽区域——城市功能与枢纽有机整合	

在可预见的未来，以高速铁路客站建设为契机，我国将产生一大批新的综合客运枢纽，

综合客运枢纽除满足城市对外交通与市内交通等多方式便捷转换外，更需要发挥对城市空间

结构及功能布局的合理引导和支撑作用，实现交通与城市协调发展，引导我国城镇化健康有

序发展。本文结合我国综合客运枢纽现状问题及发展趋势，总结国内外研究现状，借鉴日本、

欧洲等国外枢纽成功经验，提出基于城市功能整合的“枢纽区域”概念，以期实现枢纽与城

市协调发展。 

5.1 “枢纽区域”主要特征 

“枢纽区域”指以综合客运枢纽为依托，整合城市主要功能区（办公区、商业区等）形

成的高密度、高强度、大客流区域。“枢纽区域”主要具有三方面主要特征：多元交通方式

整合、枢纽与城市功能区融合、地下连廊连通整个区域，如图 9 所示。 

 
图 9  “枢纽区域”概念图 

5.1.1  多元交通方式整合 

综合客运枢纽整合高铁、干线铁路、长途客运、市郊铁路、地铁、地面公交、出租等多

种交通方式，其中以地铁、市郊铁路等轨道交通为主导，总体空间布局上应做到立体化、人

性化、一体化。 

以日本大阪梅田枢纽区域为例，如图 10，轨道交通共包括四种形式，阪急电铁（私铁）

位于地上二层、9 股道，JR 位于地面层、10 股道，阪神电车（私铁）位于地下一层，地铁

线（共 4 条）位于地下一层，总体上立体布局，通过二层步道连廊、地下空间连接各种方式。

大阪站接驳方式比例中轨道交通占 87.5%[8]。日本东京站也类似，JR、新干线等 14 条线位

于地面层，东京站周边的 7 条地铁线位于地下一层、二层，如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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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大阪站轨道示意图       图 11  东京站轨道示意图 

5.1.2  枢纽与城市功能区融合 

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主要办公区(CBD、金融城等)、商业区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并高

强度、高密度开发，实现枢纽引导、支撑城市功能布局。 

以日本东京为例，东京都心和副都心绝大部分均围绕已有的综合交通枢纽进行规划和建

设。东京站、新宿站等综合客运枢纽周边建筑容积率超过 10。交通枢纽融合商业、办公、

休闲娱乐等多种功能。新宿、涩谷、池袋等综合交通枢纽周边已经成为东京最具活力和商业

价值的地区
[11]

，如图 12-15。 

 

图 12  东京主要交通枢纽和城市功能中心布局 

 

图 13  东京都 23 区部容积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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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大阪站枢纽区域用地示意图      图 15  东京站枢纽区域用地示意图 

5.1.3  地下连廊连通整个区域 

“枢纽区域”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地下连廊连通整个枢纽区域，实现各种交通方式之间

的便捷换乘、枢纽与功能区的有效连通，同时，通过地下连廊与地面形成众多出入口，通过

地下空间，结合大型商场与购物中心，实现交通与建筑群体的一体化。 

以东京站为例，大丸有地区(CBD)不到 2km2 的范围内，地下连廊连接轨道与地面的出入

口达 119 个。根据东京大都市圈交通调查报告，东京站出站客流 88.7%通过步行疏解（不含

轨道换乘），市民从交通枢纽站点下车后，通过步行即可到达单位、学校、商场等目的地，

且大约 90%左右的步行时间在 10 分钟内
[14]

。 

  

图 16  东京站大丸有地区地下连廊          图 17  东京站轨道出入口分布 

5.2  “枢纽区域”功能分析 

相比传统枢纽与城市功能区分离的布局，如图 18，“枢纽区域”无论是交通功能还是

城市功能都具有很大优势。 

5.2.1  交通功能 

“枢纽区域”通过地下连廊连接整个区域，旅客通过步行方式即可实现枢纽与地铁之间

的便捷换乘，或通过地下连廊快速直达目的地（办公、购物等），相比传统枢纽布局极大减

小了枢纽接驳交通压力。另一方面，“枢纽区域”的整体交通组织放在一个大的区域里进行

统筹，避免了传统枢纽布局客流相对集中的特点，便于交通组织、减小了交通隐患。 

5.2.2  城市功能 

“枢纽区域”最大特点是枢纽与城市功能区相互融合，枢纽与城市没有明显界限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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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整个区域高密度、高强度开发，高效集约利用土地资源。传统枢纽布局由于枢纽与功能

区分离，一方面由于交通承载能力的制约，与枢纽分离的功能区难以真正高密度、高强度开

发，降低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枢纽自身主要仅满足交通功能，服务城市的开发建

设功能利用不足。 

  

A “枢纽区域”布局                    B 传统枢纽布局 

图 18  枢纽区域布局与传统枢纽布局对比 

5.3 “枢纽区域”的必然性 

我国当前正处于城镇化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正处于内部调整及向

外扩张的关键时期，综合客运枢纽对城市发展的引导支撑作用毋庸置疑。国外成功的“枢纽

区域”给我们发展留下如下启示： 

(1)综合客运枢纽应该是“区域”概念，而非“单体”概念，“枢纽”应与城市主要功

能区结合统一考虑； 

(2)“枢纽区域”的形成有其必然性和可能性。一方面城市主要功能区（商业、办公区

等）高密度、高强度开发必然产生大规模客流需求，需要依靠集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

客运枢纽疏解，另一方面综合客运枢纽整合多种交通方式形成大客流聚集区域，具有极高人

气、商业价值，必然催生城市商业、办公等功能区的形成。 

6. 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建议	

基于我国综合客运枢纽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结合国外“枢纽区域”的经验，为实

现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建议： 

(1)将综合客运枢纽作为引导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节点 

综合枢纽布局应当引导城市空间布局发展。城市空间拓展进程中，应当与城市功能区统

筹考虑做好综合客运枢纽体系的布局规划，以综合客运枢纽引领城市建设和城市空间结构调

整，提高枢纽周边土地使用集约化程度，并能实现枢纽与城市综合开发的一体化。 

(2)为顺利推广 TOD 建设模式，应调整现行土地出让政策 

土地部门应按照鼓励集约利用的原则，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7）等相关法规、政策，充分体现土地分层出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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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综合客运枢纽与城市土地开发的一体化开发具备法律保障和可操作性。 

(3)改革城市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运营体制 

在政府主导下，以市场化运作模式对多元投资经营主体进行整合，建立枢纽投资建设独

立法人制度，统一运营主体，以推动综合客运枢纽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投资建设和统一运营

管理。运营管理部门应提前介入规划、建设方案编制与实施过程，充分体现“建设为运营服

务，运营为旅客服务”的原则。 

(4)要重视综合客运枢纽交通功能与服务水平的改善 

综合客运枢纽应贯彻公交优先理念，设施布局遵循“以人为本，功能为先”的原则，轨

道交通、市郊铁路、干线铁路宜立体布局，并通过地下连廊衔接各种交通方式，并实现与城

市的有机结合。 

(5)完善区域性综合客运枢纽规划建设的法制保障体系 

国家、区域、市域综合客运枢纽规划编制主体、审批权限和程序应纳入国家《城市规划

法》，并由国家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细则。 

7. 结语	

随着国家高速铁路的发展以及未来市郊铁路建设的推进，集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

客运枢纽将会不断出现，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既是综合交通体系健康有序发展的需要，也是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结合国外经验，提出“枢纽区域”的概念，为枢纽与城市

协调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视角，但由于国内体制等差异，“枢纽区域”的实施还应从体制、

政策、法律法规等方面做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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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旅游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技术方法研究 

戴继锋  杜恒  杨嘉 

【摘要】通过总结国外专业旅游城市在综合交通规划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在识别旅游交通的

交通特征基础上，分析了专业化旅游城市对交通体系的基本要求。以三亚市为例，提出了专

业化旅游城市综合交通体系面临的关键问题和挑战，以及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对策。

研究了专业化旅游城市构建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技术方法。 

【关键词】交通规划  旅游交通体系  技术方法 

1. 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城的不断加快，专业化发展正逐步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旋律。越来越

多的城市开始关注自身独特的自然风光或者人文资源带给城市发展的支撑，并以此为基础打

造以景区景点为核心、以旅游产业为主体的专业化旅游发展道路。对应于城市专业化发展要

求，客观上城市综合交通系统也需要针对性地调整发展思路与策略，这些城市的城市交通规

划思路与手法也相应地面临突破和革新。 

2. 专业旅游城市及旅游交通 

2.1 专业旅游城市特征 

2.1.1  旅游与城市：旅游主导的

城市发展 

学者 Butler R.提出的旅游城市

生命周期理论（图 1）[1]较好的阐述

了专业旅游城市的成长过程。在国际

著名旅游城市中，法国蓝色海岸（尼

斯）、澳洲黄金海岸、西班牙太阳海

岸（马拉加）、美国迈阿密、夏威夷、

墨西哥坎坤等著名专业旅游城市或地区已普遍进入到繁荣阶段，我国多数旅游城市目前还处

于成长阶段。 

国际专业旅游城市发展经验显示，

随着旅游专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旅游

相关产业将成为城市主导。以美国迈阿

密为例，其城市旅游已进入成熟阶段，

目前旅游业已经成为迈阿密的经济支

柱。仅仅从城市用地构成上来看，旅游

休闲相关的用地比例就高达城市用地

 

图 1  旅游城市生命周期理论 

表 1 迈阿密城市用地比例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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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的 69％（表 1），城市发展与旅游发展高度融合， 2008 年迈阿密也因旅游业的发展和

城市环境的突出成绩被《福布斯》评为 “美国最干净的城市”。 

对于我国旅游城市而言，目前正处于成长阶段，但旅游正逐渐成为这些城市发展的重要

产业，旅游相关产业也从传统的餐饮、住宿、门票等逐步向休闲、会展、娱乐业转移。以三

亚发展为例，经济的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它直接跳过工业化发展阶段，进入第三产业为主导

的发展阶段。近 7 年来，三亚经济每年以 15%左右高速增长，其中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平

均贡献率高达 45%左右，旅游产业生长成为城市更新的最核心动力 [2]。 

2.1.2  旅游与交通：旅游交通主导的交通体系 

旅游交通有自身的发展特性和基本规律，对于专业旅游城市而言，旅游交通占据了城市

交通的主导地位。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构建，应该从旅游交通的规律和特征入手，研究如何

将旅游交通和城市居民的交通更好的衔接，以达到更好的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的目的。 

旅游交通需求的季节性变化非常明显，在旅游高峰季节，城市所承受的交通需求压力明

显高于普通季节。以三亚市旅游交通为例，旅游高峰时段老城核心区游客数量已经超过居民

的数量，而游客出行量更是达到了居民出行量的两倍（表 2），交通资源的负荷强度上，三

亚也超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呈现 “小城市规模、大城市负荷”的典型特征[3]。 

表 2  三亚河东、河西区范围人口与交通需求的季节性变化特征 

 普通季节 高峰季节 

河东、河西区常住居民人口 约 14.5 万人 

日均接待游客数 6.3 万人 15.5 万人 

旅游出行量（次）：城市出行量（次） 1:2 3:2 

旅游交通量（pcu）：城市交通量（pcu） 3:5 2:1 

2.2 旅游交通特征 

2.2.1  基本特征：观光旅游向度假休闲旅游转变 

我国专业旅游城市正在逐渐走向成熟阶段，游客交通特征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最基本

的是游客正在从传统的观光旅游向度假休闲游转变，这一变化趋势可以通过三亚与其他著名

国际旅游城市游客平均停留时间的对比得出初步结论（表３）[4]。 

在观光旅游向度假休闲旅游转变过程中，游客交通特征表现出了独特的特征，与传统的

城市居民出行活动差异较大，旅游交通呈现“散客化、高出行率、高机动化”的基本特征。 

表 3  国际著名旅游城市人均停留时间比较 

 

法国蓝色海岸 
西班牙太

阳海岸 

美国 东南亚 
墨西哥

坎昆 
三亚 

尼斯 戛纳 迈阿密 夏威夷 巴厘 
普

吉 

年游客量（万人） 400 250 950 1040 762 166 500 327 约 845 

人均停留时间（天） 7.4 7.3 11.8 6.1 9.2 9 4.7 4.7 2.83 

*注：1. 旅游接待量数据为在三亚旅游委发布的星级宾馆过夜游客数基础上根据实际调查校核得出。  

（1）散客化 

在从观光旅游向度假休闲旅游转变的过程中，旅游交通的“散客化”趋势非常明显。例

如三亚市，2005 年“跟团游客”比重超过了 50％，而 2009 年这一比重不足 1/4。随着“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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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游客对于高舒适度的交通方式需求日益提升，在高服务水准的公共

交通体系尚未建立之前，个体机动化交通方式有逐渐成为旅游交通主体的趋势。 

（2）高出行率 

游客出行率普遍高于城市居民，三亚游客人均出行率为 4.96 次/日，远高于本地居民日

人均出行率 2.98 次/日。在从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变的过程中，出行率将不断降低。但

在城市旅游发展进入成熟阶段之前，这种较高出行率的旅游交通基本特征还将继续保持一定

的阶段。 

（3）高机动化 

从旅游服务要求方面看，观光、度假休闲的活动性质客观地决定了游客对旅途交通方式

的舒适性方面有较高的要求。从三亚交通调查的结果看，包括出租车、公交车、旅游车、及

酒店车等在内的游客机动化出行方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83.3%），而居民出行则以步行和公

交方式为主（两者总比重占 55%）。 

2.2.2  时间特征：交通需求季节性变化明显 

旅游城市往往由于天气、气候以及游客来源地等多方面因素，呈现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尽管这种季节差异性逐年有下降的趋势，但仍将长期存在。以三亚市为例，2008 年按照月

日均的游客数量来看，最高峰月日均游客达到了 12 万人，而最低的月份日均仅 6.3 万人，

游客的季节变化非常明显。 

2.2.3  空间特征：游客出行分布与居民出行分布差别极大 

游客出行主要集中在宾馆、酒店以及旅游资源集中地区，而居民主要活动在传统的中心

城区。以三亚市为例，游客主要活动区域集中在滨海地区，而居民主要在老城及周边地区活

动（图 3）。 

 

3. 旅游交通规划面临的挑战 

3.1 核心挑战――专业化的旅游交通规划技术体系尚未建立 

现阶段处于成长期的我国专业旅游城市，城市与旅游发展存在着阶段性的“二元化”落

差。在交通系统方面，多数城市的交通发展模式没有将旅游交通与常规城市交通区别对待。

虽然多样化的旅游交通服务已经初步建立，但无差别化的交通系统组织模式必然影响旅游交

通服务水平的提升。 

专业化旅游城市发展目标需要专业化旅游交通服务体系支撑，因此我国旅游城市在构建

图 3  中心城区游客和居民出行空间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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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过程中，尤其需要重视专业化旅游交通服务体系的构建。所以需要研究

如何转变现状以常规交通系统服务旅游的局面，构建多样化、专业化的旅游交通体系。围绕

“交通即旅游”的目标，建立旅游交通规划技术体系，是专业旅游城市在发展中面临的核心

挑战。 

3.2 旅游专业城市设施配置标准延续传统思路 

目前的传统交通发展模式注定无法应对我国专业旅游城市的国际化发展要求。我国专业

旅游城市面临城市机动化快速发展、旅游交通需求快速发展的双重压力，在快速发展过程中，

外来游客的人数在特定时段接近甚至超过城市人口的数量。如果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仅仅按照

规范中规定的标准进行建设，已经无法适应旅游交通的需求，但是如果按照高峰旅游交通和

城市交通人口总和来配置城市交通资源，明显存在设施过剩的问题，因此需要认真研究在游

客比重较高，季节性波动较大的前提下交通设施建设的合理标准和规模。 

3.3 旅游交通与旅游服务重视不足 

与国际专业旅游城市相比，我国旅游城市在旅游服务方面有较大差距。国际专业旅游城

市的旅游经济已经全方位地渗透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城市生活和国际旅游融为一体

的和谐发展格局。这种“融合性”在交通方面表现为：城市交通以旅游服务支撑为核心任务来

进行规划组织，并已形成了多层次、多样化的综合性交通服务网络，能够良好地承担游客和

城市居民的交通出行需求，专业旅游城市的交通系统不能仅仅满足出行需求，更着重展现可

欣赏、可游览、宜生活的城市面貌，打造具有专业旅游城市独特气质的生活方式。 

4. 旅游交通规划技术方法研究 

4.1 专业旅游交通规划技术体系框架 

旅游交通问题渗透到专业旅游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城市产业结构、人口构成等

城市特征方面，还是交通需求结构、交通供给要求等交通特征方面，城市的发展都与旅游要

素密不可分。因此，全面提升对旅游交通的研究理应成为解决专业旅游城市旅游交通和城市

交通发展关系问题的核心着力点。 

专业旅游城市交通规划应该突破常规技术体系和方法，将旅游交通的特征和规律的研究

贯穿规划始终，即包括规划范围确定、交通调查方案、交通建模分析、交通发展战略研究、

交通系统规划、近期规划等均充分考虑旅游交通问题，形成如图 4 所示的的专业旅游城市交

通规划技术框架，实现旅游交通和常规城市居民交通的高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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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设施标准与合理规模的研究 

对于专业旅游城市而言，设施建设标准与合理规模的问题是确保大部分时段的交通需求

都能满足，同时有不会造成设施浪费的问题。 

4.2.1  当量人口思路的提出 

传统规划工作中，城市交通设施规模标准均以规划人口为基础来制定，但是对于专业旅

游城市而言，规划人口规模不能简单依据常住人口与外来游客之和来确定。主要原因是外来

游客和本地居民在利用交通设施的强度上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按照简单二者加和势必造成

交通设施的不足。 

三亚交通规划工作中提出了当量人口的概念，将外来游客按照出行强度、出行距离、出

行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折算成当量城市人口，进而与常住人口加和，以得到的总当量人口作

为交通系统设施规模计算的依据。 

旅游交通调查

游客出入境交
通特征分析

游客境内出
行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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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滨海旅游城市交通规划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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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设施校核标准的确定 

对于专业旅游城市这种交通需求季节性波动非常明显的城市，规划方案中的设施规模需

要进行宏观评估和校核。充分考虑旅游交通需求的季节性变化影响，应遵守如下原则：一、

交通设施供给应确保旅游交通与城市交通基本需求的满足；二、在满足基本需求基础上，交

通设施供给应能够满足全年大部分时间的交通出行需求。基于该原则，将交通需求划分为三

类，第一类是刚性需求，即常住人口和最低日均旅游人口的交通需求，这是总体交通设施规

模的底线；第二类是临时需求，是旅游最高峰日常住人口和当日旅游人口的交通需求，对于

三亚而言就是春节黄金周游客最高峰日的总体交通需求，需要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和应急组

织对策来满足；第三类是弹性需求，介于临时需求和刚性需求之间，满足全年大部分时段的

交通需求，交通设施宏观校核标准应该以弹性需求为基础确定。 

 

基于上述思路，以三亚为例，以全年旅游最高峰日需求总量（居民+游客）的 95%作为

交通设施供给校核的标准（图 5），基本能够满足全年大部分时段的交通需求，设施校核线

位于年日均总需求之上，并可以保证春节黄金周 7 天中的 3-4 天的交通需求。 

4.3 旅游交通设施规划基本思路 

4.3.1  构建以航空服务为核心的对外交通体系 

对于国际专业旅游城市而言，良好的可进入性是保持旅游业持续高速发展的先决条件。

便捷的航空服务一直是绝大多数国际专业旅游城市对外交通体系的核心，表 5 中归纳了国际

专业旅游城市航空服务的基本情况，总体呈现了两个基本特征： 

（1）航空设施容量、运输能力都大大超出了自身人口的需求，规模庞大的机场设施是

这些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的重大支撑。 

（2）这些城市的机场距离中心城区的距离都非常近，一般在 10-20km 之间，这是保证

游客能够快速进出城市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证专业旅游城市机场高服务水平的关键之一。 

表 5  国际专业旅游城市的主要机场情况 

城市 机场距城市核心区距离 运输能力 

美国迈阿密 13km 迈阿密国际机场 3 条跑道，第 4 条修建中 

法国尼斯 7km 2 条跑道，4E 级机场 

澳洲黄金海岸 25km 布里斯班机场 1 条 2342 米跑道 

按月计算的日均游客和城市居民人口数量 旅游高峰（黄金周）游客变化情况 

图 5  三亚设施校核标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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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海岸机场 1 条 582 米跑道 

美国夏威夷 5km 

檀香山国际机场 4 条主跑道、1 条辅助跑道 

希洛国际机场 2 条跑道 

科纳国际机场 1 条跑道 

茂宜机场 

考爱岛机场 2 条跑道；1 条直升机跑道 

西班牙马拉加 8km 即将开通第 2 条跑道 

墨西哥坎昆 13km 2 条跑道 

阿联酋迪拜 20km 2 条跑道 

三亚凤凰机场只有一条跑道，设施容量只能满足 600-800 万人次/年的吞吐需求，2011

年底机场旅客吞吐量已经超过 1000 万人。三亚凤凰机场的现有场址由于用地等方面的限制

因素，已无新建第二条跑道的可能。因此如何能够建立服务水平较高的航空服务，是三亚对

外交通体系的核心任务。 

首先尽可能挖掘凤凰机场的设施潜力。需要通过扩建航站楼、停机坪、工作区及机场相

关附属设施等措施，可发挥单条跑道的最大容量，最大程度的满足不断增长的航空需求。 

其次，确保凤凰机场尽快融入区域综合运输体系。规划加强凤凰机场和美兰机场之间的

协作，实现美兰机场在三亚的异地候机服务。目前海南岛的东环城际铁路已经在海口美兰机

场设站，实现了高铁与机场之间的便捷换乘，美兰机场进岛客流也可通过高铁实现快速到达

三亚旅游目的地（图 6）。 

 

最后，全力推进第二机场相关研究，争取尽快启动建设工作。第二机场需要能够提供

3500～4000 万人次/年的服务能力，至少按照 2 条跑道建设。机场选址应该距离中心城区

20km 的范围内，规划大容量公共交通设施，实现与旅游景区的便捷联系。 

4.3.2  构建“全程、全域、全方式”的专业旅游交通服务体系 

如何更好为游客提供旅游交通服务，不能简单照搬国内传统旅游风景区的思路。随着城

市旅游职能进一步加强，旅游区域的进一步扩展，旅游交通服务理念需要扩展到“全程、全

图 6  海南岛东环城际铁路与美兰机场、

凤凰机场之间的便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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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全方式”，构建专业的旅游交通服务体系。 

“全程”即游客从进入城市到离开城市，从游览性出行到生活性出行都予以充分关注，

提供全程的高品质交通服务。 

“全域”是指专业旅游将呈现两个明显的全域化特征。首先是景区、景点的全域化。例

如三亚的旅游景区从沿海逐渐向内陆扩散，一系列内陆旅游景区的发展将推动三亚从沿海旅

游型转向全域旅游型，山地风情游将成为未来三亚旅游发展新的增长点。其次是全域景区化，

旅游将不仅仅局限在传统意义的风景名胜区，而是更多的向商业区，向城市中心区扩展，城

市将成为旅游功能的重要载体。相应的旅游交通服务也不能仅仅关注某几个风景区、度假区

周边的交通服务，而是要扩展到市域。 

“全方式”是指游客的每类出行都是集合了各种方式。需要把各种交通方式统一通盘考

虑，注意内外交通的衔接和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协调，才能提供优质的旅游交通服务。 

4.3.3  打造高密度、小尺度、兼顾在途感受道路交通体系 

在构建全程、全域、全方式的专业旅游交通服务体系思想的指导下，城市交通体系思路

上都要进行相关的调整。应学习国外著名旅游城市的先进经验，坚持提高密度，而非增加宽

度道路的道路建设理念。 

道路景观是城市景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旅游风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

对于专业旅游城市而言，道路景观也是交通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道路景观不简单等同于

等于绿化，而是由多种要素共同协调营造而成的良好视觉和体验效果。 

4.3.4  构建分区差异、宜人舒适的慢行交通体系 

慢行交通对于专业旅游城市而言，是最能体现城市风貌和城市特色的方面，因此慢行交

通系统是打造专业旅游交通服务的重点工作。 

以三亚市交通规划为例，滨海空间是慢行交通设计的重点地区，需要优先保证慢行，通过连续的沙滩，形

成系统的慢行空间，和景点结合，串联滨海酒店、宾馆、酒吧等商业设施（图 7）。同时在山区内打造独

立慢行系统，主要满足运动健身等个性化旅游需要。 

5. 结语 

我国的专业化旅游城市旅游发展处于成长期，旅游交通呈现出与城市交通完全不同的规

律和特征，专业旅游城市的交通发展面临极大的挑战，具体包括专业旅游交通体系的建立问

题、设施规模和合理标准的问题、对外交通体系的问题以及专业旅游服务体系构建的问题。 

在三亚实际交通规划工作中，笔者提出了旅游交通与城市交通协调的交通规划工作技术

图 7  三亚滨海地区慢行交通布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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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体系，确定了以当量人口为核心的设施规模标准，构建了以航空为核心的对外交通体系，

提出建设“全程、全域、全方式”的专业旅游服务体系的目标。这些做法可为当前城市专业

化发展背景下的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技术工作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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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在城市交通管理中的争议及对策 

戴帅  舒强  刘金广 

【摘要】立足于当今城市交通系统中，电动自行车定位不清晰、行车秩序乱，由此引发的事

故多、管理难等问题，本文从电动自行车的交通特点、行业发展和技术标准等方面进行综合

分析，探讨目前电动自行车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研究提出加强电动自行车生产准入、

销售监管、路面管理、规范在用车使用以及倡议节能环保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交通  交通管理  电动自行车  技术标准 

 

在当今城市交通多模式发展实践和探索过程中，步行、自行车、地面公交、轨道交通、

出租车和小汽车等交通方式都因其独特的优势在城市交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

电动自行车自 1998 年在我国快速发展以来，却一直被推向风口浪尖，成为备受争议的交通

工具。立足于当今电动自行车定位不清晰、秩序乱、事故多、管理难等问题，本文从电动自

行车的交通特点、行业发展、管理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全面进行分析，探讨我国城市交通发展

中电动自行车的发展和管理模式。由于目前在售和在用电动自行车多为超过《电动自行车通

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 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因此本文所指电动自行车包括”超标”

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的交通特点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由于快捷、便利、经济、个性化等特点，成为老百姓普遍比较喜爱

的交通工具。根据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来看，自 2007 年我国电动自行车年产量

突破了 2000 万辆，如图 1 所示。据测算，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已达到了 1.2 亿辆。

总的来看，我国电动自行车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图 1  2004 年-2011 年电动自行车年产量（万辆） 

1.1 与普通自行车相比，更加快速省力 

在城市中，普通自行车的速度约为 10‐15km/h，电动自行车的速度可达 20km/h，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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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超标”电动自行车的车速能达到 30‐40km/h。随着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居民出行距离的

持续增长，普通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工具不易满足居民快速、省力的出行需要，因此电动自行

车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伴随着生产企业的竞争，更快速、续航时间更长、载物能力更强的

超标电动自行车快速发展，并且逐渐成为快递、外卖等行业运输人员赖以生存的交通工具。 

1.2 与摩托车相比，更加环保经济 

根据电动自行车企业在标准条件下的测试结果，电动自行车百公里电耗为 1.2 度，按照

我国 80%的煤炭发电计算，每年行驶 1 万公里，消耗 45.6千克标准煤，排放二氧化碳 96 千

克。相比摩托车百公里油耗 2.5 升，每年行驶 1 万公里耗油 250 升，折合排放二氧化碳 575

千克，一部电动自行车替代摩托车每年行驶 1 万公里相当于植树 26 棵的减排效果。同时，

与摩托车相比，电动自行车的价格仅为 2000 元左右，价格更便宜。 

1.3 机动化式发展，非机动化式管理 

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1]（GB17761‐1999）将电动自行车的定义为：以

蓄电池作为辅助能源，具有两个车轮，能实现人力骑行、电动或电助动功能的特种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高车速应不大于 20km/h，整车质量（重量）应不大于 40kg，且必须具有良好

的脚踏骑行功能。国家标准《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2]（GB7258‐2004）规定：轻便摩

托车包括 高设计车速超过 20km/h的采用电驱动的两轮车辆；在推迟实施的国家标准《电

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通用技术条件》[3]（GB/T 24158‐2009）中，整车整备质量是否大

于 40kg 或 高设计车速是否大于 20km/h 是判定电动车辆是否属于电动轻便摩托车的主要

技术依据之一。 

目前我国近 2000 家电动自行车整车制造企业，生产的电动自行车有超过 90%的是”超

标”电动自行车。从以上三个国家标准来看，超标电动车应划入“机动车”管理范畴。但是，

由于我国对机动车实行“公告目录”管理，因此对这些机动车化的电动自行车实行驾照、购

置税、车船税、强制保险等管理制度均没有法定依据，致使电动自行车使用门槛低，发展迅

速。 

2. 电动自行车发展的潜在问题	

2.1 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突出 

由于“机动车化发展，非机动车化管理”的特点，在道路行驶中，电动自行车的行车秩

序也较为混乱。 

大量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进入机动车道行驶，由于电动自行车的制动性能、灯光系统、

后视镜等装置性能不符合实际车速的需求，安全隐患较大。同时大量的驾驶人没有经过驾驶

技能培训，缺乏必要的安全驾驶意识，逆行、抢行、闯红灯、违法掉头、随意占用车道等违

法行为非常突出，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在城市的非机动车道内，“超标”电动自行车与正常行驶的普通自行车形成了较大的“速

度差”，  而且电动自行车是电力驱动，“悄无声息”，容易引发碰撞事故；同时，由于速度快，

重量大，直接导致碰撞的动量大幅增长，大大加剧了交通事故伤害后果。 

据初步统计，电动自行车交通违法行为占到非机动车交通违法的 85%以上，各地电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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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引发交通事故几乎占到总量的 15%。近 5 年，北京市非机动车道内，电动自行车与自行

车、行人碰撞的交通事故数量年增长率在 5%左右；常州市机动车道内，电动自行车与机动

车碰撞的交通事故数量急剧上升，年增长率在 10%左右；福州市城乡公路上，电动自行车发

生的单方交通事故数量年增长率在 10%左右。由此可见，与机动车比，当前的电动自行车道

路交通事故的隐患是巨大的，交通事故的分担率也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2.2 电动自行车管理政策尚不明朗 

国家对电动自行车管理的政策不明朗，不仅影响了行业的发展，面对 1.2 亿辆电动自行

车，尤其是普遍超标的电动自行车，更易导致管理工作陷入被动。2011 年 3 月，公安部、

工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电动自行车管理的通知》，超标电

动自行车禁止生产、销售、上路，也引发了媒体的广泛议论和生产企业的大力反对，要求放

宽 高设计车速、整车重量等指标。 

从国外管理情况来看，其电动自行车管理主要有两个特点：（1）“电助动”自行车，即：

电机驱动与人力踩踏相结合，不能由电机单独驱动，如果人力不踩踏，则电机无助力；速度

越高、助力就越小；达到规定速度限值时，电机停止助力。（2）大功率（超过 250瓦）的电

动自行车的管理纳入摩托车的管理，驾驶人需要经过培训和考核。表 1 为部分国家电动自行

车的技术指标。可见，我国超标电动自行车技术标准与国外相比，并不存在很大的差别，但

是在生产和销售管理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和欠缺。 

表 1  部分国家电动自行车的技术指标[4] 

国家  车重（Kg）  限速（Km/h）  大功率（W） 

欧盟  ‐  25  250 

美国  45  32  750 

英国  40  24  200 

芬兰  ‐  25  250 

新西兰  ‐  25  300 

以色列  ‐  25  250 

印度  ‐  25  250 

日本  ‐  24  ‐ 

中国  40  20  240 

数据来源：维基百科（英文版） 

2.3 生产、销售、上路各环节的管理 

按照国家标准来看，目前所有的“超标”电动自行车生产都不合法，这也是行业内部恶

性竞争导致的结果。不符合标准的车辆允许在社会上出售，销售者没有告知该超标电动自行

车是“不合格的车”，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不合法的车辆上路行驶又造成了新的社会风

险，因此，虽然广大市民选择了超标电动自行车作为出行工具，但是，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

的，也不一定是合法的，为避免生产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考虑到公众的交通安全，电动自

行车的“超标”现象应该得到有效的遏制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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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与其他交通方式的协调关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119 条第 4 项将电动自行车归为非机动车，解决了电动自行车的

属性问题。同时，考虑到地区特点，没有一刀切，在第 18 条将具体的登记管理权力赋予了

地方政府。我国的道路交通 明显的是混合交通特点，道路交通系统中多一种交通方式，其

路面交通管理难度就会呈现几何倍的增长。对于目前以“亿“为单位的超标电动自行车而言，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电动自行车行驶时速不超过 15 公里的规定，绝大部分电动自行车

都存在违法行为，也由此出现了法不责众现象。 

目前，上海、成都的电动自行车的出行比例已经占到非机动车道上车辆的 30%和 50%[5]，

电动自行车在出行中发挥的作用已不容忽视，而且使用者多为城市中等偏下收入水平。因此，

客观评价电动自行车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定位，处理好与自行车、小汽车等其他交通方式的

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并不是简单以“非机动车”的方式管理或者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就可以

解决问题的。 

3. 对策建议	

面临当前电动自行车管理难问题，放任自流显然不是积极的态度和手段，各地政府应积

极寻找抓手，通过人大立法或政府规章的形式发布电动自行车管理的规定，对电动自行车的

生产管理、市场准入、登记管理、路面管理等进行明确规范。同时加强交通发展规划，根据

当前群众实际出行需求，完善电动自行车发展政策，实现规范管理、有序发展，同时鼓励发

展公共交通，优化交通出行结构。具体如下： 

3.1 规范电动自行车准入与监管 

3.1.1  加强生产监管	

质检、工信等部门应加强电动自行车生产管理，对于在登记管理和路面管理环节中发现

的产品整车质量、外形尺寸、 高车速等指标超出标准要求的，或是产品出现安全质量问题

的，及时反馈给本地质检、工信等部门，形成有效的联动监管机制。 

3.1.2  加强准入监管	

质检、工商、经贸（经信）等部门应公布允许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销售、注册登

记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对于已经公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组织对产品进行

核查，对于不符合标准的，要取消公布信息。 

3.1.3  加强销售监管	

工商部门应依法加强电动自行车销售企业的日常监管，对于在注册登记环节中发现的产

品参数超出国家标准要求的，取消电动自行车“带牌销售“的资质。 

3.1.4  规范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	

制定电动自行车登记管理工作规范，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登记的条件、程序等。要严格

按照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的准予登记的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开展登记工作，

发放非机动车号牌。结合目前一些城市好的经验和做法，积极推行“带牌销售”的方式，从源

头提高电动自行车的上牌率和登记管理水平。同时，积极推行“买车送保险”的方式，从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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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解决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 

3.2 加强电动自行车的路面管理 

3.2.1  加强非机动车道通行空间保障	

在道路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上应注重非机动车道的通行空间保障，确保非机动车道的

安全、畅通和连续。及时清理非机动车道被机动车、摆摊设点侵占的现象，避免电动自行车

驶入机动车道或人行道，造成安全隐患。 

3.2.2  严格路面执法和秩序管理	

公安机关应充分利用科技手段加大非机动车道的执法力度，严厉查处电动自行车无牌无

证上路行驶、占用机动车道行驶、逆向行驶、违法载人、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通过交通

协管员加强路面秩序的管理和劝导。明确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的车辆属性认定方式。对

于已经按照非机动车登记的电动自行车，应按照非机动车属性进行认定。对于未登记的超标

电动自行车，应按照机动车属性认定。 

3.2.3  开展安全出行宣传教育	

组织媒体对电动自行车超速行驶、不按道行驶、逆向驾驶、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交

通事故案例予以曝光，广泛宣传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危害，教育市民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同时，倡议群众建言献策，对在用电动自行车管理提出意见和建议。 

3.3 规范在用电动自行车的管理 

对目前大量在用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政府应通过以旧换新、折价回购、发放报废补

贴等方式，鼓励群众主动置换和报废。避免大范围“禁止”、“限制”使用电动自行车，保护

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同时，应结合实际，设定“超标”电动自行车的

过渡期限；对于有条件的地方，通过集中置换和报废工作，尽快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 

3.4 加强电动自行车的环保管理 

严格执行骑行标准，是电动自行车节能环保的重要方面，也是从技术上限制生产超标电

动自行车的必要条件。此外，目前我国电动自行车大部分使用铅酸电池，在制造过程以及处

理过程都存在一定污染。欧洲国家为避免环境污染，规定电池及电动车的生产厂家有责任将

其集中回收，并鼓励采用锂电池有效遏制铅酸倾倒，因此欧洲的铅酸电动自行车售价比中国

贵 2 到 4 倍，鼓励发展锂电电动自行车。因此，从环保角度出发，应严格执行电动自行车的

骑行标准并鼓励发展锂电电动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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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优先发展模式下的旧城道路空间再分配 

戴冀峰  魏贺  赵贤兰 

【摘要】公交优先发展模式下的北京旧城道路网规划应确保公共交通的路权分配优先。从道

路空间再分配角度指出旧城公交专用道和公交停靠站的主要问题，借鉴交通需求管理中的

“推拉效应”和 TOD模式中的“网状结构路网”，提出由规划理念思路、道路空间再分配、

先进 ITS技术、多模式服务水平评价所构成的对策思路。相应的解决方案中，指出转变传统

规划理念，由机动性导向的道路网规划理念转化为可达性导向的道路网规划理念；并从公交

专用道时空再分配、公交停靠站空间再分配和自行车—步行空间再分配三方面提出具体方

案。最后指出，先进 ITS技术对公交优先和道路空间再分配的支持，以及结合道路空间再分

配的道路网、停车、自行车、步行与公交五大系统综合评价体系是后续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道路网规划   公交优先   交通融合   公交专用道   公交停靠站 

1. 引言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年—2020年)》明确规定，“交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全面落实

公共交通优先政策，大幅提升公共交通的吸引力”，“道路建设要为公共交通创造良好条件”
[1]。《北京交通发展纲要(2004 年—2020 年)》中亦指出，“公交优先政策应确保路权分配优先，

即在城市道路资源分配和路口放行上给予公共客运优先权”[2]。在公交优先发展模式下，肩

负历史文化保护和交通建设发展双重重任的旧城道路网规划该如何保证公共交通的路权分

配优先？道路网、停车、自行车、步行与公交五大系统将如何协调发展？本文从道路网规划

的道路空间再分配角度入手，指出交通规划理念与思路转变的必要性。针对因旧城公交优先

实施难问题进行分析，面向旧城次干路、支路、胡同级别道路，借鉴国外先进规划设计理念

与经验，从道路横断面空间的公交专用道，公交停靠站，自行车—步行空间避让角度提出全

新对策思路和解决方案。 

2. 主要问题与对策思路	

2.1 主要问题 

截至 2011 年 4 月，北京市旧城内公交专用道总里程 26.0 公里，均布置于主干路上，占

主干路总里程长度的 51.9%。公交专用道网络存在大量非连续路段，多种交通方式混行，导

致公共交通在路权上难以达到真正的优先，系统运行效率较低。 

与巴黎、伦敦、纽约、首尔四个典型国际城市公交专用道相比[3]，旧城内公交专用道均

为同向行驶专用道，缺少反向行驶专用道；布置集中于主干路，尚未考虑次干路与支路；自

行车道与公交专用道空间绝对独立，暂无共享路面形式，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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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典型城市公交专用道情况对比表 

 
里程  同向  反向  分隔保护  布置道路等级  车道宽度 自行车共享  行人保护

(km)  内  外 —  中央  路侧 快 主 次 支 (m)  共享 不共享  软  硬

巴黎  190  √  √ √  ×  √  √ √ √ √ 3.0‐4.5  √  √  √  √ 

伦敦  285  √  √ √  √  ×  √ √ √ × 3.0‐4.5  √  √  √  × 

纽约  79  √  √ √  √  √  √ √ √ √ 3.0‐3.5  √  √  √  √ 

首尔  205  √  √ ×  √  √  √ √ × × 3.0‐4.5  ×  √  √  √ 

旧城  26  √  √ ×  √  √  × √ × × 3.5‐4.0  ×  √  √  √ 

现状旧城公交系统主要暴露以下六个与道路空间分配密切关联的问题： 

⑴公交专用道网络尚未形成，运行效率极大折减；⑵公交专用道应用形式单调，空间位

置布设局限；⑶旧城道路红线宽度有限，常规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布设难度较大；⑷路缘侧车

道干扰严重，公交、自行车、停车三方矛盾突出；⑸公交候车区空间狭窄，多数站点上下车

秩序混乱；⑹公交停靠站缺少人性化设计，智能交通服务设施不足。 

2.2 国外经验 

2.2.1  推拉效应	

欧美日在应对交通需求问题上所采用的管理方法首推“推拉效应”模式[4]，如图 1 所示。

该模式从停车管理、交通管理、公交优先、提倡慢行四方面入手，注重交通需求管理的双边

主动性，强调“独步单方，乃是兵家大忌，双管齐下，才是良方妙药”的管理理念。 

 

图 1  机动车交通推拉效应示意图 

 

其中，推效应(Push—Effect)中，主导停车管理与交通管理，具体包括区域性停车管理，

街区机动车停放空间限制，机动车限制行驶区域划分，机动车禁行区域划分，拥堵管理，速

度限制管理和道路收费等；拉效应(Pull—Effect)中，主导公共交通优先策略以确保公共交通

可提供高服务频率和面向乘客友好型的停靠站及周边环境，各种交通方式间的换乘管理以及

打造区域性慢行交通网络等。而推拉效应(Push—Pull—Effects)中，主导道路红线及横断面的

优化设计，重新分配道路空间以提供路权更大的自行车道、人行道、公交车道及绿化带，重

新分配交通信号灯控制周期相位以适应公交优先及鼓励慢行的交通模式，倡导全民参与及公

众意见反馈，充分发挥市场化运营机制，对相关部门执行严格的惩罚措施等。 

2.2.2  网状结构路网	

近年来，国外的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 NU)、精明增长(Smart Growth, SG)、背景敏

感设计(Context  Sensitive Design, CSD)和公交导向发展(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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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划理论都开始主张以高连通性的网状路网模式作为街道网布局的主要模式。采用网状

路网模式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减少机动车的出行需求；网状结构允许交通流均匀

分布于高连通性的整个路网；改善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出行环境[5]。 

传统的树状结构路网，以机动车交通为设计导向，机动车通过在各级道路间转换完成出

行(X→A→Z)[6]，机动车在低等级道路所增加的绕行时间可通过提升干路行驶速度的手段进行

弥补；而慢行交通仍被限制于 末端的支路胡同中，低连通性路网极大降低慢行交通的可达

性(从 X 无法通过 Y 到达 Z，必须通过 A)，如图 2 所示；与此同时，公交线路对道路连续性

的要求决定其布置多集中于干路 A 上，难以进入慢行领域 X、Y、Z 中，进而导致公交系统

与慢行系统间在道路空间上的隔断。高连通性的网状结构路网则为慢行交通提供更直接的路

径选择，还有利于公交线路的分散深入布置，可有效解决“ 后一公里”问题。 

 
图 2  树状路网结构出行路径影响示意图 

2.3 对策思路 

针对上述六大问题，本文确定出一个由规划理念思路、道路空间再分配、先进 ITS技术、

多模式服务水平评价所构成的对策思路，如图 3 所示。该对策思路中，规划理念与思路转变

为根本，是问题解决的思想基础；道路空间再分配为核心，分别从公交专用道时空再分配、

公交停靠站空间再分配、自行车—步行空间再分配三大要素深入考虑；先进 ITS技术为支持

和保障，是完善解决方案的重要支撑；多模式服务水平评价则为 终效果评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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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旧城公交系统道路空间问题对策思路示意图 

3. 解决方案	

3.1 规划理念与思路的转变 

公交优先发展模式要求转变传统规划理念，由机动性导向的道路网规划理念转化为可达

性导向的道路网规划理念；要求改变惯例式规划思路，以交通融合替代交通区分。 

机动性导向的道路网规划理念以四阶段法为理论基础，以机动车通行能力和行程车速

大化为主要规划目标，分析重点在为交通量预测，规划重点为道路网布局。这种道路网规划

理念以牺牲其他交通方式利益为代价为机动车交通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在缺乏有效政策引

导的情况下，将会导致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机动车出行，甚至依赖机动车出行。可达性导向的

道路网规划理念则充分考虑公共交通服务设施布局和慢行交通的出行环境，规定道路网规划

设计应以公交系统和慢行系统的要求来确定网络规模、形态、结构、道路横断面布置以及枢

纽与路网间衔接等，以优先保证公交网络的 大利益[5][6][7][8]。 

交通区分(Traffic  Differentiation  and  Segregation)规划思路指的是在空间上分离不同的交

通方式，并对每种交通方式不同类型的交通需求进行区分管理，其目标是交通安全、交通效

率和居住区环境质量三者的系统 优。交通融合(Traffic Integration)规划思路指的是采用传统

混合使用的街道实现不同交通方式间的融合，并抑制机动车交通的使用，其目标是使公共交

通更高效便捷，在满足机动车交通基本需求的同时不过分强调其效率和便利，提倡建立一个

多样化交通选择、鼓励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交通系统[5][9]。 

3.2 道路空间再分配 

3.2.1  公交专用道时空再分配	

（1）高峰时段停车受限车道 

高峰时段停车受限车道是将路侧停车空间于高峰时段转换为公交车辆行驶空间的一种

道路空间时间转移方式，其主要功能是在高峰时段内严格限制路侧停车，为公交车辆提供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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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路权，如图 4 所示。为确保自行车骑行安全，避免左右两侧均有机动车行驶，高峰时段停

车受限车道需对路侧停车进行空间改造，将路侧停车位置与自行车车道互换，中间辅助以宽

度为 0.3‐0.5 米的标志标线软隔离，机动车停车车位禁止超越该软隔离。高峰时段停车受限

车道的使用必须辅助以快速、严格的交通管理措施和手段，对高峰时段内车道上的违章停车

不仅仅是贴罚单，还需要现场及时清障， 大程度降低对公交专用道运行效率的影响。 

   

图 4  高峰时段停车受限车道示意图 

（2）路侧共享式公交专用道 

路侧共享式公交专用道可按共享主体不同，分为公交—路侧停车共享和公交—自行车共

享两种，公交—路侧停车共享式完全限制自行车进入，公交—自行车共享式完全限制路侧停

车，其主要功能是利用自行车道和路侧停车空间，为公交车辆提供低速运营路权，适合围绕

居住区、商业区的短途环形线路，如图 5 所示。路侧共享式公交专用道在站点处不必设置港

湾式停靠站，对于公交—自行车共享式可直接使用普通直线式停靠站，对于公交—路侧停车

式则可使用凸台直线式停靠站。 

   

图 5  路侧共享式公交专用道示意图 

（3）反向行驶式公交专用道 

反向行驶式公交专用道分为单向交通和双向交通两种模式，如图 6 所示。单向交通中的

反向行驶式公交专用道，以连接器的形式联系较短路段的非公交方式和公交方式，以形成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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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的公交网络，需同单向交通一样配对使用；双向交通中的反向行驶式公交专用道，又称高

峰时间潮汐式公交专用道，依据客流潮汐特性在早、晚高峰时段逆方向行驶，平峰时段则可

设置为普通机动车车道或按中间时间切换公交行驶方向，需应用于潮汐特性显著的路段。 

 

图 6  反向行驶式公交专用道示意图 

3.2.2  公交停靠站空间再分配	

直线式公交停靠站适用于公交流量中低规模，自行车流量小规模，道路红线条件受两侧

土地利用布局形态严重影响的路段。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则适用于公交流量中高规模，自行车

流量大规模，道路红线条件较好的情况，相比直线式公交停靠站而言，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可

有效减少进出站公交车辆对自行车流的干扰。对直线式公交停靠站的港湾式改造有种常用模

式：交叉口上的一体化港湾改造，路段上的独立港湾改造。 

（1）凸台直线式公交停靠站 

直线式公交停靠站可改造为凸台直线式公交停靠站。该类停靠站将人行道上的候车区拓

宽至路侧停车车道或自行车车道上，公交车辆可直接在新形成的路缘直接上下客。凸台直线

式公交停靠站并不适用于在自行车和路侧停车混合的路段上设置，而是适用于固定路侧停车

车道或固定自行车车道的路段。在路侧停车车道的路段上应用时，需在凸台前后设置禁止停

车区和驶入驶出注意标识；在自行车车道的路段上应用时，则需在凸台前后设置上下坡道过

渡和自行车避让行人标识，如图 7所示。 

   

图 7  凸台直线式公交停靠站示意图 

（2）交叉口一体化港湾式公交站 

典型的交叉口一体化港湾改造是利用进口道的右转车道拓宽来设置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由该类停靠站驶出的直行公交车辆与右转社会车辆产生较多的干扰，大大降低交叉口通过时

间，进而可能导致较长的排队长度和较严重的瓶颈拥堵，如图 8 所示。因此，该类停靠站适

用于右转公交车流量较大，右转社会车辆流量较小的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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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交叉口一体化港湾式公交站示意图 

结合公交专用道和公交优先信号的交叉口一体化港湾改造则是利用进口道的右转车道

拓宽，或出口道的红线拓宽来设置港湾式公交停靠站。该类停靠站不要求路段上具有完整的

公交专用道，而是灵活借用交叉口进口道右转车道形成对应公交优先信号控制的短周期性公

交专用道；由布置于进口道停靠站驶出的公交车辆可获得更充分的加速准备，不再影响社会

车辆的起步速度；驶入布置于出口道停靠站的公交车辆在通过交叉口时可进行充分的减速，

停靠站上下客后又可通过展宽渐变段获取加速距离，可有效提高运行效率，如图 9 所示。该

类停靠站所对应的右转车道在北美地区被称为排队绕行车道(Queue Jump Lane, QJL)[12]，有研

究表明，这类公交优先组合适用于严重拥堵的瓶颈交叉口，服务水平低于 D 的交叉口均可

以考虑使用该组合[13]。 

   

图 9  交叉口一体化港湾式公交站排队绕行车道示意图 

（3）道路红线条件不受限路段上的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道路红线条件不受限路段上的港湾式公交停靠站是利用现代建筑退线所形成的不受限

红线条件进行设置，如图 10 所示。此类停靠站港湾式改造时需注意机动车、自行车、行人

三方面事宜：⑴机动车严禁驶入自行车车道，需设置醒目标志提示禁止路侧停车；⑵自行车

严禁骑行机动车车道，需选择提前位置设置自行车导流线；⑶无行人过街专用信号灯时，行

人利用车辆可接受间隙过街，必须沿人行横道行走。 

  
图 10  道路红线条件不受限路段上的独立港湾改造示意图 

 

（4）道路红线条件受限路段上的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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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红线条件受限路段上的港湾式公交停靠站是利用道路现代建筑退线而传统建筑不

动所形成的受限的非规则红线条件进行设置，如图 11 所示。此类停靠站港湾式改造时需注

意传统建筑保护、现代建筑退线、两者间衔接过渡三方面事宜：⑴对传统建筑、历史文化的

保护是第一要务；⑵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现代建筑退线需制订详尽的管理规定，作为各控制要

素主要依据；⑶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之间的港湾设施衔接过渡应是自然协调，富有人性化设

计的。 

  
图 11  道路红线条件受限路段上的独立港湾改造示意图 

 

（5）三幅路上的改良式深港湾公交停靠站 

深港湾公交停靠站是一种具有多条服务通道的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它允许多辆公交车同

时在站为公交出行者提供乘降服务，可有效减少站内各类车辆之间的相互干扰，避免“公交

列车化”现象的发生，从而提供公交路线站台段通行能力，有效改善公交服务水平[10][11]。

深港湾公交停靠站多在大型客流集散地，公交线路多，公交车辆间、公交与社会车辆间交叉

影响大的地方应用，其主要手段为以道路空间换取通行能力，需要进行较大规模的断面改造。

改良式深港湾公交停靠站利用主干路三幅路较宽裕的红线条件分别在主路和辅路各自设置

港湾式停靠站，公交车辆依线路规定进入各自停靠站，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深港湾、改造式深港湾公交停靠站示意图 

3.2.3  自行车—步行空间再分配	

公交优先发展模式下，终将形成公共交通、自行车交通和步行交通确立为出行主导方式

的局面，此时将很可能出现公交上下乘客和自行车争夺路权的情况，公交上下乘客成为相对

弱势群体。为解决此矛盾，提出一种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创新设计方法，将步行道与公交站台

进行连通一体化，将站台候车亭和站牌提示后置于步行道上，结合 ITS技术实行站台外候车、

站台上下车模式；同时，自行车道与步行道相交处设置上下坡道过渡和自行车避让步行标志；

当到达公交线路较多，港湾长度较大时，可设置多组连通步行道保障公交上下乘客优先权，

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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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创新设计示意图 

4. 结论	

公交优先发展模式下的旧城道路网规划应突出其“人本位”的规划指导思想，多元化、

精细化的规划流程与手段，创新思想主导的探索研究特点以及渴望改变传统观念的强烈意

愿。本文针对旧城道路网规划中的道路空间再分配问题，从公交专用道、公交停靠站、自行

车—步行空间避让角度展开研究分析，已有研究成果还需试点实验以期验证完善。 

同时，下阶段研究重点应着重以下两方面内容展开工作：⑴先进 ITS技术对公交优先和

道路空间再分配的支持，如旧城内微型公交环线的应用[14]，公交到达信息实时系统[15]，公

交实时信息移动终端技术[16]，支持车外收费设备的智慧型候车亭[17]，公交系统动态路径诱

导[18][19]；⑵结合道路空间再分配的道路网、停车、自行车、步行与公交五大系统综合评价

体系，如 HCM2010 中推荐的多模式服务水平评价 (Multi‐Modal  Level  of  Service, 

MMLOS)[20][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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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规编制中交通模型分析的应用 

                                                      ——以杭州为例 

周杲尧  邓良军  吕剑 

【摘要】本次研究基于土地使用和交通系统协调发展的理念，提出了在控规阶段利用交通模

型分析对用地开发强度进行评估，从而达到缓解城市交通问题的目的。作者阐述了模型应用

的框架体系和具体内容，最后以杭州市华丰单元为例，对控规阶段交通模型的分析进行了实

证应用。 

【关键词】控规编制  交通模型  容量约束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 从源头入手，缓解杭州交通两难的需要 

随着杭州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集聚和土地开发强度的不断增加，城市交通两难

问题日益突出。在土地价值日益提高的过程中，城市开发强度不断提高，有限的道路交通通

行资源越来越难以满足城市日益增长的机动车交通需求。杭州目前已实施了部分季节对景区

周边道路实行单双号限行、提高核心区和景区停车收费标准、主城区道路尾号限行等管理措

施；杭州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不能单纯从交通本身来考虑，只有通过土地使用和城市交通两

个系统相互协调发展，才能达到双赢局面，因此在控规层面引入基于交通需求管理的定量研

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1.2 适应控规编制发展趋势，加强控规科学审批、管理和决策的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条明确提出：“制定和实施城乡规划，应当遵循城

乡统筹、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和先规划后建设的原则，……”；第十条明确提出：

“国家鼓励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增强城乡规划的科学性，提高城乡规划实施及监督管理的

效能。” 

为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杭州市规划局于 2010 年展开了新一轮的控规管理单元的规划

修编工作。根据《杭州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要求考虑交通容量、市政容量、

环境容量等因素，重点控制街区的居住人口总量、建筑开发总量等。因此，加强城市交通模

型研究对于进一步提升控规修编单位对现有控规存在的交通问题分析合理性、未来修编方案

科学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杭州市交通模型现状 

2.1 宏观模型现状 

杭州交通模型最早于 1992 年由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建立，而后不断地进行了更

新。现有城市综合交通模型覆盖杭州市行政管辖范围，包括上城、下城、拱墅、江干、西湖、

滨江、萧山和余杭 8 区，总面积 3068 平方千米，交通小区约为 900 个，已在综合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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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过江通道规划等重大交通设施的规划编制过程中提供了定量支撑。 

   

图 1  宏观交通模型应用分析图 

2.2 中观模型现状 

中观层面上，杭州已经在部分控规单元、重点发展区域开展过中观交通模型的分析工作，

比如火车东站枢纽周边地区、钱江新城 CBD 核心区等，对这些区域的土地开发强度、道路

设施及公交配套等的规划设计起到了重要的分析支撑作用。 

但现阶段中观交通模型的应用上还存在着一定问题： 

（1）交通模型评估的作用有待明确和提升：原控规交通评估，主要从交通系统自身出

发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但缺乏与用地开发的互动反馈，缺少对土地开发强度的约束力。 

（2）模型分析的内容深度有待标准化、规范化：不同单位、不同项目组的模型工作内

容深浅不一。 

（3）交通模型的构建平台有待统一和规范：模型架构、关键参数、指标体系不一致。 

  

图 2  中观模型应用分析图 

3. 控规交通模型应用的框架体系 

为了克服以往交通模型应用的问题，增进模型的功能，提高模型的精度，杭州提出了在

控规阶段开展交通模型分析以体现交通容量限制对用地开发强度的约束。控规管理单元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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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应用应与控规方案设计同步进行并且形成良好的互动，交通模型一方面要对控规设计

方案进行交通评价，另外一方面应该对控规的交通发展战略、用地开发强度、交通设施规划

等提出建议。 

控规阶段交通模型应用的工作框架详见图 3。所有控规单元交通关键基础数据，由统一

的宏观交通模型平台提供，保证相邻单元等数据的连续性、可靠性；在背景数据的基础上，

根据控规单元初步方案的开发强度建立中观交通模型，并进行交通容量评估；根据交通容量

评估结论进行用地方案调整，最后用地指标反馈至宏观模型，由宏观模型对不同片区进行分

析评估，提出改善建议。 

该框架体系的提出，使得中观模型的架构及关键参数统一化，可以有效地规范交通模型

分析内容的深度，通过用地与交通的互动反馈，增强了交通模型对于土地开发强度的约束力。 

 

图 3  控规交通模型应用的框架体系 

4. 控规编制阶段交通模型应用的主要内容 

4.1 原控规方案的交通模型评价 

每个控规单元都有自身的区位特点和交通特征，应在此基础上通过交通建模分析正确把

握交通的主要矛盾。合理评估控规管理单元地块现状和未来外部及周边交通区位、条件，从

交通角度评估开发的适宜性和可能的开发风险，提出外部交通设施建设和管理的要求。采用

模型进行本单元道路容量与交通需求的适应性评价结论，这些结论要能够为下一阶段控规的

修编提供必要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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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控规方案的交通容量测算 

单元交通容量是指控规单元周边交通设施，包括公共交通、道路交通和慢行交通等各类

设施，可直接服务于单元出入交通的设施通行能力总和，单位为人次/日。单元交通容量=

轨道交通容量+常规公交容量+小汽车交通容量+慢行交通容量。 

 

图 4  交通容量测算示意图 

通过对交通容量的总体测算对控规管理单元的用地规模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建议。交通容

量测算重点需要模型明确以下几方面内容： 

（1）过境交通量，即单元内的交通设施被过境交通占用的比例，计算剩下可供本单元

自身使用的容量。 

（2）单元自身会产生的流量，即计算单元内的各类用地每天产生人流量。 

（3）单元生成的量的空间分布，即确定单元出行需求的主要方向比例。 

（4）可供本单元使用的交通方式，即计算各种交通出行方式的比例。 

4.3 基于模型评估的交通设施布局 

根据交通模型分析结论，明确各种交通设施在研究范围内的落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 

 公交首末站规模及布局； 

 公共停车场规模及布局； 

 配建机动车泊位总规模要求； 

 地块出入口设置； 

 周边道路交叉口改善建议； 

 交通组织措施等。 

4.4 土地开发和交通容量的平衡分析 

控规方案基本明确后，更新宏观交通模型的相应数据（调整后的开发强度、交通设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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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评估控规单元范围内未来土地开发与交通建设相协调的程度，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与建议。 

 

图 5  交通容量与土地布局平衡分析图 

5. 实例（以华丰单元为例） 

5.1 华丰单元简介 

华丰单元位于杭州主城区东北部的城北新城范围。近年来，随着城北新城建设的起步，

周边地区的丁桥、田园地块开发日趋成熟，地区整体交通条件有明显改善。周边的秋涛高架

快速路、同协路、临丁路、华丰路、华中路等一系列区域性干道逐步形成。快速公交的 BRT3

号线经过区域内的华丰路。 

  

      图 6  华丰单元区位图                      图 7  华丰单元现状路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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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单元交通容量测算 

5.2.1  小汽车交通容量测算 

结合宏观模型提取华丰单元背景交通流量，并考虑华丰地区的道路交通条件，分析关键

对外截面的道路剩余容量，将道路交通方式的可以用于华丰单元的车流量进行测算，并通过

人车转化，可得高峰小时机动交通的单向总容量约为 1.2 万人次。 

表 1  小汽车交通容量测算表 

道路名称 道路等级 机动车道数 
道路容量

（pcu/h） 

背景交通量

（pcu/h） 

单元可用容量

（pcu/h） 

折合人流（人次/

高峰小时） 

临丁路 主干路 3 2700 1600 1100 1320 

石桥路地面 主干路 3 2700 1850 850 1020 

石桥路高架 快速路 3 4500 3900 
700（容量取决于

匝道） 
840 

石大路地面 主干路 3 2700 950 1750 2100 

石大路高架 快速路 3 4500 5500 
700（容量取决于

匝道） 
840 

同协路 主干路 3 2700 1600 1100 1320 

华中路 主干路 3 2700 750 1950 2340 

华丰路 主干路 3 2700 1300 1400 1680 

杭玻路 次干路 2 1500 900 600 720 

合计 
    

10150 12180 

5.2.2  公交容量测算 

综合考虑华丰单元的公共交通设施情况，将轨道交通、BRT、华丰公交综合体和地面公

共交通等大众交通方式的可以用于华丰单元的交通容量进行测算，可得高峰小时公共交通总

容量估算为 2 万人次。 

表 2  公交容量测算表 

公共交通方式 站点容量（万人次/小时） 服务地块比例 地块可用容量 

轨道 3 号线华丰站 0.8 90% 0.72 

BRT3 号线 3 个站点 0.15*3=0.45 85% 0.38 

公交停保综合体 0.2 70% 0.15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0.7 100% 0.7 

合计 
  

1.95 

5.2.3  交通模型评估建议 

本次规划主要对区域对外通道、内部路网及公交系统进行承载力分析，分析系统供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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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需求的适应性。交通模型初步分析结果如下： 

（1）华丰地区地块原控规的开发强度略微偏低，开发容量与路网容量基本匹配，但轨

道交通、BRT 等公共交通支持不足，如果改善公共交通配置并结合用地实施 TOD 模式开发可

进一步提高开发的质量和容量。 

（2）道路网系统上，规划区域依托绕城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石桥路、石大线以及城

市主干路临丁路-沈半路、同协路、丁桥东路-机场路、杭玻路、华丰路等基本可满足与城市

各功能区的便倢联系。存在问题主要有： 

 往南部方向道路是华丰地区道路的主要需求方向，现状过于依赖石桥路、沈半路等

进城道路容量相对有限，建议加快建设全线贯通同协路，缓解南部通道已经较为饱

和的压力。 

 西部方向今后至运河新城方向的通道偏少，线形线位都可以优化调整。 

（3）轨道交通方面，建议轨道 3 号线局部调整，线位向南调整布局，使得轨道交通能

和用地布局结合。 

（4）BRT 方面，建议 BRT3 号线基础上增加由运河新城经过临丁路、同协路至城东新城、

九堡地区的 BRT 线路。 

区块内部建议加密支路系统，完善滨水沿河慢行系统。 

 

图 8  交通小区划分区图                         图 9  交通流量分配图 

5.2.4  开发强度建议 

通过单元交通容量估算，对华丰单元用地开发规模进行评估，提出控规管理单元修编的

交通边际条件，即交通可支撑的建筑容量（单元可容纳的人口规模和用地总规模等）。 

同时根据单元内各街区的交通条件，计算各街区（地块）的交通可达性（轨道、公交、

小汽车以及综合可达性），根据可达性条件对街区提出开发强度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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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华丰单元地块开发强度建议图               图 11  华丰单元用地规划图 

6. 结论与展望 

作者在总结现有控规阶段中观交通模型存在的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控规交通模型应用的

框架体系，由宏观模型统一提供基础数据，规范了控规交通模型分析应用的内容深度，同时

建立用地与交通的反馈与平衡机制，在控规阶段实现交通容量对开发强度的影响，试图从源

头上缓解城市交通问题。 

本文主要从交通容量角度对用地规模进行评估并提出调整的方向性建议，对合理确定城

市地块开发强度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用地开发强度受交通、市政和环境容量以及市场行

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用地指标的最终确定是综合上述因素的结果。 

下一阶段可进一步完善的内容有： 

（1）构建区域交通模型，反映控规单元间的交互影响。目前，杭州有近 40 个单元的控

规正在修编，这些单元有的互相关联，有的关联性不强。各单元的编制进度也不尽相同。若

仅从单元自身角度考虑其交通容量限制，缺乏其对其他关联单元的影响程度分析，不能就单

元论单元交通，需扩大模型中研究范围（要包含相邻控规单元），构建大区交通模型，对大

区内的各个控规单元进行整体性分析研究。各个大区模型间亦应预留接口，保障模型的连续

性、一致性。 

（2）模型的动态更新与维护。为使交通预测模型能够长期有效地为公共政策决策有效

地服务，必须对建模和模型使用程序建立良好的规划，使之成为一种持续发展的工作，而不

是短期的或应对特定项目的工程。一方面，持续的建模、维护、应用和数据采集工作是模型

能够有效使用和完善的必需过程；另一方面，只有长期不间断的建模工作才能充分利用历史

积累的数据信息和经验，避免重复性工作浪费大量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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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双城战略的交通特征与发展对策研究 

邹哲  曹伯虎  蒋寅 

【摘要】天津是目前全国为数不多拥有四次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的城市，深入分析天津历年综

合交通调查数据，归纳总结交通发展特征与规律，可以更好的促进天津双城空间战略的实现

与交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对四次综合交通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总结了改革开放 30年来

城市交通在出行强度、出行分布、出行结构方面的特征与规律，以及与城市用地布局的相互

关系。基于对城市与交通下一步发展趋势的判断，从双城用地布局与交通模式两个方面提出

了发展对策。 

【关键词】双城  交通特征  发展对策  综合交通调查 

1. 引言 

2011 年 11 月 18 日天津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天津市空间发

展战略规划条例》。条例明确提出“构建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为双城”的空间格局，

这是国内首次以地方法规的形式确定的空间战略。与国内其他大城市为单一中心城市布局相

比，天津双城布局城市结构的交通特征，引发城市规划研究与管理人员的热切关注。 

起源于上世纪 40 年代美国的居民出行调查，是国内外大城市全面掌握城市交通需求特

征及发展状况而定期开展的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天津 1981 年率先在全国开展了第一次居

民出行调查，此后分别在 1993 年、2000 年、2011 年开展了三次居民出行调查，这也是目

前全国为数不多拥有四次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的城市。四次居民出行调查成果，为全面总结双

城布局下的城市交通特征，深入思考新形势下城市与交通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数据基础。 

表 1  天津历次居民出行调查情况一览表 

调查 调查时间 调查范围 组织单位 

第一次 1981 年 中心城区 
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第二次 1993 年 中心城区 
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 

天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第三次 2000 年 中心城区 天津市规划局 

第四次 2011 年 全市域 天津市规划局 

2. 双城布局模式 

2.1 双城格局演变 

天津双城布局结构堪称城市空间跨越的经典。 

1986 年城市总体规划在“全市工业布局向沿海地区转移”的发展思路下，将城市布局

调整为“一条扁担挑两头” 的结构。“两头”主要指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两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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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约 40 公里，“扁担”主要指联系“两头”的通道。 

在港口拉动和城市产业东移的双重支持下，滨海新区核心区很快从单一的生产型城区向

综合型城区转变，于是，2006 年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将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确定为

“一主、一副”的结构关系。 

与此同时，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天津处在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

2008 年，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提出了双城结构的布局模式，明确提出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

核心区为“双城”结构。 

 

图 1  双城位置示意图 

 

2.2 双城发展现状 

总体看，双城结构尚处在以中心城区为主、滨海新区核心区为副的发展初级阶段。 

2.2.1  双城产业差异化发展，不断从老城向新城转移 

近 30 年来城市空间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产业转移。在工业东移战略下，二产不断从中心

城区向滨海新区及环外四区转移。中心城区通过产业升级，主要提供高端服务职能，三产与

二产的就业人数比例约为 75:25，三产优势突出；滨海新区核心区一方面接受中心城区的产

业转移，另一方面通过为自身提供服务发展第三产业，三产与二产的就业人数比例约为

51:49。其它地区总体来看，二产就业人数偏多，尤其是环外四区，三产与二产的就业人数

比例约为 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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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双城岗位结构一览表 

 二产岗位 三产岗位 岗位合计 

中心城区 25% 75% 100.0% 

滨海新区核心区 49% 51% 100.0% 

环外四区 69% 31% 100.0% 

滨海新区其它地区 54% 46% 100.0% 

2.2.2  双城集聚效益明显，规模仍有差距 

双城区集聚效益明显，其人口、从业人员密度远高于其它地区。中心城区的人口、从业

人员密度分别为 1.5 万人/平方公里，0.7 万个/平方公里，滨海新区核心区的人口、从业人

员密度分别为 0.4 万人/平方公里，0.3 万个/平方公里，前者约是后者的 4 倍、2 倍。 

从双城发展规模看，中心城区人口、从业人员总量分别是滨海新区核心区的 5 倍和 4

倍，两者的规模尚有较大差距。 

表 3  现状分地带人口岗位表 

地区 
用地面积 

常住人口 
从业人员 人口 

密度 

从业人员 

密度 
职住比 

（Km
2
） （万） 

中心城区 330 505 237.7 1.5 0.7 47% 

环外四区 1784 184 137.6 0.1 0.1 80% 

滨海新区核心区 255 100 72.3 0.4 0.3 72% 

滨海新区其它地区 1970 139 46 0.1 0.0 33% 

中心城市 4342 931 493.6 0.2 0.1 53% 

2.2.3  双城职住不平衡现象突出，双城间联系紧密 

职住比为从业人员与常住人口之比，用以反映一个区域就业与居住是否平衡。从职住比

看（见表 3），中心城区职住比最低，仅 47%，低于平均值 6 个百分点，表明居住人口较多；

滨海新区核心区职住比高达 72%，高于平均值 19 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岗位较多；另外环城

四区的职住比最高，达 80%。上述数据表明，近年来虽然产业不断从中心城区向外转移，但

由于中心城区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资源及各项配套服务仍在中心城区集中，人口向外迁

移速度明显慢于产业转移的步伐。 

职住不平衡引发大量区间通勤出行，尤其是双城间日出行量约 20.5 万人次，约 83%为

通勤出行。 

3. 双城交通特征 

3.1 出行强度 

从中心城区四次居民出行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基于家工作的出行率不断下降，从 1.66

次/日下降至 0.84 次/日，主要是由于城区范围的扩大，中午从单位回家的出行越来越少，同

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就业人口减少导致工作出行率降低；其它目的出行率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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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0.78 次/日上升至 1.59 次/日，这主要是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购物、休闲娱乐等弹性出

行比例不断增加。 

表 4  中心城区历年分目的人均出行率表（单位：次/日） 

 
基于家工作出行 其它出行 合计 

1981 年 1.66 0.78 2.44 

1993 年 1.04 0.98 2.02 

2000 年 0.99 1.2 2.19 

2011 年 0.84 1.59 2.43 

从双城区人均出行率看，基于家工作的出行率基本接近，但其他目的的出行率，滨海新

区核心区较中心城区高 0.49 次/日，主要是由于滨海新区核心区组团式布局，出行活动范围

小，以步行为主的购物娱乐等短距离弹性出行大幅增加。 

表 5  2011 年双城区分目的人均出行率表（单位：次/日） 

区域 基于家工作出行 其它出行 合计 

中心城区 0.84 1.59 2.43 

滨海新区核心区 0.88 2.04 2.92 

3.2 出行分布 

3.2.1  城市范围的扩大，中心城区与外围地区的交换量快速增长 

近年来，随着产业外迁及人口逐步外移，中心城区与环外地区的联系日益密切，出行交

换量快速增长。从 1993 年 22 万人次/日增加至 110 万人次/日，占总出行量的比例从 3%增

长至 9%，并表现出进一步快速增长的态势。 

表 6  中心城区历年出行量构成表 

 
中心城区内部出行 进出中心城区出行 

出行量（万人次） 占比 出行量（万人次） 占比 

1993 年 713 97% 22 3% 

2011 年 1128 91% 110 9% 

注：1981 年的中心城区的范围较 1993 年中心城区范围小，没有可比性，所以从 1993 年开始比较。 

3.2.2  产业迁移方向决定交通主流向 

30 年来，中心城区二产不断向环外及滨海新区迁移，三产不断向核心区集中，然而人

口迁移的步伐受制于公共设施、配套服务、社会关系等原因远滞后于产业的迁移，由此涌现

大量通勤交通，形成产业迁移方向决定交通主要流向。 

中心城区产业不同方向的迁移，形成了与其他大城市以向心交通为主不同，出行离心与

向心交通并存的格局。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和环外四区的交换量主要为离心交通，110 万出

行总量中，产生端在中心城区的占 72%，产生端在中心城区以外地区的占 28%。中心城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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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流向主要为向心交通，早高峰时段从内环外进入内环内约 24 万人次，从内环内至内环

外约 10 万人次，方向比 2：1；早高峰时段进入中环 55 万人次，出中环 27 万人次，方向比

2：1。 

滨海新区核心区为产业迁入的目的地，出行主要为向心交通。每日进出滨海新区核心区

的出行量高达 25.6 万人次，产生端在滨海新区核心区的占 40%，产生端在滨海新区核心区

以外地区的占 60%。从主要出行地区看，双城间的联系占 20.5 万人次，为滨海新区核心区

主要对外联系地区，与周边邻近区域的交通量仅 5.1 万人次/日，说明滨海新区核心区对周

边地区的吸引力亟待加强。 

 

图 3  交通主流向示意图 

3.2.3  通勤出行比例随出行距离的增大而增加 

调查表明，小于 50 公里的出行占总通勤出行的 99%，符合一般通勤出行不超过 50 公里

的规律。同时，不同地区的平均出行距离与通勤出行目的的比例呈明显的线性关系（见图 3，

R2=0.95）。随着出行距离的增大，通勤出行比例相应增加，而弹性出行比例由于出行时耗的

变长逐步减少。 

表 7  主要地区间出行距离与出行目的表 

 平均出行距离（公里） 通勤出行目的比例 其他出行目的比例 

双城间 47 83% 17% 

滨海新区核心区对外 31 68% 32% 

中心城区对外 21 63% 37% 

中心城区内部 4.8 35% 65% 

滨海新区核心区内部 3.6 3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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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通勤出行比例与出行距离的关系图 

同时，通勤出行比例越高，高峰小时越集中，致使进出城区的通道通勤压力凸显。双城

间出行高峰小时系数最高，约 25%左右，而双城区对外出行接近 20%，双城内部出行在 12-14%

左右。 

 
图 5  分区域高峰小时系数分布图 

3.3 出行结构 

3.3.1  中心城区非机动化出行比例不断下降，以私人小汽车为主导的交通方式快速增长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出行距离的增加，以步行和非机动车为主的慢行交通出行比例不

断下降，从 1981 年 87.2%下降至目前的 70.6%，与此同时，机动车出行比例快速增长，且小

汽车增速迅猛，小汽车出行人次已高于公交及轨道出行人次，两者比例从 1981 年的 20:80

变为 54：46，城市交通拥堵愈发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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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心城区历年交通方式结构表 

指标 
中心城区 

1981 年 1993 年 2000 年 2011 年 

步行 42.60% 28.00% 34.70% 34.90% 

非机动车 44.60% 62.50% 53.40% 35.70% 

公共交通 10.30% 7.10% 8.70% 16.00% 

小汽车及其他 2.50% 2.40% 3.20% 13.40%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3.3.2  滨海新区核心区非机动化仍占主导，但自行车出行比例偏低 

滨海新区核心区由于城区活动范围小，出行距离短，造成步行比例极高，达 50%，占交

通主导地位，远高于中心城区以往的水平。但与中心城区不同的是，中心城区高步行比例往

往伴随着高非机动车比例。时至今日，滨海新区核心区收入水平的提高，加上组团间出行绕

行较远，出行不便，非机动车出行模式已难以重复中心城区的发展模式，非机动车出行比例

仅 14.6%，比中心城区约少 20 个百分点。公共交通及小汽车的出行比例均为 17.6%，略高于

中心城区水平。 

表 9  2011 年滨海新区核心区交通方式结构表 

区域 步行 自行车 小汽车 公共交通 

滨海新区核心区内部 50.20% 14.60% 17.60% 17.60% 

3.3.3  双城区对外出行以通勤班车为主，有效支撑了双城拓展 

目前双城对外出行以通勤为主，出行方向由居住相对密集的中心城区向外围相对分散的

产业组团出行，公共交通难以提供有效服务，通勤班车以点对点的运输模式弥补了这一不足，

在长距离对外出行中占据主导地位。通勤班车占双城间出行的 53%，占中心城区对外出行的

29%，占滨海新区核心区对外出行的 45%，有效弥补了外围地区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不足，

有力支撑了双城空间拓展。 

表 10  交通方式结构表 

区域 步行 自行车 小汽车 公交及轨道 通勤班车 合计 

中心城区进出 5% 13% 35% 19% 29% 100% 

滨海新区核心区进出 14% 7% 31% 3% 45% 100% 

双城之间 0% 1% 23% 23% 53% 100% 

4. 双城发展对策 

4.1 用地布局 

从“一根扁担挑两头”到“一主一副”最后到“双城”，天津城市空间布局每一次精彩

穿越，都为城市的发展塑造了一个巨大的弹性空间。同时双城战略也为天津找到缓解城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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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拥堵的一剂良方，避免现有中心城区发展过于集中，从而缓解单中心城市交通拥堵这一世

界性难题。 

但城市发展历程表明，实现“双城”结构尚待时日。为加快推进天津双城战略，依据调

查总结的交通与土地利用发展规律，得出如下几点启示。 

一、提升滨海新区核心区城市职能，促进双城结构加快转型。 

调查表明，滨海新区核心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较弱，日均仅 5 万人次，中心城区与环外

四区联系日均高达 90 万。中心城区主要通过产业转移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并强化与周边地区

的联系，而滨海新区核心区本身产业仍在集聚过程中，显然无法效仿中心城区的模式，其强

区之路的关键在于提升城市职能。通过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提升公共设施水平，完善配套

生活保障体系，逐步强化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增强对居住人口的吸引力，加快滨海新区核心

区从辅城向主城转变。 

二、注重促进职住平衡，避免大规模潮汐交通。 

目前中心城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比已经达到 25:75，第二产业进一步向外

转移的空间已经不大，但第三产业仍将加快向核心区集中，并进一步加快人口外移的步伐。

根据产业迁移方向决定交通主要流向的调查结论，中心城区的向心交通将进一步增强，现有

离心交通的趋势会逐步转变，甚至有可能转变现有职住内低外高的模式，转变为内高外低的

模式，从而出现城市进出交通以向心交通为主的局面。因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要时刻关注

职住平衡情况，避免职住发展失衡，导致早晚高峰涌现大规模的潮汐交通。 

三、大力提倡土地混合利用，缩短平均出行距离。 

四次调查结果表明，中心城区的平均出行距离变化平缓，从 1993 年的 4.2 公里增加到

2011 年的 4.8 公里，仅增加 0.6 公里，避免了机动化出行总量及周转量大幅度攀升，从而加

剧交通拥堵。出行距离的平稳过渡，其主要原因还是得益于天津高度混合利用的土地布局。

分析表明，不同区域的平均出行距离与土地混合利用相关性极高（详见图 2,R2=0.95）。 

表 11  中心城区历次调查出行距离表 

区域 每人每次出行距离 

1993 年 4.2 

2000 年 4.4 

2010 年 4.8 

注：出行距离单位为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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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天津土地利用混合程度与出行距离关系图 

但调查同时表明，中心城区外围组团的快速发展，出行距离面临迅速增大的压力。外围

地区由于土地混合利用程度不足，出行距离大幅增加。靠近外环线的外围组团居民往中心城

区上班的通勤距离高达 9.9 公里，较中心城区居民 8.3 公里的通勤距离高 1.6 公里；购物等

非通勤出行距离高达 5.3 公里，较中心城区 3.1 公里高 2.2 公里。因此应大力提高外围区土

地混合利用程度，缩短出行距离。 

4.2 双城交通模式 

四次居民出行调查数据表明，天津城市交通模式仍然保持一种低碳的交通发展模式,中

心城区步行、自行车、公交及轨道的出行比例维持在 86%-97%（见表 8）。 

然而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出行距离的增加，以及国家小汽车产业政策的支持，城市交

通正加速从非机动化向机动化转变。以中心城区小汽车、公交、自行车三种交通方式的相互

转化关系为例，30 年来，自行车下降了 19 个百分点，公交下降了 1 个百分点（从 90 年代

开始算，公交增加 11 个百分点），小汽车增加 20 个百分点。简单而言，自行车：公交从 1980

年代的 80:20，到 2011 年，自行车：公交：小汽车变成了 60:20:20 的发展模式，非机动化

出行更多的转化为以小汽车为主的机动化出行。 

表 12  历年交通方式转化关系表 

 
自行车 公交车 小汽车 合计 

80 年代 78% 18% 4% 100% 

90 年代 88% 6% 6% 100% 

2000 年代 82% 10% 8% 100% 

2011 年 59% 17% 24% 100% 

个体机动化的迅猛发展，对天津城市低碳交通发展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尽管如此，天津

慢行交通出行比例仍然是国内同等规模城市中最高的，城市交通仍然处在转型期。天津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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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着力调整城市交通发展模式，促进城市交通低碳转型。具体建议

如下： 

一、引导双城间长距离的班车出行适时转化为轨道及公交出行。 

双城空间战略下，预计双城间以通勤为目的的出行比例将逐渐下降，以商务及其他出行

为目的的出行比例将逐渐增加。以通勤为目的的班车将难以满足双城间弹性出行需求，因此

双城间应着力构建以轨道交通及公交快线为骨架的出行网络，促进支撑双城结构发展，引导

班车向公共交通转型，力争双城间保持公共交通等低碳交通与小汽车比维持在现状7:3左右。 

二、大力培育公交走廊，促进进出双城的中长距离交通采用集约化低碳交通出行模式。 

远期随着人口往双城以外地区的迁移，将出现大量从外围进入市中心区的交通。由于环

外地区人口较为分散，班车将难以有效满足该部分向心交通出行，且大部分对外通道早晚高

峰已接近饱和，因此应及早培育公交走廊，提高主要对外通道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减少小

汽车出行，力争进出双城的公共交通等低碳交通与小汽车比维持在现状 6:4 左右。 

三、促进双城区内非机动化合理转化，并大力保障慢行交通出行环境 

中心城区自行车出行分担率较 2000 年约下降 18 个百分点，是非机动车出行比例下降最

快的十年，出行作用明显下降。从出行距离看，平均出行距离由 2000 年 3.6 公里下降至 3.0

公里；从出行目的看，上下班交通自行车出行分担率由 2000 年 75%下降至 27%。目前非机

动车出行中，小于 3 公里的短距离出行占 61%，3-6 公里出行占 25%，6 公里以上出行约占

14%。大于 3 公里的中长距离出行仍占有相当大比重，意味着非机动车还有进一步下降的空

间。为避免过去 30 年小汽车发展过快的教训，中心城区应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公共

交通，促进非机动化向公共交通转移。同时大力改善慢行交通出行环境，出台鼓励自行车和

步行绿色出行方式的措施，扭转非机动车出行分担率快速下滑的局面。 

表 13  非机动车出行距离一览表 

出行距离(公里)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0-3 61 61 

3-6 25 85 

6-9 9 94 

9-12 3 97 

12-15 1 99 

15-18 1 99 

18-21 0 100 

21-24 0 100 

24-27 0 100 

>27 0 100 

随着滨海新区核心区城市范围的拓展，出行距离的增加，机动化发展速度将会进一步加

快，但滨海新区核心区的交通转化不会再重复中心城区从步行到非机动化再到机动化的过

程，而是直接从步行到机动化的过程，从而可能迅速对城市交通产生很大压力，因此有必要

改善非机动化出行环境，鼓励非机动化出行，争取提高非机动化在滨海新区核心区城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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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中的地位，减小小汽车对城市交通的冲击；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对小汽车的竞

争力。 

5. 结论 

四次综合交通调查表明，改革开放 30 年来，天津在双城布局的空间战略下有效拉开了

城市发展空间，实现了一次次精彩跨越。同时城市交通仍然保持了出行距离的平缓变化，低

碳主导的交通结构，实现了交通与土地利用的良性互动。 

但在城市化和机动化的双重推动下，城市与交通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双城结构尚待时

日，交通拥堵日益严重。为加快双城战略的实现，基于对城市与交通发展趋势的判断，从用

地布局与交通模式两个角度针对性提出了发展对策。用地布局方面，提出了提升滨海新区核

心区城市职能，注重职住平衡、提倡土地混合利用的发展策略。交通模式方面，针对双城间

交通、双城进出交通、双城内交通如何向公共交通转化提出了发展举措。希望以此为契机，

对下一步天津双城布局下的城市和交通的发展，继续做深一步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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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停车换乘选择行为研究 

徐苗 

【摘要】在对南京市小汽车出行者的出行选择行为进行 SP调查的基础上，应用 Logit模型

建模分析，结果显示出行者的社会经济特征、个人出行属性以及出行阻抗等都在不同程度上

影响出行者 P&R的选择行为。其中出行者性别、收入、出行目的以及中心区停车位供给和停

车收费对 P&R的选择最为显著。 

【关键词】P&R   SP调查  非集计模型 

1. 引言 

作为应对私人小汽车快速增长的一种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停车换乘(park &ride)在国外已

经开展了数十年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些较好的实施效果。近年来我国私家车增长迅猛，

由此带来交通拥挤加剧，部分大城市也逐渐展开对停车换乘设施的规划研究。 

国外在停车换乘的交通行为方面已进行了一些研究，英国的 Arne Risa Hole[1]对 St 

Andrews 大学自驾车的工作人员进行了 SC（Stated Choice，SP 意向调查的一个特例）调查，

调查主要包括两个属性变量，停车换乘门到门的出行时间和费用，作者根据调查结果建立了

4 个不同的二项 logit 模型。而荷兰的 Ilona Bos[2]由于要处理大量影响出行选择的影响因素，

Revealed Preference（RP）行为和 Stated Preference（SP）意向方法都不能满足要求，因此作

者采用 Hierarchic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HII）方法，在荷兰东部交通问题比较严重的

Nijmegen 市对出行者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建立了模型，结果显示出行者对 P&R 设施

的安全性较为关注。亚洲国家主要是日本学者在停车场选择方面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3]。 

国内在停车换乘选择行为的研究方面，香港的学者进行的较早[4]，结合中广九铁路的

建设进行了 P&R 设施规划研究。近些年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在总体规划中提出了 P&R 模

式[5]，并做了试点运行，此外北京工业大学的关宏志教授[6]在商业地区的停车行为调查进

行了相关的研究。 

本文针对南京市小汽车出行者的出行选择行为进行 SP(stated preference)调查，深入研究

社会经济特征、个人出行属性以及出行效用等对停车换乘选择行为的影响，以轨道交通为转

换方式，在随机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建立停车换乘选择行为非集计 Logit 模型。 

2. P&R 换乘选择行为研究 

2.1 Logit 模型的基本原理 

分析交通选择行为的工具较多。目前，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非集计模型。由于非集计模

型克服了集计模型产生的许多问题，其在各个领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非集计模型的

理论基础根源于 Lancaster[7]的消费者需求微观经济理论和 Thurstone[8]发展的随机效用理

论，主要包括决定论类型和概率论类型，决定论类型中有数量化理论 II 和判别分析等，其在

日本以外的地方应用很少；在概率论类型中，其代表性模型为 Logit 模型和 Probit 模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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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Logit 模型在理论上对个人的行为的研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且结构较为简单，操作方便，

适用性较强，因此本文采用 Logit 模型进行建模。 

非集计行为模型假设出行者是交通行为意志决定的最基本单位。选择模型的基础函数是

基于：某人在特定的选择状态下，选择其所认知到的选择方案中效用最大的方案的理论建立

的。并且认为：选择某方案的效用因该方案所具有的特性和某出行者的属性（如：年龄、性

别、职业等）而异。 

如果假设某出行者n 的选择方案的集合为 nA
，选择其中的方案 j 所获得的效用为 jnU

，

则该出行者n 从 nA
中选择方案 i 的条件为： 

, ,in jn nU U i j j A  
                                        （1-1） 

在随机效用理论中， inU
为概率变量，通常将它分为随机变化部分（概率项） in 和非

随机变化的部分（固定项） inV
两部分，并假设它们呈线性关系。其表达式如下： 

in in inU V  
                             （1-2） 

其中， inU
：第 n 个被访者选择第 i 种方式的效用； inV

：第n 个受访者选择第 i 种方式

效用函数中的固定项； in ：第 n 个受访者选择第 i 种方式效用函数中的随机项。其中 inV
表

达式如下： 

0

k

in k ink

k

V X



                             （1-3） 

inV
与其中包含的影响变量之间有多种关系。通常设它们之间呈线性关系，如式（1-3），

其中，k ：变量的个数， k ：第 k 个变量所对应的参数， inkX
：第n 个受访者选择第 i 种方

式的第 k 个影响变量（如出行费用、出行时间等）。 

这时，根据效用最大化理论，出行者n 选择方案 i 的概率 inP
为： 

Pr ( ; , )

Pr ( ; , )

in in jn n

in in jn jn n

P ob U U i j j A

ob V V i j j A 

   

     

                  （1-4） 

其中，

0 1, 1
n

in in

i A

P P


  
。 

若假设概率项 服从 Logistic 分布，则可以导出 Logistic 模型（通常来说，人们将“logistic

模型”、“logit 模型”的称谓相互通用，来指同一个模型[9] 。本研究中，我们统一称为 logit

模型，而假设概率项 服从正态分布，则可以导出 Probit 模型。如果样本量很大且分布两侧

有很多观测数据时，logit 模型比 probit 模型更准确，通常，logit 模型弹性大，适用性强，

容易解释。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效用函数的概率项 in 服从二重指数分布 (Gum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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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可以得到如下形式的多项 Logit 模型。 

exp 1

exp
1 exp ( )

n

i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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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k jnkj A

k

V
P

V
x x



 
 

   
 

 

               （1-5） 

在本文中，可选方式为自驾车和 P&R，即 1,2i  （1 代表选择自驾车，2 代表选择 P&R）。

二项（Binary）Logit 模型的形式如下式： 

2 1
1 ( )

1

1 n n
n V V

P
e






 

2 11n nP P 

                          （1-6） 

公式（1-7）显示了 Logit 回归的另一种表示形式，左侧为事件发生（选择方式 2）概率

和不发生（选择方式 1）概率的比率的对数，即对数比数比 log odds ratio，其概率的比率称

作 odds，为式（1-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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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变量系数可以用来描述单一变量对预测因变量的影响，当保持其他变量为常数时，当自

变量提高一个单位时，因变量
ke



提高，这里以exp( ) 表示，一个变量的作用如果是增加对

数发生比（log-odds ratio）的话，exp( ) 大于 1，也就是增加事件发生的概率，反之则减少

事件发生的概率。 

对以上模型进行求解步骤一般包含以下几步。 

①指标的筛选。通过行为调查（Revealed Preference，简称 RP 调查）和意向调查（Stated 

Preference，简称 SP 调查），应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通过频度统计、交叉分析等数据处理，

从众多的调查项目中筛选出与出行决策密切相关的影响因素作为效用函数的因子，构建线性

函数。通常，时间和成本是影响出行者选择交通方式的两个核心因素。 

②应用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MLE)）法或牛顿－拉普松法

(Newton-Raphson，简称 NR 法)，利用回归分析软件便可得出回归系数 1, , k K
。 

2.2 P&R 意向调查方案及结果分析 

要了解哪些因素影响了小汽车出行者对 P&R 方式选择的决策或者说 P&R 方式的效用变

化，这就需要制定内容详细的问讯调查表（具体的调查表格见图 1-1），再选择私人小汽车

停放率较高的停车场（如大型超市停车场、商业购物中心配建停车场等场所）进行车主的问

讯调查，调查表应从了解车主对小汽车的依赖性和 P&R 方式的效用出发，涵盖车主的社会

属性、出行特性、小汽车的使用特性、对小汽车的认可态度、对 P&R 出行的意向特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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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汽车方式或 P&R 方式的出行效用等方面。 

 

图 1-1  城市停车换乘行为（P&R）调查问卷 

论文对南京市小汽车出行者的 P&R 出行选择行为进行了意向调查，并考虑到南京市目

前尚未建成真正意义上的 P&R 系统，被调查者的回答很可能是在非现实、非体验的条件下

做出的，因此对调查项目作了必要的简化和转换处理。比如根据被调查者现实的出行环境对

选择肢作了必要的假设和限定；利用阻碍被调查者直接开车进城的数据来分析 P&R 的影响

因素等，共获得有效样本 144 个，调查结果显示，48.6%的人表示会选择 P&R，其中 46％的

人曾有过停车换乘的经历。51.4%的人表示将直接开车进城，而不会选择 P&R。下面就 P&R

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详细分析。 

1、小汽车出行者的主要社会经济特征 

被调查者中 71.4%为男性，28.6%为女性，平均年龄 34.5 岁，平均驾龄为 2.6 年，平均

家庭月收入为 4500元。职业以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职员以及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比例达 63.9%。

因此，从被调查者的收入、年龄、学历和职业可以推断，南京市目前的有车家庭以中等收入

家庭为主为主。 

2、小汽车出行者属性对 P&R 选择行为的影响分析 

小汽车出行者的个体属性对选择行为产生影响，其中性别、年龄、收入对选择结果影响

较大，职业对选择结果不敏感。小汽车出行者的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停车费用对选择行为

有影响。其中：男性比女性更愿意选择直接开车进城。18-29 岁年龄段的人倾向于选择 P&R

方式，40-49 岁年龄段的人比较倾向于直接开车进城，其余年龄段的选择倾向较为均匀。驾

龄 2 年以内和月收入小于 3000 元的人选择换乘的比例要高于其他层的选择比例。相对于上

班、办事等非弹性出行目的的出行者，以购物、文化娱乐为出行目的的弹性出行者由于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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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自由而且宽裕，因此更偏好于选择换乘。具体分析如图 1-2—1-4。 

 

（性别） 

 

（年龄） 

图 1-2  性别与年龄对 P&R 选择行为的影响 

 

（驾龄） 

 

（收入） 

 图 1-3  驾龄与收入对 P&R 选择行为的影响 

 

（出行目的） 

 

（出行时间） 

 图 1-4  出行目的与出行时间对 P&R 选择行为的影响 

3、P&R 出行效用分析 

出行阻抗是一种主观感受，是出行者直接驾车出行时对出行环境的评价。对于直接驾车

出行来说是一个负项度量指标，而这一指标又直接反应出停车换乘的正项效用。调查小汽车

的出行阻抗主要目的是想通过了解影响被调查者直接开车进城的因素来侧面分析停车换乘

的实现条件和选择可能性。本文列出了包括道路拥挤、目的地停车以及开车成本等 7 项与出

行者驾车关系密切的选择项，要求被调查者对各项影响其开车进城的程度作出评价。从调查

结果来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道路拥挤状况、目的地停车位供给状况以及有无直达公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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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其次是目的地停车费。具体结果见表 1-1。 

表 1-1  小汽车出行影响因素排序表 

项目 影响程度 样本量 期望值 按权重值排序 

大 中 小 

停车收费水平 56 72 16 144 328 4 

停车位供应情况 108 32 4 144 392 2 

道路拥挤状况 108 36 0 144 396 1 

公交站等待时间 56 64 24 144 320 5 

燃油费 36 88 20 144 304 7 

对线路不熟悉 52 72 20 144 320 6 

有无直达公共交通 68 60 16 144 340 3 

（注：期望值＝样本量*权重（排序 1 取值为 3，排序 2 取值为 2，排序 3 取值为 1）） 

通过对影响小汽车出行者 P&R 选择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可见，个体特征、出行特征、

出行阻抗等都是影响 P&R 选择行为的重要变量，由此可以选择影响程度较显著的因素作为

小汽车方式或 P&R 方式效用函数中的特性变量 inkX
。 

2.3 P&R 行为选择模型的建立与参数标定 

通过前面的分析比较，选择包含个体属性和出行影响因素在内的 10 个指标作为自变量，

以是否会从小汽车方式转换为 P&R 方式作为选择结果建立二项 Logit 模型，其中 1 代表小汽

车出行者的出行方式发生转移，即选择 P&R 方式出行，0 代表出行方式没有转移，即仍然使

用小汽车方式出行。 

1、P&R 方式转换率模型表示如下： 

1

1 2 1 2
1 1 2 ( )

1
( )

1

n

n n n n

V

n n n V V V V

e
P P V V

e e e
 

   
                 （1-9） 

式中： 1nP
为小汽车方式向 P&R 方式转换概率； 1nV

表示出行者n 选择 P&R 方式的效用

固定项，
1 1

1

k

n k i k

k

V X



； 2nV

表示出行者 n 选择小汽车方式的效用固定项，

2 2

1

k

n k i k

k

V X



，其中特别变量 X 除出行者个人属性特征外，主要包含描述出行阻抗的项

目。 

在 P&R 方式转换率模型（1-9）中，设小汽车出行者选择改变出行方式时其效用函数 1nV

为 1，选择不改变出行方式的效用函数 2nV
为 0，与出行者改变出行方式（选择 P&R 方式）

相关的因素在前面的分析中已经列出（共 10 个），则效用函数 1nV
以这 10 个因素为自变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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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性方程为：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性别 年龄 收入 驾龄+ 出行目的

出行时间 道路拥挤 停车供给 停车收费 有无直达公交

n
V      

    

         

         

                                     （1-10） 

2、特性变量的量化处理以及参数 的标定 

在前面对各个特性变量的影响分析的基础上，对模型中运用到的特性变量进行量化处

理。例如，从图 1-3 中可以看出驾龄在两年以上者和两年以下者选择换乘的频率出现明显的

分歧，同样收入在 3000 元以上者与 3000 元以下者选择换乘的频率也出现明显的分歧，于

是将这两个变量离散化为 0 和 1 型二分类变量。0 代表以下者，1 代表以上者。具体分析变

量以及变量编码见表 1-2。 

表 1-2  变量及变量编码 

变量意义 

个体属性 出行特性 
出行阻抗特性 

对开车出行的影响程度 

性

别 
年龄 月收入（元） 驾龄 

出 行

目的 

出 行

时间 

道 路

拥挤 

停 车

供给 

停 车

收费 

有无直

达公交 

变量

编码 

0 女 其他 3000 元以下 

两 

年 

以 

下 

非 弹

性 

1 小时

以内 
小 小 小 小 

1 男 
18-39

岁 
3000 元以上 

两 年

以上 
弹性 

1 小时

以上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 

般 

2 注：0 组为参照组：方式转换为 1，不转换为 0。 大 大 大 大 

其中出行阻抗特性指标均为三分类变量(nominal variable)，其余为二分类变量。应用统

计分析软件标定模型的参数。研究方法是：在构建包含一般个人属性特征因素的 logit 模型

的基础上，将其他各组因素逐一加入原有的 logit 模型，来测试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权重，

并与原有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选择影响程度较大的因素重新建

立 logit 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到我国小汽车出行者换乘选择行为的特征及规律。具体结果

如表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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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二项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参数 估

计值 

显著性

检验 

参数 估

计值 

显著性

检验 

参数 估

计值 

显著性

检验 

参数

估计值 

显 著

性 检

验 

1.个体属性         

性别 -0.245 0.525 -0.838 0.108 -0.492 0.020 -0.468 0.022 

年龄 -0.198 0.067 -0.092 0.916 -0.356 0.328   

驾龄 -0.138 0.512 -0.473 0.064 -0.138 0.530   

收入 -0.241 0.028 0.266 0.078 -0.159 0.025 -0.240 0.008 

2.出行特性         

出行目的   0.793 0.165 -0.819 0.001 -0.790 0.001 

出行时间   0.580 0.000 0.620 0.009 0.517 0.008 

3.出行阻抗         

道路拥挤      0.512   

道路拥挤（1）     0.065 0.941   

道路拥挤（2）     0.550 0.256   

停车供给      0.066  0.001 

停车供给（1）     1.440 0.021 -1.386 0.002 

停车供给（2）     0.806 0.822 0.337 0.100 

停车收费      0.004  0.006 

停车收费（1）     0.657 0.855 -0.047 0.878 

停车收费（2）     0.602 0.003 0.567 0.003 

直达公交      0.676   

直达公交（1）     -0.274 0.404   

直达公交（2）     0.106 0.589   

Constant 0.624 0.432 4.304 0.001 1.122 0.032 1.168 0.013 

H.R(命中率) 53.1%  60.7%  65.5%  86.2%  

2Loglikelihood 199.451  186.005  187.352  134.696  

Nagelkerke R 0.013  0.126  0.132  0.489  

表 1-3 为二项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表中给出了不同模型下的自变量参数估计和相应的

显著性检验值。采用统计量 Wald，检验模型中各解释变量是否与选择换乘的概率有显著的

线性关系，对选择结果是否有重要贡献，显著性水平取 a＝0.10。命中率 H.R. (hit ratio) 表示

观测的实际选择行为的结果与用模型预测的结果是否一致，用来检验模型的精度。

-2Loglikelihood 和 Nagelkerke R 相似于一般线性回归分析中的 R2。-2Loglikelihood 越小，

Nagelkerke R 越接近于 1，则说明方程的拟合优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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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模型 1 中，只考察个人基本特征变量。在这四个变量中，参数 的符号均为负。结

合表 2-5 中的变量编号可以看出男性较女性换乘的可能性小。同理 40-60 岁、2 年以上驾龄

和收入 3000 以上的人群较同组中其他人群而言换乘的意愿较低，这与前面数据分析相同。

从显著水平来看， 年龄和收入在 0.10 置信水平上对是否换乘影响显著。 

模型 2 中引入了出行者出行特性中的出行目的和出行时间。从显著性来看，出行时间的

影响更为显著。从参数值来看，弹性出行较非弹性出行的人选择换乘的可能性高，从前面的

调查分析可知，弹性出行主要是以购物、文化娱乐和旅游为目的的。这类出行由于出行时间

机动、富裕，因此更愿意从节约成本上考虑选择停车收费廉价的中心区外围停车场。另外出

行时间超过 1 小时的人群换乘的意愿较 1 小时内的人群较高，这可能是因为出行时间过长的

人们愿意通过换乘地铁等速度较快的公共交通工具来达到减少出行时间的目的。 

模型 3 是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引入了出行阻抗等相关变量。出行阻抗变量是出行者对驾车

出行环境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调查的结果显示 78.3%的人认为停车位的供给情况对是否停车

换乘有着严重影响，74.3%的人认为道路拥挤状况严重影响是否换乘， 51.4%的人认为是市

中心的停车收费水平，47.1%的人认为是是否有直达的公交车。模型 3 的结果基本反映了这

一点。停车供给（1）（影响程度一般）系数为 1.440，停车供给（2）（影响程度大）系数为

0.806，其值与其他值比较均较大，即认为停车位供给对是否停车换乘的影响程度大时的效

用大。停车收费（2）的系数 0.602 小于相应停车收费（1）的系数 0.657，这说明停车收费

“影响一般”的效用大于“影响大”的效用，这似乎与常理不符，而实际上这一点也正好反

映了当前的停车收费的不合理，尚未真正取到杠杆调剂的作用。道路拥挤和和是否有公交直

达都对是否停车换乘产生了正效用，但从参数检验来看，影响效果并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

驾龄这一变量与模型 2 相比，显著性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因可能是驾龄与停车收费、停车

位缺乏等小汽车出行的阻抗来说影响要小得多，从而弱化了其对选择行为的影响。 

模型 4 是在前三个模型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显著性较好的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

结果。从各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和模型的拟和优度检验来看，与前三个模型相比，拟和度和精

度都是最高的。从模型 4 中可以看出性别和收入对停车换乘行为的影响较年龄和驾龄显著，

并且收入比性别的影响程度高。这与现阶段出行者对待小汽车的心理因素以及缺乏相应的对

小汽车使用的限制措施有关。从出行阻抗的分析来看，停车收费和停车位供给比道路拥挤和

有无直达公交影响显著。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到小汽车方式向 P&R 转移的效用函数方程为： 

1 2 4 6 7 9 101.168 0.468 0.240 0.790 0.517 1.386 0.567nV x x x x x x      
（1-11） 

式中： 2x
取 0 代表女性，取 1 代表男性； 4x

取 0 代表 3000 元以下，取 1 代表 3000 以

上； 6x
取 0 代表非弹性出行，取 1 代表弹性出行； 7x

取 0 代表出行时间在 1 小时内，取 1

代表出行时间在 1 小时以上； 9x
取 0 代表停车供给的影响水平小，取 1 代表停车供给影响

水平一般，取 2 代表停车供给影响水平较大； 10x
取 0 代表停车收费的影响水平小，取 1 代

表停车收费影响水平一般，取 2 代表停车收费影响水平较大。 

于是，在已知出行者n 上述六个特性变量后，即可代入 1-11 求得得到小汽车出行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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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方式转移概率。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意向调查的数据进行处理，从众多的调查项目中筛选出与出行决策密切相关

的影响因素作为效用函数的因子，进而给出停车换乘选择行为模型中效用函数以及参数标定

过程。在构建了包含一般个人属性特征因素的 logit 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将其他各组因素逐

一加入原有的 logit 模型，来测试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和权重，并与原有模型的回归分析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和收入对停车换乘行为的影响较年龄和驾龄显著，并且

收入比性别的影响程度高。从出行阻抗的分析来看，停车收费和停车位供给比道路拥挤和有

无直达公交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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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城市街道空间功能的多维性分析 

姜军  曹国华 

【摘要】街道是城市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传统街道随着机动化的发展逐渐失落，现代城市

街道存在尺度迷失、功能倾斜、公共空间缩减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对街道空间的功能以及

“街”与“道”的区别进行了分析，对造成现代城市街道问题的原因进行了规划设计层面的

反思，在此基础上确定了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实现“街”与“道”和谐共存的总体思路，构

建了现代城市街道空间功能的多维矩阵，分析了交通性街道和生活性街道的主要特征和建设

要求，并阐述了街道空间内部功能的划分措施。本文对各种功能和谐共存的现代化街道的规

划、设计和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街道  道路  功能  多维性 

1. 引言	

街道是伴随城市的形成而产生的，当人们营城建屋后，为了相互间的往来穿越，在建筑

与建筑之间留下了一些线性空间，这就是 早的街道。街道空间自产生以来一直以人的活动

为中心，但是汽车时代的到来，使这种空间格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传统城市街道空间日益

被汽车吞噬，街道空间的功能性出现了由“服务于人”向“服务于人和车”方向的转变，同时出

现了偏重服务于车的功能性倾斜。 

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此进行了反思，并制定了 新的城市街道设计导则，在其中体现了

以人为本、慢行友好的思想。例如美国 2006 年出版的《美国城市规划和设计标准》[1]、美

国交通部 2010 年发布的《关于面向自行车和行人的政策纲领》[2]、荷兰 2006 年颁布的《自

行车交通设计导则》[3]、英国 2007 年颁布的《街道导则》[4]、印度 2011 年发布的《街道让

城市更美好：印度城市街道设计导则》[5]等。我国城市的街道设计和建设在很长时间以来一

直围绕小汽车展开[6]，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也开始重新关注“人”的需求，例

如上海、北京、深圳、杭州、济南、昆明、重庆、昆山、常熟等一批城市编制了针对本市或

片区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设计导则或道路设计指引[7‐10]。 

2. “街”与“道”	

2.1 街道的定义 

《辞海》中对街道的解释为：“两侧有房屋的、比较宽阔的道路，通常指开设商店的区

段。”《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街道的解释为：“街道是指旁边有房屋的比较宽阔的道路。” 

街道空间是由其两侧的建筑所界定，街道空间中 重要的特征就是要有人的行为的参

与，即“场所”特征[11]。 

2.2 街道空间的功能 

总体而言，街道空间的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交通功能、社会生活功能和构造城市景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89



 

 

观功能。 

（1）交通功能 

街道 初是作为不同目的地的联系通道或土地分隔利用而出现的，因此交通功能是街道

承载的首要功能。 

（2）社会生活功能 

街道是居民活动 频繁的场所，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生活功能，是组成人们上班、上学、

购物、娱乐、散步、休憩、集会等日常生活的重要城市公共空间。 

（3）城市景观构造功能 

街道是城市景观中的主导元素，承担着构造城市景观的重要功能，特别是城市的主要街

道组织了城市景观的骨架。 

2.3 “街”与“道”的区别 

“街”作为交通的通道，属于“道”；而“街”除了交通的功能还担负着诸多的社会生活功能，

是一个多功能集合的带形城市生活空间。从构字的角度来看，“街”以人行为主，更多体现的

是人们的生活性；而“道”则强调了它的通行能力，承载交通量才是它的本质[11]。“街”与“道”

的区别如表 1 所示。 

表 1  “街”与“道”的区别[12] 

  速度  主体  空间形态  友善程度  构成  特性 

街  慢  人  开放、围合、积极  友好  复杂 
社会生活功能为主要功能、交通功

能为基本功能 

道  快  车  封闭、疏远、消极  冷漠  车行道 交通功能为主要功能 

3. “街”的失落与“道”的崛起	

3.1 传统“街”的失落 

千百年来，城市街道都是我国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主要场所，在居民的观念中，街道或

街坊都是属于自己的空间，所以人们常以“街坊邻居”相称。“清明上河图”即是古代城市居民

街道生活 生动的描画[13]，马车通行、沿街叫卖、街头卖艺、品茶纳凉等等社会活动无不

展现出热闹非凡的街道生活景象。 

 

图 1  《清明上河图》展现的古代城市居民街道生活场景 

传统的街道空间是与慢速交通相适应的，其尺度是小尺度的、人性化的，这种尺度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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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很好的活动空间，人在街道中具有较大的白由，所以对人有很强的亲和力。传统的街

道可以时宽时窄、或直或弯，也可以顺应地形变化，展示出很高的灵活性，从而能够构造出

变化万千的空间形态。 

3.2 现代“道”的崛起 

现代城市交通机动化的迅猛发展对城市街道系统带来激烈冲击，并将传统的城市街道空

间彻底重构，而这也带来一系列问题。 

3.2.1  尺度迷失	

现代交通的高速度导致了城市空间要素尺度感的变化，速度的增加要求城市空间元素的

尺度相应增大，从而促使现代城市街道不断拓宽，形成了一大批以车行为尺度的大马路，其

尺度是大尺度的、非人性化的。这些大尺度的街道构造了新的城市景观，成为城市的标志性

道路，但也使得城市街道变成“水泥峡谷”，连续不断的车流在行驶过程中形成了一道流动的

“实体墙”，而过于宽阔的道路也成为行人穿越街道的巨大障碍。大尺度的、非人性化的现代

街道使人产生了深深的距离感和隔膜感，人们的场所感随着交通运行速度的剧增和尺度的迷

失而逐渐丧失，从而 终造成街道活力的丧失。 

 
图 2  大尺度街道（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3.2.2  功能倾斜	

“交通一直是街道 主要的用途之一……它的这一用途日益受到超乎寻常的关注，尤其是

在 20 世纪后半叶，而其他用途则日渐式微[14]。”现代大部分城市街道过度重视“道”的流通功

能，在实际建设中有意无意中使大多数街道“干道化”，成为几乎单纯为机动车服务的交通性

通道；而忽略了“街”所应当承担的交往沟通的社会生活功能，使得人在街道中的主体地位逐

渐下降，甚至消失。 

3.2.3  公共空间缩减	

在对原有道路不断拓宽形成现代化的大街道（或者称为大马路）之后，街道中城市居民

的公共空间不是增加了，而是逐渐缩减，甚至消失。街道空间中机动车道所占的比重越来越

大，而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慢行交通空间被逐步挤压，街头绿地被肆意侵占，沿街空间被

乱停乱放的车辆充斥，整个街道断面中实际的人行和驻留空间尺度与车行空间尺度极不平

衡。另外，现在一些城市建设部门往往用道路建设的概念来简单代替街道建设的概念，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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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关注点放在了车行道的建设上，而忽视了街道空间中其它设施的建设，例如绿化、城市

家具等。以上的种种原因都造成现代城市街道人性化公共空间的缺失，导致人们对街道空间

场所感的消失和街道生活的退隐。 

3.3 规划设计的反思 

现代城市街道尺度迷失、功能倾斜、公共空间缩减等众多问题的产生与我国现行的城市

街道规划设计方法密切相关。目前在我国通常规划设计人员和管理部门并没有细分城市街道

和道路，相关规范例如《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也没有对城市街道和

道路进行严格的定义区分，只是将城市道路按等级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类。 

这种分类方法将道路按交通功能和通行能力严格区分等级，这种看似科学严谨的道路结

构仅仅把城市街道看做“交通通道”，使城市街道的功能天平不断向“道”—即交通功能倾斜，

着重研究怎样让车行更快捷、高效；而“街”所承载的丰富的社会生活功能则被设计者们所忽

视，导致人在街道中活动的意愿下降，人在街道中发生活动的几率减少，街道空间的活力也

随之下降。 

4. “街”与“道”的思辨	

“人”与“车”是城市共存的两大要素，也是现代城市街道的两大主体元素，是思考城市街

道空间必须包含的两个维度。从人的视角来看，人需要有活力、舒适的街道，而从车的视角

来看，车需要有效率、便捷的街道，从人与车的视角来看，人与车需要和谐、共存的街道。

一方面，人们需要汽车带来的速度和效率，人们需要“大”的效率与刺激，即在城市空间中要

考虑车的尺度、动态的尺度、公共尺度、城市尺度；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愿丢失街道空间中

人性化的宁静、文化的品质，人们需要“小”的关怀，即在城市空间中要考虑人的尺度、静态

的尺度。 

对照现状城市发展情况，不可否认，现代交通中我们应该考虑城市交通的快速、高效，

以及由此带来的街道空间的变革，我们既要反对把机动交通作为街道建设的主要目标，又要

反对盲目地排斥机动交通，因为机动化交通的普及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所以，一方面

我们需要在街道空间中建立便捷顺畅的城市交通体系，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在街道空间创造

舒适、人性化的社会生活环境，因为“多样性是城市的天性”[15]，丰富的、多样性的街道才可

能是充满活力的街道。把交通建设和街道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重新确立人在街道中主体地位，

满足现代人不同心理需求，寻求慢行交通、机动车交通、公共空间等街道空间中各方面的契

合。 

5. “街”与“道”的和谐共存	

5.1 总体思路 

5.1.1  宏观层面	

从街道在城市中的定位进行全盘考虑，分析街道在城市中的位置、历史、文化、风貌、

主要功能、等级、特色定位等相关因素，对街道在整体和宏观上进行准确而实际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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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微观层面 

在街道空间内部营造具有秩序性的功能性空间，通过各种分隔元素对街道空间进行合

理、有序的划分，并对不同功能性空间进行精细化设计。 

5.2 现代城市街道空间功能的多维矩阵 

根据以上分析的现代城市街道空间的交通功能、社会生活功能和构造城市景观功能，得

到现代城市街道空间功能的多维矩阵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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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低

交
通
功

能

城市景观构造功能

社
会
生
活
功

能

低

高

 

图 3  现代城市街道空间功能的多维矩阵 

根据上文的分析，延续《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中将道路按照等

级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的分类方法；同时考虑其服务类型，将街道分为交通

性街道和生活性街道两类。通过以上对街道空间功能的多维性分析，将交通性街道和生活性

街道的主要特征和建设要求归纳为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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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交通性街道和生活性街道的主要特征及建设要求 

  交通性街道  生活性街道 

主要道路 

主要为城市快速路、交通性主干路，也

包括部分车行速度较快、车行量较大的

生活性主干路和次干路。 

主要为城市次干道和支路，也包括部分生活性

主干路。 

城市中的地位 

城市的骨架和动脉，城市中的重要轴线。 是城市中数量 多、与市民日常生活关系 密

切、也 具地方特色和代表性的街道，但是却

又 容易被建设者和管理者忽视。 

主要功能 

交通功能：以交通为主要职能，解决城

市中各个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以及对外

地区交通枢纽之间的联系，满足各功能

区之间日常人流和物流空间转移的要

求。机动车数量多、车行速度快、行人

和非机动车数量较少。 

城市景观构造功能：构造城市线性开敞

空间，组织城市景观骨架。 

交通功能：以交通为基本职能，解决城市各功

能区域内部的交通问题，满足各分区内部的生

产和生活活动的需要；车速较低，以客运和行

人为主，机动车、公交车、自行车和行人并存。

社会生活功能：是城市中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

发生场所，融合了人们日常生活和公共交往等

活动。 

尺度 
街道红线宽度大、交叉口间距大、以车

行尺度为标准。 

红线宽度相对较小，以人的尺度为衡量标准，

应重视人性尺度空间。 

两侧用地要求 

不宜设置吸引大量人流的公共建筑、大

型商业、文化、娱乐设施，避免人行对

车行道的干扰，保证交通性街道上的车

流顺畅通过。 

两侧的建筑功能相对丰富，一般布置较多的商

业建筑、公共建筑、公共设施等，人流量较大，

生活服务性强，街道中的各种活动丰富多彩。

总体要求 

交通功能和城市景观构造功能兼容、具

有车行的街道空间尺度、形成顺畅连续

的街道空间形态，具备良好的景观性。

交通功能与社会生活功能并重、具有人性化的

街道空间尺度、形成完整连续的街道空间形态，

具备良好的场所感和归属感。 

5.3 街道空间内部功能划分 

目前街道空间使用效率低下、人车矛盾突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街道空间的功能性失衡和

混杂，人缺乏舒适、安全的通行和驻留环境；车缺乏高效、快捷的行驶条件。城市街道空间

应由一系列功能明确的空间组合而成，有秩有序、各尽其能、互不干扰、相辅相成，并 终

形成街道空间的合理利用和整体使用效率的提升。 

常用的街道空间划分元素包括地面元素（铺装、高差等)、绿化元素、街道家具元素（公

共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等）三类。地面元素的划分空间功能是指通过不同形式、材质

的铺装，将空间划分为不同的部分，包括地面铺装、地面高差等。绿化元素的划分空间功能

主要是指利用中央分隔带分隔两个方向的车流，利用机非分隔带分隔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利

用绿化元素划分社会活动的公共空间。街道家具包括公共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等，街

道家具划分空间的功能主要是指利用家具元素的设置来合理组织人行和驻留空间，保持其有

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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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面元素 （b）绿化元素 （c）街道家具元素 

图 4  常用的街道空间划分元素 

通过对街道空间内部功能的划分，以满足人与车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追求人的安全舒

适和车的高效便捷，维护街道空间的功能平衡，实现“街”与“道”的和谐共存。 

6. 结语	

现代城市街道与传统街道无论在功能上还是空间形态上都存在巨大差别，本文对现代街

道存在的尺度的迷失、功能的倾斜、公共空间的缩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在规划设计

层面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的反思，并初步确定了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实现“街”与“道”和谐共

存的总体思路，构建了现代城市街道空间功能的多维矩阵，分析了交通性街道和生活性街道

的主要特征和建设要求以及街道空间内部的功能划分。本文只是对现代城市街道空间功能进

行了初步的、定性的分析，下一步还需要对街道空间内部功能平衡进行更加细致的量化分析，

并针对不同的街道分别制定差别化的街道设计指南，以指导各种功能和谐共存的现代化街道

的规划、设计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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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干路行人过街设施选型研究 

熊文  陈小鸿  胡显标  杨荣荣 

【摘要】在传统干路设计中，囿于人性化依据的缺乏及片面强调小汽车通行效率，部分过街

设施的形式不尽合理，给行人过街带来了不便及风险。回顾了国内外行人设施布局的相关研

究。将上海、北京、西安四条干路与巴黎、纽约、东京三条干路的行人过街设施进行了构成

对比，揭示了我国干路过街设施形式单一与路中安全岛的缺乏。基于意愿调查，确定了少年、

青年、老年 3组行人对于不同类型干路过街设施的形式偏好。以公众意愿为准绳，结合干路

过街行为、事故分析，提出了不同环境下干路过街设施选型要求，探讨了立体过街设施及路

中安全岛的设置要求。特别指出：“过街行人免遭伤害”应成为干路过街设施选型的重要依

据，为了保障过街安全，小汽车效率与行人自由程度均应为此让步。 

【关键词】过街设施  形式  意愿调查  行人事故黑点 

1. 引言	

确定行人过街设施形式是城市干路设计中的一项重要工作，选择“平面还是立体”、“修

天桥还是拆天桥”既影响机动车效率，又事关步行者安全，我国以往的选型依据较多关注了

道路通行能力
１
，旨于保障行人过街安全与舒适的人性化依据却相对缺乏、亟待深入研究。 

2. 行人过街设施形式研究概述	

2.1 行人过街设施偏好研究 

V.P.  Sisiopiku（2003）[1] 调查了密歇根州行人过街意愿及特征，发现无灯控的路段人行

横道 受市民欢迎（83%），其上的过街遵章率亦更高（71%）。 

根据中国香港（1999）[2]的住户统计调查，在全港十五岁及其以上人士中，59%以交通

灯控制人行横道为首选过街设施，22%以有自动电梯的天桥为首选，10%以斑马线为首选，

而 6%以有自动电梯的行人隧道为首选。 

李伟（2004）[3]在北京的市民调查表明，67%的步行者 喜欢有信号的人行横道（老年

人为 74%），30%的步行者喜欢人行天桥或地道（老年人为 22%）。同在北京，郭宏伟(2006) 

[185]的问卷结论与李伟不尽相同，行人更倾向于选择过街天桥（42%）和人行横道（36%），

地下通道受欢迎的程度 低（22%）。 

综上，对于不同步行者的过街设施偏好，国内外研究尚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但相对一致

的观点是：较之立体过街，灯控平面过街更受成年市民的青睐。 

2.2 立体过街设施利用率研究 

Moore（1965）[4]认为行人是否选择天桥过街取决于行走距离特别是便利程度，后者可

以用 R来表征，即天桥过街所需时间与平面过街所需时间的比率。当 R小于 1 时，95%的行

人乐于使用天桥，当 R大于 1.5 时（即利用天桥要多花费一半时间），几乎无人去使用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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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过街存在类似规律，但不如天桥明显。 

Hubrecht Ribbens(1994) [5]总结了南非城市干道立体过街的设置依据，认为行人可以忍受

的 大延误、信控交叉口的 大通行能力是其关键因素，只有当相位周期超过 110s（相应

行人延误 50s）才适于采取立体形式。 

据 Echeverri（2005）[6]在哥伦比亚卡里市的调查，高达 26%的市民不愿意使用天桥。使

用天桥多是为了安全，不使用多是因为怠惰、赶时间或距离太远。 

M. Shamsul Hoque(1997) [7]调查了达卡市两座人行地道的利用情况，一座位于路段,一座

位于交叉口。他发现前者的利用率远远高于后者且交通改善效果更加明显：前者建成后增加

了 7～20%的过街人流，480m 路段上车辆行驶时间平均减少了 10～40%。究其差别，前者所

处路段车速高、流量大、对非机动车关闭且全线设有钢制护栏；后者位于路口，机动车速度

较低且混有大量人力车，行人很容易找到或创造（如拦下车辆）过街空当，地道兼作商场亦

导致了拥挤。 

Mikko  Rasanen（2007）[8]对安卡拉 CBD 五座人行天桥利用率进行了观测，利用率 高

处有 63%， 低处则仅有 6%。基于街头问询，他认为步行者是否利用天桥更多地源于习惯

而非巧合，行人能否清晰地体会到时间与安全收益是影响天桥使用率的关键因素，当天桥附

近有信号灯过街时将显著减少天桥使用率。 

Ramón Muñoz‐Raskin（2007）[6]指出，尽管巴拿马斥巨资修建了大量人行天桥旨于改善

过街安全与交通环境，但效果很不乐观：三座被调查天桥的使用率平均仅有 80%左右，地面

冒险穿越行人的比例仍有 16%～30%，其中的重要原因是行人不得不花费更多时间利用天桥

过街：三座天桥的 R（同Moore 定义）高达 1.9、2.1、3.4。他将此类人行天桥（Foot Bridge）

揶揄作浪费之桥（Fool Bridge），认为建造天桥只是解决城市行人过街问题的 后手段（Last 

Resort），建议决策者能够去考虑其它更有效的交通组织方式如协调式信控系统（绿波）。 

而据庄佑英[9] 在北京市的调查,  前后无栏杆时，92%的行人不愿利用天桥或地道过街，

当过街路段设有完善护栏时，大多数行人才会去选择立体设施过街。 

        王天青（2006）[10]在上海市的观测也表明，当所处路段有较长护栏时，天桥的利

用率较高，当无护栏或护栏较短时，会有许多行人直接从机动车道上穿过。 

综上，立体过街设施规划不当、设计不周（如 R过大）或缺乏护栏隔离时，其利用率会

很低并导致风险，不同年龄行人利用立体设施过街的概率亦不相同（见 3.1）。 

2.3 干路过街设施安全性研究  

Ekman（1988）[4]在瑞典的研究表明，在其它环境条件较一致的前提下，过街行人在路

中无灯控人行横道上的风险是无任何标志标线过街的两倍以上。 

Zegeer（2002）[12] 对美国 30 座城市的 2000 处平面过街进行过类似的统计，研究证实:

若无信号灯、安全岛等配套改善，干道上孤立设置的横道线往往会更加危险。在大于

12000ADT的宽幅道路上，孤立横道线处的步行事故率甚至是不设横道线处的 4～5倍。 

Osborn(1997) [13]认为，有灯控过街是 安全的过街方式,但其前后 50m 内是(违章)步行者

受到伤害的 高风险地段，因此应设置护栏引导行人过街。 

Lalani（1976）[13]基于在伦敦的调查认为，安全岛可以降低机动车冲突，但如果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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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并非是为了庇护行人安全，反而很可能会增加行人事故。 

Zegeer（2001）[13]则认为画线（而非物理）安全岛并不能保障过街安全。   

有日本学者（1969）[11]对东京 31 座人行天桥建成前后各六个月内的过街安全环境进行

过比较，研究表明，天桥建成后，其 100m 路段内过街事故降低了 41.1%，200m 路段内过

街事故降低了 29.9%，白天过街事故的降低远高过夜晚。 

综上，较之干道上设置人行天桥甚至不设人行横道，孤立设置的人行横道有时更加危险。 

2.4 行人过街违章率研究 

Roberts(1997) [143]指出英国的步行者比其它欧洲国家（如德国、瑞典、荷兰）更容易违

章，因为英国法律里并没有强制要求行人遵守行人信号，违规但不违法的乱穿马路

（Jaywalking）习惯使得英国步行交通事故处于全欧洲较高水平。   

Sisiopiku 与 Akin（2003） [13]的研究则表明：尽管美国出台了禁止乱穿马路的法令

（Jaywalking Laws），美国的行人似乎总不愿等到绿灯亮时再穿越马路。 

据Middleton(1981) [14] 在昆士兰观测，澳大利亚某些路段的行人过街违章率高达 70%，

他将对此视而不见的交通工程师比作将头埋入沙漠的鸵鸟，认为如此普遍的违章现象足以说

明现行交通系统存在问题，如信号灯在车辆较少时亦强加给行人较长等待时间、诱增了违章。 

笔者于 2006年 7 月 7 日对上海市密云路～赤峰路西幅灯控人行横道的行人违章情况进

行了全天观测，结果如图 1。行人违章存在两个明显的低谷，分别出现于早、晚高峰，此时

段车辆较多，留给行人的可穿越空挡较少，交通管理也比较严格（交通协管员于此时段上岗）。

而在非高峰期，市民过街的违章比率高达 70～90%，清晨与半夜则接近 100％。不难看出，

车流量与协管员才是制约行人违章的根本因素，标志、标线、信号灯的警示作用均十分有限。 

 

图 1  上海市某灯控交叉口全天行人过街违章率分布 2 

综上，行人违章过街是一个普遍发生、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一客观事实亟需得到交通管

理者与交通工程师的充分重视，过街设施选型时应避免过于乐观地估计用路者的自律能力。 

3. 国内外过街设施形式构成比较	

为反映国内外城市间的规划差距，选取了巴黎、纽约、东京的 3 条典型干道，就其步行

过街设施的形式构成与西安、上海、北京的 4条干道进行了类比。7 条干道均位于城市核心

区，长度及车道数接近，概况如下： 

R1，戴高乐～大军队～香榭丽舍大街：研究路段西起巴黎塞纳河畔，穿过凯旋门，东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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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广场，长 5.1km，双向 8～10 车道，有 62 组人行过街设施。 

R2，西部公路：位于纽约曼哈顿岛西侧，研究路段沿哈得逊河北起 72 街，南至曼哈顿

岛南端，长约 6.6km，双向 8～10 车道，有 43 组人行过街设施。 

R3，京叶大道：横亘东京中心区，东西走向，中段跨隅田川，西段紧邻皇宫北侧而过，

研究路段长约 10.8km，双向 6 车道，有 92 组人行过街设施。 

R4，北大街～南大街～南关正街～长安路（如图 2‐B，简称作中纵，下同）：贯穿西安

中心区及南郊，研究路段北起环城北路，经钟楼、南门、体育场、小寨等人流密集区域及长

安大学等六所高校，南至绕城高速，长约 10km，双向 6～8车道，有 50组人行过街设施。 

R5，四平路～吴淞路～中山东一路～中山东二路（如图 2‐A，简称东纵，下同）：贯穿

上海浦西东部，研究路段北起五角场，经铁路新村、同济大学，外滩、十六铺等人流密集区

域，南至复兴东路，长约 10km，双向 6～8 车道，有 44 组人行过街设施。 

R6，丰和路～世纪大道：斜穿上海浦东 CBD 区，研究路段经过东方明珠、陆家嘴绿地、

金茂大厦、上海科技馆，东至世纪公园，设计形式与巴黎香榭里舍大街十分雷同，长约 4.4km，

双向 8～10车道，有 16组人行过街设施。 

R7，长安街：横亘北京旧城，研究路段西起复兴门桥，东至建国门桥，经过西单、天安

门广场、王府井、东单等人流密集区，长 6.8km，双向 10 车道，有 30 组人行过街设施。 

基于地图查询与 Google Earth 量测（2007 版），七条干路过街设施规划指标统计如下表。 

表 1  六座城市七条街道过街设施布局与形式比较 3 

城市  巴黎  纽约  东京  西安  浦西  浦东  北京 

道路  R1  R2  R3  R4  R5  R6  R7 

平均组距（m）  84  156  118  205  233  293  227 

形式

构成 

人行天桥比例  0%  2%  12%  6%  8%  0%  3% 

人行地道比例  18%  0%  14%  12%  8%  18%  97% 

平面过街比例  82%  98%  74%  82%  84%  82%  0% 

平面过街设路中安全岛比例  95%  98%  30%  2%  0%  4%  0% 

在国外三条干道上，过街设施形式多样、灵活：既有结合绿地的二次平面过街，又有结

合轨道、观光的地下过街或结合商业的空中步道，还有同一位置不同方式的组合（如天桥与

斑马线并设）。在国内干道上，干路过街设施形式相对单一，过街地道与轨道站点结合较差。

在香榭丽舍大街和西部公路上，较宽路段的人行横道几乎全部采用了二次过街形式，路中安

全岛使行人过街更加安全、高效。而在西安、北京、浦东，便是在 70m 宽的干路断面，人

行横道亦无安全岛，行人被困路中的问题时有发生（浦西结合干路改造已增设部分安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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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海和北京两条典型干路的过街设施布局与形式（2007 年） 

国内城市过街设施形式构成呈现出不同的规划风格：上海倾向于平面过街形式，图 2‐B

中的 C31 在历史上本是环形天桥、后被拆除，近年来伴随地下快速路建设，图 2‐B中的外滩

过街地道 C5～C8 亦被斑马线替代；西安通常在重要节点兴建过街天桥：图 2‐A 中的天桥均

布置于高等院校或大型商场前；北京更偏爱立体过街 4，十里长安街上只能通过地道过街。   

综上分析，我国干路过街设施的多样性、安全性同国外发达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合理

布局 5与选型应当成为城市干路过街设施规划的重要方面。为了提供更加人性化的过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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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者过街环境偏好与行为安全应成为干路过街设施选型的重要依据。 

4. 行人过街环境偏好调查	

在中国，有学者认为平面过街 应提倡，有学者认为人行地道 受欢迎，本着人性化目

的建议拆除人行天桥的同样大有人在，此类争论往往忽视了步行者及过街设施的多元特征。 

为了确定不同等级道路上，不同年龄步行者过街设施心理偏好，2007 年于上海市组织

了问卷式意愿调查。被调查者分为 3 组：①少年组平均年龄 12 岁，样本量 26 人；②青年组

平均年龄 25岁，样本量 28 人；③老年组平均年龄 70 岁，样本量 32 人。 

4.1 行人干路过街设施形式偏好 

如图 3，总体而言，市民较少选择无灯控斑马线（18%），略倾向于使用地道（29%），

没有特别青睐的过街形式；女性略倾向于地道过街（33%），男性略倾向于灯控过街（30%）。 

各年龄段的过街设施偏好则显著不同，少年市民明显倾向于立体过街（50%偏好于天桥，

31%偏好于地道）；青年市民偏好于平面过街形式（60%）；老年市民多偏好于平面灯控过街

（40%）与地道过街（39%），天桥 不受老年人欢迎。 

究其偏好原因，全体市民对于过街时间 为重视（37%期待合理的过街信号，19%要求

节约过街时间）。空间方面的要求则多集中于“安全岛”的设置（16%），三个年龄组中，只有

老年市民较多地强调了过街时“体力的节省”（21%）。 

 
图 3  上海市民最偏爱的干路过街设施 

4.2 细化后的干路过街设施偏好排序 

为反映市民多元设施偏好，调查时进一步将干路过街设施细化为 4 大类、16 小类。包

括 3 类地道（配备自动扶梯、配备缓坡楼梯、结合地铁车站），4 类天桥（配备自动扶梯、

配备较高楼梯、联通地铁车站、环形贯通），2 类无灯控斑马线（车流量大难以穿越、车流

量小较易穿越），7 类灯控斑马线（60s 红灯且有安全岛、60s 红灯但无安全岛、90s 红灯且

为二次过街、120s红灯、150s红灯且绿灯时间充裕、150s红灯且与左转车辆同时放行、180s

红灯），结合幻灯片介绍了国内外 16组过街设施，公众在观看幻灯时做出设施偏好打分。 

平均而言，配备了自动扶梯的立体设施 受欢迎（地道又优于天桥），其次是红灯不长

于 60s 且有安全岛的平面过街，再次是结合地铁站的立体过街。红灯长于 150s 时，市民倾

向于使用天桥（即便楼梯很高）；与左转车共用相位的灯控斑马线 不受欢迎，车流量大的

路中过街及红灯长于 180s的斑马线亦不受欢迎。 

少年更偏好于“安全独立”的过街设施。环形天桥优于不带安全岛的斑马线，净空很高

的天桥胜过红灯长于 150s 的灯控过街。少年 不喜欢的过街形式是无灯控斑马线（无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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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易于穿越），有左转车干扰的斑马线亦不受欢迎。 

青年更偏好于“快捷方便”的过街设施。车流量低的路中平面过街胜过红灯长于 150s

的的灯控过街，120s 红灯的一次过街胜过 90s 红灯的二次过街，他们宁愿选择危险的（车

流量高）路中过街也不愿意在红灯前中规中矩地等待 180s。 

老年更偏好于“时空分离”的过街设施。带缓坡的地道优于灯控平面过街，90s红灯的

二次过街优于 60s红灯的一次过街；足够的绿灯时长亦很重要（宁愿为此多付出 60s的等待

时间）；老年人 不喜欢存在人车冲突的人行横道及楼梯较高的天桥。 

综上调研，影响行人过街设施偏好的根本因素在于人性化的设计而非设施形式本身。在

人性化设计（如立体过街设施配建自动扶梯、平面过街信号配时合理且安全设施完善）前提

下，行人干路过街设施偏好排序为“地道＞天桥＞平面灯控过街＞平面无灯控过街”。 

 

图 4  干路过街设施细化后的市民偏好排序（圆心 0分，圆周 10 分） 

4.3 生活中的干路设施公众评价 

通过幻灯放映再现了图 2‐B的全部过街场景，公众在观看幻灯的同时为过街设施打分以

表达其判断。(所用 44 张幻灯与 3.2 对应的 16 张幻灯交叉放映以保证调查数据的可比性，

无法显示的特征，如配时，由调查员同步口头强调)。所邀小学生、大学生及退休老人在东

纵沿线工作或生活多年，对四平路和外滩的过街场景十分熟悉。 

全体市民评价 好的前 5 处过街设施依次为 C44、C7、C8、C6、C5，全部为地道，说明

了设计合理的干路人行地道很受市民欢迎；市民评价 差的 7 处设施全部为平面形式，4 处

无信号灯（C32、C21、C34、C20）、2 处红灯时间过长（C37、C25 有 180s）、1 处无斑马线

（C9），说明东纵上平面过街设施存在较大问题。平面过街信号的四点不足是市民对东纵的

大不满所在，包括：缺乏信号、转弯干扰、绿灯过短、红灯过长。在无灯控人行横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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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经常被高速机动车流困于路中， 长时被困 75s、十分危险（如 C32，图 5‐a）；当转弯车

辆与过街行人共用相位时，频繁地引发人车冲突与步行风险（图 5‐c、d）；在东纵 44 处过街

设施中，有 29 处为灯控人行横道，其平均红灯时长高达 145s，平均绿灯时长约 45s，东纵

有 24 处红灯时间超过了市民过街等待极限（110s），有 14 处绿灯时间无法满足老年市民一

次完成过街的需要。据观测，这些路口行人过街集体失范，带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a)路中行人与高速直行车辆的冲突                      (b)干路行人过街四阶段耗时构成    

 

        (c)街角过街行人与右转车辆的冲突             (d)路中过街行人与左转车辆的冲突 

图 5  干路行人过街人车冲突情境 

传统观点认为行人更偏好于灯控人行横道而非立体设施。但上海东纵的公众调查显示，

在设计合理的人行地道与设计不合理的人行横道之间，市民无疑更青睐前者，此时，人行地

道较之人行横道的效率与安全优势可被大多数步行者明确感知。 

5. 行人干路过街安全调查	

5.1 过街设施人车冲突分析 

为了获得干路设施选型的行为特征依据，组织了上海、西安的行人过街安全调查（如图

2，分析样本为 2007 年逐一拍摄的行人过街视频），干路过街时人车冲突集中表现为两类。 

5.1.1  路段无灯控斑马线的路中冲突问题	 	

根据观测，无灯控横道的行人过街行为可分解为四个阶段：一停、二过、三停、四过。

“一停”包括了穿越首条车道前的所有路侧等候行为；“二过”指自穿越首条车道起，直至

到达路中的所有移动行为；“三停”包括了在穿越右向来车首条车道前的所有路中等候行为；

“四过”指自穿越右向来车首条车道起，直至到达对侧的所有移动行为。如图 5‐b，行人过

街用于移动的时间其实很短（灰色），大部分的时间或阻于路侧（橙色），或困于路中（红色）。

以四平路 C32 为例，大部分学生“三停”时受困于路中，时间长达 30～75s（图 5‐a）。 

尽管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

横道，应当停车让行”6，但在杨浦中学前，仅有 9%的机动车采取了减速或避让措施，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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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车辆紧贴行人高速而过（图5‐a）——学生仍困在路中时，60%的途径车辆时速超过了50km，

高时速甚至达到了 74km，根据人车碰撞速度阈值 7，一旦发生碰撞将导致 15～45%的死

亡概率，但处于危险境地的行人大都懵而不知，依然在路中的车流间谈笑风生。 

5.1.2  交叉口灯控斑马线的路中冲突问题	

信号灯是避免人车冲突、确保过街安全的重要设施，但两条干路的调查揭示了两点问题： 

①转弯车辆与行人过街共用相位引发的冲突不容忽视。上海绝大多数交叉口右转车辆

与侧向过街共相位，进口道停车线却往往紧贴侧向人行道而设，非常危险
8
（图 5-c）。某些

路口为了提高机动车通行效率，将左转车与同向步行过街同时放行，但因人车干扰的普遍存

在，其效果却大打折扣，以图 5-d 为例，高峰期南北向过街行人中有 71%与左转车辆发生了

冲突，平均延误 14 秒，被困路中 高达 105 秒；西北向左转车队有 68%受到了行人干扰，

公交车平均延误 9.1 秒， 长达 24 秒，小汽车平均延误 12.6 秒， 长多达 26 秒——这种

片面考虑机动车通行、忽视行人行为特征的信号配时方法给双方均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及安全

隐患。 

②信号配时不合理引发行人集体行为示范。部分干路过街红灯时间过长、绿灯时间，

远远超过了市民的承受极限——以图2-B中29个灯控路口为例，其平均红灯时长高达143s，

有 26 处红灯时间超过了市民承受极限（110s），平均绿灯时长仅有 46s，有 10 处无法满足

老年市民一次过街的需要（部分老人步速不足 1m/s）——缺乏监管时，这些路口会有大量

行人群体性违章过街，既影响了机动车效率，更带来了事故隐患。 

5.2 步行过街事故黑点分析 

为了获得干路设施选型的步行事故依据，对东纵 2000～2006年步行事故[15]进行了统计，

路段事故分布如表 2 所示, 危险的过街地点如表 3 所示，表中路段、地点信息对应图 2‐B。 

表 2  上海东纵四个路段的步行风险比较 9 

路段 
里程 

（km） 

年均 

死亡 

（人） 

年均 

受伤 

（人）

单位里 

程死亡 
（人/km·年）

单位里程 

伤害 
（人/km·年）

事故致 

死率 
（亡/伤亡） 

PAS数

（个）编号  路名 

A  四平路  6  2.9  20.4  0.5  3.9  0.12  12 

B  吴淞路  1.2  0.4  6.3  0.4  5.6  0.06  5 

C  中山东一路  1.2  0.7  1.3  0.6  1.7  0.36  0 

D 
中山东二路 

～中山南路 
1.6  0.7  2.4  0.4  2.0  0.23  1 

东纵合计  10  4.7  30.4  0.5  3.5  0.13  17 

表 3  上海东纵最危险 10 处过街地点的特征比较 10 

设施编号  C19  C25  C24  C15  C02  C14  C18  C30  C21  C16 

设施类型  灯控  灯控  灯控 天桥 灯控 灯控 无灯控 灯控  灯控  灯控

红灯时间（s）  130  180  170  —  110  180  —  180  170  140 

路中安全岛  未设  未设  未设 —  未设 未设 未设 未设  未设  未设

道路类型  干支  干支  干支 干干 干支 干支 干支 干支  干支  干支

所处路段  A  A  A  B  D  A  A  A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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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均伤害（人）  3.6  2.1  1.7  1.6  1.4  1.3  1.1  1.1  1.0  1.0 

危险度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市民偏好排 

序（共 44处） 
15  43  36  16  18  35  29  24  40  12 

七年来，东纵 10km 的路段上共有 246 名步行者受到伤害，其中 33 人殒命。步行事故

集中分布于 54 处地点，82%在过街设施附近；将年均伤害超过 0.5人的地点定义为行人事故

黑点（PAS，Pedestrian Accident Spot），共有 17 处。 

就路段步行风险而言，A、B 段无疑是极高的：东纵 94%的 PAS 分布其上，吴淞路年均

不到 200m 就有一名行人受到伤害。这与社区开口过多有关，更因为人车分离不够彻底——

过街设施几乎全部为平面形式，红灯时间过长、缺乏路侧护栏或不够连续。在 C路段，尽管

外滩过街游人很多，风险却 低、仅有 A、B 的 1/2～1/3，这得益于其严格的人车分离：主

要过街设施全为人行地道，路侧护栏一贯到底——2011年，伴随外滩地下隧道建设，C路段

的人行过街地道又全被改造为斑马线过街，有必要对其安全性重新评价。 

就步行事故发生地点而言，平面过街形式 为危险，特别是在支路与干路交叉附近，东

纵人均伤害大于或等于 1 人的 10 处 PAS中，有 9 处发生于此类地点。 

值得注意的是，10 处 危险的 PAS 中，8 处均发生于灯控人行横道附近，这或许与红灯

时间过长有关（其中 7处超过了 110s的等待阈值，5 处接近 3min），过街行人因失去耐心而

集体失范，又或许如 Osborn 所指出，灯控人行横道前后 50m 为危险（因缺少路侧护栏，

这 8 处人行横道前后乱穿马路的现象亦十分普遍），与缺乏路中安全岛的庇护亦不无关系（8

处过街无一按照规范设置路中安全岛）。 

上述风险分析与 3.3节的公众偏好调查取得了一致结论——市民评价 好的人行地道因

设计合理、隔离充分，安全性很高，年均伤害大多为 0.1～0.3 人（C44 因 2005 年前是地面

过街，伤害率更高些）。市民评价 差的人行横道因设计、隔离均欠妥，安全性相对较差，

其中 16 处成为了 CAS，9 处年均伤害达到了 1～3人。 

还应看到，经测算 C 路段日均有 9000 人过街绕行距离超过了承受限度，B 路段无一人

过街绕行距离超标，但 C路段的步行风险却仅为 B路段的 1/3（参见表 2）。这或可再次证明，

干路上设计合理的人行地道与路侧护栏更有利于过街安全。 

6. 干路过街设施选型建议	

6.1 不同环境下过街设施选型要求 

干路过街设施的选型标准不能一概而论，主要取决于环境条件：道路等级越高、过街地

点位于路段而非交叉口时，人车分离要求亦越高；同时需考虑市民的多元过街设施偏好，如

少年偏好于人行天桥，青年、老年偏好于平面过街。不同环境下干路过街设施选型要求如下： 

①地面快速路必需采取立体过街形式，强化路侧隔离，于开口设置行人禁入标志； 

②主、次干道交叉口过街宜采取平面过街形式，避免不恰当的配时方案
5
； 

③主干路交叉口人车冲突严重时可考虑增设立体过街设施，但需兼顾自行车与无障碍过

街需求，必要时应结合周边用地、行人类型及人车冲突对大型交叉口行人过街设施作出专项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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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次干道路段过街宜采取平面形式；人车冲突不严重时，主干道路段过街可考虑结合车

流绿波设置灯控人行横道，但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宜修建立体过街设施并充分隔离：(1)无

法保障红灯配时短于 110s、（2）非灯控人行横道前实测平均车速大于 50km/h、（3）在 PAS

处； 

⑤干路上中小学校前的路段过街优先考虑天桥形式；大学及社区开口前的路段过街优先

考虑平面形式；商业区或轨道站前的过街优先考虑自动化立体设施。 

6.2 干路立体过街设施设置要求 

综上研究，当行人平面过街安全无法保障时，立体设施应成为干路路段过街的重要形式，

同时保障其设置的必要性（是否有助于提高过街安全与效率）与设计之合理性。 

基于对西安中纵几座路段人行天桥的行为观测（图 2‐A），当 R（天桥过街所需时间与平

面过街所需时间的比率）不大于 1 且中央充分隔离时（连续护栏且高度大于 90cm），天桥利

用率接近 100%；当 R为 1.2～1.5 且中央隔离不充分时（护栏有缺口或高度小于 75cm），天

桥利用率大约有 65～90%；当 R 大于 1.5 且道路中央仅有双黄线时，天桥利用率往往不足

50%，验证了 1.2 节中Moore 等人的研究结论——规划愈合理、隔离愈充分，立体过街设施

的使用率愈高。除了传统的人、车流量外，R值、事故率均应纳入立体过街设施的设置依据。 

6.3 平面过街的安全岛设置要求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中要求，当道路宽度超过 4 条机动车道时，人行横道上

应设置安全岛，但由于执行的普遍困难而形同空文。根据不同人群步速和安全过街的配时要

求，建议放松路中安全岛设置的路宽要求，但加强其执行力度，将安全岛设置标准修订为：

“交叉口人行横道长于 30m 或双向机动车进、出口道超过 8车道时，必须设置路中安全岛；

路段人行横道长于 25m或双向机动车道超过 6车道时，必须设置路中安全岛”。 

6.4 干路过街设施选型的“安全”准绳 

“过街行人免遭伤害”应成为干路过街设施规划设计的重要目标与依据。一方面，设计

拙劣的人行横道既会带来不便，更会危及安全，增设路中安全岛、优化信号配时是改善要务；

另一方面，无论是基于市民偏好还是事故统计，人行地道均应成为危险路段过街设施的重要

形式（前提是设计合理、隔离充分）。面对极高的干路步行伤亡，车流的通行效率、过街者

的自由程度均应为了“安全”而让步。 

7. 结语	

干路过街设施选型应兼顾机动交通效率与行人的心理耐受。针对以往干路过街设施选型

片面强调小汽车通行能力的问题，重点研究了不同年龄行人对于不同过街设施形式的偏好排

序，结合行为与事故分析，提出了不同环境下城市干路过街设施的选型建议，为干路行人过

街环境出了安全“底线”。论文主要研究结论已纳入上海市市政行业标准[16]，对新建及改建

干路的过街设施选型、改造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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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如《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17]就指出:当横过交叉口某路口的步行人流量大于 5000 人次/h 且

同时进入该路口的 PCU大于 1200辆/h时,或通过环形交叉口的步行人流总量达 18000人次/h且同时进入该

环交的 PCU达到 2000辆/ h  时，或行人横过城市快速路时，宜设置人行天桥或地道。 

2.总体违章率为单位时间内违章过街人数与期间到达总人数的比率，红灯违章率为单位时间内违章过

街人数与红灯期间到达总人数的比率。交通文明统计时多采用前者，但后者才能更准确地反映出行人违章

程度。 

3.路段 R4～R7 调研时间为 2007 年，近五年来部分过街设施形式已发生重大改造。以 R5 为例，截止

2012年，伴随地下快速路与轨道车站建设，上海外滩过街地道（C05～C08）已全部改造为平面过街，部分

平面过街已增设路中安全岛。 

4.至 2006年，北京市已建成行人过街天桥 407座、地下通道 213座，仅当年就分别新建了 94、27座[bb]，

而同期的杭州市区仅有数十座人行天桥、地道。 

5.行人过街设施时空布局另文专述，见《城市交通》2009 年 02期《城市干路行人过街设施时空阈值研

究》。 

6.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要求“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

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该规定授予

了路中过街行人优先通行的权利，但因其未考虑到干道流量加之对于机动车缺乏监管，引发了路中人行横

道上人不让车、车不让人的冲突，既影响了车流通行效率，也使过街行人处于了非常危险与不适的境地。 

7.人车碰撞时行人所受的伤害程度往往取决于车辆速度：当机动车时速低于 30km，行人有 90%的存活

机会，超过 30km 后，行人罹难的概率即呈指数增长，超过 50km 后，其死亡几率则高达 80%  [19]。部分缘

于此，国外城市通常将重要街区的车辆时速限制于 30～50km，以免伤害超过行人的生理承受阈值。 

8.右转车与侧向步行过街的钝角冲突致死率很高，因之部分发达国家强制要求进口道停车线尽可能后

移。 

9.表 2中伤害人数取自 2000‐2006七年数据之平均值，研究路段北起五角场，南至复兴东路；跨越东纵

或沿东纵跨越垂直道路均计入过街；囿于位置信息不够详细，部分非过街（如路侧）事故未能排除。 

10.七年间，东纵过街事故发生于 54 处地点（44 处在过街设施附近），表 3 中为伤害率最高的 10 处；

过街地点既包括过街设施本身，也包括前后一定路段（不超过 200m），换言之，受伤害行人包括乱穿马路

的步行者；灯控即灯控人行横道、无灯控即无灯控人行横道；所处路段编号所对应的路名参见表 2 

【参考文献】 

[1]V.P. Sisiopiku a, D.Akin b. Pedestrian behaviors at and perceptions towards various pedestrian facilities: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observation and survey dat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F,2003 ,(6) 249～274 

[2]香港政府统计处.主题性主户统计调查第十九号报告书—公众对行人环境的意见.2004 

[3]李伟.倾听市民声音，再谈步行交通与自行车交通.北京规划建设，2004(5)：22～26 

[4]B.J. Campbell, Charles V. Zegeer, Herman H. Huang, and Michael J. Cynecki.A Review of Pedestrian Safet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USA:FHWA‐RD‐03‐042,2004 

[5]Hubrecht Ribbens. Pedestrian Facilities  in South Africa: Research and Practic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1538)：10～18 

[6]Ramón Muñoz‐Raskin, Alejandro Sarasti. Footbridges or“Foolbridges”? An Analysis of the Efficacy of Three 

Pedestrian Bridges in Panama City. In CD‐ROM of 84th TRB Annual Meeting. 2005 

[7]Shamsul  Hoque,Tanweer  Hasan,M.  Abdul  Waresh.Effects  Of  Pedestrian  Underpasses  On  Traffic  Flow 

Characteristics. In CD‐ROM of 84th TRB Annual Meeting. Washington, D.C.: 2005 

[8]Mikko Rasanen,Timo Lajunen,Farahnaz Alticafarbay,etc.. Pedestrian self‐report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use of pedestrian bridges. 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 2007 ,(39): 969～973 

[9]庄佑英，郭怀君.  北京市部分行人过街设施使用情况的初步调查.1987 

[10]王天青.关于提高行人过街安全性的研究.规划师，2006，vol.22(10)：78～80 

[11]Accident Prevention Effects of Road Safety Devices ‐ Annual Report. Japan Road Association.1969 

[12]Charles V. Zegeer,J. Richard Stewart, Herman H. Huang,etc..Safety Effects of Marked Versus   

Unmarked Crosswalks at Uncontrolled Locations. USA：FHWA‐HRT‐04‐100, 2005 

[13]A Martin, Ben Johnson. Factors Influencing Pedestrian Safety: A Literature Review.TRL, 2006 

[14]N. Rouphail, J. Hummer, J. Milazzo II, and P. Allen. Capacity Analysis of Pedestrian and Bicycle Facilities: 

Recommended Procedures for the "Pedestrians" Chapter of the HCM.USA:FHWA‐RD‐99‐107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07



 

 

[15]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  上海市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库（2000～2006年） 

[16]上海市政局.上海市城市干道行人过街设施规划设计导则（SZ‐C‐B03—2007），2007 

[1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 50220‐95.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1995     

[18]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编.北京统计年鉴 200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19]OECD/ECMT Transport Research Centre. Speed Management report. Paris. 2006 

【作者简介】 

熊文，男，博士，讲师，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陈小鸿，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胡显标，美慧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杨荣荣，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工程学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08



 

 

基于多中心组团城市视角的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发展研究 

                                              ——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 

冷炳荣  易峥  李涵 

【摘要】特大城市目前的发展趋势是朝多中心发展，进而减少对单一中心地区的过度依赖，

造成严重的潮汐式交通。组团，作为特大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组成单元，多中心组团式发展

一般作为特大城市解决“城市交通病”的重要理念。通过相对独立的组团塑造缓减跨组团的

交通需求，有利于解决特大城市交通上的规模“不经济性”。重庆作为典型的组团式发展城

市，从组团式发展的视角，结合 2007年交通调查数据研究主城区组团的土地利用特征和交

通发展特征，并分析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得出，组团内合适的土地利用结构以及

组团中心性的塑造，是解决组团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宏观性内容。 

【关键词】多中心组团城市  土地利用  交通出行 

1. 引言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时期，2011 年城镇化率达 51.27%，城市人口增长迅速，而特大

城市是吸纳我国“农转非”城市人口 为密集的地区，流动人口众多[1]。由于城市人口的增

加、城市用地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城市居民收入条件的改善，导致特大城市的城市交通出现

了很多问题，如高峰时刻道路拥堵不堪、流动人口集聚地区挤不上公交（如北京的唐家岭）
i等现象。国内很多城市也在探索解决交通问题的“药方”，如大多数城市采取提高城市交通

设施供给改善交通设施支撑能力，缓减机动车增长的压力，有些城市甚至执行严格的交通管

制措施来为交通问题分忧，如北京市发布了工作日高峰时段机动车尾号“限行令”ii，广州

市采取调控中小客车增加量的限制措施iii。 

城市交通问题异常复杂，和社会经济发展、城市空间布局有着密切的联系，增加交通供

给仅仅是改善交通的手段之一，而采取交通需求、交通供给以及交通管制措施“三管齐下”

策略是未来改善交通问题的重要内容。土地利用作为产生城市交通的源头，一定程度上决定

了城市交通的产生、吸引与交通方式选择等[2‐3]。 

针对于特大城市，从用地结构优化的视角探讨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协调关系，更能从宏观

角度把握特大城市的交通改善对策。超过 200 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由于空间跨度大，若不重

视土地利用布局与交通发展的协调关系，很容易导致大运量、宽尺度的钟摆式交通或者大面

积区域由于公共服务设施的缺乏导致长距离的交通需求。组团，作为特大城市空间发展的重

要组成单元，组团式发展（或者多中心发展）一般作为特大城市解决城市“交通病”的基本

理念，通过相对独立的组团塑造缓减组团之间不必要的交通需求，解决特大城市交通上的规

模“不经济性”，目前针对组团城市的交通组织、居民出行方式、组团式小汽车出行特征等

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4‐6]。 

本文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结合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从多中心组团城市视角探讨土地利

用与交通的协调发展问题，是一个比较新颖的研究视角，为特大城市的交通缓减提供一定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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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组团城市与组团式交通	

2.1 组团城市的基本概念 

关于组团城市的定义并没有明确的权威解释，在大多数的研究著作中，一般采用的是邹

德慈院士在《城市规划导论》（2002）一书中提到的“组团型形态（Cluster Form）”的概念[7]。

组团型形态是指“城市建成区由两个以上相对独立的主体团块和若干个基本团块组成，这多

是由于较大的河流或其它地形等自然环境条件的影响，城市用地被分隔成几个有一定规模的

分区团块，有各自的中心和道路系统，团块之间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但由较便捷的联系性通

道使之组成一个城市实体”。这种发展模式是基于有机疏散的原理，将不同功能用地有组织

地集中和分散布局，利用河流、山体、城市绿地等自然地形将城市建设区划分为若干个组团，

既保持特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又避免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城市问题，从而实现生产生活的

大致平衡，既可提高城市运行效率，亦可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一种非常适应自然的

城市形态，见图 1。早期的重庆城就是典型的呈现组团形态的城市[9]，由于受跨江（长江、

嘉陵江）、山地地形的阻隔，早期的城市发展主要围绕水运条件优越地区、地势平坦地区进

行开发建设。 

 

图 1  组团城市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文献[8] 

根据邹院士对组团形态的定义，组团城市具有两个典型的基本特征： 

（1）受自然阻隔形成的自然适应性。在城市建设初期，形成组团城市形态的主要原因

是受自然山水特征的限制，导致横跨自然山水的交通出行极为不便，也即形成了与河流、山

地相适应的城市形态，而这些位于组团与组团之间的河流、山地也就成为了天然的组团隔离

带。 

（2）组团发展的相对独立性。由于组团与组团之间具有一定的距离，各个组团形成相

对独立的空间单元，组团内部职能向综合化方向转变，组团与组团之间相对独立，组团内部

交通是交通出行的主体，跨组团出行比例较低。 

2.2 由组团城市向多中心城市的转变 

对于特大城市而言，由于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组团隔离带不断被蚕食，传统意义上由

于受自然山水阻隔形成的组团型特大城市越来越少，组团城市逐渐向多中心城市转变。 

原来的典型独立式发展转变为依靠城市多中心职能塑造的多中心组团城市，城市自然形

态特征将逐渐打破，目前重庆发展趋势是向多中心组团城市发展，因此，加强多中心城市功

能的建设是探讨土地利用和交通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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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组团土地利用特征与组团式交通 

2.3.1  组团土地利用与组团式交通	

分析组团城市的交通发展方式及交通出行特征时，首先需要明确组团城市中各个组团的

用地构成关系，倘若各个组团的用地构成合理、开发方式得当，则组团城市的交通出行主要

集中在组团内部，不出现大规模的钟摆式交通，这就和平原城市的摊大饼式发展具有较为明

显的优势，如出行距离减少、交通堵塞较少等地。因此，这种组团式城市和组团式交通是一

种值得提倡的城市发展形态和城市交通组织方式。 

2.3.2  组团中心性与组团式交通	

根据加拿大维多利亚交通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成果[10]，距离不同商业中心的远近和私家

车的使用存在负相关关系，距离大型商业中心越近，驾车出行的比例越低，反之亦然，见图

2。Barnes and Davis  (2001)研究对比了洛杉矶和芝加哥后得出，洛杉矶和芝加哥虽然城市密

度大致相当，但是由于洛杉矶缺乏强有力的中心，导致对汽车依赖比芝加哥大很多。中心区

域人流量大，车流密集，道路异常繁忙，停车位拥挤并且成本较高，同时距离城市中心性越

近的居民在较短时间内即可到达服务中心，也越倾向于选择步行、公共交通的出行方式，对

于离中心越远，公共交通不够方便的居民更多地选择私家车出行。因此，组团中心的成熟程

度和组团内部交通出行比例有着密切的联系，成功的组团中心一定程度上缓减了跨组团出行

的可能性以及对私家车出行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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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驾车出行和城市中心性之间的关系 

3. 重庆市主城区组团城市的发展历程与演变	

3.1 发展历程 

重庆市在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追求“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形态。自 83 版总规首

次提出“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以来，重庆主城区坚持“多中心组团式”的发展引导，

以此减少山坡阻碍、两江阻隔带来的城市发展瓶颈。 

从近代重庆市主城区的城市扩张来看（见图 3），清末的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渝中半岛

的朝天门附近以及跨越嘉陵江的江北嘴地区，1940 年代在渝中半岛、江北嘴继续扩张的基

础上，南岸的弹子石、南坪、铜元局以及沙坪坝的三角碑地区得到快速发展，大致 4 个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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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格局基本形成，1995 年和 2010 年组团隔离带已被逐步地蚕食，空间形态上出现连绵

发展的现象。因此，从重庆主城空间形态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传统意义上的组团城市概念

已经逐渐被打破，后期规划建设过程中坚持的组团城市理念已经向多中心城市理念进行转

变。 

 

图 3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用地扩张过程（清末至 2010 年） 

3.2 未来演变趋势 

在 2011 年修订的重庆城乡总体规划中，规划仍然坚持组团城市的空间结构理念，将主

城区 1158km2范围划分为 21 个组团（见图 4）。但在新版总规中组团城市的塑造已经超越了

自然山水阻隔形成组团的内涵，在进行规划空间布局时尽量考虑组团内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

性，以及臆想通过塑造外围组团中心缓减中心组团的交通压力，打造“功能上的多中心、布

局上的山水特色型组团式”的空间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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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重庆 2007 版总规（2011 年修订）确定的组团城市结构 

4. 组团内土地利用特征与交通协调发展量化分析	

4.1 组团总体特征 

2007 年 10 月 15 日至 11 月 20 日，对重庆市主城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交通调查，共调

查了 10200 户，调查对象是 6 岁以上的常住人口，共计 28541 人，样本大，覆盖广，对于

分析组团内外出行以及组团空间利用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4.1.1  组团塑造富有成效	

综合考虑 21个组团边界与 2007年 788 个交通小区边界的叠合情况，空间范围上纳入居

民出行调查汇总的交通小区是 741个（2007 年抽样调查覆盖的交通小区是 248 个），共汇总

的出行次数是 5.7 万次，其中组团内部出行 3.9 万次，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占 68%，说明从重

庆主城区 21 个组团的整体发展上来看，组团的塑造基本是成功的，大部分出行都在组团内

部发生，缓减了组团间的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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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组团间居民出行 O-D 分布情况 

4.1.2  	“一主四副”是交通出行的集中区域	

从各个组团居民出行的总体吸引情况来看，仅考虑对其他组团的吸引情况，渝中、大杨

石、沙坪坝、观音桥组团、南坪组团的吸引量 大，见图 5，“一主四副”的空间格局明显，

也反应了“一主四副”是重庆主城重要的交通吸引点，和五个组团的市级定位相对应。 

4.2 组团内土地利用特征与交通协调发展分析 

4.2.1  组团选择	

为分析组团内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的协调程度，从主城区 21 个组团中选择若干个组团

作为研究组团内部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的基本案例。在选择组团时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方面

的内容。 

（1）组团成熟程度。虽然一直坚持“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发展模式，但是组团的发

育成熟程度会有所差异。随着城市建设用地的快速扩张，组团的数量与功能逐渐发生变化。

为保证组团内部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特征关系具有代表性，应选择组团发展较为成熟的组

团。 

（2）组团区位。位于城郊区域、对外联系不够顺畅的组团更需要强调的是组团功能的

完善程度，交通出行距离、出行时耗相对较短；位于市中心的组团在满足本组团功能配套的

同时，需要承担市级商务、商业、其他区域性公共服务设施的重要职能。 

（3）组团规模。城市规划为保证组团能够发挥应有的规模效应，组团人口规模一般定

在 20 万以上，本次研究兼顾考虑不同的组团规模对交通发展特征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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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后选择了渝中、观音桥、大杨石、沙坪坝、南坪、人和、北碚、空港等 8 个组

团进行案例研究。 

4.2.2  组团内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发展的主要特征	

4.2.2.1  组团内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是缓减跨组团出行的重要前提 

组团对于特大城市缓减交通压力的 主要功能是，通过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规划，形

成相对独立的空间单元，减少跨组团出行的交通量。通过对前面八个组团土地利用特征分析

发现（见表 1），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对交通出行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合理的

土地利有利于职住关系的近距离平衡，减少钟摆式的通勤交通问题；二是，适宜的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控制，可满足居民公共服务设施的需求，减少跨组团购物、就学、就医等不必要的

交通出行；三是，道路面积得以保证，机动车道的数量供给较为充足，对于缓减交通堵塞起

到一定的作用。因此，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是缓减城市跨组团交通出行的重要前提，如渝

中组团、大杨石组团、北碚组团的土地利用结构较为合理，除具有市级层面的特殊职能之外，

从土地利用结构上基本满足职住平衡关系。 

表 1  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性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组团  土地利用结构  交通影响 

渝中组团  基本合理 
职住用地比例基本平衡，有利于遏制钟摆

式通勤交通的问题 

观音桥组团  居住用地比例偏高 
将存在大量的居民需要到其他组团就业

的情形 

大杨石组团  基本合理 
公共服务设施比例偏高一些，对周边组团

具有一定的交通吸引力 

沙坪坝组团  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比例较高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比例偏高一些，其他公

共服务设施（医疗）也较高对周边组团形

成较大吸引力，同时工业用地比例适当可

缓减沙坪坝组团的交通压力 

南坪组团  居住用地比例偏高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比例偏高（就业密度偏

低），职住存在失衡现象 

人和组团  居住用地比例略有偏高，但可认为基本合理 土地利用结构对跨组团交通影响不大 

空港组团  公共服务设施比例偏低 
公共服务设施比例低，导致对公共服务设

施跨组团需求大大增强 

北碚组团  基本合理 

教育科研设计用地偏高，但居住用地适

当，并有 19.7%的工业用地作为就业岗位

提供对象，职住平衡 

4.2.2.2 土地利用布局方式与过境交通的引导是组团式交通畅通程度的考量 

土地利用结构合理，但是用地布局不合理，也会导致不必要的交通出行产生，同一用地

性质过于集中，大地块的问题将会暴露出来，如相对长距离出行增多、机动车出行比重增加

等。另外，结合重庆市主城区受江河分割的影响，跨江交通是组团沟通的主要瓶颈，在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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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布局时，需要考虑土地利用空间布置带来的组团内部交通和过境交通之间的交通流

量“叠加”关系，这是组团式交通畅通程度的重要考虑因素。如观音桥组团电脑土地利用布局

与交通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量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于重要交通干线红锦大道有关，

造成过境交通和组团内部交通相互挤压，空间冲突明显；二是，观音桥居住用地比例偏高，

存在大量的通勤交通流穿梭于组团内外之间；三是，从和渝中组团联系的主要桥梁交通流量

分析，渝中组团“北上”特征明显，观音桥组团是跨江过境交通流的南北联系重要通道，将

承担更多的“北上”过境交通的压力，而过境交通通过的地区也是组团中心地段所在，导致

观音桥组团跨组团出行不够通畅。 

 

图 6  观音桥组团 2007 年城市建设用地现状 

表 2  渝中组团对外主要桥梁流量情况（2010 年和 2011 年） 

主要桥梁 
全日交通流量（pcu） 

2010  2011 

北上 
嘉陵江‐渝澳大桥  18.8  22.7 

黄花园大桥  15.9  15.3 

南下 
长江大桥  14.7  18.4 

菜园坝大桥  6.1  6.9 

资料来源：文献[11]. 

4.2.2.3  土地利用开发模式的差异直接决定了跨组团交通出行的比重 

在组团建设的过程中，组团土地利用开发模式、建设时序直接决定了该组团建设是否成

功。由于我们强调的组团并非单一功能的组团，而是提倡组团的综合性，进而减少长距离出

行以及私家车出行比例，达到组团式交通的理想目的。从建设时序和开发模式来看，可能在

组团建设的初期是受某类要素推动的，如工业区建设、楼盘开发等，但在开发的过程中一定

要注意与之相适应的配套建设，如工业区组团周边的中低端住房配套，高端楼盘周边的中高

端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以及针对不同收入阶层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等。人和组团就是在这些

方面的一个反面例子。从人和组团的土地利用结构分析可认为职住用地控制是基本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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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3），但由于人和组团 初开始于高端楼盘的开发（见图 7），也即入住的居民主要是

中高收入阶层，工作稳定并且不在人和组团工作上班，品质高端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并没有

相应地得到发展，导致人和组团出现“工作出现大量跨组团出行”和“服务需求大量跨组团出

行”的双重局面。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分析可以得到印证，人和组团跨组团出行比例高达

74.3%，并且跨组团出行方式中私家车出行比例较高，达 8.3%，是除空港组团之外 高的，

和本组团的高端居住楼盘多是一致的（见图 8）。 

表 3  人和组团 2007 年土地利用构成表 

序号  用地性质  用地代号 面积（平方千米） 占城市建设用地比例（%） 

1  居住用地  R  14.9  40.3 

2 

公共设施用地  C  4.1  11.1 

其中 

行政办公用地  C1  1.2  3.4 

商业金融用地  C2  1.4  3.8 

体育用地  C4  0.1  0.4 

医疗卫生用地  C5  0.1  0.3 

教育科研用地  C6  1.1  3.0 

文物古迹用地  C7  0.1  0.3 

3  工业用地  M  6.8  18.5 

4  仓储用地  W  0.2  0.6 

5  对外交通用地  T  0.2  0.6 

6  道路广场用地  S  8.0  21.7 

7  市政公用设施用地  U  0.5  1.3 

8  绿    地  G  1.8  4.9 

9  特殊用地  D  0.4  1.1 

城市建设用地合计  36.9  100.0 

水域及其他用地  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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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人和组团低容积率居住用地分布 

 

 
图 8  人和组团与其他组团跨组团出行方式对比 

4.2.2.4  组团区位与历史地位对组团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的影响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组团所处的区位不同对组团的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有较大影响，

为典型的是卫星独立式组团和市级中心式组团。北碚组团作为重庆市主城区卫星独立式组

团的典型，由于距离城市中心区域较远，除具备一些市级职能（旅游、教育科研）外，发展

基本上自成体系，土地利用结构合理（教育用地比例偏高和市级教育科研基地有关），土地

利用布局也在合适的交通出行范围内，特别是合理的步行出行范围内，组团内交通出行特征

明显。渝中组团是重庆主城发展 早的组团，市级职能众多，如码头、交通枢纽（火车站）、

市级商业中心、市级医疗设施与行政办公中心等，导致渝中组团的服务范围广，承担较多进

出渝中组团的交通压力；另外，由于发展早，当初机动车少，道路较窄，而目前大流量的机

动车出行与道路路网不相匹配，并且由于除向大杨石组团外到其他组团都需要经过跨江桥梁

这一瓶颈，导致高峰时刻交通缓慢。若通过规划引导，疏解渝中组团的部分区域性职能，再

加上过境交通向外围引导，渝中组团小街区路网形式将会是一个非常适宜的空间尺度。 

4.2.2.5 鼓励组团内部解决交通出行，减少机动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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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组团内外出行方式的出行比例分析发现（图 9），组团内出行以步行为主，八个组

团的步行出行比例都达到 60‐70%左右了，而跨组团出行中机动车出行比例高达 70‐80%（包

括公交和私家车等），因此，限制交通出行在组团内部将有利于发展绿色交通，减少机动车

出行情况。从出行时耗分析（图 10），组团内出行时耗大致相同，在 18至 22 分钟之间，而

跨组团交通出行时耗都在 40 分钟以上，引导出行向组团内部出行集中，是发展组团式交通

的基本目的。 

  

图 9 组团内外步行出行比例对比         图 10 组团内外出行时耗情况 

4.2.3  组团中心性与交通发展要素分析	

4.2.3.1 组团中心的塑造是缓减跨组团出行的重要手段之一 

组团中心承担着服务本组团的重要职能，组团中心塑造的成功程度直接关系到组团内外

出行情况。结合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选择拟具有组团中小性的交通小区作为组团中心的分析

单元，称为中心交通小区，组团内其他交通小区称为非中心交通小区。以北碚组团为例，2007

年建设用地为 17.2km2，北碚组团的绝大部分出行发生在组团内部，内部出行占 96.8%，而

通过对组团内中心交通小区和非中心交通小区分析得知，至中心交通小区的出行特征非常明

显，见图 11，特别是文化娱乐购物、上班等出行目的基本上是和中心交通小区发生联系，

也即说明了组团中心的塑造达到了预期的目标。通过对具有中心性交通小区的服务半径分

析，以 1500 米为服务半径做正六边形，发现大部分居住用地位于组团中心 1500 米的服务

范围内（图 12）。按照步行、自行车、公交的一般速度计算，大致是步行 20 分钟左右、自

行车 10 分钟以内、公交 5 分钟以内，位于非常合适的公共交通服务范围，是一个非常值得

借鉴的合适尺度。北碚组团适宜的尺度和关于交通出行方式的出行调查相一致，调查得出，

步行出行占整个出行方式的 67.8%，公交占 22.2%，见图 13。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

在适宜的组团规模下，塑造成功的组团中心则在二十分钟公交车程（含十分钟车程和十分钟

等车的时间）范围内，跨组团出行将会大大减少，另外适宜的空间尺度也会带来交通出行方

式的转变，以公交出行代替私家车出行，提高公共交通的出行能力；第二，组团中心塑造成

功就会产生大量的多目的出行，使得出行次数大大减少，提高组团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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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北碚组团中心交通小区出行情况         图 13  北碚组团出行方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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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北碚组团的组团中心服务半径分析（1500 米） 

4.2.3.2  不同交通发展理念下确定适宜的组团规模，是规划组团中心的重要依据 

将组团视为超大型城市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理念，适宜的组团规模就是组团中心配置的

重要前提，具体的确定方法可借助于不同交通导向下的适宜距离进行分析（见表 4 和图 14）。

以步行为主导的组团规模可认为二十分钟步行圈范围内是比较合适的，大致对应 10km2的空

间范围，此类组团目前在重庆主城这种大尺度视角下已经很难形成，一般可考虑在居住区层

级进行配置，主要布置居住区级（街道、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日常需求的商业设施等；以

公交为主导的 10 分钟车程（一般还需要 10 分钟待车和步行至公交站点的时间）为适宜的组

团规模，一般公交车行速度为 30‐40km/h，大致对应 50‐70km2 空间范围，这也是目前公交

主导出行背景下的一种适宜空间尺度，此类组团既可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单元，缓减特

大城市的交通压力，又可满足居民出行的便利性，到达公共服务设施中心（或者就业中心）

在一个舒适的交通出行范围内；若考虑到轨道交通，一般轨道行驶速度为 65‐75km/h，轨道

运行 5 分钟的车程大致对应 6000m 的距离，考虑到轨道站点的辐射能力，选择轨道出行的

可能性大致为轨道站点周边的 10 分钟步行距离，再加上 5 分钟的候车时间，组团规模宜在

为 80‐120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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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倡导的绿色交通方式的适宜距离（单位：米） 

出行方式  速度  单位  5分钟距离  10分钟距离  20分钟距离 

步行  1‐1.4  m/s  360  720  1440 

自行车  16‐20  km/h  1200  2400  5000 

公交  30‐40  km/h  2400  5000  10000 

轨道  65‐75  km/h  6000  12000  24000 

 

 

5分钟轨道圈

1500m 5000m
6000m

10km 2

50-70km 2
80-120km 2

 

图 14  不同交通发展方式下的适宜组团规模 

5. 结论与讨论	

目前，特大城市基本上都遇到了严峻的交通问题，也采取了很多交通处理措施，其中通

过空间结构的调整，引导城市向多中心转变是宏观层次缓减交通问题的重要方面。组团，作

为特大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组成单元，通过引导组团内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以及适宜的空间

布局方式，减少不必要的跨组团交通出行，进而提高城市运行效率。重庆作为典型的受自然

山水阻隔形成的组团式城市，虽然组团式发展形态逐渐向多中心转变（诚然跨江交通仍然是

形成组团式交通的重要影响因素），但重庆在规划上一直坚持“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结构

引导方式。通过分析发现，重庆市大部分交通出行发生在组团内部，组团引导成效显著，但

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在外围组团的开发建设过程中，土地功能单一、组团内没有成型的

组团中心等现象，导致对跨组团通勤出行与非通勤出行的过度依赖。在未来的规划建设过程

中，重庆应秉承组团城市的基本空间架构，引导外围组团的合理建设行为，为中心组团分担

交通压力，努力实现将重庆建设成“不塞车城市”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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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告提出了“按车牌尾号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的机动车车牌尾号分为五组”的限行策略，如自 2012 年

4 月 9 日至 7 月 7 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3 和 8、4 和 9、5 和 0、1 和 6、2 和

7(含临时号牌，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 0 号管理，下同)，其他时间也采取了相应的尾号限行策略。 

iii 2012 年 7 月，广州市颁布了《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试行办法实施细则》，《细则》规定：2012

年 8 月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广州市小汽车增量配额限制为 12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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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发展策略研究 

郭本峰  张杰林  周欣荣  崔扬 

【摘要】为促进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协同发展，构筑有竞争力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在

分析国内外主要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与常

规公交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诸如公交网络化换乘不便、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关系处理

失当和整体协调度不够等，这些问题最终造成公交系统整体服务水平难以提高，机动化趋势

下公共交通竞争力不强；针对诊断问题，从网络一体化、设施一体化、票务一体化和管理一

体化等“四位一体”方面提出了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发展策略，阐明了“四位一

体”各自的含义，并分析了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影响出行者出行链条中的哪些要素，以深

圳市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发展为例进行了说明，并对天津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

一体化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公共交通  轨道交通  常规公交  一体化  发展策略  内涵 

 

《城市公共交通条例》明确提出：国家应当加大资金投入，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在城市交

通中优先发展，确保城市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主导地位[1]。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已成为社

会各界之共识，特别是随着城市化、机动化进程快速推进，国内很多大城市的交通供需矛盾

日趋突出，在此背景下，大城市对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更寄予厚望。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轨道交通主要有地

铁、轻轨和单轨系统，由于其独立路权、大容量、高速度、准时和高效的优势已经成为很多

大城市的“新宠”，它极大丰富了公共交通系统的功能层次，提高了公共交通的整体竞争力，

但同时也有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等劣势；常规公交指城市最常见的地面公共汽（电）车，具

有灵活机动、成本较低等特点，同时也有因易受道路交通状况影响导致的速度较慢、服务质

量较差等问题。因此，切实可行的公交梦圆之途只有城市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珠联璧合”，

城市客运系统两大“主角”唱好一台戏才行。正如系统论所言，一个系统只有在其要素达到

相互协调时，才能达到整体最优，充分发挥总体效益。 

1.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发展现状	

从国外的发展经验来看，许多大城市的公共客运交通多以城市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为

主，即以公共交通模式为主导发展方向。自从 1863 年第一条地铁——“伦敦大都会铁路”

开通以来，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大城市都进行了城市轨道交通网的规划和建设，并与

常规公交一起承担着城市中大部分公共客运交通量。同处亚洲的东京（指东京区部）、首尔、

香港和新加坡是公共交通模式的成功代表，其交通方式结构见表 1。上述城市公共交通具有

强主导性、强吸引力、强集约性和强可达性，主要表现在市民在选择交通工具出行时一半以

上选择公共交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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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京、首尔、香港、新加坡、上海公交方式结构[2-3] 

城市  东京  首尔  香港  新加坡 上海 

公交分担率（除去步行）  66.0%  68.0%  79.0%  58.0%  34.2% 

城市轨道交通占公交比例  86.4%  36.8%  17.7%  25.9%  32.3% 

常规公交占公交比例  6.1%  48.5%  64.6%  55.2%  48.1% 

出租车及其他占公交比例  7.6%  14.7%  17.7%  19.0%  19.6% 

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在政策层面和建设层面都呈现较大的力度。各城市都把公

交优先作为城市交通发展的一项基本策略，不断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入，特别是诸多大城市

都将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提上日程。 

政策层面，国家各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关于优

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征求意见稿）和《进一

步落实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等，“公交优先”正在通过政策性规定得以逐步

落实。 

建设层面，截至 2009 年底，我国共有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车辆 41.2 万辆，运营线路网

达到 28.9万 km[4]；自 1969 年北京建成我国第一条地铁线路以来，截止 2010 年底，我国内

地共有 13 个城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 48条，运营里程 1393km[5]，其中北京、上海、

广州等城市运营里程超过 200km，已形成较具规模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北京、上海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总长度已经超过首尔（见表 2），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总长度也超过香港和新

加坡，和城市轨道交通相关的城市已经接近 50个，全部规划线路超过 300 条、10000km[6]。

但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大，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是一个历史过程，除北京、上海、广州

等城市因举办大型活动而短期内大规模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外，在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投入使

用，至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规模化运营，少则需要 3‐5 年，多则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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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北京、上海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历程[5-7] 

北京  上海 

年份 
线网总

长（km） 

新增线网长

度（km） 
年份 

线网总

长（km）

新增线网长

度（km） 

1971  22.9  22.9  1993  15.2  15.2 

1973  23.6  0.7  1997  20.1  4.9 

1981  27.6  4.0  2000  62.9  42.8 

1984  43.7  16.1  2003  76.0  13.1 

1987  50.6  6.9  2004  88.5  12.5 

1999  54.6  4.0  2005  115.1  26.6 

2002  74.6  20.0  2006  136.7  21.6 

2003  114.0  39.4  2007  230.1  93.4 

2007  141.7  27.7  2008  231.6  1.5 

2008  198.8  57.1  2009  322.3  90.7 

2009  227.0  28.2  2010  416.4  94.1 

2010  338.1  111.1  ——  ——  —— 

2.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发展面临主要问题分析	

正如哲学中的“期望与现实间充满悖论”一样，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两大主体——城市轨

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既有小汽车普及化带来的外部冲击问

题，又有自身“内力不强”问题，而在我国大城市交通发展正进入到大考验、大转型、大发

展的关键时期[8]，“练好内功”更关键。 

2.1 公交网络功能结构不合理 

现有公交网络布局存在“功能混合、等级不清、层次不合理”等问题，即公交网络呈功

能单一、线网形态走向脉络不清晰的混合型线网布局，线路之间缺乏配合、竞争过多。常规

公交内部没有形成功能明确、搭配合理的线网层次结构，线路功能“同质化”。城市轨道交

通与常规公交间各自为政，没有基于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不同功能特点，即城市轨道

交通对长距离出行具有较强吸引力，常规公交侧重于中短途客运服务，这种没有考虑各自功

能定位进行的网络布局会导致公共交通系统内部产生内耗型竞争，很难做到扬长避短、优势

互补，难以体现竞争力强的公共交通系统的便捷、准时、舒适等特征。而自成系统的城市轨

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之间更多的是不良竞争，即认为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起来了就会导致常规公

交衰落。但从城市交通发展策略的角度而言，城市轨道交通的主要竞争对象是私人机动化交

通方式，而不是常规公交。诚然，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两者客流会发生转移，但两者都

是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城市公交系统中不同层次的两种方式，各自所承担的

责任和角色都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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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交网络布局不合理 

公交线网分布不均衡，线网布局结构与需求特征不匹配。大城市常规公交基本采用“中

心城区聚焦型布线”模式，公交线路数量呈现外部稀疏，越向核心区越密集的线网布设结构，

复线率过高，线路非直线系数过高，常规公交“列车化”现象严重；城市客流走廊的培育和

发展使得城市轨道交通运能难以满足大客流量公共交通运输要求，为确保城市轨道交通的客

流量，一般都采取了裁减竞争性常规公交线路的“行政性干预”办法，线路强制调整，导致

城市轨道交通高峰期拥挤现象较为严重，同时城市轨道交通由于没有充分结合土地利用，线

路布局和土地利用布局还不够匹配，造成客流不均衡现象较为严重。 

2.3 公交网络化换乘不便 

管理体制方面，常规公交一般由交通、城建等相关部门主管，公交企业运营，而城市轨

道交通一般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管，城市轨道交通公司运营，两者管理上的分离，

给交通换乘造成了人为“壁垒”，导致缺乏一体化的基础条件，使得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

交在换乘设施、换乘票价方面由于缺乏协调导致公交网络化换乘不便。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换乘设施布局不合理，换乘设施距离较远，导致换乘不便，步

行时间长绕行现象严重；设施面积不足，造成乘客拥挤环境质量差，严重影响换乘的舒适性

和效率，破坏换乘组织的协调性[9]。同时，国内多数城市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拥有不同

的票价体系，无法提供不同方式、不同收费的公交服务，以尽可能满足各种层次、各种需要

的出行者出行需求；不同方式间换乘优惠难以消除多式联运的价格阻力，无法在不同方式间

自由转换，同方式不同线路之间票价缺乏关联，特别是常规公交内部，换乘存在价格门槛。 

2.4 公交系统整体服务水平难以提高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提出 2020 年我国大城市公交出行分担率要达到

50%以上[10]，而现状绝大部分大城市的公交出行分担率在 20％以下，全国 38 个中心城市公

交出行分担率为 21%[1]，有的省会城市公交出行分担率不足 10％。要想实现不到十年内公交

出行分担率“倍增计划”，任重道远。 

就城市轨道交通来说，其虽处于高速发展期，但是，总体来说，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成本非常高，受地方财力所限，短期内“远水难解近渴”。就常规公交来说，随着城市道路

交通拥堵加剧，导致以道路为运行载体的常规公交外部运行环境不断恶化，一些大城市开辟

了公交专用道，从路权上保障了常规公交优先，但与常规公交线网总长相比仍占极小比例，

且未能形成网络，大部分常规公交车辆都和社会车辆拥有同样的路权，未能真正体现出公交

优先；“常规公交出行效率下降”和“交通拥堵加剧”的负效应使得其服务水平不断降低，

服务水平低下又导致常规公交吸引力日益降低，形成恶性循环。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在我国如火如荼地开展，常规公交运力也投入较大，但是公交分担率

却始终不高，主要是公交系统整体服务水平没有提高。诚然，公交设施和资金的投入十分重

要，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见表 3）经过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投入大量财政资金用于

公交补贴方面后，公交出行比例普遍提高到 20%以上。但近年来国内城市的实践普遍说明，

公交优先并不仅仅就是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开辟几条公交专用道、多配常规公交车辆这么简

单。由于出行个体对自身出行机动化、灵活性程度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在小汽车迅猛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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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构筑对于私人机动化特别是私人小汽车有竞争力的公共交通才可抢得先机，失去先机

带来的客运交通方式结构的变化，将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进行反向调整和改善。除了城

市空间布局和机动车政策等原因外，影响有竞争力的公共交通系统构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机

动化趋势下公共交通系统竞争力不强、公交系统内部协调度不高。故应通过统筹城市轨道交

通与常规公交，加快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建设，形成功能层次分明、网络布局合

理、换乘衔接方便的一体化公共交通系统。 

表 3  我国部分大城市公交出行分担率[11] 

城市名称  调查年份  公交出行分担率（%） 

北京  2008年  36.8 

上海  2008年  33.1 

广州  2003年  28..4 

南京  2007年  21.5 

武汉  2008年  23.4 

3.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发展策略	

为突破上述局面，在加快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大力发展常规公交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加

强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建设。特别是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在我国如火如荼

地开展，在兴建热潮的背后，应通过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建设，发挥“1+1>2”

功效，以构筑有竞争力的公共交通体系。 

3.1 发展内涵 

一体化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互不相同、互不协调的事项，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或措

施，将其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形成协同效力，以实现组织策划目标的一项措施[12]。城

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即通过网络一体化、设施一体化、票务一体化和管理一体化等

策略，将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从而发挥其整体效益。 

3.2 发展策略 

网络一体化是指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网络平衡发展，将互为独立的两个体（城市轨

道交通、常规公交）通过高度协调让“两张网”（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常规公交线网）有机

融合，使其构成具有发挥公共交通系统效益最大化功能的有机整体；设施一体化是指城市轨

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在设施布局上实现无缝接驳，设施之间衔接流畅，衔接效率高，特别是作

为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两张网”“锚点”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各种换乘交通设施的布

置衔接合理；票务一体化是指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形成一体化票制、票种及票价比价结

构；管理一体化是指理顺公共交通管理体制，对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进行统一管理，制

定鼓励其发展的一体化对策，构建一体化的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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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网络一体化示意图 

 
图 2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设施一体化示意图 

 

图 3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票务一体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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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管理一体化示意图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网络一体化、设施一体化、票务一体化和管理一体化“四位一

体”，网络一体化和设施一体化是其一体化发展的基础，票务一体化和管理一体化是其一体

化发展的保障。通过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网络一体化来对线网换乘进行改善，通过换

乘设施的一体化衔接来配套网络一体化，利用票务一体化从经济效用上引导出行者习惯从使

用线路到使用网络改变，通过管理一体化从体制和配套政策方面为出行者便利出行提供有效

保障。对于一个出行链而言，网络一体化程度影响出行者换乘时间，设施一体化程度影响出

行者换乘距离，票务一体化程度影响出行者出行费用，管理一体化程度影响出行者出行总体

质量。 

4. 案例分析	

近年来，深圳市城市公共交通得到较快发展，努力打造“以轨道交通为骨架、常规公交

为网络、出租车为补充、慢行交通为延伸”的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推动深圳建设国际先进

水平的“公交都市”。截止 2010 年底，深圳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 4 条线，共计里程 63.3km[5]，

常规公交营运线路 578条，总长 12938km，预计到 2015 年机动化出行的公交分担率将达到

56%以上（其中轨道交通占 26%、常规公交 26%及出租车 4%）[13]。 

4.1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网络一体化 

依据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布局与特点，实施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分区域一体化方

案。原特区内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发达，常规公交主要为城市轨道交通提供接驳服务，其线网

以减量调整为主，运能配备不增加或减少，通过削减与城市轨道交通过度竞争的公交线路，

优化公共交通系统整体运输效率。原特区外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以射线为主，城市轨道交通与

常规公交共同发展，常规公交线网调整采取退线方式，即原特区内通往原特区外的常规公交

线路由目前一端设于原特区内的起点退线到原特区外的城市轨道交通枢纽站，原特区外通往

原特区内客流的公交出行模式由“完全依靠常规公交”转换为“常规公交+城市轨道交通”

到达目的地[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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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深圳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网络一体化概念图[15] 

4.2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设施一体化 

原特区内由于开发强度高，客流需求大，公交场站规模不足，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建

设，在用地紧缺的情况下，建立更多与物业共同开发的城市轨道交通接驳公交场站，以满足

交通需求；另外，通过停靠站迁移、双站台改造、“深港湾”改造和增设等措施[15]，协调布

局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常规公交停靠站，提高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间的换乘效率。

在原特区外，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设置具有停车换乘的公交枢纽站，截留原特区外通往

原特区内的小汽车交通流，实现快速、便捷的公交系统换乘[14]。 

4.3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票务一体化 

票务一体化可以减少乘客由于换乘而带来的额外支出。使用公交智能卡（“深圳通”）换

乘常规公交后的乘客，在刷卡 90 分钟内换乘城市轨道交通，在享受城市轨道交通票价 9.5

折优惠同时再优惠 0.4 元/次，2011 年大运会期间进一步提高优惠幅度，折扣从 95 折降至 9

折。 

4.4 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管理一体化 

2009年 10 月深圳市完成政府机构改革，成立了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形成了真正意义上

的大交通管理体制，初步实现了特区内外交通运输管理的一体化、全市路网体系建设的一体

化、交通运行职能的一体化、交通管理组织的一体化，设立了公共交通处，承担全市公共交

通（常规公交、出租车、轨道交通、铁路、道路客运）行业相关管理工作。通过成立公交一

体化管理机构，可实现常规公交运营商深圳巴士集团、东部公汽、西部公交和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商深圳地铁集团的运营组织与调度一体化、监管一体化和应急管理一体化。   

5. 天津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发展建议	

天津市现状有 1 号线和 9 号线（津滨轻轨）两条轨道线正在运营，2012年下半年 2、3

号线也将投入运营，“十二五”期间将建设轨道 5、6 号线，形成环放式轨道网络。天津市现

有公交线路 558 条，线路配车 7117 辆，预计“十二五”末公交线路将达到 700 条以上。轨

道交通和常规公交如何一体化发展是天津市要面对的前所未有的问题和考验。 

结合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发展经验，建议从五个方面进行深化研究。一是结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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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布局与城市交通战略研究确定不同位置轨道车站的功能等级；二是结合轨道车站的功能级

别建立以轨道车站为中心的综合换乘体系，实现公交与轨道的无缝衔接；三是优化资源配置，

以轨道沿线设置的换乘枢纽为中心，调整优化公交线网，实现以轨道为骨干、地面公交为辅

助的公共交通系统，充分发挥轨道与公交各自的资源优势；四是制定合理、惠民的票务体系，

特别是换乘票价的优惠，引导出行方式的选择，促进出行习惯从使用线路到使用网络的转变；

五是完善公共交通管理机制，制定天津市轨道与公交一体化管理体制的框架，统一协调公共

交通的规划、建设、运营、票价、财政补贴等方面，促进、保障、落实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 

6. 结语	

虽然当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大规模展开，但由于其建设与投入运营是动态的、具有

阶段性的过程，可以充分利用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方可达到两者有机衔接和运能

匹配，实现阶段性的城市交通结构最优，从而提高城市整体公交分担率。除了提高城市整体

公交分担率外，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可以还实现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体化组

织，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两者的转换门槛，出行者都能够根据对出行质量、出行成本、出行

时效的要求，对出行过程进行优化组合，实现了交通服务与交通需求的高度协调和统一，从

而提高城市综合客运体系运输效率和服务水平。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关于公布《城市公共交通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EB/OL]:// 

http://www.gov.cn/gzdt/2010‐10/22/content_1728326.htm 

[2]陆锡明.亚洲城市交通模式[M].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9 

[3]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  上海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成果[R].2011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中国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5]顾保南等.2010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统计[J].城市轨道交通信息.2011,1(1):82‐83 

[6]《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度报告》课题组.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年度报告 2009[M].中国铁道出版社, 2010 

[7]孟迎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规模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09 

[8]杨涛.  轨道交通将成为大城市治拥堵促发展的主渠道.  [EB/OL]://  http://finance.sina.com.cn/ro

ll/20101014/08428777629.shtml 

[9]吴友梅,张秀媛.  城市轨道交通的公交换乘问题与对策分析[J].铁道运输与经济,2005,27(8):19‐21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R].2006 

[11]张泉,黄富民,杨涛等.公交优先[M].中国建筑出版社.2010 

[12]王治卿.集约型一体化管理体系创建与实践[M].中国石化出版社, 2010 

[13]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深圳市综合交通“十二五”发展规划[R].2010 

[14]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策略研究[R].2009 

[15]深圳市综合交通设计研究院.深圳市地铁 1 号线（二期工程）、2 号线公交接驳线网及接驳设施规划

[R].2009 

【作者简介】 

郭本峰，男，硕士，工程师，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中心道路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 

张杰林，男，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欣荣，男，硕士，工程师，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中心道路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 

崔扬，男，硕士，工程师，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中心道路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31



 

 

减少小汽车出行的波特兰多模式交通体系建设 

叶建红  陈小鸿  张华 

【摘要】本文分析了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大都市区构建多模式综合客运交通体系所采取的主

要规划思想、政策手段及创新实践。其核心思想可概括为减少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并通过

人均车公里等量化指标来衡量、评估这种依赖程度的变化。主要政策包括城市增长控制、交

通系统-土地利用整合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和机构协调。一方面转变对小汽车交通发展的认

识（如认识到建设更多的道路和停车设施，其最终结果只会侵占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鼓励

城市蔓延、破坏社区结构、污染城市环境；又如下调可接受的拥挤水平、减少公交服务发达

地区的停车供给等），另一方面极力提升公交、自行车和步行交通品质、并对不同交通方式

加以衔接整合，使得波特兰交通系统正朝既定的多模式目标稳步推进。相关经验值得深入总

结和学习。 

【关键词】波特兰都市区  多模式交通  交通规划条例  交通-土地利用整合  拥挤管理 

1. 引言	

素有“规划之都”美誉的美国波特兰大都市区，长期致力于减少私人小汽车出行、提升

公共交通、自行车交通和步行交通服务品质的多模式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建设。其人均车公

里（下降）、人均公交出行次数、自行车交通出行比例等指标在美国同等规模都市区中均处

于领先地位[1]。2011 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U.S. News & World Report）通过综合评比

城市公交系统投资、公交出行量、出行安全等要素，将波特兰都市区列为全美 10 佳公交都

市之一[2]。Robert Cervero在其《公交都市》（The Transit Metropolis）一书中也指出“如果 21

世纪美国有一个都市区能够迅速演变为一个公交大都市，那么它一定是波特兰都市区”[3]。

此外，波特兰也多次入选美国 佳步行城市、 佳自行车出行城市等[1]。 

波特兰交通系统取得的成绩是一系列城市发展与土地利用政策、革新性规划理念与实践

以及政府、企业、公众通力配合的结果。鉴于国内日趋严峻的交通拥堵形势以及逐渐恶化的

公交、自行车和步行系统出行环境，本文着重介绍波特兰都市区在应对小汽车交通拥挤、提

升公交与慢行交通服务方面所采取的主要规划思想、政策手段和创新实践，以期为我国城市

交通拥堵治理、公交与慢行交通优先发展开拓思路，提供经验借鉴。 

2. 波特兰交通系统发展基本思想与政策手段	

2.1 波特兰都市区简介 

本文提及的波特兰都市区是指由都市区政府Metro所管辖的城市化地区，位于美国俄勒

冈州西北角，如图 1‐1 所示。都市区在空间上横跨 3个县（county），内部包含 25 个城市（city）

（图 2），总面积 1029.5平方公里，现状人口约 150 万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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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波特兰都市区区位示意图                 图 2  波特兰都市区县市构成示意图 

2.2 交通系统发展的基本思想 

波特兰交通系统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减少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提供包括公共交通、自行

车交通、步行交通在内的多模式综合交通体系。这一思想在俄勒冈州《交通规划条例》[5]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Rules，指导俄勒冈州所有城市化地区交通规划编制、管理、实施

的法定条例）中得到具体量化。如早期的《交通规划条例》要求都市区地方政府一致采用人

均车公里指标，即在交通规划 20 年期限内，将人均车公里指标下降 10%，以体现对小汽车

出行依赖程度的降低。后期修订的《交通规划条例》将降低人均车公里指标的要求由 10%

下调到 5%，同时也允许地方政府采用其它替代指标，如非单人驾驶小汽车出行比例，非小

汽车出行方式（包括步行、自行车、公交）比例，非小汽车出行方式可达性等。但无论采用

什么衡量指标，一旦都市区地方政府的交通系统规划方案预期会导致人均车公里指标增加，

州土地开发和保护部即要求重新制定一项土地利用‐交通系统整合规划，进一步优化调整土

地利用类型、密度，采取更严格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以及大幅度扩展公交服务。 

同时，《交通规划条例》还要求交通系统规划须设定对应于规划期限内不同时间阶段的

指标基准值，用以评估实际的规划实施是否满足阶段性的规划目标。州土地保护和开发部定

期评估都市区政府制定的人均车公里指标和对小汽车依赖程度的变化情况。当某一阶段的指

标基准值不能达到时，地方政府必须修订既有交通系统规划，并采取其它必要的手段和措施

满足阶段目标要求。 

2.3 交通系统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 

在上述核心思想指导下，波特兰都市区主要采取了城市增长控制、交通‐土地利用整合

以及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结构协调等宏观政策来引导多模式交通体系发展。 

2.3.1  城市增长控制	

为防止无限制的城市扩张与蔓延蚕食宝贵的农田、林地、矿产等自然资源，俄勒冈州早

在 1973 年就通过了一项州层面的土地利用规划法案（Senate Bill  100）[6]。该法案要求全州

每一个城市化地区都设置一个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图 2），所有城市开发活

动都被要求限制在边界以内。城市增长边界一方面保护了边界外部的农田、森林、景区、公

共空间等不被城市开发侵占，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低密度蔓延，促成边界内部更紧凑、高效的

城市开发，并提高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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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市增长边界内外土地利用效果对比示意图 

2.3.2  交通‐土地利用整合	

城市增长控制为实施另一重要交通发展政策——交通与土地利用整合创造了基础条件。

上世纪 90 年代初波特兰都市区制订了指导未来 50 年的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即 2040 增长规

划（图 3）。该规划界定了未来都市区空间发展结构，即形成由波特兰市中心区、区域中心

（主要为周边次级城市）、镇中心、枢纽车站周边地区、重要干道走廊等构成的主要发展带。

规划要求未来的城市开发须集中在上述发展带，并利用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和多模式交通干

道串接服务于这些发展地区。 

《交通规划条例》则为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整合提供了更具体的技术指导与要求，主要

内容包括： 

 对于超过 100 万人口大都市区内的地方政府，在制定交通系统规划时必须重新评估

所有可能的土地利用方案； 

 如果交通系统规划方案预期会导致人均车公里指标增加，大都市区内的县、市政府

需要重新制定土地利用‐交通整合规划，重新优化土地利用类型、密度和设计标准； 

 调整土地利用实施条令，创建利于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车交通和降低小汽车交通

依赖度的出行环境； 

 土地利用调整必须符合现有和规划的交通设施功能、通行能力与运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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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波特兰都市区 2040 增长概念图 

2.3.3  广泛的公众参与和机构协调	

广泛的公众参与是波特兰都市区规划制定过程的鲜明特色。俄勒冈州土地利用规划法要

求在编制任何类型的交通系统规划时都需开展公众参与，考虑并吸纳公众的意见。有效的公

众参与不仅确保所制定的交通发展政策符合公众的交通出行意愿与需求，同时也能够减少规

划实施过程中的阻力，促使既定的规划真正落地。同时，独立第三方组织的监督也是保障交

通系统发展按照既定规划实施的重要手段，代表性的监督组织如俄勒冈千友会（1000 Friends 

of Oregon）[1]。该组织由环保主义者、律师、学者等组成，其主要职责是监督俄勒冈州城市

开发、土地利用与州土地利用规划法是否一致。当出现不一致时，诉诸于法律是他们 后的

监督“武器”。 

特殊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是保障波特兰都市区交通健康发展的关键要素。都市区政府

Metro既具有美国一般MPO（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的交通系统规划编制与联

邦交通资金的拨付权限，同时也具有制定区域土地利用规划与发展政策的权限。Metro统一

制定和管理都市区内 25个城市的增长边界。当地方性的土地利用规划与区域规划不一致时，

Metro还拥有对地方规划的否决权。 

3. 私人小汽车交通	

如上所述，波特兰都市区对待私人小汽车交通的基本态度是尽可能减少小汽车的使用，

降低人均车公里出行指标。这一目标导向促使了多种旨在改变小汽车使用行为的政策与条例

被相继采用，如交通投资导向转变、拥挤与运行管理、汽车合用合乘等。过去二十多年的实

践表明，这些政策措施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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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俄勒冈州和波特兰大都市区人均车公里指标对比 

3.1 交通投资导向转变 

波特兰地区是美国很早转变交通投资导向（从小汽车交通逐渐转向公共交通）的都市区。

如上世纪 70年代一条贯穿波特兰都市区东西向的高速公路（Mt. Hood Freeway）建设被取消。

通过与美国联邦交通部协商，波特兰都市区将该高速公路建设资金转用于建设都市区内第一

条轻轨线路。从那以后波特兰都市区就基本停止了大规模道路设施建设，转而投资更多的轻

轨、有轨电车、常规公交等基础设施。都市区管理部门已形成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建设更多

的道路和停车设施，其 终结果只会侵占大量宝贵的土地资源、鼓励城市蔓延、破坏社区结

构、污染城市环境[8]。 

3.2 交通拥挤管理 

在交通拥挤问题上，波特兰的思路似乎也与众不同。首先，波特兰认为交通拥挤是不可

以消除的，而是只能更好（高效）的管理。其次，波特兰下调了可接受的拥挤水平（表 1）
[9]，认为在早晚出行高峰时段，中心区和市区主要街道 F级服务水平、交通走廊和区域性道

路 E级服务水平都是可以接受的，无需采用大规模道路扩建措施来缓解拥堵。 

表 1  波特兰都市区高峰时段可接受的交通拥挤水平 

  早高峰  /  晚高峰（2小时） 

空间位置  适宜  可接受 

中心区和主要街道  E/E  F/E 

通道和社区  E/D  E/E 

区域性道路  E/D  E/E 

停车管理被认为是交通拥堵治理的另一重要手段。《交通规划条例》要求大都市区内地

方政府应限制新的停车用地开发或改造部分已有的停车用地，如划定部分停车场空间为公交

设施用地、根据土地利用类型和周边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设定不同区域 低与 高停车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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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等。在公交服务好的地区，城市开发或改造甚至可以不配建停车设施，且还被赋予一定

比例的停车上限指标。 

4. 公共交通	

公共交通一直是波特兰都市区重点规划和建设的交通体系，目前已形成包括轻轨、有轨

电车、通勤铁路、地面公交、空中缆车等多种形式在内的综合服务系统。都市区公交服务主

要由 TriMet公司运营，2011 年日公交客运量约 31.9 万人次[10]。为提高公交吸引力，鼓励更

多居民采用公交出行，波特兰采用了多种富有创新性的公交发展政策与实践，包括市中心公

交优先走廊（Transit  Mall）和免费公交区、实时公交信息服务、2 小时免费换乘、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财政支持，等等。 

4.1 公交优先走廊和免费区 

早在 1972 制定的波特兰中心区复兴规划中就确定了在城市核心区建立公交优先走廊，

充分改善核心区的公交与慢行交通可达性，使核心区重新成为人活动而不是车流动的空间。

目前波特兰市中心南北向两条街道（第 5 大街和第 6 大街）为公交优先走廊，20 余条公交

线路、两条轻轨线路在该走廊上通行。公交走廊为单向 3 车道道路，其中 1 个车道为巴士专

用，1 个车道为轻轨专用，另一车道向社会车辆开放（图 6）。 

     

图 6  公交走廊典型断面设置图                       图 7  轻轨票价分区示意图 

另外，在市中心还实行了轻轨公交免费区（图 7 中淡黄色区域）和有轨电车公交免费区。

两个小时内各类公交服务模式之间可以相互免费换乘。 

4.2 实时公交信息服务 

波特兰的公交系统是基于时刻表运行的，一般发车间隔较长（高峰时段部分线路发车间

隔约 10 分钟；平峰时段可有 20 分钟，30 分钟，甚至 60 分钟），因此给乘客提供准确的车

辆到站信息尤为重要。每一个公交车站（包括轻轨车站、有轨电车车站、通勤铁路站、常规

公交车站）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通过网站或电话查询输入该编号，即可获得经停该车站的

所有公交车辆下一班到车时刻。市中心区部分车站也安装了实时的公交车辆到站时刻显示屏

（图 9），方便乘客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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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轻轨（绿线）部分车站时刻表                 图 9  车辆到站时刻显示 

4.3 TOD 财政支持 

为支持土地开发商在公交车站周边进行高密度、混合土地利用开发，吸引车站周边居民

利用公交出行，波特兰都市区政府 Metro 实行了一项独特的 TOD 财政支持项目。其核心内

容是：经由美国联邦交通部批准，Metro将部分联邦交通资金用于购买 TOD开发所需的土地，

然后再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给开发商，以此弥补由于进行高密度混合用地开发所带来的额外成

本增加。 

5. 步行与自行车交通	

步行与自行车交通发展受到波特兰都市区的格外关注。其对步行交通的定位是：短距离

出行优先的（Preferred）、而不是仅供选择的（Alternative）出行方式；对自行车交通的定位

是：不再被认为是一种仅供选择的出行方式，而是作为一种合法的交通出行选择在多模式交

通体系中扮演关键角色。俄勒冈州规定每年州政府划拨的公路建设基金至少有 1%须用于步

行和自行车设施建设。通过持续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出行引导，波特兰都市区步行与自行车交

通出行量稳步增长，出行比例位居同等规模都市区之首（图 10，11）。 

   

图 10  都市区自行车通勤比例对比               图 11  波特兰市自行车越江交通量增长 

5.1 构建利于慢行交通的土地利用形态 

俄勒冈《交通规划条例》要求所有的地块开发必须构建利于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和

降低依赖小汽车交通的出行环境。在行人和自行车交通出行（及潜在出行）区域，须提供安

全、便捷的基础设施，包括人行道、自行车道、自行车停车场等。新建和改建道路一般都须

沿线建设人行和自行车道。对于混合土地利用、步行交通友好设计等开发模式给予指标奖励。

如在缺乏调查数据时，可以认为上述土地开发模式较一般规范（如 ITE的出行生成手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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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车辆出行率低 10%。 

 

图 12  波特兰市中心区高密度、小尺度路网 

另一改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出行质量的土地利用手段是构建高密度、小尺度的路网模式

（图 8）。波特兰规定在居住区和混和土地利用区，新建的地方性道路间距不能超过 160 米

（530 英尺），若使用尽端式道路，其长度不应超过 60 米（200 英尺）[9]。 

5.2 精细化交通设计 

波特兰开展的相关调查表明缺乏必要的步行与自行车交通设施、担心与机动车交通冲突

引发事故是影响居民选择步行与自行车出行的重要因素。通过精细化交通设计提高步行与自

行车交通出行便捷性和安全，逐步提升居民的可接受度，是近期波特兰慢行交通发展的重点。

典型的精细化交通设计包括：醒目的步行与自行车设施、自行车交叉口待行区、由路边小汽

车停车改建的自行车停车设施等，如图 13。 

     

1—彩色铺装的行人过街                        2—特殊标识的自行车道 

     

3—自行车交叉口待行区                      4—由路边停车改建的自行车停车位 

图 13  波特兰典型慢行交通精细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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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多模式交通衔接	

除了注重各交通方式子系统的规划建设，加强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衔接整合也是波特兰

都市区构建多模式交通体系的重点。公交与小汽车、公交与慢行交通在时间、空间上的接驳

为市民出行提供了更多元化的出行选择。目前波特兰都市区已设置 62 个 P+R 停车点，约

12690 个停车位；1900 个 B+R 停车位；17 个公交换乘中心[10]。通过停车优惠、换乘优惠等

手段鼓励更多的公交与慢行出行。 

     

     1—P+R 停车点                  2—B+R 停车点              3—公交与自行车接驳 

图 14  多模式交通方式衔接 

7. 结语	

波特兰多模式交通体系建设理念与实践常常被引为革新性交通规划的样本。尽管目前小

汽车出行仍是波特兰都市区交通模式的主导，但公交、自行车和步行交通的出行比例一直保

持增长趋势，其过去 40 年来所采用的交通发展政策，尤其是从认识层面上对各类交通方式

发展思想的转变值得认真总结，相关经验与教训值得甄别汲取。一个须引起高度重视的动向

是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的步行与自行车交通遭到忽视，出行环境恶化，出行比例急剧下降；

而以波特兰为代表的美国很多都市区都正在花极大力气试图改善步行与自行车交通出行环

境，增加出行量。他们的经验表明试图改变人的出行行为习惯（如由开小汽车转骑自行车）

非常困难且耗时很久。因此，如何避免重蹈美国覆辙，在当前交通行为塑造的关键时期大力

提升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服务品质，逆转出行比例急速下滑的趋势，是当前交通规划工作者

的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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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实施效果的评估研究 

                                                      ——以深圳为例 

崔晓天  周军  晏克非 

【摘要】我国城市交通规划领域长期存在“重编制、轻实施、无评估”的现象，基本上还是

以编制宏伟蓝图为主，缺乏对规划实施效果的评估研究。本文首先提出了规划实施效果的内

涵，并以深圳的实践为例，分别对规划实施结果的一致性、规划实施的内在效果、规划实施

的外在效果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评估内容、评估指标体系或评估方法，用以检验规划

在交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效用程度。 

【关键词】规划后评估   实施结果  内在实效  外在实效  评估指标 

1. 引言	

目前，我国大城市从政府到规划师都在不断地编制各式各样的交通规划，但是事后真正

严谨、可靠的实施效果评价却极少去做。无论旧的规划实施效果如何，新的规划总是源源不

断地被推出来。而对于综合交通规划付诸实施后，城市交通发展与否，或多大程度上按照规

划设想的目标前进目前尚缺乏科学、客观和深入的评价。因此，本文结合深圳城市交通规划

建设的实践，对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实施效果评估的内容和方法进行了初步研究，以期掌握

城市交通发展与规划的偏差，检验规划在交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效用程度。 

2. 综合交通规划实施效果的内涵	

徐慰慈先生在其 1998 年编著的《城市交通规划论》中曾经提出：为评价交通规划的功

效，实效评估是最直接的方法，它主要为下述三个问题提供答案：交通系统在规划方案实施

后发生了哪些变化（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这些变化带来了哪些影响？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

是什么？评估的结论能定量表述规划方案达到原定目标的程度，并为决策者的下一步行动指

出方向和途径。笔者经过深入研究，认为规划实施效果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一致

性、规划实施的内在效果及外在效果。 

（1）一致性。一致性是指规划的执行使得未来与规划的内容相符，是对规划实施一段

时间后的效果与原规划预期是否一致进行评价，一般是运用实证技术的方法辨析规划目标、

规划内容与实施结果间的对应关系。 

（2）内在实效。内在实效主要考察规划实施后综合交通系统能否达到它原先预期的系

统功能组织效应？具体表现在城市交通结构是否合理；城市交通各子系统融入系统整体、协

同发展的程度如何。 

（3）外在实效。外在实效主要考察规划实施完成后，交通系统与社会经济发展、资源

环境、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程度。 

综合交通规划实效的评估是对综合交通规划实践的总结，其评价的对象可以是指一个阶

段规划成果实施的状况，可以是规划决策实施全过程的运行效果，也可以是某个规划系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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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发挥的状态。 

3. 综合交通规划实施结果的一致性评估	

规划实施结果一致性的评估主要是指对规划实施一段时间后的效果与原规划预期是否

一致进行评价,分析的重点集中于规划实施前后关系的比对上，评估的内容包括交通规划目

标实现程度的评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的评估以及交通发展战略执行情况的评估。 

3.1 交通规划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估 

规划目标实现的评估主要是指综合交通规划实施完成后，根据现状交通发展的情况，对

规划设定的各项目标的现状值进行计算，并与原规划设定的目标值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规划

目标与实际情况的契合度，评价规划目标的实现程度和两者之间的偏差，并进一步分析产生

偏差的原因。本文按前后对比的系统思想，采用各指标的偏差率来反映规划目标的实现程

度。偏差率为 

%100
1

12 



X

XX
                                         （2-1） 

式中： 1X 为指标规划目标值； 2X 为指标实际值。下面以 2005 年版深圳市整体（综合）

交通规划目标及核心指标的实现程度的评价为例进行说明。 

表 1  深圳市 2005 版综合交通规划确定的核心指标实现情况一览表 

指标名称  单位 
2010年目标

值 

2010年现状

值 

目标 

偏差率 
备注 

公共交通分担率  ％  ≥60  38.3  36.2%  未实现目标 

高峰小时路

网平均车速 

中心城区 
公里/

小时 
≥20  26.4  —  实现目标 

外围地区 
公里/

小时 
≥30  32.3  —  实现目标 

交通事故死亡率 

（交通安全水平） 

人/百

万人 
<80  71.3  —  实现目标 

机动车排污总量减少值（交

通环境保护） 
% 

较 2005年 

减少 30% 
减少 18%  40%  未实现目标 

由上表可以看出，四大核心指标里高峰小时路网平均车速、交通事故死亡率两大指标实

现甚至超出了原定规划目标，但公交分担率、机动车排污总量的减少等指标值却与原规划目

标的要求相去甚远。 

3.2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的评估 

目前我国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仍处于以物质空间为载体的规划阶段，交通设施的空间布

局和建设计划是规划的重要内容。规划实施一段时间后，各类交通设施的网络布局、建设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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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与规划预期是否一致是反映综合交通规划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 

3.2.1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评估	

综合交通规划对城市各类交通设施在不同规划年限的建设水平一般均有明确要求。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评估就是对规划实施一段时间后，现状交通设施建设状况与规划预期的

比较。具体而言为城市对外交通设施（包括机场、港口、铁路、城际轨道、高速公路、综合

交通枢纽等）、城市道路网络（规划干道网络、支路网）、公交设施（公交线网、轨道、公交

专用道）、停车设施、慢行交通设施的建设水平与规划预期比较。 

以深圳为例，上轮规划确定近期建设重大交通项目约 100 项（不含公交场站及慢行设

施）。经过五年建设，共启动重大交通项目 72 项，按计划实施 51 项；启动率 72%，实施率

51%，相比“十五”期间 30%实施率而言，规划实施力度显著增强，但与规划要求差距仍较

大。 

表 2  深圳市上轮规划确定的综合交通项目实施情况一览表 

项目分类 
规划项

目数 

已启动项

目数* 

按计划实施

项目数* 
启动率  实施率 

航空工程  2  2  1  100%  50% 

港口工程  13  12  9  92%  69% 

铁路工程  7  6  4  86%  57% 

口岸工程  4  4  4  100%  100% 

轨道交通  6  6  5  100%  83% (2011年) 

快速公交  5  0  0  0  0 

高速公路  9  7  5  78%  56% 

城市快速路  13  9  7  69%  54% 

干线性主干道  41  27  16  63%  39% 

合计  100  72  51  75%  51% 

注*：已实施：指项目实施进度与上轮规划一致；已启动：指项目至少已开工。 

3.2.2  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的评估	

对交通基础设施空间建设的评估主要是运用空间迭加技术，通过 GIS软件分析现状各类

交通设施的空间布局是否与原规划提出的相一致，具体数据收集及处理流程如图 1所示。利

用 GIS强大的空间数据处理能力，将综合交通系统的规划图与现状图配准后导入 ArcGIS，系

统地分析各类交通设施建设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设定下列三种情况来评估交通基础设施空间

建设总体状况的吻合度，即：①设施网络布局和规划相吻合；②未实施的规划；③违反规划

的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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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综合交通系统规划图

数字化进行对比分析的综合交通系统规划
图和现状图，提取进行研究的信息，建立

图形库，属性信息通过键盘录入

分别对轨道交通、道路交通、公交场站、静态交

通、慢行交通设施进行规划和现状对比

目标年规划方案与现状轨道、道路、公交、停车、

慢行交通设施配准后的实施结果评价。

将进行对比分析的综合交通系统规划图和

现状图进行配准

GIS

 

图 2  数据收集及处理流程示意图 

3.3 交通发展战略执行情况的评估 

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一般均会提出城市的总体交通发展战略，而战略的执行和推进需要

落实在整个规划的实施过程中，因此需要结合制定的交通发展策略，从不同的层面选取合适

的指标来评估战略的执行情况。譬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落实，可以考虑以公交设施投资情

况来评估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在过往交通系统建设与投资中的重视程度，同时以公交客运量、

公交分担率和公交运行速度等作为公交优先战略执行效果的检验指标。 

以深圳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执行情况为例进行说明。2005 版《深圳市整体（综合）

交通规划》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政策和规划目标，到 2010 年公共交通在机动化

分担率应达到 60%。但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落实，公共交通系统的主

导地位并未确立，运输效率高的公共交通并未得到应有发展，而有限的道路空间被运输效率

低的小汽车交通大量占据，是导致道路交通服务水平下降、交通拥堵加剧的最根本原因。虽

然 2010 年公交客运量达到了 24.4 亿人次，比 2005 年增加了 56%，但公共交通在机动化客

运交通中的分担率由 2005 年的 44.3%下降到 2010 年的 38.3%，而同期小汽车交通所承担的

份额则由 38%增加到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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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深圳市历年公交客运量示意图            图 4  2010 年深圳市机动化出行方式 

4. 综合交通规划实施内在效果的评估	

规划实施内在效果的评估重点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城市交通的结构是否合理，是否达到

了社会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二是对综合交通各子系统协同发展的程度进行评估，即各类交通

设施功能布局是否协调，各交通系统运行是否有序高效，是否构建了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 

4.1 城市交通结构合理性评估 

城市交通结构主要是指在用地布局、人口密度、经济水平以及社会环境等特定条件下所

形成的一定的交通方式结构，即各种交通方式所承担出行量的分担比例。合理化的城市交通

结构应是社会效用最大化时各种交通方式的组合，因此对城市交通结构的评价应以社会效用

最大化为目标，构建一系列评价指标体系和选取相应的评价方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 

笔者全面考虑城市交通结构功能的外在表现形式，从交通服务、经济效益、资源消耗、

环境影响等四个子系统分别选定评价指标，并确定当子目标交通服务、经济效益、资源消耗、

环境影响分别取得最大效用时，各种交通方式所占的比例。引用灰色理论的关联度概念，用

契合度来表示现状交通结构与子目标最优时相应交通结构的吻合程度，契合度越大表示相对

某一子目标而言，现状交通结构越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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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城市交通结构合理性评价指标体系  

4.2 城市综合交通协同发展的评估 

城市交通系统的协同发展主要是指城市交通内部各子系统融入整体，协同运行，发挥系

统整体规模效应的情况，亦即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程度。大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协同发展主要

表现在设施的整合平衡、交通方式的协调运行这两大方面，基于这一前提，选取如下评价指

标来评价交通系统协同发展的程度。 

表 3  城市综合交通协同发展评价指标 

目标  准则/路径  指标 

城市综合

交通系统

协同发展

哦 

交通基础

设施平衡 

道路设施与轨道设施平衡 
轨道交通建设规模 

轨道交通分担率 

轨道与步行（自行车）、常规公交协调
轨道接驳公交场站建成度 

轨道接驳自行车停车场建成度 

交通枢纽  枢纽及接驳设施建成度 

各交通方

式协调运

行 

轨道与常规公交接驳 
轨道与常规公交运能匹配度 

平均换乘时间 

公交和步行（自行车）交通 
平均换乘距离 

枢纽平均换乘次数 

公交和小汽车交通  轨道或枢纽周边接驳公共停车场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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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综合交通规划实施外在效果的评估	

规划实施外在效果的评估重点从两方面进行，即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程度，以及

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5.1 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程度的评估 

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程度是检验综合交通规划实施效果的重要方面，两者之间协

调发展的评估，属于复杂系统的多指标综合评价问题，应建立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合

适的评价方法来科学评估与分析两者协调发展的程度。 

本文采用效用函数综合评价法对深圳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程度进行评价。该方法

的基本原理是：将每一个评价指标按照一定的方法量化，变成对评价问题测量的一个“量化

值”即效用函数值，然后按一定的合成模型加权合成求得总评价值。其一般化的公式为： 

  , 1, 2, ,i iF y w i p g L        

其中，
 i i iy f x

为 ix
的效用函数评价值， if 为 ix

的效用函数， iw
为单项评价指标 ix

的权重， F 为综合评价值， 为合成模型函数。 

该方法的主要步骤：首先是评估指标的选取，然后是评估指标的标准化处理，运用数学

模型把评估指标体系平均合成，得出一个评估值，最后根据评估标准，判断评估值处于哪个

位置，从而判定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程度。 

表 4  2010 年深圳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评价计算结果 

根据综合评价值的大小和评价标准，可知深圳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程度一般。

准则/路径  权重  指标  当量值 指标权重  评价结果

土地集约化利用  0.25 

人口密度  0.86 0.20  0.043

轨道站点 500 米范围内平均容积率 0.48 0.35  0.042

轨道站点 500 米范围覆盖就业岗位

和居住人口 
0.56  0.45  0.063 

城市功能布局合理性 

（职住平衡） 
0.30 

人均通勤出行距离  0.65 0.24  0.047

通勤出行组团内部比例  0.78 0.40  0.094

高峰时段城市主要放射通道上不均

衡系数 
0.24  0.36  0.026 

可持续交通模式的发

展 
0.35 

快速路和主干道上拥堵道路比例  0.18 0.18  0.011

公共交通分担率  0.38 0.35  0.047

轨道交通客流强度  0.55 0.25  0.048

常规公交客流强度  0.82 0.22  0.063

环境质量  0.10 
人均小汽车车公里数 0.45 0.6  0.027

道路交通大气饱和度 0.35 0.4  0.014

综合评价结果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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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在轨道交通站点 500 米覆盖范围内容积率偏低，人均通勤出行距离不断加大，组团间的

出行比例不断提高，跨区域通勤交通大量增加，高峰小时城市主要放射通道上潮汐现象严重，

这都说明职住分离现象越来越突出，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的程度不够，亟需引导和加强。 

5.2 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评估 

城市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是指交通系统内部各方面（包括层次、规模、结构和

功能等)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阶段，与经济发展各方面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并能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具体而言就是交通系统要以合理的规模、结构、空间布局、功能以及交通建

设资金投资比例，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派生出来的交通需求；与环境生态平衡、自然资源开

发利用、生产力布局、经济发展战略相一致；能促进社会经济结构优化；以合理的运营管理、

服务水平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结合城市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性的内涵，在对交通系统的状态特性和功能特性等方

面进行分解的基础上，构建如下评价指标体系。 

表 5  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性评价指标 

目标  准则/路径  评价指标  单位 

交通与社会经

济发展的适应

性 

交通系统功能 

道路网密度  km/km
2 

轨道交通建设里程  km 

公交线网密度  km/km
2 

交通系统服务 
客运量  万人 

货运量  万吨 

交通系统投资 
交通设施建设投资  亿元/年 

交通投资协调性  % 

交通系统发展速度 

（交通运输弹性系数） 

客运弹性系数  — 

货运弹性系数  — 

上述适应性评价指标可以反映出特定城市交通系统的经济适应性状况，但要想得到一个

可以横纵向进行对比的适应性指数，还需通过一定的统计方法和数学模型得到最终结果，一

般来说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6. 结语	

综合交通规划实效评估除了在宏观意义上有益于交通规划社会地位的确立和巩固，还有

助于改进城市交通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过程，因为归根结底这是对综合交通规划实施的总结，

它起到反馈结果的作用，可以帮助规划师更好的理解既有规划的不足，了解规划偏离实际的

原因，对缺陷采取补救措施，并为新一轮综合交通规划修编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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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规划实践与探索 

                                                      ——以三亚为例 

付晶燕  赵一新  张国华 

【摘要】旅游人口的出行在旅游城市交通中占相当比例，其交通特征也与城市居民有显著不

同。在深入剖析现状问题和把握未来旅游及交通发展趋势基础上，借鉴国际滨海旅游城市公

交系统发展的先进经验，以提高公交系统服务水平和吸引力、满足居民和游客双重出行需求

为核心目标，充分考虑旅游人口的交通需求对城市交通系统带来的额外负荷，并以总当量人

口作为规划建设依据，提出了一个分离、三个整合的四大对策以及相应的规划方案和实施计

划，为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指引。 

【关键词】公共交通规划  一体化  旅游城市 

1. 引言 

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开发建设和独一无二的热带旅游资源，使旅游功能成为三亚最重要的

职能之一。作为国际性热带海滨风景旅游城市，近年来三亚旅游进入了黄金发展期，2011

年旅游人数突破 1000 万人次，高峰日旅游人数超过 10 万人。 

旅游的蓬勃发展刺激了社会经济和城市交通的快速发展，但不断增加的交通需求也对城

市公共交通服务提出了较高要求。区别于其它城市，三亚旅游人口所占比重相当大，面对与

常规城市存在的巨大交通差异，作为城市交通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的公共交通系

统，必须要同时兼顾城市交通和旅游交通需求。 

从承担城市交通和旅游交通的特征分析，三亚的公共交通形式可以分为城乡公交、旅游

车和出租车三大类。目前，三亚的公共交通服务相对比较薄弱，城市居民对旅游高峰期出租

车短缺的抱怨和对提高公交服务的诉求，也突出体现了城市公交发展的紧迫性。发展多层次、

多方式、多样化、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系统是满足游客和居民双重出行需求和实现城市交通可

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 

2. 三亚公交系统的发展特征 

2.1 旅游主导性 

根据 2010 年调查，公交、出租、旅游日客运量分别为 32、16 和 2 万人次/日，总和为

50 万人次/日，占全方式出行总量的 22%。若按居民和游客出行量分别计算，则分别占 15%

和 80%。可见，公交、出租、旅游是三亚游客最重要的出行方式。 

三亚客运系统客运量的变化规律与旅游的淡旺季变化规律一致：淡季（4 月至 9 月）为

50 万人次/日；旺季（上年 10 月至当年 3 月）为 58 万人次/日，是淡季的 1.16 倍；而春节

期间为 76 万人次/日，达到淡季的 1.52 倍，体现出其交通系统旅游的主导性。 

对比国内常住人口规模（30~40w）与三亚相当的城市，三亚公交和出租车日运量都远

超于其它城市。如公交日客运量达到 32 万人次/日，其它 12 个城市基本在 5~20 万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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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出租日客运量也是如此，三亚为 16 万人次/日，其它基本介于 3~10 万人次/日。通过

横向对比公交和出租日运量远超国内相同人口规模城市，也体现出交通系统旅游的主导性。 

  
图 1  三亚和国内常住人口规模相当城市公交和出租日运量对比 

2.2 服务水平低 

2.2.1  公交缺乏吸引力 

截止到 2010年底，全市共有 10 家公交公司经营的 24 条公交线路，经营方式呈现多样

化，58%的线路是公车公营，29%的线路是挂靠经营，剩余 13%是承包经营。 

通过跟车调查发现，部分线路的运营公司可以随意决定当日发车班次，值班司机可以随

意决定车辆停靠站点和运营时间。在发车间隔方面，高峰和平峰时间分别有 58%和 67%的线

路超过 10min，说明乘客候车普遍较长。在单车日载客量方面，平均为 706 人次/日，高于

全国城市普遍水平（400~500 人次/日），表明公交运输效率较高，乘坐舒适度较差。问询调

查结果显示，60%的乘客对三亚公交的总体印象一般或较差；对于公交存在的主要问题，47%

的乘客选择了候车时间太长，32%的乘客选择了公交服务态度较差。总的说来，经营主体多，

市场混乱，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导致公交服务水平低，缺乏吸引力。 

2.2.2  打车难黑车泛滥 

从出租车保有量来看，按照常住人口计算为 2.3 辆/千人，高于规范建议值，属于大城

市水平；按照当量人口计算为 0.5 辆/千人，低于规范建议值；按照服务面积计算为 5 辆/平

方公里，与国内城市服务水平差距较大。 

表 1  按照服务人口计算的出租车保有量（辆/千人） 

三亚  北京  上海  广州  杭州  南京  沈阳 
2.3/0.51  4.3  3.6  2.5  2.3  1.8  3.1 

表 2  按照服务面积计算的出租车保有量（辆/平方公里） 

三亚  北京  上海  广州  杭州  南京  沈阳 
5  49  56  38  33  16  48 

从出租车服务强度来看，淡季平均每车每日需运营 55‐60 次，旺季强度更高，而国内城

市经验为平均每车每日运营次数在 40~50 次。出租服务的供不应求，促使黑车和摩的滋生。

居民出行比例也反映了这一现象，3.8％的市区居民的和 31.7%的乡镇居民采用摩的出行，而

对应于他们的出租车出行比例分别为 2.4%和 2.2%，另外有 2.4%的游客也采用摩的出行。由

                                                              

1  2.3和 0.5分别为为按照常住和当量人口计算的出租车保有量。当量人口见 4.1 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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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见，对应于大量的出租服务需求，现状出租车辆供给规模仍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

经过明察暗访，非法营运出租车达 2000~4000辆，远超正规出租车 1082辆规模。 

表 3  主要景区及旅游项目价格 

项目名称  门市价格  出租推荐价格 
南山  168  98（免车费） 
西岛  148  118（免车费） 

南田温泉  178  178（免车费） 
潜水  450  300 

出租司机收入结构也呈现旅游受益主导。出租司机月均营运收入 3‐4 万元，高于北京、

上海等城市同行业水平。营运收入中和旅游出行相关约占 80％，旅游“灰色”收入占全部

收入的 50％左右。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出租运输行业的公共服务属性逐渐缺失，出租司

机身兼导游工作，选择性载客现象严重，服务倾向于游客，在宾馆、景区、枢纽及娱乐场所

蹲点现象严重。这种服务供给的不均衡性造成城区打车难，据统计游客平均候车时间 5‐8min，

而居民平均候车时间达 15‐30min。 

2.3 面临的挑战 

未来三亚旅游的不断国际化、全域化发展，必然促进境内旅游活动特征发生深刻变化，

即由观光旅游向度假旅游转变、由组团旅游向散客旅游转变、由季节性旅游向全年性旅游转

变。随着旅游特征的变化，旅游交通特征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以旅游大巴为主体的出行比

例将不断降低，以个体化、个性化、多样化的交通需求日益提高；私家车自驾游不断增加、

租赁车业务快速发展，对多样化旅游车的服务需求也日益增加。 

表 4  团散客比重对照表 

年份  2005年  2009年 
团客比重  52%  24% 
散客比重  48%  76% 

三亚公共交通系统正面临巨大挑战：如何提高公交服务水平，满足居民和游客的双重出

行需求？如何剥离出租车旅游销售回扣，缓解中心城区打车难问题？如何促进旅游市场的规

范化运作，满足游客的个性化出行需求？未来公交的发展必须充分调动城市经济实力、市场

运作、客源基础等方面的优势，增强政府主导作用，理顺公交管理体制，完善公交基础设施；

发挥市场运作功效，改善市场营运环境，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通过增强公交竞争实力，

塑造可持续发展的交通系统。 

3. 公交一体化规划的技术思路 

3.1 应对旅游交通特征独特性处理方法 

居民和游客出行特征存在显著不同。在出行次数方面，游客为 5 次/日，其中生活性出

行 3.3 次，游览性出行 1.7 次；而居民出行次数为 3 次。在平均出行距离方面，游客的生活

性出行 2.2km，游览性出行达到 20km 以上，而居民为 2.9km。在出行方式方面，游客出租

车出行占绝对优势，而居民以步行、摩托车出行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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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现状居民和游客出行结构 

鉴于此，采用两个方法应对旅游交通独特性特征，即在人口规模依据方面，突破传统规

范，综合游客与居民的出行特征，以将旅游人口折算成当量城市人口进而得到的总当量人口

确定规划建设依据；在设施校核标准方面，充分考虑外来旅游人口的交通需求对城市交通系

统带来的额外负荷，以居民和旅游高峰日交通需求总量作为规划设施校核的标准。 

3.2 旅游城市公交一体化规划技术路线 

规划遵循如下技术思路循序展开：现状公交系统分析与问题识别 公共交通发展目标、

对策与需求分析 公共交通系统发展规划 公共交通发展实施规划。规划的重点是公共交通

系统发展规划和近期实施计划，而立足点是现状公交系统特征分析。规划的主要过程是，基

于现状公交系统分析与问题识别，把握公交发展趋势与需求特征，明确规划期内公共交通发

展目标与对策；提出公共交通系统在运营管理体制、线网、场站、车辆等方面的发展方案；

最后在公共交通发展实施目标指导下，提出近期公交系统的实施措施与方案。在整个规划过

程中，自始至终贯彻了定量的研究手段即交通需求分析以及对旅游交通特征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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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技术路线图 

4. 规划目标与对策 

4.1 规划目标 

三亚公共交通的发展目标为构建以乘客服务为核心的、满足城市和旅游双重交通需求

的、保障城乡统筹发展的、多方式协调利用的优质高效的客运系统。具体表现为如下四个方

面：在出行结构方面，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客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市域范围近远期客运方

式出行比例分别占全方式的 25%和 40%）；在出行时间方面，高峰通勤公交平均出行时间控

制在 30 分钟以内；在发车间隔方面，高峰时段候车时间控制在 3 分钟以内，非高峰时间段

在5分钟以内；在运营速度方面，公交平均运营速度达到20km/h以上，干线公交达到25km/h。 

4.2 规划对策 

4.2.1  对策一：游运整合 

游运整合策略的核心是逐步推进旅游销售市场与公共交通系统一体化运行的整合，将旅

游营销收益由出租一家独享变为由整个客运系统共享。游运整合的实施，需要从设施建设、

体制调整和行业管理等方面全面推进落实，其实施的关键是建设旅游运输集散中心体系。 

综合交通枢纽组织效率与旅游服务指向性等方面的考虑，规划建设三主八辅的滨海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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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集散中心设施格局：旅游运输集散中心主站，位于各主要对外交通枢纽，为全市性的运

营调度旅游集散点；旅游运输集散中心分站，位于各主要旅游片区，提供分区服务点。 

 

图 4  旅游集散中心规划布局图 

旅游运输集散中心的建设应强化如下两方面：在功能上具备旅游信息服务、旅游销售服

务、旅游运力调配的综合性服务功能；在设施上设置出租车调度指挥中心、旅游车调度服务

中心、旅游服务与信息中心、旅游销售中心、旅游公交设施、停车换乘设施等。通过旅游运

输集散中心平台的构建，妥善协调三方利益即：旅游服务方，充分发挥旅游集散中心的设施、

服务集聚优势，实现对游客的交通服务集聚化、销售信息透明化、旅游服务规范化；旅游销

售方，通过旅游产品销售与旅游交通运输市场的服务整合，创造销售竞争良性化、市场需求

规模化的旅游市场服务环境；交通运营方，在提升旅游服务市场的同时，实现旅游交通运营

市场的有序化和规范化。 

4.2.2  对策二：运力整合 

运力整合强调公交体系构成的多元化和不同形式之间的协调、整合和紧密衔接，力求发

挥不同公交形式各自的优势，通过合理配置运力，实现资源的最佳利用。对各类公交形式的

发展定位分别为：有轨电车，适时建设，组织骨干走廊型运输；常规公交，优先发展，奠定

客运交通的基础；出租，总量控制，高档次公交服务有效补充；旅游，逐步整合，满足游客

个性化服务需求；水上公交，优化调整，组织特色水上运输服务。 

表 5  公交系统运力发展实施计划 

方式  分类  目标 

公交 

运力总量  现状：451辆；远期：1500~1800辆（万人公交车辆拥有率 12.3~14.7标台） 

实施计划 
2011年新增 166辆，车辆总数达到 617辆 

2012~2013每年新增车辆（新购‐报废）保持在 150辆左右 
2014~2020每年新增车辆（新购‐报废）保持在 80~120辆左右 

车型配置 
“环保公交”和“绿色公交”的发展思路 

车辆选型要适应不同线路特征和客流量的变化   

旅游 

运力总量  现状：505辆；远期：1300~1600辆 

实施计划 
2011、2012、2013连续三年每年投放 100辆旅游车以逐步满足旅游出行需求 

2014~2020每年新增车辆（新购‐报废）保持在 70~100辆 
车型配置  提高中巴、商务车比例，新投放车辆大巴、中巴、商务车分别为 20%、30%、50%

出租 
运力总量  现状：1082辆；远期：2500 辆以内 
实施计划  年均增长量保持 100‐150辆左右 
车型配置  结合车辆报废机制，逐步提升车型档次，满足旅游城市的高品质服务需求 

为改变当前不合理的出租市场运行结构，缓解中心城区“打车难”的问题，借鉴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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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等国内城市的行业发展经验，在近期逐步推行出租车分区运营策略，即在政府财政支持

下，实施分区运营：增加一定规模的“红车”，运营范围为中心城区局部区域，以保障中心

城区出租服务需求的满足；“蓝车”运营范围为全市域，解决游客和居民双重出行需求。 

实施分区运营的关键是确定红车运力规模和分区经营范围。施行分区运营所增加的出租

车运力，应弥补中心城区出租车运力不足、有效降低摩的分担比重。基于该思路，可以匡算

出合理的出租车运力投入规模，即在现有 1082 辆“蓝车”基础上，增加投入 200 辆“红车”。

对“红车”运营范围的确定，应综合出租车服务密度、出租车合理运距和交通管理可操作性

三方面因素的考虑，具体范围为：海虹路—机场路以东（含机场路）、东西环岛铁路线以南、

迎宾路与金鸡岭路交叉口以西、榆亚路海虹大酒店以西，涉及建成区面积约 27 平方公里。 

 
图 5  红车运营范围示意图 

4.2.3  对策三：站运分离 

充分借鉴新加坡、北京等城市的运作经验，实施站运分离策略，即组建专门的场站公司，

加强公用型场站建设，提高场站利用率，缓解现状公交场站匮乏的局面。一方面，规划场站

用地均为政府控制的市政交通设施用地，通过专职场站公司，实行统一规划、统一配置、统

一管理，向全行业开放，避免重复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场站公司的专业化经营，逐步推动

场站的综合开发利用。在城市中心区域，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公交场站（利用建筑物底层）

常与商业、办公、会展、居住等功能相结合，即采用交通综合体形式。 

考虑客运方式的衔接转换及车辆停放需求，交通枢纽场站体系包含公交枢纽、综合车场、

公交首末站三个层次。综合枢纽组织效率与旅游服务性等方面的考虑，公交枢纽体系细分为

三个层次。一级枢纽具备完善的交通枢纽服务，并与旅游运输集散中心主站相结合，充分展

现旅游城市形象与标识。部分二级和三级枢纽与旅游运输集散中心辅站相结合，兼具城市内

外交通转换和城市内部客运组织核心等多重职能。综合车场主要设置在城市核心区外围和外

围乡镇，有条件的情况下结合枢纽设置，保证距离主要公交枢纽和骨干线路距离不至过远。

受紧缺用地资源的局限，首末站定位于主要满足公交线路的运营调度需要。通过实施首末站

整合利用，转变现状“一线一站”的低效运行局面。对应于远期公交线路的发展规模，首末

站发展规模控制在 40~50 个，即形成一个首末站服务于 2~3条公交线路的运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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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公交枢纽和综合车场规划布局图 

4.2.4  对策四：整合网络 

为构建多模式、一体化的公共交通体系，需要整合网络，转变目前单极中心式线网布局

为分区分层分级的公交服务网络模式。一体化公交体系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由有轨电

车构成，是公共交通系统的骨干；第二层次是常规公交，构成公共交通系统的主体；第三层

次是辅助公交系统，作为公共交通体系的补充，包括出租、旅游和水上公交等。 

构建分区分层分级线网的公交服务网络，可实现三个转变：公交服务由目前的单纯基于

线路模式向基于线路和枢纽并举的模式转变；线网布局由目前的单级、杂乱模式向分区分层

分级、有序化的模式转变；客流换乘由目前的线线之间路内换乘向以客流集散中心为主的路

外枢纽换乘模式转变。 

（1）有轨电车 

在三亚狭长的滨海旅游走廊和用地空间分散组团布局下，作为旅游客运服务的骨干系统

和旅游城市的流动风景线，现代有轨电车线网的发展应：强调滨海主轴的服务，构建三亚湾

滨海旅游客运主通道；强调与重大对外交通枢纽的衔接，即机场和高铁站；强调重点片区间

的联系，向东连接海棠湾、亚龙湾、吉阳镇，向西联系天涯镇、南山景区和崖城镇等。在大

三亚湾核心地带，基于滨海现代有轨电车与慢行交通的合理衔接与空间共享，精心打造服务

于大三亚湾滨海旅游走廊的骨干客运系统。 

（2）常规公交 

常规公交线网布局主要考虑如下四个方面：公交分区服务，即以公交服务分区为线网组

织单元，在市域范围建立与公交分区经营模式相对应的服务区；线网分层布局，即构建层次

分明的公交线网结构，城乡公交和城区公交两个层次；线路分级布设，即区分线路功能，实

现速度分级服务，转变现状公交线路功能层次单一的局面，将公交线路划分为城乡干线、城

乡普线、农村公交、城区干线、城区支线五个等级；枢纽分级整合，即依据所容纳线路的辐

射能力、承担客流的集散能力、提供交通的方便程度建立基于枢纽的公交线网组织体系。 

表 6  远期各等级线路运力和运量配置 

线路分层  线路分级  线路数  车辆数 
客运量 
(人次/日) 

客运量 
(比例) 

线均配车 
(标台) 

城乡公交 
城乡干线  7  140~168  54000  9.3%  24 
城乡普线  16  240~188  144000  16.0%  18 
农村公交  20  167~200  100000  11.1%  10 

城区公交 
城区干线  23  498~598  368000  40.9%  26 
城区支线  34  453~544  204000  22.7%  16 

合计  100  1500~1800  9022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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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远期公交网络规划图 

（3）水上公交 

由国际著名滨海旅游城市发展经验可知，水上公交是滨海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滨海旅游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市域范围水上公交主要结合海湾开发，局部布

设海上旅游公交线路，即在三亚湾、海棠湾、崖洲湾范围内，结合海上岛屿旅游开发，布设

局部连通的海上公交运营网络。海上公交线路主要服务点对点的游客出行，兼顾游览功能，

着眼于短线联系。中心城区水上公交则由海上、内河公共服务码头和内河公交线路组成。内

河公交线路主要服务游客三亚河游览的需求。 

综上，针对公共交通系统存在的四大突出问题，提出“一个分离，三个整合”的发展对

策，以期逐步实现公交发展目标。 

 

图 8  公交存在问题与对策及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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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三亚客运市场需要多层次、多方式、多样化的服务，以满足城市交通和旅游交通的双重

要求。交通局于 2011 年 5 月和 2012 年 6 月分别出台了《三亚市公交站场建设规划和实施

计划》、《三亚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对<三亚市公交企业优化重组工作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的函>》。截止到发稿为止，公交线路增加了 67%为 40 条，车辆增加了 52%为 685

辆；出租车实行了分区运营，提供 150 辆运力。通过平衡各方式之间的运能关系，合理资源

分配，可望逐步改变现状客运系统运营主体较多，准入门槛较低，监管机制缺失，服务水平

较低的局面，形成和谐发展、适度竞争的公共交通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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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交通系统人性化设计探讨 

沈芬 

【摘要】当前，北京市轨道交通网络正逐渐完善，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比例也越来越高，

步行和自行车也成为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出行的优先选择，《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年

—2020 年）》 明确提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在未来城市交通体系中仍是主要交通方式之一”。

“以人为本”、“构建环境友好型城市”等发展理念也因此被重视，但慢行系统目前仍存在空

间不足、安全感低、服务设施不足、出行环境差等问题。本文将针对目前慢行系统存在的问

题，进行慢行系统的人性化设计，研究国外关于慢行交通人性化设计的典型案例，以塑造安

全、舒适、宜人的慢行环境为根本出发点，在规划设计规范的基础上，从慢行者的角度出发，

考虑人行道、自行车道的设计，包括其宽度、型式、安全防护措施，以及沿街衔接、城市家

具、引导标识等人性化设施服务，并结合 CBD东扩区打造低碳绿色世界性城市的要求，将慢

行系统人性化设计的理念应用到 CBD东扩区，力求在 CBD打造一个宜人舒适的出行环境。 

【关键词】步行系统  自行车系统  绿色交通  人性化设计  低碳城市 

1. 绿色交通系统概述	

1.1 绿色交通系统的概念 

绿色交通理论最早可追述至加拿大人克里斯·布拉德肖（Chris·Bradshaw）于 1994 年

提出的“绿色交通体系”[1]，该体系将各类交通工具按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进行了优先级排序。

按影响程度从小到大，依次为步行、自行车、公共运输工具、共乘车，单人驾驶之自用车。 

绿色交通是一个全新的理念，也是一个实践目标，具体是指适应人居环境发展趋势、方

便、安全、高效、低公害、人性化、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多元化的、与生态环境协调的、与

城市发展协调的城市交通系统。其根本的含义是创造一个协和的交通，即为了减低交通拥挤、

降低污染、促进社会公平、节省建设维护费用，通过发展低污染的有利于城市环境的多元化

城市交通工具来完成社会经济活动的协和交通运输系统[2]。 

从交通方式来看，步行、非机动车交通、轨道交通、快速公交以及普通公交等都是城市

绿色出行体系的构成要素，要使这些绿色交通方式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需要合理地设计、

发展这些交通方式，才可能使得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节约用地、提高交通效率与提高生活品

质同行并举。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绿色交通出行方式中的慢行交通方式，即步行与非机动车交

通的出行。 

1.2 北京市发展慢行绿色交通系统的意义 

北京正在努力打造与国家首都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功能相匹配的“新北京交通体系”，

将公共交通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在《北京交通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构建以轨道交通和大

容量快速公交为骨架，以地面公交为主体的公共交通体系，而慢行交通作为公共交通最后一

公里出行的补充，是公交系统的延伸，良好的步行系统和自行车系统就是公交系统的一部分，

直接影响到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同时，“以人为本”、“构建环境友好型城市”等发展理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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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对慢行系统的重视。 

可以说，慢行交通不仅仅是一种交通出行，它更是城市活动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

现人与人面对面身心交流、城市紧张生活压力的释放、城市精彩生活感受的最基本且不可或

缺的活动载体；通过营造环境优美、尺度宜人、高度人性化的慢行环境，可以增进市民之间

的情感交流、保护市民的生活安全、促进城市居民创造力的发挥，并可直接促进城市休闲购

物、旅游观光、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的提升，从而增进提高城市整体魅力。 

2. 国外城市绿色交通设计案例	

2.1 阿布扎比颁布《城市街道设计标准》 

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城市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的中西边海岸，位于波斯湾

的一个 T字形岛屿上，它以大尺度建筑、宽马路、高能耗、高汽车拥有率而闻名于世。最近

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趋势以及应对全球变暖的影响，阿布扎比政府规划部门颁布了《城市

街道设计标准》，争取为市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和有吸引力的街道步行环境，并借此鼓励

人们转变现有的以汽车为主的交通方式。阿布扎比政府希望以此来引导城市走向更加人性

化、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街道设计标准”以为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提供发展空间为主要目的，贯穿其中的

主导原则是设计以人的活动为主的街道，确保人对街道的喜爱。其中的一些重要措施有：加

强街道与城市水系之间的连结性，发展以中小等级道路为主的多形态城市道路网络，在街道

两旁提供创意型的荫凉空间和休憩设施以及发展良好的街道连通性等。 

“街道设计标准”中的不少措施都与已经确定或在建的城市发展项目有关，这确保了相

关措施的可实施性。例如：街道两旁的休憩设施将作为社区翻新和新居民小区建设的一部分；

街道连通性的实现将通过对市民活动节点的连接，比如购物中心、商业广场与住宅区的连接。 

在街区的形态上，“街道设计标准”要求街道的宽度和建筑的体量应照顾行人的尺度。

建筑与街道不仅在设计元素上要相互协调，为行人提供良好的遮荫效果和视觉感受，还应在

容量上相互配合以减轻交通拥堵和道路压力。新建的城市社区要在自身内部提供便利的商业

零售、休闲娱乐和公共空间，将居民的需求“消化”在内部从而减少人们驾车出行的需要。 

在细节上，“街道设计标准”充分强调街道景观的重要性，认为“从路边线到建筑外墙

面之间都是街道人性化空间的一部分”。在这个空间内，除了保证人流的通畅性之外，必须

要考虑的元素还有照明设施及光线的舒适性、路标的摆放位置、公用设施箱的装饰处理、植

物的栽种、座椅的提供等等。 

 

图 2-1  路口连贯的人行道 
 

图 2-2  凸起的人行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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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彩色自行车专用道 

 

图 2-4  路口自行车优先通过区域 

2.2 美国加州 Santa Cruz 人行系统设计 

Santa Cruz共有城市道路 135 英里，人行步道接近 270 英里，形成非常完整的步行网络，

同时步行系统的设计中处处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具体人性化设计如表 2‐1 所示。 

表 2-1  Santa Cruz 人性化设计 

路口 

街角设置无障碍区域，没有任何阻挡行人和司机视线的障碍物，避免在此区域设置城市家具；

路边停车设在距路口 50米以外的位置； 

交叉口信号配时充分考虑了行人的需求。提供拥有按钮的行人信号灯，并且按钮高度适合所有

人士使用。设置倒计时显示牌； 

采取措施降低右转车辆的转弯速度，或设置右转信号灯； 

街角残障人士使用的斜坡具有一定高度，防止车辆右转时直接驶上街角； 

当路口宽度大于 4车道时，在中央设置安全岛等庇护设施。 

人行步道 

所有步道与机动车道均有适当的水平高差； 

步道有足够的宽度供行人使用，在机动车道与步道间种植树木，形成隔离带，保障行人安全；

步道上行人拥有很好的视野。 

街道景观

及街道家

具 

沿着步道种植植物，美化街道； 

在确保步道有效通行空间的前提下，设置街道景观和方便行人的城市家具，如座椅、遮雨棚等；

部分步道边设置小型公园、绿地、小型广场等场所。 

便民设计 

在城市主要活动中心间，修建直接联通的步道走廊； 

在某些不明显或不为多数人所知的街道、楼梯前树立告示牌；   

在某些行人设施前，设置行人使用的标牌。 

所有道路两旁都有街道名称的标牌，很多地方有市区的地图，上面详细标出卫生间、公园、自

动饮水机和休息长椅的位置； 

 

3. 慢行绿色交通系统设计理念	

本文主要探讨绿色交通系统中慢行系统的人性化设计，考虑到目前对慢行设施建设重视

的不足，本文从设计上提出以人的活动为主的慢行系统设计，将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的

设计提高到一个较高的层面，主要设计理念有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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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Santa Cruz 路口设计                  图 2-6  Santa Cruz 人行步道设计 

3.1 以人为本，注重细节 

宜居城市生活是绿色交通设计的主要目标，慢行绿色交通设计首先需要充分考虑行人和

自行车作为弱者的交通需求，考虑人的活动的可达性、安全性和舒适性，并将以人为本的理

念体现到细节设计上，注重细节上的人文关怀，规划合适的慢行通道尺度、过街设施、服务

设施以及慢行设施与城市服务系统的有机结合，为行人、非机动车出行创造舒适、便捷的人

性化交通环境。 

3.2 考虑街道的衔接性 

慢行交通的作用之一就是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补充，构建“慢行+公交+  慢行”或

“公交+慢行+公交”的交通出行方式。所以，慢行交通系统的设置一定要与公共交通相结合

考虑。譬如慢行交通线路应通往城市重要的交通枢纽，而在公交站点或轨道交通枢纽处应合

理设置足够的非机动车停车场。同时慢行交通也要注意沟通各商业建筑、公共空间、居住小

区和绿地系统等，使步行交通网能更加直接地通往所有目的地。 

3.3 体现城市区域特色，打造宜人环境 

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意识到了良好的文化设施和环境、宜人的公共空间和高品质

的生活对于吸引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在慢行系统设计上，大可以结合区域的发展特色，设

计区域独特的慢行环境，设计深刻和具有艺术性的街景画面，以吸引更多的人为了实用和愉

悦的双重目的而步行，同时可以结合沿街建筑景观、街道环境景观等进行一体化设计，赋予

区域内涵的提升。这些内涵的体现是立体化的，建筑立面的色彩、风格，路边绿化的品种、

分布，慢行道的铺饰、公共设施的选择、设置，景观节点的营造、空间关系，都要由统一的

内涵串起，同时又要有各自的功能体现与优化，这样就塑造了一个区域的特色。 

4. CBD东扩区慢行绿色交通设计建议	

对于现状 CBD 地区的行人和步行系统，栢诚公司曾受 CBD 管委会委托，进行过相关研

究，根据对现状 CBD 慢行系统的调查，目前 CBD 的慢行系统普遍存在以下问题：慢行道有

效宽度不够、安全性不足、宜人性差、与其他系统整合程度不高、美学效果不强、空间被侵

占、配套服务设施不足等问题，在此次的 CBD 东扩区项目上，我们提出的规划目标是要创

造世界级的 CBD 出行环境，打造高水平、高标准、高品质的交通系统，因此在我们的方案

上，需要提出低碳、可持续发展、可实施的规划设计方案，我们优先考虑了慢行系统的需求，

将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的设计提高到一个较高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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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BD 整体规划理念  

在 CBD 的道路规划上，我们的理念是弱化快速路、主干路上的慢行功能，而强化次干

路及支路的慢行功能，因此需要尽量减少机动车过境交通从 CBD 内部穿过，而尽量通过 CBD

边缘道路通过，因此在道路系统的等级规划上，将朝阳北路、通惠河北路、东三环、东四环、

东大桥路、建国门外大街及西大望路定位为机动车的主要通道，而在 CBD 内部，则规划了

宜人的街区尺度，通过密集化的次干路和支路系统，为慢行系统打造一个四通八达的出行网

络（图 4‐1）。我们将通过对慢行系统的人性化设计，实行步行、非机动车优先，为包括交

通弱势群体在内的所有步行者、骑车者创造安全、舒适的出行环境，达到步行系统“安全、

舒适、可达、方便”，自行车系统“安全、有序、快捷、连续”的目标。具体人性化设计体

现在断面型式、通道空间、服务设施等方面。 

 

图 4-1  CBD 地区道路等级规划 

4.2 道路断面型式 

首先在道路断面型式上，实行“人车分流”原则，给行人和非机动车提供明确的路权，保

障行人和非机动车安全和必须的通行空间，对于 CBD 东扩区，不但主次干路人车分离，对

于支路，我们建议采用三幅路的型式或两幅路人非共板的型式，同时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非

机动车与行人之间尽量通过绿化隔离，这样既保证了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的分离，同时

也保证了行人与非机动车的路权分离。图 4‐2 和图 4‐3 是 25 米宽支路的两种断面设计型式

推荐，在空间上实现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的最大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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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5 米支路三幅路型式 

 
图 4-3  25 米支路两幅路人非共板型式 

4.3 慢行通道宽度 

慢行道是一座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中最基本的结构单元，慢行道的宽度直接影响到慢行者

的安全和舒适。慢行道宽度一般是按人行带或自行车带的倍数计算，即按一条人行带宽度

0.75 米，一条自行车带宽度 1 米计算。在规范中，道路等级越高，慢行道的宽度越宽，而在

CBD 东扩区，我们希望强化次干路和支路上的慢行交通功能，因此，对于快速路和主干路，

人行道的宽度只要满足规范要求就可以，而对于次干路和支路，我们在规范的基础上规划了

大尺度的慢行通道，以此来引导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通行，即降低了快速路、主路上的行人和

自行车流量，减少了机非干扰，同时又弱化了 CBD 内部的机动车交通，给行人和非机动足

够的通行空间，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慢行环境。 

表 4-1  CBD 地区行人通行带宽度推荐值（m） 

道路等级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市级商业中心）  CBD地区建议值 

快速路辅路  ≥5  满足规范 

主干路  ≥5  满足规范 

次干路  ≥3  4~5 

支路  ≥2  3~5.5 

表 4-2  CBD 地区各等级道路自行车道宽度推荐值（m） 

道路等级  设计规范  CBD自行车道宽度建议值（单向） 

快速路辅路、主干路  3  满足规范 

次干路  2~3  3~4m 

支路  2  2~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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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慢行道空间 

4.4.1  步道空间	

（1）在步道空间的设计上，首先要满足的是步道空间的连续性和不被占用，步道行人

通行带内不得设置任何道路附属设施、绿化种植、停车位等妨碍行人通行的内容，道路附属

设施均应设置在步行区域边缘。同时严禁道路附属设施占用盲道，确保盲道连续、便捷。 

（2）在步道铺装上，遵循实用、美观、经济、耐久的原则，在保证坚实、透水、耐磨、

防滑、行走舒适的基础上，提供与 CBD 环境相协调的多样化的步行道铺装样式，通过路面

铺砌图案提供给行人愉悦的视觉感受，打造 CBD 独特的步行文化。 

  

图 4-4  步道铺装示意图 

（3）在衔接上，人行步道要充分考虑与市民活动节点的连接，包括社区、购物中心、

商业广场、地铁站点、公交车站等，特别考虑到 CBD 的商业比较多，临商业的人行步道可

以考虑与商业进出口人流集散广场统一规划布置，以扩大行人集散的空间，同时也带动沿街

商业的活跃性。 

 

图 4-5  布道与沿街商业的衔接示意图 

4.4.2  自行车道空间	

（1）打造自行车网络。在 CBD 内规划形成自行车通行的网络，利用 CBD 内的次干路及

一些宽尺度的支路，规划 CBD 内自行车的主通道，并结合其他支路上的自行车道，形成“骨

干+毛细”的自行车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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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CBD 自行车主要通道 

（2）采用彩色自行车道。在 CBD 东扩区建议参考国外的经验在自行车道路面颜色、高

度和铺装上的经验，将自行车道漆上颜色，地面上标上大型白色自行车图案，并标上白色方

向标，有利于人们的视觉辨认。 

 
图 4-7  彩色自行车专用道 

（3）灵活设置自行车停车区域。 

◇充分利用 CBD 内的公共设施服务区、市政绿化带、公共广场等区域设置自行车停车

位，并将停车处安排在醒目和最方便的地方，同时提供方便锁车的设施，保障自行车车辆的

安全。路段中可充分利用行道树设施带、机非隔离带、店前广场和人行天桥下空间等设置自

行车架。 

 

图 4-8  自行车停车位 

◇公共交通车站、轨道交通车站、公共交通枢纽，根据换乘需求就近设置足够、方便的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为自行车驻车换乘提供良好换乘条件。 

◇在人流集中地区设立自行车租赁点，如地铁口、公交枢纽、公交场站、集中写字楼附

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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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自行车租赁 

4.5 过街设施 

4.5.1  行人过街设施	

对于 CBD 内主要步行通道，路段人行横道标识可采用 3D 图案，从视觉上让司机自觉减

速；对于支路路段人行横道，可适当提高 8cm~10cm，或从纹理、着色、铺面等方面设置彩

色的、明确标识的、醒目的人行横道，并在人行横道上使用停车振动带将光滑路面变成粗糙

路面，降低过往车辆的车速。 

 

图 4-10  人行横道视觉效果 

延伸路口路缘石，减少行人过街距离，设置路缘石渐变坡道与人行道连接，方便轮椅使

用者以及帮助盲人辨别人行横道的位置； 

 

图 4-11  交叉口缘石坡道 

4.5.2  自行车过街设施	

设置自行车优先通过区域。在次干路和支路的交叉口设置自行车优先候车区，保证在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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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亮时自行车优先通过交叉口，并将交叉口醒目地标示自行车过街通道，防止与行人之间相

互干扰。 

 

图 4-12  自行车优先通过候车区 

4.6 城市家具及标识系统 

在街道景观上，建议结合建筑，使步道与建筑在设计元素上相互协调，为行人提供良好

的遮荫效果和视觉感受，使路边线到建筑外墙面之间都是街道人性化空间的一部分，同时在

这个空间内，除了保证人流的通畅性之外，必须要考虑的元素还有照明设施及光线的舒适性、

路标的摆放位置、公用设施箱的装饰处理、植物的栽种、座椅的提供等等。   

具体考虑在 CBD 的道路，有中央隔离带的考虑在中央隔离带种植绿植和设置具有 CBD

文化特色的艺术品，在人非和机非隔离带内考虑设置长椅、自行车架、亭子等休闲设置。体

量较小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一般应集中在行道树设施带内设置，并避免影响行车视线和挤占

通行空间；体量较大的公共服务设施（书报亭、临时公厕）宜结合路侧绿化带设置，并设置

在临人行道一侧。 

小凳子

长椅子

自行车架

公交站

亭子

    

图 4-13  城市家具设置 

在慢行系统设计完善的基础上，还需要提供详尽的标识导向系统，导向系统提供的信息

主要涉及街区信息和道路信息，其中街区信息包括街区导向图、方位指示、附近公交地铁等

公共交通信息、周边建筑等，道路信息包括道路名称、方向、交通设施引导（如停车场、地

下通道等）、公共服务设施引导（如公共卫生间、ATM 等）等信息。在标识的设计上：（1）

标识系统要体现“空间引导”效应，应能指示最佳路径方向与距离，命名可结合 CBD 文化

特色，与 CBD 公共设施形成 CBD 独特的景观；（2）标识的外观应符合人们习惯，宜采用易

于识别和理解的图案，尤其对于儿童和老人，应能让其更容易识别和理解。（3）各种标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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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不同使用者的视野要求，高低应不低于 1.5m，内容和含义清晰，并且根据需要可设

置照明或采用反光、发光标识。 

5. 结论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 年—2020 年）》明确提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在未来城市交

通体系中仍是主要交通方式之一”，步行、自行车交通仍将是未来北京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

必不可少的基本交通方式。目前关于鼓励步行交通和自行车交通的政策正被逐步重视，但是

对于慢行交通的人性化设计方面，还缺少深入的研究，在美国巴尔的摩，研究人员对不同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就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4]，每投入 100 万美元用于行人和自行

车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创造 11~14 个岗位，而每投入 100 万美元用于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却只能

创造约 7 个岗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应该重视行人和自行车的基础设施建设，它不但

能够引导绿色交通方式的出行，而且可以创造比道路基础设施建设更多的社会岗位需求。 

本文对慢行交通的人性化设计提出了一些建议，但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中探索和改进。

在旧城改造和新区城市设计中，应引进绿色交通的理念，尤其对于新区设计，更应该从前期

的规划和设计上对慢行系统加以重视，并结合区域特色，创造一个友好型的出行环境，进而

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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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轨道交通的公交线网优化规划研究 

樊钧  徐瑗瑗  韩兵  潘铁  王昊  范巍巍 

【摘要】以轨道交通开通后的公交线网为研究对象，论文提出了公交线网优化规划的流程，

包括现有公交线路调整与新增轨道接驳线路两部分，并分别进行重点分析。现有公交线路调

整在公交线路形态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不同分区以及不同重合站距数量的线路调整措

施；新增轨道接驳线路主要分析了接运公交出行需求特征等，提出了“放射型与环型”两大

类典型布局形态，并且探讨了轨道接运范围的确定方法，为线路布设提供重要依据。最后结

合苏州市轨道交通 1号线开通后公交线网优化规划进行实例应用和验证。 

【关键词】轨道交通  公交线网  线网优化 

1. 引言	

轨道交通作为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大容量、快速准点、高效安全的特点，

其贯穿城市主要客流通道，能够提供高水平的公共交通服务。接运公交是指以为轨道交通接

运乘客为主要功能的公共汽车等公共交通方式，与轨道线网共同组成轨道—接运公交系统，

又是地面公交系统的一部分[2]。目前大多数城市的轨道交通建设仍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线网

密度较低，短时间内难以实现轨道交通的网络化运营，即使轨道交通网络演变到成熟期，其

线路延伸也不可能通达到城市的每个角落[3]。因此，由接运公交承担对轨道客流的喂给以及

服务范围的补充功能，能够形成服务范围更广、系统规模更大的多元化公共交通体系。   

在轨道交通建设快速推进时期，开展基于轨道交通的公交线网优化研究具有重要的意

义。 

2. 线网优化流程	

由于轨道交通的建设，部分地面公交线网可能与轨道线网过度竞争，或者原有的地面公

交接运线网无法满足新的轨道交通延伸与接驳服务等，需要对整个轨道交通线网与地面公交

线网的关系进行判断，在此基础上进行线路的调整以及新增。即基于轨道交通的公交线网优

化规划包含两部分：（1）对现有地面公交线路进行优化调整；（2）新增以轨道交通枢纽为起

讫点的接运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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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轨道交通的公交线网优化流程 

3. 线网优化规划方法	

3.1 现有公交线路优化调整方法 

3.1.1  公交线路形态分类	

1、平行线路：公交线路的起讫点均在轨道直接服务范围之内； 

2、交叉线路：起讫点均不在轨道直接服务范围内； 

3、接驳线路：公交线路的起讫点之一在轨道直接服务范围之内，另一个不在服务范围

内； 

4、其他线路：公交线路的起讫点都不在轨道直接范围内，且与轨道站点无重合。 

3.1.2  公交线路调整方法	

常规公交线路的调整主要包括另行安置、走向调整、站点调整、长线截短、保留竞争、

新增加密等六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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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整方法一览表 

  重合站距  调整方法 

平行线路 

＞3个 

中心区  另行安置、长线截短、局部调整 

外围区  站点调整、保留走向 

基本建成区  局部调整 

≤3个 

中心区  长线截短、局部调整 

外围区  站点调整、保留走向 

基本建成区  局部调整、保留走向 

交叉线路 

＞3个 

中心区  长线截短、局部调整 

外围区  站点调整、保留走向 

基本建成区  走向调整、站点调整 

≤3个 

中心区  站点调整、保留走向 

外围区  保留走向 

基本建成区  保留走向 

接驳线路 

＞3个 

中心区  长线截短、局部调整 

外围区  局部调整、站点调整 

基本建成区  局部调整 

≤3个 

中心区  保留走向 

外围区  保留走向 

基本建成区  保留走向 

其他线路  0 

中心区  保留走向 

外围区  保留走向、局部调整、线路延长 

基本建成区  保留走向、局部调整、线路延长 

3.2 轨道接驳线路规划 

3.2.1  接驳线路形态分类	

在轨道交通覆盖而缺乏公交服务支持的地区，通过以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新增接驳公交

线路，形成对轨道交通客流的喂给。出行需求的分布特征以及与吸引点的位置关系是影响接

运公交设置形式的两个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对接运公交的基本设置形式主要分为两大类。

I 大类中，虽然需求产生点和吸引点之间的距离相对较长，但由于需求呈组团状分布，接运

公交只需直线连接两点，因此运行速度较快，接驳时间可以控制在乘客可接受时间之内。II

大类中，由于出行需求的分布分散，线路沿线都有出行需求，因此接运公交的线路设置要充

分适应出行需求的分布，并合理设置上下站点以减少出行者的车外时间。对于一些客流产生

吸引点关系比较复杂的片区，其接运公交设置形式可以通过对上述形式组合得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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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接运公交设置形式分类 

分类  交通需求特征 

接

运

方

式

接运示意图 

I 

A 
出行需求分布较集中，呈组团

状，面积较小，出行吸引点与

产生点之间的距离较远。接驳

线路多为直达型，由直接连接

吸引点与产生点。 

单个出

行需求

片区 

直

线

型  

B 

多个出

行需求

片区 

放

射

型

 

II 

A 
出行需求的分布较分散，面积

较大，出行吸引点与产生点之

间的距离相对较短。接运线路

需要深入到需求分布区域内部

并在沿线设站停靠以集中区内

分散的出行需求。 

单个出

行吸引

点 

苜

蓿

叶

型

 

B 

多个出

行吸引

点 

环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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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接运公交线路形态分类 

分类 
分区类

型 
服务对象与功能 

接运公交形

态 
形态示意图 

I 

A 
引导区

1 

城市外围区，主要满足居

民通勤等出行需求，为轨

道交通站点输送客流 
放射型 

 

B 
枢纽区

2 

交通枢纽区，满足客流的

中转换乘，承担部分城市

客流集散功能 

II 

A 

服务区

3 

公共中心区、成熟居住区，

满足通勤和弹性需求 

循环型 

 

B  地区联络型

 

注：1是指交通需求不大，需要通过交通引导开发以满足交通需求增长的地区； 

2是指对外交通设施所在的区域，需要通过便捷的换乘服务满足客流集散需求； 

3是指交通需求非常强，需要通过优质的交通服务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流需求的地区。 

3.2.2  轨道接运范围确定	

轨道站点对接运公交客流吸引范围的大小取决于站点周围用地布局形式、站点空间分布

密度等多种因素，一般可采用公交出行到站时间来反应其产生的客流吸引范围，然后根据接

运公交线路布局特征及公交行驶速度，再将到站时间转化为到站距离，即通过计算客流吸引

半径再确定轨道交通站点对接运公交客流的吸引范围[5]。 

基于以下假设条件： 

（1）到站时间 范围内，乘接运公交到站的客流占该种方式全部客流的百分比为 （%），

即认为在时间 内，接运公交客流聚集的梯度场效应 ； 

（2）所有居民均居住在离站点一定时间 范围外； 

（3）时间 处产生的客流最大聚集效应 。   

接运公交客流的聚集效应随着到站点时间增加而衰减的函数曲线，如式（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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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式中： 

        ——正参数，由现状调查数据回归分析得到。 

轨道合理客流吸引半径是指接运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换乘过程中，大多数换乘乘客离轨道

交通站点的距离，最大客流吸引半径是指接运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换乘过程中，最远的换乘乘

客离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本文采用 =80%作为接运公交合理吸引时间，采用 =  100%作为

地面公交吸引最大时间，将该时间乘以公交平均速度则得到公交换乘行驶的路程，再通过非

直线系数折算即获得客流吸引合理半径与最大半径，如式（3.6）所示。 

                                                              （3.2） 

式中： 

        ——轨道交通客流吸引半径（km）； 

        ——公交平均行驶速度（km/h）； 

        ——公交非直线系数。 

4. 苏州市轨道一号线开通后公交线网优化规划	

4.1 现状分析 

苏州市轨道交通一号线是一条东西向轨道交通线，全长 25.74 公里，全线 24 个站，2012

年 5 月开通。在轨道一号线路站点直接服务范围内（以车站为中心、半径为 500米）共涉及

140 条公交线路，占目前苏州市 264 条公交线路的 53.03%，如图 2 所示。将苏州市公交线路

按照与轨道一号线的形态进行分类，分为平行线路、交叉线路、接驳线路以及其他线路，如

图 3 所示，其中平行线路有 4 条，交叉线路 121 条，接驳线路 15 条，其他线路 124条。 

      图 2  与轨道一号线衔接的公交线网分布      图 3  公交线路与轨道一号线的形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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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交线网优化规划 

4.2.1  优化思路	

通过公交线网优化，形成轨道与常规公交的“两网合一”的综合网络，轨道交通为骨架，

常规公交为主体，合理分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对于轨道交通：通过设施和线网的优化，

进一步加密和扩充接驳网络，通过常规公交将轨道的影响范围拓展；对于常规公交：以轨道

开通为契机，逐步调整线网模式，根据轨道交通发展的阶段循序渐进推进常规公交线网的优

化。   

通过规划引导总体上形成依托轨道一号线为骨架的鱼骨状的常规公交网络。其中轨道一

号线作为横向的客运走廊，承担城市东西向客运干线运输的功能；而在与轨道垂直的方向上

常规公交将充分发挥其接驳功能，其中在中心城区范围内将由一些公交干线承担集散功能；

而在城市外围区域则由支线公交进行服务，在轨道站点实现两级网络换乘对接，形成鱼骨状

的综合公交服务网络。 

 

图 4  苏州市重要组团与轨道一号线的衔接模式 

4.2.2  优化方案	

在公交线路走向调整方面，基于轨道一号线的公交线网优化方案共优化公交线路 51条。   

1、线路自身调整：利用轨道开通契机，对接上位规划要求，结合城市开发建设需求对

线路走向优化。 

2、结合轨道调整：现有线路走向调整，加强与轨道交通的衔接，协调与轨道重复较多

的区段。 

3、新增接驳线路：新开辟接驳线路，增强对轨道交通客流的集散，进一步拓展轨道的

辐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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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新增接驳线路划分表 

序

号 
起讫点  设置形式 

线路长度

（km） 
备注 

1 
钟南街首末站—苏州

中学园区分校 
小巴接运线路  5.1  连接儿童医院及多个学校和小区 

2  星湖首末站环行  小巴接运线路  11.2  连接星塘街、钟南街之间的居住小区 

3 
钟南街首末站—城际

雅苑首末站 
常规公交线路  17.1 

连接现代大道北各居住小区、湖东各居

住小区、邻里中心及商业区 

4 
钟南街首末站—胜浦

首末站 
常规公交线路  12.4  连接园区东部区域，如胜浦、唯亭 

5 
星塘公交换乘中心—

甪直人民医院 
常规公交线路  18.9  连接琉璃街两侧居住小区、斜塘、甪直 

6 
星塘公交换乘中心—

阳澄湖大码头 
常规公交线路  12.1 

连接九龙仓、亿城新天地、雅戈尔太阳

城、中新科技城、新双湖板块 

7 
木渎换乘枢纽—龙景

花园 
常规公交线路  22.2  连接东渚（龙景花园）、光福、藏书 

8 
苏州乐园—华通首末

站 
常规公交线路  27.5  连接马涧小区、科技城、通安、金市 

4.3 方案评估与分析 

公交线网优化调整后，与轨道能够进行衔接换乘的公交线路由 140 条增加为 156 条，与

轨道衔接关系较好的接驳线路比例明显增加，优化效果明显。   

通道的线路密度还是更加趋于均衡。如原本重复系统特别大的干将路临顿路‐东环路段

有所降低，而中心城区其它区段为了加强衔接如桐泾路‐阊胥路段的线路密度有所增加，从

而使得线路资源的分布更为均衡。 

5. 结语	

轨道交通沿线交通设施的建设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需要充分做好与轨道交通站点本体

设施、周边地块建设开发和已有城市交通网络的对接，需要通过总体布局规划、详细功能规

划和施工图设计等多层次滚动推进，通过各部门和各专业的通力协作来公共完成整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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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交通问题及对策1 

刘雪杰  全永燊  孙明正  赵晖  余柳 

【摘要】2010 年底，中国城镇化率突破 50%，预计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保持快速增长的态

势，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动力。选择与城镇化发展阶段相匹配的交通模式和战略、

建立与城镇化相适配的交通系统，将对未来城镇化健康、有序、快速发展起到重要的保障作

用。本文通过分析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城市交通问题及其症结，从理念、规划、建设、管理、

制度保障等多个方面对解决当下存在的交通问题和未来面临的交通压力提出了具有针对性

的建议，以利于平稳推进城镇化的发展。 

【关键词】城镇化  交通问题  交通模式和战略  

1. 引言	

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中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期，到 2010年底，中国城镇化率已经

突破 50%。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和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城市人口规模和空间尺

度急剧扩张，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发生显著改变。同时，大城市机动化也进入快速发展

期，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小汽车等个体机动交通的迅速发展，小汽车扩张和城市发展的矛盾

日益尖锐，城市交通拥堵、资源耗费、尾气污染等负面影响阻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

固有的交通发展模式与战略已经无法满足城镇化发展的需求，成为制约城镇化发展进程的瓶

颈[1]。 

对于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李克强副总理做出了重要指示：城镇化的发展是未来 10‐20 年

拉动中国内需的最大潜力，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平稳推进城镇化的发展将给中国的

经济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的变化。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城镇化仍将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城镇化率每增加 1个百分点，就有上千万农村人口转变成城镇人口，与此同时，城市内

部、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将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变得更加密切，城市交通系统将面

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因此，有必要审视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交通问题，理清交通与城镇

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明确未来交通发展的战略和模式，从而保障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可持

续发展[2]。 

2. 交通问题表象	

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起步晚、发展速度快的特点。建国初期，中国城镇化率仅

有 10.6%，到改革开放前，城镇化率仅到 17%，平均年增长 0.2 个百分点。1978 年改革开放

后，从东部沿海开始，中国城镇化进入了平稳、快速的发展期，尤其是 2000 年中国加入

WTO 以后，城镇化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从 2000‐2010 年，城镇化率年均增长达到 1.5个百分

点。与欧美等世界其他地区城镇化发展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机动化发展迟于城镇化发展轨

迹不同，近 30 年中国的城镇化、工业化、机动化呈现出了高度重合以及快速发展的态势，

                                                              

本课题得到中国工程院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项目之专题“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综合交通问题”项目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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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交通正经历着发达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历程，无论在交通规划思想、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方面，还是在交通管理理念方面都暴露出许多值得反思和深究的问题[2]。 

2.1 城市层面 

2.1.1  私人小汽车出行需求增长旺盛，而公共交通发展滞后	

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1985 年至 2010 年，全国民用汽车保有

量年平均增长率 13.6%，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年均增长 23.8%，私人汽车保有量所占比例由

1985 年的 9%增至 2010 年的 76%。对应于这一发展态势,小汽车出行量在日常出行总量中所

占比重也随之快速攀升。1986‐2011 年，北京市六环以内小汽车出行比例由 5%上升到 33%[3]；

1995‐2009 年，上海市在实行小汽车拍卖政策的前提下，小汽车出行比例仍保持了较大幅度

的增长，由 11.3%上升到 25.7%[4]；2000‐2010 年，西部省会城市成都小汽车出行比例也呈现

了快速增长的势头，由 11.1%增至 28.1%[5]。 

 
图 1  1986-2010 年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增长情况 

大城市对私家车的依赖性日渐增强,小汽车的过度使用已成为当今各大城市普遍面临的

问题。中国大城市小汽车使用强度(尤其是早晚高峰的通勤出行)普遍高于发达国家的大城

市，且短距离出行中小汽车出行占相当比重。以北京为例，北京小汽车平均日行驶车公里数

达到 45 公里，是伦敦的 1.5 倍，东京的 2 倍多。而且，在小汽车出行中，5 公里以下短距离

出行占其出行总量的比例高达 44%[6]。 

与小汽车的旺盛需求相比，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则相对滞缓。一方面，公共客运系统的功

能层次结构不健全，既无足够大容量快速骨干网支撑，又缺少可达性必要保障的小运量支线

网络；另一方面，系统运能不足，运行效率低下，乘车环境差，客流吸引力不强，难以与小

汽车需求扩张势头提升抗衡。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 2010 年平均一次公交出行为 65.4分钟，

比 2005 年增长 4.6%。2005 年，北京市公交车外时间占总在途时间的 36%，到 2010 年，这

一比重上升为 46%。2010 年，轨道交通车外时间与等车换乘时间占到总出行时间的一半以

上[3]。 

2.1.2  大城市中心城区向心力不断加强，交通恶化势头难以遏制	

大城市中心区交通压力不断加强，并出现严重的潮汐现象。以北京为例，2005 至 2010

年，中心城出行量占全市出行总量比例上升 10 个百分点，三环内出行生成、吸引强度增长

20%，且三环内出行吸引强度仍居市区首位，为六环内平均强度的 4.5 倍。此外，潮汐现象

严重，交通资源浪费严重。例如北京市 2010 年早高峰时段，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小汽车

进出四环的比例分别为：4:1、2.2:1、1.6:1[3]。上海轨道交通早高峰（流量）进城与出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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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为：2.6：1[4]。 

 

图 2  2005 年和 2010 年北京市出行吸引强度对比 

 

图 3  北京市早高峰进出环路方向不均衡性 

2.1.3  停车问题日益突出，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恶化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停车位供给存量和增量的矛盾日益突出，停车难、停车

秩序混乱已成顽症。在道路资源的配置及路权分配上，“以车为本”的理念依然根深蒂固，

步行、自行车通行空间正受到小汽车的不断挤压，出行安全难以保障，近年来一些大城市中

自行车出行比例已经呈现连续下滑的趋势。2000‐2010 年,北京市自行车出行比例由 38%下降

至 16%[3]；1995‐2009 年，上海市自行车出行比例由 55.3%下降至 26.5%[4]。 

 

图 4  2000 年至 2010 年北京市各交通方式的出行结构(注：除步行方式) 

 

图 5  2004 和 2009 年上海市出行结构变化 

2.1.4  中小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落后，发展动力不足	

目前，对中小城市交通问题重视不够，中小城市普遍缺乏明确的交通发展策略和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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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设投资保障。一些中小城市不顾及自身实际需求特征及政府财政能力，盲目效仿大城市

的交通建设模式，修建宽马路、高架桥，甚至也要修建地铁，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实

际需求相背离，造成土地资源和财政资金的浪费。与此同时，最基本的道路网络和公共客运

服务系统建设却缺乏资金支持和政策保障。 

2.2 城际层面 

2.2.1  城际交通发展滞后，难以发挥对城市群发展和空间布局的引导作用	

我国已经形成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几大核心城市群，这些连绵的城市群不仅已经

成为推动全国城镇化的引擎，也同时发挥着引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作用。但目前城市

群综合交通体系既无统一规划，也未建立起协调运营机制，尚未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

而只是国家大交通网络的一项附属功能，无法承担起对城市群发展和空间布局优化所必要的

引导和支撑作用，难以适应城市群快速发展的需求。 

2.2.2  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滞后，城市之间交通模式相对单一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际轨道刚处于起步建设阶段，部分发展成熟的城市群已经滞后，无

法满足城市通勤圈扩大以及城市群大中小城市之间的联络需求。城际交通的发展主要依靠干

线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对公共客运发展引导不够，小汽车出行比重过高，适合我国

国情和城市群特点的交通模式尚未形成。 

2.2.3  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滞后、功能不完善，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缺乏整合	

目前，我国大城市的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滞后，未能对城市群的发育提供有力支撑。同时，

枢纽的布局与城镇体系及城市主要功能区的布局缺乏统筹协调，区域交通与城市内部交通没

有得到很好的整合。 

3. 症结分析	

3.1 国家对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及政策缺乏分类指导 

我国城镇化发展及机动化发展具有地域不平衡的特征，不同地域、不同等级类别的城市，

所处交通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交通问题有很大差异，所采取的交通战略和发展模式也应该有所

不同。而在目前，在国家层面上未出台对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及政策的分类指导。此外，即便

在同一城市的不同区域中也缺乏差别化的交通政策。在城市交通体系中，中心区是交通资源

紧张的区域，又往往是交通需求最高的地区，交通时空分布的不均衡特征决定了一刀切的交

通政策和管理模式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3.2 大城市空间拓展与功能布局优化的协同关系失衡 

在城市空间拓展过程中，城市功能布局的优化没有得到同步调整，导致大城市中心城区

向心磁力不断加强。以北京市为例，近几年，北京市中心城区就业岗位密度大幅攀升，人口

与就业分布越发失衡，2010 年，北京市中心城职住比例高出中心城边缘地区 1～2 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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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0 年北京市六环内常住人口密度图     图 7  2010 年北京市六环内从业人员密度 

城市公共资源配置出现严重不均衡问题，中心城高度集中，而周边新城及大型居住集团

资源严重稀缺。城市空间拓展与功能布局关系的失衡，导致交通需求时空分布更加畸形化，

中心区聚集效应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区交通压力更加加剧。以北京市为例，2010 年北京市

核心区人口占全市人口 11%，三家医院与大型商场分别占到全市的 41.2%和 31.1%；城六区

人口占全市人口的 59.7%，三家医院与大型商场分别占到全市的 94.1%和 75.4%。 

 
图 8  北京市人口及部分公共资源分布 

3.3 土地利用与交通缺乏协调，TOD 模式难以推广 

目前，我国大城市普遍呈现出一种均质蔓延的态势，空间拓展大多并非依托主要交通走

廊有序推进。城市旧城改建及新区开发建设很少采用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

（TOD），充分依托综合交通枢纽及公共客运走廊进行一体化开发。TOD 模式在我国鲜有成

功应用范例，主要原因在于：在规划层面，城市用地规划与交通规划缺乏协调；在政策层面，

缺乏土地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开发的相关鼓励政策；在建设与管理层面，城市土地开

发与交通系统的建设与管理分属不同主体，二者互相脱节，城市用地规划及交通系统规划难

以真正实施和落实；最后，缺乏严格和可行的规划实施保障对策。 

3.4 交通发展过于注重外延扩充，而忽视了结构性内涵的改造 

首先，过分注重以满足小汽车通行需求的公路与城市道路建设，忽视公共交通系统建设，

这样一种“以车为本”的交通模式不可能很好地发挥交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正确引导作用，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空间结构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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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由于采取了错误的交通模式，体现在交通供给策略上，无疑过分偏重道路建设。

不仅交通投资规模难以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相适配，而且由于供给策略的偏差，交通

投资结构严重失衡。公路及城市道路投资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公共交通系统建设的投资在交

通总投资额中所占比例不足 30%[7]。 

 

图 9  全国历年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情况 

第三，无论是道路系统还是公共客运系统（含轨道）的建设均存在只重视规模扩充，而

忽视结构调整，以致多数城市交通网络效能与规模不相称。此外，交通与能源环境发展不协

调，已经成为能源环境的负担，并成为影响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3.5 交通仍处于需求追随型的被动式发展，常态化的交通需求管理体系缺失 

我国城市交通建设供给策略仍处于需求追随型的被动式发展，缺乏对交通需求源头上的

管理。目前，我国仅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少数城市实施了交通需求管理，而大部分城市仍

然缺乏有效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导致迅猛增长的交通需求与发展滞后的交通基础设施供给

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此外，对城市土地快速扩张产生的交通需求缺乏及时响应。对城市土

地开发产生的交通需求信息缺乏及时反馈，对土地高强度开发带来的集中交通需求缺乏预

警，未及时采取削减、分解、转移等引导措施。 

3.6 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的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的规划、建设和运营服务协调

政策与机制尚未真正形成 

城市群政府协商机制尚处在探索阶段，各城市一般都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和公约等，基

本上都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及相应办公室，制定、发布了一些规划以指导推动一体化协调发

展，但协调机制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结构，要么没有权威的组织机构，要么过于松散，相关

的规划、协调政策的约束力不够。 

3.7 城市交通与区域（城际）交通在规划、建设与运营层面缺乏统筹协调和实施保障

机制 

首先，在规划层面缺乏统筹。区域规划和城市规划缺乏衔接，城市对外交通和内部交通

缺乏整合。跨省（市）域的区域规划涉及多省市、多部门，编制主体和审批程序尚未明确，

不同层面城镇规划以及区域交通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缺乏协调整合机制。跨省（市）域的区

域规划涉及多省市、多部门，编制主体和审批程序尚未明确。不同层面城镇规划以及区域交

通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缺乏协调整合机制。在城市内部，受条块分割的体制制约，不同部门

的规划（铁路、公路、民航等枢纽）之间存在规划目标、时序的不一致性，相互之间缺乏有

效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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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建设层面多头主体缺乏整合。以综合客运枢纽为例，目前建设投资主体多头，

协调难度大，致使多种运输方式所需功能无法同步实现，影响公共资源共享。而且目前投资

以政府主导，没有充分有效吸引社会投资。 

在运营管理层面，条块分割的行业体制制约一体化服务。不同运输方式分属于不同管理

部门，条块分割的行业体制和分散的管理模式，导致各种方式运营服务、运营时间接续、信

息化整合难以一体化。自负盈亏的经营模式尚未建立，过分依靠政府差额补贴，无法树立以

满足旅客需求为宗旨的服务理念。同时，有效、畅达、便捷的多专业沟通平台尚未建立。 

4. 对策建议	

4.1.1  一是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促进综合交通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1）大力推进实施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空间发展战略（TOD）。遏制城市  “摊大饼”

式的无序扩张态势，引导城市和城市群沿大容量公共客运走廊紧凑、有序发展。 

（2）以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调整为手段，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注重居住与就业岗位平

衡以及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缓解大城市中心区交通压力。 

（3）适度控制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4.1.2  二是因地因时而异地选择交通发展模式，加快区域与城市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建

设	

（1）由国家主管部门尽快就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制订差别化分类指导的政策。各城市结

合自身的形态、规模、自然地理环境、公共客运现状、出行特征因素，制定合理的出行结构

和轨道建设时序。   

（2）着手制订城市群的综合交通规划、建设与运营协同保障政策。 

（3）重视中小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和政策引导，避免走大城市的老路。 

（4）调整交通投资理念和结构，重视公共交通服务的改善，加大对公共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资力度。 

（5）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鼓励社会资本进入交通基础设施领域。 

4.1.3  三是调整交通供给策略，推进环保节能、以人为本的绿色交通系统规划建设	

1) 实施需求引导型供给策略，引导形成城市和城市群的合理交通结构，改变过度依赖

小汽车的局面。 

2)  大力推进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综合公共交通系统建设。特大城市尤其要加快轨道

交通建设，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的骨干作用和对城市及城市群发展的引导作用。 

3) 实施步行与自行车优先策略，改善慢行环境、提高绿色出行比例，引导形成绿色交

通模式。 

4) 推进多交通方式无缝衔接，零距离换乘，提高出行方便性、效率性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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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实施差别化停车供给和停车设施管理策略。停车供给适度，避免过度供给和严重不

足两种倾向。 

4.1.4  四是紧密结合城市实际，把交通需求管理作为长期对策全面实施	

（1）推进混合土地使用，重视职住均衡和社会公共设施配套，建设交通负荷小的紧凑

型城市。以减少出行总量，缩短出行距离。 

  （2）大力推进  TOD 模式；将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的互动反馈纳入规划要求；从总量、

结构和运输特性上协调供求关系。 

（3）系统研究小汽车产业政策，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城市，制订差别化的小汽车

需求调控管理政策。特大城市应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控制私人小汽车保有总量。 

（4）提高小汽车的使用成本，加大燃油费和停车费的征收力度，适时制定小汽车使用

限制政策，同时加强执法。 

4.1.5  五是加快综合交通枢纽的规划建设，促进枢纽与城市综合开发的一体化	

（1）在国家战略层面上进一步明确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定位，实现其引导和支持城镇化

有序推进的作用。 

（2）将综合枢纽布局作为引导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节点，以综合交通枢纽引领城市建

设和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提高枢纽周边土地使用集约化程度，实现枢纽与城市综合开发的一

体化。 

4.1.6  六是实施更加严格的交通环保节能政策	

（1）根据城市实际，实施排放区域准入和拥堵收费制度。 

（2）提高交通科技水平，推广应用低能耗、低污染的清洁能源交通工具，降低单位出

行距离的污染排放。 

（3）合理提高机动车排放标准和燃油标准 

（4）推动和完善智能交通系统（ITS）建设，提高整个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5）实施严格的交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对交通系统规划、机动化发展策略等进行战

略环境评价。 

4.1.7  七是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交通发展提供保障	

（1）调整土地使用法规，促进交通基础设施与周边土地综合开发的一体化。 

（2）进一步明确城市交通规划的地位，强调规划编制中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与综合交通规划的协调互动关系，并明确要求建立相应的实施保障机制。国家、区域、市域

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编制主体、审批权限和程序纳入《城市规划法》，并由国家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和细则。 

（3）建立区域交通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的协调整合机制，解决“部门分割”、“互不协

调”的问题。 

（4）在政府主导下，以市场化运作模式对多元投资经营主体进行整合，建立枢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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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独立法人制度，统一运营主体。运营管理部门体检介入规划、建设方案编制与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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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都市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构建 

池利兵  王健  吴照章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特大城市正在向都市区演变，都市区综合交通战

略已经成为引导都市区城市规划的关键。本文从分析都市区城市规划和交通需求特点出发，

结合城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构建的分析，提出都市区交通发展战略构建不仅应当包括城市综

合交通发展战略构建的内容，还应增加中心城区与各新城（组团）以及各新城（组团）之间

的交通战略构建内容，并从引导都市区规划角度出发，建议在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构建中引入

职住平衡率指标，在交通需求分析中加强高峰小时交通需求分析，并对高峰小时系数和方向

不均衡系数等指标进行弹性分析。 

【关键词】都市区  综合交通规划  交通发展战略 

1.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特大城市的规模不断扩长，巨型城市不断涌现，逐步成为

“都市区”。随之而来，各大城市已经逐步开始编制“都市区”城市规划，并且随着大家对

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共识，“都市区”综合交通规划也不断涌现。 

交通发展战略作为交通规划中的重要研究内容，是决定交通设施整体布局的关键，由于

“都市区”与城市在交通特征和交通设施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都市区”交通发展战

略构建应当不同于常规的城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构建。 

本文将在分析“都市区”规划特点的基础上，分期“都市区”交通主要特点，提出“都

市区”综合交通战略构建的思路。 

2. 都市区城市规划特点	

2.1 都市区规划定义 

孟晓晨等通过对国外都市区概念的分析，提出都市区是作为一种城市经济活动的空间组

织形态而出现的，其特征是居住与就业空间分离并由交通系统相联系，并列举了了美、英、

加、日对都市区的划分标准，其中“通勤率”是每个国家都提出的规划指标，也是都市区构

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充分说明了“通勤率”对定义都市区的重要性
[1]
。在美、英、加、日提

出的都市区规划标准中，都市区中心区和边缘地区之间的通勤交通比例为 15%到 40%。 

2.2 我国都市区发展趋势特点 

从我国各大城市规划发展特点可以看出，在城市中心区的边缘地区建设新城发展，成为

各大城市发展的共同特点。国内新城的发展类型可分为“卧城”、“工业区”、“卫星城”、“新

城镇”等[2]，新城发展模式可分为“外溢‐回波”发展模式和“跨越”发展模式两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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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城“外溢-回波”发展模式 

 

图 2  新城“跨越”发展模式 

“卧城”、“开发区”、“工业区”等大多是“外溢‐回波”的发展模式，新城与中心城区

的通勤交通较大；“卫星城”、“新城镇”大多采用“跨越”发展模式，在城市规划时，追求

内部人口和就业的平衡，因此相对“卧城”、“开发区”和“工业区”而言，其通勤交通较低，

但是由于新城的部分功能相对较差，例如教育、医疗、卫生、商业、娱乐等功能相对中心区

较差，导致新城与主城之间的交通需求仍然较大。 

根据国内外新城规划发展经验，即使新城的功能相对完善，人口和就业相对平衡，新城

与中心区的交通需求也是比较大的。例如斯德哥尔摩在战后第一代新城规划时，就开始注重

住房、就业和服务三位一体的规划，追求人口和就业的平衡，在第二代新城规划时，改变了

思路，追求新城的特性，而不再拘泥于新城的人口和就业平衡，最终无论是第一代新城还是

第二代新城，人口和就业都体现出了错位现象，即一部分新城人口在外就业，一部分外地人

口在新城就业[4]。斯德哥尔摩的新城发展经验，充分说明了即使新城内部按照人口和就业平

衡去规划，新城与中心区的交通需求依然较大。 

3. 都市区交通特征	

3.1 内、外交通差异化 

都市区将主要由中心区和外围新城（组团）构成，其交通特征可分为组团内交通和组团

间交通，也就是组团内和组团对外交通两部分，组团内部交通特征与对外交通特征存在较大

的差异。 

组团内部交通出行强度大于组团对外出行强度，其出行距离低于对外交通，组团内部交

通的特点主要由组团自身的大小和规模所决定，其交通特征规律符合一般的城市交通发展规

律。而组团对外交通出行特征，主要为通勤交通，其交通特征具有较为明显的方向性和时间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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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心城区与外围新城（组团）内部交通特征差异化 

由于我国都市区的发展，往往建立在中心城区规模足够大的前提条件下，根据李桂文等

的研究，在城市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连续 10 年处于快速增长时，城市人口及建设用

地规模足够大，城市边际效不会随着人口增加，而显著增加时，才有条件建设新城[3]。 

根据对国内外各特大城市的新城规划和发展分析，国内外新城人口规模差别较大，其中

国外新城人口规模在 5‐60 万之间，国内新城人口规模在 40‐120 万人之间，虽然，国内也不

乏 200 万人口的新城，如天津的滨海新区[5]，但是总体而言新城的人口规模和建设用地规模

相对中心城区的规模而言小很多，并且由于新城发展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人口结构

特点与中心城区也存在较大的差别。规模差异和人口结构差异必然导致了新城交通特征不同

于中心城区，例如居民出行强度、出行距离、出行目的、交通方式结构等都会存在较大的差

异。 

3.3 中心城区与新城之间的通勤交通潮汐性较大 

由于新城配套设施的不完善，导致中心城区与新城之间的通勤交通较大，而大量的通勤

交通导致交通设施在供给和服务上存在较大的难度，导致中心城区与新城之间的道路交通和

公共交通设施的使用效率呈现方向分布不均衡和时间分布不均衡，例如北京的八通线、13

号线、5 号线等，高峰时段，某一方向超饱和，另一方向乘客较少，平峰时段客流较低[6][7]。 

4. 大都市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构建发展方向	

4.1 都市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 

都市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作为都市区综合交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城市与交通

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实现交通与城市规划互动的关键环节。 

都市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应合理确定都市区整体交通发展目标和策略，并确定各组团间

和组团内部交通发展模式，进而确定中心城区与各新城（组团）之间交通设施供给水平，为

综合交通系统规划提供指导和基础。 

4.2 城市综合交通战略构架的常规方法 

在城市综合交通战略构建中，往往从交通需求管理、道路交通设施、公共交通设施、交

通发展政策等多方面构建不同的交通发展战略，在交通需求分析的基础上，通过交通结构、

交通运行状态、投资水平等方面进行综合交通战略的比较和选择。 

其中，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力度是大多数城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的重点，并且以公共交通

出行比例作为重要的交通发展略控制目标。近几年来，交通需求管理和低碳环保等理念也逐

步引入到交通发展战略构建中，其中交通需求管理方面，不再专注于公共交通优先一方面，

增加了小汽车使用、交通管理政策等方面；在低碳环保方面，逐步注重了自行车、步行交通

环境的建立以及城市土地利用的混合使用等。 

4.3 都市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构建主要内容 

由于都市区的交通特征与中心城区不同，其规划的内容重点也有所不同，因此在综合交

通战略构建方面应结合都市区的交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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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都市区具有内外交通差异化的特点，并且中心城区与外围新城（组团）之间的通勤

交通潮汐明显，因此在交通战略构建中，不仅要关注内部交通需求，而且加强对外交通需求

的分析。因此都市区综合交通战略应不仅包含中心城区和新城内容综合交通战略构建的内

容，还应包括中心城区和新城对外交通战略构建的内容。 

因此，都市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构建的主要内容应不仅包括常规的城市综合交通发展战

略的内容，还应包括一些对外交通的战略构建内容。 

4.4 都市区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构建中新增主要指标建议 

4.4.1  职住平衡率	

在对外交通发展战略上，从我国都市区城市规划发展和新城发展上分析，影响中心城区

与各新城（组团）间交通出行的重要因素为各个新城与中心城区的关系，即新城的发展模式，

而与交通需求和设施供给直接相关的为中心城区和外围新城（组团）之间的通勤率。 

从交通与城市协调发展角度分析，影响通勤率指标的是各新城的发展模式以及新城内部

的职住平衡率，因此我们在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构建中，应引入职住平衡率的指标，并将其作

为联系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的纽带，同时应当从设施供给与平衡角度，在交通战略中增加对

新城规划建设的指导建议和政策。 

根据国外各大都市区相关资料，距离中心城区越近的新城（组团），职住平衡率越低。

例如在大伦敦和大巴黎地区，距离核心区越近的城市功能区，其职住平衡率越低[8]。 

4.4.2  高峰小时系数与方向不均衡系数	

由于中心城区与外围新城（组团）之间的交通需求在时间分布和方向分布上及其不均衡，

因此在交通发展战略测试中，必须关注高峰时段的交通供需发展战略测试，从而保障中心城

区与外围新城（组团）之间的通勤交通需求。 

在高峰小时交通需求分析中，高峰小时系数以及方向不均衡系数是影响交通需求分析的

重要指标，但是根据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经验，这两个参数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变

化性，因此建议在交通需求分析中，应加强对这两个参数的弹性分析。 

5. 小结	

都市区综合交通战略的构建应围绕都市区城市规划以及都市区交通需求特点，从引导都

市区外围新城规划发展角度出发，在常规的城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构建的基础上，增加各新

城（组团）的职住平衡率指标，从而为分析中心城区与新城（组团）或新城（组团）之间的

交通供需以及交通发展政策提供基础，在交通需求分析中建议加强高峰小时交通需求分析，

并对高峰小时系数、方向不均匀系数等进行重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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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视角下的湖北省域交通体系规划思路 

李潭峰  全波  杨忠华  黄洁 

【摘要】在国家经济重心回归内需市场和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背景下，交通优势条件越来越

成为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的关键要素，特别是交通系统的快速化、网络化将对省域城镇化进

程、城镇体系组织和产业布局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新一轮湖北省域交通体系规划以开放性

视野、层次化组织、差异化发展为基本思路，重点围绕促进区域竞合发展的开放式交通网络、

适应城镇差异性特征的系统组织及支撑不同层级城镇发展的‘节点’功能整合等三方面，整

体构建与省域城镇化、城镇体系联动发展的综合交通体系。 

【关键词】交通规划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城镇化  湖北 

1. 引言	

2011 年我国城镇化率超过 50%，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1]，在城镇化转型

的关键时点，湖北、安徽、江西、湖南、贵州等多个省份陆续开展了新一轮的省域城镇体系

规划工作。与此同时，国家和区域交通系统正处于高速铁路、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主体的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时期，这为交通与城镇的联动发展提供了机遇。在高速交通系统支撑下，

省域发展越来越依赖区域发展，同时，城际交通系统布局将引导新一轮以城镇群、城镇密集

区为重点的省域城镇空间结构调整。 

城镇化与国家高、快速交通系统的同步快速发展亦对省域交通体系规划提出了新的要

求：一方面，要求强化区域交通发展，打破“以区论区”,局限于行政区划内的传统方式[2]；

另一方面，要求省域交通组织模式向多层次、差异化转变，以适应城镇群、城镇密集区、大

都市区的发展态势。 

本文结合“湖北省城镇化和城镇发展战略规划”（以下简称《规划》）[3]项目的开展，从

规划背景、规划策略、规划重点等方面探讨城镇化视角下省域交通体系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2. 规划背景	

2.1 城镇化空间发展态势 

过去  10 年‐20 年，湖北省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从“一主两副”到“两圈一带”

的全面开发，从中心城市率先发展到中心与外围联动协调，湖北省的区域格局和城镇体系不

断完善和优化，但区域发展不平衡、国家轴线带动力弱等问题仍突出存在。在国家经济重心

回归内需市场、高快速交通系统建设、区域一体化发展等新形势下，湖北迫切需要优化区域

和省域城镇体系格局，促进区域之间和城市之间联动协调的发展局面的形成。 

2.1.1  区域态势：“长江中游城镇集群”的新形势	

在国家空间格局趋向相对均衡发展的背景下，中部地区在国家城镇化格局中的战略意义

凸显。“‘钻石结构’——试论国家空间战略演进”[4]一文中，将中部的大武汉地区列为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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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 4 个核心城镇群外，最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地区之一。然而，中

部各省的单一城镇群规模尚小、能级不够，难以作为国家增长极发挥空间支点作用。在此背

景下，《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发[2010]46 号）将湖北武汉城市圈、湖南环长株潭城市群

和江西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同组成的“长江中游地区”作为全国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基于

此，逐渐形成了“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发展思路。 

“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发展改变了三省独立发展的空间格局，以三大省会城市为主导、

围绕核心城市和交通走廊进行产业调整和经济、基础设施协同发展，将成为长江中游地区空

间结构变化的长期趋势。 

2.1.2  城镇特征：都市区发展进入多中心联动阶段	

2003 年版湖北省域城镇体系规划[6]中，提出围绕武汉、襄阳、宜昌“一主两副”构建都

市连绵区和大都市区。从近年城镇空间发展态势来看，一方面，大城市与外围城镇的空间连

绵态势开始出现；同时，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镇网络联系增强，局部地区开始进入城镇群

体网络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武汉、宜昌、襄阳已成为全省三大最重要的城市经济增长空间,

“一主两副”三个中心城市占全省人口的 33%，占全省经济总量的 55%。 

湖北未来都市区发展呈现三大趋势：以省域中心和门户城市为重点，建设引领省域经济

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都市区发展空间；推动有发展潜力的地级市与近邻县市的组团式一体化发

展，建设支撑省域均衡发展和要素集聚的都市区发展空间；通过城际轨道构建引领省域发展

的核心轴线，形成引领省域产业集聚和城镇连绵发展的都市区发展空间。 

2.1.3  空间特征：不同分区协调发展格局显现	

受自然地形和地理条件的制约，湖北省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最高，20 万以上的城市大

多都集中在东部地区，而中部地区的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城镇化发展呈现“塌陷”态势。

2000 年以来，湖北省先后出台了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湖北长江经济带、汉

江流域开发等区域发展战略，这体现了省域城镇发展中的差异性和城镇群联动发展的趋势。 

因地制宜选择城镇化空间发展路径是湖北近期和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指向，在未来省

域交通发展指引中，必须要充分考虑这种空间差异性，分地区、分类型加以规划指引。 

2.2 交通发展背景 

位居“中部之中”的湖北具有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区位优势，但在沿海外向型经济与

强大的经济规模吸引下[4]，交通区位优势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主要体现在传

统的交通区位优势面临方式升级和功能提升、省域交通组织难以满足城镇空间差异发展的要

求及交通与省域城镇发展联动不足等三个方面。 

2.2.1  国家经济地理中心区位优越，但运输网络中间性优势尚未充分显现	

“九省通衢”区位优势是带动湖北不同阶段发展的基础条件，但在快速交通发展背景下，

湖北在国家运输网络中“承东启西”的交通区位优势有待加强，突出表现在：东西向铁路通

道建设滞后，沪汉蓉铁路尚未建成，与川渝和西北地区联系存在通道单一、能力不足、绕行

距离长等问题；长江航运受翻坝运输、荆江航道制约明显，多式联运优势尚未有效建立，传

统的水运方式向现代物流转变步伐缓慢；武汉机场在中部地区领先优势呈下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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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在国家综合客运体系中，湖北主要体现为京广线的连南通北作用和武汉作为省域综

合客运枢纽的地位，武汉作为中部地区门户枢纽的相对优势不突出；在国家综合货运体系中，

武汉新港面向中西部区域服务能力受限，湖北“通江达海”的国家物流运输组织中枢的优势

尚未充分发挥；宜昌、襄阳区域性枢纽功能薄弱，造成武汉枢纽组织省域对外运输的压力过

重。 

  

图 1  进出川渝铁路通道           图 2  长江沿线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比较（2010） 

注：图 2 中黄石为 2009 年数据。 

2.2.2  城镇分区域、分轴线空间差异特征显著，省域交通组织模式面临改变	

湖北城镇发展呈现显著的分区差异和轴线集聚的特征，省域自东向西在自然地形条件、

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城镇空间发展模式等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梯度差异性，同时，

主要城镇沿京广、长江‐沪汉蓉、武银‐汉渝、焦柳等四条交通轴线分布。基于发展阶段和城

镇聚集形态差异，在省域交通发展中，应重点关注不同分区、不同轴线城镇的差异化交通发

展需求。 

1）东、西部地区交通发展不平衡,省域城镇发展地区差异明显   

在省域城镇发展空间差异化背景下，各分区面临不同的交通问题。东部武汉圈经济和城

镇化发展水平最高，但圈域一体化城际交通网络尚未建立；鄂西平原地区农业人口众多、城

镇化发展水平低，是全面提升湖北城镇化发展的关键地区，但对外交通廊道仍有待增强；鄂

西山区生态敏感、人口及城镇分布稀疏，整体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较低，仍有超过 1/2 的县

（市）不通高速公路，超过 2/3 的县(市)没有铁路客运服务，交通设施对鄂西主要城镇、旅

游景区的覆盖率亟待提高。 

 

图 3  现状高速公路通达情况             图 4  湖北省铁路客运服务城市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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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输走廊与城镇发展不相匹配，城镇轴带联动效应尚未形成 

综合分析《湖北省城镇体系规划（2004‐2020）》确定的长江‐沪蓉、武银‐汉渝、襄荆宜‐

焦柳等三条省域空间轴线[6]，主要交通轴线仍难以满足城镇带发展的需要。 

长江‐沪蓉复合轴在空间上已形成较强的轴带发展，但综合运输走廊和枢纽建设相对滞

后，武汉以上长江走廊长期缺乏铁路服务、综合运输系统未能依托港口构建，难以支撑长江

经济带城镇连绵发展；武银‐汉渝复合轴初步呈现产业、城镇沿交通走廊点‐轴状发展的特征，

但汉渝铁路区域连通功能有限、能力接近饱和，交通对沿线城镇与产业发展的聚合效应有限；

襄荆宜‐焦柳轴线城镇互动发展的趋势尚未显现，宜昌、襄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间联系较

弱，重要原因是焦柳通道对沿线城镇的服务不足。 

此外，京广轴是现阶段湖北最重要的对外联系通道，也是湖北发挥区域战略功能的重要

依托，但与湖南、河南相比，京广轴湖北段较短，且能力已饱和，除武汉外，缺乏重要节点

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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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湖北省主要铁路能力适应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湖北省“十二五”及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2.2.3  综合运输通道布局与城镇发展结合不足，荆州、黄石等城市的综合交通体系尚不

健全	

长期以来，省域层面交通发展呈现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部门分割的特征，专项规

划间衔接不足，交通与城镇发展间的联动效应尚未有效建立。 

综合运输通道布局与城镇发展结合不足是影响湖北现状城镇发展动力的重要原因。突出

表现在宜昌、荆州、黄石等城市未能很好的借用国家级运输通道提升城市枢纽地位。荆州、

宜昌与焦柳线衔接不便，荆州至今尚未有铁路客运服务，黄石、黄冈与京九线的衔接不畅，

其它未通铁路的城市还包括仙桃、潜江、天门等；荆州、黄石、十堰等大城市仍没有机场服

务，其中，黄石、十堰距邻近机场分别达 140公里、180 公里，直接影响了黄石城市功能的

发挥和十堰旅游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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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视角与策略	

3.1 规划视角 

3.1.1  传统规划视角	

传统城镇体系规划的重点是“三结构一网络”[7]，主要局限于省、市、县等单一行政区

范围内，与当前跨区域的大都市区、城市密集区、城市群、城市集群的发展态势不相适应。 

反映在交通规划中，这种模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尤其在新的省域城镇化空间发展态势

下。 

 注重省域内部的网络规划，对区域交通发展的关注不够，对新形势下的区域交通需

求的考虑不足，不能适应当前区域竞合发展的趋势； 

 在城际出行需求向差异化、层次化特征转变背景下，缺乏对大都市区、城镇密集区、

城市群多层次交通系统的考虑； 

 重视对省域整体交通发展的规划应对，缺乏对省域不同分区城镇的差异化交通发展

指引； 

 注重宏观交通布局，缺乏与不同层级城镇发展的关联。 

3.1.2  与城镇化空间发展协调的规划视角	

在城镇化发展的新形势下，湖北省域交通体系规划重点围绕促进区域开放，引导省域城

镇空间差异化组织及支撑不同层级城镇协调发展等三个方面展开，体现区域、省域、城市三

位一体的规划视角。 

区域层面，应对国家区域战略格局调整、沿海产业转移趋势及全球化等外部环境变化，

强化国家和区域运输通道在湖北的布局，突出国家运输走廊与省域城镇走廊的联动布局，带

动省域中心城市枢纽功能提升。 

省域层面，立足自然地理条件、城镇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强化对省域不同分区交通发

展的差异化引导，重点构建城镇群、城镇密集区多模式、多层次的城际交通系统。 

城市层面，服务各级城镇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定位，以强化重要城市通道布

局、提升交通枢纽功能为着眼点，促进不同层级城镇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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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规划技术路线 

3.2 规划策略 

基于区域、省域、城市三位一体的规划视角，支持湖北省域城镇发展和城镇空间结构调

整，《规划》提出“交通网络构筑发展区位、交通枢纽提升城市功能、交通服务带动城镇联

动”的规划策略，体现了对支撑湖北区域开放、引导省域城镇空间协调组织、提升重要城市

功能等 3 个层次问题的解答。 

——以武汉为中心，襄阳、宜昌、荆州为支点，强化国家综合运输通道在湖北的布局，

协调提升武汉、襄阳、宜昌—荆州在全国综合运输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打造支撑长江经济带强势崛起的沿江综合运输走廊与枢纽体系，构筑协调推进“一

圈两群”交通整合发展、引领省域城镇空间协调组织的集约化交通网络。 

——按照中心城市、大中城市、县城等三个层级，合理发挥铁路、公路、水运、民航等

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和组合效率，形成与省域城镇空间组织相协调的布局合理、结构完善、

能力充分、衔接顺畅、安全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 

4. 规划要点	

4.1 区域开放式交通网络规划 

在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湖北传统的“九省通衢”区位优势面临三大转变：由四向

联系为主向“坐中六连”转变，发挥湖北面向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门户的枢纽功能；强化

长江中游地区交通系统对接与协调，引领和培育中部地区的国家增长极；由武汉“单极化”

枢纽格局向“多极化”转变，强化襄阳、宜昌、荆州等大城市在区域运输组织中的枢纽地位，

改变武汉偏于省域东部，难以带动整个省域发展的现状。 

4.1.1  强化国家运输通道在湖北的布局	

客运方面，以客运专线建设为主体，铁路干线、高速公路建设相协调，构筑“承东启西，

接南纳北”的国家客运大通道。在既有京广、沪汉蓉十字通道基础上，新增武汉—西安客专，

延伸既有规划的南昌—九江客运专线至武汉，培育东南沿海辐射西北内陆的新通道（福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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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九—武汉—西安）；增加黄石—安庆联络线，增建京九、武九联络线，形成经由黄冈、黄

石的京九线客运新通道，构建沟通成渝、关中、中原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昌九、长株潭的

“坐中六连”的快捷客运通道。沪汉蓉客专、武汉至西安客专、武汉至南昌/皖江城市带客

专与省域城镇空间组织轴线相一致，将有效促进沿线城镇的集约化发展。 

 

图 7  武汉-西安、武汉-九江-南昌、武汉—皖江城市带—南京客运专线规划示意 

货运方面，重点打通沿江快速货运通道，构筑“六纵两横”的国家货运主骨架。利用长

荆线实施扩能改造，新增万州—宜昌沿江快速铁路，构筑川渝地区沟通武汉、衔接长三角的

沿江快速货运通道,支撑武汉新港面向中西部地区的服务能力；提高随州—信阳联络线等级

与能力，构建襄渝线—宁西线铁路货运主通道；推进月益铁路通道建设，打通洛湛铁路新通

道；加快建设蒙西至华中地区的北煤南运铁路大通道，推进运十—十宜铁路通道建设，实施

焦柳线扩能改造，继续发挥和增强湖北在国家北煤南运和南北物资交流中的通道和枢纽作

用。 

 

图 8  沿江快速货运铁路通道规划示意 

4.1.2  强化长江中游地区交通协调与对接	

面向长江中游地区腹地，突出了以航空港、沿江港口为核心的区域枢纽功能整合。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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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际铁路、武九走廊、京广走廊和预留武汉第二机场，构建面向长江中游地区腹地的武汉南

部枢纽，成为服务区域的综合交通枢纽；加强三省长江航运联动发展，提升武汉新港江海联

运功能，形成以武汉新港为龙头，以岳阳港、九江港为支撑的长江中游现代港口群，形成长

江中游地区走向海外的内河航运中心；培育咸宁作为南向京广轴线的门户节点，提升咸宁面

向湘鄂赣省域交界地区的现代商贸物流中心和旅游服务中心功能。 

基于各省既有城际交通系统规划，强化地区性城际交通系统的延伸和对接。重点打通岳

阳‐赤壁、黄石‐九江城际铁路，推进武汉——九江/安庆客专建设，在区域城镇密集发展带上

构筑包括高速公路、客运专线、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在内的复合型城际快捷运输走廊。 

     

        图 9  武汉南部枢纽规划示意                  图 10  长江中游地区城际铁路网规划布局 

4.1.3  协调提升武汉、襄阳、宜昌—荆州在全国综合运输体系中的枢纽地位	

通过 6 条客运专线极化武汉铁路路网性客运中心地位，极化武汉立足中部、辐射全国、

连通国际的全国性综合交通主枢纽的地位和作用；构筑襄阳郑渝、武西两条客专交汇的铁路

枢纽地位，奠定襄阳面向鄂西北及鄂豫陕渝毗邻地区的全国性综合交通辅助枢纽交通区位优

势；依托沪汉蓉快速铁路、洛湛线、荆岳线等三线交汇优势，提升荆州铁路枢纽地位；建设

十宜铁路，形成连接十堰、神农架、宜昌三大城市，服务鄂西旅游开发的铁路通道，支持宜

昌鄂西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和对接长株潭区域的铁路枢纽地位；宜昌‐荆州共同打造支撑长江

经济带与洛湛线通道协调发展、辐射鄂湘渝地区的全国性综合交通辅助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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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湖北省在国家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地位 

4.2 省域分区域、多层次交通组织 

基于省域城镇发展阶段、发展条件的空间“差异化”特征，对省域交通发展提出了分地

区、分轴线加以规划指引的策略。 

4.2.1  基于分区差异的交通整合策略	

针对武汉圈、鄂西平原地区、鄂西山区三类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分别提出交通引导

的要求。目前开发强度已经很高的武汉城市圈交通发展重点是“门户”枢纽功能升级和交通

一体化发展，通过武汉新港、大型航空港等重大设施建设及同城化交通网络，共筑全国性综

合交通枢纽；鄂西平原地区重点是加强廊道建设，以襄阳、宜昌‐荆州两大都市区枢纽功能

提升为核心，引领鄂西圈“内畅外联”；鄂西山区重点是增强各城镇、旅游景区交通连通度，

发挥十堰、恩施等重要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建立旅游交通组织体系，促进鄂西交通和城镇、

生态、旅游一体化发展。 

4.2.2  基于轴带发展特征的多层次交通系统	

上轮规划[6]以来，湖北“四纵四横一环”高速公路网骨架基本形成，截至 2011 年底，湖

北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过 4009km，位居全国第 7 位。本轮规划重点依托铁路建设，在省

域城镇空间组织轴线上，合理利用高速公路、铁路系统，构筑公路快速客运、城际列车服务

相结合的多层次、复合型省域干线运输系统。 

湖北省域干线运输系统分省域主干综合运输通道、省域次干综合运输通道和复合型城际

快捷运输系统等三个层次组织。 

省域主干综合运输通道：合理利用客运专线、高速公路，构筑以武汉中心、辐射省域主

要城镇的“十”字型主干运输通道：即十堰——襄阳——随州——孝感——武汉——咸宁，

恩施——宜昌——荆州——天‐仙‐潜——武汉——鄂州、黄冈——黄石。 

省域次干综合运输通道：在高速公路系统基础上，合理利用扩能改造后的长荆线、焦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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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富余能力，开行宜昌——荆门——武汉、襄阳——荆门——荆州/宜昌城镇间城际列车服

务，合理利用武汉—合肥客专，开行武汉——麻城城际列车，构筑“十”字型组织省域城镇

联系的次干运输通道：即宜昌——荆门——武汉——麻城，襄阳——荆门——荆州。 

复合型城际快捷运输系统：延伸既有规划的武汉城市圈城际铁路网至荆州、宜昌，沿长

江城镇密集带构筑包括高速公路、铁路客运专线、城际铁路在内的复合型城际快捷运输走廊，

引领沿江城镇集中布局、一体化发展。 

依托国家和省域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在提升武汉、襄阳、宜昌—荆州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功能的同时，强化黄石（辐射鄂东赣北皖南）、十堰（辐射鄂豫渝陕毗邻地区）、天‐仙‐潜

（辐射江汉平原）在组织省域交通运输中的地位和作用，形成“1（全国性主枢纽）2（全国

性辅助枢纽）3（区域性枢纽）7（地区性枢纽）”四个层次的省域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图 12  省域综合交通运输组织体系 

4.3 不同层级城镇‘节点’功能整合 

针对湖北城镇发展特点，《规划》提出了湖北“双向推动”的城镇化模式[3]：突出特大

城市和大城市的强集聚强核心作用，以城镇群和都市区作为城镇化布局主体形态；重点发展

中小城市和县城，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 

结合湖北不同层级城镇交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发展需求，在区域和省域交通系统规划

中，突出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强化湖北门户枢纽功能，以地级市、省辖市等大中城市为主要节

点构建“内畅外联”、开放型的运输网络，以县城及重点镇为基础建立“通城达乡”的交通

网络，通过交通设施的合理配置，引导和支撑不同层级城镇发展。 

4.3.1  突出中心城市区域性门户枢纽功能	

在中部战略支点的定位下，湖北的中心城市不仅属于湖北，更是中部的中心城市，除带

动省域发展外，更应该发挥中部门户枢纽的组织和带动作用。因此，《规划》在突出武汉中

部门户枢纽功能的基础上，同步强化襄阳、宜昌‐荆州区域性门户枢纽功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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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枢纽发展的核心是强化门户、打造枢纽、优化网络，交通发展由“支撑地方经济”

向“带动区域发展”转变，重点依托武汉新港、武汉航空港“双港”建设，支撑中部门户枢

纽功能发挥，以引领区域发展和促进高端产业集聚，服务武汉国家中心城市的培育。 

宜昌的重点是依托沿江货运铁路、十宜铁路及宜昌三峡物流中心建设，继续发挥宜昌在

组织川渝与长江中下游水陆联运中的枢纽功能，保持其面向鄂西渝东地区的交通枢纽和物流

枢纽地位；荆州的重点是推动荆岳铁路及荆江组合港建设，依托沪汉蓉铁路、荆岳铁路及长

江、江汉运河在荆州交汇格局，形成辐射江汉平原及鄂湘交界地区的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枢

纽；襄阳的重点是构建两条客运专线在襄阳交汇的有利区位，增强襄阳港在北煤南运、铁水

联运、水陆联运的枢纽作用，培育襄阳成为面向鄂西北及鄂豫渝川陕毗邻地区的全国性综合

交通辅助枢纽。 

4.3.2  提升大中城市交通区位	

受交通区位条件制约，黄石、十堰等大中城市在省域城镇空间组织中的作用未能充分发

挥。《规划》通过强化客运专线、铁路干线、高速公路等交通系统的服务和网络构筑，有效

提升了大中城市的交通区位。 

通过建设武九客专、京九—武九铁路联络线，扩建黄石港，黄石将成为武汉圈东部辐射

鄂东赣北皖南的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和物流枢纽；依托沿江综合运输通道建设，及铁路货运

支线和沿汉江港口、通用机场建设，天‐仙‐潜将成为辐射江汉平原腹地、对接长株潭的武汉

圈西部的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依托运十—十宜铁路、安康—房县铁路、十堰机场和丹江口

港，十堰作为辐射鄂豫渝陕毗邻地区的交通区位条件也显著改善。 

4.3.3  加强县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支撑能力	

中小城市和县城是农业转移人口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发挥县城综合发展优势是湖北

“不完全城镇化”的破题之举。县级城市交通发展的要点是扩大高速公路网、铁路网覆盖，

加大对县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规划》实现县县通高速，省域通铁路的县城比

例达到了 82%，尤其提高了鄂西圈旅游景区干线公路、铁路通达水平。 

5. 小结	

中部地区处于我国“承东启西”的枢纽位置,是我国城镇化的重点和难点地区，推进中

部地区城镇化对于统筹区域发展、释放内需潜力、促进沿海产业转移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交通优势条件是推进中部地区城镇化的关键要素，特别是交通系统的快速化、网络化将对省

域城镇化进程、城镇体系组织和产业布局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需要重点加强

中部地区省域交通体系与城镇发展的协调规划。 

在城镇化和快速交通发展的新形势下，省域交通体系规划应重点突出区域开放性视野，

同时更加关注省域城镇发展的个性特征。 

（1）树立区域开放的规划视野，立足大区域范围谋划运输通道布局。依托区域强化核

心都市区通道布局与枢纽功能，重点发挥国家、区域交通走廊与省域城镇走廊的聚合效应，

形成带动省域均衡发展的“多极化”区域枢纽格局。 

（2）把握省域城镇空间差异特征，建立与城镇差异性特征相适应的综合交通组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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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然地理条件、城镇发展的空间差异特征，强化对省域不同地区交通发展的差异化引导，

以城镇群、城镇密集区为重点构建多模式、多层次的综合交通体系。 

（3）形成交通与产业、城镇联动的思维，促进不同层级城镇功能定位、产业发展和交

通体系的整合。以支撑省域整体城镇发展为目标,发挥重要城市“节点”的整合作用，形成

中心城市、大中城市、县城等不同层级城镇协调发展的省域综合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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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区域视角下的环首都圈综合交通规划框架研究 

全波  陈莎  黄洁  李长波 

【摘要】国家建设“首都经济圈”和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战略目标的提出，为环首都圈发

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立足首都区域，环首都圈综合交通规划以对接融合、绿色高效为

方向，提出分圈层、分区域与北京同城化的交通网络。同时，针对北京城市发展困境和新要

求，重构区域内对外运输通道和枢纽布局，以首都区域整体的、更加强大的交通辐射能力，

支撑北京“世界城市”发展需求。 

【关键词】首都区域  环首都圈  交通规划  同城化 

1. 引言	

环首都圈包括环绕北京的张家口、承德、廊坊、保定 4 个地级市。其中，前沿地带为四

市中与北京直接紧邻的广阳、安次、三河、大厂、香河、固安、涿州、涞水、涿鹿、怀来、

赤诚、丰宁、滦平、兴隆、承德县、永清、高碑店等 17 个县（区、市），总面积 3.48万 km2，

见图 1[1]。 

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首都经济圈”战略，环首都圈是首都经济圈不可或缺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障和服务首都、提升区域发展水平、改善环境品质、提高京津冀世界

级城镇群的国际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为促进首都经济圈加速崛起，推动河北省

环首都地区跨越发展，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于 2011 年组织编制完成了《环首都绿色经

济圈总体规划》。其中指出立足首都区域，借鉴世界大都市地区交通发展经验，科学布局环

首都圈综合交通体系，是实现环首都圈战略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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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环首都圈区域范围 

2. 环首都圈战略的提出	 	

2.1 环首都圈发展与北京存在显著“断层效应”，亟需发挥首都区域辐射带动作用 

作为发达大都市的边缘地区，环首都圈具有与北京一体化发展的区位优势和空间条件，

但当前地域的接壤并没有带来与北京在经济、社会方面的融合。2009 年环首都圈人均 GDP2.1

万元，仅为北京的四分之一；城镇化率 39.9%，低于河北省（43.7%）和全国的平均水平。

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发展时期，而环首都圈地区尚处于资源型产业主导、要素驱动的初级发

展阶段。北京与环首都圈之间产业发展的“断层效应”显著，衔接能力不强，对接与合作仅

停留在房地产开发等单一层面。 

2.2 北京发展面临新形势和新问题，区域协调发展诉求增强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站至世界舞台前列，首都区域将担负更重、更多的全球性和国家

级事务，由此北京市适时提出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不能单单依

靠北京孤立地自我发展，还需要世界级城镇群的区域支撑，实现区域共同繁荣。 

目前，北京城市发展面临人口规模快速增长、资源环境压力不堪重负、交通拥堵严重、

空间品质和宜居水平不高等发展困境，迫切需要走向区域，寻求区域层面的协调发展和互利

共赢。 

2.3 立足首都区域的环首都圈战略 

环首都圈战略的本质是紧紧抓住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和打造“首都经济圈”的历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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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利用首都平台，扩大环首都圈对外开放，通过服务首都、接轨北京，实现融入首都和自

我超越，与北京共同构筑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高度城市化地区，即首都区域。 

据此，环首都圈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为：首都功能转移重要承接地和协作区，北京“世界

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地区新的增长极及区域协作示范区；河北省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引擎和国际化的前沿地区。 

3. 首都区域视角下的环首都圈综合交通发展目标	

3.1 交通发展现状与问题 

3.1.1  首都门户功能于北京中心城区高度集中，环首都圈功能提升受阻	

现状以北京为中心，形成五大综合交通廊道，即京津（京沪）、京石（京广、京昆）、京

张（京藏）、京承（北京—承德—沈阳）、京唐（京沈）。高速公路、干线铁路均呈现以北京

为中心的放射式布局，区域间联系乃至环首都圈各城镇间联系均需绕经北京。大型铁路场站

集中设置于北京中心城区，周边四市缺乏自有机场服务，环首都圈地区对外联系过分依赖北

京综合交通枢纽。 

目前，首都承担的不同层面交通组织功能过多、过重，北京中心城区及其主要放射式通

道上的压力难以疏解；首都区域内地区间联系功能薄弱；由于缺乏综合交通枢纽培育，环首

都圈地区的功能提升和发展受到限制。 

3.1.2  以国道、省道干线公路为主的交通布局模式，难以适应北京与环首都圈地区同城

化发展的需求	

北京部分城市职能已开始疏散至环首都圈东部、南部的廊坊、燕郊、香河、大厂、涿州

等地，但环首都圈地区与北京间的交通联系仍然依靠国道、省道干线公路，内部交通网络连

通性差，过境交通与区域性联系交通混杂。虽然，北京至周边地区常规公交服务得到扩展，

其中至燕郊的公交 930 路高峰小时发车频率高达 60 班次以上，但是，受道路布局的限制，

公交客运能力的拓展难以满足庞大的联系交通需求。北京近郊新城缺乏面向环首都圈辐射的

综合交通枢纽，环首都圈各城镇与北京新城间联系较为松散，而与北京中心城区联系较为紧

密。 

3.2 国际大都市地区交通发展经验借鉴  

巴黎、东京、纽约等世界城市均依托中心城区形成了面积超过 1 万 km2、人口规模达到

千万量级、人均 GDP超过 5 万美元、辐射半径达到 50～70 km 的大都市圈[2‐3]，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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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同尺度下环首都地区空间构成比较 

大都市圈由内到外均呈现“均质化团状→带状连绵→轴线点状”的空间发展形态。其中，

均质化团状以城市交通网络为支撑，带状连绵以轨道交通市郊快线与快速道路为支撑，而轴

线点状则主要以国家及区域级交通网络为支撑。部分多层级交通网络复合走廊呈现长距离的

连绵发展态势。 

在交通发展策略上，世界城市均采取公交优先发展和交通需求引导策略。在对外放射走

廊上高度重视布设轨道交通和市郊铁路系统，在 50～70 km 圈层内，世界城市均设有上千公

里的轨道交通和市郊铁路运送进出中心城区的客流[2‐3]。 

3.3 环首都圈综合交通发展目标  

借鉴国际大都市地区交通发展经验，针对环首都圈现状交通问题，将环首都圈综合交通

规划的目标确定为以下两个方面： 

1）引领环首都圈与北京同城化发展。以畅达、绿色、高效为方向，加强集约化交通设

施（市郊铁路等）布局，完善区域内交通网络，协调地区间交通运营机制，形成环首都圈与

北京同城化的交通体系。 

2）合理分担北京区域交通组织职能和压力，支撑北京“世界城市”建设。立足首都区

北京 巴黎 

东京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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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重构国家与区域运输通道及枢纽布局，实施首都门户功能外延，在提升环首都圈主要城

镇为首都区域门户的同时，以更强的交通集聚和可达能力提升首都区域面向京津冀城市群及

更大层面的辐射能级。 

4. 环首都圈综合交通规划框架	 	

4.1 分圈层建立同城化交通体系 

以距天安门的距离半径为基础，考虑北京空间布局重心向东、向北偏移及轴向发展的特

点，提出首都区域分圈层的同城化交通体系，见图 5 和图 6。 

其中，通勤圈、同城化发展圈构成首都区域的功能主体；向京津冀城市群延伸，依次分

为城际间紧密协作圈、京津冀北统筹发展区；统筹考虑不同圈层的功能衔接和交通系统布局。 

4.1.1  通勤圈——半径 30	km以内，及距东四环、北四环 30	km范围内的外围城镇	

通勤圈涵盖北京近郊各新城（通州、顺义、亦庄、大兴、房山、昌平、门头沟），以及

廊坊北三县的燕郊、大厂西部地区。该圈层是首都功能的核心布局区域，空间发展将逐步由

“中心城—近郊新城”的走廊型空间结构向网络化空间结构转变。面对通勤交通需求，该圈

层将布局与北京中心城一体化的城市交通系统，注重轨道交通快线、市郊线的布设和中心城

区快速道路系统的延伸，着力促进近郊新城的发展。 

4.1.2  同城化发展圈——通勤圈外推 20～25	km，主要发展轴外推 30	km左右	

同城化发展圈以半径 50  km 圈层为基础，并将京津、京石、京张、京承、京唐/京秦发

展轴再适度向外推移，涵盖北京远郊新城（怀柔、平谷、延庆、密云），市域南部各镇及廊

坊北三县地区（除燕郊、大厂西部地区）、廊坊市区、固安、涿州等。该圈层交通系统追求

与通勤圈的一体化构筑，加强北京市郊铁路向主要城镇的延伸（见图 3），保持各城镇功能

的综合性和相对独立性，并注重高等级干线公路与北京中心城区骨干道路的对接，着力实现

圈层内部交通系统与区域对外交通系统的分层布设和组织。 

 
图 3  北京市郊铁路延伸及其与周边市域轨道交通网络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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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城际间紧密协作圈	

城际间紧密协作圈以半径 70 km 为基础，沿放射式发展轴延伸至半径 150 km 左右，涵

盖京承轴向的兴隆、滦平至承德，京张轴向的怀来、涿鹿、下花园、宣化至张家口，京石轴

向的高碑店、定兴、涞水、易县、徐水、满城至保定，廊坊市域的永清、霸州等。该区域将

接受首都的产业和服务辐射，承接首都产业转移和建立区域协作，与首都保持密切的商务和

物流联系。 

该圈层主要依托城际交通系统（高速公路、区域城际铁路、国家高速铁路），沿北京六

条放射式综合交通廊道，散点式衔接外围中心城市与布局专业化协作节点，并在京承、京张、

京昆（北京—保定）轴线积极推进旅游一体化服务建设。 

4.1.4  京津冀北统筹发展区	

京津冀北统筹发展区以半径 150～200 km 圈层为基础，涵盖首都周边天津、廊坊、唐山、

秦皇岛、保定、张家口、承德的市域，并将邻近北京，但不在放射式综合交通廊道上的赤诚、

丰宁、承德县、涞源等地纳入。该圈层依托以上三圈层，尤其是依托城际间紧密协作圈主要

城镇的发展和辐射带动作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协同提高首都区域的区域竞争力、资源环

境承载力和文化影响力，推动京津冀北地区均衡化发展。 

在交通系统建设上，以主要布局于以上三圈层的城际快速交通系统（高速公路、区域城

际铁路、国家高速铁路）为基础，注重干线公路系统的衔接和网络化布局，提升主要镇区、

景区的可达性，积极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服务建设。       

 

 

 

 

 

 

 

 

 

 

 

         图 4  首都区域分圈层划分                           图 5  分圈层交通设施规划布局思路 

4.2 重构国家及区域运输通道 

4.2.1  高速公路——网络结构由“环放”演变为“环放+通道”	

规划增强环首都圈高速公路在组织国家及区域运输中的大通道作用，并推动环首都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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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城镇由“外延地区”提升为“门户地区”，增进环首都圈城市和产业的发展，见图 6。 

○1 密涿高速衔接京承高速（G45 的一段）、京哈高速（G1）与京港澳高速（G4），成为

东北至华北、华中的过境通道，并提升沿线廊坊、固安、涿州等市县的交通区位。 

○2 建议京沪高速向北延伸，衔接密涿高速，成为东北至华东的过境通道，并由此强化国

家运输通道对北三县地区的服务。 

○3 张承高速衔接京藏、京新高速与承秦、承唐高速，成为国家西北北部出海的过境通道。 

○4 密涿高速衔接京港澳高速、京哈高速、京承高速，成为河北省域山前传统城镇发展带

（秦皇岛—唐山—廊坊—保定—石家庄）城镇间及承德与廊坊、保定、石家庄间联系的主要

通道。 

○5 张涿高速成为张家口与省域中南部城镇联系的通道。 

 

 

 

 

 

 

 

 

 

 

 

图 6  首都区域高速公路网络规划布局 

4.2.2  国家高速铁路与快速铁路——以北京中心城区为极核的六向放射式布局。	

在首都圈布局的国家高速铁路主要包括京沪高铁、京广高铁、京沈高铁、京九客专，快

速铁路主要包括基于京包快速铁路客运通道的京张城际和衔接沈阳—秦皇岛客运专线的京

唐城际。布局仍着重体现以北京中心城区为极核的六向放射态势，功能向环首都圈疏解有限。 

4.2.3  区域城际铁路——由单核放射式结构演变为网络化结构。	

在首都区域规划布局的城际铁路包括京津城际、京石城际、京唐城际、京张城际。规划

还将利用京沈高铁、京九客专分别开行京承、北京—衡水城际铁路，由此城际铁路网络呈现

单核多站（北京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丰台站等）六向放射式布局。在此基础上，规划

建议增添京石城际、京津城际、京唐城际、京沈高铁间的联络线，即涿州—第二机场—廊坊

—北三县—首都机场/顺义，促成区域城际铁路网络布局由单核放射式结构向网络化结构发

展，有助于首都功能向外疏解和外围主要节点城市的功能集聚和发展，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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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首都区域城际铁路网络的布局优化 

4.2.4  国家能源运输通道——向首都外围地区转移。	

结合国家及区域高速公路网络、铁路网络规划，京津冀北区域能源运输通道规划的基本

思路为提高铁路运输能力，改善煤运出海运输结构；能源运输通道整体向首都外围地区转移，

并形成多通道的运输局面，北部与唐山、秦皇岛等港口相接，南部与天津、黄骅等港口相接。 

4.3 综合交通枢纽布局向环首都圈扩散  

国家及区域运输通道的外移使区域交通组织枢纽合理外移至环首都圈地区，有效分解了

北京中心城区的区域交通组织职能和压力，同时有效提升了环首都圈地区，尤其是廊坊、燕

郊—潮白新城、涿州、固安面向区域的可达性和辐射能力，增进了产业和城市功能的集聚。 

规划将国家及区域层面的综合交通枢纽按职能划分为国际门户枢纽、国家运输枢纽、区

域交通组织枢纽、区域通道主要接驳枢纽四类，见图 8。 

 

 

 

 

 

 

 

 

 

图 8  首都区域综合交通枢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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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分区域交通整合发展 

环首都圈 17 县（市、区）基于不同资源、交通区位及发展现状，与北京间的产业关联

差异明显，交通系统的对接、建设呈现不同要点。规划将环首都圈划分为东南部的北京交通

一体化发展区和西北部的首都休闲旅游扩散区，见图 9。 

4.4.1  东南部——北京交通一体化发展区	

东部廊坊北三县融入北京东部发展带，成为首都东部国际与区域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燕郊—潮白新城与通州新城一体化发展，促进北京中心城区通勤交通系统适度延伸。

南部廊坊、固安、涿州地区加强与北京南部新城的功能联系并积极承接首都第二机场的功能

辐射，成为首都南部国际与区域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 

4.4.2  西北部——首都休闲旅游扩散区	

怀来、涿鹿、赤诚、兴隆、滦平，连同保定市的涞水西部山区等虽在首都同城化发展圈

外，但可整体列入首都休闲旅游扩散区内，融入北京山区旅游和特色发展计划，统筹城乡，

加强旅游休闲廊道和旅游服务体系的建设，形成一体化发展的首都区域大旅游圈。 

 

 

 

 

 

 

 

 

 

 

 

 

图 9  环首都圈分区域交通整合发展示意 

5. 结语	

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均面临人口、环境压力不堪重负，

交通拥堵严重，空间品质亟需提高等问题，迫切需要立足更大的区域共同应对，并达成更高

的城市发展目标。其中，交通系统的构建必须打破现有以国家、省域运输通道及公路客运为

主的交通模式，借鉴巴黎、东京、纽约等大都市地区的交通发展经验，着力构筑引领区域对

接融合、引导区域空间重组的新型同城化交通网络。 

基于此，本文结合环首都圈综合交通规划实践，提出首都区域同城化交通体系构筑的主

要框架性思路，即立足首都区域，重构对外运输通道及枢纽布局，在减轻北京区域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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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的同时，提升外围地区发展的交通区位优势；分圈层、分区域完善交通网络，注重郊区

铁路等集约化运输方式的布局，促成北京与环首都圈的联动、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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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区域交通空间战略研究 

蒋冰蕾  段进宇  吴唯佳  于涛方 

【摘要】长远来看，将以北京为中心的 600 公里范围内的首都地区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地区”

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区域基础，这要求交通设施的质和量两个方面大幅提升，然而在

目前交通网络密度水平下，北京中心城交通和放射向主通道已经呈现严重的超负荷状态。与

区域空间发展战略对应，交通系统对“人口和产业在首都地区的有序集中和疏散”的作用体

现为外部聚集和内部疏解两个方面。“外聚”战略的重点是建设“双枢纽”（世界级国际交通

枢纽、国家交通中心）和建设“双圈”结构（环首都交通圈和环渤海交通圈），远景形成多

中心跨区域交通网络。“内疏”战略的重点是发展中心城交通系统的的反磁力交通走廊、圈

层疏解体系、高密度地铁核心区、绿色交通走廊、京南新交通示范区。 

【关键词】北京  交通规划  战略规划  区域规划 

1. “外聚内疏”战略的提出	

1.1 世界城市区域 

从长远来看，将首都地区建设成为“世界城市地区”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区域基

础。这就意味着不仅北京市，而且整个首都地区，都要从各方面以一流的世界城市区域为参

照系。 

随着交通系统的升级，城市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这是世界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以

北京为中心，以高铁适宜出行距离（两小时的通行时间，约 600 公里）为半径，可以划定北

京的“高铁两小时通行圈”，这个范围内可以乘坐高铁与北京之间“一日往返”。 

事实上，不同交通方式形成不同半径的首都地区 “一日交通圈”，构成首都地区的交通

方式圈层结构（图 1），这个圈层结构大致对应首都地区空间研究的几个层面：首都经济圈、

京津冀北、北京市、中心城区（表 1）。 

 
图 1  首都地区交通圈层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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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交通方式的“一日交通圈” 

交通方式  范围半径（公里）  区域层面  行政范围 

航空  >1000  全环及东北亚  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蒙古 

高铁  600  首都经济圈  6省 2市（北京、天津、山西、内蒙、

辽宁、河北、山东） 

城际（高速公路）  200  京津冀北  9市（北京、天津、廊坊、张家口、承

德、唐山、秦皇岛、保定、沧州） 

市郊铁路（快速路）  100  北京市及东南

部地区 

北京市，河北、天津邻近北京平原地区

的十县 

地铁（公交）  15  中心城区  五环内 

1.2 首都区域交通空间战略 

首都地区已初步形成体系化的多方式交通系统，但与伦敦、东京、巴黎等世界城市地区

相比，首都地区交通设施的密度还需大幅提高。例如，这些世界城市的机场群数量、区域道

路网密度、中心区地铁网等指标，往往都是北京的两倍以上 1。 

然而，在目前交通网络密度水平下，北京中心城区的交通系统和多个放射向的主通道已

经呈现出大范围长时间的超负荷状态。新交通设施的供应，可能会刺激交通需求进一步增加，

例如，中心城区和新城间的轨道和快速路，往往促使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中心城区聚集而不

是向新城疏散。国内研究表明，近年来，区域人口密度相对越高的地方，人口密度增长越快，

人口的空间集聚现象突出，尤其是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和太原等中心城市。这些问题在

首都地区交通系统发展建设中都令人困扰。 

比量更难的是质的提升，质的提高可能涉及到长期的大量研究和建设维护工作。例如：

运输服务体系的建设，高效的物流系统、高端和多样化的公共交通服务、智能交通系统的应

用水平和精细化的设施设计，以及结合自然、人文的综合环境设计等方面。 

随着交通网络密度和质量的提高，多种方式之间，特别是“大交通”方式（铁路、公路、

航空、航运）之间的配合，以及交通与用地发展之间的配合，也需由粗放式的协调转向更为

精密的匹配。 

此外，未来首都地区空间的发展可能有多种情景，如何使规划方案具备弹性，以应对未

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在发展的过程中，多种力量并存互搏，如何统筹协调，促进总体的良性

发展？首都地区涉及到不同交通方式和行政区划，如何比选落实各种规划设想，对重大项目

进行排序？面对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问题，首都地区的交通系统需要进一步明确一些基本发

展思路（图 2）。 

首都地区与伦敦、纽约、东京等世界城市地区相比，在经济联系、城镇化等很多方面相

对松散，加强首都地区内部与外部的经济和地理单元之间的联系，特别是经济中心城市之间

的联系，是首都地区空间发展的重要战略。相应地，首都地区交通系统发展的总体战略是建

立高效可达的交通走廊体系来加强中心城市之间的联系。在京津冀北层面，是否有利于支撑

人口和产业在区内实现有序的集中和疏散，是未来交通系统发展的目标。是否有利于这些集

中和疏散，则是判断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选址、建设时机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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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首都经济圈层面的空间布局示意图 

（来源：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首都经济圈规划研究，吴唯佳、于涛方主持，2012） 

宏观地说，交通系统对“人口和产业在首都地区的有序集中和疏散”的作用体现为两个

方面，即外部聚集和内部疏解。 

外部聚集又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 

一是首都地区的对外交通系统要大幅度提升，提高首都在世界范围的吸引和带动力。通

过打造以北京为核心枢纽的系列交通廊道，充分发挥首都圈的聚集能力，支撑首都地区接纳

区域外的人口、职能和产业的入驻。 

二是在首都地区的核心区之外，通过构筑多中心的交通网络结构，引导人口和产业在特

定地区和节点疏解和集中，带动首都地区整体发展，同时也缓解核心区内日趋紧迫的承载压

力。 

内部疏解，在首都地区核心区（中心城区；市域，甚至更大的地区）的人口已过于聚集，

交通严重拥堵、人居环境不善、功能结构不佳等问题凸显，亟需通过交通体系的布局调整，

促进核心区的人口、功能的有序布局和疏解，缓解中心城的空间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改善中

心城区的人居环境质量。 

2. 如何“外聚”？	

2.1 首都地区对外交通战略 

首都地区需要进一步建立其在全球和全国的交通中心地位：在全球层面打造世界级的交

通枢纽；在全国层面打造全国首要的交通枢纽，即“双枢纽”战略”。 

2.1.1  世界级交通枢纽	

首都地区对外交通战略的核心是打造世界级的国际交通枢纽。首都区域国际交通枢纽主

要由国际航空枢纽、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国际铁路和公路的网络系统组成，并形成不同方

式之间的联运。 

国际航空枢纽：建设区域内国际机场群，联合形成首都地区的国际航空枢纽。区域内国

际机场群可以包括北京首都机场和天津张贵庄机场，以及新建的北京新机场，远期可以引入

新的国际机场，如秦皇岛机场。 

北京首都地区国际机场群的可选择分工模式如表 2 所示，由三至四个国际机场构成，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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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机场间快速通道（快轨和快速路，如果工程技术方案可行，可考虑建设京津城际支线或

接运线路）相互协作。几个机场间如同一个大机场的不同航站楼，形成一个“分布式大机场”

（图 3）。航空枢纽应与地面快速交通紧密衔接，如首都第二机场可考虑建设航空‐高铁一体

化的综合枢纽。 

表 2  首都地区核心机场基本分工模式 

模  式  服务区分工  航线分工    航空公司分工 

模式要点 
按乘客出发地点划分

服务区 

按乘客目的地分工 
按航空公司分类

三大机场分工  北京二大机场分工 

 

主 

要 

功 

能 

首都 

机场 

国内外客运航线，国际

为主 

国内外客运航线，国

际为主 
国际枢纽机场 

中国国际航空公

司 

首都新

机场 

国内外客货运航线，国

内为主 

国内外客货运航线，

国内为主 
综合枢纽机场  其它航空公司 

天津 

机场 
国内客运航线及货运  国内客运航线及货运 综合枢纽机场  各航空公司 

特点 

1.客货运就近乘机 

2.可设多个国际机场 

3.机场间相互协作 

1.着力打造北京世界

级国际机场 

2.机场间联系多，需设

机场间快速通道 

3.天津机场可以有部

分国际功能 

1.着力打造北京世界

级国际机场 

2.北京二大机场间联

系多，需设机场间快

速通道 

便于各航空公司

和机场管理 

 

 

图 3  “分布式大机场”示意图 

国际航运中心：京津唐合作打造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其中北京主要承担航运国际旅游

和高端服务业。 

国际铁路和公路系统：与周边国家主要城市之间形成 12  小时的国际铁路和公路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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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向西衔接第二欧亚大陆桥。 

2.1.2  全国首要交通枢纽	

伦敦、东京、巴黎等世界城市无一例外的是本国首位的交通中心。北京首都地区的全国

交通中心主要由国家航空枢纽、国家高铁枢纽、国家高速公路枢纽等部分组成，分别形成以

北京为中心的 4 小时全国航空交通圈、8  小时全国铁路快速客运交通圈。陆路放射交通走廊

如表 3 和图 4 所示，可考虑在已有规划（表 3）的基础上增加太原、呼和浩特方向的快速铁

路线路。 

表 3  首都地区已规划的主要全国放射性陆路交通线路 

序号  方向  主要通道 

1  沈阳  京沈客专，G1（京哈高速）， 

2  济南  京沪客专，G2（京沪高速），G3（京台高速）， 

3  郑州  京深客专，G4（京港澳）G45（大广） 

4  太原  G5（京昆高速） 

5  呼和浩特  G6（京藏高速），G7（京新高速） 

货运交通布局调整的重点是实现客货分离，在北京外围形成京南和京北两条能源通道，

分别衔接黄骅港、天津港以及秦皇岛港和唐山曹妃甸港。 

2.2 首都地区区域交通战略 

在首都地区核心圈以外的区域打造“双圈”结构，即两个大的环形放射式交通网络结构：

一个是以北京为核心的环首都交通圈，一个是环渤海湾交通圈。 

2.2.1  环首都交通圈	

增加主要通道（特别是北京与省会城市间）的城际铁路，建立首都地区内中心城市与北

京之间快捷和紧密的联系，与铁路、公路交通网络衔接融合，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 3小时铁

路快速客运交通圈和 5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如图 4 所示。 

 

图 4  环首都交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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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环渤海交通圈	

京津城际建成后与原有的京津高速公路等通道已经初步形成京津复合交通走廊。首都地

区内部交通体系下一步的战略重点是打造环渤海沿海地区综合交通走廊，引导城镇化和制造

业的沿海转移战略。为此，需要进一步强化各大港口的功能和分工，强化沿海走廊方向的联

系，形成门户港口群；需在已有规划的基础上增加沿海铁路线路。同时，通过建设和加强联

系沿海带‐沿山带‐山前带间的径向交通通道，在京津走廊之外，促进形成沈阳‐大连、青岛‐

济南方向的交通走廊，发挥沿海带动内陆的带动作用，并逐步形成网格状交通走廊带（表 4、

图 5）。 

表 4  沿海交通走廊的主要港口和高速公路 

方式  组成 

港口

群 

丹东港、大连港、营口港、葫芦岛、秦皇岛、唐山港、天津港、黄骅港、烟台港、威海港、青岛

港、日照港 

高速

公路 

滨海通道 
大连方向：G15（沈海高速），G1（京哈高速） 

青岛方向：G25（长深高速）、G18（荣乌高速） 

径向  京津、沈大连、青济 

 

图 5  环渤海交通圈 

2.3 紧密辐射圈 

结合北京大外环（七环）的建设，促进六至七环附近设置多级副中心，既可承担接纳圈

外的人口、职能和产业的入驻，以充分发挥首都圈的聚集能力，带动首都经济圈的整体发展，

又缓解首都日趋紧迫的承载压力。这一地带可视为“外聚”到“内疏”的过渡地带。 

紧邻北京的地区，外联系通道建设的重点是北京东南部地区的京津、京唐、京开、京石

方向，特别新机场方向；推进各种轨道交通线路的有效衔接,  包括区域铁路、城际铁路、城

市轨道（M，L，R线路）和市郊轨道；优先建设新机场联系交通设施，包括机场联络线 S4，

R4、第二机场高速，廊涿京台高速连接线等，支撑机场门户功能发展（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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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紧密辐射圈 

2.4 跨区域的交通网络 

远期，首都地区在上述“双圈”结构骨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跨行政区的多方式紧密

衔接的高密度“跨区域交通网络”（类似于泛欧交通网络 TENS），构建各大城市中心城区辐

射周边新城的运输网络通道（包括郊区铁路、高快速路体系等）。在京津发展轴的基础上，

促进形成多中心空间结构，提高大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缓解首都区域中心交通、环

境压力，促进形成首都经济圈外部聚集的发展态势。 

3. 如何“内疏”？	

3.1 反磁力交通走廊 

作为大国首都，不可避免的趋势是：在拓展区和新城发展中形成具有交通体系支撑的发

展走廊体系，吸引和疏散中心城区的交通生成量。通过综合开发反磁力线方向的地铁线路、

公交系统（无换乘或比目前线路减少换乘，如图 7）和快速路系统（在目前“棋盘+环放”

的路网格局的基础上，通过棋盘向和放射向连接点的设计，形成更顺畅的反磁力线方向流

线），强化核心区与反磁力线方向沿线的副中心的联系通廊，打造首都核心区的“反磁力交

通系统”。远期，反磁力交通走廊可由多条线路，多个方向串行和并联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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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反磁力交通走廊示意 

3.2 圈层疏解 

充分利用传统的环路系统，对可能进入中心城内交通层层分离、疏解（图 8）。 

 

图 8  北京中心城环路交通疏解措施与功能 

3.3 高密地铁核心区 

北京中心城的交通系统进一步转移到支撑大国首都和世界城市功能，与该功能相应的交

通模式是：机动化和以公共交通为核心，同时更充分地发挥非机动交通的作用和优势。轨道

在中心城将无可替代地承担 大部分的交通需求。 

以北京的环路作为尺度参照，可以看出，伦敦、巴黎、东京地铁站点分布密集，覆盖区

域多有重叠，中心区外围明显减少；而北京地铁站点则明显稀松、分散、独立，中心区外围

也较为均质，直到远郊区县才有明显减少（北京以 2015 年规网为依据计算）。与需要承担高

密度、大运量客运交通的系统职能显著不符。  因此，必须大幅度提高中心区内轨道线路和

站点的密度，完善轨道线路的互通连接，形成客流为导向的轨道交通线路网络，显著减少轨

道交通的换乘，提升轨道交通运输效能（图 9）。 

中心城区内站点密集分布是为了减轻单一车站的负荷，起到分流旅客的作用。  城市边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24



 

 

缘地区交通拥堵及客流量比中心区都有明显减少，轨道交通站点的设置不必过密，站点外围

的集疏运可以通过公共汽车交通完成，以提高轨道铁路运输速度和强度。   

针对三环以内区域，至少将轨道网密度增加一倍，才能基本接近巴黎、东京中心城区水

平。借此机会获得一个大范围高密度的中心城区轨道网络，地铁网络与人口的匹配程度至少

达东京水平，接近巴黎水平。 

应该指出，合理的票价体系是建立高密度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关键。以公共交通为导向

的城市交通战略，并不意味着单一的低票价。北京需要学习其它世界城市的经验，建立以市

场调控和绿色交通政策配套的公共交通票价体系，在完善现行的小汽车限行措施基础上，设

置划时段的统一公共交通票价区，形成高峰收费时段和平时鼓励时段相结合的分时制收费体

系；提高高峰时段的公共交通票价，鼓励非高峰时段出行，减缓高峰时段的公共交通压力；

通过票价划区，减少长距离跨区通勤，进而平衡全日的公共交通运行压力，提高运行的经济

水平。 

 

图 9  北京核心区地铁网加密模式 

3.4 绿色交通廊道和慢行廊道 

针对有条件的道路打造绿色交通廊道，通过环境改善，引导交通需求从高用地、能源、

环境消耗的小汽车交通方式向公共交通和慢行方式转移。 

中心城区外围优先启动通州、顺义、大兴、昌平、房山等区县六环周边及主要干线和旅

游路线两侧绿化带加厚加密工程，改善交通环境。核心区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的交通方式，形

成交通体系的“绿芯”：完善慢行廊道，发展高品质步行系统，加强城市干路及支路的自行

车通道建设，进一步完善公交系统，实现更为便捷的多元换乘。 

3.5 京南新交通示范区 

北京东南部地区是“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应以首都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为鉴，避免

重蹈覆辙。在核心区南部增强交通可达性的同时注入生态与休憩功能，充分利用其后发优势，

建设适当的绿地，构建充满活力的首都新空间。 

4. 结语	

“聚”和“疏”是相对的，又是统一的，向外聚集才能使内部疏解，内部疏解才能承受

更大范围的聚集。主动构建“外聚内疏”的多中心的交通体系结构，引导首都地区建立有序

的多中心空间结构，避免过度单极集中带来的发展瓶颈，对世界级都市圈的形成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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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北京与各世界城市的交通设施指标参考数据 

表 5  北京与伦敦、纽约、东京的机场数量 

 伦敦 纽约 东京 北京 

机场数量 5 4 2 2 

 

表 6  北京与伦敦、东京地区的路网密度（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0  ） 

 伦敦 

（30 公里半径区域） 

东京 

（都区部） 

北京 

（城六区） 

路网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9.41 19.1 5.28 

 

表 7    北京与伦敦、东京、巴黎的中心城区地铁线网密度（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4  ） 

 伦敦 巴黎 东京 北京 

二环内站点数（个） 72 158 77 40 

中心城区线网密度（km/km² ） 3.5 3.8 2.6 1.1 

线网总规模（km） 415 213.5 293.2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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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北京都市圈交通系统 

阮金梅  李爽  徐铮鸣 

【摘要】为缓解北京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突出压力，实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规划目标，从

都市圈范围内解决北京未来发展问题是必然趋势，引导都市圈形成和促进都市圈的协调发展

迫切需要构建可持续的交通系统作为支撑。本文首先界定了北京都市圈的研究范围，然后分

析了其交通发展趋势，最后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理念下，提出北京都市圈交通系统的规划目

标和规划策略。 

【关键词】都市圈交通  可持续发展  交通战略 

 

区域统筹发展战略是我国重要发展战略之一，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推

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区域。在这种趋势下，打破传统城镇体系规划的垂

直系统，建立以都市圈为规划对象的多元化发展模式，加强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联系已经

成为共识。而都市圈的发展，交通是首要问题。 

作为国家首都，北京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之而来的土地稀缺、人口集聚、

水资源短缺、交通拥堵等现象越发严重。资源与城市发展空间、社会活动、经济发展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要解决上述矛盾，就需要在更大的空间里布局城市功能。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提出把北京的部分功能转移出去。北京建设世

界城市，不能孤立地自我发展，需要与周边地区加强合作，引导周边地区的发展，实现共同

繁荣。面对区域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构建先进、高效、安全、环保的都市圈可持续发展

的交通系统，强化北京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可为疏解北京人口、实现产业梯度转移，

促进首都区域在城镇布局、产业、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协调、一体化发展提供支撑。 

1. 北京都市圈现状概况	

都市圈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形态，通常是由强大的中心城市及其周边邻近城

镇和地域共同组成的高强度密切联系的一体化区域，是城市化、市场化两种力量共同作用的

结果。地域靠近、经济联系密切是都市圈的主要特征。目前北京周边地区已经直接或间接的

接受北京的辐射带动，参与到了北京的社会经济活动中。本文所指的北京都市圈是指北京市

域及周边接壤的河北省、天津市 18 个县市区（县级行政单位）所共同组成的区域，如图 1

所示。该区域面积为 54531 平方公里，2009 年常住人口约 2540 万人。北京都市圈内城市化

水平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北京市城镇化率为 78%，而环北京 18县市的城镇化率平均仅有 28%；

北京市人均 GDP已经超过 10000 美元，而环京 18 县市平均仅有 31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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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都市圈研究范围 

2. 北京都市圈交通发展趋势	

2.1 都市圈内部客货运输总量不断增长 

北京都市圈作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联系紧密的城市集合体，区域内部的人员、资

金、技术、信息等交流频繁，都市圈内部客货交通需求总量较高，并随着都市圈的进一步协

调发展，交通运输需求保持较高的增长态势。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

未来北京的部分人口和功能将逐步向外疏解。而北京都市圈周边县市由于优越的交通区位和

交通条件，加之其良好的自然、生态等条件，随着交通系统的完善，使得周边地区成为北京

人口和功能外移的主要承接地。就客运交通需求而言，传统城市内部通勤交通流有相当一部

分转移到都市圈范围内，通勤流与经商流、探亲流、旅游流相结合形成巨大的客运需求量。 

2.2 内部交通一体化趋势明显，对运输效率提高需求迫切 

随着北京都市圈内部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城镇空间格局的逐步完善，呈现城市交通区域

化、区域交通城市化的态势，对于交通质量和效率的要求将越来越高。现有的交通条件将越

来越难以支撑区域产业发展和城镇空间格局的形成。以交通枢纽为核心，对外交通与城市交

通、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公路客运与城市公交一体化趋势将逐步显现，需要运输效率进一

步提高。 

2.3 交通需求呈现多元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用于交通的支付能力增强，同时需求层次也相应会

提高，多元化趋势将日益明显。在交通出行目的上，既有通勤交通，也有旅游、休闲、购物、

探亲访友的客流需求；在收入水平上，既有高收入者，也有中、低收入者。供给交通方式时，

应考虑多元化交通需求，协调公路和铁路的关系，为旅客提供不同出行时间、不同票价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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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可选择交通方式。 

3. 都市圈可持续交通系统特征	

1987 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我们的共同未来》的报告，正式提出

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

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是人类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自身社会

经济行为认识的飞跃。 

可持续交通系统的概念可以理解为：在推进交通运输系统发展的同时，重视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和资源（主要指不可再生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注意对交通运输系统的监管，尤其

是对交通运输需求和交通行为的管理；交通运输供给在满足需求的同时，又能符合社会经济

生态复合系统长期持续发展的需要。具备上述特征的交通运输系统即可被称之为可持续交通

运输系统。它是抛弃了传统的将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牺牲资源和环境基础上的一种新的发

展观。都市圈可持续发展交通系统应在实现高效出行的同时，兼顾社会公平以及环境友好，

具备特征如下： 

3.1 经济可持续性 

经济可持续性是指以较高的效率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交通运

输的规模和活动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资源合理开发与配置的需求相适应。通过提高

交通系统的运输效率来提高运输能力，要求从交通政策上扶持运输效率高的交通方式，限制

单位运输效率低的个体机动化交通方式的过度发展。北京都市圈交通系统要加强北京与周边

地区的快速联系，以枢纽为节点，推进高速铁路、城际轨道、高速公路的建设，缩短出行时

间，提高运输效率。 

3.2 社会可持续性 

社会可持续性是指交通必须能够满足社会所有人的基本交通需求，保证人们在工作、购

物、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可达性，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客运交通方式应满足不同层次

居民的出行需要，具有多样性的特征。都市圈内铁路和公路两类交通方式可以根据为出行者

提供的不同服务水平划分为多种类别，每类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票价不同，能够满足不同

层次出行者的需要，交通方式结构构成的多样性体现了交通系统的社会可持续性。 

3.3 环境可持续性 

全世界交通运输消耗的能源约占全部能耗的三分之一，交通运输在给人类社会带来便

利、克服空间距离阻碍的同时，带来了环境污染等负面问题。我国目前虽然汽车保有量比发

达国家低，但单车排放的污染物却比国外同类车高出很多，总排放量并不低，不少城市汽车

排放的分担率已经达到 60%~70%以上。而相比之下，轨道交通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的交

通方式，因此，为尽可能地减轻交通运输给社会带来的环境压力，应积极发展和鼓励使用污

染少的轨道交通方式，重点发展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综上，都市圈可持续发展交通系统既要满足都市圈快速、高效、便捷的交通需求；又要

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促进交通与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良性互动，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目标起到推动作用，通过转变交通方式，强化对现有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全面整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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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发展绿色交通方式，建立大容量、高效率的客货运输通道。并且兼顾社会公平，为不同

类别的出行者提供多样化的交通方式。 

4. 北京都市圈可持续交通系统发展目标及规划策略	

4.1 北京都市圈可持续交通系统发展目标 

以“区域统筹、协作共赢、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构建一个首都区域内部联系紧密，对

外沟通顺畅的高效、有序、均衡、环保、低碳的一体化区域综合交通系统。以高速铁路、城

际铁路、高速公路为核心、通过全面协调铁路、公路系统的相互关系，形成全方位、多层次、

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客货运输体系。打造以首都北京为核心的 1 小时交通圈。显著

提升环首都圈层交通区位优势，合理引导北京都市圈形成和有序发展，塑造北京都市圈可持

续发展的城镇空间与发展模式，疏解北京部分城市职能，缓解北京市内及过境交通压力。 

4.2 北京都市圈可持续交通系统规划策略 

4.2.1  构建圈层化交通发展模式	

国外都市圈规划经验表明，为了更加细致确切地掌握城市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根据区域

城镇体系、人口集聚、产业关联、交通影响范围和可达性以及核心城市辐射带动等基本特征

的差异，都市圈可以划分为多个圈层。区域交通规划中，应采用适宜的交通系统和交通工具

为不同的交通圈层提供相应的服务，这样才能提出层次清晰、适用性更强，整体效率高的综

合交通体系。以时空距离为基础，考虑到首都地区发展特点，将北京都市圈划分为三个圈层，

如图 2 所示。 

1、第一圈层，以北京为中心半径 40km 的圈层，本圈层为北京中心城通勤圈，涵盖北

京近郊新城。该圈层为首都功能布局的核心区域，人口相对较多，城镇点分布比较密集，出

行量相对较大，出行距离相对较短，交通出行的起终点主要是中心城区、近郊新城。出行需

求主要为通勤需求，对交通效率要求较高，应充分利用市区轨道交通，建设以轨道快线、市

郊铁路和城市快速路为主的交通发展模式。 

2、第二圈层，以北京为中心半径 80km 的圈层，主要包括北京远郊新城以及环首都区

域的重点发展县市。该圈层是承接首都职能的重点建设区，但各城镇的发展将保持功能的综

合性和相对独立性。区域人口相对比较稀疏，城镇点分布比较稀疏，出行距离比较长。在该

圈层，应充分利用现状铁路系统，加强北京市郊铁路的延伸，从区域统筹角度出发，注重高

等级干线道路与北京市骨干道路系统的对接，构筑多方式快捷交通网络。 

3、第三圈层，半径约为 250‐280km，延伸到京津冀北的中心城市，该圈层是承接首都

产业转移和建立区域协作的主要区域，主要依托高速铁路、区域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形成

综合运输通道，满足长距离的客货运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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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京都市圈交通圈层划分示意图 

4.2.2  疏导北京中心城客运交通，构建区域客运通道	

为缓解北京中心城的交通压力，促进外围新城的发展，形成以北京市域为中心的“环形

+放射线”的客运发展格局。提高北京外围地区的交通可达性，在主要对外交通通道方向上

布置客运枢纽，在北京顺义、昌平、通州、大兴、房山新城分别设置客运交通接驳枢纽，在

缓解北京中心城的客运压力的同时能够显著提升上述枢纽的地位，通过客运交通以点带面，

进而实现北京新城的跨越式发展，并发挥对北京外围地区的功能辐射和带动作用。 

4.2.3  屏蔽北京过境货运交通，构建“井”型货运通道	

将原规划北京境内的铁路西南环线南移，配合铁路线位改移，建设公路货运枢纽，实现

货运公铁联运。尽量避免过境货运交通穿过北京，构建北京外围“井”字型货运通道，实现

货运交通结构以铁路为主，公路为辅的货运交通结构，减少运输成本以及对环境的污染。在

北京外围设置涿州、固安、廊坊、马坊、逐鹿作为首都地区物流中心，主要服务于北京都市

圈内的货运需求。对应区域物流枢纽中心，在北京市域内设置窦店（房山）、黄村（大兴）、

马驹桥（亦庄）、宋庄（通州）、马池口（昌平）作为物流集配中心，服务于北京市内货运需

求。 

4.2.4  充分利用既有铁路资源，大力发展市郊铁路	

国外都市圈通常采用不只一种轨道交通方式，而是根据需要逐渐形成了集地铁、市郊铁

路、市域快线、干线铁路等于一体的完备的轨道交通体系。例如，东京交通圈的轨道交通体

系由地铁、JR 普速铁路、JR 新干线、民营铁路等组成。这些线路中地铁系统主要服务于中

心城区，承担山手线以内的城市中心区内的交通；民营铁路和 JR 普通铁路主要服务于东京

交通圈，承担城市中心城区与市域内其他地区的联系；JR 普通铁路和新干线则主要服务于

东京交通圈，且承担交通圈的对外交通任务。这些完备的轨道交通体系不仅为交通圈内居民

的出行提供了保障，同时也建立了与圈外联系的大容量运输通道。 

（1）北京都市圈轨道交通层次划分及功能定位 

北京都市圈轨道交通层次划分及功能定位如图 3 所示。中心城轨道交通系统，服务对象

是中心城各个功能区之间的客流。轨道交通区域快线系统，服务对象是中心区与郊区、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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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郊区之间的客流。市郊铁路运输系统，服务对象是的中心城与郊区城镇的客流、各个郊区

城镇之间长距离大运量的客流运输。 

 

图 3  北京都市圈轨道交通层次划分及功能定位 

（2）市郊铁路的延伸 

利用既有及规划的铁路资源，大力发展市郊铁路，加强北京与其周边县市的交通联系，

进一步扩大和增强首都的辐射范围和带动作用，促进和带动首都区域周边城镇分工和合理空

间布局形成。同时，市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通过枢纽进行接驳，促进区域交通联系由公路

向轨道交通转化。规划北京市郊铁路形成“两横、两纵、七放射”的网络布局，线路共 7

条，线网总长为 733 公里，如图 4所示。S4 线延伸至廊坊，S4 支线延伸至固安，S5 西线延

伸至涿州，S5 东线延伸至三河。 

 

图 4  北京都市圈规划市郊铁路 

4.2.5  完善区域公路网络，加强与北京的联系	

（1）完善主要通道的高速公路放射线布局 

在京津方向、京唐秦方向、京保石方向等均规划两条或多条高速公路通道（见表 1），

满足未来城市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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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京都市圈高速公路放射线规划一览表 

方向  沿线重要城镇  高速公路名称  规划车道数（双向） 

东南方向 
亦庄、永乐、廊坊、天津、

塘沽、沧州、黄骅 

京沪高速 

京台高速 

京津高速 

24 

东方向 
通州、平谷、北三县、蓟县、

唐山、迁安、秦皇岛 

京哈高速 

京秦高速 

京平高速 

16 

西南方向  房山、涿州、保定、石家庄
京港澳高速 

京昆高速 
14 

东北方向 
顺义、怀柔、密云、兴隆、

承德 

京承高速 

承平高速 
10 

西北方向 
昌平、延庆、怀来、涿鹿、

宣化、张家口 

京藏高速 

京新高速 
10 

南方向 
大兴、固安、永清、霸州、

任丘、河间、衡水 
京开高速  6 

（2）构建北京都市圈高速公路外环线 

重点考虑在西北和东南两个方向实现客货运交通分流，加强西北－西南、西北－东南以

及东南部等这几个交通走廊的货运通道规划建设，把货运交通疏导至六环路以外地区，减轻

货运交通对中心城的干扰。基于以上考虑，在首都地区外围规划一条北京大外环高速公路，

由张承高速（张家口至承德）、京承高速（北京至承德）、密涿高速（密云至涿州）、张涿高

速（张家口至涿州）和京化高速（北京至化哨营）等 5 条高速公路组成，总长约 900 公里，

如图 5 所示。 

 

图 5  北京大外环高速公路规划示意图 

4.2.6  以新机场建设为契机，培育首都地区综合交通枢纽，促进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	

北京机场位于北京市最南端，地跨北京市大兴区和河北省廊坊市，占地 40~60平方公里，

2020 年设计年旅客吞吐量为 4500 万人次，远期设计年旅客吞吐量为 13000 万人次。依托北

京新机场建设，强化国际门户枢纽构筑，形成航空、铁路、公路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引导

形成由北京新机场向外辐射，增加高速公路、区域城际铁路为天津、廊坊、石家庄、保定等

城市与新机场间建立直达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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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交通对于“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北京都市圈仍处于形成的

初级阶段，需要构筑促进都市圈内部一体化发展，引领空间结构重组的区域交通系统。本文

介绍了北京都市圈的基本概况，分析了其交通发展趋势，在可持续发展交通系统的规划理念

指导下，提出了北京都市圈交通发展目标及规划策略，在满足都市圈内高效的客货流通需求

的同时，兼顾交通运输系统的效率与公平，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

展交通。 

【参考文献】 

[1]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首都区域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区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战略规划.  北

京：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1 

[2]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都市圈轨道交通资源整合规划研究.  北京：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 2011 

[3]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高速公路网规划.  北京：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1 

[4]张新宇.  交通运输可持续发展研究[D].北京：北方交通大学.1998 

[5]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总体规划.  北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1 

【作者简介】 

阮金梅，女，工学学士，教授级高工，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34



 

 

整体保护背景下的北京旧城交通规划研究 

彭敏  张鑫 

【摘要】本文在分析目前北京旧城保护政策的基础上，结合旧城的交通发展特性，研究与旧

城整体保护相协调的旧城交通规划理念、交通发展战略以及交通管理规划策略。旧城交通规

划的理念主要是在交通中贯彻落实旧城整体保护与交通的人本主义，并采用公众参与、专家

领衔的规划手段增强规划的指导性与可操作性。旧城交通发展战略主要是确定以公共交通和

慢行交通为主导的交通模式，对交通设施采取差别化的供给策略。交通管理规划在旧城的交

通规划中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旧城整体应采用交通需求管理，而对于区域以及单个交

通要素均应倡导交通规划、设计、管理的精细化。 

【关键字】北京旧城  整体保护  交通规划   协调发展  交通需求管理 

1. 前言	

北京旧城是指二环路以内（以道路中心线计），面积为 62.5平方公里的区域。它位于北

京市的核心地带，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最后的经典之作；它集中展现了北京

的传统风貌，也是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窗口示范区。 

60 多年来，对于如何协调北京旧城的保护与发展，一直是规划界乃至社会各界关注的

重点。一方面既要保持旧城原有格局，保护文物古迹，维护传统风貌，另一方面又要适应社

会的发展，建设具有一流水平的现代化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城市。北京旧城的保护与发展，

是一对不同于一般城市或新兴城市的特殊矛盾，两者一直处于博弈中。 

现阶段，北京旧城保护是以《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确立的“旧城整体保护”为第一准

则，坚持有机更新的理念。旧城交通的规划也以“旧城整体保护”为前提，研究如何协调交

通发展与旧城保护的关系，发挥交通的保障作用，促进旧城社会经济的发展。 

2. 北京旧城交通特性与症结分析	

2.1 旧城区社会经济活动密集，交通产生与吸引强度大 

旧城的城市职能过于集中导致其交通需求强劲。北京旧城是党中央等诸多行政机关所在

地，也是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同时旧城内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也产生大量的交通需求。

据统计，旧城区现状白天人口为 287万人，而夜间人口仅为 131 万人，昼夜人口比为 1：2.2，

符合大城市核心区的特性。另外，从出行强度分析，旧城内交通发生强度为 7.6 万人次/平

方公里，交通吸引强度为 9.9 万人次/平方公里，远高于全市均值。 

2.2 交通设施相对齐全,可达性相对较高 

旧城为建成区，除机动车停车设施外，其他各项交通设施相对齐全。旧城干路系统实现

率较高，城市快速路已完全实现规划，主次干路的实现率约为 75%，而支路实现率相对偏低；

旧城的轨道交通站点覆盖率（以 750米为服务半径）为 47%，目前多条地铁线路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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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站点覆盖率将达到 77%；地面公交线网密集，站点覆盖率高。 

2.3 居民交通出行结构相对较好，跨区出行以公共交通为主，区内出行以自行车为主 

现状旧城区居民出行以公共交通为主，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为 46.3%。与北京市六环路出

行方式相比[1]，小汽车出行比例仅为 16%，远低于六环内的 34.2%；自行车出行比例为 32.8%，

明显高于六环内均值。 

    

     图 1  2010 年出行结构对比                 图 2  现状二环过境交通流向与流量 

2.4 交通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与世界城市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旧城内存在一系列的交通问题，表现在局部道路拥堵、地面公交运行车速底、地铁拥挤、

停车难、停车秩序较混乱、交通人性化不足、缺乏和谐的交通环境等等方面。造成这些交通

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有历史客观原因、规划理念问题、也有建设管理问题。 

2.5 承担大量的机动车过境交通 

旧城位于北京中心城的核心地区，其所处的区位决定其承担大量的机动车过境量。过境

交通以东西向为主要方向，6 条主要的东西向道路早晚高峰过境机动车比例约为 40%‐70%。

另外，二环路分段承担大量的过境交通。 

3. 北京旧城交通规划研究	

3.1 旧城整体保护的前提下发展交通 

旧城整体保护的理念已获得各方的认同，交通的规划与建设也以此为第一准则。旧城整

体保护与交通发展相互制约，一方面要避免大量兴建交通基础设施引发对文物、格局、历史

底蕴的破坏，另一方面也要避免过于严格的保护使城市的持续发展动能不足引发衰败。 

旧城整体保护又可以分为点要素、轴要素及区域要素三个形态层次的保护。 

北京旧城点要素主要是指分散在旧城内的众多名人故居、寺庙、有价值院落等等，交通

在点要素的保护体现在对交通设施这些“点”的避让以及整体降低交通污染等方面。 

轴要素是指北京的中轴线，中轴线在古代是一种礼仪性的序列，强调皇权的象征，在现

在更多的作为历史的纪念和传统存在[2]。人们在旧城中感受城市的意象，在行进的过程中体

验北京的文化特质，因此可以借助历史街道构建慢行游览路线，沿中轴线组织各保护要素使

之成为有机活动整体。 

北京目前已规划 33 片历史文保区，这些文保区面积大约覆盖了旧城二分之一。这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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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大多陆续编制了保护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等规划，但目前尚没有一个保护区进行过以区域

为研究目标的交通专项规划。实际情况是这些区域每改建一条道路，每打通一条胡同的打通，

每新建一处停车设施都“一事一议”，其结果是审批程序冗长，且交通需求说不清，设施布

局缺乏系统性，交通问题仍然得不到改善。旧城整体保护的前提下更应对区域交通整体进行

研究，应在区域保护的制约下，结合区域保护规划与产业发展规划，研究区域交通需求、交

通发展策略，并对交通设施布局与设置进行细致的研究，以保证规划的可实施性。 

            

图 3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资源分布                  图 4  北京的中轴线 

3.2 公众参与、专家领衔 

旧城的敏感性决定了旧城的交通规划在编制中必须贯彻落实公众参与与专家领衔。 

3.2.1  公众参与	

就广义的公众参与而言，交通规划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旧城居民、地方政府与相应

的管理机构、交通从业人员、运输服务提供商、交通使用者、残疾人代表等。因此，在旧城

地区开展公众参与必须采用多种方式，灵活开展。开展方式不仅包括与居民座谈，还应包括

对地方政府与管理机构的调研、对交通使用者的调查等方面，而且公众参与应从规划初期阶

段一直延续到规划编制完成阶段，甚至规划的实施阶段。用公众的意见指导、修正规划，使

规划能更好的指导实践。 

3.2.2  专家领衔	

北京已成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方

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实施旧城整体保护策略，审议相关规划等。旧城的交通规划

除邀请交通规划领域的专家外，也应邀请这些文保专家、规划专家领衔，落实旧城整体保护

的准则，把握交通发展的整体方向，细化交通各专项研究。 

3.3 旧城交通发展战略 

3.3.1  交通发展模式	

对旧城整体而言，交通发展模式应是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模式；而对于历史文保区而言，

应是依据产业、人口等特性，采用慢行为主或慢行+公共交通的发展模式。如大栅栏、鲜鱼

口、琉璃厂等历史街区以商业为主，交通要求能支撑大规模的人流快速到达与离开，因此公

共交通必须大力发展；而在区域内部，游客或居民的购物、旅游活动必以慢行交通为主要的

交通方式。国子监、东交民巷等文保区以旅游、休闲观光为主，交通应能提供舒适的交通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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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采取的应是慢行为主导的交通模式；东四南等文保区以居住功能为主，交通规划应以宁

静交通为目标，突出交通的以人为本，关注老年人等的交通出行问题，倡导慢行交通发展模

式。 

3.3.2  交通设施差别化供给	

在确定交通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对各交通专项设施提出不同的供给要求。对旧城内区域

分为两大类，A为历史文保区，B为旧城一般地区，如下表 1所示。 

表 1  差别化的交通设施供给方式 

分类  保护模式 交通模式  道路网 公共交通
停车

系统 

步行与自行

车系统 
交通政策 

A:历史文

保区 
整体保护

1）慢行+公共交通

2）慢行为主 
I  II  II  III  交通需求管理 

B:旧城其

他地区 
局部保护 公共交通为主  II  III  I  III 

近期适度供给，远期

需求控制 

注：I——交通限制供给 ；II——交通适度供给 ；III——交通扩大供给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停车设施的供给。依据北京市市域层面的停车规划研究，旧城地

区为停车发展控制区，停车将作为一种有效的需求管理手段。旧城停车规划整体上遵循这个

原则，但是明确提出抑制的是出行车位需求，对于居民的基本车位需求，还是应部分进行满

足。依据停车需求预测结果，将旧城划分为两类区域，一类是基本车位缺口较小的区域，这

类区域主要为历史文保区，由于其建筑多为平房、四合院，基本车位先天不足，这类区域从

保护古都风貌，改善民生的角度出发，均应尽量的增加基本车位的供给，采用挖掘地下空间、

共享车位等方法实现；而另一类区域是基本车位缺口较大的区域，这类区域主要为旧城内经

过危改或开发的区域，历史原因造成居住区配建停车位不足，停车设施还是采取适度供给的

方式，主要依靠共享公配建车位等方法进行改善。 

3.3.3  交通服务层次化、多样化	

旧城交通的参与者按来源可以分为本地居民、外来就业人员以及旅游人群三大类；按照

年龄划分，可分为老年人、中青年、儿童，目前旧城人口老龄化明显；按照收入可以划分为

低收入者、中产阶级以及高收入者；按照职业主要为行政办公、金融服务、商业服务业三大

类。不同人群对交通的服务要求也不尽相同，旧城的交通体系应为不同人群提供可供选择的、

不同层次的交通服务。如在主要的旅游区，既要为本地居民提供常规的交通出行方式，也应

为旅游者提供诸如旅游公交、租赁自行车等方式。如改变目前公共交通“一刀切”的廉价的

票价，按照提供的服务水平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 

3.4 “宜限宜精”交通管理策略 

北京目前已实施一系列的交通方案，如尾号限行、购车摇号等，但还未出台针对旧城的

管理方案。实际上，旧城交通特色鲜明，非常有必要采取与一般地区不同的管理策略。“限”

指从源头控制交通的产生与吸引，“精”指采取差别化、精细化的交通管理策略与手段。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38



 

 

3.4.1  限——宏观层面的交通需求管理	

旧城交通基础设施相对齐全，同时旧城交通需求强劲，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交通需求管

理，从源头着手，限制、引导交通需求，才能实现交通的可持续发展。旧城的交通需求由三

大部分组成：居民日常交通出行需求、过境交通需求以及相当数量的旅游交通需求，对其分

别采取需求管理手段。 

对于居民的日常出行需求，主要是结合旧城的人口政策，逐步疏解旧城人口；同时应优

化旧城教育、医疗等公共设施布局，减少交通出行总量。 

对于过境交通，规划理念是控制或疏导。控制过境交通从根源上应是促进全市范围内的

职住平衡，从手段上可采取交通拥堵收费等需求管理措施；疏导过境交通依赖于轨道交通吸

引力的进一步增强、外围（如丰台区）干路系统的完善等。   

对于旅游交通，为避免旅游交通流量对城市居民的日常出行产生过大的干扰，应对旅游

交通加以一定的政策引导及管理控制，将城市道路资源消耗及环境资源承载力控制在旧城的

容许范围之内。如主要景点通过限流、预约等手段均衡游客的时间与空间分布。 

3.4.2  精——差别化的区域交通管理与精细化的管理手段	

旧城总体上分为历史文保区和旧城一般地区，应依据街区功能、交通发展策略的不同，

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涉及交通组织方式、车辆排放控制、区域交通宁静化、停车执法力度

等诸多方面。 

以停车执法为例，对于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历史街区，居民缺少机动车停车位，而现阶段

无法满足停车需求，在这种现实制约下，对于居民停车管理重点在于规范停车次序，采取相

对柔和的停车执法；而对于以旅游为主导功能的历史街区，对于乱停车应严格执法，以保障

旅游区良好的交通环境。 

实施精细化交通规划、交通管理的实质是以人为本。目前旧城区已实施了一些细致的管

理方案，如在非机动车道安装交通桩，以控制机动车行驶与停车；在宽度条件较好的胡同采

取车辆单侧停放、单侧行驶的措施，并在另一侧设置花台等家具小品，改善了交通秩序，也

部分缓解了胡同居民停车难的问题。这些措施看似微小，却在保障慢行交通权益、规范交通

秩序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以人为本方面，旧城交通仍存在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交通管理在精细化方面仍有较

大的提升空间。如设置分时段机动车进入的交通宁静化区域，如在宽阔的路口增设行人过街

安全岛、优化交叉口信号配时、利用先进的物联网系统管理路边停车、发布停车诱导信息等

等。 

   

图 5  非机动车道设置的交通桩               图 6  实施机动车单停单行的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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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些思考	

近年来，政府在北京旧城的保护和改造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也有许

多经验与教训。旧建筑体量而言，1993 年旧城区建筑总量为 3300 万平米[3]，至 2010 年旧

城的建筑总量为 6235 万平米；这种增长趋势如今已经放缓，但目前进行的改造大多仍在增

加建筑规模。就城市职能而言，旧城的职能依然过于集中，甚至有加强的趋势。交通的压力

进一步增加，交通设施的承载能力能否有效支撑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旧城作为北京历史风貌的集中体现区，也是首都功能核心区，交通的环境与品质直接影

响到城市的形象与魅力。北京旧城交通在这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交通规划需要与相关

职能部门深入合作，在交通的人性化、低碳环保、交通与景观协调等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 

另外，旧城地区进行交通规划，还应与市政规划部门密切配合，为各种市政管线的铺设

创造良好条件，减少道路的反复开挖。 

5. 结语	

北京旧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瑰宝，对她的保护涉及方方面面。交通建设发展与旧城保

护有着复杂的关系，两者相互制约，也协同发展。交通规划应坚持在旧城整体保护的前提下，

贯彻落实交通的以人为本，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实现旧城保护与交通的协调发展任重而道

远，对旧城交通规划的研究还需要不断探索，不断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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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的战略思考 

陈必壮  顾煜 

【摘要】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上海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和成就，同时，

随着区域化、机动化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上海综合交通体系也面临着许多新挑战。本文结合

近期开展编制的《上海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0-2020）》，阐述了上海综合交通发展历程，

分析了未来 10年乃至更长远的发展趋势，对上海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了战略

思考。 

【关键词】交通规划  综合交通  战略规划 

 

根据国家住建部《关于印发<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建城[2010]13

号）和《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的要求，2011 年下半年起，上海市启动编制《上

海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0－2020）》，目前，已初步形成了规划报告（初稿）。该规划是

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指导综合交通发展的战略性规划，用以明确中、

远期交通发展方向，展望远景；同时，为下一层次交通专项规划和相关研究提供依据，其他

交通专项规划和研究应符合本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原则、设施总体布局等。因此该规划是

未来上海交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以下结合该规划就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提一些战略思考。 

1. 上海综合交通发展历程	

1.1 发展历程 

作为一个沿海、沿江的港口城市，上海自开埠以来 160 余年的城市发展史，就是上海交

通发展的历史。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高度重视交通的发展，为改

善城市交通面貌作出了不懈努力。主要经历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改革开放初至上世纪 80 年代，这一时期，主要是偿还历史欠帐，重点以增

强道路功能和发展常规地面公交为主，着力缓解中心城区的市民出行难矛盾。 

第二阶段，浦东开发开放后至上世纪末，这一时期，上海城市集中建成区面积从浦西扩

大至浦东，个体机动交通快速增长。这一阶段，重点加快了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和轨道交

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轨道交通 1 号线建成通车。 

第三阶段，21 世纪以来至今，这一时期，针对上海人口和机动车总量的持续快速增长，

上海全面加快了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市域高速公路网、城市快

速路网、轨道交通网基本形成框架。 

1.2 发展现状 

目前，上海初步建成以“三港（航运港、航空港和铁路港）、三网（轨道交通网、市域

高速公路网、城市快速路网）”为重点的现代化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框架。全市基本形成

了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基础、出租汽车为补充、信息系统为支撑、交通枢纽为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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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近五年来，主要发展如下： 

交通网络。交通投资不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显著改善，综合交通网络初步形成。“十

一五”期间，全市交通建设累计投资达到 3630 亿元，约占同期上海 GDP 总量的 7.1％。在

高强度交通投资下，上海交通网络布局和结构明显改善，技术水平日益提高，运输能力显著

增加。至 2010 年底，全市共有集装箱专用泊位 44个，沿海港口泊位 1160个，内河港口泊

位 1186 个。虹桥、浦东两场 5 条跑道、4 座航站楼，设计年保障能力旅客 1亿人次；到 2010

年 7 月，虹桥高铁站也已与沪宁城际铁路同步建成投用，形成“3 主 3 辅”6 个铁路客运站

格局。轨道交通比“十五”期末增加了 304 公里，至 2010 年底，上海已经建成投运  12 条

线（含磁浮线）、运营线路长度达 452 公里，率先成为国内首个突破 400 公里的城市，轨道

运营线路长度在世界大城市中位居前列。综合交通网络初步形成，为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外交通需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客货运量不断提高，航空与海运增长尤其显著。2010

年全市生产总值（GDP）达到 1.7 万亿元，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全市常住人口 2302

万人，人均 GDP7.38 万元，分别较 2005 年增长 85%、30%和 43%。对外旅客年到发量 2.7

亿人次、货物年运输总量达到 10.9亿吨，分布较 2005 年增长 51%、35%；2010 年上海港共

完成货物吞吐量 6.5 亿吨，继续保持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 2907 万标准箱，位列世界第

一。较 2005年分别增长了 48%和 61%；上海两机场共完成旅吞吐量客 7188 万人次，货邮吞

吐量 371 万吨，较 2005年分别增长 73%和 67%。 

城市交通需求。全市居民交通需求发展迅速，机动化出行不断提高，交通结构逐步优化。

2010 年全市日均出行总量达到 5200 万人次，较 2005 年增加了 24%，机动化出行占出行总

量的 56%，较 2005 年增加了 13 个百分点；机动车日均周转量 1.38 亿 PCU公里/日，较 2005

年增长 57%；在“私车牌照拍卖”政策控制下，全市注册机动车总量达到 248.7万辆，较 2005

年增长 17.5%。 

城市空间拓展。建设用地拓展加快，城市空间扩大。城市建设用地由 2004 年的 1505km2

拓展到 2008年的 2288km2。中心城
1
、近郊区、远郊区分别新增城市建设用地 52km2、273km2

和 458 km2。新增城市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外围的宝山、嘉定、闵行、松江和浦东等

地区，使与中心城粘连的城市建设用地空间范围进一步扩大。 

                                                              

1本规划中涉及的范围界定： 

中心区：指内环高架围合的区域。 

中心城：指外环高速公路(S20)围合的区域. 

近郊区：指外环高速公路以外，城市建设用地与中心城（外环内）相粘连的区域，北到宝山市界和嘉

定绕城高速，东到沈海高速，南到闵行区界和浦东新区申嘉湖高速。 

远郊区：指近郊区之外的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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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0 年上海城市建设用地 

2. 上海综合交通体系存在问题	

2.1 用地规划与交通有待协调 

综合交通设施发展与土地利用协调性仍有不足。城市土地使用与交通系统的不协调是引

发交通问题的主要因素之一。长期以来，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岗位和城市功能的高度集中，

郊区新城居住、就业发展等相对滞后，导致向心的“潮汐交通”特征突出，城区交通需求从

源头上就难以削减。同时，交通规划仍处于城市总体规划从套地位，对城市空间布局、土地

功能、开发强度的反馈控制作用有限，被动地适应用地的变化，交通影响分析机制对于用地

开发容量的反馈作用有限；交通设施与土地开发利用不匹配，土地开发强度、建设时序与交

通设施容量和建设时序不匹配。 

2.2 综合交通规划布局仍待完善 

洲际交通方面，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是包括上海、江苏、浙江一体两翼的综合的概念，但

目前尚未形成统筹协调的发展格局，港口众多。均从自身角度出发，竞争激烈；上海港深水

岸线资源不足，国际航运中心的竞争力尚需进一步提高；航空枢纽空域资源紧张，机场硬件

设施资源利用效率不足；两场中转不便，集散效率不高。城际交通方面，铁路既有资源利用

不足，沿海区域服务欠缺；外高桥、洋山港等缺乏铁路服务，海铁联运发展缓慢。公路级配

不合理，干线公路功能亟待加强。城乡交通方面。市域轨道沿用城市轨道的单一制式，运速

较慢，效率偏低；郊区轨道网络密度低，大浦东地区铁路服务空缺；郊区新城内部路网、公

交等配套设施均不完善，城乡联系、新城与新城之间联系的公共交通服务不足。城市交通方

面，中心城轨道交通既有线路大客流走廊运能接近极限，而部分重要客流走廊尚无轨道线路

覆盖；外围区射线轨道之间联系不便。常规公交线网结构不合理，长大线路多、与轨道重复

线路多，缺乏合理的公交功能层次，快捷、准点率、舒适性等服务水平难以满足市民从事各

类经济、社会活动的需要；部分轨道站点、新开发居民区、新市镇的部分行政村缺少公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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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接驳和配置，各交通方式之间的衔接不够。 

2.3 综合交通运输结构有待优化 

对外货运结构不合理，客运结构仍需优化。一是货运铁路分担率偏低。受铁路对外通道

能力限制、运能紧张和体制机制等因素影响，铁路货运量和货运分担比例逐年降低，分担率

由 4.7%下降至 2.6%。铁路在综合货运体系中地位进一步下降，不利于上海经济工业向内陆

城市辐射。二是集装箱集疏运比重公路集疏运比重偏高，铁路和内河集疏运比重不足。2010

年，上海集装箱集疏运中，公路比重达到 85%；长江内河达到 15%；铁路对外通道能力不足、

与港口衔接不畅，集疏运不足 0.5%。三是对外客运交通结构仍需优化。上海航空运输和公

路的比重偏高，根据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的成果，长距离对外客运，航空运输的比重达到了

43.8%，仅低于铁路 3 个百分点，两者形成竞争而非互补式的协调关系；而长途公路运输也

占约 10 个百分点,说明铁路和航空的网络覆盖范围仍有欠缺。 

城市公共交通等集约绿色交通工具的出行比重仍需提高。由 2009 年全市交通调查分析

得到，上海机动化出行方式尤其是个体机动交通方式比重呈增长趋势，但全市公交比重近几

年一直维持在 22%左右。中心城由于轨道建设相对发达，尽管如此，公交比重也只有达到

35%；由于郊区公交服务水平整体较低，郊区公交出行比重只在 10%左右。慢行交通出行比

重尽管近几年有逐年下降趋势，但仍有部分非机动车出行距离较长，与其合理的使用范围不

相一致。因此城市交通出行结构亟需优化改进。 

2.4 综合交通管理有待提升 

综合交通体系内部和外部的管理模式和水准与世界级大都市要求仍有差距。现代航运服

务业发展相对滞后；交通信息化、智能化的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区域运输信息

化服务有待提升；货运管理政策相对滞后；运输市场仍待完善；城市公共客运管理政策和机

制仍有完善空间；交通能源管理、环境管理、安全管理等方面的重视程度有待提高。 

3. 上海综合交通发展趋势和挑战	

3.1 城市空间 

从历程来看，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圈层扩展和轴线延伸的基本特征，“多中心”的

城市结构目前尚未成型。从趋势来看，“蔓延式”的拓展仍将延续。远期，上海在沪杭和沪

宁两个传统辐射轴基础上，滨江、沿海发展轴为区域重点发展地区，市域空间将形成“一核、

两翼、两区”的空间格局。“一核”包括中心城及其连绵发展区，面积在 1500km2，该区域

的开发强度依然呈现持续增加的趋势；“两翼”包括中心城以外 5‐10 公里大浦东地区和嘉青

松虹地区，东翼继续强化纵贯市域东侧沿海发展走廊，西翼积极培育纵贯市域西侧高铁发展

走廊。两区指提升上海发展的新型潜力和储备区域，包括杭州湾北岸区域和长江口三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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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海未来城市空间结构趋势示意 

3.2 人口趋势 

2010 年“六普”调查，上海全市常住人口已超过 2300 万人，近郊新城和新市镇的人口

增速非常迅猛，已经呈现明显的中心城蔓延发展态势。未来常住人口发展规模会受经济发展、

城市化进程、可利用土地、生态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由快速增长转入平稳增长阶段，对轨

道交通等综合交通设施承载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预计到 2020 年，全市常住人口很有可

能达到 3000 万人，其中，上海中心城人口将达到 1300 万人，其人口密度远高于东京、伦

敦等世界城市，；随着规划重点地区和大批保障性住房基地的落实，人口增长主要在于松江、

嘉定等新城及闵行、浦东地区中心城连绵发展地区。从年龄结构来看，未来 10 年，也是上

海老龄化趋势加快的阶段，对各类综合交通规划、管理提出了更多人性化要求。 

3.3 机动化趋势 

二十多年来，上海对于机动车采取的是“控制性”发展策略， 2010 年末，全市私人小

客车 101 万辆、机动车总量 250 万辆，明显低于同类型的国内外城市。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城市空间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机动化特别是小汽车将持续进入家庭，家庭第二辆车现

象初见端倪，机动化化趋势仍将继续，预计到未来 10 年，各类小客车可能达到 400 万辆左

右（其中私人小客车将可能达到 300 万辆），机动车规模达到 500 万辆，届时，对道路和停

车等空间资源都会提出严峻的挑战。 

3.4 环境能耗 

随着市民人均收入、生活质量的逐年提高，对服务、安全、管理等综合交通出行环境在

各个环节都将提出更高要求。同时，随着小汽车的普及化，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刚性约束

也将日趋明显，能源安全保障的难度和碳减排的压力不断增加，要争取交通能耗的增长水平

应低于同期交通运输量增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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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综合交通发展若干重大思路	

经过本轮《上海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0‐2020）》的研究，对影响未来上海综合交通

体系发展最突出的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重大思路： 

4.1 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功能 

转变单一依靠运输量为主的发展思路，由“有形贸易中心”转为“无形贸易中心”。引

导上海港口转变发展路径，提高集装箱货值，疏解低端货物向两翼港口转移。依托外高桥航

运服务集聚区，发展现代化航运服务体系，并进一步拓展现代综合物流配送功能。同时，继

续大力发展港口集装箱业务，承担长三角区域国际集装箱运及长江沿线、内陆中西部集装箱

中转运输功能，巩固国际集装箱枢纽港的地位。2020 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预计在

3700‐3900 万标箱，占长三角区域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 50%左右。 

 

图 3  上海港与周边港口功能布局 

重点发展以江海、海铁为主的集疏运系统。大力推进以江海联运为主、内河支流和近洋

中转为辅的水路集疏运体系发展。延伸长江黄金水道，向长江上游推进深水化，推进长江口

‐12.5 米深水航道向上延伸到南京。促进内河集装箱运输，建设杭申线等 11 条内河集装箱运

输通道，提高小内河在港口集装箱集疏运中的比例。 

注重区域机场群的协调发展。长三角区域内机场众多，各机场在积极发展本地航空服务

的同时，也要注意区域机场的协调发展。上海机场将构建完善的国内国际航线网络，成为兼

具集本地运量集散功能、门户枢纽功能、国内中转功能和国际中转功能为一体的大型复合枢

纽。浦东机场兼顾国际、国内航线，提升国际竞争力，虹桥机场以国内为主，结合航空公司

航线承接部分国际航线。 

4.2 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 

适应长三角通勤客流需求，努力打造上海通勤圈。尽管目前长三角至上海商务出行特征

明显，通勤客流尚未形成，但借鉴珠三角城际铁路客流通勤特征，同时，考虑上海对临近地

区在城市、产业等功能吸引，至 2020 年，苏州、嘉兴和南通至上海的通勤出行量仍可能较

大增加，形成上海市中心对外 80km的通勤服务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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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长三角沿海通道建设。长三角传统“之”型通道已经基本成熟，但沿海铁路通道缺

失，使上海仅对沪宁和沪杭方向 70 度范围的地区直接辐射，制约了区域枢纽地位的发挥,  需

要打通沿海铁路通道，实现上海枢纽 160 度效应。到 2020年区域内客运将呈现出沪宁轴、

沪杭轴、沿海北通道和沿海南通道多通道发展态势。 

 

图 4  上海未来对长三角辐射范围拓展 

利用普通铁路为上海周边毗邻城市群提供客运服务。区域普通铁路在客流组织模式上进

行转变，为中心城与远郊以及城际出行提供公交化轨道服务，成为高速城际轨道交通和城市

地铁交通的重要补充，成为承担城镇群中短距离交通的客运轨道。利用既有沪宁线、沪杭线

及浦东铁路，开行市郊列车，为毗邻的昆山、嘉善以及远郊的金山等地区提供公交化服务。 

4.3 市域差别化供需策略 

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条件、不同出行时段的交通特性和不同出行目的的服务需求，以不

同供给方式和不同的管理策略引导交通需求的发展，缓解供需矛盾，提供多样化的交通服务： 

①内环以内中心区，挖掘既有交通设施潜能，重点完善次、支路交通功能，注重慢行交

通需求；浦东地区提升路网整体功能，优化公共交通运营组织，提高网络效率与容量。②内

外环间外围地区，完善和加密交通网络，保持建设与地区开发相适应，均衡交通需求。③中

心城以外建设连绵区，构建网络化交通系统格局，融入中心城交通网络系统。④新城内外交

通中，提供与中心城集约快速联系条件，同时，在完善新城岗位和公共配套设施基础上，减

少对中心城的依赖，缓解潮汐交通压力；内部围绕交通枢纽，参照城市标准构筑独立的交通

网络；新城之间结合交通需求，利用既有设施条件，形成新城之间必要的交通联系通道。⑤

采取高峰和平峰不同的管理措施，通过设置时段性公交专用道和非机动车道，优先满足通勤

出行的时效性。⑥按照“优质优价”的原则，为城市居民各种目的的出行需求提供多元化、多

层次的公共客运服务。 

4.4 完善轨道交通为主的公交系统 

实现轨道交通与铁路两网融合，发挥铁路在城市客运中的作用。形成由高速轨道、城际

轨道、快速轨道、干线轨道和辅助轨道等多层次的轨道系统，满足不同区域、不同乘客多样

化出行需求的需要。铁路实现“客进货出”，提高客运网络布局的均衡性，对全市的整体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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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结合新线建设，实现铁路货运体系整体外移，充分利用既有及规划铁路运能富余开行为

城市客运服务的市郊列车，构建市郊铁路运营网络，发挥铁路对城市轨道的功能性补充或网

络性填补作用。 

围绕轨道交通网络，进一步优化公共汽（电）车系统。发挥其灵活、便捷传统的特点和

优势，同时，通过灵活设置时段性和永久性专用道，提高公交运送速度，并且通过优化线网

络布局，扩大公共交通系统服务范围。 

发挥出租车和轮渡在公共交通中的补充和个性化需求。维持中心城出租车车辆规模，适

度增加郊区出租车数量，推广电调模式。规划保留现有承担交通功能的轮渡线路，发挥作为

特色水上公共交通方式的作用，提高乘客乘坐舒适性，满足往来通勤人员和游客的不同需求。 

4.5 强化城市物流和货运系统 

货运交通和城市物流是促进未来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载体，对综合交通的影响和要

求也越来越突出。需要将货运枢纽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预留出货运场站和物流节点的用

地。规划具备综合服务等功能的公共道路货运场站，在全市范围内对道路货运场站相对分散

布局；规划联系综合货运枢纽等大型货运场站、物流基地、重要产业基地等货运需求相对集

中区域，提供较大货物运输容量，满足城市内部和城际间货运需求的道路货运通道。 

4.6 以信息化和需求管理为核心的综合交通管理 

进一步发挥交通信息化在综合交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建设“智慧城市”为契机，通

过建设和不断完善综合交通信息系统，基本实现全市域交通信息资源汇聚整合、交换共享、

支撑交通决策管理和交通信息服务目标，努力使上海市综合交通信息化水平在国内保持领先，

与国际同类城市先进水平保持同步。 

加强机动车需求管理，逐步由控制拥有向控制使用转移。继续坚持既有小汽车额度控制

政策，同时，储备郊区小汽车发展导向政策；加强停车需求管理，拓展停车收费政策的差别

化范围，增加郊区的层级；加强车辆使用管理，包括加强外地车牌使用管理，鼓励“少开 1

天车”，加强电动车源头管理，恢复慢行交通功能定位。 

加强交通法律和法规建设。统筹交通与用地规划，保障交通规划用地落地；规范交通影

响分析制度，在控详阶段增加交通影响分析，规范交通影响分析的技术标准；完善 TOD 开

发土地政策及法律规范；完善长效的综合交通管理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加大交通节能减排力度。加强以新能源、新技术为导向的尾气减排控制，注重交通工具

节能环保和技术升级，积极发展新能源车辆，逐步提高车辆排放标准。 

5. 结论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是一项宏观性、综合性和战略性极强的内容，研究对象系统，着眼长

远，以上是本次《上海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0‐2020）》研究过程中对一些突出的交通特

征和重要问题的思考判断，但在本规划编制过程完成过程中，仍将进一步完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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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交通规划变革 

                                                       ——以深圳为例 

杜建华  孙永海 

 

【摘要】本文在分析深圳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基本情况和交通发展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

出转型发展对交通规划的要求，并尝试给出转型时期交通规划变革的途经和抓手。 

【关键词】转型  交通规划  变革 

1. 深圳社会经济发展转型	

1.1 宏观经济背景 

21 世纪，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和能源危机的不断增强，全球经济正在逐步向区域经济

转变。以中国南部沿海为例，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正在以区域一体化的方式体现，东盟十国

的区域经济下的北部湾经济区，海峡区域经济下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泛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

下的珠三角、珠江东岸一体化。这些转变在深刻的影响着交通运输的格局和运输方式，要求

我们更加注重支撑区域城市之间的货物和人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流通。 

1.2 深圳市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1.2.1  城市建设转向二次开发	

深圳市全市域面积 1953 平方公里，其中规划可建设用地面积 976 平方公里。经过 30

年发展，到 2011 年全市建设用地已建成 933 平方公里，只有 43 平方公里白地可以开发。

深圳市“十二五”规划需供地约 80 平方公里，城市建设已基本上进入二次开发阶段，主要

依靠存量更新。 

1.2.2  人口增长逐步平稳	

2010 年深圳市常住人口 1036 万人，常住人口年均增长速度从“八五”时期的 9.3%，下

降到“十一五”时期的 4.6%，增速放缓。深圳市家庭户比例从 2000 年的 42.7%增加到 2010

年 70.7%，说明深圳市人口结构在逐步成熟。2010 年深圳市家庭户均人口数 2.11 人，低于

北京 2.45 和上海 2.49，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10，反映了深圳市很多家庭是刚刚从集体户

转变过来，还未形成正常的大家庭。 

1.2.3  经济发展亟待转型	

经过 30 年快速发展，2010 全市经济总量达到 9581亿元，接近 2000 年 4.5 倍。但是近

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出口导向、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更为困难的

是，深圳市土地资源已逐渐枯竭，必须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且要

大力提倡节约集约，减少经济发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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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社会发展逐步成熟	

一个社会成熟的标志就在于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近十年以来，深圳市在城市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信访的情况，比如深圳湾侧接线工程、南坪二期（丰泽湖山庄

段）、民乐立交改造、香梅路跨线桥等。这个期间，政府也逐步学会如何妥善处理民意，如

何引导民众走向理性，在 2006 年至 2011 年地铁二期工程期间，尽管有接近 200 个工点开

工建设，社会稳定，交通秩序一直保持在可以接受的水平。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民

众对于交通设施的服务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关注便捷程度、信息化、无障碍的诉求不断增

强。 

2. 深圳城市交通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	

回顾过去的 30 年，深圳市走过一条发达国家都经历过的机动化与城市土地开发相互促

进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总结起来，交通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小汽车增长没有得到控制，以及

原特区外土地开发无序，造成大量遗留问题。 

2.1 车辆迅猛增长，挑战城市承载极限 

小汽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很大拉动作用，然而，当小汽车数量达

到一定程度负面作用日益突显。1990 年到 2000 年期间，机动车拥有辆仅增长 25 万，相当

于近几年一年的增加量，然而，在这个十年期间，深圳 GDP总量增长 10 倍。2000 年到 2010

年，机动车增长了 130万。交通拥堵逐步加重，停车秩序混乱，城市空间逐步遭到蚕食，城

市环境逐步被破坏，城市安全受到威胁。若小汽车的发展仍然得不到有效地的抑制，则深圳

未来道路交通一定回走向类似北京的拥堵局面。 

2.2 交通出行剧烈变化，交通设施引导成为城市空间结构塑造的关键 

在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下，深圳市正从一个理想的多组团城市，逐步演变为一个多中心

城市。组团式的空间结构，一直以来是维持深圳市交通保持在较好运行水平状态的基础，2010

年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显示，深圳市原特区内的各组团内部机动化平衡率均在 45%以上，原特

区外达到 70%以上。[1] 

近十年来，随着中心区经济逐步增强，城市更新和土地升值的双重作用下，中心区就业

岗位不断聚集，居住人口不断外迁。居住人口外迁的路径基本上沿着最近的空间距离向外直

线式辐射。所幸的是，深圳市原特区内带状土地利用，南山区逐步崛起，在后海地区发展成

为新的中心区。2010 年居民出行调查出行特征直观反映了这一变化，对比 2010 年，交通出

行主轴增加了罗湖至布吉、福田至龙华、南山至宝安、罗湖和福田至南山。[1] 

未来交通设施引导成为城市空间结构塑造的关键，但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既有

骨干交通设施布局来看，未来很多不确定性。轨道一、二期工程形成了东、中、西三个发展

轴，这符合总体规划的轴带发展，然而，深圳市土地利用发展向圈层式（类似五花肉）方向

发展，即一层就业，一层居住；而不是沿着交通轴线（羊肉串式）进行居住和就业的平衡布

置。合理的判断未来都市圈和深圳市空间结构，动态调整土地利用发展与交通设施供应空间

关系，可能是未来深圳市交通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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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交通基建投资不断加大与交通维护费日益增加，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2005 年到 2010 年，深圳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 91 亿元增长到 322 亿元。同时，

由于土地利用已高度建成，大部分交通设施建设均涉及征地拆迁和管线迁改，再加上人口费

和材料费的上涨，工程投资费用逐年增加，地铁工程造价（包括征地拆迁）已由 4‐5 亿/公

里增加至约 8 亿/公里，有些道路征地拆迁费用甚至高于道路工程费用。另外一方面，随着

道路建设的里程增加以及地铁和常规公交的不断投入，每年维持城市公共交通运行费用也在

逐步增加，未来 178 公里地铁每年需要补贴超过 60 亿，常规公交每年也需要补贴接近 10

亿元。 

当前，地铁三期工程准备开展土地融资的方式。然而，根据 2 号线蛇口段的建设运营教

训来看，依靠土地财政进行地铁建设，周边用地开发并不一定能带来地铁客流增加，造成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地铁运营效益低下，带来公共资源浪费。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必须跳出

简单依靠一种交通方式解决交通问题的误区，走向加强综合交通体系的优化道路。 

3. 转型发展对交通规划的要求	

3.1 转型发展的基础是城市管理制度创新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提出工作模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工作重点由增量

空间建设向存量空间优化的转变；工作内容由单一的物质空间规划向空间设计与制度、政策

设计并重的综合性规划转变。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复杂，未来社会经济发展转型面临最大的

问题就是管理制度的创新，交通也不例外。以停车为例，停车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就是社会

管理问题，如何使得停车变得有秩序是解决停车问题的关键，而秩序则是社会管理的范畴。

如公共交通发展，经过 30 年的逐步投入，深圳已建成 178 公里地铁，拥有公交车辆 1.2 万

辆，800 条常规公交线路，然而如何将这些公共交通体系效益发挥最大化，则就是管理制度

才能解决的问题，包括运营体制的变化、运营服务的衔接、票价的衔接等等。再如道路交通，

目前深圳市原特区内规划道路基本实施完成，路网密度为 15‐25%，路网密度 10‐15 公里/平

方公里，与国际发达城市基本相当。接下来关键是如何充分利用好这些道路空间，即从以建

设为主转向以管理为主，也需要管理制度的创新。 

3.2 转型发展的支撑是交通体系一体化 

对于交通一体化早在本世纪初就有国内学者系统的提出。陆锡明教授认为一体化交通体

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在交通体系内部的充分整合，包括交通设施的平衡、交通运行

的协调和交通综合管理下的交通设施与交通运行的紧密结合；二是表现在交通体系与外部发

展的紧密关联。，交通发展必须与土地使用、社会、经济和环境等诸多城市发展领域紧密结

合在一起，从而推动城市全面发展。[2] 

从城市交通发展历程来看，交通方式的多样化和机动化是大城市发展的必然。因此，对

于进入综合交通时代的城市而言，转型发展意味着要采取什么样的机动化支撑社会经济的发

展。所以，一体化必须要有价值目标，否则很难判断，或者难以执行。比如，当社会经济发

展初期，机动车和道路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有口号云“要想富先修路”，然而，

当社会经济的车轮开始稳定转动，尤其是机动化的公共交通逐步完善，城市应该考虑将大部

分的通勤机动化交通需求使用公共交通。这就是一种简单的价值目标。在这个目标下，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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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如何规划建设一个与小汽车有竞争力的公共交通系统，因为，人出行选择是自由的，而

又是可以引导的。 

所以，转型发展需要一体化交通体系的支撑，需要将一体化的价值目标显现，成为城市

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落实规划中，比如土地利用和交通一体化，交通系统一体化，规

划、设计、建设和运营管理一体化等等。 

3.3 转型发展的动力来自高效益的二次开发 

从现实发展情况来看，深圳未来的发展动力无疑来自于城市土地的二次开发。围绕着二

次开发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出台城市更新办法，开展土地整备、发展单元规划，试点新

时期的土地改革等等。然而，城市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政府最主要的责任是提供高水平的

公共设施，包括交通基础设施。也就是说，二次开发能够开发的制度设计中，必须包含如何

能够建设高水平交通设施的内涵，否则，二次开发就是另一次简单城市建设而已。 

4. 交通规划变革的途径和抓手	

4.1 规划方法变革途径 

我国交通规划从城市规划管理中独立出来之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

在规划层次和技术背景上有所不同，城市规划需要综合考虑规划区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规划相适应的空间结合和土地利用；交通专项规划以城市规划所确定的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

作为前提，进而提出交通系统和交通管理方案。而交通规划的定量基础人口和就业岗位主要

依靠交通模型师结合相关资料自己判断，包括对城市前景的把握。 

转型发展时期，对于城市未来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有更多不确定性，而不是类似过去那

样确定的增长。这对城市规划带来了挑战，以城市规划的结果作为前提进行交通规划，很可

能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因此，交通规划需要对城市未来前景有更为深入的研究，对人

口和就业岗位的判断不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包括更多定性的分析，并与城市规划甚至地方

政府达成一致意见。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地将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良好地协调起来，才可

能实现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协调发展。 

在技术方法变革的现实原因来自于城市开发的变化，要从传统的面向一次开发的规划方

法，转向面向二次开发。传统面对一次开发的规划方法，强调总体规模和布局，而二次开发

更多强调与开发项目本身的结合，这就必须要求交通规划能够考虑土地、经济和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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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协调发展构想 

4.2 项目组织变革途径 

要实现交通规划技术上的变革，还需要项目组织上的保障。那就是，交通规划可能需要

走出自我封闭的领域，与更多专业寻求合作，深入融合。在项目组织上，可以引入城市规划、

土地规划的相关团队。在项目开展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公共参与，重点是交通行业管理部门、

交通设施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部门。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融合。 

4.3 规划建设变革抓手 

未来深圳市二次开发是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也是焦点，交通规划通过什么样的抓手可以

参与到二次开发上来是关键问题。从当前深圳市综合交通体系构建角度，建议以城际轨道和

城市轨道快线为抓手，构建一体化交通体系，并明确重要枢纽点的位置、规模和功能定位。

同时，将这些枢纽规划建设和城市二次开发结合起来，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营。 

这样的综合开发建设的理念还适合于地铁站点或者重要市政道路改造建设，摒弃传统独

立建设交通设施的做法，尽可能将交通设施建设与城市环境提升和再造联系起来。比如深圳

市正在开展的梅观高速改为城市快速路后的沿线交通土地一体化改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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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深圳交通发展行动纲领 

                                            ——《深圳市城市交通白皮书》解读 

林群  张晓春  宋家骅  邵源 

【摘要】以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空间结构为逻辑起点，剖析新时期交通发展行动纲领的编制要求，

提出在规划空间尺度、土地交通模式、资源配置方式、社会治理方法等方面转变理念。将“调结构”

作为新时期交通发展的核心任务，深圳力争通过“枢纽城市、公交都市、需求调控、品质提升”四

大战略，形成适应转型要求的城市与交通发展模式。 

【关键词】转型  白皮书  交通战略  交通政策  行动纲领 

1. 引言	

面临土地、水资源、人口、环境等“四个难以为继”的困境，深圳必须彻底转变传统的发展模

式。步入转型期的深圳城市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一是产业优化升级进入关键时期；二是经济发展

方式开始从依靠要素和资源投入向依靠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转变；三是城市发展的理念和目标发生

重大转变。 

新的历史时期，国家赋予了深圳“一区四市”新定位，面对城市定位提升、区域合作加快、小

汽车持续增长和交通环境问题突出等新形势，亟需制定前瞻性、系统性的交通发展政策，指导城市

交通发展，促进经济社会转型。作为全面涵盖交通发展各领域的政策文件和行动纲领，《深圳市城市

交通白皮书》[1]（以下简称《白皮书》）提出了深圳市下阶段交通发展的目标、战略和行动措施，具

有宏观上调控城市交通系统健康运行，微观上指导近期城市交通建设的双重功能。 

2. 调结构：产业、人口、空间、交通的结构演变与核心任务	

转型期深圳交通发展行动纲领的制定，首先要求规划逻辑起点向经济社会和城市空间结构追本

溯源。深圳进入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加速将带来从业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

预计，随着二产从业人口比例将不断降低，三产从业人口总量将会大幅增加，深圳远期人口总量不

仅不会因为产业结构调整而减少，而且深圳常住人口可能超过 1500 万。 

产业升级进一步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向都市圈形态演变。随着城市空间结构变化，人口和岗位的

迁移，交通需求和分布将发生巨大变化。机动化出行需求大幅提高，关键地区、关键走廊和关键节

点的交通将面临巨大压力，这些地区形成高度集约的方式结构是唯一的出路。因此，新时期深圳城

市交通战略制定的核心任务，就是要优化和调整交通方式结构，形成适应转型需求的城市与交通发

展模式。 

3. 转型期城市交通发展行动纲领制定的工作要求	

3.1 从市域到区域：把握合适的规划空间尺度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 根本的特征，通过区域合作，以城镇群或

都市圈的形式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城市竞争，是纽约、东京等当今世界级大都市的共同选择。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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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出台了《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等若干重要的区域发展规划，区域合作上升到国家战略，

一体化发展成为珠三角城镇群的必然发展趋势。位于珠江东岸地区的港深莞惠四市，是中国 有条

件构建可以同纽约、东京等全球城市媲美的都市圈。深港两地中心区空间距离在 30km 左右，经济

实力日趋接近，正在形成一个以深圳和香港的中心区为双核心，辐射两地其他次级中心，包括不同

层次交通圈层的“双核多心”大都市交通圈结构。因此，深圳新时期交通战略的制定必须突破市域

规划空间尺度约束，从都市圈的视野研究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谋划更具远见的城市与交通发展格局。 

3.2 从规模到效率：寻找都市圈维度下的集约发展之道 

新的发展趋势和格局已在形成，并蕴含了巨大的内在力量和惯性。时不我待，必须因势利导，

尽快在新的空间尺度下，建立 集约、 高效的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方式，来实现新时期城市空间

与交通系统的结构性调整。城市交通战略基建的安排，必须与城市空间结构高效耦合，在交通资源

的分配上进一步向公共交通方式倾斜，在规模基建中聚焦设施服务效率。都市圈尺度下，要构建“双

核多心”城市中心体系，就必须依托综合交通枢纽锚固城市中心体系和交通网络；通过轨道、公交

复合走廊的建设，支撑城市轴带组团结构的形成，促进城市空间形态向紧凑、集聚的方向转变，为

高效、集约交通模式的形成提供空间和设施基本条件。 

3.3 从计划到市场：形成更合理的交通资源配置方式 

在公交服务方面，要面向新时期多样化需求建立多层次公交服务，就必须灵活运用政府与市场

“两只手”。其中基本公交服务提供出行的基本可达性，应由政府提供保障并面向乘客给予直接补贴，

形成有利于市场运作与服务监督的票价制度与补贴机制；品质公交服务作为高端的可替代小汽车出

行服务，应以市场化运作为主。在小汽车使用管理方面，深圳小汽车的保有量已经突破 200 万辆，

国内城市经验表明，以行政手段调控小汽车保有和使用的方法存在一定弊端。在城市道路面积增加

有限的情况下，要让稀缺的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必须抓住市场经济规律，合理利用价格机制，通过

经济杠杆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从而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 

3.4 从管治到共治：运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 

城市交通建设既是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完善的过程，也是交通功能和品质提升的过程。新时期，

居民对交通“软环境”建设诉求明显提高，开始更多关注交通中的公平、健康和安全，要求构建宜

居、低碳、以人为本的交通环境。与此同时，政府的施政目标日益广泛，如交通文化塑造、交通文

明建设等。 “社会共治”强调运用社会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把管治的思想转变为共治的思想，注

重透明、责任、回应和参与的原则。交通“软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政府行政手段推动，更是社

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结果。以“社会共治”的思想创新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机制和方法，

是新时期交通发展思路的重要转变。 

4. 转型期深圳交通发展的核心战略	

面向转型期城市交通发展行动纲领制定的工作要求，《白皮书》提出了建设全球性物流枢纽城市、

打造国际水准公交都市、构建国际化现代化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战略目标。在“枢纽城市、

公交都市、需求调控和品质提升”四大核心战略指导下，制定了强化枢纽地位、推进区域一体、融

合交通土地、持续轨道建设、升级公交服务、延伸慢行网络、优化道路功能、引导车辆使用、提升

交通运行管理水平、营造安全低碳交通环境等 10 项发展政策和 154 项具体行动措施。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56



 

 

4.1 枢纽城市：深港共建国际枢纽城市 

面向“双核多心”港深莞惠都市圈演变趋势，须对未来区域合作、重大战略性基建规划与控制

形成重要的战略指导作用。作为都市圈 重要的两个核心城市，深港已就合作共建国际都会达成共

识，而建设国际性城市，需要建设辐射国际国内两个扇面的交通枢纽，架构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

桥梁。因此，《白皮书》提出深港共建国际枢纽城市，逐步形成南中国门户枢纽地位的战略目标，同

时依托高效的城市客运枢纽，引导都市圈“双核多心”空间结构的形成。 

建设国际枢纽城市，应对全球化竞合态势。规划建设深港机场轨道连接线、加强深港机场业务

合作，形成“两个超级空港，服务一个国际都会”格局，有力支持深圳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建设穗

莞深城际轨道、沿江高速等集疏运体系，加强机场与前海枢纽、福田站、深圳北站等综合交通枢纽

的衔接，提升深港机场对珠三角乃至更大范围的辐射能力。推进港口的合理分工，提升港口综合效

益。通过强化海空枢纽功能，形成辐射国际国内两个扇面的国家门户交通枢纽，提升深港交通枢纽

体系的综合竞争力。 

以枢纽锚固城市中心体系和交通网络。面对区域竞合态势，结合国家铁路、城际轨道和城市轨

道建设，构筑协调高效的城市客运枢纽体系，发挥枢纽对引导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促进交通方式一

体化整合的关键作用。依托高速铁路、城际轨道建设，将前海枢纽、深圳北站、深圳东站等战略性

枢纽引入中心区，支撑和引导城市主中心、副中心以及组团中心规划建设，提高中心区的可达性和

辐射力。优化调整枢纽所在地区用地规划和开发模式，引导人口和就业的重新分布，支持枢纽地区

综合功能提升和复合空间开发，促进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支撑各级城市中心的功能完善。围绕交

通枢纽布局综合交通，形成多功能等级的轨道及常规公交换乘体系，确定城市综合交通网络的基本

构形，锚固综合交通网络。 

对枢纽周边地区地下空间进行整体设计。根据客流衔接要求，合理布设高速铁路、城际轨道和

城市轨道站台。按照客流分布，结合周边用地，开展枢纽地区地下空间整体设计，灵活布设进出口，

高效组织人行交通。 

4.2 公交都市：建立“轨道+快速公交”为骨干的多层次新公交服务体系 

新时期交通政策的制定，必须找到一种 集约、 高效的土地与交通协调发展方式，改变过去

交通建设被动适应城市发展的局面。《白皮书》提出充分发挥交通在城市发展中的先导作用，将规划

思路从以道路设施为规划基本条件转向以公共交通指引交通系统整体建设，确立了将建设资源向公

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倾斜的发展策略，建设普惠共享的公交都市。面对公交总量持续增长、走廊客流

不断集聚的发展态势，深圳将以“轨道+快速公交”复合公交走廊为公交网络主骨架，打造多层次的

新公交服务体系。 

以“强轴、加密”为基本思路，调整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根据未来的城市空间结构和交通需求

特征，为了应对都市圈内主要走廊上客流的集聚性增长，特别是满足高峰期间进出中心城区的通勤

交通需求，深圳将增加城市放射性发展轴线上的轨道交通供给，确立主要通勤走廊上轨道交通方式

的主体地位。同时进一步提高中心城区轨道网络密度，实现中心城区轨道站点 800 米服务半径基本

覆盖，核心城区 500 米服务半径全覆盖，并充分考虑预留建设轨道交通复线的空间。 

升级地面公交服务，建设快速公交系统。为弥补高强度走廊上的公交运能缺口，提高地面公交

速度和舒适度，深圳将加快推进快速公交系统建设。根据客流需求，快速公交线路覆盖现状常规公

交干线主走廊和策略发展区新增客运走廊。通过采用灵活的线路运营组织模式，兼容既有常规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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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并配合站外售票，提升站台设施乘降能力和走廊运能。近期采用“路中式公交专用道+多站台”

的方式，率先启动中部走廊快速公交示范线路建设。 

提供多层次、多元化公交服务。丰富公交服务品种，通过推广高峰巴士、商务快巴、支线小巴，

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公交需求，增强公交吸引力。建立有序竞争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

作用，鼓励企业服务创新。 

4.3 需求调控：通过经济杠杆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 

《白皮书》明确提出转变以小汽车为主导的交通发展模式，全方位研究了可供选择的小汽车交

通需求管理政策，包括停车调控政策、控制小汽车拥有政策、道路使用收费政策、提高公交吸引力

政策等。 

面对小汽车保有量持续快速增长态势，深圳选择以柔性管理手段指导城市交通发展，治理交通

拥堵等问题。按照平衡交通需求与供应的原则，实行以提高停车收费为近期主要抓手的需求调控政

策，通过经济杠杆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综合考虑土地开发强度、交通运行状况和公交发展程度，

进一步调整停车分区，扩大停车严格控制区域范围，优化停车位配建标准，大幅度提高非居住区公

共停车场收费标准。同时，结合环保标识分类，通过实行分区、分时、分类的车辆限行措施，确保

重点地区或路段交通正常运行。 

4.4 品质提升：营造低碳、优质交通环境 

以“社会共治”为核心理念，通过开放式的多元主体“共管共治”，实现交通内涵和品质的全面

提升。《白皮书》首次提出营造公平、健康和安全的交通“软环境”，对改善交通运行管理、社区交

通环境以及倡导交通文明给予更多关注。在交通文明建设方面，由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发起“爱我

深圳，自愿停驶”  、“粤 B 闪光辉”等行动，宣传鼓励绿色出行、文明行车、有序排队、公交礼让

等文明交通行为，逐步实现“自愿”行动到“自觉”行动的转变；在交通拥堵管理方面，提出建立

交通拥堵主动管理机制，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响应”，同时逐步建立公众参与、政府响应的自

下而上的“社区改善”制度；在慢行交通方面，加强步行、自行车接驳设施建设，着重解决“ 后一

公里”的出行问题，通过慢行单元、慢行廊道和慢行社区建设，构建一个可以徜徉漫步、舒适安全的

慢行交通环境；在特色交通文化方面，通过站点特色设计、车内移动电视节目等多种形式，丰富公

共交通系统中的文化元素，塑造市民喜闻乐见、特色鲜明的城市交通文化。   

5. 结语	

面对迫切的区域竞合与转型发展要求，以及城市空间结构与人口结构改变引致的交通需求变化

等新形势，深圳以《白皮书》为城市交通发展行动纲领，围绕“调结构”的核心任务，力争形成适

应转型要求的城市与交通发展模式，为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有力的交通政策保障。 

【参考文献】 

[1]《深圳市城市交通白皮书》[R].  深圳市人民政府，2012 

【作者简介】 

林群，男，博士，教授级高级规划师，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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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形态研究 

——城市与交通规划融合的深圳实践 

向劲松 

【摘要】本文基于实现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融合，提出交通形态作为融合的桥梁，并以深

圳为例进行了规划实践，成为指导交通规划的总纲。本文重点探讨了交通形态的定义和研究

框架，主要从土地利用出发，通过量化手段识别城市职住分布、职住平衡范围、空间形态，

并结合交通出行特征研究通勤圈范围，最后抽象概括出交通形态。 

【关键词】城市规划  交通规划  通勤圈  交通形态  深圳 

在交通规划实践中，“就交通论交通”越来越难以解决交通问题，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

融合已成为交通规划者们的共识，但如何融合，如何融合的更好，则是摆在交通规划者们面

前的一道难题。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各自长期的学科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要

更好地融合，则只有更深入的理解城市规划，解读城市规划，反馈城市规划，弥合两者之间

的专业鸿沟。 

本文将从城市规划出发，通过量化手段解读城市规划，从交通角度更深入的理解城市规

划，并在此基础上抽象出城市交通形态，作为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融合的抓手，为交通规划

提供宏观指导，并以深圳为对象进行了规划实践。 

1. 交通形态定义	

城市空间结构惯用发展轴带、中心体系进行抽象和概括，可以较好描述城市的发展脉络

和重点，但发展轴带主要用于表示经济发展的方向，中心体系则往往以功能论高低，缺乏相

应的量化分析，对指导交通规划尚不足够。 

研究交通形态的目的是要搭建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的桥梁，成为两者融合的关键抓手，

因此交通形态要承上启下，兼顾两者的特点，是对城市规划的交通解读，也是对交通现象的

抽象概括。因此，交通形态定义为基于城市规划和出行特征，对交通主要流向和空间分布的

抽象和概括，是指导交通规划的总纲。 

2. 交通形态分析框架	

通勤交通占城市交通中的较大比例，同时在时间空间上的分布也更集中，一般城市主要

交通问题均由此而来，因此，研究城市交通问题的关键是解决通勤交通。通过对土地利用规

划的量化分析，显化城市功能空间布局，量化人口岗位规模及空间分布，识别主要的交通方

向及空间分布，结合交通出行规律，抽象概括出城市的交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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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形态分析框架 

2.1 土地利用量化分析 

根据土地利用的地块面积、容积率、用地类别等数据，计算各地块的分功能建筑量。然

后通过调查、经验、类比等方法，分析人均居住和就业面积，从而推导各地块对应的人口和

岗位数量。 

2.2 城市功能布局分析 

土地利用图中由于地块较小，功能较多，在全市层面难以直观识别城市功能的空间分布

规律。为更直观的识别城市功能空间布局形态，需要对土地利用进行功能简化、聚类显化。

交通小区是根据交通出行特征划分的基本单元，以此为基础，将最具代表性的功能定义为交

通小区的主导功能，从而可以直观的识别职住空间布局及城市功能分布形态。 

2.3 通勤方向判断及平衡线分析 

结合交通大区，标注区内劳动力人口和就业岗位的绝对差值，可以直观判断跨区交通发

生吸引的主要方向和空间分布。同时，根据人口岗位空间分布，以中心区为圆心，向外寻找

职住平衡的最小区域，绘制职住平衡线，从而可以初略看出通勤圈的可能大小。 

2.4 通勤圈范围 

通勤距离一般受城市尺度、生活习惯、出行时间、出行费用等因素影响和限制，不同城

市通勤范围也不尽相同。结合城市特征、公共交通工具旅行速度、出行时间要求等因素可确

定通勤圈的合理范围。 

2.5 城市规划解读 

长期以来，城市规划者在城市空间形态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总体而言，构建多

中心的组团空间结构是较为一致的理想形态。组团结构强调组团内部的职住平衡，但能否带

来以内部出行为主的交通形态，应结合通勤圈的大小进行分析判断，从交通角度对规划理想

进行解读。 

土地利用规划 

人口岗位分布 

职住平衡范围 

城市功能布局 

空间发展趋势 空间理想解读 

空间结构规划  出行特征 

通勤圈范围 

交通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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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交通形态提出 

结合城市功能形态、职住平衡范围、空间结构理想、通勤圈大小等因素，判断主要交通

方向和分布、通勤圈的范围和数量，提出交通形态。 

3. 深圳规划实践	

3.1 深圳发展现状分析 

根据深圳市 2010 年建筑普查资料，按交通小区对功能进行简化和显化分析，可以看出，

城市空间呈现“中心城区+外围若干工业组团”的布局特征。 

城市商业办公主要集中在罗湖、福田的深南大道沿线，非私宅则主要集中在原特区内，

并向宝安中心区、龙华、布吉等第二圈层扩散。职住平衡线位于原二线关附近，表明原特区

内职住基本平衡，但职住分离趋势初显。城市外围地区主要以工业物流、私宅为主，尚处于

工业化阶段，人口规模和结构将面临巨大调整，交通需求也将大幅增加。   

 

图 2  深圳现状土地利用和城市功能形态图 

 

3.2 深圳城市规划分析 

综合最新法定图则、重点地区发展规划、旧改规划等内容，作为城市远期发展分析的基

础，由此可以看出，城市一体化发展迅速推进，空间上朝大单中心方向发展。 

城市商业办公在南山前海大量集聚，结合福田罗湖中心，原特区内中心地位进一步提升，

且存在巨大的就业缺口需要向外平衡；非私宅向全市扩散，职住分离趋势更加明显，职住平

衡线扩大到城市外围地区，表明城市可能形成以原特区为中心的大通勤圈。   

 

图 3  深圳远期土地利用和城市功能形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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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深圳远期职住差值图 

3.3 深圳空间结构规划解读 

根据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将构建“三轴两带多中心”的轴带组团空间结构，形成城市

中心、副中心、组团中心的三级中心体系。从交通角度分析，各组团由于空间尺度较小（小

于通勤圈合理范围），组团交通内部平衡率难以达到较高水平，但构建多中心空间形态、形

成多个通勤圈是空间规划理想的核心目标。 

 
图 5  深圳城市空间结构 

3.4 深圳通勤圈范围研究 

根据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并结合国际城市交通出行经验，通勤时长具有一定的规律

性，1 小时是能接受的均衡时间。因此，深圳通勤圈的范围将根据普速轨道交通旅行速度确

定。 

（1）东京通勤出行分析 

普遍的研究认为东京都市圈已形成 50km的通勤圈，但通过对中心区通勤范围的分析，

通勤距离在 20 公里以内的约占 70%，超过 40 公里的仅约 5%。同时，东京形成了多层次、

多样化的超级轨道网络系统，通过快速轨道线路联系外围新城与中心城区，使都市圈通勤出

行平均耗时维持在 4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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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至区部就

业者比例 

至都心三区就

业者比例 

 

0‐20km  68.41%  39.9% 

20‐30km  10.77%  32.4% 

30‐40km  14.06%  18.0% 

40‐50km  3.56%  5.8% 

50‐60km  0.88%  1.9% 

60‐70km  0.27%  1.8% 

不明  2.05%  0.2% 

合计  100%  100% 

图 6  东京通勤圈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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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东京都市圈历年平均通勤时间图 

（2）斯德哥尔摩的新城实践 

斯德哥尔摩从 1950 年代开始，在近郊（13～20km）规划发展了多座新城，新城内部严

格按职住平衡进行人口和岗位布局，新城与中心区通过轨道快速联系。由于新城距离中心区

较近，轨道交通联系也非常便利，属于同一个通勤圈，因此，新城内部通勤比例较低。 

 

图 8  斯德哥尔摩新城分布与内部平衡率图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63



 

 

3.5 深圳交通形态判断 

综合深圳的城市尺度、空间形态、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空间结构理想等因素，规划形

成“大组团多中心”交通形态。根据普速轨道约 35km/h的旅行速度，中心城形成 1 小时通

勤圈，半径约 25km；东部和西部分别与惠州、东莞融合，形成半小时通勤圈，半径约 10～

15km。   

 

图 9  深圳交通形态图 

4. 结语	

交通形态通过对城市规划进行量化分析、抽象、归纳，可以更深刻的理解城市规划、城

市发展，更紧密的结合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更宏观更深入的把握城市交通出行的主要趋势

和特征，对指导相关交通规划具有总纲意义，并在深圳市轨道交通规划中得到了较好应用。

当然，交通形态分析过程中的量化方法还有待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优化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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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bert Cervero（原稿）,  刘云等译.    瑞典斯德哥尔摩城市交通系统和城市用地布局的规划理念[R] 

[4]葛亮,  王炜,  邓卫,  陈学武.  城市空间布局与城市交通相关关系研究[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城市科

学版）, 2003, 20(04): 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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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交通  健康城市 

——佛山市交通发展白皮书研究 

於昊  顾耀辉  杨涛  何小洲  刘鹏 

【摘要】分析佛山市交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诉求，以区域化、机动化为背景，围绕佛山市城

市升级、产业升级的发展要求和阶段特性，提出构建“健康交通体系”的发展愿景；以“推

和拉”与“一体化和差别化”共同作用的交通引导策略，着力推进四大交通战略任务，通过

六大重要政策支持和八项近期行动纲领，实现“健康交通，健康城市”发展目标。 

【关键词】交通发展  白皮书  健康交通  佛山市 

1. 概述	

交通一直是所有城市共同关注的焦点，正处于区域加速融合、城市转型升级和机动化快

速发展下的佛山，迫切需要破解交通面临的结构性转型难题，其关键在于系统性政策支持、

科学化统筹决策和综合性行动推进。交通发展白皮书作为政府组织编制和颁布的一份指导城

市综合交通发展的纲领性政策文件，是达到统一认识、指明方向、理清思路、协调行动的重

要利器，以促进城市交通发展科学决策、有序建设、精细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白皮书一旦颁布实施，不仅是政府对社会的庄严承诺，同时也是全体市民遵守的行为准

则。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佛山市交通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咨询研究工作顺

利完成，现已进入文本审编阶段，“白皮书”在综合各部门意见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进

国内国外的先进理念，提出了城市交通发展愿景、目标、战略任务、重大政策和行动纲领，

以期更科学指导佛山城市交通跨越发展。 

2. 健康交通的战略思考	

佛山市全市总面积 3797.7 平方公里，至 2011 年底，全市常住人口 723.1 万人，其中户

籍人口 374.8万人。2002年行政区划调整后，佛山市产业升级、城市升级和环境再造取得重

大突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2011 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 6580.3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为佛山的交通发展创造了全新的机遇和条件。 

2.1 破局：城市交通面临的挑战 

10 年来，佛山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交通设施供给水平不断提高，客货

运输能力快速增长，市民出行更为便利，以城市公交为例，广佛地铁顺利开通，TC模式（交

通共同体）成效显著，2011 年全市公交客运总量（含轨道、出租客流）5.5 亿乘次，三年来

增长 2.1 倍，实现客流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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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佛山市近年来公交客运总量发展状况 

在交通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交通需求总量特别是机动化需求的激增，以及交通需

求构成和分布的复杂性，佛山市城市交通总体上仍然面临诸多发展中的挑战。 

（1）交通发展与城市发展协调不够 

长期以来，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和以“一镇一品”为特征的专业镇模式导致

佛山用地结构的扁平化，由于缺乏铁路、轨道交通的支持，各镇街沿国省道干线公路呈放射

状蔓延开发，粗放式“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发展模式很快导致土地资源的瓶颈约束；与

此同时，城市组团间通道设施与交通联系薄弱、公共交通发展缓慢、枢纽体系与路网体系尚

未健全、交通运输集约化程度偏低，亦未能发挥交通积极引导和有力支持城市发展的作用。 

（2）交通出行结构集约化程度偏低 

目前，佛山市汽车拥有量快速增长，至 2011 年底达到 103.9万辆，较上年增长 13.8%，

尽管随着限摩政策的实施，佛山市摩托车保有量逐年下降，但数量仍高达 102.9 万辆，成为

世界罕见的车辆“双百万”城市。而现状公交设施仍然相对羸弱，2010 年常规公交出行比

例仅为 5.7%，远低于 24.7%和 9.6%的小汽车、摩托车出行比例。如何尽快打造现代化公共

交通体系，积极应对小汽车交通的快速增长，佛山市面临比其他城市更为迫切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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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佛山市居民出行方式结构现状图 

（3）交通决策缺乏高位全面统筹 

由于佛山市行政区划调整时间较短，之前各区长期相对独立发展形成的强区弱市格局，

以及大部制改革进程中上下级职能部门错位等改革阵痛的影响，在各区、各镇街经济社会快

速发展的同时，全市层面的重大交通规划、建设与管理统筹力度明显存在欠缺，尽管通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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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佛山市交通决策委员会，以市长挂帅、各区各部门参与的机制优化，有力地推动了全市性

重大建设项目的高效推进，但在交通战略、政策、财政、运营服务等方面协调统筹不力的情

况仍然普遍存在，一些重大政策的实施效果难以得到充分体现。 

（4）交通系统整合程度偏低 

包括区域、市域和城市等各类交通设施资源，以及扩展至交通规划、建设、运营、服务

等系统在内，当前的功能整合和一体化程度都还明显存在不足，缺乏针对性的交通需求管理、

高效的客货运输组织管理和系统的交通设施建设养护管理，交通管理一体化与协同性程度偏

低，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尚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2.2 诉求：城市交通发展的呼唤 

面对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广佛肇都市圈的形成以及佛山城市升级行动的开展，佛山

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挑战，迫切需要通过强化交通科学发展来支撑与引导城市的升

级目标。 

（1）珠三角一体化，呼唤区域交通重大突破。 

佛山市需要与广州等周边城市共享共联国际级和国家级交通枢纽设施，共谋共建珠三角

世界级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与广佛肇都市圈交通互通互惠、无缝衔接。 

（2）城市升级发展，呼唤强化交通引领作用。 

以佛山市优化构建“1+2+5+x”组团城市格局为目标，充分发挥交通引领的重要作用。

加强土地集约化利用，强化高位统筹决策管理，通过城市轨道、综合枢纽、骨架路网等一批

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和整体交通新政的施行，给予城市发展强力支撑和积极引导。 

（3）打造幸福佛山，呼唤交通品质全面提升。 

“十二五”期间，市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改善民生公共服务的诉求不断提升。交通基

本服务要求提高，在大容量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服务、公共自行车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需求将

持续增长；交通服务品质要求提升，市民对于交通服务的安全、便捷、舒适、经济等方面会

有更高的要求。 

（4）交通需求增长，呼唤交通发展持续推进。 

交通需求持续快速增长是佛山市交通发展的主旋律：区域客货运输需求快速增长，“十

二五”期间年均增幅将达到 11%和 6%左右；机动化出行需求不断攀升，由现状的约 905 万

人次/日增长到 2015 年的 1148 万人次/日和 2020 年的 1394 万人次/日；居民平均出行距离

持续增加，由现状的 3.8 公里增至 2020年的 6.2 公里左右……。交通需求的持续增长，要求

佛山强化交通发展战略指引，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提升交通管理水平。 

3. 健康交通的引导策略	

从佛山市地域范围和各组团发展实际状况出发，结合城市转型升级的具体发展要求，佛

山市需要同时实施“推和拉”以及“一体化和差别化”为特征的交通引导策略，作为实现佛

山市交通发展目标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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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推和拉”引导策略 

继续强化“拉”的引导：全方位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快建设轨道交通、持续公交

车辆投放、优先公交路权保障、实行优惠票制票价等措施，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质量，加强公

共交通吸引力；同时加快增强“推”的力量，利用交通需求管理手段，加强对个体交通工具

的拥有、使用进行调控，降低其出行需求，实现“交通减量”。充分利用推和拉的综合手段，

引导居民选择合理的出行方式。 

3.2 “一体化和差别化”引导策略 

一体化策略：强化交通与城市整体发展一体化互动协调,  突出交通对空间、产业、土地

的引导作用；强化交通系统自身一体化整体协调发展，保持轨道、常规公交、道路和停车系

统的平衡较快发展，保持各个交通系统之间的协作高效运行。 

差别化策略：结合佛山市不同区域城市发展、用地强度、产业结构、交通设施及交通需

求等资源及运行特性，制定区域差别化的交通引导策略，将佛山分为四个层次，针对不同层

次提出了不同的发展目标与实施策略。 

 老城区：绿色交通主导区 

 中心城：公交优先发展区 

 都市区：公交引导发展区 

 市    域：健康交通示范区 

 

图 3  差别化区域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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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康交通发展愿景	

按照佛山市城市发展战略目标，以实现畅达、绿色、公平的“健康交通体系”为愿景，

建成广佛一体的国家级综合运输枢纽，建成现代化、一体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实现“健康

交通，健康城市”。 

一个健康的人或城市，不仅指其身体/架构的健全体魄，更是体现在他的生命活力和精

神追求，因此，健康的交通体系内涵也包括：系统健全、运行畅达和绿色和谐的基本要素。 

畅达  构建发达开放的对外交通系统和高效畅达的城市交通系统，使佛山具备较强的区

域辐射力和良好的交通可达性。 

绿色  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绿色公交为主体，多方式协同发展，“集约环保、低碳节

能”的综合交通体系。 

公平  为全体交通出行者的生产、生活、商务交流和休闲娱乐等活动提供必需和满意的

公平、多样化交通服务，保障非出行者的合法权益。 

健康  实现安全、有机、活力、宜人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具有可持续的自我发展能力，

保障和引导市民选择健康出行方式，从交通上支持佛山健康城市发展目标的实现。 

按照佛山市交通发展愿景，佛山市交通发展近期目标是：逐步建立结构合理、运行高效、

安全绿色、健康完善的现代化城市综合交通设施体系和运行服务体系，城市对外交通、路网

交通和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相适应，为市民提供更为高效、安全、绿色的交通服务，同时促

进城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5. 战略任务与重大政策	

5.1 战略任务 

为实现佛山市交通发展愿景和目标，需要明确并重点实施“两优化、两提升”四大战略

任务。 

（1）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用地模式 

突出交通引导城市结构优化和土地使用转型。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强化交通发

展与土地利用的全面互动协调，以交通建设引领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实施，强化土地集约高效

利用，促进城市整体功能的提升。 

 实施以公共交通为导向（TOD）的城市发展； 

 协调安排交通与土地开发计划； 

 创新集约土地开发模式； 

 建立交通与城市协调发展保障机制。 

（2）优化交通方式结构与运输模式 

优化交通方式结构和客货运输方式的运能配比，强调以大中运量、资源节约的方式为主

体，促进运输系统整体运能的规模扩展和结构优化，构建集约和谐的综合运输模式，实现资

源效能和环境效益的最大化利用，实现与城市转型发展的互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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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升交通发展决策统筹能力 

以决策支持平台建设为技术保障，理顺交通发展决策体制与机制，提升交通发展决策管

理统筹能力和科学化水平。 

 完善高位决策机制。充分发挥佛山市综合交通决策委员会高位决策作用，统筹、协

调全市性重大交通战略、政策、规划、管理、法规和投资的一体化决策，强化高位

统筹决策管理； 

 创新交通行政管理方式。结合大部制改革整合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外与城市交通运

输综合管理的职能，进一步优化交通行政体系建设； 

 建立广佛同城交通协同机制。协同两市交通发展战略、政策和管理策略，推进广佛

同城化高效、务实发展。 

（4）提升交通系统整体运行效率 

构建高效集约的一体化综合交通设施体系，促进城市交通设施和区域交通设施的一体化

持续较快发展；注重各个层次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和服务系统整合；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和

力量优化交通组织与管理，促进综合交通系统的高效运行。 

5.2 重大政策 

为实现佛山市交通发展目标，佛山市迫切需要针对四大战略任务制定并实施六大重大政

策。 

 

 

 

 

 

 

 

 

 

 

图 4  以交通政策支持战略任务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用地模式 

优化交通方式结构与运输模式 

提升交通发展决策统筹能力 

提升交通系统整体运行效率 

交通引领发展政策 

公共交通优先政策 

交通需求调控政策 

健康交通引导政策 

科技交通促进政策 

交通资金保障政策 

战略任务  重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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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重大政策主要内容 

6. 健康交通行动纲领	

以引导策略和四大任务为基础，通过八大纲领性行动努力推动佛山市“健康交通体系”

建设：构建三大交通体系、强化两大交通管理和推动三大交通行动，如表 2。 

表 2  健康交通八大行动纲领 

重大政策  主要内容 

交通引领发展 

将交通规划、建设与管理作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城市建设管理的重点；继

续实施适度超前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战略；全面落实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

发展；结合年度建设计划实施交通项目用地许可证管理制度等。 

公共交通优先  突出建设优先；突出财务优先；突出用地优先；突出路权优先。 

交通需求调控 

合理引导个体机动化发展，分阶段强化摩托车管理，合理引导和调节小汽车

交通。实施四大需求调控：实施土地规划调控，实施停车调控，实施错时调

控，实施区域调控。 

健康交通引导 

坚持提供多样化的交通服务；完善交通设施精细化、人性化规划与设计；促

进交通公平，保障弱势群体交通出行；坚持节能节地、减排减碳的交通发展

原则，鼓励绿色交通。 

科技交通促进 

增加交通科技投入、充分重视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强交通政策、规划和建

设的科学研究，重视各类交通项目的科学论证、科学决策，建立并规范推行

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制度，积极推进交通信息化和智能化建设。 

交通财务保障 

以交通投资适度超前保障交通设施建设与发展适度超前；优化市、区各级政

府在重大建设项目投资中的角色和投资构成；吸引民间资本参加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 

  行动纲领    总体策略 

加快构建广域开放的发达

对外交通体系 

以城际轨道为建设重点，通道建设与枢纽完善并举，网络拓展与结构优化

并重；改善佛山与特大城市间交通联系的便捷程度，促进珠三角城际之间

和广佛都市区内部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快速流通。 

加快构建高效可靠的优质

公共交通体系 

始终坚持优先公共交通的发展理念，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步伐，引入快

速公交系统，健全公共交通体系；强化公交枢纽、场站建设力度，增加公

交车辆投入。 

加快构建有序运行的健康

道路交通体系 

优化道路网络结构，明晰道路交通功能，完善道路安全设施，加强次干路

和支路网建设；合理安排道路空间，优先保障公交、慢行交通需要，增加

路口通行能力，引导客货分离；着力增加停车设施供应，逐步实现停车供

需平衡。 

强化交通需求管理 
保持路网容量与车辆交通间供需平衡；对个体机动化交通工具制定差别化

发展策略，对不同区域制定差别化交通引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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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十二五”期间，佛山市正处于城市升级、产业升级、交通升级的重大历史性进程中，

交通发展和城市发展需要积极面对全新挑战，交通系统供求关系的本源性和复杂性特征将更

加突出，与此同时，交通系统的发展和建设正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通过白皮书的编制，并

进一步上升为政府文件，交通系统必将为城市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更强的支撑和引导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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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交通运行管理 
创新管理模式，提高交通组织管理的科学技术水平，发挥道路网络使用效

率；优化货运交通组织和地区交通组织，实施精细化管理。 

推动绿色交通行动 

以“环境友好、资源节约”为原则改善交通体系；加快推进慢行交通设施

改造升级，加强慢行与公共交通的衔接，引导“慢行+公交”的交通出行

方式；率先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标准，鼓励采用环保型交通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具。 

推动科技交通行动 
增加交通科技投入，促进交通科技应用；建立高素质研究咨询队伍和管理

人才队伍，提高交通行业整体科技水平。 

推动和谐交通行动 

推进城乡基本交通服务均等化，提供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健全和谐安全交

通管理机制，改善交通安全条件，提高交通安全整治力度；加强交通文明

建设，提高市民文明素质，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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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规划中的规划理性 

许炎 

【摘要】在中国城市化与机动化的高速进程中，城市所面临的交通压力越来越大，城市交通

规划得到人们重视的同时,也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责难,城市交通规划的理性作用备受质疑。为

此,本文在概念界定和文献综述的基础上,从理性规划的角度，将城市交通规划的编制划分为

三个阶段，并针对每个阶段的规划理性问题进行了探讨。在对城市交通规划理性分析判断的

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公众参与、建立交通观测的长效机制、推动交通规划法制化等三个让交

通规划趋向理性的建议。 

【关键词】城市交通规划  规划理性  理性规划 

 

在中国城市化与机动化“两化联动，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城市交通规划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关注和重视。同时，面对新的社会发展环境，特别是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对城市交

通规划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我们看到：飞速膨胀的小汽车交通占用过多的道路空间，城市

交通拥堵日趋加剧，严重影响了所有人的出行活动，大大降低了城市运行效率和生活质量；

城市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热岛效应、市民健康受损、居住质量降低

等一系列现代城市病因小汽车交通泛滥而起；各类个体交通出行的争先恐后和事故频发，导

致中国交通事故死亡和伤残人数多年来位居世界首位。这样的批评与争议使城市规划师们也

不得不思考:标榜理性的城市交通规划真的能担当起应有的重任吗?  城市交通规划在实践中

发挥的作用为什么如此有限?城市交通规划的理性究竟有多少? 

因此，笔者试图结合我国城市交通规划体系的实际，从理性规划的角度对城市交通规划

在其运作过程中遇到的诸多理性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从而为城市交通规划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提供依据。 

1. 规划理性的基本概念	

1.1 现代理性规划的内涵 

传统意义上理性的目标就是为人们提供公正的，不以人的价值观为转移的、机械操作性

的手段和工具，以尽量减少人们主观因素的干涉和影响，从而达到实践的有效性。现代理性

规划发展了这一观点，强调要用“科学的”、“客观的”方法去认识和规划城市，认为在目的

和手段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通过理性分析可以找出相应的手段来达到理想的城市状态。 

1.2 从理性规划角度对城市交通规划运作过程的理解 

城市交通规划运作包括规划编制和规划实施。理性规划模式大多是针对规划的编制过程

的，理性的规划思想和方法也主要运用于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参考约翰·利维将综合规划编

制工作程序模式的 8 个环节，结合我国的情况从理性规划模式的角度，将理性交通规划运作

过程概括为四个环节：现状调研与分析—交通需求预测与战略目标—规划设计与方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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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管理与结果反馈，其中前三个环节是属于规划编制过程,而实施管理与反馈环节属于规

划实施过程，本文重点探讨前三个环节。 

2. 城市交通规划编制过程中的规划理性问题	

2.1 现状调研与分析 

2.1.1  现状调研的低效	

城市交通规划的现状调研主要分为文献资料调研和交通出行调研两部分。 

首先是文献资料调研方面。在规划编制初期收集的各类城市发展的文字、数据资料繁多，

而且并非完全有效。单是资料的整理就花费大量的时间，而在规划方案编制时又难以充分利

用这些资料；且在规划编制期间，城市还常面临新的发展情况，规划就需要相应补充新的资

料。其次是交通出行调研方面。交通模型的建立依赖于准确的交通出新调研数据，但是数据

的准确性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调查者的配合程度和对调查的认知程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传统的交通调查实施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例如对居民一日出行情况

的入户调查，在当前居民普遍重视个人隐私保护、防御心理增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下，越来

越容易引起被调查者反感和抵触情绪，直接导致调查数据的准确性下降；再比如，对车辆出

行特征的调查主要是将调查表格发放给客货车驾驶员，由其填写完之后再进行回收，但是从

实施的普遍效果来看，受运输行业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的影响，客货车驾驶员少报、漏报出

行次数已成普遍现象，而且由于无法对这些驾驶员进行直接培训，受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影

响，也会降低调查数据的准确性。 

可见，规划资料的繁杂与无效性以及交通出行调查的低效与失准均使理性的交通规划在

最初就受到影响和限制。 

2.1.2  现状分析的非理性	

在现状分析方面，理性的交通规划模式首先将城市交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揭示出来，再

进行客观分析，以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及彼此之间的联系，从而在整体上提出解决的方案。

但是，我国城市面临的现实状况使城市交通规划的问题指认具有主观性、滞后性。无论是决

策者，还是编制者，由于知识结构的差异，都难以全面认识城市交通发展中的问题，更难以

揭示各自的联系。同时，城市决策者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常常着力解决城市交通在某一个时

期的某些重点问题，使问题指认的方式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盲目性。并且，由于信息的不完

全和不对称，城市决策者或者规划师对现状问题的分析常常是在问题的内部矛盾激化的时候

才充分认识到，例如某条道路或交叉口已经陷入交通瘫痪的局面。尤其是在当今中国城市经

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规划赶不上变化”现象屡见不鲜，城市交通规划也变成了“急诊”，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而使得城市中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规划永远滞后于城市发展。 

2.2 交通需求预测与战略目标 

2.2.1  交通需求预测的不确定性	

城市交通规划中交通需求预测的方法很多，国内外目前广为采用的为“四阶段法”，即

交通生成预测—交通方式预测—交通分布预测—交通分配。但是无论采用哪种方法，在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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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都有很多原因使得预测结果和实际结果发生很大的偏差，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首

先，在中国当前的数据积累条件下，无论哪一种预测方法，都离不开人的主观判断，而主观

与交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间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其次，交通预测的根本院里就是在于认识

交通发展的规律性，并建立模型对其进行模拟，但实际上，预测所研究的问题往往受到各种

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模型只能是对交通发展规律的近似，差别仅在于近似的程度而已；再

次，预测建立的模型中包含的主要影响因素在预测过程中往往需要应用预测的方法加以确

定，因而本身就存在误差，这种误差通过模型的传递，有可能会导致结果偏离更多；最后，

由于预测结果是根据历史资料得到的，而预测对象却是未来发展的情况，在中国当下城市化

与机动化快速发展以及各届政府决策战略的不断调整的状况下，城市的发展趋势，包括社会、

经济、空间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了不确定因素，往往会导致预测结果与实际发展情况相去甚远。 

2.2.2  战略目标确定的模糊性	

按照理性的交通规划模式，城市交通规划应该通过科学理性的方法清晰地界定城市交通

发展的战略目标，并具体落实到城市物质空间，而且所确定的目标要反映城市发展的公共利

益和长远需求。但是城市交通规划的战略目标界定无论是确定方法还是在目标本身，其理性

还是有限的。一是本身战略目标的模糊性。规划师在确定城市交通发展目标时，常用“交通

引导发展”、“交通转型发展”、“公交优先发展”、“慢行友好发展”等观念进行包装，并作为

城市交通发展的战略进行一番描述，但实际上这些目标如何具体落实到城市空间上，都没有

明确的措施，对物质环境的建设缺乏具体的指导作用。因此，这类模糊的、千篇一律的城市

交通规划目标就对规划的理性产生影响；二是城市交通规划目标的协调存在困难。城市交通

规划的目标是政府诸多政策目标中的一项，在政府政运作中难以取得完全的协调。这种矛盾

冲突会使城市交通规划的目标在最初就已经缺乏广泛的认同支持。 

2.3 规划设计与方案评价 

2.3.1  规划设计方案形成的非理性	

规划设计方案的形成，首先是基于扎实的现状调研与分析以及合理的交通需求预测、正

确的交通发展战略目标。前期基础的非理性，或者说是有限理性，本身就为规划设计方案形

成埋下了非理性的种子。并且，即使抛开前期工作的影响，规划设计方案的形成过程中无不

存在着规划着的主观性因素。规划设计方案展现出的是规划师对于与城市交通发展目标相匹

配的物质环境的理解和设想，而学术环境、政策氛围、心理学、美学等非理性概念也融入到

规划设计之中。规划师为了使设计过程更加客观，也为了使最终选择的方案更有说服力，常

要设计多个方案备选，规划师以自己主观的期望来评价和寻求满意的方案—但这个方案却不

一定是最优方案，因为规划师在多个方案之间只做了有限的探索，只是为自己设计了一道“自

欺欺人”的选择题，这就是规划设计领域的“非理性”。 

2.3.2  方案评价的非理性	

规划方案评价的非理性相信大多数从事规划的工作者都有深刻的理解。作为一项社会工

程，规划方案的评价在中国是一个由政府官员和专业规划师共同参与的过程。理性的方案评

价要求政府决策部门能以城市规划专业技术理性的视角去评价规划方案，同时要求通过规划

师对方案评价,  可以实现解决现实问题和达到规划目标的方法的理性化，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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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规划师本身对方案评价是理性的吗？实际上，出于种种原因，在规划方案产生过

程中，规划师往往是寻求满意而不是寻求最优。因此，被评价分析的诸多备选方案中并不存

在最佳方案。即使是在优秀方案可供选择的条件下，评价方法的客观性也值得质疑。例如用

以评价的因子选择就存在主观性，即使在因子选择中保持客观，但如对一些无法量化的指标, 

在权重值的赋予上，往往会向偏向自己心仪方案的方向倾斜。并且，方案评价也是处于价值

利益竞争冲突的环境中，分析评价难以保持客观和价值中立。其实质原因不仅在于政府机构

对规划师价值选择的影响，更在于社会中不同利益集团在相互博弈中无形中对规划师形成的

压力。 

其次，政府决策部门的“理性”同样受到多因素的限制。在许多规划实践中最终选择的

不一定是众多方案中的最优者，这种决策往往受到多因素的干扰，如决策部门对内部权势的

顺从、相关利益集团的左右、评审专家的水平，或是其他政治、经济因素等影响。现在最明

显的就是体现在当下最为时髦的高速铁路选线上。由于高速铁路的选线完全由铁路部门决

定，因此在线路选择上往往与实际地方政府的述求不一致，有时候不仅起不到对城市的带动

作用，反而形成了城市发展新的屏障与限制。 

3. 提高城市交通规划理性的建议	

3.1 加强公众参与 

在城市理性交通框架内制定的交通规划，应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城市理性交通的形成

过程中，不仅需要小汽车一族们的参与，更需要步行、骑车和公交族们的参与，我们应强调：

城市在选择交通系统时，全体市民都有权利发出赞成或反对的声音，决策者和规划者应确定

适合多数人意愿的城市理性交通系统。长期以来，“交通需求增长超过交通供给增长”的判

断和类似游戏般的交通预测左右着交通规划师和决策者的思维，使其困扰于有车族的压力：

“车往哪里走？”却很少有人认真倾听大众的呼声：“人往哪里走？” 

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表现在全民参与度、信息透明度、专家意见与民众意愿结合度、

财政可行度和政府服务履行度等。如果有一整套保障大多数公众参与的决策程序，交通规划

和设施建设的决策必定趋于理性，步行、自行车、公交车和小汽车出行都将各得其所，形成

和谐、安全的交通氛围。 

3.2 建立交通观测的长效机制 

首先，形成动态更新的实时城市交通数据库。通过建立城市交通数据库，科学地存储、

更新和管理城市交通调查数据，全面了解城市交通现状的运行特征和供求状况。以交通数据

库中的交通信息为基础，建立城市交通模型，预测城市交通需求和未来的交通供求状况,  对

制定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编制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和各分系统专项规划、交通建设

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等提供翔实的基础资料和科学化测评手段，支持城市交通系统的理性规

划和可持续发展。 

其次，发展客观科学的交通观测方法。应该看到，目前很多城市已经开始利用城市“一

卡通”或类似的智能卡，辅助调查居民交通出行特征、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居民组合出行方

式链。同时，也有国外部分城市实现了手机调查技术在典型区域集散客流时间分布和来源方

面的分析、手机用户运行轨迹分析的应用，并且扩大了车辆 GPS 定位技术，遥感技术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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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调查分析中的应用。Google 等互联网公司倡导的云数据库与实时交通流向系统更是为未

来的交通调查开辟了新的思路，也使交通规划向着理性规划的方向更为接近。 

3.3 实现交通规划法制化 

由于城市交通规划不属于法定规划，因此，在规划编制以及实施过程中无法保证其严肃

性，受到各种政治势力或经济势力的影响也比较明显。为了减弱个人主观影响、社会利益集

团的影响以及减少决策失误，必须坚决推进交通规划法制化的进程。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

首先可以保证交通规划主观动机正确，程序合法，符合公众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其次，可

以规范政府的交通规划行为，无论是对城市道路的调整，还是公交优先系统的建设，客观上

必须符合城市发展的整体要求。当然，在交通规划的过程中，如果公权和私权发生冲突，无

论法律的天平如何倾斜，在一个正走向民主现代化的国家，社会的价值原则仍然一如既往，

即处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冲突的理想模式仍然是在公共利益优先的前提下，实现二者的互

动性平衡，这也是规划走向理性的必然之路。 

4. 结语	

本文从一个相对客观的角度分析了当下城市交通规划编制过程中理性缺失的问题，并提

出了相应的建议，希望有助于推进中国城市交通规划的理性化进程。实际上，中国当代的城

市交通正运行在“发展小汽车交通”和“提倡公共交通与慢行交通”的两条平行线上，而平

行线永无交点意味着城市交通将没有理性化的出路。作为城市交通规划的工作者，我们有责

任与义务，通过身体力行的实践，摈弃缺乏理性的交通规划手段，向非理性的观点挑战，宣

传理性交通的主张，实现中国城市交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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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城市交通印象及启示 

凌小静  杨涛 

【摘要】以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为例，分析北欧城市的人口就业分布、小汽车

拥有率、出行方式结构和公共交通体系构成，总结北欧城市在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交通

系统方式整合、人性化交通设计、交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提出对国内城市交通发

展的启示。 

【关键词】北欧  城市交通  公共交通  慢行交通 

1. 引言	

北欧城市历史悠久，古老建筑随处可见，她的城市街道普遍不宽，但慢行空间都能得到

充分保障；她很少有大院、墙头，断头路也很少，交通秩序井然；她私人小汽车拥有率很高，

但都具备高品质的公共交通系统，能够高质量地适应高峰通勤出行，支撑一个强大的市中心，

同样拥有唯美宜人的郊区新城；她虽然城市规模不大，但都具有公平、效率的交通政策，能

够考虑不同人群的需求；她更以完美的区域规划而闻名世界，特别是城市与交通发展融为一

体，各类交通方式高度整合，以人为本的细节之美处处体现等等都十分值得借鉴。 

2. 北欧城市交通发展概况	

2.1 赫尔辛基 

大赫尔辛基地区（Helsinki  Region）由赫尔辛基及周边共 14 个城市组成，陆地面积

3697km2，人口 136.6 万，就业岗位 74.5 万个。赫尔辛基市陆地面积 213km2，人口 59.5万，

就业岗位 40.8 万个。赫尔辛基都市区（Helsinki Metropolitan  Area）由赫尔辛基和万塔、埃

斯波、考尼艾宁等 4 个城市组成，陆地面积 772km2，人口 106 万，就业岗位 63.8 万个。 

可见，赫尔辛基都市区集中分布了 85%以上的就业岗位，每天至赫尔辛基都市区的通勤

出行在 12 万人次以上，其通勤吸引范围达 100 公里，在 50～70 公里的区域，仍有 20%左右

的通勤出行至都市区。 

  

图 1  大赫尔辛基地区通勤出行概况 

赫尔辛基市拥有私人小汽车 24 万辆，千人拥有约 403 辆，外围地区千人小汽车拥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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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达 430辆以上。较高的小汽车拥有率及使用率使得赫尔辛基都市区公共交通分担率逐年

下降，在机动化方式中的比重由 66%下降至 41%，在全方式中的比重为 26.5%，而在都市区

以外的其它地区公共交通分担率仅有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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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赫尔辛基都市区公共交通机动化方式占比  图 3  赫尔辛基不同范围出行方式结构 

尽管小汽车出行在赫尔辛基占据了主导地位，但赫尔辛基仍拥有一张由有轨电车、公共

汽车、地铁、通勤铁路、渡轮等构成的密集公共交通服务网络，白天步行 700m 可达公共交

通车站，偏远郊区高峰小时公交发车间隔在 10～15 分钟。日均公共交通客运量 92.1 万人次。 

赫尔辛基交通系统由都市区的 4 个城市扩展至大赫尔辛基 14 个城市，大赫尔辛基交通

局（HSL）管理区域内的通勤铁路以及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包括赫尔辛基市内公交、其它地

区公交以及区域公交，其中区域公交主要服务于缺少铁路覆盖的部分郊区及邻近城市，并直

接联系市中心交通枢纽。赫尔辛基市交通局（HKL）管理市内有轨电车、地铁以及渡轮系统。 

表 1  赫尔辛基公共交通系统 

  线路条数  线路长度  车站  日均客运量  平均运距

通勤铁路  4（14）*  277  55  12.8  9.7 

地铁  1  21.1  17  16.8  6.4 

有轨电车  12  116.1  266  14.7  2.2 

赫尔辛基市内公交 

266  1260辆公交车 

24.2  4.7 

其它地区公交  7.4  6.7 

区域公交  15.6  9.8 

芬兰堡渡轮  1  20～30分钟一艘  0.5  2.6 

*通勤铁路 4 条，但提供 14 类列车服务。 

   

图 4  赫尔辛基公共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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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早高峰公交出行占机动化比例    图 6  赫尔辛基公共交通客运构成 

2.2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市由 14 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 188km2，人口约 86.4 万；斯德哥尔摩郡

（Stockholm county）包括 26 个市，陆地面积 6488km2，人口约 206.4 万。 

  

图 7  斯德哥尔摩市、斯德哥尔摩郡 

斯德哥尔摩市集聚了大量就业岗位，每天大约有 52.5 万人在此工作，其中约 23.7 万人

来自于周边城市，通勤出行圈覆盖半径超过 50公里。 

斯德哥尔摩市拥有私人小汽车 30 万辆，千人拥有约 350 辆，斯德哥尔摩郡拥有私人小

汽车 80 万辆，千人拥有约 390 辆，略低于大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市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约为 30%，占机动化出行的 4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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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斯德哥尔摩郡、斯德哥尔摩市出行方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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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同样具有非常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地铁、通勤铁路、轻铁、公共汽车

和部分渡轮，所有服务均由私营机构提供，但由隶属斯德哥尔摩郡议会的 AB  Storstokholms 

Lokaltrafik（SL）公司统一管理，所有公共交通系统采用统一票价，相互之间换乘无需重新

购票，日均公共交通客运量约为 192.3 万人次。 

表 2  斯德哥尔摩公共交通系统 

  线路条数  线路长度  车站  日均客运量  平均运距

通勤铁路  3  211  57  19.2  17.5 

地铁  3（7）  108  105  84.9  5.6 

轻铁  8  113  110  10.4  6.6 

公共汽车  2050辆公交车  77.8  6.2 

*地铁 3 条（蓝线、红线、绿线），但提供 7 类列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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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斯德哥尔摩轨道交通系统            图 10  斯德哥尔摩公共交通客运构成 

2.3 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市陆地面积 88km2，人口约 55 万；首都地区（Capital Region of Denmark）包

括 29 个城市，面积 2561km2，人口约 170 万。 

  

图 11  哥本哈根市、首都地区 

大哥本哈根地区千人拥有小汽车约 225 辆，低于赫尔辛基和斯德哥尔摩，同时由于自行

车优先政策的实施，以及小汽车共享与公共交通的整合措施，使得哥本哈根市慢行交通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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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而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约 22%，占机动化出行的 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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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哥本哈根市交通出行结构 

哥本哈根公共交通系统由铁路、地铁和公共汽车组成，且在整个大哥本哈根地区票务系

统完全整合为一体，日均公共交通客运量约为 110.5 万人次。 

哥本哈根地铁系统由Metroselskabet负责运营管理，该机构由哥本哈根市（50%）、丹麦

政府（41.7%）和腓特烈斯贝市（8.3%）共同拥有，现有自动驾驶地铁线路 2 条，长约 21

公里，22 座车站，日均载客约 14.8万人。 

区域铁路（S‐tog）由丹麦国家铁路公司负责运营管理，联系郊区与哥本哈根市中心，

共有线路 7条，全长约 170 公里，85座车站，日均载客约 35.7 万人次。 

Trafikselskabet Movia 是哥本哈根地区公共汽车管理机构，运营六种不同线路，A Bus非

常高效、可靠，高密度运行，与火车站及主要交通枢纽具有良好衔接；S Bus为郊区线路，

快速、跨站运行，联系 S‐tog车站和公交枢纽，E Bus为高峰期开行的快线公交，联系郊区与

市中心主要工作场所和交通枢纽，P Bus为地区公交，主要定位为联系铁路车站与居住区或

工作场所的穿梭巴士，N Bus为夜间线路，Havnbus为水上巴士；公共汽车共计约 1400 辆，

日均载客约 6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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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哥本哈根轨道交通系统    图 14  哥本哈根公共交通客运构成 

3. 北欧城市成功经验借鉴	

（1）轨道交通引导城市空间拓展 

埃利尔·沙里宁在 1918 年大赫尔辛基规划中提出“有机疏散”理论，引导单中心的城

市空间结构转化为功能相对独立、空间相对分离的多中心分散型结构，对后来卫星城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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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二战后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实施的区域规划，都是城市发展

与轨道交通协调发展的典范。 

1947 年哥本哈根“手指形态规划”以及 1945～1952 年斯德哥尔摩城市总体规划，都明

确提出引导区域沿着由轨道交通线路清晰地划出的走廊沿线开发新城，保证区域内很大比例

的人口、就业能够使用轨道交通通勤出行，并将出行时间控制在 45 分钟以内。经过 60多年

的发展，哥本哈根的指状形态、斯德哥尔摩的星形多中心布局清晰可见。特别是斯德哥尔摩，

通过将新城内居住和就业的平衡让位于新城之间的平衡，新城之间通过方便、快捷的轨道交

通服务实现双向平衡的客流，使得轨道交通系统得到更加均衡、高效的利用。 

  
图 15  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轨道交通引导区域发展 

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外围新城开发与轨道交通建设高度整合，在大多数新城中，公共

建筑和高密度住宅区集中布置在轨道交通车站周围，低密度的住宅区则通过人行道和自行车

道与轨道交通车站相连。这就使人们愿意选择在车站周围工作或居住，从而为轨道交通提供

了大量通勤客流，而通勤客流的存在又促进沿线的商业开发，工作、居住和商业的混合开发

进一步方便轨道交通乘客，并继续推动沿线土地开发。 

（2）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高度整合 

首先，北欧三市都具有非常完备的公共交通服务网络，通勤铁路、地铁、公共电汽车、

水上巴士等共同为整个大区服务，通勤铁路快速联系郊区与市中心，地铁、电车则主要为中

心城区服务，公共汽车线路灵活多样，满足不同出行服务需求，水上巴士以旅游观光为主，

尽显城市魅力。尽管公共交通行政管理体制各不相同，如斯德哥尔摩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均为

私营机构提供，哥本哈根区域铁路则由丹麦国家铁路公司经营，但通过相关制度、政策的有

效实施，在市场运作的情况下政府做到可调控，公共交通系统内部做到了真正的无缝整合，

票制票价完全实现一体化，消除了换乘障碍，减少了换乘时间，提高了吸引力。 

对于人口密度不算高的北欧三市，公共交通在全天全方式中的出行分担率并不太高，都

在 20%~30%之间，但是在高峰期进入城市中心区的通勤出行中，完备、一体化的公共交通

网络发挥了巨大作用，出行分担率都在 50~60%以上，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市中心的交通拥堵。 

另外，北欧三市的放射状铁路系统都深入城市中心，形成中央火车站（Central Station），

铁路与地铁之间在建筑内部形成便捷的立体换乘，由于铁路主要为郊区与市中心的联系服

务，铁路与地铁之间基本形成开放、统一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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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中央火车站立体换乘 

  

图 17  赫尔辛基、哥本哈根中央火车站开放式站台 

火车站建筑之外与其它地面交通工具也形成无缝换乘，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确保人车分

离，并提倡通过公交、自行车等绿色交通工具集散。如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东西两侧各有

一个公交枢纽站，自行车停放处最接近车站出入口，小汽车停车库及临时停放处偏于一角，

并靠近交通性干路。 

 
图 18  赫尔辛基中央火车站周边交通换乘设施 

在外围轨道交通车站，则通过完善的交通接驳设施，有效提高车站的可达性，如完善的

步行系统和自行车路网方便慢行交通集散，支线公交车站设在轨道交通车站附近，将更大范

围内的出行者汇集到轨道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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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哥本哈根 Frederikssund 站周边换乘设施及接驳线路 

（3）重视慢行交通、注重人性化设计 

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都十分重视慢行交通，慢行交通在全方式出行中的分

担率都接近甚至超过 40%。 

赫尔辛基的慢行系统最让人惊叹，自成体系的慢行车道，所有交叉口和路段的慢行空间

都做到了完全连续无障碍，而且慢行系统完全延伸至居住区内。赫尔辛基最特别的慢行廊道

是称为 baana 的跨城慢车道，其建在一条以前连接多罗（Töölö）湾和若霍拉赫蒂（Ruoholahti）

市郊的货运火车轨道路线上，是一条完全独立专用的路堑式慢行道，平均宽 15m，有阶梯

与地面相连，联系了火车站、博物馆、国会大厦。 

   

   
图 20  赫尔辛基慢行交通设施 

哥本哈根则是世界闻名的“自行车城市”，自行车道规划成为城市道路规划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道路建设总投资的 1/3 用于改善自行车交通环境，通过增加自行车道和自行车线、

建设自行车绿色线路、改善市中心自行车使用条件、使自行车与公共交通相结合，改善自行

车停车设施、改进灯控路口等措施，全面提升自行车交通的服务水平。目前，自行车道网络

遍布市中心地区，总长达到 350 公里，超过 1/3的市民上班选择自行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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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哥本哈根自行车交通设施 

此次考察所经过的城市，无论大小都十分注重精细化、人性化的交通设计，路权划分充

分考虑行人优先，标志、标线规范清晰，交通组织井然有序。 

   

   
图 22  精细化、人性化的交通设计 

（4）运用价格杠杆缓解交通拥堵 

北欧三市都十分重视历史资源的保护，古老建筑随处可见，市中心道路没有拓展空间普

遍不宽，为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除了提供优质的服务引导市民更多采用公共交通出行，还

运用价格杠杆对小汽车交通进行管控。 

    

图 23  斯德哥尔摩拥挤收费区域   图 24  哥本哈根区域差别化停车收费 

斯德哥尔摩于 2006 年 1 月 3 日至 7 月 31 日开始试运行拥挤收费政策，收费系统由一

条围绕内城的收费环线组成，只在工作日收费，收费时间为 6:30～18:30；高峰时段（7:30～

8:30，16:00～17:30）通过环线的费用为 20 瑞典克朗，高峰期前后 30 分钟为 15 瑞典克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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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时段为 10 瑞典克朗，双向收费，每天收费上限为 60 瑞典克朗。后经公投于 2007 年 8

月正式实施，拥挤收费的收益作为专款用于公共交通和道路建设投资。 

斯德哥尔摩实施拥挤收费成功的最显著原因是收费政策实施后交通拥堵的缓解（进出收

费区域的小汽车通勤交通量减少了 20%左右）和尾气排放量的减少，另外该政策会使其它联

络线尤其收费区域周边道路变得更加拥堵、释放的道路空间会在短时间内被其它车辆占据的

担忧并未出现，同时斯德哥尔摩具有一个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统，对出行者来说，出行成本增

加负担远低于预期，出行便捷性也能得到保障。 

丹麦哥本哈根则通过停车泊位供应和停车收费来调控中心区的小汽车使用，哥本哈根市

中心区的停车泊位每年减少 2%～3%，且实行差别化的停车收费政策，周一至周六 8:00～

17:00，最核心的红色区域 29 丹麦克朗/小时，绿色区域 17 丹麦克朗/  小时，蓝色区域 10

丹麦克朗/小时，18:00～23:00 均为 10丹麦克朗/小时，23:00～8:00 均为 3 丹麦克朗/小时，

公众假期停车免费；与此同时，在中心区外围重要的公共交通换乘站附近设置免费或低价的

停车泊位，为驾车者换乘公共交通进入中心区提供方便。 

4. 对国内交通发展的启示	

（1）强调公共交通引导的轴向开发 

回归国内，所谓的公共交通优先发展还停留在交通系统本身层面上，城市规划与交通规

划互动协调不够，新区规划千遍一律提出职住平衡，但发展过程中缺乏公共交通引导，往往

成为卧城，高峰期的通勤出行给城市交通带来巨大压力，因此，应学习北欧三市的成功经验，

强调大容量公共交通引导的轴向开发，特别是轨道交通，大区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即有一定

需求，应将轨道交通覆盖的人口、就业岗位作为规划的重要衡量指标。 

（2）完善公共交通服务层次和网络 

另外，国内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内部缺乏层次，与其它系统之间缺乏协调，无法满足日益

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应结合城市空间布局和客流分布特点，引入分区分层的思路，完善公共

交通服务层次和网络，城市中心城区以轨道交通为主，郊区与城市中心联系发展通勤轨道（铁

路）系统，公共汽车线路综合考虑各类需求多样化设置，并通过票制票价上的一体化整合，

鼓励多乘、换乘，重点解决高峰期的通勤出行。 

（3）倡导以人为本的绿色交通体系 

国内城市人口密度更高，且具有较好的慢行交通基础（慢行交通分担率基本在 45%以

上），但慢行空间却一再被压缩，步行、自行车出行环境不断恶化。应反思交通政策，合理

应对机动化进程，客观分析各类交通方式的适应性，在道路规划、设计、建设全过程中充分

考虑行人和自行车的出行空间需求，并强调与公共交通系统的对接，应开展精细化设计，从

细节上体现人性化，形成连续、舒适、安全的以“慢行+公交”为主的绿色交通体系。 

（4）“推拉结合”缓解交通拥堵 

近年来，国内多个城市采取了一系列限购、限行以及停车调控举措来应对交通拥堵问题，

并提出适时推行中心区交通拥堵收费。但任何制度的实施都要综合考虑决策的公平性，以及

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停车调控首先需要加强停车管理，特别是高密度地区的停车管理；而拥

堵收费涉及收益的重新分配，在实施之初就应向公众公开如何进行收益分配，且要提供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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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公共交通系统，斯德哥尔摩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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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慢行”导向的中心区交通模式探讨与实践 

                                   ——以武汉市“精武片”旧城更新为例 

代琦   孙小丽 

【摘要】重点分析武汉市中心区交通现状和问题，总结香港中环、北京西单、上海中山公园

地区交通发展经验。提出中心区城市与交通功能协调共建的交通改善思路，以旧城改造为契

机，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基础上，强化公交站点与建筑之间的交通衔接，构筑“公交+慢行”

一体化交通体系，提高交通活力，复兴城市中心区。 

【关键词】城市中心区  交通体系  公交+慢行  交通改善 

1. 引言	

近年来，武汉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建设用地迅速拓展，年均增长超过 5%，逐步构建“主

城+新城组群”、“轴向拓展、轴楔相间”的生态型、一体化发展的城镇空间结构。主城中心区

是武汉的核心，集聚中心城市服务功能，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和交通节点。目前，功能强

大的中心区呈现出道路拥堵、人车混杂、步行空间不连续、换乘距离远等交通问题，严重制

约中心区发展，有必要结合旧城更新彻底解决交通问题，支撑中心区高强度集约发展。 

2. 中心区交通运行现状	

精武片位于城市一环线解放大道和放射线新华路交汇处，武商商圈与江汉路商圈之间。

区域现状交通需求总量巨大、时空分布不均、目的多样，交通供给设施疏散能力不足，交通

供求矛盾突出。 

2.1 土地开发活动密集，交通需求增长迅猛 

土地开发以商业为主，用地开发强度大，商业建筑密集，引发大量车流、人流。同时该

区域提供大量公共服务岗位，高峰期与外围居住组团形成巨大的“居住—就业”向心交通流，

导致顺江解放大道和垂江新华路进出中心区主要道路及交叉口压力过大。中心区所带来满足

行政管理、商业、文化和娱乐的强大功能使得方式灵活的慢行交通需求远高于城市其他区域，

该区域现状主要道路交叉口行人、非机动车流量非常大，超过 1 万人次/高峰小时。 

2.2 交通设施空间拓展性小，供给能力有限 

受中山公园、青少年宫等大型单位用地限制，解放大道以北东西向主要干道缺乏，区域

支路网密度过低，路网服务水平偏低，高峰车流缓慢。区域 500 米范围内服务常规公交线路

48 条，公交站点 8 对，由于公交站点规模较小，高峰小时排队现象严重。区域立体过街设

施、专用自行车通道与轨道交通衔接设施、宁静步道、商业连廊等慢行设施缺乏，机非混行

严重。同时旧城区地块公共停车缺口较大，路边占道停车情况突出，影响主要道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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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精武片区位及现状运行情况 

3. 案例分析及启示	

3.1 香港-中环 

中环位于香港岛北岸，是香港的政治及商业中心，商业、办公等公共设施和交通设施密

集。香港土地资源紧张，城市发展的立体化促使了交通体系向三维格局转化。围绕高效率多

层次的公交系统和主要建筑主导步行交通多层发展战略。中环空中步行连廊系统以东西向空

中连廊轴线为主，以南北向空中连廊轴线为辅，再向周边延伸出若干空中连廊，连接附近大

厦和车站，长度超过 3000m
【1】。  其中半山自动扶梯系统为全球最长的户外有盖行人扶手电

梯，每日运送市民约 4 万人次。香港地铁车站的站厅层往往向外延展与周边建筑衔接形成地

下步行系统，以中环站为例，地下空间连通了 14 个街坊，设置  13  处出入口，解决了  7  处

过街问题，同时与空中步行系统紧密衔接。同时为改善地面步行交通环境，自 2000 年开始，

香港运输署已在铜锣湾、中环、湾仔、旺角、尖沙嘴、佐敦等区实施了行人环境改善计划，

街道改造形式为；全日行人专用道  、部分时间行人专用道、宁静化街道  。 

   

图 2  中环空中步行连廊                     图 3  中环地铁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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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北京—西单 

西单是北京西城区的一个以商业为主的街区，现有企业、商家 100 家以上，店面大型公

共设施规模超过 60 万方。在环境整治工程实施前该商圈存在交通组织乱、城市基础设

施老化、街容街貌差、人文关怀少等问题【2】。2007 年至 2008年西单商业区环境整治

一期工程完成，包括优化交通环境、完善市政基础设施、美化街区景观、提升亮点景观四

大整治工程。通过设置空中步行系统，增设中心隔离，调整标识系统，优化交通组织，改造

完善停车诱导系统，调整设置公交站点，建设地铁 4 号线西单站提升区域交通环境品质。由

主路机动车道、辅路两侧步行道、二层步行道、轨道 1、4 号线换乘车站与商场地下联系通

道组成的交通系统大大缓解西单地区的交通压力，实现人车分流。目前进入西单商业区的人

流平均每天达 20 万人次，最高可达 40 万人次。 

  

图 4  环境整治改造前的西单商圈              图 5  环境整治改造前的西单商圈 

3.3 上海—中山公园 

          中山公园地区位于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凯旋路交叉口，功能定位为交通枢纽型

商圈，依托轨道交通 2、3、4 号线换乘站点和多条首发公交线路，以大型购物中心为支撑的

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集聚区。区域交通发展策略为建设二层步行平台，加强商圈重要建筑之间

联系，将公共空间的功能从单纯步行向景观休闲功能延伸。营造人性化的交通环境，设置公

交专用道，整合公交始末站，完善地下和空中步行系统以缓解地面步行交通压力；设置机非

隔离带，加强交叉口非机动车信号灯控制；鼓励 P+R 的交通换乘方式，整合地下停车库，

确保足够的社会停车位。 

 

图 6  上海中山公园商圈二层步行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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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相关启示 

改善中心区交通拥堵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
【3】，需从交通与城市功能协调、各

种交通方式组合方面采取多种手段，发挥整体运作合力。以“公交+慢行”为导向，大力发展

低碳、环保的绿色公共交通工具。加强城市空间的复合利用，构建多层次立体步行系统，共

享地下停车资源。同时注重复合化设计和公众开放性，交通设施配合休闲、娱乐、游憩等设

施，增强商圈街市的活力，让公众全天候享用良好的文化景观环境和城市文化内涵
【4】。 

4. “精武片”交通改善规划实施方案	

4.1 公交+慢行 

高效衔接各主要建筑、交通集散点和城市开放空间，构建全天候面向公众的立体“公交+

慢行”交通体系，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促进片区各地块联系、提升土地价值、增强城市活

力、复兴城市中心。遵循规划原则如下： 

4.1.1  统筹规划，持续发展	

  统筹协调精武片及周边土地开发、公共交通站点建设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慢行交

通系统全面衔接主要交通引发源和公共交通集散点，形成人流、物流、钱流的共享互通，促

进精武片绿色可持续发展。 

4.1.2  公交导向，无缝衔接	

  按照精武片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要求，采取公交导向型（TOD）开发模式推进土地综合

开发，打造精武片地区“城市综合体”，通过慢行交通系统与轨道交通站点、公交站点、公共

自行车租赁点等公共交通无缝衔接。 

4.1.3  体系完善、连续高效	

  精武片各地块开发功能要求，构造各成体系、各具特色“公交+慢行”系统，且之间高

效联系，保证慢行交通连续和畅达，充分发挥系统效率。 

4.1.4  以人为本、舒适美观	

  在慢行系统内部，要求有设置完备的设施和优美的环境，让市民行在其间能感受到安

全、舒适的独特魅力。同时加强与城市公共开敞空间的联系，营造良好的文化景观环境和高

品质的城市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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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精武片空中“公交+慢行”系统布局图 

空中层：采用高于地面的步行天桥、连廊等将主要公共建筑二层的各种功能空间与轨道

1 号线站点串联起来，呈“S”型布局。该系统规模 1909 米，共设置 7 处人行过街设施（2

座为现状天桥保留），25 个与城市道路衔接的对外出入口（4 个为现状天桥梯道保留），14

个与周边建筑联系的空间转换节点。 

 

图 8  精武片地下“公交+慢行”系统布局图 

  地下层：与空中步行系统相对应，位于地面以下，将地下轨道 2 号线站点、周边建筑

地下商业、公共服务空间等衔接起来，呈“T”型布局。该系统规模 1634 米，共设置 5 处人

行过街设施（结合地铁站点设置 2 处），18 个与城市道路衔接的对外出入口（8 个为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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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9个与周边建筑联系的空间转换节点。 

 
图 9  精武片地面“公交+慢行”系统布局图 

地面层：是城市  “公交+慢行”交通系统的基础，主要衔接常规公交站点，同时在空中和

地下系统之间起着重要的转换作用，主要包括常规公交线路和站点、城市道路两侧步行道、

自行车道、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等。该系统交通改善工程包括：结合新建精武路增设一处港湾

式公交站点、引入公交线路；在友谊路局部路段设置詹棚设施，提高步行品质，补充地上和

地下系统；设置精武一路为自行车通道、中山公园和青少年宫自行车休闲道；结合精武路绿

化设置 1 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图 10  地面全天候步行廊道               图 11  公园环湖自行车休闲道 

4.2 机动车 

以分离为原则，主流向车行交通分离、人车分离；以动静结合为原则，构建地下停车场

共享和诱导智能系统[5]。交通改善措施包括结合地块整体开发方案优化路网结构、合理交通

组织和构建地下停车共享系统，支撑区域城市建设。 

提升精武三路为次干道，增加地块东西向通行能力，红线宽由 15m 拓宽至 20‐30m；精

武路调整与精武三路衔接，红线宽由 30m 拓宽至 35m,，设置 2 米中央分隔带；取消精武二

路精武东路至新华路段，减少对居住和公建地块的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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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2  精武片原道路红线控制图             图 13  精武片优化调整道路红线控制图   

地下二层设置精武片停车共享系统，沿新华路公建地下停车库用通道联系，车行宽度不

小于 7m。地块西北侧设置相对独立的公共停车区域 200 个车位（9000 平方米），并配合设

置专用人行出入口，方便周边公共停车需求人群使用。 

 

图 14  精武片停车共享系统图 

5. 交通改善规划的运作与管理	

精武片既是政府为市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中心城区开放空间，又是各开发商获取利益

的经济场所，所以在精武片交通改善规划设计中为更好地指导设计和便于未来实施操作而将

建设模式内容分为两类：A类为政府主导建设内容，体现公益性、服务性；B类为业主或开

发商主导建设内容，体现引导性、建议性和控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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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精武片空中层“公交+慢行”系统分类建设图 

6. 结语	

鉴于我国大城市目前发展的状况，中心区过分拥挤带来的一系列交通问题日益严重。武

汉市以“精武片”旧城更新为契机，在提升城市功能同时，整合优化道路、轨道、常规公交、

自行车、步行等交通资源，加强交通与城市空间复合利用，构筑立体的“公交+慢行”系统，

扩容交通供给能力，增强城市活力、复兴城市中心。中心区交通改善规划的实施效果与建设

模式的关系、与运营管理的关系等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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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都市连绵区公交导向发展研究 

戴霄 

【摘要】文章选择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带、欧洲西北部城市带和英国以

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作为案例，分析了这些大都市连绵区空间及交通发展特征，并总结了国

外大都市连绵区在公交导向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区域公交导向发展的概念，即区域

TOD，针对我国大都市连绵区的形成和发展的要求，提出了相关的发展建议。 

【关键词】大都市连绵区  公交导向  区域 TOD 

1. 引言	

当前，人类已经进入城市时代，城镇人口已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世界范围的城市

化持续推进，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态势十分明显，不论是美国东北海岸、英国东南部

等传统的大都市连绵区，还是中国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新兴的大都市连绵区都在不

断地成熟和发展。J.戈特曼（Jean Gottmann）对大城市连绵区这一具有时代特征概念已经成

为现实。 

大都市连绵区作为一种特殊的城镇空间形态，有其发展的规律性，同时其发展过程中也

存在大量的问题。如美国的郊区化蔓延发展，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面临的生态环境

危机等。大都市连绵区的发展是城市功能的蔓延，而不应该是土地的无序蔓延。日本、欧洲

等国家在大都市连绵区形成的早期即开始探索利用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引导城镇空间

的布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对我国大都市区连绵区的形成和良性发展具有很好的借鉴意

义，同时美国等国家的教训也可引以为戒。本文即以国外大都市连绵区的公交导向发展为经

验借鉴，为我国大都市连绵区的健康发展和有序发展做一些探索。 

2. 相关概念	

2.1 大都市连绵区 

1957 年，法国学者 J.戈特曼在对美国东北沿海地区的城市密集区域进行研究中，发现

这一区域已聚合而为一个巨大的多核心的城市化地区，并命名为“Megaloplis”，并在随后欧

美大都市带的发展中得到了验证。1987 年，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吉提出类似于“Megaloplis”

的概念“Megaurban Regions”，范围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由发达的交通联系起来的核心城市，

当天在可以通勤的城市外围区及核心城市之间的区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沿海地区城市

化水平大幅提高，国内外学者调查后认为类似西方大都市带的新型城市群空间组织形式在我

国沿海地区出现，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将其命名为“都市连绵区”（Metropolitan Intelocking 

Region，MIR），即以若干城市为核心，大城市与周边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社会经济

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大都市连绵区是经济高效的空间

组织形式，而且是动态发展的阶段性产物，是城市群发展的更高级空间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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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交导向发展 

公交导向发展的理论源于美国。Peter Calthorpe于1992年提出了公交导向型开发（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TOD）的概念，经过多年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总结，TOD 已发展成为一

种利用新城市主义理念的土地开发模式，以城市多中心以及高密度的土地开发模式为基准，

以高效率、大容量的公交运输为城市主干，鼓励市民搭乘公共交通，表现出城市公共交通系

统对于调整城市开发形态的积极干预。当前，公交导向发展概念的范畴还仅限于城市或都市

区范围，随着大都市连绵区的发展，在更大范畴讨论公交导向发展的问题也十分必要。 

3. 国外大都市连绵区公交导向发展经验	

3.1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 

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自波士顿至华盛顿地带（波士华带），呈东北‐西南走向，长 965

公里，宽 48‐160 公里，面积 13.8 万平方公里，占美国国土总面积的 1.5％。有波士顿、纽

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大城市，总人口超过 5500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18%。该

城市带内的城市可以分成四个等级：第一级城市为纽约，第二级城市为费城，第三级城市为

巴尔的摩、波士顿、华盛顿，第四级城市则是其他 40 多个中小城市。 

 

图 1  美国东北部大城市带的地理位置图 

沿城市带形成美国 繁忙的交通走廊，包含 95号高速公路和东北铁路走廊。95 号高速

公路是城市带内 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它纵贯美国东海岸，沿大西洋延伸，从缅因州一直通

到佛罗里达州，沿线连接 15 个州，全长 3098 公里。95 号高速公路的 繁忙地段在纽约附

近， 高日均车流量高达近 30 万辆。东北走廊（Northeast Corridor）的走向同 95 号高速公

路的走向大致平行，有三条铁路线，穿越人口稠密的波士顿‐华盛顿城市带，其中经过包括

普洛威顿斯、纽哈芬、纽约市、纽华克、费城、以及巴尔的摩等大城市。东北走廊其载客量

与发车频率比美国其他任何铁路路段都要高，其中 繁忙的区间是从费城到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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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东北部的高速公路示意图 

 
图 3  美铁公司铁路走向示意图 

3.2 日本东海道城市带 

日本东海道大城市带从东京湾的鹿岛开始经千叶、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一直到

大阪、神户和京都地区，沿太平洋延伸约 600公里， 宽处 200 公里，总面积约 10 万平方

公里，占日本总面积的 26.5％。人口近 7000 万，占日本总人口的 61％。全日本 11 个人口

在 100 万以上的大城市中有 10 个在该大城市带内，大、中、小城市总数达 310 个。东海道

大城市带包括东京，大阪，和名古屋三个都市圈。在经济上，这三个都市圈被分别称为京滨、

阪神、和中京经济区域。在连接三大城市群的新干线开通后，城市群之间的人口，货物，和

资金流动更加便捷，名古屋等城市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弱于东京、大阪，呈现衰落态势，而东

京、大阪等城市实力更为突出。 

 

图 4  日本东海道城市带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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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道大城市带内主要城市的综合运输通道包括东海道本线、国道 1 号线、新干线、东

名和名神高速公路等。日本城际交通的 重要工具是铁路（高速铁路和普通铁路）。新干线

被人们称为“理想的超级特快”， 高运行时速超过 300 公里/小时，从 1964年 10 月开始在

东京至大阪之间行驶。从东京经由横滨、静冈、名古屋和京都到大阪全长 515.4 公里的东海

道新干线，形成了支撑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动脉。 

 

图 5  日本高速公路示意图               图 6  日本新干线路网示意图 

3.3 欧洲西北部城市带 

欧洲西北部大城市带由大巴黎地区城市群、荷兰‐比利时城市群、莱茵‐鲁尔城市群组成。

这个城市带内 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 40 座，总人口约 4600万。欧洲西北部城市群以阿姆

斯特丹为 北的城市呈人字形拓展。总面积 14.5 万平方公里。巴黎是这个大城市带内当之

无愧的龙头老大，世界级中心城市；德国有较多的大城市，地域分布相对集中在莱茵河和鲁

尔河交汇地区，形成典型的多中心空间结构；荷兰的主要城市有三个，即：阿姆斯特丹，鹿

特丹，和海牙，比利时的主要城市有两个，即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 

 

图 7  欧洲西北部大城市带示意图 

在欧洲西北部，德国和法国的高速公路 长，2005 年的通车里程分别为 12363 公里和

10801 公里。高速铁路在欧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 2010 年，欧洲整个高速铁路的长度达

到 8400 公里。在三大城市群内部，形成高度发达的城际轨道网络，如法国大巴黎大区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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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域快速轨道交通（RER）线和市郊铁路、高速铁路构成的放射状轨道交通网络；德国莱

茵‐鲁尔地区则适应地区多中心结构，形成由城际铁路、市郊铁路等形成的高密度轨道交通

网络。 

 

图 8  欧洲高速公路图 

 

图 9  法国大巴黎地区轨道交通系统图         图 10  德国莱茵-鲁尔地区轨道交通系统图 

3.4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 

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由伦敦、伯明翰、利兹、设菲尔德、曼彻斯特、利物浦、纽

卡斯尔等城市组成，该城市带呈西北‐东南走向，约长 300 公里，宽 150 公里，面积为 4.5

万平方公里，人口 3650万。伦敦大城市带是一个“单中心型”的城市群。它由封闭到放射，

后形成由内伦敦、大伦敦、标准大城市劳务区和伦敦大都市圈四个圈层构成的圈域形都市

圈。伦敦并不位于这个大城市带的几何中心。英国 大的 10 个城市中有 6 个城市位于伦敦

大城市带，城市首位度高达 6.93。 

 
图 11  伦敦大城市带的地理位置图 

区域内公路、铁路网络高度发达，高速公路网和干线公路网将主要城市连接在一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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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之间的小汽车通行时间一般不超过 4 个小时；伦敦大都市圈铁路网属大不列颠铁路网，

已同欧洲大陆铁路网相连，各城市之间有城际铁路相连。伦敦大城市带内各城市由于工业革

命而兴起，又因为发达的交通运输基础结构而连接起来，变成一个大城市带。 

     
图 12  英国高速公路及干线公路网    图 13  英国客运铁路干线网 

3.5 经验总结 

3.5.1  公交导向发展的时机	

西方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开始进入汽车时代，城市不断向外蔓延成为普遍现

象；二战后，发达国家开始大量兴建高速公路，加剧了城市的无序扩张；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石油危机让西方世界陷入反思，能源消耗、环境污染日益加剧，轨道交通重新得以重

视。日本由于资源所限，长期以来持续发展轨道交通，即使在高速公路快速建设时期仍然同

步建设轨道交通，形成紧凑布局；美国由于城市化和机动化起步早，到 20世纪 60 年代城市

蔓延和小汽车的依赖程度已经很高，虽然加大力度建设轨道交通，但收效甚微；欧洲发展则

介于日本和美国之间。因此，公交导向发展选择的时机十分重要，需要在在机动化发展的初

期，将城镇空间拓展与轨道交通建设同步考虑。 

3.5.2  多层次、多样化的轨道交通系统	

由于区域空间尺度较大，需要快速、可靠的交通方式，而轨道交通具有速度快、运能大、

可靠性高等特点，在区域公交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国外大都市连绵区根据所服务范围和需

求特征，构建了多层次、多样化的轨道交通系统。首先是服务范围的多层次，一般分为国家

层次、区域层次、都市圈层次和城市层次，分别满足不同空间距离的出行要求；其次是运营

模式的多样化，各层次轨道交通划分为快速、普速、慢速多个级别，实行直达、大站及站站

停等组织方式，满足不同出行要求。 

3.5.3  多个差异化的引导区域	

大都市连绵区中不同区域的公交引导模式存在差异。通常包括都市圈地区、点状发展地

区、多中心城镇密集发展地区等。都市圈地区核心城市首位度高，对周边城市辐射较强，向

心交通明显，一般形成环射状交通走廊，如东京都市圈、巴黎都市圈等；点状发展地区主要

位于城镇密集区外围，城镇密度相对较小，与中心城市之间通勤交通较弱，主要依靠区域轨

道交通实现串联；多中心城镇密集发展地区，城镇数量较多，且没有绝对的中心城市，发展

相对均衡，城镇间交通分布相对均质化，形成多层次、网络化的交通系统，如莱茵‐鲁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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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3.5.4  沿城镇发展轴形成复合交通走廊	

大都市连绵区是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城市组群，通常沿主要的城镇空间发展轴形成复合

交通走廊，以强化走廊交通联系，引导城镇空间向走廊集聚。如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群的东

北交通走廊，包括 3 条主要铁路线和 95 号公路等多条高速公路；日本东海岸交通走廊，其

中东京至名古屋之间，有 1 条 6 车道高速公路，1 条高速铁路（新干线），1 条国家铁路（JR

线），若干条中短途的民间铁路，名古屋至京都、大阪之间，有 1 条 6 车道高速公路，1 条

高速铁路（新干线），2条国家铁路（JR线），1条私营铁路；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城市群，

主要大城市之间均形成了复合交通走廊，从伦敦至伯明翰现有 4 条铁路，规划新建 3条铁路，

伯明翰至曼切斯特之间现有 2 条干线铁路，规划新建 1 条铁路。 

3.5.5  轨道交通枢纽组群引导区域空间集聚	

轨道交通枢纽是引导区域空间集聚的主要载体，从大都市连绵区来看，空间集聚是由多

个轨道交通枢纽共同作用的结果。城镇空间围绕轨道交通枢纽呈现圈层式开发模式，多个枢

纽影响范围相互重叠，相互叠加后形成城镇开发地区，进而引导城镇空间集聚发展。在大都

市连绵区范围，形成多个枢纽组群，枢纽组群内部体系完善，功能层次清晰，枢纽功能与城

镇中心体系紧密衔接。 

  

（高速公路可达性）                        （轨道交通可达性） 

图 14  江苏省苏南地区高速公路及轨道交通可达性分析  

从江苏苏南地区的高速公路和轨道交通可达性分析比较来看，高速公路引导下，区域空

间呈现均质化蔓延态势；而在轨道交通引导下，则在区域形成多个轨道交通可达性较好的区

域，进而吸引人口、就业向可达性较好的区域聚集，引导城镇空间的集聚，即形成区域 TOD

模式，每个 TOD 区域由多个轨道交通枢纽共同作用。 

4. 对我国大都市连绵区发展的启示	

4.1 把握先机 

当前，我国大都市连绵区正面临城市化和机动化的双重挑战，城市空间拓展的要求十分

迫切，与此同时小汽车正在快速普及，可以说大都市连绵区的发展正处于空间集聚发展的关

键时期，也是公交导向发展的 佳时机，此时推行公交导向发展能够使城镇空间拓展与公交

体系构建形成良性互动。否则，城镇空间形成蔓延后，能源危机、环境污染将不可避免，再

实施公交导向发展，转变发展格局，将十分困难，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有可能是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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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加快轨道建设 

轨道交通是大都市连绵区公交引导发展的主导方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都市连绵区

重点加强干线公路和干线铁路的建设，尤其是高速公路网的规模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

水平。干线铁路经过全国六次大提速后，运输能力和效率大幅提升，近年来高速铁路建设的

加快，国家铁路网正逐步完善，然而作为大都市连绵区轨道交通网络主体的城际轨道、都市

圈轨道交通建设仍然十分滞后，目前主要还处于规划阶段，建成的轨道线路很少。今后我国

大都市连绵区应将城际轨道、都市圈轨道设施建设作为交通建设的核心任务，尽快建成多层

次的轨道交通基础网络。 

4.3 强化复合走廊 

沿城镇发展或主要交通联系方向形成复合交通走廊，强化大都市连绵区内部城镇之间的

联系，稳固空间结构。复合交通走廊应包含公路和铁路等交通方式，根据交通需求的特征，

建设多条轨道交通线路，满足不同出行特征要求。同时，要为远期预留新增交通线路的通道

空间，应对未来大都市连绵区形成并成熟后，城际间大量的商务、通勤交通需求。 

4.4 构建枢纽体系 

枢纽体系是引导大都市连绵区公交导向发展的核心。我国大都市连绵区除加强单个交通

枢纽的建设外，还要更加关注枢纽体系，即枢纽组群的建设，将枢纽体系与城镇中心体系紧

密衔接，形成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 

表 1  综合交通枢纽与城市中心对应关系 

枢纽类型  对应城市中心  轨道方式 

中心型  城市主中心 
高速铁路、城际轨道、城市轨道多种轨

道方式 

综合型  城市副中心、社区中心 
高速铁路与城市轨道 

城际轨道与城市轨道 

通勤型  新城或卫星城中心  市郊轨道或城市轨道 

区域型  依托机场的区域中心  高速铁路或城际轨道 

5. 结语	

大都市连绵区在国家和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已经不可替代。我国正处于大都市

连绵区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总结前人的经验，结合自身特征，走出集约化发展之路，将

十分必要。本文仅仅提出了区域 TOD 的概念，并对大都市连绵区公交导向发展的特征和建

议进行了粗浅的探讨，下一步对如何实现区域公交导向发展还需进行深入研究。此外，国外

大都市连绵区的公交导向发展仍然处于不断发展和探索中，对于区域公交导向发展的认识还

需不断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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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进程中城镇交通发展模式初探 

马健霄  程丽花  陆涛  韩宝睿 

【摘要】城镇交通是城镇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镇交通模式引领着城镇交通的发展。本

文在分析城镇演变和交通发展基础上，建立了各交通方式综合交通效益评价模型，并运用模

糊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综合评价；以交通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结合城市化进程中城镇发

展和交通模式的本质属性，建立了城镇交通模式优化模型。以某城镇为例，对模型进行了实

证，提出了促进其发展的交通模式。 

【关键词】城镇交通  交通模式  模糊层次分析法  优化模型 

1. 引言	

城镇发展是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要内容。伴随着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城镇居民交通需求

呈现多样化，交通方式从单一的步行模式转向多元化。面对城镇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必须选

择恰当的交通方式以及确定合理的分担率，在解决城镇交通问题的同时，满足城镇居民交通

需求，提高交通效益，促进城镇的发展，实现城镇与交通模式的一体化发展。基于此，笔者

通过对城镇发展演变以及交通发展变化的分析，构造了城镇交通模式优化模型，以期为区域

城镇交通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2. 城镇演变与交通发展	

面对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城镇空间系统不断扩展，空间形态和功能定位不断的

进行调整和演变。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资源以及交通区位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各城镇的城

市化进度不同，从而使其交通发展程度也存在差异。因此本文结合城镇交通发展模式研究，

将研究的对象确定为那些经济比较发达，正处于城市化转型期间的规划区范围内人口规模在

20 万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镇及其镇域范围。 

随着城镇发展以及机动化水平的提高，城镇交通特征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如出行频率

提高，机动交通出行和弹性出行增加，出行时间出现多高峰现象。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交通需

求也呈现多样性和层次性，交通出行总量不断上升，公共交通需求增长。城镇在发展的同时，

城镇交通在道路网规划、静态交通设施配置、公共交通建设、交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

突出[1]，因此需要通过对现有城镇交通资源进行整合，配置合理的交通模式来促进城镇的发

展。 

3. 城镇交通模式及优化模型	

在城镇交通系统中，有多种交通模式可以选择，这实际上是一种多目标属性决策的过程，

选择最适合城镇发展的交通模式，使各种交通方式发挥最大的优势，追求最高的交通服务质

量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就需要对交通模式进行优化。在构造交通模式优化模型之前对各交

通方式为适应城镇发展的综合交通效益加以评价来确定优化模型中目标函数的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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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各交通方式综合交通效益评价 

3.1.1  评价模型的建立	

结合城市化进程中城镇与交通发展特征以及交通模式主要影响因素，遵循“交通引导发

展”的理念，综合考虑指标体系建立与筛选原则，笔者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从交通服务特性、

城镇发展适应性、社会影响特性、可持续发展特性四个方面构建各交通方式的综合交通效益

评价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各交通方式综合交通效益评价模型结构图 

在评价指标中，快速性、安全性、经济性、舒适性、经济适应性、用地规模适应性、运

量适应性、过境交通适应性、经济拉动、空间扩展、能源消耗、空气污染、噪音污染、土地

占用等指标比较容易理解，在此仅对另外的指标简要解释如下： 

①全天候能力：由于气候的不断变化，各种交通方式适应天气能力是不同的，从而导致

在交通方式综合交通效益上也存在差异。如摩托车、自行车不适合雨雪天气，受气候的影响

较大，而小汽车抗气候干扰能力较强。 

②政策支持度：政策支持度是指国家和政府对某一种交通方式的宏观态度，是限制还是

支持态度。 

③拥堵外部成本：当路面的交通量接近或超过道路的实际通行能力时，则使交通系统处

于饱和或过饱和状态，造成出行时间延误、车用燃料费用增加以及污染气体排放增加，导致

各种外部成本增加。 

④社会公平性：表达了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表现了交通服务的广泛性。社会弱势群

体包括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前者指的是老、幼、病、残、孕，他们只有在无

障碍交通环境中才享有公平权利，后者指的是低收入者，他们需要大众化、经济型的交通方

式来满足其需求[2]。 

⑤科技创新：某种交通方式会推动某一项新技术的发展，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例如从小汽车交通模式衍生出的环保、电子等新技术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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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模型求解与评价结果的确定	

针对传统层次分析法存在的问题，引入模糊一致矩阵，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3]进行各指

标权重计算。通过两两指标相比较构造模糊判断矩阵，解决定性指标难以量化的困难。通过

对准则层—目标层的权重与指标层—准侧层的权重进行加权综合计算，即可得到指标层—目

标层的综合权重，如表 1。 

表 1  评价指标体系指标权重 

指标 

Indicator 

1B  

0.3167 

2B  

0.3167

3B  

0.2066 

4B  

0.1600

权重值

Weighted

指标 

Indicator

1B  

0.3167

2B  

0.3167

3B  

0.2066 

4B  

0.1600 

权重值

Weighted

1C  

2C  

3C  

4C  

5C  

6C  

7C  

8C  

9C  

10C  

0.098 

0.254 

0.302 

0.205 

0.141 

0 

0 

0 

0 

0 

0 

0 

0 

0 

0 

0.306

0.201

0.259

0.147

0.087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0310

0.0804

0.0957

0.0649

0.0447

0.0969

0.0637

0.0820

0.0465

0.0276

11C  

12C  

13C  

14C  

15C  

16C  

17C  

18C  

19C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3033 

0.1500 

0.3550 

0.1917 

0 

0 

0 

0 

0 

0 

0 

0 

0 

0.2083 

0.2043 

0.207 

0.148 

0.119 

0.0627

0.0310

0.0733

0.0396

0.0453

0.0389

0.0331

0.0237

0.0190

      

从上表中可看出，各指标权重大小不同，差异很大，排在首位的是经济适应性，这是因

为在城镇交通建设中必须充分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交通投资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建

设存在密切关系，这一点已被发达国家所证实，其次是安全性，在拥有众多安全隐患的今天，

交通安全性依然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这一点已被人们达成共识。再次，在面对城市化进

程中人口快速集聚的趋势下，只有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才能适应城镇的发展，因此运量

适应性排在第三位。只有在城镇能够承受住经济压力、安全有所保障、满足基本的交通需求

时，人们才会去考虑其他的因素。因此在各交通方式综合交通效益评价时，要分清主要因素

和次要因素，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选择符合城市化发展的交通方式。 

在计算评价结果时，由于上述指标既有定性指标又有定量指标，存在指标量纲不统一性，

如果直接用这些指标进行评价，将会使评价结果相互矛盾，因此要对各指标无量纲化处理，

排除由于各项指标的单位不同以及其数量之间的悬殊差距所带来的影响。对于定性指标，可

以先对其进行客观描述，例如有类似于好、较好、一般、较差、差的评价等级，因此可以根

据这些定性的等级来进行指标的量化。对于定量指标，运用线性标准化处理方法当中的阈值

法[4]对极大型指标和极小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5]。考虑到我国城镇现状，城镇的交通模式构

成体系为：常规公交、出租车、小汽车、摩托车、自行车、步行六种交通方式，因此有针对

性的求出上述六种交通方式的综合交通效益评价值（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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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交通方式相对于各指标方式权重表 

指标 

Indicator 

权重值 

Weighted 

步行 

Walk 

自行车 

Bike 

摩托车 

Motorcycle

小汽车 

Car 

出租车 

taxi 

常规公交

Bus 

1C  

2C  

3C  

4C  

5C  

6C  

7C  

8C  

9C  

10C  

11C  

12C  

13C  

14C  

15C  

16C  

17C  

18C  

19C  

0.0310 

0.0804 

0.0957 

0.0649 

0.0447 

0.0969 

0.0637 

0.0820 

0.0465 

0.0276 

0.0627 

0.0310 

0.0733 

0.0396 

0.0453 

0.0389 

0.0331 

0.0237 

0.0190 

0.450 

0.000 

1.000 

0.550 

0.150 

1.000 

0.000 

0.036 

0.850 

0.850 

1.000 

0.812 

0.050 

0.050 

0.952 

1.000 

1.000 

1.000 

0.050 

0.100 

0.250 

1.000 

0.300 

0.250 

1.000 

0.250 

0.096 

0.400 

0.850 

0.916 

0.438 

0.100 

0.100 

1.000 

1.000 

0.995 

0.777 

0.100 

0.050 

0.861 

0.695 

0.050 

0.500 

0.200 

0.600 

0.024 

0.050 

0.050 

0.625 

0.063 

0.250 

0.200 

0.741 

0.143 

0.500 

0.573 

0.300 

0.850 

1.000 

0.237 

0.200 

0.850 

0.375 

1.000 

0.277 

0.100 

0.100 

0.000 

0.000 

0.500 

0.600 

0.506 

0.000 

0.000 

0.382 

0.600 

0.650 

0.861 

0.000 

0.200 

0.800 

1.000 

0.900 

0.337 

0.250 

0.150 

0.000 

0.313 

0.400 

0.450 

0.000 

0.286 

0.200 

0.000 

0.400 

0.650 

0.444 

0.932 

0.850 

0.350 

0.000 

0.800 

0.819 

0.800 

1.000 

0.833 

1.000 

0.750 

0.700 

0.882 

0.928 

0.950 

0.955 

0.450 

综合交通效益评价值  0.55128  0.532185  0.3685  0.390128  0.360649  0.703374

3.2 城镇交通模式优化模型的建立 

3.2.1  优化目标及约束条件的确定	

（1）优化目标的确定 

城镇交通模式优化目标体现在：满足交通需求，提高交通质量，达到经济投资、资源利

用的最优化，环境污染的最小化，得到政策的拥护性，从而实现综合效益的最大化。因此利

用各交通方式综合交通效益评价结果为因子，各交通方式的客运周转量为变量，建立目标函

数。 

 

（2）约束条件的确定 

城镇交通在城市化进程中呈现着不同的变化趋势，因此制约城镇交通模式优化的约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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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很多，通过交通模式的本质属性和城镇发展的一体化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城镇交通需求约束 

城镇交通系统所能供给的能力不小于城镇人口发展规模、建设用地规模下产生的交通需

求。 

②城镇经济发展约束 

交通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主要体现在政府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上，反映到城镇经济

发展约束条件上就是各交通方式交通基础建设成本不超过政府的交通基础建设财政预算，从

而使交通模式的发展符合城镇的经济条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③道路用地资源约束 

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在定期内道路用地面积是稳定有限的，因此随着机动化

发展，需要更加合理的配置道路基础设施来满足机动车的增长，反映到道路用地资源约束上

来即各交通方式的人均动态占地面积必须不大于人均道路面积。 

④城镇空间扩展约束 

城镇空间扩展导致居民出行距离增加，从而使原有的交通模式不能到达给定的目的地，

从而也体现了交通模式的可达性。因此反映到城镇空间扩展约束条件上来就是各交通方式的

加权平均速度在预测单向出行时间内出行的距离不小于城镇规模的等效半径。 

⑤城镇交通环境容量约束[6] 

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交通量逐渐增加，交通污染进一步加剧，因此在满足交通需

求的前提下如何减少交通污染是交通模式优化的重要任务，反映到城镇交通环境容量约束条

件上就是交通污染物的排放量不超过城镇环境的承载力。 

⑥城镇交通能源消耗总量约束 

由于不同交通模式在其完成客货运周转量的同时能源消耗各不同，因此基于能源消耗约

束的城镇交通模式优化的结果亦不能超过其承载力。 

⑦交通方式发展特性及交通政策约束 

交通模式的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各交通方式在改变过程中所占的比例过大或过小都

会阻碍城镇的发展，因此反映到约束条件就是各交通方式所承担的客运周转量符合其发展特

性以及交通政策的要求。 

3.2.2  模型设计	

①模型假定 

城镇交通模式优化的主要宗旨是确定有利于城镇和交通协调发展的交通模式，为交通决

策提供技术支持，因此在建模之前，做出以下几个基本假设条件：所研究的城镇为一个相对

封闭的系统；不考虑道路建设的残值问题；城镇内部各种交通方式运行状态稳定；忽略城镇

间交通对城镇本身的资源消耗。 

②模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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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
为交通方式 i 提高交通效益的权重系数； ix

为交通方式 i 的客运量周转量；Q为规划

年城镇交通需求； iIC
为交通方式 i 总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 buildF

为规划年城镇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成本财政预算； il 为交通方式 i 的动态占用道路面积；Ls 为规划年城镇人均道路用地

面积； iv
为交通方式 i 的平均运行速度；t 为城镇居民在规划年预算平均单向出行时间；R 为

城镇在规划年用地规模等效半径； ijp
为交通方式 i 的第 j 种污染物排放因子； jEh

为规划

年城镇第 j 种污染物排放总量； ie
为交通方式 i 的能源消耗因子； ENC 为规划年城镇能源

消耗总量； minix
， maxix

分别为交通方式 i 所承担客运量的上、下限值； 为规划年政府政

策要求公共交通分担率；m 为公共交通方式的种类。 

3.3 交通模式优化模型验证 

针对某城镇交通发展状况对其进行交通模式优化，以 2009年为现状年，2020 年为规划

年。根据《某城镇总体规划（2008‐2030）》和《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可计算出 2020 年规划

区内城镇总交通需求、交通基础设施财政预算、人均道路用地面积、用地规模等效半径、环

境容量、能源消耗等估算值，将这些数据代入公式（1）得到城镇交通模式优化模型。式中 1x 、

2x
、 3x

、 4x
、 5x

、 6x
分别代表步行、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出租车、常规公交的客

运周转量。 

1 2 3 4 5 6.max 0.55128 0.532185 0.3685 0.390128 0.360649 0.703374opt z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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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MATLAB数学软件优化工具箱中的 linprog()求得上述线性规划优化模型最优解，经

调解和整理最优解为： 

1 22.87x 
， 2 144.28x 

， 3 135.55x 
， 4 215.06x 

， 5 60.19x 
， 6 200.87x 

 

根据客运周转量与客运量的关系，可得出上述 6 种交通方式在 2020 年所承担的客运量

分别为 11.21、24.62、12.33、8.81、3.4、14.38 万人/日。因此可以得出所承担的出行比例，

如表 3 所示。 

表 3  现状年与规划年交通结构变化表 

交通比例构成（%）  步行  自行车  摩托车  小汽车  出租车  常规公交 

2020  15  32.93  16.5  11.79  4.54  19.24 

2009  15  34.50  32.00  3.6  2.00  8.50 

从表中可看出，为了促使交通引导城镇发展，与 2009 年相比，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大

幅度减小摩托车出行比例，适当减小自行车出行比例，适当增加小汽车和出租车出行比例，

步行维持稳定。从中可得出该城镇的交通发展模式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提供准时、快捷、

经济的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高公共交通竞争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小汽车过快增长；

另外由于城镇出行距离相对较短，比较适合自行车交通，因此应当鼓励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

发展。 

4. 结语	

城镇的发展必须要有强有力的交通模式提供保障。因此本文在分析城镇演变和交通发展

的基础上，通过对各交通方式的综合交通效益评价，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中城镇交通模式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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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具有较好的实用价值。但在选取研究对象时针对的是经济发达区域的城镇，而没有统

一的标准；在各交通方式综合交通效益评价模型选取指标时仅从四个方面进行考虑，而实际

中影响指标并不仅如此；随着城市化进一步发展，城镇居民的交通方式将转向多元化，并不

仅限于本文中出现的交通方式，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不断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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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发展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初探 

                                                      ——以宁波为例 

张志哲  田锋  张晓春 

【摘要】新的历史阶段，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使得我国的各类城市在发展方式、发展基础、

发展结构、发展动力及外部发展环境等方面出现重大变化，转型发展已经成为国内城市未来

的重要发展方向，由此对城市交通系统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作为影响城市

未来发展的重要公共政策，应针对城市在转型期的特征采取积极应对策略。本文以宁波城市

交通发展战略为例，系统探讨如何通过加快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引领市域社会经济集约化

发展、发展低碳城市交通模式等策略，适应并促进国内城市的转型发展。 

【关键词】转型期  城市发展  交通发展战略 

1. 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始终处于高速发展状态。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出台，

原有依靠低水平分散发展、高强度要素投入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转型发展期将会成为我

国城市必经的发展阶段，如何实现转型升级也将成为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众多城市发

展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交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城市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在城

市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下，原有的交通系统不仅面临着区域发展环境、城市社会经济空间布局

和发展方式等外部因素的重大变革，交通系统内部交通出行需求特征复杂化、交通设施的多

样化也将更加明显。作为城市交通发展纲领性文件的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需要积极应对城

市转型发展的策略，不断适应城市转型所经历的复杂过程，主动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 

2. 转型期城市发展主要特征	

为正确认识转型发展对城市交通系统提出的新要求，有必要对转型发展期城市发展的整

体特征进行剖析。 

2.1 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战略性变化 

国外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过去单一中心的大都市区将向着集群、

网状大都市连绵带及都市圈方向发展。近年，陆续建立的各大主体功能区，表明了我国新时

期城市化正在迈入上述阶段。在此背景下，随着社会资源要素在更大区域范围内的重新配置，

以及原有行政壁垒的逐渐打破，各城市之间的竞争正在转变为以协调型竞争为主要目的，以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要方式的新形态的竞争。同时，区域间的合作则随着科技进步与创

新、信息技术的发展等生产要素内涵的不断扩展，越来越依靠区域交通系统的高时效性和高

稳定性。因此，转型期城市的发展必须借助高效、稳定的对外交通系统的构建，积极参与区

域合作，发挥比较优势，将区位优势持续转化为城市自身发展优势，从而在新时期的区域竞

合过程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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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都市圈主要发展阶段 

2.2 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发生战略性变化 

未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将进入质量提升阶段，原有的以分散化、小而全为主要特征的低

水平产业发展不仅难以适应规模化、集群化产业发展要求，也无法持续推动新时期的城市化

进程。在此情况下，必须通过不断完善城市整体功能、提升中心城区集聚力和辐射力，破除

城乡二元结构，才能有效提升中心城区服务功能，促使城市发展空间从中心城区为主向城乡

统筹转变，从而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同时，科学发展观也要求将城乡统筹

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整体协调城镇和乡村在城市范围内的区域集中及产业集聚发展，以差异

化的社会分工促进城乡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2.3 城市发展的方式和模式发生战略性变化 

在转型发展阶段，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城市发展方式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发

展的转变已刻不容缓。因此，要求城市发展从规模、质量．效益等各方面向内涵式发展模式

转型，积极探索实践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努力建设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型社会。在上述发展要求下，未来城市发展将呈现三个主要的变化：一是城市居民公

共服务需求将日益多样化和多层次，提高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保障民生幸福将成为城市发展

的重要目标。二是城市文化底蕴、品牌认知等软实力将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打

造和谐的生态人文氛围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锻造鲜明城市意象，才能在日趋激烈的全球

化城市竞争中保持核心竞争力。三是城市基础设施必须不断提升整体运行效率，实现少投入，

多产出，从粗放式逐步走向集约式。 

3. 转型期城市交通发展策略	

根据上述转型期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新时期城市交通发展应采取如下应对策略： 

3.1 以区域交通系统一体化为视角 

交通运输是区域整体协调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以区域交通一体化为基础，借助高效、

稳定的交通运输网络实现商品及信息的快速流通，才能协调城市在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因此，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中，要始终与区域交通网络的整体发展保持紧密衔接，最大限度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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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城市在广域空间内的交通区位优势，在接受区域中心城市辐射的同时，发挥对其它城市的

辐射作用。 

该策略在交通战略规划中主要体现在城市对外交通系统规划。在对外交通系统规划中，

需要从城市在区域社会经济中的扮演的角色、在区域空间结构中的区位特征以及在区域产业

链中所处的位置入手，深入分析城市的主要功能定位。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外交通系统应具

备的功能。结合现状对外交通系统在布局、规模和功能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发展目标和

策略。一般来讲，通过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建设，构筑城市与区域中心城市之间、以及城市

与主要经济腹地之间的高效、便捷的交通通道，才能汇集区域人流、物流、信息流，真正实

现城市区域地位的有效提升。 

3.2 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前提 

我国现行的条块分割行政管理体制造成不同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及服务水平差异较大，乡

村交通系统发展整体落后，形成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市域范围内，提升交通系统可

达性，缩短中心城区与其他地区时空距离，进而引导各种生产要素、生活要素的流动，并直

接表现在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上，引起土地价格、区位、空间分布等特征的变化，促使市域

空间结构发生改变。 

该策略在交通战略规划中主要体现在市域交通发展规划。市域交通发展规划需综合考虑

城市与乡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分工与协作，根据城乡交通运输需求，结合未来市域空间结

构和产业布局形态，制定市域干线交通设施规划方案，以市域公交系统引导市域空间布局的

演进，以市域干线道路系统支撑市域产业布局的调整  。同时，打破城乡区域界限和部门管

理限制，积极推动农村客运模式改造，统一规划城乡公共交通系统的线网、场站、财政补贴

等，以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为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3.3 以绿色低碳为目标，以交通集约化为落脚点 

转型期集约化的城市发展要求城市交通系统的低碳化和绿色化。同时，在这一时期城市

居民对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有着更高要求。因此，引导居民客运交通出行和货运交通向集约化

方向发展，最终建立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交通系统，是转型期城市交通系统发展的重要任

务。 

该策略贯穿城市交通系统规划各个部分，主要包括城市交通发展目标的制定、交通发展

模式的选择、以及轨道、公交、停车、慢行等各交通系统规划方案的制定。为确保交通绿色

低碳化发展目标的实现，应以城市自身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经济水平和空间形态特征为基

础，选择适合城市未来发展的交通模式，并以此为核心，建立一体化的综合交通系统。 

4. 宁波城市综合交通发展战略规划	

随着《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等规划的相继出台

以及《宁波市城市总体规划修改》的编制，宁波所在地区的区域化、城市化和机动化条件急

剧变化，宁波城市交通系统发展面临重大方向性战略抉择。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未来宁波城市

发展的战略性选择，而如何通过交通系统的构建，引领城市转型发展，是宁波城市综合交通

发展战略规划主要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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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现状问题 

（1）区域枢纽初步建立，但仍难以适应多层次区域合作的发展要求。虽然近年宁波港

口、航空、铁路和高速公路系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仍难以适应多层次区域合作

的发展要求。主要表现在：港口对城市发展贡献降低，港城矛盾日渐突出；空港自身服务能

力不强，缺乏比较竞争优势；铁路网络布局尚未完善，尚未进入以上海为核心的高铁系统；

疏港高速公路系统未形成，主要方向通行能力不足。从总体上看，宁波现阶段对外交通系统

难以支撑宁波区域中心城市的区域功能定位。 

（2）市域交通设施不断完善，但仍难以适应宁波市全域都市化的发展要求。由于受到

长期以来“弱市强县”发展模式的限制，宁波市域范围内各主体分散发展的问题突出，相应

市域客运交通系统难以引导市域空间的扩展，市域公路系统无法支撑市域产业布局调整。同

时，现状城乡客运基本为公路长途运输模式，明显滞后于城乡一体化客运交通发展态势。此

外，2003‐2009 年三江片年均人口增长速度达到 9.1%，同期市六区和市域人口增长速度仅为

1.2%和 0.7%，，核心区的人口增速明显快于市六区其它地区，表明宁波核心城区集聚效应不

断增强，核心区的交通系统面临压力持续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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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3-2009年三江片、市六区和市域人口增速对比图 

(3)城市交通系统发展迅猛，但仍难以适应多模式、一体化的发展要求。随着居民收入

水平的快速提高，宁波市已经进入了小汽车拥有量快速增长期。2010 年宁波市六区小汽车

拥有量达 43.65 万辆，2005‐2010 年小汽车年均增速达 22%。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居民出行

中的小汽车分担比例由 2002 年的 5.1%锐增至 2010 年的 17.9%，同期，公交分担率由 2002

年的 15.6%下降至 2010 年的 13.3%，以个体交通方式为主导的交通模式导致交通系统整体供

需失衡。此外，道路设施发展整体不够均衡；公交行业发展模式存在问题，政府在公交系统

中职责不清；停车供需矛盾突出，无法发挥对交通出行方式的引导作用等问题制约了宁波城

市交通服务服务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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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近年宁波车辆增长及现状交通方式结构 

4.2 目标与策略 

根据区域和城市发展态势，未来宁波城市发展将在三个方面寻求突破：一是作为长三角

南翼区域中心城市，需要通过对外交通系统的构筑，强化枢纽功能，谋求中心城市与枢纽功

能的统一；二是适应“全域都市化”要求，通过市域交通系统的构建，引导和支撑城市空间

的演进以及产业布局的调整；三是通过建立低碳、绿色城市交通系统，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现状交通系统存在的问题，确定“转型升级”  是宁波未来交通发展的

核心： 

(1)转型升级对外交通系统，谋求枢纽和中心城市功能的统一； 

(2)转型升级市域交通系统，谋求市域社会经济的集聚化发展； 

(3)转型升级城市交通系统，谋求城市交通的低碳化、绿色化。 

由此，提出未来宁波城市交通发展目标：亚太重要交通枢纽城市、国际水平的公交都市，

并提出开放、畅达、绿色和公平等方面的具体目标。同时，通过建立交通战略规划模型，对

不同交通发展战略方案进行组合，提出不同组合方案对实施效果进行了详细测试。 

4.3 发展战略 

为实现上述交通战略目标，结合交通战略策略结果，宁波市必须实施“枢纽强市、交通

引导、需求调控、公交优先、交通一体”五大交通发展战略。 

4.3.1  枢纽强市战略	

以提高海港综合效益为，强化区域服务能力为出发点，重新审视港口发展策略；以区域

铁路系统构建为强力抓手，在区域铁路系统的重构过程中，巩固和强化宁波区域枢纽优势。

同时，进一步完善机场集疏运系统，错位发展航空货运，谋求宁波机场成为区域枢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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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未来宁波对外交通系统框架布局 

4.3.2  交通引导战略	

根据未来市域社会经济和交通系统发展要求，以市域轨道系统引导市域空间布局的演

进，以市域干线道路系统支撑市域产业布局的调整  。同时，改革现有城乡二元化交通系统，

推动城乡客运一体化进程。此外，以城市轨道建设为契机，推进轨道沿线的 TOD开发。 

  

图 5  未来宁波市域轨道系统和市域干线道路系统框架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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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宁波市六区 TOD 差异化分区示意图 

4.3.3  需求调控战略	

据预测，2030 年宁波中心城区机动车使用量增长幅度为 471－519%，而同期道路供应

水平增长仅为 178－196%，未来宁波市六区机动车使用量自然增长水平明显快于道路供应水

平，若不采取应对措施，将导致宁波交通系统供需的整体失衡  。同时，宁波目前开展的轨

道交通建设，以及公交为主体地位的确立，需要进一步调控小汽车的使用规模。此外，根据

国内外经验，汽车快速增长期往往是开展交通需求调控的最佳时期。因此，需求调控政策是

未来宁波城市交通系统发展的战略核心。就具体实施措施而言，包括车辆拥有调控和车辆使

用调控两个方面，具体涵盖车辆牌照拥有控制、提高停车收费标准、拥挤收费等措施。上述

措施的实施，应根据交通系统运行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公众接收程度等因素，统筹安排。 

4.3.4  公交优先战略	

在公交优先战略方面，主要包括建设政策优先、投资优先完善公交（大运量轨道、中运

量和常规公交）网络、改革公交行业模式、强化公交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交+慢行”交

通发展模式等工作。 

表 1  公交系统中合理的的政府和企业职责 

工作分项  政府  营运公司 

政策及策略制定  是  否 

一体化方案和线网准则  是  可选 

详细的服务规划  制定准则并审核  鼓励 

营运  可选  是 

车辆保养  否  是 

基建设施保养  否  是 

监管  是  否 

票价设置  是  可以鼓励参与 

财务 

/拥有

权 

车辆  可选  是 

首末站  是  否 

场站  可选  是 

专用道  是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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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交通一体战略	

交通一体战略包括交通投资一体化、交通规划一体化、交通建设一体化和交通管理一体

化四个方面。交通投资一体化方面，主要突出公交在交通投资结构中的地位，同时通过建立

投资管理协调机构和体制解决交通投资主体多元化问题。在交通规划方面，强调空间规划由

规划部门负责，行业发展规划则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在交通建设方面，需以轨道交通为核

心，优化沿线路网和公交系统。在交通管理方面，通过统一管理体制、建立统一信息系统等

方式，建立一体化、高效交通管理系统。 

 

图 7  宁波城市交通信息“一体化”共享平台结构示意图 

5. 结语	

每个城市所处的区位条件、城市化进程以及城市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相应交通发展战略

的制定也应该存在差异。在转型发展阶段，中心城市所面临的各种社会发展矛盾最为突出，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往往有其共性。就区域中心城市而言，这类城市往往希望通过对外交通系

统的构建，强化其枢纽地位，从而谋求城市中心功能与枢纽功能的统一。在市域社会经济发

展方面，中心城市为在资源紧约束条件下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效益，通过市域骨干交通系统

的构建，推动市域空间结构和产业布局的集聚化、规模化发展是必然战略选择。同时，区域

中心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内部交通模式一般也面临着小汽车分担率快速提高，公交分担

率停滞不前的困境。因此，优化城市交通结构是中心城市内部交通系统最核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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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干道交通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以苏州市盘胥路为例 

徐辉  谭振霞  顾天奇  刘文婷 

【摘要】首先对苏州市盘胥路的交通问题进行宏观与微观的深入剖析；基于横断面设计给出

相交交叉口详细方案设计，如交叉口优化设计、信号控制方案、方案评价等；对设计方案评

价结果仍不满足要求的，本文对新市路交叉口采取工程手段，并对盘胥路沿线进行交通仿真

模拟。结果表明，通过借用系统优化原理的思想，从微观与宏观结合角度进行综合整治，能

够改善交通拥堵状况，大大提高核心区道路通行能力。 

【关键词】交通工程  系统优化  信号协调控制  交通优化设计 

1. 引言	

道路交通拥堵已成为我国城市的主要难题，城市核心区以及老城区显得尤为突出，城市

主干道在交通负荷高峰时段,交通拥堵问题日趋严重,特别是在道路的瓶颈区段，导致整条主

干道及整个路网在高峰时段运行效率低下。纵观我国的老城区交通拥堵现状，仅依靠单一的

交通控制或者交通管理已解决不了车流量的增加对道路的影响，应从系统优化的角度进行综

合优化。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机动化水平迅速提高，老城区高峰期间交通拥堵严

重，随着交通流量增加，道路交通拥堵状况进一步加剧，造成机动车排队长，延误大。因此，

急需对城市核心区交通问题进行分析，并给出系统的交通改善方案。 

2. 交通问题分析与对策	

城市道路设计与交通管理工作中，存在许多不被重视的问题，直接影响着交通流的安全、

顺畅通行及其交通服务水平。这些问题恰是交通设计所要加以对策的问题。常见的交通问题

及对策如下表所示。 

表 1  常见的交通问题及相应的解决对策 

问题点  对策 

交

叉

口 

交通

阻塞 
供给 

车道数不足  通过压缩车道宽度或利用分隔带增加车道 

车道过宽或过窄  调整车道宽度 

车道功能不合理  根据流量合理确定车道功能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 
避免将机非放在一起处理，而是将非机动车与

行人放在一起处理 

信号周期过长  确定最小周期，尽量缩短周期 

相位组合采用对称设置导致通

行时间的浪费 
根据流量与进出口道容量灵活组合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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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相序不合理  相位衔接紧凑，绿灯损失时间小 

需求  路网交通组织不合理  调整交通组织方案 

安全 

交通岛的大小与位置不合理， 

影响的左转车的安全 

设交通岛应满足一个面积的要求，同时不得影

响到任何交通流的正常运行 

由于绿化或其他设施的存在，影响到行车

视距 
满足交叉口视距要求 

人行横道过长，行人过街安全无法保障  过长的人行横道上应设置安全待行区 

便捷 
交叉口处的无障碍设计不正确  无障碍设计应与相衔接的交通设施衔接顺畅 

人行横道上的障碍  梳理步行环境 

环境

协调 

视觉环境混杂，或道路不平整导致噪声及

振动问题 
改善道路平整度 

其他

设施 

人行横道位置不合理  调整人行横道宽度 

标志、标线不清  去除遮挡、改变标志、标线位置 

信号灯的功能不明确  合理设置信号位置及灯组 

路

段 

动态

瓶颈 

路段乱停车  划定明确的停车区 

进出交通干扰主路交通  通过合理的管制措施和设计方案，降低干扰 

行人乱穿马路  确定设置人行横道的合理位置与合理间距 

物理

瓶颈 

车道数变更  通过标线或物理分割 

坡道通行能力及安全  增加爬坡车道或改善下坡车道衔接道路影响 

虚拟

瓶颈 

公交车或其他车辆临时停车，或交通秩序

混乱 

改善公交停靠条件，取消或限制一些车辆的停

靠 

公

共

交

通 

公交

优先 

停靠站位置不合理  调整公交停靠站的位置或改善停车条件 

停靠站形式  调整公交线路或改善停靠站形式 

轨道与公共汽电车换乘不便  协调设计 

公交专用道的设计与管理  整合公交线路、道路与管理条件 

本文以苏州市核心区的盘胥路为例进行分析，研究盘胥路沿线路段以及相交的新市路、

盘门路、解放东路三个节点，研究范围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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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范围 

3. 苏州市盘胥路现状交通问题分析	

盘胥路（新市路~解放路）现状为四块板道路，机动车在盘门路以南双向 6 车道，路幅

宽度 38 米，盘门路以北双向 4 车道，路幅宽度 34 米。盘胥路现状为南北主要交通干道，通

过流量调查可知，从盘胥路转到盘门路的交通流量所占比例不到 1/3，因此，车道数由双向

6 车道变成双向 4 车道，导致通行能力不匹配，造成盘胥路（盘门路~解放路）路段交通拥

堵严重。 

本文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对现状交通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3.1 宏观原因 

3.1.1  道路规模无法满足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长	

苏州的交通问题是快速城市化的问题。一方面，新的交通设施建设、管理模式手段正在

形成中；另一方面，出行者的交通习惯不适应交通量的快速增长，路网正在成形，矛盾显现。

机动车保有量大幅上升。 

3.1.2  路网结构性缺陷导致交通干道过度集中	

支路密度不高导致道路干道承担了过多的通达和集散功能，干道功能负担过重导致整体

路网车速下降。比如，从路网上看，盘胥路是重要的南北向交通主干道，沿护城河边，其通

达性与通过性双重功能，而在交叉口转向的交通占比较小，盘胥路主要承担了沿线用地的通

过性功能，高峰小时平均行程车速不足 20km/h，瓶颈路段形成车速小于 12km/h，干道功能

不能充分发挥。因此，干道功能通达功能过强，削弱了支路建设的动力，进一步限制了路网

容量的提升。 

3.2 微观原因 

通过对盘胥路沿线现状问题调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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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干道外侧车道功能模糊及路边停车缺乏管制	

在交通量小的情况下，布置功能多样化的外侧车道，有利于充分利用道路空间资源。当

交通需求增加后，外侧车道功能模糊导致主线流线与两侧出接入的机动车流线和非机动车交

织严重，道路通行效率下降、交通安全隐患增加，如图 2所示。 

3.2.2  路网节点交通组织缺乏协调	

路网节点交通组织缺乏协调，导致节点通行能力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环形

交叉口交通组织缺乏有效的信号控制，流向间交织严重；另一方面，平面交叉口信号控制信

号方案单一，相序安排有待优化，临近交叉口缺乏协调控制，如图 3左所示。 

3.2.3  行人过街组织与设计不合理	

行人过街安全隐患主要原因在于：平面行人过街实施缺乏信号控制、过街设施与公交站

点位置缺乏协调，导致立体过街设施不能充分利用或者平面非法过街屡禁不止，如图 3 右所

示。 

 
图 2  外侧车道功能模糊及乱停车               图 3  外侧车道功能模糊及乱停车 

3.2.4  公交站容量不足，站点位置不合理	

公交站点泊位不足导致高峰时段公交排队对主线通行能力下降甚至阻塞；公交侯客站台

容量不足导致行人占用公交车泊位空间，使得公交停靠占用内侧车道，形成路段瓶颈，如图

4 左所示。 

3.2.5  交叉口机非冲突严重	

交叉口机动车随意右转导致与非机动车的冲突严重，需要对某些进口道的机动车右转实

行信号控制，分离绿灯初期的非机动车与右转机动车。如图 4 右所示。 

   
图 4  公交站点设置不合理及机非冲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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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苏州市盘胥路交通改善方案	

4.1 道路时空资源优化 

4.1.1  标准横断面确定	

通过现状问题分析，将盘门路~解放路之间绿化带拆除，车道数增加到双向 6 车道。 

4.1.2  交叉口空间资源优化	

在信号配时方面要争分夺秒，充分利用信号相位组合[1]来减少绿灯损失时间；对路口

空间进行精细化的交通设计，合理分配车道功能，采用交通冲突技术[2]将交叉口内部的冲

突车流分离，充分利用空闲时间和空闲面积，能够提高各路口的通行效率，提高交叉口的通

行能力，消除节点瓶颈。 

4.2 方案设计 

根据实际调查的机非进而行人流量，基于“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对道路时间资源进

行重新分配，保障人非系统合理、安全的通行权。以最大通行能力和排队长度为优化目标，

对盘门路与解放路两相邻交叉口实行信号协调控制[3]。 

4.2.1  新市路~盘胥路交叉口分析	

根据机非流量，为了保证人非过街安全性，非机动车提前 3s 变成红灯，行人相位实际

情况提前 5s变成红灯，如图 5 所示。 

     
图 5  新市路-盘胥路交叉口优化设计及信控方案 

本文对通行能力、饱和度及延误进行评价。 

表 2  交通方案评价（新市路-盘胥路交叉口） 

  方向  通行能力(pcu/h)  饱和度  延误(s) 

东 

左  600  0.92 

65 直  925  0.75 

右  435  0.33 

南 

左  378  0.92 

39 直  1162  0.85 

右  1550  0.44 

西  左  300  0.48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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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935  0.92 

右  1144  0.24 

北 

左  375  0.57 

46 直  1153  0.92 

右  1550  0.23 

服务水平  D 

通过系统优化后，调整信号周期和各相位绿灯时间，与现状相比，交叉口通行能力提高

22%，延误降低 54%。右转机动车受控制后，交叉口机非冲突减少，提高了非机动车和行人

的安全性。 

结果表明，新市路交叉口整体的通行能力提高，延误降低，某些进口道提高了通行效率，

有较高的空间资源可以挖掘，但是仍有部分车道饱和度较高，排队长度较大的现象，说明此

路口急需通过其他方案来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4.2.2  盘门路~盘胥路交叉口分析	

交叉口优化设计及控制方案和方案评价如下所示。 

   

图 6  盘门路-盘胥路交叉口优化设计及信控方案 

表 3  交通方案评价（盘门路-盘胥路交叉口） 

  方向  通行能力(pcu/h)  饱和度  延误(s) 

东 
左  768  0.60 

26 
右  2584  0.16 

南 
直  1923  0.73 

27 
右  1216  0.55 

北 
左  1001  0.73 

38 
直  1918  0.69 

合计    9409    30 

服务水平  C 

通过系统优化后，调整信号周期和各相位绿灯时间，与现状相比，交叉口通行能力提高

35%，延误降低 87%。右转机动车受控制后，保证了在绿灯初期同方向的非机动车的通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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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交叉口机非冲突减少，提高了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性。 

结果表明，盘胥路交叉口整体的通行能力大大提高，延误降低，交叉口排队长度以及服

务水平均满足设计要求，通过时空资源挖掘，分离机非与行人系统，通行效率大大提高，安

全性更高。 

4.2.3  解放东路~盘胥路交叉口分析	

交叉口优化设计、信控方案和方案评价如下所示。 

  

图 7  解放东路-盘胥路交叉口优化设计及信控方案 

表 4  交通方案评价（解放东路-盘胥路交叉口） 

  方向  通行能力(pcu/h)  饱和度 延误(s) 

南 
左  845  0.45 

32 
直  2040  0.47 

西 
左  1267  0.59 

42 
右  845  0.59 

北 
直  1360  0.63 

44 
右  845  0.89 

合计    7202    39 

服务水平  D 

结果表明，地处大润发超市和小商品市场，交叉口人非流量较高，若右转不受控将严重

威胁人非系统安全，虽然盘胥路交叉口整体的通行能力仅提高 5%，但分离人非系统，延误

降低，交通秩序和安全性大大提高。 

通过加载人非系统后，调整信号周期和各相位绿灯时间，与现状相比，交叉口通行能力

提高 5%，延误降低 43%。右转机动车受控制及隔离护栏设置后，大大提高了人非系统安全

性及通行能力。 

4.3 方案优化 

由方案设计可以看出，新市路~盘胥路交叉口饱和度大于 0.9，交叉口车辆排队较长，仅

通过优化设计已不能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通过路网分析，需通过工程手段进行优化。本方案

采取盘胥路南北向直行双向 4 车道下穿新市路交叉口，并对方案进行分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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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信号控制方案	

南北向直行通过下穿隧道，而非机动车的直行需要通过信号优化来处理，通过对机非流

量数据分析，基于对交叉口空间资源的充分利用，采用信号相位组合控制方案[4‐5]。 

信号相位组合方案 1：由于南北左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流量均不对称，并且南进口道左

转的机非流量大于北进口左转流量，因此，采用两种相位组合在一起，提高绿灯时间的利用

率，增加机非通行能力。 

信号相位组合方案 2：东西向左转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流量均不对称，并且东进口道左转

的机非流量远远大大西进口左转流量，因此，可采用与非机动车相位组合在一起，减少有效

绿灯时间的损失。 

 

图 16  新市路-盘胥路交叉口下穿隧道示意图 图 17  新市路-盘胥路交叉口信号控制相位相序图 

4.3.2  交通方案评价	

表 4  交通方案评价（新市路-盘胥路交叉口） 

  方向  通行能力(pcu/h)  饱和度  延误(s) 

东 

左  919  0.60 

41 直  1051  0.66 

右  494  0.29 

南 

左  494  0.71 

7 直  3300  0.30 

右  1550  0.44 

西 

左  230  0.63 

36 直  1051  0.82 

右  1206  0.23 

北 

左  264  0.80 

7 直  3300  0.32 

右  1550  0.23 

合计    15407    23 

服务水平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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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结果分析	

通过设置下穿隧道，调整信号周期和各相位绿灯时间，与现状和初始方案相比，交叉口

通行能力分别提高 52%和 27%，延误降低 86%和 35%。同时，保证了人非系统的通行权及安

全性。 

结果表明，盘胥路下穿新市路能够满足高峰交通需求，并且交叉口饱和度均较低，因此，

急需在近期通过工程手段来设置下穿隧道，解决目前的交通拥堵现状。 

5. 结语	

通过对苏州市核心区盘胥路现状问题进行的深入剖析及提出的详细改善方案，通过优化

交通流组织（包括动态和静态交通组织）、时空资源优化设计、交通管理设施布局设计、交

通标识设计等，实现了“梳理功能”、“缓解阻塞”、“保障安全”、“实现和谐有序”等目标。 

从 VISSIM5.2 仿真模拟运行情况来看，道路交通混乱状况得到改善，交通秩序得到很大

提高；交通安全得到改善；公交车与社会车辆干扰减少，运行效率提高。通过优化，盘胥路

整个路网通行能力提高 32%，延误降低 80%。车辆运行速度提高了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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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城乡统筹规划中风景路规划 

            ——以淮安为例 

杨晔 

【摘要】简要介绍风景路在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梳理了在当前中国发展风景路所

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挑战，并尝试在城乡统筹规划层面引入风景路规划，利用城乡统筹规划的

特性，从多个层面和方面促进风景路系统的规划和建设。目的是为今后类似规划中风景路规

划、建设方面的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风景路  城乡统筹规划 

1. 风景路的概念与发展	

1.1 风景路的概念 

风景路，是指“路旁或视域之内拥有审美风景、自然、文化、历史、游憩价值，考古学

上值得保存和修复的景观道路”。是道路交通系统中一种比较特殊的道路类型，它不仅具有

满足交通出行的特性，更因其具有景观、生态、游憩、文化、自然等功能而成为一种能够满

足人们高品质出行、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的重要载体。 

在贯彻“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交通”的大环境下，鼓励发展风景路，还具有其重要的

社会意义。一是能够以较便捷的慢行交通出行环境引导人们选用低碳出行交通工具，可以降

低机动车出行总量；二是以美丽的景色吸引人流，使人们产生不忍破坏其景的想法，进而可

以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的约束不规范行为，营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三

是风景路可以将景点、村庄等与城市沟通，促进景点、村庄的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1.2 风景路的发展 

1.2.1  风景路在国外的发展	

风景路的理论研究，在国外已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众多学者共同开创了一个蓬勃发展的

研究领域，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由于获得政府和社会各方的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

在实践工作中也取得迅速发展。以“致力于取得经济发展和资源保护的平衡”为出发点，截

至2005年，美国已建设了32条泛美风景路（ALL American Road）和133条国家风景路（National 

Scenic Byway），建立了由泛美风景路、国家风景路和州际风景路三级风景路组成的国家风景

路系统（American National Byways）。通过建设国家风景路系统，产生了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一是为美国国家风景路建设提供了联邦投资，使其建设获得了一定的经济支持；二是通过国

家风景路和泛美风景路的评选，促进地方政府和公众对风景路建设的重视，对道路景观、历

史、生态等价值的保护；三是国家风景路和泛美风景路已成为美国旅游的重要线路，带动了

当地经济和旅游业的极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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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风景路在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的显现、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等因素，风景

路在中国的研究和建设也日益蓬勃。 

江苏、浙江两省在充分调研分析了环太湖优越的资源条件，按照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思

路，合作规划了环太湖风景路，通过统一风景路内涵界定和规划建设的目标、原则，合理确

定环太湖风景路的标准、布局结构，加强了风景路与城乡居民点、沿湖旅游路和相关配套服

务设施的衔接等，加强跨省和跨市县的风景路衔接，形成环太湖地区一体化的风景路网络。 

环太湖风景路总长 320 公里，串联 13 个景区，环湖主线和纵深线路上，共有 197 个自

然景观、849个人文景观、5 个古村落、53 个特色产业村、28个普通农业村。环太湖风景路

全线铺设自行车道。沿湖建有 11 个驿馆和 73 个驿站。 

此外，在广州、深圳、东莞、成都等众多城市均建设或规划了风景路系统。 

2. 城乡统筹规划引入风景路规划的重要意义	

纵观风景路的发展历程，在道路规划、景观设计、保护历史遗迹和优美的自然风景、带

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严峻的问题和挑战，主

要表现为： 

（1）风景路规划、建设、运营阶段的衔接协调。风景路通常会跨地域，甚至跨省市，

这就需要不同行政主体在规划阶段就有一个能够保证良好衔接、沟通的长期机制，继而将这

种良好衔接延续到建设阶段以及后期的运营维护阶段。 

（2）风景路沿途视域范围生态、河道、景观的保护。风景路沿途视域范围的自然生态

环境、区域河流以及人文景观的保护是一个很大的难题。这涉及到不同领域内专项规划在同

一个层面的协调衔接。 

（3）风景路与沿线景点、村庄的融合度。风景路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串联沿线景点、

特色村庄，带动起发展。但是由于风景路的规划布局和设计基本上都是由规划师完成，如果

沟通不充分，可能会比较难完全满足景点或村民的诉求。 

上述问题，已成为制约风景路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如何解决该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

工程。经过思考，结合项目，笔者认为，在城乡统筹规划中引入风景路规划，可以较好的解

决以上问题。首先，城乡统筹规划是区域规划，能够协调好区域内不同行政主体的衔接；其

次城乡统筹规划是多专业的综合性规划，能够统筹处理风景路沿线范围的自然生态环境、区

域河流以及人文景观的保护；最后，城乡统筹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决好区域内镇、村

的发展问题，风景路对于镇、村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两者结合能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 

因此，笔者和同事尝试在《淮安市城乡统筹规划》中引入风景路规划内容，希望能取得

一些经验，用于以后的风景路规划、建设工作的参考。 

3. 淮安城乡统筹规划中风景路网规划的几点经验	

淮安市域水系发达、湖泊众多、自然和人文资源丰富，为了促进城乡统筹发展，优化市

域生态格局，保护和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塑造良好城乡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更好地促进风

景资源和旅游的整合，服务于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的观光、休闲、健身、游憩等需求，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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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系、主要公路、旅游景点等，构筑覆盖市域的风景路网，打造高品质的慢行交通出行空间。 

3.1 依托载体 明确功能 

综合考虑功能、区位等因素，将风景路划分为三类：生态型风景路、游憩型风景路、都

市型风景路。 

表１  风景路网功能分类指引 

类型  规划要求  规划意向 

生态型风景

路 

主要依托生态保护区、区域干流、滨

湖岸线以及沿湖湿地等重要生态功能

区设立。采取严格的生态保护措施，

使风景路既充分发挥承担交通出行功

能，又不影响沿线生态。   

游憩型风景

路 

主要依托城镇建成区周边的各类旅游

资源、临近城镇的滨水岸线、城镇郊

区、盱眙县南部丘陵地区设立，注重

人们的游玩、休闲功能，两侧可以进

行合理的用地开发，风景路将沿线旅

游景点串联起来。在开发的同时也要

对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严格控制游

憩活动对风景路沿线生态环境的影响

 

都市型风景

路 

主要依托城镇建成区内的公园广场、

路侧绿带和滨河绿带设立，注重文化、

景观等功能。 

 

3.2 因地制宜 形式多样  

根据不同功能、不同区位、不同条件，规划布局不同形式的风景路 

风景路的主要建设形式分为堤顶路、城市道路、景区道路和乡村公路四种形式。堤顶路

主要是滨湖、主要河流沿线的风景路，利用防护堤建设，考虑应急需要，其全线路面宽度不

小于 4 米，同时在不妨碍大堤防洪的前提下，在景观节点处设置亲水平台；也可采取自行车

道与步行道分离的形式增加游客的亲水感受；城市道路、景区道路和乡村公路三种形式主要

是指在道路红线范围内划出风景路空间，或邻近道路，平行新建风景路，其全线路面宽度不

小于 3 米。 

表 2  风景路建设形式指引表 

建设形式  最小路面宽度 

堤顶路  ≥4米 

城市道路  ≥3米 

景区道路  ≥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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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完善配套  提升水平 

重点从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完善配套，提高风景路系统的服务水平。 

表 3  风景路配套设施规划指引表 

设施类别  主要功能  设置要求 

公共服务

设施 

服务中心
满足风景路系统人流集散、转换需求，提

供饮食、住宿、信息、购物等综合性服务
间距以 30公里为宜 

驿站  提供饮食、休憩、娱乐等服务  间距以 3‐5公里为宜 

交通基础

设施 

机动车停

车设施 

满足驾车交通流换乘非机动车或步行后

停车需要 

依托服务中心设置的机动车停车设

施，规模为 3000‐5000平方米；依托驿

站设置的机动车停车设施，规模为

600‐750平方米 

自行车租

赁及停车

设施 

满足非机动车出行需要 

结合服务中心、驿站、公交站点、机

动车停车场以及风景路慢行开口设

置，规模结合实际需求弹性设置 

公交站点 满足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换乘换乘需要 
结合城市公交、服务中心、驿站、风

景路开口设置 

4. 结语	

风景路规划遵循的生态原则、景观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顺应了道路规划、景观设计、

城市规划和旅游规划发展的趋势，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重视，在道路规划、景观设计、保护

历史遗迹和优美的自然风景、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等方面正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目前我国风景路的理论和实例研究正在处于起步阶段、零散状态，是适应地方规划的

需要而衍生的，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来支撑，这就需要国内研究结构、规划人员以及

政府主管部门高度重视风景路理论和实例研究工作，努力构建适合中国特色的风景路理论，

同时将理论向实例顺利转化，推动风景路在国内的实践。同时，作为涵盖风景路规划的城乡

统筹规划也处于起步阶段，更需要城市规划、交通规划、景观规划等专业的规划师通力协作，

使各自独立研究的成果能够通畅交流，互补有无。 

【参考文献】 

[1]《江苏省环太湖风景路规划》 

【作者简介】 

杨晔，男，本科，工程师，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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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城市绿色交通规划探索和实践 

张建嵩 

【摘要】绿色交通是当前先进的城市交通发展理念，重庆正在探索如何实践绿色交通，但山

地城市的特点注定必然要走一条与平原城市不同的绿色交通之路。分析在山地城市发展绿色

交通的地形影响、绿色交通方式的优劣势、交通管理方面的问题和与山水相融等特殊条件后，

以完成的两项绿色交通规划为例，介绍重庆市发展绿色交通的一些经验，最后以重庆市两江

新区绿色交通建设为例，提出山地城市可重点发展的几个绿色交通子系统，并通过这些子系

统带动山地城市绿色交通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山地城市  绿色交通  交通规划 

1. 引言	

绿色交通是当前较为热门的规划、交通课题，自从 1994 年 Chris  Bradshaw 提出这个概

念以来，国内外不少城市均在探索何为绿色交通、如何贯彻绿色交通理念。近些年来，国内

也有不少城市编制了绿色交通方面的规划，如：天津的中新生态城绿色交通系统规划、深圳

的盐田区绿色交通整体规划与设计、南京的中心生态科技岛绿色交通规划、杭州的步行与自

行车规划等。绿色交通理念在政府、学界逐渐得到认可并得到越来越多的实践。重庆市为典

型的山地城市，城市内部地形高差高达 200 多米，平均约为 100 米，且沟壑众多。如何在这

样的山地城市中贯彻绿色交通的理念，是否要走一条与平原城市不同的绿色交通之路，是类

似重庆这种山地城市的城市及交通规划者所要思考的问题。 

2. 山地城市绿色交通的特殊性	

2.1 绿色交通规划的一般内涵 

国内众多学者已对绿色交通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取得较多共识。对绿色交通规划的

一般理解有以下一些： 

（1）绿色交通是一种可持续的交通发展模式，具有协调性、低碳性、生态性，是高效

舒适、环境友好、以人为本的交通系统； 

（2）绿色交通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重要途径，是和城市结构和土地利用相结合的交

通系统，通过调整居民的出行结构，达到减少居民出行总量、降低交通碳排放的目的，形成

环境友好、资源节约、服务大众、可持续发展的交通系统。 

（3）绿色交通规划的内容，除了倡导步行、自行车交通和公共交通外，还包括协调好

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之间的关系、小汽车交通与公共交通（包括城市轨道、常规公交）

之间的关系、交通枢纽建设、交通规划建设与管理、交通配套设施等内容，是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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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山地城市绿色交通的特殊性 

各个城市发展绿色交通时，必然需要根据城市的特点，有选择性地开展工作。经济比较

发达、城市居民环保素质较高、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比较完善的城市，会更多地关注步行

与自行车交通、绿色新型交通工具的使用，以及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处于高速发展拓展期

的城市，则会更加重视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设施布局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由于社会发展、城市地形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中西部城市的城市交通与东部城市有

着很多不同，特别是以重庆为代表的山地城市，其城市交通特征与平原城市有着巨大差别。

因此，针对山地城市的交通特点，将必然走一条独特的绿色交通之路。 

2.2.1  地形对城市格局、用地和交通的影响	

在山地城市，地形因素对城市及交通规划的影响是巨大的。由于山地的影响，城市通常

呈现天然的组团结构，组团与组团之间通过有限的交通通道进行联系；同一个组团内部的不

同区域也通常是构筑在不同海拔高程的地理平台上，平台与平台之间的高差一般都有十几米

甚至数十米，平台与平台之间是较陡的坡地，难以布局大规模的建设用地；或者一些相邻平

台的海拔高程相差无几，但平台之间却隔着较深的沟壑，沟壑的坡度难以布置建设用地。在

这样的城市格局和用地条件下，山地城市的交通呈现低密度、高速度、网络化的道路网络特

征和大分散、小集中、长短结合的交通运行特征。 

在山地城市独特的地形地貌和与之相应的道路网络特征和交通运行特征条件下，道路与

沿线用地的关系是山地城市绿色交通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沿线不同功能用地对道路交通的

需求，是道路选线工作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如道路沿线用地需要密切地与道路发生关系、有

较大的交通流量，则用地的场平标高与四围道路的设计标高契合度必须非常好。因此，如何

科学合理地规划道路网络，是山地城市绿色交通规划中的重要内容。 

重庆市要实现绿色交通，必须考虑道路设计的生态化和交通出行的低碳化，但与平原城

市不同，从某种程度来说，山地城市交通的生态化和低碳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如：要减

少对山体、地形的破坏，则应尽量依山就势修建道路，但依山就势修建道路却会造成道路标

准的降低和道路里程的增加，反而使得车辆碳排放增加；而且，在道路设计和建设过程中，

还必须考虑土石方工程量和道路使用后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有时候某条道路局部线位的优

化调整能减少上百万甚至几百万土石方工程量，而且能减少道路后期的边坡维护工作量、降

低路面沉陷等道路病害风险。         

2.2.2  绿色交通方式的优势和劣势	

按 Chris Bradshaw 的分类，最高等级的绿色出行方式是步行和自行车等利用可再生能源

的出行方式，其次是公共交通、共乘车等。 

由于地形影响，山地城市创造了别具特色的城市步行系统。除依附城市道路、在机动车

道两侧修建的步行道外，还有大量独立于机动车道之外、依山就势修建的步行系统。这些独

立的步行系统蜿蜒于山坡之上，缩短不同高程两点间的距离，方便了步行出行。如何使得这

些步道更舒适、更成系统、更与地形相结合，在与机动车道相交的时候减少受机动车的影响，

是进一步发展这些步道的方向。 

而在平原城市司空见惯的自行车，在山地城市的发展则面临着各种考验。如：自行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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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定位能否与平原城市一样、如何克服道路坡度的影响、如何推广使用等，都是在山地

城市发展自行车面临的难题。 

山地城市的特殊地形和因此而形成的独特的道路网络布局结构，决定了山地城市公共交

通的特殊重要地位。由于地形的限制，难以形成密度非常高的路网，路网的连通性也不理想。

在这样的路网条件下，不可能承载过大的交通流量。因此，相对于平原城市，在山地城市发

展运输效率更高的公共交通，其迫切性无疑更大。据统计，目前重庆公交共有营运车辆 7822

辆，经营线路 414 条，日平均客运量 500 余万人次；已运营轨道交通线路 3 条，运营里程约

75 千米，轨道交通年客运量 8331 万人次，最大日客流量约 75 万人次。此外，在建轨道交

通线路 4 条，共计 123 千米。近年来，重庆市主城区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方式的比例高达

将近 65％，为重庆市今后发展公共交通提供了非常好的现实条件。但重庆市面临的城市小

汽车快速发展的压力很大。2011 年，重庆市主城区机动车数量为 81.2万辆。与其他大城市

相比，机动车总量的绝对数据不算高，但相对而言，增长速度非常高：从 20 万辆到 40 万辆

历时 6 年 7 个月，从 40 万辆到 60 万辆历时 2 年 4 个月，从 60 万辆到 80 万辆历时不到 1

年半；其中，私人小汽车近年来增长率均保持在 25%以上。因此，如何将市民出行选择的交

通工具，从小汽车吸引到公共交通上来，就需要创造更好的公共交通出行条件，更好地将土

地利用与公共交通规划及运营结合起来，调整公交线路，增加公交站场和其他附属交通设施，

做好常规公交之间、常规公交与城市轨道交通、常规公交与小汽车之间的换乘接驳工作。 

2.2.3  交通智能化、信息化的发展方向	

绿色交通另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通过交通智能化、信息化提高交通的运行效率，从而

达到绿色、低碳的目的。因此，很多城市都把交通的智能化、信息化作为发展绿色交通的一

大方向。 

与其他发达地区城市相比，重庆市交通智能化、信息化发展还相对落后。重庆市主城区

共有交叉口信号灯 820套，仅占全中心区平面交叉口数量的 25%左右；电子警察 264套，LED

显示屏 35 套。从整体看，目前重庆市智能交通水平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与上海等发达

城市的水平差距明显。这与城市总体发展水平、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和山地城市的交

通特色有关。山地城市的路网格局不规则，次干道以下的低等级道路多是自由式路网布局，

一些主干道也是依山就势修建，交叉口间距长，路段中间布置了较多的用地，交通控制的影

响因素非常多，因此与平原城市相比，山地城市在交通信息采集、交通控制体系、甚至智能

交通发展方向，都需要做特别的、与道路及交通特点相结合的考虑。     

2.2.4  山水资源、城市和自然的和谐共生	

更重要的，如何在发展交通的同时，最大程度地获得丰富的“山水”本底资源赋予山地

城市的自然景观价值，使得交通建设和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和谐发展，是山地城市绿色交通

的最大目标。山地城市一般都具有非常好的山水本底资源，市区内就可以看到丰富、错落的

自然植被；起伏有致的地形使得城市富有层次美，“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加

上河流从城市内部流过，给城市增添了灵气。山水结合的美景，使得城市本身就是一幅美丽

的画卷。如果在发展交通的同时，能够不破坏这幅美丽画卷，同时又适应城市的交通发展，

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使得交通设施与自然共生，那么这个城市的交通自然是绿色的、和谐

的、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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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达到这个目标，仅重视交通建设中的某一方面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道路建设，还是

发展绿色的交通方式，都需要置于“绿色交通”整体中予以考虑，而且这个“绿色交通”是

城市综合发展背景下的绿色交通。 

3. 重庆市的绿色交通规划实践	

重庆市是典型的山地城市，在研究、推广和应用山地城市绿色交通方面，进行了不懈的

努力。近年来在土地利用与绿色交通规划的协调、自行车的使用方面，完成了一系列的规划

项目。以下以两个项目为例作简要介绍。 

3.1 悦来生态城公共交通与停车系统规划 

2010 年，重庆市开始悦来低碳生态试点区 3.43平方公里区域的规划研究工作，试点区

域控规编制提出了以公交为导向的开发准则、提倡混合型土地利用的生态规划理念。为落实

这些绿色交通理念，需对生态城公共交通系统进行完善的规划和设计；同时结合用地布局进

行生态城停车规划。下图为在该低碳生态试点区开展的绿色交通规划项目的技术路线。 

 

图 1  项目技术路线图 

该项目在公交规划方面的特点在于：深度利用了交通模型技术，将该区域划分了 300

多个交通小区，测算出每个交通小区的交通发生和吸引量，并在充分考虑过境交通和内部交

通、各种交通方式的分担比例（包括轨道交通、步行+自行车、小汽车、常规公交等）后，

提出生态城内部和对外的公交线路，并对道路网络、横断面形式、公交停靠站设置形式等提

出了调整方向和建议。 

而在停车规划方面，该项目充分体现了差异化停车供给的原则，越靠近轨道车站、大站

快车等大中容量公共交通设施的地块，其停车配建指标就越低。同时，公建地块和居住地块

采用不同配建指标，停车控制总数和路网通行能力匹配，保证路网的总体运行效率。 

3.2 北部新区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 

北部新区位于重庆市主城区北侧，区域地形起伏较大，处于城市开发建设的初级阶段，

骨架路网已基本形成。在北部新区推广使用自行车，对于自行车在重庆市其他地区乃至国内

其他山地城市的推广使用，都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解读悦来规划 

自行车，步行规划 道路网规划用地布局 

规划数据输入主城区综合交通预测模

分方式出行量推算 客流走廊 出行期望线

公交线网布局 公交站点布设 停车位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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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首先对自行车在该区域的功能作了分析和界定，认为该区域自行车主要以接驳交

通、小区域内出行和休闲为主。在分析、辨识自行车交通的吸引点后，根据供需平衡的原理，

分析需求，寻找供给，形成一个供给需求相对应的自行车网络；然后以次干路、支路为基本

网络，对道路坡度进行适应性分级： 

 一级路段：纵坡小于 3% ；自行车自由通行，根据需求覆盖自行车网络  

 二级路段：纵坡 3%-5% ；自行车可以通行，根据需求选择性布置自行车道  

 三级路段：纵坡大于 5% ；自行车有条件通行，慎重布置自行车道 。 

 

 

图 2  北部新区交通吸引点分析示意图 

 

 

图 3  道路纵坡分析示意图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339



 

 

优先考虑一级路段，形成最基本的供给网络；适当补充二级路段，形成结构相对完整的

供给网络；慎重选择三级路段，最终形成系统相对完善的供给网络。结合交通吸引元分析，

最后规划形成一个规模约 150 千米、覆盖四个不同台地区域、“两个网络一个特色”的自行

车网络。两个网络分别指以重要轨道站点为中心、服务半径 1.5 公里的自行车接驳网络，和

相对独立、局部连通的四个自行车片区；一个特色指滨水景观休闲的自行车通廊。 

项目还对建筑物的配建自行车停车位、公共自行车停车位、自行车过街方式、自行车道

铺装、标识、照明等进行了研究和规划，形成了较完整的自行车规划和应用系统。 

4. 近期重庆市绿色交通的重点发展方向	

在重庆市，思考较为全面、具备较系统地发展绿色交通的条件的区域是两江新区。重庆

两江新区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由国务院直接批复的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开放

新区。新形势下，作为国家级重点开发开放平台，新区规划发展目标中也明确提出要探索资

源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要建设生态型新区，建成功能完善、居住舒适、出行便捷的新型城

区。因此，为推动两江新区生态山水园林城市建设，新区管理委员会、重庆市规划局明确提

出，要在两江新区建设低碳的、生态的、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的绿色交通体系，并为其他区

域提供示范。 

重庆两江新区发展绿色交通，是在综合总结其它国家、城市发展绿色交通经验的基础上，

结合两江新区的实际情况，从总体上进行谋划、并在一些发展方向有所突破和创新的绿色交

通发展道路。根据新区的发展趋势、建设现状和开发进度，以下几个方面是新区绿色交通的

重点发展方向。 

4.1 生态道路设计 

对于作为山水城市骨架的道路网系统，需要利用绿色交通理念，建立生态道路规划建设

标准，并依据该标准，结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情况，在规划阶段开展道路线路、纵断面等

方面的优化工作，为实现交通的可持续发展、适应生态山水城市要求做好基础工作。 

该项目目标是通过“道路建设从大填大挖转向生态设计”的思路转变，建立生态道路规

划建设标准，重点对道路线性指标与自然地形和城市用地的适应性进行优化，实现交通与环

境的协调、交通与社会的协调、交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最后根据绿色生态道路规划建设标

准，结合控规的编制情况，针对近期拟建的服务性主干路、次干路开展具体的道路优化工作。 

4.2 步行及自行车系统 

两江新区区域内山水纵横，规划布局合理的步行系统，构建与地形、道路充分结合的自

行车系统，不仅能够促进慢行交通的发展，合理衔接公共交通，促使城市交通形成合理的出

行结构，而且能够打造有序、和谐、安全、宜人的城市环境，提升整个城市的品位，符合两

江新区低碳、生态的发展理念。 

该项目的目标是：分析龙盛片区自行车交通系统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索适合于新

区特色的自行车发展模式及适用条件，提出两江新区内的自行车示范线路和公共自行系统布

点规划方案，与其他交通方式充分结合，形成具有新区特色的自行车网络。同时，对山地城

市步行系统的发展特征进行分析，根据步行系统发展的基本要素，确定步行系统的在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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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功能定位、规划布局。针对 10 平方千米的新区核心范围，提出具有新区特色的步行系

统示范线路。 

4.3 有轨电车 

现代有轨电车绿色无污染、路权灵活、建设周期短、投资相对较小及与城市环境相容性

好，是一种适应性较好的交通方式，可与山地城市的城市特点相结合。发展具有重庆特色的

现代有轨电车，对展示两江新区新形象，提升城市品质，完善公交体系结构，都具有重要意

义。 

两江新区龙盛片区作为城市新开发区，近期客流难以达到大容量轨道交通需求，但又需

要交通来引导其发展，因此，现代有轨电车可以发挥其巨大的引导作用。该项目可以从战略

上明确现代有轨电车在两江新区的重要地位，并切实地对有轨电车在龙盛片区的线位、场站

设施用地进行规划和预留控制，为龙盛片区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选取龙盛片区现代有轨电车规划线网的一条具体线路（15千米左右）进行示范线设计，

工作深度达到控制性详细规划深度，具体包括道路断面形式、线路平面线形、轨道线路布设

形式，站位设置及站台形式（站台长度、宽度、具体位置）、轨道制式的选择、交叉口控制

与行人过街问题等内容。 

4.4 智能交通系统 

由于智能交通系统是一个融合了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综合性系统，其规划

设计需要一个从统筹考虑到具体实施的过程。该项目建议借鉴国内外智能交通系统的成功经

验，结合两江新区自身特点，方向明确地，有重点地对两江新区智能交通系统进行规划。其

主要工作包括以下三个阶段：首先对国内外智能交通发展研究、应用现状开展较为全面的分

析和总结，并根据重庆及两江新区的特点，提出两江新区智能交通系统的发展方向和建设重

点，形成两江新区智能交通发展框架规划；其次基于两江新区智能交通发展方向和建设重点，

从用地、设施建设角度，提出应予以规划控制预留的内容。工作深度为控制性详细规划；最

后与交管局等相关部门合作，确定两江新区智能交通试点区域，开展具体的智能交通设计和

实施工作。 

5. 结语	

山地城市的特点决定了山地城市发展绿色交通必须做具体的分析和有针对性的思考。在

“可持续发展”总体目标的指导下，可有选择性地发展绿色交通的某个方面，以带动绿色交

通的全面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一些绿色交通示范项目的实施，可让社会接受绿色交通发

展的理念，培养市民绿色环保的交通习惯，真正达到城市和社会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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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新区绿色交通规划对策研究 

张诚  周涛  张建嵩 

【摘要】传统交通规划理论已经不能适应未来城市交通高效、公平、安全、环保、低耗的发

展需求。国内外城市交通发展的成功经验表明，发展具有可持续特征的绿色交通才是解决城

市交通问题的根本途径。两江新区作为内陆唯一的国家级开放新区，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

本文基于国内外城市发展绿色交通的先进经验，对绿色交通理念进行解读，从交通与土地利

用一体化、综合交通系统绿色化、出行交通环境绿色化、城市交通管理绿色化等几个方面，

深入探讨了两江新区发展绿色交通的规划对策，为两江新区开展城市绿色交通规划提供依

据。 

【关键词】两江新区  绿色交通  规划对策 

1. 前言	

传统交通规划已不能适应新世纪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需求，交通拥堵、交通安全、交

通污染等问题已成为影响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然而发展绿色交通使城市交通向绿色转型正

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必由之路[1]。 

国外方面，许多城市在经历了以小汽车为主导的交通方式给城市交通带来的恶性影响之

后，开始逐渐追求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开展了一些具备绿色理念的交通规划并逐步实施，

并且倡导一些绿色交通出行方式[2]。国内方面，2003 年 8 月 15 日国家建设部和公安部联合

发布了关于开展创建“绿色交通示范城市”的活动通知；2006 年两会提案《关于“用绿色

理念规划畅通工程”》提出“跳出传统的交通管理和道路建设思维模式，变以车为本为以人

为本，创建绿色交通”。 

两江新区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由国务院直接批复的第三个国家级开发

开放新区，是知识经济和消费经济背景下启动的内陆新区，也是重庆建设内陆国家中心城市

的核心载体。新形势下，作为国家级重点开发开放平台，两江新区肩负着新的使命。因此，

需要推动两江新区生态山水园林城市建设，在两江新区建设可持续的绿色交通体系，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适应未来城市交通高效、公平、安全、环保、低耗的发展需求。 

2. 国内外绿色交通发展经验总结	

2.1 国外经验 

丹麦·哥本哈根城区面积 2862 平方千米，人口 181万，自行车道路网络达到 300 千米，

自行车出行比例高达 34‐40%。经验总结：编制相应绿色交通规划，注重自行车和步行交通。 

荷兰·格罗宁根中心城区面积 5 平方千米，人口 17 万，中心城区内 57%的旅游是以自

行车为工具，外来约 70%的机动车换乘自行车、环线公交、运河巴士等绿色交通。经验总结：

与城市规划相结合，编制相应绿色交通规划，采用交通管理措施，精细化道路空间设计。 

美国·波特兰将城市用地需求集中在现有中心（商业中心和轨道交通中转集中处）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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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线路周围，提高轨道交通系统和常规公交系统的服务能力。经验总结：重视公共交通发展，

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新加坡对汽车销售收取重税，推广使用环保车，采取“共用汽车”、“拥车证”、“拥堵费”

等措施，鼓励国民选择自行车、步行等绿色交通方式出行，并且教育有车族养成良好驾车习

惯以降低油耗。经验总结：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减少机动车交通，鼓励绿色出行。 

2.2 国内经验 

天津市开展了《中新天津生态城绿色交通系统规划研究》，指出在交通系统布局时应控

制机动车进入生态城内的可达范围，创造良好的慢性交通环境等。长沙市建委组织编制了《长

沙市绿色道路设计导则》，指出绿色道路设计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安全至上”、“尊重自然，

保护环境”等理念。杭州市编制了有关步行和自行车的交通系统规划，并逐步实施，构建主

城核心区“一环、三步、四滨、四连”的步行、自行车交通系统。深圳市于国家住建部和交

通部签订了《关于共建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合作框架协议》，并且编制了《盐田区绿色交通

整体规划与设计》、《深圳市绿道网专项规划》等绿色交通规划。 

经验总结：在国外诸多城市已成功发展绿色交通的同时，国内一些城市正在积极开展绿

色交通的相关工作，通过编制相应的绿色交通规划，积极推进绿色交通发展。 

3. 城市绿色交通理念解读	

加拿大学者 Chirs Bradshaw 首次提出了绿色交通概念[3]，关于绿色交通的涵义目前尚无

统一的说法，结合国内外关于绿色交通方面的先进研究成果，本文把绿色交通定义总结为：

为了减少交通拥挤、降低交通污染、促进社会公平、节省建设维护费用而发展低污染的有利

于城市环境的多元化城市交通工具来完成社会经济活动的和谐交通运输系统[4]。绿色交通的

本质就是可持续理念在交通领域的延伸，绿色交通不仅仅是使用绿色交通工具，它的从低级

到高级的发展进程为：引导“公交+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减少交通出行总量→交通环境

绿色化→交通可持续发展。 

 
图 1  绿色交通发展进程示意 

4. 两江新区绿色交通规划对策	

两江新区位于重庆主城区长江以北、嘉陵江以东，总面积 1200平方千米，涵盖江北区、

渝北区、北碚区三个行政区部分区域及北部新区。独特的发展条件赋予了两江新区绿色交通

系统建设的属性诉求，即人文关怀、生态社区、交通安宁、快慢分离、环境友好。因此，把

两江新区发展绿色交通的战略目标定位为建立空间差异性的和谐交通环境，实现对外高速连

接，对内多式换乘，内部交通安宁的绿色交通环境，充分体现山水特色的便捷、安全、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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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交通系统。两江新区绿色交通规划的发展框架如下图所示： 

城市交通对土地利用影响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提高道路标识特色

交通与土地协调发展

推广新型交通工具

降低机动车碳排放

建立科学管理体制

交通需求管理TDM

加快发展轨道交通及有轨电车等中运量系统

注重土地混合利用，推进土地利用与交通建设一体化

设计特色标识，营造怡人交通环境，突出城市形象

逐渐推广新能源与绿色交通工具，交通出行绿色化

严管高污染车辆，严格执行机动车碳排放标准

建立保证规划实施、具有综合协调能力的管理体制

城
市
绿
色
交
通
规
划
发
展
框

架

主动控制管理交通需求发生量，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构建生态路网结构 优化道路线形，建设生态道路，运行通畅，减少拥堵

打造优良慢行系统 倡导慢行交通，完善步行及自行车系统规划

城市

交通管理

绿色化

出行
交通环境

绿色化

城市综合
交通系统

绿色化

交通与

土地利用

一体化

智能交通管理ITS 智能化、信息化的交通管理，发展高效节能技术

土地利用对城市交通影响 合理布局城市用地，降低交通出行总量

用正确的交通发展模式引导城市土地利用发展

 

图 2  两江新区绿色交通规划发展框架 

4.1 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 

4.1.1  推进土地利用与交通建设一体化	

根据未来两江新区的城市发展定位，用地结构会进一步调整以适应新的发展需求。其总

体形态将通过外延和内涵两种发展模式不断调整和完善，不仅表现为外围用地的拓展，也表

现为两江新区已建成区的改造和更新。因此，协调好城市土地利用的开发、改造和更新过程

中与交通系统建设的关系对改善城市交通有直接作用。在新区开发过程中，尤其是在龙盛片

区和水土片区的建设过程中，应在规划中预留充足的各类交通设施用地，保证土地利用与交

通设施发展的有机结合，并根据土地开发进程适度超前建设；在已建成区改造过程中，应根

据开发地区土地利用变更情况，及时完善道路网系统、公共交通附属设施、停车设施等方面

的建设。 

4.1.2  注重城市土地的混合利用	

美国加州相关规划部门就加利福尼亚 5 个地区购物中心邻近地块混合利用情况，以及其

对出行方式与出行量的影响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土地混合利用可降低 5~7%的出行量。

国内相关研究也表明，城市中心区内居民出行空间分布与该区的土地利用混合程度密切相

关，区内部出行的比例与本区土地利用混合程度相关系数也较高。两江新区在旧区改造和新

区开发中应重视各类土地利用的平衡发展，使土地利用达到一定的混合程度，产生职住平衡

效应，就地吸纳本组团居民出行，减少跨组团或中长距离得出行活动，从而减少有限通道的

交通压力，缓解交通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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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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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分布特征

 

图 3  单一功能开发及其对应的交通分布特征         图 4  混合功能开发及其对应的交通分布特征 

4.1.3  应用轨道站点 TOD开发模式	

轨道站点 TOD 开发模式旨在提升轨道车站周边一定范围内的土地开发密度和强度，实

现对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同时，改善轨道交通出行条件，使更多市民出行采用轨道交通。轨

道站点 TOD 开发模式强调以公共交通为主，以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和提高环境容量的承载

力为目的，与常规的城市交通相比，TOD 模式有着明显的绿色交通特征，因此对于两江新区

实现绿色交通具有重要意义。 

   

图 5  两江新区轨道站点 TOD 开发模式示意 

4.1.4  加强交通影响评价分析	

两江新区各城市中心应尽量少建对交通影响大的商业性质建筑，对大型项目建设工程都

要组织专家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按照评价的结果，不该建设的项目要坚决停建。 

4.2 城市综合交通系统绿色化 

4.2.1  构建生态路网结构	

在规划层面对道路选线进行优化，最大程度避免大填大挖；减少对山体等自然地形的破

坏，最大程度保留原生态的地形地貌，减少后期的边坡维护等工作量，降低滑坡、沉陷等灾

害的风险；从规划层面，特别是控规层面，对道路规划控制线进行优化，可更好地对道路围

合地块进行规划控制，有利于土地的开发和建设。 

在构建两江新区的城市路网时，要综合考虑非直线系数、路网可达性和路网连接度等指

标，力求使两江新区整体路网运行效率能够得到最大发挥。 

4.2.2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两江新区应加快建设以轨道交通为骨架，常规公交为网络，出租车为补充，慢行交通为

延伸的公共交通体系。建立促进公交优先的政策体系，包括制定公交优先发展的导向战略与

法规，建立规范的财政补贴制度，加大对公交系统的用地规划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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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或有轨电车“4+2”换
乘点

公交枢纽或
旅游集散点

社区巴士

穿梭巴士 组团
 

图 6  两江新区公共交通发展模式示意 

4.2.3  打造优良慢行系统	

（1）步行交通 

在滨江休闲步行走廊等一些体现城市自然风貌的景区，其步行道设计应与周围自然景观

良好衔接，依山就势、傍水行人，做到与山体、水体的曲线美协调统一。在居住中心区和商

业中心区，建立独立的慢行系统网络，在平面上将机动车运行系统与慢行系统完全分开，且

规定在平面交叉口，通行优先权属于慢行交通。 

居住中心区步行交通组织模式

公共服务中心

机动车系统

步行系统

商业核心区域步行交通组织模式

轨道车站

公共汽车停靠站

出租车扬招点

社会车辆停车场

步行系统

步行保护圈

商业核心区域

图 7  两江新区步行交通组织模式示意 

（2）自行车交通 

在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下，两江新区应适当鼓励发展自行车交通，作

为公共交通的延伸。自行车交通的优势领域在于短距离出行，因此在地形较为平坦的区域（居

住区、滨江休息区等）可以考虑从自行车出行方式，打造优良的慢行环境，建设绿色、低碳

的自行车交通示范区域。 

  
图 8  两江新区自行车道设置方式示意 

4.3 出行交通环境绿色化 

4.3.1  提高道路标识特色	

设计特色道路标识，使交通信息的表达更加人性化，可以营造人的交通出行环境，突出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347



 

 

两江新区的城市形象。 

 
图 9  道路特色标识示意 

4.3.2  推广新型交通工具	

目前，国内外环保汽车的种类主要有电动汽车、太阳能汽车、氢能汽车、天然气汽车、

新型汽油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等六类。两江新区获批后，治理交通污染受到高度重视，近几

年来，不断引进环保车型，如混合动力出租车、混合动力公交车、LNG液化天然气公交车，

纯电动公交车等等。两江新区应该结合自身特点，逐渐推广各类符合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目标

的环保汽车。 

气电混合动力公交车（818路）长安“志翔”新能源出租车 纯电动公交车（609路）  
图 10  两江新区正积极引入环保车型 

4.3.3  降低机动车碳排放	

执行严格的机动车排放标准，坚决淘汰旧式高排放机动车在城市路面行驶，对于部分尚

处于过渡期的未达标机动车，可强制安装尾气处理装置，达到净化汽车尾气，使其基本符合

规定的排放要求。多年来，北京市一直领先执行汽车排放的国家标准，历经“国Ⅰ”、“国Ⅱ”、

“国Ⅲ”，目前执行“国Ⅳ”标准。当下“国Ⅴ”标准尚未出台，而北京市发改委表示，北

京年内将在全国率先实施更严格的机动车京Ⅴ排放标准。相对于北京、上海等，这些城市正

步入执行机动车碳排放更高标准的新时期。作为中国的第三个副省级新区，两江新区需要领

先进入执行较高级的汽车排放标准行列。 

4.4 城市交通管理绿色化 

4.4.1  建立科学管理体制	

为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规划的顺利实施，也为有效协调规划、建设、管理、运营与维护

的各个环节，应成立由两江新区管委会主要领导、以及城建、交通、管理等有关各职能部门

共同参与的“两江新区绿色交通综合协调机构”，统筹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实现两江新区城

市交通的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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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交通需求管理 TDM	

交通需求管理就是为保持城市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道路资源的潜在功能，在扩建道路

基础设施的同时，对城市交通需求实行最有效的调控、疏解、引导等管理措施，对城市客、

货运出行采取从宏观到微观的多方面有效管理措施[5]，以期优化交通分布、调整用地布局，

改变客货运输时空布局方式，转变人们的出行观念和行为，进而缓解交通拥堵，是实现两江

新区绿色交通的重要手段。 

4.4.3  智能交通管理 ITS	

应用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可以减少交通延误、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是实现两

江新区绿色交通的重要措施。 

5. 结论	

本文基于国内外城市发展绿色交通的成功经验，重点解读了城市绿色交通的理念，以及

两江新区发展绿色交通的规划对策。研究结果表明，两江新区发展绿色交通应从交通与土地

利用、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出行交通环境、城市交通管理等几个方面开展相关规划及研究，

在规划层面就牢牢把握绿色交通理念，从而逐步实现两江新区的绿色交通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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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慢城及其交通体系构建关键问题探讨 

孙华灿 

【摘要】针对“以快为先”解决我国城市交通问题的传统思路，借鉴国际“慢城运动”传递

出的“慢发展”理念，提出了结合我国中小城镇发展“慢交通”的几点策略。首先介绍了慢

城的起源与发展状况，分析了“慢城运动”的内涵和对我国新时期城镇化进程的现实意义；

其次，在剖析慢哲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慢”为主题的交通发展模式，详细阐述了该发展

模式必须坚持的“SLOW”原则；然后从公共交通、道路网络、停车设施和政策调控四个方面

讨论了推进“慢交通”发展的关键问题，最后分析了“慢交通”发展的形势和研究方向。  

【关键词】城市规划  慢城  城市交通  慢交通  绿色交通  交通规划 

1. 引子	

“快”是一直贯穿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词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备受

世界各国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城市化、机动化和信息化三化同步推进的特殊国情下，我

国城市解决城市拥堵的传统思路一直集中于远距离机动化和快速化交通体系，并且总是试图

通过加大设施供给来解决人们的出行需求。但是，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越治越堵。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过度关注机动化交通方式在速度方面的优势，忽视了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等慢速交

通在通过能力和灵活性方面的长处，导致综合交通体系无法真正发挥综合的效用。各地对城

市人口出行规律的研究都不约而同的指出，人们日常出行中，很大一部分属于中短距离的空

间位移，这一比例在很多大城市接近 50%，在中小城市更是超过 70%。城市交通要解决的“综

合交通体系”问题，需要把长途交通和短途交通、快速交通和慢速交通结合起来解决，提高

城市整体运行效率，才能有望避免交通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在传统以“快”为先解决城市交

通问题的主流方法面临重重困境的情况下，有必要换一种思路来满足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

升和人居要求的改善的迫切需求。世界范围内正在蓬勃兴起的“慢城运动”或许可以给我们

提供非常有益的启示。 

2. 慢城的内涵	

2.1 国际慢城的起源 

慢城一词来源于意大利语和英语的合成词 cittaslow，意思是慢节奏的城市运动[1]。国际

慢城运动源于慢食运动。1986 年，为了保护传统美食文化，意大利记者、美食评论家卡洛·佩

特里尼（Carlo Petrini）发起了一场“保护享受权利的国际运动”，成功阻止了罗马西班牙广

场附近美式快餐店的开张。随后，在他的努力下，“国际慢餐协会”在意大利成立。以抵制

快餐文化、保护原生态的传统食品、提倡享受生活和美食、推行慢餐文化和品位教育为宗旨

的慢食运动在全球拉开帷幕。1999年 10 月，鉴于慢食运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意大利小城

格雷韦（Greve‐in‐Chianti）、奥维托（Orvieto）、布拉（Bra）和波希塔诺（Positano）的市长

以及慢餐协会的代表们联合发起了“慢城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ittaslow）”，决议将慢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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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的原则运用到城市规划当中，并发表了《国际慢城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宪章》

致力于解决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探寻地方特色维续，倡导“优质生活”；并在环境立

法、市政公共基础设施、城市品质、本土产品、宾客接待和慢城意识及青少年教育等方面，

为会员城市提供了一套全面的涵括 54 项具体政策的行动框架，慢城运动由此而生。[2] 

 

图 1  慢城的标志 

来源：http://www.cittaslow.org/ 

2.2 国际慢城运动的发展 

慢食运动为慢城运动的发起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慢城运动一经提出，立即

得到很多意大利本土城市的积极响应。随着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分享，越来越多认可

慢城的城市，开始申请加入慢城协会。1999至 2012 年间，慢城数量呈线性增长趋势。截止

到 2012 年 7月，加入慢城协会的城镇已经由 初的 4 个迅速发展到 161 个，成员国数量也

增长至 25 个[3]。整个欧洲国家已有 100 多个慢城，其中慢城运动的先驱意大利就有 70个，

接近慢城总量的一半。其他国家如波兰、奥地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等十几个国家的慢

城数量也在见增。亚洲的韩国和日本各自以 12 个和 8 个分别位居各国数量第二、三名。由

地理分布图可以看出，慢城在五大洲均有散布，但大多集聚在欧洲，亚洲次之，大洋洲、美

洲、非洲紧接其后，总体呈现以发源地欧洲为集聚中心向外围辐射的特点（图 2）。 

 

图 2  慢城在全球的地理分布（截止到 2012.7） 

数据来源：http://www.cittaslow.org/ 

2010 年 11 月 27 日，在苏格兰召开的国际慢城会议上，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县桠溪镇被

正式授予“国际慢城”称号，成为国内首个慢城。彼时，正值慢行交通理念席卷全国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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桠溪镇的这一称号，立刻受到了国人的广泛关注。有关慢城的专题报道和学术研究也从 2011

年开始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根据《宪章》的规划，申请加入慢城协会的城市人口须在 5万人以下。制定这一标准的

很大原因是因为发起者们认为慢城的政策和目标在小城镇施行起来更加容易取得成效[4]。这

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慢城成员数增加的步伐。不过，随着慢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这一门槛并非高不可迈。如果一个人口超过此规模的城市申请加入，慢城委员会将通过商议

决定是否批准。除此以外，一些不满足《宪章》标准但又迫切想要加入慢城协会的城镇或地

区还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以“慢城支持者”（Cittsslow Supporter）的身份参与慢城运动。 

2.3 国际慢城的内涵 

“慢城”是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Mayer认为慢食运动和慢城运动作为代替美联社的

基准城市发展目标，侧重于地方资源、经济和文化的优势，以及保持具有独特历史背景的城

镇，并提出慢城才是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可持续、宜居之城。慢城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第一，慢城是具有地方传统特色生产与独特文化的城市；  第二，慢城是鼓励发展有机

生产和具有个性城市的宜居之城[5]。Dogrusoy从速度的概念出发来引出慢的哲学理念，认为

快作为一种重要的节奏现象，为形成工业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快在创造价值的同时

也不乏弊端的显露：它为可持续发展造成明显障碍，在使人们获得机械化和工业化的同时却

导致了城市环境的恶化。对快的追求已经成为提升城市软实力的重要障碍。鉴于此种理由，

他提出将慢城理念可以作为可持续经营城市的正确选择[6]。宗仁在剖析高淳县桠溪镇成为国

际慢城原因的基础上，认为慢城运动的暗含的逆城市化理念值得当前中国城市借鉴。他同时

指出，倡导慢生活对推动中国旅游产业由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转变、解决老龄化问题都有着

非常有益的启示[7]。 

慢城不仅是一种城市模式，也是一种生活哲学。慢城运动希望人们能够明白，现代化的

城市不全是高楼大厦、霓虹闪烁、车水马龙，也可以保留传统的建筑和独具特色的景观风貌；

城市生活不只是行色匆匆的一种节奏，可以慢慢的行走静坐、驻足与人招呼闲谈、慢慢享用

可口的美食；各种商品也不全部依赖规模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也可以保留传统的手工甚

至农耕模式……但是，慢城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让人们过“博物馆中的生活”。相反，它

尊重现代化，主张将现代化技术与传统生活方式相互结合，寻找其中有利于提高生活质量的

因素，使人们不仅可以享受现代化生活带来的诸多方便，更会把一种健康幸福的生活方式带

给每一个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 

国际慢城的标准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我国城市，但是它所传达的优质生活理念，却是对

几乎整个人类都适用的价值观念。面对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生活节奏过快、高压力、亚健康人

群数量越来越大；资源价格高企、生存成本不断高升；环境危机凸显、生物物种加速灭绝、

极端天气频发；地域文化差异渐渐消亡、千城一面现象越来越普遍等等一系列不可持续的发

展问题，慢城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这一理念完全可以结合我国当前以中小城

镇为发展主体的城市化进程，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现代慢城理论，并在实践中推广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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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慢交通发展原则	

3.1 总体原则 

交通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创建城市的重要手段。不同方式主导的城市交通发展

模式会显著影响城市空间格局和土地使用，不同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又决定了交通源的分

布、交通供需特性，从而从宏观上决定了城市交通的结构和基础。两者之间相互反馈、相互

加强。慢城是一种城市模式，必然要求有相应特征的城市交通模式之适应。这一交通模式的

构建理念显然也应该契合“慢”的主题，可以用“慢交通”来概括。不过，“慢交通”的“慢”

绝不是速度的慢，而是可持续、有效率、有活力地发展。借鉴慢城运动传递出的生活哲学，

“慢交通”的发展理念可以用“SLOW”法则来归纳。所谓“SLOW”即：可持续（Sustainable）、

低碳（Lowcarbon）、可选（Optional）、友善（Warm）。四种原则之间相互交叉，互相渗透。 

3.2 “S”——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一般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

害的发展”。城市机动化交通的快速发展已经对孩童的成长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平均每年近

16，000 名儿童步行者会遭遇道路交通伤害[8]。大量交通基础设施对土地的低效占用，对不

可再生能源的消耗以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不仅制约了当代人生活品质的提升，而且已经

威胁到了后代子孙的生存与发展。慢城交通的发展必须坚持可持续的发展理念，重视对城市

生态环境的保护和资源（重点是不可再生资源）的优化利用；在重视交通系统建设的同时，

重视交通设施利用效率的提高；交通系统在满足近期需求的同时，要符合城市社会经济生态

环境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要求。 

3.3 “L”——低碳 

“慢交通”理念倡导以优质公共交通为主导的空间紧凑开发模式，积极为步行者营造便

利舒适的设施和人文环境。因为步行是举世公认的低碳生活方式，并且已经超越了低碳交通

本身的目标诉求，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虽然就速度而言，步行交通很难与效率

相提并论，但是适当强度的步行不仅可以有效提高身体机能、大量减少交通事故和人身伤害，

可以释放出更多可能会被停车设施占用的公共空间，创造人与人面对面交往的场所和机会，

还可以增加步行者沿途购物消费的概率，对于活跃本地经济、增强街区活力有着难以估量的

积极意义。除此以外，同样享有低碳盛誉的自行车交通、清洁能源驱动的公共交通也应该得

到大力支持。 

3.4 “O”——可选 

多样性是活力城市的重要特征之一，由此引发的城市交通需求也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特

征。过度依赖机动化公共交通系统也是对城市活动多样化的否定。趋于单一化的交通服务不

但不能解决交通供需之间的矛盾，甚至会令其朝着越发尖锐的方向发展。慢城交通倡导以行

为理论为基础，坚持“分散‐集中”原则，增加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方式的可达性与易达性，

让居民可以根据交通状况和自己的出行喜好，合理选择出行方式和出行路径，尽可能发挥自

然人在满足交通需求方面的作用；在交通走廊上则布局优质的公共交通系统，将居民中长距

离机动化出行的需求进行集中，实现公共交通服务提升与居民主动选择的良性互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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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W”——友善 

人们对城市魅力的 直接 真切的体验，往往是从细部细节中得到的。交通设施和环境

的友好程度会影响出行行为选择。国际慢城要求小汽车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20km/h，这对小

汽车使用者而言显然不是很友好。但是这只是“车行受限”中的一小点。更多限制的手段已

经随着上世纪 60 年代荷兰开始推行的交通稳静化理念，迅速蔓延至欧美很多国家的城市改

造中。限制车辆通常意味着对其它交通方式的偏袒与照顾，这对致力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大多

数居民幸福指数的城市而言，这是以小换大的合理交换。城市是人的集聚地，保障步行、骑

行、轮椅使用者们的人身安全是城市交通的重要内容之一。安全感的增加有利于人群的逗留

和集聚，人情味十足的街道很容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休闲的场所，有助于形成热闹繁荣的

街区，对经济同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4. 慢交通发展关键策略	

4.1 公交优先是实现慢交通的前提 

慢城运动是反对过度城市化、反对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喧嚣、拥挤、污染等负面效应。

慢城标准中明确规定了人口不得超过 5 万人。这样的城市规模，在我国城市分类体系中属于

小城市的范畴。城市半径不足 1.5 公里，完全可以依赖步行和自行车解决内部交通问题。适

度发展的电动出租车足以满足居民对内部公共交通的需求，不必强调公共交通的分担比例，

否则就有矫枉过正之嫌。而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如此规模的城市自我造血

能力远远不足以居民高质量的生活水准，必须接受大城市的辐射。慢交通显然不鼓励采用分

散化的私人机动车作为主要辐射方式。对于大中城市中的慢社区而言，优质的公共交通更是

必不可少了。只有便捷高效的公共交通体系作为支撑，在需要快的时候能够快起来，才能保

证慢城中的生活慢的自然、慢得有序、慢得从容。 

4.2 路网重构是实现慢交通的基础 

道路是城市交通赖以运行的基础载体，也是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的重要设施。

以满足机动车速度为核心的道路分类和设计方法，将道路功能有意无意的用如何适应机动车

通行需求来衡量，在不知不觉中将现代城市交通引向车本位的方向，遵循着西方发达国家城

市交通发展的轨迹，也重复着这些国家曾经经历的境遇。“慢交通”理念指导下的城市道路

网络必须积极围绕“慢”来进行规划和设计。 基础是工作是对道路体系进行重构，将道路

的交通功能与空间场所功能协调考虑，淡化道路交通功能的等级，强化道路空间功能的塑造。

按照“区域‐片区‐社区”三个层次，将依次减弱的通过性功能和依次增强的空间功能进行叠

加，形成二维甚至更多维度的分类体系。在道路功能分类基础上对道路几何线形和尺寸、道

路铺装材料、道路照明信控、道路家具设施等进行约束，向着更有利于控制车行速度、更有

利于步行、骑行者以及轮椅使用群体的方向倾斜。这一方法会显著增加道路网络规划的工作

量，而且需要空间和用地布局的支持。如果离开了道路与用地的良性互动，再多的努力 终

只能止于规划。 

4.3 停车限制是实现慢交通的要务 

“停车难”是目前很多城市管理者致力解决的问题，追随式的供给思路与近十年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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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拥堵的思路如出一辙，其结果完全是可以预见的。正如恩里克·潘纳罗萨所言：“城

市里停车位难找的情况是普遍的，而大量投资停车场的建设也是不理智的。而且政府没有义

务替私人建停车场。所有国家的法律都规定政府必须保证公民有居所，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的法律规定政府必须保证私人有停车场。”增加公共停车位的供给，只会诱发更多前往目的

地的机动车交通。同样，增加建筑配建指标只会增加居民对机动化出行的依赖，不仅如此，

还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9]。相反，运用减法原则，有意识地减少地区的停车位供给，

并且通过减少停车的便利性和提高公共停车场收费价格等手段，增加私人交通的出行成本及

预期，才有助于减少慢城或慢社区的机动车出行，给步行、自行车交通营造更加安全的出行

环境，吸引更多的步行者和骑行者。 

4.4 政策调控是实现慢交通的保障 

慢城或慢社区与 TOD 社区一样，单纯从技术层面无法顺利实现，需要依靠包括土地、

投资以及管理等多个方面的政策扶持和引导。土地方面的政策 为根本，包括开发强度、开

发规模和用地性质的控制，以促进强度合理的多种空间功能在尺度合理的街区中混合布局，

保证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需求均能在步行易达的范围内得到满足。采取多渠道融资和公共投

资倾斜的政策促进各项慢交通设施得以顺利实施、慢交通行为得以尽快形成的重要条件。与

促进和维护慢交通相关的各项管理政策则是一项相对长期性的举措，对维护并强化慢城或慢

社区的活力具有十分长远的意义。从体系上研究、梳理政策间的相互协调和统一性，明确政

府各部门的政策导向和具体落实要求，引导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积极支持是慢交通政策保

障的主要内容。 

5. 结语 

慢城运动的核心是慢哲学在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方方面面的渗透与应用。这一精髓与我

国新型城市化发展目标存在着很大的交集。从慢城运动在欧洲以及世界各地的蓬勃发展，慢

城所推崇的一种宜居城市模式将成为我国很多中小城市选择的发展方向，已经进入城市化中

后期的部分特大城市，在旧城改造中也将会陆续出现以慢行社区为主导的新的模式。虽然这

些城镇或社区不一定完全符合国际慢城的标准，但糅合了慢城哲学的城镇建设和管理手段必

将使得这些地区的宜居品质得到大幅提升，进而成为人们向往的居住之所。交通系统作为引

导城市发展的一种重要手段，如何促成此类宜居城市或社区的形成，需要提前思考。本文提

出的“慢交通”理念与当前研究的绿色交通、慢行交通等在目标和内容上并无本质上的差别，

但是更加强调“慢”在城市交通体系中的重要性。更加具体的交通设施发展指引，还需要更

进一步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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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新型交通系统规划研究 

李健民  张海雷  刘平 

【摘要】新型交通系统具有形式多样、设置灵活、高性价比等特点，在国内外城市取得了较

好的成效。本文结合佛山市实际情况，分析新型交通系统适应性，并提出佛山市新型交通系

统规划方案，作为各组团内部的公交骨干系统，是城市轨道系统的延伸、过渡和补充，以满

足客流需求，适应并引导城市发展。 

【关键词】公共交通  新型交通系统  规划  组团式 

1. 前言	

新型交通系统（new transport system）新型交通系统是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

通的必由之路。它的发展目标是实现通达有序，安全舒适，低能耗、低污染这三方面的完美

统一，以及交通系统的高效性和效率的持久性[1]。国内学术上所提及的新交通系统（New 

Transport System）狭义上是指自动导向轨道系统（AGT，Automated Guideway Transit），如日

本东京临海新交通系统，采用小型车辆橡胶轮胎，在侧面或中央设置导轨，全自动运行在专

用混凝土轨道上，一般为高架线路[2]。广泛意义上的新型交通系统是相对传统而言的，从使

用者密度和出行距离的关系看，传统交通工具铁道与公共汽车之外存在服务空白，例如适合

移动人行道那样的连续运输系统、中低运量的轨道交通系统、适合公共汽车那样的无轨运输

系统。 

使
用
者
密
度

出行距离

连续
输送
系统

中运量轨
道系统

公共汽车

高速铁道

无轨运输系统

 
图 1  城市交通工具的适应范围分析 

面向大众公共交通系统主要包括中低运量轨道系统、无轨运输系统和复合运输系统，考

虑到佛山市主要客流走廊已规划有大中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因此本次规划重点选择为

低运量的公共交通系统，主要指单向最大旅客运送能力在 1.0 万人次左右，平均旅行速度在

20～25km/h左右，包括现代有轨电车、巴士快速公交、新型无轨电车和导向巴士系统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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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共交通系统运量等级划分 

2. 新型交通系统适应性分析	

2.1 技术性能比较 

由于现代有轨电车、BRT车辆均可采用模块化的设计，可多节编组，车辆载客量接近，

因此各个系统的运能基本较为相似，但是从车辆性能角度考虑，BRT最优，无轨电车次之；

最后是有轨电车；而从车辆的噪音角度考虑，则是有轨电车最优，无轨电车次之，最后是

BRT。 

表 1  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及 BRT 车辆性能比较 

 
钢轮钢轨

电车 

胶轮导轨

电车 

BRT铰接车辆

（12、18m） 
无轨电车

新型无轨电车

（12、18、25m）

最大爬坡（%）  8  13  15~20  >12  15～20 

最小转弯半径 m  15～20  10.5  12  10.5  20 

最高速度  70～80  70～80  80～100  50  65～80 

加速度（m/s2）  1.1  1.3  1.2  1.0  1.3 

常用减速度（m/s2）  1.2  －  1.4  －  1.1 

噪声（车内，db）  71  69  76  －  74 

噪声（车外 7.5m，db）  78  78  84  －  81 

2.2 经济性能比较 

根据综合成本计算，有轨电车的基础设施造价是快速公交的 2～4 倍、无轨电车的 2 倍

左右，但考虑日常运营时的基本消耗，在断面客流较小的情况下，有轨电车综合成本为快速

公交的 1.34 倍，在断面客流较大情况下，有轨电车综合成本与快速公交基本相同，分析结

论说明走廊客流量越大，使用单车容量更大的有轨电车系统更为经济。无轨电车系统基础设

施造价相对有轨电车较低，而运营时又采用电力，从综合成本角度看，无轨电车系统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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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最佳。 

表 2  有轨、无轨电车及 BRT 系统建设单价 

造    价 
基础设施单价 

（万元） 

每列车辆购置费 

（万元） 

车辆寿命 

（年） 

综合成本 

（万元） 

现代有轨电车  6000～7000万元  2000～3000  30  7653 

新型无轨电车  3000～4000万元  400  20  4679 

快速公交  2000～4000万元  200  10  5724 

2.3 环保性能比较 

有轨电车与无轨电车在节能环保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基本上不直接产生污染排放，考虑

间接排放，有轨电车耗电量相对无轨电车更大。 

2.4 佛山系统选择分析 

从以上分析来看，单纯地从可操作角度来看，快速公交在系统载客服务方面与有轨电车

效用相近（除非因适应更高的量级需要全封闭独立路权的 LRT 轻轨系统）；快速公交相比有

轨电车更加灵活、性价比也更高。而另一方面，有轨电车更加易于融入城市外部环境，有轨

电车的建设也易于与城市提升相结合，如改善步行环境、促进城市更新。 

因此，佛山新型交通系统选型不宜在有轨电车和快速公交之间进行严格的一对一比较，

而应视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情况而定。从近期来看，快速公交对佛山公交系统的适应性较

强，同时结合快速公交专用道的建设可运行无轨电车或新能源公交车辆，有利于节能减排；

未来随着及国产化进程的推进，有轨电车是将来发展方向。新型交通系统模式建议如下： 

（1）鉴于轨道交通建设周期较长，佛山市近期新型交通系统建设应快速成网，根据前

述各类系统的经济性分析，在目前断面客流较小的情形下，宜选择单车运能稍低的快速公交

系统（BRT），利用其运营组织灵活的特点，快速成网运行；考虑到近期节能环保的要求，

可在快速公交专用道系统主线中引入无轨电车车辆，支线采用普通 BRT车辆； 

（2）根据国家 100%低地板轻轨车的研制情况，近期适时启动建设一段现代有轨电车示

范线路，可以成为国内首个引入 100%低地板现代有轨电车的城市。 

（3）远期结合客流走廊的成形以及客流加大，将新型交通系统逐步演变为“干线－支

线”的线路组织模式，干线走廊适时结合路面整修改造升级为有轨电车系统，外围采用公交

支线在枢纽节点换乘； 

3. 佛山市新型交通系统规划	

3.1 佛山城市发展概况 

佛山市现状城镇建设空间发展特点概括为点状扩散、轴向蔓延，呈不均衡发展的形态，

城市与村镇建设空间相联成片，现有城市空间结构松散，相对独立发展。未来规划将形成市

域城镇为“多级、网络化、组团式”的空间结构[4]，形成以城区“1+2＋5”组团[5]为集聚区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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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发展，网络联系”空间发展格局，规划轨道网主要以中心组团为重点向其他重要组团辐射。 

图 3  城区组团结构规划图 图 4  各层次轨道系统衔接图（2020 年） 

3.1 规划必要性分析 

3.1.1  城市空间拓展要求优质公交服务相引导	

发展新型交通系统，将有利于弥补既有城际轨道、市域轨道以及常规公交覆盖面，引导

佛山市“网络化、组团化”发展，引入新型交通系统可以定位为外围各组团内的骨干公共交

通，同时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的接驳线，以延伸轨道交的服务范围，或者在中心组团作为城市

轨道交通的补充，服务于轨道交通没有覆盖的城市次级客流走廊。 

 

图 5  公共交通引导广佛都市空间重构 

3.1.2  快速机动化趋势要求建立公交骨干体系	

2011 年佛山小型客车保有量已达 81 万辆，年增近 10 万辆，千人拥有小客车已达 112

辆[6]。世界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7]，特大城市都是在千人小客车拥有辆在 100 辆左右，起步

建设轨道交通的同时，应快速建立城市地面公共交通骨干体系，引导交通方式结构合理转型。 

3.1.3  公共交通自身发展需要一股新的动力	

2011 年佛山公交单车日载客量仅为 229 人[6]，与国内其它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这表

明佛山公共交通仍然缺乏核心竞争力和吸引力，单一的运力增加并不一定能带来同等的效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360



 

 

益，有必要引入新型交通系统，通过提升公共交通的服务品质，提高公共交通系统的可靠性，

吸引更多的居民采用公共交通出行。 

表 3  佛山公交单车载客量与其它城市比较 

  公交车辆数（辆）  日客运量（万人） 单车日载客量（人） 

佛山（2011）  4990  115  229 

常州（2009）  2431  98  403 

苏州（2008）  2791  132  473 

无锡（2008）  2568  82  319 

南京（2008）  5791  270  466 

广州（2008）  10239  586  572 

深圳（2008）  11066  535  483 

上海（2008）  16600  728  439 

北京（2008）  28000  1255  448 

3.2 规划定位及理念 

3.2.1  规划定位	

本次规划提出引进新型交通系统，旨在弥补高层次公共交通系统的不足，尽快提升佛山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在区域层面，发展新型交通系统强化与广州新客站、佛山西站等区域交通设施的衔接，

促进广佛同城化以及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在市域层面，发展新型交通系统弥补轨道交通系统覆盖率和规模效应的不足，支撑佛

山骨干公交体系的快速形成，提供高品质的公共交通服务。 

引入新型交通系统在佛山的定位可以为城市轨道系统的“补充、延伸、联络、过渡”等四

类功能： 

◇轨道交通的“补充”－覆盖地区和运力的补充； 

◇轨道交通的“延伸”－外围线路的衔接延伸； 

◇轨道交通的“联络”－轨道交通车站的联系； 

◇轨道交通的“过渡”－远期向轨道交通形式过渡。 

3.2.2  系统规划理念	

禅桂一体化发展，中心组团地位将更加突出，其辐射作用将逐步增强，以中心组团为核

心的圈层式布局将逐渐成形。规划以新型交通系统为研究对象，考虑其平均旅行速度在

20km/h 左右，按照最大 1h 运程，构建交通圈层服务的概念，详见图 6： 

◇10km 半径范围：核心区域（轨道交通 1、2、3 号线＋新型交通干线走廊：轨道交通

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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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km 半径范围：服务区域（缺少轨道交通覆盖，新型交通支线走廊：轨道交通

的延伸）； 

◇15km半径以外：联系区域（轨道交通 1、2 号线联系广州，3 号线联系顺德，公交快

线走廊：联系其它外围组团）。 

图 6  交通服务圈层划分 图 7  系统布局模式 

3.3 系统规划方案 

3.3.1  系统布局模式	

按照交通服务圈层划分（见图 7），规划将系统线路划分等级为组团间公交快线与组团

内新型交通线路。 

（1）组团间公交快线 

◇服务中心组团与其他组团长距离出行，弥补轨道交通近期服务；   

◇依托于快速路、高速路，行驶速度大于 30 公里/h，满足 1 小时出行；   

◇衔接中心组团综合客运枢纽，如佛山站、魁奇路车站、南海车站等交通枢纽。 

（2）组团内新型交通线路 

◇提供组团内部片区间快速联系；   

◇沿密集客流走廊布置；   

◇多数路段有隔离路权，平均旅行时速在 20km/h 左右；   

◇与轨道交通枢纽便捷换乘。 

3.3.2  新型交通走廊规划方案	

近期轨道交通 1、2、3 号线的建设和规划 6 条公交快线，将在快速联系沿线各组团，并

与中心组团主要交通枢纽中心相衔接；本次规划新型交通走廊重点提供组团内 15km范围以

内的公交服务，部分走廊填补轨道交通空白，部分走廊为轨道交通培育客流，主要依托于主

次干道，佛山城区“2＋5”组团内共规划新型交通系统走廊长约 170.8km。 

◇规划中心组团及大沥盐步组团内新型交通走廊由“四横四纵”构成，走廊总长 77.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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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狮山组团新型交通走廊由红星路－华沙路－桃园路－兴业路－官华路－信息大

道构成，总长 23.3km。 

◇规划大良容桂组团新型交通走廊由“四横一纵”构成，走廊总长 44.2km： 

◇规划西南组团新型交通走廊由“一横一纵”构成，走廊总长 14.4km。“一横”为西青

路－广海大道，“一纵”为健力宝路。 

◇规划西江组团新型交通走廊由“一横一纵”构成，走廊总长 11.1km。“一横”为沧江

路，“一纵”为中山路。 

 

图 8  佛山新型交通走廊规划图 

佛山市新型交通系统线路组织按照主线与支线的组织模式，主线走廊绝大多数位于专用

道系统内，支线走廊局部利用专用道系统，主线与支线在专用道系统内同站台换乘。支线可

驶出 10km以外的地区，也可以驶入祖庙等道路条件有限的核心地区。按照上述原则，利用

规划的约 193km走廊，组织新型交通主线 16 条、275km，新型交通支线 19条、311km，共

计约 586km。 

4. 小结	

新型交通系统是相对传统的地铁和常规公交而言的中运量公交系统，包括轻轨、单轨、

现代有轨电车、快速公交系统等形式。本文考虑佛山市城市松散组团式布局和客运走廊强度

不高的特点，主要考虑低运量系统如现代有轨电车、巴士快速公交、新型无轨电车和导向巴

士系统的规划，在既有轨道和公交干线规划基础上，利用新型交通系统的型式多化、设置灵

活、高性价比等特点，提出新型交通系统规划研究，作为各组团内部的公交骨干系统，是城

市轨道系统的延伸、过渡和补充，以满足客流需求，适应并引导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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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生态理念下的坪山新区综合交通系统研究 

邓琪 

【摘要】进入 21世纪，“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精明增长”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亦

逐渐贯通城市规划的方方面面。深圳作为国内长期以来创新的先锋城市，也率先进行了低碳

生态城市建设的有益探索。本文以深圳建设 “低碳生态示范城市”的试点地区——坪山新

区的规划项目为案例。分析总结了新区交通与城市空间的互促共生、可持续交通系统建设的

思路及方案等有关工作经验，为低碳生态理念下的新城发展及规划研究提供参考经验。 

【关键词】低碳生态  可持续发展  综合交通系统  坪山新区 

1. 引言	

在历经 30 年的高速发展后，深圳市城市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同时也面临土

地、水、资源、环境的“难以为继”，“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生态保护”成为深圳市城市发

展的必然选择，在此背景下，坪山新区作为深圳建设  “低碳生态示范城市”的试点地区，

需要探索一条将自然生态系统与城市建设充分融合的发展之路。 

交通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载体，如何在维护生态本底的前提下，支撑城市经济发展及引

导空间结构的构建。本文通过对坪山新区经济发展方向、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围绕构建不

同交通功能廊道，形成与双轴带城市空间结构相适应的，以“公交+慢行”为主导的综合交

通系统，引导土地利用的合理开发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2. 坪山新区城市发展要素概述	

坪山新区位于深圳东部，东临惠州市大亚湾、西接龙岗中心城、南连大小梅沙以及东部

三镇、北至惠州市惠阳，位于深莞惠三市交界区域，坪山与中心城区福田‐罗湖的直线距离

约在 30~40km，与近邻片区龙岗、盐田、东部三镇、惠州大亚湾、惠阳的距离均在 20km左

右，其地理位置相对全市范围属于“边缘化”地区，但却属于珠江东岸的重要发展区域。 

 

图 1  坪山新区区域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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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双轴外联，协同发展的空间结构 

集地处城市边缘的发展“洼地”劣势，与深圳“东进策略”的门户区域优势于一身的坪

山新区，如何实现快速发展？在其发展初期必须借力助长。坪山新区作为深圳市城市副中心，

首先必须加强与城市主中心的联系，借助城市主中心的辐射，吸引产业转移，聚集高素质人

才，其次要加强与龙岗中心的联系，借助龙岗生活服务，打造坪山成为区域生产性服务中心；

作为深惠合作区，加强与惠州的交通联系，以实现资源共享，达到互惠共赢。 

通过区域功能的组织和联系，新区北部将形成西联龙岗中心，东联惠阳中心，  串联坪

山新中心、出口加工区、坑梓中心的现代产业发展轴；南部形成西联市中心、香港，东联大

亚湾中心及大鹏半岛，串联碧岭、老中心、燕子岭、田心田头的人文创意生活轴。通过“双

轴外联，协同发展”空间发展策略，未来坪山与周边地区将形成内聚外联、共赢共生的发展

格局。 

 

图 2  坪山新区空间结构概念图 

2.2 生态低碳、集约混合的土地利用 

穿城而过的坪山河、马峦山的天然瀑布群、金龟山的野生植物群落等资源奠定了坪山新

区优良的基础环境品质。坪山新区在城市建设初期便强调从刚性的防御体系向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有机联系转变，改变传统的自然环境保护理念，充分尊重山体—河道—生态系统—城

市网络的空间格局，强化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的交融与渗透。根据自然山水划定城市用地分

区、提出用地布局指引。通过马峦山的适度开发建设，将城市活动延伸到自然环境中，增加

人与自然的互动界面；通过增加并控制城市建成区内的通风廊道、大型绿廊、湿地公园，将

自然环境引入城中，实现自然生态顺势入城、人文生态礼貌上山。横向的坪山河“滨水生态

轴”、纵向城市绿地系统的“生态渗透廊”以及附着的慢行系统，在增加人与自然交流的界

面同时，也发挥了有机联系及通风廊道的作用。增强建成区与自然生态区的互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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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坪山新区生态系统结构 

在城市建设用地上则优先满足城市化建设需要的公共设施、市政设施、交通设施、生态

绿地等公共用地。鼓励适度高强度、高密度开发，鼓励两种及两种以上不同用地性质混合开

发，增加土地使用弹性、提高土地附加值。 

3. 可持续的综合交通系统实践	

“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落实到交通方面是要提倡交通设施规划建设的适宜性及延续性，

提倡集约化的出行方式、提高基础设施的利用率，以达到维护城市空间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坪山新区规划可建设用地面积约 66 平方公里，规划人口近 120 万，拥有高密度的城市副中

心，为支撑新区的高速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公共交通的方式，串联城市主要发展节点，引

导城市主体结构与交通走廊的形成；同时，坪山新区狭长的结构以及优美的山水资源极为利

于构建完善的慢行系统，并提供与公共交通系统的良好衔接转换。 

3.1 实现城市结构与交通结构的互促共生 

坪山新区规划城市空间结构呈现“产业+居住”双轴带发展形态，通过开放式的空间结

构带动区域功能的组织和联系。坪山新区综合交通体系构建的核心目标，应是支撑新老中心

区为核心的空间结构的形成，以及促进“双轴”的互动发展。 

3.1.1  强化坪山新老中心区的地位	

深圳东站落户坪山中心区，为新区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助力。坪山新区应通过综合交通体

系的建设加强深圳东站与周边交通基础设施的接驳转换能力，整合区域交通，使坪山中心区

成为深莞惠合作的有机节点以及深港都市圈东进的门户，以吸引人流、商流在枢纽地区的汇

集，进而带动坪山新区的整体发展。   

新区应考虑引赣州线接入深圳东站，促使深圳东站成为国家高速客运专线网络的一个节

点，改变深圳东站仅作为中间站的定位，进而全面改善坪山的区位条件。届时，深圳东站对

内可扩大服务范围至东莞、惠州，借助枢纽发展高端酒店、餐饮等服务业；对外可形成 2~3

小时经济圈，借助地理优势及出口加工区的政策优势，承接中心区甚至香港企业转移，发展

总部经济，拓展坪山经济腹地至江西、湖北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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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图 

远期还可考虑研究赣州线南延至香港，形成深圳区域的双十字客运专线架构，进一步吸

引香港的优质资源落户坪山。 

 

图 5  国家铁路深圳布局建议示意图 

另外，新区与应加强与城市主中心以及龙岗中心之间的快速交通联系；同时，在深圳东

站枢纽实现客运专线与城市交通的无缝换乘，预留城际轨道线接驳空间，为远期构建一体化

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提供规划基础。并结合轨道枢纽的建设实施该片区的 TOD 开发， 终

达到强化坪山新老中心区的地位目标。 

3.1.2  促进城市结构的双轴互动	

坪山新区规划城市空间结构呈现“产业+居住”双轴带发展形态，并形成了“一心八片”

的功能布局，如何有机串联各功能布局，引导城市空间布局的构建？通过对各功能片区的分

析，新区各片区几乎均为长宽在 2km 左右的片区，极为适合步行及自行车出行。而在片区

间，沿坪山河的以居住为主的生活片区，与沿丹梓西路的产业发展之间的互动若通过公共交

通系统串联主要发展节点，更能支撑城市主体结构的形成，并引导土地利用向城市布局紧凑

结构发展，控制城市建成区的蔓延；释放更多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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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公交主导城市空间开发示意图 

根据交通出行强度分析，新区应以大、中运量公共交通系统服务主要的客运交通走廊，

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对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及对外交通联系的作用，带动双轴互动，引导城市重

点片区发展。以常规公交覆盖广泛、灵活方便的优势,服务次要交通客运走廊，加强坪山新、

老中心区对区域、市域、新区周边组团的吸引作用及对内部其它片区的辐射作用，形成以“X”

为主要客运骨架、辅以三条次要客运走廊的内外完善的公共交通网络。以外围干线道路支撑

新区内私人机动化交通及对外快速客、货运交通，在片区内部则通过完善的慢行交通系统实

现轨道公交的“ 后一公里”接驳。 

3.2 实现交通设施的因地制宜、发展有序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交通设施的投入应综合考虑与区域发展、城市建设、交

通需求走廊三方面的协调关系。因地制宜进行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及有序建设。 

3.2.1  公共交通	

结合深圳市轨道交通建设相关规划，深圳市轨道 12、14 号线将服务于坪山新区的交通

出行，但上述两条线均至少在 2015 年之后才能纳入建设计划。可以预见，在未来 5~10年内

相关轨道规划若无重大调整，坪山新区将处于轨道“盲区”，新区除应大力促进轨道 12 号线、

14 号线或其它轨道路线的尽快上马建设外，还需积极应对近期新区重点片区建设带来的交

通出行需求，以更恰当的方式承担服务。 

 

图 7  既有深圳市轨道网络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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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近远期的交通出行强度分析，新区主要的“X”型主要客运走廊上，可先期利用其

比亚迪电动公交车的产业优势，规划快速公交系统，一方面可服务于现阶段新区的出行以及

即将开通的深圳东站枢纽客流集散。在轨道建成前，承担新区的主要交通出行功能，也为轨

道培育客流；轨道建成后，可考虑作为复合通道，分担新区日益增长的交通出行需求。另一

方面，也可成为新区的城市名片。“X”型主要客运走廊上的快速公交路线如下： 

路线一沿深汕路‐站前路‐龙坪大道‐东纵路布置，远期可考虑延伸至大鹏新区。该路线位

于龙岗‐坪山‐大鹏主要的联系通廊，不仅可承担新区内部交通出行，也可兼顾三区交通联系

功能。近期替代轨道 12 号线，为其通道培育客流，远期可与轨道 12 号线形成环状交叉的复

合公交走廊。 

路线二沿新横坪‐深汕路‐金牛路‐翠景路布置。该线路联系新区主要的旅游、生活、行政、

产业区。 

其次，结合内部客运需求走廊及轨道交通网络分布等，新区应沿客运次要走廊构建“两

横两纵”公交专用道系统，为大、中运量公交系统集散客流。两横为兰竹路—老横坪，碧沙

路‐深汕路‐丹梓大道；两纵包括翠景路‐聚龙路、荔景路。 

 

图 8  坪山新区公共交通网络规划图 

另外，坪山新区并无与城市主要节点（中心城区、铁路、机场）间快速联系的公交路线，

由于服务坪山的轨道网络建设周期亦较长，在轨道交通先期阶段，为加强坪山新区与外部枢

纽和各级城市中心之间的联系，新区应利用高快速路构筑对外快速公交服务线路——坪山快

车（半小时一班），加强坪山新区与主中心、枢纽之间的点对点的快速联系。 

3.2.2  步行及自行车交通	

步行及自行车交通作为低碳出行的交通方式，环保健康，适于中、短距离出行，其与公

共交通方式的相互接驳，有助于促成绿色交通出行体系的建立。针对坪山新区狭长的地理形

态空间特点，以及公交走廊的布置方案。新区应鼓励步行及自行车交通与公共交通接驳，鼓

励休闲健身娱乐的出行方式，寄出行于山水，享受慢行、享受坪山的发展目标。 

针对步行及自行车交通需要承担的功能，本文提出以下三项步行及自行车交通网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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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并结合不同的慢行出行方式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 

（1）公交接驳——形成“慢行‐公交‐慢行”的出行方式，构筑居住与工作、商业片区

的联系走廊。 

坪山新区狭长的地理形态极为利于公交走廊的构建，新区的公交网络布局形态，将促使

形成数条狭长的 500~1000m 宽度的走廊带，在这些走廊带的两侧设置有公交轴线，走廊带

范围内的居民出行可方便的通过慢行交通接驳至公共交通设施。 

为增强公共交通站点对周边出行者的服务能力，应加强与公共交通走廊垂直方向的步行

及自行车通道的网络密度，加强站点与服务范围内的步行及自行车交通联系，引导机动化出

行向“慢行＋公交”的方式发展。 

（2）休闲健身——构建“市‐区‐社区”三级绿道网络，串联新区马峦山、坪山河、聚

龙山等独有的山水资源以及特色客家文化。 

坪山新区自然景观优越，北有松子坑、三颗松水库、石桥坜水库，中有坪山河蜿蜒穿插

而过，南侧马峦山郊野公园山体环绕，更有燕子岭、聚龙山点 其中，为城市居民休闲运动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充分利用优越的休闲景观资源，新区应优先建设联系珠三角及深

圳市的区域绿道。构建“市‐区‐社区”三级绿道网络，串联新区马峦山、坪山河、聚龙山等

独有的山水资源以及特色客家文化，方便居民绿色出行，丰富日常休闲活动。并根据休闲健

身娱乐地带的分布，规划路径引导健康出行，提升城市活力。 

由此，可形成沿松子坑水库、新中心区、燕子岭、马峦山形成南北向城市级绿道，沿坪

山河形成东西向城市级绿道。通过十字形城市绿道，还可与龙岗中心、坪地、大小梅沙、大

鹏半岛、大亚湾等地区的生态系统形成呼应。 

 

图 9  坪山新区休闲绿道网规划方案图 

（3）日常出行——建立社区范围的服务日常生活出行的宜人慢行交通网络，提升居民

慢行交通出行比例。 

新区六大功能片区基本为长宽在 2~4km 左右的类似矩形片区，在此类尺度下，极为适

宜组织步行及自行车交通。新区可结合已有分区进行步行及自行车交通规划，鼓励中短距离

慢行交通出行。完善步行及自行车交通强度较高区域内主要交通集散点与居住区之间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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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坪山新区功能片区网规划方案图 

3.2.3  道路交通	

路网建设的宗旨应使城市道路体系与城市用地及公交系统紧密结合。坪山新区应通过城

市干线道路（高速公路、快速路、干线性主干道）连接坪山新区与临近组团、中心城区及周

边城市，并通过布设在城市生活区及公共交通走廊外围的干线道路，疏导社会车辆，一方面

方便车辆快速抵达各中心片区；同时避免过境交通对中心城区的影响，加强区域内部一体化，

创造中心城区良好的公交出行氛围。另一方面可提高新区交通可达性；通过城市主、次干道

连接新区各功能片区，为常规公交优先通行系统提供载体。 

针对现状道路网络存在的“规模不足”、“标准过低”问题，根据城市发展态势和交通增

长需求趋势，新区的道路网应按以下原则进行规划： 

预留发展弹性：坪山新区是快速发展的新区，经济、人口和车辆增长潜力很大，城市空

间布局为城市发展预留了极大的弹性，为此，道路网络作为交通设施的主体，应采取适度超

前原则，弹性预留发展空间。 

完善路网功能：针对现状道路规模不足、级配不合理的问题，在规划中应予以解决。在

保持现有路网不做较大调整的基础上，完善道路网络功能，做到层次分明，衔接合理。 

因地制宜：坪山新区既是独立的一个新城，同时又和中心城区以及周边龙岗中心紧密相

连，因此新区的路网应当既满足城市内部交通，同时满足区域对外的快速交通需求。同时应

当避免道路对城市发展片区的割裂，促进新区内部紧密联系。 

低碳生态：道路系统不仅仅是满足机动车的通行，也需认真考虑慢行交通、生态廊道的

通行要求；不仅要满足交通的需要，也要考虑景观环境的要求。 

综上，可持续交通的核心应是以骨架交通为基础，整合包括区域交通设施、内部常规公

交、步行及自行车、道路设施在内的系统形成一体化的发展方案，实现各类设施间的无缝衔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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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可持续的综合交通系统建设，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是首要考虑因素，它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第一，交通系统如何支撑城市战略构想的实现。第二，如何通过模型数据分析，论

证城市发展的各大要素是否会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第三，通过各类设施的精细化设计引导

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就交通规划本身，则需要区分不同城市片区、用地类型的交通出行特征，

并采用差异化的交通方式区承担。交通设施的建设，适合的才是 好的，多种模式的一体化

配置是现阶段交通规划实现课持续发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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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绿色交通的发展思路 

吴炼  王婧 

【摘要】发展绿色交通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促进城市、交通、能源及环

境和谐共生的动力。针对交通污染严重、交通拥挤矛盾日趋突出、公交优先落实不到位等现

状城市交通问题，指出城市交通的发展重心应转移到绿色交通上。在分析绿色交通概念和内

涵的基础上，从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交通系统自身两个角度阐述了绿色交通的主要实现途

径，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可行、有效、具体的实施要点。 

【关键词】绿色交通  可持续发展  土地利用  协调共生  交通工具 

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膨胀，带来了气候变暖、环境恶化及能源危机等诸多

问题，对城市交通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发展绿色交通已是大势所趋，绿色交通已成为城

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从 1990 年瑞典启建的哈默比湖生态城、2002年英国建

设的贝丁顿零能耗社区、2006  年阿联酋规划的马斯达生态城，到国内积极谋划的上海、杭

州、中新天津生态城等，都充分说明建设生态城市、发展绿色交通正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和追

求。尤其在 2005 年 2 月 16 日，《京都议定书》开始生效，更是给中国带来了非常现实的、

严峻的挑战。目前，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碳排放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增加。因此，迫切需要发展绿色交通模式来控制和减少

碳排放量，推动我国实现人、城市、自然和谐共存，促进人口、经济、资源、能源与环境的

协调发展。 

2. 城市交通面临的问题	

2.1 交通污染日趋严重 

近年来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机动车尾气排放已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 大污染

源。目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机动车尾气排放量已占城市废气排放总量的 80%。而低

水平的交通工具是造成机动车尾气排放量剧增的罪魁祸首，据《中国机动车污染防治年报

(2011 年度)》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呈快速增长态势，由 1.18亿辆增加

到 1.9 亿辆，平均每年增长 10%。汽车保有量由 3088 万辆增加到 7721.7 万辆，保有量增加

了 150%。按环保标志进行分类，“绿标车”占 79.8%，其余 20.2%的车辆为“黄标车”。2010

年，全国机动车排放污染物 5226.8 万吨，其中氮氧化物（NOx）599.4 万吨，碳氢化合物（HC）

487.2 万吨，一氧化碳（CO）4080.4 万吨，颗粒物（PM）59.8万吨。仅占汽车保有量 20.2%

的“黄标车”却排放了 70.4%的 NOx、64.2%的 HC、59.3%的 CO  和 91.1%的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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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汽车尾气排放比较示意 

此外，噪声污染是仅次于大气污染和水源污染的第三大公害，我国大部分城市主干道路

噪声超标，其中 70%左右来自交通。 

2.2 交通拥挤矛盾日趋突出 

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城市居民的平均出行距离不断变长，加之社会经济水平的

飞速发展，促使大量的小汽车进入家庭，使城市交通出行总量的暴涨，导致城市交通拥挤现

象越来越突出。城市道路增长落后于交通量增长则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有资料显示，

城市道路年增长率为 10%，而城市交通量年增长率超过 20%。交通环境不良主要表现在路况

差、通行能力小、多为平交道口、道路上快慢混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人车混行，致

使车辆易于阻塞。目前，我国一般城市干道上的机动车行驶速度仅 15～20 公里/小时，大城

市中心区的车速为 10～15公里/小时，一些特大城市机动车的通行甚至几乎处于瘫痪状态[1]。 

交通拥挤对城市造成的影响极其严重。一方面,堵塞造成车辆的频繁启动、停止、加速、

低速运行，增加了车辆的尾气排放量，加重了废气和噪声的污染，加剧了环境破坏。此外,

堵塞容易使人烦躁不安，影响了人们的工作效率和身体健康，城市难以实现“以人为本”的

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增加了交通延误，延长了平均出行时间，时间损失和燃料费用增加，

给城市经济造成巨大损失。据调查，美国每年因交通堵塞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 410 亿美元，

日本东京每年因交通拥挤造成交通参与者的经济损失高达 123 亿日元。而中国的城市交通拥

堵造成的损失更为惊人。仅北京市公交车乘客的时间损失一项，每年的经济损失就高达 792

亿元。 

2.3 公交优先落实不到位 

城市公交在保障城市交通畅通，城市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保护环境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目前虽然大多城市都倡导“公交优先”发展的理念，但真正将“公交优先”落实到

位的城市或地区不多。许多城市公交场地建设严重不足，道路停车现象十分普遍。在保证场

站用地方面，没有落实公交用地政策，要求公交企业与一般经营性企业一样以市场价格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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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许多城市公交换乘枢纽设施建设滞后，线网密度、场站覆盖率、车辆配置等基

础设施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协调，不能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公交专用道建设步伐缓慢，许多城市设置的公交专用道标准明显偏低，甚至有些城市设

置的公交专用道并不是让公交车优先通行，而是什么车都可以通行，反而限定公交车辆不得

借用其他车道，致使公交车辆反而速度下降。在国外的城市，其它道路上即使等候车辆再多，

公交专用道没有公交车辆，其它车辆也不得通行。而且，我国许多城市的公交专用道设置，

大都是把非机动车道稍微加宽，公交车与非机动车同行，相互干扰严重，这样反而使公交车

辆行驶速度下降，由此造成公交出行时间增加，营运速度、准点率下降，导致公交出行分担

率的下降。此外，公交港湾式停靠站设置比例、优先路段比例、优先路口比例等公交优先通

行措施指标低下，严重制约了公交优先战略的推进。 

2.4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考虑不够 

目前很多城市都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改善道路交通上，并进行一系列规划，如拓宽机

动车道等以缓解城市交通的压力，但是却很少考虑步行和自行车的通行需求。实际上，在我

国大城市的居民出行中，步行者占到了 1/3 以上，但是在与日益增多的机动车辆竞争过程中，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成为了弱势群体，步行和自行车交通通行空间不断受到排挤、出行环境日

益恶化、交通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据调查，北京市 74%的步行者认为步行环境不安全，77%

对步行环境不满意[2]。目前，步行交通系统主要存在人行道通行空间不足、行人过街不便、

服务设施不足及步行环境较差等问题，而自行车系统主要存在自行车通行空间不足、机动车

干扰严重及停车设施不足等问题。 

   

人行通道空间不足 机动车干扰非机动车 

图 2  现状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存在问题 

3. 绿色交通内涵	

绿色交通是一个理念，是以减少交通拥挤、降低能源消耗、促进环境友好、节省建设维

护费用为目标的城市综合交通系统。绿色交通的狭义概念更加强调交通系统的环境友好性，

主张在城市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和运营管理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和生活环境质量[3]。绿色交

通的广义概念主要着力于采取“绿色出行方式”，指采用所有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减少污

染、有益健康、兼顾效率的出行方式完成出行目标。 

绿色交通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可持续性发展概念一脉相承。它强调的是城市交通的

“绿色性”，即减轻交通拥挤，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社会公平，合理利用资源。其本质是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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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交通体系，以满足人们的交通需求，以 少的社会成本实现 大的

交通效率。绿色交通理念应该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将绿色交通理念注入到城市空

间结构布局优化决策中，研究城市的开发强度与交通容量和环境容量的关系，使土地使用和

交通系统两者协调发展。这种理念是三个方面的完整统一结合，即通达、有序；安全、舒适；

低能耗、低污染。 

绿色交通理念对交通出行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提倡减少个体机动车交通的使用；鼓

励通过步行、自行车与公共交通来有效减少高污染车辆的出行，提倡使用清洁、无污染的新

型交通能源，实现交通与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4]。通过对人们日常

使用的出行方式进行优先级排序，绿色交通理念明确了城市交通发展的基本策略。 

 

图 3  绿色交通理念对出行方式的等级排序[5] 

4. 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协调共生	

城市交通与城市用地之间有着紧密的内部联系，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是相互制约、

相互影响的，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客观的互动反馈关系。一方面城市土地利用是城市交通的

根源，决定着城市交通供需的特征和交通方式，另一方面城市交通又影响着城市土地利用的

空间布局。因此，将绿色交通概念注入到城市规划中，研究城市的开发强度与交通容量和环

境容量的关系，使土地利用和交通运输系统两者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绿色交通的目标[6]。在城市规划过程中，从空间上应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组团，每个组团应

注重各种城市功能的融合，这样有助于减少跨组团长距离的交通出行需求，缓解道路通行压

力。在交通规划过程中，应主动适应城市空间的布局，落实完善交设施布局，支撑城市空间

发展需求。 

4.1 差别化交通管理策略 

根据城市用地功能、交通特征及发展要求的差异，将城市划分为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区、

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平衡发展区、小汽车宽松发展区三类交通分区。各分区在公交发展水平、

停车调控政策、货运交通管理等方面制定差异性政策，以调控交通需求分布、优化交通环境。 

规划建议中心区采取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策略、配套居住区采取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平衡发

展策略、工业区采取小汽车宽松发展策略，具体分区情况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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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差别化交通管理政策一览表 

交通分区 

类别 

分区特

征 

路网密度

（km/km2） 

常规公交线网密度

（km/km2） 

300米半径公

交站点覆盖率

（%） 

停车调控政策  货运管制

公交优先发

展区 
中心区  6－8  3－4  100% 

限制供应，调

控系数 0.8 
禁行 

公共交通与

小汽车平衡

发展区 

居住区  4－6  2－2.5  70%  平衡供应  持证通行

小汽车宽松

发展区 
工业区  4－5  1－1.5  30% 

扩大供应，调

控系数 1.1 

按组织线

路通行 

4.2 公共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 

公共交通的层次结构适应城市格局，鼓励混合土地开发利用的方式，以城市主要公共交

通线路为中心划定土地利用和开发密度的分区。这种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所提供的高可达

性，可促进沿交通走廊的集中开发，引导城市空间形态的合理演变。 

结合城市空间结构特点，沿重要交通走廊设置快速公共交通或大站快车等地面公共交

通，形成公共交通走廊，串联城市各重要组团，引导城市空间的延伸和拓展。在每个城市组

团内部，依托公共交通走廊，结合公交干线、公交接驳线路形成每个组团内部相对独立的公

共交通网络，通过公交枢纽的换乘转换，实现各个地块之间、地块与组团之间、组团与组团

之间客流的逐级、有序、高效的集散。 

 

图 4  公共交通组织模式 

4.3 慢行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 

充分利用城市自然资源的分布，如水系、绿带的空间布局，在对周边土地进行规划布局

是，预留空间开辟滨水慢行专用道、城市慢行林荫道，建立慢行交通网络，建议慢行专用道

控制宽度 5‐10m[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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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滨河慢行专用道设置示意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可知，步行适宜的极限距离在 500‐800m左右，如图 4 所示。因此，

基于步行交通可接受距离，规划建议结合大型居住区、商业集中区等人流较为密集的区域，

在 500‐800m 形成慢行交通休憩广场（慢行核），由慢行交通网络串联。规划提供舒适、开

敞、安全的慢行交通环境，吸引居民采取慢行交通出行方式，促使绿色交通理念的实现。 

 

图 6  各种交通方式合理出行距离 图 7  慢行交通核设置示意 

5. 交通系统自身优化策略	

5.1 引导和控制私人机动车使用 

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私人汽车。甚至很多家庭拥有不止一辆汽车。

然而，我国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远远跟不上汽车行业的发展，私人机动车的普及带来了

各个方面的问题。如何引导和控制私人机动车的使用是发展绿色城市交通所面临的 大的挑

战。 

首先，我们应当明确以引导手段为为主体，以控制手段为辅助的管理理念。绿色交通不

仅仅有节能、环保的要求，它同样具有便捷、舒适、高可达性的要求。尽量使用引导而不是

强制性的控制手段来管理私人机动车的使用可以 大限度地保障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合理的

交通需求。而控制作为辅助管理强而有力的手段，可以很好地在短期内改变私人机动车使用

状况，及时地缓解交通压力，改善城市交通出行状况，再通过合理有效的引导措施，从而使

得被压制的出行需求更够得到较好的满足。 

对于城市交通而言，引导私人机动车使用可以有多方面的举措： 

 通过税费、补贴引导私人汽车的购买和使用：制定合理的私人汽车购买、持有以及

使用规定，在经济上鼓励购买小排量的私人机动车，鼓励避免高峰时段的出行，鼓

励家庭合用一辆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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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合理的交通布局规划，引导私人汽车的使用：尽量通过合理的交通布局，避免

私人机动车过多地在市内拥堵路段通行、停留。使私人机动车能够方便地使用高速、

绕城等公路，避免市内穿行；通过合理的停车场、公交换乘站点的规划，使私人机

动车尽可能地避免在市内停留。 

 通过各种媒体宣传，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使人们有意识地减少不必要的私人机动

车出行。 

引导比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短期内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控制手段显著有效地改善私人

机动车出行的状况，比如通过限时、限路、限牌等方法直接控制私人机动车的出行。控制手

段或多或少影响到了正常的城市交通出行需求，需要我们有一个长远的引导计划，使这部分

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5.2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温家宝总理指出，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城市发展和交通发展的正确

战略思想。 

我国城市人口密集，基础交通设施薄弱，优先发展大容量、高效率的公共交通是发展绿

色交通战略的核心。这就要求自上而下地建立起城市公共交通的整体发展战略，多方面入手，

各部门互相配合，全面推动公共交通的建设与发展。 

首先应当做好城市公共交通的建设规划，对城市交通的出行状况进行分析，找出城市交

通发展的瓶颈所在，对于重要线路、重点路段规划理想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 

其次应当加大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加大公交投资在城市道路交通总投资

中的比例，使公共交通发展的物质条件能够得到满足，也使得公共交通方式的出行能够在舒

适性、便捷性上能有大的提高。 

同时，应当加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管理理念。公共交通其实是人民大众的交通，公交

优先就是老百姓优先，就是以民为本。应当更多地从百姓而不是地方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

将公平性、可持续发展性作为交通管理的重要目标。 

后还应当制定一系列有利于公交建设、运营的政策措施来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进行切

实的保障。一方面加大公共交通的行驶特权，如做好公交专用道的规划、保障策略，另一方

面建立起财政补贴和财政补偿方面对公交企业科学合理的补偿机制。 

5.3 倡导步行+非机动车出行模式 

我国是一个自行车大国，对于自行车出行来说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由于私人汽车高速

发展占用了大量的道路资源，非机动车的道路状况每况愈下，以至于有人认为自行车的存在

影响到了机动车的行驶，造成了更多的污染。要倡导步行与非机动车的出行，必须首先改善

现有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的道路环境，为行人、骑车人创造安全、通畅、干净的出行环境。

这就要求： 

 加强道路管理，整治侵占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违建、违停现象，增加道路的通畅

性。 

 改善交叉口行人及非机动车的通行状况：增加大型交叉口的安全岛；减少直行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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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与转向机动车的路线冲突，从而加强出行的安全性。 

 加强新建道路的绿化建设，及时修补残破的人行道，增加路边座椅，为出行者提供

整洁、舒适的道路环境。 

5.4 建立“P+R”换乘枢纽 

无论公交出行还是步行与非机动车出行，都是比较好的绿色出行方式，但与私人汽车的

出行相比，便利性、舒适性与可达性都有着较明显的不足。居住在郊区而在城区工作的上班

族越来越多地使用私家车出行，大大增加了城市交通的拥堵状况。这就需要建设“P+R”的

停车换乘枢纽，这样就可以在道路交通资源相对丰富的郊区使用便捷的私家车，进入城区后

使用环保、高效的公共交通，从而大幅缓解城市交通的压力，也大大减少了市内停车的压力。 

机动车出行者同样可以享受到“P+R”换乘枢纽的便利，由于可以利用自行车或电动车

方便地到达公交车站并安全停放，出行者可以更大程度地利用公共交通，实现绿色出行。 

“P+R”换乘枢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道路交通资源，在规划建设过程中，满足人们换乘

便利性的同时也要防止其自身成为交通的瓶颈，从而加大换乘的代价。 

5.5 使用绿色交通工具 

建立由步行交通、自行车交通、常规公共交通和轨道交通构成绿色交通体系。从现状分

析可知，低水平的交通工具是城市废气的主要来源，因此，城市管理部门应倡导各种方式采

用绿色、环保、舒适的交通工具，如双轨电车、有轨电车、轻轨、地铁、能源汽车、天然气

汽车、电动汽车、太阳能汽车、自行车等。 

 

LNG 环保公交 公共自行车 

图 8  绿色交通工具 

5.6 宣传绿色交通理念 

绿色交通的发展离不开城市居民的理解与支持，离不开城市管理者的建设与保障，离不

开专家学者的研究与创造。需要加大宣传绿色交通理念的力度，使所有人都为绿色交通的发

展有着一种责任感与自豪感。 

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宣扬传达绿色交通的理念，使绿色出行成为健康生活的

标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呼吁城市道路规划管理部门深入探讨研究绿色交通的理念，努力为

绿色交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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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绿色出行标识示意 

6. 结束语	

随着城市交通环境的不断恶化，绿色交通是现代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然选择。绿色交通综

合考虑了城市交通的环境代价、通达能力、资源配置优化等各方面的因素，是城市交通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讨论了我国城市交通的现状，并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了绿色交通的实

现途径，指出我国城市交通道路拥挤，污染严重，需要大力发展绿色交通；城市土地利用与

城市交通的发展密不可分，只有将绿色交通概念注入到城市规划中才能达到绿色交通的目

标；公共交通、非机动交通以及步行是符合我国国情的主要的城市交通方式，应该优先发展

与保障。绿色交通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科学合理的交通规划、积极有力政策扶持以及广泛深入

的舆论宣传，是一个需要全民参与的巨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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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光明新城绿色交通规划探索 

袁翀  田锋  陆荣杰 

【摘要】新城的建设对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增长压力，拓展新的城市发展空间，优化城市结构，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能力已成为大城市规划中的关键问题。首先，分析新城发展三种模式和历

经的三个发展阶段交通特征，论证分析深圳光明新城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研究提出光明新

城交通规划的核心理念，结合光明新城建设“绿色城市”、“绿色交通”发展目标，阐述绿色

新城背景下交通发展策略和行动措施。  

【关键词】新城  独立性  内部平衡比例  绿色城市  绿色交通 

1. 绪论	

新城源于十九世纪工业化运动和城市化运动，主要为解决由于城市人口激增而产生的各

种社会问题，经历了公司城、田园城市、卫星城、新城的演变过程[1]。新城的建设对缓解中

心城区人口增长压力，拓展新的城市发展空间，优化城市结构，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能力已

成为大城市规划中的关键问题。在经济全球化、新经济不断涌现的发展背景下，我国相当多

的特大城市、大城市采取建设新城的模式向外转移产业和人口，以适应高速城市化与工业化

的需要。本文以深圳光明新城为例，对光明新城发展模式、发展阶段和新城背景下绿色交通

体系的构建及重点进行深入探索，以期对国内城市新城交通规划提供借鉴作用。 

2. 光明新城发展模式研究	

2.1 新城发展模式 

新城发展前景的核心是界定新城发展模式，不同新城发展模式决定了综合交通系统的不

同配置（侧重市域对外交通还是内部交通）。在综合分析国内外新城发展历程及各发展阶段

的历史特征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按照新城交通出行特征，采用新城独立性（缘于霍华德“田

园城市”）指标来界定新城发展模式。独立性指标是通过内部平衡比例（或内部通勤比例）

来衡量，独立性高的新城，内部平衡比例较高，对中心城带来的交通压力越小，反之亦然。 

理想的新城独立性较高，即新城的内部居住就业可实现自平衡，以达到降低新城与中心

城通勤交通，缓解中心城间交通压力的作用。事实上几乎所有新城建设的意图都是它们必须

“自我平衡，平衡居住与就业”，即在提供日常所需，包括就业和商业以及其他服务方面自

我平衡[2]，可以说新城建设的美好愿景是实现居住就业在新城内部平衡，但从国内外新城建

设实际发展状况来看，新城的建设一般有三种可能的发展模式：①独立的新城－与主城相对

独立的新城，新城城市功能完整，居住就业在新城内部实现自平衡，新城内部平衡比例为

60%以上，如英国伦敦米尔顿凯恩斯新城；②融合的新城－与主城融合发展的新城，新城城

市功能较完整，居住就业在全市范围平衡，新城内部平衡比例为 30－60%，如瑞典斯德哥尔

模新城；③主城的卧城－主要功能是居住，就业依赖主城或周边区域，新城内部平衡比例为

30%，如日本多摩新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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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新城三种不同发展模式 

2.2 光明新城发展模式 

光明新城位于深圳市西北部，规划面积约 156平方公里，人口按 70－100 万弹性控制，

定位为城市副中心、创新型高新产业基地及其配套服务区，规划有城市综合功能区，产业聚

集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特色产业引导区等多种城市功能区。空间上光明新区与城市主中心

的距离约 25公里，规划轨道 6 号线可实现与城市主中心之间的 1 小时通勤。 

 

图 2  光明新城区位和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图 

作为深圳市域范围内的一个副中心和新城，光明新城发展前景的核心是界定与主城关

系：是与主城相对独立的新城（居住与就业内部平衡），还是主城的卧城（就业远落后于居

住），或是介于其中的一个状态。从光明新城多样化城市功能、与主城距离及交通联系、面

积人口等来看，未来光明新城不会发展成为依附于主城的卧城；同时在深圳特区内地价不断

提高、特区内外一体化发展的形势下，光明新城也很难发展成为独立的新城。因此，未来光

明新城最有可能发展成为与主城融合的新城。 

借鉴国内外新城内部平衡比例指标，按人口、交通内部平衡比例高中低进行组合，并重

点关注未来光明新城最理想、最可能、最不利三种发展前景假设组合，见下表。 

表 1  光明新城主要前景假设组合表 

  组合  人口（万人） 
交通内部 

平衡比例 

最理想  中人口+高平衡  80  80% 

最可能  中人口+中平衡  80  50% 

最不利  高人口+低平衡  1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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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理想状况下，居住和就业在新城内部趋于平衡，交通出行特别是通勤交通以内部出

行为主；在最可能状况下，人口逐步从城市中心区转入、就业略落后于人口的转移，交通出

行特别是通勤交通内部出行和对外出行均占相当比例；在最不利状况下，人口大量从城市中

心区转入，但就业明显落后于人口的转移，交通出行特别是通勤交通以对外出行为主。 

3. 光明新城发展阶段研究	

国内外新城发展历程经验表明，“低可达性独立”、“高可达性融合”、“高可达性相对独

立”[3]是新城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首先，“低可达性独立”是新城发展起步阶段，早期由

于受时空和既有交通基建不足影响，新城与主城间交通联系不便，同时新城内人口和岗位密

度较低，居住就业在内部基本平衡，这一阶段新城交通出行以内部为主；“高可达性融合”

是新城建设的发展阶段，随着新城功能趋向完善，市域轨道和快速通道的建设，新城与主城

间交通联系不断加强，既有新城内部平衡将会被打破，中心城区人口向新城转移，而此时新

城就业岗位落后于人口的转移，新城与主城间通勤交通成为此阶段重要特征；最后“高可达

性相对独立”是新城建设理想阶段，随着城市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居住就业在新城内部再一

次平衡，新城市内部交通出行重新成为主要交通流。 

 

图 3  新城发展阶段概念图 

从现阶段光明新城发展来看，新城已开发建设用地仅占总用地面积 31％，人口结构中

绝大部分由外来人口构成（约占 95％），调查显示新城总体出行较低，对外交通出行仅占出

行总量的 14％，大部分交通出行仍在光明新城内部；由于轨道六号线尚未建成，光明新城

与主城交通联系仍主要依托高速公路，但高峰期间拥堵严重，主城与新城间通勤时间很难保

证。可以看出，现阶段光明新城处于新城“低可达性独立”发展起步阶段。 

4. 光明新城规划核心理念	

深圳市是我国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创新型城市”和“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城

市”；光明新城承载了深圳市委市政府“绿色新城、创业新城、和谐新城”的厚望和建设国

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先行区的光荣使命。为此，“深圳市光明新区规划”明确提出要在光明新

区建设深圳第一个“绿色城市”[4]的发展目标,将光明新区发展成为我市落实科学发展观、构

建和谐社会的先锋试验基地。为全面促进光明新城“绿色城市”建设，迫切需要构筑和谐、

高效的绿色交通体系，在“绿色交通”理念的指导下，“以绿色交通方式为主导，在保证环

境友好、资源节约、社会和谐的前提下，建设便捷、安全、舒适、高效的综合交通体系”也

是新城综合交通系统的必然选择，具体含义主要包括“绿色交通”、“高效交通”两个层面。 

4.1 绿色交通 

绿色交通理论是在城市和城市交通发展面临一系列交通难题和发展瓶颈的客观条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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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经历了以小汽车为主的交通方式给城市带来的诸多影响

后，欧美发达国家的一些城市开始追求有利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交通理念和交通发展模

式。我国于 2003 年由建设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开展创建“绿色交通示范城市”活动的倡议，

倡导发展绿色交通。 

绿色交通理念最早可追述至 Chris Bradshaw 于 1994 年提出的“绿色交通体系”，该体系

将各类交通工具按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进行了优先级排序。按影响程度从大到小，分别为小汽

车、摩托车、公共汽车、地铁、自行车、步行。可以说“绿色交通”是一个理念，也是一个

实践目标，与可持续发展概念一脉相承，提倡减少小汽车的使用，倡导公共交通、自行车与

步行交通，提倡使用环保交通工具等，适于出行者的低成本、无污染、节约土地资源的交通

系统，其本质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交通领域的延伸，包括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环

境可持续性和资源可持续性四个方面，内涵可概括为“高效、公平、安全、环保、低耗” [5]。   

表 2  绿色交通内涵一览表 

理念  内容  内涵  具体要求  核心实现途径 

绿色交通 

经济可持续  高效  社会各阶层出行效率最优 

引导公交+慢行 
社会可持续 

安全  交通事故率低 

公平  社会各阶层的出行需求满足 

环境可持续  环保  交通污染低 

资源可持续  低耗  节水节地节能节财 

绿色交通方式主要包括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常规公交等）和慢行交通（自行车交通、

步行交通），两种交通方式的特点和适应范围明显不同：公共交通主要适应于中高密度发展

的大中城市，慢行交通则主要适应于中低密度发展的中小城市。在新一轮的深圳市整体交通

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公交都市的发展战略，以及光明新城的面积人口、高密度副中心等系列大

中城市特征背景条件下，光明新城“绿色交通”体系的建设必须确立公共交通的主体地位；

同时，光明新城规划建设工作刚刚起步，局部地区受现状建成区的影响较小，有推行“慢行

交通”的可能。借鉴世界主要城市发展经验，光明新城自行车交通的定位应选择巴黎模式，

将主要承担公共交通的接驳、短距离出行的直接服务以及健身休闲功能。综上所述，未来光

明新城交通出行完全可采用“公交+慢行”出行模式。 

表 3  国内外城市及光明新城相关指标对比表 

城市 
人口密度 

(万人/KM
2) 

地铁规模(KM) 交通政策  自行车分担率 

阿姆斯特丹  0.4  0  自行车优先  28% 

巴黎  1  211  公交优先  5% 

香港、新加坡  2.5  200、91  公交优先  约为 0% 

光明新城  1（3.3）  30  公交优先  5% 

4.2 高效交通 

全面提高光明新城的交通可达性。对于尚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光明新城来说，新城的起步

与发展必须与区域和城市的经济增长极建立紧密的交通联系，一方面，作为珠江东岸高新技

术产业发展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光明新城应通过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实现至香港、东莞、广

州等珠江东岸城市 1 小时可达；另一方面，作为全市副中心，应实现在市域范围内 1 小时可

达，至城市主中心 45 分钟可达，至周边片区 30分钟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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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光明新城绿色交通规划	

围绕光明新城“绿色交通”、“高效交通”核心发展理念[6]，结合光明新城发展起步阶段

特征，制定交通发展策略和行动措施。 

5.1 发展策略 

5.1.1  扩展轨道交通网络，同步实施 TOD开发	

建立由城际轨道、城市轨道及中运量轨道交通系统构成的多层次协调发展的轨道交通体

系，以轨道交通连接城市中心（光明、公明中心）、交通枢纽（广深港客运专线光明站）、主

要的居住和就业中心（行政中心区、将石服务区、玉田服务区等），覆盖城市主要客运走廊。

围绕轨道站点进行 TOD开发（如光明中心垂直城市），将交通出行集聚在轨道交通沿线，引

导市民出行采用集约化轨道交通方式，规划的轨道线路总长约 80 公里，轨道站点 500 米范

围覆盖了光明新城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的近 40％，覆盖的人口和就业岗位达到 50％以上。 

               

图 4  光明新城主要客运走廊及轨道网络布局图 

5.1.2  大力发展常规公交，保证公共交通对道路资源的优先使用	

在轨道交通系统建成之前，提供光明新城对外的快速公交服务，通过“光明快车”连接

光明新城与主城中心、一线口岸、机场及东莞松山湖地区，提高光明新城对外公共交通的可

达性，大范围扩展新城内部常规公交优先通行网络，建设“四横五纵”的公交专用道体系，

改善常规公交出行条件，培养市民的公交出行习惯，并为未来轨道交通培育客流。 

         

图 5  “光明快车”及常规公交优先网络布局图 

5.1.3  围绕轨道和公交，持续建设一体化的城市道路体系	

城市道路体系与城市用地及轨道公交系统紧密结合，通过城市干线道路连接光明新城与

主城区、外围组团及周边城市，干线道路布设在城市生活区及轨道交通走廊外围，避免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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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交通对轨道交通走廊的干扰，加强复合通道建设，提高新城交通可达性；通过城市主、

次干道连接新城内部各功能片区，并为常规公交优先通行系统提供载体。光明新城共规划次

干道以上等级道路约 340 公里，形成了与光明新区规划功能定位相适应、等级结构合理、功

能清晰的一体化城市道路体系。 

             

图 6  光明新城干线道路（复合通道）及主次干道布局图 

5.1.4  构筑舒适宜人的慢行系统，加强慢行交通与轨道交通的接驳	

慢行交通是最为健康、环保、低耗的绿色交通方式，在光明新区综合交通系统中，慢行

交通将主要承担公共交通的接驳、短距离出行的直接服务以及健身休闲三种功能。规划遵循

基本社区实现慢行交通与交通车交通相互分离，功能单元实现慢行交通连接成网，片区层面

实现慢行交通与骨干公交接驳的总体思路，结合轨道公交站点布局、短距离出行的时空分布

以及居民休闲区的布局，制定了共计约 500 公里的慢行交通网络规划方案，为合理引导慢行

交通出行创造了条件。 

 

图 7  慢行交通网络概念方案 

5.1.5  实行交通需求管理，适度控制小汽车在核心城区的使用	

规划依据分区差异化发展的原则，针对交通密集区特别是核心城区，提出实施交通需求

管理，调控小汽车出行的政策建议，为光明新城建设“公交＋慢行”的绿色交通体系提供强

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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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行动措施 

为建设有效支撑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绿色交通体系，结合新城现阶段自身发展特

点，新城“绿色交通”系统发展重点是：①加强新城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新城

的交通可达性；②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交系统品质，形成公交出行习惯；③围绕轨道

公交，建设新城道路交通网络，支撑新城近期策略性地区开发；④围绕轨道公交，推进行人、

自行车等慢行交通系统建设。 

“十二五”时期，是深圳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率先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树

立城市发展新标杆的新时期，更是光明新城全力打造“现代化绿色新城”的关键时期。这一

时期，围绕新城“绿色交通”系统的发展重点，有针对性开展  “三大工程，十大行动”[7]

实施建设工作，支持新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面体现光明新城“绿色新城”的示范效

应。 

表 4  近期光明新城绿色交通行动措施 

三大工程  主要行动 

1.交通区位提升工程 
打造区域综合交通枢纽；打造干线道路复合通道 

完善对外公交快线体系 

2.公交都市示范工程 
大力推进轨道公交建设；完善内部道路网络布局 

持续改善民生交通热点；构建慢行交通旅游区 

3.交通管理示范工程 
平衡静态交通设施供应；促进客货交通相互分离 

提高交通系统管理水平 

6. 结语	

新城发展的核心是需界定新城发展模式，不同新城的发展模式决定了综合交通系统的不

同配置，光明新城城市功能定位、发展规模、交通区位等系列特征表明，光明新城最有可能

发展为融合的新城；同时，为支撑深圳第一个“绿色城市”的建设发展，光明新城“绿色交

通”体系的构建必须确立公共交通的主体地位，并在持续推进新城交通基建的过程中，还应

兼顾新城阶段性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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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郊新城交通发展战略刍议 

赵慧 

【摘要】燕郊新城位于北京东大门，作为承接京津都市连绵区人口疏散、产业功能转移的地

区，是主动参与区域分工、服务环渤海的前沿。为发挥区位优势、提升交通系统对城市空间

发展的引导作用、促进燕郊新城交通规划的制定，重点进行了新城交通发展战略的研究。在

分析燕郊新城周边区域交通现状的基础上，明确了燕郊新城作为京东门户、京津都市连绵区

的核心地带、北京大都市区卫星城的城市功能定位，确立了交通发展目标和“A-Plan”的交

通系统结构，提出了六条交通发展模式要点以及八条交通发展策略，以实现区域空间布局的

协调，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的协调发展，以及提倡“公交优先、绿色出行”的交通发展理念。 

【关键词】燕郊新城  京东门户  交通发展战略  交通系统结构  交通发展模式 

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特大城市，

存在城市空间布局不断扩大、产业功能转移、城市规模迅速扩张等特点。与此同时，城市社

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再是单一城市模式，而是逐步向城市群协同发展的模式转变，代表性区域

包括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城镇群等，它们在辐射带动城乡和区域发展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1]。在这一背景下，其周边的新城作为承载特大城市人口、产业转移、城市功能疏

解的载体，可持续发展的交通系统是支撑城市发展的重要因素。 

燕郊新城作为紧邻北京东部地区的新城，位于 102 国道上，与通州仅一河之隔，其中心

城区距北京天安门广场仅 30 公里，是河北省北三县中距离北京市最近的区域，同属北京东

部发展带，有助于在城市发展战略上进一步整合。在《京津冀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2008‐2020

年)》中指出，燕郊新城所处的河北省北三县位于北京和天津的发展轴北翼，是京津冀三大

功能协同区之一中部协同区的组成部分，也是京津廊都市连绵区中的核心区域。从推进京津

冀地区发展，满足京津两地城市扩张，满足经济、产业、人口的对外输出功能等角度出发，

需要明确燕郊新城的功能定位，并构筑一体化、共享性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从而满足服务

区域运输的动态需求。针对于此，本文从分析燕郊新城所在的北三县交通现状入手，制定了

燕郊新城交通发展目标，明确了交通布局结构，并从交通发展模式和发展策略两个方面探讨

了该地区的交通发展战略，以期为燕郊新城交通系统的构建提供技术支撑。 

2. 现状分析	

新城的出现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种结果，也是化解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问题的一种

有效手段[2]。燕郊新城地处北三县，位于京津所包围的中心地区，在北京、天津等城市的直

接辐射范围内，且通燕高速和京秦铁路均从燕郊通过，作为服务于北京与北部和东部地区的

重要交通干线，促使燕郊与北京各方面的联系更为紧密。目前，北三县[3‐5]主要的高速公路

及国道是：京哈高速、102 国道和 103 国道；有京秦铁路和大秦铁路 2 条主要的铁路线，其

中京秦铁路途径燕郊、三河市和大厂的夏垫镇；大秦铁路途径三河市，但未设站。虽然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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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在河北省的众多县市中是交通区位条件最为优越的县市，但是由于基础设施、客货运缺乏

统筹规划等一系列的问题，其区位优势没有得到体现。具体而言，现状问题主要表现在： 

（1）北三县的公路及铁路线路少，在京津冀区域内北三县所拥有的线路比例低于 4%，

且有效覆盖面低，连通性差，这与北三县在京津冀大区域下的优势区位和经济产业地位并不

相符。在廊坊地区中，北三县所占的高速公路比例为 25%，虽然在线路比例上有所提升，但

是高速公路与国道、省道的衔接性较差，区域交通线路对接困难，造成区域交通难以快速、

高效地在北三县实现连通，阻碍了北三县对外交通以及服务京津经济产业扩展功能的发挥。 

（2）对外道路系统以及城市道路系统缺乏统筹规划，存在部分地区对外交通联络不畅；

内外交通互相交织，城市生活和对外交通矛盾冲突严重的问题。以三河市为例，过境公路线

主要是 102 国道和平香公路，由于京哈高速公路收费昂贵，造成部分长距离的大型货车从

102 国道通过，造成对外交通量增大，影响了城市路网的正常运行[4]。在对内交通方面，由

于缺乏整体宏观规划，三河市内干道网间距大，老城区道路狭窄，交通不畅；且支路系统不

配套，路网级配失衡；主干道功能不明确，影响道路功能的发挥[4]。 

（3）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机动车保有量日益增加，由于停车场等交通设施

不配套，普遍存在机动车占道停车、人车混行的现象，造成自行车和步行出行环境较差，出

行质量低。此外，由于城市道路系统管理措施欠缺，部分车道被小商小贩占用，造成道路功

能难以正常发挥。   

（4）客运系统和货运系统不完善。一方面，目前居民出行仍以私人交通为主导，公共

交通出行比例份额较少，并且与北京联系的公共交通车次较少；另一方面，存在客运和货运

站场缺乏等问题。 

3. 交通发展目标及布局结构	

3.1 国内典型新城的交通发展战略启示 

通过分析分析昆山和虎门两个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及交通系统规划，对燕郊新城及北三县

的交通发展得到如下启示： 

3.1.1  城市功能定位	

一般而言，新城具有承接特大城市副中心的功能，即以商务和商业为主要功能，兼具都

市休闲旅游、观光功能[6]。北三县及燕郊新城处于京津两市之间，是贯通两市与河北省周边

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具有与昆山、虎门有着类似的区位条件，其今后的交通发展趋势也将

从一个普通的过境节点转向具有枢纽功能的区域。结合现有及规划的交通区位条件，依托京

津发展轴，树立北三县作为北京东部延伸带、天津西部延伸带的城市形象，强调燕郊新城作

为京东门户、京津廊都市连绵区的核心地带、北京大都市区卫星城的城市功能定位。结合区

域特色，燕郊新城可沿潮白河廊道发展特色、高端运动休闲、健康保健、商务会议游憩产业

集聚带、假日休闲别墅及高端居住区等，并将燕郊发展成为首都圈次级总部经济基地。 

3.1.2  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平衡	

新城建设在注重人口与就业、产业与功能、经济与社会之间平衡[7]的基础上，还应重视

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的平衡。从区位条件来看，北三县及燕郊新城沿着交通走廊通道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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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延伸出城市发展带；当城市空间发展结构确定后，服务于城市功能的相关交通设施将会

相继建立。北三县的燕郊，其距离通州仅一河相隔，可以依托该河道发展生态发展轴，并且

部分交通规划设施可以依托该发展轴布设；根据区域产业结构、经济文化、居住等功能，划

分不同区域中心结构，形成组团交通。 

3.1.3  交通一体化、可持续化的发展	

对外和对内交通需要相互结合、平衡发展，不能一高一低；多种对外交通方式能够带动

区域化经济的发展，其相互之间的协调更是提升区域城市定位的首要条件。根据城市功能定

位，将大区域细化成各个功能分区，充分结合城市地域特性、居民出行特性，明确各分区间

的交通联络形式，构建多种交通方式相结合的区域交通网络，分层次规划城市道路交通系统，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实现交通的可持续化发展。 

3.2 交通发展目标 

交通发展总目标：与服务京津区域的高端城市定位功能相匹配，与区域空间布局相协调，

以对外交通和城市交通协调发展为指引，构建多方式、多层次、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大

力发展公共交通，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客运、货运枢纽等交通基础设施，努力提高居民出行以

及货物运输的可达性和便利性，促进区域交通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贯彻交通可持续发展、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并满足各种动态出行需求[8]。 

子目标一：打造京东交通门户。燕郊位于北京东大门，区域战略地位突出，是北京主动

参与区域分工、服务环渤海的前沿。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打造京东交通门户，依托燕郊扼守

京东、贴近北京的地域特点，加快区域综合交通设施建设步伐，加强北京与天津港、唐山港

的交通联系。 

子目标二：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全面整合交通设施，实现区域交通一体化。建设以京

津东西向发展轴为指导方向的区域交通系统，做好公路网、铁路网、轨道网的有序布设和规

划；建设与燕郊新城布局相吻合，与区域交通体系良好衔接的市域综合交通系统；提供系统

且平衡的交通设施和服务，实现交通基础设施的区域共享，构建服务京津的客运和货运体系，

缓解两市的人口、交通出行压力。 

子目标三：构建便利、通达的交通系统。建设燕郊新城与周边地区的高效交通系统，确

保新城重点区域去往各方向的通达性和便利性。实现半小时通达北京主城区、首都机场、北

三县、廊坊城郊；一小时通达北京大部分城区、首都第二机场、北京东部发展带及昌平、大

兴、廊坊市区、天津和唐山火车站周边、天津滨海机场；两小时通达天津港、唐山港、秦皇

岛港的通达性目标。 

3.3 交通系统布局结构 

基于燕郊新城区位条件、城市功能定位及交通发展目标，提出“A‐Plan”的交通系统结

构形式，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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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Plan”交通结构示意图[8] 

如图 1 所示，有三个关键的交通廊道，分别将燕郊与北京、天津、秦皇岛、廊坊等地连

通起来： 

交通廊道一：北京主城区→燕郊→夏垫→三河→唐山（曹妃甸）→秦皇岛； 

交通廊道二：北京主城区→燕郊→潮白新城→大厂→香河→天津→塘沽； 

交通廊道三：廊坊→香河→大厂→夏垫→顺义（平谷）→密云。 

4. 交通发展战略	

4.1 交通发展模式 

统筹城市内外交通，合理分配有限区域道路空间资源，积极发展高畅达的交通系统。大

力发展区域一体化交通系统，推进燕郊新城周边区域交通、城市交通、城乡交通的紧密衔接，

提高区域整体交通运输效率，提升燕郊的地位和吸引力。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合理引导小汽

车的适度发展，提倡自行车和步行等绿色交通出行方式，促进各种交通方式的合理分工，提

倡高效化、节能化和环保绿色化的交通模式。具体而言，有如下发展要点： 

（1）合理构建区域一体化交通系统，实现公路、铁路、轨道交通交通网络的畅达、便

利，推进区域交通的紧密衔接，提高区域交通运输效率。 

（2）逐步建立社会化、集约化、独立化的客运、货运运输体系；发展以高速公路出入

口分布的产业和铁路货运站组织的货运交通模式；实现由单一交通模式向混合交通模式转

化，起到与区域空间布局、功能组织相协调的枢纽作用。 

（3）重点发展公共交通，力求实现以轨道交通和地面快速公交为骨干、以换乘枢纽为

纽带的节能高效的公共交通体系，发挥公共交通在机动化出行中的优先作用，高效率地利用

有效的交通走廊，实现公共交通在中、长距离出行中的主体地位。 

（4）有序引导小汽车的发展及使用，有效控制道路交通量的基础上减少交通拥堵，并

减少交通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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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力提倡自行车交通、步行交通等绿色交通方式，创造良好的自行车和步行交通

环境，树立自行车和步行出行在居民短距离出行中的骨干地位。 

（6）积极推进高效化、节能化、环保化的绿色交通系统的建立，以实现“减少交通阻

塞、降低污染、节省能源、促进社会公平”为目标的绿色战略。 

4.2 交通发展策略 

交通发展策略的总体要求为：依托京津两大经济动力源，提升燕郊新城的城市定位，构

筑高效化、一体化的区域综合交通体系。建立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公路、铁路、轨道交通

系统；做好区域对外与对内交通的衔接以及协调发展；推进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城市交通运

输模式；引导小汽车的有序发展；提倡自行车、步行等绿色交通出行方式。以达到建设“服

务京津、提升定位、通达便利、节能环保”为目标的交通系统[8]。具体策略如下： 

发展策略一：交通不仅要满足城市发展建设的需要，同时要充分发挥对城市空间布局、

土地利用的引导作用。 

（1）充分发挥交通系统，尤其是公共交通对城市土地使用布局的引导作用，建立起公

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 

（2）城市的新兴功能区应以联系中心城的大运量快速公共交通走廊为依托，沿走廊发

展新城，实现城市的理性拓展。 

发展策略二：切实落实公交优先政策，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1）积极推进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出行方式，加大对公共交通的投资力度和建设力度。 

（2）搭建公共交通为主体框架，其它客运方式为辅的发展模式，尤其是强化大容量快

速公交系统在燕郊新城与中心城之间复合交通走廊中的骨干地位。 

（3）建立多级的公共交通枢纽体系，以枢纽为核心调整公共交通的线网布局，形成分

区、分级的公交网络模式。 

（4）充分考虑铁路、公路与城市客运枢纽的结合，做好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之间的畅

通衔接，最大限度地方便居民出行，建立“安全、高效、舒适”的客运一体化换乘系统。 

发展策略三：满足居民对小汽车的拥有需求，引导其合理使用。 

（1）满足燕郊居民对拥有小汽车的基本需求，适度提高燕郊的机动化水平。 

（2）实施有效的交通管理手段引导小汽车的合理使用，包括停车设施的规划与建设、

停车收费政策、交通管制策略等。 

（3）引导小汽车交通方式向高效、环保、绿色的交通方式转移，包括发展驻车换乘交

通方式（P+R）、合乘出行等理念。 

发展策略四：倡导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发挥其在短距离交通中的主导作用。 

（1）结合城市空间布局和道路建设，创造良好的自行车和步行交通环境，合理布设自

行车停车场。 

（2）鼓励居民在短距离出行上选择自行车、步行作为主导方式，推行绿色交通出行的

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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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策略五：高标准构建道路网，合理分配交通资源。 

（1）城市道路网络按照功能等级的划分，实现不同功能层次道路的合理级配。 

（2）适度提高路网的密度，加大路网的连通性，增强路网集散交通的能力。 

（3）合理安排燕郊新城道路与区域路网的衔接关系，进一步强化燕郊新城与中心城的

交通联系，有序组织过境交通、区间交通和区内交通。 

（4）促进城市道路与公共交通系统、步行系统和自行车系统的有机结合。 

发展策略六：实行差别化的停车供给，有效控制机动化进程。 

（1）保证基本车位（夜间泊车）。 

（2）建立不同区域的停车配建指标差异化策略，配合实施交通需求管理。 

（3）针对不同用地功能，制定差异化的停车策略。 

（4）建设绿色的停车设施，提高停车场的生态效能。 

发展策略七：推行客货运管理分离、多式联运的策略，实现人流和物流运输协调发展。 

（1）以新城空间布局、发展以及道路交通为导向，推行差别发展的策略，客货运输各

有侧重。 

（2）构建多层次货运体系，有效组织过境交通、对外交通，提高货物运输效率。 

（3）以多式联运为重点，建设一体化交通体系的策略。 

发展策略八：提高道路交通管理水平，促进交通与城市的和谐发展。 

（1）科学组织交通运行，加强与道路配套的交通设施建设，有效疏散交通拥堵。 

（2）加强静态交通管理，包括对违法停车行为的专项整治、合理配备停车泊位。 

（3）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力度，提高居民交通安全意识。 

5. 结语	

新城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产物，在承载特大、大城市的人口、产业、功能转

移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以燕郊新城为对象，重点探讨了它的交通发展战略。通过

分析燕郊新城城市功能定位、交通与城市功能协调发展等内容，确立了打造京东门户、实现

区域交通一体化、构建便利、通达的交通系统的发展目标，提出了“A‐Plan”的交通系统结

构形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六条交通发展模式要点以及八条交通发展策略，其核心思想是：

燕郊新城作为承担京东门户、京津都市连绵区的核心地带、北京大都市区卫星城等职能的地

区，依托京津两大经济动力源，与区域空间布局相协调，以对外交通和城市交通协调发展为

指引，以达到建设“服务京津、提升定位、通达便利、节能环保”为目标的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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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交通问题调查及绿色交通策略 

刘康  章继忠  王召强 

【摘要】通过对青岛交通问题现状调研，总结了目前青岛交通问题主要有交通拥堵，停车困

难，汽车尾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等，从绿色交通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为日后青岛综合

绿色交通运输体系规划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青岛  绿色交通  交通拥堵  停车困难  尾气污染  噪声污染 

1. 引言	

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青岛交通问题也日趋严重，市区出现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停车

困难，汽车尾气污染以及噪声污染等的交通城市病，已经引起了市政府和市民的广泛关注。

为了打造一个现代且宜居的国际化大都市，绿色交通的倡导和落实势在必行。 

2. 青岛交通问题现状调查	

2.1 交通拥堵现状调查 

拥堵“潮汐化”：据 2010年居民出行调查报告显示，青岛交通拥堵集中在早高峰 7:30‐9:00

和晚高峰 17:30‐19:00 两个时段。这两个时段机动车出行量约占当天全体机动车出行量的

50%，形成了典型的“潮汐式”拥堵现象。如香港路、东海路、福州路、山东路、银川西路

等主要干道早晚高峰时段，交叉路口处压车长度明显增长，大部分为上下班和接送学生的车

辆，平均车速为 21.7km，较 2002 年下降近 30%，最低车速仅有 10km/h。在节假日和旅游

旺季，车辆集中出行，拥堵更为严重，市区交通出现大范围、全天候拥堵现象。 

拥堵“扩大化”：随着青岛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尤其是 2008 年奥帆赛后，拥堵“扩大

化”现象十分明显，呈点—线—面趋势。目前，调研发现市内四区有 85 个主要拥堵点，占

七区主要拥堵点 70%以上，集中在东海路、香港中路等“八条路”1及市南前海一线、市北

台东商业区等 “八个主要区域”2。另外，江苏路小学等学校周边，青医附院等医疗机构周

边拥堵点也较为集中。 

拥堵“昂贵化”：据 2010 年调查显示，从经济成本来看，中心城区私家车平均每天堵

车时间为 25min，拥堵成本为 5.25 元，全市私家车 94.37 万辆，每年因堵车造成的经济损失

约为 18 亿元[1]；从环境成本来看，因拥堵和慢行造成的机动车尾气排量增加，造成大气污

染和阴霾天数增加。环境治理成本增大。 

                                                              

1.“八条路”是东海路（延安三路-燕儿岛路段），香港中路(延安三路-燕儿岛路段)，东西快速路，海尔
路（合肥路-海尔立交桥段），黑龙江路（长沙路-海尔立交桥段），延安三路，山东路和重庆中路。 

2.“八个主要区域”是：市南区前海一线旅游景点为代表的前海区域，以东西快速路海信立交桥为中心，
辐射周围若干条支路的快速路周边区域；市北区以台东一路和威海路为代表的台东商业区，以延吉路为代
表的 CBD 中央商务区；四方区以利群为中心辐射的利群商业区，以杭州路嘉定路为代表的海云庵区域；李
沧区以书院路为代表的李村商业区，以永平路为代表的沧口商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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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停车困难现状调查 

泊位供需失衡：一般情况下，机动车总数/机动车泊位总数=1:（1.2～1.5），其中公共停

车泊位约为机动车总数的 30%。截止到 2010 年底，市内四区汽车保有量约 35 万辆。因此，

可推算出市区共需停车泊位约 42 万个，公共停车泊位约 12 万个。但目前市内四区共规划停

车泊位 6.4 万多个，其中登记收费泊位 4.6 万个[1]，道路两侧施划的临时停车泊位 1.8万个，

远远满足不了市民停车需求。特别是考虑到旅游旺季每天进入前海一线的外地旅游大巴多达

3000 辆，仅能供 1100 辆大小车辆停放的 32 处停车场远远满足不了旅游停车需要。 

泊位构成欠佳：据有关规范标准，城市停车场各类泊位比例应为配建停车泊位：公共停

车场泊位：路边停车泊位＝65：30：5。可是，据调研发现全市停车泊位配比为 82：12：6，

严重不合理。其中，1/3 的停车泊位在市南区，分布不均。多数交通集散点停车位配建指标

偏低。部分规划停车泊位挪作他用。一些路外公共停车设施或通道太靠近道路，或出入口与

道路连接不当，干扰动态交通。 

公共泊位利用率低：据调研表明，虽然有些停车场处于停车需求量较大的区域，但由于

收费较高、违法停车付出成本较低等原因，许多车主很少选择公共停车场；另外，地面停车

场的利用率普遍高于地下停车场，路内停车场的利用率普遍高于路外停车场。造成这些现象

的主要原因应归结为停车收费政策不合理所致。 

占路停车现象严重：目前市区合法占路停车位与路外公共停车位比例为 0.4：1，路内

外停车位比例严重失调。可是，市区仍存在非法占路停车现象，许多重要交叉路口、路段经

常因违法停车造成交通瓶颈，导致道路通行能力降低，影响城市道路畅通性。在台东一路、

延吉路及延安三路等城市主次干道上娱乐、餐饮、购物场所集中，又缺乏足够的停车位，严

重影响了道路畅通性。 

2.3 交通污染现状调查 

2.3.1  汽车尾气污染现状调查	

阴霾天数增加：近期，市环保局联合南开大学进行了大气颗粒物的来源解析课题研究，

该研究依据我市气候、工业源排放及总体人类活动的季节特点，分春、夏、秋、冬四个典型

大气颗粒物污染季节开展研究，并参照我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点位，设置 6 个受体样品采样

点，同步采集 PM2.5 和 PM10样品，进行全市大气颗粒物的成分分析及模型模拟研究。目前，

研究已得出初步结论。研究显示，我市 PM2.5 的主要污染源包括机动车尾气、扬尘、工业

燃烧物等，而其中机动车尾气污染占据 20%以上，是首要的污染物。因此，阴霾天气数量增

多，  2009 年霾天气出现 26 次，2010已经超过 40次。机动车尾气污染的治理迫在眉睫。 

2.3.2  交通噪声污染现状调查	

随着青岛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交通噪声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本次调研选取八大关景

区、浮山后居民区、台东步行街和胶宁高架桥四个不同的典型区域，用专业噪声监测仪监测

其噪声分贝，发现四处噪音分贝都超过了新版《青岛市市区声环境质量标准适用区划》中的

规定，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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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青岛四个典型区域噪声分贝调查表 

地点  标准区类别  噪声极值/分贝  时间  实际噪声/分贝 

八大关景区  0类标准区  50  上午 10:00  57.8 

浮山后居民区  1类标准区  55  上午 11:00  57.1 

台东步行街  2类标准区  60  上午 12:00  72.7 

胶宁高架桥  4类标准区  70  上午 11:30  78.1‐86 

3. 青岛绿色交通策略	

3.1 绿色交通理念 

绿色交通理念是以减少交通拥堵、降低能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社会公平、合理

利用资源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用最少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交通效

率，满足人们的交通需求[2‐7]。 

3.2 绿色交通主要影响因素 

城市绿色交通影响因素很多，其中主要影响因素可大致分为五个方面，如图 1 所示。 

 

图 1  绿色交通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影响关系图 

3.3 青岛绿色交通策略 

结合青岛交通问题调研分析，根据绿色交通影响因素，有针对性提出青岛绿色交通策略。 

3.3.1  交通治堵对策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完善城市综合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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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日本城市综合体建造经验，结合青岛“环湾保护，拥湾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以

及“依托主城、拥湾发展、组团布局、轴向辐射”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在青岛建造完善的

城市综合体，加快全市教育、行政、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资源的合理配置，不断完善综合配

套和城市服务功能，逐步缩小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以教育为例，我市优质中小学集中在市

南前海西部区域，可以通过建设分校、加强教师流动、普及校车等措施优化资源配置，减少

出行总量，缩短出行距离，避免因资源过于集中而导致交通拥堵。 

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构建综合智能交通体系 

加快交通设施建设：加快构建城市快速路系统，推进杭鞍快速路二期工程、大桥接线二

期工程、东西快速路改造等项目建设，全面形成“三纵四横”的快速路网结构。加快推进主

次干道的打通改造，推进福州路打通、长沙路打通拓宽、瑞昌路拓宽改造、汾阳路‐唐山路

打通拓宽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主要道路节点的改造建设，如深圳路‐辽阳路节点、合

肥路‐黑龙江路节点、金水路‐黑龙江路节点等，完善路网功能。加快实施超期服役道路改造，

对市内四区 300 条超期服役道路进行翻建改造，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加快城市地铁建设，推

进青岛火车站至火车北站地铁 3 号线一期工程建设，争取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年底开工，形

成青岛主城区轨道交通骨干线。推进地铁二期 1、4、6 号线工程建设规划，打造中心城区主

要客流走廊。结合“全域统筹、三城联动”的空间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市域轨道快线蓝色硅

谷线（R1 线）工程、北部环湾线（R2 线）工程、董家口港线（R3 线、R4 线）工程，形成

覆盖全市的轨道交通网络。 

构建综合智能交通体系：推进市内四区一期工程和地铁沿线二期工程建设，在五纵3、

六横4主要干道和七圈5开展改造已有诱导屏、停车场剩余泊位采集、路口路段高清视频监控、

自适应控制信号、多功能闯红灯电子警察的建设，建立起覆盖市内四区主干道的智能交通框

架，完善主要次干道及重点区域微循环智能交通系统，建立区域性交通共用信息平台及全市

交通共享中心，实现市内主干路网、重点次干道交通流 100%监控，实时检测动态路况。积

极开展公交优先信号控制的研究和试点，为公共交通车辆优先通行提供保障。优化设计交叉

口信号灯，对山东路、香港中路信号灯可尝试采用绿波管理。 

加强交通管理力度，完善交通疏堵政策 

拥堵点综合整治：对排查出的交通拥堵点，制定具体整治措施，按年度计划拨出专项资

金完成交通拥堵点综合整治任务，包括建设跨线桥、建设地下通道、打通断头路、交叉口渠

化等。如全面推进东西快速路银川路下桥点和宁夏路下桥点拥堵改造、尽快打通重庆路以西

的唐山路等。抽调专门警力成立市级交通秩序整治队伍，作为交通高峰时段的疏导力量，加

强对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点的疏导。同时，通过“分片管理”和“四级勤务”等运行机制，提

高交警办事效率。 

                                                              

3 五纵指：延安三路威海路人民路四流路沿线、山东路瑞昌路沿线、南京路黑龙江路沿线、福州路沿线、
海尔路沿线。 

4 六横指：东海路沿线、太平路香港路沿线、江西路沿线、胶宁高架路宁夏路银川路沿线、长春路延吉路
沿线、杭鞍高架路辽阳路沿线。 

5 七圈指：火车站周边、中山路商圈、前海一线旅游景区、东部商圈、台东商圈、辽宁路商圈、李沧商
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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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错时上下班：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大型商场与机关、学校等单位的上下班时

间错开，减少“通勤”与“通学”高峰时段的交通矛盾，缓解交通拥堵。如机关采取“早

9:00 晚 5:00”上下班时间，企事业单位可采取“早 8:30 晚 5:30”上下班时间，大型商圈可

采取 10:00 后上班，错开交通高峰。 

坚持路权优先使用：结合交通流量与流向，在黑龙江路、辽阳路、南京路、香港东路、

福州路等开辟和建设一批公交专用道。延长右转网状线长度，可从现在的 15 米延长至 30

米，以利于右转车辆在堵车的情况下提前转道。优先发展公交，保证公共交通设施用地规划

落地，降低线路重复系数，提高线网密度和公交站点覆盖率。加大南北方向大运量公交车投

入力度，开辟微循环线路。加快推进“零换乘”一票式服务，降低公交出行的时间成本和经

济成本。 

严控机动车数量：借鉴东京和香港成功经验，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购车需求和用车需求，

做好机动车总量控制。购车时，可采取买车必备车位、拍卖牌照、限定挂牌数量、官员级别

限制等措施。用车时，可采取提高车辆使用成本、停车收费差别化、启动单双号限行、部分

区域收取拥堵费等措施。 

3.3.2  停车问题对策	

构建完善的停车规划体系 

借鉴国内外经验，建立配建停车为主，路外公共停车为辅，路内停车有效补充的停车规

划体系。结合青岛实际情况，增大居民区停车位的规划供应量，满足未来居民的停车需求；

调整工作地停车位的规划供应，控制城市中心区停车需求。在城市出入口、商业圈、文体娱

乐活动中心、以及公共交通换乘枢纽附近应设适量路外停车设施，以便服务配建停车设施无

法覆盖或配建不足的范围，起辅助作用。路内停车设施在不影响动态交通的前提下，应结合

单向交通流设置，只提供临时和短时停车服务。 

加快停车设施信息智能化 

建立公众停车信息服务系统：制定全市统一的静态交通技术标准体系，配备停车场信

息设备，建立与各停车场信息设备和车载电子系统相连接的公众停车信息服务系统，以便统

一调控和合理使用配建停车泊位、路外、路内停车资源，及时为出行车辆提供停车信息服务，

有效提高现有停车泊位的利用率。 

建立三级停车信息诱导系统：将全市分成几大诱导区域，在区域外围设置一级引导屏，

显示区域内各条道路交通拥挤情况及主要停车场饱和度；在区域内的主要道路上设置二级显

示屏，详细显示区域内剩余停车泊位位置及到达的最短路径。在停车设施附近的道路上设置

三级停车引导屏，显示停车设施的入口位置和空满状态。三级停车信息诱导作为停车系统的

配套系统，需保证动态更新信息的可靠性。 

推行智能化停车管理系统（IPMS）：IPMS的实施将减少车辆无效行驶，降低环境污染。

同时也能合理利用停车设施。如咪表泊车，通过联网运营和科学管理，对不同路段（或时段）

实行不同收费标准，以此限制机动车长时间占用路内停车资源的现象。国内天津、杭州、深

圳、厦门等 40 多个城市都已先后实施咪表停车管理。 

制定推进停车产业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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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城市交通发展战略与停车产业的关系，修定停车场配建和停车控制政策，如建

筑物停车配建标准、停车位停车用地优惠和权属问题、修建立体停车场、停车—换乘（P＆

R）式停车场布局等配建政策，以及限制中心区停车、不同路段（或时段）的“级差”收费、 

“昼夜时差”路内停车、违章停车与欠费处罚等停车控制政策，以达到培育停车产业化目的。

如对公共停车需求较大的市南东部区域、台东商圈及辽宁路商圈、四方小村庄商圈等，结合

远近期地铁站点建设和大容量地面公共交通线路站点，做好外围停车换乘枢纽布局，缓解市

中心交通压力。 

3.3.3  尾气污染对策	

加快淘汰黄标车，重点整治黑烟车：2011 年青岛已淘汰 1.1 万辆高污染黄标车。但据

统计目前仍有 7 万辆没有被淘汰。同时，今年我市也将集中整治黑烟车，确保道路随机抽检

发生率 5‰以下。因此需加大淘汰和整治力度，进一步细化“黄标车”和“黑烟车”限行方

案和淘汰办法。如景区等特殊区域限行、加大现场检查力度和监督抽测频次、强化申报登记、

限期治理、加强超标车辆维修企业管理及加大其覆盖面、鼓励市民有奖举报等。 

综合治理油气污染，推广清洁能源车：根据国家新车标准，禁止销售、转入尾气排放

不达标的机动车，强制各个站点销售国Ⅲ车用燃油。继续整治我市七区现有的储油库、加油

站、油罐车的油气污染治理。如在加油站给每个加油枪安装“过滤嘴”，避免油气挥发污染

环境和危害人体健康。新建、改建、扩建的储油库、加油站以及新增的油罐车，需按国家油

气污染排放标准，安装油气回收装置和处理设施。在城市公交、出租、公务、环卫、旅游景

点、机场等领域推广使用新能源汽车，如电动车等，推进新能源汽车标准化充电站、LNG加

气站[8]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新能源交通体系的配套服务系统。 

规范环保检验机构，落实环保管理政策：在城市建设中，统筹规划机动车检验机构建

设用地，新建机动车检验机构实现安检、环检一站式服务，为广大车主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落实机动车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管理制度，如未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的营运车辆，交通行政

管理部门不予办理定期审验合格手续。重点加强外地进青旅游车辆的执法监管，如采取建设

外地旅游车辆集散地（换乘区），解决大型旅游车辆进城冒黑烟的突出问题。 

3.3.4  噪声污染对策	

绘制噪声地图：今年，青岛在 95 版噪声区划基础上发布了适用于市内七区的新版噪声

区划并于 9月 1 号正式实施。“噪声区划”调整后，实现城市声环境分区分类规范管理，将为

建设项目环保审批、排污收费等环保管理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随着青岛交通噪声

污染的加剧，在“噪声区划”的基础上，绘制整个市区噪声地图以及开启地图更新项目更能

实时反映青岛噪声分布及变化趋势，及时采取相应措施补救显得尤为重要，便于有效控制噪

声污染程度和范围，提高市区声环境质量。 

开展噪声污染防治研究：设立专门噪声委员会，开展国内外声学界技术交流；绘制噪

声地图，管理地图更新，分析和研究；对噪声消减项目做出成本效益分析；进行车辆交通污

染年度评价，并将车辆噪声性能指标纳入年检之中；提高民众的一般声学知识。继续开展交

通噪声控制技术的研究及新材料、新结构的开发应用。目前国内在新型隔声、吸声材料、声

屏障新结构、低噪声路面、减振降噪弹性扣件等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但仍需深入研究才能

更好地应用于实际工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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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行政管理  严格执法制度：加强噪声超标的路段监管，限期整改或超标处罚，有效

地促进噪声治理工作。如禁止机动车辆违章鸣笛，限制汽车新车车外噪声，区划细化昼夜交

通噪声限制（如图 2 所示）等。建立全国联网热线电话，接受市民的环保投诉、咨询和建议。

通过媒体及科协、学会、协会等多种途径，进行意见和技术交流和咨询，逐步解决青岛交通

噪声污染问题，创建文明、安静、舒适、和谐的绿色交通环境。 

 

图 2  国内外发达城市昼夜道路噪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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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 

                                                       ——以海安为例 

刘金 

【摘要】海安交通枢纽地位初步确立，如何进一步发挥海安的交通区位优势，强化交通枢纽

地位，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需要从战略层面明确发展对策。首先分析海安县交通发展现状，

提出发展问题：交通区位与实际地位不匹配、枢纽能级不足，分析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江苏

沿海开发、通州湾开发和物流业发展等外部环境对海安交通发展的影响，进而提出海安县交

通发展战略：加强区域交通衔接、提升枢纽能级、打造物流枢纽、加快客运枢纽建设，有效

指导海安未来交通设施的规划、建设和运营。 

【关键词】枢纽城市  交通发展战略  海安 

1. 引言	

海安位于江苏省南通市西北部，是苏中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启扬高速、沈海高速穿境

而过，新长铁路与宁启铁路在海安交汇，通扬、通榆、栟茶等运河连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

是苏中地区沟通苏南、上海，辐射苏北的重要门户城市。近年来，海安县社会经济发展成效

显著，2010年全县 GDP达到 355.57亿元，人均 GDP逼近 6000 美元，连续四年进入全国县

域经济基本竞争力和中小城市综合实力双“百强县”行列，并再度入选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

小城市百强。 

现状海安交通枢纽地位初步确立，如何进一步发挥海安的交通区位优势，强化交通枢纽

地位，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需要从战略层面明确发展对策，从而实现“枢纽海安、物流天

下”的发展目标。 

图 1  海安县区位图 

2. 交通发展现状	

2.1 发展概况 

海安是江苏铁路枢纽，同时多条高等级公路和航道在此交汇，初步形成了公铁水齐头并

进的发展局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404



 

 

2.1.1  铁路	

现状海安县域途径铁路有新长铁路和宁启铁路，均为国家 I级单线铁路。两条铁路于城

区东部共同设置客货两用的海安站，海安站是苏中地区最大的二级编组站，2010 年海安火

车站日班次数 120 列，日车辆数 1234 辆，年客运量 117 万人次，年货运量 72 万吨。现状海

安铁路设施负荷度为 0.43，尚未完全发挥海安作为铁路枢纽的区位优势；同时铁路站场引导

作用有限，客运量占总客运量 33%，货运量仅占到 4%。 

目前宁启铁路复线电气化改造工程正在建设，复线电气化改造后，将建成兼顾城际功能

的客货混运、通行双层集装箱列车的大能力快速通道，可大幅提高客货运输能力和质量。另

外，海安至洋口铁路专用线正在建设。 

2.1.2  公路	

近年来海安县公路网络发展迅速，在客货运输中占主体地位。目前已形成以国道、省道、

县道为骨架、镇村公路为支线的公路网络，目前县域范围内有高速公路 2条，其中沈海高速

公路南北向穿越县域中部，与 221省道相交设有服务互通 1 处；启扬高速公路西至扬州，东

接沈海高速公路，县域服务互通 3处，分别与 328 国道、新老 204 国道相交。干线公路形成

以县城为中心，向外发散网状结构，主要公路有：328 国道、204 国道、老 204 国道、221

省道、226 省道等。 

2.1.3  水运	

海安境内河道纵横，内河航道网络四通八达，发展水运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货运中

占有相当比例，2010 年水运货运量达到 553 万吨，占总货运量比例达到 29%，县域航道总

里程 567.9 公里，其中等级航道里程 178.9 公里，高等级航道有通榆运河、通扬运河、焦港

河、串场河等，目前水运设施负荷度为 0.51，尚有利用空间。 

 

图 2  海安县交通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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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存在问题 

2.2.1  交通区位与实际地位不匹配，运输枢纽建设滞后	

海安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是全省铁路枢纽，并且有高速公路与高等级航道交汇，交通条

件便利，也是区域性的交通枢纽。然而，由于物流产业发展薄弱，物流园区和集疏运体系建

设滞后，交通枢纽没有发展成为运输枢纽，尚未有效利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效益。 

在枢纽的衔接方面，目前的枢纽基本是以单一交通方式为主，没有结合城市的空间布局

依据客货交通走廊进行设置，尚未整合多种交通方式资源形成多式联运体系，因此，目前综

合运输网络上的枢纽节点只是宏观意义上的枢纽城市，各种运输方式设施布局衔接协调的枢

纽场站尚未建立。 

2.2.2  对外交通通道能级不足，通道与节点衔接不畅	

海安初步形成沿海、宁海和锡海三条对外交通通道，基本覆盖了海安对外主要的联系方

向。现状，三条通道内的交通干线配置尚不完善，特别是铁路与航道的功能与标准有待提高，

综合交通通道尚未成形。 

面对海安已经形成的对外综合交通通道，县域主要结点与之衔接仍不顺畅。主要表现在，

地方干线与高速公路相交的互通布局有待完善，且与城区交通运行存在一定干扰，铁路场站

和支线建设相对滞后，高等级航道的内河港口尚未形成规模，通道与节点衔接不畅制约了通

道作用充分发挥。 

3. 交通发展环境分析	

3.1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明确了长三角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即亚太地区重要的国

际门户、全球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中心、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其中要以交通建设为重点，加快推进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形成分工合作、功能

互补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区域发展支撑能力。 

海安作为长三角北翼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将有机

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3.2 江苏沿海开发 

江苏沿海开发有利于长三角地区产业优化升级和整体实力提升，能够有效缓解长三角地

区土地资源紧张状况，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海安是江苏铁路枢纽，多条高等级公路和航道在

此交汇，依托沿海通道能便捷联系上海、苏南和江苏沿海“三极”－连云港、盐城和南通；

与大丰港、洋口港有铁路直通，高等级公路和航道联系；与周边县市均有高等级公路和航道

直通。突出的交通资源优势，使海安有条件成为周边地区与上海、苏南和江苏沿海地区联系

的重要枢纽。 

3.3 通州湾开发 

通州湾地区具有建有 30 万吨级深水港码头基地的前景，是南通未来港口发展的重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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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南通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通州湾战略定位为苏东门户、产业航母、海上新城，将为发

展高端装备、船舶海工、粮油加工、仓储物流、海洋资源综合利用等产业提供承载条件，并

为远期发展能源、冶金、建材等基础产业奠定基础，未来建设战略目标是南通沿海开发的重

要工业港、江苏沿海新兴的区域枢纽港、上海航运中心北翼组合港和东部沿海重要旅游港。

通州湾地区开发，交通必须强化引导和支撑，通过集聚交通资源，强化交通优化，引领湾区

发展。将海洋铁路南延，沟通通州湾和吕四港区，实现南通沿海港口群与海安铁路枢纽的快

速便捷联系，既有利于完善南通沿海港口集疏运体系，同时对海安打造物流枢纽、促进现代

物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4 物流业发展 

近年来，江苏省市各级政府同样非常重视物流业发展，2003 年，我省发布了《江苏省

发展现代物流业若干政策意见》；2009 年，江苏省政府正式出台《江苏省物流业调整与振兴

规划纲要》，提出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建成一批功能完备的物流基地，

培育一批第三方物流品牌，为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提供强大物流保障。 

海安具有区域性交通枢纽地位，能够成为周边地区与上海、苏南和江苏沿海地区联系的

重要纽带，发展物流业的条件得天独厚。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海安更应把发展物流业提

升到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加快推进物流园区建设，提升物流服务能力和品质，培

育物流龙头企业，完善物流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由交通枢纽向运输枢纽的跃变。 

4. 交通发展战略	

4.1 加强区域交通衔接 

4.1.1  交通区位特征	

海安位于江苏城镇密集地区的沿江城市带北部，位于沿海交通走廊和北沿江交通走廊交

汇处，承担省内苏中地区和苏南苏北联系的重要枢纽作用。从与周边主要核心城市距离来看，

海安距离上海、南京约 160 公里，距离无锡、盐城约 100 公里，距离南通约 70 公里，现状

主要公路方式联系，未来随着高速铁路及城际轨道交通发展，海安将进入上海、南京 1 小时

交通圈及南通 30 分钟交通圈，将极大的促进海安与周边核心城市对接。 

 图 3  海安县区位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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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周边高等级交通设施发达，包括上海虹桥枢纽、扬州泰州机场、南通兴东机场、南

通洋口港、通州湾等。 

表 1  海安与周边主要枢纽时空距离 

交通枢纽  直线距离（公里）  现状时空距离（分钟） 

上海虹桥枢纽  170  90 

扬州泰州机场  70  40 

南通兴东机场  70  40 

南通洋口港  80  60 

通州湾  100  90 

4.1.2  与周边城市交通衔接模式	

（1）与主要城市的衔接 

与上海：主要通过高速铁路、快速干线铁路、高速公路等多方式衔接，实现 60 分钟与

上海城市中心的联系； 

与南京：主要通过快速干线铁路、高速公路等多方式衔接，实现 60 分钟与南京城市中

心的联系； 

与无锡：主要通过快速干线铁路、高速公路等多方式衔接，实现 40 分钟与无锡城市中

心的联系。 

（2）与周边城市的衔接 

与南通、盐城、泰州等周边城市主要通过轨道交通和干线公路加强衔接，加强海安与周

边城市的交通一体化规划，特别是轨道交通和干线公路网络的整合。 

（3）与主要枢纽的衔接 

与周边主要枢纽包括上海虹桥枢纽、扬州泰州机场、南通兴东机场、洋口港、通州湾等，

通过高速铁路、城际轨道、快速干线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实现客货运

便捷联系。 

4.2 提升枢纽能级 

通过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将进一步提升海安枢纽能级。铁路方面，新长铁路和宁

启铁路在海安交汇，目前宁启铁路正进行复线电气化建设，洋口至海安铁路基本建成，随着

通州湾开发逐步推进，海洋铁路将南延至通州湾、吕四港，沟通宁启铁路，成为南通沿海港

口群最重要的一条集疏运铁路，海安作为铁路货运枢纽的地位将得到强化；随着沿海高速铁

路建设，海安铁路枢纽客运功能也将进一步提升。 

航道方面，连申线三级航道正在进行整治工程，新通扬运河已列入省“十二五”航道建

设计划，未来经过海安的高等级航道能够通江达海；公路方面，启扬高速公路东延段即将建

设，打通了海安与南京、上海方向的快速联系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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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海安县域交通规划图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使海安以铁路为核心，公路和水运为支撑的交通枢纽地位得到

进一步巩固和提升，也为完善海安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现代物流业创造了良好条件。 

4.3 打造物流枢纽 

依托海安县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交通条件，充分结合产业、产品结构特性与城市经济社会

发展要求，以不断优化投资环境、进一步提高企业竞争力、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为导向，大力

构筑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三大平台，即以现代综合交通体系为主的物流运输平台、以信息网络

技术为主的信息平台和以引导、规范、扶持为主的物流政策平台，打造区域性物流枢纽。 

规划物流系统由三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次为大型的物流园区，第二层次为物流中心，第

三层次为货运站。 

4.3.1  物流园区	

规划县域形成一处综合性的大型物流园区，即北部现代物流园区，依托连申线、北凌河、

宁启铁路与新长铁路专用线、黄河路，形成公铁水联运，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物流加工业，

形成大型区域性物流中转基地，以货物中转、集散、仓储和信息服务为主，以加工和商品展

示为辅，重点辐射苏中和苏北，规划总用地规模为 450 公顷。 

 
图 5  海安现代物流园区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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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物流中心	

规划县域形成一处物流中心为城东物流中心，整合开发区现状物流设施建设城东物流中

心，依托海安铁路货运场站，主要为海安县内及城东开发区服务，占地规模 200公顷。 

4.3.3  货运站	

海安下辖各重点中心镇根据各自拥有的物流资源特点，在各主要交通干线交汇处建设区

域货运站，形成合理分工，有利于整个物流网络优化的多个物流节点。规划建设曲塘货运站、

李堡货运站。 

通过上述物流园区、物流中心及货运站的规划，在海安县紧密圈层内形成布局合理，层

次分明的物流基础设施网络。 

表 2  海安物流系统规划一览表 

分类  名称  功能  主要集疏运通道  占地面积（公顷）

物流园区  北部物流区 

以货物中转、集散、仓储和信

息服务为主，以加工和商品展

示为辅，重点辐射苏中和苏北

宁启铁路与新长铁路专

用线、北凌河、连申线、

黄河路 

450 

物流中心 
城东物流中

心 

主要为海安县及城东开发区提

供物流服务 

新长铁路、宁启铁路、黄

河路 
250 

货运站 

曲塘货运站 
分流物流网络，以节点带动各

镇经济发展 

焦港河、328国道  20 

李堡货运站 
北凌河、丁堡河、226省

道、353省道 
20 

4.4 加快客运枢纽建设 

未来海安县铁路城际客运功能将大幅提升，海安应抓住契机加快综合客运枢纽建设，通

过合理的功能布局和空间组织，加强枢纽周边地区开发，促进新的城市中心形成。 

 

图 6  铁路枢纽周边用地开发示意图 

海安规划综合客运枢纽有铁路客运站和公路客运南站，通过完善综合交通枢纽地区各类

交通基础设施布局，保证内外交通的设施平衡与运行协调，促进内外交通衔接功能的复合化、

层次化、高效化。 

铁路客运站枢纽主要功能是衔接轨道交通、公路客运与城市公共交通等交通方式，服务

于轨道交通换乘、周边城市公路客流，站区各类交通设施布局模式应体现“公交核心化、汽

车分散化、出租就近化、广场室内化”的原则；公路客运南站枢纽主要功能是衔接公路客运

与城市公共交通等交通方式，服务于对外长途客运，场站体系向公交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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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公路与铁路枢纽交通衔接模式图 

5. 结语	

海安在长三角地区交通枢纽地位初显，面对区域一体化、江苏沿海开发等诸多发展环境，

如何使交通枢纽发展成为运输枢纽，从通过性节点向承转性节点转变，需要从战略层面明确

发展思路，体现交通支撑和引导发展要求，进而有效指导未来交通设施的规划、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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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式城市土地利用与快速交通的协调研究 

                                              ——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 

曹春霞 

【摘要】针对组团式空间结构的城市，从快速交通体系的视角，探讨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之

间的关联性。重点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从空间结构与快速网络体系、组团用地与道路网分

布等方面，分析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交通拥堵的原因，定性、定量的研究组团式城市土

地利用与快速交通的协调发展，提出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与结构，构建快速路网体系，完善公

共交通布局等应对措施。 

【关键词】组团式  土地利用  交通拥堵  重庆 

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 组团式结构是解决特大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式 

从特大城市的发展规律来看，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的空间布局及内部用地结

构都发生着剧烈变化，旧城的改造和新城的崛起相互交织，交通拥堵问题开始不断显现，出

现所谓的“大城市病”。在无法有效控制特大城市规模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的城市空间布局，

采取有机疏散的理念引导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协调发展就成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其

中，引导特大城市的空间布局由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发展，实现空间形态的组团式布局，

这一理念在地理学界和规划学界已经得到普遍共识。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克里斯·泰

勒的中心地理论、卫星城镇规划理论、柯布西埃的高密度发展理念均是由此视角出发，探讨

大城市的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协调发展方式。案例实证方面，罗伯特∙瑟弗洛从公共交通

理念的视角，对全世界范围内 11 个大城市的案例进行研究，总结了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不同

关系。结果也表明，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格局是从土地利用角度解决特大城市交通发

展问题的重要方式。 

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结构，是一种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形态。这种城市形态是城市集中与

分散的有机统一，它将特大城市分解为一系列较为独立，有完善的生产和生活设施的组团， 

将日常的通勤性交通限制在组团之内部，使大部分人的日常活动都能在组团内完成，同

时通过增设城市副中心，增强组团的吸引力，减小城市规模扩张后对城市中心的压力。这种

城市结构既保持了特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又尽量减少了由于城市规模过大带来的交通拥挤、

环境恶化等城市病。 

1.2 快速交通网络是解决组团式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协调发展的重点 

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结构也需要相应的交通网络予以支撑。从交通的角度看，组团式的

城市在各自的中心周围存在一定的服务与吸引范围，同时各组团的可达性也随着组团内人口

总数以及组团的规模发展而不尽相同。吸引范围及可达性越大，汇集到城市各交通小区来的

交通流强度亦越大。交通网络的发展又不断推动组团的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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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而言，各组团具有各自的功能，交通联系密切，交通转换强度

高，解决跨组团之间的快速交通联系是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发展的重中之重，其交通运输问

题的解决应该依靠大容量的快速交通。因此，构建与城市空间相适应的快速交通系统显得尤

为重要。立足于快速交通体系的视角，是研究组团式城市的土地利用和交通协调发展的重点

所在。   

1.3 国内外特大城市快速路发展的历程及特点 

城市快速路是供汽车连续、快速行驶的专用通道，主要满足中长距离交通的需求，用于

联系城市各个片区、组团以及城市对外联络道路，提高城市的运行质量和效率，缩短城市各

片区及组团之间的时间距离。 

从国外（尤其是美国）的经验来看，快速路一般是从高速公路演变而来的，起初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大城市长距离的联系，缩短交通通勤的时间，在美国基本上没有新建的快速路。 

对于亚洲城市，由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而地铁、轨道等建设相对滞后，因此从上世纪

70 年代出现建设快速路的高潮。国内是从上世纪 80 年末、90年代初才开始兴起快速路，以

加强组团间高效率的联系。例如，上海的快速路采取高架桥的方式来解决与城市道路的分离，

从而提高了快速路的运行效率，成都的三环路也是采取的高架方式，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比

较成功的。而北京的快速路以前采取的是主道加辅道的方式，由于开口太多，实际运行效率

较低。 

2. 重庆市主城区的城市空间特点及快速路发展概况	

重庆市主城区是我国典型的多中心组团式

城市，近年来受一系列政策利好因素的影响，城

市空间拓展较快，随之而来的城市交通问题也十

分突出。以重庆市主城区为案例，研究组团式城

市的土地利用与快速交通的协调发展具有极为

重要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 

2.1 重庆市主城区的城市空间特点 

重庆市主城区由于受山水的阻隔，在城市空

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遵循“多中心组团式”发展理

念，形成了“两江、四山、多组团”的空间根据。

图 1  上海——高架式的快速路           图 2  北京——辅道式的快速路 

 

图 3  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空间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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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坚持组团式的发展格局，有两个目的：一是引导组团的综合型发展，疏解城市中心的

发展压力，缓减钟摆式的交通流量；二是通过组团与组团之间隔离带（公园、水域、山体等）

的作用，防止出现连绵与摊大饼的城市空间扩张，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这种发展模式是

基于有机疏散的原理，将不同功能用地进行有组织的分别集中和分散安排，利用河流、山体、

城市绿地等自然地形将城市建设区划分为若干组团，既保持特大城市的规模优势，又避免交

通拥挤、环境恶化等城市问题，从而实现生产生活的大致平衡。 

2.2 重庆市主城区快速路发展概况 

重庆市的快速路发展分为两种模

式。 

一种是在主干道基础上，从规划管

理的角度直接划定为快速路。这项工作

从 90 年代初开始推行，但是直到现在

部分道路还没有实施，其原因在于没有

真正理解快速路的核心意义。快速路与

城市道路属于不同的层面，就好比人的

大动脉和毛细血管具有根本上的不同，

不能将其中部分比较粗大的毛细血管

当成大动脉来看待。 

而另一种是直接在现有的高速公路基础上，把城区内的部分作为组团间的快速联络通

道。例如 2009 年重庆市外环高速通

车后，内环高速全面取消收费，从

而使内环高速直接转变成城市内部

的快速路。到了 2012 年，重庆市又

取消了外环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口，

使得外环高速也成为城市向外拓展

的重要的联系通道。这种做法较好

的借鉴了美国的快速路发展经验，

事实证明这一做法对于重庆市这种

组团式的城市结构是比较适宜的。 

3. 重庆主城区土地利用与快速交

通发展的现状分析	

3.1 重庆市主城区现状土地利

用情况 

3.1.1  内环以内地区的组团呈现

粘连式形态，发展基本饱和	

内环以内地区主要包括观音桥

组团、渝中组团、南坪组团、大杨

图 5  重庆主城区组团边界与现状用地叠加分析图 

图 4  重庆——干道式的快速路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414



 

 

石组团以及沙坪坝组团、大渡口组团的部分区域，从 2007 年的现状用地来看，内环以内地

区的组团除了天然的长江、嘉陵江的分界线外，基本呈现粘连式的发展，形成饼状结构。除

少量零星用地外，发展已经基本饱和。 

3.1.2  内环以外地区的组团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且呈现不均衡态势	

内环以外、两山之间的地区，除空港组团、人和组团发展较为成熟外，其他组团基本处

于发展的初期，其中水土组团、蔡家组团、悦来组团尤为明显。用地类型上，主要为工业用

地（外围）、居住用地，有少量公共设施用地。 

3.2 重庆市主城区快速路网与组团用地的叠加分析 

基于重庆市快速路的主要形成机制，本研究中将城市内部的高速公路、用于联系组团之

间的重要干道作为快速交通网络进行分析。将 2007 年的现状快速交通网络与组团边界进行

叠加分析，结合前文的现状用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3.2.1  两山之内地区快速路网分布密度较大，并且都是在原有城市主干道的基础上形成

的	

这是因为两山之内尤其是内环

以内地区的组团发展较为成熟，需

要快速通道加强组团间的联系，属

于典型“交通需求导向模式”，即组

团式的用地结构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必然产生对快速交通的需求。从快

速路的形成原因来看，这些快速路

并不是在规划前期阶段就确立的，

而是在城市用地发展到一定程度

时，直接在原有城市主干道基础上

形成的，是基于功能需求的角度而

预设的。在这一模式下，快速路功

能不清，与组团布局的关系模糊，

与城市布局不协调，并且由于开口

较多，与城市主次干道甚至是支路

紧密相连，不得不承担大量主干路

功能，长短交通混杂，从而阻碍了

城市组团的进一步发展。 

3.2.2  两山之外地区的快速路网分布密度较低，并且都是在原有高速公路基础上形成的	

从快速路网的分布密度来看，两山之外的区域明显低于两山以内的区域，并且呈现不均

衡的分布。西部槽谷与中部槽谷之间联系较为密切，北碚组团、西永组团、西彭组团都与中

部槽谷有快速通道联系，这一点与西部片区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形成了较好的印证。两山之间

北部的水土组团、悦来组团以及东部槽谷的龙兴组团、茶园组团都缺乏与外部的快速通道联

系，这一点也直接导致了这些组团用地拓展相对较慢。 

图 6  重庆主城区组团边界与现状快速路网叠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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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两山之外区域的发展来看，属于典型的“交通发展导向模式”，即快速路网发展

到的组团区域，其用地就会相应的拓展较快。从快速路的形成原因来看，这些快速路也不是

在规划前期阶段就确立的，而是基于城市拓展的需要，在原有的高速公路基础上形成的。也

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导致这些快速路网并未形成体系，例如西部槽谷的北碚组团、西永组团、

西彭组团之间就缺乏南北向的纵向联系，东部槽谷也是如此。 

3.3 重庆市主城区快速路网与现状开发强度的叠加分析 

快速路网的发展除了与建设

用地的数量有关系外，还与建设

用地的质量（即开发强度）有着

密切联系。重庆市主城区的城市

用地属典型的高强度开发模式，

以高人口密度、高建筑密度、高

土地利用强度为典型特征，产生

的集中型高强度交通需求，通过

对重庆市主城区快速路与现状开

发强度的叠加可以得出如下结

论： 

现状开发强度较高的区域

（主要是内环以内区域），城市快

速路网较为发达，这说明重庆市

主城区在城市建设中，对于城市

密集地区的交通疏导问题已经引

起了高度重视。但是，正如前面

关于快速网络形成机制中所说，

这些内环以内区域的快速路都是

在原有主干路基础上形成了，因此，对于疏导内环内高强度开发地区的交通拥堵问题没有起

到应用的作用。 

内环外的新兴组团，目前开发强度较低，快速路网尚未形成体系，这一点对于疏解中心

城区的高密度、引导新兴组团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3.4 重庆主城区土地利用与快速交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4.1  快速交通在引导城市向外拓展过程中存在失衡发展的问题	

由于重庆市快速路网是从原有的高速公路和部分主干路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并未从总

体规划的角度进行全面衡量，因此，导致快速交通在引导城市向外拓展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均

衡的现象。内环以内组团的快速路网基本上是和主干路网联为一体，没有发挥快速通道的作

用；内外以外的组团则呈现两极分化，在原有高速路经过的沿线组团，其发展态势明显较好，

而缺乏高速公路通过的组团，由于专用快速路的建设相对滞后，使得这些组团发展也较为迟

缓。 

图 7  重庆主城区现状快速路网与开发强度的叠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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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穿山隧道、过江桥梁是限制组团式城市格局发展的主要瓶颈	

从重庆市的组团式城市格局来

说，组团划分的天然依据就是大山、

大江、大河，这也决定了组团间的

交通联系不可避免的需要建设大量

的隧道和桥梁。随着交通基础设施

资金的投入，重庆市近年来也建设

了不少桥梁和过江隧道，但其立体

化程度仍然不高，彼此间尚未建立

良好的系统联系，而这直接导致快

速网网的交通容量仍然低下。 

但随着交通流量的增加，越江

通道、穿山隧道依然成为市内交通

的瓶颈。另外，越江设施和两端衔

接道路通行能力不匹配，难以及时

疏解大量的交通流量，加剧了交通

的拥阻。 

作为城市拓展区的两山之外的

东部、西部片区与内环以内区域之

间的交通联系比较困难，现有隧道

对城市东部、西部片区发展带动和引导作用明显不足，这一点从 21 个组团的现状用地发展

态势中得到了较好的印证。 

4. 重庆主城区土地利用与快速交通协调发展的对策与措施	

4.1 强化片区网格自由式的路网结构，适应组团式的空间格局 

根据《重庆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2011 版），主城区城市布局呈“一城五片、多

中心组团式”的形态，由五个功能相对完善、远景人口规模均超过百万的片区组成。位于两

山之间的南、北、中三个片区大部分为城市建成区，相互间交通联系非常紧密，随着跨江桥

梁的建设，长江和嘉陵江对北部、中部、南部三片区的阻隔作用已逐渐减弱，交通骨架已基

本形成。东部和西部片区是中心城区的重要拓展区，到 2020 年东部、西部片区将形成功能

齐全、设施完善、居住和就业相对平衡、具有中心集聚力和自我生长力的相对完整和独立的

城市。 

根据重庆主城区“多中心、组团式”用地结构特点和道路承担的交通流的特征，建立功能

明确、级配合理、相对完善的片区城市道路网络，构建与组团格局相适应的  “片区网格自由

式”的道路网系统。重点结合高速公路和快速路网的规划，修建穿越两山的隧道和跨越两江

的桥梁，打通两山以外地区与中部区域之间的通道，加强各片区、组团间的快速联系，将各

片区路网有机衔接起来，构建整个主城区的“片区网格自由式”道路系统。 

图 8  重庆主城区快速路网与组团叠加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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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构建城区高速路、专用快速路、主干路快速车道相结合的综合型快速网络 

为加强城市快速交通网络与

城市空间结构的协调发展，重庆市

的快速道路系统可以分为三种不

同的类型：城区高速路、专用快速

路和车道优先模式的干道型快速

路。   

城区高速路：是指由高速公路

城区段改造而成，出入口间距保留

高速路特性，维持较大间距，并尽

量进入城市各组团内部，保证各组

团间的快速出行以及城区对外交

通的快速集散。 

专用快速路：按常规快速路的

标准建设，出入口间距较高速路要

小，主要位于中部槽谷的北部地区

以及东西槽谷内的新兴组团。   

主干路快速车道：中部槽谷南部大部分为已建成区，地形条件相对较差，道路改造难度

大，可按车道优先模式对条件具备的主干路规划快速车道，并接至内环上，与外围地区的高

速路和专用快速路衔接，承担快速联系交通功能。 

根据上述思路，采取高速公路、专用快速路和部分主干路相结合的模式，形成功能明确、

级配合理、相对完善的快速网络体系，可以有效实现 21 个组团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于维持

重庆市主城区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结构具有积极的作用。 

重庆市目前仍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主城内工业用地、物流园区众多，货运需求旺

盛。因此，在利用快速通道引导新区的发展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客货分离的需要，在货车

交通量较大的快速路上，可考虑单独划出  1~2  条车道进行货车的车道管理，减少货车对客

车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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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重庆主城区快速道路分类示意图 

 

（根据 2011 年《重庆市主城区综合交通规划》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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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对外交通对城市空间演变影响分析 

赵洪彬 

【摘要】郑州自 19世纪末以来，随着国家重大交通系统的建设，城市发展迅速。在这 100

多年的城市建设中，郑州作为一个依赖交通区位变化而迅速成长起来的城市，城市空间形态

与交通系统建设之间多次互动，密不可分。本文通过对郑州近 100多年来城市空间发展历史

的梳理，探讨郑州城市空间演变中对外交通系统对城市空间的限制与引导作用，提出铁路对

郑州空间发展的限制力逐渐增强而吸引力逐渐减弱，公路对郑州空间发展限制较小但吸引力

逐渐增强，航空对郑州空间发展的限制力和吸引力都较大。据此结合新一轮的国家重大交通

基础设施的布局和相关战略规划，对郑州市区空间发展和郑州都市区的建设提出一些自己的

观点。 

【关键词】对外交通  基础设施  城市空间  演变历史 

1. 引言	

郑州历史上五次为都、八代为州，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郑州曾为夏、商都城之一，为

管、郑、韩等藩国的首府；为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八代为州）。但是由于在

郑州建都的朝代时间比较早，因此与周边的古都洛阳、开封相比在古代中国城市历史积淀和

城市发展上处于劣势。 

19 世纪末期，随着清政府国家铁路系统的建设，郑州的交通区位发生重大改变，一跃

成为铁路网络上的重要枢纽城市，得以迅速发展，一座火车拉出来的城市就此成长起来。之

后，在战火纷争和社会动荡的时期，郑州市通过不断的扩展，一步步发展起来。期间郑州的

对外交通系统对城市空间和城市交通网络的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逐步形成今天郑州市区的

模样。 

时至今日，随着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原经济区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以及 2008 年以来

国家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在郑州的布局，郑州作为中原之中心，其核心地位预示其将承担的重

大责任。郑州不能再是一个独立发展的城市，而要作为郑州都市区的核心来促进中原经济区

的形成和中部崛起，打造未来国家新的增长极。郑州未来的发展更需要以史为鉴，谋划通过

新的对外交通系统建设引导郑州都市区未来城镇空间的健康拓展。 

2. 郑州城市空间的演变及影响分析	

通过梳理郑州市 100 多年来的城市发展脉络，总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城市发展阶段：第

一阶段是在 1906~1948年间，郑州先后经历了 30年的缓慢发展期和“八年抗日战争、三年

解放战争”11 年的发展停滞期，这一阶段城市经济力量较弱，城市发展缓慢，但是城市用

地的布局比较合理；第二阶段是在 1949~1977 年间，郑州于解放初期开始恢复性建设，并于

1954 年成为河南省省会，确立了新的城市定位，加上“一五”的规划，郑州市的城市发展

进入新的阶段，城市空间出现突破，但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城市

发展混乱期；第三阶段是在 1978~2007 年间，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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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动力充沛，郑州市的城市空间发展也进入新的篇章；2007 年年底发生了全球性的金融

危机，国家为拉动经济发展，进行了四万亿的基础建设投资，在此背景下，郑州也获得了新

的机遇，进入第四阶段的城市发展。 

2.1 第一阶段城市发展（1906~1948） 

2.1.1  对外交通建设	

清朝末期，在洋务派人士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下，贯穿南北的京汉铁路于 1906 年 4 月 1

日正式全线通车运行，成为中国腹地联系南北

的便捷大通道。由于跨黄河铁路桥技术的原

因，京汉铁路在郑州设立站点，为郑州日后成

为南北交通枢纽，也为郑州城市的快速发展埋

下伏笔。从 1904 年京汉铁路设立郑州车站起，

东至开封，西到洛阳的汴洛铁路也于 1910 年

建成通车（见图 11）。至此，在国家铁路交通

系统中，郑州成为了我国最早的铁路枢纽站

点。 

2.1.2  城市空间拓展	

铁路修成之初，郑州仅仅是位于铁路分割

而成的东北象限的一座小县城，县中心距离铁路约 2 公里。城市空间被城墙约束，城市空间

形态为近似 1.1km1.7km的矩形，县城面积只有 1.87 平方公里。随着铁路带动的物资流通，

最初的商品交换在铁路站点蔓延开来，沿着铁路站点成为新的城市空间拓展方向。城市空间

沿着京汉铁路站主要在东北象限向北拓展，并逐步与郑州老城相连。1928 年郑州老城城墙

被拆除之后，新老城区结为一体，至 1930 年，合并后城区总面积达到 5.61 平方公里，是原

来老城区的三倍。 

 

图 2  郑州城市空间变迁与铁路2 

                                                              
1 朱军献：《郑州城市规划与空间结构变迁研究（1906-1957）》，《城市规划》2011 年第 8 期，第 45 页。 

2 朱军献：《郑州城市规划与空间结构变迁研究（1906-1957）》，《城市规划》2011 年第 8 期，第 46 页。 

1916 年郑州城区 1930 年郑州城区 

图 1  京汉、陇海铁路交叉口结构及郑州老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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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铁路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影响分析	

郑州第一阶段城市的快速发展起因于铁路的建设。两条铁路带来了全国物资在郑州的聚

集交换，但是由于当时的郑州人口过少，对物资需求不大，没有突破老城城墙与火车站衔接。

在铁路主要影响的站点周边的区域，通过商业的聚集和发展、人口的聚集带来了京汉铁路北

段新城市空间的快速拓展。此时新的城市空间沿铁路布局，相应的建设了马路大街和福寿大

街等支撑新城市空间的道路系统。随着人口的进一步聚集，原先孤立的郑州老城开始突破城

墙限制，通过东西大街的西延来对接新城区。[1] 

京汉、陇海铁路的修建为郑州带来了发展动力的同时也为其背上了“铁十字”的枷锁，

造成长期以来郑州城市空间只能在“铁十字”分割形成的东北象限发展，这种局面直到 “一

五”时期才得以打破，“一五”时期的工业布局于西南象限为西南象限的发展带来了机会，

而铁路分割造成的西北和东南象限联系困难则直到第三阶段城市发展中才逐步缓解。在对外

交通以铁路为主的时代，铁路的强大吸引力导致了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沿着铁路，并在铁路分

割的象限内进行空间拓展，这对郑州以后城市建设中的空间拓展方向和拓展方式的选择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城市建设中，郑州由之前 1.87 平方公里的县城扩展成为 5.61 平方公里的城

市，铁路交通在这个阶段起了主要影响，这种影响就是通过物资在火车站的交换，吸引商业

产生，带来客流，从而在铁路周围进行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随着铁路吸引力进一步影响，

老城区开始谋求与新城区相连接，最终形成 1930 年的郑州城市形态。这一阶段由于郑州城

市面积尚小，而且老城与铁路之间的空间可以满足城市空间拓展需求，铁路对空间发展的限

制作用不明显，因此该阶段对外交通对郑州城市空间拓展主要起到推动的作用，吸引城市空

间在对外交通沿线产生并生长。 

2.2 第二阶段城市发展（1949~1977 年） 

2.2.1  阶段简述	

第二阶段郑州开始恢复性的建设是在 1948 年至 1952 年间，城市用地开发主要以住宅基

础设施建设为主，并对原有工业设施进行恢复和扩建[2]。但受制于铁路的分割，城市空间主

要在东北象限发展，并沿着铁路线进行布局。“一五”时期，随着工业产业的引入，郑州对

城市用地进行了详细的功能划分，为城市空间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近 10 年的短暂发

展又被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中断，城市建设进入混乱时期。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421



 

 

2.2.2  城市用地、空间与交通发展	

“一五”（1953~1957年）期间，随着

国家重点工程建设，郑州被定位为全国六

大棉纺工业基地之一，郑州的城市性质由

商业城市转变为轻工业城市，工业用地的

布局成为影响郑州城市空间的主要因素
[1]。规划初期，为了避免郑州因铁路分割

带来交通问题，确立了围绕郑州老城区发

展，不跨越铁路[1]。但是由于地质条件对

工业用地的约束，棉纺工业最终选址在城

市的西南地区，沿陇海铁路南侧带状布

局；铁路的西南象限也在规划中被定为重

工业区；在京汉铁路（北段客车站）以北的两侧，被规划为中型工厂的工业区；在郑州旧城

的东部和南部地区，被规划为小型工业及居住区所在地；在郑州市旧城的北部，随着河南省

省会于 1954年迁到郑州，被规划为行政文化区[1]。（见图 33）工业用地的布局使郑州的城市

空间最终突破京汉、陇海两铁路的限制，而以火车站为中心向西、西北和西南延展。 

为了配合郑州的这种用地布局规划，交通系统方面加强了跨铁路的交通建设，但由于当

时工业区内职住平衡率很高，因此没有产生大量的跨越铁路的交通，铁路的分割效应并不明

显。在郑州旧城的北部，省会行政中心的道路系统建设奠定了影响郑州日后城市发展泾渭分

明的棋盘式路网，如现在的经 X 路、纬 X 路等。 

2.2.3  对外交通对城市空间拓展影响分析	

第二阶段城市发展中，首先是长期以来由于“铁十字”的束缚，郑州市的空间主要在铁

路分割而成的东北象限内发展的格局被打破，郑州市开始在西南象限，沿着陇海铁路布置棉

纺工业区和重工业区。但是，铁路线的束缚仍旧使得分割而成的西北和东南象限发展空白，

这种局面直到第三阶段城市建设中才得以改变。其次是城市发展方向的多样化，城市空间拓

展方向不再是像第一阶段城市发展中主要被铁路推动发展，开始依靠工业产业发展和对外交

通双重支撑确定城市新的拓展方向。 

在该阶段城市建设中，郑州市的中心城区面积在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已经达到了近 60

平方公里，与第一阶段末期相比增长了 10 倍。在该规模下的城市，铁路分割对城市空间拓

展限制逐步显现。铁路在推动城市发展的同时，跨越铁路的空间发展带来的跨铁路交通问题

的解决成为决定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 

2.3 第三阶段城市发展（1978~2007 年） 

2.3.1  阶段简述	

1978~2007 年，改革开放 30 年间，郑州市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空间布局发

展经历了星形放射状发展、大饼填充式发展、跨越式飞地发展、新区引导式发展等阶段，对

                                                              
3 朱军献：《郑州城市规划与空间结构变迁研究（1906-1957）》，《城市规划》2011 年第 8 期，第 47 页。 

图 3  1954 年郑州市用地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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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均产生不同形式

的影响。 

2.3.2  城市空间与交通发展	

1）1978~1985 年 

这一阶段属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补偿性

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经过“大跃进”和“文

化大革命”的阻碍之后，城市开始进行恢复

性的建设。这一阶段的城市空间呈星形放射

状，沿着上一阶段发展中的西北、西南、北

部、东部走廊进行延展性扩张（见图 44）。

在依附于铁路的基础之上又依附于道路系

统进行发展。[2] 

2）1986~1999年 

这一阶段属于改革开放快速发展阶段，郑州市开始进行蔓延式的发展。交通网络的延伸

成为了城市空间扩张的先导，边缘区道路条件的不断改善，国道 310 线的建成方便了郑州西

南、东南象限与外界的联系。与此同时，经济和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各个象限之间联系增多，

城市跨越铁路的需求增加，跨越铁路的交通建设也带动了西南、西北、东南三个象限的发展。

上一阶段形成的发展走廊之间的城市空间在这 10 多年中随着道路系统的完善逐步被填满，

郑州进入了大饼式填充发展。 

紧接着，随着对外公路中国道 107、京珠高速、连霍高速的建设，郑州城区依托原有的

工业用地分别向西北和东南方向拓展，于 1988

年建立了郑州高新技术开发区，位于城市的西北

象限；于 1993 年成立了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位于城市的东南象限。这两个新的“飞地型”城

市用地为城市的拓展开辟了新的空间，成为后期

建设的重点[2]。 

3）2000~2007年 

2000 年至今，我国进入了快速城镇化阶段。

1997年 8月 28日，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建成通航，

原东郊机场的地块被规划为郑东新区的一部分，

2002 年 3 月，郑东新区的规划方案确立并上报国务院备案，为郑东新区的建立拉开了大幕。

确立了郑州向东以郑东新区为基础，在郑汴一体化的格局下跨越式的发展，城市空间向东部

拓展，逐步融入区域。而南侧新郑机场的通航成为城市向南拓展的基础。 

2.3.3  对外交通对城市空间拓展影响分析	

第三阶段城市发展中，城市空间扩张动力十足，先导建设的交通系统成为引导城市空间

                                                              
4 张彩丽. 郑州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07。 

图 5  郑州市对外公路系统 

图 4  80 年代郑州城市形态及城市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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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的重要因素。最初的星状空间结构是受到上一阶段的对外交通发展影响，由于经济产业

对铁路的依赖，城市道路沿着铁路布局，城市空间受铁路布局影响较大。但是到中期的大饼

式填充发展是由于走廊之间城市道路网络条件改善和城市功能的多元化发展所致，城市外围

边缘对外公路系统的完善，引导城市空间沿道路生长，多元化的城市功能使城市空间对铁路

的依赖减弱；“飞地型”空间布局则是在新的产业组织和国家运输网络建设下通过高速公路

系统来支撑城市外围的对外联系，加强了西北、东南两个滞后象限与外界的联系，引导两个

区域的发展。后期的新区引导式发展，对外交通统也从航空枢纽的布局调整上支持了郑州向

东发展的空间结构，为郑汴一体化发展做出努力。新郑机场选择了具备良好起降条件，而且

拥有高速公路、铁路的薛店孟庄地带，目的就是期望其能够像之前的铁路对外枢纽一样，成

为对外航空枢纽来吸引客流，吸引高端商业服务业的产生，从而拓展东南部城市空间。 

在该阶段城市建设中郑州城市面积由上一期末的60平方公里一跃发展到280平方公里，

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大了近四倍，城市与铁路的接触面积越来越大，铁路带来的分割效应也越

来越明显，由于铁路站衔接交通的布局，京广铁路西侧的地区发展落后于东侧区域仍然在延

续。但是铁路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引导作用已经较小，郑州不再“唯铁路是拓展”，开始根据

城市自身的需求寻找发展方向，例如在 80 年代沿东明路拓展，现在为了避免京广铁路造成

的分割影响，顺应郑汴一体化战略，选择向东部拓展。对外公路和建设中的城际交通在这一

阶段发展中，对连通外围城市空间，支撑、引导、开发长期落后象限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老机场的搬离，一方面为郑州向东部拓展做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新机场的选址，又成

为引导南部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引擎。 

2.4 第四阶段城市发展（2008 年至今） 

2007 年年底爆发的经济危机波及全球，国内为了拉动经济发展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的投资力度。2008年 10 月 31日经国家批准，中长期铁路网调整规划正式颁布实施引，

计划建设“四纵四横”铁路快速客运网。其中规划的京广客运专线和徐兰客运专线交汇于郑

州，郑州成为铁路网络的双十字交汇点，对城市发展意义重大。 

郑州市第四阶段的城市发展与第一阶段类似，也将是通过国家层面的重大基础设施的建

设来进一步提升郑州在全国城镇体系中的交通区位并带动城市发展。但这次的郑州市已经不

是当年的郑县，这次的高铁也不是当年铁路。郑州市 2011 年末已经发展成为建成区面积达

到 354.7 平方公里的城市，对外铁路的建设势必会对城市空间拓展带来严重的分割影响。更

重要的是高铁通过改变城市区位所带来的城市发展机遇，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开发，必将重

新提高铁路的吸引力。客运专线设计时速 350km/h，缩短了郑州与国家重要城市的时间距离，

新型的交通系统在时间上的优势将重塑城市间的交流格局，将会汇集更多的高端商务客流，

支撑郑东新区 CBD 的打造和新的城市空间拓展。因此，此阶段郑州东站将会像郑州站当年

对郑州发展的作用一样来带动城市东部的发展。历史如此类似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汲取历史

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在更高的层次上，走出一个不同的城市发展轮回。 

3. 当前发展背景	

如果说郑州市第四阶段城市发展初期的对外交通设施规划是地利，那么国家出台的相关

战略便是天时，国家相继出台了中部崛起、中原经济区、郑汴一体化等利好战略。在中原经

济区战略中更是将郑州都市区的建设作为了重中之重，期望通过郑州都市区的建设来带动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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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原经济区的发展。因此，郑州不能再是一个单独的郑州市区，郑州市区要带领周边县市

形成都市区，再通过都市区来带动郑州市周围紧密核心圈层的城市发展，进而影响整个中原

经济区。 

4. 对未来建设的观点	

通过对郑州市城市发展的 100 多年历史梳理，认为对外交通与郑州城市空间发展之间联

系密切。随着城市的发展，空间的扩大，城市与铁路接触的面积增大，铁路对城市的限制逐

渐增强；但是随着公路道路系统建设和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变，铁路对空间生长吸引力逐渐降

低。公路随着城市的发展，空间的扩大，对空间增长的吸引力逐渐增大，而且其对城市发展

的限制较少。航空出现在城市发展后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吸引力逐渐增大，但对城市的

限制也较大。这些对外交通对郑州是城市空间拓展吸引有余而引导不足，未来应加强引导。 

随着第四阶段城市发展的开始，高

铁客运专线的建设，铁路对目前郑州城

市空间的引导和限制作用都将进一步

加强。但是高铁与之前的普通铁路不

同，高铁的速度优势将会保持其对城市

空间拓展的引导作用，不会像普通铁路

一样衰减从而被公路超越。 

因此，郑州市面临对外交通设施对

空间拓展的限制增加，但吸引力不降反

增的局面，不应谋求城市规模的进一步

蔓延式扩大，从而强化铁路对城市空间

的制约，应该加强对已有空间的优化引

导。面对高铁对城市空间拓展的吸引能力增强，郑州市区应该积极通过城市内部的道路、轨

道交通将对外客流压力分散到合适的市内枢纽；进而通过市区与周边各县市之间的城际线路

来分散客流至郑州都市区乃至中原经济区。面对未来的客流增长，郑州市一定要防止对外交

通枢纽带来的客流过度聚集而对城市空间产生的盲目吸引，要通过内部交通予以引导，科学

地分散对外交通枢纽布局，引导市区多中心模式的形成。 

郑州都市区的建设要引导中原经济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而郑州市城市空间又恰巧被对

外交通限制，城市规模扩张阻力较大。郑州市不妨顺应局势，分散自己所承担的职能，由整

个都市区共同承担，扩大郑州的交通枢纽服务至整个都市区乃至经济区，带动中原城市群的

发展，成为规模适当的城市典范。 

【注释】 

①朱军献：《郑州城市规划与空间结构变迁研究（1906‐1957）》，《城市规划》2011年第 8期，第 45页。 

②朱军献：《郑州城市规划与空间结构变迁研究（1906‐1957）》，《城市规划》2011年第 8期，第 46页。 

③朱军献：《郑州城市规划与空间结构变迁研究（1906‐1957）》，《城市规划》2011年第 8期，第 47页。 

④张彩丽.  郑州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研究{D}.河南：郑州大学，2007。 

图 6  京广、徐兰客运专线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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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央商务区的交通问题及对策 

张铁夫 

【摘要】商务中心区的交通系统既是城市交通系统的一部分，又具有相对独立的特征。商务

牛心区高密度的±地开发利用引发交通密度的高强度发展，在我国目前国民经济高速发展、

机动化趋势势不可挡的形势下，如何解决商务中心区的交通问题，成为急待研究的课题。 

我国商务中心区交通系统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成因分析，认为商务中心区交通的主要问题是：

路网级配不合理，比例严重失调；道路性质不明确；交叉口存在瓶颈；交通结构不合理，小

汽车迅猛增长，而公共交通停滞不前以及动、静态交通的相互干扰。 

解决这此问题的策略包括：疏理商务中心区的过境交通流，使商务中心区交通设施资源保证

内部需要；完善路网级配，并对商务中心区内部的交通系统进行交通组织设计，以充分发挥

现有交通设施的潜力；交通需求管理己成为改善商务中心区交通问题的重要理念和必要手

段。 

【关键词】CBD  中央商务区  交通特征  交通问题  解决对策 

1. 中央商务区的特征	

1.1 中央商务区（以下简称 CBD）总体特征 

作为城市经济活动的中心和重心，CBD 具有最高的服务集中性，能提供经、管、文、娱，

甚至行政办公等多方面的服务。其产业特征表现为具有高度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的第三产

业，并能够向各行业提供便捷的信息服务。 

CBD 地区一般土地开发利用强度大，建筑容积率高，国外一般在 2~4之间，甚至有高达

7 以上的容积率。建筑形态呈垂直发展的态势。 

CBD 同时也是现代经济运行中人流、车流的交汇地。交通流量大，交通方式复杂，换乘

系数大，可达性高。CBD 核心区往往没有常住人口，从而导致昼夜人口差距大，交通流具有

明显的潮汐性。 

1.2 CBD 交通特征 

商业中心地区作为城市的一个特殊区域，其交通有如下特征： 

（1）出行吸引力强，相对可达性高。由于 CBD 是全市经济、文化、商务等多功能中心，

有比较方便的交通，无论对本市或周围地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 

（2）交通量大，经常出现交通拥挤和阻塞。商业中心地区是城市的交通聚集区，交通

出行总量最高、密集度大，单位面积上的车流量、人流量均属城市较高水平。 

（3）混合交通现象严重，交通安全状况差。由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构成的混合交

通流造成的交通问题，严重扰乱了商业中心地区的交通秩序与交通安全。其中，商业区与周

边道路衔接处的混合交通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尤为突出。 

（4）土地利用强度高，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停车困难。商业中心地区土地利用的高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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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建筑群及道路的高密度化、高容积化和高层化 3 个方面。高强度的商业用地使得停车

位紧缺、违章停车现象严重。 

（5）交通出行时间分布不均衡。城市商业中心地区交通出行时间分布不均衡表现在两

个方面：节假日的人流和车流量比非节假日大；每日上午 9：00~12：00和下午 15：00~19：

00 这两个时段的交通流量比较大。 

（6）停车需求量大，车位少。由于 CBD 的吸引力很大，因而无论是机动车还是自行车

的停车需求量都很大，但 CBD 现有的停车场地少，一般都供不应求，因而无处停车、停车

混乱成为 CBD 的一大特点。 

（7）交通服务水平低，交通环境差。由于 CBD内交通用地紧张，寸土寸金，交通量又

大，人车相互拥挤，加上交通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必然造成道路服务水平低下，并缺乏和谐

的行人交通环境。 

2. CBD交通分析	

2.1 交通网络决定论 

大多数 CBD 开发都以规模巨大的交通系统建设为先导。CBD 系统强调区域间的联系，

首先要融入城市原有的交通系统。一般情况下，还应将 CBD 交通系统建设，作为城市整体

交通系统结构性调整和发展的历史性契机。如东京湾开发虽然目前楼宇开发陷入困境，但大

规模交通设施的逐步形成，完善了现状放射交通系统，并为外环系统发展创造了条件。CBD

交通系统建设，应立足于最大限度地带动城市交通系统的完善并达到更高水平。 

以东京新宿副都心 CBD 发展为例，都心三区西侧的新宿作为商务副都心，其发展是与

东京都交通系统紧密相关的。1915 年东京建成环形铁路线，新宿成为郊区铁路与环形线的

交叉点和换乘总站。二战后，东京都西部人口急剧膨胀，使这里成为都心与西部住宅区间的

通勤要地。1959 年东京建成丸内线地铁，把新宿、池袋和都心联结起来。1964年通过新宿

的高速路建成，车站大楼地下街及东口地下街建成开放，新宿火车站成为全日本．客流量最

大的车站之一。当都心三区商务机构高度聚集，造成城市畸形发展时，日本决定将位于山乡

环线上的新宿、涩谷和池袋开发为副都心，新宿由于处于交通要冲，能够“拦截”人流，因

而有效地起到疏散都心商务职能的作用，至今已成功发展成为 CBD 副都心，因此，在东京

CBD 副都心形成现在环状布局形式，应该说东京城市交通网络结构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2.2 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系模式 

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运输系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循环的作用与反馈关系。土地利用结构

决定市内交通运输需求，道路及交通设施的改善又反过来改变土地利用的强度和模式，其主

要矛盾随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 

城市内部居民的出行方式、交通量和交通方式分布，基本上是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一个

函数。土地的开发，其结果或是发生以该区为起点的新出行，或是吸引了另一小区的新出行，

或者两者兼有。这样，市区的土地开发造成或刺激新的出行需求，产生对交通设施的需求。

因此需要建设新的交通设施，或使现有的设施更有效率的运营。 

衡量城市内部各种联系之间的方便程度，可引用“可达性”概念，交通系统便是为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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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种方便程度的预期值而建立的。可达性的～般意义是，一种给定形式的活动机会对于

一个特殊地点的大小和远近的总度量。如某人从居住区 i去零售商店购物机会的可达性可以

这样度量： 

                                          式 2.1 

式中： 

——从分区 i去购物机会的可达性； 

——分区 j 内的零售业占地面积(规模)； 

——从分区 i到分区 j 的行程时间； 

n——设有零售商店的分区个数； 

b——表明出行对行程时间的灵敏度参数(即 b 值越大，人们越不愿意花时间在路上；人

们走长距离去商店的可能性越小)。 

式中， 、 、n 都是反映城市土地利用特点的一个侧面，如 、n 分别反映零售商业中

心的远近、数量， 反映居住区离商业中心的远近。土地的利用性质和布局影响居民的密度

及出行距离和方式，以此对交通设施提出要求。 

城市的交通形态与过程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系统产生的交通需求与城市交通系统产生

的交通供给共同作用的产物，土地利用是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表现。因此，城市土地利

用结构与交通系统的协调，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促进城市良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2.2.1  高强度的交通产生和吸引	

在 CBD 地区，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利用，其容积率往往就是城市中

最高的区域，这必然引发高强度的出行发生强度。在这里，土地利用强度高，表现出高密度、

高容积率、高层化，是交通出行产生和吸引集中的地方。 

城市用地开发强度是指单位用地上的建筑设施容量，用容积率来表示，即建筑物地面以

上各层建筑面积的总合与建筑基地面积的比值，以反映各种区位活动在空间上的聚集程度。 

城市各类区位设施的出行发生强度，由单位面积的出行发生率和建筑面积大小来决定，

前者与区位设施的功能性质有关，后者则取决于容积率。 

2.2.2  交通用地率高	

CBD地区的高密度和高容积率必然引发大量的交通需求，因而应有足够的道路空间。CBD

地区是城市交通用地率高的地区。道路面积及密度与交通顺畅及建筑物的通达性相关。表

2.1 为国外城市的 CBD 交通用地的情况。 

但我国还远远也不太可能达到这个标准。目前广州 CBD 交通用地占总用地的比例仅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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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国外城市的交通用地占 CBD 用地的比例 

城市  洛杉矶 达拉斯 底特律 芝加哥 伦敦 东京 香港 

交通用地（%）  59.0  53.0  50.0  41.0  20.0 10.0 12.0 

3. 我国 CBD交通问题及成因分析	

我国城市商务中心区大多是在传统的中心区逐渐发展起来的，集中了饭店、餐饮、购物、

娱乐、会议和展览等多项功能，是客流和货流的大型集散地，也是交通拥挤和交通事故的多

发地带。拥堵和延误往往波及到相当大的范围，是造成城市交通拥挤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大城市在交通拥挤的区域，干道及交叉口大多处于饱和状态，机动车运行速度降至

10—15km／h，而且拥挤区域呈现迅速扩大趋势。 

实际上在市中心区出现交通拥堵由来已久。从两千年前的罗马就存在马车堵塞，19 世

纪的纽约马车经营 10 年就抱怨马车拥挤，电车运营 5 年之后就变得拥挤不堪；1907 年大量

汽车行驶在纽约，1914 年就产生了交通拥挤；美国 20 年代建造了第一批州级公路，到 40

年代公路拥挤就十分严重。 

3.1 交通拥挤往往给城市造成严重的后果 

3.1.1  经济损失	

世界上由于对高强度开发区域的交通没有处理好而导致城市中心区过度拥挤的城市比

比皆是。在泰国，曼谷市中心的车速平均每小时 3 公里，有的只有 1．2 公里。堵车的时间

可持续 1—2小时。据报道，因交通堵塞泰国经济每年损失 40 亿美元，即每天 1100 万美元，

此值超过 1／3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欧美许多大城市因交通拥堵每年带来的直接经济损

失高达数十亿美元以上。 

3.1.2  环境损失	

大量机动车充斥街头形成的交通阻塞不但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和精神负担，且产生环境

污染。道路的环境污染主要分为交通噪声、大气污染、交通振动三个方面。我国许多大城市

空气的主要污染物——可吸入的颗粒物，一氧化碳、氮氧混合物主要来源于汽车尾气，交通

拥堵会导致尾气污染的加重。此外，交通拥堵还会使噪音污染变得更严重，这不仅是频繁的

“制动”和“启动一加速”会增加噪音污染，而且，车流密度的增加同样也使噪音增加。 

许多实例已证明，无论什么样的城市，如果不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城市经济及生活条件

便会很快恶化。如果能及时发现高强度开发的区域引发的交通问题，并积极的制定出交通改

善措施，则可以缓解高强度开发引起的交通拥挤。 

3.2 交通问题的原因 

3.2.1  道路网级配不合比例	

目前国内主、次干道的标准比例约为 1：1.0—1.4，国外比例约为 1：2.0。在我国的大

城市，现状路网系统的最大问题是未形成合理的层次，相互间协调不足，路网效率难以充分

发挥。比如次干道不足是导致特区干道网密度较低以及路网布局不合理的主要原因。由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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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道间缺乏次干道，支路直接与主干道集散，甚至建筑物也直接向主干道开口。这不仅影响

主干道的畅通，也造成干道网与支路网集散困难，使片区内交通不易出入。 

例如深圳现状罗湖福田区内主、次干道的密度比例为 1：0.4，次干道需再增加 2 倍多才

能与主干道比例协调。武汉市在道路网的布局建设中，上缺“快速路”，下缺“支路”。北京

市缺少次干道及次干道以下等级的道路，在二环以内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之间的比例为

1.6：1：1.9，呈“哑铃状”。 

3.2.2  道路功能性质不明确	

多城市中 CBD 地区一般是由城市的老城区发展起来的，其特点是路窄，并且巷陌纵横，

更多的是由城市中心地带演变而来，在我国完全另辟土地重新规划开发 CBD 得并不多。CBD

地区很多道路本身就是城市中心区的干道，也就是说城市干道布局重叠在一起，见图 3.1。 

另一方面，目前在对道路分级时，通常主要根据交通量大小而不是道路所担负的功能来

划分道路等级，更没有按照道路的功能来进行交通管理。 

CBD 地区是大量人流、物流汇集的区域，本身就存在着大量的向心交通。在这些穿区而

过性质不明确的道路上，大量的穿越性机动车与向心交通车辆混杂在一起，恶化了 CBD 地

区的交通状况。 

 

图 3.1  目前 CBD 交通与土地利用性质关系现有模式 

3.2.3  交叉路口“瓶颈”严重	

在市中心城区大量车辆在交叉口排成长龙，再加上自行车、行人的干扰，堵得水泄不通

是我们常见的情景。这些交叉口的拥堵使道路交通设施作用发挥受到抑制，严重降低了路段

的通行能力。 

3.2.4  动静交通的干扰	

由于 CBD 地区的黄金地价使得停车场的规划建设困难重重，所产生的问题直接影响道

路交通。例如在深圳商务区中，在几条本来就交通繁忙的单向交通组织的道路上，设置了路

边停车场，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能力。更多沿街建筑或单位没有预留停车设施或停车位太少，

结果很多车辆便停在了人行道或路边。结果是车将行人挤上了自行车道或街道上，自行车被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431



 

 

挤到了机动车道上，严重影响交通设施的正常运转。 

4. CBD交通问题解决对策	

4.1 疏理交通流 

4.1.1  处理好过境交通与进出 CBD交通的关系	

在中心区道路资源紧缺的情况下，道路资源首先应保证满足 CBD 地区集散交通的需求，

采用合理的交通组织管理手段，将与中心区无关的穿行交通疏散出去，以减轻中心区的交通

压力，也保障了中心区交通与土地利用性质的协调关系。如图 4.1 

 

图 4.1  CBD 交通与土地利用性质关系理想模式 

4.1.2  重点处理进出 CBD的“集散点”	

CBD 出入口通行能力是交通组织设计时需重点考虑的因素。现在许多大型建筑造成大范

围的周边交通拥堵，或出入口通行不畅，都是流量超过出入口通行能力的结果。CBD 进口道

进入车道的通行能力与一般路段相同，出口道的通行能力和与之交叉的干道的交通量大小密

切相关。 

4.2 合理组织 CBD 内部交通 

CBD 内部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交通系统，为了有效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必须从交通工程

学的理论出发，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对道路交通系统进行统一的交通组织，合理的分配车流，

才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治理对策。合理科学的交通组织设计是协调公建群内部的车流、人流，

缓解公建群对周围道路的压力的十分有效的手段 

组织单向交通可以提高通行能力，减少交通延误，利于城市环境发展。把双向行车改为

单向行车，交叉口的冲突点将会减少。如图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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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两条双向道路交叉              (b)单向与双向道路交叉 

         

(c) 两条单向道路交叉                       (e)图例 

图 4.2  单向交通的与双向交通单个交叉口复杂程度的比较 

比较按双向和单向原则组织交通的道路网的一个局部(图 6．3)，就能算出这种情况下 4

个交叉口的总复杂程度。计算表明单向交通所有 4 个交叉口的复杂程度仅为单向交通的

12％。如图 4.3。 

 

图 4.3  单向交通的与双向交通交叉口总复杂程度的比较 

通过组织单向交通的办法，可以有效解决 CBD 中交通拥挤的问题，缓解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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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完善路网 

在 CBD 人 13集中，机动车拥有量大，建筑容积率高，需要大量支路分散车流。因此，

应当向国外的标准靠拢，提高支路网的密度标准。国内外城市道路网密度指标的差异主要在

支路网一级上。国内规范规定的支路网密度大约是干道网密度的 1.0—1.5 倍，而国外大城市

支路网密度一般为干道网的 3 倍以上。 

4.4 构建合理的交通结构 

美国城市 CBD 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交通问题。美国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市中心

的交通问题有两个：第一，市中心内部的交通不方便，各个地点缺乏便捷的联系；第二，市

中心的可达性差，包括交通拥挤、安全性差和停车难。解决上述第一个内部交通问题可以通

过建立一套步行系统，第二个可达性问题就要通过公共交通来解决。 

5. 结语	

CBD 的土地是一个城市地价最高的峰值区，可谓寸土寸金。合理科学的交通组织设计是

协调公建群内部的车流、人流，缓解公建群对周围道路的压力的十分有效的手段。CBD 地区

的交通拥挤，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小时局部的路段与交叉口，有效的利用一些次要道路作为

单向交通系统，不仅充分挖掘了道路交通设施的潜力，并有效地疏导主要道路上的交通流量，

同时改善了 CBD 的交通环境。 

实践证明，单纯依靠道路设施的改造扩容来满足迅猛增长的交通需求的传统思路，只能

使城市交通陷入“交通拥挤——不断修路——交通拥挤”的恶性循环。在道路交通设施难以

大量扩容的 CBD 地区，强调交通需求管理是今后改善中心区交通运行环境、保障交通与土

地使用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论文中对路网容量的进行定量分析，并提出以定供需的交通需

求控制手段。 

在 CBD 地区，优先发展大容量公交系统，包括地铁，轻轨等，是十分重要的交通战略，

在这方面还需进一步深化。CBD 地区的环境质量要求非常高，在 CBD 地区如何控制交通污

染、提高其可持续发展水平，是今后需要继续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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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转型暨开发强度跃升地区的交通发展探索 

——以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为例 

苏永云  徐惠农  陈磊 

【摘要】我国一些特大城市出现了功能转型暨开发强度跃升的地区，需要调整交通发展策略

及规划，构建合适的交通系统。以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为例，分析了交通发展

特征，研究了适宜的交通发展模式，系统提出了交通发展调整策略，包括净化交通构成、大

幅度增加轨道交通供给、建设优质高效道路公交系统、重构道路网络布局、营造人性化高品

质慢行交通条件、抑制小汽车交通的过度使用等；在此基础上，研究提出了重大交通设施规

划调整方案与交通组织调整方案。 

【关键词】交通规划  发展策略  交通模式  高强度开发 

1. 引言	

在我国城市快速发展进程中，城市的大部分区域都按城市规划体系分层次编制规划与有

序推进实施，交通体系也随之逐步建设与完善。但是，为集约高效利用土地以及实现城市发

展特定诉求，一些特大城市的局部区域发展面临巨大调整，包括功能转型升级与开发强度大

幅度提高，由此产生的超高强度交通需求远远超过了原规划交通系统的适应能力，交通体系

面临巨大的挑战。需要调整交通发展策略及规划，构建合适的交通系统，以支撑地区功能转

型及开发强度的提升。但是，交通系统的调整受到上层次交通规划的约束、周边交通的影响

与建设条件的制约，任务艰巨，难度大。本文以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简称“前

海合作区”）开发为例，对功能转型暨开发强度跃升地区的交通发展进行探索。 

2. 前海合作区概况	

前海位于珠江三角洲湾区东岸、深圳蛇口半岛西侧，紧邻香港，该地区原为滩涂海域，

自 2000 年开始填海。长期以来，前海属于原深圳特区发展的边缘，主要发展港口、仓储、

物流等功能。但是，该区域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基础条件，空间上位于珠三角区域发展主

轴与沿海功能拓展带的十字交汇处，交通方面紧临深港两个机场、深圳‐中山跨江通道、深

圳西部港区与深圳湾口岸，广深沿江高速公路贯穿其中，具备良好的海陆空交通条件和突出

的综合交通优势。自 2005 年起，相关规划不断调整提升前海的功能定位。2010 年 8月国务

院批复同意《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设立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总用地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 

为落实《总体发展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大力推进前海业合作区的建设，深圳市规划

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组织编制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综合规划》，明确前海合作区建

筑面积为 2600 万㎡，就业岗位 80 万个，居住人口 30 万人；确立了产城融合、特色都市、

绿色低碳三大规划策略，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

将前海合作区打造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区域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化滨海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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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发展特征分析	

3.1 交通需求猛增，交通供应面临巨大压力 

用地开发强度跃升带来交通需求的迅猛增长。 

以前海合作区为例。为便于进行交通预测分析，根据前海合作区土地利用规划精细划分

区内交通小区，在前海 15 km2范围内划分 99 个交通小区，依据深圳市城市组团划分情况，

将合作区外市域范围划分为 13 个交通小区，见图 1。 

 

 

a 区内交通分区 b 市域交通分区 

图 1  前海合作区内及市域交通小区划分示意图 

前海合作区自北向南分为三个功能片区，在 2600 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当中，办公用地

占 46%，商业用地占 15%。前海合作区内只能满足 20 万就业人口的居住，其余 60 万就业人

口的居住地将分布在前海外围，未来将生成巨大的外部客流进出前海，根据预测 2030 年高

峰小时约有 29 万人次从外部进入前海，这相当于 2010 年深圳原各二线关单向高峰小时客流

量总和的 1.8倍。高强度交通需求为对外及内部交通系统带来巨大压力。如何满足超高强度

的交通需求，是前海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 

  

 

a 前海三大功能片区交通产生量（人次/日） b 前海三大功能片区交通吸引量（人次/日） 

图 2  前海合作区交通产生量与吸引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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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前海合作区内部交通蛛网图 

3.2 片区功能转型升级对交通提出了很高要求 

高强度开发片区对交通的要求也高，除了需要提供畅达的交通条件外，还对发展绿色交

通、低碳交通以及人性化、高品质慢行交通等寄予厚望。如前海合作区采取高端定位，规划

发展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区域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化滨海城市中心，将绿色低碳作

为三大基本发展策略之一，致力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生态示范城区，交通是落实绿色

低碳发展的关键抓手。 

3.3 交通发展受到多种不利因素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需要进行功能转型升级的片区已经经历一段时间的发展，片区内部及周边

地区的交通格局已初步形成或按规划实施之中，在此情况下，交通系统的调整与发展将受到

上层次交通规划的约束、周边交通的影响与建设条件的制约，任务艰巨，难度大。例如，从

外部进入前海合作区的交通需求相当大，为满足交通需求则需要增加更多的通道，但是，前

海合作区及周边地区的重要干道路网格局已经基本形成，新增通道极为困难。而且，根据原

有相关规划，疏港交通与过境交通均穿越前海合作区，对合作区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其中，

疏港货车流量现状为 3.3万 pcu/日，高峰小时单向 1700pcu/h，到 2030 年将增加约 30%。大

量的疏港货运交通不仅给前海道路网络带来交通压力，干扰前海的进出交通，而且严重影响

城市环境与景观，与前海的高端开发要求不匹配。如何优化调整路网布局和道路功能，引导

车流合理分布，以减少疏港及过境交通影响，是前海发展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4. 交通发展模式选择	

依据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等国外大城市 CBD 经验，对外交通都需高度依赖公共交

通，其中主要依靠轨道交通。经与世界主要城市 CBD 的开发规模比较，无论是功能定位还

是规模尺度，前海合作区均达到了世界级 CBD 的水平，开发量已经接近伦敦 CBD，达到纽

约、巴黎和东京 CBD 的一半以上。参照类似地区的经验，为应对超高强度的交通需求，前

海也需要以公共交通作为承担绝对主体。为研究确定具体的合适的交通结构，按轨道及道路

公交分担率设计多种情景，分别对各种交通网络（轨道，公交和小汽车）的负荷进行预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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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 

表 1  前海可选交通模式分析 

情景  轨道分担率 道路公交分担率 小汽车分担率 

1、高  90%  5%  5% 

2、中高  80%  10%  10% 

3、中  70%  15%  15% 

4、中低  60%  20%  20% 

5、低  50%  25%  25% 

拟定道路网络、公交网络与轨道网络并编辑到交通模型中，把出行需求按表 1 的交通结

构进行方式划分，并进行交通分配，研究交通网络的适应性，重点是分析道路网络的负荷情

况。根据测试分析，高峰小时需要将轨道交通的分担率提高到 85%及以上，将公共交通作为

承担客运需求的绝对主体，前海交通网络才能适应超高强度交通需求的需要。 

5. 交通发展策略及方案	

实现上述交通发展模式，需要以有效的交通发展策略及方案作支撑。 

5.1 交通发展策略 

5.1.1  净化交通构成，疏散、分离与前海功能无关联交通	

新增疏港通道，分离疏港货车。原有疏港交通体系将对前海的滨海城市景观和空间品质

产生重大影响，在前海边界地区新增疏港通道，将西部港区货运交通从前海外围疏解，实现

前海货运与客运相分离，货运交通远离滨海岸线，释放滨海空间，提升前海土地价值。 

优化通道功能，剥离过境交通。南坪快速路原规划具有承担过境客运交通的功能，而南

坪快速路沿前海滨海岸线通过，对前海道路交通体系及城市景观环境影响较大。为此，考虑

将位于前海外围地区的月亮湾大道提升为快速路，承担过境客运功能，而南坪快速路前海段

仅承担片区进出客运交通功能，实现过境客运与进出客运相分离。 

5.1.2  大幅度增加轨道交通供给，作为支撑高强度客运交通需求的绝对主体	

世界城市发展经验表明，高密度的轨道交通网络才能支撑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因此前海

CBD 大规模开发引发的高强度交通需求，仅仅依靠道路交通系统和既有规划的轨道交通是无

法解决的，必须大幅度增加轨道交通供给，建设规模充足、布局合理、快捷可靠，满足高强

度交通需求，特别是满足高峰期通勤出行需求的轨道交通系统。 

5.1.3  建设优质高效道路公交系统，发挥公交内联外接的功能	

构建功能明确、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公交网络，与轨道交通、慢行交通等多种交通方

式紧密衔接，提升常规公交服务水平和吸引力，营造便捷、安全、经济、舒适的公交出行环

境。主要措施包括：①布设完善的公交接驳网络——围绕轨道交通站点，设置公交轨道接驳

环线，衔接前海合作区内主要的功能节点，扩大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布设轨道客流喂给型

线路；②建设特色公交网络——提供针对性、多样化的公交服务和营运线路，形成“轨道交

通+观光轻轨+常规公交+特色公交”的多模式、一体化公共交通系统，满足前海内部及对外

通勤通学、商业办公和观光休闲等多类型交通出行需求；③构建公交专用道网络——在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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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客流走廊的主次干路规划布设公交专用道，建立公交专用道网络系统，保障常规公交路

权优先。同时，相应布局了 16 个公交首末场站，用地约 3万平方米。 

5.1.4  重构道路网络布局，快慢相配合适应差别化的需求	

前海合作区为南北长、东西窄的空间形态，大量交通将从外围的北部进入并到达合作区

的南部与中部，为此，在按“客货分离、过境分离”布局相关高快速路的基础上，在前海合

作区内设置一条南北向连续流（地下）道路，该道路与地面路网相分离，但通过上下匝道与

地面路网相联系。通过连续流地下道路与地面道路相配合，对部分交通快速进出前海追求可

动性与部分交通分散达到各地块追求可达性进行有效协调。同时，将地面更多的资源分配给

地面公交和慢行交通环境及商业氛围，减少人车冲突。 

5.1.5  营造人性化、高品质慢行交通环境，引导慢行交通成为对外出行的接驳交通方式

与区内出行重要交通方式	

为充分发挥前海轨道网的功能、延伸公交覆盖率以及展现前海水城的优势，前海合作区

规划采用接驳+休闲模式的自行车道网络系统。围绕轨道站点，在相关主要道路上布设自行

车轨道接驳网络；以滨海休闲带和水廊道为主要载体，规划布设自行车健身休闲网络。要求

设置自行车配建停车位。 

结合轨道站点和道路网布局，布置四横两纵的轨道接驳步行网络。以滨海休闲带和水廊

道为主要载体，规划建设 3 条步行健身休闲道。结合各片区用地特征设置完善的片区内生活

和通勤的短距离出行网络，加强核心区、生活区、商业区以及各类配套设施之间的联系，利

用次干道及以下等级道路构建相对完善和独立慢行交通网络。要求无障碍设施设置率达

100%。 

5.1.6  通过设施配置落实交通需求调控策略，抑制小汽车交通的过度使用	

将停车位供应作为落实交通政策的重要抓手，根据用地性质和交通需求管理要求，提供

合理的停车供应，引导人们选择合理的交通方式出行，保障轨道交通的主体地位，调控拥挤

区域交通流量。对不同停车类别（分为居住地停车、工作地停车和商业地停车），实行差别

化供应原则。相应地，在现有《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的基础上调整停车位配建标准：

适当提高新建住宅停车配建标准，满足住宅区居民的停车需求；基本维持既有的商业地配建

标准，支撑前海中心商业活动；同时适当降低办公地停车位配建标准，减少个体化小汽车通

勤交通，引导市民选择公共交通方式上下班。 

5.2 重大交通设施规划调整 

5.2.1  轨道网络调整	

（1）供需分析 

根据前海的交通发展策略及目标，前海将以轨道交通作为承担客流的绝对主体，在高峰

期间轨道交通的分担率将达到 85%，对应的客流单方向约为 27 万人次。前海合作区范围已

有 2 条轨道线建成投入运营，另有 3 条轨道线已经列入建设计划。根据测算，该 5 条轨道线

仅能满足 10万人次/单向运输需求，缺口约为 17万人次/单向。缺口空间分布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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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前海轨道交通需求供应缺口分布情况表 

外部片区  高峰小时轨道需求量（人次） 高峰小时供应情况  （人次) 高峰小时缺口供应（人次) 

宝安中心  37,498  20,000  ‐17,498 

中部组团  14,999  5,000  ‐9,999 

西北组团  23,436  25,000  0 

蛇口  29,999  0  ‐29,999 

南山  22,499  5,000  ‐17,499 

福田  14,999  5,000  ‐9,999 

罗湖  3,750  3,000  ‐750 

布吉平湖  13,124  0  ‐13,124 

光明  18,749  0  ‐18,749 

龙岗坪山  7,500  0  ‐7,500 

盐田大鹏  937  0  ‐937 

香港  35,272  40,000  0 

东莞  27,458  5000  ‐22,458 

惠州  11,938  0  ‐11,938 

深圳机场  658  10,000  0 

珠江西岸  5,554  0  ‐5,554 

总计  268,373  120,000  ‐166,007 

（2）轨道网络规划方案 

综合上述轨道交通供应缺口的空间分布与相关轨道网络规划布局情况，提出新增 7条轨

道线加强前海与外围的联系，包括延长既有的相关轨道至前海与新增线路两种类型。形成由

5 条城际线、3 条快线、2条干线与 2条局域线共 12 条线的轨道网络，合作区范围总计长 53

公里，37 个站点。 

表 4  2030 年经由前海主要交通走廊轨道高峰小时供需分析表 

主要交通走廊  现有轨道 
现有轨道供应

（人次） 

至少需新增轨道

供应（人次） 
需新增轨道 

宝安中心、蛇口  1、5号线  20,000  47,497  1.  蛇口西乡局域线 

福田、南山方向  1、11号线  15,000  28,248  1.  至福田局域线 

西北、广州方向  穗莞深、11号线  35,000  ‐    

北部、东莞方向  5号线  5,000  41,208 
1.  至光明快线 

2.  至东莞城际线 

中部、惠州方向     5,000  43,499 
1.  至坪山快线 

2.  至惠州城际线 

香港方向  港深快轨  40,000  ‐    

珠江西岸方向     0  5,554  1.  至珠海城际线 

根据对轨道网络总体规划方案进行交通模型测试，按照未来年承担约 85%的客运出行量

选择轨道交通，通过模型测试其承载力和负荷情况。结果表明规划的轨道网络规模适当，基

本可以满足未来年前海的轨道客流需求。 

5.2.2  道路网络调整	

（1）调整思路 

构建与前海功能定位相匹配、彰显滨海城区特色，规模适当、功能清晰、等级结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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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完善的高效、绿色、人性化城市道路网体系，为前海提供畅达的对外通道，构建高密度

内部路网，强化前海与外围地区及内部各片区之间的联系，并为公交系统和慢行交通系统提

供充足的发展空间。 

（2）道路网络布局方案 

依据“客货分离、过境分离、快慢分离”的总体布局原则，规划布局了“一高、三快、

八主、十一次”及地下道路骨干路网体系。在此基础上，为实现提高街区间的可达性，按照

小尺度的街区设计理念，形成了高目的的支路网，配合主次干路，形成功能清晰、级配合理

的道路网络。 

  

图 4  前海合作区轨道线网规划图 图 5  前海合作区规划道路网结构图 

5.3 交通组织调整 

（1）西部港区疏港交通 

目前，西部港区道路疏港交通均需通过进出前海合作区的重要道路——月亮湾大道，近

中期（即沿江高速公路开通后、妈湾大道建成前）由沿江高速公路分担一部分；远期（即妈

湾大道建成后）经妈湾大道与城市道路分离，不再行经月亮湾大道等城市道路。 

（2）过境货运交通 

目前，经深圳湾过关进出深圳的货车需通过月亮湾大道，沿江高速公建成后，将过境货

车调整至沿江高速公路通过，与城市道路分离。 

（3）城市穿越交通 

穿越合作区的交通主要分布于东西方向，对长距离穿越交通，调整至滨海大道与沿江高

速公承担；对短距离的穿越交通，由连通合作区与外围地区的主次干道承担。 

6. 结语	

交通是影响地区功能转型及开发强度跃升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土地利用调整论证研究

中应对交通支撑能力及其制约给予高度重视。为适应高强度开发产生的超高强度交通需求，

需要系统调整交通发展策略及规划，协调处理好货运交通与客运交通的关系、公共交通与个

体交通的关系、动态交通与静态交通的关系、机动化交通与慢行交通的关系。高强度开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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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通规划调整与发展受到众多外部因素的影响，需要相互协调并在实施中不断优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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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差异化发展诉求的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研究 

——以江门市为例 

林涛  李道勇 

【摘要】本文在我国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和产业转移升级的背景下，以江门

为案例，从城市发展经历的基本历程和诉求演变，总结城市交通在产业交通发展、城市交通

发展和民生交通等阶段差异化诉求的交通规划侧重点，分析差异化发展诉求的交通发展态势

和挑战，提出了相应的综合交通发展策略和综合交通设施布局对策方案，为区域一体化和城

市快速化发展背景下面向城市差异化发展诉求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理论方法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差异化  综合交通规划  交通一体化  江门 

1. 引言	

随着《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珠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各地城

市化快速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珠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广度和深度较以往大幅扩展并步入

强化实施阶段。为应对这一机遇和挑战，这一地区相关城市开展了综合交通规划编制工作，

尽管综合交通规划的内容与任务相同，但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交通规划的编制目的

和对应的策略侧重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城市，其不同区域的城市发展阶段也具有差异性。在

珠三角珠江口西岸地区正处规模化发展先进制造业，城市处于经济追赶和产业承接转移做大

做强阶段，以江门为代表，城市整体还处于注重产业经济发展阶段，GDP总量达 1280 亿，

年均增长 10.8%。同时，城市各区又存在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从人均 GDP来看，江门市中心

城区（蓬江区）人均 GDP 最高已达 7000 美元以上，城市拓展区（江海区、新会区），人均

GDP 大于 6000 美元,  外围发展区（鹤山、台山、开平、恩平）人均 2000‐6000 美元，经济

发展的差异性较明显。 

表 1  江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性 

不同城市发展阶段  GDP总量亿元  人口(万人)  人均 GDP(美元)  备注 

中心城区  蓬江区  307  58.49  7660  〉6000美元 

城市拓展

区 

江海区  78.71  18.94  6057 
〉6000美元 

新会区  326.8  75．0  6343 

外围发展

区 

鹤山市  133.93  46.0  4220 

2000‐6000美元 
台山市  181.3  98.4  2652 

开平市  170.39  68.5  3605 

恩平市  79.37  50.0  2494 

注：数据为规划基础年 2008 年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另外，从城市发展特点来看，中心城区功能集聚，人口年均增加接近 2%，城市建成区

面积年均增加 4%，北新区、滨江新区等新区逐步扩展，城市功能加强和拓展诉求强烈，同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443



 

 

时，城市居民的收入在不断增加，年均增长 14%，对民生和品质化的城市发展诉求增大。而

对于外围区域正在大力发展产业园区，经济拓展诉求较为强烈。在编制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

划时，应针对以上经济发展、城市空间拓展以及民生发展等差异化诉求，提出差异化的综合

交通体对策和布局规划。 

2. 交通发展诉求的演变分析	

2.1 交通发展演变分析 

从城市空间变化来看，城市发展过程也是城市工业化发展的过程。工业化是按照点‐轴‐

集聚带的顺序逐渐演进的，即大产业首先聚集在个别城市节点，然后沿交通干线和其他重要

基础设施轴线发展，继而向周围地区放射扩散，经过长时期的开发建设，形成各类城市节点。

再进一步融合连绵化发展，形成带状集聚区，最终产业带的形成是城市空间结构形成的标志，

并最终推动城市化发展。这种“点‐轴‐带”式的演变规律已被各类城市工业化的进程所证实。 

图 1  点-轴-带演变规律图 

伴随上诉过程，城市综合交通的发展也具体阶段性发展特点。在城市工业化快速发展发

展初期，城市交通发展更加关注产业，注重对产业发展引导和支撑，随着产业的集聚和规模

扩大，城市节点的形成，逐步转向城市交通，交通注重支撑城市结构形成，继而，随着人们

收入增加，更加关注民生交通，城市交通更注重品质和以人为本。以上基本可以概括为“产

业交通‐>城市交通‐>民生交通”转变过程。这一差异性发展过程，可以通过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来反应。从珠三角城市发展过来看，江门、惠州人均 GDP在 6000 美元，经济在中低水平，

城市交通总体上属于注重产业交通发展阶段，交通更加关注与其他城市的联系，注重自身区

域地位的提升，货运交通出行比例较高，客运机动化出行率在 1.0 人次/日以下。东莞、佛

山人均 GDP在 6000‐12000 美元，经济处于中高水平，交通发展处于城市交通发展阶段，更

加关注城市组团结构形成，城市机动化出行率 1.0 人次/日。广州、深圳人均 GDP 在 12000

美元以上，经济处于较高水平，交通发展处于民生交通发展阶段，交通更加关注公交优先发

展，注重以人为本，城市公交机动化分担率达 50%，城市机动化出行率接近 1.5 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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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市交通发展阶段划分示意 

表 2  城市经济发展与交通发展诉求 

人均 GDP  代表城市 
GDP总量（亿

元） 
人口(万人)  人均 GDP(美元) 

<6000美元 
江门  1280  414  4489 

惠州  1290  393  4794 

6000‐12000美元 
东莞  3702  695  7722 

佛山  4333  595  10576 

>12000美元 
广州  8215  1010  12105 

深圳  7806  876  13017 

数据：为规划年基础数据，来源于各城市 2008 年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2 不同阶段发展特征分析 

2.2.1  产业交通	

经济处中低水平，城市人均 GDP在 6000 美元以下。要实现人来货往，综合交通更侧重

于如何提升城市区域地位和货运的组织。交通承担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货物运输、人来货往等

基础性功能，交通对于产业经济发展的作用比较明显，不仅体现在支持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方

面，还体现在刺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上。首先现有的运输系统进行改进和扩展来满足经济发

展需要，支持产业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上，随着经济发展对运输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迫使交通

运输系统进行彻底变革，从而产生了新的交通工具和配套基础设施。新的运输方式的产生应

用、基础设施的规模扩张、等级提升等在支撑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必然造成一批新兴产业

的产生和壮大，进而推动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因此，交通往往强调全市域的产业布局和

发展对综合交通体系的要求，注重区域基础交通设施布局和产业交通快速集散运输体系，形

成综合性枢纽和交通集散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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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发展

运输系统更新扩张

新兴产业产生壮大

经济进一步发展

交通发展滞后于

产业经济发展

 

图 3  产业发展与交通关系 

2.2.2  城市交通	

经济处中高水平，城市人均 GDP在 6000‐12000美元。在这一发展阶段，由于城市化人

口增多，城市规模的拓展，城市交通注重支撑城市功能拓展。城市交通更为关注城市的建设

开发和城区的运营，交通更侧重于骨干道路网络的建设和骨干交通系统的形成以支持城市结

构形态。 

2.2.3  民生交通	

经济处较高水平，城市人均 GDP 在 12000 美元以上。居民经济收入水平较高，城市交

通关注民生需求和出行品质，居民日常出行、交通以人为本是城市交通的焦点问题，属于交

通发展的较高层次。交通发展上，大规模交通基础建设已基本完成，骨架交通网络已成型，

交通更侧重于满足差异化的出行需求，打造品质化的交通设施，强调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

建设，打造多模式交通体系。 

3. 差异化发展背景下的交通发展态势	

3.1 江门市概况 

江门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三角洲西部，频临南海，毗邻港澳，距广州、珠海 100

公里，水路至香港 95 海里，到澳门 53 海里。现辖蓬江、江海、新会三区以及台山、开平、

恩平、鹤山 4 个县级市(俗称“五邑”)，市政府所在地为蓬江区。全市陆地总面积 9541 平

方公里，常住人口 414万人，全市 GDP总量 1280 亿元。 

从城市总体发展来看，城市交通还属于产业交通发展阶段。江门市尚处于工业化初期阶

段，支柱产业为机电、纺织服装、电子信息、食品、造纸及纸制品、建材等。第二产业是推

动 GDP 增长的主导力量。1997—2008 年间，第二产业所占比例始终保持在 50%左右，近几

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2008 年达到 57.6%。目前，江门的产业基地主要积聚于几大交通走廊

附近，尤其是佛开高速‐开阳高速走廊以及鹤山‐蓬江（会城）‐银洲湖（江珠高速）走廊。产

业走廊均有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经过，具有良好的经济地理位置、资源和经济技术条件，因而

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优良远景的地带。其共同特征为：（1）依附在强大的运输通道附近，

多集中在沿海地区和航行条件好的大河流域，以方便利用廉价的水运。（2）周围地区具有劳

动力、土地、矿产、水能水源及其他资源的综合优势，又拥有相当规模的自然环境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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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江门产业集聚带示意图 

从城市不同发展区域来看，江门市外围区域鹤山、台山、开平、恩平等经济发展水平属

于中低水平，产业园区仍在持续发展，城市交通处于产业交通发展阶段城市；对于城市拓展

区，江海区和新会区，经济发展达到中高水平，交通发展属于城市交通阶段；对于中心城区，

经济发展属于中高水平，人均 GDP接近 8000 美元，交通发展属于城市交通阶段，同时也逐

步开始关注民生和品质化交通发展，交通发展开始向以人为本提升。因此，综上所述，在这

一阶段江门市综合交通发展诉求具有多阶段和差异化特点。 

表 3  江门不同区域的交通发展阶段划分 

不同城市发展阶段  人均 GDP(美元)  交通发展诉求关注的重点 

中心城区  蓬江区  7660  仍处城市交通阶段,逐渐关注民生和品质化交通

城市拓展区 
江海区  6057 

城市交通阶段 
新会区  6343 

外围发展区 

鹤山市  4220 

产业发展阶段 
台山  2652 

开平  3605 

恩平  2494 

3.2 交通变化态势 

3.2.1  区域交通需求快速增长	

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产业发展需要提升城市区域交通地位，以更好实现区域产

业竞争与分工协作。江门全市来看，产业发展的带动区域交通需求，区域客运量 8000 万人

次/年，较 2000 年增长 23%，年均增长 2.6%。2008年区域货运量达到 6090万吨/年，较 2000

年增长 54%，年均增长率 5.5% 

鹤山新材料产业基地：国家
级产业基地

高新产业园区：人口6万人，珠三角新
兴制造业和加工工业基地，高新技术产
业的研发及制造中心

鹤山新中心区：人口20万，鹤山全市
的行政、文化、商服、物流等服务的
主中心

滨江新区：人口45万，珠三角区域
CBD，江门融入珠三角的重要载体和桥
头堡，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新区，
重点发展房地产、文化教育、金融服
务、物流商贸、旅游等现代服务业。

北新区：人口7万，江门市行政、文化
中心区。

南新区：人口13万，商贸服务中心和银
洲湖产业区的服务基地翠山湖新区：人口19

万，开平城市副中
心、重点发展电子电
器水暖卫浴产业

恩平产业转移基地：
面积7724亩，省级产
业转移示范园区，恩
平经济发展和招商引
资的主要载体 银洲湖地区：省级基础产业与重化工业

基地，大工业和现代物流业发达的临港
经济区

广海湾滨海新城：人口10万，远期
40万。台山城市副中心，能源等新
兴产业区，具有较强辐射能力的滨海
新城与度假胜地、珠三角综合支线港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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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区域货运量快速增长 

同时，交通快捷性和经济性要求更高。城市产业经济发展促进货物运输的增长，并对货

运快捷性、经济性系提出更高要求。客运交通中，公路分担率高达 98.3%；货运交通中，公

路分担率由 2002 年的 47%上升到 2008年的 66%。但现状货运体系不完善，货运物流基础设

施建设相对滞后，港口到达高速公路出入口的平均距离为 15 公里，水陆联运成本高、效率

低；银洲湖西岸距离沿海高速平均约 16 公里，距离江鹤高速约 34 公里，重点产业区的对外

交通需求问题较为突出。 

表 4  现状主要通道的时效性分析 

港区  到达高速公路  到达高速出入口时间

(分钟) 

到达高速通道通行能力

（Pcu/h） 

鹤山港  佛开高速  （大雁山）  12分钟  5200 

高沙港  江鹤高速（龙湾）  17分钟  5200 

新会港  江鹤高速（龙湾）  32分钟  6200 

广海湾港  沿海高速（广海）  16分钟  1400 

恩平港  沿海高速（北陡）  11分钟  1400 

台山港  新台高速（牛湾）  17分钟  1400 

开平港  开阳高速（沙塘）  23分钟  4100 

3.2.2  城市结构拉开，主要交通走廊需求进一步集聚	

城市产业经济发展和货物流通促进城市人口聚集和城市空间结构拓展，主要交通需求走

廊需逐步聚集。江门城市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中心城区的人口在快速增长，城市化水平快

速提高。另外城市机动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机动化出行量为 336 万人次/日，机动化平均

出行距离为 3.4 公里，组团间出行比例为 14%，交通走廊逐步集聚。 

3.2.3  中心城区交通民生化发展，公交需求快速增加	

随着城市中心区的功能增强和提升，中心城区对公交、慢行等需求逐步增加，  2008 年

城区常规公交年客运量约 1.18 亿人次，较 2003年增长约 80%。从意向性调查来看，居民逐

步关注公交和慢行交通发展品质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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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交通发展面临的挑战 

3.3.1  区域融合及产业升级迫切需要加强与周边中心城市便捷联系 

在新一轮产业升级和生产组织全球化发展的形势下，区域性的交通运输规模将迅速增

长，预计到 2020 年区域客货运交通需求将增长到 2.4 倍和 3 倍，同时，江门产业的重型化

也对运输方式多样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有的区域交通设施将面临更大挑战。江门市必

须通过与周边城市共享区域级交通基础设施来进一步提升区域辐射能力，优化交通结构，适

应区域化发展要求。 

货运对快捷性、经济性提出更高要求。产业的转型升级使生产方式正在从传统的工业组

织向温特尔主义演化，其生产特征表现为用标准控制模块的区位生产与组合。这种生产组织

方式，对全球性、区域性的交通运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产品的重型化（如汽车配件）

和高附加值化（如电子产品），对运输方式多样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为适应建立

产业强市的目标，江门市必须建立起区域辐射力较强的便捷的多式联运综合交通体系，促进

社会经济发展。 

3.3.2  城市拓展面临骨干公交网络和骨干道路网络的短缺	

城市进一步拓展，同时在经历了各个功能片区独立发展，独自拓展的阶段后，江门正处

于整合全市优势资源重点发展，分工协作的关键时期，人口、资源、公共服务设施和土地利

用向优势组团集中，促进城市的集聚发展。江门市城市交通出行总量将迅猛增长，机动化出

行距离大幅增加，为现状 2.35 倍，城市建成区面积为 03 年的 1.63 倍，必须有效整合和改

善原有的独立发展的交通体系，建立高效畅达的道路交通网络，并大力发展大容量公交设施

以适应迅猛增长的交通需求，构筑多模式高效畅达的现代化客货运交通体系。 

 
图 6  出行距离变化            图 7  建成区面积变化 

3.3.3  城市交通需求增长及出行变化迫切需要尽快打造现代化公交体系	

预计到 2020年城市客、货运交通的机动化出行量将分别增至现状的 1.7 倍和 1.9 倍，同

时出行距离也大幅增加，客、周转量将达现状 4 倍‐5 倍。现状以个体交通方式为主的客运

交通结构和以公路为主的货运交通结构将面临巨大挑战，必须大力扶持公交发展。随着经济

水平的提高，创造具有特色和高品质的生产生活环境，必须大力提高交通出行的机动性、畅

达性、舒适性等，突出以人为本，改善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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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面向差异化发展诉求的交通发展策略	

4.1 整合提升区域交通设施，打造交通枢纽城市，增强区域辐射力 

从全市来看，城市产业发展需要提升城市区域交通地位，以更好实现区域产业竞争与分

工协作。通过“枢纽城市”的打造融入大都市圈并与珠中江“汇集成网”支持自身中心地位

的形成。江门市是珠江西岸的重点城市，属于珠三角大都市圈范围的主要辐射地区，同时受

广佛都市圈和港深都市圈的辐射。江门市作为辐射地区的独立城市，与核心区距离较远达到

100 公里左右，这种不同于其他城市的区位特征，使得江门市难以与两大都市圈共享共建区

域设施。江门市需要通过枢纽节点的打造，衔接并融入区域交通网络，从而提升区域辐射力；

与外围珠中江共同打造区域交通网络，支持全市发展，并促进珠中江都市圈中心的形成。 

 

图 8  区域节点位置 

同时，全面构建产业交通体系，围绕产业园区和产业走廊打造便捷多式联运体系。城市

产业经济发展促进货物运输的增长，并对货运快捷性、经济性系提出更高要求。通过构造三

级货运体系适应目前江门市快速发展的产业货运要求，一级通道为联系港口、铁路的高速公

路及快速路构成的货运通道，实现水陆铁之间快速高效衔接；二级通道为沟通各产业园区、

基地与一级货运通道衔接的货运通道；三级通道为直接服务于港口及生产性产业园区的货流

集散通道。 

4.2 构建支持城市空间布局发展的城市骨架交通网络，支撑城市集聚发展 

城市空间结构拓展，主要交通需求走廊需逐步聚集。这个阶段交通规划需要引导市域一

体化发展，并通过交通设施强化中心城区的建设，促进城市化进程。因此，规划通过高、快

速路的建设并利用城际轨道建设的契机来加强与各中心市、中心镇的衔接，并在主城区内完

善主次干道网络，引入大中运量系统，预留轨道设施，引导“三区一市”带状组团式城市空

间结构的形成。 

4.3 大力扶持公交发展，打造现代化客运交通体系，支持城市中心区提升 

随着机动车方式迅速增长，交通供需矛盾紧张，需要改变以私人交通为主的交通模式，

为此需因地制宜、灵活多变的发展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同时，针对民生和品质化的交通

诉求，尽快推动提升交通品质，大力发展公交、辅助客运系统及慢行网络，更加注重以人为

本，支撑中心城区提升和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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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体系布局对策‐以江门应用为例	

根据城市综合交通的交通发展态势和适应城市差异化发展要求，江门市提出了“打造珠

江西岸交通枢纽城市，构筑畅达高效的现代化综合客货运交通体系，支持和引导城市及产业

发展”的交通发展目标，重点提出了以下几方面规划方案。 

5.1 打造区域交通枢纽和构建区域性道路、城际轨道网路，实现与核心城市向心联系

和珠中江圈层网络化衔接 

5.1.1  打造珠江西岸交通枢纽	

规划“一主四辅”客运枢纽，以西部沿海铁路为契机，从珠江西岸铁路枢纽的高度规划

规划建设江门南的国家铁路枢纽，大幅增强面向全国特别是泛珠三角区域的中长途辐射能

力，通过铁路枢纽来实现与核心城市的连接。国家铁路方面，除在建广珠铁路外，规划西部

沿海铁路、南沙疏港铁路、新兴—广海铁路 3条铁路。同时，共享和共建区域机场、铁路、

水运、跨江通道等设施，全面提升江门市面向国际和国内的区域辐射力，改善与珠江东岸的

联系水平，支持城市产业和经济发展。 

  

    图 9  江门市交通枢纽打造        图 10  与珠三角周边城市交通网络联系 

5.1.2  推进城际铁路建设 

为适应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城市整合需求，在既有广珠城际基础上，规划广佛江珠城际、

江恩城际、斗山‐珠海城际 3 条城际轨道线路，合计约 288公里。同时加强与广州白云机场、

深圳机场和珠海机场的快速交通联系，依托区域机场走向国内和国际。 

5.1.3  加快区域高速公路建设	

构筑“双环、十一射、五线”高速公路网络。加快推进江肇高速、G325 复线高速、中

江高速拓宽改造、江珠高速北延线、江番高速、江罗高速、中开高速建设等高速公路建设，

干线公路方面，建设“十一纵、十二横”的干线公路网络。战略通道方面，大力推进深中通

道和港珠澳大桥建设，增加跨珠江口战略设施，加强珠江两岸交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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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江门市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图     图 12  江门市干线道路网络规划图 

5.1.4  全面构建产业交通体系	

围绕产业园区和产业走廊打造水路铁多式联运体系。优化港口设施布局，加强“七大港

区、八大航道”建设，依托丰富的水网资源，大力发展公‐铁、水‐陆多式联运；提升区域辐

射力。同时加强自身港口和航道建设，规划主城区、新会、广海湾等七大港区，完善西江水

道、虎跳门水道、潭江水道等八大航道。加强与珠三角区域海港的衔接，优先发展海河、海

铁联运。加强区域性货运通道及专业化的站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综合物流园区 5 个，

货运中心 6个，专业集装箱中转站 1 个。建立三级货运体系。通过道路、铁路、内河港口的

建设，建设高、快、干、集疏三级货运通道体系完善货运集疏运系统，加强 4 大重点产业园

区货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支撑全市产业经济发展的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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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货运枢纽布局图       图 14  三级货运通道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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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紧密围绕市域整合和城市化集聚发展，布置城市干线道路和大中运量交通规划建

设，促进城市化进程 

5.2.1  构筑以快速路为主体的城市骨架路网	

为适应城市空间拓展和机动化交通需求快速增长，规划建设  “三纵四横”快速路网，

形成市区组团间和跨组团的高效畅达交通体系。规划建设“三纵五横”干线性主干道网络，

联系各组团及外围城镇，覆盖港口以及城市功能区，促进城市一体化发展。 

5.2.2  引入大中运量系统	

构筑城市中运量线网，支持三区一市整合和城市拓展。规划“两纵两横”4 条线路，整

合中心组团、鹤山组团、会城组团等。中运量主要服务于城市主要的客流集散点，覆盖城市

中心、组团中心、大型客运枢纽、休闲娱乐中心、主要居住区、策略发展区等。 

   

图 15  城市快速路网布局图                图 16  城市打中运量系统布局图 

5.3 推进主城区城市化提升，提升交通服务品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进公交营运

改善，引导出行方式向公交方式转变，同时预留发展民生交通，发展水上巴士、慢行交通，

并提升管理水平 

5.3.1  大力发展骨干公交体系 

规划“两横两纵”4 条中运量线路，建设“两横三纵”公交专用道，结合道路条件规划

布设建设路、中区大道、白沙大道、龙湾路等 5 条公交专用道，总长 31公里。 

5.3.2  大力发展常规公交	

在公交发展近期阶段引入中小巴方式，采用灵活的运作模式，以适应城市发展特点和短

距离的出行特征。规划提出创新公交发展模式，推动公交市场整合，推荐采用 TC 模式。构

建“快干支”多层次公交体系，推公交场站设施建设，共规划各类公交场站 98 个，总面积

约 76 公顷。 

5.3.3  发展辅助客运系统	

发展水上巴士辅助客运系统，规划“一环六射”城市内部水运系统，总长度 109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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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码头 6 处，上下客点 24 个。建设二级自行车通勤和休闲廊道系统，规划自行车一级廊道

130 公里，自行车二级廊道 92.5 公里。完善人行过街设施，建立步行网络。 

5.3.4  加强道路交通及停车管理	

加强道路交通管理改善措施，缓和机动车增长、引导交通需求向公共交通转变，引导、

逐步限制摩托车的使用细化中心区停车配建标准，中心城区增加停车位供应，完善停车管理

体系，合理调整停车收费。 

 
图 17  常规公交线网结构    图 18  辅助客运系统设施布局       图 19  停车策略分区 

6. 结语	

产业升级与转型是目前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产业升级与优化要以合理有序

的产业布局为基础,这与交通网络建设密不可分。交通网络的完善,不仅可以改善区域投资环

境,加速内联外引,而且能促进沿线地区的产业布局优化,整合区内资源。珠三角以江门为代表

城市，总体上城市交通还处于产业发展阶段，但由于差异化的发展，同时面临城市交通、民

生交通等多种诉求，江门综合交通一体化规划的出台可谓恰逢其时，通过规划实施全面推进

江门与珠三角一体化发展，实现支持和引导城市及产业发展目标。本文在该项规划的基础上，

总结产业交通、城市交通和民生交通诉求特征，提出了面向差异化发展诉求的的城市交通规

划工作思路，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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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旅游交通规划研究 

陆荣杰  田锋  曹莎  吕国林 

【摘要】旅游历来是日照市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游客量迅速增长，造成显著的潮汐性特征，

旺季期间城市交通压力过大。“放羊”式的旅游交通组织模式也一定程度降低了景区品质。

为支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打造特色旅游交通体系，日照市在交通发展战略研究中重点研究

了旅游交通规划，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进得来、出得去、散得开”的发展目标，

并围绕发展目标制定了五项具体措施。
[1]
 

【关键词】交通规划  旅游交通  旅游公交  集散中心 

1. 概述	

日照市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人文景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每年七、八、九月

的旅游旺季游人如织。2011 年游客总量已突破 2450 万人次，近五年增长率达 17%。旅游客

流的大幅增长以及显著的潮汐性特征，造成旅游旺季期间的交通特征与淡季大相径庭。旺季

期间已经在万平口等核心景区周边出现乱停车、交通秩序混乱等组合问题。  “放羊”式的

旅游交通组织也一定程度降低了景区品质。为打造特色旅游交通体系，支撑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日照市在交通发展战略研究过程中对旅游交通规划作了专项研究。 

2. 旅游交通规划理论研究	

2.1 旅游交通释义 

旅游交通指支撑旅游目的地的交通方式、路径与节点的运行及其相互作用。对旅游业而

言，旅游交通是使得旅游者能够从定居地到目的地旅行的关键要素。它的基本功能就是实现

游客在景区、景点之间的通达，并从深层次方面影响城市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与城市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看，旅游交通网络依存于城市交通网络，但旅游交通节点主

要为旅游景点和旅游设施。同时，旅游交通也受制于城市交通，例如在旅游旺季也影响着城

市交通，给城市交通带来一系列问题，如旅游高峰期出现的交通拥堵、停车困难等。 

从路径方面，旅游交通主要是目标市场客源与目标城市景点之间的交通联系，可分为三

部分：一是游客居住地至旅游目的地城市入口的外部集疏运交通：二是旅游目的地城市入口

连接各旅游点的城市内部连接交通，也包括本市居民至本市各旅游景点的连接交通；三是景

区内部游览交通。本次研究重点为前两个部分。 

长期以来，我国各个城市旅游交通处于一种杂乱、无序的状态，没有引导、没有管理，

外地游客来到陌生的旅游城市多数是茫然、不知所措，要去什么景点、乘坐什么交通方式、

在哪里换乘基本凭借“感觉”。如果游客对该城市旅游交通服务印象极差，不能产生认同感，

将直接影响城市旅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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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旅游交通规划 

旅游交通规划是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中的重要方面，但不同于为城市居民出行服务的

城市交通规划，其规划对象为以游客需求为导向的各个景区、景点之间的交通联系，包括公

交、道路等旅游交通综合供给系统、旅游交通集散中心、旅游信息发布系统以及面向旅游旺

季的景区周边交通改善等。 

旅游交通规划是精细化的情景规划，即通过一系列措施将旅游交通融入旅游，不应让游

客感觉途中的交通只是一种手段，而应该作为一种游览、体验，使游客在乘坐城市旅游交通

工具的过程中，能够欣赏城市的道路景观、建筑景观、风俗人情等，提高其对该城市旅游交

通的认同度和满意度，激发其旅游的兴趣和热情。 

在各个城市将旅游开发作为拉动增长点的大背景下，除了旅游产业发展方面要求整合区

域旅游资源，发展差异化城市旅游产业，加强城市旅游硬件产品开发以外，加强旅游交通系

统规划，全面提升旅游交通综合服务，不仅能够缓解这种由游客带来的城市交通压力，还会

促进城市交通布局的优化，提升城市交通整体服务水平。 

3. 日照市旅游客流分析	

3.1 区域旅游市场定位 

近年来，旅游业已经成为日照市另一发展龙头，开始由支柱产业向主导产业迈进，旅游

经济相当于全市 GDP 的 10%。无论接待游客人数还是旅游收入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国

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 21%，旅游外汇年均增长 35%。旅游业呈现出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 

尽管日照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活饮用水质量、近岸海域水质均保持国家一类（级）标准，

山东第一，但与青岛、烟台、威海等海滨城市相比，日照旅游尚存在较大差距。 

表 1  2006 年山东省海滨城市旅游发展情况 

城市  国内游客到访量（人次）  国际游客到访量  旅游总收入 

人次  占全省%  人次  占全省%  亿元  占全省% 

青岛  28,010,000  16.7%  854,462  44.2%  325.16  25.1% 

烟台  16,940,000  10.1%  239,690  12.4%  147.8  11.4% 

威海  11,130,000  6.7%  204,866  10.6%  101.55  7.83% 

日照  10,001,000  5.9%  75,665  3.9%  50.96  3.93% 

东营  2,420,000  1.4%  4,692  0.24%  14.56  1.12% 

3.2 游客客流分析 

根据历年旅游客流调查资料，到访日照市的旅游客人中，省外游客占 32.91%，游客主

要集中在省内。但是在日照旅游旺季以省外远距离游客为主。来日照的游客出游目的以观光

游览、休闲度假为主，分别占 52.96%、38.37%。主要景点集中于万平口、灯塔、日照海滨

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刘家湾、五莲山、九仙山、河山、浮来山以及沿海民俗村等景区构成的

旅游地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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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照旅游客源市场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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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游客交通组织模式 

目前日照市目前没有机场，主要依托距离日照 2小时车程的青岛机场辐射；日照市现有

开往北京、郑州、济南的直达旅客列车，荷兖日铁路、胶新（胶州‐新沂）铁路连通日照与

内陆腹地，但班次较少，95%的运量为货运。各景点之间主要是“放羊”式的游客交通组织

模式。 

调查显示，来日照的游客出游方式绝大部分是与亲人朋友结伴同游，比例为 38.96%、。

随旅行社出游的比例也较高（32.87%）。单位组织相对较少，仅有 7.99%。近年来自驾游及

散客游客大幅上涨，东港区自驾和散客已占全区总游客数量的 80%以上。 

表 3  来日照旅游出游方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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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核心思路与目标	

4.1 核心思路 

日照市为建设旅游名城已启动了一系列设施建设，包括交通、基础设施、配套设施等，

特别是万平口风景区已具有一定的国际知名度。但单从区域海洋旅游发展的角度看，日照市

旅游资源并不突出。原因有三个方面：1、日照海水资源一流，但岸线长度较青岛、烟台、

威海等山东半岛其它城市相比并不突出；2、日照并非交通枢纽，对团队出游不便，对于远

程观光散客，其首选必然是邻近的青岛；3、旅游产品相对单一，日照旅游仍停留在看大海、

洗海澡、吃海鲜的层面上，与山东半岛其它沿海城市相比，城市形象模糊。 

在区域旅游发展的角度看日照旅游，破局的唯一途径是抓住游客迅速增长的契机，整合

市域旅游资源，完善旅游相关功能设施，延长旅游产业链，尽快树立日照旅游特色和品牌。

根据日照市旅游产业规划，日照市树立了“阳光度假海岸，水上运动之都”的品牌形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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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成为国际一流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并已启动相关项目建设。从旅游交通体系支撑的

角度，结合日照旅游客流逐步以省外为主和自驾客为主的变化趋势，旅游交通规划重点抓住

四个方面：1、结合上位规划，积极打造日照交通枢纽；2、整合城市交通资源，支撑城市旅

游品牌建设；3、建立旅游集散中心体系；4、缓解旺季旅游交通压力。 

表 4  日照市旅游产业战略方向转变 

类别  原有状态  转变方向 

旅游发展模式  数量型、零散型  数量效益同步发展、集约型 

旅游地性质  观光旅游地  国内一流的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旅游产品  海滨山岳观光（3H、3S）  观光、休闲度假（3N、3Y）、水上运动、专项多元

化 

游客组织方式  团体为主  自驾车、散客、团体 

4.2 旅游交通规划目标 

旅游交通应按照着眼近期、放眼长远的原则，缓和旺季期间旅游对城市的交通压力，结

合旅游客流构成及出行特点，实现日照旅游交通“进得来、出得去、散得开”，全面提升旅

游交通服务水平。日照市旅游交通发展目标是建立体系完善、设施先进、服务优质的一体化

旅游交通体系，支撑日照市发展成为国际滨海休闲度假旅游胜地。 

 

图 1  日照市“一心二带三区”旅游区旅游总体布局图 

5. 具体措施	

围绕日照市旅游交通发展目标，制定了 5 项具体措施： 

5.1 强化区域交通设施建设，加强旅游辐射力 

加快日照机场建设，打造鲁南门户地区的重要支线机场；完善客货运铁路布局，实现铁

路网络化服务，旅游旺季增加至日照列车；完善公路功能结构，构建市域干线公路网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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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与临沂、潍坊等周边城市路网衔接；建设邮轮码头，开通环山东半岛、日照邮轮码头至曲

阜旅游航线。建立城市快速路网络，构建主城区“七横七纵”主干道网络，并提高低等级路

网密度。实现 1 日内到达珠三角、长三角以及环渤海等国内主要经济圈，3 小时内到达山东

半岛全境以及核心腹地，2 小时内到达济南、青岛等山东半岛核心城市。 

    
图 2  日照市市域区域交通设施布局图          图 3  日照市市域道路网络布局图 

5.2 围绕大中运量系统整合城市交通体系，以绿道网络支撑城市旅游品牌建设 

在北部旅游区—主城区—国际海洋城—岚山城区核心发展轴以及中心城区组团内部关

键需求走廊上建设中运量交通系统，为远期轨道交通预留通道，并以中运量交通系统为骨架，

促进沿线土地的“珠链式”集约开发，并以站点为拓展，整合城市公交网络，逐步构筑以中

运量系统为核心的一体化客运交通体系。并逐步转变日照市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引入适度竞

争的发展机制，构建以中运量系统为核心的“快、干、支”三级常规公交网络，完善公交场

站等基础配套建设，培育市民公交出行习惯。 

提高对慢行交通发展的重视程度，大力建设连续通达的步行、自行车交通网络，构建与

日照人文和自然景观合理衔接的绿道系统，加强与公交体系的便捷接驳，提高城市步行和自

行车交通的活力和吸引力，满足广大市民日常出行、换乘公交、休闲健身等多方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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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日照市市区城市轨道线路布局图        图 5  日照市市域绿道网络布局图 

5.3 构建主要景区便捷交通联系，提供漫游式旅游体验 

加强各大景区之间的便捷交通联系。建设五莲山风景区至万平口风景区联系道路以及竹

洞天景区至赶海园景区联系道路，实现由山至海的便捷景观转换。并结合日照市旅游景点布

局情况，开通市区至 A 级旅游景区的直通巴士，以及城市观光游览线的漫游式巴士，并适

当加密班次，提供漫游式的旅游体验。 

 
图 6  日照市旅游公交线路规划图 

5.4 建立旅游交通集散中心体系 

规划日照市单中心与多中心搭配的树状结构旅游集散中心网络，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

次为集散中心总部，是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的核心转换节点；第二层次为分中心，包括其它

对外枢纽节点以及核心景区。布设于重要景区集中地段及重点交通枢纽；第三层次为服务点，

包括片区及景点人流集中处。并结合旅游集散中心提供差异化的交通集散、信息咨询和中介

服务。在主要旅游线上设旅游指示牌、国际通用路标等公共图形符号，并设置集加油、汽车

维修、快餐、商亭、电话亭、厕所为一体的多功能停车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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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日照市三级集散中心 

层次  功能  布局 

总部  辐射山东省乃至全国，提高日照旅游城市地位。

应具有交通、信息、中介、配套等功能 

奎山客运站 

分 中

心 

服务区域，提供景区与景区、景区与交通枢纽

的衔接，具有交通、信息、中介等功能、配套

等功能。 

重要景区集中地段：五莲山、莒县古城、国际海

洋城、万平口风景区 

重点交通枢纽：机场、岚山客运站、日照客运北

站、涛雒客运站 

服 务

点 

服务片区，提高集散点密度，提供咨询、中介

或上下车功能 

设于片区或社区人流集中处如：灯塔广场、太阳

广场、嘉茂购物中心等 

5.5 缓和旺季期间旅游对城市的交通压力 

（1）加大景区交通设施供应 

在不影响景区环境品质、道路容量允许的前提下，加大景区停车、道路、公交等各类交

通设施供应。完善景区周边城市道路与景区道路衔接，增设景区内部接驳巴士等，并考虑旅

游旺季建设临时性停车场，在部分停车紧张、建设空间有限的景区建设立体停车库、机械停

车库等。 

（2）加强旅游交通管理 

在景区内部合理组织机动车交通，构建人车分离的交通环境。旅游旺季试点实行景区差

别化、浮动收费政策，旺季高于淡季，景区内高于景区外，借助经济杠杆提高旅游停车设施

利用效率，引导旅游车辆停车行为。适当提高旺季城市交通管理强度，必要时加强临时交通

警力及时疏导主要拥堵节点交通。 

6. 结语	

调查显示，目前来日照的游客平均消费低于 1千元且平均逗留天数为 1.5 天。与国际知

名的海滨旅游胜地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旅游交通规划仅是日照市旅游产业的重要方面。

日照市亟需持续加大旅游产业投入，延长旅游产业链，强化“阳光度假海岸，水上运动之都”

旅游特色和品牌，提升对游客的“粘性”。 

【参考文献】 

[1]田锋，陆荣杰.日照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  [R].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2012 

[2]田锋，陆荣杰.日照市岚山区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R].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012 

【作者简介】 

陆荣杰，男，硕士，工程师，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461



 

 

近城风景区交通系统规划探讨 

                                            ——以苏州阳澄湖半岛为例 

何忠喜 

【摘要】基于阳澄湖半岛 778份居民出行数据，利用土地性质特征、居民出行特征、游客出

行特征等变量构建交通预测模型，分析半岛路网交通容量。结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

旅游业的高速发展，通过预控交通设施，采取合适的交通管理措施，能够有效缓解近城风景

区交通拥堵，促进风景区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风景区  交通管理  交通规划  阳澄湖半岛 

 

广义上讲，近城风景区是指位于城市边缘、临近城市建成区的风景区。对近城风景区的

界定并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指标(如风景区主要景点到城市中心的距离)，一般来说，近城风

景区位于城乡结合部，受到城市生活、城市扩展的直接影响，但这个区域又没有完全城市化， 

人口组成、自然景观等方面具有乡村的某些特征[1]。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众多旅游风景区与城市的界限日

渐模糊，旅游交通与城市交通干扰增大，旅游高峰时段拥堵已成为近城风景区可持续发展的

共同难题。如何缓解近城风景区交通组织问题，急需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结合适的规划分析

思路和方法，刻画与土地利用相关的出行行为特征，进而为合理制定规划政策提供依据。 

本文着眼于土地利用特征、居民出行特征、游客出行特征，主要为：（1）建立交通预测

模型，模拟近城风景区高峰时段交通运行情况；（2）分析不同交通政策等影响因素，对近城

风景区交通运行的影响；（3）以交通设施为导向，探讨模型结果的规划政策意义。 

1. 背景数据	

1.1 文献评述 

从国内外经验上看，限制游客是对风景区不利选择，现实的策略是通过规划政策机制引

导，引导居民更多选择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环保型出行方式，以提高有限道路设施和交通

资源的利用效率。Martin 和Witt[2]认为，替代性旅游目的地的交通费用是游客选择旅游目的

地的一个因素。  龚全洲等[3]城结合武汉东湖风景区交通规划，提出构建以交通枢纽为节点、

以交通组织为联络的风景区旅游交通系统，整合和利用城市与风景区的道路交通资源。左忠

义等[4]以大连老虎滩景区为基本点展开调查，提出了建议旅游旺季期间取消非机动车道、开

通公交旅游专线、增设停车场等改进措施用来满足旅游交通的需求。陆慰迟[5]以扬州市蜀冈

‐瘦西湖风景区为例，采用交通组织和需求管理措施，解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与传统路网

格局之间的矛盾。 

从以上文献来看，采用交通管理和优化交通组织等方法，是缓解近城风景区交通拥堵有

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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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案例背景 

阳澄湖半岛位于阳澄湖南部，苏州工业园区东北部，是一个天然半岛，由东半岛、湖心

岛、西半岛组成，通过阳澄环路加以串联，面积 22.45 平方公里，其中陆域建设用地面积 14.53

平方公里，内部阳澄湖水体面积 7.92 平方公里。目前西半岛尚未开发，湖心岛已建成部分

旅游度假设施，包括重元寺、莲池湖公园、酒店食街等，东半岛为浅水湾美食街外和动迁安

置小区。半岛上居住人口为 7700 人，客房数约为 300 间。规划将阳澄湖半岛建设成为“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和“国际化、现代化、园林化的新型滨水休闲养生度假胜地”，规划常住人口

14570 人，客房数约 2300间。 

本案例与其他案例不同之处在于阳澄湖半岛尚未全部开发，武汉东湖、大连老虎滩、瘦

西湖等风景区基本成型，开发建设量不大，因此合理控制阳澄湖半岛开发建设量，设置合适

的交通设施规模是本案例的关键，也是本案例借鉴意义所在。 

 

图 1  案例与城市中心区关系 

1.3 数据概况 

居民出行调查开展于 2010 年 12 月，共发放问卷 1000 份，回收 908 份，整理出有效问

卷 778 份；利用 spss建立了居民和游客出行特征的基础数据库。 

1.3.1  个体特征	

当地居民特征：家庭人数以 3 口之家为主，户均人数 2.87 人，家庭收入以一般为主，

占到 70%，小汽车拥有率为 92 辆/千人。 

游客特征：省外游客占了 28%，省内及苏州地区的占了 72%，自助游占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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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出行特征	

（1）出行次数 

人均出行次数为 2.18 次/人·日，岛上居民人均出行次数为 2.26 次/人·日，游客人均

出行次数为 2.01 次/人·日。 

（2）出行时间 

图 2 为规划区域居民、游客以及平均出行时间的分布。居民的早高峰小时出现在 7:00～

8:00，晚高峰在 17:00～18:00；游客的早高峰期在上午 10：00～11:00，晚高峰在 14：00～

15:00。 

 

图 2  各时段出行分布图 

（3）出行方式 

表 1  出行方式划分比例 

 
步行  自行车  电瓶车  公交车 

班车或旅 

游大巴 
出租车  小汽车  摩托车  其他 

游客  4.02%  5.88%  5.00%  10.45%  24.06%  9.04%  40.29%  0.97%  0.29%

居民  18.27%  18.33%  21.47%  11.30%  4.86%  2.67%  9.21%  12.89%  1.00%

平均  12.50%  10.60%  9.70%  10.40%  15.70%  4.40%  28.70%  7.50%  0.50%

 

居民主要方式电瓶车和自行车，而游客的主要出行方式为旅游大巴和小汽车，有些苏州

本地的游客采用自行车、电瓶车或者公交车方式。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在定性分析指导下进行定量研究的分析方法，重点是对

控制性详细规划路网方案的容量进行分析校核，预测各类交通设施所需规模。 

本次需求预测采用交通小区 92 个，其中内部小区 89 个，外部小区 3 个。需要特别指出

的是本次内部小区划分主要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用地性质及地块，以道路或者河道等自然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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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边界，基本上以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居住小区为一个交通小区，小区面积基本上在 1 公顷

到 10 公顷之间（常规交通小区一般为 100‐300 公顷），因此区内出行比例很低。外部小区是

指半岛与外围联系的三个出入口。 

 

 

图 3  小区分布图 

2.1 交通生成 

半岛全天出行需求总人次由两部分组成，一种是由开发用地产生的居民及就业人员产生

的出行需求；另一种是由开发设施吸引的游客产生的出行需求，包括购物、餐饮、度假及烧

香等客流。根据阳澄湖半岛现状居民出行调查，岛上居民人均出行次数为 2.26 次/人·日，

游客人均出行次数为 2.01 次/人·日，根据国内相关经验，随着城市的发展，中远期大城市

城市居民出行次数将有所下降，取规划期居民平均出行次数为 2.2 次/日人·日，游客平均

出行次数为 2.00 次/人·日。首先根据用地和出行量之间的关系模型，推导每个交通

小区的出行量初步结果，再根据总量进行平衡，从而得出每个交通小区的出行量。 

2.1.1  内部交通小区	

预测公式为： 

Q＝（Qj + Qt） 

Qj＝R*KR+ C*KC + G*K G + U*KU，  

Qt＝R*TR+ Ct*TC + Gt*T G  + Ut*Tt，  

式中：Q——地块每天吸引人次总数； 

Qj——地块居民每天吸引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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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地块游客每天吸引人次，包括预计项目建成后游客人数、奥特莱斯购物人数、重

元寺香客、大闸蟹食客人数等； 

R、C、G、  U——地块内的居住、商业服务、绿地、市政设施用地面积； 

KR、、KC、K G 、Ku——居住、商业服务、绿地、市政设施每种建筑每天居民吸引人次率。 

TR、TC、T G 、Tu——居住、商业服务、绿地、市政设施每种建筑每天游客吸引人次率。 

2.1.2  对外交通小区	

岛内外交换量主要依据《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交通规划》、《苏州市城市综合交通交通规划》

确定的交换量和半岛内部的用地性质。 

预测公式为： 

Qw＝Qa*L*M， 

式中：Qw——对外小区吸引人次； 

Qa——半岛内部交通小区总出行人次； 

L——半岛内部交换比例； 

M——对外交通小区权重值。 

根据上表交通预测面积及以上公式计算，未来半岛的全天出行需求总量将在约 17.82万

人次，半岛内部全天出行次数约 12.58 万人次，岛内外交换量约为 5.2 万人次。半岛范围内

各个地块的全天出行需求总人次如下表及下图所示。 

表 2  半岛每个地块全天出行需求表 

编

号 

全天出行需求次

数（人次） 

编

号 

全天出行需求次

数（人次） 

编

号

全天出行需求次

数（人次） 

编

号 

全天出行需求次

数（人次） 

1  66  24  3516  47 3056  70  301 
2  587  25  3084  48 1461  71  823 
3  647  26  24  49 4725  72  2754 
4  926  27  83  50 622  73  2426 

5  78  28  533  51 210  74  10 
6  68  29  990  52 776  75  27 
7  1034  30  178  53 370  76  45 
8  97  31  26990  54 248  77  73 

9  1044  32  5075  55 114  78  44 
10  17  33  789  56 1743  79  5397 
11  713  34  3014  57 64  80  2893 

12  1014  35  1783  58 408  81  1661 
13  95  36  1348  59 1466  82  2945 
14  1148  37  2763  60 1771  83  4273 
15  152  38  241  61 25  84  2659 

16  831  39  1735  62 51  85  2367 
17  2242  40  756  63 530  86  698 
18  1924  41  355  64 29  87  6289 
19  614  42  955  65 24424  88  25156 

20  788  43  186  66 578  89  20963 
21  94  44  112  67 270     
22  1512  45  459  68 82     

23  2197  46  65  69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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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地块全天出行需求总人次分布图 

2.2 交通分布 

本次案例交通分布预测采用双约束重力模型，它综合考虑了影响出行分布的地区社会经

济增长因素和出行空间、时间因素。双约束重力模型的预测公式为： 

 

式中： ——从交通小区 i到 j 的出行量； 

——交通小区 i的出行发生总量； 

——交通小区 j 的出行吸引总量； 

——平衡系数； 

——阻抗函数，形式为 。 

在经过分析与试算的基础上，标定模型参数 a=2.78。 

2.3 方式划分 

每种出行方式都有其适合的出行距离，这是由交通工具的特性所决定。步行是体力出行

方式，出行距离一般在 1～2 公里之内，属于短距离出行方式；自行车出行是借助交通工具

的体力出行方式，出行距离大多在 3～4 公里之内，属于中距离出行方式；公交、摩托车与

小汽车出行是机动化出行方式，出行距离较长。各种出行方式之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每种

出行方式都在某个出行范围内占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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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交通方式的出行距离与出行比例关系  

本次案例运用微观模型进行方式划分预测。在方式划分微观模型中，根据各种出行方式

的特征将其分成不同层次结构，先确定非竞争类即步行交通方式的分担率，然后利用 Logit

函数模型，预测出交通小区间自行车方式、个体机动交通方式和公交方式出行各自的分担率。 

预测公式为： 

 

式中： —交通区 i到交通区 j 利用方式 m 出行的分担率； 

    —交通区 i到交通区 j 利用方式 m 出行的阻抗； 

    —交通区 i到交通区 j 采用交通方式 k 的交通阻抗； 

    —各方式出行的平均阻抗； 

      —模型参数。 

根据以上分析和预测，得到阳澄湖半岛居民及游客的交通出行方式结构如下表所示。 

表 3  半岛交通出行结构 

  业态 
出行方式分担率 

步行  非机动车  公交 旅游大巴  小汽车  出租车  合计

居民及就业人员 

就业  0.05  0.05  0.5  ‐  0.35  0.05  1.00 

居住  0.05  0.05  0.35  ‐  0.5  0.05  1.00 

购物  0.01  0.01  0.35  ‐  0.5  0.13  1.00 

餐饮  0.01  0.01  0.35  ‐  0.5  0.13  1.00 

游客 
餐饮  0.05  0.05  0.1  0.25  0.45  0.10  1.00 

旅游  0.05  0.05  0.1  0.25  0.45  0.1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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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交通分配 

应用美国 CALIPER 公司的 TransCAD 交通仿真软件，将以上预测的机动车的交通量根据

项目出入口位置，分配到项目周边路段上，具体结果见下表。 

表 4  半岛内道路高峰小时单向机动车预测流量及饱和度 

序号  道路名称  高峰小时交通量（pcu/h）  高峰小时饱和度 

1  阳澄湖大道  2250  0.75 

2  阳澄环路西段  2145  1.07 

3  阳澄环路东段  2094  1.05 

4  通溪路  588  0.59 

5  澄湖路  953  0.95 

6  慈云路  903  0.9 

7  夷陵北路  569  0.57 

8  纬二路  363  0.36 

9  潭溪路  482  0.48 

10  莲池湖路  353  0.35 

11  纬五路  556  0.56 

12  傍溪路  405  0.41 

13  经二路  801  0.8 

14  永阳路  376  0.38 

15  经一路  558  0.56 

16  纬一路  363  0.36 

17  纬二路  363  0.36 

18  纬三路  377  0.37 

19  经三路  1223  0.61 

20  纬六路  366  0.37 

21  纬四路  411  0.41 

22  纬七路  353  0.35 

23  经五路  356  0.36 

24  经四路  480  0.48 

注：表格内高峰小时交通量取单向流量 大路段的交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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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半岛内道路高峰小时单向机动车预测流量及饱和度 

3. 模型结果	

3.1 交通管理措施 

根据以上分析，阳澄环路、次环路高峰小时饱和度较高，可能发生拥堵现象，考虑到半

岛的生态保护及景观要求，建议于东西入口设置大型停车场，当阳澄环路路段交通量饱和度

达到 0.90 时，通过交通管理，截留机动车辆、换乘公交，保证半岛良好的交通环境。下图

和下表是截留机动车后的道路流量及饱和度，经过截留后阳澄环路、次环路高峰小时饱和度

有了明显的降低，半岛内部交通比较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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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调控后半岛道路高峰小时单向机动车预测流量及饱和度 

表 5  调控后半岛道路高峰小时单向机动车预测流量及饱和度 

序号  道路名称  高峰小时交通量（pcu/h） 高峰小时饱和度 

1  阳澄湖大道  1913  0.64 

2  阳澄环路西段  1823  0.91 

3  阳澄环路东段  1780  0.89 

4  通溪路  500  0.50 

5  澄湖路  810  0.81 

6  慈云路  768  0.77 

7  夷陵北路  484  0.48 

8  纬二路  309  0.31 

9  潭溪路  410  0.41 

10  莲池湖路  300  0.30 

11  纬五路  473  0.48 

12  傍溪路  344  0.35 

13  经二路  681  0.68 

14  永阳路  320  0.32 

15  经一路  474  0.48 

16  纬一路  309  0.31 

17  纬二路  309  0.31 

18  纬三路  320  0.31 

19  经三路  1040  0.52 

20  纬六路  311  0.31 

21  纬四路  349  0.35 

22  纬七路  300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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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经五路  303  0.31 

24  经四路  408  0.41 

3.2 交通设施 

根据以上分析，东西枢纽是阳澄湖半岛交通组织的重要节点，也是关系阳澄湖半岛交通

拥堵的关键，设置合适交通设施面积是本案例的重要内容，本次枢纽面积根据半岛交通需求

进行预测。 

枢纽面积预测公式为： 

S=S 小汽车+S 旅游巴士+S 公交+S 出租+S 其他设施+S 预留 

式中：S——枢纽面积； 

S 小汽车——小汽车停车场面积； 

S 旅游巴士——项目吸引旅游大巴的停车场面积； 

S 公交——公交场站面积； 

S 出租——出租车场站面积； 

S 其他设施——其他交通设施面积，主要是加油站、加气站、自行车停车场等，这里取 10000

平方米； 

S 预留——一般取值 2000 平方米，西枢纽结合轨道交通站点取为 12000 平方米。 

依据以上公式和参数，得到西枢纽面积为 53800平方米，东枢纽面积为 39800 平方米。 

表 8  规划枢纽构成一览表 

 西枢纽 东枢纽 
小汽车停车 400 个泊位，12000 平方米 330 个泊位，10000 平方米 

旅游大巴停车 120 个泊位，7200 平方米 100 个泊位，6000 平方米 

公交场站 12600 平方米 10000 平方米 
出租车 65 个泊位，2000 平方米 60 个泊位，1800 平方米 

加油站等其他交通设施 10000 平方米 10000 平方米 
预留面积 12000 平方米 2000 平方米 

3.3 总体评价 

半岛的道路系统、设施布局及绿色交通策略符合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以及综合交通规划

等上位规划的相关要求，路网结构合理，在保证公交优先，并在采用停车调控策略的前提下，

半岛及周边道路网络能够保持地区间联系车流的通畅和半岛内部沟通的便捷。 

4. 讨论	

本研究在规划方案的分析过程中采用了情景假设的动态规划方法。一方面，对半岛白地

参照周边用地设置了容积率和开发量；另一方面，对半岛未来的旅游人口 150 万人次/年来

计算。因此，在半岛业态开发和未来旅游人口还未成为既定条件，而仍有待引导的情况下，

规划方案在未来仍需面临一定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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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旅游业的高速发展，通过预控交通设施，采用合适的交通管理

措施，能够有效缓解近城风景区交通拥堵，促进风景区可持续发展。对于不同的城市风景区

来说，居民和游客的出行特征是有差异的，单个的案例结论不能简单推论于其他城市和风景

区，另外本案例的分析偏重于理论的探讨，  在实际应用中还需要做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和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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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路交通系统规划设计研究 

                                  ——以吴江环太湖风景路规划设计为例 

夏胜国 

【摘要】风景路系统建设已成为现今城市居民休闲慢生活趋势下的建设热点，本文主要讨论

了风景路交通系统的基本框架、规划原则和主要内容，体现了规划设计过程中“以人为本”

的理念。通过对风景路中游人行为的需求分析，进而构建风景路交通系统并对其主要内容进

行规划研究，深入分析各部分内容的规划原则，达到风景路交通系统“慢行专享、安全有序、

衔接顺畅、便捷经济”的目标。 

【关键词】风景路  交通系统  休闲慢行  规划设计 

1. 引言	

1.1 风景路概念 

风景路是指道路两旁拥有自然和历史文化价值，使旅行者能够欣赏到自然、历史、地质、

景观和文化活动，属于绿道中的一种，它具有十分重要的美学价值[1]。在游憩功能上，风景

路是骑车、徒步等游线型运动的适宜载体，居民日常生活使用便利；在社会文化功能上，风

景路将公园、名胜、古村落等人文和景观性较强的地区连接起来，形成线性的人文景观走廊。 

1.2 环太湖风景路概述 

环太湖风景路是指以太湖沿线山水风光为依托，以慢行道路为主干，连接区域重要自然

和人文景观资源，以观光、休闲、健身和游憩等活动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绿廊，串联宜兴市、

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吴江市、湖州市和长兴县共 7个县市[2]。风景路串联环太湖风景

名胜区的多个景区景点、森林公园和旅游度假区，沿线自然景源和人文景源都比较丰富。线

路按照区位不同分为临湖线和纵深线两类。临湖线风景路全长 316.6 公里，为环太湖风景路

的核心线路，主要沿太湖岸线设置，道路形式以太湖大堤堤顶路和环湖道路为主。纵深线风

景路为加强临湖线与外围主要景区、景点联系的重要线路，主要依托城乡道路、河流布局。 

 

图 1  环太湖风景路规划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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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风景路交通系统框架	

风景路的交通系统从功能上看，首先要满足风景路内部游客休闲、游憩的慢行需求，塑

造舒适休闲的慢行环境；其次，利用以多样化的交通方式实现风景路系统与城乡交通之间的

衔接，将风景路与城市交通系统紧密联系起来；最后，要统筹考虑风景路沿线的应急救灾功

能，为紧急救援系统提供支撑[3]。 

风景路的交通系统按照服务对象不同，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内部专用交通设施，为风景

路内部的游人提供休闲、游憩等服务，主要为步行道、自行车道等；二是外部交通设施，供

风景路的游客集散的交通设施，主要包括机动车停车场、公交系统等；三是内外衔接设施，

为出入风景路的游人提供内、外之间的衔接服务，主要为公共自行车租赁点、风景路开口及

附属道路，其中，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兼顾内部的游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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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风景路交通系统框架结构图 

3. 风景路交通系统规划设计	

本章节以风景路临湖线（吴江段）为例，对风景路的交通系统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与分

析。 

3.1 风景路临湖线（吴江段）概述 

3.1.1  布局与功能	

吴江段风景路临湖线全长 42.7 公里，位于太湖的东南角，北面与苏州市风景路临湖线

相接，南面与湖州市风景路临湖线相接[4]。从沿线的区位、景观特征分来，由北往南分别为

城镇型风景路、生态型风景路和郊乡型风景路，依次穿越松陵中心城区、横扇镇区和七都镇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475



 

 

 

镇区。城镇型风景路主要依托城镇建成区内部的人文景区、公园广场和城镇道路两侧的绿地

设立；生态型风景路主要沿城镇建成区外围的自然河流、小溪、湖岸及山坡设立；郊乡型风

景路主要依托城镇建成区周边的开敞绿地、水体、湖岸和田野设立。 

 

图 3  风景路临湖线（吴江段）区位图 

3.1.2  游人活动分析	

风景路的旅游人群根据其旅游行为的时间特性大致分为三类：短时休闲游人群、半日/

一日游人群和多日游人群。在构成上以前两种为主，多为本地或周边居民；多日游人群多为

外地游客。 

短时休闲游人群以沿线本地居民为主，活动半径较小，主要范围毗邻城镇居民生活区和

商业区，利用早晚间进行晨练、散步、骑车等休闲健身活动，到达风景路的交通方式以慢行

和公交为主。 

半日/一日游人群以周边居民为主，利用双休日或节假日进行以聚会活动、休闲放松为

目的的活动，主要分布在郊外、公园以及乡村段，到达方式以自驾游和公交为主。 

多日游人群以外地游客为主，以旅游目的地的度假和消费中心组织旅游活动，活动范围

较广、出行距离较长，主要分布在以驿馆或其它城镇服务设施为中心的较大范围内，到达方

式以旅游大巴、自驾游和公交为主。 

3.2 慢行道规划设计 

风景路内部交通系统主要由风景路本身的慢行道所构成，包括步行道与自行车道。根据

风景路的区位特点、形态基础和所服务人群的需求特征，遵循生态保护、断面丰富、空间灵

活、慢行优先等原则，空间上与城市机动车道路相分离，分段进行风景路慢行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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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风景路选线与断面形式	

按照风景路形态的不同，因地制宜，将松陵、横山段设计为太湖大堤堤顶路形式，七都

段设计为环湖路路堤结合形式。 

松陵城区段风景路紧邻吴江市中心城区，居民日常使用最为频繁，将大堤沿线向外拓宽

进行整体景观与慢行系统设计，利用横向和纵向空间，构建由多条慢行道、自行车路所组成

的复合型风景路走廊，形成以风景路为轴的沿湖景观休闲带。风景路沿线串联公园、中心广

场、游艇码头和儿童乐园等多种休闲娱乐资源，与滨水景观相协调，充分展现滨湖新城的魅

力。 

 

图 4  吴江风景路松陵城区段典型断面图 

横扇段沿线多为农田等非建设用地，属于生态型风景路，慢行道直接利用大堤的堤顶空

间设置，分设 5 米宽的自行车道和 3 米宽的步行道。风景路沿线串联村庄、鱼塘、农庄、湿

地等多种乡野田园风光与资源，营造桑田渔趣和田园风光的景观。 

 

图 5  吴江风景路横扇段典型断面图 

七都段沿线经过七都镇区，属于郊乡型风景路，大堤本身为路堤结合形式，在道路临湖

侧建设独立木栈道形式的慢行道。风景路沿线串联果园、渔港码头、乡镇中心等郊乡资源，

打造渔港、果园为特色的休闲景观。 

 

图 6  吴江风景路七都段典型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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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路面铺装	

选择慢行道铺装材料主要取决于其功能与类型，综合考虑游人的活动需求，所选材料能

与周围自然环境相协调，鼓励采用环保生态自然材料铺装慢行道路面。根据以上原则及现有

建设条件，慢行道路面铺装包含以下五种形式：混凝土/砖石铺砖路面、彩色透水沥青路面、

透水铺砖路面、木栈道形式。灵活采用各类路面铺装形式，丰富风景路景观形式，与游人活

动相适应，实现功能性与景观性的统一。 

       

图 7  吴江段风景路路面铺装设计图 

3.3 内外衔接交通设施 

3.3.1  自行车服务点规划设计	

自行车服务点的布局应当以满足游人的需求为首要原则。针对游人的不同需求，布局在

驿馆、驿站、公交站点、风景路的开口以及重要的景观节点处，承担以租赁、停放为主、维

护为辅的多重功能。自行车服务点的规模与所处区位、绿道类型、附近服务点等级等因素相

关，结合未来实际需求弹性设置。风景路系统中的自行车服务点应当形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

体，在租赁、存取、维修等功能上统一管理，尽量方便游人的使用。 

3.3.2  风景路开口规划设计	

风景路开口属于风景路内部系统与外部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衔接点，开口的设置既要考

虑风景路慢行系统的相对独立性与封闭性，减少外界的干扰，又要方便游人出入，满足游人

休闲使用和紧急救援的要求。对于不同类型的风景路区段，开口设置的间距要求亦不同。城

镇型风景路的游人流量较大、活动频繁，相对的开口设置也较密；郊乡型风景路开口间距次

之；生态型风景路开口间距设置最大。在吴江风景路的设计实例中，城镇型风景路开口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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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为 300~500 米，郊乡型风景路开口间距约为 500~800 米，生态型风景路开口间距约为

1000~1500 米。在开口具体位置的选择上，多选择景观节点、公交站点以及能较好的与外部

慢行系统相衔接的地点。在具体设计上，注重内外的一体化衔接和无障碍设计，保障慢行的

连续性，并在重要开口考虑紧急救援的设计要求。 

3.4 外部交通集散设施 

3.4.1  公共交通衔接系统规划设计	

与风景路衔接为游客提供集散功能的公共交通主要包括常规公交、BRT 和轨道等多种交

通方式，其中以常规公交为主要方式，包括与驿馆、驿站结合设置的公交首末站、常规公交

线路及中途站点。 

风景路主要的客源集散点，主要为驿馆和大型的驿站，通过设置公交首末站来提高公共

交通服务水平，满足较大规模的游人出入。吴江风景路设计中，在太浦河驿馆、农场驿站和

滨湖新城驿站都配置了公交首末站，方便城市公交系统与风景路系统的衔接。 

与城市建设用地结合紧密的风景路沿线，如松陵、七都段，游人主要依靠紧邻风景路的

城市道路上的公交线路和中途站点进行集散，站点设置与风景路开口相结合，减少游人的步

行距离。 

远离城市道路的风景路沿线，如横扇段，通过对沿线的乡村道路进行改造，将其与沿线

的景观景点、村落相连接，并连接至城市道路系统，引入旅游公交线路深入风景路附近以提

升公交的可达性和服务水平。 

3.4.2  机动车停车场规划设计	

机动车停车场主要为自驾游游客和旅游团队游客提供服务，分为与驿馆、驿站相结合的

大型停车场和与风景路开口、景观节点相结合的小型停车场。大型停车场综合考虑旅游大巴

和私家车的停放需求，多采用独立占地的形式，与驿馆、驿站及旅游集散中心联合建设，停

车场地面铺设多采用软性铺装改造或新建，以实现完全绿化、生态化和透水化。结合综合型

驿馆设置的停车场，单体规模多在 3750～5000 平方米之间，提供车位 150～200 个。结合

小型驿站设置的停车场，单体规模在 625～750平方米，提供车位 25～30 个。此外，结合型

风景路的小型停车场布局与形式较为灵活，也可结合道路的实际情况在开口、景观节点处设

置路侧港湾式停靠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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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吴江风景路（休闲长廊段）交通设施布局图 

3.5 交通组织 

3.5.1  内部交通组织	

在绿道系统内部为慢行专用，其慢行组织围绕慢行道展开。城镇型风景路由于游客的使

用率高、流量大，分设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二者通过路面铺装的材料、颜色上以区别或直接

在空间上分离，步行与自行车之间互不干扰。郊乡型和生态型风景路则兼容自行车与步行功

能。 

在应急车辆的交通组织方面，对于独立型风景路，保留应急车辆（救护、消防）通行的

空间与开口，保障绿道游人安全；对于结合型风景路，应急车辆可直接利用平行道路的机动

车空间通行。 

3.5.2  外部交通组织	

按照服务外部客流类型的不同，将外部交通组织分为三类： 

为慢行客流服务的交通组织：通过风景路开口与城乡道路中的慢行空间进行衔接，应当

在主要开口处对慢行交通与机动交通进行物理隔离措施，以保障慢行安全。 

为公交客流服务的交通组织：独立型风景路考虑公交中途站与风景路之间的衔接，若距

离较远宜考虑设置自行车租赁点实现二者的衔接；结合型风景路直接利用平行道路上的公交

中途站；设置季节性的旅游公交线路联系驿馆、驿站主要交通枢纽。 

为自驾游及旅游大巴服务的交通组织：利用驿馆、驿站内的交通设施与城市交通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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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机动车停车场等设施。 

4. 结语	

随着居民对健康、休闲生活的需求逐步提高，以风景路为代表的休闲慢行系统规划与设

计将日益增多。交通系统的规划与设计作为风景路系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决定着风景

路系统对游人的吸引力。本文以吴江市风景路系统规划为例，对风景路交通系统的构成、内

容及规划设计方法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以期为今后类似项目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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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旅游交通规划研究 

                                               ——以深圳大鹏新区为例 

平少华  孙永海  邓琪 

【摘要】旅游需求提高、休假制度变化促使城郊短途旅游需求不断增加，城郊工作日交通流

稀疏与节假日高峰期游客拥挤的反差，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不同的需求，其建设成

本、后期运营管理等因素，对交通规划工作带来挑战，同时交通规划还需兼顾对旅游资源的

保护。本文以深圳后花园——大鹏新区交通规划为例，探讨了城郊旅游交通规划方法。 

【关键字】旅游交通  交通规划  城郊旅游 

1. 引言	

城市经济的发展催生市民对旅游需求的增加，而我国休假制度调整（节假日以小长假为

主，长途旅游相对缺乏竞争力），以城郊为代表的短途旅游受到追捧；城市生活压力的增加，

也促使城郊周末游需求量急剧增加，城郊旅游交通的发展给交通规划者提出新的要求。 

2. 背景	

面对旅游旺季汹涌而来的游客，城郊旅游区相对原生态的开发强度，其交通设施显得捉

襟见肘。而与此相反，旅游淡季交通设施满足城郊日常出行又显得绰绰有余。盲目的增加交

通供给不仅造成城市建设投入的浪费，更重要的是可能对城郊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而其又

恰恰是城郊吸引游客的资本，因此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应慎重。 

大鹏新区 2011 年底成立，规划定位为“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位于深圳东部，

距离罗湖福田中心区约 50 公里。新区规划在解决旅游交通、节约城市基建投入、交通提升

城郊旅游品质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做出一些探索，以便为交通规划同行做参考。 

3. 城郊旅游交通特征分析	

城郊旅游交通客流结构单一，且具有鲜明的出行目的，因此出行特征方面具有鲜明的特

点；受游客本身特征影响，对交通系统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只有深刻理解游客出行特征及

出行需求，积极、适当地予以满足，才能做出具有实施性的规划方案。 

3.1 城郊旅游交通出行特征 

3.1.1  出行结构	

游客出于休闲度假目的，一般对旅行时间、品质较为敏感，城郊旅游显得尤为突出。比

较而言小汽车具有最高的快捷性、舒适性，但当大家都选择小汽车出行时，由于道路资源、

停车设施限制，反而快捷性、舒适性降低。城郊旅游区游客大多都采用小汽车出行，同时社

会大巴旅客分担量较全市水平高。以大鹏新区为例，2012 年“五一黄金周”私家车占用 88.3%

的道路资源，客流分担率为 62.6%；而巴士（公交巴士及社会巴士）占用 9.7%的道路资源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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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了 37.4%的客流，如图 1、图 2 所示。 

             

   图 1  2012 年大鹏新区客流分担率                图 2  2012 年大鹏新区道路资源占有率 

从优化交通出行结构的角度，提高公交（社会巴士）客运分担率可能是解决游客出行的

有效办法之一，但也必须同时考虑如何解决公交服务水平与游客享受生活态度之间的落差，

从而保障规划方案的可实施性。 

3.1.2  时间分布	

城郊旅游交通出行时间分布受景区资源、游乐设施特征影响较大，同时来访客流与返程

客流具有各自鲜明的特征。大鹏新区现状以滨海休闲、餐饮为主，游玩最佳时间为中午及傍

晚，来访旅游交通流量在 10:00 迅速攀升，全天整体交通量都比较大，仅在 13:00~14:00 出

现谷值，17:00~18:00达到全天峰值（受过夜客流影响），如图 3 所示；返程客流随时间逐步

增加，在傍晚达到峰值，且峰值要比来访客流的峰值大，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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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城郊来访旅游交通流时间分布            图 4  城郊返程旅游交通流时间分布 

从大鹏新区城郊旅游交通时间分布特征分析，交通压力最大的时段为返程方向的

18:00~19:00，这与我们现场调研的结果是一致的。旅游交通时间分布因旅游资源的不同而

不同，交通拥堵的方向及时间也可能有所不同，交通规划也需不同情况不同对待。 

对交通流时间分布不均匀问题的解决，从根源上应通过优化、调整城郊旅游资源结构，

从而达到调配旅游交通峰值的目的，鉴于涉及城市规划相关内容，本文不再深入讨论。 

3.2 城市旅游交通出行需求 

3.2.1  特色旅游交通	

“交通的快捷”与“旅游观光的自由”两需求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如果能将出行与观

光两个过程统一起来，营造“游在旅中，旅寓游中”的出行环境，将大大缓解这一矛盾，特

色旅游交通（大鹏新区主要以水上交通、慢行交通为代表）可从规划角度将两矛盾体进行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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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生态需求	

城郊旅游是对繁忙城市生活的暂时逃避，游客更倾向于亲近宁静、闲适的大自然，交通

设施的规划更需要重视这一现象，因为不适当的建设可能破坏生态环境，降低景区的竞争力。

相反，如果在交通规划时注重交通与景观的结合，形成景区连贯的生态风格，则能提高景区

的竞争力。 

总体而言，在大鹏新区交通规划的过程中，通过现状调研及分析，认为面对巨大的旅游

交通出行需求，公共交通是解决交通出行的主要途径，但需要着重关注出行品质的问题，解

决的关键是换成节点的精细设计；小汽车交通作为双刃剑，应进行适当的管理；特色交通在

新区内部的旅游观光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为缓解旅游交通的盲目性，需要交通信息作为保障。 

4. 规划思路	

旅游交通规划是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一个特例，具有自身的特征，但同样需要统筹公共

交通、小汽车、道路设施、特色交通（大鹏为例，主要指水上交通及慢行交通）等之间的关

系。对于旅游交通来说，不同交通方式、同种交通方式之间换乘的精细化设计在提高旅游品

质方面显得尤为重要，为便于论述，本文分别对各个子系统规划思路进行论述，但统筹的理

念在规划中自始至终得到贯彻。 

4.1 公共交通 

为了减少道路交通，公共交通是一种较好的选择，但在便捷性、舒适性方面，对于常规

的公共交通组织形式，是远远无法满足游客的需求的。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城郊旅游交通

规划最大的难点。 

为提高公共交通快捷性，规划构建联系大鹏新区与深圳市机场、口岸、重要交通枢纽节

点、重要客流吸引点等的快速公交廊道，在承担旅游交通的同时，满足城市客流的需要，做

到交通资源利用最大化。旅游高峰期，通过保障公共交通独立的路权，提高公共交通快捷性。 

为提高公共交通舒适性，在重要的旅游组团区，规划综合交通枢纽，通过精细化设计，

满足乘客高品质的换乘需求。通过换乘片区的支线巴士，到达景区，如图 5 所示。。综合交

通枢纽的选址方面，应根据其主要承担的功能而定。对于主要承担公交换乘的枢纽应布局在

城市配套设施较为齐全的地方，一方面旅游客流促进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城市配套设施为

游客提供便捷的服务。 

通过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及管理措施的配合，高峰期拥挤的小汽车流将比舒适、便捷的公

共交通系统缺乏竞争力，交通出行结构自然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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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大鹏新区交通组织结构图                图 6 大鹏新区道路设施结构图 

4.2 小汽车交通 

城郊旅游交通对小汽车的约束不仅仅是道路设施，停车设施更为重要。为了节约用地、

减少城郊内部机动化出行量，在大鹏新区的外围、公共交通廊道附近，规划大的停车场及公

交换乘枢纽，为旅游高峰期小汽车停车、换乘公交提供便利。 

4.3 道路设施 

道路设施的规划秉承维护城市生态肌理的前提，严格控制新增城市主、次干道及道路断

面的拓宽，避免道路建设对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道路网完善以打通断头路为主，体现“微

交通、小尺度”的规划理念。 

4.4 特色交通 

特色交通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体现观光、休闲与交通融合的理念，网络的完整性应保障

游客的观光需要。大鹏新区拥有广阔的海岸、森林资源，水上交通及慢行交通网络覆盖主要

的旅游景点，且不同交通方式换乘节点做到无缝衔接，保证高品质的交通服务水平。 

4.5 智能交通保障 

游客智慧出行可大幅减少交通拥堵，且降低管理成本，因此智能交通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从需求角度分析，游客需要获取城郊道路交通量、景区游客分布、停车位数量及分布等信息，

大鹏新区在关键的交通节点规划了交通信息采集、发布设施，为游客、规划管理人员提供数

据支撑。 

5. 结语	

城郊旅游区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出发，不宜过分增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交通是解决

交通出行的较好策略，但需要在构建公交廊道、精细打造换乘节点等方面加强规划；城郊内

部的出行方式应强调交通与旅游的融合，营造宁静、舒适的整体氛围。 

当然，从满足当代民众旅游出行需求看，除了回归自然，还需要高度的信息化，仅道路

方面包括停车位、公交运行、道路运行、自行车服务点分布等等，其背后的基础数据库建设、

动态更新、发布等系统的构建需要相应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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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无锡城市道路规划的对策建议 

肖飞  马钱钢  黄洁 

【摘要】过去无锡的道路规划方法难以满足“十二五”新时期城市发展的要求，突破传统规

划思维，创新理念，提出适用于新时期城市道路规划的对策建议。首先回顾过去无锡市道路

规划建设概况，总结评估主要成就与经验，分析以往道路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新时

期无锡城市道路交通发展的形势，提出具体要求和目标。最后，结合新时期无锡城市道路规

划与设计工作，提出“区域功能一体化、土地资源集约化、空间环境人性化”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交通规划  道路交通  道路规划与设计  对策建议 

1. 引言	

伴随无锡大规模、高强度的城市道路建设初步完成，目前已打通了区域交通，拉开了路

网骨架，彻底改变了过去无锡在道路基础设施上的“短腿”，扭转了道路建设滞后于城市发

展的局面，为区域协调和城乡统筹奠定了基础。进入“十二五”以来，围绕加快建设“四个

无锡”的目标
[1]
和“打造富有魅力的现代化滨水花园城市”的定位

[2]
，无锡城市道路将进一

步提升规划水平和建设品味，通过建设功能完善、文化深厚、品质精致的城市道路，为深入

推进城乡一体化、加快城市更新步伐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本研究针对过去

无锡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取得的历史成就、宝贵经验和存在的不足，围绕重点问题的解决和主

要目标的实现，提出发展策略和建议，以更好地推进新时期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工作的开展。 

2. 以往无锡城市道路规划总体评估	

2.1 道路规划建设基本概况 

自 2002 年以来，无锡连续实施了三轮《城市建设三年行动纲要》，全面拉开了特大城市

发展框架，有效实现了城市空间布局的重大调整，开创了无锡城市建设高歌猛进的黄金发展

期。在此期间，无锡城市结构由单中心结构向组团式多中心结构转变，城市道路建设由老城

区向外围新城拓展，蠡湖新城路网格局率先成形，太湖新城、锡东新城等路网建设大力推进，

城市快速路系统骨架格局基本确定。 

2.2 主要成就与经验 

2.2.1  形成了纵向多层次、横向全覆盖的道路规划管理与实施体系	

过去一段时期，无锡形成了以圈域路网布局规划、市域路网布局规划、城域路网布局规

划、中心城“173km2”道路网布局规划为引领，以道路详细规划、城市设计和专项规划为

支撑，以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重要支路和街巷为落实的科学合理、层次分明的道路规

划管理体系；形成了与城市空间结构（1 个中心城+5 个新城+6 个城镇组群）相对应、自里

向外的道路规划全覆盖，为打造田园都市、实现城乡一体化奠定了良好基础。在规划实施路

径上，基本形成了以五年近期建设规划落实总体规划思路、三年行动纲要细化建设目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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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设预案突出建设内容的规划实施和建设路径，有效指导了城市道路建设。 

2.2.2  构建了适应快速城市化空间扩张的道路网络体系	

过去一段时期，是无锡道路设施建设 快、成就 显著的时期，老城开辟通道、新城构

建网架，基本完成了特大城市的路网框架，城市快速路网体系基本形成，解决穿铁路、跨运

河瓶颈的隧道、桥梁等相继建成，优化了主城区路网体系。截至 2011 年年底，全市城市道

路总里程达 3163.1 公里，其中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依次为 90.8 公里、796.9 公

里、392.3 公里、1883.1公里，道理网络级配约为 1  : 8.8 : 4.3  : 20.7，全市道路密度 4.89 公

里/平方公里，道路面积 7912 万平方米，人均道路面积 22.4 平方米/人[3]。 

2.2.3  完善了综合交通枢纽、轨道站点等重点地区的微循环道路体系	

过去一段时期，无锡中央车站、沪宁城铁惠山站、沪宁城铁新区站、京沪高铁无锡东站、

无锡轨道交通一、二号线工程等一大批综合交通枢纽相继投入运营或开工建设，为便于组织

施工期间交通和缓解交通枢纽建成投运后周边地区的交通压力，新建或改建了大量配套衔接

道路以完善优化城市路网， 大可能地减少了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2.3 道路规划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伴随着无锡城市发展的全过程，为适应不同时期人们的需要，城市道路规划设计也在不

同的时期经历着不同程度、不同内容的更新实践。过去的道路规划将城市道路机械地视作相

对孤立的通道，依照“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这一自上而下的垂直分级体系来设

定道路参数，如红线宽度、设计车速、车道宽度、路幅数等，以服务于城市人群、物资流通

为主要目的，将道路规划设计的目的简单地抽象为解决当量小汽车交通流问题。 

进入“十二五”以来，无锡道路规划目标已由骨架路网拓展向片区路网优化转变，过去

的设计方法过于强调道路的交通功能，忽视了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场所功能，对道路在城市规

划设计中应承担的功能内涵和价值效应考虑不足，以往那种亲切宜人、界面连续、空间尺度

适宜的街区逐渐被现代城市的发展所吞噬，道路上人车冲突、公共空间失落、道路环境恶化

等问题不断出现。 

2.3.1  人车交通的矛盾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小汽车由于其方便、快捷、舒适的特点而普及。为了适应汽

车的通行与停放，规划师为保证通行的方便、停车的自由，利用大量本该属于人们生活、娱

乐的空间，同时在面对道路交通问题时，考虑的服务对象也不再是人而是汽车，于是经常采

取拓宽车行道、挤压步行道、缩窄绿化带等方法。过多的车辆强占道路，人们在道路上找不

到停留的场所和交往的空间，更要忍受嘈杂的噪声和汽车尾气的污染，与机动车的矛盾严重

影响着人们的步行乐趣。 

2.3.2  公共空间的失落	

道路对于城市而言，除交通功能以外， 重要的是它具有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公共空

间因人的活动而有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是人与场所交往互动的需要，而且是人的情感释放、

交流与认同的需要，因此城市道路对于公众利益的理解和服务负有特殊的责任，道路规划的

目标应该是如何使其适应人们的各种需求，而不是让人们去适应各种环境。但是当前大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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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街区被推倒重建，为机动车服务的超大尺度道路代替了步行为主的、尺度宜人的道路，

这样的道路无法吸引人们逗留游逛，道路充满了冷漠和危险。 

2.3.3  道路环境的恶化	

一些位于旧住宅区、城中村和历史文化街区的城市道路，其附属设施建设由于时间原因

存在破旧和老化的现象，这不仅破坏了道路的环境品质，而且也影响了两侧居民的生活，如：

室外广告失控，广告牌、灯箱和霓虹灯缺乏统一规划和有效管理，路灯、电话亭、交通标识

牌、公共候车亭、公共告示牌、垃圾箱等街道家具缺乏统一设计，表皮式商业占据街道绿化

以及人行空间。 

3. 新时期无锡城市道路交通发展形势与目标	

3.1 城市道路交通发展形势 

3.1.1  骨架道路网络建设日趋完善，区域路网优化快速推进	

2011 年，市区竣工道路总长度 182.3 公里，在建道路 78.9 公里。随着太湖大道快速化

改造、高浪路、新锡路及新华路高架建成通车，快速路总里程达到 90.8 公里，形成“一环

五射”快速路网骨架基础，城市道路规划建设的重点也由骨架路网拓展转向区域路网优化，

外围新城道路建设持续推进，综合交通枢纽地区道路集疏运体系不断完善，重点片区道路建

设快速推进。于是，推进城市更新区、交通枢纽地区、交通瓶颈地区、重点开发地块等区域

周边路网优化成为新时期城市道路规划的主要任务。 

3.1.2  公共交通客流量稳健增长，公交优先发展力度持续加强	 	

自《无锡市优先发展城市公交实施意见》和连续两轮《无锡市区落实城市公交优先发展

行动计划》制定并实施以来，公交的社会公益性定位得到明确，区域公交作为城乡交通体系

的优先主导地位得到确立，公交运力、线网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得到全面提高。2011

年无锡市区公交日发班 13422 次，日均客流量达到 117.83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7.98%，主

要营运区域公交分担率达到 26%。新时期城市道路规划要进一步以公交优先发展为导向，优

先安排公交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强化路权分配优先，为城乡居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安全

实惠的公交出行服务。   

3.1.3  个体交通持续膨胀，电动自行车数量增长迅猛	

截至 2011 年年底，无锡市区汽车保有量呈爆发式增长，市区汽车保有量由 6.65 万辆增

加至 51.5 万辆，私人汽车由 1.71 万辆增加至 35.9 万辆，其年均增幅为 35.6 %。同时，以电

动自行车为代表的非机动车数量增长迅猛，2011 年无锡市区非机动车总量为 323.4 万辆，

较上年增加 5.5 %，其中电动车拥有量为 115.3 万辆，较上年增加 19.5%，占非机动车总量的

35.6%。新时期城市道路规划要以“街道分级、快慢分离”为前提，明确道路功能定位，厘

清优先服务对象，合理分配道路资源，结合近远期规划设计，营造良好的道路通行环境。 

3.2 城市道路规划目标 

过去无锡道路规划重点考虑机动车交通，而在如何处理好人、车、路、环境之间的关系

方面考虑较少；过分注重车辆行驶线形几何指标；行人、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空间分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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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略从生态与宜居角度来看待道路规划设计等，致使整个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偏低，产生交通

拥堵、环境污染、交通安全事故等多方面问题。 

随着无锡步入“现代化滨水花园城市”的发展征程，新时期道路规划的目标也进一步明

确——城市道路作为一种 基本、 重要的线性空间，除了承担交通功能，使人流、车流、

物流和谐有序并相互协调，还应为城市居民提供舒适优美的公共活动场所，并有助于现代商

业业态的合理布局，有利于城市流动景观轴的塑造，有利于延续城市的空间文脉和记忆
[4]
。 

4. 新时期无锡道路规划的对策建议	

道路空间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城市系统中的一个连续性片段，受城市总体发展环境的

支撑和影响，无锡城市道路规划必须纳入到城市规划的大环境中统筹考虑，思维方式从以往

的工程设计向综合规划转变，道路规划的对象也超越物质景观本身，将更多地注入对城市文

脉、街区活力、土地经济性等非物质景观要素的关注
[5]
。 

4.1 区域功能一体化 

以往的城市道路规划较多地参照了公路设计的思路，过于重视后期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

计，侧重于支撑土木工程建设，针对前期研究总体深度不够，很少从整个交通系统的角度去

考虑，而规划阶段道路功能定位模糊，只侧重于道路红线控制，单纯盲目地进行“一层皮规

划”，机械地套用设计标准，与沿线用地特征、界面景观、文化内涵协调不够。 

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道路不仅要解决交通通行的初级需求，同时需

要在功能内涵上进行必要的延伸与扩展，道路详细规划应本着区域功能一体化原则，不仅着

眼于道路红线范围以内的车道和隔离带数量、宽度、位置等，而且应横向延伸，包含道路两

侧的建筑、山体、水体等两侧功能载体，结合道路两侧用地功能、界面特征、街道家具设施、

文化内涵等方面进行分析，从整体角度营造道路空间，塑造特有的景观面貌
[6]
。 

4.2 土地资源集约化 

为了便于规范管理，很多城市根据道路等级、红线宽度、交通功能等确定几种相对固定

的道路横断面形式和交叉口交通组织模式，实际操作中为保证同一条道路的横断面型式基本

一致，红线范围不得不“曲折多变”，形成“锯齿红线”，接壤用地难以充分利用。这种道路

规划缺乏灵活性，粗放地进行交通组织与横断面设计，导致道路用地资源浪费，两侧“边角

料”用地难以充分利用。 

城市道路横断面配置和交叉口交通组织是反映道路特色的关键因素，道路详细规划应本

着土地资源集约化原则，结合地区特色、路段功能特征以及道路使用者优先等级的变化，因

地制宜、精细合理地进行规划设计，与两侧地块出让、建筑物布局和出入口控制相协调，力

求地尽其用，避免用地资源浪费。 

4.3 空间环境人性化 

现有的道路规划方案很难做到量化分析，往往侧重细微之处，无法从宏观上对整个道路

建设产生的影响进行估计，不能全面反映道路建设所涉及的交通系统问题，刚性控制和弹性

指导要素混淆，得出的结论缺乏有力的支持，致使对后续工程实施方案的指导性不强，以人

为本、公交优先、生态宜居等这些空间环境的规划意图难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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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详细规划是沟通规划和工程设计的桥梁，它不同于简单的道路几何设计，它涉及道

路工程、环境景观、生态环保、历史文化、社会人文等多个专业，只有本着空间环境人性化

原则，采用系统化、稳静化设计，统筹相关规划和工程设计，才能较好地实现“以人为本”。 

5. 结语	

过去一段时期，无锡在城市道路规划工作中的主要视角是道路交通和工程技术，很少考

虑区域特征、道路功能特征以及道路使用者的需求特征。因此，新时期的道路规划应在保障

基本的交通功能的基础上，融环境、景观、文化于一体，更多关注人在其中的空间需求和

心理感受，积极围绕行人、自行车和公共交通进行设计，合理分配道路空间资源，塑造积极、

实用、有趣味的公共空间和城市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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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路网承载力分析的土地利用布局研究 

吴炼  吴新华  李锁平  王婧 

【摘要】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之间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是城市

发展的根本动力。本文引入道路网络承载力的概念来衡量城市道路系统的交通供给水平，以

此来引导城市土地利用的合理布局。基于现状居民出行 OD的调查，预测道路远期的过境交

通量，以满足一定级别的服务水平界定道路的最大服务交通量，确定道路剩余的服务交通量。

再建立路网承载力的双层优化模型，以路网最大服务交通量为目标，推算出各小区的最大交

通生成量，校核不同土地利用布局下的交通生成量，确定合理的土地利用布局方案以使规划

区建成后路网系统能以一定的服务水平运行。最后，以郑州市碧沙岗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为

例，利用 OD反推技术简化双层优化模型的求解复杂性，验证了模型方法的有效性，对城市

规划工作具有实际的引导作用。 

【关键词】交通规划  交通承载力  土地开发强度  双层优化模型  OD反推  土地利用布

局 

1. 引言	

在与城市规划工作者合作开展城市规划过程中，作为交通规划工作者，我们经常会遇到

城市规划工作者提出的在规划路网限定的条件下，规划范围内路网所能承载的极限交通容量

是多少？各地块的最大开发强度能达到多少？极限容积率能做到多少？等问题。上述问题的

答案有助于引导城市用地布局方案的形成，根据可开发强度的分布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

但是由于城市用地布局与城市交通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纯粹的由一方来决定另一方

的状态。因此，笔者尝试基于详实的现状交通调查数据，以规划路网为研究对象，研究确定

路网的剩余承载力，通过与不同用地布局方案下交通生成量的对比分析，优化修正用地布局

方案，使得未来规划区建成后，路网交通承载力能够满足规划区的交通出行需求。 

2. 研究思路	

以规划范围为研究对象，则区域路网上承载的交通可以分为 3 类：过境交通（出行起讫

点均在规划范围之外）、内外交通（出行起讫点之一在规划范围之外）、内部交通（出行起讫

点均在规划范围之内），具体如图 1所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614 15

 

图 1  城市交通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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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城市交通规划中的交通分布原理，内部交通则对应着内部小区之间的 OD（QI），过

境交通对应着外围小区之间的 OD（QJ），而内外交通对应着内外小区之间的 OD（QIJ、QJI）。

因此，基于现状交通的 OD 调查，可以拆分出 3 类 OD 数据表格，图 1 中小区之间的 OD 可

以拆分成表 1。 

表 1  交通出行 OD 表拆分 

ID 1 2 3 4 5 6 … … 15 16 

1 q11 q12 q13 q14 q15 q16 … … q115 q116 

2 q21 q22 q23 q24 q25 q26 … … q215 q216 

3 q31 q32 q33 q34 q35 q36 … … q315 q316 

4 q41 q42 q43 q44 q45 q46 … … q45 q416 

5 q51 q52 q53 q54 q55 q56 … … q515 q516 

6 q61 q62 q63 q64 q65 q66 … … q615 q616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q151 q152 q153 q154 q155 q156 … … q1515 q1516 

16 q161 q162 q163 q164 q165 q166 … … q1615 q1616 

上表中 QJ 与规划区几乎没有相关性，可以将其单独提取出来进行交通分配后，通过与

现状路段交通量的校核得出路段的过境交通量，通过增长率法预测得出为来年道路的过境交

通量。然后结合规划路网的布局，在限定的可接受服务水平下，路段的最大服务交通量与路

段过境交通量之差即为路段的剩余交通量，再利用 OD 反推技术可以得出规划区内各小区的

剩余交通生成量，即可得出路网的剩余交通承载力 Cr，通过与对应规划布局方案下各小区交

通生成量 Qp的比对分析，以寻求与路网交通承载力相适应的用地布局方案，如图 2 所示。 

QIJ 

QJI 

QI 

Q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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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思路 

3. 路网承载力概述	

3.1 路网承载力内涵 

城市交通承载力(Urban Traffic Carrying Capacity)是指 0：一定时期内，特定土地利用结构

下，在城市系统的功能和结构不向恶性方向转变，城市环境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条件下，

城市体系所能承受交通系统的最大发展规模，即交通系统的可承受最大容量。路网系统作为

交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路网承载力是指在资源、环境等外部约束下，在一定时间范围内

利用交通管理技术等条件，在满足一定交通服务水平和效率的条件下城市路网所能支持的最

大标准机动车出行量（Passenger Car Unit，pcu）。路网交通承载力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同

的交通流量和速度服务水平下对应的路网交通承载力是不同的 0，需结合具体的路网系统中

各级道路的布局情况确定。 

3.2 路网承载力与土地利用的关系 

城市交通与城市用地之间有着紧密的内部联系，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是相互制约、

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城市土地利用是城市交通的根源，决定着城市交通供需的特征和交通方

式，另一方面城市交通又影响着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布局。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客观的互动

反馈关系，该过程描述成一个“土地利用──城市交通反馈环”，如图 3 所示。 

该互动反馈作用主要通过交通系统的可达性和土地利用引发的活动行为的相互影响所

体现，而路网承载力又是决定交通可达性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来讲，城市建设初期，由于

土地开发强度的增加，诱发了新的交通出行需求，而一旦城市交通系统不能满足这些新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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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出行需求时，城市会对相应的交通设施进行改善，提高城市交通系统的承载力，进而又会

使得土地可达性和土地价值的提高，促使城市用地的进一步开发，又诱发新的交通出行需求，

促使进一步改善交通设施以提高交通系统承载力，如此循环往复，推动城市交通与城市土地

利用的互动反馈。 

 

图 3  土地利用──城市交通反馈环 

3.3 路网承载力的影响因素 0 

3.3.1  路网系统本身	

路网承载力受路网布局结构、路网规模、道路等级情况等路网系统本身属性的约束。不

同的路网布局结构下路网承载力是不一样的，如棋盘式路网的出行效率要明显优于放射式路

网，其路网承载能力更强。道路网络是动态交通的承载体，反映了路网承载力的时空资源配

置，因此，路网规模与路网承载力是正相关关系。此外，不同的路网形态与等级配置对交通

疏解或容纳能力不同，会影响路网承载力的提升。 

3.3.2  居民出行结构	

城市居民出行结构的变化就回导致路网上运行的车辆类别的构成比例的变化。如以公交

为主导的出行结构下，路网所能承载的交通出行量要远大于以小汽车为主导的出行结构。因

此，路网的承载力与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水平、慢行交通的出行比例都是密切相关的。 

3.3.3  交通管理措施	

交通管理属于优化路网承载力的范畴，通过加强城市交通管理来减少交通延误、提高城

市交通的平均速度，从而减少机动车出行的时空消耗，使整个交通系统的机动性、便利性和

可靠性大大改善，更大的提高路网的承载力。目前城市交通管理发展趋势是智能交通系统(ITS)

的应用，世界各国开发应用的 ITS技术极大的提高了交通承载力，如英国的 SCOOT，澳大利

亚 SCATS，美国的 OPAC 系统都大大提高了城市交通效率，一天内能使整个路线上的车辆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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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次数减少 26%，等待时间减少 27%，从而减小了机动车的时空占有。 

4. 路网承载力评价模型	

4.1 模型假设及参数说明 

4.1.1  模型假设	

假设所研究的城市路网系统，其路网规模、路网结构、等级配置相对完善稳定，路网系

统主要包括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及支路四个层次。路网系统内居民采用的出行结构相对

稳定，有一套与路网系统相适应的交通控制管理措施，保障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合理衔接。 

4.1.2  参数说明	

本文界定与路网承载力相关的主要参数包括路段基础通行能力 C、车道数量 n、道路服

务水平 μ、交叉口折减系数 α、车道折减系数 η。 

表 2  路网交通承载力相关参数 

参数名称  参数符号  参数说明  参数界定 

通行能力  C  各级城市道路的基本通行能力 
根据《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37‐2012》界定 

车道数  n  路段车道数  根据具体路网界定 

服务水平  μ 
道路交通的不同运行状态时的交通

量与通行能力比值 
根据 HCM手册界定 

交叉口折减系数  α 
交通流经过交叉口时，会受到不同

流向车流及人流的影响 
参考文献 0 

车道折减系数  η 
车道数量对道路交通流会带来一定

的影响 
参考文献 0 

4.2 路网承载力的双层优化模型 

基于对一定服务水平下路网运行状态的分析，建立路网承载力的双层优化模型。路网承

载力优化设计主要解决两类问题：第一类是如何在满足一定的服务水平约束下，调整相应的

土地利用布局方案，使得路网承载力达到最大的目标；采取不同的土地利用布局方案后，地

块交通生成量的变化，道路使用者的出行决策行为会发生改变，路网的交通流也会因此重新

分布，并最终导致路网最大服务交通量的改变。预测和估计不同土地利用布局方案实施后路

网服务水平可能发生的改变，对土地利用布局方案的选择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也是设定第二

类决策变量的原因。根据描述，这两类决策变量并非是不相关的平行关系，而是上下层的隶

属关系。其中，第一类决策变量属于上层决策变量，第二类决策变量属于下层决策变量。因

此，可以用双层规划模型进行描述： 

路网承载力双层优化模型可看成是 Leader－Follower 或 Stackelberg博弈问题，其中城市

建设部门是领导（Leader），道路使用者是跟随者（Follower）。上层决策者（城市建设）通

过城市用地布局的调整、开发强度的改变等手段，来影响下层决策者（出行者）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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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但上层决策者并不能控制下层决策者的路径选择行为；下层决策者在给定路网的约束

下，对现有的出行路径进行比较，选择合理路径完成出行，使得网络中的交通流重新分布，

间接影响路网最大服务交通量，并以此影响上层决策者的土地利用布局方案 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立了基于可靠性分析的公路网优化的双层规划模型。其中上层

（U0）为线性优化模型，下层（L0）为用户最优平衡配流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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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 表示路网承载力；Qrs表示交通网络中起点 r与讫点 s之间的出行需求；xa表示

路段 a 上的交通流量；A表示路网中所有路段的集合；Na表示路段 a 的交通承载力；Z 表示

用户最优平衡模型的目标函数； rs
pf 表示 OD 对 r、s之间任意路径 p 上的交通流量，其中路

径 p∈Prs∈P；Prs表示 OD对 r、s之间所有路径的集合；P表示交通网络中所有 OD 对之间所

有路径的集合； rs
p 表示路段、路径的相关变量，即 0‐1 变量，如果路段 a 属于起讫点 r、s

之间的路径 p，则 1rs
p ，否则 0rs

p 。 

5. 实例应用	

5.1 OD 反推技术 

所谓 OD 反推方法，主要是指从路段的观测流量或预测流量来反推 OD 分布量的方法，

是交通分配的逆过程 0。一般情况下，OD 反推需要采用数学规划方法，设立目标函数，得

到小区间 OD分布量的最优估计值，根据目标函数的不同形式，形成了几种不同的 OD 矩阵

反推模型，如极大熵模型（ME）、广义最小二乘模型（GLS）、最小信息量模型（MI），以及

极大似然模型（ML）等。 

OD 反推所需要的基础数据主要有路段流量、初始的 OD 矩阵、路径选择概率。它们不

仅是进行 OD反推的先决条件，同时这些基础数据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反推结果的精度。其中，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497



 

 

路径选择概率一般采用交通分配模型获得，交通分配模型及其参数，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交

通网络和交通小区划分，对 OD 反推具有很大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环节。 

5.2 案例分析 

结合郑州市碧沙岗、河医片区补充区域城市设计规划编制工作，详细研究了路网承载力

引导土地利用布局的具体应用。 

5.2.1  案例背景	

规划片区位于郑州城市西部，东侧有郑州火车站，中原路和建设路把规划片区、二七广

场、郑东新区串联起来。规划边界东起南阳路、铭功路，西至桐柏路，南起中原路，北至黄

河路，总用地面积为 9.6平方公里，如图 4 所示。 

 
图 4  规划区位图 

5.2.2  小区划分	

根据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功能分区、交通需求特征、城市交通条件等因素，将郑州市

碧沙岗地区划分成 109个小区，以此为基础进行路网承载力分析，如图 5 所示。 

 
                图 5  小区划分                               图 6  路网结构 

5.2.3  路网系统	

规划区道路主要由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四级道路构成网状的道路。规划快速

路 1 条，为沙口路—京广路；主干路 6 条，形成“三横四纵”的路网结构，分别为：桐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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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山路、金沙路—大学路、南阳路—铭功路、建设路—解放路、中原路；次干路 7 条，形成

“四横三纵”的路网结构，如图 6所示。 

表 3  规划路网系统技术指标一览表 

道路等级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合计 

道路长度（km）  2.9  20.5  13.6  33.5  70.5 

现状路网密度（km/km2)  0.3  2.13  1.42  3.5  7.35 

规范指标（km/km2)  0.4‐0.5  0.8‐1.2  1.2‐1.4  3‐4  5.4‐7.1 

5.2.4  路网承载力分析	

根据郑州市综合交通规划中针对郑州市全市的OD调查数据及远期道路的预测交通流量

分布情况，分析得出规划区内所有道路上的过境交通量、到达交通量和内部交通量；然后将

满足一定服务水平下，道路最大服务交通量减去过境交通量，分析得出路网上剩余的交通容

量；基于 Transcad 软件包建立路网分析模型，利用 OD  Matrix  Estimation 模块，以现状 OD

数据作为先验矩阵，进行 OD 反推操作，迭代计算出规划区内各地块可承载的交通生成量，

计算结果如图 7 所示。 

 

图 7  路网承载力分析结果 

基于路网承载力的分析结果，对规划区内的土地利用的功能、布局结构进行了调整，以

使规划区改造建成后，道路网络系统能以一定的服务水平承载由于地块开发所产生的交通出

行需求，通过交通承载力的预评价实现土地利用开发与城市交通发展之间的平衡，引导规划

区合理、有序、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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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土地利用布局图                       图 9  道路服务水平 

6. 结语	

本文针对城市交通与城市土地利用之间客观存在的互动反馈作用，引入路网承载力来衡

量城市交通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建立了路网承载力评价的双层优化模型。结合《郑州市

碧沙岗、河医片区城市设计》编制的契机，基于 Transcad 平台建立了路网交通分析模型。

根据现状交通调查的数据，计算出路网中路段单元的剩余承载力，进而以现状 OD数据为先

验矩阵，反推出规划区内各小区可服务的最大交通量，以此来评价土地利用布局方案的合理

性，筛选出与城市路网系统相适应的土地利用布局，促使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平衡、有

序、协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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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对沿线土地利用的影响分析 

                                                  ——基于温州的实证 

赵莉  黎晴 

【摘要】高速公路出入口对其辐射区域的土地利用是有深远影响的，最直接体现在对人口迁

移的影响和对产业经济的影响。但是每个高速出入口辐射范围内的影响作用的大小是有差异

的。其影响辐射作用的大小受几个关键因素的制约，包括：出入口区域的空间可达性、地势

条件等等，其中可达性是最核心的要素。通过温州实证研究，说明了 2000年~2010年以来，

由于高速公路的建成对人口集聚产生的影响，同时说明出入口区域的空间可达性是人口集聚

的内在要素。该分析结果对于认识高速公路的建设如何引导土地发展，以及反之如何依据土

地使用及未来交通条件变化指导高速公路重要点位的设置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关键词】高速公路出入口  人口迁移  辐射作用  可达性 

1. 引言	

高速公路的建设是国家宏观政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客观需求，也是区域乃至国家经济

发展水平的风向标，它以高速、安全、舒适、经济的优点在整个道路网体系及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中起着尤为突出的作用。随着国家高速公路网主骨架的形成，各省市高速公路网补充完

善的工作正密集开展，补充完善的阶段正是高速公路能够有效的衔接县乡等级行政单位，并

带动其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保障。高速公路的建设一方面势必占有大量土地，并分隔城市，

另一方面在高速公路建设的带动下，公路沿线相关区域呈现出了繁荣景象，高速公路建设促

进了沿线区域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沿线相关区域的土地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和开发。

高速公路对区域空间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点—轴”模式，这就意味着高速公路的出入口

建设使得土地的绝对量减少，但是沿线土地得到开发，土地的效用也得以增加。那么如何正

确看待高速公路对于土地的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本文正是基于此背景而提出的。 

高速公路对沿线城市建设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出入口区域的土地利用方面，其土地利用的

类型与布局对城市空间的合理有序拓展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影响，需要在建设

前进行系统分析、合理定位和规范操作。然而，从规划角度对出入口区域的产业布局和土地

利用的研究显得不足，相关的研究文献也相对较少。 

本文从高速公路出入口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机理、影响模式等方面进行研究、总结与分析，

并结合温州的实例进行论证，探索如何利用高速公路的建设逐步引导沿线土地利用，整合土

地资源，为政策决策者及高速公路投资方提供借鉴，为高速公路出入口周边土地的合理利用

提供研究基础。由于高速公路是封闭性的运输通道，高速公路对沿线土地利用的影响主要是

由高速公路出入口对周边土地所具有的辐射作用引起的，所以本研究将范围缩小至高速公路

出入口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2. 高速公路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高速公路具有良好的通行条件，通行能力大、快速高效、安全舒适的特点，为客货运输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501



 

 

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高速公路出入口对周边地带产生的是一种辐射作用，通过辐射作用改变

土地利用，辐射域内土地利用改变具体表现在企业及产业园区的聚集和农村城镇化。 

2.1 改变周边的区位优势，吸引企业与产业园区的聚集 

首先，高速公路出入口的辐射作用使得产业围绕高速公路出入口辐射域内聚集。企业的

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良好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经济基础条件以及有利的政策环境，

同时还必须具有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高速公路由于具有“门到门”的运输优势，与铁路、

水运、航空等方式相比更为灵活，因此对企业也更具吸引力。企业选址在高速公路出入口及

其连接线区域，能节约运输时间进而降低运输成本。这成为企业向出入口聚集的直接原因。 

           
人口向高速公路沿线集聚示意图 

2.2 带来人口的迁移 

高速公路的开通，使得出入口区域与周边其它区域的区位势能发生相对改变的同时，必

然伴随着人口在区域间的流动。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出入口区域由于具有区位优势，所以吸

引周边其它区域的人流，必然导致人口数量的增加。 

2.3 带动农村城镇化 

城镇化的依托是产业的发展和聚集。农村城镇化并不仅仅是建一些企业、修建一些基础

设施。而是必须使城镇有吸收外来要素的功能，有开放式的结构，能够聚集人口、企业以及

市场。因此推动产业聚集，提高产业的关联度是农村城镇化的依托和功能定位的基点。 

高速公路出入口地区由于具有区位优势导致企业聚集，又由于集聚机制、规模机制、外

部机制地推动形成产业园区。产业集聚与园区经济相互推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高速公

路出入口区域产业聚集，具备了城镇化的基础条件。高速公路出入口辐射域内由于产业聚集

而形成产业园区后，随之生活区、娱乐区、房地产开发区、商贸区等应运而生，形成了城市

的雏形。当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高速公路出入口辐射域内的农村就逐渐演化成城市。

获得发展的城镇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廊道两侧，尤其以高速公路出入周边更为明显，由此呈

现出沿高速公路分布发展带。 

以温州为例，在 2000 年-2010 年 10 年间，受到高速公路网络的影响，温州市域内的人

口逐渐向高速公路沿线尤其是出入口周边集聚。 

2000 年以后，温州的高速公路网络陆续投入使用。同年恰为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年

份，通过与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前后对比，由此充分证明了由于市域内高速公路

网的建设，在市域内各城镇的交通区位条件发生改变，所带来的人口迁移及城镇发育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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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化。 

 

第五次人口普查常驻人口分布情况              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分布情况 

3. 高速公路对土地的作用机理	

在整个高速公路经济带中，沿线不同的出入口区域由于区位等多方面条件的不同，彼此

之间也会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各自对其周边区域人口的吸引力的差别上，更表现

在不同出入口区域凭借高速公路交通带而发生人口的相互流动所导致的相对差异上。由于对

人口的吸力不同，各出入口集聚的人口数量和素质各不相同，必然使得出入口的土地利用与

布局类型受到不同的影响。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地理（区位）条件、区位条件、

交通可达性、经济基础、政策环境等，其中交通改变了城市各地区的可达性，而可达性对土

地利用的属性、结构及形态布局具有决定性作用。 

为了说明出入口区域的空间可达性对该区域人口聚集程度的影响。通过收集高速公路现

状的数据和六普人口数据，试图建立两者的相互关系。 

首先确定描述交通可达性的方法。对于交通可达性的定义有很多种：其中有学者提出交

通可达性是用于反映出行者利用给定的交通系统从出发地点到达活动地点的便利程度。可以

理解为：一种理解从时空约束的角度来看，可达性是交通系统为居民提供能够达到活动空间

范围区域大小；另外一种理解从成本阻抗角度来讲，可达性是克服空间阻隔的难易程度，把

2个节点间的空间阻隔（可用距离、出行时间或出行费用表示）作为可达性的数值，阻抗越

小，可达性越好。 

本文采用第一种理解，基于温州的现状公路网系统（高速、国道、省道、县道），定义

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在单位时间内可覆盖的区域面积作为衡量可达性的指标，利用GIS方法获

得各出入口的空间可达性指标值，同时获得对应出入口5km辐射半径内所覆盖的乡镇人口

数，将两者进行数据拟合分析。其中，考虑模型的精度问题，剔除了市域边缘地带的多个出

入口的数据，共得到19组数据点，结果发现两者存在一定的指数相关关系，如图所示。说明

出入口区域的可达性越高，其周边聚集的人口也越多。换句话讲，出入口区域附近的交通衔

接条件是人口集聚的内在因素，更进一步的说明了出入口的衔接条件是决定出入口布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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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必要条件之一。 

 

 五普与六普人口对比                 温州市现状高速网络可达性分析 

 

4. 对今后温州城镇化趋势的判断和规划反馈	

4.1 高速公路出入口辐射域内城镇规划和布局的合理化 

交通运输网络是城镇发展的基础，是进行城镇布局要考虑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当高速

公路与通往市（县）级及其以上城市或其他重要政治、经济中心的主要公路相交时都会设置

互通式立体交叉，也就是说，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沿线的一些中小城镇都纳入到高速公路出

入口的辐射域内，辐射域内城镇的发展因而可以摆脱在规划和建设中不利的因素束缚，依赖

优越的交通条件，利用出入口的经济辐射作用，依托产业集聚发展成为中心城镇，为城镇等

级规模的提高以及带动其他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高速公路的建设缩小了城乡之间的距

离，为城镇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空间条件，会带动新的城镇群体的出现和原有城市的扩展，

调整区域城镇体系的布局，加速沿线地区的城镇化进程。 

随着今后温州市域高速公路网络的建设，市域内城镇人口将继续在高速公路沿线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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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伴随着高速公路的成网和加密，其城镇化将形成连片密集发展态势，城乡差距将进一步

缩小。 

4.2 出入口的交通衔接条件和本身的人口基础是出入口选址布局的必要条件 

同时应意识到，高速公路对人口的集聚也需要依托出入口区域内的交通衔接条件，因此

在确定高速公路出入口的点位时，应与其周边的规划路网相协调，尽量与国省干道有效衔接。 

5. 结论	

本文通过温州实证分析，说明了高速公路对企业选址、人口集聚乃至城镇化产生的影响，

同时通过拟合出入口区域的空间可达性与人口的相互关系，论证了可达性决定高速公路出入

口辐射区域内人口集聚程度的内在要素，并进而提出出入口的交通衔接条件是决定出入口点

位选址的必要条件之一。该分析结果对于认识高速公路的建设如何引导土地发展，以及反之

如何依据土地使用及未来交通条件变化指导高速公路重要点位的设置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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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深圳市控规层面交通规划的编制对策 

张凡 

【摘要】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城市规划管理的核心，是实现创新规划理念、落实上层次规划要

求的法定规划。本文梳理了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交通规划的主要目的，介绍深圳市目前面临的

新形势和控规编制动态，分析既有交通规划编制存在的问题，从差异化制定交通策略、促进

交通系统整合、弹性规划方案、绿色低碳交通、加强交通对土地利用的引导等五个方面提出

未来控规层面交通规划的编制对策。 

【关键词】控制性详细规划  交通规划  差异化  绿色低碳  交通引导 

1. 控规层面交通规划的目的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整个法定规划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向上落实城市总体规划、分区规

划的要求，向下指导修建性详细规划以及建筑项目方案设计，是城市规划管理的主要抓手，

2008 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进一步明确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法定地

位。 

控规层面综合交通规划的主要目的是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道路系统网络和交通设施，在

编制范围内协调好土地使用与交通系统的关系，明确交通设施的总量、布局和用地需求。 

2. 规划背景	

2.1 深圳市交通规划编制面临的形势 

2.1.1  城市发展转型，要求积极倡导和落实绿色交通发展理念	

经过 30 年的快速发展，资源“瓶颈”和生态环境成为制约深圳进一步发展的约束条件，

转变城市发展模式迫在眉睫。2010 年 1 月，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和深圳市政府共同签署《关

于共建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合作框架协议》，为深圳新一轮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支持城

市发展，落实协议要求，亟需转变交通发展模式，积极倡导绿色低碳交通发展理念，构建高

效舒适的现代化绿色交通体系。 

2.1.2  城市用地开发由增量向存量转变，给交通承载力带来极大挑战	

根据《深圳市 2012 年度实施及土地供应计划》，存量建设用地的供应规模达到 918 公顷，

首次超过新增建设用地，以城市更新为代表的土地二次开发逐步成为保障土地供给的重要力

量。而土地的二次开发通常带来容积率的大幅提升，给交通承载力带来了极大挑战。 

2.1.3  小汽车数量迅猛增长，高峰时段拥堵加剧	

2012 年 7 月份，深圳市小汽车保有量已突破 230 万辆，小汽车占全市机动化出行比例

由 2000 年的 14%攀升至 44%。交通供需矛盾的不断加剧，导致高峰时段拥堵严重。中心城

区拥堵状况加剧，原二线关口的跨组团交通量继续增加，全市拥堵由点向线、面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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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建设宜居城市、国际化城市，亟需提升交通系统整体品质	

深圳市高快速路网骨架已初步成型，但交通环境和品质亟待提升。加大交通改善力度，

科学配置交通资源，大力发展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宜居城市、国际

化城市，以及实现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2.2 深圳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动态 

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法制化进程的一个先行者，深圳市法定图则制度过十多年的发展已

逐步成熟，《深圳市法定图则编制技术规定》、《深圳市法定图则编制容积率确定技术指引》

等一系列技术规定已较为完善。但同时，现有法定规划过于强调刚性、实施性不强的情况逐

布显现。 

为破解规划实施难的困局，在深圳市 2011 年 4 月底召开的城市规划发展大会上，创新

性的提出通过编制城市发展单元规划，综合运用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公共政策三个手段，

探索政府、实施主体、市民共同参与编制的机制，来增强规划的可实施性。 

发展单元规划是面向实施的综合型规划，将其定位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种特殊形式。

经批准的发展单元规划大纲和子单元规划可作为行政许可依据，涉及与已批法定规划不符

的，以发展单元规划为准。 

城市发展单元规划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1）综合统筹 

整合各类发展资源，统筹各层次和各类规划，以及各类管理政策，实现整体统一安排，

突出重点，以重点项目和成片开发带动城市重要战略地区发展。 

（2）过程规划 

强调各主体弹性化、动态引导与控制跟踪规划制定、实施和监督等全过程，强调系统、

全面的公共政策配套服务等。 

（3）多方参与 

建立多方协商机制，多主体全过程参与发挥不同层级管理事权和各主体的作用，实现利

益和负担合理分配。 

（4）面向实施 

突出规划与市场有效对接，因地制宜制定规划，加强规划对开发实施的直接指导作用。 

3. 深圳市控规层面交通规划存在的问题	

3.1 深圳市控规层面交通规划的规定 

2003 年颁布的《深圳市法定图则编制技术规定》规定了交通规划的控制要素和主要内

容，主要包括：（1）现状问题以及发展需求的分析与评价；（2）确定总体交通对策；（3）明

确图则地区对外交通组织的基本规定；（4）说明图则地区内部交通组织原则；（5）说明道路

规划的基本构思，明确主次干道及支路系统的布局、功能划分、红线位置、断面控制、控制

点坐标与标高、禁止开口路段、重要交叉口形式、主要交通设施的位置与用地规模；（6）说

明静态交通组织情况，明确停车场（库）及停车泊位数量；（7）对于重点地区新规划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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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交通设施，应进行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3.2 存在问题 

从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与当时略显粗放的规划管理背景相适应，《深圳市法定图则

编制技术规定》中交通规划的编制重点为道路网络及交通设施规划方案，在规划理念、方法

以及内容上存在较多不足，已不适应当前深圳市控规编制的新形势。 

（1）未体现用地差异与交通规划策略的关系 

不同用地类型的交通特征不同，其交通规划策略也应有所区分，现状控规方案中交通发

展策略雷同，未体现出差异性。 

（2）交通子系统各自为阵，未发挥整体协同效应 

深圳市综合交通体系已初步形成，要求整合各类交通方式发挥整体协同效应。 

（3）未体现刚柔并济的规划特点 

城市发展单元提出刚弹结合的理念，给下层次规划预留出较大弹性，交通规划需分别梳

理出适宜刚性或弹性控制的设施。 

（4）以道路网络规划方案为主，对绿色交通关注不够 

控规层面绿色交通理念落实对于统一规划管理者和规划设计者的思路，实现交通发展战

略意义重大。 

（5）交通系统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作用考虑不足 

现有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过程强调了交通系统对土地利用开发的支撑，但缺乏交通对城

市发展的引导作用，亟需加强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的关系分析。 

4. 控规层面综合交通规划的编制对策	

4.1 突出重点、体现差异 

城市空间布局体现出功能分区的特点，不同用地特征所对应的交通特征也存在差异。通

过差异化制定交通发展策略，与功能区的交通特征相适应，支撑和引导城市发展。根据城市

发展单元综合开发型、产业主导型、生态开发型等三种主要类型，识别出差异化交通控制特

点。 

表 1  差异化制定交通发展策略 

发展单元类型  主导用地类型  用地特征  交通特征  交通发展策略 

综合开发型 

交通枢纽 

用地开发强度大，混

合度高，周边用地以

商业、商务为主 

交通需求量大且复

杂，换乘需求量大，

慢行需求相对高 

轨道交通主导，整合公共交通网络，

采用小间距高密度路网，控制停车

泊位 

商业办公用地 

开发强度大，用地混

合度高，就业岗位集

中 

商务活动显著，交通

出行强度高，商业区

内部以步行交通为

采用小间距高密度路网，以公交引

导商业用地开发，控制停车泊位，

优化步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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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交通方式 

居住用地  开发强度高 
高峰期出行集中，潮

汐交通特征明显 

充分保障慢行交通运行环境，采用

中等密度路网，注重公交场站设施

落地，满足停车需求 

产业主导型  工业用地 

开发强度中等，一般

混有居住和商业功

能 

潮汐性交通现象，货

物运输量大 

路网密度可适当降低，通过高等级

道路系统引导开发；增设货车停车

泊位 

生态主导型  旅游资源用地 
占地面积大，闭合性

较强 

季节性交通较为明

显，景区间客流转换

频繁 

建设旅游公交枢纽，开辟旅游公交

线路 

4.2 系统整合、促进协调 

深圳市现代化的综合交通体系初步形成，亟需整合各类交通方式，加强不同交通系统之

间的衔接换乘，发挥综合交通系统的整体协同效应。主要策略包括： 

（1）结合铁路、城市轨道、航空等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完善各类交通设施，加强对

外交通与城市内部交通的衔接换乘，发挥综合交通的整体协同效应。 

（2）以轨道为核心整合各类交通方式，建立公交为主导的客运交通体系。 

（3）合理设置机动车停放泊位，促进动静态交通的协调发展   

4.3 刚柔并济、预留弹性 

结合城市发展单元的新型规划特点，突出规划与市场有效对接，因地制宜制定规划，在

控规层面区分刚性或弹性控制的内容，给下层次规划编制预留弹性。 

表 2  控规交通设施分类控制要点 

刚性控制内容  弹性控制内容 

次干路以上路网骨架 

慢行通道走廊 

交通场站设施的数量、建设规模 

区域性交通场站设施的位置 

支路网布局 

片区性交通场站设施具体位置 

 

区域性交通设施如铁路场站、长途客运站等，在大纲阶段应根据上层次规划确定具体位

置、建设规模，属刚性控制内容，编制子单元规划时如提出调整应开展专题研究。片区性交

通设施如公交场站、公共停车场、自行车租赁设施等，设施位置为弹性控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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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深圳市坪山中心区公共设施控制图 

4.4 绿色低碳、持续发展 

以实现减少城市出行总量、满足必要的交通出行需求、引导绿色出行及改善环境为目标，

从 5 个方面着手实现绿色交通：合理调控小汽车出行、轨道站点周边合理引导、提高公共交

通服务水平、构建良好的慢行环境及交通环境绿色化，从而引导绿色低碳交通、实现交通系

统的可持续发展。 

 

图 2  深圳市绿色低碳交通实施途径 

4.5 加强交通对土地利用的引导 

加强交通系统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协调关系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如城市总体空间布局、土

地集约化利用、开发规模确定都需要实现两者的和谐统一。而在控规层面可以通过片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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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分析，从而建立城市规划与交通系统的良好协调、反馈机制。 

通过划分合理的分析单元，建立交通模型，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初步方案，预测未来交通

需求，对片区交通承载力、公交可达性等进行测试分析，以判断未来的开发规模、土地功能

布局是否合理，并提出引导性的反馈和建议，滚动调整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方案。 

5. 结语	

深圳市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已面临到土地资源难以为继、小汽车迅猛增长等诸多

新问题，使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城市规划国土部门创新性的提出城市发展

单元规划制度，综合运用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公共政策三个手段，来适应城市发展转型的

需要，而综合交通规划也需要适应新形势、主动创新编制方法，合理选择城市交通发展模式，

促进城市空间的有序布局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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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性城市交通设施控制性规划设计方法与实践 

钱林波  施泉 

【摘要】在城市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指导下，基于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展城市交通设施控

制性规划设计，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对上位规划的具体落实，也是对城市控制性详细规

划交通设施控制的深化完善和优化调整，不仅是加强交通设施规划管理与控制的需要，也是

指导道路交通设计与建设的基础，对于加强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衔接协调、完善我国城市

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控制具有重要作用。本文结合项目实例对地区

性城市交通设施控制性规划设计的目标、技术路线和基本工作内容等进行系统总结与探索，

希望对我国城市开展地区性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控制性规划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地区性  城市交通设施  控制性规划设计 

1. 引言	

地区性城市交通设施控制性规划设计是在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交通专项

规划指导下，基于地区性的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对上位规划确定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进行

深化落实和优化调整，同时结合地区（组团）特色提出地区的城市交通系统区域差别化发展

目标、对策与交通需求，通过地区性交通系统组织并融入交通设计思想，进行地区性交通基

础设施规划控制。规划成果是地区交通基础设施控制的依据，同时也是指导地区交通系统建

设基础条件，对实现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的协调发展、用地开发与交通建设、交通运行管理

一体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对开展地区性交通设施控制性规划设计的认识	

2.1 我国现行交通规划编制体系 

我国城市交通规划经过 30 多年的研究和实践，内容不断丰富，规划体系逐步完善，许

多大城市都建立了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从宏观、中观到微观层面的交通规划体系，如北京市

建立了包括交通发展战略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区域交通规划、专项交通规划 4 个层次的交

通规划体系；深圳市形成了包括城市整体交通规划、分系统交通规划、分区交通（改善）规

划、片区交通（改善）规划、重要交通设施建设详细规划及交通影响分析和专项交通调查研

究等 6 个方面的交通规划体系。 

我国的城市交通规划体系是在城市规划管理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也是与城市规划编

制体系相适应的。对应城市规划编制体系，我国城市交通规划总体来说初步形成了由交通发

展战略、综合交通规划、分区交通规划和交通专项规划 4 个层次构成的规划编制体系。各层

次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在编制中互动反馈，并趋于相互融合。 

2.2 我国现行交通规划编制体系的不足 

随着我国城市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长和交通矛盾的日渐突出，各地政府对交通规划的要求

也越来越高，希望城市交通规划能解决从规划布局到建设、运营、管理的各种问题。城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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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规划的要求总体来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指导性，即宏观层面对城市交通发展的重大政

策与战略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制定的城市交通发展目标、发展方向、交通政策与策略有助于

城市总规目标的实现、促进城市交通可持续的发展；二是控制性，即交通规划要与城市规划

紧密结合，提出的交通设施布局、选址与规模科学合理，与城市用地规划统一，并纳入到规

划管理体系中，便于管理与控制；三是可操作性，即交通规划要能指导城市交通建设项目的

实施，确保交通发展按规划要求有序推进，避免建设与规划脱节。 

虽然我国城市交通规划工作已经广泛开展，但总体上仍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交通规

划与城市规划衔接的问题，目前城市交通规划体系与城市规划体系缺少有机衔接，交通规划

成果难以准确地落实到城市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中；二是交通规划体系内在的层次关系问

题，即不同层次交通规划的功能定位与承接关系不明确，表现在城市交通规划定位模糊、内

在关系不清晰、编制层次混乱、不同层次规划内容交叉重叠等。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

交通规划的指导性和实施性不强，急需结合城市规划编制体系逐步完善城市交通规划的编制

体系。 

2.3 开展地区性交通设施控制性规划设计的必要性 

我国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由区域（城市）发展战略、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分区规划、控制

性详细规划等层次构成，其中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城市控规”）是实施规划管理的

核心层次和最重要依据，也是城市政府引导市场、实现建设目标的直接规划手段。 

对照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不难发现我国交通规划编制体系中缺少与城市控规相对应的交

通设施控制性规划。由于面向控制与实施的交通控制性规划层次的缺失，以及城市交通规划

的非法定和宏观性，导致地区性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目标不明确、发展规模缺乏依据、系统缺

少协调、交通设施用地难以落实，从而影响了交通规划成果的落实和实施。因此，开展面向

规划管理控制与交通建设的交通设施控制性规划设计（以下简称“交通控规”），不仅是完善

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加强与城市规划衔接的需要，更是提高交通规划科学性和可实施性的必

然要求。 

 

图 1  与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相适应的交通规划编制体系架构图 

城市发展战略 

城市总体规划 

城市分区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 

交通发展战略 

综合交通规划 

分区交通规划 

交通设施控规 

交通专项规划

城市规划体系 交通规划体系 

道路网络规划 

公共交通规划 

停车设施规划 

轨道线网规划 

慢行系统规划 

交通管理规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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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控规对交通设施规划的要求与不足	

3.1 城市控规对交通设施规划的要求 

从国内城市控规相关技术规定看，虽然城市控规对交通系统的内容和深度要求有所差

异，但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对道路红线（包括交叉口和相关附属设施，如

港湾车站、人行过街等）的规划与控制要求；二是对交通基础设施用地的规划与控制要求（包

括数量、规模、布局等）。 

《江苏省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导则》规定，交通设施的控制内容包括道路系统（路段与

交叉口）、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停车设施、加油（气）站和其他等七方面内容。控制上也

提出更深的要求，如道路系统要求明确地块出入口、确定行人过街设施；交叉口要求对主要

交叉口进行渠化；公共交通要落实公交线路，确定公交优先（专用）道位置；停车设施要明

确路内停车泊位的位置和数量；并对意向性交通枢纽、物流园区等设施和交通复杂的建筑物

需进行选址阶段交通影响分析。 

《南京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技术规定》对交通设施的要求包括道路红线控制和交通设

施用地控制两方面，其中道路红线控制除确定路网结构、红线宽度、路幅分配等内容外，特

别指出应完善支路网、进行平面交叉口渠化、提出行人过街通道（包括地下过街通道）控制

要求。交通设施用地控制包括对外交通设施、公共交通设施，以及公共停车场、加油站、轨

道交通设施，要求确定各类交通设施的规模，划定用地位置和范围，提出规划控制要求。 

《上海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试行）》对控规的任务要求是合理确定路网密度、

道路宽度和道路线形，落实各交通系统网络和各类交通设施，明确交通设施的数量、布局和

用地规模，优先安排慢行交通等。 

3.2 城市控规在交通研究方面的不足 

从上述城市控规技术规定中可以看出，各地城市控规对交通设施控制的要求均做了针对

性的详细规定，但在控规编制的实践中，由于各方面因素影响，规划内容与深度往往无法完

全达到技术规定的要求，如交叉口渠化、公交线路布设、港湾公交站设计、路边停车位布局

等，总结城市控规在地区性交通设施控制性规划方面的主要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缺乏支撑与引导地区发展的交通体系发展的战略性思考和发展目标、发展理念的

引导。目前城市控规多侧重于道路布局与红线控制以及交通设施用地落实等内容，缺乏对交

通问题更高层次的思考，如地区性交通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区域发展差别、交通与土地利

用的协调发展等；用地布局往往优先考虑开发价值更高的居住、商业办公与产业用地，对交

通设施用地控制不力，调整的自由度较大，布局不合理。 

（2）城市控规缺乏对地区交通功能联系、定量交通需求的分析与判断。城市控规在地

区性交通设施规划上以落实上位规划为重点，缺少对本地区交通发展问题的系统分析，如在

定量分析方面，缺少交通功能联系与交通需求分析，缺少地区交通系统发展模式、服务能力

与土地利用布局、开发规模的适应性分析，从而导致地区交通体系发展、交通设施总量供应

与规划布局的盲目性，进一步制约了未来交通系统运行服务的适应性和可靠性。 

（3）城市控规对交通设施的系统整合力度不够。从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角度，联合

开发、立体开发是用地开发的趋势，而在实际操作中，城市控规对交通设施用地的划分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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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定过于单一，对交通设施用地常按规定分别控制，缺乏对交通系统的资源整合，如公交、

停车设施等用地实际使用时常紧密联系，但在用地规划上缺乏整合。 

（4）城市控规缺乏必要的道路交通组织、交通运行管理对交通设施平面空间控制要求

的分析，对交通建设项目的设计、建设指导性不强。控规对土地开发项目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可以满足建筑项目的开发建设要求。但对道路交通建设的指导作用多停留在红线与用地控制

层面，由于缺乏交通组织、交通运行的细化分析，直接指导交通设施的设计与建设缺少可操

作性。 

现行城市控规在交通研究方面的诸多不足，主要起因于：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的任务与

侧重点有所不同，城市规划所采用的技术方法难以满足交通研究的要求，控规阶段缺少交通

专题研究，交通规划体系与城市规划体系衔接不够。加上规划的延续性等因素影响，使得控

规在内容、深度等方面难以完全实现有关技术规定的要求。 

正是由于城市控规对交通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以及城市交通规划体系缺乏面向控制与

实施层面的内容，导致交通规划方案在实际的规划管理与建设中难以有效控制和实施，也使

得交通规划的权威性、科学性大打折扣。因此，当前阶段开展交通控规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

迫切，将有利于更好地衔接交通规划和城市规划的关系，加强交通规划的实施性。 

4. 交通控规的定位、原则与主要内容	

4.1 交通控规的定位与作用 

交通控规与城市控规相对应，目的是在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指导下，制定区域差别的地区

交通发展目标和策略，定位地区交通发展体系，分析地区交通需求和设施规模，优化地区交

通组织，落实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空间，控制交通基础设施用地，指导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与

地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相协调。交通控规应从交通系统整体的角度出发，运用定量预测分析、

交通系统运行组织和交通设计等手段，进行交通系统的规划控制与总体设计，在微观层面实

现用地与交通的互动协调，加强完善控详规划控制内容、指导道路交通设计与建设。 

开展交通控规需重点协调好与城市控规的关系，从两者相互关系看，交通控规的作用包

括以下四个方面： 

（1）完善城市控规的编制内容。通过专题研究弥补控规中对交通系统问题研究的不足，

包括强化交通需求预测分析，研究交通设施容量与城市开发的匹配问题，落实 TOD 理念促

进土地开发与交通系统的良性互动发展等。 

（2）优化和深化城市控规的交通基础设施控制内容。加强与上位交通规划的对接，对

城市控规已确定的内容，如路网规模与规划布局、道路红线与横断面以及交通设施用地的规

模、布局、选址等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并做优化调整。与控规互动反馈，并对交通系统工作

内容进行深化研究，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3）微观层面进行交通系统资源整合。首先从系统的角度协调各类交通设施功能布局

与使用的关系，按照一体化的理念进行规划布局与整体设计；其次，加强交通系统与土地利

用之间的协调，包括出入口设置与道路交通组织的关系、各类交通设施（枢纽）内外部交通

组织及与周边用地开发的协调等。 

（4）强化交通工程设计，指导建设。通过微观交通运行组织，明确交通基础设施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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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并纳入规划控制，更好地协调规划用地控制与道路交通建设的关系，体现规划的可操

作性和对交通建设的指导。 

4.2 地区交通设施控制性规划的指导思想 

（1）面向规划控制与管理，与城市控规相衔接 

城市控规是交通控规的基础和依据，交通控规是对城市控规的补充完善与深化反馈，两

者的互动、互补关系直接影响到交通规划的可控性和实施性。 

（2）面向项目开发和道路交通建设，突出实施性 

开展交通控规直接面向道路交通建设，通过对道路布局、红线的优化和功能设计以及设

施用地的控制与组织设计，形成能指导交通建设的具体指标与要求，从而提高交通规划对建

设的指导性。 

（3）以交通系统设计协调用地与交通、设施与组织管理的关系 

规划阶段融入交通工程设计环节，通过系统总体设计理顺道路布局、功能组织与地块开

发容量、出入口布置的关系，在微观层面实现用地与交通的协调发展。同时，通过交通系统

整体设计还可以协调各交通设施之间的关系，避免功能的重复、运行的矛盾。 

（4）注重交通环境塑造与交通安全、交通特色 

交通规划不仅要满足交通功能的要求，更应塑造舒适宜人的交通环境，交通控规阶段需

要根据城市功能分区的要求对道路交通环境建设提出引导性设计要求和建议，并考虑交通安

全问题，打造特色化、人性化的交通空间与环境，体现地区交通体系发展的可持续理念。   

4.3 交通控规的工作内容 

（1）交通需求预测：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把握未来交通需求和发展趋势，为交通设施

控制提供较为准确的量化依据。交通小区划分时应以地块为基础，在城市交通规划小区划分

基础上细化，体现地块吸发交通对周边道路系统的影响。交通模型应在上位宏观交通模型分

析的基础上，根据控详用地分类标准和开发规模，应用微观的“四阶段”模型方法进行需求

预测和分析。 

（2）交通运行组织：结合城市控规与交通规划，合理安排道路功能，科学组织研究区

域与其他组团的空间联系，明确车流、客流、货流等的交通组织问题，为交通设施规划调整

与控制提供依据，构建高效、有序、安全的交通运行体系。 

（3）道路道路设施：包括对外通道的规划控制、局部路网优化调整、断面改善、节点

处理等。控规阶段应重视支路系统的规划布局，结合用地布局加密支路网络；道路横断面规

划应综合考虑道路功能、景观环境、渠化组织、地块使用等要求，统筹考虑合理设置。 

（4）公共交通规划：包括明确公交场站功能与布局，落实用地，公交场站规划应考虑

与周边用地的关系以及与其他交通设施的结合，尽可能节约用地、方便使用；提出概念线网

方案，以供参考；中途站点设置结合用地开发建设、道路交通组织提出布局设置要求，并纳

入到交通系统设计中；对重要公交枢纽进行概念性的设计与组织规划。 

（5）停车系统规划：控规阶段除了对接和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公共停车设施外，还需

结合用地规划与设计，运用微观的分析预测方法对每个地块的配建停车提出控制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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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总体把握基本车位与公共车位的供应与使用关系，同时结合道路交通设计落实路边停车泊

位的布局与使用管理要求。 

（6）慢行系统规划：明确包括基于道路网络的慢行系统（自行车道、人行道）和独立

的慢行系统在内的规划布局与控制要求，并需要结合地块功能与规划提出各功能区块之间的

慢行沟通联系规划要求，同时对自行车停放设施和行人过街设施进行系统控制，营造充满活

力的慢行空间。 

（7）交通总体设计：包括道路重要路段与交叉口交通设计、关键交通枢纽设计、公共

交通设计（场站布局与组织概念方案、公交出租停靠站设计等）、慢行系统设计、交通管理

设施设计要求（信号设计、标志标线、交通语言系统）。 

（8）交通环境景观：根据城市规划与特色、道路功能、景观资源等因素，确定道路景

观环境的定位和总体要求，对道路及两侧用地的平面、道路空间形态控制、绿化设计、照明、

道路材料和色彩等提出相关建议，提出道路标识和引导系统的设计要求等，必要时对典型路

段进行概念方案设计。 

5. 实例分析	

地区性交通设施控制性规划设计一般与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步开展，也可以在城市控

规完成的基础上开展。前者可以与城市控规互动反馈，以便交通控规的内容准确、及时的纳

入到城市控规中，具有更强的法定效应；后者侧重于对道路交通建设的实施指导。本文结合

江阴市敔山湾地区交通系统控制性规划设计对该类项目的规划内容重点进行说明。 

5.1 敔山湾地区功能定位 

敔山湾地区将成为江阴城郊旅游基地和高档生活社区，市文化教育基地，将主要培育城

市近郊度假功能以及市级文化功能、建设近郊高品质的居住社区。敔山湾地区将成为服务江

阴和周边地区，集旅游、休闲、度假、居住、服务、运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综合区。 

5.2 规划设计理念与目标 

规划的核心理念是“以交通系统整体设计协调土地利用与交通以及各交通设施的关系”，

实现设施一体化、组织高效化、交通安全化、环境宁静化、设计精细化的目标，通过对地区

交通组织、道路设施以及交通环境进行时空资源的优化和一体化设计，实现道路交通便捷高

效、安全畅通、环境友好，体现交通、环境、景观的和谐统一，将敔山湾地区道路交通系统

模式打造成城市交通的典范。 

5.3 总体交通组织 

总体交通组织主要包括对外交通组织与内部交通组织。对外交通组织主要根据对外联系

通道与未来交通流的流量、流向的分析对关键对外通道进行交通组织，既保障过境通道的畅

通有序、加强地区对外联系，保证其与周边地区联系的便捷。内部交通组织则是结合用地规

划与建筑布局特点，对内部道路交通进行组织，保障敔山湾地区内部交通运行的畅通、安全

和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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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外部交通组织与内部交通组织示意图 

5.4 道路系统规划 

包括道路功能规划、道路横断面规划和道路红线控制等内容，道路横断面规划重点考虑

道路断面设置与道路功能相协调、交叉口的渠化设置要求、兼顾景观的要求以及保障慢行交

通空间，体现以人为本等原则，横断面规划与道路平面设计和道路红线控制相结合。 

 

图 3  道路横断面设置与平面布局协调规划图 

5.5 公共交通系统规划 

地区公共交通的服务对象包括居民（就业者）和休闲旅游人群两类，因此地区公交场站

配置需分别考虑不同人群的公交出行需求，因运营管理的差异，城市公交和旅游公交须分别

配置相应的场站设施，以保障其功能的发挥和运营管理的独立性。规划在东西区分别设置一

处首末站和旅游枢纽，中途站规划考虑道路功能与组织的协调要求结合交叉口拓宽设在出口

道，并与建筑人行出入口进行一体化衔接。此外，结合道路组织和公交出行要求，规划布设

了城市公交线路和旅游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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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公交场站规划与线路规划图 

5.6 停车系统规划 

停车系统规划考虑到东西分区功能的差异，在需求预测中采取不同的预测方法，分别通

过配建停车和公共停车的规划来满足公共建筑、旅游休闲等不同设施的停车需求，并根据停

车分析对路边停车泊位进行统一规划，纳入到道路系统规划设计中，实现基本车位与公共车

位相协调、路内停车与路外停车相匹配。 

 

图 5  停车布局以及与道路一体化设计的路边停车位设置示意图 

5.7 慢行系统规划 

规划结合地区居住就业和运动休闲的功能要求，对与道路一体化设置和独立设置的自行

车通道进行系统整合与衔接，并对自行车停放设施、公共自行车租赁设施进行总体的规划控

制，同时对步行网络和行人过街设施进行系统规划，与地块功能相结合，并对关键点的步行

过街设置进行深化设计，提出具体的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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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慢行过街设施概念设计与自行车网络停车设施规划图 

5.8 中央商务区交通系统分析 

对中央商务区运用交通影响分析的方法，对商务区的交通需求、道路规划改善、停车系

统协调规划、运行组织等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规划，提出具体的规划建设要求。 

 

图 7  局部交通组织示意图 

5.9 交通系统设计与景观环境 

交通系统设计是工作的重点，设计中注重交通设施与用地开发的协调，关注慢行与公交，

通过一体化的设计，加强交通设施协调与衔接，实现交通、环境景观的和谐统一。设计内容

包括道路路段交叉口设计、公交系统设计、停车设施设计、信号灯与标志标线系统设计等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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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道路设计与景观环境的协调效果图及公交车站、路边停车设计图 

 
图 9  典型交叉口交通设计图 

6. 结语	

地区性交通设施控制性规划设计是一项创新的规划探索，是补充完善城市控规交通专项

工作内容和深度、完善城市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加强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衔接的需要，直接

面向城市规划控制管理与交通建设。本文结合项目案例对交通控规的功能定位、技术方法和

工作内容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是一次新的尝试，为其他城市开展同类项目提供了参考性

的视角。可以预见随着各城市地区性交通设施控制性规划的开展，交通控规的技术方法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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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系统框架体系研究 

崔晓天  晏克非  周军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交通规划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

是规划与实施脱节、规划效果难以检验等，一直是妨碍交通规划发展的绊脚石。因此，必须

开展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工作，采取相应措施对其进行改进。本文首先提出了综合交通规划

后评估的内涵、特点，重点对规划后评估的系统构成和框架体系进行了研究，明确了评估工

作的基本逻辑和评估内容，指出规划后评估工作主要由规划实施过程的动态监测、规划实施

效果的评估、规划实施机制的评估三个层次组成，按照此框架体系开展规划后评估工作对于

完善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方案编制、保障良好的规划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规划后评估  框架体系  动态监测  实施效果  实施机制  评估反馈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交通规划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规

划与实施的脱节、规划效果的难以检验等，一直是妨碍城市交通规划发展的绊脚石，必须采

取相应措施对其进行改进，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然而，目前

我国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工作才刚刚起步，基本上停留在规划师个体对规划方案的主动省视

层面，距离科学化、制度化的规划评估相差甚远。因此，探索规划后评估系统框架体系的构

建十分必要。本文在大量查阅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深圳城市交通规划的实践

和经验，对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系统框架体系进行了研究，以期完善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

的理论和方法，推动规划从重视编制研究到重视实施研究的转型。 

2. 开展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必要性	

2.1 传统综合交通理性规划模式遭遇现实困境 

我国当代城市交通规划方法基本上以综合理性规划模式为基础，是在理性主义的影响

下、结合系统方法论的不断推进而形成的一种规划模式。在快速变化的背景下，综合理性规

划模式无法有效引导城市交通发展，往往造成规划理论跟不上交通发展现实的尴尬状况。 

2.1.1  内容庞杂，弹性应变能力差	

现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期限较长，由于规划编制者很难把握长期的历史进程，使得城市

交通规划的预测具有极大地不可靠性。城市在快速发展时期，新的机遇和挑战不断出现，内

容繁杂、周期冗长的总体规划己经远远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要求。由于受到众多条条框框的

束缚和缺乏弹性应变能力，总体规划本身很难突破这种蓝图式规划的桎梏，当城市发展的轨

迹偏离了原有规划的预期，规划便失去了实际效力。 

2.1.2  偏重技术理性，可实施性差	

总体规划的编制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一项技术工作，采用静态式的规划方法，忽略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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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的过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综合交通规划重编制、轻实施的情况非常普遍，所

谓近期建设规划或者规划时序只是在总体规划设定的长远发展蓝图上，采用阶段分解法按时

间序列简单推导。 

2.2 亟需建立规划评估反馈机制，推动规划实施 

长期以来，我国交通规划行业比较重视规划编制过程中的技术性，希望通过前期的研究

编制出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但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进行回顾性评估，从不去验证规划假设，

很少跟踪交通设施的规划建设情况以及规划所产生的确切影响，从而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反馈

途径。与建筑方案不同，规划常常随着时间而变化，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实现。但由于对规划

的实施过程和结果缺乏监测和评估，使得规划失去时效性，并最终使规划成为“墙上挂挂”

的摆设。因此，迫切需要建立“规划编制—实施跟踪—评估论证—反馈纠偏”的规划实施评

估机制，以监测规划管理的行政程序并对规划编制提供有效的反馈，提高规划的水平，保证

规划工作的科学性。 

3. 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内涵及特点	

3.1 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内涵 

从时间纬度上看，规划后评估即是规划实施后的评估，主要是指对已经完成的规划进行

分析评价，对规划的实施、执行和效果等全过程进行系统客观的综合分析，并基于实际情况，

对规划的执行、效益、作用、影响进行评价，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决策与管理提供依据。

本文所指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主要为城市内部交通规划，涵盖道路、公交、轨道、停车、慢

行等方面，所研究的综合交通规划评估在时间维度上属于后评估，与社会领域中的公共政策

后评估较为接近，它是综合化、定量化与动态化的规划实施评估，是对交通发展政策、交通

规划方案实施过程的监测与实施效果的评估。具体评估内容主要包括规划目标实现情况、交

通设施建设情况、交通发展战略执行情况、交通结构的合理性、交通系统协同发展情况以及

规划实施产生的外在效益等，它在整个规划评估过程中的定位如图 1所示。 

具体而言，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是运用适当可行的方法对交通规划方案与实施效果进行

系统客观的对比分析，以评价原规划方案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并对交通规划实施进度以及外

部环境的变化和趋势进行持续的监测，以约定的评价指标对规划实施结果进行评价，以衡量

规划实施的效果；并比照规划实施的实际效果与规划原定的阶段实施目标的偏差，检讨规划

实施效果产生偏差的内外部原因。通过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一方面可以有效地促进交通规

划方案的继续实施，综合协调各相关系统的工作；另一方面，可在此基础上总结交通规划中

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形成经验与教训，为以后综合交通规划的编制提供参考，使规划

更为科学合理，从而不断提高交通规划实施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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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综合交通规划全过程规划评估时点图 

3.2 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特点 

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由一系列规划项目组成，包括道路网规划、公共交通规划、静态交

通规划、多种交通方式衔接的交通枢纽规划、交通管理规划等，这一系列交通规划项目的实

施分属不同的部门，造成了交通设施建设的条块分割，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综合交通规划后评

估的难度。因此，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除具有一般项目后评估现实性、公正性、全面性、反

馈性的特点外，还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 

3.2.1  公益性	

城市交通规划是一种公益性政府行为，其目的是为城市发展和居民出行服务，因此其规划

后评估要充分考虑其公益性的特征。 

3.2.2  复杂性	

城市交通规划涉及城市用地、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多种交通方式、产业布局、资源利

用和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的复杂因素。对其进行评价，既要研究各领域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还要研究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的实际情况。 

3.2.3  协调性	

城市交通规划后评估需要综合协调规划、交通、发改、财政等多个部门的工作才能顺利

进行。 

3.2.4  动态性	

城市交通规划的实施是动态发展的，只有对原规划进行不断的调整才能较好地符合城市

发展。在现实中，城市交通规划不像一般项目设计有一个完整的实施过程，而是实施到一定

程度就会被新的规划调整方案所取代，因此城市交通规划后评估应根据规划调整情况分阶段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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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系统框架体系	

尽管不同国家或城市对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理解和实践不同，但目前规划后评估对于

改善城市交通规划、并最终服务于城市交通长远发展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为开展积极有效

的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工作，必须构建系统的规划评估框架，并基于此框架建立稳定的规划

评估制度，设计相应的评估项目和评估指标，开发评估系统，并组建专业评估团队，以便长

期、稳定及系统地开展规划后评估工作。 

4.1 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系统构成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是指由若干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组成部分（或要素）构成

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从一般系统论的角度看，所谓“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系统”就

是由评估主体、评估客体、评估指标、评估方法、评估机制等诸多评估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   

4.1.1  评估的主体	

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主体是指那些从事规划后评估的组织或个人。在规划后评估系统

中，评估主体处于中心地位，发挥着核心作用。评估者的评估理念、评估态度、评估经验、

职业伦理、能力水平等都会对整个评估系统活动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是决定整个评估系统输

出的关键性变量。一般来说，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主体分三类：第一类是规划部门自身，

即规划编制部门的内部评估；第二类是政府内部其他部门，譬如可持续发展办公室等；第三

类是引入第三方独立机构进行评估，譬如学术机构、交通咨询公司或某研究基金会等。此外，

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到规划后评估工作中，也是评估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4.1.2  评估的客体	

评估客体，即评估的对象，简单地说，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客体就是交通规划，但并

非所有的规划内容都是评估的客体。根据前述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内涵及其在整个全过程

规划评估中的定位，评估的客体主要是综合交通规划目标的实现情况、规划实施的过程、规

划实施的效果及规划实施的机制。 

4.1.3  评估的指标	

评估指标也是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为了对城市交通规划工作进行

客观、真实的评价，保证评价结论的可靠性，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还需构建一系列的指标体

系，用以评价城市交通各子系统的运行及规划实施情况。考虑到城市交通涉及多个子交通规

划项目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选取的评估指标必须是能揭示城市交通发展状态和趋势的主要

表征参数。 

4.1.4  评估的方法	

评估方法是指评估主体在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中所采用的各种方法、手段和技术。评估

方法对于规划后评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规划后评估的成功主要取决于

评估方法选择的成功，而评估方法的改进则是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迈向科学化的关键。目前，

常用的规划后评估方法主要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规划平衡表法、目标达成矩阵、多目标

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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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评估的机制	

评估机制是有效推动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工作开展的重要保障，主要的评估机制包括管

理机制、保障机制、反馈机制等。 

 

图 2  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系统构成示意图 

总之，评估者是评估的主体，评估对象是评估的客体，评估指标是评估的依据，而评估

方法是评估赖以实现的手段，评估机制是保障规划后评估工作有效开展的保障。它们相辅相

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系统。 

4.2 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系统框架体系 

根据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系统构成要素，在借鉴国内外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

出如下整体性、系统性的规划后评估框架，如图 3 所示。由该评估框架体系可以看出，规划

后评估的开始是在交通规划编制完成且实施一段时间后开始的，但两者之间存在紧密的联

系。整个规划后评估共分四步完成： 

4.2.1  评估准备	

准备工作包含工作组织及技术条件准备两个方面，首先是委托方根据一定的标准选择评

估主体，其次是由评估主体根据评估的目标、对象构建基础数据库、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合

适的评价方法等基础工作。 

4.2.2  评估实施	

评估主体根据准备的技术条件，分别对规划实施的过程进行监测、对规划实施效果和实

施机制进行评估。主要评估内容包括规划目标实现情况、交通设施建设情况、交通发展战略

执行情况、交通结构的合理性、交通系统协同发展情况以及规划实施产生的外在效益等。在

评估实施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进行一定的监督，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 

4.2.3  评估成果	

评估实施完成后将会形成相关的评估成果，一般包括年度监测报告、评估报告以及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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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综合交通规划修编或调整的意见和建议。 

4.2.4  评估反馈	

评估成果在经过相关部门和专家的评审、认可后，应及时将评估成果反馈到后续规划目

标的修正、规划编制的调整及规划实施的过程中。 

 

图 3  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系统框架体系 

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系统框架具有开放性和动态性，按照此框架体系开展规划后评估

工作对于完善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方案的编制、保障良好的规划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5. 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主要内容	

根据上述规划后评估框架体系可以看出，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工作的开展主要分三个层

次进行：第一个层次是对规划实施过程进行动态监测和跟踪评价；第二次层次是对规划实施

的效果进行全面评估；第三个层次是对规划实施的机制进行评估。评估的具体内容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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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的主要内容 

5.1 规划实施过程的监测 

我国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规划年限一般为 10‐20 年，规划实施完成的时间则更长，在

这种情况下，全面的规划后评估工作难以开展。但为掌握规划的实施概况，需要对规划进行

适时监测和动态评估，形成规划实施的监测报告。综合交通规划实施过程中动态监测的内容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综合交通规划中提出的各类交通设施建设任务的年度完成情况； 

（2）综合交通规划提出的规划政策的落实情况及原因； 

（3）综合交通规划提出的各项具体目标的实现情况； 

（4）综合交通规划实施对城市发展、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是否已达到预期的目

标； 

（5）如果综合交通规划文件中提出的规划方案难以达到预期目标，是否需要调整或废

止； 

（6）如果提出的规划策略或方案需要调整，应采取哪些措施。 

5.2 规划实施效果的评估 

综合交通规划编制并付诸实施后，城市交通发展与否，或多大程度上按照规划设想的目

标前进呢？对综合交通规划实施后的效果进行评估，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城市交通发展与规划

的偏差，检验规划在交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效用程度。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城市总体

规划实施评估办法（试行）》（建规[2009]59 号）规定了城市总体规划评估的必要内容和实施

程序，其中第八条规定“进行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要将依法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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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进行对照，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全面总结现行城市总体规划各项内容的执行

情况，客观评估规划实施的效果。”该《办法》还指明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内容应包括：

城市发展方向和空间布局是否与规划一致；规划阶段性目标的落实情况；各项强制性内容的

执行情况等。借鉴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的内容，笔者提出以下综合交通规划实施效果评估

的内容。 

5.2.1  规划实施结果的一致性评估	

规划实施结果一致性的评估主要是指对规划实施一段时间后的效果与原规划预期是否

一致进行评价,分析的重点集中于规划实施前后关系的比对上，评估的内容包括交通规划目

标实现程度的评估、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状况的评估以及交通发展战略执行情况的评估。 

5.2.2  规划实施内在效度的评估	

规划实施内在效度的评估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城市交通的结构是否合理，是否达到了社

会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二是对综合交通各子系统一体化发展的程度进行评估，具体而言即是

各类交通设施的功能布局是否协调，各系统的交通运行是否有序高效，各交通方式间是否实

现了无缝衔接和换乘，是否构建了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是否能充分发挥综合交通系统的

整体协同效应。 

5.2.3  规划实施外在效度的评估	

规划实施的外在效度主要是指综合交通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土地利用之间的协调发

展。外在效度的评估包含综合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分析、综合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

发展程度的评估等。 

5.3 规划实施机制的评估 

综合交通规划实施机制的评估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在组织规划实施过程中的规划管理

与实施机制，包括组织编制综合交通规划、制定并执行规划法规、组织实施规划、监督规划

执行、实施规划管理等。实施机制的评估是针对整个规划实施运作过程的深度探究，即以规

划政策制定的环境和背景、规划实施过程的机制和程序、产生规划结果的要素和条件等为持

续的关注点，将规划视为政策实施的一种参照框架，对规划实施过程中的规划管理与实施机

制进行评价。如果整个规划编制和实施的过程以及对其所进行的控制和引导被证明是合理和

高效的，即表明规划和实施的运行机制处于理想状态。 

6. 结语	

开展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工作，对于完善规划编制方案、保障规划实施、建立反馈机制、

促进交通发展目标实现、平衡社会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只有建立开放、动态的系统规划评估

框架体系和相应的工作平台和实施机制，才能保障综合交通规划后评估工作的有序开展，推

动规划从重视编制研究到重视实施研究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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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方法研究 

涂钊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交通问题越来越突出，交通拥堵频发。为了缓解交

通问题，各城市都在加强道路交通建设，但是往往出现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道路交通改

善效果依然不明显的情况。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开展相关道路建设项目后评价工作，以充分

把握道路交通建设现状，建设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建设的重点。而项目后评价

在社会经济的其他领域中已经应用非常广泛，但在交通领域中相关研究还比较滞后。因此，

为了促进城市道路交通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本文结合重庆市江北区开展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

评价的案例，结合道路交通的特点，提出一套以完成评价为基础，效益评价为核心，挖掘存

在问题及提出未来发展策略为最终目的的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体系。  

【关键词】道路交通拥堵  建设项目后评价  评价指标体系  重庆江北区 

1. 项目后评价概述	

1.1 定义 

项目后评价（Post Project Evaluation）是指在项目已经完成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对项目

的目的、执行过程、效益、作用和影响进行系统的、客观的分析和总结的一种技术经济活动。

通过这种分析总结，确定预期项目目标是否达到，项目规划是否合理有效，项目的主要效益

指标是否实现，并找出成败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项目的决策提出建议和明确方向。 

项目后评价于 19 世纪 30 年代产生在美国，最早应用在银行业的财务分析当中，后来逐

渐扩展到能源、交通、通讯、环境及社会福利事业等各个领域当中。 

1.2 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目的和意义 

随着大城市交通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城市居民出行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显著，

如何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成为摆在城市管理者面前的难题之一。因此，城

市道路交通建设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通过滚动编制年度交通建设规划、五年交通建设

规划等方式加强城市道路交通建设力度。然而受资金落实、区域发展趋势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部分建设项目不能按照既定规划实施，从而影响整个道路交通网络的系统性，如不同区域道

路网疏、密不均，影响城市协调发展，忽视次、支道路建设，导致干路道路交通压力大，形

成断头路，影响道路连通等，导致有限的交通建设资金不能发挥最大功效。因此需要通过项

目后评价的方法来整体把握城市、区域交通建设情况，还存在哪些问题，未来交通建设的重

点等，以避免未来城市交通拥堵的发生。 

总体说来，开展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目的和意义可总结以下两点： 

一是全面掌握交通建设规划实施以来，城市、区域道路交通建设成果，如道路基础设施

建设现状、交通运行水平等； 

二是充分挖掘城市、区域道路交通建设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重点发展片区存在的交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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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明确未来道路交通建设的方向，减少未来交通拥堵的发生。 

2. 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方法	

目前，国内对于交通领域后评价方法研究还比较少，并且在交通领域中，也是对轨道交

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研究相对较多，对于大区域道路交通建设后评价的相关研究几乎还是空

白。本文通过简化其他领域后评价方法的流程，结合道路交通的特点，提出一套针对性强的

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方法。 

2.1 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框架 

从“分析现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出发，本文提出整体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

价框架，分为以下四部分： 

1、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完成评价。该部分是整个后评价工作的基础，重点是全面把握道

路交通建设规划项目在规划年的落实情况，包括城市道路建设（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

支路）、公共交通建设（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停车设施建设（配套停车、公共停车、占道

停车）、人行设施建设等。   

2、道路交通建设项目效果评价。该部分是整个后评价工作的核心，主要通过建立一套

完善的后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对比法，包括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横向对比、规划实施前后的纵

向对比以及与相关规范对比，科学、合理的评价规划建设项目的效果。 

3、存在问题分析。该部分是整个后评价工作的目标，以完成评价和效果评价为基础，

从整体区域，重点发展区域等角度深入挖掘区域交通发展还存在哪些问题。 

4、未来道路交通发展策略。该部分是整个后评价工作的最终目的，根据发掘出的交通

问题，针对性的提出未来交通发展策略，明确未来区域交通发展方向。 

 

图 1  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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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建立 

如上节所述，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核心是效果评价，而开展效果评价需要建立一

套针对性强、对比性强、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由于道路交通建设效果主要表现在道路

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道路交通运行情况的改善，另外加强交通管理设施建设也是其中的重

要一环，因此如上图 2.1所示，效果评价可以从建设、运行、管理三个层面着手，相应的评

价指标体系从建设、运行、管理三个层面建立，如下表所示。 

该套评价指标体系是参照国家标准，笔者工作中相关研究以及其他专家、学者对于评价

指标体系的研究而建立，基本涵盖了建设层面的道路、公交、人行、停车等方面以及运行、

管理层面中比较直观的内容。在实际项目后评价应用中，还应根据评价目的，基础数据收集

情况等进行必要的筛选。 

表 1  道路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指标体系框架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所属层面  指标名称 

建设层面 

道路网密度 

道路网级配比例 

人均道路面积 

道路面积率 

道路网连通度 

公共交通站点 300米半径覆盖率 

公共交通港湾式停靠站设置率 

人均步行道路面积 

干道人行过街设施平均间距 

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位 

百辆汽车社会公共停车位数 

运行层面 

居民平均出行时间 

干道平均车速 

主要干道饱和度 

公共交通分担率 

管理层面 

干道路口渠化率 

交叉口规范灯控率 

标线施划率 

交通标志设置率 

主干路隔离系统设置率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534



 

 

3. 重庆江北区交通建设项目后评价案例	

3.1 重庆市江北区概况 

江北区是重庆市主城九区之一，位于嘉陵江、长江交汇处北岸，东、南、西分别与巴南、

南岸、渝中、沙坪坝等区隔江相望，北与渝北区接壤，全区幅员面积 221.28 平方公里，其

中农村面积 152.5 平方公里，占 69.1%。江北区依江而立，地形狭长，东西长 43 公里，南北

宽 1.5‐8 公里，江岸线 103 公里。沿江由上至下依次为石马河、大石坝、观音桥、华新街、

五里店、江北城（上段地区）和寸滩、铁山坪、郭家沱（中段地区）9个街道及鱼嘴镇、复

盛镇、五宝镇（下段地区）。 

江北区是重庆市主城区对外交通枢纽的重要承载区。如下图所示，开放的交通系统使其

交通畅通受外部影响大，江北区交通畅通直接关系到重庆主城交通的畅通。主要表现在：（1）

江北区坐拥长江黄金水道，按照重庆市主城区“一基地四港区”的集装箱物流发展规划，主

城区规划定位为长江上游最大的集装箱物流枢纽，而寸滩、果园两大港区正是位于江北区内；

（2）渝怀、渝利、东南环线等已建和在建铁路线路穿越江北区；（3）铁路重庆北站和江北

国际机场客流主要集散通道均需要通过江北区；（4）渝合、渝长、渝邻等多条对外高速公路

直接通过辖区或间接通过城市快速路接入江北区。因此，水、陆、空三位一体的立体对外交

通网络使江北区具有明显的交通区位优势，也使其成为重庆主城区对外交通畅通的重要环

节。 

 

图 2  重庆市江北区交通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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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江北区道路交通建设完成评价 

从上述江北区的定位以及对外交通衔接分析可以看到，江北区是重庆市主城区的重要枢

纽地区，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其道路交通畅通水平关系到整个重庆市主城区的交通畅通。

因此江北区十分重视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每五年滚动编制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规划，

本次评价就是依据《江北区“十一五”城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实施规划》展开。由于该规划

主要包括城市道路建设规划、停车设施规划以及人行设施规划三方面，因此本次完成评价相

应的从城市道路、停车设施及人行设施三方面进行评价，并且将城市道路细分为骨干道路、

一般主干路、次干路、支路进行评价。如下图、下表所示为江北区“三横六纵一射线”骨干

道路网完成情况分析图表。通过图表分析，能够直观的了解其规划建设完成情况，同时对各

项目的建设意义及作用进行适当分析。 

 

图 3  江北区“三横六纵一射线”骨干路网完成情况示意图 

表 2  江北区“三横六纵一射线”骨干路网建设情况 

  项目名称  完成情况 建设意义  效果 

一横线 

江北滨江路（石门至高家

花园段） 
竣工 

项目将嘉陵江滨江路向西延伸至高家花园大

桥，使嘉滨路功能不断完善，服务范围在一定

程度上得到提升 

良好 

江北滨江路（江北城至港

城新区） 
开工未建成    

二横线 

建新西路二期改造  竣工  该项目加强了区内东西向联系通道，有利于江

北区东西向交通分流，加强了猫儿石片区与江

北商圈的联系，利于商圈辐射范围的拓展。 

良好 

建新西路三期道路  竣工 

三横线 

朝天门大桥西引道  竣工 

引道的建设加强了江北区与弹子石组团的联

系，为打造江北城 CBD奠定了必要的交通基础

条件 

优秀 

双碑大桥东引道  竣工 

项目将双碑大桥和江北农场片区连接，大桥建

成后将成为江北区与沙坪坝、西永联系的主要

通道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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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纵线 
盘溪路北段道路（南桥寺

段） 
竣工 

道路建设可提升江北西部石马河地区南北向通

行能力，加强石马河片区与高新区的交通联系 
优秀 

二纵线  红岩村大桥北引道  未建     

三纵线  嘉华大桥北延伸段工程  竣工 

该项目有利于将嘉华大桥的交通分流，缓解蚂

蟥梁立交处交通拥堵问题，加强滨江路与城市

快速干道的交通转换，为北滨路沿线的经济发

展创造良好条件。 

优秀 

六纵线 
黄花园大桥北引道人行

系统及立交体系完善 
开工未建成    

通过该方法，本次完成评价得出江北区“十一五”期间，总体道路规划项目完工率达到

约 75%，配建停车场停车泊位占总停车泊位数的 90.2%，规划人行过街设施总体完成度达到

71.4%，均达到“十一五”道路交通建设规划目标。同时通过完成评价，整体把握了江北区

“十一五”道路交通建设情况，为后续的效果评价及存在问题分析提供了基础。 

3.3 江北区道路交通建设效果评价 

3.3.1  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江北区开展道路交通建设效果评价的实际需要，在上表 2.1 所示的总体评价指标体

系的基础上进行提炼，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如下表所示。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1、指标体系要结合江北区的实际情况，选取能充分暴露未来江北区可能存在的交通问

题的评价指标； 

2、根据实际基础数据的收集情况，选取基础数据准确、丰富的评价指标； 

3、效果评价最主要的评价方法为对比法，选取能够开展多层次对比的评价指标。 

表 3  江北区道路交通建设效果评价指标体系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所属层面  指标名称 

建设层面 

道路网密度 

道路网级配比例 

人均道路面积 

道路面积率 

公共交通站点 300米半径覆盖率 

干道人行过街设施平均间距 

运行层面 

居民平均出行时间 

高峰小时干道平均车速 

高峰小时干道饱和度 

管理层面 
交叉口规范灯控率 

交通标志设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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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评价过程	

由于江北区内存在观音桥商圈、五里店片区及石马河片区等三大重点发展片区，因此道

路交通建设效果评价从江北区整体区域和重点发展区域两个层面开展。 

例如以下为从整体层面，利用道路网密度指标分析的过程。 

1、将江北区划分为若干个子区域，分别测算道路网密度值进行横向对比，如下图所示。

从对比结果可以看到，作为江北区中心区的观音桥、华新街、五里店等片区道路网密度较高，

而一些未来发展拓展区，如石马河、大石坝、寸滩‐铁山坪等片区道路网密度较低，整体道

路建设发展很不均衡。 

 

图 4   江北区各子区域道路网密度对比图 

2、将江北区道路网密度与重庆市主城区平均水平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如下图所示。

从对比结果可以看到，江北区道路网密度已经超过了 09 年主城区道路网密度的平均水平，

改变了 07 年江北区道路网密度较主城区平均水平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说明“十一五”以

来，江北区道路交通建设力度大，效果好。 

 

图 5  江北区与重庆市主城区道路网密度对比图 

3、将江北区各子区域道路网密度参照国家标准《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2008

版道路网密度标准值，如下表所示。从参照结果可以看到，江北区石马河、大石坝、寸滩‐

铁山坪等未来拓展区道路网密度水平是比较低的，未来江北区应加强上述片区的道路网建

设。 

表 4  江北区各子区域道路网密度等级分布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指标值区间  [7.0，9.0]  [6.0，7.0)  [5.0，6.0)  [4.0，5.0)  [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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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片区 

观音桥、华新

街、五里店、

江北城 

 
石马河、大石

坝 
寸滩、铁山坪   

从上述道路网密度指标的分析过程可以看到，本次评价利用该指标开展了区域与区域之

间的横向对比、规划实施前后的纵向对比以及与相关标准的参照，并且在对比过程中同步分

析江北区道路交通建设存在的问题。类似的，对选取的评价指标均开展上述分析过程，即能

够对江北区道路交通建设效果形成整体把握。 

3.4 存在问题分析及未来发展策略 

根据评价指标暴露出的问题，结合完成评价中对于道路交通建设的总体把握，就能够更

深入的挖掘出江北区道路交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根据这些交通问题，针对性的提出

未来发展策略，明确江北区未来道路交通发展方向。 

4. 结语	

本文在参考了我国其他行业建设项目后评价的方法理论基础上,根据城市道路交通建设

项目的特点，提出了一套后评价方法体系。该套方法的特点就是评价过程清晰明了，针对性

强，特别适合应用在交通拥堵严重的城市、区域，通过不同的评价指标的分析深入挖掘其交

通问题，有的放矢的在未来道路交通建设中予以改善。 

重庆市江北区是重庆市主城区重点发展片区之一，又是过境交通较大的区域，区域交通

拥堵直接关系到主城区的交通畅通，因此笔者在江北区应用该后评价方法，深入挖掘了江北

区存在的交通问题，并为江北区十二五交通建设规划明确了方向。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该套

评价方法还存在很多不足，如评价指标体系的选取可进一步优化，评价流程可以进一步深化

等。望该评价方法能够为国内各大城市道路交通建设服务，从而有效促进城市道路交通建设

又好又快发展，避免交通拥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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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重大交通项目交通影响分析 

——以泉州市田安大桥工程为例 

黄培辉 

【摘要】从整个城市路网上分析田安大桥的功能定位，运用交通规划软件 TRANSCAD进行了

综合交通需求预测，并对项目进行多方案的评价、分析，给出定量结果。对项目的建设规模

提出合理建议，并确定相关路网配套工程的改进方案和交通管理措施，最终提高道路交通网

络的整体效益。 

【关键词】功能定位  需求预测  交通影响分析 

1. 研究背景	

长久以来，泉州城市发展步伐受晋江横亘

影响，中心城市未能跳出北岸逼仄的空间瓶

颈，城区交通压力巨大。地理位置见图 1。 

泉州将实施“东进南下”的城市发展战略，

目前，“南下”主要区域为跨晋江的滨江区域。

田安大桥的建设将大大改善晋江两岸的通行

条件，并提高区域的交通区位优势，但同时也

势必增加泉州市区的交通压力，乃至影响城市

交通形态。从其战略意义、规划建设规模和所

处区域的交通压力来分析，都有必要对其进行

交通影响分析。 

2. 现状调查与分析	

现状中心城区范围跨晋江桥梁有 5 座，12 小时跨

江流量达到了 17.5 万辆。通过数据的分析，泉州大桥

在跨江交通设施中具有明显的支柱作用，承担的交通

量占越江总量的 27.9%，已超饱和；而刺桐大桥因过桥

收费问题，承担着最低比例的跨江交通需求，为总量

的 9%，饱和度仅 0.27。 

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根据重大交通工程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内涵，遵

循交通影响分析的一般原则，本次研究的重点主要为：

影响范围的确定、项目功能定位为前提下的交通需

图 1  田安大桥地理位置 

图 2  项目交通影响分析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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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综合预测、不同交通组织方案交通分析及交通评价四个方面。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工作可

按以下流程进行（图 2）。 

4. 项目的功能定位分析	

在《泉州市综合交通规划》中田安大桥与池

峰路衔接，具有交通性和承担城市居民生活性交

通双重功能。现状田安路仅为双向四车道，红线

宽 30 米，两侧土地开发以商业办公和居住为主，

是典型的城市综合性道路。（图 3） 

从区位和功能看，大桥东侧的刺桐大桥主要

承担长距离过境交通为主，西侧的泉州大桥主要

承担区域性城镇交通为主，因此，田安大桥主要

功能应为承担晋江两岸的组团间跨江交通为主。 

因此，田安大桥是否应作为市域性主干道、否要与区域性高速公路出入口连接线（和平

路）相连、是否与东西向接线池峰接线衔接都很难确定，故研究中需结合交通需求预测及交

通影响分析来最终确定其功能定位和建设方案。 

5. 交通需求预测分析	

借助 TRANSCAD 交通规划软件构建市区整个路网的宏观模型，按照一定的格式，输入路

网特性、交通出行量（包括居民出行及对外交通出行）和交通特性这三方面的参数，通过软

件各模块的动态运行后，可得出路网的分配流量、饱和度、平均速度等数据（图 4、5）。 

 

图 4  2030 年居民出行预测期望线            图 5 2030 交通流量分配图 

根据预测分析可知，田安大桥作为市域通道和组团联系通道两种功能定位下，2030 年

高峰小时交通流量约为 4479~5719pcu/h，，需要双向 6 车道的规模，饱和度为 0.64～0.81，

可以满足未来年的交通增长。 

 

 

 

 

图 3  项目范围主要道路等级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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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交通影响分析	

6.1 与南端道路衔接交通分析 

6.1.1  方案一：东西向（与池峰接线相接）	

东西向衔接即田安大桥在路网上主要连接世纪大道快速环，田安大桥、田安路、共同组

成了一环内部的组团间交通性主干道路，在南端池店片区可以与南北向的道路，如泉安路、

和平路形成层层分流的组织方式。 

6.1.2  方案二：南北向（与和平路相接）	

南北向衔接即田安大桥在路网上与和平路

相接。在池店片区主要通过东西向规划路实现

层层分流的组织方式，在快速路环上主要衔接

南端的快速路（现状国道）。同时和平路与高速

出入口及机场快速路相接，使得田安路、和平

路成为对外交通的重要衔接道路，道路功能转

变为泉州与晋江组团联系及对外交通的疏通性

干路。 

6.1.3  方案三：东西向和南北向都有衔接	

折中方案，使田安大桥即具有池店片区与泉州城市的组团联系功能，也具有一定的长

路离组团（泉州与晋江组团）联系和对外交通联系功能，道路交通功能变得复杂化。 

表 1  南端道路衔接方案有缺点比较表 

方案 优点 缺点 

方案一 

①符合城市总体规划，更符合方格式路网结构，使

组团间的疏通性交通功能更加明确； 

② 在南江滨节点上可避免多路交叉，与南北向道

路相垂直便于交通组织； 

③ 在交通分流上主要减小泉州大桥交通压力； 

④与田安路的交通兼生活性干道功能相匹配。 

对于泉州与晋江方向的长距离联系功能，

缓解泉安路交通压力和服务高速公路出

入口的对外交通功能相对偏弱。 

方案二 

① 道路功能上定位为长距离的组团联系——泉州

与晋江，同时与高速公路及机场快速相接，有利于

对外交通的分流，从而减小刺桐大桥的交通压力。

② 南北向街接方案有利于形成南北向通道，缓解

现在主要存在的通往晋江的南北向交通拥堵问题。

① 长距离组团联系及对外交通疏通性交

通功能与现状的田安路市区段的综合性

干道功能相矛盾，处理不当将会引起城市

路段的交通拥堵； 

② 对池店片区的服务相对较弱。 

方案三 

① 在功能上兼具前两种方案，并根据主次功能在

交通组织可进行适当引导，方案具有更好的弹性；

② 从路网结构和走向上看，田安大桥是不同路网

方向的连接部，较复杂的连接方式有利于增加路网

的可达性。 

① 多重交通功能的道路将服务更多的交

通量，从而使田安大桥的建设规模增大，

对市区交通的影响增大； 

② 复杂的连接方式将占用更多城市用

地，同时对城市景观有一定的影响。 

 

图 6  田安大桥衔接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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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交通影响评价 

根据上节的定性分析，拟定田安大桥的三种交通组织方案。并根据远期（2030 年）交

通预测模型，分析几个主要节点在基本路网中的交通量，对不同形式的交通组织方案进行交

通分析。 

6.2.1  交通组织方案一	

线路走向（东西走向）：田安路——田安大

桥——池峰接线。 

根据流量分配（图 7），市区田安北路双向 4

车道，若按现有主干道的间距控制机动车开口，

则道路交通服务水平为 D 级。泉秀街现状的双向

4 车道服务水平为 E，需进行改造。由于田安大

桥的分流，泉州大桥的交通状况有了良好的改

善，但其机非混行能影响其通行能力，桥梁饱和

度还是比较高。 

6.2.2  交通组织方案二	

线路走向（南北向）：田安路——田安大桥——和平北路——和平路（机场快速通道）。 

由于和平路北段快速接，加上福泉高速公路新增池店出入口设置于和平路，未来对外交

通和长距离组团交通将给中心城区带来的巨大交通压力。因此，考虑： 

①  田安大桥与江滨南路采用部分苜蓿叶立体交叉的形式；②采取人为增加交通阻抗的

措施，弱化和平路北延伸段的功能，即和平路北

延伸段规划综合性主干道，与主要道路交叉口采

用渠化+信号灯的控制方式，增加路段的时间延

误，弱化其快速功能。③采取工程措施，引导福

泉高速出口和机场快速路的车流由刺桐大桥和世

纪大道两条快速路进行疏散。 

通过增加阻抗，田安大桥的流量得到了一定

的控制。田安北路的交通也得到一定的缓解，交

通饱和度由 E 级降低至 D 级，但是仍需对沿线的

机动车出入口进行控制，按干道间距控制机动车

出入口后，交通饱和度可提升至 C服务水平（图 8）。 

6.2.3  交通组织方案三	

线路走向：田安路——田安大桥——池峰接线及和平路。和平北路（国道复线～江滨南

路）段，与主要相交道路采用渠化+信号灯控制的方式。  池峰接线与主要相交道路采用渠化

+信号灯控制的方式。并考虑向西延伸，与清蒙开发区德泰路衔接上。 

由图 9 可以看出，田安大桥由于衔接两条主要干道，使得其服务更多的交通量，桥梁交

通饱和度已达到 D 级服务水平，同时对市区交通的影响也明显增大；田安北路已处于 F 级

图 7  方案一主要道路流量分配图 

 图 8  方案二主要道路流量分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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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水平，交通严重阻塞，车辆时停时开，需对

其进行拓宽改造，才能满足要求。 

6.2.4  方案评价	

（1）路网流量分配对比 

根据交通模型进行不同方案的流量分配，得

到不同方案下的主要过江桥梁的流量变化（表 2），

方案二田安大桥承担着较大流量，但是全市交通

车辆行驶时间最小。 

表 2  不同衔接方案交通指标对比 

道路名称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田安大桥  4479  4606  5719 

刺桐大桥  7413  7211  7042 

泉州大桥  3720  3710  3802 

全市车辆行驶时间  54066.39  54058.72  54196.77 

（2）田安大桥方案一和方案二流量变化比较 

田安大桥建成后对交通流的吸引将远远大于其他通道。由于空间布局、交通功能等因素，

田安大桥工程的建成通车对晋江大桥和笋江

大桥的影响不大，而对邻近的泉州大桥、顺

济大桥和刺桐大桥的影响则很大。 

与南北走向相比，在东西走向时，田安

大桥建成后泉州大桥的交通量将减小 15％。

南北走向时，田安大桥的服务水平也从Ｃ级

降为 D；泉州大桥的服务水平也从 D 级降为

E  级。刺桐大桥（取消收费）交通量的流量

将比东西向减少接近 20%。 

由图 10 可以看出，与东西走向方案相

比，南北向衔接方案对顺济新桥、刺桐大桥的分流效果比东西向好，但分流泉州大桥的功能

比较弱，同时也使和平路、田安路和江滨北路西段流量的增加比接东西向多。 

而东西走向方案，除了分流泉州大桥的功能比南北向方案强外，更多还是吸引交通流至

泉安路，对缓解目前泉安路拥挤的功能无法体现。同时也可看出，该方案田安大桥和田安路

的交通流量比南北向来得小，对田安的交通压力相对较小。因此，从作用大小的角度来看，

推荐南北走向的方案。 

7. 相关设施改善方案	

田安南路（宝洲街——泉秀街）段按双向六车道改造方案，采取中央栏杆分隔。 

泉秀街（温陵路——刺桐路）保留现有断面形式，对两侧 7-8 米的人行道进行修整，重

新进行功能划分，将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整合。 

图 9 方案三交通流量分配图 

图 10  方案一、二路网流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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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洲街（温陵路——刺桐路）建议宝洲街拓宽至 36-40 米，按双向六车道控制。 

和平路北段与 KS5 号路（现状为国道复线）路口：近期设置为展宽式信号灯交叉口，远

期设置定向匝道，引导交通由刺桐大桥或世纪大道疏散。 

和平路北段，在通往田大桥的沿线主要交叉口设置信号灯控制。 

8. 结语	

重大交通工程项目必将给城市交通的时空分布带来重大影响，甚至影响整个城市路网交

通形态。研究重大交通项目对城市路网的影响及其他交通设施的相互协调、衔接关系，对于

整个城市交通状况的改善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结合实际工程实例分析，采用交通影响分析

的理念，为重大交通设施项目下一步建设提供设计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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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型公建项目交通规划设计体系的探讨 

付建广 

【摘要】常规的大型公建项目交通规划一般结合控规同步进行，涉及的骨干交通系统调整如

缺乏工程方面的深化，不能满足规划控制和实施的要求。本文以闽江中央商务中心交通规划

设计为例对大型公建交通规划设计体系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大型公建  交通规划  设计体系 

1. 引言	

目前，各大城市均在规划建设大型公建项目，这些用地均为地价峰值区[1]，开发强度大，

导致了在交通上高度集中，对区域交通影响较大，常规的交通规划不能满足规划控制和实施

的要求。 

2. 大型公建项目交通规划设计体系探讨	

2.1 常规交通规划设计体系 

大型公建项目如中央商务区、会展中心、金融区、体育公园、行政中心等均为城市重要

功能中心，每任城市政府均有新的城市发展思路和目标，一般会对大型公建项目的布局和规

模进行调整，易突破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用地布局。由于《城乡规划法》规定必须以控制性

详细规划为依据划拨和出让土地，所以一般的规划设计体系是重新编制大型公建区域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并在控规阶段编制交通改善规划或交通影响评价，内容主要包括现状调查、交

通需求分析、道路交通系统、交通组织、公交系统、停车系统、步行系统等规划布局[2]，在

交通规划成果编制完成后，规划部门对道路红线、地块出入口、相关交通设施用地进行调整，

纳入法定图则进行管理，地块出让后，建设部门根据交通规划成果组织设计及实施，具体图

1 所示。 

 
图 1  常规大型公建项目交通规划设计体系 

上述体系可满足一般地块的规划控制要求，因为其交通需求不足以对区域交通产生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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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但大型公建项目是城市交通高度集中的区域，交通需求强度大，甚至需要调整城市骨

干交通系统的布局方案，而上述骨干交通系统用地均经过工程层面方案设计才确定的。因此

对大型公建项目应结合交通设施工程方案进行适当的深化，避免出现如道路红线调整时未考

虑公交港湾站、高架匝道落地展宽的需求；道路线型、半径不能满足要求；主要节点及轨道

站点用地不足等问题，以提高交通规划的缺乏可操作性。 

2.2 优化后的交通规划设计体系 

大型公建项目交通规划设计即要包括常规交通规划的内容，也需要在规划阶段通过工程

设计方面进行深化，主要内容包括现状调查、需求方向、交通规划方案、工程方案设计（包

括道路平面、道路断面、轨道线路及站点、过街设施、主要节点方案等），规划和工程方案

应建立相互反馈机制，在交通规划初步方案完成后进行工程方案设计，细化方案成果，确保

规划方案的可实施性，具体流程参见图 2。       

 
图 2  大型公建工程规划设计体系 

3. 案例分析	

3.1 规划概况及需求分析[3] 

3.1.1  规划概况	

闽江北岸中央商务中心位于台江区西部闽江河畔，交通发达，工业路、西二环路、江滨

大道和上浦路与规划区紧密连接，尤溪洲大桥与金山大桥可直通闽江南岸。东面紧邻宝龙—

万象城商圈，西面与福州大学、闽江学院相邻，规划用地总面积 1.09平方公里。 

3.1.2  交通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周边道路过境交通压力较大，通行能力已趋饱和。（2）对外衔接通道少。按目

前规划，CBD 在东、西、北均只能右进右出，对外衔接通道少。参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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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商务中心现状交通组织图 

（3）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偏弱  。现状规划区内公交缺乏场站。轨道 2 号线在上浦路设站，

站点 500 米覆盖率仅 38％，未能覆盖市民广场等主要客流集散点。 

3.1.3  需求分析	

中央商务中心总建筑面积 255.9 万 m2，人口 1.95万，岗位 9.3万。根据预测，2030 年

商务中心产生吸引人流量为 63 万人次/日，  目前商务中心的交通接驳能力在饱和状态下仅

能满足交通需求的 40％，应进行应从道路网、公共交通、停车和行人交通规划等方面进行

优化调整，以满足商务中心未来发展的需要。 

3.2 交通规划方案 

3.2.1  道路系统规划	

道路系统主要改善思路为增加对外衔接通道、分离过境交通，提高区内路网密度，具体

如下： 

（1）商务中心外围工业路、上浦路形成高架环线，疏解过境及长距离交通，地面道路

可作为商务中心对外集散通道。（2）外围主要节点设置互通立交。（3）金山大桥改造为双向

八车道，并设置互通立交江滨大道相接。（4）江滨大道改造为双向六车道并在市民广场处下

穿。（5）加密支路网，商务中心内横向主干路红线加宽，满足主干路的要求；（6）优化交通

组织，除主干路外，其余道路均组织单行，提高道路系统的运行效率。 

3.2.2  公共交通系统规划	

商务中心公共交通系统调整的主要思路为提高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的覆盖率，提升公共

交通的服务水平。 

（1）轨道二号线线位调整从商务中心轴线穿过，在市民广场处设站，提高轨道交通的

覆盖率 

（2）在北侧规划 3200m2的公交首末站,增设 6 条到发线路。 

3.2.3  停车、步行规划	

通过停车泊位的控制减少机动车出行，停车规划方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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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当降低停车配建指标，为控制商务中心的个体机动车出行，按管理规定标准的

70％配建停车位，  停车泊位降为 1.3万个。 

（2）在各地块的高层建筑地下 1 层和 2 层建设地下停车场，在市民广场地下一层设置

立体公共停车场 2000 个泊位，并设置地下车库联络道。 

按照人车分离原则，构建地下、地面和高架组成的立体步行系统。 

3.3 工程方案[4] 

按照上述交通规划成果，工程专业对道路、过江桥梁、轨道线路及站点、立交方案进行

工程方案设计，并达到工程预可研的深度。 

3.3.1  骨干道路和主要节点方案	

对商务中心外围主要道路包括工业路、上浦路、西二环路、江滨大道、金山大桥及主要

立交节点进行方案设计，具体平面和断面参见图 4～图 6。 

 

图 4  商务中心骨干道路及节点方案平面图 

   

图 5  金山大桥北桥头断面图                             图 6  工业路道路断面图 

3.3.2  轨道线路及站点方案	

由轨道专业对轨道 2 号线商务中心段线路及站点进行调整，线路从东浦路调整到沿商务

中心内部中轴大道敷设，并在设置商务区站。见图 7 轨道交通 2号线商务中心站平面布置图。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549



 

 

 

图 7  轨道交通 2号线商务中心站平面布置图 

通过工程方案深化后，轨道站点和线路走廊用地都得到预留，但主要道路及节点方案用

地预留不足，具体问题参见图 8。 

 

图 8  商务中心骨干道路实施存在问题图 

工程设计方案深化后的问题反馈给规划，对交通规划及用地红线进行调整，部分节点方

案由于用地不足需调整方案，具体如下： 

（1）江滨大道、工业路、西二环路道路红线进行调整。 

（2）由于用地不足，金山大桥－江滨大道全互通改为设半互通。 

（3）用地不足，尤溪洲大桥－江滨大道立交方案调整。 

（4）内部东西向主干路红线从 25 米调整到 35 米。 

（5）对外衔接道路交叉口处及公交港湾、人行天桥处红线展宽。 

调整后的交通规划方案如图 6 所示。工程方案设计前置，可细化方案成果，确保规划方

案的可实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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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调整后的交通规划方案 

3.4 方案实施性评估 

通过工程和规划的相互反馈，上述交通规划成果已通过审批，调整的道路红线、轨道站

点用地等已纳入规划控制，部分项目如江滨大道已按规划实施。因此，通过工程层面的深化，

保证了交通规划的可实施性。   

4. .结语	

本文以闽江中央商务中心交通规划设计为例对大型公建交通规划设计体系进行了探讨，

提出对大型公建等交通强度大的项目应建立规划和工程设计的相互反馈机制，工程方案设计

前置，细化方案成果，满足规划控制和实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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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客运交通碳排放水平估算方法及低碳交通模式 

曹伯虎  徐志 

【摘要】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城市客运交通各种出行方式进行碳排放计量。在明确了碳排

放计量标准的基础上，以小汽车出行方式为例，对确定分析系统的边界、进行清单分析以及

建立计算模型 3个步骤进行了说明，分析了小汽车出行方式生命周期内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

及其演化过程。此外，还对比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常规公交、地铁、出租车以及小汽车

出行方式之间温室气体单位里程的排放情况。根据各种出行方式碳排放情况，结合不同交通

方式的出行结构，估算了不同交通模式碳排放水平。 

【关键词】碳排放  生命周期  出行方式  多项 Logit模型  弹性分析 

1. 引言	

从 1994 年加拿大环境学者 Chris  Bradshaw 提出绿色交通结构(Green  Transportation 

Hierarchy)概念[1]开始（见图 1），环境问题在交通领域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近年来，

随着“低碳”问题的不断热议，交通行业作为三大“碳源”之一[2]备受瞩目，以“低碳交通”

为主旨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整体上看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

究偏少[3‐5]。 

目前对于碳排放计量方法而言，主要有三大类：（1）联合国气候变化署（IPCC）的方法
[6]；（2）输入‐输出法[7‐9]以及（3）生命周期的方法[10‐13]。ICPP 的方法主要根据燃料及其

排放因子之间的关系进行加和求算温室气体排放量。输入‐输出法借鉴了相关的经济学模型，

该方法通过输入‐输出量表建立起能源和温室气体之间的联系。生命周期的方法则对温室气

体相关产生物从产生到消亡以及消亡后所产生的效应进行全过程的评价。 

对比以上三种方法，生命周期方法具有明显的优势。这里举例说明，比如自行车交通，

传统意义上可能认为该方式并不排放温室气体，但是从自行车的生产、轮胎的使用及更换以

及自行车报废后金属拆解重用等环节来看还是会产生一定的温室气体的。对于自行车出行方

式，IPCC 的方法和输入‐输出法是很难确定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生命周期方法恰恰可以解

决这一问题，通过界定系统边界、明确排放清单，可以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原料的生产、制造

以及燃料的运输、分配等环节，因此可以更加精确的估算碳排放量。 

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城市客运交通各出行方式的碳排放机理和排放水平，天津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依托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软科学研究项目，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城市客运交通各

出行方式进行碳排放计量，希望为相关规划和决策提供一个环境视角下的决策依据。 

2. 碳排放计量标准	

为了科学合理的对出行方式进行碳排放计量，首先要明确碳排放计量标准。 

《京都议定书》中明确了要减排六类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

(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六氟化硫(SF6)。在这六种气体中，前三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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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交通行业密切相关，而后三种气体与交通行业关联不大，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前三类气体

纳入到计量范围。其中甲烷和氧化亚氮相对于二氧化碳的增温潜力值根据 IPCC 四次科学评

估报告[14]分别取 25 和 298。 

此外，对于排放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含碳的非温室气体，比如一氧化碳(CO)和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VOC)等，按照各自的含碳量换算成当量二氧化碳。 

3. 生命周期概念下城市客运交通出行方式碳排放计量	

城市客运交通出行方式主要包括步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常规公交、地铁、出租车

以及小汽车 7 类。其中步行方式不依赖于运输工具，因此该方式碳排放量为 0。除步行方式

外，其它各方式都依赖运输工具，因此根据生命周期的概念，在运输工具生产、组装、使用

以及报废回收的过程中都将不同程度的发生碳排放。由于步行方式碳排放量为 0，本文将自

行车、电动自行车、常规公交、地铁、出租车以及小汽车 6 类出行方式作为研究对象。 

生命周期碳排放分析是一个系统的识别、判定、检查和评估生命周期内发生碳排放总量

的过程。对于自行车出行方式，由于不消耗能源，因此该方式只包含车辆周期一个周期。对

于其它方式，还包括相应的能源周期，比如小汽车方式包括车辆周期和燃料周期，电动自行

车方式包括车辆周期和电力周期。 

对于每个周期，其分析过程大致分为以下 3 个阶段：确定分析系统的边界，进行清单分

析，建立计算模型。鉴于篇幅的限制，下面以小汽车出行方式为例，对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

方法进行说明，小汽车出行方式车辆周期和燃料周期示意图见图 1。 

 

图 1  小汽车出行方式碳排放生命周期示意图 

小汽车出行方式生命周期包括车辆周期和燃料周期。燃料周期包括初次能源的生产、运

输和储存，二次能源的生产、运输、储存和分配，以及车辆使用中的化学能转化。车辆周期

包括材料利用和制造、车辆制造、车辆使用以及车辆回收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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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影响因素众多，关系复杂，研究小汽车出行方式生命周期碳排放水平需要界定评价

系统的边界。因此，本文对此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来展开：①车辆生产、制造过程边界（原

材料的开采、冶炼和加工过程中的碳排放）；②汽车使用过程评价边界（车辆使用过程中燃

料消耗带来的碳排放）；③燃油生产运输评价边界（燃料生产运输过程中初次、二次能源的

生产、运输各环节碳排放）；④汽车报废过程评价边界（金属重用和回收环节的碳排放）。 

小汽车出行方式生命周期清单分析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汽车清单分析；另一方

面是燃料清单分析。汽车制造过程的环境排放主要涉及原材料制造过程的环境排放、零部件

制造过程的环境排放以及整车制造过程的环境排放，其主要包括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

在汽车使用阶段，环境排放主要来源是来自于汽车尾气排放、曲轴箱泄漏、汽油蒸发等，污

染物主要是 HC、NOx、CO、CO2、SO2 等。汽车使用阶段排放的污染物占据了汽车生命周期

内全部污染物的较大部分。在汽车回收报废阶段，环境排放主要包括设备和部件、燃油泄漏

以及处理过程产生废气污染物，废气污染物主要包括 HC、NOx，CO、CO2、Pb、SO2 等。燃

料清单分析又分为燃料的生产和分配两个阶段，其中生产阶段环境排放物包括 HC、CO、NOx、

PMl0、SOx、CO2、CH4、N2O 等，分配阶段的环境排放物由运输工具使用的燃料结构、运

输条件等因素决定。 

小汽车出行方式生命周期相关能耗和排放清单见表 1。 

表 1  小汽车出行方式生命周期排放清单 

汽车常见材料组分质量比例  汽车常见蓄电池材料组分质量比例  环境排放物  能源名称 

钢  61.70%  塑料：聚丙烯  6.10%  VOC  原煤 

不锈钢  0.00%  铅  69.00%  CO  洗精煤 

铸铁  11.10%  硫酸  7.90%  NOx  其他洗煤 

煅铝  2.20%  玻璃纤维  2.10%  PM10  焦炭 

铸铝  4.70%  水  14.10%  PM2.5  原油 

铜/黄铜  1.90%  其它  0.80%  SOx  燃料油 

镁  0.02%  CH4  汽油 

玻璃  2.90%      N2O  煤油 

普通塑料  11.20%      CO2  柴油 

橡胶  2.40%        液化石油气 

碳纤维增强塑料  0.00%        炼厂干气 

玻璃纤维增强塑料  0.00%        天然气 

镍  0.00%        焦炉煤气 

全氟磺酸  0.00%        其他煤气 

聚四氟乙烯  0.00%        热力 

铂金  0.00%        电力 

其它  1.90%         

生命周期概念下建立的计算模型本质上还属于数据库查询模型范畴，需要综合应用热力

学、燃烧学等多学科的相关原理，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各排放要素之间的逻辑联系。其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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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参数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与车辆有关的参数和能源生产过程的有关参数和排放系数。与

车辆有关的参数主要包括：车辆的类型、车辆的燃油经济性及排放系数等。能源生产过程的

有关参数和排放系数主要涵盖了煤炭生产、原油开采、成品油生产、天然气生产、电生产以

及煤、原油、天然气、重油等能源燃烧的污染物排放系数。限于篇幅限制，以上参数不能在

文中一一列举，本文仅将部分计算结果列出并加以说明。 

图 2 为小汽车出行方式生命周期内各类气体排放情况。从该结果中不难看出，目前对于

温室气体而言，燃料周期排放比例占绝大部分，而对于硫化物和微粒粉尘来说，汽车周期排

放比例较大。 

 
图 2  小汽车出行方式生命周期内气体排放情况 

从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小汽车出行方式温室气体排放量随行驶里程的增长而增加。图

3 为小汽车出行方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演化情况，该过程并不是稳定增长的过程，在更换电

池和轮胎的过程会带来碳排放的激增。图 3 中直线的斜率是小汽车出行方式的单位里程温室

气体排放量。经过计算，小汽车出行方式每公里温室气体排放量约为 202.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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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小汽车出行方式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对于其它出行方式进行碳排放计量，也是按照确定分析系统的边界，进行清单分析，建

立计算模型 3 步骤进行。与小汽车出行方式碳排放分析过程所不同的是，每个出行方式的系

统边界、排放清单都不相同，模型建立时所依据的数据来源也不相同。对于自行车和电动自

行车出行方式，为了更加精确地进行计算，采用实物拆解的方式测量各组分质量比例。对于

公交车、地铁出行方式，采用查阅文献，厂商调研等方式。部分不能查询获得的数据，则参

考了阿贡实验室的 GREET 模型、PE  International 的 Gabi 模型以及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波

士顿研究中心的 LEAP 中的部分数据。对各类出行方式温室气体排放量按照单位里程进行统

计，有助于对不同出行方式进行对比。各类出行方式温室气体单位里程排放量如图 4 所示。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出租车出行方式所得到的结果是在一名乘客情况下计算得到的。常规公

交和地铁方式中定员载荷为 6 人/m2，常规公交方式座客载荷为 33 人，地铁方式座客载荷

为 256 人（6 辆编组）。从各方式对比结果来看，小汽车出行方式温室气体单位里程排放量

最高，而自行车和高载客率的公共交通方式则相对低碳环保。电动自行车和出租车方式温室

气体单位里程排放量介于上述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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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出行方式单位里程温室气体排放量 

4. 城市客运交通模式	

一个城市交通模式的选择受到经济条件、城市形态、历史沿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政

策制定的过程中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站在环境影响的立场上，从考虑碳排放的角度出发，结

合上文全生命周期各出行方式单位里程碳排放量，可以对各种交通模式下碳排放量进行定量

计算。 

全世界大城市都有与城市自身特定相适应的城市交通模式。城市交通模式的形成与城市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区位、空间布局、交通设计水平和居民出行习惯等多方面要素紧密相

关，因此交通模式带有一定的地域趋向性。根据文献[15]的划分方法，大体上世界范围内的

交通模式可以划分为北美模式、欧洲模式和亚洲模式三大类。北美模式主要依赖小汽车交通，

欧洲模式注重小汽车交通与公共交通并重，亚洲模式则公共交通占主导。根据天津市出行结

构特点，天津市客运交通模式带有一定的亚洲模式的特征，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城市特色。 

 
图 5  典型的亚洲城市交通模式 

为了探讨城市客运交通低碳交通发展的模式，本研究以天津市为例，以情景分析法为基

础，选择轨道垄断型模式、轨道主导行模式、公交垄断型模式、公交主导性模式以及慢行公

交混合模式共 5 类假设情景进行不同情景下的碳排放总量预测。情景分析法又称脚本法或者

前景描述法，是假定某种现象或某种趋势将持续到未来的前提下，对预测对象可能出现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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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或引起的后果作出预测的方法。通常用来对预测对象的未来发展作出种种设想或预计，是

一种直观的定性预测方法[16]。 

结合客运交通方式单位里程碳排放量、目标年人口、日人均出行次数的预测结果，结算

得到不同情景模式下客运交通日均碳排放总量。轨道垄断型模式、轨道主导行模式、公交垄

断型模式、公交主导性模式以及慢行公交混合模式下碳排放总量分别为 6558.0 吨、5597.0

吨、5267.9吨、4861.0吨和 4251.5吨。 

从这一结果不难看出，发展慢行公交混合的交通模式是目前天津市最为低碳的交通发展

模式。慢行公交混合发展是天津市交通模式的一大特色，慢行交通出行的高比例为天津市城

市客运交通低碳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图 6  不同交通模式下温室气体日排放量 

5. 结语	

本文从生命周期的角度，对城市客运交通各种出行方式进行碳排放计量。在明确了碳排

放计量标准的基础上，以小汽车出行方式为例，对确定分析系统的边界，进行清单分析，建

立计算模型 3 个步骤进行了说明，分析了小汽车出行方式温室气体的排放情况及其演化过

程。此外，还对比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常规公交、地铁、出租车以及小汽车各出行方式

之间温室气体单位里程的排放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小汽车温室气体单位里程排放量是自行

车以及高载客率公共交通方式的十数倍，公共交通相比私人化的机动交通而言更加低碳。从

交通模式的角度看，发展和鼓励慢行交通和公共交通、合理限制小汽车发展，是有助于降低

城市交通行业碳排放水平的。 

【参考文献】 

[1]Chris,  B.,  Green  transportation  hierarchy  [EB/OL].  [2012].  http://www.sierraclub.org 

/sprawl/articles/trips.asp. 

[2]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Inventory  of  U.S.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and  sinks: 

1990‐2010[R]. EPA 430‐R‐12‐001, Washington, D.C.: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12 

[3]Mashayekh, Y.,  Jaramillo, P., et al. Potentials  for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in Cities  to Alleviate Climate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558



 

 

Change Impacts [J]. Environmental science&technology, 2012, 46(5), 2529‐2537 

[4]Robin, H., Sharad, S., et al. Examining transport futures with scenario analysis and MCA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12, 46(3), 560‐575 

[5]Aikaterini, R., Konstantina, G. VMT, energy  consumption, and GHG emissions  forecasting  for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12, 46(3), 487‐500 

[6]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06  IPCC  Guidelines  for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ies [M]．Japan: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IGES), 2006． 

[7]W. Leontief. Input‐Output Economic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8]G. Machado, R. Schaeffer and E. Worrel. Energy and carbon embodied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of Brazil: 

an input–output approach. Ecological Economics, Vol. 39, 2001, 409–424 

[9]I.  Mongelli,  G.  Tassielli,  B.  Notarnicola.  Global  warming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nergy/carbon embodiments: an input–output approach to the Italian case. Energy Policy, Vol. 34, 2006, 88–100. 

[10]Francis, V., Yao, S. Transportation versus perishability  in  life cycle energy consump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temperature‐controlled  food  product  supply  chain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08, 13(6), 383‐391 

[11]Elaine,  C.M.,  Pablo  L.  D.  Environmental  life‐cycle  assessment  of  transit  buses  with  alternative  fuel 

technology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12, 17(1), 39‐47 

[12]Bin,  Y., Qing,  L.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pavement: Methodology  and  case  study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12, 17(5), 380‐388 

[13]Brenda, C., Alissa, K.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assessment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for California’s 

high‐speed rail system [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11, 16(6), 429‐434 

[14]IPCC. IPCC Fo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EB/OL]. http://www.ipcc.ch/ 

[15]陆锡明.  亚洲城市交通模式[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09 

[16]http://baike.baidu.com/view/2140619.htm 

【作者简介】 

曹伯虎，男，学士，正高级工程师    注册城市规划师    注册土木工程师，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徐志，男，博士，工程师，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559



 

 

基于低碳理念的城市道路设计思路探讨* 

吴海俊  赵慧  段铁铮 

【摘要】随着低碳城市建设进程的推进，低碳交通作为支撑城市运行的交通体系，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城市道路设计作为低碳交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将低碳理念融入道路设

计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通过分析我国传统城市道路设计的不足，在基于低碳理念的前提下，

提出了低碳理念下城市道路设计的五个特点，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低碳理念下城市道路相

关设计要点，为践行低碳道路设计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低碳理念  城市道路  设计思路 

1. 引言	

进入 21 世纪，全球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低碳城市已成为我

国应对能源危机和气候变暖问题的必然选择，因此，“低碳”理念也逐渐受到道路交通领域

相关人员的关注[1]。城市道路交通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括交通工程、道路工程、市政工程、

景观绿化设计、城市设计等多个专业，不是简单的道路几何设计。然而，中国传统的城市道

路规划设计在理清道路功能、分期实施、机非分流及保护城市特色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2]，

较多地参照了公路设计的思路，缺乏道路总体空间的意识，重点考虑机动车交通，过分注重

车辆行驶线形几何指标，行人和公交空间路权分配不足、通行安全性得不到保障，致使整个

城市交通的运行效率偏低，产生交通拥堵等多方面的问题，加重了能源的消耗和污染物的排

放，这和当前国家新形势下大力发展低碳交通的政策也不太吻合。在此背景下，有必要针对

中国实际情况，反思当前城市道路规划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低碳”发展策略下的适合

中国城市道路规划设计思路和方法，将成为实现城市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以实现

节能减排的目的[3]。 

2. 传统城市道路设计的不足	

2.1 设计目标单一 

传统的城市道路设计，较多地参考了公路的标准，着眼于解决机动车出行问题，以提高

机动车通行能力为主要目标，针对沿线土地开发和人对道路设施的使用重视不足，尤其是对

于多种交通方式共存的城市道路而言，对人和公共交通关注度不够，存在较大欠缺。 

2.2 道路功能定位不够清晰，道路路面优先服务等级不明确导致城市道路资源分配不

合理，造成了交通拥堵 

在《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

等我国现行规范中，按照城市道路在路网中的功能划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

                                                              

*资助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科学技术项目“基于人车环境和谐发展的城市道路关键技术研

究”（2011K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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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级[5]，然而从多年的规划设计实践看，这种划分尚存在一定问题，这种单一的以机动车

通行作为划分道路技术等级的思路一直延续至今，缺乏对道路功能定位的详细研究。道路的

功能定位不仅仅局限于道路等级的划分，应能体现出为沿线服务的特征。然而现有的规划设

计条件中对于道路功能的分析缺乏和周边土地、功能区之间的联系，功能定位并不突出，道

路为沿线服务的主体并不明确，形成千篇一律的道路横断面设计，空间资源分配不合理，行

人和非机动车出行环境恶劣，造成交通拥挤，整体运行效率不高。 

此外，正如我国的经济结构处于转型期一样，我国的城市交通结构也处于转型期，各个

城市都在倡导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实现道路交通逐步由小汽车向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转变。

虽然各个城市根据自身特点在规划阶段制定了宏观发展目标，然而具体落实在道路设计过程

中，道路资源的分配始终未能体现出服务对象的优先级，公共交通、自行车、人行道被占用

的情况屡见不鲜，慢行交通被忽视，公交优先得不到保证，对于落实上位规划提出的交通结

构转型的发展目标是较难实现的。 

2.3 缺乏对道路总体空间的认识 

一般而言，城市规划是对城市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而道路红线正是保证道路空间资源

合理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道路网络，其他用地规划也基本确定了道路

红线。道路规划就是从交通的角度出发，对原有的道路红线进行优化和最终定位，从而直接

指导工程的实施和方便规划管理控制。没有这个环节，道路在实施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例

如路口、路段通行能力不匹配，公交停靠站无法做成港湾式或无处布置，横断面布设不合理

等。从多年的道路工程发展经验来看，道路的功能已有单一的交通功能转变为道路使用者提

供综合服务，这里的“道路使用者”是广义的概念，不仅车辆、人，还包括位于道路红线空

间范围的内的各种管线设施、杆线设施、市政设施等，这种认识和传统的观点已有所区别，

城市道路已不仅是线形的平面空间，而是承载了多种设施载体的“立体空间”。传统的观点

对于城市道路的功能认识较为单一，主要是局限于交通功能，对于道路的其他功能考虑较少，

导致在道路资源分配阶段时红线宽度预留不足，对于后续的设计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4 缺乏交通分析 

目前，我国的城市道路设计普遍存在“重工程方案，轻交通分析”的做法，交通系统的

功能并未理顺，致使道路系统建设的重点并不明确。随着近年来交通问题的凸显，现有的道

路规划方案很难做到量化分析，不能全面反映道路建设涉及的交通系统问题，因而对工程实

施方案的指导性不够强，尤其是在重大工程的建设中体现的比较突出。而工程方案设计着眼

细微之处，无法从宏观上对整个道路建设产生的影响进行估计，并且缺乏对交通问题的研究，

因此方案设计重点不明确，得出的结论缺乏有力度的研究支持，并且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

力和财力。 

2.5 缺乏系统的评价指标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整的针对道路设计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现有的一些评价指标

比较单一，主要是集中反映道路网建设水平、交通运行状态、交通拥堵、交通规划、交通管

理水平、经济合理性等方面，缺乏能源消耗、环境影响的评价方法，无法对整个方案的合理

性进行综合评价[3]。随着低碳理念的深入，反映“低碳”的指标也成为道路交通领域关注的

焦点，这就对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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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没有真正体现“以人为本，公交优先” 

从本质上分析产生城市交通的根源是人或货物的空间移动，道路只是载体，车辆是工具，

然而在传统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中,注重机动车交通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从“以人为本、

公交优先”的角度出发,  慢行交通和公共交通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尤其是行人交通设施特别

是人行道不应被作为机动车交通吞噬的对象，自行车也不是给机动车带来干扰的落后交通方

式，规划中不应只体现小汽车使用者的舒适和方便。因此，城市道路的服务对象是“人”，

这与公路特性有所不同。因此，在整个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过程中，应始终将人作为根本

出发点，保证多种交通方式的安全性，创造安全、通畅、舒适、宜人的交通环境，实现以交

通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 基于低碳理念的城市道路设计特点	

低碳其本质含义就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交通是能耗和有害气体排放的主要行业，

因此，如何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和政策手段，构建低碳型的高铁枢钮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

道路设计的低碳化，就是用尽可能少的资源的占用，综合协调道路交通内各种资源的合理分

配，倡导绿色交通，保证行人和自行车交通的权益，创造高效的系统通行效率，使用一些新

技术和新材料，将对环境和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降到最低。 

根据上述含义，低碳城市道路应具有以下特点： 

（1）高效的土地利用 

根据相关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交通用地比例很高, 一般城市都在 30% 左右，

有些城市高达 40% ~ 50%，  我国目前的交通用地比例不高,  一般小于 15%，《城市道路交

通规划设计规范》规定的城市道路用地比例为 10%~ 20%。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机

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城市交通用地比例还会逐年提高。然而交通需求的增高与土地不可再

生资源之间供需不平衡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不利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因此，应本着集约用地

的原则，制定适合土地发展的城市交通系统模式，减少交通出行，从而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2）合理的空间资源分配，体现不同等级道路在低碳目标下的特点 

道路资源的分配应以道路总体功能定位及沿线土地利用和发展趋势为依据，根据交通需

求合理确定。考虑到不同等级道路在低碳目标下服务的差异性，随着道路等级的降低，由机

动化交通逐渐向非机动化交通过渡，道路设计时也应该体现该特点。因此，道路设计时应从

目前以机动车交通为中心的过程转变为综合考虑行人、换乘人、骑车人及驾乘人等各方面需

求，以沿线土地利用和发展为背景，根据交通需求合理分配道路资源，合理安排道路设计的

优先次序，并做好系统之间的衔接，体现不同等级道路服务对象的差异。 

（3）合理体现公交优先、慢行交通的优势 

“倡导公交优先、发展慢行交通”作为践行低碳交通的重要方面，应在道路设计中给予

充分的重视。由于当前我国城市交通结构也处转型期，道路交通机动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阻挡，

应通过合理的设置公交系统引导其他方式向公共交通高效率交通方式的转变。在机动化的交

通方式中公共交通的道路利用率是最高的，因此在道路设计时应给公交通行创造良好的条

件，如在空间资源分配上设置公交专用车道、时间上给予公交优先信号等措施保证公交优先

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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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是在道路设计中最易被忽视的，作为对人类自身和环境都有益

的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应在道路设计中给予关注，对于降低小汽车负面效应也是有好处的。因

此，给行人和非机动车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鼓励短距离出行采用慢行的交通方式，体现慢

行交通的优势是必要的。在道路设计时，要正确处理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三者之间的关

系，合理分配道路空间使用权，做好公交与慢行之间的接驳，保证弱势群体的安全，引导机

动车出行逐步向“慢行+公交”的方式转变，从而降低机动车碳排放。 

（4）高效的交通组织 

高效交通组织是低碳型城市道路的重要特点，城市道路不同于公路的最大特点是城市道

路是网络状，道路通行能力的高低不是取决于路段而是交叉口，因此从网络的角度考虑，合

理组织各种交通，保证各个交通系统高效运行，减少交通阻滞带来的碳排放，也是衡量低碳

城市道路的重要标准。 

（5）充分采用新技术、新材料体现节能环保 

鼓励在城市道路设计中采用一些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如道路结构与材料一体化设

计技术，充分发挥路基结构的强度和变形作用，并实现路面结构的承载和低碳服务功能；路

基路面应采用生态、环保型建设技术和材料，节约道路配套设施造价，实现环境友好与人性

化服务等功能。一些常见的做法有透水材料、再生工艺、温拌沥青、废旧材料回收、长寿命

路面技术等，均可以不同程度实现道路低碳。 

4. 基于低碳理念的城市道路设计要点	

根据上述对低碳城市道路的理解，同时针对传统城市道路规划设计的不足，进行低碳城

市道路设计时，应重点考虑以下要求： 

（1）用地要求。 

良好的道路设计应紧密结合城市用地和功能区，根据用地性质和功能区的要求提供不同

的交通服务模式[2]。 

（2）空间要求。 

城市道路应充分考虑地面、地下以及高架空间的综合使用，以为道路使用者提供综合服

务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除承担传统意义上的交通功能，还承担生活功能、管线载体功能及景

观功能，统筹考虑整个空间范围内道路所承载的功能，合理布置各种设施（包含高架、地面、

地下空间设施），这一点与传统意义上道路规划设计的内涵有所不同[4]。依据功能将道路红

线范围内的空间可以划分为慢行及公共设施空间、公共交通空间、机动车空间、道路地下与

其他空间，实现空间划分与系统功能的紧密结合，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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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道路空间划分示意 

（3）路权分配要求。 

城市道路设计应从以机动车交通为中心转变为综合考虑行人、公共交通、自行车、机动

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应根据道路等级及服务对象优先权的不同，合理分配各种交通设施所占

有的路权资源（见图 2），保障各种交通参与主体的安全，体现路权资源分配公平、公正、

合理。 

 

图 2  城市不同等级道路的路权分配等级 

（4）交通设计要求。 

交通设计并不同于传统的交通工程设计，基于规划的理念和成果，以交通安全、通畅、

便利与环境协和为目的，以交通系统的“资源”（包括时间、空间、经济的资源）为约束条

件，对现有和未来建设的交通系统及其设施加以优化设计，寻求最佳改善交通的方案，最佳

地确定：交通系统的时间和空间要素；贯穿于交通规划和交通管理之中，指导交通设施的土

木工程设计与交通管理。具有中微观的性质。交通设计不同于交通工程设计，通过量化分析

各交通系统设施的供应能力，提出合理的交通组织设计方案，为后续道路工程方案设计提供

依据。交通设计上承接交通规划/城市设计，下承接交通管理，指导交通基础设施（道路、

枢纽、管理设施）设计与建设；整合交通系统资源、最佳分配资源。 

（5）风貌控制要求。 

城市道路规划设计应加强景观设计与城市设计的衔接，充分结合城市自身特点，根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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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提出的远期控制目标和对近期实施提出的指导性要求，针对空间组合、景观风貌、建筑特

色、道路宽度甚至断面布局等进行综合设计。通过对道路路面结构、主题色彩、照明、绿化、

小品等设计，使道路与建筑物间组成的空间轮廓，尺寸比例、色彩、线条等的相互协调、和

谐美观，从而达到提升城市整体环境水平的目的。 

（6）精细化和人性化要求。 

城市道路规划设计应充分考虑城市公共空间的主体——人，设施规划设计要体现对人的

关怀，如无障碍设施、行人二次过街、交通稳静化设计等要求，集功能与环境景观于一体，

关注人在其中的生理需求和心理感受，使人们获得舒适、方便、自然、和谐且美好的感受；

同时注重细部构造物设计，如挡土墙、台阶、树池等，体现精细化设计的要求。 

5. 结语	

低碳交通是城市交通发展的目标，道路设计仅是饯行低碳理念的一个环节，低碳目标的

实现依赖于整个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自上而下的结合，并不仅仅是依靠道路交通设计所能完

全实现的。本文结合通过分析目前城市道路设计中存在的问题，引入了低碳道路设计的一些

思路，探讨了低碳道路设计的要求及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因条件和时间限制，本研究仅是

重点分析了低碳道路设计的若干问题，初步建立了低碳道路设计流程，但是针对低碳道路规

划和设计体系尚未研究，需要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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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干线道路功能分级研究 

刘鹏 

【摘要】本文整合了公路与城市道路，从干线道路的功能层次特性、交通流特性、干线道路

特性、干线道路网络特性和土地利用特性等方面出发，选取了相应的评价指标，对城市的干

线道路进行功能分级，将城市干线道路归纳为区域性快速路、市域性快速路和交通性主干路，

并分别分析了各等级道路的引导策略。 

【关键词】干线道路  功能分级  引导策略 

1. 概述	

现状道路网系统存在城市道路体系和公路网两种相对独立的体系，两种体系在路网分

级、功能划分、建设标准、投资模式和管理模式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公路体系技术等级按高

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以及等外公路划分，按照管理主体不同

又分为国道、省道、县道和乡道。交通部规划研究院提出的公路功能分类方法较为完善，该

方案将公路网分为：干线公路、集散公路和地方公路三类。 

城市道路技术等级按区域性高速公路、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以及支路划分，按照功

能又可分为生活性道路和交通性道路，其中快速路、主干路作为城市道路骨架主要起到交通

功能。 

 

 

 

 

 

 

 

图 1  城市道路体系分级 

通过对城市干线道路网络进行功能分级，建立起层次分明、功能明确的干线道路网体系，

优化路网结构,提高干线道路网络的使用效能和服务水平，可以为干线道路发展提供良好的

决策参考。 

2. 干线道路功能分级评价指标	

干线道路网分级指标的选取不仅要能够体现道路基本的设计属性和交通流特性，同时还

应该能够反映道路功能特性，以及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引导特性。 

 

公路网  城市道路网 

技术等级分：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管理主体分： 

国道 

省道 

县道 

乡道 

技术等级分： 

高速公路 

快速路 

主干道 

次干道 

功能分： 

生活性道路 

交通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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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指标特性 

（1）功能层次特性 

根据上文所述的干线道路的交通功能特性，干线道路交通功能特性可分为过境交通、对

外交通以及组团间交通等三个层次，过境交通与对外交通以长距离交通为主，服务于区域以

及城市层面，组团间交通以中短距离交通为主，服务于各级组团层面。不同功能需求特性决

定了干线道路的规划与建设等级以及道路的服务水平。确定干线道路的功能需求特性，是进

行其他指标分析的重要前提与基础。 

（2）交通流特性 

交通流特性描述的具体指标可以包括交通量、平均出行距离、平均行驶速度和饱和度等

等。此处功能分级中可以采用交通量和设计车速来作为分级的指标。 

交通量是指在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路段或某一断面的交通流量。干线道路的交通量较

大，一般情况下属于功能特性层次比较高的类型；反之，则属于功能层次较低的类型。 

设计车速是衡量道路服务水平最直接的指标之一，干线道路均要求有较高的行车速度。 

（3）干线道路特性 

道路特性是指道路本身的技术设计特性,可以包括道路路幅宽度、道路长度、路面状况、

出入口控制情况、交叉口形式、道路断面形式等等。而道路技术等级、干线道路的出入口控

制以及交叉口形式指标是最简单最显著的功能分级标准,因为技术等级高、全部或部分进出

口控制、采用立交通过的干线道路一般都会一直处于道路等级较高的层次中[16]。 

（4）干线道路网络特性 

网络特性描述的是某一条道路与其他道路的连接关系，以及整个干线道路网络的连续

性。自上而下分类的干线道路网络系统应该保持道路网络的连续性与完整性,对于每一功能

层次的干线道路在经过功能标准划分后都应该与较高层次的干线道路系统保持整个干线道

路网络的连续性[16]。 

（5）土地利用特性 

干线道路可以迅速提高沿线组团的可达性，对于当地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干

线道路沿线的过度开发同样可能导致干线道路的交通功能显著下降，严重影响道路的通过能

力。因此，对于重要的区域性交通通道，应严格控制沿线土地利用开发，而对于一般的干线

道路，可以适度坚持土地利用开发，带动当地经及发展，但同时要做好交通的接入管理。 

上述各项指标包括定性指标也包括定量指标，其分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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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干线道路网功能分级指标 

指标属性  指标名称  定量或定性 

功能层次特性  功能需求层次  定性 

交通流特性 
交通量  定量 

设计车速  定量 

干线道路特性 

技术等级  定量 

干线道路出入口控制  定性 

交叉口形式  定性 

干线道路网络特性  系统连续性  定性 

土地利用特性  土地开发程度  定性 

2.2 分级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将城市的干线道路网进行功能分级，分为区域性快速路、市域性快速路

和干线性主干路三个层次等级，三个层次等级的道路体系融合了公路与城市道路体系，如下

图所示。 

 

 

 

 

 

 

 

 

 

 

 

 

 

图 2  干线道路分级体系图 

表 2  城市干线道路功能分级情况表 

道路等级  功能层次  交通流特性  道路特性  土地利用特性 

区域性 

快速路 

承担过境交通和城

市对外交通 

一般选用 120km/h的

设计行车速度，当受

条件限制时，可选用

100km/h或 80km/h的

专供汽车分向、分车

道行驶并全部控制

出入的干线道路； 

与其它道路相交采

与规划通道周围的

城市土地利用规划

相协调，尽量减少通

道对周围影响，不开

公    路  城市道路 

高

速

公

路 

一

级

公

路 

二

级

公

路 

快

速

路 

主

干

路 

区域性快速路  市域性快速路  交通性主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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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干线道路引导策略分析	

干线道路网在引导多中心组团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等级干线道路网起到不同的引导

作用，因此，在对干线道路网功能分级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等级的干线道路网提出不同的引

导城市发展的策略。 

3.1 区域性快速路网引导策略 

区域性高快速路主要是承担城市的过境交通与对外交通，为城市提供高快速的交通运输

服务，成为了城市重要的机动车走廊，因此，区域性高快速路网构成了城市干线路网的骨架

结构。 

（1）以区域性快速路网拉开城市干线道路网整体框架，引导城市整体干线道路网布局 

（2）降低区域性快速路网周边开发程度，引导形成城市重要的高快速车流走廊 

（3）以区域性快速路网增强城市整体对外聚集与辐射能力，引导城市与周边城市一体

化融合 

3.2 市域性快速路网引导策略 

市域性快速路网作为承担组团间长距离快速的客货运输网络，是城市干线道路网的主要

组成部分，对加密城市干线道路网、集散区域性高快速路网交通具有重要作用。 

（1）以市域性快速路网构成组团交通联系主体，锚固多中心结构，引导组团共同发展 

（2）以市域性快速路网形成公共交通系统运行载体，引导组团之间的公共交通发展 

（3）合理进行市域性快速路网周边土地开发，引导城市产业合理布局与功能完善 

3.3 3.3 交通性主干路网引导策略 

交通性主干路网主要承担相邻组团间的中短距离运输，既是市域性快速路网的有效补

设计行车速度。  用立交形式。  发或少量开发 

市域性 

快速路 

承担城市组团（或主

要人口中心）之间的

快速客、货运交通，

以长距离交通为主 

200万以上人口规模

的大城市，设计速度

为 80km/h，低于 200

万人口规模的大城

市，设计速度为 60～

80km/h。 

交汇的道路数量应

严格控制，相交道路

的交叉口一般立交

形式； 

干线道路两侧不应

设置大型公共建筑

出入口。 

少量开发，尽量减少

通道对周围影响，加

强接入管理 

交通性 

主干路 

承担城市组团间特

别是相邻组团间的

中短距离交通，并为

高等级道路集散交

通 

200万以上人口规模

的大城市，设计速度

为 60km/h；低于 200

万人口规模的大城

市，设计速度为 40～

60km/h。 

主干道两侧不宜设

置大型公共建筑物

出入口； 

采用立体或平面交

叉形式。 

适度开发，尽量减少

通道对周围影响，加

强接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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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也为各等级干线道路交通提供快速集散服务，对加密干线道路网、加强城市组团内部道

路与高等级干线道路之间的衔接具有重要作用。 

（1）以交通性主干路网加强相邻组团联系，引导组团资源合理配置 

（2）以交通性主干路网集散高等级干线道路交通，引导干线道路交通运行顺畅 

（3）以交通性主干路网引导相邻组团间公共交通发展 

（4）合理进行交通性主干路网周边土地开发，引导城市进行适当规模的产业与生活性

质开发 

4. 结语	

本文从功能层次特性、交通流特性、干线道路特性、干线道路网络特性和土地利用特性

等方面出发，对城市的干线道路进行功能分级，将城市干线路网归纳为区域性快速路、市域

性快速路和交通性主干路，并分别针对不同等级干线道路提出了与城市发展相协调的引导策

略，对于一体化整合城市干线道路网，引导城市与干线道路协调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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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快速路网布局优化探讨 

                                                      ——以南京为例 

李锁平  郝忠娜 

【摘要】本文在分析大城市快速路网既有规划方法和城市空间发展趋势基础上，提出从突出

交通引导、引入快速路单元、细化快速路功能等三方面，优化大城市快速路网规划布局方法，

旨在支撑大城市空间拓展，实现快速路系统与用地布局的协调发展。同时，以南京为实例进

行了分析。 

【关键词】大城市  快速路  布局优化 

1. 前言	

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国内许多大城市人口、用地规模日益增长。城市中心城区、外

围组团、新城镇不断壮大，功能组团间的交通联系需求日益增长，居民出行距离随着城市空

间的拓展而增加。同时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小汽车迅速进入居民家庭，呈现爆发式增长态

势，城市道路网面临着巨大压力。为提高城市机动性与运行效率，缩短功能组团间的时空距

离，服务中长距离机动化出行的城市快速路系统逐步受到重视。 

快速路（expressway）是在城市修建的，中央分隔、全部控制出入、控制出入口间距及

形式，具有单向双车道或以上的多车道，并设有配套的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的城市道路。其

主要特点包括：汽车专用、大容量、连续快速、环境协调等。 

（1）汽车专用：应禁止拖拉机、摩托车等低速车辆行驶，避免降低服务水平； 

（2）大容量：采取双向 4 车道以上，连续快速的运行方式，通行能力较高； 

（3）连续快速：全部控制出入、出入口间距及形式，设计车速可达 60‐100km /h； 

（4）环境协调：要求与沿线城市用地布局、环境相互协调，避免功能上的干扰。 

由于以上特性，快速路通常承担了大量的机动化交通出行，形成城市路网的主骨架，其

主要功能包括：提高城市总体可达性，降低交通出行时空消耗；分离长短距离交通出行，利

于城市各级路网功能发挥；形成快速机动车走廊，衔接城市交通与对外交通等。 

目前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南京、成都、武汉等大城市均规划并逐步实施城

市快速路系统，建设快速路已是现代大城市交通发展的趋势。 

2. 城市快速路网布局基本方法	

国内学者对快速路网布局规划方法做了诸多研究，较为普遍的方法包括“交通单元法”
[1]以及“点、线、面网络层次分析法”[2]等。“交通单元法”主要规划流程为：首先确定快

速路网规模；其次确定快速内环半径及包络范围以及交通单元规模；再次进行交通单元划分

即快速路网布局；最后进行定量测试、方案比选及方案优化。“点、线、面网络层次分析法” 

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从点线面三个不同层次进行研究，强调整体和局部、宏观与微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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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与个体之间的循环分析过程。点主要包括城市的功能节点，交通枢纽节点等。线主要是对

城市交通走廊的分析，以串联点形成各种线网路径。面分析则主要包括城市结构、用地布局、

路网布局等综合要素。 

 

图 1  “交通单元法”技术路线[1] 

3. 大城市快速路网布局方法优化	

3.1 大城市空间发展特征 

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形成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环境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良

好、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布局结构能提高城市运行效率、提升城市竞争力，促进社会经济进步。 

国内大城市的空间布局的扩展基本经历了 3 个阶段：圈层式扩展阶段、轴向式扩展阶段

和多中心组团式扩展阶段，从而形成 3 种相应的空间布局结构。圈层式结构是城市早期阶段

自发扩展的主要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围绕城市核心向各方向等速的蔓延发展，形成向心多圈

层结构。轴向式结构是在圈层式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通过增强“轴”的通畅程度来引导城

市空间的发展方向，以保证核心对外围地区的辐射作用。“轴”在空间载体上，多表现为大

容量客运交通系统（如地铁、BRT等），或者为城市快速干道系统。多中心组团式结构是城

市发展较成熟阶段时的空间发展模式，中心城市和外围组团已形成了相对稳定功能协作与联

系，大都市区内部形成功能分工明确的多个核心的组合。 

目前国内大城市空间布局基本呈“多中心组团”的发展态势，如南京市规划将形成“多

心开敞、轴向组团”的总体布局结构。北京市规划形成“两轴、两带、多中心”的空间结构，

武汉市规划也将形成“两江三镇、多轴多心”的空间结构。多心组团式的发展模式，已经成

为大城市空间布局演变的基本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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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南京都市区规划空间布局结构图[3]        图 3  北京市规划空间结构图 

3.2 快速路网规划阶段的转变 

城市快速路系统作为道路系统中的骨干网架，是城市空间布局的重要支撑。应与城市规

模扩展、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以及城市交通需求增长相适应，以实现道路交通系统与城市的互

动与协调。因此，伴随城市空间格局的演变和发展，快速路网规划基本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需求导向阶段，该阶段快速路网基本局限于城市建成区范围内（如主城或老城区范围），

其功能在于提升既有机动车走廊的道路容量，分离穿越交通，改善城市交通疏解的能力，即

快速路系统规划建设用于满足快速城市化引发的交通出行需求。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主城（或老城）人口和城市功能将逐步外溢，寻求新的承载空间。

城市跳开主城（或老城）向外围发展，形成多级中心或多个功能组团。此时快速路网布局将

呈现交通引导型的发展态势，即交通引导发展阶段。快速路网为主城及外围新区提供均质便

捷的快速联系，由主城（或老城）向外围辐射的快速路通道成为外围空间集聚布局的纽带，

同时也成为城市向外围拓展的主要城镇发展轴线。例如南京 2000 年以后城市建成区跳出了

主城，开始向外围空间延伸。2000年后年平均增长用地约 40 平方千米，基本为新区拓展。 

 
图 4  南京空间拓展过程示意图[3] 

3.3 大城市快速路网布局方法优化 

交通单元法与点、线、面网络层次分析法各有特点，前者以定量分析为主，而后者更偏

向于综合各重要因素定性分析。在大城市呈现“多中心组团”式的发展态势和城市快速路规

划转变阶段下，快速路网规划在上述两类方法基础上，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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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突出交通引导，加强互动与衔接	

以“交通引导”为主导思想，加强快速交通网络对城镇空间、用地布局的支撑与引导。

同时与其他交通系统形成良好衔接。快速路网与大容量快速客运系统（如轨道交通或快速公

交）等构成复合快速通道，支撑和引导城镇主要发展轴线，串联主城（或老城）、外围新城

以及各个功能组团。快速路布置于组团边缘提供快捷的机动车联系通道，大容量快速客运系

布置于组团中央统提供便捷的客运服务，通过“双快”引导，实现城镇主要发展轴线上的高

可达性与机动性。 

快速路网与高速等级公路网（高速公路、一级

公路）以及主要交通港站有机衔接，加强对过境交

通、出入城交通以及港站集疏运交通的引导。快速

路与高等级公路交通流特性基本相近，均为限制出

入的连续流，在规划过程中将快速路与高等级公路

两网合一，顺应了交通流自身特性，同时也有效缓

解了过境及出入城快速交通对城市交通的冲击。南

京中山东路（城市主干路）与沪宁高速公路连接线

的衔接方式即为典型的反面例证，大量连续的出入

城交通流汇集在中山门，在信控交叉口路段，极易

造成拥堵。 

3.3.2  引入快速路单元，完善网络提升效率	

新加坡是发展网格型快速路的典型城市，其格

网（即快速路单元）平均间距 3‐4 千米。快速路单

元围合的城市建设区称为城市的“细胞”（新加坡

的新市镇），包含居住、市镇中心、邻里中心等商

业生活配套、产业等多种用地功能，是一个相对综合完善的城市组团，服务人口规模约 15‐20

万人。快速路单元与城市功能紧密结合，形成良性互动，为城市各组团间联系及内部到发交

通创造便捷条件。 

 

图 6  新加坡新市镇模式图[4] 

快速路单元与前文中的“交通分区法”较为类似，但更注重与城市空间和功能的融合，

因此具备较强的适应性。在大城市“多中心组团”的发展态势下，网络中引入快速路单元。

单元尺寸结合现行快速路相关规程，建议控制在 4‐6 千米，以利与干道交通转换节点的设置。

通过单元组合可构建起带形、星形、网格形等多种网络结构，以适应和支撑大城市空间布局。 

图 5  早高峰拥堵的中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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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南京江北副城快速路网示意图 

3.3.3  细化快速路功能，实现因地制宜	

结合城市空间和用地布局，快速路网需因地制宜，承载相应的交通功能。针对交通区位

和功能差异，建议对快速路网架进行细分并界定相应控制指标和特性，将快速路网功能划分

为骨架线与加密线两个层次，以便更好适应城市发展与交通需求。 

骨架线是指与高等级公路直接联系的骨架型快速路，或沿城镇发展轴线方向的快速路，

其主要功能在于快速集散，包括：集散出入城和港站交通、分离过境交通、实现城镇发展轴

线上功能组团间的快速联系。建议双向 6‐8 车道规模，设计车速 80‐100千米/小时，沿线出

入口应严格控制。 

加密线是指联系骨架线之间或片区内的快速路。其主要功能包括：联络骨架线，是骨架

线与主干路间的集散系统，可提高网络连通度、服务组团内部到发交通。可通过设置连续的

中央分隔带,主线实现连续交通流运行方式，道路两侧采用类似于主干路的开放形式，便于

组团内部交通出入。建议双向 4‐6 车道，设计车速 60‐80 千米/小时。 

4. 南京快速路网布局规划	

4.1 城市空间布局特点 

南京市以长江、山体、内河水系等自然要素为

基础，规划构建以主城为核心，以放射形交通走廊

为发展轴，以生态空间为绿楔，“多心开敞、轴向

组团、拥江发展”的现代都市区格局，形成“一带

五轴”的城镇空间布局形态。“一带”为江北沿江

组团式城镇发展带，主要由江北副城、桥林新城和

预留的龙袍新城构成。“五轴”是江南以主城为核

心形成的五个放射形组团式城镇发展轴，分别为沿

江东部城镇发展轴、沪宁城镇发展轴、宁杭城镇发展轴、宁高城镇发展轴以及宁芜城镇发展

轴。 

图 8  “一带五轴”示意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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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快速路网布局 

南京都市区快速路网布局契合都市区“一

带五轴”的城镇发展轴线和“多心开敞、轴向

组团”的总体布局结构。网络在衔接市域高等

级公路和重要港站的同时，形成主要功能区之

间快速机动车联系通道。快速路与高速公路共

同构成“井字三环、轴向放射、组团快联”的

路网构架。 

“井字”由主城东西向和南北向的 4条快

速路构成，即纬三路、纬七路、城东干道与城

西干道。“三环”由绕城公路环、绕越高速环

和公路三环构成。其中绕城公路环承担江南、

江北组团快速联系功能；绕越高速环承担串联

对外放射通道、疏解区域高速过境交通功能；

公路三环承担都市区内外围城镇组团间快速

联系功能。“轴向放射”由主要城镇发展轴上

的高、快速路构成。包括沿江轴线以及江南五条城镇发展轴线。“组团快联”则由组团内部

快速路之间的快速连接线构成。 

5. 结语	

城市快速路系统已成为现代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避免快

速路建设与城市用地布局的矛盾（如老城拆迁，快速路紧邻住宅等），在规划阶段，应充分

考虑未来城市发展方向和重点，充分发挥快速路通道对城镇的带动作用，提前预留和控制，

实现快速路系统规划建设与城市开发的协调发展。快速路网布局仅仅是快速路系统规划的一

部分，在具体的建设过程中，应对快速化形式、交通工程配套设施、环境协调等方面进一步

的研究和论证。同时也应清醒的认识到，仅仅依赖包括城市快速路建设在内道路建设，是无

法满足大城市日益增长的交通出行需求，必须坚持公交优先、建管并举，通过综合系统的改

善措施，来逐步缓解严峻的城市交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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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南京快速路网示意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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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CBD 区域主干路网建设时序研究实践 

                ——以天津滨海新区中央商务区为例 

高跃文  邵勇  兰鹏 

【摘要】CBD 是一个城市的名片和现代化的标志，是城市经济、科技、文化的密集区。大规

模的 CBD 开发，尤其是 CBD 新区开发建设，往往需要以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为先导，

尤其是道路设施，以保证城市用地功能的正常发挥，对拉动城市经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道

路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若滞后于土地开发速度，将严重制约城市的发展。因此，需要对道路设

施的建设顺序进行合理安排，科学编制建设计划，使道路建设在短期内发挥其最大效益，在

长期内发挥其可持续效益。本论文以天津滨海新区为例，以节点重要度-区位论思想建立城

市道路建设排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组合赋权法计算权重，然后采用理想解法模型计算

各条道路与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并对结果进行分类，进而得到道路建设排序的

结果。 

【关键词】道路建设排序  理想解法  节点重要度  组合赋权法 

1. 滨海新区中央商务区规划介绍	

1.1 总体规划 

天津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天津市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核心区共同构成天津城市的双核心，

在区域服务职能方面分工协作，各有侧重。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位于滨海新区核心区城区东

部，占地面积约 32 平方公里，规划定位为国内外金融创新和商业商务聚集区，主要承担金

融创新、外省市商务办公和为现代制造业服务的国际贸易、金融、商业、信息、中介、科研、

研发转化等现代服务职能。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的规划布局结构为“核心两位一体，引领周边四区”即“两核四区”。

核心之一为于家堡金融商务区，另一核心为响螺湾外省市商务区。周边四区包括天碱及解放

路商业区、新港生活区、大沽办公生活综合区、蓝鲸岛及大沽炮台生态区。 

   

图 1  宏观及中观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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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交通系统规划 

根据《天津滨海新区中央商务区分区规划》，天津滨海新区中央商务区规划道路总长度

288.5km，道路网密度达到 7.56km/km2。区域内规划“环形”的快速路网+“六横六纵”的

主干路网，通过构建快速路交通保护环，分离过境交通，缓解 CBD 地区交通压力；加强过

河交通，禁止疏港货运穿行，形成均衡有序、衔接顺畅的内部道路交通系统。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共规划 7 条轨道交通线路，构成“四横两纵半环”的轨道网结构，

轨道站点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全区 60%以上区域。根据规划，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约 80%

的交通出行将依靠公共交通（包括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有轨电车、BRT等）完成。 

   

图 2  道路网系统规划                           图 3  轨道网规划 

1.3 城市建设与交通设施发展之间的矛盾 

图 4 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的建设计划，根据目前的建设速度，预计 2030 年全区将开

发完毕。目前区域内现状道路较少，且多数道路路况较差，需尽快将规划道路逐步落地，避

免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产生阻滞影响。随着区域建设速度的加快，现状道路设施与城市建设的

矛盾将日益凸显。 

为确保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跟上土地开发的速度，满足不同时期的交通需求特征，

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时序安排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我国许多城市都做了远期的道路网络规

划，但如何将图纸上的道路科学合理地落实到实际还缺少相应的研究。城市道路建设所涉及

的项目数量多，资金额度大，需要合理安排这些项目的建设顺序，科学编制建设计划，使建

设项目在短期内发挥其最大效益，在长期内发挥其可持续效益。本论文就是在该背景下展开

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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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建成区域  2015年建成区域  2020年建成区域 

   

2025年建成区域  2030年建成区域  2030年后建成区域 

图 4  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土地开发时序示意图 

2. 基于节点重要度——理想解法的道路建设排序方法	

在道路建设时序研究领域，国内外目前尚无专门的理论研究，实际道路建设中往往以投

资或者建设者单方面意图为准，时序随意安排，导致产生交通阻塞、道路功能重复等问题。

本文参照公路网评价体系研究理论，首先建立道路节点评价指标体系评价道路节点重要度

（以城市规划系统指标和城市交通系统指标作为一级指标，逐一展开，形成二级或三级指

标），进而得出路段重要度，并采用理想解发模型计算各路段与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相对贴

近度，并对结果进行聚类分析，进而得到最终排序结果。 

2.1 评价指标体系 

选取的指标应能全面准确地反映节点的特征，并应具有结构清晰、层次分明、指标定义

清楚、计算方法简单可行等特点。在城市道路设施建设计划中，指标选择包括两部分内容： 

1）城市规划系统指标 

 城市职能 

城市职能指某地区在城市中所起的作用或承担的分工，不同定位的城市区域具有较大差

异的交通特性，交通类别和规模均有所不同。如北京国贸地区定位为北京的中央商务区

（CBD），北京海淀区定位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之一，国际知名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

聚集区，国内知名的旅游、文化、体育活动区。 

 土地开发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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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开发时序是指区域内土地开发建设的先后顺序，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时序影响最

为直接。某块土地开发完成后必须有某种交通方式为其建立与外部的交通联系。 

 土地开发强度 

土地开发强度，包括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绿地率等几项主要指标。在一般情

况下，土地开发强度越高，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就越高，但相应的交通产生和吸引量就越大。 

2）交通系统指标 

 规划道路建设完成比例 

该指标指规划道路的建设完成情况，道路建设排序是针对规划未建设道路执行的，因此

对现状道路的梳理是道路排序的第一步。 

 分阶段交通需求 

分阶段交通需求指根据土地开发建设的不同阶段，地区所产生的交通产生和吸引需求

量，该指标与地区城市职能及土地的开发强度存在紧密的联系。 

 道路属性 

道路属性主要指道路的功能定位（等级）、断面规划、贯通性以及与其他道路的连接关

系等。 

2.2 道路节点选取 

城市道路设施建设时序规划中，确定节点和主要控制点是重要的环节之一，节点在路网

中必须是连通的点，节点划分太粗，会脱离实际影响精度；节点划分太细，则难以突出基础

设施建设的重点。因此，在进行规划时，应在综合考虑节点分布均衡、规模相当、数量适宜

的基础上，选择具有一定表征的节点进行布局规划。 

节点选取原则： 

①以远期路网规划方案的道路交汇节点为主； 

②剔除与待建设道路项目无关的现状节点； 

③适当考虑交通发生与交通吸引节点； 

④相关性原则。 

本论文在滨海新区主干路网建设时序研究中，对商务区 12 条规划但未建设主要干道路

进行编号，建立道路属性数据库（属性矩阵），并选取 49 个节点，均为规划主干路与主干路

以及主干路与快速路的交汇点（已剔除部门已建成道路节点），共形成 55条未建成路段如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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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道路节点选取示意图 

2.3 节点重要度计算 

各节点由于拓扑结构、交通流量（包括换乘量）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在道路网中

所起的作用和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 

节点的重要度受多个因素影响，是综合诸多方面反映的结果。计算节点重要度的各项指

标就是从不同角度反映出该区域内节点的功能强弱程度，可以直接定量表示。各因素的权重

可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 

节点重要度的计算可由下式计算： 

m

i j ij
j

I y
                                                                                                    （1） 

式中， iI ——区域内节点 i 的重要度； j
——第 j 项指标的权重； ijy

——节点 i 的第 j

项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2.4 基于理想解法的道路综合重要度计算 

一般道路是由若干不同的线段所组成的，因此道路综合重要度指标即为几个线段综合重

要度的加权平均之和。 

设待建的城市道路有 m条，待建道路集合可记为
 1 2, , , mP P P P L

，若用 pij 表示

道路 Pi的评价指标，则
 ( 1,2, , )i ijP p j n  L

。 

设
 

1
max | ( 1,2, , )j ij

i m
p p j n

 
  L

则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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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2, , , nP p p p L

                                                                                  （2） 

为最理想条件下的城市道路建设项目。 

设 
 

1
min | ( 1, 2, , )j iji m

p p j n

 
  L

，则称 

 1 2, , , nP p p p  
  L

                                                                                （3） 

为负理想条件下的城市道路建设项目建设项目。 

设 ij


和 ij


分别表示 iP
与

P 和
P 在 jI

处的关联系数， iP
与

P 和
P 的加权灰色关联

度分别为 i


和 i


，则有 

1

n

i j ij
j

w  




                        i = 1,2,…,m                                                （4） 

1

n

i j ij
j

w  




                        i = 1,2,…,m                                                （5） 

i
i

i i

I


 



 


                        i = 1,2,…,m                                                （6） 

其中， iI 表示城市道路建设项目 i  分别与理想解与负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即城市道

路建设项目 i  的建设迫切程度。 

决策者可根据 iI 值的大小将所有城市道路建设项目进行排序，以确定各个项目的先后

建设顺序。 

根据 2.2 选取指标建立评价体系，并采用组合赋权法对各指标赋权，然后使用理想解法

模型分别计算各条道路与理想解和负理想的相对贴近度，即道路建设的综合重要程度，如表

1（由于数据量较多，仅示意显示）。 

表 1  主干路建设重要度 

道路 
理想解关

联度 

不理想解

关联度 
综合重要度  道路 

理想解

关联度 

不理想解

关联度 
综合重要度 

1001  0.6480  0.5820  0.5268  1025  0.6002  0.5893  0.5046 

1002  0.5336  0.6692  0.4436  1026  0.6619  0.4426  0.5993 

……  ……  ……  ……  ……  ……  ……  …… 

1024  0.6469  0.5340  0.5478  1055  0.4944  0.6675  0.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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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聚类分析法道路建设计划安排	

根据论文第二部分计算出的道路建设重要度值还不能直接指导道路建设排序，需要对计

算结果进行处理：根据系统聚类分析的原理，各建设项目重要度按照彼此之间“距离”的远

近进行分类，进而确定重要建设项目集合、次重要建设项目集合和一般重要建设项目集合，

以便能够确定不同层次基础设施中建设的主要项目，主次分明、层次清楚地进行建设方案的

设计。 

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将建设项目分为：重要建设项目集合、次重要建设项目集合和一般

重要建设项目集合，以便能够区分建设项目的相对重要程度，科学合理的指导实际建设。至

此，形成建设计划初步方案。 

目前聚类分析的软件较多，本论文使用 Matlab 软件对计算结果进行分类，形成重要建

设项目、次重要建设项目和一般重要建设项目三个集合，如表 2、图 6所示。 

表 2  主干路建设计划 

项目类别  建设年限  建设道路（条） 

重要建设项目  20010年~2012 年  11 

次重要建设项目  2013年~2015 年  25 

一般重要建设项目  2016年~2020 年  19 

 
图 6  中心商务区道路建设排序示意图 

4. 结语	

本文以节点重要度理论为基础，提出一套道路建设排序的研究方法。通过详细分析城市

道路建设的各影响因素，建立了城市道路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以理想解法模型对城

市道路建设进行排序，充分利用了指标矩阵所含有的信息，使得排序结果更具有依据性，可

以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参考。但是，城市道路建设的排序还涉及到许多非技术因素的影响，

如何考虑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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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城市化利用策略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胡义良  张石石  祝烨 

【摘要】文章主要介绍了重庆主城区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在道路功能逐步发生变化后的规划

控制策略，重点结合城市的未来发展趋势，对未来射线高速公路承担的交通功能进行分析，

从而对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未来的道路断面、立交节点数量及间距控制、道路管理模式等进

行了深入探讨，为高速公路城市化使用的规划控制方法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射线高速公路  城市化利用  规划控制 

 

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 年）》（2011 年修订）将重庆主城区范围扩展到

5473 平方千米，城市空间由“一主六副”变成“一主多副”，城市用地规模将由 835 平方千

米拓展到 1188 平方千米，城市人口规模将由 700 万提升至 1200 万，城市空间职能布局和

空间组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的不断拓展使得外环内的射线高速公路对城市的服务功能

越来越显著，在承担大量过境交通的同时，还肩负着日益增加的跨组团交通出行，城市化利

用现象日益明显。外环高速公路通车后，外环高速以内的高速公路收费站将全部外移，外环

高速以内的高速公路将转变为城市快速路。 

为了保证收费站外移后，射线高速转变为城市快速路后能够继续高效运行，实现“畅通

重庆”和“半小时主城”的建设目标，对内环线现状及未来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射线

高速未来的规划控制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1. 现状	

重庆市目前内环与外环之间的射线高速公路共有 7 条：成渝高速、渝遂高速、渝武高速、

渝宜高速、渝邻高速、渝黔高速和渝湘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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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重庆市主城区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布局 

1.1 流量变化分析 

表 2-1 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全日流量表（万 pcu/日） 

名        称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成渝高速 
对外道口  2.53  3.03  3.55  4.73 

中梁山隧道  4.34  4.57  7.29  7.3 

渝遂高速 
对外道口  1.47  2.19  2.19  3.11 

大学城隧道  3.78  2.94  7.03  7.59 

渝宜高速 
对外道口  2.46  2.13  2.78  3.56 

铁山坪隧道  3.06  2.73  2.71  4.68 

渝武高速 
对外道口  1.26  1.52  2.02  2.11 

北碚隧道  3.34  2.97  4.01  4.56 

从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全日流量来看，目前，成渝高速、渝遂高速日交通量较大，均超

过 7 万 pcu/日。其次，渝武高速、渝宜高速日交通量超过 4 万 pcu/日，渝黔高速日交通量

达到 3 万 pcu/日，其他两条射线高速公路日交通量均在 3 万 pcu/日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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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全日流量（2008-2011）（万 pcu/日） 

从 2008‐2011 年年均日交通量增长速度来看，渝湘高速增长最快，达到了 88%，其次，

渝黔高速达到 80%。其他道路增长速度达到 15%—35%，增速较快。 

表 2-2  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高峰小时流量表（pcu/h） 

名称 
2010年  2011年 

流量  饱和度  流量  饱和度 

成渝高速中梁山隧道  4919  0.86  5882  1.03 

渝遂高速大学城隧道  5257  0.92  5193  0.91 

渝宜高速铁山坪隧道  2202  0.39  3373  0.59 

渝武高速北碚隧道  3232  0.57  3439  0.60 

渝黔高速  1744  0.31  2043  0.36 

渝邻高速  1160  0.20  1355  0.24 

渝湘高速  964  0.17  1266  0.22 

从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高峰小时流量分布来看，2011 年成渝高速中梁山隧道、渝遂高

速大学城隧道高峰小时流量分别达到 5882pcu/h、5193pcu/h，饱和度分别为 1.03 和 0.91，

交通运行已基本处于饱和状态。渝武高速北碚隧道和渝宜高速铁山坪隧道高峰小时流量分别

达到了 3439pcu/h 和 3373pcu/h，饱和度为 0.60 和 0.59，交通运行处于稳定流状态；其他几

条射线高速公路高峰小时饱和度均在 0.5以下，还有较大的富余通行能力，但是按照每年 15%

—35%的增长速度，趋于饱和也是必然趋势。 

1.2 流量构成分析 

表 2-3  射线高速公路对外道口与穿山隧道流量对比表(pcu/日) 

名        称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成渝高速 
对外道口  2.53  3.03  3.55 

中梁山隧道  4.34  4.57  7.29 

渝遂高速 
对外道口  1.47  2.19  2.19 

大学城隧道  3.78  2.94  7.03 

渝宜高速 
对外道口  2.46  2.13  2.78 

铁山坪隧道  3.06  2.73  2.71 

渝武高速 
对外道口  1.26  1.52  2.02 

北碚隧道  3.34  2.97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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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高峰小时流量对比图 

从对外道口占穿山隧道流量的比例来看，渝遂高速对外道口流量只占大学城隧道的

41%，成渝高速、渝武高速对外道口流量分别占中梁山隧道、北碚隧道流量的 65%、46%，

这表明，外环内的渝遂高速、成渝高速、渝武高速均承担了大量的城市内部交通通行功能。 

1.3 小结 

（1）通过流量变化情况分析来看，各射线高速公路流量增长较快，成渝高速以及遂渝

高速以基本饱和，其他射线高速趋于饱和趋势明显。 

（2）通过道路流量构成分析来看，各射线高速均承担了较大的城市内部交通通行功能，

城市化利用现象明显。 

2. 发展趋势及存在问题	

随着城市面积及人口数量的不断发展，机动车拥有量与日俱增，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将

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2.1 城市机动车保有量高速增长，交通需求日益增多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小汽车增长迅猛。截止 2011 年底,主城区机动车拥有量 81.2 万辆，

较 2010 年增长 21.7%，其中汽车 57.2 万辆，增长 19.2%。未来伴随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小汽车拥有量将进一步增长，家庭的机动化出行时代即将到来，将对城市道路带来巨大的挑

战。 

2.2 城市发展提出新的交通需要 

对内，在新的发展环境下，重庆市人民政府适时启动了《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评估及

修改工作，初步确定将重庆主城区范围扩展到 5473 平方千米，城市空间由“一主六副”变

成“一主多副”，城市用地规模将由 835 平方千米拓展到 1188 平方千米，城市人口规模将由

700 万提升至 1200 万，城市空间职能布局和空间组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城市的拓展对外

环内的射线高速公路带来重大的影响。 

对外，随着“国发 3 号文”、“314”战略布署等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展望未来十年，

重庆将成为引领中西部内陆地区崛起、改造老工业基地和统筹城乡发展的示范区，对周边地

区的辐射作用也会越来越显著，对外交通联系日益频繁，将对射线高速公路提出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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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射线高速公路城市化利用后道路断面需要调整 

以渝武高速为例，道路断面形式完全按照高速公路标准控制，通道现状路幅分配为“单

向 2 车道+紧急停车带”模式，路幅总宽为 25.5 米，两侧规划预留红线宽度为 50 米。此断

面形式不仅不利于道路城市化功能的发挥，通行能力也不能满足现状交通需求。 

2.4 射线高速公路城市化利用后立交间距偏大 

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立交间距均按照高速公路标准修建，间距偏大，城市化利用后不利

于加强与城市道路的联系，难以发挥城市道路的服务功能。 

2.5 射线高速公路城市化利用后进出车流对城市道路影响大 

主要表现在射线高速公路与内环衔接位置。为了降低过境交通对城市中心区的直接冲

击，内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现状射线高速公路与内环线相交的立交形式等级偏低，

但随着大量快速、连续的车流由射线高速公路进入立交，可能会造成新的拥堵。 

3. 规划控制策略	

3.1 道路断面 

维持现有红线控制宽度，预留改造空间。 

为满足未来车辆高速增长带来的交通需求，保证未来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的拓宽改造，

建议各道路维持现有的红线宽度不变，整体仍然按 132 米进行规划控制，局部已发件区域按

84 米红线进行控制。结合道路沿线区位条件、地理特点和规划要素，提出以下３种改造方

案。 

3.1.1  按城市快速路标准改造	

以渝武高速为例，改造现状路幅总宽度 25.5 米“单向 2 车道+紧急停车带”模式为路幅

34 米“单向 4 车道”模式，去除道路紧急停车带。 

 

图 3-1  渝武高速现状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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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按城市快速路标准改造断面图 

3.1.2  道路两侧增设集散车道	

保持现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在道路两侧增设集散车道及人行道，总路幅为 40 米。

实现“高速+集散”道路功能。 

 

图 3-3  “高速+集散”标准改造断面图 

3.1.3  道路两侧分别增设快速路车道和集散车道	

保持现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在道路两侧增设快速车道、集散车道及人行道，总路幅

为 40 米。实现“高速+快速+集散”道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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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高速+快速+集散”标准改造断面图 

3.2 立交节点 

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目前及未来都是积聚过境交通及城市内部交通双重功能的城市道

路，因此，综合考虑城市功能布局、立交间距等要素，提出以下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城市化

利用后道路立交接点的控制策略。 

3.2.1  严格控制立交数量，保障道路多重服务功能	

为了合理确定立交间距，本文对北京以及上海的城市快速路立交间距进行了系统研究。 

北京二环路立交接点平均间距约 300 米，三环路的立交平均间距约 400米。此立交间距

在二环以及三环在现实运营过程中出现了影响交通的问题，因为如此此短的立交间距使得快

速路上的短距离出行车辆大大增多，车辆在短距离内的交织出入频繁，严重影响了主线的行

车速度，导致“快速路不快”的现象。四环路立交节点的规划控制充分借鉴了二环、三环的

经验教训，在规划建设时尽量加大进出口间距，平均间距控制在 800‐900 米，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表 3-1  北京快速路立交间距 

  进口间距（公里）  出口间距（公里）  平均间距（公里） 

二环  0.54  0.54  0.27 

三环  0.75  0.74  0.37 

四环  1.65  1.67  0.84 

上海的快速路系统为高架形式，其立交节点的控制间距基本在 1‐2 公里之间。上海快速

路网的立交间距相对要比北京长，使得较大范围内道路进出口偏少，大量车辆集中于某一个

出入口进出，进出匝道的交通压力加大的问题，地面道路与匝道衔接处经常发生拥堵。 

表 3-2  上海高架快速路立交间距 

  路段长度（公里）  匝道平均间距（公里） 

内环高架  29.2  1.5 

南北高架  8.5  1.2 

延安路高架  14.5  1.1 

沪闵路高架一期  5.4  1.7 

逸仙路高架  8.4  2.3 

中环高架浦东段  15.6  1.0 

重庆市主城区射线高速公路不仅是城市对外联系的快速通道，也是城市内部跨组团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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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主通道，同是还是服务道路沿线城市发展的集散通道。因此，结合北京上海城市快速路

开口设置经验，要满足道路自身具有的三重城市服务功能，射线高速公路城市化改造后，平

均立交间距宜为 0.8‐3 千米。 

3.2.2  因地制宜，体现区域差别	

由于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沿线周边城市发展的不均衡性，决定了道路立交节点应实行差

别化控制方式。对于沿线城市用地较少地区，不宜再增设入口，但可以研究增设出口；对于

沿线用地较多且有待于开发，可考虑增设出入口，以引导土地开发；在城市道路结构脆弱，

与射线高速公路衔接能力不足区域，不宜设置出入口，或者完善配套周边衔接路网后，研究

增设出入口。 

3.2.3  提高立交节点等级，缓解节点交通压力	

部分射线高速公路与内环衔接立交节点等级偏低，与内环内部城市道路衔接不畅，造成

交通拥堵。依据实际情况，提高部分立交节点等级，使射线高速以及城市道路交通流能顺畅

进出立交节点，缓解节点交通转换压力。 

3.3 道路管理模式 

建议主线继续保留现全封闭的高速公路管理模式。射线高速作为未来都市区对外联系快

速路网中重要结构道路，为了保证道路的高速及快速功能，主线沿线必需采用全封闭的管理

方式，路段两侧均设置禁入栅，交叉口全立交，避免横向穿越，使车速的提高和安全有保证。 

4. 结语	

通过对重庆外环内射线高速公路城市化利用规划策略的研究，对于未来越来越多的城市

化利用的高速公路，得出几点启示如下： 

（1）确定道路功能。高速公路性质转变后，应结合城市发展的需要，明确其在城市道

路体系中的功能与作用。 

（2）科学规划红线。通过交通流量预测，分析未来道路交通需求，科学确定道路车道

数与红线宽度。 

（3）合理预留立交。高速公路性质转变后，随之而来的是沿线越来越强的开口需求，

有必要道路性质、路网承载能力等合理确定立交位置与形式，并且应强化对道路的开口管理，

严格控制立交间距，保证道路的快速功能。 

【作者简介】 

胡义良，男，硕士，工程师，重庆市城市交通规划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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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下交通系统理论综述与规划实践 

邵勇  熊文  王学勇  秦梦阳 

【摘要】地下交通系统的合理开发和高效利用是缓解特大城市核心区交通矛盾的有效途径之

一。首先指出了我国城市地下交通系统发展的三点问题，即适应性研究缺位、与地下商业及

市政系统协同研究缺乏、子系统间整体研究缺失；其次，面向地下轨道交通、地下车行、地

下停车、地下步行、地下枢纽五大子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城市地下交通系统发展关键指标与

典型案例，构建了理论及法规体系；最后，介绍了天津市滨海新区 CBD 地下交通系统规划实

践与创新，以期为我国同类城市的地下交通系统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城市交通  地下交通系统  规划 

1. 引言	

城市化、机动化进程加快对中国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要求越来越高，在部分特大城市的

高强度发展区域，用地紧张、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衍生矛盾日益凸显。传统平面交通系统

的“适度”地下化，是扩容基础设施、实现人车分流、改善城市交通的有效途径。较之地下

商业系统与市政系统，我国城市地下交通的系统性、理论性、本土性研究依然相对缺乏。 

2. 我国城市地下交通“系统”问题	

较之国外发达地区，我国大城市往往有着更高的人口密度、更加稀缺的道路资源，更有

必要加强交通资源的立体化开发利用，但多数城市的地下交通系统建设仍处于探索阶段，开

发过程中缺乏“系统”性考虑，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2.1 城市地下交通系统适应性研究缺位 

由于对交通系统“地下”适应性缺乏研究，部分城市的地下交通系统“该修的没修，该

留的没留，不该修的大修”；造成了部分项目建成后地面部分与地下部分不协调的尴尬局面。 

表 1  北美地下步行系统始建原因统计表[i] 

城市  埃德蒙顿  蒙特利尔  多伦多  芝加哥  达拉斯 

始建重要原因  气候  气候  气候  气候  刺激零售业

年降雪量（cm）  124  210  124  110  8 

年平均气温（℃）  15  20  20  22  29 

年均气温低于 0℃月份数（月）  5  4  4  3  0 

以北美城市地下步行系统为例（表 1），由于部分城市冬季漫长寒冷，冬夏两季温差可

达 60 多度，这成为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城市修建地下步行系统的主要初衷和重要背景。类

似地，明尼阿波利斯、卡尔加里等城市有着发达的空中步行系统也是出于当地气候原因。以

蒙特利尔为例，从 1966  年开始为了方便冬季人们的出行，对全市进行全面的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期间地下街与地铁同步开发，建立起庞大的交通网络，以地铁为中心延伸的通道将地

铁、铁路、公交、步行系统与各个综合开发体系连接起来，使蒙特利尔变成了一个地上、地

下空间功能既有区分，又协调发展的地下城。而在我国部分城市，夏季受高温和阳光直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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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较小，冬季无低温、强风等天气因素干扰，因此发展地下步行系统就显得意义不大。 

2.2 地下交通系统与商业和市政系统协同研究缺乏 

由于地下空间的开发成本较高并且开发具有不可逆性，因此需要在保护地下空间资源的

前提下，合理、有序和高效地开发利用。如表 2 所示，日本早期的地下商业系统发轫于地铁

车站中的步行通道，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和扩张已经形成了集地下公共步道、配套基础设施与

公共道路于一体的体系。 

在我国，由于缺乏前瞻性“协同”规划，造成地下交通系统与市政及商业系统间发展严

重脱节的案例屡见不鲜。以北京市中关村西区地下交通工程为例，由于建设采用“一体化开

发”，土地开发和房产开发界限模糊，因在开发期忽略了对地上地下市政设施用地使用权主

体的明确，致使在开发完成后，出现了无相关部门管理市政设施，只能由开发商代管的局面。 

2.3 地下交通各个子系统之间整体性研究缺失 

地下交通系统由多种类型子系统构成，各子系统间若缺少“连通”会大大降低综合效益。

在日本，地下商业系统通常会连接地下车站及步道，形成集地下公共通道、配套零售商店与

地下停车场系统于一体的地下交通体系，整体发展模式既利于发挥经济优势，也便于地上交

通的组织。 

表 2  日本六大地下商业系统的空间构成[ii] 

 
地下街 

总面积（m2） 

公共通道  商店  停车场 

面积（m2） 比例  面积（m2） 比例  面积（m2）  比例 

东京  223082  45116  20.2%  48306  21.6%  91523  41.1% 

横滨  89622  20047  22.4%  26938  30.1%  34684  38.6% 

名古屋  168968  46979  27.8%  46013  27.2%  44961  26.6% 

大阪  95798  36075  37.7%  42135  43.9%  ——  0 

神户  34252  9650  28.1%  13867  40.5%  ——  0 

京都  21038  10520  50.0%  8292  39.4%  ——  0 

在我国特大城市，以轨道交通系统为例，由于与轨道站点相邻的干道往往存在大量步行

过街需求，因此易形成人车冲突。但是，在北京、上海等轨道建设相对发达的城市，因缺乏

前瞻性的“整体”规划，造成了轨道车站与地下过街设施的严重脱节，例如 2008 年上海市

中心城已建轨道车站与干道过街结合利用率仅为 21%，近八成利用轨道车站改善过街环境的

宝贵机遇被永久性错失，未能实现将地下轨道交通系统与周边地下商业良好衔接[iii]。   

3. 城市地下交通系统理论综述	

人类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史可追溯到 6‐10 万年前，从 1863  年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在英

国伦敦出现之后，全球跨入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的阶段。根据文献[iv],地下交通系统是指相

关系列交通设施在地下进行连续建设所形成的地下交通体系和网络。根据功能的不同，主要

划分为地下轨道交通系统，地下车行系统、地下停车系统、地下步行系统和地下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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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地下交通系统构成及经典案例 

地

下

交

通

系

统 

子系统  关键指标  成功案例 

地 

下 

轨 

道 

交 

通 

系 

统 

线路数(条)、线路总长

（km）、线网密度

（km/km2）、站点数

(个)、站点密度（个

/km2）、按线路计站点总

数 TSBL、TSBL3  密度（个

/km2）、站均进出口数

（个）、进出口密度(个

/km)，站台面积(m2)、

发车间隔（min）等。 

(1)伦敦地铁。轨道总长 253 英里，11条线路、268个站点，每

年运送 9.76亿人次[v]；(2)美国纽约市地铁。468个站点，商业

营运路线长度为 368千米[vi]；(3)东京轨道交通。市内轨道交通

网每平方公里的地铁站数量为 1.66个其地铁线网与国铁(JR

线)、私铁共同构成了覆盖东京都 50 km半径的交通圈，大阪地

铁网络目前已经形成全长 129．9 km、112个车站、7条线路组

成的地铁网络[vii]；（4）首尔地铁。首尔地铁全长约 250km，260

多个车站，45个换乘站，出口一般为 6‐8个 多为 12个[2]。

地 

下 

车 

行 

系 

统 

过境道路车道数(条)、车

道宽度（m）、逃生通道

数(个)、与平面道路衔接

出入口(个)及长度间距

（m）和地下车库出入

口(个)等。 

(1)上海越江隧道。延安东路地下车道宽度 7.5m、净高 4.5m、

全长 2261m，外滩隧道在延安东路以北为双层双向 6车道，以

南则为单层双向 4车道，隧道内共设置 30处逃生通道[viii]；（2）

波士顿中央大道‐隧道改造工程。在现有的中央大道下面修建一

条 8‐10车道的地下快速路，替代现存的 6 车道高架桥[ix]；（3）

北京金融街地下交通工程。主体部分为双车道(及部分三车道)

地下交通隧道，全长 1600 m，东西出入口长 600m，主体部分

还包括三条地下人行道[x]。 

地 

下 

停 

车 

系 

统 

车道宽度（m）、车库有

效宽度（m）、斜坡坡度

（%）、停车位配建指标

（位/m2）、地下停车场

净高（m）和弯曲段回

转半径（m）等。 

（1）瑞士勃朗峰停车场。位于雷蒙湖公有水面地下 4层，一

次性容纳 1450 辆车；（2）荷兰 FORUM广场地下停车场。与广

场购物中心及地铁站相邻，一次性容纳 500 辆车并兼做人防工

事[xi]；（3）悉尼歌剧院地下停车场。第一座螺旋型的地下停车

场，环形洞穴跨度达 19m，外半径为 75m，可提供 1100 个停

车位xii。 

地 

下 

步 

行 

系 

统 

核心区面积（km2）、长

度（km）、出入口数(个)、

配备停车场数(个)、步行

道宽度（m）、地下步行

通道平面形态、过街隧

道出入口(个)、下沉广场

数量(个)、升降机数量

(个)和楼梯数(个)等。 

(1)东京八重洲地下商业街。商业空间面积 1.84万平方米，其

南北向长约 440米，东西向长约 300米，设置出入口数 42 个，

地下建设共 3 层：地下二层为停车场，设置停车位 516 个，日

均停车 1500辆[1,xiii]；（2）多伦多地下 PATH  地下街道。约解

决 5 000个工作岗位，连接了超过 50幢建筑物、20个停车场、

6个地铁站、2 个大百货公司、6个大酒店、一座火车站以及多

伦多主要旅游和娱乐景点，有 125个地下层间转换点，69个左

右方向转换点[11]；(3)蒙特利尔地下空间步行网络。总长 33km，

网络连接了 65 座办公楼、商业大厦等大型综合建筑、1O个地

铁车站、2个火车站、2个城际长途汽车枢纽、42个地下停车

场，设有约 900个出入口，每天接待约 5O万人[xiv]。 

地 

下 

交 

通 

枢 

纽 

系 

统 

地面占地面积(km2)、纵

向层数(层)、周边路网密

度（km/km2）、换乘距

离（m）、出站口数(个)、

周边典型人行道宽度

（m）等。 

（1）德国斯图加特中央火车站。属地下交通综合体，地下二

层和三层为地下城际铁路与城市地铁[xv]；（2）上海磁浮虹桥站。

是我国首个大型磁浮客运站，位于高铁车站和东交通中心之

间，站场规模 10台 10线，站型为通过式，站台长度 220m，

宽度 10m，成南北向布置，在高架出发层和地下通道层设置进

站的客流[xvi]（3）纽约大中央车站。它拥有 44个月台和 67 个

股道，车站的地下部份有 2 层，地下一楼有 41个股道，第 2

层则有 26个股道[xvii]。（4）又如纽约市中心的宾夕法尼亚火车

站(图 2)、伦敦维多利亚车站、东京名古屋车站等。 

  

在地下轨道交通系统中，应特别注意轨道站点数的设置和出入口的布局。较之传统的轨

道线网密度，轨道站点密度、按线路计站点总数 TSBL 的密度与分布更能表征轨道交通网络

的覆盖范围与步行易达程度，更能方便使用者。在中国，单就 CBD 规划轨道站分布密度而

言，我国城市远低于发达城市。以世界级 CBD 轨道站心与站口密度为例（表 4），北京 CBD、

上海 CBD 仅为东京、香港、纽约的 1/3，巴黎的 1/4，为了提高规划轨道站点的步行易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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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与世界城市级 CBD 的差距，就需要加密轨道站口数的设置。 

表 4  世界级 CBD 轨道站心与站口密度比较[xviii] 

地区  城市 
CBD面积 4 

（km2） 

轨道站密度 

（个/km2） 

轨道站口密度 

（个/km2） 

平均站口数 

（个/站） 

境 

外 

巴黎中心区  12.5  3.6  ——  —— 

纽约麦哈顿 CBD关联区  31.6  2.4  6  2.5 

东京银座 CBD 关联区  10.8  2.5  16  6.4 

东京银座 CBD 核心区  1.2  4.9  34  7 

香港中环 CBD 关联区  1.5  2.6  26  10 

国 

内 

上海浦东 CBD 关联区  5.4  0.8  2.8  3.5 

上海浦东 CBD 核心区  1.7  0.6  2.9  4.2 

北京国贸 CBD 核心区  4  1.3  6  4.6 

  

 

（a）银座站出站口分布（32 个出口）        （b）日本桥站出站口分布（23 个出口）[18] 

图 1  东京核心区轨道换乘站的出入口布局 

相对于传统四大子系统，地下交通枢纽系统连结地下交通网络间、地面与地下交通系统

间的重要节点。在国内，在交通枢纽的交通疏散功能、保持城市整体性、交通枢纽多功能一

体化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足，特别是城市核心区的地下对外交通枢纽。然而，国外在此方面

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经验，以宾夕法尼亚火车站为例（图 2），它位于麦迪逊广场花

园球馆（Madison Square Garden）下面，这样的空间利用不仅减小了地面面积的占用，而且

节约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乘客在地面上也感受不到火车站的嘈杂与繁乱，并且将丰富的火车

站功能藏于地下，乘客的中转、换乘均在地下完成，从而减轻了客流量对地面交通的压力。 

   

(a)鸟瞰图                     （b）地上体育馆[xix]                    （c）地下火车站 

图 2  纽约核心区的宾夕法尼亚车站（Pennsylvania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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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地下交通系统主要规划理论及规范 

表 5  地下交通系统理论体系[xx-39] 

  学者  主要理论与方法 

 

地下轨道

交通理论 

束昱  建立了系统的城市轨道交通综合体地下空间规划理论。 

Jǖrgen Rauch  对地下轨道交通系统的安全性及便捷性展开了深入研究。 

J.J Fruin  对通勤者做研究，利用实地实验控制通道的宽度来产生高密度的情况划分出

地下轨道车站行人步道服务水平等级。 

地下车行

系统理论 

胡郁葱  提出地下快速路规划的流程和地下快速路的集散点选择模型，建立地下道路

地面出入口与交叉口 小间距模型。 

陈志龙  探讨城市道路地下空间竖向规划，从城市道路地下空间的特点入手，提出了

上下对应、均衡利用、分层开发、相互避让的城市道路地下空间的规划原则，

并讨论了竖向规划的配置模式。 

李素艳  改进了常规计算理论通行能力的车流计算模型，在分析基本安全和充分安全

两种情况的基础上，综合其它因素，平衡安全和运行效益，提出了地下道路

理论通行能力的取值标准。 

Young‐Jong  从节点和网络两方面分析地下快速路与其他道路系统衔接的目标，并提出了

相关的措施。 

胡振瀛  结合地下快速公路网的投资和回报提出地下快速路的可行性以及地下快速

路网的安全性并提出建设的重要性。 

地下停车

系统理论 

陈志龙  建立地下停车的布局形态、需求比例规划方法。 

徐辅仁  城市地下桥车停车场进出口车行道宽度计算公式。 

 

地下步行

系统理论 

陈立道  结合城市步行交通与地下空间，提出步行系统设计的一般原则。 

童林旭  提出了地下步行系统防灾减灾的一般指导原则。 

Michel Boi.  提出地下步行系统对地面商业的影响关系。 

Zacharias J.  建立步行系统规划设计的一般原则和由此产生的行人流量与经济行为间的

关系，并建立地下步行系统与商业系统的支持决策系统。 

地下交通

枢纽理论 

束昱  提出地铁车站及交通枢纽地区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模式理论。 

Raymond 
L.Sterling 

（1）地下空间分类及其价值；（2）地下基础设施开发利用的原则；（3）对

地下空间利用规划的需求分析。 

John Carmody  （1）地下空间规划、设计、施工过程中，封闭空间对人们的心理、生理影

响；（2）从照明、安全等角度提出了指导原则。 

Judy S.Davis  对影响居民选择何种交通接驳方式前往轨道交通车站换乘的因素进行分析

与探讨，并以这些因素为变量，建立了求解轨道交通车站各种交通接驳方式

比例的回归模型。 

Daame、
Hoogendoom 

研究了站台行人速度分布、行人与交通工具的交互行为、基于高差变化的行

人路径选择等行人行为。 

WiiliamH.K  提出反映乘客行为特征的基础数据资料与服务水平标准。 

早在 1910  年，法国著名建筑师 Eugene Henerd就针对当时法国城市空间拥挤、交通阻

塞及环境恶化等现状，提出了“环岛式交通枢纽”构想，即建立街道立体交叉枢纽、环岛式

交叉口和地下人行过街通道以及“多层交通干道体系”的地下空间交通系统；其后勒•柯布

西耶也提出为保证交通畅通建设多层交通体系的理论[xxi]。在我国，束昱引入地下环境心理

学理论，提出了城市道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规划与管理、地下空间环境与人体相互作用、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体地下空间规划理论研究等理论框架[xxii]。除此以外，世界各国学者为地

下交通系统的发展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方法框架体系，如表 5 所示。 

尽管中国城市对地下交通系统的开发利用经验不足，但是基于上述丰富理论我国已开始

地下交通系统规划实践。如《北京市中心城中心地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 2004‐2020 年》，

就是我国第一次正式编制完成特大城市总体规划层面的地下空间专项规划，其中地下交通系

统就是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这些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对地下交通体系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开展

起来。除此以外，相关法规体系亦日益完善，关键法规及内容如下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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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我国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主要规范及法律 

4. 规划实践：以天津市滨海新区 CBD地下交通系统为例	

4.1 地下轨道交通系统 

核心区内规划 1 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延长线）和“两横两纵”的地铁线路（Z1、

Z4、B2、B3）网络，轨道线路地下穿越城市中心区。同时，规划布局 5 个轨道交通站点，

其中 3 个站点为 2 线以上换乘站点，车站步行 500 米服务半径，覆盖全岛 90%以上区域。 

滨海新区 CBD 轨道交通系统加密了车站出入口数，提高到核心区站均 8 个、外围区站

均 6 个的标准，出入口设置兼顾干路地下过街、商业办公建筑连通，以期大幅度增大轨道步

行接驳范围，提高轨道交通系统的步行可达性和地面的无缝衔接。如图 3 所示，滨海新区

CBD 轨道交通系统加密进出口后，核心区 400m 步行接驳范围由 30%增加至 78%、提高了 1.6

倍，关联区 400m 步行接驳范围由 18%增加至 45%、提高了 1.5倍。 

   

 (a) 轨道交通站心步行接驳范围   (b) 轨道交通出入口步行接驳范围  (c) 核心区地下步行系统及出入口 

图 3  滨海新区 CBD 轨道系统进出口与地下步行街协同布局 

 

年份 
国家规范标准

及相关法法规

颁布 

单位 
主要作用和规定  其它相关国家标准 

1989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市规划法,
建设部 

我国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

管理方面的第一部法律，是涉及城

市建设和发展全局的一部基本法。

（1）地下铁道、轻轨交通工程测

量规范（GB50308‐1999）》；（2）

《地铁工程设计规程》（修订中）；

（3）《地铁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

（GB50299—1999）；（4）《建筑

抗震优化设计规程》；（5）地铁设

计规范（GB 50157‐2003）；（6）

铁路车站及枢纽设计规范

（GB50091‐2006）；（7）城市快速

路设计规范（Cjj129‐2009）；（8）

公路隧道交通工程设计规范

（JTG_T D71‐2004）；（9）城市道

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10）地下

铁道车站站台噪声测量 

（GB/T14228‐93）；（11）地下铁

道车站站台噪声限值 

（GB14227‐93）；（12）地下铁道

信号系统通用技术条件

（GB/T12758‐91）。 

1997 
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民防空法
建设部 

为了有效地组织人民防空，保护人

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而制定。

2001 

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管理

规定 

建设部 

为加强对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

管理，合理开发城市地下空间资源，

适应城市现代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建设的需要而制定。 

2005 
中国城市地下

空间规划规范
住建部 

为提高我国地下空间规划的科学性

和严肃性制定该导则。 

2007 
中华人民共和

国城乡规划法

全国人

大常委

会 

为了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

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

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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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地下过境快速路系统 

为避免过境交通对 CBD 交通干扰，CBD 核心区城市过境快速路系统转入地下，规划 3

条南北向地下车行通道，其中中央大道隧道作为连接滨海新区主要功能区的重要干道，两侧

通道与地块地下车库联通解决于家堡内部到发交通。于家堡东西分区两条地下车行通道总长

4.6km，设计车速 20km/h，道路断面采用双向 6 车道（4 主线车道+2 集散车道），并采用短

通道的形式与两侧地块地下车库进行联通。地下环路采用较小纵坡，地下车库通过坡道与之

衔接。预测得到于家堡地下车行系统能够缓解地面 15%~20%的交通量，可以有效地缓解地

面交通压力。 

 

（a）于家堡地下过境隧道布局                       （b）典型断面图 

图 4  滨海新区 CBD 核心区地下车行系统规划与设计 

4.3 地下停车共享系统 

CBD 地区因用地性质、功能不同决定了它会吸引包括通勤、公务、购物等不同出行目的

人群，会导致不同功能建筑的停车位高峰时段的使用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有必要将不同楼

宇建筑的地下停车场差时利用，形成地下停车网络，实现良好的停车位共享。 

鉴于国内外城市 CBD 地区停车配建标准的经验，根据交通吸引率预测停车需求，制定

停车配建指标初值，通过路网饱和度校核，调整停车配建指标。由于引入停车共享策略，实

现不同用地性质建筑互相利用配建泊位，从而提高泊位利用率，减小总体泊位需求[18]。 

表 7  于家堡金融区停车配建指标突破 

土地使用性质  办公  商业  酒店 

计算单位  100m2建筑面积  100 m2建筑面积  每套客房 

于家堡金融区  0.5～0.6  0.60  0.40 

天津市  0.8～1.5  0.8～1.5  0.4 

北京一类区  0.4～0.6  0.4～0.6  0.25～0.4 

上海内环  0.6  0.3～0.8  0.5 

广州 A区  0.5～0.7  0.5～0.6  0.3～0.4 

 

由于于家堡金融区道路网较密，道路红线较窄，红线拓宽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主要采用

短车道连接与利用公共停车场通道连接形式。另外，受地铁、地下商业街、地下隧道等设施

隔离，于家堡金融区地下停车网络以 4~6 地块为一组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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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停车共享增加地下车库对外联系通道、能够提高车辆进出地下车库的效率，从而

可以减少车库出入口数量，尤其是降低出入口处坡道的净高，使建筑地下空间布局更加合理。 

    

（a）短车道连接              （b）利用公共停车场               （c）专用停车通道 

图 5  CBD 核心区地下停车网络连接形式 

4.4 地下步行系统 

天津天气具有严寒、多雪、多沙的特点，步行出行对于恶劣的天气非常敏感。基于出行

者舒适度考虑，建立连接主要轨道交通换乘节点、重要人流集散点的地下连续的“全天候”

区域人行系统。除增加冬季步行舒适性外，利用该系统延伸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步行接驳范

围，使尽可能多的接驳客流尽早进入或较晚离开地下通道，对地面的接驳人流进行疏散。 

基于行人流强度及 短路径分析，滨海新区 CBD 核心区地下步道规划如图 3‐c所示，共

设置 54 个进出口。调整建议包括：1)以接驳轨道交通而非地下步行贯通为导向，将于家堡

金融区“日”型地下步行系统拆分为三个“艹”型步行系统；2)根据慢行核强度分析，将“艹”型

主轴移至步行强度 高的路段，如堡京路、于华道等；3)将响螺湾地下步道主轴移至次干路

滨河西路，以分流商业走廊行人流。推荐地下步道宽度为 4~6 m[40]。 

4.5 核心区地下火车站 

于家堡城际车站距天津市区 45公里，用地面积 23.71公顷,是国内首次布置在城市中心

区的地下火车站，有效避免了因为“城市‐铁路枢纽”总体出行距离的增加而造成时间浪费、

能源消耗增加、空气污染增加等问题。它与城市轨道系统、常规公交系统以及与周围高层建

筑相连接的地下步行系统形成便捷高效的换乘枢纽。枢纽角东北侧（B1 线移动）布置地下

出租车侯客区；城际站台和 B2 线地铁之间布置地下小汽车停车场；城际车站地块西南角的

相邻地块布置地下公交车首末站，并且设置两个倒 T型地下人行公共通道将于家堡综合交通

枢纽和周边的高强度开发地块串联起来，融合为一座以城际车站为核心、城市交通系统为辅

助的现代化城市综合交通枢纽。 

在于家堡城际车站综合交通枢纽的布局规划中，对相关换乘规划设计指标做如下约束：

① 大换乘距离：枢纽内各种设施之间的 大步行距离应该控制在 500米范围内；②平均换

乘距离：各交通设施之间客流的换乘距离应该控制在 300 米范围内。③出入口间距：公交首

末站、出租车停靠站、小汽车停车场等配套交通设施的出入口之间间距应该在 80 米以上。

④机动车地下通道：出租车停靠站、小汽车停车场 大纵坡 12%， 小转弯半径 7 米；公交

车首末站 大纵坡 10%， 小转弯半径 13 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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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地面站房效果图                    （b）地面布局                    （c）地下功能布局 

图 6  于家堡城际地下交通枢纽布局示意 

5. 结论	

论文从地下与地上衔接结合、地下交通系统同商业及市政系统协同联动、地下交通子系

统间整体性三个角度，指出我国城市地下交通系统发展问题，系统总结了地下交通子系统构

成及成功案例，梳理了地下系统建设关键指标及原则方法，构构建了地下交通系统理论体系。

后，以天津滨海新区 CBD 地下交通系统为例，应用地下交通系统的规划方法指导实践。 

                                                              

【注释】 

1.工作单位：天津市渤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300450） 

2.  工作单位：北京工业大学（100124） 

3.TSBL为照线路计算站点总数，即每条轨道线各自的站点数之和，不考虑不同线路车站同站的情况。 

4.CBD面积不计入水域； 

5.  论文得到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软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11‐K5‐2）、北京工业大学日新人才计划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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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城镇化地区普通干线公路改造规划 

——以国道 205 天津段为例 

原涛  严西华 

【摘要】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公路发展在经历了大规模网

络建设后，相继由快速发展期进入了饱和期，未来主要以改造旧路为主，新建道路为辅。本

文以普通干线公路改造为研究对象，首先分析了普通干线公路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以

及为适应快速城镇化普通干线公路改造应满足的要求，继而提出普通干线公路改造规划应考

虑的重点内容。 

【关键词】 普通干线公路  公路改造规划  城镇化  城镇用地布局 

1. 概述	

普通干线公路是指除高速公路以外的国道和省道，其通常作为高速公路辅助和补充道路，

连接区域内的重要城市、乡镇、经济开发区，形成经济干线；连接主要的公路枢纽、铁路枢

纽、港口、空港，形成便利的集疏运系统；与周边省市干线公路良好衔接，形成区域的公路

运输通道。但与高速公路相比，普通干线公路为开放式的，不实施封闭，允许有平交路口，

更加具有门到门的运输特征。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公路发展在经历了大规模网络建设

后，相继由快速发展期进入了饱和期，未来主要以改造旧路为主，新建道路为辅。以天津为

例，“十二五”期间，天津市将对包括国道 G205 在内的约 560公里普通干线公路实施改造，

占到现状普通干线公路总里程的 20%。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城市化水平高，城镇密度和城镇规模大，城镇化地区内普通干线公路两侧土地功能发生转变，

开发强度逐步增加，干线公路交通服务对象也呈现多样化，传统的公路特征有向城市化道路

转变的趋势，原有公路建设模式难以适应快速城镇化发展要求。 

因此，妥善协调普通干线公路与城镇空间拓展和用地布局的关系，更好满足公路运输与

城镇出行的需求，是城镇化地区普通干线公路改造规划应该考虑的重点内容。未来随着普通

干线公路改造工程的不断增加，以合理的改造规划设计内容法指导工程实践，对于工程目标

的实现愈发重要。 

2. 普通干线公路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	

2.1 普通干线公路对城镇空间拓展的影响 

就单个城镇的发展而言，干线公路扮演着双刃剑的角色，一方面促进了城镇的发展，另

一方面又有可能成为城镇发展的障碍。 

在城镇发展的 初阶段，普通干线公路对城镇空间拓展具有明显的带动和引导作用，一

定程度上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干线公路所提供的便捷的对外交通条件提升了沿线城镇的交通

区位条件，为沿线城镇带来人流、物流、信息和技术的集聚，增强了沿线城镇接受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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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和参与城镇体系分工的能力，加快了沿线土地利用结构调整。而普通干线公路两侧用地

交通高可达性尤其高，交通进出方便，吸引用地不断开发建设，使得城镇空间沿轴向带状拓

展。 

而当城镇沿干线公路轴向发展的经济成本较大时，便转而为垂直干线公路的横向发展，

城镇总体空间形态则由带状向块状转变。此时，普通干线公路有可能占据规划城镇用地的中

间位置，其快速通道的特征造成两侧城镇用地的分隔和生产生活联系的不便，大量过境货运

交通所带来的噪声、尾气污染以及安全事故也降低了城镇的生活品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

镇的进一步发展。 

国道 G205 天津段建成后，西堤头组团、潘庄镇、宁河新城沿路发展迅速，使得原本位

于城镇外围的国道 G205逐步演变为穿城镇而过，对居民生活和内部交通干扰日益加剧。 

2.2 城镇化发展对普通干线公路的影响 

2.2.1  加剧普通干线公路交通量增长	

城镇化进程中，新的城镇空间格局和经济组织模式使城市空间、城市活动延展到整个区

域，城市规划也通过用地布局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随着城镇化的深

入，城镇内人口集聚程度越来越，城镇间职能分工越来越明确，城乡、城镇相互之间的交往

联系越紧密，城镇内部的交通出行也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城镇间干线公路交通量、尤其

是客运交通量的增长速度，普通干线公路的交通拥堵日益严重。2005‐2011 年间，国道 G205

天津段交通量年均增长率达到 7.8%，其中客车年均增长 14.9%。 

2.2.2  使普通干线公路交通功能发生变化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迫使城镇化地区的公路越来越多承担城市道路的功能： 

在交通基础设施薄弱、路网系统性差的远郊城镇，由于临路的优势空间资源短缺，导致

大量居住、商业和生产企业往普通干线公路两侧集聚，且由于管理控制不严，多数地块出入

口直接接入干线公路，使得城镇内部交通机动车出入、以及行人过街、自行车穿行、公交车

停靠、机动车停车等功能，都叠加在主要公路上，城镇化地区的普通干线公路成为商业性、

生活性交通干道。例如，国道 G205天津宁河新城段，沿线开发建设密集，在国道上开设的

出入口多达 14.6 个/km，大量进出交通不仅降低了国道的车速与通行能力，削弱了快速过境

通道的功能，且不利于行车安全。 

而大城市的近郊地区往往由于中心城区地租昂贵，交通拥挤，成为承接中心城区人口、

产业外迁的外围功能组团，由于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难以完全平衡，不少城市职住分离加剧，

原来的郊区干线公路除了承担城市对外交通外，通勤、商务等城市交通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

而随着沿线建设用地的不断开发，外围组团与中心城区间形成连片发展，这些被连绵城市建

设用地围合的干线公路往往直接被规划为城市干道。国道 G205 天津段上的西堤头镇，是规

划的中心城区外围工业组团之一，从发展趋势分析，未来西堤头组团以二产为主的就业岗位

密集，就业岗位数与常住人口的比值高达 80%，职住严重不平衡（中心城市范围内职住平衡

值为 0.53）。为满足通勤交通需求，目前作为天津中心城区对外放射线之一的国道 G205，规

划作为连接中心城区与西堤头组团的主要交通干道，之间的路段被规划为城市主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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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城镇化发展对普通干线公路改造的要求 

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空间结构也将在这个阶段基本成型，而

几乎每个城镇的发展都脱离不了干线公路的支撑和引导。同时，这个时期也是快速机动化发

展阶段，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长，私人小汽车正大规模进入家庭。为避免由于小汽车过度使

用导致城镇空间的低密度蔓延，城镇化地区一般均提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鼓励慢行交通，

构筑城乡一体化、各种交通方式一体化的交通发展战略，普通干线公路发展也应顺应和服从

这一战略要求。 

而建设模式的不同，使得普通干线公路从“点对点”公路交通服务向“点对面”甚至“面

对面”城市交通服务的转变、从“以车为本”到“以人为本”、从单一公路交通向综合交通

模式的转变有些力不从心，除了路幅较窄外，还存在不同性质交通混行严重、忽视慢行交通、

缺少过街设施、不考虑公共交通等问题，难以满足行人、非机动车、公共交通等多种交通需

求，在流量大的情况下问题更加突出。 

3. 城镇化地区普通干线公路改造的重点	

3.1 基于交通功能的预测流量 

交通量是确定干线公路改造规模的重要依据。城镇化地区干线公路的交通量除了传统的

过境、出入境公路交通外，穿越城镇段还应考虑城镇内部交通需求。   

三种类型交通可采取不同方法进行预测，以各类交通量的叠加作为预测 终结果。其中：

过境交通和出入境交通可依据改造道路在区域路网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对项目影响区域内

机动车的出行流量、流向以及车辆装载情况的调查，同时考虑区域内综合运输网络布局及区

域经济发展规划等因素预测得出。对于城镇内部交通，可依据改造道路沿线土地利用性质及

开发建设强度规划，结合周边用地规划确定。 

一般来说，城镇越大，以出入境为目的的车流占的比重越大，过境交通的比重越小，而

内部交通随着城镇规模的增加而增加。相反，城市规模越小，过境交通的比重越大。 

3.2 协调与城镇空间布局的关系 

根据城镇不同发展条件及趋势，对已有穿越城镇的普通干线公路，改造一般可采用以下

模式协调其与城镇用地的关系： 

一是将公路“变性”，直接进行城市道路化改造。对城市规划中明确为城市干道的路段，

或通勤、商务等城市交通占据主导地位的路段，按照城市道路标准进行改造，这种方式适用

于与城市连片开发地区或大规模密集开发地区。前述提及的国道 G205天津中心城区至环外

西堤头组团段即为这种模式。   

二是将公路“变线”外迁。在城镇外围新建高等级干线公路，环绕或者直线绕越城镇，

引导公路过境交通外迁。环线绕越过境模式适用于有多条高等级公路交汇的特大城市和大城

市；直线绕越过境模式适用于城市规模较小，路网结构简单，出入境交通量不大的情况。国

道 G205 天津宁河新城段规划在新城外围建设新的路段引导过境交通，与新城形成直线式绕

越，原来穿城路段一部分作为新城内部道路，一部分由于与用地布局矛盾较大而被废除（如

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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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道 G205 天津宁河新城段改造线位示意图 

三是通过平面或纵向分离，实现同一通道上不同功能兼容。对原有干线公路实施原址改

造，通过纵向分离，即建设高架车道承担过境交通、原有地面道路为城镇交通服务，或者平

面分离，即以中间主线车道承担过境交通、两侧新增辅道分担沿线城镇交通，在同一通道上

同时满足长距离公路运输与短距离城市出行需求。纵向分离式适应于两侧联系密切、相交道

路多或两侧用地拆迁受限制的路段，但高架桥对城市环境及景观影响较大；平面分离式占地

较大，适应于组团式发展、交叉口间距较大、用地较富裕的新建地区或结合城镇改造拆迁较

少的地区。国道 G205 天津潘庄镇段结合示范镇改造规划，在既有干线公路两侧增设地区性

辅道，通行镇区内部交通，实现过境交通与城镇内部交通的有效分离（如图 2 所示）。 

 

图 2 国道 G205 天津潘庄段改造线位示意图 

3.3 基于交通需求改造横断面 

不同的干线公路与城镇空间布局关系处理模式下，由于改造后的干线公路承担的交通功

能不同，因而对断面布设考虑也不同。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606



 

 

  “变线”模式下城镇外围新建的干线公路主要为过境交通和较长距离出行的机动车服

务，规划采用常规的公路型式断面，包括中央分隔带、车行道、路肩，可以采用边沟排水。

其中，为满足路灯照明、沿线通讯等管线敷设要求，可用硬铺装的设施带代替传统的土路肩，

并且设施带还可作为行人通行空间，例如图 3规划断面所示。 

 

图 3 国道 G205 天津宁河新城规划断面 

“变性”模式下进行城市道路化改造的干线公路，除了扩充机动车道外，随着土地开发、

行人和非机动车流增加之后，将废弃公路路肩与排水边沟，增设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增加

排水等市政工程管线，考虑公共交通、无障碍设施等，满足城市道路交通需求，例如图 4

规划断面所示。 

 

图 4 国道 G205 天津西堤头段规划断面 

“车道分离”模式下改造的干线公路，类似于公路+城市道路的复合通道断面，中间为

公路型式断面，地面道路或两侧辅道为城市道路型式断面。其中，平面分离式两侧辅道的布

设灵活，可紧邻主路、每侧辅道单向通行，也可离开主路一定距离、每侧辅道双向通行。国

道 G205 天津潘庄镇段辅道距离主路路基约 60 米，主路两侧辅道均为双向通行，如图 5 所

示。 

图 5 国道 G205 天津潘庄镇段规划断面 

3.4 保障公共交通优先 

改造后的干道应该通过开辟公交专用道、设置港湾式停靠站等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提供

良好的设施条件，保证了城市公交不受其他交通形式的影响，提高公交运行速度和服务水平。 

“变性”城市道路化的路段可将外侧车道开辟为公交专用道，并在机非分隔带内设置港

湾式停靠站，以保障公交通行路权。“变线”外迁新建的干线公路主线上可以每隔一定距离

设置停车带，既可以作为事故车停放区，也可以作为港湾式公交站。“车道分离”式路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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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湾式公交站宜设置在辅道上，方便城镇居民使用。 

3.5 人性化的人行过街设施 

无论经过哪种方式的改造，规划干线的主线 终还是交通性道路，机动车交通流量大。

为保证行人能安全、便捷地穿越道路，城镇化地区的路段均应考虑设置行人过街设施，包括

人行横道、信号灯、安全岛，并且人行过街需求大的路段还应与公交站点结合实施立体人行

过街设施。 

3.6 合理的交通组织与管理 

严格控制地块出入口，避免地块出入口直接开设在规划干线的主线上。城镇化地区沿线

主干路、次干路与规划干线主线可以平交，但应施行路口渠化和信号灯控制的交通管制；次

干路以下等级道路能与规划干线相交，只能接至辅道或实行右转进出的交通管制，通过路网

绕行、上下游交叉口掉头，或在有条件处设置路段远引掉头解决左转交通。   

4. 结语	

研究快速城镇化地区干线公路改造规划方案，不能就公路论公路，也不能交通论交通，

必须妥善协调公路的通道作用与城镇空间布局、城镇交通需求的关系，对过境与城镇内部、

长距离与短距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等不同交通流合理分离，并将慢行与公共交通方

式有机衔接。 

针对不同发展条件及趋势，干线公路改造可以采用对既有公路“变性”（性质调整为城

市道路）、“变线”（线位调整至规划城镇外围）、车道功能分离（纵向分离或平面分离）等三

种方式协调与城镇化地区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的关系。不同模式下，横断面布设、公交优先

保障、人行过街设施、交通组织与管理要求各不同。 

根据干线公路沿线开发建设时序安排和改造工程实施难度，可以采取一次规划到位，分

阶段、分步骤实施的改造方案。如局部路段按照道路红线拆迁有难度，可采用近期控制暂不

实施，待远期条件成熟后再按规划方案予以实施；若沿线城镇内部交通需求不大，可优先实

施主线改造，辅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或给水、污水、电力、电信、燃气等市政综合管线

等近期不必实施。这样，既可以工程降低实施的难度，又避免造成投资及养护管理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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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货运体系规划和建设的一些思考 

——以上海为例 

王忠强  秦明霞 

【摘要】建设部和交通运输部都对城市货运体系提出了规划、建设要求，货运体系构建不仅

要以城市总体规划和交通体系规划为目标，还要考虑后续规划实施中运输市场的构建及相应

的建设、运营管理政策。文中以上海货运体系构建为例进行研究，提出了货运体系构建的总

体设想，最后以上海桃浦货运停车场迁建进行了应用研究。文末对城市货运体系规划建设提

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货运信息化共享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上海而言需要打破市域

行政限制，与长三角省市货运信息平台共建，共享。货运场站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应当由政

府委派相应的企业进行建设，场站的运作可以采用企业化模式，形成综合性的货运中心。 

【关键词】货运 规划  建设 

1. 研究背景	

建设部及交通运输部都将货运交通体系建设作为综合交通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城市

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和建设部“关于印发《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

法》的通知（建城[2010]13 号）文件中都将货运系统规划作为必须的规划内容。其主要内容

是货运枢纽及货运网络的规划。交通部《公路主枢纽总体布局规划编制办法》规划在全国建

设 45 个公路主枢纽。前者以确定货运枢纽及货运网络规划用地及规模为主要内容；而后者

除用地和规模外，主要内容还包括公路货运体系的构架。上海在 2000 年即编制公路主枢纽

规划、2010年又进行修编，目前还在上报审批阶段。 

货运体系是城市物流体系的重要组成。物流包括从生产到消费环节的所有环节，包括库

存、装卸、运输、分拣等等。货运体系注重物品流动环节，表现在运输工具载货运输活动。

货运体系是物流体系完成必不可少的环节。上海物流体系分为制造业物流、口岸物流以及城

市配送物流，货运体系贯穿于上述三种物流形态。货运体系的运转直接关系到上海国际航运

中心的建设。 

货运体系不同于城市客运体系，规划的落实受运输市场及经济市场的双重制约。城市规

划部门制定的货运场站规划在具体落实中存在土地难以落实，货运企业不愿经营的问题。而

市场自发形成的货运场站用地存在货运车辆对城市交通干扰大，场站运输效益不符合地区经

济发展要求。上海公路货运场站的建设从土地获得到场站运输经营都是市场化运作。市交港

局备案货运场站，对货运企业进行行业管理。市规土部门提出的货运场站用地在各区落实中

都难以落实。 

因此在货运体系规划中既要考虑综合交通体系的总体要求，符合城市总体规划的目标，

也要考虑后续规划实施中运输市场的构建及相应的建设、运营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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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城市货运体系的现状	

从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上海市是一个人口数量庞大而经济发展处于发展中阶

段的城市。从人口总量来看，城市实有人口仍有进一步增长的可能，2008 年人均产值已经

达到 1 万美元，经济发展将导致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和我国许多大城市一样，上海经济

还依赖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齐头并进，这一态势还将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说明依赖资源

型输入，加工制造产品外运的货运格局依然持续存在。 

表 1  2000-2008 年上海产业构成比例表 单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0  1.6 46.3 52.1 100 

2001  1.5 46.1 52.4 100 

2002  1.4 45.7 52.9 100 

2003  1.2 47.9 50.9 100 

2004  1 48.2 50.8 100 

2005  1 48.6 50.4 100 

2006  0.9 48.5 50.6 100 

2007  0.8 46.6 52.6 100 

2008  0.8 45.5 53.7 100 

各种运输方式货运量统计如下表。 

表 2  2004-2008 年上海各运输方式货运吞吐量统计 单位万吨/年 

  货运量  公路  铁路  航空  水运 

2004年  73552.6  31600  3862  193.6  37897 

2005年  81079.6  32700  3841  221.6  44317 

2006年  91610.1  33800  3809  253.1  53748 

2007年  95619.8  35600  3580  294.8  56145 

2008年  101952.9  40300  3181  301.9  58170 

需要说明的是货运量统计中铁路、航空及水运皆是以交通设施为统计基础的数据，而公

路是以货运车辆为统计单位的数据。所以公路运输有部分城市内部的运输量，并非完全的对

外交通运输量。 

水运

57.1%

航空

0.3%铁路

3.1%

公路

39.5%

 

图 1  2009 年货物运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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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上海货物运输量达到 10 亿吨/年，而 2004 年为 7 亿吨/年。水运是综合运输的

主导方式，在综合运输比重 57%左右，运输距离 1000 公里以上，货种多样主要有煤炭、石

油、矿建材料、盐和集装箱；公路仅次于水运，占运输总量的比重 39.5%。平均运输距离 60

公里，货种有有色金属、化工材料及水泥等。铁路运输能力有限，仅占综合运输比重 3%左

右。统计表明既有铁路专用线负担货运量达到铁路运输总量的 90%。航空在综合运输比重很

小，在 0.3%。由于铁路、水运、航空货物到（抵）站（港）后都需要公路或城市道路运输

集疏运，所以对城市交通产生作用的是公路或道路货运。如果考虑城市配送货物运输在内，

公路或道路货运影响面更广，问题更复杂。 

与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上海城市公路及道路货运市场格局的特点是多、杂、乱，市场

经营主体众多，运输服务多种多样，政府部门难以进行规划管理。截止 2010 年 6 月，上海

从事道路货物运输的业户约 4.18 万户。既包括提供综合运输、仓储服务为主的上海交运、

上港物流等国字号企业，也包括提供物流方案设计，第三方运输的上海百岁新联、新杰物流，

还有零担小件的上海佳吉、天地华宇、宅急送等领导物流供应商，以及国际快递公司 UPS、

DHL、国内快递“四通一达”。多种运输供应主体存在的格局，与物流货运市场还处于低级

竞争有关，根据科尔尼管理顾问公司的行业分析，中国前 5 大零担承运商的市场份额之和为

4%，欧洲为 28%，美国则为 60%，说明中国的零担运输市场极其分散。 

上海货运体系存在的问题总结为 4个方面。一是集疏运运输结构还不合理，表现在铁路

疏港比重较低；二是货运场站与城市用地布局亟待调整，由于既有货运场站周边用地已经发

展成为居住或者商业用地，货场运输效益已经和地区整体的经济发展要求存在冲突，货运场

站迁建的要求越来越多；三是货运枢纽的功能和效应不能充分发挥，规划场站的利用率不高，

由于市场自发形成的货运点停车没有严格管理，靠近货源容易配载回程货，造成规划的货场

利用较差。四是货运信息化的共享不高，信息平台之间由于种种原因，货运信息不能共享，

车辆利用率不高。 

3. 货运体系规划的研究	

3.1 货运市场体系的构架 

物流形态多种多样，各自都有自己一套物流的方式，也存在各种方方面面的问题。对此

应当持一种什么态度和观点来推进和发展物流。 

目前，政府对物流的手段是专业管理部门颁发营运许可证，例如交通局的货运许可证，

邮局的业务许可证，法人资质由工商颁发。所以政府控制的是市场准入、运行管理（例如不

能进入市区），放开的是市场价格，例如低价竞争等等。涉及到土地的需要从规土部门来获

得相应的土地及建设资质。一个物流企业的经营政府是多块分头管理的机制。 

实际出现的问题是：要么物流企业运营环节遇到障碍，要求政府清除，例如快递要求车

辆进出城区通行权放开，要么政府要求物流企业改变经营，例如桃浦货运停车场的搬迁。二

者也是一个博弈的角色。物流企业是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实际生产者，而政府是生产经营活

动的服务和管理者。 

理想状态下，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物流运输市场？以及为了促进这个健康的物流市场，政

府应该做什么？这个题目解决的关键是要求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物流市场，为了这个市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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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交通保障。 

从理论上而言，一个健康的物流市场就是在合理价格中实现了供给和需求的平衡。这里

有几个关键字，一是市场、二是价格、三是平衡、四是实现。 

我们如何整顿市场，如何能保障市场内不太多也不太少的市场供给者； 

价格怎样才算合理？双方都接受的价格，同时能够有效利用资源的就是合理的价格。 

何谓平衡？就是供求双方都比较稳定，价格没有因为市场的不稳定而忽高忽低。 

四是实现，如何能实现？这个问题就是与目前存在的问题有关，只有剖析了问题才能找

到实现的手段。 

再拓展到远期还会发生什么样的货物运输形态和运输量的变化，就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

货物运输政策。 

从欧美零担运输市场的变化来看，上海货运体系的发展受国内其他城市及国家社会经济

政策的影响，最终将会形成这样一个格局。目前众多的物流企业将重组或兼并形成若干大型

优势企业，垄断部分运输市场，提供特色服务，当然不排除国外大型运输企业进驻市场，进

而吞并国内运输企业的现象。在这种格局下，运输资源得以充分使用，客户得到优质服务，

市场信息能够充分交流，共享。 

3.2 货运体系的规划研究 

各种物流形态最终都落实到实体运输车辆的使用，必然涉及到货运中心的用地布局以及

货运通道网络的建设，资源的调拨及运输组织的优化需要借助货运信息平台的建设。虽然目

前各种物流环节都掌控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不同企业拥有的市场资源也千差万别，但建设一

个公共的货运体系平台是货运发展的最终目标。 

首先应当区分大类别的物流运输，目的是得到实际加载在货运中心及货运网络中的车辆

需求量。其次按照运输货流的要求，形成一批带有公共性的共同配送点、货运枢纽点提供给

各种物流运输服务。同时要严格控制其余区域货运停车，引导物流选择使用建设的公共货运

场（点）。建设带有公益性的货运信息平台及子平台，为物流企业使用，促进市场提高配载

效率。近期应当以推进货运信息平台建设为主，提高货物的运输组织量。货运体系规划的总

体设想如上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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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货运体系规划设想示意图 

4. 货运场站规划建设的实例研究——以桃浦货运站迁建规划为例	

桃浦货运停车场位于上海普陀区桃浦镇。该地区共有大小停车场 25 处，合计面积 48.4

公顷。停车场区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停车场，主要为社会货车停车服务，包括一个货运信

息交易平台用地；另一类是物流停车场，专门为自身物流企业服务。社会停车场用地占 80%。 

在社会停车场用地中，按照企业性质区分为部属、市属、镇属和民营四个类别。有货运

信息交易平台（华环货运信息交易所）一处，占地 1.5 公顷，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日均

货运信息发布量 6000‐7000 条，成交量 2500‐3500 条。 

4.1 桃浦货运停车场搬迁的必要性 

必要性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货运车辆对地区交通秩序干扰较大。该处货运停车场目前有货运停车泊位 4000个，

车流量 4500辆/日，多为大型重型卡车。该地区处于沪嘉高速和沪宁铁路的夹心地带，毗邻

外环线，道路资源有限。主要的真南路、祁连山路既作为桃浦客运车辆进入城区的主要道路，

也成为上海与西北方向省市货运车辆的集中地，外省市来沪货运车辆送货后，到桃浦货运停

车场停放等货回程。真南路沿线地面公交、大型货车、非机动车相互混行，交通秩序混乱，

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二是既有的货运停车物流产业已不符合地区发展转型的需要。根据市规土局编制完成的

“上海桃浦低碳生态城控制性详细  规划”，该地区将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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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配套功能完善、环保低碳、宜业宜居的综合性城区。按照地区规划发展定位，既有的货

运停车场用地将转化为居住用地和公共设施用地。规划和现实的差异要求既有货运停车场搬

离该地区，另寻他址发展。 

4.2 桃浦货运停车场搬迁选址方案 

4.2.1  新址功能定位	

按照“上海市公路主枢纽总体规划”和“上海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货运交通体系规划”，

本市公路货运系统将形成两个综合货运枢纽，若干货运集散中心的货运体系。 

既有桃浦货运停车场搬迁后形成上海西北货运综合交通枢纽。主要为省际货运、甩挂运

输及市域货运的集散点、长途大型货车和市内小型专用车辆的换装点。主要为市区北部、长

江三角洲、华中和北方地区提供道路货运服务。其主要功能集甩挂运输、货运零担配载、特

征运输、停车、仓储、加工配送、交易、信息服务等于一体，兼汽修、汽配、加油、清洗、

住宿、娱乐、餐饮等配套服务功能。 

4.2.2  选址方案	

根据既有桃浦货运信息交易平台（华环货运信息交易所）的调研，每天经过信息平台发

布的货运信息方向中，华东地区（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占 40%，华北（北京、

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占 15%，东北地区占 15%，华中和华南地区共占 20%，西南和西

北地区共占 10%。可见，既有货流主要来自上海的西北部方向。因此新址方案应当选择城市

的西北方向。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多次调研，先后提出三个选址方案。 

方案一：江桥选址 

这一方案的特点是紧邻物流园区，货源有一定保障，此外临近既有桃浦货运停车场，便

于吸纳既有桃浦停放货运车辆在此集结。缺点是紧邻曹安路，靠近中心城，容易形成新的城

市交通堵点。 

方案二：安亭、外冈选址 

吸收方案一的优点，采用两处选址形成新的西北货运交通枢纽，选址沿西北方向外移。

选择安亭和外冈两处选址。 

这一方案的特点是靠近郊环和沈海高速，集疏运条件较好，但距离既有停车场较远，对

沪宜公路作为嘉定新城主要生活性道路的影响较大。 

方案三：徐行选址 

这一方案的特点是兼顾苏北和苏南地区货流，现状浏翔公路和沪太公路可作为场站的集

疏运道路，规划 S7 和沪通铁路形成后，还可结合铁路徐行货运站形成公铁联运的综合货场。

缺点是与苏南地区来沪货运的流向有所偏离。 

选址方案的综合比较 

三处选址方案都位于城市的西北方向，都符合货运的总体流向，都可达到西北货运枢纽

的功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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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余地来看，徐行方案最优。江桥选址位于城市连绵发展区，进一步扩展的余地最

小；外冈和安亭选址，安亭选址位于铁路夹心的制约，也没有进一步扩展余地。 

从与规划的协调性来比较。与嘉定区调研，江桥选址规划将主要担负西北物流园区江桥

基地产生的货运，安亭选址规划将主要负担安亭汽车城产生的货运，两处都不宜再增加担负

桃浦转移过来的货物运输。徐行方案在规划角度是较为可行的方案。 

从吸引货源的角度来看。由于江桥选址最靠近城区，其余两处选址较远，所以江桥选址

对于吸引货源最为有利。 

从与其他运输方式协调来看。安亭选址和徐行选址都靠近铁路安亭站和徐行站，便于形

成公铁联运综合货场。 

从车辆进出条件来看，由于徐行和外冈都是在未集中发展地区选址，相比江桥选址，车

辆进出受既有道路的制约较小。 

从上述各角度的比较来看： 

江桥方案：靠近西北物流园区江桥基地，离既有停车场最近；对城市交通干扰依然较大，

实施性差。外冈、安亭方案：靠近外冈工业区和汽车产业城，集疏运条件好；离城市集中建

成区较远。可扩展余地小。徐行方案：配套 S7 建成后，集疏运条件较好；离城市集中建成

区较远，可扩展余地大。实施性好。 

基于上述调研和分析，建议将徐行选址作为桃浦货运停车场搬迁后的选址。 

4.3 徐行货运站的运作模式和信息化建设 

徐行物流场站仅是上海货运体系中的一个节点。其功能的发挥程度依赖全市货运体系的

形成。从物流方向来看，徐行物流场站是全市货运体系中北部的一个门户，他的实体功能可

以参考浙江传化基地定位为货物运输中心、货运信息超市、配送中心、物流配套服务、仓储

中心、管理服务中心、货运班车总站，形成一个综合性的物流场站。 

场站运作要具备信息化平台的载体，这一平台可以与全市其他场站以及物流园区、物流

企业、货运车辆实现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和运作本身就是物流场站的职能之一，形成一个智

能化物流基地。现状华环交易中心为民营企业，带有初级交易的特点，货代和司机面对面交

易。华环信息平台是因货运停车而形成。在徐行物流场站形成初期，可以整合华环信息中心

到陆上交易中心，同时在徐行建设信息平台，同时加大对外环线沿线货运车停车整治力度。

通过二者信息共享，引导货运车辆到徐行配载。与此同时还要抓紧落实货运体系规划其他运

输场站的落地及建设整合其他货运场站资源，最终形成货运车辆可以就近选择场站进场配载

的格局。 

物流场站的建设和运作要依附于一个大型企业，场站建设和运营是全市贸易、经济服务

不可缺少的部分，带有一定的公益性，可以选择本市国营企业建设经营，这类企业自身已经

在经营类似项目。 

5. 货运体系规划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目前货运体系规划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规划场站用地难以落实，已建场站不满足市

场运作需要，运转效益不好，而物流企业通过市场化选择的场站与地区发展需求不一致。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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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原因在于规划假定的市场运作格局和现实市场运作环境存在差异。因此需要从产业引导、

交通管理机制、体制等多种途径，一方面保证规划用地的落实，另一方面引导物流企业进入

规划场站。 

货运信息化共享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货运信息平台应当具备公众属性，与各企业货

运信息平台做有接口，需要消除货运信息共享中的瓶颈问题。对于上海而言需要打破市域行

政限制，与长三角省市货运信息平台共建，共享。 

货运场站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应当由政府委派相应的企业进行建设，场站的运作可以采

用企业化模式，除具有运输服务外，还要在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等方面开展第四代及更高层

次的物流服务，形成综合性的货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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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心城小客车交通合理需求研究 

董志国 

【摘要】现阶段上海实行的私车牌照拍卖政策对于控制小客车增长速度，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该政策并不能根本解决小客车交通需求不断增长与道路设施供应能

力相对有限的这一矛盾。尤其是上海中心城（外环线以内区域）用地开发趋于稳定，道路设

施供应能力未来增长空间十分有限，小客车交通需求规模正在逐渐逼近道路设施供应能力的

上限。本论文通过研究上海中心城路网容量、停车位规模和交通发展模式，提出了小客车保

有量和出行量合理规模两大控制指标，以期为尽早推动小客车需求管理各项储备政策研究和

制定提供技术支持，进一步加强对小客车交通需求的引导和管理，保障城市交通正常有序运

行。 

【关键词】小客车保有量  小客车出行量  路网容量  停车位规模  公共交通主导模式 

1. 引言	

目前上海正处于小客车保有量快速增长阶段。这与上海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人民生

活需求和城市化进程等因素密切相关。首先，汽车工业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 

2010 年上海汽车工业总产值占 GDP总量比重高达 20％，汽车生产、销售和配套服务市场比

较健全，人们购买、使用小客车比较方便。其次，小客车具有快捷、舒适和私密性高等优点，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使人们对小客车的潜在需求也在不断增加。第三，上海正处于城市化快速

发展阶段，城市范围不断扩大，人口职住分离情况进一步加重，交通出行距离不断增加，导

致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机动化交通方式，从而推动小客车保有量的进一步增长。 

但是，小客车过快增长会带来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上海通过实施私车牌照拍

卖政策有效控制了小客车保有量增长速度，在现阶段对于缓解上海城市交通压力发挥了重要

作用。不过，私人牌照拍卖政策并不能根本解决小客车交通需求不断增长与道路设施供应能

力相对有限的这一矛盾。尤其是上海中心城（外环线以内区域）用地开发趋于稳定，人口岗

位高密度集聚，道路设施供应能力未来增长空间十分有限，随着小客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

上海中心城小客车交通需求规模正在逐渐逼近道路设施供应能力的上限。因此，在确保道路

交通正常运行前提下，必须要对上海中心城小客车交通合理需求进行研究，提出小客车保有

量和出行量上限控制指标，为提前做好小客车需求管理储备政策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2. 上海中心城小客车交通需求主要限制条件	

2011 年底上海市域小客车（含外省市牌照）保有量约 200 万辆。上海中心城小客车保

有量约 130 万辆，出行量约 330 万车次，行驶里程约 3300 万车公里。（小客车交通需求统

计范围不包括外环线）。上海中心城小客车保有量年均增幅约 7％～8％，出行量和行驶里程

增幅与保有量基本一致。 

目前上海中心城的建设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比重已超过 90％，用地结构趋于稳定，

未来十年将基本完成主要交通设施建设任务。决定小客车交通需求未来增长空间的路网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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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位规模等两大道路设施供应能力上限峰值已经可以预判，同时，交通发展模式也对小客

车发展提出约束性要求。 

2.1 上海中心城道路网容量 

2011 年上海中心城道路面积约 70 平方公里，道路面积率 11％。道路总长约 3200 公里

（不含外环线），路网密度 4.8 公里/平方公里。其中快速路和主次干道长度约 1100 公里，

占路网总长的 34%。 

由于上海中心城用地开发基本成熟，可供新增道路设施建设的用地资源余量十分有限，

未来道路交通容量提高主要依赖于既有道路改扩建。2020 年上海中心城规划路网（不含外

环线）总规模约 3800 公里，增加 19％。其中快速路和干道网总长度增长 55％。支路网基

本维持现有规模。路网容量达到 920 万 PCU公里/小时，增加 28％。 

 

图 1  上海中心城路网容量增长趋势 

2.2 上海中心城停车位规模 

2.2.1  上海中心城配建停车位规模	

2011 年上海中心城配建停车位约 84.9 万个。其中居住配建停车位 52.7 万个，配建水平

为 0.16 个/百平米；非居住配建停车位 32.2 万个，配建水平为 0.18 个/百平米。现状停车位

配建水平较低。 

未来居住配建停车位规模主要与新增居住建筑面积相关。根据规划，2020 年中心城未

来居住建筑面积还可新增 25％左右。按照不同配建标准，未来居住配建停车位规模可考虑

高、中、低三种趋势： 

 新建居住建筑配建停车位标准按照现状水平 0.16 测算，2020 年中心城居住配建停

车位总数达到 65 万个，比现状增加 22%； 

 新建居住建筑配建停车位标准按照 2007 年之后建设居住房屋配建指标 0.50 测算，

2020 年中心城居住配建停车位总数达到 90 万个，比现状增加 75%； 

 新建居住建筑配建停车位标准按照高水平 0.8 测算，2020 年中心城居住配建停车位

总数达到 120 万个左右，比现状增加 1.2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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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上海中心城居住配建停车位规模增长趋势 

未来非居住配建停车位规模主要与新增非居住建筑面积相关。根据规划，2020 年中心

城未来非居住建筑面积还可新增 12％左右。按照不同配建标准，未来非居住配建停车位规

模可考虑高、中、低三种趋势： 

 新建非居住配建停车位标准按照现状水平 0.18测算，2020年中心城非居住配建停

车位总数达到 35 万个，比现状增加 13%； 

 新建非居住配建停车位标准按照 2007 年之后建设非居住房屋配建指标 0.60 测算，

2020 年中心城非居住配建停车位总数达到 45 万个，比现状增加 38%； 

 新建非居住配建停车位标准按照高水平 0.8 测算，2020 年中心城非居住配建停车位

总数达到 50万个左右，比现状增加 50%。 

 

图 3  上海中心城非居住配建停车位规模增长趋势 

2.2.2  上海中心城社会公共、路内停车位规模	

2011 年上海中心城社会公共停车位约 1.0 万个。未来社会公共停车位增长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按照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目标，停车位将增加至 3 万个左右。 

2011 年上海中心城路内（经审批）停车位约 2.7 万个。路内停车位未来有较大增长空间。

如果按照大伦敦支路网每公里 240个路内停车位水平计算，上海中心城支路网可提供路内停

车位数量可达到 50 万个。 

基于以上配建、社会公共、路内等停车位规模分析，预计未来上海中心城停车位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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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方案可达到 220 万个左右，比 2011 年增加 1.6倍。 

 

图 4  上海中心城停车位规模增长趋势 

2.3 上海中心城交通发展模式 

交通模式是城市交通系统中不同交通方式所承担的出行量的比例关系。交通模式的比例

关系，反映了不同交通方式在交通系统中的功能与地位。交通模式可归纳为三种主要模式：

公共交通主导模式、小汽车主导模式和均衡发展模式。 

公共交通主导模式是指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等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在城市交通结构中占主

导地位。该模式在亚洲城市比较普遍，代表城市有东京、香港、新加坡等。它适应于人口高

密度、用地布局集中、公共交通系统比较发达的城市。小客车主导模式是指小客车出行方式

在城市交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该模式在北美城市比较普遍。它适应于人口密度相对较低、

用地布局比较分散、道路网络比较发达的城市。均衡发展模式是指公共交通、小客车方式在

长期竞争过程中逐渐达到比较稳定的状态，两种交通方式在城市不同地区、不同出行方向中

发挥各自优势，交通模式与用地布局、交通网络间达到平衡。欧洲许多城市都是该种交通模

式。 

 

图 5  交通模式示意 

上海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明确提出上海中心城交通发展是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模式，扩大公

共交通设施供应能力和服务水平，增强公共交通吸引力，并加强对小客车交通需求的管理，

减少不合理出行，引导小客车方式向公共交通方式转移。 

促进公共交通发展，提高公共交通设施运行效率，培养人们采用公共交通出行意识，改

善交通环境。公共交通主导模式必然会对小客车发展进行适当地限制。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620



 

 

3. 上海中心城小客车保有量合理规模分析	

不考虑经济因素情况下，小客车保有量规模的主要限制条件是停车位规模。由于目前小

客车保有量增长以私人小客车为主，因此可通过分析居住配建、路内等停车位规模（主要承

担私人小客车夜间停放功能），判断未来小客车保有量合理规模。 

2011 年上海中心城私人小客车约 100 万辆，占中心城小客车保有量的 77％。目前只有

53％的私人小客车夜间停放在居住配建停车位，另 47％的私人小客车夜间停放在路内停车

位、小区挖潜停车位等。 

根据 1.2 节停车位规模高方案，2020 年居住配建停车位可满足 120 万辆私人小客车夜

间停放需求；路内停车位如果全部可以用于夜间停放，则可满足 50 万辆私人小客车夜间停

放需求；如果再加上通过小区挖潜停车位夜间停放的私人小客车规模保持现状约 50 万辆不

变，则 2020年私人小客车保有量合理规模可达到 220 万辆。 

此外，现状上海中心城单位小客车约 30 万辆，规模趋于稳定，这些车辆可夜间停放在

非居住、社会公共等其他停车位。 

根据以上停车位规模对小客车夜间停放需求的影响分析，2020 年小客车保有量合理规

模为 250 万辆，比 2011年增加约 90％。 

 

图 6  2020 年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夜间停放地结构 

4. 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分析	

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规模主要取决于路网容量、停车位规模和交通模式三个限制条

件。 

4.1 基于路网容量的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分析 

在一定的路网容量情况下，通过设定道路交通运行水平标准，可确定小客车出行车次、

行驶里程等合理规模。 

4.1.1  上海中心城道路交通运行水平标准设定	

考虑到未来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增长幅度大于路网容量，道路交通运行水平标准应界于现

状平均水平和极端拥堵水平之间。评价指标为路网饱和度和行程车速。 

（1）上海中心城道路交通运行现状平均水平 

选取 2011 年较为拥挤的 130 个工作日的线圈、浮动车等交通信息数据，利用交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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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模拟分析。2011 年中心城道路网（不含外环）早高峰时段（7‐9 点）平均饱和度为 0.55。

其中快速路高峰平均饱和度为 0.74、行程车速 40 公里/小时，地面干道高峰饱和度为 0.59、

行程车速 26公里/小时。 

 

图 7  2011 年 130 个工作日早高峰时段快速路和地面干道高峰饱和度 

（2）上海中心城道路交通运行极端拥堵水平 

上海中心城道路交通运行极端拥堵水平指标值可参考 2011年 8月 12日早高峰时段道路

交通运行实际情况。当时上海中心城出现大面积拥堵，路网机动车流趋于饱和，当时快速路

拥挤里程比达到 20％。与平均状况相比，快速路行程车速下降 38％，地面干道行程车速下

降 42％。 

 

图 8  2011 年上海中心城快速路交通运行状况早高峰平均行程车速 

4.1.2  基于路网容量的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	

（1）上海中心城小客车行驶里程合理规模 

2011 年上海中心城机动车日均行驶总里程为 5700 万当量小汽车公里（不含外环线），

如果 2020 年中心城道路交通运行状况维持现状平均水平不变，则 2020 年中心城机动车行

驶里程合理规模增幅与路网容量增幅一致，达到 7400 万当量小汽车公里。其中小客车行驶

里程合理规模约 5000 万车公里，较现状增长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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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拥堵状况下，上海中心城机动车日行驶里程较年日均状况增长约 25％－30％，其

他车辆仍然保持年日均行驶里程基本不变，则极端拥堵日的小客车行驶里程较平均状况增长

约 35％－40％，达到 6500－7000 万车公里。 

（2）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车次合理规模 

由于上海中心城用地布局结构趋于稳定，可认为未来小客车每车次出行距离基本维持现

状水平不变，则 2020 年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总车次年日均状况为 500 万车次，极端拥堵

日约 650－700 万车次。 

表 1  基于路网容量的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不含外环线） 

	 2011年 2020年

机动车车公里（万当量小汽车公里/日） 5700  7400 

小客车车公里（万当量小汽车公里/日） 3300  5000 

小客车出行车次（万车次）	 330  500 

4.2 基于停车位规模的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分析 

小客车白天出行主要停放在非居住配建、社会公共等停车设施，在此类停车位规模确定

情况下，通过设定停车位周转率水平，可确定小客车出行车次合理规模。 

4.2.1  上海中心城停车位周转率设定	

白天小客车通勤目的出行和其他目的出行的停放时间差异很大。根据调查，以停放通勤

小客车为主的停车位日周转率为 1.5‐2.0，以停放其他目的小客车为主的停车位日周转率为

4‐5 次。 

4.2.2  基于停车位规模的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	

2011 年上海中心城全天小客车通勤出行车次约 120 万车次，按照通勤停车位日周转率

测算，工作地停车位需求约 35～40万个。小客车其他目的出行车次约 210 万车次，按照其

他目的停车位日周转率测算，目的地的停车位需求约 20－25 万个。非居住配建、社会公共

等停车位日周转率平均为 2.8－3.0。全天小客车出行停车位总需求为 60 万个，停车位缺口

45％。 

由于停放不同目的小客车的停车位日周转率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即使停车位规模确定情

况下，小客车出行目的结构不同也会导致不同的出行量合理规模： 

 小客车出行目的结构不变情况下，停车位日周转率平均值不变，非居住配建、社会

公共等停车位规模高方案可满足小客车出行 300 万车次出行需求，再考虑小客车出

行需求缺口保持现状规模不变，2020 年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约 450 万车

次； 

 如果假定未来对高峰时段小客车出行进行严格控制，上班通勤小客车出行量基本保

持现状不变，未来主要是其他目的小客车出行量增长，小客车出行需求缺口保持现

状规模不变，则 2020 年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可达到 530 万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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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停车位规模的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表 

	 2011年 2020年低方案 2020年高方案	
非居住配建、社会公共停车位（万个） 33.2  53  53 

小客车出行量（万车次）	
其中通勤出行	
非通勤出行	

330 
120 
210 

450 
160 
290 

530 
120 
410 

4.3 基于公共交通主导模式的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分析 

按照上海中心城公共交通主导模式，可通过分析论证交通方式结构合理目标，确定小客

车出行量合理规模。 

4.3.1  上海中心城交通方式结构	

2011 年上海中心城公共交通方式比重为 46.7％。上海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明确提出未来

上海中心城以公共交通为主导交通模式，使用交通工具的公共交通（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和

出租车）方式比重达到 50％，较现状提高 3.3 个百分点。 

根据上海综合交通体系规划，预计 2020 年上海中心城人员使用交通工具出行量将达到

2700 万人次。按照公共交通方式比重目标，2020 年公共交通方式出行量将达到 1350 万人

次，较 2011年增长 25％。 

电动自行车数量近年来呈大幅度增长趋势，2011 年已达到 500 万辆左右（含外省市牌

照、无牌车辆），较 2004 年增加 2.3倍。但最近两年电动自行车数量增长趋于平稳，随着中

心城人口基本稳定，目前中心城的电动自行车实际使用规模已接近峰值。根据上海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非机动车发展策略是以承担中短距离交通出行为主，并与公共交通良好衔接。非

机动车方式出行距离控制在 4 公里以内比较合适，引导 6 公里以上非机动车出行向公共交通

方式转移。2020 年中心城非机动车方式出行量将减至 450 万人次左右，较现状减少 20％，

方式比重为 16.7％。 

根据公共交通、非机动车方式出行量分析结果，个体机动方式出行量应控制在 900 万人

次左右。其中小客车方式出行量约 800 万人次，较现状增长 38％，方式比重为 29.6％。 

 

图 9  上海中心城交通方式结构 

4.3.2  基于交通模式的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	

小客车出行总人次确定情况下，每车次载客人次不同也会导致小客车出行总车次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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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小客车每车次载客人数保持现状 1.73 不变，则 2020 年小客车出行总车次约 450 万车次

左右。 

考虑随着今后小客车数量不断提高，每车次载客人数会有所下降，预计 2020 年小客车

每车次载客人数降至 1.5人次左右，则 2020 年小客车出行总车次约 550万车次左右。 

4.4 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综合分析 

综合路网容量、停车位数、公共交通主导模式三种限制因素的小客车合理规模分析结果，

2020 年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在 450－550 万车次，较现状增长 40％～60％。 

 

图 10  上海中心城小客车出行量合理规模 

5. 上海中心城与东京区部小客车保有量规模比较	

东京人口高密度集聚，并且也是采用公共交通主导模式，与上海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东

京区部（中心城）面积 617 平方公里，与上海中心城面积比较接近。东京区部常住人口密度

是上海中心城常住人口密度的 0.8 倍。 

东京区部小客车保有量约 180 万辆，仅是上海中心城小客车保有量合理规模的 0.7 倍。

但由于常住人口低于上海中心城，因此小客车千人拥有率与上海中心城合理规模控制指标比

较一致。 

高峰时段东京区部路网平均车速仅为 15～16 公里/小时，略低于上海中心城全路网高峰

平均车速，这与东京区部支路比重较高造成路网平均车速偏低有关。 

 

图 11  上海中心城与东京区部小客车保有量、千人拥有率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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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本论文着重从技术角度分析上海中心城小客车交通需求未来合理规模。按照目前上海中

心城年均 10万辆左右增长趋势，2020年前后中心城小客车保有量将达到合理规模控制指标。

因此，除了继续严格执行私车牌照拍卖政策之外，需尽早研究新的小客车需求管理政策，加

强对小客车出行需求的引导和管理，将小客车出行量控制在合理规模之内，保障城市交通正

常有序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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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铁路服务城市客运交通研究 

陈必壮  王忠强  王祥 

【摘要】随着上海铁路客运专线的建设，既有铁路客运能将会有富余，同时，随着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城市用地布局的优化调整，原铁路货运车站及线路的货运需求逐渐下降，与此同

时，这些线路及车站及周边用地本身也产生矛盾，其功能也需要转换。未来 5-10 年，郊区

新城将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重点，然而，传统城市轨道交通服务郊区新城存在客流效益低、

运送速度低等不足。利用现有及规划铁路服务城市客运，是上海轨道运输系统发展的一个方

向。上海铁路服务城市客运将形成以现有及规划铁路主客站为枢纽的 8条放射状运营线路，

与城布轨道交通线网形成有机整体。市郊铁路的运营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及政策配套服务。 

【关键词】铁路  城市客运  配套政策 

1. 引言	

本处所指的城市客运有别于城市之间的长途干线运输，指城市内部及城市与周边相邻城

镇的客运交通。上海铁路服务城市客运交通的历史由来已久，但由于干线运输能力紧张，服

务城郊及周边城镇的运输组织逐步退出运输计划。既有上海南开往芦潮港班列，一日 2 班，

日运量不足 200 人。 

随着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的快速发展，上海地区铁路系统将逐步实现客货运输分离，铁

路对外客运将主要由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承担，原有普速铁路运能将会得到释放并出现剩余。

同时，随着上海城市用地布局的优化调整、产业转移，中心城区的工业用地逐渐外迁，位于

中心城区的铁路货运线路运量已出现下降，运输能力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余。 

与此同时，上海轨道交通制式单一，大部分郊区线路与中心城区线路采用同一模式，导

致郊区轨道交通旅行速度低、客流效益差。郊区新城与中心城之间如果通过重新规划建设新

的轨道交通快线模式，不仅建设成本高，而且客流效益低，是不经济的，上海郊区新城与中

心城之间需要探索新的轨道交通发展模式。研究利用既有及规划铁路服务上海城市客运交

通，构建城市铁路客运网络是十分必要的，也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 上海铁路服务城市客运城市交通的必要性	

2.1 轨道交通既有规划的规划背景已逐步被改变 

根据预测分析，与上海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时预测的人口总量相比，未来上海城市

总人口将突破 3000 万，比原规划增长 20%以上。中心城人口总量突破 1000 万人并仍然有增

长的态势，原规划控制中心城人口的目标难以实现。与原规划相比，中心城人口规模又将增

长  25%左右，而中心城以外地区还将增长 20%以上。人口总量的增长将带来大量的出行增

长，尤其是郊区进出中心城的增长将加快。  原有轨道交通远景年线网规划方案已适应城市

人口增长的新要求。 

同时，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发展也突破了早期的城市总体规划，主城区突破外环线向外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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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中心城拓展区，外环以外大型居住社区的规划建设引发了大量的出行增长。郊区新城、

新市镇人口和规范范围均出现了重大变化，松江、嘉定、青浦、南桥等新城新一轮规划人口

规模与用地范围均增长了一倍以上。如果规划实现，未来城市拓展区、新区新城及新市镇与

中心城之间将产生大量的出行需求增长。现状及规划的轨道交通线网已不适应未来大型居住

社区、郊区新城、新市镇与中心城之间的交通需求增长的需要。 

2.2 单一制式的轨道交通造成郊区线路旅行速度低客流效益差 

现状上海轨道交通城区线和市郊线平均旅行时速趋同，基本为 30‐40 公里，郊区新城轨

道交通出行时耗大多超过 1 小时。已建成运营的轨道交通 9 号线、11 号线全程平均旅行速

度约 40 公里/小时，嘉定、松江等至市中心的通勤出行时耗大多超过 1小时，有的甚至超过

90 分钟。与此同时，与中心城区相比，郊区人口和岗位密度相对较低，轨道交通所承担的

客流强度远小于中心城区，导致轨道线路郊区段的客流效益低，郊区段运营资源浪费，如 2

号线东段及 11 号线郊区段客流强度均不到 3000 乘次/公里。与此同时，通过建设类似 16

号线的城市轨道交通快线来提高郊区轨道交通放行速度建设投资成本很大，客流也不一定能

够支撑。因此，郊区轨道交通在常规城市轨道之外还需要探索新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模

式。 

2.3 城市用地布局优化调整需要铁路货运线路实现功能转型 

中心城北部地区的铁路货运场站与周边以居住和商务转型为主的用地形成矛盾，铁路货

运对周边居住、商务环境带来了很大影响。从长远来看，中心城区现有的工业、仓储等用地

将会逐渐向居住、商业、商务及其他现代服务业转型，中心城区内部的铁路货运场站未来需

要外迁或进行功能转型。与此同时，随着虹桥商务区的发展规划，外环以外的西郊地区未来

将形成上海的一个新城区，原沪杭铁路外环线将形成穿越新城区的铁路货运线路，对商务区

的道路交通规划与交通组织、交通环境等将带来影响，沪杭铁路外环线的货运功能与周边用

地规划也将产生矛盾，需要调整转换其运输功能。同样，随着郊区新城、新市镇的发展规划，

原有铁路货运站周边用地规划已被调整，这些车站所在位置未来将成为新城或新市镇的中心

区，其货运功能也需要进行调整转换，如松江新城内部的松江站、金山新城内的金山卫站等。 

2.4 完善道路网络解决城市交通瓶颈需要城区铁路功能调整 

中心城区铁路支线导致了路网“破碎”，断头路多，场中路至北中环间南北向道路大多被

铁路阻断，路网通达性很差。南何铁路沿线 17 个平交道口对道路交通产生了严重影响。目

前，上海中心城区南北向道路交通因受铁路的阻隔高峰时段拥堵严重。同时铁路的阻隔也导

致了周边地区交通可达性差，对周边居民出行带来很大影响。 

3. 上海铁路服务城市客运的可行性	

3.1 覆盖全市域的铁路网络 

上海铁路枢纽拥有京沪、沪杭两大干线，并有南何、何杨、北杨、新闵、吴泾、金山、

浦东、芦潮港 8 条铁路支线，共有各类车站 41 个。设有上海、上海南、上海虹桥三个主客

运站；线网规模总长超过 452 公里。 

从线网分布来看，除了中心城的货运线路外，嘉定、松江、金山等郊区都有铁路直接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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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中心城区。根据铁路枢纽总图规划，未来还将建设沪通铁路，沪通铁路上海段经过嘉定、

穿越宝山城区和浦东郊区，连接了众多城镇和重点地区。沪通铁路建成后，上海地区铁路运

营里程将超过 500 公里。覆盖全市域的铁路网络为铁路服务城市客运创造了条件。 

3.2 高速铁路快速发展及城市用地的转型使既有铁路运能出现富余 

高铁开通后原沪宁、沪杭铁路因客运列车大量减少将出现不能程度的运能富余。随着国

家高速铁路的成网运行，未来上海对外客流主要由高速铁路通道承担。京沪高铁、沪昆高铁

（沪杭段）将承担上海主要对外铁路客运，沪宁城际铁路将主要承担长三角城际客运。原有

的京沪铁路沪宁段、沪昆铁路沪杭段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运能富余。 

与此同时城区铁路货运支线因货运量下降线路利用率不高，如南何支线能力利用率约为

三分之二，北杨铁路支线则不到 50%，部分区段甚至不到 20%。货运量的不足导致这些城区

货运铁路支线利用率低，运能资源浪费。 

3.3 铁路与城市轨道拥有良好的衔接条件 

上海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通过对外枢纽形成了衔接换乘，如虹桥火车站有轨道交通 2

号线、10 号线、17 号线和规划 20 号线，上海站已有 3/4 号线、1 号线，上海南站已有 1 号

线、3 号线和规划 15 号线，上海西站已有 11 号线和规划 15、21 号线，松江站和松江南站

有建设中的 9 号线延伸段。同时 9 号线浦东终点站规划延伸至沪通铁路曹路站，沪通铁路惠

南站与建设中 16 号线惠南东站衔接。 

除了火车站枢纽的换乘衔接外，上海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也具备网络连通的条件，如沪

杭州铁路与轨道交通 1号线、3 号线之间线路可以互通，为未来列车实现互通运营，或者铁

路实现城市轨道化联网运营创造条件。 

4. 铁路服务城市客运的运营组织规划建议	

4.1 铁路服务城市客运的功能实现 

铁路服务城市客运是是利用国家铁路的路网资源，组织开行为城市客运服务的市郊旅客

列车的一种运营模式。从广义上看，城市客运铁路也是城市轨道交通的一种形式，是主要为

城市郊区提供至市中心通勤出行的一种快速轨道系统。 

上海城市客运铁路是利用既有或规划铁路，为郊区新城、含新市镇以及长三角毗邻城镇

至上海中心城、之间提供快速、舒适的出行服务，同时为对外交通枢纽提供快速集散服务的

一种公共交通方式。城市客运铁路通过多样化运营组织模式，可以实现旅行时速 60～120

公里，弥补了普通轨道交通速度上的劣势，能够为长距离出行提供快速、舒适（拥挤度低）

的高水准服务。同时，由于是利用既有和规划铁路，建设投资成本低，同时有助于提高铁路

资源的利用率，实现铁路与城市轨道的融合。 

4.2 上海城市客运铁路的规划原则 

（1）尽量利用既有及规划铁路实现城市客运功能。与常规轨道交通相比，城市客运铁

路最大的优势在于是直接利用铁路资源提供为城市客运的服务，投资建设成本低。因此，其

线网规划主要是在既有及已规划确定的铁路网络上进行，这些铁路包括对外普通铁路、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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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的铁路支线，以及铁路枢纽总图规划确定的新规划线路。 

（2）与城际铁路、城市轨道实现三网融合并弥补城市轨道线网覆盖及功能的不足。城

市客运铁路线网规划应体现系统性的综合性，必须与城际铁路、常规城市轨道交通共同形成

城市的轨道客运系统，以提高其网络运营效率。城市客运铁路运营线网规划要与常规城市轨

道形成互补，包括速度、服务区域的互补。现状或规划已有常规轨道交通的区域，可以通过

城市客运铁路铁路提供快速服务，与常规轨道交通实现快慢分离。现状及规划轨道交通服务

比较薄弱的区域，可以通过发展城市客运铁路来进行弥补。城市客运铁路同时兼顾了部分长

三角毗邻地区至与上海的出行服务，因此应与长三角城际铁路形成有效衔接和资源整合，在

条件允许时，也可以实现与城际铁路的互通运营，可以在部分城际铁路上开行城市客运铁路

列车。 

（3）站点设置与城市用地布局、城镇体系发展规划相结合。站点设置要与城市重点发

展地区、大型居住社区、郊区新城、新市镇、产业园区等的规划布，相吻合。传统的铁路枢

纽总图规划偏重于对外铁路客货运场站规划，郊区的铁路车站主要考虑货运功能和铁路技术

作业功能等而设置。为城市客运服务的市郊铁路本身具有城市轨道交通的功能，因此与城市

用地布局、城镇体系布局应紧密结合。要调整既有车站周边的用地功能，根据郊区城镇体系

发展规划适当增设市郊铁路车站。 

（4）运营组织模式要多样化。结合不同线路周边的客流特征、区位特征、运能富余量

大小等，可以开行全日线路（市郊客运专线）、通勤线路、定班线路，可以开行站站停线路、

大站快线、直达线等。 

（5）与铁路对外客货运输组织相协调。城市客运铁路的开行要在保障上海正常的对外

铁路客货运输需求的前提下进行，要统筹城市客运与对外客货运。 

4.3 上海铁路服务城市的网络规划方案 

4.3.1  规划思路	

以铁路主、辅客站形成的对外交通枢纽为起点，既有及规划的铁路网络为基础，在城市

轨道服务比较薄弱、缺乏城市轨道快线服务的区域或走廊开辟城市铁路列车运营线路，形成

连接上海中心城区与郊区新城和新市镇、长三角毗邻城市和城镇，以及郊区新城之间的快速

铁路客运网络。 

4.3.2  线网规划建议	

以现有的虹桥站、上海站、上海南站为城市客运铁路主枢纽，规划沪通铁路杨行站升级

为城际和城市客运铁路上海北站并做为城市客运铁路辅助枢纽，浦东地区规划新的城际和城

市客运铁路上海东站并做为城市铁路辅助枢纽，以上述五个枢纽站为终点形成包括 7 条线路

的城市客运铁路运营网络。线网总长约 450 公里，其中既有线改建利用约 280 公里（其中金

山线 56 公里已改建），规划线（沪通铁路）利用约 130 公里，规划新增 40 余公里（上海东

站联络线）。该线网形成后，日承担的日客运量将超过 100 万乘次，部分线路日客流将超过

20 万乘次。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630



 

 

上海城市铁路客运网络规划建议表 

线路 

编号 

线路 

名称 
起迄点  径路说明  功能说明 

S1  金山线 
上海南站/虹桥站——

平湖/漕泾 

金山铁路及沪杭

铁路外环线利用
 

金山新城至中心城市郊铁路快线；毗

邻地区浙江平湖与上海市区的快速

联系 

S2  松江线 
上海南站/虹桥站‐松江

/嘉善 

沪杭铁路利用 
 

弥补 9号线速度低的不足形成松江新

城至中心城轨道快线与 9号线实现快

慢功能分离；为沪杭铁路沿线城镇提

供至中心城的快速出行服务，填补市

郊轨道空白；为毗邻地区浙江嘉善提

供与上海市区的快速联系 

S3  宝山线 
虹桥站‐上海北站/殷高

西路 

南何‐何杨铁路

支线改建，铁路 

外环线利用 

 

解决中心城北部货运场站与用边用

地功能的矛盾；为虹桥枢纽、虹桥商

务区提供至中心城北部地区的快速

出行服务；解决沿线因铁路支线带来

道路交通问题 

S4  嘉定线 
上海站/虹桥站‐昆山/

太仓 

沪通铁路西线、

沪宁铁路利用 
 

弥补 11号线速度低的不足形成嘉定

新城至中心城轨道快线与 11 号线实

现快慢功能分离；为毗邻地区江苏太

仓、昆山提供与上海市区的快速联系

S5  机场线 
虹桥站‐上海东站/浦东

机场 

上海东站规划新

建至浦西联络通

道 

为虹桥、浦东两大机场之间，机场与

铁路枢纽站之间提供快速集散与转

换服务 

S6  北郊线  上海东站‐上海北/太仓
沪通铁路东线及

东站联络线利用

罗泾镇、罗店西大居、宝山中心城拓

展区快速轨道服务；江苏浏河、太仓

毗邻地区服务 

S7  南郊线 
上海东站‐芦湖港/金山

新城/平湖 

沪通铁路、沪乍

铁路利用 

浦东与南郊地区快速联系；东站快速

集散服务；浙江平湖毗邻地区与浦东

的快速联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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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上海铁路服务城市客运线网规划建议 

5. 铁路服务城市客运的配套政策建议	

（1）运营管理模式：依靠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实行多元化投资，多渠道集资，社

会化参与，公司化经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对既有铁路参

与城市公交系统的改建工程筹资、建设。 

（2）政策支持建议：城市客运铁路改建引起的土建投资、机车车辆购置费或租赁费由

上海市政府出资，运营管理由合资公司或上海铁路局负责，列车运转管理委托上海铁路局代

管。运营成本由合资公司或上海铁路局承担。按“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票价收入和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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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沿线站点商铺租赁费收入由上海市政府或合资公司收益。同时，城市客运铁路提供了公共

交通运营服务，因此政府应该对其运营提供一定补贴。 

6. 结束语	

随着上海城市用地布局的调整和优化，城市人口和岗位总量将发生重大变化，原有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已不适应城市人口和城市用地布局变化的新要求。未来上海郊区新城、新

市镇、中心城拓展区与中心城的交通需求将进一步增长，然而常规轨道交通速度低，市区段

运能受限，高峰拥挤，已不适应长距离出行的交通需求。传统轨道交通建设成本高，而且需

要一定规模的客流支撑。因此，郊区新城与中心城之间需要提供一种新型的轨道运输服务，

充分利用铁路系统为城市客运服务，既省投资又见效快。 

【参考文献】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    上海市轨道运输系统发展研究（中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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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综合体开发的交通供给模式解析 

王波  毕恩贵  孙超  张云龙   

【摘要】城市综合体是将城市功能中的商业、办公、居住、交通等多种城市功能进行组合，

并形成一种多功能、高效率的复合建筑群，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同时，也

对城市交通提出了新的发展诉求。本文通过对城市各类综合体分类进行研判，以及综合体交

通特征进行识别，分析城市综合体交通发展诉求，提出综合体规划阶段竞合式交通供给模式，

同时提出综合体开放性交通组织手法等，探讨城市综合体的交通高效运作的规划编制方法。

希望本文能对城市综合体在规划选址及交通体系构建方面起到借鉴作用。 

【关键词】城市综合体  业态构成  交通发展诉求  交通供给模式 

1. 前言	

城市综合体的出现是城市功能集聚的产物，通常综合体将城市功能中的商业、办公、居

住、旅店、展览、餐饮、交通等城市功能进行组合，并在各部分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依存、相

互耦合的联动关系，进而形成一种多功能、高效率的复合建筑群[1]。城市综合体基本具备了

现代城市的全部功能，所以也被称为“城中之城”。   

通常一个城市的城市化建设达到人口聚集高、用地紧张、商业居住用地高度融合、高强

度开发阶段，城市核心城区、特定的功能组团就会催生此类形式的用地开发单元。以深圳市

为例，福田中心区（CBD）区域内的购物公园、罗湖商业区的万象城、金光华广场，均是此

类高密度、高容积率、多功能的建筑复合体。目前特区内外一体化建设及土地资源紧约束的

宏观背景下，用地的集约开发及城市功能的混合应用模式已逐步应用到特区内外的核心功能

组团，未来城市格局中将会涌现更多以综合体为特征的高强度建筑群。 

城市综合体自身的开发特征要求城市交通网络提供便捷的出行服务；同时，高品位的开

发定位也要求综合体周边交通体系提供优质的交通服务；而综合体功能的全天候运作特点，

将不同于以往城市居住区、商业区的通勤交通。因此，目前已运作使用及在建的综合体均对

城市交通提出了新的发展诉求。出行的多样化选择，出行质量的高品质诉求以及高效的交通

运作效率，是城市综合体规划建设中必须回答的问题选项。 

2. 城市综合体分类及业态构成	

2.1 城市综合体分类 

城市综合体区别于传统城市用地开发基于工作、居住、交通和游憩的空间绝对分离，而

是将城市生活作为聚集体，组织在一个高度融合的建筑群中，破解因城市人口集聚、用地紧

张导致的城市更新困局，进而提升城市用地开发的集约性和经济活动的高效性。从目前国内

外综合体开发实例来看，按其开发性能分为以下三类： 

（1）商务综合体：即无住宅功能的纯商业、办公等功能为主的综合体； 

（2）生活综合体：住宅功能居主导且比例大于 30%，兼有商业、办公、旅店、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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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等复合功能； 

（3）主题综合体：主题功能的综合体通常表现形式包括交通枢纽综合体、会展综合体

等。该类综合体主题功能相对突出，其他配套功能设施仅作为服务主题功能的附属单元，例

如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内部的休憩集散广场、餐饮、低端酒店、行政派出机构等。该类主题型

综合体相对排斥居住、公寓等居住功能。   

综合体规划开发需基于自身开发特点、人流物流集散特征及城市用地功能来统筹其选址

布局，并且综合体开发规模通常大于 5 公顷。因此综合体通常在明确其开发定位后，基于城

市用地功能部署、交通设施供给条件及综合体开发规模，形成不同区位的选址布局。比如城

市 CBD 中心的城市综合体，包括深圳购物公园和万象城等；主题综合体则选址交通枢纽周

边，比如深圳北站交通枢纽型城市综合体；部分生活综合体则选址在城市副中心，作为城市

副城用地开发的引擎，如深圳坂田雅宝综合体等。 

2.2 综合体主要业态构成 

2.2.1  商务	

商务是现代城市的主要功能，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高度密集。城市综合体应用高品质

商务空间满足不同企业的商务需求，吸引资金、信息资源集聚，进而提升商务交流效能。 

2.2.2  商业	

商业是综合体必不可少的基本功能，也是提升综合体人气的重要手段，优美的购物环境、

多层次的商品供应，能吸引城市消费群体高品位的购物享受，多样化的消费选择，并形成热

闹繁荣的街区。 

2.2.3  办公	

城市综合体内提供的办公场所是现代企业集聚的 佳载体，多元、开放的办公环境，企

业圈之间空间上的便捷联系，是提升城市内企业交往、商务往来、办公效能的 佳组织方式。 

2.2.4  居住	

综合体多重业态布局，势必带来大量的商务、办公就业岗位；同时综合体自身物业管理、

配套商业、餐饮等衍生业态，也蕴藏大规模的低端就业份额。满足综合体不同就业群体居住

需求，空间上维持就业居住的短距离平衡是促进综合体的聚合效应，减少通勤交通及避免机

动化过渡拥挤的有效措施。 

2.2.5  酒店	

酒店是为综合体提供流动的“居住”人口和活动的人，并提供娱乐设施和夜间服务。商务

活动非常态化作息制度、商业销售的时间梯度性，以及综合体餐饮功能的时间分布特征，需

要城市综合体提供全天候的居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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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部分城市综合体业态构成统计表 

项目名称  总建筑面积（万平方米） 办公  商业  居住  其它 

皇岗村（深圳）  207.0  3.38%  55.22%  40.43%  0.97% 

星河雅宝（深圳）  11.4  1.58%  0.88%  94.91%  2.63% 

中信城市广场（深

圳） 
14.8  26.88%  44.99%  0.00%  28.13% 

天王洲（日本）  14.8  55.41%  12.16%  14.86%  17.57% 

2.3 综合体开发阶段交通选址及交通发展诉求 

2.3.1  综合体开发阶段交通选址	

交通的便利程度将决定城市综合体是否具备吸纳大量消费人群及综合体自身物流集散

的可能，特别是综合体内的零售业、餐饮业、娱乐设施，既有全天候的服务功能，也需要交

通设施提供持续性的客流保证，确保综合体复合功能的 大发挥。因此，综合体在开发选址

阶段，交通因素往往作为其选址的首要因素，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公交枢纽、地铁站点周

边往往是城市综合体首选的区位。  通常综合体选址的三项标准如下： 

（1）项目所在位置为城市核心区。 

该区域具有良好的公交及轨道交通网络，道路微循环系统完善，区域静态交通设施配备

齐全，便于人流物流集散；通常该类选址区域具有优越的交通网络及轨道资源，往往是城市

CBD 区域。 

（2）项目位于城市副中心，位于新开发区，是城市经济新增长点。 

选择此类区域首先须判断是否该类地区具有良好的干线网络，能够为自驾车提供便捷快

速的交通走廊；其次应具有以中运量为骨架的公交网络和潜在的轨道交通规划资源，能为综

合体运作期提供优质的公交服务；综合体自身也需在规划阶段储备充足的静态停车空间，满

足综合体内各类出行诉求。 

（3）项目处于城市交通枢纽或特定的城市功能区。 

此类选址往往基于主题型城市综合体，如大型交通枢纽综合体、城市会展综合体等。该

类区域周边交通基础设施具有与综合体协同建设的趋势。此类综合体受中心区城市用地制约

或上位规划界定，承担特定的城市功能（如区域交通枢纽）或中心区功能外溢等。往往为培

育该综合体，需进行大规模的交通网络建设和综合交通体系的构建，为综合体人流、物流集

散提供专有通道及便捷的公交网络、各类交通场站设施等。 

2.3.2  综合体交通发展诉求	

综合体业态功能的复合化诱发了综合体内部多元化的交通发展诉求，几乎将城市内部各

类交通出行属性在同一空间、不同时间高度组合。不仅仅包含通勤类交通、商务出行、旅游

消费出行，其自身物流集散也带来一定规模的货运集疏运交通等；多样化的出行结构，带来

多元的交通发展诉求，这对综合体交通设施的供应提出的要求也呈多元化。 

各类交通出行诉求均提出可达性的基本要求，同时，提升综合体土地价值，必须对综合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636



 

 

体内高端出行群体提供优质的交通服务，不宜排斥小汽车，各类交通需求同等对待才能有效

发挥综合体业态功能。这种交通设施供给与综合体业态功能的轮转式关系，决定了综合体交

通设施规划需将综合体业态功能、各类群体出行属性进行识别，同步分析各类出行的时间分

布特征及出行品质特征，合理构建综合体交通体系。 

图 1  综合体业态功能的轮转式关系示意图 

3. 城市综合体交通需求特征	

3.1 综合体交通出行属性特征 

综合体内不同客群交通出行属性追求呈多元化分布态势。根据深圳市目前同类综合体内

不同客群出行诉求调研分析，商务客群追求出行品质的高端化、自由化；居住客群出行属性

追求基本出行实现并兼有舒适化；餐饮娱乐客群及商业客群出行属性呈多种选择趋势，方便、

可达并兼有高端化趋势；而综合体内的物流集散则需满足基本集疏运要求。 

综合体内不同客群出行多样化特征符合马基洛需求层次理论，整体需求类别遵循基本需

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分布，呈梯状分布，呈现不同的机动化

出行比重。见图 2 示意。 

图 2  梯状分布的综合体客群交通出行诉求层次示意图 

其中： 

◇综合体内出行总量占绝对比例的消费客群、居住人群交通出行诉求集中在对综合体交

通通达性和安全性为主； 

◇低职级就业人群（综合体内销售人员、餐饮业从业人员等）出行诉求集中在便利、快

速方面；上述两类客群通常会选择轨道、常规公交出行或团队巴士方式，机动化出行总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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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商务、商业及高端消费客群出行属性倾向自由、多做选择层面，需求层次高端化、低

量化，但机动化出行比重较大，通常选择自驾车方式出行。 

综合体内部功能复合化的用地利用模式，引发内部出行主体与出行方式选择呈现多样化

出行属性和差异化的交通品质追求。商务客群通常追求出行的快捷性、舒适性，往往选择自

驾车为主、轨道交通为辅，具有出行高品质的追求属性；居住客群出行往往由自驾车与常规

公交、轨道交通承载；餐饮娱乐客群和商业客群对常规公交归属感较弱，与其社会活动的目

的性相关，自驾车具备亲朋结伴出行和搭载商品的便利性，往往优先选择；综合体自身物流

集散则需要专用货运停车设施及出入口，减少集疏运干扰；但各类出行群体均依赖停车设施

及步行廊道系统进行集散，此类需求是刚性需求必须给予满足。 

表 2  综合体各类出行与交通方式选择强度分析表 

 
商务客群  居住人群  餐饮娱乐客群  商业客群 

综合体物流集

散 

自驾车  ★  ★  ★  ★  ★  ★  ★  ★  ★  ★  ★  ★  ★  ★  — 

轨道交通  ★  ★  ★  ★  ★  ★  ★  ★  ★  ★  ★  ★  ★  — 

常规公共交通  ★  ★  ★  ★  ★  ★  ★  ★  — 

步行交通  ★  ★  ★  ★  ★  ★  ★  ★  ★  ★  — 

货运交通  ★  ★  ★  ★  —  ★  ★  ★  ★ 

出行环境品质  高  中  较高  较高  低 

可以看出，综合体各类群体出行属性中对自驾车需求强度较高，具有硬性、常态化特征，

因此，小汽车出行方式不宜排斥而是有效引导；步行是综合体内部集散的必须环节，同样需

要 优化布置步行空间；而轨道交通对不同客群吸引度不一，但却是吸引部分高端客群转移

机动化出行的有力手段。因此，必须强化综合体交通供给体系中轨道交通的主导作用和综合

体选址阶段轨道交通的先导性；对于常规公交，应提升其服务质量，力求做到常规公交的舒

适化、宜人化，并改善换乘及步行衔接条件；货运交通需求较低，可利用出行错峰周期解决。 

3.2 综合体交通出行时间分布特征 

综合体“城中之城”的聚合功能，导致其交通出行时间分布呈全天候特征，综合体的每

种功能有其特定的运行时间范围，综合体内各功能区形成了车轮式交错营业作息特点。通常

全天营业时段的 9:00——22:00，基本处于交通出行频繁期，区别于城市交通的早晚高峰分

布特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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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深圳中信广场停车场及主入口 24 小时进出客流分析图 

图 4  深圳中信广场周边道路全天饱和度分析图 

城市综合体的交通设施规划应具备将不同时间段的功能组织在一起，使其保持 24 小时

的繁荣，提高综合体的使用效益。 

4. 城市综合体交通供给模式	

4.1 综合体交通体系构建方向 

城市综合体内各业态多元化设置提升了其整体功能的互补，引发出行主体的多样化并形

成出行特征和空间分布的丰富性。并且各功能区营业周期的全天候运作，各类客群出行时间

上的交错接替具备交通分流、消峰的可能。因此，综合体交通设施规划面向多元化出行特征、

全天候交通体系供应，确保灵活组织各部分功能区的活动组织。综合分析综合体出行属性、

出行时间特征，综合体交通体系应具备 6 点基本交通服务功能： 

（1）选址阶段对外具备快速可达性的交通网络； 

（2）选址阶段公共交通对综合体选址的先导性； 

（3）交通体系构建阶段强化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主导作用； 

（4）综合体具有集散接驳有序的缓冲场站设施； 

（5）综合体内部具有舒适化的步行网络； 

（6）开放式的交通设施环境，能够容纳各类交通设施有序布置。 

4.2 综合体竞合式交通供给模式 

综合体交通供给应 大程度满足各类出行群体出行诉求。结合该类规划实践，建议综合

体采取竞合式的交通供给模式，即不排斥任何一种交通方式在综合体内部进行高度融合式发

展。利用出行特征及综合体内部功能单元空间分布特点，灵活组织各类交通集散接驳设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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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供给。 

首先，从综合体各类出行群体出行链分析，综合体对外或抵达性交通具有“快到慢散”

的特征。综合体无论区位是否是中心区还是副中心，均需要外部抵达交通的便捷性与快速性，

此部分交通供给分为两个层次，一是服务个性化出行群体的商务、商业及高端消费客群，交

通工具通常以自驾车为主的机动化出行；二是面向出行数量比重较大的居住、从业、低端消

费客群，以轨道交通、中运量公交及常规公交为主导工具，系统构建区域公共交通走廊，提

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服务。 

图 5  综合体竞合式交通供给模式示意图 

其次，抵达综合体的各类出行群体，往往是“停车+步行”或“公交下落客+步行”的方

式在综合体内开展个性化的社会活动，因此，综合体内部步行网络宜具有可识别性、便捷性、

多样性，方便各类群体步行具有专属化空间。如商业步行街、办公步行廊道等。因此，构建

综合体交通体系，应首先保证各类出行群体“进得来、散得开、来去自由”！ 

4.3 综合体开放式交通组织 

首先，对外交通环节，基于竞合式交通供给模式，综合体所处区域城市道路网络应具备

干道级别的走廊配备，提升外埠抵达车流的快捷顺畅，这需要在综合体选址阶段识别区域干

线走廊通行条件及轨道交通、常规公交的供给水平。对于选址于新区及特定城市功能区的综

合体，应在前期规划阶段，预判综合体交通出行规模，优化调整上位道路交通规划，合理布

置综合体进出交通走廊，便于综合体运作期交通疏导组织。同时注重轨道交通、中运量公共

交通以及常规公交对于综合体的先导作用，预判大运量公共交通方式与综合体基地的衔接关

系，从源头上分流机动化出行比重。 

图 6  深圳北站主题型交通枢纽综合体选址阶段区域路网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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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接驳换乘环节，综合体自身应具备完善的接驳场站设施，满足各类交通方式的高

效进出组织及停车换乘、乘落换乘等。接驳设施布局决定了综合体运作期交通效能的发挥，

所以需要合理布局该类设施，力求从空间上做到场站设施分区设置进而实现内部交通分流。

同等对待各类换乘客群的 短步行衔接条件，小汽车停车设施宜多向设置出入口，空间上分

流机动化交通。小汽车换乘点应尽可能提供自动扶梯、电梯等优质步行衔接设施，确保步行

换乘距离的空间 短化；轨道站点可直接布设于综合体地下或临近街区，减少大中运量客群

步行幅度，提升轨道交通的吸引力；常规公交宜采取“临街设站（深港湾式站台）+首末站”

的模式。 

图 7  纽约时代华纳中心综合体接驳设施分流组织示意图 

第三，内部漫游式交通以步行走廊为主要承载体。步行体系是综合体交通体系构建的核

心，宜有机串联综合体内部各功能单元及交通场站设施。需要结合综合体内部功能单元及商

业客流滞留特点设置灵活多样的步行步道。通常表现形式有方格网型、通道树型、环线型等。

步行道规划宜与综合体建筑设计、商业业态设计协同开展，寻求步行交通与商业业态设计的

有机融合。步行通道的尺度可以回避城市步行道的常规、模式化设置手法，空间尺寸在满足

消防、应急疏散的前提下，尽可能模糊步行道的界限，增加步行道内的休憩设施、街道小品

等。 

 

图 8  深圳皇岗综合体（规划）通道树型立体步行系统示意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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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充分利用综合体全天候运作特点，可在综合体采取分时、分区、分道的交通组织

手法，对不同类别出行群体出行组织在“空间+时间”的双维组织。综合体运作机构宜灵活

制定其运营时间计划，减少不同类别客群交通出行空间上的重合；居住类小汽车出行与商务

类出行具有错峰特征，可兼容其停车设施泊位；办公类停车设施出入口与商业类停车设施分

区设置、分道行驶均是从空间上减少周边微循环交通压力的有效手段。 

4.4 立体化的交通网络 

综合体高强度的交通出行规模，全天候的出行周期，接近于空港、铁路枢纽的出行总量，

有必要借鉴城市交通枢纽立体交通的设置手法。立体化的交通网络为综合体交通体系与城市

交通网络有机对接、高效衔接提供了可能。深圳铁路北站综合体、天王洲（日本）综合体、

深圳坂田雅宝综合体（规划）均采取了立体城市街道系统。 

图 9  深圳坂田雅宝综合体立体交通及地下环道系统示意图[4] 

立体化交通网络从机动化及步行两个层次构建。一是机动化交通，衔接外围干道与综合

体停车设施；或者分类、分区提供立体机动车通道。立体化交通通道分别衔接空间上分区设

置的居住。商务停车场、商业停车场等；二是设置立体多层的步行街道，提供步行交通在综

合体内的漫游式交通组织，消弥人车冲突，力求步行街区主题化、空中化，即缓解人流疏散

压力，又能够为综合体商业功能区提高的商业用地面积和增强商业街区标识性、可达性等。 

5. 结语	

城市综合体代表着现代都市城市化建设的一种新趋势，对于城市用地资源紧张、城市中

心的规模效应日益强化，综合体的建设将逐渐成为大城市优化中心区职能、提升土地利用效

能的得力手段。基于综合体的交通体系构建，将逐步成为城市交通规划领域的新课题。 

本文基于深圳市目前开展的城市综合体交通规划实践，基于综合体出行链及出行属性、

运作特点，提出了竞合式的综合体交通供给模式，倡导各种交通方式在综合体内的有序、高

效组合，并强化综合体内部步行网络的立体、宜人式环境构建，仅仅是综合体交通体系构建

的一个方向。随着综合体在国内各大城市的逐步建设实践，必将进一步优化该领域交通规划

新理念及规划方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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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基于枢纽整体开发的城市综合体交通设计 

                                          ——以深圳湾科技生态园为例 

林涛  吴超华 

【摘要】随着轨道交通在各大城市的建设推进，以轨道枢纽为核心的建筑群整体开发的城市

综合体在各大城市核心区日益涌现。整体开发的城市综合体往往大规模高强度开发且包含商

业、办公、娱乐等城市功能，交通需求呈现“总量大、功能复合、立体化”的特征。科学合

理的交通设计是综合体成功开发的重要因素。深圳湾科技生态园紧邻轨道站点，由 18栋建

筑连为一体、整体开发，是典型的基于枢纽整体开发的城市综合体。借鉴国内外综合体交通

设计经验，深圳湾科技生态园重点结合“完善轨道/公交衔接步行通道、构建人行/车行多平

台体系、优化平台转换节点设计”三大对策制定交通设计方案，构筑高效、复合、品质化的

立体交通体系。 

【关键词】枢纽  整体开发  城市综合体  高强度  功能复合  立体化  交通设计 

随着轨道交通在各大城市建设的推进以及城市对土地资源集约利用要求，在城市核心区

日益涌现出如北京财富中心、广州合生国际广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苏州中心广场等以轨

道枢纽为核心整体开发的城市综合体。整体开发的城市综合体往往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超大

体量，基于轨道站点，多栋建筑群连为一体、整体开发，建筑体量超大；二是功能综合，除

枢纽交通功能外，往往兼具办公、商业、居住、酒店、展览、餐饮、会议、文娱等多种功能

于一体；三是空间集聚，高强度的开发引起经济、社会活动在地下、地面、地上多层次的立

体空间上聚集和转换。 

基于枢纽整体开发的城市综合体呈现“超大体量、功能综合、空间集聚”三大特征，对

交通设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深圳湾科技生态园（简称生态园）为例，分析基于

枢纽整体开发的城市综合体交通需求特征，借鉴国内外城市综合体交通设计成功经验，提出

应对对策，并制定具体的交通设计方案。 

1. 生态园概况	

生态园位于城市中心区，总占地面积 20.3 公顷，建筑总面积为 199 万平方米（地上 134

万平方米），分为 I 区、II 区、III 区和 IV 区四个区段，18 栋塔楼建筑群通过 9.3m 层步行平

台连为一体、整体开发。生态园北侧规划有轨道 9号线并设站，东侧远期规划预留轨道前南

线，规划形成以高端产业办公为主，集高科技产业用房、总部办公、完备商业配套、高中档

酒店、人才公寓于一体的枢纽综合体。生态园定位为上市企业总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新平台、国家级低碳生态示范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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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园总平面图和总体鸟瞰图 

未来生态园交通需求呈现“总量大、功能复合、立体化”三大特征，对生态园综合体交

通设计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一是总量大，超大体量的建筑群整体开发产生高强度的交通需求，未来项目高峰小时交

通出行量高达 5 万人次。高强度的交通需求，需完善与轨道/公交设施的快速、直达联系。 

二是功能复合，项目兼具办公、商业、酒店和公寓等城市功能，办公通勤、商业购物、

酒店娱乐等出行混合，人流、车流密集。功能复合的交通需求，要求对人行和车行多平台功

能进行梳理，构建人行/车行多平台体系。 

三是立体化，空间集聚开发，办公、商业等人流将在地下层、地面层和 9.3m 层平台集

聚和转换，交通呈现立体化需求，平台转换节点是立体交通便捷、舒适转换的关键，需对平

台转换节点进行优化设计。 

2. 案例研究	

针对基于枢纽整体开发的城市综合体“总量大、功能复合、立体化”交通需求特征，从

“完善轨道/公交衔接步行通道、构建人行/车行多平台体系、优化平台转换节点设计”三大

方面对国内外城市综合体交通设计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其成功经验以资借鉴。 

对策一：完善轨道/公交衔接步行通道，应对交通总量大特征 

香港太古坊设置了完善的全天候二层步行连廊系统直接连接地铁鲗鱼涌站，并将太古坊

内 10 栋共 70 万平方米的甲级办公楼建筑群连为一体，办公人员和访客均能快速、直达地铁

站点并实现各建筑塔楼互通联系。 

  

图 2  香港太古坊完善的全天候二层步行连廊系统 

对策二：构建人行/车行多平台体系，应对交通功能复合特征 

法国拉德芳斯和深圳海岸城在梳理多平台交通功能方面较具特色。法国拉德芳斯通过构

造 0.5 平方公里的步行广场平台，并将高密度的建筑植入广场之中，轨道、公交、小汽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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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设施植于地下，实现人车分离；深圳海岸城则通过构建二层步行平台，将主要人流引导

至二层平台，地面层作为车行主平台，地下层为车库，实现人车适度分离。 

   

图 3  拉德芳斯（左）和海岸城（右）多平台体系 

新加坡纬壹科技城和宁波鄞州主题公园（规划）在建筑群地下车库停车共享方面较具特

色。前者通过设置车库主通道加强不同建筑地块间停车共享，并通过停车分区管理增强大规

模地下车库的识别性和方向性，提高停车效率；后者则通过构建“三横三纵”的地下停车主

通道，实现不同建筑地块停车共享，并提高停车效率。 

   
图 4  纬壹科技城（左）和宁波鄞州主题公园（右）地下车库停车共享优化设计 

对策三：优化平台转换节点设计，应对交通立体化特征 

香港圆方大厦在不同平台垂直转换设施合理布局和中庭设计较具特色。圆方大厦是结合

九龙站建设的枢纽综合体，占地面积 10 公顷，建筑面积 108 万平方米，主要人行平台间共

设置 8‐12 个垂直转换设施节点，其中 2 个为主转换节点，设置手扶电梯和无障碍电梯等综

合垂直转换设施。各平台转换节点设施均采用中庭设计，增强转换节点的辨识性与标志性，

提供全天候运行环境和足够的集散空间，提高出行舒适性。 

  

图 5  圆方大厦转换节点合理布局及中庭设计 

3. 生态园交通设计对策与方案	

3.1 完善轨道/公交衔接步行通道 

考虑生态园轨道站为地下站，公交首末站及停靠站为地面层，因此，B1 层（地下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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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完善与轨道站无缝衔接步行通道，L1（地面层）应完善与公交站点的高效衔接。 

3.1.1  B1层：完善与轨道衔接步行通道	

针对原建筑方案 B1 层缺乏步行通道与轨道站无缝衔接的问题，本次设计根据需求分析

并协调建筑方案，构建“两横两纵”步行通道，完善高层塔楼与步行通道间全天候的连接通

道，便捷建筑塔楼联系，强化与轨道站点无缝衔接。同时，在步行通道设置商业，挖掘交通

功能的商业潜力，并增添步行的趣味性。 

 

图 6  B1 层衔接地铁及塔楼的步行通道 

3.1.2  L1层：完善与公交衔接步行通道	

结合公交首末站和公交停靠站设施、塔楼出入口、地面商铺布局，以市政道路为主骨架

形成“两横一纵”的步行主通道，依托商业街区形成“三横两纵”的步行次通道。同时，对

原建筑方案步行主次通道进行断面优化设计，保证步行主通道宽度大于 8 米，步行次通道宽

度大于 6 米，为行人提供舒适的出行环境。 

 

 

图 7   L1 层步行通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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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构建人行/车行多平台体系 

人行多平台体系重点是对各平台功能进行梳理，以指导不同平台人行交通系统设计；车

行多平台体系除地面层交通设施设计外，重点是对大地块建筑群地下车库共享优化设计。 

3.2.1  不同人行平台功能定位	

根据建筑方案，生态园人行平台主要有 B1 层、

L1 层和 9.3m层平台，但缺乏对平台功能定位研究。 

生态园交通设计从交通和商业两个层面对 B1

层、L1 层和 9.3m 层不同平台功能进行研究，具体

定位如下： 

交通层面：L1 层是综合性人行平台，B1 层是

轨道通勤平台，9.3m 层是园区内部各建筑联系平

台。 

商业层面：L1 层是主商业平台，B1 层是次商

业平台，9.3m 层是辅助商业平台。 

根据各人行平台功能定位，B1 层人行设计的重

点是完善与轨道衔接通道，并挖掘交通功能商业潜

力，增添出行趣味性；L1 层的重点构建与公交场站、建筑塔楼、商铺相联系的步行主次通

道，优化主次通道断面设计保证通道宽度；9.3m 层的重点是完善项目内部各建筑塔楼联系

通道，加强交通与商业、景观的融合设计。 

3.2.2  地下车库停车共享优化设计	

生态园地下车库规模大，分四个地块，考虑项目的整体开发特点，建议在 B2、B3层车

库主平台设置主通道，加强停车共享并提高停车组织效率。 

（1）地下车库主通道功能定位 

针对大地块车库识别性差，且 IV区停车位不足和 III区车库出入口通行能力过饱和的问

题，地下车库主通道应具备以下功能：停车共享、平衡出入口通行能力以及识别引导功能。 

          

              图 9  不同地块停车供需分析图       图 10  不同地块车库出入口饱和度 

（2）地下车库主通道布局方案 

地下车库主通道原则上应以直线型方格网状设置以保证快速通达性和停车分区识别引

导，同时主通道两侧采用平行式停车，消除停车集散交通对主通道影响。 

图 8  不同平台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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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原则，并结合停车共享需求和出库出入口分布，协调建筑方案，在 B2、B3 层

形成“六横六纵”方格网状的主通道格局。 

    

图 11  B2、B3 层车库主通道布局     图 12  主通道两侧平行式停车方式 

（3）地下车库交通组织方案 

生态园交通设计将地下车库通道分 A、B、C三级体系。A级通道承担跨地块停车转换，

要求快速直达，宜单向组织；B级通道承担地块内不同分区间停车转换，要求互通直达性，

宜双向组织；C级通道承担分区内部停车集散，要求集散可达，宜双向组织。根据上述车库

通道分级、组织思路，形成具体的地下车库交通组织方案：外围 A级通道逆时针单向组织，

B、C级通道双向组织，各地块内分别形成单向组织闭合环路，提高车库交通组织效率。 

 

图 13  B2、B3 层车库交通组织方案 

3.3 平台转换节点优化设计 

原有建筑方案，转换节点布局未考虑各平台人流转换强度以及建筑覆盖率，造成转换节

点建筑覆盖率偏低，且采用开敞设计，非全天候出行环境。生态园交通设计首先梳理转换节

点功能层次，提出转换节点布局优化方案，并对转换节点进行中庭设计。 

3.3.1  转换节点功能层次	

根据转换节点客流集聚度和位置条件，转换节点分主、次转换节点。主转换节点服务不

同平台交通、商业客流通道，是 B1‐L1‐9.3m 平台间无缝、高效、大容量转换设施，以手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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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和无障碍电梯为主，是综合性转换设施；次转换节点是对主转换节点服务范围的加密，

主要服务不同平台间商业客流转换，结合商业步行通道设置，以手扶电梯为主。 

3.3.2  转换节点布局方案	

转换节点布局规划主要考虑各平台人流转换强度、转换节点 70/100 米半径（主节点 100

米半径，次节点 70 米）建筑覆盖率以及与塔楼建筑出入口紧密结合度等因素。 

整个生态园形成 3 处主转换节点和 5 处次转换节点布局方案，转换节点建筑覆盖率高达

90%以上，提高客流出行的有序和高效。 

          
图 14  各平台人流转换强度分析               图 15  不同平台转换节点布局 

3.3.3  转换节点中庭设计	

根据国内外经验，人性化、舒适的平台转换节点设施应满足全天候运行需求、具有足够

的开敞空间供人流集散、良好的辨识性与标志性等要求，从建筑设计角度而言，中庭是满足

上述要求的最佳建筑形式，因而生态园各平台转换节点采用中庭设计。 

    

图 16  各平台转换节点中庭设计 

4. 结语	

基于枢纽整体开发的城市综合体交通需求呈现出“总量大、功能复合、立体化”特征，

对交通设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旨在以生态园为例提供一种基于枢纽整体开发的城

市综合体交通设计的思路和主要对策，为城市综合体交通设计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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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收费公路节假日特征及免费后影响分析 

王静 

【摘要】从北京市收费公路分布及功能定位入手，统计分析近两年收费公路运营数据，从城

市道路运行情况、收费公路总交通量、空间分布、时间分布及不均衡性五方面总结平日及节

假日收费公路运行特征。通过研究节假日交通特性和基本规律，从收费站通行能力、路段负

荷度、道路条件和线形设计、衔接道路等方面阐述收费公路主要瓶颈及存在的问题，得出收

费公路的拥堵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一方面车辆通过收费站发卡或交费必然影响通行速

度，是引起公路拥堵的一个因素，而需求量大于供给从而导致路段超负荷运行才是造成拥堵

的主要原因。最后，分析节假日期间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实施后给交通管理带来的挑战

和影响，针对新政策可能带来的新问题，结合本市特征提出节假日交通缓堵对策及建议。 

【关键词】收费公路  节假日特征  拥堵原因  免收通行费  缓堵措施 

 

2012年 7月 24日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

施方案的通知，通知中规定：除机场高速之外的所有收费公路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

庆节等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连休日期间免收 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此项政策对于适应

人民群众出行的新要求，发挥公路交通的比较优势，提高重大节假日收费公路通行能力和服

务水平，降低公众节假日出行成本，进一步加快发展城镇郊区游、农家乐等旅游业，刺激消

费，拉动内需，促进社会和谐进步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切实做好北京市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的实施工作，进一步提升重大节假日

收费公路通行效率和服务水平，针对新政策可能带来的新问题，有必要根据本市节假日收费

公路运行特征提前做好分析和研究。 

1. 北京市收费公路功能定位	

截止到 2012 年 8 月，北京市市域内共有收费公路 18 条，其中高速公路 17 条，国道 1

条，总里程为 828 公里，收费站数量 154 个，收费车道 1440 条，分别由六家企业运营管理，

图 1 为北京市收费公路分布情况。北京处于国家高速公路网的中心，其高速公路布局属“十

指连心”式。其中“心脏”系指首都北京，而“十指”系指国家领土各个方向的最偏远处的

前沿地带。如北京至台北、北京至新疆、北京至西藏等地区均有放射的高速公路。按照规划，

北京高速公路同时承担国家、区域、市域三个层面的交通需求。在三个层面交通需求叠加的

情况下，北京市高速公路网的交通流量呈现短时间向心聚集或对外放射，过境量突出的特点。

此外，北京高速公路和其它省份相比具有小区域、高密度、和城市路网紧密联系等特点，决

定了北京高速公路还承担了城市交通集散、通勤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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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收费公路分布图（2012 年 8 月） 

2. 收费公路节假日现状运行特征	

节假日往往伴随着各种大型活动，再加上市民休闲、购物、旅游的出行，节假日交通已

经呈现出明显的特征和规律，假日期间对外交通走廊拥堵受到社会各界所关注。因此，有必

要通过研究节假日交通特性和基本规律，明确北京市节假日交通存在的问题，提出节假日交

通的对策，创建平日和节假日交通共同发展的和谐交通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2.1 城市道路节假日运行特征 

节假日期间交通整体运行情况在拥堵的时间、区域、强度等方面均呈现出与一般工作日

不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平日出行时间更为集中，早晚高峰拥堵严重，早高峰时间为 7：

00 至 9：00；节假日期间城市道路整体处于基本畅通状态，没有明显的晚高峰，早高峰延后

至 10：00 至 12：00，且拥堵级别低于普通工作日。工作日与节假日拥堵路段见图 2、图 3，

突出显示的为拥堵路段分布，如图所示，工作日拥堵的区域范围大，且越往市中心越堵；节

假日拥堵集中在市区内公园景点、繁华商圈、高速公路及其与环路相交路段。 

 

   图 2  工作日早高峰拥堵路段（7:00-9:00）   图 3  节假日高峰拥堵路段（10:0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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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收费公路节假日总交通量 

通过统计 2011 年主要节假日期间及平日收费公路交通量可以看出（见图 4），一般工作

日，收费公路进、出京双向总量为 115 万车次，周末为 116万车次，与工作日基本持平。节

假日期间，五一进出京需求最高，为平日的 1.17 倍，其次是国庆和清明；春节期间进、出

京需求最少，仅为平日的 60%。无论是进出收费公路交通量还是城市交通运行压力五一期间

的数据均显示为最高，因此，选取五一期间运行数据分析节假日收费公路运行特征。 

 

图 4  2011 年主要节假日期间与平日收费公路交通量 

2.3 空间分布 

从交通流量的空间分布来看，如图 5 所示：京藏、机场、京港澳、京开等四条高速公路

的车流量比较大，日均车流量在 10 万辆以上；节假日期间超过 10 万车次的公路达到 6 条（京

藏、机场、京港澳、京开、京通、六环路），其中京藏高速日均进出京双向达到了 21.6 万车

次。五一期间，除机场高速公路之外道路流量均有增加，增幅较大的公路有京承二期（+88%）、

京承三期（+66%）、京平（+47%）等，增量较大的有京藏（+2.91 万车次）、京承二期（+2.71

万车次）、六环路（+2.61万车次）等。机场高速虽然总车流量有所降低，但由于出行分布发

生改变、加之车流量基数大，局部路段也承担了很大压力。相较于平日的通勤出行，节假日

期间以市郊旅行为主的出行距离更长，给道路带来的压力也更大，特别是郊区县旅游景点附

近的收费站出入口流量较为集中。 

 

图 5  五一期间收费公路流量分布（2012 年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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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时间分布 

2012 年五一、周末与一般工作日车辆进入高速公路时间分布如图 6 所示，一般工作日

早高峰为 7：00‐9：00，早于周末和节假日的早高峰，晚高峰为 17：00‐19：00，晚于周末

和节假日的晚高峰，且波峰、波谷更明显。周六、周日及节假日时间分布无明显差异，高峰

时段为 8：00‐11：30，和 13：30‐18：00，共持续七个小时。此外，分别对不同收费公路平

日及工作日驶入时间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各条公路与整体驶入高速公路的时间分布特征一

致。 

 

图 6  车辆进入高速公路时间分布 

2.5 不均衡性 

从不平衡角度分析，由于职住分离，就业岗位大都集中在城六区，平日各方向高速公路

早高峰车流具有明显的向心性；节假日期间许多居民驾车返乡或到京郊旅游，部分公路早高

峰期不均衡性表现为出京交通量大于进京交通量，主要集中在正南、西南、西北、东北方向，

其中东北方向不均衡性最高，达到 2.2：1。东南及正东方向仍表现为向心特性，通州、廊房、

燕郊、天津方向进城需求较大，整体情况如图 7 所示。 

 

图 7 节假日各交通走廊不均衡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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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瓶颈及拥堵原因	

收费公路的拥堵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的，一方面车辆通过收费站发卡或交费必然影响通

行速度，是引起公路拥堵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路段超负荷运行才是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ETC

用户通行比率低、道路条件限制等多种因素影响加剧了收费公路的拥堵程度。 

3.1 高速公路收费站通行能力 

普遍认为，高速公路收费站是造成道路拥堵的主要原因。节假日期间，各重点收费站每

条车道均安排四组人员进行复式收费，通过计算各条道路收费主站通行能力可以看出（见表

1，普通收费车道通行能力为 200 辆/小时，ETC 车道通行能力为 1000 辆/小时），当收费车

道数达到 10 个及以上，全部开放且使用四组复式收费的情况下，理论通行能力达 7000 辆/

小时以上，而三条高速公路车道的通行能力为 5400PCU/小时。因此在收费口全部开放的前

提下，目前各高速公路主站能力是足够的。但个别匝道收费站仍存在由于能力不足易而导致

的拥堵，例如京承高速沙峪站。合理的收费车道数应大于等于匝道数量的 3 倍才能保证车辆

及时驶出。 

表 1  主要高速公路收费费主站通行能力 

高速公路

名称 
主站 

进京方向收

费车道数 

其中含 ETC

车道数 

四组复式收费后

理论通行能力 

考虑复式收费带来的

通行能力折减(20%) 

路段通行

能力 

京藏高速  清河  13  2  10800  9040  5400 

京港澳  杜家坎 19  4  16000  13600  5400 

京开高速  西红门 15  2  12400  10320  5400 

京承一期  京承  17  2  14000  11600  5400 

京津塘  大羊坊 16  2  13200  10960  5400 

京津高速  台湖镇 20  2  16400  13520  7200 

京哈高速  白鹿  13  2  10800  9040  5400 

京平高速  吴各庄 12  2  10000  8400  5400 

通燕高速  白庙  7  2  6000  5200  3600 

3.2 高速公路路段负荷 

京港澳、京开、京承、京藏、京哈和京津塘高速公路路段均为三上三下车道。六条高速

路 2012年五一期间高峰小时单向断面交通量分别为 6162PCU、6183PCU、6016PCU、4562PCU、

2788PCU及 2450PCU，而高速公路单向通行能力仅为 5400PCU，有三条高速公路实际交通量

已超过设计交通量上限，京港澳、京开、京承等高速路超负荷运营达到 10%以上，成为节假

日拥堵的主要原因。 

除此以外，日常多条高速公路实际通行量均超过公路工程技术标准[1]，通过计算 2011

年日均交通需求与供给关系显示，正南、西南、西北三个主要交通走廊能力缺口总计为 17.8

万 PCU/日，因此，现有路网非假日期间就已存在较大能力缺口，超负荷运营是造成高速公

路拥堵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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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道路条件和线形设计 

此外，道路条件和线形设计等因素也是造成拥堵的原因之一。 

京港澳高速公路杜家坎收费站通行能力低曾经是造成该区域拥堵的主要因素，通过改造

后收费站能力不再是道路的主要瓶颈。杜家坎收费站前后阀东桥至赵辛店 8 公里路段为双向

四车道加连续紧急停车带，其余路段均为 3 上 3下 6 车道，而京港澳高速公路高峰断面需求

接近双向 8车道，而这一“狭窄”区域仅能提供一半的能力，易形成瓶颈，造成交通拥堵。 

京承高速出京方向出主站收费站后，在 300 米范围内由 17 条收费车道缩减为三条行车

道后，又马上进入吉祥寺桥的上坡和弯道，迫使车辆减速，且道路通行能力小于其它 3车道

路段，导致车辆出站后依然行驶不畅。节假日期间京承高速上午出京为主、下午进京为主的

潮汐现象表现尤为突出，不均衡比例达 2.3:1，2012 年五一期间高峰时期通过收费站的车辆

超过路段通行能力的 22%，且持续四小时以上，也是造成高速公路拥堵的原因。 

3.4 衔接道路行驶不畅倒灌高速公路 

周边路网承载压力大时，如与收费站相连的道路拥堵造成车辆不能及时驶出高速公路，

或者收费站出口不远处有红绿灯、环岛等都有可能倒灌主路造成拥堵。 

京津塘高速公路采育站外十字路口设置了红绿灯，遇收费站分流时，经常因红绿灯放行

时间短使车辆无法驶出，进而导致主路拥堵。 

京藏高速公路清河收费主站与周边道路衔接如图 8 所示，车辆从上游高速公路 3 条车道

驶入 13 条收费车道，出收费站 200 米范围内再完成由 13 条车道过渡回 3车道，且在收费站

外 200 米处设置一个入口允许辅路 3 条车道中的车辆进入主路。造成该区域拥堵的原因有四

点：一是收费站之后设置的缓冲区间过短以及辅路入口位置过近均影响到车辆的队形调整，

合理的设计应当是出收费站后设置一 200 米的缓冲区令车辆由 13 条车道合并为 3 条，再隔

200 米后再设置出入口（最好先出后进）允许辅路车辆驶入，如图 9 所示，给由高速公路驶

出的车辆留以充分的过渡空间，另外在辅路入口附近应增加一车道作为辅路车辆的缓冲带。

第二点，过渡段空间除满足缓冲区长度外，还取决于下游饱和度，京藏高速公路辅路由回龙

观、西三旗驶来的大量机动车在此进入主路，下游道路饱和度激增，造成下游道路的拥堵，

高速公路车辆无法驶出，从而造成收费站前后行驶缓慢；三是收费站下游道路受与辅路的出

入口干扰本身通行能力小于收费站上游路段的通行能力，当上游负荷度高时就会给下游造成

更大压力；四是健翔桥区等城市道路的拥堵倒灌高速公路造成整个通道的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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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清河收费站现状设计                      图 9  清河收费站合理设计 

4. 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影响分析	

节假日实施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有利于充分发挥全国高速路网的作用，缓解铁路、

民航等运力紧张，并且结合假日制度培育假日经济和休闲经济，在更大层面拉动内需，出行

费用成本的降低将吸引更多的出行，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①诱增需求：本无出行计划的人群因此项政策激发新的出行计划； 

②方式转移：由铁路、民航、长途客运等其它方式转为驾车出行； 

③路径转移：由国道等免费道路或者辅路等其他平行道路转移至收费公路。 

北京高速公路和其它省份相比具有小区域、高密度、和城市路网紧密联系等特点，决定

了北京高速公路还承担了城市交通集散、通勤等功能。随着免费后需求大量提升，在众多利

好的同时也将给交通管理带来极大挑战。 

4.1 收费公路流量激增，拥堵程度及范围扩大 

2011年 7 月 1 日是起首都机场高速公路进京费用由 10 元改为免费，天竺站出京费用由

10 元降为 5元。免费后首都机场高速公路进京方向流量增长 31%，出京方向增长 3%（对比

日期分为别 2011 年 6 月 24 日‐30 日平均及 2011 年 7 月份），车流主要来由京密路及机场第

二高速转移，其中京密路进京方向降低 26%，出京方向降低 6%。 

目前部分高速路节假日期间车流量已超饱和，京港澳高速、京开高速、京承高速高峰期

负荷度已达到 1.1~1.14，免费后将诱增和转移更多的车辆选择收费公路出行，造成收费公路

全路段拥堵。 

4.2 收费公路拥堵时间加长，速度大幅降低 

通过对首都机场高速公路免费前后速度比较分析，见图 10至图 11，出京方向速度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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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同水平，进城方向高峰时期（14：30‐20：30）速度同比下降 63%，温榆桥至五元桥段

由高峰时段拥堵转向常态化拥堵。 

 

图 10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费用减免前后出京方向速度比较（五元桥至温榆桥） 

 

图 11  首都机场高速公路费用减免前后进京方向速度比较（五元桥至温榆桥） 

4.3 改变出行时间 

通知中规定节假日第一天 0：00 开始免费，因此会引起部分人群由原计划的放假前一日

下午或晚上出发改为免费后出行，因此可以减轻放假前一日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但是放假

第一日上午的流量将给高速公路自身及其周边道路带来极大的压力。另外，有些车辆故意在

服务区等地方等候，到免费时段再行驶出高速公路，也会在高速公路出口附近造成拥堵。 

4.4 加重公交出行时间延误 

虽然各高速公路对公交车免费放行，但由于免费后交通流量增加必然造成公共交通在高

速路段出行速度下降，从而降低公共交通吸引力。例如通行于机场高速路的 850 快、915 快、

918 快等线路，目前在通行机场高速路 10 多公里路段的平均运行时间长达 40 分‐50 分钟，

比采取单项收费前增加了 20‐30 分钟，运行效率降低了 50%左右。成倍增加的运行时间已严

重影响了车辆的周转，目前通行机场高速的各公交线路在节假日期间已采取的临时加车措

施，造成多投入运力 20%—30%。统计数据显示，受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影响的

公交线路为 81 条，近 2 万车次/日。 

4.5 影响使用长途大巴出行旅客的利益 

免费政策实施主要对使用私家车出行的人群受益，对于选择长途大巴出行的人群，在出

行费用并未减少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了其出行时间成本，从而影响了此类人群及长途客运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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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利益。初步统计，受到影响运营班线达 790 余条，每天发车超过 2000 余班次。 

4.6 连带引起城市道路的拥堵 

根据交通模型测试结果（图 12、13），由于需求的增加，免费后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的

流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连带加剧了收费公路接入段城市道路的运行压力，多条道路负荷

度增加，预计压力较大的路段有： 

高速公路：京藏、机场、京承、京港澳、京开、京通； 

五环：上清桥至来广营桥、平房桥至大羊坊桥、狼垡东桥至衙门口； 

四环：万泉河桥至三元桥、朝阳公园至十八里店、大红门至马家楼桥； 

三环：蓟门桥至太阳宫桥、双井桥至马家楼桥、丽泽桥至莲花桥； 

二环：阜成门至德胜门、建国门至广渠门。 

 

     图 12  免费前节日期间高峰负荷度          图 13  免费后节日期间高峰负荷度（预测） 

5. 缓堵措施及建议	

按照《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

知》要求，北京市将全面启动节假日免费通行相关工作。为全面贯彻落实实施方案，保障收

费公路节假日免费政策顺利执行，现提出以下措施建议： 

5.1 近期措施 

一、政策宣传和出行信息服务，提前告知并引导公众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免车

辆过度集中，导致收费公路拥堵或行驶缓慢； 

二、对易堵路段进行交通疏导，加大执法警力； 

三、保证高峰时期收费公路所有收费车道全部开放并采用四组复式收费，加强收费站管

理，设置小型客车免费通道，避免收费车辆与免费车辆混合通行； 

四、收费公路企业在收费站入口提前打出备份卡，在高峰时段于免费专用通道手工发放； 

五、加强路上巡视频率，及时清理路上洒落物、占路车辆，确保主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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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制定应急预案，加强各部门的信息沟通与联动，遇路上事故、入口大量驶入车辆等

可预知的出口车流高峰时，收费站应提前做好应对的各项准备； 

七、研究绕行路线方案并加强宣传，及时采取导流分流等措施缓解收费公路拥堵； 

八、免费期间白天禁止货车进入六环，避免货车与小客车的相互干扰，减少安全隐患，

同时减少收费公路路网压力。 

5.2 远期措施 

一、对收费道口严重不足的收费站，要抓紧调查论证，研究制定扩宽改造方案，增加收

费道口，满足车辆通行需求，确保车辆分类分车道有序通行，切实提高收费站通行能力和效

率。继续坚持大力发展 ETC，提高 ETC用户通行比率； 

二、在免费通行期间，对公交车、长途客车较多的高速公路开辟专用收费及行驶车道，

保障公共交通的出行时间，专用道建议从三环开始止于六环； 

三、有条件的高速公路设置潮汐车道，并根据假日运行特征调节车道方向； 

四、对于京承、京港澳等公路出现的局部通行能力与上、下游路段不匹配问题，可通过

工程措施对局部拥堵路段道路的进行改造； 

五、尽早实现既有规划道路，特别是与收费公路相平行的线路，为市民出行提供更多可

选路径，从而起到分流作用； 

六、北京市向南、西南、西北方向通道日常已处于饱和状态，应在高速公路路网规划时

考虑新增线路以缓解现有及未来将会面对的交通压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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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精细、本土 

——深圳市交通无障碍系统设计思考 

孙超  王波  张云龙  

【摘要】针对目前深圳交通无障碍系统建设缺乏精细化和人性化考虑以及现行国家无障碍规

范中部分指引实用性不强，未能充分注重各类使用群体实际需求的问题，基于现代无障碍通

用设计理念思考并结合深圳实际，对使用者实际需求和深圳交通无障碍系统现状特征进行识

别。在无障碍整体理念架构指导下制定了深圳交通无障碍系统设计框架，并对城市慢行无障

碍环境、常规公共交通、轨道交通、交通枢纽、无障碍交通工具、交通无障碍管理设施等各

个层面的具体要素进行了精细化和本土化设计，以构建可达、安全和人性化的无障碍交通系

统。希望本次提出的交通无障碍系统设计指引和设计要点能对深圳乃至其他城市交通无障碍

系统设计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关键词】交通系统设计  通用设计  无障碍  精细化设计  本土化设计 

1. 引言	

我国无障碍设施建设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起步，在实践中经历了从点到面、不断摸

索、逐步规范、持续提高的过程。目前现行规范认为无障碍设施是指为保障残疾人、老年人、

伤病人和孕妇、儿童等弱势人群的通行安全和使用便利，在建设项目中配套建设的辅助性服

务设施。但在实际建设操作中仍停留在一种狭隘的无障碍理念框架下，缺乏对无障碍设施整

体系统的考虑，因而导致了各类无障碍设施之间衔接不足，不成体系，使用效果不理想。北

美、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无障碍环境建设非常先进，其倡导的无障碍通用设计理

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健全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模式[1]。国内台湾及香港地区的无障碍环境建

设也非常普及[2]。国内外先进国家及地区无障碍系统建设在通用理念指导下实施途径主要有

两条：一是关注使用者实际需求进行精细化设计；二是结合自身实际进行本土化和特色化设

计。目前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也开始引入通用设计理念  [3‐7]，我国刚刚出台的《无障碍环境

建设条例》也规定在无障碍环境建设中将鼓励采用通用设计的做法。 

2006 年，国务院要求在全国 100 个城市开展无障碍设施建设示范城市活动，深圳是其

中之一。交通无障碍系统建设首先是解决“行”的问题，是深圳创建全国无障碍示范城市的

重点，理应在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中放在优先发展的突出位置。无障碍交通系统构建涵盖了

规划、设计、实施等各个环节。虽然深圳交通无障碍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目前各无

障碍设施建设由于缺乏先进无障碍理念指导，设施设计缺乏精细化和人性化考虑，使用效果

不佳。同时，深圳交通无障碍系统在建设过程中也发现现行国家规范部分指引实用性不强，

未能充分注重使用者的实际需求。而基于通用理念的精细化和本土化设计更注重使用者的实

际需求，是无障碍系统构建的必由之路，也是交通无障碍系统建设的关键环节。本次结合深

圳实际提出适宜深圳的精细化设计和本土化设计，以构建可达、安全和人性化的无障碍交通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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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通用理念的交通无障碍系统构建	

2.1 无障碍理念发展演变 

国际上无障碍设施建设理念经历了一个从狭义、定向服务向广义和精细化、本土化设计

转变的发展历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 1）萌芽期： 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 初提出

的无障碍设施的建设是独立的；在规划、设计方面仅限于考虑服务残疾人士、特别是肢体残

疾者；2）发展期：60 年代，伴随着世界老龄化问题的显化，老年人也成为无障碍设施的服

务对象；3）深入和普及期：90 年代后，无障碍环境建设不但面向残疾人、老年人，而且面

向所有人群。无障碍设计开始向通用化设计方向发展，而且此时一些先进国家和地区涌现了

特色多样的精细化和个性化（本土化）设计。 

基于通用理念的精细化设计和本土化设计在我国才刚刚起步，但随着现代生活的改善和

城市的不断发展，未来我国无障碍设施的内涵将会向着更加深入、广泛的方向发展，设计理

念也会向着更加精细化、人性化和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2.2 国内外经验借鉴 

发达国家和先进地区除了具有先进的无障碍通用理念外，无障碍系统建设也非常关注细

节，处处以人为本并具有各自特色，体现对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细致入微的关爱。 

如，美国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不仅有全方位的布局，又非常注重无障碍系统的精细设计，

其系统设计与周边建筑艺术协调统一，给行动不便者带来了方便与安全，堪称世界一流水平。

瑞士的交通指示灯都有一个盲人按钮，只要盲人按动按钮，面前的交通指示灯就会在几秒钟

内迅速变成绿灯，盲人无需等待，更无需倾听指示灯的声音。可见在瑞士的交通指挥灯自动

控制程序中，行动不便者被排在了 优先的位置[8]。日本的无障碍设施建设非常先进，也

非常细致和人性。在街道上，盲道的设置简洁流畅且感知性强，有台阶的地方同时建有规范

的无障碍通道，并有醒目标志。香港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也非常成熟和普及，如香港康复会推

出的“康复巴士”主要为伤残的香港居民提供主要电召服务、固定线路、连载服务及穿梭巴

士服务，以满足乘客不同需要。 

国内外经验表明，在注重使用人的实际需求前提下，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进行交通无

障碍系统的精细化和本土化设计才是无障碍系统设计的关键所在。 

2.3 各类群体出行特征及诉求判断 

弄清楚各类群体出行特征及环境诉求是进行交通系统无障碍设计的前提。各类出行群体

由于受各自身体等因素局限表现出不同的出行特征。从无障碍设施是面向所有人服务这一因

素考量，不同人群的出行特征和环境要求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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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群体出行特征和环境要求判断 

出行群体  路径可达度  出行特征  设计要求/个性需求 

健康人 

 

可以很顺利地直线到达目的地。但手中

持有行李时或饮酒后就不那么容易了。

1）一定的通道宽度；2）清

晰的标识 

幼儿 

 

随意地行动，跑、跳、钻等不停闲。 
1）合适的高度；2）楼梯尽

可能用坡道或电梯代替 

老年人、听觉残疾

人、拐杖使用者 
 

边观察周围的情况边行动，途中需要休

息。 

1）楼梯尽可能用坡道或电梯

代替 2）需要较长时间信号

提示 3）拄杖者需要较大通

行空间 

轮椅使用者 

 

习惯了的情况下，可以跑得比较快，不

能拐小弯，如遇高差，通行困难。 

1）较大的通道宽度；2）楼

梯尽可能用坡道或电梯代

替，消除高差至关重要 

视力障碍者 

 

只能感觉到拐杖可及的范围，为了到达

目的地需要经过一番周折。 

1）盲道感知性要强；2）盲

道设置要连续、系统；3）盲

道可以定向，辨别周边环境

2.4 无障碍通用设计理念架构 

狭义层面的无障碍理念一般是指方便残疾人及老年人，消除他们在移动、操作和获取信

息等方面的障碍，在城市中构建的环境载体。无障碍设计的出现 初源于社会对残障人士的

关注，其设计就是要满足残障人士 低的物质与环境要求。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及

特殊需求人士结构的变化和社会老龄化的趋势，使人们认识到人类能力的差异性，即每个人

的能力会随着年龄、体能以及周围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因此从广义层面讲，无障碍系统

设计不仅仅是消除阻碍残障人士参与社会生活的障碍，更是为社会所有成员创造一个在人生

不同生命阶段都能自由活动、交流的社会环境和生存空间，也即通用设计理念。 

在 20  世纪  80  年代，通用设计的概念 先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罗纳德·梅斯

(Ronald  L．Mace)提出，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实践，国际上已形成了以北美、欧洲、日本为代

表的  3  个通用设计研究区域。通用设计通常也被称作“全民设计”或“包容性设计”，它并

不是要推翻原有的无障碍设计标准，而是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理念来指导适宜所有人使用

的城市环境设计，是无障碍理念的继续与延伸。为此，提出如下无障碍整体理念架构。 

 
图 1  无障碍系统整体理念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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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交通无障碍系统设计框架 

城市交通无障碍系统涵盖了城市慢行无障碍环境、常规公共交通、轨道交通、交通枢纽、

无障碍交通工具、交通无障碍管理系统等层面，系统建设涉及体系规划、规划指引、设计指

引、建设实施和效果反馈（实施后评估）五个阶段，通用设计理念贯穿了系统建设的各个环

节[9]。深圳市交通无障碍系统规划设计流程见下图所示。 

 

图 2  深圳市交通无障碍系统规划设计流程 

事实证明，完全按照规范设计的优点不容忽视，但这样的设计方法难免会走进刻板、教

条的误区，现代无障碍通用理念在设计原则上更加注重使用人的实际需求：在达到规范要求

的前提下，通过调查使用者的实际需求，进行细致人微的分析，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真正

从使用者的需求出发进行交通无障碍系统的设计。本次结合深圳实际制定适宜深圳的交通无

障碍系统设计框架，以构建可达、安全和人性化的无障碍交通系统。 

 

图 3  深圳市交通无障碍系统设计框架 

3. 精细化是交通无障碍系统整合、优化的核心	

3.1 交通无障碍系统现状特征识别 

根据上述分析，基于通用理念的精细化设计是交通无障碍系统设计的关键，也是系统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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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优化的核心。在进行精细化设计之前，需要弄清深圳交通无障碍系统现状特征进行识别。 

3.1.1  交通无障碍系统需求层次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人在满足基本生理需求外还需要与外界有广泛的互动和交

流。因此对无障碍交通系统提出了两个层面的要求。基本要求是无障碍交通系统应能提供系

统、完善以及安全的无障碍设施和网络，更高层次要求是无障碍交通系统应能够提供舒适、

有艺术美感、高品质的路径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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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图 5  无障碍交通系统需求层次与依托载体对应关系 

3.1.2  交通无障碍系统现状特征	

无障碍设施的使用群体主要包括残疾人、老年人、伤病人和孕妇、儿童、携带行李人士、

外国人等出行不便的人群。其中残疾人和老年人又是无障碍设施使用群体中 主要的受益人

群。深圳现有残疾人 13.47 万，其中户籍残疾人 7.29 万，占户籍人口的 3.02%。2010 年底共

有老年人 42 万，占全市常住人口的 4.1%；其中户籍老年人 15.4 万，占户籍人口的 6.1%。

深圳目前的无障碍设施建设仅体现在“量”的投入，“质”的环节与国外先进城市以及人性

化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建成的无障碍设施不够精细和人性，不便于使用，其中

以城市道路和公共交通上无障碍设施问题较为突出。如盲道块材感知性不强，缺乏指向和环

境定位等信息；缘石坡道建设时不符合标准，坡度和宽度不好使用；无障碍通道上隔离栏间

距过小，轮椅乘坐者不能很好地通过；公交站台缺乏无障碍设计；乘坐公共汽车时通公交车

踏板太高，上车费力、公交车无轮椅固定装置。 

通过全市交通无障碍设施主要受益群体（残疾人、老年人和妇幼群体等）专项问卷调查，

表明：1）主要受益群体日常出行方式以轮椅（或陪护车）出行为主；2）日常出行目的以看

病、工作和上学为主；3）出行距离以中短距离为主，通常介于 3 公里半径范围。同时，根

据问卷分析可知，由于上述无障碍设施设计和建设中的问题也导致了：4）大部分群体需要

家人或朋友的陪同下出行；5）无障碍设施使用率低下，如基本上看不到盲人使用盲道，盲

道形同虚设；6）日常出行频率较低，周均出行次数仅 10 次/周。 

3.2 慢行环境无障碍设计指引 

3.2.1  人行道无障碍设计指引	

（1）基于通用设计的人行道设计指引 

基于各类人群的出行尺度分析[10]，从通用设计的角度给出深圳市道路人行道横断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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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常见和典型情况，详见下图。 

 
图 6  基于通用设计的道路人行道横断面设计指引 

 

（2）盲道设计优化指引 

在实际中，盲道往往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一方面是由于不规范建设、管理等因素造成；

更主要的原因是目前盲道设计方法和规定的不规范、设计理念的不成熟，即便完全按照国家

相关规范设计、施工和使用，盲人也不能有效的使用盲道系统。针对目前盲道设计中不能提

示明确方向、告知盲人所处方位及周边环境、市政道路开口以及交叉口处盲道中断而失去引

导的问题，这里提出“感知盲道”和“减速带盲道”的设计优化思路。 

1）感知盲道：利用现有盲道路砖以其表面现有条形和圆点形的特征区别而反应不同信

息的特点，而制作的提供信息的新型盲道。其表面有指北特征标记的盲道北向砖；表面有表

示指向医院、厕所、商场等方位特征标记的方位定位砖；以及其表面有表示指向“盲文交通

导盲路牌”的特征标记的导盲路牌与指示砖。它能改善现有导盲技术的不足，能较好的为盲

人导盲并使其顺利到达目的地，且极易实施普及，使用简单，是一种理想的新型盲道。2）

减速带盲道：在街坊社区出入口、人行横道上，盲道中断，两盲道间的距离很大，十几米甚

至几十米，盲人在此处根本无法通行，因此提出应在沿街街坊、单位出入口的人行道上设置

盲道，该设置同时能起到进入汽车减速功能，从而避免步道体系的中断，更加方便视力障碍

者行动，也为其他人群有个很好的视觉引导。减速带盲道可以综合减速带和盲道的特点及要

求，并参考道路减速震荡标线的结构来设置。盲道的宽度为 0.3‐0.6m，盲道条形和圆点的高

度为 5mm；减速带的宽度一般采用 35cm～50cm，高度为 15mm～60mm。人行横道线上盲

道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做法。 

3.2.2  过街设施的无障碍设计指引	

（1）人行天桥及地道无障碍设计优化 

人行天桥及地道无障碍设计的重点在于坡道和梯道的设计。对于城市重点地区的人行天

桥可设垂直电梯取代轮椅坡道；在城市中心区、人流量大的地段、以及坡道设置困难且具备

安装条件的地区应设置垂直升降梯取代轮椅坡道，并在电梯入口的地面设置盲道相衔接。对

于不具备安装垂直电梯的人行天桥及地道，应采取平缓坡道+梯道相结合的方式。人行天桥

与人行地道应设计成具有平缓坡道和梯道相结合的形式，既可以使乘轮椅者、老年人等安全

方便地通过，而对于急于上班、上学、办事的人们，可在另一侧设置快速通行梯道。对于台

阶高度和宽度设置适中，尽量采用 符合人体行动的 15cm×30cm的尺寸，并避免台阶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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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凸。 

（2）人行横道线的设置位置优化 

关于人行横道线的设置，对深圳市的道路进行了调研，可按以下几种情况进行设置混合

使用，以有效地减小行人过街时间。 

a.当交叉口的圆弧半径较小时，人行横道线的内边缘可以和人行道侧石线在一条线上，

这时坡道落底的起点应为圆弧的起点。如图 7中左图所示。 

b.当交叉口圆弧半径较大时，人行横道线的内边线可以和人行道侧石线适当错开，这样

可以缩短行人过街的时间。如图 7中中图所示。 

c.人行横道线与人行道 大程度错开的情形，坡道落底的起点为圆弧的起点，或接近圆

弧的起点。如图 7 中右图所示。 

   
图 7  人行横道线的设置位置 

 

（3）平面交叉口无障碍设计优化 

平面交叉口处无障碍设施要素主要为缘石坡道和盲道，根据交叉口的不同尺度，提出如

下三种交叉口无障碍设计方案。 

a.大圆弧交叉口无障碍设计。落底的起点与两处横道线外边线相对应，提示盲道的长度

与横道线相对应。提示盲道中间断开是为了便于盲人找到行进盲道，如图 8 中左图所示。人

行道净宽小于 2 m 时，不设行进盲道，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使盲人能找到横道线的位置，在

人行道圆弧段部分增设导向盲道。如图 8 中右图所示。 

  

图 8  大圆弧交叉口无障碍设计方案 

b.较小圆弧交叉口无障碍设计。圆弧半径较小时，两个横道处的提示盲道可能会重叠，

出现此情况用这种方案。坡道落底宽度一般要大于 5 m， 小为 5 m 也可以，具体尺寸由横

道线的位置而定。这种情况也可以把两条转向盲道变成在坡道当中设一条。当不设行进盲道

时，可增设导向盲道。 

c.右进右出交叉口无障碍设计。这种情况在园弧当中做 5 m宽落底的单面坡坡道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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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不设行进盲道时，可增设导向盲道。 

  

图 9  较小圆弧交叉口无障碍设计方案           图 10  右进右出交叉口无障碍设计方案 

以上几种样式的圆弧坡道在铺设道板时比较容易，如果条件允许，图 11 所示的方案是

比较理想的，这种方案 适合盲人穿过交叉口，只是铺设道板时切割量大些。 

 

图 11  适宜盲人穿越的交叉口无障碍设计方案 

（4）二次过街安全岛无障碍设计指引 

二次过街安全岛宽度不得小于 2 米，。当安全岛宽度较宽时，可采用坡道的形式，且单

面坡缘石坡道满足坡度应小于 1:20；当安全岛宽度较窄时，可采用与机动车道路面同一平面

设置。如图 12 所示。 

 

图 12  二次过街安全岛无障碍设计示例 

3.3 公共交通无障碍设计指引 

公共交通无障碍设计主要涉及无障碍公交线路布设和公交站台的无障碍设计。无障碍公

交线路在设计时，应根据残疾人和老年人等主要受益群体空间分布特征，开通途径市、区残

联、老年人聚居区等重点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公交线路。公交站台无障碍设计方面，本次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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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实际，分别从公交站台沿人行道设置（站台高于人行道）、公交站台沿侧分带设置（侧

分带较窄时）、公交站台沿侧分带设置（侧分带较宽时）三个方面分别给出深圳公交站台无

障碍设计要点，涵盖了行进盲道、候车区提示盲道、缘石坡道、公交车辆等无障碍设施要素，

为深圳的公交站台无障碍建设提供技术指引。 

 

图 13  深圳公交站台无障碍设计指引图 

3.4 轨道交通无障碍设计指引 

现有规范对轨道站点设置无障碍垂直电梯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对轨道站点设置

无障碍垂直电梯与车站的形式有关。从站厅到站台：岛式车站应至少设一部无障碍垂直电梯，

侧式车站、端头厅式车站应每侧至少设一部无障碍垂直电梯。从地面到站厅：一般式站台车

站至少有两个出入口且尽量在对角方向设置无障碍垂直电梯；侧式站台每侧至少有一个出入

口设置无障碍垂直电梯。 

轨道站点应设置无障碍入口坡道，如轨道站点地面入口有台阶时，应设置轮椅坡道和扶

手。轨道交通站点应设置无障碍检票通道，根据各类人群出行尺度需求，无障碍检票通道宽

度不宜小于 1.20 米，无障碍检票通道门的门扇净宽不应小于 0.90 米，且无障碍检票通道内、

外应设提示盲道。 

  

图 14  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及收费检票无障碍通道设计示例 

3.5 无障碍交通工具设计指引 

无障碍公交车辆应采用低底盘无障碍公交车，并设有轮椅席位、呼叫按钮等设施，以方

便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上车，车厢内外应设置到站显示屏和报站语音提示；同时建议

在残疾人、老年人聚集且公交未覆盖的区域开通社区巴士（介于公交和出租车之间的交通工

具），服务于行动不便人士的出行；同时残联可根据残疾人康复需要，配置专门用于接送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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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人的无障碍康复巴士。推出无障碍出租车服务，可新购置或对已有的成熟出租车车型进行

改装，尽量采用轮椅直入英伦式无障碍出租车，以方便行动不便人士乘车。 

3.6 交通无障碍管理设施设计指引 

交通无障碍管理设施包括无障碍交通标志，盲文地图、盲文站牌、路口过街音响信号装

置等。无障碍交通标志的内容与形式应采用国际通用无障碍标志和无障碍设施标志牌；过街

音响信号装置是供视力残疾者借助听力了解过街信号的音响装置，宜在全市人流、车流繁忙

地段道路交叉口、商业街区的主要人行横道处、盲人学校、盲人居住区周边道路的人行横道

设置。建议对公共交通空间和旅游景点的导示图和导游图上进行详细的无障碍设施标示。 

  
图 15  东门步行街盲文地图及路口过街音响信号装置示例 

4. 本土化是交通无障碍系统构建的灵魂	

交通无障碍系统建设应注重实际需求，结合自身实际、因地制宜地采取本土化、个性化

的设计方法。基于通用理念的本土化设计是交通无障碍系统设计的关键，也是系统构建的灵

魂。深圳作为一个年轻的历史移民城市，虽然人口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但特区已经成立 30

年，曾经年富力强的“开荒牛”们将在同一时间步入老年，加上从内地或香港加入深圳养老

大军的常驻老人和随迁老人，深圳将会猝不及防地遭遇老龄人口“爆发式”增长的问题。目

前深圳残疾人绝对数目并不多，但是人口老龄化的突发式增长的必然性要求深圳交通无障碍

系统设计在考虑各类人群的同时，老年人将作为着重考虑的对象。下面根据深圳实际情况，

提出满足深圳实际的本土化和具有特色的技术设计指引。 

（1）对人行道设计制定“绿线控制” 

前面已经对人行道的宽度提出了精细化的设计指引。即人行道的宽度不仅要考虑健康人

的空间要求，同时应至少保证两个轮椅并排通行（此空间同时可满足两个人或一个人与一辆

轮椅并排通行），宽度为 2m，一般情况下不宜小于此空间。为了保障无障碍步行道的通行

宽度，这里提出“绿线控制”的概念，即在深圳各片区法定图则编制及修编中增添保证人行

道空间的控制性通道的法定宽度，正如当前城市建设中用红线加以控制一样[11]。建议绿线

控制同红线控制一样规范化、法制化，绿线内要有行动不便群体专用的平滑地面、防滑道以

及健康人群步行道。其中平滑地面应坡道平缓，以轮椅乘坐者手臂驱动时的承受力来确定坡

度和 大坡长，宽度可参照轮椅宽度做出规定。老年人依仗步行的防滑道，需要设置台阶的

地段要限定级数、添设扶手。上述三种不同步道共存于绿线宽度内，可采用不同材料和颜色

区分。绿线内要设置坐椅者无需起立就可使用的电话亭，还要有与步行者尺度相匹配的灯柱

等室外小品。地下埋设的给排水管应便于无障碍步行道的冲洗，绿线内植被的灌溉等。 

（2）对盲道设计制定“黄线控制” 

“黄线控制”是指在深圳各片区法定图则编制及修编中对盲道必须增添黄线的控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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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保证其规范化、法制化[12]。正如当前城市建设中用红线加以控制一样，可以有力地保证

盲人在城市道路上的步行权利不容侵犯。如，可以规定当道路人行道宽度不低于 2m时，必

须设置盲道，此时在“绿线控制”中除了设置平滑地面、防滑道以及健康人群步行道外，同

时需要设置盲道，且在盲道的“黄线控制”范围内不许出现井盖、栏杆、树池等障碍物。 

（3）关于过街隔离桩间距的考虑 

以人行道缘石坡道设计为例，如三面坡缘石坡道除了满足变坡度应小于 1:12、落地平台

小宽度不小于 1200mm外，还应保证隔离栏之间的距离能满足轮椅通行者和运货手推车、

手推婴儿车等的通行需要。例如，调研中发现，在华强北地区经常会有运货手推车过街，而

部分路口隔离栏由于设置间距过小，导致运货手推车不能正常通行，因此在设计中应根据实

际情况，对已有技术设计指引进行完善，并提出符合深圳实际的精细化设计指引。 

  

图 16  三面坡缘石坡道设置要求及隔离桩间距设置示例 

（4）关爱标识 

在城市偏远地区、工业区及行动不便人士通行困难的地点设置人性化、精细化的无障碍

关爱标志。如在不具备条件设置坡道的台阶处或不具备条件安装垂直电梯的人行天桥入口处

设置关爱标识，鼓励健全人朋友帮助行动不便人士过街。 

 

图 17  交通无障碍关爱标识设计示例 

5. 结语	

本次基于通用设计理念，结合实际提炼出适宜深圳的无障碍设计理念，并通过设施使用

者实际需求和深圳交通无障碍系统现状特征识别，在无障碍整体理念架构指导下制定了深圳

交通无障碍系统设计框架。在实施途径上基于通用理念思考分别从精细化设计和本土化设计

两个方面对城市慢行无障碍环境、常规公共交通、轨道交通、交通枢纽、无障碍交通工具、

交通无障碍管理设施等各个层面的具体要素提出了设计指引。其中提出的各项设计指引均考

虑了各类使用群体的实际需求，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希望本次提出的交通无障碍

系统设计指引和设计要点能对深圳乃至其他城市交通无障碍系统构建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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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块化增长的城市路网拓扑结构演化研究 

刘鹏  金安  

【摘要】以模块化增长的演化模型的研究为基础，结合对城市路网拓扑结构演化的分析，提

出城市路网拓扑结构演化的自组织与规划效应，并分析在城市路网拓扑结构演化中的择优连

接与模块化增长机制，以及演化效应与演化机制之间的体现关系，并结合算例，研究择优连

接性、模块规模、模块形态对生成的网络模型特性的影响，以作为判断自组织与规划效应在

网络演化中影响作用的依据。 

【关键词】演化效应  演化机制  择优连接性  模块规模  模块形态 

城市路网是城市功能运行的基础，是城市交通活动存在和发挥作用的主要载体。近年来，

对于城市路网复杂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0‐0。特别是城市路网的结构复杂

性、时空分布复杂性及其流量演变机制等问题，是目前研究的关键和主要内容 0。 

结合城市路网的自身特性，对城市路网拓扑结构的演化进行研究，从而可以为以后深入

研究城市路网结构布局、路网承载力、城市路网级联失效过程及制定环节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等等奠定良好的基础 0。 

目前构建城市路网的抽象网络模型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原始法与对偶法 0。对偶法是

将交叉口抽象为图的边或弧，而将一条完整的道路抽象为图的节点，其构建的网络一般会表

现出更为明显的拓扑特性。在本文的研究中，以采用对偶法构建的城市路网拓扑结构作为研

究对象。 

1. 模块化增长的演化模型的简要回顾 0	

1.1 演化过程 

在模块化的网络演化模型中，网络规模的增长速度较快，在每时间步长内，会新增加由

若干个节点构成的一个模块，该模块会先经历一次完整的内部演化而转变为小世界网络，而

后再按照择优规则与已存在的网络节点连接。 

 
图 1  模块化增长的网络演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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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是模块化增长的网络演化过程，具体如下： 

1.1.1  构造具有小世界网络形态的新加模块	

1）从规则网络开始：由 s 个节点构造最近邻耦合规则网络，每个节点都与它相邻的 K

个节点（每侧 2/K 个节点）相连， K 是偶数； 

2）随机化重连：以概率 随机重连其中的每条边，规定任意两个不同的节点之间只能

有一条边，且每一个节点都不能有边与自身相连；通过改变概率 的大小，新加模块可以

在规则性 )0(  和随机性 )1(  之间连续过渡。 

1.1.2  网络增长	

开始于较少的节点数（ 0m ）和边（ 0e ），每单位时间步长内新加入一个由 s 个节点、n

条边构成的小世界网络模块，该模块连接到网络中已存在的m个节点上；   

1.1.3  新加模块与整个网络的择优连接机制	

1）新加模块中节点的择优选择：按照度偏好的规则，在新加模块中择优选择节点 i ，

节点 i 将与网络中已存在的节点连接； 

2）网络中已存在节点的择优选择：按照度偏好的规则，在网络中择优选择节点 j ，节

点 j 将与新加模块中的节点连接； 

1.2 特性指标 

对于该模型，研究了四个主要特性指标：模块结构强度 0、节点度分布、聚类系数及平

均路径长度，这四个特性指标可以反映出网络是否具有模块结构特性、无标度特性和小世界

特性。 

模块结构强度反映网络模块结构的强弱；节点度分布是判断网络是否具有无标度特性的

依据，无标度网络的节点度服从幂律分布；通过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可以判断网络是

否表现具有小世界特性，小世界网络一般表现出较高的聚类系数和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 0。 

2. 城市路网拓扑结构的演化效应与机制	

2.1 城市路网拓扑结构的演化效应 

从微观角度分析，城市路网的演化由多个微观因素 0的推动而形成，可以认为是一种自

组织作用的结果，而从宏观角度来讲，城市路网的演化一般都是有计划的进行，决策者的主

动参与形成了整体规划的作用；本文认为，城市路网的演化效应可以分为自组织效应与规划

效应这两类。 

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路网的演化一方面适应出行需求与结构变化、土地布局调整、

社会经济发展而产生自组织效应，另一方面也综合人为干预的因素被规划形成，于是自组织

与规划效应就结合起来，共同成为推动城市路网演化的动力。因此现代城市路网的发展形成，

是自组织与规划演化的共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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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路网拓扑结构的演化机制 

城市路网拓扑结构的演化效应，在相应的演化机制上体现出来。借鉴抽象网络的演化机

制 0，并结合城市路网拓扑结构的演化效应，本文认为城市路网拓扑结构的演化遵循择优连

接机制和模块化增长机制 0。 

2.2.1  择优连接机制	

择优连接机制体现出城市路网拓扑结构的自组织演化效应。在网络增长的过程中，新修

建的道路往往会选择具有优先权（如流量负荷较高或交叉点数量较多等）的道路相交，新道

路加入进来之后，可能会加重该相交道路的流量负荷，其交叉点数量必然增多，从而使得该

道路的优先权更强，形成“富者愈富现象。” 

2.2.2  模块化增长机制	

模块化增长机制，体现出城市路网拓扑结构演化的自组织与规划的复合效应。不同于抽

象网络的单节点增长演化，城市路网的演化速度更快，每时间步长有多条道路同时被规划成

为城市路网的一部分，这些道路组成一个模块，且其内部会呈现某种形态的交叉关系。在城

市路网拓扑结构的演化过程中，对模块结构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模块的规模大

小，反映出城市路网拓扑结构演化的规划效应强弱；二是模块的网络形态，反映出城市路网

拓扑结构演化的自组织效应强弱； 

1）模块规模 

模块规模是指城市路网中每个模块结构所容纳的节点数和内部连接数，体现出路网划分

的细致程度，也反映出城市路网拓扑结构演化的规划效应强弱。模块规模越大，其规划效应

越强，反之，规划效应越弱。 

2）模块形态 

模块形态是指新加模块在成为路网之前所具有的初始网络形态，在城市路网拓扑结构

中，新加模块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网络形态，但一般来说，新加模块的规模较小，因而表现出

的网络形态并不明显。新加模块的形成过程存在一定的随机性，当自组织作用偏强时，其随

机性就较强，反之，其随机性较弱。这种网络形态与小世界网络极为相似，因而可以直接借

鉴对模块化增长的网络模型的研究 0，以WS小世界网络作为新加模块的复杂网络形态。 

3. 城市路网拓扑结构特性的影响分析	

运用算例，通过不同的参数取值，分别从择优连接性、模块规模、模块形态三个角度，

研究网络模型特性指标（模块结构强度、节点度分布、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的变化特

点，从而可以分析其模块结构特性、无标度特性及小世界特性的变化趋势，以作为判断自组

织与规划效应在网络演化中影响作用的依据。 

3.1 择优连接性对特性的影响 

择优连接体现的是网络演化的自组织效应，不同的连接数对网络模型特性的影响，表明

了其体现出的自组织效应强弱对网络模型特性的影响。通过调节m 值大小，可以改变择性

优连接性的强弱；m 值越大，表明模型的择优连接性越强，自组织效应也越强；反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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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的择优连接性和自组织效应越弱。 

通过算例发现，随着m 值的增大：（1）模块强度逐渐变小；（2）度分布模拟数据的规

律性增强且分布曲线趋向于平稳，说明该模型的无标度特性及小世界特性均随之增强；（3）

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均减小，但两者随网络规模的变化趋势保持基本保持不变，无法判

断小世界特性强弱的变化情况。 

3.2 模块规模对特性的影响 

模块规模体现的是网络演化的规划效应，不同的模块规模对网络模型特性的影响，表明

了其体现出的规划效应强弱对网络模型特性的影响。通过调节新加模块含节点数 s 及其平均

度数 K 的大小  ，从而实现调节模块规模的目的。 

通过算例发现，随着 s 、 K 值的增大：（1）模块强度逐渐增大；（2）度分布模拟数据

的规律性变差，说明该模型的无标度特性随之减弱；（3）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均增大，

且聚类系数的变化幅度明显比平均路径长度要大，说明小世界特性增强。 

3.3 模块形态对特性的影响 

模块形态体现的是网络演化的自组织效应。对于小世界形态的新加模块，通过调节重连

概率 的大小，可以改变其小世界形态的随机强度；不同的随机强度对网络模型特性的影

响，表明了其体现出的自组织效应强弱对网络模型特性的影响。重连概率 越大，则模块

的随机性越强，表明其自组织效应越强；而重连概率 越小，则模块的随机性越弱，表明

其自组织效应越弱。 

通过算例发现，当改变参数 值时:（1）模块结构强度保持不变；（2）度分布曲线的变

化极小，基本可以忽略，这说明无标度特性变化也极小；（3）聚类系数和平均路径长度的变

化极小，且两者的变化趋势基本保持不变，说明该模型的小世界特性的变化也极小。 

4. 结论	

本文的研究使得自组织效应与规划效应在城市路网拓扑结构演化过程中的作用更清楚

的反映出来。网络演化的自组织效应能够在择优连接、模块形态两方面体现，而规划效应在

模块规模方面体现；然而由于模块形态对网络的特性影响极小，可忽略不计，因此，在实际

的应用中，主要通过改变择优连接、模块规模两个因素，以达到调节网络演化的自组织效应

和规划效应的目的，并生成具有相应特性的网络结构。 

【参考文献】 

[1]Zou Zhi‐yun, Liu Peng, Lei Li, and Gao  Jian‐Zhi. An evolving network model with modular growth. Chin. 

Phys. B. 2012, 21(2) 

[2]吴建军,  高自友,  孙会君,  赵晖.  城市交通系统复杂性——复杂网络方法及其应用.  科学出版社, 

2010. 05 

[3]单晓芳,  王正.  城市交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  上海城市发展, 2006, 6: 2‐25 

[4]方爱丽,  赵继军.  复杂网络:  结构和动力学.  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 2006, 3(3): 56‐94 

[5]何大韧,  刘宗华,  汪秉宏.  复杂系统与复杂网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01 

[6]赵月,  杜文,  陈爽.  复杂网络理论在城市交通网络分析中的应用.  城市交通, 2009, 7(1) 

[7]高自友,  赵小梅,  黄海军,  毛保华.  复杂网络理论与城市交通系统复杂性问题的相关研究.  交通运输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677



 

 

系统工程与信息, 2006b, 6(3): 41‐47 

[8]Jiang B, Claramunt C. Topological analysis of urban street network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2004, 31: 

151‐162 

[9]Newman M E J, Girvan M. Finding and evaluating community structure in networks. Phys. Rev. E. 2004, 69: 

026113 

[10]Albert R, Barabási A L. 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complex networks. Rev. Mod Phys. 2002, 74: 47‐97 

[11]陈彦光.  中国城市发展的自组织特征与依据——为什么说所有城市都是自组织的.  规划研究,  2006, 

08: 1002‐1329 

[12]Barabási A L, Albert R. Emergence of Scaling in Random Networks. Science. 1999, 286(5439): 509‐512 

【作者简介】 

刘鹏，男，硕士，助理工程师，广州新地交通咨询有限公司 

金安，男，高级工程师，注册规划师，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所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678



 

 

中国可持续交通领域的杰出专家 

——基于在线调研的报告成果 

周江评  段心凯 

【摘要】本文阐述了在中国可持续交通的发展进程中，识别本领域的年龄在 40岁以下的杰

出青年专家、所属机构、主要擅长领域、代表作品、稳步建立中国青年交通专家信息库， 为

公众，尤其是交通领域的专业人士、学者和学生服务的重要意义。本文探讨了在识别杰出专

家时可采用的调研方法，并最终选择在线接触点调研法对中国交通领域的学生、专家、学者

开展基于网络平台的问卷调研。通过对调查回应者提名情况、专家代表作品情况等信息的分

析，确定专家综合评价次序，辨识出该领域 21位最具影响力的杰出专家及其通常参与互动

的专业场合，为下一步构建可持续交通领域专家信息库、宣介中国交通领域内的杰出专家及

其代表作品等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可持续交通  杰出专家  在线调研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意识到从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角度

审视并调整交通发展策略的重要性。在此进程中，各类非官方或半官方的行业组织和科研团

体利用组织各种大小会议、培训和考察的机会，逐步建立了行业、行业子领域专家信息库，

实现专家信息录入、查询、信息动态维护和更新，结合在线数据库、不定期网络会议和培训

等分享杰出专家的代表性思考和实践经验，成为推动可持续交通教学、科研、实践与决策的

重要支持。相关组织和团体中最典型的，当属美国交通研究会(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目前，美国交通研究会有动态更新的全球交通专家名单数千个，可以依据专家擅长

领域，雇主类别，雇主名称、代表作品关键词、电话、电子邮件、邮编、全美性质交通类学

术委员会的身份等迅速查询、联系专家。以上专家信息库的经验与实践为中国提供了有益启

示。基于中国在这方面的空白，本文探讨了识别中国可持续交通领域杰出专家的必要性和方

法，基于所提出的方法，作者识别了当前我国可持续交通领域内 30‐40 岁左右的青年专家

21 名。下一步对这些专家的访谈，将为建立与国际接轨的中国交通专家信息库打下良好基

础。 

1. 简介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在可持续交通方面的积极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由一批富于

影响力的开放创新型思想及实践者所触发。本文的目的是识别出中国交通领域 20 个最具开

明创新性的思想者及实践者（年龄在 30—40 岁左右）。这一工作在以下情况发生时，将对实

体单位和个人有所助益： 

（a）需要外部技术援助； 

（b）促进其在中国境内乃至境外的职业使命的提升和知识技术经验的传播； 

（c）有条件接触中国的专家组，与之进行思想交流及在共同兴趣领域合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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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组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描述本文如何定义“开放创新型思想及实践者”（以下简

称为杰出专家）。第三部分详述用来定义上文提到的思想及实践者的方法。第四部分列出关

于这些专家及其各自擅长的专业领域、代表作品、供职单位及联系方式的列表。基于此表，

这部分还将同时讨论这些杰出专家经常参加的专业活动或会议，以及他们之间的互动。第五

部分总结并探讨接下来相关研究的途径。 

2. 定义	

在本文的定义中，交通方面的专业人士或学者被认定为杰出专家，必须至少符合以下条

件中的两项： 

（a）已完成至少一项交通规划或项目，且项目位于中国其本人所在地之外的城市，同

时此项目被至少一位来自其他工作单位的交通领域专业人士或学者所认可； 

（b）已出版同行评议的交通方面的出版物（书或者论文），且该出版物被至少一位来自

其他工作单位的交通领域专业人士或学者所推荐； 

（c）仍然活跃在交通领域，且拥有可识别的雇主。 

考虑到中国交通领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聚焦的杰出专家主要涉及可持

续交通发展、城市交通规划、交通政策及分析等方向。出于后期希望尽可能多地接触他们的

考虑，本文最为关注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年龄在 30 至 40岁的杰出专家，他们可能目前不

是专业方面最突出的，但可以说是精力最充沛、最有潜力成为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的群体。 

3. 研究方法	

3.1 调研方法的选取 

从国家层面来说，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的或者流行的方法用来识别交通领域的杰出专

家，但是以下四种途径中至少有一项可以完成此任务。第一，可以咨询在本专业领域活跃多

年的有经验的交通专业人士或学者；第二，可以查询交通专业人士或学者有资格评选的、高

知名度的奖项或提名名录；第三，可以查看交通专业人士或学者经常参加的高知名度会议的

项目或出版物；第四，可以整合来自各种资源的离散信息，这些信息可以来源于报纸、同行

评议文章、政府文件以及注册规划师数据库等。除了对效率和可行性的考虑之外,本研究主

要使用第一种方法来识别权威专家，理由如下： 

（a）中国的交通专业人士或学者有资格参与许多省级和国家级奖项的评审，然而目前

并没有一个数据库可以提供所有奖项、获奖人、被提名者信息等相关数据； 

（b）交通专业人士或学者经常参与的高知名度会议的项目及出版物，绝大部分时间只

提供给付费与会者，因此收集足够数量的项目或出版物需要付出大量时间和金钱。 

（c）整合来源于各种资源的关于杰出专家的离散信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且不如第一

种方式效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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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在线接触点调研法的应用 

咨询富有经验的交通专业人士或学者的途径有很多。比如可以安排面对面的会谈，或者

采取电话访谈等方式。本研究利用互联网在传播和收集资讯方面的优势，通过以下 8个接触

点来联系中国富有经验的交通专业人士或学者：（a）Tranbbs  网站（联络人为徐赫）；（b）“城

市交通”网站  Journal of China Urban Transportation （联络人为张宇）；（c）新浪微博（联络

人为周江评博士）；（d）清华大学陆化普教授；（e）同济大学交通学院张华博士；（f）江苏

省交通规划设计院李杰; (g)西南交通大学范文博博士；（h）能源基金会中国城市可持续交通

发展研究中心解健华女士。其中，(a)  和  (b)是最受中国交通领域的学生、专家、学者欢迎

的门户网站。(c)是日益重要的中国交通领域的学生、专家、学者进行互动的平台。(d) (e) (f) 

(g)  (h)可以接触到一些在中国备受尊敬的交通领域的朋友和校友，非政府组织及知名交通规

划设计院之中的杰出专家。每一个途径都提供了一个包含 14 个问题的简短调查工具及调查

介绍的网页地址（参见附录关于手段工具及其介绍的部分）。然后由联络人将相关介绍和网

址通过邮件自动分发系统、微博、论坛和 QQ 群等方式分享给他们的朋友和校友。调查及网

址由“调查派”网站（www.diaochapai.com）生成，这是一个在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商用在

线调查引擎。付费用户可以通过该引擎生成专业的在线调查，追踪调查回应者的 IP 地址，

管理、存储及查询使用该工具的回应者远程访问时间、完成在线调查的时间等。 

4. 实证结果	

4.1 调查回应 

这项调查在 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期间，由上文提到的接触点提供给

数量未知的中国交通领域的学生、专家、学者。之所以无法提前预知调查总体的数量是因为，

首先，(a) (b) (c)三种接触点仅仅是将调查网址在中国交通领域的学生、专家、学者经常浏览

的门户网站公告出来，而不是直接发给个人；其次，(d) (e) (f)接触点从未或者说几乎没有验

证他们的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是否为最新地址。 

基于“调查派”的统计数据，截止 2012 年 8 月 13 日，有 783 人访问了调查网址，其

中 122 人完成了调查。在这 783 名访问者当中，93%来自不同 IP地址，7%通过接触点(a) (b) 

(c)的链接访问网址。在这 122 名调查回应者当中，其链接来源当中，15%通过接触点(a)  ，

12%通过接触点(c)，9%通过接触点(b)，另外 54%来自无法辨明接触点的 IP地址。总的来说，

上述数据表明，接触点(d) (e) (f) (g) (h)  相较于接触点(a) (b) (c)来说延伸到了更多的人，其中

后者不是通过向个人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网址，而是让人们在浏览这些网页时，碰巧看到并点

击了网址。 

本调查较为合理地代表了 2012 年活跃的中国交通领域的学生、专家、学者这一统计全

域的各种人群。调查回应者当中，76%的回应者为 35 对及以下的青年人，15%年龄在 36 至

40 岁之间（包含 40 岁），9%的人年龄在 41 岁及以上。四分之一的回应者为女性。在雇主分

布方面，图 1表明来自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回应者比例占到了全体回应者总数的一半。同时也

有来自其他类型雇主的回应者，甚至包括自由职业者（如表 1 所示的“其它”类）以及政府

工作者。通常情况下，在自发型的调查当中是很难接触到这些类型的回应者的。说来有趣，

在中国的交通领域，确实存在极少量自由职业者。本调研有幸获得了他们中的 1位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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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 25

其他, 3

交通研究所*, 
20

非国有企业, 
20

政府, 5

研究机构及大学, 
49

图 1  调查回应者的雇主分布 

注：交通研究所作为政府在交通领域的技术顾问，是带有政府背景的实体单位。在中国有许多市级和省级

的交通研究所，例如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按照上述定义，就是一个“交通研究所”。 

在地理位置的分布方面，愿意分享其雇主信息/联系方式的回应者，来自中国大陆 30 个

省级行政单位中的 17 个，以及另外 2 个中国以外的国家。图 2 详述了这一地理分布。回应

者当中，来自中国最发达的省级行政地区，如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以及山东省

等地区的，都至少有 4名以上的代表。 

 

图 2  调查回应者的地区分布 

所有的调查回应者（总计 122 人）声明了他们主要擅长的专业领域，主要来自交通领域

具有代表性的 11 个专业方向：土地‐交通规划，交通模型及仿真应用，交通技术(含智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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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交通安全和管理，道路工程，轨道交通，慢行交通，公共交通，交通政策，交通控制。

其中，52%的回应者声称其主要从事和擅长的专业领域为土地‐交通规划，16%的回应者表明

其领域为交通控制，来自其他领域的比例介于以上两者之间（参见表 3）。 

 

图 3  调查回应者主要从事和擅长的领域 

调查回应者（总计 122 人）代表了各个工作年限的人群。如图 4 所示，这些回应者当中，

47%的人在交通领域工作时间在 5 年及以下，同时也有 10%的人已在该领域工作超过 15 年。

总的来说，按照工作年限降序排列的回应者分布情况类似一个梯形，拥有最少工作经验的人

群数量最多，构成了梯形宽大的底部，同时拥有最多工作经验的人群组成了梯形狭窄的上部。 

 

图 4  调查回应者的工作年限 

4.2 杰出专家提名权重赋值 

调查回应者（总计 122 人）总计提名了多达 145 名不同的杰出专家名单（包括 4 名非中

国籍专家）。这表明回应者没有一个一致认可的杰出专家的候选人名单。为了从这 145 名被

提名者当中确定最具影响力的 20 名杰出专家，采取了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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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每位候选人每当被提名一次，可得 1 分； 

（b）若候选人的提名来自于其所在单位以外，可得 2 分； 

（c）若候选人的提名来自其所在省份（或直辖市）以外地区，可得 3分； 

（d）若候选人的代表作品位于其所在省份（或直辖市）以外地区，或者其项目或出版

物是具有通用应用价值的，可得 4分； 

（e）若候选人得到相同的分数，且这个分数与候选人是否能进入最终的 20 位杰出专家

名单所需的最低分数相接近，则是否入选取决于候选人的代表作品，其所在专业领域、其雇

主的声誉及规模。 

4.3 杰出专家经常互动的场所 

在最终选出的 21 位最具影响力的杰出专家当中，仅有 2 位是本次调查的回应者。当被

问及他们最经常参加的专业活动或会议时，他们同时提及了以下两个学术会议：中国城市交

通规划年会（简称 CAUTPC）及中国城市规划年会（简称 CAUPC）。这两个会议都由中国城

市规划学会主办。除了这两个会议，紧随其后最经常参加的会议，一个是由中国城市公共交

通学会主办的中国公共交通学(协)会年会（简称 CAUPTC），另一个是由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主办的城市发展与规划大会。如果我们无差别地对待所有的调查回应者（总计 122 人），则

他们最经常参加的专业活动或会议前三名分别为：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80%），中国交

通运输协会年会（34%），以及中国公共交通学(协)会年会（25%）。 

5. 结论和讨论	

对中国来说，为了使其交通体系更加可持续，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学习是非常重要的，特

别是向一些发达国家诸如德国学习。同样重要——或者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需要培育自己可

持续交通领域的杰出专家。一方面，这些专家可以带来更多的创新思想，并且提供相当大的

帮助以实践这些想法，从而使得中国的交通体系更为可持续；另一方面，他们可以作为年轻

的交通领域专业人士、学者和学生的学习典范，而后者正是中国在可持续交通领域的技术力

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们对中国可持续交通领域的杰出专家及其代表作品

知之甚少。这份报告描述的或许正是在识别这些杰出专家方面的首次努力。对于那些想要与

中国本地的杰出专家互动，以及通过这些专家提供的经验增强其专业技术和能力的机构来

说，以下这份列表应当具有一定价值。 

无论如何，由于这份列表基于一个相对较小的样本容量（总数为 122 人），任何计划使

用该列表的机构应当牢记以下注意事项：首先，由于本次调查是完全基于在线调查系统的，

而并非全部中国交通领域的专业人士、学者和学生可以随时便捷地使用互联网，因此这份列

表可能并不是关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杰出专家的完整名录。第二，大部分杰出专家都来自中

国较发达省份或地区，因而他们可能对于欠发达省份或地区面临的挑战并不熟悉。第三，因

为政府官员可能并没有机会接触到此次调研或者没有意愿回答调研，所以这份列表有可能仅

仅代表了那些并不熟悉中国交通领域所面对的制度障碍的技术人员和学者，而非在重要岗位

上的政府官员。 

最后，当开始着手以下这些额外工作时，这些这份报告中确定的名单列表会极大地增强

其价值：（a）提高调查问卷的回收率，可通过与相关专业/学术协会合作，将调查问卷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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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其协会会员和朋友来实现。（b）在这 21 位杰出专家中进行另一项调查，了解他们各自心

目中杰出专家的提名人选。（c）在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和中国公共交通学(协)会年会上组

织焦点小组座谈，上述会议通常会吸引大量交通领域的专业人士、学者和学生。 

【作者简介】 

周江评，博士，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设计学院交通规划与政策助理教授 

段心凯，学士，AECOM城市规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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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基于网络调研结果(n=122)的中国 30-40 左右交通规划专家 

No.  专家名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代表作品  提名次数  加权得分 

1  曹国华    江苏省城市交通规划研究中心    交通规划 
江苏省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导则；昆山市城市总体规划；江

苏省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导则 
6  13 

2  张国华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交通规划  三亚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6  10 

3  陈必壮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  交通规划 
上海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湖南省“3+5”城市群综合交

通体系规划 
3  10 

4  陈峻  东南大学  交通规划  城市客运交通方式间的资源配置优化技术  3  9 

5  何杰        东南大学交通学院    交通规划 
秦皇岛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基于运营安全与可靠性的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维保关键技术研究 
3  9 

6  陆虎  佛山市城市交通规划研究所  交通规划  襄樊市总体规划交通专题  2  7 

7  陈东光  金华市规划设计院  交通规划  贵阳综合交通模型  2  7 

8  熊文  北京交通大学  慢行规划  上海市中心城步行/自行车交通规划  2  5 

9  吴子啸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轨道交通 
厦门轨道交通规划；南阳市综合交通规划；郑州市交通模

型开发与应用 
2  5 

10  殷广涛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交通规划；公共交通规划 
北京市公共电、汽车线网系统规划；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优化调整 
2  5 

11  戴继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交通规划  苏州市综合交通规划  2  5 

12  黄正东  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  交通规划  ‐  2  5 

13  何小洲  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  土地与交通规划  昆山市综合交通规划；佛山交通发展白皮书  2  4 

14  马小毅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所  交通战略与交通模型  广州市综合交通规划  2  3 

15 陆振波 东南大学智能运输系统研究中心 慢行交通；土地-交通规划 昆山市慢行交通系统规划 2 3 

16 全波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交通规划 温州综合交通规划；天津综合交通规划 2 3 

17 倪桂明 安诚大地工程顾问(上海)有限公司  综合交通  武汉交通发展战略研究；南京城市交通发展白皮书咨询 2 2 

18 刘晓彤 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 交通规划 环渤海地区现代化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规划纲要研究 1 2 

19 李连成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 能源运输规划 能源运输通道体系建设研究 1 2 

20 段晓梅 广州市政设计院 公共交通 广州 BRT 系统规划设计 1 2 

20 滕靖 同济大学 公共交通 上海巴士集团公交调度平台规划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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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立中国青年交通专家信息库和青年交通专家论坛的调研
 
眼下，中国正处在现代化、城市化和机动化的紧要关头。在这个关头，精力充沛、有抱负、有奉献精神、进取心、专
业素养和愿意不断学习、提高的青年人，将扮演重要角色，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将最终左右中国未来现代化、城市化
和机动化的走向，影响中国，影响世界。此次调研有几个目的：(1) 辨明中国交通领域研究45岁及以下的杰出青年专
家，所属机构，主要擅长领域，代表作品，稳步建立中国青年交通专家数据库，为公众、尤其是交通领域的年轻学子
们服务；(2) 利用中国青年交通专家数据库，不定期通过网上或面对面的论坛的形式，开展面向公众的交通类教育、
宣传和研讨活动；(3) 利用上述活动，集思广益，汇编中外文资料并透过网络共享，促进在全球范围内宣介中国交通
领域内的杰出专家及其代表作品。
此次调研由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周江评教授发起，得到了国际中国规划学会、《城市交通》、Tranbbs等机构的支持
。

您的年龄？ （单选, 必填）

  35及以下

  36-40

  41-45

  46及以上

您的性别？ （单选, 必填）

  男

  女

您工作单位的性质？ （单选, 必填）

  政府部门

  事业单位

  科研院所(含高校)

  外企、私企

  各类交通类或相关设计院

  其它

您主要从事和最擅长的领域？ （多选, 必填）

  土地-交通规划

  交通模型和微观模拟

  交通技术(含智能交通)

  交通安全和管理

  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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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轨道交通

  慢行交通

  公共交通

  交通政策

  交通控制

  其它

您从事以上领域工作的年限？ （单选, 必填）

  5年及以下

  6-10年

  11-15年

  15年以上

在您从事的领域，您最常去的3个专业活动或者会议是？ （多选, 必填）

  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

  中国公路学会年会

  中国公共交通学(协)会年会

  中国交通协会的各类会议

  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年会

如果您参加的会议不是以上，请您说明。 （开放题, 必填）

如果让您推荐所从事领域内的最杰出的5位45岁及以下的专家，您推荐谁，他们的机构名称，各
自擅长的领域和代表作品又是什么？ （开放题, 必填）
 
回答范例：
张三，北京XX规划设计院，交通规划，XX新城综合交通规划；
李四，广州XX交通研究所，公共交通，广州BRT一号线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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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您和其他人提供的信息，您觉得是否有必要单独建立一个自愿自发、非官方和动态更新、不
断完善的中国青年交通专家信息库？ （单选, 必填）
 
*这个信息库将完全由志愿者维护，未来计划利用这个数据库提供的信息，建立一个报国家民政部门批准、备案的非
政府的民间专业人士团体，为推进中国交通事业，尤其是交通教育、交通知识普及服务。

  有必要

  没必要

借助上述专家库，您觉得是否需要由志愿者发起、牵头，不定期开展类似“博鳌论坛”或者“百人大
讲堂”，但属民间的活动，促进专业交通知识的普及和重大交通问题的集中讨论？ （单选, 必填）
在国外，类似的活动很多。例如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组织的首次参加该组织年会的青年论坛，再如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协办的各类青年论坛。 

  有必要

  没必要

您是否愿意成为中国青年交通专家信息库和青年交通专家论坛的志愿者，协助信息库的建库、维
护、更新和论坛的策划、宣传、组织和参与等活动？ （单选, 必填）

  愿意

  不愿意

如果您愿意，请留下您的姓名，单位和联络方式？ （开放题, 必填）

为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我们准备为留下电子邮件地址的朋友进行随机抽奖。如果您愿意参加抽
奖，请留下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开放题, 必填）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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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交通公共政策框架研究 

石飞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城市交通物质规划建设的成果及前后效果对比，分析现阶段重

视城市交通公共政策设计和研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然后，从法律、行政、财税和专业等 4

个层面深入探讨了城市交通公共政策面，并分析了公共政策的一般研究思路和原则， 着重

讨论了交通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相关理论，最终提出政策研究的指导性框架及研究内容与

方法框图。 

多年来的规划理论与实践证明
[1-4]

，建设并不能满足更快增长的交通需求，需要思考并

提出更具体更实际更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来缓解城市交通矛盾，加快交通政策（Transport 

Policy）的制定是事关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大计。 

【关键词】交通规划  公共政策  框架 

1. 开展城市交通公共政策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当斯定律（Downs  Law）告诉我们：新建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

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好比化学平衡原理中，当平衡状态 A（类比于城市交通的某

种稳定状态，而无论是否拥挤）在某类催化剂（类比于增加道路设施规模）作用下会进一步

反应（诱发新的交通量），从而达到平衡状态 B（类比于城市交通的另一种稳定状态，无论

是否拥挤）。照此推理，倘若对需求总量没有宏观调控，那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将永远滞后

于交通需求的增长，道路设施规模无法满足出行的需要。寄希望于持续、大规模的道路基础

设施建设来缓解交通问题必将误入歧途。因此，需要认识到非物质规划建设的重要性和物质

规划的某些不可调和性，以及二者的不可替代及相互补充。 

（2）交通发展战略是任何一项交通规划的前瞻工作，是对城市或区域远期（远景）交

通发展态势的设想，具有对近期，中期交通规划实践工作的引导和指挥作用。但是在实际的

研究过程中，却缺乏对政策策略合理性的探讨，发展战略思想的构建还仅仅建立在如何促进

交通的可持续发展，而缺少战略政策分析，管理和实施的完备性研究。 

（3）规划本身就是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  近年来，中国规划界和学术界对城市规

划（含交通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及城市规划具有公共政策属性已基本认同[5]。实际上强

调规划的公共政策性，能够有效体现城市规划的民主化和法制化，还将实现城市规划的社会

化，并可以保障城市空间实现利益的 大化[6‐8]。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的城市建设和交通规划应引入公共政策决策的思维。

一方面，需要通过政策策略的制定引导城市交通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另一方面，更需要积

极思考政策策略制定的科学性，民主性和法律支持。既要保障政策之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

有效性，又要满足公共政策制定的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利益 大化。  随着中国经济向市场转

型的成功，中国城市交通规划面临比计划经济时代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  新时期的

中国城市交通规划需要面对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相关公共政策及其"游戏规则"的制定迫在

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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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交通涉及的公共政策面	

涉及城市交通的公共政策理应包括 基本的：各类交通工具的拥有和使用（含客运和货

运交通工具）；城市道路交通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含道路设施和停车设施）。还应包含引发的：

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体制；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政策；公众参与过程；相关法规条例的制

定；交通职能部门体制改革等等。下文将列举近 20 项城市交通公共政策面（但仍未遍历），

并将之分为法律、行政、财税和专业 4 个层面，进而展开。 

2.1 法律层面 

法律具有比任何交通规划和计划更强的强制性和约束性，任何企图超越法制、违背法律

的集体和个人，都将被绳之以法，轻则拘留，重则面临高额罚款和牢狱之灾。在法律层面，

目前我国出台的与城市交通相关的法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08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008年 5 月 1 日起施行）两部。两部

法规是 基本和 不可或缺的法律法规，是涉及交通规划与管理的首要的法律性文件，但缺

乏应对城市交通拥挤不堪，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土地能源紧缺的背景，对道路优先通行，交

通工具优先发展的立法（仅有后一部法律涉及慢行交通优先通行的第四十七条规定）。 

参考美国的做法[9]。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开始强调各种运输方式的协调发展，

提出了各种交通方式通用法案，注重城市交通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统一。1990 年的《Clean Air 

Act Amendments》（清洁空气法案修正案）把交通需求管理作为控制大气污染的重要措施；

1991 年的《Inter‐modal Surfac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Act》将交通需求管理作为区域拥挤

管理的工具。美国交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缓解城市交通拥挤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与

法律法规相结合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为其它国家包括中国的交通政策制定提供了借鉴。 

中国城市交通法律层面的公共政策研究具体应包括： 

（1）城市（乡）公共交通发展相关法规 

城市（乡）公共交通的发展历程表明：应凸显公交的公益性功能，而不能将公交完全推

向市场。这需要从根本上转变地方政府的观念，并从法制上明确政府财政对公交的补贴机制，

以及公交公司税费上的优惠和公交车辆通行中的优先措施。 

（2）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法定程序 

《城乡规划法》给予了城市总体规划相当高的地位，但对于地位和作用日益显现的综合

交通规划却并没有要求其由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和报上一级政府审批，因而没有法律效应，

容易导致实施过程中的随意更改。2004 年 5 月 20 日，时任建设部副部长的仇保兴同志在全

国城市公共交通工作会议上说，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

主体地位。今后，大城市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和《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要纳入《城

市总体规划》[10]。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一旦纳入总体规划，即意味着综合交通规划与城市总

体规划一样具备法律效应。当然，综合交通规划真正要纳入到总体规划，还需要在内容，形

式，深度等方面展开积极讨论和协调。 

（3）环境保护相关法规 

在移动污染源中，汽车数量 大，排放污染物 多，是主要污染源。据美、日两国所作

的研究与推测，汽车排放的污染物在空气污染物总量中所占的分担率为：一氧化碳（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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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80％～90％、碳氢化合物（HC）达 50％以上。我国随着道路交通的不断发展，汽车保有

量的迅速增加，汽车尾气排放已是我国大城市空气污染的重要来源。因此，借鉴美国等国的

做法，通过制定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及具体的污染颗粒物指标来促进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大量资金不必都用于修建道路和炼油，相反应投入到清洁能源的研发，生产，以及公共交通

的建设维护。   

此外，还应研究（非）机动车限行和配建停车位产权归属所涉及到的《物权法》等。 

2.2 行政层面 

行政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本文的行政管理主要是

指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共管理，不包括公司企业内部的管理。之所以在研究城市交通公共政策

时，单列行政层面的公共政策面，主要源于一切交通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管理都必须依

靠政府职能部门，政府机关的组织方式，决策过程，协调机制，管理内容等均直接影响着政

策实施的效果，其重要性甚至高于专业技术层面的政策制定。 

中国城市交通行政层面的公共政策研究具体应包括： 

（1）组建综合意义上的交通运输部门 

目前，中国的城市道路交通建设分属城建部门，道路交通管理及车辆注册分属公安部门，

区域公路建设分属交通部门，地铁等轨道交通建设需发改委审批，不同城市的城市公交则可

能由建设/市政公用/交通等部门主管，不同部门的权益诉求必然导致部门间的相互博弈，压

制，从而难以达到整体效益的 大化，不利于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仿效发达国家做法（如新加坡，成立了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组建综合意义

上的交通运输部门，尤其是在各大城市交通问题凸显的背景下，决不能仅仅把交通看作是市

政"配套"设施。总体上，应积极推进公共部门的分类改革。目前，某些城市成立的交通委员

会是政府行政改革的重要尝试。 

（2）交通规划的编制时序 

交通规划的编制依据之一即城市总体规划，一直以来被看作是城市规划的子课题，始终

逃脱不了"配套"的命运。近年来，国家和各地政府越来越关注交通规划，如前文提到的前建

设部部长主张将其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中。如果说综合交通规划的法制化进程还需相当一段

时间，那么，研究交通规划的编制时序则来得更为现实。因此，从行政的角度，研究将交通

专项规划的编制时序提前，让交通引导城市结构的合理演变和用地布局的良性发展[11]，以

避免先土地后交通规划这种传统模式所引发的困境。 

（3）公众参与的形式、广度和深度 

交通规划根本的立足点应是公众，公众对地方的服务设施与环境状态 知情，也 具发

言权。因而，交通规划和政策制定应该尊重和体现公众的意愿，问计于民，集思广益。需要

积极研究公众参与的形式，广度和深度，以提高公众这一 应知情也是 有发言权的群体为

城市的未来和交通发展献计献策。 

（4）区域交通政策一体化 

上海独自实施牌照拍卖制度从而导致周边城市"渔翁得利"的事件提醒我们，任何一项有

别于其它城市或地域的公共政策都有可能受到周边城市的影响，轻则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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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则彻底瓦解政策本身，其实这也正是长三角 15个城市难以联合阻止异地上牌的主要原因。

因此，必须大胆摒弃独善其身的政策体系，具备区域发展的眼光才有可能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同时避免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的产生。 

（5）职业交通规划师的资格认证 

目前，我国的职业资格认证有财会，规划，建筑，物流等多种行业。其中，注册城市规

划师考试涉及道路交通常识，但不成系统。近年来，多个城市的交通建设由于种种原因翻修

重建不在少数，社会舆论也一直在呼吁应当提高交通规划师的职业道德。因此，在完善交通

规划理论的同时考虑建立注册交通规划师（或工程师）制度，明确规划师的责任和义务。 

（6）应急预案研究 

常规交通规划通常只关注高峰时段的供需问题，并不包含在突发事件影响下的应急机

制，如地震，台风，洪水，局部交通阻塞等。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建立

应急机制的重要性。因此，在行政层面，需主导城市建设中突发事件影响的研究，并建立相

应的应急预警机制，交通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 

2.3 财税层面 

无论是道路网络建设还是公共交通系统建设，都源于公共资金，地方财政的支出是其主

要构成。此外，适当的税收有利于应用经济杠杆原理调节交通流分布。因此，财税政策是引

导城市交通迈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北京市大幅降低公交乘坐费用从而提高了公共交通

利用率就是 好的例证。 

中国城市交通财税层面的公共政策研究具体应包括： 

（1）公共交通补贴机制 

公共交通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也正因为此，部分城市（如南京）的公交企业隶属于市

政共用部门。许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均已实现政府补贴机制，但未

形成制度化并在所有地方实施。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测算模型和完善测算方法是公共交通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12]。需建立使用者收入、企业经营成本和政府财政补贴之间的博弈模

型，  实现政府补贴的效用 大化。 

（2）研究公共交通票价和停车费率 

价格杠杆是引导城市交通良性发展的重要工具。对于公共交通，从鼓励乘坐的角度，应

适当降低票价，以弥补线网不够完善，车况不够舒适等劣势，不宜将票价与建设运营成本联

系起来。对于停车费率，应体现城市内部不同区域的差别，用停车费率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

因素调节车流量，减缓交通拥挤程度。   

（3）社会融资 

交通基础设施由政府出资并修建，但由于地方政府的资金受税收等的影响，一般较难满

足大规模的基建需求（如轨道交通，停车楼等）。如何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展开融资（如 BOT

建设‐运营‐转让模式、TOT 转让‐运营‐转让模式、PPP 公私合营模式等），同时又保证政府主

导的公共利益，在我国相当时期内都需展开大规模建设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此外，不动产税的开征和利用也是弥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费用不足的有效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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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专业层面 

在交通规划的专业技术领域，国内外均研究制定了多项交通政策。德国、日

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均就如何缓解城市交通拥挤，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做出了努力。从专业技

术层面，可供参考的策略有削减出行策略、优先发展策略、控制发展策略、禁止出行策略等。 

（1）混合土地开发 

削减出行量的 重要策略即混合土地使用，通过用地性质的多样综合配置使得出行在短

距离内进行， 大程度的减少出行占用的时间和空间。可称之为职住接近模式。同时，需要

注意的是规划意图的落实仍需政策作导向。北京天通苑这个"卧城"即是典型的反面教材。由

于涉及土地开发这一市场经济行为，混合土地的开发使用应有较完备的政策保障，避免初衷

是职住平衡，而现实却仍然是职住分离。 

（2）  公共交通政策 

公交优先的口号由来已久，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一项基本国策[13]。除了已经提到的立

法，财政补贴，降低票价等优先措施外，应积极思考公交专用道的规划设计和公交优先信号

控制系统的建设，使公交专用道成网成体系，用优先信号控制系统缓解以往在公交运行中的

交叉口瓶颈，真正促成公共交通在技术上的优先。 

（3）小汽车交通政策 

汽车工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动力，中国已成为世界上 大的汽车消费国之一。如

果绝大部分车主将小汽车作为通勤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勿庸置疑城市交通将瘫痪。就目前

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惯性，类似新加坡在购买阶段收取近 200%车价的高额税费并不合适，

而应在使用环节制定相应的限制条款，鼓励小汽车的假日出行。  收取燃油税只是第一步，

区域限行，尾号限行，降低路权，路边禁停，设置 HOV 优先车道等措施应提到议事日程上

来，同时还需研究这些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并引入听证制度和公众参与。需要着重提出的是

理性的汽车工业发展和理性的汽车消费使用这个“双理原则”。 

（4）慢行交通政策 

慢行交通包括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方式，与公共交通方式一样是可持续发展交通模式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在部分城市，慢行交通的空间和路权呈萎缩趋势，甚至非机动车车道被机

动车占用，步行与非机动车共板。在轨道交通站点没有规划设计良好的换乘设施。因此，慢

行交通已经处在一种非常被动的角色和地位，需制定相应的对策。 

前文提出的多个层面的城市交通公共政策面，不同层面的政策并非独立，而是相互补充，

互相关联。对于政策的研究应站在多角度，多层面，避免单一化和纯技术化。 

3. 城市交通公共政策的研究方法	

城市交通公共政策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交通经济学，公共政策学，行政学，交通工程

学，城市规划学和法学等等。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交通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原理。 

交通经济属于部门经济。根据交通产业的性质。其重要概念包括：公共产品，外部性，

供需与市场平衡，边际成本及沉没成本等[14]。在交通经济学领域，应深刻认识外部性理论。

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概念是指没有在市场中得到体现的，由经济活动引起的社会福利变化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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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交通系统的外部性也称外部成本，可以分为环境成本，交通拥挤成本，交通事故成本以

及土地开发使用的成本[9]。在研究制定相关公共政策时，应注重分析某些生产或消费行为对

其它人及社会，环境产生附带的成本或效益，当这些效益为负时，则应收取补偿费，即外部

费用的内部化[14]。 

公共政策活动以政府及其公共部门为主导，以公共权利的运用为依托，以科学民主决策

为生命，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标[15]。公共政策活动 重要的属性是民主性和科学性，只有

具备民主性和科学性的政策活动才能收到成效。 

 

图 1  交通公共政策研究的指导性框架 

依据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程度，公共政策工具可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

具三类。自愿性工具是指利用个人，家庭，社会组织或市场发挥作用，在自愿的基础上解决

公共问题的手段，途经与方法。这其中， 有效、 常用、也是 具争议的是市场，典型的

如停车费率。强制性政策工具体现了政府在处理社会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时具有较高的

强制性，几乎不给政策标的个人，标的团体或标的组织留下自由裁量的余地。混合型政策工

具兼有自愿性和强制性工具的特征，主要方式有产权拍卖，补贴，征税和用户收费等。用户

收费 常见的目的就是控制外部性，如对污染物排放行为收费，污染者就会将污染物排放量

控制在适当的水平上。如果这类收费过低将会导致过多的环境污染，而收费过高则会提高产

品成本， 终抬高消费者需要支付的价格水平，又不利于消费。因此，政府应力求将排污收

费水平维持在社会收益等于社会成本的均衡点上，任何其它水平的定价都是低效率的。 

影响政策工具选择的因素有：已确定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自身的特征；政策工具应用

的背景；先前的政策工具选择；政策过程的非制度因素（伦理规范/传统观念/风俗习惯/意

识形态等）；政策过程中的资源配置等。 

由前面的分析，不难得出下图所示的交通公共政策研究的指导性框架及研究方法与内容

的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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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方法与内容 

4. 结语	

当前，交通规划仍然重物质规划而轻制度设计。实际上，偏重于专业技术领域的规划设

计工作并不能从根本上减缓城市交通压力。正如已故的徐循初先生所说：“城市交通发展政

策和战略才是主观上影响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改善和发展的首要原因。”发达国家走过的历

程表明[16‐17]，交通规划将从物质空间规划为主逐步向政策制度的设计转变，尽管我国的交通

规划过程正逐步重视交通发展战略规划，并开始效仿国外面向决策（Decision‐Oriented 

Approach）的规划手法[18]，但研究和分析的深度还显不够，突出表现在对城市交通公共政策

的研究没有太多的涉及，即使涉及也仅仅是偏重于技术层面。本文从法律、行政、财税和专

业等 4 个层面讨论了城市交通公共政策面，并分析了公共政策的一般研究思路和原则，着重

讨论了交通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的相关原理， 终提出政策研究的指导性框架及研究内容与

方法的框图，旨在将城市交通公共政策的研究引向深入。 后，笔者认为：一项合理的城市

交通公共政策，应努力形成只有受益者没有受损者的"帕累托改进"，而不是以社会某一群体

或阶层利益的严重损害为代价。 

【参考文献】 

[1]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中国城市交通发展报告 1[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1 

[2]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1~2006），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 石飞、徐建刚，我国交通需求管理（TDM）对策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

2008 年第 31 卷第 5期 

[4] 徐吉谦，过秀成，交通工程学基础[M]，东南大学出版社，1994。12 

[5] 冯健，刘玉，中国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展望[J]，城市规划，2008 年第 32 卷第 4期 

[6] 仇保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划变革[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 

[7] 石楠，城市规划政策与政策性规划[D]，北京大学，2005 

[8] 张京祥，顾朝林，黄春晓，城市规划的社会学思维[J]，规划师， 2000（4） 

[9] 郭继孚，毛保华，刘迁等，交通需求管理-一体化的交通政策及实践研究[M]，科学出版社，2009。

1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696



 

 

[10] http：//www。cin。gov。cn/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2004 年 5 月 20 日 

[11] 陈必壮，上海市城市空间发展的交通战略研究[J]，城市交通，2003 年第 1卷第 1 期 

[12] 石飞、王炜，城市路网结构分析[J]，城市规划，2007（8） 

[13]汪光焘提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战略与汽车工业发展战略比肩前行[J]，城市规划通讯，2003（21） 

[14] 邵春福，秦四平，交通经济学[M]，人民交通出版社，2008。5 

[15] 严强，公共政策学[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6 

[16] Lisa Kane； Romano Del Mistro， Changes in transport planning policy： Changes in transport 

planning methodology? Transportation， May 2003， Vol。30， No。2 

[17] Kane LA， Delivering Urban Transport by Improving Decision Making： Lesson from a City， 

Lessons for a City。 Unpublished MSc Thesis， Cape Town：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1998 

[18] 张鑑，王兴海， 基于公共政策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理念[A]，第十六届海峡两岸都市交通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C]，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9 

【作者简介】 

石飞，男，博士，讲师，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基金资助：江苏省基础研究计划（自然科学基金）面上研究项目（基金号：BK2012728）；南京大学“985

工程”三期项目。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697



 

 

1
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推进态势评价研究 

赵琳  边扬  荣建 

【摘要】城市交通拥堵会对城市的运转与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解决城市交通拥堵

迫在眉睫。目前全国各大城市大多采用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来缓解城市拥堵问题，城市公交优

先发展战略也得到了有效地实施。在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的过程中，对其推进过程进行

及时的监督与评价是完善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有力保障。 

本研究从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入手，主要针对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的推进态势进

行评价分析。从城市公共交通规划优先、财政优先、路权优先、立法优先以及科技优先五个

方面分别选取评价指标，并对各评价指标的具体计算方法提出相应的量化方法，从而建立城

市公交优先发展推进态势评价指标体系，为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保障与完善基

础。 

【关键词】公交优先  推进态势  评价指标 

1. 引言	

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以缓解交通拥堵问题的背景下，对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

施情况进行评价分析则成为公交优先发展的重要保障与完善基础。由于我国城市众多，城市

规模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决定其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推行基础条件不同，

公共交通发展空间差别很大。现有的关于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评价大多是针对公交优先发展

的结果进行的研究，为了实现对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实施过程的有效监管并建立完善的监管反

馈机制，需要对城市公交优先发展的推进态势的评价方法进行研究。 

本文以城市人口、经济及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条件为基础，结合公共交通发展目标，针

对公交优先发展所涵盖的规划优先推进态势、财政优先推进态势、路权优先推进态势、立法

优先推进态势及科技创新优先推进态势五个层面，从公交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指标着

手，建立对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推进力度及速度（态势）进行客观动态评价的方法体

系。公交优先推进态势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的评价内容如下图所示：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241008）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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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交优先发展推进态势评价内容 

2. 规划优先推进态势评价	

公共交通规划是推行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的基础，涉及城市总体规划、城市综合交通

规划、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三个层面的规划内容，对于不同层面的规划,需分别选取指标

对规划优先的推进态势进行评价。 

2.1 城市总体规划 

提高城市公交优先的适应性，首先需在城市总体规划层面提出城市用地控制要求，以在

公交优先背景下统筹城市空间发展，并指导下层次规划的编制。城市总体规划阶段需要为公

交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最基本的公交场站用地保障。 

1996 年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将公交场站分为

中途站、首末站、枢纽站、停车场、保养场五类
[1]
。根据《城市公共交通站、场、厂设计规

范》规定，在用地特别紧张的大城市，公共交通首末站、停车场、保养场的用地可按每辆标

准车用地不小于 2200 ㎡综合计算
[2]
，公交场站面积应该与公交车辆的数量相适应，并根据

公交车辆的拥有量来配置相应的公交场站场地面积，若用地利用率不高，各地可酌情增加。

因此对公交场站的用地预留也会在城市总体规划阶段提出具体的规划目标值，而对于公交优

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推进态势评价也需要对公交场站用地的增长情况进行分析。 

城市总体规划阶段对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推进态势的评价是从宏观规划的角度对城市土

地的利用进行分析，以城市总体规划中提出的规划值为目标，结合城市规划基年的土地利用

基础，对规划年限内年均增长率进行计算，从而对每年的公交用地增长情况进行审核，进而

得到城市总体规划优先战略的推进结果。城市总体规划用地增长率计算方法如下： 

                 (1) 

2.2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是城市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导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指导城

市交通建设的方向性和战略性专项规划，是从中观的规划层面实现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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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交通规划阶段推行公共交通优先战略主要以公共交通设施规划为工作内容，主要包

括公交场站的选址、用地规模以及公交车辆发展规模规划。公交场站的用地规模评价与城市

总体规划中对公交场站用地规模的评价方法相同，在此不再赘述，本部分选取公交车辆的增

长率为评价指标。 

公交车辆包括常规公交车辆的数量与出租车的数量。公交车辆的数量应该根据城市人口

数量以及公交出行的比例的增加而相应的增长，因此对公交车辆的规划数量应该根据人口的

增长情况逐年变化。从公交优先发展推进态势评价角度分析，即考核每年城市公交车辆的增

加数量。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规定，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的规划拥有量，

大城市应每 800~1000 人一辆标准车，中、小城市应每 1200~1500 人一辆标准车；城市出租

车规划拥有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大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 2 辆，小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 0.5

辆，中等城市可在其间取值
[3]
。因此，α 根据城市规模确定，公交车辆大城市取 10~12.5，

中小城市取 6.7~8.3；出租车辆大城市取 20，小城市取 5，中等城市在其区间取值。 

2.3 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 

城市公共交通专向规划是从微观的规划层面为城市公共优先的发展战略提供基础和保

障。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推进态势评价在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阶段主要选取公交线网建设规

模增长率与公交场站覆盖增长率作为评价指标。 

2.3.1  公交线网建设规模增长率	

公交优先的关键是建立功能层次清晰、合理衔接的公交网络。城市公共交通线网建设按

照公交主干线、次干线、支线等层次划分，依据各自的功能定位于服务对象覆盖城市居民整

体出行网络。因此，公交线网密度的增长率也宜作为评价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推进态势的

一项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如下： 

            (3)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要求，在城市中心区规划的公共交通线路网的密度

应达到 3~4km/km
2
，在城市边缘地区应达到 2~2.5km/km

2[3]
。 

2.3.2  公交站点覆盖增长率	

在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规划阶段，仅仅满足公交线网在道路网中的全面覆盖是不能完全满

足公交优先发展的最终要求的，对于居民出行选择公共交通方式的另一影响因素是公交站点

的覆盖率情况，公交站点是公交线路运载、集散客流的重要承接点，公交站点覆盖范围的增

长情况也是公共交通规划优先推进态势评价的又一重要评价指标。公交站点的覆盖范围以

300m 半径与 500m 半径覆盖面积分别计算，根据其占城市用地面积的比例来判断站点覆盖率

的大小，公交站点覆盖面积的增长情况即此比例的增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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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财政优先推进态势评价	

城市公交系统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资金支持，公交发达都市在建立先进公交系统的同

时，大多也在公交财务上取得了骄人成绩。公交财务优先包含投资优先、票价优先、补贴优

先，是确保公交优先发展的经济基础。本研究主要针对城市制定的公共交通财政投入比例增

长情况，即财政补贴机制、融资机制、票价机制的执行状况进行分析，建立财政政策推进态

势评价方法。 

3.1 3.1 投资优先 

国外公交发展的经验表明，政府投资是城市公共交通投资的基本保障和主要来源，这是

由公共交通的社会公益性决定的。政府应通过多种渠道，包括直接财政拨款或征收交通税等

形式，建立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专项基金。 

近年来，在“公交优先”战略的推动下，国内部分城市也开始将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重

点向公共交通倾斜。以北京为例，公共交通在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中所占的份额从“九五”时

期的 18%提高到“十一五”时期的 59%，新增的公共交通投资重点用于支持轨道交通及大运

量快速公交系统和枢纽场站建设。 

针对国内城市的不同规模与发展阶段，对于各城市公交投资份额不能用完全统一的值来

衡量其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情况，因此，选取城市公交投资优先的推进态势作为评价指

标是比较合理的。 

3.2 票价优先 

根据上海市 2005 年前后的一项居民问询调查，在不经常使用公交的人群中，大约 30%

的人是因为票价原因而放弃使用公共交通，因此，实施公交优先需要建立一个对广大市民有

足够吸引力，同时能够兼顾公交企业发展和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磁性票价票制体系，使公交

优先发展惠及所有人群，实现公交优先发展的本质目标。 

单纯的从票价的高低考量公共交通的票价合理与否是不全面的，各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与经济发展能力不同，而居民收入水平决定其支付能力，并直接影响其对公交票价的接受程

度，因此，评价公交票价是否符合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要求需要考虑票价高低与居民收入水

平的比例关系。 

3.3 补贴优先 

公交补贴主要有全额补贴、定额补贴、按客运量补贴、按运输工作量补贴和奖励性补贴

等几种方式。综合考虑各种补贴方式的有确定，其中按运输工作量补贴是国外公交发达城市

普遍采取的补贴方式，值得国内学习和借鉴。按运输工作量补贴“车公里补贴”，是按照企

业实际运营里程和车次的综合水平确定补贴额度。这种补贴方式与公交企业完成的客运量没

有直接关系，因此，可以避免公交企业对偏远、客流量很小的线路采取消极运营的态度，同

时也能消除不同公交企业之间的争抢客流、争夺热门线路的不良现象，促进公交优先发展的

公平性。 

城市公交的补贴对象应该是政策性亏损的部分，关于公交企业的政策性亏损核算，应当

建立严格、规范、完善的企业成本费用审计与评价制度。定期对城市公共交通企业的成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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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年度审计与评价，在审核确定城市公共交通定价成本的前提下，合理界定和计算政策性亏

损，并给予相应的补贴。因此，公交运输工作量与补贴额度之间的比重关系的变化即成为公

交财政优先发展战略中财政补贴优先的评价指标。 

3.4 财政优先指标评价方法 

对于城市公共交通财政优先发展的三项评价指标，根据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能

用完全统一的评价值来对其进行约束，因此，可采用图表对比的方式对财政优先的推进态势

进行对比分析。 

通常可以以近 5 年或 10 年内的公共交通财政建设资金为对比标准，用曲线或直方图的

形式列出每年公共交通的财政资金建设情况。在投资方面体现公共交通的财政优先发展应该

每年的投资不低于上一年的投入资金量，根据图表可以直观的观察到投资优先的推进情况，

并得到公交投资的增长值；在票价优先方面，公共交通票价占居民收入水平的比例宜呈逐年

下降的趋势，从而达到公共交通吸引力的提升；在公共交通财政补贴方面，以公交运输工作

量大小为依据，根据图表的趋势走向评价分析公交财政补贴额度的增长情况。 

4. 路权保障推进态势评价	

道路设施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应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出行需求，而不是仅为部分群体的

出行提供方便。公共交通路权优先需要从时间与空间两个方面进行优先设计与规划。在空间

上需考察公共交通在进出站过程中相对于其他车辆是否有优先通行与停靠的权利、城市道路

网络中公交专用道的覆盖率以及专用道的设施形式等；在时间上主要考察公共交通在通过交

叉口时是否有相应的专用信号配时与优先通行的权利。 

4.1 空间路权优先 

对于公共交通空间路权优先的评价主要考虑公交专用道的建设情况，对于城市规模与道

路环境设施允许的条件下，快速公交道路即是公交空间路权优先的一项突出体现；在普通城

市道路上，公交专用道的建设也是其中一项重要体现。因此，本研究选取快速公交道路与公

交专用道的建设速度以及公交专用道路占公交线网比例的增长情况为评价指标，对公共交通

空间路权的推进态势进行评价分析。 

快速公交道路与公交专用道的建设速度即公交专用道路的增加的长度与规划建设时间

之比；公交专用道路占公交线网的比例即为公交专用道的建设长度与公交线网设计规模的比

值，其增长比例即当前比值与上一年比值之间的差。 

            (4) 

4.2 时间路权优先 

正常情况下，公交车辆因交通信号而产生的延误占全部运行时间的 10%-20%，占所有延

误时间的 50%以上。通过调整信号，给予公交车辆优先通行权，能够有效减少车辆延误，提

高公交运行速度和准点率。在公共交通路权优先上还需综合考虑设置公交优先通行权的信号

交叉口的设置增长速度以及公交车的延误时间减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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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路权上保证公交优先的通行权，应在城市主要道路交叉口易产生延误的地区设置

公交优先通行的信号控制，以减少交叉路口车辆干扰与信号灯控制对公共交通产生的延误。

公交优先通行信号交叉口的增长速度即优先信号交叉口需增加的数量与规划年限之比，计算

公式如下： 

          (5) 

5. 立法保障推进态势评价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公共交通行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力于完善的法规体系引导，依

法管理、多方协调已成为其公交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总结国外公交立法的相关经验，有三

点值得借鉴：一是体系完整，二是层次简单，三是功能明确。当前，我国的交通法规体系框

架虽已初步形成，但作为交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公共交通法规体系却迟迟没有实质性突

破，与“公交优先”相适应的法规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构建。 

在交通运输领域，我国现行的法律主要有《公路法》、《铁路法》、《海运法》、《内河运输

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但尚没有一部独立和完整的公共交通法。有关公共交通方面的

部门规章则相对较多，如《关于加强城市公共交通工作的若干规定》（国家城市建设总局，

1980 年）、《关于加强城市客运交通管理工作的通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1987 年）、《建

设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建设部，2004 年）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

部等部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意见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2005 年）、《城市公共汽

电车客运管理办法》（建设部，2005 年）、《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

（建设部等部委，2006 年）等，这些部门规章的出台对指导我国城市公共交通建设起到了

重要的政策导向作用
[4]
。 

对于公交优先的立法保障推进态势评价需从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入手进行评价分析。首

先考察城市最基本的交通法规的有无以及其条例的完整程度；其次，考察在完善的法规条例

的基础上是否进一步提升法律相关的层级，是否有制订法律等级较高的法律条文作为立法优

先的保障；最后，对高级法律条文的完善率进行评价分析。 

6. 科技优先推进态势评价	

公共交通系统的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也是提高公共交通竞争力与服务水平的一项重要

举措，同时，对公共交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关键技术组织进行攻关，同时开发符合城市公

共汽车、电车及出租汽车运营特点的新型车也是从科技优先角度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一项重

大措施。本研究选取公交新技术应用的引进率与公共交通智能化设施服务的人群比例作为公

共交通科技优先推进态势的评价指标，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优先发展进行进一步的评价分

析。 

新型车既包括从车辆节约能源、减少排放、保护环境的角度引进新能源公交车辆，如磁

悬浮车辆、清洁能源车辆等；还包括可为城市居民公交出行提供舒适、无障碍乘车设施的公

交车辆，如低底盘公交车辆的引进。此外，在公共交通科技发展的技术层面，对于驾驶员驾

驶行为特性的研究、公交线网的优化布设、公交枢纽规划对城市布局的引导等高新技术的引

用，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公共交通的优先发展。因此，这里采用公共交通新科技引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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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增加作为科技优先推进态势的评价指标，城市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策实施过程中，需

要不断的引进新的技术，从而达到节能、减排、保护环境，并为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公交服

务设施的目的。 

另一方面，除了在新技术引用上对公交优先的科技优先层面进行战略推进评价之外，还

需要对城市的公共交通信息化建设进行推进态势的评价分析，这里的评价内容主要指公交的

智能调度、乘客信息服务、公交电子 IC 卡等智能化的公交服务设施的增加与完善速率，在

此选用公交智能化与信息化设施所覆盖的城市出行居民比例的增长情况对公共交通科技优

先发展的推进态势进行评价分析，计算公式如下： 

             (6) 

7. 结语	

本文针对我国目前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从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实施角度建立

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推进态势评价体系，分别从城市公交发展的五项优先措施（规划优先、

财政优先、路权优先、立法优先、科技优先）提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的评价指标，并根据各

指标的实际意义给出具体的计算方法。本文从宏观的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层面建立的评价体

系，为各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落实与监管提供了理论基础。 

【注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241008）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建设部.JB99—104城市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工程项目建设标准[S].1996 

[2]建设部.CJJ15‐87.城市公共交通站、场、厂设计规范[S].1988 

[3]建设部.GB50220‐95.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S].1995 

[4]张泉，黄富民，杨涛.公交优先[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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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多层次公交服务体系及其保障要素 

林涛  毛应萍 

【摘要】随着城市空间拓展、公交客流走廊增强和市民收入水平提升，增强城市公共交通吸

引力，建设公交都市需要对公交市场进行细分建立满足出行的基本服务、缓解拥堵的高效服

务和替代小汽车的品质服务组成的多层次公交服务体系。目前，部分城市已建设轨道或 BRT

以提供高效公交服务，但高品质的公交服务在各城市仍未广泛推广。讨论高品质公交服务引

入必要性和建设的三大保障要素，即基础设施建设、差异化的票价或补贴和多元化的运营主

体， 后以深圳、香港多层次公交体系及其保障要素建设进行详细说明。 

【关键词】交通规划  公共交通  品质公交服务  定价机制  市场机制 

公交都市是指“公共交通具备与小汽车车同等的吸引力，公交设施再辅助其他措施（如

引入拥挤收费、智能交通等）时，能够有效控制交通拥堵、减少污染、节约能源”[1]，建设

公交都市已逐步成为多个城市公交发展战略。但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以地面普通公交或“城

市轨道+地面普通公交”服务为主，用以满足市民机动化的基本和高效出行需求，难以提供

与小汽车同等的服务品质，形成与小汽车的竞争。目前，部分城市均开始探索对公交行业服

务进行细分，提供高品质公交服务以满足服务品质需求的差异性，如深圳的商务快巴、社区

小巴和北京的公交通勤车等。 

1. 公交服务层次	

根据公共交通服务需求的差异性，将公交服务细分为满足出行的基本服务、缓解拥堵的

高效服务、替代小汽车的品质服务三个层次。 

（1）基本服务 

基本服务是为没有个体机动化交通工具或者依赖步行和公共交通方式出行的市民，所提

供的低限度的通达性与移动性服务，体现社会基本公益性，政府应强制实施。基本服务强调

公交网络的覆盖度和公交出行的可达性，根据不同出行距离的需求，一般包括常规公交快、

干和支线以及跨越自然河道分隔的轮渡等公交服务。 

（2）高效服务——对公交运能的细分 

高效服务是相对于基本服务而言，强调在人口稠密地区和高强度需求走廊内提供更大运

能的公交设施，以满足走廊大运量的需求，为引导公交优先发展，政府应强制实施。高效服

务要求集中的运输和可靠的出行，以实现大的运能为主要目的，一般指城市地铁、快速公交

和现代有轨电车等。 

（3）品质服务——对服务人群的细分 

品质服务基本思想是替代小汽车作为主要交通方式，其服务相对零散、运营成本较高，

是一种可竞争、可市场化的公共交通服务，通过高品质的、集体运输方式构建非小汽车、环

境优化型的可持续城市，一般指城市地铁的机场快线以及能实现点到点服务的商务快巴、屋

村巴士、水上巴士、缆车、公交通勤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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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类服务的要求和种类 

  功能要求  种类 

基本服务 
市民基本出

行 

（1）常规公交快、干、支线； 

（2）轮渡。 

高效服务 
大运量、高效

运输 

（1）城市轨道：快、干、局域线 

（2）中运量：包含快速公交和有轨电车，分为快线、干线、联络线。 

品质服务 取代小汽车 专线（机场或特定地点）、商务巴士、社区巴士、公交通勤车等 

2. 引入品质公交及其发展保障	

2.1 公交服务体系仍需进一步细分，满足市民对高品质公交服务的需求 

起初公共交通以地面常规公交为主，满足市民基本机动化出行服务，随着公交客运量集

聚增长，公交走廊内客流强度逐渐超过常规公交的承载力，出现大巴列车化、车内拥挤等问

题且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拥挤日益加重，因此，部分城市开始兴建地铁、快速公交和有轨电车

等大中运量公交设施，提高公交的运行效率。 

但随着市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市民对公交直达性、舒适性和运输速度要求逐步提升，但

常规公交和地铁的服务品质均难以与小汽车形成竞争，提升公交分担率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

难度大。 

（1）常规公交和城市轨道服务品质不高 

常规公交乘坐舒适性和运行效率均较低，而运行效率高的轨道由于建设和运营成本高，

要维持合理的票价水平需要实现规模化的运输，承载大运量的客运能力，车厢内一般拥挤度

较高且轨道交通仅能实现站到站的直达，而不是点到点，乘客两侧接驳时间往往较长。 

（2）轨道快速建设但万人拥车率仍持续增加 

自 2005 年至 2011 年间北上广深四大城市轨道里程和客运量均实现大幅提升，但全市万

人小汽车保有量仍以 10%‐20%的速度增长，中心城区以及对外放射性走廊交通拥堵未得到明

显缓解。 

（3）高品质公交服务需求人群关注有待加强 

乘客不仅关注出行时间和票价，对出行舒适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根据上海市市民时间

价值调查表明，轨道以及常规公交舒适度降低时，乘客愿意出接近正常情况下 2 倍的费用以

节省出行时间。 

表 2  轨道及公交乘客不同拥挤程度下的时间价值[2]   （单位：元/小时） 

拥挤程度  不拥挤  拥挤  非常拥挤 

轨道交通乘客  15.12  20.52  26.11 

常规公交乘客  8.04  9.96  14.94 

因此，公交服务体系建设时需要对出行人群进一步细分，引入新的高品质公交服务模式，

适应高品质需求人群，缺乏关注只会引导这类人群逐渐转向个体机动化出行，造成公交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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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流失。 

2.2 建立高品质的公交服务，需要基础设施、票制票价和开放市场的保障 

成功构建高品质的公交服务不仅仅是规划一张与其它层次相互衔接的公交线网，更重要

的是需要基础设施、票制票价和开放市场三方面的共同保障，才能实现较强吸引力和维持可

持续的经营。 

（1）公交优先设施建设，是品质公交运行效率的保障 

由于公共交通属于集体运输方式，它需要组织定点定时发车、沿线乘客上下、必要的步

行接驳，其全程出行时间难以与小汽车相比。因此，需要从缩短两端步行时间以及途中运行

时间两方面保障高品质公交出行可与小汽车竞争，以提高公交吸引力。 

缩短两端步行时间，重点是加强站点与建筑的结合，包括建设大型居住社区内首末及停

靠站、商业及办公建筑底层首末及停靠站、学校内部公交停靠站等。 

缩短途中运行时间，重点是拥挤路段对公交通行权的优先和避免沿线进出站排队和拥挤

延误，包括必要的专用通道、公交专用道、交叉口优先通行权等设施。 

（2）差异化的票价和补贴，是品质公交经营可持续的保障。 

品质公交服务的推进需要同步提出差异化的票价机制或在同等票价下针对性的补贴机

制，其本质原因是品质公交所需车辆舒适性较高且单车完成客运量较小，部分线路为实现较

高速度会利用高速公路行驶，增加运营成本。 

品质功能服务与差异化票价和补贴的不同步，会导致经营难以为继。低票价难以提供高

品质服务，由于较低的票价和客流的不饱和，运营企业为节省成本必将拉大发车时间，品质

公交吸引力降低，以至于客流越来越少，经营难以为继逐渐被淘汰退出市场。 

（3）多元化的公交运营主体，是品质公交维持竞争力的保障。 

国有专营垄断由于服务不可替代，缺少市场的杠杆调节作用，不可避免产生对市场需求

反应不敏感，；而多元化的经营主体，可促进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进一步挖潜公交市场潜

力，有效推进品质公交市场逐步壮大。 

3. 深圳和香港实践	

高品质公交服务 先在市场化公交管理体制下的城市出现，如香港，公交企业为争取更

多的市场份额，主动适应市场的需求，在机动化初期就开始建设多层次公交。在我国近几年

部分城市为进一步促进公交优先，开始尝试构建多层次公交服务，如深圳。这两个城市在引

入高品质公交服务，建设多层次公交服务体系时均对设施保障、差异化的票价或补贴以及多

元化的市场进行进一步完善和变革。 

3.1 深圳 

深圳市将公交服务进行细分，在基本服务中推出快、干、支三级公交体系，加强高效服

务中城市地铁快线、干线、局域线建设，并在 2011 年出台的《深圳市打造国际水准公交都

市五年实施方案》中，提出建设多元网络工程[3]，除轨道、常规公交建设以外，重点新增商

务快巴、社区小巴等高品质公交服务模式。并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深圳市从设施、补贴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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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三个方面保障高品质公交服务的建设。 

表 3  深圳多层次公交一览表 

服务种类  公共交通方式  服务对象 

基本服务 

公交干线  全市，补充轨道服务中距离主要出行乘客 

公交快线  全市，补充轨道服务长距离跨区出行乘客 

公交支线  全市，服务片区内短距离主要出行乘客 

高效服务 

轨道快线  长距离日常出行乘客 

轨道干线  中短距离日常出行乘客 

轨道局域线  增加轨道覆盖面，服务轨道间衔接转换乘客 

快速公交 
跨区走廊，补充轨道覆盖，满足主要客运走廊内日常出

行乘客 

有轨电车 
内部走廊，补充轨道覆盖，满足主要客流走廊内日常出

行乘客 

品质服务 

商务快巴 
特区内主要办公集中区与外围组团大型居住社区间长距

离高品质出行需求乘客 

社区小巴 

主要居住社区的乘客，采用 100米的左右小站间距，实

现社区到周边商业点、活动中心、轨道站、主要公交走

廊内站点的门到门服务 

（1）加强公交走廊建设 

深圳市从实施主要客流走廊公交快速化改造工程、拓展公交专用道网络、优化专用道设

置方式、公交优先信号系统、加强公交专用道监督管理和研究高载客率车（HOV）专用车道

六个方面强化公交走廊建设，计划 2015 年底建设 780 公里以上公交专用道网络。 

（2）差异化的票价制定办法 

深圳市计划将品质化服务的商务快巴采取差异化的定价机制，即“优质高价”的模式，

而社区巴士由于在起步阶段需要培养市民出行习惯，依托现有成本规制的公交运营补贴办

法，采用统一 1 元“低票价+补贴”的模式。 

（3）促进多家竞争的市场化格局 

随着品质公交服务的逐步推进，深圳市交通运输委计划在各区内新引入新的公交运营机

构经营高品质的商务快巴，目前已在编制相关的准入制度和管理办法，近期内将开展运营商

的公开招标。 

3.2 香港 

香港公交一直是开放的市场化管理体制，因此其多层次公交服务早在上实际 50 年代就

开始逐步建立，截至目前，香港除了建设轨道、专营巴士、轮渡、电车等基本和高效服务外，

也建立了多项高品质公交服务，包括非专营巴士、小巴、缆车、机场快线等多种公交服务，

品质公交承担日均 266万人次的客运量占总量的 23.5%，承担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促使公共

交通分担率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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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香港多层次公交服务一览表 

服务定位  公共交通方式  运量（万人次/日） 服务对象 

基本服务 

专营巴士  373.1  服务轨道未覆盖区域以及轨道交通接驳 

电车  23  服务港岛，提供运行速度较慢、低廉的服务 

轮渡  13.5  往来港岛 

高效服务 

地铁 

402.8 

主要服务港岛、九龙及新界日常出行 

铁路 
新界边缘的屯门、元朗、北区、大埔区以及深港 

两地乘客出行 

轻铁  57.3  元朗区市民日常出行 

品质服务 

公 共

小巴 

红色  36.3  接驳集体运输，繁忙时缓解压力，有固定班次 

绿色  152.9  接驳集体运输，繁忙时缓解压力，无固定班次 

地铁专线  3.3  为机场、东铁提供高舒适度服务 

非专营巴士  72.2  高品质直达服务：游览、酒店、学生、雇员等 

缆车  1.2  游客、山上居民 

注：数据统计时间为 2011 年年日均客运量 

 

图 1  香港历年各种公交方式客运量[4] 

（1）物业与公交站的紧密结合 

政府要求大型居住社区、商业建筑、办公建筑结合公交首末站建设，并在周边配备大规

模的、公用的公交车停车场，以实现公交首末站与物业的紧密结合（建筑下方，一层或地下），

形成高需求地区配备高密度首末站的空间布局，保证公交可提供门到门的高品质服务。目前

香港共建设 68 个结合物业建设的首末站，占首末站总数的 48%。 

表 5  现有香港首末站建设形式分类[5] 

站点总数  独立占地  结合办公  结合居住  结合商业  路边车站  结合停车场  其他 

356  155  7  39  22  96  7  30 

比例  44%  2%  11%  6%  27%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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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差异化的定价机制 

香港政府不设专项公交运营补贴预算，其票价制定与运营成本相关联，公交骨干和主体

干线一般停站多、速度相对慢、舒适度低，采取低票价；高品质专线、小巴等，一般停站少、

速度快、舒适度高，采用高票价模式。如香港机场快线是普通地铁干线费用的 4倍，非专营

巴士费用要高于地铁。 

表 6  香港不同服务不同票价对比表 

类型  线路编号  长度  站点数  时间  舒适性 费用（港币） 

机场快线与普通地铁 
机场快线  35.2  5  28  软座  100 

东涌线  31.5  8  25  可站人 22.5 

非专利巴士与干线对比 
跨境巴士  福田至

九龙塘

0  55  软座  45 

东铁  9  55  可站人 33.5 

（3）进一步加强多元化的公交市场 

香港在既有的多家公交公司运营的格局下，为了更好的构建“地铁+接驳支线”公交的

服务，香港运输署允许港铁公司运营公交线路，截至目前港岛已围绕东铁和西铁 5 个站点开

通 17 条公交线路，其中围绕大埔墟站开通的四条线路长度均在 1 公里左右，直接联系站点

周边的新达广场、大埔中心、富善、广福和八号花园主要商业和居住小区，票价 3.6 港币。 

4. 结语	

引入高品质的公交服务，建立多层次公交服务体系，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是公交优先发展的另一种表现。然而对于这种新的公交方式，目前既有考核指标中仍缺乏明

确的发展要求和引导，在我国国有垄断的大背景下，缺乏对其所适应的公交补贴机制、差异

化的票制票价、市场准入机制等相关系统详细研究，需要在以后的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以更好的促进多层次公交服务体系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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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公交系统 

赵明宇 

【摘要】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我国城镇化速度不断加快，给城市交通

系统带来巨大压力。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背景，总结城市交通可持续

发展的关注点，提出公交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说明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

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必然选择，需要制定综合的公共交通发展战略，全方位提高公共

交通服务水平。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  城市交通系统  公共交通系统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世界各地城市的发展已经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见证，不仅表现为城市数量的不断增加，

更表现为城市空间规模与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城市交通系统作为城

市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必然需要不断的完善以保证城市的正常运转。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交通系统无论在硬件基础设施还是软

件管理措施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进步。然而，与发展相悖的事故频发、环境污染、资源

消耗、交通拥挤等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寻求既能满足当代人们交通

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的交通发展模式已经成为保证社会经

济健康发展，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 

1. 我国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挑战	

1.1 城市化进程速度迅猛  

中国社科院 2010 年 7 月发表的《2010 年城市蓝皮书》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城

镇化率到 2015 年将超过 50%，城镇人口也将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

城乡人口到 2015 年将各占一半，到 2030 年，中国城市人口将达 10 亿，超过除印度以外的

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总人口。近几十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无论速度还是规模堪称史无前例，

从 1978 年到 2008 年，城市人口从总人口的 18%增至 46%，而且其增长势头并无放缓之势，

近几年每年约增加两千万的城市人口，接近于整个澳大利亚的人口总和
[1]
。  

如此迅猛的城市化发展，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及居民生活保障带来巨大压力，交通作为

城市底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着高密度城市人口的出行重任，如何满足城市居民的出

行需求，又尽可能的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和资源的消耗是交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1.2 土地资源紧缺现状  

“人多地少”是我国最为切实的国情。截至 2010 年底，我国耕地总数不足 18.26 亿亩，

人居耕地不足 0.1 公顷，不到世界水平的 1/2，发达国家的 1/4，只有美国的 1/6，加拿大

的 1/14。长期以来，我国土地的粗放型使用使得本不丰富的土地资源更加紧缺，土地——

正在成为与能源一样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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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05 年间，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城镇化急剧扩张的时期，这一时期 GDP 每增

长 1%，占用农地 30 万亩左右，这与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相比，我国对土地的占用量是日

本的八倍。  

在能源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今天，土地资源的消耗却缺乏相应的重视。“地耗”与“能

耗”相比，其统计数字少的可怜。地耗表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消耗的土地资源（主要指

从农用地变成建设用地）。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减少土地的不必要浪费，提高城市化进程中

的土地利用效率，已成为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当务之急。  

1.3 交通设施水平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 1953 年的不足 1.3% 

上升到 1978 年的 1.87%，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呈快速增加的态势，到 2007 年交通基

础设施投资额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67%，交通设施建设迅猛发展，尤其是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交通设施无论从数量等级，还是信息化程度都得到广泛提高。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

无论是总保有量、人均还是单位国土面积保有量均有一定差距。  

同时，我国城市交通设施总体呈现道路网密度不足，交通立体化程度不高。城市道路功

能配置不明晰，路网规划倾向于重快速路、主干路建设，轻次干路、支路建设，使得主干路

交通压力过大，次干路支路没有起到分散需求的作用，形成常发性拥堵路段无法缓解的问题。  

1.4 私人机动化出行激增  

自上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出现私人汽车，到 2003 年社会保有量达到 1219 万辆，私人

汽车突破千万辆用了近 20 年，而突破 2000 万辆仅仅用了 3 年时间。2010 年末全国民用汽

车保有量达到 9086 万辆，比上年末增长 19.3%，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 6539 万辆，增长 25.3%。  

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汽车市场大举对外开放，带动了国内汽车产业的迅速

发展。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轿车进入家庭的政策。长期以公车消费为主的轿车市场转变为

以私人消费为主。从数字可以看出，私有汽车已经占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的 70%左右，这标

志着中国汽车消费进入以私人消费为主的发展新阶段，也表明我国居民的出行方式在近十年

时间飞速向私人机动化转变。同时，有研究显示相比于国外发达国家我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

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总量仍然低于日本
[2]
。因此，我国的汽车销售市场还具有非常大

的潜力。私人汽车保有量仍然有大幅度的上升空间。 

1.5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政策推动  

美国能源部预测，2020 年以后全球石油需求与常规石油供给之间将出现净缺口，能源

危机已引起世界各方的广泛的关注。国际能源机构（IEA）的统计数据表明，2001 年全球 57%

的石油消耗在交通领域，预计 2020 年交通用油占全球石油总消耗的 62%以上，因此，汽车

动力系统的能源转型被认为是解决全球能源问题，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实现汽车产业发

展的必然选择。2010 年 5 月底，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

《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在上海、长春、深圳、杭州、合肥 5 个

城市启动私人购买新能源且车补贴试点工作。通知中明确指出，中央财政对试点城市私人购

买、登记注册和使用的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和纯电动乘用车给予一次性补贴。补贴标准根

据动力电池组能量确定，对满足支持条件的新能源汽车，按 3000 元/千瓦时给予补贴。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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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查显示，高达 58%的民众认为该项政策会推动新能源汽车的销量。  

此项政策的实施可能会推动汽车能源的转型，但是无形中刺激了私有车辆的购买需求，

从而可能带给交通系统更大的压力，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推广公共交通方式产生一定的负

面影响。  

综上所述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城市交通系统建设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对城市交通系统

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上问题的解决，必然需要依赖可持续发展交通系统的建设。这

意味着，城市交通系统面临更大的需求压力，同时又要解决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负效

应。 

2. 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点	

交通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原因在于交通系统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始料未及的问题。问题本身已经超出了交通的范畴，这就不得不把交通系统放在

全社会、全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角度去重新思考交通的发展方向。在过去的三十年，可持续

发展的交通系统成为交通规划与政策实施的首要目标。虽然，对于可持续发展交通系统也许

还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在主要的研究方向中如何考虑可持续问题已经有所共识，基本上可持

续的理念影响到了交通研究与实践的方方面面，具体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从交通规划的角度，引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交通规划理论和模型系统进行改进

和重新构造。传统的四阶段模型是被动的满足由预测模型产生的交通需求。但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需求产生的机理不再单一，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变得多样和个性，因此作为现代生活

方式的基本组成部分，交通也趋于多变。这使得传统的交通规划方式显现出了明显的不足，

主要体现在
[3, 4]

： 

◇在交通需求产生时没有导入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反馈过程； 

◇无法模拟交通链及多目的地交通过程； 

◇重点只关注车辆交通，对行人、非机动车辆和公共交通系统的考虑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无法反映交通改善措施对整个交通需求的影响； 

◇没有考虑环境、资源和不同交通方式的外部效应。 

这一类研究大体也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对传统四阶段模型进行改进。针对某一阶段的

缺陷，引入新的参数或构架不同的模型形式。较为典型的是探讨土地利用与交通之间的相互

关系，在交通产生的阶段引入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反馈作用。关于这一方向的探讨也延伸到了

城市规划过程中如何建立节能高效的规划方案
 [5]

。二是重新构建新的规划体系，不以四阶段

模型为基础。交通需求是动态变化而且是由个体行为决定的。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交

通规划由宏观走向微观，由静态转为动态变为可能。 

2、发展新的技术手段，改善交通系统对环境的污染，减少对生态的破坏。此类研究可

分为两类： 

◇开发新的材料技术或工程手段，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对生态的影响。 

◇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使智能交通系统得到了广泛的开发和应用。 

智能交通系统是采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等手段对传统交通运输系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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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从而达到增强系统运行效率，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减少能源消耗和对自然界

的污染等方面的目的。 

3、采取政策性措施，影响人们的交通行为。有研究指出，要解决交通问题的根本途径

可分为三个方面：改变人，改变技术，改变价格。而要实现转变，政策性措施需要围绕价格、

技术、土地利用以及行为和教育进行改革
[6]
。 

强制性的政策性措施基本是通过价格手段来达到影响人们出行行为的目的，包括过路

费、燃油费、高价停车费、拥挤收费等，这些措施均属于对交通需求进行管理的范畴。尤其

是高密度人口与建筑的大都市多采取了以上强制性措施，如新加坡、香港、伦敦等。 

另一个方面，推动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政策性措施是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系统，这

在世界各国引起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围绕此课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力求使公共交通系

统更具有吸引力，增加公共交通方式的使用。 

4、以可持续发展为标准，对交通系统进行评价。现有交通系统是否满足可持续发展这

个问题是众所关注，却还没有建立一个广为接受的标准。虽然很多研究企图通过建立指标体

系来进行一个综合全面的描述，但综合的结果往往是体系过于繁复，对于决策者，如何在庞

大的指标体系中选取有关的信息，以及如何综合各个指标的信息进行全面的指导在政策制定

的实践过程中都具有相当的困难。 

3. 公交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关于可持续发展交通系统几个关键问题已经被清晰认识： 

首先，交通系统是城市大系统的一部分，交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不能脱离社会，交通系

统与城市发展具有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不可脱离的关系； 

其次，交通作为第三产业服务业被广泛认可（我国 2007 年提出“交通由传统产业向现

代服务业转型发展战略”），根本任务是要保障居民的生活水平，提供宜居的环境以及维护社

会公平； 

最后，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为居民出行提供更多的出行方式选择，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

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轻环境压力的有效措施。 

机动化水平的提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在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制约下，汽车的使用

受到了限制，供需矛盾的发展导致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人们的个人交通需

求与社会利益之间形成矛盾，私人交通的便利性是以对道路资源的高消耗为代价的。因此，

发展公共交通系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公共交通为解决个人机动化出行提供了高容量、低能耗的选择。发展公共交通的目的是

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使公共交通更具有吸引力。 

公共交通服务战略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交通服务行业的性质、以人

文本的理念等因素，充分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实现公共交通服务整体水平的提高： 

◇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与城市增长相协调：城市发展目标、土地利用； 

◇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公交营运的目标、交通系统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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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空气污染、水资源、公共环境； 

◇居民生活质量：社会公正、人性化、无障碍。 

 

图 1  公交服务提高措施影响示意图 

同时，应充分认识到交通是为了解决人的移动，以服务为宗旨，发展公共交通系统。从

影响乘客满意度的可达性、灵活性、经济性、可靠性、舒适性、环保性、安全性等因素出发，

对公共交通系统的车、站、路、信息等各服务环境进行具体分析，改善并提高公共交通系统

的运营、管理与服务水平，改善居民的公交出行环境，全面提高公共交通对出行者的吸引力。 

西方一些城市已经走出了一条发展公共交通的成功之路，如英国的伦敦、瑞士的苏黎世，

其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发展公共交通系统必须是从公交服务的全过程入手，全方位地提高

服务水平；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必须配合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规划、交通需求管理措施、

交通信息化发展等措施；在提高公交吸引力的同时，应使人们的出行具有更多的选择，提高

交通系统整体的可达性；在保障人们生活质量的基础上，促进道路空间以及车辆更为高效的

使用，促使交通流更高效、均衡及安全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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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大都市公交网络和运营规划 

熊倩  Wolfgang Scherr  Ian Fisher 

【摘要】大温哥华地区在未来的 10 年里将大力改善和增强大温哥华地区的公交系统。

TransLink 作为北美第一家负责公交规划运营，管理和融资的部门负责进行了 RTM 模型的开

发。该模型集公共交通运力和需求要素为一体，包含了 24 小时动态客流分配，高精度的车

辆运营和调度模型。RTM 整合了所有的现状运营数据，可进行数据的自动更新和维护。RTM

已经被广泛运用在例如加拿大线客流预测，快速公交走廊方案比选以及轨道站点周边公交线

网优化等项目中。该模型将在温哥华大都市未来公交规划项目中继续做出重要贡献 

【关键词】公共交通  运营规划  线网优化  客流预测 

1. 背景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British Columbia）在最近的公交规划中强调在未来的 10

年里将大力改善和增加温哥华都市地区的公交系统。TransLink 是北美第一家专门负责整个

区域包括公交在内的交通系统的战略规划，资金管理以及对运营监管的政府部门。TransLink

需要一个区域公交模型用于决策支撑，同时为区域公交规划的实施进行全面综合的分析。区

域公交模型（RTM）最初在 2006 年用于轨道网的分析（Fisher/Scherr 2007 [1]）。在 2008

年第二阶段的工作完成后，RTM 已经涵盖区域的所有公交线网，包括所有的 200 多条地面公

交线路。 

和传统的区域公交规划模型不同，RTM 提供了精度很高的公交运营信息。该模型主要包

括三个模块：1）客流量预测模型和基于时刻表的乘客动态流量信息。2）包含车辆编组，调

度，运营时刻表，以及运营统计数据的运营模型。3）提供直观的视觉效果和地理信息系统

的图形界面。RTM 同时也是一个分析数据库，整合了不同来源的各类数据：公交，铁路，渡

船时刻表，公交站点/路径的地理信息，来自车载自动技术系统（APC）的乘客数统计，其它

的客流量统计以及区域交通预测模型所提供的公交出行矩阵。 

RTM 的优势在于可以用于进行公交规划和运营方案的比选，可以通过比较一系列的数值

例如所需要的公交车辆或者轨道车厢数，轨道车厢-公里数，座位-公里数，上下客流量预测，

乘客换乘量以及流量/运力比例（反映拥堵程度）来评估不同方案的运营效率和客流量。 

该论文对 RTM 的开发和标定进行了介绍，包括模型数据，假设，研究方法和结果。并对

模型的具体项目运用举例说明。文章最后进行了总结和未来 RTM 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展望。 

本论文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分别作为主要技术人员和项目经理参与了 RTM 模型的建立，

建模期间二位均任职于 PTV 美国。第一作者现为林同棪国际中国员工，第二作者现在瑞士的

Citec 任职。 

2. 大温哥华地区公交系统和公交规划	

大温哥华地区目前有人口 220 万，到 2031 年将达到 300 万人口，公共交通在该地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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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大温哥华地区的北端为山脉，南侧与美国接壤。大量的农业

用地不被考虑在城市发展的范围之列。这些特殊的地理条件加上密度相对较低的高速公路网

络和以公交为主导的区域交通规划战略，造就了密度较高的人口和公共交通的良性发展。 

TransLink 是区域的交通规划和融资部门，负责管理公交和主要的区域道路。多模式联

动的区域公交系统由多个公交公司运营，而其中 TransLink 下属的 CMBC 和 BCRTC 负责承运

96%的流量。 

区域公交系统整合了多个模式：公交和有轨电车，连接 MISSION 和温哥华的通勤列车“西

岸特快列车”（West Coast Express）, 连接温哥华市中心和北温哥华的摆渡船“海上公交”

（SeaBus）。而该地区的骨干公交系统空中列车 SkyTrain 为,全自动无人驾驶的轻轨系统，

每天承运 24 万乘客，大约 1/4 的公交系统总客运量。 

两条 SkyTrain 线路分别称为“博览线”和“千禧线”，总长 50 公里，包括 33 个站点。

列车高峰时刻在 CBD 的 Waterfront 和 Columbia 之间不同线路运行在各个站点的有效发车

时距为 108 秒。第一条也是最繁忙的线路是博览线于 1986 年开始投入使用，千禧年与 2002

年开始正式运营。目前 SKYTRAIN 的高峰时刻已经接近或者达到其通行能力。在其中的一个

站点，前往市中心的乘客在早高峰最多需要等 3 趟列车才能上车。 

公交网络系统包括 15 条有轨电车线路（228 量标准和铰接车），超过 200 条的柴油车线

路由 1200 多辆巴士组成，这些巴士运力相差较大，有的可以载客 120 人，小型社区巴士则

只能载客 24 人。 

在 2008 年初，哥伦比亚省政府宣布了一个大胆的省公交规划，计划在 2020 大幅度地增

加公共交通网络规模。TRANSLINK 将会在温哥华大都市地区实施这一计划。该计划的主要内

容为： 

（1）在 2009 年开通 19 公里长的与地面交通分离全自动的快速轨道系统“加拿大线”。 

（2）博览线运力翻倍，并将线路延伸 6 公里。 

（3）2014 年修建 11 公里长的 SkyTrain “长青线”（千禧线的分支）。 

（4）建设 UBC 线路，以连接 SkyTrain 和该地区第二大公交出行吸引点 UBC 校区。 

（5）新增七条快速公交（BRT）走廊。 

（6）大幅度增加清洁能源车辆的数量。 

省公交规划旨在将公交分担率从 2007 年的 12%增加到 2020 年的 17%，并在 2030 年达到

22%。大温哥华地区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未来年限具体实施公交规划模型和分析工作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下面将对该模型的结构做详细介绍。 

3. 模型构架和数据来源	

RTM 模型建立使用了 PTV 开发的 VISUM。该模型包括了反映工作日 24 小时动态分布的

公交运力和需求子模型，换一句话说，模型使用随时间变化的输入数据并可以每隔 30 分钟

输出模型结果以反映一天内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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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数据来源 

需要提出的是，RTM 模型直接使用区域交通预测模型提供的公交出行 OD，以确保不同模

型之间的一致性。RTM 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它为大温哥华地区不同规划和运营公司所提供的

数据的整合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平台-从不同途径获得的数据常常只涵盖某一种单一公交模式

或者一部分公交网络体系，或者只是出行需求和公交运力数据的其中一个方面。有了这个平

台，公交规划咨询顾问可以对整个区域的公交网络进行系统的分析和预测。 

RTM 整合了下列公交运力数据： 

（1）地面公交，渡船，通勤列车的运营计划安排，包括车船的编组和调度情况 

（2）SkyTrain 架空列车的运营数据（行驶和停站时间，发车时距等） 

（3）公交站点和列车站台乘客相关信息数据库（和 APC/AVL 数据库一致） 

（4）NAVTEQ 街区路网 

3.2 需求数据 

（1）区域交通预测模型提供的公交 OD 矩阵（800 个小区）。 

（2）自动乘客计数系统提供的公交和渡船站点乘客上下客数据。 

（3）SKYTRAIN 和通勤列车的站点上下客调查数据。 

RTM 模型架构设计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所有的数据的格式都和原始数据格式保持一致，这

样做的优势就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便捷地更新模型里任何一部分的数据元素。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使用自动导入系统对公交运营计划，车组编排以及 APC 乘客站点上下客数据随时进行更

新。 

3.3 运力模型 

RTM 的运力模型结构式又 VISUM 的路网数据模型决定：街道和轨道采用节点和路段的形

式，公交站点附着于某个路段（路间站点）或者节点（路口站点），如图一所示，站点又可

以合并为更大的“站点区域”（stop area）和“大站”(stop)。这样一个模型反映了模型内

站点的层次性，使得一下的分析工作成为可能： 

（1）车辆和列车停靠的物理位置是站点模型最底层，也是最详细的一层。该层和 APC 或

者 AVL 运营系统里面的站点信息相对应。 

（2）靠的比较近的一组地面公交站点或者枢纽场站内不同的站台或者不同层通常用“站

点区域”来表示。这一层和公交运营系统里面的站点信息对应 

（3）站点模型内的最高也是最抽象的一层包括了不同站点或者不同站台之间换乘的信

息。一个大站可能包括一个枢纽或者公交场站的多个“站点区域”。 

图 1 形象的解释了两个相邻的 SKYTRAIN 车站“百老汇”和“商业街”站所处的换乘枢

纽和周边的几组地面公交站是如何在 RTM 模型中层次分明地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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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交站点模型结构示意图 

图 2 为 VISUM 模型里反映的公交运营信息。这张图显示出网络数据模型覆盖了温哥华大

都市区域所有的公交模式。该区域的一部分为温哥华市，其中包括了 CBD。 

 

图 2  温哥华公交公交路网图 

模型运营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车辆编组和调度分析，用于确定每辆公交车或者一列轻

轨在一天内的运行安排。这项分析工作最主要的结果是每天不同时段路网上所需要的总的公

交车辆或者轻轨列车的车辆数。根据该结果，公交模型可以对未来不同的运营方案进行“情

景分析”获得所需要的车辆总数。值得提出的是基于 VISUM 软件的车辆调度算法有所简化，

因此不能完全取代专业的车辆调度软件，但是可以为模型师和公交运营公司提供可信度较高

的车辆需求预测。 

3.4 需求模型 

RTM 需求模型有三个最重要的模块：工作日 24 小时的动态公交出行矩阵、24 小时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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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出发时刻分布、动态公交分配方法。 

需求模型包括 800 个交通小区，输入数据包括每个模型年份的四个出行矩阵，分别代表

早高峰，平峰，晚高峰和傍晚。模型分析师运用模型软件的自动矩阵标定模块 TFLOWFUZZY

对现状初始矩阵进行标定，使得最终结果和现状公交调查数据基本吻合，并对未来公交矩阵

进行了预测。 乘客期望出发时刻分布根据不同时刻的公交流量调查数值获得并进行了标定。  

将公交出行矩阵以基于时刻表的动态分配方法(Friedrich/Noekel 2001 [2])分配到公

交路网上该分配方法首先根据各个公交线路的时刻表确定所有 OD 之间的多条可选路径，然

后在 24 小时内建立每个 OD 对的动态“连接方式”(connections). 这些连接可以理解为是

通过手机或者网络为乘客提供的路径信息，而 RTM 模型可以提供一天内任何时候每个 OD 对

之间的几个可选路径方案。 

4. 模型标定和预测	

对于现状年，模型标定的目的是使得模型输出结果和现状收集数据基本吻合。 

4.1 运营模型的标定 

从运营角度考虑，现状数据由运营公司提供，主要包括运营速度，行驶时间，每条线路

或每组线路所需要的车辆数。实际运营的车辆数是对 RTM 模型中的车辆编组和调度模块进行

标定的基础。模型输出的车辆数需求必须和实际值非常接近。对于轻轨系统，这两组数值完

全一样.对于地面公交系统，每一条线路的误差范围都控制在+/-5%之内。 

4.2 需求模型的标定 

从需求交通考虑，标定的过程更加复杂繁琐,数据来源也更加多样。现状数据包括了所

有的轨道站点，轨道站点间客运量，所有的地面公交线路（除了社区巴士）。就在需求模型

标定开始之前，乘客自动技术系统（APC）安装在所有的地面公交车辆上，提供所有的标准

公交线路相关统计数据，包括每条线路全天总的乘客量以及随时间动态分布的总乘客量，以

及关键线路动态分布的站点上下客量。 

需求模型的标定方法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步骤： 

（1）公交路网核查与调整。 

（2）动态公交分配的参数和路径选择的费用函数的设置。 

（3）出行矩阵的标定：基于站点上下客流量，站间车载乘客量等观测数据对公交出行

OD 进行标定。 

（4）出发时刻分布调整：乘客期望出发时刻是基于时刻表的动态公交分配的一个重要

参数。出发时刻分布首先从站点的上下客人数的时间分布曲线初步获得，并假设乘客在高峰

时段（特别是早高峰）出行距离越长，出发时间就越早。出行时间分布曲线根据主要的轨道

站点以及公交站点的 24 小时上下客流量分布进行标定。 

图 3 显示了架空列车（SKYTRAIN），西岸通勤列车，渡船，B 线，常规公交以及社区巴

士全天客流量统计（黄色为观测值，黑色为模型值）。图 4 显示了 200 多条地面公交线路中

每一条的全天客流量的模型和观测值比较（每一个点对应一条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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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个大公交系统全天客流量（模型和观测值比较） 

 

 

图 4  各地面公交线路全天客流量（模型和观测值比较） 

图 5 为架空列车（SKYTRAIN）在温哥华市中心的水岸站上车乘客 24 小时分布图（蓝色

曲线为观测值，红色为模型值）。观测数据没有用于模型的建立和标定，而是直接用于模型

的校核，以反映模型的质量。可以看出两组数据高度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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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架空列车（SKYTRAIN）水岸站点上客人数 24 小时分布曲线（模型和观测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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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运营分析	

RTM 模型建立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协助公交规划，管理和运营部门回答各类设计到规划和

运营的问题。表 1 列举了决策者和交通咨询师所通常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以及 RTM 模型所起

到的作用。 

表 1  RTM 模型在公交运营分析中的作用 

决策者/咨询师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模型如何协助解答问题 

每一条公交线路的运行质量如何? 比较诸如以下的服务水平指标 

乘客公里总数与座位公里总数的比较（满载率和拥挤程度指标）

运营费用和售票营业额的比较 

在车载乘客量最高的路段上的流量运力比 

哪一种公交类型（BRT, LRT, ALRT）最

适合一个新的公交走廊? 

在模型中比较所有方案，分析其运营速度，出行总行程，直达性

以及客流量等指标 

一条新的公交线路需要多少的车厢（轨

道系统）或者地面公交车辆？未来对车

辆设备的需求情况如何? 

模型的车辆调度模块可以显示所需要的车辆数。通过计算整个公

交网络的车辆设备需求，模型可以为未来车辆设备的需求和购买

计划提供科学依据。 

和其它城市相比温哥华大都市的快速公

交运力如何? 

车厢-公里总数，总的公交线网长度和总的上下客流量是典型的

用于和其它城市进行比较的指标 

在早高峰时期需要在车厢内没有座位的

乘客比例是多少? 

RTM 模型可以计算现状和未来每 30 分钟的流量/运力比例,并可

以定义服务水平和预测未来的运力潜在的问题。 

如果地块的开发需要满足其在 30 分钟

内到达主要的商业区或者行政中心，应

该如何选址？ 

行驶时间等时线（如图。。所示）显示了任何一个地块的公交可

达性。 

一条新的快速公交线路如何与现状公交

系统有效整合？ 

未来的需求，和现状线路的换乘衔接以及运营方面的限制是回答

这个问题的主要分析指标。 

在非高峰时期如何有效的运作公交系

统？ 

RTM 模型覆盖全天时段。非高峰时段可以选择车厢较少的列车。

模型还可以用于估计车辆调整的费用以及和发车时刻表之间有

无冲突。 

轨道线路的长度如何确定？未来轨道线

路延伸线如何确定？ 

模型可以用于分析公交需求如何满足（通常是较短的线路）以及

对乘客出行的影响（换乘次数）。模型也可用于分析“混合型运

营“，也就是长线路和短线同时使用，互相配合。 

未来公交车和轨道车辆的停保场选址 新的停保场可以结合用地条件，并在模型中根据对运营成本的影

响进行分析。 

6. RTM模型的项目运用实例	

加拿大线（Canada Line）是大温哥华地区一条轻轨路线，连接温哥华、列治文与温哥

华国际机场（见图 6 的红色线路），是加拿大首条机场对外轻轨线。本线为温哥华架空列车

（SkyTrain）的第三条路线，于 2009 年 8 月 17 日通车，载客量于 2011 年 2 月达每天 11

万人次。加拿大线的走线与 98 B-Line 快速巴士线大致平行；98 B-Line 已于 2009 年 9 月 7

日（即加拿大线通车后三星期）取消。 

在加拿大线通车以前，RTM 模型被用于分析 98 B-线取消前后加拿大线的客流量预测，

结果显示即使 98 B 线继续存在，其流量都会大部分转移至加拿大线，这一结论为取消 98 B

线提供了有力的依据。 

此外线路南侧终点站列治文站周边有大量的居民区需要在早高峰温哥华市区点周边公

交线路。RTM 模型协助规划部门进行了相应的地面公交线路的调整和优化，主要以社区巴士

接驳线的形式提高居民到达加拿大线列治文站的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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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加拿大线客流量预测和地面公交优化示意图 

7. 结论和展望	

大温哥华地区正处在公共交通高速发展的时期。在 2007 年和 2011 年之间经历了过去

30 年里最大规模的公交系统调整和优化。 该地区的人口增长迅速，公交客运量的增速更是

超过了人口增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公交规划，管理和运营部门以及咨询顾问都面临许多

的公交规划和运营优化项目，并需要在项目中解答许多相关的问题。 

RTM 模型是 2006 年第一次被使用在大温哥华地区的项目中，并已经成为了一个用于规

划，运力分析以及对未来运营进行方案选型的重要工具。该模型最主要的特点是将公交需求

和供给放在了一个系统内部。由于模型使用现状的区域公交运营管理数据库，因此和实际运

营情况完全吻合。RTM 模型已经被运用到多个快速公交系统的运力研究项目中，并对未来的

轨道系统延伸提供了概念性的运营方案（车辆设备需求，发车间隔等）。我们期待 RTM 对未

来公交规划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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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蒙特利尔公交运行模式”的思考 

王涓  李彤  梅荣利 

【摘要】一套优秀的公交运行模式不仅可以促进公交事业的发展，同时还有利于城市交通拥

堵的治理，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随着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使城市交通可以永远秩序井然。 

国家发布的《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至今已过去了近 7个年头，政府对地铁、

公交车辆、信号系统等的建设投入了巨大的资金，然而，交通拥堵依然未见缓解，这值得我

们认真去思考。本文将蒙特利尔的公交运行模式与天津的公交运行模式进行了一个对比分

析，提出“鱼骨状公交运行模式是理想的公交运行模式”，而后又提出公交首末站是“公交

优先发展”成败的关键环结之一。 

【关键词】公交优先  公交使用率  鱼骨状的公交运行模式  公交首末站 

 

有统计显示，到 2015 年，全国地铁运营总里程将达 3000 公里。而到 2020 年，将有 40

个城市建设地铁，总规划里程达 7000 公里。我们的公交优先该如何发展，公交的运营模式

该如何促进公交的发展，这些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时刻了。 

43 年前的 1969 年 10 月，北京地铁第一期工程投入试运营，这是中国的第一条地铁，

现在，北京已经进入了网络化地铁时代，但交通拥堵有增无减。同年代，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为配合 1967 年在该市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于 1962 年 5 月，开始兴建地铁，到 2008 年被评

为全加拿大公交使用率第一，全市人口的 38.24% 选择公交出行。这说明其公共交通系统非

常完善并具有极强的吸引力。那么，它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的？不都是地铁或公交车吗，为

什么这个城市的市民愿意选择公交出行呢？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后，我国公交事业的建设将

受益无穷。下面请看蒙特利尔是如何做的。 

1. 蒙特利尔市概况	

蒙特利尔位于加拿大东南部，隶属魁北克省。是加拿大第二大城市。总人口约三百四十

三万，占地约 500 平方公里。（2008年加拿大年鉴）。 

2. 蒙特利尔交通体系简介	

在加拿大的中心城市中，蒙特利尔的公交方便是罕见的，这个事实在《Money Sense》

杂志的评选结果中得到了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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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蒙特利尔的公交使用率全加拿大排名第一 

加拿大本国的《Money Sense》杂志 2008 年 4 月 29 日公布了第三次加拿大最宜居住城

市排名，该杂志综合环境、经济、社会、气候、退休地以及房价承受能力等各种因素，对加

拿大 154 个城市进行排名。 

与其他评估适宜居住地标准不同，《Money Sense》杂志考量的不是某个城市的风景、餐

馆、海滩……，它关注的是真正吸引人们定居、影响城市人口发展的关键因素，力求给城市

一个公正的评判。评估标准共有 19 项，包括住宅均价、住宅销售量、房价承受力、人均收

入、失业率、新车拥有率、天气、空气质量、雨雪量、降水量、寒冷天气天数、臭氧含量、

人口增长、犯罪率、步行或骑车上班率、公共交通使用率、人均拥有医生量、医院学校体育

设施等。 

专家评选结果：蒙特利尔名列第 81 名，在全加拿大仅属中等水平，不过，蒙特利尔人

在使用公共交通方面却列位加国第一，统计显示，38.24%的蒙特利尔人使用公共交通出行。 

2.2 城市内部公共交通 

2.2.1  地铁	

地铁系统与市中心区的众多著名景点、地下商城、金融商务、餐饮酒店、写字楼、商业

区多层次贯通，共有橙、黄、绿、蓝 4 条地铁线路，73 个停靠站，而且，每个地铁站的建

筑设计都各具匠心，绝不雷同，有助于人们尽快识别与记忆。在高峰时段等车时间为平均 3

分钟／趟，是世界最繁忙的地铁系统之一。  

2.2.2  公共汽车	

蒙特利尔共开设近 200 条公交车线路，其中包括 20 多条夜间线路。地铁和公交车到站

时间相对固定，车站一般贴有时刻表，高频车约 3‐5 分钟左右一趟，低频车约 20 分钟一趟。

90%的公车都与地铁站相连或周转，从东区到西区，大都经地铁转车方能到达，长距离的公

交车运输非常少。 

2.3 蒙特利尔现状的公共交通分析 

蒙特利尔地铁是市民使用最频繁的交通工具，它的地铁线路并不很长，基本形式为“二

纵、三横”的线形模式，穿行范围仅限于城市中部中心市区以及南北向与岛外地区边缘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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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约占整个蒙特利尔岛路面道路交通面积的 5%左右，其余东西两部分大面积区域仍

以公共汽车为主，然而，公交车与地铁、地铁与地铁之间换乘之便利、地铁的使用频率之高、

人流与车流交叉疏导设计之科学合理、运行与服务质量之好，特别是这种事半功倍的精明经

营模式，是全世界所有拥有地铁和即将拥有地铁的城市学习的楷模。 

具体分析如下： 

2.3.1  优势	

强大的经济实力及强大的现代化设备支撑着这个城市，尽可能多地让这个城市的人们舒

适地生活着。 

城市面积适中，人口少，各个交通线路设计科学合理。 

城市功能分区与公交线路的设计珠联璧合，庞大复杂的城市生活因其优秀的组合而显得

井井有条。 

高效、综合、完善先进的市政基础设施与公共交通的管理机制结合，保障了公共交通系

统的正常运转。 

错开出行高峰期，生产企业上下班时间为 7：30‐4：30，白领公司上下班时间 9：00‐5：

00，服务产业上下班时间 10：00‐7：00，中、小学校 8：15‐3：30。每个小学几乎都有免费

校车，学生无须家长接送。托幼规模小而分散，不会因家长集中接送，而出现拥堵现象。 

2.3.2  不足	

倒车频繁，直达的公交车很少。对于手提重物的乘客，不甚方便（但在转乘时发生的费

用上给予了补偿）。 

地铁没有与机场、港口连接，不能满足过境乘客的直接需求。 

2.4 值得借鉴的经验 

蒙特利尔的公共交通之所以称魁加拿大，主要因素是其具备两个部件： 

硬件：先进完善的交通设施，包括车、场、站、点等 

软件：优秀的运营模式，包括科学的公共交通运营设计、高效的交通组织管理、高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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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及宜人的服务水准等 

3. 天津市交通分析	

天津是我国第四大城市，截至 2008 年底，全市土地总面积 11919.7 平方公里，其中，

中心城区建成区面积 312 平方公里。目前，天津的运营地铁线路为 2 条，尚未进入地铁网络

化时代，高峰时段拥堵严重，公交车很难准时到达，市民乘公交车如食鸡肋，于是，私家车

数量不断增加，道路也越来越拥挤，最终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必须理清拥堵的原因，只

有解决了拥堵的问题，公交事业才能发展起来。 

3.1 交通拥堵的原因 

经济建设进入高峰期，各种车辆激增，道路、市政基础设施发展相对滞后。 

交通管理模式缺乏创新意识，不能与发展步调要求相一致。 

各城市受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道路数量尽量的少，道路密度尽量的小，地面停车场尽

量的少，停车面积尽量的小，从而造成汽车疏散的时间长，占道停车、启动、避让等过程长，

影响其它车辆尽快通行，造成拥堵。 

为解决道路拥挤而加宽路面宽度，车辆等候时间长，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流交叉量加

大，车辆不能尽快驶离，不安全隐患指数上升，并形成拥堵集中节点。 

城市用地紧张，公交首末站被挤出市中心区域，没有与各个地铁站点结合使用，大批人

流出来直接进入道路上，造成交通混乱，形成拥堵。 

雨雪风沙等大自然的侵袭，雨、雪水不能及时排泄，车辆行驶速度减慢，造成拥堵。 

择校因素也是造成交通拥堵的一个重要因素。 

3.2 现行的公交模式 

公交车线路太长，不可能保证准点到达各个站点。以天津公交线 866 路为例，总站数多

达 42 站，途径南开、河西、和平、河东四个区，一辆班车从始至终高峰时行驶时间约 2 个

多小时，不仅浪费了需直达乘客的时间、增加道路交通的压力，而且降低准时到站的几率。 

公交车不能按点到达，浪费乘客的宝贵时间，候车站无章、无序、无排队，挤车使乘客

感到丧失尊严。 

地铁与公交车尚未很好地实现换乘，主要是为票价问题，地铁票价明显高于公交车，如

果换乘，票价会多出 2‐5倍。公交虽然绕行，但也能到达目的地，无紧急事情的乘客宁可多

浪费点时间，而选择乘公交车。 

地铁的受众面不大，目前，地铁尚没进入网络化，服务的市民有限。 

4. 两个城市的现状交通状况对比分析	

天津市总公交线路达 481 条，全年城市公交客运量 11.71 亿人次。但是从总体上看，城

市现状交通方式结构仍然不尽合理，城市道路交通运营效率不高、公共交通占比过低，“交

堵”日益严重。下面将天津、蒙特利尔两个城市在 30 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中我们可以

发现一些存在的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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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蒙特利尔市现状相关指标对比表 1（2008 年） 

序

号 
内容  天津市  比较  蒙特利尔大区  比较 

1 面积 312 平方公里  500 平方公里  

2 人口 588 万人  343 万人  

3 人口密度 1.9 万人/平方公里  0.69 万人/平方公里  

4 港口货物吞吐量 35593.20 万吨 
过境货运车辆

多 
2400 万吨 

过境货运车

辆少 

5 
机

场 

全年起降量 7.08 万次/年 空中交通薄弱 20 万次/年 
空中交通成

熟 

旅客吞吐量 463.70 万人次/年
共用一个机场

1000 万人/年 客货机场分

离 货邮吞吐量 16.70 万吨 26.3 万公吨/年 

6 公交线路数量 481 条  200 条  

7 人均拥有公交线 0.82 条/万人  0.58 条/万人  

8 
每平方公里内的公

交线 
1．5条 路面车辆多 0．4条 路面车辆少 

9 

1 平方公里内每万

人 

拥有公交线 

1.8 条 
尚不能解决出

行问题 
0.7 条 已解决问题 

10 地铁站数量 22 站  73 站 
人流进入地

下 

11 地铁长度 26 公里（1条） 尚在建设中 66.05 公里（4 条） 49 年历史 

12 
人均拥有地铁公里

数 
0.04 公里/万人 

地下交通急待

发展 
0.19 公里/万人 

地下交通成

熟 

13 公交首末站个数 46 处  120 处  

14 
平均每处首末站容

纳公交线路的数量 
11 条/处 混乱 1.7 条/处 条理清晰 

天津市、蒙特利尔市公交现状情况对比表 2 

序

号 
内容  天津市  备注  蒙特利尔大区  备注 

1 车站间距 500-600 米 
2 个街坊以上 

乘客穿越道路
150-200 米 

一个街坊 

乘客不超越道路 

2 公交车行驶时间 1.5-3 小时 
最多沿途 75 站

不能保证准时
0.5-0.8 小时 

最多沿途 35 站 

基本准时到达 

3 停车位置 路中段 
人流在路面 

停留时间长 
路口 

方便人流 

迅速离去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729



 

 

4 
每个公交车站公

交线路数量 
3-10 条 无序、抢、挤 1-3 条 有序、排队 

5 公交首末站位置 居住区↔居住区 线路绕行 
居住区↔地铁站

地铁站↔地铁站
直线行驶 

6 等车时间 
不固定 

没有候车时刻表

等车 20-30 

分钟 

固定 

有候车时刻表 
等车 1-5 分钟 

7 高峰时段车 无  有 
早 7:00-10:00 

下午 2:00-5:00 

8 夜班车 无  有 24:00-7:00 

9 
公交车晚上收车

时间 
21:00-23：00 18h/d有公交车 24:00-1:00 24h/d 有公交车 

10 地铁有车时间 6:00-22:00 有车时间 16h 5:00-1:00 有车时间 20h 

11 每个地铁站内部
形式单一 

不易识别 

无更多 

服务功能 

颜色区分便于记

忆，标识明确 

内设便利店 

地图免费 

12 地铁转换站 
交通枢纽作用 

不明显 

混乱、步行 

路程长 
小的交通枢纽 

紧凑，无多余的 

步行路程 

13 公交、地铁车票 分别买票 月票多无效 一票制 月票均有效 

14 
高峰时每个车厢

载人数量 
超负荷运载 后继无车 适中 后继车接踵而至 

15 
公交车与地铁的

关系 
2 个机构 无关系 1 个机构 

公交调度室设于地

铁站内，随时调整

调度 

16 公交司机年薪 4-5 万人民币 属于蓝领阶层 10 万加币 高于普通白领工资

治“堵”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即：尽快疏散行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辆，减少他们滞

留路面的时间。以上分析得出，蒙特利尔交通涉及的各个方面优势明显强于天津，天津的问

题较多，存在很大的差距与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不能做到及时疏散行人、减少他们滞留路

面的时间。 

5. 解决拥堵的规划设想	

5.1 总体设想 

调整交通运行模式，大力发展地下交通，地下空间、健全场、站等基础设施。 

增加道路密度，尽可能多的开辟道路，特别是支路、次干道的数量。 

增加单行路数量。 

合理安排市民生活配套设施，设计合理便捷的居民购物、上学、工作的出行线路。 

市政基础设施的合理设计与放心使用是保证交通安全运行的重要前提。（城市交通体系

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每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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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要的道路交叉口，可设行人地下通道或自行车地下通道，减少路面人车交叉，使车

辆迅速驶离。 

红色信号灯亮时，左驶车辆亦应停止行驶，避免出现人、车交叉，延误行人离去速度，

再次造成其它交叉而形成的拥堵。 

5.2 提高城市公共交通使用率 

蒙特利尔的公交方式用生物学名词来形容就是一个“鱼骨”，非常简单的设计理念，理

顺了错综复杂的人、车流路线。“鱼脊椎”是地铁线，在地下承载了路面上的大批量人流的

集散，而众多平行排列的“鱼刺”就是公交车线路，短而直（直达），真正达到了“尽快疏

散行人，减少他们滞留路面的时间”这一目的。 

现在，天津正在大力发展地下交通的开发与建设，正在建设和规划的地铁线路已达 15

条线，未来将贯穿市区各个区域，但在未建成运营之前，应认真学习与借鉴这种鱼骨状公交

运行模式，避免出现事倍功半的现象： 

◇采用接驳——“接力棒”式传递运送，缩短公共汽车的行驶路程，降低因塞车而误点

的几率，有效利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解决城市日趋严重的交通拥堵寻求出了一条“捷径”。 

◇提高地铁使用率，公交车将乘客集中于地铁，再由地铁将大量人流疏散到各个功能区

及人流出入多的公共场所，而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转换站的设计应合理、便捷、行走时间短，

转、换车时间短，使人流尽快离去。 

◇每个地铁站都应设一个公交首末场站，乘客从地铁出来后，不应再走到马路上，给路

面交通带来混乱，而应在公交首末站内就近转乘，使人流尽快离去。 

◇公交车应以直线短距的运行方式为主，避免长距离和绕道行驶，尽快将乘客送达目的

地，减少人流滞留路面时间。 

◇公交车站应在每个街坊设置 1-3 个，方便居民乘车，减少人流穿越道路的次数及滞留

路面的时间。 

◇公交车除了需要提高供给量，还需要提供与小汽车同样便捷和舒适的服务。每个公交

车候车站应设时刻表，方便居民乘车。 

◇公车准点、守时，票价形式多样；采取“一票制”乘车形式，允许在一段时间内多次

换乘，提高公交吸引力。 

◇公交停靠站就近停在人行横道附近，引导乘客自觉沿人行横道穿越道路，同时也可使

公交车根据交通指示灯的变化得以迅速起步离开。 

◇短时间乘车方式（首末站之间的行驶时间一般为 15-30 分钟左右），使人们懒于抢座

位，车厢内便会出现让座位的感人场面。 

◇延长夜间公交车收车时间，满足各类人群生活需要。 

◇增加公交车司机的职业（高薪）自豪感，自觉提高服务质量和自身素质。 

6. 公交首末站的重要性	

前面提到每个地铁站都要设一个公交首末站，这是非常必要的。它如同是连接“鱼脊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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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鱼刺”的“鱼脊突关节”，一旦一个关节脱落或损坏，这根“鱼刺”必然瘫痪，同时，

势必影响其它的“鱼刺”。    天津在政府大力扶持地铁项目建设的今天，“鱼脊椎”即将形成，

作为“鱼刺”的公交车线路调整也不是难事，“公交优先发展”的关键环节就体现在作为“鱼

脊突关节”  的公交首末站了，尤其是在我们即将进入网络化地铁时代的今天，公交首末站

不能再被忽视了，因为，它是一个有机体中三个部件当中的一个，它的建设与否直接关系到

公交优先事业能否顺利发展起来，下面的分析显示，公交首末站的作用是不容被忽视的。 

按照高峰时段一对相向驶来的地铁在同一时刻到达同一地铁站时，上下车的人数按平均

1000 人计算，  60%乘客需要换乘公交车辆计，将会有 600 人需要乘公交车，按每辆公交车

运载 50 人，共需要 12 辆，分赴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每个方向需要 3 辆公交车，按每

5 分钟一班车计算，需要 15 分钟，才能将这批乘客疏散完毕，而下一班的地铁已经运载来

新的一批乘客。由此可见，公交首末站所承担的任务是忙碌而重要的，它所起的主要作用是：

将分散的人群归拢‐‐整合‐‐按照规定的运行路线，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疏散人流，同时不会

影响正在行驶的其它车辆。另一方面，乘客就近在公交首末站内转乘，避免了不必要的步行，

会给乘客带来极大的舒适感和安全感。而没有公交首末站的普通候车站，由于乘客急于赶时

间而随意穿越马路影响其它车辆的正常行驶，造成交堵。 

改进现行的《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制定适应地铁网络化时代下公交首末站的

各项指标与规定，公交首末站可以根据地铁站所处的位置、人流量选择不同类型的场站。   

地铁站旁公交首末站配建类型表 3 

  地铁站位置  公交首末站类型与内容 

1  始发站  大型场地型，可与长途客运站合站，含车辆保养场、调度中心

2  过境交通站（火车站、飞机场、港口） 垂直立体型或超大型场地型，含车辆保养场、调度中心 

3  商业与办公中心站  中型环岛型、港湾型，调度室在地铁内 

4  居住区站  中型场地型，含车辆保养场、调度中心 

5  一般站点  小型港湾型，调度室在地铁内 

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大，出行高峰期人流会急剧骤增，所以，一定要统计每个地铁出入口

高峰时段的人流量，合理确定公交首末站用地的规模，同时，要为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 

7. 小结	

“公交优先”是一个庞大、复杂、艰巨的课题，但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道理同样适用于

这个难题，一套优秀的公交运行模式不仅可以促进“公交优先”事业的实现，同时，还有利

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运营了 45 年的蒙特利尔公交模式证明了这个道理，他们找对了

一把发展公交的钥匙，这把钥匙就是“鱼骨状”公交运行模式，同时，根据人们的行为轨

迹，细致严格地做好公交管理与服务，提高公交吸引力，它同样适用于我国已经拥有地铁

和即将拥有地铁的大、中城市的公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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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高品质公交系统对重庆公交发展的启示 

傅彦 

【摘要】在当前大城市交通拥堵持续加剧、交通污染成为城市主要污染源、能源资源日益紧

缺等背景下，公共交通的集约、高效、环保、公益等特性，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

撑。法国是世界上最早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国家之一，其在公共交通系统规划、运营管

理、机制机构等方面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结合重庆主城公共交通面临的问题，提出公共交

通发展策略，为重庆交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高品质公交  重庆  启示 

1. 法国高品质公交系统概述	

1.1 层次分明的公共交通网络 

历史上，法国是 早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 19 世纪中叶路易.菲利浦

时期，城市交通的大众化就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当时的法国巴黎已有 25 条公共

马车，31 条有轨电车和 102 艘水上公交船。在 1900 年 7 月 19 日，为了解决当时的万国博

览会交通问题，法国第一条地铁线在巴黎顺利开通，从此，法国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轨道交

通建设过程。目前在法国人口规模达到 50 万以上的城市均有各式轨道交通系统，各种轨道

交通已成为法国市民交通出行的主要载体。法国的高品质公共交通系统也由发达的地铁网络

逐步发展为集地铁、有轨电车、快速公交等为一体的多样化公共交通网络。 

1.1.1  地铁系统	

法国的地铁建设已经有 100 多年历史，也是世界上拥有地铁网络 早的城市之一，目前

仍处于不断延伸的状态中。作为世界级城市的巴黎，其地铁网络非常发达，整个巴黎大区拥

有 14 条地铁线路（211 公里）和 5 条城郊铁路（580 公里），共计 791 公里长的轨道交通系

统。其中分布在巴黎市区的地铁网络共计设置车站 380 个，日均客运量达到 450 万人次，年

载客量达到 13.6 亿人次。在巴黎市区乘坐地铁非常方便，任何一点步行 300 米范围内必有

一个轨道交通车站。 

 

图 1  法国南特有轨电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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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有轨电车系统（LRT，也叫轻轨系统）	

法国城市的有轨电车系统兴衰更替经历了一段非常曲折的时期，从 1885 年在格勒诺布

尔市出现了有轨蒸汽车系统，到 1897 年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有轨电车系统，经过一段时间的

发展，一度成为当时城市公交的主体。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私人小汽车的发展，有轨电

车系统逐渐萎缩。在二次大战以后，随着个体交通的不断发展，以巴黎为代表的法国大城市

交通问题日益突出，为了实现交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巴黎率先提出了落实公交优先的发展

策略（全球首次提出），对小汽车交通的发展进行了严格限制，并进行了大规模的轨道交通

建设，起初主要是城郊铁路和地铁系统。随着新的车辆技术和新型机车车辆的应用，在法国

又掀起了一场建设有轨电车的高潮，而且相比较地铁而言，有轨电车系统造价较低。从 1986

年开始，格勒诺布尔市开通了法国第一条现代有轨电车线路，从那以后，法国相继有 20 多

个城市修建了有轨电车系统，包括里昂、南特等城市。 

 

图 2  法国里昂快速公交系统 

1.1.3  快速公交（BRT）系统	

快速公交系统是利用改良型公交车辆，运营在公共交通专用道路空间上，保持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特性且具备普通公交灵活性的一种便利、快速的公共交通方式。快速公交起初被广

泛应用于南美洲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其高效率的客运交通模式逐步被很多

发达城市所接受，在法国等很多城市也陆续出现了快速公交的身影。目前，法国里昂、南特

的快速公交系统已成功运行多年，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1.2 法国交通体制结构 

1.2.1  法国公共交通管理的制度框架	

法国公共交通的发展也曾经历了一段曲折，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法国的政策是通过

大规模的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以满足大量发展的私人汽车的交通需求，汽车的拥有量大幅度

提高。但结果由于小汽车过快增长，不仅没有解决交通问题，反而适得其反，道路拥挤不堪。

法国政府吸取这一失误的教训，特别是从城市规划、环境保护、节约能源和交通安全出发，

对政府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开始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在法规政策、财政政策等方面实行公共

交通优先的政策，给予公共交通很大的扶持，并对小汽车实行有节制的限制。 

在法规方面，1982 年颁布了《国内交通指导法》，规定政府要向所有人提供价格合理的

公共交通。同时将公共交通的具体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成立交通组织机构

负责组织城市或大区的公共交通。根据 1996 年颁布的《空气质量法》，为减少空气的污染，

法国政府又规定 10 万人以上的城市必须制定《城市出行规划》，规定了居民出行的组织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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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商品运输、交通运输和停车的基本原则。制定《城市出行规划》的目的包括：减少汽车流

量；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提高道路的使用效率；组织停车；组织商品的运送；鼓励企业和国

家机构使用公交，在开车时提倡拼车等等。由于有法规政策的支持和健全的管理机构，法国

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得到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1.2.2  法国城市公共交通的融资方式	

法国城市公共交通融资方式的选择，取决于法国政府对待公共交通认识的独特理念。作

为组织公共交通、制定票价政策的交通组织机构认为，公共交通票价不能全部由乘客承担。

如果是这样，运输价格会很快变得高不可攀，引起乘坐率的下降。而乘坐率下降又会导致票

价进一步上升，形成恶性循环，对乘客和城市的发展都不利。因此，地方政府负担部分基础

设施的开支和公共交通的维护费用是很正常的，而且从城市环境考虑，私人汽车所引起的污

染比公共交通的污染要大得多，一个人乘坐公共汽车所产生的污染比驾驶轿车的污染要少

10~20 倍。 

此外，法国还认为，即雇主是建立公共交通体系的 大受益者，所以应该参与公共交通

的融资。在上述理念的指导下，法国城市公共交通的融资一般由四个方面共同承坦：①乘客：

即票款收入。乘客大约承担了公共交通成本的三分之一。为吸引乘客，图卢兹针对不同对象

发售不同的车票，并提供相应的优惠。如按区域发售的月票和年票(橙卡)，对不满 25 岁人

发售的年票以及对失业者提供优惠等等。②雇主：在每一交通组织机构(AOT)所辖范围内，9

名职工以上的雇主都要交纳“特别交通税”。该税种创建于 70 年代，税率按与工资总额成

一定比例抽取，税率由交通组织机构决定。巴黎的税率 高为 2.5%；其他地区 10 万人以上

的城市税率 1.05％；10 至 20 万人之间的城市为 0.55％。如果为所谓“专用场地”建立交

通基础设施，该税将增长 0．75％，从而可以直掇为公交等集投资。在法国，雇主出资占公

共交通成本的 50％左右(巴黎占 50％，10 万人以上城市占 60％)。特别交通税在外省每年

约为 100 亿法郎，在巴黎大区约为 140 亿法郎。③地方政府：在来自乘客和雇主的资金不能

满足公共交通发展的需要时，就要由地方政府通过地税为城市交通筹集资金。其用途主要是

基础设施投资。④国家。国家出资也主要是用于垦础设施的项目投资上，目的在于通过国家

的政策引导鼓励发展公共交通，鼓励实现多元化的交通体系，并使现有的交通网络现代化。

在这种项目投资中，国家出资一般在外省占到 20％左右。 

1.2.3  公立/私营合作——法国城市公共交通的经营管理模式	

法国发达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和良好服务，来自于法国独特的公共交通经营管理模式

——公私合作。法国对于公共交通的管理，经历了不同的阶段。19 世纪五十年代到 20 世纪

初，公共交通以私营地铁和有轨电车为主，经营方式是独家经营并执行高票价，由此为经营

者带来的是高效益。但后期从社会稳定出发，政府越来越多地控制票价、工资待遇，降低优

厚的合同条件。 

在法国，注重为用户提供服务的普及性、次数多少和及时性等，并以定量方式表达。其

内容由地方当局、网络经营者和用户代表确定。法国公立／私营合作形式，根据当地情况和

所确定的目标的不同差别很大，从全部的公立管理一直到充分发挥私营的作用，各种方式都

存在。欧洲的共同规则由正朝这一方向发展。在法国公共交通经营方式中，有 10％的企业

是由交通组织机构的直属公司直接经营，90％通过公共服务授权，签订合同经营。特许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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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通过招标取得，具有透明性。  

在交通组织机构与运营公司签订的合同中，主要规定以下内容：保证服务的连续性；执

行规定的票价；满足一定的财务条件；规定双方对乘客分别承担的义务；合同期限不超过资

产折旧的期限；运营公司要提供业务年报(盈亏状况、财务质量)；越来越常用的质量指标等

等。其中经营者的承诺主要是保证服务的连续性和服务的质量水平。交通组织机构的作用主

要是确定服务业务的拓展、提供合同规定的投资以及根据运营的情况，对经营者进行奖励。 

1.3 提高公交出行率的其它因素 

除了体制、投资、运营等方面的保障之外，换乘设施的便捷、票价的多种选择及低廉、

交通出行信息的即时提供、人性化的公交设施等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在我们的参观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为乘客提供便捷的接驳措施，如在里昂，地铁、有轨电车等大容量公交的始发站

都会有大型的免费停车场，各种公共交通共同构成完整的公共网络；由于所有的公共交通都

属于一个公司运营，1 小时内的交通转换是免费的；在各个车站，为乘客提供车辆班次、即

时交通信息以方便乘客；在车辆的装置上也考虑了残疾人的使用等，要为市民提供便捷、低

廉、高水平服务的公共交通需要一个庞大的系统作支撑。 

2. 重庆公交发展面临的问题	

当前，重庆市正面临着快速城市化与机动化发展的双重压力，城市交通依靠低效率、高

密度的常规地面公交基本支撑了整个城市客运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转，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2.1 公共交通系统层次不明、结构单一 

尽管重庆市公共交通由常规公交、轨道交通、BRT 构成，但由于轨道交通、快速公交 BRT

未成网络，现状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常规公交，而常规公交线网主要集中于主城中心区，对

东西槽谷、外围拓展区的辐射功能不强，且可拓展空间有限，通过重复增开线路来提高常规

公交的容量已不大可能。总体上，主城地面公交线网没有明显的层级，公交干线与支线不分，

跨组团出行时间太长，服务效率短期内难以提高。 

2.2 公交线网覆盖率低 

目前线路主要布设在主干路上，次支干路公交覆盖率仅 40%，存在着不少公交服务薄弱

地区；公交线路重复率高，集中行驶、集中停靠，行、停过程中相互干扰严重，公交运行效

率受到很大影响；公交线路过长，增加了公交调度困难，导致准点率低，乘客等车时间过长。 

 

图 3   重庆主城区公交线路长度分布示意图 

主城区公交线路平均运营长度约 18.42 公里，高于规范中 12 公里的上限值。 长公交

线路为往返北碚与大渡口之间的 538 线路，达到 53.4 公里。 

主城区公交线网密度约 2.72 公里/平方公里，其中渝中半岛区域公交线网密度约 3.43

公里/平方公里，内环以内（渝中半岛除外）区域公交线网密度约 3.95 公里/平方公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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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以外区域公交线网密度约 1.98 公里/平方公里。公交线路要集中于主城中心区，对东西槽

谷、北部新区等外围区辐射功能不强。 

主城区公交线路重复系数约 3.57，其中渝中半岛区域公交线路重复系数约 6.58 ，内环

以内区域（渝中半岛除外）区域公交线路重复系数约 3.13，内环以外区域公交线路重复系

数约 4.29。受地形影响，主城区通道有限，公交线路主要集中开设于主干路上，尤其是各

大商圈周边主干路，开设公交线路均超过 20 条。公交车辆列车化、站台拥堵现象严重。 

主城区公交站点 300 米覆盖率为 33.7%，500 米覆盖率为 63.6%。远远达不到《城市道

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中要求（300 米半径不得小于 50%，500 米半径不得

小于 90%）。乘客步行到站距离与步行时间过长。 

2.3 公交首末站、停车场用地缺乏保障，中途站及枢纽站点需要优化布设 

目前主城区公交首末站严重缺乏，难以保证公交正常的运营调度；公交停车保养场地规

模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缺少枢纽站点的规划建设，给换乘带来不便；公交港湾式停靠

站的建设发展速度缓慢，停靠站的设施建设有待加强。 

2.4 公交优先没有落实到位 

公交优先更多停留在口号层面，在道路使用、交叉口通过、公交票价等方面均未能很好

地体现出公交优先。 

2.5 公交发展资金缺乏，制约了公交进一步的发展 

公交是一个社会服务性质的行业，其盈利是微薄的。依据重庆市公交目前经营状况，在

发展资金上，仅依靠公交自身力量是不够的。公交发展资金的短缺，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公

交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职工的高劳动强度和较差的待遇形成了较大的落差，从业

人员队伍难以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服务质量的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是社会公益性事业，

是政府为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因此，实行低票价政策，运用公共财政补偿公交企业的经营

成本，使企业也可以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使城市获得丰厚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馈赠，

这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 基本的政策手段。 

2.6 公交系统日常管理调度水平低下，缺乏人性化和智能化的交通服务体系 

目前主城区公交车日常运营调度管理水平低，不能充分发挥公交车动态运能。公交客流

是一个随时间、空间不断变化的量，充分发挥公交车动态运能，需要深入地把握公交车客流

变化规律。受管理手段和技术条件的限制，公交集团还不能依据公交客流的变化，动态实时

地进行调度管理，公交车动态运能还未得到充分的发挥。 

2.7 经营管理体制管理不顺，企业内部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主城区地面公交车现主要有常规公交、班线车、接驳小公交车几种形式。其中班线车和

接驳小公交车一般采用承包经营的模式，常规公交则主要由公家集团下属的几家分公司分别

经营管理。重庆公交在管理模式上实行“多头管理”，使得公交市场规划得不到统一，导致

宏观调控失控。由于经营体制缺乏统一规划管理，客运市场容易形成恶性竞争，导致热线重

复线路多，冷线无人问津。 终使得线路功能不清，运营范围不明确，严重影响了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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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市场秩序和公共交通服务质量。 

3. 法国高品质公交系统对重庆公交发展的启示	

3.1 制定可持续交通发展策略 

要使一个城市的交通系统能够可持续发展，除了配备有高品质的公交系统，也就是硬件

系统以外，更需要制定相应的交通发展策略。需要通过政府层面，明确相应的发展策略，如： 

（1）加强交通引导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 

（2）加强停车换乘策略的实施 

（3）严格控制中心区停车位的供给 

（4）倡导建立和谐、绿色的交通环境 

（5）低廉的票价 

（6）及时的交通出行信息 

3.2 继续加快公交优先的发展策略 

3.2.1  优化公交线网、发展高品质公交、加快建设轨道线网，构建层次分明的综合公共

交通系统	

利用已有的快速通道资源，发展高品质的地面公共交通形式，以高质量的服务水平为跨

组团长距离居民出行提供服务，将中长距离的交通出行从常规公交线网中分离出来，缓解中

心区公共交通过大的压力。配合轨道线网优化公交线网，近期完善轨道 1、2、3、6 号线的

接驳公交线网优化，削减平行公交线路运力，增加垂直接驳公交线路，加快形成功能分明、

层次清晰的公共交通系统。 

3.2.2  考虑在合适的区域发展有轨电车系统	

从国内外的发展趋势来看，有轨电车中等运量、环保、节能、低廉的造价（只相当于地

铁的 1/6，其投入主要是电车）等优势逐渐被人们认可，而且随着电车技术的发展，有轨电

车的性能及稳定性有了很大的提高，尤其它的爬坡能力，一般可以达到 12-13%，转弯半径

也和一般的 13 米左右的公交汽车相当，这些技术特点非常符合重庆道路交通的特点。同时

有轨电车对路权不是全部的占有，在其运行间隙可以考虑其他车辆的使用，因此对路网密度

不是很高的重庆，发展有轨电车系统有很大的优势，可以考虑在合适的区域如两江新区、东

西部片区发展有轨电车系统，与轨道、地面公交形成层次分明的公共交通体系，发挥各自的

作用。 

3.2.3  适度发展一些高品质的公交专用道系统	

除了有轨电车以外，也可以尝试在一些公交走廊上，发展一些公交专用道或者快速公共

系统，通过路权的优先使用来提高公交运行效率， 终目的是提高公交出行的分担率。可以

考虑在具有硬件条件的干道走廊上开辟分时段的公交专用道系统，落实公交车辆在路权使用

上的优先，实现道路资源的公平使用，并辅助交叉口的信号优先手段，提高混行交通的运行

效率。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在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中给予城市公共交通车辆优先使用的权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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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公交车运营速度与准点率，吸引更多的市民选择高效率的公交方出行式，如在建新南北路、

半岛地区进出干道、长江路等主要的公交走廊上进行一些分时段公交专用道规划试点。 

3.3 提高公交服务覆盖率，实施公交“门到门”服务，同时控制站点停靠公交线路数 

让公交车进社区，实现公交门到门服务，缩短到站步行距离，实现建成区所有居民出门

400 米范围内均能找到公交车站。公交线路布设深入次干路与支路，提高公交线网密度，让

公交线网覆盖主城 80%的支路。大力提高外围地区的公交服务，公交配套设施（首末站、中

途站、枢纽站）与外围地区的开发同步，如大学城、两路、茶园等。在规划建设站点时，控

制公交车站间距为 300~500 米，减少步行到站距离。减少单个站点的停靠公交线路，建议每

个站点线路不超过 8 条。平行公交线路实行错站停靠，防止车辆停靠过度集中。 

3.4 公交体制改革，加大对公交财政补助，降低公交票价 

城市公共交通是社会公益性事业，政府在财政、税收、城市规划政策等方面向公共交通

倾斜。继续深化公交体制改革，明确公交服务的公益性，政府加大对公交的财政补助力度。

鼓励和吸引更多人使用公共交通，降低公交与轨道票价，建议公交票价调整为 0.5~1 元，轨

道票价 高 3 元。政府为市民购买公交服务并负责对服务的质量监督，出台完整的公交服务

质量考核标准，严格控制公交线路的增减与延长，企业在政府和公众的监督下为市民提供优

质公交服务。 

3.5 积极发展建设信息化智能化公交 

积极发展建设信息化智能化公交。规划重点发展领域有：公交运营信息化管理系统、公

交出行信息系统、公交乘客信息系统、公交 IC 卡系统。通过智能化技术手段，实时采集公

交运行基础数据（如站点上下客人数、运行车速、站点停靠时间、车辆驾驶状态数据等），

动态发布公交信息服务（例如车辆到站时间预测，车辆满载状态情况通报，出行路线查询等），

为日常运营的高效管理、规划和调度的科学决策分析、交通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宏观信息分析

提供指导，以及对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咨询服务。 

4. 结束语	

公共交通是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已成为提高城市交通资源利用效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减少环境污染、实现城市经济社会

高效运行的重要途径。结合法国高品质公交的经验，我们应从政策引导方面、规划、建设、

管理、财政补贴、宣传等各方面贯彻公共交通优先的理念，真正实现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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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公共交通发展策略 

王宏图  曾庆华 高国刚 

【摘要】本文从长春市现状出发，在总结分析长春市公共交通系统所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确

定了长春市公共交通发展方向，即构建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慢行交通为补充，多元化交通方

式相协调的综合交通体系，并提出了长春市发展公共交通的策略 

【关键词】长春市  公共交通  策略 

1. 引言	

长春市位于东经 125°，北纬 43.9°，地处我国东北地区，冬季较为漫长。近年来，随

着长春市经济的高速增长，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导致交通拥堵现象日趋严重，交通拥堵

时长不断增加。如何解决目前，甚至可预见的来来的交通拥堵状况势在必行。 

城市公共交通作为高效的运输方式，是解决城市拥堵的最佳方法，是城市交通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是保证城市日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大动脉，是增强城市综合功能、提高城市竞

争力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
[1]
。城市公共交通是在城市及其所辖区域范围内供公众出行乘用的

各种客运交通方式的总称，包括公共汽车、快速公交、有轨电车、无轨电车、中运量和大运

量的快速轨道交通，以及小公共汽车、出租汽车、客轮渡、轨道缆车、索道缆车等交通工具

及其配套设施
[2]
。 

2. 长春市公共交通现状	

长春市公共交通主要由快速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和出租车三种客运方式构成。 

快速轨道交通：长春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共有 7条线路，包括 5 条地铁线路和 2 条轻轨

线路。目前已完成轻轨 3 号线和 4 号线，两条线路全长 44.4 公里，共有轻轨车辆 37 辆。其

中，轻轨 3号线全长.31.4 公里，日客运量 10 万人次，高峰小时达到 12 万人次；轻轨 4 号

线全长 13 公里，为试运营阶段。地铁 1 号线已于 2011 年 7 月开工建设，预计 2015 年投入

使用。地铁 2 号线预计于 2012 年 8 月开工建设。 

常规公交：长春市现有常规公交线路 240 余条，公交车辆总数 4502 辆，线路总长度 4164

公里，全市线网密度 2.45 公里/平方公里，中心城区线网密度 1.74 公里/平方公里，城市边

缘区线网密度 1.63 公里/平方公里，公交线网重复系数平均为 3.04。公交线路中非直线系

数大于 1.4 的线路达到 61%。公交站点覆盖率以 300 米为半径计算，中心城区达到 52%，以

500 米为半径计算，中心城区达到 82%。单程时间在 50 分钟以上的线路约占 40%。平均车速

在 20km/h 以下的线路约占 50%。高峰发车间隔在 8 分钟以上的线路约超过 30%。现有公交调

度室 122 个，其中起点 96 个，终点 26 个，日客运量 200 万人次。 

出租车：长春市现有出租车 15000 辆，日客运量 11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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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春公共交通存在问题分析	

由于长春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的构建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在一段时期内还不能明显改

善城市交通，在城市客运系统中，常规公交将占有较大的比重。为此，本文将主要针对常规

公交所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3.1 常规公交客运市场缺乏有效整合 

常规公交是目前长春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主要构成方式，长春市现有公交运营企业 20 余

家，由于缺乏有效的市场整合，不同企业线路间经常由于线路走向及客流分配问题差生纠纷

乃至罢运，严重影响客运市场的正常秩序和居民的出行。公交市场缺乏整合的深层次原因是

公交营运的市场化运作。公交市场化一方面可以引进大量社会资本，减轻政府财政负担；另

一方面却由于社会资本逐利的本质，引入社会资本后公交的公共服务性就将大打折扣，而且

如果监管不到位，必将扰乱公交客运市场，不利于城市公交健康发展。 

3.2 常规公交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换乘效率较低 

目前长春公交实行的是“站场合一”的运行体制，即运营场与首站结合设置，车队安排

在首站中。这种方式将多条线路的起点放在一处，过于集中，而且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

开设新线的灵活性较差。现有保养场的功能不清，兼有高保、低保及运营功能。 

长春市区内尚无一处设施较为齐备的枢纽节点，大部分换乘节点秩序混乱，人车混杂，

最基本的安全都难以保障，换乘的便捷、舒适性更无从提起。与轨道交通的换乘几乎处于空

白状态。公交换乘节点建设的落后直接影响公交系统效率的提升，降低居民乘车意愿。 

3.3 公交企业负担较重，缺少长效补贴机制 

近年，随着公交企业改制，公交企业实现了由过去的政府经营向现代企业经营模式转变，

极大的发挥了公交企业自身的潜能，长春公交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由于企业仍

然背负多年形成的历史包袱，政府财政补贴支持力度偏弱，企业无力大规模更新车辆、设施，

公交装备陈旧，降低了公交的吸引力。 

3.4 信息化建设亟待加强 

由于缺少资金支持，长春公交的调度、客运信息系统仍然处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

平上，近年建成并投入使用的公交 IC 卡系统也属于比较低端的收费系统。公交信息化建设

落后直接影响公交系统的运转效率，降低企业效益。 

公交运营的信息化程度也处于较低水平，虽然开通了短信查询等公交线路服务平台，但

其使用的方便性、提供信息的即时性、准确性等距离国内一些先进城市还有很大差距。 

4. 长春市公共交通发展策略	

为解决长春市现有公共交通所存在问题，促进公共交通长远发展。长春市应积极构建以

公共交通为（轻轨、地铁和公交车）主导、慢行交通
[3]
（自行车和步行）为补充，多元化交

通方式相协调的综合交通体系。为此，长春市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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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强政府主导作用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缓解交通拥堵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在政策、机制、

补贴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涉及到诸多企事业、机构，需要有政府对其建设实施进行宏观统

筹优化，确保建设工作的落实。 

4.2 加快快速轨道交通建设 

积极推进快速轨道交通建设速度，满足居民中长距离出行需求，提供站与站之间线形走

廊的快捷服务。建立优质、有竞争力的公共交通系统，进行收费改革，改善对乘客的态度，

进行市场调控。 

4.3 优化调整公交线网 

从长春市公交线网的实际问题出发，针对常规公交所存在的线路重复系数高、站点覆盖

率不够、系统可靠性低等问题，结合快速轨道交通建设，适度调整公交线路，提高快速轨道

交通与常规公交之间的协调能力，实现一体化衔接目标。 

 

4.4 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发挥交通建设对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引导和支持作用。中心区的改造和外围组团的

建设要坚持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先行实施”的原则，建设规模及功能布局要以交通设

施承载力作为土地开发的约束条件，实行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并将其作为城市建设项目

审批审核的必要依据。以交通设施建设引导城市空间拓展，优先建设中心区与外围组团、外

围组团之间的快速道路和轨道交通系统，形成交通廊道。加快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建设，构建

一体化交通体系，鼓励枢纽与周边土地联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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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加强慢行交通系统建设 

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再发达，也不能解决末端交通问题，即所谓的“最后 1 公里”，慢

行交通则是城市公共交通最佳的补充方式。慢行交通不仅是居民休闲、购物、锻炼的重要方

式，也是居民短距离出行的主要方式，是中长距离出行中与公共交通接驳不可或缺的交通方

式，慢行交通是由步行交通与非机动车交通两部分构成。加强慢行交通系统建设，给予慢行

交通一定的条件和空间，是实现人与人面对面身心交流、城市紧张生活压力的释放、城市精

彩生活感受的最基本且不可或缺的活动载体。 

 

4.6 加快信息化建设 

建立和完善规范化的公共交通政策与规划体系；积极推进信息化建设，推广地理信息系

统(GIS)、卫星定位系统(GPS)、无线射频识别技术(RFID)等在公共交通通领域的应用，建立

规范化的交通信息调查、采集、发布制度；积极推进智能交通系统建设，优先推广公交、出

租智能化系统建设，积极推进智能交通诱导、智能交通监控、电子收费系统、智能交通救灾

与紧急救援系统等建设。 

4.7 完善交通法规，开展教育宣传工作 

人作为整体交通系统的最终建设者、使用者、收益者，其素质和交通系统的安全、效率

密切相连，进行交通秩序管理，提高管理人员和普通居民的交通意识、交通知识，是实现绿

色交通理念的重要组成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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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加大建设投资力度 

发挥政府和各方面的积极作用，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优先保证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需

求。一方面继续与银行方面合作，积极争取银行贷款，另外采取 BT 合作、融资租赁、发行

企业债券等方式来筹集交通设施建设资金。 

5. 结论	

长春市公共交通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公共交通系统是一个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相

对灵活的体系。长春市应结合自身特点，在科学合理规划的基础上，合理整合快速轨道交通、

常规公交以及出租车，形成组织有效、配备齐全、高效运行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同时，还

应重视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形成智能化的公共交通信息系统，从而实现长春市交通发展

愿景——“通达、绿色、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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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公交发展模式选择与系统提升对策研究 

朱权  唐翀  林卫 

【摘要】在昆明公交多元化共存的新历史时期下，昆明将由传统的单一公共汽车系统向地铁、

BRT、常规公交、市郊轨道、城乡公交等多元共存的公交系统转型，构建“轨道+BRT” 复合

骨架的公交走廊、提升地面骨干公交系统将是昆明公交系统发展的客观需求。本文结合公交

一体化建设要求，提出全面提升昆明 BRT 系统，以此为基础实现公交专用道在规划、建设、

运营组织等方面技术的整合，满足昆明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机动车总量迅速增长的历史

进程下公交优先理念转变为成功实践。 

【关键词】公共交通  公交发展模式  双骨架  系统提升 

1. 昆明公交现状模式及发展态势分析	

1.1 昆明公交优先历程及现状公交发展模式 

21 世纪初，“公交优先”理念及政策已在中国各大城市中逐步得到建立，但政策的确

立只是实施公交优先战略的第一步，如何将“公交优先”的理念转变为科学和成功的交通实

践，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昆明在探索符合中国城市特点的公交专用道技术的基础上，

99 年世博会前成功开通了国内首条路中式公交专用道，成为我国大城市 早将“公交优先”

理念转变为成功的交通实践和实施公共汽车系统现代化改造的成功范例。 

自 1999 年成功开通了中国首条路中式公交专用道以来，截止到 2011 年末，昆明已建成

了总长约 103.6 公里的公交专用道网络，为全市每日 120 万以上公交乘客（占总量 1/2）提

供着良好的出行环境；公交专用道的高峰时段运行速度约 18 km/h 左右，成为高峰期间保持

昆明城市交通运行效率的重要走廊，也是城市重要的应急通道；公交日均客运量达到约 230

万人次，公交出行比例约 23.7%，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结构显著改善。 

 

图 1  昆明已建成的公交专用道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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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十三年间，以公交专用道体系为骨架的公交发展模式在落实“公交优先”理念、

优化交通出行结构、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等方面持续发挥着重大作用，真正使广大居民成为受

益者，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 

1.2 昆明公交系统发展态势分析 

昆明市已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人口迅速增长，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的不断

扩大使得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建设快速、准时、高效、环保的城市轨道交通成为必然，加快

建设城市轨道系统，将是昆明市城市交通建设的首要任务，目前，以轨道交通首期工程和 3

号线工程为主的轨道交通建设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城市轨道交通骨架正在构建，逐步勾勒

出了昆明城市轨道交通美好蓝图。同时，为支撑“一湖四片，一主四辅”发展战略目标的实

现，都市轨道交通也将成为引导昆明主城有序拓展的重要交通支撑，对实施集约式 TOD 土地

开发、形成大昆明都市区组团式城镇布局发展模式起着关键作用。现阶段，安宁—嵩明都市

轨道快线已开工建设，城乡公交线网逐步拓展至各个辅城，大昆明交通体系中的核心构架方

兴未艾。 

 

图 2  远景年昆明都市区轨道交通系统规划图 

未来一段时期内，昆明将由传统的单一公共汽车系统向地铁、BRT、常规公交、市郊轨

道、城乡公交等多元化共存的公交系统转型，公交系统构成的巨大变革是否意味着昆明公

交发展模式的重新选择？是维持现状以公交专用道为骨架的公交系统发展模式，还是摒弃公

交专用道，重新确定其它骨架公交系统，因此，如何能够寻求适合昆明特点的公交发展模式

将是本次研究和探讨的重点。 

2. 昆明公交发展模式选择分析	

2.1 昆明公交发展需求分析 

2.1.1  现状公交出行距离适应性分析	

根据昆明市历年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昆明现状公交出行比重为

23.70%，平均出行距离为 6.68km。同时，各种交通方式适宜的出行距离即有交叉范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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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各自的绝对优势范围，其中，在交叉范围内，各种交通方式可以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和竞争

性，但是在某种交通方式的绝对优势范围内，其对出行者的优势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根据国

内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地面公交的优势出行距离<4km，轨道交通优势出行距离>8km，地面

公交与轨道交通的主要竞争区域 4km~8km，结合昆明市现状公交出行曲线，我们可以得出以

下结论： 

 

图 3  昆明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出行距离适应性分析 

 常规公交优势出行距离（<4km），覆盖了 28%的公交出行； 

 轨道交通优势出行距离（>8km），现状常规公交承担的适宜轨道交通的出行比重

25%；  

 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主要竞争区域（4km~8km）出行比重为 47%。 

 现状单一常规公交承担了多层次交通需求，中、长距离公交出行缺乏合适的交通方

式可供选择。 

2.1.2  公交系统发展目标分析	

根据《昆明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规划年昆明市公交分担 46.44%，其中轨道交通分

担率占整个公共交通的比例为 38.90%，规划年居民公交平均出行距离为 9.06km，将现状公

交出行曲线与规划年公交目标出行距离曲线对比如下： 

 

图 4  昆明公交发展目标适应性曲线分析 

进一步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实现昆明公交系统发展目标的内涵： 

 短距离出行比重增幅占公交目标 小（5.6%），需要完善小运量的常规公交体系实

现公交目标； 

 中距离出行比重增幅占公交目标较大（10.4%），其出行质量有所要求，亟待提升

BRT 系统和公交专用道网络实现该公交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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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距离出行比重占公交目标 大（14.5%），说明轨道交通发展必要性及在未来昆明

公交系统中的重要角色。 

2.1.3  公交系统出行链发展分析	

居民一次出行将由多种交通方式的出行链构成。BRT、轨道交通、常规公交等作为公交

出行链的重要一部分，相互影响、环环相扣。 

如果不完善公交出行链，常规公交体系不提升与完善，将无法与快速大容量的地铁等方

式有效衔接，那么城市公交整体发展目标将很难实现，如图分析所示： 

 

图 5  公交出项链适应性分析 

 现状常规公交系统的容量已近接近饱和，如果不提升，其有限的容量增长不能满足

未来中短距离出行增加的需求，中短距离客流增长比例将大幅降低。 

 轨道交通建成运营的情况下，由于没有合理的地面公交系统与之衔接匹配，中长距

离出行中，轨道交通的分担率也将下降，从而整体公交分担率不足。 

 整体公交出行比例为 34.50%，相比公交发展目标 46.44%下降 11.94%。 

 只有完善公交系统出行链，构建不同层次的综合性公共交通体系，才能实现公交发

展目标和出行需求 

2.2 昆明公交新的发展模式选择 

1. 应充分肯定昆明公交专用道体系为骨架的公交现状发展模式，但需严格区分、认识

到公交专用道与 BRT 的本质差别及昆明“BRT”的实质，妥善处理好未来轨道、BRT、公交专

用道三者之间的关系。 

2. 高增长、高集聚的昆明公交需求，要求强力推进公交优先措施，提供更高效的公交

服务，轨道交通快速、准时、运力大等优势特点，理应成为未来昆明公交系统的主骨架之一。 

3. BRT 具有的建设周期短、造价及运营费用低、覆盖范围广、环保等优势特点，将成

为昆明现阶段急迫性交通治堵的重要举措。 

4. 区域融合、轴带集约、公交导向的土地交通模式，需要轨道与快速公交共同构建昆

明的骨干公交网络，而双骨架具有经济性好、干网规模和覆盖范围大、系统运输效率高、提

供多层次公交服务等优点，将成为昆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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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昆明公交多元化共存的新历史时期下，构建“轨道+BRT” 复合公交走廊为骨

架、大力提升地面骨干公交系统的新公交发展模式将是昆明公交系统发展的客观需求。 

3. 新模式下的昆明地面公交骨干系统提升对策	

3.1 昆明地面公交骨干系统现存问题评估 

3.1.1  公交专用道设施拓展规模严重滞后	

1999～2011 年共计 12 年，专用道公里数由 5km 发展到 103.6km，平均每年公交专用道

建设里程仅为 8.6km，尚不足一条城市干道的长度。  

3.1.2  硬件设施水平严重滞后制约着昆明地面公交系统整体的服务水平	

 专用道隔离设施不完善、交通管理政策支撑不足导致公交专有路权难以保证。 

 线路运力配置混杂，致使车型规格不一（6 米、10 米、12 米、18 米等），较低运营

水平的线路严重制约着公交专用道的整体运营效率。 

 早期建设的公交站台设施规模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客流需求，一方面存在站台乘车

安全隐患，更为严重的是，它制约着公交运力的整体提升。 

 步行体系、自行车交通作为公交出行链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设施建设中缺乏

一体化的规划设计。 

   
图 6  昆明公交专用道路硬件设施存在不足实例 

3.1.3  公交线网运营组织混乱、客流效果、运营效率、服务水平均严重滞后	

 所有途径公交线路均可进入公交专用道运行，导致线路间相互干扰、站台容量不足，

整体运营效率低下。 

 缺乏真正意义的公交枢纽设施是昆明难以形成“主干线+次干线+收支线”等级结构

清晰的公交线网体系根源所在。 

 车上售票模式是公交整体运营速度低下、运力无法提升重要的负面影响因素。 

 缺乏动态车辆信息、乘车方案等乘客智能化信息服务是影响昆明公交品质的主要因

素。 

昆明目前尚未形成一条真正的 BRT，而昆明 BRT 系统的实质是在公交专用道设施上运行

常规公交线路的运营组织模式，其硬件设施、运营组织均与 BRT 系统有较大差距。因此，

亟待需要大力提升地面公交骨干系统，才能实现新历史时期下的“轨道+BRT” 复合公交走

廊为骨架的公交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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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昆明地面公交骨干系统（BRT、公交专用道）提升对策 

1. 拓展公交专用道网络规模、升级 BRT 系统，形成“轨道交通+BRT+公交专用道网络”

一体化网络体系 

昆明城市公交系统形成“轨道交通+BRT+公交专用道体系”三级网络体系。其中，轨道

交通 7 条，总长 223.2km； BRT 五条，总长 76.9km；公交专用道 16 条，总长 137.3km。 

 

图 7  “轨道交通+BRT+公交专用道网络”规划图 

2． 提升昆明 BRT 系统规划、建设、运营组织等方面技术标准，充分发挥 BRT 作为昆明

城市公交系统双骨架之一的功能作用 

1）BRT 系统专用道模式 

 须设置路中式专用道，降低横向干扰，将道路条件 好的车道资源优先分配给公共

交通 

 须采用封闭式物理隔离栏或绿化隔离带分离 BRT 与社会车辆，并取消路中封闭，确

保公交车故障等应急事故发生时，BRT 系统运营正常。 

 推荐考虑在专用道设置彩色铺装路面，形成特色鲜明的昆明 BRT 系统 

     
图 8  BRT 系统专用道模式示意图 

2）BRT 系统运营车辆 

系统运营的 BRT 线路，须采用大容量、低地板、三车门的 18 米 BRT 专用车辆；系统上

运行的接驳公交线路，必须采用低地板、双车门的 12 米公交车辆，其它没有达到此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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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辆不能进行 BRT 系统运行。 

3）BRT 系统车站 

 规划建设与现状相比更为宽大的 BRT 公交站台（65m 长*3.5m 宽*0.3 高），站台宽

原则上大于 3.5m,特殊情况 小不得少于 3m。 

 必须实施站台售检票系统，售票方式可采用人工式和自动式。站台包括付费区（乘

客等候、屏蔽门等）和非付费区（售检票、进出站、行人过街等候区） 

 BRT 站台应提供除目前已有的行车线路、报站信息等服务外，还应提供动态车辆信

息、交通换乘、乘车方案等乘客智能化信息服务。 

   

图 9  BRT 系统车站示意图 

4）BRT 系统与其它交通方式衔接 

 路段上 BRT 车站必须专设人行过街设施，交叉口处的 BRT 站台通过人行过街设施实

现公交与步行的衔接 

 结合 BRT 站台位置和用地空间建议同步设置“B+R”自行车换乘设施，解决“公交

后一公里”交通出行瓶颈。 

 5）BRT 系统走廊线网运营组织 

 BRT 走廊上形成“快速公交线路+伺喂线”线网规划布局模式 

 BRT 走廊同一断面公交线路不宜超过四条，单向高峰小时提供公交运力不宜小于 1

万人次，且与公交站台容量相匹配。 

 原则上有一条贯通 BRT 走廊的快速公交线路，快速公交线路高峰小时单向运力不宜

小于 5000 人次；伺喂线高峰小时单向运力不宜小于 2000 人次，每条伺喂线与快速

公交线路重复段不宜超过 4 个，线网设计采用环环相扣的模式。 

 BRT 走廊起终点根据客流需求规划若干接驳公交支线，与快速公交线路形成无缝换

乘衔接及培育客流。 

 

图 10  BRT 系统走廊线网运营组织概念性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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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RT 系统交叉口信号控制 

近期实施 BRT 沿线交叉口“禁左”措施，远期实施 BRT 沿线交叉口“信号优先”，从而

有效地保证公交车的准时性，提高公交的服务水平。 

3. 规范昆明公交专用道体系设施及运营组织技术标准，充分发挥公交专用道体系作为

“轨道和 BRT”双骨架的补充、延伸、联络、过渡的作用 

1）  公交专用道路权设置模式 

 原则上选择设置路中式公交专用道，特殊情况采用路侧式公交专用道的，须通过物

理隔离设施确保专有路权。 

 凡新建专用道须设两侧设低矮硬质隔离（或绿化隔离带），既有专用道设施逐步完

善物理隔离设施。 

2）公交专用道运营车辆 

 公交专用道系统车辆应统一采用 12 米公交车辆，并逐步过渡到全部为低踏板公交

车辆，其它没有达到此标准的公交车辆不能进行公交专用道系统运行。 

3）公交专用道车站 

已建成的公交专用道站台大小保持不变，新建公交专用道站台尺寸宜采用 65m 长*3m 宽

*0.3 较大容量模式，不在站台售检票。 

4）公交专用道体系与其它交通方式衔接 

路段上新建的公交专用站台须同步设置人行过街天桥实现公交与步行的一体化衔接，交

叉口处公交专用道站台通过人行过街设施实现公交与步行的衔接，已建成的公交专用道，根

据用地条件等因素确定是否需要新建人行过街天桥（地道）设施；  

5）公交专用道体系线网运营组织 

 形成“公交骨干线+常规公交”线网规划布局模式。 

 原则上有一条贯通公交专用道走廊的骨干线路，骨干线路高峰小时单向运力不宜小

于 3000 人次，其它常规公交线路高峰小时单向运力不宜小于 1000 人次。 

 公交专用道同一断面公交线路不宜超过六条。 

 运营在公交专用道上的公交线路利用公交站点不宜小于 3个，两条不同公交线路重

复站点不宜超过 6 个。 

 

图 11  公交专用道体系线网运营组织概念性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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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1. 建立“轨道交通+BRT”为骨干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战略发展模式，是符合我国大、

中城市交通发展实际的选择。 

轨道交通巨大的投资成本、漫长的建设周期等因素，制约了其很难在短时期内形成网络

而提供优质的公共交通服务，BRT 以投资少、运营成本低、建设周期短、发挥网络效应等优

点打造出了在容量、服务水平上能与轨道交通媲美的新型公共客运系统，找到了以低成本建

设高品质大众捷运系统的成功范例。 

2. 以 BRT 为重点，全面提升地面公交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和公交系统运营效率、服务品

质，实现公交理念转变为成功实践的飞跃。 

“公交优先”理念转变为成功的交通实践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第一，加速推进

轨道交通及公交专用道网络的拓展规模，发挥二者作为公共交通系统的骨干作用；第二，提

高公交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公交专用道系统设施水平向 BRT 系统改造，并提升 BRT 和公交专

用道硬件技术标准；第三，提高公共交通运营服务范围、能力、水平和效率。优化公交线网

布局、形成分级接驳体系；推行公交票制改革，建立多层次公交系统一体化票制体系，促使

居民选择“网络”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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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滨河新区公共交通“3 模式体系”研究 

林本江  叶敏  马庆迎 

【摘要】滨河新区是济南市“一城三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济南市城市空间跨越与品质提

升的战略性空间。公共交通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载体，它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公共交通引导滨河新区城市空间的有序拓展和布局结构的调整是建设

生态型宜居城市的重要支撑。公共交通模式内涵广泛，是公交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本文以

滨河新区战略规划为基础，以科学的规划理念为导向，提出了滨河新区公共交通发展模式、

公共交通线网模式、公共交通线路模式，将其归纳为“3模式体系”，并论述了三者之间的

内在关系。“3模式体系”是滨河新区公共交通模式核心内容的集中体现,对滨河新区公共交

通系统规划具有指引性意义。 

【关键词】滨河新区  公共交通  3 模式体系  模式 

1. 引言	

滨河新区是济南市“一城三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济南市面向未来城市空间跨越与品

质提升的战略性空间。随着城市“一城三区”战略构想的提出和滨河新区发展战略规划的制

定，需要重新审视滨河新区公共交通系统以及与整个中心城区的衔接关系，寻求公共交通系

统与土地利用的有效整合，通过公共交通引导滨河新区城市空间的有序拓展和布局结构的调

整，使公共交通成为滨河新区建设生态型宜居城市的重要支撑。 

公共交通模式对公共交通系统规划具有指引性意义，是公交发展战略的重要研究内容。

公共交通模式内涵广泛，本文将其归纳为“3 模式体系”，即：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公共交

通线网模式、公共交通线路模式。本文从滨河新区的城市空间结构及用地布局规划入手，研

究与其相适应的公共交通“3 模式体系”。 

2. 滨河新区城市总体规划	

2.1 城市总体规划 

根据济南市城市总体规划，要以小清河综合治理、济南新东站建设为契机，建设以商贸

物流、休闲旅游、商务办公、商业居住为主导功能的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河新区，打造“北

跨”的起跳板。近期建设重点为北湖、济南新东站两个片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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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心城近期重点建设图 

 

图 2  滨河新区空间战略布局图 

按照滨河新区发展战略规划，滨河新区将建设成为以商贸物流、休闲旅游、商务办公、

商业居住为主导功能的“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副中心，形成新的城市发展带、景观旅

游带和生活休闲带，总体目标是构建发展新空间、创造宜居新生活、塑造泉城新景观、实现

风貌新传承、打造北跨桥头堡
[2]
。滨河新区共由五大片区组成：美里湖片区、泺口片区、中

心区、华山片区、东站片区。沿小清河形成“一心一轴四区多点”的城市空间发展结构。 

一心：北湖城市副中心； 

一轴：小清河生态景观与经济发展轴； 

四区：清河源和美里湖片区、泺口片区、华山片区、空港-高铁片区； 

多点：小清河沿线形成多个片区活力节点，体现不同的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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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滨河新区用地规划图 

2.2 分区功能定位 

各分区功能定位： 

美里湖片区：以生态为主题的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服务于山东半岛的区域生态服务中

心，为山东半岛提供生态休闲、会议培训、体育健身、购物娱乐等高端服务。 

泺口片区：以商业商贸、生态休闲、生活居住为主导的、彰显“山、泉、河、城”特色。 

中心区：服务济南北部的城市商业中心和品质生活之心，以宜居生活、特色服务、休闲

旅游为特色打造泉城新风貌。以商贸物流、休闲旅游、商务办公、商业居住为主导功能。 

华山片区：以华山历史文化公园为核心，发展为集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宜居生活等功

能的历史特色片区。 

东站片区：济南综合性门户枢纽，空港经济与高铁经济联动发展区，是济南未来经济发

展的增长极和空间扩展的战略性地区，是“跨越济南”的战略要地。 

3. 滨河新区交通需求预测	

滨河新区规划人口 110 万,交通需求量必然迅速增长，随之会带来一系列交通问题。未

来城市发展将形成一个城市副中心、外围组团的格局,大致为东西方向长约 30 公里、南北方

向长约 4 公里的扁状形态，且处于城市外围,这种城市空间形态使城市居民的交通出行距离

将不断延长。预测滨河新区早高峰出行量 57 万人次，其中相邻城区间出行比重占 39%，滨

河新区内部组团间出行比重占 27%；各组团内部出行比重占 34%。滨河新区与主城区、主城

西部、主城东部等相邻城区，以及滨河新区内部组团间均保持紧密的活动联系。 

空间区位、功能布局的差异，使滨河新区各组团呈现差异化的出行联系特征。核心区与

泺口片区与主城间交流密切，相邻城区出行比重占 40%以上。泺口片区和新东站片区职住分

布相对均衡片区内部出行比重 35%以上。华山片区以居住为主，功能单一，区内出行比重最

低，同时具有最高的内部组团间出行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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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早高峰相邻城区出行分布图 

4. 对滨河新区与主城区关系的认识	

从土地使用规划图来看，整个滨河新区集中了大片的居住用地，商业办公用地相对较少，

滨河新区的交通需求具有一定的向心性（主城方向）。如果将滨河新区、主城区整体看作两

个交通小区，将滨河新区周边各个功能区的整体看作一个一个的交通小区，滨河新区与其他

交通小区之间的期望线中，最粗的一根必然是滨河新区与主城区之间的期望线。 

滨河新区属于边缘生长型新区，它与主城的关系表现在依附与独立两个方面。依附于主

城，需要主城在各个方面予以支持，主城的聚集作用，主城的人文吸引力，是经过几百甚至

几千年发展而来的，并不是新区几年的发展所能够匹敌的，紧密联系主城与新区，才能为新

区的完善吸取养分。然后表现为独立，独立的规划，独立的经济模式，但滨河新区是全市不

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融合的区域，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不强。 

滨河新区与主城关系密切，二者之间会产生很大的交通需求。一方面，在新区建设初期，

很多功能尚不完善，要么生活配套设施的不完备，要么工作岗位供给不足，都需要主城给予

支持，以保证新区的建设发展，这会造成新旧城区之间工作和生活两种性质的大量交通需求，

造成二者之间较大的交通压力，这种压力还会随着新区某一种功能的快速发展而加剧。即使

新区能够发展成为综合性的城市新区，也不能忽视新区与主城之间的交通需求，有很多功能

及需求需要主城给予满足，因此新区与主城之间的关系对于新区进一步的发展非常重要。 

滨河新区为“一心一轴四区多点”的城市结构，各片区自成一体又相互关联，同时各片

区又具有向心性，但东西向需求快速增长，新东站、中心片区及泺口片区成为全市及新区的

发展新动力，分区之间交通需求较现状大幅增长。滨河新区居民由原老城区辐射的潮汐出行

模式转变为围绕老城和滨河新中心的较为均衡的出行模式。 

对滨河新区公共交通系统而言，一方面，滨河新区公共交通是主城区公共交通体系中的

一个部分，依附于主城区，滨河新区的公共交通应与主城区公交体系融为一体，互相补充；

另一方面，滨河新区应重视与周边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联系；最后，需要根据滨河新区自身

规模合理规划新区内部公共交通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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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滨河新区公共交通发展模式研究	

本研究以交通需求预测为基本依据，根据城市发展形态的需求，从支撑城市发展结构的

要求出发，综合轨道交通与快速公交各自的特点，并结合滨河新区自身特点，充分考虑城市

土地和交通资源以及环境上的约束条件，认为滨河新区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应该是： 

 

图 5  滨河新区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图 

近期控制轨道交通的走廊和建设用地，建设快速公交系统； 

远期采用“轨道交通为骨干，快速公共交通辅助骨干，地面常规公交为主体”的紧密衔

接、多层次、一体化的综合发展模式。 

采用以上的发展模式，必须重视轨道交通、快速公交与普通公交三者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发挥各自的优势
[4]
。对于三种公共交通方式的要求如下： 

5.1 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的骨干功能，实现长距离运输的快速集散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是稳定城市骨架、扩展城市空间、引导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是

合理配置各类资源、发挥多种交通方式综合效益的重要环节。同时城市轨道交通具有运量大、

速度快、安全、准点、节能、环保的优点，适合担当城市客运交通骨干的重任。 

5.2 充分发挥快速公交的优势，实现辅助骨干作用 

快速公交系统的投资及运营远远低于轨道交通，运营和使用效果又接近轨道交通，且具

有大容量、投资省、快捷、舒适、安全、高效和环保等优点，它可以根据城市的发展状况，

在城市客运交通担当起辅助骨干作用。 

5.3 充分发挥常规公交的作用，提高滨河新区公共交通的整体竞争力 

常规公交具有方便性、可达性高等特点，虽然许多城市都在建设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

但是常规公交仍然是城市客运交通的主体，它为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饲喂和疏散客流，

满足居民出行方式的多样性要求。 

 

  一级换乘点 二级换乘点

 轨道交通  快速公交 

三级换乘点 

普通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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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滨河新区公共交通线网模式研究	

公共交通线网模式要跟滨河新区空间结构布局相适应,基于以上分析，构建 “多模式分

区”的串珠状骨干公交网络，实现“东西贯穿、南北向心”的战略格局。 

 

图 6  滨河新区公共交通线网模式图 

滨河新区各分区功能定位不一、特点明显、差异显著，需根据不同分区提出具有分区特

色的公共交通发展模式。 

6.1 美里湖片区 

布设放射型公交网络，通过腊山河西路、二环西路、小清河北路轴线向外放射，结合旅

游景点设置公交首末站，开设旅游公交线路。美里湖片区是以生态为主题的区域性综合服务

中心，居住就业相对较少，客流量较小，主要布设常规公交线路。可以通过换乘快速公交或

者轨道交通到达中心区。 

6.2 泺口片区 

依托片区的方格网状路网结构布设辐射型和通过型的方格状公交网络，以黄岗路、无影

山北路、天成路、小清河北路、新黄路为轴线向外辐射，形成以快速公交和轨道交通为骨干

的方格网状公交网络。泺口片区是以商业商贸、生态休闲、生活居住为主导的区域，是滨河

新区人口最多的区域，涵盖多种用地，就业岗位较多，现状及规划客流均较大，同时区域内

有济南长途汽车总站。中长距离的出行由轨道交通完成，短距离出行通过常规公交完成。本

区公交网络强调的是公交服务的全覆盖，以及良好的换乘体系。 

6.3 中心区 

依托片区的方格网状路网结构布设辐射型和通过型方格状公交网络，作为滨河新区公交

枢纽站向其它区域辐射，形成以快速公交和轨道交通为骨干的方格网状公交网络。中心区是

济南北部的城市商业中心和品质生活之心，是济南市城市的副中心，聚集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和居住人口，客流量较大，可以通过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进行快速疏散。本区公交网络强调

的是公交服务的全覆盖，以及良好的换乘体系。 

6.4 华山片区 

布设放射型的公交网络，以二环东路、小清河北路、工业北路为轴线向外放射。华山片

区以华山历史文化公园为核心，发展为集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宜居生活等功能的历史特色

 

美里湖片区 中心区 华山片区 东站片区 

方格网状网络 星型辐射型网络 放射型网络 放射型网络

泺口片区

  客流集散点 公交线路 外围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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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 。可以结合大型居住区和旅游景点设置公交首末站，开设旅游公交线路。 

6.5 东站片区 

作为综合交通枢纽布设基于枢纽的星型辐射型公交网络，强化东站片区与主城区之间的

快速联系，夯实东站片区与其他组团之间的便捷联系。该片区和北部及东部的联系受到分隔

物的影响，同时，周边地区呈现零星组团布局的形态，考虑到本片区作为高铁站的重要功能，

采取星型辐射网络，通过放射状的公交快线作为跨区联系线路。东站与滨河新区核心区及主

城区距离较远，考虑到东站与主城的紧密联系对于新区的发展非常指重要，也由于东站与主

城之间客流量很大，规划采用轨道交通来快速联系东站与新区和主城区。 

7. 滨河新区公共交通线路模式研究	

本次研究将滨河新区公交线路布局的模式归纳为 3 种：直接连通式、接驳聚散式、混合

式
[5]
。 

7.1 直接连通式 

该种布局模式是在人流集聚点（居民小区、商务办公区、对外交通枢纽、旅游景点等）

设置公交首末站，公交路线穿过主要道路或街道，往返运送乘客。 

 

图 7  公交线路直接连通式示意图 

7.2 客流接驳聚散式 

这种布局方式是将片区的公交客源通过区域内线路汇聚到换乘枢纽中心，在换乘枢纽中

心换中运量的公交系统到另一的换乘枢纽中心，再视出行情况换乘该片区的区内公交线路到

达目的地。 

 

图 8  公交线路接驳聚散式式示意图 

 

公交线路 

人流集聚点 

人流集聚点 

骨干公交 

枢纽 枢纽 接驳公交 

接驳公交 

人流集聚点 

人流集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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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混合模式 

混合式即为前述两种模式的有机综合。 

 

图 9  公交线路混合模式示意图 

8. 	 “3模式体系”各元素的内在关系	

对于滨河新区公共交通规划而言,最终落地的就是公交线路和公交场站设施,而“3模式

体系”是公交线路落地实施的原则性策略。公共交通发展模式从宏观层面给出了滨河新区公

共交通未来的发展目标，公共交通线网模式从中观层面给出了滨河新区各个分区内部、分区

之间以及与外围区域的公交线网形态，公共交通线路模式从微观层面给出了需要基于公交需

求的线路布设方法。公共交通发展模式是线网模式的前提，线网模式线路模式的基础。 

 

图 10  “3 模式体系”各元素的内在关系图 

9. 结语	

公共交通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载体，它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和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本文依据滨河新区城市空间结构及用地布局规划，从引导城市发展方向、实现公共交通

与城市土地利用协调适应的规划理念出发，以提高居民公交出行方式比例、降低交通总体出

行成本为目标,提出了滨河新区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公共交通线网模式、公共交通线路模式，

将其归纳为“3 模式体系”，并对其内在关系进行了论述。“3 模式体系”是滨河新区公共交

通模式核心内容的集中体现,为滨河新区公共交通系统规划提供了指引性策略。 

骨干公

普通公

换枢纽 枢纽 接驳公

接驳公

人流集

人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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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公交优先”的旧城地面公交系统规划研究 

                      ——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 

张鑫  阮金梅  赖见辉 

【摘要】本文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针对大都市区中的旧城地区，从规划角度落实“公交优

先”政策，展开地面公交系统的规划研究。首先，本文分析了旧城地面公交系统普遍存在的

问题，并分析引起问题的症结所在，结合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战略和方向，针对症结提出未

来旧城地面公交系统的规划策略。针对旧城地面公交的特点，提出发展微型公交、开展公共

交通一体化研究、提高公交专用道施划标准等，对于旧城发展地面公交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旧城  公交  微型公交  一体化  公交专用道 

1. 前言	

2004 年，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制定了《建设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建城

[2004]38 号），对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出了具体指标和要求。2006 年 12 月，北京市出台了

《关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意见》，确定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总体思路是“两定四优先”。“两

定”即确定发展公共交通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确定公共交通的社会公益性

定位；“四优先”即公共交通设施用地优先、投资安排优先、路权分配优先、财税扶持优先。

2012 年，北京市提出了建设“公交城市”的口号，进一步深化了“公交优先”的内容，并

且先后出台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建设公交城市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能力的意见》（京政发

〔2012〕19号）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北京市优化调整地面公交线网 2012 年

工作方案的通知》（京政办发〔2012〕32 号），两个文件从服务要求、设施规划、线网调整、

政策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建设“公交城市”的目标和措施。 

旧城通常是城市的核心区，不但聚集着大量就业岗位，同时还吸引大量游客和过境交通，

但由于旧城交通设施相对薄弱，各种交通方式对交通基础设施优先仅的争夺则显得更加突

出。而只有在旧城规划中给予公交设施优先权，才能真正体现“公交优先”，因此，如何在

总结分析旧城特色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落实“公交优先”、建设“公交城市”的规划道路

成为规划工作者的新任务。 

2. 旧城地面公交系统问题分析	

（1）客流集中于大型公建区、枢纽点或旅游景点等 

由于历史发展过程，导致旧城往往是集大型公办、商业、旅游及枢纽等功能于一体的城

市综合服务中心，因此，其客流通常来自旧城以外的其他新建设区。并且客流主要集中于旧

城中的大型公办、商业及枢纽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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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东城区地面公交需求情况示意图 

（2）公交断面客流在早高峰或是晚高峰时段均呈现方向不均衡性 

由于客流集中于某些客流集散点，导致这些集散点周边的公交客流随着通勤客流而呈现

出明显的潮汐现象。以东城区为例，东单北大街（和平里路口南～禄米仓）、前门大街（天

桥～永定门内）早高峰双向客流差异较大。 

 

图 2  早高峰断面客流量分级图 

（3）线路重复系数高，覆盖率较低； 

由于旧城道路绝大部分为低等级道路或胡同，因此，不具备开行普通公交的条件，导致

公交线路过于集中于穿越旧城的主要道路上。由图 3（左）可以看出，虽然公交线路主要集

中于主要道路上，但公交线网密度东城区在北京市城六区中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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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城区地面公交线网密度（左）与重复率（右）横向对比图 

（4）缺少公交场站设施，并且临时占路停车现象严重 

旧城用地相对宝贵，因此在旧城内建设公交场站的难度较大，而场站是制约线路布局的

关键因素。为保证公交线路的正常运营，公交车不得不占用道路或城市绿地进行停车，以保

证公交线路运营。例如：东城区天坛南门 120路、天桥 35路、亮果厂 112 路、北京市西街

104 路、东直门 416 路等，以上线路均为临时用地，并且最大为 94 平方米，最仅为 6 平方

米。 

（5）过境线路比重高、距离长； 

旧城往往位于城市核心区，导致除了拥有大量公建、枢纽等客流吸引点外，还承担了城

市扩展区之间的过境客流。以东城区为例，其中有 38%的线路是过境线路，而站点比例在

10％以下的线路占到 96条，占全部线路的 46%。 

4条线路,

占 2%

126条线路,

占 60%

79条线路,

占 38%

东城区公交首末站分布情况

A

B

C

A—首末站均在东城区；B—首末站其一在东城区；C—首末站均不在东城区 

 

图 4  东城区公交线路分布情况 

（6）公交整体服务水平偏低 

公交系统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旧城仍然存在，例如：公交站点乘客服务设施不全、候车空

间不足、站台位置不合理、公交车速偏低等。 

 

图 5  公交站台主要问题 

站台面积不

足

存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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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乘客服务水平调查结果 

（7）地面公交接驳线路缺乏或不甚合理 

以东城为例，轨道交通接驳交通方式除步行外，以地面公交为主，而地面公交换乘轨道

交通的平均换乘距离约为 350m，30%以上换乘距离在 500 m以上。 

 

 

图 7  典型集散点轨道交通接驳方式 

3. 症结分析	

（1）公交车辆形式单一，不适合旧城地区的路网结构； 

截至目前，北京中心地区正在运营的公交车型大致可分为三种：通道车（15 米或 18 米）、

单机车（12米或 13 米）、双层车。这三种车型理论最小转弯半径大致为 12米，宽度约为 2.5

米。也就是说，行驶该种车型的道路至少应具备 7米宽的路板宽度。而旧城中普遍存在的大

量的胡同（通常宽度在 3‐7 米）则无法满足以上公交车辆的行驶，导致这些地区公交覆盖率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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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现状北京地面公交运营车型示意图 

（2）公交场站用地缺乏，不利于线路的布局和组织； 

旧城内土地价值相对较高，而高土地价值带来的就业聚集性却同低公交场站服务形成鲜

明对比。场站用地的缺乏，导致线路过长或驻车过少，从而导致公交线路对道路路况敏感性

较高，一旦交通拥堵，公交车则无法完成正常的运营调度，降低公交服务水平，致使公交吸

引力降低，小汽车出行率增加，道路变成拥堵，拥堵的道路导致公交运营组织无法保障，则

形成恶性循环。可见，场站用地少是导致交通拥堵的原因之一。 

 

图 9  公交场站用地少与有拥堵之间关系 

（3）公交专用道不成系统，无法发挥公交的吸引力； 

公交专用道是体现“公交优先”的重点因素之一，旧城道路通常较窄，即使规划道路等

级较高，往往其实际道路通常能力却比同城市拓展区同等级道路要低，因此，如果按照与其

他地区一致的标准施划公交专用道，无疑旧城的公交专用道则无法成系统。下图为北京市东

城区现状公交专用道情况，可以看出，仅在部分过境通道上施划了公交专用道。不连续的公

交专用道直接导致公交服务水平降低，吸引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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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策略研究	

4.1 旧城地面公交发展战略研究 

4.1.1  旧城地面公交发展定位	

大都市的旧城通常需要与首都政务服务、旧城风貌保护、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相适应，因

此，其交通系统必须是一个高效、文明的交通体系；旧城通常是旅游目的地，因此要求其交

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绿色的交通体系；而旧城通常位于城市核心区，其交通体系必须是一

个层次分明的交通体系，快速的引导过境交通，而在内部倡导缓和的交通节奏；旧城大部分

为已建成用地，可改造的余量小，交通设施用地增量很小，交通体系必须充分挖掘利用现有

交通资源，实现精明增长。  综上所述，旧城的交通体系定位为：高效率、高品质、低碳的

交通系统。 

地面公交作为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符合旧城交通系统的整体定位，因此，旧城

地面公交的定位应为： 

（1）服务对象定位：旧城本地居民、外业就业人群、国内外游客； 

（2）服务距离定位：以服务中短距离出行为主，作为轨道交通中长距离出行的补充和

延伸； 

（3）城市功能定位：与旧城风貌相协调、具备旧城特色的高品质公共交通系统的一部

分； 

（4）用地发展定位：路权优先，用地集约 

4.1.2  旧城地面公交发展目标	

根据旧城地面公交系统的定位，旧城应构建多层次、多样式的公交系统，努力提高地面

公交系统的覆盖率，积极探索适合旧城的公交系统。 

4.2 规划策略研究 

4.2.1  增加适应旧城胡同的微型公交的使用，提高公交覆盖率。	

微型公交线路短，主要服务于社区居民出行或旅游交通，通行道路条件较差，以小型节

能公共车辆运营，运行速度较慢。微型公交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1）可以提高社区居民出行便利性，解决公交最后一公里可达性问题，覆盖面积广； 

（2）线路短，车型小，运营灵活，道路、交叉口条件要求低； 

（3）单条线路运营车辆少，经济性强。 

建议只在停靠站点设置简易的公交站牌（如下图所示），并根据沿街的建筑条件，安置

在易于乘客识别的位置。同时由于微型公交的车辆车型较常规公交要小，地盘要低，所以不

建议在此种道路条件下设计专门的站台形式或是对停靠点处路缘带进行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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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微型公交站台设计示意图 

我们《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114‐2007）》将常规公共汽车分为以下几类，小型公

共汽车，中型公共汽车，大型公共汽车，特大型（铰接）公共汽车，双层公共汽车。通过前

面的分析，建议微型公交采用小型公共汽车。采用电池作为汽车动力，低底板，配置冷暖空

调。 

表 1  《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114-2007）》 

分类名称及代码  主要指标及特征 

大 

类 

中 

类 
小类  车辆和线路条件 

客运能力（N） 

平均运行速度（v） 
备注 

城市

道路

公共

交通

GJ1 

常规

公共

汽车

GJ11 

小型公共汽车

GJ111 

车长：3.5~7m 

定员：≤40人 

N≤1200人次/h 

V1：15~25km/h 

适用于支路以上

等级道路 

中型公共汽车

GJ112 

车长：7~10m 

定员：≤80人 

N≤2400人次/h 

V1：15~25km/h 

适用于支路以上

等级道路 

大型公共汽车

GJ113 

车长：10~12m 

定员：≤110人 

N≤3300人次/h 

V：15~25km/h 

适用于次干路以

上等级道路 

特大型(交接)公

共汽车 GJ114 

车长：13~18m 

定员：135~180人

N≤5400人次/h 

V1：15~25km/h 

适用于主路以上

等级道路 

双层公共汽车

GJ115 

车长：10~12m 

定员：≤120人 

N≤360000人次/h 

V1：15~25km/h 

适用于主路以上

等级道路 

     

图 11  微型公交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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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积极开展旧城公共交通系统一体化研究，促进公交系统发展。	

一体化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公共交通线路之间的一体化衔接，二是公共交通用地

整合利用的一体化。 

 

图 12  旧城公共交通系统一体化发展思路 

（1）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的一体化 

轨道交通线网与公交线网一体化的关键是要形成多模式多层次的公交网络，轨道交通线

网与公交线网要相互协调，实现功能互补。 

对于东城区，应尽可能减少过境的地面公交线路，充分发挥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的接驳

功能，在东城区内多布设接驳线路，尤其要加强重点轨道交通站点的地面公交接驳。接驳地

面公交线路的布设可依据实际情况采取右图所示的形式。 

 

图 13  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接驳形式示意图 

（2）公交与停车的一体化 

旧城内拓宽道路空间的空间可能性很小，尤其是文保区的道路、胡同；同时也是因为是

老城区，停车难问题更加突出，使得有限的道路通行空间路边停车现象严重，造成道路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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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愈加地下，同时也造成了诸如一些较窄道路通行公交困难，甚至不能通行公交，大大降

低了公交的可达性。对于该类区域，应可能提高公交的出行比例，减少小汽车的出行比例。 

由于公交的出行比例与公交的可达性密切相关，小汽车的出行比例也与其可达性有关；

因此，对于该类区域，应尽可能提高公交的可达性，同时弱化小汽车的可达性。要实现这一

点，就必须减少路边停车为公交更好地通行创造道路空间条件，这就需要做好该类区域的停

车设施规划，尤其要借助于新建轨道交通线路站点、地下空间开发的时机优化停车设施规划。 

   

图 14  东城区胡同内现状停车示意图 

（3）公交场站用地与其他用地的一体化 

  旧城内用地通常是寸土寸金，公交场站单独占用土地进行建设往往受到各方面的限制，

从而阻碍了公交系统的发展。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实现旧城内土地的价值，又保证公交

系统的健康发展，在旧城内公交场站用地可与公建用地或其他市政设施用地综合利用。 

综合利用的公交场站用地可采用两种方式进入市场：一是划拨，二是招拍挂。 

采用划拨为保证公交场站用地综合利用后不损失原交通功能，采用划拨方式进入市场的

公交场站综合利用用地应划拨给公交企业，具备融资资质的公交企业可对场站进行单独开发

建设；不具备融资资质的公交企业可与开发企业组成联合体，对场站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

设，后期可以现金或开发公建面积等方式返还开发企业。 

采用招拍挂方式进入市场的综合利用用地应将场站前期规划条件作为上市附属条件，取

得开发资格的企业必须按条件进行代建公交场站设施，并最终无条件交付公交主管部门。在

用地规划、审批、建设、验收过程中，相关部门必须严格把关，不得损失公交场站的交通功

能。 

4.2.3  建立公交专用道系统，提高公交服务水平	

        公交专用道通常分为普通公交专用道和高等级公交专用道两种。普通公交专用道是

指仅在路段（或包括路口）分时段优先的车道；高等级公交专用道则是全线具有优先通行路

权，在大部分路口提供信号优先。旧城地面公交客流通常呈现出潮汐性，因此建议采用普通

公交专用道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公交专用车道设置》规定，城市主干道满足下列条

件之一时，宜设置公交专用车道： 

（1）路段单向机动车道 4 车道以上（含 4 车道），断面单向公交车流量大于 90 辆/高峰

小时； 

（2）路段单向机动车道 3 车道，单向公交客运量大于 4000 人次/高峰小时，且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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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大于 100 辆/高峰小时； 

（3）路段单向机动车道 2 车道，单向公交客运量大于 6000 人次/高峰小时，且公交车

流量大于 150 辆/高峰小时； 

通过对国外及国内城市的公交专用道设置条件进行总结比较，现有公交专用道设置主要

考虑客运需求、公交车车速及道路设施等因素，见下表。 

表 2  公交专用道设置标准 

考虑因素 

设置条件 

美国交通工程手册 

（高峰时段路侧式公交专用道） 
上海中心城 

公交车流量(pcu/h)  高峰小时单向>=60  高峰小时单向 60~90 

公交客流量(人次/h)  高峰小时单向>=3000  高峰小时单向>=3000 

车道数  3车道及以上/单向 
双向通行道路：双向 4车道及以上 

单向通行道路：单向 2~3车道 

按照上述规划公交走廊的标准和优先策略，同时结合国家关于公交专用道的施划规范，

以及国内外城市的经验借鉴，建议旧城内公交专用道规可知觉突破上述要求，具体设置原则

如下： 

（1）利用现有道路空间。单向 2 车道及以上道路，通过地面划线设置路侧公交专用车

道，在部分路段混合通行。 

（2）设置港湾式停靠站或路侧停靠站 

（3）交叉口混合通行(没有优先权)，没有信号优先。走廊所覆盖的道路在条件允许的

条件下均施划公交专用道，供公交车辆在高峰时段在道路上快速通行。 

 

图 15  东城区公交专用道规划过程示意图（左：三车道；中：两车道；右：专用道规划） 

5. 结语	

“公交优先”是未来我国大都市交通发展的必然选择，而旧城往往是这些大都市的核心

区，如何在这些旧城中体现“公交优先”的规划理念，是交通规划工作者在落实“公交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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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过程中应该重视的问题。本文提出的基于“公交优先”的旧城地面公交系统规划方法还

需要结合其他交通方式的规划共同实现，并且后期还需要相应的交通管理等方面的政策加以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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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以公交为主导的郊区新城交通发展模式 

——以上海郊区新城为例 

吕大玮 

【摘要】近年来郊区新城发展迅速，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城交通问题日益凸显。如何整

合郊区周边的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新城内部的公交系统，以实现郊区新城独立发展的目

标已经成为新城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探讨不同类型新城在发展过程中所面

临的问题，提出了新城公共交通系统的发展模式。通过公共交通的发展，实现引导新城发展

的同时，提升新城的品质，增强新城的反磁力。 

【关键词】公共交通  郊区新城  交通发展模式 

1. 引言	

“新城”的概念最初缘于二次大战后期英国的城市建设运动，英国为了解决大城市过度

拥挤和无限蔓延，在大都市区内建设的具有一定规模和密度的新城市。新城最主要的目标是

疏散城市中心区的人口，为快速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合适的就业和住宅。 

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大城市，人口超过 2300 万，约有一半的人口分布在外环线以外的郊

区。郊区新城在上海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卫星城阶段。1959 年规划建设阂行、吴

泾、松江、嘉定、安亭，以及上世纪 70 年代规划建设金山、宝山，其目的是疏解老上海中

心城区的人口和工业。第二阶段是“一城九镇”阶段。1999 年规划建设“一城九镇”，目的

是促进郊区城市化以及方便中心城区旧城改造，疏解中心城区人口。第三阶段是郊区新城阶

段。上海市“十一五”规划提出建设嘉定．安亭、松江、临港、闵行、宝山、青浦、金山、

奉贤南桥、崇明城桥九个新城。郊区新城依托原规划县城和部分卫星城，目标是疏散中心城

区人口。 

随着郊区人口和产业的不断导入，以及小汽车的迅猛增长，郊区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严

重，但郊区的公共交通体系尚不完善，交通发展导向政策尚不明确。本文通过分析郊区新城

现状交通问题，探讨郊区新城公共交通发展的模式，利用新城公共交通优势，引导郊区新城

发展为相对中心城独立的、长三角重要的节点城市。 

2. 郊区新城公共交通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建国以来，上海郊区新城经过了长时间的建设，部分新城己初具规模，尤其是松江新

城已成为上海西部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然而，由于综合交通配套不够完善，这些新城公共

交通体系仍十分落后，区域交通设施利用率较低、进出中心城区公共交通不方便、新城内部

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准不高。总体看，当前上海郊区新城公共交通体系建设规划主要存在以下

问题： 

2.1 区域交通设施利用不足 

现状与上海中心城连接的主要通道有两条，即沪宁、沪杭铁路通道，两条铁路通道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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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客货混跑的国铁普线和城际铁路，主要承担长途铁路客货运输。另外，在上海市域范围

内有一条金山铁路支线，从沪杭铁路引出，至上海西南远郊的金山卫，该条线路原来有部分

市郊客运列车，现已停止运营，主要承担货物运输。 

城市铁路是郊区新城发展对外公共交通的重要设施，但目前新城城际铁路车站的利用率

较低。上海郊区新城城际铁路站点停靠的车次较少，远低于邻近的昆山及嘉善地区的城际站

点。嘉定北站每日停靠列车数仅为 4 列，松江南站日停靠列车数为 21 列，远低于相邻昆山

南站的 162 列以及嘉兴南站的 84 列。这对于郊区新城与长三角其他地区的联系，增强新城

区域影响力十分不利。 

   

图 1  城际铁路站点服务水平（左：沪宁城际；右：沪杭城际） 

此外，上海尚无专门的通勤客运铁路线服务于新城与中心城的联系。通过利用现有铁路

线，市郊铁路能够服务轨道交通线路覆盖不到的区域，以其速度快、载客量大、舒适性高、

准点性强的特点为郊区新城和中心城之间提供直达服务。目前上海市金山支线的改造正在进

行，对既有铁路的利用较差，发展相对较为滞后，能够发挥的作用相对较为有限。 

2.2 新城内部公交服务水平低 

公交线路内部层次不足、不成体系。郊区新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尤其是松江新

城、嘉定新城，人口都已经达到了百万以上。但目前郊区新城公交线路设置仍延续城区线路

延伸的模式，新城内部公交线路以普通线路为主，缺少服务于新城内部的大、中运量公交线

路。郊区新城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将难以满足新城居民的出行需求。 

运营服务水平较差。目前上海郊区新城内部公共交通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公共汽车。郊区

公共汽车运营时间短、运营间隔长。同时由于线网或站点密度小，可达性差。同时乘车环境、

候车环境也相对较差。 

换乘服务水准差。交通枢纽规划设计水准相对较差，换乘费时、费力，增加了出行成本。

郊区的轨道交通车站由于缺乏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施工、同步运行等的配套衔接工程，导致

配套衔接滞后，或换乘不便。 

3. 郊区新城公共交通发展目标	

郊区新城的发展需要综合交通体系，特别是公共交通体系的支撑与引导。根据现阶段城

镇化发展的总体要求，郊区新城交通体系发展应紧扣低碳、集约、宜居等理念，结合当地实

际发展情况，完善郊区新城交通体系。基于新城交通体系发展的总体目标，公共交通方式以

其低碳、环保等特点成为郊区新城交通体系发展的必然选择。 

郊区新城公共交通发展主要分为三个层面，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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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运营新城对外公交线路 

新城对外的区域交通包括郊区新城与区域内其他城市、与其他新城之间、与周边新市镇

之间的交通。除了以小汽车、长途客运等手段满足新城对外的区域交通需求外，还应充分利

用新城周边的高快速路、城际铁路、普通铁路等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开行公交线路，满足新城

与周边地区的交通需求。 

·新城与中心城之间快捷、多样的公共交通联系 

郊区新城与中心城的联系是新城对外交通中最重要的方向。为了提高公共交通相对于小

汽车的吸引力，鼓励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出行使用公共交通方式，应大力提高公共交通方式

的服务水平，提供新城与中心城之间快捷、多样化的公共交通联系。 

·新城内部形成完整的公共交通体系，增强新城的独立性 

发展郊区新城新型公共交通系统（如快速公交、有轨电车、各类轻轨交通等）。结合区

域交通通道站点，形成城际铁路、轨道交通、干线公交以及普通公交相结合的新城公共交通

体系，提升郊区新城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同时，协调公交站点与自行车、步行网络的关系，

完善公共交通接驳系统。通过新城内部高品质的公共交通体系，引领新城反磁力的建设。 

4. 郊区新城公共交通规划重点	

新城交通规划可以划分为对外交通系统规划和新城内部交通系统规划，其中对外交通系

统规划包括了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设施规划和新城与周边地区联系的设施规划。根据新城的

不同特点，相应的规划新城内、外公共交通系统。 

4.1 新城与周边地区公共交通规划的重点 

以上海郊区新城为代表的新城地处城镇化高度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城镇群连绵发展，新

城与区域内城镇的联系强度大大增强，已经超出了简单的对外交通的范畴，应充分考虑新城

与周边地区公共交通的出行需求。 

根据郊区新城所处的交通区位，可将新城分为两类：一类处于国家运输通道上，有充足

的区域交通设施，如铁路、高速公路；另一类偏离主运输通道，缺乏区域交通设施。针对不

同类型的新城，提出不同的规划建议。 

针对第一类新城，应充分发挥新城的交通区位优势，通过枢纽建设、多方式公交服务，

提升新城区域辐射能力。在新城内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综合交通枢纽，以枢纽为节点，带动

新城的整体开发。通过枢纽建设，不仅整合了新城内部的公共交通系统，还增强了新城内外

交通的衔接，使其对周边区域甚至是更大范围产生一定的辐射影响。而新城借助这些枢纽，

通过上盖开发、周边开发等多种形式，形成了围绕综合交通枢纽的新城核心区。利用新城交

通枢纽，开通新城与周边城镇的公共交通线路，强化新城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以上海松江为例，松江新城地处上海西南郊，位于沪杭通道上，沪杭城际在松江新城内

设有松江南站。利用已有的城际轨道站点，综合城市地铁、新城内部公交等多种公共交通方

式，建设松江南站枢纽，形成松江新城内部的城市核心。提高沪杭城际的利用率，不断增加

城际列车停靠车次。并利用高速公路开通新城与江苏、周边新市镇等毗邻地区的公交线路，

提升松江新城的区域辐射能力，真正建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长三角节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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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新城由于远离主要运输通道，缺乏区域交通设施，因此，新城对外交通联系将主

要依靠公路完成。开通毗邻地区的公交线路，实现长途客运公交化，方便新城与周边地区的

联系。同时充分利用区域内普通铁路设施，完善郊区铁路规划建设，做好规划预留。 

以上海金山新城为例，金山新城地处杭州湾北岸，紧邻浙江嘉兴地区，远离主要运输通

道，新城范围内建有金山铁路支线。利用金山支线，结合郊区城镇体系布局，开通市郊铁路，

提升郊区铁路为新城的客运服务功能。同时开通毗邻地区的公交线路，服务金山新城与周边

新市镇、嘉兴地区的出行需求。 

4.2 新城与中心城公共交通规划的重点 

郊区新城的重要职能是疏解中心城的人口，因此郊区新城的发展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但新城的发展离不开与中心城的联系。新城与中心区之间的交通设施的规划重点主要在于合

理确定新城与中心区之间的交通设施供给水平和供给结构，通常应当根据新城的区位、与中

心城之间的空间距离以及客流量的大小，确定交通设施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 

对于距离中心城较近、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新城，新城与中心城关系相对紧密，

对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要求也较高。以交通可达性为目标，保证新城与中心城快速、便捷的

联系，实现此类新城与中心城区快速的交通联系。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线路、市郊铁路等快速、

大容量交通方式连通新城与中心城。通过改造既有地铁线路的站台，创造车辆越线能力，以

实现多样化的运营组织模式。在早晚高峰时段开通通勤线路、区间快线，实现同一线路多样

化运营以满足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如上海中心城连接松江新城、嘉定新城的地铁 9 号线、11

号线，在目前单一运营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加开高峰时段的通勤线路、区间快线，实现新城

与中心城的快速连接，满足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通勤需求。此外，利用城际铁路客流高峰与

城市通勤客流高峰的时间差，在城际铁路上开行通勤列车。 

对于距离中心城较远、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条件较差的新城，新城与中心城关系有所降低。

通过分析新城与中心城之间的城镇结构，确定主要的客流走廊，结合公路条件建设大容量公

共交通线路。一体化利用已经建成的高速路与快速路，在高、快速路设置公交专用道，吸引

小汽车使用者转向使用公共交通。北京通州经验表明，公交专用道的设置不仅大幅提高了地

面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而且可以有效降低地铁负荷，同时提高小汽车车速。上海南桥新城

位于上海中心城南部，目前尚无直达中心城的轨道交通服务。可以利用南桥新城周边的高速

路、一级公路，开通直达中心城的大容量公交线路，服务新城联系中心城的同时，促进沿线

城镇的交通出行。 

对于远离中心城的新城，其相对于中心城的独立性较强，内部的人口和就业相对平衡。

在新城发展时，在规划与中心区的交通设施时应注重既有道路通道和其他交通通道的通行能

力分析，同时可以采用 TOD 的理念，通过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引导新城的开发和建设。如

上海远郊的金山新城，距离中心城较远，综合利用高快速路与轨道，满足与中心城的联系需

求。完善市郊铁路服务。利用上海既有铁路开行市郊铁路，提供直达中心城的轨道服务。 

4.3 新城内部公共交通规划的重点 

高品质的公共交通系统不仅是引导新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提升新城吸引力，增强新

城相对中心城的反磁力的重要方法。公共交通规划时应当加强公共交通走廊分析，根据公共

交通走廊客流的高低确定公共交通走廊采用的公共交通方式，通常而言，新城内部应当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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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公共汽车和中低运量轨道交通为主，对于高运量的轨道交通方式应当慎重，同时在中低运

量轨道交通选择敷设方式时，应当综合考虑两侧的用地性质和开发强度，尽可能地通过两侧

用地的规划调整，降低轨道交通的建设成本，并且实现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两侧用地开发的

连通性。同时，还要加强不同公共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衔接。 

在新城内部以轨道站点为起点向外延伸，建设新城自身的中运量干线公交系统（BRT、

单轨交通、有轨电车），引导新城开发。调整、整合地面公交线路，新增轨道交通站点等大

客流集散地始发线路条数，实现轨道交通与郊区城际铁路、普通铁路之间的公交换乘。此外，

在郊区新城切实落实“最后一公里”政策，为轨道交通提供多样化衔接体系。为各新城编制

穿梭巴士专项规划，由公交公司承运，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进行补贴。推广闵行公共自行

车的经验，在新城轨道站点周边设立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在轨道线末端站或新城边缘轨道站

设置一定规模的停车场。 

结合道路系统规划建设和轨道交通站点规划建设，调整优化新城公交线网，提高新线公

交线网密度和站点密度，提升地面公交的可达性。更新并新增公交车辆，缩短新城公交运营

间隔，减少候车时间，改善乘车环境，提高地面公交服务水平。改善公交车站的候车环境，

增加站点各类信息服务。 

5. 总结	

新城综合交通规划，特别是公共交通规划与新城规划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新城综合交

通规划不仅要适应新城规划，还应促进新城规划的完善。新城综合交通规划应在合理的交通

发展模式下，抓住新城的后发优势，从分析交通特征出发，处理好新城与中心区之间的关系、

新城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以及新城内部的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系以及各种交通方式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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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岛公交专用道网络规划研究 

赵新 

【摘要】面临私家车的快速增长和公交运行效率较低的局面，厦门市坚持公交优先发展战略，

推动“公交都市”计划，构建与厦门岛路网协调、模式适宜、设施完善、组织合理、高效便

捷的公交专用道网络，论文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本地实际情况，通过现状条件分析、

相关规划分析、专用道适用性分析及客流需求分析，提出公交专用道网络的近期线网布局与

远期辐射方案，并对实施计划和配套保障措施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公共交通  公交专用道  网络规划  规划研究 

1. 引言	

2011 年底厦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 81 万辆，比上一年增长 12%，其中私人小汽车 42

万辆
【1】

。面临交通拥堵频发与公交运行效率低下的局面，厦门正视环境及设施资源的约束条

件，合理引导小汽车的拥有与使用，调控小汽车发展速度与适宜规模，同时大力改善公交运

行环境，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吸引与转化小汽车交通出行，开展了厦门岛公交专用道网络规

划，对中心城区的公交专用道网络构建进行统筹布署，通过路网条件分析、公交专用道适用

性分析及客流需求分析，提出公交专用道网络的规划布局与实施计划，选择一批有条件的道

路推动公交专用道示范段的建设，拟在五年内形成初具规模的公交专用道网络。 

2. 现状条件分析	

厦门岛路网呈方格网格局，主干路、快速路等主要贯通性道路形成十纵十横的骨干路网，

如图 1 所示。主要道路路网间距在 1‐5 公里之间，平均间距约 1.5 公里，外围通过四桥一隧

向岛外辐射。 

目前厦门岛公交专用道尚未形成网络，仅在湖滨南路等少数道路设有公交专用道，且受

到沿线车辆频繁进出、临时停靠的影响，路权专有性不强，路线缺乏连续性，路口没有信号

优先，服务水平较低，急待提高线网密度，提升专用等级。 

根据厦门市居民出行调查和公交客流调查
【2】

。\，高峰期公交客流路段分布如图 2 所示，

湖滨西路、湖滨南路‐莲前路、厦禾路‐嘉禾路、仙岳路高峰期满载率很高，列车化现象严重，

乘客面临着车内外双拥挤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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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厦门岛主要道路结构图                  图 2  高峰期公交断面客流分布图【2】 

现状公交问题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各方面：（1）常规公交运营效率较低，舒适度及

可靠性较差；（2）公交线路重复系数高，列车化严重，准点率低；（3）公交运能无法满足客

流需求，高峰期严重拥挤；（4）公交优先力度不足，专用道路权无法切实保障；（5）公交专

用道线网密度偏低，专用道缺乏连贯性；（6）公交优先意识薄弱，缺乏普及宣传与配套政策。 

3. 相关规划分析	

3.1 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与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厦门市总体规划
【3】

对 2020 年公交专用道规划进行了统筹部署，岛内主要根据用地开发

与客流走向布局专用道网络。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4】

要求配套交叉口信号优先，完善港湾式

停靠站，提高公交运行速度，改善公交运行环境，公交专用车道宽度不小于 3.5 米，并根据

路侧和路中方式的设置，控制车站及进出车道空间。 

3.2 厦门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厦门市轨道交通远景线网由 6 条线路组成，其中 1 至 4 号线均经过岛内，首期 1、2、3

号线总长约 75.3 公里
【5】

，线位覆盖了岛内公园东路、嘉禾路、湖滨北路、吕岭路、环岛干

道、思明南路、镇海路、白鹭洲路、湖里大道等主要道路。在进行公交专用道规划时应注重

与轨道交通线网近远期衔接和空间布局互补的协调关系。 

3.3 厦门市公交场站专项规划 

规划将公交场站分为四级五类，公交枢纽是主要客流换乘节点，而首末站是公交线路的

起终点，岛内公交场站 为密集，含有 5 个市级枢纽、8 个区级枢纽以及多处公交首末站
【6】

，

公交专用道规划需考虑将这些重要锚固节点串联起来。 

3.4 相关规划总结 

厦门市总体规划确立了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并对 2020 年公交专用道规划进行了统筹部

署，综合交通规划对公交专用车道宽度、设置方式、车站空间提出了控制要求，作为本规划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781



 

 

的上位规划应予以遵守。轨道交通规划和公交场站规划作为密切相关的专项规划，对公交专

用道网络布局有重要影响，应予以充分考虑与轨道线路的协调互补以及公交场站的紧密衔

接。 

  

图 3  厦门市轨道交通远景线网【5】              图 4  厦门市公交场站专项规划【6】 

4. 国内外经验借鉴	

公交专用道规划须高瞻远瞩，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的交通发展经验，积极探索适合本地

的公交专用道发展模式，根据国外典型城市的经验总结（如图），当前世界的公交专用道主

要呈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1）路中式专用道运行效率相对更高；（2）多采用彩色铺装或

分道器；（3）站点处设置各类过街设施；（4）换乘枢纽实行联票制；（5）专用道中间可用绿

化代替沥青。 

 
图 5  国外主要城市公交专用道案例 

广州近几年按计划逐年推广、分期实施，由中心区至外围铺设成网，逐渐向快速公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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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升级，2011 年分三阶段实施 8 条公交专用道，站台设有超车道，行人过街以立体设施为

主。
【7】

 

昆明在近期建设规划中明确十二五期间公交专用道建设计划，五年内中心城区拟建设一

环四横五纵 10 条专用道，与原有线网形成专用道网络，与步行和自行车系统对接。
【8】

 

济南已建成经十路等 14条道路约 80.1 公里长的公交专用道，还在北园路等道路上设置

BRT专用道 35.1 公里，规划到 2015 年，济南市公交专用道的总长度计划达到 180 公里。 

常州的公交专用道以快速公交系统为主，形成两条中轴十字架主线和六条支线，设置路

中式右开门站台，车道宽度 3.75 米，通过地道或交叉口过街，利用公共自行车系统接驳。
【9】

国内北京、杭州、郑州、合肥、枣庄、成都、西安、盐城等城市普遍建成并推广公交专用道

及公交优先系统，取得较好的运营效果，根据比较，实施公交专用道后公交运行速度提高

20%以上，运能增加 15%至 38%，可节省油耗 6%～7%，减少污染 20%～40%，采用无缝换

乘节和联票制更能省出行时间和成本。 

   

图 6  国内主要城市公交专用道规划 

5. 公交专用道适用性分析	

综合考虑厦门岛路网现状条件、相关规划影像因素以及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本研究从道

路条件、设置形式、车道条件、车道宽度、设站条件、客流需求以及协调关系等七个适用条

件分析公交专用道的适用性，具体适用条件见表 1。根据厦门市居民出行调查和公交客流调

查统计分析，当高峰期单向公交断面客流达到每小时 5000 人次时，应考虑启动公交专用道

规划建设。采用上述适用条件筛选，岛内“三纵四横”已达到公交专用道启动条件，近期岛内

部的大规模开发也将产生大量客流需求。 

表 1  公交专用道适用条件列表 

序号 分析指标 适用条件 
1 道路条件 适用于主干路以上等级道路，路线连续、贯通性好、规模效益高 

2 设置形式 
一般道路均适用于路侧式 

高等级大站快线、中央分隔带较宽的道路可选择路中式 
3 车道条件 运行于主道需 3 车道以上，运行于辅道需 2 车道 
4 车道宽度 公交专用道宽 3.75 米 

5 设站条件 站点公交港湾宽 3 米，岛式站台宽 3 米以上，侧式站台宽 2 米以上 

6 客流需求 断面客流达到每小时 5000 人次时 
7 协调关系 与轨道、BRT 线位协调互补 

广 昆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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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达到公交专用道客流需求的道路 

6. 公交专用道网络规划	

6.1 近期建设 

根据上述分析，厦门岛近期拟实施  “四纵四横”共 8 条公交专用道，车道宽度 3.75米，

设置善港湾式停靠站，交叉口处配套信号优先，在与其他公交系统交汇处形成换乘枢纽，提

高公交运行速度，改善公交运行环境，并根据路侧或路中方式控制车站及车道空间，近期线

网总里程约 80 公里，覆盖岛内近半数的主干路里程，具体线位见表和图。 

表 2  近期实施公交专用道列表 

序号 道路名称 运营模式 功能定位 

1 
疏港路-东渡

路-湖滨西路 
路侧式 

岛西缘纵干线，串联第一码头、老城区、沿海商务区、

东渡港区及高崎机场 

2 嘉禾路 路侧式 
岛内南北中轴主干线，串联莲坂、吕厝、SM 及高崎机场，

与其他纵向专用道换乘衔接 

3 金尚路 路侧式 
岛东部纵干线，串联莲前生活区、金尚办公区、北大生

物园及高崎机场 

4 环湖里大道 路侧式 
岛东部辅干线，串联五缘湾、软件园、仙岳路站、吕岭

路站、前埔枢纽及环岛路 

5 湖里大道 路中式 
岛北部横干线，串联东渡港区、湖里老城区、新行政办

公区及五缘湾北部 

6 仙岳路 路中式 
岛中轴主干线，串联岳阳小区、文艺中心、SM、中医院、

万达广场及五缘湾、高林片区 

7 
湖滨北路-吕

岭路 
路侧式 

岛中轴横干线，串联东渡、市政府、体育中心、江头片

区、中医院、万达广场及五缘湾、高林片区 

8 湖滨南路 路侧式 
岛南部横干线，串联第一码头、中山医院、莲坂、前埔、

会展片区 

6.2 远期规划 

远期规划公交专用道网络覆盖岛内外主要公交走廊，并预留右一般专用道系统向 BRT

等高等级大运量公交系统升级的条件，与轨道线网协调互补，与岛内外主要换乘枢纽衔接，

形成岛内“一环三纵四横”+“岛外四区辐射”的公交专用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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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近期公交专用道网络布局图                  图 9  远期公交专用道网络布局图 

6.3 配套枢纽 

为提高换乘公交的便利性，充分吸引居民选择公交，满足日常通勤和旅游高峰的需求，

研究建议结合对外交通通道、轨道交通站点、公交枢纽等交通设施，在岛外地区配套布置海

沧钟山、集美园博苑、集美长途车站、环东海域、厦门北站、翔安新城等六个“P+R”换乘

枢纽，采取优惠的联票制换乘，通过旅游服务集散中心和公交接驳截流岛外的自驾车辆。 

7. 结语	

综上所述，公交专用道形式多样，道路设置条件也不尽相同，在现状拥堵路段上推行公

交专用道阻力很大，但公交优先是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经之路，是提高公交效率、解决交通拥

堵的根本措施，大城市的路权分配政策必须转变思路，而在中小城市或新城建设中应该吸取

经验教训，早作计划，未雨绸缪，在新建道路中注重保障公交优先，提前做好公交专用道走

廊空间控制，制定专用道网络建设的分期实施计划，培育公共交通换乘模式，合理引导城市

私人机动化交通。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就近年来厦门市现阶段公交专用道网络的一些工作

实践作以简介，随着公交都市的推进，今后几年将是国内公交优先大发展阶段，希望这些规

划思路与工作实践对处于同一阶段的城市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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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公共交通系统规划设置研究及实例分析 

赵轩  姜恒  段铁铮 

【摘要】本文将系统分析园区公交的存在问题和产生原因，研究园区公交系统的功能定位和

收费政策。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园区公交系统对运营车辆的选取和运营组织等，系统对比

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和电动小巴园区公交。最后结合北京市丰台科技园东区园区公交

规划项目，进行应用实例分析。 

【关键词】园区公交  轨道交通  公共汽（电）车  电动小巴 

1. 研究背景	

城市交通是城市赖以生存和正常运转的必要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国

外许多大城市交通发展的实践再次证明：只有采取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才能缓和由于小汽车过

多给城市交通带来的各种交通问题，应确定“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原则。
[1]
我国政府制定了

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确定了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交通发展方针。
[2]
 

现代城市公共交通已由过去单一发展模式向多模式、多层次的综合公共交通体系转变。

国内城市根据城市规模和交通特点，构建符合当地的公共交通体系。国内大城市规划形成“以

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形成骨干网络，实现绝大部分客流快速交换，以常规公交辅佐轨道交通，

补充线路覆盖，以换乘枢纽联系各种交通方式的公共交通体系”。中小城市提出“以 BRT 和

常规公交干线为骨架，常规公交支线为基础，公交枢纽及换乘站点为核心，构建快线、干线、

支线层次分明、紧密衔接、功能清晰的公交网络”。
[1]
 

国内大规模的商业、金融区和产业园区等在城市中逐渐增多，作为重要功能区，在城市

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园区的发展需要良好的交通条件作为支撑，尤其是公共

交通服务。但由于城市公交调整滞后、内部道路条件限制和园区管理权限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有的园区存在公共交通缺乏或设置不合理等问题，影响员工出行，同时影响城市公交体系的

完整性。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园区结合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设置园区公共交通系统，改善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满足员工出行需求。 

本文将系统研究园区公交系统的功能定位和收费政策，并结合相关案例，分析园区公交

系统对运营车辆的选取和运营组织方式等。 后结合北京市丰台科技园东区园区公交规划项

目，进行应用实例分析。 

2. 园区公交产生原因分析	

2.1 现状问题解析 

近二十年，随着国内经济和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各种大型商业、金融、科技和工业园

区不断出现。园区是政府集中统一规划指定的区域，具有明确的功能定位，区域内专门设置

某类特定行业、形态的企业、公司等，进行统一管理。 

大型园区占地规模大，从业人员多，出行需求旺盛，对公共交通有较大的出行需求。国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786



 

 

内很多园区存在城市公共交通缺失、设置不合理或供给不足等问题，造成园区员工出行难的

困境，主要原因有： 

 园区采用封闭或半封闭的管理模式，城市公共交通无法进入园区； 

 园区道路等级低，路面狭窄，大型城市公交车辆无法进入园区； 

 园区对内部环境有较高要求，拒绝大型城市公交车辆的进入； 

 园区位置偏僻，城市公交接驳距离远或需绕行而不愿进入； 

 园区客流量偏低，城市公交因效益问题不进入园区； 

 园区内城市公交设置不合理，存在发车间隔偏大、线路单一等问题。 

2.2 改善措施 

针对园区内公共交通缺失或不合理的情况，各园区管理部门也曾尝试采取相关措施，目

前主要有三种措施可供选择： 

 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在园区内的优化，增加车站和线路，改善城市公共交通对园区的

服务； 

 设置园区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在园区内的延伸，覆盖园区内部，接驳城市

公共交通站点； 

 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服务园区内的短途出行，接驳周边城市公共交通站点。 

上述三种措施各有优劣。城市公共交通与园区多属于不同管理部门，由于同时受上文中

存在客观原因的影响，公交线网的改善存在一定困难。公共自行车受天气因素影响，会降低

乘客使用意愿，不能完全替代公共交通，现阶段成功在园区内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案

例较少。园区公交系统能提供与城市公交相近的出行服务，目前应用较多，已有多个成功案

例。本文将针对园区公共交通系统的规划设置，进行深入探讨和系统研究。 

3. 园区公交系统构成	

本文将从功能定位、运营车辆和收费政策三个方面，介绍园区公交系统进行研究，为各

个园区选取适合自身的系统提供决策支持。 

3.1 功能定位 

园区公共交通主要服务园区人员出行，并且依托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因此，其功能定位

与其需求密切相关，和城市公交有所差异，目前主要有两种功能定位： 

 作为公共交通系统在园区内的延伸，建立覆盖园区的公交网络，与城市公共交通系

统相接驳，解决园区公共交通“ 后一公里”的问题； 

 满足园区内部出行需求，连接内部各地块和建筑，建立便捷舒适的内部公共交通网

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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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运营车辆 

园区公共交通系统应根据园区特点规划设计，满足园区需求，符合园区公交功能定位。

运营车辆的选择非常重要，它对工程投资、运营模式、运载能力、运营速度、舒适性能和环

保节能等有很大影响。目前国内在园区公交中已经运营的车辆，有普通的公共汽（电）车和

电动小巴。中小运量轨道交通，如单轨铁路（Monorail）和个人快速公交(PRT)也可考虑应

用于园区公交，国外有此类研究和应用，如悉尼 CBD 和伦敦希斯罗机场。本文将系统介绍这

三种车辆的相关情况和应用实例，对其特点和适用情况进行对比。 

3.2.1  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具有运量大、速度快、安全、准点、保护环境和节约能源等特点，在城市

交通中具有重要地位。地铁和轻轨等大运量轨道交通因工程投资和占地较大等问题，并不适

用于园区公交的区域运营。单轨铁路和个人快速公交系统等中小运量轨道交通，具有工程投

资小和节约用地等特点，可考虑应用于出行需求旺盛的大规模园区。 

1、单轨铁路 

（1）主要特征 

单轨铁路是铁路的一种，特点是使用的轨道只有一条，有悬挂式单轨铁路和跨座式两类。

与双轨铁路相比，占用空间小，线路和桥墩布设灵活，对环境影响小。单轨铁路主要应用于

城市轨道交通，日本有六个城市建有单轨线路，国内的重庆已经建成三条跨座式单轨线路，

沈阳和澳门正规划建设单轨线路。 

国外有多条为满足区域交通或旅游观光而建设的单轨线路，如悉尼 CBD、美国迪士尼乐

园和拉斯维加斯的单轨铁路。此类线路工程造价和系统规模适度，与区域交通或旅游观光的

需求相适应。 

（2）应用实例 

悉尼单轨列车 

悉尼单轨列车（Sydney Monorail）位于悉尼 CBD 和中国城，全长 3.6 公里，客流量约

300 万人/年。其客流主要有旅游观光（54%）、休闲出行（24%）和通勤交通（22%），与城市

轻轨线路接驳，有两处换乘车站。 

 运营时间：工作日 7:00-22:00；周末 8:00-22:00； 

 发车间隔：3-5 分钟； 

 单程时间：15 分钟； 

 运载能力：每节车厢 48 座， 大载客量 90 人。每列 6 节车厢， 大载客 5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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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悉尼单轨列车 

 

图 2  悉尼单轨列车运营线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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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人快速公交 

个人快速公交系统(Personal Rapid Transit，简称 PRT)也称个人捷运，是一种公共交

通系统，旨在提供按需、不间断的运输服务。PRT 用于短距离的出行，和长距离出行的铁路

和公交形成互补，它的开发目的不是用于取代铁路或公交，而是用于提高铁路和公交不易到

达区域的公交服务水平。在现在的城市系统中，PRT 可以为“ 后 1 公里”提供有效的解决

方案，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和出行人数，被认为是可向公众提供的、具有良好前景的交

通工具。 

 

图 3  PRT（卡迪夫试验线） 

（1）主要特征 

 无人驾驶的全自动车辆系统，车头间距可控，中途不停车； 

 车辆需沿着专用小型导轨行驶，不占用现有道路资源； 

 小型车辆，4-6 人独立使用，并能提供全天候 24h 服务； 

 每辆车均可以使用整个导轨网络和任何站点，可以实现基于需求而不是固定线路的

服务。 

（2）应用实例 

个人快速公交在希斯罗机场已建成。美国微软总部出于对内部会议和交流的通行需求，

希望在园区内部规划建设线路。 

希斯罗机场 

希斯罗机场 PRT 的规划线路总长 35.4km，共设 60 个车站，运行 47 辆小型车，每车可

载客 4 人，平均时速可达 40km/h，运量约为 20000 人/日。一期线路长 3km，共有 18 辆车，

始末端分别为 T5 航站楼和停车场。今年将投入运营，是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运营的 P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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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希斯罗机场 PRT 车站和导轨 

3.2.2  公共汽（电）车	

公共汽（电）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的主要运营车辆，在中小城市公交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

用。从工程投资、运载能力和运营管理等方面考虑，公共汽（电）车比较适合作为园区公交

的运营车辆。 

公共汽（电）车按尺寸可分为双层客车、单层大型客车、单层中型客车和小型客车。中

型和小型客车对道路环境的影响较小，运载能力与园区需求较匹配，适宜在园区内运行。本

次研究选取中型和小型客车进一步研究。 

1、单层中型客车 

（1）主要特征  

一般指车长在 10 米或以下，载客量约 30 至 40 人的公共汽车。在中国大陆，人们通常

使用中巴的简称来称呼中型客车。英国、日本的中型客车一般指长约 10 米、宽 2.3 米、载

客量约 30 至 50 人的单层客车。 

（2）应用实例 

北京金融街专线 

金融街现有 10 万从业人员，大部分工作人员上下班依靠地铁和公交车，但园区内部接

驳轨道的公交较少，新建写字楼离 近的地铁站也有 15 分钟以上的步行时间。为方便机构

从业人员出行，西城区金融服务办公室在金融街区域开设 2 条免费专线客车，解决“公交出

行 后一公里”的实际问题。 

 
图 5  金融街专线运营车辆 

1 号专线于 2008 年 1 月运行。专线客车从复兴门地铁站出发沿金融街核心区环线绕行，

沿途共设 7个站点。2 号专线于 2012 年 5 月开始运行，沿途共设 10 个站点。两条线路仅工

作日高峰时间运营。 

表 1  金融街专线运营情况表 

  线路长度（公里）  运营车辆  载客量  运营时间  发车间隔  票价

1号专线  3  电动中巴  70人 
7：30‐9：00； 

16：30‐19：00； 
5分钟  免费

2号专线  3  柴油中巴  70人  7：15‐9：15；  5分钟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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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19：00 

2、小型客车 

（1）主要特征  

小型客车：简称“小巴”。一般小型客车的体积比普通客车小，载客量一般在 8 至 20

人之间。它们多数行走于客量较低或需要服务偏远、弯多、路窄地区的路线。 

（2）应用实例 

北京 CBD 班车 

作为缓解 CBD 区域内交通压力，服务园区员工出行的一项服务措施，北京 CBD 商务班车

自 2007 年底开始运行，先后开通了国贸地铁站和金台夕照站两条线路。班车主要服务通勤

出行，往返于地铁站和各大写字楼之间，全长约 4 公里。班车仅在工作日高峰时间运营，辖

区内的企业员工凭乘车卡免费乘车，乘车卡由所属企业统一在管委会办理。2011 年 3 月班

车运营数量由 10 辆增至 15 辆。 

   

图 6  北京 CBD 班车 

表 2  北京 CBD 班车运营情况表 

线路长度（公里） 运营车辆  载客量（人） 运营时间  发车间隔  票价 

4  小巴  30 
7：30‐9：30； 

17：30‐19：00； 
5分钟  免费 

3.2.3  电动小巴	

1、主要特征 

电动小巴外观设计优美，空间实用性大，具有环保、无排放、噪音低、操作简单、维护

使用费用较低等特点。对道路条件要求较低，可在狭窄道路行驶。电动小巴目前使用的范围

越来越广，在旅游景区、居民小区、大型活动和校园内均有应用。在技术上，国内电动小巴

牵引蓄电池主要以铅酸蓄电池为主，电机以直流电机为主，电控也以直流电机控制器为主，

目前这些配套部件均已实现国产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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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电动小巴 

2、应用实例 

北京丰台科技园东区电动小巴 

北京丰台科技园东区位于北京市西南四环。2009 年 2 月，为了更好地服务入园企业，

为园区提供便捷、安全的交通服务，根据园区总体规划和发展需求，在丰台科技园东区管委

会运作下，开通了低耗能、高效环保的丰台科技园“电动小巴”园区公交。 

园区公交采用“电动小巴”作为运营车辆，共有小巴 8 辆。现运营有 1 号、2 号线两条

线路，每条线路辖车 3辆，全天运营。 

表 3  北京丰台科技园东区“电动小巴”运营情况表 

  线路长度（公里）  运营车辆  载客量  运营时间  发车间隔  票价

1号线  2.7  电动小巴  11人  7：30‐18：30；  5分钟  1元 

2号线  3.1  电动小巴  11人  7：15‐9：15；  5分钟  1元 

   

图 8  丰台科技园东区电动小巴 

3、存在问题 

电动小巴尚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目录，不予登记和核发牌证，不能在市政道路上行驶。

目前在市政道路上运营的电动小巴线路基本上都有被取缔又恢复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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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车辆比选	

上述三种运载车辆各有优缺点和适用范围，以下从运载能力、用地和道路要求和环境影

响等方面对轨道交通、公共汽（电）车和电动小巴等在园区公交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表 4  运营车辆比选表 

运载车辆  运载能力  用地和道路要求  环境影响 

轨道交

通 

轻轨  540（人/列） 
需要专用轨道； 

线路布设灵活。 

清洁能源，运营环境污染小； 

需布设轨道，对园区美观有一定影响； 

轨道建设过程对环境有一定影响。 
PRT  4‐5（人/辆） 

公共汽

（电）

车 

中型巴

士 
30‐40（人/辆） 

宽约 2.5m，对道路宽

度有一定要求； 
车型较大，对园区环境有一定影响。 

小型巴

士 
8‐20（人/辆） 

宽约 1.7‐2m，运行较

为灵活； 
车型较小，对园区环境影响小。 

电动小巴  7‐10（人/辆） 
宽约 1.4m，可在狭窄

道路行驶。 

电动能源，绿色环保； 

车型小，对园区环境影响小。 

3.3 收费模式 

园区公共交通应为公益行业，宜采取低票价或免费的政策，鼓励园区人员使用，提倡公

交出行，现有园区公交的收费模式主要有三种。 

 免费模式：公交运营费用全部由园区承担，有利于提高公交吸引力，园区补贴压力

较大。 

 低票价模式：采取低票价，如 1 元/人次，园区对不足部分进行补贴，有利于减轻

园区补贴压力。 

 车证模式：费用可由园区单独承担，或者园区、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由园区企业

统一向园区提出申请，为员工办理乘车证，员工凭证乘车，此方案可有效降低园区

补贴压力。但若有企业不参与办理车证，该公司有乘车意愿的员工将面临不能乘车

的风险。 

4. 应用实例分析	

4.1 项目概况 

北京丰台科技园东区 4.7 平方公里，位于四环路西南角，是北京市 早批复的成片产业

集中新区之一，着力于打造全新的科技企业总部基地。公共交通线路主要分布在园区周边主

干道上，内部公交线路缺乏，园区内很多建筑距离主要公交站点距离较远，“ 后一公里”

问题突出。园区现有 2条电动小巴线路运行，但由于运力有限，高峰时间远不能满足需求。

为此，园区管委会规划设置园区公交系统，满足员工出行需求。
[4]
 

4.2 园区公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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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综合考虑园区公交需求、可实施性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结合现状运行的园区电动小

巴，制定了北京丰台科技园东区园区公交方案。方案采用中型客车和电动小巴联合运营，布

设 5 条公交线路，接驳园区轨道站点和主要城市公共交通站点。其中，电动小巴全天运营，

中型客车仅高峰时间运营，满足通勤交通需求。 

表 5  北京丰台科技园东区园区公交远期方案表 

线路编号 
运营里程 

（公里） 
车辆类型  所辖车辆（辆） 运营时间 

1  3.2  电动小巴  7  7:00‐19:00 

2  5.5  电动小巴  11  7:00‐19:00 

3  5.8  电动小巴  12  7:00‐19:00 

2支  5.6  中型客车  2 
7:30‐9:00 

4:00‐18:30 

3支  5.8  中型客车  4 
7:30‐9:00 

4:00‐18:30 

合计  20.2  36   

 

 
图 9  北京丰台科技园东区园区公交远期方案 

5. 结语	

公共交通带有公益性质，园区公交的引入是为方便园区的员工和居民出行方便。园区公

交覆盖整个园区，依靠单个企业难以实施，应由园区管理部门对园区公交进行统一规划设置

和管理，并提供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园区公交是在城市公共交通缺失的情况下设置的，随

着城市公共交通在园区的改善和完善，园区公交也应随之进行调整或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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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区域公交一体化规划思路及编制框架探讨 

褚浩然  孙鹏  姜长杰 

【摘要】我国交通运输行业主管部门职能调整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在此背景下，如何编制

新时期公共交通规划是当前规划的重点。大交通体制下的公共交通规划从规划范围、内容、

调查方法和框架都将产生很大的变化，本文结合福州实例，提出了规划思路和调查方法，设

计了综合客运体系、一体化公交网络与场站布局思路、规划框架等核心内容，为新时期编制

市域公共交通规划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大部制  公共交通  城市及区域  公交一体化 

1. 研究背景	

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阶段大城市边缘概念日渐模糊，城乡、城市与外围组团

之间往往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表现为城市连绵发展的特征，近郊区县居民出行特征与市区

趋同化明显，城乡居民出行的一体化要求日益提高。但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市及区域公共

客运分属于建设、交通两个部门管理，城市与区域公共客运无论是在规划、建设还是运营层

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公共客运一体化相关问题在国内的研究、实践较少，而行业发展亟需

探索性理论、案例作为指导和参考依据。 

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组建了交通运输部，运输部

在原有交通部的职能基础上，增加了统筹区域和城乡交通协调发展、加快推进区域和城乡交

通运输一体化等职能。交通运输部的成立，标志着公共交通系统中城市对外交通和城市交通

管理在体制层面趋于一体化，城市及区域公共客运规划开始进入一体化规划阶段。 

本文结合作者在福州市开展相关研究的实例，对大部制改革以后，大交通体制下城市区

域一体化公交规划的特征、调查、编制方法和框架进行探讨。 

2. 规划特征的差异性	

与一般的公交专项规划相比，城市及区域一体化的公共客运交通规划从规划范围、规划

内容、规划需求和规划的关注点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2.1 规划范围 

福州市公共客运专项规划的地域范围覆盖整个市域，包括主城区：鼓楼、台江、仓山、

晋安、马尾五区；外围区县：平潭综合实验区、福清、长乐两个县级市，闽侯、连江、闽清、

罗源、永泰五个县。规划范围的重点是中心城区及与中心城区与较多客运交流需求的区县。 

2.2 研究范围 

研究范围是城市及区域道路公交系统，包括城乡公交、城区道路公交。鉴于轨道交通规

划建设的独立性，暂不对其进行研究，但考虑其对于道路公交的影响。本文不对出租车进行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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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规划需求 

随着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职能的增加和转变，现阶段对于编制公共交通规划的需求有所变

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规划宜包括交通主管部门的主要及相关联业务，即对于城市及

区域道路公共交通实现较为全面的覆盖；第二，从基础设施建设向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转变，

整合既有各类资源，提高服务效率，特别是城乡间公共交通衔接的效率；第三，从规划、设

施建设、管理和制度体现城乡公共客运协调和一体化。   

2.4 规划关注点的不同 

大交通体制下，交通行业主管部门编制公共交通规划更加关注几个方面：一是各类场站

设施之间的协同关系即基础设施一体化，例如公路客运站与公交场站在布局上的关系及二者

的整合；二是各类线路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例如短途公路客运与城市公交延伸线路的关

系；三是如何实现有效的行业监管和指导，例如公交线路调整审批的依据；四是行业指导下

的各企业如何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包括服务水平、财务、职工福利等。 

3. 相关调查方法	

3.1 调查目的和内容 

调查的目的是获取城市居民公交出行信息、公共交通运营指标以及了解城乡客运发展现

状等，为城乡和城区公交线网问题分析、规划方案提供可靠依据。 

调查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城区及城郊公交相关调查，如上下客调查、时间延误调查、

公交乘客出行调查和发车频率及满载率调查；二是连接中心城的市域道路客运短途班线调

查，主要包括客流调查和出行问卷调查等。 

3.2 调查方案设计 

调查线路和班次的选取，在保证抽样均衡客观的基础上，考虑城乡统筹、综合运输等诸

多因素，对于城乡居民出行特征较有带表性的市郊线路、考虑综合运输体系整体效益与轨道

交通重合和衔接的线路等进行抽样，见表 1。共选择公交线路 55 条、客运班线 208 班，分

别占福州城市公交和近郊客运班线线路/班次的 33%和 10%。动用调查员 1500 人次左右，发

放表格及问卷 13000 多份。 

表 1  福州市域公共交通调查抽样说明 

抽样对象  抽样目的  抽样数量  抽样比例 

城市公交 

获取边缘组团地区公交与市中心区公交特征差异  15条 

33% 公交线网优化

依据 

轨道交通直接线路分析  11条 

亏损严重及运营效率低下的线路出行/

运营特征分析 
17条 

过江通道、列车化现象严重路段出行/

运营特征分析 
12条 

道路客运  客运短途班线进行调查，选取中心区至长乐、福清、连江 208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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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闽侯四县市客运班线客流特征分析 

3.3 调查结果分析 

城区公交调查在公共交通规划编制中属必要性调查，相关研究较多，本文不做赘述。在

此强化城乡一体化规划的特征，仅给出近郊公交与城区公交调查结果的对比，以及道路客运

班线调查分析的结论。 

3.3.1  近郊公交与城区公交对比	

（1）出行目的 

城区公交线路居民出行中上班、上学和回程的比例为 73%，近郊公交线路居民出行中上

班、上学和回程的比例为 63%。近郊线路和城区线路出行目的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趋同性

明显。 

（2）运行车速 

近郊线路公交线路运营车速明显高于城区线路。根据交通调查的分析结果表明：近郊公

交线路运营车速大于 20km/h 的线路比例为 80%，如图 1。而城区公交线路运营车速大于

20km/h 的线路比例仅占 6.2%，如图 2。 

 
图 1  近郊公交线路运行速度累积分布图（单位：km/h） 

 

图 2  城区公交线路运行速度累积分布图（单位：km/h） 

（3）交叉口延误 

从公交延误调查统计结果来看，郊区线路交叉口延误相对较低，这与城郊线路在市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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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较短是一致的。近郊公交线路交叉口延误大于 60 秒的交叉口占 26.8%，如图 3。城区公

交线路交叉口延误大于 60 秒的交叉口占 36.3%，如图 4。 

 

图 3  近郊公交线路交叉口延误累积分布图 

 
图 4  城区公交线路交叉口延误累积分布图 

3.3.2  道路客运班线调查	

（1）职业构成 

通过调查往返于中心城区、长乐、福清和连江四市之间的客流中公司职员、商业服务人

员及私营业主职业占较大比例，分别为 25.77%、17.21%和 10.65%；其他职业均在 10%以下。 

（2）出行目的 

公路客运班线乘客出行目的探亲访友、上班和公务占较大比例，分别为 27.18%  、17.31%

和 13.22%，特别是上班和公务出行的比例超过 30%与传统道路客运特征差异已较大。 

（3）公交出行意愿 

82.49%的公路客运班线乘客愿意选择公交车往返于中心城区与长乐、福清和连江三市之

间。 

（4）客流与发车频率统计 

根据客流和发车频率统计，道路客运班线发车频率很高，最大发车频率 6‐7 分钟，调查

样本平均发车间隔为 10分钟一班。 

3.4 小结 

现阶段福州与周边区市县间客流特征表现为较强的城市化特点，无论是公交城郊线路还

是短途道路客运，出行目的结构和出行时间特征都与城市公交类似，出行距离分布方面短途

道路客运与市郊线较为相似。同时，中心区与市域近郊交通节点间客流量比较大，发车频率

非常高，与城市公交一般线路发车频率差别不大，具备开通城乡公交的客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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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规划编制思路与重点	

城市中心区与区域主要节点交通一体化需求分析的关键在于城市对外出行[1]，考虑到公

共交通的服务特性，城市及区域一体化公交规划的重点在于：中心城区以及中心城区对外与

区域交通节点间的公交系统配置。 

4.1 规划编制思路 

福州市城市及区域一体化公交规划基本思路在于：以城市及区域公共交通旅客提供出行

服务为导向，以居民出行需求作为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城市及区域综合运输体系发展

为规划上层结构，以多级公交线路及场站为下层结构，构建畅通易行、城乡共享、高效有序、

经济可靠的城乡统筹公共交通系统。 

基于此思路，在规划层面进行的重点工作有二，分别是对城市及区域综合运输系统进行

分析和一体化的公交布局分析。 

4.2 综合客运体系设计 

4.2.1  体系框架	

公共交通作为综合运输体系的子系统，公共交通系统功能以及运行条件与所处城市/区

域的交通大环境密切相关。为便于规划说明，本文提出城市综合客运体系的概念。福州城市

综合客运体系是以福州市区为中心同时向外辐射的，以服务旅客出行为目的的综合运输系

统。系统由硬件基础设施和软件运营服务两个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包括综合客运通道、综合

客运枢纽及衔接体系三方面。运营服务则由构成城市内部客运体系和城市对外客运系统构

成。公交、城轨、出租车共同构成城市内部客运体系，城市对外客运主要包括道路客运、铁

路和航空等运营服务模式。为达到“人便于行”和资源有效率用的目的，各类运输服务骨干宜

沿城市及对外客运通道布置，在客运枢纽处实现方式/方向的转换。 

 
图 5  福州城市综合客运体系结构示意图 

4.2.2  通道布局分析	

结合以上分析，参照《福州市综合运输发展规划》，规划福州以铁路、高速公路、国省

道为骨架的，市区对外综合客运通道“五射”。以地铁、城市道路为骨架的市区内部综合客运

通道“三横三纵二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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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福州市区对外综合客运通道“五射” 

 

图 7  福州市区内部综合客运通道“五纵三横二环” 

4.2.3  通道客运模式配置分析	

根据《福州市城市总体规划》及相关综合交通规划相关规划方案，结合各客运方式、模

式技术经济特点。分析福州城市对外通道与内部通道客运模式规划其配置见表 2和图 8。 

表 2  福州城市对外通道与内部通道客运模式分析 

名称  客运模式  交通衔接点 

射一：  客运班线、普铁  火车北站枢纽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802



 

 

北部综合客运通道 

射二： 

东部综合客运通道 
客运班线、城乡公交、航空 

下院‐鳌峰洲枢纽及

周边 

射三： 

南部综合客运通道 

高铁/城际列车、客运班线、城乡公交、城际

公交 
火车南站枢纽 

射四： 

西南综合客运通道 
道路客运、城乡公交  南二环公交枢纽 

射五： 

西部综合客运通道 

客运班线、城乡公交（包括城市公交延伸

线）、城际公交 

洪山梁厝‐金牛山公

园枢纽 

 

图 8  福州市综合客运枢纽配置分析示意图 

4.3 一体化公交布局研究 

4.3.1  居民出行特征空间结构划分	

根据福州市发展现状以及《总规》描述，考虑出行量、出行强度、出行目的、距离、时

间等结构，可将福州公共交通服务区域划分为“一核心、四圈层”结构： 

核心区所在的二环以内区域是福州的老城区，集中了福州市区的大量的人口和 GDP。此

片区居民出行强度高、出行距离较短。 

一圈层所在的二三环之间区域包括了大部分福州近年来新兴和高速发展的经济小区，其

近期发展目标在于承接核心区转移，促进片区经济水平多极化发展。片区居民出行距离较长、

出行时间不均衡性较强。 

二圈层是新一轮福州总规中提出的“八新城”，与主城区之间或多或少的存在物理空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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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隔离。本区域居民出行向心和潮汐交通明显、出行时间分布极不均衡。 

三圈层是各县市现阶段距主城区尚有一定距离（特别是连江与福清），二圈层与三圈层

之间未能体现出连片发展的特点。由于距中心区距离较远，区域居民对外出行尚表现出一定

的道路客运特征，出行强度低于主城区。 

四圈层是福州市与相邻周边地市形成的空间联系，符合大福州都市圈规划，同时与两市

间的经济往来、产业合作等方面有重要关系。 

4.3.2  一体化公交网络与场站布局思路	

考虑到各圈层居民出行特征差异和公交各模式技术经济特征的区别，结合实际用地等条

件，不同圈层内部、之间的旅客出行需求应当以差异化的公交运营模式加以满足。如表 3、

图 9。 

 

表 3  福州市各圈层间公交系统主要配置示意 

    线路设置 

站点设置 
核心区  一圈层  二圈层  三圈层  四圈层 

核心区 
干线公交、短区

间公交 

干线公交、大站

快车 
大站快车     

一圈层 
干线公交、大站

快车 
干线公交 

城区公交延伸

线、城乡公交、

城际公交、大站

快车 

城乡公交、城际

公交 
城际公交 

二圈层  大站快车 

城区公交延伸

支线、城乡公

交、城际公交、

大站快车 

城区公交延伸

线 

城乡公交、城际

公交 
城际公交 

三圈层   
城乡公交、城际

公交 

城乡公交、城际

公交 
城乡公交  城际公交 

四圈层    城际公交  城际公交  城际公交  城际公交 

场站配置  中间站 
首末站、枢纽

站、中间站 

首末站、枢纽

站、中间站 
首末站、中间站  首末站、中间站

注：表中线路配置仅列出直达部分对于通过枢纽站换乘未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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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公交一体化网络和场站布局示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核心区由于需求结构相似度高且客流断面较大，配置干线公交考虑到福

州居民公交平均出行距离较短，开行短区间公交对重要通道加以补强。一二圈层处于中心城

区的外围，有较好的用地条件，同时也是对外出行客流量、结构发生突变的区域，公交首末

站以及公交场主要配置与此。考虑到功能的整合，三圈层场站与道路客运场站一并构成公交

综合换乘枢纽车站，公交线路以城乡公交为主。四圈层枢纽位置主要依托城市各客运场站。

规划在保证系统结构优化的同时，考虑到公交的公益性质，在模式种类以及线网覆盖上尽可

能多的扩大受众范围，便利居民出行。 

5. 规划编制框架	

本文认为：城市及区域公交一体化规划编制框架须围绕两个方面，其一是以需求为导向，

包括三类人群，群众、企业和政府；其二是以问题为导向，规划公交系统当前面临的问题（综

合交通、城乡统筹、公共交通等系统自身的问题、管理、政策、体制），规划以满足需求和

解决问题为导向。 

在此给出初步的规划编制框架。 

5.1 城市及区域公共交通系统概念设计 

城市及区域公交系统概念设计是要解决研究对象的规划界面，即明确研究范围。是以功

能为导向的轨道交通+道路公交+道路客运+出租车，或是以部门管辖权为导向的道路公交+

道路客运+出租车体系，亦或是针对于某个子系统的专项如道路公交规划。 

5.2 功能分析、目标规划与发展战略 

基于规划对象的技术经济特征、结合规划对象系统发展现状环境及远景规划，分析规划

期公共交通的功能定位，依托地区发展目标和趋势制定公共交通系统目标规划、提出相应的

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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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城市及区域公共交通需求分析 

开展市区及对外公共交通调查，结合现状人口、就业分布及调查分析结果，建立现状公

共交通模型，进行参数标定及验证；利用规划年人口及就业分布情况，使用“四阶段”预测

模型进行远期公共交通客流需求预测分析。 

5.4 城市内部/对外综合运输通道分析 

结合城市及区域综合运输体系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等，分析城市内部、对外综合运输通

道的结构、布局、衔接情况，以之作为线网以及枢纽的布局依据。 

5.5 城际、城乡公共交通规划 

在城市群及城乡一体化发展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对承担城市对外出行的公共交通模式进

行规划，即城际、城乡公共交通规划。提出近中期及远期城际、城乡公共交通线路规划方案。

在线网布局阶段推荐采用“分阶段、分区域、快线慢线结合”的城际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和

“多产品线、因地制宜”的城乡公交配置方法。 

5.6 城区公共交通远期线网规划 

结合规划城市中心城区规划期城市用地及居民出行结构特点，提出适合其发展的一体化

公共交通线网布局模式，形成主、辅型协调配合的公共交通线网整体结构，对不同片区之间

和内部提出不同的公共交通线路组织形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心城区远期公共交通快线规划

方案。 

5.7 城区公共交通线网近中期调整规划 

结合远期公共交通线网布局模式，从多个角度（考虑政府、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和居民三

者需求、结合近期轨道线路建设、统筹城乡一体化换乘体系等）提出近中期公共交通线路调

整方案，促成公共交通线网向以枢纽为规划核心的干支模式转变。 

5.8 公共交通枢纽与场站 

结合既有标准和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依托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需求结构，确定公

共交通场站结构体系以及用地指标；以规划年客流结构变化特征、通道布局及枢纽结构分析

为基础，以居民出行便利性提高和系统运营成本优化为目标，协调线网布局，规划和布局近

中远期多层次公共交通枢纽及场站体系。 

5.9 公共交通专用道设施 

以道路现状及规划条件为基础，以城市总规及用地规划为导向，以规划年公共交通客流

通道条件及线路布局为依托，参考国内外相关城市经验和相关理论计算，规划多阶段、多模

式公共交通专用道体系。 

5.10 公共交通运营管理与对策 

根据大部门体制改革的要求，结合规划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市

域公共交通运营管理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在完善特许经营制、拓宽投融资渠道及财政补

贴票制票价等方面制定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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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公共交通科技与信息化 

从政府行业监管、企业运营管理及公众出行三个角度，分析公共交通管理及服务信息化

的需求，制定了公共交通科技与信息化的基本目标和总体框架，构建了福州市公共交通营运

服务的智能管理信息系统。 

5.12 公共交通规划评估及保障措施 

对公共交通规划涉及到的各类方案，如场站、线网、服务水平等指标进行评估，同时也

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评估。为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从交通运输行业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基础设施规划与建设、财务可持续发展及先进科技和信息化手段等方面提出保障措施。 

6. 结语	

大部制改革顺应了长期以来规划界对于一体化公交规划的呼吁，对于我国公共交通规划

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福州案例尝试对城市及区域公交一体化规划关键问题进行探

讨，研究结论在文献[4]中得到了较好的应用。但在考虑轨道交通在内的一体化规划等问题

讨论尚不够深入，以期在未来的规划工作中加以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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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交 

——城市边缘地区居住社区公交新模式 

高瑾  阴炳成 

【摘要】本文从大城市空间结构呈郊区化和职住分离特点入手，分析了新兴大型居住区居民

出行特征和公交系统现状及公共交通的发展趋势，介绍了社区公交这一概念的理解，并对香

港领都（日出康城二期项目）穿梭公交和北京“袖珍公交”进行案例分析。从社区公交改变

出行结构引导居民绿色出行、提高居民出行灵活性和便捷性、改善社区环境、提升区域吸引

力和维持交通秩序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社区公交模式的发展优势，并提出了科学规划社区公交

应细化研究的要素：包括车型、线路、发车间隔、票价等等。 

【关键词】社区公交  职住分离  公交微循环  轨道交通 

1. 外围大型居住区公交系统需求特征发展趋势	

1.1 大城市呈郊区化和职住分离特点 

近年来，城市郊区化和职住分离现象明显。在级差地租和基准地价的市场化作用下，大

城市呈现明显的郊区化特点。城市中心区的用地性质置换、旧城改建和道路建设的动迁以及

对高品质居住环境的追求，进一步带动了城市人口向外迁移。城市快速路网和轨道交通的发

展完善以及私人小汽车的日渐普及，加快了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在城市蔓延、郊区化等空间

重构过程中，产业和居住迁移的不同步，逐步改变了自我平衡的职住空间关系。在新兴城市

边缘地区职住分离强度较高。 

1.2 新兴城市边缘地区大型居住区居民出行特征 

居民通勤出行特征处于一种长期、稳定的平衡状态。城市郊区化和职住分离特征引起居

民通勤出行特征的改变。以北京市回龙观和天通苑居民为例，居民在入住前上班出行平均距

离为 7.51 公里，入住后的上班出行平均距离为 11.95 公里，增加了 1.6 倍。居民更偏向于采

用机动车方式出行，公交出行与小汽车出行方式处于竞争的关系。出行距离的增加也增加了

时间成本，居民上班出行时间平均为 54 分钟。通勤出行对准点性要求较高，随着出行距离

和出行时间的增加，居民出行平均预留时间增加到 28 分钟[1]。 

新兴城市边缘地区居住区周边文化服务和医疗卫生等配套功能相对滞后，居民弹性出行

呈现明显的向心性，给衔接核心区的交通干道带来交通压力。居民弹性出行的距离和出行时

间相对较长。以北京市回龙观和天通苑居民为例，居民购物出行时间 1 小时以内的仅占 50%，

超过 2 小时的购物出行超过 25%；对比方庄、古城、望京等居住区购物出行时间 1小时以内

的占 73%左右，1~2 小时仅占 21%[2]。 

1.3 公交系统应具有的特征 

交通效率的提高和轨道交通沿线土地的合理开发，可以在小区域内“职住不平衡”的情

况下，实现大区域的职住合理化布局，改善职住分离强度增大带来的交通拥堵等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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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的廊道效会深刻影响城市空间布局的调整[3]。因此，轨道交通系统的发展缓解了城

市郊区化和职住矛盾带来的交通问题，有利于建立居住、就业和服务的平衡状态。大城市轨

道交通系统正处于不断发展完善时期。到 2012年底，北京市轨道交通网络总规模将达到 440

公里；到 2020 年，总规模将超过 1000公里。到 2012 年底，上海市轨道交通网络总规模将

达到 500km；到 2020 年，上海市轨道交通网络总规模将达到 870km。轨道交通等大容量快

速公交系统逐渐完善，城市公交系统将向层次化服务体系转变。 

段里仁教授提出要完善城市公交系统的“细、微、末、节”[4]。其中“微”指公交微循

环，公交线路改变单纯沿干路设置的运行模式，提高公交系统可达性和灵活便捷性；“末”

指末端交通，即“最后一公里”，实现各个社区产生吸引出行与骨架公交线网的接驳，提高

干线公交系统覆盖范围；“节”指节点交通，即多公交模式之间的高效换乘，提高公交系统

层次性。在轨道交通系统不断发展完善时期，微观层面的社区公交作为一种辅助公交客运系

统，能够充分发挥优势，提高城市边缘地区大型居住区居民出行的可靠性和灵活便捷性。 

2. 社区公交概念及案例分析	

2.1 社区公交的理解 

社区公交在公共交通网络中提供灵活的支线服务，早期的社区公交开设的目的主要是用

来满足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小孩和残疾人以及低收入人群的出行。TRB交通运输合作研究专

案的一篇研究报告《Transit Operations for 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中提出，社区公交服务

是一种固定线路的公交服务，用来减少老年人和残疾人到公交站点的步行距离。通常采用小

型车辆，沿附近街巷布设线路。与传统的固定线路公交服务相比，驾驶员提供更多的灵活贴

心的服务。社区公交服务主要为更好地满足残疾人和老年人的需求设置，同时也对其他人群

开放。社区公交可采用传统固定线路，作为大容量快速公交线路的喂给系统运行[5]。《城市

公共交通服务市场的细分化——社区公交的经营模式和票价体制探讨》一文中提出，社区公

交为轨道交通和骨干公交线路提供接驳服务，一方面，承担客流的收集，并驳运到最近的轨

道站点或公交枢纽；另一方面，连接社区范围内的生活居住区、学校、商业区、公共活动中

心等，提供一端到门的短途客流服务[6]。 

社区公交属于城市公交体系的微观层面，主要承担居民的中短距离出行。社区公交的线

路安排灵活，能够有效填补公交盲点，增加骨架公交线的辐射范围，打通公交微循环。社区

公交逐渐成为一种实现公交系统一体化、多样化、网络化和多层次化的辅助公交客运模式。 

2.2 社区公交经验借鉴案例 

2.2.1  香港领都（日出康城二期项目）穿梭巴士	

香港新市镇的建设是应对城市郊区化的实践探索。1973 年开始，香港开始推行新市镇

计划，30 年间先后兴建了 9 个新市镇：荃湾、沙田、屯门、元朗、粉岭/上水、大埔、将军

澳、天水围和东涌。第三代新市镇包括将军澳、天水围及东涌/大蚝。第三代新市镇开发的

核心理念通过轨道建设引导城市的开发，在新建轨道的同时对其站点周边土地进行高密度的

住宅及商业开发。根据将军澳站地铁上盖住宅项目日出康城的规划指标显示，将军澳站点（康

城站）上盖物业地块用地面积为 34.8  公顷，整个地块的开发容积率为 5，总居住人口达到 6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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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都（Le Prestige）为日出康城第二期项目，领都居民可利用免费穿梭巴士 NR215 线与

轨道站点康城站实现“无缝换乘”。康城站是综合性公交枢纽，提供多种公交方式与将军澳

线的换乘接驳。康城站设置一处专用的公交换乘人流出口，出口前即为康城站公共运输交汇

处，见图 1。NR215 线深入到日出康城社区内部（见图 3），居民可在地下候车处等候上车。

NR215 线由阳光巴士运营管理，采用 28 座位的小巴，见图 4。 

 
图 1  康城站公共运输交汇处 

 

图 2  康城站领都穿梭巴士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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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穿梭公交深入日出康城社区内部 

图 4  领都（日出康城二期）穿梭巴士 

NR215 线（康城站‐领都）具体运行线路为：日出大道（领都）‐环保大道‐康城路‐康城

站公共运输交汇处（A口）‐康城路‐日出大道（领都），见图 5。NR215 线线路长度约 1km，

全程行车时间 4‐8 分钟。领都至康城站方向发车时间从早上 05:45 到凌晨 01:20，康城站至

领都方向发车时间从早上 05:58 到凌晨 01:30。根据各个时间段客流量变化特征，合理采用

不同的发车班次。高峰时段 NR215 线巴士在康城站和领都之间不停穿梭，满足居民出行方

向明确、时间上相对集中分布的出行特点。周六、日和节假日穿梭公交发车班次适当减少。

具体发车班次情况见图 6。NR215 线仅对领都居民及其亲友开放。居民上车时，需使用贴有

镭射标贴的领都八达通住客证或领都住客出入登记证刷卡确认身份，或者出示领都住客证，

每名居民最多可协同 4名访客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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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NR215 线（康城站-领都）运行线路图 

 

图 6  领都（日出康城二期）穿梭巴士服务时刻表 

2.2.2  北京“袖珍公交”	

2010 年，北京市出台的“治堵”方案中提到：增设小区延伸线路和区域袖珍线路，完

善与轨道交通、公交干线的衔接，方便出行。截止 2011 年底，北京市公交集团共开辟了 50 

条公交微循环专线。袖珍公交的设置存在两种形式：（1）衔接居住小区与公交枢纽的喂给公

交线路；（2）串联多个重要旅游景点的区域性旅游专线。本文分析研究重点以前者为主。 

袖珍公交优先设置在人口密集，公交出行不便的城市外围居住片区。袖珍公交线路长度

为 3~7km，由小区门口前经过，串联周边重要居住小区，尽量沿次支路设置，避免穿越大型

商业区及主干路。站点在居住小区门口附近设置，站间距约 300 米。多数线路运营时间为上

下班高峰时段，低峰时段、周六、周日及节假日停运。袖珍公交在全市范围内采用单一票价

制，统一收费一元，刷卡普通乘客收取 0.4 元，学生卡收取 0.2 元。以回龙观地区的袖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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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548 路（二拨子新村‐城铁回龙观）为例，线路长 5.7km，全线共设 12站，全程行车时间

18 分钟，具体运行线路图见图 7。548 路仅在高峰时段运营，周一至周五发车间隔为 6分钟，

周六、日发车间隔为 7 分钟。二拨子新村至回龙观站方向发车时间早高峰 6:00‐9:30，晚高

峰 16:00‐20:00；回龙观至二拨子新村方向发车时间早高峰 6:20‐10:00，晚高峰 16:20‐20:30，

满足线路周边小区居民高峰时段换乘城铁 13 号线的需求。 

 

图 7  袖珍公交 548 路运行线路图 

3. 社区公交模式的发展优势分析	

3.1 引导居民绿色出行 

城市郊区化进程中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土地集约化利用，城市边缘地区结构布局表现为由

干道划分的大尺度街区单元。由于居住区对生活私密性的追求，社区管理相对封闭，社区的

通达性降低。城市边缘区大型居住区居民接驳轨道交通站点的绕行距离相应增加，社区周边

快速公交系统节点的步行可达性降低，轨道交通步行辐射范围与大型居住区居民步行接驳示

意图见图 8。 

 

图 8  轨道交通步行辐射范围与大型居住区居民步行接驳 

根据本文 1.2节对城市边缘地区大型居住区居民出行特征的分析，居民出行距离和出行

时间的增加，对交通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居民偏向于采用机动车交通方式出行。大街

区模式进一步强化私人小汽车出行模式的优势。改善轨道交通接驳系统能力成为提高公交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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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竞争力，引导居民绿色出行的研究方向。居民长距离出行模式选择图见下图。 

 

图 9  居民长距离出行模式选择图 

表 1  分别对社区公交、步行、自行车、私人小汽车和出租车等出行方式接驳能力进行

了对比分析。大街区模式和居民长距离出行特征限制了慢行交通出行方式接驳轨道交通的优

势。从克服恶劣天气、停车便捷性、出行费用、可接受的距离和出行工具的约束性以及对交

通弱势群体的服务等几个方面的分析结果看，社区公交的接驳能力相对较高。 

表 1  不同出行方式接驳能力对比分析[7] 

  社区公交  步行  自行车  私人小汽车  出租车 

天气  A  C  C  A  A 

停车  A  A  B  C  A 

费用  B  A  B  C  C 

可接受距离  —  300~500m  500~1000m  —  — 

出行工具约束  A  A  C  C  A 

不适宜人群  —  —  老年人和小孩  低收入人群  低收入人群 

注：①A，B，C 指接驳能力降低的程度，A 表示几乎没有减少，B 表示一般减少，C 表示过度减少； 

②“出行工具约束”是指如果出行者使用自行车和汽车一般应使用原出行工具返回。 

社区公交衔接轨道交通和 BRT  等快速公交网络，发挥接驳和集散作用的优势，可有效

扩大干线公交系统的辐射范围，填补快速公交网络服务的空白地带。社区公交的设置能够提

高公交的可达性和可靠性，有利于建立公交与小汽车竞争的比较优势，引导居民绿色出行，

缓解交通压力。 

3.2 提高居民出行灵活性和便捷性 

中心城区社区尺度较小，社区空间相对开放，各层次公交线路分布密集，公交服务的覆

盖率较高。城市边缘地区发展社区公交，改变了单一的快速公交系统的模式，有利于丰富公

交服务层次，打通公交微循环系统，促进城市边缘区与中心区公共交通资源的平衡，体现交

通公平性。社区公交服务通常采用小型巴士，对社区内部道路通行环境适应性强，线路可延

伸到社区内部，提高居民出行的连续性和舒适度。社区公交线路的设置灵活，通常与居民出

行需求相协调，线路客流的方向性强，高峰时段发车频率较高，行车时间短速度快，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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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居民出行预留时间，为居民出行提供了一种灵活便捷的出行方式。社区公交的调度更灵

活，遇到交通堵塞、车辆抛锚等问题时，可对局部线路进行调整。 

3.3 打造高品质居住环境 

相对于社区空间尺度小、公交线网覆盖率高的城市中心区，城市边缘区大型居住区居民

更倾向于采用私人小汽车出行方式。慢行空间和休闲空间被过度占用，给步行者和自行车出

行者带来了安全隐患，社区公共空间的功能趋于单一化。社区公交与轨道交通和 BRT  等快

速公交网络便捷衔接，减小了居民对私人小汽车的依赖程度，有利于减少机动车辆对社区居

民生活质量及环境的负面影响，改善慢行空间，为社区居民提供宜居、舒适、环境优美的社

区环境。 

3.4 增强区域吸引力 

封闭的大尺度街区模式将区域居住、文化休闲和商业娱乐等职能空间割裂，不能形成规

模效应。因此，根据对城市边缘区社区居民出行特征的分析，弹性出行呈现明显的向心性。

区域社区公交提供了串联区域内公交枢纽、居住社区、文化服务设施及商业网点等的服务。

这种社区公交有利于将人的活动尺度从封闭管理的社区中溢出，增加社区周边文化服务设施

及商业网点的交通可达性，并加强内部节点之间的联系。根据对上海市历史保护街区山阴路

地区的调查，社区公交设置后出行链的节点明显增加，两个节点的出行链由 15%增加到 48%，

三个节点的出行链由 5%增加到 50%，大大提高了山阴路地区的活力[8]。 

城市边缘地区可利用区域性社区公交串联离散的城市元素和碎化的公共服务资源，发挥

综合效益，与中心城区形成优势互补，增强区域的吸引力。同时，减少社区居民远距离出行，

缓解城市边缘区与核心区之间干道的交通压力。 

此外，社区公交服务对于打击黑车，改善轨道站点周边交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 合理规划社区公交运行模式	

4.1 车型 

受到社区内部道路条件限制以及为保证平衡发车频率和载客量之间关系，社区公交多以

小巴为主。从社区公交行驶的灵活性和安全性考虑，社区公交应具有良好的转向和制动性能，

并与社区的环境相协调统一，减少对居民慢行出行环境的影响。  

4.2 运行线路 

社区公交线路的设置目的在于打通公交系统微循环系统，与其他公共交通方式形成优势

互补关系，主要承担居民的中短距离出行，同时为了保证社区公交高发车班次和准点运行，

通常采用较短的公交线路。社区公交运行模式根据服务的社区居民出行特征确定，参考国内

外相关经验，存在多种运行模式：灵活的随叫随停运行模式和固定线路的运行模式等。 

社区公交线路布局应遵循与骨架公交系统相协调，建立居住、工作和服务的平衡状态的

原则，见图 10。影响具体社区公交线路布局的两个因素是出行需求特征和重要吸引节点的

位置。需求（居民社区）分布较为集中、吸引节点（轨道交通站点或文化商业中心等）与需

求节点之间的距离较长，两者之间的出行需求指向性强，具有一个需求节点时通常采用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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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线路（见图 11‐a），多个需求节点时采用辐射型线路（见图 11‐b）。需求（居民社区）在

较大区域内分布分散、吸引节点（轨道交通站点或文化商业中心等）和需求节点之间距离相

对较短，出行需求方向性不是很明显，具有一个吸引节点时通常采用“三叶草”或“四叶草”

线路布局形式（见图 11‐c），多个吸引节点时采用环型线路（见图 11‐d）[7]。 

 

图 10  社区公交与骨架公交系统接驳模式图 

 

 

 

a. 直线型线路 b. 辐射型线路 

   

c. “三叶草”或“四叶草”型线路 d. 环型线路 

表示吸引节点（轨道交通站点或文化商业中心等）； 表示需求节点（居民社区） 

图 11  社区公交线路布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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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发车间隔 

灵活便捷、频率高、准点率高是社区公交最显著的特征。较小的发车间隔能够实现社区

公交接驳能力充分的发挥。制定协同换乘线路的发车时刻表，优化社区公交驻站时间的，实

现与轨道交通的协同统一，提高换乘效率，减少换乘时间，实现居民出行时间上的连续协调。

该种运行模式充分体现了公交一体化的理念，有利于发挥公交系统多模式的合力，建立高品

质的公交服务网络。 

4.4 票价体制 

公交票价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居民出行方式的选择，对公交的服务水平和运作效率

具有重要影响。社区公交为居民提供了一种与干线公交便捷接驳的公交出行方式，适当减少

票价，采用与其他公交模式统一的刷卡售票方式，鼓励居民采用社区公交出行，有利于提高

公交系统吸引力，减少大型社区居民出行对私人小汽车的依赖程度。作为城市骨架干线公交

的喂给和延伸，社区公交应该被纳入到城市公交的换乘优惠范围以内。 

此外，在规划社区公交实践中，还应对运行时段、停靠场地的选择、运营主体、与社区

环境协调的人性化、与常规公交形成互补等问题进行细化研究。 

5. 结论	

随着城市边缘地区大型社区的建设的和城市公交客运走廊等宏观层面公交系统的发展

完善，应对微观层面公交系统给予足够的关注。社区公交是一种实现公交系统一体化、多样

化、网络化和多层次化的辅助公交客运模式。社区公交服务的应用充分体现了城市公共交通

主动适应城市形态的发展，满足高品质的出行需求。社区公交在缓解交通拥堵，改善居民出

行环境、创造更舒适健康的社区环境和增强城市活力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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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捷运系统的模式选择与布局规划研究 

刘 莹  罗辑  白仕砚 

【摘要】城市公共捷运系统是有别于普通公共交通工具，能够满足人们对公共交通运输大容

量、快速度、高舒适要求的新兴的公共运输工具系统，包括地铁、轻轨、空中轨道列车、现

代有轨电车和快速公交 BRT 等五种方式。文中从技术特性、经济特性、客流需求、优劣势分

析、适用范围等方面对五种方式进行了综合比较分析，并在借鉴国内外城市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以哈尔滨市呼兰区为例，以改善呼兰区交通条件，方便市民快捷出行和与江南地区的便

利换乘，提升呼兰区整体形象为目标，通过对主要客流走廊交通的识别及区域土地利用布局

分析，提出较为科学合理的呼兰区公共捷运系统的布局规划，以期望对于加快哈尔滨市“北

跃”战略的实施和区域公共捷运系统的建设提出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公共捷运  综合比较  模式选择  客运走廊  布局规划 

1. 引言	

城市公共捷运系统是有别于普通的公共交通工具，是能够满足人们对公共交通运输大容

量、快速度、高舒适度要求的新兴的公共运输工具系统。通常利用地面、地下或高架设施，

不受其他地面交通干扰，使用专用动力车辆行驶于专用路线，并以密集班次、大量快速输送

都市及邻近地区旅客的公共运输系统。主要包括地铁、轻轨、空中轨道列车、现代有轨电车

和快速公交 BRT等五种方式。 

本文针对五种方式从技术特性、经济特性、客流需求、适用范围等几方面进行了综合比

较分析，并以哈尔滨市呼兰区为实例，考虑其位于江北地区，随着跨江大桥的建成，江北新

城有了较快发展，科技创新城、利民开发区、大学城、三家湾避暑新城、文化中心等正在逐

步形成。但是由于江北缺乏公共捷运系统的支撑，尽管道路条件大为改善，但居民出行还不

便利，特别是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力度还较缺乏，因此为了更好地贯彻“北跃”发展战

略，加快江北和呼兰地区的整体发展，特地作以详细研究。 

2. 城市公共捷运系统各方式综合比较分析	

2.1 技术特性比较 

表 1  公共捷运系统各方式技术特性比较 

指标  地铁交通  轻轨交通  空轨交通  导轨交通  快速公交 

路权  专有路权  专有路权 
高架截面小，不单独

占用道路 

部分或专有

路权 

部分或专有

路权 

站距（米）  500－2300  350－1400  ——  350‐1000  350－1000 

车厢座位容量

（人） 
140－310  110－250  75‐100  167  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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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行驶速度

（km/h） 
40‐70  30‐60  50  18‐25  25‐40 

单向客运能力

（万人/h） 
3‐6  1‐3  1.5  0.8‐1.5  1.5‐2.5 

安全性能  极高  极高  极高  高  高 

2.2 经济特性比较 

表 2  公共捷运系统各方式经济特性比较 

2.3 客流需求及优劣势分析 

表 3  公共捷运系统各方式客流需求及优劣势分析 

技术  客流需求  优势  劣势 

地铁 

高－极高客流需求

（单向小时 3 万－

6万人次） 

出众的城市形象 

高的运营速度 

对公共交通乘客具有强烈吸引力 

占用很少公共空间 

对空气质量和尾气排放影响极小 

基础设施造价极高 

可能需要不间断的运营补贴 

非高峰期较差的收益率 

开发和建设周期长 

接驳服务的整合复杂 

轻轨 

中等客流需求（单

向小时 1万－3 万

人次） 

为城市提供建立好的形象 

吸引公共交通乘客 

乘坐过程安静 

可适用在较窄的街道 

低尾气排放量 

较高的基础设施造价 

可能需要运营补贴 

乘客运送能力受限 

空轨 
中低等客流需求

（单向小时 1 万－

不单独占用道路 

沿线噪音小，环境影响小 

大城市需要结合地铁等轨道

交通作为线路延伸 

指标  地铁交通  轻轨交通  空轨交通  导轨交通  快速公交 

平均每公里造价（亿元）  6－8  2－3  1.5  0.2‐0.6  0.2－0.7 

相对建设周期  长  较长  短  稍长  短 

运营成本  高  较低  低  低  低 

环境污染（相对）  低  低  低  低  稍高 

对乘客吸引力（相对）  高  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占用道路资源及对社会车

辆的影响 
小  较小  小  大  大 

对沿线经济及城市发展格

局的影响 
强  强  弱  较强  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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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人次）  能耗远远低于其他轨道交通工具 

能够较好地适应复杂地形 

能够减少拆迁量和施工期间对地面

交通的影响 

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 

导轨 

中低等客流需求

（单向小时 0.8 万

－1.5万人次） 

成本较地铁低 

无需地下挖掘隧道 

路面电车能减少交通意外的比率 

车辆环保不排放废气 

有效利用城市空间 

效率比地铁低 

路面电车路轨占用路面，影响

道路交通流量 

需要设置架空电缆 

快速公

交 

用于低到高的客流

条件（单向小时 0.3

万－4.5万人次） 

相对较低的基础设施造价 

往往不需运营补贴 

较高的平均运营车速 

容易与支线接驳服务进行整合 

适中的提升城市形象 

可能由于使用公交技术背负

负面名声 

许多决策者相对不了解此技

术 

2.4 适用范围比较分析 

表 4  公共捷运系统各方式适用范围分析 

类别 
适用的城市 

人口 

适用的城市 

经济状况 
适用的城市区域  适用的城市客运量 

地铁 
200万以上特大城

市 

年 GDP达到 500

亿元以上，认为有

条件建设地铁 

适用于出行距离较长、客运

量需求大的城市区域 

当城市单向运量达到

4万人次/h以上时可

考虑建造地铁交通 

轻轨  100万－200万人 

年 GDP达到 300

亿元以上时，认为

有条件建设轻轨

交通 

轻轨交通在特大城市可以配

合地铁使用，在接近或达到

地铁运送能力的同时减少整

体造价 

单向运量达到 2万人

次/h－3万人次/h以

上，可考虑建设轻轨

交通 

空轨 

适合中小城市或

大城市非客流主

通道的城市轨道

交通 

没有特殊要求 

适宜于中小城市城市轨道交

通，亦可在大城市中作为地

铁的延伸，连接到达市中心

的商业圈及办公区，为医院、

学校、住宅区提供联线等 

列车运量可达到 1.5

万人次/h，相当于城

市轨道交通中低动量

标准 

导轨 

适合中小城市或

大城市非客流主

通道的城市轨道

交通 

没有特殊要求 
城市商业中心区，客流集中

区域 

列车运量可达到 1.5

万人次/h，相当于城

市轨道交通中低动量

标准 

快速 对沿线人口没有 没有特殊要求  由于具有较为灵活，不仅适 单向运量可达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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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  特殊要求，但 BRT

设置的场站附近

需保持较高的人

口密度 

用于中心区，也适用于市中

心以外 

万人次/h－2.5万人

次/h，与中运量轨道

交通运输能力相当 

3. 呼兰区公共捷运系统模式选择分析	

3.1 土地利用布局规划 

根据呼兰区总体规划，呼兰区城市功能定位为：具有北方特色、充满经济活力，融北国

水城和文化名城、产业新城于一体，集特色工业示范区与现代农业先行区功能于一身，突出

体现旅游避暑之都的现代化生态型园林城区。 

区域土地利用布局将按照“江河联动、点轴推进”的发展模式，建设“两岸三地”，构

筑“一江、两轴、两街、四心、五廊、四带”的空间结构，如图 1 所示。 

 

图 1  呼兰区空间结构布局图 

3.2 客运走廊分级及主要公交客流需求分析 

3.2.1  客运走廊分级	

根据对国内外城市规划公共捷运系统的实践经验，一般情况下，大运量客运走廊和中运

量客运走廊采用轨道交通线网来解决，并考虑轨道交通未建成之前，辅助以快速公交线网或

现代有轨电车，为轨道交通培养客流。中运量的客运走廊采用快速公交线路或现代有轨电车

来解决，小运量客运走廊用普通公交来解决。 

 大运量公交客运走廊：大于 20 万人次/日； 

 中运量公交客运走廊：大于 8 万人次/日，小于 20 万人次/日； 

 小运量公交客运走廊：大于 4 万人次/日，小于 8 万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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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公共捷运系统中各方式服务客流的适应范围，建议在中小客运走廊上采用快速

公交或现代有轨电车的模式比较可行。 

3.2.2  主要公交客运走廊需求分析	

公交客运走廊是在特定的线路上形成的高速客流地带，是公共汽车服务的主要区域。它

是在多种因素相互影响下逐渐形成的交通需求与服务水平基本平衡的结果。本次公交客运走

廊的识别是基于近期轨道交通 1、2、3 号线布设的前提下预测得到的。分析得到：随着城市

用地布局和空间结构的调整，城市公交客流主流向、流量等也随之发生相应变化，从过去主

要集中在松花江南岸的主要客流走廊上，转变为跨越松花江，特别是越江客流量成倍增长，

在江北片区也呈现出几条主要的客运走廊，客流流向基本呈南北向，主要是呼兰新城区、老

城区经过松北区后与主城区之间的客运通道。由预测得到，基本确定如下几条客运交通走廊。 

表 5  规划年江北片区主要客流走廊量级统计表 

排序  主要客流走廊  断面客运量万人次/日（双向） 

1  呼兰—哈肇公路—利民大道—松北大道  11‐30 

2  呼兰—跨呼兰河桥—远东大街  7‐12 

3  松浦大桥—松浦大道—哈黑公路  5‐14 

4  呼兰—三家湾—松北区  8‐13 

5  南京路  4‐9 

6  北京路  5‐12 

7  学院路  5 

 

 

图 2  远景年哈尔滨市公共交通出行蜘蛛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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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远景年江北片区主要客流走廊 

3.2.3  公共捷运系统模式选择分析 

公共捷运系统模式的选择应该在满足城市组团间客流需求的前提下，保证研究区域内部

的规划用地可达性，实现呼兰区的交通和用地相互促进和相互协调。模式的选择关键视区域

主要客运走廊的客运需求而定，根据对国内外城市规划建设公共捷运系统的实践经验，一般

情况下，大运量客运走廊和中运量客运走廊采用轨道交通线网来解决，并考虑轨道交通未建

成之前，辅助以快速公交线网为轨道交通培养客流；中运量的客运走廊一般采用快速公交或

现代有轨电车来解决，而小运量客运走廊用普通公交来解决。 

因此，根据城市公共捷运系统中各方式的服务客流的适应范围，并结合规划年呼兰区主

要客流走廊的客运需求量级的预测，综合分析得到，呼兰区公交客运走廊上的公共捷运方式

建议采用快速公交 BRT 或有轨电车。这两种方式基本属于中等运量的公共捷运方式，无论

从运能、速度、投资造价以及满足客流需求等方面，均比较适合呼兰老城区的发展，并能带

动新城发展，并配合轨道近期建设，为呼兰区与松北区及江南老城区之间提供便捷的交通联

系，更有利于北跃战略的进一步实施。 

4. 呼兰区公共捷运系统规划布局	

4.1 功能定位 

根据哈尔滨市交通发展战略，快速公交系统将作为城市公共交通中的辅助骨干，在轨道

交通近期尚未建成或没有轨道交通覆盖的客运走廊上，提供大运量、快速的运输服务，为轨

道交通培养客流，起到对轨道交通的过渡和补充作用。对于呼兰区而言，规划可利用的轨道

交通 2 号线和 5 号线尚未建成，在中等运量的客运通道上，视情况而定，规划中等运量的快

速公交或是有轨电车线路，并依托对外交通枢纽哈尔滨北站和公交换乘枢纽来组织捷运线

路，满足现状江南与江北之间较大的聚集客流需求，增强公交走廊的功能和作用，形成良好

的道路空间环境和交通运行条件，并通过实施中的优化与调整，使快速公交或有轨电车有效

融入到城市整体的公共交通系统之中，并不断发展完善。 

4.2 布局原则 

在公共交通总体网络布局规划思想的指导下，呼兰区公共捷运系统的布局主要遵循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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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原则一：与江北片区的客流走廊分布相适应，确保系统沿线有较高的客流需求强度，

反映区域的客运需求，弥补轨道交通近期建设的不足，并与近期轨道交通协调发展，

共同构建多元化大容量公交系统的原则。 

 原则二：服务于呼兰区空间布局结构和客运交通需求的原则，与区域土地利用开发

的趋势相协调，带动呼兰新老城区的发展。 

 原则三；整合区域的常规公交资源，提高常规公交的运行效率，使中等运量的公共

捷运方式在功能上与常规公交相互衔接，相互协调，共同形成不同运量和服务等级

的地面公交系统。 

 原则四：合理使用道路路权，道路条件较好，线形顺畅，与道路格局及土地利用形

态相适应；与城市道路资源相协调，有利于捷运方式公交的行驶。 

 原则五：建立公交综合换乘枢纽，加强各层次之间的衔接，发挥整体系统功能，向

公共交通系统服务一体化方向发展的原则。 

4.3 线网规划布局 

依据呼兰新老城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布局特点及主要客运走廊客运需求的量级统计分析，

以公共捷运系统的布局原则为指导，以构建一体化、多元化的公共交通系统为目标，结合呼

兰区域的城市干道系统和轨道交通线网的布局规划及建设时序，对线网布局进行规划，布局

规划的思想主要基于“换乘理念”和“直达理念”，与近期轨道交通线路、哈北站、哈西站

对外交通枢纽相衔接，沟通呼兰的生活区、工业区、学院区，最终形成一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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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线路 R1：是沟通呼兰月亮湖旅游度假区至江南的直通线路，规划起于月亮湖，途

经三家湾旅游渡假区、利民生活区、哈北站、松北文化中心，经公路大桥越江后，止于江南

水上公园换乘枢纽，线路全长 47.5 公里。结合近远期土地开发时序及客流需求，考虑将三

家湾至江南的线路为近期规划线路，线路长 29 公里，远期结合三家湾和月亮湖旅游渡假区

的建成，开通远期线路，作为旅游观光线路，线路长 18.5 公里。该线路建议采用现代导轨

电车模式，主要考虑到现代导轨电车形象好，较为适合作为旅游观光线路，同时还将起到拉

动沿线周边经济发展，推动区域土地开发利用，又可满足沿线居民的交通出行需求。 

（2）线路 B2：考虑近期的可操作性和直达性，将呼兰火车站、哈北站、哈西站三个外

交通枢纽串联起来，是直接联系呼兰老城区、利民开发区、松北区的直通线路。该线路规划

起于呼兰火车站，跨呼兰河后，经利民大道、南京路、教育大街、哈北站、松北区，经阳明

滩大桥越江后，沿齿轮路止于哈西站，线路全长 43.3 公里。该线路建议采用 BRT 方式，主

要考虑到通过阳明滩大桥越江的便利性，BRT可以不用专设路权，同时避免架空触网的架设。 

（3）线路 B3：主要联系呼兰老城区、三家湾旅游度假区及松北区，经松浦大桥与江南

老城区之间的线路，线路起于呼兰火车站，经三家湾、松浦区越江后，止于松浦大桥换乘枢

纽，线路全长 28 公里。模式选择建议采用快速公交方式，理由同线路 B2。 

（4）线路 T4：该线路是利用既有铁路线，联系呼兰火车站、徐家站和哈东站之间的线

路，线路全长 25.2 公里。模式选择利用既有铁路线。 

（5）线路 B5：主要是沟通呼兰新城区（利民开发区）奥特莱斯片区、松北区与江南老

城区之间的联系。线路起于奥特莱斯，经春天大道、环保大街、兴业东路、松浦大道，经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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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大桥越江后，止于江南松浦大桥换乘枢纽，线路全长 20.4 公里。模式选择建议采用快速

公交方式，理由同线路 B2。 

（6）线路 HB6：作为一条旅游观光功能线路，结合三家湾旅游度假区的土地开发，规

划一条空中游览环线，全长 21 公里。模式选择建议采用空轨方式。 

5. 总结	

城市公共捷运系统的五种方式有着各自的适用条件、技术经济特性和客流需求规模，在

实际工作中，可结合城市区域的土地利用布局和客流走廊客流需求，进行客流识别，以此作

为选择适宜的公共捷运系统模式的依据，从而进行较为科学合理的公共捷运系统的规划布

局，为居民提供快捷便利的出行交通方式，并有效引导城市向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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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与效率 

                                           ——世行福州公交研究的启示 

叶敏  赵一新  盛志前  张洋 

【摘要】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规划立足远期，着眼于构建一个完善的系统，适合城市的发展阶

段、规模、结构、地形地貌等，以满足不同出行者的多元化出行需求，而同时，城市公共交

通必须延续和保证其城市日常服务，在公共交通系统规划的指导下开展近期改善可以有效改

善服务品质提高运营效率。本文以《福州城市公交发展项目》为例，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规

划中着力构建一个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系统，并通过选取最大可避免延误公共交通走廊开展范

式研究，通过专用道设置、车站改善、信号优化、运营改善等多重措施，提高城市公共交通

运营效率，实现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品质和效率的有效结合。 

【关键词】系统规划  近期改善  品质  效率  二元化 

1. 引言	

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每年以 1%左右的速

度快速增长，城镇人口每年增长超过 1 亿，对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公共交

通系统是满足居民基本出行需求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基础设施，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基本出

行需求的一种社会公共服务。 

我国众多城市正处于高速机动化阶段，而且汽车使用强度高。2001 年以来福州小客车

的发展势头极为迅猛，保持着年均 28%的增长速度，其中约 70%为私人小客车。2009年底，

福州市区的机动车总量达到 35 万辆，其中私家小汽车达到 17 万辆。2020 年将达到  72.5 万

辆。机动化年增长率预计将达到 9.9%。国内外经验证明道路拥挤在很多大城市并不是因为

所提供的道路容量不够，而是没有支持居民合理的出行方式结构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必须以公交出行为支撑实现城市经济文化发展必要的机动性。 

而与此同时，城市居民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出行需求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高质化和

多元化的特征，《2009 福州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客运体系中的绝对主

导地位，2020 年全市人口公交出行比例达到 30％左右，中心城区达到 35％左右，而 2010

年交通调查显示福州市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仅有 15%，居民公交出行比例有下降趋势。公共交

通系统必须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才可能实现居民出行方式的合理转化。国家汽车产业政策以及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市机动化趋势快速增长，城市公共交通面临的问题将会越来越复杂，

发展高质量公共交通系统对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必要而紧迫的。而且，出行者具有一定的

出行惯性，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系统可以强化其出行惯性，是我国众多大城市引导建立合理的

居民出行结构的必要基础。 

2. 几个问题的思考	

福州是一个山水分隔的组团城市，土地资源极其有限，一直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

2009 年福州市域 1400 多平方公里用地中建设用地仅有 188km2。现开发建设的南台岛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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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鼓台区为闽江所隔。2009年老城区中心的鼓台组团面积仅 44平方公里，而人口持

续增长，人口密度已经达到 26895 人/平方公里。马尾、荆溪、大学城、科学城、汽车城等

外围组团面积不大，最大的科学城组团用地为 42 平方公里，而组团距离城市中心较远，多

超过 20 公里。福州市公共交通乘客出行特征调查结果同样验证了显著的二元化特征，组团

间和组团内乘客出行需求差异性明显。组团内乘客出行距离短，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出

行适宜距离重合。组团间乘客出行距离长，特别是马尾、大学城、汽车城组团与鼓台组团之

间的出行距离，外围组团乘客平均乘距均较长，汽车城经南台进入鼓台的乘客平均乘距接近

和超过 20km。 

鼓台组团内部线路居民公交出行特征 

 

组团间线路居民公交出行特征 

荆溪-鼓台                 大学城-鼓台                汽车城-鼓台             

 
图 1  福州公交居民出行二元化特征分析 

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居民出行的高质化要求我们提供一个高质量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什

么样的系统是一个高品质的公共交通系统？高质量公共交通系统应该应对福州有限的组团

廊道资源和二元化的居民公交出行特征？从马尾到鼓台 30km，停靠 40个站，单程运营时间

接近 2 小时，是否适合组团间居民出行需求？从三坊七巷到台江 5km，使用公交系统两端步

行接近 1km，这样的公交线路是否能吸引居民乘坐？宝龙城市广场 10 平米的站台高峰小时

上下客超过 3000 人次，乘客安全和公交运营效率是否受到影响？几乎全部中转乘客的仁德

枢纽能否称之为高服务水平？线网和场站规划该如何着手构建一个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系统。

福州市公交延误调查显示，公交线路平均站点延误接近 20秒，平均交叉口延误接近 40 秒，

两者之和占全程运营时间 38.1%。车站设计、公交专用道规划、城市交叉口控制该如何保障

一个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系统？ 

这些思考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城市公共交通线网功能等级定位，场站系统保障和提高运营

效率三大问题。 

3. 他山之石——香港公共交通系统的经验借鉴	

香港与福州相似，是典型的山水相隔的组团城市，九龙与港岛以一江分割，建成区密度

高。2010 年全港用地 1104KM2，706万人，而建成区面积仅有 24%。建成区主要位于港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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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和至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开发的新市镇。港岛和九龙面积约有 120 平方公里，9 个新市

镇均位于新界，距离现城市中心较远，单个新市镇规模不大，最大的沙田新市镇仅有 36 平

方公里。山水相隔组团发展的城市决定了城市居民出行的二元化特征。区内居民出行距离短，

区间出行距离较远。而在香港城市开发建设中极大的尊重了自然风貌和地形特征，新市镇和

中心区之间，以及九龙和港岛之间山水相隔，交通廊道资源极其有限，如粉岭/上水、大埔

和沙田三个新市镇超过 100 万人口主要通过粉岭公路和东铁线互相联通并通往中心区，港岛

了九龙之间仅有三条过海隧道相连。为实现有限交通廊道的高效集约化利用，香港政府通过

高标准的二元化公共交通系统，以轨道快线、公交快线、公交接驳的轨道换乘网络服务长距

离公交出行，以轨道普线、发达公交普线和支线等服务中短距离居民公交出行，实现了对不

同需求乘客的高效服务，成功引导了以公交为主导

的出行模式。 

香港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大运量公共交通工具

（轨道交通、专营公交）为骨干，其他中低运量公

共交通工具（小巴、非专营巴士）为辅助。香港的

专营巴士公司有 5 家，分别是九巴、城巴、新巴、

龙运巴士、和大屿山巴士。共有 6 个专营权，共

569 条巴士线路，车辆数达 5727 辆，日平均载客

量约 382 万人次/日。 

香港地面公交系统通过分级分层实现了二元化乘客需求的高质量服务。为保障长距离和

快速出行，地面公共交通系统构建了公交快线和长距离基于地铁站的换乘网络。如在香港新

市镇和中心区开行快线服务长距离的快速出行，新市镇公交线路的平均站间距为 2.29 公里，

远远超过中心区线路的 0.34 公里的平均站距，平均运营速度也可以达到 36 公里/小时，为

市区线路的 10 公里/小时的运营速度的 3 倍。而各区对外交通线路这类超长距离的线路，其

站间距更高达 3.14 公里，运营速度超过 40 公里/小时。 

为发挥轨道交通的骨干优势，地面公交系统开通了多方式的轨道衔接线路。地铁接驳线

路长度从 1 公里到 10 公里以上，接驳系统包括香港地铁公司为了增加列车的客流开行的免

费接驳巴士路线，同时也包括四大专营公司、绿色小巴和红色小巴开通的专营区内地铁接驳

线路，为地铁饲喂了大量客流，全面支撑了居民多方式多点位方便进出轨道系统，实现了长

距离公共交通的快速优质服务。比较香港各新市镇公共交通和小汽车两种交通方式到达九龙

天星码头的时间，可以发现，公共交通出行时间相对较短。 

表 1  香港新市镇不同交通出行方式比较 

小汽车距尖沙咀天星码头距离（公里）  公交距尖沙咀天星码头距离（公里） 

荃湾  12.6km，40分钟  12.5km，30分钟 

沙田  11.7km，30分钟  13.6km，25分钟 

屯门  34.2km，70分钟  29.5km，44分钟 

大埔  22.5km，50分钟  25km，42分钟 

粉岭/上水  29.9km，60分钟  33.7km，49分钟 

元朗  25.4km，60分钟  28.9km，46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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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围  27.3km，60分钟  32.8km，50分钟 

将军澳  15km，60分钟  15.2km，34分钟 

东涌  31.4km，40分钟  30.8km，55分钟 

为实现中短距离的便捷出行，香港地面常规公交通过分区线网规划模式，形成了庞大的

直达地面公交网络公交，以九巴为例，九巴将其主要运营的九龙岛划分为九龙市区、屯门区

元朗区、沙田区、荃湾区、葵青区、北区大浦区以及西贡区，每个分区大约 20‐30 平方公里。

针对每个分区规划了多条线路服务区内、区间、地铁接驳等不同需求，强调直达便捷的服务。

2011 年专营巴士线路 569 条，而同一线路可能有多条不同行走路由的线路，九巴实际不同

路由线路接近 500 条，新巴和城巴超过 300 条，专营巴士实际运营不同路由线路接近或超过

千条，全面覆盖了居民出行的各个角落，实现了居民出行的便捷和舒适。 

4. 品质、效益与效率——福州公共交通系统的规划	

借鉴香港公共交通系统线网规划的经验，《福州城市公交发展项目》提出福州公交发展

模式为“以直达线网服务中短距离居民出行，以便捷为目的，实现福州处处有公交；以轨道

和 BRT组织换乘线网，服务组团间和大组团内长距离出行”。对福州各组团按照不同规模进

行分区，分区之间以公交干线或地铁整合其他线路，整合重复线路，优化廊道资源利用，实

现组团间的快速高效联系。对较大分区以干线或普线实现大型客流集散点之间联系，以普线

和支线联系小客流集散点，并接驳到大型客流集散点。对较小规模分析，则采用普线或支线

衔接区内主要客流集散点和分区间干线重要站点。 

�

�
图 2  福州公交发展规划模式图 

结合近期重点开发建设南台岛的城市发展战略，提出阶梯换乘模式组织城市组团间公共

交通线网，对汽车城、科学城和大学城等南台岛南部组团，以南台岛内火车南站、浦上、金

山等全市公交枢纽和南台岛一南一北两条快速公交走廊编织组团间公交线路，对马尾、荆溪

等组团以鼓台组团内洪山、福机、台江、仁德和下院等全市公交枢纽和鼓台组团内三横三纵

公交走廊中中转特征较为显著的工业国货走廊编织组团内公交线路。据此，公交线网近期规

划提出两大策略：调整快线和培育支线，逐步实现组团间快速联系和组团内的便捷网络。近

期线路规划涉及 40 条线路，调整线网中新增线路主要集中在南台岛岛内线路、南台岛和外

围组团之间线路，调整线路主要服务于南台岛内出行、外围组团和南台岛之间的出行。对于

老城区服务分区，主要为线路结构调整，涉及 12 条组团内部线路，整合现状 5 条线路为 3

条快线，其中 2 条为三纵三横走廊主轴快线，新增加 7 条线路中，2 条为三纵三横走廊主轴

快线，3 条为公交服务薄弱区普线，2 条为支线，提高区内公交高覆盖率。南台岛内线路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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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旨在构建南台岛内合理的公交服务网络结构，规划 2 条为快线分别行走于组团内一南一北

两条公交走廊，另外 3 条为公交服务薄弱区普线和 1 条为支线加强组团内部居住区和商业副

中心的联系，弥补公交服务盲区。外围区域线路调整主要为组团间快线，接驳城市重要交通

枢纽和城市新开发重点区域，涉及 22 条线路。 

福州公交运营效率不高，早晚高峰公交车辆运营速度仅 15km/h左右，六大公交走廊公

交列车化运营现象显著，走廊部分公交车站、交叉口平均延误时间过长，延误平均占总行驶

时间 38%，严重影响运营车速与周转率。 

� �

图 3  福州三横三纵走廊公交运营早/晚高峰路段及交叉口延误分布 

在城市交通日益拥堵的形势下，设置公交专用道、优化交叉口信号配时、改善拥挤车站

设计是提高公共交通运行效率、缩短乘客出行时间行之有效的办法。日本东京市公共汽车通

过在交叉路口设置优先通行道 94.3 公里，其运行速度由优先前的 12.2 公里/小时提高到 13

公里/小时，停车次数减少 10％。巴黎市采取公交路口信号优先放行后，使进入市中心区的

公交车辆车速提高了 24％，运行时间减少了 26％，最大延迟时间下降了 30％，驶离市中心

后的公交车辆车速提高了 34％，运行时间减少了 26％，最大延迟时间降低了 42％，平均每

个路口公共汽车的停车次数比原来减少了 50％，停车时间减少了的 26％。在香港红磡隧道

前，为保障公交服务水平，运输署在用地极为紧张的隧道入口处规划了两条深港湾子母公交

车站（并联设计），主站 6 个站位，子站 2 个站位，每个站位停靠 3‐5 条线路，实现了早高

峰 2 万人/小时的单方向客流服务水平。 

项目选择调查中最大可避免延误的乌山‐古田走廊，进行了运营效率改善优化设计。提

出公交专用道规划范式。由于公交运营延误调查显示车站延误约占全部延误的 30%，而且均

为可避免延误，项目着重对公交车站设计提出了相关建议，并开展了案例范式研究。建议高

峰小时站点到达率小于 150 辆/h 的车站，改造为港湾车站，设置 2‐3 个站位；到达率大于

150 辆/h 的车站，可改造为串联排列港湾式主辅站设计 4‐5个站位，拉开站位距离，不同线

路进入不同站位；对到达率大于 200辆/h、排队特别严重的车站，在用地条件满足的前提下，

可采用子母站(并联)设计 5‐7 个站位，提高站点利用效率，也有利于减少乘客换乘距离。对

古田路八一七路、新权路、广达路三个交叉口延误严重的信号交叉口进行信号优化，提出了

绿波控制策略，调整后，理论平均延误时间大幅减小，八一七路减少 28s，新权路 38s，广

达路 35s。强化了走廊主流向交通，路口通行能力普遍略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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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串联式主辅站示意图 

� �

图 5  子母站（并联式）示意图 

5. 小结	

城市公共交通线网规划立足长远，保障高质量公共交通系统性和前瞻性。一个高质量的

公共交通系统必然是多元化的，以满足不同出行者的多元化出行需求，依据城市特定历史时

期，特定的发展阶段，规模、结构、用地性质和居民的出行需求，提供与城市空间尺度、地

形特征、发展阶段和居民出行习惯相适应的网络。而对于城市居民来讲，规划蓝图很美好，

近期改善更实际。针对公交运营延误，通过公交专用道、信号优先和车站改善，消除可避免

延误，可以立竿见影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公交车站是居民出行转化的关键点，同时

也是客流服务和整合城市公交线网的关键设施，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公交客流和线路的不

断增加，合理确定车站服务容量和规模，优化车站设计和线路组织，避免车辆列车化，是提

高公交运营效率的关键。 

一个高品质的公共交通系统是客流的保障，品质之于效率正如皮之于毛，城市公共交通

系统应在品质的基础上提高效率！ 

【作者简介】 

叶敏，女，硕士，高级工程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832



 

 

大城市公共交通近期改善策略研究 

    ——以镇江市为例 

何小洲  刘超平 

【摘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空间拓展，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重，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构建便捷、畅达、高效、绿色和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措施，也是

实现城市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首先分析了当前我国大城市公交发展的困境和近期公

交改善的目标原则，然后以镇江市为例，分析镇江市公共交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

了镇江市公共交通整体提升的策略与措施。 

【关键词】公共交通  改善策略  措施  镇江市 

1. 引言	

城市公共交通是城市交通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基础设

施，是改善投资环境、发挥城市功能的物质条件，也是城市社会和经济赖以生存、发展的基

础[1]。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提高交通资源利用效率，缓解交通拥堵的重要手段，也是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2]。镇江市正面临着机动化和城市化

的双重挑战，肩负着“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要求，大力提升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的策

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当前阶段大城市公交发展的困境	

当前阶段，我国大城市基本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经济与城市空间迅速扩张，城市公

共交通的建设和发展一直滞后于社会经济和居民生活的需要。受到内外部条件的限制，我国

大部分城市的公交发展水平不容乐观，普遍面临出行分担率偏低的困境。 

首先，快速城市化发展导致产生公交需求增加与公交服务相对滞后的矛盾。目前我国城

市化水平已达到 50%左右，一方面城市人口数量和密度迅速增加，出行的总量大、强度高，

另一方面城市用地范围扩大，城市呈现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出行距离变长，但被动响应式的

公交发展模式跟不上实际需求的增长速度。 

其次，快速机动化趋势给公交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加强了个体机动化方式与公交的

竞争。随着居民出行距离的增加，以及减少出行时间的要求，机动化出行水平必然提高，给

公共交通的发展带来契机。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保有量迅速攀升，其良好的

便捷性与舒适性相对于公交车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再次，在城市向外拓展的同时，城市老城区面临新一轮的更新，将进一步刺激交通需求

的增长，在容量十分有限的路网条件下，公交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同时，现行的财政体制、经营机制、管理水平及历史因素制约了公交发展，其自身线网、

车辆及场站设施、服务水平等方面的问题也束缚了公交发展。 

影响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公共交通近期改善策略也应该是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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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系统性的系列措施。 

3. 大城市公交近期改善的目标、思路与原则	

3.1 改善目标 

近期改善目标的重点是突出近期效果，强化民生公交。吸取国内外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

经验，通过 3～5 年努力，初步建立起与城市规模、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结构合理、设施

配套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坚持“线网层次多元化、换乘衔接便捷化”的理念，努力构建一

个“服务高效、换乘便捷、出行舒适”的公共交通系统，实现城市公交“低票价、高质量、

优服务”的目标，努力打造民生工程，突出近期实施效果，明确综合改善策略和行动纲领。 

3.2 改善思路 

以高质量和高效率满足城市客运

需求为宗旨，面向问题导向与目标导

向，制定综合性公交改善措施，引发

综合性的改善效应，全面优化公共交

通体系，以运营服务改善为切入点，

短期内显著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促进公共交通稳步提升，

坚持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为公共交通

长效健康发展提供保障，根据目标制

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3.3 改善原则 

（1）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并重。公共交通系统的改善必须以现状为出发点，通过分析

现状问题和客观条件，掌握公交发展存在的症结及外部环境，并制定近期公交发展的目标，

明确现状情况与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的差距，在解决现状问题的基础上，积极寻求实现目标的

途径和手段。 

（2）设施优化与综合改善并重。公交现状存在的问题，既有公交线网自身不尽合理的

原因，也有路网条件、扶持政策、经营模式、交通管理以及场站配套等方面的因素。因此，

公交改善既要对其自身的线网、基础设施、运营管理等进行调整与优化，同时还应外部条件

和配套措施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3）面向近期，注重实效。公共交通的整体改善应着重对既有公交线网及服务体系进

行深入分析诊断，针对突出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可操作优化方案和对策建议，通过系列措

施提升服务水平与吸引力，提高公交分担率。 

4. 镇江市公交发展现状问题	

镇江位于江苏省西南部，长江下游南岸，市区总面积 1082 平方公里，现状总人口达到

120.09 万人。镇江市公共交通开始快速发展，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日均公交客运量约 26.5

万人次/日，服务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服务层次也正向多样化迈进，在城市交通方式结构中

运速提高
到站准点

提升公交
吸引力

出行便捷
减少换乘

全面覆盖
可达性高

票价优惠
用卡方便

公交提升策略
行
动
计
划

问
题
导
向

目
标
导
向

图 1  公共交通近期改善思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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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着重要功能。 

表 1  近十年公交线路及公交车辆发展情况表 

年份  线路数（条）  车辆数（辆）  运营里程（km） 年份 线路数（条） 车辆数（辆） 
运 营 里 程

（km） 

2002  35  425  2188  2007 53  663  3508 

2003  36  470  2382  2008 55  728  3643 

2004  40  534  2748  2009 66  790  3735 

2005  44  582  2969  2010 72  832  3952 

2006  49  613  3214  2011 83  891  4086 

但镇江市公共交通仍然存在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削弱了公交的优势,制约了公交的发展,

而公交的滞后又反过来制约了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1）公交投入偏低，公交系统发展相对滞后。目前镇江市公交投入资金占 GDP 比重仅

0.02%，远远低于当地 GDP 的１％；公交总体发展规模与水平不理想，人均指标水平较低，；

公交吸引力有限，公交分担率仅为 12%左右。 

（2）公交线网布局不合理，线网结构层次不明晰。中心城区公交线网密度仅

1.97km/km2，相对较低；公交线网均衡性不佳，存在公交服务盲区；主城区线网重复系数为

4.44，线路过于集中部分道路；公交线网布局与客流特性不匹配，日客流量在 5000 人次以

下的线路占到 78%以上，线路效益较差。 

（3）公交服务水平低，缺乏竞争力。线路配车数量少，市区线路平均配车数 10.2 辆；

发车间隔长，高峰为 15 分钟，平峰为 20 分钟；公交出行车外时间过长，与电动自行车等交

通方式相比处于被动地位；车辆运营时间较短，大多数线路运营时间在 6:00～19:00 期间。 

（4）公交优先发展保障措施不到位。公交运行环境不佳，拥堵的老城区缺乏公交专用

道，外围布设的公交专用道作用发挥不明显；公交优惠力度较弱，IC 卡优惠折扣率偏低。 

（5）公交场站建设滞后于线路发展。公交枢纽场总体规模与运输效益还有待进一步提

升；公交首末站、停保场大多数为借用停车场地，且缺乏必要的附属设施。 

5. 镇江市近期公交发展需求	

5.1 近期城市发展规划 

根据《镇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近期镇江

市将加快优化城市发展空间，重点推

进主城“一核四区”（即南山绿核、

老城区、南徐新城、丁卯-官塘新城、丹

徒新城）建设，中心城市构建完善一体两翼、多中心发展新格局。 

图 2  镇江市“一核四区”重点建设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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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交需求发展态势 

5.2.1  	影响公交分担率的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机动车拥有量及使用率不断增加，给公

共交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出行方式多样化选择。一方面，人们可以选择诸多非公共交通方式，如自行、出

租车、单位车以及私人小汽车；另一方面，人们趋向于选择更舒适、更高效的交通方式，公

共交通的服务质量若不能跟上时代的发展，必然导致公共交通的分担率降低。 

（2）乘客价值观与服务需求的变化。乘客出行对时间价值及对舒适性要求显著升高，

若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和运行速度跟不上乘客的节奏和行为要求，也将使得人们选择更具个

人化和便捷性的交通方式。 

（3）城市土地利用和空间结构的变化。随着城市土地利用与空间结构的调整，带来市

民通勤时间的宽松要求和出行空间的相对集中，交通方式的选择转向非传统的公共汽车方

式。 

5.2.2  	镇江市公交未来发展态势	

结合镇江城市发展特点与公共交通自身发展需求，判断镇江公交未来发展将呈现以下几

个方面的趋势：（1）以公共交通引导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合理布局，大中容量公共交通系统

联系各级组团，形成城市联系通道，构筑中心城区轴向联系客流走廊，引导“一体两翼”城

市空间结构形成；（2）形成功能明确、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公共交通运输体系，满足城市

居民出行多元化需求；（3）城乡公交一体化发展，扩大公交覆盖面，统筹城乡发展；（4）公

共交通智能化、信息化发展，以科技创新带动公交发展，实现公交动态实时管理。 

5.3 近期公交需求预测[3] 

5.3.1  公交客流规模分析	

根据未来城市发展目标，2015 年镇江中心城区人口将达到 120 万左右，人均出行次数

取 2.75，则日居民出行总量为 330 万人次/日。根据镇江市公共交通近期发展目标，到 2015

年公共交通（含快速公交、常规公交、出租车、厂包车）出行比例要达到 26%，则公共交通

出行总量为 85.8 万人次/日。通过对各方式承担的合理比例分析，预测常规公交出行量占公

共交通出行总量的比例为 65%，按照常规公交 1.35 的换乘系数，则常规公交的客运量约为

75.3 万人次/日。  

表 2  公共交通各方式客流规模预测表 

方式  快速公交  常规公交  出租车  厂包车 

承担比例  25%  65%  6%  4% 

客运量 

（万人次/日） 
25.7  75.3  5.1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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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公交设施规模分析	

综合公交车核定运能指标计算法和万人拥有率指标计算法，2015 年镇江市中心城区公

交车辆保有量为 1600～1700 标台，公交线网密度达到 3～3.5 km/km2，线路总长度将达到

1800～2100 公里，线路条数 120～140 条；公交场站总规模将达到 50～58 公顷。 

6. 镇江市近期公交改善策略	

城市的各种出行方式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优先发展公交，能够有力地促进城市

出行方式结构的良性转变，缓解道路交通的压力。从战略角度考虑，镇江应坚持公交行业公

益性定位，优先安排公交发展所需的建设用地、资金保障、路权分配、政策扶持等，全面提

升镇江公交服务水平，以支持“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要求。 

6.1 积极调整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与发展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 

6.1.1  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交通体系结构	

镇江市近期应建立以快速公交及公交专用道

为骨架，常规公交为主体的、特殊公交与出租车为

辅助，公共自行车及公交场站等基础设施为支持的

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发展重点：骨架层前期以设置

公交专用道为主，后期升级为快速公交系统；主体

层近期重点是系统扩容；辅助层应积极发展特殊公

交服务，并加快出租车扩容等工作；支持层应完善

公共交通枢纽体系，并落实场站用地，积极发展公

共自行车系统。 

近期镇江应引入快速公交系统，作为各组团间

的公交骨干系统，促进公交跨越发展。快速公交系统承担 25-30%的公交客运量，在“十二

五”期内共规划实施“两横一纵”共 3 条 BRT 线路，发展规模达到 60 公里左右。 

6.1.2  完善分区分级的公交线网结构模式	

公交线网布局的模式应转换为以换乘枢纽为核心点的放射形态的布局模式，梳理形成骨

架线路、公交干线、公交支线和特殊线路层次结构，协调主干线网与基础线网之间的关系，

明确各层线路的服务要求，以及公交线网层次与公交车型、颜色的对应配置关系。 

 

 

图 3  镇江公共交通发展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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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大幅提高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与服务水平，提高整体竞争力 

6.2.1  整合公共交通资源，逐步探索管理模式改革	

整合现有经营主体，并在新区、丹徒区新成立两家公交公司，形成 3家以国有控股为主

的经营主体格局，在此基础上实行分区分工经营，促进城市公交企业适度竞争、有序发展；

按照站运分离的原则，成立场站专业管理单位统一管理，实现站场公共资源的共享。 

加强体制机制保障，建立市发改、建设、财政、规划、国土、旅游、交通、公安等部门

的协商制度，形成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及时协调解决涉及城市公交方面的问题； 探索管

理模式改革，稳步发展国有企业经营模式，重点完善成本审核机制与公交服务质量考核机制，

并积极开展实施公共交通共同体的研究和探索工作，尽快开展公交营运管理模式规划研究。 

6.2.2  优化公交线网，保障公交运力投入	

主城内以优化既有线路为主、增设线路为辅；主城外的中心城区和其他组团在优化既有

外围线路的基础上，以新辟线路为主，加强公交线网对外围区域的覆盖。应综合协调新老线

路之间的关系，原有线路调整应充分考虑居民公交出行对原有线路的习惯性和适应性，新增

线路应充分考虑与原有线路的衔接关系。 

还应充分结合中心城区近期的土地开发和利用计划，特别是居住小区的开发和大型公共

建设项目的开发等，根据近期道路系统规划建设情况，适当超前规划和布设公交线网，通过

公共交通促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同时通过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带动公共交通的发展。 

“十二五”期线网密度主城、两翼分别达到 3.5～4.0 km/km2、2.3～2.8 km/km2，每

年优化线路 6-8 条，新增线路 12 条以上（其中大运量公交线路 1-2 条）。实现对学校、大型

居住区、保障性住房等客流集中点的公交线路全覆盖，保障基本服务。 

图 4  镇江公交线网布局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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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公交线路优化调整示意图 

加快公交车辆投入与更新步伐，中心城区公交车万人拥有率达到 14～15 标台/万人的标

准，每年新增公交车 100 标台以上；适当延长公交服务时间，并开通 3～4 条夜间线路，服

务不同需求的人群。 

6.2.3  推进票制票价改革，加快智能公交系统建设	

票制票价的改革重点是让城区居民在公交出行成本上得到更大的实惠，使其更加愿意乘

坐公交出行。在现状基础上增加优惠幅度，对持卡乘客实行全日换乘半价优惠或早晚高峰时

段换乘免费；继续为特殊人群发放免费乘车 IC 卡，并扩大优惠人群覆盖范围；由票价改革

而产生的亏损应由政府承担，并予以财政补贴。 

逐步建立城市智能公交、出租调度管理中心；推广车辆定位系统，加强公共交通的信息

发布；完善公交 IC 卡系统；实现实时调度。 

6.3 加快建设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强化基本保障力 

6.3.1  完善公共交通枢纽体系，优化线网换乘衔接	

应注重公交换乘枢纽的建

设，形成综合对外公交枢纽、一

般对外公交枢纽、区域衔接枢纽、

客流集散枢纽的枢纽体系，并与

公交线网优化进行协调，注重公

共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以及公共

交通线路之间的衔接，进一步实

现零距离换乘，缩短乘客总旅行

时间，减小乘客换乘阻力。近期

规划新建或改扩建公交枢纽 12 处。 

6.3.2  加强公交场站布设，保障运营安全与效率	

公交场站是制约线路布设公交发展的重要因素，必须保障场站用地落实，近期规划新建

图 6  镇江公交枢纽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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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首末站 37 处，公交停保场 7 处。并实施大型社区配套公交站场，同步设计、同步建设、

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新建、改建城市道路公交停靠站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 

6.3.3  构建公交专用道网络，提高公交运输效率	

结合快速公交线路、骨架线路、道路条件等因素，加快公交专用道建设，尽快成环成网，

近期规划形成“五横五纵”的公交专用道系统，总长 97.4 公里。公交专用道主要采用路外

侧的专用道布设形式，宜采用彩色铺装形式。老城内公交专用道全天候公交车专用通行，外

围公交专用道高峰时段专用。积极实施公交专用道配套措施，设置交叉口公交专用道和交叉

口信号优先。 

6.4 深化完善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政策与保障机制，发挥整体效益性 

6.4.1  建立健全的补贴和补偿机制，加强舆论导向	

实施“政府购买城市公交服务”机制，规范成本规制体系，据此分别实行计量补贴、定

额补贴和财政全额补贴；建立公交企业员工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和公交油价补贴联动机制；

并设立城市公共交通专项资金，保障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 

成立由市领导、市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组成的公共交通优先发展领导小组，在市交通运

输局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各项日常工作，形成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 

利用各类宣传资源，广泛宣传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义，不断强化优先发展城市公

共交通的舆论导向；结合开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和“无车日”等活动，大力倡导绿色

交通理念，积极倡导和引导更多市民选择公共交通作为主要出行方式，在全社会营造发展城

市公共交通的良好氛围。 

6.4.2  加强公共交通的接驳换乘，结合公交改善实施道路设施改造	

结合公交枢纽建设，通过线路调整优化及新辟，加强公交线路之间的换乘衔接，特别是

公交支线与公交干线、骨架线路间的接驳协调；加强慢行交通与公交的换乘衔接，改善城市

步行系统，强化步行系统与公交系统的结合，在公交首末站、枢纽站等需求量较大的站点设

置非机动车停车换乘设施；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系统建设，规划建设机动车停车换

乘（P&R）设施，积极引导停车换乘，增加公交客流，同时缓解中心区交通拥堵；引进公共

自行车系统，第一阶段在老城、南徐新城开展试点，第二阶段在主城与中心城区内全面实施。 

结合公交改善实施道路设施，包括路网中“断头路”的打通，局部“瓶颈”的拓宽，道

路横断面优化，设置公交专用道和港湾式站台，城市新城或更新区路网完善。 

6.4.3  加强交通系统管理与需求管理，为公交运行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实施差别化配建停车标准及停车收费标准，加强主城区特别是老城区的路内停车管理；

制定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策以及个体机动化交通有序引导政策；研究并实施摩托车限制政策

与措施；加强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优化城市道路交通管理水平。 

7. 结语	

城市公共交通的改善与优化策略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核心是如何在现状公交发展基础、

现有的政府财力、现有的体制机制、现有的政府监管能力下提出可操作性的改善措施，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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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长期的公共交通发展战略方向保持一致。镇江市公共交通近期改善策略已经得到了市委

市政府的高度认可，并且于 2012 年 7 月 30 日启动了票价优惠工程，其他措施也制定了详细

的实施计划，将在未来 3年内持续推进。本文研究成果对同类城市公共交通快速发展也具有

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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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公共交通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王锋 

【摘要】通过对福州市公共交通大规模的调查和分析，指出目前福州市公共交通存在的主要

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改进措施，并指出公共交通优先是解决目前福州

市交通拥堵和公共交通问题最有效的方法。 

【关键词】公共交通  调查分析  解决对策 

1. 基本概况	

1.1 整体概况 

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是福建省的文化、政治、科研中心。位于福建省东部的闽江下游

沿海地区，现辖五区、六县、两个县级市和一个经济区，即鼓楼区、台江区、仓山区、马尾

区、晋安区 5 个区，闽侯县、连江县、罗源县、闽清县、永泰县、平潭县 6 个县，福清、长

乐 2 个市和琅岐经济区。全市土地总面积 12154 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 1786 平方公里，

全市户籍总人口约 711 万人，其中市区户籍总人口约 292.17 万人。 

1.2 中心城区道路网现状 

福州市中心城区的道路网基本呈环方格网状。由长乐路-六一路-五四-五一路-八一七路

-则徐大道等构成南北向路网主骨架，华林路-湖东路-杨桥路-乌山路-古田路-福马路-工业

路-国货路等构成东西向路网主骨架，连江路与北二环、西二环、南二环构成完整内环路，

机场高速等构成完整的外环（三环）路，主要承担组团间较长距离的出行及出入境的交通
[1]
。

目前，福州市区路网密度大约为 3.9km/km
2
，主干路路网密度约为 2.0km/km

2
。与规范 5～

7km/km
2
的推荐值相差较大，另外福州市各级道路的里程比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

支路=0.21：1：0.7：1.35，由此看出，支路比重严重偏低，路网容量不足以及路网比例的

不合理难以适应福州市机动车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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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福州中心城区道路网现状图 

1.3 公共交通发展现状 

截止 2011 年 4 月，公交运营线路到达 160 多条，线路长度达到 2480 公里，线网长度为

580 公里。目前福州市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3500 多台，平均每万人拥有公交车 13.6 标台，超

过国家公交车配备标准（10～12.5 标台/万人）。近年来，随着公交线路条数的增加，公交

客运量稳中有增，2011 年日均运送乘客约 172 万人次，城市公共交通吸引力保持持续上升

的势头。目前在福州市中心城区的五一-五四路、国货-工业路和杨桥西路三条主干道设置了

公交专用道，总长度约 16 公里，占整个道路的 2%，这三条公交专用道的专用时间为每天的

7：00-8：30、17：30-19：00 两个高峰时段，公交优先措施起到一定的作用，尤其是行驶

速度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由于公交优先专用道目前不成网络，只能体现局部的优势。

从 2009 年 8 月以来，除了极少量运距较长的线路外，绝大部分公交票价实行一元制，包括

夏季空调车，同时对高龄老人、残疾人实行免费乘车，对学生实行优惠乘车。一定程度体现

了公交优先和对部分人群的关怀政策。 

地铁方面，目前福州市还没有正式运营的地铁，按照规划，福州市轨道交通线网在主城

区将形成“有环放射式”结构。线网由 7 条轨道交通线路组成，全长约 180 公里，共设站

134 座，其中换乘站 16 座，中心城区线网密度达 0.62 公里/平方公里。 结合福州实际情况，

《福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拟在近期至 2018 年间建设 1 号线和 2 号线，其中 1

号线长 28.8 公里，计划 2014 年建成通车；2 号线长 26.5 公里，计划 2018 年前建成通车，

形成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十字形构架骨架网。3～7 号线，2030 年前完成建造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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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福州地铁总体规划线路图 

2. 公交出行特征调查与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福州市中心城区的公交出行特征，结合《福州市公共交通发展规划》，

福州大学分别于 2011 年 8 月和 9 月组织学生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公交出行调查，主要涉及

福州市中心城区的五个区，分别对公交上下客、时间延误、发车频率及满载率、乘客问卷等

四项进行了调查，涉及线路 40 条，1000 人次左右，回收有效问卷及表格约 8000 份。 

2.1 公交出行目的 

根据调查的数据统计得到福州市公交乘客的出行目的主要以通勤为主，其中以上班、上

学为目的出行比例达到了 66%，其公交出行目的分布如图 3所示。 

 

图 3  福州市公交乘客出行目的分布图 

2.2 公交出行换乘时间 

通过问卷调查统计，公交乘客从出发地到公交车站的步行时间小于 10 分钟的比例占

63.7%，从公交车下车到乘坐另一辆公交车的换乘时间小于 10 分钟的比例为 69.7%，分别如

图 4 和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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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公交乘客步行至公交站时间分布图           图 5  公交乘客公交线路换乘时间分布图 

2.3 公交出行时间 

福州市公交工作日出行呈现明显的早晚高峰，早高峰较晚高峰集聚程度更高，在 7：

00-7：15 达到早高峰，也是全日最高量，早晚高峰小时系数分别是 0.14 和 0.13。 

2.4 公交客流特性 

根据居民出行问卷调查结果，其各分区之间公交出行量 OD 高峰小时期望线图 6 所示。

由图可以看出，现状客流以南北方向为主，并且集中在鼓楼片区、台江片区和仓山片区的南

北方向走廊上。 

 

图 6  调查线路高峰小时公交出行 OD 分布图 

2.5 乘客评价 

根据问卷调查，得到止前福州市发对公交系统服务的评价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公交车

内太挤、等车时间过长和速度太慢占据了福州市居民眼中公交存在问题的前三位，三者比例

之和达到 71.3%，如表 1所示。 

表 1  福州市居民眼中公交主要存在的问题 

主要问题  所占比例 主要问题  所占比例 

公交车内太拥挤  31.5%  到达车站太远  5.1% 

等车时间太长  30.7%  候车条件太差  4.7% 

速度太慢  9.1%  车辆档次太低  2.3% 

服务态度不佳  6.8%  公交票价太贵  0.5% 

换乘不便  6.1%  其它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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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交主要存在问题	

通过对福州市公交线网、公交出行特征、公交场站等的调的查，可以得到福州市公共交

通主要存在的问题如下： 

3.1 公交线网布置欠合理 

（1）通过计算福州市域 160 多条公交线路的非直线系数，仅有 32%的公交线路非直线

系数小于 1.4，如表 2 所示。 

表 2  福州市现状公交线路非直线系数分布一览表 

非直线系数  线路数量  比例 

[1.0~1.4]  51  32% 

[1.4~1.6]  45  28% 

[1.6~1.8]  25  16% 

[1.8~2.0]  15  9% 

>2.0  24  15% 

（2）公交线路重复系数较高 

  如图 7 所示，公交线路重复系数大于 10 的路段长度占公交线网总长度的 13%，而二

环内更是达到了 34%。 

 

图 7  福州市公交线路重复系数累计频率分布图 

（3）不同区域公交线网的覆盖水平差异较大，分布不均衡。除二环内公交站点覆盖率

较高，线网达到规范的要求外，其它区域均未达到《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50220-95》

的要求。 

3.2 公交线路运营车速较低 

要据调查统计，整个福州中心城区公交线路运营车速大于 20 km/h 的线路比例仅占 6%，

而运行速度低于 10 km/h 的路段主要集中于五一北路、八一七路、杨桥路等。 

3.3 公交线路交叉口延误严重 

从公交延误的调查结果统计得到，交叉口平均延误为 39 秒，交叉口延误大于 60s 的交

叉口占整个交叉口的 36%。 

3.4 公交列车化现象较严重 

部分站点公交列车化现象较为严重，如经停宝龙城市广场站的公交干线超过了 2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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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停三叉街站的公交干线达到 22 条，公交线路过度聚集容易在瓶颈路段形成公交列车化运

行公交列车化现象严重已成为影响福州公交服务水平和交通状况的重要因素。 

4. 解决对策	

（1）鉴于福州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镇人口的日益增多，需要加快调整公共交通系

统结构，建立起以轨道交通为骨干，以公共汽车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网络。 

（2）从政策和技术上切实保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策略。为缓解福州目前日益严重交通

拥堵现象，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其重要的出路
[3]
。加快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步伐，加大公交

专用道和公交优先通行信号建设力度，提高公交营运速度、运送效率和准点率，提高公共交

通的竞争力对对市民的吸引力，大幅提高福州市公共交通的分担率。 

（3）公交线网需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在充分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常规公交的线

路进行有效的调整。线路的调整一般包括新开、取消、延长或缩、以及调整线路走向五种方

法，调整过程中充分考虑与轨道交通的接驳和换乘，并建立城乡公交一体化的运输模式。 

（4）加快公共交通智能化发展，强化交通规划与管理手段。要充分利用福州市现有交

通网的通行能力，建立公共交通智能系统，充分普及 ITS 以及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和提高。 

（5）强化交通需求管理。政府可以从价格、管制、激励三个方面制定相应的法规和政

策，以倡导公共交通出行。 

5. 结论	

同其它国内大多数大中城市一样，福州市公共交通系统存在线网不合理、公共交通运营

车速低、延误较严重、高峰时段车内拥挤、准点率低、换乘距离较远等一系列的问题，在对

福州市公共交通大规模的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公共交通优先是解决交通拥堵和公共交

通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并指出合适的政策、法规、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手段也是治理当前福州

公共交通问题不可缺少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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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公交优先 

——佛山市公共交通发展经验探讨 

刘平  李健民  陆虎 

【摘要】为了缓解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问题，各城市都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作为城市交通发

展的重要抓手，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和实施方案。佛山市近年来在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方

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案、措施，使公共交通有了长足的发展。 

【关键词】公交优先  体制创新  TC 模式  镇内公交  公共自行车 

1. 引言	

城市道路的建设速度永远赶不上交通需求的增长速度，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关键是要充

用有限的道路资源，积极发挥大容量、高效率运载工具的潜力，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目前各

大城市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佛山市近年来把“公交优先”作为城市交通发展的重点，坚持

“创新发展”，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带动了城市公交的快速发展。 

2. 佛山概况	

佛山位于中国广东省中南部，地处珠江三角洲腹地，东倚广州，南邻港澳，地理位置优

越，自2002年行政区划调整以来，佛山市经济和社会发展迅速，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6580.28

亿元，人均超过 1.4 万美元。 

佛山市现状城镇建设空间的发展特点可以概括为点状扩散、轴向蔓延，呈不均衡发展的

形态，城市与村镇建设空间相联成片，各镇镇区中心的界线已不明显。随着佛山市建成区空

间规模不断扩大，各镇街中心区联系距离较长，且交通联系的需求与强度越来越大；另一方

面，随着“广佛都市圈”、“广佛肇经济圈”的发展，佛山市与周边城市尤其是广州的联系也

日益紧密。佛山市城市空间的形成与发展对城市交通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区、组团以至区域

之间需要快速化、集约化的出行方式，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建立由快速轨道交通、中运量公

交、常规公交等共同构成的公共交通体系是佛山市交通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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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佛山市现状空间结构图[1] 图 2  佛山市规划空间结构图[2] 

3. 佛山市公共交通发展历程	

2000 年以前，政府对佛山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采取资产经营承包的方式；2001 年佛山

公交实行股份制改革，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弱化，把公共交通完全推向市场。自佛山公交实

行股份制改革以来，政府的主导作用不断弱化，由于公交行业过度的市场化和私营化，企业

通过加大发车间隔，减少维修保养投入，压缩人员配备，降低服务标准等手段来达到降低成

本、增加利润目的，严重影响了市民对公共交通的认同度。公交运营不规范、历史包袱重、

出行服务水平低、分担率低等严重影响了佛山公交发展。 

佛山市政府认识到城市公共交通是满足人民群众基本出行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是交通运

输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与城市运行和经济发展密不可分，

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优先发展公交，既能保证大众的出行，又能减少对城市社会经济的

负面影响。2006 年佛山市明确提出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政策，坚持体制创新。随着一

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实施，佛山市公共交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客流总量从 2007 年的 2.27

亿人次/年提高到 2011 年的 5.50 亿人次/年，四年时间翻了一番。 

 

图 3  2007-2011 年佛山市公共交通客运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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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佛山公交发展经验	

佛山公交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国家和地区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宏观政策，也是佛山市近年

来推进公交优先，坚持体制创新，提高公交服务的必然结果。 

4.1 颁布政策措施，加快落实公交优先 

佛山市在规划编制层面将公共交通作为城市交通的“重中之重”。近年来佛山编制了一

系列的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包括《佛山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佛山市城市轨道建设规划》、

《佛山市中心组团公共交通规划》、佛山市各区也相继完成了公共交通专项规划的编制，2009

年编制完成的《佛山市综合交通规划》、即将编制完成的《佛山市交通发展白皮书》都将“大

力发展公共交通”和“公共交通优先”作为引领未来佛山市交通发展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和交

通政策之一，对佛山市近期加快构建高效可靠的优质公共交通体系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方

向。 

在政策层面也对公交优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近年来佛山市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快

公交发展：2006 年《印发关于优先发展佛山市公共交通意见的通知》，2007 年《印发加快佛

山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十大措施及实施的通知》，2010 年《印发佛山市公交服务改善方案的通

知》、《印发禅桂新公共汽车一体化整合方案的通知》，2011 年《佛山市 2011 年公交提升计

划》，2012 年《佛山市 2012 年公交提升计划》，从政策层面保证了公交优先。 

4.2 发展“TC”模式，推动公交体制创新 

4.2.1  TC模式简介	

公共交通共同体（Transport Community）模式简称 TC 模式，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政府购

买服务，票务收益和运营服务分离。即成立一个由政府直接领导的交通共同体，共同体从总

体上对公交网络和每条线路进行规划，提出线路的服务质量要求和营运费用，然后实施对外

招标，与中标的公交运营商签订合同，并成立质量控制部门进行监督，车辆等硬件由运营商

投入，公交的票务由共同体负责，运营商完全与公交票务脱离，即线路运营商不再直接向乘

客收取票款，乘客的票全部从共同体的专营票房直接购买，共同体通过监督运营商对合同的

履行情况定期向运营商支付营运费用。 

在 TC 模式下能真正实现一种多方共赢的模式：对政府而言，公交成本明确，便于管理

和补贴，也可以可有效解决冷线热线和票价优惠等问题；对公交企业而言，收入相对固定，

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完成合同，提供优质服务，各线路的运营商也不用再为多拉客而恶性竞争；

而对乘客而言，可自由换乘，乘坐公交将更加便捷。 

4.2.2  TC模式在国内外的应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欧一些国家如德国、西班牙等逐渐出现了 TC 模式的雏形。到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德国等欧洲国家的许多城市已基本实现了公交 TC 模式，公交分担率不断提

高，已经成为当地民众工作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几年，亚洲国家如韩国也在城市公

交 TC 模式方面作了一些尝试，而且取得不错的效果。 

近年来“政府购买公交服务”在国内部分城市进行了推广实施，但政府购买的仅限于特

殊人群或者部分线路（如杭州市《关于政府购买城市公交服务的实施意见》），政府对整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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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公交服务进行购买的案例并不多见。 

4.2.3  佛山“TC”模式的发展和应用	

（1）基本框架 

2008 年佛山市政府组织开展公交 TC 改革工作，并率先在禅城区进行了推广引用。禅城

区交通共同体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分别为政府层、管理层和运营层。政府层以区公交协调小

组为领导，由区交通局作为实施单位，负责协调各有关部门，指导管理层工作；成立隶属于

交通局的公共交通共同体管理中心作为管理层，负责公交运营有关的各项具体工作；运营层

由现有的三家运营公司组成，实施公交线路经营并接受公共交通共同体管理中心的严格监

督。 

 

图 4  禅城区公交 TC 模式框架图 

（2）重要作用 

“TC”模式对于平衡公交具有的垄断性与竞争性并存、福利性与产业性并存的双重性、

解决现阶段佛山公共交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
[5]
： 

 既强化了政府对于公共交通的主导作用，又充分发挥市场参与灵活性和高效率的特

点，是公共交通体制和模式的创新。 

 由于票运分离，企业能够集中精力做好公交服务，公交线路覆盖率低、布局不合理、

发车间隔大、服务不到位、政府补贴无底数等问题都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真正实现

了市民、企业、政府三赢。 

 由于公交服务水平与经济利益有直接联动的挂钩，TC 管理中心能够对公交服务进

行有效监管，大大地提高了公交监督水平。 

（3）实施效果 

TC 模式 2008 年底正式实施以来，佛山市公共交通发生明显改变，“新公交、新体制、

新服务、新形象”的标已初步形成，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服务水平提高明显，公交客流

量和分担率也有了明显增长，以禅城区为例： 

 公交客流明显上升，客流量从 2008 年的 20 万人次/日上升到 2011 年的 50 万人次/

日，三年时间增长了一倍多； 

 公交线路从 58 条增加到 82 条，线网长度增长了 1倍多，公交明显覆盖率增加； 

 公交车辆数增加，发车间隔缩短从 10-15 分钟缩短至 5-8 分钟；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851



 

 

 实现了公交服务四大监管体系：现场监督、群众举报、GPS 营运监控、车载视频监

控，有效保障公交服务质量，并设置服务投诉热线，设专人负责接听处理，市民对

公交的满意度提高，投诉率明显减少。 

 

图 5  TC 模式前后禅城公交发展对比图 

4.3 建立多层次、多方式公共交通体系 

《佛山市综合交通规划》明确提出了“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出租

车为补充，对摩托车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多模式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构建“四层一体”

的大公交网络结构，明确“城际客运高速化，区间客运快速化，城区公交规范化，镇内公交

标准化”发展战略。 

4.3.1  重点扶持轨道交通、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	

2009 年《佛山市综合交通规划》提出了要“推进快速公交系统建设，尽快构建骨干公

交体系。”同时明确提出了到 2020 年佛山市轨道交通分担公交客运需求总量 25%，线网规模

120-190 公里；快速公交分担公交客运需求总量 15%，线网规模 120-140 公里的规划目标。 

近年来佛山市轨道交通得到了显著发展，2010 年国内第一条城际地铁线—广佛一号线

投入运营不到半年，日均客运量达 10 万人次，最大日均发送量达到为 14.64 万人次，成为

佛山公共交通新的生力军，有力的促进了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广珠城际建成通车、广佛肇

城际轨道正在建设，广佛环线、广佛 1 号线南延线、南海区新型公共交通系统试验段（桂城

至三山枢纽段）即将开工建设，《佛山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建设规划》通过审批，众多项目

的建设将切实完善佛山市的骨干公交体系，带动佛山市公共交通的快速发展。 

4.3.2  发展镇内公交，方便居民出行	

近年来佛山大力发展的镇区巴士、镇内巴士等不同公交层级的服务为佛山居民提供了高

适应性的公交服务，提高了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为解决农村居民出行难问题，佛山市

从 2007 年开始大力发展镇内公交。至今全市 33 个镇（街）中已有近 30 个开通了镇内公交，

全面实现了全市行政村通行公交车 100％的目标。通过发展镇内公交，极大方便了镇、街和

行政村居民的出行，进一步推进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以南海区桂城街道为例，

一期镇巴 12 条线路，111 辆公交车开通当年客流量平均每月约 100 万人次，极大方便了居

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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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发展公共自行车，做好常规公交的有力补充和衔接	

为了配合公交优先政策，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佛山市 2010 年起开始

实施公共自行车，目前已经建成 436 个公共自行车服务站点，投放公共自行车 16900 多辆，

分布于已经覆盖禅城、南海、顺德各区中心城区和部分镇街，高明、三水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也在规划建设中。经过 1年多的运行，佛山公共自行车已成为市民出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以禅城区为例，2011 年禅城区公共自行车平均每个车位租还次数超过 10 次/日，平均日租

车辆为 3.4 万次，成为公共交通系统的有力补充
[6]
。 

 

图 7  禅城区主要公共自行车点分布 

表 2  佛山市现状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和使用情况汇总表[6] 

区  镇街 
租赁点

（个） 

自行车泊

位（个） 

自行车辆

数（辆） 
发行总卡数 

平均每个车位租

还次数（次/日）

禅城区  ‐  158  3356  7600  6.5万  10.21 

南海区 
桂城  102  5000  5.8 

大沥  81  2000 

顺德区 

大良  79  >2000  2000  35270 

5.87 北滘  6  >120  120  500 

乐从  10  >200  200 

5. 结论	

通过几年的努力，佛山市的公交发展有了显著提高，公交分担率也逐年提高，但由于历

史欠账较多，佛山的公共交通与城市发展仍有一定的差距，在未来仍需要将“公交优先”作

为城市交通发展的重中之重，坚持体制创新、发展和完善公交“TC”模式，加大对公交系统

的投入，扶持轨道交通、发展镇内公交，充分总结和利用已有的经验和成果，促进佛山公交

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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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镇向小城市演变中的公共交通规划 

虞同文 

【摘要】张浦镇是昆山市的城市副中心，千灯镇是昆山市南部四座水乡古镇（周庄、锦溪、

淀山湖、千灯）的中心镇，现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不久都将发展成为小城市。目前公共

交通已具雏形。依靠公共交通推动、引导中心镇向小城市发展，两镇均编制了公共交通发展

规划，业已开始组织实施。论文介绍了公交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以及公交线路

布设的技术路线、基本思路和公交站点设置、车辆配备、场厂建设等主要规划内容。 

【关键词】张浦镇  千灯镇  公共交通  规划 

1. 前言	

江苏省昆山市是中国十大 佳魅力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张铺镇面积 116 平方公里， 

2009 年人口 14 万人，定位为昆山城市副中心；前灯镇面积 84 平方公里，2009 年人口 13

万人，定位是昆山南部四座水乡古镇（周庄镇、锦溪镇、淀山湖镇和千灯镇）的中心镇。预

计张浦、千灯两镇（以下简称“两镇”）2015 年人口均超 20 万人，发展成为小城市。现张

铺和千灯分别有公交线路 13 条和 10 条，公共交通已具雏形。近两年邀请上海交通专家帮助

编制公共交通发展规划，引导城市化进程，推动“宜人、宜居”城市建设。 

2. 规划编制指导思想	

根据人的出行为先、市民出行为重的理念和国家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政策，在城市化进

程中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抑制小汽车、摩托车、助动车、人力三轮车等过量、过快发展，并

吸引这些交通方式向公共交通转移，从而建立公交优势，改变交通面貌，集约使用土地，构

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升两镇城市功能。 

3. 规划期末发展目标	

2015 年末，两镇居民出行 25%以上采用公交方式；建成区公交綫网密度 2 公里/平方公

里以上，公交站点服务半径不超过 500 米，主要线路高峰小时班次间隔时间不大于 5 分钟，

高峰小时高单向 高断面满载率不超过 90%，平均营运车速达到 18 公里/小时以上，乘客满

意度指数 80以上。 

4. 公交发展主体规划	

4.1 线路发展规划 

公交线路决定着公交服务面的大小和客流的合理分布，关系到对市民的吸引力和公共交

通优势的建立，反映了公共交通的发达程度及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因此，线路规划

是公共交通发展规划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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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线路种类	

第一层次是市域线路，包括昆山市区至两镇的市镇线路和两镇至周边各镇的镇镇线路两

部分；第二层次是镇域线路，包括镇区线路和镇区至镇域内各行政（自然）村、社区的镇村

线路两部分；第三层次是城际线路，系指出昆山市境、至周边城市、按公交方式运营的线路；

第四层次是旅游线路，包括镇域内的旅游公交线路和出镇域的旅游专线两部分。 

4.1.2  基本思路	

（1）在向现代化小城市发展的进程中，采取“强化市中心”的交通战略，将公交线路

引入镇区中心，形成若干枢纽，相互衔接，方便居民直接进入镇区中心进行各类活动，增强

两镇吸引力和辐射力。这是中心镇向小城市演变和公共交通初始发展的客观需要。 

（2）从改变居民生活、文化、休闲等非工作性出行方式着手建立公交优势。在人口较

为密集的居住区内布设公交线路，加密行车班次，吸引居民乘坐，生成公交客流。这是公共

交通发展初期的重要策略。 

（3）市镇线路一端通至昆山市区中心地带和高速（城际）铁路客站、长途汽车站等交

通枢纽，另一端通至两镇镇区中心的重要节点，形成公交主干线，待条件成熟，选择开设

BRT，形成客运走廊；镇域线路不断扩大覆盖面，形成基本架构；镇村线路实现“村村通公

交”，与市镇、镇区线路有效衔接，促进新农村建设。   

（4）两镇公交线路近期以调整为重点：一是调整市镇线路。将主要行驶在公路、干道

上的市镇线路引入镇区中心地带和连片住宅区内，改变居民出行方式，发挥线路资源优势，

提高线路营运效能。二是调整环线。环线应布设在客流较高，且各时段、各断面客流相对均

衡，交替量大的区域，以满足非工作性出行为主，挖掘环线潜能，发挥环线重要功能。 

（5）根据我国中小城市居民出行调查资料推断，两镇以 2 万常住居民配置 1 条公交线

路的比例控制镇区线路条数。 

（6）公交线路应有合理的长度。两镇公交线路的平均长度相当于建成区面积的直径，

或镇域面积的半径，相当于乘客平均乘距的 2～2.5 倍。 

（7）公交线路应根据居民出行 OD 分布，按“ 短路经”的原则布设。但受土地使用、

道路条件、交通管理和扩大公交服务范围等因素的影响，线路走向必有迂回，两镇公交线路

曲线系数控制在 1.3 左右。 

（8）两镇向小城市演变中，结构趋向“多核”、“多轴”、“开敞式”，形成若干组团。各

组团内部公交线路应有相对独立性，形成子系统，顺应和促进“产城融合”；组团之间又有

公交主干线连接贯通，形成大系统。镇区公交线网类型以棋盘型、环线型为主，镇域内公交

线路形态以交叉放射型、主辅结合型辅之。 

（9）两镇工业园区、物流仓储土地使用性质单一，集约度高，上下班时间较为集中。

先期通过开设上下班高峰线路（班车）解决职工上下班交通问题。待客流上升再逐步延长营

业时间，乃至改成全日运营线路。解决学生上学、放学交通有三种形式：学校自购校车；学

校向具有客运经营资质的单位租赁校车；公交线路为沿线学生安排若干定时班车。 

（10）两镇拥有众多旅游资源。旅游公交线路和旅游专线分别在公交起迄站、枢纽站和

旅游集散中心到发。注意与水上旅游码头，尤其是与周边各镇水上旅游开通后游船码头的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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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4.1.3  技术路线	

编制公交线路发展方案的技术路线是：开展居民出行调查，寻找出行产生和吸引等交通

特征，预测居民出行总量和流动强度；接着考虑各交通方式之间的转移，进行交通方式分配；

然后按照预计的公交客流的流量、流向、流时，设计公交线路； 后应用线路评价模型，比

选线路设计，优化线路方案。 

两镇公交处于初创阶段，技术力量和统计资料十分有限。规划编制中，公交线路布设采

用的技术线路是：按自然地理条件和土地使用规划将镇域分成若干个交通小区，并将古镇、

汽车站、大型公建等单独设为交通小区；交通小区的形心尽可能落在主干道上；在交通小区

之间，按不同使用性质的土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近捷、顺畅等原则，把相关各区的形心联接

起来，从而绘制成公交期望线路图。以期望线路图为参考，根据上述公交线路布设的基本思

路，结合实地勘察，听取各方意见，设计、修正公交线路， 终提出两镇公交线路规划方案。 

我们为两镇公交编制了线路发展详细方案。 

4.2 站点发展规划 

公交站点是公交线网的重要结点，其合理设置和均衡分布，关系到市民乘车、换乘的便

利和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关系到公交线网能否达到 大的客运能力，关系到道路交通的畅通。 

4.2.1  平均站距	

公交站距的确定依据四个要素：乘车便利、用地性质、干道间距、设站条件，其中乘车

便利尤为重要。为了吸引居民乘坐公交，站距不宜过长。镇区内控制在 500 米左右，镇区外

人口分布较为稀散，站距适当延长。镇村线路除结合村委会、居民点设站外，可酌情实行招

手停车、就近下车。 

4.2.2  站位	

（1）在不影响道路渠化和畅通的情况下，站点靠近路口设置，一般距路口 30～50米，

以利相交线路进行有效衔接，给乘客提供多个方向的乘车、转车方便。 

（2）上下行车站对应设站。在路段上设站车头对车头，中间相距 30 米左右，以免形成

“活动瓶颈”，影响交通畅通和安全。 

（3）为方便乘客换乘，同一道路上行驶的相关线路可合并设站。今后客流上升，班次

加密，互相影响停靠和进出站时，再分开设置，两站相距 30 米左右。 

4.2.3  站点设施	

（1）起迄站、中途站和换乘站应有设计新颖、坚固实用、能遮阳避雨、有少许座位的

候车亭或候车棚。 

（2）起迄站要有回车道，避免倒车调头；分开设置下客和上客点，以免上下车拥挤产

生秩序紊乱。 

（3）各站点须有材质、规格、字体、颜色统一的站牌。站牌上标明线名路别，车行方

向，起迄站、中途站和本站站名，头末班车时间，票价等要素。积极开发电子站牌，动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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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车辆在线路上的位移及预计到达本站的时间。 

4.2.4  站点规模	

（1）月台式车站。在三块板道路上可视情况在快慢车道的分隔带上建设月台式公交车

站，一般宽 80～100 厘米，高 15 厘米，长度根据停靠线路、班次密度、车身长短而定。 

（2）港湾式车站。公交站点设置尽量避免占用车行道。结合沿线土地综合开发和道路

建设，逐步建设港湾式车站，以提高道路通行能力，改善设站条件。中途停靠的港湾式车站

宽 2.75～3.25 米，长度视线路条数、行车密度而定。港湾式车站的这段道路红线和建筑相应

后退。 

我们为两镇公交进行了不同类型的站点平面设计。 

4.3 车辆发展规划 

逐年增加公交车辆，扩大客运能力和公交规模，是改善两镇居民乘车条件的主要措施。 

4.3.1  车辆规模	

（1）线路车辆配备计算公式：   

2L*60min 

N = --------- 

V 营 *T 间 

式中：N =  配车数（辆） 

L =  线路长度（公里） 

V营  =  营运车速（公里/小时） 

T间  =  班次间隔时间（分钟） 

（2）公交车辆总数计算公式：   

             n     N 线 
    N 总 = ∑ = ------- 

i=1   R 完 * R 工 
式中：N总    =  总配车数（辆） 

N线  =  各线配车数（辆） 

R完    =  完好车率（%） 

R工      =  工作车率（%） 

4.3.2  车种车型	

根据客运量和道路条件选择不同车型，但应尽可能选择一种主打车型，以某一厂牌、某

一车型为主，以利于保修设备的购置和利用，加强车辆技术管理。 

使用先进的柴油车是现阶段实现公交车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市镇线路、通往工业园区

的公交线路客流高，线路长，站距大，道路宽直，可选择柴油车作为主要客运工具，以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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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油车功率大、速度快、成本低、运量高等长处。 

4.3.3  运行调度	

在线路布设、站点设置、车辆投放后，运行组织是保障公交营运服务的重要环节。两镇

公交现阶段以计划调度为主，根据客流状况分别编排冬季与夏季、平日与双休日（节假日）

运行作业计划（行车时刻表）。运行作业计划可采用多种调度形式：除全程车外，客流连续

出现高断面，编排区间车；通往工业区的线路时间特征明显，编排高峰车，仅在上下班时间

营运；某一时段相交或衔接的两条线路换乘量特别大，编排部分班次的跨线车；偏远地区的

工作点或居住点，编排定班车；举办大型公共活动，安排机动车等。各种调度形式交互使用，

混合运行，如同一条线路全程车站站停，区间车停大站；跨线车在本线站站停，跨入另一条

线路停大站等。通过灵活、机动、多样的调度形式，平衡供求关系，合理配置运能，组织有

效运行， 大限度地减少运能的浪费。 

4.4 场站发展规划 

公交场站是公交扩大再生产，增强公交竞争力和吸引力，促进公交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物质条件。 

4.4.1  体制	

两镇公交实行“分散停车、集中保养、专业修理”方针。除保养停车场外，有停车条件

的枢纽站、起迄站夜间停放部分车辆，方便首末班车就近投入运营；各级保养集中在保养停

车场进行，实行强制保养制度；车身、底盘、发动机修理和各类总成、肇事车恢复性大修、

修旧利废在修理厂进行专业修理，以利于专业分工，充分利用设施设备。 

4.4.2  选址	

保养停车场尽可能选在公交线网的重心，减少车辆进出场的空驶里程。如选址有困难，

可在工业、物流仓储、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内选址建造。场地一般为长方形，长宽之比为 3：

2，其中两侧尽可能建在两条干道旁，使车辆进出方便、疏散快速。 

4.4.3  用地	

按照国家关于城市公共交通场、厂建设标准和设计规范，确定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两

镇公交按每标台公共汽车 140 平方米安排保养停车场用地。 

4.4.4  保养停车场	

公交保养停车场须具有保养修理、停车、业务、办公、生活等综合功能。根据公交生产

流程，做好功能分区布局；采用高层次、低密度的布置方法，以便今后随着业务发展、人员

增加、科技进步而增建必要的建筑（构筑）物；保养能力须留有余地；停车区域要有主跑道、

环形跑道和车辆进出通道，符合安全和消防规定。 

4.4.5  枢纽站	

枢纽站尽可能落在客源点，或多条线路衔接、量大的换乘点，有利于公交运营组织。因

公交线路多、班次密、客流高，枢纽站一般不设围墙，采用在广场上建设平行的岛式月台，

或者利用邻近道路建设港湾式车站的方式，形成公交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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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两镇公交需建造的保养停车场进行了总平面布置，对公交枢纽进行了选址。 

5. 实施公交发展规划	

规划编制完成后，两镇政府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当作是体察民情、尊重民意、排解民忧、

顺应民心的大事，积极组织实施。公交线路、车辆、场站、客运量、能耗、尾气排放等纳入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统计序列。研究建立公共交通发展专项基金，购车、用油、

优惠换乘、老年人免费乘车、学生班车、开设偏远地区线路等给予财政补贴。公交保养停车

场在 1/500 图上划定范围，分期征用，保证用地需求。公交车站结合道路新建和改扩建，同

步规划设计，同步建设验收，同步投入使用。房地产开发商、村委会、开发区管委会和大型

公建建设单位，在道路、桥梁拓宽加固，路肩硬化，增设错车道，以及起迄站及回车道建设

时给予大力支持。交通管理部门在公交线路通行的道路上，加强整治与管理，消除马路设摊、

马路堆物、马路菜场、马路停车、马路晾晒等“五马闹事”现象。新闻传媒宣传公共交通是

社会化生产的第一道工序、城市精神文明窗口的重要意义，动员社会各界关心和支持公共交

通发展。公交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实施“乘客完全满意”战略，打造“品牌路线”，增加资

金投入，采用先进技术，加强经营管理，使公交成为一张靓丽的名片。 

【作者简介】 

虞同文，男，本科，副秘书长，高级经济师，上海市交通工程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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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推动型城市化地区城乡公交服务模式 

李鹏飞  陈小鸿  王献香 

【摘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城市化特点不同，其自身的交通特征各不相同，对外部

的交通需求也各不相同。商贸型推动的城市化地区公共交通出行紧紧围绕着城市商贸活动中

心展开，其出行主体的差异性、出行目的多样性等明显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城市化地区。随着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扩张和城乡经济联系的加强，传统的城乡公共交通服务模式已不能

满足城乡居民出行需求。文章以商贸推动城市化的义乌市为案例，分析了义乌市城市模式及

其特征和义乌城乡之间的客流特征、线网特征和运营特征，提出商贸推动城市化的城乡一体

化公交服务模式。 

【关键词】商贸城市化  城乡公交  服务模式 

1. 引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推进城镇化的方针政策，开始把城镇化

发展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点战略，提出“全面繁荣

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

路。”这些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自

2000 年起，国家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从 2000 年的 36.22%提升至 2011 年超过 50%，上升了

近 14 个百分点[1]。 

城市化有多种类型，发展之路也各不相同。我国主要的城市化发展路径有：工业城市化、

商贸城市化、物流城市化、政治城市化等。城市化带来农村劳动力不断向第二、三产业转移

和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乡镇农业人员进城就业和城乡

之间的各种活动（上班、上学、业务、就医、购物等）快速增长，城乡间交通联系也在迅速

增长。 

随着城乡间客流的不断增长，需求特征的显著变化，传统的城市公交服务模式和公路短

途客运服务模式（换乘次数多、价格高等）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城乡间的出行需求；为城市

和农村两类出行特征有较大差异的居民提供的出行服务形式也不同，城市公交与公路客运两

者的管理体制和政策也大不相同，为城市和农村两类出行特征有较大差异的居民提供的出行

服务形式也不同。同时，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同、水平不同，城市的

形态也各异，城市化特征不同，其自身的交通特征各不相同，对外部的交通需求也各不相同。 

商贸型推动的城市化地区公共交通出行紧紧围绕着城市商贸活动中心展开，其出行主体

的差异性、出行目的多样性等明显不同于其他类型的城市化地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

城市扩张，传统的城乡公共交通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城乡居民出行需求。本文以商贸推动城

市化的义乌市为案例，分析了义乌市商贸推动城市化过程及城乡公交线网特征、客流特征、

运营等，提出了适合义乌市的城乡公交一体化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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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乡公交一体化相关研究进展	

由于国情不同，欧美国家城镇的人口密度低，且多为原住民，其城乡之间的公交出行强

度、目的等与国内大不相同。因此，欧美国家国对城乡公交的研究多集中在如何为弱势群体

出行提供服务、环境影响、政府如何补贴和经济性评价等[2][3]。 

赵行欢等(1998 年)率先提出了城乡公交(客运)一体化的概念[4]。其后，国内众多学者纷

纷开展了城乡公交的研究。目前，国内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宏观层面的政策

研究，包括国家法律法规的不适应性、企业管理体制、票价体制、补贴机制等[5‐12]，主要从

定性方面讨论了城乡一体化的实施的必要性、紧迫性和相应对策以及实际案例的介绍；2、

中观层面的城乡公交规划方法研究，包括总体框架设计、客流预测技术和线网结构或场站设

施的布局方面等[13‐19]；3、微观层面的研究，包括城乡公交线路的客流特征、运营组织方法

等方面[15][21]。然而，目前国内对于城乡公交的服务模式与城镇化或者城市化特点之间关系

的研究，或者说结合城市化特点的城乡公交服务模式研究还比较少，缺乏与城市的城市化特

点相结合。 

同时，城市公共交通主要是为城市化地区居民出行提供服务，公路客运主要是为城际间

的客运出行提供服务，包括城市与乡镇之间的短途公路客运。黄莉、孟祥龙等总结了城市公

交与公路客运在管理体制上的区别[7][22]，如下表所示。 

表 1  城市公交与公路客运在管理体制上的区别 

项目 城市公交 公路客运 
主管部门 交通部 交通部 
性质 以公益性为主，兼顾经济性 营利性 

税费 
享受优惠的税收政策，如公交建设用地减免

税费或由政府划拨、享有政府补贴 
需缴纳养路费、客附费、运管费、过路费等各

种规费 
财政 享有政府补贴 无任何补贴 

荷载人数 按照车内面积核定载客人数 按照座位数核定载客人数，且不准超载 
营运模式 中途设置站点，到站停靠 点对点，进站载客，不允许中途上下客 
第三产业 允许搞车体广告，站台广告 不允许搞车体广告，站台广告 
线路确定 由政府规划 行政审批 
经营主体 多数由归属政府的客运企业垄断经营 国有、集体、个人多元化经营 

城市公交与公路客运在运营组织上，也有明显不同，见表 2。 

表 2  城市公交与公路客运运营比较 

项目 城市公交 公路客运 

线路长度 取决于城市尺度，一般不超过 15km 取决于两城市之间距离 

发车频率 高密度，分高峰与平峰，一般为 2~10 分钟 取决于城市之间客流强度 

站点间距 300m~800m 一般不设中途站 

运营车速 15-20km/h 一般>60km/h 

3. 义乌市城市化模式及其特征	

3.1 义乌市人口与经济变化 

义乌位于金衢盆地东部，市域南北长 58.15 公里，东西宽 44.41 公里，土地总面积 1105

平方千米，下辖个 7 街道和 6 个镇。根据最新六普调查，全市常住人口为 123.40 万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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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普调查相比，十年共增加 32.13 万人，增长 35.20%。全市常住人口中市外流入人口为 58.58

万人，占 47.47%，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外来务工和从事贸易的流动人口。全市常住人口中，

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 87.89 万人  ，占 71.22%；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 35.51 万人，占 28.78%。

2010 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11.5%，产业结构为

2.8：43.2：54.0。 

3.2 义乌市城市化特征 

1988 年义乌撤县市，当年第三产业比重达 39.2%，三次产业结构首次呈“三、二、一”

顺序。义乌大力实施并不断深化“兴商建市”战略，走出了一条富有特色、以商贸业为龙头推

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并推动了义乌市城市化的进程。与国内同等规模的县级市相比较，

见表 3，义乌市第三产业的高度发达，历经十多年时间，第三产业比例由 43.5%上升到 54%。 

表 3  义乌市与国内同等规模的县级市三次产业结构比较 

 2010年 
义乌市 

瑞安市  昆山市  吴江市    晋江市 
2000年  2010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19.24  614  457.22  2100  1300  908.74 

第一产业占比  5.9  2.8  3.3  0.9  2.7  1.7 

第二产业占比  50.6  43.2  51.9  64.1  60.3  65.7 

第三产业占比  43.5  54  44.8  35  37  32.6 

1992 年 8 月，国家工商局正式命名“中国小商品城”。历经 20 年的发展，如今义乌市

发展为国际著名的小商品贸易城市，以小商品市场为龙头的商贸业是义乌的主导产业。商贸

城三期建成营业后，商铺数量达到 37400 个，平均每商铺工作人员为 2.2个，工作人员总数

达到 8 万人。2011 年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 515.12 亿元，同比增长 12.95%。 

商贸经济的发展，有力促进了义乌城市的发展。2000 年以来，义乌市城市空间快速扩

张，城市建成区面积由 90 年代末 15km2增加到 2009 年的 83km2，年均增长 18%，规划建成

区面积将达到 118km2。 

    

        图 1  义乌市区 2000 年以来建成区发展                图 2  义乌市区 2020 年用地规划 

商贸经济的发展也有力地带动了义乌各乡镇经济的发展。根据统计，义乌市各乡镇自

2000 年以来，GDP 年均增长 20%，远高于全市平均增长水平。其中，佛堂镇经济增长速度

最快，达到 44%，义乌各乡镇成为义乌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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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3  义乌市个体经营户分布           图 4  义乌市各乡镇 2000 年-2009 年经济发展速度 

乡镇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乡镇与城区、特别是商贸城之间的人员流动与往来。大量居住

在乡镇的人员，白天入城进行商贸活动、务工，晚上回乡镇居住。根据调查，每日城乡之间

的人员流动量达到 16.6 万人次，其中 83%的人员往来依赖城乡公交完成出行，折合公交客

运量约 14 万人次/日。 

3.3 义乌市城乡公交特征 

3.3.1  总体特征	

目前，义乌市域内公交主要由恒风交运和万方交通有限公司经营，其中恒风交运为国有

控股公司，万方交通有限公司为民营企业。公交车辆总台数为 738 辆，线路有 110 条，线路

总里程达到 1750公里。其中，城市公交 34条，线路总长度 418.1km，平均线路长度为 12.2km；

乡镇公交 43 条，线路总长度 749.6km，平均线路长度为 17.4km；农村支线 33 条，包括分

支共 53 条，线路总长度 582km（包括分支），平均线路长度为 11km。票制有一票制和多级

票制，票价从 1 元至 6元不等。公交出行量达 36.72 万人次/日。 

根据对义乌 12 条城市公交和 42 条乡镇公交线路设施特征和服务特征比较可见，义乌市

城乡公交的站间距已经接近或好于城市公共交通，也基本满足国家规范要求。而且，义乌市

的城市公交和乡镇公交功能也基本一致： 

 承担社会功能：城市公交和乡镇公交承担公交客运量基本一致，分别为 59%和 38%。 

 运营收入比重：城市公交和乡镇公交年营运收入占运营总收入的 50%和 47%，在企

业中担任的经济角色基本一致。 

 线路服务提供：城市公交和乡镇公交在站间距、正点率、服务时间、发车频率基本

一致。 

因此，义乌市在需求特征、硬件设施、软件服务都已经具备了实施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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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义乌市城乡公交线网比较 

类型  指标  城市公交  乡镇公交  农村支线 

设施供应 

线路条数  35  42  53 

线网长度（km）  172.6  376.2  239 

平均线路长度（km）  12.5  17.4  11 

平均站距（m）  435  577  ‐ 

提供服务 

全天运营速度（km/h）  20左右  26.8  ‐ 

高峰发车间隔（min）  9.6  7.3  79 

平峰发车间隔（min）  14.5  7.3  80 

运营时间（h）  12.7  12  11.5 

正点率(%)  95.4%  95.1%  96.6% 

3.3.2  网络结构特征	

义乌市城乡之间公交出行换乘系数 1.36，城乡之间的换乘主要集中在南方联枢纽站、江

东枢纽站和宾王枢纽站，这三个枢纽站分别有 11 条、6 条和 5 条城乡公交线路，全市的公

交线网结构呈典型的三级线网结构特征。通过这三个枢纽的转换，大量的客流又集中到国际

商贸城区域。根据调查，国际商贸城区域公交客流需求约 5.5 万人/日，占到全市公交客流

的 15%。在国际商贸城核心区有 1个公交枢纽，公交线路 38 条，其中城市公交 19 条，乡镇

公交 19 条。总体上，全市的公交线路主要是围绕国际商贸城等几个市场区域布设。 

 

图 5  义乌市小商品城区域公交客流分布和公交站点分布 

           

图 6  义乌市公交线路分布                    图 7  义乌市公交客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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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出行特征	

根据调查，城乡公交乘客中常住居民占 26.3%，乡镇居民占 19.9%,外来暂住超过 6 个月

以上的人员所占比例为 33%,外来短期人员占 20.8%。从乘客类型可以看出，外来人员占 50%

以上，这与义乌的主导产业（小商品生产业）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密不可分。 

在城乡公交乘客的出行目的中，上班所占比例为 37.8%，业务占 15.9%，生活仅占 11.4%，

这说明义乌市城乡公交乘客以上班通勤交通出行为主。 

3.3.4  城乡公交线路客流特征	

公交客流时间分布主要包括月分布、日分布和时分布。传统的城乡公交客流月分布特征

表现为农忙时节，农村客运以进城购买生产资料、回家务农等目的，与城区间的交流较多；

农闲时节大多数人在外打工，与城区的来往较少。此外，春节、十一黄金假期以及寒暑假等

也会使城乡客流产生一定的波动性。然而，现在部分中小城市，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

不再以发展农业为主，而是以私营企业、个体户等工商业为主，因此这些地区的城乡公交客

流表现出与传统不一致的特征。义乌市城乡公交客流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几点[22]： 

 城乡客运客流在各月份之间的差异较小。城乡巴士线路的月客运量平均离散系数为

0.18，与城区公交相近。 

 城乡客运周五下午的回家客流、周日下午或者周一上午的返城客流较多且集中，但

义乌没有明显的日变特征； 

 义乌城乡公交客流表现出明显的潮汐高峰。 

4. 义乌市城乡公交规划	

4.1 规划总体思路 

结合义乌市  “一主两副、八分区六组团”的城市空间总体布局规划和公交客流出行特

征，构建“便利  +  可靠  +  可达”的地面公交线网结构，引导交通出行结构，促进城乡经济

发展。规划总体思路： 

 从规划层面和政策引导上，按城市化地区和农村地区构建城区公交和农村支线两级

线网结构； 

 从服务功能上，规划形成快速公交、骨干公交为骨架，区域公交、驳运公交为基础

和补充的高效、便捷的城乡公共交通网路； 

 围绕城市重要的活动区域，组织公交线路，减少出行换乘，形成完善的公交枢纽布

局，主城区公交线路之间、主城与副城公交线路之间、市域公交与对外交通之间均

应实现便利的换乘衔接。 

 尽可能扩大区域公交的服务面，区域公交线路应深入居住区、深入各乡镇，逐步形

成快速、骨干、区域公交的合理分布，偏远的农村通过驳运公交与所属镇街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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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义乌市公交功能划分                         图 9  义乌市公交网络结构 

4.2 总体规划方案 

4.2.1  加强政府扶持和政策引导力度	

通过统一城区公交票价和优惠政策，实施项目补贴，主要包括票价补贴、购买车辆补贴、

额外补贴，保证企业一定的利润空间，义乌市政府 2010 年～2014 年分别补贴公交企业 4335 

万、6289  万、6694  万、6450  万、6585  万元（2010 年仅包括 11、12 月份）。通过政策引

导和政府扶持，促进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实施。 

4.2.2  完善基础设施供应	

到 2020 年，义乌市共规划 230‐280 条公交线路，长度为 3120.8‐3770.8km，在现状基础

上增加了 79%‐116%。规划 25 个公交枢纽，其中 6 个综合交通枢纽，19 个市域公交枢纽；

规划公交运营车辆达到 17‐20 标台/万人，共 3278‐3858 标台。 

表 5  义乌市 2020 年城乡公交规划汇总 

线路类型  条数  长度（km） 

快速公交  2  52 

骨干公交  6  118.8 

区域公交  150‐180  2250‐2700 

驳运公交  70‐90  700‐900 

合计  230‐280  3120.8‐3770.8 

4.2.3  加强重点地区的公交服务	

国际商贸城作为义乌市最大的客流集散点，其交通运行状况甚至会影响整个义乌的交通

出行，加强国际商贸城公共交通系统服务，实现内外公交良好衔接，引导国际商贸城交通出

行模式向公共交通转移，实现国际商贸城区域交通出行的高效、有序。 

2015 年，经过国际商贸城城乡公交线路为 53 条，其中快速公交 1 条，骨干公交 7 条，

区域公交 45 条。远期经过国际商贸城的公交线路仅考虑快速公交和骨干公交，共 7 条，其

中快速公交 2 条，骨干公交 5 条。实现： 

 国际商贸城内部各区之间通过区域公交互通 

 主城区一次乘车到达国际商贸城核心区 

 义西南、义东北副城一次乘车到达商贸城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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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统一城乡公交运营服务管理	

统一全市公交运营服务标准，调整城乡之间公交发车密度，根据城乡间客流特征组织运

营车辆，延伸公交运营服务时间，满足城乡之间客流出行需求。 

4.2.5  灵活安排城乡公交运营车辆	

结合义乌乡镇发展和偏远农村山区情况，合理安排公交运营车辆。对公交不能完全覆盖

的乡镇地区，采用镇街面的，深入社区和次支道路，组织、接驳客流；对偏远的农村山区，

安排小型和微型车辆，实行定点、定时的区域服务，既能满足农村地区居民出行需要，又不

产生过高的公交运营成本。 

5. 结论	

城乡公交服务模式没有定式，需要与城市特点紧密结合。义乌是一个第三产业发达、城

市经济高度以商贸发展为主导的城市，并引导和促进乡镇经济的发展。城区和乡镇的经济活

动、人员的活动是紧密的围绕城市商贸经济活动中心展开。因此，城乡公共交通的规划也要

围绕这些地区展开，既要构建便捷、可达的公共交通网络，又要提供价廉、舒适、可靠的公

交服务，促进城乡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 2011》  ISBN：9787503763519，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 

[2]Transport  Research  Knowledge  Centre.  Regional  and  rural  transportation  thematic  research  summary. 

European Commission, 2010 

[3]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TCRP  report 34‐Assessment of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Rural Public Transportation,1998 

[4]赵行欢,张维胜,刘涛．莱西推行城乡客运一体化效果好[J]．交通企业管理，1998(7) 

[5]顾志兵.城乡公交统筹发展策略研究[J].公路交通科技,2006,(5):114‐117 

[6]师桂兰,邓卫,葛亮．城乡公交一体化规划建设与管理初探[J]．城市公共交通，2005(1)：9‐12 

[7]黄莉,李旭宏,何杰．城乡公交一体化若干问题探讨.  规划师，2006，22(3)：75‐78 

[8]吴公勇,胡光明．城乡公交一体化实施探讨.  城市道桥与防洪. 2006(5)：46‐48 

[9]潘艳辉,徐泽绵．城乡公交一体化规划方法研究．交通科技，2006(6)：104‐106 

[10]殷风军,过秀成,相伟．中小城市城乡公交统筹发展的对策研究[A]．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

2005年年会暨第二十一次学术研讨会，2005 

[11]范季平．城乡公交一体化规划与管理若干问题探讨棚．交通标准化，2007(2)：44‐47 

[12]李鹏飞,陈小鸿,张丹云.城乡公交客运一体化补贴机制与补贴额度研究—以义乌市为例.  城市. 

2011(9), 80‐84 

[13]相伟.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镇公交规划方法研究[ D ] .  南京:  东南大学,2006 

[14]于洪君．农村客运线网规划研究[D]．南京：东南大学，2003 

[15]过秀成,王丁,姜晓红.  城乡公交一体化规划总体框架构建.现代城市研究，2009(2) 

[16]罗剑．我国城镇公共交通规划研究．西安：长安大学，2006 

[17]吴能萍,殷凤军,过秀成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县域城乡公交线网布设方法研究[J]．城市公共交通，

2006(5)：35．38 

[18]王建军,过秀成,吴能萍等  农村客运客流特征及班线组织方式分析[A]．第六届交通运输领域国际学

术会议论文集，2006 

[19]蒋佩珊.农村客运发展规划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09 

[20]张剑锋.  城乡公交一体化规划及实施研究[D].  北京：  北京交通大学，  2007 

[21]周业利,李鹏飞,杨超.城乡公交线路特征及其客流特征分析.  交通标准化，2011(21)：59‐63 

[22]孟祥龙,张卫华,徐华兵.城乡公交一体化中常见问题与相关建议[J].  交通科技与经济,2011(3):P52‐55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868



 

 

[23]张丹云.  中小城市市域公交客流特征和服务模式研究[D].  上海：  同济大学，  2012 

【作者简介】 

李鹏飞，男，博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陈小鸿，女，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王献香，女，硕士，工程师，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869



 

 

深港陆路客运口岸公共交通服务改善规划研究 

马洪生  颜建新 

【摘要】深港公共交通服务合作和深圳建设国际水准公交都市为改善深港口岸公共交通服务

提供了契机。研究首先从分析深港陆路客运口岸客流特征及交通接驳特征入手，认为深方客

流的发散性决定了其客运接驳服务特别是公共交通服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同时以深港比较

研究为基础，总结归纳了深方公共交通在运营服务模式、配套设施及设施布局等方面存在的

问题，最后以深港客运口岸公交服务同城化、设施一体化为目标，制定了公交线路设置、运

营服务及配套设施等方面的改善规划及措施建议。研究对于进一步加快深方公共交通设施建

设，引导口岸客流形成合理的出行结构，实现深港两地公共交通服务的有效系统衔接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市交通  改善规划  比较研究  公共交通服务  陆路口岸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深港合作的不断深化，深港跨境交通联系日益密切，而国家批准实施《深圳

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又为深港跨境交

通提供重大发展机遇，未来深港两地跨境交通联系和合作将更加密切，“深港一体化”的发

展要求也将日益突出。 

目前深港之间的跨境交通设施特别是陆路客运口岸公共交通接驳设施虽不断改善，但与

“深港一体化”发展要求和深圳打造国际水准公交都市发展目标尚有一定距离。为实现深港

陆路客运口岸公共交通服务的系统衔接，有必要以深港公共交通服务合作[1]和深圳加快建设

国际水准公交都市[2]为契机，针对深港陆路客运口岸公共交通接驳服务之间的差距，结合深

方实际制定公共交通服务改善规划，以期为两地往来居民及其他跨境旅客提供同城化、一致

化公共交通服务。 

文章从分析深港陆路客运口岸客流特征及交通接驳特征入手，以深港口岸公交接驳服务

对比为手段，分析深方公交运营服务及配套设施存在的问题，最后以深港客运口岸公交服务

同城化、设施一体化为目标，制定了深方公交线路设置、运营服务及配套设施等方面的改善

规划及措施建议。 

2. 深港客运口岸发展状况	

2.1 跨境客流状况 

目前深港客运口岸主要有罗湖、皇岗、文锦渡、沙头角、福田及深圳湾口岸等。近年来

深港口岸跨境客流持续稳定增长。据统计，2010 年深圳陆路口岸出入境人员 1.78 亿人次，

同比增长 6.9%[3]，其中，罗湖和皇岗口岸占 70%，仍是深港主要通关口岸，但深圳湾和福田

口岸的分流作用初步显现。根据深港陆路口岸旅客出入境意愿调查[4]，目前跨境旅客出行目

的主要以娱乐购物、公务或商务出差、探亲访友等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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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交通接驳状况 

根据深港陆路口岸旅客出行调查[4]，目前，深方接驳主要以公交、地铁、出租车、社会

车辆、长途车辆等为主，其中公交出行比例约 45%，地铁出行比例约 25%；港方主要以地铁、

公交为主，其地铁出行比例达 50%以上。 

 

图 1  深港陆路口岸跨境旅客出行目的 

 

图 2  深港陆路口岸跨境旅客出行方式分布 

2.3 交通接驳特征 

深港陆路客运口岸地理区位及通关客流特征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客运交通接驳在总运能

匹配下接驳方式的差异性[4]。具体为： 

深方口岸：紧邻深圳市区，旅客入境后一般根据目的地选择对应的交通方式直达或换乘，

因此通关后客流相对发散，目的地相对分散，必然要求交通接驳方式的多样性，不易于交通

组织与疏散； 

港方口岸：远离香港市区，旅客出境后可先选择大容量公共交通方式到达市区，再通过

市区发达的交通系统到达目的地，因此通关后客流相对集中，目的地相对一致（香港市区），

易于交通组织与疏散。 

 
图 3  深港陆路客运口岸交通接驳特征示意 

由于深港双方通关客流特点的差异，其客运接驳设施配置也难以完全相同，交通接驳方

式也存在一定差异。其交通接驳方式和服务必须在总运能匹配的前提下，根据口岸两侧城市

结构、地理区位特征，结合通关客流特征合理确定。而深方客流的发散性也决定了其客运接

驳服务特别是公共交通接驳服务的多样性、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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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深方口岸公交接驳问题分析	

按照陆路口岸“深港一体化”发展要求，与港方完善的公交配套设施、优质的公交运营

服务、合理的接驳设施布局相比，深方公共交通服务尚存在一些问题。根据口岸旅客出行调

查[4]，目前跨境旅客对深方公交接驳服务反映比较强烈的主要集中在运营服务、配套设施、

设施布局等方面。主要问题具体分析如下： 

（一）口岸公交服务模式不能适应旅客需求。目前，现状公交线路既承担口岸接驳功能，

又承担城市公交功能，部分线路距离太长，站点太密，且多采用站站停的慢速运营模式，难

以满足口岸旅客出行迅捷性和准时性要求。 

（二）口岸公交配套设施不能满足旅客需求。目前，与港方完善的公共交通配套设施相

比，深方不同程度存在公交设施不完善、设施设置标准低、交通指示标志缺乏、配套服务设

施不全等问题，不能满足旅客要求。以深圳湾口岸[5]为例： 

（1）公交站亭站牌设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目前，港方公交站亭设施完善，站亭设栏

杆以规范乘车秩序，公交场站内人行通道设置自动扶梯，方便乘客。而深方公交服务设施相

对不足，服务质量有待提升。 

  

图 4  公交服务设施设置对比
1
 

（2）交通指示标志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目前，港方客运接驳区内主要的人行通道及客

流聚集点周围均设置接驳设施信息指示标志，且内容简明、设置连续。而深方配套接驳设施

指示标志有待进一步完善。 

连连
续续
设设
置置

连连
续续
设设
置置   

图 5  交通指示标志设置对比 

（3）公交配套设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目前，港方客运接驳区内各人行通道上均设置

行人连廊设施，建设标准高且相互衔接。而深方客运接驳区内各主要人行通道缺少人行连廊

等配套设施，特殊天气时口岸客运服务质量难以保障。 

                                                              

1
注：左侧图为香港口岸，右侧图为深圳口岸，下图 5、6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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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客运接驳区行人连廊设施设置对比 

（三）部分口岸接驳设施布局不方便乘客换乘。目前，部分口岸客运接驳设施布局不合

理，没有充分考虑旅客换乘的方便性，人性化设计不足。以深圳湾口岸[5]为例，的士落客区

距联检楼较远，乘客步行距离长（近 200 米），缺乏人性化，且的士落客区设计不合理（如

图 7），大部分出租车在落客区尾端下客，导致后续到达车辆在落客区外长排队，而落客区

前端使用效率低。 

 

图 7  深圳湾口岸的士接驳布局示意图 

4. 改善思路与措施建议	

对比客运口岸深港之间的差距，按照“深港一体化”的发展要求，以深港陆路客运口岸

公共交通服务同城化、设施一体化为目标，建议深方以优化公交线路设置、改善公交运营服

务、完善公交配套设施为突破口，完善公共交通服务，具体建议如下： 

4.1 公交线路设置改善规划 

改善思路：按照各客运口岸的功能定位和客流分布，逐步优化调整口岸现有公交线路，

并结合轨道交通接驳站点、长途客运站点、主要客流枢纽站分布情况，建立各客运口岸与上

述客流集散点方便快捷的公交接驳联系。具体措施建议： 

（1）结合口岸功能分工和客流分布，逐步优化调整口岸公交线路设置。根据客运口岸

功能定位及旅客流量流向，统筹规划全市客运口岸进出交通，使口岸交通接驳组织与旅客流

量流向相适应。建议结合口岸功能定位和服务区域划分，在保持线路稳定和乘客可接受程度

的基础上，适时优化调整口岸公交线路。 

（2）结合轨道交通接驳站点分布，统筹设置客运口岸与地铁接驳公交线路。目前，深

圳已形成 178 公里的轨道交通网，为满足口岸旅客出行，需要建立口岸与轨道交通或其公交

接驳站之间方便快捷的联系。具体为：对于设有轨道交通接驳服务的口岸，建议将与轨道交

通线路有较大重复且竞争性较大的公交线路予以优化调整；对于没有轨道交通接驳服务的口

岸，根据客流合理设置口岸到轨道交通沿线接驳站点的穿梭巴士，实现口岸与地铁服务的有

效衔接。 

（3）实现客运口岸与服务区域内长途客运站点、客运枢纽的方便联系。目前，深圳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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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长途客运站点 45 处，从 2008 年起又陆续开展了布吉站、深圳北站、深圳东站等六大综合

交通枢纽建设。建议尽快开展客运口岸与长途客运站点、客运枢纽的公交线路规划设置工作，

满足各客运口岸旅客的出行需求，实现点对点的客运服务，方便乘客换乘。 

4.2 公交运营服务改善规划 

改善思路：按照深港公交服务同城化、一致化的要求，从优化公交运营服务模式、完善

运营调度服务入手，实现两地公共交通服务的有效系统衔接，提升深方公交运营服务。具体

措施建议： 

4.2.1  优化运营服务模式，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目前，口岸公交线路不仅承担口岸公交接驳服务，也承担城市公交服务功能，且采用站

站停的慢速运营模式，难以满足口岸旅客出行迅速性和准时性的要求。建议根据客流需求，

优化公交运营服务模式，适当增加快线公交和支线公交，或点对点的公交服务，满足不同层

次旅客出行需求。 

4.2.2  优化运营调度模式，满足旅客出行需要。	

目前，深方口岸公交运营调度未完全统筹考虑客流变化特征，且运营服务时间未与港方

完全对接。建议参照港方灵活的公交运营调度模式和服务时间，优化运营调度模式，适当延

长运营服务时间，实现双方公交运营服务的有效衔接。 

4.3 公交配套设施改善规划 

改善思路：按照深港公交配套设施标准一体化的要求，从完善站亭站牌设施、完善交通

诱导标志、改善旅客候车环境、优化配套设施布局等方面入手，加快深圳公共交通设施完善，

实现两地公共交通设施的一体化。具体措施建议： 

（1）增设公交站亭站牌设施，完善公交接驳服务设施。以深圳湾口岸[5]为例，目前深

方已开通 7条公交接驳线路，但仅建设 1 座公交站亭，站牌均为临时站牌。建议完善深圳湾

口岸深方公交接驳服务设施，完善建议如图 8所示。 

（2）增设乘客步行连廊设施，改善跨境旅客慢行环境。以深圳湾口岸[5]为例，目前港

方客运接驳区各人行通道均设置连廊设施，且相互衔接，设计标准高，而深方口岸人行通道

上缺少连廊设施，特殊天气下的配套服务设施不足。建议根据口岸交通接驳设施布局，合理

增设乘客步行连廊设施，改善跨境旅客慢行环境，完善建议如图 9 所示。 

 

图 8  深圳湾口岸公交站亭站牌设施完善建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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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深圳湾口岸人行连廊设施完善建议示意图 

（3）优化配套设施布局，体现公共交通服务便捷。部分口岸设施布局缺乏人性化乘客

换乘步行距离太长，换乘不便，建议优化公交配套设施布局，体现公共交通服务的方便性。

以深圳湾口岸[5]为例，的士落客区距联检楼较远，设置缺乏人性化且设计不合理。建议优化

调整的士接驳设施布局如图 10 所示。 

 

图 10  深圳湾口岸的士接驳设施布局优化建议示意图 

（4）优化交通诱导指示系统，为旅客出行创造便利条件。与港方口岸主要人行通道及

客流聚集点周围完善的交通指示信息相比，深方口岸在主要接驳区及人行通道上普遍存在交

通指示标志不完善等问题。建议参照港方交通指示系统设置标准，完善深方接驳区域交通指

示信息，方便旅客出行。 

5. 结语	

根据深圳城市总体规划，未来深港将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构建世界级都市区。随着深

港共同发展国际性城市的逐步推进，跨境交通联系和合作将更加密切，跨界交往将出现生活

化、日常化的特点[6]，跨境客运出行总量将持续快速增长。系统科学地配置深港客运口岸交

通接驳服务及配套设施将为跨境客流的安全快捷集散提供必要支撑条件。 

深港陆路客运口岸地理区位及通关客流特征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客运交通接驳在总运能

匹配下接驳方式的差异性。尤其是深方客流的分散性决定了其客运接驳服务特别是公共交通

接驳服务的多样性、复杂性。 

全文以深港公共交通服务合作和深圳建设国际水准公交都市为契机，以深港客运口岸两

侧公交服务现状调研和问题分析为基础，以深港公共交通服务对比为手段，通过实施公共交

通服务改善规划，优化深方公交服务模式，完善公交配套设施，拓展公共交通服务，引导口

岸客流形成合理的出行结构。研究对于进一步加快深方公共交通设施建设，提升公共交通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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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水平，实现深港两地公共交通接驳设施一体化及公共交通服务的有效衔接具有一定的现实

意义，亦可进一步促进深港两地的经贸交往和人员交流，实现区域经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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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都市快速公交系统的思考 

龙涌 

【摘要】快速公交系统在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城市得到了应用，实践证明，只有度身定做的快

速公交系统才能在一个城市获得成功。本文对成都市发展快速公交系统的必要性和适应性进

行了分析，并结合成都市的实际情况对成都市快速公交系统的功能定位、网络结构、交通设

施一体化等方面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快速公交系统  成都市 

1. 前言	

中国的城市交通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城市的管理者正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缓

堵保畅”战役中，在制定和颁布的城市“缓堵保畅”政策（对策）中，公交优先毫无例外被

放到了重要的位置，成都市也不例外。 

公交优先有两种主要形式：轨道交通系统和快速公交系统。轨道交通系统具有运量大、

服务水平高、投资大及建设周期长等特点，快速公交系统投资省、建设周期短，但运量和服

务水平低于轨道系统。实践经验表明，一个城市中，轨道交通系统和快速公交系统是可以和

谐共存的。本文从笔者自身的工作实际，对成都市发展快速公交系统的必要性和适应性进行

了分析，并结合成都市的实际情况对成都市快速公交系统的功能定位、网络结构、交通设施

一体化等方面进行了思考。 

2. 快速公交在国内城市的实施情况	

2.1 国内城市快速公交实施情况 

自从巴西库里蒂巴市的第一条快速公交线路建成并成功投入运营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借

鉴库里蒂巴市的经验在城市内建设了快速公交系统，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城市都取得了成功。 

在中国，从 20 世纪末开始引入快速公交理念，2005 年北京市建成了国内第一条快速公

交线路，快速公交在中国发展速度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从快速公交系统在中国的发

展来看，短短十余年间，笔者认为经历了欣喜（认为快速公交系统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良

方）——反思（快速公交系统是不是真的适合市情）——理智（寻找并建设符合市情的快速

公交系统）三个阶段。 

目前国内已经有北京、广州、厦门、杭州、昆明等城市建设了快速公交系统，还有部分

城市正在准备建设快速公交系统。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各个城市的快速公交系统有较大的

差别。客观来讲，与国外城市相比，快速公交系统在国内城市的应用似乎谈不上成功，见表

1。目前广州市的快速公交系统经过不断改良后，其高峰时段单向客流量达到 2.7万人次·h‐1，

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中国城市发展快速公交系统的信心，也改变了大部分人对快速公交系统

传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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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外部分城市 BRT 运营相关数据 

城市 

专用车道 

总长度 

（km） 

单向高峰载客量

（人次/h） 

市中心高峰时段 

平均运营车速 

（km/h） 

车站平均间距 

（m） 

系统内每日乘客 

出行量（人次/日）

阿姆斯特丹  44.5  960  34  1,750  125,000 

雅加达  126  3400  15‐25  ‐‐  330,000 

波哥大  84  34000  18‐28  790  1,650,000 

墨西哥城  66  9000  <20  600  600,000 

北京  34.5  3800  14‐21  940  120,000 

常州  41  7400  18  900  ‐‐ 

广州  22.5  27400  17‐19  880  843,000 

杭州  18.8  6300  18  1,100  ‐‐ 

厦门  48.9  8360  27  1,300  ‐‐ 

注：资料来源于 chinaBRT.org 

2.2 成都市快速公交实施情况 

成都市于 2005 年即开始进行快速公交系统规划工作的研究，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快

速公交系统在成都市一直没有付诸建设。2012 年，成都市结合二环路改造工程，着手建设

成都市第一条快速公交线路，称为“双快”工程，即结合快速路改造建设快速公交系统。从

目前的方案来看，二环路全长约 28公里，共设 29 对快速公交站点，平均站间距约 1公里，

全线采用公交专用道，站台为路中岛式布局（火车北站除外），车型为 18 米双开门车型，站

台预售票，设计平均运营速度为 25公里/小时，设计运力为 25 万人次/日。 

 

图 1  二环路快速公交站点效果图 

从全世界范围内城市的实践来看，在环路上建设快速公交系统似乎没有先例，因此成都

市二环路上的快速公交系统应当属于第一个“吃螃蟹”，其实际建成通车后的效果还有待检

验。二环路改造前，有两条公交线路环绕全线运行，每天承担客流约 20 万人次，此外还有

若干条局部经过二环路的线路。从改造前二环路的客运量来看，似乎快速公交的客流能够保

证。但是，由于快速公交系统设置在离地面 12 米的高度，换乘便捷性打了折扣，同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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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交系统建成后涉及原有二环路上公交线路和站点的调整，市民是否能适应这种调整、是

否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出行习惯也还不能准确预见，因此二环路快速公交系统建成后的实际

效果应有待观察。 

3. 成都市发展快速公交系统的必要性和适应性分析	

3.1 城市发展的需要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土地资源紧缺以及交通事

故等一系列问题也日益凸显，给人民群众生活和城市发展带来很大负面影响，严重阻碍了城

市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应当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以公

共交通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即 TOD 发展理念。TOD 发展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中践行，它

强调城市的发展沿着主要公交走廊展开，城市在公交站点周围进行高密度、多功能的开发。

实践证明 TOD 发展能有效减少人们的交通出行需求，减少小汽车的使用，进而缓解城市所

面临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无序扩张等问题，促进城市业态布局优化，使城市健康、有序

和可持续发展。 

2010 年，成都市确定了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发展目标，打造集约、绿色、低碳的

交通运输系统是建设现代田园城市的目标之一。对成都市来讲，以“公共交通引领城市发展”

为战略导向，打造先进的全域一体化公交体系，是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落实公交优先发

展战略、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途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快速公交系统相比于轨道交通

系统的优势，同时，为了在一定时期内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改善城市形象，提高公交服务质

量、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方便市民安全便捷出行，有必要发展快速公交系统。 

3.2 圈层融合和同城化的需要 

2012 年，成都市委市政府提出了“三圈一体、圈层融合”的发展战略。过去成都市域

三大圈层1的划分，既是一个地理分区，也是一个经济分区，分区的目的是分类指导，便于

考核。虽然我们提出了同城化及全域成都的目标，但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从二、三圈

层至一圈层（中心城）常谓之为“进城”，从一圈层（中心城）至二、三圈层则谓之为“出

城”，因此至少从人民群众观念上来看，还没有达到同城化及全域成都的目标，客观来讲，

这与圈层间不发达的公交系统有很大的关系。 

成都市委市政府强调三圈一体、圈层融合，其目的是破除圈层固化，在发展中促进各圈

层发挥各自优势，互为补充，同时错位发展、竞合发展。三圈一体、圈层融合首先是交通融

合，而交通融合应首先体现在公交融合即公交一体化上。从目前来看，现状一圈层（中心城）

与二、三圈层间无快速公交联系，同时，由于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各圈层间未实现公交

                                                              

注 1；第一圈层：包括锦江区、成华区、金牛区、青羊区、武侯区、高新区 6 个区；； 

第二圈层：包括新都区、青白江区、龙泉驿区、温江区、郫县、双流县 6 个区县； 

第三圈层：包括都江堰市、彭州市、崇州市、邛崃市、大邑县、蒲江县、新津县、金堂县 8 个（市）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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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发展，依然各自为政。由于轨道交通一体化需要的时间较长，因此，从圈层融合、同

城化和全域一体的要求来看，有必要发展快速公交系统，实现一圈层（中心城）与二、三圈

层公交体系融合。 

3.3 公交线网优化结构的需要 

目前成都市中心城公交线路总长度为 3337.64km，其中干线长度 2860.39公里，支线长

度 477.25 公里。2012 年日均客流量已接近 420万人次，其中干线公交 392 万人次/日，支线

公交 28 万人次/日2。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常规公交运送能力已达到一定的水平，能力提

升受限，难以满足中心城区大规模的瞬间高峰客流运送需求和快速准点需求。因此，有必要

优化公交线网结构，解决现状大容量快线公交缺乏、支线公交不发达的问题，形成快、干、

支三级线网结构体系，实现快慢互补，长短结合、相互协调。从这个角度来讲，成都市有必

要发展快速公交系统。 

3.4 与轨道交通系统协调发展的需要 

实践经验表明，快速公交系统与轨道交通系统是可以和谐共存的。以首尔为例，2003

年首尔地铁线已达 300公里，但由于全城人口 1200 万，交通依然拥堵，与地铁线重复的快

速公交线路，有效缓解了地铁运力紧张的问题。广州市虽然在中山大道建设了快速公交系统，

但中山大道下仍规划了地铁线路，与快速公交线路基本重合。从成都市实践情况来看，地铁 

1 号线建成通车后，与地铁 1 号线基本完全重合的 16 路、99路公交线路的客流基本不受影

响。因此，快速公交系统与地铁系统是可以和谐共存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地铁和地

面公交客流的出行特征是不一样的，地面公交由于方便、票价低廉，有固定的消费群体。 

根据成都市交通运输发展战略规划，即使地铁成网，地面公交仍要承担 25‐30%的市民

出行，因此快速公交系统大有可为。地铁投资高、建设时间长，很难在短时间内覆盖全市，

即使成网，也不能实现站点 500‐800米全覆盖，需要利用快速公交系统进行补充。同时，从

另一个角度来看，成都市交通要解决交通“近渴”，建设快速公交系统多快好省。因此，只要

处理好与轨道交通系统的关系，实现快速公交系统与轨道交通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可行的。 

3.5 成都市城市结构适合快速公交的发展 

从新一轮城镇体系修编来看，成都市城镇将坚持沿交通走廊组合布局、集群发展，未来

将形成双核共兴、轴线支撑、走廊展开、组团发展的“一轴双核六走廊”空间格局，从而打

破目前的单中心和圈层发展模式。在这种城市空间结构下，城镇发展与快速公交系统发展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一方面，城镇走廊是主要的客流走廊，能有效保证快速公交系统的客流

量；另一方面，沿城镇走廊建设快速公交系统有利于促进沿线土地利用和开发，有利于引导

城市空间的走廊式布局，从而实现土地开发及空间布局发展的协调统一。 

                                                              

注 2：上述数据为 2012 年 4 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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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成都市“一轴双核六走廊”空间格局 

4. 成都市发展快速公交系统应注意的问题	

4.1 做好总体设计，明确功能定位 

快速公交系统是城市复杂巨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城市的其他系统密切相关，良

好的总体设计、准确的功能定位是快速交通系统取得成功的前提。要充分考虑城市空间结构、

城市用地布局、轨道交通线网、居民出行习惯、地域文化特征等因素来进行快速公交系统的

总体设计，重点是明确快速公交系统在城市复杂巨系统里的角色、作用以及与城市其他系统

的相互关系。 

从功能定位来讲，国内外城市的快速公交发展经验表明，快速公交的发展大致具有四类

功能定位。第一类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骨架；第二类是轨道交通的延伸；第三类是轨道交通的

过渡，先期发展快速公交，为轨道交通培育客流；第四类是提升地面公交服务水平的重要措

施。从成都市的实际情况来看，规划轨道线网已基本延伸至二圈层。因此，二圈层至三圈层

的快速公交，可定位为轨道交通的延伸；一圈层至二圈层的快速公交，可定位为轨道交通的

过渡，为轨道交通培育客流；一圈层（中心城）的快速公交则主要是作为轨道交通的补充，

为提升地面公交服务水平服务。 

4.2 确定合理的总体规模和网络结构 

合理的总体规模和网络结构是快速公交系统取得成功的基础。总体规模的确定是一个相

对复杂的过程，目标是在满足客流需求的条件下寻找一个最佳投入产出比的线网规模。总体

规模可以先借助模型进行计算，然后结合自身城市的特点并参考其他城市的经验综合确定。   

从网络结构来讲，快速公交系统的网络结构应充分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契合，布置在城市

的主要客流走廊上，主要客流走廊的确定需要同时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进行论证。从成都市

的实际情况来看，宜结合正在建设的二环路快速公交系统形成“环+放射状”的快速公交系

统，放射状的快速公交线路布置在中心城对外的六条走廊上。虽然环绕二环路的快速公交线

路的运营前景尚不明朗，但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将一、二圈层的快速公交系统的衔接和转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881



 

 

功能放在二环路周边，有利于带动二、三圈层的发展，促进圈层融合。 

4.3 注重交通设施一体化 

从已有快速公交系统的城市来看，快速公交系统中考虑各种交通方式的一体化更利于快

速公交系统发展。从国内的实践来看，广州市的快速公交系统之所以相对于其他城市更成功，

是因为其交通设施一体化的规划设计优于其他城市。举例来讲，广州市的快速公交系统与自

行车系统有着较好的衔接，自行车专用道与站点直接接驳，站点设计充分考虑了自行车停车

场地。因为成都市有比广州市更高的非机动车出行量，因此，成都市快速公交中的交通一体

化一定要充分考虑非机动车系统与快速公交系统的衔接，这不仅有助于快速公交系统取得成

功，也是解决居民出行“前后一公里”问题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快速统计系统还应与步

行系统、轨道系统实现良好的衔接，在城市的外围区域，还应适当考虑机动车系统与快速公

交系统的衔接。 

4.4 预留资源，满足未来升级改造的需要 

从其它城市的实践来看，没有“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快速公交系统，快速公交系统

总会根据不断变化的需求进行调整，只有具有可调整性的快速公交系统才具有生命力。快速

公交系统的车辆、运营组织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在快速公交系统开通后的运营过程中

加以调整和解决，但基础设施尤其是车站布局、建筑设计等基本不可能在快速公交系统开通

之后进行调整。因此，在快速公交系统规划设计中，针对基础设施部分应预留相应资源，满

足未来升级改造的需要。 

4.5 满足灵活运营组织的需求 

对于成功的快速公交系统而言，灵活化的运营组织是必要的。从国内快速公交运营实践

的经验和教训来看，直达线路模式相对于固定线路模式在国内更易取得成功，有的城市在快

速公交系统开通时采用的是固定线路模式，后来根据各方面的需求调整为直达线路模式。直

达线路模式和固定线路模式各有优缺点，直达线路模式符合人们的出行习惯，可有效减少人

们的换乘次数，但快速公交系统上直达线路过多会影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固定线路模式

则会使大量乘客被迫换乘，在换乘系统不发达的情况下，客流需求将会大幅度降低，快速公

交系统的运行效率也无从谈起。因此，在快速公交系统规划设计时，一定要考虑到运营组织

灵活化的需要。与此同时，要系统考虑，做好快速公交系统与干线、支线公交系统之间的衔

接，做好快速公交系统与轨道系统的衔接，方便换乘。 

5. 结束语	

快速公交系统虽然是一个相对灵活的体系，但自身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面广、

影响因素多。从其他城市的经验来看，成功的快速公交系统无一不是度身定做的，因此，成

都市要建设成功的快速公交系统，必须立足于自身的实际，不仅要“学其形”，更要“用其

神”，要做好总体设计，确定其合理的规模及网络结构，寻找快速公交系统与其他城市公共

交通方式的合理架构和契合点，从而形成密切配合、高效运行的城市公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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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优先技术措施研究 

徐玉晓  鲁洪强  王召强  章继忠 

【摘要】公交优先是解决交通问题最好的方案，国内外各大城市在公交优先方面均取得一定

成果，但仍存在不足。发展公交优先需要完善保障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规划，设立保证公交

优先得以实现的技术措施。在分析公交优先技术措施构成的基础上，研究论述公交专用道设

置方法和公交信号优先技术，旨在把公交优先政策由战略高度落到具体的技术实现上来。 

【关键词】公交优先  技术措施  公交专用道  信号优先 

1. 1.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交通的依赖越

来越强，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加剧。缓解交通拥堵是各大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引起了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城市公共交通是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生活和生产

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是城市客运的载体。近年来，随着交通压力的增大，公共交通的优越

性凸显，全国各大城市把公交优先发展作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途径。 

公交优先战略是构建高效、环保交通形势的根本，需要把公共交通的规划和建设放在城

市发展和规划的优先位置，并给予政策、法律、技术、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使公共交通成

为城市交通的主体，为居民出行提供便捷的服务。公交优先技术措施主要是运用交通管理的

方法，提高公交车的运行效率，降低路线整体运营时间，减少交叉口延误，同时降低其他社

会车辆对公交车辆的影响。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2.1 国外研究情况 

根据国际经验表明，机动车数量增速过快，道路建设与车辆增速比例失衡。实施公交优

先战略是城市交通建设的一个重大转变。公交优先战略在国外已开展多年，在政策、技术等

各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目前，日东京公共交通比例高达 88％，

纽约、伦敦、巴黎等城市也均在 70％左右，而公共交通服务在我国尚未建立系统的理论体

系，城市公共交通比例约为 40％，政府在公共交通规划、管理和监督方面缺乏明确的目标

和依据。 

在技术应用方面，欧洲有 80%的城市设置公交专用道系统，部分国家的公交专用道总长

度超过 30 公里以上，如法国巴黎、英国伦敦、西班牙的马德里和德国柏林市等。德国、北

欧等国家建立了公共汽车信号分离系统，北美地区也建立了大量的公交信号优先系统。有实

验表明，以 1O 公里的拥堵路段为例，行驶在公交专用道上的公交车可以节省 10 分钟的时

间。公交专用道通常在交叉口之前一段距离终止，在终止的位置，部分国家通过设置信号控

制设施的方式，形成一个“优先区域”，保证公交车在红灯亮时可以继续前进，其他车辆则

根据信号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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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研究情况 

“公交优先”最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在国内就已提出，但由于缺少政策支持及资金保

障没能设施。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北京交通开始出现拥堵，为缓解交通拥堵采用了“公交

优先”策略，在长安街设置了全国第一条公交专用道，效果比较显著，至此在国内上海、深

圳、南京等城市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到目前，各大城市利用公交专用道和轻轨相结合，大力

发展快速公交系统，并且依托轨道交通线网及高速铁路网络建立了一个立体的公共交通框

架。 

3. 公交优先技术措施	

公交优先，顾名思义就是给予公交车优先行驶的“特权”，提高公交车运行速度，节省

整体运行时间。公交优先技术措施包含交通设施及交通管理等多方面，公交优先主要体现在

时间和空间上，给予公共交通优先行驶的特权，提高运输速度和效率，节省运行时间，达到

解决公共交通快速准时出行的目的。时间优先是指在交叉口、特殊路段、特殊时段道路优先

通行权，如在高峰时期禁止小汽车左转，但允许公交车左转；空间优先包括设置专用车道、

专用路等。以增设公交专用道、专用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依托[1]，以交通管理措施为保障形

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逐步形成公交优先通行网络，构建良好的公共交通环境，保证

公交的高效、快速运行。 

3.1 公交优先车道设计 

公交优先车道是指对于特定的车道或道路公交车辆具有占有权（也可在规定时间段内）

或优先使用权。对公交优先车道的设置要进行系统、全面、科学合理的规划，通过设置标志

标线及道路限行管制为公交车提供单行线、公交专用道、公交逆行专用道和公交优先车道等

优先运行的空间；公交优先车道可以统筹规划、分期实施、逐步完善，最终形成运行良好的

公交优先车道网络体系。设计时需结合道路现状条件及周围环境，并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3.1.1  公交专用道线路规划	

公交线路在规划时即要满足居民出行的需求，又要使客流量尽可能与运载能力相适应，

并在主要节点规划换乘系统，尽量减少换乘次数，方便居民出行。公交专用道设置相当于一

种集约型、大运量的公共交通方式，其线路的规划与轨道交通类似。尽量布设在公交客运走

廊上，沿线分布较高密度的商业、行政及居住用地，以达到交通运行的最高效率。通常当单

向平均客流量达到 3000人次/高峰小时，配套路网的容量及停车场供给都非常有限，或者当

单向公交车流量大于 150 辆/高峰小时，可以设置大容量的公共交通专用道系统。 

3.1.2  公交专用车道站点布置	

公交线路网密度越大，站点分布越多，居民与公交站点的距离越近。根据要求，公交站

点与城市用地出入口间距在 300 米至 500 米之间，在线路网密度较稀的地区，公交站点的服

务范围可适当扩大。公交车站是公共交通服务的换乘交织点，是体现服务水平的重要环节，

涉及出租车、轨道交通、私人交通等多种交通方式的衔接换乘，换乘方式有平面、立体及混

和等多种，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设计不同的换乘方式，站点布置应方便换乘，尽量减少乘客

步行距离，应设置在道路交叉口附近。同时，在道路上公共服务性设施周边也应设置，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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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商场、医院等地点。 

3.1.3  交叉口公交优先通行	

路段设置公交专用道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公交车的运行速度，但由于公交车提量大，性

能低等因素的限制，在交叉口处会产生较大的延误，若对交叉口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处理，能

更有效地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力，减少车均延误时间。交叉口进行拓宽改造、设置公交专用

进口道等优化处理都能实现公交优先通行的效果。 

平面交叉口是道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道路使用者转换行驶路线的枢纽，是管理、

组织各类交通的控制点。大量事实证明交叉口的交通运行状态与整个城市的交通运行状态密

切相关，交叉口的拥堵已成为整个城市交通运行的瓶颈。结合可用资源，对交叉口进行拓宽

改造，拓出一条公交专用车道，从而减少冲突点、有序组织交叉口交通流，提高道路整体的

通行效率。当路段交通量不是很大时，路段上可以不设公交专用车道，仅在在路口拓宽设置

公交专用进口道。在部分禁止左转的道路，公交车可不受限制。 

公交专用进口道指将交叉口的进口道分配一个给公交车专用，保持交叉口处公交车与社

会车辆的分离，避免进口道位置公交车与社会车辆交织并道，相互干扰。还有一种设置回授

线形式，是公交专用道到达交叉口前在前一定距离结束，社会车辆在交叉口内也可以与公交

车共用一条进口道，避免公交专用道一直延伸到交叉口停车线造成的转车辆与公交车辆冲突

的问题。 

3.2 公交信号优先研究 

公交优先措施中公交信号优先一直都是一部分重要的内容，是指在信号控制交叉口为解

决公交车辆的快速通行而采取的控制方法。公交信号优先技术早在上个世界 70 年代在欧洲

国家就得到了成功的应用。通过科学合理设置公交信号优先系统，可以保障公共车辆在道路

交叉口通行时间上的优先。结合交叉口的信号配时，在相位或绿灯时间上给公交车辆以优先

通行权，减少公交车辆在交叉口的延误，提高公交准点率。 

3.2.1  交叉口公交优先的控制策略	

在信号控制交叉口，每一种控制状态对应各个进口道在各个进口方向显示的不同信号灯

颜色组合，称为一个信号相位。交叉口信号相位配时方案，就是用信号轮流给各个方向的车

辆或行人分配通行权顺序。在一个信号周期内，组织了多种控制状态，结合交叉口形式安排

这些控制状态的显示次序。对于一个交叉口，相位数设置越多行车相对越安全，但相位越多，

信号周期就越长，延误的时间也就越长，效率也会降低。这就需要在配时选用时根据各个方

向交通流具体情况进行优化，在保证车辆安全通行的前提下，减少交叉口延误时间。目前，

应用比较多的主要有被动优先策略、主动优先策略、自适应实时优先策略三种[2]。 

3.2.1.1 被动优先策略 

在交叉口一般相位设计时，公交车与社会车辆通常在一个相位。从“公交优先”的角度

出发，首先可考虑在公交线路集中的道路调整绿信比增加有效绿灯时间，减少公交车辆的等

待时间；另外，当交叉口通行能力富余时，可缩短信号周期长度，减少公交车等待绿灯的时

间；最后，在制定信号控制基本方案时，可根据公交车流量增设交叉口公交优先信号的相位，

确保公交车优先通行[3]。相位的时间需根据交通流量确定，不宜太短，太短不能保证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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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通过，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社会车辆通行效率。 

该控制策略通常会降低交叉口的总体运行效率，适用于饱和度低一些的交叉口，对饱和

度较高的路口，采用缩短信号周期和增大公交车有效绿灯时间会加剧交叉口社会车辆的拥

堵。 

3.2.1.2 主动优先策略 

主动优先主要是依靠检测器与信号发射器之间的联系，同时与信号灯系统相结合，对公

交车辆运行情况进行检测并予以识别。在公交车辆上配置专用信号发射器，信号发射器与道

路上的信号检测器相呼应，检测器又与交通信号控制机相连。当公交车行驶到交叉口附近时，

检测器接收到信号发射器的信号，并传递给控制机、控制机控制信号灯由红灯变为绿灯，或

延长一定时长的绿灯时间，保证公交车在路口优先通过。如果在信号灯变成绿灯之前还要等

待较长时间，那么可以插入一个特殊公交相位，公交车辆通过后再恢复为原有的相位，主动

优先策略主要适用于非饱和状态的交叉口[4]。 

3.2.1.3 实时优先策略 

实时优先策略不需要提前预设信号控制，通过卫星定位系统及检测装置测算路网车辆的

运行状况，获取路网的机动车流量和公交车的运行信息。基于这些实时的交通信息，用以指

导调整交叉口的信号配时，为公交车辆提供优先信号。自适应实时策略是路网范围宏观的交

通量模拟，而信号优先是道路交叉口处的交通控制行为，因此可能会出现区域系统和交叉口

优化目标的冲突，导致无法处理公交车运行过程中的细节问题。 

该策略在路口交通量较小的时候，效果比较明显。在交叉口趋于饱和时，其他相位没有

办法提供绿灯延长或红灯缩短的时间，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果，尤其对相交道路的不利影响

较大。 

3.2.2  交叉口公交优先信号配时设计	

交叉口优先信号配时设计主要为解决交叉口延误，保证公交车在信号控制交叉口的优先

权。道路行驶条件、现状交通量、相邻交叉口、行人过街、自行车等因素的影响，都影响会

影响公交信号优先系统的设计和运行。传统交叉口信号配时方法是都是在理想的交通环境下

根据车辆延误最小来进行配时，基于以人为本原则，应该以交叉口人均延误最小作为目标函

数来进行配时，并以此分别计算公交车辆优先增加的车辆延误与社会车辆排队的延误。采用

公交优先策略后，需要必要的交通管理措施来解决社会车辆的交通问题。 

目前，城市行人过街需求较大，大多采用平面过街行驶，在进行公交优先信号配时设计

时，应把行人过街、自行车过街等交通影响因素考虑进去，得出合理的信号配时控制方案。 

4. 结语	

城市公共交通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关系民生的社会公益事业。它作为一种以人为

本、可持续的交通发展方式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公交优先通行技术措施是公交优

先发展的重要手段，是提升城市交通系统运营能力的核心目标。交叉口公交优先是提高公交

车时效性的关键性措施，伴随智能交通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应用，整个系统将越来越完善，对

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有重大的意义。因此，结合我国现有国情，必须大力发展公交优先策

略，引导城市发展模式转变，形成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城市综合交通系统。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887



 

 

【参考文献】 

[1]季彦婕，邓卫．交叉口公交优先技术研究现状及发展综述[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04，

4(1),P31‐32 

[2]张卫华，王炜，陈学武.信号交叉口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方法的探讨.中国市政工程.2003(6),P2‐4 

[3]赵雅秀，陆百川.交叉口公交优先技术现状与问题[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2010.10(1)32‐33 

[4]关伟，申金升，葛芳．公交优先的信号控制策略研究[J]．系统工程学报，2001，16(3)：176‐180 

【作者简介】 

徐玉晓，女，大学本科，工程师，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888



 

 

小城市公交系统的运行状态分析与应用 

李博  石小法 

【摘要】在公交系统的运行状态分析中，获得一些反应公交运行状况的定量的指标是重中之

重，本文从该点着手，建立了一套评价体系，一方面通过组织居民出行调查获得对运营状态

的宏观评价，另一方面，应用 TransCAD 软件计算得到针对公交线网技术指标的微观评价，

并给出了具体的应用示例。 

【关键词】公交线网  居民出行调查  TransCAD  宏观评价  微观评价 

1. 引言	

构建合理、高效、经济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可以优化城市布局，减少城市交通拥挤，

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量，缓解由于交通问题引起的环境污染，为城市居民提供舒适、安全、

快捷、方便的交通条件。建立一套科学、经济、实用的公交系统评价体系，才能准确地反映

公交线网的运营状况和运行效果。本文将公交系统评价分为宏观的的运营状态的评价和微观

的技术指标评价。 

运营状态评价主要通过组织居民出行调查，得到出行率，公交分担比等宏观指标，对比

公共出行和其他出行方式的居民接受程度，为公共交通政策的提出和改善提供政策指导和依

据。 

技术评价分为静态指标评价和动态指标评价两个部分，静态指标是对公交线网布设的空

间结构的评价，动态指标是对公交线网实际的运营状态的评价，为了得到微观、定量的数据

指标，必须借助于先进的交通规划工具。 

TransCAD 是 Caliper 公司开发的一个集 GIS，具备海量数据处理能力的关系数据库，以

及交通模型功能于一体的，用于交通数据管理和分析的软件系统。TransCAD 具有功能强大

的公交模型，一系列功能完善的公交网络分配程序，同时具备公交数据的精确分析能力。 

本文通过在广东省河源市开展居民出行调查，并应用 TransCAD 软件，获得一系列宏观

的、微观的、定量的评价指标值，并将此评价体系应用于该市的公交线网评价，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889



 

 

公交线网模型构建

公交分配

静态指标计算

动态指标计算

公交线路客流OD准备

居民出行调查

宏观指标

公交线网评价指标体系

微观指标

 

图 1  公交线网评价的技术路线图 

2. 居民出行调查分析	

广东省河源市是国务院 1988 年 1 月批准成立的地级市，建市以来尚未进行过居民出行

调查，项目组于 2011 年 9 月组织了针对河源市源城区的居民出行调查，分析得到该市的出

行结构和特征。 

2.1 出行率 

出行率（出行强度）是指调查人口的出行总数同调查总人口的比值，反映了居民在日常

生活中参与各项活动的出行需求强度，该市常住人口出行率为 2.78 次/人*日，相较国内其

他城市偏高。 

2.2 出行目的 

分析出行目的，通勤、通学以及通勤、通学后所引发的回程、回家占到需求总量的近

80%。 

 
图 2  出行目的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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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出行分布曲线，河源市的日出行有明显的四个峰值，最高峰出现在 8点至 9 点，高

峰小时流量比为 15%，另外除晚高峰外，中午明显还有两个峰值，体现了小城市中午下班回

家的特征。 

进一步分析该市最主要的三种出行目的（回家，通勤，通学）的时间分布曲线，高峰分

布以及累计峰值接近同全方式的分布曲线。 

 
图 3  全目的出行时间分布图 

 
图 4  通勤、通学、回家出行时间分布图  

这说明河源市的交通问题的症结就在于上下班以及上下学的出行结构。 

2.3 出行方式分担 

经调查，出行方式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摩托车，占 34%，而公共交通仅占 5.6%，远

远低于国内 10%的平均水平，相较广东省的其他城市，由于禁摩和鼓励公交发展的政策，公

交分担比均达到了 1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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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出行方式划分比例图 

 
图 6  广东省 7 市公交分担比对比图 

分析回家，通勤以及通学这三种主要的出行目的方式分担。 

 
图 7  上班、上学、回家方式分担对比图 

摩托车和私人小气车是上班出行的首选，其中摩托车分担比达到 46.8%。 

限于出行者的年龄，上学的主要方式为步行和自行车，步行达到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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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家中，摩托车和步行分别占到 34%和 32.2%。 

公共交通的比例在上班，上学和回家中均很低，分别为 4.6%，10.4%，4.7%。这说明在

出行高峰期间，绝大多数者选择了个体交通，尤其是摩托车，摩托车安全性差，并且摩托车

驾驶员对路权和交通规则普遍漠视，这是造成现状河源交通系统运行混乱的主要原因。 

2.4 出行时耗特征 

该市市域范围小，居民的通勤距离和出行时耗均较少，20min 以内的出行时间占到 80%，

表现为短时间，小距离的出行为主。 

 

图 8  出行时耗分布图（min） 

以步行，摩托车，私人小汽车以及公交车，做出随出行时间变化的方式分担曲线，步行

和摩托车均存在随着出行时间的增长，比例下降的趋势。但公交车的分担比例过低所表现的

趋势不明显，且该转移曲线并没有体现出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速度的差别。 

 
图 9  步行、公交车、私人小汽车、摩托车出行时耗分布曲线 

分析出行分担比最大的两种出行方式：摩托车和步行，并分别以 18km/h 和 5km/h作为

摩托车和步行的平均速度，做出这两种出行方式的分担比随出行距离的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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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步行出行距离分布曲线 

可以看出 31%的步行活动发生在 0.4‐0.8km 范围内，并且 75%的步行活动的出行范围小

于 1.6km。 

 
图 11  摩托车出行距离分布曲线 

可以看出达到 78%的摩托车出行发生在在 1.5‐6km 的范围内。 

 

图 12  公交车出行距离分布曲线 

从公交车的出行距离分布曲线可以看出 2.5km内的出行仅占公交车出行总量的 10%，有

达到 71%的出行量发生在 2.5‐5km的范围内。 

对比步行、摩托车以及公交车的分担比分布曲线不难看出，河源市居民的步行主要集中

在 1.5km 的范围内，主要为短距离的点到点出行，以及在出行的起终点，和其他交通方式进

行衔接。这同摩托车以及公交车的出行模式都有很大的区别，因此，发展公共交通并不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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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范围地实现步行的比例向公共交通的转移。 

而摩托车和公交车的服务范围有相当程度的重叠，因此，逐步有效地开展禁摩是提高河

源市公交分担比，改善交通系统服务水平的重要手段。 

3. 公交系统技术指标分析	

在客流调查的基础上，利用 TransCAD 软件建立公交客流仿真模型，建立相应的公交线

网运行评价体系。 

3.1 静态指标 

3.1.1  公交线网静态指标的选取	

本文选用的静态指标包括线网密度，非直线系数，重复系数，站点覆盖率，TransCAD

具有强大的空间数据分析能力，能精确，直观地计算各类静态指标。 

公交线网密度即为每平方公里的城市用地面积上有公交线路经过的道路中心线长度，单

位为 km/km2。公交线网密度反映了居民接近公交线路的程度。 

线路的重复系数为运营公交线路和总长度和有公交经过的道路中心线长度的比值。线路

的重复系数反映了运营线路的复线、重叠的情况。 

非直线系数为公交线路首末站间的实地距离和空间具体之比。反映了线路走向的绕行程

度。 

站点覆盖率，指公交站台的服务面积同城市用地面积的比值。该指标反映了城市居民接

近公交站点的程度。通常以 300m和 500m 为半径，站点为圆心做圆，算得总的覆盖面积。 

3.1.2  公交线网静态指标的计算方法	

（1）公交线路长度 

将公交线路层（Route System）置于当前层，下拉 tools—export，设置转存格式为 Standard 

Geographic File，重新打开该文件，各条公交线路的长度即为 Length 字段。 

（2）非直线系数 

利用 TransCAD 的测量工具可以量出各条线路首末站的空间距离，除以线路长度即为公

交线路的非直线系数。 

（3）重复系数 

在路网层添加一字段 line‐number，用于记录该路段上的公交线路的条数，利用线路选

择工具查看，并将数值输入 line‐number中。 

上述准备工作完成后，将路网层置于当前，利用 select 工具可以方便地筛选出

line‐number 字段不为空的路段集合并显示，即为有公交线路覆盖的路网。选择 Dateview—

Statistics，计算得到有公交线路覆盖的路网总长。进而同公交线路总长相比，得到公交线网

的重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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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线网密度 

但不对路网层做选择集，下拉 Dateview—Statistics，计算得到总路网的长度。同有公交

覆盖的路网总长相比，就得到线网密度。 

（5）站点覆盖率 

将物理站点层（Physical Stops）置为当前，选择 Tools—Geographic Analysis—Click Bands 

Toolbox，在弹出的对话框中输入 300m（或 500m），重新打开另存得到的新文件，300m（或

500m）的站点覆盖面积即为 Area字段。除以现状城市的用地面积就得到站点覆盖率的值。 

3.1.3  公交线网静态指标评价	

河源市源城区现状共有公交线路 15条，图 11 为主要的公交线路走向和站点分布图。利

用 TransCAD 建模，得到主要的静态指标如下： 

 

图 13  公交线路走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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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静态指标计算 

评价指标  现状  规范要求 

公交线网密度  中心区 1.48 km/km2，边缘地区 0.32 km/km2 
城市中心区应达到 3‐4 km/km

2，边

缘地区应达到 2‐2.5 km/km
2 

重复系数 
中心区 2.06，全市域范围 1.59，重复系数最高

的路段有 10条公交线路并行 
以 1.25‐2.5为宜 

非直线系数 
现状共 15条公交线路，其中 11条的非直线系

数超过 1.4，3 条超过 2，全线平均,1.72 
不应超过 1.4 

站点覆盖率 
300m覆盖率中心区达 57%，全市域 24%； 

500m覆盖率中心区达 87%，全市域 42% 

以 300m计不应小于 50%，以 500m

计不应小于 90% 

 

图 14  公交线网重复系数分布图 

由重复系数的分布图能够看出：公交线路分布不均匀，少数的几条道路重复系数过高，

筛选出重复系数超过 4的路段，并结合道路性质进一步分析。 

表 2  重复系数较高路段详情 

道路  性质  路段  重复系数 

长塘路  次干道，双向 4车道 

河源大道南—大桥南路  10 

大桥南路‐公园路  6 

公园路‐中提路  10 

河源大道  主干道，双向 6车道 

万绿湖大道—河源大桥北端  4 

河源大桥段  4 

河源大桥南端—双下路  6 

中山大道  主干道，双向 6车道 
珠河大桥段  10 

珠河大桥北端—兴源东路  6 

长塘路是次干道，横穿该市主要的商业街区，全线重复系数很高，最多有 10 条线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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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源城区的主要干道河源大道，中山大道，建设大道，黄沙大道的重复系数相对较低，

甚至些路段没有公交线路覆盖。 

两条连接南北片区的过江通道，河源大桥和珠河大桥，重复系数较高，分别达到 6 和

10。 

TransCAD 输出的公交站点覆盖图，分别如图 15、图 16。 

 
图 15  300 站点覆盖率                     图 16  500m 站点覆盖率 

3.2 动态指标 

本文选用的动态指标包括站点上下客、全线客流、合计路段流量、换乘系数和平均乘距。 

在调查期间采用了小票法，即乘客上车时在前门领取小票，小票标注有上站的站点编号，

下站时，乘客将小票投入对应有下站编号的信封中，这样同时获取了被调查车辆的在各个站

点的上下客数和乘客在该线路的 OD量。数据经扩算处理后，得到基于公交站点编号的客流

OD 矩阵，输入 TransCAD 中，采用随机用户平衡法（SUE）分配，得到结果如下表。 

表 3  动态指标计算 

动态指标  计算方法  值 

站点上下客 

分配输出表 Boarding Count，得到基于线路站点

编号的上下客流量，链接到 route Stops表中，

汇总相同物理站点编号的流量，得到基于物理

站点的上下客量 

注：有多条线路并行的站点，物理站

点不计入线路的重复，同现实情况一

致，故需要换算成物理站点流量 

全线客流 

下拉 Transit，Route Utilization 命令，将 Boarding 

Count的上客量以线路编号汇总，并输出至

Route System的全线客流字段 

该市全线客流量 81963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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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路段流量 

分配输出表 Total Transit Flow，即为合计至路段

的客流量，利用 Theme工具输出公交客流走廊

分布图 

珠河大桥，河源大桥段流量最大，分

别达到 13588 人次/日，和 8372人次/

日，长塘路其次，  流量最大段达到

5676人次/日 

换乘系数 
合计 Boarding Count表的上客量，除以 od矩阵

的总出行人次 

换乘系数为 1.13，表示平均 13%的乘

客在线路间换乘了一次 

平均乘距 

下拉 Reports，以线路编号创建公交报告，

PAXMILES字段即为各线平均乘距，结合各线总

客流量做加权平均 

该市公交乘客的平均乘距为 4.1km 

 

 

图 17  公交客流走廊分布图 

4. 公交系统总体评价	

根据上述的分析结果，得到该市的公交线网评价结论如下： 

①公交分担比很低，私人机动化出行（尤其是摩托车）比例很高，从政策上上应对公交

的发展给与优惠，并逐步实施禁摩。 

②公交线网覆盖率低，并且分布不均匀，主要集中在少数的几条道路，分布不合理，没

有结合道路类型设置线路。应增设新的公交线路以扩大线网的覆盖面积，并且调整不合理的

线路走向，使线路分布整体上区域均匀。 

③南北向的过江需求大，线路布设过于集中，需要开设新的过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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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线路的非直线系数过高，为了提高覆盖率，在城区内绕行严重，乘客的出行成本大大

提高，降低了公交的吸引率。应将原有线路拉直，捋顺，并且增设新的线路，以提高覆盖率。 

5. 结语	

本文采用了居民出行调查，并结合 TransCAD 公交建模对公交系统的运营状态进行了深

入的分析和评价，所得到的结果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说明此方法和应用步骤具有较强的可

操作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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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公交场站布局规划及落地控制研究 

——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陈宗军  施源渊 

【摘要】常规公交场站规划不仅包括宏观层面的场站布局规划，同时涉及微观层面对各个场

站设施的用地控规规划。本文对公交场站规划的系统流程进行了重新梳理，扩展了场站规划

的内容层次；在场站的规模预测方面，提出了基于交通需求的预测方法；结合苏州工业园区

公交场站规划实例，提出了公交服务分区的概念，用于指导公交场站的布局规划；同时针对

首末站以及停保场，提出了具体的用地控制指标，以指导实际操作，确保用地的落实。 

【关键词】公共交通  布局规划  落地控制  公交服务分区 

1. 引言	

苏州工业园区位于苏州市区东部，与昆山交界，辖区总面积 288 平方公里。自园区成立

十八年来，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增长 30%左右。2011 年，园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89.6

亿元，比上年增长 13.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 15.3%

和 16%。2011 年底，园区总人口 82 万，其中户籍人口 34 万，占总人口比例 42%；暂住人

口 48 万人，占总人口的 58％。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园区用地规模快速扩张，目前已经

形成金鸡湖中央商务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中新生态科技城、综合保税区、三期高新产业

区以及阳澄湖生态旅游度假区六大相对成熟片区。 

公交场站的建设是公交系统发展的基础，在园区的快速扩张过程中，公共交通场站设施

的建设却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对公交场站设施进行合理规划预控不仅是公交优先理念是否

图 1  苏州工业园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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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落实的 直接体现，同时也是支撑园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2. 常规公交场站规划流程	

以往的公交场站规划中，更加注重宏观层面的场站布局规划，忽略了对单个场站用地控

制的研究，导致规划的场站设施难以在实施层面予以落实，严重影响了公交系统的发展。实

际上，公交场站规划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到宏观层面的布局规划，更加需要在微观层

面对各个场站设施进行停车位控制、交通组织、出入口设置等方面的详细研究，同时规划的

场站设施还必须纳入城市规划数据库中进行统一管理，以与其他规划相衔接，确保用地的落

实。 

结合以上分析，常规公交场站规划是在现状分析基础上，在规模预测约束下，从优化场

站布局角度首先对场站设施进行的宏观布局(布点)规划，其次是在宏观布局确定的基础上，

对各个场站进行的详细用地控制规划。 

3. 场站规模预测	

3.1 公交车辆规模预测 

公交场站服务于公交车辆，各类公交场站的规模必须满足公交车辆正常运行以及停放的

要求，因此公交场站的规模取决于公交车辆发展规模。以往规划中公交车辆的发展规模直接

通过车辆拥有量水平进行预测，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反映公交出行需求与公交车辆之间的关

系，也不能体现不同公交出行率水平下的公交服务水平。因此建议同时采取基于交通需求的

预测方法进行车辆发展规模的校核。 

3.1.1  基于车辆拥有量的预测	

公交车辆作为评价公交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其自身规模不可能无限制增长，必须与城

市的公交发展模式以及公交分担率水平等相适应；远期随着园区公交线路结构的完善，公交

线路平均长度将出现下降，对车辆配置的要求也将降低，同时随着多条轨道交通的建成开通，

公交客流量的增长将逐渐由常规公共交通向轨道交通转移，常规公共交通的发展趋于稳定，

公交车辆的配置以更新替代为主，规模增长有限。综合以上因素，预计 2020 年园区公交车

辆发展规模达到万人拥有 18 标台，约合 2250 标台。 

 

 

图 2  规划技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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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拥有量指标预测的车辆规模 

相关规划及规范  配车指标  年份 
园区公交车辆

规模（标台） 

城市公共交通“十二五”发展

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 

300万人口以上城市,万人拥有数达到 15标台

以上 
2015年  1500 

江苏省城市道路交通“十二

五”规划 

全省万人拥有数平均为 16标台，苏南地区特

大城市不小于 18标台 
2015年  1800 

苏州市“十二五”综合交通运

输发展战略研究 

市区公交车达到 4000辆，万人拥有公交车约

13.5标台 
2015年  1350 

苏州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2020年市区公交车辆发展规模达到万人拥有

标台数为 14.3 标台 
2020年  1788 

园区公共交通规划（2005版）  2020年万人拥有数为 12‐15 标台  2020年  1500‐1875 

本次研究 
2015年万人拥有数为 15标台  2015年  1500 

2020年万人拥有数为 18标台  2020年  2250 

3.1.2  基于交通需求的预测	

该方法是从公交客流对公交车辆需求的角度进行的预测。首先，在人口规模以及公交出

行分担率预测的基础上，测算远期公交出行总量，由此得到需要的公交线路数。根据不同类

型公交线路对公交车辆的不同需求测算需要配置的公交车辆总数。 

图 3  基于交通需求预测的基本思路 

考虑到不同类型线路（公交快线、公交主干线、公交次干线以及公交支线）发车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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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长度、运行车速的不同，所需要配置的车辆规模也存在差异。根据以上预测方法可以得

到 2020 年园区公交线路配车总数约为 1798 辆。 

3.1.3  小结	

综合以上两种预测方法，考虑车辆发展水平既要满足客流需求，同时要为乘客出行提供

舒适的环境予以充分预留，预计 2020 年园区公交车辆将达到 2250 标台，万人拥有数为 18

标台。 

3.2 公交场站规模测算 

3.2.1  计算标准	

现状园区内停车场夜间停车所占比例大于 90%，首末站所占比例不到 10%。从节约用地

以及减少车辆空驶角度出发，参考其他城市经验，规划建议适当提高首末站用地标准，略微

降低停车场用地标准，远期提高首末站夜间停车比例至 20%‐30%。保养场以及修理场每标准

车用地按照车辆保养/修理（在修及待修）周期计算。 

3.2.2  公交场站规模	

规划遵循基础设施“适度超前、留有余地”的规划思路，对园区公交场站用地规模按照

超出 10%进行控制。按此扩大系数，预计 2020年园区需要公交场站用地 60.5‐66.9公顷。 

表 2  园区公交场站弹性控制规模（公顷） 

分类  首末站（含枢纽站） 停车场  保养场 修理场  合计 

用地标准（m2/标台）  110‐120  90‐100  24‐30  20 224‐250 

基础规模  24.8‐27  20.3‐22.5 5.4‐6.8 4.5  55‐60.8 

弹性控制规模  27.3‐29.7  22.3‐24.8 5.9‐7.5 4.95  60.5‐66.9 

4. 首末站布局规划	

4.1 规划思路 

规划将公交首末站分为三类：现状场站、已有规划预控场站以及新增场站。 

（1）对于现状运行以及基础条件较好的场站设施予以保留，对用地性质与相关已定规

划吻合，但是规模、位置有略微差别的场站进行调整（扩建、改建），对用地已规划为其他

用途的场站予以取消（利用周边其他场站替代）。 

（2）对已有规划预控场站，核实现状用地与规划用地的关系，尽量沿用，以保证用地

的落实；对于部分与已批用地相矛盾场站，若周边其他场站可保证该地区满足一定服务半径

的要求，则予以取消，若不满足则建议于周边新增场站予以弥补。 

（3）新增场站主要考虑在以上两类场站的基础上，对覆盖薄弱地区以及主要客流集散

点进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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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规划布局 

首末站布局规划遵循以下四点基本原则： 

（1）与用地布局特征相协调。一般在人口、就业岗位相对较为集中的居住区、商业区

等进行配套布置。新建大型住宅区按照每 8000－10000 人配一个首末站的标准配备公交首

末站。 

（2）因地制宜，形式多样。建成区可结合用地改造增设公交场站、新开发地区可结合

新建住宅小区、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等工程项目的开发配套建设；首末站的建设可采用与周边

建筑、设施联合开发的形式，以便节约土地。 

（3）规划沿用，确保用地落实。首末站位置的选择具有较大弹性，规划尽量沿用地区

控详中规划的公交设施用地，以保证用地的落实。 

（4）选址优化，减少交通干扰。尽量避免布置在干道相交的平面交叉口处，以免车辆

出入对交叉口交通带来不利影响。 

根据以上原则，园区规划各类首末站 75 处，共占地 32.6 公顷。 

 

图 4  首末站布局规划图 

5. 停保场布局规划	

5.1 规划思路 

规划以提高车辆停车保养效率为出发点，通过划分公交服务分区，以“小规模分散式”

布局模式布局停车保养场。 

（1）分区服务、减少绕行。以公交服务分区为单元，各分区至少规划一处停保场以及

若干处停车场，服务于分区内首末站车辆停车保养，减少车辆绕行，提高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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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分功能、灵活布局。部分规模较大的首末站亦承担夜间停车功能，减少单个停

保场用地规模，便于停保场的灵活布局以及规划用地的落实，同时亦可减少车辆绕行距离。 

 

图 5  公交停保场模式转变 

5.2 公交服务分区 

5.2.1  分区划分	

规划遵循以下原则进行公交服务分区的划分： 

◇分区形状尽可能规则，确保分区中心至各个方向距离均衡； 

◇与城市功能分区相协调，便于运营管理； 

◇考虑铁路、河流以及道路等障碍物影响，确保分区内交通顺畅。 

根据以上原则，本次共划分 5 个公交服务分区。 

图 6  公交服务分区划分 

5.2.2  分区规模控制	

公交停保场主要服务于首末站内公交车辆，因此各公交分区停保场规模可在总量预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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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根据各分区内首末站规划规模进行分配，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3  各公交服务分区停保场规模控制 

首末站  停保场 

公交服务分区  数量  规模（ha）  规模（ha） 

I  18  10.7  6.8‐7.7 

Ⅱ  13  3  4.9‐5.6 

Ⅲ  20  9.4  7.5‐8.6 

Ⅳ  15  5.9  5.7‐6.4 

Ⅴ  9  3.6  3.4‐3.9 

合计  75  32.6  28.3‐32.2 

5.3 规划布局 

停保场布局规划遵循以下三点基本原则： 

（1）高保集中，低保分散。高级保养作业（停车保养场完成）要相对集中，低级保养

作业（停车场内完成）相对分散，以便提高高保装备的水平和综合维修能力，及时、就地进

行车辆的日常维护和检查，节省一次投资和经营费用。 

（2）分区布局，提高效率。场址的选择在考虑实际情况下，应以使分区内首末站车辆

空驶总里程 小为前提。 

（3）优化选址，便于组织。避开闹市区、居民区和主干路，选择交通量少、进出方便

的次干路旁，保证停车保养场出入口的顺畅。 

图 7  公交停保场规划分布图 

根据以上原则，结合停保场布局模式，规划停保场 5 处（各公交分区分别一处），停车

场 5 处，共占地 31.2 公顷，总体规模以及各个分区规模均满足预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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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场站落地控制	

6.1 首末站 

规划对首末站的规模、建设形式、属性以及是否夜间停车等多方面进行强制性控制，以

指导实际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 

表 4  首末站控制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集  单位 

场站名称   

场站位置   

场站规模    平方米 

停车位    个 

建设形式  综合开发/独立用地 

属性  现状保留/现状调整/规划沿用/规划调整/新增 

净使用面积  平方米 

主通道宽度  米 

夜间停车  是/否 

来源  综合交通规划/上版公交规模/相关控规及城市设计 

站点性质 
与对外交通枢纽结合/与轨道换乘枢纽结合/与地面公交换乘

枢纽结合/普通公交首末站   

备注  调整/新增原因 

 

以中央景城邻里中心首末站为例，该首末站位于商业地块内，规划建议采取综合开发形

式，由于其具体边界需要通过具体建筑方案确定，规划无法明确其边界，因此规划只对其规

模进行控制；同时为确保用地落实，根据实际调查以及其它城市经验，建议其公交场站净使

用面积不低于总面积的 80%，停车位为 150 平方米/个，其主要控制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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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央景城邻里中心首末站控制图与指标 

6.2 停保场 

规划主要从功能、服务范围、规模以及出入口方位上对停车场/保养场/修理场进行控制，

以指导实际开发建设与运营管理。 

表 5  综合车场控制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集  单位 

场站名称 

场站位置 

功能  停车/保养/修理 

服务范围  服务于分区Ⅰ/Ⅱ/Ⅲ/Ⅳ/Ⅴ 

场站规模  平方米 

停车位  个 

属性 

进出口  多少个，位于哪条道路 

来源  综合交通规划/上版公交规模/相关控规 

备注  调整/新增原因 

以通园路停保场为例，考虑到大型停保场必须设置至少两处开口，因此建议在东侧通园

路以及西侧现状道路上设置开口；同时根据《苏州工业园区综合交通规划》，该停保场内包

含公交首末站功能，因此其主要控制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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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通园路停保场控制图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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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湾式公交车站通行能力研究 

岑添 

【摘要】随着“公交优先”这一城市交通策略的大力实施，公交系统的服务质量已经引起越

来越多的社会关注。而作为整个公交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公交车站系统，其大规模

的改进也逐渐被提上议程。我国现有公交车站的形式主要可以分为港湾式车站以及非港湾式

车站。所谓港湾式公交车站，就是在原站台的基础上向慢车道或人行道内凹，以减小对快车

道上车辆的影响。由于港湾式车站的内凹式设计，既缓解了该路段的交通拥挤状况，又方便

了乘客上下车，同时减少了交通隐患，有着其他类型车站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对于港湾

式公交车站的建设我国还没有严格的标准。本文将以研究港湾式公交车站的通行能力为目

标，兼顾考虑到车站服务质量，对影响车站通行能力的诸多因素进行详细得论述分析，从而

得出港湾式公交车站通行能力的具体计算公式，并选取了一些实例进行了研究分析。最后，

根据以上分析及研究结果，对现有公交停靠站提出了一些改善建议。 

【关键词】公交优先  港湾式公交车站  通行能力 

1. 概述	

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我国大力提倡“公交优先”的城市公共交通策略，公交优先不仅是缓解城市交

通拥堵的有效措施，也是改善居住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要确保公交优

先能够顺利实施，必须通过提高公交系统的服务水平来实现。只有公交系统的服务水平提升

了，其才能适应新的出行需求，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流量。而在整个公交系统的服务水平评价

中，公交车停靠站的通行能力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公交车停靠站是公交车在公交路线上的各个停靠点，一个个结点构成了公交路线这条

链。它用于乘客上下车和换乘，既是公交车提供服务的主要场所，又是公交线路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通行能力对于公共汽车专用道及单向单车道的道路影响很大，一些道路在正常路段

的通行能力尽管较大，但由于受停靠站的限制，仍然会出现交通堵塞现象。在港湾式公交车

站出现之前，一般的路边停靠式公交站使用得比较普遍，但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交通流的

增长，其自身的一些弱点也暴露出来。如在交通繁忙的路段，路边停靠式的公交车站不仅会

引起交通堵塞，使道路的使用率大大降低，而且乘客上下车也非常地不安全。正是由于交通

发展与停靠站形式落后的矛盾日益突出，才使得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到公交停靠站的建设上

来了。 

1.2 港湾式公交车站现存的问题 

港湾式公交车站是指在原站台的基础上向慢车道或人行道内凹，以减小对快车道上车辆

的影响的一种车站形式。由于港湾式车站的内凹式设计，既缓解了该路段的交通拥挤状况，

又方便了乘客上下车，同时减少了交通隐患，有着其他类型车站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对港湾式公交车站通行能力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例如道路路况，周边的交通环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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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站台的设置情况，公交车辆的长度、宽度等。 

由于在规划设计中的考虑不够周全，港湾式公交车站建成后在体现其优势的同时产生了

其它的弊病。例如：公交司机普遍反映入口和出口都太小，车辆不好进出，长度也不够，无

法满足两辆以上的公交车同时进站，因此不少泊位处于闲置状态，大部分公交站台也留在原

位而没有移到和公交港湾相对应的位置。而且修建港湾式公交车站，不可避免地要占用人行

道的面积，导致行人不便。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的 

本文将以研究港湾式公交车站的通行能力为目标，兼顾考虑到车站服务质量，对影响车

站通行能力的诸多因素进行详细得论述分析，从而得出港湾式公交车站通行能力的具体计算

公式，并选取了一些实例进行了研究分析。最后，根据以上分析及研究结果，对现有公交停

靠站提出了一些改善建议。 

2. 港湾式公交车站通行能力计算方法	

一般来说，港湾式公交车站通行能力与乘客服务时间、公交车在车站的清空时间、车站

泊位的使用效率以及车站附近交通信号灯的限制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本章节将一一分析这

些影响因素及其计算方法，最后得出港湾式公交车站通行能力的具体计算公式。 

2.1 乘客服务时间 

乘客服务时间是指从公交车驶入车站开门后至其主要客流结束为止的一段时间，其主要

决定了单个泊位的通行能力。影响乘客服务时间的因素大致有乘客流量及上下车方式、付费

方式、公交车类型、车内人流循环、车站秩序以及一些例如 残疾人或者老年人上下车等的

特殊情况。本文简单介绍两种方法来统计单辆公交车的乘客服务时间，分别是区域测量法与

人数计算法。 

区域测量法比较适合对于现有的这些公交路线的乘客服务时间统计，由于其为直接测

量，精度较高。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由于乘客服务时间是相对独立的而且很难收集到精确的数据，因此此数据应当在高客流

量的车站进行采集，以便于确定乘客服务时间并应用于比较不同系统之间的区别（例如单流

和双流车门，高底盘和低底盘公交车或者不同的售票系统）。 

通常，一条路线有相似的车型。但如果当车型不同并混合一起在公交车站使用的话，则

需要按不同的公交车分类采集数据。表 2‐1 为一数据采集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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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乘客服务时间数据表 

日期_________时间_________线路__________泊位_________方向__________ 

公交车

号 

到达时

间 
开门时间 

主要乘客人

流停止 

关门

时间 

离开

时间

上车人

数 

下车人

数  车上人数  备注 

前 后 前 后

                   

                   

                   

                   

而人数计算法则是在能获得乘客上下车确切人数或估计数的前提下，通过一系列计算所

获得的乘客服务时间。方法如下： 

步骤 1：获得小时乘客估计值。这些估计值必须在流量最高的车站采集。 

步骤 2：确定基础乘客服务时间。当同一方向（上车或下车）乘客使用一扇车门，而所

有的乘客上车使用单门的时候，表 2‐2 可以用来估计这一典型情况下的乘客服务时间，而表

2‐3 则可用于估计乘客通过从多个门上下车情况下的乘客服务时间。 

表 2-2 单通道乘客运动的乘客服务时间 

（注：有站立乘客，上车时间加 0.5s/p） 

乘客服务时间（s/p） 

情况 范围  建议默认值

上车 

预先付费 2.25‐2.75  2.5 

单票或代币 3.4‐3.6  3.5 

找零 3.6‐4.3  4.0 

刷卡 4.2  4.2 

智能卡 3.0‐3.7  3.5 

下车 

前门 2.6‐3.7  3.3 

后门 1.4‐2.7  2.1 
 

表 2-3 多通道乘客运动的乘客服务时间 

（注：有站立乘客，上车时间加 20%） 

默认乘客服务时间（s/p） 

可用车门数 上车 前门下车  后门下车

1  2.5  3.3  2.1 

2  1.5  1.8  1.2 

3  1.1  1.5  0.9 

4  0.9  1.1  0.7 

6  0.6  0.7  0.5 
 

步骤 3：为通过单门的繁忙的双流情况调整乘客服务时间。当 25%到 50%的乘客流在通

过单门通道时与主要乘客流的方向相反，会造成车门涌堵，因而导致上下车乘客服务时间增

加 20%（单门通道为增加 0.5 秒）。 

步骤 4：计算乘客服务时间。最繁忙车门的乘客服务时间与开关车门所用时间之和，即

为乘客服务时间。在正常情况下，2至 5 秒用于开关门是比较合理的。乘客服务时间计算公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913



 

 

式为 

                                                      u a a b b oct =p t +p t +t                                             式 2‐1 

其中：  tu为乘客服务时间 

pa为每辆车通过最繁忙车门的下车乘客数（p） 

ta为下车乘客服务时间（s/p） 

pb为每辆车通过最繁忙车门的上车乘客数（p） 

tb为上车乘客服务时间（s/p） 

toc为车门开关时间（s） 

得出乘客服务时间后，我们便能很容易得出平均乘客服务时间  ： 

1=pt

N

ui

i

t

N



                                                式 2‐2 

其中：  tui为一辆公交车的乘客服务时间 

N为一小时内所数得的车辆数 

2.2 乘客服务时间的可变性 

并非所有的公交车在同一个车站上停的时间是相同的，这取决于乘客在不同道路及不同

公交车需求的波动。公交车乘客服务时间可变性对于港湾式公交车站通行能力的影响可以用

乘客服务时间可变系数 Cv以及平以及均乘客服务时间差值的极限值 tom来表征。 

乘客服务时间可变系数 Cv 等于平均乘客服务时间标准差除以所有公交车的平均乘客服

务时间，即： 

                                          v C =
pt


                                                            式 2‐3 

当 Cv为 0 时，即所有公交车的乘客服务时间是一致的。当 Cv为 1 时则σ等于平均乘客

服务时间，这也就是说大约三辆公交车中就有一辆车的乘客服务时间是平均乘客服务时间的

两倍。Cv一般为 0.4‐0.6，在缺乏数据时推荐使用 0.6。 

这里我们引入另外一个概念——公交车进站的到达失败比率 R，它表示一辆公交车到达

车站却发现所有泊位都被占满的概率。而每一个 R 值都对应了一个 Z（Z 为一对应 R的标准

正态变量，Z= tom /σ），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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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到达失败比 R 与其对应值 Z 关系表 

到达失败比 R  Z 

1.0%  2.330 

2.5%  1.960 

5.0%  1.645 

7.5%  1.440 

10%  1.280 

15%  1.040 

20%  0.840 

25%  0.675 

30%  0.525 

50%  0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平均乘客服务时间差值的极限值 tom的计算式： 

om= v pt Z=C t Z                                           式 2‐4 

也就是说 tom是，当被安排使用该车站的公交车数量接近其通行能力时，公交车超过平

均乘客服务时间而不至于增加到达失败比率的，与平均乘客服务时间差值的最大值。如果要

求的到达失败比率 R 期越低，tom越大，泊位通行能力也就越低。反之允许的到达失败比率

越高则 tom越小，公交时刻表的可信度也会随之降低，泊位通行能力变大。 

2.3 清空时间的计算 

公交车停止服务离开泊位并驶出车站，使得泊位清空且能被后面的车辆使用所用的时间

称为清空时间，它包含公交车从关门开始启动并行驶它自身长度所花费的时间以及一部分等

待驶出车站的时间。其中，后者主要取决于毗邻车道的交通量，并随着交通量的增加而增加。

清空时间的计算一般采用统计方法。参照 American Capacity Manual一书中的测量数据并结

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单辆公交车清空时间（tc）取值大约为 6 秒。 

2.4 信号灯的影响 

港湾式公交车站邻近的信号灯组将限制该公交车站上进出的公交车辆。信号灯对于通行

能力的影响，我们通常用绿灯比率（g/C）来表征。它是用平均绿灯时间除以信号灯循环周

期。若该路段上无信号灯则其为 1.0。 

2.5 有效泊位数 

有效泊位数（Nel）主要由港湾式公交车站泊位的使用效率决定。一般来说车站上泊位

越多，车站长度越长，港湾式公交车站的通行能力也越大。因为更多的公交车可以同时的上

下乘客。然而车站的规模的大小往往受到很多客观因素的限制，即便道路允许，提供太多的

泊位会导致比较长的乘客服务时间，而且对于线形停靠的公交车，如果相互间停靠的过于紧

密或者其与旁边车道被安全岛隔离开来时，那么会造成公交车多次停车。由于每次停车而造

成的用于加减速和可能等待交通信号灯的时间浪费会直接增加公交车在车站的滞留时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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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泊位使用效率降低从而影响整个车站的通行能力。 

泊位的使用效率与港湾式公交车站类型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港湾式公交车站大致可分为

两大类，非直线形停靠站和直线形停靠站，如图 2‐1 和图 2‐2 所示。 

 

 

 

图 2-1 非直线形停靠站示意图 

非直线形的车站的优点是各泊位通行能力相互独立，所以满足 1+1=2 的简单相加，每个

泊位能得到充分利用。然而非直线形车站受到的道路地形限制较大，街道上较少使用，多出

现在交通枢纽处及公交专用道上。 

 

图 2-2 直线形停靠站示意图 

而直线形车站建造方便，适用范围广，受较少的道路客观环境影响。但该类港湾式公交

车站，其后一个泊位的通行能力都会比前一个泊位的通行能力小，其原因有三点：第一，后

一个泊位相对前一个泊位使用次数上较少。因为一边情况下两辆公交车间空出的泊位不易驶

入公交车；第二，相同的泊位数，直线形车站更长，因而乘客往往不知道他们想乘的公交车

停在哪个泊位，从而有可能导致乘客不得不走到车队尾部上车，这同公交车停在其乘客已经

在等待的泊位相比将花费更多的乘客服务时间；第三，取决于相邻两公交车的停车距离，以

及公交车彼此之间能相互通过的能力。一辆公交车可能不能离开其泊位直到它前一辆公交车

离开。 

综上所述,研究港湾式公交车站的泊位的通行效率是极为重要的，本文参考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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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city and Quality of Service Manual‐‐2nd Edition 得到表 2‐5 如下： 

表 2-5 车站有效泊位数关系表 

车站实际泊位数 各个泊位的使用率 车站有效泊位数

1  100％  1 

2  85％  1.85 

3  80％  2.65 

4  65％  3.30 

5  50％  3.80 

2.6 港湾式公交车站通行能力计算公式 

根据以上对港湾式公交车站通行能力的各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给出了整个车站通行能

力的计算公式（公交车站每小时的通行能力），如式 2‐5 所示： 

c u om c u v u

3600(g / c) 3600(g / c)

t t (g / c) t t t g c ZC t
s el elB N N 

   （ / ）+
式 2‐5 

其中： 

sB ：公交车站通行能力（b/h）； 

1B ：单个泊位的通行能力。（b/h） 

elN ：表 2‐5 提供的泊位的通行效率。 

g / c：绿灯时间比率.街道上无信号灯的 g/c=1.0。 

ct ：清空时间 

ut ：平均乘客服务时间。 

3. 实例分析	

在第二部分中，我对乘客服务时间，清空时间及公交车站的通行能力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是一切研究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只有深入实际才能更好地为我这次的研究服务。在研究过

程期间，我分别对四川路、人民广场、城隍庙附近、徐家汇的多个港湾式公交车站进行了考

察，并采集了大量数据。经过仔细分析比对，徐家汇肇家浜路上与人民路 388 号门口的港湾

式公交车站具有非常典型的特征，下面我就以这两个公交车站为实例进行分析。 

3.1 徐家汇肇家浜路港湾式公交车站 

该车站为无隔离式港湾车站，它左侧为肇家浜路与天钥桥路交口，拥有停车泊位 5 个，

临近轨道交通 1 号线，拥有机场三线，旅游 2 号线，43 路等通过上海各大繁华区的公交路

线，客流量比较大。同时，其周围有汇金百货，第六百货，太平洋百货，东方商厦等大型百

货商厦，太平洋数码广场，美罗城等电器商厦，恒隆广场等综合写字楼，徐家汇公园等人流

吸引点，因此，其流动人口众多，人流量大，交通效率随时间变化差异较大，对公共交通的

需求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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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计算过程如下： 

每一辆公交车的乘客服务时间 

u a a b b 0ct =p t +p t +t      

tu为乘客服务时间 

Pa为每辆车通过最繁忙车门的下车乘客数（p） 

ta为下车乘客服务时间（s/p） 

Pb为每辆车通过最繁忙车门的上车乘客数（p） 

tb为上车乘客服务时间（s/p） 

toc为车门开关时间（s） 

得出乘客服务时间后，我们便能很容易得出平均乘客服务时间  ： 

1 =pt

N

ui

i

t

N

  

这里： 

tui为一辆公交车的乘客服务时间 

N为一小时内所数得的车辆数 

可求 （标准差） 

计算公交车乘客服务时间可变系数 Cv 

 Cv=
pt

  

表 2-4 到达失败比 R 与其对应值 Z 关系表 

  到达失败比    Z 

1.0%  2.330 

2.5%  1.960 

5.0%  1.645 

7.5%  1.440 

10%  1.280 

15%  1.040 

20%  0.840 

25%  0.675 

30%  0.525 

50%  0 

其中：Z 为对应于 R 期的标准正态变量 

利用上表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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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 v pt Z=C t Z  

其中：tom 为公交车乘客服务时间与平均乘客服务时间差值的极限值 

观察并求出 g/c与 tc后计算 Bl 

c u om c u v u

3600(g / c) 3600(g / c)

t t (g / c) t t t g c ZC t
Bl  

   （ / ）+
 

其中：Bl为公交车站上一个泊位的平均通行能力（bus/h） 

g/c为绿灯时间比率 

tc  为清空时间 

要计算整个车站的通行能力我们还要得到车站有效泊位数 Nel，具体参见表 2‐5。 

最后利用下公式得出整个港湾式公交车站的通行能力 

c u om c u v u

3600(g / c) 3600(g / c)

t t (g / c) t t t g c ZC t
s el elB N N 

   （ / ）+
 

在此，我们选取了在 2007 年 9月 24日 17：30 至 17：41 之间所采集的数据来作计算，

该车站位于交叉路口前端，在车站前有红绿灯，该红绿灯的 g/c为 0.5689，且当时车站临近

车道的交通流量在 180 辆/时左右，根据对清空时间的研究可知，交通流对 tc 的影响值为 2

秒弱（既不到两秒）。下表所记录的清空时间均为实际观测值，所以交通流的影响以包涵在

内，不需另外在加。 

具体数据统计整理如下表： 

 
公车到达 

泊位时间 

公车离开 

泊位时间 

公车提供服务时

间（tp单位：s）
tp²(s²) 

清空时间 

（tc单位：s）

1  30'52  31’38  46  2116  6 

2  31’10  32’08  58  3364  7 

3  32’19  32’41  22  484  6 

4  32’09  32’54  45  2025  7 

5  32’39  33’59  50  2500  13 

6  33’02  33’59  57  3249  4 

7  33’11  33’48  20  400  7 

8  33’13  33’40  27  729  7 

9  34’05  34’32  27  729  7 

10  34’08  35’00  52  2704  8 

11  35’05  35’24  19  361  7 

12  35’22  36’18  56  3136  20 

13  35’29  36’15  46  2116  8 

14  35’48  36’02  14  19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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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5’49  36’13  24  576  11 

16  36’25  36’35  10  100  17 

17  36’25  37’18  53  2809  6 

18  37’10  37’33  23  529  8 

19  37’15  38’02  47  2209  12 

20  38’53  39’06  13  169  6 

21  39’14  40’52  98  9604  15 

22  39’32  40’19  47  2209  10 

23  39’43  40’43  60  3600  7 

24  39’50  40’02  12  144  8 

25  39’53  41’13  80  6400  12 

26  41’18  41’51  43  1849  9 

27  41’27  41’50  23  529  7 

28  41’36  41’48  12  144  6 

29  41’41  43’51  130  16900  25 

    SUM  1214  71880  272 

E（tp）=1214/29=41.86 

2

2( ) ( )
29

p
p p

t
D t E t  = 2478.62 –41.86²=726.36  （D(tp)为方差  ） 

б=26.95（s）      (б是 tp的标准差) 

Cv=
pt

 ＝26.95/41.86＝0.644      tc=272/29=9.38（s）（平均值） 

根据我们的观察此时该车站的到达失败比率为 10％，该失败比率对应的标准正态变量 Z

为 2.330，由此我们可以算出 

            tom=Cv·  E（tp）·Z=0.644·41.86·2.330=62.812（s） 

将数据 

tom=62.812（s）      g/c＝0.5689      td= E（tp）=41.86（s）  tc=9.38（s） 

代入公式 

             

c u om c u v u

3600(g / c) 3600(g / c)

t t (g / c) t t t g c ZC t
Bl  

   （ / ）+
 

不难得出 

                  Bl=3600*0.5689/(9.38+41.86*0.5689+62.812) 

                    =21.33（辆/时） 

Bｌ该车站的平均单个泊位通行能力。 

再将车站的有效泊位数 Nel代入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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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om c u v u

3600(g / c) 3600(g / c)

t t (g / c) t t t g c ZC t
s el elB N N 

   （ / ）+
 

我们观察的车站有五个泊位，由表 2‐5，我们可得 Nel＝3.80 

由此我们可得知该车站的总体通行能力 

                  Bs＝Nel* Bl＝3.80*21.33＝81.054（辆/时） 

因为当时刚下过雨，由于天气的影响，出行的人数不如天气利于出行时的同一时段的人

多，而且在天气的影响下，乘客上车的时间明显比平时长，从而使服务时间延长，并且由于

下雨路滑，公交和其他车辆的行驶速度都比平时低，所以这时车站的通行能力计算值相对较

低。以我们算得的数据估算，在天气、交通流等因素比较有利于公交时，车站的通行能力可

以达到 110辆/时左右。这个数据与实际情况是比较吻合的。 

3.2 人民路港湾式公交车站 

该车站为有隔离式车站，有 4 个泊位，车站出口有个信号灯，其 g/c 为 0.623。车站南

接城隍庙豫园，北临延安东路，有 926、11、64等多路繁忙线路汇聚在此。同时，人民路本

身也具有较大的交通量，在高峰期，交通量可达到 300 辆/时左右。 

我们选取了于 2007 年 9月 25 日下午在人民路车站记录的数据，具体时间为 16：10到

16：32。 

我们对数据整理后，列表如下： 

  到达时间  离开时间  服务时间 tp（s） tp²(s²)  清空时间(s) 

1  10’  10’26  20  400  6 

2  10’02  11’51  96  9216  13 

3  11’55’  12’20  13  169  12 

4  11’45  13’45  97  9409  23 

5  13’48  14’35  24  576  23 

6  14’04  15’10  51  2601  15 

7  15’20  15’50  17  289  13 

8  15’30  15’55  16  256  9 

9  18’48  19’30  33  1089  9 

10  19’31  20’45  56  3136  18 

11  19’43  20’55  44  1936  28 

12  20’20  21’55  64  4096  31 

13  21’02  22’27  58  3364  27 

14  22’15  23’13  40  1600  18 

15  23  23’33  26  676  7 

16  23’40  24’45  56  3136  9 

17  25’05  26’ 02  38  1444  19 

18  25’04  26’08  32  102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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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6’40  27’35  43  1849  12 

20  27’11  28’10  36  1296  23 

21  29’04  29’29  19  361  6 

22  29’43  31’43  107  11449  13 

    SUM  986  59372  366 

tu=E（tp）=986/22=44.82（s） 

tc=16.64（s） 

2

2( ) ( )
29

p
p p

t
D t E t  =2689.73‐2008.80=680.90(s) 

б=26.26(s)(б是 tp 的标准差)      Cv=
pt

 =26.26/44.82=0.5859 

根据我们的观察此时该车站的到达失败比率为 15％，我们可得到与之相对应的  Z 为

1.040 

tom=Cv* E（tp）*Z＝0.5859*44.82*1.040＝27.31（s） 

再将我们测出的 g/c＝0.623 代入公式 

           

c u om c u v u

3600(g / c) 3600(g / c)

t t (g / c) t t t g c ZC t
Bl  

   （ / ）+

 

  不难得出        Bｌ＝31.2（辆/时） 

因为该车站有四个泊位，由表 2‐5，其对应的 Nel为 3.30。根据公式 

c u om c u v u

3600(g / c) 3600(g / c)

t t (g / c) t t t g c ZC t
el elBl N N 

   （ / ）+

   

  我们可得该车站的整体通行能力： 

Bs＝3.30*31.2＝102.96≈103（辆/时） 

从上面的计算结果来看，有隔离公交车站的清空时间比无隔离公交车站的清空时间明显

要长。这主要是因为有隔离的公交车站中，公交车的清空时间要受到前面公交车的服务时间

的影响，其次交通流的繁忙程度不同也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一个因素。从而证明了我们对清空

时间的研究的正确性。 

上面两个车站的通行能力的计算结果同时也说明了港湾式公交车站的泊位并不是越多

越好的，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各因素设计合理的公交车站，以达到我们预期的通行能力，最

大限度地利用资源。 

4. 港湾式公交车站改善建议	

在一条道路上港湾式公交车站与信号灯之间的相对位置大致有三种情况，对于不同的情

况对车站的使用效率的影响也是不同的。如下表所示：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922



 

 

表 4-1 不同位置公交车站优缺点关系表 

对于公交车站位置的设置，应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可能提出一个标准或

是公式。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其难以避免的优缺点，如何扬长弊短，因地制宜，才是重要的问

题。 

交叉口后端的公交车站，其受乘客服务时间的影响也许相对较小。因为对于它，上一个

交通信号已经结束，对下面的运行没有影响。而有可能的就是，一部分乘客在穿越交叉口时

追赶公交车，一方面增加了危险的因素，另一方面是造成乘客服务时间的增加。至于相邻车

道车流的影响，有可能的是，当公交车驶离车站，而相邻车道车流由于交通信号的作用而停

在交叉口另一侧，相当于相邻车道没有或很少的车流，清空时间减少。 

街道中央的公交车站，主要影响因素就是乘客上下车和相邻车道车流的影响。相邻车道

车流是受两侧两个交通信号的综合影响，其 g/c  都是固定的。 

位于交叉口前端的公交车站，它可以使乘客有更多时间上车，包括它在等待红灯的时间，

但这时如果是在站外，则违反了交通规则。同时，从实际考察的结果看，它受交通信号的影

响也相对更大，很多时候发生车站出口处拥堵，造成清空时间增加。而且当直行与右转同时

发生时，右行的公交车与直行的非机动车辆又会发生冲突。 

综合考虑我们建议采用紧靠红绿灯之后的港湾式公交车站，这对于公交车站的通行能力

是最有益的。 

公交车站位置  优点  缺点 

位于交叉口 

后端的公交车

站 

最大限度地减小同右转车辆的冲突 

由于交叉口可使公交车减速，因此使其进站

时减速距离变短 

公交车可以利用交叉口信号灯制造的交通流

间隙，以减少公交车出站时间 

能够充分利用交叉口的宽度，方便公交车进

入车站 

方便乘客上下车，穿越交叉口即可 

当公交车在车站内发生拥堵时，有可能使车队

延伸至交叉口 

司机有可能为尽快通过交叉口，而加速行驶，

增大了危险系数 

穿越交叉口的乘客有可能为赶车而快跑，增大

了危险系数 

司机由于在交叉口已经等待一段时间，到达车

站时不希望再停留等待，有可能造成追尾。 

位于交叉口 

前端的公交车

站 

方便乘客上下车，因为乘客只需穿越交叉口

即可 

司机视距良好 

能够充分利用交叉口的宽度，相当于增加了

通过交叉口的流量 

当公交车等待红灯时，乘客同样可以上下车

出站时容易插入毗邻交通流 

司机有可能为尽快通过交叉口而加速行驶，增

大了危险系数 

穿越交叉口的乘客有可能为赶车而快跑，增大

了危险系数 

增加同右转车辆及左转非机动车辆的冲突概率

 

街道中央 

的公交车站 

最大限度地减小了车辆和行人的视距问题 

受街道两端的交通信号灯影响较小 

对于要穿越马路来乘车或是下车后要穿越马路

离去的乘客增加了困难 

在进入或驶离车站时受相邻车道交通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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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位于交叉口前端的港湾式公交车站改善建议 

 

图 4-1 位于交叉口前端的港湾式公交车站改善建议示意图 

交叉口前端的公交车站我们建议使用上斜插港湾式公交车站。因为此类车站的各个泊位

相互独立，车辆入站时互不影响，因而可增加泊位的使用效率。 

4.2 位于街道中央的港湾式公交车站改善建议 

 
图 4-2 位于街道中央的港湾式公交车站改善建议示意图 

街道中央的公交车站我们建议使用锯齿形港湾式公交车站，此类车站可方便公交车出

站，最大程度上减小毗邻交通流对车站的影响。 

4.3 位于交叉口后端的港湾式公交车站改善建议 

位于交叉口后端的公交车站我们建议使用下斜插形港湾式公交车站，此类车站泊位相互

独立，可减少公交车入站时间，还可避免因车辆过大而造成的入站时间过长，确保交叉口的

正常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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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位于交叉口后端的港湾式公交车站改善建议示意图 

以上三种港湾式公交车站各泊位相互独立互不干扰，因此均可达到增加泊位使用效率的

效果，从而提高港湾式车站的通行能力。 

5. 结语	

与传统的直接式车站相比，港湾式公交车站可以大大减少公交车停靠站台时对旁侧交通

的干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范驾驶员的进站行为，增加安全性；可以有效控制乘客的候车

范围，间接地减少车辆延误时间。希望此次研究能为今后的港湾式公交车站建设拓展一些思

路，使其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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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公交中途站通行能力影响因素分析 

惠英  樊晓超 

【摘要】快速公交通行能力对于快速公交系统的规划、设计、评价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

中途停靠站往往是快速公交通行能力的瓶颈，从某种程度上说，决定了整个系统的通行能力，

影响中途停靠站通行能力的因素又是多方面的。本文通过对通行能力基本思想和停靠过程的

分析，分层次剖析了影响停靠站通行能力的关键因素，并结合实例提出有效改善停靠站通行

能力的措施。 

【关键词】快速公交通行能力  停留时间  单泊位  多泊位 

1. 引	言	

快速公交通行能力是指在一定的运营环境和服务水平下，在快速公交系统的某个断面，

一定时间内（通常为一小时）所能通过的乘客数[1]。理论上说是由路段通行能力、交叉口通

行能力、停靠站通行能力共同决定的。然而关键停靠站的通行能力是整个快速公交系统通行

能力的瓶颈。因此，对于整个快速公交系统来说，如何提高关键停靠站的通行能力显得尤为

重要。本文结合公共交通通行能力研究的基本思想和快速公交的停靠过程，详细分析了单泊

位停靠站和多泊位停靠站通行能力的影响因素，并以乌鲁木齐 BRT1 号线的实际停靠站为依

据，总结了有关提高停靠站通行能力切实可行的措施。 

2. 快速公交通行能力基本研究思想	

快速公交通行能力的研究，主要以美国的通行能力手册（Highway Capacity Manual‐2000, 

HCM）和美国公共交通通行能力与质量服务手册（Transit  Capacity  And  Quality  Of  Service 

Manual—2ed Edition）为主，其有关研究快速公交通行能力的思想和基本框架如下： 

◇快速公交的通行能力主要是指人的通行能力（person/h），但要先计算快速公交车辆的

通行能力（bus/h）来计算，进而再结合公交车的载客量，得出人的通行能力； 

◇快速公交通行能力主要是由关键的一个或多个停靠站的通行能力决定的； 

◇多泊位停靠站的通行能力是由单泊位停靠站的通行能力和有效停靠位共同决定的； 

◇单泊位停靠站的通行能力主要是由公交车辆在停靠位的停留时间决定的。 

3. 快速公交停靠过程分析	

停靠站作为快速公交车服务乘客上下车的站点，可以说是快速公交系统与乘客相互作用

的“界面”。并且快速公交车辆在停靠站的停留时间占整个运行时的很大比例，根据实际调

查和相关资料表明，在站停留时间占公交实际行程时间的一半左右[2]。因此，从一定程度上

来说，停靠站的通行能力直接影响了整个快速公交系统的通行能力。有必要对快速公交车辆

的停靠过程进行详细的分析，从而确定出停留时间的组成部分。一个完整的快速公交车辆停

靠过程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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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进站——打开车门——乘客上下车——关闭车门——加速离站 

 
图 1  快速公交停靠过程示意图 

快速公交车辆在各个阶段延误的时间就构成了在站停留的总时间，在站停留时间主要由

车辆减加速进站离站时间和在站停靠时间构成，而后者又是由开关门时间和乘客上下车时间

构成。 

4. 单泊位停靠站通行能力影响因素	

从理想的角度来说，单泊位停靠站通行能力以符合以下公式： 

C1=3600/ht 

其中：C1——停靠站的通行能力（辆/小时）； 

            ht——公交车辆在停靠站处的车头时距，即在站停留时间。 

因此，在不考虑停靠站纵向（如信号灯对通行能力的影响）和横向位置的情况下，在站

停留时间的长短，是影响单泊位停靠站通行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而在站停留时间主要有车辆

减加速进站离站时间和在站停靠时间构成。 

4.1 减加速进站离站时间 

该时间主要是指公交由正常行驶到减速进站停靠打开车门的时间和关闭车门到公交正

常行驶的时间之和。影响这两段时间的主要因素有：公交车正常行驶时的速度、公交车的加

速性能和制动性能、停靠站的形式和停靠的难易程度等。 

公交车的正常行驶速度主要与位置有关，停靠站的位置一般分为三种类型：交叉口上游、

交叉口下游、路段中间。不同位置的停靠站，公交车所用的减速进站时间和加速离站时间会

有所不同。 

 

图 2  停靠站布置示意图 

公交车辆进站时，一般出于对乘客舒适性和安全性的考虑，都采用缓慢制动，其制动减

速度一般都不会很大。计算时一般取 1.5m/s2左右[3]。 

公交车辆离站时，也要考虑乘客舒适性和安全性，加速度一般采用 1m/s2左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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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站的形式和停靠的难以程度均会影响公交车辆减加速进站离站时间。就直线式停靠

站而言，区别不大，影响较小；就港湾式停靠站而言，难以程度不同影响较大。这里主要研

究直线式停靠站，因此不作详细讨论。 

4.2 公交在站停靠时间 

一般情况下，公交在站停靠时间占在站停留时间的绝大部分，主要由公交开关门时间和

乘客上下车时间两部分构成，而乘客上下车时间是停靠时间的主要部分。 

4.2.1  乘客上下车时间	

乘客上下车时间主要由最繁忙乘客上下车人数和乘客人均上下车时间决定，而影响乘客

上下车时间的因素主要有：客流需求分布、停靠站间距、购票方式、车辆的特征、车内的拥

挤程度等，其中，前两个因素主要影响公交停靠站的上下车人数，后三个因素主要影响乘客

平均上下车时间。 

（1）客流需求分布 

客流需求在不同站点的分布是由公交出行者在时间上的分布特征和空间上的分布特征

决定的。 

从时间上来说，不同时间段的客流需求均不相同，最为突出的就是高峰时间和非高峰时

间，各个站点上下车乘客数量明显不同，乘客的平均上下车时间也有较大区别。可以说，这

是由公交所面向乘客的特性决定的。 

从空间上来说，由于各个停靠站分布的地点不同，停靠站所在范围内用地的性质、人口

密度、土地开发强度均不尽相同，从本质上决定了各个停靠站的乘客上下车人数、乘客上下

车比例等有较大区别。 

（2）停靠站间距 

总体上来说，在一定时期呢内，一条公交专用道上的客流需求是一定的。停靠站的数量

越少，相对而言，各个停靠站上的乘客就越多，公交停靠的时间就相对较长，但若停靠站过

少，乘客步行到站的距离就较大，导致公交的服务水平的降低，公交客流的流失。 

为了减少公交车辆在站延误和降低客流的流失，应缩短站距、增加停靠站的数量。但是

停靠站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车辆在停靠站处减速、加速以及等待信号灯损失的时间，从整

体上降低了公交的运行效率。根据国内已建成的快速公交系统，站距可以在 400～1000m 之

间变化，乘客的旅行时间变化不大，而最小旅行时间站距在 500m 左右。此时，从出行时间

上来讲公交的服务水平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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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最佳停靠站站距确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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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购票方式 

购票方式是影响乘客上车时间的主要因素之一，根据不同的方式可以分为：车上售票和

站台售票、现金购票和 IC 卡等。在一定程度上，不同的购票方式决定了不同的乘客人均上

下车时间，国内的快速公交系统，一般采用站台售票的形式，介质通常为现金、IC卡等。 

（4）车辆特征 

车辆的特征是影响乘客人均上下车时间的主要因素之一，这些特征主要有车辆底盘的高

度、上下车的车门数以及车门的宽度等。底盘高度是指相对于停靠站台平面的高度。高度越

小，乘客平均上下车时间越短。车门的宽度越宽、车门的数量越多，乘客上下车时间就越短。 

（5）车内拥挤程度 

车内拥挤程度也是影响人均上下车时间的因素之一，站立乘客的存在，不利于上下车乘

客的移动，乘客人均的上下车时间均会有所增加。但车内站立乘客较多时，乘客人均上下车

时间大约会增加 0.5s。 

4.2.2  开关门时间	

公交开关门时间在整个公交在站停留时时间中占很小的比例，主要该过程由车辆的性

能、使用年限等决定，人的影响因素较小。根据公共交通通行能力和质量服务手册（Transit 

Capacity and Quality of Service Manual—2ed Edition），其推荐值为 2～5s[4]。而国内相关文献

一般推荐取值为 3～4s。 

5. 多泊位停靠站通行能力影响因素	

通过对单泊位停靠站通行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要提高单泊位停靠站通行能力的效率，

只能是缩短快速公交车辆在站停留时间。但即便如此，在站停留时间压缩到最小，单泊位停

靠站的通行能力也很难突破单向 6000—7000 人次/小时
[1]
。而快速公交一般都作为城市公交

骨干线路，布设在城市主要的客流走廊上。如何才能满足客流的需求，最为直接的方法就是

增加停靠站泊位数。但多泊位停靠站的通行能力并不等于单泊位停靠站通行能力的倍数，而

是与泊位的布置形式、公交的运营调度形式以及是否有超车道等有关。 

影响多泊位停靠站通行的能力的主要因素有：单泊位停靠站通行能力、有效泊位数、运

营调度形式等。 

显然，单泊位停靠站通行能力越大，多泊位停靠站的通行能力也就越大，但并不一定成

倍增长，这就需要说明有效泊位数的概念：假定公交停靠站的第一个停靠位的效率为 100%，

那么后面停靠位的效率依次减小。这与停靠位的数目、布置形式及运营调度形式等有关。具

体情况如下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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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类型停靠站不同泊位数下的有效泊位数 

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泊位数的增加，泊位的边际增量越来越不显著，因此，直线

式多泊位公交停靠站的泊位不应超过 3 个，否则，会影响泊位的整体利用效率；虽然改变运

营方式有所改善，但并不显著；而港湾式的停靠站不应超过 4 个。 

6. 实例分析	

6.1 BRT1 号线概述 

乌鲁木齐快速公交（BRT1 号线）总体上呈南北走向，位于乌鲁木齐的主要客运走廊上，

全长 14.9km，北起机械厂，南至火车站，共 21 个站点，平均站距 760m。经过的道路主要

有北京路、新医路、友好路、扬子江路和长江路。BRT1 号线采用了先进快速公交软硬件设

施，无论是站台、专用道、车辆，还是先进的管理技术和智能技术，均符合快速公交的设计

理念。具体情况下表： 

表 1  BRT1 号线线路构成要素与走向示意图 

构成要素  主要特征 

专用道  采用中央式公交专用道，部分路段采用混行

停靠站 
中央式封闭站台，站台高度 35cm左右，与

车门地板高度齐平。 

车辆 

18m长的铰接车型，车门均为低地板、宽车

门、左开门；车上装有 GPS 卫星定位终端

设备的环保型车辆。 

购票方式  均为车外售票，为 IC卡或现金 

其他 
没有信号优先，主要交叉口有专门的信号相

位。运营方式采用的是常规发车方式。 

为了准确分析 BRT1 号线停靠站的通行能力影响因素，对 BRT1 线进行了早晚高峰的跟

车调查，准确记录下了车辆到站时刻、开门时刻、关门时间、车辆离站时刻。共得到 160

趟有效的跟车调查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快速公交（BRT）的停靠时间占运营时间的 30%左右，说明停靠时间占有较大比例，如

何缩短停靠时间，是分析停靠站通行能力影响因素的关键点之一； 

从整体运营速度上来讲，BRT1 号线的运营速度基本在 20km/h左右，并且晚高峰的运营

速度高于早高峰，这与调查的天气情况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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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BRT1 号线高峰小时运行情况 

6.2 关键停靠站分析 

从快速公交（BRT）运营系统上来说，停靠站是影响其通行能力的瓶颈点之一。而各个

停靠站的通行各有不同，如何选取关键停靠站，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停靠站的位置、上

下车客流、停靠站的性质（换乘站、中途停靠站、首末站）等。 

从实际跟车调查的数据上来看，除首末站外，友好路和八楼站上下人数最多，并且友好

路站上车人数和下车人数基本相当，周边有较多的商业、金融、办公中心，有利于停靠站通

行能力影响因素的分析。另外，在实际调查过程中，高峰期间友好路站车辆排队频繁，说明

是 BRT1 号线的瓶颈车站。 

友好路站属于直线式停靠站，封闭式站台，共有 5 停靠泊位，没有超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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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BRT1 号线高峰各站点上下车人数 

根据跟车调查的数据，BRT车辆到离站时间平均在 43s左右，这与国内其城市相关的研

究有较大的差距，相关文献一般认为 BRT 车辆到离站平均时间在 9～20s。这说明到离站时

间有较大的压缩空间。 

依据开关门时刻调查数据，可以得出在站停靠时间，再由利用上下客人数最多的车门的

人数，计算出该站乘客平均上下车时间平均值为 2.45s左右，标准差 1.23s，波动系数为 0.50。

乘客人均上下车时间主要与售票形式、车辆特征、车内空间等有关，在车站售票、水平登降

的情况下，人均上下车时间较长，国内相关研究，认为在宽车门、水平登降、站台售票的情

况下，乘客人均上下车为 1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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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友好路（上行）早高峰车辆到离站与乘客人均上下车时间 

7. 提高停靠站通行能力的措施	

通过对单泊位停靠站和多泊位停靠站通行能力影响因素，以及乌鲁木齐 BRT1 号线关键

停靠站和实际调查数据的分析，若要提高一个停靠站的通行能力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从提高单停靠泊位通行能力的角度来说，主要是缩短车辆在站停留时间，主要从三个

方面来考虑：车辆减加速到离站时间、开关门时间、乘客上下车时间。从实际调查的数据来

看，到离站时间和乘客上下车时间均有较大的压缩空间。 

从提高多停靠泊位通行能力的角度来说，主要在于提高各个泊位的有效利用率和单泊

位通行能力，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单泊位通行能力、有效泊位数、运营调度形式。从

实际案例分析上来看，主要是运营调度形式有较大改变空间。 

由于乌鲁木齐 BRT1 号线是该市的主要客流走廊，高峰期间客流量相当大，车辆的平均

发车频率在 90s左右。高发车频率以及车辆行驶过程中受到的横纵向干扰，容易造成车辆到

达停靠站不均匀性，在停靠站特别是瓶颈停靠站容易造成排队。从而导致车辆到离停靠时间

的增加，从实际调查数据来看，减速到达停靠站的时间普遍偏长，这主要是由车辆到达的不

稳定造成的。而在采用站台售票、水平宽车门登降的情况下，人均乘客上下车时间普遍偏长，

这主要是由乘客上下车的不连续性和车内的拥挤程度造成的。 

因此，从实际缩短在站停留时间的角度，首先，可以采用编组运营的方式进行发车，一

方面，可以提高车辆到达的稳定性，缩短车辆减速到站时间；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各个泊位

的有效利用率，从而提高停靠站的通行能力。其次，加强站台的管理和标志引导，提高乘客

上下车的连续性，从而缩短乘客人均上下车时间。 

8. 结语	

对快速公交中途站通行能力的因素较多，影响的程度各不相同，本文基于快速公交通行

能力基本研究思想，分层次对停靠站通行能力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结合实例，提

出了可以显著提高通行能力的措施，对各个城市快速公交的建设和高效运营具有一定的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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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乘客负荷水平的建设项目公共交通影响评价 

杨鑫  曾庆华  高国刚 

【摘要】近十年来，城市交通需求急剧上升，城市用地开发与道路交通设施容量之间的矛盾

加剧，交通拥挤所带来的交通环境问题己成为城市发展中突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已成

为制约城市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在新发布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标准》的基础上，对交通影响分析的

一般性的规定和研究方法，提出一些针对今后交通影响评价实际应用的新的设想。例如在案

例中对需要的注意的问题和新的设想进行了侧重研究。同时在分析针对历史文化保护区交通

的特点之后，基于旅游交通出行对出行舒适度的要求，提出了以乘客负荷水平为评价标准的

建设项目公共交通影响程度分析的建议与思路。 

【关键词】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  公共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乘客负荷水平 

1. 背景	

曲江新区属于雁塔区，位于西安城东南，是以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新

区，它核心区域面积 40.97 平方公里，同时辐射带动大明宫遗址保护区、法门寺文化景区、

临潼国家旅游休闲度假区和楼观台道文化展示区等区域，发展区域总面积近 150平方公里。

曲江新区建设以文化、旅游、生态为特色的国际化城市示范新区。随着《建设项目交通影响

评价标准》的颁布和实施，我国的交通影响评价工作走上了正规化，标准化的方向，各地方

依据当地实情，也在有序进行地方性的标准编制。同时标准在一些方向留有继续研究分析的

余地。本文就从标准的特殊情况里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角度，结合曲江新区建设和旅游出行

的需求，提出基于以人为本理念的乘客负荷水平公共交通影响评价的新设想。 

2. 基于旅游舒适度的公共交通影响评价	

交通发展越来越快，同时也暴露出很多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

特别是市内旅游景区周边公交线路，市民乘车难、候车时间长车箱环境差等，给市民出行和

旅游交通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也阻碍了城市旅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交服务水平变差，公共交通低水准的服务质量常成为游客投诉与媒体曝光的对象，直

接影响其承担的客运比例。公共交通低水准的服务质量常常表现为乘坐公交车耗时太长、舒

适性差、安全事故多、公交乘务人员服务质量差。乘客乘坐公交车很少有座位，尤其在上下

班的时候，车内站的乘客远远多于坐的乘客，降低了坐车的舒适性，同时也延长了坐车需要

耗费的时间。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934



 

 

2.1 旅游舒适度 

 

图 1  旅游交通工具选择分布图 

由图 1 知，例如西安地区，近 7 成游客选择常规公交作为旅游交通工具，而且对于拥有

私家车的人群，随着车辆对道路以及停车场所的压力不断增加，小汽车出游的便捷程度受到

了严重影响；另外，随着人们环保思想的提高，很多有车群体会选择较环保的公共交通方式

出游，由此可以推出公共交通在以后旅游交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 

旅游交通出行与日常交通出行相比，具有不同特点。旅游者在选择交通工具时考虑的因

素中，对于舒适程度和服务要求更高，对速度的要求不高，从这一点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把“旅”作为旅游中的重要环节，更加注重其提供的服务质量。如图 2 所示。 

 
图 2  选择旅游交通工具时考虑因素分布图 

旅游者在旅游消费者最终决定了旅游目的地之后，从开始旅游到结束旅游，环境、行为、

服务都会对整体旅游满意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往往不同的个体对不同的因素影响程度得

出不同评价，但是，在评价交通时，几乎所有人都会给出一致性的评价。旅游途中所具有的

舒适度以及快捷度等，都会成为游客对旅游满意度评价的重要因素之一，出行舒适度不仅影

响游客对行程的安排，而且也会对游客的精力和心情产生影响。低质量、低服务的旅游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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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出行比例大的旅游公共交通，会引起游客的劳累和心情的烦躁，很大程度影响整个旅

游满意度。 

某些城市的旅游专线的专用型并没有和普通的公交专线很好的区分开来，日常出行的居

民对旅游交通增加了不少额外的压力。这些容易导致游客对西安市旅游交通满意度不高。 

基于乘车舒适度的考虑，划定公共交通车辆服务水平，对提升旅游出行质量和提高旅游

整体满意度具有参考意义。 

2.2 公共交通乘客负荷水平划分 

在交通规划中常常使用服务水平这个词来描述系统运行状况。服务水平是一种评价方

法，它根据交通使用者的交通特点描述交通系统运行状况，例如，速度和出行时间、出行自

由度、舒适性和便利性。服务水平从功能最好(A级服务)到最差(F级服务)进行分级。国外依

据乘车舒适度的考虑，对公共交通服务的乘客负荷水平划分了六级，如表 1 所示[2]。 

 表 1  国外对公共交通乘客负荷水平级别的划分 

公共汽车 

服务水平  平方米/乘客  乘客/座位  注释 

A  >1.20  0.00~0.50  乘客不必紧挨而坐 

B  0.80~1.19  0.51~0.75  乘客可以选择座位而坐 

C  0.60~0.79  0.76~1.00  所有的乘客都有座 

D  0.50~0.59  1.01~1.25  有站立乘客 

E  0.40~0.49  1.26~1.50  满载 

F  <0.40  >1.50  超载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大多数地区公共交通运力远满足不了居民日常出行需求，车辆

超载，人员拥挤成为旅游期间，公交出行的常见问题。如图 3、4 所示。 

 

     图 3  公交车拥挤                                      图 4  公交车拥挤 

目前，国内还没有类似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划分，评价指标往往关注在公共交通车辆的

载客量和满载系数。公共交通车辆的种类和大小很多。其载客量主要决定于车辆的载重量，

车厢内坐位数和站立面积的大小。一般市内公共交通的乘客在车内的时间不长(平均 15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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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而城市道路又较平坦，所以车辆内站立的人数能比坐的人多些。但对郊区线路和长

途线路，坐的比例则应增加，甚至全坐。在遇到上下班高峰时段，允许暂时形成超载。 

如果用车辆满载系数(η)表示，则  η  即为最大实际载客量=额定载客量。 

2001 年印发的《城市建设系统指标解释》，其中规定，公共汽（电）车的定位（定员）

数，即额定载客量的计算公式为[3]： 

客位数=车厢固定乘客座位数+车厢有效站立面积（平方米）×每平方米允许站立人数 

（公式 2-1） 

汽车客位定员，包括车内座位数和有效站立面积上的站立人数，单位为人/车。每平方

米站立人数的定额，反映车辆的服务水平。在较理想状态下，每平方米站立人数为 5～6人，

现行定额为 8 人[4]。 

通过跟车调查实验发现，在室内，1平方米可以荣楠 8 个中等体型的人站立，但空隙较

小；在每人携带一个随身的小型背包之后，就过于拥挤而影响乘车舒适度。在公交车上，由

于座位和各类扶手的分割，可供站立的空间比较分散，而且不随身携带任何行李的乘客很少。

所以，在公交车上每平方米很难实现站立 8 人。 

 乘坐公交车跟车调查时，随机对司机和乘客进行了问答采访。中等身材乘客，携带少

量行李，背靠着背挤在一起，1 平方米能能站立 5~6 人。而且乘客舒适度会受到影响，尤其

对旅游者来说，过分拥挤的公交出行，会对整体旅游满意度造成极大影响。 

在参考国外资料和国内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旅游出行的考量，提出基于出行舒适度的公

共交通服务水平划分，如表 2 所示。 

表 2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级别的划分 

论文参考 

服务水平  平方米/（站立）乘客  注释 

一级  >0.80  选择座位  自由度高，舒适性好 

二级  0.60~0.79 
不能选择座位， 

自由度有一定限制，舒适性好 

三级  0.40~0.59  无座位，站立，短时出行舒适性一般 

四级  0.20~0.39  无座位，站立，拥挤，舒适性差 

五级  0.125~0.19  满载，很拥挤，舒适性极差 

六级  <0.125  超载 

一级服务水平：对应于国外 A、B级服务水平，无站立乘客，有空余座位，可以依据个

人情况，自由选择座位，舒适性最高。 

二级服务水平：对应于国外 C级服务水平，无站立乘客，无空余座位，不能自由选择座

位，较一级服务水平低，但舒适性高。 

三级、四级服务水平：对应于国外 D 级服务水平，以每平方米站立人数为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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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座位，拥挤，舒适性差，但对短时性出行（小于 15 min），三级服务水平舒适度一般，可

接受。 

五级服务水平：对应于国外 E级服务水平，以每平方米站立人数为衡量标准，很拥挤，

达到车辆满载标准，舒适性极差。 

六级服务水平：  对应于国外 F 级服务水平，以每平方米站立人数为衡量标准，属于超

载情况。 

3. 公共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标准》提出，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区域等特殊区域，要求交通影

响评价对某些特定的评价对象更加重视，增加其评价指标或者提高评价指标的门槛值，是交

通影响评价的限制更加严格。例如，为了保证区域人文环境质量，地方可以在原有评价指标

基础上，提出更加严格的控制门槛，在保证一般性交通出行需求收到影响可接受的同时，确

保历史文化建筑的人文环境不会由于交通环境的恶化而造成破坏。特别是风景名胜区引起特

殊的区域功能，除交通环境外，还要求当地除了考虑正常交通通行环境是否受到到显著影响

的同时，更应该从保障旅客交通需求的方面对交通影响评价对象和指标提出新的或者更严格

的要求。 

公共交通交通影响程度评价的对象，包括公共交通线路和公共交通站点。对于公共交通

线路，主要计算公共交通线路总剩余载客量，以此来作为评价标准。对于公共交通站点，则

是采取计算站点公交车停靠的通行能力来作为评价标准。 

常用方法 

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容量 Pr应按下式确定： 

Pr＝ i

[(Si Oi) 60/fi Ci]     
                            （公式 3‐1） 

式中    Si——线路 i为可接受服务水平时的载客率（%），应取额定载客量 70%； 

fi——线路 i 评价时段发车频率(车次/min)； 

Ci——线路 i 单车载客量(人)； 

Oi——线路 i在项目最近公共交通站点的评价时段载客率（%）。 

评价建设项目对公共交通影响程度时，采取计算剩余载客容量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对于

一般情况下适用。但是对于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区旅游交通需求的情况下，尤其是在景区周

围的建设项目，其日常出行必然会给景区公共交通服务水平造成影响，影响旅游出行舒适度。

因此本文结合表 2‐2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划分，对建设项目公共交通影响程度进行评判。 

3.1 影响程度评价 

结合西安市公交规划，使用背景公共交通需求和项目新生成公共交通需求加入后的交通

量进行计算，分别得到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量加入前后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并根据表 3

评价交通影响是否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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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共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准 

背景交通服务水平 
项目新生成交通 

加入后的服务水平 

一 
四、五、六 

二 

三 
五、六 

四 

五  六 

六  六 

3.2 适用条件 

3.2.1  时间敏感性	

公共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是依据表 2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舒适性标准进行划分，当新生成

交通加入后，以最大程度保障旅游出行对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的要求，保证游客对旅游的整体

满意度。 

但是其应用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 224 路和 407 路多次跟车调查，进行出行者行为研

究发现，即使处于一二级服务水平，当出行时间超过一定时限时，出行者会感到疲劳，烦躁，

对旅游出行的舒适度也随之降低。如表 4 所示。 

表 4  舒适度随时间变化表 

时间  背景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舒适度 

15min以内  一、二、三  无显著变化 

大于 15min小于 30min  一、二  无显著变化 

大于 15min小于 30min  三  有显著降低 

大于 30min  一、二  有显著降低 

3.2.2  空间敏感性	

由于研究对象是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出行对项目出入口附近公共交通出行的影响程度，

项目区位不同，出行分布也各不相同。根据出行起讫点的位置，将交通出行分为： 

（1）出行起讫点都在景区里的内部出行； 

（2）出行起点在景区外部的通过性出行； 

（3）出行讫点在景区外部的通过性出行。 

内部出行中的日常出行与旅游出行目的地相同，即使导致服务水平有较大下降，但下车

同步，出行时间较短，对乘车舒适度无显著影响，敏感度不高。通过性交通中的日常出行穿

过景区，出行时间较长，对旅游出行影响较大，对乘车舒适度有显著影响，敏感度较高。 

因此，将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引入到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标准里，需要项目出行满足长

时、跨区出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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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分析	

曲江新区，如图 5 所示。通过调查得到，西安城区旅游目的地分布中，曲江新区内景点

的旅游出行占到 54.44%左右，其旅游产业在西安总体旅游产业占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1]。 

根据景点分布和道路网布局结构，将曲江新区分为三部分。蓝色区域，景点集中，包含

大雁塔、大唐芙蓉园、秦二世遗址和唐城墙遗址等景点，是曲江新区核心景区。红色区域和

绿色区域为曲江新区附属区域，与核心区域毗邻。由图 5 所示，曲江新区控制性规划中大部

分用地为居住性用地。由于西安城市发展中心模式和曲江新区的西南城郊区位因素，蓝色箭

头为主要交通出行分布方向。 

 

图 5  曲江新区土地利用规划图 

蓝色区域内景点密度高，旅游出行主要集中在这块区域，出行通道集中在雁塔南路与芙

蓉西路一带，其中居住用地和其他用地出行对旅游交通影响显著。公共交通显著影响判定标

准应执行较为严格。而对于其他两块区域，旅游出行不密集，出行通道集中在曲江新区两翼

城市主干道，如长安南路与曲江路，用地出行对旅游交通影响不显著。公共交通显著影响判

定标准执行较为宽松。 

项目出入口步行范围内（200 m~500 m）有两个公交站—汇新路北口和瓦胡同村公交站。

有五条线路—161 路、212 路、407 路 504 路、526 路和游 9 路。项目高峰小时出行公交人

数为 290 人，按照交通小区出行分布概率划分，项目区域出行至曲江新区方向的交通小区的

出行概率为 75.9%，影响曲江新区出行人数为 220 人。根据现状调查，途径五条线路公共交

通服务水平为二级服务水平，基本每人都有座位，项目出行人数在高峰小时内较少，不会明

显影响公交乘坐舒适度，服务水平下降不明显，依据表 3‐3，判定项目对历史文化保护区公

共交通没有显著影响。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940



 

 

【参考文献】 

[1]秦雪.  西安市游客旅游交通行为分析与研究  [D]  ．西安：西北大学, 2010 

[2]Washington,D.C.: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Feb.3.[R]. Washington,D.C.1999 

[3]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编制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手册[S].北京，2011 

[4]《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例》（GB7258—2004） 

[5]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T141‐2010[S] 

【作者简介】 

杨鑫，男，硕士，助理工程师，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941



 

 

公交优先在交通影响评价中的实施策略探讨 

刘志谦 

【摘要】对现状主要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相关规范标准中关于公共交通的评价内容进行了梳

理，同时从公共交通的三个子系统——轨道交通、地面常规公交和出租车对于如何在项目交

通影响评价中落实公交优先理念提出了具体策略，最后通过项目案例实践说明各项策略。 

【关键词】公交优先  公共交通  交通影响评价 

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快速增长的城市交通需求与有限的交通设施

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由此带来交通拥堵、环境噪声污染等一系列交通问题，已经严重

影响到了居民的正常出行和城市的健康发展。为了防止城市交通进一步恶化，国内外各城市

开始从城市与交通规划、建设以及管理多个环节实施积极有效的改善策略，其中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便是广泛实施的策略之一。另外，我国北京、上海、成都等大城市已经对各类大型建

设项目实施严格的交通影响评价（TIA）审批制度，从源头上抑制不合理的交通需求增长，

同时制定行之有效的交通供给策略。本文旨在对公交优先理念如何在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中有

效落实的策略进行初步探讨，为高效整合公交优先和交通影响评价两项有效的交通改善措施

提供思路借鉴。 

2. 公交优先理念在交通影响评价标准中的体现	

作为指导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行业标准——《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

准》（CJJ/T141-2010）（以下简称《标准》）从 2006 年启动编制并于 2010 年 9 月正式实施，

为各地开展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从内容、技术路线、评价标准等多方面提供了依据，促进了项

目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科学发展。《标准》对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中公共交通的相关规定见表

1。 

表 1  《标准》对公共交通的相关规定 

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环节  《标准》对公共交通的相关规定 

交通系统现状评价 

应对评价范围内的现状道路、公共交通、自行车、行人和停车等交通系统

的管理措施、供需和运行状况进行分析，提出现状交通系统存在的主要问

题 

项目交通影响程度评价 

当建设项目出入口步行范围内的所有公共交通站点，在评价时段，停靠线

路背景交通剩余载客容量为负值或建设项目新生成公共交通出行量超过背

景公共交通线路剩余载客量时，应判定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有

显著影响 

项目周边交通系统改善  公共交通系统改善内容宜包括公共交通运营组织、线路优化、场站改善等

另外，各地方出台的相关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标准或指导文件，如《北京市建设项目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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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报告编制指南》、《成都市中心城区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工作流程与技术标准暂行

规定》等也都明确规定了在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过程中必须对评价范围内的公共交通系统进行

现状分析，并根据项目交通影响程度提出有针对性的公共交通改善优化措施，降低项目建成

后对周边地区的交通影响。 

从开始实施的行业和地方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标准和指导文件可以看出，政府相关部

门已经将公交优先理念体现在具体的项目建设环节中，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通过严格的项目交

通影响评价审批能够有据可依并落到实处。 

3. 公交优先理念在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中的实施策略	

公共交通交通系统包括大容量轨道交通、BRT 快速公交、地面常规公交以及出租车等多

个子系统，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需要做到各子系统相互协调，共同发挥最佳效益。在项目交通

影响评价中对公共交通规划、设计与组织需要做到公共交通各子系统的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3.1 轨道交通在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中的实施策略 

轨道交通运量大、速度快且方便舒适，适合中长距离的快速交通出行，一般在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中扮演着骨架的角色。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按照技术标准一般又分为地铁、轻轨、市

郊铁路等。通常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项目建筑规模较大，且位于交通出行量较大的中心城区，

而轨道交通在这些地区一般以地铁或轻轨的形式进行规划建设。项目在进行交通影响评价过

程中，轨道交通系统的衔接组织需要从区域的角度进行综合考虑。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项目

在具备表 2所示的相关属性时，就需要重点关注与轨道交通系统的衔接组织问题。 

表 2  项目进行轨道交通系统衔接组织时的相关属性 

  项目相关属性 

项目所处区位  城市核心区、重点开发区 

项目用地性质  商业金融、办公或其他交通需求量大的公共设施用地 

项目周边交通供给条件  项目 1500m半径范围内开展了轨道交通系统规划、建设或运营 

评价项目在与周边轨道交通系统衔接组织时应该坚持以人文本的原则，尽量使利用轨道

交通出行进出项目地块的行人流线清晰合理，换乘条件舒适便捷。轨道交通在项目交通影响

评价中可以采取以下一些对策： 

◇与轨道交通站点进行通道连接。一般地，若评价项目为大型商业或文化设施，且周

边 300m 范围内规划建设有地铁站点时，在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中应该对项目地下空间进行充

分利用，规划设计与邻近地铁站点的连接通道，提高项目的轨道交通可达性，促使项目人气

的提升和轨道交通出行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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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1  商场与地铁之间通道连接 

◇利用公交或自行车与轨道交通接驳。在评价项目与周边规划或建设轨道交通站点距

离过远，不具备直接进行通道连接的情况下，应该考虑通过规划设计常规公共交通或公共自

行车系统与轨道交通衔接，缩短项目地块和轨道交通站点间的时空距离。 

  

（a）公交车与地铁接驳     （b）公共自行车与地铁接驳 

图 2  公交、自行车与轨道交通的接驳 

◇与其他项目共建轨道交通系统，共建共享。当项目交通需求量较大，周边尚无地铁

等大容量轨道交通规划或建设计划时，可以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统一协调下，与区域内其他建

设项目共建有轨电车等小型区域轨道交通系统，共建共享，实现区域交通区位条件的整体提

升。该项措施需要项目业主、城市规划、市政、交通等多方利益体的统筹协调下才易实施，

因此具有一定的难度。图 3 是成都某新开发商业 CBD 地区规划的轻轨环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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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轨环线

轻轨站点

评价项目

轻轨环线

轻轨站点

评价项目

 

图 3  CBD 地区轻轨环线规划方案 

3.2 地面常规公交在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中的实施策略 

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费用和建设周期方面的劣势影响了其大规模建设的可能性，应用最

普遍的是 BRT 及地面常规公共交通系统。在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过程中，若无特殊条件限制，

都应该规划、建设及组织好 BRT 及地面常规公共交通系统。由于城市道路用地条件、交通组

织管理措施等多方面的限制，现阶段在国内城市建设标准 BRT 系统还不具备普遍性，取而代

之的是公交专用道和优先道的实施。在此主要讨论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过程中地面常规公共交

通系统的改善策略。 

◇项目地块周边规划建设港湾式公共停靠站。建设港湾式公交停靠站不仅能够增大公

交车的泊车能力，还能有效减小公交车进出站对道路其他行驶车辆的交通干扰。若项目地块

临近道路红线较宽，具备设置公交港湾站的条件，则尽量将公交港湾站设置在道路红线范围

以内，否则，需要项目地块开发建筑后退道路红线一定距离，在项目地块内设置港湾式公交

停靠站。一般在项目地块周边设置的港湾式公交停靠站设计可以参考图 4。 

 

图 4  港湾式公交站设计图 

◇在评价项目地块内设置公交首末站。对于公共交通需求量较大的建设项目，如交通

场站类建设项目、大型商业综合体建设项目、大型居住区建设项目等，进行交通影响评价时

若具备条件，应该在项目地块规划预留一定的公交首末站用地，并严格禁止更改土地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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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重庆市便规定公租房项目要设置公交首末站，1 万人居住的公租房小区，公交首末站面

积不低于 1000 平方米。 

 

图 4  大型居住区内设置公交首末站 

3.3 出租车在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中的实施策略 

出租车在公共交通系统中起补充作用，但商业、办公等公共设施建设项目出租车的出行

量一般较高，在进行这几类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过程中需要衔接组织好出租车的进出交通流，

尽量建设项目引发的机动车交通对地块周边路网背景交通的干扰。出租车交通衔接组织主要

有以下几类衔接策略。 

◇设置合理的出租车停靠泊位。根据在项目交通影响评价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出租

车泊位可以设置成专门的出租车招呼站、港湾式出租车停靠站、常规划线停靠泊位等。出租

车泊位可以和公交停靠站结合设置，也可以在道路外侧单独设置。 

  

（a）出租车招呼站       （b）港湾式出租车 

图 5  出租车泊位设置 

◇将出租车引入项目地块内部停靠。此策略可以有效减少项目出租车交通流对外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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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干扰，对于酒店类建设项目尤其适用。可以将出租车引入酒店大堂前停靠，减少客人的

走行距离。另外，若建设项目地块周边交通拥堵比较严重、各类交通流线交叉冲突较多时，

可以在项目地块地下空间（一般在项目负一层）设置项目出租车停靠站，将出租车流线引入

地块内部，出租车进出项目地块即停即走，不收取任何停车费用。 

  

（a）出租车引入酒店大堂前    （b）出租车引入项目地下 

图 6  出租车引入项目内部停靠 

4. 项目实例	

4.1 项目简介 

评价项目位于成都市高新南区金融城组团，天府大道东侧，红星路南延线西侧，绕城高

速北侧。地块总用地面积 126602.27 平方米，总建筑规划面积约 1040062 平方米，其中地上

计入容积率总建筑面积 713351.6 平方米。主要业态包含演艺中心、商业、办公、住宅、酒

店等。 

  

（a）效果图     （b）业态分布 

图 7  评价项目概况 

4.2 研究区域交通现状 

研究范围内的路网布局已经形成以三横四纵（三横为府城大道、民丰大道、绕城高速，

四纵为益州大道、天府大道、红星路南延线、新成仁路）的骨架路网。 除府城大道的服务

水平为 D 级，天府大道、红星路南延线和益州大道服务水平为 C 级外，区域内其它路段饱和

度均较低，道路运行通畅，服务水平多为 A 级，运行状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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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研究区域现状路网 

4.3 项目交通需求预测 

根据项目业态、区位及周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预测评价年（2020 年）项目交通

方式结构如表 3 所示。 

表 3  项目交通方式出行结构预测 

类型  人员 

交通方式（%） 

公共交通  私人交通 
合计 

公交  地铁  出租车  小汽车  自行车  步行 

文化演艺  观众  20  34  10  26  5  5  100 

住宅  居民  15  19  5  21  15  25  100 

商业  顾客  20  14  5  11  20  30  100 

办公 
员工  20  24  5  16  20  15  100 

访客  20  29  10  26  10  5  100 

酒店  顾客  25  19  20  26  5  5  100 

根据项目建筑面积总量、相似业态人流吸发率以及交通出行结构，预测评价年（2020

年）项目高峰小时交通发生量 21903 人次/h，其中公共交通 9924 人次/h；项目高峰小时交

通吸引量 17597 人次/h，其中公共交通 8048 人次/h。可以看出，评价项目交通吸发总量和

公共交通出行量均比较大，需要合理组织设计项目及周边区域交通以降低项目的交通影响程

度。 

4.4 交通组织 

在区域现状交通组织管理的基础上，结合区域交通规划建设情况，对评价年区域和项目

交通组织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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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区域交通组织     （b）项目交通组织 

图 9  交通组织 

4.5 公共交通优先理念的落实 

4.5.1  轨道交通	

项目周边规划有两条地铁线路，项目轨道交通出行通过合理组织人行流线实现，如图

10 所示。 

 

图 10  项目轨道交通组织 

4.5.2  地面常规公交	

现状公交线路基本不能够满足规划年项目的公交出行需求，在规划年晚高峰时期需要再

增加 6 条以上的公交线路以满足项目的公交出行需求。建议项目只在民丰大道上增加港湾式

公交站点 1对，公交港湾站长约 40 米，可以停放 12 米的公交车 3 辆，另外将天府大道上的

公交站点改造成港湾式公交站点，规划的公交港湾站长约 80 米，可以停放 12 米的公交车 6

辆 ，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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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项目地面常规公交交通组织 

4.5.3  出租车	

建议项目在民丰大道、天府大道上的公交港湾站旁各设置 1处出租车港湾站。出租汽车

可以进入项目的内部道路，并在内部道路上的酒店、办公和商业出入口旁设置 4 个出租车临

时停靠站，方便出租汽车上下客，如图 12 所示。  

 

图 12  项目出租车交通组织 

5. 小结	

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是在微观层面进行交通与土地协调规划的重要手段，科学合理地将公

交优先理念落实到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方案中能够促进城市交通尤其是公共交通的良好发展。

文章对如何在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中落实公交优先理念进行了初步探讨，随着城市交通问题的

日益突出，对规范标准、实施策略等多个方面还需要结合项目本身和区域交通与土地利用情

况对公交优先理念的落实进行完善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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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换乘量的公交线路合作系数研究 

白仕砚  王弟鑫 

【摘要】公交线路间的换乘表明公交线路间存在合作关系，通过对公交线路间合作关系的研

究能加强各线路间的合作，提高公交客流运输效率。本文描述定义了公交线路合作关系，并

分析了公交线路间合作关系的度量指标。基于换乘量和公交线路的布局形式提出了公交站点

处的公交线路合作系数计算方法，以及三种典型形式的公交线路合作系数。通过对公交线路

间合作系数计算能明确各线路间的合作关系程度，有助于公交线网的合理优化。 

【关键词】公交线路  合作关系  度量指标  合作系数  换乘量 

1. 引言	

随着城市公交优先的实施，城市公共交通得到大力发展，如何合理运营和优化公交线路

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公交线路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公交线路间的换乘表

明公交线路间存在合作关系，通过对公交线路间合作关系的研究能加强各线路间的合作，提

高公交客流运输效率。公交线路间的合作关系研究有助于公交优先的实施，有利于促进城市

公共交通一体化，有利于公交的合理运营调度。 

国内外关于公共交通合作关系的研究侧重于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协同合作研究。

MD.Shoaib Chowdhury 探讨了以车头时距和发车时刻表为要素，在换乘站点实现一条轨道

交通线和多条常规公交线运营协调的控制技术[1]。S.N.Kuan，H.L.Ong，K.M.Ng提出了启发式

的遗传算法和蚁群优化方法，使用此算法来解决接运公交的网络规划设计问题[2]。C.H.Chew

分析了一体化轨道站点的作用和设计方式[3]。Steven Chien 和 Paul Schonfeld 建立了轨道交通

与其接运公交系统的优化问题并进行了研究[4]。覃煜、晏克非、赵童建立了换乘系统的评价

指标体系和评价指标的量化方法[5]；杨晓光、周雪梅、臧华基于智能交通运输系统的背景，

研究提供公共交通信息的条件下公交换乘时间最短的调度问题，提出了线性规划模型，并用

算例进行了演示[6]；王秋平、李峰分析并推导出了从城市其他交通方式换乘轨道交通时在其

车站的平均换乘时间计算公式，依此提出了其它交通方式换乘轨道交通并保持充分协调使其

吸引更多客流应采取的措施，以达到乘客换乘时间短，轨道交通运营效益高的目的[7]。 

在公交线路间合作关系研究方面，陈永洲[8]以换乘客运量为依据提出了竞争与合作统计

指标及计算方法；司徒炳强等[9]将公交网络中关联线路分为合作与竞争两类，建立了对应的

发车时间优化模型。 

本文描述了公交线路合作关系，并分析了公交线路间合作关系的度量指标。基于换乘量

和公交线路的布局形式提出了公交站点处的公交线路合作系数计算方法，以及三种典型形式

的公交线路合作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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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交线路间合作关系描述	

2.1 公交站点处公交线路的合作关系 

若两条公交线路有相交的站点（或这两条线路存在距离小于 300m 的两站点），则该站

点（或距离小于 300m 的两站点）称为这两条公交线路的公共站点。如图 1 所示，公交站点

A是公交线 1和公交线 2的公共站点。如图 2 所示，公交线 1 的 A站点与公交线 2 的 B站点

距离小于 300m，公交站点 A和公交站点 B称为公交线 1 和公交线 2 的公共站点。 

 
图 1   相交线路的公共站点 

 
图 2  非相交线路的公共站点 

若两条公交线路存在公共站点且在公共站点处这两条公交线路有乘客换乘，则这两条公

交线路在该公共站点处存在合作关系，该公共站点称为这两条公交线路的合作站点。 

由于两条公交线路可能存在几个连续的合作站点，乘客在这些合作站点间出行时有多种

选择，因此这两条公交线路在这些合作站点处还存在竞争关系。因此，根据合作站点处是否

存在竞争关系将合作站点分为完全合作站点和不完全合作站点，即不存在竞争关系的是完全

合作站点，存在竞争关系的是不完全合作站点。 

2.2 公交线路间的合作关系 

公交线路间的合作关系是通过公交站点乘客换乘来体现的。因此存在合作关系的线路之

间一定存在公共站点且在公共站点处一定有换乘。两条公交线路只要存在至少一个合作站

点，则这两条公交线路一定存在合作关系。 

3. 公交线路间的合作系数	

3.1 公交站点处公交线路间的合作系数 

采用合作系数作为公交线路间合作关系的度量指标，基于换乘量公交站点处公交线路间

的合作系数c定义为： 

公交
公交线 2

A 

公交站点 

公交线路 

B

公交

公交线 2 

公交站点 A 

公交站点 

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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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式中 ijA
—在该公交站点从公交线 i换乘到公交线 j 的乘客量； 

iA
—在该公交站点未换乘前公交线 i的乘客量； 

jiA
—在该公交站点从公交线 j 换乘到公交线 i的乘客量； 

jA
—在该公交站点未换乘前公交线 j 的乘客量。 

由式(1)可知公交站点处的合作系数c是介于 0 到 1 的实数。当c为 0 时表示在该站点这

两条公交线路不存在合作关系；c为 1 时表示着两条线路在该站点乘客全部换乘，属于完全

合作关系；c越接近 1，这两条公交线路的合作关系程度越密切。 

3.2 公交线路间的合作系数 

公交线路间常见的三种连接形式：只存在一个合作站点的两条公交线路、存在多个合作

站点的两条公交线路和存在两次换乘的三条公交线路。基于合作站点处的换乘量，分别分析

这三种连接形式的公交线路间的合作系数。 

（1）只存在一个合作站点的两条公交线路的合作系数 

如图 3 所示，公交线 1 和公交线 2 仅有一个合作站点，这两条公交线路间的换乘都在该

合作站点完成，所以这两条公交线路的合作系数C 就等于这两条公交线路在该合作站点处

的合作系数c，即 

=C c (2) 

 
图 3  仅有一个合作站点的两条公交线路 

（2）存在多个合作站点的两条公交线路的合作系数 

如图 4 所示，公交线 1和公交线 2存在多个合作站点，设合作站点数为n个，第 i个合

作站点处的合作系数为 ic
，则这两条公交线路的合作系数C 为这两条公交线路所有合作站

点处的合作系数的平均值，即， 

=1=   ,      =1,2, ,

n

i
i

c
C i n

n


K (3) 

公交

公交线 2 

合作站点 A 

公交站点 

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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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存在多个合作站点的两条公交线路 

（3）存在两次换乘的三条公交线路的合作系数 

如图 5 所示，公交线 1和公交线 2仅有一个合作站点 A，公交线 2 和公交线 3 仅有一个

合作站点 B，乘客从公交线 1 换乘到公交线 3 需要两次换乘。这三条公交线路的合作系数C

为： 

+A A B BC c c   
  (4) 

式中， A —在合作站点 A处从公交线 1 换乘到公交线 2 的乘客中需要在合作站点 B换

乘到公交线 3 的乘客所占的比例，可通过抽调查得出； 

Ac
—在合作站点 A处公交线 1 与公交线 2 的合作系数； 

B —在合作站点 B处从公交线 3换乘到公交线 2的乘客中需要在合作站点 A换乘到公

交线 1 的乘客所占的比例，可通过抽调查得出； 

Bc
—在合作站点 A处公交线 2 与公交线 3 的合作系数。 

 
图 5  存在两次换乘的三条公交线路 

4. 结论	

（1）描述了公交线路间的合作关系。若两条公交线路存在公共站点且在公共站点处这

两条公交线路有乘客换乘，则这两条公交线路在该公共站点处存在合作关系。存在合作关系

的线路之间一定存在公共站点且在公共站点处一定有换乘。两条公交线路只要存在至少一个

合作站点，则这两条公交线路一定存在合作关系。 

（2）分析了公交线路间合作关系的度量。采用合作系数作为公交线路间合作关系的度

量指标，基于换乘量提出了公交站点处的合作系数计算式。合作系数是介于 0 到 1 的实数，

合作系数越接近 1，则公交线路间的合作关系程度越密切。 

公交线

公交线 2 
合作站点 A

公交站点 

公交线路 

公交线 3

合作站点 B

公交

公交线 2n 个合作站点 

公交站点 

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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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交线路间的合作系数可根据公交线路的连接形式和各公交站点处的合作系数求

解。基于合作站点处的合作系数分别提出了三种典型公交线路连接形式的合作系数计算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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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快速公交走廊方式转移行为研究 

王志成  王元庆 

【摘要】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快速公交（BRT）投资速度最快、建成网络最大、建设类型最

多的国家之一，未来 BRT 系统的快速建设步伐还将持续。本文以北京 BRT1 号线、北京 BRT3

号线、广州中山大道 3条典型 BRT 走廊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出行者方式转移行为，并建立

二项 Logistic 模型分析影响选择 BRT 的主要因素，发现出行者的社会经济特性（性别）、出

行相关的特性（出行目的、出行距离、出行时间、出行费用）均会对方式转移选择产生显著

影响，节约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节约时间达到 10 分钟，小汽车向 BRT 转移的概率不超过

15%，节约时间超过 10 分钟时，转移概率随时间节约稳定增加。研究发现为中国城市公共交

通发展政策和 BRT 建设提供决策支撑。 

【关键词】公共交通  快速公交  方式转移  出行特征 

1. 引言	

我国大中城市将快速公交（BRT）作为提高出行机动性和降低城市拥堵的重要策略，截

止到 2011 年底，已经有 14 个城市建成 26 条 BRT走廊，公交专用道总长度达 364.4KM。目

前，中国已经成为 BRT投资速度最快、建成网络最大、BRT建设类型最多的国家。 

虽然 BRT 系统在我国得到迅猛发展，但是这些系统的专用道形式、运行速度、票价政

策、交叉口信号优先等措施不完全一致，同时，不同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出行习惯、对于公

共交通的态度也不一样，造成不同城市 BRT 走廊客流吸引量差异巨大，例如客流量最大的

广州高峰小时达到 2.6 万人次，而在济南高峰小时客流量只有 3600 人次（ITDP，2010）。在

BRT走廊，人们如何进行方式选择，哪些因素是影响人选择最主要因素，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将以广州和北京两个城市条典型的 BRT 走廊为例分析出行者的社会经济、出行特

征属性（出行目的、出行距离、出行时间等）对于方式转移的影响。研究利用收集到的走廊

内各交通方式的 1161 个使用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收入、出行目的、起讫点（O‐D）、出

行时间、出行频率等信息分析不同走廊的方式选择行为，确定影响选择 BRT 的主要因素，

并定量分析关键因素引起的方式转移。 

2. 数据收集	

2.1 调查案例 BRT 走廊概况 

本文选择北京、广州两个城市的 3 条典型的 BRT 走廊进行研究。北京是中国最早修建

BRT的城市，目前已经建成 3 条 BRT走廊，走廊均位于中心城区外围的放射线上，作为铁线

网的延伸、加密。北京 BRT 系统在我国所有 BRT 系统中实施最为优惠的票价政策。广州的

中山大道 BRT 走廊则是允许常规公交与 BRT 共用专用车道的新型的复合型 BRT 走廊，设于

中心区重要对外交通走廊中山大道上，作为地铁的加密、补充，缓解主要交通走廊拥堵。本

次选择北京 BRT1 号线、北京 BRT3 号线、广州中山大道 BRT走廊作为案例进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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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广州 BRT 走廊分布示意图 

北京 BRT1 号线于 2004 年开通，是中国最早开通的快速公交线路，是连接北京南北的

交通动脉，高峰小时客流量与北京部分地铁线路相当[1]。北京 BRT3 位于北中轴走廊，与地

铁 5 号线处于同一走廊，并未对全程实施公交专用道，其专用道路长度的比例只占 BRT 走

廊总长度的 50%左右。 

广州中山大道 BRT走廊 2010 年 2 月开通，是中国客流量最大、换乘设施最为便利的新

型 BRT 走廊，通过整合常规公交线路、与地铁站直接地理连接、车站内附近提供自行车停

车区、设置车站乘客信息显示系统等方式为使用者提供方便的换乘。 

表 1  调查 BRT 走廊基本信息 

  北京 BRT 1  北京  BRT 3  广州  BRT 

开通年份  2004  2008  2010 

公交专用车道 
 

控制中心 
 

交叉口信号优先 
 

高峰小时客流(乘客人数/小时/单向)  9,800  2,000  26,900 

高峰小时运营速度(km/hr)  21  14  16‐18 

专用车道长度  (km)  34.5  11  22.5 

平均站距  (m)  940  1,000  880 

车站数量  18  22  26 

高峰小时车辆数（辆/小时/单向）  55  20  350 

系统全天客流量  120,000  /  800,000 

与其他方式整合 
 

车外售票系统 
 

平均现金票价  (yuan)  1  1  2 

刷卡票价  (yuan)  0.4/0.2  0.4/0.2  2 

注：数据来自 http://www.chinabrt.org/； 

2.2 调查设计与实施 

本研究针对走廊内 BRT、常规公交、小汽车、非机动车四种不同交通方式使用者进行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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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调查，调查内容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出行者的基本社会经济属性，包括出行者的性别、

年龄、职业、月收入；第二部分为出行相关属性，包括出行起讫点、出行目的、出行时耗、

出行费用、出行速度；第三部分为出行变化情况，主要调查使用者在 BRT 开通前使用的交

通方式和出行时间，还包括 BRT 开通前后使用者所感知到的出行环境变化情况以及认为的

原因；第四部分为出行频率和使用频率，出行频率是指每周与工作有关的出行频率，使用频

率主要是指基于工作的不同方式的平均使用次数；对 BRT 使用者还包括满意度调查，调查

使用者的满意度及对 BRT满意的理由和不满意的理由。 

调查工作于 2010 年 5 月份沿 BRT走廊两侧进行，调查对象由调查者随机抽取，同时注

意要求年龄、性别抽取比例基本一致，当抽取的调查对象不回答时，抽查紧随其后进入调查

地点者。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1161 份。 

表 2  各城市调查有效样本数统计 

交通方式 
城市 

合计 
北京  广州 

小汽车  169  89  258 

常规公交  186  80  266 

非机动车  148  40  188 

BRT  149  300  449 

合计  652  509  1161 

3. 出行者特性及出行特性分析 

3.1 出行者特征分析 

被调查的出行者中，男性占样本总数的 60%左右。女性选择 BRT的比率均高于男性选择

BRT的比率，其中男性选择 BRT的比率为 14%‐57%，女性选择 BRT比率为 28%‐62%。男性选

择小汽车的比率明显高于女性，有 21%‐37%的男性使用小汽车，有 3%‐16%的女性使用小汽

车。 

从年龄结构来看，20‐40岁年龄段的出行者为各走廊各方式出行主体，约占 71‐80%。30‐50

岁出行者的主要出行方式为小汽车，有 35%‐47%使用小汽车，其他年龄段的出行者则更倾向

于 BRT。 

各走廊月收入 1000‐5000 元的从业人员占总 BRT使用者的 2/3以上，为 BRT的主要使用

者。随着收入的增加，使用小汽车的比率明显增加，月收入大于 5000 元的出行者一半以上

选择小汽车出行。 

从业人员和学生为走廊的主体使用者，其中从业人员占到总出行者的 50%以上。其中，

私人个体以小汽车出行为主，约有 34%‐45%的私营个体选择小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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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各走廊使用者特性 

走廊  北京 BRT1  北京 BRT3  广州 

出行方式  BR  NB Ca NM BR NB Ca NM BR NB  Ca  NM 

性别 
男  40  54 75 36 26 41 67 46 171  42  62  23 

女  43  49 4 25 40 42 23 40 105  30  24  10 

年龄 

Age1(<20)  14  8  0 0  4 4  0 3  38 9  0  6 

Age2(20‐30)  30  53 23 20 21 55 27 31 190  39  16  20 

Age3(30‐40)  19  22 32 20 16 14 34 24 52 20  44  11 
Age4(40‐50)  3  9  21 14 9 3  25 21 10 9  24  2 

Age5(50‐60)  8  10 2 7  8 4  4 2  2  1  4  0 
Age6>60  2  1  0 0  3 2  0 5  2  0  0  0 

职业 

工人  44  55 38 24 36 53 42 38 188  44  60  29 

学生  13  12 1 3  3 11 0 5  50 19  0  8 

私营个体企业者  5  14 30 17 2 3  18 17 28 5  18  2 

其他  15  22 4 17 19 16 29 27 22 9  10  0 

收入 

收入 1（<600）  13  17 1 5  6 10 0 8  46 22  0  3 

收入 2（600‐1000）  5  7  1 7  4 5  1 4  5  2  0  0 

收入 3（1000‐2000）  25  28 15 28 11 10 8 24 64 10  2  15 

收入 4（2000‐3000）  23  34 25 16 17 19 27 30 89 19  10  9 

收入 5（3000‐5000）  8  11 20 2  18 24 36 15 54 15  32  5 

收入 6（5000‐8000）  1  3  10 0  2 7  11 4  17 6  12  2 

收入 7（8000‐10000）  1  0  2 0  1 1  4 1  4  1  22  0 

收入 8（>10000）  0  1  0 0  0 3  1 0  10 2  10  0 

注：BR 表示 BRT；NB 表示常规公交；Ca 表示小汽车；NM 表示非机动车 

3.2 出行相关特性分析 

本研究中统计分析了不同出行目的、出行距离的使用者对于 BRT 选择的倾向性，同时

分析出行者在 BRT服务开通后出行方式、出行时间的变化情况。 

出行目的：对于某种出行目的，不同城市、工作日与非工作日选择出行方式的比率不同。

上班和上学出行选择选择公共交通方式（BRT+常规公交）较多，而公务出行则选择小汽车

较多。 

出行距离：各种机动车方式的平均出行距离相当，均在 10KM 左右，非机动车平均出行

距离相对机动车较短，大多小于 5KM。 

随着出行距离增加，各城市选择 BRT 的使用者逐渐增加，当出行距离小于 5KM 时，自

行车/电动车具有明显的优势，当出行距离大于 5KM 时，选择非机动车的出行者开始迅速减

少，选择机动车的出行者数量迅速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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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选择 BRT 的比率随出行距离的累积的变化趋势 

从图 3 可以看出 BRT 使用者主要来自常规公交，占 BRT 总使用者的 68%‐83%。大约有

3%‐9%的 BRT 使用者来自小汽车，只有 2%‐4%的 BRT 使用者来自自行车/步行。BRT 可以与

地铁形成竞争，大约有 6%‐17%的 BRT 出行者来自地铁。特别地，在北京 BRT3 走廊，超过

50%的 BRT走廊与地铁 5号线重复，约有 17%的 BRT使用者来自地铁，使用方便、节约时间

是地铁使用者向 BRT转移的主要因素。 

 BRT使用者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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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BRT 使用者出行方式转移构成 

从图 4 可以看出，“节约时间”是影响他们对 BRT 满意的最主要因素，而在北京 BRT1

走廊“正点率好”几乎和“节约时间”占相同的比重。这主要是因为在北京 BRT 走廊地面

交通拥堵最为严重，而 BRT具有专用路权，可以避免同其它方式一起陷入经常性交通拥堵，

保证了 BRT运行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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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使用者选择 BRT 的原因 

从出行者在 BRT开通前后的出行时间变化来看，BRT使用者出行时间变化最大，平均节

约 10%‐29%的出行时间。其次是常规公交使用者，平均节约 7%‐18%的出行时间。小汽车使

用者在 BRT开通后出行时间减少比例约为 6%‐22%。非机动车使用者的出行时间变化最小。 

 

表-4  各方式使用者出行时间变化 

City   
节约时间（开通前出行时间‐开通后出行时间） 节约时间比率 

BRT  常规公交  小汽车 非机动车 BRT 常规公交 小汽车  非机动车

北京 1 
mean  10.7  5.4  0.9  ‐0.5  24% 11%  9%  ‐1% 

Std  6.8  9.3  6.1  5.2  16% 17%  20%  18% 

北京 3 
mean  7.2  6.2  1.6  1.0  15% 14%  7%  6% 

Std  9.4  9.6  6.8  5.7  24% 22%  22%  16% 

广州 
mean  7.9  7.4  2.3  1.5  17% 18%  6%  8% 

Std  9.2  11.0  6.4  3.9  19% 22%  21%  21% 

4. 影响方式转移的因素分析	

小汽车、常规公交、非机动车使用者的特征不同，对于 BRT 的倾向性也不相同，本研

究将分析不同方式出行者向 BRT转移的行为，建立了常规公交向 BRT、小汽车向 BRT、非机

动车向 BRT 转移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走廊内不同方式向 BRT 的影响因素。Logistics 模型

形式如下： 

 
1 2 k n 1 2 k n0 1 2 k n 0 1 2 k n

1 1 2 k n

X X ... X ... X X X ... X ... X

P Z 1| X ,X ,...X ,...,X

e / 1 e
         



             



   
 

 

公式中：
 1P Z 1| .




为 BRT服务实施后其它方式向 BRT转移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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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Z1 表示转移是否发生，例如在小汽车使用者向 BRT转移模型中，被调查者在 BRT

开通前使用小汽车，而现在使用 BRT，则认为其进行了转移 Z1=1，如果开通前使用小汽车，

而现在没有使用 BRT则 Z1=0； 

kX 为影响因素,例如出行目的、性别、年龄、节约时间、出行费用等；   

k 标定参数,  如果 Xk  对方式转移影响不显著，则 0k ; 

k = 1, 2, …, n。 

模型中的初始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收入、出行目的、节约时间、出行费用、出行距离、

出行频率，其中性别、年龄、职业、出行距离和出行频率为亚元变量，其他均为连续变量，

采用 Nlogit4.0 软件进行标定。标定结果表明性别、节约时间、出行费用、出行距离、出行

频率几个变量对于出行者向 BRT转移产生显著的影响。 

表 5  不同方式向 BRT 转移模型 

变量  说明 
不同方式向 BRT转移的模型 

小汽车‐BRT  常规公交‐BRT  非机动车‐BRT 

常数   
-0.631 
(2.19) 

-0.72 
(‐2.38) 

-2.761 
(‐8.79) 

性别  =1，男性 
-1.372 
(‐2.33) 

  

时间节约 
开通前出行总时间 

减去开通后出行总时间 

0.138 
(3.15) 

0.096 
(7.61) 

0.145 
(4.88) 

出行费用  一次出行总费用 
-1.134 
(‐3.89) 

-0.056 
(‐2.77) 

-0.056 
(‐2.17) 

出行距离 1  =1，如果出行距离为 5‐10km   
0.831 
(2.44) 

1.177 
(2.30) 

出行距离 2  =1，如果出行距离>10KM   
1.206 
(4.05) 

 

出行频率 1  =1如果出行频率≤ 5次/周   
-1.011 
(‐3.18) 

 

出行频率 2  =，1如果出行频率为 5‐10次/周   
-0.713 
(‐2.46) 

 

Adjusted R2  0.51 0.21 0.25 

样本数  218 665 172 

注：（）为变量系数的 t 检验值 

从模型结果来看，各方式的常数项均为负值，说明当不考虑性别、节约时间、出行费用、

出行距离、出行频率等，出行者不愿意向 BRT转移，更愿意保持其固有的交通方式。 

性别系数为负值，说明男性的小汽车使用者相对女性不愿意向 BRT 转移，而常规公交

和非机动车不同性别的使用者对于 BRT的倾向性并没有显著差别。 

节约时间不出意外地对于几种方式向 BRT 转移产生正影响，说明如果 BRT 能够节约更

多的出行时间，能够吸引更多的出行者向其转移。 

中长出行距离（5‐10KM 和>10KM）只要出现在模型中系数就为正值，说明相对于短距

离中长距离的常规公交和非机动车使用者更愿意选择 BRT 出行。其中非机动的竞争优势是

机动、灵活，在短距离出行中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对于中等距离的非机动车使用者，如果

能够提供较好的公共交通服务，其愿意向公共交通转移。 

从出行频率变量来看，对于常规公交使用者向 BRT转移，小于 10 次/周的出行频率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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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负值，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更高频率（>10 次/周）的出行相对更愿意选择 BRT。 

单独以节约时间作为影响因素的子模型 

在制定交通管理政策时，通常会特别的考虑不同方式的运营特性。而出行时间的节约是

影响方式转移关键因素，因此单独以节约时间作为变量估计方式转移的概率对于支撑交通政

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单独以出行时间作为模型变量时，同样可以得到很好的拟合效果，

如表 4 所示。图 5 显示了小汽车、常规公交、非机动车使用者随着节约时间的变化向 BRT

的概率变化，常规公交使用者向 BRT 转移的概率随着出行时间的增加稳步提升。但是对于

小汽车和非机动车，节约时间少于 10分钟转移的概率并不明显，当节约时间达到 10 分钟时，

转移的概率只有 10‐20%左右，当节约时间超过 10 分钟时，转移概率随着节约的时间的增加

稳定提升。 

表 6  不同方式向 BRT 转移模型 

变量  说明 
不同方式向 BRT转移的模型 

小汽车‐BRT  常规公交‐BRT  非机动车‐BRT 

常数   
‐4.102 
(3.16) 

‐1.502 
(‐2.57) 

‐4.059 
(‐7.63) 

时间节约 
开通前出行总时间 

减去开通后出行总时间 

0.208 
(2.24) 

0.140 
(6.42) 

0.271 
(4.61) 

Adjusted R2  0.47  0.20  0.21 

样本数  218  665  172 

其它方式向BRT转移曲线
时间节约=[-15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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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各方式使用者随节约时间向 BRT 转移曲线 

5. 讨论	

本文在对 BRT走廊内出行者特征和出行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建立了二项 Logistic 模

型分析不同方式向 BRT转移的行为，结果显示出行者的社会属性（例如性别）、出行相关属

性（如出行距离、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出行费用）等都会显著影响出行者向 BRT 转移。

一般来说，出行时间和出行费用对于出行方式选择产生负影响。下面将总结本次研究中具有

研究价值的发现，并将本文中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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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模型中常数项为负值，表明如果不考虑的出行目的、出行距离、出行时间、出

行费用、性别和年龄这些因素，则出行者更倾向于其固有的交通方式。 

 各走廊 BRT 的使用主体为月收入 1000‐5000 元的从业人员占，月收入大于 5000 元

的出行者一半以上选择小汽车出行。这与之前 Golias（2002）、Zhao Daibin（2009）

和 Jayanthi  Rajamani（2003)  发现高收入者更倾向于选择私家车和出租车出行的结

论一致[2][3][4]。这主要是由于高收入更注意时间的节约和出行的舒适性，而低收入

者相对更关心出行的费用。 

 中等距离（5KM‐10KM）和长距离（>10KM）出行更愿意选择 BRT出行，Sadayuki Yagi

（2008）等对于雅加达 BRT走廊的研究也有类似的发现[5]。这可能是由于 BRT在中

长距离中更能体现出其竞争优势，尤其对于非机动车。 

 节约时间是影响出行者向 BRT 转移的最关键因素，尤其对于小汽车使用者来说，

只有节约时间超过 10 分钟，转移的概率才明显增加。 

 对于 BRT 引起的方式转移分析发现，大部分 BRT 使用者来自常规公交或地铁公共

交通使用者，约 68%‐83%来自常规公交。有 3%‐8%的 BRT 使用者来自小汽车，这

一比率与日本的名古屋（3%）和哥伦比亚的波哥大（9%）相当，但是明显低于印

尼的雅加达（20%）和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40%）[6][7]。在雅加达 BRT走廊内小汽

车比中国城市更加拥堵且在实施 BRT 的同时对小汽车实施限制措施，而阿德莱德

BRT连接城市郊区与市中心，站点少、速度快，并且在郊区用地宽松的区域设置了

充足的停车换乘设施，有超过一半的小汽车转移是通过停车换乘实现的。在菲律宾

天使城、美国波士顿有 20%‐30%的 BRT 使用者来自非公共交通（小汽车和非机动

车）。另外，BRT也会与地铁形成竞争，在美国波士顿、洛杉矶、奥克兰分别有 22%、

10%、13%的出行者来自地铁。在北京和广州两个开通地铁的城市也有 6%‐17%的使

用者来自地铁，使用方便、灵活是这部分使用者选择 BRT的原因。 

6. 结语	

本研究对于中国的公共交通政策和其他准备实施 BRT 的城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首

先，使用者对于 BRT 的倾向性随着地域、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和感知到的出行时间、出行

费用的不同有显著的差异。所以，交通规划决策者必须理解和认识到这些特征在决定方式选

择行为中扮演的角色，并且有目的的为使用者提供服务。第二，出行时间节约是影响出行者

转移的最为关键的因素，尤其对于小汽车使用者，如果在建设 BRT 时忽略了这个因素将导

致 BRT很难吸引到更多的客流。第三，大多数 BRT使用者在 BRT开通前是常规公交使用者，

小汽车使用者只很少一部分。因此，决策者应该考虑将 BRT 作为整个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

一部分，通过建立更加高效的公交服务来吸引更多的小汽车使用者。 

谢辞：本文所述研究基于美国瑞森基金会与长安大学 BRT 研究中心合作课题《中国快

速公交（BRT）社会经济影响评价研究》，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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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一体化线网评价指标研究 

屈龙 

【摘要】将“公交一体化”作为评价目标，从出行者、公交运营企业以及社会三个视角出发，

以便捷、舒适、安全、线网协调以及社会综合效益为准则，搭建公交线网评价指标体系，然

后基于模糊数学理论，对各指标值进行标准化和归一化处理，最后运用 lagrange 函数给每

个指标分配权重，加权综合得到公交线网的一体化水平。以佛山市中心组团公交线网评价为

例，对模型进行应用，评价结果能清晰准确地反映佛山市中心组团公交线网的一体化水平，

探寻一体化发展症结所在。 

【关键词】公交一体化  线网评价  指标  协调  便捷 

当下“公交一体化”成了城市交通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对于“公交一体化”的定义众说

纷纭。公交一体化包含运营、政策、基建以及服务四个方面的内容，传统关于线网评价的研

究往往是以覆盖率、密度等指标为标准，但只能作为衡量公交设施配置一体化的单方面指标，

缺乏“公交一体化”角度的整体考虑。本文以“公交一体化”为出发点，针对性地提出相应

评价指标，并构建配套的评价模型，用以评价公交线网的一体化水平。 

1. 公交一体化 

“公交一体化”即是将城市中各种公交方式（轨道、地面公交及其他方式）整合在一起，

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资源配置、统一运营管理，以使得其各自发挥优势，衔接紧

密、相互配合，方便、快速、高效、安全地运送城市客流[1]。 

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公交运营的一体化、公交票价的一体化、公交设施配置的一体

化和公交服务水平的一体化。公交一体化的内涵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公交一体化内涵示意图 

2. 评价原则	

评价指标的选取必须科学、客观，尽可能全面地考查各方面的因素和信息，真实反映客

观实际。本文遵循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性、可比性以及可操作性五个原则来选取评价指标，

使其包含静态信息和动态信息，做到定性与定量、宏观与微观结合，既能反映系统内部结构

与功能，又能评价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关联，并且要考虑指标量化及数据取得的难易程度和可

公

交

一

体

化 

公交运营一体化 

政策一体化

公交设施配置一体化

服务水平一体化

统一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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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规划

统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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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度，做到指标精练、方法简捷，具有实际价值和推广价值[2]。 

3. 指标选取 

基于一体化的实现目标，从出行者、政府和公交运营企业、社会三个角度出发，以便捷

性、协调性和综合效益等为准则，根据公交线网评价指标的选取原则选择可达性系数、枢纽

接驳便利性等 20 个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3.1 所示(
☆
标记为主要指标)： 

 

图 3.1  线网评价指标体系 

3.1 便捷性 1U  

3.1.1  可达性系数 11U 	

公交线网可达性是指从某小区通过公交线网到达其他小区的便捷程度。计算方法如下： 

 
1,

1,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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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ij
j j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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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i



 




 

        其中：

0 i j

0.1 i j

0.5 i j 1

1 i j

S
ij









小区 与小区 之间需要通过两次以上换乘到达

小区 与小区 之间需要通过两次换乘到达

小区 与小区 之间需要通过 次换乘到达

小区 与小区 之间有公交线路直达

  式(3.1) 

ijM 为小区 i与小区 j 之间的密切程度，可用居民出行 OD来表示，也可以根据两小区之

间土地利用性质定性判断，或者是两个小区之间的距离，根据实际数据采集难易程度自主选

择。研究区域平均可达系数为: i=1
11

N

iS
U

N



。其中 iS 为小区 i可达性系数， N 是小区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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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协调性 5U  

3.2.1  枢纽接驳便利性 52U 	

枢纽接驳的便利性直接反映了公交线网的协调性。本文根据枢纽站点 200m 范围内接驳

公交线路的条数对该指标进行量化，如下式所示： 

 52

0 200m

0.1 200m

0.5 200m

1 200m

U



 



枢纽站点 范围内无接驳线路

枢纽站点 范围有1条接驳线路

枢纽站点 范围有2 4条接驳线路

枢纽站点 范围有4条以上接驳线路

          式(3.2) 

3.2.2  主枢纽关联度 53U 	

主枢纽关联度指线网中主要换乘枢纽之间的连通程度，是反映公交线网协调性的重要指

标。本文根据主枢纽之间连接方式对关联度进行量化，如下式所示： 

 53

0

0.2

0.7

1 1

U



 



主枢纽之间无公交线路连接

主枢纽之间有1条普通公交线路连接

主枢纽之间有1条BRT线路连接

主枢纽之间有 条轨道线路连接

         式(3.3) 

注：主枢纽之间可通过接驳公交换乘轨道交通到达则按照轨道线路的系数折减，取 0.6。 

3.3 社会综合效益 6U  

3.3.1  车公里效益 62U 	

车公里效益是指车公里社会效益与车公里成本之间的比值，是反映公共交通经济效益的

指标。本文采用将公交客流折算成社会效益的方法来进行量化。 

4. 评价方法及算法	

基于最大隶属度原则，本文应用模糊变换原理，逐个考察线网的各个指标，对其作综合

评价。首先将各指标属性值进行标准化、归一化处理。 

4.1 指标量化 

4.1.1  标准化处理	

根据指标性质的不同，将评价指标分为定量型指标和定性型指标两类[3]。 

4.1.1.1 定量型指标 

成本型指标的标准化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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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4.1) 

效益型指标的标准化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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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4.2) 

其中，  ,i i id m M 为评价指标 ( 1,2, )iu i  L 的阈值， it 为指标 iu 的属性值。 

4.1.1.2 定性型指标 

基于评价问题的复杂化，对于体系中不能直接量化的指标，本文采用模糊数学语言来处

理，结果见表 4.1。 

表 4.1  评语集 

评语  优  良  中  差 

取值范围  [0.9‐1]  [0.75‐0.9]  [0.4‐0.75]  [0‐0.4] 

设 ia 为评价指标 ( 1,2, )iu i  L 的考察值，采用专家调查，通过集值统计的方法来确定。 

4.1.2  归一化处理	

评价指标属性值确定并标准化后，仍不能直接进行计算，必须对指标值进行第二次无量

纲化处理，使标准化后的属性值统一变换到[0.1，1]区间。当 1a (10 ,10 )( )r r
i r 为整数 时，有： 

 / , 1,2,i i ir a k i  L                      式(4.3) 

其中， 1k 10r
i

 且 k i 和 ai 的单位完全相同。于是，评价指标属性值在进行第二次无量纲

化处理后变为 r ( 1,2, )i i  L ，且 0.1 r 1i  。 

4.2 评价模型 

经过指标量化处理后，得到的标准评价指标向量 1 2 20(r , r , , r )R  L 中，有 3r 、 4r 、 5r 、 6r 、 7r

是成本型指标，其余均为效益型指标，于是定义理想评价指标向量为[4]： 

 (1,1,0,0,0,0,0,1,1,1,1,1,1,1,1,1,1,1,1,1)R                式(4.4) 

标准评价指标值越接近理想评价指标值，其评价结果越好。设公交线网各评价指标的权

重向量为 1 2 20(w ,w , ,w )W  L ，则公交线网评价模型为： 

 

2 7 20

1 3 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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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0 1

. : 0, 1

i i i i i i
i i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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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d w r w r w r

s t w w

  



     

 

  


           式(4.5) 

为了求解方便，把模型M1 变换为模型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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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4.6) 

式 4.6 为非线性规划的极值问题，本文用 lagrange函数求解 w ( 1,2, ,20)j j  L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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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4.7) 

把式 4.7 代入式 4.5 中，即可得到公交线网评价的综合值 d。本文采用等级标准来判断

城市公交线网的一体化水平，如表 4.2 所示。 

 

表 4.2  评价等级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d取值范围  [0.9‐1]  [0.75‐0.9]  [0.4‐0.75]  [0‐0.4] 

5. 实例分析	

运用公交一体化线网评价模型，对佛山市中心组团公交线网进行一体化水平评价。首先

根据线网各个指标的定义，计算指标的考察值，其中定性指标采用专家调查和集值统计的方

法进行量化。计算结果如表 5.1 所示： 

表 5.1  线网评价指标值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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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67

0.

55

0.

42

0.

61 

0.

7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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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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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分别对成本型指标和效益型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无量纲化的指标值

a ( 1, 2, , 20)i i  L
。然后对所有 20 个指标进行第二次无量纲化处理，得到归一化的标准值

r ( 1, 2, , 20)i i  L
，结果如表 5.2 所示： 

表 5.2  线网评价指标标准值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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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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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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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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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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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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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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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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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将 求 得 的 R 向 量 代 入 lagrange 函 数 ， 计 算 各 个 指 标 的 权 重 值 得 ：

(0.05,0.06,0.04,0.03,0.07,0.04,0.06,0.09,0.01,0.08,0.02,0.05,0.04,0.06,0.07,0.03,0.04,0.06,0.03,0.07)w  。将

权重值代入模型中，得到公交线网的综合评价 d 值为 0.61。由表 4.2 可知佛山市中心组团公

交线网一体化程度处在三级水平。 

6. 小结	

通过实例应用可以看出，该评价指标体系能较好应用于城市公交线网评价，指标分类清

晰，模型求解简单，能有效得出城市公交线网的一体化水平，找到公交发展瓶颈，为城市公

交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参考。 

【注释】 

实例数据来源：《佛山市中心组团城市公共交通规划（2004‐2020）》、佛山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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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交场站规划建设模式转变探讨 

杨涛  孙永海 

【摘要】为破解深圳公交场站建设发展面临的困境、实现深圳公交场站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通过借鉴香港公交场站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以及对比深港两地在公交

场站建设理念及服务水平方面的差距，结合深圳公交场站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深圳公交

场站设施发展的方向和措施。对深圳及其它国内城市未来公交场站设施的发展具有指导和参

考意义。 

【关键词】深圳  公交场站  建设模式  转变 

1. 引言	

常规公交一直以来是深圳公共交通的主体。轨道交通成网运行以后，常规公交与地铁的

一体化运营更是成为提高公共交通竞争力的关键。而公交场站是常规公交发展的基础，也是

公交线网调整的设施保障，并最终关系到常规公交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而深圳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日益面临土地资源紧缺的局面，同时以新区规划、城市更

新为主要形式的城市二次开发，对原有的土地利用规划进行了大量调整，加之居民反对、投

资压力等问题，造成目前公交场站用地落实难，建设推进阻力重重。原有的场站规划建设模

式已不能适应新的城市发展阶段下的特点和需要。在这种背景下，探索与城市发展特点和发

展阶段相适应的公交场站发展模式，确保场站的可持续发展，保障常规公交服务水平和运营

效率的不断提升，打造高水平的公交都市，成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2. 深圳公交场站总体发展情况	

2.1 场站总体发展情况 

目前全市现状共有公交场站 372 处，总面积约 147.7 公顷，其中政府投资建设的仅有 61

个，面积 28.4 公顷；公交运营企业自有场站 41 个，面积 29.7 公顷；而公交企业租用场站

多达 270 个，面积 89.6 公顷。由于租用场站多为短期临时租用，一般租期为一年，最长不

超过 3 年，由于场站的不稳定造成了公交线路运营的不稳定，也影响了公交的服务水平。 

2.2 规划建设情况 

为指导全市公交场站建设，深圳市于 2006 年前后，编制了全市的公共交通专项规划和

公交场站实施计划。根据规划，至 2020 年共规划各类场站 222 个，总面积 233 公顷，基本

上以独立占地的场站形式为主,而目前规划建成率还不足 20%。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973



 

 

3. 深圳公交场站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	

3.1 受各种因素制约，场站落实推进越来越困难 

3.1.1  土地权属问题复杂造成场站落实难	

公交场站建设的缺口目前最突出的是在原特区外，而原特区外由于在土地制度变化过程

中的种种原因，造成目前土地权属情况非常复杂，存在大量未征未转用地，在征转地手续完

成之前，难以办理场站选址等用地手续。 

3.1.2  规划衔接不足造成场站落实难	

目前公交场站建设一般先是由市规划国土委编制公交场站专项规划，市交委在专项规划

基础上编制场站建设计划，依据建设计划推进场站建设。然而市规划国土委在编制法定图则

时难以与场站专项规划完全衔接，导致列入建设计划中的场站在推进过程中存在与法定图则

不符的情况，难以落实。 

3.1.3  用地控制力度不够造成场站落实难	

许多列入建设计划的场站，规划部门已经核发了用地规划许可证，但由于场站用地没有

得到很好的控制和监管，造成场站用地上建有永久性建筑物，拆迁难度较大，或者是用地被

非法占用，如按公交场站实施，遇到当地居民或有关单位较大阻挠而难以推进落实。 

3.2 公交车辆停放主要依赖首末站，公交停车问题突出，并影响新能源公交车辆的发

展 

目前深圳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场站基本上以首末站为主，缺少综合车场和枢纽站，公交停

车主要依赖首末站解决。而建成的首末站规模较小，一般占地为 3000‐5000 平方米，又缺少

立体化停车设施，除去办公楼及绿化用地，可用的停车面积十分有限，加之首末站的建设又

非常缓慢，造成深圳公交车辆的停放问题非常突出。目前近 30%的运营公交车辆占用市政道

路夜间停车，超过 80%的公交线路用单边停车和发车。上述问题不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车

辆本身的安全，还严重影响了公交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的提高。 

新能源公交车辆的发展，是深圳市建设低碳生态城市的重要举措。目前全市新能源汽车

总体应用数量已超公交车辆总数的 20%，2012 年计划投放新能源大巴 1000 辆，到 2015 年

计划累计投放新能源大巴 6000 辆。但未来新能源公交车辆的投放计划受到公交场站设施的

极大制约：一方面，新能源公交车辆的充电桩也建设在首末站内，不仅进一步加剧了场站停

车困难，而且目前既有首末站有条件建充电桩的基本都已建成，未来新能源公交车充电桩的

建设空间非常有限；另一方面，由于新能源公交车辆运营的特性和夜间摆渡充电的需求，也

对目前场站运营管理带来冲击，既有的公交场站运营管理模式难以应对。 

3.3 缺乏鼓励和引导措施，开发商和市民对公交场站建设持反对态度 

一方面，目前规划中对于配建首末站的要求较高，面积一般最少需要 3000 平米，而又

缺乏相应的奖励措施，造成很多开发商不愿意配建首末站，或者即使愿意配建也因为面积太

大难以落实；另一方面，目前的首末站承担的功能较多（包括了维修保养、夜间停车、清洗、

充电等），噪音、震动、尾气等负面影响因素较多，造成开发商和居民对公交首末站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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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排斥。规划在居住区附近的公交场站，即使不存在用地问题，但由于靠近已建居民区或

规划场站被当地政府临时进行绿化改造而成为街心公园，居民认为场站存在噪音及污染问题

而强烈反对。 

4. 香港经验借鉴	

香港公共交通整体出行比例超过 90%，其中常规公交出行比例占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的

60%，是名副其实的“公交都市”。同时香港在人口密集度、土地资源紧缺等方面与深圳有

许多共同之处。香港在公交场站设施发展建设方面的经验非常值得深圳借鉴。 

4.1 公交场站功能分类 

香港公交场站设施根据其功能主要分为首末站和综合车厂两大类。首末站根据其位置不

同又分为服务终站、巴士总站及公共交通交汇处等，但其功能主要是提供车辆掉头、轮候、

候车、换乘等功能。而综合车厂主要承担车辆的集中停放、保养、维修、加油等功能。运营

时车辆由综合车场开出至首末站开始运营，运营结束后返回综合车厂集中停放和维修。首末

站原则上不停车，或仅停少量的第一班车。综合车场至首末站的最远距离一般控制的 30 分

钟车程以内。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减少了公交首末站的功能，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公交首末站

的负面影响，也减少了首末站的规模，使得首末站在建设过程中容易落实。 

4.2 公交场站的形式 

首末站主要采用与开发项目合建的形式:一种是与建筑物紧密结合进行嵌入式建设形

式，一种是为物业服务在其周边配套建设的可独立占地的形式。综合车场主要采用多层立体

的建设方式，充分发挥规模效益。 

采用上述场站建设形式的最大好处在于节约了土地资源的同时，又使得公交首末站与居

民的出行需求紧密结合，大大提高了公交的可达性，增强了公交的吸引力和服务水平。 

   
  图 1  嵌入式配建公交首末站        图 2  独立占地式配建公交首末站 

    

图 4  香港荔枝角综合车厂               图 4  香港沙田综合车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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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公交场站规划 

对于巴士总站主要是采取“萝卜+大棒”的政策：一方面在居住小区、大型社会活动中

心、交通枢纽、大型商业设施的开发过程中，政府在批地给开发商的同时，强制性规定开发

商无偿建设适当规模的巴士总站设施；另一方面政府以减免相应场站面积的地价的形式，或

批出相当于场站面积 5倍的楼面面积的形式，对开发商做出补偿，鼓励开发商配建公交首末

站。对于综合车场主要是根据公交专营公司运营范围确定车厂位置和规模。车厂选址一般不

会在市中心，尽量远离居民生活区域，但也要确保车厂位置与首末站之间的距离不会太远，

避免过多的空驶距离。 

4.4 公交场站建设和运营管理 

公交首末站由于和开发项目配套建设，其建设成本由开发商承担，政府只承担监管职能。

建成后场站交由巴士公司负责日常的运营管理。而综合车厂一般由政府提供合适的用地并收

取象征式的租金，由巴士公司自己建设具有规模效益的综合车厂，并自行负责车厂日常的运

营管理工作。这种场站建设模式使得公交场站设施与公交企业的运营能够紧密结合，同时减

少了政府的投资。 

5. 深港两地公交场站服务水平差异对比	

除了场站的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深圳在公交场站尤其是公交首末站的一体化整合、

服务水平以及建设理念等方面，都和香港有着较大的差距。 

5.1 公交首末站与枢纽的无缝接驳方面 

香港在重要轨道站点和交通枢纽旁边（或里面），都设有公交首末站，可以实现方便的

换乘和快速的集散，也有力的提高的公共交通一体化程度和吸引力。 

深圳也有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案例，比如世界之窗地铁接驳站，但这种好的做法并没有延

续或推广开来。目前深圳有 45 个长途公路客运枢纽，但只有 13 个有公交首末站接驳，其余

只能依靠过路公交线路来疏散；虽然很多轨道站点也设置了接驳首末站，但换乘接驳很不方

便，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一体化衔接。 

 
图 5  香港首末站与交通枢纽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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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深圳首末站与交通枢纽缺乏一体化整合 

5.2  “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方面 

在香港，公交首末站是为居民服务的公共空间，很多时候乘客可通过连廊或垂直电梯等

设施，直接到达首末站，并且首末站是一个开放空间，居民可以方便进出。高可达性和高服

务水平也吸引了更多的出行者采用公共交通方式。 

而深圳目前的公交首末站，基本上都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空间，乘客不能进入也不方便进

入，候车一般都在站外。缺少人性化的服务和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图 7  香港公交首末站具有高可达性 

  

图 8  深圳公交首末站是封闭空间人在站外候车 

5.3 与土地利用的协调方面 

香港公交首末站与物业开发相辅相成，互相服务。一方面通过物业开发带来的人流为公

共交通提供客流，另一方物业的公交可达性提高，也进一步促进了物业及其周边的发展。 

深圳目前的首末站建设基本上是为公交运营服务，缺少与周边用地和客流需求的紧密结

合。公交首末站作为一个独立空间，不仅增加了维修、清洗等多种功能，还建设一定规模的

行政办公楼，在考虑公交运营的同时，与周边的土地利用、环境、客流需求相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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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香港首末站与物业开发相辅相成 

  
图 10  深圳首末站独立运营缺少与周边用地的协调 

6. 深圳公交场站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转变方向	

6.1 公交首末站形式从独立占地到复合配建 

面对城市土地资源集约节约利用的要求和城市二次开发阶段的特点，公交首末站形式逐

渐从原有以独立占地为主的形式转变为结合项目开发配建的形式。 

6.2 公交首末站功能从复杂到简单 

未来首末站结合城市更新、保障性住房、商业综合体等开发项目复合建设，同时简化其

功能，即原则上首末站主要承担乘客候车、蓄车及上下客等功能，车辆的夜间停放、日常维

保、清洗以及充电等功能均集中到综合车场解决。其目的一是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公交场站

的负面影响，使得居民和开发商都易于接受，容易落实；二是能够将首末站与公交出行需求

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公交首末站方便、舒适的特点，提升公交首末站的正面作用，同时也真

正体现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6.3 公交车辆停放从分散到集中 

公交车辆的停放由原来以分散的公交首末站为主转变为以综合车场为主体集中解决为

主，同时将公交车辆的日常维修保养、清洗、新能源公交车充电等功能也整合在综合车场来

完成。对综合车场的建设，摒弃以往以平面建设为主的模式，通过建设大型、立体式的综合

车场，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并提高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 

6.4 运营模式从原来的分散低效到集中高效 

形成以既有的公交专营区为基础、大型立体综合车场为核心、分散灵活的公交首末站为

主体的公交运营体系。根据首末站和综合车场的布局来调整公交线路，以综合车场辐射首末

站的形式组织公交车辆的运营，通过集中调度和综合车场的规模效益，提高公交体系的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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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 

 
图 11  深圳公交场站布局及运营体系概念图 

7. 结语	

深圳城市发展进入“二次开发”为主的转型时期。这个时期内城市的规划、用地、开发

进度等都处在不断调整过程中；另一方面城市的公交需求和运营也处在不断的变化调整中。

因此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工作机制安排，对公交场站建设进行定期跟踪和评估，持续跟进、

更新和推进配建公交场站的规划落实和建设，确保场站的可持续发展。除此之外，在公交场

站建设模式转变过程中，需要各个职能部门加强合作和协调，从规划控制、投资建设、运营

管理等多方面进行全环节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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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配建公交场站规划机制研究 

林锦山  梁倩玉 

【摘要】配建公交场站具有对土地依赖度低、与土地利用和客流分布紧密结合等优点，为破

解公交场站用地落实难，提高公共交通可达性及服务水平提供了可能。本文在对我市公交场

站发展困境深入剖析的基础上，认为配建公交场站是未来深圳市场站发展的主要趋势，并借

鉴香港配建公交场站发展规划实施的成果经验， 提出了深圳市现有配建公交场站实施机制

的改善建议。 

【关键词】配建公交场站  规划机制  香港经验 公共空间 

1. 	深圳市公交场站发展现状	

1.1 现状独立占地公交场站建设模式用地难以为继 

深圳市现状已建成公交场站以独立占地场站为主，比例高达 98%，场站平均容积率仅

0.3，这种“平面停车+低层办公楼”标准站式的独立占地建设模式，在深圳市土地空间资源

紧约束背景下已难以为继。截止 2011 年底，深圳市法定图则规划场站总数为 555 个，已实

施场站仅为 102 个，实施率仅约为 18%，现状全市 372 个公交场站中，超过 70%为临时场站，

大量场站由于用地不稳定随时可能被收回。此外，场站规模仍严重不足，20%的运营公交车

辆不得不利用市政道路夜间停车，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图 1  独立占地场站建设模式示意图 

1.2 现状独立占地场站建设模式与客流脱节严重，难以满足“公交都市”建设的高要

求 

1.2.1  用地落实难，易造成客流密集区场站不足	

由于深圳市土地资源极其有限，中心区更是寸土寸金，受用地条件限制，公交场站分布

多远离城市繁华区域，导致客流密集区域没有始发运力支持，高峰期通过性线路在上游地区

已满载，致使客流密集区域有效运能不足，乘车拥挤问题突出（如东门片区和华强北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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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门中路和华强北路公交站乘客上车情况示意图 

1.2.2  独立占地场站难以与土地利用紧密结合，不适应居民对可达性和服务水平的要求	

独立占地公交场站与交通发生吸引源难以有效整合，导致步行距离较长，难以提升公交

服务水平，更难以与“门到们”服务的小汽车交通竞争，也难以满足“以公共交通引导城市

发展”的公交都市建设目标。 

 

图 3  梅林一村大型社区与公交场站位置关系图 

1.2.3  现状场站“封闭空间”设计和管理理念也不适应居民对可达性和服务水平的要求	

现状公交场站设计和管理理念，将其作为公共交通运营管理的“私密空间”，禁止居民

进站候车，在场站外集中候车；一方面难以满足居民对公共交通可达性的需求，另一方面易

造成客流集中于一个站台，影响上客效率，不利于公共交通运营效率的提升。 

 
图 4  禁止行人进入场站及场站外候车示意图 

2. 	配建公交场站建设模式是深圳破解场站发展难题的主要手段	

早在 2005 年建设部等六个部委就联合发布《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要求

“将公共交通场站作为新建居住小区、开发区、大型公共活动场所等工程项目配套建设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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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内容，实行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交付使用”。深圳市作为人口密集、土

地资源有限，高密度开发的典型城市，适于发展配建公交场站。 

2.1 有助于缓解用地落实难、布局不合理、资金保障难的问题 

通过发展配建公交场站，结合物业复合开发，将大大降低对土地的刚性依赖，从根本上

解决公交场站发展用地落实难的问题，又使场站与主要客流集散点的结合成为可能，此外，

土地出让前的规划编制阶段就明确配建公交场站的建设义务，可实现场站建设政府零投资，

有利于解决场站建设资金保障问题。 

2.2 有助于公交体系竞争力的提升　 

公交场站与交通发生吸引源有效整合，最大限度实现“门到门”公交服务；公交场站与

建筑物融合，使场站由单纯的交通到达功能附加更多的城市功能，便于市民乘公交出行完成

一般性的生活、生产活动；场站聚客效应的发挥，促进形成各层次线网一体化组织的网络形

态。 

2.3 有助于缓解道路交通压力 

场站与建筑物的结合，并实现与人流集散地的结合，使得人流集散可依托场站完成，有

助于降低周边道路客流集散负荷，加快公交及区域交通周转效率。 

2.4 有助于经济活动开展、有助于改善人居环境 

场站与建筑物的复合开发，更有利于挖潜人流的消费潜能，更有利于形成交通活动与经

济活动互为支撑、相互推动的良性关系；结合场站设施进行高强度土地开发，更有利于“疏

密有致”、“大疏大密”的城市形态，为市民营造更为理想的城市空间环境。 

3. 	香港经验借鉴	

香港土地开发与公共交通高效整合，全港公交场站中超过 40%为物业配建场站，形成香

港人流集中区的公交场站星罗密布。全港公交机动化分担率近 90%，其中近半数来自于地面

公交（40‐45%），配建场站的普及为地面公交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持。 

 
图 5  香港巴士总站分布示意图 

3.1 实施机制 

香港公共设施（包括配建公交场站）的实施机制，既有“至上而下”逐层保障机制，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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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应的反馈机制，通过规划许可附带条件和容积率奖励等反馈机制，对规划存在的滞后性

及与实施脱节等问题适时进行调整，保证了配建公交场站与土地利用的紧密结合。 

香港配建公交场站的实施流程（如图 6 香港配建公交场站实施机制示意图）是首先部门

内部图则中预留配建公交场站；其次在卖地招标章程声明中约定并写入地契条款（合同）；

再次，如合同未约定由开发商兴建配建公交场站，在规划许可时，成规会认为有需要还可将

配建公交场站作为规划许可附带条件，要求开发商兴建；最后，如以上流程均未要求配建公

交场站，也可在建筑图则审批阶段批出相等于拨出面积 5 倍的楼面面积予开发商以鼓励其配

建公交场站。 

 

图 6  香港配建公交场站实施机制示意图 

3.1.1  部门内部图则中预留配建公交场站	

香港法定图则除根据《城市规划条例》的规定拟备和公布的发展大纲图和发展藍图两类

行政规划图则外，还有一类部门内部图则，其涉及的范畴较广，可提供更详细的规划参数，

如地盘界线、出入口和行人天桥的位置，以及特定种类的政府或小区用途，如配建公交场站，

以便协调各项公共工程、进行卖地和预留土地作特定用途。 

3.1.2  卖地招标章程声明中约定配建公交场站	

地政总署招标出售地皮时，将配建公交场站写入招标章程声明中，并明确订明公交场站

是否计容积率。 

3.1.3  将配建公交场站写入地契条款（合同）	

确定中标单位后，将配建公交场站作为配套建设内容写入地契条款（合同），明确由开

发商负责建设。 

3.1.4  规划许可时，可按需要将配建公交场站作为规划许可附带条件	

如合同未约定由开发商兴建配建公交场站，用地单位在申请规划许可时，城规会还可根

据《香港城市规划条例》赋予的权利，增加其认为适合的附带条件，包括增加配建公交场站；

要求开发商兴建。 

3.1.5  建筑图则审批时，容积率奖励以鼓励增加配建公交场站	

屋宇署审批建筑图则时，如发展商愿意将部分地下楼面拨出作公众用途，如配建公交场

站，可根据《建筑物（规划）条例》，批出相等于拨出面积 5倍的楼面面积予发展商作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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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公共空间”设计理念 

场站设计方面，《香港运输策划及设计手册》对配建公交场站设计有明确规定，公交场

站作为公共空间，乘客候车设施设置在场站内，较好组织行人交通，场站与建筑物融合方便

场站上盖物业使用者乘坐巴士，提升公交可达性和服务水平，也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 

 

站内按线路候车           人行和车行共融            与主体建筑融合 

图 7  香港配建公交场站设计理念示意图 

4. 深圳市配建公交场站实施机制现状及改善建议	

4.1 现状公交场站实施机制已难以适应配建公交场站的发展要求 

4.1.1  现状配建公交场站实施机制	

深圳市现状配建公交场站实施机制，是一种典型的“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托胎于独

立占地公交场站规划模式，主要依靠全市层面的公交场站专项规划，根据其确公交场站的规

模及布局，在法定图则、用地出让（合同）、规划许可等阶段逐层落实。城市更新专项规划

等突破法定图则各类规划，也主要依据法定图则和专项规划等上层次规划落实配建公交场

站。 

 

图 8  深圳市现状配建公交场站规划流程 

4.1.2  存在问题	

（1）规划流程各阶段间缺乏反馈机制，灵活性差 

深圳市现状逐层落实的配建公交场站实施机制，各阶段间缺乏反馈机制，又缺乏相应的

补救措施，难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调整。如专项规划与法定图则编制时间经常错位，编

制法定图则时，可能片区定位和人口规模均面临较大调整，而专项规划编制时根据的还是原

来的片区定位及人口规模，仍按专项规划落实公交场站就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此外，专项规

划调整后，也难以及时通过法定图则修编进行落实。 

（2）法定图则已基本覆盖，难以大范围调整规划以发展配建公交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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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目前规划未建场站约 450 个，其中配建场站仅约 100个，仍有大量场站用地难以

落实，需要调整为配建公交场站，调整的最直接手段为法定图则编制调整，但深圳市法定图

则已基本覆盖，通过法定图则调整已难以满足大量发展配建公交场站的需要。 

（3）突破法定图则各类规划也缺乏相应机制，以保证能根据实际需要新增场站 

深圳市城市更新分布广、推广速度快，其优先保障和鼓励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设施等公共利益，提高城市品质的内在属性，为落实公共配套设施，提供了良好契机。其次，

城市更新项目特别是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项目，一般都大大突破法定图则规划容积率，也需

按实际需求在法定图则基础上新增公交场站等公共配套设施。 

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实施保障机制，城市更新现状仍主要依据专项规划和法定图则等上层

次规划落实公交场站，难以根据实际需要新增场站。在截至 2011 年底已审批的共约 120 个

已批城市更新项目中，规划公交场站仅 19 个，主要依据上层规划（法定图则和专项规划）

配建，根据实际需要新增场站仅 7个。 

4.2 配建公交场站实施机制改善建议 

由于深圳市用地紧张，未来大量用地难以落实的独立占地场站需调整为配建公交场站。

但现状逐层落实的配建公交场站实施机制，各阶段间缺乏反馈机制，已难以满足配建公交场

站与开发项目同步实施的要求，一旦错过机会，就难以实施。此外，又不能对现有流程做较

大改动，因此，建议在现有流程的基础上，建立各阶段间的反馈机制。由于深圳市还未有明

确的容积率奖励相关规定，因此本次调整主要针对规划编制阶段。 

首先，尽快开展公交场站专项规划修编，明确需要调整为配建公交场站的规模和布局；

其次，逐步通过法定图则修编\发展单元规划将原有规划独立占地场站调整为配建场站；但

由于法定图则已基本覆盖，难以大范围调整，因此，本次调整建议在法定图则阶段和用地出

让阶段间建立土地出让前配建公交场站规划检讨制度，法定图则修编前用于落实最新的专项

规划，专项规划修编前用于检讨法定图则公交场站规划。针对突破法定图则的城市更新和个

案调整规划，建议出台相关指引，以规范新增配建公交场站的规划落实。 

 

图 9  深圳市配建公交场站规划流程改善建议 

4.2.1  通过法定图则修编逐步调整	

深圳市法定图则已基本覆盖，土地利用及人口分布已相对稳定，因此应尽快开展公交场

站专项规划修编，根据最新法定图则规划用地及人口，明确公交场站规模及布局。通过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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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则滚动修编，逐步调整。 

4.2.2  土地出让前进行检讨调整	

深圳市法定图则已基本覆盖，调整需要过程也存在时间差，因此，建议学习香港经验，

在土地出让前进行检讨，根据年度土地出让情况，及时研究有关公交站场的配套建设。此外，

土地出让前进行检讨调整，还可消除专项规划与法定图则时间错位的问题，及时在用地开发

项目中落实配建公交场站，并可适时检讨法定图则规划配建公交场站是否能满足实际需求。 

4.2.3  出台相关指引，规范突破法定图则各类规划配建场站规划落实，转变规划理念	

城市更新项目和法定图则个案调整已突破法定图则，仍按法定图则或专项规划落实公交

场站已难以满足实际需求。但新增公交场站又缺乏相应保障机制，因此，建议开展配建公交

场站相关指引，以规范突破法定图则各类规划配建场站规划落实。 

深圳市既有公交场站相关标准主要面向独立占地场站，无法适应场站功能和建设模式调

整的需要，与香港场站设计理念和建设质量差距较大。因此，建议出台相关指引，以促进场

站设计理念从“独立空间”向“开发空间”转变。 

5. 小结	

配建公交场站具有对土地依赖度低、与土地利用和客流分布紧密结合等优点，为破解公

交场站用地落实难，提高公共交通可达性及服务水平提供了可能。配建公交场站与建设项目

同步实施的特点，决定了其实施保障机制与独立占地公交场站的差异性。因此，必须在与独

立占地场站相似的“从上之下”逐层实施机制的基础上，引入反馈机制，加强各阶段的反馈，

增强实施机制的灵活性，对规划存在的滞后性及与实施脱节等问题适时进行调整，保证配建

公交场站与土地利用的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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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优先理念下的磁性票价体系研究 

施泉  凌小静  安萌 

【摘要】公交优先已经确立为我国城市交通发展的战略导向，然而公交系统涉及到政府、公

交企业以及乘客等城市各个层面的参与，如何兼顾政府的财政支付压力、企业追求的高收益、

乘客追求的低支出是公共系统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公交优先能否落到实处的根本所

在。本文从公共交通票价影响因素分析入手，梳理了不同的票制票价结构，提出了公交优先

理念下制定公共交通票价体系的相关举措。 

【关键词】公交优先  票价结构  磁性票价  定价机制 

1. 引言	

2007 年 1 月 1 日，北京公交率先实行“低票价”政策，所有公交车全线一元起步，成

人刷卡四折优惠、学生二折优惠，10 月 7 日，北京市轨道交通全路网实行二元单一票制，

由此刮起的“廉价公交风暴”引起全国瞩目，常州、绍兴、太原等城市也相继实施公交降价

方案。公交低票价政策带来了客流效益以及公交分担率的快速提升，但也使得公共交通补贴

逐年增加，2008 年以来北京每年公共交通补贴都超过 100 亿元，至 2011 年更是达 156.9 亿

元，巨额补贴给政府财政造成较大压力。 

对于多数市民来说，价格是影响出行方式选择的最敏感因素，公交行业的公益性决定了

票价方案制定时普惠性和支付性是首要选择，利润才是最后的追求。而对公交企业来说，票

款收入是运营收入的主要来源，票价体系问题就成为平衡企业与乘客双方最重要和最具效力

的杠杆。如何在保障公益性的前提下，为企业谋求更多的收益，成为公交企业生存不可避免

的挑战和课题。 

2. 公共交通票价相关因素分析	

公共交通票价与客流、乘客收入、企业运营、政府行为等四个因素密切相关，即合理的

票价应对乘客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促进客流持续稳定增长，还要兼顾乘客承受能力、企业合

理收益和政府目标三方面的因素。 

（1）票价与客流波动关系 

在与公交客流波动相关的诸多要素中，票价最为敏感、直接。2007 年北京实行廉价公

交政策之后的短短半年，仅地面公交日均客运量就增长了 20%以上。在常州，一项针对全市

62 条公交线路刷卡 6 折优惠的政策推出后，首日刷卡乘车人数即激增 47.5%，总客流在一周

之内增长 4.2%。在太原，公交实行半折优惠后，客流增加一倍。 

票价调整引起客流波动也能在国外城市中找到案例。纽约市 2003 年中期对 MTA 范围内

的公共交通票价进行调整，平均票价从 1.3 美元提高到 1.5 美元，当年公交客流即出现回落，

而之前 4 年中，公交客流始终保持小幅增长。 

（2）票价与收入水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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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票价与收入水平关系既能大幅提升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和竞争力，同时还会产生积

极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促进社会公平。考量公共交通的票价合理与否并不能单纯看票价的高

低，更为重要的是要考察票价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比例关系。 

以伦敦为例，其公共汽车的平均票价约为 0.5 镑（1999 年），远远高于上海平均 1.8 元

的水平（2003 年），但伦敦的人均工资收入水平也远远高于上海，考虑收入因素后，上海公

共汽（电）车的平均票价与平均工资比约为万分之九，而伦敦仅为万分之二，上海的票价水

平约为伦敦的 4 倍。 

（3）票价与企业运营关系 

企业运营与票价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关系。公共交通的

公益性决定了其提供者不可能以追求高额利润为目的，但公交企业作为市场化运营的主体，

其经营成本应得到补偿，并且需要合理的利润保障。 

公交低票价政策不能建立在效率低下、服务低劣的基础之上，以牺牲效率为前提实现公

平只会危害公共交通的发展宗旨。合理的公交票价应该是公平与效率相兼顾、公益性与经营

性相融合，这就需要政府的财政与政策扶持。 

（4）票价与政府行为关系 

公共交通的社会公益性决定了政府行为在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政府行为是决定票价水

平的主导因素。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公交发达都市都采取对公交企业进行税费减免或政

策性运营补贴的方法，体现了政府在公交票价制定上的主导作用。以巴黎为例，其公交运营

补贴大约为票款收入的 70%，而马德里、芝加哥、米兰等城市的公交运营补贴甚至大大超出

了票款收入。 

 

图 1  部分城市公交补贴与票款收入之比 

3. 公共交通票制票价结构梳理	

票制票价结构具有多种可行的选择方案，不同的结构方案会影响系统整体盈利能力、乘

客的方便性以及票价的社会公平性。 

票制票价可以分为免票、固定票价、按距离计算票价、分区票价、按时间计算票价等五

种典型结构，但票价结构通常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票制票价体系可

能是多种结构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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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票价结构模式（固定票价、按距离计算票价、分区票价） 

4. 公交优先理念下的票价体系	

建立一个对广大市民有足够吸引力，同时能够兼顾公交企业发展和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的

磁性票价体系。磁性票价体系应该具备以下四个特征：可承受、可选择、重公平和多优惠。

“可承受”不仅是指市民日常出行使用公交能够支付得起，同时也要兼顾公交企业合理的收

益，以及社会对城市交通运行状况的接受程度。“可选择”是指公交服务是多层次的、多选

择的，不同收入的人群、不同目的的出行都得到不同的服务，并且按照不同的服务质量支付

不同的乘车费用。“重公平”是指乘客的支出要与其获得的服务相对应，票价政策向社会弱

势群体倾斜。“多优惠”是指推行多种票价优惠措施，鼓励公众多用公交，减少换乘支出和

扶持弱势群体。 

（1）实行低票价政策，建立磁性票价体系 

公交磁性票价政策是提倡票价相对的低，而不是无限制的低。从乘客角度希望公交票价

越低越好，但公交企业同时兼顾经营性和公益性，在扭转公交事业完全市场化弊端的同时，

福利化也并非公交的发展方向，否则政府将面临很大的财政补贴负担。 

实行磁性票价体系是让公共交通更具有吸引力。一是由社会承担部分成本，以低票价吸

引乘客，公交系统的整体票价要与广大市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匹配，通常认

为居民公交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为 6%～8%较为合理，发达国家则一般在 5%左右。二

是研究乘客心理，理顺票制以及公共交通内部各子系统的比价关系。 

（2）完善票价结构体系，推广优惠票制 

票价结构体系对于推动公交优先发展极为关键，建立多层次的、公平统一的公交票制是

完善票价结构体系的重点内容。公共交通发展先进城市表明，多种票价结构的联合运用更加

有利于公共交通系统的整合提升。 

 

 

 

 

票价

公里 

票价 

公里

票价 

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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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公共交通先进城市的票制体系 

城市  换乘系统 

香港  单一票制、按距离计算票价 

新加坡  单一票制、按距离计算票价 

首尔  按时间、距离计算票价 

巴黎  单一票制、分区票制、按距离计算票制 

在完善票价结构体系的同时要注重推广各种优惠票制，根据使用时间、使用人数、出行

目的等，在票价上给予乘客一定的优惠，目的在于吸引乘客，增加公交系统收益。如可以根

据不同层次的居民出行需求，制订不同的票制，或者结合实际需求制订相应的票制。具体的

票价优惠措施可以概括为三种：多乘优惠、换乘优惠和特殊优惠。 

表 2  亚洲公共交通先进城市换乘优惠形式 

城市  换乘系统  换乘票价优惠 

香港  港铁与指定接驳交通工具  1小时内转乘票价优惠 

新加坡  地铁/轻轨和巴士、巴士和巴士
45分钟内换乘票价优惠 25分，最多换乘 3次，最长时

间 2小时 

首尔  地铁与公交 

换乘次数不超过 5次，换乘间隔时间不超过 30分钟，

当合计出行距离少于 10km时实行免费换乘，超过

10km时每 5km 增加 100韩元 

（3）确定合理比价关系 

由于不同系统之间运营成本、运载效率均存在较大差别，在公共交通系统内部需要建立

合理的比较关系，实现优势互补，提高整个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 

不同的公交方式票价应与其功能定位相适应，常规公交票价水平必须兼顾社会全体成员

（尤其应包括低收入群体）的日常承受能力；快速公交与轨道交通的票价水平应顾及大多数

市民日常的承受能力，并适当考虑其运距较长的因素；接驳公交票价水平应实行廉价策略，

给予乘客充分的优惠，甚至实行免票，以吸引更多的出行者和换乘者。 

（4）建立灵活可调的定价机制 

由于外部因素的变化，如油价的上涨、通货膨胀等，公交票价有可能需要随之做相应调

整，另外，随着市民收入的不断增加，公交票价调整需要考虑保持票价与市民可支配收入的

合理关系。 

对于公交票价调整，公共交通先进城市的经验是建立灵活的定价调整机制，即保持票价

相对稳定的同时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建立完善的公交票价调整模型。常用的公交定价调整模型

有成本定价（含边际成本定价加补贴模式和平均成本定价模式）、合理收益率定价、价格上

限定价和差别定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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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公交定价调整模式 

  定价基础  说明 

边际成本定

价 

理论基础是福利经济学，当价格等于边际成

本时社会的总福利最大，消费者将获得全部

消费者剩余。 

公交企业可能无法保证收支平衡而受到损

失。虽然可以由政府补贴来弥补，但是边际

成本难以测定，短期边际成本与长期边际成

本也难以区别。 

平均成本定

价 

在保证公交企业盈亏平衡的前提条件下，将

价格定在多少时社会总福利最优。 

企业容易虚高成本，造成定价过高。如果没

有盈利空间，企业经营积极性不高，如果加

上一定利润率来定价，企业又缺少降低成本

的动力。 

合理收益率

定价 

允许被管制企业的定价高于运营成本，保证

经营企业获得正常利润。 

给投资者信心，往往用于行业扩张阶段和供

不应求的条件下。如在地铁的 BOT项目中，

投资者都要求政府确保投资回报率。 

价格上限定

价 

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价格部门通过观察到过

去产品的价格和销售数量，并根据价格变化

来估计边际收入与边际成本的数值，结合零

售价格指数制定价格的最高限价。 

公交价格在价格上限下自由浮动，企业既是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带来的利润增大的

受益者，又是生产效率低下、高成本导致的

利润亏损的承担者。 

差别定价 
在企业面对多种用户时，采用差别收费方式

进行定价。 

可以根据用户的实际支付能力和需求特点

定价，充分利用现有能力，尽量扩大产出量，

补偿生产者的成本，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

公共交通定价调整模式的确定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城市社会经济水平、发展阶段，

特别使公共交通本身的经营模式。香港、新加坡公共交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采用票价调

整上限模型，综合运用了微观经济定价理论和宏观经济定价理论，在保证运营者提供一定水

平服务的同时尽量减少成本，在考虑企业所应贡献的社会效益时考虑公交企业的经济效益。 

表 4  香港及新加坡公交定价调整模式的变化 

  调整策略  说明 

香港 

（2006年以前） 

政府授予巴士公司专营权的时候都附带利润

上限管制：  票价的调整以业界平均固定资产

回报率 15%为收入上限，超过上限的回报必

须 50%还给乘客。保障普通乘客不受巴士公

司为了追求更大利润空间而加价的困扰。 

1997  年以后香港经济下滑、巴士利润

空间收窄，巴士公司购买和投入更多

的车辆以提高资产总值，导致道路使

用效率下降，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成本

也随之上升。 

香港 

（2006年以后） 

开始新的票价调整指标：0.5x  运输业工资变

化+ 0.5x  消费指数变化‐ 0.5 x  生产率变化。

而超过上限的回报必须 50%还给乘客这个条

件不变。 

更合理地体现了政府所期望的有规制

市场运作（regulated market 

operation）。 

新加坡  票价调整上限：CPI（前一年消费价格指数的 票价调整上限控制了票价的增长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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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以前）  变化）＋X（扣除生产力增加外的净工资增长） 度，使广大乘客收益，同时补偿了运

营者在运营过程中结构性成本的增

长。X获取的透明度不强，给人错误的

印象，即调整上限公式就是涨价公式；

缺乏对工资变动和生产率的考虑，不

能反映经济形势的变动。 

新加坡 

（2005年以后） 

票价调整上限：0.5CPI（前一年消费价格指数

的变化）＋0.5WI（前一年全国平均月收入变

化指数，根据雇主的公积金缴纳率作相应调

整）－0.3%（用于以后三年的生产率的提取

数） 

将工资变化从价格指数中单列出来，

反映了每年工资的变动情况；将生产

率增长分别分给公共交通经营者和乘

客，相对更加公平。 

鉴于国内公共交通的发展现状和经营模式，很难通过实现运营收入大于运营成本保证合

理利润，此阶段公共交通的定价调整机制还应以社会公益性服务为导向，在成本定价基础上

核算调整票价，提倡低票价政策。 

5. 结语	

决定公共交通吸引力强弱的因素有多个方面，包括运送速度、便捷性、可靠性、舒适度

以及票价体系等。其中，运送速度、便捷性、可靠性、舒适度等因素的影响一般需要经过较

长的时间才能产生作用，唯有票价体系对客流的影响在短期内就能明显发挥，而这种影响的

消除却要在较长的时间内才能消化。因此，“公交优先”战略的真正实施与否，最重要的体

现便是公交票价体系是否真正做到了优先，只有建立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磁性票价体系，使公

交优先发展惠及所有人群，公交优先才能显得真实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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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沿线公交线路调整方法初探 

季运文 

【摘要】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轨道交通以其大运量、高速度、准时和高效的优势占据了

城市客运交通的主导地位。因此，围绕轨道交通调整常规公交线网的布局已经成为当前城市

发展的客观需要。本文根据福州一号线与常规公交衔接规划的成果，主要介绍福州一号线相

关的常规公交线路调整情况，并总结常规公交线路调整的一般方法和对策。 

【关键字】常规公交  轨道接驳  竞争关系 

1. 国内外常规公交与轨道接驳经验	

高效率的城市交通的共同特点是以轨道交通为基础，辅之以常规公交，并围绕轨道交通

枢纽接驳与集散客流。例如，香港十分重视轨道之间以及轨道与常规公交、的士、旅游巴士

的换乘与接驳，使各轨道交通站点都成为综合交通的枢纽。尤其在新建成的机场铁路和地铁

将军澳支线上，各站点都考虑了高效率的公共交通接驳设施，使轨道交通乘客平均步行时间

不超过 5 分钟，方便乘客使用大运量轨道交通工具。莫斯科地铁与常规公交站的结合很普遍，

全市 600 多条常规公交线路能与地铁换乘的就有 500 多条。伦敦许多重要火车站与地铁站合

建在一起，而且出站就有公共汽车站或小汽车停车场，有三分之一的地铁车站与小汽车停车

场结合在一起，许多地铁车站设置在人流相当密集的大商店中或办公楼底部，形成十分方便

的换乘联运体系。 

上海针对早期地铁建设存在的公交接驳的一些问题，在地铁 2 号线和明珠线（3 号线）

建设中，开展了“明珠线、地铁 2 号线与常规公交、出租车换乘方案研究”，在明珠线 19

个车站规划了 11 个公交枢纽，调整公交线路 33 条；在地铁 2 号线 12 个车站规划了 7 个公

交总站，调整始发站 19 个，调整公交线路 20 条，并于 98 年初完成 7 个典型枢纽站的概念

性设计。 

深圳市地铁一期工程建成后，地铁一期工程 20 个车站规划 10 个公交接驳站。规划在地

铁一期工程成后，有效减少了与地铁有竞争性的公交线路及增加南北向公交接驳线路，通过

交通接驳换乘设施的合理布局，大大增加了公共交通的吸引力，提高公共交通的整体效率。 

2. 福州一号线相关公交线路调整思路	

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都是依托城市主要交通走廊进行布设，由此产生了两者线路重叠，

进而导致两者恶性竞争、公共交通资源浪费等问题。 

2.1 一号线沿线公交线路类别 

根据轨道一号线和常规公交之间的关系以及常规公交自身功能定位，对现有常规公交线

路分为四类：枢纽线路、（非枢纽）平行线路、（非枢纽）横向线路、（非枢纽）喂给型线路。

根据公交线路与轨道一号线的走向及接驳关系，对现有常规公交线路分为四类：强竞争关系、

一般竞争关系、弱竞争关系、接驳或喂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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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枢纽线路调整建议 

火车北站公交枢纽线路调整建议：火车北站未来仍将作为主要的城市对外枢纽，未来

火车站在与鼓楼中心区以及与台江、仓山片区之间的常规公交出行建议主要由常规公交接驳

轨道交通来替代。对现状与轨道 1 号线竞争较为激烈的线路应采取调整通道或者取消的方

法，降低与轨道的竞争，同时提供与轨道的客流喂给关系，图中火车站与轨道竞争区域之间

的联系线路应予调整，需要调整线路约占火车北站枢纽所有线路的 30%。 

 

图 1 火车站枢纽线路分布及调整方向示意图 

仁德路枢纽线路调整建议：仁德路枢纽作为外围各组团与中心区的公交换乘枢纽，与

轨道一号线竞争比较严重，建议未来南台岛方向的公交换乘功能将逐渐转向由台江以及白湖

亭来承担，白湖亭至仁德路枢纽段常规公交建议截断。仁德路枢纽与北部区域如新店、鼓山

北之间的联系通道仍集中在八一七通道，与轨道 1 号线竞争较强，建议调整至其他通道通行，

同时北部至仁德路枢纽由新店等区域的喂给线路实现轨道接驳功能，需要调整线路约占枢纽

所有线路的 20%。 

 

 

 

 

 

 

 

 

 

图 2  仁德路枢纽线路分布及调整方向示意图 

白湖亭公交枢纽线路调整建议：白湖亭作为中心外围边远地区与中心城区公交换乘功

能，未来在轨道一号线的枢纽中，其作为南台岛片区公交枢纽作用将十分重要。未来该区域

与轨道之间的竞争关系主要是以则徐大道和福峡路沿线的公交线路，如 1、101、201 路等，

应将该类线路调整至其他通道需要，调整线路约占枢纽所有线路的 30%。现状白湖亭发往金

山工业区、福湾、浦上地区的公交线路密度较低，建议进一步加强线网覆盖，与在白湖亭形

成公交轨道接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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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白湖亭枢纽线路分布及调整方向示意图 

2.3 平行型线路调整建议 

规划调整竞争关系较强线路，将鼓楼台片区公交联系通行的八一七通道调整至五一五四

路以及六一路等，维持非轨道覆盖片区与鼓楼台江区的服务同时，避开与轨道一号线的竞争。

该类线路中需要调整线路约占所有线路的 30%。 

 

图 4  平行线路分布及调整方向示意图 

2.4 横向线路调整方案 

本类线路在保证原有非轨道覆盖区域联系的同时，应以加强轨道枢纽接驳功能为主。对

该类通过型的公交线路进行梳理并集中，以满足以通过行线路提供轨道客流喂给和接驳的作

用，形成一点带面的轨道接驳形态，在调整该类线路的同时应保证被调整线路的原有服务片

区之间联系。该类线路中需要调整线路约占所有线路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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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横向线路调整方向示意图 

2.5 喂给型线路调整方案 

由于该类线路主要是外围与中心区联系，二次换乘出行较多，因此根据轨道布设通道，

截断公交线路与轨道并行的路段，并将线路与相应片区的轨道换乘枢纽连接。在轨道线路的

头尾两端新增支线公交线路，满足轨道未覆盖区域与片区轨道接驳枢纽联系。该类线路中需

要调整线路约占所有线路的 30%。 

 

图 6  喂给型线路分布及调整方向示意图 

3. 总结	

对轨道线路沿线公交线路的调整主要考虑四类线路，包括枢纽线路、平行线路、横向线

路和喂给线路，并按照公交线路与轨道线路的重复站点确定强竞争（重复站点≥6）、一般竞

争（重复站点 4～5）、和弱竞争（重复站点≤3）。针对每一类公交线路提出不同的调整方案，

主要减少轨道沿线的竞争线路，加强与轨道线路之间的接驳换乘，使轨道和常规公交之间各

司其职又紧密联系，从而提高公交系统整体的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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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快速城镇化趋势下的市域轨道交通发展 

江永  刘迁 

【摘要】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对市域轨道交通的需求逐渐显现。本文从服务对象、

功能定位、技术要求等角度明确了区域轨道交通的概念，将其分为市域轨道交通和区域铁路，

并结合城市发展模式提出两种市域轨道交通发展类型。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特点进一步阐述

发展了市域轨道交通的要求，并从城乡路网构建、车辆系统开发、多层次网络衔接、审批管

理体制、建设时机选择方面探讨发展市域轨道交通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市域轨道交通  城镇化  路网  车辆  网络衔接  审批管理  建设时机 

1. 区域和市域轨道交通的概念和类型	

1.1 区域轨道交通的概念 

“区域轨道交通”这一概念是从网络化、服务对象及功能角度来看的，从这些角度轨道

交通网络往往被划分为国家干线轨道交通网络、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三个

层次。 

在中国目前较为成熟的是国家干线轨道交通（国铁）和城市轨道交通（地铁、轻轨等）。

国家干线轨道交通服务于全国重要城市间的客运交通，以承担商务、探亲、旅游等长距离、

跨城市间出行为主，一般不承担通勤客流；城市轨道交通指大、中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网，

主要服务于城市中心城区的客运交通，以通勤客流为主。而“区域轨道交通”概念比较模糊，

出现了城际铁路、市郊铁路、通勤铁路、市域轨道交通、快线等各种说法。 

总体来说，“区域轨道交通”主要承担的是都市圈、城市群区域的客流出行，除了商务、

探亲、旅游等中长距离出行外，还包括长距离的通勤出行。由于中国国土面积广大、地区发

展差异大，从出行时耗、出行特征等角度，“区域轨道交通”还可分为两类[1]： 

一类是“市域轨道交通”，是大城市市域范围内的客运轨道交通线路，服务于市域内重

点城镇间以及中心城与外围组团间的客运交通。服务范围一般在 100km 以内。市域线、郊

区铁路、郊区线、都市快线等一般属于此范畴。 

另一类是“区域铁路”，是城市群内的客运铁路专线，服务于区域内重要城镇间的客运

交通，服务范围可以达到数百千米。客运专线（ 高时速 250km/h）、城际铁路一般认为属

于此范畴。 

因此，中国的轨道交通可划分为四个层次：城市轨道交通、市域轨道交通、区域铁路、

高速铁路。 

虽各有服务范围，但相邻层次的系统间可能存在功能重叠的部分，应根据发展区域的特

点（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空间距离等）进行分析，选择发展的层次： 

 高速铁路与区域铁路需求目标一定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开行不同速度和停站的列

车，使高速铁路兼顾区域铁路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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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城镇间距离较远、或各城镇呈现发达网络化布局且区域铁路发达的区域，可以

用区域铁路替代市域轨道交通； 

 市域轨道交通进入中心城也可兼顾一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发挥快线功能。 

1.2 市域轨道交通的类型 

由于各国、各城市发展历史、经济和文化特征、地理范围大小、轨道交通发展途径等方

面不同，“市域轨道交通”这一概念的真实内涵在各地有相当大的区别，发挥的作用和地位

也不一样，采用的发展模式也有区别。 

国外发达国家市域轨道交通典型代表包括德国的 S‐Bahn 系统、法国巴黎的 RER 系统、

日本的 JR系统等，总体来说可以根据城市及区域的特点不同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大城市都市圈的市域轨道交通系统，一般呈现中心放射形态。适应以超大城市

和中心城市辐射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式城镇化模式，巴黎、东京等城市都是这种类型； 

 
图 1  法国巴黎大区 RER 线网图（中心放射形态） 

第二类为中小城镇发达区域的市域轨道交通系统，一般呈现自由网络形态。适应以中小

城镇和网络化布局分工协作为主要特征的分散式城镇化模式，德国有大量这种类型的城市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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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德国莱茵—鲁尔城市群 S-Bahn 线网图（自由网络形态） 

在提高经济效能和能源效率、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控制耕地流失等方面，集中式城镇

化模式更具优势。分散式城镇化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有所发展，如东莞、嘉兴、温州的乐清等，

它们往往是改革开放后从农村工业化起步的，虽然之前发展迅速，但近些年随着产业低端化

的制约、城乡环境的无序和恶化，都进入了发展的瓶颈期，不仅不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

镇化，甚至对环境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的破坏。 

因此，中国的城镇化应是以大城市为依托、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协调发展的集中式城镇化模式。“市域轨道交通”中第一类更具发展前景，而第二类可能在

某些局部地区得以发展，但应对发展风险做更加充分的考虑。 

2. 从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特点看市域轨道交通发展的要求	

中国市域轨道交通的发展要符合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特点，有如下几点需要关注： 

2.1 发展市域轨道交通应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和发展模式的集约 

发展市域轨道交通，不仅仅要满足今后城镇规模增加带来的需求，更要能促进发展方式

的转变，走全面、可持续、集约化的发展道路。 

2001 年至 2011 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年均增长 1.35%，城镇化率达到 51.27%，城镇化水

平大幅提高。但是与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国总就业人口 61.9%的比例相比，城镇化水

平明显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 

中国城镇的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对土地、能源、环境带来很大压力，功能布局也不

合理，可持续性差。城镇化成果惠及面也不够，首先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差别太大，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收到忽视，乡镇建设，特别是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其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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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没有普遍地、均等地惠及所有人，包括一部分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

的农民工阶层，并没有真正享受城市文明生活。 

因此，发展市域轨道交通不仅仅是满足现在或未来交通需求，更应该通过区域交通基础

设施的建设，加强城乡统筹、促进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高。高速的区域交通网络，能成为保

障各城镇群高效运行的基础条件，进一步促进形成以大城市为核心、中小城镇均衡发展的城

镇体系。 

同时，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必须走低碳生态的道路，公共交通系统，特别是快速、大运量

的轨道交通系统，将通过时间和空间方便快捷联系，既满足人们高质量生活的要求，又强调

资源的节约和环境的宜人，促进紧凑型的城市空间格局的实现。 

2.2 发展市域轨道交通应促进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 

发展市域轨道交通，必须研究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必须了解工业化与

城镇化的关系和发展阶段，从而准确判断未来城镇化的水平和格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镇化， 初是依靠农村工业化和产业集聚带动的，不同区域的经

济发展模式给城镇化带来了不同的发展动力[2]： 

（1）外生推动型主要依托的是国际对市场、技术、资金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

沿海沿边经济开发区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这种模式，包括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特征的，代表

城市是东莞；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特征的，代表城市是苏州。 

（2）内生推动型主要依靠原始的资源禀赋和地区自身力量， 大程度的体现了发展过

程中的本土特色，包括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推动为特征的，代表城市是温州、

台州；以立足于传统工业基础为特征的，代表是沈阳城市圈；以资源优势推动为特征的，代

表城市是大同。 

（3）互动型模式体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互促进发展，主要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

域经济协作推动的，包括中部崛起背景下的武汉，和区域经济发展本身主导下的成都。 

总体来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都处于“双低”的状态，特别是进入经济

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阶段后，很多地区未来城镇化道路有比较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区域发展

市域轨道交通就需要考虑更多的风险和弹性。 

如东莞，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虽然带来大量的外来人口，促进了大量专业镇的兴起，但

产业外向依赖性比较强，产业链条和产业协作程序短，工业布局分散，产业结构趋同，未来

的城镇化道路存在较大的发展风险；而苏州，虽然也是外向型经济推动，但资本聚集和技术

创新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企业得到了发展，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也充当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催化

剂，产业结构得到了有效提升，未来发展的风险想比东莞要小一些。因此，在发展市域轨道

交通的时候，两地城镇化目标、格局的确定，就应该有所区别，应给予东莞更多的弹性考虑。 

2.3 发展市域轨道交通应适应不同区域城镇化的特点 

发展市域轨道交通时，应针对当地特点，从基本条件、发展历史、政策方向等各个角度，

发现现状问题，并对未来的城镇化趋势和格局进行分析，这将有利于树立科学、合理的发展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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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土地相对平整、气候相对宜人，可以承载跟多的经济和人类活动，

适宜发展更多的城市；西部多山地区或沙漠戈壁，大规模聚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条件不如其

他三个地区。因此，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呈现了由东到西逐步降低的态势。 

 

图 3  中国城市群分布图 

（1）东部地区初步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三大城镇密集区（或曰城市群），中

心大城市及中小城镇发展都比较充分，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都进入较高的水平。因此，市域

轨道交通不仅要满足已有的较大区域交通需求，还需要在城镇空间整合、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上下功夫。市域轨道交通和区域铁路都有较大的需求，还需要考虑两套系统的配合。 

（2）中部和东北地区也初步形成了以省会为核心的若干城市群，但中心城市的辐射能

力与东部相比有所欠缺，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因此，市域轨道交通发展更侧

重于完整交通体系的构建，关注对交通瓶颈问题的突破。区域铁路的需求更大，而市域轨道

交通的需求刚刚显现，应提前做好研究和规划。 

（3）西部地区，则主要集中在若干核心城市周边，初步形成成渝、关中、滇中等城市

群，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因此，市域轨道交通在局部地区有发展的需求，目

前更现实的措施应是在发展高速铁路干线的同时兼顾区域铁路的功能。 

3. 市域轨道交通发展的关键问题	

3.1 市域轨道交通通道选择应与城乡道路网络的构建相结合 

市域轨道交通是以承担客运需求为唯一目标的，在保证适当隔离空间（一般为数十米）

的情况下，应尽力做到与客流集散点的接近，以提供便捷的服务。而高速公路、国省道和快

速路是目前中国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镇的主要联系通道，都属于交通性道路。交通性干道不

宜穿越城镇，一方面避免对城镇进行分割，另一方面也避免日常生活对交通的干扰。因此，

理想的布置方式应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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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市域轨道交通理想布置方式示意图 

但中国的城镇发展与发达国家有不同的历程，中国的城镇一般是沿国省道发展起来的，

而发达国家工业化早于汽车化，在城镇发展之初就形成了完善的铁路网。在发展市域轨道交

通系统时，发达国家在通道选择上可以利用原有的铁路，而中国城镇间缺乏完善的铁路网，

道路交通性干道往往也是生活性街道，且中小城镇内部道路网又比较薄弱，这使得轨道交通

通道的选择存在比较大的困难。 

面对这样的问题，应将市域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与国省道的外移、快速路的构建进

行结合，尽可能将轨道交通线路和站点引入城镇内部，而更重要的是应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形

成服务性的集散道路系统，从而也带来道路交通系统整体架构的转变。 

3.2 开发能满足市域轨道交通特殊需求的车辆系统 

目前中国成熟的轨道交通系统包括地铁和轻轨，以及高速动车组，但缺少专门的市域轨

道交通系统，这使得实际工作中系统选择成为难题，往往导致规划目标无法实现。 

而市域轨道交通系统是有其特点的[3]： 

（1）运营速度及其牵引特性介于地铁和铁路高速动车组之间， 高运行速度一般为

120~160km/h； 

（2）一般采用小编组可重联的经济运行方式，以适应通勤高峰客流和常时低峰客流变

化的特征； 

（3）坐席比例高于地铁，但也需设置一定比例的站席，载客数量伸缩空间更灵活，可

以应对都市圈或城市群的高峰期大客流，有利于快速疏散旅客，并具备较高的舒适度； 

（4）与高速动车组相比，车门数量更多，车内设备较简化，也可以根据个性化需要设

置轮椅、自行车等大物件停放区。 

国外许多厂家拥有全系列的轨道交通车辆系统，以阿尔斯通和西门子为代表，都有从现

代有轨电车、轻轨、地铁到区域轨道交通、高速铁路等的全系列产品可供选择（参见图 5）。

国内系统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促进国内相关系统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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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阿尔斯通全系列产品示意图 

 Citadis Dualis列车，是有轨电车系统与铁路的结合产品， 高运行速度为 100km/h，

比 70km/h的常规 Citadis型有轨电车快，可以适应 500m 至 5km的站间距； 

 X’Trapolis 列车，属于市郊列车或市域轨道交通列车，单层或双层， 高运行速度

为 130~160km/h，巴黎的 RER 线就采用了这一列车； 

 Coradia 列车，属于区域铁路列车，采用电力或内燃动力， 高运行速度为

175~200km/h，用于车站间平均距离为 8km或以上的路线。 

3.3 处理好区域、市域和城市内部各层次轨道交通网络的衔接 

市域轨道交通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既要与区域铁路共同承担区域交通运输的功能、又

要与城市轨道交通良好衔接，实现中心城与外围城镇的便捷联系。 

市域轨道交通与区域铁路一般都采取枢纽换乘的方式，而与城市轨道交通的衔接方式则

更加丰富（参见图 6）： 

 

图 6  市域轨道交通与城市轨道交通的衔接方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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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市域轨道交通线路贯穿中心城，在若干换乘站与城市轨道交通换乘	

这种方式的服务功能 优，一方面市域轨道交通线与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形成众多的换乘

点，减少了换乘次数和单个换乘站的换乘压力；另一方面市域轨道交通线穿越中心形成直径

线并连接其它外围组团，与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功能层次划分清晰，便于从全市域角度统筹考

虑，形成市域快线网络。 

但这种方式实施难度较大，并且在规划阶段就需要做好相应的预留，并严格控制，在线

网形成的初期，市域范围内的客流需求较低，代价较大、经济性较差。 

但正由于服务功能上的优越性，这种方式成为国外大城市成熟的市域轨道交通线与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衔接的主要方式，如巴黎的 RER 系统和东京的私铁系统等。 

3.3.2  市域轨道交通线路进入中心城内，在若干综合交通枢纽集中换乘	

这种方式的服务功能较好，如能构建一个良好的换乘接驳系统，也能满足乘客多方位需

求。但市域轨道交通线路作为半径线止于某一枢纽点，尚缺乏网络整体概念和长远统筹计划，

少量的换乘枢纽将汇集大量的客流，换乘压力很大，乘客换乘的方便性和舒适性不易保证。 

这种方式的实施难度也较大，虽然路径选择的难度要低于穿越方式，但由于换乘客流聚

集，必然要求换乘枢纽具备强大功能和巨大规模，实施难度和成本更大。 

部分城市的市域轨道交通线采用了这种方式，如德国柏林的 S‐Bahn 为了满足市区内集

散和换乘需求，在东西线与南北线交汇处修建了柏林中央火车站，S‐Bahn、U‐Bahn、区域铁

路等都在此汇聚。 

3.3.3  市域轨道交通线与城市轨道交通线末端站衔接换乘	

这种方式的服务功能 差。将乘客置于中心城外围，造成大部分乘客被动换乘，降低了

乘客进入市中心的速度，也随之降低了市域轨道交通线客流吸引力。此外，市域轨道交通线

换乘过来的客流也对城市轨道交通线造成巨大的冲击，既造成换乘站换乘压力大，也造成城

市轨道交通线在市区内运输能力不足。 

但这种末端衔接方式工程实施难度 为简单，无需对原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做大的改

动，同时换乘枢纽设置在城市外围区域，用地和建设条件都比较宽松。 

正由于这种方式在实施上的简单，以往国内的线网中常常采用这种方式，而对服务功能

上的问题认识不足：这种方式要么带来巨大的客流冲击和不便，要么难以吸引客流。 

3.4 建立成熟的审批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技术规范 

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在我国发展多年，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审批管理体制，相关技术规范

也比较完善：新建（含增建）跨省（区、市）或 100 千米及以上铁路项目、城市轨道交通项

目明确由国务院进行审批或核准。 

但市域轨道交通作为新兴事物，在管理上仍然处于空缺状态，目前多个地方在进行市域

轨道交通项目建设时，往往将其按照不超过 100千米的地方铁路进行立项和建设。由于市域

轨道交通往往是跨行政区域的，需要协调统筹所在区域各种问题，同时与城镇的联系也更加

紧密，在规划、建设和管理上都更加复杂，如按照铁路模式进行建设，必然导致市域轨道交

通在技术标准、服务功能等方面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从而偏离原有的发展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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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由市域轨道交通所在区域上级主管部门牵头，纳入统一而明确的审批管理体制内，

依据专门的技术规范，才能有效的促进市域轨道交通科学、合理、有序发展。 

3.5 与城乡发展水平相适应，选择合理的建设时机 

对市域轨道交通的前期研究和规划虽然会考虑不同阶段的发展过程，但仍然是相对静态

的分析，建设时机往往成为规划意图能否得以贯彻的关键。 

中国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依旧处于供给总量不足的状况，中心城市及外围的交通需求压

力都是非常大的，虽然市域轨道交通在功能定位、技术标准上都有特殊的要求，但如果先建

设市域轨道交通并穿越中心城，则往往被要求兼顾中心城内部的交通需求，从而导致设站增

多、旅行速度下降，车辆系统选择也不得不考虑中心城大运量的要求，使规划的市域轨道交

通线路无法实现原有的功能。 

以上海为例，全市的轨道交通系统分为 R 线（市域级快速地铁，连接郊区与市中心）、

M 线（市级快速地铁，连接中心城区）和 L 线（轻轨线，中心城内的辅助线）。其中 1 号线

（R1 线）、5 号线（R1a 线）、2 号线（R2 线）、9 号线（R4 线）、11 号线（R3 线）被定为 R

线，但它们位于中心城 核心的客流通道，不得不考虑市区内部的交通需求，建设标准完全

参照市区普通地铁，实际上已经无法实现原规划的意图。 

一般来说应先构建中心城内部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在此基础上再建设市域轨道交通线

路。但规划方案必须建立完整的线网体系，并预留好市域轨道交通线路的通道和换乘节点。

市域轨道交通的通道可适当偏离中心城 核心的客流走廊，这将有利于今后的控制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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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层次划分与规模论证研究 

池利兵  王健  胡春斌 

【摘要】在解读《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GB/T 50546-2009，以下简称《线网规

划编制标准》，已于 2010年 4月起实施）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经验，

从城市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角度，分析了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定位与层次划分和城市轨道

交通发展模式与规模论证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采用的关键技术。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城市轨道交通  功能定位  规模论证 

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机动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作为一种快速的、绿色环保的、大

运量的公共交通方式，已经成为各大城市缓解交通拥堵的必然选择。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作为一项专项规划，已经成为城市规划体系以及综合交通规划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是一项崭新的专业规划，在国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过二

十年的发展，其规划内容和方法逐步完善，与城市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相比，还未形成一个

体系。《线网规划编制标准》作为指导和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编制的标准，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正式颁布，并于 2010 年 4 月起实施，该标准提出了线网规划的编制内容、方法、基

本原则和技术要求，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和建设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2. 《线网规划编制标准》解读	

《线网规划编制规划》提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应包括的主要内容1包括城市和交通

现状、交通需求分析、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必要性、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定位与发展目标、

线网方案与评价、车辆基地规划、用地控制规划等。 

其中城市和交通现状、交通需求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必要性、城市轨道交通功能

定位与发展目标等四个部分的内容是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城市轨道交通

功能定位与发展目标主要提出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中应承担的功能以及

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规模等内容。 

根据《线网编制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方案研究之前，需明确城市

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与层次划分、城市轨道交通模式与规模论证等关键技术研究。这些关键

技术研究应包括以下内容： 

◆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定位与层次划分。功能定位是从城市总体规划以及交通规划两个角

度，在交通需求分析和交通战略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规划以及城市综合

交通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功能层次划分应根据城市交通需求的特征，按照运行速度、运量

等级划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功能层次，提出不同层次线网的技术指标，指导城市轨道交通

                                                              
1 《线网规划标准标准》3.0.4 条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应包括的主要内容，但不限于本条规定

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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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选型，以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客运交通需求。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模式与规模论证。在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范围分析的基础上，明确不

同地区城市轨道交通的不同发展模式，进而结合城市社会经济以及交通需求发展等确定城市

轨道交通规模。 

3. 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定位	

3.1 功能定位分析的重要性 

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定位分析是从城市总体规划以及交通规划两个角度，在交通需求分析

和交通战略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规划以及城市综合交通系统中的地位和

功能。 

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定位分析是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重要基础，城市轨道交通功

能定位将决定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层次构成，将影响城市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并直接影响城

市轨道交通规模论证的结果。 

在国内各城市中，城市轨道交通可以定位为城市公共交通的辅助、骨干和主体。城市轨

道交通的定位不同，其在城市综合交通系统中的所承担的出行量就不同。 

3.2 功能定位的分析方法 

3.2.1  类比借鉴法	

目前，在大多数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都采用类比的方式，借鉴国内同等规模、城

市布局类似的城市经验，提出城市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但是这种方法主要以定性分析为主，

受主观意识影响较大。 

3.2.2  综合交通战略测试法	

近几年来，随着我单位对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和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重视，在东莞、

合肥、太原等城市开展线网规划同时，开展了综合交通规划项目，通过综合交通规划项目确

定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功能定位。这种方法可称之为综合交通战略测试

法，主要从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角度分析，在建立交通需求分析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基于城市

轨道交通的综合交通发展战略测试，确定一个适合城市交通发展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目标。 

例如在《太原市城市交通发展规划》项目中，就建立了无城市轨道交通、轨道交通保守

建设、轨道交通积极建设和轨道交通大力建设四种轨道交通发展战略，围绕四种轨道交通发

展战略也提出了相应的道路、BRT、停车需求等相应战略，通过综合交通战略测试和比选，

最终推荐了城市轨道交通积极建设战略，从而确定了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

的功能定位。 

这种方法通常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与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同步开展的基础上使用，并

需要建立交通需求分析模型，战略测试的过程虽然较为复杂，但更具有科学性，因此建议在

各城市要开展《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项目时，应以既有的《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为基础，

综合分析城市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如果还未开展《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则可以同步开展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或《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增加综合交通发展战略规划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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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4. 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层次划分	

4.1 功能层次划分的必要性 

在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承担的功能，进一步

结合城市公共交通需求，提出城市轨道交通的功能层次，明确各层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应承

担的功能以及线路技术指标等，以指导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选型，以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客

运交通需求。 

城市轨道交通的功能层次划分不仅要明确城市轨道交通自身的功能，而且要明确城市轨

道交通与其他轨道交通的功能分工。例如，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镇密集地区，城际轨道交

通已经成为该地区重要的区域交通设施，因此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内城市的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时，应当首先区分城际轨道交通与城市轨道交通之间功能差别，然后再详细的分析城市轨道

交通内部的功能层次划分。如果不能区分城市轨道交通和城际轨道交通的功能，就会导致城

际轨道交通占用城市轨道交通走廊，难以满足城市交通需求，从而导致设施供给和交通需求

之间的脱节，目前在国内城镇密集地区的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不难找到这样的规划

案例。 

4.2 功能层次划分类型 

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层次划分的标准，应根据各个城市用地布局特点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的范围、交通需求分布特征等多种因素合理确定。通常可以依据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范

围、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速度以及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功能等划分。 

例如，依据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范围划分，可将城市轨道交通划分为市区线和市域线；依

据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运营速度划分，可将城市轨道交通划分为普线和快线；依据城市轨道交

通结构功能划分，可划分为骨干线路和补充线路（辅助线路）。 

不同功能的城市轨道交通应具有不同的服务水平，所满足的交通需求应存在差别，例如

在《太原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将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划分为市区线和市域线两个层

次，其中市区线服务范围为中心城区，覆盖城市主要客流走廊，轨道交通客流较大，站间距

较小，市域线服务于市域范围，联系中心城区与市域各组团，兼顾中心城区次要客流走廊，

因此其客流相对市区线较低，站间距较大，运营速度较高。同时在《太原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中，也区分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城际轨道交通的功能区别。 

表 1  太原市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城际轨道交通功能和参数对比分析 

系统分类 

国家干线铁路 

城际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专线  普通铁路 
市区线  市域线 

服务范围和功

能 

国内和省内主要

城市间的快速客

运联系 

国内和省内主要

城市、城镇间的

客运联系 

山西省和太原经济

圈内各城镇间的快

速客运联系 

中心城区，覆盖主

要客流走廊，联系

各组团、片区 

太原都市区范

围，联系中心城

区与重要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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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速度

（km/h） 
250－350  80－120  160－250  80－100  100－120 

平均站间距 

（km） 
>30  20－30  5－10  1－1.5  2‐3 

5. 城市轨道交通规模论证	

5.1 城市轨道交通模式 

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功能层次划分与服务范围分析基础上，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用地布局

特点、人口及就业密度和交通生成强度以及交通需求特征，确定不同地区的城市轨道交通发

展模式。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模式一般可分为高服务水平的“可达性”规划模式、“走廊”式发展模

式。服务水平的“可达性”规划模式，通常主要针对交通生成强度较大，人口、就业密集的

中心区，该地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应以提高该地区城市轨道交通可达性为目标，采用高

密度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理念，加强该地区的线网规划密度，提高该地区的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覆盖率，为该地区提供搞服务水平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走廊”式发展模式主要针对

交通生成强度较低的外围地区，在这些地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应采用通道规划理念，主

要满足该地区中长距离出行，为提高城市轨道交通客流以及服务效果，需要以城市轨道交通

枢纽为其他交通方式提供良好的换乘条件。 

此外，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模式还分为高强度、低密度发展模式和低强度、高密度发展模

式，高强度、低密度发展模式是指围绕城市轨道交通站点进行高强度的土地利用开发，采用

高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满足服务，形成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密度较低。低强度、高密度发展

模式是指城市轨道交通选用中、低运量系统，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通过对土地利用

的高密度覆盖，形成服务水平较高的网络。前者典型的代表城市为香港，后者典型的城市为

德国的莱茵鲁尔地区。 

合理确定一个城市的总体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模式以及各片区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模式，是

合理确定城市轨道交通规模的基础，是实现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例如在《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通过对不同组团和片区的交通生成强度分

析，提出了不同组团不同片区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模式。在城市密集的主城区采用“可达性”

的规划模式，在外围组团采用“走廊”式规划模式，在滨湖新区采用“可达性”的规划和“走

廊”式规划的布局模式。 

5.2 城市轨道交通规模论证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论证常用的方法有交通需求分析法、社会经济分析法、服务水平

分析法、分层次分析法等多种方法。 

这几种分析方法在论证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时，交通需求分析法需要先定性判断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的负荷强度、换乘系数等指标，社会经济分析法需要先定性判断城市轨道交通

的平均造价，服务水平法需要先定性判断城市轨道交通的线网密度和万人拥有率等，分层次

分析法是将交通需求分析法和服务水平分析法相结合，也需要先预测城市轨道交通的负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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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线网密度、万人拥有率等指标。 

合理论证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应与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定位与层次划分、城市轨道交通

服务范围分析、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模式相结合，采用多种方法，从多层次、多范围、多角度，

有针对性分析城市轨道线网规模。 

◆多层次，主要指城市轨道交通的功能层次，不同层次的城市轨道交通其系统参数不同，

其服务范围和发展模式也不同； 

◆多范围，主要指不同强度的地区，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模式和服务水平也不同； 

◆多角度，主要指要综合考虑城市空间布局特征、交通需求特征等与城市轨道交通规模

相关的各个因素。 

例如在《合肥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结合合肥市的城市空间布局和交通需求特

点，采用了交通需求整体分析法、服务水平分析法和分层次分析法，其中分层次分析法通过

各组团的交通生成强度，结合不同组团采用的不同轨道交通发展模式，提出不同的轨道交通

规划指标，从而得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并从总量指标上分别从都市区和中心城区两个

范围进行了经验的校核和判断。 

6. 小结	

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定位与功能层次划分、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模式和规模论证是城市轨道

交通线网规划前提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是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基础研究。本文先后

论述了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定位方法、功能层次划分标准和类型、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模式类型

与规模论证方法等，并结合案例进行了说明，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具有一定的借鉴

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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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轨道交通一体化 

宗晶  李凤军  吴照章 

【摘要】根据一体化的概念，提出了轨道交通一体化的含义，分析了轨道交通一体化的特征，

提出轨道交通一体化的构架由运输管理机构的一体化、运营组织的一体化、枢纽的一体化及

票制的一体化构成。 

【关键词】轨道交通  一体化  运输管理机构  运营组织  枢纽  票制 

1. 前言	

近几年来，国内各大城市积极修建轨道交通，期待轨道交通能在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

发挥更大作用，以达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缓解城市交通问题的目的。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和

城市化率的快速增长，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形成若干都市圈、城市连绵带、

城市群等城镇集合体。交通规划解决的问题也从原来单纯的一个城市市区的范围，逐步扩大

到市域、都市圈、城镇连绵带、城市群等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因此，轨道交通一体化的工作

重点也从城市综合交通体系逐步转向区域综合交通体系。但不曾改变的是，轨道交通系统仍

旧是解决客运交通矛盾的重要举措，是实现客运交通良性发展和引导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手

段。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基础理论研究，及对轨道交通一体化存在模糊认识，造成轨道交通

系统发挥作用不尽理想，甚至还造成了交通系统运营管理的混乱、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事

与愿违的严重后果。因此，本文将对轨道交通一体化进行研究，以期对从事相关工作和研究

的专家学者们有所启示。 

2. 轨道交通一体化的概念解析	

一体化（integration）的概念 早出现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西欧的经济学概念里，经济

学家将其定义为多个单独的经济体整合为经济组合体的一种状态或过程。进入 70 年代后，

一体化概念逐步扩大到政治、法律、社会等范畴。20 世纪 80 年代后，一体化的概念开始在

交通领域越发受到重视和广泛研究。总的来说，一体化即将两个或两个以上互不相同、互不

协调的系统或者系统内部各子系统打破系统界限，采取适当的方式、方法进行结构、功能等

方面的重新整合，融合成为一个整体，形成协同效力，以实现整体目标和效益 大化的一系

列措施。 

按照一体化的概念，本文定义轨道交通一体化为：若干地区为适应经济地理要求，打破

行政边界的跨区域紧密联系和合作，并逐渐建立跨区域的组织机构及其运转机制，在规划、

建设、管理及运营上实现不同区域（或行政体制）轨道交通运输的有效衔接，以及轨道交通

系统与其他公共交通系统之间的有效衔接。 

3. 轨道交通一体化的特征	

轨道交通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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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轨道交通系统为骨干 

轨道交通一体化强调的是以轨道交通为城市交通发展的骨干，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整合、

协调和一体化都是为实现轨道交通系统的高效用，及轨道交通与城市社会、经济、文化、空

间、产业 大限度的融合的目的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 

3.2 以淡化行政边界、专业限制等壁垒为前提 

一体化的轨道交通系统，必须淡化行政区划的概念，使功能相近、服务人群相近、运输

目标相近但受管于不同行政个体之间的轨道交通系统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形成真正意

义上的一体化轨道交通运输。促进实现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主体的一体化，改变各行政个体

分别规划其管辖的路网、场站之间接口少、标准和规则不统一等现象，把规划重点转移到轨

道交通一体化规划上，将都市圈、城镇连绵带、城市群等更大范围内的轨道交通系统作为研

究对象，忽略不同轨道交通子系统的行政管理隶属问题，从一体化的角度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以达到轨道交通系统整体效益 大化的目标。 

3.3 以明确不同交通系统功能层次为手段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区域内公交系统远远比城市公交系统复杂，而受限于行政

区划以及行政管理的不同隶属，区域公交系统内的关系较为混乱。如我们熟知的城乡长途大

巴、城际轨道交通、市域轨道交通、市郊铁路、国家大铁路这几种交通工具，各自隶属于不

同的行政区划范围和管理机构，且特点各异，但在服务范围和功能方面有交集。 

基础理论研究的不充分，标准的不统一，及对区域内的公交系统的不同交通方式间的关

系存在模糊认识，不但造成规划工作者的困扰，也给区域交通设施的合理布局带来障碍。因

此，作为城市客运交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轨道交通系统的功能不应是孤立的，而应将轨

道交通系统纳入城市、市域、城市群等更大范围内的交通系统中考虑。从一体化的角度出发，

明确区域内不同交通方式的功能定位和服务范围，划分网络系统的功能层次，避免不必要的

服务范围和功能定位的重叠，整合有限的交通资源，减少资源浪费，提高运行效率和质量，

以便清晰、准确的布局城市、市域、都市圈、城镇连绵带、城市群等范围内的轨道交通系统，

使各方式的功能发挥 大化，方便居民出行，提升城镇集合体的交通出行环境。 

3.4 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的骨干交通系统作用为目的 

作为大城市的主要交通方式和主要交通走廊，轨道交通线网的一体化不仅能够提升轨道

交通本身的效率和效益，更重要的是能够带动包括轨道交通在内的整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

效率与效益：（1）提高整个城市的通达性；（2）提高整个城市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3）能

够为更多的乘客服务，减少整个城市的地面交通量。 

因此轨道交通线网一体化的 终目的在于为城市居民出行提供便捷、舒适的出行条件，

一体化过程中应以满足乘客需求、减少资源浪费、实现社会效益 大化作为 终目标。 

4. 轨道交通一体化的构架	

轨道交通是城市客运交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轨道交通系统的规划不应是孤立的，而

应将轨道交通系统纳入整个公共交通系统甚至是整个城市或区域系统中考虑，不但要实现在

交通专业层面上的融合，也要实现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融合。具体构架可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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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部分： 

4.1 运输管理机构的一体化 

目前在国内，交通系统是分散在几个部门管理的，存在管理分割不协调的问题。相对于

国内分散的管理机构，国外普遍采用一体化的运输管理机构，如英国、日本、印度、法国等

地。一体化的运输管理机构使交通运输管理工作更加明确和集中，管理的效果明显。 

1）英国：大部制的英国国家交通部。由于英国国土面积不大，早年的英国交通部就已

经涵盖了道路交通、铁路运输、民用航空运输和航海运输四大运输方式。2002  年  6  月，英

国考虑转变发展使命，将为每个人提供平衡经济、环境和社会的需求作为新一代交通部使命，

随即又将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管理以及地方事务  3  个部合并进入交通部，届时四大运输方

式及 3 大部共同构成英国交通部（department for transport）。英国交通部改组后，该部即成

为四种运输方式技术上一体化的组织平台，同时也为交通规划和环保政策一体化提供了制度

保障。此外，为推动英国一体化交通体系的发展，1998 年英国交通部专门成立一体化交通

委员会（commission  for  integrated  transport），该委员会旨在为政府提供一体化交通政策的

建议，并监督交通、环境、健康和相关部门的合作发展状况。[1] 

2）日本：日本政府为了综合系统的利用、开发和保持日本土地的完整性，促进社会资

本的整合，促进交通政策的完善，确保气象观测事务的健全发展，以及保障海上安全及治安

为主，于 2001 年将原来分别独立运转的运输省、建设省、北海道开发厅、国土厅 4 个省厅

合并，形成新的国土交通省。并于 2008 年 10 月 1 日，增设“观光厅”，新设兼顾“海难审

判厅”的事故研究业务与“航空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的“运输安全委员会”。重组完成后，

国土交通省负责国土计划及立法，对道路、合川、政府厅舍的建造维护、住宅及都市佳话等

社会资本维护的建设事业，负责气象业务、防灾对策、海上治安等安全软性对策，还负责大

都市圈政策的制定、各地域开发计划等多项事务，相当于我国的国土资源部、交通部、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甚至环境保护部等的全部或部分职能。 

3）印度：印度德里市政府考虑机动车数量持续增长的因素，决定实施针对交通需求的

长远计划，即成立多模式一体化交通机构。该机构由首都德里市政府于 2006 年 7 月创立，

目的是监督一体化交通工作的进展。它的主要职责和权限包括制定公共交通发展计划和标

准，监督一体化工作进程；制定公共交通的财政计划，审计财务收支；监督部门之间的协作，

加速整合各种基础设施，提高公共交通系统的服务质量。[2] 

目前在国内，交通系统分别由交通部、铁道部、公安部三大部门在管理。城市公共交通

管理体制主要由三种模式组成：比较常见的模式是由交通部门、城建部门、市政部门及公安

部门等对城市交通实施交叉管理；二是由交通部门对城乡道路运输实施一体化管理的模式；

三是由市政府专门成立市交通委员会综合管理交通运输规划、道路和水路运输、城市公交、

出租车的行业管理，并负责对城市内铁路、民航等其他交通方式的协调。相对于英国、日本、

印度的一体化运输管理机构，我国的交通管理模式存在机构之间责权关系不明确，部门分割、

职能交叉、政令存在冲突等问题，导致公共交通管理的效率不高。因此，一体化的运输管理

机构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机构改革是个漫长的过程，鉴于我国自身机构设置特点，可以尝

试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协调统一各交通管理部门的机构，或者尝试其他方式，这些都有待于进

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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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运营组织的一体化 

4.2.1  运营线路的衔接	

众所周知，轨道交通作为大运量、高速度、准点、服务水平好的公交交通工具，受到大

众喜爱。轨道交通作为公共交通工具，在灵活性、可达性、服务范围、建设投资等方面跟地

面交通大不相同，特别是在建设投资、灵活性方面比常规公交差，轨道交通不能替代地面常

规公交。二者的关系应定位为主干与支流的关系,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主要客流走廊,可虑中

长距离的区间出行，公交车运量小，但机动灵活，是解决中、短途交通的主力,更应考虑网

络覆盖范围，为区内出行提供方便条件。[12] 

因此，按照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线路，以公交线路为补充性分支线路，二者的衔接可重点

考虑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取消与轨道交通线路有大段重合、且功能相近的地面常规公交线路，

改而将其设在快速轨道交通线服务半径以外的地区；其次是根据有关机构的交通需求预测调

整经过轨道交通线路沿线重要换乘站的公交线路发车班次；保证每个地区中心和居民区至少

有一条直接或可以在短时间内到达 近的轨道交通车站的线路。 

4.2.2  运营时间的衔接	

实际上，常规公交实现为轨道交通客流提供集散辅助运输功能除了线路衔接问题外，发

车间隔是另一重要因素。目前国内的公共交通系统中，线路的时刻表编制一般独立进行，运

营公司很少或者忽略了线路之间的换乘，导致大多数公交线路车辆抵达换乘站的时间彼此交

错，没有进行协调规划，使得乘客的换乘候车时间过长，乘客出行不便。[12] 

因此按照轨道交通线路与公交线路的发车间隔的关系将运营时间的衔接分为两类：发车

间隔的统一调度和密集发车协调调度。 

（1）发车间隔的统一调度：成立专门的部门负责轨道交通线路与沿线站点经过的接驳

巴士的运营时间表进行统一编制，以轨道交通线路的运营特性和每个站点的换乘需求为基

础，统一安排接驳公交的发车频率和发车车辆数，保证轨道线路与接驳公交系统的线路发车

时刻密切衔接，使乘客换乘方便。 

（2）密集发车协调调度：方法（1）的实现跟我国目前整个交通系统的管理体制条块分

割有关，可实施性差。鉴于此，可简化调度形式，不做接驳方面专门的统一调度，只考虑将

轨道站点沿线换乘客流大的站点的接驳公交线路的发车间隔，在高峰小时明显缩短，采取密

集发车的调度形式，以缩短乘客的换乘候车时间。 

4.3 枢纽的一体化 

轨道交通枢纽作为轨道交通线网的“冲要点”和“关键处”，是轨道交通一体化的基础。枢

纽一体化即以枢纽作为研究的主体，以实现枢纽  “点”内外部交通流的连续性、时效性及合

理性为目的的多种交通方式和多种服务模式整合的过程。 

国外一些大城市已形成地上（高架铁路）、地面（公共汽电车）和地下（地铁、市郊铁

路）统一的多种运输方式结合的立体式一体化枢纽站，朝多功能方向发展，如柏林中央车站、

伦敦国王十字地铁站等一些著名的枢纽都是采用此种方式。 

1）柏林中央车站：柏林中央车站占地 1.5 万平方米，主体共有 5 层，其中位于中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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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三个楼层为换乘层，集中了柏林市的城铁（S‐Bahn）、地铁（U‐Bahn）、电车、巴士、出

租车、自行车，甚至旅游三轮车也能在这个枢纽中找到，换乘层之间都有电动扶梯相连，指

示标志清楚，以方便旅客换乘。截止 2007 年，直通该站的城铁线路有 5 条，公交线路 7 跳，

每天能接发停靠远程干线列车 160列、区域列车 310 列、城铁列车 600 列，几乎每 90 秒就

有一列车进出，每天能接纳乘客达 30 万人次。除此以外，柏林中央车站内商业区集中了约

80 家商店，还有包括 100 多台电脑的免费网吧，服务设施齐全。  [13] 

2）伦敦国王十字地铁站：该枢纽目前采用双层结构，一层是票务信息中心，与各展台

相连的大型候车区，还有各种商铺，第二层是候车区，还有提供乘客吃饭休息的餐厅、酒吧，

两个楼层之间都有电动扶梯连接。在该站内，可在地铁、铁路、公交、出租车、小汽车这几

种交通方式之间换乘，且残疾人会有专用的临时停车场。[14] 

目前国内，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为首的各大城市在积极推进轨道交通系统建设的

同时，也开始同步推进一体化枢纽的规划和建设。然而，由于大多数城市在早期的规划和设

计存在对一体化枢纽重要性认识的不足，导致枢纽布局不合理。复杂的用地冲突和各种交通

方式之间的竞合关系不明朗，不但进一步恶化了城市交通状况，而且严重制约城市发展。因

此，枢纽的一体化工作将是未来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的重点。一方面要改善既有的枢纽布局不

合理现象，一方面还要继续加强对枢纽一体化的研究，形成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枢纽一体化

的模式。 

4.4 票制的一体化 

公共交通票务系统是城市公交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交换乘的关键点，是影响人们

公交出行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共交通系统一般由常规公交、有轨电车、地铁、城乡公交、城

际列车等多种模式构成，一般来说每个系统都会设置不同的票价和票务系统。因此，在乘客

出行过程中，一旦要用到两种以上的公交系统的时候，就需要重新购买相应公交系统的车票，

不但增加了换乘的时间和购票排队的次数，也直接影响了不同模式公交之间的衔接和配合。   

真正的票制一体化是指 1 个行程——1 张票卡——1 个票价标准，如法国巴黎的一票通、

英国伦敦的“牡蛎卡”。 

4.4.1  巴黎	

在巴黎，公交系统主要由市内地铁、郊区地铁、公共汽车组成，这三大公交系统都由巴

黎独立运输公司统一管理，车票价格因所在区域的不同有所不同，但在同一区域内票价是统

一的。因此，人们通过购买这种票就可以在选择的区域内自由使用在公共汽车、地铁和郊区

地铁上，不用再单独买票。[16] 

4.4.2  伦敦	

在伦敦，流行一种“牡蛎卡”（Oyster card）。该卡片跟国内北京、上海、广州使用的城市

公交一卡通类似，都是一种智能卡。不同的是，乘客可以用“牡蛎卡”选择购买 6 个市区的票，

购买后，乘客有权在所选区域内和区间内不计次的再公共汽车、火车、地铁、有轨电车等任

何交通系统间自由使用，换乘时不用再担心是否买票及是否买对了票，使用简便且省钱。[17] 

目前国内也有很多城市都使用了一卡通等统一电子货币支付的方式，但与巴黎、伦敦的

一卡通不同的是，国内城市的公交一卡通普遍仅具备电子钱包的功能，乘客在不同公交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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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换乘时，仍然需要重新根据公交系统价格重新选择行程和购票，无形之中增加了换乘排队

时间、票价附加费用。当然，造成目前这种非理想状态的票务管理情况，是由前面阐述的运

输管理机构的多样化及交通体制条块化所造成的，因此运输管理机构的一体化是第一要务，

随着机动化和区域化的快速发展，票制的一体化也是势在必行。在运输管理机构一体化完成

之前，我国的票制一体化可先采用北京、上海、广州模式，虽然票价不统一，但是可采用“一

卡通”这种统一自动收费平台，同时可学习和研究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模式，逐步将“一卡通”

应用到出租车、加油站、超市、餐饮等多方面。 

5. 结语	

在国内轨道交通项目建设迅速发展的时期，重视轨道交通一体化，强化不同行政部门之

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交通系统之间、不同专业之间的协调配合，优化整合资源，完善与

城市发展相适应的机制和体制，实现轨道交通能在大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将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和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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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盈利的轨道交通发展模式 

刘培忠 

【摘要】在轨道交通盈利理论的基础上，分析轨道交通盈利构成，从统筹轨道沿线物业经营；

互动轨道站点与周边土地开发；一体化衔接常规公交三个方面提出了基于盈利的轨道交通发

展模式。 

【关键词】盈利  轨道交通  沿线物业  土地开发  一体化衔接 

1. 引言	

轨道交通是一种大运量、快速准点、环保的交通工具，轨道交通的建设不仅可以解决日

益拥堵的城市出行难，提供便利的交通出行，还为沿线的土地开发带来增值，带来巨大的经

济社会效益。但同时轨道交通建设也是一项耗资巨大的系统工程，其工程造价高（根据建设

部公布的资料显示，地铁综合造价约每公里 5.5 亿元人民币）、建设周期长（国外轨道交通

发达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周期均在 30年以上）、运营费用大（广州地铁一号线平均每年运营收

入在 1.8 亿元人民币，但运营成本却达 2.3 亿元人民币），仅靠票款等运营收入难以支付轨道

交通建设的全部成本，需要政府补贴来维持正常的运转，从而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 

2. 轨道盈利的理论基础	

根据经济学原理，造成轨道交通盈利困难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是轨道交通的准商业经

营性（准公益性）使得轨道交通在经营时以最大社会效益而不是以等价交换为经营原则，导

致轨道交通虽然收费却不足以弥补成本；二是轨道交通建设与运用带来的沿线土地和物业增

值等效益外部化于特定的私人所有者，使得轨道交通建设所产生的效益大部分被外部化，导

致轨道交通建设者没能享有轨道交通建设的这种内生效益。 

从轨道建设的实际经验来看，轨道交通收益一般有四部分组成：一是轨道交通票价营运

收益；二是轨道交通附属设施收益（地铁广告）；三是沿线已开发的土地和物业增值收益；

四是沿线未开发的土地增值收益。目前轨道交通所获得的收益仅是前两项，而效益数倍、数

十倍的后两项收益却被外部化或流失。因此，如果能将后两项外部化的收益内化或返还于轨

道交通建设主体，则轨道交通在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盈利的。 

对于返还被外部化的收益至少有三种途径：一是返还沿线未开发土地的增值，将未开发

的土地划拨给轨道交通企业，让其开发获利，或是将轨道沿线土地以招拍方式出让后，按一

定比例将土地增值返还给轨道交通企业；二是对沿线已开发的土地征收土地增值税，按一定

比例返还；三是以轨道站点为中心，按地租级差原理征收地租，并按一定比例返还。由于在

政策和操作上的难度，通常第一种返还模式比较容易接受，通过轨道交通企业自身来发展沿

线物业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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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轨道盈利的来源构成	

通过前述分析可知，轨道交通收益来源有四部分组成，考虑第三种在操作上的难度，一

般轨道交通公司收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轨道交通的票价营运收益；二是轨道交通公司附属

设施收益（地铁广告）；三是轨道交通公司的物业开发收益。以目前世界上最高效的香港轨

道交通盈利来源来看（表 1），仅靠票款和附属设施的收益是无法盈利的，物业经营对轨道

利润占有的比重越来越重。 

表 1  港铁盈利构成（亿港元） 

年份 
经营成本

（含利息） 

票款及设施收益  物业经营收益 

收入  比例 
收入 

合计  比例 
房产开发 租金 物业升值

2004  75.64  72.43  47.7%  45.68  9.01  24.86  79.55  52.3% 

2005  78.57  78.37  43.9%  61.45  10.78 28  100.23  56.1% 

2006  81  81.29  47.2%  58.17  11  21.78  90.95  52.8% 

虽然轨道票款及附属设施的收益占轨道盈利的比例有减少的趋势，但仍然维持在

40‐50%之间，因此在抓好轨道物业开发建设的同时，仍需提高轨道交通服务水平，增大轨道

交通吸引力，维持住一个庞大而稳定的轨道客流。 

4. 统筹轨道沿线物业经营	

目前国内轨道沿线的物业开发模式和香港相比还存在很大区别，香港地铁建设与沿线物

业采取的是联动的发展模式，由地铁公司和香港政府达成协议，统一征用地铁沿线的用地，

并对用地的发展进行统筹，包括用地规划、选址地产商、制定物业方案和物业经营等。而国

内目前轨道沿线土地开发模式多是将轨道沿线土地批租给不同的开发商，与地铁的营运没有

直接的联动关系，更没有统一的征用沿线用地，即使部分开发商有自发的联动意识，但也主

要是和轨道出站口进行联系，缺乏统筹布局，在今后物业管理和地铁的后续建设上较难协调。 

可见，政府在制定轨道交通建设计划时，就应该考虑使地铁公司获得轨道沿线的土地使

用权，对轨道沿线物业进行统筹开发，使地铁公司通过物业开发经营获取经济收益，然后再

反哺到轨道交通建设中去，补偿或投资新的地铁项目。而地铁公司在获得轨道沿线土地使用

权后，不仅要协调轨道出站口与周边物业的关系，更要参与到地块的开发中去，通过独立开

发、联合开发和委托开发的方式制定地块开发方案，并在物业开发完成后，统筹物业管理，

协调物业建设与地铁施工。 

5. 互动轨道站点与周边土地开发	

利用轨道交通建设给周边土地带来的增值，制定轨道站点上盖物业、地上地下空间复合

利用和公共设施配套等多种轨道建设与用地互动形式，形成城市综合体，继而又为轨道交通

吸引大量的客流，提高轨道交通运营效益，最终可形成快速、大运量的轨道建设与站点周边

高强度土地开发协调互动开发模式。 

根据轨道站点所处城市区域的不同，将轨道站点分为城市中心区、城市外围区和城市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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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三种类型，以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为基础，形成三种不同类型的轨道站点与周边土

地互动模式。 

受制于土地开发利用有限的制约，城市中心区轨道站点与周边土地的互动应遵循站点周

边土地利用价值递减的规律，以“功能补缺，开发地下”为主。以轨道站点 500米为半径，

优先布置高容积率、高发开发强度的商业和办公用地，填补中心区土地利用功能空缺，同时

向下要空间，努力发展地下商业，并将站点出入口与周边建筑紧密连通，构筑通达性良好的

步行交通系统，提供轨道交通吸引力，并利用老城改造、旧房拆迁等机会，积极营建基于轨

道站点的上盖综合体，形成城市综合体，将交通接驳商业、办公、居住等需求整体化解决。 

城市新区轨道站点土地开发利用模式应大力发展商业和公共配套，培育区域中心。和中

心城区相比，城市新区用地较为宽松，但基础公共设施和基础服务设施较为缺乏，因此城市

新区轨道站点土地开发应以轨道站点为中心，优先开发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设施，提升站点

的区域中心性，引导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然后再逐渐向外围扩展，最终形成轨道站点内部空

间利用与站点周边配套公共设施利用相结合的城市综合体。 

城市新城轨道站点土地开发利用模式应将轨道站点作为区域的带动引擎，以 TOD 模式

进行开发。和中心城区相比，城市新城空置土地较多，站点周边有大规模的土地可供开发利

用，因此城市新城轨道站点土地开发应以 TOD 模式为指导，充分发挥轨道站点的集聚和辐

射作用，吸引人气，完善公建配套和交通设施，使轨道站点成为该区域的开发引擎，带动周

边区域的发展。 

6. 与常规公交的一体化衔接	

庞大而稳定的轨道客流是轨道盈利的基础，轨道客流有两部分构成，一是直接吸引的客

流，主要由轨道站点周边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带来的步行客流；另一部分是通过其他非步行交

通方式换乘到轨道系统中的间接吸引客流，在间接吸引客流中，以公交换乘为主，约占整个

间接吸引客流中的 70%‐80%，因此，做好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换乘衔接系统，是保证轨道

充足客源的重要条件。 

6.1 在线路设置上相互兼顾，实现公共交通全覆盖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通车运营后,将会打破轨道交通沿线走廊内已有的公共交通需求平

衡：一方面，部分公交线路客流流失严重，难以保证公交公司的运营效益；另一方面，轨道

交通客流难以得到保证，造成巨大的运能投资浪费。为达到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双赢”的目

的，实现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轨道交通线路设置与常规公交线路设置要相互兼顾。整合与

轨道线路走向相重合的常规公交线路，减少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在同一客流走廊上对客流的

竞争；同时增加或优化与轨道线路走向相垂直方向的道路公交线路，做到轨道交通与常规公

交在线路设置上的接驳，弥补客运走廊交叉空缺导致的公共交通线路缺失，吸引增加轨道交

通与常规公交的客流换乘量。 

6.2 在场站设置上区别对待，预留好必要的交通用地 

公交站点可分为公交停靠站和公交首末站，在不同区域这两种公交设施与轨道站点的衔

接要求是不同的。在公交线路成熟区域，由于城市用地的约束和客流条件较好，轨道站点主

要是做好与公交停靠站的衔接。而在外围区域，由于公交线路还不完善，轨道站点重点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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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与公交首末站的衔接，通过调整或开设新公交线路，来完成轨道交通与道路公交在场站设

置上的接驳，同时也是将衔接的公交线路作为轨道交通在外围区域的扩展与延伸，尤其是对

于分期实施的轨道线路，可在后期实施的通道上提前布设公交 BRT，为后期轨道交通的开发

实施培育客流。 

另外，在城市中心城区设置的轨道站点虽然主要是考虑与公交停靠站的衔接，但对于一

些重要的轨道枢纽站，仅仅依靠公交停靠站的公交过境线路无法提供供轨道枢纽站大量客流

集散的运能要求，也需要考虑与公交首末站的衔接，使轨道站点周边公交的运能与轨道枢纽

站点客流集散需求相匹配。 

6.3 在经营管理上合作共赢，形成利益共同体 

传统的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采用相互独立经营管理模式，势必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各自

的经营管理目标，从而导致恶性竞争和社会公用资源的浪费。因此为充分发挥两种社会公用

资源的效益，应逐步实现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合并重组，使其在同一经营主体下共同运营、

共同管理、相互入股，形成利益共同体，如匹配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运营时间，保持乘客

换乘的连续性，从而增加轨道与常规公交的吸引力；实行“一卡通”购票，减少乘客购票次

数和乘车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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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大都市区市郊铁路发展的启示 

张铮  陈丽莎  汤宇轩  池利兵  卞长志  蔡润林  吴照章 

【摘要】分析了纽约市市郊铁路发展的历史沿革、运营体制以及伴随纽约市辐射力增强而从

衰败走向复兴的过程。重点关注市郊铁路与纽约城市轨道的衔接特点，以及正在进行中的规

划项目完成后所形成的衔接模式。指出纽约市郊铁路与城市地铁系统衔接的几个关键特点，

为我国市域铁路规划建设提供经验指导。 

【关键词】纽约  市郊铁路  衔接模式  进入核心区 

 

纽约是世界上轨道交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除了错综复杂的地铁系统，纽约市郊铁路系

统同样历史悠久。早在 100 年以前，曼哈顿岛两侧哈德孙河与东河下面就修建了隧道，在曼

哈顿岛上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车站宾夕法尼亚车站（简称宾州车站），并开通了市郊线

路。 

伴随着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强化和城市化进程，纽约市辐射范围不断扩大，大

都市区内的地区间联系日益频繁，市郊铁路得到发展，并逐步演变成为纽约市增强大都会区

辐射能力的重要渠道。 

1. 概况	

纽约市郊铁路网络服务于纽约大都会区，共约 33162 平方公里、1949 万人口的范围，

包括纽约州的六个郡、长岛的两个郡、新泽西州的十四个郡、康奈狄克州的三个郡以及宾夕

法尼亚州东北部的一个郡。 

纽约市郊铁路采用铁路制式，拥有 20 条服务线路和 250 个车站为大都市区居民往来纽

约市区提供通勤服务。 

2. 分区域运营	

纽约大都市区的市郊铁路由三家公司分区域运营，分别是大都会北方铁路公司、长岛铁

路公司、新泽西公共交通公司。 

2.1 大都会北方铁路公司 

Metro‐North经营纽约市及其北部纽约州、康奈狄克州的通勤铁路。 

以哈德孙河为界，哈德孙河以西三条线路由Metro‐North运营，哈德孙河以东两条线路

在地理上进入新泽西州，Metro‐North 与 NJ Transit 协议由 NJ Transit 运营、Metro‐North提供

资金补贴和设备。 

哈德逊河以西，哈德孙、哈莱姆、纽黑文三条通勤铁路历史悠久，都经历了从早期马拉

车逐步改造升级至今电气化铁路的过程。早期，通勤线路是从长大距离干线中划分出区段来

运营。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沿哈德孙河、伊利运河、五大湖区走行的长距离线路Water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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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e 上，以位于韦斯切斯特郡的 Peekskill设分界点，分界点以南至纽约大中央车站的区段

为哈德孙区段，为居民提供进出曼哈顿的通勤铁路服务。哈莱姆线是从长大铁路干线上划分

出的 Putnam Division，从布朗克斯区的第 155 街车站出发至纽约州的 Brewster。乘客可通过

纽约地铁九号线换乘至曼哈顿区。纽黑文通勤铁路由一条主线、三条支线组成。三条支线在

19 世纪三十年代开通运营，主线在纽约市内经由曼哈顿下城至 Harlem车站的通道。 

 

图 1  大都会北方铁路公司通勤线路布局图 

2.2 长岛铁路公司 

长岛铁路（Long  Island Rail Road，LIRR）是提供通勤服务线路的铁路公司，服务长岛、

纽约州，由 MTA 所有。它曾经是北美第二大繁忙的通勤铁路公司（仅近期被它的邻居

Metro‐North超越），每年服务 8100 万乘客。 

LIRR 成立于 1834 年，持有成立时颁发的公司名称和运营执照，并一直运营至今的美国

最古老的铁路公司。LIRR拥有 124 座车站、1100公里轨道以及 8 条主要线路。每个工作日，

LIRR 向乘客提供 303000以上的座位。 

LIRR 是全美唯一一个每周七天无论节假日、周末且每天 24 小时无论平峰高峰均持续运

营的通勤铁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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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长岛铁路公司通勤线路布局图 

2.3 新泽西公共交通公司 

新泽西公共交通公司提供新泽西的通勤铁路路线，可以到达纽瓦克以及新泽西州府翠顿

再连接往南至费城。在纽约市的终点站为宾州车站。 

   
图 3  纽泽西公共交通公司通勤线路布局图 

3. 衰败与复兴	

受到过度建设、市场衰退和公路运输、航空运输的挑战，二战后，美国铁路工业经历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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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衰退。尽管百分之八十左右进出曼哈顿的市民依旧选择通勤铁路出行，但通勤服务线路

仍旧无法盈利，在各铁路公司内部依靠长距离客货运补贴。战后很多铁路公司开始逐步地中

止和删减通勤线路，仅保留不得不维持的线路。 

困境之下，铁路公司之间兼并，重新整合资本和服务，进而创造效益成为应对问题的有

效方法。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诞生出州政府拥有的管理机构，即出资补贴通勤线路，又负

责运营。MTA、New Jersey Transit 都是在这种情况下成立的。 

之后的几十年里，MTA 逐步对设备进行更新换代，改善车站设施、电气化轨道系统、

更新换代信号系统和车辆等设施。根据 MTA 网站新闻描述，到九十年代中期，通勤服务线

路地位开始上升，同时财务上也开始实现盈利。2006 年，MTA 终于取得大幅提高客流量和

客户满意度两方面的成功。 

4. 与纽约地铁的衔接	

曼哈顿是纽约的核心，也是纽约市真正具有就业吸引力和商业辐射力的地区。因此，无

论通勤线路的乘客，还是运营公司，都关注线路在曼哈顿区的衔接情况。 

纽约市郊铁路与城市地铁系统形成的衔接方式大多被总结为半径线式，源于市郊铁路从

各方向进入城区、终止于铁路枢纽而并未贯通、与地铁站形成有限的多点换乘。 

——通勤线路与铁路干线同走廊运营，进入城区 

纽约的市郊铁路在诞生之初就可以直接进入曼哈顿区。这得益于铁路公司最早即利用各

条铁路干线走廊，以纽约市区主要是曼哈顿区为中心开行短距离通勤服务。 

Metro‐North运营的哈德孙通勤线路，是 Empire铁路走廊的一部分。十九世纪，四轨铁

路线 Water  Level  Route 以位于 Westchester 郡的 Peekskill 为分界点，纽约大中央车站与

Peekskill之间的 Hudson 区段来运营通勤服务，形成最早的哈德孙线。Metro‐North另一条通

勤线路纽黑文线，其主线沿美国铁路东北高速铁路走廊走行，在纽黑文以南形成通勤服务。 

——分方向止于铁路枢纽 

通勤铁路从北向、西向及西南向、东南向三个方向进入曼哈顿区，分别在位于曼哈顿中

城东区的大中央车站和位于西区的宾州车站。 

Metro‐North 的三条线路在曼哈顿北部布朗克斯区汇入一条铁路走廊，经东河隧道沿

Park 大街接入大中央车站，形成纽约以北地区进入曼哈顿的通勤走廊。 

NJ  Transit 运营下的五条线路在新泽西州斯考克斯区段汇入美国铁路公司东北走廊，在

哈德孙河林肯隧道南侧进入曼哈顿西区，进入宾州车站，形成纽约以西地区进入曼哈顿的通

勤走廊。 

LLIR 同样利用美国铁路公司东北走廊，在皇后中城隧道穿越东河，从皇后区进入曼哈顿

西区，接入宾州车站，形成纽约东部长岛地区进入曼哈顿的通勤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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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纽约通勤铁路与地铁系统现状衔接模式图 

——与有限的几个地铁站换乘 

三家公司的通勤线路在曼哈顿区都面临到了换乘有限的问题。 

Metro‐North 的三条线路在布朗克斯区汇入一条通道后，经公园大道铁路桥进入曼哈顿

区，在距离终点站 6.6 公里处的达哈莱姆 125 街车站经停。这是除终点站大中央车站外，三

条线路在曼哈顿区与地铁系统唯一的换乘车站。 

长岛铁路和 NJ Transit 进入曼哈顿区后只有一个站点，即终点站宾州火车站。 

大中央车站和宾州车站之间可通过几条城市轨道交通换乘衔接， 

5. 发展计划	

上百年的发展后，纽约通勤铁路仍旧在不断延伸。其在曼哈顿区正在进行的规划建设项

目，值得关注。 

5.1 East Side Access 

根据调查，87%的 LIRR 乘客以宾州车站作为他们西向出行的终点。而成千上万的长岛居

民在曼哈顿东区工作，为了到达工作地点，他们不得不在宾州车站换乘拥挤的地铁和公交，

或步行穿城。 

MTA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立之时就意识到扩张曼哈顿区铁路容量的必要性，因此开始

了 East Side Access（简称 ESA）项目长达四十多年的研究和规划建设历程。 

ESA 项目旨在将长岛铁路公司（LIRR）线路引入曼哈顿东区大中央车站附近，改变其运

营的十一条通勤线路只能到达曼哈顿西区且只有宾州车站一个站点的现状，一方面缓解宾州

车站过度拥挤的状况，另一方面为长岛居民提供直达曼哈顿东区的便捷通勤铁路服务。 

项目的主要工程在于：新建一条 Sunnyside 场站和东河 63 街隧道的轨道连接线，使主

线得以向东延伸进入曼哈顿区；从 63 街隧道西端起始向西新建隧道，在花园大街转向南，

终止于大中央车站；新建一座长岛铁路终点站，选址在大中央车站下方，该站是一百多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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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哈顿区首个新建的铁路车站。 

 

图 5  East Side Access 项目线路布局图 

目前的计划能够满足早高峰每小时 24 辆车到达大中央车站，每周到发旅客 162000 人

次。十条长岛通勤线路可直达曼哈顿东区；对乘坐 LIRR 至东区工作的乘客来说，平均每次

出行可节省 40 分钟，全年节省 20 个工作日。 

项目完成后，宾州车站的拥挤可得到缓解；增加东河隧道通勤铁路能力和使用可靠性；

促进经济发展和增强地区竞争力，提供长岛居民便捷直达曼哈顿中城东区最核心地区；连接

MTA 两大通勤铁路网络，长岛铁路和大都会北部铁路，连接曼哈顿东区和布朗克斯区；与

牙买加车站机场捷运系统的连接也能够促进曼哈顿东区的市民去往肯尼迪机场的出行交通。 

该项目的预算成本从 1998 年的 3 亿美金上涨到 2012 年的 8.4 亿美金。完工时间一推再

推,目前来看最有可能的完工时间是在 2019 年 8月。 

这项工程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曼哈顿区的通勤交通模式，并对已经较为拥挤的 IRT 

Lexington  Avenue  Line、东区地铁线路、东区地面公交系统带来巨大的客流量压力。因此，

这个项目也对推迟许久的 Second Avenue Subway 线路投入关注。目前 Second Avenue Subway

线路已重新开工建设，预计将会缓解大中央车站出发北向、南向疏散的通勤交通压力。同时，

这项工程也将减轻早高峰时春联宾州车站和东区中部的交通压力。 

5.2 Access to the core 

Access to the Region’s Core，中文翻译为“通往地区中心”，简称 ARC。 

百余年来，曼哈顿岛西侧对外铁路联系依靠两座穿越哈德孙河的单线隧道，一小时可以

放行接近 25 趟列车，在高峰小时主要方向上可运载 4.25 万乘客，隧道通过能力已达极致。

同样，宾州车站目前每日到发 660 多辆火车，车站能力也已达到饱和，无法满足今后客运增

长的需求。 

因此，ARC是一项旨在提高从西部进入宾夕法尼亚车站的通道通过能力。项目规划的基

础设施工程主要是新建穿越哈德孙河下的两座单线铁路隧道和新建宾州车站附近第 34 大街

地下车站，以及纽约地铁七号线的延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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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Access to the Region’s Core 项目线路布局图 

  

图 7  ARC 项目完工前、后宾州车站工作日最大运营能力对比（单位：火车列数/每小时） 

注：数据来自 Amtrak。Empire、NEC 分别指 Amtrak 两条通过曼哈顿的干线铁路。NJT 指 New Jersey Transit。

LIRR 是长岛铁路公司线路。M/N 指 Metro North 公司。 

ARC 项目完工后将提高新泽西州从哈德孙河进入宾州车站的铁路通道能力以及宾州车

站处理能力，可使工作日从该通道到达该站的干线铁路列车从每小时 5 列增加至 15 列、市

郊铁路列车从每小时 57列增加至 77列，总能力增加三分之一。该项目也意味着 Metro North

列车首次进入宾州车站。 

6. 启示	

结合MTA正在进行的发展规划，ESA 和 ARC项目完成后，纽约市郊铁路具备以下特点： 

（1）市郊铁路以服务通勤出行为主，在都市区发展到一定程度、核心城市辐射力足够

强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出它的作用； 

（2）无论是 ARC项目还是 ESA项目，均围绕着通勤铁路在关键截面直接进入曼哈顿核

心区能力不足的问题展开。ARC项目解决曼哈顿西侧通过哈德孙河的通道能力不足问题，ESA

项目解决曼哈顿东侧通过东河的通道能力不足问题。因此，关键截面的通道能力世界各大城

市轨道交通规划工作的关注重点。 

（3）纽约市郊铁路系统在诞生之初便拥有了一个优势——与干线铁路共走廊进入曼哈

顿区；而后，随着曼哈顿中城、下城辐射力的提高，三个运营公司的线路无法直达核心区且

通过地铁系统衔接不便捷的缺憾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居民出行需求。因此，ESA、ARC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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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先后付诸实施。纽约市郊铁路进入中心城区、而后直接接入核心区的做法，是值得国内城

市借鉴的一种模式。 

 
图 8  实施项目完成后纽约通勤铁路与地铁系统衔接模式图 

（4）在核心区具备强有力辐射力和较大辐射范围的前提下，纽约希望完成将通勤铁路

直接引入曼哈顿区的核心区，实现各方向通勤线路、大中央车站、宾州车站三者的直接便捷

联系。这一系列举措实质上是弥补曼哈顿区内市郊铁路呈半径线式中断、而地铁系统衔接换

乘不便利的缺憾。ESA、ARC 等项目的最终目的是继续增强核心区强大的辐射力、紧密核心

区与辐射范围的联系，改善的便捷衔接也扩大市郊铁路在核心区的服务范围。借鉴纽约的经

验，国内城市在进行市郊铁路规划时需要判断外围通勤出行的主要目的范围，据此结论再来

布局市郊线路在核心区内的通过方式和衔接模式。 

（5）即便是项目完成后的市郊铁路系统，并未增加在曼哈顿区内的下客车站以及与城

市地铁的换乘枢纽，也就是缺乏中心城区内疏解乘客的站点。这也是国内城市可借鉴以避免

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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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LRT 的建设及对我国的启示 

� 陈斌  邹伟勇 

【摘要】日本的轨道交通已经成网，高铁、国铁 JR、地铁等构成等级分明、快慢结合的轨

道交通系统。近年来日本在老龄化和人口减少的条件下对 LRT的研究更加注重，LRT是一种

满足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要求的交通方式，同时可以为老年人和公交使用者提供便利的出

行环境。参考日本在规划和建设 LRT中的经验，可以对我国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选择和轨道

交通的规划建设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日本  LRT  有轨电车  紧凑城市  可持续发展 

1. 前言	

日本是轨道交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高铁和地铁运营和开发均有丰富的经验；同时，日

本的人口密度很高，地少人多，也促使其对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重视，紧凑城市的开发对日

本来说具有现实的意义。我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和日本比较接近，也面临着城市粗放发展、公

交服务水平亟待提高的问题，需要借鉴日本在 LRT方面发展的实践和研究成果。 

我国有 30 多个城市都在修建地铁，地铁规划网络规模庞大，通过 LRT 填补轨道运营的

空白地区，提高轨道站点的辐射能力和换乘质量，可以改善轨道以及公交的服务水平，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紧凑城市。我国的中小城市，也可以采用这种对环境冲击较小的交通方式，建

设低碳、文明、宜居之城。 

2. LRT的概念和作用	

LRT即 Light Rail Transit 的概念并不明确，一般是指轻型的带轨道的交通系统，造价和运

量比地铁低，大多具有无障碍设计的特点。这里 LRT指介于地铁和公共汽车之间的一种公共

交通工具，包括有轨电车和中运量的轻轨列车。 

LRT/有轨电车发展的意义可总结如下： 

2.1 节省空间，解决交通拥堵，发展低碳交通，建设紧凑城市 

一列 LRT电车长度约为 30 米，可以承载 150 人,假设这[[50 人选择自驾车出行，车辆首

尾相接，长度将需要 900 米。 

 

图 1  LRT 与小汽车相比较节省空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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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汽车为主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使得城市陷入道路越建越宽、交通越来越堵、公交流

量不足的困境，对能源的需求也很大，以美国部分城市如洛杉矶、休斯顿等为例，对小汽车

的依赖性使得城市发展只能不断摊大饼。有轨电车线路平面最小曲线半径为 50~25m，可以

更符合城市街道的布局。 

2.2 促进中心区的活化，公交商业街区（TransitMall）的概念 

在中心区步行街，禁止机动车辆进入，而把有轨电车引入，既解决了交通问题，又不影

响市区的购物环境和空气质量。在道路两旁可以设绿化、喷水池等，改善了购物环境。在欧

洲的许多小城市中心区主要也是通过有轨电车解决城市中心区的通勤和购物等交通需求。丹

佛的第１６街商业区（16th street mall）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以小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丹

佛，专门设立了步行和公交专用的街区道路，通过街道家具的布置创造了一个温馨舒适的购

物休闲环境，在与街区垂直的方向有轻轨 LRT接驳，连接到城市的轻轨网络。 

 

图 2  美国丹佛 16 街商业街区的交通设计 

2.3 提供以人为本的交通工具 

LRT的轨道交通由于在地上运行，具有景观好的优点。同时，现代化 LRT车辆一般会考

虑低地板或者与站台的无缝连接，与地铁相比较，不用进出地面，与公交的换乘也更为简单

方便。因为在专有的轨道上运行，且配置信号优先的系统，比普通的公交车更安全舒适。另

外，LRT还具有环境友好的特点，其产生的噪音很低，对周围的居住和商业环境不会产生严

重负面的影响。 

2.4 引导城市新区和郊区开发的发展模式 

通过轻轨连接城市外围新市镇各组团，通过便捷的交通接驳扩大影响和服务的半径。这

种模式称为 E‐TOD（Extended TOD）的模式。例如新加坡的武吉班让、盛港、榜鹅轻轨系统

就带动了新市镇的开发。 

 

图 3  新加坡盛港地铁站周边的 8 字型 LRT 轻轨 

  从本质上说这种轻轨主要起到客流集散的作用，可以设在轨道站点的终点站，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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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联络线连接两条或几条的放射状轨道线。天津的泰达一号线以及上海张江的有轨电车就

连接了地铁站。 

巴黎大都市区现有 4 条有轨电车线路，主要分布在城市郊区，其中 T2 的首段是旧有铁

路改造而成，T4 则由法国国铁运营，利用了国铁的部分铁轨。T3 则是在巴黎南部市区道路

上建起来的现代化有轨电车,未来还将向北延伸。巴黎的有轨电车弥补了城市轨道在郊区覆

盖的不足，同时由于景观和低噪音上的优势，为人们所重新重视，对于郊区的发展有一定的

帮助。 

 

图 4  巴黎新型有轨电车 T3 运行在道路上 

2.5 其他功能 

LRT/有轨电车也可以有货运等其他功能，如德国的德累斯顿和瑞士的苏黎世，就有用轻

轨运送货物的专门车辆，叫做 CargoTram。德累斯顿的货运电车利用运送旅客的轻轨轨道将

汽车配件从物流中心运送到工厂。一辆 CargoTram 的运载量相当于三辆大货车。 

 

图 5  德国德累斯顿市的货运轻轨 

3. 日本 LRT应用实例	

3.1 日本电车发展历程 

日本有轨电车始建于明治中期，在昭和时期达到鼎盛。日本第一条电车线是 1895 年（明

治 28 年）1 月在京都建成，东京于 1903 年在品川和新桥之间建成了第一条电车线，1932

年电车已经覆盖全日本 67 个城市，总长超过 1500公里。但在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汽车化

过程中电车逐渐被淘汰，地铁、单轨、公共汽车、小汽车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东京市内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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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遗留的电车是都电荒川线，被人们亲切得称为“叮叮电车”，深受市民和游客的喜爱。 

日本采用 LRT的城市有东京、札幌、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鹿儿岛、富山、函馆

等 9 个城市，线路合计近 200km，分为 1067、1372  和 1435mm3 种轨距。[10] 

 

图 6  日本采用 LRT 的主要城市的地理分布 

熊本市是日本最先认识到现代有轨电车作用的城市之一，1997  年熊本市在日本首次引

进了低地板轻轨电车,  踏步高度为 30cm ,  连残疾人推车也能自由上下。1999 年广岛市也引

进了国外产的有轨电车，2000 年 7月名古屋铁道美浓町线、2002 年鹿儿岛市等开始采用日

本国产低地板车辆，2004 年以后广岛和长崎开始使用日本产的新型低地板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 LRT在日本有“复兴”的趋势，随着日本老龄化的发展以及近几年石油价格的

飞涨，采用多样化的公交方式被日益重视。而且因为车辆拥有量增加造成中心区拥堵，购物

中心和商场往郊外迁移，造成了中心区的空心化，LRT的建设提高了郊区到中心区的交通便

利度，有利于中心区的复兴和活化。 

 

图 7  日本东京轨道和电车网络变迁图[7] 

在拥有有轨电车的城市里面，100 万人口的城市较少，大多是 40 万左右或者 200 万以

上人口的城市。在 1990年以后，有更多的 20 万左右人口的城市加入到拥有有轨电车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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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世界及日本拥有有轨电车的城市的人口数量分布[13] 

在日本的中小城市，交通流量不足以支撑地铁的投资，因此有轨电车日益受到重视。另

外，从东京的交通情况来看，上班、上学的交通主要通过地下铁解决，地上的路面被货车和

物流用车所占据，造成了人在地下挤，货物在地上走的现象。日本的研究者提出了将货运转

入地下，地上的空间转移给轨道交通的大胆设想。 

新型的有轨电车在日本付诸实施的主要有富山、广岛、大阪等城市。很多城市正在进行

可行性的研究，已经提出 LRT规划构想的日本城市有：京都、神戸、横浜市、宇都宮市、高

松市、浜松市、松江市等城市。 

3.2 案例研究：富山 LRT 轻轨，铁路改建的 LRT 

富山 LRT 利用 JR 西日本运营的地方铁路改建而成，建于 2006 年，全长 7.6km，共 13

站，起于富山站北，终于岩濑滨站。其中犬岛新町、粟岛、奥田中学校前站是在原 JR 线路

上增设的车站，从奥田中学到富田站段则是重新建设的 LRT线路。 

    

图 9  富山 LRT 电车线路示意图 

据统计，富山 LRT建成后有约 20.5%的诱增交通量，根据调查，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原

来只在周六日才坐子女的车出来活动，现在也坐 LRT出来活动，老年人的日常出行增多了。 

LRT的建成给富山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游客和旅行团数量大大增加，城市的形象得

到极大提升，因此受到市民的广泛认同。随后富山市 2009 年底还建成了电车环状线，采用

逆时针单向循环运行方式。富山市积极推动公共交通建设，全面增加路面有轨电车路线长

度，并通过在沿线布置商业、文化等各种配套设施，建设以公共交通路线为轴心的集中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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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居民点。 

 

图 10  富山 LRT 环状线示意图 

富山的成功案例说明有轨电车可以为有出行障碍的人提供方便，可以带动城市旅游业的

发展，在以旅游为特点的城市，建设现代有轨电车将提升城市形象，促进旅游开发，为市民

和游客提供舒适的公共交通。 

3.3 池袋副都心再生计划 

池袋位于东京都丰岛区，是东京都主要的副中心之一。从池袋各轨道线 1991 年到 2001

年之间客运量的变化可以看出，池袋地区的吸引力和活力下降，乘客量下降约 15%左右。池

袋作为传统的商业副中心地区，面临着更多的挑战。 

  1991年  2001年  增长率（%） 

JR线  222,081  205,828  ‐7.3 

西武池袋线  124,237  95,694  ‐23 

东武东上线  112,080  98,662  ‐12 

营团丸之内线  60,426  47,743  ‐21 

营团有乐町线  50,593  40,100  ‐20.7 

合计  569,417  488,027  ‐14.3 

从东京中央各区的商品销售总额来看，丰岛区的下降最为明显，十年间下降了超过 30%。 

年度商品销售总额（百万日元） 

  1991年  2002年  增长率（%） 

中央区  36,136,008  36,889,019  2.1 

新宿区  7,078,404  6,649,009  ‐6.1 

涉谷区  5,472,672  5,317,277  ‐2.8 

丰岛区  3,140,591  2,120,209  ‐32.5 

池袋在东京各副中心中发展相对较差，商业发展和土地价格也落后于其他同类地区，有

多方面的原因。从 TOD 和站点周边设计的角度讲，池袋地区轨道站点周边紧邻着大规模的

百货商场和剧院，直接通过地下通道连接，但是也因为多种需求在地下就能满足，使得人们

不愿意到地面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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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池袋地区改造:LRT 建设 

  通过 LRT的导入，并通过步行和自行车环境的改造，改善了周边地区的可达性，把

轨道客流引到周边地区。规划同时提出了打造“安心步行区”，改善步行环境，再生计划将

沿 LRT线路打造 TransitMall 公交商业街区,并将此作为新的都市发展轴线。 

  池袋 LRT运行间隔为高峰期 5 分钟，早晚时间 10 分钟，它的主要作用有四个：1）

低碳环境都市的象征；2）副中心改造再生的标志；3）以人为本的公共交通；4）与都电荒

川线电车线路相连接。 

3.4 东京，电车对轨道网络的补充和延伸 

3.4.1  东京世田谷线	

东京世田谷线电车作为玉川电气铁道的一部分于 1925 年开通，是东京大规模废弃电车

时硕果仅存的线路之一,线路连接了京王线、小田急线和田园都市线，线路总长 5.0km，旅行

时间 17 分钟，每日客流量一直保持在 5 万人上下。进入 90 年代以后，东京都市区由向外扩

张转为向内收缩，世田谷区的人口也逐渐增加，中心区的活化再生受到日益重视。 

世田谷线的老电车没有空调、空间狭窄、站台台阶也过高，因此引进了新型车辆与老电

车混跑，同时在线路两边种植花卉，举办各种节庆活动和音乐会，社区也举办沿线大扫除的

活动，世田谷线成为了社区的重要一部分。 

 

图 12  东京世田谷线电车线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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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筑波南北线（构想）	

位于东京郊区的筑波科学城通过筑波快线与东京市区连接，构想的南北线有轨电车连接

了筑波快线的终点站以及 JR常盘线，将改善科学城内部的交通，并为筑波快线收集客流。 

 

图 13  东京筑波南北线电车规划构想 

3.5 对 LRT 可行性的讨论 

日本 LRT的复兴遇到很多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点。 

3.5.1  轨道法、铁道事业法等相关法规的冲突	

轨道法是日本原有的建设省所制定，明确轨道敷设的原则是沿着道路；而运输省制定的

铁道事业法则规定轨道不应沿道路设置。虽然现在两部门已经合并成国土交通省，但仍有不

同的厅局，它们的意见难以统一。另外警察厅也含有交通管理的职能，地方官员需要处理好

与多个部门的协调关系。另外日本轨道建设规程第 8 条规定，轨道必须敷设在道路的中央，

但是从使用者的便利和安全性出发，LRT的轨道设在路侧更为合理。 

根据日本轨道运营规则轨道车辆的最大长度为 30 米，运行速度不超过 40km/h，另外根

据日本的“道路构造令”，市中心道路的坡度不应超过 7%。这些都跟现代有轨电车的要求不

符，牵涉到对法律法规的重新修订。另外法国里昂的电车可以穿过建筑物下方，这与日本的

建筑基准法是相悖的。 

3.5.2  运营费用补助	

欧美城市对 LRT运营的补助很多，有的高达运营费的 70%，而日本的电车公司基本需要

自负盈亏，因此经营非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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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共识的达成	

要使 LRT能够付诸实施，不仅需要与当地民众达成共识，取得民众的支持，也需要经营

者和公共汽车公司在设施融合、运费整合、运行时间表调整等多方面进行协调。对进入城市

中心的小汽车适当限制，在郊外 LRT站设置换乘停车场，并落实车辆段和变电站的用地。 

日本国内对 LRT的效用有过激烈的讨论，在欧洲有轨电车多用于通勤，而在日本情况可

能不同。日本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且比较富裕，汽车和地铁出行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

有轨电车的运营维护费用超过车票收入。这些都可能成为有轨电车在日本发展的障碍。 

4. 在国内的应用设想	

4.1 上海 

以新加坡为范本，上海在轨道交通向郊区延伸之后，也计划采用轻轨来加密轨道线网，

提高轨道服务水平，通过轻轨连接地铁站和大型居住区。上海的浦江捷运（8 号线三期）线

路在浦江镇各社区之间环线绕行，线路终点站设在 8 号线航天博物馆站，列车采用噪音较低

的胶轮模式。 

4.2 广州 LRT 发展的规划设想： 

广州新中轴线南段 

在广州城市新中轴线南段的城市设计中规划了有轨电车线路，即与地铁 3 号线基本平行

的两条线路，包括东行和西行两条线，起到加密轨道网、提高公交服务水平的作用。轻轨线

路基本以地铁三号线的三个站点客村、大塘、沥滘为核心，这三个站点作为集疏运枢纽，并

设置停车场供换乘使用。[3] 

 

图 14  广州市中轴线南段城市设计公共交通规划[3] 

大学城有轨电车环线 

广州大学城位于番禺区小谷围岛，道路设计在大学城的中环路上规划了有轨电车线路，

目前大学城的出行以大学生在校区内出行为主，修建环线的必要不是很大,但是规划设计为

今后的改造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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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广州大学城中环路断面设计 

海珠区环岛线 

海珠区为珠江前、后航道所围绕，实际上是一个岛，其西北部为商业中心区，东北部为

琶洲会展和商务中心区，东南部为规划的城市新中轴线南段以及万亩果园。 

初步设想的海珠区环岛线在东部有三条路线选择，分别是万亩果园、生物岛和大学城线

路。环岛线的建设将会带动海珠区东部和南部的发展，充分利用滨水资源，对于改善海珠区

的景观环境有重大意义。 

 

图 16  海珠区环岛轻轨初步概念设计 

4.3 湛江：旧铁路改造成城市轻轨 

日本富山 LRT对旧铁路改造也给我们启示，可以效仿日本富山，对旧铁路进行更新和重

新利用。另外一种方法是采用德国以卡尔斯鲁厄市为代表的双电压兼容型轨道系统。 

随着广东西部沿海高铁的建设，湛江将在西部建设一个高铁枢纽湛江西站，根据城市总

体规划设想，旧有的湛江南站将进行改造。考虑到湛江市区与遂溪县的同城化发展，可以将

该段铁路线改造为城市轻轨，作为通勤火车，轻轨南北走向，串联霞山区、经济技术开发区、

赤坎区、麻章区和遂溪县，促进湛江都市圈的同城化发展。湛江海湾西岸的城市形态是狭长

型的，南北走向的人民大道是城市的主要轴线之一，具备发展轨道交通的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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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湛江旧铁路改建轻轨设想 

4.4 国内其他地区 

有轨电车在国内部分城市已得到应用，大连的有轨电车将老式电车和新型有轨电车结合

起来，成为了城市的一个亮点。它的部分运行线路和小汽车共用路权，减少了对周边交通的

影响，但是在运营中也存在速度较慢，混行段上下车安全性较差等问题。 

 

图 18  大连现代有轨电车（作者摄） 

上海市在较早前已编制了《恢复使用、发展有轨电车的可行性研究》，还有一些城市如

佛山、三亚、成都、北京、苏州、南京、中山等，LRT和有轨电车建设也已经做了研究或者

规划。沈阳正在建设的一期共 65 公里的有轨电车线路,最高时速达到每小时 70 公里，将是

我国第一次对现代有轨电车大规模应用的尝试。有轨电车/LRT 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十分令人

期待。 

5. 结语	

在日本，对于 LRT新型轨道交通的引入是审慎的，经过技术、经济等多重分析。富山市

的成功案例给了人们信心，池袋的研究是在大都市内路面电车复兴的重新检讨，这些案例是

值得借鉴的。日本在推广 LRT应用上碰到的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包括有轨电车建设中可能

遇到的法规问题、运营问题等等。 

我国许多城市目前面临着小汽车拥堵，轨道覆盖不足、换乘不便等问题，这给 LRT的应

用提供了空间，人们将逐渐认识到 LRT新型轨道交通在环保、低污染、景观塑造、无障碍出

行等多方面的作用，利用 LRT可以提升城市形象，促进地区经济发展，是城市交通和周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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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相协调融洽的城市交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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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轨道分担率为何如此之高？ 

张道海  刘龙胜  江捷 

【摘要】本文从东京都市圈轨道交通建设阶段、轨道交通发展与快速城市化和快速机动化之

间内在关系、轨道交通发展模式及其主导城市开发模式、交通政策因素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剖

析东京轨道分担率高的内在原因，进一步针对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分担率发展目标提出主要应

对策略。 

【关键词】轨道分担率  城市化  机动化  放松管制  “推”“拉”措施 

1. 引言	

目前，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我国各特大城市均明确提出“公交优先”的交通发展

策略，寄希望通过构筑“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公共交通系统来提高综合客运交通系统的运

输效率，其中轨道机动化分担率中远期目标大多高于 30%，部分城市甚至高达 60%以上1。

纵观世界大都市，东京城市轨道机动化分担率处世界之最，其中都市圈轨道机动化分担率高

达 48%，中心城区（区部）轨道机动化分担率高达 77%2，系统的研究东京轨道交通分担率

为何如此之高有助于我国城市相关交通政策的制定。 

2. 城市基本情况	

2.1 城市概况 

东京都市圈是以特别行政区东京区部为中心的巨型都会区，面积 1.64 万平方公里，人

口约 3760 万人。东京都市圈内业务和交通联系紧密，大致可分为三大圈层：都心三区、区

部和都市圈，详情如下图和下表所示。 

 

 表 1  京都市圈基本情况表  

 

区域 
面积

（km）

岗位 

（万个） 

人口 

（万人） 

劳动力人口 

（万人） 

都心三区  42  212  33  15 

区部  622  669  849  425 

都市圈  16382  1760  3760  1859 

备注：据《patmap 都市情報 | 日本トップページ》数据统计。 
图 1  东京都市圈圈层概况图 

                                                              

1  各城市未来轨道机动化分担率来源于相关综合交通和轨道交通规划、交通发展白皮书等资料。 

2  资料来源：东京都市圈交通计划协议会，第 5回東京都市圏パーソントリップ調査，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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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城市结构	

东京都市圈呈现“单中心+环”的中心体系结构，其中“单中心”东京区部集中绝大部分中

枢功能，外围城市接受区部转移的部分功能后成为具有一定特色的中小城市，外围中小城市

在空间上构成了围绕区部的“环状”城市群，如图 2 所示。在“单中心”区部范围内依托 JR

山手线沿线综合交通枢纽打造了“一核七心”3的城市结构，其中“一核”是指东京都心，“七心”

是指七个副都心，基本距都心 5 公里范围以内。 

  

图 2  东京都市圈“单中心+环线”结构示意图 图 3  东京区部“一核七心”的城市结构图 

2.1.2  土地利用与职住分布	

东京都市圈土地开发呈现极不平衡的特征，其中都心三区开发强度大，商业办公功能用

地比重大，居住功能用地比例小；区部范围居住功能加强，居住用地比例增大至 33.3%，但

中低层建筑（2～4 层木屋）居多，可容纳人口有限；区部外围以居住功能用地为主，距东

京站 30 公里范围以内和距东京站 30～50 公里沿轨道线用地开发建设了大量的居住建筑。 

总体而言，东京都市圈区部商业办公功能高度聚集，区部以外区域以居住功能为主，职

住分离现象严重。其中都心三区未平衡岗位高达 197 万，即使在区部大范围未平衡岗位也高

达 244 万，为此导致了距东京站 20～40 公里范围内的大部分居住者需前往区部特别是都心

三区就业的就业形态。 

                                                              

3  包含都心和池袋、新宿、涩谷、大崎、上野—浅草、锦系町—龟户、临海副都心，全部为中央商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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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6 年东京都心三区和区部土地利用现状

 

区域 
开发 

强度 

商业办 

公用地 
居住用地 

用地

比例

开发 

强度 

用地 

比例 

开发 

强度 

都心三区  2.17  25% 4.49  12.2%  4.04 

区部  0.99  9.4% 2.92  33.3%  1.67 

资料来源：东京都，東京都の土地利用——平成 18 年東京

都区部。 
图 4  岗位劳动力人口密度差值图 

备注：据《patmap 都市情報 | 日本トップページ》数据统计。 

2.2 客运交通概况 

2.2.1  交通形态	

东京都市圈工作日早高峰时段向心通勤通学4客流巨大。据 2008 年东京都市圈第 5 次综

合交通调查数据，区部与外围 4 个方向之间出行量均达 150 万人次/日以上，而其它各区域

之间的交通出行总量相对较小。2010 年东京区部工作日早高峰有 337 万的通勤通学者由外

围区域进入，其中有 220 万通勤通学者进入都心三区5。如此规模的向心客流必须通过大量

高运量的轨道系统与之适应，即使东京“一核七心”对外放射轨道高达 36 条，但仍无法完

全满足向心通勤通学需求，2010 年早高峰时段主要 31 个拥挤区间拥挤率仍高达 166%（1

平方米 4 人定义为 100%）6。 

  

图 5  2008 年东京都市圈交通空间分布图 图 6  东京都市圈一核七心与放射轨道关系图 

资料来源：东京都市圈交通计划协议会，第 5 回東京

都市圏パーソントリップ調査，2010。 

备注：“一核七心”范围参考东京都《東京都の

土地利用——平成 18 年東京都区部》报告 

                                                              
4  通勤通学交通主要是指以上班、上学为出行目的的交通出行。 
5  资料来源：  东京都，平成 22年東京都昼間人口の予測。 
6  资料来源：国土交通省，东京圏における主要区間の混雑率，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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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出行方式	

据东京都市圈历次交通调查，1978、1988、1998和 2008 年东京都市圈轨道机动化分担

率均高达 40%以上，远高于纽约、巴黎和伦敦等城市；且 1998年至 2008 年间东京都市圈轨

道机动化分担率呈持续增加趋势，由 41%增至 47%；机动车机动化分担率下降。 

图 7  世界主要都市机动化分担率图 图8 1978年至2008东京都市圈机动化分担率图

资料来源：东京都市圈交通计划协议会，第 5 回東京都市圏パーソントリップ調査，2010。

由此可见，轨道系统一直在东京都市圈综合交通系统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并且主导

地位逐渐得到加强，其内在深层原因非常值得国内业界人士深究。综合研究东京城市和交通

发展历程发现，其轨道系统的成功是有着特殊的发展背景和交通政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

以下将作详细分析。 

3. 轨道骨干网络于快速城市化前建成	

与欧美大城市类似，日本工业化进程之中

建设了大量的郊外货运铁路。二战以前，东京

都市圈轨道骨干网络就已建成；1950 年后，随

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区域和居住人口沿

放射轨道迅速向外拓展，原有放射货运骨干轨

道逐渐开始承担通勤功能。在都市圈快速城市

化过程之中，职住分离的加剧产生了巨大的向

心性通勤通学交通需求；放射轨道交通由于自

身运量大、准时、快捷等显著优点承担了绝大

部分中长距离向心通勤交通，因此确定了轨道

交通系统在客运交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4. 快速机动化进程中城市交通发展策略进一步巩固轨道交通主导地位	

受制于日本国内资源和特殊国情，二战期间汽车工业发展缓慢，道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截至二战结束后，都市圈基本无既有高速公路，而此时放射快速轨道网络规模高达 1300 多

公里，道路交通根本无法与已具有庞大网络规模的轨道系统相互竞争。 

1950 年至 1960 年间，东京都市圈开始快速城市化，而机动化仍未全面开始。本阶段东

 

图 9  1950 年东京都市圈轨道骨干网络图 

资料来源： Shigeru. M， Policy transport and 

Motorization in Tokyo Metropolitan Area，World 

Metropolit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Forum 

in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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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区部特别是都心三区岗位不断聚集，交通需求剧增，但区部范围仍是以“有轨电车为主”

的路面交通系统，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大增；同时巨大向心通勤通学交通于山手线枢纽换乘

直接导致了枢纽的极度拥堵，乘客痛苦不堪，总体上区部道路交通已无法提升能力来满足日

益增长的交通需求。为解决通勤通学交通问题和城市发展问题，日本政府决定在区部范围修

建地铁并与放射轨道直通运转，因此东京在机动化未全面开始之前政府已毫无悬念地选择了

城市综合交通系统全面依靠轨道的发展策略。1960 年后，东京都市圈机动车拥有量才呈现

高速增长趋势，随后使得东京区部道路交通进一步拥堵并严重加剧了城市环境污染等；为此，

1962 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地区第五次轨道交通规划中被迫针对东京区部规划了双倍的地铁线

路，并计划至 1975 年修建 10 条约 258 公里的地铁线路；同时 1970 年后政府通过一系列政

策鼓励外围轨道网络的建设。 

图 11  东京都市圈城市化与机动化关系图 图 10  东京都市圈高速公路发展历程图 

备注：据 Shigeru Morichi 《Policy transport and 

Motorization in Tokyo Metropolitan Area》数据制作。

资料来源：（株）首都高速道路，高速道路の整備

状況 

总体而言，在东京都市圈的快速城市化早于快速机动化期间，轨道交通在客运交通体系

一直保持绝对主导的地位，后期通过一系列改善型和配套城市发展类型的轨道建设进一步完

善了轨道网络系统；而都市圈范围的高速道路系统建设缓慢，至始至终无法与先天优势明显

的轨道交通系统抗衡，因此，轨道交通系统在客运交通系统中的垄断地位得以最终确定。 

5. 轨道交通发展模式保证了高密度轨道网络的建设	

5.1 轨道投资多元化模式 

因国土资源狭小、人口密集，日本对于集约化的铁路建设保持最高的支持态度。1872

年日本第一条现代铁路新桥至横滨段由日本政府投资修建，但之后政府财力薄弱，政府为保

障铁路建设而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行业，确保了铁路建设资金的来源。至今，东京都市圈

轨道企业主体共 41 家，可由国家、地方政府、国家与地方政府合建、私营及公私合营等模

式经营，其中现有线路中非公有资本投资经营的线路比重高达 53.9%（统计计算中不考虑 JR

新干线）。东京都市圈正是由于灵活的轨道资本投资渠道开拓了轨道建设资金的来源，进而

保证了大规模轨道线路基础设施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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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东京都市圈部分轨道企业主体资本形态表 

轨道建设经营主体  主要投资方  资本形态 

JR东日本  日本政府国有控股  国家+私人资本

东京地下铁株式会社  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  国家+地方政府

都营地下铁  东京都交通局  地方政府 

横滨市市营地下铁  横滨市交通局  地方政府 

东京急行电铁株式会社  第一生命保险、日本生命保险等  私人资本 

东武铁道株式会社  中央三井信托银行株式会社、东武集团  私人资本 

京滨急行电铁株式会社  日本生命保险、株式会社横滨银行、西武铁道株式会社等  私人资本 

京成电铁株式会社  日本托拉斯信托银行、日本生命保险相互会社等  私人资本 

京王电铁株式会社  日本生命保险、第一生命保险、太阳生命保险等  私人资本 

西武铁道株式会社  西武控股有限公司  私人资本 

相模铁道株式会社  相铁控股株式会社  私人资本 

小田急电铁株式会社  第一生命保险、日本生命保险、日本托拉斯信托银行等  私人资本 

东叶高速铁道株式会社  千叶县、船桥市、八千代市、东急电铁、京成电铁、瑞穗银行等  公私合资 

多摩都市单轨铁道  东京都、西武铁道、京王电铁、小田急电铁  公私合资 

横滨新都市交通  横滨市、横滨急行电铁、西武铁道和横滨银行、其他 44 会社  公私合资 

备    注：以上表格仅列出部分轨道企业，主要投资方仅列出主要出资人。 

资料来源：根据各运营主体官方网页和维基百科介绍相关基础信息整理而成，统计截止日期 2011.7.22。 

5.2 轨道主导土地开发模式 

1950 年以前，东京地区以铁路车站为中心

建立商圈并逐渐成为城市中心，轨道干线促进

了人口向东京区部聚集；1950 年以后，为应对

东京人口快速膨胀和巨大的住房需求，既有铁

路引导沿线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城市开发迅速兴

起，同时也为铁路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客流效益

和土地开发收益，该模式的巨大经济效益进一

步刺激了轨道企业和房地产企业的事业热情。

因此，区部外围区域掀起了“以轨道主导土地

开发”的新城建设，通过轨道交通为东京区部

和新城提供直接联系，其中最典型的成功案例

就是东急电铁主导开发的多摩田园都市新城和

田园都市线。日本私铁通过“轨道+物业”的经

营模式在都市圈外围建设了大量的轨道线路，

并通过土地开发平衡资金和吸引人群入住为轨道线路喂给客流以支持轨道企业发展。 

 
图 12  2000 年东京都市圈城市与轨道关系图 

资料来源： Hirooka. H， The Development of 

Tokyo’s Rail Network， Japan Railway & Transport 

Review, 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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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利于轨道交通发展的交通政策施行	

6.1 轨道交通放松管制体制 

东京都市圈能够建设 3500 多公里的轨道网络另一个方面得益于日本政府对于公共交通

特别是轨道交通整体的放松管理体制。轨道放松管制主要体现在建设许可和票价管理两大方

面。对于建设许可，明治时期日本政府鼓励民间资本建设铁路，企业只要自身资金实力达到

要求就可以建设铁路，轨道企业还可自由经营其他类型的事业，目前都市圈的 JR 和私铁放

射线路大多由此而建设；对于票价，东京轨道企业可在政府确定的最高票价下自由营销，通

过多种手段吸引客流。同时，各轨道企业可根据自身实践对轨道技术标准进行修正，一旦符

合性能标准，轨道企业即可制定自身实施标准，技术标准的放松管理进一步灵活的推动了日

本轨道交通事业发展。正由于轨道建设经营各方面的放松管理体制降低了轨道行业的准入门

槛，促进了大量民间资本进入轨道行业，保证了轨道系统基础设施建设的绝对优势。 

6.2 机动车自助泊位与及辅助政策 

日本主要通过法律形式限制机动车的拥有量。1962 年起，日本颁布实施《机动车保管

场所之确保法》等法律，通过“自助泊位政策”明确购车者须在拥有非路边停车位的前提下才

可购买汽车，因此在停车泊位资源紧张的东京区部机动车拥有量得到有效控制。另外，东京

都政府为进一步控制区部机动车拥有量推行了两大辅助政策，其一，降低建筑的停车配建要

求，甚至允许小型建筑不配备停车泊位；其二，对路边停车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超过 1

小时征收高额的罚款（约 1000 元人民币），并扣 2 分（满分 6 分）。东京区部正是通过严厉

的交通需求管理使得机动车保有量始终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2008 年区部机动车人均仅

为 0.23 辆，这从另一方面推动居民选择基础设施已经很发达的轨道系统出行。 

6.3 公共交通建设补贴倾斜 

1970 年后，日本政府对于轨道建设运营提供了优厚的政策优惠和财政补贴以减轻轨道

企业资金压力，提高轨道企业增大新线建设的积极性。对于城市公营地铁建设而言，国家政

府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建设补贴费用可高达建设成本的 70%。对于私铁而言，日本政府 1972

年通过“P线制度”对三大都市圈的轨道建设项目、轨道复线工程、新城轨道项目进行补助；

1986 年颁布的“特定城市铁道累积金制度”从使用者负担的原则出发允许私铁适当提高已

开通线路的票价以筹集资金进行轨道设备改造；2002 年，原有的“地下高速铁道建设费补

助制度”适用对象扩展到私营轨道，对于以改善城郊交通联系、促进轨道交通与沿线居住区

一体化开发的新建项目进行形式灵活的建设费补助；对于大型综合枢纽建设、连接性线路建

设，由日本政策融资银行提供优惠的长期低息贷款，贷款比例达到建设施工费用的 40%～

50%。同时，政府对于以提高线路换乘便利性、加强运能等为目的而进行的私营线路及其车

站等改造项目提供比例不等的建设工程费的直接补助。 

日本对轨道建设运营的补贴倾斜力度远远高于地面公共交通系统，往往是地面公交系统

补贴力度的 30～40 倍。通过这一系列强有力的补贴制度，1970 年后东京都市圈的轨道网络

得以进一步扩张，进一步稳固轨道交通系统在客运交通系统中的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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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京都市圈城市轨道历年补贴基本情况图 图 6  东京都市圈城市地面公交运营补贴图 

资料来源：Shigeru Morchi，Enhancement of Urban Transport Sustainability in Japan，2005.3。 

7. 小结与启示	

通过对东京城市形态和上述 4 大方面分析可以看出，东京都市圈特别是东京区部轨道分

担率如此之高实则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其严重单极化的城市形态和交通形态、既有

的放射骨干轨道、轨道投资的多元化与及快速城市化阶段早于快速机动化阶段等多方面共同

影响决定了东京选择以轨道交通主导客运交通体系的发展模式；后期政府通过强有力的交通

政策倾斜进一步完善了轨道交通网络，提高了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抑制了机动车出行需求，

从“推”“拉”措施两方面促进了轨道交通分担率持续提升。 

当前，我国各特大城市基本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之中，机动车保有量持续高速增长，同

时缺乏既有市域范围轨道客运网络，在此背景下未来城市轨道交通机动化分担率高目标的实

现须做出巨大的努力。为尽可能实现我国大城市交通发展目标，借鉴东京轨道交通发展经验，

须从以下三大策略方向做出持续不懈的努力：首先，政府应坚定不移的选择轨道交通为主导

的交通发展模式，通过轨道交通主导城市发展的方式把握未来城市的拓展方向，稳定轨道交

通的市场份额；其次，拓展融资渠道保证轨道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机动化需求剧增前建设

大规模的轨道网络满足未来城市发展需求，使得轨道交通在交通发展过程之中抢占先机；同

时，在前两大策略的前提下加强交通需求管理，利用合理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政策限制私

人机动车拥有量和使用，推动乘客选择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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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典型放射轨道线路运营研究 

——以东武东上线为例 

刘龙胜 

【摘要】本文以东京典型放射轨道东武东上线为例，详细研究线路不同等级列车组织运营特

征及其对应的客流特征，及其与中心城区地铁线路直通运营的发展背景、列车运营特征及其

放射性客流需求特征，总结相关经验和教训以指导我国未来放射轨道规划和建设。 

【关键词】放射轨道  通勤通学  直通运转  客流需求  

1.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特大城市已出现市域或跨市域日

常交通出行需求，放射性轨道线路建设迫在眉睫。受我国城市发展阶段、放射轨道穿越区域

城化发展程度差异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国内业界对于放射轨道客流特征的多样性理解存在一

定的不足，进而影响了放射线路的规划建设。纵观世界大城市，东京放射轨道线路运营特点

显著，实施效果明显，本文以东武东上线为例详细研究典型放射线路的客流特征和运营服务

方式等。 

2. 线路概况	

东武东上线联系东京中心城区1和埼玉县中、西南部区域，主要提供沿途城际客运服务，

同时兼顾沿线区域至东京中心城区通勤通学服务，与东京地下铁有乐町线、副都心线于中间

站和光市站全线直通运转2。 

图 1  东武东上线沿线劳动力人口情况 图 2  东武东上线沿线岗位分布情况 

备注：劳动力人口和就业岗位图据《patmap 都市情報 | 日本トップページ》数据统计绘制。 

                                                              
1 东京中心城区指东京区部，面积 622 平方公里。 
2 直通运转是指隶属不同轨道主体的线路实现列车相互过轨的运营组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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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东上线 

东上线起于 JR 山手线池袋枢纽，终于埼玉大里郡寄居站，全长 85.9 公里，共 46 站，

最高速度 105km/h，全线采用直流 1500V接触网供电，轨距 1067mm，其中和光市站—志木

站段 5.3 公里双复线，岚山信号场—寄居站段 14.9 公里单线，其余路段为复线。 

东上线全线除池袋站为地下站、和光市站为高架站外，其余全部为地面站点，其中中间

站点中板桥、上板桥、成增、朝霞、朝霞台、志木、富士见野、川越市、坂户、森林公园为

2 岛 4 线越行车站。起点池袋站采用 2 岛 1侧 3 线形式车站；直通站点和光市站地铁线路与

东上本线采用同向同站台换乘；小川町站为快速快车列车郊区终点，为 2 个侧式站台。 

 

图 3  直通站点和光市站配线图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 和光市駅简介。  

2.2 直通线路 

东京地铁有乐町线和副都心线均起于和光市站，共用和光市至小竹向原段 8.3 公里复线

段后分线运营，两线均采用直流 1500V 接触网供电，最高速度 80km/h，全线复线，轨距

1067mm。 

东上线与地铁有乐町线直通运转区间新木场站——和光市站——森林公园站，共 68.4公

里（其中地铁有乐町线全长 28.3 公里，24 站），直通列车可直达东京都心和临海等中央商务

区；东上本线与地铁副都心线直通运转区间涩谷站——和光市站——森林公园站，共 60.3 公

里（其中地铁副都心线全长 20.2 公里，16 站），直通列车可直达池袋、新宿、涩谷等中央商

务区。 

3. 列车类别及其停站规律	

二战后，东京城市沿放射轨道的不断扩张和职住分离的持续固化促进了大量中长距离交

通出行需求的产生，特别是早晚高峰的中长距离通勤通学3出行需求激增。出于适应交通需

求的变化和提高自身线路竞争力的目的，日本国铁和私铁企业利用甩站或越行开行快速列车

服务4满足沿线不同特征的客流需求。 

目前，东上线全线提供各站停车、准急、通勤急行、急行、快速急行和特急 6 种服务类

型列车，具体列车运营指标如下表所示。除通勤急行因专门服务通勤客流加大停靠时间外，

其他列车运营遵循等级越高、停靠站点越少、旅行速度越快、旅行时间越短的特征。 

 

 

                                                              
3 通勤通学交通主要是指以上班、上学为出行目的的交通出行。 
4 快速列车特指非站站停靠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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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东上线池袋——小川町区间全程各类列车运营 

列车类别  最快旅行速度（km/h） 最短旅行时间（min） 停靠站数  平均停靠站距（km）

各站停车  45.0  86  33  2.0 

准急  50.6  76  25  2.7 

通勤急行  45.8  84  23  2.9 

急行  54.9  70  19  3.6 

快速急行  60.6  63.5  11  6.4 

特急  63.0  61  10  7.1 

备注：据えきから時刻表 http://www.ekikara.jp 中东武东上线列车运营时刻表统计计算。 

东上线全线物理设站内密外疏，其中池袋—和光市站物理设站平均站距 1.25 公里；和

光市—川越市物理设站平均站距 1.7 公里；川越市—小川町物理设站平均站距 3.0 公里。不

同路段和不同等级列车实际停靠站点有所差异，总体规律如下：其一，东上线池袋至和光市

段，仅各站停车列车停靠，主要由于该段线路仅长 12.5 公里，距东京火车站520 公里范围以

内，属高度建成区，客流密集，快速列车时间优势不明显，各站停靠列车在旅行时间和发车

频率上已能满足各类出行需求；其二，川越市以西路段，除特急和快速急行列车外其余列车

均站站停靠，主要是因为该段基本位于距东京火车站 40 公里以外，物理设站站距大，对于

急行、通勤急行和准急类列车已能满足其行驶速度要求；其三，和光市至川越市路段（距都

心 20～40 公里），此段轨道沿线分布大量至中心城区就业人群，列车需满足旅客至中心城区

的快速通勤和业务出行需求，因此急行列车和快速急行列车仅停靠重要站点。通勤急行列车

与急行列车相比增加外围主要人口聚集区志木——川越市段停靠站点，以便适应该区域居住

者至中心城区通勤通学出行。 

 
图 4  东上线不同服务类型列车停靠站点图 

备注：因小川町——寄居段采用支线模式各站停靠列车运营，因此图中未表示该段列车停靠。 

4. 不同类别列车发车频次规律	

东上线池袋站为快速列车中心城区方面端点，川越市、森林公园、小川町重要站点为快

速列车郊外方面端点。整体上线路路段离中心城区越远，断面列车总班次下降，中低速列车

班次减少，路段运输能力和客流需求下降。东上线全线除特急和快速急行列车外其他列车双

                                                              
5 东京火车站位于东京都市圈核心中央商务区都心三区范围内，在学术研究中被认为是整个都市圈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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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发车班次大致相同，线路列车运营具有明显的早晚高峰：7:00—9:00 和 18:00—21:00，各

时段双向各类列车发车详情如图 5和图 6 所示。全线早高峰时段因通勤交通量大，为保证线

路运输能力双向均以低中速列车为主，其中进中心城区方向低层次列车比例略高；晚高峰持

续时间长，线路短时段运输能力降低，高快速列车比例大幅上升，具体各类列车典型发车规

律如下。 

 

图 5  东武东上本线工作日全日列车运营图 

备注：据えきから時刻表 http://www.ekikara.jp 中东武东上线列车运营时刻表统计绘制。 

（1）早高峰时段增开通勤急行列车，满足郊外至中心城区大量通勤出行需求。 

早高峰时段，为更好的服务主要客流方向通勤客流，东上线在进中心城区方向提供通勤

急行列车服务。与急行列车相比，通勤急行列车服务对象更为明确，因此停靠时间和停靠站

点皆以居住区和就业点进行安排。同时，东上线通过压缩急行列车班次增加通勤急行列车班

次来适应该时段特殊客流需求，其进中心城区方向  6：00—7：00 段减少急行列车 1 班次增

加通勤急行列车 3 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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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东武东上本线进中心城区方向列车发车频率图 图 6  东武东上本线出中心城区方向列车发车频率图

备注：据えきから時刻表 http://www.ekikara.jp 东武东上线列车运营时刻表统计。 

（2）晚高峰加大高等级列车服务班次满足快速返程服务需求。 

东上线高等级列车特急和快速急行列车主要在晚高峰时段提供，其中池袋至寄居方向

18：00～23：00 段分别于 XX：00和 XX：30 开行特急（Home liner）列车，满足中心城区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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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远距离快速归家服务需求；寄居至池袋方向 16：00～20：00 段分别于 16：58、17：58、

18：58和 19：45、20：45 开行快速急行列车，满足沿线因业务出行返程和归家出行需求。 

此类列车服务以固定时刻 1～2班次/h的频率模式运营，以便于沿线旅客出行行程安排。

都市圈其他线路如西武新宿线等同时还在非高峰时段提供高等级列车服务，满足沿线工作业

务出行需求，主要联系沿线主要城市的枢纽节点，低频率固定时刻发车，定时停靠沿线停靠

站点。总体而言，快速业务和快速返程服务列车等级高、速度快、线路长，平均停靠站距一

般大于 5km，大多选择沿线主要节点停靠，以低频率准点服务为主，列车运输能力和此类客

流客流需求总量均较小。 

（3）对于中速列车，全天发车均保持一定频率，满足中远距离旅客出行需求。 

对于急行和准急类中速列车，东上线全天各时段发车频率基本保持在 8～10 班次/h，其

中急行列车川越站以外区域站站停靠，准急列车在成增站以外区域站站停靠，可满足中远地

区旅客抵达近中心城区主要站点后迅速抵达中央商务区。 

（4）各站停靠列车全天各时段均保持较高频率，满足沿线各类出行需求。 

东上线中快速列车在站点覆盖、发车频率和运输能力上均无法全面满足沿线各类客流需

求，高频率、高覆盖的各站停靠列车正好与中高速列车互补。东上线全天各时段各站停靠列

车全天均保持较高的频率，与中高速列车相互配合满足全线各类交通出行需求。 

总体而言，东京都市圈早高峰时段向心性通勤通学客流量大，必须在保证早高峰时段轨

道线路运输能力的前提下组织运营线路列车，对于通勤量相对较小且距离较长的线路，在保

证线路运输能力的前提下适当增加高速列车，中低速列车比例相对较低，如西武新宿线；通

勤量较大的线路以保证线路运输能力为主，其各站停车列车高峰时段比例较高，如东急田园

都市线。 

5. 直通运转列车规律	

5.1 发展背景 

二战以前，旧东京市城市交通的“分区运营”使得外围市郊铁路中心城区端点终止于

JR山手环线，环线内交通以有轨电车为主。经济高速发展时期（1947～1965），东京城市职

住分离逐渐加剧，大量的郊外通勤通学旅客需乘坐放射轨道至山手线枢纽及其周边区域换乘

有轨电车抵达就业中心。此时，由于山手线枢纽大多是多条放射轨道进入中心城区的必经换

乘站，通勤时段基本处于极度拥挤状态，原山手线内外的交通“二元”格局已无法满足城市发

展。为缓解向心通勤和山手枢纽节点拥挤问题，日本政府通过规划和相关政策确定新建中心

城区地铁与放射轨道直通运转，以便郊外居住者乘坐直通列车直达中心城区就业聚集点。 

 
图 7  东京都市圈直通运转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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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运营特征 

直通列车于东上线行驶时全部为各站停车列车，直通至地铁有乐町线时仍为各站停车列

车，直通至地铁副都心线上时部分列车改为通勤急行和急行列车服务。两线的直通列车各时

段全天发车比率和频率均较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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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工作日东上线进中心城区方向直通列车发车频率图 图 9 工作日东上线出中心城区方向直通列车发车频率图

 

（1）与地铁有乐町线直通 

工作日，东上线与地铁有乐町线直通

列车双向各 55 班次；其中川越市——新木

场站直通列车运营班次约占两线直通列车

的 78%。 

（2）与地铁副都心线直通 

工作日，东上线与副都心线直通列车总计 111 班次，其中川越市——涩谷和志木——涩

谷直通列车约占两线直通列车的 94%。直通列车中地铁段通勤急行和急行列车各占 12%和

36%，具体直通列车运营和停靠站点信息如图 8和图 9 所示。地铁段直通通勤急行列车、急

行列车与直通各站停车列车相比分别节约 7.2 分钟和 11.5 分钟，时间优势明显，具体详情如

表 2 所示。一般情况下，放射线路直通列车进入中心城区后因客流密集、换乘站多和沿线建

设强度大难以设置越行站等原因基本采用站站停靠模式运营，而地铁副都心线此类组织快速

直通列车情况较少，主要是基于与沿线并行其他线路竞争的角度考虑才组织越行列车，副都

心线全线也仅在东新宿站设置双层 2 岛 4 线越行车站。地铁副都心线是出于缓解 JR山手线、

埼京线“池袋站～涩谷站”段运输压力的目的而规划修建的，其  “池袋站～涩谷站”段因与 JR

山手线、埼京线、湘南新宿线运营区间并行竞争必须开行快速列车服务，并行段急行列车所

需时间大致与 JR 埼京线、湘南新宿线相同（约 11 分钟），各站停车列车大致与山手线列车

相同（约 16分钟）；同理，地铁东西线也是由于地铁线路需与并行的 JR中央.总武缓行线竞

争而组织快速列车。 

图 8  东上线与地铁副都心线直通列车运营图 图 9 东武东上线与地铁副都心线直通列车运营图（地铁段）

 

图 10  东上线与地铁有乐町线直通列车运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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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地铁副都心线直通列车运营统计表 

列车方向 
列车 

班次 

直通列 

车班次 
直通列车类别 

直通快速列

车比例(%) 

各站停车列

车地铁段运

行时间(min) 

快速列车节约 

时间(min) 

出中心城

区方向 
222  121 

普通(63班)、急行(42

班)、通勤急行(16班)
26.1  37.5 

11.0（急行） 

7.2（通勤急行）

进中心城

区方向 
221  120 

普通(62班)、急行(44

班)、通勤急行(14班)
26.2  37.3 

11.7（急行） 

7.3（通勤急行）

备注：据えきから時刻表（http://www.ekikara.jp） 东武东上线列车时刻表统计分析。直通快速列车比例是

指除各站停车直通列车以外其他直通列车班次与地铁线路上运营列车总班次的比例；快速列车节约时间指

各站停车列车所有班次平均旅行时间与各类快速列车所有班次平均旅行时间之差。 

6. 实施效果	

6.1 多层次列车服务 

放射轨道线路多层次列车运营组织较好的适应了沿线不同的客流特征，近中心城区路段

客流密集，线路运输能力大，通过高频率的各站停车列车服务即可将出行需求量和时间控制

在可控范围以内；远离中心城区路段沿线客流较小，通过合理快速列车运营可大幅减少旅客

出行时间，同时恰好满足沿线客流运输需求，加之城市外围区域因土地资源容易获取也利于

设置越行线组织更高等级列车满足特殊的服务需求。同时，东京放射轨道可通过合理的列车

运营组织调整不同时段各层次列车比例以适宜客流需求的变化，应对性强。另一方面，放射

轨道多层次的列车运营组织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轨道企业的管理难度，同时需在局部站点设置

越行线增大了线路建设成本，但东京灵活多样的列车服务广泛应用所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在

东京得以充分肯定。 

6.2 直通运转 

东京中心城区地铁与放射轨道的直通运转实施效果显著，首先，对于外围放射轨道企业

和旅客而言，缩短了列车前往市中心的旅行时间，特别是对于旅客而言无需换乘就可直接抵

达就业中心，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其次，对于地铁企业而言，通过直通运转扩展地铁服务网

络，吸引了更多的客流，同时缓解了中心城区车辆基地等基础设施的压力；再次，郊外放射

线采用城市地铁通道进入中心城区，节省城市内部宝贵的通道资源，减少进入市区的工程投

资成本；最后，直通运转直接缓解高峰时段山手线枢纽的换乘压力，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综合运输效率。2009 年东武东上线与地铁线路日均直通客流双向达 10万人次，东上线终点

站池袋站日均客流达 47.6 万人次，其中需换乘客流高达 24.5 万人次，若无与地铁线路直通

其换乘量将直接增加 40%。 

另一方面，直通运转对于直通线路所涉及的部门协同要求高。首先，政府和轨道企业必

须提前精细谋划、合理预留，保证直通运营的物理前提条件；其二，受直通线路线位区位的

影响两者实际的的运量、发车间隔存在一定差异，具体行车组织时必将增大复杂程度和协调

管理难度。同时，因涉及不同轨道企业主体，政府层面投入更多精力加大监管力度。即使如

此，目前东京中心城区已坚持不懈的推动了 9 条 221.7 公里地铁线路与约 600 公里的 JR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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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铁（约 556公里）线路直通运转，未来仍然准备进一步加大直通力度，计划实现筑波快线、

西武新宿线与区部地铁线路直通。 

7. 小结	

通过东上线案例分析可以看出，由于放射轨道线路跨越城市建设区域多样化，客流必将

出现各段不均的情况，且主服务对象出行目的差异较大，对放射轨道线路所提供列车服务的

频率、速度、停靠站点均产生不同的要求，从线路建设成本、客流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多方面

综合出发，东京放射轨道提供多层次的列车服务模式综合效益最大。同时，随着东京都市圈

的城市化区域不断拓展，放射轨道未直接进入中心城区的弊端凸显，主要换乘节点异常拥堵，

随后的直通运转逐渐缓解通勤拥挤状态，这说明对于通勤客流大的轨道线路应尽量避免形成

集中枢纽换乘，放射轨道应保留进入中心城区的条件以应对未来城市发展交通需求变化，中

心城区内因客流密集、换乘节点多、建设成本高等诸多因素影响应以站站停靠模式组织。 

目前，随着我国特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区域的逐渐融合，日常通勤和业务出行范围

不断扩大，东京城市发展过程之中放射轨道所面临客流的多样性和换乘节点的拥堵问题已初

步在我国大城市发展中重现，为此我国特大城市应深入借鉴东京经验和教训，掌握放射轨道

线路的实际客流特征和与之相对运营组织方式以及放射轨道线路布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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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都市圈轨道交通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胡春斌  池利兵 

【摘要】本文对首尔都市圈内的轨道交通建设历程、网络构成、布局特点及运营管理等进行

了系统介绍，并对首尔都市圈轨道交通的功能层次、建设时序、线路衔接方式进行了分析，

对我国大都市区轨道交通规划和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首尔都市圈  轨道交通  功能层次 

1. 首尔都市圈概况	

首尔特别市（简称首尔）作为韩国的首都，是韩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南北长

约 30.3  公里,  东西长约 36.78 公里,  总面积为 605.77 平方公里，汉江从东至西横贯市区，

将市区划分为南北两大区域。首尔所辖 25 个区域，人口数量为 1037 万（2011 年），人口密

度达到 1.73万人/平方公里[1]。 

首尔都市圈包含了首尔、京畿道、仁川市及相应的周边地区，面积达到 11791 平方公里。

2007 年首尔都市圈人口数量为 2413万，是世界上少见超级巨大都市圈之一。 

   

图 1  首尔市及首尔都市圈行政区分布图 

2. 首尔地铁发展建设历程	

首尔轨道交通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才开始建设，历经 40 年建成了 9 条地铁线，合计

314.4 公里，每天运送乘客超过 560万人次/日，成为首尔市居民日常出行首要的交通工具，

约占机动化出行的 35%。 

从上个世纪 70 年代至今，首尔地铁建设历程可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2.1 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建设为 20 世纪 70 年代，周期为 24 年时间，修建了四条地铁线，分别是 1、2、

3、4 号线，总长为 135km，图 2 中清晰的表现出首尔第一期新建的 4 条地铁线路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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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首尔第一期地铁建设分布图 

其中 1 号线是韩国最早建成的地铁线路，由首尔站经市政府、钟路至清凉里。在首尔站

可换乘京釜、京仁铁路线，在清凉里可实现与京元线的各铁道厅线路相互直通运转。2 号线

是一条环行地铁，全长 54.3km，该线将位于江北的城市中心与新村、往十里（开发区）、永

登浦及江南（城市副中心）、蚕室（地区据点）、九老（工业地区）呈环状连接，有力地支持

了首尔市土地利用计划。3 号线从东南至西北贯穿首尔中心部，全长 35.2km，4 号线从西南

到东北纵贯首尔中心城区，全长 31.7km，3 号线和 4 号线建设工期相同，从开工到运营用了

5 年时间，呈“X”型相互对称。 

2.2 第二阶段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人们对社会的需求重点已从重视数量变为更重视质量。由于此时

汉城人口分布仍然未能改变“单极集中状态”，而且小汽车数量还在增加。为进一步改善交

通状况，决定再建 150 km 地铁线路。 

第二期建设的地铁与第一期不同；第一期地铁要发挥城市交通动脉功能，而第二期地铁

是要把城市中心、副中心和正在开发中的地区连起来，穿行于既有地下铁道的空白地带。 

 

图 3  首尔第二期地铁建设线路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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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则是 2000 年以后建设的线路，主要为 2009 年开通的 9 号线、规划的 10、11

和 12 号线。 

截止到目前，首尔市区内部已经建设的地铁线路长度达到了 312km，每天运送乘客超过

560 万人次/日[1]。 

 

图 4  首尔市区内轨道交通线路图 

表 1  首尔市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指标 

线路  1号线  2号线  3号线 4号线 5号线 6号线 7号线 8号线  9号线  合计

营业里程 

（km） 
7.8  60.2  35.2  31.7  52.3  35.1  46.9  17.7  25.5  312.4

车站数 

（个） 
9  49  31  26  51  38  42  17  25  288

平均站间距 

（km） 
1.0  1.3  1.2  1.3  1.0  0.9  1.1  1.1  1.1  1.1 

车站编组 

（列） 
10  10  10  10  8  8  8  6  6  6‐10 

运行速度 

（km/h） 
31.2  33.7  34.1  35.9  32.7  30.1  32.3  34.2 

33.2 

（47）* 
33.3 

平均日客运量 

（万人次/日） 
46.3  192.4  69.9  81.6  79.5  16  54.2  19.3  ‐  559.2

负荷强度 

（万人次/km） 
5.94  3.20  1.99  2.57  1.52  0.46  1.16  1.09  ‐  1.79 

注：括号内表示急行线运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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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首尔都市圈电铁发展历程	

为缓解首尔市人口集聚现象，在京畿道地区相继采取新建卫星城的措施，在郊外进行开

发诱导。 

当前首尔都市圈电铁主要有京釜线、长项线、京仁线、京元线、果川线、安山线、盆唐

线、一山线、新盆唐线、中央线、京义线。运营主体是韩国铁路公社，其中京釜线、长项线、

京仁线、京元线、果川线、安山线、一山线与地铁贯通运营，是首尔都市圈重要的通勤线路。

由于地铁供电方式采用直流制，都市圈电铁大多采用交流制，因此首尔都市圈电铁车辆采用

了交直流两用的车辆[2]。 

表 2  首尔都市圈轨道交通车辆参数 

  地铁公司  都市铁道公司  都市圈电铁 

车种  交直两用  直流电  交直两用 

供电制式  DC1500V/AC25kV  DC1500V  DC1500V/AC25kV 

车体尺寸  19500*3120*3800  19500*3120*3600  19500*3160*3750 

定员/人  160  160  160 

最高速度（km/h）  110  100  100 

20 世纪 70 年代，电气化铁路京仁线、京仁线和京元线作为都市圈电铁服务于都市圈通

勤交通客流是韩国铁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尝试，并与首尔地铁 1 号线进行直通运营，加强了

首尔市与仁川市、京畿道地区安养市、军浦市、议政府市等地的联系。该线于 20 世纪 90

年代进行了双复线改造，开行了急行线和缓行线两种运营模式，以满足不同出行目的的交通

需求。 

此外，在第一阶段地铁建设之后，首尔市相继建设了果川线、安山线、一山线及盆唐线，

分别作为 3、4 号线的延伸线，以引导首尔都市圈周边新城的开发与建设。其中果川线、安

山线与 4 号线直通运营，一山线与 3 号线直通运营，减少了旅客换乘的麻烦。 

京义线、中央线作为早期建成的电气化铁路，也是连通首尔和京畿道高阳市、九里市的

通勤铁路，2011 年 10 月 28 日开通的新盆唐线（亭子站至江南站）则快速连接了首尔市与

盆唐新城，其和盆唐线是世界上少有采用交流电的地下铁路系统。 

表 3  首尔都市圈电铁线路指标 

线路  京釜线 京仁线  京元线  果川线 安山线 盆唐线 一山线 京义线 中央线  新盆唐线  合计 

营业里程 

（km） 
41.5 27 31.2 14.4 26 18.5 19.2 49.3 59.1 17.3 303.5

车站数（个）  22 19 21 8 12 11 10 23 28 6 160 

平均站间距 

（km） 
1.98 1.50 1.56 2.06 2.36 1.85 2.13 2.24 2.19 3.46 1.91 

车站编组 

（列） 
10 10 10 10 10 6 10 8 10 6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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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速度 

（km/h） 
40.8 33.8 36.7 41 41 39.6 41.9 41 41 45 40.1 

平均日客运量 

（万人次/日） 
56 59.6 35.7 12.8 11.1 11.7 9.9 ‐ ‐ ‐ 196.8

负荷强度 

（万人次/km） 
1.35 2.21 1.14 0.89 0.43 0.63 0.52 ‐ ‐ ‐ 1.11 

 

图 5  首尔都市圈轨道交通线网图 

4. 首尔轨道交通建设的启示	

4.1 轨道交通功能层次 

从首尔都市圈轨道交通的线路指标、运营主体及客流特征，我们可清晰的看出首尔都市

圈轨道交通从功能层次上可分为市区线及市郊线，其中市区线主要服务首尔市中心城区范

围，而都市区线则主要联系首尔市区与周边的新城，解决市区与新城两地居民通勤交通问题。

这两个层次的轨道交通主要指标如下表所示。 

表 4  首尔都市圈轨道交通层次划分 

  市区线  市郊线 

运营主体  首尔地铁公司、都市铁道公司  韩国铁路公社 

供电制式  直流电  交流、直流 

平均站间距  1.1km  1.9km 

运行速度（km/h）  33.3  40.1 

客流负荷强度  1.9万人/km*日  1.1万人/km*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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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正处于如火如荼中，但大部分线路集中在市区范围，均采用

直流供电制式的地铁和轻轨，对于市郊线的建设，如北京的十三号线、大兴线、亦庄线也均

采用轻轨或地铁制式，而对国铁制式进行改造或与地铁直通运营建设市郊线却未有尝试。从

首尔都市圈电铁的经验可看出，通过既有的铁路进行改造或新建铁路也是建设市郊线的一种

有效途径。 

4.2 轨道交通建设时序及时机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初，首尔市建设地铁 1 号线开始，至今建成相对完善的轨道交通线路，

涵盖市区线和市域线两个层次。在建设时序方面首尔市遵循先主后次、先里后外的原则，即

先建设主要客流走廊，如 1~4 号线，后建次要客流走廊，如 7~9 号线，先建市区线路，再建

市郊线，如果川线、安山线、一山线及盆唐线作为 3、4 号线的延伸线路，均在 3、4 号线建

成之后相继开工建设，有效地支撑了首尔市周边新城的开发建设。 

4.3 市域线与市区线衔接方式 

市域线与市区线衔接方式是影响郊区居民通勤便捷性和舒适性重要因素之一。首尔 10

条市域线中，有 6 条线采用直通运营模式与市区线衔接，另外 4 条线采用多站换乘的模式与

市区线衔接，如盆唐线与分别与地铁 3 号线道谷站、水西站及地铁 2 号线宣陵站换乘，中央

线与京元线回基站、地铁 2 号线往十里站、地铁 3 号线玉水站、地铁 4 号线二村及地铁 1

号线龙山站换乘。 

相比北京市市郊线与市区线单点换乘的衔接模式，如十三号线的东直门站、西直门站及

八通线的四惠东站，市域线客流在集中在单个站点换乘，势必造成该站人流拥挤，进而形成

安全隐患。因此首尔市市域线多站换乘和直通换乘模式给国内正在编制轨道交通线网及建设

市郊线的城市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4.4 做好足够的预留 

虽然首尔市地铁建设时间较早，但对轨道站点的容量进行了足够的预留。早期建在市区

主要客流走廊上的地铁均采用了 10节编组，高峰小时单向最大运能达到了 7 万人次/小时，

在市区次要客流走廊及市域线走廊采用了 8 节编组，因此首尔市早高峰地铁远没有北京、上

海等大城市地铁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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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国内外发展经验审视首都经济圈城际轨道交通发展 

高敏  龚健  王建宙 

【摘要】首都经济圈是我国“十二五”时期重点打造的功能区域，本文通过对伦敦、巴黎、

东京等三个国际都市圈城际轨道交通进行分析，在总结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首都经济圈

应积极构建城际轨道交通网络，优化区域总体空间布局；统筹利用城际轨道交通，解决首都

部分市郊通勤需求；大力发展空铁联运，建设首都圈综合交通枢纽；做好与城市交通衔接，

提升首都交通效率和效益，最终促进区域城际网布局向网络化结构发展。 

【关键词】经验借鉴  城际轨道交通  首都经济圈 

1. 引言	

首都经济圈是以首都为中心的都市圈，通过跨行政区域资源整合和加强功能协作形成的

经济协作圈。[1]首都经济圈以保障首都功能有效实现为目标，通过对首都及周边与其有紧密

联系的区域进行资源整合和空间优化，有效缓解首都功能过度集聚带来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问

题，辐射和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随着经济全球化与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巴黎、伦敦、东京等均形成了以首都为中心的世界级经济圈，

成为国家参与全球竞争和分工的主要空间组织形式和战略区域。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

将首都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提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

圈”。改革开放以来，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圈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已成为全国综合实力最强

和最具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但也面临着中心城市功能过分集中、一体化进程缓慢、区域发

展失衡、城市定位分工不合理等问题。 

区域交通一体化是是区域协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城际轨道交通是区域综合交通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都市圈内部要素流动的重要载体，具有速度快、频率高、大容量的特点，

其线位走向、站场布局对区域空间结构、功能拓展、经济要素集聚、交通发展影响显著。大

力推进首都圈城际轨道交通建设，统筹考虑实施，有利于加快推进首都圈一体化进程、优化

配置首都功能的空间格局，同时在更大的空间上谋求破解首都城市发展面临的难题，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伦敦都会区、东京都市圈、大巴黎地区等国外首都经济圈城际轨道交通发展

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为首都经济圈提供诸多借鉴和启示。 

2. 构建首都圈城际轨道交通网络，优化区域总体空间布局	

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对区域空间结构影响巨大，在以高速化、公交化运营的城际轨道交

通网络的推动下，都市圈内部要素流动迅速，经济、社会紧密性大幅增强，区域空间结构进

一步优化，对区域统筹发展具有极强的动力。法国巴黎大都市圈在 TGV高速铁路的推动下，

以巴黎为中心的辐射性交通网络正向网络化交通体系转变，与周边各省乃至周边国家重要之

间的互通线路增多，形成了一个以巴黎为中心的交通圈内铁路网一体化。巴黎周边重要城市

均衔接有 TGV高速铁路，如连接法国巴黎、里昂、马赛的东南线，连接巴黎到勒芒、图尔、

雷恩、南特、波尔多、图卢兹的大西洋线等多条线路，同时，TGV通过法国铁路网络与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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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连，通过西北高速列车铁路网络与比利时、德国和荷兰相连，通过欧洲之星铁路网络与英

国相连。随着 TGV的成功，随着列车时速的提升，旅行时间不断下降，促进了大巴黎地区、

西欧地区空间结构的不断优化，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空间拓展形成了良性互动。 

 

图 1  法国大巴黎地区高速铁路网 

 

图 2  东京都市圈轨道交通线网 

城际快速轨道交通是首都经济圈交通发展的薄弱环节，目前首都与区域内其他城市间还

未形成有效的快速轨道交通衔接，仅开通京津城际一条城际轨道交通线路。因首都经济圈具

体范围尚未确定，还未有专门的首都经济圈城际轨道交通规划，未来范围确定后应适时对

2005 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环渤海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网规划》进行调整，统筹规划，

抓住国家高铁发展契机，尽快建成以城际轨道交通为主的首都圈高速轨道交通运输系统，突

破行政区限制，构建首都经济圈要素流动骨架，以达到城市之间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形成

有竞争力的市场体系和公共设施体系，实现区域一体化的目标。一是要继续加快推进都市圈

内部主要城镇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以北京为中心，以首都经济圈以京津塘主轴、京保石和京

唐秦为拓展轴，以京张、京承为辐射带、加快推进实施北京到秦皇岛、唐山、张家口、承德，

天津到秦皇岛、保定，唐山到曹妃甸，以及秦皇岛、天津、沧州之间的环渤海运输通道等城

际铁路项目。二是进一步提升首都经济圈对外铁路客运能力，大幅加强首都经济圈与其它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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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群的快速直通联络，加快推进京石、京呼、京沈、京九等高速铁路通道建设，巩固北京全

国铁路客运主枢纽地位。实现区域城际铁路间的互联互通，促进区域城际网布局向网络化结

构发展。 

3. 统筹利用城际轨道交通，解决首都部分市郊通勤需求	

无论是伦敦都市圈，还是东京都市圈、大巴黎都市圈等国外首都经济圈，城际铁路均承

担着城际间、城市郊区至主城区的通勤服务，满足极大的市郊通勤需求，城际铁路公交化、

高速化运营的特征，为通勤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东京城际铁路具有强大的市郊铁路功能，

已有 17 条 JR线（电气化铁路或新干线），轻轨 13 条，为私营铁路，大部分以环城市中心线

的山手线各站为起点，向近郊或邻近城市辐射，加上四通八达的地铁，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铁

路网络，每天运送达 4350 万人次的旅客，担当了东京都市圈全部客运量的 62%（东京都市

区占到 86%）。伦敦市郊铁路线网密度高、分布均匀，形成多条放射走廊，连接了几乎所有

主要市镇。伦敦是世界上铁路最发达的大都市之一，除了市郊铁路外，还有西海岸干线等城

际铁路，也承担着部分市郊通勤功能。 

与国外城市相比，目前首都经济圈核心城市缺乏市郊轨道交通系统，首都北京近郊新城

主要采取城市轨道交通连接，但远郊新城及临近城市如平谷、密云、怀柔、燕郊等地还没有

轨道交通衔接，综合比较来看，利用公交化运营的城际铁路解决部分市郊交通通勤需求从经

济性、可行性上来看，均具有一定优势。未来要加强城际铁路在延庆、密云等远郊新城及周

边城市设站，解决部分通勤需求，实现远郊区县、周边城市至北京中心城至周边主要功能区

1 小时通达。   

4. 大力发展空铁联运，建设首都圈综合交通枢纽	

在机场客货流量的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外都市圈枢纽机场的交通功能不断调整，逐

步由单一的交通方式衔接调整为集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即在原有高速公

路、市内快速交通系统的基础上，引入快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多种交通方式，发展空铁

联运。空铁联运将铁路速度快、站点多和飞机长距离快速直达的技术经济特征结合，通过优

势互补，将高速铁路网与航空运输网有效衔接，形成空铁一体化运输网络，为旅客提供高效

的一体化运输服务，实现了中远距离交通全覆盖，增强了机场对周边区域经济空间辐射能力。

巴黎、东京均实现了城际铁路与机场的有效衔接，巴黎城际铁路是世界上空铁联运发展最好

的城市之一，巴黎在戴高乐机场设立了高铁车站，将机场与法国高速铁路紧密衔接。法航与

高铁 Thalys 公司签订了联运的代码共享协议,  为旅客提供铁路和飞机之间的联程服务，法国

航空公司出售的机票包括在布鲁塞尔米蒂车站和戴高乐机场车站之间的 Thalys 高铁段。汉

莎航空公司则选择了斯图加特和科隆两地的高铁车站，每天来往于法兰克福机场和这两地的

120 班火车拥有航班号，实现了“零米支线飞行”，极大的方便了旅客，并提升了交通枢纽

的辐射能力。 

目前，首都圈内主要有首都国际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两个主要航空枢纽，“十二五”

时期将新建北京新机场，应重点考虑利用城际轨道交通将首都机场、北京新机场与天津滨海

机场等三大机场衔接，特别是提前考虑将城际轨道交通引入北京新机场，发展空铁联运，借

助快速铁路网络扩大航空辐射圈，将北京打造为世界级航空枢纽中心，服务首都北京和首都

圈内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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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做好与城市交通衔接，提升首都交通效率和效益	

首都是首都经济圈的核心，其交通效率直接影响到首都圈的要素流动效率。从国内外经

验来看，城际轨道交通进入城市后应做好与城市交通枢纽衔接。一是加强与城市轨道交通、

公共交通枢纽衔接。城际铁路的客流具有客流集中、规模较大的特征，易对接入铁路枢纽及

周边区域造成较大的交通压力。东京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衔接紧密，交通状况井然有序，

便捷畅通。东京的城际铁路均穿入市中心，或与城市地铁直接共轨，或与城市地铁垂直换乘，

进出入市中心均非常方便。大部分铁路均以环城市中心线的山手线各站为起点，例如东半边

营运区间与 JR 东海道新干线、东北新干线、东海道线、东北线、京滨东北线、横须贺线、

总武线（快速）、中央线（快速/本线各站停车/中央/总武线各站停车）、常磐线（快速/普通

快速）；西半边营运区间与 JR琦京线、湘南新宿线等。山手线列车每站皆停，与城市轨道交

通接驳较好，几乎每个站均可便捷的换乘城市轨道交通。伦敦、巴黎城市高速、市郊铁路普

遍设置中央车站和郊区车站等多个高速铁路站点，同时还设置了城市铁路外环线，并有机衔

接地铁及市郊铁路，对于疏解客流，缓解站场和城市交通压力起到巨大作用。 

首都北京城市面积大，人口众多，城际铁路车站深入市中心，如果交通疏解能力不足，

很容易造成拥堵。随着城际铁路建设速度的不断加快，要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与枢纽站

衔接，提升接入枢纽地区的交通集散能力。建成内外交通并举、网络布局完善、运输便捷高

效、管理协调顺畅的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进一步提升首都交通运行效率。   

6. 结论	

构筑首都圈完善的城际客运铁路系统是促进区域经济联动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

条件，是推进区域一体化，促进城市间相互作用，引导区域空间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实现首

都经济圈“同城效应”的重要保障。总体来看，未来首都经济圈要通过城际轨道交通串联起

空间发展战略格局的发展轴，形成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综合交通走廊，借助轨道交通的运输优

势带动区域产业布局的优化调整和城镇体系的有序构建。加强利用城际铁路增强首都与市

郊、临近城市的联系，解决部分通勤需求，构建半小时、一小时交通圈。加强与航空枢纽衔

接，发展空铁联运，将首都打造为世界级航空枢纽中心，发展空铁联运，加强与城市交通的

衔接，提升首都交通效率和效益。城际轨道交通的修建必将优化首都经济圈综合运输结构，

增强物流集散和资源整合功能，加快首都经济圈产业集聚，促进首都经济圈城市体系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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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天府新区三网合一的轨道规划理念探索 

李嫦 

【摘要】本文从国外著名城市在新城发展中的轨道“三网合一”的规划理念出发，介绍了国

外在轨道“三网合一”规划实践中所采用的线路直通共用，线路运营的多层级组织协调，枢

纽站点多功能合一，以及各层级线路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的实践经验。结合四川省天府新区

的轨道现状，分析了天府新区的轨道系统特点，探索“三网合一”理念在天府新区规划中的

落实应用。 

【关键词】三网合一  经验借鉴  天府新区  轨道交通规划 

1. 三网合一的概念	

1.1 概念及特征 

三网合一是指对外交通体系中的高速铁路，普通铁路、城际铁路和普通市域快线及地铁

的综合使用，实现城市轨道区内以及区外的共享服务。 

 

 

 

 

 

 

 

 

图 1  三网合一的应用示意图 

三网合一的轨道规划主要有以下交通特征： 

1.1.1  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的短途区间使用	

对于新城建设，这种大都市在空间上的延伸和扩张，在新城的规划建设上已有城市利用

高速铁路，城际铁路进行短途通勤列车运输，在中长途客运干线上发挥短途通勤功用。例：

东京——JR 东北、上越新干线——东京东北区域短途通勤；上海——沪宁高铁——安亭镇

短途通勤。 

1.1.2  城市轨道‐郊区铁路的直通运营	

以城市轨道与郊区铁路采用同一路线，在市域长大干线以及市区轨道交通上实现线路的

贯通、无缝连接和运营的一致，减少旅客换乘次数，缩短行程时间，减轻综合枢纽站换乘压

高速铁路 

城际铁路 

市域快铁 

普通铁路 

传统对外铁

路功能 

传统城市轨

道功能 

地铁 

轻轨 

高速铁路 

城际铁路 

（短途新城区间线） 

市域快铁 

普通铁路 

地铁 

轻轨 

（城市地铁与郊区铁路的直通

运营；快慢车组合运营模式） 

城市功

能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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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例：东京：新宿——京王线；巴黎：地铁（M）线——RER 线。 

1.1.3  快慢车的组合运营模式	

通过地铁‐快铁的快慢车组合运营模式，可因地制宜进行快慢车组合运营模式，以满足

轨道交通在新城内部和新城‐老城通勤之间的不同需求。 

地铁车站的设置距离站距因造价和乘客流量的密集程度，一般根据国内外经验设为

1200m‐1400m[7]，以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的作用。但在新城‐旧中心城的双核心发展模式中，二

者距离一般超出普通地铁运营距离，且由于途中频繁停站而增加运行时间，降低轨道交通效

率。例：上海目前市域快速轨道站站停行程时间最长超过 3小时，日前其地铁 2 号线快慢车

组合运营规划已提上议程。 

快慢车组合运营即根据乘客出行意愿，设置站站停慢车、快速车、直达车等多种不同站

距停站的轨道车辆运营，提高轨道交通的效率。将城市地铁与市域快铁进行最短时间的联动

运行。例：东京——京成线。 

1.2 三网合一理念在天府新区中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天府新区以成都高新技术开发区（南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双流经济开发区、彭

山经济开发区、仁寿视高经济开发区及龙泉湖、三岔湖和龙泉山（简称“两湖一山”）为主体，

主要包括成都市的高新区南区、龙泉驿区、双流县、新津县，资阳市的简阳市，眉山市的彭

山县、仁寿县。总域为 1578km2。其中最大东西边界距离约为 60km，最大南北边界距离约

为 49km。在一城六区的范围内，轨道交通的规划需要解决天府新区与中心城的联系问题，

和一城六区相互之间的联系问题。面对新区的发展的带动问题上，和先期轨道建设资金节约

问题上，面临着二者的迫切要求。 

 

图 2  四川省天府新区结构示意图 

1.2.1  必要性	

在解决新城的交通问题之时，轨道交通将起到对新城发展的先期重要带动作用，和对新

城与中心城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多年的密切依赖关系的呼应。目前，单一的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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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新城的大量通勤交通之时，将明显难以满足此庞大而集中的公共交通需求。在这种情

况下，大运量的轨道交通将成为新城公共交通的重要承担者。因此，在新城发展之初，亟需

建设长距离大运量轨道交通，以发挥 TOD 的带动作用。 

1.2.2  迫切性	

短时间实现轨道交通的网络化，提高轨道交通的公共交通分担率，对于新城的财政将是

一个严峻的挑战。地铁单公里建设造价约 5 亿元，高架地铁单公里建设成本也大约为地下隧

道的 1/3‐1/4。 

同时，由于新城多位于原老中心区的外围，常拥有原老中心城区设于外围的铁路枢纽站

和外围铁路线路，这给新区轨道交通的建设提供了不少的先期条件。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对

于原有铁路线路和场站的改造和功能升级为新区地铁轨道，一方面将有利于节约投资，另一

方面将有利于利用原有场站已形成的周边经济区域，形成原有铁路和新城轨道共同的综合枢

纽，提高交通效率。 

2. 三网合一国外经验的借鉴	

东京，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地铁城市之一，最早将“三网合一”的概念进行了落实。其

轨道交通主要有原“国铁”（日本国有铁道公司），JR 线路，私铁，和新交通系统等。但广

义上则将城铁以及部分行使区间通勤作用的新干线亦纳入内，与其他国家严格区分国铁、城

铁、地铁的情况不同。 

 
图 3  东京都市圈轨道线路图 

在东京的“三网合一”的实践经验上，有如下几点体现： 

2.1 新干线高铁的短途运输 

日本全域的新干线包括：东北新干线、秋田新干线、山形新干线、上越新干线、长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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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线、东海道、山阳新干线，还有九州新干线。其中东京利用新干线高铁网进行短途区间运

输的路线主要有：JR东北、上越新干线。 

 

 

图 4  东京新干线线路图[2]  

在这两条新干线上，JR 东日本公司主要通过一系列运营手段，使新干线在通勤和通学

运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功吸引了上班族和学生乘坐新干线通勤，有力的解决了新城‐中

心城的较长距离通勤运输。 

其运营手段主要有：发行通勤票、通学票；设置增开短途区间通勤列车，开发 E4 系等

双层新干线动车组提高运送能力。 

表 1  东北新干线短途站点及距离 

路线名  起点  终点  运营距离 

东北本线、东北新干线 

（山形新干线、秋田新

干线并道段） 

东京  盛冈  535.3km 

八户  青森  96.0km 

日暮里  赤羽  7.6km 

赤羽  大宫  18.0km 

岩切  利府  4.2km 

 

表 2 上越新干线短途站点及距离 

路线名  起点  终点  运营距离 

上越新干线  高崎  宫内  162.6km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071



 

 

  越后汤泽  ガーラ汤泽  96.0km 

  高崎  长冈（上越新干线）  7.6km 

从东北新干线和上越新干线的站距设置可以看出，10km 内设站的站距分别有 7.6km，

4.2km，最少的有越后汤泽‐ガーラ汤泽线：1.8km。在交通需求较高地区密集设站，借用高

速铁路发挥短途通勤作用。 

2.2 轨道线路的多样化 

相比于大规模投入地铁地下建设的情况相比，东京在轨道建设上更加灵活。各种类型的

列车可在不同线路灵活运转。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埼京线和京叶线的地铁改造。 

埼京线是东京北部埼玉县——东京市新中心———新宿的便捷通勤线路，在 20 世纪八

十年代修建新干线高架线路时，即通过新干线同一线路走廊改造建设而成。 

京叶线是千叶县——东京市中心的通勤线路，利用东京湾附近的货运铁路县改造而成。

其外环线武藏野线‐南武线除了与总武线、常磐线、京滨东北线、埼京线、中央线等多条 JR

管辖的线路衔接外，还与还和十余条私铁线路和地铁线路衔接，共用轨道，一体化经营，节

约建设成本，使旅客可以方便灵活的在各条线路上换乘转车。[3]   

2.3 快慢车的组合运营模式 

在东京地铁里面，借用新干线上快慢车组合运营的方式进行普通地铁的组合运营，将发

车组分为普通站站停车，快速车，机场快速车，通勤特急车、特急车、早晚高峰特急车和直

达车。由于东京实现地铁与郊区铁路直通运营的已有新宿线等 13 条，在轨道的设置上结合

原有郊区铁路预留了可供超车的空间，为快慢车的组合运营提供了条件。 

 

图 5 东京都京成线各种列车组合运营方式图[4] 

值得一提的是在快慢车的组合运营模式上，需要进行预留建设的超车可能性，即每隔一

段距离，在某些站点之间提供的多于双向 2 道的轨道设置。 

3. 天府新区的轨道三网合一对策探索	

对于四川省天府新区的现状，由于主要地处成都南部，拥有原两区两县的产业优势，在

区域既有轨道方面，有一些可以实现“三网合一”的优势。在借鉴国外在“三网合一”的“线

路合一”、“站点合一”的经验，结合四川省天府新区的实际现状，在对于天府新区相关综合

交通规划的探索研究和相关市县的分区规划的设想中，将三网合一在线路和枢纽站点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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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划，借用线路改造直通利用等经验，在天府新区的轨道网“三网合一”规划路上，做出

研究探索。 

目前天府新区内拥有原成昆铁路，货运外绕线，新建成绵乐城际铁路，新建成渝客运专

线等国铁和城际铁路，可以利用原有铁路网，尽量减少新建地铁线路，节约投资，且利用原

有铁路沿线资源，率先带动其发展。其简介如下： 

1、成昆铁路：自四川省成都市至云南省昆明市的铁路线，在四川省天府新区内长度为

30.公里。 

2、成昆铁路货运外绕线：成昆铁路货运外绕线是成昆铁路货运专线，全长 53.4 公里，

在天府新区内长度 42.3公里。 

在建的有两条城际铁路： 

1、成绵乐城际铁路：成绵乐城际铁路起于成都东客站，止于乐山，该客运专线预计将

实现公交化运营，在天府新区内长度为 6.9 公里。 

2、成渝城际客运专线：成渝城际客运铁路专线为国家规划建设的“沪汉蓉”城际客运

专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天府新区范围内 24.2公里，成都范围内 16.1公里。 

 

图 6   四川省天府新区成都分区现状铁路图（城铁在建） 

在天府新区现有轨道基础上，对天府新区的轨道规划做出了“三网合一”的初步构想。 

成昆铁路

货运外绕线

成绵乐城际铁路 

成渝客运城际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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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四川省天府新区成都分区轨道规划构想图 

3.1 原有国铁的改造使用 

3.1.1  成昆铁路	

由于成绵乐城际铁路的修建，将有力缓解成都‐乐山市域段的客流压力。得益于新建成

绵乐城际铁路对原有成昆铁路的容量释放，在四川省天府新区成都部分综合交通专项规划的

研究中，考虑利用原有成昆铁路现有路线，自成都南站起，其中改造成昆铁路 33.3 公里，

实现国铁与地铁的联合运营，以及城市地铁和郊县铁路的轨道共用。实现空港高技术产业功

能区、成眉战略新兴产业功能区相互之间及与中心城之间的快速联系。 

3.1.2  货运外绕线的远期预留使用	

除成昆铁路的改建使用之外，远期预留货运外绕线进行地铁及郊区快线的联络运输，支

持天府新站的区间运输功能，同时降低投资，成为天府新区东西向（龙泉‐天府新城‐空港‐

新津花源）运输的重要干道，加强龙泉驿区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整车对外运输，和空港高

技术产业功能区的对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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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天府新区国铁改建地铁共线段示意 

3.2 高速铁路的短途区间通勤 

3.2.1  成渝客运城际铁路的短途区间构想	

天府新区范围内临龙泉驿区设有一条高速铁路，成渝客运城际铁路，在区市县的分区规

划中针对成渝客运城际铁路做出了一定规划研究和探索。借鉴新干线的短途运输的客运，针

对龙泉驿区计算而得的其 263 万/日人次的出行次数，和国家级经济开发区所需工作人口的

大量通勤需要，规划柏合高铁站。同时考虑龙泉驿区柏合站和成都南站、成都东客站的距离

——分别为 17.4km，和 16.6km，建议其在运营中开设短途通勤，借用高速铁路的大运量，

带动经济开发区的发展。 

 

原成昆铁路 TF2 

原有国铁

改建地铁 

货运外绕线 

远期预留联系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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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天府新区高速铁路（成渝）短途通勤区域 

3.2.2  成绵乐城际铁路的短途区间构想	

在天府新区的西侧的成绵乐城际铁路虽然位于天府新区西侧，但在规划的初步构想中，

保留新津县的花源站设置短途区间，加强成都市域西南部与中心城的联系。同时，预留货运

外绕线连接向花源镇的可能，实现城际铁路与未来改造货运线的联系。 

高铁柏合站 

成都南站 
成都东客站

城际铁路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076



 

 

 

 图 10   天府新区高速铁路（成绵乐）短途通勤区域 

3.3 快慢车的组合运营模式 

快慢线组合运营模式的成立基础，主要源于轨道预留可供车辆超车的设置，方可实现快

慢越序运营。日前上海 2号线的快慢车组合运营改造的重大难题即出现在次。但在天府新区

的国铁改建中，针对利用成昆铁路的改建，和远期货运外绕线的利用——除节约用地，节约

投资外，另可得益于原成昆铁路多线（多区段轨道数>2）的先天优势，借用国铁轨道，在改

造线成都南站‐终点黄龙溪实现跨站运营，如东京都京成线的特快车和直通车，实现成都最

南端和成都中心城的快速直达。同理，可在远期实施货运外绕线上，可实现根据不同客流需

求，组织东西向上的的不同运营。 

4. 小结	

本文从国外著名城市（以东京为例）在新城发展中的轨道“三网合一”的规划理念出发，

着重介绍了其在新城发展过程中的灵活发展手段，这些手段包括突破传统思维的高速铁路、

城市铁路的短途区间使用；在新城范围内借用原有货运线、国铁线而实现的城市轨道‐郊区

铁路的直通运营；以及将普通铁路运输上快慢车的组合运营模式在地铁模式上的推广应用。

有效将轨道网络成体系灵活应用，在轨道清晰分级的情况下，进行多模式联合运营。 

  借用国外先进经验，在天府新区轨道的规划实践中，利用天府新区现状轨道资源，

结合天府新区的规划定位、产业发展等特点，因地制宜结合现有铁路进行规划，节约资源和

双流机场站 

成都南站 成都东客站

花源站 

城际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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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在现有条件对各铁路干线进行了改造利用规划，推动天府新区的交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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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都市圈城际轨道规划探索 

周杲尧  王峰  余杰  杨梅 

【摘要】本文在对杭州都市圈区域发展和交通特征分析的基础上，阐述了发展城际轨道交通

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明确了杭州都市圈城际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并提出了市郊

铁路和区域快线两种系统模式及相应的布局建议，以期通过城际轨道交通促进都市圈区域快

速持续发展。 

【关键词】都市圈  城际轨道 

1. 引言	

杭州都市圈位于浙江省北端、长三角南翼，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

总面积 34585 平方公里，占全省的 33.97%；2009 年末总人口 1996.5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

10503.6 亿元，分别占全省的 37.95%和 46%，战略地位重要，综合实力雄厚，产业基础坚实，

体制机制灵活，在长三角、浙江省发展中地位举足轻重。 

随着杭州都市圈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群已初具雏形：区域经济

一体化发展，城镇体系功能分工与协作性加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了提高区域经济

的整体竞争力，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功能和各城市间的互补功能，必须突破行政区划的

羁绊，对区域内资源进行整合。一般来说，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点是经济一体化，而经济一

体化的基础则是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如铁路、高速公路、国际机场、港口码头，特别是跨地

区、县市的城际轨道交通的建设，能大大提高都市圈内城市间的通达性和经济活力。 

目前，杭州都市圈的高速公路网已初步建成，然后由于高速公路占地太多，其进一步发

展存在着不少制约因素，而城际轨道交通作为一种集运量大、速度快、环保节能等优点于一

身的以客运为主的公共交通运输方式，对保障今后杭州都市圈发展目标的实现是非常重要

的。因此有必要在总结国内外城际轨道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杭州都市圈发展轨道交通的必

要性、迫切性、可能性达成共识，并形成杭州都市圈发展轨道交通的基本思路，合理制定可

实施的杭州都市圈城际轨道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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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杭州都市圈布局框架图 

 

图 2  杭州都市圈城镇体系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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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发展目标	

杭州都市经济圈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目标是构筑与城市群城镇体系相适应、与产业和功

能分工相协调、与城际客运需求规模相匹配的规模合理、结构清晰、高度一体化的轨道交通

体系。尽快形成以城际轨道为骨干，公路、水运、航空相融合的多元化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

塑造高效率、高品质、高适应性的一体化公交大都市，充分发挥杭州都市圈在长三角地区的

“金南翼”作用，推动长三角社会经济共同体发展。 

总体战略目标为通过区域轨道交通线网实现杭州都市经济圈城市间的快速衔接，构建杭

州与市域相邻城市（富阳、临安）“30 分钟生活圈”、杭州与邻近城市“1小时时空圈”。 

基于杭州与周边城市的空间距离、轨道交通系统性能特点，以及杭州与周边城市之间的

衔接服务需求，将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划分为高速铁路、市郊铁路/都市区快线和城市轨道交

通衔接线三个等级： 

（1）高速铁路（客运专线）——衔接杭州市 60～100km 圈范围内的邻近城市 

高速铁路客运专线是核心城市间长距离快速出行的有效手段。位于杭州市 60‐100km 圈

范围内的城市与杭州之间的通达可依靠时速 200～300km/h以上的高速铁路解决，以达到杭

州与该类城市间“1 小时出行”的时空目标，此层级考虑衔接的城市有嘉兴市、湖州市、绍

兴市、建德市、淳安县等。 

（2）市郊铁路/都市区快线——衔接杭州市 30～60km圈范围内的邻近城市 

市郊铁路/都市区快线是目前世界上各大城市群交通解决方案的有效方式，此类城市与

杭州距离适中，采用最高速度介于 120km/h～160km/h 的区域快线系统，能够有效保证在一

定站点密度和较高服务水平下的“30 分钟”、“1 小时”时空出行目标。此层级考虑衔接的城

市有海宁市、桐乡市、德清县、安吉县、诸暨市、绍兴县、桐庐县等。 

（3）城市轨道交通衔接线——衔接杭州市 30km圈范围内的城市 

位于杭州市中心 30 公里范围内的城市已经进入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范围，采用最高速度

80km/h～120km/h 的城市地铁系统制式，不仅能够实现城市间的快速联系，而且有效解决

日常沿线居住组团间的客流出行。此层级考虑衔接的城市主要为临安市、富阳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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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杭州都市圈城镇时空距离图 

3. 发展模式	

城际轨道交通线路制式、技术标准具有多样性：城际轨道交通线路既不同于干线铁路，

又区别于城市轨道交通，其主要技术标准、系统制式的选择应根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客运需求特点等进行综合考虑。从普遍情况来看，城际轨道交通的主要技术标准应界于干线

铁路（高速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之间。 

杭州都市经济圈城际轨道，兼有大城市的城际通勤系统以及市域快速轨道系统的功能，

在发展模式上既可以建设跨城市行政区域的城际轨道交通专用线路；也可以将干线铁路向区

域中心深入或利用既有干线铁路的闲置资源开行具有通勤功能的公交化城际列车；还可以将

大城市内部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向远郊区、周边城市延伸扩展等多种形式。 

根据发展途径的不同可以有市郊铁路（通勤铁路）、都市区轨道快线等系统模式。 

市郊铁路（suburban rail）：起源于二战前城市间的铁路运输，主要为通勤者服务，故也

称通勤铁路（Commuter  rail）。市郊铁路系统是利用大铁路线路，联系城市边缘以及边缘组

团的轨道交通系统，同时兼顾大铁路运输，一般在既有铁路系统发达或能力有富裕的城市发

展。市郊铁路具有运量大、旅行速度快、效率高、造价较低的特点，适合作为连接城市远郊

区与中心、中心城与卫星城或郊区与郊区之间的交通走廊，服务于整个市域范围，使整个城

市连接成为一个整体，增加城市的“向心力”，保证“同城效应”。 

都市区轨道快线：是在城市发展至一定规模和程度时，新建或利用原有铁路走廊改建的

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在都市区范围内，以满足相邻城市间的联系为主，沿线可设多个车站，

车辆及运营管理采用城市轨道模式，线路运营组织可考虑对接换乘，也可考虑贯通运营。车

辆最高速度一般在 100～140km/h，旅行速度约 80  km/h，车站分布内密外稀，平均站间距

约 5～8km，单向全程运行时间不超过 1 小时。 

市郊铁路系统和都市快线系统发展途径不同，但技术要求一般相近：两者都要求将城市

市区以外的多个点或组团与城市边缘的交通接口连接起来，或者直接连接到城市中心。这种

系统站间距较大，一般为 3km 以上，线路较长，因此要求的旅行速度较高，但运行密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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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客流运量往往集中在几个主要出行时段上，是城市中心向外延伸的一种重要通道。 

市郊铁路系统区别于都市快线系统最大的特征在于：市郊铁路一般是利用大铁路客货运

输剩余能力开行的服务于城市内部出行的轨道交通系统，对城市内部出行而言，市郊铁路系

统服务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大铁路剩余能力的高低，由于要兼顾大铁路运输，这个系统不能成

为封闭独立系统。 

而都市快线系统则是新建的线路，或仅利用原铁路线位或用地建设，其承担城市内部及

都市区范围内的快速出行任务，因此可以成为封闭的独立系统。利用铁路线位或用地建设完

全服务于城市内部客运交通的系统。 

4. 总体布局	

4.1 都市区快线模式方案 

都市区快线模式方案主要考虑新选通道，建设城际间客流专用的轨道线路，线路可沿各

城市主要发展轴布设，围绕站点进行 TOD 开发，并可与城市轨道线路实行无缝对接，规划

形成“一心八射”的网络基本形态。“一心”指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八射”指杭州至海宁方向、

杭州至桐乡方向、杭州至德清方向、杭州至安吉方向、杭州至临安方向、杭州‐富阳‐桐庐方

向、杭州至诸暨方向、杭州至绍兴县方向共八个方向的都市圈轨道快线。各条线路在城市外

围与杭州市区地铁进行换乘衔接，具体衔接方案如下： 

海宁方向——采用通道换乘方式与轨道 1 号线临平支线的南苑站，并预留远期向西延伸

与轨道 3 号线换乘的可能。 

桐乡方向——桐乡沿 320 国道至临平副城，与轨道 3 号线、9号线枢纽形成换乘。 

德清方向——德清经瓶窑至良渚与轨道 2 号线新良路站换乘。 

安吉方向——安吉经瓶窑至良渚组团与轨道 2号线新良路站换乘。 

临安方向——临安经青山湖至余杭组团与轨道 5 号线科技岛站换乘，远期向东延伸至留

下与轨道 3号线形成换乘枢纽。 

富阳方向——富阳沿 320 国道至经之江过江，与 6 号线枫华西路站形成换乘。 

绍兴方向——绍兴沿 104 国道经瓜沥组团至铁路南站枢纽，与 5 号线、11 号线枢纽杭

州（火车）南站形成换乘。 

诸暨方向——诸暨沿浙赣铁路通道经临浦组团，与 4 号线、11 号线枢纽闻堰南路站形

成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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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都市圈轨道快线模式方案图 

 

图 5  杭州市城际轨道与城市轨道衔接方案图 

4.2 市郊铁路模式布局方案 

杭州境内现状有沪杭铁路、萧甬铁路、宣杭铁路、浙赣铁路四条铁路干线，市郊铁路模

式方案主要考虑利用都市圈范围内现状既有的国铁线路，尤其是货运铁路线。根据测算，研

究年度内相关铁路线其能力利用情况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既有铁路列车开行能力存在一

定富余，可利用这些线路的富裕通行能力，开行高峰时段杭州至周边县市的通勤客运列车，

以满足各县市与都市圈核心‐杭州的联系需求；并可视沿线城镇发展情况，对既有铁路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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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简单改造，在主要城镇增设简易的铁路客站，实现城际铁路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 

表 1  研究年度既有铁路通过能力利用率测算 

  通过能力利用率 

宣杭铁路  41% 

沪杭铁路  73% 

萧甬铁路  45% 

浙赣铁路  70% 

此外，考虑到远景都市圈内各相邻县市之间的出行需求，远景建议增设西部市郊铁路联

络线，从富阳方向市郊铁路出发，向北引出联络线接上临安方向市郊铁路，实现西部地区线

路的联通；增设东部市郊铁路联络线，从桐乡、海宁出发，向南引出联络线，经过大江东、

绍兴、诸暨，接入萧甬线、浙赣线，实现东南部地区的联通。西部、东部联络线与杭州市区

铁路北环线衔接，形成围绕杭州市区的市郊铁路环线。 

 

图 6  都市圈轨道市郊铁路模式方案图 

市郊铁路模式主要考虑利用既有铁路设施，相比新建区域快线模式具有投资省、见效快

的特点，但目前国内既有铁路设施的利用缺乏制度化的办法，成功的案例数量少，且具有一

定的偶然性，缺乏有普遍意义、值得推广的经验，主要有以下 3 方面： 

（1）体制原因，既有铁路所有权属于铁路企业，其上级主管部门是代表中央政府的铁

道部，而城市交通一般由地方城市政府负责建设，两者在体制及利益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共

识的形成需要双方的诚意和远见卓识。 

（2）设备原因，传统的既有铁路是按服务于城市间长距离运输设计的，其线路、车辆、

车站、信号等方面与城市交通的需求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差异，对既有铁路设施要加以利用需

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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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求原因，长期以来，既有铁路由于车站间距较大，加上铁路夜间行车量较大，

周边土地噪声较大，沿线土地缺乏商业运作和开发，客货运输需求数量受到影响。多数情况

下，轨道交通的选线难以与既有铁路走向重合。 

但近几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都在加快研究和推进市郊铁路的建设，如北京已开通了

S2 线，南起北京北站，经沙河、南口、八达岭，北至延庆县延庆镇；上海金山支线也正在

建设中。随着铁路系统建设、运营和管理的持续改进和完善，今后市郊铁路的发展将是城际

轨道交通发展的趋势之一，将在都市圈城际交通中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5. 小结	

本次研究主要对杭州都市圈城际轨道交通建设的必要性、发展目标和方向进行了前瞻性

研究，并提出了市郊铁路和区域快线两种发展模式和相应的布局方案。研究对于完善杭州都

市圈综合运输网络、优化城际运输结构，实现都市圈“一主三副两层七带”空间发展战略，

加快推动杭州都市圈经济快速发展、打造长三角“金南翼”，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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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回顾及未来发展构想 

徐旭晖 

【摘要】从 1988年，深圳市着手城市轻轨交通研究，至 90年代初开始编制轨道线网规划，

20年来，轨道线网规划一直在不断补充、深化和完善。本文回顾深圳市三轮轨道线网规划，

探讨其与城市群、城市总体规划及综合交通、轨道交通认识的关系，最后结合未来城市和交

通发展，对未来深圳轨道线网布局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深圳地铁  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 

1. 引言	

轨道网规划作为实施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手段，在引导城市空间布局、缓解城市交通压

力和指导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 1994 年起，深圳较完整地编

制了三轮轨道网规划，第一轮为《96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 9 条线路网络，第二轮为《2001

年综合交通及轨道交通规划（2001‐2005）》提出的 13 条线路网络，第三轮为《2007年轨道

网规划（2007‐2030）》提出的 16 条线路网络。三次轨道网规划编制过程是深圳市对城市轨

道交通认识不断深入的过程，也是轨道交通支持城市规划，拓展、引导城市空间布局，构建

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综合交通体系的不断探索。本文从回顾近二十年来深圳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演变过程，结合珠三角城市群、深圳未来城市及城市交通发展的判断对未来轨道交通线网

的发展进行探讨，希望为未来深圳轨道网规划提供借鉴。 

2. 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回顾	

2.1 深圳地铁一期工程（2 条线路） 

深圳建市后，随着特区建设的加快和人口的迅速增加，市区道路交通压力不断增大，为

解决交通问题，1988 年，深圳市开始着手城市轻轨交通研究，并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报送《深

圳经济特区轻轨客运交通工程项目建议书》，提出主线从南头联检站至罗湖火车站的轻轨交

通系统。1992 年 7 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轻轨交通客运工程立项建设。同年 8 月，为适应

城市长远发展需要，市政府决定改建地铁，并开始研究地铁建设项目。 

1994 年 1 月，深圳市又重新报送《深圳市地铁 1 号线一期工程项目建议书（火车站‐南

头联检站）》，但 1995 年 12 月，国务院下发《暂缓审批快速轨道交通项目的通知》，深圳地

铁立项受到国家宏观调控影响。为解决深港旅客过境流量迅速增长的问题，顺应香港回归后

交往的需要，深圳市及时调整规划，将原申报项目调整为《深圳市深港罗湖、皇岗/落马洲

口岸旅客过境轨道接驳工程项目》。 

1998年 5 月，《深圳市深港罗湖、皇岗/落马洲口岸旅客过境轨道接驳工程项目建议书》

获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立项，项目改名为《深圳地铁一期工程项目》，1999 年 4 月，《深圳

地铁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国家批准，深圳地铁一期工程 1、4 号线终点分别延长到

侨城东站和文化中心站（现少年宫站）。2002 年，为解决华侨城片区交通严重拥堵问题，同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087



 

 

步增建地铁一期工程 1号线西延段（侨城东站‐世界之窗站）。经过上述演变，最终深圳地铁

一期工程由两条线路组成，总长 21.6 公里，其中 1 号线从罗湖火车站到世界之窗，线路 17.1

公里，4 号线从福田口岸到少年宫站，线路 4.5 公里，见图 1。 

 

图 1  深圳地铁一期工程方案图 

2.2 深圳总体规划轨道线网（1996-2010）（9 条线路） 

在深圳地铁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过程中，深圳市 1993 年启动《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

编制工作，为指导地铁一期工程建设，总体规划对轨道交通进行了专项规划。根据总体规划

提出的“以特区为中心，西、中、东三条放射发展轴为基本骨架”的城市布局结构，按照综

合交通规划提出的“积极、优先发展大容量、快速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确立公共交通的主

导地位，形成以地面公共交通为主体，以客运轨道交通为骨干，各种交通工具协调发展的城

市客运公共交通体系”的交通发展策略和目标，提出由 9条线路（含 3 条通勤路线）组成，

总里程约 270 公里的轨道网络方案，具体线路分别为：1 号线（深圳火车站至深圳国际机场）、

2 号线（罗湖至盐田）、3 号线（罗湖至横岗、龙岗、坪地及坪山）、4 号线（皇岗口岸至龙

华、观澜）、5 号线（蛇口码头至西丽）、6 号线（深圳国际机场至松岗）和通勤铁路 3条（分

别利用现有广深、平盐和平南铁路，开通通勤客运线路），见图 2。 

 

图 2  1996 版城市总体规划轨道网络规划图 

本次线网规划是深圳市第一次面向市域范围对轨道交通进行了专项规划，也是第一个全

市整体性的轨道网络规划。该规划特点：一是与在编的总体规划的城市布局结构协调性较好，

基本解决了城市发展主轴和重要交通走廊的轨道服务，轨道线路连接城市主、次中心，支持

了城市布局结构形成；二是在常住人口规模控制在 430 万人以内的背景下，提出线网规模

270 公里具有一定超前性；三是借鉴欧美国家轨道交通发展经验，利用现有平南和平盐铁路，

开通通勤客运线路。 

该规划编制时，由于国内刚开展对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研究，对轨道交通认识较粗浅，导

致本轮线网规划存在两点缺憾，一是规划未考虑不同交通需求特征对轨道交通的要求，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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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线路进行功能划分；二是对城市中心区轨道布局未深入思考，中心城区的轨道覆盖率低，

线路仅是平均分布在城市各个发展主轴，轨网在中心城区换乘节点较少，也间接导致地铁一

期工程基本未考虑换乘节点预留。 

2.3 2001 年第二次轨道网规划（13 条线路） 

1999 年，在深圳市小汽车高速增长（年增长约 5 万辆），交通拥挤由罗湖上步组团向福

田及原特区外逐步蔓延的情况下，为了建设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交通体系，促进城市总

体规划发展目标的实现，协调正在建设的深圳地铁一期工程与远期轨道网络关系，保障轨道

交通建设的连续性，指导轨道二期工程建设，深圳市于 1999 年开展了《深圳市综合交通与

轨道网规划》，以期提出满足城市和交通发展要求的轨道线网规划。 

根据综合交通规划提出建立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对小汽车有竞争力的公共交通体系发展

目标，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三条轴线、三个圈层、三级中心、十一个功能组团”的城

市结构进行轨道网络布局，规划轨道网络的主骨架表现出“东西主轴、一核心、三辐射”的

特点，全市轨道网络由区域线、市域线、局域线三个层次共 13 条线路组成，总长 365.2 公

里，见图 3。 

 
图 3  2001 年版深圳市轨道网络规划图 

本轮线网与上一轮总体规划线网相比，本轮轨网规划对轨道交通与城市规划、综合交通

关系的认识有所加深，主要特点有以下两点：一是规划首次在深圳市提出了线路功能、等级

划分概念，并根据深圳市城市布局特征、交通特征，以及不同轨道线路层次功能和特征的一

般要求，将轨道线路的结构层次划分为区域线、市区干线和局域线三种层次，并提出以区域

线的快速交通强化中心城区与外围次中心的联系；二是加密中心城区轨道线路规划，中心城

区增加了 7号线、9 号线、13 号线 3条线路，并将 2、3 号线延长到福田中心区，大大提高

了轨道交通对中心城区的覆盖率和可达性，强化了中心城区的地位和辐射力，保障中心城区

功能实现。 

本轮规划最大的遗憾就是受各种因素影响，导致市政府审批时认为远期轨道交通线网方

案规模偏大，仅批准了该规划的近期方案，即 1 号线、2 号线、3 号线、4 号线、5 号线（规

划平南及平盐铁路改造的深圳市外环轨道线路）5 条线路，这也基本上是轨道二期工程建设

线路。由于只批准近期方案，使得地铁一期建设仍未对相关换乘节点进行预留。但本次规划

提出 2、3 号线延长到福田中心区，中心城区增加 7 号线、9 号线的布局构架以及提出区域

线 13 号线快速联系中心城区和外围沙井次中心的基本理念在下一轮线网规划中基本吸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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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2.4 2007 年深圳市轨道规划（16 条线路） 

进入二十一世纪，深圳市已发展成为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但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交

通问题也日益显著，交通拥挤状况越来越严重。与此同时，正在开展的《深圳城市总体规划

（2007‐2020）》提出了如何能通过轨道交通实现城市功能定位，引导城市合理布局结构的形

成，并满足城市交通发展需求；其次，随着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融合，内地与港澳之间合作的

增加，区域一体化进程加速，省里也完成《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城际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城市在竞争与合作中的发展对区域轨道交通提出了新要求。为适应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趋

势，推动城市布局结构的调整，协调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促进特区内外的一体化进程，深

圳市组织开展了深圳市轨道交通规划工作，并指导轨道三期工程建设规划的编制。 

本次规划在分析区域及城市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借鉴国内外大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经验，

提出了由珠三角城际线、轨道快线、干线和局域线四种功能轨道线路组成的轨道网络，以城

市总体布局的“三轴两带多中心”的轴带组团结构决定轨道网络的格局，轨道网络呈现以中

心区为核心、扇形辐射的总体形态，在第二、三圈层设置了两条半环线，以加强三条主要发

展轴之间的联系，并促进各次中心和对外交通枢纽的发展，规划轨道网络由 16 条线路组成，

总长约 585.3公里（不含城际线），见图 4。 

 

图 4  2007 版轨道线网规划图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本轮规划拓展轨道交通规划的广度与深度，突破目前轨道规划存在

的局限性，轨道交通线网方案对加强深圳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促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具有

重要意义。本轮规划特点有以下三点：1）结合深圳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大城市轨道交通

发展经验，根据不同线路所服务的区域、客流性质以及运行时间等要求提出了轨道交通线网

由珠三角城际线、轨道快线、干线和局域线四种功能轨道线路组成；2）与城市总体规划紧

密结合，规划在东、中、西三个方向均布局了连接中心城区与外围次中心的轨道快线，以不

同等级轨道线路与综合交通枢纽支撑相应等级发展轴带和城市中心体系，促进特区内外的一

体化进程，缓解城市交通压力；3）规划将城际轨道在深圳市内部布局纳入城市轨道交通统

筹考虑，同时让城际轨道深入城市中心城甚至核心区，成为城市交通有机组成部分，更好保

障城市轨道网络与珠江三角洲城际轨道交通网络紧密结合衔接。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090



 

 

3. 轨道线网规划未来发展方案构想	

3.1 深圳与珠江东岸东莞、惠州都市圈未来将呈现“深港中心辐射+边界地区交融”的

交通形态，需轨道网络实现多层次衔接 

珠江三角洲地区联系日益紧密，呈一体化发展趋势，东岸深莞惠都市圈城镇连绵发展，

布局紧凑，为深莞惠交通圈的形成提供了条件。深港中心区作为珠三角地区的区域性中心，

深莞惠交通圈一是会形成以深港中心区为核心，覆盖深圳坪山、龙岗、光明等城市副中心，

再向北幅射东莞、惠州地区性中心的交通走廊，该都市圈之间交通出行特征以办公、商务、

休闲为主，通勤为辅，以跨市中长距离出行为主，需要提供高、快速轨道服务；其次是随着

深圳坪山、龙岗、光明等城市副中心发展，将与相近的长安、虎门、凤岗、惠阳等东莞和惠

州临近城镇组成边界地区交通圈，该交通圈内城市间交通出行特征是相互交融，有从商务休

闲交通向通勤交通转变的趋势，以跨边界的中短距离出行为主，提供快速、普速轨道服务即

可满足交通需求，见图 5。 

 
图 5  珠江东岸深莞惠都市圈交通形态示意图 

在 2007 版《深圳市轨道网络规划》中，规划提出由穗莞深城际线（与轨道快线 11号线

共线）和深惠城际线（与轨道快线 14 号线共线）分别承担深圳与珠江东岸东莞、惠州交通

联系功能。但在目前体制下，城际线与轨道快线难以共线建设，城际线仅承担了深莞惠都市

圈城际间快速轨道服务功能，深圳在与珠江东岸东莞、惠州城市轨道通道对接方面仍显不足，

深莞惠都市圈还缺失城市轨道快线、干线甚至局域性轨道服务。为了协调深圳与珠江东岸东

莞、惠州“深港中心+边界地区交融”的交通形态，轨道网络需实现多层次衔接，对应东岸

都市圈中心辐射特征，在深圳与珠江东岸东莞、惠州形成城际线、轨道快线衔接，对应“边

界地区交融”的特征，局部地区形成轨道干线、局域线对接，以全面提升深港作为区域中心

城市的辐射能力。 

3.2 深港过境交通持续增长，且过境交通同城化趋势逐渐显现，需全面布局预留线路

延伸至香港条件 

近年来，深港两地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联系日益紧密，深港过境旅客量一直保持快速增

长，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跨境调查，2010 年，经港深陆路口岸过境客流约是 1.64 亿人次/

年，日均约 49 万人次/日，相比 2005年，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4.0%，跨界客流出行在内地的

范围目前以深圳—香港为主，占跨界出行的 81％，珠三角其它城市与香港的出行占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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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随着深港合作的深入，深港跨界交通需求将大幅提高，并因为两个核心之间的分工

互补，形成双向通勤、办公、购物、旅游特征，深港交通有向都会区内部交通发展转变趋势。

考虑到过境政策、香港及内地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发展情况，推算至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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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300 万人次/日，为现状跨界客运需求的 2.5～5 倍。 

目前深圳与香港之间已有和规划东（正在运营的广九铁路，能力 40 万/日）、中（正在

建设的广深港高速铁路，能力 25 万/日）及深圳地铁（4 号线/香港落马洲支线，能力 25 万/

日）、西（西部过境轨道，能力 60 万/日）4 条轨道交通通道，见图 6。面对深港交通向都会

区内部交通发展转变，深港跨界交通出行总量的迅速增长，现有 4 条轨道交通通道可能难以

满足，根据深港都市圈空间发展格局及城市交通发展策略，考虑香港道路条件制约，还必须

增加轨道交通连接方式，结合香港新界东北新发展和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未来深圳轨道

线网规划需在东中西方向全面布局预留连接（或进入）香港线路条件。 

 
图 6  深港轨道交通通道示意图 

3.3 中心城区岗位集聚，居住人口向外迁，职住分离加剧，需综合全日和高峰需求交

通增加各轴向进出中心城区轨道布局 

随着深圳居住人口向城市第二圈层外移，目前已形成原二线内外大规模的通勤交通，跨

区交通需求持续增长，2010 年原二线关口日平均双向客流约 270 万人次，较 2005 年年均增

长约 12%，过去 5 年新增新城关、福龙关、清平关等关口起到一定分流作用，但由于通勤交

通潮汐性客流特征，导致“高峰拥堵、平峰闲置”，交通设施效率低下，使部分关口高峰期

间仍拥堵严重，尤其是梅林关、布吉关。 

深圳二期轨道 2011 年 6 月全面开通，从二期线路客流情况来看，对外放射的轨道线路

潮汐性客流特征更加明显，以中部轴向 4 号线为例，现按 4 辆编组高峰发车密度 23 对/小时，

单向运能 2.7万人次/小时（6 人/m2），根据 4 号线 2012 年 5月份客流报表，日均双向客流

约 31 万人次，受运能影响高峰小时单向 2.5 万人/小时，全线单向高峰小时系数达 16%。但

若将原二线关外地区单独分析，原二线关外地区进入特区方向全日客流量约 9.4 万人，早高

峰客流约 2.2万人，扣除少量在原二线关外出站客流，原二线关外段线路单向早高峰小时系

数高达 20%，部分居住型车站的早高峰系数更是高达 25%，高峰时段基本处于饱和状态，导

致部分乘客转换其它交通方式进入市中心，而线路平峰客流不足 0.5 万人/小时，按高峰算

运能计，平峰运能富余 80%。从 4 号线客流情况来分析，按全日客流布局轨道线路难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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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交通需求，见图 7。 

 

图 7  地铁 4 号线全天小时断面客流图 

目前深圳市居住人口外移、职住分离刚刚开始，现原特区内未平衡职住量仅约 50‐60 万，

由于客流潮汐性特征明显，现原特区内外跨二线关高峰通勤总量约 30 万人就导致交通拥堵

十分严重。未来深圳正在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发展策略将带来从业人口结构的

变化，加上前海等高端产业集聚发展地区规划（就业岗位 80 万）已经基本明确，未来原特

区内未平衡职住是将高达 180‐200 万，仅前海南山未能总量平衡的岗位数，估计超过 100 万。

预计未来高峰小时期间大量人口进入中心城区上班，中心城区交通圈边界的交换量达到 140

万人次/小时，是现状二线关高峰交通量的 4 倍，同时考虑职住分离加剧，单向高峰小时系

数可能提高达 20‐25%，单向高峰交通量将是现状的 5‐6 倍。由于中心城区路网容量有限，

难以支撑过多放射性道路，加上轨道线路潮汐性客流特征更加明显，未来需综合考虑全日和

高峰需求交通增加各轴向进出中心城区轨道布局，在关键轴向的轨道布局应需按高峰需求进

行布置。 

4. 结语	

面对快速城市化、区域化、机动化的三重压力，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建立以轨道交通为

核心的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已成为我国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本文针对深圳前三

轮轨道线网规划回顾，结合对城市轨道交通认识不断提升，提出未来轨道交通发展构想，希

望能够为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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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快线布局规划与实现方式初探 

蔡燕飞 

【摘要】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群、都市圈等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成为发展趋势。轨

道快线可有效提升区域、城市的交通服务效率，同时对城市的发展及空间格局产生一定的引

导作用。本文通过对轨道快线涵义的辨析，认为城际快线及市域快线共同为区域、城市提供

快速的轨道服务，两者在城市区段的站点布局、衔接关系，需根据区域、城市的空间发展需

求进行选择；各种布局形式可通过多线并行、直通运行及共线运行等多种方式实现，最后以

深圳市为例进行分析，以期为轨道快线的规划与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字】轨道快线  布局形式  实现方式 

1. 前言	

自 1863 年伦敦建成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以来，全球已经有数百座城市建设了城市轨

道交通系统[1]。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以其运量大、独立性强、清洁环保等优势逐渐成为各大城

市公共交通的骨干系统。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发展模式的转变，邻近城市之间的

交流日趋密切，同时城市中心与郊区之间快速联系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因此对公共交通的

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轨道交通作为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积极发展轨道快

线，以提升区域、城市的交通服务效率[3‐4]。目前，对于轨道快线的含义、布局形式及实现

方式等方面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以更有效地指导轨道快线的规划与建设。 

2. 轨道快线含义的辨析	

对于“轨道快线”的含义，目前业界未有统一的理解： 

王修华[3]认为所谓城市轨道快线是指那些停站较少、运行速度较高的城市轨道线。 

王江燕[5]提出轨道快线的定义为: 城市轨道快线是和停站比较多的城市普通轨道线平行

运营或者对角运营形成一种速度快、停站少的建设或者运营形式的城市轨道线。 

前者描述了轨道快线的“快速”功能，但将其局限于“城市轨道线”；而后者从轨道快

线的布局及实现方式来说明，却未明确轨道快线的基本特征。 

本文认为，轨道快线应理解为能够提供快速服务的轨道线路，其中“快速”服务的速度

特征应为介于高速铁路与城市普速地铁之间，其表现形式可以是服务城市群内各城市之间的

城际轨道线路，也可以是服务城市的市域快线
1
。 

轨道快线在服务范围、线路形式上具有以下特征：   

城市群、都市圈等城市形态的出现，相邻城市间的融合成为发展的趋势，因此在轨道快

线的服务范围不应局限于城市。目前城镇群内大城市之间由高速铁路服务，城市市区内由普

                                                              

1这里所提的市域快线包含了常规的地铁形式的市域快线以及铁路形式的市郊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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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的轨道（通常以地铁形式）服务，则都市区内城市间、城市中心区与郊区之间的快速联系

需求成为轨道快线的服务目标，因此其服务特征应介于高速铁路与普通地铁之间。 

 

图 1  轨道系统与服务区域关系 

表 1  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组成情况 

综合国内外主要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组成情况，区域内城市之间快速的轨道服务主要表

现为城际轨道，而城市中心区与郊区之间的轨道服务表现为市域快线： 

城际轨道：是指在人口稠密的都市圈或者城市带规划和修建的高速轨道客运专线系统，

特点是相对短距离、公交化[9]。 

市域快线：指为市域内长距离交通出行服务，为市域各组团提供点到点服务的轨道线路
[7]。 

3. 轨道快线的布局形式	

3.1 考虑因素 

轨道快线的布局，一方面要考虑其自身功能的实现，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可能产生的外部

效益： 

1、线路功能 

轨道快线的“快速”功能主要从两方面来保证：一方面提高线路标准及设计车速；另一

城市  轨道交通系统组成 

巴黎[3，5]  地铁、市域快速轨道交通(RER)、市郊铁路和轻轨 

东京[3，5]  新干线列车、城际列车和快速列车、普通列车、地铁列车及有轨电车（或 AGT） 

纽约[5]  地铁捷运系统和通勤铁路 

北京[6]  市区的轨道交通运输系统、市郊铁路运输系统 

上海[7]  市域级轨道网、市区级地铁网、市区级轻轨网 

广州[7]  国家铁路、珠三角城际线、市郊铁路及城市轨道线（市域线、城区线和组团线） 

深圳[8]  国家铁路、珠三角城际线、市域快线、市区干线及局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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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拉大站距，减少停车附加时间对全线运营速度的影响。其中，站间距由线路的布局形

式决定，因此需重点研究各个区段的站点设置方式。 

2、线路协调关系 

城际轨道与市域轨道快线共同承担快速服务的功能，因此二者应相互配合，做好衔接；

同时在同一通道上应避免相互竞争，使快速服务的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 

3、城市协调关系 

同等条件下，轨道快线的引入将对城市或地区的区位价值具有较大的提升作用[10]，轨

道快线的线路走向及布局将对区域、城市发展以及其内部的空间格局形成产生引导作用
[11,12]，因此轨道快线的布局需要考虑与区域、城市的发展需求及空间的协调性。 

3.2 布局形式 

根据轨道快线的服务区域及存在形式的不同，下面将分别对城际轨道快线及市域轨道快

线的布局形式与城市空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3.2.1  城际轨道快线	

城际轨道快线联系两个或多个城市，其布局形式主要考虑与沿线城市的关系，即如何在

保证线路的服务功能情况下，为城市提供良好的服务。城际轨道快线对于城市的服务，需考

虑两个问题：是否进入城市中心区，是否服务城市郊区[13]，因此可能存在以下布局形式： 

 

图 2  城际轨道快线布局形式图 

表 2  城际线布局模式比较 

  特征  线路功能实现  对城市的作用  适用情况 

形

式

1 

进入核心区并设站  快速联系各城市核心区 
城市间交流便捷，促进

城市的紧密发展 

核心区轨道通道资源

充足或线路建设较早

的城市 

形

式

2 

不进入核心区，在核

心区外围设站 

需借助城市轨道实现城市

间快速联系 

避免过度集聚，有助于

拉开城市格局 

核心区通道紧缺的城

市 

形 进入核心区并设站， 联系各城市核心区，设站较 城市间交流便捷，促进 核心区轨道通道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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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3 

兼顾沿线郊区服务  多，速度有所影响  城市的紧密发展；促进

城市外围的发展 

充足或线路建设较

早，规模较大的城市 

形

式

4 

不进入城市中心，在

核心区外围设站，兼

顾沿线郊区服务 

需借助城市轨道实现城市

间快速联系，对相邻城市核

心区间快速联系服务较差 

有助于拉开城市格局，

促进城市边缘地区的

发展 

核心区通道紧缺，规

模较大的城市 

 

由以上分析可知，城际轨道快线进入核心区、减少设站可提高其便捷性，对于城市的发

展及线路功能的实现有较大的作用，因此形式 1 为理想的布局形式，但该形式进入核心区、

通道条件要求高，可能在实施过程中难度较大，因此在布局形式选择时，需根据各城市的不

同情况进行具体的选择。 

3.2.2  市域轨道快线	

市域轨道快线主要承担城市中心区与外围城区之间的快速服务，所服务的空间尺度小于

城际轨道快线，因此站点的疏密对空间结构的塑造也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在市域轨道快线

布局形式研究中，应考虑是否进入核心区、中心区站点的疏密及外围地区站点疏密等因素：   

 

图 3  市域快线布局形式图 

表 3  市域快线布局形式适用性分析 

  特征  线路功能实现  对城市的作用  适用情况 

形

式1 

进入城市核心区，在城市中

心区密集设站，在外围城区

设站较少 

城市中心设站较多，速

度有所影响 

加强城市中心辐射功

能，促进城市向单核心

集聚 

引导城市单中心

圈层式发展 

形

式2 

进入城市核心区，在城市中

心区减少设站，在外围城区

设站较少 

城市中心及外围地区设

站较少，速度最快 

加强城市中心辐射功

能，促进多核心形成 

引导城市单中心

珠链式发展 

形

式3 

不进入城市核心区，在城市

中心区密集设站，外围城区

城市中心设站较多，速

度有所影响 

弱化核心区的地位，有

助于在核心区边缘地区

引导城市从单中

心向多中心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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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站较少  构筑核心 

形

式4 

进入城市核心区，在城市中

心区密集设站，在外围城区

密集设站 

城市中心及外围城区均

设站较多，速度影响最

大 

加强中心辐射功能，强

化中心地位，促进外围

城区发展 

引导城市多中心

圈层式发展 

形

式5 

进入城市核心区，在城市中

心区减少设站，在外围城区

密集设站 

城市中心设站较少，外

围地区增加设站，速度

有所影响 

加强中心辐射功能，强

化中心地位，促进外围

城区发展 

引导城市多中心

珠链式发展 

形

式6 

不进入城市核心区，在城市

中心区密集设站，在外围城

区密集设站 

城市中心设站较多，外

围地区增加设站，速度

影响较大 

弱化核心区的地位，促

进外围城区发展 

多中心结构发展

成熟，促进副中心

的发展 

根据目前世界一些大城市情况以及对城市职住空间的研究[14]，单中心圈层式发展的城

市格局将加剧职住的分离，带来大量的长距离潮汐交通，造成交通资源的严重浪费，因此，

在轨道快线建设时应尽量避免；同时，为促进城市的发展，扩大空间格局，应尽可能以轨道

快线支撑外围地区的发展。综合线路功能及城市的影响，形式 5 为最佳的布局形式。 

3.3 协调关系 

 

图 4  城际快线与市域快线衔接关系图 

考虑在实际中城际轨道快线与市域轨道快线的制式差异，建议二者以换乘方式衔接。由

于线路衔接处将形成枢纽，对于城市的作用将形成叠加，因此衔接点的选择也将对城市的布

局产生影响。由上图可知，可能存在两种情况： 

1、核心区衔接——将加强核心区的集聚功能及城市内部快速服务体系的整体性； 

2、非核心区衔接——将促进新核心的形成，弱化城市的边界； 

城市所处的阶段的不同，对城市功能的集聚与分散程度将产生不同的需求，因此在具体

的形式选择时，需以轨道快线作为整体考虑，慎重处理城际快线、市域快线的布局及其相互

关系。 

4. 轨道快线的实现方式	

4.1 实现难点 

由以上分析可知，不同的城市发展需求需要相应的轨道快线布局形式来支撑，而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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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设过程中，轨道快线的建设通常会遇到两大难题： 

1、通道 

一般情况下城市核心区普速线路建设早于轨道快线，并已占用了较多通道，由于城市土

地及通道资源紧缺，轨道快线进入核心区将面临较大困难； 

2、站间距 

在外围地区由于区位较差，需要轨道快线联系主中心以带动其发展，同时缺乏普速线路

的服务，轨道快线建设将面临加站的压力，轨道快线的站间距要求无法保证。因此，需重点

研究在面临以上问题的情况下如何保证轨道快线的实现。 

4.2 实现方式 

总结国内外城市轨道快线实现的经验[15，16]，一般有三种方式： 

（1）轨道快线拥有独立的贯穿市区的线路(或在市区一端终止于位于市中心交通枢纽

处)，与此同时，存在与它走廊相同(或大部分重叠)的普速线线路，这种实现形式为多线并行

方式，以纽约为代表。 

（2）轨道快线的物理线路也是终止于市区边缘，在市区内没有独立的线路，但它的列

车可以利用市区的普通线路进入甚至穿过市区，这种形式称为直通运行方式。 

（3）轨道快线没有独立的物理线路，而是利用既有的普通线路网络开行快速的列车，

通过甩站或越行（需设置越行线）的方式实现线路快速化，这种形式成为共线运行方式。 

以上各种方式的实现有一定的前提条件及适应性，如表所示： 

表 4  轨道实现形式特性分析 

方式  多线并行  直通运行  共线运行 

土地占用 
同一通道上设多条线

路，占用红线大 
需有独立线路，占用通道  无需新建物理线路 

系统能力 
具有独立线路，对系统

能力无影响 

在市区段需与普通线路共用通道，

系统能力有所折减 

与普通线路共用线路通道，

系统能力较小 

运营管理 
线路独立运行，对运营

管理无特殊要求 

需与市区内普通线路共线运行，局

部对运营管理要求较高 

全线与普通线路共线，对运

营管理要求高 

功能实现 
线路独立运行，可完全

实现快线功能 

快速直通，但快线运行间隔有所缩

减 
快速直通，但运行间隔大 

对其他线

路影响 
线路独立运行，无影响  线路共线运营，降低普速线路能力

线路共线运营，降低普速线

路能力，增加普速车辆运行

时间 

适用情况 
适用于土地、通道资源

充足的城市 

适用于外围通道资源充足、内部通

道资源紧缺、轨道交通发展成熟的

城市 

土地、通道资源紧缺、轨道

交通发展成熟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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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可知，城际轨道由于与城市轨道的运行制式存在较大差异，灵活的运营难以

实现，因此通常采用增加物理线路的方式建设；而城市市域快线与其他城市轨道线路的制式、

供电设备及信号系统等存在相容性，可利用既有城市轨道线路实现灵活运营，因此可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物理线路或运营线路方式建设。 

5. 案例分析	

深圳市作为珠三角城站群的三大核心城市之一，是珠三角城际轨道网的主要服务城市。

根据《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09‐2020）》要求，深圳市将致力打造“一轴两带多中心”的

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两个城市主中心，五个副中心及八个组团中心[17]。下面将以深圳市城

市发展的需求为依据，  对目前轨道快线规划及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优化方

案。 

5.1 轨道快线现状及规划 

从深圳市现状及已规划（或在建）的轨道快线线路[8,18]包括： 

（1）现状——广深铁路承担福田罗湖至深圳东部的快速联系；香港东铁承担罗湖口岸

至香港九龙的快速联系； 

（2）规划——福田至西部的机场快线，龙华至西部的光明快线，联系香港机场的港深

西部快轨、联系东莞、广州的穗莞深城际线，联系惠州的深惠城际线（与东部快线共用通道），

联系虎门、中山的虎龙城际线。   

图 5  深圳市在建及规划轨道快线 图 6  深圳市轨道网络规划方案图（2007 版）

5.2 问题分析 

与前面分析得到的理想布局形式相比，深圳市轨道快线的布局仍存在以下问题： 

（1）轨道快线未进入中心区，对城市发展支撑不足 

穗莞深城际线在深圳市内止于机场，未进入城市核心区，对深圳市的服务较差，对促进

深圳与深圳、广州的快速联系作用不足。 

根据既有规划[8]，光明快线为中部的快线，但光明快线南端止于深圳北站，并未进入罗

湖、福田等核心区域，导致了龙华——福田罗湖区段快速服务功能的缺失，从城市发展的角

度来看，光明地区未能快速联系核心区，线路对其区位的提升作用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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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深圳市光明快线规划图 图 8  深圳市机场快线规划图 

（2）轨道快线线路曲折、站间距小，快速功能未实现 

规划中深惠城际线自深圳福田经龙岗，往东绕至惠阳再联系惠城，为兼顾惠阳的服务而

使线路绕行并增加设站，不利于快速功能的实现； 

虎龙城际线自东莞经龙岗中心城至深圳东站，在龙岗中心城进入城市密集区，将引起增

加设站的压力，不利于快速功能的实现； 

光明快线和机场快线在西部地区站点密集，导致线路旅行速度的下降，直接影响快速功

能的实现。 

5.3 优化方案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深圳市轨道快线的布局进行以下调整： 

（1）穗莞深城际线自机场继续南延至前海，进入前海‐南山核心区；由于既有城市轨道

在前海湾形成枢纽，穗莞深引入该枢纽可实现与城市轨道的良好衔接，建议以前海湾站作为

穗莞深南延的控制点。 

（2）光明快线自深圳北站继续南延，进入福田‐罗湖核心区；根据福田、罗湖区通道情

况，建议南延至上步路，实现与罗宝线、蛇口线、龙岗线、西丽线及梅林线等多条城市轨道

换乘。 

（3）深惠城际线应快速联系两城市的主城区，由于惠城距离深圳中心区较远，为保证

快速功能的实现，不应过多绕行外围地区；原规划有福田至龙岗、坪山的东部快线，可延伸

至惠阳提供快速的服务，因此建议深惠城际线与东部快线分离，并调整线路自前海核心区经

龙华、龙岗至惠城。 

（4）与深惠城际线类似，建议虎龙城际不进入龙岗中心城，从外围直接联系深圳东站。 

（5）光明快线及机场快线已进入建设阶段，北段站点数量不能删减，建议通过跨站运

行的方式拉大站间距，改善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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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深圳市轨道快线布局调整方案 

该方案中各条轨道快线以最佳的布局形式规划，有利于多中心格局的形成；同时各条线

路形成网络，有利于轨道快线网络效益的发挥。以上调整意见将在深圳市轨道网络修编成果

中得到一定的落实。 

6. 总结	

经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城际快线及市域快线共同为区域、城市提供快速的轨道服务；根

据轨道快线在城市区段的站点布局、衔接关系以及其对区域、城市的空间的影响，梳理出轨

道快线的基本布局形式；结合案例分析可知，这些布局形式在实现过程中可能面临通道不足、

站间距不足等问题，借鉴国外城市经验，提出可通过多线并行、直通运行及共线运行等多种

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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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用地控制指标研究 

高德辉  陈丽莎  倪剑 

【摘要】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各城市都充分认识到做好轨道交通用地规划与控制的

重要性。本文通过分析影响轨道交通用地控制的因素，在总结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基础上，

重点研究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阶段的用地控制范围，提出了轨道交通线路、车站的用地控制通

用指标建议和具体控制实例，并对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规划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  用地控制 

1. 引言	

近年来，城市轨道交通在我国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三线也在积极编制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达到“早规划、早控制”的目的。而这些城市由于暂时不具备开工建设轨道交通的条件，

在编制完线网规划之后，往往没有开展轨道交通预可行性研究和轨道交通用地控制专项规

划。因此，在线网规划阶段用地控制规划的首要任务是在轨道线路中心线一经确定后，尚无

具体工程实施方案的情况下就对轨道交通所需的建设用地进行预留，从源头上缓解用地矛

盾。 

本文通过分析影响轨道交通用地控制的因素，在总结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基础上，重点

研究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规划阶段的用地控制范围，提出了轨道交通线路、车站的用地控制通

用指标建议，作为线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城市规划主管部门能够从编制线网规划阶段

考虑城市轨道交通的用地控制问题，为轨道交通的建设预留足够空间，为下一阶段各专项规

划的编制提供依据，为轨道交通建设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2. 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规划的内容与意义	

2.1 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规划的主要内容 

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规划内容一般包括：线路、车站、车辆基地、联络线及城市轨道交通

相关设施等用地控制规划。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由线路、车站、车辆基地、联络线及相关设施

等组成，车辆基地包括停车场、车辆段和车辆综合维修基地，以及车辆进出场段的出入线，

相关设施主要包括控制中心、主变电站等，各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均需要预留与控制。 

2.2 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规划的目的与意义 

城市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规划的主要目标是为轨道交通建设预留足够的建设空间，增强轨

道与周边建设的协调性，减少拆迁，降低建造成本，保障轨道交通的顺利实施和建设、运营

安全。 

2.2.1  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提供建设条件[1]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的建设需要在城市地下、地面甚至地上空间来布设线网的区间、车站

及车站出入口、风亭、车场，安排建设期的交通组织，以及施工场地布置等。所以对线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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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经过区域内土地利用和城市空间长远控制是轨道交通建设的前提条件，并且对指导沿线建

设用地的调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 综合考虑城市建设、减少浪费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是大型的城市基础设施工程，而且由于其功能的要求，线路通常需穿

越城市居民聚集密集区及城市设施等，会带来一定的拆迁工程。及早做好线网用地控制规划，

纳入城市规划管理范围，防止刚建设又拆除，尽量减少在建设时给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并

且能很大程度的减少政府的投资，节约成本。 

3.1 支持和促进城市有序发展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必带动线网沿线土地以车站为核心的高密度

建设。城市快速轨道沿线将是含金量最高的地带，是政府不可多得的财富。城市快速轨道用

地规划和控制，可避免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的引导和促进作用，

保证城市建设健康有序发展。 

3.2 轨道交通用地控制影响因素 

轨道交通线网沿线用地规划与控制除满足城市发展规划和轨道交通系统要求外，还应考

虑城市的环保要求和工程安全保护要求[2]。 

3.2.1  建设施工范围 

对于处于线网规划阶段的线路，应讨论建成后车站及线路需要的占地面积。不同敷设方

式的轨道交通设施，其结构的占地需求不同，占用的空间范围也不同。除考虑设施的结构占

地要求外，还应为轨道交通预留出一定建设条件，包括线路间、车站建筑与城市其他建筑间

的安全防护距离，一定的施工条件，以及在线路设计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线路调整所需要的用

地范围。 

轨道交通的建设应尽可能沿城市主干道及道路规划红线范围内布置，这样可以减少线路

穿越街坊和高层建筑，减少拆迁量，降低施工难度。 

3.2.2  工程环境保护 

工程环境保护主要考虑地下线产生的振动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地上线产生的噪音对周围

环境的影响[3]。 

 噪声 

当轨道交通采用地上线路穿越居民区、文教区时，其线路与敏感建筑之间的噪声防护距

离应符合表 1 的规定。当工程条件不能满足表中的规定时，应采取噪声防护措施，以达到环

境噪声标准的要求。 

表 1  地上线距敏感建筑物的噪声防护距离（m） 

声环境功 

能区类别 
区域名称 

近侧轨道中心线与敏感建筑

物的水平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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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类  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区域的敏感点  ≥60 

1类  居住、医疗、文教、科研区的敏感点  ≮50 

2类  居住、商业、工业混合区的敏感点  ≮40 

3类  工业区的敏感点  ≮30 

4a类  城市轨道交通两侧区域（地上线）的敏感点  ≮30 

 振动 

当轨道交通线路以隧道形式穿越居民区、文教区时，其线路与敏感建筑之间的振动防护

距离应符合表 2 的规定。当工程条件不能满足表中的规定时，应采取减振降噪措施，以达到

环境振动标准的要求。 

表 2  地下线距敏感建筑物的振动防护距离（m） 

区域名称  建筑物类型 
近侧轨道中心线与敏感建 

筑物的水平间距 

居民、文教、机关区的敏感点  Ⅰ、Ⅱ、Ⅲ类  ≮30 

商业与居民混合区、商业集中区的敏感

点 
Ⅰ、Ⅱ、Ⅲ类  ≮25 

3.2.3  运营安全范围 

当轨道交通进入方案设计、建设运营阶段时，用地控制的工作重点从确保建设空间及条

件转移到如何确保建成后的设施安全上来，从而保障轨道交通的顺利实施建设和运营安全。 

4. 轨道交通线网用地控制规划的相关规定	

4.1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的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GB/T 50546‐2009)中关于

“用地控制规划”的相关规定[4]： 

用地控制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提出规划控制原则与要求，通过预

留与控制设施用地，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供用地条件。 

用地控制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线路、车站和车辆基地。 

线路用地控制规划应根据各线路（含联络线）的走向方案，提出线路走廊用地的控制原

则和控制范围的指标要求。 

车站用地控制规划应综合考虑车站功能定位、周边土地使用功能和交通系统等因素，提

出换乘车站用地控制原则和控制范围的指标要求。 

车辆基地用地控制规划应确定车辆基地用地的规划控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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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的规定 

建设部和国家发改委共同颁布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104—2008)

中，对城市轨道交通的用地控制进行了相应的规定。该标准第二十八条规定[5]： 

在线路经过地带，应划定轨道交通走廊的控制保护地界，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走廊应以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为依据，对建成线路和规划线路应

确定控制保护地界，并应纳入城市用地控制保护规划范畴。 

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地界应根据工程地质条件、施工工法和当地工程实践经验，确定规划

控制保护地界，但不应小于表 3 的规定。 

表 3  控制保护地界最小宽度标准 

线路地段  控制保护地界计算基线  规划控制保护地界 

建成 

线路地段 

地下车站和隧道结构外侧，每侧宽度  50m 

高架车站和区间桥梁结构外侧，每侧宽度  30m 

出入口、通风亭、变电站等建筑物外边线的外侧，每侧宽度  10m 

规划 

线路地段 

以城市道路规划红线中线为基线，每侧宽度  60m 

规划有多条轨道交通线路平行通过或线路偏离道路以外地段  专项研究 

在规划控制保护地界内，应限制新建各种大型建筑、地下构筑物、或穿越轨道交通建筑

结构下方。必要时须制定必要的预留和保护措施，确保轨道交通结构稳定和运营安全，经工

程实施方案研究论证，征得轨道交通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依法办理有关许可手续。 

在城市建成区，当新建轨道交通处于道路狭窄地区时，在规划控制保护地界内，其工程

结构施工应注意对相邻建筑的安全影响，并应采取必要的拆迁或安全保护措施。 

4.3 小结 

相关标准规范对轨道交通用地控制提出了总体原则，具有总览性和普遍性，但《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提出的用地控制指标偏原则，不易操作，缺乏对实际工作的指导

性。由《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的规定以及各城市的用地控制标准可知，目前轨

道交通用地控制没有完善统一的用地控制指标，用地控制的划定范围不同，有的只划定一个

控制区范围，有的划定控制区和影响区两个控制范围。 

5. 线路走廊用地控制指标建议	

5.1 用地控制指标建议 

综合相关规范标准和国内部分城市的控制数据提出轨道交通线路走廊用地规划预留范

围的通用指标要求： 

表 4  线路用地控制规划预留范围 

No  线路敷设方式  线路走 用地控制宽度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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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位置

1 

严 

 

控 

 

区 

地

下

线 

区间 

线路中

心线两

侧带状

控制区

各 25m、困难地段各 20m
区间风道按规划方案轮廓向外扩

35m为控制用地 

2  车站 
规划方案轮廓向外扩25m

为控制用地 
包括出入口、风亭 

3  地

面

线 

道路之中 

各 30m、困难地段各 25m

工程主体结构在地面之上 

4 
道路一侧

路面之外 

工程主体结构采用桥梁结构形式

架设在地面上 

5  高

架

线 

区间  各 30m、困难地段各 25m

架设高度须满足汽车通行要求 
6  车站 

规划方案轮廓向外扩30m

为控制用地 

7  辅

助

线 

地上线  线路每侧 30m 
控制范围内不得随意修建新的建

筑 8  地下线  线路每侧 25m 

9  影    响    区 
城市中

心区 
严控区外两侧各 30m 

影响区范围新建、改建建筑须与

轨道交通进行规划配合 

说明 1：严控区为正线、辅助线及车站建设范围。严控区边缘为轨道交通用地红线。影响区为车站及部分

区间的附属设施建设可能的影响范围。 

说明 2：要求道路红线宽度：地上线应选择道路红线较宽的街道敷设，其中高架线要求道路红线宽度不小

于 50m（困难情况下区间可为 40m），地面线（包括出洞过渡段）道路红线宽度不小于 60m，尽可能设在

道路中间或一侧，不宜轻易换位。 

说明 3：城市中心区按 50m 红线严格控制线路走廊，对不够 50m 宽度的道路，有条件的调整规划红线宽度，

无条件的可以对新报建的建筑物增大道路红线退让，减少拆迁量。 

5.2 用地控制示例 

根据上述的用地控制目的、原则、用地控制标准及对道路红线的要求，对轨道交通沿线

用地控制提出规划控制示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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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高架区间用地控制范围示意	

 
图 1  高架区间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范围示意图 

5.2.2  地下区间用地控制范围示意	

 

图 2  地下区间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范围示意图 

6. 主要枢纽规划控制建议	

6.1 车站用地控制规划原则 

车站用地控制规划包括车站主体、出入口、风亭、冷却塔等附属设施以及出入口交通换

乘设施用地的控制规划； 

车站用地控制规划应区别对待道路红线内用地和道路红线外用地； 

车站依据敷设方式可分为高架车站、地面车站和地下车站；依据重要性可分为一般中间

站、大型接驳站以及综合枢纽站。用地控制应适应车站的形式和重要性； 

地下车站出入口、风亭以及地上车站的地面建筑，除满足地铁自身的技术要求外，应尽

量考虑与城市道路及两侧建筑相结合，合理布局，满足周围环境与城市规划要求。 

由于线网规划阶段的车站站位以及车站地下出入口、风亭的位置尚不确定，因此用地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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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规划时，应为下一步设计阶段的站位调整留有余地。 

6.2 车站及附属设施用地控制规划 

车站规模应根据远期列车编组长度以及车站客流量计算。通常车站的用地宽度在 22m

至 40m 之间，长度在 100m 至 240m之间。车站及附属设施（包括车站出入口、风亭和冷却

塔）用地控制规划时，车站前后各 100m，左右各 30m 的范围作为控制用地的范围。 

6.3 枢纽用地控制要求 

轨道交通枢纽从网络结构的交通接驳功能以及站点周边用地功能两方面可以分为三种

等级和规模：综合枢纽站、大型接驳站和一般中间站。针对不同功能和等级的交通枢纽用地

控制规划如下： 

6.3.1  综合枢纽站	

综合枢纽站是城市对外交通中心，市内外交通衔接枢纽，具有客流集中、换乘量大、辐

射面广等特点。该枢纽内，不仅要控制足够的交通用地，而且要进行详细综合规划布局，使

各种交通方式布局合理，换乘方便。 

综合枢纽站的公交及社会车辆场地按各不小于 10000m
2
控制。市级服务中心、铁路、

机场及对周边城镇的主要出口点与城市轨道交通的衔接站应为综合枢纽站。 

6.3.2  大型接驳站	

大型接驳站一般分布于城市轨道交通线首末车站前后、地区中心以及换乘量较大的车

站。 

大型接驳站的公交及社会车辆场地可按不小于 3000－5000m
2
控制。新增大型接驳站，

应尽量布置在市中心区以外的地区，城市轨道交通首末站前后，地区中心或城市轨道交通换

乘站附近，交通场地宜设置于城市轨道交通站中心半径 200－300m 以内。对现有公交总站

若靠近城市轨道交通线，应予保留，若与城市轨道交通换乘不方便，应适当调整。 

6.3.3  一般中间站	

一般中间站是轨道交通客流一般的中间车站，可考虑公交、出租车和自行车换乘接驳。 

一般中间站位置多在市区，仅要求有城市轨道交通车站与公交出入换乘的场地，有条件

时可设置港湾式停车站。而社会停车场根据所处位置，其面积要求有所不同，位于研究中心

区的，只考虑停放摩托车和自行车，面积可小一些。位于城市外围的，可考虑 P+R 换乘方

式，小汽车停车场地可参照大型衔接站的要求，社会车辆停车场按不小于 3000－5000m
2
控

制。 

7. 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规划建议	

在实际操作中应遵循“局部服从大局、规划尊重既有”的原则，对已经开始建设的建筑

物按照既有条件考虑，轨道交通用地红线尽量避开；对已批出但尚未建设的项目，应积极向

建设方提出规划协调要求，尽可能留出衔接条件；对尚未批出的建设项目，应严格按照轨道

交通用地控制红线予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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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用地控制红线是对沿线路两侧新建建筑物的退线控制线。在轨道交通区间段，

严格禁止新建建筑物的地上和地下结构进入轨道交通用地控制红线范围；在轨道交通车站周

边，原则上控制新建建筑物不进入轨道交通用地控制红线范围，但预留与轨道交通车站衔接

条件的建筑物，可不受轨道交通用地控制红线的限制。 

紧邻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的新建或翻建的建筑，应结合轨道交通车站设置，预留衔接条件。

车站周边建筑物与轨道交通车站的衔接方案，应委托具有轨道交通设计资质的专业机构完成

或审定，审定的方案报市规划局核准通过后方可开工建设。 

对远期建设线路的控制用地，可适当安排临时性建筑以避免土地的长期闲置，并要求其

在轨道交通开始建设前予以拆除。 

对噪声和振动敏感度较低的建筑物（如公建、厂房等），按照轨道交通用地控制红线予

以控制，不必另外退线；而对噪声和振动敏感度较高的建筑物（如住宅、医院住院部、学校

教学楼等），应根据其对噪声和振动的敏感度要求，按照规划环境评价指标设定相应的退红

线尺度。 

8.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是城市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提出规划控制原

则和具体要求，是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在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编制阶段，用地控制规划的内容深度难以满足城市规划管理工作所需的内容深度要求，在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完成后，尚应编制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的专项控制性规划，城

市轨道交通各类建设用地应在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中落实，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沿线土地利

用性质进行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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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规划管理政策措施研究 

刘海洲  周涛  张石石 

【摘要】轨道车站及车辆基地作为城市轨道交通重要主城部分，有分布广、占地大、体量大

的特点。纵使特点突出，但对如何规划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如何提高轨道站点占地的使用效

率等尚需深入研究。作者结合调研情况，学习研究了香港、深圳、重庆等城市轨道交通上盖

物业开发情况，从中得到了一些关于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规划管理政策措施实施的经验总结。 

【关键词】轨道交通  上盖物业  规划管理  政策措施 

轨道交通作为一种大、中运量的公共交通方式，是引导城市拓展、解决特大城市交通问

题的关键。目前我国各大城市均在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截止 2011 年底，我国已有 14 个城市

共计建成了 1688 公里轨道线路，正在建设的线路 80 多条，建设里程超过 2000 公里，2015

年运营里程将超过 3000 公里，2020 年将超过 6000 公里。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里程最长、建设速度最快的国家。而轨道车站及车辆基地作为城市轨道交通重要组成部

分，存在分布广、占地大、体量大的特点，如何更好地发挥轨道交通作用，更好地利用轨道

站点进行上盖物业开发，在近阶段成为各城市轨道交通研究探讨的热点。 

1. 国内其他城市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规划管理经验	

1.1 香港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规划情况 

截至 2010 年底，香港地铁路线总长度已达到 218km，共设车站 152 座，日客流量 440

万人次左右。据 2010 年统计，香港地铁是香港公共交通骨干，其客运量约占公共交通系统

总载客量的 44.3%，约占过海载客量的 65.3%。 

香港地铁 42 座轨道车站有上盖开发，2010 年香港地铁基本业务利润为 86.6 亿港元，

物业发展利润 40.3 亿港元，约占 46.5%。香港有上盖物业开发的轨道车站如图 1 所示。 

 

图 1  香港有上盖物业轨道车站示意图 

香港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开发在轨道交通发展的不同时期采取了不同的开发模式。在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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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主要采用了香港地铁自行开发物业的模式。随着沿线物业发展规模的不断增加，前期投

入资金压力逐渐增加，香港地铁最终选择了“政府‐地铁公司‐开发商”三者联合开发模式。 

香港轨道交通上盖物业所规划管理的流程主要分 1）前期规划，2）取得土地、招标开

发主体，3）物业开发建设，4）物业利润分成及经营管理等四个阶段。对前期规划阶段，香

港地铁与政府对拟建线路共同规划和进行工程可行性研究，制定沿线物业开发规划和《物业

发展大纲蓝图》。对取得土地、招标开发主体阶段，香港地铁须与政府签订工程协议书，明

确香港地铁拥有线路沿线物业的优先发展权。对物业开发建设阶段，香港地铁会与物业开发

主体协调地铁建设与物业开发的关系，并由所确定的物业开发主体具体协调操作物业开发的

规划设计、施工监理、策划销售等。对物业利润分成几经验管理阶段，香港地铁会同开发商

根据合同进行利润分成，并负责所开发物业后期的经营与管理。香港轨道交通物业规划管理

流程如图 2所示。 

 

图 2  香港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规划管理流程 

1.2 深圳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规划管理经验 

截止到 2012 年 5 月，深圳市已通车运营轨道交通里程达 178.6km，共设车站 131 座、

车辆段 6 座、停车场 3座。深圳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开发以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最具特点，其

中 5 座车辆段进行了相关上盖物业开发（如表 1 所示），轨道出入口直接连入物业，配套有

保障性住房、学校、幼儿园等，开发后容积率基本在 2.5 左右，显著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 

表 1  深圳轨道交通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情况 

项目站点  用地面积  建筑面积  容积率  保障性住房 地铁出入口  公共配套 

前海  50公顷  140万平米  2.7  有  有  有小学、幼儿园 

蛇口西  12.6  30.63  2.43  有  无  无小学，有幼儿园 

横岗  26.72  51.5/72.42  1.9/2.7  有  有  有小学、幼儿园 

龙华  20.4  56  2.75  无  有  无小学、有幼儿园 

塘朗  37.82  47.92  1.27  有  有  有小学、幼儿园 

经过不断的优化完善，深圳市对于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规划总结了一套完整的流程（如图

3 所示），包括轨道线网编制、轨道线路及站点详细规划、选取并确定上盖项目及开发时序、

编制综合上盖项目详细蓝图、审批详细蓝图、拟定规划设计条件、招拍挂取得土地等流程；

涉及个部门包括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深圳地铁集团、专业设计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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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深圳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规划流程表 

1.3 国内其他城市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规划经验总结 

1）成立轨道交通建设市级指挥机构：以深圳为例，成立了由副市长任指挥长、政府副

秘书长兼任市轨道交通建设指挥办公室主任的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综合协调市级各部门、

各区政府关系，不定期召开轨道交通建设工作会议，协调解决各种矛盾，专题研究上盖物业

开发有关政策，为上盖物业规划开发提供了很多便利通道。 

2）确定用地性质：在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将轨道交通生产及换乘设施用地性质

表示为“市政设施+物业开发”综合用地性质，对开发强度则给定了一个幅度较宽的浮动值

（如容积率在 2‐6 之间等），即利于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又能够使用地得到及时调整。 

3）综合选择上盖项目：结合周边区位、道路交通承载能力、上盖实施条件、开发潜力

等综合选择开发条件较好的轨道站点、换乘枢纽、车辆基地、公交站场等，进行统一规划作

为上盖物业项目备选方案。 

4）规划控制白地：结合用地形状、周边路网等，规划控制一定规模的白地，供上盖集

约开发利用，增加土地的集约利用，同时使上盖建筑布局更为科学合理，实现国有资产利益

的最大化。 

5）提前介入方案设计：相关责任单位须提前介入方案设计，委托轨道交通设计单位和

上盖物业开发建筑设计单位提前编制上盖项目详细蓝图，并提前做好其它有关项目的规划预

留工作，为规划条件的拟定打下良好基础、避免后期建设矛盾。 

6）分层出让、资质限制：向下部分行政划拨给轨道公司、上盖及白地部分通过招拍挂

变为出让用地，且在土地招拍挂阶段对竞买申请人主体资质进行要求，保证轨道公司优先竞

买权，确保国有资产利益优化。 

7）确定合理开发模式：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开发模式主要有轨道公司自行开发、开发商

自行开发、轨道公司‐地产商重组开发、政府‐轨道公司‐开发商三者联合开发等四种模式，各

模式特点不同，应根据各城市各自情况加以选取。 

8）兼顾保障房及配套设施：保障性住房扩大了轨道交通上盖物业的受益人群，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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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盖物业分层开发的难度，能有益于提高轨道交通上盖物业的使用效率。其中，保障性住房

及相关配套设施等均由竞得人代建，建成后产权归政府并向市住房保障部门移交；中小学校

由竞得人负责建设，建成后按规定无偿移交，产区归区政府。 

2. 重庆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开发情况及存在主要问题	

2.1 重庆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开发基本情况概述 

目前，重庆市主城区已建成通车和在建的轨道交通一、二、三、六号线规划控制站场及

生产设施地块约 70 个，共计用地面积约 300 万平方米，可开发利用地块约 50 个，共计占地

面积约 260万平方米。 

重庆市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已经综合使用地块，主要集中在轨道交通二号线沿线，由 6

座车站地块、2 座控制中心地块、1 座主变电站地块等构成；正在综合开发地块，由 9 座车

站地块、4 座车辆段或停车场地块、2 座配套设施地块等构成；拟规划综合使用地块，结合

轨道交通生产设施已进行概念方案设计及结构等开发可实施条件预留的地块由 12 座车站地

块、4 座车辆段或停车场地块、1 座主变电站地块等构成。 

目前，重庆市主城区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开发基本建设思路为“分门别类，突出重点，先

易后难，试点先行”，采用的是“轨道+物业”捆绑式开发模式。 

重庆轨道交通物业开发都是在轨道生产设施用地上，通过“一地两用”和“见缝插针”

地优化轨道生产设施设计方案进行实施的。大多数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开发都实施的是联合开

发模式，具体由重庆市轨道集团提供用地实施上盖物业，联建方投资并进行建设全过程的管

理，轨道集团负责建设管理过程中的监督、配合及协调工作。轨道集团所获得上盖物业投资

收益按照市政府相关政策规定，用于弥补轨道建设资金不足及运营亏损。 

2.2 重庆轨道交通上盖物业开发尚存问题 

1）未设立牵头部门：由于上盖物业开发涉及多个部门及单位，市政府层面暂未成立相

关牵头部门或机构，没有一套完整机制，使上盖物业与轨道交通建设协调难度大，工作无法

及时展开。 

2）未进行统一规划：重庆主城区尚没有系统地针对主城区轨道交通换乘设施、车辆段、

停车场、公交枢纽及站场用地上盖物业进行统一的规划，对于哪些地块有条件进行上盖开发、

哪些地块开发时需要结合周边地块统一打造、哪些地块上盖开发条件不成熟等没有明确结

论，多存在临时上报某单独地块进行规划论证，导致前期准备工作不足，为后期论证带来困

难。 

3）相关单位未提前介入：轨道公司等相关单位没有提前介入到上盖物业方案设计，而

是等到相关站点在建或即将通车才考虑上盖方案的详细设计，过多的停留在概念规划阶段。 

4）上盖开发模式不明：重庆主城区在上盖物业规划管理方面，“招拍挂”程序中不定因

素和政策支撑、何种开发模式、轨道公司自身的体制、各种出让和开发方式的优劣势等尚没

有完整研究，尚需出台政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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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庆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规划管理政策的启示	

综合分析香港、深圳等其它城市的经验，结合重庆的实际情况，得出重庆轨道交通上盖

物业规划管理政策方面的启示如下： 

1）建议市政府牵头成立专门机构，协调各部门关系，理顺规划、国土、建设等环节流

程，专题研究上盖物业开发有关政策，形成符合重庆实际的轨道交通上盖物业规划管理政策。 

2）建议统一规划轨道沿线、车辆段、公交站场上盖物业开发，优先选择区位好、交通

条件便利、开发潜力大的用地进行上盖开发，并应与城市景观进行充分融合 

3）相关单位须提前介入上盖方案设计，委托轨道交通专业设计单位和上盖物业开发建

筑设计单位提前编制上盖项目详细蓝图，并提前做好其它相关项目的规划预留工作，为规划

条件的拟定打下良好基础，避免后期建设矛盾。 

4）在车辆段及站场规模控制预留时，结合用地形状、周边路网等情况，适当预留一定

的“白地”，供上盖集约开发利用。 

5）分层出让（地下部分划拨给相关单位，地上上盖部分及白地部分通过招拍挂变为出

让用地），在轨道车辆段及停车场等上盖技术难度大的土地招拍挂阶段，对竞买申请人主体

资格进行明确要求，保证轨道集团具有优先竞买权，对公交站场、轨道换乘枢纽等用地招拍

挂阶段则可采取公开招拍挂。 

6）在开发模式中建议选择“政府‐轨道公司‐开发商”的三者联合开发，由政府提供土

地，轨道公司等负责规划、设计与保障轨道、公交安全、顺利开通建设相关的事项，开发商

负责物业开发，各行其责，保证轨道交通建设与物业开发“四同步”（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建设、同步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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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目标要素分析法的轨道沿线常规公交线网优化方法 

陈素平  刘岱宗 

【摘要】目前各大城市都在进行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建设，大运量、高速度的轨道线路投入运

营后，如何对现有的城市公共交通网络进行优化调整成为急待解决的问题。文章以公交企业

利益、服务水平和网络运载效率三方均衡发展为优化目标，构建公交线路优化评价指标体系，

采用要素分析方法，抽离各评价指标的关键要素，基于上述关键要素确定公交线网优化具体

方法，并以重庆市公交线网为实例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基于目标要素分析的线网优

化方法可以实现公交企业利益、乘客服务水平和网络运载效率的三方均衡发展。 

【关键词】线网优化  企业效益  服务水平  网络运载效率  目标关键要素 

1. 引言	

轨道交通是大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的骨干，是大众化、大运量、专用的城市客运系统。目

前许多大城市已经或正在建设各自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由于轨道线路多建立在现有的主要

公交客流走廊上，这就要求在轨道线路开通运营同时，势必要对轨道沿线现有的常规公交线

路进行调整，整合以体现轨道线路的骨干作用，同时加强常规公交与轨道的一体化衔接，方

便乘客出行，提高整个公共交通系统的协调性与高效性。 

在这方面已有多项研究，2005 年范海燕[2]等从公交站点、公交线路及公交线网等三方面

研究了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常规公交线网的调整问题，并给出了基于轨道交通的公交线网调

整流程；姚新虎[6]论述了面向公交一体化的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并且基于点、线、面三个层

次，构建了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线网协调评价的指标体系；高永[3]搭建了轨道交通与常

规公交的宏观规划框架，提出枢纽站交通组织方法的整体设计流程和主体步骤的技术方法；

曹玫[1]研究了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一体化客流形成的机理。本文基于上述研究基础，着重从

公交企业利益、公交服务水平以及公交网络运载效率三方面平衡兼顾的原则入手，创造性地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常规公交线网优化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取指标体系的

关键要素。同时通过重庆公交网络优化项目的应用和实践，取得了满意的成绩，较好的兼顾

和平衡了企业、乘客和政府三方利益。 

2. 目标要素分析法	

2.1 目标指标体系建立 

公共交通服务实际主要与三方利益相关，企业的利益，即公交企业提供服务需要付出的

成本及提供服务所获得收益；乘客的利益，即乘客实际享受到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社会效

益，主要指整个公共交通全网运载效率。轨道线路开通运营后，沿线常规公交线路调整的最

终目的也是为了同时能够达到公交与轨道企业效益优化，整个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高、公共

交通运载效率提高的目的。因此本文主要从企业效益、服务水平和网络运载效率三方面入手，

试图构架能够总体衡量企业效益、服务水平和运载效率的优化目标指标体系，以此来衡量轨

道沿线公交线路优化对整个公共交通系统的作用和效果，具体构架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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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线网优化目标指标体系 

目标  轨道沿线常规公交线路优化效果指标评价体系 

准则  企业指标  服务水平  运载效率 

指标 

客流分担比  平均出行时间  车公里载客数 

运营收入  换乘系数  平均运营速度 

成本回报率  平均最大满载率   

2.2 企业效益指标要素分析 

客流分担比：优化后轨道客流占所在客流走廊全部公共交通客流的比例。客流走廊定义

为乘客可步行到轨道站点距离内的市政道路范围，参考相关文献乘客合理的步行距离取值

660 米[4]。针对不同地区地形地貌的差别及乘客步行习惯，该步行距离值可适当变化。 

 

(1

) 

式中 N为公共交通系统中轨道线路条数；M 为轨道线路所在客流走廊中公交线路条数；

T为轨道线路客流和常规公交线路客流。 

关键要素分析：据国内外经验,  一条轨道线路建成后将吸引沿线常规公交客流的 50%以

上，因此公交的客流应是轨道交通客流集散的主要来源[5]。根据已有文献研究，公交线路与

轨道线路重复一般不要超过 3 到 4个轨道站点的距离[4]，因此影响客流分担比的关键要素为

公交与轨道重复比例。 

运营收入：公共交通企业所获得的票价收入总和。由于在实际的调查中，一般只可得到

线路的客流信息和票价票制信息，很难获得直接的票款收入数据，因此运营收入可用以下公

式框算。 

 

(2

) 

式中 为轨道线路票价，由于大多数轨道线路为分段收费，因此 =轨道线路 I 的平均运

距所在长度范围内的票价； 为常规公交线路票价，对于一票制且无 IC 卡售票的线路， =

该线路票价；对于一票制且同时支持 IC 卡和现金售票的线路 =该线路票价×（现金乘客比

例+刷卡乘客比例×刷卡折扣）；对于按距离收费线路， =线路 j 平均运距所在距离范围的票

价；T为轨道线路客流和常规公交线路客流。 

关键要素分析：运营收入主要取决于整个公共交通系统的客流量和票价水平。客流量的

增加主要来源于两方面：第一是换乘量的增加，主要取决于换乘步行距离；第二是其它出行

方式转移到公共交通上，主要取决于出行时间的缩短。票价水平则受轨道票价和公交票价共

同影响。 

成本回报率：公共交通系统运营的利润率，一般为负，仅指与车辆日常运营相关的成本

和收入。单位运营成本为公交或轨道车辆每车公里所均摊的成本，运营收入定义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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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4

) 

式中 L 为轨道和公交线路长度，单位为公里；F 为轨道和公交线路发车频率；S 为轨道

和公交线路运营速度，单位为 km/h；D 为轨道和公交线路在首末站调度时间，单位为分钟；

C为轨道和公交线路每车公里运营成本。 

关键要素分析：成本回报率取决于总的收入和成本，由公式可知运营成本主要取决于以

下几个要素：线路发车频率；线路长度，长度越长，运营成本越高，运营成本上升的速度为

线路长度的二次方；首末站的调度时间。单位运营成本一般由车辆的能耗等决定，在短期内

认为是恒定。 

综合上述三个指标，对企业指标关键要素分析如图 1 所示.   

 

图 1  企业效益优化目标关键要素提取 

2.3 服务水平指标要素分析 

平均出行时间：所有乘客完成一次出行所花费时间的平均值。 

 

(5

) 

式中 为出发点 i 到站点 j 的步行距离；WS──行人的平均步行速度； 为出发点 i

到站点 j 的乘客数；OD 为公共交通系统中总乘客出行量。 

 

(6

) 

式中 为线路M 在站点 j到 j+1 之间的车内乘客数； 为线路M 站点 j 到站

点 j+1 的距离，单位 km； 为线路M 的运营速度；Mi为线路M 的总站点数； 为总线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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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式中 为线路M 的总乘客数； 为线路M 的发车间隔。 

最终： 

平均出行时间=平均步行时间+平均车内时间+平均候车时间 
(8

) 

关键要素分析：有上述三项时间的计算公式可知，影响步行时间最重要的因素为出发点

到站点的步行距离，当轨道线路加入运营后，对该项指标影响最明显的是公交站点到轨道站

点之间的步行距离，而影响车内时间最主要的因素为线路的运营速度，影响候车时间最主要

的因素则为车辆的发车间隔（60/发车频率）。 

换乘系数：总乘车次数与出行次数的比值。 

 

(9

) 

式中 为线路 M 的总乘客数； 为总线路数。 

关键要素分析：影响换乘系数最主要原因为公交网络本身布局，即在 OD 主要趋势线上

线网的直达性，换乘系数本身是一个控制性指标，我国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50220‐95）规定，对于大城市换乘系数不应超过 1.5。 

最大满载率：线路最大断面客流与线路单位小时运载能力比值。 

 

(1

0) 

式中 为线路最大断面； 为线路M 所使用车辆的额定载客数； 为线路M的

发车频率。 

关键要素分析：由公式易得知，影响线路满载率的最大因素为线路的运载能力，而线路

的运载能力取决于线路使用的车型和发车频率，一般满载率在 85%左右为最理想的状态。 

综合上述三个指标，对服务水平指标关键要素分析如图 2所示. 

 

 

图 2  服务水平优化目标关键要素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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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运载效率指标要素分析 

车公里载客数：每车公里运载的乘客数量。 

 

(1

1) 

式中 为线路 i的客流； 为线路 i的长度，单位为 km； 为线路 i的发车频率； 为线

路 i的运营速度； 为线路 i的调度时间。 

关键要素分析：车公里载客数是衡量线路效率的指标，因为车辆的运营成本以车公里为

单位，而从车公里乘客数可以得出每单位车公里服务了多少位乘客及每车公里的票款收入，

影响车公里乘客数的主要因素为线路客流、线路长度、发车频率、运营速度、调度时间。 

运营速度：公共交通系统总所有线路的平均运营速度 

 

(1

2) 

式中 为线路 i的运营速度；N为线路数。 

关键要素分析：公交线路的运行速度则受信号灯延误、路段延误和站点排队延误影响。

其中路段延误主要原因为在没有公交专用道的情况下，公交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造成；站点

排队延误主要原因是站点的通行能力与该站点实际停靠的公交车辆数不匹配，信号灯延误主

要是由于路口信号灯导致的车辆延误。在轨道投入运营之后，可通过沿线公交线路发车班次

的调整，降低该走廊上的公交车辆数，从而提高公交线路运营速度。当然也可以通过调整车

型来降低走廊上的公交车辆数。 

综合上述三个指标，对服务水平指标关键要素分析如图 3所示. 

 

 

 

图 3  运载效率优化目标关键要素提取 

2.5 基于要素分析的线网优化原则 

根据上述优化目标要素分析结果，从企业效益、服务水平和网络运载效率三方面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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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分析中汇总出在线网过程中需要优化关键要素，如表 2所示。由于公共交通属于公益性

服务，公交票价和轨道票价的调整往往涉及到群众、政府的多方利益因素，不能由公交公司

自己制定调整，因此本文主要从线网优化着手，提出上述关键要素中较易操作和实施的优化

原则。 

表 2  线网优化基本原则 

优化内容  优化指标 

线路走向 
公交线路与轨道线路 

重复比例 
公交线路重复系数  线路长度 

优化原则 
修改与轨道重复比例过高公

交线路走向 

对线路走向类似的公交线路调

整走向,同时保证网络覆盖范围

不变 

对长度过长、客流较小

的线路截断到轨道站

点 

站点调整  站点覆盖率  公交站点与轨道站点距离  公交轨道换乘协调 

优化原则 
在有条件、有需求的地方增

设站点 

沿线公交线路停靠站点要接近

轨道站点 

主要换乘枢纽站设计

改建 

运营调度调整  发车频率  车辆类型  调度时间 

优化原则 
根据客流变化调整,保证满

载率 
根据客流变化调整   

3. 线网优化实例	

重庆市于 2011 年 9 月份即将开通运营轨道 1 号线和轨道 3 号线，与已开通的轨道 2号

线一起构成贯穿南北、横跨东西的轨道交通网络，本文利用目标要素分析法、并结合 EMME

交通规划模型，对轨道沿线的常规公交线路进行调整优化，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3.1 线网优化调整 

线路走向调整：选取轨道线路所在客流走廊内的公交线路，计算其与轨道线路重复比例，

对与轨道重复比例过高线路采取取消、保留、延长、和截断四种方法，主要参考依据为线路

和轨道的重复比例，线路主要客流能否为轨道系统所取代，同时保证公交网络覆盖率不能下

降。在 112 条与轨道线路重复的公交线路中，共调整了 64 条线路，其中取消 35 条，修改

29 条。调整前与调整后公交线路同轨道线路的重复程度如图 4 所示；各关键要素变化如表 3

所示。 

图 4  64 条公交线路优化前与优化后与轨道重复程度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122



 

 

表 3  线路走向各项关键要素变化 

关键要素  调整前  调整后 

公交线路与轨道线路重复比例  65.8%  27.7% 

公交线路重复系数  3.57  2.96 

线路长度  17.7km  16.5km 

站点调整：由于很多线路截断至轨道走廊内主要公交换乘枢纽，通过 EMME 模型分析

得出优化后换乘枢纽的新增客流，如图 5 所示；据此对换乘枢纽进行相应的扩、改建内容如

表 4 所示。同时调整轨道沿线公交线路中途站点，使公交线路尽可能在距离轨道站点最近公

交站点停靠。 

表 4  主要公交换乘枢纽站调整 

换乘 

枢纽 

新增 

线路 

新增 

车辆 

新增场站 

面积(m2) 

 

南坪  7  175  6562 

红旗 

河沟 
6  209  7837 

大坪  6  186  6975 

石桥铺  3  120  4500 

观音桥  3  88  3300 

汇总  25  778  29175  图 5  优化后各站点新增客流 

运营调度调整：线路走向和停靠站点调整完成后，将优化后的方案重新通过 EMME 模

型中进行分析，可以得到优化后线路客流的变化，从而根据各线路新的客流及走向来进行相

应的运营调度调整，最终得到轨道沿线各站点车辆数变化，如图 6 所示；整个公共交通网络

系统的关键要素变化如表 5 所示。 

 

图 6  优化前后轨道沿线公交站点高峰小时停靠车辆数变化 

表 5  运营调度关键要素变化 

要素指标  调整前  调整后 

车辆数  5097  4433 

车公里  133万公里  109万公里 

平均车辆额定载客数  72人/车  74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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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优化效果评估 

线网优化方案完成后，通过 EMME 模型的情景分析，可以得到各目标指标变化值。由

表 6 可知，通过关键要素分析法进行线网优化调整后，企业效益和系统的运载效率均得到了

有效提高，企业收入提高了 9.3%，运载效率提高了 26%，同时在服务水平方面乘客平均出

行时间有所节约，乘客的换乘系数和满载率也控制在合理范围。证明该方案基本上实现了企

业效益、服务水平和运载效率的均衡优化。 

表 6  线网优化目标变化 

目标  轨道沿线常规公交线路优化效果指标评价体系 

准则  企业指标  前  后  服务水平  前  后  运载效率  前  后 

指标 

客流分担比  0.28  0.57  平均出行时间 40.1 38.2 每车公里载客数  4.0  5.1 

运营收入  623万  681万  换乘系数  1.28 1.34 运营速度(km/h)  19.6  22.5 

成本回报率  ‐31.9%  ‐31%  平均满载率  79% 85%      

4. 研究结论	

本文主要针对轨道线路开通运营后，对其沿线常规公交线网优化的方法和评价指标体系

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基于企业效益、服务水平和网络运载效率三者均衡发展的目标要素分析

法，从中抽取出影响各指标的关键要素作为线网优化调整的原则，通过重庆实例应用分析，

证明该方法能够有效指导实际的优化方案，使之符合公交企业、乘客和社会的三方利益多赢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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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TOD 与轨道交通站点客流量关系研究1 

王燚  苏海龙  王新军 

【摘要】近年来，公交导向的开发(TOD)获得了学术界内广泛的认可，是由于其将土里利用

和交通政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并带来了很多益处，包括减少出行对小汽车的依赖，控制城

市无序扩张和蔓延以及促进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既有研究已经证明在 TOD街区的公共交通使

用情况高于其他地区，然而大部分研究数据是基于地块或者街区层面上的。本研究，采用市

域范围内轨道交通站点层面的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并确定了上海大都市地区轨道

交通客流量的重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五个变量显著影响上海轨道交通的客流量，包括站点

区域日公交车服务次数、平均公交车发车间隔、步行至最近公交站点的时间、轨道交通站点

的出入口数量以及站点周围是否有停车场。尤其是，公交车服务次数和平均发车间隔这一对

看似矛盾的结果恰好表明了上海公交车和轨道交通的相互竞争，这一点与西方城市主流的小

汽车和公交车之间的矛盾不同。此外，与研究得到的重要影响因素相对应，提出了具体的政

策建议，以期用来指导城市和交通开发的实践活动。 

【关键词】公交导向的开发(TOD)  客流量  城市轨道交通  站点影响区域 

1. 引言	

城市蔓延（Urban Sprawls）导致了土地的过度消耗和郊区化发展，随之而来通勤距离增

大，对机动化出行方式的依赖性也加大。相应地，交通拥堵愈加严重，环境进一步恶化。然

而，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和实践者已经意识到摒弃从城市单一功能的角度而立足于全盘

的角度来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孤立的考虑某一方面的问题（土地利用、交通、环境、

能源等）可能会加重其他问题。 

TOD，整合了土地利用和交通发展的概念，于 1993 年首次被提出(Calthrope,  1993)，近

年来被认为是一种可持续的城市化形态而获得了广泛的认可(Cervero,  2008; Renne, 2009).它

的典型特征是围绕着公共交通中心(transit centers)，通常是是指轨道交通站点，进行相对较

高密度、紧凑和混合土地利用的开发，同时打造行人友好、鼓励使用公共交通的环境设计。

更重要的是普遍认为 TOD 可以取代对小汽车较高的依赖性，从而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改

善行人和骑自行车人的安全、减少交通拥堵和遏制城市蔓延。 

许多美国城市，如华盛顿、亚特兰大、达拉斯、圣地亚哥、旧金山湾区，欧洲城市斯德

哥尔摩、哥本哈根、弗莱堡和澳洲城市悉尼都有过成功著名的 TOD 规划和实施案例

(Cervero,2004; Cervero  and  Sullivan,2010)。近年来，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同样开始尝试应

用 TOD 的可能性(Cervero and Murakami,2010; Cervero and Day,2008)。然而，由于国内城市在

交通基础设施、政策环境、发展史、独特的文化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家庭特征等很多方面与欧

美城市甚至香港和台湾都有所不同，因此需要使用国内自己的数据、在自己的背景下进行研

究。 

                                                              

1  本研究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批准号：50808048）资助。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125



 

 

过去十年中，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也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到

2010 年底，12 个大城市已经建成并运营了 48 条轨道交通线路，总运营里程达到 1395 公里。

此外，其他 16 个城市也获批进行轨道交通建设。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检验和确定

在中国应用 TOD 的重要的影响因素，以更好地指导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和实践。上海自 1993

年轨道交通 1 号线南段开始建设以来，至 2011 年底，有 11 条轨道交通线路通车，239个站

点，运营里程超过 434公里。图 1展示了现有的上海轨道交通网络体系。 

在大多数 TOD 建议书中，一个重要的交通因素是在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进行协调的土地

使用政策能有效地提高站点的客流量(Boarnet and Compin, 2004)。客流量是轨道交通系统的

支持条件，较大的客流量可以减轻财政压力，继而提高改善服务水平改善的机率，这反过来

又促进轨道交通的使用。因此，本研究旨在检验显著影响轨道交通客流量的因素，并基于此

提出促进 TOD 的可行性政策导向，以期实现城市和交通以一种更加可持续的方式协调发展。 

 

图 1  2012 年上海轨道交通网络图 

2. 既有文献回顾和差异	

2.1 TOD 概念发展 

TOD 概念经历了一个从 3D‐ 5D ‐ 6D  甚至绿色 TOD的发展。最初的“3D”分别代表密度、

多样性和设计(density, diversity and design)，由 Cervero and Kockelman于 1997年提出(Cervero 

and  Kockelman,  1997)；接着，增加了目的地可达性和至公共交通的距离（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 and distance to transit），形成了“5D” (Cervero,2001; Ewing et al., 2009)；随后第 6D

被提出来，然而与没有争议的前 5D 不同，不同的研究对第 6D 的定义不同，如停车成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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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地区可识别性(Ewing  and  Cervero,  2010;  Wu,  2009);  进一步，作为 TOD 和绿色城市主义

(Green Urbanism)的联姻，绿色 TOD 的概念被提出来(Cervero, 2010; Wu, 2009)，认为两者结

合带来的环境效益远超过 TOD 和绿色城市主义各自带来的效益，包括能源自给自足、零垃

圾的生活和可持续的机动性等 (energy  self‐sufficiency,  zero‐waste  living  and  sustainable 

mobility)。 

有理由相信 TOD 概念在未来会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但其通过改变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来均衡出行需求的根本目标是不变的。 

2.2 建成环境(Built environment)和出行行为 

20 世纪 90 年代掀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引起了建成环境和出行行为关系方面的研究增

多。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各种各样的建成环境因素是如何影响不同的出行行为的，通常用交

通产出表示，包括车辆行驶公里（VMT）、车辆出行次数、方式选择、出行频率、出行长度、

步行和公共交通使用等。与 TOD 概念发展相对应，建成环境的影响因素或者说变量也在逐

步增加(Cervero and Kockelman, 1997; Boarnet & Crane 2001; Ewing and Cervero, 2001; Boarnet, 

2004; McMillan, 2007; Cottrell, 2007; Chatman, 2008; Ewing et al., 2009; Crowley et al., 2009)。尤

其，近年来由于对机动性、宜居性、社会公平和公共健康的提倡，与物理活动相关的步行、

自行车和公共交通使用这些因素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Badland  and  Schofield,  2005;  Saelens 

and Handy, 2008)。所有这些研究都表现出 TOD 可以带来极大的益处，例如相比其他地区，

TOD 地区的公共交通使用更高。然而，人们对此也产生了疑问，轨道交通站点周边较高的公

共交通使用究竟是由于成功的 TOD 鼓励了居民减少小汽车使用从而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

还是喜欢使用公共交通的居民通常选择居住在公共交通站点周边。后者被称为是住宅自我选

择(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  也是近来的一个研究焦点，用于检验建成环境和出行行为之间

存在相关关系的概率以及家庭基于各自的出行需求下选择居住地点的概率。采用不同的研究

方法，若干研究已经尝试来控制住宅自我选择的影响，而几乎所有这些研究都发现尽管自我

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效果，但独立于自我选择的影响之外，大量的证据仍表明建成环境

和出行行为之间在统计上是显著相关的(Cao et al., 2007 and 2009; Mokhtarian and Cao, 2008; 

Zhou and Kockelman, 2008; Cao, 2010; Bhat and Eluru, 2009; Olaru et al., 2011)。 

2.3 与既有研究的不同之处 

以上既有研究仍然有其局限之处。首先，大部分的研究采用描述性方法，展示了出行行

为的概况，但难以明确地显示某一因素对出行行为的影响。其二，研究对象通常是小尺度的，

例如几个站点、交通走廊、邻里社区等。最后，既有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或者是交通小区或者

社区层面上的集计数据，或是个人或家庭层面上的非集计数据，因为这些数据相对来说较容

易获得。然而，实际上，使用更精细的轨道交通站点影响范围的数据是更合适的，如本研究

中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那样。因此，本研究将基于站点影响区域的调查数据，应用多元回归

的统计方法来检验上海市轨道交通站点客流量的建成环境的影响因素。 

3. 数据采集和研究方法	

3.1 数据采集 

本研究中，被解释变量是轨道交通站点的日客流量，采用由上海市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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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提供 2011年 3 月 29 日（周二）的数据。与 TOD概念的发展相一致，将解释变量划分为 8

小类，分别是①密度，②多样性，③设计，④目的地可达性，⑤至公共交通的距离，⑥

轨道交通站点特征，⑦空间位置，以及⑧社会经济特征。表 1 列出了 8 个小类中所含具体

的解释变量，其中需要对土地利用混合熵值(entropy_LUM)和邻近性(closeness)这两个变量进

一步解释。 

Entropy_LUM
∑

                       (1)  

其中， 表示轨道交通站点 i的 500m半径的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别 k 的比例；k 表示土

地利用类别数目。 

邻近性是给定网络中的节点 i到其他 N‐1 个节点的最短路径的平均值的倒数，表示为： 

                                              (2) 

邻近性是一个重要的度量网络可达性的指标。较高的 iC 意味着给定网络中从站点 i 到

其他站点平均出行距离较小，即可达性较高，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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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小类 变量符号 解释 数据来源 平均值 标准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Rail transit station
ridership

轨道交通站点全天客流量(人）
上海申通地铁有限

公司，2011
61,133 57,776 3,691 251,512

解释变量

密度 Residence_b 居住用地建筑面积 (平方米) 580,968 554,434 0 2,539,106
Office_b 办公用地建筑面积 (平方米) 193,220 235,962 0 807,946
Commerce_b 商业用地建筑面积(平方米) 207,230 534,286 0 2,935,641

Industry_b 工业用地建筑面积 (平方米) 68,049 144,339 0 636,153

Education_b 科研教育用地建筑面积(平方米) 41,773 60,839 0 229,087
Mix_b 混合用地建筑面积(平方米) 88,446 147,482 0 535,754
FAR 站点影响区域容积率(无量纲) 1.57 1.17 0.33 6.15

多样性 Residence_l 居住用地面积 (平方米) 227,268 154,113 0 548,923
Office_l 办公用地面积 (平方米) 63,974 71,630 0 333,967
Commerce_l 商业用地面积(平方米) 53,435 67,950 0 341,538
Industry_l 工业用地面积 (平方米) 74,694 132,878 0 515,217
Education_l 科研教育用地面积(平方米) 36,013 67,748 0 323,043
Mix_l 混合用地面积(平方米) 14,349 19,038 0 73,959
Entropy_LUM 上述六种类型计算得到的土地利用混 0.47 0.14 0.00 0.69

设计 Road length 站点影响区域内城市道路总长度 (m) 8,247 2,361 3,016 14,438
NO. of junctions 站点影响区域内丁字路口、十字路口 35 20 6 95
NO. of dead-ends 站点影响区域内断头路数量(个） 6 4 0 17
Total NO.of nodes 站点影响区域内交叉口总数量(个） 40 22 6 106
NO. of four-way
intersection 站点影响区域内十字交叉口数量(个） 10 8 1 43

Four-way
intersection %

站点影响区域内十字交叉口占交叉口
总量的百分比

25.0% 13.2% 5.0% 60.0%

Parking lot 站点影响区域内是否有公共停车场(虚 实地踏勘,2011 0.80 0.41 0 1

目的地可达性 Closeness 定义和计算见式 (2) GIS 数据,2011 0.056 0.014 0.024 0.078

至公共交通 Time to bus 步行至最近公交车站的时间 (分钟) 5.1 2.2 1 10

的距离 Time to rail 步行至最近轨道交通站点的时间(分钟) 6.8 4.0 2.5 19.5

NO. of bus stops 站点影响区域内公交站点总数量(个） 22.4 34.4 2 171

No. of bus lines 站点影响区域内公交线路总数（条） 25.0 16.0 7 73

Av.Headway
经过站点研究区域的所有公交车的平
均发车间隔(分钟)

11.6 3.4 8 23

Bus Service 经过站点研究区域的全天公交车服务 4,744 3,742 588 15961
轨道交通站点特
征

NO. of rail lines
给定轨道交通站点通过轨道交通线路
数(条)

1.4 0.8 1 4

NO. of station exits 给定轨道交通站点的出入口数量(个) 4.8 4.1 2 19

Transfer Station 是否是换乘站(虚拟值, 0-1) 0.3 0.4 0 1
Terminal Station 是否是线路起终点站(虚拟值, 0-1) 0.1 0.3 0 1

空间位置 City Center 是否属于城市活动中心(虚拟值, 0-1) 0.2 0.4 0 1
Inner Ring 是否位于内环以内(虚拟值, 0-1) 0.3 0.5 0 1
Middle Ring 是否位于中、内环之间(虚拟值, 0-1) 0.2 0.4 0 1
Outer Ring 是否位于中、外环之间(虚拟值, 0-1) 0.2 0.4 0 1
Outer-Outer Ring 是否位于外环以外(虚拟值, 0-1) 0.2 0.4 0 1

社会经济特征 Car 家庭小汽车保有量 0.28 0.15 0.08 0.69
Motorbike 家庭摩托车保有量 0.12 0.08 0.00 0.32

Bicycle 家庭自行车保有量 0.41 0.12 0.18 0.68

Moped 家庭电动自行车保有量 0.32 0.17 0.04 0.77
Income 家庭月收入(RMB) 3856.16 1448.94 1564.82 7014.85
Edu_lev 教育水平(虚拟值, 1-5) 2.17 0.74 1.05 3.89

Age 年龄(岁) 32.44 4.80 24.00 42.90

上海市政府,2011

出行问卷调
查,2011

实地踏勘,2011

实地踏勘,2011

GIS 数据,2011

出行问卷调
查,2011

实地踏勘,2011

上海申通地铁有限
公司,2011

 

表 1 中的大多数数据都是通过现场踏勘和出行问卷调查中获得的。本研究中，站点影响

区域是指以轨道交通站点为中心，500m 半径范围的区域，这一定义延用了 Bernick  and 

Cervero(1997)在其 TOD 研究工作中的定义。 

鉴于现场踏勘和出行问卷调查所需的工作量较大，本研究综合考虑了主导土地利用类

型、空间位置和经过的线路数等因素，严格筛选了现状上海轨道交通网络已开通运营的 239

个站点中的 30 个站点为研究对象。30 个站点的 500 米半径覆盖范围如图 1所示。表 1 给出

了 30 个站点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针对不同类型的站点（付搏峰等，2008），出行问

卷调查中的被访问对象也有所不同，例如居住类型的站点，被访问对象为居民。而商业办公

类型的站点，被访问对象则是被雇佣者，具体如表 2 和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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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筛选出的 30 个站点的基本信息 

用地类型 编号 所含站点 所处区域
经过轨道交通
线路的条数

调查人群

公共中心区(C+O) 1 世纪大道 内环内 4 商场、写字楼职员
Commerial+Office 2 人民广场 内环内 3

3  徐家汇 内环内 2
4 静安寺 内环内 2
5 黄陂南路 内环内 1
6 五角场 中内环 1
7 莲花路 中外环 1
8 七宝站 外环外 1

居住区（R） 9 赤峰路 内环内 1 小区居民
Residential 10 鲁班路 内环内 1

11 娄山关路 中内环 1
12 大华三路 中内环 1
13 彭浦新村 中外环 1
14 巨峰路 中外环 1
15 航中路 外环外 1

交通枢纽(H) 16 上海火车站 内环内 3 乘客
Hub 17 上海南站 中内环 2

18 虹桥2号航站楼 外环外 2
工业区 (I) 19 汶水路 中内环 1 工厂职工
Industiral 20 武威路 中外环 1

21 铁力路 外环外 1
22 航天博物馆 外环外 1

混合区 (M) 23 虹口足球场(R+C) 内环内 2 小区居民+商店职员
Mix 24 张江高科（U+I) 中内环 1 学生、教职工+办公室职员

25 耀华路(R+T) 中内环 1 小区居民+游客
26 凌兆新村(R+I) 中外环 1 小区居民+工厂职工
27 江月路(R+I) 外环外 1 小区居民+工厂职工

文教区(U) 28 同济大学 内环内 1 学生和教职工
University 29 上海大学 中外环 1

30 松江大学城 外环外 1  

表 3  调查样本数和总量对比 

站点类型 样本数 总数 空间位置 样本数 总数
经过轨道交
通线路数

样本数 总数

公共中心 8 82 内环内 10 81 1 22 203
居住 7 70 中、内环 7 53 2 5 28

交通枢纽 3 9 中、外环 6 47 3 2 7

工业 4 23 外环外 7 58 4 1 1

混合 5 44

文教 3 7

景点 0 4

总计 30 239 总计 30 239 总计 30 239  

出行问卷调查于 2011 年 4 月 25 ~29日进行，根据规模大小，各站点分别完成了 50 ~ 100

份问卷。有效问卷数共计 2076 份。出行调查表主要记录了： 

 个人属性，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 

 家庭数据，包括家庭成员数量、家庭收入、小汽车和其他交通工具拥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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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数据，包括步行至最近公交车站或轨道交通站点的时间 

 出行数据，包括全天所有出行的出行目的、交通方式、出行时间和起讫点。 

表 1 所需的土地利用和公交信息主要通过实地踏勘获得。对土里利用信息来说，首先从

谷歌地球上下载站点区域的航空图片，与 GIS数据配准，确认土地利用类型，进而通过实际

踏勘得到建筑物层数；对于公交信息来说，先从互联网上查取信息，再通过实际踏勘确认和

更新。最后，所有这些数据都输入到 GIS数据库中，待后续统计之用。 

3.2 多重共线性测试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用方差膨胀因子 VIF进行检验，以避免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问

题，采用 10为阈值  (Hair et al.,1995)。 

/                                (3) 

其中， 是以每一个 Xn 为被解释变量时对其它解释变量回归的复测定系数。对本研究

众多的解释变量来说，由于已经对变量进行分类，因而多重共线性问题在同一小类中发生的

概率更高。鉴于本研究中 30 个站点的样本含量，首先分别在每个小类中进行回归分析，然

后集合每个小类中显著的解释变量建立总回归模型，来重新检验是否在小类中显著的变量在

总回归模型中仍然显著影响轨道交通站点的客流量。最后，通过所有多重共线性测试的回归

模型有最高的解释力，包含显著变量个数也最多。然而，该统计方法的缺点在于总回归模型

在统计上显著的变量可能比实际上显著的变量少。为了使这一负面效应降到最小，考虑在每

一小类回归模型中通过多重共线性测试和显著性测试的那些变量，在总回归模型中逐一增加

这些变量直到没有变量可以加进去为止。需要说明的是每多加进去一个解释变量，都是基于

通过多重共线性测试和显著性测试的前提下进行的。至此，建立了最终的回归模型。本研究

中显著性水平为 0.05。 

4. 回归分析和讨论	

4.1 回归分析结果 

对每个小类来说，没有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的变量将被删除。表 4 给出了每个小类的回

归分析结果。最大的 VIF为 3.68，表示所有列出的变量均通过了多重共线性检验。 

表 4  各分类中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分类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密度 

Variables Coef. Std. Err. t P>|t| VIF

Residence_b 0.00 0.01 0.25 0.809 1.12
Office_b 0.09 0.04 2.37* 0.027 1.82
Commerce_b 0.06 0.02 2.89* 0.008 2.90
Industry_b -0.05 0.05 -0.99 0.332 1.22
Education_b -0.30 0.15 -2.05 0.052 1.93
Mix_b 0.07 0.06 1.12 0.273 2.17
constant 39579.20 14557.03 2.72 0.012
Summary

Obs Parms RMSE R-sq F P
30 7 34991.09 0.7091 9.343788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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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 

Variables Coef. Std. Err. t P>|t| VIF
Residence_l -0.05 0.08 -0.66 0.518 2.31
Office_l 0.04 0.16 0.25 0.804 2.03
Commerce_l 0.55 0.17 3.17* 0.004 2.16
Industry_l -0.09 0.09 -1.00 0.326 2.08
Education_l -0.14 0.15 -0.90 0.377 1.65
Mix_l -0.12 0.66 -0.18 0.856 2.49
Entropy_LUM 714.27 108449.30 0.01 0.995 3.68
constant 53941.21 34832.59 1.55 0.136
Summary

Obs Parms RMSE R-sq F P
30 8 42989.31 0.580 4.340 0.004

 

设计 

Variables Coef. Std. Err. t P>|t| VIF
Road length 7.52 6.06 1.24 0.226 2.33
NO. of dead-ends -3492.07 2782.51 -1.26 0.221 1.52
NO. of four-way intersection 2367.89 1621.83 1.46 0.157 2.04
Parking lot 31640.88 24189.49 1.31 0.203 1.10
constant -29806.64 41801.75 -0.71 0.482
Summary

Obs Parms RMSE R-sq F P
30 5 50462.98 0.342 3.253 0.028

 

目的地可达性 

Variables Coef. Std. Err. t P>|t| VIF
closeness 2638121.00 598513.00 4.41* 0.000 -
constant -86520.65 34498.94 -2.51 0.018
Summary

Obs Parms RMSE R-sq F P
30 2 45177.6 0.410 19.429 0.000

 

至公共交通的距离 

Variables Coef. Std. Err. t P>|t| VIF
Time to bus -4908.24 3439.31 -1.43 0.167 2.80
Time to rail 765.28 1164.12 0.66 0.517 1.15
NO. of bus stops -73.52 174.92 -0.42 0.678 1.86
Av.Headway 5755.55 2199.83 2.62* 0.015 2.99
Bus Service_Daily 16.22 1.92 8.45* 0.000 2.73
constant -60688.11 25164.97 -2.41 0.024
Summary

Obs Parms RMSE R-sq F P
29 6 23304.94 0.867 30.050 0.000

 

轨道交通站点特征 

Variables Coef. Std. Err. t P>|t| VIF

NO. of station exits 9091.47 1852.39 4.91* 0.000 1.59

Transfer Station 34935.95 16852.54 2.07* 0.048 1.61
Terminal Station -18146.66 23872.20 -0.76 0.454 1.03
constant 9084.75 9561.58 0.95 0.351
Summary

Obs Parms RMSE R-sq F P
30 4 32173.76 0.722 22.505 0.000

 

空间位置 

Variables Coef. Std. Err. t P>|t| VIF
City Center 66925.99 25913.02 2.58* 0.016 1.65
Inner Ring 23046.77 28722.23 0.80 0.430 -
Middle Ring 12760.10 26280.60 0.49 0.632 -
Outer Ring (dropped) -
Outer-Outer Ring -11244.33 26018.57 -0.43 0.669 -
constant 37481.33 19092.41 1.96 0.061
Summary

Obs Parms RMSE R-sq F P
30 5 46766.67 0.435 4.815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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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特征 

Variables Coef. Std. Err. t P>|t| VIF
Car -164395.60 76335.85 -2.15* 0.042 1.04
Motorbike 206499.40 148833.40 1.39 0.179 1.22
Bicycle -51456.41 86145.62 -0.60 0.556 2.25
Moped -214004.30 84598.70 -2.53* 0.019 1.02
Income 10.25 8.43 1.22 0.237 1.31
Edu_lev -58804.41 24929.03 -2.36* 0.028 1.03
Age -3962.83 2557.67 -1.55 0.136 1.16
constant 388470.70 123315.60 3.15 0.005
Summary

Obs Parms RMSE R-sq F P
30 8 48102.36 0.474 2.834 0.029

 

接着，采用在第 3 节里描述的统计方法，最终的多元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VIF显示没

有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与表 1 中所列的众多解释变量对比，在最终的回归模型中只有 5 个解

释变量，其中 4 个变量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1 个是在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样本含量为 30 的多元回归模型来说，5 个解释变量是合适的(Hair et al., 1995)。 

表 5  最终的回归模型分析结果 

分类  解释变量  Coef.  Std. Err.  t  P>|t|  VIF 

设计  是否有停车场  20929.93  10604.81  1.97*  0.060  1.55

到公共交通

的距离  

步行至最近公交车站的时间  ‐8315.158  2767.948  ‐3.00***  0.006  3.15

平均发车间隔  6331.44  1683.132  3.76***  0.001  2.71

全天公交服务班次  10.91871  1.74979  6.24***  0.000  3.57

轨道交通站

点特征  

站点出入口数量  4041.929  1338.874  3.02***  0.006  2.47

常数  ‐57774.95  18795.55  ‐3.07  0.005 

Summary                  

Obs  Parms  RMSE  R‐sq  F  P 

30  6  18669.33  0.9136  50.74683  0.000   

注: *** 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0.01, ** 0.05, *0.1. 

可以看到对轨道交通客流量影响显著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小类中，包括城市设计、至公

共交通的距离和轨道交通站点特征。其他 5 个小类中的因素似乎对上海市轨道交通的客流量

影响不显著：对密度和多样性小类来说，可能是由于中国城市中普遍存在高密度和混合土地

利用的开发。但这恰恰也是相对于西方城市来施行 TOD 的独特优势；对目的地可达性和空

间位置小类来说，可能是由于过去十年上海经历了快速的郊区化进程，居民从旧城区搬迁至

郊区的新住宅区。经过数年的开发，许多郊区居住区生活配套设施完善，已经为轨道交通积

累了客流量，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城区之间的差距。 

对于至公共交通的距离小类来说，变量的显著性水平相对较高，这反映了步行、公交车

和轨道交通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竞争特性是影响客流量的重要因素。首先，步行至最近公交

车站的时间与客流量呈负相关，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步行时间越久意味着到达公共交通

越不方便，导致公共交通使用降低或者更多地转而使用小汽车，轨道交通的客流量也相应较

低。此外，数据表明轨道交通站点区域范围内平均公交车发车间隔和总公交车服务班次均与

轨道交通客流量呈正相关，这看似是非常矛盾的，因为通常认为一定时间内较短的公交车发

车间隔意味着更多的公交服务，因此如果更多的公交服务可以增加客流量，那么平均公交发

车间隔较长应当减少客流量。而事实上这恰恰反映了上海公交车和轨道交通两者之间处于相

互竞争的现状，尽管两者各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压倒性的。在上海，公交车

票价更低，公交车站相对于轨道交通站点来说数量多得多，更容易到达，而轨道交通的准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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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快速和舒适程度更高。当人们很容易到达一个公交车站时，由于发车间隔较长导致等待

时间久，此时就会有一部分人们从公交车转移至轨道交通，因此反而促进了轨道交通的客流

量。另一方面，如果公交服务班次足够多，由于与轨道交通之间换乘方便，也同时促进了轨

道交通的客流量。公交服务可以作为轨道交通的补充，通过提供接驳服务将乘客送达至轨道

交通站点，从而提高轨道交通的客流量。而且公交服务班次是统计上最显著的，t值为 6.24; 

而且这一类别中的三个因素都有较高的回归系数，分别为‐8315.2，6331.4 和 10.9。这表明

轨道交通站点影响区域步行至最近公交站点的时间每缩短 1 分钟，工作日轨道交通站点可增

加 8,315 位乘客；平均公交发车间隔每增加 1 分钟，客流量增加 6331；每增加一班次公交

服务，可增加 10 位乘客采用轨道交通出行。 

对于轨道交通站点特征小类来说，站点的出入口数量显著正相关影响轨道交通客流量

(coef.=4042, p=0.006)，表明出入口数量多的站点通常客流量较大。 

对于城市设计小类来说，用虚拟值 0,1 来表示轨道交通影响区域内是否有公共停车场，

0 表示无，1 表示有。结果显示有公共停车场的轨道交通站点的客流量较高。该结果可能意

味着一个由小汽车向“P+R”方式转变的趋势，这是由于自 2009年以来上海在城区外围的轨道

交通站点周边建立“P+R”停车场的试点项目所带来的良好效果。 

4.2 政策建议 

对应研究得到的三个小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提出在上海应用 TOD 的政策建议，具体

如表 6 所示。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必要更好地协调上海步行、公交车和轨道交通的竞争关系。对

步行来说，扩大公交站点 300 米和 500米半径的覆盖范围可以同时促进公交车和轨道交通的

使用。而对于公交车和轨道交通的竞争关系，政策建议应当与城市发展政策相协调。响应建

设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政策号召，上海已经确立了以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为骨架，

常规公交为辅的交通发展模式。因此，应当加大提供与轨道交通换乘方便、衔接良好的公交

服务。 

其次，也应多加关注站点设计，尤其是轨道交通站点的出入口数量，甚至出入口位置以

及与城市道路的连接情况，具体的设计需要在未来研究中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进行探索。 

最后，“P+R”政策已带来的正面影响，需要在未来继续跟进。然而，有理由相信目前在

上海良好的实施情况将以一种更可持续的方式在未来对轨道交通客流量以及出行行为改变

有一个积极和重要的促进作用。 

表 6  与重要影响因素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重要的影响因素            针对上海的政策建议 

步行至公交车站的时间  增加公交车站覆盖面积，以缩短步行至公交车站的时间，从而提高公共交通使用；

提供更多至轨道交通站点的公交车接驳服务，以增加轨道交通使用，增强其在公

共交通中所处的低位。 
平均公交发车间隔 

公交车服务班次 

站点出入口数量  多加关注站点设计，尤其是出入口数量，以增加轨道交通客流量 

停车场  继续更好地进行“P+R”项目，以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 

5. 结论	

总的来说，本研究运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和确认了影响上海市轨道交通客流量的建成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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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以期采用一种更加持续的方式在上海应用公交导向的开发。 

与大多数西方城市很不同的是，城市密度、多样性、目的地可达性和空间位置，甚至社

会经济特征对上海的轨道交通客流量均无显著影响。然而，在城市设计、至公共交通的距离

和轨道交通站点特征 3个类别中有 5 个显著的统计变量，并有一个独特的发现在于上海不同

交通方式的竞争存在于常规公交车和轨道交通之间，与西方城市公共交通和小汽车相互竞争

不同。此外，其他两个因素，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数量和是否存在停车场同样对轨道交通的

客流量呈正面影响。建议应当更多的关注上海市轨道交通站点设计特征以及“P+R”停车场的

配套建设。最后，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以更好地指导实践，以期提高上海公共交通客流量、

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最终形成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大都市。 

【参考文献】 

[1]付搏峰、吴娇蓉、陈小鸿  (2008)  郊区轨道站点分类方法研究。铁道学报，30(6), 19‐23 

[2]Badland, H., &  Schofield, G.  (2005).  Transport,  urban  design,  and  physical  activity: An  evidence‐based 

updat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D,10(3), 177–196 

[3]Bernick, M. and Cervero, R. (1997). The transit village in the 21st Century, McGraw‐Hill, New York 

[4]Bhat, C. R., & Eluru, N. (2009). A Copula‐based approach to accommodate 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 effects 

in travel behavior modeling.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 43(7), 749–765 

[5]Boarnet, M.  G.,  &  Crane,  R.  (2001).  The  influence  of  land  use  on  travel  behavior:  Spec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strategie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A, 35(9), 823–845 

[6]Boarnet, M. G., Nesamani, K. S., & Smith, C. S.  (2004,  January).Comparing  the  influence of  land use on 

non‐work trip generation and vehicle distance traveled: An analysis using travel diary dat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Washington, DC 

[7]Calthrope,  Peter(1993).  The next American metropolis:  Ecology,  community,  and  the American  dream.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8]Cao, X. (2010). Exploring causal effects of neighborhood type on walking behavior using stratification on 

the propensity scor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2(2), 487–504 

[9]Cao,  X., Mokhtarian,  P.  L., &  Handy,  S.  L.  (2007).  Do  changes  in  neighborhood  characteristics  lead  to 

changes in travel behavior? A structural equations modeling approach. Transportation, 34(5),535–556 

[10]Cao, X., Mokhtarian, P. L., & Handy, S. L. (2009a). Examining the  impacts of 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 on 

travel behavior: A focus on empirical findings. Transport Reviews, 29(3), 359–395 

[11]Cervero, R.  and Day,  J.  (2008).  Suburbanization  an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China.  Transport   

Policy, 15,315‐323 

[12]Cervero  ,  R.and Murakami.  J.(2010).  Rail  and  property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Experiences  and 

extensions. Urban Studies, 4,2019‐2043 

[13]Cervero,  R.  (2001). Walk‐and‐ride:  Factors  influencing  pedestrian  access  to  transit.  Journal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3(4), 1–23 

[14]Cervero, R. 2004.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in America: Contemporary Practices, Impacts, and Policy 

Directions.  International  Planning  Symposium  on  Incentives,  Regulations,  and  Plans  –  The  Role  of  States  and 

Nation‐States in Smart Growth Planning 

[15]Cervero, R. 2008.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America:  Strategies,  Issues, Policy Directions. New 

Urbanism and Beyond: Designing Cities for the Future, T. Haas, ed. New York: Rizzoli, pp. 124‐129 

[16]Cervero,  R.,  &  Kockelman,  K.  (1997).  Travel  demand  and  the  3Ds:  Density,  diversity,  and  design.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D, 2(3), 199–219 

[17]Chatman,  D.  G.  (2008)  Deconstructing  development  density:  Quality,quantity  and  price  effects  on 

household non‐work travel. TransportationResearch Part A, 42(7), 1009–1031 

[18]Crowley D.F., Shalaby A.S. and Zarei H.(2009) Access walking distance, transit use and the success of TOD 

in North  York City  center. Paper presented  at  the 8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Washington, DC 

[19]Ewing,  R.,  Greenwald, M.  J.,  Zhang, M., Walters,  J.,  Feldman, M.,Cervero,  R.,  …  Thomas,  J.  (2009).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urban  form and  transit access on mixed use site  trip generation  rates—Portland pilot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135



 

 

study. Washington, DC: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20]Hair,J.F., Anderson,R.E., Tatham, R.L., Black, W.C.(1995).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with Readings, 4th end. 

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Englewood Cliffs 

[21]Marlon G Boarnet; Nicholas  S Compin, 2004.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San Diego County: The 

incremental implementation of a planning ide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Winter 1999; 65, 1 

[22]McMillan  T.  E.  (2007).  The  relative  influence  of  urban  form  on  a  child’s  travel  mode  to  school.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A, 41(1), 69–79 

[23]Mokhtarian, P. L., & Cao, X. (2008). Examining the impacts of residential self‐selection on travel behavior: 

A focus on methodologie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 43(3), 204–228 

[24]Reid Ewing & Robert Cervero (2010): Travel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a meta analysi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76:3, 265‐294 

[25]Renne, J. 2009. From transit‐adjacent to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Local Enviornment, Vol. 14, No. 1, 

pp. 1‐15 

[26]Robert Cervero and Cathleen Sullivan, 2010. Toward Green TODs, UC Berkeley Center for Future Urban 

Transport Working Paper 

[27]Sabidussi, G. (1966). The centrality index of a graph. Psychometrika, 31, 581–603 

[28]Saelens, B. E., & Handy, S. (2008). Built environment correlates of walking: A review. Medicine & Science 

in Sports & Exercise, 40(S), S550–S567 

[29]Wayne D. Cottrell. (2007). Transforming a Bus Station into a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by improving 

pedestrian, cycling and transit connection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2006,114‐121 

[30]Wu Kang‐Li(2009).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ustainable ecological communities. CHAN’S Arch‐Publishing, 

Taiwan 

[31]Zhou, B., & Kockelman, K. (2008). Self‐selection  in home choice: Use of treatment effects  in evalu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built environment and travel behavior.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Record, 2077, 54–61 

【作者简介】 

王燚，女，工学硕士，工程师，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苏海龙，男，工学博士，副院长，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王新军，男，工学博士，院长，上海复旦规划建筑设计研究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136



 

 

青岛市轨道交通综合开发利用的探讨 

徐玉晓  鲁洪强  王召强 

【摘要】青岛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针对青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情况，借鉴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综合开发的成功经验，分析了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

建设的模式和意义，并简要分析了铁路青岛北站等站点进行综合开发利用的基本设想。 

【关键词】轨道交通  综合开发  交通枢纽 

1. 引言	

城市交通问题几乎成了所有高速发展的大城市的共性问题，在一定的经济基础条件下，

大运量的轨道交通确实是解决交通问题的有效措施，于是在国内外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轮又一

轮的轨道交通建设高潮。在当前的建设高潮中，轨道交通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大运量的城市

公共交通方式，而是越来越突显出 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公共交通导向的城市

土地资源开发）功能。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经济及科技条件下，轨道交通枢纽作为轨道交

通与地面交通联系的纽带，仅被视为客流集散中心尚显不足，它对周边区域产生的“集聚效

益”对城市的发展形态起着前所未有重大影响，交通枢纽周边区域已经成为城市发展新的增

长点与矛盾焦点。从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经验来看，轨道交通与周边土地资源综合开发，

可充分利用城市有限空间资源，综合协调各种设施的功能，能发挥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对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 青岛轨道交通规划概况	

青岛位于黄海之滨，城市总面积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 763.6万。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市机动车保有量逐年提高，2006至 2011 年，全市汽车总量由 54.2 万辆增加到 116.3 万辆，

年均增长 16.5%，增幅较大。其中，私人汽车总量由 34.1 万辆增加到 89.5 万辆，年均增长

21.3%，增长速度高于汽车总量增速。市区内机动车每天出行总量达到 120 万辆次，早晚高

峰 CBD 区域主干道的车速仅有 10 公里/小时左右。 

在“全域统筹、三城联动、轴带展开、生态间隔、组团发展”新的城市总体发展战略指

导下，青岛正在向着更远大的目标发展，这对城市交通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交通供给、

高水平的服务等等，它直接影响着青岛市的新一轮发展建设。《青岛市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2008～2020）中明确提出建设轨道交通，并对原有规划的部分线路进行调整，最终形成较

为合理的轨道线路系统。市区轨道交通线网由 8 条线路（M1～M8 线）组成，线网总长

231.5km。市域轨道线网由 4 条市域线（L1～L4 线），线网总长 287.9km。全线网共设车站

157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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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青岛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轨道交通一期工程M3号线于 2010年开工建设，进展顺利，将于 2014年底投入运营；

轨道交通二期工程M2号线已于 2012 年 4 月开工，计划 2016年投入运营；未来 8 年，轨道

交通三期工程M1、M4、M8 号线将陆续拉开建设序幕。 

青岛轨道交通建设处于起步状态，在制定分期分线实施计划时，首先选择人口密度高、

客流量大的前海一线作为地铁一期工程。市区南部作为城市商业、行政和文化中心，分布了

大量的工作岗位和大型公共活动中心，而北部是城市密集居住区，城市南北向交通流较为密

切。地铁线路将青岛老城区、行政中心、商业中心、东部文化中心、北部生活中心等连接在

一起，经过火车站、中山路、台东、香港中路、市政府、南京路、李村、青岛北站等一系列

商业金融区。 

3. 轨道交通与城市综合开发利用	

青岛市主城区西临胶州湾、东依崂山，受地形条件限制整体呈南北“长筒靴”状，现状

中心城区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在中心城区向外围组团扩张的过程中，轨道交通可以形成内部

交通框架，成为公共客运交通的骨干网络，以其大运量、快捷、环保和准时的优势提供高效

的交通服务，建立起北部城区、西部城区与中心城区的快速交通联系，缩短城区间的时空距

离，增强中心城区的辐射能力，加速周边城区的城市化进程，从而更好地实现城市总体规划

目标。 

随着城市人口不断聚集，地上空间发展越来越紧迫，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目益突

出，城市发展的空间制约和挑战越来越大，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势必将更大规模地推进城市

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与地下空间的开发。 

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和隧道是城市最大的地下空间，引导着城市地下空间的有序开发和合

理利用，同时也是形成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网络系统的基础和依托，在城市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的过程中起着“龙头”作用。轨道交通标准地下二层车站地下空间面积约为 1.2 万平方

米，一个长度为 1 公里的标准地下区间地下空间面积约为 1.3 万平方米。充分利用地下空间

资源，将是青岛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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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内外相关经验借鉴 

日本国土总面积约 38 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0.3%，人口总数约为 1.2 亿，占

世界人口总数的 3%，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为实现城市与交通的可持续发展，采取

以轨道交通为支撑，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城市发展战略。日本最早的商业与交通结合发展雏形

体现在东京须四町和上野地铁车站的地下街[1]。上世纪 80 年代，公共交通在世界各大城市

快速发展，不仅推动轨道交通以特定产业形式发展，还带动城市综合空间布局及相关产业，

尤其是商业协同发展。到了上世纪 90 年代，微型商业集聚区在日本城市建设中崛起，都是

依托轨道交通，串连起地下建筑。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轨道交通与土地的一体化开发建

设，有效而持续的解决了城市交通问题，保护了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实现了社会、经济与

环境的协调发展。 

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之一，城市交通状态却始终保持快捷、畅通，用最少

的土地资源进行发展，产生最少的污染，发展水平甚至超过一些国际城市。香港的成功取决

于高密度的发展模式，更依赖于多元化、现代化的公共交通体系及城市管理交通体制，成为

大城市交通发展的成功典范。香港在轨道交通沿线地区进行高密度开发，完善住宅区与轨道

交通枢纽和其他公共交通形式的衔接。政府对轨道交通枢纽进行统一规划，确定合理的投资

运营政策，创造和谐、健康的外围环境，吸引一些投资者建设运营轨道交通换乘枢纽。目前，

香港几乎所有的地铁换乘枢纽及出入口均配套建设了大型的商业设施，这种综合开发也进一

步改善了市民交通出行环境。机场青衣站就是一个成功案例，利用轨道交通换乘枢纽的综合

开发，将青衣站由一个交通集散中心转化为商业活动中心，同时也带动周边房地产业的发展。 

上海地铁二号线连接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地铁一号线则连接上海站和南站两个火车站，

在两条线路的交汇点一中山公园站，坐落着国内首个“城市交通枢纽型”购物中心，该购物

中心总面积约 32 万平方米，涵盖了大型商场、大型超市、餐饮以及电影院、书城等不同的

商业设施。地面建筑还配备建筑面积 2.4 万平米的办公楼和 4.4 万平米的五星级酒店。结合

地面建筑及地下车站整体开发，市民可以便捷地到达地铁、出租车站、公交车站和停车场，

实现多种交通方式的“零换乘”。 

上海地铁二号线世纪大道站，原名东方路站。世纪大道站处在浦东地区三条重要的道路

‐‐‐世纪大道、张杨路和东方路的交汇处，这三条路又分别直通延安东路隧道、复兴路隧道和

大连路隧道，车站附近建有大型购物中心且紧邻浦东的商业中心，每天人流量很大，是浦东

地区重要的轨道交通车站。未来，二号线、四号线将与建设中的六号线和九号线在此交汇，

其中三条在下面平行运营，而一条在上面与之垂直交叉运营。世纪大道站将进一步成为浦东

地区轨道交通的枢纽站。地块位置优越，交通便利，随着大型商业配套的同步开发建设，将

成为未来浦东新区的中心商圈。 

3.2 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的设想 

根据国内外各大城市的经验，以轨道交通枢纽站为中心，将站域地区地下、地上进行系

统结合，使轨道交通枢纽站、地下空间、地面建筑三者成为有机整体，是充分发挥轨道交通

骨干运输作用、扩大吸引客流范围、带动城市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强运营初期

成本回收的一种有效措施。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并非独立存在，轨道交通枢纽站已由单一交通功能向多功能发展。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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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的建设与土地开发利用同步进行、统一实施，打破沿线地区固有土地的使用状态，

从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增加轨道交通运营后的收益。交通枢纽站周围 1公里的用地空间实

施较高强度的开发，配备良好的步行交通体系，并与其他公共交通服务相配合，使站点周围

形成集公共交通枢纽、商业、娱乐、居住、办公等设施为一体的综合功能区。地下空间可用

于商业开发并不意味着地铁商业开发量越多越好。应根据地铁客流预测及其出行目的预测, 

确定地铁站地下商业面积可开发量[2]。 

结合青岛轨道交通规划实际情况，交通枢纽综合开发形式有以下几种： 

3.2.1  火车站的交通枢纽站	

铁路青岛枢纽客运主站为两站布局：青岛站和铁路青岛北站。青岛站设 6 台 10 线，日

均发送旅客能力 4.2 万人次。铁路青岛北站设 8 台 18 线，日均发送旅客能力 4.9 万人次。

轨道交通有 4 条线路经过火车站，分别为 M1、M2、M3 和 M8 线，在铁路青岛北站南侧还

留有地铁维修基地。与火车站换乘的交通枢纽站一般都包含辅助线，在站厅层会有大量面积

空闲区域，因此位于火车站的交通枢纽站更应该发挥其客流量大、开发面积大的优势。 

铁路青岛北站建筑面积 63031 平米，站台无柱雨棚覆盖面积 78580 平米。车站建筑部

分为地上二层、地下三层。局部设置夹层。 

 

图 2  铁路青岛北站建筑整体示意图 

根据铁路青岛北站与轨道交通衔接规划设计方案，地铁 3号线、8 号线站台层设在地下

二层，地下三层为地铁 1 号线站台层。1 号线与 3号线、8 号线采用“T”型换乘。考虑到火

车站所在地域聚集大量的客流，核心区域组团发展，交通枢纽站应合理组织和地上地下功能

的协调互补，保障交通的便捷性，配置大量停车、台储以及与周边建筑连通的功能设施。规

划轨道交通车站与周围商业开发一体化建设，形成商业中心型综合体，一方面可以吸引客流，

另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地解决了一些临时客流的购物、休闲及娱乐需求。 

  

图 3  铁路北站周边线网规划 

工程实施过程中，车站部分结构柱与地铁站柱及侧墙合建，两者应统一设计、统一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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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与地铁共同建设换乘大厅以西的基坑围护工程（含围护桩、支撑、降水、监测、基坑土

石方）、换乘大厅、地下一层出站通道底板（即地铁地下二层顶板）。 

3.2.2  商圈的交通枢纽站	

城市商圈位置的地铁车站，例如中山路、台东、香港中路、李村站等，都是商业集聚、

经营服务功能比较完善、服务范围为广域型的地区商业中心和集聚区。结合周边商业建设业

态，交通枢纽站可与商业、居住区、城市中心、文娱设施结合[3]，为配合大量人流的汇集，

规划可考虑建设大型仓储式超市，交通枢纽站可以和公交首末站之间换乘。 

商圈的交通枢纽站可将各种活动功能混合交织在一起，避免活动单一功能容易造成的空

白，提高了城市整体活力。多功能的复合叠加，充分利用了轨道交通枢纽站的人流活动在时

间上的持续性，使土地综合开发，特别是商业性开发获得较好的效益。 

由于车站是建在大型地下综合体内,可以不用封闭施工,对交通和周边的生活不会带来影

响,采取“一体化建造”的模式,使地下空间建设与城市生活实现“和谐”[4]。 

3.2.3  新城区的交通枢纽站	

随着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调整，城市向外扩张，青岛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除了对中心城

区内的轨道交通线网进行了研究外，还对中心城区与市域范围内其它五个次中心城市之间的

轨道交通联系（市域线）进行了初步研究和走廊控制，并对市域线与市区线的换乘衔接关系

重点进行了研究。 

青岛轨道交通线网建设时序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缓解青岛市中心城区

日益增长的道路交通压力，初步形成轨道交通网络骨架，使轨道交通的客运量达到综合交通

规划中对轨道交通的预定目标和比例；第二阶段形成中心城区线网的基本骨架，使青岛和红

岛真正成为一个整体，重点满足中心城区的交通，尽快形成快轨交通对中心城区主要交通走

廊的覆盖，使青岛市的轨道网达到基本规模，并使其尽快发挥快速、准时、高效的优势，促

进城市总体规划的发展；第三阶段将轨道交通外延至黄岛，逐步建成线网规划中所有线路，

形成覆盖中心城区内主要客流集散点、交通走廊的轨道交通网络，使得青、红、黄三岛真正

联为一体。 

新城区开发建设成动态发展趋势，开发强度不够，新城区只进行前期控制性规划设计，

并未形成建筑单体设计。将地铁枢纽站和远期将要发展的地面建筑部分结合设计，综合性考

虑地面建筑的出入口及使用性质，预留条件或者考虑同期实施，这样既能最大限度的利用土

地，节约有限的土地资源，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又不会影响该地块的后期发展。 

3.3 轨道交通综合开发的社会效益 

3.3.1  土地开发利用	

轨道交通沿线建筑密集，土地资源尤为紧缺，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于土地使用性质、用地

空间形态及开发强度等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轨道交通建设与土地开发利

用相辅相成，轨道交通建设满足了不断增长的城市客运交通需求，通过控制和改变土地使用

性质来促进沿线土地的高密度、高强度开发利用，合理引导土地利用性质、建设密度的重新

配置；开发良好的土地又可以生成交通出行的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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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对商业环境布局具有引导作用，而交通换乘枢纽站有效连接城市空

间，使地面、地下空间延续一体化的特点，为轨道交通综合开发带来了商机。以轨道交通枢

纽为核心吸引各种交通方式，地铁站、地下停车场、商业街协调建设，带动地面商业的蓬勃

发展。地铁站与周围地下空间相通，提高了地下空间的通达性和使用价值，促使周围土地开

发多层地下空间。利用轨道交通枢纽站所带来的地价上升的优势，对地块进行综合性开发，

将地块开发的回报补偿作地铁建设资金，从而可以减轻政府对地铁建设投入巨大资金的负

担。轨道交通枢纽与周边商业设施的综合开发，可以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并最大程度的提升其

利用价值。 

3.3.2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轨道交通的建设符合区域协调发展的需求，可以实现区域内各板块、组团间的沟通联系，

促进彼此协作联动。轨道交通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经济发展、产业重组等方面能够有力地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可以提高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同时也能

带动相关配套工程的开发建设，如：轨道交通相关衔接线、站点配套设施以及土地综合开发

等。通过轨道交通建设，沿线地块的建设发展条件和投资环境必将随之改善，由此促进区域

内社会经济发展。轨道交通的建设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兴起，并引导以往产业密集带的重心

向沿线分散，整合产业资源和发展方式。 

4.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与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城市交通与土地资源必

须统一规划、整合开发，以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为契机，引导城市空间形态与产业结构的发

展，经营好城市土地资产，促进城市公共交通建设与运营的多元化与商业化，实现社会、经

济、环境的协同发展。 

青岛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在枢纽建设和运营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盲

区，需进一步探讨轨道交通枢纽综合开发的合理规模、制定激励机制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等，

促进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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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轨道车站用地与交通协调优化 

晏克非  于晓桦 

【摘要】随着大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市中心轨道车站地区面临着用地的再次开发和交通体系

的局部调整。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基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车站地区用地与交通协调

优化技术。首先，诠释了车站用地与交通开发“社会效益”的内涵；其次，基于交通与用地

的相互作用，建立交通与用地的整合模型，并提出用于实际操作的交通与用地协调规划流程

（步骤）；最后，以长沙市芙蓉 CBD 东片区的规划为例，说明轨道车站建设如何整合交通与

用地方案优化。该方法阐明了复合交通环境下的供需关系平衡分析，体现了车站地区如何实

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体现了如何将用地与交通协调优化落于实践。 

【关键词】轨道车站  社会效益  土地利用  复合交通系统  协调优化 

1. 概述	

我国大城市轨道交通正处于大力发展阶段：2011 年，北京市轨道网络建设超过 300 公

里，上海市轨道网络已达到 450 公里，广州、长沙、南京、昆明、重庆等城市都在大力推进

轨道交通的规划与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空间格局、土地开发利用都将产生很大的

影响。根据“触媒‐集聚”规划理论[1]，轨道车站地区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其特

征表现在车站地区产生一定的功能集聚效应，且此集聚效应由车站向外逐步衰减。由此，轨

道交通车站地区面临着用地再次开发的重大变化，而交通体系也将随之进行部局调整[1]。而

这种变化与调整在城市规划部门（包括交通部门）还存在不少误区和认知上的不足，缺少

前瞻性的考虑与科学论证，可能会对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很大负面影响。如何以“社会效

益最大化”来推进城市与交通系统的建设，实现两者协调共赢的发展，如何实现车站用地

调整与交通体系的协调规划，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一些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车站地区用地与交通发展规划的模型，郑明远结合国内

外的案例，定性分析了基于 TOD 引导的车站地区土地利用形态、地下空间开发以及车站规

划机制等[2]，YanLi,H.L.Guo，唐子可、莫一魁等分别设定不同的规划目标和约束条件，将车

站地区用地规划描述为多目标优化模型[3][4][5]。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对用地开发受交通网络的

限制作用考虑较少。而在诸多大城市中心区规划建设实践上，车站地区用地开发与交通规划

仍然处于半脱节状态。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规划是分两个层次进行的，在土地利用规划中很

少考虑到交通问题，而认为交通规划设计是在用地方案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原因是：我国许

多城市规划大多沿袭着单中心、强中心的结构模式，控规上认为，交通是用地的配套规划，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车站土地利用开发产生的需求总归是会解决的，“面多了加水，水多了

加面”；另一方面，交通规划往往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论证依据与可行方法，包括仿真分析技

术如何来实现土地与交通互动式规划设计，令规划者与决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 

本文首先诠释了用地与交通规划社会效益的内涵；其次以两个均衡条件解释用地与交通

的相互作用，建立用地与交通的整合模型，并提出如何实现交通与用地整合规划的方法流程。

在此基础上，以长沙市芙蓉 CBD 东片区的规划为例，说明轨道车站地区如何实现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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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的交通与用地规划方案优化。该方法涉及的规划模型有较强的理论基础，规划方法可

操作性强，规划结果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因此能够为轨道线路与车站地区规划协调优

化工作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与方法指导。 

2. 基于“社会效益最大化”规划的内涵	

对于“城市与交通规划”，不同的群体关注的角度不同：城市规划师关注城市发展类型

和多功能服务的提供，公共交通规划者关注是否有利于提高公共交通通达性与乘客量，交通

工程师关注是否有利于降低道路系统拥堵，开发商关注用地开发是否能达到最大价值，出行

者则关注出行是否畅通便利……因此，车站用地规划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单方面的效益，

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综合效益，因此可用“社会效益”的大小来表达车站地区规划的综合

开发价值具有公认性和引导性，其具体内容可以从土地利用与交通出行两个方面加以说明： 

2.1 土地利用方面 

（1）用地的“节约”与“集约”型开发是我国国情决定的。我国城市用地资源非常短

缺，在国家“18 亿亩耕地”不可突破的宏观控制下，城市规划用地做出了严格的约束：城

市规划人均用地指标不得超过 100m2，城市道路面积率不得超过 15%。轨道车站地区是城市

区域内可达性较好的地区，在城市用地“寸土寸金”的背景下，在车站地区实施高强度用地

的有序开发，可以节约土地与资源，达到“节约”和“集约”的土地利用目标要求。 

（2）用地开发效益的最大化。土地的开发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货币来表示，轨道

车站地往往有较高的土地价格。研究表明，土地价格随距车站距离的增加呈现递减趋势，这

种趋势可以用指数衰减函数表示，用地开发强度通常也呈现该类梯度分布；同时，用地功能

类型也呈现梯度分布态势，表现出不同类型土地价格的不同所带来的用地布局的差异，一般

来说，商业用地价格高于办公用地高于居住用地，因此车站周围用地安排也通常为商业用

地—办公用地—居住用地。车站用地的合理规划可以实现车站用地开发效益的最大化。 

（3）用地的环境保护。车站地区要保证一定的绿地率（包括集中绿化率）与公共开敞

空间，以减少车站的高强度用地开发带来的巨大的压抑感。例如，香港青衣站的滨水平台，

九龙站的绿地公园，上海陆家嘴滨江绿地等都是为了缓解地铁站高强度开发所带来的高层压

抑感而设置的。 

2.2 交通与出行方面 

（1）交通引导城市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规划学者 PeterCalthorpe 提出 TOD 理

念，即交通引导城市发展。这里交通主要是指大容量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轨道交通

为用地开发带来“人气”，为用地开发产生的交通需求带来“快速通道”；同时车站地区高

强度开发可以鼓励出行者采用步行乘坐公共交通，从而为轨道交通的运营提供充足的客流。

因此，轨道车站与土地利用达到空间上耦合是车站用地规划“社会效益”的综合体现。空

间耦合是指：城市各级中心区用地范围与城市轨道车站研究范围在空间上有所重合，在土地

使用规划和空间设计上形成车站与城市中心相互支撑的和谐状态[6]。若能在早期规划中就注

意到将轨道车站与城市空间、土地利用的进行耦合与调整，势必可减少人们出行时间，减

少土地与资源的浪费，减少后期整治工作的困境。 

（2）交通网络的体系调整。若用地产生的交通需求超过交通网络容量的限制，则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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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无法满足交通需求，表现为交通系统效率的低下，甚至发生交通堵塞。这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用地开发的“社会效益”更是无法体现。因此，用地规划应满足交通

需求在交通网络体系容量的承受范围内，特别说明的是，交通网络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

道路网络。 

（3）人们出行便利最大化。轨道交通增加了地区的可达性，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便

利。人们出行便利最大化，就是使轨道交通的优势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将尽可能多的出行

需求安排在轨道交通车站附近。轨道交通分担的客流越多，不仅是出行便利性的具体体现，

也是出行向绿色交通转移的良性趋势，从而实现轨道车站用地开发更大的“社会效益”。车

站的“集聚效应”理论表明，车站对客流的吸引强度也随离车站距离呈现递减的趋势，也可

以用指数函数表示这种衰减变化[7]。因此，车站用地规划可以实现对轨道客流最大化的目标。 

3. 用地与交通规划的整合模型	

众所周知，土地利用与交通体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这种互动关系可以用两个数

学上的平衡条件表示，分别为用地开发的交通吸引发生（量）均衡条件和交通系统容量与

客流的均衡条件。 

交通吸引发生量均衡与土地利用直接相关，体现用地规划对交通需求的直接影响。这个

模型的涵义是，出行者对目的地的选择是由地区吸引度和网络阻抗所共同决定的；用地开发

的交通生成量按照各个小区的可达性选择其对应的吸引地，形成一定交通分布形式。用数学

模型表示为： 

exp[ ( ( ) )]

exp[ ( ( ) )]
s s rs

rs r
s s rss

c d c
q o

c d c




 
 

  (1) 

exp[ ( ( ) )]
( , , ) 0

exp[ ( ( ) )]
s s rs

r s rs r rs
s s r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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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 d c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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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中， rsq
为从 r 到 s 的交通量； ro

为交通发生量，由用地开发决定的，称为外部变量；

sd
为交通吸引量，由均衡模型决定，并体现用地开发，称为内部变量；

( )s sc d
是目的地的

吸引度函数； rsc
为出行路径的阻抗。 

交通系统客流均衡模型与交通系统建设规模直接相关，体现交通系统容量对交通需求的

平衡作用。这个模型的涵义是，出行者对出行路径的选择是由设施通行能力和设施流量所决

定的；OD 需求按照路径阻抗进行交通分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车站区域）所指的出行

路径表示“超级网络”路径，即不仅包括道路路径，还包括轨道路径及道路与轨道构成的组

合出行路径。模型表示为： 

,exp(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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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X
为路径流量；T为交通出行费用；x为路段/线段客流；

( , )rs
kc x T

为交通阻抗

函数，一般用 BPR函数表示。 

由（2）（4）可以看出，两个均衡条件是相互影响的，表现在（2）中出行路径阻抗 rsc 是

由（4）的阻抗函数决定的；而（4）中交通分布 rsq ，却是由（2）的平衡关系得到的。在

这个用地与交通相互影响的系统中，我们得到的启示有： 

①改变土地利用（如增加开发强度、改变居住就业分布），可以使地区吸引度发生变化，

从而导致交通分布的变化，形成不同的 OD 需求；OD 需求直接作用于交通网络，使各个路

段/路径的流量发生变化；流量的变化导致路段阻抗的变化，又反过来影响交通分布…… 

②改变交通设施系统（如增加轨道车站出入口、拓展路段通行能力、增加路径出行费用

等），可以使交通出行阻抗发生变化；出行路径阻抗作用于交通吸引与发生的均衡条件，导

致交通需求分布的改变，交通分布再作用于交通网络，使路段（路径）流量发生变化，又会

使阻抗变化，再影响到交通分布…… 

由此可见，无论是调整土地利用还是交通系统，都会引起用地与交通系统的循环变化

和互动影响。当两个系统中所有出行分布、出行方式与出行路径具有几乎相同的出行效用时，

这种循环与迭代作用才会达到相对平衡，使整个系统达到均衡状态。因此，根据两个平衡条

件，结合 Beckmann均衡模型，交通与用地的整合模型可表示为基于目的地选择、出行方式

选择、出行路径选择的“超级网络”出行阻抗最小化的数学优化模型[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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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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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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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目标函数第 1 项与第 6 项分别为出行阻抗与目的地吸引度的 Beckmann 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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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st c x 分别为出行阻抗函数与目的地吸引度函数；第 2、3 项为公交车和轨道交通的费

用， ,B T
rs rsq q 为公交与轨道客流量， ,B T

rs rsu u 为公交与轨道费用；第 4 项与第 5 项分别为对出

行方式与出行路径的熵变换，
m
rsq 为起讫点间选择 m 交通方式的交通量，

1 1
,

 
分别为方式

选择、终点选择的权值。 

严格上说，该模型应该由最优化算法求解，其中涉及到超级网络路径的列举与分析。然

而实际中，我们很难对一个现实交通网络进行全面路径分析，一般是借助于交通规划软件，

考虑交通与用地相互作用的规划操作步骤为： 

Step1：建立 TransCAD 仿真平台，输入包括网络属性(轨道、公交、道路)、用地属性和

交通需求数据等数据资料。 

Step2：计算小区可达性，即该小区以各种方式到达其他小区的便利程度，以出行效用

函数表示，参见文献[9]： 

[ ] ln exp( )n in in
i C

i C

A E MaxU V




   (12) 

式中， nA 是 n 小区基于效用的可达性指标； inV 是小区 n 选择 i 类交通方式的效用。 

Step3：给定交通发生量或吸引量中的一个，以可达性为依据按照式（1）得到全方式交

通出行分布。 

Step4：交通方式划分。首先，采用以步行到车站距离为变量的指数衰减函数作为其强

度吸引函数预测轨道交通的客流规模。轨道车站客流吸引强度函数基本表达式为： 

( ) bxE x ae (13) 

式中， ( )E x 为车站的客流吸引强度；x 为距车站的距离， ,a b为参数，根据实测数据

进行标定。然后，再利用双约束重力模型计算轨道交通分布；最后，将轨道交通 OD 从全方

式 OD 中分离，从而划分了轨道交通与道路交通 OD 分布。 

Step5：优化试算过程：首先调整土地利用，结合土地利用的社会效益，将具有可达性

高的地区适当增加土地利用的开发强度；然后，调整局部网络，结合交通系统的社会效益，

增加大分布量方向通道的运输能力，并增加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利用软件的仿真测试功能，

不断按照可达性与交通分布方向调整用地与交通系统，获得符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规划方

案。 

4. 基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规划案例	

本节以长沙市芙蓉 CBD 东片区为例，说明如何在考虑用地与交通相互作用前提下，进

行社会效益最大化规划的优化措施[10]。 

芙蓉 CBD 东片区（东塘）位于长沙中心区内，面积为 50 公顷，由五一大道、韶山路、

人民路和曙光路围成，定位为长沙市文化产业中心。区域内规划建设 41 层的湖南文化中心，

与周边湖南大剧院一起作为长沙市文化产业的标志性建筑。区域周边近期建设 3 条轨道线

路，其中轨道交通 2 号线沿五一大道横跨区域东西，6 号线沿韶山路贯穿区域南北，7 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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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域东侧，与 6 号线平行（如图 1）。 

 
图 1  芙蓉 CBD 东片区研究区域示意图 

第 1 步：交通与用地的基本分析（Step1‐3）。该区域划分为 9个内部小区和 4 个外部小

区，如图 2；根据其现有的交通网络，计算各内部小区的可达性，并从高到低分为三个档次，

如图 3。根据初始规划及各小区可达性，进行交通分布，如图 4。 

 
图 2  小区划分              图 3  可达性分析              图 4  交通分布 

第 2 步：轨道交通客流分担计算(Step4)。地区能进行多大强度的开发取决于复合交通网

络的容量，轨道交通对出行需求的分担作用可以增加局域网络所能承受的出行 OD。利用式

（13）计算轨道车站客流规模，以同等城市的车站客流实测数据进行标定，袁家岭车站与湘

雅二医院站的吸引强度曲线如图 5，标定结果如式(14)。由此计算得出轨道交通车站客流及

各小区的轨道交通出行分布（图 6），2015 年两个车站的高峰小时轨道分担为 7138 人次，

2025 年为 14792 人次。 

0.0036( ) 0.8484 x
yuan x xx x

Q Q E x Q e  
(14) 

式中， xiangQ
， yuanQ

分别表示湘雅二医院车站与袁家岭车站的轨道交通客流； xQ
为 x

米处用地产生的交通需求（发生量或吸引量）； ( )E x 表示湘雅二医院站和袁家岭站客流吸

引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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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轨道车站吸引强度曲线图 62015 年轨道交通 OD 

第 3 步：进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用地调整（Step5）。距离车站越近，交通条件越便利，

地块的可达性就越高。对高可达性地区增加用地开发强度，有利于增加用地的开发价值，

有利于增加轨道交通客流量，从而实现用地开发价值最大化和轨道客流最大化。同时在中

等可达性或低可达性地区增加绿地等开敞空间，满足环境良好的要求。湖南省文化广场标

志建筑规划在 3 小区，正位于高可达性地块，将其产生的交通需求加载到复合网络中进行测

试；对于每次用地开发的加载，要进行交通均衡分配的检验，反复迭代，使开发产生的交通

需求能够在网络的容量范围内，最后形成效益最大化的用地规划方案（图 6，图 7）。 

 
           图 6  2015 年与 2025 年交通分配图                  图 7  用地方案的类型与开发强度 

第 4 步：进行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交通方案微观调整。形成用地方案之后，调整局部交通，

可以使规划方案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实现得以保障。交通方案调整可以从硬件环境和软件环

境两个方面进行。硬件环境的具体措施为：①提高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使公交优先落实为

公交优势，例如调整车站位置及其接驳线路，改善接驳设施，增加步行通道等（图 8，图 9）；

②调整网络微循环，为慢行交通创造良好的通行空间（图 10）；③减少城市中心区的停车泊

位（文化广场原规划泊位 1198 个，调整为 1081个），并在中心区外围使用停车诱导，减少

进入中心区的机动车辆；④调整大型交通吸发点的出入口，改善大流量交叉口，设计交通组

织，避免形成交通瓶颈（图 11‐13）。软件环境的措施包括：①增加公交的舒适性、准时性；

②采用经济手段，增加机动车在中心区通行或停放的出行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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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8  地面公交接驳地铁 2 号线建议                    图 9  地下步行通道设置 

 

图 10  微循环调整                      图 11  主要建筑出入口调整 

 

图 12  改善与渠化大流量交叉口                  图 13  区域交通组织 

5. 结论	

本文在全国各地轨道交通大力发展的背景下，为轨道车站地区用地的再次开发与交通局

部调整提供一种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方案优化方法。车站开发的社会效益不仅体现在土地利用

方面，包括土地利用的“集约”与“节约”特点、用地开发效益最大化目标、环境保护要求；

还体现在交通与出行方面，包括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特点、出行便利最大化目标和交通网络

容量限制要求。据此，考虑交通与用地的相互关系，构建交通与用地的整合优化模型。模型

说明无论是用地调整，还是交通体系的调整，都会产生交通分布与交通分配之间的反复迭代。

对于模型的操作性，提出基于 TransCAD 的操作流程。以长沙市芙蓉 CBD 片区规划方案优化

为例，说明基于用地开发效益最大化和轨道客流最大化的交通与用地方案优化方法的实际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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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IS 的城市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方法和实践 

庞乃敬  高嵩  王威 

【摘要】本文通过整合现状与规划的各类数据资料，利用 GIS强大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表达

功能，建立城市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的 GIS平台，探讨城市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的新方

法，并以实例分析验证该方法的可靠性和先进性。 

【关键词】GIS  平台  城市轨道选线  选址  方法 

1. 引言	

城市轨道交通选线、车辆段选址是涉及众多学科、大量信息分析的综合性问题，现在主

要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 处理该问题，但由于 CAD 本身的局限性，基于 CAD 的城市轨道

选线、车辆段选址方法缺乏对信息的管理和分析能力，且难以反应人口分布、经济发展、土

地利用等社会经济指标对选线、选址的影响，使城市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缺乏系统性和完

整性。 

地理信息系统 GIS具有强大的信息管理和空间分析功能，利用 GIS进行城市轨道选线、

车辆段选址，不仅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也使得选线、选址方法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本文将

基于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公司（ESRI）的 ArcGiS 软件建立城市轨道交通选线、车辆段选址的

平台，并在实践应用中对基于 GIS的城市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新方法进行探讨。 

2. GIS选线、选址方法介绍	

GIS是一个强大的图形管理系统，可对大量空间数据信息进行录入、编辑和管理；同时

GIS 具有强大的空间分析与可视化表达功能，可非常方便地对 GIS 数据进行定性、定量、定

位分析，分析过程和结果可以多样化直观表达。 

由于 GIS本身的功能特点，基于 GIS的选线方法与基于 CAD 选线方法不同，基于 GIS选

线首先要建立整合各种现状、规划信息的数据库平台，再通过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方案与

各类信息的空间叠置关系，对涉及的各种数据信息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并直观地评价选线、

选址方案。基于 GIS的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方法如下图 1所示。 

 
图 1  基于 GIS 的城市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方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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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IS选线、选址平台建立	

3.1 GIS 平台数据需求 

城市轨道选线和车辆段选址需充分考虑城市现状、规划经济产业结构布局、人口岗位分

布、地形地貌、重大市政交通实施和建筑物等因素。故基于 GIS的城市轨道选线、选址平台

应尽可能全面搜集相关资料，平台建立所需数据如下图 2所示。 

 
图 2  GIS 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平台数据库资料图 

GIS平台数据要求与应用列举如下： 

1) 建筑数据：包括含建筑功能、面积、层高、空间定位等属性的数据，用于建筑布局分

析，对线位通道和选址拆迁、站点覆盖等进行定量分析； 

2) 地形数据：CAD 选线常用的地形图数据，用于分析地形地貌，辅助平面选线、分析土

石方工程量等； 

3) 影像数据：现状卫星或航拍影像图数据，用于定性判断轨道线路、车辆段与现状土地

利用、建筑的关系； 

4) 地籍数据：包括现状地块功能、地块权属单位等属性的数据，用于分析轨道通道、车

辆段范围与现状用地权属关系，判断地块协调难度； 

5) 路网和轨网数据：规划各功能层次轨道网、道路网，用于轨道选线与现状、规划交通

设施协调分析； 

6) 市政设施数据：包括规划给水、雨水、污水、电力、通讯、燃气等空间属性数据，用

于分析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与各种重大市政设施的关系； 

7)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包括建设用地、农用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等土地功能控制属性的

空间数据，用于分析土地利用规划与选线、选址关系； 

8) 规划选址资料：研究范围内已包含规划选址地块空间数据，用于与具体地块的规划协

调，判断协调难度； 

9) 其他城市和土地规划数据； 

从城市轨道角度考虑，资料越全面、分析越系统，方案便越合理。但全面的信息搜集并

不容易，GIS 选线平台可基于已有数据，在平台后期使用中利用 GIS 的数据管理功能对数据

库进行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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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GIS 平台建立和使用 

建立 GIS选线平台需先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如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数据需按地块按功能

分类进行表达，但地块功能属性往往较复杂，在表达之前需进行归类分析。处理完成的数据

在 GIS中表达形式较丰富，同一数据可同时使用多种表现形式，如建筑数据可以根据高层属

性、功能属性空间叠置同时表达。 

在 GIS平台的使用中，需将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方案导入 GIS平台，建立线路和车辆

段的缓冲区模型，通过空间叠置分析线路和车辆段缓冲区模型中与的各类型信息的空间关

系，从而对方案进行评估、优化，对规划进行调整。GIS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平台的建立

与应用如下图 3 所示。 

 

图 3   GIS 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平台示意图 

基于 GIS的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平台二维、三维效果如下图 4 和图 5所示。 

图 4   GIS 平台二维效表现形式果图 图 5  GIS 平台三维表现形式效果图 

4. GIS平台在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中的应用	

某市实际项目运用 GIS整合了大量城市、交通、土地等方面的基础数据，建立了轨道选

线、选址的 GIS平台，并利用该平台对该市轨道 S线选线、车辆段选址进行了详细分析，现

就具体分析过程描述如下。 

4.1 轨道 S 线选线分析 

利用 GIS平台进行轨道选线首先要建立线路的缓冲区模型，对平台中的各种信息进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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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分析。轨道 S线选线涉及建筑拆迁、高压走廊电力规划、生态线协调、更新旧改分析等，

仅以该轨道线路建筑拆迁、控制线协调和站点覆盖分析举例如下。 

4.1.1  建筑拆迁量分析	

通过轨道与建筑空间关系可分析出轨道通道范围内拆迁建筑，通过建筑的属性可分析出

建筑功能、层高、权属等信息，并可分析出建筑拆迁面积。轨道 S线在某路段转弯处涉及少

量拆迁，该段采用 350m 的最小曲线半径，50m 通道范围内涉及 10 栋建筑共约 8.5 万平方

米拆迁量。具体建筑拆迁量 GIS表达如下图 6 所示，GIS统计拆迁数据下表 1 所示。 

表 1  建筑拆迁量分析表 

建筑类型  栋数  建筑面积（平米） 

工业厂房  6  50217 

非私宅  4  34981 

总拆迁建筑  10  85199 
 

图 6  轨道 S 线局部建筑拆迁示意图  

4.1.2  控制线协调分析‐‐以橙线规划协调为例	

通过轨道缓冲区模型分析出轨道通道与各控制线的关系，并查询出控制线的属性信息。

轨道 S线在某路段涉及危险品管道，通过橙线规划数据信息可知，该管道为港口通往外市的

LNG 超高压成品油管道。轨道 S 线在该段约有 1km 与该管道空间上重叠，存在较大安全隐

患，需对轨道 S线该段线位方案进行优化调整。轨道 S线与成品油管道关系如下图 7 所示。 

 

图 7  轨道 S 线与成品油管道关系示意图 

4.1.3  站点覆盖分析	

通过轨道站点与现状建筑、土地利用规划空间关系，可非常便捷地分析出站点覆盖范围

内现状和规划建筑面积。轨道 S线站点 500m 半径范围内现状覆盖建筑分析如图 8 所示。通

过覆盖建筑属性信息，可分析出覆盖建筑类型、面积等信息，具体覆盖建筑面积类型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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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轨道 S 线站点覆盖建筑分析 

 

表 2 轨道 S 线站点覆盖现状建筑面积表    （单位：万平方米） 

分类  非私宅  宿舍  私宅  商服  政府社团  工业仓储  其他建筑  总面积 

现状  877.5  125.4  270.8  383.6  81.0  370.1  18.5  2127.0 

规划  1371.1  93.0  223.0  643.0  130.0  403.9  23.0  2886.9 

4.2 轨道 S 线车辆段选址分析 

基于 GIS的车辆段选址分析车需根据建筑、土地利用规划等，对轨道沿线范围内用地潜

力进行分析，再根据各类信息的空间关系对潜力地块进行筛选。轨道 S线车辆段选址涉及更

新旧改、现状地籍权属、控制线规划等信息，仅以更新旧改、现状地籍分析举例如下。 

4.2.1  更新旧改结合分析	

车辆段可结合更新旧改选址，也可利用车辆段选址促进更新旧改推进。轨道 S线通过线

路周边地块更新旧改潜力分析、更新旧改规划分析，规划于某山东侧设置车辆基地。该车辆

基地可与周边更新旧改结合，同时推进选址范围内工业厂房更新改造。具体轨道 S线车辆段

与更新旧改规划如下图 9 所示。 

 

图 9  轨道 S 线车辆段与更新旧改规划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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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现状地籍分析	

车辆段选址需对选址范围内地籍权属、产权单位、合同到期年限等进行分析，利用 GIS

空间叠置关系可分析出轨道 S线规划车辆段范围内大部分用地均无产权，通过地籍属性可查

出涉及的 5块合同产权用地均为非知名厂家工业用地，且面积均较小，协调较容易。具体轨

道 S线车辆段与现状地籍权属关系如下图 10 所示。 

 

图 10  轨道 S 线车辆段与现状地籍权属关系图 

4.3 小结 

利用 GIS平台对城市轨道交通选线、车辆段选址分析，需利用轨道和车辆段的缓冲区模

型，对地形、建筑、土地利用规划、市政专项规划、控制线规划等各类信息进行空间叠置分

析，从而综合评估分析得出最优方案。城市和片区发展分析越透彻、各类信息分析越全面，

方案便越可靠。 

5.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土地、经济等学科结合非常紧密，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过

程中需综合考虑各类型现状、规划信息，GIS为各类型信息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分析处理和信

息表达的平台。基于 GIS的轨道选线、车辆段选址方法可便捷地分析轨道交通与各类型信息

之间的关系，且对分析过程、结果可通过多样化方式直观地表达。在实践应用中，该方法与

传统的基于 CAD 分析方法相比，体现出明显的优越性。相信在未来基于 GIS 的城市轨道选

线、车辆段选址方法能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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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肖胜 

【摘要】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分析了轨道可持续发展的涵义。详细分析了影响轨道

可持续发展的各种因素，总结出可从经济、社会、生态、技术、政策、管理、城市、交通八

个方面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轨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以便对轨道发展

提供良好的指导。 

【关键词】轨道交通  可持续发展能力  评价指标 

轨道交通不仅大大提高城市交通供给水平，缓解大城市日益拥堵的交通矛盾,而且在优

化空间结构、支持土地集约化利用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持续提升，

较多大城市开始大力发展轨道交通。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城市对如何评价本地区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认识模糊，从而出现决策失误，以至于出现盲目发展、相互攀比的

现象。本文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着手，基于对影响轨道可持续发展因素的全面分析，构建了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以期为各地政府认识本地区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

能力、制定本地区轨道交通发展政策提供一定的借鉴。 

1. 可持续发展与轨道可持续发展的涵义	

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先是在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尔摩举

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式讨论，会议共同界定人类在缔造一个健康和富生机的环境

上所享有的权利。自此以后，各国致力界定“可持续发展”的含意，现时已拟出的定义已有

几百个之多。1987 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把可持续发

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1997

年的中共十五大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定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实施”的战略，主要包括

社会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涵义，可持续城市轨道交通应当既能满足当前城市规模的轨道交通需

求，促进城市发展，保证经济有效、社会公平和生态和谐，又不损害环境及后人的需求。据

此，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应该满足如下功能：①基本交通功能：安全、高效、舒适、环保、准

时的城市公共交通；②低碳生态功能：减少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减少对

城市生态系统的污染与破坏；③促进社会进步功能：通过合理的规划和管理，平衡地区发展，

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利，体现公益性，促使社会公平和谐；④支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功能：提供

满足城市经济建设和产业发展的设施与需求的同时，满足轨道交通系统自身的经济可持续发

展，不对政府财政构成较大负担。 

现代社会建设项目特别是轨道交通项目是社会、 经济、 生态大系统的一部分，必须具

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对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应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规划

或建设规划的重要研究内容，以便做出合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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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影响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分析	

2.1 政策因素 

回顾国内的轨道交通发展历史，因为缺少科学的政企关系和补偿机制而造成了很多问

题。由于政企不分及轨道交通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不够，政府在监管上往往越位、缺位、错

位，形成政府与企业间比较严重的高成本博弈关系。 

2.2 规划因素 

目前，轨道交通规划一般要历经多次调整，规划上的不稳定性使建设用地缺乏可控性，

工程实施难度大、工程费用高，而且容易产生网络结构不合理或重要换乘节点存在缺陷等问

题。 

2.3 资金因素 

轨道交通建设、设施升级及运营补贴都需要巨额的投资，部分大城市轨道交通预计投资

高达上千亿元，资金短缺是制约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 

2.4 技术因素 

我国不少城市的轨道交通进口了国外较先进的车辆以及配套的通讯信号等成套机电设

备，不仅成本高，也不利于国内轨道交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且由于较多设备来源于不

同国家和地区，技术标准和系统制式不一、难于匹配，在设备升级及维修养护上常常受制于

人。在轨道交通竣工验收、建设与运营交接等方面也无全国统一的标准和规范，多借以铁路

相关标准和规范做参考，既不系统也欠科学。 

3.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评价原则	

3.1 社会评价和经济评价并重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成本高，收费水平由政府制定，具有显著的社会公益性；同

时，轨道交通具有可经营性特点，应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提高轨道公司积极性，保障经营

水平。因而，必须采取社会评价与经济评价并重的原则。 

3.2 与环境、资源相协调原则 

轨道交通对土地等资源提出一定要求，且在建设和运营期间对周围环境产生一定影响，

必须与资源、环境相协调，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3.3 与城市发展形态相协调，支持城市建设原则 

轨道交通需支持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促进外围新城的发展、与旧城改造协调等，且应

构建以轨道站点周边高强度开发的集约化土地利用形态，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3.4 交通系统整体优化的原则 

轨道交通作为整个城市交通的一个子系统，必须与其他交通方式、交通设施等系统协调

一致，才能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充分实现轨道交通作为城市重要子系统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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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轨道交通系统本身各子系统协调原则 

轨道交通系统本身由多个子系统构成，只有优化结构，实现各子系统之间的协调，通过

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功能接口，发挥轨道交通的规模效应，从而降低成本、控制风险。 

3.6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原则 

影响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有些可以量化，有些则不易量化，但评价时必须考虑周

全。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定量分析则是定性分析的深化，两者相互结合，才

能做出准确的评价和判断。 

4.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为了对城市轨道交通的可持续性进行评价，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涵义以及影响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可从社会、经济、生态、

技术、政策、管理、城市、交通八个方面进行评价，每个方面又具体分解为一些评价对象。 

4.1 经济的可持续能力 

4.1.1  国民经济的可持续能力	

国民经济评价的目的是对轨道建设项目的经济价值进行分析，以确定项目消耗社会资源

的真实价值。特别是对于产出物不具备实物形态、且有显著经济外部性特征的城市轨道交通，

国民经济评价可在宏观上评价国家有限资源配置合理性、真实反映轨道交通项目对国家经济

净贡献。国民经济评价指标包括效益费用比、经济净现值、经济内部收益率和投资回收期等。 

4.1.2  财务的可持续能力	

轨道交通投资大、回收期长，其发展一定要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相适应；同时，轨道

交通具有长期稳定、持续增长的票款收入，而且附着于轨道交通的商业机会也很多，如沿线

物业、地下空间开发、站内商业、广告等，因而具有可经营性。财务的可持续能力可从建设

运营成本和经营收入（包括政策性补贴）两个方面评价。 

4.1.3  区域经济影响	

区域经济影响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轨道交通项目对宏观或中观经济影响的范围和强度

及其潜在的效益，特别是长远效益，一般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描述。定性评价的主要内

容有：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对产业的影响等。定量评价的主要内容有：对沿线土地价值的影

响、对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对建设营运期的就业人数、就业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影

响等。 

4.2 社会的可持续能力 

4.2.1  互适性分析	

分析轨道交通项目是否被当地社会环境、人文条件所接纳，以及政府部门、居民支持参

与项目的程度。主要评价内容为：①对利益主体的影响及其对项目的态度，识别谁是受益者

和受损者，受益受损的程度以及利益主体对影响的重要性；②公众在轨道规划、建设、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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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过程中的参与度。 

4.2.2  社会影响分析	

社会影响评价的目的是评价轨道交通项目对社会组织、集团和个人利益的影响。主要的

评价内容包括：①对沿线地区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结构、建设和发展的影响；②对沿线居

民生活条件的影响；③对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关照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的影响。 

4.3 生态的可持续能力 

4.3.1  资源利用的可持续能力	

（1）能源利用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节约能源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对能源利用效率的评价虽然可

以能源消耗总量这一实物指标来表示，但考虑到轨道交通与其它运输方式的差异性，采用单

位运输量的能源消耗这一指标更为合理。 

（2）土地利用 

轨道及其附属设施、轨道综合开发等均需要土地资源，不同发展机制、技术水平下的土

地资源利用效率不同。对土地利用的评价一般用实物指标计算，如可考虑使用单位长度轨道

所需要的土地面积、轨道综合开发面积、与轨道相关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面积等指标来衡量。 

4.3.2  环境的可持续能力	

（1）噪声、振动和电磁干扰 

轨道交通在建设过程中产生施工噪声，轨道运行产生一定的噪声和振动，而变电所、列

车运行时产生电磁干扰。噪声和电磁干扰过大会危害人的身体健康，而振动有可能会破坏建

筑物。 

（2）土壤和水污染 

轨道建设和运营期间，雨污水的处理及排放等对周边土壤和水有较大影响。 

4.3.3  沿线生态的可持续能力	

轨道对生态影响分析主要包括：对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影响；对城市自然资源与

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动植物生长分布及生活规律的影响；对沿线自然景观的影响等。对生

态影响一般采用定性描述。 

4.4 政策的可持续能力 

4.4.1  政府与企业责权利划分	

目前还未形成科学的政企关系和明确合理的补偿机制，政府在监管上往往越位、缺位、

错位，且政府内部涉及轨道交通业务的部门多，协调难度大。可从政府职责的合理性、企业

的激励机制、对企业的监管等方面做定性评价。 

4.4.2  投融资模式	

可从建设资金和运营资金筹集两个方面进行考虑。建设资金筹集主要从政府财力、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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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操作经验、吸纳国内外贷款的能力等方面评价；运营资金筹集可从轨道交通营业收入、

政府补贴额度、沿线受益者返还收益、银行贷款等方面评价。 

4.4.3  规划设计科学性与稳定性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法定

效力，必须超前规划、严格控制，并保持稳定。可从网络规划的稳定性、客流预测的准确性、

可实施性等方面评价。 

4.5 技术的可持续能力 

4.5.1  土建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的土建技术，包括车站、停车场、车辆段、维修基地与区间线路各类结构

（隧道、桥梁、路基、轨道）的设计施工技术。土建技术的评估可从技术性能和推广价值两

个方面来考虑，技术性能主要从技术先进性、技术安全性、技术重要性、技术成熟度等几个

方面评价，推广价值主要从直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技术需求程度和技术适用性四个方面

评价。 

4.5.2  机电设备技术	

轨道交通的机电设备包括车辆、供电、通信信号、运营控制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环

控系统、社保监控系统、防灾报警系统等，机电设备技术主要从设备先进性、设备安全性、

自主创新情况、国产化率、无故障工作时间等几个方面评价。 

由于进口的机电设备费用高，且技术标准和系统制式不一、难于匹配，因此国产化率和

自主创新情况也是机电设备技术评价中最重要的指标。 

4.6 管理的可持续能力 

4.6.1  建设管理水平	

安全问题是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当前建设速度快、工程量大、规

模大，建设单位的管理、技术力量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安全管理形式不容乐观。建设

管理水平可从安全事故次数、死亡人数等方面评价。 

4.6.2  运营管理水平	

可从轨道运营主体和乘客两个方面评价，轨道运营主体角度可从轨道网络运行的安全

性、经济性、高效性等方面评价；乘客角度可从准点率、便捷性等方面评价。 

4.7 城市的可持续能力 

4.7.1  支持城市发展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的一个部分，应满足城市发展及与周边城市的联系需求，促进城市功

能及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可从轨道与城市建设重点地区协调性、与产业协调性、与重大基

础设施协调性等方面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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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形成合理的用地模式	

站点周边应尽量高强度开发，引导轨道交通与沿线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并对车站周边各

种设施进行合理布局。可从建筑覆盖率、车站周边土地利用性质和开发强度、车站周边设施

布局合理性等方面衡量。 

4.8 交通的可持续能力 

4.8.1  对交通系统的改善效果	

对交通系统的改善效果是通过对轨道建成后各项交通运行指标的分析，评判出项目实施

对交通系统的影响。可从轨道分担率、出行时间改善、路网服务水平变化等方面进行评价。 

4.8.2  与地面交通的关系	

轨道交通作为大运量系统，以承担中长距离出行乘客为主，需要得到地面交通系统的支

持，两者之间关系互为补充、互为辅助。在地铁网络还未充分建成的情况下，两者互相竞争

的局面可能还不是特别突出，一旦网络建立之后，资源的有效性问题将很快凸显。因此，与

地面交通的关系的评价可从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换乘与衔接关系、公交与地铁的竞合关系等

方面考虑。 

表 1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四级指标 

轨道交通

可持续发

展能力 

经济的可

持续能力

国民经济 
效益费用比、经济净现值、经济内部收益率和投资回

收期 

财务  建设运营成本和经营收入 

区域经济影响 
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对产业的影响、对沿线土地价值

的影响、对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

社会的可

持续能力

互适性分析 

对利益主体的影响及其对项目的态度，识别谁是受益

者和受损者，受益受损的程度以及利益主体对影响的

重要性；公众在轨道规划、建设、运营等过程中的参

与度。 

社会影响分析 

对沿线地区城市社区、社会组织、结构、建设和发展

的影响；对沿线居民生活条件的影响；对消除地区发

展不平衡、关照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公平的影响。 

生态的可

持续能力

资源利用 

单位运输量的能源消耗 

单位长度轨道所需要的土地面积、轨道综合开发面

积、与轨道相关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面积 

环境  噪声、振动、电磁干扰、土壤和水污染 

沿线生态 

对自然保护区和风景名胜区的影响、对城市自然资源

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对动植物生长分布及生活规律

的影响，对沿线自然景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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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可

持续能力

土建技术评价指标 

技术先进性、技术安全性、技术重要性、技术成熟度、

直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技术需求程度和技术适用

性 

机电设备技术评价指标
设备先进性、设备安全性、自主创新情况、国产化率、

无故障工作时间 

政策的可

持续能力

政府与企业责权利的划

分 
政府职责的合理性、企业的激励机制、对企业的监管

投融资模式 

政府财力、特许经营操作经验、吸纳国内外贷款的能

力；轨道交通营业收入、政府补贴额度、沿线受益者

返还收益、银行贷款 

规划设计体系  网络规划的稳定性、客流预测的准确性、可实施性 

管理的可

持续能力

建设管理水平  安全事故次数、死亡人数 

运营管理水平  安全性、经济性、高效性；准点率、便捷性 

城市的可

持续能力

支持城市发展 
与城市建设重点协调性、与产业协调性、与重大基础

设施协调性 

形成合理的用地模式 
建筑覆盖率、车站周边土地利用性质和开发强度、车

站周边设施布局合理性 

交通的可

持续能力

对交通系统的改善效果 轨道分担率、出行时间改善、路网服务水平变化 

与地面交通的关系 
资源配置有效性、换乘与衔接关系、与常规公交的竞

合关系 

5. 结语	

需要说明的是，囿于篇幅，本研究只考虑了构建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所应该考虑的主要因素，忽略了各个指标所占的具体权重，因此，在具体应用过程中需结合

实际赋予相应的权重，以对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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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城市近郊地区轨道交通衔接方式浅析 

崔扬  袁文凯  郭本峰 

【摘要】通过对天津市轨道交通衔接现状及城市交通发展趋势分析，参照其他城市的相应经

验，提出确定天津市近郊地区不同类型轨道交通站点所采用具体交通衔接方式的规划方法及

原则。 

【关键词】轨道交通  近郊  交通衔接 

随着天津市地铁 2、3 号线的通车，天津市运营的轨道交通线路将达到 4 条，分别是地

铁 1、2、3、9 号线，总体运营里程达到 130 公里，轨道交通网络初步形成。但对于天津市

的城市规模来说，线网站点密度及覆盖率仍然偏低，尤其是中心城区外围地区，难以满足居

民的轨道出行需求。如何做好轨道交通站点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规划，扩大轨道站点客流

吸引范围，提高轨道交通服务水平是天津市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课题。 

1. 轨道交通衔接发展历程及经验	

1.1 北京轨道交通衔接历程 

北京市的轨道交通衔接经历了由被动补救到主动规划的历程，大致可分为 3 个阶段： 

1.1.1  衔接规划缺失	

北京早期建成的地铁 1号线、2 号线，由于缺少对交通衔接方面的重视，没有意识到交

通衔接产生的巨大需求，导致在线路建成多年，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成熟后，自发产生的换

乘需求缺少交通设施及有序的管理。大量的自行车、行人、公交车及出租车缺少停放周转的

场地，组织无序，与路面交通相互干扰，降低了轨道交通的服务水平和吸引力。 

1.1.2  先建设后规划 

由于意识到交通衔接规划的重要性，北京市政府在准备奥运会期间对在建线路进行了交

通衔接方面的规划。例如地铁 4、5、10 号线，其中地铁 5 号线长 27.6 公里，共设 23 座车

站，对 5 号线的车站考虑了各种接驳方式需求，规划  2 处公交首末站、1 处 P＋R、6 座车

站新建港湾公交站、2 座优化既有站点、2 个人行立体过街设施、22 处自行车停车场。现状

来看，这些衔接设施利用率较高，交通衔接较便捷。但由于规划介入较晚，站点周边用地多

已无法控制，衔接设施存在着供给不足现象，尤其小汽车停车场和自行车停车场。 

1.1.3  先规划后建设 

为了使交通衔接设施在规模和布局方案的布置上更加合理且留有余地，在 6、8、9、10

以及外围新线的规划建设过程中。北京将交通接驳与初步设计方案进一步结合，并把规划、

建设和管理的机制进一步理顺，逐步完善工作机制和方法，协调交通设施和开发用地，将地

铁站点方案和交通衔接方案一体化结合，并同步审查。 

从北京多年来对轨道交通站点的交通衔接所做的工作来看，要尽早研究，建立成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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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划方法体系，并制定适合周边用地实际的规划原则和技术标准，同时由顺畅的规划、实

施及运营管理机制做为保障。 

1.2 上海轨道交通接驳特征 

上海市的轨道交通里程已超过 400公里，是国内轨道交通最发达的城市，在网络化运营

方面有着相对丰富的经验。根据上海市的相关调查研究结论，车站的平均接驳距离2.4公里，

两端接驳时间半小时以上，超过了轨道交通的乘坐时间。衔接设施对提高轨道交通系统客流

服务水平，形成综合交通体系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上海市各个轨道交通车站仍然以步行换乘为主，但这是与其他方式相关设施的供给

不足直接相关的。站点周边不同的用地性质，引发居民使用轨道出行的目的各不相同，对应

的交通衔接模式也各有不同。站点交通衔接设施的布局和规模应更有针对性。产业用地为主，

通勤为目的比例较高，公交衔接、班车比例高；外围较成熟的居住组团，仍以通勤为主，步

行、公交比例相当；混合用地，结合轨道站点开发，娱乐购物出行增加，步行比例较高。 

2. 天津市轨道交通衔接现状	

现状天津市正式运营的线路包括地铁 1 号线、9号线。其中 9 号线是连接双城区的长距

离线路，1 号线为中心城区内由西北至东南、沿海河方向布置的典型城区线。地铁 2、3 号

线已基本建成，预计 2012 年底正式投入运营（图 1）。 

 

图 1 天津市轨道交通现状图 

2.1 现状运营线路的轨道接驳现状 

从轨道客流的接驳模式来看，无论是到达还是离开，步行是其主要的方式，其中到达占

总客流的 79%，离开占总客流的 86%；其次是公共交通，到达占总客流的 10%，离开占总客

流的 7%，其他方式所占的比重均很小（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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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轨道 1号线各站点接驳方式比例图 

这主要是由于现状地铁 1 号线普遍缺少交通衔接设施，供给不足，同时缺少公交、出租、

P+R与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的政策保障，站点服务范围局限于周边步行所达到距离之内，导

致地铁 1 号线整体客流水平不足，各个站点客流量有限（图 3）。 

 

图 3 轨道 1号线各站点客流量分布图 

而现状提供了较大自行车停放场地的站点，自行车换乘所占的比例往往较高，比如土城

站、海光寺站，这证明了供给规模的不足，布局方式的不合理，限制了其他交通方式接驳轨

道交通的自发性需求（图 4）。 

 

图 4 轨道 1号线站点周边自行车及私家车的无序停放 

地铁 9 号线（津滨轻轨）作为目前连接滨海新区与中心城区的唯一条轨道交通线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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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的十一经路站和中山门站等站点，服务范围广，存在着较大的轨道交通需求，公交

车、出租车的换乘需求很大，但由于缺少轨道交通衔接设施，且组织混乱无序，严重的影响

了道路交通（图 5）。 

 

图 5 津滨轻轨站点接驳客流与道路交通的相互干扰 

2.2 建设线路站点周边接驳衔接条件 

地铁 2 号线目前在试运营阶段，3 号线即将投入运营，地铁 2、3 号线站点一般预留了

一部分自行车停放场地，但规模有限，公交、出租车及 P+R 等设施缺少系统性考虑。总体来

看城市外围近郊地区站点周边用地条件相对较好。比如地铁 2 号线的西侧始发站曹庄站，对

客流的交通衔接进行了一定的考虑，曹庄站为地面站，站台在地下一层，地面层为站厅，南

侧出入口紧邻一条东西向城市主干路，道路南侧为商业综合体。为充分利用地铁站点，带动

商业开发，当地镇政府自行出资修建一处过街天桥连接商场 2 楼与地铁出入口。另外在北侧

出入口附近为地铁征用土地，预留了一部分机动车及公交车停靠场地（图 6）。 

 

图 6 地铁 2号线曹庄站 

虽然地铁 2、3 号线建设过程中，考虑了交通衔接需求，并预留了部分场地，但仍然欠

缺系统性考虑，布局方案没有针对性，缺少明确的交通组织方案。应对轨道站点进行分类，

针对不同站点类型、利用交通预测结果，进行详细的交通衔接规划，以指导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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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轨道站点分类考虑因素	

3.1 站点功能 

根据轨道站点在综合交通系统中的功能，对轨道站进行分类，可以分为：普通站、换乘

站、枢纽站。 

没有换乘线路的地铁中间站，功能相对单一，一般列为普通站；两条线路换乘的站点，

是地铁线网人流周转的重要节点，客流量较高，列为换乘站；与大型客运枢纽（机场、高铁、

长途客运站）进行接驳的轨道交通站点，列为枢纽站，轨道线路始发站，一般多规划成地区

的交通集散中心，也可列为枢纽站。 

通常意义上，由于线网处于建设阶段，站点功能常常在近远期实现转换，一是已建线路

进行延长，原来的始发站变成了中间站，它的枢纽功能就会有所减弱，比如地铁 9 号线的中

山门站、十一经路站；二是随着相交轨道线路或重要交通设施的建设，原来的普通站变成了

换乘站或枢纽站。这就要求，在对相关站点进行交通衔接规划时要考虑远期建设，对交通衔

接设施布局，交通组织方案留有余地和弹性。 

3.2 周边用地性质 

轨道站点周边的用地性质不同，其所服务客流的交通出行目的、服务范围会产生很大差

异，对交通衔接服务的需求也各不相同，总体来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 

公共中心区站点：站点周围聚集较多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公建比例高，是临近地区经

济活动中心。 

居住区站点：站点周围以发展房地产业为主，有大量新建住宅，住宅区居民为站点主要

服务对象，体现生态人居环境。 

交通枢纽站点：站点位于对外交通节点，主要服务于节点周转衔接客流。周围除大型地

面公交枢纽，还有机场、铁路等多种对外交通衔接方式，交通组织相对较复杂。比如地铁 3

号线的天津南站站、地铁 2 号线的天津机场站、地铁 1 号线的西站站。 

工业园区站点：站点位于主要发展第二产业的工业带，靠近中心城地区重点发展都市型

轻工业，远郊发展对环境有所影响的化工重工业。 

混合区站点：一般以轨道线路为界，站点两侧用地分别以工业仓储和居住为主。比如地

铁 4 号线沿京津路设置的多处站点。 

文教区站点：站点一般位于郊区大学城地区，各种设施以服务在校学生和教师为主，生

态绿化条件较好，但大型商场等商业设施较少。比如地铁 6 号线在海河教育园内的天大站、

南大站。 

3.3 车站所处区位 

由于地铁站点所处的地理区位不同，其地面交通条件、服务的人群也各不相同。一般来

说，城市中心区线网密度较高，公交线路众多，慢行交通比例较高，站点服务范围也较城市

外围地区小。同时城市中心区的用地条件紧张，交通衔接实施布局往往比较局促。城市外围

地区用地控制相对容易，交通衔接改善更加容易提升整个地区的交通可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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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不同类型站点换乘主要方式	

根据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发展经验，一般来说各类站点都以步行为主要到站方式，多在

50%以上。其中周边为公共服务用地的步行比例最高，尤其是依托轨道交通、采取以 TOD 开

发模式甚至地铁上盖物业的开发形式，居住、购物、就业机会控制在距离站点的步行舒适范

围内，提升了步行到站的可能性。 

外围已开发较成熟的居住新城，自行车换乘方式也较高，换乘比例多超过 20%。其它各

类站点均以常规公交为主要换乘方式，比例在 10%‐30%之间。而工业区的站点，在其他常规

换乘方式外，往往有着较高比例的班车换乘。 

相对于市区高密度、高强度土地开发模式，密集的地面公交线网和逐步形成的轨道交通

网络，郊区土地利用率低、站点周围换乘配套设施不完善，因此出租车和班车等专用车到站

比例较高，平均约 9%。不论哪种站点，接驳公交应该是最具效率的换乘方式，应该在线路

优化、设施布局上与地铁线网统一考虑；另外近郊的轨道交通站点，应该大力提倡 P+R 的

衔接模式，在停车收费及换乘距离上加以鼓励。 

5. 地铁 2号线李明庄站交通衔接设想	

天津地铁 2 号线西起曹庄，东至李明庄，全长约 23 公里，目前已投入试运营。线路东

西向通过天津市中心城区，并在中心城区外侧李明庄设置终点站及车辆段。 

 

图 7 地铁 2号线李明庄站位置示意图 

该站南侧约2公里即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规划将2号线延伸至机场形成综合交通枢纽，

目前该段延伸线正在建设过程中。机场的东侧为临空经济区、东丽湖居住区及华明镇等大型

功能组团。其中东丽湖地区规划为重要的生态型居住区、高档配套服务区、特色旅游休闲度

假区，规划人口 30 万、岗位 15 万，预计远景年接待旅游人口 800‐1000万人次/年，同时东

丽湖与中心城区间的华明、空港经济区也规划大量的人口及工作岗位。东丽湖、华明镇及空

港经济区三大功能区规划的总人口达 57 万人，岗位 50 万个。为了满足现状已建及在建各大

项目产生的与市中心联系的大量交通需求，同时也为了带动其他未出让土地的开发建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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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区的可达性、缓解道路交通压力，规划在原轨道交通线网基础上增加地铁东丽湖线与地

铁 2 号线在李明庄站换乘。 

 

图 8 地铁东丽湖线方案示意图 

按照站点分类方法，该站近期属于线路终点站，应定位为地区的交通枢纽；但当机场延

伸线建成后，该站又成为了 2 号线的中间站；而远期东丽湖线建成后，该站为 2 号线及东丽

湖线的换乘站。综合近远期方案考虑，将该站定位为枢纽站，与机场综合枢纽相区分，该站

主要为周边地区客流进出中心城区集散服务。在进行交通衔接布局时，对于部分功能将考虑

近远期结合。从用地上考虑，紧邻站点周边用地并未开发，规划为机场及交通设施用地，站

点西侧为居住、产业及公共设施等混合用地，且开发规模较大。 

区位：中心城区以东，机场以北，紧邻外环线。东部环外地区的公共交通枢纽   

用地：紧邻站点无开发用地，稍远为临空经济区、华明示范镇及东丽湖居住区。   

出行目的：中长距离出行需求，通勤需求为主。   

出行方向：接驳客流应主要津汉路南北两侧。   

换乘方式：主要考虑班车、公交车、小汽车、出租车等中长距离换乘模式。   

综合以上因素，在进行交通衔接规模与布局时结合远期轨道交通规划方案，按照各种交

通方式的换乘关系，明确平面布局方案与规模，并考虑近远期结合。   

 
图 9 李明庄站交通衔接意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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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考虑站点远期形成 P+R、长途、公交及地铁的综合换乘枢纽，强调中长距离的换乘

方式，近期在东丽湖线建设之前，该站点所在区域作为 P+R 停车场及自行车停放场，利用

站点东北侧用地设置与周边功能区接驳的公交线路，在站点的北侧预留长途汽车用地。通过

用地的核心区实现各种交通方式的转化。远期在东丽湖线建成后，将小汽车停车场北移至快

速路南侧，同时将自行车停车场相应北移至紧邻东丽湖线路站点附近。各种功能将近远期转

换的用地，规划不再建设永久性建筑，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废弃工程。各类衔接设施总占地 6

公顷，具体规模及交通组织方案，有待根据交通预测结果进一步校验和深化。 

6. 结语	

随着天津市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初具规模，交通衔接设施规划和建设的不足越来越成为

轨道交通网络发挥其客运骨干作用的瓶颈。根据北京和上海的经验，这正是全面开展轨道交

通衔接研究与规划的关键阶段。对于天津市的轨道交通站点来说，可以按照其功能、区位及

周边用地性质进行分类。近郊的轨道交通站点，由于其区位特殊，一般用地条件较好，做好

交通衔接规划往往能极大的拓展轨道交通服务范围，提高轨道交通运营效益，提升地区的交

通可达性。文章以 2 号线李明庄站为实例，针对其近远期方案转化的特殊性，提出交通衔接

布局的初步设想。下一步工作，将深入研究得出适应天津市近郊地区轨道交通衔接的规划方

法，并应用的具体工作实际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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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衔接分析及借鉴 

刁城锋 

【摘要】香港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

拥有一个发展完善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以及各种不同的地面常规公共交通系统，也有着全

世界最高的公共交通出行率，皆归功于其高效、快捷和人性化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和衔接配

套设施。本文对香港部分轨道—常规公交换乘枢纽作出分析，对福州市轨道交通 1号线枢纽

设计提出部分建议。 

【关键词】轨道交通  换乘枢纽  衔接配套  福州 

1. 背景	

自上世纪 90年代中期,我国 100 万人口以上城市开始出现轨道交通建设的热潮。随着社

会对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构建可持续的公共交通系统也有着更高的期盼。

换乘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重要特征之一，目的是实现各向客流的无缝换乘，即在一定距离

内、一定时间内、不与其它交通方式发生冲突、不受天气影响的高效有序流动，而换乘效率

反映公共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然而，由于过往缺乏整体性的规划，不少大城市的轨道交通

车站与常规公交的换乘常常出现不协调的情况，无论是站场布置方面以及换乘安排都不够协

调，不能实现以人为本、高效换乘的目标，因此轨道交通方便、快捷的特点未被充分体现，

市民仍然过度依赖路面交通。本文主要探讨香港轨道交通线路与常规公交的换乘衔接，分析

各类换乘枢纽的衔接模式，为福州市轨道交通 1 号线换乘枢纽建设提供借鉴。 

2. 香港轨道交通概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土地面积 1,104 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700 万。但全区陆地面积的 67%为

限制开发的受保护绿地面积，加上香港山多平地少的地理特征，城市建设用地只占总陆地面

积的 25%左右，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 6,460 人（2008 年），是人口密度全球 高的地区

之一[3]。市民出行的需求相当大，对高载客量的公共交通工具有相当大的需求，加上多年

来构建高效快速的轨道交通网络，让香港保持高公共交通出行比率。自 2003 年以来，香港

公共交通出行比率一直维持在 90%左右，是全世界之冠。由于政府多年来采用高税率等严格

控制私人小汽车交通的手段，加上多年来构建高效快速的轨道交通网络，让香港保持高公共

交通出行比率。自 2003 年以来，香港公共交通出行比率一直维持在 90%左右，是全世界

高的公共交通出行比率。反之，私人小汽车拥有比率不高。根据 2003 年的数字，每 1000

人仅拥有 49辆私人小汽车。2007 年，香港的地铁公司和九广铁路公司合并成香港铁路有限

公司，统一管理营运香港的轨道交通网络，提供更多票价优惠和对换乘设施作出改善，因此

更多的乘客使用轨道交通出行。 

香港一共由 18 个行政区组成，至 2012 年为止，18 个行政区中除南区外都有轨道交通

的服务（图 1）。轨道交通系统各线建造年份、目的和年代背景都有所不同，因此各线所途

径的车站和所在地区都有着不同的土地利用情况。但一般而言，大型的换乘枢纽都坐落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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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动比较多的地区或是人流较多的地区，表（1）显示香港各区几个较典型换乘枢纽的周

边用地开发情况。 

 
图 1  香港 18 个行政区与轨道交通网络分布 

表 1  香港部分换乘枢纽状况 

枢纽名称  周边用地开发情况  线路名称 

中环—金钟 

（香港岛） 

香港开埠（1840年代） 早发展的地区之一，现在则是中心商业区，是

香港的政治、金融中心、甲级办公楼、高档购物中心集中地 

港岛线 

荃湾线 

东涌线 

北角 

（香港岛） 

60、70年代开始发展的高密度中低收入住宅区，也有部分中高收入大型

住宅小区 

港岛线 

将军澳线 

尖沙咀—尖东 

（九龙半岛） 

割让九龙半岛以后 早发展地区（1860年代），现在是中心商业区、香

港甲级办公楼、高档购物中心和酒店集中地 

荃湾线 

西铁线 

旺角—太子 

（九龙半岛） 

传统老住宅区和现代购物商业区相结合的地区，为香港各区市民消闲、

购物和娱乐的中心 

荃湾线 

观塘线 

美孚 

（九龙半岛） 
中密度中高收入住宅小区 

荃湾线 

西铁线 

红磡 

（九龙半岛） 

公共设施为主，包括大专院校、邮政局和红磡体育馆等，与港九间重要

交通要道海底隧道相邻。 

东铁线 

西铁线 

葵芳—荃湾 

（新界） 

原为高密度中低收入住宅区与工业区相结合区域。但由于香港工业不断

萎缩，大部分工业大厦逐渐被改变为仓储和商业用途。也有相当部分逐

渐被清拆，改变为商业（包括甲级办公楼和购物中心）用途。 

荃湾线 

沙田 

（新界） 

香港政府自 70、80年代起大力发展的新市镇（卫星城），其中包括高、

中、低收入不同阶层的住宅区。 
东铁线 

东涌 

（新界） 

香港政府 90年代中发展的新市镇（卫星城），其中包括高、中、低收入

不同阶层的住宅区。此外，也是距离香港国际机场 近的居民和商业区

和南大屿山与市区间的 大中转站。 

东涌线 

3. 香港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衔接分析	

不同轨道交通站点所在的城市区位不同，与常规公交之间的衔接程度都有所不同。在香

港政府交通部门的规划中，一般都会尽量让城市的轨道交通站点与常规公交之间构成近距离

专用或半专用步行换乘通道，构成直接衔接。但也有些站点由于周边土地利用复杂，无法让

轨道交通站点出口与常规公交的站点完全实现直接衔接，乘客仍然要走一段距离才能实现换

乘。 

3.1 中心城区站点 

大部分中心城区的轨道站点通过设置（地下、高架）步行通道或步行广场,与城市轨道

交通枢纽相衔接：由于路面往往有大量来自常规公交的客流需要换乘城市轨道交通，加上大

型商业活动的发展，不少地方设置地下步行通道或地下步行广场。这种方法一方面有利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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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与路面的交通和行人分隔，以增加人流疏通速度、安全性和舒适性，中转乘客不用受风吹

雨打之苦，另一方面则有利于加速城市购物中心和商业活动的发展，西铁线的尖东站与港岛

线的金钟站即为此种设计。以港岛线的金钟站为例，就由高档购物商场太古广场以及金钟廊

连接沿金钟道而设的公交、专线小巴和有轨电车站点(图 2)。尖东站与旁边的尖沙咀站虽然

车站本身面积不大，但通过地下庞大的人行隧道网络贯通邻近的商场、酒店和常规公交车站，

能将尖沙咀东部和西部作更紧密的沟通，而且带动尖东一带人流量的增加，促进地区经济的

发展。 

 

图 2  金钟站公共交通无缝衔接示意图 

 

图 3  公交公司绘制的金钟区导乘信息 

此外，部分轨道站点由于与市区内的主干道并行，车站出入口即布置于道路的两旁，途

经的各种常规公交直接在路上停靠，而大多常规公交的站点也跟轨道交通站点的出入口相连

接。以九龙观塘道沿线的九龙湾站为例（图 4），此段轨道交通线路沿道路而建，车站出入

口都在道路两旁，也容易与路面的常规公交作直接衔接。采用此方法的衔接，一般没有经过

大规模或统一的规划，但政府交通运输部门会不时为各种公共交通作出协调，务求让轨道交

通站点的出入口与常规公交的站点相连接，以方便市民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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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九龙湾站公共交通无缝衔接示意图 

3.2 新发展区站点 

香港新发展区的轨道站点一般配建一体化的多模式公共交通（轨道、常规公交、出租车

等）无缝换乘枢纽。70‐80 年代起的新发展区大多经过较详细的远期规划，因此轨道交通站

点设计建造时，已考虑到乘客的中转换乘，以及定位该站将来会否在所在地区扮演一个大型

公共交通枢纽的角色。例如东铁线的沙田站，早在 1970 年代末香港政府发展沙田新市镇，

以及将当时的九广铁路英段（今东铁线）电化和通勤化时，已经被定位为一地区性的大站、

新市镇的商业、文化中心以及交通换乘枢纽，因此衔接系数比沙田区其他车站要高。此外，

位于新填海地区的车站如荃湾西站（图 5）和九龙站等也采取类似的设计。 

 

图 5  荃湾西站公共交通无缝衔接示意图 

在部分发展密度较低的新发展区，地面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处于同一平面。由于轨道交

通站点本身就设在路面，因此，能够将常规公交的站点简单地布置于轨道交通站点其中一个

行车方向的站台侧。此类车站能让其中一个轨道交通的乘车方向换乘条件很好，步行距离也

短，而另一乘车方向也能通过电动扶梯快速到达。东铁线沿线的大学、粉岭(图 6)、上水站，

以及东涌线的欣澳站皆为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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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粉岭站公共交通无缝衔接示意图 

 

图 7  粉岭站换乘枢纽平面图 

3.3 近距离衔接 

在香港，也有部分轨道站点并非建造于主干道上，乘客需要步行 200‐300 米的距离才能

换乘常规公交。此类车站大多位于老城区或较早期的新市镇（荃湾、葵涌、沙田），或邻近

有数条走向不一的主干道。乘客或需横跨几条人行横道、人行天桥或人行隧道，甚至需要穿

越居民区或购物商场才能到达。但由于衔接配套与人行通道规划建设较周全，因此仍然对常

规公交与轨道交通间换乘起重要作用。以东九龙区的蓝田站和油塘站为例，由于地势问题，

两站的售票大厅与常规公交站点间有着较高的高差，换乘距离较长。但两站建设时皆采用了

换乘通道与商业建筑相结合的方式，提供多种餐饮、购物等服务，以减少乘客对换乘的抗拒

感。此外，建造中的西港岛线站点更提供高速垂直升降机，以吸引更多常规公交乘客换乘。 

4. 福州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借鉴意义	 	

由于轨道交通本身的服务范围有限，因此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站点和线网之间的衔接必

须得到完善，才能发挥 大的作用。若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之间的换乘不便，则不能吸引更

多乘客使用轨道交通。福州市轨道交通 1 号线预计于 2015 年通车，要提高轨道交通的使用

率以及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直接的换乘率，必须对枢纽站点配套设施与换乘安排作出进一步

的规划。本文以东街口站为例，对常规公交站点与轨道站点之间的衔接安排提出部分建议。 

东街口站位于鼓楼区杨桥东路、东街与八一七路三大主干道的交汇点，现状有 22 条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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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公交线路经过周边地区，也是将来地铁 1 号线与 4 号线的交汇站点，是典型的公共交通换

乘枢纽。换乘客流与周边商业区所带来的进出站客流叠加，预料将对换乘人流引导、配套设

施容量和安全管理带来极大挑战。为保证日后进出站换乘过程保持流畅和配套设施容量能满

足站点高峰客流需求，应对轨道站点与常规公交站点间换乘衔接设施作进一步规划。 

 

图 8  东街口站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站点分布图 

 

图 9  香港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换乘通道案例 

衔接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会影响乘客使用轨道交通的方便程度和意愿。若衔接设施不完

善，乘客换乘时需要沿露天人行道行走（或根本没有人行道），则对乘客换乘过程产生不舒

适的感觉，从而对换乘产生抗拒，减低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换乘的吸引力。根据英国爱丁堡

纳皮尔大学 2000 年对苏格兰地区做的调查，换乘设施的脏乱差是乘客不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的重要原因。因此，轨道交通车站必须以配备空调和照明充足的换乘通道连接邻近的常规公

交站点、商业中心和公共设施。此外，也应保证换乘通道和设施在开放时间内提供完善的安

保监控和保洁服务。 

东街口站必须有连接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常规公交站点和公共设施之间的衔接配套设

施。按照施工方案，东街口站将有 4 个进出站口，其中一个与东百购物商场地下一层无缝连

接（2 号出口），另外 3 个在地面（图 8）。由于其他出口与常规公交车站间有约 100‐200 米

的换乘距离，因此在条件许可下应加建人行道上盖。1 号出口位于东南角，旁边为电信大楼，

较少沿街商店且人行道较宽敞，比较适合加建人行道上盖。同时，3 号出口与其邻近的双抛

桥公交车站皆位于东方百货大楼旁，因此宜在轨道、公交站点与东方百货大楼间加建雨篷或

改建为室内活动广场，一方面提高换乘过程的舒适度，另一方面能整合公共交通与商业服务

业，为购物商场增加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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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东街口站公交站点重整方案 

此外，由于轨道交通将为东街口周边常规公交站点带来更多换乘人流，常规公交站台必

须经过有效整合与改建才能确保安全有序的乘车环境。现状东街口公交车站仅 2 个站台，而

且仅 25 米长，但东西行 2个方向都同时停靠 14 条公交线路。由于现状停车位置与乘客候车

空间严重不足，容易造成安全隐患。按照《城市公共交通站、场、厂设计规范》(CJJ 15‐87) 2.2.5

条“两条以上电汽车共用同一车站时应有分开的停靠点其 小间距宜不小于 2‐2.5倍标准车

长，共用同一停靠点的线路宜不多于 3 条”以及第 2.2.10 条“在大城市线路行车间隔在 3

分钟以内时，停车区长度为两辆 670 型铰接车车长加车间距和前后各的安全距离”（福州市

以 12 米的车长度代替“670 型铰接车长度”）的建议标准，每 25 米长度的公交停靠区 多

应只停靠 4‐5条线路（图 10），同时应根据公交线路的方向分配不同的站台，取消部分上、

下一站距离较近的线路停靠，并附设清晰的导乘信息栏。 

同时，公交管理部门应配合轨道交通站点和线路走向优化常规公交线网，以引导更多乘

客使用轨道交通。以广州地铁 1 号线为例，近年开行了不少公交轨道交通接驳专线，目的为

将乘客从邻近地区中转至轨道交通车站，也减少了中心城区公交车辆过多所造成的压力。 

5. 结论	

香港市民的日常出行方式中，公共交通运输所占比例为全世界之冠，乃是由于其拥有高

效、快捷和人性化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轨道交通为投资巨大的大型城市基础设施，必须能

吸引尽可能多的市民使用，方能达到 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回报。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之间

换乘安排的方便程度是乘客选择模式换乘的重要因素，因此无论在换乘的配套设施、公共交

通总体线网和站点布置方面，都应该以尽量缩短市民出行时间为出发点。随着福州市轨道交

通 1 号线于 2015 年启用，福州市民的出行与生活方式将起重大变化。因此，轨道交通与常

规公交间的衔接安排应予以妥善规划，以充分发挥轨道交通对城市所带来的便捷与经济效

益，对高效、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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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网络化运力配置协调优化研究 

谭国威  房霄虹  张宁 

【摘要】在保证各轨道线路合理开行的前提下，深入分析整体网络受局部线路影响的原因，

提出网络化运力配置协调优化标准。以最小化运营企业列车运行成本为目标，网络化运力配

置协调优化标准为约束，建立运力配置优化模型。并以深圳市轨道交通为例，利用模型进行

计算，最终得到网络运力配置协调优化方案，为网络运力合理分配和资源储备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轨道交通  网络化  运力配置  协调优化 

1. 引言	

在城市轨道交通中，为最大限度满足乘客需求，提高服务质量，同时避免列车虚糜，降

低运输成本，不同线路、不同时间段的列车开行对数是不同的，从而引起整个轨道交通网络

上运力资源的不均衡分布。这种不均衡性，本质上是由于各条线路的客流需求及时空分布特

征不同导致的，但却又不得不考虑不同线路间的相互影响，尤其是网络换乘节点上换乘客流

集散及网络服务水平匹配的影响。 

网络化运力配置的整体协调优化方案，必须考虑各条线路的列车开行密度配置的需求和

能力，但又绝不仅仅是各单条线路列车开行密度配置计划最优方案的简单综合。因而需借鉴

交通流理论的基本思想和相关方法，研究网状线路条件下各线列车开行密度配置方案间存在

的影响因素和约束关系、掌握制约轨道交通系统运力配置的基本规律，从而最终找到制定整

体协调优化方案的有效方法，更好地利用既有的运输能力。 

2. 整体网络受局部线路影响的原因	

网络化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由许多既独立又关联的线路子系统组

成。网络化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目标是全局性的，线路子系统的目标既要满足自身要求，又必

须为全局目标服务，具有一定从属性。但实际情况中，各子系统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采取的

措施常常会损害其他子系统目标的实现，或因受到其他子系统的制约而受到损害，最终影响

到网络化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整体目标的实现。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轨道交通网状线路中，各条线路由于其所处的位置、长度、联通度等不同，其

在路网中的功能和重要程度不同，所承担的客流比重也不同； 

（2）线路上所承担的旅客的主要出行特征，决定了客流的时空动态特性，从而使得各

条线路的客流时空表现形式不同； 

（3）网络化给轨道交通运营带来的最大特点，就是使得原本独立运营的各线路产生了

直接或间接联系，而网络化列车开行密度配置的整体协调优化方案的制定则必须考虑这种联

系的影响； 

（4）各线路客流时空表现形式的差异，造成了线路间列车开行密度匹配上的矛盾，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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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按流开车则可能造成某点或某方向客流疏散不畅、降低服务水平，按服务水平匹配开车则

可能造成某线路座位虚糜、经济效益低下，因此需找到平衡这两者之间矛盾的方法。 

3. 基于协调配置的运营稳定时间段划分	

一个成熟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包含多条线路，各线路根据自身的客流特点将全天运营时

间划分为若干个不同列车开行密度的运营时段。一般，可根据客流情况将全日分为客流高峰

时段、正常时段、低谷时段和过渡时段等若干时段，除过渡时段外，在同一时段内设置相同

发车频率。 

由于各线运营时段的划分及不同时段不同运力配置，对网络化运力进行协调配置，也因

而呈现出分时段的特征，并且由于各线运营时段划分不完全相同，不同线路不同运营时段存

在交叉，从而使得这种时段划分更多更细。但总结而言，有两种状态：一是较长时段内相关

线路列车开行密度稳定不变，称为运营稳定时间段；二是时段内列车开行密度较频繁变动，

称为过渡时段。一般而言，过渡时段的列车开行密度不稳定，且持续时间较短。我们对不同

线路间的列车开行密度配置关系进行优化，无论采取何种方法，亦不可能实现在任意时刻均

协调匹配，且不稳定的过渡时段给密度调整带来巨大难度，因此我们一般只需要尽可能的实

现更长时间的稳定时段的运力匹配，而对持续时间不长、密度变动频繁、服务水平不规范的

过渡时段可暂时不予考虑。 

4. 网络化运力配置协调优化标准	

在准确客流预测的基础上，独立线路运力配置计划的制定是以本线特定运营时段内高峰

小时的最大断面客流为基准的，其能力供给是能够满足客流需求的。在能力匹配的基础上，

网络化运力配置关系协调的标准将是在单位时间内客流能否安全、有效、快速的疏散以及是

否为乘客提供了较高水平且较为一致的服务。但与之同时，当我们以集散速率与服务水平为

标准进行调整时，又会影响到线路间能力的匹配和运营成本高低。因此，如何平衡这些关键

影响因素，寻求系统利益的最大化成为网络化运力配置协调优化的重点和难点。几项需重点

关注的指标如下： 

4.1 衔接线路间的发车间隔匹配程度 

该指标反映了衔接线路间的客流疏散速度和客运服务水平匹配程度。城市轨道交通路网

中，具有衔接关系的两条或多条线路，因其具有不同的客流条件，在同一时刻各线的列车开

行密度也不尽相同。设定
T

ih 为时段T 线路 i的列车发车间隔，
T

jh 为时段T 与线路 i相衔接

的线路 j 的列车发车间隔。为保证衔接线路疏散能力和服务水平的匹配，避免两条线路因列

车开行密度差异过大而使得换乘乘客滞留车站站台并导致车站节点堵塞、网络客流疏散不

畅，或者乘客的换乘等待时间过长影响服务水平，一般我们希望两条换乘线路的列车发车间

隔越接近越好，即两条线路既保证了相近的疏散能力，又能够提供较为一致的服务水平。一

般要求是衔接线路间的发车间隔满足
1

2
2

T
i
T

j

h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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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换乘需求与运输能力匹配程度 

每条线路的运营计划是根据每条线路本身的客流需求制定的，从线路本身而言运营计划

是合理的。但进入网络化运营后，由于各线路列车发车间隔不同，会造成线路间运能不协调；

即便是在相近或相同的发车间隔匹配条件下，由于列车编组、车型不同，也会造成在线路间

运能的不匹配，从而使得换乘车站可能出现客流拥堵、秩序混乱等现象。 

因此，在网络换乘节点上，换乘需求与运输能力的匹配尤其重要。设定 ija Tk
为时段T 内

线路 i 需换乘到线路 j 的 k 方向的客流需求， b j
Tk
为时段T 内线路 j 的 k 方向在该站的剩余

运输能力，则必须满足 b j ijaTk Tk
，且留有一定的富余量 ，以保证在高峰小时换乘拥挤

的情况下，可以使用列车的富裕运输能力疏散乘客。即满足 b j ija  Tk Tk
。 

4.3 线路乘车舒适度 

城市轨道交通各线的列车开行密度是根据各自的客流特征，以满足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

流为基本要求制定的，在理想状态下，它将能够顺利输送本线产生及临线换乘客流，在能力

上不存在困难。但是不同的列车开行密度，却对乘车舒适度产生巨大影响。城市轨道交通的

运营，安全为先，兼顾服务。我们在保证客流疏散畅通的前提下，也必须照顾到乘客乘车的

舒适程度。乘车舒适度与列车的满载率相关，列车满载率又与列车开行对数，也即列车发车

间隔相关。一般情况下，相关规范会对发车间隔做出一定要求，地方政府或运营企业对于列

车发车间隔也会有一个合理的预期，即时段T 的发车间隔
T

ih 必须满足该时段的最大服务间

隔限制。且若有明确的满载率要求，时段T 的线路 i 列车满载率 i
T
应该满足该时段的满载

率要求 min max[ , ]  。 

4.4 企业运营成本 

列车运力配置是运营企业的重要生产计划之一，除需考虑满足乘客服务外，从企业经营

角度出发，还应考虑尽量提高运营效率，节约运营成本。 

特定时段的上线列车数是由该时段内最大断面的客流量所决定的。而一条线路上，常常

高断面仅存在于部分区间，另有部分区间的断面客流量较小；或由于客流潮汐性特征明显而

出现单侧客流断面量大，对侧客流断面量却很小。在此类情况下，按照最大断面量确定列车

开行对数，虽保证了所有断面的客流需求，但是全线的客流满载率水平偏低，尤其在部分区

段或方向上造成运输能力极大浪费。因此，在确定网络化运力配置协调方案时，必须将运营

成本作为一项重要的考量指标，即在满足最大断面客流需求条件下最小化列车开行对数 in 。 

5. 网络化运力配置协调优化模型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网络化运力配置协调优化模型以最小化运营成本为目标，其他协调

及优化标准为约束，模型的数学表示为： 

  min T
i

i

f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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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T
T i
i

i

m
n

C
 断面

（ iC 为线路 i的列车定员）  ① 

 
1

Pr 2
2

T
i
T

j

h

h


     
  

  ② 

  b j ija  Tk Tk
  ③ 

 
T60

max = )T
i T

i

h t
n

 服务要求（   ④ 

  min maxi   T
  ⑤ 

模型中，目标函数 f 表示节约运营成本，即路网开行列车对数最小化；约束条件①表

示线路开行列车对数必须要满足客运量需求；约束条件②表示以概率 满足衔接线路间的发

车间隔匹配达到理想程度；约束③表示在任意线路的任意换乘站，运输能力均可满足换乘需

求，且留有一定的富余量；约束④表示发车间隔必须满足相关文件对最大服务间隔的限制；

约束⑤表示列车实际满载率满足该时段的满载率要求。 

6. 深圳市轨道网络运力配置协调优化案例	

6.1 基础数据 

6.1.1  运营时段划分	

本文以深圳市 2012 年 3月‐4 月的客流数据为基础，根据网络客流特征及各线实际运营

情况，按照第 3 节时段划分方法将工作日全天划分为 8 个运营时段。如表 1 所示。 

表 1  运营时段划分 

早出车  早高峰  过渡  午平峰  晚高峰  过渡  晚平峰  晚收车 

6:30 
‐7:00 

7:00 
‐9:30 

9:30 
‐10:00 

10:00 
‐16:30 

16:30 
‐19:30 

19:30 
‐20:00 

20:00 
‐21:30 

21:30 
‐23:00 

对各时段进行分类，其中早高峰、午平峰、晚高峰、晚平峰为稳定时段，早出车、中间

过渡及晚收车都可称为过渡时段。本案例中仅以早高峰时段为对象开展研究。 

6.1.2  轨道交通网络现状数据及相关参数	

表 2  深圳轨道交通网络现状数据及相关参数 

线别 

最大列

车发车

间隔
/min 

早高峰最

大断面客

流/(人/h) 

全周转

时间 
/min 

列车定员 

（5人/m2） 

/人 

现状高峰列

车发车间隔
/min 

现状高峰 

运能 

/(人/h) 

既有配车 

数量 

/列 

1号线  [5,10]  2.37  151  1608  4  2.41    52 

2号线  [6,10]  0.83  144  1608  6  1.61    35 

3号线  [6,10]  2.07  153  1440  5  1.73    43 

4号线  [5,10]  2.32  74  1072  2.7  2.47    28 

5号线  [6,10]  0.93  142  1608  6  1.61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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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运力配置计算结果 

6.2.1  运力配置计算结果	

经计算，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络运力配置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深圳轨道交通网络运力配置结果 

线路  1号线  2号线  3号线  4号线  5号线 

高峰小时列车开行对数  15    10    17    22    10   

高峰小时列车发车间隔  4.0  6.0  3.5  2.7  6.0 

运用车车辆配置数量  37  24  44  28  24 

备用及检修车数量  8  5  9  6  5 

总计需要车辆数  45  29  53  34  29 

运力配置结果与 2012 年 3 月的早高峰客流数据对比情况如图 1 所示。 

0.00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1号线 2号线 3号线 4号线 5号线

运
力

运
量

/
万

人
次

运力 运量
 

图 1  运力运量匹配对比情况 

6.2.2  运力配置结果分析	

①  从运力运量的匹配程度上分析，原 3 号线的高峰运能供给小于最大断面客流需求，

不满足最基本的需求满足要求，经优化后，不仅实现运力供给满足运量需求，同时 1、3、4

号线的运力与运量匹配程度很高，在客流高段面区间满载率基本可达到 70%以上；但 2、5

号线的运力与运量差距还是比较大，这主要是为了保证一定的网络化服务水平匹配造成的。 

②  从计算的列车开行密度所需配属车辆需求上分析，3 号线、4 号线既有车辆配置数量

无法满足列车开行对数要求。4 号线目前利用大小交路套跑的形式解决运用车数量不足的问

题，4 号线早高峰间隔大交路 5.4 分钟，小交路 2.7分钟，上线 23 列车，实现了在高断面的

运量要求。但 3 号线目前仍采用单一交路 5 分钟间隔运行。鉴于要实现理想运行计划 3 号线

相差列车数量较大（少 10 列），难以在短时期内通过增购实现足够上线列车数量，且 3 号线

客流潮汐性强及分布不均，因此建议采用大小交路套跑及单向加密的形式组织行车，进而缩

短高客流断面区段的列车发车间隔，解决运用车数量不足的矛盾。但长期来看，无论 3 号线

还是 4 号线，还是需要通过增购列车增加运力储备来实现。 

③  从衔接线路间的发车间隔匹配程度上分析，2、5 号线的发车频率较其他线路低，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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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2、5 号线与发车频率最高的 4 号线无法在实现理想匹配，即满足
1

2
2

T
i
T

j

h

h
  。分析其原

因有两个：一是 2、5 号线客流需求较低，过高的发车频率会造成更为严重的能力浪费；二

是 4 号线现状是 4 辆编组，在同等客流条件下对发车密度要求较高，未来改成 6辆编组后，

这种差距可自行消失。 

7. 结束语	

根据客流的时空变化情况，在满足基本客运需求的条件下，确定各线路各时间段合理列

车运力配置将直接影响到轨道交通的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也是编制列车运行图的重要基

础。本文在保证各线合理开行的前提下，提出网络化运力配置协调优化的标准，并以此为依

据建立了网络化运力配置的协调优化模型，对今后进一步科学、高效地制定网络化运力配置

计划，以及及时、合理提出未来年运力资源储备计划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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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有轨电车在多中心紧凑型城市的应用研究 

高嵩 

【摘要】紧凑城市是对城市蔓延的一种典型应对，其空间布局能有效促进公共交通的优先发

展，而现代有轨电车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在多中心紧凑型城市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本文从紧凑城市的发展理念出发，指出有轨电车应以多中心紧凑型城市的外围中心为主要服

务对象，并论证我国发展有轨电车应当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多中心紧凑型城市  公共交通  现代有轨电车 

1. 紧凑型城市的发展理念	

1.1 多中心紧凑型城市 

紧凑城市理论是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主张以紧凑的城市形态来有效遏制城市无序蔓延，保

护郊区开敞空间，减少能源消耗，并为人们创造多样化、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的规划理论[1]。

目前该理论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但随着我国城

镇化进程的加快，已经有部分地区开始了对紧凑城市理论的实践，天津市滨海新区和深圳光

明新城均在规划过程中借鉴了紧凑城市理论[2]。 

欧洲城市人口密度一般低于国内水准，伦敦、巴黎人口密度只有  8500  人/km2，而根

据《2002‐2003 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上海浦西区、北京、广州市区分别是 3.7  万人/km2、

1.4  万人/km2 和  1.3  万人/km2，若类比西方国家紧凑城市，均可称为紧凑城市。根据目前

中国城市的特点，单中心的紧凑型城市难以容纳如此高的人口密度，一味强调紧凑将恶化城

市的生存环境，提高运转成本。而根据国外经验，简单的多中心城市布局也不能解决城市无

限扩张的问题，较适应我国大城市的是多中心紧凑型的城市空间布局，即将城市分解为若干

个功能混合且各自独立的组团，各组团内部须紧凑布局和高强度开发，并以公共交通提供组

团之间的便捷联系。 

1.2 紧凑型城市结构对交通的影响 

紧凑型城市对交通的影响本质上体现在通过多种手段抑制小汽车发展，并通过保证公共

交通的通达性和高品质服务促进公共交通的发展，实现小汽车交通中的中长距离出行向公共

交通转移，短距离出行向自行车和步行转移。 

 紧凑型城市的空间集聚作用将人口、资源和各种社会活动汇集在中心地区，为发展

大、中运量交通提供了充足的客源，有利于形成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交通出行方式，

同时发展公共交通方式能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进一步促进了紧凑型城市的形成。 

 紧凑型城市为实现各种用地功能混合，在中心区集中布置了各种公共服务设施和商业

设施，增加了在中心区各地点可获得公共服务的种类和范围，大大减少了出行次数和

出行距离；外围地区的毗邻发展和建设控制进一步减少了长距离出行。 

 多中心紧凑型的城市结构实现了真正意义的组团式发展，避免了外围地区与中心区产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187



 

 

生大量的通勤交通，增强了外围新区内部及相互之间的交通联系。 

 多样化和高密度的路网对交通量和交通方式进行合理的分配， 大限度地减少了交通

拥堵的可能，提高了交通效率。 

 加拿大比克特里亚交通政策研究所所长里特曼对紧凑型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的关系进

行了归纳和总结，指出在高密度的城市公共交通可实现性较高，小汽车依赖性相对减

少。 

表 1  紧凑型城市土地利用对交通行为的影响 

要素  定义  影响 

密度 
单位土地面积的人口或就业

数 
城市密度每提高 10%，则人均行车里程较少 1%‐3% 

功能混合 
不同功能的土地利用相互接

近的程度 

土地利用混合程度越高，人均汽车交通量趋于减少，替代

交通手段区域增加，有效实施混合土地利用的地区，交通

距离减少 5%‐15% 

中心性 
主要活动中心地区的商业等

活动比例 
前往主要中心的通勤者 30%~60%采用替代交通手段 

公共交通质

量及可达性 

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和前往

目的地的便捷程度 

进行公共交通指向开发地区的居民汽车保有量和汽车移动

距离均减少 10%~30% 

停车场的供

给和运营 

单位建筑占地面积的停车数

量 

向停车设施利用者直接收取费用的规定的运营可使汽车出

行减少 10%~30% 

步行和自行

车利用状态 

步行道、人行通道、自行车

道的数量、质量、安全性 

更适宜步行的地区的居住者，其步行距离是依赖汽车交通

地区居住者的 2~4倍，汽车利用减少 5%~15% 

（来源：《紧凑型城市的规划与设计》，海道清信著，苏利英译） 

由于发展模式的不同，欧洲的公交导向型、紧凑型城市和美国的小汽车导向型、蔓延城

市在城市紧凑度和对汽车的依赖度方面形成了强烈对比。 

表 2  欧美部分城市土地使用和交通数据，1990 年 

 
人均汽车用量 

(km) 

公共交通乘客

比例(%) 

城市密度 

（人/公顷） 

斯德哥尔摩  4368  27.3  53.1 

伦敦  3892  29.9  42.3 

苏黎世  5197  24.2  47.1 

维也纳  3964  31.6  68.3 

休斯顿  13016  1.1  9.5 

（来源：《绿色城市主义—欧洲城市的经验》，蒂莫西﹒比特利著，邹越、李吉清译） 

2. 多中心紧凑型城市发展有轨电车的优势	

与常规公交、BRT相比，现代有轨电车在运能、运营速度、安全可靠性、舒适度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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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较大提升，是一种绿色环保、以人为本的高品质公共交通方式；虽然有占用道路资源、

造价较高的缺点，但是作为抑制小汽车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多中心紧凑型城市应用具有多方

面的优势。 

2.1 促进外围中心紧凑型结构形成 

新开发分为三种形式：1、重新开发型——对城市建成区内已开发土地或旧建筑的再利

用开发；2、填充开发型——在近郊范围内的空地上进行的开发；3、新区开发型——沿着城

市交通干道上公共交通换乘枢纽的集约开发，也即 TOD 模式，使城市沿交通轴线向外部新

区扩展[3]。外国大城市往往将有轨电车作为服务外部组团的主要交通方式，有轨电车线路

沿规划的发展轴线布局，提升了沿线的土地利用效率，车站核心地区的高强度开发促进了次

级中心的形成，实现了紧凑型的城市空间结构。 

2.2 高强度开发保障客流效益 

线路沿线的高强度开发提供了轴向的交通需求，特别是有轨电车与地铁、常规公交等交

通方式形成的换乘枢纽可形成新的发展极，车站核心区往往是布置商务、商业的首选位置，

如斯德哥尔摩将历史中心区的卡姆拉斯坦街区与充满现代化气息的中央车站周边地区连接

在一起，并在街道两旁设置商业餐饮设施，提升了公共交通的客流效益。小尺度街区形成的

更多的临街面也利于商业的繁荣，可进一步增强有轨电车的客流效益。 

由于高强度的开发和功能混合的土地利用降低了城市中小汽车的使用，增强了公共交通

的出行比例，原本使用小汽车的居民将大量向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转移，提升了有轨电车的

客流量，而且有助于形成更加科学和绿色的城市交通结构。 

2.3 与新区的基础条件相适应 

有轨电车在保持较高的发车频率和编组时，单向运能可达 0.8‐1.5 万人/时，与外围新区

的人口和客流需求能够较好匹配，避免了先期以地铁进行服务造成的运能浪费；有轨电车造

价相比地铁较低，能够有效避免建设地铁对新区造成的经济负担，且新区往往处于高速发展

阶段，可寻求新建或改造道路进行同步建设，大大减少有轨电车的建设投资；有轨电车作为

美观舒适的公共交通方式，能够提升新区的城市形象和交通品质。 

较强的通行能力及抗干扰能力 

有轨电车是一种需要占用道路空间的交通方式，小汽车的减少为其提供了更充足的道路

空间，保证了有轨电车的路权。同时由于在城市结构轴线外侧的地区规定了梯度下降的低强

度的土地开发，避免了在线路的垂直方向产生过强的横向交通需求，减少了与有轨电车线路

垂直方向的交通冲突。 

此外，理论研究表明，路面越宽，通过效率越低，交叉路口越易堵塞，而且浪费土地资

源。紧凑型城市的小尺度街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有轨电车在交叉口的通行能力。小尺度街

区还增加了路网密度和交通路径选择的机会，而在高密度路网条件下，交通需求分布被均衡

化，各种交通方式根据运能和空间需求在各种等级道路上进行分配，为道路交通提供了更多

的分流空间和容纳能力，减少了有轨电车与道路交通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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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国外大城市道路网络密度 

城市  年度 
面积 

（平方公里） 

道路总长

（公里）

道路面积 

（平方公里）

路网密度 

（公里/平方公里） 

道路用地率 

（%） 

伦敦  1991年  1579  14693  210.11  9.31  13.31% 

纽约  1992年  780  10200  198.12  13.08  25.40% 

东京  1992年  618  11546  92.26  18.68  14.93% 

大阪  1992年  220  3899  38.81  17.72  17.64% 

3. 国外多中心紧凑型城市中有轨电车的发展	

目前国外较多在采用紧凑型理念发展的城市中采用有轨电车。需要指出的是，欧洲城市

一般地域面积和人口均小于我国大城市，其紧凑度也相对我国较低，因此有轨电车线路日客

流量均低于 10 万人，但各国为了保证紧凑型的城市结构和合理的交通结构，仍将有轨电车

作为一种主要的高品质公共交通服务方式，恢复和建设有轨电车成为一种热潮。 

3.1 法国巴黎—新城内部及新城间 

法国首都巴黎市区面积 105 平方公里，现状人口约 220 万人。都会区面积 14518km2，

人口超过 1184 万人。由于历史原因，大巴黎交通方式以铁路、公路为主，且均以巴黎为中

心放射，造成了巴黎市中心交通极为便利，但外围则联系不够，自 1992 年以来，巴黎在城

市外围陆续建成了 4 条有轨电车线路，旨在增强外围地区联系，但目前外围 70％的居民还

只能依靠私人汽车作为组团间主要的交通方式。 

2009年 4 月，法国公布了对巴黎地区进行改造的宏伟计划——“大巴黎计划”，未来的

巴黎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通过绿化带形式严格限制城市的无限扩张，让巴黎成为一个

更紧凑、更集中、更高效的城市。巴黎中心区外围的一些增长极，将通过配置新交通方式来

增强相互之间的联系。在“紧凑性”和“均衡性”原则下，将形成一个多中心紧密型的都市

区。未来的巴黎郊区交通致力于完善现有的放射状的交通网络，并辅以环状网络作为补充，

因地制宜的采用有轨电车和有轨无轨混合等交通工具[4]。根据巴黎有轨电车线网规划，还

将新建 4 条有轨电车线路，与已建线路共同形成外围环型的交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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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巴黎多极核的城市组团               图 2  巴黎市有轨电车规划线网 

3.2 瑞典斯德哥尔摩—新城之间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是整合新市镇发展和高品质轨道交通服务的范例。该市总人口 72

万人，其中约一半居住在接近并环绕内城的一系列城市开发区。斯德哥尔摩通过铁路、有轨

电车及地铁等交通手段将一个城市圈中心和七个地区中心进行了连接，并有意识的在城市中

心和交通节点间等地区形成核心区，在力求保证不影响绿地和滨水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建成

区的再开发。一些原工业用地被作为未来重新开发的主要区域，并将其位置靠近原有交通枢

纽，斯德哥尔摩规划将这些地区建成富于吸引力的住宅、商业设施等多功能混和开发的场所。 

该市规划要求进一步向外延伸从内城到郊区的放射地铁线路，并建设部分环绕中心城区

的高速有轨电车线路作为其联络线。斯德哥尔摩外围新市镇吸引了大量劳动人口来居住，同

时也有许多新市镇居民到其它市镇工作，便捷的轨道交通系统满足了新城镇间的工作和居住

资源的共享， 重要的是出现了客流双向平衡的情况。同时，该市还采取了中心区停车管理

和缩小道路尺寸等辅助措施，进一步增强公共交通的竞争优势。目前斯德哥尔摩在交通高峰

时刻公共交通占有 70%的流量，占全日交通流量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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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斯德哥尔摩轨道交通网络图 

4. 我国发展有轨电车应注意的问题	

我国中心区仍是人口和机动车 为集中的地区，交通拥堵比较严重，且受许多政治、社

会、经济因素影响，大范围改造的可能性较小，而外围组团人口和用地条件相对较好，尚处

于发展初期，可塑性较强，有轨电车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围新中心的紧凑型发展。 

4.1 保证发展区域适宜的发展密度 

发展紧凑型城市需要注意密度的控制，既不能达不到发展密度的要求，使得有轨电车的

客流效益无法满足，也不能无限制的增加密度，导致客流需求大于有轨电车运能，影响城市

功能的发挥。需要指出的是，有关城市紧凑化的目标数值，尤其是密度，并非明确的数值，

由于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绝对的密度水准有所差异。例如英国田园保全协会和西班牙巴塞罗

那分别主张采用 90 户/hm2 和 300‐400 户/hm2 的高密度开发，我国城市外围中心的发展密

度一般相对老城区过低，适宜数值应根据各个地区的文化和城市形态进行进一步研究。 

4.2 避免单一功能的新区发展模式 

我国目前已开通现代有轨电车的城市中，天津滨海新区和上海张江新区均是在规划的新

区内新建现代有轨电车，目前两市的客流状况不容乐观，究其原因，除了多数城市的客流仍

集中在开发较为成熟的中心城区，新区发展存在一定的时间过程，线路客流存在培育期外，

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城市新区往往距离建成中心区较远，且未能较好的做到混合型的土地利

用模式，往往形成单一功能的居住或工业、物流、高新型新区，生产或生活功能仍依赖母城，

产生了大量长距离通勤客流，对小汽车的依赖性仍较强。 

4.3 增强有轨电车的竞争性 

目前张江新区有轨电车采用的是与道路交通混行的模式，并曾在路口无优先情况下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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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小时十公里甚至更低的速度，相对其他交通方式不具备优势。若要体现有轨电车的服务品

质和速度优势，必须保证路段的专有路权和交叉口的优先通行，并通过多种手段对汽车交通

采取抑制措施。 

此外，我国城市干道之间的间距多为 700 m‐1 200 m，但由于支路不断被大型居住区所

封闭或改变为街区内部道路，实际上单一的干道网系统构成了城市路网的主要骨架，影响了

对道路交通的分流能力，需要增强路网的多样性和网络性。 

5. 结语	

紧凑型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合理选择，本文经研究认为，现代有轨电车应以多

中心紧凑型城市的外围中心为主要服务对象，但考虑到我国复杂的国情，在外围新区发展有

轨电车仍需对区域发展密度指标、路网级配值等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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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轻轨环线交通规划研究 

刘莹  罗辑  白仕砚 

【摘要】为积极配合哈尔滨市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城市发展战略中的“中兴”战略，充分考虑

利用哈尔滨市铁路沿线棚户区改造和综合整治的有利契机，提出借助于铁路沿线两侧拆除的

30米空间，规划建设轻轨环线交通的构想。文章从分析轻轨环线建设的必要性入手，在研

究现状铁路沿线土地利用规划的基础上，进行轻轨环线客流预测，提出轻轨环线总体规划构

想，并对几点关键问题作以分析。 

【关键词】轻轨环线  交通规划 

1. 引言	

根据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关于“牢固树立大公交理念，开展哈尔滨市公共交通体系整体研

究”的指示精神，积极配合“中兴”发展战略，考虑充分利用哈尔滨市铁路沿线棚户区改造

和综合整治的有利契机，提出借助铁路沿线两侧拆除的 30 米空间，规划建设轻轨环线的构

想。 

2. 轻轨环线建设必要性分析	

（1）顺应城市发展战略，加快老城区改造的需要 

哈尔滨市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北跃、南拓、中兴、强县”的城市发展战略，轻轨环线的

规划构想正是体现“中兴”战略的重要举措。轻轨环线沿着哈尔滨市铁路内环线布置，其建

设将会大大加快老城区的改造进程，使老城区提档升级，旧貌变新颜，成为顺应城市“中兴”

发展战略的需要。 

（2）带动沿线土地开发，加快形成哈东区域性副中心和产业区的需要 

建设大容量、高效率的轨道交通具有明显的 TOD 的功能，对于带动沿线土地的开发利

用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轻轨环线途径哈东地区，若轨道交通服务半径按照两侧各 1000

米范围考虑，其对于增强哈东片区的土地开发，促进哈东片区在长江路一带形成以会展、行

政、商住等为主要功能的区域性副中心，同时优化哈东产业区，形成以化工设备、精细化工

和石油加工、新材料业、环保产业等规模产业区，具有积极推动作用，是轻轨环线建设必要

所在。 

（3）沿线途径或辐射数个交通吸引点，是满足交通需求增长的需要 

轻轨环线沿线串联众多交通吸引点，如哈站、哈东站等大型交通枢纽，以及各大高校、

文化娱乐中心和大型居住区，通过对沿线土地利用规划及相应用地性质调整规划分析，将产

生较大的交通需求，具有一定的客流规模，此外，对完善周边大型居住区和工业、商业区交

通功能，改善居民出行交通结构，较少机动车出行量也起到重要作用。因此，铁路环线轻轨

的建设未来将是适应城市发展，满足交通需求增长的需要。 

（4）盘活铁路周边用地，挖潜增效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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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所起的重大作用之一是能够大大地改善土地的利用状况，使土地增

值。从国外经验可知，轨道交通线网修到哪里，必带动线网沿线土地以车站为核心的高容量

建设，轨道沿线将是含金量最高的地带。因此，未来轻轨环线的建设必然对盘活铁路周边用

地，促进沿线土地开发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起到 TOD 功能。轻轨沿线高密度开发，形成

以商业、金融、高档住宅为主要用地功能的地带，使土地增值，存在着极大潜在的经济效益。 

（5）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增加公交服务覆盖率的需要 

现状哈尔滨公交线网二环以外，特别是二、三环间无论是线网密度还是站点覆盖率都较

低，与规范要求差距较大。 

而轻轨环线东侧线由正走行于城市二、三环道路之间，按照快速轨道交通的直接服务半

径计算，可服务于沿线两侧各 800－1000 米的范围，这将大大增强城市二、三环间居民采用

快速轨道交通方式出行的便利性和快捷性，提高主城区二、三环间区域公共交通服务覆盖率，

满足沿线 47万人口，25 万就业岗位的居民出行需求。因此轻轨环线是提高主城区二、三环

间区域公共交通服务覆盖率的需要。 

3. 沿线土地利用及客流预测	

3.1 土地利用现状 

哈尔滨是随着中东铁路建设而逐步发展起来的，铁路沿线及周边区域均属旧城区。根据

实地勘查，现状哈尔滨市铁路内环线沿线多分布有危棚房、工业用地、铁路用地、三类居住

用地、仓储用地、中小学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绿地等。其中沿线的危棚房改造片区有近

20 片，即桥北街棚户区、一匡街棚户区、文政街棚户区、文景街棚户区、小西屯片区、旭

升街片区、香坊站片区、巴安里片区、东门街片区、香德街片区、东站街片区、东棵街片区、

火车头棚户区、新一棚户区、桥头屯棚户区、三棵树棚户区、地铁车辆段棚户区、锹厂棚户

区、滨江站棚户区等。铁路沿线两侧各 1000 米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图如下图所示。 

 

图 1  哈尔滨铁路内环沿线周边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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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土地利用规划 

根据新一轮《哈尔滨市城市总体规划（2007‐2020）》，并结合铁路沿线危棚房改造项目，

对沿线棚户区进行综合改造，规划后有 12 片与总体规划相符，8 片基于棚改要求进行了规

划调整，以满足棚改需求，筹措资金，快速改变铁路沿线的景观面貌。规划调整后，铁路沿

线规划用地多为居住公建混合用地，棚户区改造后建设集商业、金融于一体的高档住宅区，

同时仍然保留几所高等院所。对于哈东地区，整合工业用地，将部分工业用地调整为居住用

地。未来铁路沿线用地功能布局规划对于建设轻轨环线，保证客流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 

 
图 2  哈尔滨铁路内环沿线周边土地利用规划图 

3.3 客流预测 

3.3.1  客流预测中考虑的主要因素	

（1）交通小区的划分 

依据 2009 年哈尔滨市综合交通规划大调查，将哈尔滨市区划分为 29 个交通大区，483

个交通小区。 

（2）客流预测的轨道线网基础 

        本次对铁路环线轻轨客流预测的基础，是基于哈尔滨市轨道交通线网近期建设的一

号线、二号线、三号线以及七号线为前提的。 

（3）轻轨环线沿线人口和岗位预测 

预测 2020 年轻轨环线沿线两侧各 500 米范围内，小区人口约 47 万人；就业岗位数 25

万。 

（4）出行产生率预测 

以综合交通规划中对人均出行次数的预测结果为依据，并类比国内同类城市发展经验，

预测得到 2020 年人均出行率为 2.35 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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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方式划分预测 

在采用模型方法，并考虑政策导向作用的定性分析，预测得到 2020 年各方式划分预测

结果，公共交通方式约占 35％，其中预测轨道交通方式占 42％～45％。 

（6）沿线主要客流吸引点公交出行量预测 

规划年铁路客运站：哈尔滨火车站年旅客发送量为 2521 万人次，公交发送量为 4.41 万

人次/日；哈东站年旅客发送量为 152 万人次，公交发送量为 0.27 万人次/日；三棵树公路客

运站年旅客发送量为 222 万人次，公交发送量为 0.31 万人次/日。 

3.3.2  轻轨环线的客流预测结果	

2020 年轻轨环线客流量预测是基于轨道交通的近期建设网络进行的，预测结果见下表

所示。 

表 1  2020 年基于轨道近期建设网络预测结果 

综上预测分析得到：轻轨环线预测年高峰小时客运量约为 0.57 万人次。 

4. 轻轨环线规划研究	

遵循充分利用 30 米绿地空间，避免与哈牡、哈佳线位冲突，又保证一定轨道客流的原

则。规划线路总长 26.7 公里，其中地面线 21.4 公里，高架线 3.6 公里，地下线 1.7 公里，

全封闭营运线路。 

全线设站 25座，其中地面站 23 座，高架站 2 座，平均站间距 1069 米，最大站间距 1467

米，最小站间距 793 米。 

规划站台形式为侧式站台；车辆制式为钢轮钢轨系统。行车组织：正线为双线线路，右

侧行车制式。设计列车最高运行速度为 60km/h。 

全线中有 33％的线路走行于铁路沿线拆除的绿地空间(8.7km)，其中利用棚户区改造 9

处(5km)；54％的线路走行于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13％的线路走行于铁路线群的间隙中。 

规划轻轨环线车辆段选址于现省机电设备总公司处，占地面积约 33 万平方米。 

线路名称 

线路

长度 

（公

里） 

客运量

（万人

次/日）

客运周转

量 

（万人公

里/日） 

平均运

距 

（公里/

乘次） 

客流强度

（万人次

/公

里·日）

客运密度

（万人公

里/公

里·日）

平均乘车

时间 

（分钟/

乘次） 

日客运时

间 

（万人分

钟/日） 

高峰高断

面流量 

（万人/

高峰小

时） 

轻轨环线  26.7  20.15  107.8  5.35  0.75  4.04  9.44  190.21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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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几点问题分析	

（1）在客流方面，由于轻轨环线基本走行于铁路环线内侧，有铁路的天然屏障，多半

为单侧吸引，高峰小时环线客流量较小(0.57 万人)，与近期地铁 1 号线、2 号线、3 号线存

在平行区段，初步分析存在“争客流”的现象。 

（2）沿线涉及桥梁改造工程项目较多(10 余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工程投资；并且线

路由哈站北广场引出，与哈站改造工程的衔接还需进一步与铁路部门沟通。 

（3）铁路两侧 30 米用地控制的不好，特别是东部地区可利用程度有限，局部地区未涉

及棚改及综合整治，需单独拆迁建设。 

（4）土地权属问题，由于沿铁路内环布置，线由所占用地多属于铁路用地，穿越铁路

线群，涉及的相关事宜，还需与铁路部门进一步沟通。 

（5）本项目是从规划角度出发，利用，提出轻轨环线交通规划构想。 

6. 结语	

轻轨环线交通规划构想希望尽可能利用棚户区改造及综合整治的有利条件和有利契机，

加快城市“中兴”战略的实施和老城区改造的进程。但该构想是从规划角度出发的，对于工

程中涉及的客流预测、车辆工程、供电系统、通信系统、信号系统、环境保护等比较专业问

题还有待进一步由专业部门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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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龙岗区现代有轨电车规划研究 

宗传苓  王远回 

【摘要】结合城市及交通发展战略要求，对现代有轨电车在深圳市龙岗区规划和建设的必要

性进行了分析。根据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发展定位，提出在龙岗区构筑以有轨电车为次骨干

的公共交通系统，作为轨道交通的补充和延伸。在此基础上，结合城市规划、轨道规划及客

流预测，提出了龙岗区有轨电车线网方案，并对有轨电车的主要技术标准及投融资模式进行

了研究。 

【关键词】交通规划  公共交通  现代有轨电车  投融资模式 

1. 引言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是城市轨道交通的一种中低运量系统，以城市道路为支撑，并在传统

有轨电车的基础上，在控制技术、牵引供电、车辆及信号等方面有了很大的突破。线路以地

面敷设为主，具有多种路权形式，采用人工驾驶、信号优先等方式运行。具有安全、可靠、

环保、舒适、快捷、成本低等优点，其系统采用电力牵引，不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是绿色

交通方式。 

目前，现代有轨电车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区的城市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已有

130 多座城市建设运营有轨电车，成为欧美部分城市公共交通骨干形式之一。在我国上海、

天津、大连等城市也先后建成现代有轨电车系统并投入运营，深圳、苏州、沈阳等地也正在

积极的研究。现代有轨电车在我国城市交通发展中的作用正日益得到重视，同时国家层面也

正扶持现代有轨电车项目建设，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和技术发展。 

深圳市龙岗区正积极推动现代有轨电车规划和建设，以缓解日益严重的城市拥堵、环境

污染等问题。现代有轨电车在深圳如何定位？龙岗区有无建设有轨电车的必要？针对城市外

围组团的功能和区位如何布置有轨电车线路？为应对这些问题，龙岗区开展了一系列规划设

计和研究工作。 

2. 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发展定位	

目前，深圳市已拥有 178 公里地铁线路、800 余条常规公交线路，但中运量公交系统缺

失。适量的中运量公交系统搭配大运量地铁系统和低运量常规公交系统才能构成级配良好的

城市公交网络，适应不同客流需求通道。现代有轨电车作为中运量交通方式，具有运能适中、

投资省、工期短、运营成本低、布设灵活、低碳环保、美观大方等特点，能够在短时间内解

决地铁覆盖不足、常规公交列车化、服务水平低等难题，充分发挥公交系统效益的迫切需求。 

《深圳市整体交通规划》明确提出以建设“交通一体化的深港大都市圈，和谐发展的现

代公交都市”为目标，构建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多种交通模式协调发展的、一体化的交通体

系
]1[
。因此，深圳现代有轨电车功能定位为运输能力介于传统公共汽车及地铁、轻轨之间的

中运量城市地面快速公交系统。根据不同线路所处的区域位置和线路特点，又细分为以下三

种发展模式： 

（1）现代有轨电车可以承担地铁等骨干公共交通网络的“补充、延伸、联络、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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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辅助功能。 

（2）在城市新区或城市组团可以构建以有轨电车为主骨架的公共交通网络。 

（3）在旅游区可以构建主城区与旅游景点间或景区内部的快速舒适服务，保护景区环

境。 

3. 龙岗区建设现代有轨电车的必要性分析	

3.1 改善城市交通出行结构、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需要 

龙岗区实际人口已超过 400 万，随着龙岗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长，居民

机动化出行需求大幅度增加，城市道路交通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交通出行结构的改变进一步

加剧了城市道路交通供需矛盾，交通拥挤区域呈现逐步扩大趋势，交通形势日趋严峻。要改

善城市交通出行结构，就要提高公交吸引力和竞争力，确保公共交通在城市客运体系中的主

导地位，必须建立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对小汽车交通具有竞争力的公共交通体系。 

在深圳市建设国际先进水平“公交都市”的指引下，龙岗区提出了构建以轨道交通、公

共巴士、步行等为主要出行方式的绿色交通体系的发展目标。但是，由于轨道交通审批时间

长、投资数额大、建设周期长等因素，难以在近期建成投入运营，而有轨电车建设周期短，

建设成本低，能够在短时间满足龙岗不同层次客流需求，缓解交通供需矛盾。 

3.2 落实“公交优先”政策的重要举措 

常规公交因其速度慢、拥挤和时间难以保证等弱点，与私人交通方式相比缺乏竞争力和

吸引力。因此，要确立公共交通的主导地位，满足不断增长的交通发展需求，不能仅仅依靠

单一的地面常规公交系统，必须形成多模式、一体化的城市客运体系，有轨电车作为客运体

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整体上提升公交服务质量，提高公交系统的吸引力和竞

争力。此外，龙岗区道路条件较好，工程实施难度较低，无论从资金、道路资源供应、还是

建设周期方面，有轨电车都具有很强实施性，是落实“公交优先”的重要措施。 

3.3 建设绿色、低碳城市的内在要求 

龙岗区提出了建设国际化、现代化、低碳化城区作为城市发展目标，同时龙岗坪地地区

作为国际低碳示范中心，公共交通是低碳城建设的重要支撑体系。 

3.4 促进土地利用集约化开发的需要 

在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方面，国外经验表明，发展有轨电车可以有力促进城市土地开发

与交通的良性互动，引导形成 TOD 的城市发展模式，在有轨电车沿线修建高密度的建筑，

可以缩短乘客步行至车站的距离，增加公交出行方式的吸引力，为快速公交系统提供充足的

客源，形成土地发展和交通系统的良好结合。 

目前，龙岗区正在进行大规模城市化的建设，正在向特区一体化的目标迈进。但是现状

建设用地面积缺乏规划和统筹考虑，土地利用方式不够明确，建设用地及配套设施分布零星，

土地利用效率低。发展有轨电车对于带动土地利用开发、引导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形成、促

进特区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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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功能定位与客流预测	

4.1 功能定位 

从构建多模式、一体化、适度竞争的公共交通体系的角度，龙岗区提出建立“地铁+有

轨电车网”的公共交通骨干体系，有轨电车具体功能定位为： 

（1）有轨电车是城市公共交通骨干组成部分，与地铁一起共同构成城市公交骨干体系。 

（2）近期以有轨电车发展为主，充分发挥建设周期短和运营灵活的优势，在短时间内

形成“地铁+有轨电车的公交骨干网络”，以满足龙岗组团迅速增长的交通需求。 

（3）远期在地铁建设完善后，有轨电车作为地铁的补充，覆盖城市次级客运走廊，扩

大轨道交通的覆盖范围。     

4.2 客流需求预测 

以深圳市综合交通模型为基础，对龙岗区远期公交客流情况进行了预测。根据预测结果，

2020 年龙岗区公交需求总量 114.5 万人次/日，其中区域公交往原特区内、坪山新区方向需

求量最大，分别达到 39.4 万人次/日和 8.9 万人次/日；区内公交大运新城、坪地方向分别为

5.2 万人/日和 3.9 万人/日，见图 1。 

 
图 1  龙岗区远期公交需求预测 

5. 现代有轨电车线网规划方案	

5.1 规划原则 

现代有轨电车作为龙岗区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选线意义重大，对促进龙岗区

内部的联系，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选线的原则应结合城市发展、轨

道规划及客流需求等因素
]2[
。 

（1）要满足客流需求，具有前瞻性，引导交通方式结构 

线路的选择应具有前瞻性，既要缓解现状交通拥堵，又要结合重点发展片区，满足未来

交通需求，引导交通方式结构的形成，提升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2）与城市重点发展片区、产业升级片区及旧改项目相结合 

有轨电车与土地利用相协调，有利于促进土地集约化开发。因此，有轨电车线路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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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与城市重点发展片区、产业升级片区、城市旧改项目相结合，比如大运新城、坪地国际低

碳城等地区，线路兼顾远期规划与近期发展需求并重，支撑城市分区规划，实现城市发展战

略。 

（3）适应道路网络与交通特征，充分考虑线路的可实施性 

由于有轨电车主要沿城市道路地面敷设，因此线路走向应适应城市道路网络特征，要充

分考虑线路的可实施性。 

（4）充分考虑与地铁接驳换乘 

目前，龙岗中心组团已开通运营地铁 3 号线，有轨电车作为轨道交通的延伸，线路应成

分考虑与地铁接驳换乘，建立便捷的换乘系统，扩大轨道交通覆盖范围。 

5.2 规划方案 

根据龙岗中心组团地区相关规划和客流预测情况，并结合规划原则，提出了龙岗中心组

团地区现代有轨电车线网方案，共规划 4 条有轨电车线路。 

大
运
新
城
线

五联线
坪地线

宝龙线

大
运
新
城
线

五联线
坪地线

宝龙线

 
图 2    龙岗区现代有轨电车线网方案 

5.2.1  大运新城线	

大运新城线功能定位为龙岗中心区内部快速联系的有轨电车干线。线路起于地铁 3号线

大运站，终点设在龙城广场。线路串联大运新城、龙岗中心城等地区，沿线经过龙岗组团主

要居住区和就业集中区，人口密度较高、交通需求较大，现状主要道路交通拥堵已比较严重，

大运新城线的建设将大大缓解龙岗主要客运走廊的交通压力。并与地铁 3 号线、12 号线换

乘，以增加轨道网的覆盖面，为地铁喂给客流；   

大运新城线长约 12.5km，设站 24 座，最大站间距约 730m，为盛龙路站至龙城广场站；

最小站间距约 350m，为黄阁坑站至华美中站，平均站间距 540m，在大运站和龙城广场站

与已开通的地铁 3 号线换乘，具体线路走向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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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大运新城线推荐线站位方案 

5.2.2  坪地线	

坪地线功能定位龙岗中心组团有轨电车干线。线路起于地铁 3 号线龙城广场站，终点设

在坪地中心，串联了坪地、龙岗中心城等组团东部地区，该线路主要解决坪地与龙岗中心城、

市中心区快速联系的问题，并与地铁 3 号线、12 号线换乘，增加轨道网的覆盖面，弥补坪

地轨道覆盖的不足。 

坪地线长约 15.7km，设站 29 座，最大站间距约 820m，为低山村站至坪西站；最小站

间距约 300m，为振兴站至坪地汽车站，平均站间距 540m。考虑到有轨电车运营组织灵活

的特点，同时为减少工程投资，坪地线在龙城广场段与大运新城线共轨运行，共轨段长约

1.7km，具体线路走向见图 4。 

 
图 4    坪地线推荐线站位方案 

5.2.3  宝龙线	

宝龙线功能定位龙岗中心组团有轨电车干线。线路起于厦深铁路深圳东站，经过宝龙工

业区，终点设在大运新城。线路串联深圳东站、宝龙工业园、大运新城等地区，主要解决龙

岗中心城、大运新城与宝龙工业园、深圳东站等地区快速联系，线路与地铁 3 号线、12 号

线、14 号线、大运新城线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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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龙线长约 14.1km，设站 23 座，最大站间距约 750m，为宝横路口站至沙荷路口站；

最小站间距约 310m，为爱联南站至如意南站，平均站间距 640m。宝龙线在爱联站与地铁 3

号线换乘、在睿智华庭站与大运新城线换乘，具体线路走向见图 5。 

 
图 5    宝龙线推荐线站位方案 

5.2.4  五联线	

五联线功能定位组团中心内部联系的局域线。线路起于龙岗组团北片区的五联居住区，

终点设在吉祥南片区。线路经过吉祥路主要客运走廊，串联了组团南北主要生活居住配套区，

并与地铁 3号线、大运新城线换乘。 

五联线长约 7.7km，设站 15 座，最大站间距约 640m，为松元头站至前锋站；最小站间

距约 330m，为吉祥站至龙腾路口站，平均站间距 550m。五联线在吉祥站与地铁 3 号线换

乘、在玫瑰园站至吉福站与大运新城线共轨运行，具体线路走向见图 6。 

 
图 6  五联线推荐线站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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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龙岗区现代有轨电车线网汇总表 

编号 起终点 长度(公里) 线路走向 

大运新城线 大运站-龙城广场南 12.5 

龙兴大道—清林中路—吉祥中

路—龙平东路—龙城中路—龙

城南路 

坪地线 龙城广场南-坪地 15.7 

龙城大道—盛龙路—碧新路—

丰田路—吉祥一路—兴华路—

教育路—吉祥路/振兴路—富

坪路-富民路 

五联线 五联-吉祥南 7.7 
回龙路—吉祥北路—吉祥中路

—吉祥南路 

宝龙线 深圳东站-大运新城西 14.1 
宝龙大道—宝荷路—南通道—

如意南路—如意路 

合计 50.0  

5.3 主要技术标准 

根据国内外现代有轨电车特点和车辆发展情况，龙岗现代有轨电车主要技术标准如下

]3[
： 

 车辆：100%低地板、钢轮钢轨车辆 

 编组：3‐7 个模块，车辆总长 30‐50m 

 供电：DC750V，架空接触网为主、局部采用无网供电技术 

 轨道：标准轨，6 或 7 号道岔，平行线间距 3.7‐4.5m 

 速度：目标速度值为 70km/h，旅行速度：15‐25km/h 

 路权：部分独立路权形式 

 信号控制：与道路信号统一、联控 

 站间距：300‐800m 

 车站：长 50m，宽侧式 3‐5m/岛式 5‐8m 

 最小曲线半径：25‐50m 

 最大坡度：70‰ 

 运营：人工调度管理，人工驾驶   

5.4 投融资模式 

参考深圳地铁投融资经验和其他城市有轨电车 BT建设模式，并结合龙岗区的实际情况，

提出了以下几种投融资模式。 

（1）BT模式 

由有轨电车车辆厂商采取 BT 模式投资建设，区政府在建成后分期支付回购款，建成后

交由运营企业进行运营维护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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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OT模式 

由运营企业联合大型建设企业，采用 BOT 方式建设运营，政府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或

土地等政策补贴保证其一定的收益率。 

（3）PPP模式 

由区政府与有轨电车车辆厂商、运营企业签订协议，政府提供部分建设资金，车辆厂商

提供车辆及相关设备，运营企业负责建设和运营。 

6. 6	结束语	

现代有轨电车作为一种新兴公共交通方式，特别适用于大城市外围组团地区和中低客运

强度的中等城市，与地铁、常规公交等共同构成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

部分。本次规划的探索与实践对于在深圳市规划和推广现代有轨电车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

越来越注重生态、人性化、可持续发展及交通品质的社会，现代有轨电车将会在国内众多城

市得到广泛应用，有利于完善城市交通结构和缓解交通拥挤，在城市交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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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发展策略研究 

覃矞  陈振武  张磊 

【摘要】通过对现代有轨电车的基本特征及适应性分析，从多方面论述了深圳市发展现代有

轨电车的必要性，探索出符合深圳城市特点的现代有轨电车发展模式，即新区模式、组团模

式、和区间模式。提出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的发展策略和建议，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套切

实可行的发展方案。 

【关键词】现代有轨电车  基本特征  发展模式  发展策略 

1. 引言	

在城市交通拥堵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应对城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

带来的交通需求快速增长的根本路径，形成以快速公交为骨干的公交模式已成为业界的共识
[1]。 

近年来，现代有轨电车以其单位能耗少、环境污染低、运输能力大的特点受到青睐，国

外许多城市掀起了有轨电车的复兴热潮。它是在传统有轨电车基础上改进和发展起来的现代

有轨电车[2]。现代有轨电车在技术特征上，与地铁、轻轨等系统不同，有其自身的适应特性，

在城市中的应用模式尚无清晰的认识[3]。而由于各城市经济、人口、地理环节等诸多因素的

不同，现代有轨电车的发展模式也应因地制宜，因此，有必要通过对其技术特征的分析，结

合深圳市实际情况，探索出适合深圳市城市特征的现代有轨电车发展策略。   

2. 现代有轨电车的基本特征	

2.1 现代有轨电车的基本特征 

现代有轨电车是一种中等运能、设计新颖、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交通运输工具，是在

传统有轨电车基础上全面改造升级的一种先进的公共交通方式，其主要技术特征包括： 

（1）运能适中、造价低廉：现代有轨电车车辆长度一般为 35‐45m，列车旅客容量可达

300~600 人，单向设计运能一般可达到 0.8~1.5 万人次/小时[4]，介于轻轨和常规公交之间，

是一种中运量的公共交通系统；其造价约为 0.8~1.0 亿元/公里，是地铁的 1/4~1/6。 

（2）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现代有轨电车采用电力牵引，尾气零排放；人均能耗约是

传统公交的 1/4~1/2,是小汽车的 1/25；同时噪音污染比汽车低 5~10 分贝，是一种绿色环保的

交通方式，符合节能减排、科学发展的理念。 

（3）设计新颖、乘坐舒适：现代有轨电车车辆一般采用 100%低地板，车内地板距地面

300~380mm，两侧均可开门，方便不同年龄及身体有残疾的乘客上下车，非常人性化；车

辆沿轨道运行，自动化程度高，平稳舒适，乘坐环境好。 

（4）布设灵活、适应性强：现代有轨电车线路平面最小曲线半径一般为 25 米，极端困

难情况下可选用 10.5m；最大爬坡能力能达到 13%，一般情况下采用 5%，困难地段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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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加速和制动性能与汽车近似，可适应城市道路技术标准；路权灵活，可采用全封闭

的独立路权(专用通道＋立体交叉形式)，也可采用混合路权(专用通道＋平交道口形式)，也

可采用全开放的共享路权，能适应不同道路条件的要求。 

（5）外形美观、提升形象：现代有轨电车采用流畅美观的车辆造型,  配以一体化触网、

支柱、照明与网格状草坪设计，能够与城市风貌完美融合，成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有利于

城市形象的提升。 

（6）建设周期短，使用寿命长：现代有轨电车建设周期约为 1 年，是地铁的 1/3~1/5,

与 BRT相近；车辆使用寿命通常为 30 年，是常规公交大巴的 4~5 倍。 

2.2 不同公交系统技术特征比较 

表 1  现代有轨电车与轻轨、BRT 系统比较[6] 

相关指标  轻轨系统  现代有轨电车系统  BRT系统 

模式  独立路权  独立/共享/混合  独立/共享/混合 

运能(万人次/h)  1.0‐3.0  0.8‐1.5  0.6‐1.3 

最高速度(km/h)  80‐100  70‐80  50‐80 

旅行速度(km/h)  30‐45  20‐35  20‐40 

动力模式  第三轨/架空网 第三轨/架空网/蓄电池 燃油驱动/蓄电池 

投资(亿元/km)  3.0‐5.0  0.7‐1.0  0.4‐0.55 

低碳环保  优  优  良 

舒适度方面  良  优  中 

运行噪声  大  小  中 

建设周期(年)  3.0‐4.0  1.5‐2.0  1.0‐1.5 

最小转弯半径  250‐350m  10.5m  9m 

最低红线控制  8.5m  6.5m  7.0m 

从各种公交方式的比较来看，现代有轨电车的优缺点如下： 

（1）优点：适应性强，线路和站点的布设较地铁灵活，可通过调节模块改变运能；外

形美观，运行稳定，乘坐环境好；较地铁、轻轨造价低、建设周期短；能耗低、零排放，节

能环保。 

（2）缺点：在道路交叉口受信号控制，运能小于地铁和轻轨；由于接触网和轨道的制

约，线路布设的自由度和运行的机动性较公交车差；另外，架空接触网造成的景观影响，目

前国内各个城市还比较难以接受。 

3. 深圳市发展现代有轨电车的必要性	

3.1 现代有轨电车既是轨道交通发展的有效补充，也是公共交通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轨道交通建设周期长、投资大、运营维护成本高，更适用于大运量客运走廊，难以满足

所有通道的公交需求。而有轨电车可以填补轨道交通的服务空白，并与轨道交通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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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轨道交通喂给客流，也可以在片区内自成系统，改善片区内部和对外公交服务水平。 

3.2 满足新区建设和城市更新交通需求的必然要求 

新区建设和旧城改造的推进均面临亟需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引导市民绿色出行的需要，

但由于近期公交出行需求较小或者轨道建设周期太长，导致轨道交通难以在近期建成投入运

营。为此，引入运量适中、投资少、见效快的有轨电车，将有利于缓解新区和旧城片区公交

设施不足的压力，提高公交服务水平，抑制小汽车出行过快增长。 

3.3 有轨电车对于提高城市形象，促进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现代有轨电车运载量大、节约能源、无污染，环境友好；车辆设计新颖、外观亮丽；车

站也可采用具有独特风格的设计，整体上营造干净、整洁，令人耳目一新的公共交通出行环

境。而且，有轨电车公交系统作为一种便捷的交通方式必然会加快城市发展的节奏，促进整

个城市经济的发展，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的条件。 

4. .深圳市发展现代有轨电车发展模式研究	

现代有轨电车在的发展模式在不同城市中有着较大差异，针对深圳市的城市特点，提出

三种发展模式，即新区模式、组团模式和区间模式。三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换或综

合应用[6]。 

4.1 新区模式 

深圳在中心城区外围规划了龙华、光明、坪山、大鹏等新区，以分担中心城区的功能。

这些新区正处于发展阶段，人口规模较为适中，道路交通环境条件也适合于发展有轨电车系

统，因此，抓住机遇，发展有轨电车这种环保的交通方式，既为新区大运量轨道交通集散客

流、提供补充和接驳服务，又在新区内部形成以轨道交通站点为中心，以有轨电车线路为骨

干，再配以常规公交线路，构成符合需求的、高质量的公共交通系统，不仅能够提前调控小

汽车的发展，而且可以创造一个宜居宜业的环境。 

 

图 1  深圳市行政区域划分 

该模式的应用理念是：在新区有 1~2条大运量的轨道交通连接市中心区的基础上，形成

新区自身的有轨电车线网。这些线网通过与大运量轨道交通合理衔接，成为新区公共交通的

骨干。深圳市龙华新区规划的现代有轨电车龙观线就是这样一种模式，它一端连接龙华新区

的观澜镇，另一端与地铁 4 号线相连。 

宝 安

光 明

龙 华

南 山

福 田
罗 湖

盐 田

坪 山
龙 岗

大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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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龙观线规划方案 

4.2 组团模式 

在深圳市城市主要发展轴上，沿着轨道交通线分布着一些组团，这些组团依托轨道站点

发展，人口和用地规模适中，具备发展有轨电车的适宜条件。在组团内部布设有轨电车线路，

在提供接驳服务和集散客流的同时，限制有轨电车线路所覆盖社区内部小汽车的通行，社区

居民可以通过步行和自行车等方便地到达有轨电车站点，再通过有轨电车到达轨道站实现换

乘，从而发挥有轨电车系统环保的优势，营造一个和谐、绿色的生活环境，有利于增强这些

地区的吸引力。 

 

图 3  深圳市组团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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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式的应用理念是:大运量的轨道交

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利用现代有

轨电车作为其补充和延伸，以弥补大运量

轨道覆盖不到的区域。这些有轨电车线路

应与轨道交通线路形成良好衔接，起到为

轨道搜集和疏散客流的功能，因此不一定

要形成有轨电车线网，在条件成熟时也相

互串联自身成网。深圳市规划的有轨电车

坪龙线和横坪线就是这种模式，它们从东

部工业组团的中心坪山街道出发，分别连

接中部物流组团和龙岗中心组团，与地铁三号线起将三个组团串联起来。远期，条件成熟以

这两条有轨电车为骨架，形成坪山新区自身的有轨电车网络，实现组团模式与新区模式的综

合应用。 

4.3 区间模式(跨区模式) 

随着深圳市原特区外的快速发展，原特区内外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

显，原二线关断面存在着大量的通勤客流需求。在大运量轨道交通近期难以充分满足运能要

求的情况下，开辟区间有轨电车线路，

不仅可以满足原特区内外之间大量通勤

交通需求，为乘客创造一个方便舒适的

乘车环境，而且有利于引导城市向外拓

展，促进特区一体化的发展。 

该模式的应用理念是：对于原特区

内外联系紧密、客流需求较大且轨道没

有覆盖到的次一级交通走廊，通过有轨

电车的布设实现特区内外的快速联系。

这种模式的有轨电车应以保证运行速度

和运输能力为主要目标，在路段上尽量

采用独立路权形式，特殊路口可采用高

架或地下形式。还应充分利用现代有轨

电车站点设置灵活的特点，近期站间距

稍大，远期随着轨道线网的完善可加密

站点。深圳市有轨电车近期试点线路的

笋岗线就是这种模式，该线路联系原特

区外的布吉片区和原特区内的笋岗片

区，两端与地铁线路接驳，缓解布吉关

通关压力，解决沿线居民的出行难题，

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图 5  深圳市现代有轨电车龙观线规划示意图 

图 4  深圳市坪山新区有轨电车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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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深圳发展有轨电车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往在深圳市轨道交通及公共交通规划和建设的经验，参考国内外其他城市发展现

代有轨电车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对深圳市发展现代有轨电车 

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5.1 从全市层面统筹有轨电车系统的规划和建设 

作为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轨电车系统的规划和建设关系到与道

路、轨道、公交等系统的协调和配合，特别是从全市层面统筹有轨电车系统规划与新一轮轨

道交通线网修编的关系，务求达到两者互补互利，形成合力。 

5.2 先行试点，逐步推广 

在全市统筹指导下，选择条件成熟的新区或者旧改片区，先行先试，树立成功的典范并

积累建设经验，为在全市范围推进奠定基础。目前坪山新区面临发展契机，亟需改善内部和

对外的出行环境，特别是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以增强新区的竞争力。但由于轨道交通

12 号线和 14号线建设滞后的问题，新区政府正在积极推进有轨电车建设项目，务求在“十

二五”期间建成投入运营，以缓解近期公共交通设施不足的压力。 

5.3 探索适合现代有轨电车发展的投融资模式 

现代有轨电车建设与周边土地结合开发，一方面可以给沿线土地带来巨大的增值，为有

轨电车建设和运营提供潜在的资金；另一方面沿线土地统一规划、高强度开发可以促使土地

资源高效集约利用，为有轨电车提供稳定客流，增加票务收入，同时也达到缓解政府财政压

力的目的。建议采用“有轨电车建设+土地开发”的投融资模式，促进现代有轨电车的可持

续发展。 

6. 结语	

目前欧美有 130 多个城市运营有轨电车，规划及续建项目近百个。国内目前有 4 个城市

已运营有轨电车，1 个城市在建，近 10 个城市正在开展前期研究，现代有轨电车在国内的

应用前景十分广泛。随着现代有轨电车的逐渐复兴，对其发展策略的研究就显得十分能重要。

本文结合国内外应用实例，探索了适合深圳城市特点的三种现代有轨电车发展模式，在实际

的应用中，各种模式之间没有分明的界限，可以综合考虑，最终的落脚点还应是现代有轨电

车的自身特点：中等运量、建设灵活、环境友好，是一种介于轻轨和常规公交之间的新型公

共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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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衔接配套经验总结与发展对策研究 

刘莹  罗辑  白仕砚 

【摘要】在城市轨道交通大力发展建设的背景下，轨道交通与公共交通中其他方式间的衔接

配套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一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整体效益的发挥有待于系统中各方式的

优势互补，相互协调，其中轨道交通为系统骨干，快速公交 BRT为次骨干，常规公交作为补

充，为干线公交提供接驳和换乘的功能。文中总结了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配套规划

的先进经验，并从“面、线、点”三方面入手，提出各方式协调配套的发展对策，以期望近

期轨道交通建成后，有效指导交通衔接工程实施，使各方式实现优势互补，扬长避短，最大

程度地提高公共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 

【关键词】轨道交通  衔接配套  发展对策 

1. 引言	

一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整体效益的发挥有待于系统中各方式的优势互补，相互协调，其

中轨道交通为系统骨干，快速公交 BRT 为次骨干，常规公交作为补充，为干线公交提供便

捷的接驳和换乘功能。考虑到轨道交通的近期建设，势必要提前解决好轨道交通与快速公交、

常规公交之间的衔接问题，促进轨道交通与其他公交方式的有机结合，合理协调配套，以充

分发挥三者优势，扬长避短，提升和拓展系统整体效益，为居民出行提供更好的服务。 

2. 国内外经验总结与借鉴	

2.1 结合轨道交通走廊调整常规公交线网 

配合轨道交通线路的建设，适度转换常规公交的角色，以轨道交通车站为中心，提供终

端接驳功能，围绕走廊做相应调整。 

（1）为保证轨道交通客流，考虑调整和取消部分与轨道交通线路基本重复的公交线路；

若与轨道没有影响的线路尽量不作调整。 

（2）为方便城市边缘地区居民进入主城，考虑在轨道两端尽量增加公交线路，实现接

驳功能。 

（3）可以适当增加横向的公交线路，使居民方便的换乘轨道，提高出行速度。 

（4）原先起终点站设在城市中心区的城郊公交线路，可以考虑将起终点站设在轨道的

两端，以减轻城市交通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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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关系分析图 

2.2 以轨道交通线路为基础，构建多层次一体化的公共交通网络 

（1）轨道交通服务中长距离出行，覆盖市区主要交通轴； 

（2）在轨道交通未覆盖的客流较聚集地区设置公交优先系统； 

（3）快速公交方式、常规公交方式与轨道交通实现良好接驳； 

（4）外围地区设置公交接驳线路为轨道交通集散客流。 

2.3 规划科学合理的轨道交通枢纽 

（1）以人为本：枢纽设计首先考虑的是改善换乘环境，包括便捷性、舒适性和安全性； 

（2）集中人流：枢纽设计应尽量将地面公共交通、地铁、出租车等各种交通方式客流

汇集起来，缩短换乘距离，降低换乘时间，提高换乘效率； 

（3）分散车流：由于枢纽周边车流量大、车流性质复杂，因此在枢纽设计中考虑交通

组织改善时应充分利用周边的整体道路网络来疏散枢纽周边的交通压力； 

（4）节约用地：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尽量设置立体换乘系统，节约用地； 

（5）同步实施：枢纽内各种衔接设施应尽量做到与轨道交通站点同步规划、同步设计、

同步实施和同步使用。 

2.4 增设灵活实用的衔接指引系统 

站点衔接一体化使多种交通工具在同一站域内同时换乘，衔接指引系统是完成顺利换乘

的重要条件。衔接指引系统是引导人们在公共场所进行活动的综合性公共信息系统，由公共

场所出入口的信息导向系统、客流导引系统及终端导向系统三个子系统组成，完善的衔接指

引系统的重要性在逐渐突显，也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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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衔接指引系统规划要遵循直接、简单和连续的三个原则：一是“直接”：从入

口到达目的地的距离，愈短愈好；动线改变方向的次数愈少愈好。二是“简单”：动线方向

的选择信息尽量不模棱两可，指引移动的标识越少越好。此外，尽量减少动线之间的相互交

叉，以消除移动干扰。三是“连续”：动线必须连续，保持专用路径，不被其它非活动区所

隔断。此外，在动线各环节之通行容量，应保持连续一致，避免形成导向信息的断链。 

3. 轨道交通配套规划发展对策研究 

为了实现以轨道交通、快速公交 BRT 和常规公交系统的合理协调、配套，形成以大、

中型运能的快速轨道、快速公交为骨干的客运手段，配套以低运能的地面常规公交，并运用

有效的公共交通组织管理模式，构建结构合理、运能与需求相匹配的一体化公共交通网络，

可考虑从宏观、中观、微观制定如下的发展对策。 

3.1 面的协调配套 

“面”的协调配套，是整个公共交通一体化的宏观协调配套。通过对城市交通需求量发

展的预测，为较长时期内城市的各项交通用地、交通设施、交通项目的建设与发展提供综合

布局与统筹规划。以科学性为基础，以综合性为手段，以整体性为目标，进行宏观的系统统

筹，总体优化，以实现一个能最佳满足居民出行要求与城市整体环境相互协调的公共交通系

统。 

3.2 线的协调配套 

“线”的协调配套，是轨道交通线网、快速公交 BRT 通道与常规公交线网的整合。根

据各类公交模式的发展定位，结合公交客流需求，构建功能明确、层次清晰、结构合理的一

体化公共交通网络。围绕轨道网络布局，按照“内减外增、适度竞争”的总体原则，优化快

速公交 BRT通道和现有地面常规公交线网。 

中心城区遵循“内减”原则，在不降低网络覆盖率的前提下，对与轨道重叠线路进行归

并、减能和调整站距，适当增加轨道垂直和相交方向的高密度短线。 

外围区按照“外增”原则，增加公交线网密度，大力提高轨道覆盖范围以外区域常规公

交覆盖率，形成以枢纽、轨道站点为核心的外向辐射网，并逐步推进哈尔滨市公交一体化配

套规划。 

3.3 点的协调配套 

“点”的协调配套，是轨道交通和地面公共交通的配合、互补，主要通过换乘站实现。

加强对轨道公交接驳场站的用地控制，优先保证场站用地需求，结合轨道建设同步建设公交

接驳换乘枢纽。合理规划公交接驳场站，实现轨道公交换乘无缝化衔接。集约化使用公交场

站用地，推动地上、地下空间的一体化综合利用，在核心城区合理考虑多层、立体化方式，

建设综合车场，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在城市外围地区，交通枢纽选择性建设 P+R停车设施，

形成外围区进入中心城的换乘中心。根据公交需求和道路条件，结合轨道规划中运量交通系

统，合理布设公交专用道，加强对公交专用道的监控和管理，保证公交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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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城市轨道交通与快速公交 BRT、地面常规公交之间的换乘协调是发挥城市公共交通主体

地位的重要保证，只有相互之间能够实现合理的衔接配套，换乘便捷，才能借助地面公交方

式的辐射功能，将快速轨道交通的客流疏解到城市的各个区域，提高轨道交通枢纽的辐射吸

引范围，充分发挥轨道交通为骨干，快速公交为辅助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三者相互补充，

协调发展，推动城市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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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城市出租汽车交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肖金花 

【摘要】出租汽车以便捷、灵活等特性决定了它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结合我

国城市出租汽车发展现状，首先指出城市交通格局的变化，导致未来出租汽车出行分担率较

难判断的问题，然后分析了出租汽车电召系统存在的问题以及出租汽车经营者分散的问题。

结合国内外城市的发展经验，预测在大容量公共交通不断完善后，出租汽车未来的客流分担

率将出现逐年降低的趋势；提出从统一调度平台、推广多种召车方式、降低爽约率等三个方

面完善电召系统；建议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减少出租汽车公司数量，但又要保持一定的市

场竞争性；建议个体出租汽车托管给现有的综合实力较强的出租汽车公司，但是需要政府给

予相关的激励政策。 

【关键词】出租汽车  电召  规模  个体户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步伐加快和城市机动车数量不断上升，城市交通拥堵、环境污

染严重等问题日益突出。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提高交通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减排的

重要手段。 

出租汽车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公共交通方式不同，常规公交、

轨道交通等都是定线、定点营运，只有出租汽车是依据乘客意愿，采取非定线、非定点、全

方位、全天候及“门到门”的运营方式。出租汽车交通具备的这种特殊特点决定了出租汽车

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出租汽车交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

的问题及挑战，并提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相关对策。 

1. 城市出租汽车交通发展现状	

我国城市出租汽车拥有量在经历了从“七五”到“九五”（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至 90年

代中期）期间的快速增长之后[1]，出租汽车的拥有量已经达到较高水平，规模发展趋于平缓，

全国部分城市出租汽车拥有量如表 1 所示。随着城市节奏的加快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出租汽车受到越来越多出行者的青睐，全国部分城市出租汽车客流分担率如表 2所示。 

表 1  全国部分城市出租汽车拥有量统计 

2010年数据  成都  广州  深圳  武汉  青岛  杭州  济南  南京 

全市常住人口  1404.76  1270.08 1035.79 978.54 871.51 870.04 681.4  800.47 

市辖区常住人口  767.7  1107  734.7  643.94 371.88 624.2 433.6  600 

出租车车辆数  13979 19345 13411 12137 9316 9305 8986 10195 

万人拥有  18.2  17.5 18.3 18.8 25.1 14.9 20.7  17.0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219



 

 

表 2  全国部分城市出租汽车客流分担比例 

城市名称  比例/%  数据年份 城市名称 比例/% 数据年份 

上海  8.8  2009  长沙  6.9  2009 

北京  5.9  2007  太原  1.2  2009 

深圳  4.0  2010  成都  6.4  2008 

南京  2.4  2010  珠海  2.8  2010 

2. 城市出租汽车交通存在的问题	

2.1 城市交通格局的变化对出租汽车交通的影响 

公交优先战略口号的提出，加快了城市大容量公共交通的建设。到 2009 年底[2]，全国

共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大连、长春、武汉、深圳、重庆、南京 10 个城市开通轨道

交通，轨道交通车辆 5479 辆，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33 条，总运营里程达 1011公里。快速公

共交通系统（BRT）建设迅速推进，总运营里程达 283.8 公里（2008 年）。而私人小汽车的

增长速度同样迅猛。截至 2012年 6月底[3]，全国机动车总保有量达 2.33亿辆。其中，汽车

1.14 亿辆，与 2011 年底相比，增加 811 万辆，增长 7.66%。 

在这种背景潮流下，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结构将会发生深刻变化，出租汽车方式客流分担

率的发展趋势较难判断，这关系到出租汽车未来合理的发展规模。 

2.2 出租汽车电召系统发展缓慢 

目前国内出租汽车主要采用路边扬召方式为主的运营模式。为了维持服务水平，里程利

用率不得超过供求平衡的警戒线（一般为 60%~65%），这就显得出租汽车交通不那么经济和

有效，而且这样的里程利用率已经使得出租车打车难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近年来，全国

众多城市逐步尝试出租汽车电召业务。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数据，几个代表性城市每车每天的调度次数：昆山 3.6 次/每车

每天，苏州 2.2 次/每车每天，上海接近 1 次/每车每天，广州 0.6 次/每车每天，北京 0.4次/

每车每天[4]。而根据国外的统计数据，一般每辆出租车每天至少调度 3次左右。对于大部分

城市，实际电召量距离规划目标存在较大的差距，电召系统的运营效果欠佳，主要原因如下： 

（1）调度系统不完善，无法满足乘客的用车需求 

召车模式单一，配备的电召坐席人员较少，高峰时期乘客打不进电话。另一方面，加入

电召系统的出租汽车数量有限，或者调度平台不统一，车辆规模分散，导致经常出现乘客打

进电话却叫不到车的现象。 

（2）相关措施不到位，爽约率较高 

出租汽车司机和乘客互相爽约的情况较多：乘客在电话召车之后，却在指定出租汽车到

来之前扬召了其他空驶出租车或乘坐其他交通工具，导致来车扑空；出租汽车司机抢答电召

业务后，却搭载了其他沿途扬召乘客，导致乘客的等候落空。造成电话召车爽约率较高的主

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司机或乘客诚信缺失，二是电话召车来车时间得不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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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出租汽车经营者分散 

大部分城市的出租汽车企业数量众多，规模分布不均，与此同时还存在大量的个体经营

户。以南京市为例，截至 2010 年底，南京市主城区出租汽车公司化运营车辆数达到 8001

辆，个体经营车辆 1130 户。南京市主城区共有 51 家出租汽车公司，平均每家公司拥有车辆

约 157 辆，规模最大的为中北公司，拥有 1795辆，规模最小的公司仅有 16 辆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公司数量众多且车辆规模分布不均，导致行业管理上的困难，整体服务水平的

提高缓慢。个体出租车从业人员来源复杂，专业素质参差不齐，擅自拼载、短途拒载、抢客

拉客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日常的车辆维护工作非常缺乏，车辆安全及车容车貌得不到保障。 

3. 解决出租汽车交通问题的对策	

3.1 确定合理的出租汽车规模 

出租汽车规模偏高，对道路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压力很大；出租汽车规模偏低，会导致

更多的人使用私人小汽车，因此，确定合理的出租汽车规模是至关重要的。目前出租汽车规

模应用最广泛的计算方法之一是供需平衡法[5]，即： 

出租汽车拥有量N=  

其中：N 为出租汽车拥有量/104 辆；R1（R2）为城市居民（流动人口）总量/104 人；P1

（P2）为城市居民（流动人口）出行方式结构中出租汽车所占的比例；A1（A2）为城市居民

（流动人口）人均出行次数/次；D1（D2）为城市居民（流动人口）平均以出租汽车出行的

距离/km；S1（S2）为城市居民（流动人口）乘坐出租汽车时平均有效载客人次/人；T 为出

租汽车每日平均运营时间/h；V为出租汽车平均运营车速/（km/h）；K为出租汽车空驶率。 

由公式可以看出，出租汽车拥有量与出行方式结构中出租汽车所占的比例有关。参考国

外经验发现，在城市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统相对完善后，出租汽车分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2005

年大伦敦地区出租车分担率（全方式）仅为 0.48%，2003 年东京都会区出租车在机动化出行

方式中的比重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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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大伦敦地区出租车出行分担率变化（全方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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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京都会区出租车客运量变化（单位：千人） 

国内以南京为例，根据 1996 年以来的变化趋势，南京出租汽车出行分担率有先上升后

下降的发展趋势，特别是近年来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出租车分担率逐年下降。在整个南京市

公共交通系统（包括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出租、轮渡）客运量中，出租车市场份额由 2005

年的 20.9%下降至 2010 年的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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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南京主城区出租车分担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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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南京市出租车客运量份额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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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未来三种公交方式的客运结构总的发展趋势是：大容量公共客

流分担率逐年扩大，常规公交和出租汽车的客流分担率都将逐年下降。以此科学预测城市未

来出租汽车的客流分担率，将出租汽车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3.2 完善电召系统 

（1）统一调度平台，扩大入网出租汽车的数量 

建立城市统一的调度中心，结束多个调度公司各自为营的局面，并且吸引更多的出租汽

车入网。入网出租汽车数量的增加可以缓解乘客打进电话却叫不到车的现象，而且有利于降

低乘客的等车时间，提高电话召车的成功率。 

（2）推广多种召车方式 

如今互联网的应用十分普及，智能手机的功能亦愈来愈强大，可加快研究与推广网络召

车、智能手机召车等多种召车方式。 

（3）多管齐下，降低爽约率 

一系列降低爽约率的措施建议如下：○1 给入网的出租汽车配备“电召灯”，当出租汽车

接到电召业务后，需立即亮起“电召灯”，提示路边扬招乘客此车正在执行电召业务，降低

司机爽约的可能性；○2 向乘客承诺服务时限，降低乘客爽约的可能性；○3 召车电话铃声或短

信提醒乘客保持良好的电召信用记录；○4 分别给司机和乘客建立诚信数据库，并采取一定的

奖惩措施。   

3.3 推进规模化经营与管理 

对于出租汽车公司，建议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减少公司数量，扩大公司经营规模，但

又要保持一定的市场竞争性，避免垄断现象的发生。 

对于个体出租汽车，目前国内有两种典型的管理办法：1）杭州：2010年底成立个体出

租汽车托管公司。公司本着“产权不变、名称不变、利益不变”的原则，吸纳个体出租汽车，

实行“员工化”管理。公司在不增加车主负担的基础上针对纳管的个体出租车推出一系列服

务。由于利润来源单薄，经营成本较高，目前公司面临的压力很大。2）上海：将个体户托

管给现有的出租汽车公司，车辆产权和经营权仍属于个体，个体户每月向托管公司缴纳少许

的管理费用。由于管理成本不断上升，管理效益基本为微利或亏损，所以出租汽车公司普遍

缺乏管理动力。 

成立出租汽车托管公司需要投入额外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自身也不具备“造血”

功能，因此建议借鉴上海的管理办法，将个体出租汽车托管给现有的综合实力较强的出租汽

车公司，但是需要政府给予相关的激励政策，如延长公司的出租汽车经营权年限、提供一定

的额外补贴等措施，来鼓励出租汽车公司接收个体户。 

4. 结语	

合理引导城市中出租汽车行业的发展，发挥其在城市公共交通中的重要补充作用，是促

进公交优先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针对出租汽车发展现状，从出租汽车的营运规模、电召系

统、出租汽车管理办法几个方面提出了合理化发展的对策措施。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还需

要国家政策的引导、政府部门的协调和公众的支持，才能充分发挥出租汽车对城市客运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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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补充作用，从而完善城市交通结构，切实解决城市交通问题[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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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管理系统数据的出租车营运特征研究 

                                                      ——以苏州为例 

陈翚  施进华  李鑫铭  韩枫  潘雄斌 

【摘要】信息系统的快速发展，引领了出租行业管理水平的快速提高。部分城市出租车的信

息化水平日趋完善，出租车管理系统对行业监管与行业管理的意义日益明显。本文结合《苏

州市区出租汽车发展规划》的项目开展，重点介绍项目中对出租车各项现状调查重要内容，

尤其对苏州市城市客运出租汽车信息管理系统的数据分析方法进行案例介绍，全方位解读出

租车营运特征。 

【关键词】出租车营运特征  信息系统  苏州市  打车难 

1. 引言 

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租行业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多种矛盾逐步体现，解决“打

车难”成为了众多城市出租行业的第一大难题。2011 年苏州市交通运输局委托编制《苏州

市区出租汽车发展规划》，力求把握行业发展方向，重点解决“打车难”问题。 

为更好的摸清行业发展现状，掌握行业发展特征与规律，《苏州市区出租汽车发展规划》

编制前期对出租行业的多项内容进行了调研，编制《现状分析报告》。下文对《现状分析报

告》的编制经验与主要结论进行重点介绍，以供同行编制单位与管理部门参考借鉴。 

2. 以往的出租行业调查方法与存在的缺陷 

出租车的营运特征调查主要分为实载率调查、司机问询调查、市民问询调查、乘客营运

特征调查等。以往的调查，由于缺少可靠的信息技术手段，调查的方法主要局限于抽样、人

工观测、人工问询。由于调查方法的局限，调查数据的科学性就难以完全保证。 

实载率调查：一般选取被调查城市的市区车流量较大的交叉口进行调查，调查对象主要

集中在市区，而外围区域的实载率情况就无法得到相关科学数据。用市区的数据评价全市的

数据欠科学，无法真实评价出租行业的利用率情况。 

司机问询调查：抽样调查出租车司机，该调查如主管部门协调得当，数据可信度较高。 

乘客问询调查：在客流较为集中的商场、对外枢纽、酒店宾馆由学生调查员进行问询调

查。调查对象的特征较强，只能够代表商业、旅游、公务出行等一类乘客的出行意愿，无法

反应全市平均特征数据、也无法反应乘客的平均意愿。  

营运特征调查：采用司机问询乘客的形式完成，并记录所有乘客出行的起讫点、里程、

载客人数、上下客时间等。该调查方法的数据质量取决于司机的素质，但从多个项目的调查

经验分析，总体效果不理想。 

表 1  出租车常规的现状调查方法与缺陷 

调查内容 调查目的 调查方法 调查要求和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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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载率调查 实载率、合乘系数 抽样调查、路口观测 抽样难以覆盖市区全范围，尤其是外围 

司机问询调查 司机经营状况 抽样问询 数据准确度取决于抽样率及主管单位协调 

乘客问询调查 乘客出租出行意愿 重点地区抽样调查 
数据准确度取决于调查样本量与调查对象

选取，但难以覆盖全市区 

营运特征调查 出租营运特征 司机问询乘客 

受司机素质影响，调查数据质量难以保证。

司机在业务高峰期受影响较大，时间计算

也存在一定误差。 

3. 苏州市出租车现状分析内容和调查方法 

项目现状分析部分总体分为三部分：行业发展环境、行业管理和行业营运三大部分。其

中行业营运作为重点内容，进行了大量的重点调查，获取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充分利用了

苏州出租汽车信息系统 GPS 数据库数据，对行业营运特征数据进行了大量的特征梳理。 

对于核心的行业营运调查数据，本项目分别对不同内容采取不同的调查方法，增加精度

与准确性。 

1、司机意愿：按车辆计算，实际抽样率 28%。 

2、乘客意愿：通过司机发放，直接调查乘客，约 4000 份；通过学生调查员在各大公建

和对外交通场站调查市民约 2100 份；通过商业媒体、政府网站的网络调查表，回收有效问

卷约 800 份；总调查比例约占苏州市区常住人口的 0.1%。 

3、营运特征：通过出租车信息系统 GPS 数据处理，选取工作日、周末、节假日三个特

征日的全样本数据进行详细对比分析。 

本次规划要求

同类项目调查经验 国内外相关经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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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苏州市出租车现状调查工作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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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租汽车信息系统数据处理与分析 

4.1 前台数据处理与分析 

苏州市出租汽车信息系统中，前台数据能够处理较为直观的数据内容，其中包括运营量、

运营收入、运营时间、里程利用率以及重点地区的出租车业务量等。 

 

图 2  苏州市出租车现状调查工作技术路线 

4.2 后台数据处理分析 

通过对出租车三个特征日的 GPS 数据的处理，可以详细的获得全市 3603 辆出租车在特

征日的上下客区域分布、一日出行 OD、出行费用、出行时耗、时间分布，并对工作日、周

末、休息日三个不同特征日的特征进行对比分析，最终获得最真实的出租车营运特征。 

表 2  后台数据格式 

 

上车时间 下车时间 上车区域 下车区域 金额 付费方式 

1 

      2 

      3 

      „       

5. 出租行业营运特征总结 

根据三项调查数据汇总，对出租行业营运特征总结主要如下（本文只列举工作日特征）： 

5.1 乘客特征 

据调查，出租车服务对象本地人口和外地人口比例基本接近；通勤比例仅占 10%，公务、

购物及休闲娱乐等弹性出行是主要目的；平均等车时间为 12.7 分钟，意见最集中的是打车

难问题。 

5.2 司机特征 

提高打车费呼声较高，倾向于在长途车站、火车站附近待客，其次是居民小区、医院、

大型超市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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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客流分布特征 

出租车上下客量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苏州的老三区合计 40-50%，但是经济水平快速

发展的园区约占 25%。 

中心城区内部出行的比例达到 26.2%，园区内部出行比例 18.7%，与中心城区关联的出

行占 70%，中心城区—外围区域的出行量占 33.2%，表明虽然中心城区仍然是最热点的出行

区域，但是起讫点已经逐步向外围转移，与城市的规模扩大、人口就业岗位外迁的情况一致。 

苏州的 35 个热点区域总上下客量占全市上下客量的 30%。其中交通枢纽客流、商业地

区明显高于办公、居住的热点地区。反映出出租车客流主要是以交通枢纽疏散、商业设施的

购物、休闲、旅游等出行为主。 

 

图 3  客流上下客区域分布及热点地区分布图 

  

图 4  客流分布区域关系及大区 OD 分布图 

5.4 时间分布 

在工作日，出租汽车的业务量高峰与城市交通量高峰完全不重叠。也进一步说明，一方

面出租汽车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公务、购物、休闲娱乐的居民，而不是以通勤出行为主，另

一方面，出租汽车在城市道路交通的高峰小时，由于道路拥堵，司机选择高峰小时在家吃饭

或者交接班，以避开高峰这一段经营效率较低的时间，也是出租汽车在城市高峰小时业务量

较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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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出租车 24 小时业务量分布图 

5.5 经营效率 

为更准确的反应出租汽车司机的经营情况与各区域之间的关系，本项目以出租汽车在载

客营运期间，每分钟所获得的费用，称为经营效率。 

公式为：经营效率=出租出行费用/出租出行时耗。 

引入了经营效率概念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心城区内部的营运性价比明显低于均值，最高

的区域与最低的区域的比例已达到了 1.76 倍；交通拥堵严重的中心城区的经营效率明显低

于外围区域。 

表 3  各分区经营效率一览表 

区域 平江区 沧浪区 金阊区 工业园区 新区 吴中区 相城区 

平江区 1.34 1.21 1.30 1.63 1.60 1.60 1.69 

沧浪区 1.23 1.39 1.31 1.57 1.52 1.48 1.83 

金阊区 1.41 1.25 1.47 1.73 1.49 1.55 1.84 

工业园区 1.55 1.48 1.64 1.76 2.01 1.76 2.13 

新区 1.59 1.36 1.32 1.98 1.67 1.58 2.01 

吴中区 1.44 1.34 1.43 1.79 1.58 1.70 2.13 

相城区 1.57 1.69 1.75 2.07 2.06 2.09 1.74 

工作日全天 24 小时的特征均是外围区域之间>外围城区内部>中心城区—外围区域>中

心城区内部，时间特征也基本类似，8:00-9:00 与 17:00-18:00 是普遍的经营效率低谷，24 点

之后至 5:00 之前的凌晨时段是经营效率的最高的时候。外围区域的经营优势远大于中心城

区城区，白天外围区域之间的经营效率为中心城区内部的 1.5 倍左右，夜间为 1.2 倍左右，

全天平均为 1.40 倍。最高时段外围经营效率是最低时段中心城区经营效率的 2.8 倍。 

可见道路拥堵程度是出租经营效率、即收益率的最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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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出租车 24 小时经营效率分布图 

6. 出租汽车“打车难”问题的分析 

通过多类数据对比分析，本文总结出租车的“打车难”的三大核心原因： 

（1）定位转变引起供需矛盾变化：出租出行成本逐步大众化，需求总量迅速增长，但

相关管理未完全跟上。 

1995 年，苏州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5790 元/年， 日均 15.9 元/日；至 2010 年，

苏州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9219 元/年， 日均 80.1 元/日。出租汽车的起步价基本维

持在 10 元/3 公里。出租汽车从原先的高消费出行方式逐步转变为现在的大众化消费的出行

方式，但是相关政策引导、车辆投放、行业管理、尚未完全跟上这一方式的变化。供需矛盾

日趋突出。 

（2）外部条件转变引起经营地点的变化：交通拥堵明显，外围需求增长，司机经营对

中心城区依赖减弱。 

近几年，私人小汽车保有量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年均保持在 20%以上的增长速度，造

成了中心城区道路设施严重拥堵。同时，城市外围区域逐步发展，需求增长明显，使出租车

逐步脱离对中心城区的依赖，可以不进入中心区，也能够很好的经营。 

（3）收益率转变引起经营行为的变化：成本骤增、经营环境恶化，利益最大化是经营

行为的最根本目的 

1998 年油费成本占营业额的比重从 11.72%增加至现在的 37.63%，外加 CPI 的快速增加，

司机经营成本增长非常明显。 

2010 年，苏州市区人均可支配收入约为 147 元/天，出租车司机人均收入约为 138 元/

天，算上国家燃油补贴后约为 158 元/天，略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由于中心城区道路拥堵的加剧，经营效率的下降，而由于票制票价中的停车等待、低速

等待费不足以弥补这一差距，司机更乐意的选择路况好、经营效率高、经营压力小的外围区

域。 

7. 结语 

通过项目的开展，对于出租车信息系统数据的应用进行了初步探索，对于理解行业特征、

指导行业规划提供了充足的数据依据与支持，在工作中也深刻的发现了全样本数据库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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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于抽样数据，应用范围及作用加以认真探索，也远不止目前的成果深度，这也是需要项

目组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深化与研究，为行业规划、行业管理与行业决策发挥更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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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汽车行业转型升级规划研究 

                                                      ——以苏州为例 

樊钧  钮卫东  陈翚  吴红  潘国进 

【摘要】出租汽车行业的发展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行业管理、企业经营、乘客服务等多个方

面，本文从出租行业转型升级的主线，通过现状分析与国外经验借鉴研究，对出租行业的车

辆转型、管理转型、模式转型等多个方面着手，引导主要是顺应出租汽车行业发展的趋势和

合理方向，前瞻性的执行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保障行业发展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出租汽车行业  转型升级  电召模式  信息化  节能减排 

1. 引言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出租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出租保有量的保守

式换增的矛盾日趋明显。近几年，出租行业的各种问题逐渐暴露，对于乘客而言，打车难是

出租车服务质量下降的直观感受，对于司机而言，经营难是外部交通条件恶化的直观后果。

在建设“公交都市”的目标以及节能减排的国策引导下，如何正确制定行业规划，引导行业

转型升级，提升行业的经营效率与服务水平，是目前出租行业管理部门面临的重大课题。 

2. 出租行业现状分析与评价	

通过项目组几个月的调研与分析，对苏州市出租汽车行业现状运行进行了总结与分析，

总体归纳为以下几点： 

 总量：出租汽车运力发展较缓，尚未达到规范要求 

 效率：道路拥堵加剧，运行效率制约严重 

 设施：配套设施建设滞后，行业服务保障不足 

 公司化程度：经营主体较多，规模化经营水平有待提高 

 效率：经营成本不断增加，行业经营效益降低 

 信息化：行业信息化服务需要进一步完善 

 市场情况：黑车影响行业正常运营秩序 

3. 国外经验总结与借鉴	

3.1 运营管理模式 

纽约，个人与企业均可拥有出租汽车经营权，新增动力采取拍卖方式，拍卖的营运牌照

分为个人和公司两种，相应的经营者也被分为独立车主和公司两类。 

伦敦，出租汽车驾驶员都是清一色的个体经营者，其中 2/3的人使用自己的汽车，其余

的人使用租来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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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出租汽车司机有四种身份。法国的出租汽车司机分为个体司机、薪酬司机、公司

司机、股份司机。 

东京，大约有 5.2 万辆出租汽车，其中 4 万多辆由出租汽车企业经营，1 万多辆由个体

经营。 

3.2 服务方式 

伦敦，出租汽车驾驶员可以享受到对蓝领工人 具有吸引力的待遇。车上装有计价器和

人数变动表，很少出现多收费和乱收费现象。对于“拒载”，伦敦出租汽车驾驶员协会的章

程规定，凡在伦敦市内租车里程不超过 10 千米的乘客，驾驶员不得拒载；乘客，特别是残

疾人在路旁挥手召车，驾驶员不得无故不停，否者将受到严厉处罚。 

巴黎，驾驶员几乎每次都会下车开门迎客或帮助搬运行李，并低头对行李舱内作一次细

致查看，确保乘客不会把行李遗忘在车上。 

澳大利亚，每辆出租汽车都安装了电子结账系统，简化了找零钱的烦琐，增加了驾驶员

的安全性。布里斯本的出租汽车还安装了先进的互动电视屏幕，并且备有打印机和电话。 

日本，出租汽车全天候 24 小时服务，驾驶员服务态度很好，乘坐很方便（可以随处停

车），车辆自动化程度较高，供乘客上下的后门可自动打开，乘客上车后自动关闭。电召服

务很成熟，打个电话 5‐8分钟出租汽车必到。日本的出租汽车服务高度信息化，每辆车都有

GPS定位系统。此外，日本有一部分专门为残疾人服务的出租汽车，可以坐着轮椅直接上出

租汽车。 

韩国，出租汽车辆分普通型和豪华型两种。豪华型出租汽车费用较高，但能提供更好的

服务。所有豪华型出租汽车和大多数普通出租汽车都提供电召服务。 

3.3 牌照管理 

国内外许多城市都设置牌照准行限制。出租汽车的准行区域通常为整个城市的市区，但

也有根据市区的地形地貌、发展状况将出租汽车准行区域划分成若干个的做法。这样，总体

上可以将出租汽车牌照的准行区域分为：有限制和无限制两类。 

3.4 对苏州出租汽车行业发展的启示 

 出租汽车运营管理体制是行业发展的关键 

 加大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电调是行业发展趋势 

 提升行业服务水平是行业发展的根本目标 

4. 出租行业转型升级发展战略	

4.1 营运模式转型升级 

逐步改变原有的出租车行业运营模式，推广更为节能环保的模式，大力发展电调召车，

完善相应的停车待召点和信息系统建设，同时逐步探索合乘模式，进一步提高既有出租车运

力的使用效率，减少排放，总体上实现行业的提档升级，提高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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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体制转型升级 

明晰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统一管理，实现决策层和执行层相分离的出租汽车管理

模式；加强出租汽车协会民主化和法制化建设，在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将部分市场的职能逐

步移交给协会处理；建立行业工会，畅通出租汽车司机的诉求渠道，及时掌握和反映出租汽

车司机的合理要求。 

4.3 市场规制转型升级 

在权衡各种不同准入模式的基础之上，完善出租汽车行业的准入机制，并通过制度化的

建设建立行业退出机制；从运价和规模两大调控手段方面联手制定适合苏州市的运价与规模

联动机制；建立一套完善的服务质量考核和赏罚机制，实现行业内必要的优胜劣汰的依据。 

4.4 信息化建设转型升级 

建立全市出租汽车行业统一 GPS 监管调度指挥中心、全市出租汽车统一电召服务中心

和实现出租汽车行业苏州通电子收费三方面开展若干信息系统在出租汽车行业内的应用。 

4.5 配套设施建设转型升级 

加强出租汽车营业场（站）建设，逐渐改变传统的扬手召车方式，建立以场（站）调度

为主、扬手召车为辅的出租汽车供车服务体系，建立三级服务网点。 

4.6 运力结构转型升级 

提升车辆的车型档次，增加中档车比例，淘汰车况、能耗较差的车型，大力推广低能耗、

清洁能源车型。 

表 1  出租汽车行业发展主要指标 

年份 

（年） 

公交出行中出

租车分担率 

万人出租车拥有率

（辆/万人） 

公司化经营

程度 

里程利用

率 
平均电召率 

中 心 城 区

电召率 

乘客满

意度 

2015  10%‐12%  15  60%‐65%  60%‐65%  10%‐15%  >30%  >75% 

2020  10%‐15%  20  70%‐75%  60%‐65%  20%‐25%  >50%  >90% 

5. 营运模式转型升级发展规划	

5.1 电调待客模式 

打造低碳绿色交通和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电调需求，分三个阶段推行“电调+泊站”营运

模式，改变传统的游车揽客方式，打造与国际接轨、国内一流的低碳环保资源节约型出租车

营运方式。 

第一阶段已经完成对电调中心从场地、座席、人员、接听线路、设备等多方面的扩容，

目标实现电调服务能力与市民电调需求相适应，做到有车可招。 

第二阶段合理规划泊车待招位置，积极引导出租车驾驶员转变运营方式，改变从传统“扫

马路”方式，朝“电调+泊站”的低碳绿色运营方式转变，缓解道路交通压力，减轻驾驶员的劳

动强度，另一方面让市民逐步接受和适应新的打车方式。  第三阶段逐步改变“扫马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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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全面推行“电调+泊站”运营。   

5.2 合乘模式 

第一种：简称为互联网模式，即建立互联网出租车合乘信息平台，乘客通过上网自主沟

通的方式确定合乘人员、路线、时间等信息，并以预约要车的方式网络挂号，由网络管理方

‐‐‐‐‐电调中心根据需要及时安排车辆完成合乘业务。 

第二种：简称为定点泊位候车模式。即以电调专用出租车电召和泊位为基础，乘客在上

车前自主确定合乘人员，明确路线等信息，使用召车电话或者泊位候车的方式选择出租车服

务，由电调专用出租车按照乘客要求选择合理路线完成业务。 

6. 管理体制与市场规制转型升级发展规划	

以“许可、监管、评价、退出”四个管理环节为线索，建立统一、协调的出租汽车综合

管理体制，即：建立许可经营准入制度，并设立经营牌照赎回制度；通过完善企业经营规范

监督管理制度，推广实施服务质量招投标制度，落实企业量化评价考核计划；根据企业量化

考核评价结果，淘汰落后企业，建立企业退出机制，实现以服务质量考评为导向，引导企业

以服务质量为本，向规范化、品牌化、规模化方向发展，逐步改变当前企业多、规模小、服

务质量差的局面，建立苏州市出租汽车品牌。 

通过经营管理模式改革，实现四个转变（企业经营管理方式转变、司企利益关系转变、

风险分担机制转变、主体关系定位转变），强化企业经营主体责任，维护司机队伍稳定，促

进行业和谐健康稳定发展： 

（1）经营管理方式转变：充分发挥企业经营主体责任，改变粗放经营管理模式，向精

细化、人性化管理方向转变。 

（2）司企利益关系转变：转变企业与司机关系，将松散管理的司机转变为企业产业工

人，将企业与司机利益完全对立关系，转变为对立统一关系。 

（3）风险分担机制转变：由企业承担全部经营成本和主要经营风险，减轻司机经营压

力，保证司机基本收入水平，调整转变司机心态，降低司机收入预期。 

（4）主体关系定位转变：政府定位为制定行业发展规划、管理政策、监管企业；企业

定位为经营服务、管理司机；司机定位为服务乘客，为企业创造效益。 

7. 信息化建设转型升级	

7.1 近期发展模式 

进一步推广电话召车+固定泊位的模式。该阶段主要解决信息系统地图定位的精度与准

确性，提升出租车固定待调泊位在地图系统中的定位精确度。召车方式、调度方式、车辆调

度以乘客电话召车、调度中心人工调度、出租车司机抢答为主，适度扩容调度中心的服务能

力。逐步试点并推广固定地点召车模式，酒店、宾馆、商场、写字楼、医院、景区等地方试

点自动召车终端，并逐步在报亭、便利店、居民小区等地点推广固定电话召车，调度中心可

根据电话直接确定召车位置，减少人工调度中乘客与调度员的沟通时间，提高调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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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中远期发展模式 

进一步升级完善出租车车载设备，转变司机应召方式，由传统的抢答应召并告知位置转

变为车载设备同步显示电召位置，以辅助司机迅速找到乘客。调度方式以调度中心人工调度，

逐步试点电脑自动调度系统。适度开展预约召车服务模式，优先满足预约服务。逐步推广电

脑自动配对系统与手持定位终端的召车系统。研发与完善电脑自动配对系统，以逐步替代人

工调度方式，进一步提升调度效率及调度准确性。逐步推广手持定位终端召车系统，使召车

过程可全部由电脑定位、电脑搜索、电脑调度全程完成，提高整体调车效率。大力推广预约

召车服务模式，在节能环保的前提下增加整个行业的收益。 

 

图 1  出租车信息系统总体框架图 

8. 配套设施建设转型升级	

结合苏州市的区域格局，根据苏州市出租车运营特点和需求，对服务网点体系从服务对

象、管理方式、车辆组织、建设主体等多方面，建立三级服务网点： 

8.1 一级服务网点 

出租车的一级服务网点为出租车综合服务区，主要服务对象为出租车车辆与出租车司

机，主要功能作为为行业营运提供完善各项配套服务功能。 

其网点应配备了出租车所有的服务设施，能够满足出租车运输系统中所有的服务需求，

应包括车辆的清洗、保养、修理、换洗座套、加油、顶灯维护、GPS设备维修以及合理的停

车场地，能为出租车司机提供就餐、如厕等服务；同时还可配备出租车调度、办证的功能，

其功能定位为为出租车提供完善的综合服务功能，能够满足各种服务需求。 

一级服务网点的用地规模较大，且各种设施的配置要求较高，一般是设置在城市边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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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等一些用地比较宽松，可确保足够的用地的位置，主要以政府出面建设为宜。 

8.2 二级服务网点 

出租车的二级服务网点为一个特定对象或特定范围内（如外交通枢纽、商圈、分区商贸

中心、客流量较大的景点等地区）出租车的综合管理网点，主要功能为统筹解决区域内的出

租车供需矛盾，有明确的出租车交通组织、车辆调度与经营形式。 

二级服务网点的设置形式采取设置集中上下客区域的形式为主，设置电调待召泊位为辅

的形式，在需求较大的区域里，整合出租车的上下客形式与交通组织，以规范出租车的经营

形式、合理调配出租车资源，并减少对城市其他交通形式的影响。 

二级服务网点的设施包括出租车下客区、出租车侯客排队区、乘客侯客设施及电调待召

泊位。用地条件相对充裕的二级服务网点可以为司机休息场所的配套设施。 

二级服务网点的范围相对较大，涉及的主管部门较多，包括大型公建设施的业主单位、

交通行业各部门等，涉及的内容较多，包括集中候车区的设置、电调待召泊位的设置、交通

组织与交通管理、交通引导等，应主要以政府为主，多个主管部门与业主单位共同协作，完

成规划、建设与管理。 

8.3 三级服务网点 

三级服务网点是出租车经营行为的起点与终点，包括电调待召泊位和出租车上下客泊

位。 

 

图 2  出租车服务网点体系图 

9. 运力结构转型升级	

9.1 车型转型升级 

本次规划建议苏州市出租汽车车型结构发展为：2015 年以前为车型过渡时期，对目前

市场上运营车况较差的车辆实行淘汰更新，引入部分中档车型，探索尝试少量高档车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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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到 2015 年完全完成车辆更新具体车型结构规划比例如  下表所示。 

9.2 清洁能源车辆发展 

近期对于存量的车型进一步推广天然气改装，新购置的车辆中，普通车型优先选择天然

气车辆，中档、高档车型适当考虑引入油电混合动力车型。2015 年基本实现 80‐90%的出租

车采用清洁能源的出租车。 

近期逐步试点纯电动出租车，并研究电动出租车试点运行中的各类问题，为今后进一步

推广积累经验。 

中远期在电池技术、车辆安全、发动机动力等技术都成熟的情况下，逐步推广纯电动出

租车。 

10. 结语	

出租汽车行业的转型升级具有长期性、综合性、专业性的工程，是城市形象的提升、城

市服务水平的改善、城市幸福指数提高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总结了《苏州市区出租汽车发

展规划》项目的编制经验，梳理出行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内容，为出租管理部门的行业管理提

供重要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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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枢纽出租车到发车位及周转停车位研究 

姜恒  吴海俊  周正全 

【摘要】本文中大型枢纽主要指机场或者火车站，这些区域交通流量大，需要对各种交通方

式进行有效的管理，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出租车的到发、周转管理，是大型枢纽应该

具有的功能。本文在介绍分析机场和铁路客流的交通特性的基础上，运用数理统计和排队论

相关方法探讨了大型枢纽到、发车道边和周转停车位的需求规模的计算方法，同时针对出租

车不同车道边管理方式给出了相关建议。以北京站为例，分析现状运营情况，通过计算给出

了推荐的资源配置方案。通过研究，说明了数理统计和排队论方法的适用性，为定量确定车

道边出租车停车规模、周转停车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出租车  枢纽  排队论  车道边  到发车位  周转停车位 

1. 引言	

大型枢纽交通转换迅速，流量大，需要对各种交通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提高资源的利

用效率。 

出租车的到发、周转管理，是大型枢纽应该具有的功能。北京首都机场、北京站、北京

西站、北京南站划定专门的区域供出租车停靠，还安排有相应的出租车调度人员。但是，这

些枢纽的出租车管理情况，仍经常成为关注的热点问题。 

以首都机场 2009年 4月 5日至 5月 24日的统计为例，首都机场出租车日平均发车 16243

辆，日平均乘车旅客 27684 人。期间由于出租车供不应求甚至无车可供的情况共出现 24 次，

对旅客的出租车乘车服务造成了一定影响。[1] 

根据 2010年 6月 6日对北京站的观测，上午离站出租车客流高峰出现在 10:30和 12:00，

由于出租车停车区空间明显不足，高峰期间乘客排队较长，影响了出租车服务。 

因此，研究大型枢纽出租车交通资源配置与管理，对于提高枢纽出租车整体的服务水平

和运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近年来建设了很多枢纽，进一步促进了对枢纽的研究，其中一些成果可以应用在枢

纽出租车的规划以及管理改善上。 

同济大学余朝玮等从时空占用角度给出了各交通方式车道边需求计算模型，但模型中没

有考虑车辆和乘客到达的随机性。[1]另有同济大学张兰芳等对影响航站楼车道边交通容量的

关键因素进行了调查研究和比较分析，总结了航站楼车道边交通需求分析的步骤，并应用排

队论方法进行计算。[1]但是没有进一步区分出发和到达车道边的交通特性，没有给出出租车

周转停车位的规模。重庆大学的李嘉靖和同济大学的李江研究了枢纽出租车预警系统，该系

统根据车次或航班情况，动态预估旅客对出租车的需求量，建立了出租车保有水平模型，并

在模型基础上构建了预警系统，为枢纽出租车的管理提供了一种智能手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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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机场陆侧交通规划指南》（Airport Ground Access Planning Guide）指出，在大机场

设有出租车调度员，这些调度员根据经验估计到达航班将产生的出租车需求。应对下飞机的

人潮从出租车蓄车区调配车辆，减少乘客的等待时间。强调到达车道边出租车功能由三部分

组成，足够的发车位、简洁明确的乘客等候区和出租车蓄车区。[1]但是没有说明量化的方法。 

这些研究说明大型枢纽应该为出租车配置与之服务需求相适应的车道边和停车场资源，

然而由于缺乏对排队情况的量化分析，因此大型枢纽的交通资源配置与管理还有待进行深入

研究。 

3. 出租车车道边和周转停车场交通特性分析	

大型枢纽航站楼化，是目前枢纽设计的一种趋势。所以本文也把机场关于车道边和出发

到达概念应用在大型枢纽中。 

对出发和到达车道边的分析必须基于对出发、到达旅客行为模式和需求差别的理解上。 

3.1 出发车道边 

机场出发旅客在飞机起飞前一个时段内到达机场。提前到达的时间与旅客在登机前要完

成的活动（出票、安检、办理登机手续），航班类型（国际、国内），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和

个人特征有关。 

出发旅客乘出租车抵达出发车道边以后，付费下车，出租车就立即驶离。因为出发车道

边的出租车从城市来到机场，即停即走，所以出发车道边的出租车占用较少的时空资源。 

出发车道边旅客到达率曲线如图 1所示。 

 

图 1  出发路边旅客到达率曲线[错误!未定义书签。] 

一般来说，在起飞前 60~80 min 时，出发车道边旅客到达量是高峰。[错误!未定义书签。] 

铁路枢纽的出发旅客，也有类似的规律。虽然目前很多铁路枢纽还没有航站楼化，但是

出发和到达的功能是尽量分离的。由于乘车前的手续相对机场简单，旅客到达车站的时间段

更集中。北京站出发旅客到达车站的提前量分布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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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出发路边旅客到达率曲线[1] 

3.2 到达车道边 

机场到达旅客在车道边易形成高峰。因为整个航班的人都想尽快离开机场。航班到达时

间，下飞机时间，取行李时间和到达车道边的时间有不可预测性。所以，到达车道边的出租

车驾驶员需要在周转停车场等待，再分批调度到到达车道边。 

对于某一到达航班而言，旅客会在一个较短时间内，一般在 15  min 左右同时出现在到

达车道边，旅客的集中系数比出发车道边高，旅客到达率应根据这段时间的旅客到达情况选

取。[错误!未定义书签。] 

 
图 3  出发路边旅客到达率曲线[错误!未定义书签。] 

所以，相比出发车道边，到达车道边出租车需求有明显高峰，并且出租车占用的时空资

源高。设置出租车周转停车场，统一调度，是提高到达车道边效率的有效方法。 

乘坐其他几种交通方式，如小汽车、巴士等的旅客，也具有类似特点。因此，通常是到

达旅客的交通需求推动机场增加容量、降低拥堵。 

火车站到达旅客在车道边更易形成高峰。首先，火车是每节车厢有一个车门可以下客，

火车旅客更易形成密集的人流；而一架飞机上的旅客只能从一个舱门离开，呈线形的队列。

其次，火车站站台至出站口的距离相比机场从飞机至航站楼到港厅的距离短，受不同步行速

度的影响小。另外，火车站旅客一般自己携带行李，而机场的到达旅客有很多要去行李大厅

取行李，也造成火车站旅客出站更集中。 

3.3 周转停车场 

枢纽到达乘客反映了列车或者航班的到达，他们通常在同一时间大量到达车道边。为了

应对到达乘客对到达车道边出租车的浪涌式的需求，需要枢纽有一定的出租车保有量，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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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设置出租车的周转停车场。 

在首都机场，出租车在周转停车场的等待时间，白天较长，常常要等 3‐4 个小时，晚上

车辆较少，等待时间较短，也容易出现供不应求。 

所以，从高峰出租车需求量上以及车辆等待时间上分析，大中型机场设置出租车周转停

车场是必要的。据统计，美国 68%的机场设有出租车周转停车场[错误!未定义书签。]。 

铁路枢纽，比如北京站、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均设有出租车的停车场。其中北京南站

设置出租车落客区泊位 27 个，上客区泊位 24 个，排队等候区泊位 144 个。 

4. 出租车排队模型分析	

4.1 出租车排队特性分析 

从前文的描述可见，在枢纽车道边和周转停车场，发生的是排队等候服务的现象。 

在各种排队系统中，随机性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性，而且起着根本性的作用。顾客的到

达时间间隔与顾客所需的服务时间中，至少有一个具有随机性，否则问题很简单了。[1] 

尽管排队系统是各种各样的，但从决定排队系统进程的主要因素看，它主要有三部分组

成：输入过程、排队规则和服务机构。[错误!未定义书签。] 

由于输入过程、排队规则和服务机构的复杂多样性，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排队模型，因此，

在研究一个排队系统之前，首先要弄清这三部分的具体内容和结构。[错误!未定义书签。] 

枢纽的出租车服务产生两个排队系统。 

一个在枢纽的出发车道边，从为出租车配置交通资源的角度出发，输入过程为出租车行

驶到车道边，服务是在落客停车位下客，排队规则当然是等待制。出发旅客流相对到达旅客

来说就稳定些，虽然也有高峰，但波动不像到达旅客那么显著。出发车道边出租车与出发旅

客流密切相关，但是并不等同，之间有乘载率因素需要考虑。建议在观测现有枢纽或者类似

枢纽的出发出租车规律前提下，计算高峰时段的平均和  ，应用排队论方法计算出租车

出发车道边车位数量。 

另一个排队系统稍复杂，在枢纽到达车道边和周转停车场。输入过程为出租车行驶到周

转停车场。如果是在机场，其中绝大部分车辆为从出发车道边驶过来的，其分布规律与出发

车道边出租车下客后驶离的规律基本一致。如果是在火车站，则到达周转停车场的出租车会

有相当高的比例是从市政道路上直接驶进来的，而不全是送客到出发车道边以后再驶入停车

场。出租车的到达规律，要根据观测的数据来分析。出租车到达周转停车场后，一般会载客

以后才离开，是等待制的排队系统。在这个排队系统中，等待上车的旅客是服务机构。 

到达旅客一般在到达枢纽以后 30 分钟内疏散，他们象浪潮一样随着列车或者航班的到

达具有明显的波动，服务是有限的。应该应用生灭过程来描述这种情况。 

4.2 出发车道边 

出发车道边计算公式如下： 

：到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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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率； 

S：服务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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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排队能够消散，不会越排越长。几个关键指标公式如下。 

(1)  平均排队长 

0

1 1

( ) ( )
!

s
n s

q n s
n s n s

p
L n s p n s

s




 


   

    
 

0 0
2

1

d

! d !(1 )

s s
ns s
s

ns s

p p

s s

   


 





 
    


 

(2)  平均队长 

L 平均排队长+平均接受服务的顾客数 qL  
。 

(3)系统中顾客平均逗留时间 

对多台服务系统，仍有 Little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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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中顾客平均等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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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到达车道边和周转停车场 

在到达车道边，旅客是随着航班或者列车到达而出现，然后消散，反复循环。停车场的

出租车也是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出租车供不应求甚至无车可供的情况也经常发生。 

在这个服务系统中，假定乘客的需求量是确定的，即有不变的乘客到达率。这里,我们

将驶到到达车道边的出租车当作服务系统中的“顾客”，而将空车搭载乘客的过程看作“服

务”，同时我们还假定排队规则是先到先服务。由于出租车的停车泊位是有限的，因此,我们

可将该服务系统当作一个多服务台、容量有限的排队服务系统(M/M/S/N)。在该服务系统中，

如果将在时刻 t，“顾客”(即到达站的空出租车)的队长作为系统的状态 X(t),这样系统状态随

时间变化的过程是生灭过程的一个特殊情形，可以运用生灭过程的有关公式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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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均逗留时间 

0(1 )
qL

W
 




  

(3)  周转停车位 

周转停车位应满足空侧高峰小时旅客对出租车的需求。 

qC L S   

6. 出租车车道边管理	

6.1 出发车道边 

出租车到达出发车道边，完成一次服务后，不会在车道边长时停留，因此出发车道边的

管理可以比较宽松，由出租车自动靠边停车，通常不必限时。 

但是出发和到达车道边功能要分开，禁止在出发车道边出现上客的现象。 

由于旅客都倾向于靠近站房或者航站楼的出入口，机场和车站繁忙时段会出现双车道停

车，甚至三车道停车。为了避免多车道停车造成拥堵，有条件的枢纽，推荐楼前出租车车道

边至少 4 车道，最好要保证 2 个直行车道。 

6.2 到达车道边 

高峰时段对到达车道边的需求是饱和的，必须提高利用资源的效率，减少乘客等待时间。

所以枢纽都有专人负责到达车道边的出租车调度。 

通常采用集体放行的管理方式。在到达车道边，出租车集体进入车道边的停车位，乘客

上车后集体放行。根据枢纽繁忙程度，安排适当的车道数用于停车。各枢纽要根据可以利用

的面积和建筑情况灵活安排。 

根据对上海虹桥枢纽、北京首都机场 T2、T3 航站楼到达车道边出租车观测结果，到达

车道边上的每个出租车上车点，最大发车能力约为 800 辆每小时。当需求大于 800 辆每小时，

则应设置多个上车点。若上车点之间不独立，存在干扰，还应对发车能力进行适当的折减。 

另外，机场与火车站枢纽不同，机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交通产生、吸引源，一般都是所

在城市中最大的交通枢纽。与火车站枢纽相比，机场枢纽规模大，位置上远离城市。虽然各

个机场距离市区的距离不同，但是一般都超过 10 公里，来到机场的出租车，一般都要载客

返回，有时司机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载上旅客，为避免出现拒载短途旅客的行为，在管理措施

和道路设置上，要为出租车考虑导短的需求，使返回的出租车能够优先再次进入排队系统。 

7. 出租车周转停车场管理	

相比车道边，出租车周转停车场的管理方式并不太被关注。我们将周转停车场的管理方

式分为行调度和列调度两种方式。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244



 

 

7.1 行调度 

出租车在周转停车场要形成多个队列。行调度是指有需求时优先派遣队列头车的管理方

式。进入停车场的车辆自行寻找最短队列。大多数机场是这种管理方式。 

在这种管理方式中，各队列头车已经等待的时间最长，尾车已经等待的时间最短。 

 

图 4  周转停车场行调度示意图 

这种管理方式的优点是易于管理，并且可以减少管理人员，只要安排专人管理放行即可，

但是也有机场安排了专人组织进入车辆。 

缺点是不够人性化，不环保。当放行队列头车时，后面的车辆都要前进一个车位。在等

待时间里，所有的车辆都在不断移动。队列消散快时，大多数车辆不熄火，浪费燃油，污染

环境；队列消散慢时，大多数车辆熄火，司机选择推车前进，在等待时间里无法休息。 

7.2 列调度 

列调度是指有需求时优先派遣已经等待的时间最长的队列的管理方式。进入停车场的车

辆由专人组织形成完整队列。 

在这种管理方式中，后形成队列的头车已经等待的时间也短于前一形成队列的尾车。 

 

图 5  周转停车场列调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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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管理方式的优点是人性化，环保。进入停车场车位的车辆在等待调度过程中，不必

经常移动，可以熄火，司机可以休息。当需要较长时间等待时，这种管理方式可以有效缓解

司机疲劳，提高交通安全水平。 

缺点是必须安排专人组织进入车辆，使之进入指定队列。 

7.3 其他 

出租车停车场的设置比较复杂，还要考虑尽量减少出发车道边出租车至周转停车场的距

离，以及周转停车场至到达车道边的距离。如何缩短出租车的周转距离也是一个难点。首都

机场 T3 航站区在运行之初，出租车周转要行驶 5km，后利用 T3下空闲车位作出租车停车场，

使周转距离缩短到 500m。[1] 

首都机场 T3 现有停车场几乎没有绿化，阳光直接照射在沥青铺装上，天热时司机等待

时太晒了，既不环保也欠缺人性化。在进行室外停车场设计的时候，应考虑绿化的遮阳、景

观因素。 

8. 北京站出租车到达车道边和周转停车场	

2010年 6 月 6 日对北京站的出租车进行了观测。 

北京站给出租车配置比较紧张的空间资源。出发旅客利用市政道路停靠，基本上可以理

解为没有配置出发车道边资源。到达旅客上车区，社会车和出租车混在一起，出租车的上车

区和周转停车位在一起。而且出口处经常出现社会车，干扰出租车的行驶。 

目前出租车可利用车位约 50 个，在 10：30和 12：30 高峰期出现不足。 

应用生灭过程进行计算，北京站到达车道边需要 12 个发车位，72 个周转停车位。 

9. 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枢纽出租车资源配置问题。但是，设置足够的到、发车位和周转停车位不

等于有足够的车辆等待。如何做好出租车在机场、火车站等公共设施的服务，减少旅客候车

时间并从根本上杜绝出租车断流现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出租车行业、企

业等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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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的争议 

黄良会 

【摘要】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城市交通拥堵和可能的解决方向，包括对拥堵收费的争议。

交通拥堵是城市活动的衍生现象，象征城市活力，不是交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城市交通拥

堵不能也不需要全部消除，但应设法调度，以消减交通设施的租值消散速度。 

【关键词】交通拥堵  拥堵收费  交通规划与管理  社会公平 

1. 什么是道路交通拥堵？	

道路交通拥堵是一个极其常见的名词，不过其定义并不明确，对拥堵的解释也就因人而

异、因需要而异。机动车是否是道路交通拥堵元凶的争论不休与此有关，对如何消除或是缓

解道路交通拥堵更是缺乏共识。简单地说，道路交通拥堵是指在单位时间内使用道路的车辆

数目超过道路的容量，即是对道路空间的实际需求大过道路的供应能力。行人过多也会产生

拥堵，不过为方便起见本文只涉及城市道路的机动车交通。 

拥堵有点的拥堵和线与面的拥堵之别，比如说交叉口拥堵了并不表示整条路都必然堵

塞，虽然交叉口的堵塞有可能造成拥堵向道路逐步堆积。事实上，道路交通拥堵也具有非物

理概念，即是道路使用者对道路系统的表现期望值和道路的实际表现的比较。道路不如期望

的好，就会感觉得拥堵。拥堵因此也是一个相对的心理概念。同样的拥堵程度在不同的城市

或是对不同的市民而言其感觉可能就不一样。 

一条没有车辆的城市道路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几乎等于零，当道路挤满了车辆导致寸步难

移时其效益也趋于零。因此，拥堵是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道路使用情况。道路的拥堵临界点即

是在指定的车辆运行速度下的 大承载能力，超过此临界点就产生拥堵，虽然实际的承载能

力和使用者可以承受的承载能力可能并不一致。若是如此，道路交通拥堵必然存在，而且和

一个城市的活跃程度呈正比。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的道路死气沉沉或是畅通无

阻。拥堵应予接纳甚至鼓励，直至拥堵影响了城市的活力和生机为止。也就是说，城市必须

能够左右或是控制道路的交通拥堵才不致以受到拥堵的侵害。可控制的拥堵是好的拥堵，也

是城市需要的活力泉源。世界上没有不拥堵的城市，只有面对拥堵而毫无作为的城市。拥堵

是城市奋发图强的挑战，也是机遇。拥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城市指定的地段的居住与活动

人口汇集发生社会能量交流与交换的现象。交流与交换越是频繁，拥堵的机会就越是增加。

虽然拥堵在某个层面上说会产生出行不便和个人与社会的边际成本增加，只要拥堵增加的边

际成本不大过边际效益，活动仍会持续。这也是越是拥堵的地段人潮越多、活动越是频繁的

道理。越是有承载空间的道路也越有机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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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交通为何会拥堵	

2.1 拥堵与小汽车的纠结 

城市产生交通拥堵的原因不难理解。简单地说，城市人口密集了，活动多了，城市扩大

了，出行的距离增大了，出行的次数也增加了，公共交通不能应付了，小汽车使用因此增加

了，市民出行往往有一定的方向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有共性导致大量的车辆集中后产生道路

交通拥堵现象。 

道路上的机动车大约可以归纳为三种，即是小汽车、公交车和货车。货车虽然是城市物

流的重要工具，其行驶往往受到限制，比如说仅在既定的时间段被允许驶入市中心区。小汽

车的快速增长结果，公交车的比例也就相对下降。因此，当我们讨论道路交通拥堵时，苗头

总是对着小汽车，实有偏差。在香港，小汽车大部分是私有的交通工具，与内地城市公务车

与小汽车泛滥的情况不一样。早年一项报道估计北京道路上行驶的小汽车中，公务车和私人

小轿车竟呈 4:1 的比例，同时前者占据了 80%的道路资源（曹坤  2004）。公务车为特殊群体

服务，出行不受限制，而且有滥用权利之嫌疑，估计仅有 1//3 的行驶在为执行公务(张中安、

冯书苇  2008)。公务车不受缓解拥堵的措施限制，倍受诟病。 

一般上说，小汽车使用者有比较高的时间价值观，出行时要求较高的旅程舒适感。当公

共交通能够满足小汽车驾驶者这方面的欲望时，香港市民开始考虑放弃使用小汽车，改用公

交进城。香港道路狭窄，加上诸多措施限制，不利小汽车行驶。优越的公交设施成了有效的

替代工具。如果香港的经验有所借鉴的话，宽敞的道路就不一定是缓解交通拥堵的前提条件

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在于使用的方法和态度，过分充裕的资源往往会导致浪费而不自觉。 

2.2 源自规划与设计的错误 

不过我们仍会对不同城市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现象感到困惑，虽然这种差异必有其原因。

导致道路交通拥堵的原因其实很多，简单可以归纳为三类，包括规划与设计的错误、人为的

阻碍和不可预计的环境干扰。首先、规划和设计错误是导致系统不流畅的必然结果。城市交

通和土地利用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因此产生的不协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终造成

城市道路交通不通畅和拥堵。文献对此的论述非常广泛和严肃。由于多种原因的纠缠，很多

城市的规划始终不能很好地掌握交通和土地利用互动的精髓和体现其优越成效（毛蒋兴、阎

小培 2002；陆化普  2006；杨厉雅、邵春福、刘智丽、聂伟  2006， Petersen，R.2004，

Littman，2012，Kuzmyak，J.R. 2012）。香港的情况正好和内地城市相反。香港强调土地

利用与交通的 优化模型（Choi，1985）的妥善运用确定了城市土地规划必须遵守交通先

行的理念与原则；任何土地开发不得超越交通能够承受的强度，这就大大地减少了土地开发

产生交通不协调的恶性循环。香港道路虽然狭窄，但是车速仍能保持畅顺的原因与此有关。 

道路结构和城市形态、地理环境有直接的关联。理论上说，每个城市的结构都不一样，

其道路系统构成也就不一样，尽管我们努力将之归类为若干形态。每一形态的道路系统都有

其特征、优点和缺点。在城市道路规划设计时理应因地制宜，凸显城市特性和避免道路结构

可能产生的弊病。在现实环境中我们常见的克隆心态导致许多城市蒙受无妄之灾。比方说在

内地城市广泛流行的单元心环路加反射线道路设计就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例子。这一模式具有

先天性向心力大过离心力的弊病，模仿者往往视而不见致使日后道路拥堵不堪，频繁改造也

仍然不得其效。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249



 

 

在城市道路网络的合理等级配置上我国城市往往偏重干道的建设而忽略了系统的完整

性和微循环不畅通等。文献里对次干道和支路的短缺造成拥堵影响的论述很多，对于什么才

是符合城市实际需要的城市道路等级配置的深层次讨论并不多见（杨涛  2004；王建军、王

吉平、彭志群  2005）。不同性质的城市有不同的道路结构需要。根据国标设计出来的结构不

一定能够满足实际需要。国标虽然是一项重要依据，但不应该是唯一的依据。刻板地遵照国

标习俗依样画葫芦的结果是千城一面地犯同样的错误而不自觉。如果我们在国标的指引下允

许编制因地制宜的地区性城市道路结构标准的话，或许既能够勾画出符合地区性城市需要的

设计，又可排除一部分抄袭的缺点和因此产生的拥堵局面，两全其美。 

道路有等级之分。香港城市道路不如内地城市来得规范，而且一般上以功能划分而不是

以横断面宽度划分。不过香港的道路网组织和比例上相对符合需要，有别于内地城市道路网

强调快速道和主干道的建设和忽略次干道和支路的整治和管理。香港道路比内地城市的来得

顺畅与此可能有关。此外香港严格执行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一票否决体制避免了新建筑

物给城市道路带来过多负面影响的困扰。香港沿用国际惯例在建筑设计前必须处理好道路概

念设计也是减少不必要的道路交通拥堵的一项原因。在道路体系中如果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

环节都会出现堵塞。忽略微循环的结果至为明显。香港也有因为社会经济活动影响人行道畅

通的阻街现象，但是直接涉及影响道路机动车交通的例子不如内地城市普遍。 

强化快速道和主干道建设不能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这一事实印证了“越建路交通越拥堵”

这一咒语。20  多年前业界指出由于财政短缺，若要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必须更加依赖地

方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管理措施而不是仅靠建设道路，这一观点改变了美国城市处理道路交通

问题的策略(Deakin, E. 1989）。国内也有很多这方面的论述，施政者习惯闻而不听。比方说，

目前很多城市认识到打通断头路对缓解道路交通拥堵有一定的帮助，在实际推行时仍旧会遇

上诸多困难，包括如何处理强势单位大院和其它建筑物的拆迁等土地管理问题。城市道路是

公共产品，因此有被滥用的习俗。当滥用行为被制止时必然产生负面的社会抗阻。严格依法

办事是减少公共产品被滥用的重要途径。滥用道路资源不但不符合城市管理和资源成本效益

原则，也是道路拥堵的重要根源。 

道路拥堵分为点的拥堵和线与面的拥堵三方面，前者以交叉口为 常见的例子，后者涉

及的空间比较连续和范围比较广。交叉口的设计错误通过渠化处理或许可以缓解一部分的症

结，但是要避免渠化导致拥堵转移的危险。片区的拥堵除了道路梳理和积极管理之外，还得

依赖对信号灯相位等系统的优化等技术（Chaudhary，N.A.和 C‐L Chu 2008）和多种相关措施

的有效使用。道路结构设计的欠缺也是造成一部分交叉口格外拥堵的原因。因此除了渠化之

外也得重新对道路结构进行审视。重要干道和容易产生拥堵的地段的街道应该有能够迅速疏

导交通流的设计和设施，在必要时避免交通流倒灌。不过往往令人心叹的是道路沿途错误的

土地规划接二连三，比比皆是。 

2.3 人为的阻碍 

导致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第二个原因是人为的阻碍，包括交通事故和建设项目施工、管

理欠缺等造成的影响。交通事故在所难免，但是可以通过周详的管理措施来减少事故的发生

频率和车辆在道路上搁浅的时间。快捷的交通事故管理可以回避车辆堆积造成路段拥堵。通

过多年的积极推动，香港的交通事故频率锐减，对促进道路交通的顺畅甚有帮助（黄良会

2011）。如果城市的微循环不通畅，主干道上一旦交通事故，处理又不及时的话波及面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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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广。至于因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不善导致拥堵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 

鲁莽驾驶往往被断定为造成道路交通拥堵的一项原因。快速驾驶、频繁换道、超车等行

为容易产生路面交通交织，产生拥堵。心理学上的懊丧产生好斗情绪假说（Dollard,J., Doob, 

L., Miller, N., Mowrer, O.,  和  R. Sears 1939）常被引用来分析司机的行为，并广泛相信道路拥

堵使到司机懊丧不堪，引起司机行为失控，产生鲁莽驾驶 (Shinar, D. 1998)  。一项跨国分析

显示交通拥堵并不是造成司机鲁莽驾驶的主要原因，反之亦然（Ozkan,  T.,  Lajunen,  T., 

Chliaoutakis, J.El., Parker, D.,  和  H. Summala 2006)。资料显示文明程度高的城市在繁忙的市

区高峰时间段的司机行为和郊区车辆较少的路上的司机的行为并无多大差别。单位道路车辆

密度大的英国与荷兰和密度较小的芬兰的司机面临拥堵时的违规频率并无明显的差别。或

许，这驾驶文明程度高的例子并不具广泛的代表性。香港的极度拥堵街道和司机的守法行为

也和上述懊丧产生好斗情绪假说不相称。文明驾驶行为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培养；香港的高处

罚制度也不失是遏制违规的一项好办法。司机会理性地计算机会成本而适当调整其驾驶情

绪。我国某些城市对偶发事件采取严格的处分虽然有杀鸡儆猴的原意，但是效果不能持久。 

与交通事故一样能在道路上堆积车辆的是道路旁的建设施工。城市项目施工必然会对周

边的道路产生阻碍，影响道路交通的畅通。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和施工期间临时道路交

通安排工作就是针对这方面的一种缓解手段。香港对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道路交通影响有严

格的规定，确保企业做好必须的准备和安排，避免企业成本社会化。内地城市近年大力开发，

建设项目全面开花，对道路交通的影响至为明显，拥堵频繁。加上内地城市对建设项目给城

市道路造成的影响都采取积极容忍的态度，并承受企业给社会造成的不方便，包括道路交通

拥堵和活动的不便等。这与内地社会对产权意识认识和维权不足有关；由于产权不明确的结

果，政府不得不承担因此产生的社会成本，包括企业转嫁给社会的成本。在不断优化市场经

济的过程中，城市必然会对此逐步有所纠正。 

城市人口增加导致的社会活动频繁往往会向城市道路倒灌，尤其是管理比较松懈的支路

和类似的城市空间，阻碍交通，造成拥堵。后街小巷成为市民汇集的场所，水泄不通；楼梯

通道成为杂物推挤的角落，逃生无门、安全隐患丛生。除了缘由城市规划的欠缺外，城市管

理也难推卸其责。 

2.4 突发事件的苦恼 

导致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第三类因素是不可预计和抗拒的，包括天气的突然转变、天然

与人为的突发事件和其它不可预计的事故。地球变暖和天气的变化无常往往给城市交通带来

困扰。因天气造成的道路拥堵波及面往往非常广和相对持续。比如说，一场大雨或暴雪对城

市造成的瘫痪需要数日的梳理后道路交通才能勉强恢复正常运作。很多城市缺乏临时的应急

策略和手段，包括不可预计的道路拥堵和地铁机件突然失灵、失控造成的人流交通拥堵。比

如说，北京 2000 年和 2009年的两场大雪对城市交通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与北京不同时期采

用不同的城市应急管理手段有关1，2012 年的水灾同样引起关注2。地震、战争之类的破坏更

不堪言。 

                                                              

1 http://cpc.people.com.cn/BIG5/64093/64387/10354637.html 

2 http://news.sina.com.hk/news/9/1/1/272585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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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天然的灾害之外，一些人为的阻扰，比如节日游行和明星级人物的突然到访等也能

令交通瘫痪。 

3. 为什么拥堵问题倍受关注？	

如何解决市中心区的交通拥堵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我们或许

会注意到交通越是拥挤的地方越是吸引人。越是有活力的城市往往就会越拥堵。萧条的街道

不会引起人们注目的兴趣。也难怪美国新城市主义者强调市中心区的道路继续拥堵并不是一

件坏事（Pacelle， M. 1996）。虽然很难证明市中心区车辆多、路边停车频繁和街道拥堵对

城市活力有促进作用，但是为疲乏的街道注入活力必然会使到城市焕发。或许新城市主义者

仅注意城市空间的活跃与否，把城市道路交通的拥挤看成是城市活力的表征，忽略了道路交

通的深层次含义。街道的车多导致人多，人多地方就会活跃。但是这一关系一旦达到极限，

过度的拥挤必将导致瘫痪而后破坏了创造活力和城市秩序。也就是说，一个活跃的城市空间

应该具有一定程度的拥挤，从而提升空间的凝聚力。拥挤产生摩擦，摩擦产生活力。道路交

通的适当拥挤也具有这样的作用。可以控制的道路交通拥挤可以被认为是好的拥挤，只要在

必要时道路具有可以疏导交通的能力。市中心区的城市设计和道路设计如果能够兼备这两个

特性，空间的积极推挤和牵引必然活力十足，人潮汹涌有序。城市活力的体现不在道路交通

有多拥挤，而是城市因为拥挤而产生的挤压使到人们不得不加快活动的步伐，提升了活动的

节奏感和活跃感。只要城市道路拥挤的幅度仍在市民可以接受的范围，市民仍可维持一定程

度的生产力和竞争力。这一现象体现在香港拥挤、狭窄的街道上；除了假节日外，市民往往

不得不快步行走，避免不必要的游荡。香港道路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因为狭窄使得车辆不得

不相互紧随，无故超车的情况相对少，这反而导致道路交通相对有序和顺畅。当然，道路网

的全面贯通比干道的通畅来得重要。要是道路网不贯通，也容易发生节点拥堵。 

城市交通问题，包括道路拥堵是近年普遍关注的城市问题之一。具体一点说，城市道路

交通拥堵不仅仅是工程问题，更重要的是一项涉及社会和民生的政治问题。城市道路交通问

题除了车辆外其实涉及的层面非常广，引起的反弹也就容易理解。加上城市土地利用和交通

的不协调，拥堵造成的不和谐局面必然不容易通过工程手段来缓解。交通是社会问题，每个

市民因此都能对交通问题提出一己的观点，不管其观点如何肤浅还是有见地。衣食住行乃市

民生存和活动的根本。出行不便可以直接影响到生活的其它层面。城市交通的方便与否对社

会的经济与社会活动有深远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市政府有责任一方面确保市民出行、活动的

有序展开，一方面确保社会的安定和谐不因交通拥堵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不得不倍加关注

道路的表现并在必要时通过政治决策提供设施建设和提高管理力度。政治决策的有效利用有

赖政府的行政智慧，避免反弹。 

在经济活动层面，拥堵带来不便和成本增加，直接影响了利润和竞争力。市中心区的商

业活动尤其会对交通的顺畅有高标准的要求，市民就业也需要顺畅的出行工具。市中心区每

天必须依赖交通设施尤其是在高峰时段迅速和有效地汇集和疏散大量的活动人口，而道路交

通是 为重要和令人注目的一项工具。任何道路拥堵产生的负面影响必然波及市中心区的大

部分空间。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市民的行动不便和时间浪费乃是不满情绪的主要纠结点。任

何市政府都不会对市中心区的商业活动和市民出行的不便视而不见或是置之不理，不过大半

是束手无策。我们从香港的经验得到的有趣总结是政府对此越是关注，市民的不满情绪更是

容易显现；毕竟拥堵是挥之不去的城市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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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姑且不考虑汽车工业对整体经济的贡献和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小汽车的增长显然

已经从交通层面发展成严重的社会与民生问题。道路拥堵和小汽车占用道路使得公交和慢行

交通受到影响和限制后必然引起市民的情绪反弹。一些城市的公务车和小汽车之间的摩擦也

引起社会的争论。争论的苗头 后指向社会公平和福利不均。市政府努力解决城市道路交通

拥堵问题的同时也必然会考虑到民生，增加道路建设和配置更多的公交车辆似是常用的处理

手段。通过深层次的交通结构改造和严肃的交通管理手段来缓解交通困扰则不多见，因为这

些手段对社会可能引起的临时震荡比交通拥堵还来得激烈。城市交通问题之难以解决是有其

深层次的非工程技术原因的。 

目前内地城市在面临小汽车快速发展的困境下提出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以缓解道路交通

压力。如果城市缺其它更有效的道路管制措施的配合，单靠发展公共交通这一策略对减轻道

路拥堵的效果并不可能显著；即使在初期有成就的苗头，其作用也不能持久。道路交通拥堵

和小汽车的增加之间存在着非常顽强的正因果反馈关系。公共交通模式若无法满足小汽车使

用者对高时间价值的要求，小汽车必然继续增加，拥堵也将持续不衰。在社会高度现代化的

基础上，城市道路机动车交通必然会有增无减，道路拥堵必然根深蒂固，难以铲除。因此，

我们可以期望的仅是如何将拥堵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以免社会活动受到不可承受的打

击。城市尚不能提供足够与小轿车竞争的公共交通工具来吸引市民放弃前者，以替代的公交

车进城。车速和舒适感低的公交车吸引不起深具高时间价值的小轿车使用者的兴趣，拥堵因

此指数飙升。 

4. 解决的办法多但效果不显	

缓解城市道路拥堵的方法多样化，包括从供应层面和需求管理层面的解决方法，其主要

目的在于取得供需平衡。目前对城市交通的需求管理得到广泛的重视。道路交通需求管理的

目标可以简化为如何减少道路上小汽车的使用和提供公共交通为替代的出行工具来缓解市

民出行的困苦。减少道路交通拥堵就是保持道路畅通。提高道路供应的 终结果是拥堵的继

续增加。道路交通如果不畅通，公交一定优先不起来。 近美国城市的一项研究发现加强常

规公共交通服务和增加道路面积一样不能缓解道路交通拥堵(Duranton, G. 和 M.A. Turner 

2011)，值得重视。增加公交服务后腾出来的道路很快就会被其它车辆所覆盖。这一论据似

乎暗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应考虑其它手段，诸如通过拥堵收费手段和建设大运量的轨道交通

系统。我们对轨道的崇拜实在也存有误区。国际经验显示轨道仅能吸引至多一成来自小汽车

的客源（Litman，T.A. 2011）。诚然，减少对常规公交的依赖也对缓解道路拥堵有贡献。因

此，除了提倡大运量轨道公交出行外，控制小汽车的使用俨然成为应付道路交通拥堵必须的

手段。虽然减少小汽车的使用不比减少小汽车数目来得有效，提出可行的措施包括收道路拥

堵费等来减少小汽车的使用比限制购买小汽车来得令人信服，至少前者让市民保留购买小汽

车的权利。可惜这两项手段的推行都极其敏感，容易受到市民的反弹。市政府很多时候又缺

乏有效的勇气或是措施来完成目标。 

控制小汽车数目是一项非常模糊的策略。把控制的目标定得太低无济于事，定得太高会

产生反效果，引起更多的社会混乱。在确定数额之后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策略来达到控制的

目的，虽然每一种策略的效果不尽相同。香港政府每当小汽车年增长率超过 3%时即将采取

措施，通过增加新车首次登记费的财政杠杆来压制市民购买新车的欲望。诚然，当市民习惯

了新的收费标准后，压制欲望的作用将会逐渐消失，直至下一轮的税费上调。这一手段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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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执行方能有效。通过增加税费的做法也是非常武断的，因为我们实在不能明确那一个标

准 为有效和 符合实际需要。仅仅是征收一个社会上可以接受而且政治正确的收费标准对

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反之，如何征收一个实际有效的费用标准的话，政

府除了要面对市民的激烈反对之外，还得面临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因此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结

果以及因此衍生的政治风险和代价。对于如何衡量这些负面影响的认识目前并不足够和难以

估计，因此很少有政府愿意鲁莽决策。实际上，当我们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而采用市民可以接

受的标准的话，这一策略已经失效。 

5. 拥堵收费的几点争论	

5.1 收费标准缺乏依据 

采取拥堵收费策略 感困难的是如何确定收费标准。缘由我们不容易知道明确控制的数

目，况且在控制小汽车数目的同时必须清楚量度如何提供替代的公交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如

何通过拥挤收费来处理拥挤产生的负外部性，新加坡和伦敦就有众所周知非常成功的例子。

政府通过拥挤收费以确保道路使用者负责一部分负外部性的成本，并以之来缓解道路的拥挤

程度（张连波等 2008，）。文献里有许多呼吁若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必须通过“提高出行

成本，降低出行率和提高私车出行机会成本，发展公共交通两方面入手，来缓解北京市交通

外部性成本居高不下”局面（李鑫等 2007）。至于如何才能有效付诸实施，众说纷纭，但无

一是处。原则上用者自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我们缺乏一套有信服力的拥挤成本估算方法。

比方说，不同时间段的拥堵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地段产生的影响不一样，使用者和受害者估

计的时间价值、对拥堵和车速的容忍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还得考虑拥堵给周边的经济、社会

活动和人口、商业迁移等带来的影响成本。此外，小汽车和货车造成的拥堵增加了公共交通

及其乘客的出行成本。乘客的延误导致更多与之相关的负外部性似乎也应予考虑在内。虽然

我们力图量化这些复杂的参数，经验显示 后的结果还是得依赖政治决策和行政手段来处

理。对制造道路和停车场拥堵的机动车使用者征收高额度的费用是香港和新加坡控制小汽车

增长的惯用手法，行之有效，但欠公平。对外部性成本的详细计算应属学术讨论的范围。超

额度的处罚性收费是国外城市压制小汽车增长的可行手段。宽松与象征式的征费与事无补。

超额度的处罚性收费必然衍生出社会公义与公平的争论。公平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一项

指标，公义是政府必须维护的一项管理准则。 

车辆永远喜欢往比较通畅的道路堆积，导致通畅的道路拥堵，其租值开始下降或消散。

假若能够通过拥堵收费等方法把一部分车辆转移到比较不拥堵的道路上，道路资源得到重新

分配后社会出行成本因此得以下降，比较通畅的道路的拥堵得到缓解，租值消散速度得以减

慢，道路系统的整体效益得以提高。理论上说，拥堵收费是为了使城市道路的社会剩余 大

化，其计算标准应该是社会边际成本和道路使用者的边际成本之差。虽然在文献里有 优化

费用的讨论，但是不容易有可以达到共识的计算方法。一般上在实际环境中往往要受制社会

环境和群众意见的回响。市民总觉得城市道路是公共产品，有权任意使用，因此会尽量企图

将付诸其身上的任何负担降至 低，有时甚至不惜采用相对极端的反抗方式和争取，将原本

是交通收费问题转化为社会争端以确保一己的利益。这样一来，公义尽失，公平也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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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外部性的产生 

除了控制小汽车的总量外，对付道路交通拥堵的另一手段是通过拥堵收费来减少使用。

我们对拥堵收费这一措施的争论缺乏应有的共识的基础(May,,A.D.,1992; Small, K.A. 和 

J.A. Gomez_Ibanez (1998); Vickery, W. ,1 994; Yang Hai 和 Hai-Jun Huang (2005)； 

Hau, T.D. 2006)。  由于使用道路会因此产生负外部性，包括污染环境，影响他人使用道路

和道路耗损等，实行拥堵收费是市政府通过对道路使用者征收费用来弥补因其出行给社会造

成的负外部性成本，并对所征收的费用进行再分配以达到维持公义和公平的目的。这样看来，

道路拥堵收费的概念非常简单，其一是体现用者自负的市场经济原则，其二是通过财务的杠

杆作用来阻止一部分车辆进入指定地区以减少当地的道路交通拥堵程度。在市场经济的范畴

内，财务杠杆作用只要用得适当，在一定时间段内效果一般都很明显。 

资源的再分配是政府的一项任务。再分配措施的选择往往又涉及政治决策，难以科学性

讨论取决胜负。香港多年前把道路拥堵收费问题转化为社会争端是一个非常适合的例子

（Fong, P.K.W. 1985；Hau, T.D. 1990）。香港城市道路极其拥堵是公认的现象，道路狭窄、

弯曲而且交叉口多是其特点。近 30 年前港英政府就提出要通过拥堵收费的方式来改善城市

道路交通。当时政府聘用顾问公司研究对经过指定道路的车辆进行电子记录监控，然后按月

根据记录收取拥堵费。从缓解市中心区道路拥堵的角度出发，无可厚非。小汽车使用者转向

攻击该项措施不能有效地保护出行的隐私权，语惊四座。香港是一个法治观念和产权意识非

常强的城市，个人的隐私权受到法律保障，政府不得在没有法律依据或是特殊社会安保理由

的情况下私自收集市民私人信息，包括出行信息等。法律规定任何社会调查都得获得受影响

的市民首可和在不记名的情况下进行。由于反对者众，有关构思 终不了了之。香港的这一

套收费技术构思后来变成伦敦拥堵收费的参考蓝本。近年坊间仍旧有加强道路管理和重新研

究拥堵收费的呼吁，所根据的理由是目前的科技已经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当年争论的难点问

题。香港的例子也反映出社会福祉和个人权利之间如何取得平衡或是共识是城市管理的重要

议题，包括对交通拥堵问题的处理。 

5.3 谁因此而受益？ 

因此我们不禁要问拥堵收费这项措施到底是谁受益？从社会整体的角度看，市政府是责

任在身，为了保障城市交通畅通的社会利益而提出缓解交通拥堵的措施的。收取的费用在扣

除行政与管理费用之后若有剩余归入财政账户。T.D. Hau,    （1992）认为受拥堵收费影响

的有三类道路使用者：付费的、自动改变行程的和不愿付费的，并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尝试

证明支付拥堵收费与否都得不偿失。他强调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道路使用者付了额外的拥

堵费之后并未得到任何效益，除了一小部分时间价值非常高或是富裕的使用者之外。有趣的

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市民并不认为缴付拥堵费和所获得的节省时间效益是对称的，即使是重

视时间的出行者也不认为所缴付的费用是合理的（Calfee, J. 和 C. Winston 1998）。这也难

怪拥堵取费的标准如何确定是一件永无休止的争论议题。 

在所有小汽车使用者的时间价值都相同的假设下，道路使用者支付的费用总额往往大过

整体取得的总时间节省效益。至于那些不愿意付费而必须改变出行线路或时间的人，拥堵收

费含有不公平性，因为道路应该被视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他们的使用权利不应被剥夺。

当采取收费之后，对那些不愿付费就被跻身在外的人来说，政府实际上是武断地把准公共产

品变成“俱乐部产品”，因为只有那些符合游戏规律的付费者才享有使用的权利。受财务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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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作用影响 深的是弱势群体，虽然这或许不是政府的原意。无法或是不愿意支付拥堵费用

的司机将被排挤在外。不论是从哪一个角度看，对必须依赖小汽车出行的人来说，收费必然

不公平。城市道路的产权属于市民，政府仅是代表市民掌管这一产权而不是实际的产权拥有

者。小汽车拥有者在支付牌照等税费之后或多或少都将所付的费用当是沉没成本，因此都会

“尽情”地使用道路以增加其沉没成本的效益。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只会计算自己的

边际成本，而忽略了使用道路对他人产生的负外部性成本。除此之外，每个道路使用者总是

具有“多我一辆车对整体的影响不大”的心理，因此相争上路而不以为疚。道路拥堵之后使

用者又会推搪责任，对收拥堵费深感不满。 

从福利经济的观点，一项好的政策若不能使到所有的人收益，必须在有人收益之余其它

人的利益至少不会受到损失。因此，拥堵收费的公平性是值得怀疑的(Hau, T.D. 1992)。任

何政策都必须得到市民的认可方能实施有效，有欠公允的政策必然受到市民的怀疑。道路拥

堵收费的确是很难得到市民的认同的，收费政策和方案设计者往往忽略了这方面的重要性

后使得问题火上加油（Langmyhjr, T. 1997）。 

5.4 社会公平的问题 

既然这项政策有欠公允，那么市民就得关注市政府收取的拥堵费的用途了（ Jonas, E. 

和 M. Lars-Goran (2006)。很多时候市民都会怀疑拥堵收费仅是市政府增加收入的一个借

口，事实上这也并非不属实的指控。当市民知道市政府收取的拥堵费将用在改善公共交通服

务和优化道路环境等具体实施时，大部分的道路使用者还是会支持通过拥堵收费来改善道路

状况(Jones, P.M.1991; Kottenoff, K. 和 K.B.Freij 2009)。诚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不使

用小汽车出行的市民比开车的更能接受拥堵收费这一措施(Jaensirisak, S., Wardman, M. 

和 A.D.May 2005; Schade, J. 和 B. Schlag 2003)。 

既然征收拥堵费有欠公平，那么被不公平对待的市民理应得到补偿。一般上政府比较愿

意将所收的款项用在间接补偿方面，包括改善公共交通服务和相关的交通设施等，而不直接

补偿给因为拥堵收费受到影响的个人，包括不开车而乘公交或是步行的市民等。事实上，所

谓公平也是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考虑如何才能使得道路资源得到合理利用时，通过拥堵收

费来压制小汽车的使用后一部分市民会转向更符合资源使用原则的公共交通工具甚至步行，

其结果应是符合社会公平效应的。不过，争论的焦点是为什么只有部分的市民受到征费的影

响。社会公平和个人公平并不相等。因此，纵使市政府能公正、公开地将所受的拥堵费用在

改善群体出行福利上，仍旧会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政府的所作所为表示不满。 

我们也常有误区，认为拥堵收费总是会缓解道路堵塞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比方

说，每个城市的拥堵收费效果都可能不一样，城市整体越是富裕，效果也越是不鲜明。对富

裕者而言，收费并不会对其出行的方式和时间有太多的影响，他们会支付费用来继续享受驾

驶的权利（Santos, G. 和 L. Rojey 2004）。境内城市乘坐公务者设的行为也是一样。拥堵

收费 终影响 大的是不富裕的普通有车阶级，尤其是那些非得开小汽车出行不可的人，他

们会被迫斟酌改变出行方向和方式的可能性，包括重新返回公交乘客组别中。那些正想变成

有车阶级的市民更会眼见权利被剥夺而不满。拥堵收费对乘坐公交的人是有利的，因为道路

会相对舒畅了。这里延伸出一个有趣的问题，除非是对市民的财富阶层有明显的区分，要不

然用财务杠杆来调整社会行为的措施总是会对富裕者产生不了期望的影响。相反地，富裕者

更愿意享受比支付费用前更加舒畅的道路。富裕者和一般老百姓的边际成本是不一样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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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富裕者创造生产力的能力比一般人高，但是这也不能构成他们享有使用道路特权的理由。 

目前拥堵收费的征收总是以小汽车数目为单位计算的。这一计算方法若是用在进入规范

的指定地段上尚可，好像新加坡的例子那样不进入指定地段就可以免付费用。若是我们要向

全市的车辆征收拥堵费的话，这一做法实在有欠公允。每一辆车使用道路的频率和时间是不

一样的，我们可以根据车辆使用道路公里数来征收费用这一做法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我们

往往没考虑载客量的多寡为计算标准，虽然这也是一项不错的做法(Stopher, P.R. 2004)。 

此外，每个时间段的拥堵增加的社会成本也不尽相同，每个片区也不一样，比如说晚高

峰的拥堵影响的社会成本就比早高峰的为高（Newbery, D.M.  和 G. Santos 1999 和 

2001 ）。如何准确地计算出行者和社会的边际成本的确是运用拥堵收费策略的一项争论焦

点（Agnew, C.E. 1977）。此外，拥堵收费对城市的各个行业的添加的社会成本也不一样

（Weisbrod, G., Vary, D. 和 G. Treyz（2003）。社会上另外一个反对的声音来自货车，声称

拥堵费用 终必然由消费者来承担，加速通货膨胀。我们实在不应该仅为了缓解道路交通拥

堵而不顾及道路交通拥堵收费可能带来的诸多社会和经济影响。实际上拥堵收费在很多城市

不容易被接纳的原因就在其所涉及面至为宽广，影响层面多而且复杂而作罢。在考虑采用拥

堵收费设施时对此不可不察。香港政府对货运交通管理裹足不前，货车阻碍交通因此屡见不

鲜。 

P. Arnott ,和 R. Lindsey (1991）强调在高峰时间段内为司机提供交通准确和及时信息

可以缓解部分道路拥挤，有效程度和所提供的信息有关。采用正确和足够的智能交通技术对

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有一点的帮助。不过我们对何谓正确和足够的信息并没有共识。在理

想的条件下，信息的传递有助司机进行正确的判断其出行的时间、路线和方法。可惜的是由

于城市条件和市民接收信息的能力不一，市民在接收信息时必然产生干扰，导致不能正确进

行必要的出行判断。因此，信息的提供对缓解交通拥堵的作用因人、因地而异。增加市民对

信息的认识和提高信息发布的准确性和传播的快速性有利减少信息的干扰。 

道路拥堵收费延伸的另外一个作用是通过较少车辆的使用和保证道路畅通后可以较少

车辆气体排放，减少空气污染。虽然这一贡献至为明显，一般上不被用来作为说服市民接受

拥堵收费的依据，以免顾此失彼。如果将道路拥堵收费改为污染收费的话却又会涉及其它层

面的争论，在此不表。伦敦的经验显示，通过拥堵收费减少了进城的车辆，也缓解了空气中

的车辆废气排放的污染程度,对环境的改善有一定的促进（Beevres, S.D.和 D.C. Carslaw 

2005）。比如说，在拥堵收费控制区内的 NOX  排放减少了 12.0%但在内环内却增加了 1.5%;

两个范围内的 PM10排放各减少 11.9%和 1.4%。   由于进城的车辆数目减少后，NOX和 PM10     

的显著减少具有深厚的含义。此外，车辆的平均车速得到改善后慢速驾驶的频率也相对平均，

这有助于改善废气的排放。此外，拥堵收费后车辆的行驶总里程也因此减少。虽然公交车辆

的增加会对环境有影响，但是通过科技和严格的限制对公交车的性能和污染源取得了有效的

控制。香港缺乏强制性的道路使用管制，加上城市结构失控，建筑物密集产生严重的热岛效

应。在香港的热岛效应中，晴朗的夏季白天 为显著，在城市空间设计应予考虑（Giridharan, 

R., Lau, S.S.Y., Ganesan, S., 和 B. Givoni 2007）。  近年香港对常规公交、辅助公交和

小汽车的排放逐年提高标准要求，情况略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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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对拥堵收费的认识 

拥堵收费虽然在理论上说是一项上乘的策略,但是实施时并不是无暇可击的，因为我们

对这一策略的期望太高会忽略其理论背后的诸多假设背离现实。比方说， R.H.K. Emmerink, 

P. Nijkamp 和 P. Rietveld (1995) 认为我们并不真正掌握小汽车司机面对拥堵收费时的行

为反应，总是认为司机会寻求一己的 大便捷和时效，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拥堵收费似

乎可以解决某一地段的交通情况，但并不能保证这不是司机将拥堵转移到其它地段的结果。

因此我们对拥堵收费的范围如何才能涵盖可能波及的空间，必须要慎重考虑，包括如何在不

同时间段推出不同收费标准的措施。此外，若单从财务的角度看，拥堵收费措施种类繁多

（Pickford,A.T.W.2005），成本高昂，其推行不但费时费事，还可能得不偿失，虽然这一问

题常被忽略（Walker,J.,Pickford,A.T.W.,and P.Plythe, 2008）。 

至于通过杠杆行为能让社会上 大阶层的市民有多大的受惠也是因时因地而别的。我们

在这方面也缺乏严格的匡算。当拥堵收费所征收的款项并不用在解决道路交通的用途时对整

个社会的负面影响或将是更加深远。显然通过立法来规范征收的费用的用途似乎有其必要，

因为这样可以增加征收拥堵费用的说服力。拥堵收费将增加汽车的边际使用成本，企图 终

减少了道路上的车辆和道路拥挤。严格加以限制并不是妥善的城市管理策略，如果这一限制

不能提供替代的措施来满足市民的出行需要必然导致社会不满和争论不休。如何提供多样化

的替代出行工具是优越的城市交通管理的基本要求。香港能在源头上控制小汽车的数目并得

到市民的认同的其中一项理由就是政府提供了足够的并比小汽车更加优越、快捷的出行设施

和方法包括优质的公共交通设施，市民有了替代的出行选择就没有多加埋怨的理由。香港目

前也积极采用道路静化措施来提升小汽车进入市中心区的难点，给本已拥挤的街道增加压

力。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可以替代小汽车出行的工具不多，汽车的需求价格弹性小，我们如

果没有适当的替代策略的话，就得依靠很高的收费标准才能产生减少道路交通流的预期效

益。这是拥堵收费效果不明显的一项重要原因。采取过高的拥堵收费标准又会导致社会抗阻。

许多政府因此不敢轻易而为之。 

国外成功的经验显示仅仅采用拥堵收费不一定能够解决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必须要和其

它适合的交通政策和措施配合才可能有效（Arnott, R.,  Rave,  T. 和 R. Schob (2005); 

Goodwin, P.B. 1995）。虽然新加坡和伦敦采用不同的收费技术手段来处理道路交通拥堵，

其缓解道路拥堵的作用一样出色（Goh, M. 2002; Phang, Sock-Yong 和 R Toh 2004 ），主

要的原因是这两个城市并不是以拥堵收费为唯一的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手段，而是一揽子手

段的一项措施  (Santos, G. 2007)。在城市交通管理的领域有多种行之有效的需求管理策略，

妥善运用后在有必要时加上拥堵收费这一手段或许能取得预期的效果（Viegas, J.M. (2001); 

Walker，J. 2011）。从国际经验显示成功设施道路交通拥堵收费政策的城市具有两种特性：

若不是具有强制执行策略能力的政府就是有开明的社会。比方说，新加坡属于前者，而伦敦

却可以归纳为后者的代表。本身具有丰厚自由风气的香港对诸多政策在执行前都有反复的市

民参与讨论的机会，但是政府往往需要考虑和平衡多方面的利益和原因，有时候反而是议而

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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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拥堵的一点看法	

城市交通拥堵是不同的交通模式使用道路的频率和占用道路的密度达到市民不能或是

不愿意接受的临界点后产生的感觉，具体体现在单位道路面积的车辆数目和因此导致的单位

时间内道路上的车速迅速下滑。纵使车多，如果平均车速能保持在一个市民可以接受的水平，

道路并不因此感到拥堵。相反地，尽管车辆不多，车速上不去的道路可能呈现一片拥堵现象。

如果是这样，导致道路拥堵问题出现的可能就不一定是单位道路上的车辆数目或是密度了。

保持道路车辆畅通才能解决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畅通又往往体现在车速上，尤其是体现在可

以接受的单位时间内的车速是否均衡。 

好在城市和道路都是具有自我组织的能力，能够调节其机能而不至于容易瘫痪。过于拥

堵的空间必然会促使部分能量外泄来减少压力。道路的拥堵也会自然化解，只是不同道路所

需的时间不同而已。拥堵产生交通不便，影响了一部分人的出行，他们甚至需要改变出行时

间和方向。不过这是城市功能自我组织的必然结果。诚然，我们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来调整

或是改变拥堵的时空分布，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缺乏对改变拥堵现状的效益和成本进行科学的

计算，得不偿失。我们对通畅的交通是城市管理指标这一概念深信不疑。也就是说，大力改

善交通是保证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唯一手段这一策略的使用很多时候是城市管理的误区。过于

通畅的交通可能促进不必要的城市空间蔓延， 终导致交通与市政成本增加和土地资源浪

费。适度的拥堵对市民优化其出行决策有促进作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因为车辆太多而

失去活动能力，虽然交通拥堵会导致部分活动缓慢下来以适应新的环境需求。我们虽然不必

对道路交通拥堵太过藐视，但是也不应任由其蔓延而且视而不见。如何保持 适当的拥堵才

促进城市活力的 大化是城市管理必须处理的课题。 

在众多城市交通问题中，要以城市道路拥堵 为市民和执政者共同关心。所谓解决城市

交通问题很多时候都以缓解道路拥堵为一项 终目标。根据主观的认识，交通越是拥堵的城

市的经济和社会活动更有动力。我们不尽然要问我们真的有必要和有办法消除拥堵吗？在认

识中我们似乎也很少看到有真正能彻底解决道路交通拥堵的城市，虽然很多人都会例举一些

让人心服的例子。既然拥堵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个人和每个城市所能承受的拥堵程度都不

一样，缓解交通拥堵也就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适合的标准了。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似乎没

有彻底消除城市道路交通拥堵的必要，我们也缺乏这方面的能力和信心。不过由于人们对可

持续发展和环境优化的重视，我们仍旧会努力寻找缓解拥堵的解决方案，包括拥堵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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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城市交通如何走出拥堵之困 

胡润州 

【摘要】本文从中国走上私人小汽车发展道路论述了由此带来的中国大城市交通拥堵及“城

市病”。如何解决由此而造成的大城市交通困境？作者重点提出了优先发展高效城市公共交

通等相关政策。 

【关键词】中国  大城市交通  走出  拥堵 

1. 中国终于走上了私人小汽车发展道路	

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在工业化的道路上已迈过了卅多个年

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已从一个经济上的弱国成长为世界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的

强国。 

1979~1980 年中国的城市化、机动化均处于较低水平。1980 年的城市化率仅 16.34%；

民用汽车为 164.98 万辆，其中约占 80%的是载重汽车，客车约占 20%，仅 35 万辆。在客车

中，私人小汽车几乎为零。从这时至 2011 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增至 49%以上，机动车保有

总量高达 2.19 亿辆，民用汽车保有量已突破 1 亿辆，其中约 70%为私人小汽车，其保有量

迅增至约 7200 万辆左右。城市化、机动化水平这样大幅提高，在支撑、促进中国社会经济

以震惊世界的速度大发展的同时，也使中国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陷入了由私人小汽车大量发

展诱发的“城市病”困局，面临严重道路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恶化、资源短缺、事故多发等

一系列问题的严峻挑战。 

就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美国的一些交通专家都曾十分诚恳地告诫我们：一定不要重走

他们发展私人小汽车的老路，这让美国社会遭受了巨大损失。当时中国大城市因改革开放、

城门敞开、大量农村流动人口涌入，出现了以“公交乘车难”为特征的城市交通紧张，这就

是步入工业化后中国城市交通首次碰到的一大难题，即进入了城市交通紧张的初生期。这时

公交客运量猛增，而车辆不足，供应能力严重短缺。为应对“乘车难”，越来越多的人购买

了自行车，许多单位也从给职工买公交月票改为发自行车。有自行车的人同时每个月还享受

补贴。自行车作为人均 GDP300美元条件下大众能较普遍享用的私人交通工具就这样获得了

大量发展。如北京的保有量达 900万辆、上海达 700 万辆、武汉达 380 万辆，全国的保有量

高达 1.5 亿辆左右。尽管大量私人自行车使公交乘车难的压力有所减缓，然而同时却使有限

的道路路面供给严重不足，行车难也日渐突出。这时，有一种观点认为：要解决中国大城市

的“公交乘车难”，也应该像美国那样发展私人小轿车。虽然美国专家对中国发展私人小轿

车的告诫还言犹在耳，但这条路太具有诱惑力了。汽车工业不但可以作为国家经济支柱产业，

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同时还会带来富裕阶层，尤其是广大青年所憧憬的由美国私人小轿车开

创的“西方式自由民主生活方式”。从 1984 年党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轿车进入家庭”的建

议至 2001 年国家正式颁布实施这一政策经过了约 17 年的酝酿、斟酌，但最终还是走上了“轿

车进入家庭”之路。从这时开始，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城市化、机动化不断加速，京、

津、沪、穗、深等为代表的各大城市均以年均 20~40%左右的增速呈爆炸式增长。如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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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保有量在 1980 年不足 10 万辆，30 年后的今天已增至约 480 万辆（私人小汽车超过

360 万辆），这之间从 100 万辆增至 200 万辆经过了 6 年、200万辆至 300万辆经历了 4 年、

300 万辆至 400 万辆仅用了 2 年，增速越来越快。广州的机动车保有量达 215 万辆，其中小

汽车为 161万辆。过去 5年中私人小汽车年均增速超过 22%。目前机动车超百万辆的大城市

达 15 个，而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均超过 200 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占 60~70%左右。 

从中国新世纪之始踏上私人小汽车的发展道路仅十多年，就让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

陷入了由交通拥堵所酿造的灾害之中。正如相关研究所言：“尽管中国城市私人小汽车普及

率还远低于美国，但是当前的城市交通拥堵程度已经比美国更加严重。”“全国 31 个百万人

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大部分交通流量负荷接近饱和，有的城市中心地区交通已接近半瘫痪状

况。自 1980 年代以来，我国特大城市的市区机动车平均时速已由过去的 20Km 左右下降到

现在的约 12Km；在一些大城市中心地区，机动车已下降到每小时 8~10Km。大中城市的早

晚高峰拥堵时间显著延长，北京、上海等一些城市已经难以区分拥堵与非拥堵路段。可以说，

中国还没有进入机动化的高峰期，就已经进入了交通拥堵常态化的发展阶段。”[1]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机动化速度在世界上也是十分惊人的。“城市化水平由 1978

年的 17.92%发展到 2009年的 46.59%，用了 30 年的时间赶上了美国 130年的城市化进程。”

2011 年已达到 49.68%，全国近 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美国从 1910 年机动化初期到 1980

年代城市私人小汽车快速普及及城市大规模扩张阶段用了 80 年，汽车保有量从几乎为零增

长至人均 0.688 辆（688 辆/千人），其中小汽车增至人均 0.537 辆（537 辆/千人）。中国从

2000 年以后至今人均机动车保有量为 0.168 辆（168 辆/千人），其中汽车人均保有量约 0.077

辆（77 辆/千人），私人小汽车人均保有量为 0.055辆（55 辆/千人），用了约 10 年汽车化水

平相当于美国 1980 年代的 11.2%，其中私人小汽车约为 10.24%。若按中国包括一半以上摩

托车及农用车的机动车总量计算，大体上接近美国汽车化 1920~1930 年代的汽车化水平。以

若干特大城市，如北京 2008 年机动车人均保有量 0.19 辆（190辆/千人）计算，则接近美国

约 1940 年代的汽车化水平。这种膨胀式地快速发展使本不应该走上私人小汽车发展道路的

中国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更患上了以交通拥堵为特征的“城市病”，而且“病症”越来越严

重： 

其一是交通拥堵不断加剧，已从少数特大城市扩展到全国大多数大中城市，甚至小城市。

在中国 655座城市中，约有 2/3 以上城市早晚高峰处于交通拥堵之中，其范围也从市中心区

向城区边缘扩展，堵塞时间也从过去的 0.5~1 小时左右增至 2~3 小时以上。北京也因拥堵严

重而成为国际上著名的“堵城”之一。由交通拥堵所造成的社会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大幅增

加。据研究：中国百万人口以上主要城市中，“有 15 个城市每天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所造

成的损失达到近 10 亿元人民币”[2]。按平均计算，相当每座城市一天损失大约 6700万元，

较 2004 年北京一天的拥堵损失 4000万元增长了 67.5%。以当时“全国一年因交通拥堵造成

的损失是 1700 亿人民币”[3]测算，现在一年的损失增至约 2847.5 亿元，约占 GDP 24 万亿元

的 1.2%。 

其二是迅猛增长的机动车，其中尤其是作为增长主力的私人小汽车大量增加，给城市带

来大量的有害气体、噪音和振动等污染，使城市环境日趋恶化，空气质量严重下降，其中特

别是对人体健康十分有害的 PM2.5 的微尘（细颗粒物）显著增多更主要是来自于数量越来

越庞大的汽车。国家环保总局监测的数据显示：2009 年大城市空气污染约 79%来自于机动

车尾气排放，2011 年更是高达 80%以上。世界银行所列的全球污染最严重的 20 个城市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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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个在中国。机动车尾气污染已给社会经济和居民健康造成严重损失。 

其三是能源消耗量不断增加。私人小汽车大量发展带来的严重问题之一就是使能源消耗

剧增，这使得一个美国人消耗的世界能源相当于 3 个欧洲人、13 个中国人、55 个印度人的

能耗。2 亿多美国人的能源消耗占到世界总能源消耗的 30%。13 亿人口的中国如果达到美国

现在的能源消耗水平，那就意味着相当于 2 个地球的能源才能满足其需要。虽然中国当前私

人小汽车还未达到美国的拥有水平，但交通运输车辆石油消耗量占石油消耗总量的比重随着

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而不断上升。1995 年占 18%，2000 年为 25%，2006 年为 40%，现

在已达 50%。其中私人小汽车的能耗最高，每人公里消耗公汽为 1，私车则达 8.1。2009 年

中国道路交通油耗约为 5000 万吨左右，占全国总油耗的 1/3，预计到 2020 年道路交通油耗

将达到总油耗的 55%~60%（其中小汽车为主体的相关车辆油耗占道路交通车辆油耗的 69%）。

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很大，2009 年就超过了 50%这条警戒线，2010 年 8 月已增至 55%。全

国每年因汽车增长而增加的石油消耗量达 3000万吨。“十一五”期间新增的 1 亿吨左右的炼

油能力几乎全部被新增的 3500 万辆汽车消耗掉。目前国内每辆车年平均耗油 2 吨左右，仅

以 1 亿辆汽车保有量计算，一年就需 2 亿吨汽（柴）油，而国家可能提供的最大供油能力每

年只能是 2 亿吨。除汽车外，还有 1.19 亿辆摩托车和农用车等其他车辆需要用油怎么办？

占汽车保有量七成以上的私人小汽车还将继续大量增长怎么办？显然，小汽车迅猛发展已严

重威胁到中国的石油供应，使国家能源生产处于日趋严重的紧张之中。 

其四是交通安全事故严重。私人小汽车大量发展，使三年以下驾龄的“马路杀手”不断

增加，而且还越来越庞大，使交通事故的发生更趋频繁。尽管近十多年来公安部门一直在强

化交通管理，严控交通事故，但事故发生量、死亡人数、经济损失等仍在世界上排在倒数前

几位。全国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约 23~24 万起左右，事故死亡人数约在 6‐7 万人左右，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约在 9~10 亿元左右。私人小汽车的交通事故率是公汽的 7.3 倍，交通事故也

因此始终保持在较高态势下。近年来酒驾经大力整治虽有所好转，但问题仍十分严重，其中

私车主占较高比重。 

其五是导致城市沿松散型、低密度、“摊大饼”的不合理模式发展。城市“摊大饼”越

摊越大，人口密度越来越低，更多的人居住得离市中心、工作岗位越来越远，出行更加离不

开私人小汽车，其数量更大幅增加，进出城与市中心区交通更加拥堵，而十分宝贵的农业土

地资源随着“摊大饼”被一片片挤占，人们赖以生存的大量土地被建成了水泥、沥青道路，

被开发建设为水泥森林般的一座又一座的高楼建筑。以占全球仅 7%的耕地和 6%的水资源而

要养活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难道就靠这些“道路”、“高楼”来养活么？显然，沿这

种模式发展不仅会更加重城市交通拥堵等相关“病症”，而且还会使中国遭受更大的生存危

机。 

2. 中国大城市交通如何走出拥堵之困	

从“轿车进入家庭”政策实施开始，中国也像美欧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步入了私人小

汽车发展道路。汽车工业作为国家支柱产业给美国经济发展与国家强盛以巨大支撑的种种优

越性十分强烈地吸引了我们，使我们明知其中定有荆棘，道路并不平坦，也仍然大胆地步入

了这条道路。我们从中一方面看到了它带给中国、包括各个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经济发展以

较大支撑、活力与繁荣；另一方面也使中国城市由此陷入了交通拥堵困局，患上了以交通拥

堵为特征的日趋严重的“城市病”。近年来，城市交通随着供需矛盾不断恶化，以北京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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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各大城市喊“堵”之声日趋高涨，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蔓延，几乎无城不赌，而且已

从大城市传染到了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与此同时，各大城市市民期望缓解城市交

通拥堵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各大城市政府也像北京一样把研究与制订缓堵对策摆在最为优

先的地位，不少城市更把它列为政府一号议案或为市民做的十件实事之首。 

中国大城市如何走出拥堵之困？本文认为：尽管办法很多但关键是要从下述几方面进行

努力，使这些对策真正落实。 

第一，大力建设“公交都市”，真正使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成为广大市民高度信赖

的高效、优质“公交优秀”交通服务系统。 

城市交通拥堵是当前中国城市社会，尤其是大城市最令广大市民揪心的社会难题之一。

导致这一问题发生，尽管原因很多，然而缺乏一个强大的、现代化水平较高的、运营服务质

量一流的、为人民大众所信赖的高效公共交通不能不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从欧美日等工业国

家来看，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大城市尽管私人小汽车保有量都在 600‐700 万辆左右，

其居民拥有率均在 80%以上，但由于以地铁为骨架，以公共汽电车为主体的城市公共交通系

统十分发达，公交站点与换乘枢纽遍布全市，乘坐公交与换乘都甚为迅捷，能较好地满足市

民出行需求，其运营服务质量赢得了较高的满意度，深深地获得了大众的信任，因此，即使

是在早晚上下班高峰通勤时间 80%以上的人都是选择公交出行，其中包括绝大多数私人小汽

车主，他们也切实感到这样不仅便捷，对出行毫无影响，而且较开车出行成本更低，更免去

了寻找停车位等方面的麻烦。正因为城市公交的吸引力远远超出了私人小汽车等各种出行交

通方式，在这些城市人们都主要依靠公交出行，除节假日或周末才开私车去休假、旅游或者

探亲访友外，上下班工作期间基本上是不开车的。这就使得这些城市虽然私人小汽车拥有率

高达 80%以上，车辆远比我们多得多也不堵车，城市交通甚为通畅，而这正得益于城市拥有

十分强大、高效、信誉度很高的现代化城市公共交通。 

与欧美日等国大城市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很多大城市尽管在国家“公

交优先”政策的光照下 2005 年以来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然而从实际效果看仍

然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运营服务质量仍然不佳，对广大市民仍不具较大吸引力，

公交出行比重仍然偏低，一般在 10%‐20%左右，与工业国家一般在 50%‐60%，甚至高达 80%

左右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即使北京等少数几个城市近年来经过很大努力有较大提高，但也仅

在 30%‐40%左右。这表明，就是在这些城市，公交发展仍不够强大，仍未成为市民出行最优

先、最信任的选择，相当多的人出行仍选择其感到最为方便的私车。这也正是京、沪、穗、

深等城市纵使轨道交通均有了较大发展为什么私人小汽车的发展仍很快，城市交通拥堵不仅

没有缓解反而在不断加剧。显然能否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甚至不发生拥堵，关键在于是否拥

有令市民切实体验到服务质量一流，十分方便而又准点，经济的公共交通系统，在这种情况

下即使有私人小汽车也会失去吸引力，市民出行宁可首选便捷的公交也不会使用出行成本相

对较高的私车，在巴西库里蒂巴就是如此。尽管市民拥有约 80 万辆私车（平均每两人拥有

一辆），但工作日上下班通勤 80%以上的市民仍然依靠畅行在全市的快速公共汽车，广大市

民十分信任并乐于选择这种交通出行方式。该市公交正是凭借着这种一贯优质诚信的运营服

务建立的强大魅力吸引着全市市民，在他们心中赢得了最佳口碑。公共交通在市民中蓄积的

这种强大力量使私人小汽车交通的竞争力不断下降，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为公交所吸引并转向

公交。由此，我们不难得到这一结论：当前中国大城市之所以交通拥堵不断加剧重要原因之

一就在于城市共交通系统发展滞后，其能力、水平、服务质量较低，不能较充分地满足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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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出行需求，较之私人小汽车交通并不具太多优势，甚至在出行时间成本、可达性、门

到门、突发事件应急、分担家庭送孩子上学、购物及使用便捷，不受时间限制等方面都不如

私车。要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是要按照“公交都市”要求进行城市建设，“以人为本”、“以

公交为本”而不是“以私人小汽车为本”，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实践证明：公共交通对

于缓解城市交通具有十分显著的作用。如美国“如果没有公交系统，2005 年全美的运行延

时将增加 5.41 亿小时，约为全国运行总延时的 13%”[1]。当前最为关键的：一是各个城市要

真正理解国家提出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重大意义和作用，它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各城市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二是公交优先不是为了补贴企业，不是企业可以乘机向政府要得更

多，与之相反，企业反而应承担更大的责任，按照“公交优秀”要求更兢兢业业搞好高水平

公交运营服务，以优质与信誉取信于民，让市民乐于首选公交出行。政府更应优先补贴和奖

励运营服务好的企业。三是应打破现阶段城市公交运营市场一家独大、一家垄断的局面。各

大城市基本上都是由一家庞大的国营公交集团控制，而且还有局级行政级别，有问题一般的

行政机构还管不了。像这样完全没有竞争、几乎没有监督、服务好不好也只有这种局面使中

国城市公交完全失去活力，企业经营者没有一点压力与危机感，更不会去体恤民情、听取民

意，改进服务。他们哪管你愿不愿意坐，反正政府投资补贴照给，他们一点也不担心。这与

欧美等国城市公交在政府领导下多家经营、相互竞争机制及其所带来的高质量公交运营服务

等多方面的效果存在着巨大差距。中国城市公交要真正搞好、发挥其最大优质服务潜能最缺

的不是运力等方面的硬件，而是要从体制、机制上进行大力度的改革。 

第二，在规划上下大力气、大功夫，从源头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规划是“龙头”，是指导城市建设发展的总纲。中国城市建设之所以取得今天这样巨大

的成就正是得益于城市规划。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交通拥堵”、“城

市病”等，其产生的根源则在于规划。正如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系张庭伟教授所言：

“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城市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在城市发展中的问题也同样有目

共睹。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居高不下等问题向来被认为是‘大城市病’”，“产生城市

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城市决策及城市规划的理念缺乏变革”。他认为：30 年来，甚至正

在规划的项目，相当大部分仍然依照西方 20 世纪上半期的规划理论、其中特别是“当做现

代规划理论基石的《雅典宪章》作指导。基于 1930 年代一批西方建筑师的理念所形成的这

一“宪章”虽然在时间上、地点上和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有相当大的不同，但却仍然被我们

引为规划理论的经典。据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也按照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包括

小汽车为主的交通模式及小汽车导向的道路系统进行规划建设。他指出：“如果以 20世纪初

的规划理论来指导 21 世纪的城市建设，必然重复 20 世纪城市中出现的‘城市病’。”[4]可见，

要治理“城市病”、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一定要从规划上下大力气、大功夫，树立正确的规

划理论指导思想、理念。 

（1）土地开发利用是导致城市产生结构性交通拥堵的源头。在人口密度大、经济活动

频繁的市中心区进行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利用更是容易使得该地区的交通拥堵进一步加剧。在

这里每一个土地开发项目都是一个较大的交通发生源与吸引源，会产生大量的进出交通流对

其相邻地区的交通产生严重影响。因此，首先要从规划上严格限制在市中心区（特别是在商

圈、交通枢纽等交通敏感地区）安排新的土地开发利用项目。其次，对市中心区范围外主城

区的土地开发项目也要从严调查、适当进行控制，为城市交通发展预留一定的空间与弹性。 

（2）在城市蔓延扩张过程中，在城郊结合部随着土地开发热潮，一座座、一片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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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分离”的“睡城”拔地而起。这些以居住小区开发项目建设的仅有居住功能的大量“睡城”

居住着超百万人口。他们晚上回这里睡觉，白天到市中心就业，由此形成了每天早晚高峰进

出城的庞大潮汐交通流对城区、特别是对市中心区交通予以较大冲击，导致各主要进出口、

进出通道（交通走廊）沿线及市中心区各主要干道路口（段）交通出现交通严重拥堵。这一

问题已令各大城市交通严重恶化。缓解这一矛盾，对于已建有轨道交通的大城市主要从挖掘

潜力、增加车次等方面大力提高客流运送能力；对于轨道交通还在建设中、主要依靠常规公

交的城市除大量增加公交线路，开设早晚高峰直达线、大站快车线、区间线、专线等尽可能

吸引居民不开私车改乘公交外，更重要的是从规划上进行布局调整，实施以轨道交通为城市

发展轴线的公交导向土地开发，建设功能配套完善“工宿一体”的组团新城，增加其工作岗

位与商业、教育、文体等功能配套，使越来越多的居民“睡”在这里，也工作生活在这里，

从“工宿分离”转变为“工宿一体”，早晚高峰进出城的潮汐交通流也随之慢慢变少、消失。 

（3）按照从规划上调整城市布局，建多个城市中心的要求，在市郊建大容量、高密度、

生态环境良好、购物方便、教育优良、娱乐丰富、职住一体的新城，构建以“主城+多个新

城”的模式，吸引更多高技术无污染企业和企业总部向这些新城集聚，吸引更多高端人才向

这里流动，从而为主城腾出一些空间，减少一部分进出城的交通量，减缓市中心的交通拥堵

压力。 

第三，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有效控制并引导私人小汽车合理使用。 

与欧美日等工业国家相比，中国私人小汽车拥有量并不高，远远低于每千人 150 辆的世

界平均水平。大城市交通拥堵之所以愈演愈烈，一方面是城市公共交通还不强大，还不能高

效满足广大市民的出行需求，另一方面主要在于私人小汽车的不合理使用。据不完全统计，

各主要大城市私人小汽车出行总量中大约有 45%的车的出行范围在 5 公里以内。这应该是自

行车的出行范围。这么多车主让小汽车当自行车用，造成城市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汽车，拥堵

不断加剧。与国外私人小汽车仅周末、节假日度假、探亲访友才使用、使用频率不高相反，

中国私人小汽车的出行次数多，使用频率相当高，其年行驶里程一般在 1.5万~2 万公里以上，

有的城市甚至在 3 万公里以上，大约是欧美日等国私人小汽车年行驶里程 8 千~1 万公里的

2~3 倍左右。正因为如此，各大城市私家车所产生的交通量都很高，以致供需矛盾尖锐，拥

堵繁生。引导私人小汽车合理使用的办法：一是采用优惠鼓励措施使占出行总量约 45%左右

的 5 公里范围内的私车自愿承诺终止这类不合理使用行为，动员其转移到自行车上来，采用

自行车出行。给这类车主配自行车租用卡及乘公交、停车、洗车等优惠卡予以鼓励。二是动

员私车主在早晚上下班通行时间尽可能乘公交出行。给这类车主配装专用的电子标签供记录

查询，对兑现了其承诺的私车主给予先进荣誉和适当现金奖励。三是鼓励共乘车（即我国所

谓的拼车）制度。将欧美等国的这一成功经验引进到中国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在其

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大运会期间都采用过这一办法，一大批私车停了下来，使这

期间的城市交通大大缓解。 

第四，世界银行相关交通专家认为有“20%的交通堵塞源于管理”。为此，应从加强科

学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入手，大力提高交通管理协调监管与交通组织能力力争能减少约 20%

左右的交通堵塞。提高科学的交管水平，还必须充分运用以物联网、车联网为基础的现代化

智能交通管理技术，科学控制城市交通需求，有效组织城市交通，充分发挥交通信息诱导系

统功能，将城市交通供需矛盾调整到相对平衡的较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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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进一步完善城市快速路网，充分发挥支路网的作用，使城市路网结构和道路网密

度从现在的不合理状态逐步达到最科学合理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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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及其启示 

何玉宏  谢逢春  郝忠娜 

【摘要】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模式的分析，即三种主要类型：增加供给模式、

需求管理模式、制度规范模式，总结其经验，并结合我国实情，提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社

会性路径。从政策层面提出：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构建合理的交通模式；倡导“自行车

+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对城市私人交通工具的发展实行调控与引导，而对于家用小汽车

应采用“供应短缺”政策。从观念层面提出：使汽车化减速，引导人们对于汽车的态度的转

变；树立起“绿色交通”及“可持续交通”的理念；通过社会教育、宣传媒体，加强对绿色

交通的引导和舆论监督。从技术层面提出：通过收费等经济技术手段来影响影响出行者对交

通方式、交通线路、时间等的选择；保障公共交通路权优先。 

【关键词】城市  交通  拥堵  治理  启示 

1. 引子	

尽管汽车的发明给人们带来了许多便利和享受，但由于汽车的广泛普及而导致的城市交

通拥堵也成为许多大城市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阶段。中国也不例外，随着越来越多的城

市进入到汽车社会，许多大中城市也同时进入到一个“拥堵时代”，一定程度上交通拥堵已经

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据调查，在中国 655个城市中，约有 2/3 的城市早晚出行高峰时段

经受着交通拥堵。日益严重的城市交通拥堵已成了当前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所面临的一项严

峻课题和挑战。 

事实证明，交通拥堵的出现与城市升级和经济、人口、产业、空间布局等许多宏观因素

的联系紧密，而单纯依靠增加设施供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交通问题。因为，城市交通总是进

入这样一个怪圈，当由于交通供给的改善，交通状况有所缓解时，新诱发的交通需求很快就

会填补进来，这种带着惯性的需求增加达到一定水平时，新的交通拥堵将形成甚至会达到一

个更为拥挤的状态。以南京新庄立交枢纽为例，由于该节点交通拥堵而对其进行了改造升级，

提升立交的通行能力，但在经历了短暂的通畅之后，现又已成为每日的交通堵点。所以，不

论交通拥堵源在何处，解决办法不能仅仅囿于交通本身，与交通相关联的制度理念、政策设

计、交通工具的消费、居民的出行习惯、以及整个城市交通环境的营造都是我们应当深入思

考并做出社会性解释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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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拥堵的新庄立交 

2. 国内外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模式	

不管是欧美先期发达的大城市如伦敦、巴黎、纽约等，还是亚洲后期崛起的大城市如东

京、新加坡、香港，都先后经历了由于经济发展、小汽车普及所带来的交通问题，并积累了

丰富的交通拥堵治理经验。总结国内外城市交通拥堵的治理模式，主要有如下三种类型
[1]
。 

2.1 增加供给模式 

欧美国家在进入汽车社会早期，城市交通的工作重点是加强交通设施建设，提高整个路

网的交通容量。但由于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性，道路的供给总不能满足需求。为此，Anthony 

Downs  在 1962 年即提出“交通需求总是趋于超过交通设施供给能力”的定律。该定律的含

义是：新的道路建设固然降低了出行时耗，但同时也引发了新的交通需求。也就是说，新建

的道路设施会诱发新的交通量，而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于是经过一段时间之

后，最终又恢复原来的拥挤水平。世界银行专家 S. Stares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得出这样一个

严峻的结论：无论怎样加速道路建设提高道路运行效率，真正要解决道路拥挤问题则不得不

控制和正确引导交通需求，别无选择。因为任何汽车的拥有者和汽车制造者都不会轻易放弃

他们投入大量资金所获得的运输方式。 

根据当斯定律，当改善后的地段交通的拥挤程度和改善前相同时，那些增加的交通量是

哪里来的呢？只有两种可能：（1）虽然这一路段的交通服务水平没有提高，但其他路段的交

通比以前更拥挤了，所以，出行者选择这个相对服务水平较高的路段行驶。也就是说，这一

地段分担了其他更拥挤地段的交通，如果没有这一地段交通的改善，整个城市路网服务水平

将会更差。（2）增长的交通量是由社会经济发展引发的，即使这一地段设施没有改善，其经

过的交通量也会增加，就会导致这一地段的交通更拥挤。改善后虽然拥挤程度没有降低，但

也没有增加。也就是说，这一地段以过去的服务水平满足了更大的交通需求。 

增加供给模式并不主张单纯地增加道路来解决交通问题，该模式认为城市交通路网存在

缺陷，由于规划管理的不合理，导致道路资源的低效利用而引发交通拥堵。因此，该模式主

要强调城市交通的合理规划以及交通管理与智能交通的有效提供和使用。核心思想就是对稀

缺的道路和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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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需求管理模式 

由于交通需求总是倾向于超过交通供给，对交通需求进行合理的调控，使交通需求和交

通供给趋于平衡，就成了缓解城市交通拥挤问题的重要方法。交通需求管理也就应运而生。

交通需求管理（Travel Demand Management，简称 TDM）是针对交通的发生源进行管理、控

制与引导，削减城市交通总需求，分解、转移相对集中的交通需求，调整出行分布，以保证

城市交通系统有效运行，缓解交通拥堵，其核心思想是通过诱导人们的出行方式来缓解城市

交通拥挤的矛盾，主要表现在倡导公共交通，控制和引导小汽车的使用。倡导优先发展最节

约地使用有限道路面积的交通工具，抑制不经济地使用道路面积的交通工具增长。通常包括

如下两类措施：一是车辆拥有需求管理，即控制车辆总需求量；二是车辆使用需求管理，即

控制车辆交通量。 

在车辆拥有需求管理方面，通常采用的控制办法有：车辆配额制度、车库许可制度、车

辆标准限制、经济调控限制等。在车辆使用需求管理方面，通常采用的控制办法有：（1）交

通管理限制。即通过对道路的规划使用控制交通量。如将有些街道规划成步行街，或开辟某

些专用车道等。（2）车辆行驶限制。如限制车辆行驶路线和行驶时间；按照车辆牌照的单、

双号分别在单、双日行驶；对某些拥挤的路段发放特许证等。（3）车辆停车限制。如将公共

停车场建在拥挤区之外，以减少车辆进入该地区；对道路路边限制停车时间，或根据不同情

况收取停车费等。 

美国由于实施了交通需求管理政策，尽管是个小汽车王国，但也较好地控制了城区的交

通流量，从而大大改善了交通拥挤的状况。随后在欧美及其它国家和地区也不同程度地采用

了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新加坡于 1975年和 1998 年先后引进了人工道路收费系统和电子道路

收费系统，通过收取“拥堵费用”来控制进入中心区的交通量。香港同时采用较高的汽油税、

道路通行费、拥挤收费及电子道路收费等措施调节其使用量。纽约也采取了提高中心区停车

收费的办法来控制进入中心区的小汽车数量。伦敦则于 2003 年正式实行“交通拥挤收费”

政策，实施效果很明显，每天进入伦敦市中心的汽车减少了 5 万辆，交通流量下降了 16%  ，

开车所用的时间比过去缩短了 14%。有人认为限车举措不利于汽车业的发展，也不符合人们

追求小康生活的要求。其实限制汽车使用与汽车业的发展并不冲突，只有道路顺畅，汽车拥

有与使用才会有价值。此外，许多措施被用于有效使用汽车，如鼓励多人共乘汽车，限制单

人乘车，相当于变相减少上路的汽车数量。 

2.3 制度规范模式 

制度是指用来规范人类行为的规则，其功能在于降低交易费用，一方面它通过规范人们

的行为，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和摩擦，以避免由此带来的效率损失；另一方面使人们对未

来形成较合理的预期，降低不确定性。制度完善模式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政府应提

供最有效地利用道路设施的政策法规，强化市民的交通守法意识，由被迫减少违章行为到自

觉减少违章行为，从而消除人为造成的交通拥堵及交通事故。 

发达国家常常制定严厉的法规，重罚违法违章者，反过来又提升人们的遵纪守法意识。

例如在德国，一旦查出违规行为，将重罚驾车者，且对个人信用等级造成终身影响。经常违

法和发生事故者不但难找工作，连购车的保险费率也比他人高很多，这也使驾车者将遵守交

通规则提升为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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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国外及香港卓有成效地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策略（见表 1），无疑对中国有着启发

和借鉴作用，但中国必须根据自己的国情制定具体的策略和对策，切忌照搬国外成功的经验，

以免患上不适之症。 

表 1  国际大城市主要交通策略 

城市  增加供给模式 
需求管理模式 

空间 
倡导公共交通  调控个体交通 

伦敦 

道路建设消除道路堵

塞瓶颈；现代化交通

信号控制系统 

462km地铁系统；公交专用道和公

交信号优先；改善公共汽车设施；

公交票价平稳费率；一体化智能卡

票制 

交通拥挤收费 
卫星城、

新城 

巴黎 
环城干道和放射路网

的道路格局 

地铁和区域快速铁路；公交一票

制；特定群体公交补助；公交设施

“无障碍” 

 
卫星城、

新城 

纽约 
汽车专用路；智能交

通信号系统 

地铁和通勤铁路；地铁系统一票

制；830条公共汽车运营线路；轨

道交通与私人交通之间 P + R  设施

中心区停车高收费 
郊区新的

城市中心

东京 
道路建设与完善；智

能化交通管理 

2000km  的轨道交通网络；良好的

驳运体系 

提高燃油税、提高停车

费；道路拥堵费 

卫星城、

新镇 

新加坡 

立体陆路交通网络；

自适性交通智能控制

信号系统 

以地铁为主体的轨道交通系统；公

共汽车行车路线优化；港湾式停车

站 

新车注册附加费；地区通

行许可制度与电子道路

收费系统 

新市镇 

香港  道路总长 1717km 

重轨、轻轨、公共汽车、小型公共

汽车、电车、出租车、轮渡相结合

的公交系统 

首次登记税及每年牌照

费；汽油税、道路通行费

及拥挤收费 

新市镇、

新城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3. 启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社会性路径	

交通拥堵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的是面对汽车与人口激增带来的一系列城市问题。随着城

市的不断发展，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私家车也越来越多，交通拥堵也越来越严重。因此，解

决交通拥堵问题，需要跳出交通本身，在更广泛的领域寻求答案。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表明，

单纯的将解决思路集中在技术领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应从着眼于更高层

次，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应从政策、观念与技术等三个层面进行综合考虑，把握治理城市

交通拥堵的问题。 

3.1 政策层面 

城市交通公平是我们解决交通拥堵的制度理念，而政策制定是理念得以表达的集中体

现。我国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同时，要结合自己的发展需要，合理引导交通需求，

通过各类政策措施引导人们出行对交通方式的选择，形成合理的交通结构，选择不同出行方

式的比例不断协调发展。目前公交优先发展、倡导“自行车+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开始在

城市推行，并已形成广泛共识，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3.1.1  保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公共交通包括公交、出租车、轨道交通等，具有运载量大，人均占用资源少的特点，大

大降低交通拥堵的可能性，同时它的整体安全性要高于私人交通，因此，公共交通方式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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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今后城市交通出行的主导方式。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改变目前大型城市中心城区交

通方式向小汽车转移的趋势，构建合理的交通模式。公共交通优先必须建立在综合交通政策

上，确立公共交通的定位和优先发展的战略。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使之以最佳

的服务质量形成较大的优势与吸引力，通过竞争，使私人小汽车交通逐步向公交转化。私人

小汽车交通固然能给个人出行带来很大的方便，但它同时也牺牲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如交通

拥堵加剧、城市环境恶化加速、能源消耗增加、大量城市道路资源被吞噬、交通安全事故频

发等，每年由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据统计，因为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中国 15

座城市每天损失近 10 亿元财富。一年 365 天就是 3650 亿元了，买车所带来的收益都被堵

车所抵消了。
①
当然，我们不能限制拥有私车，但要通过竞争努力使私车车主在工作出行中

自觉选择使用公共交通而放弃使用私车，提高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首先，落实城市公交优先发展措施。在城市交通规划上确立公共交通优先安排顺序，如

公交专用道的建立、站点的设置等要得到重点保证；在资金投入和财政税收上确立对公共交

通的政策倾斜，如进行财务补贴、低息或无息贷款、税收优惠等；在道路通行上确立公共交

通优先通行权，包括对路段的专用权和在交叉口的优先通行权。其次，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

平，满足个性化的交通需求。通过改善公共交通运营线路与换乘枢纽，提高公共交通的正点

率及运行效率，合理分配公共交通运力，减少和方便换乘，提高公交利用率和满意度，为乘

客提供出行信息，满足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改善乘车环境等措施，为群众提供安全可靠、

方便周到、经济舒适的公交服务。 

3.1.2  倡导“自行车+公共交通”的出行模式	

自行车由于其经济实用、方便省时、没有污染、节约能源又可运动健身等优势，确是适

合我国国情的一种理想的个体交通工具，它应当在我国的城市客运交通中占有一席之地。城

市不应把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作为互相对立的交通方式来对待，而应从交通运输管理的角度，

研究如何把两种交通方式进行组合，以获得最高效率
[2]
。首先是加强自行车族和步行者的交

通法规观念教育，提倡自行车，宣扬健康、环保的交通出行选择，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欢迎自

行车、尊重自行车的自行车文化；其次，像汽车有专行路一样，自行车也理当有属于自己的

专行路，加强自行车公共租赁店以及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把自行车交通看作是为广大居民

特别是工薪阶层提供的一种受惠于大众的公共产品。   

提倡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同时，也应认识到由于公共交通工具在机动灵活上的欠缺，许

多乘客花费不少时间在公共交通两头的衔接步行上，大大影响了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及其吸

引力。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鼓励并提倡自行车与公共交通换乘的出行模式，如将折叠自行

车与公共交通或地铁结合起来，或者在地铁站或者大型公交换乘枢纽处设立自行车停车处，

从而成为大中心城市中最迅捷和廉价的交通方式，并解决市内远距离的交通。目前，有一些

城市正在尝试或已经实施市内免费租用公共自行车的方式，如张家港实施的公共自行车服务

项目，在市区主干道路、公交站点、商业区、园林景区、广场、居民小区附近建立服务网点，

出行者凭市民卡就可以租用市内任何一个服务网点的自行车，到达目的地后把车还到附近的

网点，各服务网点实现“通存通取”，极大地方便人们解决公共交通的两头衔接问题以及短

途出行问题。这是值得推广的一种交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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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采用家用小汽车	“供应短缺”的政策 

一方面，小汽车拥有是个人行为，现代社会应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乃至部分人的奢侈

型消费需求，不应该强制剥夺人们对小汽车的拥有权力；另一方面，小汽车使用也是社会行

为，小汽车的使用需要占用公共的道路空间，并造成交通拥挤，从而导致社会成本上升。因

此政府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引导对小汽车的拥有行为，同时限制和管理小汽车的使用行为，

让消费者支付真实的成本。在目前的中国，应该由一个超越于市场主体的“裁决者”来识别

和确定“控制私车”的国策。
[3]
 

我国城市交通政策应该对城市私人交通工具的发展实行调控与引导，而对于家用小汽车

应采用“供应短缺”政策，可以在城市的特别地段划定步行区或单行线，限定停车车位，实

行限速行驶等措施，使城市居民减少对家用小汽车的依赖。同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税

收政策，根据家用小汽车的使用状况征收税费，使居民逐步建立起“购买小汽车不只是购买

了车辆这一物品，而是同时租用了城市道路系统”的概念，以燃油税，轮胎税等方式增收小

汽车使用道路成本费或使用税，通过经济杠杆来调节家用小汽车的需求，使城市交通方式符

合城市交通设施供应水平。 

3.2 观念层面 

3.2.1  重新认识汽车消费观念	

在中国走向汽车社会的过程中，拥有一辆小汽车就成了表明一个人身份的重要特征，一

些高档轿车并被当成一种“风格、地位、奢华以及权力等的表现或标志”来购买。人们在消费

物品或符号过程中界定自身，消费物品的种类成了社会分层的标志。人们在拥有了生活基本

消费能力之后，额外的消费能力逐步转向追求更高生活品质、体现身份特征的方向上来，而

汽车作为较好的选择之一，被这类群体广泛接受。同时，社会中广泛存在着羊群效应
②
，“有

房有车”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青年人的理想，社会环境容易导致人们的想法和思维方式逐步

趋同，某种程度上购车、用车已经不是理性消费行为，而是迫于周边环境的压力
[4]
。因此，

我们不可否认汽车产销量的快速增长与人们的消费心理有直接联系。汽车消费的成本不仅是

汽车折旧、汽油成本、税收、执照、养路等费用的总和，还包括由汽车运行带来的道路拥挤、

干扰其他出行方式以及污染的行为等。可以说，汽车就是交通拥挤、环境破坏等各种问题的

元凶。因此，为了使汽车化减速，引导人们对于汽车的态度的转变，即价值观的转变是必要

的。     

3.2.2  树立“绿色交通”理念	

转变人们对汽车态度的观念，就要使人们逐渐树立起“绿色交通”及“可持续交通”的

理念。绿色交通是以减少交通拥挤、降低能源消耗为目标，促进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交通

系统，包含了公交优先发展、自行车及步行等绿色出行模式，以节约能源，保护环境。通过

对这一观念、理念的认识，是人们逐步放弃或减少对私人小汽车的依赖，更多地采用公共交

通等绿色的交通出行方式。 

3.2.3  践行“绿色交通”理念	

绿色交通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交通运输的每一个环节和相关要素,从车、路(基础设施) 

到交通环境、交通组织、交通管理乃至其所处的整个社会系统。由于城市交通是一个非常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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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庞大系统,具有极强的基础性和社会性,城市绿色交通体系的形成必须依靠政府的力量进

行推动,要在政策法规、交通规划、技术标准、经营规则以及管理体制上进行统一的协调和

宏观调控,避免各种运输方式以自我为中心,各自规划、各自建设,最终导致系统总体效率降

低、成本增多、资源浪费。一个观念得以普遍认同并践行，需要不断传播以深入人心。我们

应该进一步加强绿色交通理念的传播，使人们形成可持续交通发展意识。绿色交通理念的传

播需要家庭、学校、企业、政府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参与和努力。绿色交通理念的传播可以通

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1）社会宣传教育，这是绿色交通理念传播的重要方式，可以通过榜

样示范、社会舆论、社会评价等形式对社会成员施加影响，如行政官员带头示范，引导人们

对绿色交通的重视；可以对实施绿色交通效果显著的单位进行奖励并宣传，以起到带动示范

的作用（如交通运输部每年组织申报的节能减排项目申报客观上达到了这种效应）。（2）利

用媒体做公益宣传广告，如通过电视、广播、报纸以及网络等媒体，加强对绿色交通的引导

和舆论监督，批评有悖于绿色交通的行为和现象。 

3.3 技术层面 

3.3.1  利用经济、技术手段引导交通需求	

交通需求管理是一种主动式的管理，通过收费等经济技术手段来影响影响出行者对交通

方式、交通线路、时间等的选择，使交通需求的时间和空间得到均衡协调。具体的实施方法

可以采用道路拥挤收费、停车收费等方式。 

道路拥挤收费是指对行驶在拥挤道路上或者高峰路段上的车辆征收的额外费用，其作用

就是利用价格机制引导交通出行需求，调整出行路径、减少繁忙时段和繁忙路段道路上的交

通负荷，缓解交通拥堵。通过道路拥挤收费还可以有效促进私人交通方式向高容量的公交系

统转移，抑制小汽车交通量的增加。新加坡是最早收取交通拥挤通行费的城市，为了缓解交

通问题，在划定区域内对车辆进行收费，使高峰期的交通量显著下降，平均车速明显提高，

公交出行比例大为提升，拥挤收费方案的实施效果很明显。伦敦在内环线内 21 平方公里范

围内的交通设施对私人汽车、货车征收通行费，收费时间为 7:0‐18:30，周末和法定节假日

不收费。方案实施后，该区域内拥挤减少 40%，交通量减少 16%，排队减少 20%—30%，车

速提高 37%，公交出行的比例大为增加，公交吸引力也得到了提高。这些成功案例表明道路

拥挤收费是一种有效的措施，当然，要在我国城市实施这一措施，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探索，制定合理的方案，如收费对象、收费方式、收费时间以及费率等，不可盲目照搬别人

的模式，要因地制宜，找准时机，做好示范、逐步推广。 

3.3.2  借助工程、管理手段确保公交优先	

制定公交优先措施，一方面表现在工程方面，  另一方面表现在管理方面。  工程方面主

要从硬件环境上保障路权优先，使其在道路使用政策方面，确立公交车辆优先使用道路基础

设施，这是公交优先通行的基础。管理方面主要是制定交通管理措施，从软件环境上保障公

交车辆运行通畅和便利。 

首先，要对公交优先车道的设置进行全面、系统、科学合理的规划，通过设置路面标志

线，或者设置专用道路管制为公共交通提供公交专用道、公交优先车道、单向干线和公交逆

行专用道等优先运行空间；根据不同道路条件及周围环境选择恰当的公交优先车道技术指

标；可以统一规划、分期建设、最终形成公交优先车道网络体系，为公交优先发展提供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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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其次，科学设置公交优先信号系统，保障公共交通在道路交叉口通行时间上具有优先

权，通过合理配置公交车辆所经过交叉口的信号配时，设置公交专用通行相位或者设置公交

信号提前，给公交车辆以优先通行权，减少公交车辆在交叉口的延误，提高公交准点率。在

设置公交优先车道系统和建设公交优先信号系统的同时，加强相应的执法管理，解决“专用

道不专用”的问题。最后，提高公交运行的信息化和科技化，包括对车辆采用 GPS 定位系

统进行跟踪指挥，市区内主要站点设置电子站牌，优化公交运营管理系统，提高公交的调度

和管理水平。 

4. 结束语	

当前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时期，社会分层趋势逐步加大，日益恶化的城市交通环境

已然演变成社会性问题，若仍不下大气力解决，就有可能像上个世纪 80 年代亚洲四小龙经

济起飞时期陷入“黑暗交通年代”的态势
[5]
。若要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们认为，

成功的关键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普及和广为接受，绝不仅是拓宽道路、革新技术那么简单。

我们需要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交通拥堵以及相伴而生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对人们不断警

示和惩罚的后果。要让人们明白，必须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生活方

式，必须摒弃不合理的汽车消费观念。应当说，前进的第一步并不复杂，只是让城市出行者

认识到我们正在造成的损害以及怎样避免它。新价值观从不抽象地到来，它们往往与具体的

情况、崭新的现实以及新的世界理解一起到来。实际上，道德只存在于实践中，存在于日常

微小事情的决策上，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在道德方面，决策依赖观念。”当大多数人看到

一辆大汽车并且首先想到它所导致的空气污染而不是它所象征的社会地位的时候，环境道德

就到来了
[6]
。 

可以说，在当前中国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难解之痛时，树立一种健康的、人

本化的绿色交通理念应是当务之急。这一理念强调的是城市交通的“绿色性”，即减轻交通拥

挤，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社会公平，合理利用资源。其本质是建立维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交

通体系，以满足人们的交通需求，以最少的社会成本实现最大的交通效率。绿色交通的理念，

有待我们从“心”开始，并从我们的“脚下”实践，它不仅应该表现在交通政策的制定中，

更要融入到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中去。 

【注释】 

①《广州日报》：《媒体观察：车市冲刺 1700 万—交通拥堵难破局》，2010 年 10 月 18日。 

②羊群效应（Herd  Effect）：羊群是一种很散乱的组织，平时在一起也是盲目地左冲右撞，但一旦有一

只头羊动起来，其他的羊也会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全然不顾前面可能有狼或者不远处有更好的草。因此，

“羊群效应”就是比喻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从众心理很容易导致盲从，而盲从往往会陷入骗局或遭到失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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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拥堵浅谈 

魏星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城市交通拥堵现象日益突出，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热点问题，本

文在阐述交通拥堵形成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常规缓解交通拥堵的一些措施，之后通过对国

内外城市的治堵经验的分析整理，对我国城市治理交通拥堵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市交通  交通拥堵  治堵 

1. 引言 

自从亨利福特采用流水线作业方式开始生产汽车的那一刻，就使得汽车成为大众产品变

为可能，而摩天大楼的发明使得单位面积的土地上可以聚集更多人。更多的车和单位面积上

更多的人可能是引发现代城市交通拥堵的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但是这只是工业革命所带来

的众多变化中的 2 个微不足道的技术革命而已。目前，全球约有 30 亿的人口居住在城市，

城市的面积越来越大，城市集中地区形成了都市连绵区，同时这些地区也是经常发生交通拥

堵的地区。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都市发展已趋饱和，然而在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等地区，

城市化进程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城市人口成长仍然相当迅速。因此，虽然目前我国一些

特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已成为社会热议问题，但是其拥堵程度及其范围极有可能伴随着经济

发展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内发展和蔓延。理清城市交通拥堵的原因，才能更好的对未来城市

交通发展有更加准确的判断。 

2. 城市交通拥堵的成因 

道路网络的使用者的增加是产生交通拥堵的先决条件，交通拥堵的表象是更慢的行驶速

度、更长的行程时间以及持续增加的车辆排队。 

城市交通拥堵虽然现在被称为一种“城市病”，但是追溯交通堵塞的历史可上溯至古罗

马时期，远在古代的罗马就已经成为官员和市民最头痛的问题。当时的政府立法规定车马禁

止于白天时进城，虽然解决了白天的交通问题，但晚上却吵的市民无法睡觉。因此我们可以

得出结论，交通拥堵这一现象将持续伴随着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这种现象

可能无法被解决，只能尽最大努力去改善拥堵现象。 

城市交通拥堵的表象及其显而易见，但是究其成因却是相当复杂的。对于城市交通拥堵

的成因，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模型可以很好的对城市交通拥堵进行解释。

拥挤的道路可以看作是公地悲剧的一个例子。因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地方使用道路至少从表面

上看起来都是免费的，很少有财政诱因，鼓励司机不要过度使用他们。因此，每一个道路上

的交通参与者都希望自己得到更好的道路服务水平，而每一个交通参与者都不会考虑其他交

通参与者的利益，每个人都做出看来对自己最优的决策，就造成了整个系统的崩溃。因此经

济学家认为道路私有化和进行对道路使用者收取费用等经济奖惩措施可以有效减少道路拥

堵。 

当然现实中的交通拥堵的产生原因要比经济学家提出的分析模型复杂的多，涉及到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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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面，比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城市规划布局、城市人口规模、居民出行次数、城市交通系

统等一系列的问题。 

城市交通拥堵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包括浪费出行者的时间，交通事故的增加，导致驾

驶员心情烦躁从而损害身体健康,更多的燃油消耗对空气环境的污染，城市经济活力的下降

等等。 

3. 缓解交通拥堵的相关措施 

供给与需求失去平衡造成交通拥堵，当需求超过供给水平后，要么削减需求要么增加供

给，否则无法解决拥堵矛盾。目前，从增加交通系统供给水平方面，可以通过新建道路设施、

建设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系统来达到目的，从削减需求角度主要是要控制私人小汽车的使用，

将有限的道路空间留给效率更高的公交系统使用，这就需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引导居民出行

更多的使用公交系统，而且需要较长的时间来使得政策发挥作用。 

总结可用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相关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3.1 修建道路基础设施 

新建道路和对既有道路的拓宽是解决交通堵塞最为基本的方法，因为当汽车使用率增高

时，就需要有更多的道路来容纳车流。此种方法在短期内或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

然而从交通拥堵产生的机理来看，由于道路面积不可能长期无限制的增长，因此无法从根本

上解决道路资源紧张的问题，同时，从短期来看，道路供给水平的提高反而会刺激交通需求

的增长，不但不能缓解拥堵，反而会带来更大范围的拥堵。 

城市交通拥堵大部分是发生在道路交叉口附近，因此对交叉口进行拓宽渠划，和修建高

架或地下道路也是作为缓解交通拥堵常用措施，但是追究其本质仍然不能从本质上那个解决

交通拥堵。 

虽然单纯依靠增加道路系统容量是不能解决城市交通拥堵这一观点已经普遍被认同，但

是这种措施仍然是最普遍的缓解拥堵的方式之一。 

3.2 发展公共交通系统 

相对于私人小汽车，公共交通可以更加有效的利用有限的道路资源完成对人的运输，如

修建地下轨道系统更可以在不占用地面道路资源的前提下，快捷、准时地输送大量的人流，

良好的公共运输系统可以借由改变驾驶人的通勤方式，来减少私人汽车的数量。因此优先发

展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的方式普遍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使用。 

3.3 税费 

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支付费用会获得更好的服务，因此让使用道路的人付

费，也会获得更好的使用体验。通过经济杠杆的调节可以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目前采用的措施包括提高拥堵地区停车收费，对私人机动车征收轮胎税、燃油税以

及在拥堵区域实施区域性的拥堵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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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外治堵经验 

纽约：作为美国第一大城市的纽约，同时也是世界上重要的金融、商业及文化中心，是

具有高度活力的城市，同时也是世界大城市中拥挤情况比较显著的城市，但纽约市交管当局

为改善交通状况费尽心机，采取了不少可资借鉴的措施。主要包括： 

4.1 发达的公共运输体系 

美国是生活在汽车轮子上的国度，然而在纽约，没有私人汽车也能方便出行。纽约拥有

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28 条地铁线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线路总长 1140 多公里，490 个

地铁站遍及全市各地。此外，还有公共汽车线路 244 条，线路总长 3000 多公里。许多地铁

和公交线路都是一年 365 天、全天 24 小时运转。此外，纽约还有连接周围地区的通勤火车，

为居住在纽约周边地区的人上下班提供经济快捷的交通服务。据统计，纽约公交系统每年运

送的乘客达 24 亿人次，是北美地区最大的公交系统。在曼哈顿中央商业区工作的人，有 80%

的人选择公共交通作为主要出行手段。如果没有公共交通，曼哈顿地区的交通流量将增加一

倍，而纽约市曼哈顿中央商业区外围地区的交通也将增加 20%。 

4.2 因地制宜的道路交通组织 

就道路基础设施和城市功能基本布局而言，纽约市并没有多少优势：纽约建城的历史久

远，城市的金融、商业、娱乐等基本功能区域布局早已形成，难以调整；纽约的许多街道狭

窄，停车场地不足。面对这一现实，纽约市交管当局因地制宜，设置通行有效的单行线，减

少交通瓶颈。纽约的街道自上个世纪２０年代以来就实行了单行线，单行线以局部的限制来

保障全局的畅通，不失为解决城市交通拥挤、增加交通容量的一种直接、有效、也比较经济

的办法。 

4.3 多种措施疏通“瓶颈” 

纽约市的金融、商业、娱乐中心以及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均集中在曼哈顿岛上，出入曼哈

顿岛的几座桥梁和隧道往往成为交通瓶颈。为了减少交通瓶颈，纽约交管当局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确保出入曼哈顿的交通畅通。例如，为疏导早上高峰期间大批进岛的车辆，将连接曼哈

顿和周围几个区的桥梁和隧道的上下行车道都改为进岛的通道。为鼓励市民搭车出行，减少

车流量，规定这些通道仅供有两名或两名以上乘员的车辆使用，高峰时段禁止单人驾驶的车

辆使用进岛的某些桥梁和隧道。 

华盛顿：尽管华盛顿人口只有 60 多万，但是在市区工作的一半人住在郊区，加之美国

人喜欢自己开车，上下班时数十万人同时出入市区，给道路交通造成了巨大压力。 

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华盛顿市重点发展公共交通体系。华盛顿的地铁开建于 1969 年，

1973 年开始运营。如今地铁总长度达 106.3 英里，分红、黄、橙、蓝、绿 5 条线路，共有

车站 85 座，同时在远郊区地铁站附近都修建了大规模的停车场，方便进出市区的居民在城

市外围停车换乘地铁，从而减少市区的地面交通压力。 

与纽约相同，华盛顿在全市多条连接市郊的公路干线上，都设置了多人乘坐车辆使用的

特殊通道（HOV），同时在进出城区的通道根据早晚高峰潮汐交通的实际情况，动态组织道

路行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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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与众多国际大都市一样，交通拥堵一直困扰着法国巴黎，而国际上越来越大的二

氧化碳减排压力也促使巴黎市政府为解决这一难题采取了多元化措施，提高整个交通系统的

运转效率，鼓励市民更多地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巴黎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地铁线路。在巴黎环城公路以内的市区，各地铁站之间的距离

都在几百米之内。巴黎市政府还在原有地铁的基础上不断延长线路，方便那些远郊居民进出

巴黎市中心。 

而巴黎为解决交通难题，在市中心人流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置了多个自行车站。人们租用

智能卡后即可在自行车站随取随用，并且在市区内任一租车点都能还车。为了鼓励市民多使

用这种“零排放”交通工具，租用的头半小时免费，过后则按时计费，同时市区内也增加了许

多自行车专用车道，方便人们出行。 

东京：强大的轨道交通网络是支撑城市活动的基础，东京的轨道不仅网络密集，更主要

的是换乘便捷，所有换乘均可在 5 分钟以内完成。这使得高峰期间有超过 90%的人使用轨道

交通。高额的停车费用使得上班族只有在休息日郊游的时候才有可能使用私人小汽车出行。  

汉城：多年来汉城不断建路，但也不断堵车，堵得大家都有意见。1997 年政府提高汽

油税，提高停车费，加征道路使用费。三管齐下，一部分车主放弃了开车上班的打算，堵车

情况马上缓解。 

伦敦：作为欧洲第三大城市的伦敦同样拥有发达的轨道交通网络，中心区拥有各类轨道

交通线路 400 多公里，但即使如此，中心区地面交通拥堵仍然日趋加剧，为缓解中心区道路

拥堵，自 2003 年开始实行区域拥堵收费政策，实施拥堵收费后，进入收费区内车流量下降

了 18%，区内平均通行时间减少了 30%，高峰小时车速提高了 15%。  

新加坡：新加坡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针对交通拥堵问题，划定了拥堵收费区域，同时

还同过其他各种措施提高拥有车辆的门槛来达到控制小汽车交通量刑发展的目的，在新加坡

居民首先要拥有拥车证才可以购买私家车，而拥车证使通过公开拍卖或得，同时每年可供拍

卖的用车证数量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还提供一种红色牌照，只能在周末、节假日、早 7 点以

前和晚 7 点以后行驶。由于车主做出牺牲，减少行驶，缓解交通，政府就给予买车半价，保

险费、养路费等半价等相应补偿。 

通过对国外发达城市治堵经验进行总结，可以发现发达的轨道及公共交通系统以及完善

的道路网络都是支撑人口高度密集城市所不可缺少的硬件系统，而种政府制定的各种交通需

求管理措施作为软件系统的同等重要。甚至有些人士认为交通管理措施的重要性要超过基础

设施建设所带来的积极效应，然而由于国家政治体制及社会环境的差异，政策性措施并非在

每一个国家都能得到良好的实施。 

5. 国内治堵经验 

我国国内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面对日趋加剧的城市交通拥堵在不断完善路网、

公共交通体系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对交通政策的研究制定，城市管理者已经认识到单纯依

靠系统硬件建设缓解交通拥堵的成效是有限的，只有在完善硬件系统的同时加强交通需求管

理，才能有效引导城市交通运行更加具有效率，能够利用最少的社会资源完成更多人和物在

空间和时间上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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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在大力建设轨道交通网络，发展 BRT 系统的同时，于 2010 年对城市新增机动车

数量开始进行严格控制，每月控制新上牌车辆不高于 2 万辆，同时对车辆上牌需要进行摇号

才能获得上牌权力。在高峰时段限制外地进京车辆进入五环以内地区。将五环内停车收费单

位由半小时调整为 15 分钟等各种需求管理措施，抑制交通拥堵的恶化。 

上海市早在 1994 年就开始实行机动车牌照拍卖制度，通过这种措施有效的控制了城市

私人小汽车的增长速度和绝对数量，对于外地车辆不允许使用高架快速路系统，同时通过发

展轨道交通及优化地面公交线网来达到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目标。 

广州市最新出台的交通治堵方案中，除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之外，将拥堵收费这项措施

提上了研究日程，同时从城市规划角度严格控制城市开发中心城区建设总量增量和建设时序。 

国内各大城市在城市机动化发展迅猛阶段，在借鉴国外发达城市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已

经开始脱离从单一道路、轨道、公交网络建设，转向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双管齐下的一体化

管理模式，从以往的重建设轻管理开始向建设管理并重转型。这一观念上的转变是正确的，

但是不宜在政策实施方面急功近利，否则反而会给城市交通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北京、上海、

广州等城市都在积极进行拥堵收费等相关利用经济杠杆缓解交通拥堵的政策，但是此类政策

的实施一定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作为实施基础： 

（1）公共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只有公共交通运输体系足够发达和便

捷，服务水平足够高，才有可能与私人小汽车出行相竞争，另一方面只有在公共交通运输系

统足够发达以至于无法在没有经济杠杆调节的前提下承担更多交通出行的情况下进行拥堵

收费，才能让城市居民认为通过交通设施建设已经无法达到满意的道路服务水平，从而接受

这一措施。 

（2）确保这些用来缓解交通拥堵所得税收能够重新分配于公共交通系统的完善，创造

一个公平的财政收入与分配系统，让更多的交通参与者受益。 

（3）确定合理的收费区域、收费方式、收费时间、收费系统、收费价格等方案。方案

制定的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政策实施的效果。每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城市结构、交通出行

方式、经济发展水平都千差万别，应因地制宜的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政策措施，而不是盲目

借鉴其他城市经验。 

6. 总结 

治理城市交通拥堵,要从多方面入手,首先从城市规划布局角度优化调整城市结构，通过

多中心模式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其次继续加强道路基础设施及公共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扩大

供给能力，最后积极研究制定各种交通需求管理措施来控制交通需求，通过“管、建、限”

三管齐下才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维持城市交通环境良性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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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化初期老城区综合交通整治思路与方法 

钮志强  戴继锋  杜恒  李晗 

【摘要】机动化初期城市面临城市框架拉开、老城区更新和新区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在对城

市发展过程和机动化进程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老城区整治的最佳时机，并对该阶段城市主

要特征与交通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分析。通过对国内案例城市交通整治经验教训的归纳整合，

综合交通整治可分为四个阶段：设施建设、规范秩序、优化衔接和需求管理，根据老城区交

通特征与实际需求，提出机动化初期老城区整治重点应在“建”、“序”两个阶段的思路。最

后对老城区整治的关键技术要点进行研究，并结合实际案例给出了解决对策与方法。 

【关键词】老城区  综合交通整治  交通整治阶段  机动化初期  

1. 对老城区的总体认识	

1.1 老城区与城市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

进，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小汽车迅速普及，城市交通需求持续快速增长，交通供需矛盾日益

突出。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在老城区外围发展新区，以期能转移城市人口，疏解城市功能，

但由于新区建设和培育功能需较长的时间，短期内难以达到职住平衡，导致城市就业、居住

和休闲等功能仍然过度集中在原有城市中心即老城区，进一步加重了老城区的负担。 

另一方面，老城区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主要传承和沉淀地区，其发展受传统空间格局限

制较大，也是交通设施发展最困难的地区，功能高度集聚带来的高强度交通需求不断冲击着

薄弱的交通基础设施，以较小的路网规模承载着巨大的交通量，老城区已不堪重负，而且受

自然地理、历史风貌等因素约束，很难对其进行彻底改造。因此，老城区交通问题越来越突

出，成为困扰城市发展和影响居民生活的核心问题之一。 

老城区综合交通整治主要针对近期交通运行中出现的各种交通问题，在中长期交通规划

提出的总体目标和策略指导下，采取设施建设与运行管理改善相结合的“短、平、快”综合

治理措施，达到改善交通运行条件、提高交通运行效率的目标。 

1.2 老城区交通整治时机 

老城区交通问题加剧与机动化水平的提高是密切相关的，不断增长的小汽车保有量深刻

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和出行方式，造成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在小汽车快速发

展的初期采取措施，通过完善交通系统结构，合理引导出行习惯，避免走机动化“先发展后

整治”的老路。 

从世界各国机动化发展状况来看，机动化发展一般分为三个阶段：雏形起步期、膨胀普

及期和成熟饱和期，其中以 50 辆/千人作为膨胀普及期开始的标志。进入机动化膨胀普及期

的城市，在空间结构拓展和功能布局上思路有些类似，以向外围发展新区，带动城市发展为

主，但普遍对老城区的重视不足，导致老城区以街巷肌理仓促应对机动化来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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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机动化发展规律曲线图 

值得关注的是，在机动化膨胀发展初期（简称为“机动化初期”，下文同），小汽车保有

量还不高，城市发展框架和功能布局处于调整适应期，居民的出行习惯和出行方式有待于进

一步优化，是进行老城区综合交通整治的黄金阶段，若能采取符合城市发展规律、适应现代

交通、优化整体环境和提升居民出行品质的有效措施，必将事半功倍，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

否则将积重难返，重蹈机动化过度发展的覆辙。 

2. 机动化初期城市特征与交通问题	

2.1 城市框架拉开，新老城潮汐交通出现 

由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结构向组团化发展，但由于组团功能单一，表现形式以开

发区、新区和行政中心搬迁为主，原城市中心区对周边组团有强大的吸引力，导致职住分离，

交通供给和需求空间不平衡性增强。 

原有的城市关键通道兼具对外和新老城间交通功能，截面流量呈现明显的潮汐化，由于

公共交通服务的缺乏，私人小汽车成为主导交通方式，载客人数有限，却占用了原本有限的

道路资源，导致道路利用效率非常低下，加重了潮汐式交通方向的压力。 

2.2 老城区功能集中，各种职能过度聚集 

老城区作为城市经济、文化和居民生活的主要发源和聚集地，以较小的用地面积承担了

较多的城市功能，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商业设施、医院、学校和政府机关等高

度集中，带来大量的就业岗位，以济宁市为例，老城区以占中心城区 15%的用地面积承担了

80%的医院、60%的学校和 68%的交通出行总量；二是人口密集，作为传统的居民生活区，

几代甚至十几代人在此繁衍生息，例如北京市老城区内人口密度 2.8 万人/km2，苏州老城区

内人口密度 1.9 万人/km2，扬州老城区内人口密度达 2.3 万人/km2，加剧了老城区的动静态

交通压力。 

2.3 机动化压力增大，合理的出行结构难以形成 

城市尺度的增大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促使出行方式发生改变，内生型机动化压力增

大，要求交通工具快速化和舒适化，处在该阶段的城市出现两个明显的出行方式转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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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非机动方式由自行车→电动车转变，机动方式由摩托车→小汽车转变。 

 

图 2  出行方式结构转化 

在机动化进入膨胀发展期之后，人们出行方式改变的意愿很强烈，是生活水平提高后的

一种正常社会学现象，但由于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普遍较差，无法引导这部分出行向公交转移，

机动化压力进一步增大，导致合理的出行结构难以形成，不利于城市的良性发展。 

2.4 设施建设水平较差，使用随意性强 

受管理体制和机制影响，老城区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一贯性较差，没有良好地延续和继承，

建设水平较差，使用随意性较强，反应在交通设施方面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道路断面变化

频繁，路权不明晰，突出表现在对行人和自行车的慢行空间保护不足，不断妥协给机动车；

二是沿街开口随意，进出交通对正常运行交通干扰很大；三是公交线路组织以客流导向为主，

而不是以居民服务为主导，线路重复系数高，次干路和支路缺乏基本的公交服务，另外公交

站建设不规范，港湾式公交站较少，公交车进出站不规范，上下客随意。 

2.5 交通文明意识薄弱，秩序问题严重 

处于机动化初期的城市，受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制约，居民交通意识普遍不高，

横穿马路、不等信号灯、随意逆行等违章行为，一方面严重影响道路通行能力，造成交通混

乱甚至拥堵，另一方面给交通安全带来很大挑战，交通事故时有发生。 

 

3. 老城区交通整治解决思路与技术路线	

3.1 不同阶段城市交通整治经验 

处在机动车初期的城市，一般以三四线城市为主，正经历着从小城市向大中城市转变的

过程，其出现的各种问题并非无章可循，通过总结交通整治的一般性规律做法以及其他城市

的经验教训，给正处在该阶段城市的综合交通整治以启示和方向。 

深圳：从 95 年开始，先后有计划、有重点的进行过四次交通整治，是国内交通整治做

的比较好的城市之一，其特点是借助不同的契机，以推动城市发展和建设为目的开展交通整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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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深圳交通整治“四阶段”相关措施 

阶段  契机  整治重点  主要措施 

95‐97  香港回归  设施建设  构建骨干路网，晚上交叉口渠化和信号控制 

97‐99  规范秩序  规范秩序  分清路权，设置公交专用道，规范路边停车 

02‐04  优化衔接  优化衔接  优化快速路系统和内外衔接，完善地铁接驳 

05‐09  需求管理  需求管理 
研究设置 BRT，开展交通需求管理，推进 18 个片区

的交通改善，实施精细化交通管理 

北京：因历史欠账较多，需“突击补课”，在短时间内动用一切可用措施，2010 年 12

月出台“建、管、限”综合治堵措施，举全市之力攻克拥堵难题：以超常规的建设力度开展

地铁、快速路和公交系统的建设，提高交通供给水平，同时从限制小客车数量入手，通过摇

号上牌、尾号限行等刚性措施直接调控机动化进程，并采取一系列停车控制措施，提高小汽

车使用成本，其他措施包括中心城区功能疏解，构建微循环系统和加强交通秩序管理等。 

表 2  北京“建、管、限”综合交通治堵措施 

综合措施  编号  分项 

（一）进一步完善城市

规划，疏解中心城功能

和人口 

1  进一步优化调整城市功能布局 

2  充分发挥交通引导和服务作用 

3  全面落实配套交通基础设施规划 

（二）加快道路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承载

能力 

4  全面推进中心城干道路网系统建设 

5  加快建设中心城道路微循环系统 

6  建设中心城 5 万个以上公共停车位 

7  因地制宜建设 20万个以上基本停车位 

8  全面建成国家高速公路网和市级干道公路网 

（三）加大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力度，鼓励公交

出行 

9  加快中心城轨道交通建设 

10  改造既有轨道交通线路安全运营服务设施 

11  构建公交快速通勤网络 

12  进一步优化调整地面公交线网 

13  加快综合客运交通枢纽和公交场站建设 

（四）改善自行车、步

行交通系统和驻车换

乘条件，倡导绿色出行 

14  建成 1000个站点、5万辆以上规模的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 

15  积极发展中小学校车服务系统和鼓励单位开行班车 

16  建成 3万个以上车位的驻车换乘停车场 

17  大力倡导现代交通理念和开展文明交通活动 

18  倡导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和实行弹性工作制 

（五）进一步加强机动

车管理，引导合理使用 

19  实行小客车保有量增量调控，缓解机动车过快增长势头 

20  继续实施和完善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 

21  机动车拥有者合理承担使用成本，消减中心城交通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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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科学管理，

提高交通管理和运输

服务水平 

22  继续实施疏堵工程，提高既有道路通行能力 

23  建设新一代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24  加强交通秩序管理 

25  加强停车秩序和经营管理 

26  建立交通信息发布和预警、预报系统，加强应急管理 

27  进一步完善交通管理体制，落实责任 

28  将缓解交通拥堵工作纳入督查和绩效考核内容 

三亚：新兴的国际滨海旅游城市，09 年开始第一轮综合交通整治，整治重点包括：①

建设工程措施：交叉口渠化、道路拓宽改造，打通断头路，公交港湾站建设；②组织管理措

施：路面秩序整治、摩托车控制、机非隔离和路边停车控制等。 

3.2 综合交通整治的“四个阶段” 

（1）交通整治四阶段要点  

根据城市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交通特征与需求，以及实际交通整治经验，一般地交通整

治分为四个阶段：设施建设、规范秩序、优化衔接和需求管理。 

 

图 3  综合交通整治的四个阶段 

阶段一设施建设：完善骨干路网，节点扩容改造，完善公交设施，打通支路微循环 

阶段二规范秩序：优化交通秩序，消除机非干扰，停车管理控制，整治慢行空间 

阶段三优化衔接：城市内外交通转换，公共交通与自行车步行衔接，P+R换乘设施 

阶段四需求管理：开展精细化交通管理，稳静交通，限制小汽车使用，推行绿色交通 

（2）对机动化初期老城区交通整治的启示 

交通整治四个阶段紧密联系，某一阶段的欠缺都会给后面阶段的实施带来困难，需要还

清历史欠账。基于城市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考虑，在转型时间较短和资源条件有限的情

况下，处在机动化初期的城市老城区交通整治重点应在前两个阶段：设施建设和规范秩序。 

同时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老城区与城市新区之间的关系，新区建设时限较长，城市

功能培育需要较长时间，大量居住人口还是聚集在老城区，新老城间的交流不可避免；二是

老城区交通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处理好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

人之间，包括公交、停车以及景观等各方面的问题，使老城区保持较高的城市品质。 

3.3 老城区交通整治技术路线 

通过对机动化初期城市特征与交通问题的分析，和相关城市交通整治经验教训的总结，

以及交通整治一般规律的认识，该阶段城市老城区整治关键词为：“建”和“序”，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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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如下： 

 

图 4  老城区整治技术路线 

4. 老城区交通整治关键技术要点	

老城区交通整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各方面的问题，其中关键问题主要包括

内外交通组织、骨架路网构建、重要节点处理和优化交通组织与秩序等，是进行老城区整治

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结合老城区整治的实践，对关键技术要点进行分析。 

4.1 老城区内外交通组织模式 

核心问题：城市框架拉开后，既有交通通道在承担老城区内部交通的同时，又叠加了老

城区与新区之间、老城区与其他城市间的交通需求，关键交通通道容量不足，交通拥堵成为

常态，另一方面，外部交通穿城而过，干扰老城区内部交通，老城区内外交通组织亟待梳理。 

解决对策:  根据城市空间结构确定合理的路网模式。对外通道外移，城市内部通道按中

央客流走廊、两侧快速机动车走廊布设，由外至内，交通性逐渐减弱，满足不同需求的功能，

既保证畅通联系，又不至干扰核心区内部交通。 

案例分析：以济宁市为例，随着北湖新区和高新区的开发建设，老城区内外交通通道功

能叠加，机动车走廊和公交客流走廊共用，已出现交通拥堵问题，不利于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图 5  济宁市城市空间结构与路网模式 

从济宁发展趋势上看，需要构建东西转南北的分层次交通走廊，主导原则：内慢外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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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公交外机动，内城市外交通，内服务外可达，首先通过构建外部保护环避免外部交通穿城

而过，从外部分流过境交通，其次在组团间和组团边缘布设快速机动车通道，满足组团间联

系需要，中间通道留给客流走廊，用以发展 BRT、轨道交通等公共交通服务，通过构建分层

次、分功能的骨干路网模式，处理好老城区内部交通与对外交通、老城区与城市新区之间的

交通联系。   

4.2 老城区骨干道路功能分工 

核心问题：老城区路网无清晰合理分工，道路功能同质化现象严重。受历史沿革和用地

更新缓慢影响，老城区以变化不大的基础路网应对机动化的迅猛发展，没有系统的交通组织，

各种交通流在路网上随意运行，给原本就不宽裕的路网容量带来更大负担。 

解决对策:  根据城市路网模式和道路两侧用地区分骨干道路功能，确定机动车走廊、公

交客流走廊、服务性和集散功能通道等，根据不同的道路功能确定差异化的整治措施，并与

远期道路功能定位对接，提高交通组织与运行效率。 

案例分析：济宁市老城区骨架路网主要有三横(洸河路、红星路和太白楼路)四纵(建设路、

共青团路、古槐路和环城西路)构成，东西向道路中洸河路和太白楼路兼具集散服务和对外

交通功能，太白楼路两侧聚集着城市主要的商业设施；南北向四条道路无明确分工，总体功

能以服务为主，呈现较强的分段特征。道路基本以混合功能为主，与城市发展方向和整体路

网布局不匹配，交通组织和运行效率较差。 

             

现状道路功能                                      道路功能调整 

图 6  济宁老城区骨架路网功能划分 

根据分层次交通走廊布局模式，老城区路网相应的进行功能调整：东西向道路中段强化

集散服务，保障老城核心区商业氛围，两侧对外联系，与高新区副中心联系通道预留客流走

廊；南北向区分不同功能，按照两侧快速机动走廊、中间公交客流走廊模式，环城西路和建

设路作为外围两侧机动化快速走廊，古槐路和共青团路作为内部客流走廊，联系北湖新区副

中心，保证新旧中心间的联系需求。 

4.3 重要节点与交通枢纽调整 

核心问题：城市用地扩张后，原先布设在“外围”的汽车站、火车站等重要交通节点枢

纽已进入城市内部，受历史局限，枢纽周边道路设计仅考虑大客车进出或少数公交线路接驳，

而且往往处在交通区位条件较好的地区，导致周边交通压力加大，容量的先天性不足导致节

点枢纽周边出现严重的秩序问题，成为老城区交通瓶颈之一。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291



 

 

解决对策：点的问题需要首先在面上解决，应完善路网结构，避免瓶颈的出现，在此基

础上，应结合周边用地更新增加道路通行能力，通过调整进出站流线和改造出入口等措施缓

解容量问题，远期建议处于城市内部的汽车站等交通枢纽结合城市发展搬迁，可考虑与火车

站、轨道交通枢纽、公交枢纽等联合设置，利用公共交通衔接内外交通。 

4.4 老城区交通系统秩序优化 

核心问题：交通系统内部之间未统一协调，各要素布局和建设相对独立，进而出现较严

重的秩序问题：公交站规划建设不合理，港湾站比例较低，进出站和上下客不规范；配建停

车和公共停车泊位比例较低，乱停乱放现象严重；机非隔离少，干扰大，慢性空间得不到保

障；沿街出入口随意设置，影响道路交通正常运行；微循环系统不畅，支路小巷等多被占用，

无法发挥缓解交通拥堵的作用。 

解决对策:  改变根据道路等级确定设施布局的传统思路，利用道路功能这根主线来协调

统一各种控制要素，不同功能道路的改善策略各有侧重，从而形成符合实际需求的差异化整

治方案。 

 

图 7  考虑道路功能的交通整治思路 

按道路在城市交通中的实际功能分类：对外联系道路、组团间联系道路、片区间联系道

路、片区间联系道路、景观道路、生活服务性道路等，根据不同的交通、景观和用地策略统

一谋划断面形式，协调处理公交、停车、出入口、行人过街、道路景观灯措施。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292



 

 

表 3  不同功能道路整治策略与控制要素 

 

5. 结语	

处在机动化膨胀发展初期的城市，由于所处城市发展阶段社会经济和历史沿革等多方面

的原因，老城区各种矛盾开始凸显，城市更新即将开始，同时面临着用地外扩、新区发展等

机遇，是进行老城区综合交通系统整治的黄金关键时期，为城市发展提供 3‐5 年的缓冲时间，

此阶段老城区整治的结果好坏直接影响城市下一阶段发展的方向。 

老城区交通整治要求可实施性强、效果立竿见影，本文根据处在机动化初期城市的共性

特征与问题提出了交通整治的一般性思路和方法，但由于城市地理区位、历史文化、地形地

貌和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都会给交通特征和重点问题带来较大差异，即每座城市都有其特色

和独到之处，在交通整治中应把握不同城市的特质，制定有针对性和可操作对策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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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城市交通拥挤政策研究 

东方  唐立波  阴炳成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出行的需求及强度不断增加，机动车

保有量逐年快速增长，城市交通拥挤呈现出越来越严峻的局面，城市正在经受西方发达国家

所经历过的“城市病”的困扰。纵观纽约、伦敦等世界大城市，在缓解交通拥挤的问题上，

处理办法大同小异，但由于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特点及交通发展特性不同，在具体操作策略、

时序、组合方式、发展重点却各有不同，无法简单复制其他城市的先进经验。本文结合天津

市现有情况，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从实现交通供需平衡角度出发，分析思考缓解我市城

市交通拥挤策略，并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交通拥挤  交通需求管理  发展策略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与机动化水平的急速提高，城市交通需求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快速增长。进入汽车主导的机动化时代，交通在推动现代城市经济腾飞和规模扩大的同时，

也引发了拥堵、能耗、环境、安全等诸多城市问题。截止 2011 年 10 月，天津市机动车保有

量已经达到 204.1 万辆（小客车 153 万辆），其中中心城区机动车保有量 128.7 万辆(小客车

105.2 万辆)。在小汽车迅速增长的态势下，道路基础设施虽然逐年有所增长，但远远不能满

足车辆增长带来的机动车的出行需要。目前中心城市日出行总量为 1916 万人次（人均出行

率为 2.43  次/日），较 2000 年日出行总量 1350 万人次，增长 566万人次，增长率达到 42%，

城市交通拥挤呈现出越来越严峻的局面，城市正在经受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过的“城市病”

的困扰[1]。 

天津市以滨海新区国家战略为龙头带动，双城（中心城区、滨海核心区）对接、双向拓

展，海空两港联动，形成多极增长、连绵发展的巨型都市发展带。海空两港与城市空间毗邻，

多条国道主干线穿城而过，城市交通与过境交通、两港集疏运交通高度重叠于城市主要发展

主轴上，相比其他城市，其交通发展模式面临更大的困难与挑战；另一方面，在快速发展的

机动车流冲击下，天津作为全国“自行车王国”之一的平原城市，其交通方式结构中的慢行

交通优势比例正被逐步削弱，城市交通拥堵正在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快速地扩散和加剧。 

2. 现状面临的问题	

2.1 机动车快速增长 

“十二五”期间，中心城区预计新增道路 300公里，总里程达到 1500公里，交通承载

力预计增长 15%，小汽车交通需求预计增长 50%—90%。在机动车总量上，预测 2015 年中

心城区机动车保有量将达到 150 万辆，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十二五”末，将造成半数以

上的干路(快速路与主干路)拥堵，交通形势较为面临窘境。与停车需求相比，现状停车泊位

供给仍然存在较大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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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常规公交难以发挥主导作用 

一是轨道交通骨架作用没有发挥出来。目前，天津市轨道交通尚未形成规模，发展速度

滞后，轨道交通骨架作用没有发挥出来，轨道与公交一体化水平低。“十一五”期间，轨道

交通网络一直停留在 71 公里的规模，与北京、上海等城市形成明显的差距。此外，由于轨

道与公交的分工不明确，造成轨道线路与公交线路功能重叠，互争客流，如地铁一号线沿线

的 30 条公交线路中，有 12 条公交线与地铁一号线走廊基本重合。由于二者之间运营相互分

割，相互之间缺乏换乘优惠政策，造成公交与轨道的换乘方式出行费用太高，导致轨道交通

长距离出行中难以发挥作用。 

二是常规公交服务水平过低，缺乏竞争力。天津市公交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公交线网

结构单一，重复系数高，加之车速慢、准点率低、服务水平有待加强等因素，使得公交缺乏

足够吸引力，难以发挥客运交通的主导作用。如南京路、福安大街等一些人流密集路段，公

交线路达 30余条，线路重复造成公交线路间争抢客源、车辆进出站秩序混乱。 

三是公交优先政策不明确。财政收入、路权分配等公交优先措施没有真正落实。公交财

政投入明显偏少，远低于北京、上海等城市。已划线的 65 公里路侧式专用车道由于缺少电

子监控设施、且没有规范路侧停车及社会车辆右转驶入路段，专用车道难以发挥应有作用，

公交路权无法得到保障。 

2.3 道路交通过分依赖骨架路网 

目前快速路网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与快速路、主干道配套的支路、次干道建设相对滞后，

路网密度增加不明显，且支路、次干道联通性差，大量的交通流量不能通过次干道、支路进

行疏解。不论快慢车辆都集中到路网密度较稀的骨架路网上，过分依靠骨架路网的状况依然

没有得到改观。 

2.4 职住不平衡现象突出 

过多的跨区域长距离通勤，对进出中心城区的主要通道带来极大的交通压力。中心城区

对外出行量约 110 万人次/日，约 63%为住在中心城区往外部就业的通勤出行；中心城区职

住比仅为 47%；而滨海新区核心区及环外四区职住比高达 70%‐80%。中心城区与周边区域联

系紧密，高峰进出外环线通道的交通压力较大。早高峰东部滨海方向交通较为拥堵，平均饱

和度达 0.68，潮汐现象明显。 

2.5 公共设施配套不均衡 

由于非机动化历史时期原因，形成市中心城区城市布局和土地利用。大量学校、医院、

商场集中在市中心，70%以上的重点中小学、市级三甲医院和专科医院都分布在中环线以内，

并且配建的机动车停车泊位严重不足。 

随着机动化水平的迅速提高，中心城区特别是市中心繁华区行车难、停车难的问题日益

突出。如河西区马场道儿童医院吸引了大量就医的车辆（日均流量为 5 千辆），但由于院内

停车泊位配建标准低（仅有约 480 个泊位），造成大量送孩子看病车辆无法进院，不得不在

医院门前的马场道排队等候，排队车辆经常延伸到两侧的中环线和西康路，导致周边地区常

发性交通拥堵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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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慢行交通环境不断恶化 

道路断面设置不合理，造成机非冲突严重。城区现状道路中，一块板断面形式的道路长

度为 907km，占 75%；道路宽度大于 50 米及 30—50 米的道路中，缺乏机非交通物理分隔设

施的道路长度占比分别为 30%、80%。非机动车出行方式比例由 2000 年的 54.2%下降至目前

的 35.7%。但步行和非机动车仍是交通出行方式主体，慢行交通出行环境需引起重视。   

3. 国内外城市交通发展经验	

国内外在缓解交通拥挤的策略上，根据自身的城市发展、社会经济水平，探索适用于本

国的有特色的合理的交通发展政策。其中，巴黎、伦敦、东京、纽约等各大城市涉及交通管

理的方向各有偏重，政策的深度与广度也略有不同，收效各异，国外城市的交通发展经验不

能简单复制为我使用。上文分析了天津市中心城区现状面临的交通问题，接下来，通过学习

各种先进的交通管理手段，提出适用于我市交通发展应对政策，提升现状交通服务水平，创

造良好的交通运行秩序，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有力地交通出行保障及支撑。 

3.1 2.1 公交优先战略成为普遍原则 

以美国为例
[3]
，政府出台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保证对公共交通进行财政补贴，维护已有的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并改善和扩大公共交通服务水平。通过明确公共交通的道路权，开辟公

共汽车专用道或优先通行道路发展公共交通，提升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同时限制私人小汽

车以鼓励发展公共交通。可见，重视用立法手段扶持公交发展，多措并举将增强公交吸引力。 

3.2 2.2 统筹调节交通供需，公交导向带动城市交通 

新加坡鼓励土地利用和交通的一体化规划设计，形成混合用地开发模式
[3]
。在地铁站点

周边地区布局商业、居住、办公等功能，形成市镇中心或区域性中心，规划建设轻轨和公交

换乘车站等，实现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有机衔接。 

3.3 2.3 积极营造条件，振兴“慢行交通” 

重视加强对慢行交通的宣传倡导，完善慢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实行路权优先，设立步

行区。法国在交叉口设有自行车专用信号灯，实行自行车优先通过的原则。并且制定实施鼓

励自行车出行的政策措施，促进慢行交通发展。如美国参议院通过法案，利用税收优惠鼓励

雇主给骑车上班的雇员每月 40 美元到 100 美元补贴
[2]
。 

3.4 2.4 有效控制机动车发展，科学引导小汽车出行与使用 

以新加坡为例，通过拍卖拥车证控制机动车拥有
[3]
。欧美城市普遍采取在城市中心区收

取高额停车费并严惩非法停车的措施来限制小汽车交通量。新加坡及伦敦率先实行道路拥挤

收费，致使高峰时段进入中心城区的交通流量明显降低。此外，欧洲还通过鼓励合乘车等方

式控制机动车使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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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析与思考	

4.1 交通供需策略方向的思考 

摆脱交通需求适应型的旧模式，避免单纯在道路供给上做文章，注重在公共交通、慢行

交通的畅通上做文章。从天津市情况来看，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长及结构变化已使交通供求矛

盾由量变到质变，城市交通发展已经进入交通出行方式的转型期、路网结构的调整期、交通

文明建设的提升期，这种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必须把握城市交通发展规律，从系统工程的角

度，采取需求管理综合手段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4.2 对公共交通与小汽车关系处理的思考 

交通政策的配套问题，不能对竞争交通资源的两组人群同时采取激励政策，这将使政策

效果相互抵消。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各种政策间存在相互影响与制约关系，

在制订城市交通政策时需要综合考虑与权衡，通过多项综合的“组合”措施，实现交通政策

实施效果的最优化。如将减少停车空间、禁止机动车通行等减少驾驶员出行的“强制性”政

策和加强公共交通设施和改善乘车环境等“软”政策一并实施，从而获得较好的效益。 

4.3 对慢行交通的思考 

非机动车交通作为现阶段最重要的交通出行方式，其出行环境需引起高度重视。自行车

具有行驶灵活、存车方便、省地的特征，是一种不消耗能源、无污染的绿色交通工具，对于

短距离出行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另外，自行车还可以弥补公共交通线网密度不足的缺陷。

制定自行车交通发展的相关政策，鼓励自行车的使用和保护使用者合法权益，对未来城市自

行车交通的健康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4.4 城市开发布局与交通发展关系的思考 

配套必须先行，减少被机动化诱因。城市的土地利用和功能布局对交通生成和分布产生

决定性的影响，是城市交通需求的根源[4]。城市功能和城市功能布局与交通系统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能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如果不考虑交通设施资源可能提

供的容量因素，就会恶化两者的关系，互为羁绊。实施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城市空间

结构优化调整，有利于实现交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 

4.5 对交通发展政策实施保障的思考 

交通政策的实施涉及部门广泛，统一的交通管理协调机制能有效避免由于多部门群体决

策导致的“冒险转移”或违背公众利益的“精英理论”现象。通过对城市道路运输的规划、

建设、运营、管理环节的全面统筹，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有效促进综合交通

体系的衔接和协调。此外，需要制定有效的交通法规、条例，使交通管理改善措施有法可依。

同时建立健全的财政支持与补贴机制，确保交通的稳步、可持续发展。 

5. 总结	

交通供给与需求是一对错综复杂的矛盾，由于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观念差异，处

理这一矛盾的手段和实施效果会有很大的差异。需求是可以调节的，而供给是有限制的。但

供给必须满足社会各项活动所必需的基本需求，保持交通系统在可接受的负荷状态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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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城市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因此，优化交通出行结构，提高公共交通及慢行交通的出行比例，同时在大力发展公共

交通系统的同时，有效控制小汽车的发展，达到“一抑一扬”的管理手段，并通过技术创新

手段，充分发挥现有交通资源承载能力，提升道路网服务水平。从规划的角度，处理好土地

利用与交通发展的关系，减少不必要的机动化出行，从源头减少交通出行需求并降低出行距

离。最后通过制定相应交通政策以保障各项措施的顺利实施，进而实现交通供给与需求的和

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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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交通缓堵对策探讨 

——以南京为例 

李锁平 

【摘要】本文分析了大城市交通拥堵产生的原因，在已有交通管理的缓堵策略基础上，重点

探讨了规划技术层面交通缓堵的一些对策，包括加强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协调，提升

交通系统转换效率以及完善交通设施功能，以期从根源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关键词】大城市  缓堵  对策 

1. 前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规模日益扩张，百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大城市不断涌现，

已从 1949 年的 10 个左右，发展到 2010 年超过 120个，且呈现增长势头。大城市人口规模

的集聚、空间尺度的加大、以及城市功能的综合，致使交通需求爆发式增长，机动化水平不

断提升。以国内部分大城市为例，南京机动化方式比例从 1986 年的 22.8％，增长到 2009

年的近 37％，增加 14.2个百分点。上海机动化方式比例从 1985 年的约 25％，增长到 2009

年的近 54％，增加 29 个百分点。广州机动化方式比例从 1998 年的 36.8％，增长到 2008 年

的 64.9％，增加近 31 个百分点[1]。同时私人小汽车数量激增，南京 2009 年新增私家车 17

万辆，2010 年新增 20 万辆，年增长率超过 30％。交通拥堵已由主要交通节点向路段、路

网蔓延，由中心城区、老城区向周边地区蔓延。由高峰时段向平峰时段延伸，在早晚高峰交

通拥堵时间，持续达 1 到 2 个小时甚至更长。国内大城市交通交通拥挤和交通堵塞的现象日

益突出，已俨然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桎梏。 

2. 大城市交通拥堵成因分析	

2.1 城市化与交通系统缺乏互动 

宏观层面，大城市的城市化发展往往超前于交通系统的发展，一方面老城即使在功能和

人口外溢的规划引导下，仍然存在着集聚发展惯性，开发强度、人口密度继续增长，功能仍

不断集聚。导致老城交通需求增长。另一方面，老城外围新区不断壮大，而相应的新区综合

功能的配置却相对滞后，职住分离，居住与就学、医疗、娱乐的分离，导致新区对老城的依

赖度仍无法减弱，反而交通联系不断加强。 

而交通系统对于城市发展的预期不足，使其往往处于被动改善的地位，不得不跟随城市

发展脚步，轨道交通、路面公交、快速道路、停车等设施建设长期处于“还债”状态，交通

系统供给难以满足需求的快速增长。同时缺乏稳健的机动化发展模式的引导，私人机动化出

行水平不断提升，而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增长缓慢，由此更加剧了交通资源的紧张状态。 

如南京在空间拓展上，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老城到 2000 年以前的主城，到 2000 年以

后真正跳出了主城、开始了都市发展区的建设历程。2000年后年平均增长用地约 40 平方千

米。而交通设施的建设却相对滞后，地铁 1 号线、2 号线分别于 2004、2010 年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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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地区轨道交通线路仍然在建设之中。联系仙林、东山以及江北地区的快速道路，基本是

2010 年之后才建成通车，交通系统的供给与城市发展仍存在脱节，交通引导的作用未能有

效发挥。 

 

图 1  南京空间拓展过程示意图[2] 

微观层面，城市干道的交通功能往往与沿线土地利用不协调，部分地区为了一味的展示

城市形象，把大量商业等设施沿着主干路、快速路两侧密布，导致地块出入口众多，穿越干

路的交通以及出入交通十分频繁，影响了道路交通功能的发挥，同时造成了交通运行紊乱和

交通拥堵。 

2.2 交通设施功能不明晰 

大城市往往地域广阔，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往往存在着交叉，地区公路网逐步被密集的

城市建成区所包围，沿线地区将其作为交通要道。由于缺乏系统的衔接和交通组织，往往地

区的干路直接连接国省干道，致使地区交通与区域的过境交通混杂，在高峰时段，往往造成

拥堵。如南京的机场高速公路江宁段，该高速公路建设的初衷是为禄口国际机场提供快捷的

集疏运通道，而随着江宁东山地区的快速发展，该公路在东山路段俨然已经称为与主城联系

的城市道路，早晚高峰在翠屏山立交附近车流密集排队，甚至影响到至机场方向的车流运行。

而江北大道在浦口桥北路段，也因过江的城市交通与过境交通相互影响，导致拥堵不堪。 

部分交通设施建设标准偏低，导致交通功能弱化，在交通流较为稀疏时，往往能顺利通

行，一旦到达高峰时段，则出现交通组织紊乱，拥堵现象时常发生。如南京的龙蟠路，基本

以短隧道和跨线桥来保障快速主线的车流通过，但由于部分路段交织段较短（最短地区仅仅

200 米），导致进出主线车流相互干扰严重，加剧了交通路堵。 

  

图 2  龙蟠路交织的车流 

2.3 交通政策与管理落实不到位 

公交优先发展的政策已经是中国广大城市的共识，但往往难以落实到位，公交专有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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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场站较为缺乏，资金财政补贴少，往往导致公交系统服务水平下降，反而激发了私人机动

化出行的增长，变相增加了路堵。如南京现状公交场站设施缺口达约 60 万平方米。由于停

车面积严重不足，有近 30%的车辆停放在首末站，20%的车辆占用市政道路停放，严重制约

了公交发展。 

停车管理不到位，停车差别化供应及引导不足。导致停车设施利用率较低。出现了地下

车库闲置，而路内违章停车、地面停车爆满的局面。占道停车进一步压缩了道路空间资源，

尤其是在老城地区，往往成为造成路堵的重要因素。 

  

图 3  占道停车挤占了道路空间 

3. 交通缓堵经验借鉴	

国内外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大多经历了交通拥堵及治理的时期，积

累了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1 欧美国家 

美国是世界汽车最多的国家，交通拥堵与污染造成了城市郊区化、低密度的蔓延，中心

区的空心与衰败、土地资源浪费等诸多负面影响。为了缓解局面，纽约市大幅度提升了中心

区停车费率，以压制停车需求。同时在轨道交通线路郊区和卫星城的站点周边，建设外围的

停换乘系统（Park and Ride），引导城市外围地区居民停车换乘轨道交通进入中心区。两者

并举，由此大大削减了小汽车的交通总量，缓解了中心城区的交通压力。 

伦敦等城市则实施道路收费政策，通过向拥挤路段或拥挤区域行驶的汽车收取拥挤费用

抑制交通需求的增长，以此改善交通拥堵。伦敦从 2003  年  2  月开始实施拥挤收费，收费

区域为内环线 2l平方公里范围内的交通设施。自收费政策实施后，收费区域拥挤减少 40％，

区内交通量减少 16％，排队减少  20－30％，车速提高  37％，公交出行比例也有所增加。 

3.2 新加坡 

新加坡国土面积狭小，其通过车辆数年度配额和拥车证两个措施，控制私人小汽车的增

长，使交通需求与交通容量相匹配，从而缓解交通拥堵。居民需公开竞拍“拥车证”，中标

者才可够买新车。一方面“拥车证”价格高昂，另一方面“拥车证”仅 10 年有效期，过期

则需再次竞拍。该政策使小汽车保有量的增长率从  6％降至 3％。同时，新加坡公共交通十

分发达，地铁、轻轨以及路面公交换乘十分便捷，且服务水平较高，以此鼓励和引导居民公

交出行。由此，新加坡有效控制了交通需求增长，缓解了道路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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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香港 

香港人多地少、开发强度高、山地较多，其私人交通十分发达，但由于政府为公共交通

提供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开辟公交专用道、隧道免费优先通行、信号优先、无偿或低价

提供换乘等，使得每天有 90％的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出行，有效缓解了城区道路的交通压力。 

4. 规划技术层面大城市交通缓堵对策	

参考国内外的实践经验以及相关研究，对于缓解交通拥堵方面，已经制定了较为成熟和

系统的政策与措施。包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选择合理的机动化发展模式、改善城市交通出

行结构、限制私家车拥有、降低私家车使用频率、交通拥堵收费等等。就此本文不再研究，

而从规划技术方法上重新审视，希望通过加强城市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协调，提升交通系

统转换效率以及完善交通设施功能等方面，来缓解新区及新城交通路堵，避免重蹈覆辙。 

4.1 交通与城市空间及土地利用的协调互动 

缓解交通拥堵问题一直困扰着大城市发展的始终，就其主要原因，即是交通与城市发展

不协调所导致。因此有必要从源头上防患于未然，规划阶段就处理好交通与城市发展的相互

关系，实现交通设施的集约化与合理配置，发挥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由宏观到微

观，纵贯城市规划发展的始末。 

4.1.1  交通发展目标与策略	

交通目标策略与城市发展的协调与互动主要从“城市性质、职能；城市发展规模与等级；

空间发展战略”三方面入手。 

与城市职能、功能、性质的互动与协调。城市性质是指城市在一定地区、国家以至更大

范围内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和所担负的主要职能。城市职能则反映了城

市在一定地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承担的分工。两者的外在联系反映了城

市的区域交通需求和辐射功能。 

与城市发展规模、等级的互动与协调。城市发展规模与等级，反映了按市区和郊区非农

业人口的规模。其规模量级直接关系着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构建，尤其是“两快两枢纽”，

即快速轨道交通、快速路、综合客运枢纽和货运枢纽的规模和布局。 

与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的互动与协调。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反映了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

体现了要素在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组合状态，是城市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空间投影和空间

形式，反映了城市功能组团各自发展的要求。由此，综合交通系统需要契合和引导这些功能

组团的构建，满足其之间以及内部的交通发展诉求。 

以南京为例，在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综合交通体系的发展目标与城市发展相关要

素形成了紧密联系及互动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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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南京交通与城市发展的互动 

4.1.2  交通设施网架	

综合交通设施网架与城市的互动协调，更多的体现在采用区域差别化的交通设施供给与

需求引导，控制城市总体交通需求，引导城市空间与功能的拓展，实现集约、高效、可持续

发展。具体反映在道路系统、大容量的客运系统（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等）、静态交通等布

局。 

道路交通系统契合城市空间形态，快速道路引导主要发展轴线，提供高可达性和机动性。

不同用地类别，采取差别化的道路密度控制指标。轨道交通系统契合城市中心体系和城市组

团功能联系需求，线网站点规模进行分级配置。停车系统结合空间区位和交通特征，划分不

同层级区域，采取差别化配置，引导交通合理分布。 

 

图 5  差别化的路网配置示意 

以南京为例，规划都市区范围内通过构建“井字三环、轴向放射、组团快联”的高快速

路系统，来支撑和引导“一带五轴”的城镇空间布局结构，以及“多心开敞、轴向组团、拥

江发展”的都市区空间结构。以都市圈轨道快速衔接板桥、滨江等近远郊新城，城市轨道服

务于中心城区高强度高密集的客流走廊。要形成市级中心三线以上换乘、市级副中心、副城

中心两线衔接、新城中心快线相连的总体布局。轨道交通配置规模与城镇发展紧密结合，同

时引导中心地区客流集聚。根据城市用地特征及交通运行状况，划分为老城区、中心城区、

都市发展区和外围区四个分区层次，以及满足实现差别化的停车政策、发展和管理的要求。

一类区（老城区）相对限制；二类区（除老城以外的中心城区）基本满足；三类区（中心城

区外的都市发展区）加强 P+R，全面满足；四类区（外围区）则全面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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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南京都市区轨道交通、道路网架示意图[2] 

4.2 提高交通系统内部转换效率 

在强调交通与城市互动的同时，还应提高交通系统内部的转换效率，不同交通方式之间

形成良好衔接，发挥综合交通的整体效力，减少无谓的交通时空损耗，降低交通拥堵发生概

率。主要体现在综合客运枢纽、公交一体化换乘等方面。 

结合城市对外交通港站、轨道交通、路面公交等，构筑多层次客运枢纽体系，布局合理

的货运枢纽，建设高效的枢纽集疏运和换乘系统。结合服务功能以及客流组成特性，客运枢

纽可分为：区域综合客运枢纽、城际综合客运枢纽、区域换乘中心、轨道及路面公交换乘枢

纽等。区域综合客运枢纽通常依托机场、铁路主要客站，服务于国际交流与跨区域快捷联系。

城际公共换乘枢纽则依托城际铁路站、公路客运站，服务于城市主要功能组外客运交通联系。

区域换乘中心可结合外围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布设吸引区域及外围地区小汽车停车换乘轨道

交通。轨道及路面公交换乘枢纽更多的服务于城市中心地区、功能组团内部交通转换等。南

京总体规划布局了各类综合客运枢纽约 100 余处，有效加强了各类交通方式间的衔接效率。 

货运枢纽与城市铁路、公路、航道网紧密联系，尽量发挥综合联运的效应，以减少交通

转换过程中的时空消耗。同时配合完善的集疏运通道，货运枢纽在提高转运效率的同时，可

有效减少对周边地区交通的干扰，降低路堵。如南京龙潭港枢纽，集水运、公路、铁路、管

道等多种方式于一体，同时开辟了专用疏港通道，保障货流的快速集散，而减少对地区路网

的干扰。 

   

图 7  龙潭港疏港公路示意图、南京客运枢纽布局示意图[2] 

公共交通系统内部做好衔接的同时，加强轨道交通与地面常规交通的一体化衔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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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站点周边的交通广场、公交站点、非机动车停车、出租车临时泊位以及机动车停车场等

设施的衔接与协调。规划阶段预留和控制相关设施用地，实施阶段则尽量同时规划、统一设

计。 

4.3 完善与提升交通设施功能 

主要包括：设施功能的明晰与合理组织、交通设施功能提升等方面。 

不同功能的交通流、快速常速交通流在同一通道的混杂，往往是导致路堵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规划阶段需进行合理组织，如枢纽集疏运交通与地区交通的分离、公路交通与城市

交通的衔接、老城慢行专用网络设置等。以南京禄口机场为例，其作为南京都市圈重要的客

运和货运枢纽，集疏运交通通畅是枢纽高效运转的保障。枢纽本体的交通需求以快速集散为

首要目标，而枢纽周边产业功能用地与外围之间的联系则以物资交流、生活性出行等目的为

主，快速集散的需求相对弱。由此，规划时在禄口机场周边形成机场高速、宁高高速、S243、

常马高速、将军路及南环路形成高快速环路，结合进场连接线，实现机场客货流的快速集散。

保税大道、铜禄路、张常溧公路形成常速的干路环，实现机场枢纽本体以外功能用地与外围

的交通联系。实现不同交通功能的交通流相对分离。 

公路交通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方面应考虑其交通流特性，高等级公路网基本以限制出入的

连续流为主，宜衔接城市的快速路系统。既顺应了交通流自身特性，同时也有效缓解了过境

及出入城快速交通对城市交通的冲击。 

老城街巷密集且建设用地限制较多，在这种环境中，规划阶段可细致梳理街巷的类别并

加以充分利用。将其作为城市支路网的有效补充，主要承载非机动交通和步行交通，由此可

分流平行干路的慢行交通流，减少慢行交通与机动车交通的相互干扰，从而改善交通路堵。

如在南京老城南地区的规划中，将部分街（二、三级街巷）巷整理出来用作慢行交通通道。 

  

图 8  禄口机场周边道路交通组织示意图 南京老城南街巷利用示意图 

交通设施功能提升主要是在设施既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技术手段，提升设施容量和运

行效率。如建设智能交通系统、开辟公交专用道、建成地区的路网快捷化改造、交叉口渠化

设计、建设公交场站综合体等等。 

5. 结语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已越来越受到重视，本文从产生交通拥堵的源头出发，希望通过对交

通和城市互动关系的剖析，以及部分规划方法的探讨，实现交通引导发展，从而避免新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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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展雏形中的大城市重蹈交通拥堵的覆辙，降低拥堵发生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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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式城市交通拥堵缓解策略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翟长旭  郗晨 

【摘要】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加，在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大

背景下，我国各大城市交通拥堵已呈井喷之势，并愈演愈烈，既有的交通缓堵措施，基本属

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最终导致交通越来越堵。本文为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结合组团

式城市的独特城市布局形态，在规划阶段围绕交通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高效率复合交通走

廊的规划控制、公交优先的落实及轨道站点 TOD理念的实施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缓堵策略，尝

试结合城市空间布局，制定相应的交通缓堵策略，从源头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实现城市交

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组团式  城市交通  职住平衡  策略  规划 

1. 引言	

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和经济运行总量的扩大，城市交通问题日益突出。交通拥堵首先出现

在几个特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并在短短几年间迅速蔓延至百万人口以上

的大城市，且愈演愈烈。大城市交通问题已经成为现代城市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它影响

到城市的运行效率，市民的生活便利，城市的生活环境等多个领域。伴随拥堵而来的，是学

术界和社会范围的热烈大讨论——轨道交通说、智能交通说、市民素质说，发展阶段说，人

口说，拥堵费说，限购说，等等——每个人都试图从各自领域和亲身经历感悟找出拥堵原因

并开具药方。但现有的交通缓堵方案主要以增加供给的工程类措施为主，仍然停留在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的层面，到头来仍然是越来越堵，亟需从源头上来思考缓解交通拥堵的策略。 

很多城市城市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了很多缓堵措施，但从目前的实际效果来看，建筑大师

梁思成曾说过“最好的城市规划，应尽量避免跨区域的交通”，意即“能从家步行或骑自行

车去上班”，最能让人感受到宜居易行的幸福。因此从规划阶段就要未雨绸缪，力争从源头

上控制交通出行总量，依托高效率的走廊、大容量的轨道交通确保交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2. 重庆城市功能和形态的演变	

组团式结构一直被城市规划界认同为一种较为理想的城市结构，既有较高效率，又可保

持良好自然生态环境。组团式的城市格局与国内大多数“摊大饼”式的城市格局相比，有明

显的优越性，可以防止城市规模过大所造成的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等问题。 

重庆受独特地形地貌的影响，主城区被山体、河流自然分割成若干个组团，是中国典型

的“多中心、组团式”城市，其独特的山水地形自然分割而成的组团布局更具有其代表性。

重庆城市空间的发展由渝中半岛东端开始，向西发展至整个渝中半岛，再跨江发展，按照组

团布局东西展开，而后在山体的制约下，向南北扩展。随着城市空间格局的进一步拓展，城

市又跨越中梁山与铜锣山向东西两个槽谷发展，同时以北部为重点进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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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历史来看，组团的发展、演变过程不论在规划上还是实施效果上都是职住功能平

衡的专业组团的培育，组团间联系需求不大。职住平衡的思想贯穿历次规划并得以实践：每

个片区既有就业岗位，又有居住和公共服务设施，片区之间用江面、绿地、荒坡陡坎和农地

隔开，使绿地楔入城市，使得重庆的空间形态拥有了教科书似的较为理想的组团结构单元特

性。分片集中的“多中心、组团式”布局结构，也正是顺应自然地形和发展历史的唯一结构。 

新时期的组团演化为片区内部的次级结构，城市片区之间只能以山体、水体等自然限制

相隔，组团尺度突破了原有的组团概念，组团之间从形态上进一步融合，片区之间的开始出

现专业化分工，职住平衡的概念已经扩大。 

       

图 1  1983、1996、2007、2011 版总规组团分布示意图 

3. 交通特性分析及缓堵策略	

3.1 加强交通走廊的规划控制，利用复合式交通廊道引导城市发展 

主城区跨组团城市交通走廊上的客流特征效应明显。受重庆主城区山水相隔的自然地形

地貌影响，跨江桥梁和穿山隧道自然成为交通走廊的瓶颈截面，随着跨组团交通出行的增加，

跨江、穿山瓶颈截面压力日益突出，这对跨江、穿山截面的交通组织的交通组织效率（快速

交通系统、交通换乘枢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针对跨组团交通依赖高效率的交通方式，主要通道上要利用轨道交通、快速路等大运量

交通方式共同构成复合交通走廊，轨道交通线路在关键截面上还要考虑预留四线以上的等高

强度布局模式，快速路也规划控制主辅路形式。在交通规划中要充分依托各层次交通换乘枢

纽节点组织交通，促进跨组团长距离交通出行与短距离出行的便捷交通转换，保证跨组团交

通的基本畅通。解决跨组团交通出行的同时，对跨组团的通道规模进行适当控制，否则会滋

长、诱增更多的跨组团出行需求，影响组团式城市交通优势的发挥。另外，实时制定相应的

交通管理政策，实行跨区截面管理，从而将跨组团交通出行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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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主城区客流走廊布局示意图        图 3  以枢纽为核心多层次交通组织示意图 

3.2 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发挥缓解拥堵的骨干作用 

山地城市土地资源紧缺，受地形限制，道路交通设施容量有着先天的不足且地面交通组

织复杂，而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城市人口及交通出行总量将持续增加，仅仅依靠地面交

通是难以解决城市交通出行需求的，因此相比较其他城市而言更需要大力发展大运量的轨道

交通，发挥轨道交通在长距离、跨组团交通出行中的骨干地位。 

组团式城市与平原摊大饼式城市相比，其客流走廊效应明显，客流强度较大，非常有利

于轨道线网布局及轨道客流的培养。线网规模应按照 0.7 千米/万人以上的标准进行规划控

制，中心区轨道线网密度也应高于平原城市的一般水平，轨道交通占机动化出行比例的 35%

以上，占地面公交出行比例的 50%以上。小汽车出行比例控制在 30%以内。由于组团式城市

居民出行距离较短，导致线路客流强度大而断面流量相比较而言不是很大，这一特征也使得

重庆轨道线网的客流分布规律与其它城市存在显著差异，要结合轨道客流强度分布、边缘径

向客流分布情况做好换乘站点的规划设计，并做好规划预留。 

       

          图 5  轨道交通走廊分布图               图 6  机动车占机动化出行比例的 30%时 

                                   路网运行状况 

3.3 发展片区网格自由式的路网布局，全面提升路网集散能力 

受山水自然地形阻隔的影响，主城区路网布局呈明显的“片区网格自由式”的特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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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的布局形态较为匹配。组团式城市路网组织较一般平原城市方格网式路网布局相比，较

为困难。跨组团交通与组团内部交通的高效转换自然成为交通组织的难点。 

将组团内部道路从跨组团快速联系通道上剥离，在空间上分离不同出行距离的需求。优

化组团内部道路与外围干线网络的衔接，提高衔接节点的通行能力。根据组团内部具体用地

布局和用地条件，因地制宜规划组团内部道路，片区内部的次支道路需要高密度分布。在坡

度较大的地区，继承重庆自由式网络的特点，并提高内部道路网的通达性，必要时也可以考

虑利用山城步道等特有的交通方式进行弥补。 

 

图 7  山地城市组团内部路网布局特征示意图 

3.4 按照 TOD 理念营造城市功能布局，促进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协调发展 

根据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主城区范围内共布局有 21 个功能组团，主城区范围内的城

市用地呈分片集中发展的态势，土地开发强度、人口、就业岗位自然向各个组团中心汇集，

而组团中心往往布局有轨道交通线路和站点。这有利于依托轨道交通站点发展 TOD 模式的

优势，提高轨道交通可达性和使用效率。 

在具体城市功能布局时，改变现有的布局模式，以轨道站点为核心重构城市布局模式。

适当提高轨道站点周边 500 米半径范围内的开发容积率，将公建和居住向轨道车站集中。提

高轨道车站周边支路网密度，减少步行迂回距离，提高片区的可达性。结合周边用地布局多

设轨道车站出入口以吸引客流，并将车站出入口与周边城市建筑、交通设施之间无缝衔接；

整合车站周边的交通配套设施，建立良好的车行和慢行接驳系统，这是特大城市实现城市交

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 

   

图 8  轨道 TOD 发展模式图 

3.5 重视步行等慢行交通系统，提升交通出行效率 

组团式城市居民平均出行效率较高，表现在居民平均出行距离较短，目前主城区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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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距离约 4.5 千米左右，低于平原城市一般 8‐10 千米的水平；平均出行时耗在 30 分钟左

右，低于一般的特大城市 1 个小时左右的水平。这得益于组团内用地的职住平衡，目前主城

区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平均为 60‐70%，这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 40%左右相比，高出很多，

由于内部出行比例较大，15 分钟以内的全方式出行中步行占主导地位，机动化出行比例相

对较低。 

因此，在交通设施布局上应给步行等慢性交通系统一定的倾斜，充分考虑步行街区、山

城步道以及各种交通设施之间的无缝换乘，体现步行优先。轮渡、索道、电扶梯等山城特有

交通方式需要保留和发扬。在地势平坦的城市新拓展区，可以考虑适度发展自行车交通系统，

解决轨道交通最后 1 公里服务问题。同时，应坚持做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布局，重视社区

功能的完善，加快社区配套服务设施的建设，将教育、小宗购物、休闲活动产生的出行控制

在较小范围内，进一步减小中长距离出行，提高步行出行比例。 

 

图 9  步行出行时间—出行距离的曲线图 

表 1  重庆主城区现状交通大区内部出行比例分布表 

组    团  组团内出行比例  组    团  组团内出行比例 

渝中半岛  62%  大竹林‐礼嘉  33% 

大坪‐石桥铺  58%  鸳鸯  26% 

沙坪坝‐双碑  74%  唐家沱  81% 

杨家坪‐二朗  66%  两路  64% 

中梁山  82%  北碚‐蔡家  97% 

大渡口  60%  西永  31% 

李家沱  83%  白市驿‐西彭  33% 

南坪  69%  鱼洞‐界石  88% 

弹子石  69%  长生  75% 

观音桥  50%  鱼嘴  40% 

大石坝  54%  /  / 

4. 结语	

由于中国特殊的城市化和机动化发展背景，导致对城市交通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沿用

旧有发展思路和观念已无法适应新的发展需要，因此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变革，探索出一条有

中国特色的大城市交通发展之路，实现城市交通的科学、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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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独特的山水地形特征，形成了天然组团式城市的功能布局，这种天然分割为主、结

合规划引导的组团式城市避免了“摊大饼”式的单极盲目扩张，它是“结构有序、功能互补、

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达到“（1+1>2）”的直接效果。组团式城市的很多交通

特征有利于组织交通，利用好这一点可克服地形高差大、交通设施布局困难等先天不足。因

此，在进行组团式城市交通规划时，应结合其交通发展特征，扬长避短，因地制宜的制定交

通发展对策，最终实现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从源头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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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区县城市交通拥堵成因及应对策略 

余勇  丁千峰  张诚 

【摘要】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交通拥堵正从大城市向中小城市快速蔓延，

本文以重庆为例，重点分析区县中小城市交通拥堵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结合国内外交通缓堵

的先进经验和区县城市自身特色，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系统地提出区县城市的交通

拥堵应对策略的建议。最后指出，交通拥堵将与区县城市发展共生，在机动化发展初期应大

力发展公交，倡导绿色出行。 

【关键词】区县城市  交通拥堵  成因  应对策略 

1. 引言	

重庆市辖区面积 8.2 万平方千米，包括主城 9 区和 29 个远郊区县，全市常住人口 2919

万人，其中主城区 772 万人，区县城市 2147 万人。近几年，机动化发展水平发展迅猛，全

市机动车拥有量达到 335 万辆，年均增长 20%，小汽车正加速走进城市家庭，交通拥堵也由

主城区向区县城市迅速蔓延。 

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的发展，交通拥堵已成为主城区交通研究的热点问题，并在多年的

研究中逐步形成了良好的交通拥堵反应及处理机制。然而，区县城市在交通拥堵研究方面起

步晚，交通拥堵对城市交通的冲击较大。本文在区县城市交通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梳理区

县城市交通拥堵的成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希望对区县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工作有一些

帮助。 

2. 区县城市交通拥堵成因	

2.1 步行环境不断恶化，步行出行正在萎缩 

由于道路坡度较大，重庆区县城市很少有自行车交通，因此步行成为主要的绿色出行方

式。目前区县城市步行交通出行比例普遍在 50%以上，一是居民出行距离短；二是步行交通

系统通达性较好。但是，随着旧城的改造，旧有的步行系统特别是垂直步道正遭到破坏，而

在新城的发展中，步行系统的通达性让位于机动化的通达性，导致城市步行交通出行比例正

逐年下降，如万州区步行交通比例由 2006 年的 72%已下降至 2011 年的 59%。步行环境的恶

化刺激了城市机动化的发展，从而加快了城市交通拥堵的步伐。 

2.2 公交竞争力不足，与小汽车出行相比没有优势 

公交车站、场站等公交基础设施是公交发展的先决条件，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支撑，“公

交优先发展”只能沦为一句口号。在经历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后，公交设施用地在区县城市

紧缺的用地资源中成为首要的沦陷地。现在极少的区县城市拥有公交场站，公交停靠主要占

用道路资源，既阻碍了公交的良性发展，同时也给城市交通运行带来极大的压力。 

公交运营与管理体制的混乱成为公交发展的一大障碍，目前区县城市公交运营主要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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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营制，由于政府补贴微弱，公交运营主要以盈利为目的，公交线路高度集中于客流聚集的

地方，从而导致公交重复系数高，线路布局极不合理。但是，政府若要改变公交管理的混乱

局面，势必要加大对公交的投资力度，掌握公交管理的话语权，这也成为区县政府的棘手问

题。公交作为城市公共服务属性不明确，公交的服务水平必然大打折扣，因而，公交的发展

并不会有效减小小汽车对道路网的冲击，交通拥堵只是迟早的事。 

2.3 道路条件先天性缺陷，道路指标及设计标准偏低 

山地城市地形起伏变化大，跨越等高线的联系道路偏少，城市交通主要依靠一两条沿等

高线布置的主干路进行组织。因而，区县城市道路网密度、面积率与其他同类城市相比均存

在较大的差距，主干路功能混杂且交通流集中。由于缺少分流通道，主干路的拥堵往往影响

整个路网的运行效率。 

除了先天路网结构的缺陷外，道路的线形标准低，路幅窄等特点也是产生城市交通拥堵

的重要原因。由于对城市机动化发展预见性的不足，道路交通设计采用了较低的标准，旧城

区的道路车行道宽度多为 8 米和 12 米，致使车道数与车道宽度难以协调，由此造成行车秩

序混乱，大大降低了行车速度。 

2.4 停车泊位缺口巨大，停车难已影响交通正常运行 

对待停车问题区县城市历来重视不够，在机动化发展的冲击下，停车问题更加突出。在

2012 年《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出台前，各城市均未严格执行停车配建指标标准，

部分建筑物配建的停车位挪作他用的现象较严重。目前，区县城市停车主要以路内停车为主，

停车从居住区内部道路蔓延到城市主干路，动静态交通发展不平衡和冲突已成为交通拥堵的

重要因素。 

3. 交通拥堵治理思路	

从区县城市交通拥堵成因来看，交通拥堵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系统问题，因此，区县城

市交通拥堵也应从系统的角度来解决，本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提出相应的应对策

略。宏观层次，规划统筹各层次交通规划；中观层次，从交通系统的角度出发，协调各交通

子系统的改善；微观层次，运用交通设计理念实现交通节点的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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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拥堵工作治理流程图 

4. 规划对策	

4.1 宏观层面 

城市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的协调发展是解决交通拥堵的根本方法，只有城市土地利用产

生的交通需求与城市交通设施的供给均衡发展，才能保证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运行保持在一个

良好的状态。当然，这种均衡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也是城市交通长远发展追求的目标。因此，

宏观层面的规划对未来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也是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 

区县城市应根据城市的规模和发展阶段组织编制相应的交通规划来解决城市不同发展

时期存在的交通问题。规划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操控性，以确保规划能够指导未来一段时

期的发展，同时规划方案能够按照发展需要稳步实施。 

宏观层面的交通规划主要包括综合交通规划与交通专项规划，对于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大

城市应组织编制综合交通规划，综合交通规划为战略性指导规划，其具体实施需要交通专项

规划的支撑；对于小城市应结合自身特色开展交通专项规划，解决当前城市交通问题，同时

兼顾未来的交通发展需求。在应急救灾、举办大型赛事等情况下，应组织编制特殊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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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县城市交通规划体系图 

4.2 中观层面 

交通拥堵在成因上具有综合性和复杂性，城市发展到今天，交通拥堵问题已不可能用一

两项“灵丹妙药”就能立竿见影获得解决。除了城市用地布局与交通协调发展需要规划统筹

外，目前交通拥堵的治理更多的是在中观层面上从交通系统的角度进行综合调控，以实现近

期交通缓堵的目的。系统调控对策包括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优化公交线路、缓解停车难、提

升步行通达性等。 

4.2.1  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虽然新增交通供给会诱发新的交通需求，但是，目前区县城市中心城区机动化的发展已

远远超出道路可承载能力，这种能力的不足主要由于道路断面设置不合理、道路网密度偏低

造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城市的发展。因此，拓宽道路和加密路网仍是区县城市交

通缓堵的首要手段。在路网加密中，重点强化路网的连通性，弱化对道路线形的要求。 

 
图 3  道路网加密示意图 

4.2.2  4.2.2优化公交线路	

优先发展公交被视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现状区县城市公交发展情况

均不容乐观，想要扭转这一局面，政府必须加大对公交发展的投入力度，重新拿回公交管理

的话语权。在客观分析公交运力与客流需求的情况下，调整城市中心区密集的公交线路，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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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公交线路的重复系数，提高公交线路覆盖率，从而维护公交服务的公平性、合理性。此外，

应通过改革公交票价机制，避免线路与线路之间的恶性竞争，提高公交出行的吸引力。 

4.2.3  缓解停车难	

停车是城市交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随着城市机动化的快速发展，停车难问题在区县城

市已变得越来越突出，解决停车难问题在区县城市交通缓堵中已非常迫切。建筑物配建停车

泊位应视为区县城市停车供给的主要来源，因此，应严格执行停车配建指标标准，建立良好

的执行制度。一方面，应清理被挪用的配建停车位，另一方面，对历史停车位欠账严重的区

域，适当提高停车配建标准。在旧城区停车供给严重不足的区域，结合山地地形特征规划建

设社会公共停车场解决停车的基本需求。此外，应严格控制管理路内占道停车，避免静态交

通对动态交通的干扰。 

 

图 4  社会停车场规划示意图 

4.2.4  鼓励步行出行	

为了克服地形高差，山地城市不同高程台地的联系道路绕行距离大，垂直的步行通道成

为联系不同高程的最短通道，步行出行时间甚至优于机动车，因而，区县城市可以通过建设

独立的垂直步道来提升步行出行的比例，从而达到减少机动化出行，缓解交通拥堵的压力。 

在垂直步道建设中，应更加注重步行的舒适性和环境友好性。香港是山地城市中步行道

规划建设的典范，在中环和上环地区建设的行人天桥，主道超过 1000 米，支线长达 2000

米。在金钟、湾仔等地也都形成类似的“空中步行系统”。为解决步行时爬坡费时费力，在中

环和半山建立起一条长长的自动扶梯，由 18 条可转换方向的单向自动扶梯和 3 条可转换方

向的单向自动行人道组成，扶梯的上行与下行方向根据朝夕交通流向进行调整。这一方便的

设施，让许多上班族放弃开车，改为步行，每天约有 8.5 万人次使用该扶梯。对于区县城市

来说，完全有条件通过完善步行系统和改善步行环境来提高步行的出行比例。 

   

图 5  香港步行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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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微观层面 

4.3.1  交叉口渠化设计	

交叉口是道路交通系统的节点，交通流在此汇集，是区县城市交通问题最为突出的地方。

交叉口设计是针对交叉口的交通特征，包括地理特征和交通流向特征，分析现有空间和交通

流走向，通过设计交通渠化岛、施划交通导流线、合理设置交通标志、配合相应的信号控制，

使车流和人流安全、顺畅通过交叉口。 

受地形的影响，区县城市道路网络中存在 X 型交叉口、错位交叉口等异形交叉口，通过

交叉口渠化设计，可以规范交叉口通行秩序、有效提升交叉口的通行效率，从而解决因节点

运行不畅引起的拥堵。此外，由于地形高差大的关系，交叉口设计可以结合地形设置简易立

交，这类立交占地少、效率高，是解决交叉口拥堵的重要方法。 

  

图 6  异形交叉口渠化设计示意图 

4.3.2  交通组织设计	

交通组织设计是通过单向交通、禁左交通等组织手段，减少路网中的交通冲突，从而达

到缓堵的目的。据研究，宽为 12 米的街道，在禁止路边停车的情况下，双向交通时通行能

力为 2800veh/h，单向交通时可达 3400veh/h，通行能力可提高 20%以上。但是，交通组织

设计要求有较高的路网密度高，比较适合区县城市老城区的交通改善。目前，万州、石柱在

旧城核心区采用单向交通组织的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5. 结语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区县城市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拥堵时代”，不同程度的交通

拥堵或许成为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由于区县城市特殊的地形条件，机动化出行水平相对于

平原城市要高，因此，在城市机动化发展初期，应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倡导绿色出行，这是

治理区县城市交通拥堵的根本所在。同时，应加强路网节点的管理，规范行车秩序，这样交

通拥堵才能有望得到真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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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探讨 

罗平义 

【摘要】缓解郑州市交通问题首先应分析郑州市交通拥堵问题产生的历史原因、客观因素和

主观因素，然后分别从道路交通设施建设、交通管理手段、交通政策引导以及公众交通意识

方面进行分析和引导，采取相应的、有效的解决措施，缓解日益严峻的交通问题，同时应符

合郑州市交通总体发展战略。 

【关键词】历史原因  客观原因  主观原因  服务目标  绿色交通  路网密度 

城市交通问题是本世纪以来，许多城市一直为之困扰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难题。郑州

市作为河南省的省会城市，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家开放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

全国重要的交通、通讯枢纽。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郑州市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19.3％；三大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第三产业迅速

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交通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增长，传统的道路交通设施已

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当前，郑州市的交通问题越发严重，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和

及时治理，必将对其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1. 城市交通问题产生的原因	

1.1 历史原因 

郑州市被称之为铁路拉来的城市，京广铁路与陇海铁路交汇于郑州市，起初为郑州市的

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遇和条件，起到了良好的积极效应。随着郑州市的不断发展壮大，目前

郑州市受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分割影响也越来越明显，在陇海、京广铁路分隔下的城市建

成区环路系统形成困难，铁路立交瓶颈制约路网功能发挥。 

1.2 客观原因 

1.2.1  汽车增长速度过快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逐年提高，郑州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

长。2009 年 6 月，郑州全市机动车总量达到 127.1 万辆，其中市区机动车总量达到 52.3 万

辆，目前郑州全市机动车总量达到 185 万辆，其中市区机动车总量达到 90 万辆，且每年以

平均 15％的速度增长。 

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2000‐2008 年间市区机动车保有量年均增长 15.4%，私人小汽车

发展速度更为惊人，年均增长 29.0%。机动车增长率始终保持着较快增长的速度，其中私人

汽车拥有量的迅速增加是郑州城市机动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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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郑州市区机动车拥有量变化图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宽松的汽车发

展环境和不断完善的道路行驶条件，加之土地价格和住房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国家对汽车产

业政策的鼓励，使郑州私人机动车发展迅猛。私人汽车拥有的快速增长除产业政策、经济发

展、道路基础设施的扩大等因素外，郑州市居民收入的提高、商业住房的离散以及现代生活

方式的影响，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私人汽车的增长。 

1.2.2  道路承载力严重不足	

根据郑州市交警部门的数据，郑州市区道路共有 737 条，合计道路总长 1232.3 公里；

其中主干路 109 条，机动车道数基本为双向 4—8 条，次干路 170 条，机动车道数基本为双

向 2—4 条，支路基本为双向 2 车道。如按每辆车 5 米长度首尾相连摆放的话，这 90 万辆车

的总长度约为 4500 公里，如果行驶在路上每辆车的间距为 12 米，总长度为 10800 公里，

如果同时行驶在路上的话平均每条道路需要 8.7条车道。 

1.2.3  公共交通发展滞后	

目前郑州市主要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依靠常规公交，BRT 和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的补

充，轨道交通 1 号线和 2 号线正处于建设当中，建设期间对郑州市现有的交通通行条件也产

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截止 2010 年底，郑州市拥有各种公交运营车辆 6180 标台；公交线路

228 条，公交线路总长度 3603.45 公里，职工人数 11167 人；日均运营里程 60 多万公里，

日运送乘客 220 多万人次。目前，城市每万人拥有公交车辆为 15 标台；三环以内中心城区

线网密度为 4.23 ㎞/k ㎡，城市公交出行分担率为 17%。 

1.3 主观原因 

1.3.1  缺乏整体交通发展战略	

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郑州建成区范围内的快速路密度 0.60km/km2、主干路密

度 1.87 km/km2、次干路密度 0.72 km/km2、支路密度 0.99 km/km2，呈现“哑铃状”路网结

构。骨干路网密度已达到《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规定的路网密度指标，这与郑州市

政府近年来为适应机动车交通迅速发展、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大力建设主干道路有关，但对

具有重要交通集散功能的次干路和支路的建设力度不足，次干路及支路路网密度明显低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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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指标。 

公共交通发展滞后，目前郑州市虽然公交线路以及公交车辆等设施已有明显的发展，但

是公交优先体现的不足，出租车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公交专用道不足，除 BRT 首期工程

具备专用道外，其余的道路基本没有公交专用道，且缺乏公交港湾停靠站，同时信号灯设置

方面也没有给予优先，包括 BRT 线路；公交场站的建设严重不足，特别是首末站和枢纽站

的建设，目前郑州市三大公交枢纽：河医立交枢纽和紫荆山立交枢纽、火车站公交枢纽均没

有单独的场站用地，仅仅依靠桥下空间和路内空间实现换乘和夜间停放功能。 

1.3.2  交通管理技术水平低下	

目前郑州市还没有建成智能交通系统，缺乏必要的交通指示信息和诱导信息，停车场的

布局信息和剩余车位数信息也没有提供，导致部分车辆增加无畏的绕行，加重了交通压力。 

郑州市拥有大量的非机动车，而交通管理基本上仅限于对机动车的管理，对非机动车缺

乏必要的管理，导致非机动车违章现象非常严重，影响了道路通行能力，加重了交通拥堵，

同时也极大的影响交通安全。停车场的严重缺乏，增加了机动车违章现象，包括路内随意停

车，挤占人行道等，这都对交通通行产生较大的影响。 

1.3.3  公众交通安全意识不足	

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违章现象非常普遍，包括占用快车道，随意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

翻越护栏等，主要问题在于交通管理部门疏于管理以及市民的从众心理。 

2. 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和目标	

2.1 发展方向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构建复合通道；推行以公交为主导的 TOD 发展模式，优化城市发

展结构；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加强交通管理，建立智能交通系统。   

2.2 发展目标 

以实现郑州城市总体规划目标为指导，建立与区域交通体系良好衔接的对外交通系统，

适应区域一体化发展要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合理调控机动化的发展，优化城市客运交通

结构，构建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多层次、高效率、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 

2.2.1  交通结构发展目标	

大力优先发展公共交通，优化城市客运交通结构，规划期公交出行分担比例达到 35～

40％。   

充分有效利用关键截面有限的通道资源，积极建设大运量公交系统，跨铁路截面上的公

交出行分担率提高至 50％以上  。 

2.2.2  交通服务发展目标	

在中心城区范围内，95%以上的居民单程出行时间不超过 45 分钟；城市核心区至市区

其它功能片区公交平均出行时间在 40 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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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目标	

建立稳定、多元化的投资机制，保障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不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3%。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应向公共交通建设倾斜，公交建设投资占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一半

以上。 

3. 解决交通问题的策略和建议	

3.1 交通硬件设施的改善 

随着城市外围地区的建设，郑州城市空间从原有的单中心结构向“两轴八片多中心”发

展，为支撑城市空间布局，调整现有的单中心环加放射状道路网布局，适应城市轴向发展的

要求，并向城镇密集区的东西两翼延伸；南北向干道应以中心城区各中心为放射点向南北放

射，最终形成棋盘式路网布局，促进城市空间的发展。在各重点片区内部，结合实际情况，

局部调整干道路网布局模式，提高路网利用效率。 

为支撑城市两轴发展，连接城市八个片区，棋盘式路网结构更能有效地支撑城市多中心

的空间结构。棋盘式路网布局整齐、平行道路多、便于交通的集散和交通组织，快速连通横

向及纵向交通，有利于东西向城市发展轴的形成。同时可将城市各个中心分散布置于相邻干

路围成的区域中，避免核心区过强的交通聚集导致交通拥堵问题。中心区范围内的片区之间

宜采用主干路连接，中心区与外围片区可通过快速路连接。 

重视城市骨干道路（快速路和一级主干路）系统建设，提高快速路承担长距离机动化出

行的比例，优化路网车流的平衡分配。 

在道路建设中注重优化路网的功能结构，兼顾机动性和可达性的出行要求，突出次干路

及支路网络的完善，加强集散道路的建设，形成等级级配合理、功能明确的道路系统网络。 

明确道路客货功能组织，结合用地布局，分离客货主要通道，避免不同类型车流间相互

干扰，提高路网整体通行效率。 

3.2 交通管理水平的提高 

交通管理是以提高交通流的畅通性和道路通行能力为目的，提出规划方案，对交通流在

道路网络上进行优化组织，以充分利用道路网络的资源，最终实现交通运行的安全与通畅而

采取的各种交通管理措施。 

3.2.1  机动车交通管理	

进一步强化干道的交通功能，实行机非分隔，减少非机动车对主干路上机动车的干扰，

沿线尽量减少单位进出开口，相交支路尽量采取右进右出形式，支路流量达到一定程度的，

尽量设置信号控制，并在信号配时上尽量提高主干路绿信比，以提高主干路的服务水平。 

在交通供需矛盾突出，交通拥挤，路网密度高的局部地区，实行单行交通管理。 

实行有所侧重的客货分离，减少客货运输之间的相互干扰。在主要客流走廊实施公交优

先策略，包括公交信号优先控制及公交专用道设置等；加强货运交通组织管理，明确禁止通

行、分时段通行和正常通行路段。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323



 

 

合理组织机动车出入境和过境交通，构建快速便捷的对外交通网络骨架，同时避免产生

与城市内部交通之间的干扰。 

3.2.2  非机动车交通管理	

自行车具有出行方便、经济、环保等特点，是短距离出行和接驳公共交通的重要交通方

式，机非混行不但会使道路运行效率降低，而且会对交通安全造成威胁。因此应合理组织自

行车流，形成自行车通道网络，并在条件允许的地方设置安全隔离设施，同时在公交枢纽、

换乘站等处增设自行车公共停车设施，提高非机动车的安全性和通行效率。 

3.2.3  行人交通管理	

步行是所有交通方式开始和结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重视行人交通组织管理，不仅是

交通系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立以人为本交通环境的重要措施。第一，在有条件的

商业区，设置与机动车完全分离的步行街及行人交通系统；第二，清理非法占用行人道的行

为，特别是处理好机动车及自行车不当占用人行道停车的问题，确保人行道的正常使用；第

三，进一步完善路段行人过街设施，协调公交换乘及行人过街交通的关系，必要时对行人过

街进行信号控制；第四，优化交叉口交通设计，逐步扩大安装行人信号灯的交叉口规模，实

行行人信号相位与机动车信号相位分离；必要时设置行人过街安全设施。 

3.3 交通政策的引导 

北京宣言的第一原则指出，“交通的目的是实现人、物的转移，而不是车辆的移动”。

应尽可能发展时空资源消耗少，公害小，运效高的交通方式，控制或消减时空资源消耗大、

公害严重、运效不高的交通方式，使交通方式结构合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3.1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大力支持公共交通的发展，从政策、资金、税收等各方面予以大力支持，积极发展轨道

交通，调控或适当限制效率低、高污染的交通方式，并适当控制出租车的过分增长。 

3.3.2  限制高耗低效的交通方式	

限制某些占地大、效运低、公害严重的交通方式，如摩托车，小货车、单位送客车、电

动助力车等占用时空资源大、效运低的交通方式。 

3.3.3  大力发展绿色交通	

对于交通拥堵的商业中心区，从改善环境出发鼓励步行、自行车交通方式，合理设置无

公害绿色性质的步行、自行车优先区。提高慢行交通出行的舒适度和安全度，同时也避免更

多的出行向机动化转变。 

3.4 公众交通安全意识的提高 

3.4.1  交通参与者的安全管理	

交通事故的发生绝大部分是因为交通参与者违章所造成的，因此应该针对各种违章行为

加强预防，包括严查酒后驾车、疲劳驾驶；充分利用监控设备，安装各种警示牌；加强对长

途客车和外地驾驶员的管理；对非机动车使用者和行人也应加强管理，开展法制宣传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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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行人的交通行为，同时完善机动车及行人的过街横道设施。 

3.4.2  机动车辆的安全管理	

强化车辆检测，加强对道路上不符合车辆运行安全标准的机动车辆的检测和处罚，杜绝

符合报废标准的机动车辆在道路上行驶；采取措施逐步限制摩托车的发展。 

3.4.3  交通安全宣传和教育	

加大交通法规的宣传力度，加强对市民的交通安全教育与交通文明教育，充分利用现有

的传媒手段，增强市民的交通安全观念。加强对外来人口交通安全法规和交通常识的宣传，

初步实现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社会化、制度化、科学化。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来减少机动

车驾驶员的违章率，规范行驶；提高行人、非机动车使用者的遵章率，真正做到不乱穿马路，

按信号灯色通过交叉口，增强事故防范意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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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交通需求管理，缓解西安交通拥堵 

赵红茹 

【摘要】近几年来，随着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规模迅速扩张、机动化迅猛发展，中心

城区交通拥堵进一步凸显,交通问题日益复杂,居民出行难问题成为政府要解决的重要民生

问题，西安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强化交委的职能，统一协调管理并解决全市交通

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通过制定城市交通规划、健全静态交通管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加强交通管理等方面多种措施并举，城市交通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缓堵保畅工作取得了阶段

性成效。本文从交通管理的角度，通过强化交通需求管理探讨缓解交通之路。 

【关键词】快速机动化  缓堵保畅  交通需求管理  瓶颈管理 

1. 引言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机动车数量日益剧增，交通拥堵这一“城市病”

正由一线城市快速向二、三线城市蔓延，居民出行苦不堪言。据公安部交管局发布的数据显

示，约有三分之二的城市交通在高峰时段出现拥堵。越来越多的“堵城”在拷问地方政府执

政，城市治“堵”逐渐提上议事日程。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西安也不可幸免，高峰时段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如何“缓堵保

畅”、改善群众出行环境成为政府的一件重要民生实事。通过制定系统、全面、超前的交通

规划；建立健全各项交通法规；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加强停车场建设和

管理；改善交叉口，挖掘现有道路资源的潜能。尤为重要的是采取强化交通管理，“缓堵”

效果显著，本文仅从加强交通管理，特别是通过强化交通需求管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矛盾

方面进行探讨。 

2. 交通管理规划目标和措施	

2.1 规划目标 

结合西安的具体发展实际及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总体发展要求，按照公交和慢行交通发

展战略和分区、分层交通组织策略，围绕“一个中心”和“两个转变”，强化交通需求管理，

全面提升交通管理系统化、精细化、现代化水平，建立高效、可靠、便捷的与国际化大都市

建设相适应的高品质交通管理系统。 

一个中心是指：建立符合现代化公交都市要求、多模式一体化、具有西安特色的国际化

综合交通体系。 

两个转变是指：调整交通结构，优化出行方式，引导居民出行向公交和慢行（自行车和

步行）方式转变；改变片面重视设施建设，忽视交通管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交通拥堵

问题愈演愈烈的局面，树立交通管理应贯穿交通项目建设的始终的系统管理的理念，加大投

入力度，做到设施建设和科学管理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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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采取措施 

2.2.1  调整交通结构	

对交通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重新分配，引导交通结构的优化调整，保持机动车适宜的发

展速度和规模，为公交和慢行良性发展提供路权保障，根本扭转道路建设片面考虑机动化要

求的局面。 

2.2.2  融合交通土地	

采用交通引导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调整和土地开发、利用，外围新城、副中心、组团采取

职住平衡的发展模式，有效减少交通需求。 

2.2.3  分区、分层组织交通	

分区、分层组织城市内、外交通，实施差异化的交通发展政策，有效调控机动车的出行，

保障城市交通组织的效率。 

2.2.4  充分挖掘现有设施的潜能	

通过交叉口的改善、交通组织的优化等措施提高路网容量，借助科学化、现代化交通管

理手段充分有效地利用现有路网等措施，挖掘现有道路交通设施的潜力。 

2.2.5  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	

建立协调、统一、高效的交通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加快交通产业化进程，积极拓宽投

融资渠道，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 

3. 强化交通需求管理	

交通需求管理是一种政策性管理，通过优化调整交通结构，消减不必要的交通需求，降

低道路交通负荷，缓解交通拥堵。 

3.1 必要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西安城市定位的变化，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交通需求迅

速增长，枢纽地位的进一步提升，交通需求结构也有质的变化，而单纯通过增加交通设施容

量的方式无法解决城市交通问题。而西安主城区的路网基本完善，可增加的道路面积有限，

交通供给与需求严重不平衡。因此，实施有效的交通管理势在必行。 

3.2 交通需求管理策略 

3.2.1  强化瓶颈管理	

遗址带、陵墓区、城墙、铁路、河流、秦岭、塬地等瓶颈众多，分割了城市发展空间、

制约了城市交通的有效组织。随着行政中心北迁移、西咸新区、渭北工业集聚区等城市功能

区的建设，陇海铁路、四大遗址、渭河等瓶颈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 

城市空间尺度由现状 15 公里扩展到远期 50 公里，人口规模从 600 万发展为远期 1600

万，为有效控制城市扩大后的出行距离，保证交通效率，以河流、铁路、大遗址等瓶颈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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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规划交通分区，各分区内部采取职住平衡的发展模式，降低跨越瓶颈交通需求，制定差异

化公交、停车等交通发展政策。对主城和新城联系通道及跨瓶颈截面、区域交通走廊上实行

严格的交通管理，通过价格制定、路权分配等措施保障公共交通优先与高效，有效消减机动

交通总量。 

明城墙范围内行政职能外迁、严格控制开发强度，降低常住人口规模，强化旅游和商贸

职能，从源头上有效控制出行需求；结合 1、2 号地铁车站在南门、北门、朝阳门和玉祥门

外设置 P&R 停车场，鼓励换乘，建立老城通行证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机动车过境；限制机

动车车速，建设交通宁静化；采取紧缩社会公共停车场的供给和最高的停车收费价格，打造

“公交+慢行”为主体的特色交通区域。 

3.2.2  融合交通与土地	

（1）协调城市交通和用地 

按照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相协调的总体要求，充分认识城市交通规划对土地利用规划的

相互反馈，制定分层次、分区域的土地利用策略，贯彻“公交优先”和“交通先导”的空间

发展策略，建立基于  TOD  的空间拓展模式，促进城市沿“轴向”（轨道线）拓展和“节点”

（车站）优化的整体空间布局调整。促进城市向多中心、多组团结构布局方向发展。 

老城区疏解行政、办公职能，注重历史文化区域保护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城市核心城区

增加轨道交通线网和密度，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300—500 米范围建设大型居住社区、高

强度的商业、办公区域，引导紧凑、高密度、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倡导公交社区、鼓励混合

用地利用。完善主城区周边区域加强城市综合配套设施建设，缓解主城区核心区的交通压力。 

（2）合理布局客、货运枢纽 

处理好城市空间与客、货运交通设施布局，使客、货流分布及流向合理，使大型货运车

辆对外铁路、公路在城市外围组织交通，避免对城市内部客运交通的干扰和居民生活的影响；

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大量货运物流设施，如华清路周边的大量货运场站应随火车东站功能的改

变应部分适时搬迁，缓解城市交通的压力。客运枢纽布局与城市空间、功能布局相结合，加

强客运枢纽（火车站、机场、长途客运站、轨道车站、大型公交首末站）周边的综合开发，

增加开发强度，形成公交社区，保证充足的公交客源，推动交通与用地的协调发展。 

（3）建立交通影响评价的地方标准 

应结合西安城市发展实际和出行特征，制定符合具体发展实际的交通影响评价指标体

系。加强项目选址、论证及片区控制性规划中的交通影响评价工作，规范交通影响评价的审

批制度，在源头上消除交通拥堵的隐患。 

3.2.3  优化交通结构	

坚持优先发展公交，在规划建设坚持加快建设轨道交通、公交项目优先安排的顺序，在

资金投入、财政税收上对公交倾斜，在道路通行权上确立公交的忧先权；鼓励自行车、步行

交通，健全自行车交通网络，在自行车路权给予保障，落实车辆停放用地；通过提高公交服

务品质、改善慢行交通的环境，引导私人小汽车的合理使用；在主城区严格限制摩托车的使

用，实现交通出行总量消减的目的。 

根据西安的具体实际，在城市空间不同层次采取不同的客运交通方式结构，实施分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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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发展策略。   

老城区——疏散人口和行政办公职能，降低强度。采取严格的交通管理手段，给予公交

和自行车、步行路权忧先，积极创造舒适、宜人的慢行交通环境，通过停车收费提高和发放

牌照，调控进入中心区的机动车数量。全面升级和改造慢行交通系统的环境，给予慢行交通

以更多的路权，结合历史街区、旅游、商业及公共交通布局，扩大老城步行交通区的范围，

重塑优雅、繁荣、和谐、宁静的老城交通环境。 

城市核心区（二环以内及周边高强度开发区域）——控制土地开发强度，加密轨道交通

网，提高公交品质，改善微循环，创造宜人的慢行环境。保障公交和慢行路权优先，提高停

车收费，调控小汽车使用。在公共交通枢纽地区和主要的人流集中地区，结合公交和慢行设

施布局，开辟更多的步行区域。 

主城区——以大运量公交为核心，建立多中心、多层次服务网络，快慢有序，分区服务，

实行精细化的交通管理手段，保障交通系统的高效、可靠、畅通；建立城市核心区中心和各

片区中心的外围过境交通组织系统，屏蔽中心区过境，避免对城市中心区交通产生更大的影

响。建立以国家高速客运铁路专线、城际轨道、城市轨道快线、普通城市轨道，中心区区域

性服务公共交通的综合枢纽，枢纽与中心区职能空间的布局相吻合，以分散组合型枢纽为主，

在主城区边缘建设较大规模的综合枢纽，方便换乘，减少主城区交通量。 

外围地区（副中心、新城、组团）——采用新城发展模式，与主城区通过快速道路和快

速轨道（或市郊线）联系，相应增加外围中心区域轨道交通站点密度，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建

设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方便与主城的联系，引导选择公交出行；组团内部职住平衡，自成体

系。 

3.2.4  采取有效的价格调控	

运用有效的经济手段，结合轨道交通和公交建设的进程，按照交通分区策略，分区域、

分时段、实行停车收费和拥挤收费，有计划、有步骤的控制道路上机动车总量的增长，有效

控制快速增长的机动车辆对城市道路和静态交通设施造成的影响。实施分区域、分时段的停

车收费政策、提高公交跨区出行票价、增加小汽车出行成本，特别是跨瓶颈截面的费用。 

3.2.5  均衡交通分布	

继续采取错时上下班、推行弹性工作制、倡导家居式办公（SOHO）、电视电话会议、网

上购物，有效减少交通流。 

严格执行夜间货车通行、高峰期限制部分机动车进入主城区等行之有效的措施，消峰填

谷，避开交通高峰和交通流量集中所造成的交通压力。 

3.2.6  调控停车供需	

在加强城市停车供应设施建设的同时，逐步取消主干道和交通负荷大的次干道上的路内

停车，规范支路（含部分交通量小的次干道）的路内停车。 

制定合理的停车收费制度。逐步建立起差别化和精细化的停车收费管理体制，实施分区

域、分类型、分位置、分时段的差别化停车收费政策，对于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充分

挖掘路内停车的潜能，实施分路段收费。鼓励停车换乘，停车收费由外及内逐步提高，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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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实行最为严格的停车收费政策。 

3.2.7  提高管理现代化、信息化	

在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和服务等各个领域推行信息化，重点加强全市统一

的信息平台建设，促进部门之间网络的互联互通，在信息公开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下，实现交

通相关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 

构建全社会信息共享平台。在实现部门信息资源共享的基础上，不断扩充共享信息平台

的功能、覆盖面和终端设备，逐步发展界面更加友好的面向市民的服务系统，如交通信息诱

导系统、信息发布系统、道路选择系统等等，增加信息平台的市民服务功能，充分释放共享

信息平台潜能，提升其作用，全面提高城市交通效率。 

加强智能交通技术运用，规划建设一系列智能交通应用系统。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公

共交通智能调度系统、公交乘客信息服务系统、快速路智能控制系统、动态交通流信息采集

—处理—发布系统、停车诱导系统、车辆导航与诱导系统、出租车智能调度系统等。 

3.2.8  创新体制机制	 	

积极创新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一体化的交通管理体制，按照交通的特征和区域交通的融

合，改变既有城市规划、交通规划的思想，以及城市交通管理、需求管理思路，促进西安交

通区域优势的发挥。 

政府应加强对实施交通管理政策与措施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管理政策与措施的顺利实

施，并取得预期效果。加快公交企业的改革，促进公交和地铁的机构的整合。 

加强对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实施效果的监督与评估。定期开展城市交通各项调查与统计，

每隔 3—5 年进行一次大规模调查，每年不定期进行小范围调查，随时更新交通基础数据库，

维护交通模型，建立西安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制度，为交通政策的制定和措施的调整提供定

量分析的依据。 

建立交通综合整治工作机制，滚动编制片区交通改善规划。建立交通拥堵调控对策与应

急管理工作机制。 

3.2.9  营造低碳环境，完善路权管理法规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加强对私人小汽车的使用适时提出控制要求，主城区机

动车的出行比例控制在 10—15%；大力鼓励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公交和慢行出行比例达到

85%左右，形成以“洁净交通+公交都市+特色慢行”的具有西安特色的交通系统。建设符合

西安历史文化名城要求，并与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相适应的交通体系，满足人们健康、低碳、

舒适、宜人的交通出行要求，积极创造友好的出行空间。 

加强交通立法，特别是应尽快完善地方性的路权管理法规，明确道路的路权分配与管理，

使城市道路满足公交的路权优先及连续、安全的行人、自行车环境。 

3.2.10  保障公共安全	

建立轨道交通安全监测与施救保障系统；完善公交枢纽、停靠站以及公交车内的安全监

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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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精细化的交通系统管理	

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组织、公共交通管理、慢行交通组织、静态交通管理、货运交通管理、

推广交通新技术等的同时，加强交通系统的精细化管理，如改善交通节点、完善交通设施等

方面充分挖掘现有交通设施的潜能。 

优化城市骨架道路“三纵三横八辐射”和二环路周边等重点区域、重要路段交叉口信号

配置并实施有效的交叉口改善，对于交通拥堵最为严重的南二环路，通过优化交通组织、交

叉口改善等措施有效调节进入二环路过多的交通流，改善车道数变化区域的交通，缓解拥堵。 

进一步加大区域信号控制系统和区域诱导系统等的研究和应用范围，给与高峰小时公交

专用道通行信号。 

5. 注重交通秩序管理	

交通秩序管理是交通管理的主要内容，为建立具有国际水准的国际化交通秩序，优化、

提升城市交通环境，对城区道路上车辆乱停乱放、闯红灯、争道抢行、飘洒沙土、酒后驾驶、

行人乱跨道路隔离栏；火车站、长途客运站、批发市场周边、中小学上下学时段交通秩序混

乱，应加强对重点车辆、重点区域路段、重点时段的管理，应加大整治力度。 

大力推行校车制度，对接送孩子上下学的车辆临时停放划定一定的范围，缓解中、小学

周边上下学时段车辆乱停、乱放引起的交通拥堵。 

6. 加强交通信息化建设	

建设具有国际水平的交通信息化管理系统，加快“一个门户网站、两个网络系统、两个

交通中心、两个支持平台、三层应用系统”信息化系统建设。 

“一个门户网站”：指西安市交通门户网站。 

“两个网络系统”：指西安市交通计算机网络的内网、外网基础设施建设，承担各信息

系统之间、网络与网络之间的信息交换，是实现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的基础通道。 

“两个交通中心”：指西安市 GPS指挥中心和西安市交通呼叫服务中心。 

“两个支持平台”：指交通资源数据库平台、交通 GIS支持平台。 

“三层应用系统”：指交通行政管理层应用系统、交通行业管理层应用系统及交通运营

企业层应用系统。 

7. 结语	

在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起步阶段，结合西安城市和交通发展的特点，充分利用智能

化和信息化技术手段，全面提升交通管理系统化、精细化、现代化水平，规范、健全交通管

理模式，保障西安国际化“公交+慢行”的现代化“公交都市”的实现，引导西安国际化大

都市交通走向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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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淄博市老城区支路网改造与梳理缓解交通拥堵 

梁文娟  张宁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城市功能的日益完善，淄博市老城区的道路交通基础设

施日趋完善，但是仍然存在交通拥挤、支路网密度较低、支路利用率不高等问题。这都是由

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在路网规划中不重视支路网的规划，导致现在许多城市的支路网密度低下

（淄博市也不例外），并且影响城市居住生活和制约城市经济的发展。本文将以淄博市老城

区市支路网改造和梳理为例，分析支路网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结合淄博市的实际情

况，提出支路网改造及控制的原则和相应的支路网改造建设及管理措施。并且在文章的最后

我们用三个具体的改造案例来说明淄博市老城区城市支路网改造与梳理的内容、政策建议和

改造后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以期达到指导淄博市市老城区支路网规划建设的目的。 

【关键词】淄博市老城区  支路网改造与梳理  支路网密度 

1. 背景	

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交通机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老城区道路交通基础设施日趋

完善，淄博市在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在路网规划中片面

强调了用地性质、功能分区等，从而忽视了级

道路的衔接与协调，缺乏有效、科学的支路系

统规划，支路网不成系统，造成老城区的支路

网建设存在诸多问题，如路况差，路不通，路

面年久失修，隐形路、断头路多，路网结构不

合理，交通设施缺乏，交通秩序混乱以及交通

管理与监控系统几乎处于空白等问题，并影响

城市居住生活和制约城市经济发展。 

支路直接影响着市民日常出行的便捷性，

考核城市的支路网发达与否首先要看它的密

度。调查结果表明，淄博市老城区现有支路网

密度为 2.06 公里/平方公里，不及发达国家的

1/4。因此有必要客观地评价淄博市老城区支路

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对老城区交通的

影响，并对其提出规划和改造建议，为政府有

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参考。 

2. 支路在城市道路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	

我国著名的城市交通规划专家徐循初先生曾指出，城市必须既有“街”、又有“道”，“道”

主要为城市提供交通通道，“街”除了是城市的辅助性交通通道外，更是承载生活的重要空

图 1  道路承载着巨大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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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街”与“道”缺一不可。 

2.1 城市支路的定义 

城市支路位于居住小区或工业小区外围，是居民日常活动出入交通的通道，其路幅宽度

为 12‐16m，混行车道宽度为 6‐6.5 米。支路通常为双向两条机动车道，机动车道外侧为非机

动车道，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无物理分离设施。 

2.2 城市支路使城市交通更加通畅 

根据道路在所在城市中的地位、交通功能、沿线建筑物及车辆和行人进出的服务频率, 

城市道路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四个等级。国内外长期的经验表明,从快速干

道到支路,  各级道路里程的比例关系应为“金字塔”形,即各级道路里程(  密度)  从快速干道

到支路逐渐增加。根据研究资料表明,城市各类停车设施合理的泊位结构中,路内停车应该占

到一定的比例( 3%~5%)  ，这些泊位主要由支路来提供。在支路上设置公交线路,更贴近于居

民区,方便居民出行。 

2.3 城市支路还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方便居民生活 

城市支路可以对地块进行细分，有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和高效发展。除此之外，支路还

承担着一部分的车流、人流，大大减轻了主干路的交通压力；支路还可以为城市提供小尺度

的开敞空间，为市民提供交往与休闲空间；城市支路具有交通性弱，服务性强的特点，因此

道路两边的用地适宜用作商业、公共服务设施的开发，为市民提供休闲消费的场所，增加城

市的活力和魅力，还可以提高两侧用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3. 淄博市老城区支路网改造与梳理的必要性	

随着淄博市老城区的逐步发展，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会逐步显现出来，包括资金、规划、

城市的管理、建设遗留等问题。道路交通支路网的建设先前由于老城区顾及各方面的利益，

本应该存在的城市支路目前却成为断头路或者死路。通过现状调研发现类似问题比较普遍，

严重阻碍了城市交通的流畅性和通达性。” 

4. 现状调研与分析	

4.1 调研范围 

本次调查的范围主要是针对淄博市老城区，即南起铁路，北至中润大道，东起东四路，

西至世纪路。详见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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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位图 

4.2 调研的技术路线 

 

4.3 老城区支路网现状 

通过现状调查分析，老城区现状道路总面积 409.10 公顷，占总用地的 12.87%，尚符合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中道路用地面积率的要求。但是存在等级划分不明确，路网

密度不均等问题：老城区主干道密度为 2.22 km/ km2，次干道密度为 1.10 km/ km2。主次干

道密度已超过或接近国家规范。支路网密度远低于国家规范，主、次、支路等级比例为 2:1:0.8，

道路等级级配不合理。支路网密度过低，造成主干路压力过大，通行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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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道路网密度统计表 

道路类型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现状道路长度(m)  70630.244  35053.763  53066.686 

05年道路网密度(km/ km2)  1.63  1.51  —— 

现状道路网密度(km/ km2)  2.22  1.10  1.67 

国家标准  0.8‐1.2  1.2‐1.4  3‐4 

现状中存在隐形支路和死路现象，支路的行车能力较差；支路横断面布置主要为一块板

形式；路面类型以沥青路面为主、水泥路面为辅，路面状况总体较差，存在局部路面破损、

无路面铺装、交通工程设施缺乏或破坏严重等现象。 

 

图 3  老城区道路交通现状图 

4.4 老城支路网存在的问题 

4.4.1  支路网系统欠完善，建设标准低。	

淄博市老城区内旧居民楼较多，某些地区内建筑布局杂乱无章，造成了内部现状支路网

零乱的状况，使得现状的支路建设标准都比较低，存在 7 m ‐9 m 得支路很多，甚至还有 2m～

4m  的小巷或小路，道路不顺畅且尽端路比较多，机动车通行困难，路况较差。 

 

图 4  受伤的城市支路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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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城市格局基本形成，打通支路网难度大。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老城区内部不少单位都是按照“临街办公、后面居住”的模

式进行单位大院建设的，形成了封闭式的大院格局，给打通路网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增加了

主干道的交通压力。 

 

图 5  难度较大的支路 

4.4.3  支路网密度不高，且未能发挥其集散交通作用	

淄博市老城区支路网密度为 2.06 公里/平方公里，低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的建议值，表现在老城区的支路和一些街坊路虽数量较多，但窄而挤，交通承载能力很低。

在相同断面类型的情况下，支路上的流量仅为干道上流量的 1/5。部分城市支路仍未通达，

支路网系统不完善；道路标准低，路况条件不能满足公交车行驶；公交线路的布设没有跟上

道路网建设的步伐。 

4.4.4  支路网挪用现象严重	

有些社会道路没有纳入市政管理范畴，缺乏管理，在某些与大型居民区连接的支路，常

有挪用支路的“马路市场”出现。开发商擅自封闭道路，挪用城市道路；主管部门只管审批

不管建设，不做科学论证，没有征得交通管理部门意见；由于各种原因将原有道路挪用改为

商业街、步行街，影响周边道路交通。 

 
图 6  被挪用的支路 

4.4.5  支路网建设投入不足	

在城市道路建设、管理、维护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重主次干道、轻支路倾向。在支路网

络的完善、治理等方面，城市建设与维护资金投入不足。与城市大力建设主次干道相比，近

几年支路的状况差，建设滞后。支路网体系不健全会导致道路功能恶化，路段通行能力降低，

公交线路设置困难，交叉口通行能力降低，快速道路的压力过大，路网升级成本扩张等一系

列问题。 

4.4.6  错位路口、丁字路、断头路现象严重	

由于老城区长期历史积存下来的问题，其里面的隐形路、死路、错位路口、丁字路、断

头路比较多，据调查数据统计整个老城区至少有 20 余处，严重影响了城市道路网的畅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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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人的可达性。   

5. 老城区支路网改造与控制的原则	

5.1 老城区支路网的改造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老城区的改造是一个动态的、不断有机更新的过程。据淄博市老城区现状情况，在技术

要求上应做适当调整，注重近、远期相结合，力求具有可操作性与长效性。 

5.2 与上位规划相衔接，整体与局部相结合 

与总体规划布局、分区规划布局相适应，但同时发挥市区支路网分流作用和道路网的能

动作用；还要与用地规划相协调，满足地块出行的需求 

5.3 重视并制定支路网专项规划 

应当重视对支路网的规划，以系统的概念编制系统的支路网规划，要求支路在分区或街

区内部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结构，充分提高路网密度。按照逐级集散交通的原则，与城市主

次干道要做好对接，使支路与主干道、次干路匹配衔接。 

5.4 避免大规模的改造，通过小范围调整打通支路提升周边地块的价值 

一方面，对一个用地功能要求比较完整的单位来说，道路的穿越将会使本单位现有工作

和生活秩序被打乱；另一方面，出于对居民生活习惯、心理认同和经济结构的尊重，居民的

生活方式必须是稳定的、渐进的动态发展模式。 

6. 淄博市老城区支路网改造与控制实施建议	

对调研范围内的支路网进行改造与梳理，通过打通断头路、改善错位交叉、加密支路网、

加强规划地块的交通组织等改善老城区交通拥堵问题，提高道路的通畅性和行人的可达性，

同时还能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停车场和行人交往的空间。 

6.1 首先要从思想上加强对支路网的重视 

要以绿色交通，优化交通结构为出发点，提高对支路重要性的认识,  使之与城市主干路

建设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将城市支路建设和城市改造和城市绿化等有机结合起来，加大投

资力度,  增加对支路建设人力、物力上的支持，改善城市交通、提升城市魅力。 

6.2 合理规划，有效控制用地 

城市用地规划时，必须加强土地开发的规划控制和规划实施管理，对大型居住社区内部

道路网络进行改造，逐步解决支路密度不足的问题，保证城市路网的密度。建议在地块规划

时，商业开发地块的面积宜小于 4‐6.25 ha，居住区开发地块的面积宜小于 12 ha，工业区开

发地块的面积宜小于 25 ha。地块规划时应将该地块周边的支路放到区域路网去研究分析，

应满足地块周边交通组织的合理性。重视对支路的规划，以系统的观念编制系统的支路网规

划，要求支路在分区或街区内部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结构，充分提高路网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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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打通断头路、丁字路和错位路口，发挥城市支路网功能 

断头路、丁字路和错位路口的改造对城市道路交通环境改善的效果极为明显。今后几年，

建议对老城区的断头路、丁字路和错位路口实行分期实施改造与控制，远近期结合。 

6.4 规划建设支路网、改善城市道路网结构 

加大投资力度，增加对支路建设的人力、物力支持。建设、疏通支路巷道网，使之形成

合理的支路巷道网络系统分布；规划时应注意提高支路巷道的建设标准，有条件的道路适当

拓宽。 

6.5 完善支路网交通工程设施 

对老城区有人群出入的支路巷道均应建设人行道、人行过街设施及无障碍通行设施。同

时，对人行道的结构加以改善，纠正以往人行道结构耐久性差的问题。系统设置道路照明设

施，提高支路巷道的亮化效果。 

6.6 加强对支路网交通的管理 

加大管理力度，坚决取缔支路上的小市场，拆除违章建筑，治理封闭小区的私废道路，

通过改建、管理等综合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已有设施的效率，实行“建管并举”。在实际工

作中，每个交通管理者都要将支路交通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正确对待每一条支路，因

地制宜，制定具体措施，解决疑难问题。 

6.7 进一步研究落实支路网改造与控制的建设政策和保障措施 

进一步研究落实相关支路网改造与控制的建设政策和保障措施，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法

律保证，建议安排专项资金，集中力量分区域实施，并对参与改造的各相关单位给予一定的

优惠政策。 

7. 淄博市老城区支路网改造与梳理的个案分析	

7.1 个案一：顺利连接城市支路市府东一街和城市次干路西二路（错位路口） 

 

图 7  基地区位图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339



 

 

7.1.1  基地位置	

西二路（城市次干路）和市府东一街（城市支路）位于淄博市老城区的核心地段，它们

通过城市主干路——人民路相连接。由于它们的错位，给南来北往的车辆交通造成极大的不

方便。 

7.1.2  现状分析	

西二路位于柳泉路和中心路之间，南接张南路，北至华光路中间与杏园路、兴学街、新

村路、美食街、共青团路、人民路、潘南路相交，全长 2400 多米。西二路现状为城市次干

道。现状道路断面为一块板形式，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 

此项目所研究的西二路是指从共青团路至人民路段，路宽 15 米，其中车行道宽度为 9

米，两侧各 3 米宽人行道。人民路至华光路段为市府东一街，路宽 18 米，其中车行道宽度

为 9 米，两侧各 4.5 米宽人行道（人行道在局部地段被小商店占用）。现状西二路、人民路、

市府东一街相交路口为错位交叉口，对人民路以及西二路的通行能力有较大影响。相关规划

均提出将此处错位交叉口改造为十字交叉口。（如图，改线需占用市财政局部分办公用地） 

（1）现状用地 

西二路（共青团路至人民路路段，以后所称西二路均指此路段）和市府东一街两边的用

地性质比较单一，均以沿街商业内部居住为主，兼有少部分行政办公用地，起着集散周围交

通，服务居民日常生活的作用。 

（2）现状交通流量分析 

西二路是贯穿南定片区和老城区的最便捷通道。通过调查，西二路在高峰小时的交通流

量是 750 辆左右，那么这些车辆将进入人民路或者市府东一街行驶，而现状中此处是错位路

即交通上所讲的异型交叉口，势必会影响道路通行能力，尤其是在上下班高峰期，更容易造

成车辆堵塞。随着机动车的不断增长和昌国路立交的建成，往来两个片区的道路交通流量在

持续增加，西二路承受的交通压力增大，交通状况不断恶化。 

（3）现状建筑构成及其建筑质量 

西二路两侧的建筑大部分为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兼有部分行政办公建筑；这些建筑基

本上建于八、九十年代。 

（4）用地权属 

市财政局、市府门诊部、商业居住建筑 

7.1.3  西二路和市府东一街改造与控制建议	

为了缓解西二路交通拥挤的问题，建议利用财政局用地修建道路来连接西二路和市府东

一街，同时利用打破院墙的方法打通东西向支路（部分支路已经存在）使过往的车辆交通更

加顺畅。示意图：（方案一、方案二） 

方案一：拆迁量比较小，完全用财政局用地就可以连通西二路和市府东一街，但是分割

的用地太小；方案二：拆迁量较大，利用了财政局和市府门诊部的地块，但是分割的用地面

积较大，有利于下一步的开发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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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改建后带来的社会效应	

随着西二路和市府东一街东西方向的支路相互连通，打破道路瓶颈，减少人民路的交通

压力和避免行人穿越马路；同时人们的出行也变得更加便捷。这样在上下班高峰期交通堵塞

的现象将得到进一步的缓解，使南北交通更加通畅。 

 

图 8  改造后的支路示意图（方案一）      图 9  改造后的支路示意图（方案二） 

7.2 个案二：打通市委地块所在街坊内部的潜在支路（打通街坊内部支路） 

 

图 10  基地区位图 

7.2.1  基地位置	

此地块位于人民路以北，华光路以南，柳泉路以西，猪龙河以东。内部主要是以市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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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为主。 

7.2.2  现状分析	

（1）现状用地 

此街坊用地总面积为 56.3 公顷，内部地

块比较混乱，形状不一。街坊用地性质主要

以居住用地为主，兼有部分行政办公用地和

商业用地。 

（2）现状道路交通情况 

街坊内部的支路基本属于断头路，没有

便捷通畅的支路与周边城市干道相连接。这

样造成了原本属于街坊内部的交通流都转

移到周边的城市干道，街坊内部支路不但没

有缓解交通的压力，反而会造成城市干道交

通堵塞，给居民出行造成极大不便。城市之

路间隔应该是 250 米左右，而街坊最短边是

637 米，城市支路严重缺乏。 

（3）现状建筑构成及其建筑质量 

街坊内部的建筑主要由居住建筑和行政办公建筑构成，兼有部分商业建筑；街坊内部除

沿猪龙河有部分建筑建于九十年代，鲁信皇家花园新建建筑之外，剩余的建筑基本上属于七、

八十年代。随着淄博新区的快速发展，部分行政办公单位将逐步迁入新区，目前街坊内一些

地块已经进行二次开发，建立起高标准、高质量、高品质的小区。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提

前对街坊内部支路的改造加以控制，为街坊内部土地的二次开发创造优越的投资和建设环

境。 

（4）用地权属 

淄博市委办公楼、科苑小学、华盛集团有限公司办公楼、市工会居住楼、淄博市委幼儿

园、市委居住区、淄博市仪表厂居住楼、淄博热力第一分公司、市邮电局居住楼、市木材公

司居住楼、山东工业陶瓷研究院居住楼、市广电医院、军分区第一干休所居住楼。 

7.2.3  街坊内部支路改造与控制建议	

为了缓解城市干道的交通压力，控制好街坊内部用地二次开发的需要，我们应该梳理好

街坊内部支路。在此街坊内部可以利用楼间距和山墙间隔连接现状支路，完善街坊内部南北

向和东西向的交通支路，以便于连接华光路、柳泉路、人民路。街坊内部支路的打通还需要

拆迁部分建筑的附属用房（一层建筑，质量破旧）、市总工会的一幢居住楼（混四）和机关

汽修服务部的部分建筑。总体来说拆迁量不大，而且建筑均为老建筑，拆迁难度不高，成本

也很低。 

图 11  街坊现状用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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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改建后带来的社会效应、环境

效应和商业效益	

随着街坊支路的逐步打通，不仅增

加了街坊内部与外界城市主干道的联

系，缓解了城市交通的压力，而且使居

民能更加顺畅便捷的到达人民公园和猪

龙河景观带。一方面街坊开口有了更好

的朝向，提高了街坊的品质，使土地升

值；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沿街布置沿街

商业，与猪龙河景观带紧密联系，形成

休闲、商业、文化街。不仅可以创造商

业价值，提升街坊品质，还可以补偿支

路开通所需要的补偿费用。最后，支路

的贯通给科苑小学和市委幼儿园提供了

更好的开口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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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改造后街坊内部支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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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港型城市交通拥堵防范与治理对策探讨 

王进坤 

【摘要】临港型城市交通系统兼顾港区与城区的双重需求，具有独特性。本文首先以空间布

局和交通需求为出发点，系统分析了平行结构、围合结构、分离结构三类港口城市的特征；

再根据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详细阐述了起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临港型城市的港城关系

以及产生交通拥堵的主要问题与症结。在此基础上，遵循系统性原则，提出临港型城市交通

拥堵防范与治理的三个战略性对策，即结构性对策、技术性对策和政策性对策，并进一步探

讨了每项对策在操作层面的具体措施和目的，以期对防堵治堵发挥实践指导作用。 

【关键词】港口城市  交通拥堵  港城关系  治理对策 

1. 引言	

现代港口作为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已经成为连接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综合

性经济中心，在现代生产、贸易和物流中承担着货物集结点、信息中心、现代产业中心、国

际贸易服务基地等重要功能[1]。鉴于港口服务功能的日益综合化，港区的交通运行也逐步呈

现复杂、多样的特征：首先是总量突破，随着港口吞吐量的增长，集疏运交通需求不断增加，

从而加剧临港型城市的货运供需矛盾；其次是方式扩张，现代港口运输已经从单一的交通方

式发展为多种方式系统分工、有机联结的综合性集疏运体系，从而对港区交通的运营组织、

空间衔接和方式协调均提出了更高要求；最后是功能混杂，伴随港口的发展，港区与其所依

托的城市腹地之间的空间关系面临整合，港区的疏港交通、通勤交通与城区的客运交通、货

运交通在系统架构、廊道组织等方面往往出现功能混杂的现象，成为临港型城市交通拥堵的

主要症结之一，亟待梳理。 

当然，以港口为依托的城市同样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此也催生了对临港型城市交通

问题分析的共性与个性问题。面对临港交通问题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把握临港型城

市的总体类型和特征，掌握港城交通问题的阶段性规律，对合理开展临港型城市交通拥堵的

防范与治理至关重要。 

2. 临港型城市空间布局与交通需求特征分析	

临港型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关键在于城市功能与港口功能的协调一致，这种长时间形成的

协调性不仅展现了其城市空间布局特征与发展脉络，也很大程度上决定城市的交通需求特

性。由于城市的空间布局与交通需求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两者具有耦合性，因此，

空间布局与交通需求描述的城市静态和动态特征正是分析临港型城市内在特性的两个重要

方面。根据对国内外港口城市的综合分析，临港型城市大致可概括为三种类型：平行结构、

围合结构和分离结构，每种类型的空间布局与交通需求有其独特性。 

2.1 平行结构 

平行结构主要是指城市的城区与港区在空间位置上大致处于一种相互平行或片层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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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态势，这种模式大多是依托港口的发展促进城市的逐渐形成。最初，城市与港口的规模

均较小，在空间资源上相互挤压的现象并不明显；随着港城互动发展和规模扩大，两者同时

沿平行于岸线的方向发展，纵深方向上开始出现土地资源紧缺的现象，城区与港区在空间上

相互渗透，并产生功能性矛盾。为了协调平行结构的港城关系，许多这种类型的港口城市在

港区与城市核心区之间通过建设快速交通廊道或设置防护绿化带达到空间隔离的目标，引导

港区与城区在各自的空间内实现协调发展[2]。 

在交通需求上，平行结构的疏港交通与港口服务腹地的分布关系密切，尤其取决于货物

集散地与港口城市自身的空间指向关系，包括平行关系与垂直关系两种可能。其中，平行关

系的疏港交通可以充分利用港区与城区之间分隔的交通廊道完成疏解，对城市交通运行的干

扰较小；而垂直关系的疏港交通由于存在穿越城区的问题，对城市交通流的时空分布、功能

划分、疏散效率等均会造成显著影响，如组织不当，极易造成疏港交通与城市交通的同步拥

堵和效率低下。 

2.2 围合结构 

围合结构主要是指城市的城区沿港区外围向外拓展，从而在空间上逐步对港区形成包围

的发展态势，这种模式在内河港口城市中比较常见。通常，这类城市在形成初期以港口服务

功能为主，随着港口运输发展衍生相应的产业、居住、娱乐等其他城市服务功能。随着人口

数量的膨胀，城市发展速度逐步超越港口发展速度，并在空间规模上占据优势，形成城区对

港区的围合，城市功能向综合化方向发展，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港口服务。 

在交通需求上，围合结构的陆域疏港交通不可避免要穿越城市生活区，造成对城市的空

间分割和城市内部交通运行的干扰。因此，围合结构的港口城市往往倾向于在城市核心区外

围构建快速交通环线，并将联系港区的放射性疏港通道与环线相接，形成“环形+放射”式

的陆域集疏运结构，最大程度避免疏港交通穿越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基于外围绕行的组

织方案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市路网的整体交通压力，对路网容量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对

疏港交通效率也是一种考验。 

2.3 分离结构 

分离结构主要是指城市的城区与港区之间存在较大的预留空间，港区以类似飞地的形式

存在，从而在空间上与城区形成相距较远的组团式发展态势，这种模式在沿海港口城市中比

较常见。分离结构的形成往往是基于特定的规划意图，人为在城区与港区之间设置一定的缓

冲地带，或者将港口向海域纵深迁移，从而为城市空间的拓展充分预留用地，避免城区与港

区的空间和用地矛盾。 

在交通需求上，分离结构的疏港交通体系与城市交通系统既可通过组团间的联络通道实

现相互联系，又避免了不同交通网络和空间相互交织造成的功能混杂和效率低下，是一种比

较理想的临港型城市交通组织架构。另一方面，对分离结构的港口城市而言，飞地型港区往

往在城市结构中定位为新城或卫星城，与主城形成一体两翼、互动发展的态势，因此，港城

与主城的组团间交通联系是此类城市交通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组团联系的通道数量、容

量以及交通方式结构等问题应受到重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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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临港型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阶段性规律	

港口的经济关联性极强，通过与城市之间的双向关联效应可以带动城市内产业发展和人

口集聚，从而成为临港型城市的重要增长极之一。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以及交通技术条件的

日益进步，港口与城市这两个利益目标不同的空间实体可以形成不同的互动发展关系，体现

临港型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对相应的交通支撑体系提出特定要求。根据港城互动关系

的差异，临港型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起步期、成长期和成熟期，每个阶段面临

的交通拥堵问题与症结也不尽相同。 

3.1 起步期 

3.1.1  港城关系	

从城市发展史来看，最早出现的城市大多滨江临海，依靠良好的航运和港口条件快速发

展。在临港型城市发展的起步期，港口是城市最重要的资源和优势，成为推动城市人口集聚、

功能拓展和空间演化的主要动力。这一时期，城市围绕便捷廉价的水运条件在各个领域迅速

崛起，从而建立仓储、运输、初级加工及贸易、金融保险等相关部门，生活服务业也应运而

生，城市基本功能日益完善，规模逐渐扩大。在起步发展过程中，港口是城市最重要的依托，

港城之间保持一种唇齿相依、一体发展的关系。 

3.1.2  交通拥堵问题与证结	

起步期的港城以港口服务为主要功能，城市交通以支撑港口运输为主要目标，交通的系

统化、网络化发展也处于起步阶段。这一时期出现交通拥堵问题更多的是由于缺乏系统、有

效的交通组织造成的，其原因大致可以概括为方式单一、容量不足、功能混杂等几个方面。

随着起步期交通拥堵的出现，临港型城市对交通系统的需求开始向多样化、专业化、快速化

方向发展，并以此支撑和促进港城空间关系的演化。 

3.2 成长期 

3.2.1  港城关系	

随着港口运输的繁荣，其资源集聚和发展带动作用得以进一步放大，以港口为依托的工

业、商业等关联产业逐步发展壮大，这些活动改变了港口以运输服务为单一功能的局面，同

时也为城市扩张注入新的活力，从而推动临港型城市步入快速成长期。这一时期，港口与城

市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两者的功能日益复杂并出现分化，对空间资源的需求也开始出现竞争

性矛盾。为了满足城市健康发展的需要，通常选择将港口功能向城市外围转移，实现港城空

间的适度分离，同时建立合适的交通网络体系，保持城市与港口之间的联系活力，支撑港城

协调发展。 

3.2.2  交通拥堵问题与症结	

步入成长期后，港口与城市的规模同步扩张，港城关系产生变化，带来交通需求的显著

增长以及交通结构、时空分布的变化。这一时期，支撑港口的集疏运体系与支撑城市运行的

综合交通体系均处于快速发展的完善阶段，网络层次尚未成熟，交通拥堵产生的原因大致可

以归结为外部穿越、转换不畅、系统瓶颈等几个方面。其中，港口对外运输与区域需求带来

的穿越性交通问题对港城内部交通的干扰最为突出；而综合性的集疏运体系尚未建立则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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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运输的转换不畅和效率受损。此外，由于整体交通网络体系尚处于发育阶段，交通方式、

容量、可达性等系统瓶颈问题也时常出现，加剧了交通拥堵的发生概率。 

3.3 成熟期 

3.3.1  港城关系	

在成熟期，港口与城市形成相对稳定的空间形态，港口的物流和信息功能进一步加强，

成为具有综合服务能力的交通枢纽节点；城市的生产、生活功能进入多元化发展时期，在区

域中显现出一定的能级效应，并促进港口的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外向度提升、

全球化趋势等诸多因素影响，港口可以为城市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许多港口城市通过设置

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或经济开发区，形成城市新的增长极，这也带动港区用地的迅速膨

胀，使其本身成为临港工业的重要载体，并在码头后方直接形成以产业空间为核心进行组织

的综合性港区。另一方面，城区整体空间由于生态环境保护、宜居性等原因与港区进一步分

离，内部功能结构发生调整，成为主要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商业金融区、居住区或工业区[3]。 

3.3.2  交通拥堵问题与症结	

随着港城关系的稳定和成熟，港口与城市的双重交通需求更加明确，而需求总量的持续

增长局面则难以改变。为了应对这一发展态势，要求临港型城市的交通支撑体系也进一步整

合完善，具体表现为系统分工、多式联运的综合性集疏运体系的建立以及层次清晰、方式多

样、协调一体的城市综合交通网络的构建，这是一个系统化、长期性的过程。在整合完善过

程中，交通拥堵问题的产生更多的表现出复杂性和多发性，其原因大致可归结为结构失衡、

体系欠缺和技术滞后等几个方面。首先，港城空间结构的合理性和交通内部方式结构的科学

性都会对整体交通运行产生本质影响；其次，综合性集疏运体系与一体化的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对网络构成、枢纽转换、设施集成等的要求极高，体系架构中的缺陷难免造成系统运行不

畅；最后，随着交通需求的不断增长和交通系统复杂性的提升，缓解交通拥堵对新兴科技的

依赖性越强，技术滞后不可避免成为交通拥堵的重要根源之一。 

4. 防范与治理对策探讨	

交通拥堵防范与治理的关键在于找准问题与症结，制定有针对性的改善措施；同时预判

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的问题，采取“主动预防”策略，不断完善综合交通体系。根

据临港型城市的交通需求特征，以及城市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对其交通拥堵问题的防范与治

理应充分把握港口与城市功能协调、互动发展的基本格局，采取“结构性对策+技术性对策+

政策性对策”三位一体的综合性策略，合理配置各种改善措施，发挥协同效应，从而实现缓

堵效果最大化。 

4.1 结构性对策 

结构性对策可以优化港城空间关系，使交通需求总量和时空分布更加合理；同时促进整

体交通出行结构向集约、高效的方向发展，缓解交通压力增长。结构性对策主要包括两条路

径。 

4.1.1  优化港城空间结构	

土地利用是交通活动产生的根源，港城空间布局决定了疏港交通和城市交通的相互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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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并在宏观上影响交通的发生强度、时空分布、方式构成，以及交通网络组织的空间基础。

因此，治理港口城市交通拥堵的前提是理顺港区与城区的空间关系，在城市总体用地布局规

划的框架内，寻求最优的港城空间结构，并指导集疏运体系和城市交通系统的建构。一方面，

要合理配置港区和城区的规模、形态与空间指向关系，降低疏港交通与城市交通的相互影响，

提高运行效率；别一方面，要严格控制港区与城区之间的生态廊道或交通廊道，避免港城空

间相互挤压带来的功能性矛盾。 

4.1.2  优化交通方式结构	

交通方式结构是评判交通系统优劣的重要指标，现代化的港口集疏运体系和城市交通体

系均提倡多模式、一体化、绿色低碳的交通方式结构，从而促进交通集约高效运行。优化交

通方式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根据港口运输的实际需要，综合运用铁路、公路、水

运、管道等多种方式，打造多位一体的集疏运体系，加强对铁路、水运、管道等大运量交通

方式的利用；二是引导构建城市绿色交通体系，切实推进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优先，减少对

小汽车出行的依赖，促进城市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 

4.2 技术性对策 

技术性对策即通过综合应用各种传统的交通组织方法或前沿交通科技，达到优化网络功

能、提升运行效率、增强系统稳定性的目标。技术性对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4.2.1  交通运行技术	

针对组团式空间结构的港区与城区之间可能出现的潮汐性交通流现象，在通道容量相对

稳定的前提下，可以研究港城交通流的时空分布特征，掌握潮汐交通规律，从而对车道运行

方向进行优化，合理设置可变车道，提升主导流向的通行能力，达到缓堵目标。 

4.2.2  交通管理技术	

临港型城市中，疏港货运交通占有重要地位，与城市交通、客运交通的功能性矛盾更为

突出，采取合理的交通分区、分流管理至关重要。一方面，对港区与城区的路网功能应有序

梳理，确定主要的对外通道、集疏运通道和客运通道，避免内外交通、客货交通功能混杂、

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应着重对疏港货运交通进行有效管理，合理确定货运交通的时间、空

间管制措施，有效降低货运交通干扰，优先保障早、晚高峰的城市交通运行，提升城市生活

品质。 

4.2.3  智能交通技术	

临港型城市要同时应对港区交通和城市交通两类特征各异的出行需求，交通系统更为复

杂，智能交通对防范技术滞后造成的交通拥堵具有显著效果。应用智能交通的技术性对策主

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建立港城交通信息动态发布平台，通过实时可变的信息发布，为港区物

流机构和城区出行者传播最新的交通运行状况，引导交通流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和路径，提升

效率；二是建立港城交通系统智能仿真平台，通过宏观至微观的多层次交通仿真技术，科学

评价交通供需平衡关系和交通组织、控制措施的成效，为临港型城市的交通系统规划和运行

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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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政策性对策 

政策性对策即通过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创造良好的外部交通环境，提升临港型城市交通

的“软实力”，从侧面推动综合运输体系成型和区域交通协作，促进港城交通拥堵问题“标

本兼治”。政策性对策主要包括两个举措。 

4.3.1  鼓励发展多式联运	

多式联运是现代港口运输发展的主导方向，通过陆路、水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的有

机联结和快速转换，可以在运输组织过程中扬长避短，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充分体现社会

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大交通的优势。鼓励发展多式联运不仅要加强货运枢纽节点的建设，还要

从政策上引导不同交通部门和运输机构之间的分工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协调机制。相关管

理部门还可以在物流通关、税费征收等方面制定一定的优惠政策，加强市场调节能力，提升

多式联运的竞争优势。 

4.3.2  推进区域港口协作	

区域协作是现代化大交通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内寻求资源配置最优化

和运输效率最大化。随着我国内河和沿海港口的不断发展，区域型的港口群设施已经十分成

熟，不同区位、规模的港口在辐射范围和分工职能上也体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为区域港口协

作提供重要条件。不同港口之间可以在良性竞争的前提下，通过城市平台或区域联席机制，

建立组合港、喂给港等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区域层面提升港口运输的综合效能，从而促

进城市自身疏港交通的良性发展。 

5. 结语	

我国江海资源丰富，沿江、沿海港口城市众多；从区域发展差异来看，全国各地港口城

市所处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面临的交通拥堵问题和症结也各有特征，需要从共性与个性相

结合的角度出发，采取有针对性的防范和治理对策，方能产生成效。本文旨在以不同类型的

港口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城市特征、交通需求特征和交通拥堵问题产生的规律性，

从而提出系统性、多样化的防范与治理对策，为临港型城市的交通体系构建和交通运行改善

提供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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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机动车发展趋势判断及拥堵缓解基本对策 

                     ——以杭州为例 

魏晓冬  鲁亚晨  余杰 

【摘要】本文分析了杭州市机动车发展历史数据并与国内外同等城市进行比较，从而认识杭

州的机动化发展阶段。同时借鉴国外机动化发展的社会经济模型对杭州的机动车发展进行预

测，进而评估杭州市区机动车放任性增长对城市发展带来的风险。最后本文尝试提出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应该引导机动车的合理使用而，不能简单的施行机动车限购，同时应从规划入手，

多措并举，引导居民由机动车出行向公共交通出行转变，从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关键词】机动车  预测  拥堵  缓解  对策 

1. 前言	

云山环绕、绿柳如烟的西湖赋予了杭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见证了近年来杭州的快

速复兴。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省会城市，近十年杭州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市区

规模从 668km2拓展到 3068km2，市区总人口从 379.49 万人增长到 434.82 万人，市区户籍人

口人均 GDP 从 3.26 增加到 10.97 万元。与之同步的是各种城市问题凸显，尤以城市交通问

题因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而备受社会关注。景区车辆爬行、城区拥堵严重、停车矛盾突出、

公交出行不便等已成为舆论焦点话题。 

物质生活的改善，经济购买力的增强，拥有代步车辆已不再是家庭梦想。但对政府及城

市规划建设部门来说，发展城市、富裕居民的同时，及时认识城市机动化的发展趋势，缓解

城市交通矛盾并引导城市交通发展方向应成为当务之急。 

2. 杭州市城市机动车发展概况	

2.1 杭州行政区划简介 

根据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确定行政管辖范围，杭州市域范围包括杭州市区和西部五县

市，总面积 16596 km2；杭州市区范围包括中心城区和萧山区、余杭区两个外围城区，总面

积 3068 km2，中心城区范围为核心区六城区，总面积 683 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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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杭州市行政区划简介 

2.2 杭州机动车变化历程 

从杭州市的机动车数据变化可以发现，过去的十年是杭州市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长的十

年。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机动化进程加快，杭州市域汽车增长 6.1 倍，年均增率 22.3%；

市区机汽车增长 6.8倍，年均增率 23.7%，中心城区的汽车更是增长了 8.8倍，年均增率 27.4%，

且近年来增长率有逐渐加大的趋势。 

 

图 2  杭州市近十年汽车增长示意图（单位：万辆）[1] 

同时，从小汽车千人拥有率（户籍人口）的对比可以看出，近十年是城区机动化快速发

展的十年。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和出行距离的增加，机动车在城市家庭的普及程度逐渐增加。 

 

图 3  杭州市小汽车千人拥有率增长示意图（单位：辆/千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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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杭州市与国内城市发展概况对比	

为了识别杭州的机动车发展状况及发展阶段，将杭州市机动车发展相关数据与国内外城

市进行对比。 

3.1 与国内城市机动车发展状况对比 

从近十年来各城市机动车增长趋势来看，随着国家经济的良好发展，全国各大城市尤其

是沿海省份的省会城市普遍出现了机动车的较快增长。其中上海市由于较早的实行了机动车

牌照限制政策，2007 年以来的增长趋势明显放缓，但广州、杭州、南京等城市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趋势。 

 

图 4  国内各城市机动车增长示意图（单位：万辆） 

同时从城市机动化的发展水平来看，杭州的机动车保有量和千人拥有率在国内类似城市

中已处于高位，其中机动车千人拥有率规模仅次于北京市，达到 211辆/千人。 

表 1  国内各城市机动车对比一览表（单位：万辆） 

北京  上海  广州  杭州  南京  宁波  苏州  成都 

六普人口（万人）  1962  2302  1270  870  800  760  1047  1405 

机动车（万辆）  476  249  215  183  122  140  200  259 

千人拥有率（辆/千人）  243  108  169  211  153  184  191  184 

3.2 与国外城市机动车发展状况对比 

为进一步界定杭州市机动化的发展阶段，本次研究中将类比城市进一步拓展至亚洲范围
[2]。通过机动车发展相关数据对比可以得知，无论是机动车总量还是千人小汽车拥有率，杭

州距离亚洲都会级城市的城市均有较大差距。但同时可以发现，由于经济腾飞时间较晚，杭

州市现状的机动车发展状况与亚洲大城市 80‐90年代的机动车增长趋势相仿[3]，处于机动化

快速发展的中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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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亚洲相关城市机动车增长趋势示意图 

 

图 6  亚洲相关城市小汽车千人拥有率增长趋势示意图 

这一观点在另一经验数据中可以得到论证：根据国内外大城市机动车的普遍发展经验来

看，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人口密度的增加，人均机动车保有量有逐渐降低的趋势[2]。但对

照杭州市的相关数据不难发现，不论是市域还是主城中心区，杭州的机动化水平与同等城市

相比尚处于低位，尚有较大的自然增长空间。 

纵观国内外城市机动化历程，东京、首尔、北京等城市由于未能对城市机动车的快速增

长有效干预和引导，分别于 1973 年、1995 年、2004 年先后爆发严重拥堵[4]。可以预见，如

不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加以引导，杭州市城市机动车规模将持续快速增加，城市交通状况将

进一步恶化。 

 

图 7  城市机动车与人口密度关系示意图 

经过对杭州市机动车发展历程回顾并与国内外机动车发展状况相对比，可以对杭州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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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发展水平做出以下评价： 

（1）增长速度快：杭州经历了 10 年的高速机动化进展，全市年均汽车增长率为 22.3%，

中心城区年均汽车增长率更是达到了 27.4%,。 

（2）机动化水平高：杭州市目前机动化水平已经处于国内城市的前列，机动车千人拥

有率在全国特大城市比较中仅次于北京 

（3）自然增长潜力巨大：通过国内外经验对比，认为杭州尚处于快速机动化进展的中

间阶段，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长，千人拥有率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4. 杭州市机动车发展规模预测	

4.1 机动车发展预测模型——简介 

伦敦大学运输研究中心的 Joyce Dargay和美国纽约大学的 Dermot Gately，曾针对 20 个

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成员，以及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台湾、韩国、以色列等 6

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 1960‐1992 年近 30 年间的经济数据与机动车发展数据进行过对比

分析。建立了城市发展与城市机动化进程中，机动车千人拥有率变化与人均 GDP 的增长内

在的一般规律，并总结经验性公式及变化曲线如下图所示。该经验公式通过调整计算参数，

可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进行机动车增长预测提供了简单但功能强大的分析手段。同时

Joyce Dargay等依据该模型预测，依照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机动化进程，至 2015 年中

国机动车保有量将达到 2600 万辆，规模与美国大致详相当。[4]   

 

图 8  杭州市机动化发展趋势预测示意图 

4.2 对杭州市机动车保有量的预测 

参考该增长规律，对未来杭州市区汽车保有量进行预测，以国内外机动车千人拥有率变

化的一般规律作参照，杭州市机动化仍处于持续上升阶段。结果如下图所示。可以发现，未

来十年如不加以规划引导和干预，随着杭州经济的持续发展，杭州市区汽车保有量将持续快

速增长，至 2020 年前后，市区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276 万辆，同时中心城区汽车保有量将达

到 180 万辆，分别为现状汽车保有量的 2.6—2.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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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杭州市区汽车保有量增长预测示意图（单位：万辆） 

然而根据 2007 年杭州市综合交通规划，2020 规划杭州中心城区路网所能承受的汽车保

有量，按照 D 级服务水平计约为 85 万辆，180 万辆的汽车保有量已远超城区路网的承载能

力。高保有量带来道路严重拥堵道路的同时，将对城市静态交通提出更大的挑战，由于中心

城区现状停车缺口已经较大，为满足 2020 年汽车自然增长状态下的停车需求，每年需建设

19 万个停车泊位，总停车空间达 80km2建筑面积。 

借鉴国内外城市的发展规律并根据普遍经验公式测算表明，放任机动车自然增长和使

用，将对现状运行已较为吃紧杭州市区交通系统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和冲击。必须在城市交

通问题集中爆发之前对城市机动化发展方向加以引导，避免机动车向城市中心区过度集中。 

5. 杭州市缓解城市拥堵基本对策	

交通拥堵已成为世界各城市机动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经历的城市病和“成长的烦

恼”，且因其普遍性、顽固性、公众性而倍受关注。因逐渐认识到交通拥堵对城市带来的不

利影响，国内城市也普遍开始学习国外经验，并力图缓解城市拥堵，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

直接将措施的矛头指向城市拥堵的最直接因素——私人机动车的增长和使用，进而简单采取

了包括划设机动车限行区，实行机动车限号等多项针对私人机动车的政策及措施，部分城市

已经开始实行对小汽车拥有的强制性限制政策，继北京、上海、广州、贵阳施行机动限购政

策以后，人们开始猜测谁将成为下一个机动车限购城市。 

但笔者认为，交通拥堵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机动化和购买小汽车并非造成交

通拥堵的孤立原因，单纯的限购并不能一次性解决城市交通问题。 

城市交通的发展不是单纯的增加小汽车，城市交通拥堵的治理也不能简单的限制小汽车

的增长。城市经济发展程度、既有空间结构、交通系统吸纳能力、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居民

交通出行习惯、交通发展政策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成了城市的拥堵。对城市交通拥堵的

应对理应做到及早预判、规划引导、多管齐下、公交优先。因此在对杭州市机动车发展趋势

做出预测的同时，针对杭州发展特征，梳理缓解拥堵的基本对策。 

立足规划引导。合理规划城市空间结构，并加快主城周边副城和组团的发展，优化产业

用地的配置和城市功能区的分布，从而改变城市交通出行的时空分布，从源头避免潮汐通勤

交通和大量长距离交通向主城中心区集中。 

完善设施扩容。在开发城市用地，拓展城市空间的同时，应同步实施城市规划道路、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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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及配套交通设施。既要加快城市快速路等城市交通动脉的构建，也要注重城市断头路、支

小路的建设，完善路网结构，打通微循环，强化城市的交通吸纳能力和交通应急能力。 

落实公交优先。优先发展公交已成为城市交通发展方向的普遍共识。针对杭州公共交通

发展现状，近期应全力加快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尽早构建成体系的轨道交通网络，利用大

运量轨道交通的高效性引导居民出行习惯的改变。同时应落实地面普通公交线路、场站及通

行路权的优先建设，强化与轨道交通的接驳换乘，共同构建优质高效公共交通出行体系，从

而降低居民因交通不便而购买私人小汽车的意愿。 

鼓励绿色出行。继续发展公共自行车、水上巴士等具有杭州特色的交通出行方式，改善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出行环境，鼓励绿色通勤交通，降低私人机动车的使用次数，注重办公信

息化建设，减少机动车商务出行。 

强化交通管理。在实施规划引导减少入城交通，发展公交强化公交入城便利性的同时，

应强化主城中心区小汽车的需求管理，如提高停车费用、调控泊位供应、强化公车管理、

HOV优先通行，必要时可对景区和主城核心区实施拥堵收费管理等。 

6. 总结	

（1）从近年机动车发展历史数据来看，杭州市保持了较高的机动化发展速度，汽车在

家庭的普及程度逐渐增加。 

（2）与国内同等城市的对来看，现状杭州市的机动化进程在国内居于高位，机动车千

人拥有率等指标仅次于北京市。但从亚洲类似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杭州市仍处于机动化进

程的中间阶段，机动车保有量任由较大的自然增长空间。 

（3）借助于国际城市机动车千人拥有率与人均 GDP的一般经验公式，对杭州市区的机

动车自然增长进行预测，至 2020 年前后，市区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276 万辆，同时中心城区

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180万辆，将给城市交通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 

（4）缓解城市拥堵不能简单的施行机动车限购政策，而应从城市规划入手、多管齐下、

公交优先，通过设施建设和政策照顾形成不同交通方式出行在便利性上的差异性，引导城市

居民在机动车购买、使用上做出自觉的选择，从而达到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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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城市道路拥挤收费与公共交通发展关系研究 

东 方  阴炳成  魏星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出行的需求及强度不断增加，机动车

保有量逐年快速增长，交通拥挤已经成为国内外困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问题。自新加坡

率先实施道路拥挤费用政策后，国外几个城市先后均出台相关政策并实施，以便缓解交通拥

挤。本文分析新加坡和伦敦征收道路拥挤费用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政策

的方案及实施效果，基于此，解析两城市的拥挤收费政策与其公共交通发展的内在联系。建

议小心论证研究，谨慎实施管理。要征收道路拥挤费用，首先应该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作为出行者的可替代交通方式。 

【关键词】道路拥挤收费  公共交通  出行方式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与机动化水平的急速提高，城市交通需求发生了前所未有

的快速增长。由此导致了大城市高峰时段普遍发生交通拥堵，并且拥堵的时间逐渐增加，拥

堵的区域也在逐渐扩大，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质量[1]。导致交通拥堵

的原因很复杂，从交通系统角度来分析，主要是由于交通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不平衡及交通

量在时间和空间上分配不均衡引起的。在众多缓解交通拥堵措施中，道路拥挤收费措施虽然

在英国伦敦和新加坡的应用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国外相关经验及教训表明，征收道路拥挤费

应作为解决交通问题的 后一道防线来实施。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立足于解析英国伦敦、

新加坡实施道路拥挤收费与城市公共交通方式间的关系。 

2. 1	拥堵收费的发展历程	

道路拥挤收费（Road Congestion Pricing，RCP）是指在拥挤道路或高峰时段对部分区域

车辆征收的，用以降低交通量至 优水平的一项额外费用[2]。其本质上是一种交通需求管理

的经济手段，目的是利用价格机制控制交通需求总量，降低道路交通饱和度，在空间和时间

上均衡交通流量，改变车辆的行驶路径，优化网络路径流量分布，并改变交通参与者的出行

方式，迫使高峰时段出行向非高峰时段转移，减少高峰路段和时段的交通负荷；同时，促使

交通量向公共交通系统转移，抑制私家车交通量的增加，实现道路系统的高效使用，从而达

到缓解城市交通拥挤的目的，提高整个城市交通的运营效率[2]。 

交通拥挤收费的概念始于上世纪 20年代，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论证，自 70年代开始先后

在新加坡、英国伦敦、瑞典斯德哥尔摩、挪威奥斯陆、美国纽约等城市作为一项交通需求管

理措施实施[3]。相关研究表明，上述城市实施区域拥挤收费政策后，地区内车辆行车速度明

显提高，拥挤水平显著下降，更为重要的是交通出行方式向公共交通的转变情况较为明显，

这与上述城市高度发达的公共交通水平有着密切联系。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357



 

 

3. 伦敦拥挤收费的实践发展	

3.1 实施背景 

伦敦是欧洲的第三大都市，全世界 发达的城市之一。大伦敦地区（伦敦市及 32 个伦

敦自治市）人口已超过 750 万，总面积约 1579 km2，人均 GDP约 3.5 万英镑[4]。根据大伦敦

当局（Great London Authority，GLA）的 新预测，到 2026 年，伦敦的人口将达到 870万人，

这一数量将会突破伦敦 10 年交通发展规划的 760万人的设想。 

伦敦拥有庞大的轨道交通网络，中心区各类轨道交通线路达 400 多公里，大伦敦地区各

类轨道线路达 4100 多公里，轨道交通车站约 273 个。但同时，中心区交通拥堵也呈现出逐

步蔓延和加剧趋势，中心区私人小汽车数量高达 230 多万辆，进入伦敦市中心区的车辆 50%

的时间都处在排队等待状态。据估计[5]，伦敦由于交通拥挤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在 1‐2 亿

英镑左右，交通拥挤已经严重影响到伦敦城市运行效率和城市竞争力。为缓解交通拥堵，伦

敦自 2003 年 2 月开始将在中心区实施道路拥挤收费纳入政府解决交通矛盾的重要措施。 

3.2 收费概况 

伦敦实施道路拥堵收费后，经历两次拥挤收费方案的调整，分别是 2007年 2 月增加“西

扩”区域和 2011 年 1 月取消“西扩”区域。2003年开始实施中心区拥挤收费政策后，伦敦

市每年对实施情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并定期发布监测报告。同时，根据实施效果和交通情

况进行政策调整[4]。 

3.2.1  收费概况	

2003 年征收范围约 22km2，占大伦敦地区总面积的 1.3%，包括 113 条道路和 8 座穿越

边界的桥梁。2007 年 2 月，收费区域进行调整，向西延伸 17km2，增加肯辛顿‐切尔西、威

斯敏斯特市大部分地区。在“西扩”政策实施后的一年里，由于西扩区域内商户及居民受到

较大的影响，同时拥堵水平与未实施“西扩”政策前 2006 年情况持平，伦敦市政府对西扩

政策进行了论证研究，在征询广大居民、商户、自治区市县代表意见后，于 2011 年 1 月重

新对拥堵收费范围进行调整，取消“西扩”区域，保留原始的征收范围，即伦敦市中心 22km2

范围。图 1表示为伦敦中心区先后三次征收拥挤收费区域范围界限变化。 

 

图 1  伦敦中心区拥挤收费区域范围 

3.2.2  实施效果	

自 2003 年伦敦拥挤收费政策实施以后，先后进行了三次大的方案调整，取得了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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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效果。实施道路拥挤收费以后，进入收费区和收费区内的交通流量分别下降了 18%和

15%左右，收费区内通行时间减少了 30%左右，高峰小时车速提高 10‐15%，拥挤水平下降

20%‐30%[5]。 

3.3 经验借鉴 

从伦敦的经验来看，拥挤收费政策虽然对交通系统本身有着显著的改善，但其也必然会

对社会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其政策的发展有以下两点重要启示： 

3.3.1  可替代的公共交通系统	

伦敦市中心区交通系统由公交、地铁、有轨电车、轻轨、水上交通等组成，交通方式灵

活多样。伦敦现有轨道交通包含 11 条地铁，1 条轻轨线，3 条机场快线及 26条城市铁路线，

可通达至伦敦所有地区。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约占总出行比例的 72%。图 2 表示为 2011 年 1

月 新拥堵收费范围区域内轨道交通分布情况。在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中心收费区内有

10 条轨道线，70 多个地铁车站，车站 300 米基本覆盖收费区域，步行 5 分钟内可进入地铁

车站。伦敦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为地区实施拥堵收费提供了可替代的交通方式，从而保证了

收费区进出的便捷性。 

实施拥堵收费后，进入收费区域的机动车出行数量每天减少了大约 6 万次以上，在减少

的小汽车中有 50‐60%转向公共交通（巴士、地铁和轻轨等），每天约 40 多万人改乘公共交

通[4]。同时由于车辆减少，收费区内公共汽车速度提高约 15%，地铁和地面公交为收费区提

供了替代的交通方式。 

 

图 2  伦敦中心区拥挤收费区域轨道交通分布 

3.3.2  对区域内的负面影响	

根据伦敦交通局（Transportation for London，TFL）调查显示[6]，2003 年第一次对中心区

征收拥挤费后，2006 年收费区域未向西延伸时，该区域内商业和经济表现积极，中心区内

商户营业额提高，收益增加。但 2007 年“西扩”政策实施半年后，“西扩”地区商户普遍反

应销售量下降，收益降低。2008 年伦敦市政府对“西扩”拥挤收费未来决策调查中显示，“西

扩”区域内及其边界的商户和居民大多数赞成取消“西扩”区域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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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加坡拥挤收费的实践发展	

4.1 实施背景 

新加坡是一个人口稠密的海岛型城市国家，国土面积约为 710km2，上世纪 70 年代初，

人均 GDP突破 1000 美元、人口达到 200 多万，社会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地发展。随着城市

规模迅速扩大，机动车需求不断增加。由于公交系统尚未完善，导致小汽车数量迅速扩大一

倍，机动车保有量约 60 万辆，城市交通拥挤问题日益严重，已影响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投

资。为此，新加坡在 1975 年 6 月成为了第一个引入拥堵收费制度的国家[7]。 

4.2 收费制度 

4.2.1  收费概况	

新加坡为 早实施道路拥挤收费的国家，其发展历程经历了从 初的区域通行证方案到

如今的实时动态电子收费系统两个阶段[2]。1975 年，新加坡开始在 725hm2的城市中心商业

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尝试实行区域通行证系统（Area License Scheme，ALS），

初主要在早高峰时段（周一到周六 7:30—9:30，后来延长到 10:15），针对乘员不足 4 人的

车辆实施收费。该系统于 1989 年将收费对象扩大到包含小汽车、出租车、货运卡车、公共

汽车和摩托车，并在下午高峰时段（周一到周六 16:30—19:30）也实施了 ALS。1994 年又将

收费时段扩展至全天（工作日 7:30—18:30，周六 7:30—14:00）。从 1998年 5 月转入实施动

态电子收费系统（Electronic Road Pricing，ERP）阶段。同年 8月，新政府将 ERP扩大到整个

中心商业区、高速公路和交通拥挤区域。图 3表示 2008 年以来新加坡实施 ERP收费系统，

征收拥堵费用区域范围，红色区域表示范围。 

 

图 3  新加坡拥挤收费区域范围 

4.2.2  实施效果	

初实施区域通行证后，该方案被证明是控制高峰期拥挤的有效手段[8]：减少了高峰时

段的交通流量，早高峰期进入控制区的机动车辆从 74000辆/日下降到 41500 辆/日，收费区

域的交通流量高峰时期（早上 7:30—9:30）减少了 16%，平均行驶时速提高了将近 30%，受

ERP管制时段的高速公路车流量降低15%；并且对道路利用率相对低的区域降低了收费标准，

通过合理地引导分流，实现了车流量的有效分配与控制，从而缓解了道路交通高峰时段的拥

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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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发展经验 

4.3.1  	优先发展城市的公共交通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路网四通八达，换乘十分方便。选择公共交通作为出行方式，出行者

几乎可以到达全岛的任何一个地方。目前，其轨道交通网络共有三条地铁线路及三条轻轨线

路组成：地铁线路总长约 118.9km，共设 69 座车站；轻轨线路总长 28.8 公里，共设 43 座

车站。其出行分担率已接近 70%[7]。图 4 表示为新加坡轨道交通分布图，包含地铁线路与轻

轨路线分布情况。由于健全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且覆盖范围比较广，实施 ERP收费系统后，

小汽车驾驶员选择公共交通作为替代方式出行，出行方式普遍向公共交通转变，出行者乘坐

公共交通的比例从 33%增加到 69%。 

 
图 4  新加坡拥挤收费区域轨道交通分布 

4.3.2  	实施政策后暴露的问题	

ALS政策实施后，高峰期交通流量减少了 45%，大大超过了 初的预计目标 25%‐30%，

导致限制时段内道路利用率不高；由于早期不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实施拥挤收费后，出行

者大量转向公共交通，导致公共交通出行者的时间略有增加。但在 1998 年 ERP代替 ALS政

策实施后，一年后据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Land Transport Authority，LTA）调查显示，日

交通量减少了 15%，上午高峰小时交通量减少了 16%（7:30—9:30），仅在下午 6:30—7:00

间交通量有所增加（ERP 系统收费时段结束前半个小时）。交通量的减少是由于多次进入限

制区的交通行为的减少，多次进入限制区的交通量减少到 34%[8]。 

5. 思考与启示	

从国外实践经验来看，拥挤收费对交通和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虽然该措施能可

有效的限制部分车辆使用，但不可避免的对征收区域内及附近的社会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

上文解析了伦敦和新加坡两个城市拥挤收费的发展特点，进一步提取出他们实施交通拥挤收

费的共同特征和经验教训，如下文所述： 

5.1 征收道路拥挤费，必须建立完善其他交通替代方式 

以伦敦为例，机动车是造成伦敦中心区交通拥挤的主要原因。实施拥挤收费前，机动车

交通流量占全部交通流量的 68%。实施收费后，机动车所占出行流量比例降到 59%[9]。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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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出行量的降低将引发出行方式的转变。如上文所述，伦敦和新加坡的公共交通都处于

高度发达阶段，轨道交通及公交线路分布紧凑，覆盖面广，换乘枢纽衔接自然和谐，能够承

担并分流转移大量的交通需求，使出行者能够选择轨道交通作为稳定的替代方式进入拥挤收

费区域。 

5.2 征收道路拥挤费，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 

道路拥挤收费政策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积极配合及响应。若要

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问题，需要控制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建立并完善公共交通路网及设

施，协调交通供需不平衡问题，从系统的角度，多种管控手段并用，有关部门之间通力合作。 

目前国内由于公共交通发展水平尚难以完全替代机动车出行，北京、上海虽先后对城市

道路拥挤收费展开了研究，但还没有实施拥挤收费的先例。对待道路拥挤收费，总体上应采

取“不急于实施、作为战略储备措施深入研究”的审慎态度。 

6. 总结	

道路拥挤收费通过价格机制调节车辆需求，无疑是缓解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的有效途

径。但国外经验表明，实施道路拥堵收费前，必须建立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提供可替代的交

通方式，再建立并完善自身收费系统，收费措施才能较好的作用区域交通状况。但若将道路

拥挤收费政策实施不当，不仅会加剧地区其他交通系统压力，并且会对地区社会经济产生负

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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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缓解对策 

李健民  韩平超 

【摘要】2011年 8月底，佛山市成为了广东省内首个汽车和摩托车保有量均超百万的城市，

禅桂中心城区在高峰时段已出现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状况。为改善市民交通出行环境，贯彻

落实《佛山市城市升级三年行动计划》工作部署，佛山市交通局、佛山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

研究院、佛山市城市交通规划研究所共同编制了《佛山市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缓解工作方案

（2012-2017年）》，针对市中心城区存在的突出交通问题，以“远近结合、软硬并举，先急

后缓，先易后难”为原则，提出“管”、“限”、“引”、“建”四大类 36条缓堵措施，共计 126

个实施型或研究型的具体项目，目前缓堵工作已经开始逐步展开。本文将阐述佛山市的交通

运行现状以及本次缓堵工作方案的具体措施，以期为其他城市交通工作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交通拥堵  城市中心城区  原因分析  对策 

1. 交通现状	

1.1 交通运行状况不容乐观 

从指标上来看，佛山市中心城区工作日道路运行平均车速为 25.9km/h，早晚高峰

（7:30~8:30，17:30~18:30）仅为 22km/h左右。工作日早晚高峰以及非工作日的上午，交通

拥堵指数超过 9，大部分道路拥堵，耗时达到畅通时的 2.1 倍以上。中心城区内多条主要主

干道，如佛山大道、季华路、汾江路等交通拥堵严重，部分路段高峰小时流量已在 10000 pcu/

小时左右，饱和度均超过 1，并且车流量仍在逐年增加。位处老城区的东方广场片区交通吸

发量大，但由于内部道路狭窄，且片区中心的锦华路还是中心城区禅城和桂城之间的重要联

系通道，承担一定的过境交通，另外，周边公交线路分布过多，且行人过街需求大，片区交

通秩序混乱。另外，中心城区部分道路节点由于车流量大、道路狭窄、渠化不佳、信号配时

不够合理、过街行人多等因素，容易发生拥堵。 

 

图 1  中心城区平均车速全天趋势变化图 

1.2 交通运行秩序较为混乱 

由于标志标线欠规范，道路改造缺乏对行人和非机动车需求的考虑等客观原因，以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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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行车观念缺乏等主观因素，导致佛山市中心城区交通秩序较混乱，一是不按车道行驶，随

意变线，交通灯前爬头、插队，不按灯号掉头，占用公交专用道等现象比较普遍，直接影响

整个道路网的通行效率；二是部分路段超载超限情况严重，造成桥梁及道路损坏严重，造成

市民出行困难，引起社会普遍关注；三是车祸死亡人数居高不下，交通道路安全堪忧，成为

群众议论甚至每年“两会”的热点话题。 

1.3 公交发展相对滞后 

尽管 2008 年以来佛山市公共交通取得了较大发展，公交运量不断提高，但公交分担率

（公共交通出行占机动化与自行车出行之和的比例）仅为 22%，仍有待提高。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公交枢纽、首末站等场站设施投入不足，用地控制乏力，导致建设滞后。第二、公交

线网规划不尽合理，线路重叠率高，部分站点停靠公交车过多而影响道路通行。第三、轨道

交通尚未成网，目前仅有广佛线 19.2km。 

1.4 停车供需矛盾突出  

目前佛山市中心城区停车矛盾突出，据统计，2011 年底禅城区每百辆车仅有 36 个停车

泊位，远低于每百辆汽车 120 至 140 个车位的配备标准，静态交通已对动态交通造成干扰，

主要原因主要有四：第一、配建标准滞后于小汽车发展需求，且执行力度不够，导致基本车

位的严重短缺，历史欠账严重；第二、路内、路外停车场利用率不均衡，佛山市中心城区一

方面路内停车带爆满，甚至存在相当数量的违章停车；另一方面路外停车场停车位利用率很

低；第三、公共停车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规划控制力度不足最终导致用地难以保障；停车收

费价格倒挂，停车场建设的产业化进度也难以实施；第四、停车执法及合法停车观念不强，

驾驶员停车主要从方便考虑，或者不愿意付费停到停车场去，使得乱停车现象时有发生。 

2. 2	拥堵成因分析	

2.1 路网结构亟待完善 

首先，佛山市中心城区路网密度偏低，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50220‐95[1]

中的指标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心城区快速路的道路密度为 0.25km/km2（规范值为 0.4~0.5），

主干路为 0.5km/km2（规范值为 0.8~1.2），次干路为 0.5km/km2（规范值为 1.2~1.4），支路

为 2.07km/km2（规范值为 3~4）。其次，中心城区对外通道偏少。一是中心城区贯通性道路

少，东西向仅有海八路、季华路；南北向仅有佛山一环（东线和西线）、佛山大道、南海大

道；二是重要干线尚未打通，魁奇路、禅西大道、汾江路、岭南大道、海五路等多条道路急

待贯通；三是中心城区缺乏分流过境交通的环路，大量的过境交通穿越市中心，加重了中心

城区的交通拥堵。第三，中心城区尚未形成能够快速骨架路网。佛山新城与禅桂中心区联系

通道缺乏，仅有佛山大道和岭南大道。禅桂对接道路等级不匹配，东西向现有的 5 条对接道

路中，有 3 条道路（文昌路与海三路，佛平路，南桂西路与南桂东路）的车道数严重不匹配，

容易形成交通瓶颈，如佛平路在南海段为双向 8车道，在禅城段仅双向 4车道，导致禅桂交

界处拥堵常发。海五路、同济路、魁奇路及南一路也尚未接通。第四，中心城区断头路、错

位路口较多，导致主干道上交通压力过大，如燎原路、南桂西路在市东下路错位连接，导致

高峰期严重拥堵。第五，中心城区支路的通畅性也较差，未能形成路网微循环系统，整个路

网的通畅性受到严重制约。禅城区祖庙、石湾、张槎在支路严重不足的情况下，2008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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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封闭小区道路，造成更大的分割，使路网不足问题雪上加霜。 

2.2 交通需求持续增长 

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的加快，交通需求持续快速增长，加剧了城市的交通压力。尽

管中心城区禁摩措施第一阶段已经完成，摩托车保有量持续下降，但由于小汽车保有水平的

飞速增长，全市机动车保有量仍呈上涨态势。至 2011 年底，佛山市全市机动车拥有量达到

207.66 万辆，同比增长 2.88％，其中小汽车拥有量达 80.96 万辆，同比增长 18.2％，千人小

汽车拥车量达到了 112辆（以常住人口计算）[2]。 

 

图 2  佛山市 2005-2011 年机动车保有量 

2.3 交通管控欠科学，交通执法力度有待加强 

在交通管理方面，道路上汽车、摩托车、非机动车和行人混行，相互干扰，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也降低了道路的通行能力；在交通组织方面，中心城区内单行交通未能形成完整

微循环网络，影响通行效率；在信号控制方面，信号配时及渠化设计有待优化，老城区交叉

口间距过短，相邻交叉口信号控制缺乏联动，信号设计缺乏对行人与非机动车的考虑，导致

行人与非机动车过街难。在交通执法力度方面存在软弱环节，应对不按车道行驶，随意变线，

交通灯前爬头、插队、占用公交专用道等现象打击力度不足，影响交通灯前的通过效率。 

2.4 慢行设施严重缺乏 

中心城区缺乏安全、连续、舒适的自行车道和行人通道。由于规划建设不足或被机动车、

店铺等占用，慢行通道的连续性欠佳。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需绕行较远，容易诱发行人乱穿

马路行为，慢行通道的设计不尽合理，人车冲突和争道情况严重，安全性堪忧。 

2.5 交通观念有待健全 

在政府层面，早期政府对交通之于城市的影响关注不够，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估尚未

形成制度，导致有些区域商业开发强度高，交通吸发量过大，其周边路网难以疏解新增的交

通需求，形成甚至加剧了交通拥堵。并且目前进行交通改善的手段也相对单一，难以达到有

效、彻底的改善成果。另一方面，交通参与者遵章行车、停车、行路等的意识也不强，城区

道路交通秩序较为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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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缓堵对策研究	

3.1 总体目标 

改善佛山市中心城区交通运行状况，重点路段、交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交通拥堵指数

维持在 6.5 以下，力争中心城区干道车速保持不低于 25 公里/小时；优化出行结构，积极落

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用三年的时间重点发展公共交通，2015 年公共交通分担率力争

达到 35%；完善佛山市中心城区路网结构，重点建设区域性干道、打通断头路，加强禅桂新

中心区的联系。 

3.2 工作思路 

以“远近结合、软硬并举，先急后缓，先易后难”为原则，以“管、限、引、建”为思

路，有序开展工作。“管”即管理，通过优化交通组织、交通管理和控制，加强交通执法和

完善智能交通设施建设，规范交通秩序管理，完善交通管理体制等四个方面，来提高道路的

通畅性；“限”即通过限行、限摩、限货限黄（标车）等三个方面，来减少中心城区交通流

量，净化交通环境；“引”即引导，通过加快产业转移，加强政府在规划、政策和文化方面

引领，强化交通需求管理，倡导文明交通出行；“建”即建设，通过完善公共交通、道路网

络、停车设施、慢行设施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高城市的交通供给能力。 

本次缓堵工作将“管”类措施摆在首位，希望通过改善管理水平，有效挖掘现有交通基

础设施的服务能力；同时考虑到建设类项目投资大、周期长、涉及拆迁的协调工作繁冗，本

次缓堵工作立足现状，务求实效，将“建”类项目排序置后；并制定“限”、“引”类措施，

提出限货限摩限黄、产业转移以及中心城区限行研究、大型居住区配建公交场站纳入土地出

让规划要点政策研究等实施类和研究类的项目。   

3.3 缓堵对策 

针对市佛山市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管”、“限”、“引”、“建”四大

类 36 条缓堵措施，共计 126 个具体项目（具体项目本文不详列举）。 

3.3.1  “管”类措施，共计 11条治堵措施、39个具体项目	

(1)优化调整中心城区道路单向交通组织，在东方广场片区实施单行交通组织。 

(2)分片区研究完善支路微循环系统，推进居住小区封闭市政道路对外开放工作。 

(3)规范校车管理，保障校园周边交通畅顺。 

(4)对中心城区 26 个拥堵节点进行交通改善（渠化设计、道路拓宽、优化信号控制等）。 

(5)加快智能交通二期建设。 

(6)研究推广路边停车智能系统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该系统具备停车诱导、违法检测、

智能收费等多种功能。 

(7)进一步推广道路交通事故快处快赔，尽量减少交通事故对交通畅顺的影响。 

(8)加强对交通拥堵点的现场疏导。 

(9)加强对不按车道行驶，随意变线，交通灯前爬头、插队、机动车违法占道停车及占

用公交专用道的执法，研究行人违章罚款的相关规定，引导市民文明开车、停车、行路，构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366



 

 

建顺畅的交通环境。 

(10)成立“城市交通综合管理委员会”，并在市交通运输局设立“交通运行监测中心”，

建立缓解交通拥堵会商机制和治堵常设机构。 

(11)加强公交行业管理，提升公交服务质量。 

3.3.2  	“限”类措施，共计 3条治堵措施、6个具体项目	

(1)继续抓好第二阶段“限摩”工作，2014 年 8月底前，禅桂新限摩区域（禅城中心区、

南海中心区及佛山新城区部分区域）内全面禁止摩托车通行。 

(2)严格执行中心区限货、限黄措施，并研究扩大货车、黄标车的限行范围或延长限行

时间，提升中心交通环境。 

(3)研究实施机动车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措施，有效减少中心城区高峰时段交通流

量。 

3.3.3  	“引”类措施，5条治堵措施、9个具体项目	

(1)尽快将新港码头、澜石钢材市场、城北批发市场迁出佛山中心城区；将鸿运汽车站

迁至张槎。 

(2)在规划层面落实以 TOD 理念（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公交引导城市发展）统

筹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规划。 

(3)研究实施将“大型居住区配建公交场站”纳入土地出让规划要点或土地招拍挂附条

件的相关政策。 

(4)研究实施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估管理办法。 

(5)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宣传、公交周活动等舆论引导市民选择公共交通低碳环保

出行，倡导交通文明出行。 

3.3.4  “建”类措施，17条治堵措施、72个具体项目	

(1)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完善广佛线部分站点出入口建设，建设广佛线二期和南海新交

通 1 号线。 

(2)建立示范式公交专用道，2015 年中心城区建成“五纵四横”公交专用道。 

(3)建设 8 个中心城区公交枢纽站，并完善中心城区公交站亭设置。 

(4)增加公交车数量，增强公交运输能力。 

(5)更新出租车，增设出租车候客车位。 

(6)增加公共自行车数量，扩大公共自行车网覆盖范围。 

(7)打通中心城区干线道路，加强禅桂新中心区的联系。 

(8)打通禅城中心区、佛山新城的主次干道，建设 8 条道路，拓宽 2 条道路。 

(9)打通及拓宽禅桂之间对接道路。 

(10)佛山内环快速路论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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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改革停车管理机制，解决停车位审批、施划多头管理，停车无序局面。 

(12)对市区现有路内划线泊位进行清理整顿和优化调整，严格审批新的施划路段，并定

期进行动态评估。 

(13)鼓励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基础上对外开放，允许社会车辆停

放。 

(14)从经济、政策等方面完善停车场建设和管理，吸引、鼓励社会资金，投资利用住宅

区内部空间、学校操场、公园绿地等地下空间，挖建停车场。 

(15)制定差别化的停车收费政策。 

(16)改善慢行系统，规划并建设现代化城市立体交通。 

(17)完善立体化人行过街设施，减少行人过街对交通的影响。 

3.4 工作保障机制 

本次缓堵工作方案明确每个项目的建设时序以及牵头单位、配合单位、责任单位，将具

体项目落实至各市直部门和各区政府，并实行部门问责制，确保缓堵工作的顺利进行。 

4.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交通拥堵问题已经成为各个城市市民、政府

的关注重点。本文立足于佛山市交通现状，从路网结构、交通需求增长态势、公交发展现状、

停车供需矛盾、交通管理控制水平、慢行设施水平、政府与市民的交通观念等几个方面剖析

了佛山市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形成的原因，然后针对存在的突出交通问题，以“远近结合、软

硬并举，先急后缓，先易后难”为原则，提出“管”、“限”、“引”、“建”四大类 36 条缓堵

措施、126 个具体项目，并通过落实个项目的牵头单位、配合单位、责任单位，实行部门问

责制，确保缓堵工作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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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整体交通环境视角下的近期交通改善 

——以西安市大明宫片区近期交通改善为例 

陈长祺  黄伟 

【摘要】现有近期城市交通改善工作，因多种因素制约，多仅着眼于对城市现状问题、特别

是机动车等某些特定交通方式的改善，虽体现了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但也容易出现一定

程度的“顾此失彼”或“矛盾转移”。本文通过西安大明宫片区综合改善为例，提出交通近

期改善规划中应更加重视落实和综合交通环境的整体营造和落实交通战略的思路，以期进一

步提高近期交通改善规划在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中的系统性以及协调由近及远的建设可延续

性。 

【关键词】交通环境  交通战略  近期改善 

1. 引言	

近年来随城市机动化飞速发展，城市对综合交通规划中“近期交通改善”工作的关注和

要求日益提高——“如何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改善运行”，已成为城市管理者和大众的关切

所在。对交通运行的重视，更多地着眼于城市或某一特定片区现状或近期面临问题的分析与

改善，其中改善机动车运行又成为工作的重点，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交通环境”作为

一个综合系统的整体塑造与反应，其对交通发展的要求已不是通过改善机动车运行和拥堵就

能够获得解决的简单问题。 

因此，近年来城市对营造整体绿色交通环境的要求也在快速提高，如何有效改善、缓解

现状交通拥堵问题的同时提升整体交通环境并妥善处理城市交通在近期与远期的发展关系，

令近期改善工作能够对提升交通环境发挥更大作用，并具有更好的发展延续性、系统性，日

益成为城市交通规划中值得进一步加强和深入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2. 城市近期交通改善工作基本模式与缺憾	

现阶段近期交通改善工作的模式已基本成熟，工作方法、步骤由以下主要部分构成—— 

（1）通过现状调研与调查分析，确定近期改善工作的主要研究范围；大多数近期工作

的视野集中于城市核心地区——如既有老城、CBD 地区等，这些地区（机动车）交通运行容

易出现拥堵现象。 

（2）分析改善范围内的用地、人口、出行模式、交通系统供给的特征状况——分析工

作范围内的交通供需特征，明确交通拥堵发生的道路、节点及其“问题”成因； 

（3）针对现状和近期发展中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改善策略、网络与重要节点的改善设

计方案、其他建议等； 

（4）对改善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1） 

可以发现，现有交通改善的工作方法已力求系统、全面地分析问题的内在成因，但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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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规划方案的制定中，因更多地关注于短期内缓解重点区域、道路与节点的机动车交通运行，

而出现了一些“顾此”——改善了机动车交通运行，而“失彼”——其他交通方式的出行状

况反遭恶化，甚至因改善而吸引更多车流而进一步加剧了交通拥堵的现象。 

如一些城市曾热衷于在城市核心地区、重点客流通道上改造“交通严管街”，通过设置

隔离护栏、封闭沿线支路、街巷路口等手段改善机动车交通的通行条件，其结果往往是吸引

更多机动车涌入，道路拥堵现象不但难以缓解，进而还恶化了人行、公交等其他系统的整体

交通环境与两侧用地的开发品质；又如一些城市在交通建设中缺乏“系统”思路，或一味拓

宽道路、或一味增加公交线路造成过度重复、效率降低等现象，这些实际的发展与改造效果

已和实施交通改善的初衷渐行渐远。 

    

图 1  交通严管街上的人—车冲突（左）与公交线路过度聚集形成的“公交列车”现象（右） 

通过一些城市在近年的不尽成功的交通改善可以发现，出现这类片面地、只关注于某一

种交通方式（特别是私人机动化方式）的现象，究其原因并不是城市缺乏相应的建设与管理

手段，而是缺乏一个更为完整、系统的交通改善思路的指引。 

3. 以交通环境为指向的近期交通改善	

3.1 “交通环境”的主要构成 

近年来城市交通发展的目标要求从“畅通、快速”逐渐升级为支撑“宜居城市”、“绿色

交通”
（2）等的建设；不同的目标表述实际可归结为对“整体交通环境”塑造的要求不断提高。 

按照通常定义，城市的“交通环境”是指作用于城市交通参与者和运行过程中所有外界

影响的总和，即全部交通需求（客、货、车流所产生的全部动态、静态需求）与设施供给（道

路、公交、停车、交通组织、标志标线、周边建筑关系等自然或人文设施）之间，在交通运

行的过程中相互影响而形成的 “综合环境”；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城市或片区整体交通服务水

平的综合体现与直观表达——包括出行效率、交通拥堵、多方式衔接、运行秩序、对用地发

展的引导、与景观的协调、交通参与者的行为与直观感受、交通安全等诸多方面。 

从以上基本定义出发，城市交通环境的构成还可进一步划分为：由各类交通设施建设形

成的“硬环境”——道路网络、公交系统、停车、步行与自行车系统等；和在“硬环境”基

础上，通过交通运行、组织管理、各类需求相互作用、交通参与者行为与直观感受等方面形

成的“软环境”。其中，基于设施供给的“硬环境”是形成交通环境的物质基础，而“软环

境”则是对“硬环境”资源利用水平与运行状态的外部表现，但也直接作用于“硬环境”的

后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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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近期改善中值得关注的几个内容 

由于“交通环境”是个综合性的“体现与表达”，同时目前各界对交通发展的要求日益

全面和提高，因此欲提升一个城市或片区的整体交通环境，就要求改善工作应在现有突出针

对性和时效性基础上，更具系统性和近期到远期的可延续性；也要求将交通改善工作融入城

市整体交通发展与提升城市建设档次与面貌的全过程，令其成为实现城市交通发展目标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非仅为缓解眼前问题而采取的“临时补救措施”。 

结合近年来项目经验和学习其他优秀成果，提出以下四项内容对近期交通改善规划方案

的编制有比较明显的引导作用，值得在近期改善规划中给予更多关注—— 

3.2.1  提纲挈领——落实城市交通战略的总体指引	

即使只是一个局部地区的近期改善，也是一座城市整体交通系统建设与交通环境塑造的

组成部分，而且待改善的“局部地区”往往是一座城市的核心区。因此近期交通改善规划的

整体思路与着眼点，也应以综合交通战略为基本指引，并在改善方案编制中积极贯彻交通战

略的总体要求；如此将有利于为近期改善指明方向、将战略目标落到发展与建设的实处，在

改善现状与近期实际问题的同时，也有助于保持综合交通规划从宏观战略目标、到远期规划

直至近期改善规划在不同层面上严密的逻辑思路和严整的层次关系。 

3.2.2  相互关联——把握现状问题的根源所在和内在联系	

结合项目实践经验来看，提出近期交通改善要求的地区，多为城市核心地区、也是交通

拥堵、秩序混乱的高发地区。在此，“拥堵、混乱、冲突”都是交通环境恶化的直观表现，

而造成环境恶化的深层次原因及相互的关联影响，则是值得我们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应加以

深入探寻的重要内容。虽然现阶段影响交通环境的主要问题多出现在“用地开发、道路、公

交、组织、停车、慢行、管理”等七大基本方面，但面对差异化的用地、居民出行需求、经

济发展水平等特征要求与影响之下，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城市地区也势必发挥着差异化的影响

和作用。因此，对组成“交通环境”的核心要素进行问题分析时，应进一步努力把握住核心

影响要素和相互的关联。 

如针对最常见的道路“拥堵”现象，其形成的原因可能包括网络布局、过境组织、空间

利用、用地—交通协调关系、节点渠化等多种因素，同时这些因素在造成交通拥堵的同时还

将对其他交通方式的运行以及相互关系构成影响。 

3.2.3  全局视角——以提升交通环境的整体视角制定近期改善规划	

以提升整体交通环境为更高层次目标，就要求我们的近期改善规划工作对改善范围内构

成并影响“交通环境”提升的主要因素有系统的认识和全局把握，以往仅解决机动车交通或

某几种交通需求的处理手法，已越来越难以满足日益提高的对整体交通环境塑造的要求。 

因此，需要在交通战略指引下，通过对城市或改善片区整体交通组织模式与职能分工进

行合理、系统化构建，并以此为基础深入开展改善规划方案的编制工作，有助于提高近期改

善规划的科学性。 

3.2.4  小处着手——注重现实条件和细节的方案制定	

由于交通环境反应在动、静态交通及多种交通方式运行、衔接的全过程中，小到一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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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口路口、不同路段的空间利用、特定交叉口的渠化组织、各种交通设施的布局、道路的标

志标线、各种交通方式的运行衔接等，都直接影响着改善区域内整体交通环境的发展。因此

近期交通改善规划工作更应合理与细节之处的完善；只有从大目标的确定、整体模式的建立，

到最终设施细节的处理，方能够最终实现城市或重要地区交通整体环境的有效改善。 

3.2.5  公众参与——重视交通参与者的切实感受	

有条件的情况下，对改善片区内应开展深入的调查并加强公众参与，通过听取交通参与

者的感受、意见，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现实所面对的问题根源；同时广泛的意见征询与

调查也有助于理解不同层面交通参与者的发展诉求，提高改善方案的系统性。 

4. 西安大明宫片区近期改善尝试	

4.1 片区现状交通环境表现 

西安市“大明宫”地区，位于西安主城区中部偏北，南临西安古城、北至西安二环快速

路、片区东侧为大明宫遗址公园、西侧为汉长安城保护区，改善范围 17km2。片区周边遗址

保护、铁路障碍、城墙阻隔、旧城改造等因素，也都对片区内城市建设、交通运行存在诸多

限制，改善整体交通环境的要求较高、难度较大。 

仅从指标来看，片区现状骨架道路、公交网络发展水平与全市平均水平基本一致且主要

交通方向通道均已完成建设，同时轨道 2 号线于片区中央贯穿，交通硬件资源在西安市内已

可谓丰富；但在实际运行中，仍表现出明显的交通拥堵、秩序混乱、停车困难、人车冲突、

整体服务水平、公众满意度下降等问题日渐突出，其整体交通环境发展不容乐观，被列入西

安市近期缓解拥堵的重点研究地区（如图‐2）。 

  

图-2  现状片区空间区位示意（左）  现状交通流量与负荷（右） 

4.2 把握片区现状交通环境与特征问题 

通过对全市和改善区域的调查分析，发现大明宫片区恰位于主城北向拓展（两大主要拓

展方向之一）的主要轴带，其南北通道上机动车和公交客流“过境”比例高达 66%和 60%，

给片区道路造成显著压力的同时，还受遗址、城墙阻隔而缺乏拓展空间，通道高峰拥堵明显。

而公交网络则表现为线路间各自孤立、毫无层次与衔接、线路分布过度聚集等现象（图‐3）。 

分析认为现状片区内道路运行拥堵、公交服务水平不高，直接造成了片区整体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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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恶化。特别是跨陇海线截面的通道均已呈现饱和甚至过饱和状态，成为城市日常交通

运行中重要的“堵点”。 

而且现状网络呈现典型“南北强、东西弱”特征，东西向受大明宫遗址等因素影响，严

重缺乏贯通性好的主要干路，东西通道的缺乏，反过来还会加大南北通道的压力。 

  

图-3  片区过境交通比例分布（左）  公交网络分布特征示意（右） 

同时，对道路交叉口运行、交通组织、多方式衔接、慢行、停车、管理等一系列影响整

体交通环境的因素开展调查，发现不仅设施建设、交通流组织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最重要

的还是缺乏整体指导思路与系统化的组织模式造成各个分系统之间相互挤占、冲突。如现状

停车对道路空间的挤占，进而引发的人‐车冲突、动‐静冲突、快‐慢冲突，这些都对交通环境

构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如图‐4） 

  

图-4  现状片区停车、经营行为挤占道路空间影响交通环境现象普遍 

4.3 落实交通战略与构建一体化的交通组织模式 

西安城市交通战略对整体交通组织和跨截面交通提出了明确要求，主要包括“设立四大

交通分区、各交通分区内部网络系统尽量自成系统、促进多中心城市格局形成等”；对跨分

区间截面的要求也非常明确，包括“轨道、公交方式为主体、道路网以快速交通为主、为强

调古城、遗址保护而避免过多开辟新兴通道”等。 

而大明宫片区所处位置恰是全市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分区的分界线——陇海铁路，在现状

业已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其交通发展与改善对未来全市落实交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

此在改善、提升现状交通组织模式的过程中，城市交通战略与组织策略就是不可或缺的“纲

领性”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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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根据全市主要交通走廊规划分布、交通战略要求并结合大明宫片区用地职能与交

通发展关系要求，对片区内主要道路和公交系统的功能进行梳理，提出了系统化交通组织模

式体系和基本思路—— 

结合中部未央路公交线路、轨道交通设施与密集用地开发，构建中央核心客运通道，提

升公交、慢行交通运行质量； 

外侧道路，根据南北贯通条件构建服务于跨区交通的“复合功能通道”和服务于北部交

通大区的分区干路网；这些通道兼具公交客流和机动车交通服务，特别是外侧通道，结合全

市路网发展，努力提高其机动车组织能力； 

公交系统则根据战略要求和现状实际出现的主要问题，提出以轨道交通站点、南北骨干

线路站点为核心组织片区内公交客流换乘的改善模式。提出线网设置从现状全部为南北贯通

线，逐步向跨区干线+区内支线的基本模式转变的发展要求。 

提出“以保证南北、强化东西、过境分流、内外分层、公交优先、改善环境”为片区交

通的整体改善策略。 

并注意协调城市发展与古城、遗址保护的要求和关系，从构建交通组织模的阶段，注意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遗址公园，合理组织交通。 

   

图-5  大明宫片区在城市交通分区中的位置（左）规划近期片区交通组织模式 

4.4 系统化近期改善 

在交通战略要求和功能组织发展策略的基础上，针对现状问题，改善规划提出了系统化

的近期改善方案。方案包括了道路、公交、组织、慢行、停车等各主要系统；涵盖了从中观

层面的通道功能组织到微观层面的重要枢纽、节点改善设计等层面。 

4.4.1  细化分区下的交通改善指引	

片区内，存在着新兴高档居住区、既有旧城居住区、城中村、棚户区等不同时期、不同

档次的用地开发，也伴随着不同经济水平的人群居住，由此，以家庭经济、用地开发、机动

化拥有水平，将大明宫片区再次细分为四个小型分区，在出行方式构成中已体现出明显差异。 

近期结合旧城改造进程，对不同地块内交通环境的改善，主要在对道路的空间利用、停

车、慢行交通的组织等方面，提出了系统化、差别化的近期发展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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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细化分区（左）与出行方式对比（右） 

表-1  大命宫片区分地块交通环境改善发展指引 

地块 

编号 
现状特征 

近期交通环境改善发展与指引 

道路  公交  慢行  停车  其他 

1 

新兴住区、次支

路、公交不足、东

西交通困难 

完善次支路 

改善东西向 
加强社区内公

交线路开辟与

覆盖； 

组织东西向线

路喂给 

轨道及南北骨

干走廊 

保证慢行空间 

加强安全设施 

配建泊位建设、

适度提高配建指

标标准 

繁华地区清理

占路停车提升

环境 

2 

旧城改造区、路网

条件差、断头路、

秩序混乱； 

路网功能梳理 

打通断头路 

衔接公交 

改善慢行环境 

构建公共租赁自行车

服务网络； 

整治环境，确保慢行

交通空间 

结合改造、落实

配建指标；社区

建设集中立体停

车； 

适当组织占次、

支路、街巷停车； 

结合旧城改

造，提升、整

治道路交通环

境 3 

棚户、道路条件

差、公园、铁路阻

隔、通道单一 

打通断头路 

预留空间 

4 
新建高档居住、占

路停车普遍     

加强停车配建 

规范路边停车   

4.4.2  通道开辟与网络功能完善	

针对南北向通道缺乏、过境交通受遗址保护要求难以分流等问题，提出结合现有条件新

增辅助通道、改造现状畸形节点、主要跨截面通道实施需求管理，并通过对主要南北通道针

对职能分工安排设施供给等措施，针对不同空间层次的交通需求，实施分距离、分方向的改

善以提高交通效率。 

   

图—7  片区南北向通道开辟示意（左） 片区东西向内部网络完善（右） 

4.4.3  公交网络发展模式改善	

在充分汲取综合战略和整体交通组织模式与要求的基础上，明确了大明宫片区近期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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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改善方向，已不再是增加线路、运力、增设优先路权等措施（这些措施现状已基本完

成实施），而是梳理线网层次，对未来不同类型的公交线网的功能和布置模式提出改善方案

与建议——①主城区干线，跨陇海线服务主城；②北部分区干线，不跨截面服务北部分区；

③片区内部支线，服务本区居民和接驳（如图‐8）。同时强调围绕轨道站点发展区内小型换

乘枢纽、主要跨截面通道实施通道需求管理等改善措施。 

4.4.4  重点街区的系统优化	

本着立足现有条件的原则，对片区核心地段—未央路‐龙首路街区的改善，不再依靠道

路拓宽，而是将改善干路运行秩序、重点交叉口改善、街巷路微循环组织和局部通道打通等

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实现改善交通运行环境、提升主流向通行能力的目标。（图‐8）。 

  

图-8  片区公交线路发展模式（左） 与大明宫未央路核心区交通组织改善示意（右） 

4.4.5  道路断面与空间利用	

依据功能组织、在网络完善的基础上，针对重要机动车通道、客流通道、城市绿道、街

巷道路等不同功能、等级的道路，结合现状建设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改善与优

化方案。令道路的职能—需求—供给更加协调，提升片区全路网在动、静态交通的组织能力，

为全面优化片区交通环境提供支撑、体现规划设计思路。 

 

图-9  引入快速车道提升机动车交通组织能力的通道断面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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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承担“城市绿道”功能的主要断面示意 

4.4.6  落实绿道规划、恢复步行与自行车空间	

针对现状空间被挤占、环境恶化最严重的慢行交通，改善规划中也给予了相当重视，结

合全市慢行规划、绿道规划成果，提出了整治街巷道路、全面恢复慢行空间。 

同时结合绿道，提出积极发展公共租赁自行车的试点，并结合主要景区、主要轨道交通、

公共交通站点布局租赁自行车站作为试点，加强公交与慢行交通的衔接服务。 

    

图-11  公共租赁自行车 （左） 结合轨道站点周边空地发展公共租赁自行车系统（右） 

4.4.7  协调遗址保护与交通建设的关系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对古迹、遗址的保护贯穿西安城市与交通建设的全过程。结合大明

宫片区为两处大型遗址公园包围的现实条件，结合国内其他古城
（3）、名城保护与交通改善

（5）

的经验，做出了全面保护遗址，所有规划道路严格避让的决定，通过在遗址外围组织绕行道

路的方式，缓解片区内交通组织压力、为遗址周边居民提升交通服务水平。 

4.4.8  加强配建、细化落实、规范停车管理	

现状停车不足、混乱、挤占其他方式空间现象严重，结合近远期城市开发和本次规划中

的停车规划分区发展要求，近期改善对指标的进一步细化落实，不同形式的停车设施发展与

布局提出了规划和建设意见；同时提出规范停车管理等改善策略，协调停车与其他方式关系；

特别针对片区内存在大量街巷道路的现实情况，对不同宽度的街巷道路组织路内占路停车提

出了相应组织要求和空间利用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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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街巷道路停车组织要求（左）停车设施的规划分布（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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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核心区综合交通管理策略研究 

——以昆山为例 

常燕燕  何小洲  马鑫俊 

【摘要】本文重点分析了以昆山为代表的城市在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中心城区面临的交通

问题与交通趋势。以昆山市中心城区核心区为案例，阐述通过结合问题导向型和趋势导向型

综合交通改善的技术方法，以公交优先、慢行优质为原则，从以人为本的规划视角出发，在

昆山市快速机动化的背景下，通过公交改善、慢行提升、需求管理的等技术手段远近结合、

标本兼治，改善城市交通环境。以期对我国其他类似城市中心区交通问题研究有所借鉴。 

【关键词】综合交通改善  公交优先  慢行优质  停车管理  需求管理 

1. 概述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以昆山为代表的部分大城市，机动化进程的不断扩张，

城市核心区的土地空间已经趋于饱和，城市道路改造空间有限，现有交通基础设施已经无法

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路车矛盾日趋凸显。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交通改善规划方法从“以

车为本”的视角出发，以建设、改造道路、交叉口为主要改善手段，已经不能满足快速增长

的交通需求。因此，如何在把握城市现阶段交通的特征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找出交通问题，

探寻核心区交通问题本源，提出核心区交通综合改善的思路、对策以及具体的实施措施，以

提高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已成为现阶段城市核心区交通改善

的当务之急。 

2. 城市核心区交通发展面临的典型问题	

2.1 城市空间不断拓展，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缺乏有效的互动 

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正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并且正在向高度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过渡。

随着城市空间的不断拓展，人口和用地规模不断扩大，核心区功能没有完全疏解，交通需求

不断增长。从用地规划来看，核心区内居住及商业设施规模将进一步提升，未来核心区动静

态交通需求将进一步增加。由于我国许多城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交通与用地利用缺乏

有效的互动。有许多城市在发展之初，主要依托国道带动的马路经济，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

互动。因此，亟待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系统梳理及设施建设，以改善交通运行状况。 

2.2 机动化进程不断加剧，核心区动静态交通压力增长 

随着近年来小汽车家庭普及化的不断提升，城市机动化进程也随之加快，2010 年我国

城市机动车保有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汽车消费国。伴随城市规模的增长与城市

框架的拉开，交通出行需求不断增长和机动化出行比重逐步提高，城市道路交通供需矛盾日

益突出，城市交通面临严峻挑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机动车保有量迅速增加，机动车出

行的增多造成了城市动静态交通需求的急剧膨胀，与有限的道路交通资源形成了强烈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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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方面是核心区交通拥堵，另一方面是停车难等交通矛盾难以解决。 

2.3 核心区域交通矛盾突出，交通设施提升难度较大 

目前，城市核心区及周边地区的交通矛盾日益突出，已经影响到市民的正常出行和旅游

活动，需要进一步改善设施、优化组织，实现交通便捷交通，顺畅出行。但是，一般城市中

心区，尤其是老城区的基础设施基本稳定，土地开发空间有限，现有的大规模的交通设施提

升、大范围的交通扩容，除了借助于旧城改造外，普遍存在一定难度。因此，在现阶段应当

从交通模式上进行调整，建立以公交为导向的核心区发展模式。同时，打破主要区域的交通

瓶颈，提升核心区总体交通效能。 

2.4 慢行空间受侵占，慢行交通环境日趋恶劣 

近年来，受到小汽车快速增长的影响，在以车为本的交通改善思想下，非机动车道与人

行道空间不断压缩。与此同时，大量的路边画线停车和违章停车也占据了原有的慢行路权，

使得慢行交通的基本出行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3. 现状城市中心区交通发展趋势分析	

3.1 城市土地进一步扩张，交通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城市扩张阶段，随着城市中心区域功能将一步优化提升，以

及中心区地价的上涨，大量的人口会迁往城市中心区外围及近郊区选择居住、就业。中心区

内外交流日趋频繁，职住平衡进一步拉大，交通出行需求进一步提高，出行距离进一步增长。

因此，随着中心区土地功能结构的转型，有必要满足差别化的交通需求。 

3.2 机动化水平迅速提升、小汽车进入爆发式增长阶段  

目前，我国机动化趋势明显。除了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先后实施了小汽车调控政

策外，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小汽车快速增长阶段。根据日本及韩国小汽车增长的经验，

这个阶段预计仍将持续十年左右。 

3.3 提升公交、慢行出行比例，是核心区交通改善的关键 

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减少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对公共

自行车、电车、轨道交通、公交专用道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的倡导，是未来交通发展方向。 

3.4 通过交通枢纽节点，更为高效快速的组织城市交通  

近五年来，铁路交通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以上海虹桥枢纽为代表的城市内外枢纽加强

了城市内外交通换乘，给枢纽站地区带来了大量的人流、物流、信息流，增强了枢纽站地区

的活力。结合枢纽站综合开发的 TOD 交通引导模式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得到持续的推广及发

展。 

3.5 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增加了对中心区慢行环境品质的要求 

随着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对慢行出行环境的要求进一步提升，未来对于慢行廊道、

慢行过街设施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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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昆山市核心区综合交通改善策略	

昆山中心城区核心区位于昆山市的中心，是昆山最早开发的区域，也是昆山开发密度最

高的区域。核心区东起江浦路，西至黄浦江路，北起 339 省道，南至 312 国道，总面积约

77.6 平方公里。其中老城区面积约为 6.5 平方公里。集中了大量的商业、公建设施（学校、

医院）。 

从昆山市核心区交通运行现状和交通发展趋势上分析，与传统的需求追随型改善手段相

比较，本次规划更多地是从需求引导的角度出发，从交通的根源入手，引导并优化昆山市居

民出行方式，从而调节道路交通流量，改善整体交通出行环境。本次规划的理念重点侧重于

“系统疏解、公交优先、步行优质和需求管理”。基于此，本次规划重点面向公共交通的集

约性、交通组织的系统性、慢行交通的优质性以及交通需求的可引导性四大方面，通过软硬

结合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管理政策手段，采取推拉式的交通改善策略，促进出行方式

结构的调整。 

4.1 公共提升 

目前昆山是正处于路车关系日趋紧张，轨道交通尚未建成，公交客运走廊基本成形的典

型交通发展时期。城市交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大力推进“公交主导”的交通出行结构，支撑

核心区的高密度开发。因此公交改善规划关注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4.1.1  强抓公交体系结构，支持公交走廊构建	

昆山核心区公交线网布局的模式应转换为以换乘枢纽为核心点的放射形态的公交线网

布局，通过公交线路功能的梳理和层次的划分，逐步引导现有公交线网从“单极中心”的模式

向“多点换乘”的复合层次布局模式转变。通过构建以大中运量公共交通为骨干、优质常规公

交为主体、出租车与公共自行车为补充，对小汽车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便捷、高效、舒

适的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重点引导私人机动出行向公共交通转移，逐步确立公共交通在城

市客运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图 1  昆山市公共交通体系 

近期重点针对现状昆山市公交系统现状，建立公交快线、干线、支线及特殊线的四级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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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公交系统结构，提供多层次，差异化，广覆盖的公共交通服务。 

表 1  昆山市常规公共交通分级结构 

线路分级  功能  线路特征  基本要求 

公交快线  骨架公交线路、贯通性高，串

联大型客流集散点，沿主要客

流走廊布线，提供优质、便捷、

快速的公交服务 

客流大，线路长 

直达，快捷(大站快车)、

大型车 

客流>9000人次/日 

非直线系数<1.3 

考虑设置公交专用道 

公交干线  主要公交线路，沿干道运营，

衔接主要客流集散点 

客流次之，覆盖城区主要

地区，补充骨架线路      普

通车 

客流>4000人次/日 

非直线系数<1.6 

公交支线  公交线路的补充和完善，主要

包括区内短驳线、区内循环线

等公交短线 

客流小，线路短，设置灵

活，方便换乘    ，小型车

辆 

以区内服务为主（跨 1～2个

分区） 

特殊线路  校区线、厂区线、旅游线、假

日线等 

“点到点” 

特色车辆 

设置灵活，服务机动 

另外，针对昆山市现状缺少大中运量公共交通的现状，建议发展新型公交。新型公交是

介于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一种公共交通方式，一般包括 BRT、有轨电车、轻轨等几种类型。

从昆山现状城市空间拓展要求来看，是急需由优质公交服务进行交通引导，近期轨道交通建

成前，作为南海区内公交体系的骨干，满足客流走廊需求，应对机动化发展趋势。远期轨道

建成后，将作为轨道交通的补充，与轨道交通有机衔接，共同构建形成昆山市快速公交骨干

网络，提高骨干网络覆盖密度。 

4.1.2  改善城市公共交通管理与服务水平，提高整体竞争力	

为了提供优质的公交服务，昆山市的公交改善具体措施主要包括四大工程： 

公交提速工程：通过设置公交专用道，完善交叉口公交信号优先措施，保障公共交通在

主要公交走廊的路权优先。 

服务提升工程：通过优化公交线网，增加公交服务范围，延长公交服务时间，完善公交

服务水平。 

枢纽强化工程：通过结合城际轨道枢纽，建立分级公交枢纽体系，全面推进公交站台港

湾式改造，提供便捷、高效、优质的公交换乘设施，同时规范公交停车行为与首末站的设置。 

智能公交工程：完善智能公交系统，采用技术成熟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进行数据采集，

实现公交车辆的自动调度和指挥，并使乘客能够通过电子站牌等电子媒介了解车辆的到达时

刻，节约出行时间。 

4.2 完善道路网络 

道路网络作为城市交通的骨架，不光承担了公共交通、机动车客运交通、货运交通、慢

行交通的交通性功能，同时也承担了城市商业、景观等生活、休闲功能。是构建公交社区、

完善城市微循环的重要载体。因此，有必要从整体上构建多等级的道路网络，共享城市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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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 

4.2.1  系统疏解工程，通过路网疏解，构建公交优先走廊	

道路网络的路网从交通流的构成上看，穿越核心区域的交通主要有以下几类：穿越交通、

起讫交通和区内交通。本次规划按照路网功能、等级，分功能分层次，逐层梳理，从整体上

优化昆山市整体路网体系。具体优化策略包括以下三点： 

 通过完善公交优先走廊公交路权，提高内部交通集约性 

通过提高生活性交通干道通行能力，优化公交、慢行道路空间；  改善生活型干道公共

交通运行环境，形成核心区公交优先走廊。  同时打通主要生活性干道周边的衔接道路，分

流干道交通压力。 

 通过提升交通性干道通行能力，增强起讫交通的集散性 

打通内环网络，提高老城交通性干道的交通畅达功能，疏解道路交通压力。   

 通过外环、中环快速化改造，整体剥离过境交通与货运交通 

通过外环线快速化改造，形成疏解核心区过境交通的外围保护环路；通过中环，快速疏

解机动车对外交通与货运交通，形成停车截留环路。 

 

图 2  昆山市路网系统疏解示意图 

4.2.2  交通品质工程，完善街巷道路空间	

梳理老城传统街巷的功能，采取稳静化道路设计，重点创造与城市环境品质相协调的道

路空间。同时结合片区地块开发，加密支路网络。 

4.3 慢行空间优化 

通过优化和提升城市慢行环境的安全、健康和优质，慢行交通是城市核心区交通减量的

有效手段。主要包括以下三点：提高慢行结构、保障慢行安全和提升提升慢行环境。 

4.3.1  慢行分区策略	

将昆山市慢行单位分为老城慢行优质单元、混合功能优先单元、居住街区优先单元、交

通枢纽优先单元和其他功能单元五个层次，分别予以规划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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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慢行分区 

 

远期慢行分区 

图 3  昆山市近远期慢行分区 

表 2  慢行单元规划要点 

  步行单元  规划要点 

老 

城 

优 

质 

单 

元 

 

依托城市道路形成中心网状步行系统； 

通过平面交叉、人行地道、商业连廊等方式衔接步行与机动车； 

与轨道交通车站、新型公交车站、公交车站联系紧密，车站与最近的步行网络距离不

宜大于 100m； 

提高现有老城区内步行系统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形成安静、安全的步行环境，提高老

城区的步行的可达性与和美观性； 

混 

合 

功 

能 

单 

元 

 

依托城市道路形成网状步行系统； 

通过平面交叉、人行地道、商业连廊等方式衔接步行与机动车； 

与轨道交通车站、新型公交车站、公交车站联系紧密，车站与最近的步行网络距离不

宜大于 100m； 

结合商业中心区、绿地形成完全步行区域，并根据实际情况实行中心区的立体空间综

合开发，实现立体步行路径、地下步行路径和地面步行路面三位一体。 

居 

住 

街 

区 

单 

元 

 

依托机动车道形成网状步行系统； 

以公交车站为中心组织步行网络； 

步行网络与公交车站紧密联系，车站与最近的步行网络距离不宜大于 100    m； 

步行路径围绕车站区域(居住区公建中心)，纵横联系各居住组团，并强调与居住小区级

公建、中小学用地的连接； 

结合居住区公建中心、绿地形成完全步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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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单元  规划要点 

交 

通 

枢 

纽 

单 

元 

 

依托城市道路形成中心区网状步行系统； 

有效组织机动和步行交通，过街通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采用立体和平面交叉两

种方式； 

与轨道交通车站、公交车站联系紧密，车站与最近的步行网络距离不宜大于 100m；

将机动车分流到临近街区，利用干路将商业中心、绿地围合形成完全步行区域； 

结合公交系统，步行区内限制私人、单位车辆，但允许公共汽车通行； 

步行区在任何方向上的长度一般不超过 500m； 

采用立体步行区，强调结合枢纽车站进行周边地区的整体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立体连廊联系主要的公共建筑物，实现立体空间综合开发；考虑残疾人出行需求。

其 

他 

功 

能 

单 

元 

 

强调步行空间，完善人行道系统，依托机动车道形成贯通工业区的网状步行系统，联

系工业用地与工业邻里中心； 

以支路为主设置贯通工业用地的步行路径，并在人流集中的地方局部扩宽人行道； 

步行网络与公交车站紧密联系，车站与最近的步行网络距离不宜大于 100    m； 

结合工业邻里中心、绿地形成完全步行区域。 

4.3.2  慢行通道分类策略	

本次规划结合昆山市慢行通道的特点，将慢行通道分类为林荫大道、慢行通道和区内联

系联络道三类，分类别梳理道路慢行空间，分层次予以规划改善。 

 林荫大道：对生活性干道与慢行优质街区进行慢行、公交空间优化，提供慢行与公

交站台的优质空间。 

 慢行通道：对主要的交通性干道与次干道进行机非分离。 

 区内联系联络道：对区内具有交通联系功能的支路、街巷进行空间优化。 

4.4 交通需求管理 

交通需求管理是通过交通政策和经济杠杆等手段，调控小汽车和摩托车拥有量和出行使

用量，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引导城市交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平衡交通供需关系，引导客货

运交通在时间和空间上均衡分布，促使城市交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在交通系统中，需求管

理可以被视为最经济、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 

在昆山市中心城区交通需求管理中，重点通过停车调控政策及其他相关需求管理策略，

对小汽车的使用进行调控。而促进交通参与者交通选择行为的变更，减少或重新分配出行对

空间和时间需求的目的。对机动车拥有管理政策，结合昆山市城市特征、公交服务水平和社

会影响，建议暂时不予实施。 

4.4.1  停车调控政策	

通过实施差别化停车政策，将昆山市分为停车限制供应区与停车平衡发展区，通过实施

区域差别化的停车策略，限制公交优先走廊及公交优先发展区的小汽车出行比例。对暂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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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优质公交的地区，通过平衡停车供需配给，完善交通体系。 

表 3  停车分区策略 

分区  停车限制供应区  停车平衡发展区 

策略 

1）提高车位白天夜间使用率； 

2）制定高标准停车费率及处罚力度； 

3）加强公共停车设施规划 

4）设置夜间路内停车位 

5）加强停车管理和智能诱导； 

1）重视基本车位问题 

2）适度满足车辆使用要求， 

3）调整停车收费标准 

4）鼓励社会投资停车场建设 

5）不断改善停车秩序与环境 

6）加强停车换乘体系规划建设； 

7）内环外围地区设置 P&R设施 

通过保障基本停车位、限制停车限制供应区停车供给、健全停车管理体制等手段，保障

停车泊位高效利用，规范停车秩序，逐步引导出行方式向公交转化。 

4.4.2  其他交通需求管理策略	

此外，通过加强交通影响评估，鼓励合乘、货运管理以及错时上下班等策略，影响出行

者的出行行为，保障出行结构的优化提升。 

表 4  昆山市核心区其他需求管理策略 

分区  内环区域  中环区域 

优化土地利用和产业布局  在整个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基于供需平衡的理念，优化土地利用和产业布局

加强交通影响评估 
对大型公共设施（交通枢纽、体育场馆、广场、重要旅游景点、大型商场、办公

楼等）、大型居民新村等在大型公建实施交通影响评估 

鼓励合乘  实施合乘优惠、推广使用校车和班车、主干路上设置 HOV道路设施等 

机动车限制政策 

限制外地牌照车辆高峰小时在主要生活性

干道运行， 

设置慢行优先区域，通过交通稳静化改造，

结合交通管理措施，限制慢行优先区车辆运

行车速，保障行人安全 

适度加强对货运车辆的管制措施 

货运管理 
引导过境、对外货运使用外围道路，合理调

整货运交通运行时间 

优化货运站场、枢纽布局，外迁中环

以外区域，加快外围货运通道规划和

建设，加强货车停车、卸货及候车管

理 

拥堵收费  暂不实施 

错时上下班  中心城区范围内针对各企事业单位的生产运营特点实施，可先行在核心区试点

5. 结语	

城市中心城区的交通拥堵是目前国内多个城市所面临的主要交通问题之一。本文以昆山

市中心城区核心区交通改善为例，通过对新形势下，城市中心城区面临的交通问题，分析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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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城市交通的发展态势，提出以人为本的交通改善相应对策和改善方案，以期待对我国其他

类似城市中心区交通问题研究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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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南京跨江交通拥堵对策探讨 

顾克东  杨涛  温旭丽  倪焕来  施泉 

【摘要】从跨江轨道建成前、后两个角度，探讨缓解跨江交通拥堵的对策与措施，即跨江轨

道建成前应急缓堵措施与跨江轨道开通后长效治堵措施。 

【关键词】跨江交通  拥堵  对策 

1. 引言	

“跨江发展”是南京既定战略，也是“三个发展”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跨江交通

拥堵问题始终是影响南京江北健康发展的桎梏和心理障碍，南京市政府一直把跨江交通建设

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近年来陆续建成了长江二桥、长江三桥、纬七路跨江隧道，对缓解跨

江交通拥堵问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轨道 3 号线、轨道 10 号线及纬三路跨江隧道正

在建设之中，不久即可通车，对满足跨江通勤出行、拉动江北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但在通道建设完成前后，如何缓解跨江交通拥堵仍然值得探讨。 

本文从跨江轨道交通建成前、后两个角度进行粗浅分析，提出的对策措施仅供探讨。 

2. 跨江交通现状问题分析[1]	

2.1 跨江交通设施现状 

目前，南京浦口境内跨江通道主要为“三桥、一隧、两渡口”，即长江大桥、三桥、纬

七路跨江隧道、浦口码头轮渡、板桥轮渡。其中三桥为双向六车道，更多的是承担过境交通

的功能，板桥轮渡为过境车辆提供服务；长江大桥双向四车道，承担城市跨江桥梁的功能，

但交通压力巨大，纬七路跨江隧道为双向六车道，以承担城市跨江交通为主，但因收费的影

响，交通量相对较少；浦口码头轮渡主要承担城市慢行跨江交通为主。 

2.2 跨江交通运行现状 

2.2.1  总体运行现状	 	 	 	 	

从跨江交通量调查来看，目前南京浦口界内跨长江机动车绝对交通量达到 11.99 万辆/

天，换算成标准小汽车交通量达到 15.22 万 pcu/天。其中长江大桥交通量绝对交通量达到

8.5 万辆/天，折算成标准小汽车交通量达 10.5万 pcu/天，饱和度高达 1.26，严重拥堵。 

从历年交通增长情况来看，2011 年绝对交通量是 2007 年的 1.74 倍，年均增长 14.8%，

其中长江大桥年均增长约 12.5%，进一步加剧交通拥堵。 

受收费影响，长江隧道及长江三桥交通量相对较小，而长江大桥因区位最优、免费通行，

交通量急剧增长，交通拥堵已呈现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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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跨江交通量分布一览表 

跨江通道 
日交通量  高峰小时交通量 

（pcu/h） 

车道数 

（双向） 
饱和度  是否收费 

辆/d  pcu/d 

长江大桥  84854  104950  7545  4  1.26  否 

长江三桥  17733  25943  2302  6  0.32  是 

长江隧道  17286  21262  2382  6  0.33  是 

表 2  跨江通道历年交通量分布一览表 

跨江通道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1年 

绝 对 交 通

量（辆/d）

换算交通量

（pcu/d） 

绝 对 交 通

量（辆/d）

换算交通量

（pcu/d）

绝 对 交 通

量（辆/d）

换算交通量

（pcu/d）

绝 对 交 通

量（辆/d） 

换算交通量

（pcu/d）

长江大桥  53067  65120  67564  78162  71100  94314  84854  104950 

长江三桥  19638  29654  20574  28248  17699  26550  17733  25943 

长江隧道  /  /  /  /  /  /  17286  21262 

2.2.2  分时段交通运行现状	

交通观测表明，长江大桥为江南、江北首选的跨江通道，交通量最大，交通也最为拥堵。 

从 14 小时连续交通观测来看，长江大桥两个方向早晚高峰为常发性拥堵，且高峰时段

持续时间长，约为 3 个小时；而全天也基本呈现拥堵状态。 

 

 
图 1 跨江交通量及饱和度分时段柱状图 

2.2.3  跨江交通意愿分析	

为把握居民跨江的意愿，调查并回收了 5800 份问卷调查。从统计结果来看，跨江小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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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交通中，80%为私家车；不考虑收费因素，因大桥区位条件最好，58%的小汽车使用者愿

意从大桥通行，而愿意从纬七路跨江的小汽车仅为 18%。 

    

图 2  不考虑收费因素跨江通道选择意愿     图 3  关于跨江隧道收费的看法调查统计 

对于跨江收费，47%的小汽车使用者认为不应该收费，23%的比例认为收费过高，但也

有 11.5%的比例接受目前收费方式，6.5%的比例接受年票制或月票。 

跨江地铁 3 号线、10 号线建成通车后，基本解决了浦口跨江通勤交通的问题。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约 52%的跨江出行将使用地铁，通过公交换乘地铁的比例达 18.5%，通过小汽

车换乘地铁的比例达 7.23%，通过公交车直接跨江的比例达 12.5%，而采用小汽车跨江的比

例仅为 4.88%（目前高达 19%），说明届时将有大量的私人小汽车交通将使用更为便捷的轨

道交通跨江出行。 

调查显示，采用小汽车和公交车换乘地铁跨江的比例高达 25.69%，59%的被调查者认为

应该加强常规公交线路和站点与地铁的衔接，24.59%的被调查者认为应该加强换乘停车场与

地铁的衔接。 

因此，在地铁站点周边应同步规划公交枢纽站、换乘停车场等衔接系统，满足使用者换

乘需要。 

  

图 4  地铁通车后跨江出行方式调查统计        图 5  关于与地铁衔接的调查统计 

调查统计表明，对于采用换乘地铁跨江的出行者，无论是小汽车使用者还是公交乘客，

大多数均希望能够免费换乘地铁跨江，其中希望公交换乘免费的比例达 38.2%，停车免费换

乘的比例达 3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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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关于换乘优惠政策的调查统计    图 7  关于跨江不便主要原因的调查统计 

2.2.4  跨江交通拥堵问题分析与诊断	

1、浦口用地开发建设带来的居住与就业人口的增长、机动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加剧

了跨江通行难。 

2、跨江收费问题及长江大桥的特殊地理位置，长江大桥为跨江首选，加剧了跨江交通

分布的不均衡性，带来跨江交通难的问题。 

3、长江隧道月票票价高，吸引力不强，更多的车辆选择大桥跨江。 

4、大桥两侧道路衔接不畅，进一步加剧了交通拥堵。 

5、跨江通道少，且位置不够便捷，亦是跨江交通难的原因之一。   

3. 发展目标	

3.1 近期目标 

跨江地铁开通道前，优先保证通勤交通，跨江公交出行比例不低于 60%，跨江瓶颈基本

消除。   

3.2 远期目标 

跨江地铁开通道后，  30分钟内跨江通达新街口、铁路南站和禄口机场等城市中心及广

域交通枢纽，跨江机动交通有效均衡。 

4. 地铁开通前应急缓堵措施	

目前南京跨江地铁 3 号线、10 号线及纬三路过江隧道正在建设之中，预计将于 2014 年

青奥会前竣工通车，届时跨江通勤交通基本能得以解决；但在地铁开通前，应通过多种措施

缓解跨江通勤交通压力，均衡各跨江通道交通流。   

4.1 举措一：财政支持隧道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有效分流大桥交通  

2014 年地铁开通前由市、区两级政府回购隧道经营权，免费或低收费通行。 

根据调查，长江隧道车流量为 17286 辆/日。按 12 元/车次、流量 2 万辆/日估算，财政

需花费 8760万元，仅占城建投资的 4.3%，可有效分流大桥交通，大幅改善投资环境，加快

浦口城市发展进程。 

地铁开通前，若采取此措施，花费不高，分流大桥作用明显(大桥饱和度由目前的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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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到 0.96，纬七路跨江隧道由目前的 0.54 上升到 0.83)，对带动浦口发展意义重大。 

表 3  纬七路跨江隧道收费标准 

类别  车型  收费标准 

第一类 
小于等于 7座客车  10元/车次 

小于等于 2吨货车  30元/车次 

第二类 
8座—19座客车  30元/车次 

2吨‐5吨（含 5吨）货车  50元/车次 

第三类  20座—39座客车  50元/车次 

第四类  大于等于 40座客车  50元/车次 

注：优惠月票标准为 300 元/月；一次性购买全年月票，享受九七折优惠。 

表 4  纬七路隧道免费通行前后交通量分布及饱和度对比 

跨江通道 

免费前  免费后 

交通量  饱和度  交通量  饱和度 

长江大桥  7993  1.33  5789  0.96 

长江二桥  5685  0.65  5439  0.62 

长江三桥  3268  0.35  3161  0.34 

长江四桥  2689  0.29  2678  0.29 

纬七路跨江隧道  4865  0.54  7433  0.83 

总计  24500  ‐‐  24500  ‐‐ 

注：本表是在假设交通总量不变的前提下进行测试的结果。 

4.2 举措二：开辟大桥与二桥公交专用车道，有效分流大桥交通  

建议大桥公交专用道实施范围为泰山新村环交‐盐仓桥段。   

其中盐仓桥－四平路广场段公交专用道位于地面。 

建议四平路广场北进口匝道仅允许公交车和大客车进入，其它车辆不允许通行，并建议

拓宽 1 个车道。   

四平路广场南进口匝道允许小汽车和大客车通行。   

建议高峰时段 7:00‐9:00、16:30‐18:30对小客车实行单双号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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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大桥公交专用道规划方案 

建议二桥大客车专用道实施范围为雍庄立交‐二桥收费站段。   

方案结合公共交通运营班次分布，采用高峰时段单向设置，即上午 6:00‐8:00 由北向南

（进城）设置专用道，晚间 17:00‐19:00 由南向北（出城）设置专用道。 

公交和大客在专用道时间段内必须在专用道内行驶，除非有专用道阻塞等情况，可临时

借道，但绕开后必须驶回。 

 

图 9  二桥大客车专用道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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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举措三：优化跨江公交线路，尽快开通跨江水上巴士，分流短程跨江客流  

  

图 10  水上巴士规划                    图 11  跨江公交分布 

通过规划的浦口码头公交枢纽及浦珠路公交枢纽接驳跨江轮渡；取消短程 132、156、

172、175、183 五条跨江线路。   

调整汉江线、150 路公交至纬七路跨江隧道；增设江浦至地铁 1 号线奥体中心站的跨江

区间线路，增加高峰期间发车频率，满足高峰跨江需求。 

其中浦珠路公交枢纽及五塘村公交枢纽距离明发滨江新城码头、第一港务公司码头偏

远，建议作适当调整。   

建议明发滨江新城码头配套公交换乘站，引入往高新开发区、大厂、浦口的公交线路，

以及周边特大楼盘的小区接送巴士。   

建议第一港务公司码头配套增加公交换乘站，增加码头‐鼓楼‐新街口方向公交新线。 

建议增加浦口老城至浦口码头的公交线路，接驳跨江轮渡，与中山码头进行衔接。 

5. 地铁开通后长效治堵措施	 	

地铁 3 号线、10 号线开通后，跨江通勤交通基本得以解决，但小汽车快速增长带来的

跨江需求仍会同步增长，机动车交通问题仍然突出。因此，进一步强化地铁与常规公交的主

导作用、均衡跨江通道交通流、执行多样化的年次票制、实施换乘优惠等多种手段，以确保

跨江交通长久顺畅。 

5.1 举措四：强化轨道引导用地开发，落实轨道一体化衔接规划 

加强轨道交通对用地开发的引导，沿线主要换乘站强化高密度、混合用地开发，储备轨

道沿线及站点周边用地，平衡资金。 

规划配套 15个公交换乘枢纽站，加强公交与轨道的衔接。   

规划配套 25个“P＆R”停车场，为小汽车使用者提供服务，停车收费实行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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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配套 29个自行车租赁点，为轨道乘客提供租赁服务，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图 12  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规划总图 

5.2 举措五：建设接驳公交系统，提升轨道交通分担率 

接驳公交的规划，主要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与区间公交相结合，二是与城乡公交相结合，

三是与组团内部公交相结合。 

三号线规划 3 条区间线、2 条村镇公交、7 条内部接驳公交与其进行接驳。 

十号线规划 2 条区间线、6 条村镇公交、8 条内部接驳公交与其进行接驳。 

S3 线规划 2条村镇公交、2 条内部接驳公交与其进行接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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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跨江轨道接驳公交线路规划 

5.3 举措六：推行跨江通勤换乘优惠措施，提升公交吸引力 

公交与轨道之间的换乘按间隔时间实行优惠，如刷同一张交通卡 1 小时内享受 1 元折扣

优惠；一月内消费金额超过一定数额，可享受叠加优惠，如在 1 元折扣的基础上享受九折优

惠；轨道与轨道之间换乘优惠可按地铁公司相关规定执行。   

“P＆R”换乘停车场采用交通卡刷卡优惠付费，如该卡有当日停放车辆期间换乘轨道

的记录，可享受按次低收费（如 5元/次）。   

自行车租赁换乘可采取免费措施，如乘坐轨道或公交 1 小时内免费，超过 1 小时适当收

费。 

5.4 举措七：进一步推进过江通道建设与预控，均衡跨江交通流 

  继续推进纬三路过江隧道、长江五桥建设，力争 2014 年青奥会前通车，缓解机动车跨

江交通压力。 

尽早开工建设地铁四号线过江段建设，预控建宁路过江通道、汉中西路过江通道，适当

时机转换长江二桥功能，由过境转换为城市组团间通道功能，进一步均衡跨江交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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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求民意的基础上，过江通道推进多样化的年次票制，让利于民。 

6. 结语	

跨江、跨河或组团间交通拥堵问题一直是城市交通的难点和热点问题，不仅仅为南京独

有；对此，政府、专家、市民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有益的建议。我们认为，缓解跨江、跨

河或组团间交通拥堵问题应从政策、通道规划、建设、路权分配、收费体系等多个角度提出

对策，本文提出的对策与措施仅供探讨、交流，不同的城市应根据自身特点采用不同的措施， 

方能有效缓解交通拥堵。 

【参考文献】 

[1]杨涛、顾克东等.  浦口区交通发展整体策略研究[R].  南京：浦口区交通运输局；南京：南京市城市

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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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内外交通衔接与组团联系 

打造城市三环保护壳，缓解核心区交通拥堵 

陈雷 

【摘要】随着福州市新一轮总体规划的实施，城市格局将会有跳跃性的发展。本文在福州市

中心城区路网规划及交通组织的基础上，明确了三环路在福州市中心区路网“环+放射”式

路网格局中的骨架地位。通过对三环路与二环路之间联系通道的规划、梳理，分流过境交通

及长距离出行交通，将三环路打造成为福州市核心区的“保护壳”，同时实现中心城与周边

组团间的便捷联系、引导城市规模拓展。 

【关键词】三环路  保护壳  缓解  核心区  交通拥堵 

1. 序言	

城市交通拥堵是城市在进入快速机动化过程中都必将面对的一个问题，但是在面对这个

问题的时候选择什么对策应对，将决定一个城市的格局和路网模式。现状很多城市面对拥堵

时总是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于是盲目地把各种其他国家、城市的有效经验生搬硬套过来，

缺乏对城市长远发展和自身交通特性、特点的深刻认识，使得城市的交通建设成为一种其他

城市交通模式的简单复制和叠加，在缺失了自身特色和风格的同时，也并不一定适应自身的

发展。 

福州市在探寻城市发展和缓解交通拥堵的道路上也是跌跌撞撞，但通过一系列调查、研

究，正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慢慢理清城市自身特有的交通需求，向着符合福州交通特性的

方式发展。福州市三环路的规划、定位和设计就是在这种艰难而又漫长的过程中清晰地明确

了其在城市中的定位和作用：“城市核心区的保护壳”。 

2. 福州市城市交通概况	

福州市中心城区现状城市建设总用地面积约 252.1 平方公里，城市总人口 309.6 万人，

城市骨架路网已经基本成形。2010年出行结构中超过 1/3 是慢行交通，人均出行距离 3km，

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为 3.7km，公交车平均出行距离为 4km。现状的交通运行状况在早晚高

峰期间除个别路段拥挤外，没有大面积拥堵现象发生，道路交通运行状况总体上还处于可控

范围。但是，由于中心区城市功能、就业岗位高度集中，随着居住城市人口的外迁，进出二

环的主要放射干路的“潮汐交通”现象开始出现，而且近

年来市区小汽车每年增长持续超过 23%，道路交通已接

近饱和状况，交通应变保障能力脆弱，发展趋势不容乐

观。 

3. 中心城区路网规划与交通组织	

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要跳出老城区，向可建设用地

较为集中的东南方向发展的总体对策，这既是引导城市

沿江向海发展的科学发展方向，也是福州市现有受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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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三环路示意图 

图 3  二环三环快速衔接通道 

水阻隔自然地理条件约束下的必然选择，在紧张的城市用地条件下，利用交通系统对城市发

展进行有力引导，构建城市东南方向发展主轴，促进城市集约紧凑的发展。 

规划城市骨干道路网整体呈现“环+放射”式快速路网格局。依托二环、三环及放射连

接线形成环形快速通道系统，实现城市道路与公路网络的快速转换；依托快速路系统，以主

干路为主，构建组团间联系通道，并与组团内部通道衔接。 

4. 福州市区三环路概况	

4.1 三环路概况 

福州市三环路全长约 50 公里，分为三环一期、三环

二期、林浦大桥、三环路东北段 4 个部分，为城市快速路，

总投资约 49.95 亿元。全线共设置互通立交 13 座，其中

与市区衔接的互通有 9座。，为节约城市稀缺的土地资源，

福州绕城高速公路淮安头—西岭—琴亭路段以及福州机

场高速公路二期魁岐—琴亭路段与福州三环路共线，共线

段长约 22 公里。共线段宽度按 100 米控制，其中中间 33.5

米按高速公路标准设计，两侧辅路按城市主干道标准设

计，也就是说福州绕城高速公路淮安头—西岭—琴亭路段以及福州机场高速公路二期魁岐—

琴亭路段主路承担高速公路功能，辅路将成为城市道路。 

4.2 三环路在中心区路网中的功能定位 

三环路作为城市快速道路交通的组织骨架，能够实现福州市内外交通流和组团间的长距

离交通联系的高效组织，同时与二环快速路通过放射性快速路通道相沟通，能够合理衔接对

外公路系统网络，成为福州市核心区的“保护壳”。 

4.3  “环+放射”打造核心区保护壳 

通过二环、三环之间的放射线系统，实现外围区域与核心区的快速衔接。根据路网布局

和交通需求，衔接系统分为两个层次：快速衔接通道、一般衔接通道。 

4.3.1  快速衔接通道	

通过快速衔接通道，经互通与三环主

路连接，分流过境及长距离交通量。 

北通道：通过新店连接线（五四路）、

铜盘连接线进入绕城高速公路，联系新

店、连江组团； 

西北通道：通过甘洪路，联系闽侯、

闽清组团； 

西通道：通过金山大道~金上路进入

福银高速公路，联系上街、大学城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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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通道：通过福湾路~湾边互通进入福永高速公路，联系南屿、南通、永泰组团； 

南主通道：通过南台大道~螺洲大桥进入福厦高速连接线，联系青口、福清组团； 

东南通道：通过福峡路~乌龙江大桥、福厦高速连接线~乌龙江特大桥进入福厦高速公路，

联系青口、福清组团； 

东副通道：通过国货路进入机场二期高速，联系

马尾、机场、长乐组团； 

东主通道：通过化工路进入东通道，联系亭江、

琅岐、长乐北部组团。 

4.3.2  一般衔接通道	

通过一般衔接通道，联系二环及三环辅路，经三

环出入口或互通进出三环主路。一般衔接通道主要有

登云路、鹤林路、塔头路、福马路等 14 条。 

5. 结束语	

通过三环快速路的整合和组织，使福州市对外及过境交通能够有效集疏，大大改善了目

前过境交通干扰市区交通的现状，有效缓解城区的交通拥堵；同时为城市从单中心向多中心

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坚实的骨架路网支撑，通过环线和射线的配合，引导城市规模的拓展和组

团与城市中心的便捷联系。 

【参考文献】 

[1]福州市三环二期初步设计说明书  [R]福州：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06.2 

[2]朱胜跃.  城市快速路出入口设置探讨. [J]城市交通  2004 年第 4期 

[3]福州市交通综合整治专家论证会（专家发言整理材料）[R]福州：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2.5 

[4]张海军  杨晓光  赵建新.  城市快速路交通衔接组织研究. [J]城市交通  2005年第 1期 

[5]刘敏.城市交通网络系统中环路的功能与作用分析研究. [J]四川建筑  2009.06  第 29卷，第三期 

[6]何延玲.  大城市环状道路的成因与功能分析. [J]  公路交通技术, 2003 (5) 

[7]曹立峰,  高中俊.  道路交通中环境设计探讨[J].  城市道桥与防洪, 2003( 4) : 21‐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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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二环三环一般衔接通道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400



 

 

福州市核心区交通改善规划研究 

叶涛 

【摘要】系统地描述了福州核心区的交通现状，分析了核心区交通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提出

相应可行的交通改善策略、交通改善建议及方法，以提高了福州市核心区的交通适应性。 

【关键词】核心区  交通改善  慢行交通 

1. 项目背景	

近年来，福州城市交通机动化水平迅速提升，私人小汽车的跳跃式增长对原有的城市道

路交通系统已造成极大的压力，尤其是八一七路‐东街‐五一路‐古田路之间的核心区域。由于

在该区域开发、建设容量较大，且八一七路历史上就是福州市的发展中心轴，周边分布大量

商业网点和行政办公用地，吸引的交通流很大。尽管受区域内道路条件和交通管理条件的限

制，其仍然是中心区人、车流最为集中的区域。近期五一路、八一七路和古田路路段“限摩

限电”措施的实施，非机动车通行受限促使分流道路的改造尤为迫切。 

2. 现状交通分析	

2.1 道路交通网络 

该地区现状共有 4 条主干道、3 条次干道。道路总长度 8.1km，其中主干道 4.1km，次

干道 2.2km，支路 2.6km，道路网密度 6.65km/km2，道路面积率 10.06%。核心区道路交通

设施情况总体上好于福州市区其他区域，但道路面积率和支路网密度偏低，人均道路面积率

很低；街区错位交叉，支路网络不成系统，路网结构性矛盾较突出。 

2.2 机动车道 

目前核心区主干道路段的东街、古田路和五一路机动车道数为双向六车道，八一七北路

为双向四车道，交叉口进口道均有拓宽。次干道机动车道为 3～4 车道，支路机动车道为 2

车道。 

2.3 非机动车道 

目前核心区主干道东街、古田路、五一路、次干道仙塔街、津泰路非机动车道宽度在

2.5‐5m 之间，八一七北路路段非机动车道宽度仅为 1.5m 左右，其余道路均为机非混行车道。

因此核心区非机动车道不连续，不能自成系统，主要交叉口非机动车停车区域不足，无法满

足现状的非机动车交通需求，特别早晚高峰时段交叉口交通拥挤、混乱。 

由于现有五一路、八一七北路（东街口—南门兜）、古田路“限摩限电”措施的实施，

核心区内部道路网的流量将大大增加，分流道路的改造十分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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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步行系统 

目前以核心区的步行系统中共有过街天桥 4 座，地下通道 3 处。总体上看，核心区步行

空间仍然不足，步行流线单调，步行交通组织不合理，在双休日、节假日步行系统拥挤问题

突出。大多数人行道上的自行车停放量较大，同时设置不合理的电话亭、报刊亭、公交站牌

以及电线杆等公用设施和随意的店铺门外摆设等都不同程度挤压了步行空间。 

2.5 公共交通车站 

2.5.1  公共汽车停靠站现状	

核心区没有设置公交首末站，一般公交车站共 14 个，大部分站台为多线共用站台，主

干道多为港湾式车站。 

2.5.2  出租车停靠点	

核心区现有出租车停靠点五一路有 11 处、古田路 2 处、东街 2处，共 14 处。除此之外，

还存一些自发形成的出租车“停靠点”，并已具备一定规模。 

2.6 静态交通设施  

2.6.1  机动车停车场	

核心区范围内现状无公共停车场，停车设施均为大型建筑物的配建停车场或路边停车

场。 

表 1  核心区内泊位密度统计表 

路外停车面

积（m2） 

路外泊位

数（个） 

路内泊位数

（个） 

泊位密度 

（个/公顷） 

14800  682  161  8.43 

2.6.2  自行车停车场	

核心区只有少数的大型建筑物配建了自行车停车场，但自行车位也普遍不足。受此影响，

自行车的停放占用了大量的人行空间。 

2.7 特征分析与问题诊断 

2.7.1  现状交通特征分析	

通过交通调查分析，鼓楼核心区的机动车交通的产生和吸引量十分集中。根据福州市居

民出行调查统计，鼓楼核心区以 1.4%的人口，出行产生量占全市的 4.22%。同样核心区对居

民出行的吸引作用也十分明显，居民出行调查中显示，其仅占建成区面积的 0.6%，对居民

出行的吸引量已达到建成区的 4.25%。 

此外，在机动车交通量中，以鼓楼核心区为起、终点的集散交通与核心区周边主要交通

性干道的过境交通，使得鼓楼核心区的总体交通量十分庞大。   

2.7.2  主要存在问题	

1）道路资源不足，次干路和支路密度低，且支路连通性差，非机动车和行人空间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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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主干路的交通压力； 

2）八一七路公交线路多、客流量大，公交车辆与机动车混行，造成公交运行效率受到

影响，且上下客与道路正常车流和步行交通之间的矛盾突出； 

3）停车设施严重短缺，鼓楼核心区内现状无社会停车场，仅有 161 个路内停车泊位，

其他均为建筑配建车位，车辆停车困难：自行车停车较为混乱，只能沿街停放； 

4）交通管理存在不足，乱停车、摩的乱走乱停现象十分普遍，影响到正常的交通秩序。 

3. 核心区交通改善特性及目标	

3.1 交通改善规划的特性 

（1）改善性。城市交通改善规划的主要目的在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改善交通环境，

因此改善性是城市交通改善规划的根本特性。 

（2）区域性。城市交通改善规划只能是区域性的，即规划仅局限于一定的研究范围，

只是针对引起城市交通问题的局部区域编制改善规划。如城市中心区、某条交通主干道、交

通枢纽、大型公共建筑区等。 

（3）时效性。城市交通改善规划是对已出现交通问题后的一种“补救”规划。因此，

城市交通改善规划也是一项近期实施性规划，规划期限一般为 3～5 年。 

3.2 交通改善目标 

针对鼓楼核心区现状交通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畅通工程”交通改善要求，提出疏解

交通“瓶颈”  和合理组织交通改善的措施与建议；以充分利用中心城区现状城市交通设施

为原则，改善目前交通运行状况为目标。近期鼓楼核心区改善的规划中注重规划的可操作和

实施性，以使规划成果能够真正指导城市建设和交通改善。 

近期改善目标主要以改善鼓楼核心区内非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环境为主要目的，同时兼

顾机动车分流、公共交通改善、停车设施规划建设、交通管理措施的制定等，提出核心区域

相应的交通组织方案，以道路交通系统满足城市用地发展要求、为用地发展服务为原则，提

出适合核心区交通发展的改善对策。 

4. 核心区交通改善实施方案	

由于近期改善是以近期实施为目标，方案受时间、资金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为了保证方

案的可操作性，不可能采用过多的工程措施，主要通过较小的工程措施、适当的管理手段和

合理的交通标志标线改善核心区的交通运行状况。但是为了更准确的把握改善方案，在制订

近期交通组织方案之前，必须对核心区的远期道路交通系统进行适当的研究，才能更好的编

制近期的改善方案。 

4.1 核心区交通改善的技术思路 

根据对城市核心区交通特征和交通问题的分析，提出交通改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

手： 

根据核心区过境交通比例较高的特点，分流穿越核心区的交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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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核心区内部道路网络，缓解核心区交通流分布不均匀的局面； 

规范核心区的交通秩序，发挥道路交通设施的能力； 

改善核心区的交通环境，充分发挥其服务全市的商业中心功能； 

4.2 核心区道路网络规划方案 

针对该区域交通现状存在的问题，根据规划道路在路网中的重要性及道路建设的可行

性，对区域的内部道路进行整合，考虑到核心区内缺乏分流道路和供非机动车与行人使用的

通道，本次规划将部分规划道路按红线宽度打通，分流周边主要干道的交通流，同时整合已

有较窄道路（包括街巷和小区内部道路），建设成 3‐5 米的自行车通道，既节省资金投入，

又方便周边群众出行。 

提高低等级道路的系统性和可达性，保持慢行交通系统的完整、连续和安全，逐步形成

功能完善、覆盖面广的低等级道路系统，为市民提供最直接的服务，为慢行交通创造良好的

通行条件，保障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出行需求。 

此次交通改善规划研究中，结合福州市 1：500 地形图和现场踏勘的情况，规划主要通

道如下： 

表 2  规划主要通道概况 

序号 通道名称 起止地点 长宽（m） 
1 花巷-石井巷 八一七路—东泰路 300*8 

2 
竹林境社区--大

觉寺二巷 
东泰路—仙塔街 220*8 

3 小王府巷 仙塔街—五一路 365*8 
4 厂巷-横锦巷 东街—织缎巷 387*7 
5 南营里 石井巷—津泰路 350*7 
6 孝义巷 东街—大觉寺二巷 207*7 
7 大王府巷 城守前路—小王府巷 210*7 

除了以上通道外，另外还规划了一些通道，其中部分通道为规划道路，打通后可分流干

道交通流量。此外利用住宅之间的间距以及相邻单位之间的建筑间隔空间，打通为 3‐5 米的

通道，着重于改善周边群众出行条件，分流附近主要道路交通量，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4.2.1  于山历史风貌保护区通道：	

①合理布局，适度开发 

于山风貌区需要通过合理规划布置居住、公共设施、对外交通等项目用地来限制交通需

求过量发展，并且在用地开发上要避免因强度过高而产生局部路网的交通问题。 

②注重于山风貌区与外围的联系 

为保证风貌区与外围之间快捷的交通联系，路网布局上应避免因用地错位或天然界限的

阻隔而形成瓶颈，合理疏导向心交通。 

③营造良好的步行空间 

完善步行系统与外部空间的衔接及换乘设计，使步行空间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系统规

划步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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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朱紫坊历史街区通道：	

“朱紫坊”的街巷空间是该传统街区最重要的空间特

色之一。巷道的深窄曲折，因此街坊的断面应保留原有的

空间尺度。各街坊以步行为主，部分街坊（如秀治里、朱

紫坊）可通行非机动车（结合今后开发需求）。 

 

 

图 1  中心城区通道规划图 

改造效果： 

改造涉及支路街巷总长度为 8.5km； 

增加道路面积达 4.32万 m2； 

核心区道路面积率达到 10.10%。 

4.3 核心区交叉口改善规划方案 

4.3.1  八一七北路—津泰路	

由于该交叉口南侧跨安泰河桥梁拓宽难度较大，只能通过电力设施下地，减少路面的实

物干扰，增加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面积。 

4.3.2  东街—仙塔街	

现状存在非机动车、行人等待区域不足，导致非机动车等待过街时秩序混乱，影响转向

机动车的运行。建议拆除仙塔街机非分隔带后，施划标线规范非机动车等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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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古田路—新权路	

现状该交叉口车行道上禁止非机动车直行，五一路与八一七路“限摩限电”后，通过该

交叉口的摩托车、电动车将显著增加。因此建议允许摩托车、电动车及自行车通过地面过街；

同时，拆除省广电局沿街的大型广告板，增加行人通行面积。 

4.4 核心区道路交通组织方案 

4.4.1  干道交通组织	

应保证干道车流的畅通，对与干道相交的支路应采用右进右出的方式，尽量减少对干道

的干扰，同时路段行人流量大，应引导过街行人从路口人行横道或天桥上通过，既保证行人

的安全，也减少与干道车流的冲突。对信号交叉口，对其信号配时做适当调整，提高其路口

通行能力。 

4.4.2  次干道、支路交通组织	

核心区内主要有津泰路、仙塔街以及支路和街坊道路。目前津泰路商店林立，人流量大，

路边基本为停车泊位，而人行道又被自行车停车占用，造成行人走上车行道与非机动车、机

动车抢道，交通秩序混乱，容易发生危险，应将人行道上的非机动车停车取消与路边停车合

并，还行人一个舒适的步行空间。 

本次交通改善规划中，对核心区内的通道走廊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规划。通道打通后，人

行交通、自行车及摩托车交通可以使用上述通道，部分 8米以上通道（如厂巷、花巷等）可

采用机动车单行组织。 

4.5 核心区公共交通改善方案 

——八一七北路： 

由于现状八一七北路已经达到公交专用道的基本条件，建议设置公交专用道，同时结合

仙塔街和津泰路进行公交线路调整，调整部分线路至附近道路。 

——仙塔街： 

近期通过移除仙塔街两侧树木，增加经过仙塔街的公交线路，并将车型由中巴提升为大

巴。 

——津泰路： 

近期得贵巷将投入使用，因此可增加津泰路—得贵巷的公交线路，将部分原先通过东街、

古田路的公交线路移至该路段上。 

4.6 核心区公共停车场改善方案 

在核心区内应根据城市改造和停车需求，首先完善路外社会公共停车场的系统规划。同

时根据道路等级及交通状况，合理规划路内和路边停车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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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核心区新规划路内停车 

序号  选址地点  规划泊位(个) 备      注 

1  城守前路 21  需拆除少量省财政干部学院沿街砖棚结构物 

2  鳌峰坊 13  道路北侧停车 

应加强规划停车场的建设力度，如核心区内部规划的五个公共停车场建设，增加核心区

停车泊位，缓解核心区停车难的现状；同时考虑立体停车库的建设。 

核心区的停车设施泊位密度过低，今后新建项目应严格按照配建指标进行停车场（库）

建设。 

应对自行车停放其进行综合整治，统一进行管理。如规划的南营里停车场，其靠近商业

密集的八一七路和津泰路，可将部分用地划分为摩托车、自行车停车区域。 

停车电子收费管理系统、立体停车设施、停车引导系统等，提高管理范围内停车系统的

停车效率和服务管理水平，加强静态交通管理的实施效果。 

4.7 其他交通设施改善方案 

4.7.1  人行交通设施	

随着五一路、古田路、八一七路路段“限摩限电”措施的实施，古田路与新权路交叉口

的非机动车需通过天桥，效率低下，易造成交叉口的交通混乱；交叉口北段协和医院被圣庙

路和新权路分隔为三处，医院内部交通组织困难，必须采用立体的过街设施。 

表 4  核心区及其周边地区规划新增过街设施 

序号  位      置  过街形式 解  决  问  题 

1  协和医院  天桥  减少协和医院人车流对法海路、圣庙路的交通影响 

2  五一路—津泰路  地面  交叉口非机动车行人过街 

针对核心区改造对人行交通系统提出的新要求，本次规划同时还建议： 

对街边临时建筑，应尽快给予妥善处理，将人行空间返还给市民； 

对东泰路晚间的夜市、摊点进行一定限制，使其留出相应空间供人流通过；对违章占路

经营的摊点商贩应加大管理力度； 

建议逐步取消在繁华地段占用人行道的临时停车点。 

4.7.2  交通标志标线	

为提高支路街巷的利用率，对支路街巷应采取个性化的交通标志标线，引导非机动车和

行人通过街巷穿越，减少其对主要道路的影响。 

5. 结语	

鼓楼核心区内部道路的改造改善了片区居民的出行环境；片区内支路、街巷的改造与连

通，便于交通管理措施的实施，使得交通组织更加有序；开辟街巷作为非机动车、行人通道，

对提高鼓楼核心区路网的交通容量和服务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一步增加了停车设施

并规范了停车管理，减少其对主要道路的交通影响；完善了交通冲突点的行人过街设施，减

少人行与机动车的冲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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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高建成区交通改善策略研究 

房艳强 

【摘要】大城市高建成区的交通条件呈现区域性交通服务水平较低，交通改善困难，大型项

目建设产生交通量对周边交通状况影响明显。本文从建设项目自身寻求改善方法，以不同时

间建设项目城市指标的不平等性为基础，提出通过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和慢行品质达到建筑经

济发展目标和减少道路交通影响的策略。 

【关键词】大城市  高建成区  交通改善 

1. 引言	

本文的大城市，是指拥有大量人口和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出行需求强度较大，对

机动车依赖性较强，城市机动化水平较高。高建成区的特征体现为地区区位条件较好，城市

可建设区域已基本建成，道路建设条件较好，交通组织较为完善。 

交通改善策略一般为基于规划年项目片区的交通方式分担率分析项目周边的交通运行

状况，根据项目自身的建设标准评价对周边路网的影响程度，通过改善片区交通组织和优化

公共交通结构使项目建设完成后片区交通运行状况满足规划要求。 

大城市高建成区具有较好的城市建设和道路交通条件，项目周边交通改善潜力有限且区

域交通运行饱和度较高，同时面临高容积率开发的要求，以通过集约型用地开发满足经济发

展要求，导致一般的交通改善策略实施困难，需要开辟新的交通改善途径。 

深圳市为我国较为发达的城市之一，罗湖、福田区域为其经济发展中心，会展中心处于

罗湖、福田中心位置，本次以会展中心西侧一项目开发作为本文案例进行分析。 

2. 项目概述 

2.1 项目位置 

项目位于深圳市福田中心区，是深圳纵横发展轴线交汇的核心位置，对周边组团呈现极

强的服务功能。周边主要交通节点包括沙头服务中心、农科服务中心、景田服务中心和罗湖

上步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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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区域位置图 

项目占地面积为 12123.86平方米，其中建设用地面积为 10924.33 平方米，道路用地面

积 1199.52 平方米，项目容积率建议为 12‐15 之间。 

2.2 项目周边条件 

2.2.1  城市规划建设条件	

项目周边区域高度建成，东侧为会展中心，南邻滨河大道，西侧为星河国际大厦和东山

小区，北侧为平安保险大厦（在建）和 COCO PARK，局部空间结构为项目西侧以生活居住为

主，北侧和东侧与商业服务为主。 

大城市成熟片区的建设项目往往与该项目情况类似，周边用地高度建成，建筑功能与城

市居民的日常出行行为联系密切，吸引大量的交通出行。 

 
图 2.2  项目区域位置图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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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道路设施建设条件	

项目周边区域主次干道均已建成，支路的建设标准亦相对较高，总体上形成“四横五纵”

方格网式的市政道路结构，为本区域交通出行提供了较好的路网骨架支撑。 

大城市高建成区交通条件相对较好，具备良好的交通硬件设施和景观条件，道路设施与

城市建设标准较为统一。 

 

图 2.3  项目周边道路建设状况 

2.2.3  交通运行状况	

结合《2010年深圳市综合交通发展年度报告》，项目周边路网高峰小时整体状况较差，

会展中心周边地区平均车速均小于 30km/h，项目北侧和西侧道路平均车速小于 20km/h。从

区域层面看，罗湖、福田区高峰小时交通状况均处于较差服务水平范围。 

大城市高建成区的道路交通条件呈现区域交通状况较差，道路交通容量已基本饱和，即

使进行局部的交通改善可以使新建项目周边道路畅通，但新增的交通量仍会影响到更远距离

的道路交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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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项目周边交通状况图 

3. 交通改善策略分析	

通常交通影响评价项目的改善策略为，根据当前城市的规划建设标准和交通规划，计算

各功能用地产生的交通出行量，结合交通方式结构划分计算各交通方式生成量，然后将其分

配至规划年路网进行判断，最后进行交通组织和公共交通运营条件改善，使其满足项目建设

要求。 

但是，大城市高建成区的区域交通已基本饱和，区域内部任何地块的交通量增加可能影

响整个区域的交通运行状况，按照通常项目的改善策略则需调整整个区域的交通组织和公交

系统，该方法不实际也不可行。 

因此，大城市高建成区的交通改善策略应从项目本身作为切入点，减少项目自身的机动

化车辆生成量，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慢行出行品质，基于该思路，本文提出以下策略。 

3.1 减少停车位配给量 

为减少项目地块对私人小汽车吸引程度，需适当减少小汽车停车位配给量，从根源上减

少项目地块产生大量私人小汽车需求。该策略对城市规划建设指标影响较大，对应用地功能

的停车配建标准降低。 

经预测，项目容积率为 8时，所产生的交通生成量对周边的路网整体运行水平较小，处

于可接受范围内，按照城市规划建设指标要求，对应的停车位配建数量为 322 个。因此，为

避免私人小汽车数量的进一步增加，若项目容积率继续提升，仍需保证停车位配建数量保持

不变，仍为 322 个。 

 

 

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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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不同项目容积率对应的交通特征一览表 

项目特征 
合理的公交分担率  机动化分担量（人次/h）

对周边路网的影响 
旅馆业  商业办公  公共交通  小汽车 

容积率=8  60%  70%  1366    743   
道路服务水平与现状大体相当，周边交

通可以正常运行。 

容 积 率
=10 

60%  70%  1707    928   
对周边多处交叉口转向影响较大，交通

不甚畅通。 

容 积 率
=12 

60%  70%  2049    1113   
对周边多处交叉口转向影响明显，极易

发生交通拥堵。 

容 积 率
=15 

60%  70%  2561    1392   
对周边多处交通口转向影响明显，极易

发生交通拥堵。 

3.2 提高公交服务水平 

项目地块的区位和用地功能决定了居民出行次数的大小，在限制私人小汽车大量使用的

条件下，居民出行需求量并没有减少，为满足居民的日常出行需求，需制定不同的公共交通

服务措施和交通管制措施，使公交达到合理的服务水平。 

根据预测，在项目容积率为 8 时，项目周边需加强交通管制和加强慢行交通设施建设，

相对较易，但项目经济价值较低。随着项目容积率的不断增加，改善措施难度亦逐渐增加，

当项目容积率达到 15 时，项目的旅馆业功能用地机动化公交分担率需达到 68%，商业办公

用地机动化公交分担率需达到 95%，该分担率指标为理论值，实际上已经很难实现，此时对

应的公交出行量达到 3199人次/h，已大幅超出常规公交在该片区的服务能力（2000人次/h），

需要建设专门与大中运量接驳的通道才可解决日常的公交出行人群，由于片区用地已经基本

建成，该措施实施难度很大，需投入大量资金。项目总的经济价值与容积率的关系如下图。 

 

图 3.1  不同容积率对应项目地块经济总价值 

表 3.2  不同项目容积率对应的交通改善措施表 

项目特征 

（容积率） 

对应项目公交

分担率状况 

机动化分担量

（人次/h） 
项目应当改善的措施  评价 

旅馆

业 

商业

办公 

公共

交通 
小汽车

容积率=8  60%  70%  1366  743 
加强周边交通管制。 

加强慢行交通设施建设。 

周边交通可以较好运行。

项目经济效益值不能充

分发挥。 

容积率=10  60%  85%  1896  739 

公交出行人流接近饱和，需

加强交通接驳设施建设，提

高公交服务水平。 

适当控制机动车出入，降低

停车位配建标准至 322个。

周边道路交通可以正常

运行。 

项目改善措施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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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特征 

（容积率） 

对应项目公交

分担率状况 

机动化分担量

（人次/h） 
项目应当改善的措施  评价 

旅馆

业 

商业

办公 

公共

交通 
小汽车

容积率=12  64%  90%  2417  745 

公交出行人流超出公交设施

服务水平，项目需增设公交

场站设施，进一步提高公交

服务能力。 

严格控制商业办公机动车出

入，降低停车配建标准至 322

个。 

加强不同功能用地对应的配

建车位管理。 

周边道路交通可以正常

运行。 

控制商业车辆出入措施

相对困难。 

项目配建公交场站占用

部分建筑面积。 

容积率=15  68%  95%  3199  755 

建设专门与地铁联系的快速

接驳廊道。 

严控控制商业办公机动车出

入，适当控制酒店机动车使

用量。 

周边道路交通可以正常

运行。 

公交服务水平规划年很

难达到，理论上较难实

现。 

控制酒店机动车使用量

较为困难。 

3.3 提升慢行设施标准 

在私人机动车使用量降低和公共交通使用量提高的状况下，“自行车+公交”、“步行+公

交”接驳方式越发重要，慢行交通条件改善后，居民短距离出行品质提升，使居民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的慢行接驳走廊具备安全、便捷、舒适等条件，促进居民乘坐公共交通积极性。 

对于项目周边步行改善措施，主要包括增设安全栏杆、完善人行道标志标线、增加项目

出入口与周边慢行走廊间的接驳廊道。 

对于项目周边自行车改善措施，主要包括按照片区功能设置合理数量的自行车停车泊

位、增加自行车停车场对外接驳廊道、保证片区自行车网络连续、自行车廊道与公交站点接

驳顺畅。 

4. 总结	

本文案例具备大城市高建成区的基本特征，包括区位交通条件优越、建设度高、交通条

件好、交通量大等，若项目周边交通组织可以进一步改善，则通过改善项目周边路网和交通

条件可缓解项目产生的机动车交通对项目周边交通的运行状况，但难以改善项目产生交通量

对区域路网的影响。 

本文通过改变项目地块自身的城市规划指标，降低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减少项目地

块对私有机动车吸引量，迫使该地块交通出行方式向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倾斜，同时提出对

项目地块及周边进行改善的策略及方法。 

策略一：降低机动车停车位配建标准。根据项目地块的功能和交通发生吸引参数，计算

规划年路网条件满足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对应地块的容积率指标，该指标对应的机动车停车位

配建标准为配建数量的上限。 

策略二：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在限制使用私人小汽车的条件下，为保证居民正常的

日常出行行为，需通过改善公共交通设施条件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其改善措施和程度根

据公共交通分担量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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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三：提高慢行交通品质。公共交通的点到点服务能力较差，需要规划慢行交通廊道

和节点进行接驳，通过悠闲的慢行出行环境和便捷的换乘接驳条件提高居民使用公共交通方

式的积极性。 

最后，恰当的交通改善策略可以使项目的投入产出率达到最大，项目容积率过低或过高

都会导致项目总收益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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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对策研究 

刘云龙  邹淑国  谷媛 

【摘要】城市拥堵问题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面临的一个难题，严重影响着社会进

步与经济发展。青岛作为山东半岛的重要经济、文化中心，近十年来，国民经济一直保持高

速发展，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加并已突破百万，城市交通供给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交通需求，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管理水平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城市日益受到交通拥堵的困扰。 

本文通过大量实地调查、资料搜集及案例分析，对青岛市的交通现状和交通拥堵成因进行分

析，结合青岛城市及交通特点，提出交通拥堵的解决对策。本文所提对策及建议均给出实例

（包括香港路、南京路等），讲求实用性，较以往的纯理论性研究更具实际意义。 

【关键词】交通拥堵  拥堵对策  青岛市 

 

青岛作为山东半岛沿海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国际滨海旅游度假胜地，在经济日渐活

跃、城市日益繁荣的同时，中心城区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呈现出拥堵时段延长、拥堵区

域扩大、拥堵成本增加的趋势，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 

1. 青岛市交通概况	

根据统计数据，2011 年全市汽车总量达到 116.7万辆，年均增长 16.5%，其中，私人汽

车 89.7 万辆，年均增长 21.3%，私人汽车千人拥有率约为 133 辆/千人，中心城区（市内七

区）的汽车保有量总计 63.64 万辆，千人拥有率为 230 辆/千人。 

2011 年中心城区主要指标一览表 

区域 
区域面积

（km2） 

区域人口 

（万人） 

道路面积 

（万 m2） 

汽车保有量

（万辆） 

平均汽车拥有 

量（辆/千人） 

车均道路面积 

（m2 /辆） 

中心城区  1407.7  276.5  6604.9  63.64  230  106 

市南区  30.01  55.0 

1901.6 

12.70  231 

50 
市北区  28.62  48.9  9.91  203 

四方区  34.55  37.5  7.97  213 

李沧区  98.0  30.5  8.18  268 

黄岛区  274.0  31.5  1009.7  7.66  243  141 

崂山区  389.3  24.9  759.7  6.15  247  123 

城阳区  553.2  48.2  2934.0  11.07  230  271 

2006～2011 年青岛市汽车保有量统计表  （万辆） 

        年份 

车种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年平均增

长率 

汽车总量  54.2  61.4  68.5  81.1  97.6  116.7  16.5% 

其中 
私人汽车  34.1  40.2  46.7  58.0  73.1  89.7  21.3% 

其他汽车  20.1  21.2  21.8  23.1  24.5  27.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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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心城区交通现状分析	

2.1 “潮汐”式拥堵现象严重 

据 2010 年居民出行调查报告显示，青岛市交通拥堵集中在早高峰 7:30‐9:00 和晚高峰

17:30‐19:00 两个时段，机动车出行量占全天机动车出行总量的 50%左右，居民出行目的集

中于通勤交通及上下学，主要拥堵点集中于香港路、东海路、福州路、山东路、银川西路等

主要干道，且路段同时呈现饱和状态。 

2.2 拥堵区域由点及面日渐扩大 

拥堵区域由 2008 年以前的市南区部分交叉口逐步扩大到市内四区，由“点”上的拥堵

逐步扩展到“线”和“面”上的拥堵。结合早晚高峰交警部门统计数据，市内四区共有主要

拥堵点 85 个，占七区主要拥堵点的 70%以上，集中在东海路、香港中路等、市南前海一线、

市北台东商业区等“八个主要区域”。另外，江苏路小学等学校周边，青医附院等医疗机构

周边拥堵点也较为集中。 

2.3 车辆运行效率不断下降 

目前，中心城区道路的平均车辆时速为 21.7 公里，较 2006年下降近 30%。其中，南北

向道路平均时速为 19.9公里，东西向道路平均时速为 24.5公里。早晚高峰时段，部分拥堵

路段车速仅有 10km/h。中心城区居民出行平均时耗 35 分钟左右，较 2002 年增加 30%，全

市汽车平均延误时间占平均行驶时间的 20%左右。 

2.4 交通拥堵造成的社会成本不断上升 

从经济成本看，2010 中心城区私家车平均每天堵车时间为 25 分钟，拥堵成本为 5.25

元，全市私家车 94.37 万辆，因堵车造成的年经济损失约为 18 亿元。从环境成本看，汽车

尾气排放是空气污染源之一，也是 PM2.5 的主要来源，氮氧化物排放量的 30%‐40%来自汽

车尾气，因尾气形成的灰霾天气，2011 年为 127天，较 2010年增加了 39天。 

2.5 旅游淡旺季对中心城区的冲击日益显著 

作为国际知名旅游城市，在节假日、旅游旺季、特大活动（啤酒节、海洋节），中心城

区车辆、自驾游车辆、旅游大巴等集中冲击市区道路，造成市区沿海一线交通出现大范围、

全天候拥堵情况。 

3. 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原因分析	

3.1 城市功能配置不合理，交通需求过于集中 

单一中心的城市形态、过度集中的城市功能和“南工北宿”的城市格局，是导致中心城

区交通拥堵的主要因素。经过近年来城市的发展，青岛已形成李沧北部、浮山新区等大型居

住区，而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旅游资源、工作地多分布在市南前海一线，居民出行主要依

靠重庆路、黑龙江路、海尔路三条南北动脉超负荷运行。以江西路以南、延安三路以东、燕

儿岛路以西的中央核心区为例，仅有 6 平方公里的面积，占市内四区 3%，机动车每日出行

总量 30 余万人次，占四区机动车出行总量的 30%，拥堵状况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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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机动车辆增长迅猛，道路建设与车辆增速比例失衡 

至 2011 年底，青岛市机动车拥有量为 176.8 万辆，中心城区小汽车保有量达到近 40万

辆，较 2006 年分别增长 29%和 52%；而同期市区道路通车里程仅增加了 10%。市区内机动

车每天出行总量达到 120 万辆次，部分道路实际通行量已超过了设计通行能力，如香港路的

设计通行能力是 2860 辆/小时，而实际通行量已达 3927 辆/小时；其他如山东路、南京路、

重庆路、黑龙江路、银川西路等城市主干道，情况也基本类似。 

3.3 公共交通发展缓慢，公交优先落实不足 

目前青岛地铁尚在建设中，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单一，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占居民

出行方式比例仅为 2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50%‐70%的平均水平。同时公交优先政策未完全

落实到位，公交专用道被小汽车占用，公交车辆运行速度慢，公交进站停车得不到保障，公

共交通准点率不高。调查显示，2002 年四区公交车高峰时间平均车速为 20.3km/h，到 2011

年则下降为 10km/h 左右。 

3.4 停车设施严重滞后，停车场利用率不高 

青岛市中心城区现有各类停车泊位 6.4 万余个，机动车总量为 42.5 万辆，加之旅游旺季

大量外地车辆涌入，停车需求和停车泊位之比为 8:1，与 1:1.2 的国际标准相距甚远。停车

设施供需矛盾突出，导致大量的机动车停放在路边和人行道，加剧了交通拥堵；另外，由于

费用过高或停车场管理问题，也导致许多停车场利用率不高，造成停车资源部分浪费，加重

了停车设施不足的矛盾。 

3.5 智能交通发展缓慢，交通管理亟待提高 

目前，青岛市已在市区外围事故多发国省道路、四条高速公路投入 1.06 亿元推进智能

交通建设，但中心城区主干道智能交通覆盖率仅为 16%，与大连 80%的覆盖率相聚甚远，而

且智能交通设施呈“点”状或“条”状分布，无法实现全市交通流量的智能化管理，缺少主

动引导和信息服务，无法实现提前分流。 

4. 中心城区交通拥堵对策研究	

4.1 加强城市规划引导，实现交通设施与城市功能匹配 

4.1.1  优化城市格局及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	

依托全域统筹城市发展框架，加快教育、行政、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的配置，不断完善

综合配套和城市服务功能，逐步缩小南北差距和城乡差距。以教育为例，青岛市优质中小学

集中在市南前海西部区域，可以通过建设分校、加强教师流动、普及校车等措施优化资源配

置，缓解交通压力。目前，市内四区有校车 20 辆，仅缓解 600 辆接送学生车辆压力。下一

步，应在兼顾郊区和县域的同时，加大中心城区校车普及力度，引导居住半径 1 公里以上的

学生乘坐校车，若在五年内逐步增加 200 辆校车，可减少 6000 辆接送学生私家车，有效缓

解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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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严格控制中心城区项目建设总量增量和开发时序	

完善中心城区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加大大型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对项目报批的决策

影响力，严格控制建设总量增量，调节建设项目开发时序。完善开发项目与配套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移交接管、同步投入使用的制度。对中心城区

经营性建设用地，不得突破经法定程序批准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容积率指标，同时完善

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评价，扩大交通影响评价的影响力。 

4.1.3  做好大型旅游集散中心、大型组团的交通规划	

要结合大型旅游集散中心及大型组团的功能需求等进行专项交通规划，尤其是大型旅游

集散中心应重点考虑大型客车的运营和集散，合理规划停靠；做好车辆、人流的疏散规划。 

4.1.4  坚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及调整单行线	

青岛自 1997 年开始设置单行线，到目前已有 150 余条，是全国单行线比例最高的城市。

单行线对道路畅通所起的作用是双面的，要发挥其积极的作用，就要在不同的时间根据实际

情况的进行设置及调整，其原则就是有利于交通畅通。 

4.2 加快交通设施建设，构建综合交通网络体系 

4.2.1  加快中心城区路网建设，改善交叉口通行条件	

加快构建城市快速路系统，推进规划快速路项目建设，全面完善“三纵四横”的快速路

网结构；加快推进主次干道的打通改造，推进福州路打通、长沙路打通拓宽、瑞昌路拓宽改

造、汾阳路‐唐山路打通拓宽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推进深圳路‐辽阳路节点、合肥路‐黑龙江

路节点、金水路‐黑龙江路节点等主要道路节点的改造建设，全面发挥路网功能。 

4.2.2  加快城市地铁建设，做好公交与地铁衔接	

加快推进青岛火车站至火车北站地铁 3 号线一期工程建设，争取地铁 2号线一期工程年

底开工，形成青岛主城区轨道交通骨干线；推进地铁二期 1、4、6 号线工程建设规划，打造

中心城区主要客流走廊，进而覆盖全市的轨道交通网络。公交应调整停靠站点，与地铁枢纽

统一，实现方便换乘，做好客流及时集散；同时调整以往的设线思路，将轨道交通定位为城

市交通运输骨干，地面交通定位为支线集散运输的角色。 

4.2.3  加大公共停车场建设，鼓励发展立体停车	

在五四广场、台东一路周边等地利用地下空间建设停车场，结合轨道交通换乘站的开发

建设，加快市南东部区域、市北台东商圈、四方小村庄商圈等区域换乘公共停车场的规划建

设，引导市民通过停车换乘方式进入中心城区。鼓励发展立体停车，鼓励企业或个人投资，

修建立体停车场（楼）或者地下车场（库），倡导沿道路两侧商业区附近的内部停车设施向

市民开放，提高停车场利用率，减轻城市用地紧张的矛盾，解决城市机动车停车难。 

4.3 坚持公交优先，打造便捷公共交通网络 

4.3.1  坚持路权使用优先，改善公交客运服务	

结合交通流量与流向，在黑龙江路、辽阳路、南京路、香港东路、福州路等开辟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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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公交专用道，提高公交专用车道的覆盖范围，同时注重公交车专用道之间的衔接，建立

覆盖面广、衔接完善的公交专用车道体系。 

4.3.2  坚持财政支持优先，构建完善融资机制	

优先发展公交，加大补贴企业力度，降低不同公共交通的换成成本，吸引更多客流，同

时加强公交停车场、公交保修场和公交首末站的建设力度，提高公交站点的覆盖范围和候车

条件。坚持政府投入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促进交通产业化进程，进一步深化城市交通投融

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构筑社会投资、企业自筹、政府投资等多主体投资的格局。 

4.3.3  坚持政策支持优先，优化公共交通体系	

坚持用地配置优先，保证公共交通设施用地规划落地。研究常规公交线路布局的合理性，

对于公交线路设计中存在的线路重复率较高、公交站点“有去无回”等设计缺陷及时予以优

化，并及时向社会公布降低线路重复系数、提高线网密度和公交站点覆盖率；同时应特别注

重不同交通方式的衔接，在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减少乘客的步行距离。站点设计应

更趋向便民，尤其是一些重要的换乘站点，科学规划公交枢纽，方便换乘。 

4.4 推进智能交通建设，提高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 

4.4.1  加大智能交通投入力度	

推进中心城区改造已有诱导屏、停车场剩余泊位采集、路口路段高清视频监控、自适应

控制信号、多功能闯红灯电子警察的建设，建立起覆盖市内四区主干道的智能交通框架，完

善主要次干道及重点区域微循环智能交通系统，建立数据备份中心。 

4.4.2  加快实施交通信号控制	

建设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实现市内主干路网、重点次干道交通流 100%监控，实时检测

动态路况，建立区域性交通共用信息平台，实现全市交通信号控制路口的集中控制。优化设

计交叉口信号灯，对山东路、香港中路信号灯可尝试采用绿波管理。 

4.4.3  改善交通流引导设施	

对于已有信号控制灯，应注重整个路网中单个路口信号灯与整个路网信号灯的的协调，

科学设置灯时，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对现有路网信号控制灯的设置进行优化，努力实现用尽

可能少的信号灯实现交通流的有效引导；对于交通标志标线，应注重科学的规划，对于已经

废弃、失效的标志标线应及时清理；注重交通流与行人过街的协调，提升交通通行能力。 

4.4.4  加强交通信息诱导	

建设交通信息诱导系统，通过交通信息发布，对车流、人流进行诱导，使交通流在道路

上均衡负荷。建设停车诱导系统和外围停车换乘系统，对公共停车需求比较大的市南东部区

域、台东商圈及辽宁路商圈、四方小村庄商圈等区域，做好停车诱导和外围停车换乘，建立

畅通的信息发布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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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加强交通需求管理，加大交通组织管理力度 

4.5.1  差别停车收费	

利用价格杠杆，坚持“中心城区高于外围区域、重点区域高于一般区域、公共场所高于

居住区、路内停车高于路外停车、地面停车高于地下停车”的原则，对公共停车场实施差别

性收费，增加机动车使用成本，调控停车需求，引导市民选择公共交通方式出行。 

4.5.2  加强停车管理	

组建相关部门对全市停车场实行统一管理，政府投资的停车场由该部门统一管理，非政

府投资的停车场由投资者自主经营，但须接受统一领导，停车价格、开放时间、服务质量必

须接受监管，推广使用停车电子收费系统，规范经营行为，此外，还应加强停车场的引导和

指示，增强识别性。 

4.5.3  鼓励错峰上下班	

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大型商场错开与机关、学校等单位的上下班时间，减少“通

勤”与“通学”高峰时段的交通矛盾，缓解交通拥堵。在机关采取“早 9:00 晚 5:00”上下

班时间的前提下，企事业单位可采取 8:30‐5:00上下班时间，大型商圈可采取 10:00后上班，

错开交通高峰。 

4.6 坚持滚动整治，抓好交通拥堵点治理工程 

4.6.1  滚动开展交通拥堵点综合整治	

根据排查出的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点，制定具体整治措施，按年度计划完成交通拥堵点综

合整治任务。市财政部门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拥堵点整治，包括建设人行过街天桥、地下通道、

打通断头路、增设信号灯等。 

4.6.2  加强交通拥堵点现场疏导	

抽调专门警力成立市级交通秩序整治队伍，作为交通高峰时段的疏导力量，加强对中心

城区交通拥堵点的疏导。建立“分片管理”及四级勤务运行机制，进一步提高路面民警执勤

“见警率”和“管事率”。 

4.7 坚持超前谋划，形成拥堵问题储备政策 

4.7.1  建立交通专门交通研究机构	

开展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政策和规划的研究，为政府机关决策提供参考依据；跟踪研究

城市交通热点和瓶颈问题，编制交通改善计划、年度建设计划；建立全市交通模型，组织年

度交通调查，为交通战略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和技术的支持；承担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估工作；

汇集和发布城市交通信息，编写城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等。 

4.7.2  实行机动车增长总量控制	

学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的成功经验，采取有效措施控制购车需求和用车需求，做好机

动车总量控制。从源头上，可采取提高办理车辆牌照门槛、拍卖牌照、限定挂牌数量等措施

控制购车需求。从过程上，可采取提高车辆使用成本、差别化停车收费、实行单双号、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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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收取交通拥堵费等措施控制用车需求。 

4.8 增强交通参与者交通意识，倡导文明出行 

4.8.1  大力倡导市民选择健康的出行方式	

大力倡导市民选择低碳、环保的出行理念，鼓励市民选择公共交通、步行等出行方式。

注重对城市居民公共交通补贴政策的落实，从而为市民长期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提供条件，减

少交通需求。 

4.8.2  创建礼让文明的交通环境	

作为交通参与者中最重要的主体，应引导机动车驾驶员努力参与到创建礼让文明的交通

环境中来，对于表现优秀的驾驶员进行一定的奖励，从而形成和谐的交通环境；定期对机动

车驾驶员进行交通知识培训，同时严厉查处违规取得驾驶资格证的驾驶员，清理交通环境中

的不文明因素。 

4.8.3  提升市民及非机动车驾驶员的交通意识	

应加大对市民及非机动车驾驶员的交通意识教育。可以通过交通知识讲座、宣传片等方

式，让市民及非机动车驾驶员接触更多的交通知识，提升交通意识，尤其是对交通陋习的教

育，以减少对于正常交通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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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公交优先保障城市交通畅通运行策略研究 

刘明姝 

【摘要】公共交通是缓解大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途径之一，本文以上海公共交通发展为例，

总结了过去 10年上海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发展中的作用和成功经验，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

症结，从保障城市交通畅通运行的目标出发，提出了上海未来公共交通发展的策略建议。主

要策略建议为上海未来公共交通发展还需要保持高强度的投资规模；控制性详细规划是控制

公共交通设施用地规模和布局的关键阶段；有必要改变思路在重要客流走廊上真正给与公交

专用路权；开行轨道交通灵活运行方案应对客流不均衡特征；抓住时机尽快明确郊区新城公

共交通骨干走廊的交通模式；建立公交补贴和票价长效机制以及继续实施小汽车总量控制政

策，引导小汽车使用等。 

【关键词】公交优先  服务水平  运送车速  站席密度  接驳  路权优先 

1. 引言	

在经济发展水平尚未得到快速发展的年代，市民出行的交通工具相对单一，公共交通是

市民长距离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如，上世纪 80 年代，上海市民出行以公共汽车、脚踏自

行车和步行为主，公共汽车所占比重达到了 36%左右。随着经济水平及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交通工具也出现了多样化发展，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摩托车、小汽车开始起步发展，

特别是摩托车规模快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小汽车开始进入家庭，小汽车拥有量迅速增加。

2011 年上海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 251 万辆，比 2000 年增加 147 万辆；其中，汽车注册量用

11 年时间从 47 万辆，增长至了 194万辆。汽车总量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小汽车的增长。此外，

虽然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范畴，但是从使用特征上已经具有个体机动化交通的特征，行

车速度和出行距离远大于脚踏自行车，截至 2011 年，全市注册电动自行车已达 251.6万辆，

若加上外地牌照或者无牌照的车辆，保守估计目前上海实际使用的各类电（助）动车可能超

过 400 万辆。小汽车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个体机动化出行方式比重的不断提高，2010 年上海

全方式出行中个体机动化方式比重已经达到了 20%左右，而十年前仅为 13%。相比较而言，

公共交通方式比重仅维持在 23%‐24%左右。 

个体机动化交通方式的发展，给使用者提供了方便、快速、舒适的交通服务，同时也给

城市交通带来了日趋严重的道路交通拥堵和停车矛盾突出问题。为应对个体机动化交通的快

速发展，提高交通资源的利用效率，早在 2002 年《上海城市交通白皮书》已经明确提出了

公交优先是城市交通发展的重大政策。近十年，公共交通的发展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做出了

重要贡献，同时在公共交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不足。未来，随着小汽车的进一步增长，城

市交通发展仍然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因此，有必要对如何发展公共交通保障城市畅通运行

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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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公交优先发展成功经验总结	

2.1 基本情况 

2011 年，全市轨道交通运营线网长度约 442.5 公里，12 条线（含磁悬浮）。公交线网长

度 7248 公里，公交线路数 1202 条，公交车辆数 1.65 万辆。全市公交专用道里程约 161.8

公里，主要布设在中心城范围内。2011 年上海公共交通客运量 1669 万乘次/日，相比 2000

年公共交通客运量增长了 62%。十年来，上海市公共交通的客运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轨

道交通在公共交通中的骨干作用日益凸显，轨道交通客运量占公共交通客运量的比重从

2000 年的 4%，增长至 45%。相比轨道交通客运量的快速增长，公交的客运量略有增长，公

交客运量占公共交通客运量比重也逐渐降低，从 70%缩小到 46%。上海已经形成了以轨道交

通为骨干，公共汽电车为主体，出租车和轮渡为补充的公共交通体系。2000 年至 2010 年十

年间，全市人员出行公共交通方式比重基本在 23‐25%之间波动。2010 年中心城公共交通出

行方式比重约 35.2%，相比 2004 年增长幅度不足 1 个百分点。 

 

图 1  公共交通客运量    图 2  上海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日均客流 

2.2 成功经验 

十年来，上海全面贯彻公共交通优先政策，实现了轨道交通网络的快速成网、公交专用

道和客运枢纽的推进建设、公交线网的不断调整、公交车辆的大量更新以及公交换乘优惠的

实施等。公共交通整体水平得到了提高，首先，面对小汽车的快速发展，公共交通总体方式

比重未出现大幅度的下滑；其次，在 2010 年世博会期间，公共交通为世博交通保障作出了

重大贡献，经受住了大客流的考验。回顾公共交通发展取得成就，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保

障。 

2.2.1  高强度投资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建设	

上海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从 2000 年 62 公里增

加到了 442.5公里，实现了网络化运营；至 2011年底，建成了其中的 50个客运交通枢纽，

上海客运交通枢纽数量由 10 年前的不足 25 个快速增加至 75个（含 20 个临时枢纽）；公交

专用道建设规模达到了 161.8 公里等。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推进主要依靠高强度的

投资，比如“十一五”期间轨道交通的建设投资比重超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 40%。 

2.2.2  日益增加的财政补贴加强了公共交通公益性体现	

近十年，公交车辆更新速度加快，高等级车辆逐步投放，整体技术装备水平得到显著改

善。至 2011年底，全市共有公交车辆 1.65 万辆，其中空调车占 97%。公交车辆的大幅度更

新，改善了市民乘车环境。2006 年开始政府逐步实施了换乘优惠政策，加强了政府购买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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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力度。2011 年全年老年人非高峰免费乘乘次约 2.10 亿乘次，各项优惠乘车客运量 9.07 亿

乘次。以上项目实施主要得益于公共交通的财政投入，  2009‐2011 年地面公交市级财政扶

持资金支出合计 109.52亿元，是 2006—2008 年资金支出的 4倍。同时，各区（县）对所属

区域内的公交发展投入力度也不断加大。 

2.2.3  道路车辆协调政策实施有效控制了小汽车的规模	

2002 年版的《上海城市交通发展白皮书》提出了道路车辆协调政策，即在扩大城市道

路交通路网的同时，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和使用。近十年，坚持车辆发展总量控制，一是坚持

了小汽车额度拍卖政策，10 年累计削减 150 万辆潜在私车增幅。二是限制摩托车发展，实

施了限制二轮摩托车上牌、报废摩托车不得更新等政策，有效限制了摩托车发展。三是加强

对外牌车辆和货车的管理。四是逐步淘汰燃气助动车。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道路交通压力，也有助于公共交通的优先发展。 

3. 上海公共交通存在不足及原因分析	

公共交通整体服务水平还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发展和市民出行要求，出行比重偏低，相比

个体机动化方式比重的快速增长，公共交通方式比重增长缓慢。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

足。 

3.1 各方式之间未形成良好衔接，便捷性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上海中心城轨道交通出行时间约 60 分钟，平均车外时间占轨道交通平均出行时

耗 60%以上，反映了公共交通系统的整体方便性还较弱，乘客在接驳、候车和换乘等车外环

节的时耗较长。比如，上海轨道与公交站点之间平均换乘时间为 7.2 分钟，而香港约 90％的

换乘能在 5 分钟内完成。上海在轨道交通起点和终点步行接驳时间平均为 13 分钟，而香港

轨道交通站点平均步行时间为 4 分钟。轨道交通车站接驳的不便捷，也给非法营运车辆提供

了生存空间，目前非法营运车辆现象十分严重。根据抽样调查，内环外的轨道交通车站，约

90%的车站存在非法车辆。影响公共交通出行的便捷性，主要有站点覆盖率、换乘距离以及

发车间隔等。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中心城轨道线网规模仍不够。中心城区尚有部分客流走廊没有被轨道线路所覆盖，

如中山东路‐中山南路外滩走廊、天目路‐海宁路‐周家嘴路走廊、沪南路、浦东南路等。浦东

中心城外围（杨高路以东）地区轨道交通线网密度也较低。 

 

图 3  中心城区轨道交通服务比较薄弱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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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轨道交通车站接驳设施不完善。首先，规划阶段对于轨道交通车站考虑不足。在落

实城市用地的法定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对于轨道交通车站的处理通常是将轨道交通工可

报告中有关轨道车站的设施和设备予以落实，但是轨道交通与控详规划范围的用地之间的关

系、轨道交通车站本身需要的接驳配套用地没有进行深入分析和落实。其次，在建设阶段，

轨道交通建设主体和公交车站建设主体不同，在设施建设过程中存在建设不同步的现象，导

致后期建设公交车站时，出现用地不足或公交站点距离轨道出入口较远等问题。三是，运营

阶段，公交线网布设与轨道交通之间的关系尚需调整。近两年，针对“最后 1 公里”的出行

难题，上海开始试点穿梭巴士服务，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接驳服务的主体，接驳

公交的服务仍显薄弱。 

3.2 高峰高断面运能不足，舒适性有待进一步改善 

根据站席密度大小划分，可将乘客拥挤服务水平分为舒适状态，每平方米站低于 4 人；

临界状态，每平方米站 5‐6 人；拥挤状态每平方米站 7‐8 人，已经超过额定载客人数；极端

拥挤状态每平方米站大于等于 9 人，难以忍受。轨道交通中心城多处区段高峰时段运能明显

不足，轨道 6、8 号线的拥挤现象尤为突出，甚至站席密度超过 9 人。部分线路公共汽（电）

车也十分拥挤，如市通郊线路高峰十分拥挤，客流最大断面平均每平方米站立 6～7 人。 

高峰时段的拥挤，一方面由于运能不足造成，另一方面主要原因是客流在时间、方向、

区域上存在不均衡特性，而列车开行方案尚不能适应这种不均衡的特征。   

 

图 4  中心城轨道交通高峰时段线网拥挤程度 

3.3 道路空间给与公交优先不足，公交运行可靠性不高 

目前，早高峰时段快速路入城方向运行车速不足 20 公里/小时，如南北高架（中环至内

环）北向南段、沪闵路高架入城段等。地面干道平均行程车速 14～15公里/小时，并且呈现

逐年下降趋势。随着道路交通拥堵的加剧，公共汽电车在站点等候时间，路中行程时间上存

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可靠性下降。高峰时段内环内公交车运送车速仅为 11‐12 公里/小

时（乘客在上车至到站下车的距离与时耗的比），约是小汽车运行车速的 70%；若算上上下

站两端的接驳时间及换乘时间，中心城公共汽（电）车平均出行速度为 8 公里/小时，仅为

小汽车的一半。此外，受上海中心城道路交通路幅较窄、交叉口多，社会车辆随意侵入等因

素的影响，公交专用道的运行效率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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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快速及地面干道早高峰时段车速 

3.4 郊区新城公共交通地位尚不明确 

根据上海城市规划，为疏散中心城区人口，依托原规划县城和部分卫星城，建立九个功

能相对齐全和独立的新城。根据郊区新城规划，远期除城桥新城外，其余新城规划人口均超

过 50 万人，松江、闵行、嘉定等新城人口甚至超过 100 万人，郊区新城将达到大城市或中

等城市的规模。近年来，随着郊区新城的逐步发展，新城的机动化水平不断提高，机动化方

式出行比重基本在 20%以上，有的新城甚至接近 30%，普遍高于中心城水平。相比中心城新

城人口密度相对较低、城市道路空间资源较为富裕、道路通行条件较好，并且仅允许在郊区

通行沪 C 牌照并未进行牌照拍卖，郊区小汽车也增长快速。目前沪 C 机动车 41.9 万辆，年

均增长约 4.5万。而以地面公交为主的公共交通方式则不足 10%，地面公交只能提供低速、

低运量的服务，难以承担新城公共交通骨干的作用。新城内的轨道交通线路是全市轨道交通

线网的末端，主要起到新城对外的交通联系的作用，也难以承担新城内部公共交通骨干的作

用。因此，郊区新城需要把握时机尽快采取措施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避免未来形成以个体

机动化出行为主的交通模式。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宝山新城
城桥新城
嘉定新城
金山新城
临港新城
闵行新城
南桥新城
青浦新城
松江新城
中心城
全市

公共交通 个体机动 慢行交通
 

图 6  沪 C 牌照车辆注册量         图 7  郊区新城交通出行方式比重 

郊区新城与中心城的联系缺乏轨道交通快线。松江新城、嘉定新城、浦东川沙地区已建

成的 9 号线、11 号线和 2 号线东延伸段是市区线路的延伸，站间距较短、并且无越行站，

列车运行时间比较长。新城乘客至市中心的轨道交通网内（进站至出站的全过程）出行时耗

大多超过 1小时，如嘉定城区、安亭城区至徐家汇、静安寺等市中心主要就业岗位区轨道交

通网内出行时间均需要近 1 小时，如果再加上两端的驳运时间，乘客一次出行时耗有可能长

达 90 分钟以上。与小汽车相比，郊区轨道交通的出行时间缺乏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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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公交公益性和市场化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目前，上海对于公共交通的补贴主要给与公共汽电车行业补贴，对于轨道交通给与少部

分补贴。对于公共汽电车行业的补贴方式采取专项补贴，补贴主要有燃油补贴、车辆更新折

旧补贴、线路变更补贴、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换乘补贴、老年人乘车补贴等。然而，在政府

补贴金额不断增加的同时，运营企业面临着严重亏损。一方面票价多年未变，而公交的客运

量增长缓慢；另一方面成本大幅增长，包括燃料成本、车辆成本、劳动力成本等都大幅度上

升。此外，财政补贴资金来源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目前财政补贴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小汽车

牌照拍卖收入，财政投入并未纳入公共财政体系。财政扶持资金来源还需进一步稳固。 

4. 保障城市交通畅行的公交优先策略探索	

根据预测分析，至 2020 年，公共交通方式比重需要从现状 23%提高至 27%，才能将个

体机动化方式比重增长控制在 3 个百分点内，才能维持道路交通可接受的运行状态。因此，

必须通过在各方面给与公共交通优先权，使得公共交通与小汽车相比在便捷、可靠、经济、

舒适、安全等各方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从而提高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比重。借鉴以往的成

功经验和针对存在的问题，从规划用地、建设投入、运行管理、行为规范等各方面保障公共

交通的优先。 

4.1 继续扩大投资规模和保障公共交通用地规划，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4.1.1  探索将公共交通外部效益内部化，扩大投资渠道	

未来上海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还需加快进行，远期上海轨道交通网络规模将达到

1000 公里、145 个规划客运枢纽需要全部建成、公交首末站及停车场规模需要要进一步扩大

等，因此，还需要继续高强度投资。目前，以政府为主的投资模式，政府将面临巨大的投资

压力。需要进一步扩大投资渠道，转变投资的模式。比如，可借鉴香港“地铁+物业”商业

模式。 

4.1.2  深化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内容，保障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用地	

随着经济发展，未来不仅要推进规模的扩大，还需要重视设施建成后的运行效率和服务

水平。需要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结合公共交通对各类用地的可达性、公共交通相互之间

接驳的便捷性，控制公共交通用地。同时，打破机制的限制，对于轨道交通车站、客运枢纽

等综合性基础设施，实施由同一主体负责开发建设，创造便捷的换乘条件。 

4.2 优化轨道交通运行方案，应对客流不均衡特征 

4.2.1  增加运能提高主要客流走廊的运输能力	

继续增加轨道交通车辆的投入量，缩短高峰时段的发车间隔，提高运送能力。比如，轨

道交通 1 号线火车站以北路段可以通过缩短列车发车间隔，提高运能，缓解目前拥堵。若已

有轨道交通能力已经达到饱和仍不能满足巨大客流需求，那么需要考虑建设新的线路，扩大

客流走廊的运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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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开行多样化列车运行方案，应对客流不均衡特征	

应对目前轨道交通市区段拥挤严重，而郊区段运能富裕的问题，建议市区段应对大客流

增加列车开行数量，而在郊区段可根据实际需要开行小编组高密度的列车开行方案。该种开

行方案，需要对部分车站进行改造，增加折返线。 

4.3 强制给与公交路权优先，保障高峰时段与小汽车相比具有比较优势 

4.3.1  系统整治既有公交专用道设施	

一是公交专用道建设不仅仅是在道路上划出公交专用车道，还需要对于车站、途径交叉

口进行优化设计。二是，根据道路实际情况，细化交叉口信号控制。三是，加强对于社会车

辆驶入公交专用道的管理力度，采用信息化等手段进行执法，提高惩罚力度。 

4.3.2  重要客流走廊上借助快速路开行公交专用道	

鉴于上海中心城实际道路交通条件，目前路侧式的公交专用道提高公交运行车速的幅度

有限。对于一些重要的客流走廊，并且主要承担长距离出行走廊上，可尝试高峰时段在快速

路上开辟公交专用车道。比如，中心城放射性快速路上，一方面可以提高骨干公交运行车速，

另一方面可限制小汽车的通行，减少高峰时段小汽车进入中心城的量。 

4.4 发展新的公共交通模式，明确新城公共交通骨干走廊交通模式 

目前，中心城已经建立了明确的公共交通主导的交通模式，而规划规模已达到中等城市、

大城市的郊区新城的公共交通定位尚未明确。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均不适合承担郊区新城公

交骨干作用。郊区新城需要考虑发展中等运量的交通模式作为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骨干，断

面运能应达到 1‐3 万人次/小时，运行车速应达到 20 公里/小时左右，建设形式一般在路面

或高架，如轻轨、BRT等。新城的城市规模、道路空间条件及客流规模，对于发展中等运量

的公共交通方式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此外，在金山郊区铁路、轨道交通 16 号线快

线的基础上，进一步建设郊区新城与中心城之间联系的快速轨道线路，提高市通郊轨道交通

的竞争力。 

4.5 建立长效财政补贴机制，提高公益性水平 

财政补贴机制是协调公交市场化和公益性矛盾的关键。现状采取的项目补贴方式，是在

政府和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难以区分公益性和市场化的条件下的方式。政府应给与补贴份

额、企业应承担的成本以及乘客应承担的票价之间界限不明确，不具长效性。建议建立一种

根据标准成本的补贴机制。标准成本指根据车型不同制定出合理的公认的标准成本，然后根

据公交公司提供的不同车型的车公里数，计算出该公司所的标准总成本。根据特定时期公交

行业的公益性水平（政府补贴占标准本的比例）核算政府应给与企业的补贴金额。当企业的

实际运行成本低于标准成本，企业将获得盈利，反之则存在亏损。该种补贴机制需要以下四

个条件，一是成熟完善的成本规制，二是高水平的信息化系统，三是制定相关的奖惩机制，

四是票价根据标准运营成本变化的调整机制。 

4.6 继续进行小汽车规模控制政策，控制和引导小汽车使用 

在给与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同时，还需要继续实施小汽车控制政策。继续实施牌照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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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同时，采取政策措施控制沪 c牌照的快速发展。中心城范围内，通过控制提供停车规

模、提高停车收费标准、扩大外地牌照车辆限行时段和路段等措施进一步引导小汽车的通行。   

5. 结语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大城市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必然选择。经过多年努力，上海公共交

通得到了长足发展，未来上海公共交通发展重点应从简单增加设施规模，扩展到设施建成后

的高效运行，提供更优质的服务。通过提高公共交通的便捷性、快速性和舒适性，吸引更多

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才能实现在用地和空间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城市整体交通的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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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地区地铁施工交通疏解研究 

覃国添  刘光辉  蒋金勇 

【摘要】我国正处于大规模地铁建设时期，由于地铁施工具有施工点分布广、施工围挡范围

大、施工占道时间长的特点，因此做好拥堵地区地铁施工期间交通疏解，合理组织各种交通，

缓解地铁施工交通压力，是地铁建设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本文结合深圳地铁建设经验，

介绍地铁施工交通疏解工作的流程、各阶段工作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各阶段工作的具体内

容，并提出拥堵地区交通疏解的主要原则。 

【关键词】地铁  施工  交通疏解  研究 

1. 引言	

由于轨道交通具有运量大、速度快、安全、准点、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和用地等特点，

中国各大城市普遍认识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优先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

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据统计，截止到 2011 年底，中国内地共有 14 个城市已经开通轨道交通

（包括轻轨、地铁），拥有地铁运营线路 56 条，运营线路总长度达到 1714公里。2011年末，

全国有 28 个城市 70 条线路正在紧张建设中，总里程超过 1900公里。中国内地共有 53 个城

市正在建设或规划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总规划里程超过 13000 公里。与国外相比，中国

地铁起步晚，但发展迅猛，可以预见，在未来十多年内特别是“十二五”期间，中国正处于大

规模地铁建设时期。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大城市汽车保有量迅速上升，城市交通拥

堵问题日益严重。在城市拥堵地区修建地铁，势必对本已拥挤的城市地面交通带来严重的负

面影响。因此，在地铁建设期间开展专项交通疏解工作尤显重要。 

2. 地铁施工交通影响	

地铁施工具有施工点分布广、施工围挡范围大、施工占道时间长的特点，施工期间将对

城市交通产生严重影响，如果地铁施工交通疏解工作不到位，很容易导致大面积交通拥堵，

甚至城市交通的瘫痪。 

①地铁施工点分布广 

如深圳地铁二期工程５条线路总长度 156 公里，共 131 个车站，施工范围涉及罗湖、福田、南山

的大部分区域和宝安、龙岗的核心区域，其中，原特区内直接受地铁施工影响的道路有 24 条，交叉口近

50个。 

②施工围挡范围大 

目前，地铁工程中地铁车站大多采用明挖法施工，一般车站施工围挡长约 200 米，宽约

30 米，需占用半幅甚至全部道路宽度，且车站两端一般需设置区间隧道盾构始发或到达施

工场地，占道宽度需进一步加宽。部分车站位于交叉口，施工期间交叉口交通组织难度大。 

③施工占道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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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主体工程土建工期一般需要 2年左右时间，加上后期出入口、附属设施施工及道路

恢复，期间一般还穿插进行管线迁改工程施工等,施工占道时间长达 3年多。 

因此，如何做好拥堵地区地铁施工期间交通疏解，合理组织各种交通，处理好地铁施工

与保障道路通行的矛盾，确保地铁建设的同时把地铁施工对城市交通的影响程度减少到最

低，是地铁建设过程中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3. 交通疏解工作内容	

地铁工程线路长、站点多，施工影响涉及面广，地铁施工交通疏解工程是一个复杂的系

统性工程，其工作内容涵盖交通影响分析、片区交通综合改善规划、道路交通工程设计等多

个方面。交通疏解工作流程如图 1所示。 

 

图 1  交通疏解工作流程图 

3.1 交通影响分析及对策 

施工交通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是交通疏解前期的重要工作内容，主要是在现状交通调查

的基础上，结合地铁建设期交通增长预测，对地铁占道交通影响进行评估，从路网、公交、

行人、交管、停车等方面提出片区交通综合改善措施，目的是通过改善提升地铁施工期间区

域交通运行效率，为地铁施工创造良好的外部交通环境。交通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涵盖交通

影响评估和片区交通综合改善规划两方面工作内容，一般与地铁工程总体设计或工程可行性

研究阶段同步开展，以配合地铁主体工程合理选择施工工法，同时及早提出区域交通改善措

施，以便在地铁主体开工前尽快实施。 

详细工作内容可包括：区域现状交通分析、施工期间交通发展预测、施工占道交通影响

分析、交通疏解对策及措施、交通总体影响评估等。 

3.1.1  区域现状交通分析	

主要工作内容包括：①交通影响分析范围确定；②道路交通现状分析，包括影响区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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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需求分析、影响区域道路交通条件分析，现状交通运行状况分析等内容；③公共交通现状

分析，包括影响区域现状公交场站、线路及站点调查分析，影响区域公交运行情况等；行人

交通现状分析，包括影响区域现状行人交通设施状况，现状行人交通运行状况等；⑤交通管

理现状分析，包括现状交通组织、交通管理设施、交通监控设施等调查分析；⑥停车现状分

析，包括现状停车供需情况调查，路内停车分布及影响分析等。 

3.1.2  施工期间交通发展预测	

在 OD 调查数据及现状交通量数据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交通量的自然增长及其他影响因

素，通过专业规划软件得到道路网的预测交通量。主要包括在没有地铁施工占道和有地铁施

工占道两种不同情况下整个影响区域内路网的路段交通量以及各交叉口的转向交通量。 

3.1.3  施工占道交通影响分析	

主要工作内容是通过地铁施工工法分析、占道范围及时间分析，在预测自然增长状态和

施工期间道路交通量分布的基础上，分别对影响区域内的整体交通运行状况进行测试。通过

测试，一方面可以全面了解施工期间影响区域路网的整体运行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测

试结果确定疏解方案中要重点解决的路段和交通节点。 

3.1.4  交通疏解对策及措施	

地铁施工交通疏解措施可分为区域疏解措施和工点疏解措施两大类。区域疏解主要是通

过完善道路网络，优化交通组织，加强交通管理和合理设置停车设施来实现，与片区交通综

合改善工作相类似。根据交通疏解提出的综合改善措施一般由交通部门负责落实，在地铁主

体开工前实施完成。工点交通疏解主要是结合施工围挡，通过建设短期的、临时性的交通疏

导工程来实现，在交通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阶段，需明确各工点施工期间需维持通行的基本

交通条件。 

3.1.5  交通总体影响评估	

在路网完善、交通组织调整、临时疏解、交通需求管理等疏解实施后，影响区域内的道

路交通条件将发生变化，交通运行状况也随之改变。可以借助交通软件将未来 OD矩阵分配

到施工期间完善后的路网上，可得到交通疏解后施工期间影响区域内主要道路交通流量的分

布结果。根据路网流量的重新分布以及具体的道路交通条件的改善（几何尺寸、信号配时和

交通管理等），对主要道路和交叉口的交通运行状况进行测试和评价。如测试结果不可接受，

则有必要与地铁主体设计单位进一步协商地铁施工工法及占道范围。 

3.1.6  深圳地铁 3号线罗湖段实例	

以深圳地铁 3 号线罗湖段施工交通影响分析为例，罗湖区是深圳最早的建成区，区域交

通需求总量大，道路条件先天不足。根据施工占道进行模型测试，在不采取措施自然分流的

情况下，区域将有 90%以上交叉口处于拥堵或接近拥堵状态，且主要集中在施工点和邻近交

叉路口，因此交通疏解的重点是通过道路拓宽等临时措施改善施工点的道路通行条件（见表

1），同时尽可能推进施工通道平行道路建设（见图 2）。交通疏解方案实施后，尽管整体交

通状况较施工前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恶化，但是基本避免区域大面积交通拥堵，交通疏解前后

主要交叉口饱和度和服务水平变化情况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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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地铁施工相关道路路段应保留的车道数 

施工占用道路  原有车道(双向) 建议保留车道(双向)

红荔路  4  2 

红桂路  4  2 

红岭中路  5进 4出  3进 2出 

宝安南路  5  5 

解放路  4  2 

东门北路  5进 4出  3进 2出 

华丽路  2  2 

翠竹路  4  4 

田贝四路  4  4 

布心路  （3+2）*2  8 

布吉路  （3+2）*2  6 

 

 

图 2  区域道路网络结构优化总体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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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交通疏解前后主要交叉口饱和度和服务水平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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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工点交通疏解工程 

地铁各施工点施工期间为维持道路正常通行，通常需要建设一些相应的交通疏解工程。

主要包括有：施工临时道路工程、市政管线改移工程、施工期间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以及

地铁施工完毕后相应道路交通恢复工程等。 

地铁交通疏解工程可作为市政工程单独投资立项，一方面可以避免由于交通疏解工程增

加地铁总造价，从而控制地铁总体投资建设的规模；另一方面有利于疏解措施落实，保障交

通疏解效果。同时，地铁施工完毕后，在道路恢复阶段，可以因应交通出行方式的转变，结

合地铁出入口位置对地铁通道道路进行整体改造，打造以地铁为核心、各种交通方式合理衔

接的一体化综合交通走廊。如深圳地铁二期工程，结合交通疏解恢复阶段，对地铁通道内

10 条主要道路进行整体改造，使在地铁建成通车的同时，各种交通方式之间实现了较好的

衔接。 

工点交通疏解一般由地铁建设单位结合各阶段施工围挡需要组织实施。前期工作可按照

市政工程设计的一般步骤进行，分为项目建议书、工程可行性研究、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

等工作阶段。 

4. 拥堵地区交通疏解原则	

地铁在交通拥堵地区施工，制定交通疏解方案时，应特别注意遵循以下原则： 

① 通路网适当分流原则 

拥堵地区一般由于历史原因道路网络不太完善，且改造难度大，对于已有规划、又可有

效分流地铁施工区域交通的道路，可以利用地铁建设契机，加快推进建设实施。如深圳地铁

一号线开工前，在人流、车流密集、寸土寸金的华强北地区，新建打通振中路，对地铁科学

馆站和华强站占道深南路施工交通分流和缓解片区交通拥堵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同时通过优

化地铁施工工法（采用盖挖法倒边施工）严格控制施工围挡，地铁施工期间区域交通基本维

持在原有交通服务水平，区域道路运行车速对比见表 2。 

表 2  区域道路运行车速对比表 

主要干道 
运行车速(km/h) 

施工前  施工期间（不疏解） 施工期间（疏解后） 

深南路  23  17  24 

红荔路  17  11  16 

笋岗路  26  19  24 

振中路  ‐  ‐  16 

②施工期间路权行人公交优先原则 

地铁施工占道围挡后，拥堵地区道路交通供需矛盾愈发突出，因此，施工期间尤其应鼓

励、引导市民使用更为高效、集约化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在施工区域路权费配时应优先保

障行人和公交通行，确保公交服务的连续性、安全性和快速性，保证大多数居民出行不受影

响。 

实践经验表明，在越是交通拥堵的地区，地铁施工期间路权分配时越是要落实行人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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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以保障大多数居民的出行需求。如深圳地铁三号线晒布路站施工期间，在交通拥堵最

为严重的东门地区，施工期间东门中路从晒布路口至童乐路口由原来的双向七车道通行改为

仅有双向两车道通行，采取的疏解措施是从从上午 10 点到晚上 10 点只允许公交车通行，最

大限度地减轻了地铁施工对居民出行的影响。 

③严格交通管理原则 

在施工期间设置完善的交通标志、标线、护栏等交通管理设施，可以有效引导社会车辆

进行分流，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同时，施工期间通过加大执法力度、严格停车管理、交通事

故快速处理等交通管理措施可以维持道路的运行秩序，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5. 结语	

深圳地铁二期工程５条线路总建设长度 156 公里，共 131个车站、5 个车辆段、2 个停

车场，最多的时候，全市 260 多个施工点同时开工，轨道同期建设规模为国内外少有。面对

巨大的交通疏解压力，市政府相关部门及轨道建设单位十分重视地铁施工期间交通疏解，在

全国率先开展专项交通疏解工程规划设计工作。轨道建设的 4 年半时间内，在同期深圳市机

动车保有量以年均 15%的速度增长的背景下，城市交通基本维持在地铁开工前的服务水平，

顺利地渡过了地铁建设的交通“黑暗”期。实践证明，通过开展交通疏解专项工程，不仅可

以有效减轻地铁施工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同时也更加有效地保障了地铁施工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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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被动改善”到“主动管理”的交通拥堵管理策略转变 

张晓春  罗丽梅  陈蔚  邵源 

【摘要】传统的综合治理一般针对已出现的交通拥堵问题，存在被动响应、被动滞后等问题。

为更有效地缓解交通拥堵，交通改善思路应由“被动改善”转向对交通拥堵的“主动管理”。

交通拥堵主动管理是以动态跟踪交通运行状况为基础，以定量化评估为手段，强调提前预防，

主动响应的常态化管理策略。首先提出建立“监测—评估—响应—改善—后评价”的常态化

管理流程；通过对常发拥堵、偶发拥堵的快速识别、趋势预判和分类管理，形成主动响应机

制；最后通过协同实施和后评价两个环节对确保方案有效执行提出了要求。 

【关键词】交通拥堵管理  拥堵动态评估  交通拥堵预判  主动管理  拥堵分类  响应机制 

1. 引言	

在快速城市化和机动化背景下，交通拥堵成为国内外大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其成因及

表现特征日趋复杂，呈现时间上常态化、空间上急速扩散的态势。传统交通拥堵治理由于缺

乏对交通拥堵跟踪评估和预判手段，往往针对已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或节点，存在响应滞后、

缺少科学全面的技术分析等弊端，对道路交通运行的改善效果不尽理想，亟需在交通拥堵管

理模式上寻求策略性的突破。 

随着大城市交通管理信息化的不断推进，道路交通运行动态评估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

北京、深圳等大城市纷纷建设交通运行综合监测系统，不断完善评估、预测等功能，为转变

交通拥堵管理策略，实现更具主动性地管理交通拥堵提供了良好的技术基础。 

2. 交通拥堵主动管理思路	

区别于传统的交通拥堵改善，交通拥堵主动管理是一种以跟踪、定量化评估交通运行状

况为基础，以定量化评估交通拥堵为手段，强调提前预防、主动响应的管理策略。一方面通

过跟踪开展定量化评估，及时识别现状交通拥堵和未来潜在交通拥堵，作为开展交通拥堵主

动管理工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强调构建科学的响应机制作为交通拥堵管理的关键环节，更具

“主动性”地选择交通拥堵管理响应的对象、时机及对策，以实现对当前拥堵问题的及时响

应与处理，以及对潜在拥堵问题的预防性改善。 

2.1 跟踪量化评估，及时发现交通拥堵 

在道路交通运行评估方面，传统治理一般结合综合治理通过阶段性地开展交通调查，来

发现交通问题。由于受评估周期性约束，治理时机的选择大多是在交通拥堵恶化形势下的被

动选择。在现阶段交通拥堵急速扩散的情况下，实时跟踪监测交通运行状况，及时发现交通

拥堵，是主动管理开展的前提条件。通过建设交通运行动态评估系统，跟踪监测交通拥堵，

常态化地开展定量化评估，可快速识别交通拥堵，以便及时采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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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预判拥堵趋势，提前采取预防性措施 

传统的交通拥堵改善通常是在道路发展至严重拥堵后才采取改善措施，同时改善方案的

制定及实施还需较长的时间周期，改善措施相对于交通拥堵发展一定程度上滞后，治理效果

往往不尽理想。因此，交通拥堵主动管理将前瞻性预判未来交通拥堵发展趋势，面向未来潜

在拥堵，主动提前开展预防性管理，以维持整体交通运行在较好的水平。 

2.3 构建响应机制，掌握拥堵管理主动权 

现阶段大城市处于交通拥堵全面爆发的时期，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广泛存在；

同时交通拥堵是逐步演化发展，选择交通拥堵改善的时机，对改善效果及改善成本都有重要

影响。因此构建科学的响应机制直接关系到治理效果，是主动管理区别于传统治理的关键环

节。建立更具“主动性”的响应机制，确保能够重点选择对道路交通运行有重要影响的关键

问题作为管理对象，并对在交通拥堵出现急剧、不可逆的恶化形势之前采取措施，从而确保

充分掌握交通拥堵管理的主动权。 

2.4 重构管理流程，常态化开展主动管理 

交通拥堵主动管理是基于交通信息化的管理过程，交通拥堵问题分析及改善措施提出过

程不同于传统治理，要求重构面向主动管理的“监测—评估—响应—改善—后评价”管理流

程。首先开展交通拥堵跟踪监测，对交通拥堵进行定量化评估，包括现状判识、发展趋势预

判；根据分析结果，决策是否启动响应管理；若响应，则进一步在响应机制框架下，选择管

理对象、时机，明确管理对策；最后开展改善方案规划编制，并推动实施及开展后评价，交

通拥堵主动管理流程详见图 1。在技术支撑上，要求强化交通运行评价系统、交通需求模型

和交通规划决策支持系统等分析工具的运用，辅助开展交通拥堵判识、趋势预判等环节。交

通拥堵管理是常态化开展的过程，在实施监测交通运行状况的基础上，随时开展决策响应。 

 

图 1  交通拥堵主动管理流程图 

3. 交通拥堵评估	

3.1 开展道路运行评估，跟踪监测拥堵状况 

基于动态采集的交通运行基础数据，持续开展交通运行评估工作，跟踪监测道路交通运

行状况和变化趋势。针对交通拥堵管理的实际需求，研究建立交通运行评估指标体系，通常

包含定量评估交通整体状况的交通指数，以及车速、饱和度、交通延误、拥堵里程/面积、

额外时间成本、油耗等技术指标。通过长期计算各类指标，可从强度、时间、空间等三个维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438



 

 

度对交通拥堵进行科学的评估分析，全面掌握城市总体路网、重点片区、路段及节点等各个

层面的交通运行情况。 

3.2 科学挖掘拥堵特征，快速识别及诊断成因 

首先，不同类型的交通拥堵形成机理、分析手段不同，应分类开展识别和诊断。根据交

通拥堵成因和表现特征，可分为常发拥堵和偶发拥堵两类。其中，常发拥堵指交通节点、走

廊或区域在某一统计时间段内高频率、规律地出现的周期性拥堵；偶发拥堵指由于交通事故，

不利天气以及大型活动等偶然因素引起的突发拥堵。 

3.2.1  常发拥堵	

常发拥堵具有规律性和常态性特点，是对正常出行造成长期影响、最受公众关注的一类

拥堵。一般将在一定时间周期内，高频率、较长时间处于拥堵的路段或片区，称为常发拥堵

路段或片区。以深圳市为例，常发拥堵路段及交通拥堵片区分布如图 2、3 所示。 

常发拥堵是交通供需失衡、运行不畅的集中表现，根据成因，通常可分为三个类别：设

施瓶颈类、交通秩序类以及需求过载类。其中，设施瓶颈类交通拥堵一般是由道路几何瓶颈、

衔接组织不畅、信号控制不合理等因素引起的；交通秩序类交通拥堵的主要诱因包括停车违

章占道、人车混行交织等；而需求过载类交通拥堵通常是由高强度集聚的交通需求超过了通

道或片区道路网络承载能力造成的。 

图 2  不同类型常发拥堵分布图（以深圳为例） 图 3  交通拥堵片区分布图（以深圳为例） 

在时间‐空间坐标系上，将特定时空上的交通运行状态用不同颜色表示（如红色表示拥

堵，绿色表示畅通），得到交通拥堵时空分布图。通过时空分布图可以分析不同类型的交通

拥堵在时间、空间的分布及扩散等特征，能够辅助识别拥堵类型。例如，设施瓶颈类拥堵通

常表现为交通拥堵从瓶颈处向上游逐步扩散；交通秩序类拥堵表现为交通拥堵出现的时间和

空间比较随机，在时空图上呈离散分布；需求过载类拥堵往往表现为较大范围、长时间地处

于拥堵状态。各类交通拥堵的时空分布示意图，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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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类交通拥堵时空分布示意图 

3.2.2  偶发拥堵	

偶发拥堵在时间和空间分布具有随机性，通常是由不利天气、交通事故等引起的，表现

为路网整体或局部的突发性交通拥堵。一般采用交通事件自动检测技术，通过监测交通流参

数的异常变化进行识别。结合气象数据，交通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以及现场处理持续时间，

道路施工占道的车道位置、持续时间等相关数据，可进一步辅助判断偶发拥堵诱因。 

3.3 交通拥堵趋势预判 

交通拥堵预判是准确把握交通拥堵发展趋势、及时制定改善对策的关键技术环节。一方

面，结合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未来人口、岗位变化，建立交通需求预测模型，得到近远期的

交通需求总量、方式结构以及分布、分配结果。另一方面，基于需求预测结果及长期积累的

交通评估数据，结合道路交通设施的承载能力，建立道路交通运行评估模型来预测交通拥堵

的发展趋势，分析未来交通拥堵的强度和扩散情况。 

交通拥堵预判主要起三方面作用：一是预估近远期交通运行状态，预警将影响道路交通

平稳运行的关键因素；二是判识潜在拥堵点，识别近远期常发拥堵路段及拥堵片区的分布情

况；三是预判交通拥堵的变化情况，判断可能出现急剧恶化的关键拐点。 

4. 交通拥堵管理主动响应	

4.1 响应对象：设定启动阈值，遴选改善对象 

建立准确、及时的响应机制，合理确定交通拥堵管理的改善对象与时机，是主动响应的

关键。在改善对象方面，交通拥堵主动管理的对象既包括现状拥堵的路段或片区，也包括预

判认为未来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或片区。 

首先，确定基于交通运行水平（或交通拥堵程度）的交通改善措施的启动阈值，遴选需

启动响应的交通拥堵路段/片区，作为初步管理对象。在改善资金和资源的约束下，进一步

考虑各项措施的改善成本和预期效益，进行优化比选，并确定最优的交通拥堵管理对象的方

案。一般将现状严重拥堵和近期可能快速恶化的交通拥堵作为主动管理的重点。 

4.2 响应时机：把握关键时机，提前采取措施 

在不采取任何交通改善措施的情况下，由于交通需求的不断增长，交通运行水平将随时

间持续下降且交通拥堵程度加剧，当下降至某一“拐点”后，可能出现运行水平的急剧下降，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440



 

 

交通改善成本和难度迅速增加。传统的交通拥堵改善通常是在道路发展至严重拥堵后才采取

改善措施，往往治理成本高、难度大，且交通系统整体处于较低的服务水平。 

交通拥堵主动管理则利用定量化的交通评估和预测技术，预判未来交通拥堵演化过程，

准确把握交通拥堵严重恶化的关键“拐点”，在此之前主动性地开展拥堵治理工作，及时响

应并采取改善措施，以维持整体交通运行在可接受的水平，如图 5 所示。对于实施或研究周

期较长的措施（如需求管理措施等），更应适当提前响应，以便有充足的时间开展研究，储

备相关技术。 

交
通
运
行
水

平

时间

交
通
运
行
水

平

时间

治理Ⅰ

严重

拥堵

平均水平

平均水平

治理Ⅰ 治理Ⅱ

治理Ⅱ

 
图 5  交通拥堵主动管理与传统治理对比示意图 

4.3 响应对策：建立分类分级拥堵管理对策措施库 

交通拥堵成因复杂、类型多样，为了提高改善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按照分类和分级

管理的理念，系统建立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程度交通拥堵的改善对策措施库，通过测试评估

后选择改善成本低、效果好的具体措施。常发拥堵管理对策库详见表 1。 

常发拥堵的管理对策一般包括完善道路设施、优化交通组织、强化秩序管理以及交通需

求管理等四类。根据交通拥堵的成因类型和严重程度，可采取打通断头路、优化信号控制、

加强交通执法、提高用车成本等具体措施。 

偶发拥堵的管理对策一般包括交通综合调控、交通应急预案管理以及交通事故快速处理

等。例如，交通综合调控主要通过交通控制诱导手段，动态调节和均衡出入拥堵区域的交通

流，达到疏导拥堵的目的；拥堵应急预案管理是针对不利天气、重大活动以及重大交通事故

等特殊情况，通过实施预备的交通组织方案来缓解交通拥堵。 

表 1  常发拥堵管理对策库 

拥堵类型  设施瓶颈类  交通秩序类  需求过载类 

典型管理

对策 

完善道路设施  优化交通组织  加强交通秩序管理  交通需求管理 

√新建道路 

√瓶颈改造 

√打通断头路 

√优化信号控制 

√优化标志标线 

√实行诱导调控 

√加强交通管理执法 

√加强路内停车管理 

√维护行人交通秩序 

√增加机非分隔实施 

√合理供给设施 

√提高用车成本 

√限制车辆拥有 

√宣传绿色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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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通拥堵改善方案实施及后评估	

5.1 协同实施：保障交通拥堵改善对策的执行落实 

城市交通系统日趋复杂，拥堵的改善治理成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破解因管理体

制中存在条块分割和多元建设主体所带来的协调难题，需要建立一套面向协同实施的拥堵改

善工作机制。一方面明确交通和交警部门各自在设施建设维护、交通组织执法等方面的职责，

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另一方面加强管理改善与建设项目的协

同，如在大型建设项目中推行交通影响评价制度，在道路、轨道等重大交通基建中开展周边

交通疏解研究。 

5.2 实施效果后评价 

在各类交通管理措施实施后，应及时跟踪交通运行状况的变化，定期评估改善效果，并

及时进行检讨与调整，同时也为后续管理对策的研究制定提供参考。评估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针对阶段性管理对策的整体效果评估；二是针对某项具体措施的实施效果评估。 

6. 总结	

由“被动改善”到“主动管理”的策略转变，是新时期破解交通拥堵治理困境的有效途径，

也是应对新时期交通拥堵常态化、扩散化特征的策略选择。在跟踪监测道路交通运行的基础

上，交通拥堵管理“主动性”主要体现在主动响应机制和提前开展预防性管理两个方面。本文

提出了交通拥堵主动管理框架体系，对各项流程的技术思路作了初步探索。交通拥堵主动管

理策略的有效实施，还需要在实践运用中进一步完善技术手段，规范管理流程，从而为交通

主管部门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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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勒市老城区交通改善策略 

郝媛 

【摘要】针对老城区的典型特征和问题，提出了老城区交通改善的基本原则，以库尔勒为例

进行了老城改善实证研究。库尔勒老城区有限的道路资源、跨孔雀河的组团联系瓶颈以及日

益增长的老城区交通需求，形成了老城区严重的交通拥挤。文章重点分析了两类问题，即对

外交通穿越对老城形成分割以及由于路网结构不完善使得局部节点交通组织压力过大的问

题。结合城市用地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首先提出老城区交通改善的整体组织策略，在此基

础上提出具体问题的针对性解决方案。 

【关键词】库尔勒  老城区  交通改善 

1. 老城区交通特征和问题	

老城区是城市发展的起步区域，往往也是城市的核心功能区。随着我国城市居民出行方

式由非机动化交通方式向机动化交通方式转变[1]，老城区逐渐体现出一系列交通问题，主要

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老城区人口密度高，道路资源紧张，往往形成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和狭窄的道路系

统。老城区道路通行能力普遍不高，并以生活性道路为主，邻里尺度相对较小，支路和小区

路相对较密。大多数老城区在发展过程中缺少路网规划，道路多呈自由形分布。有些老城区

与新开发的城市地区，在道路衔接上存在“硬伤”，即与新建的道路在线形、红线宽度等方

面都存在较大差距。由于交通需求的增长，老城区大量的出行以及与其他城市发展片区之间

的跨区出行，造成老城区内部以及与新的城市发展地区衔接地带交通节点的交通拥堵。（2）

老城区停车资源普遍紧张。在城市发展的早期机动化发展较为缓慢，因此老城区的居住、公

建的配建停车位普遍缺乏。老城区寸土寸金，可供开发的公共停车场十分有限，而老城区又

是交通发生和吸引的主要地区，在老城区内形成大量占路停车现象，加剧了道路资源的紧张。

（3）老城区的公交服务相对较好，然而普遍存在线路重复系数高、公交场站设计不合理的

问题，商业集中的街道或节点上人流和车流交织严重。由于道路资源的限制，老城区的公交

车站大多都未设置成港湾形式，或是港湾过小，设置位置也存在不合理，尤其是在交叉口附

近，对交通运行的影响严重。（4）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用地条件的限制和带动城市发展

的目的，城市中心往往另外选址，如选在新区，与老城区形成多中心格局，或是老城区在城

市中的地位逐渐降低。（5）区域交通的发展与城市规划不协调，造成老城区对外联系的一系

列问题。区域交通包括铁路、国省道等，一些城市依托公路、铁路发展的现象非常明显，区

域设施与老城区十分靠近，而随着城市范围的扩大，这些区域设施逐渐形成城市发展的障碍，

由于跨铁路通道预留不足，跨铁路断面往往成为交通瓶颈。随着国省道两侧城市发展的加快，

国省道变成城市道路，通过性交通和城市交通相互干扰，近年来，各城市纷纷实行国省道外

绕措施，将过境交通分离出去。 

针对老城区普遍存在的问题，各城市相继实施了建设新城、疏解老城的策略，而实施效

果差异较大。老城区成熟的商业氛围和密集的人口仍然是房地产和商业开发的重要地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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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城市建设仍未停止，这无疑将增加老城交通改善的压力。 

2. 老城区改善的基本原则	

由于受到道路潜力资源有限、用地紧张、人口密度长期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老城区

交通改善具有一定的难度。在老城改善中应当遵循以下一些原则。 

2.1 系统性 

第一，要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局部问题。道路交通问题往往 集中的是体现在几个节点，

而改善方案不仅要考虑到宏观层面的问题根源，还要考虑单个节点改善的连锁效应，是否将

产生矛盾转移。第二，交通改善既有针对道路现状车流的管理，还有针对交通需求的管理[2]，

包括控制土地开发强度、均衡网络交通流、优化出行方式等。 

2.2 经济性 

充分利用既有条件和设施，优先采用交通管理的手段解决问题，交通管理不能解决的或

者是对城市发展有长足影响的，采取工程性措施。对于西部沙漠地区，还应该特别注意对绿

化带的保护。 

2.3 实用性 

提高改善手段和措施的可实施性，能够有效解决现状城市交通问题，切实起到改善交通

的作用。采取的改善措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能够解释交通问题的根源，对改善结果能够进

行定性和定量的评估。 

2.4 阶段性 

交通改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城市不同的发展阶段，问题的根源、问题的表象、

政府的财力以及解决的措施都是不同的[3]。因此，交通改善一方面要提出分阶段实施计划，

优先解决严重的、关键的问题，次要的问题可以推后解决。另一方面要具有前瞻性，充分结

合城市发展，识别因城市发展、道路完善而消除的问题，以及可能带来的新问题，使改善措

施不仅仅只解决眼前问题，更能够适应未来城市交通发展需求。 

3. 库尔勒老城改善	

3.1 老城区概况 

库尔勒是西部地区沙漠城市，为中国百强县。库尔勒呈现组团式跳跃发展特征，由老城

区、南市区、开发区三个组团构成，老城区与南市区之间被孔雀河分隔。老城区 4.7 平方公

里范围是库尔勒市城市发展的起步区域，也是医疗、教育、商业办公等各种城市功能 集中

的地区，是当前全市商业服务中心。老城区人口密度高，核心地区范围内常住人口密度达到

3.75 万人/平方公里[4]。库尔勒城市发展呈现向南市区拓展趋势，但南市区的开发建设对老

城区人口分流效果还未显现。近十年，库尔勒市机动车增长率达 18%，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已

经出现，由于老城区的交通需求、与区域交通网络的关系、河流对城市组团间联系的阻隔、

路网结构等一系列的原因，导致当前老城区成为交通问题 集中的地区，表现在高峰时段内

主要的交叉口交通拥堵频发，道路运行效率低，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出行效率。虽然交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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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部门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交通改善措施，但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随着交通需求的增长，

问题依然存在，并呈现加剧趋势。 

库尔勒市中心城区道路网络呈现棋盘式格局。孔雀河以北的老城区，由于河流和山脉的

影响，用地呈现三角形，道路在保持方格网状格局下，局部出现多路交叉和畸形交叉口。当

前，贯穿三个组团的道路仅有石化大道—萨依巴格路，跨孔雀河的桥梁除了 314 国道（高速

公路）之外，另有 4 座城市道路跨河桥梁，分别是交通路桥、石化大道桥、团结路桥、建国

路桥，见图 1。由于“大院式”开发，交通路与石化大道之间的梨香路贯通的难度大。库尔

勒对外联系的主要方向为向东联系乌鲁木齐和北疆，向西联系南疆主要城市，与高速公路衔

接的出入口有两个，一是 314 国道与北山路衔接的华凌立交，二是交通路与 218 国道衔接的

出入口。目前城市道路网络密度偏低，主次支比例为 2.7：2.2：1，次干路和支路密度严重

不足，导致主干路承担了过多的交通功能。 

老城区承担了重要的交通组织功能。老城区既是交通需求 集中的地区，又是 邻近区

域交通走廊的组团，承担了老城区内部交通、组团间联系交通和对外交通。当前，对外交通

的 64%由老城区进行组织，城市交通的 66%集中在老城区，老城区与孔雀河南岸的联系量也

相当可观，4 座桥梁承担的高峰小时流量为 1.4 万 pcu/h。高峰时段，老城区的道路已经达

到较拥挤状态。 

 

图 1  库尔勒市区现状路网                    图 2  现状城市交通需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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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状主要道路流量及饱和度                   图 4  现状城市交通组织 

3.2 老城区主要问题 

老城区当前体现出来的交通问题是部分节点和部分道路交通拥挤日趋严重。老城区支路

密度严重不足，小区路大多是 8~10 米，且贯通性差。许多大型小区出入口少，且机动车出

入口距离交叉口过近，导致大量的进出机动车与道路交通干扰严重。干路沿线开口缺乏控制，

沿线出入口间距甚至小于 50 米，严重影响了干路运行效率。在此，重点讨论对城市交通影

响 大的两类问题。 

3.2.1  对外交通穿越问题	

在 314 国道与北山路的交叉口华凌立交处形成交通混杂、秩序混乱现象。该节点的问题

根源是功能混杂，通道唯一。 

314 国道和南疆铁路基本平行，是联系乌鲁木齐和南疆主要城市的重要区域交通设施，

在老城区北侧通过，314国道位于铁路外侧，与城市道路的衔接必须跨越铁路，而当前与 314

国道衔接的城市道路只有一条北山路，即华凌立交是城市与 314 国道衔接的唯一出入口，也

是 314 国道南北两侧用地衔接的唯一节点。华凌立交西南侧和东南侧为库尔勒市 大的建材

家居市场华凌市场用地，不仅对外物流货运联系需求较大，也是城市交通的主要吸引点。华

凌立交北侧为二手车交易市场以及大型货车停车场，此外，314 国道北部还有军事用地、部

分居住用地，以及旅游景区铁门关和沿线的餐饮服务设施，这些地区与城市的联系均要通过

华凌立交进行组织。华凌立交为菱形交叉口，314 国道改为高速公路后，高速公路两侧仍各

有一条双向通行的辅路，使得地面交叉口流线复杂，流向混乱。同时，由于大型货车的进出，

对路口的组织效率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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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314 国道及华凌立交现状 

3.2.2  节点交通组织压力大	

老城区交通流量 大、交通延误 长的两个交叉口分别是交通路—人民路交叉口和五岔

路口，两个交叉口的高峰小时流量分别达到 5722pcu/h 和 6568pcu/h。两个节点问题的共同

点是由于路网结构的特殊性，承担的交通组织压力过大。 

  

图 6  老城区及老城核心区                    图 7  人民路—交通路的交通功能 

（1）交通路—人民路 

人民路—交通路口承担了三个交通组织功能：一是城市出入交通。老城区通过 218 国道

上下 314 高速唯一的通道就是交通路，该交叉口是城市出入交通的必经节点。二是老城区与

南市区的转换交通。塔指东路—龙山转盘—交通路（见图 6）由于沿途信号灯交叉口少，成

为孔雀河两岸人们使用频繁的路径。三是老城区内部的转换交通。现状老城核心区三条主要

道路的两条，交通路和人民路在此交汇，成为组织老城区内部交通的重要节点。该交叉口现

状已进行了渠化，每个进口道都设置了专右车道，但交叉口通行能力仍显不足。该交叉口当

前采用四相位信号灯控制，信号灯周期平均时长 210 秒，过长的信号灯周期，是导致部分车

道排队长度过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东进口的左转和北进口的左转。 

近期内，老城区的交通需求仍将呈现稳中有升的态势。由于跨河通道的制约，经该交叉

口组织跨孔雀河两岸的通过性交通的压力仍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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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铁门关路—交通路口现状图                   （B）现状流量流向图 

图 8  人民路-交通路交叉口 

（2）五岔路口 

五岔路口地区是当前城市商业 集中的地区，五岔路口联系了两座跨孔雀河的桥梁，是

跨组团交通组织的关键节点，其中石化大道是唯一一条贯通三个组团的道路，并向北联系高

速公路处入口。五岔路口的网络连通条件和区位在当前来讲都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五岔路

口是经过设计的交叉口，并设有人行地下通道。然而从交叉口所处的区位来看，设施改造的

难度大，并且，即使通过设施改造，也难以解决现状问题，因为其根源在于其交通组织的重

要度高，在现状路网中具有不可替代性，随着交通需求的增长，诸如拥堵、延误等交通问题

的出现是必然的。 

随着老城区向西拓展，以及建国路等新的连通南市区的道路相继建设，五岔路口作为组

织组团之间联系交通的压力有所缓解，然而，老城区未来仍然是城市中心之一，其组织的交

通需求仍然很大。 

 

图 9  五岔路口概图和交通流分布 

3.3 改善目标及策略 

根据当前老城区存在的主要问题、近期城市和交通发展情况，以及上位规划对老城区的

要求，提出库尔勒老城区近期交通改善的目标：通过完善组织、改善瓶颈、减少干扰、优化

衔接以及各种交通方式相互协调，创造一个与老城区近期城市用地相协调、与交通发展需求

相适应的交通系统，提高老城区出行效率。 

具体策略包括：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448



 

 

完善近期路网，改善路网结构。优先骨架性道路建设，增加跨孔雀河断面通道数量；完

善老城区次干路、支路建设，挖掘道路资源。 

剥离无效交通，满足进出交通：通过完善路网和城市出入口，剥离老城区承担的过境交

通组织功能，减少通过性交通穿越，完善进出道路满足对外联系需求。 

整治干道开口，优化交通秩序：协调城市用地与交通组织的关系，加强对主干路沿线单

位出入口的控制，减少主要道路交叉口附近的交通干扰。实施“右进右出”组织模式。 

改造交通节点，排除拥堵隐患：结合道路网建设和功能调整，完善道路衔接，优化道路

空间资源和交叉口设计，完善道路标志标线。 

优化交通方式，推进公交优先：以快速公交为主体、常规公交为补充，增强对老城核心

区的公交服务，优化线网结构，集约利用交通资源。 

3.4 改善方案 

3.4.1  整体交通组织	

老城核心区整体交通组织思路是“疏解”与“补强”。所谓“疏解”，即通过完善近期道

路网，外移区域通道，疏解老城区尤其是老城核心区承担的过境交通组织功能；通过完善跨

江通道，提高跨孔雀河断面的道路通行能力，缓解现状跨江通道关键组织节点的交通压力。

所谓“补强”，即老城核心区的干路承担了多重交通功能，而小区路（支路）没有发挥应有

的作用，通过对小区道路的梳理和改造，提高部分小区路应承担的支路功能，均衡老城核心

区现状交通组织关键节点的交通压力。 

 
图 10  老城区近期交通组织 

3.4.2  华凌立交解决方案	

分散功能：提高华凌立交的主要功能，疏解次要功能。北移 314国道，贯通恰尔巴格路，

分担北山路联系 314 国道两侧用地的压力。增加 314 国道北部用地在 314 国道上的开口，

分散华凌立交的压力。同时将增加新的城市出入口，华凌立交作为城市出入口的压力将有所

减弱。 

简化交通。周边的用地性质在规划期内不会变化，既是城市交通需求主要吸引地，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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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通主要地区，在这一前提下，可行的措施就是简化交通。将高速公路两侧辅路改造为

单向，减少流向。 

 

图 11  近期周边地区用地路网图 

3.4.3  人民路—交通路改善方案	

疏解功能。该交叉口在当前路网中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结合近期路网规划，疏解其

部分功能。延伸天山路（见图 6），增加跨孔雀河通道，降低老城区与南市区联系交通对该

交叉口的依赖，并起到分离通过性交通的作用。 

进行交叉口改造，提高通行能力。该交叉口的区位决定了其在未来老城区交通组织中仍

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提高通行能力是适应未来交通需求增长的必要措施。考虑到交叉口

周边用地已经相对成熟，交叉口红线拓宽的余地不大，因此，在交叉口红线范围内，优化配

置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空间[4，5]。各进口道利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充裕空间增加进

口机动车道，调整现状的四个导流岛，并对交叉口进行重新渠化。由于在现状道路红线范围

内改善，涉及的工程量主要是拆除导流岛、拆除部分机非分隔带和人行道，该种方式工程量

相对较小，并尽量保持道路绿化。改造后的交叉口可以适应未来交通发展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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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人民路—交通路交叉口渠化 

3.4.4  五岔路口改善方案	

五岔路口难以通过工程措施进行改善，其主要策略是疏解功能和优化方式。所谓疏解功

能，是通过完善组团贯通道路和新建跨河桥梁，减轻五岔路口交通组织压力。所谓优化方式，

是结合公交规划，发展大运量公共交通，优化线网组织，而这一点需要结合城市发展进度逐

步实施。 

3.5 小结 

交通手段不是万能的，必须从根源上加以控制。如果老城区的开发强度无限制的增加，

交通的手段将越来越少，越来越无力，老城区的路网将难以支撑。因此，老城区一方面应完

善路网，尤其是支路网，挖潜道路资源，另一方面应实施交通需求管理。控制开发强度，优

化交通模式，提高公交出行比例，并尽快制定交通影响评价分析制度。 

同样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解决途径，不应盲目的实施工程措施。 

4. 结语	

老城区具有人口密度高交通需求大、道路狭窄、次支路网密度低、与区域交通衔接不合

理等突出特征和问题，针对这些特征和问题，提出了老城区交通改善的四项原则，即系统性、

经济型、实用性和阶段性。以库尔勒为例对老城区交通改善的思路和策略进行了实证。库尔

勒老城区交通拥堵严重，其诱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区域交通穿越、节点组织压力大、路侧干

扰等等。针对老城区的交通问题，采取先整体后局部、先管理后工程的交通改善思想，首先

完善路网格局，增加跨关键截面通道，疏解老城区交通组织功能，之后进行工程改善，对于

工程改善效果不大或难以解决的，提出交通需求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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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街区交通改善治理策略研究 

                                                  ——以靖宇大街为例 

姚旭  罗辑 

【摘要】通过对哈尔滨市靖宇大街历史街区现状的分析和定位，研究了靖宇大街传统风貌保

护交通和商业功能的影响的主要因素，从城市交通的角度分析了风貌保护区的保护和开发问

题，提出了在保护区范围发展全日步行街和限时步行街两种大城市历史街区的交通模式，以

及相应的交通组织措施。同时提出了靖宇大街历史街区交通改善方策略评价的方法，为中国

寒地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和交通改善提供借鉴。 

【关键词】历史街区  保护开发  交通改善策略 

1. 引言	

20 世纪初期以来，世界各国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越来越重视。我国对于历史文化

遗产的保护始于对文物建筑的保护，然后发展成为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后来在此基础上

增加了历史街区保护的内容。哈尔滨市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样面临着老城区历史街区

的保护和开发问题。哈尔滨地处中国北部，冬季漫长、气候严酷，是中国寒地城市的典型代

表，受气候条件影响其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开发所侧重的方面也有所不同。 

位于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区域是哈尔滨市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该区域文

化积淀丰富，建筑风貌特色显著，其大院式建筑布局与中华巴洛克式建筑都具有重要的历史

意义与人文价值。2001 年在《哈尔滨市名城保护专项规划》中确定该区域为道外传统商市

风貌区。面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深入贯彻，在老城区土地使用置换和建筑物更新改造

过程中，对于城市经济和文化长久延承、发展和沉淀的靖宇大街传统商市风貌保护区，如何

在有效组织区域交通的条件下，正确定位靖宇大街和其周边建筑群，成为靖宇大街传统商市

风貌区保护和开发成功的关键因素。 

2. 靖宇大街历史街区的现状与定位	

2.1 靖宇大街历史街区的现状 

靖宇大街历史街区南起南勋街、丰润街，北至升平街、地灵街；东起十道街，西至景阳

街，占地面积 53.11 公顷。其主要功能包括：商业、居住和交通。按照侧重功能的不同，将

现状靖宇大街风貌区分为两大类，主要的一大类以商业功能为主，其中的交通量主要是商业

人流和货车流，并承担必要的机动车交通量，属于典型的商业街。主要是商业零售、批发市

场，以及金融和商务中心，开发范围包括靖宇大街（五道街—景阳街）两侧 200 米范围。这

类靖宇大街较好保持了传统靖宇大街的风貌，街道两侧的巴洛克建筑成片密集分布，连续性

好，建筑质量比较好，外墙沿街立面装饰风格统一，审美价值比较高，而且有悠久的历史传

统，具有历史文化保护价值。其次，则是以居住功能为主的一类，商业功能相对比较发达，

但服务范围较小，道路功能保留。这类区域主要分布在靖宇大街（五道街—十道街）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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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米范围。 

2.2 靖宇大街历史街区的定位 

靖宇大街历史街区是哈尔滨市的老城区，是哈尔滨民族经济发展的见证，是中西文化 

合并在城市风貌上表现的最典型地区。该地区是哈尔滨即中央大街中心商业区和秋林中

心商业区的第三大传统商业区，该地区的保护与复兴改造以充分发挥风貌区商业、文化、旅

游、休闲、居住的职能为目的，从改善基础设施与空间环境出发，综合平衡道外区的社会、

文化、经济、环境效益，创造既有道外传统商市风貌和民俗文化氛围又适应现代生活要求和

充满活力的商业、文化、旅游中心。       

3. 靖宇大街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的交通条件分析	

受历史因素影响靖宇大街区域已经形成的特定城市格局决定了路网布局形态及空间尺

度，路网形态及尺度是构成该区域历史风貌的要素之一。在靖宇大街传统风貌保护区的保护

和开发中，必须考虑靖宇大街历史街区以及周边区域的交通条件，以协调中华巴洛克式建筑

与现代交通方式之间的矛盾。可以综合考虑整个区域的交通条件，分析周边道路交通对靖宇

大街传统风貌保护区道路交通的影响，从而得出该区域保护中的交通方面的优势和劣势因

素。 

3.1 有利于靖宇大街历史街区保护和开发的交通因素 

风貌保护区是道外区的中心，位于松花江旅游风光带的南侧，有较好的区位优势。为了

改善道外老城区的交通条件，保持该区域的繁荣与发展，市政府投入巨资完善了保护区周边

的道路网系统，周边有景阳街、北环路、南勋街、十四道街等交通性干道，能很好的解决风

貌区与外部交通联系，大大提高了老城区的可达性，为市民购物及观光者旅游提供了便捷的

交通条件，同时给在历史文化街区规划步行商业街提供了条件。 

对于风貌保护区内部交通而言该历史街区的街道极具特色，异于哈尔滨其它地区，呈“鱼

骨式”的交通体系，沟通各个街坊。鱼骨式街道，空间尺度好，街道景观特色突出，界面连

续。 

3.2 不利于靖宇大街历史街区保护和开发的交通因素 

现状传统靖宇大街传统风貌保护区内道路较为狭窄，东西向交通连接不畅，成为该地区

的保护与复兴的制约因素。而一旦该地区在交通设施的带动下迅速发展将对原有的客观环境

和人文风貌产生冲击，不利于保护。出于旧城风貌保护的需要，既有路网虽然可以调整、改

造的余地很小。 

4. 靖宇大街历史街区交通改善策略及评价方法	

4.1 靖宇大街历史街区交通改善策略的制定原则 

（1）充分考虑寒冷气候对环境和交通的影响。 

（2）因地制宜，根据旧城保护的需要调整主、次干道的规划标准，对不同保护层次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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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不同的处理方法。 

（3）根据历史街区的胡同肌理和空间尺度调整支路系统。 

（4）道路横断面应满足历史文物和风貌保护的要求，同时协调处理好交通出行、市政

设施、城市景观和生态环境等各项功能的需要。 

（5）在开发高强度较高的商业区和危改区，进一步加密支路系统。 

4.2 交通改善策略 

4.2.1  历史街区交通模式	

根据对靖宇大街风貌区的不同侧重，提出了两种靖宇大街历史街区的交通模式：第一种

是完全保护的交通模式即将靖宇大街及周边辅街设置为全日制商业步行街，强化商业功能，

弱化居住和机动车交通功能，以繁荣整个区域商业为主要目的。第二种是约束性保护的交通

模式，即将靖宇大街及周边辅街的部分街路设置限时步行商业街，以商业功能为主导功能，

但承担必要的机动车交通量。 

4.2.2  靖宇大街区域交通改善措施	

上述两种靖宇大街区域交通模式下的合理交通组织，关键在于通过挖掘周边区域道路的

通行潜力，疏缓靖宇大街传统风貌保护区的交通压力。 

首先应优化区域路网，疏导过境交通。其次在靖宇大街传统风貌保护区近邻的两侧开辟

辅助车道，进一步分流交通量；再次改善靖宇大街传统风貌保护区本身的胡同肌理，加强内

部交通联系。传统商业街的交通处理办法，在行人交通量不是很大时，尤其是早晚上下班高

峰期，可以协同周边道路共同承担车辆通行，而在行人交通量达到一定程度的商业高峰期，

则实行步行街方案，禁止机动车的驶入，完全由周边道路承担交通分流。最后，开发地下空

间，与靖宇大街步行街衔接，一方面强化了区域商业辐射范围，另一方面在人行交通上形成

连续步行空间体系，能够大大降低冬季寒冷气候对区域商业的不利影响。靖宇大街历史街区

及其周边区域道路网规划采用“三横、六纵”的道路系统，“三横”：北环路、靖宇大街、南勋

街；“六纵”：景阳街、头道街、五道街、七道街、九道街、十道街。为协调区域保护与交通

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解决七道街与靖宇大街交叉口的瓶颈问题，规划采用交通管理手段，变

七道街（丰润街—地灵街）由南向北为单向行驶，九道街(北环路‐南勋街)为由北向南单向行

驶。根据《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及该地区具体情况，提出开辟一片全日制商业步行

街，即景阳街、升平街、五道街、南勋街围合地区，其他区域为限时步行商业街（19 点至

23 点）。同时开辟东西相联系的街巷，改变街坊之间只能南北联系的交通体系，创造便捷顺

畅的休闲购物环境。 

4.3 靖宇大街历史街区交通改善方策略评价 

目前，常用的评价方法主要是由相关的技术专家依据其经验根据方案定性、定量指标，

对方案进行比较选择。这种方法简捷明了，便于操作数学评价方法进行方案比选，并不完全

脱离人的参与，经验判断仍然是少的，但是借助数学评价工具，能够把复杂的问题分解，并

减少个人意见对评价结果的影响，使方案评价更为客观，有利于方案比选工作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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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综合评价法、灰色关联度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已广泛应用于许多行业。模糊综合评

价适用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案的系统综合评价和决策，尤其是对于兼有定性因素和定量

因素的系统问题，能较简便地进行综合评价和最佳方案决策。模糊综合评价是以模糊数学为

基础的数学方法，以模糊综合评价为基础评价方案，进行比选工作，评价过程采用多级评价

方式。由于从多方面对事物进行评价难免带有模糊性和主观性，采用学的方法进行综合评判

将使结果尽量客观从而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因此，考虑气候条件、土地区位、风貌保护和

交通通达度 4 个指标影响因素的前提下靖宇大街历史街区交通改善评价可以采用模糊评价。

经验证，评价结果能够较科学地反映靖宇大街风貌保护区交通改善策略的优劣。 

5. 结论	

通过对哈尔滨市靖宇大街历史街区现状的分析和定位，研究了靖宇大街传统风貌保护交

通和商业功能的影响的主要因素，从城市交通的角度分析了风貌保护区的保护和开发问题，

提出了在保护区范围发展全日步行街和限时步行街两种大城市历史街区的交通模式，以及相

应的交通组织措施。同时提出了靖宇大街历史街区交通改善方策略评价的方法，为中国寒地

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和交通改善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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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信号控制方法缓解近距离交叉口交通拥堵 

孙晓莉 

【摘要】论文针对城市道路瓶颈难题——近距离交叉口交通拥堵现象，提出智能化信号灯控

制解决方法。论文在传统的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基础上，采用模糊算法，优化上游交叉口绿

波相位与下游交叉口某非绿波相位间的时间关系，旨在减少下游交叉口车辆排队溢出现象，

从而大幅提高两个交叉口的交通运行效率，达到减轻交通拥堵的目的。论文采用再励学习算

法对模糊逻辑信号控制系统中的隶属函数进行校正，使之更适应各种交通流水平。该研究利

用交通仿真模型中对智能化信号控制系统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在各种交通量状况下，该

系统均比传统的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优异，平均延误和平均停车次数更低，说明该系统是解

决城市路网中近距离交叉口交通瓶颈问题上的一个有效途径。 

【关键词】交通拥堵  近距离交叉口  智能化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  模

糊逻辑控制  再励学习 

1. 研究背景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机动车拥有量迅猛增加，道路

交通拥堵问题也日益严重，治理拥堵成为关系城市正常运转、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质量的重

大问题。造成交通拥堵的因素中，交通瓶颈占 40%，信号配时不佳占 5%[26]。城市路网瓶颈

一般出现在交叉口，而大量存在的近距离交叉口，是城市路网瓶颈中的难题。由于交叉口间

距过近，上下游交叉口交通流相互影响严重，因此交通拥堵现象在近距离交叉口出现频率更

高，拥堵程度更严重，甚至在交通流量远低于通行能力时仍难避免拥堵现象。随着城市中机

动车交通量的持续增长，近距离交叉口交通拥堵越来越严重，交通安全与交通运行效率的重

要性日益增强。城市道路空间资源有限，通过新建道路的解决办法越来越困难；新增车道数

的办法往往需要挤占行人和自行车通行空间，严重影响城市慢行系统的交通环境，有违社会

公平。因此，在不改变既有交叉口空间前提下，通过智能化交通信号控制挖掘交叉口通行潜

力，成为解决近距离交叉口交通瓶颈问题的可行、快捷、有效的方法。 

2. 问题阐述	

在目前传统的信号控制应用当中，感应式绿波控制对近距离交叉口是 为有效的。感应

式绿波控制系统为主线提供绿波控制，车辆感应器一般设在非绿波相位车道的停车线前方用

于检测车辆到达，当这些方向的流量较少，在预设的时间间隔内没有后续车辆到达时，则变

换到下一相位。这种控制机理将多余的绿灯时间转移给主线，从而提高交叉口运行效率。在

主线上，往往存在大量近距离交叉口，由于距离过近，两个交叉口的交通运行有着紧密的联

系，交通流、排队和信号相位时长均相互影响。详细地说，由于交叉口间距较近，排队空间

有限，极易引起下游交叉口车辆排队溢出并堵塞上游交叉口，使上游交叉口绿灯时间时车辆

无法通过，导致绿灯空放。导致绿灯空放现象的原因，除了交叉口之间排队空间过短、交通

流起伏变化之外，另一原因则来源于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本身。尽管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能

够部分地适应交通流起伏，但它仅对一个方向（通常是直行）进行绿波控制，无法同时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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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绿波相位协调控制。另外，由于该控制系统的工作机理是在两个交叉口设置相位差来实现

绿波带，在实际运行中，将其它相位冗余的绿灯时间转移到绿波相位上，将导致绿波相位在

实际运行中转绿时间比设计的时间更早，其提早时间由其它相位的交通流决定。因此，在实

际运行中，上下交叉口的实际相位差会随着交通流而变化，每个信号周期的绿波带变化不定，

往往造成排队溢出和交通拥堵，另一方面又造成绿灯空放现象，降低交叉口运行效率。 

3. 研究目标	

针对城市道路瓶颈——近距离交叉口，开发一种智能化交通信号控制方案，减少传统的

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在运行时的相位不规则变化问题。在保障近距离交叉口直行方向绿波控

制的同时，改善近距离交叉口各相位之间的时间关系，使交通流能够更连续地通过两个交叉

口，减少延误、停车、路口车辆滞留，提高交叉口运行效率，减少拥堵。 

4. 文献综述	

我国针对城市近距离交叉口交通运行改善的成熟应用方案较少，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可提

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城市快速路与主干路采用跨线桥与上下匝道形式相交时，快速路两侧

匝道在主干道上形成两个近距离交叉口，这是城市路网中常见的近距离交叉口类型。美国针

对该种近距离交叉口的运行特征，常采用三类信号控制策略，分别为单信号机 3相位控制、

单信号机 4相位控制，以及双信号机绿波控制。由于控制机理不同，这些方法各有缺点：单

信号机 3 相位控制无法保证交叉口之间的左转方向以及匝道上的排队车辆在一个信号周期

内清空；单信号机 4 相位控制虽能更好解决左转排队问题，但延误较大，交叉口通行能力较

低；双信号机绿波控制方法在交通流量较大或左转流量突出时适应性相较前二种策略好，但

运行中易出现绿灯时间过短或过长情况，引起驾车者疑惑。针对近距离交叉口的信号配时主

流软件，如 PASSER III [21]  和  ASCS [22]，均仅在固定交通量下给出配时优化方案，且无法解决

实际运行中由于交通流起伏引起的车辆排队溢出问题。 

自从1977年希腊学者Pappis[2]和英国模糊控制专家Mamdani[2]第一次将模糊智能控制方

法应用在交通信号灯控制之后，各国学者进一步研究模糊控制在各种交叉口的应用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24]。研究表明，模糊逻辑控制方法比传统信号控制系统更好地应对交通

流起伏变化，并可实时优化信号配时方案。Bingham [17]应用再励学习算法校正模糊逻辑控制

系统参数，使模糊逻辑控制系统更好地适应交通流变化，提高了模糊逻辑控制性能。 

5. 再励学习概念	

再励学习是一种模仿人类“试错学习”过程的优化算法，它根据环境提供的强化信号对

产生动作的好坏作一种评价，优化调整内部控制参数，在“行动‐评价”的环境中获得知识，

改进行动方案以适应环境改善未来行为的效果，即奖励信号函数值 大化。基于这一理论，

可将模糊逻辑控制算法与人工神经网络结合起来建立再励学习模型，由模糊逻辑控制系统产

生“行动”，由神经网络系统对“行动”好坏做出“评价”，从而优化模糊逻辑控制系统中的

参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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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智能化信号控制方案	

该控制系统建立在传统的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基础上，根据近距离交叉口实时交通流情

况，协调下游交叉口的非绿波相位与上游交叉口绿波相位间的时间关系，建立“第二绿波”，

实时动态改善交叉口运行，同时不破坏原有的主线绿波带。例如，在道路主线直行绿波控制

基础上，将下游交叉口左转与上游交叉口直行进一步协调控制，使上游交叉口的车辆能够在

一个信号周期内连续地通过下游交叉口而不必二次停车等待。以此有效减少车辆滞留，缩短

车辆排队，减少排队溢出导致的交叉口堵塞。该智能化信号控制系统采用模糊控制方法实现。 

6.1 模糊神经控制系统框架 

交通信号模糊神经控制系统由交叉口和模糊神经信号控制器组成，其框架如下图所示。 

 
图 1  模糊神经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框架 

该研究开发的模糊神经控制器与感应式绿波控制器捆绑，城市信号控制器不必抛弃原有

的控制系统，仅需在此基础上升级即可，大大减少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改造成本。感应式绿波

控制器负责设定交通信号控制基本参数，如初始绿灯时间、绿灯延长时间、行人时间等；模

糊逻辑信号控制系统代替感应式绿波信号控制器做出绿灯时间延长命令。与此同时，人工神

经网络评价绿灯时间延长命令对交叉口运行效率影响的好坏，优化模糊逻辑控制系统中的隶

属函数，将更新后的隶属函数反馈给模糊逻辑控制系统。 

6.2 模糊控制过程 

模糊控制过程为：接收输入参数（排队长度）—输入参数的模糊化处理—模糊推理—输

出参数的解模糊化—输出命令（绿灯延长时间）[23]。 

近距离交叉口几何形状、车辆排队长度检测器位置如下图所示。 

6.2.1  输入参数	

上游和下游交叉口的非绿波相位的车辆排队长度参数，以 QU、QD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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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交叉口几何形状、排队检测器位置、信号相位示意图 

设绿波相位为东西向的直行，在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运行时，上游交叉口绿波相位（西

向直行）绿灯开始时间受主线左转交通以及横向道路交通的影响，其影响程度可用这些相位

的车辆排队总长度来估算，其估算公式为： 

QU = max(QU4, QU8)+QU5 

类似地，下游交叉口绿波相位的绿灯开始时间受其它相位车辆排队长度影响，其估算公

式为： 

QD = max(QD4, QD8)+QD1 

为检测车辆排队长度，每个相应的车道停车线和停车线上游一定距离（如 100 米）位置

各设一个车辆排队检测器。各相位方向上车辆排队长度可用下列公式估计： 

Qi(t)= min{Qi(t‐1)+[ Ai(t)‐ Di(t)],    Qi,lim} 

其中： 

Qi(t)、Qi(t‐1)：方向 i的车辆在第 t、t‐1 时间间隔内的排队长度； 

Ai(t)：第 t 时间间内隔通过停车线上游检测器的车辆数。 

Di(t)  ：第 t时间间隔内通过停车线检测器的车辆数； 

Qi,lim： 大排队长度，取决于车辆排队检测器之间的距离。 

6.2.2  输入参数的模糊化	

输入参数（排队长度）采用语言变量进行定义，其隶属函数曲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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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排队长度的隶属函数分布 

6.2.3  模糊推理	

模糊推理规则的设计旨在平衡上游交叉口的绿波相位与下游交叉口的非绿波相位之间

的时间关系，合理推迟绿波相位开始时间。其模糊推理规则的形式为： 

If    {QD  “短”  and QU  “长”}，then{下游交叉口主线左转绿灯延迟时间“长”} 

6.2.4  输出参数的解模糊化	

根据推理规则得到的结果（下游交叉口主线左转的绿灯延长时间）是若干条语言变量及

其隶属度值，但是信号灯的绿灯延长时间必须为具体的数值。因此需对语言变量进行解模糊

化处理，得到具体的绿灯延长秒数。绿灯延长时间的隶属度函数曲线见下图： 

4 6 8 100 2

 
图 4  绿灯延长时间的隶属函数分布 

7. 智能化信号控制方案的交通仿真模型测试	

本研究选择某一实际交叉口状况，利用 VISSIM[27, 28]软件建立该交叉口的交通仿真模型，

对模糊神经信号控制系统进行了评价。 

7.1 交通仿真模型 

采用交通仿真模型的优势在于：（1）成本低。在方案实施之前，利用交通仿真模型对方

案进行评价，避免交叉口信号器改造成本。（2）在实际交叉口运行是动态随机的，很难保证

交通流持续在某一特定状态，而仿真模型中可控制各种交通特性。（3）利用交通仿真模型可

创建完全相同的交通环境，为评价不同的信号控制方案提供比较平台。（4）可反复重现交通

运行过程，分析交通拥堵原因。因此，本研究采用交通仿真模型进行方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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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仿真软件 VISSIM 能够精准地模拟城市交通，能模拟机动车运行、交叉口的详细几

何特征、各种主流信号灯控制器运行，并可提供交通运行评价信息，因此选择 VISSIM 作为

交通仿真模型软件。 

仿真模型中近距离交叉口距离约为 120 米，东西方向为主线，由东向西直行方向受绿波

控制，其余方向设车辆感应器。晚高峰期间，西向交通为主要流向。由于西侧交叉口的主线

左转交通量较高，该方向排队车辆频繁溢出到东侧上游交叉口，进一步恶化主线交通畅通，

造成拥堵现象。该处已成为道路瓶颈，降低整条道路主线的通行能力，见下图。 

 

图 5  近距离交叉口交通仿真模型 

7.2 对比方案选择 

目前，在传统的交通信号控制实际应用中，针对近距离交叉口交通运行 为有效的是信

控方式为感应式绿波控制。因此选择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作为评价该模糊逻辑信号控制系统

的基准，对比方案包括两种：（1）未经再励学习优化的模糊神经信号控制；（2）优化后的模

糊神经信号控制。评价指标为平均延误时间和平均停车次数。为衡量非绿波相位的交通流起

伏对主线直行交通的干扰严重程度，分别对六种交通量环境下的三种方案进行模拟：一是实

测晚高峰交通量，其余五种是保持主线直行交通量不变，其它方向机动车和行人交通量减少

10%、减少 20%、增加 10%、增加 20%，以及增加 30%。 

7.3 方案对比结果 

三种交通信号控制方案在不同交通流状态下的运行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6  方案评价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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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结果表明，当非绿波相位的交通量水平较低时，模糊逻辑控制系统与传统的感应式

绿波控制系统运行效果差别不大，再励学习效果不显著，这是因为交通量较低时，交通拥堵

现象不明显甚至没有，两个交叉口均运行良好。随着交通流量的不断增大，模糊逻辑信号控

制系统明显比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优异；经过再励学习优化后的模糊逻辑控制系统优于前二

者。尤其当非绿波相位交通量增加 30%时，模糊逻辑控制系统可减少延误 20%。说明智能化

模糊逻辑信号控制系统能够更好地处理非绿波相位的交通流起伏变化，有效减少交叉口延误

和停车次数，而再励学习过程可提高模糊逻辑控制对交通状况的适应度，进一步提升模糊逻

辑控制性能。总体来说，模糊逻辑信号控制系统比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更为优异，在交通流

量较大时尤其显著。这是因为当交通量增加时，更可能导致交通拥堵现象，而感应式控制方

式在拥堵状况下处理交通起伏变化能力有限，因此排队溢出和拥堵现象更为频繁、程度更为

严重。而模糊逻辑控制系统与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捆绑之后，通过检测各方向交通需求，能

够提前预测排队和拥堵，并在拥堵发生之前给出更为优化的信号控制方案，从而有效减少拥

堵出现可能性。 

8. 结论	

本研究针对城市路网瓶颈——近距离交叉口，从智能化交通运行控制角度，应用模糊逻

辑控制方法，解决近距离交叉口处由于交通流起伏变化造成的绿波相位随机变化，优化分配

各相位的起始与持续时间，挖掘交叉口通行潜力，减少车辆排队溢出和交叉口拥堵现象。通

过人工神经网络建立的再励学习模型进一步优化了模糊逻辑控制系统内的参数，提高了模糊

逻辑控制性能。相比定时信号控制和感应式信号控制方式，该系统可更有效地应对交通流的

实时起伏变化，并可根据实时交通流状况，智能化协调绿波相位与非绿波相位之间的时间关

系。 

由于本系统是建立在传统的感应式绿波控制系统上，它同时具备道路主线绿波控制功

能，同时为主线绿波相位和某一非绿波相位提供智能化的“第二绿波”，因此可以减少非绿

波相位随机变化造成的交通拥堵。交通仿真结果表明，模糊逻辑信号控制系统比感应式绿波

控制系统更有效减少延误和停车次数，其控制性能可通过再励学习方法进一步提升。 

智能化交通信号控制是解决近距离交叉口这一交通瓶颈问题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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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深圳市居民出行调查与分析研究 

彭坷珂  孙永海  李智  谢明隆  郭莉 

【摘要】交通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保障。前瞻性的交

通规划研究是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居民出行调查是进行交通规划研究最为重

要的数据基础。深圳市已于 1990年、1995年、2001年和 2005年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居

民出行调查，2010年开展的第五次深圳市居民出行调查，获取了 9.8万户居民意愿信息及

22万人的出行信息。本文通过对比深圳十年以来开展的三次出行调查成果，结合城市轨道

和公交客运数据、全市各组团之间主要道路的人流车流调查数据，对未来深圳市整体交通状

况进行总体分析，并提出趋势结论，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 

【关键词】居民出行调查  组团  出行强度  出行结构  出行分布 

 

交通是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保障。前瞻性的交通规

划研究是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居民出行调查是进行交通规划研究最为重要的

数据基础。 

居民出行调查起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

进，越来越多城市开始重视这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2010 年由建设部颁发的《城市综合交

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中就明确规定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的成果中必须包括现状调查

分析内容。 

1. 调查概况	

深圳市已于 1990 年、1995年、2001 年和 2005 年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居民出行调查，

调查成果对交通规划和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随着城市快速发展，2005 年

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不能反映城市出行特点，必须及时更新以准确反映居民出行特征的变化情

况，并作为新一轮城市交通规划编制的基础数据。深圳市第五次居民出行调查于 2010 年 10

月正式实施，经过一年左右的数据处理，于 2011 年 11 月通过评审并公布有关成果。 

第五次居民出行调查范围覆盖全市所有 8 个区，57 个街道，790 个社区居委会，抽样率

为 2%。整个过程分为方案制订、调查实施、数据处理、成果编制四个阶段，方案制订阶段

既要保持以往调查内容的延续性，使调查结果与以往具有可比性，又要密切与当前阶段的实

际问题相联系，及时反映当前交通特征；调查实施阶段借助市统计部门的专业调查力量，采

取人口普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数据处理阶段结合城市轨道和公交客运

数据、全市各组团之间主要道路的人流车流调查数据，对调查数据进行扩算核查；成果编制

阶段借鉴北京、上海和以往深圳报告的经验，除了常用指标的统计分析之外，还重点了分析

了通勤人口和轨道周边人口的出行特征并对比之前数据。调查工作流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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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出行调查工作流程图 

2. 出行主要特征	

2.1 出行强度 

调查结果显示 2010年深圳市居民日均出行总量 3164万次，机动化出行总量 1383万次，

机动化出行量比 2005 年增长了 68%。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出行次数 3.05 次/日，人均机动

化出行次数 1.33 次/日，人均机动化出行次数较 2005 年增长 36%。 

 

图 2  历年居民出行率变化对比图 

2.2 出行结构 

调查结果显示 2010 年深圳市全市步行出行比例约为 50%，自行车出行比例约为 6%，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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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出行比例达到 56%，机动化出行比例为 44%。 

 
图 3  全方式出行分担率图 

全市机动化出行方式中，公交出行分担率为 38.3%（包括公共大巴、公共中小巴、地铁），

小汽车分担率为 44.2%，其他（摩托车、助动车）分担率为 4.9%，单位班车（含校车）分担

率为 8.8%，的士分担率 3.7%。   

 

图 4  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图 

全市公共交通（含常规公交、地铁）出行比例，比 2005 年(44%)有所下降。小汽车出行

比例由 2005年的 35%提高到 2010 年的 44%，提高幅度较大。 

表 1  深圳市历年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变化表 

年份  摩托车  公共交通  的士  单位班车  小汽车 

2000年  35.3%  37.4%  2.2%  7.5%  17.6% 

2005年  7.1%  44.2%  3.3%  10.2%  35.2% 

2010年  4.9%  38.3%  3.7%  8.8%  44.2% 

机动化出行中，居民日常出行以通勤为主，家基工作出行占总出行量 48%，家基上学出

行占总出行量 12%，二者合计为 60%，组成了最大部分的经常性出行，而且集中在繁忙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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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深圳市历年出行目的出行比例图 

2.3 出行分布 

与 2000 年相比，居民出行需求走廊发生较大变化。组团间出行强度最大的为福田与罗

湖、南山、中部综合组团；其次是罗湖与中部物流组团；再次是福田与中部物流组团，宝安

中心组团与南山及西部工业组团。各组团间出行期望线图如下所示。 

 
图 6  2000 年居民机动化出行期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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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0 年居民机动化出行期望线图 

原特区内及原特区外内部机动化出行比例均有所下降，跨关出行比例有所提高。 

表 2  组团出行比例对比 

年份  原特区内  原特区外  跨原特区内外 

2000年  45%  50%  4% 

2010年  39%  43%  18%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机动化组团内出行比例有所下降。福田、罗湖组团随着城市发展，

已经成为一个大中心，这两个组团内部出行率较低，吸引大量跨关机动化出行。中部综合组

团、中部物流组团、宝安中心组团与中心城区的组团间出行量强度较大。西部高新组团、西

部工业组团、东部工业组团、东部生态组团距离中心城区距离较远，组团内出行比例高。总

体来说，出行分布显示了总体规划“组团加轴带”的城市空间发展意图。 

表 3  机动化出行的组团内出行比例对比表 

年份 
宝安中

心组团 

东部工

业组团

东部生

态组团 

福田

组团 

龙岗中

心组团

罗湖上

步组团

南山

组团

西部高

新组团

西部工

业组团

盐田

组团 

中部物

流组团 

中部综

合组团

2000年  83%  93%  91%  33%  85%  53%  68% 91%  90%  64%  77%  85% 

2010年  53%  73%  73%  28%  69%  34%  46% 73%  75%  61%  41%  52% 

3. 主要调查结论	

（1）2010 年深圳市居民日均机动化出行总量 1383 万人次，交通供应基本与需求平衡，

保障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2000 年至 2010 年，深圳市人口年平均增长 3.9%，GDP年均增长 15.8%，小汽车年平均

增长 23%，导致居民机动化出行率年平均增长 5.8%，机动化出行总量年平均增长 8.9%。而

交通供应方面，除了建成轨道一期工程 25 公里地铁以外，公交车辆年平均增长 14.4%，道

路年平均增长 8.8%。 

深圳市交通在过去 10 年尤其是“十一五”期间，经受了交通需求增长和轨道二期工程

全面建设的严峻考验，道路交通状况保持在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有力地支撑了社会经济的

快速发展，这得益于规划建设的前瞻引导，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建设，公交服务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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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通管理的不断改善。 

（2）逐步形成的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在交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根本性作用 

1）城市组团内部机动化出行比例超过 50%，组团式结构明显。 

调查显示，深圳市原特区内组团内部机动化出行比例达到 50%左右，原特区外组团则高

达 75%。对比国际上知名的新城，比如瑞典斯德哥尔摩新城内部平衡率 30%，日本多摩新城

内部平衡率 20%，深圳市组团内部出行平衡率相对较高。这种组团式空间结构，一方面与地

理环境有关；更为重要的是规划上保留了每个城市中心区周边有大量的，不同层次的居住配

套，满足了不同就业岗位的居住，使得跨组团的长距离出行需求大大降低。 

2）城市小汽车密度高于国内一线城市，但道路车速却同比较高，充分反映了组团结构

的优越性 

深圳市机动车拥有量已突破 200 万辆，单位道路长度的机动车密度已远远高于北京和上

海，达到 333 辆/道路公里。 

表 4  深圳上海北京机动车密度对比表 

城市  2010年道路总里程（km）
2011年机动车拥有（万

辆） 

机动车密度 

（辆/km） 

深圳  6000  200  333 

北京  20000  501.7  251 

上海  12000  250  208 

与北京相比，北京在机动车密度低于深圳，公交分担率高于深圳的情况下，干线道路高

峰小时车速却小于深圳，这充分说明了交通手段不是解决交通的根本，而应该结合城市的空

间结构和土地利用，也同时印证了深圳市组团式空间结构的优越性。 

表 5  深圳北京公交分担率和道路车速对比表 

城市 
公交分担率

（%） 

2010年路网车速(km/h) 

快速路  主干道 

北京  47.5  35.6  23.1 

深圳  41.3  41.2  26.4 

（3）深圳市交通出行分布变化趋势，有趋向北京、上海等单中心城市发展的势头，进

出二线关等主要通道上的交通需求日益增大，潮汐现象明显。 

对比 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的出行分布，2000 年城市各组团之间的联系，主要交

通量出现在罗湖和福田之间，约双向 50 万人次/日；2005 年数据显示，通勤交通范围扩大

到了布吉和南山，南山和罗湖福田之间（双向 75 万人次/日）、罗湖与布吉之间（双向 38 万

人次/日）交通流量明显增加；2010年数据表明，通勤交通范围继续向外延伸至龙华和宝安

中心，福田罗湖与中部龙华坂田之间（双向 59万人次/日）、宝安与南山之间（双向 36 万人

次/日）的交通流量也明显增加，仅华强北与龙华坂田之间就达到双向 30 万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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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原特区内外的分界线—二线关 

2005 年到 2010 年 5 年间，二线关口总客流量从 152 万人次/日双向，增长到 290 万人

次/日双向，其中通勤客流约 130 万人次，接近总客流的 50%。以梅林关为例早晚高峰逐渐

明显，早高峰和晚高峰期间，进出关道路客流双向不均匀系数（高流量方向/双向总客流量）

达到 60%和 73%，呈现明显的潮汐特征，这给关口交通造成巨大压力。 

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原特区内大拆大建的发展方式，使原来能够容纳大量人口居住

的城中村大面积拆除，取而代之以高密度的写字楼和商业设施；而原特区外龙华等地商品房

大面积开发，而就业岗位设施却几乎没有，城市配套也没有跟上。这使得很多市民不得不在

中心区上班，居住在原特区外，市民出行距离逐年加长，2000 年、2005 年和 2010 年，机

动化出行平均距离从 5.5公里，增加到 8.5 公里和 9.8 公里。组团间出行量从 2000 年的 130

万人次，增长到 2010 年 654 万人次，所占全市总出行量比例从 22%增加到 47%。最后的结

果就是，在组团间的关键通道上公交和道路机动车需求均很高，且潮汐现象明显。 

未来若简单的进一步增加原特区内外之间的交通供应，尤其是道路供应，势必就进一步

刺激中心区就业岗位和原特区外居住供应的增加，引导了城市向单中心发展，可以预见新增

交通供应将很快被填满，并出现更大的缺口。 

（4）轨道与常规公交尚没有形成合力，难以与小汽车竞争，导致市民出行仍然倾向于

选择小汽车。 

1）公交出行服务与小汽车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从香港、东京等国际公交都市来看，要提高公交出行比例，让市民愿意选择公交出行，

必须要构建一个与小汽车有竞争力的公共交通系统。 

2005 年到 2010 年，深圳市小汽车出行总机动化出行比例从 37%上升到 44%，而公共交

通（包括公交、地铁，地铁二期工程开通前）比例从 43%下降到 35%。而在 2005 年《深圳

市整体交通规划》中，规划 2010 年公交分担率目标为 60%。可以看出，仅凭增加公交设施

的供应并不能一定提高公交分担比例，深圳市公共交通系统的优化整合，还有较大的提升空

间。从几组数据上可以看出，公共交通的改善方向： 

西部二线关

中部二线关

东部二线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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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轨道一期工程站点 500米范围内的小汽车出行比例 43.4%，地铁和常规公交

出行比例 41.3%，同比原特区范围内小汽车出行比例为 48%，地铁和常规公交比例为 38%。

地铁覆盖范围内居民乘坐地铁的比例比非覆盖范围内的要多 10%，同时公交出行少 10%。可

以看出，吸引小汽车转为地铁和公交非常困难，但地铁却会吸引公交客流转换。因此，公共

交通系统之间的融合、提升是关键。 

以梅林关（位于中部二线关）和罗湖福田为例，就罗湖福田而言，内部公交需求和对外

公交需求分别为 49.6%和 50.4%，而相应罗湖和福田区内部运行线路数和过境线路数比例分

别为 28.5%和 72.5%。与此同时，在梅林关口每天早高峰期间，90%公交车辆坐满，其中处

于拥挤和极度拥挤的公交车辆比例达到 70.3%。这就说明，公交运力投放和线路的设置，还

有优化的空间，特别是如何针对性的满足居民出行需求，而不仅仅一味地增加公交车辆和公

交线路，一味地强调公交覆盖率。 

从出行时间来看，2000 年、2005 年到 2010 年，乘坐公共大巴出行，平均出行时间从

33 分钟增加到 50 分钟和 55 分钟；小汽车平均出行时间，从 21 分钟增加到 37 分钟和 40 分

钟。可以看出，公交大巴的出行时间相比小汽车而言，差距在扩大。因此，对于长距离出行

而言，轨道交通的供应还应考虑时间的因素，建设轨道快线对于提高公交整体竞争力非常重

要。 

2）深圳市对车辆没有限购政策，也缺乏限制措施，小汽车还将迅猛增长，不仅停车行

车困难，还将影响城市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 

2010 年深圳市小汽车保有量 133 万辆，2000 年至 2005 年增加 30 万辆，2005 年至 2010

年增加 82 万辆。调查显示，户均年收入在 30 万以上，购买小汽车的比例超过 90%。通过

8.9 万户居民的意愿性调查进行扩算，未来 5 年市民计划购买小汽车的数量至少 75 万，届时，

深圳市小汽车将超过 200 万。未来主要影响有三个方面： 

道路交通拥堵程度加大，拥堵时间延长。2000年至 2010 年，居民日均机动化通勤出行

量从 574 万增加到 829万，非通勤出行量从 246万增加到 553 万，道路早晚高峰从 2小时延

长至 3‐4 小时。以穿过皇岗路的主要道路的车流时间分布为例，从早 7 点到晚 7 点基本上均

处于高峰状态。未来随着出行总量的增加，通勤与非通勤出行时段的交错叠加，城市道路将

面临大面积长时间的交通拥堵。 

停车更加困难，危及城市安全。深圳市现状法定停车位总供应约 92 万个，停车位需求

173‐200 万个，缺口  81‐108 万个，总供应约是总需求的一半。根据调查，深圳市 133 万辆

小汽车夜间停放，居住地停车位缺口 57.8 万个，其中溢出小区外违章占路停车 4.2 万，利用

小区内部空地、绿化、人行道、消防通道停放 53.6 万。停车不仅破坏了城市环境，且直接

危及消防安全。 

车辆增加必将增加对城市用地的需求，影响城市其他功能的用地落实。深圳市城市总体

规划交通设施占 20.7%，若按深圳市“十二五”交通规划，交通设施占地比例可能达到 26%。

在深圳市用地紧张的情况下，未来 5年再增加 75万辆小汽车，不论单个开发项目难以承担，

更没有独立的用地去建设公共停车场。 

（5）绿色交通发展以及轨道二期开通，自行车、电动车和步行交通需求将有较大幅度

增加，给道路交通管理带来挑战，应及早应对。深圳轨道一期站点接驳客流中，步行比例为

78.1%。这些步行出行，在轨道开通前，都是分散在各个公交站点，轨道开通后聚集在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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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从目前轨道站点的高峰小时客流来看，部分站点的高峰小时系数达到 20%以上（也就

是站点全天中的 20%客流可能集中在某一个小时内），也就是高峰小时轨道站点周边道路上

的行人数量将会急剧增加。随着深圳市慢行系统的完善，自行车、电动车（尽管限制）也将

逐步增加，部分步行接驳客流可能采用非机动车方式，可以预见轨道站点周边道路的自行车、

电动车、步行均会增加，这必将对道路的交通管理带来严峻考验。 

4. 结语	

国际国内大都市交通发展历程表明，要科学解决城市交通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可持续更

新的交通数据库作为重要支撑。作为一项重要的交通数据，居民出行调查不仅可以全面反映

城市交通的需求状况，揭示城市居民出行特征变化的密码，还可以反映城市空间拓展和机动

化发展对出行行为以及城市交通产生的影响。 

未来深圳还将结合历次居民出行调查成果和目前正在开展的深圳轨道二期建成后的出

行特征调查，构建深圳市交通数据库并进一步应用到以下两个方面： 

4.1 交通规划研究用 

2010 年居民出行调查的成果，可以对全市交通规划研究提供基础数据支撑，不仅应用

于全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全市道路网、轨道网和大型交通枢纽的规划中得到应用，也可为

政府部门开展相关交通研究作为依据。 

4.2 交通仿真模型应用 

交通仿真模型是利用交通规划专业软件和相关硬件建设起来的数据分析平台，其重要的

输入内容就是居民出行调查。深圳市早在 2003年就建立了交通模型，2006 年完成了交通仿

真一期工程，实现了交通模型的动态数据采集功能，有力地推动了深圳市智能交通的发展；

目前，深圳市正力推交通仿真二期工程建设的开展，计划 2013 年初完成，未来交通仿真二

期将加强与空间信息对接，建设宏观、中观和微观一体化模型，不仅为城市规划空间布局和

土地利用提供决策参考，还直接应用于不同层次的交通规划研究和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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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交通调查数据看二线城市交通现状与未来 

                                                      ——以宁波为例 

洪锋  项玮 

【摘要】缓解近期交通拥堵，指引远期城市交通发展方向是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促进城市交

通和城市发展和谐共进的重要手段。从 2011年宁波市交通基础数据调查结果入手，通过分

析居民出行需求增长情况、道路供需关系、公交优先发展问题等方面，阐述宁波市现状城市

交通发展的几个关键问题，明确宁波市现状所处的交通发展阶段，并就限制小汽车滥用和建

立与城市特点相适应的以公交+慢行为主的城市骨干客运系统等方面提出发展方向，缓解城

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问题，为建立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奠定基础。 

【关键词】交通调查  私人机动化  小汽车滥用  公交优先  公交+慢行  优化出行结构 

1. 引言	

随着私人机动车的快速普及，在城市机动化水平快速提高的同时，城市交通问题也逐渐

凸现，近两年来京沪广等一线城市的交通问题以及相应的交通对策受到公众广泛关注，而同

时，众多二线城市同样面临着机动车交通的冲击，其交通现状和发展趋势却缺乏足够重视。 

宁波是浙江省副省级城市，计划单列市，全市人口 750 万，中心城六区常住人口 349

万，2011 年全市生产总值超 6000 亿元，人均可支配收入超 3 万元，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私人机动车增长迅速，至 2011 年 9 月，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过百万，可以说是我国大陆二

线城市的一个缩影。本文以 2011 年城市交通基础数据调查的结果为依据，分析宁波交通发

展所处的阶段、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对策，并期以此体现国内二线城市正在面临或即将面临

的状况。 

2. 2011年交通调查概况	

本次调查于 2011 年 3 月‐7月之间进行，调查范围涵盖宁波市中心城六个行政区，覆盖

人口 349 万，调查分为人员出行调查、交通基础设施调查、车辆出行调查、校核调查四大类，

包括居民出行调查、商旅人员出行调查、交通基础设施调查、公交乘降量及 OD 调查、路段

车速调查、出入口流量及出行 OD 调查、出租车出行特征调查、港口货运调查、查核线流量

调查、路段及交叉口流量调查、交通枢纽点调查等十一项内容，经过 2500 余位调查员的共

同努力，于 2012 年年初基本完成调查、录入、数据发布等一系列工作。 

3. 现状城市交通主要特征	

3.1 城市居民出行需求增加迅速，机动化出行快速增长 

过去十年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居民出行意愿增加，从调查数据来看，宁波市居民人均出

行强度较由 2002 年的 2.22 次/日增加至 2.34 次/日，而机动化出行强度由 2002 年的 0.67 次

/日增加至 0.93 次/日，机动化水平提高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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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随着城市格局的拉开，居民出行距离增长迅速，人均出行距离由 2002 年的 3.16

公里增加至 5.1 公里。而其中尤为公交出行距离增长尤为迅速，出行距离增加超过一倍，长

距离出行对机动化交通的依赖性更大。 

3.2 私人机动化普及迅速，公交发展环境恶化 

就宁波而言，2011 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居民出行方式结构中，自行车的出行比例下

降最为迅速，而电动自行车和小汽车作为准机动化、机动化交通，出行增加迅速；而公共交

通虽然虽然总客运量有巨大增加，但在方式结构组成中却呈现下降趋势。 

交通

方式 
范围  步行  自行车  助动车  公交车 出租车 班车 小汽车  摩托车  其它 

2002  市六区  27.24  39.17  3.45  15.56  1.69  /  5.14  6.23  1.52 

2011  市六区  25.1  9.1  26.1  13.3  2.8  3.1  17.9  2.6  /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除了在长距离出行中占据优势，短距出行中小汽车+出租车出行比

例高达 25.1%，小汽车滥用问题突出；而在中距离出行中和长距离出行中，电动自行车这一

准机动化方式比例并未明显下降，公共交通的发展空间遭遇到快慢两种私人交通夹击，发展

环境恶化。 

出行距离范围  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公交车  小汽车  出租车 

小于 3公里  20.20%  41.30%  13.50%  22.20%  2.90% 

3‐8公里  5.10%  43.90%  17.50%  29.90%  3.60% 

大于 8公里  0%  35.70%  23.20%  37.70%  3.40% 

3.3 道路交通状况逐渐恶化，核心区开始出现拥堵状况 

在市六区道路总长度增加近 2.1 倍，人均道路面积增加 1.7 倍的同时，市六区机动车保

有量增加 4.6倍，日均机动车方式出行总量增加 24 倍，城市道路交通开始出现拥堵。 

从道路供需关系来看，核心区交叉口高峰小时平均饱和度达到 0.93，中心城区交叉口平

均饱和度达到 0.90，核心区过江通道饱和度均处于 E级以下水平，局部区域开始出现交通拥

堵状况。 

从干道行程车速更可看出交通状况的恶化程度，穿越城市核心区的中山路、柳汀街‐药

行街‐百丈路、兴宁路、解放路等干道平均行程车速均由 2002年的 20km/h以上降至 10km/h

左右，通途路、世纪大道等外围道路的平均行程车速也有所下降。 

3.4 公共交通发展问题、停车问题成为困扰城市交通发展的两个主要问题 

从调查数据来看，宁波市六区公共交通线路（轨道交通在建）从 2002年的 119条 1898

公里发展到 2010 年底的 320 条 5729 公里，运营车辆数也由 2002 年的 1394 辆发展到 2010

年末的 3455 辆，中心城区站点覆盖率超过 90%，无论是覆盖范围还是运营规模都有很大增

加。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公交客运量近两年来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一是公交发展体制已无法

适应城市发展，线路布局具有明显的逐客流趋势，造成线路非直线系数高、重复率高，运行

效率低下；二是公交优先措施难以落实，公交专用道仅有三条，不成系统，公交运营难以与

私人出行方式竞争，公交场站单车面积仅 95 平米，也制约了公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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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相类似，随着私人机动车快速普及，停车问题也成为困扰制约宁波城市交通发展的

主要问题之一，从供需关系来看，宁波中心城区所在的三个行政区登记注册机动车 207497

辆，而停车位供给仅能达到 53%；从管理情况来看，违章停车查处力度弱，级差收费不明显，

路内外收费倒挂，停车福利促进了机动车的滥用。 

公交优先发展与停车供需关系的处理是优化城市出行结构的关键，从宁波来看，仅靠增

加供给已难以推动公交发展、促进停车供需平衡，应重新审视现有发展体制，重新制定发展

政策。 

宁波的现状问题或多或少反映了同类城市的现状情况，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1）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格局扩大、经济发展迅速，市民的出行意愿提高、出行需

求增加； 

（2）私人机动化水平快速提高，相对应的是公交优先措施落实困难、交通供给难以与

需求增长速度相匹配，城市交通处于是否沦入私人机动化泛滥困境的拐点。 

（3）城市交通发展依然关注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政策、体制方面的优化。 

4. 重构交通发展结构	

就如上文所言，对于众多二线城市来说，目前是确定城市交通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

时刻积极干预，有希望建立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环境，避免现在北京等大城市所面临的困境。

而其中的关键在于限制小汽车滥用和建立与城市特点相适应的骨干交通系统。 

4.1 适时采取需求管理措施，使用软手段限制小汽车滥用 

对于小汽车交通的限制，最好的方式是限制小汽车的拥有，香港、新加坡、北京、上海

各有措施，也各有效果。但大部分二线城市并不具备立法权无法制定该类政策，或者本土势

力相对强势即便有权利制定也难以实施。以宁波为例，曾于 2010 年试图制定地方法规要求

购车必须提供停车位所有证明，市政府和各级主管部门积极推动，而最后甚至未正式进入立

法程序，而相对应的 2009 年实施的错时通勤政策却实施顺利。因此，二线城市可以考虑选

择性的采取需求管理措施，建议以缓解城市停车问题为切入点，严查违章停车，取消停车福

利，减少中短途小汽车的使用率和进出核心区小汽车的使用率。 

4.2 抓住发展机遇，建立与城市特点相适应的骨干客运交通系统 

大部分城市的发展规划中都会提到建立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客运交通系统，而对于大部分

二线城市来说，存在以中短途出行为主，在中短途出行距离中，慢行、公交、小汽车竞争力

相当。以宁波为例，城市正面临着以轨道交通建设为契机的公交发展机遇，凭借这一机遇，

为适应城市发展方向，必须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城市骨干客运交通系统，但值得注意的

是在现阶段，在城市出行以中短途为主的背景下，在宁波地势平坦慢行交通出行障碍较少的

情况下，要优化出行结构，不仅仅要落实公交优先政策，提高公交相对于小汽车的竞争力，

更应该处理好与电动自行车等慢行交通方式的关系，因此近期在推动公交专用道等优先设施

建设同时，应在票价、服务水平、慢行换乘等方面进行优化，提高公交在中短途出行中的比

例，建立以公交+慢行为主的城市骨干客运系统。 

通过推（骨干客运系统建立）和拉（小汽车出行方式的遏制）的共同作用下，众多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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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才有可能在现阶段改变小汽车盲目发展的格局，为建立可持续的交通系统奠定基础。 

5. 结语	

在国家汽车工业发展和城市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由于体制、发展阶段的相似性，众多

二线城市在交通发展上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本文从一个城市的调查数据着手探讨问题的共性

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法，难免以偏概全，每个城市还是应以自身特点出发，自上而下的确立

城市交通发展的方向和政策体系，才有可能缓解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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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S 技术在天津市居民出行调查中的应用 

朱海明  于春青  蒋寅 

【摘要】为解决传统入户居民出行调查，因“回忆式”调查方法和过于庞杂的数据访问量，

导致受访者漏报部分出行信息，调查结果与实际出行情况不符的问题，借鉴国内外先进调查

经验，将 GPS技术应用到居民出行调查。通过对比 GPS设备记录出行者一天的轨迹与纸质调

查问卷记录的差异，得出天津市第四次居民出行调查漏填率，并对漏填信息的主要特征及其

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加以分析，以此调查数据为基础，作为下一步修正居民出行调查特征的依

据。 

【关键词】GPS技术  居民出行调查  出行特征 

1. 引言	

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重要科学依据。通过深入分析和整理居民

出行调查数据，可以掌握城市居民的出行特征及规律，建立城市交通需求与土地利用及经济

活动之间关系。对于揭示现状交通问题，把握未来交通发展方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全面了解天津市交通出行特征，促进各种交通资源合理配置，积极应对日益拥堵的城

市交通，加快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天津市于 2011 年继 1981年、1993 年、2000 年之后开展

了第四次居民出行调查。由于传统入户问询调查采用“回忆”式调查方法，居民出行调查内

容庞杂，受访者漏填情况较为普遍。根据美国近几十年的经验，传统问询调查的漏填率在

20‐25%之间，这直接导致了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结果的失真。针对上述问题，天津市第四次居

民出行调查做了两点重要的改进，一是采用基于地点的调查日志取代传统基于出行的调查日

志，使漏填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1];二是将 GPS 技术引入到居民出行调查中，通过对比 GPS

设备持有者出行特征数据与传统问询调查数据的差异，作为居民出行特征数据修正的参考和

依据。 

在介绍 GPS 技术在居民出行调查应用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对比分析使用 GPS 调查户与

非 GPS调查户相关出行特征的差异，突出 GPS 技术对于完善出行链，捕捉漏填信息的作用，

并对漏填信息特征以及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加以分析，指出下一步研究工作的内容和方向。 

2. 国内外研究概况	

将 GPS 技术应用到居民出行调查中，始于 1996 年美国肯塔基州的莱克星顿镇，GPS 使

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纠正因调查日志理解错误而产生的错误记录，而并未将 GPS 记录中短

时间停留的地点作为漏填地点考虑，即并未进行漏填出行的研究。并且调查主要以车辆出行

为主，共涉及 100 户家庭，调查内容包括出行起终点、出行目的、车上人数等内容的记录[2]。

尽管莱克星顿镇调查规模不大，GPS 数据利用程度有限，但其调查报告显示的 GPS调查户与

非 GPS 调查户数据的不同，引起了美国国内的广泛关注。包括两个州（加利福尼亚、俄亥

俄），七个城市（奥斯汀，洛杉矶，匹兹堡，拉雷多，圣·路易，泰勒/朗维尔，堪萨斯城）

在其居民出行调查中均采用了 GPS 调查技术，并且在莱克星顿镇调查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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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短时间停留地点作为漏填数据的一个重要关注点，并且开发出一套出行率修正的计算系

数。堪萨斯城作为美国最近使用 GPS 调查的城市，通过借鉴其他城市的经验、电话回访的

形式有效的降低了出行的漏填率，并且针对出行率修正系数的计算和应用展开了专题的研

究，采用交叉分类的方法，研究漏填信息的规律[3]。 

表 1  美国主要城市 GPS 调查主要结论 

城市  调查样本户  涉及调查车辆  GPS调查和电话回访成功车辆  出行漏填率 

加利福尼亚  517  920  292  23% 

洛杉矶  820  1217  293  35% 

匹兹堡  74  149  46  31% 

拉雷多  187  348  87  81% 

圣路易  313  666  150  11% 

泰勒/朗维尔  367  646  197  # 

堪萨斯城  294  548  228  11% 

从美国几大城市 GPS 调查的结果来看，目前 GPS 技术在居民出行调查中的实施难度较

大，成功样本仅占总样本的 30‐50%；但从效果来看，GPS 调查可真实的捕捉到普通调查漏

填的 10‐30%的漏填率，对于修正常规调查成果，具有显著的意义。 

目前国内研究基本处于理论研究阶段，张治华在分析对比 GSM 和 GPS优缺点的基础上，

分析了用户参与程度不同的主动式和被动式两种调查形式，指出主动式和被动式相结合或被

动式调查加地图复核在当前具有可操作性[4]。任西锋、孙华灿从传统居民出行调查方法入手，

分析了居民出行调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出传统居民出行调查方法的不足，引出基于 GIS

和动态 Web 技术的网络调查技术[5]。2010 年北京市第四次居民出行调查首次将 GPS 技术应

用到调查中，开始了 GPS 技术在居民出行调查中的实践。调查以志愿者的方式，在全市内

共征集 1000名志愿者，与国外以车为主要调查对象不同，该调查以人为主要调查对象[6]。 

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同时考虑到目前天津市居民的出行方式仍然以非机动车为主，调

查对象与国外调查以车为主不同，采用以人为对象，要求志愿者调查日随身携带 GPS设备，

记录调查日一天的出行轨迹。 

3. 调查基本概况	

在居民出行调查样本中，选取 1000户进行 GPS 调查，调查样本选取的基本原则遵循居

住出行调查的选取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加以部分特殊规定。 

天津市第四次居民出行调查范围涵盖中心城市 11 个行政区（市内六区、环城四区、滨

海新区），共计 4 万户，抽样率约为 1.5%。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等距抽样方法，样

本覆盖中心城市 11 个行政区（滨海新区包括塘沽、汉沽、大港）；样本覆盖各辖区内全部街

道（乡镇）；各街道（乡镇）样本至少覆盖本街道（乡镇）辖内全部居（村）委的 1/3‐1/2；

每个居（村）委样本数相对固定，且最小样本不得低于 30户。 

为确保 GPS 调查样本的代表性，采用二次抽样方法，即将样本范围缩小至交通供需矛

盾最为突出的市内六区，并且样本的选择需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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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二是必须自愿参与 GPS调查工作。 

调查采用二次入户的方法，第一次入户时发放 GPS 设备和个人出行调查表，志愿者调

查日随身携带 GPS 设备，并填写纸制调查表格；第二次入户回收 GPS 设备及调查员填写的

出行表格。 

调查共计回收样本 895份，样本回收率为 89.5%。从样本家庭规模、有无车、住房面积

三个维度，对比 GPS调查样本和市内六区整体样本的基本情况。 

表 2  GPS 调查样本与总调查样本特征对比表 

类型  GPS调查样本（%）  市内六区调查样本（%）  差值(%) 

家庭规模       

1  0.6  3.4  ‐2.8 

2  17.5  20.1  ‐2.6 

3  67.5  62.0  5.5 

4+  14.4  14.5  ‐0.1 

有无车       

无  67.9  64.1  3.8 

有  32.1  35.9  ‐3.8 

住房面积       

≤60  54.6  57.1  ‐2.5 

61~89  28.6  24.2  4.4 

90~149  16.5  16.9  ‐0.4 

≥150  0.3  1.8  ‐1.5 

注：为与 GPS 调查样本相对应，总体样本同样选择有工作人口家庭的样本进行分析 

从分类样本的误差值来看，最大误差仅为 5.5%，表面 GPS 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样本代

表性，下面将就主要出行特征进行对比分析。 

4. 调查结果分析	

由于 GPS 调查要求 GPS 志愿者必须为有工作人群，且调查当日必须有出行。为了便于

对比分析，市内六区总体调查样本同样选择有工作且调查日有出行的人群。 

4.1 出行率 

从出行率的对比情况来看，使用 GPS 调查样本的出行率明显高于未使用 GPS 调查的样

本，出行漏填比率为 25.7%，与国际调查经验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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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GPS 调查样本与总调查样本出行率对比表(单位：次/人日) 

类型 GPS 调查样本 市内六区调查样本 差值比率 

家庭规模    

1 3.60 2.90 24.1% 

2 3.09 2.60 18.8% 

3 3.43 2.68 28.0% 

4+ 3.12 2.53 23.3% 

合计 3.33 2.65 25.7% 

有无车    

无 3.22 2.62 22.9% 

有 3.59 2.69 33.5% 

合计 3.33 2.65 25.7% 

4.2 出行目的 

根据出行的主要目的，将出行分为基于家工作（HBW）、基于家购物（HBShop）、基于

家接送（HBPK）、基于家其他（HBO）和非基于家（NHB）五种目的。从不同目的的出行率

来看，使用 GPS 和未使用 GPS 调查样本基于家出行（HBW、HBShop、HBPK、HBO）的出行

率差异不大，但非基于家（NHB）的出行二者具有明显的差异，使用 GPS调查的样本明显高

于未使用 GPS 调查的样本，可见漏填的样本主要以非基于家出行为主，这主要由于“家”

作为主要栖息地，在受访者的记忆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不容易遗忘；而其他地点，则具有

一定的随机性，特别是一些以弹性出行为主的目的，记忆不深，容易遗忘。 

表 4  GPS 调查样本与总调查样本出行目的对比表(出行率单位：次/人日) 

出行目的 
GPS调查样本  市内六区调查样本  差值 

出行率  比例  出行率  比例  出行率  比例 

基于家工作  1.92  57.6%  1.90  71.9%  0.02    ‐14% 

基于家购物  0.21  6.3%  0.18  6.7%  0.03    0% 

基于家接送  0.12  3.5%  0.08  2.9%  0.04    1% 

基于家其他  0.31  9.3%  0.20  7.6%  0.11    2% 

非基于家  0.77  23.2%  0.29  11.0%  0.48    12% 

合计  3.33  100.0%  2.65  100.0%  0.6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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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出行方式 

从出行方式来看，GPS调查样本数据中以距离出行为主的非机动车交通方式明显高于市

内六区调查样本，由于非机动车出行具有出行时间、距离短、零费用等特点，难以从经济、

体力等方面给出行者带来较大的影响，难以留下较深的印象，出行被遗忘在所难免。 

表 5    GPS调查样本与总调查样本出行方式对比表 

出行方式  GPS调查样本  市内六区调查样本  差值 

步行  17.4%  16.5%  0.9% 

自行车  29.4%  26.4%  3.0% 

电动车  13.4%  13.2%  0.2% 

小汽车  19.8%  22.8%  ‐3.0% 

出租车  1.7%  1.4%  0.3% 

公交  9.7%  9.3%  0.5% 

地铁  1.2%  1.7%  ‐0.5% 

班车  7.4%  8.8%  ‐1.4% 

合计  100.0%  100.0%  0.0% 

4.4 出行时间分布 

从出行时间分布来看，GPS调查样本数据早、晚高峰占比低于市内六区调查样本数据，

而自 9：00‐17:00 的日间时段，GPS 调查样本数据则明显高于市内六区调查样本数据，表明

居民出行调查漏填数据以日常非工作出行为主，进一步佐证了上述出行目的、出行方式的相

关分析。 

 

图 1  GPS 调查样本与市内六区调查样本出行时间分布对比图 

从上述居民出行特征对比分析来看，GPS技术确实能够起到提高调查数据精度的作用，

通过 GPS设备对出行链的全程跟踪，可以有效的捕捉到常规问询调查中容易遗漏的短距离、

非基于家的出行，还原真实的出行率、出行目的、出行方式、时间分布的基本出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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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影响分析	

以出行漏填情况最为严重的非基于家出行距离分布来看，在 1‐2 公里的短距离出行段，

GPS调查明显高于市内六区调查样本，表明漏填的非基于家出行中小于 2 公里的短距离出行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低于 2 公里的出行处于步行、非机动车出行的适宜距离内，对于城市

交通的影响有限。可见，尽管常规入户调查获得出行率约有 25%的低估，但从低估的出行特

征来看，漏填的出行多为非高峰、短距离、非机动车交通为主，并不会对城市交通造成显著

的影响。 

 
图 2  GPS 调查样本与市内六区调查样本出行距离分布对比图 

6. 结论及展望	

通过对比 GPS调查样本与市内六区调查样本得到出行特征的差异，  常规入户调查得出

的出行率低于实际居民的出行率，从天津的情况来看，漏报率约为 25%，与国际经验基本吻

合。 

居民出行调查中的漏报出行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与家相关的出行漏报率相对较低，由于对出行地点的理解不同或忘记中途停留地点，漏

报的出行主要以非基于家出行为主。 

由于非基于家等短距离出行漏报较为严重，而这些出行以非高峰小时出行为主，导致居

民出行调查的早、晚高峰时间系数略高于实际的早、晚高峰时间系数。 

非机动车出行具有出行时间、距离短，零费用等特点，难以给出行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非机动车出行相对于其他类型出行更加容易遗忘。 

综上分析漏填出行以非高峰、短距离、非机动车交通为主，并不会对城市交通，特别是

交通供需矛盾最为突出的高峰小时交通状况造成显著的影响。 

结合 GPS 调查样本数据，针对目前常规入户调查暴露出的问题，下一步将重点研究如

何应用 GPS 调查数据结果，修正常规入户调查数据的方法，以便充分发挥 GPS 技术的居民

出行调查工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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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Google Maps API 的居民出行调查方法研究 

钱昌犁   施泉 

【摘要】居民出行调查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的工作，调查的每一个步骤都关系到调查

质量，尤其是在调查阶段及数据录入阶段，若处理不当，会对调查结果产生较严重的影响。

传统居民出行调查采取“家访调查+后期人工录入调查数据”的方式，存在效率低、成本高、

获取数据有限等弊端。本文结合作者多次参加居民出行调查工作的经验，阐述了基于互联网

开展居民出行调查的优越性，并运用 Google Maps API进行了相关程序的开发。然后，讨论

了利用 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构建居民出行调查互联网应用的关键技术实现方法，

为如何利用 Google Maps API提供了一种思路。最后，结合目前移动互联网络的发展趋势，

探讨了基于搭载 GPS的移动互联网终端开展实时居民出行调查的可行性。 

【关键词】居民出行调查  互联网  Google Maps API  JavaScript 

1. 引言	

居民出行主要指居民为了某种目的，采用某种交通方式，在某一时间段内的出行。通俗

地讲，即居民出家门上街的活动，如上班、上学、采购物品等都是居民出行。居民出行调查

是调查居民在一天（工作日）内的所有出行活动，通过居民出行调查，可掌握城市居民出行

的基本交通特征和出行规律，为城市制定交通发展政策，编制综合交通规划以及各项交通系

统专项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传统居民出行调查采取“家访调查+后期人工录入调查数据”的方式，存在效率低、成

本高、获取数据有限等弊端。如今，随着互联网及WebGIS等相关技术的成熟、普及，使得

基于互联网开展居民出行调查具有了可操作性。 

2. 传统居民出行调查方法存在问题分析	

居民出行调查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的工作，需要多单位、多部门，如规划部门、

交通部门、建设部门、统计部门、公安部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各级政府、各街道及各居

委会(或社区)等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居民出行调查工作一般分为前期准备、调查阶段、数

据录入、数据分析和撰写报告等五个阶段进行。 

居民出行调查的每一个步骤都关系到调查质量，尤其是在调查阶段及数据录入阶段，若

处理不当，会对调查结果产生较严重的影响。在多次组织居民出行调查工作的实践中，我们

发现传统的居民出行调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居民出行调查主要采用家访调查的方式进行，由于需要获得较大样本量的数据，

须提前培训一定规模的调查员，并做好现场协调工作，整个过程往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财力。最重要的是调查质量与调查员素质以及被调查居民的配合程度有密切关系：一方

面，居民出行调查有较强的逻辑性，被调查居民对调查内容以及形式往往比较陌生，因此，

需要调查员向被调查居民详细讲解居民出行相关调查表格的填写方法，这要求调查员熟悉居

民出行调查方法并具备较好的表达能力与亲和力；另一方面，由于调查内容涉及家庭及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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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隐私，部分居民本能的排斥调查员进行调查工作，影响调查工作的效率。 

（2）回收调查表存在大量无效表格。由于调查员工作疏忽、被调查居民对表格填写要

求理解上存在偏差导致填写错误或填写字迹不清楚等原因，回收的调查表包含大量不符合调

查要求的表格。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分析回收表格有效性，对部分数据表进行补救，对合格率

低的调查区域还要进行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再一次加大了居民出行调查工作的耗费。 

（3）数据录入处理工作量大。每套居民出行调查表有大量信息需要录入，过程中难免

出现错误，一般在数据录入软件都设置录入错误提示模块，防止人为输入错误，但很难杜绝

所有录入错误。关键数据的录入错误，将导致整条录入记录的报废，若未在数据统计分析的

过程中发现错误，将导致居民出行调查结果出现偏差，影响成果质量。另外，居民出行调查

中，一般不设计出行距离的填写项，主要原因是除开车的出行者外，其他出行方式的出行者

一般都不知晓较准确的出行距离。出行距离一般根据出行时间、出行方式及出行起讫点间最

短路距离等，采用经验方法推算，统计误差较大，不利于反映居民的真实出行特征。 

3. 基于互联网实施居民出行调查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WebGIS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基于互联网实施居民出行调查已

具备成熟的技术条件以及用户基础。与传统家访调查相比，基于互联网实施居民出行调查具

有以下优势： 

（1）调查数量更大，成本更低 

根据《第 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截止 2012 年 6月，中国互联

网用户数量以达到 5.3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 39.9%。所有互联网用户都能成为居民出行调查

的潜在对象，只要在开展调查的区域通过各种渠道广泛宣传，那么参加调查的人数能轻松超

过通过传统方法调查的人数。另外，调查程序可一次设计重复使用，后期只需进行简单的维

护与更新，从而降低了开展居民出行调查的成本。 

（2）有效提升调查质量 

调查过程中，调查数据由被调查者填写后，直接提交至服务器端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

无需再后期人工输入，杜绝了后期数据录入错误导致的数据有效性降低。在调查界面可设计

相应的教程与错误输入提示，提升获取数据的有效性。 

（3）获取传统调查方法难以获取的数据 

基于WebGIS构建居民出行调查应用，可实现调查数据与地理位置信息的紧密结合，获

取出行距离与路径等传统调查方法难以获取的数据，提升调查精度。 

4. Google	Maps简介	

Google Maps是 Google推出的基于WebGIS技术以及众多前沿互联网技术的在线服务应

用程序。Google Maps支持所有主流浏览器，使用界面友好，并且凭借 Google强大的技术以

及数据支持，成为目前在线地图应用的主导平台。Google Maps提供地址查询、出行路径规

划、街景地图、卫星地图等众多服务，更重要的是，Google  Maps 提供 API（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使用 API可以新增、扩展或重构 Google Maps

的功能，使其满足用户的特殊需求，建立基于WebGIS的在线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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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Maps API开发居民出行调查在线调查程序，可以不必在服务器端建立复杂的 GIS

数据库，并充分利用 Google 提供的地理信息数据，利于居民出行调查系统的快速构建。另

外，Google Maps API  提供的 UI（User Interface，用户界面）与 maps.google.com 中的一致，

绝大多数互联网用户都非常熟悉此界面，友好的界面利于被调查者快速、正确的完成居民出

行调查中需要填写的相关内容。 

5. 基于 Google	Maps	API建立居民出行调查系统	

5.1 居民出行调查系统框架 

居民出行调查系统主要由信息数据库与居民出行调查服务器两部分组成。信息数据库主

要储存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并提供相应的管理员应用模块及数据读取接口，用于维护数据库

与下载数据供分析居民出行特征使用。居民出行调查服务器用于储存居民出行调查程序，并

通过互联网对外发布该程序，参加居民出行调查的用户可通过浏览器将该程序解析为用户

端，完成居民出行调查，用户提交的数据通过互联网传送至服务器并存放于信息数据库。 

5.2 关键技术实现 

基于 Web 的居民出行调查程序，是实施互联网居民出行调查的关键。根据一般居民出

行调查的内容，在程序中设计居民家庭特征信息、居民个人信息、居民一日出行信息采集三

个模块。其中，三个模块中用户与地理位置信息产生交互的内容依靠 Google Maps API  实现，

具体采用Maps JavaScript API v3  实现。 

5.2.1  建立地理位置可视化界面	

居民出行调查中，居民家庭住址、工作地点、出行起终点、出行路径等都与地理位置有

直接关系，地理位置可视化，即在调查界面中引入电子地图，可强化被调查者对居民出行调

查的直观认识，提升调查的最终质量。基于 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可通过建立

google.maps.Map  类的实例来实现地理位置可视化，具体实现方法为： 

        function initialize() { 

            var mapOptions = { 

              //地图中心，google.maps.LatLng类型 

                  center: position, 

              //地图缩放等级 

                  zoom: 14, 

              //地图类型 

                  mapTypeId: google.maps.MapTypeId.ROADMAP 

            }; 

            map = new google.maps.Map(document.getElementById("map_canvas"), 

                    mapOp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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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获取地理位置	

被调查者在地图界面找到对应地理位置后，在地图上点击，然后通过 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  捕获点击事件，在点击点添加标记并返回点击点的经纬度，经用户确认后将

地理位置资料发送至服务器，由服务器在后台对地理位置数据进行进一步处理。具体实现方

法为，在 google.maps.Map  类的实例上绑定事件监听器（google.maps.MapsEventListener 类

对象），即使用 addListener(instance:Object, eventName:string, handler:Function)方法。 

        function getPosition() { 

          //为地图实例 map 添加事件监听器，事件类型为点击，并在点击点添加标记 

      google.maps.event.addListener(map, 'click', function(event) { 

        placeMarker(event.latLng); 

      }); 

        } 

         

        //添加标记 

        function placeMarker(location) { 

      var marker = new google.maps.Marker({ 

              position: location, 

              map: map 

      }); 

        } 

5.2.3  获取出行者出行路径	

传统居民出行调查方法一般只能获取出行的起点与终点，难以获取出行实际选择的路

径，因此，也难以获取准确出行距离。居民出行特征统计中，出行距离一般采用经验方法估

算，误差较大。基于 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  建立居民出行调查程序可轻松克服上述问题。

具 体 方 法 为 ， 生 成 一 个 google.maps.DirectionsService  类 的 实 例 ， 使 用

route(request:DirectionsRequest,  callback:function(DirectionsResult, DirectionsStatus))方法获取

出行路径。其中，DirectionsRequest 参数中包括的内容有，出行起终点（可由被调查者在地

图上点击获取），出行方式选择（由被调查者选择），出行距离单位，是否避开高速公路等。

然后生成一个 google.maps.DirectionsRenderer  类的实例，用于在地图上显示出行路径。被调

查者选择出行方式与起终点等内容后，系统会首先显示空间距离最短的出行路径，若不是被

调查者实际的出行路径，被调查者可通过拖拽代表出行路径线条，使之最终与其实际出行路

径一致，最终确认并提交相关信息。实现过程伪代码为： 

        var rendererOptions = { 

            draggable: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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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r directionsDisplay = new google.maps.DirectionsRenderer(rendererOptions); 

        var directionsService = new google.maps.DirectionsService(); 

 

        //存放出行起终点 

        var od = new Array(); 

        var odlength = od.length; 

         

        function getDirection() { 

          directionsDisplay.setMap(map); 

      google.maps.event.addListener(map, 'click', function(event) { 

        od.push(event.latLng); 

        odlength = od.length; 

        if(odlength > 1){ 

          calcRoute(od); 

        } 

      }); 

        } 

         

        //获取出行路径 

        function calcRoute(orde) { 

          var request = { 

              origin: orde[0], 

              destination: orde[odlength‐1], 

              travelMode: google.maps.TravelMode.DRIVING 

          }; 

          directionsService.route(request, function(response, status) { 

              if (status == google.maps.DirectionsStatus.OK) { 

                  directionsDisplay.setDirections(response);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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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居民出行调查系统界面 

5.2.4  实时居民出行调查	

目前，搭载 GPS系统的移动终端设备，如智能手机、GPS导航仪等越来越普及，完全可

以利用 GPS 系统以及移动互联网，开展实时居民出行调查。被调查者只需在自己的移动设

备中安装居民出行调查程序，并在出行时打开程序，即可根据设备与 GPS 系统间的数据交

换，实时记录被调查者的出行时间、出行路径、出行速度等出行特征信息，并通过移动网络

将数据传输给调查服务器。通过实时居民出行调查，可更精确的获取居民出行时间、出行路

径等信息，还可以获取通过一般网络调查难以获得的出行实时速度等信息，调查过程关键数

据均无需人工录入，调查精度将得到进一步提高。另外，还可设计一定互动模块，如被调查

者在遇到道路拥堵时，可通过文字描述、照片或者视频等方式记录，并发送给调查服务器，

由此，可更全面的了解城市交通系统运行状态，为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与管理提供更准确

的数据支持。 

以流行的搭载 Android 系统的移动设备为例，结合 Android 版 Google Maps与 GPS模块

很容易获取路径、速度、移动距离和时间等信息，这些信息可以 GPX、KML、CSV  或  TCX

等格式的文件储存，只需简单设计向指定服务发送这些文件的模块，便可实现实时居民出行

调查。 

图 2   Android 系统可获得的出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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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与展望	

本文结合作者多次参加居民出行调查工作的经验，分析传统居民出行调查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探讨了产生这些的原因，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基于互联网开展居民出行调查的优越性，

并运用 Google Maps API进行了相关程序的开发。结合 Google Maps API编制相应的居民出行

调查程序，使地理位置可视化，可使调查过程更直观，被调查者更容易理解居民出行调查的

相关内容，并能获取传统调查方法难以获取的数据，有助于提升获取数据的质量，实现高效

低成本开展居民出行调查。然后，讨论了利用 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构建居民出行调查

互联网应用的关键技术实现方法，为如何利用 Google Maps API提供了一种思路。最后，结

合目前移动互联网络的发展趋势，探讨了基于搭载 GPS 的移动互联网终端开展实时居民出

行调查的可行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Google Maps基础数据在某些地区的更新不够及时，

这影响了在这些地区利用本文的方法开展居民出行调查的可操作性；还有，Google  Maps 

JavaScript API中路径计算方法不利于表达有采用多种出行模式的组合出行，这不利于换乘等

出行行为的调查。相信通过技术的不断革新与交通规划工作者的努力，一定能尽早克服上述

问题，使交通规划基础数据采集工作更加便捷、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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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融合技术在北京市动态交通信息服务中的应用 

孙晓峰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北京市动态交通信息的采集和应用现状，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北京市动态交通信息的数据采集特点，对如何提高采集数据的处理水平和动态信息服务

水平，提出了初步的数据融合建议方案。 

【关键词】智能交通  信息采集  数据融合 

1. 引言	

数据融合技术在智能交通信息系统中应用广泛，美国的 ADVANCE 系统采用了卡尔曼滤

波、神经网络、专家系统、模糊逻辑等数据融合方法,实现了对未来交通状况的预测、当前

与历史交通状态的模式匹配以及交通状态的量化等功能；法国的 PRODYN系统采用了卡尔曼

滤波和贝叶斯等方法，实现了对转弯车辆数及其它交通状态参数的预测；欧洲的

PROMETHEUS和 DRIVE系统都应用了专家系统和神经网络的融合方法，实现了汽车的辅助驾

驶。本文对北京市动态交通信息的实时交换融合作简单的探讨，提出初步的融合方案。 

2. 北京市动态交通信息的应用现状	

动态交通信息是智能交通信息系统中重要部分，可以起到诱导交通，提高道路使用效率，

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作用。无论对于出行者还是交通管理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美国、欧洲

和日本在智能交通领域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动态交通信息服务在这些国家已经得到了大范围

的应用，并已获得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北京自 2008 年奥运会以来，智能交通信息系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截至目前，已建成

数十个智能交通子系统，动态交通信息的采集和应用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北京市动态交

通信息主要包括路况信息（流量、密度、拥堵状况等信息）、事件信息（管制、施工和事故

等信息）、停车场信息（停车场位置、车位等信息）、公共交通信息（公共交通的换乘，地铁、

民航、铁路的延误或关闭等信息）、交通气象信息（雨雪雾天气、路面覆盖物情况等信息）

以及交通安全信息（危险路段、公共交通安全等信息）。目前，上述信息的采集、处理和发

布工作主要由交通委、交管局、铁路局、民航等交通部门独立开展。本文主要探讨交通路况

信息。 

在信息采集方面，北京市交通委和交管局各有一套路况信息采集、处理系统，交通委利

用安装有车载 GPS 设备的车辆作为浮动车来收集路况信息，交管局依靠安装在道路横断面

的固定检测器获取路况信息。 

在信息共享交换方面，北京市已建成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该平台是全市各部门

开展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的基础设施，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了接口，支持动态交通信息的

接入。对接模式包括目录管理节点对接模式、应用系统节点对接模式、前置交换节点对接模

式和部门平台节点对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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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管理运营方面，北京市动态交通信息服务主要由政府化服务和社会化服务构成。

交通管理部门通过网站、广播、电视和路侧诱导屏等方式向公众提供各种出行信息和服务；

社会化信息服务处于起步阶段，通过网站、数字广播、移动电视、短信等方式提供了一定程

度的出行信息和服务，形成了部分技术应用产品。 

3. 北京市动态交通信息应用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北京市动态交通信息服务虽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

优化调整。在信息采集方面，两套信息采集系统各自独立工作，虽然采集数据量大，但处理

深度不足，覆盖精度也不够；在信息共享交换方面，交通委和交管局仅实现了部分静态信息

的共享交换，动态交通信息的共享交换还未实现，信息共享交换的方式主要是以离线数据、

文件拷贝为主，实时共享机制还未形成；在信息服务方面，由于不同部门之间的动态交通信

息缺乏有效的共享和融合，直接影响了交通管理的科学性和交通信息服务的质量。 

如何将北京市的多套动态交通信息按照交通管理、服务的需求有效的联接到一起进行统

一管理和使用，是优化动态交通信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需要独立建设一个动态交

通信息共享数据库（限于篇幅，本文对数据库的建设不作详细介绍），用于存储交管局和交

通委分别采集来的大量动态交通信息，并对信息数据进行融合深加工，可以得到一套更完整、

更准确的交通流数据，从而促进北京市动态交通信息服务水平的提高。 

4. 北京市动态交通信息融合技术方案	

数据融合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一系列数据组合推导出更多、更准确的信息，即利用多个传

感器联合操作的优势，提高传感器系统的有效性。考虑北京市现有浮动车检测数据和固定检

测器数据特点，硬件故障、噪声干扰和通讯故障等原因都容易引发浮动车和固定检测器数据

的错误或丢失，融合处理前应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4.1 数据预处理 

包括数据清洗（判断错误数据并剔除）和数据补偿（对丢失及剔除数据进行补偿）。 

4.1.1  数据清洗	

可采用阀值算法和交通流机理算法相结合进行判断并剔除。首先，根据统计规律确定采

集的流量和占有率数据的阀值，剔除阀值外的错误数据。其次，结合交通流机理中交通流流

量和占有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对阀值范围内为 0 的数据进行剔除，一般认为，这两项数据

中有一项为 0 的是数据错误；两者均为 0 的则是数据丢失。 

4.1.2  数据补偿	

（1）少量交通流数据缺失补偿 

可采用线性估计法补偿。线性估计补偿法考虑数据前后的衔接关系，通用性较强，易于

实现。假设 l 个缺失数据的两侧数据分别为
 iy n

和
 1iy n l 

，则求得递增步长为

    1 /i is y n y n l l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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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y k y n n k s   
或

     1 ( 1)i iy k y n l k n l s       
 

其中： 1n l k n    。 

（2）大面积交通流数据缺失补偿 

可采用周相似历史均值模型法补偿。在对交通流数据的研究中发现，相似的交通流波形

总会周期性出现，这些曲线以年、季度、月和周为周期单位，都会体现出不同程度的相似性，

而且，这种相似性不仅仅体现在流量数据上，速度和密度等交通流数据都具有这种周期相似

特性。历史均值模型交通流预测方法就是基于这种相似性提出的。以周相似性为前提的历史

均值模型可简单表示为：
   7

1

1 N
t t n
i i

n

y k y k
N

 



 
。其中：

 t
iy k

表示某天第 i 个监测点第

k 个时间段的交通流数据； t 表示日期值；
 7t n

iy k 

表示前n 个周期同一类的数据； N 表

示使用数据的周数。   

4.2 数据融合 

浮动车数据和固定检测器数据经过预处理，得到两套时间连续、内容完整的数据结果，

再由交通委和交管局匹配成对，将描述相同时刻、相同路段的实时交通数据分为一组，接入

动态交通信息共享数据库。每组交通数据都包括浮动车数据和固定检测器数据，虽然两类数

据都是描述同一时刻、同一路段的交通数据，但由于是由两套独立检测系统采集，导致获取

的时间不同步，进入数据库的时间也有差异。数据库首先对同组的两类数据进行时间匹配。

若同组数据同时进入共享库，则对数据进行空间差异情况划分，进而选择合适的融合算法；

若同组数据先后分批进入共享库，则需要先在数据缓冲池等待成对，待成对后再将数据按照

空间差异情况分类，选定融合算法。根据北京市交通数据采集的特点，可将数据分为四类情

况，分别选定合适的融合算法。具体的数据划分和融合情况详见下图 1 所示。 

 

图 1  数据融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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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浮动车、固定检测器数据量正常	

两类数据由完全异构的传感器采集，数据随机性大，遍历性不一，如果采取经典统计和

推理的方法进行融合，结果误差较大，采用 BP神经网络进行数据融合较为合适。 

BP神经网络是一种多层前馈网络，包括输入层、输出层和一个隐含层，一个三层 BP 神

经网络经过训练学习，通过其结构或连接权值的可变性逐步适应各种因素作用，最终完成映

射过程。如下图 2 所示，利用计算机系统构建 BP 神经网络，首先确定隐含层个数：

h m n a   ,  h 为隐含层的神经元数目， 2m  为输入层单元数目， 1n  为输出层单元

数目， a 为常数，一般在 0~10 之间。根据经验，包含 3 个神经元的隐含层即可满足融合要

求。然后利用现有浮动车数据、固定检测器数据和满足目标精度的数据训练神经网络，根据

误差的反向传播调整各神经元权重系数。当误差满足精度需求时停止训练。 

 

图 2  BP 神经网络融合示意图 

4.2.2  目标路段只有固定检测器数据	

固定检测器采集数据量大，精度较高，而且是对单一检测器的数据进行融合，采用卡尔

曼滤波算法较为合适。 

初始方差 初始状态

一步预测均方差

计算增益

估计均方误差

状态一步预测

状态预测

 

图 3  卡尔曼滤波算法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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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曼滤波用于实时融合动态的低层次冗余多源数据，它采用由状态方程和观测方程组

成的线性随机系统的状态空间模型进行融合。这种算法按照线性无偏最小均方误差估计准

则，采用递推算法对滤波器的状态变量作最佳估计，从而求得滤掉噪声的有用信号的最佳估

计。如上图 3 所示，卡尔曼滤波算法有两个计算回路：增益计算回路和滤波计算回路。其中

增益计算回路是独立计算的，滤波计算回路依赖于增益计算回路。首先，根据前一时刻的融

合结果对当前输出数据进行预估计，这时需要给定初始状态值和初始状态误差的方差，为卡

尔曼滤波增益计算回路和滤波计算回路做准备。其次，利用卡尔曼增益对预估计数据和检测

数据进行融合，得到最终融合结果，同时增益计算回路更新卡尔曼增益。最后根据卡尔曼增

益再次更新最小均方差估计，准备下一次数据融合。 

4.2.3  目标路段只有浮动车数据	

浮动车数据随机性强，为保证数据融合精度，采用自适应权重指数平滑法较为合适。 

指数平滑法是进行短期预测的一种相对简单且较直接的方法，可以剔除数据中出现的偶

然因素。指数平滑法兼容了全期平均和移动平均的优点，不舍弃过去的数据，但是仅给予逐

渐减弱的影响程度，即随着数据的远离，赋予逐渐收敛为零的权数。 

通常情况下，道路上车辆区间平均速度近似服从正态分布，记为
 2,aN v 

，根据数理

统计中的抽样定理，n 台浮动车的区间平均速度 iv
服从正太分布

 2, /aN v n
。按照数据融

合精度的要求，浮动车检测数据与融合结果的误差小于最大允许误差的概率在一定范围内，

由此确定浮动车数量的最小样本数 minn
。自适应权重指数平滑法融合浮动车区间平均速度数

学模型为：
       

1

1
1 1 ( )

n

i
i

v k f k v k f k v
n 

      
,

  min min

min

1 / ,0

0,

n n n n
f k

n n

  
    

 v k
为当前计算时间间隔的区间平均速度融合值，

 f k
为自适应权重。当浮动车数

量大于最小样本数时，对浮动车数据取平均值；当浮动车数量小于最小样本数时，输出当前

测量值与前一时刻融合结果的加权平均值。 

4.2.4  目标路段浮动车数据少	

对于浮动车数据少的情况，需先按照大面积交通流数据缺失补偿的方法（4.1.2 节所述）

对浮动车数据进行数据补偿，然后参照 4.2.1 节所述内容通过 BP神经网络进行融合。 

5. 结语	

北京市动态交通信息数据独立、重复的存在于不同交通部门的业务应用系统中，动态交

通信息中交通流数据由交通委、交管局独立管理、使用。运用合理的技术手段融合这两套交

通流数据，可以提高交通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从而提高动态交通信息的服务水平，进

而促进智能交通建设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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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区交通模型的构建和应用 

                                                 ——NCTCOG 的经验�

陈斌 

【摘要】交通模型和交通学科的兴起源自美国等西方国家，MPO 是美国都市区的交通模型和

交通规划的主要机构，NCTCOG 是美国前十大 MPO，负责达拉斯-沃斯堡都市圈的交通规划。

作者通过在 NCTCOG 数年的亲身实践，总结归纳了 NCTCOG 交通模型和交通规划的实践经验,

对国内城市和都市圈交通规划和交通模型应用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交通模型  交通规划  NCTCOG  TransCAD  达拉斯都市圈 

1. 前言	

美国国会 1962 年通过了联邦资助公路法案（Federal Aid Highway Act），要求人口超过 5

万人的城市区成立MPO（Metropolitan Planning Organization），联邦拨款和联邦的交通项目

必须通过MPO 进行规划和审核。在 2005 年的时候全美共有 385 个MPO。   

NCTCOG（全称 North Central Texas Council of Governments）是服务于达拉斯沃斯堡都市

圈的非盈利组织，都市区的 MPO 功能由它承担。在全美各地有很多个 COG(Council  of 

Governments)，由都市区各级县市的政府联合成立，均为非盈利的组织，对区域性的问题进

行决策和协调，为政府提供技术服务，经费来自于各县市政府。 

NCTCOG交通部门的主要工作为：1、制定交通战略规划 LRTP（Long Range Transportation 

Plan），包括交通战略、污染控制、慢行系统、公众参与等；2、制定年度交通改善规划  TIP

（Transportation Improvement Program）该计划必须满足经费预算要求；3、交通拥堵改善和

智能交通系统；4、数据收集和交通模型维护  （Data Management and Transportation Model 

Development），交通模型是交通规划工作的核心和技术支持，NCTCOG还组织交通出行调查，

负责交通数据的收集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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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美国都市区交通战略规划组成示意图 

 

图 2  NCTCOG 的管辖范围 

  NCTCOG的规划范围超过 25000 平方公里，是美国一个典型的以小汽车交通为主的

都市区，2005 年都市区总人口达 500 多万（2007 年达到 640 万），机动化交通日出行量为

1434 万人次，出行率为 2.87 次/人，平均出行距离为 10.2 英里，全路网平均车速达到 38 英

里/小时。都市区内有包括巴士、轻轨和通勤火车组成的公交系统，DART是达拉斯的公交轻

轨管理机构，达拉斯拥有北美地区最大规模的轻轨系统,  2012 年 7 月通往 DFW 国际机场的

轻轨新线(Orange Line)首段将开通，不断增长的轻轨网络有助于提高区内公交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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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CTCOG交通模型简介	

2.1 NCTCOG 大都市区模型 

2.1.1  模型基本介绍	

1986 年 NCTCOG 对交通模型进行了一次较大的修改，采用的是自编的计算机程序,通过

大型运算机（mainframe）运行；在 2001-2002 年前后，根据 1996 年达拉斯地区交通出行调

查，开始应用 TransCAD 软件建模。最新版的达拉斯大都市区模型采用了 TransCAD 作为软件

核心平台，运用 TransCAD 的编程语言 GISDK 进行模型的界面和自动化的设计。整个交通部

门购买了超过 50 个软件许可，并与软件运营商 Caliper公司建立了服务和合作研究的机制，

NCTCOG 通过对软件最新版本的测试，将软件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给 Caliper 公司，Caliper

公司也就软件编程过程中碰到的难点提供最尖端的服务。 

 
 图 3  美国 MPO 交通软件使用情况调查（来源：NCTCOG 内部资料） 

最新的大达拉斯地区交通模型覆盖了德州北部的 13 个县，分成 5386 个交通小区（其中

包括 83 个外部小区）及 720 个交通大区。DFW 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为 5600 万每年）属

于专门的特殊小区（Special  Generator），另外还有三种类型的特殊小区，包括 1）超过 50

万平方英尺的大型购物中心；2）超过 1500 学生的大学和学院；3）超过 300 职员的医院。 

 
图 4  NCTCOG 交通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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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TCOG交通模型的结点和连线数量如下： 

达拉斯模型  节点 Node  连线 Link 

1999年网络  14,000  22,000 

2004年网络  20,400  31,300 

 

图 5  达拉斯 CBD 的路网和早高峰流量分布 

模型通过 Visual  Basic 语言进行了界面设计，使得不懂模型的交通规划人员可以通过界

面运行模型，对不同交通方案进行测试和比较。模型不断得进行改进和更新，分阶段进行升

级，每升级一次则有新的版本编号，例如原来的模型是 DFX4.2.2 的编号，经过小的升级改

进后，新的模型编号则是 DFX.4.2.3,每次模型最后运行的结果都会提供版本号，以对模型结

果进行查验。 

  
图 6  大达拉斯地区交通模型的运行界面 

2.1.2  模型的特点	

（1）全自动化的运行，菜单式操作   

NCTCOG模型的运作针对使用者的需求，用户登录之后会出现交互页面进行选择，主要

分成 Coding（模型编辑）模块、ModelRun（模型运行）模块、Reports（报告）模块三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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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模型的用户界面 

 

图 8  模型交互界面的主要组成部分(作者整理) 

（2）全真的模型，通过航拍图片校对保证路网编辑的精确度。 

NCTCOG的模型原来只是一个抽象的模型，后来利用航拍技术，可将路网细化，得到“全

真”的路网（Rectified Network）。 

NCTCOG拥有整个达拉斯地区的航拍图片，将航拍图片作为图层导入到交通软件中，可

以编辑路网，使得路网的形状、长度等与实际情况吻合。 

 

图 9  航拍图片在模型构建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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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预测的准确度 

模型构建中需要用到不同年份的交通数据，并对模型参数进行修正，对模型加以改善。

因此需要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是模型调校(Model Calibration)，用基准年的交通调查数据进行

参数的估计。第二是模型验证(Model Validation)，包括模型结果与实际观测数据的差值比较，

模型的敏感性分析等。 

达拉斯大都市区交通模型的交通分配结果与实际的交通调查数据进行比较，都市区内共

有约 8000 个流量观测点。通过计算全网交通量预测误差为 36.9%[5]，高快速路的预测精准度

更高一些，支路和辅路等的精确度较低。模型预测的误差不应通过 K‐Factor等人为因素来改

变。 

 

2.2 NCTCOG 其他模型 

2.2.1  土地利用模型	 Dram	Empal	

人口统计和预测是交通规划模型的数据前提，这就涉及到土地利用的预测和建模。如果

在人口和土地利用预测方面有很大的偏差，即使交通规划模型的精确度再高，其效果也会大

打折扣。 

NCTCOG采用的是比较传统的Metropilus的模型，通常称为 Dram/Empal模型，对用地、

人口、就业等进行预测。由专门的小组确定未来年的预测人口，然后通过 Dram/Empal模型

将总人口分配到 478 个大区，最后由交通规划师分配到四千多个交通小区。人口预测结果需

经过各县市政府的审核及 NCTCOG 内部复核。 

土地利用模型和交通规划模型相互反馈，以 5 年为台阶，土地利用模型的输出人口输入

到交通模型，交通模型的输出路网数据输入到土地利用模型。形成交通和土地利用的协调机

制。 

在美国其他地区还有其他模型如 UrbanSIM（西雅图、休斯顿）、Pecas等。 

2.2.2  德克萨斯州级模型	 SAM	

美国的许多州都有覆盖整个州的模型，这种模型称为 Statewide Analysis Model（SAM）。

NCHRP358 总结了州级交通模型构建和应用的技术，根据 NCHRP358，美国有大约一半的州

建立起了 S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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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德克萨斯州的 Alliance 咨询公司设计了 Texas‐SAM 的交互界面，其界面嵌套于

TransCAD 中，成为 TransCAD 下拉菜单中的一项。德克萨斯州的州级模型曾成功运用于区域

货运研究和货运交通预测方面，例如跨德州大通道（Trans Texas Corridor）的规划分析中。 

 

图 10  德克萨斯州级模型（Texas Statewide Analysis Model） 

2.2.3  微观模型 TransModeler	

从 TransCAD 宏观模型里切出一小部分，通过分区分析（subarea analysis）可得到该分区

的交通数据，以这一数据和路网为基础可建立微观的仿真模型。NCTCOG采用了与 TransCAD

相配套的 TransModeler 软件，虽然其成熟性比 vissim 要差，但是可以从宏观模型中移植路

网和数据，体现了建模和使用上的便利性。 

 
图 11  州立公路 SH360 的交通仿真分析（TransModeler） 

2.2.4  新一代基于活动模型（Activity	Base	Model）的研发	 	

NCTCOG 与 UT‐Austin 联合，对基于活动的模型进行研究和开发，对当时美国已经实施

的几个基于活动的模型进行分析，包括三藩市的 SF‐Champ 模型、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的

SACSIM 模型、中俄亥俄地区 MORPC 的模型，UT‐Austin 以 Dallas 都市区的数据为基础开发

出了 CEMDAP（全称是 Comprehensive  Econometric  Microsimulator  for  Daily  Activity‐Travel 

Patterns）模型，并应用于达拉斯都市区。 

CEMDAP_DFW模型构建是基于 5%的达拉斯都市区人口的日常出行调查（CEMDAP模型

理论上可应用于任何都市区），连续时间模拟（1分钟间隔），可以给出任何时间点的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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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服务水平。将该模型数据综合到三个时间段（AM/PM/Off Peak），以和传统四步模型进行

比较，预测的误差和传统模型的比较如下[6]： 

 

图 12  传统四步模型和基于活动模型预测误差比较（RMSE）(来源：NCTCOG) 

总的来说，CEMDAP基于活动模型的准确度略低于四步模型，但相差不大，而模型的应

用需要大量的调查数据和进一步的技术论证。美国其他城市如丹佛、亚特兰大、Lake Tahoe

等城市也正在开发基于活动的模型，其使用效果仍需时日检验。四步模型在模拟交通管制措

施（如拥堵收费等）上面的无力给基于活动模型的应用提供了空间。 

2.2.5  模型的最新动向	

（1）系统化和模块化的模型输入编辑 

（2）通过 SQL Server对模型数据进行网络化管理。 

（3）自动生成模型报告的图表化 

（4）DTA动态交通分配模型的应用 

NCTCOG 对基于模拟的交通规划模型进行了研究，例如 TranSIMS 和 DynasMart‐p，但在

近期内还没有实施的计划。 

（5）基于活动的模型:CEMDAP模型的实用性和维护成本受到质疑，在此情况下，传统

的四步模型仍不可或缺，考虑到项目延续性问题，新模型仍处在研究阶段。 

2.3 模型的维护和公众使用 

NCTCOG交通模型为区内的政府机构共同使用，包括德州交通部 TxDOT，达拉斯公交公

司 DART(Dallas Area Rapid Transit)等。NCTCOG将模型安装软件制作成光盘，便于用户安装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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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模型 CD 光盘封面标签 

交通规划咨询公司 PB，WSA, Jacobs等可以通过申请从 NCTCOG获得交通模型，用于交

通规划项目。 

3. 大都市区模型应用实例	

3.1 德州大都市交通拥堵改善计划和拥堵指数 TMMP（Texas Metropolitan Mobility 

Plan） 

为了解决大都市区的交通拥堵问题，必须建设新的交通项目或者采用交通管理措施，如

何分配项目经费以及评估交通措施对拥堵的作用，需要一个量化的指标。因此 TTI（德州交

通研究所）制定了德州拥堵指数（Texas Congestion Index），用以衡量德州八大都市区的交通

拥挤情况。TCI 拥堵指数的确定是通过对交通模型输出数据进行分析，应用于 Excel数据评价

表中，得出的拥堵数字。 

这个拥堵指数有助于评价不同都市区的交通拥挤状况，以及同一都市区不同年份的交通

改善情况。 

国内部分城市如北京借鉴美国经验，也建立了交通拥堵评价指标。 

3.2 应急中心布点规划 

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如恐怖袭击、生化武器攻击等，达拉斯都市区需制定应急反应计划，

确定应急避难地点，这些地点必须是市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的。因此其布点规划需通过

交通规划模型进行建模分析，以确定最佳的布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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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决策 New Starts 

New Starts是美国公共交通委员会 FTA的一个项目，旨在对各城市公共交通基础投资项

目进行资助，这些投资包括地铁、轻轨、通勤铁路、BRT等。为了获取联邦的经费资助，各

城市必须对项目的收益进行分析，利用交通模型，遵照指定程序，对投资的各种利弊进行数

量化分析，结果供 FTA 投资决策参考。 

通过量化分析衡量投资利弊，使得投资决策可以更加科学化。 

 

图 14  美国公共交通委员会（FTA）项目决策过程 

3.4 交通改善分析和交通影响分析 

通过交通模型可以对交通走廊的改善方案进行分析，并分析新建项目对交通状况的影

响。 

4. 对国内都市区交通规划（模型）的借鉴	

4.1 从美国都市区交通规划的经验来看，完善的立法是都市区进行可持续、科学化交

通规划的前提和保证 

MPO 的建立和成功运行来源于美国国会的专门法案。MPO作为区域交通规划机构，起

到了开展公众参与和协调地区及民众利益的作用。在模型维护和数据共享利用方面，MPO

是公益性的，保证了交通模型维护的经费和模型数据的自由共享，对于交通咨询行业的健康

发展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国内目前只有深圳市进行了法定机构的试验，并将交通研究和模

型维护作为法定机构的日常业务。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交通模型和交通规划的科学发展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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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制度的建立和法规的影响力。 

4.2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是模型可以得到完善和推广的重要途径 

数据对于成功的交通规划十分重要，它包含几个方面，一是交通数据的采集和共享，目

前国内交通数据采集涉及到部门壁垒、利益和成本分担等问题，尚未如人意，最后导致了数

据不全和投资浪费。二是交通模型的公开化使用，这样使得交通咨询业可以健康发展，避免

行业的垄断。三是不同地区之间交通数据和参数的交流。在我国的许多地区面临着两个难题：

一是技术人员的缺乏，交通模型是一个技术要求比较高的职业，需要多年的经验积累，技术

人员通常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公司。二是经费不能得到充分保证，由于交通模型属于基础性的

研究工作，常常居于幕后，不为领导所了解和重视，数据的缺乏、超常规的城市建设速度也

导致交通模型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信息共享关系到交通模型的成败，这要求我们具有长远的

战略眼光，不局限于短期的回报。 

4.3 建立全国性的都市交通模型研究交流机制，促进交通规划的信息化和科学化发展 

美国联邦公路局 FHWA成立了 TMIP(交通模型改善计划)，推广交通模型技术，对于技术

实力不是很强的地区（如中小城市）有很大帮助，也推动了模型技术的创新和推广。TMIP

提供 E‐mail讨论组，主持网上培训交流的视频会议，并定期邀请模型专家和业界人士介绍经

验，对推动模型的研发和更好使用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模式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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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规划模型“可视化”的探讨 

马亮 

【摘要】城市交通规划模型一直以来都面临着模型以外人员参与度不足、“黑箱”操作等一

系列问题，大家对模型的合理性、预测的精度等存有质疑。为了给模型技术人员与模型以外

人员建立一个交流的平台，本文提出了模型“可视化”的概念，从城市规划前景分析、模型

建立过程、预测结果三个方面阐述了模型可视化的内容与方法，并结合深圳市的交通规划模

型工作对模型可视化的方法进行应用。 

【关键词】交通规划  模型  可视化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这导致交通需求与

道路设施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为了解决交通拥挤问题，需要借助交通模型分析交通现状，

预测未来趋势，为编制交通规划、制定政策等提供技术支持[1]。 

30 多年前，交通模型引入我国，并迅速应用到交通规划和建设当中，经过不断的研发、

实践和完善，在很多城市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城市交通规划模型也暴露

了一些问题： 

（1）其它专业、学科的人员参与深度不足。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

划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模型师对远期城市规划的理解是有限的，因此迫切需要城市规划、

土地规划、交通规划等有经验的规划师共同参与。 

（2）建模过程存在“黑箱”操作。模型的框架、标定的参数等是否合理直接决定了预

测结果的好坏。目前在国内，通常是由几个模型师通过调查或者经验来完成这些工作，其它

学科的人员根本无从了解与监督。 

这就需要建立一套系统的方法，将枯燥乏味的数字、专业复杂的建模过程变的通俗易懂，

让其它学科的人员也能对交通模型进行“品头论足”。因此，本文提出城市交通规划模型“可

视化”，为交通模型领域与其它学科领域的人员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 

2. 城市交通规划模型“可视化”	

2.1 概念 

城市交通规划模型“可视化”是指将建模过程中涉及的城市规划前景分析、模型使用的

数学函数与参数、交通预测的结果等通过合理的评价指标或直接以图表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表

现出来，使其它学科与专业的人员可以参与对模型进行评价的一种方法。 

城市交通规划模型“可视化”改变了传统建立模型的思路，为专业的模型师与模型以外

的人员建立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可以对模型的基础、建模的过程进行讨论从而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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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模型“可视化”的内容 

（1）规划前景分析可视化 

城市规划前景分析是指通过对大量基础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对未来城市的发展情况进行

的定量判断，这是模型工作的基础。具体内容一般包括：未来城市发展的方向及城市中心体

系的判断、不同类型产业的空间分布、人口岗位的总量及分布情况等。 

（2）预测过程可视化 

首先，需要将整个模型的框架可视化，清楚表达各个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这项工作的

难度比较大，模型以外人员很难深入理解一些专业术语，但这项工作是避免模型“黑箱”操

作的关键。 

其次，将交通生成、交通分布、交通方式划分、交通分配四个阶断的建模过程可视化。

具体包括： 

a) 交通生成阶断。将不同区域不同出行目的的的交通发生率、吸引率或交通发生量与吸

引量的回归模型进行可视化。 

b) 交通分布阶段。将不同出行目的对应的分布函数及相关参数、综合费用阻抗函数进行

可视化。 

c) 交通方式划分阶段。首先，要说明分为哪几种交通方式，并宏观上判断各种交通方式

的比例；其次，将选取的交通方式划分函数及相关参数进行可视化。 

d) 交通分配阶段。不同的交通分配方法适用范围是不同的，要解释采用的交通分配方

法、原理及相关参数。 

（3）预测结果可视化 

主要是指将道路交通分配、公交分配结果可视化，具体包括道路断面流量、道路饱和度

水平、客流通道走廊、公交线路高峰断面客流、平均运距以及站点的上、下客流量等。 

3. 模型“可视化”的方法及案例	

城市交通规划模型“可视化”的主要目的是把复杂、专业的建模过程、预测结果以及一

些定性判断的内容等以定量的、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具体方法如下： 

（1）选取合理的评价指标，将定性的判断进行量化表达、将复杂的客流预测结果进行

有效提炼。这一方法在规划前景分析可视化、预测结果可视化中应用较多。 

（2）将模型函数及相关参数、数据结果以图表形式进行表现，将抽象的东西进行直观

的表达。这一方法在预测过程可视化、预测结果可视化中应用较多。 

下面将结合深圳市的交通规划模型，从规划前景分析可视化、预测过程可视化、预测结

果可视化三个方面对上述两种方法进行说明。 

3.1 规划前景分析可视化 

城市规划前景分析是对未来城市的产业经济、居住就业等发展情况进行的战略构想，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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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交通模型的基础。目前主要是根据规划进行定性判断，如城市规划学者常用“城市发展轴、

发展带”来描述城市的规划前景，缺乏定量分析。通过采用合理的评价指标可以对城市的规

划前景进行可视化，例如，不同区位不同功能建筑的密度、人口岗位密度等指标就可以用于

对城市发展前景进行一定的评价。 

深圳市的规划前景分析以城市规划、土地规划、建筑普查数据为基础，以不同功能建筑

的密度与空间布局、人口岗位的密度与空间布局、职住平衡范围，并引用了城市地理学的中

的潜力模式[2]等作为评价指标，分析深圳市未来的城市中心体系与发展情况。下面以潜力模

式指标为例，说明深圳市规划前景分析可视化的方法。 

潜力模式是指某个城市与其它每个城市的相互作用量之和，表示一个城市与城市空间分

布体系内所有城市（包括它自身）的相互作用[2]。  本次分析首先将深圳市划分为若干个交

通小区，以每个交通小区的商业办公建筑密度作为城市质量，并引入 K系数，如式 4‐1，分

析得到深圳市现状与规划的商业办公潜力面，如图 4‐1、图 4‐2。 

    （4‐1） 

式中，   —— i 小区的商业办公潜力； 

   ，  —— i，j 小区的商业办公建筑密度； 

  —— i，j 两个小区之间的距离； 

 b —— 测量距离摩擦作用的指数； 

 k —— 商业办公潜力调整系数。 

 
图 4- 1  深圳市现状商业办公潜力分析        图 4- 2  深圳市规划商业办公潜力分析 

现状商业办公潜力分析结果表明，罗湖区、福田区的商业办公潜力较高，是城市的商业

中心，与实际情况相符。规划商业办公潜力分析结果表明，全市的商业办公都得到了较大的

发展，尤其是南山前海地区，城市的商业中心表现出了“西漂”的特征。 

通过与城市规划人员的讨论，他们对规划前景分析可视化的方法与结论表示认可。规划

前景分析的结论将作为交通生成阶段不同目的交通发生率、吸引率标定的重要依据。 

3.2 预测过程可视化 

交通模型是利用数学模型来模拟居民的出行特性，用数学手段去表现人们的出行行为，

这是模型的核心内容，也是模型以外人员最关注的部分。采用图形表达是预测过程可视化的

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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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交通规划模型在建立过程中，可视化是基于两个目的：1）判断拟合的参数是否

合理；2）检查输入数据的质量，因为如果输入数据的质量较差，即使拟合的再好，也不会

得到合理的参数，这点是很多模型师关注不到的。 

建模过程中，对交通生成阶段不同区域不同目的的交通发生率吸引率、交通分布阶段的

综合阻抗函数及相关参数、交通方式划分阶断的 logit 模型与相关参数、道路交通分配阶段

的 BPR阻抗函数与相关参数等都进行了可视化。 

下面以交通分布为例，本次建模采用双约束重力模型，模型的公式、阻抗函数如下： 

 

 

 

1

1

( )i j i j i j i j

i j j i j
j

j i i i j
i

X A B T U f t

A B U f t

B A T f t







 
  

 

 
   




  （4‐2） 

式中，
ijX ——i, j 小区间的一日出行总量（次/日） 

   
iT——i小区一日的发生量   

 
jU ——j 小区一日的吸引量 

阻抗函数为：    ijct
ij etf     

  ijt ——i、j 小区之间的最小出行效用 

  c——待定参数 

从上可以看出，阻抗函数中的参数 c是要标定的内容，参数 c的取值是否合理直接决定

了交通分布的合理性。图 4‐ 3 为取不同参数情况下阻抗函数对应的数学曲线，横坐标为出行

效用，纵坐标为吸引力，通过找到对应的函数曲线，可以分析绝大多数人出行效用的范围，

从而判断标定的参数是否合理。 

通过预测过程的可视化，模型以外的交通规划人员、城市规划人员对原先他们认为复杂

的模型、没有逻辑的“黑箱”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与认可，并提供很多建议，对模型进行了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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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3  阻抗函数的数学曲线 

3.3 预测结果可视化 

客流预测结果包含的内容较多，通常是选取一些评价指标或者用图表来表达，从而实现

预测结果的可视化。例如，将道路交通分配、公交分配的结果以流量图、饱和度图的形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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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对于轨道交通客流预测，可以选取线路的高峰断面客流量、断面的高峰小时系数、平均

运距、平均运距占线路总长的比例等作为评价指标。 

以深圳市远期的客流走廊分析为例，一般会采用“蜘蛛网”分配[3]的方法，但由于深圳

市域范围内分布着山体、水库等大量生态保护区，如图 4‐ 4。这时“蜘蛛网”分配方法就表

现出了局限性，“蜘蛛网”中的大量通道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同时交通小区的形心点

作为出行的发生吸引点也欠妥，有些小区形心点可能落到了水库中，与现实不符，因此提出

了基于城市建成区形心网的客流分配技术。城市建成区形心网是指将城市划分为若干个交通

小区，以通道的可行性为原则，将相邻交通小区内城市建成区的形心点以直线相连，形成一

张基于城市实际交通状况的空间网络。 

 
图 4- 4  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图                4- 5  基于城市建成区形心网交通分配 

图 4‐5 是采用基于城市建成区形心网交通分配方法得到的结果。分析结果表明，目前的

东、中、西三大客流走廊将得到加强，同时由于南山、前海的崛起，中部组团与南山、前海

之间也形成一条较强的客流走廊；东、西两大组团由于相对独立，组团内部的客流走廊也比

较明显，分析结果与规划前景分析是相一致的。 

4. 结论	

本文结合建立深圳市交通规划模型这项工作，对于模型的“可视化”进行了思考，提出

了城市交通规划模型“可视化”的概念，并结合具体的工作总结了模型“可视化”的内容、

方法及相关案例。实践表明，城市交通规划模型“可视化”从技术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件复杂

的事情，但是在当前交通模型要求开放的背景下，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传统的建模思

路，为模型师与模型以外人员建立了交流的平台。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坚持在模型

“可视化”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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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公共交通对于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 

——基于带捕获性的非集计选择模型 

李纲  张峻屹  藤原章正 

【摘要】如何在未来的城市交通系统中配置使用辅助公共交通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

之一。本文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都市圈为例，通过 SP调查,第一次全面分析 4种主要的

辅助公共交通方式作为衔接出行方式和/或主出行方式对辅助公共交通的利用者的出行方式

选择行为的影响，并尝试利用 dogit模型确定出行者是否“受捕获于”（忠诚于）某些特定

的交通出行方式。模型估计的结果显示辅助公共交通的可利用性对于主出行方式的利用并没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甚至少数情况下是负的作用。并且，结果同时确定出行者受捕获于（忠

诚于）特定的交通出行方式。本研究所提供的模型方法对于促进国内城市各种交通方式的合

理利用，构建可持续化发展的综合城市交通体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辅助公共交通  可利用性  捕获性  陈述偏好调查  交通方式选择  Dogit 模型 

1. 简介	

在发展中国家的辅助公共交通代表着从出租车到传统的固定路线和固定时刻表的公共

交通之间的一段交通方式选择的范围
1)
。一方面，它为依靠公交的出行者，尤其是低收入者

提供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机动性，为低技术工人提供工作机会，弥补因缺少正式公共交通而缺

失的服务区域等益处；另一方面，辅助公共交通也引起诸如增加交通堵塞，环境污染和交通

事故等问题
2)
。基于它的矛盾的特征，如何对待辅助公共交通分化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学家给予辅助公共交通非常正面的评价。但是，从辅助公共交通的司机

和利用者的生活的质量和社会状况的角度来看，交通的规划者和城市规划专家却给出了相反

的评价
3)
。如何在未来的交通系统中恰当地安排使用当前在发展中国家广泛使用的辅助公共

交通？是基于它的负面影响去限制或者甚至彻底禁止使用辅助公共交通，或者考虑到它的优

势，从而更加充分地利用辅助公共交通，是一个急于回答的问题。 

为了更好的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充分地理解辅助公共交通的存在怎样影响人们的出

行方式的选择。在发展中国家的出行者常常被认为倾向于使用某种固定的交通方式，即受捕

获于某种交通方式（be captive to some mode）。自然而然，这就引向了一个热门的话题：

交通政策对于交通方式选择和辅助公共交通运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 

从行为分析的角度对辅助公共交通的现存研究是相当有限的。Upala et al (2009) 
基

于陈述偏好调查(SP Survey)，利用多项式 logit 模型去捕捉公共交通利用者在辅助公共交

通与公交车之间的选择行为
4)
。Loomboonruang and Sano (2005)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去检验

主出行方式（main mode）与衔接出行方式（access/egress mode）的选择行为
5)
。Chalermpong 

and Wibowo (2007)的研究显示在曼谷摩托出租车（辅助公共交通的一种）是一种非常受欢

迎的公交的衔接出行方式
6)
。现有关于辅助公共交通管理的研究主要从政府当局与辅助公共

交通司机之间进行。Schalekamp et al (2009)试图从三个推进辅助公共交通管理和将辅助

公共交通纳入正规运营的国际实例来评估它们的经验，从而为南非的开普敦和坦桑尼亚的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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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斯萨拉姆从规模、时间进度、具体操作等方面将辅助公共交通纳入到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

提供借鉴
7)
。Walters (2008)对于南非的公共交通政策做了概述，尤其对于小型公共汽车型

出租车（辅助公共交通的一种）的资本调整项目中强调吸收各种交通方式来实现无缝公共交

通的挑战
8)
。Darido (2003)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包含辅助公共交通在内的路面公共交通的管

理的方法论体系
9)
。Diaz and Cal (2005)基于财务分析的方法评估了政府管理对一种吉普

车形式的辅助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且指出在菲律宾这种交通服务的合理化的份

额
10)
。Ishida and Guillen (2004)指出了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政策的不足对机动三轮车

形式的辅助公共交通的影响
11)
。其他现有研究则侧重于通过减少它的负面因素，增强服务质

量和使用者的满意度，来促进辅助公共交通的使用 (e.g., Tarign et al (2010)
12)
; 

Tangphaisankun (2009)
13)
, and Joewono and Kubota(2007a, b)

14-15)
)。但是，现有研究从

未从总体上涉及到辅助公共交通的可利用性和小汽车的可利用性对于出行者出行方式选择

行为的影响，也未涉及到出行者对每种交通方式的受捕获性（captivity）的研究。为了填

补这一研究空缺，本研究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都市圈（以后简称为“都市圈”）进行了

一项 SP 调查。调查涉及到四种主要的辅助公共交通（人力三轮车、摩托车租车、机动三轮

车和小型公共汽车（以后简称为“小公汽”））和五种正式干线交通（火车、MRT、公交车、

BRT 和小汽车）。在 SP 实验设计中，除了常规的诸如出行时间、出行距离、出行目的作为实

验属性外，四种辅助公共交通作为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以及小汽车的可利用性也作为了

实验属性。在作者的认知中，这是现存文献中第一个 SP 调查以这样全面的方式来考察发展

中国家辅助公共交通的使用。另外，应用由 Gaudry and Dagenais (1979)
 16)

提出的 dogit

模型来捕捉存在于上述 SP 选择行为中的受捕获性和交通方式的可利用性的影响。这对于国

内二、三线城市合理利用辅助公共交通，构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提供一定的借

鉴作用。 

文章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都市圈的辅助公共交通

和 SP 调查的基本信息。Dogit 模型在第三部分介绍。第四部分分析了模型估计的结果。第

五部分给出结论并讨论了模型结果的政策意义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2. 数据	

2.1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都市圈的辅助公共交通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都市圈，由首都和 7 个地方政府组成，拥有大约 2100 万人口。

此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2%，显示出它是整个国家战略上最重要的区域
17)
。 

在首都圈，代表性的辅助公共交通分别是小公共汽车（小公汽）、机动三轮车、摩托出

租车和人力三轮车，见图 1。除了小公汽有固定的线路外，其余的三种辅助公共交通都没有

固定的线路和时刻表，但却可以提供提供门到门的服务。 

 

人力三轮车     摩托出租车      机动三轮车          小公共汽车 

图 1  四种主要的辅助公共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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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SP 设计 

SP 调查用来探索未来辅助公共交通的可利用性和小汽车的可利用性对于交通方式选择

行为的影响。SP 调查中设计的属性和属性水平由当时的条件，当地专家的意见和文献查找

综合得出。表 1 列出了 14 个属性，其中 9 个属性与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有关（5 个为前衔

接出行方式 access mode，2 个为后衔接出行方式 egress mode，2 个为主出行方式及它们的

出行时间），3 个属性为三种主出行方式火车、公交车和 BRT 的出行时间。另外两个属性是

出行目的和出行距离。MRT 作为一种主出行方式被引入到 SP 调查的设计中，但是它的出行

时间相对于它的出行距离是固定的。每一个上面提到的属性有两个或三个属性水平。每一种

交通方式的出行费用相对于其出行距离是固定的，步行既可以作为前衔接出行方式，也可作

为后衔接出行方式。通过正交试验设计产生 27 个 SP 的不同场景。为了减轻受访者的回答负

担，在 SP 调查中 27 个场景被进一步随机均匀分成了 9 组。每一位受访者只要回答一组中 3

个场景即可。在每一个 SP 场景中，包含了 4‐6 个不同的主出行方式选项。这 6 个主出行方

式是火车、MRT、公交车、BRT、小公汽和小汽车。一个 SP 的场景如图 2所示。 

调查问卷包括 5 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不同辅助公共交通的使用情况和对相应方式的服 

表 1  SP 调查中的属性和其水平 

属性 水平1 水平2 水平3

人力三轮车作为前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0 （不可利用） 1 （可利用）

摩托出租车或机动三轮车作为前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0 （不可利用） 1 （可利用）

摩托车作为前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0 （不可利用） 1 （可利用）

小公汽作为前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0 （不可利用） 1 （可利用）

小公汽作为主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和出行时间 0 （不可利用） 短时间 长时间

小汽车作为主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和出行时间 0 （不可利用） 短时间 长时间

摩托出租车作为后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0 （不可利用） 1 （可利用）

机动三轮车作为后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0 （不可利用） 1 （可利用）

火车出行时间 短 长

公交出行时间 短 长

BRT出行时间 短 长

出行目的 工作或上学 购物

出行距离 短 长  

 

图 2  一个 SP 场景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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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质量的评估。第二部分调查家庭车辆的拥有情况和使用情况。第三部分询问受访者的

和个人属性，不同出行目的的家庭车辆的利用情况，不同出行目的出行下的幸福度和生活满

意度。 

一天出行日志安排在了第四部分。最后是未来出行方式选择的 SP 调查。在 SP 调查前部，

介绍了当前在印尼都市圈还不存在的 MRT 的一些基本信息。 

2.3 当前辅助公共交通利用者情况的概述 

2010 年 2 月到 3 月间实施了家庭访问调查，受访问的对象是首都圈内曾经使用过任何

一种辅助公共交通的居住者。由于财力的限制，最终收集到了 702 份调查问卷。受访者的个

人属性在表 2 中列出。 

表 2 受访者的个人属性 

个人属性 百分比 

性别 
男 49.6% 

女 50.4% 

职业 

政府职员 15.7% 

公司职员 33.8% 

学生 31.3% 

自由职业者 7.4% 

其他 11.8% 

家庭月收入 

< 2  百万印尼盾 23.4% 

2‐4  百万印尼盾 36.9% 

4‐6  百万印尼盾 21.0% 

> 6  百万印尼盾 18.7% 

3. Dogit模型	

Dogit 模型在 1976 年由 Gaudry and Dagenais 提出，它的一般形式可表达为（指示个

人出行者的下标被省略） 

 , ,  1,..., ,
(1 )

i k

k

V V
i

k
i V

k
k k

e e
p i k K

e






 




 

 (1) 

其中 

ip :从 K 个出行方式中选择第 i 个出行方式的概率 

kV :第 k 个出行方式的效用函数的确定项  

i :出行方式 i的受捕获性系数，非负值 

公式（2）显示 dogit 模型没有 IIA 特性，意味着在选择集中选择肢的改变将影响选择

肢相对的概率。进一步，当且仅当 0i j   or / / ji
vv

i j e e   ，相对概率 /i jp p 与 IIA 特性

是一致的。当对于任意一对的选择肢都有 0i j   ，公式（1）变成退化成多项 logit 模型。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517



 

 

 

i k

j k

V V
i

i k
V V

j j
k

e e
p

p e e













 (2) 

Dogit 模型可以在保持实际上易于操作的 logit 形式的基础上，用来分析趋向性现象并

且消除 IIA 限制。它允许某些对的选择肢的相对概率与 IIA 性质保持一致，并且同时对于余

下的选择肢，不会破坏它自己作为一个截然不同的模型。 

由公式（1）Dogit 模型的通常形式可以进一步转化成公式（3）。 

 
1

. , ,  1,..., ,
1 1

i

k

V
i

i V
k k

k k k

e
p i k K

e


 

  
   

 (3) 

公式（3）的第一项表示一个人对于 k 种选择肢中的一种的偏爱的概率，第二项描述这

个人从所有可以利用的选择肢中自由选择。Ben-Akiva (1977)
 18)
指出，在选择集合产生的背

景下， i 可以被解释成捕获性（偏爱程度）的系数，可以进一步被解释成一种“忠诚度”参

数。具体地，这个值越大，显示利用者对于一种出行方式的忠诚度越高，也就是受捕获性越

大。极大似然化方法被用于估算 dogit 模型。此研究的程序代码由作者通过软件 Time Series 

Processor 5.0 编写实现。结合本研究背景，dogit 模型的确定项被重写成下列方程。 

 

 k k kV Y Z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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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其中， 

kY ：常数项 k ，m个出行方式属性，n 个个人属性 nkX 的函数 

kZ ：反应不同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对于第 k 个出行方式的影响 

kA ：表示小公汽 angkot 作为主出行方式（main mode）的可利用性 

kC ：表示小汽车作为主出行方式（main mode）的可利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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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kAcc ：表示前衔接出行方式 r（access mode r）的可利用性 

skEgr ：表示后衔接出行方式 s（egress mode s）的可利用性 

每一个可利用性的变量的系数( , , ,k k rk sk    )表示每一种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对于第 k

种出行方式的影响程度，其负值表示一种出行方式的存在减少了第 k种出行方式选择概率。 

4. 模型估计	

D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在表 3 中表示。SP 调查总共搜集 2106 个样本（702 个受访者*3

个 SP 场景/受访者）。除掉废弃的样本，最终 1902 个样本用来估算模型。由 McFadden’s 

rho-squared 指示的模型精度 0.092 显示模型标定的精度并不是很高，这需要在未来进一步

提高模型的精度。但是，如前所述，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检验辅助公共交通和小汽车的可利用

性对于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和确认出行者对某种出行方式的忠诚度（受捕获性），从这

个角度讲，相对较低的模型拟合度仍然可以接受。 

表 3  Dogit 模型的估计结果 

参数 火车

常数项 -1.92 2.53 -4.63
出行时间

出行费用

男性 ( 是: 1, 否: 0) -8.86 * -1.42 0.12 -1.08 -2.23
政府职员 ( 是: 1, 否: 0) 15.60 ** 7.76 * -3.08 -20.83 5.86 **
学生 ( 是: 1, 否: 0) 2.75 5.01 2.38 1.35 9.33 **
家庭月收入少于等于2百万印尼盾 ( 是: 1, 否: 0) 1.29 6.00 * 2.92 9.80 -15.79
人力三轮车作为前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 是: 1, 否: 0) -2.92 2.45 -1.34 -13.48 **
摩托出租车或机动三轮车作为前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 是: 1, 否: 0) -20.70 -1.14 -2.38 -11.94
小公汽作为前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 是: 1, 否: 0) 5.92 6.85 * 1.58 -1.98
摩托出租车作为后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 是: 1, 否: 0) 3.18 -6.46 * -2.80 6.83
机动三轮车作为后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 是: 1, 否: 0) -9.93 ** -4.36 0.69 -2.64
小公汽作为主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是: 1, 否: 0) 和出行时间 -0.22 -7.71 ** 2.44
小汽车作为主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 是: 1, 否: 0) 和出行时间 -6.11 * 2.13 0.05 -4.36
受捕获性参数 1 0.40 *** 0.75 *** 0.71 *** 0.92 *** 0.32 ***

最初对数似然

收敛对数似然

McFadden's R平方

样本数
*,  **,  *** 分别表示 90%, 95% and 99% 置信水平

1902

    小汽车

-1.02 **
-1.57 **

-3163.79
-2871.24

0.092

    MRT     公交车     BRT     小公汽

 

辅助公共交通的可利用性大体上可分为两类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一种是辅助公共交通

作为前/后衔接出行方式（access/egress mode）的可利用性，一种是辅助公共交通作为主

出行方式（main mode）的可利用性。根据各种辅助公共交通的特性，四种辅助公共交通都

作为衔接式出行方式来评估它们的可利用性，而只有小公汽作为主出行方式来评估它的可利

用性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小型辅助公共交通，即人力三轮车、摩托出租车、机动三轮车对

主交通出行方式的使用没有显著影响或负的影响。其中，人力三轮车，作为一种先衔接出行

方式，对作为主出行方式的小公汽有显著地负的影响。摩托出租车和机动三轮车作为后衔接

出行方式对主出行方式公交车和 MRT 分别有显著地负的影响。这样负的结果减少了选择相应

主出行方式的效用，它或许暗示辅助公共交通的利用者不需要前后衔接出行方式去利用主出

行方式，或者通过尝试着减少换乘费用来降低交通费用。对于较大型的辅助公共交通小公汽

作为衔接出行方式，相对于其他辅助公共交通，它们通常代表较低的出行费用和较安全的出

行方式。数理统计上 90%的显著性系数“小公汽作为前衔接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显示小公

汽作为衔接式出行方式促进正式的公交车作为主出行方式的利用，同时与印尼都市圈当前的

交通形势是一致的（因为印尼都市圈地域面积广大，小公汽与公交车的组合出行非常普遍）。

另一方面，模型结果确认在未来如果将小公汽设置为主出行方式，则小公汽仍然与现在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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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一样，与公交车有强烈的竞争。另外，关于小汽车的可利用性的模型结果，MRT 的引进可

以有效地减少小汽车的利用，显著性 90%的负系数证实了这一点。这个结果也非常容易理解，

因为与其他公共交通相比，MRT 代表着拥有较高服务水平的先进公交方式。 

对于受捕获性参数，我们惊奇的发现辅助公共交通的利用者忠诚于（受捕获于）每一种

辅助公共交通，只是这种忠诚程度不一而已，这由统计上显著的模型受捕获性系数得到确认。

相比较而言，火车是忠诚度最高的出行方式。通过检查 SP 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选择火车、

MRT、公共汽车、BRT、小公共汽车和小汽车的比例分别为 30%、10%、18%、21%、14%和 6%，

其中选择火车出行的比例最大。因此，火车是最受捕获的交通出行方式是非常合理的，在未

来的假设场景中，火车在 6 种主要出行方式中既是最便宜的交通出行方式，又有适中的出行

速度。当小公汽可用时，它是第二捕获性（忠诚度）的主出行方式。或许这得益于它是短距

离的出行中速度最快的出行方式，并且是第三便宜的出行方式。公交车和 BRT 紧随其后，它

们的捕获系数分别是 0.75 和 0.71，并无显著性差别。MRT 因其是最贵的出行方式和人们对

它的不熟悉，是受捕获性最差的公共交通。小汽车对于普遍低收入的人群而言，因其巨大的

投资而排在了 6 种交通出行方式的最后。从模型估计的结果也可以看出，受捕获系数的大小

顺序基本上同各种交通方式的出行费用一致，这显示了即使在未来，出行费用仍然是影响出

行方式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 

服务水平的主要指标出行时间和出行费用显示出统计上 95%显著水平，这说明出行服务

水平一直是影响出行方式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 

对于辅助公共交通利用者的个人属性，女性对于选择 MRT 有显著地负面态度，这可能是

由于当前 MRT 的不存在而对这种交通方式的不熟悉。政府职员未来有明显的选择小汽车和

MRT 的倾向性，这显示了在发展中国家政府职员相对地享受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可以负担

起诸如小汽车这样的私人交通和高价位高品质的 MRT 出行方式。另外，现在的学生对于未来

小汽车的利用有很高的期盼。尽管当前公交车和小公汽有强烈的竞争，模型显示最低收入人

群（月收入低于 2 百万印尼盾）在未来对于公交车有非常明显的偏爱。 

5. 结论	

在认识到辅助公共交通颇具争议的特征情况下，了解辅助公共交通的使用在未来城市交

通系统中影响变得至关重要。作为在文献中第一次尝试全面描绘辅助公共交通利用者的出行

行为，本研究通过设计 SP 调查来捕捉辅助公共交通利用者的出行方式选择决定。其中，重

点考虑辅助公共交通作为衔接出行方式或主出行方式的可利用性和小汽车作为主出行方式

的可利用性对交通方式选择的影响，并且进一步确定了在发展中国家出行方式固有的偏爱

（受捕获性）的影响。此次调查最终共收集到有效问卷 702 份，共计 2106 个 SP 场景。并且

通过 dogit 模型来分析辅助公共交通利用者在如此 SP 场景之中如何做出交通方式选择的决

定。模型结果显示，除了通常的诸如性别、职业、家庭收入等个人属性有显著性的影响之外，

服务水平诸如出行时间与出行费用被进一步确认未来对出行方式的选择有重要的影响。 

对于本文重点关注的辅助公共交通的可利用性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诸如人力三轮车、

摩托出租车和机动三轮车这样的小型辅助公共交通对于主出行方式的促进不起作用或者在

少数情况下起到抑制作用。也许，相对于节约时间，节约金钱的步行是最好的衔接出行方式，

或者换乘带来的不便也是因素之一。与此相反，大型辅助公共交通-小公汽，作为衔接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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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尤其在长距离出行中，促进了公交车的使用。这种小公汽-公交车的组合的出行方式

在当地的实际生活中也得到体现。对于本文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对某种交通方式的受捕获程

度，模型结果显示辅助公共交通的利用者对六种主出行方式都有显著的忠诚度，但其大小程

度不同，依次为火车、小公汽、公交车、BRT、MRT 和小汽车。因此，Dogit 模型很好的表现

了印尼都市圈的这种交通特征。并且，对六种主出行方式的忠诚度的大小关系基本与在 SP

场景中设置的出行费用关系一致，这也暗示在未来，出行服务的费用任然是影响人们对于交

通方式的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至于本研究的政策意义，尽管诸如人力三轮车、摩托出租车、机动三轮车这样的小型辅

助公共交通对于正式公共交通的利用和小公共汽车作为主出行方式的利用没有显著地促进

作用或者有些有显著地负面作用，但是作者认为从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的稳定角度，在相当

一段时间内保留小型辅助公共交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就如同在 SP 设计这样，小型的辅

助公共交通应该被限制在预定的区域中承担短距离的主出行方式和/或在较长距离的出行中

承担衔接出行方式的角色，这样可以有效的降低交通堵塞和增强出行安全。由于发展中国家

普遍存在预算有限的问题，大规模建设诸如 MRT 和 BRT 这样环境友好的高效公共交通来支撑

整个城市交通网络是不现实的。自然而然，小公汽-公交车，这种在被模型结果证实的未来

比较偏爱的交通组合方式也是当前正被广泛使用的模式，不失为一种解决预算有限的明智选

择。与小型辅助公共交通相比，小公共汽车具有较大运力和更加安全的特点，同时它在当前

运网中也具有很大的份额。在未来，它会是一种比较易于定位与安排的交通方式。进一步，

政府部门应该谨慎评估公共交通服务的定价，因为在本研究中再一次确定了它是影响出行方

式选择决定的显著因素，并且人们对不同主交通出行方式的受捕获程度与不同主出行方式的

费用的基本一致性也暗示了这一点。本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国内二、三线城市的辅助公共

交通同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作者相信，本研究所提供的模型方法对于促进国内城市各

种交通方式的合理利用，构建可持续化发展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对于未来研究，应该将辅助公共交通利用者的异质性引入模型估计中去更好的捕捉出行

者的出行行为，并且结合陈述偏好（stated preference）数据与显现偏好（revealed 

preference）数据去验证模型从而进一步提高模型估计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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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选择模型及其在天津的实证研究 

邹哲  蒋寅  万涛  朱海明  于春青 

【摘要】居住地选择是影响土地利用布局和交通出行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分析影响我国大城

市居住地选择的关键因素对城市和交通规划意义重大。基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职工出行调

查数据，应用离散选择模型并采用分层重要性抽样技术，构建了多元 Logit结构的居住地选

择模型。研究表明家庭结构对居住地选择影响显著，不同的家庭结构对居住地有不同的需求

和喜好,且小区的规模、可达性、出行成本及小区与家庭相互影响四类变量构成的居住地选

择模型能很好的解释居住地选择偏好。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了完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

功能的有关建议及构建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的设想。 

【关键词】城市规划  交通模型  居住地选择模型  多元 logit模型 

1. 引言	

城市土地利用布局与交通出行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居住用地一般占城市用地的 30%左右，

基于居住地的出行，即基于家出行，一般占交通出行的 70%左右，因此居住地选择是影响土

地利用布局和交通出行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早开展居住地研究并提出相关模型的是Alonso的单中心城市理论[1]和 Lowry的大都市

模型[2]。Alonso 的单中心城市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居住地选择是由包括与城市中

心的距离、土地租金价格等变量的 大效用函数决定的。Lowry的大都市模型引入了重力模

型，认为居住地点与就业地点的关系可以用以距离或时间为阻抗的函数表示。早期居住地选

择模型主要考虑出行距离等因素，其不足主要表现在分析因素相对单一，对家庭属性、居住

地特征欠缺相应分析。自从 McFadden（1978 年）[3]提出出行行为理论和离散选择模型并尝

试将其应用于居住地选择分析以来，Gabriel和 Rosenthal（1989 年）、Waddell(1993 年，1996

年)、Ben‐Akiva 和 Bowman(1998 年)、Bhat(2011 年)[4]等人先后开展了基于离散选择的居住地

选择模型，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居住地选择模型不再是单一距离因素，而是包含了既有反映

小区特征变量的人口规模、种族构成、交通可达性等，也有反映家庭特征变量的家庭收入、

教育水平等。国内粱进社等人基于 Lowery 模型分析了北京的城市空间扩展[5]，但基于离散

选择模型开展城市居住地选择研究尚无可检索的文献。 

本文基于行为理论的离散选择模型，尝试建立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泰达开发

区）职工居住地选择模型，以分析影响居住地选择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将有助于深入了解城

市空间发展的过程，为城市规划提供更好的决策支持，同时居住地选择模型可以部分替代交

通分布模型，改善和整合土地利用和交通一体化模型。 

2. 居住地选择模型	

居住地选择模型通过构建包括可达性、居住环境、家庭特征等变量构成的效用函数，采

用离散选择模型分析市场经济下居住地选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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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模型结构 

采用多元 logit 结构的居住地选择模型中某家庭 n 选择小区 i（选择肢）居住概率P 为： 

P
e

∑ e
																								 1  

其中 Vni 为效用函数，其表达式为： 

V αZ βX 																													 2  

其中 Zi为小区特征的变量，Xni为家庭 n 的社会经济特征及其与小区 i相互影响的变

量，α、β 分别为相应变量组的系数。 

2.2 选择肢定义 

居住地选择模型中的选择肢一般采用交通模型划分的研究区域。若使用面积较大的研究

区域作为选择肢，会带来诸如区域间的出行阻抗失真等一系列问题，进而降低模型变量的准

确性和解释力。若使用面积较小的研究区域作为选择肢，可以避免出行阻抗失真的问题，但

对于大城市动辄数千个交通小区，过多的选择肢会带来模型计算的负担。经过 McFadden[3]

等人的研究，目前利用选择肢抽样技术可以极大减少模型计算量，同时对模型未知参数具有

一致性良好的估计，故采用交通小区作为选择肢技术上已具备可行性。 

2.3 选择肢抽样 

选择肢的抽样方法有两种，分为简单随机抽样和分层重要性抽样。对居住地选择模型而

言，简单随机抽样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种高效率的抽样方案，比如对于一个有大量选择肢

可供选择的出行者来说，这些选择肢大部分被选中的概率都很小，而少数几个却往往具有很

高的被选中的概率，而这少数几个选择肢却很可能会被简单随机抽样所遗漏，因此让 可能

被决策者选中的选择肢以较高的概率被抽中的分层重要性抽样技术是效率较高且主要采用

的技术。 

分层重要性抽样技术的基本思想来自于 Monte Carlo 积分,该积分要求随机变量被抽取

的概率与这个随机变量在观察样本中出现的概率成比例[6]。分层重要性抽样方法对于给定的

选择肢 1,...,j J ，首先分成 R个连续的子集合 1

R

rn
r

J J



，每个子集合即所谓的层， rnJ

是

对于决策者 n 来说层 r 中的选择肢数目；然后每一层内进行简单随机抽样，记 rnJ%
为第 r 层

的抽样规模（ 1,...,r R ），并且记 ( )r i 为实际选中的选择肢所在的层，对除 ( )r i 以外的每

一层进行抽样规模为 rnJ%
的无替换简单随机抽样，对于 ( )r i 所在层，抽取出 ( )( 1)r i nJ %

个样

本，并增加实际选中的选择肢。根据 SriharshaNerella 和 Chandra R. Bhat 的研究成果[7]，选择

肢的规模达到 8‐10 个即能满足模型参数标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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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区域及对象	

3.1 研究区域 

为开展此次研究，课题组以泰达开发区为研究区域，于 2010年 12 月组织开展了针对企

业职工的出行调查。 

泰达开发区，位于天津市东南部滨海新区，占地约 40 平方公里，是滨海新区 大的经

济功能区，西面及南面与塘沽区接壤，西距天津市中心城区约 50 公里（见图 1）。根据 2010

年开发区统计年鉴[8]，2009 年底常住人口为 16.9万人，就业人员 38.0 万人，就业人口与常

住人口的比率为 2.2：1。在我国一般就业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率约为 1:2，而泰达开发区该

比率呈现倒挂现象，导致开发区涌现大量通勤人口，尤其是每天大约 15 万来自中心城区的

超长距离通勤交通，使得津滨间早晚高峰主要通道拥堵频发。为满足职工上下班需要，大部

分企业不得不开设通勤班车，这既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同时加剧了城市交通压力，尤其是

津滨间不堪重负的走廊交通压力。为进一步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优化开发区投资环境，

迫切需要对开发区就业人口居住地分布进行研究，以期缓解上述压力，而居住地选择模型将

为上述问题的分析研究提供决策支持并发挥关键作用。 

 

图 1  天津开发区位置图 

3.2 研究对象 

针对开发区就业人员的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1700 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 1401 份。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家庭信息、个人信息以及个人一日出行信息。 

调查结果表明，开发区上班的职工在中心城区、开发区、塘沽区上班的人数分别约占

1/3，另外尚有少量职工在其它地区居住（见表 1）。上述地区总面积约 4300 多平方公里，

共划分作为选择肢的交通小区 17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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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开发区职工居住地分布表 

  居住地分布  百分比 

中心城区  485  33.6% 

开发区  480  33.3% 

塘沽区  473  32.8% 

其它地区  5  0.3% 

总计  1443  100.0% 

为分析不同人群对居住地选择的不同偏好，研究从家庭有无车及家庭结构两个不同视角

进行分析。从表 2 可见，有无机动车对居住地选择差异较小，其影响并不显著，分析其中原

因可能主要是泰达开发区至中心城区等地区均开设了通勤班车，是否拥有小汽车对其就业可

达性影响较小。从表 3 可见，不同家庭结构对居住地的选择差异明显，单身或年轻夫妇家庭

居住在开发区的比例 高，与父母同住家庭居住在中心城区比例 高，与子女同住家庭介入

两者之间。综上所述，以家庭结构为基础细分群体并标定模型，将能够反映不同人群对居住

地选择的不同偏好。 

表 2  有车与无车家庭居住地分布表 

  无车者家庭居住地分布 百分比  有车者家庭居住地分布  百分比

中心城区  305  32%  180  36% 

塘沽区  326  34%  154  31% 

开发区  310  33%  161  32% 

其它地区  4  0%  1  0% 

合计  945  100%  496  100% 

表 3  不同家庭结构居住地分布表 

  单身或年轻夫妇家庭  与子女同住的家庭  与父母同住家庭 

分布  百分比  分布  百分比  分布  百分比 

中心城区  119  23.0%  159  36.4%  207  42.5% 

塘沽区  156  30.2%  151  34.6%  173  35.5% 

开发区  240  46.4%  125  28.6%  106  21.8% 

其它地区  2  0.4%  2  0.5%  1  0.2% 

合计  517  100.0%  437  100.0%  487  100.0% 

注：与父母同住家庭含与子女同住家庭，即三代同堂。 

4. 模型标定及结果	

4.1 变量分析 

影响居住地选择的因素众多，既有小区的区位因素，也有家庭自身的因素，以及家庭与

小区因相互影响而相关联的因素。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变量选择主要从五方面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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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小区规模变量、小区可达性变量、小区出行成本变量、小区与家庭相互影响变量、常数

项（见表 4）。 

小区规模变量共 4 个，分别为与小区相对应的人口总量的对数、岗位总量的对数、人口

密度、岗位密度。人口总量的对数，即 log(小区人口)，用以反映小区被选择的机会，人口

越多，人气越高，被选择的概率会越大；岗位总量的对数，即 log(小区岗位)，用以反映就

业机会，岗位越多，就业机会越多；人口密度反映人口集聚程度，集聚程度越高，建筑越密

集，公共空间越小，居住环境相应降低；岗位密度反映岗位集聚程度，岗位密度越高，对居

住环境干扰越大，居住品质相应降低。 

小区可达性变量共 3 个，分别为总岗位可达性、商业娱乐岗位可达性、医院岗位可达性。

总岗位可达性用以反映小区就业机会，商业娱乐岗位可达性用以反映生活方便程度，医院岗

位可达性用以反映医疗配套设施的完善程度。可达性的计算方法采用 Hanson  (1959 年)[9]提

出的重力模型计算方法，小区间可达性 计算公式为： 

∑ （3） 

其中：a ——小区 j 的总岗位数、商业娱乐岗位数或医院岗位数， 

f c ——小区 j 与小区 i之间的出行阻抗函数。 

小区出行成本变量为广义费用，即居住地小区与工作地小区出行费用，用以反映居住地

与就业地的交通成本，广义费用计算公式为： 

Impedance IVIT α ∗ OVIT β ∗ COST（4） 

其中：Impedance——某小区对间出行广义费用（分钟）， 

            IVIT——车内出行时间（分钟）， 

            OVIT——车外出行时间（分钟）， 

            COST——出行费用，如过路过桥费（分钟）， 

α——车外出行时间系数， 

β——出行费用系数。 

为反映家庭特征对居住地选择的影响，除了考虑家庭结构外，家庭收入通常也是影响居

住地选择的重要因素。一般收入高的家庭会选择居住品质好的高房价区域，低收入家庭则相

反，因此研究将家庭收入与小区房价的匹配程度作为小区与家庭相互影响变量。首先将家庭

收入分为高、中、低三级，同时将天津市的房价按照区域分为高、中、低三级（房价数据采

用天津市房屋管理局公布的 2011 年 12 月份的房价作为研究的基础数据）[10]，然后将小区

的房价等级用所属区域的房价等级表示。如果家庭收入为高，小区的房价等级也为高，则该

变量为 1，否则为 0，其它中收入、低收入家庭的变量取值类推。 

常数项变量共 3 个，分别为中心城区常数项、塘沽区常数项、开发区常数项，用以反映

上述尚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对居住地选择的影响。若小区位于中心城区，则中心城区常数项为

1，否则为 0；其它变量设置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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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分析变量一览表 

变量分类  变量 

1、小区规模变量(4个) 

log（人口） 

log(小区岗位) 

人口密度 

岗位密度 

2、可达性变量（3个） 

医院岗位可达性 

商业娱乐岗位可达性 

总岗位可达性 

3、小区出行成本变量（1个）  广义费用 

4、小区与家庭相互影响变量（1个）  收入与房价的匹配程度 

5、常数项（3 个） 

中心城区常数项 

塘沽区常数项 

开发区常数项 

4.2 模型标定结果 

模型标定采取分层重要性抽样方法进行选择肢抽样，将天津市分为四个区域，分别为中

心城区、开发区、塘沽区、其它地区，每个区随机抽取 4 个小区作为选择集，共 16 个，包

括被调查者现居住小区。模型采用 Biogeme 软件[11]进行标定,经过多次的标定与结果分析比

较，模型 终标定结果见表 5，并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小区规模、小区可达性、小区出行成本、小区与家庭相互影响四类变量构成的居

住地选择模型能很好的解释天津泰达开发区职工对居住地选择的影响。 

模型 终标定结果在前四类变量中选择了其中 7 个变量作为效用函数的变量，单身或年

轻夫妇家庭、与子女同住家庭、与父母同住家庭三类家庭对应的模型ρ2 值分别为 0.270、

0.268、0.319，表明上述变量构成的效用函数对天津泰达开发区职工对居住地选择具有较好

的解析能力。 

小区规模变量的参数表明，居住地选择与人口总量呈正相关，与岗位密度呈负相关。 

小区可达性变量的参数表明，居住地选择与交通可达性呈正相关。 

小区出行成本变量的参数表明，居住地选择与小区间出行广义费用呈负相关。 

小区与家庭相互影响的变量参数表明，居住地选择与收入和房间的匹配程度呈正相关，

表明家庭收入越高越倾向于选择房价较高的区域，反之同理。 

（2）家庭结构对居住地选择有重要影响，反映不同的家庭结构对居住地有不同的需求

和偏好。 

单身或年轻夫妇家庭在三类家庭结构中对医院可达性不显著，且在三类家庭总岗位可达

性的 t 检验值 大，说明其对总岗位可达性较其它家庭更显著，表明该类家庭倾向于选择与

工作地更近的小区，而对医院等配套设施关注较少，因此不难解释调查结果，单身或年轻夫

妇家庭居住地的分布比例开发区 高，中心城区 低（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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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女同住及与父母同住这两类家庭的模型标定结果表明，与父母同住家庭医院可达性

的 t 检验值远高于与子女同住家庭，而与子女同住家庭商业娱乐岗位可达性的 t 检验值及总

岗位的可达性 t 检验值明显高于与父母同住家庭，说明与父母同住家庭倾向于选择医院等配

套设施更为完善的小区，与子女同住家庭倾向于选择生活娱乐设施更为方便、且离岗位越近

的小区。因从中心城区、塘沽区、到开发区的配套设施、生活娱乐设施水平逐步递减，由此

不难理解与父母同住家庭在中心城区居住比例 高、在开发区比例 低，与子女同住家庭呈

现类似规律，但其比例介于其它两类家庭之间（见图 2）。 

 

图 2  不同家庭结构居住地分布情况图 

（3）常数项分析表明，与子女或与父母同住家庭更愿意选择中心城区居住，单身或年

轻夫妇家庭更愿意选择塘沽区居住。 

常数项的引入，一方面用以反映如与亲戚朋友的距离、小区教育水平等难以进行量化分

析或现阶段资料缺乏无法纳入居住地选择模型分析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可以分析在其它

因素一样的前提下，不同区域居住地的吸引力。 

模型标定结果表明，对与子女同住或与父母同住家庭而言，中心城区常数项值 大，开

发区 小，且与父母同住家庭的常数项值明显高于与子女同住家庭，说明这两类家庭在居住

地的选择顺序依次为中心城区、塘沽区、开发区，且与父母同住家庭的在中心城区及塘沽区

的居住意愿比与子女同住家庭的意愿更为强烈。而对单身或年轻夫妇家庭而言，虽然 t 检验

值表明该变量不显著，但依然可以看出塘沽区吸引力 大，开发区 小。 

表 5  模型标定结果表 

 

单身或年轻夫妇 

家庭 

与子女同住 

家庭 

与父母同住 

家庭 

Value  t‐test  Value  t‐test  Value  t‐test 

1、小区规模变量 

log（小区人口） 

岗位密度 

 

0.54 

‐0.54 

 

10.23 

‐4.89 

 

0.448 

‐0.466 

 

9.37 

‐4.43 

 

0.784 

‐0.329 

 

10.78 

‐3.39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中心城区 塘沽区 开发区

单身或年轻夫妇家庭 与子女同住的家庭 与父母同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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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达性变量 

医院岗位可达性 

商业娱乐岗位可达性 

总岗位可达性 

 

 

0.0145 

0.28 

 

 

5.1 

6.36 

 

0.548 

0.0177 

0.152 

 

2.21 

4.89 

3 

 

0.64 

0.0078 

0.13 

 

3.09 

2.22 

2.76 

3、小区出行成本变量 

广义费用 

 

‐0.00547 

 

‐4.75 

 

‐0.009 

 

‐5.27 

 

‐0.01 

 

‐6.16 

4、小区与家庭相互影响变量 

收入与房价的匹配程度 

 

0.255 

 

2.07 

 

0.171 

 

1.55 

 

0.155 

 

1.43 

5、常数项 

中心城区常数项 

塘沽区常数项 

开发区常数项 

 

0.181 

0.262 

‐0.234 

 

0.45 

0.81 

‐0.64 

 

3.65 

2.08 

0.53 

 

4.35 

2.76 

0.68 

 

5.22 

3.09 

1.2 

 

4.72 

3.04 

1.16 

样本数  506  415  480 

收敛时的对数似然函数值  ‐840.255  ‐842.075  ‐905.885 

初始对数似然函数值  ‐1150.560  ‐1150.560  ‐1330.714 

Rho‐square（
2
）  0.270  0.268  0.319 

5. 结论	

本文基于天津泰达开发区职工出行调查数据，采用分层重要性抽样技术，基于多元 Logit

结构的离散选择模型，构建了具有较好解析能力的居住地选择模型。通过对模型的研究分析，

得出了如下结论和建议： 

（1）模型分析表明，完善开发区及塘沽区的城市功能，是减少开发区职工超长距离通

勤交通的关键因素。 

根据调查结果，约三分之一的职工居住在相距约 50 公里的中心城区，每天花费 3‐4 个

小时的通勤时间，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和人员时间浪费，不利于开发区持续快速发展，因此近

年来如何减少开发区超长距离的通勤交通、实现职居相对平衡发展，成为社会各界，尤其是

城市和交通规划工作者关注的重点。 

要减少中心城区的居住比例，关键是减少与父母同住或与子女同住家庭在中心城区的居

住比例。模型研究表明，与父母同住家庭倾向于选择医院等配套设施更为完善的小区，与子

女同住家庭倾向于选择生活娱乐设施更为方便、且离岗位越近的小区。因此完善开发区及塘

沽区的城市功能，努力改善医院教育等配套设施质量，提升文化娱乐设施水平，是减少开发

区职工超长距离通勤的关键因素，是优化提升泰达开发区投资环境、推动滨海新区又好又快

发展的重要保障。 

（2）居住区选择模型的构建将为下一步建立我国大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奠

定基础。 

基于天津泰达开发区职工出行调查构建的居住地选择模型，是在我国大城市开展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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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有益探索和良好开端。居住地选择模型可以用来分析居住地是如何被选择的，据此可

以建立起现状及未来年区域人口的分布模型；同理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建立工作地点选

择模型，模型现状及未来年工作岗位的分布；在人口和岗位分布模型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基

于家工作的出行分布，从而为下一步建立我国大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模型打下坚实基

础。 

天津居住地选择模型同时表明，与早期 Alonso、  Lowry 等人的研究成果比较，虽然出

行距离或成本是影响居住地选择的关键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其它关键影响因素还包括

小区规模、小区可达性以及小区价格与家庭收入相互影响等变量。 

（3）尽管模型标定结果较为合理，且具备较好的解释能力，但由于资料收集的困难，

教育质量等因素对居住地选择的影响目前尚无法分析，研究成果仍有待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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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的人口岗位分布预测研究 

郭莉  李智 

【摘要】人口岗位的总量及分布是城市交通需求预测的基本前提，其预测精度直接影响了交

通模型的精度。本文以深圳市土地利用、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人口岗

位与土地利用的相关性，考虑了土地利用的混合功能，建立了人口岗位预测模型，并通过对

轨道小区人口岗位的调整，分析了交通可达性对人口岗位分布的影响，构建的模型在深圳市

交通量需求预测和轨道客流预测等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字】土地利用  人口岗位分布  交通模型  人口模型 

1. 引言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期，人口、岗位的迅速聚集，给城市带来巨大的交通压力，

在土地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城市规划面临转型，需要更加科学和精确的定量分析支持，

从而测试和评估规划方案，确定最优方案。交通模型是城市交通规划和城市交通研究中极为

重要的技术手段，是制定交通战略、对策和交通规划方案的基础[1]，而交通模型的基本前提

是人口和岗位的总量及分布，由于人口和岗位的规划属于城市规划的内容，城市规划中注重

理念和思路，对人口、岗位，尤其是分类型的人口岗位并不重视，因此，下层规划突破上层

规划人口岗位的现象屡屡出现。 

人口、岗位的数量和结构对交通规划非常重要，主要体现在：家庭户和集体户出行率不

同，出行方式特征也有较大差异；工业、商业、办公的吸引率等参数及特征也不同；人口结

构与对外交通也有相关性，例如，航空出行一般以商务出行为主，高端商务人士的数量、总

部基地数量都影响着机场的发展。因此，需结合城市规划的土地利用以及经济发展趋势来预

测交通小区的分类型人口岗位。 

2. 土地利用与人口岗位的相关性分析	

2.1 数据基础 

2.1.1  规划一张图	

城市规划成果反应在土地利用上，主要属性包括土地利用性质、容积率以及开发时序。

深圳市在信息化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市规划国土委建立了深圳市的规划“一张图”，以法

定图则地块为基本单元，将法定图则、发展单元等已经确定的规划纳入一张图中，实现了对

数据的动态管理和维护。深圳市的土地利用性质与国家标准稍有区别，分为 10 个大类，53

个中，80 个小类。 

2.1.2  现状一张图	

深圳市现状“一张图”主要根据每年开展的建筑物普查数据更新。建筑物普查数据包括了

建筑物的面积、主要功能属性、次要功能、第三、第四功能，以及各类型功能面积。通过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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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普查数据，能够获得现状土地利用分布情况，同时可获得各片区各类功能用地的混合用

地比例。 

2.1.3  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数据	

深圳人口普查每十年进行一次，最近一次是 2010 年年完成的。人口普查对人口的分类

包括家庭户、集体户、常住户、暂住户；经济普查数据每四年进行一次，最近一年是 2008

年完成的。经济普查对于行业的分类包括 100 个中类，20 个大类。考虑到部分行业的相似

性，以及拟合的难度，参考香港的行业分类，我们将 20 大类合并为 11大类。 

2.2 土地利用与人口的相关性 

将2010年人口普调查的家庭户人口和集体户人口与深标用地的53个中类用地面积进行

相关性分析（只考虑地块主要功能）。下表列举了相关性分析结果。 

表 1  人口与用地性质相关性分析 

相关系数  Max R5  R4  R3  M1 C3  C1  C4  R2  D3  GIC4  GIC5 

家庭户人数  0.70 0.70  0.68  0.54 0.51 0.45 0.36 0.24 0.23 0.16  0.12  0.09 

集体户人数  0.72 0.51  0.51  0.72 0.68 0.45 0.27 0.23 ‐0.06 0.10  0.06  0.17 

由上表可以看出，家庭户人数与 R5（居住配套），R4（私宅），R3（三类居住），M1（一

类工业）相关系数较大。其中与 R5（居住配套）的关系最强，表明了家庭户人口大多居住

在居住配套条件较好的地区。集体户人数与 R3（三类居住），M1（一类工业），R5（居住配

套），R4（私宅）相关系数较大，表明了集体户主要居住在三类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上。 

2.3 土地利用与岗位的相关性 

将全市 783个社区的分类型岗位数与土地利用性质（地块主要功能）进行相关性分析，

下表列举了相关性较强的一些因素。 

表 2  岗位与土地利用相关性分析 

类

型 
Max  M1  M2  C1  C2  C3  C4  GIC1 GIC2 GIC4 GIC5 R2  R3  R4  R5 

工

业 
0.47  0.49  0.13  0.12  0.01  0.20 0.15 ‐0.04 ‐0.01 ‐0.01 0.00 ‐0.08  0.47  0.29  0.23

商

业 
0.79  ‐0.02  0.04  0.27  0.79  0.06 0.22 0.27 0.47 0.06 0.01 0.22  0.00  ‐0.03  0.12

办

公 
0.64  ‐0.07  ‐0.01  0.11  0.29  0.11 0.20 0.64 0.20 0.41 0.23 0.29  ‐0.02  ‐0.03  0.24

从表中可以看出，与工业岗位最相关的用地类型是 M1（一类工业用地），相关系数达

到 0.49，其次是 R3（三类居住用地，直接为工业区、仓储区、学校等功能区配套建设、有

一定配套设施的、供单身职工及学生集体居住的成片单身宿舍区的用地）；与商业岗位最相

关的用地类型是 C2（商业性办公用地）、其次是 GIC2（文化设施用地），再次是 C1（商业用

地）；与办公岗位最相关的用地类型是 GIC1（行政办公用地）、其次是 GIC4（医疗卫生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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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 C2（商业办公用地）。 

2.4 土地利用的混合功能比例 

一个地块实际上有多种功能，但在规划方案表述中，大部分地块只有单一功能，即主要

功能。模型计算中，仅考虑主要功能的话，预测精度不高，也不能反映实际情况。因此，通

过建筑物普查，分析得到了各种土地利用性质的混合功能比例。例如 C1（商业用地）的商

业比重占 65%，办公占 29%。下表列举了主要用地类型的混合功能比例。 

表 3  各种用地性质的混合功能比例 

用地性质编码  居住比重  工业比重 商业比重 办公比重 学位比重 旅游比重  其它比重

C1  0.020  0.030  0.650  0.290  0.010  0.000  0.000 

GIC1  0.010  0.030  0.050  0.900  0.010  0.000  0.000 

M1  0.250  0.700  0.020  0.020  0.010  0.000  0.000 

R2  0.900  0.010  0.030  0.050  0.010  0.000  0.000 

U1  0.300  0.350  0.220  0.120  0.010  0.000  0.000 

W2  0.100  0.700  0.130  0.060  0.010  0.000  0.000 

3. 预测模型	

3.1 预测方法概述 

3.1.1  平均面积法	

人口、岗位预测最常用的预测方法为平均面积法，城市规划中的人口、岗位均采用此方

法，即根据调查数据或经验值得到人口和岗位的平均面积，将此数据作为标准，来预测人口

和岗位。这种方法有多个缺点，首先，各片区人口及岗位的平均面积差别很大。其次，各类

型人口、岗位的平均面积差别很大[2]。下表列举了深圳市各组团分类型岗位的平均面积。 

表 4  深圳市各组团分类型岗位的平均面积 

组团  A  B  C  D  E  F  G  H  I 

宝安中心组团  41  5  37  61  15  21  32  72  46 

东部工业组团  95  49  54  113  609  26  2  104  91 

东部生态组团  57  116  51  138  115  61  12  113  71 

福田组团  25  19  10  40  20  25  27  75  91 

龙岗中心组团  99  76  67  87  246  21  8  86  54 

罗湖组团  33  41  16  36  105  19  37  65  45 

南山组团  31  9  27  43  92  27  31  110  110 

西部高新组团  64  37  45  91  210  19  27  84  43 

西部工业组团  69  24  55  85  159  22  25  98  48 

盐田组团  33  31  25  79  18  33  53  13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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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物流组团  59  117  42  153  100  25  15  78  59 

中部综合组团  45  7  47  79  73  36  50  105  61 

总计  44  45  31  87  107  27  30  90  73 

表 5  岗位类型编码 

类型编码  类型  类型编码  类型 

A  制造业  F  居民服务和其它服务业，文化体育娱乐业 

B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  G  金融保险地产、商服、通讯、计算机、科研

C  批发零售  H  教育、卫生、社会保障 

D  酒店餐饮业  I  公共机关和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 

E  运输仓储邮政业     

3.1.2  基于可达性的平均面积法	

在建模过程中，通常会根据模型需要，细分模型人口和岗位，并考虑交通可达性、经济

发展等综合指标来预测人口、岗位。上海在人口、岗位模型考虑了可达性的影响。 

（1）人口模型 

上海市在模型中选择区域居住用地、人均居住用地、岗位可达性与公建用地可达性等作

为模型的参数[3]。 

1 2 3
3( ) ( ) ( )

R
a E a p ai

i i i o

L
Pop A A a a

Ri
     

 

 

 

式中 iPop ——第 i小区的人口数； 

R
iL ——第 i小区的居住用地面积； 

E
iA ——第 i小区 45min（全方式）可以达到的岗位用地面积与全市岗位用地面积的比

值； 

Ri——第 i 小区的平均居住用地面积； 

p
iA ——第 i小区 45min（全方式）可以达到的公共建筑用地面积与全市公建总面积的比

例； 

oa 、 1a 、 2a 、 3a ——需要标定的参数。 

（2）岗位模型 

岗位的选址与该类岗位用地面积、就业岗位的可达性、就业岗位的待遇水平、就业岗位

的区位等有关。对于岗位的待遇水平、区位等很难量化也很难获得，所以本书只是选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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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岗位用地的面积和岗位的可达性作为参数。 

1 2
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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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k
iEmp
——第 i小区的第 k 类岗位数； 

kE
iL
——第 i小区的第 k 类岗位的用地面积； 

k
iEp
——第 i小区的第 k 类岗位的均用地面积； 

R
iA
——第 i小区 45min（全方式）可以达到的居住用地面积与全市总居住用地面积的比

例； 

0b
、 1b

、 2b
——待标定参数。 

广州市在人口、岗位预测过程中，考虑了轨道站不同距离范围内的人口岗位分布密度，

对人口岗位的分布进行了调整  [4]。 

这些方法各有特色。现状深圳市也具备了较好的数据基础，能做精细的数据分析，可进

一步提高预测精度。 

3.2 模型建立 

3.2.1  人口模型	

将深圳 783个社区的人口岗位及土地利用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分别拟合家庭户人口、集

体户人口与土地利用关系。土地利用考虑混合用地的比例，即假设用地功能为 R2，但其实

际用作居住的面积仅 90%，另外 10%为空置率或用作其它用途。 

表 6  家庭户和集体户人口模型参数表 

类型  R
2  F检验  模型及参数 

家庭户  0.93  1021  POP_H=0.016×R2+0.006×R3+0.015×R4+0.087×R5+0.001×M1 

集体户  0.75  391  POP_C=0.0006×R4+0.0202×R5+0.0281×C3+0.0206×R3+0.014×C4 

由表中可以看出，集体户的拟合关系较家庭户的拟合关系差。这主要是由于深圳市原特

区内外的经济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差异化。在原特区内，集体户主要居住在 R4，R5 类用地上；

而在原特区外，集体户主要居住在M1（一类工业）用地上。因此，对于集体户的分析必须

区分原特区内外。 

3.2.2  岗位与用地关系拟合	

首先对 11 类岗位与用地关系进行分析，拟合效果不理想，且部分岗位与用地关系不大，

例如建筑业与片区发展时序有关，与用地类型关系不大。于是将 11 类岗位合并为工业、商

业、办公三种类型，进行拟合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出，工业岗位分布与用地的关系拟合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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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分片区进行拟合。 

表 7  各类岗位模型参数表 

类型  R
2  F检验 模型及参数 

工业  0.45  154  EMP_I=0.01066×M1+0.00886×R3 

商业  0.78  412  EMP_C=0.05017×C2+0.0199×GIC1+0.01452×C4+0.01684×C1 

办公  0.75  246  EMP_E=0.02207×GIC1+0.0218×GIC4+0.0018×C2+0.00699×GIC5+0.00405×C4 

3.2.3  人口岗位拟合的片区划分	

人口、岗位分布于片区发展程度有着重要关系。通过人口与用地关系、收入与用地关系

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用地面积比例可以代表片区发展程度。 

 
图 1  工业面积比例与平均收入分布对比图 

表 8  工业建筑比例与收入相关性 

相关系数  0‐2万  2‐4万  4‐6万  6‐8万 8‐10万 10‐15万 15‐20万 20‐‐30万  30万  平均收入

工业建筑比例  0.39  0.53  0.32  ‐0.31  ‐0.46  ‐0.42  ‐0.35  ‐0.33  ‐0.2  ‐0.54 

从表中可以看出，平均收入与工业建筑面积的相关系数为 0.54，表明工业建筑比例越高，

平均收入越低。在此基础上，按照工业面积比例，结合片区特点，将全市分为六个类型，分

别建立了人口、岗位与用地关系模型，提高了模型的预测精度。 

3.2.4  轨道小区人口岗位调整	

上述模型没有反应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在模型应用中，需要对上述模型进行调整。深圳

市目前处在轨道交通高速发展时期，为更好地开展轨道线网规划项目，进行轨道客流预测，

深圳市建立了轨道交通模型。轨道交通模型与综合交通模型的最大区别在于轨道交通模型的

小区建立在轨道站点的基础上。即以轨道站点为圆心，750m 范围内划分为轨道小区，其范

围外为非轨道小区。在模型运算过程中，根据轨道站点所在片区特征，调整轨道范围内人口

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可反应交通可达性对于人口岗位分布的影响。 

 

4. 模型应用—以深圳为例	

现状深圳市人口、岗位分布的特征是人口岗位密度高、地区发展差异大。未来深圳市发

展最重要的特点是前海片区的高定位优先发展。2010 年国务院批复《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总用地面积 1492 公顷。该片区将发展成为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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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和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引领区，

努力打造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规划就业人口规模约 80 万人，居住人口规模约

30 万人，前海片区将成为深圳市的另一个中心，与既有的罗湖福田中心形成双中心结构。 

深圳市的人口、岗位分布预测，采用自下而上的分布法和自上而下的总量约束相结合的

方法。深圳市人口、岗位分布预测的技术路线见下图所示。 

 

图 2  深圳市人口岗位分布预测技术路线 

根据模型预测结果，未来年人口岗位分布不均的局面将加剧，大量跨原特区内外的通勤

出行，带来巨大的潮汐交通压力。人口岗位模型作为综合交通模型的一部分，在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轨道网络修编等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 结论	

本文提出的预测方法，结合深圳市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各类人口、岗位与用地的

关系，另一方面反映了各个片区的不同特征，同时反映了土地利用的混合功能比例，模型的

预测精度较高。然而，模型没有直接反映房价、地区通达性、周边环境等影响，需要在模型

的后续研究过程中不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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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客流特征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研究 

谢明隆 

【摘要】虽然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壮大了公共交通能力，为城市居民出行带来便利，但总体

上仍然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些已实现轨道交通网络化的中心城市还面临着巨大的

运营安全压力。本文通过对深圳市轨道刷卡数据及建筑物普查数据的系统分析，掌握了轨道

站点进出站客流量及时间分布与周边土地利用的关系，通过该研究能有效指导未来年城市更

新规划及远期轨道网络规划，能使交通规划、城市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更加有效融合，从而

带动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关键字】轨道交通  土地利用  轨道客流预测 

1. 概述	

2011 年，中国内地城市新增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283 公里，城市轨道交通已进入快速发

展阶段。预计到“十二五”规划末期，中国内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从 2011 年底的 1630

公里增长至 3000 公里左右。未来十年，中国内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有望超过３万亿元

人民币。 

虽然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壮大了公共交通能力，为城市居民出行带来便利，但总体上仍

然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一些已实现轨道交通网络化的中心城市还面临着巨大的运营

安全压力。长期以来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缺乏有效衔接，轨道交通建设与沿线土地开发

没有进行系统规划，缺乏对轨道客流特征与城市规划的互动关系研究，使的轨道交通沿线土

地开发功能单一，导致轨道客流预测时对高峰小时最大断面交通量、高峰小时系数等关键性

指标估计严重不足，造成了轨道网络运营效率的低下。因此，有必要对轨道客流特征与土地

利用的相互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2. 数据统计	

交通基础数据的收集工作长期以来一直制约着交通规划及研究，传统的交通基础数据主

要是通过交通调查的方式获取，然而交通调查工作耗时耗力，且精度较差，难以满足现阶段

社会发展的精细化管理等要求。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日益革新，研究人员能够及时获取海量的

高精度数据，如何有效利用来之不易的交通基础数据显得尤为重要。 

2.1 轨道刷卡数据 

目前，国外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换乘模式总体上分两种：一种是无缝换乘模式，即乘客

经由不同运营商经营的线路时，不再刷卡，如伦敦，无缝换乘模式通过 IC 卡等技术手段，

能够有效记录乘客的进出站闸机号、刷卡时间等信息；第二种是采用有障碍换乘模式（站外

换乘）。 

轨道刷卡数据不同于一般的交通调查数据，其包含轨道出行的全体样本，数据精度高、

统计分析便捷，通过乘客进出站刷卡数据的匹配，能有效再现乘客出行的起终点，为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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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化再现乘客出行提供了数据支撑。通过组织交通补充调查，分析轨道交通乘客接驳及换

乘特性，确定轨道乘客出行路径选择的行为，进而采用科学合理的分配模型来分析轨道客流

出行特征。 

2.2 建筑物普查数据 

建筑物普查数据详细记录了各栋建筑物的开发时间、开发主体、建筑物高度、建筑物配

建停车场信息、建筑物功能、建筑物用地面积、建筑物开发量等基础信息。通过开展全市域

的建筑物普查工作，利用 GIS技术建立建筑物普查数据库，能为规划人员及政府决策人员提

供较高精度的现状建筑物信息。规划人员通过统一的数据平台，能更有效地开展交通与土地

利用的交叉分类研究，通过对建筑开发量及开发功能的统计分析，结合轨道站点进出站客流

特征，能使规划人员及决策人员更深入的对轨道建设及规划进行检讨，从而有效指导未来轨

道网路的规划与建设。 

3. 轨道客流特征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	

本文将通过对深圳轨道刷卡数据及深圳市 2010 年建筑物普查数据，对轨道客流特征与 

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研究。深圳城市空间形态主要受多山多丘陵的自然地理条件制

约，以及广深港区域经济轴的强力拉动，逐渐形成目前带状轴向延伸、圈层递进的城市空间

结构。深圳作为改革开发之后迅速崛起的新兴城市正面临 30 多年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土地、

资源、人口、环境难以为继的严峻压力[1]。截止到 2010 年深圳市常住人口 1036 万人（实际

管理人口已超过 1500 万）人口密度居国内大城市之首，日均机动化出行次数达到 1383 万

人次/日，而带状的空间结构使得城市交通走廊严重匮乏，快速、便捷、大运量的轨道交通

成为交通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高昂的造价及维护费用使得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如何提高轨

道的运营效率，保障轨道的可持续发展一直是个难题。 

2011 年 6 月底深圳市轨道二期工程正式上线，随着二期工程线路的开通，深圳市轨道

网络正式进入网络化运营时段。轨道总长度由 21.6 增加至 178.7 公里，站点数由 20 增加至

131 座，轨道客流大幅增长。深圳市轨道一期工程主要服务于从罗湖到福田的东西向城市核

心轴，二期工程罗宝线、龙岗线延长线以及龙华号线分别以核心轴为起点顺着西、中、东三

条放射轴向外扩展，紧密联系罗湖福田中心区组团与外围相邻组团。原特区外低廉的生活成

本，使得大量工薪阶层向外积聚，从而在一定空间尺度上形成了职住分离。 

3.1 网络客流特征 

深圳市轨道二期工程开通后，大幅度提高了全市轨道覆盖面积，尤其是贯穿了主要居住

区及核心商业区、办公区，为居民出行提供了多样化的交通方式，从而诱发大量新的交通出

行。轨道成网后，通过整合综合交通体系，优化常规公交与轨道的结构，利用接驳巴士向轨

道网络输送客源，有效提高了轨道网络的运行效率。 

深圳市轨道二期工程开通前全网日均轨道客运量约 60 万人次，日均客运强度约 2.8 万

人次/公里，轨道客流换乘率仅（客运量与出行量只比）为 1.1。随着蛇口线、龙华线及龙岗

线的相继开通，全网日均客运量约 200 万人次，日均客运强度约 1.2 万人次/公里，轨道客

流换乘率上升至 1.4。 

笔者通过对轨道刷卡数据系统的分析发现，深圳市全日进出站客流较大的站点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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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通枢纽站点（如罗湖站、机场东站）、商业办公聚集区（如车公庙站、老街站）。交通枢

纽及大型商业片区所在轨道站点，其平峰时段进出站客流相对于其他站点较大。大型商业片

区的高聚集度，为商户提供了有效的平台，从而形成规模效益，吸引了大量人流，尤其是在

平峰时段，此类片区往往辐射范围广，客流源相对有保障。通过合理的轨道网络布设，不仅

能方便居民来此购物，而且能有效提高平峰时段轨道的运营效率，但同时也对站台的设施供

给及交通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 1  深圳市轨道站点日均上下课客流量示意图 

3.2 早晚高峰客流特征 

不同于一般国内城市，深圳市全市早高峰时段（8:00‐9:00）轨道出行量占全天轨道总出

行量的 12%，略低于晚高峰时段（18:00‐19:00）。各线路由于其服务的主体对象不同，其承

担的功能需求也有所不同，造成轨道交通各线路的“三高”断面服务水平有较大差异（见表

1）。以罗宝线、龙华线为例，罗宝线、龙华线作为东西、南北走向最主要的骨干线路，承担

了大量城市通勤出行，早高峰由于受上班上学时间限制，高峰断面客流往往高于晚高峰。龙

华线沿线周边商业开发强度较低，轨道站点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发，全日客流以通勤为主，早

晚高峰小时系数均高于 20%，其中早高峰最大断面高峰小时系数达到 27%，单一的线路功能

及用地开发，使得龙华线早晚高峰汇集了大量的通勤客流，而平峰时期客流相对较低，造成

了轨道资源的严重浪费。 

表 1  轨道交通 “三高”断面服务水平 

线路名称  所在断面  高峰小时  断面流量（万乘次/h）  高峰小时系数 

罗宝线  竹子林‐车公庙  8:00‐9:00  2.3  16% 

罗宝线  购物公园‐会展中心  18:00‐19:00  2.1  14% 

龙华线  莲花北‐少年宫  8:00‐9:00  2.4  27% 

龙华线  少年宫‐莲花北  18:00‐19:00  2.0  21% 

3.3 土地利用对轨道日上下客量的影响 

由于目前深圳市轨道二期工程刚刚建成，轨道沿线土地尚处于初级开发阶段，本文仅选

取开通时间较早的罗宝线进行轨道客流与轨道站点周边用地的互动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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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罗宝线西起机场东站，东至罗湖站，沿线经过深圳市罗湖机场、深圳大学、竹子

林公交枢纽、罗湖 CBD 商务区、罗湖火车站等全市重点片区。通过对罗宝线站点 400 米覆

盖范围内的建筑开发量统计不难发现，轨道对工业用地具有较强的排他性，罗宝线全线仅固

戍、后瑞站两站周边有大量的工业建筑，其他站点周边用地均以居住、商业、办公为主。一

般情况下，城市轨道交通的沿线土地均有高密度开发的倾向，商业与其它公共设施用地会向

轨道交通沿线影响区范围内高度集聚。 

研究表明不同功能的建筑物对居民的吸引强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4]。由于居住及办公用

地其日均出行均以通勤为主，出行强度较为稳定，通过研究表明车站周边建筑容积率≤2.0 

时，单位建筑面积产生的日均上下客流量指标可取 100~300 人次·d‐1·万 m2左右；2.0<车

站周边建筑容积率<3.0，且周边大型商场等消费娱乐设施及交通枢纽较少时，单位建筑面积

产生的日均上下客流量取 300~400 人次·d‐1·万 m2；车站周边建筑容积率≥3.0  且周边大

型商场等消费娱乐设施较少时，单位建筑面积产生的日均上下客流量取 400~600人次·d‐1·万

m2。大型商场、商业步行街等消费娱乐设施及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对平峰客流的集聚

作用远高于一般性商业、办公及居住用地，因此，当车站影响范围内存在大型消费娱乐设施

及交通枢纽时，必须要对这类设施吸引的客流进行专门的预测和估算。当车站影响范围内存

在交通枢纽设施时，可参照此枢纽的日均到发客运量对此站日进出站客运量进行预测。 

 

图 2  轨道进出站人数与土地容积率的关系 

3.4 土地利用对轨道出行时间的影响 

传统轨道规划程序从线网规划过渡到工程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并未实现交通与土地

的协调发展，规划主管部门在轨道建成运营后才补充开展车站核心区城市设计工作。然而，

由于土地征收转让等前期准备工作的不足，造成后期土地开发的相对滞后，部分轨道站点影

响范围内充斥着大量的城中村私宅建筑，巨额的拆迁赔偿费用使得本以的连年赤字的政府财

政资金更加捉襟见肘，进而严重制约了轨道站点影响范围内土地的更新升级。 

通过对罗宝线站点影响范围现状土地利用的统计发现，部分站点影响范围内总居住面积

比例高达 90%以上，单一的居住用地功能，使得此类站点早高峰小时出行比例高达 40%，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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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影响范围内办公面积比例较高的站点早高峰小时到站比例较高。 

表 2  轨道站点影响范围内现状建筑物功能比例 

站点 

名称 

商业面

积比例 

办公面

积比例 

私宅面

积比例 

居住面积

比例 

站点 

名称 

商业面

积比例

办公面

积比例 

私宅面

积比例 

居住面

积比例 

新安  0%  0%  2%  98% 
会展 

中心 
9%  82%  0%  0% 

大新  3%  0%  35%  59%  高新园 1%  76%  10%  4% 

坪洲  2%  5%  42%  37%  车公庙 2%  71%  0%  26% 

西乡  3%  0%  21%  58%  大剧院 12%  63%  4%  17% 

白石洲  15%  1%  22%  57%  国贸  33%  43%  0%  22% 

站点影响范围内单一的土地利用，尤其是积聚的居住用地及办公用地，使得居民出行行

为产生高度的聚类性，从而在短时间内产生大量的客流。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在高峰时段约

有 85%的轨道出行乘客是以步行的方式前往附近轨道站点，轨道站点接驳客流高集聚的特

征，将会给轨道站点设施、运营管理、接驳环境、道路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需要对周边道

路渠化、信号配时、过街设施等进行优化调整。因此有必要根据居民出行特征，合理的进行

建筑物混合功能开发，形成错峰出行。 

4. 结束语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人们对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中集约化土地

利用的认识与实践仍然处于摸索阶段。当前我国城市土地利用有其特殊性，有关土地政策的

出台及完善将有利于轨道影响区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尤其是地下空间的开发及城市更新将促

进城市顺利转型。 

功能多样化、规划一体化的开发模式将更有利于轨道客流的培育，从而带动轨道交通的

可持续发展。中国内地城市轨道交通在客流预测阶段往往具有一定的功利性，对站点进出站

及换乘客流估计不足，同时交通规划与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的脱节，造成了城市系统

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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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数据库系统研究 

陈宗军  李乐园 

【摘要】城市交通数据库涵盖城市发展、交通需求、交通供给以及交通运行等多方面数据指

标，是辅助与指导城市交通规划、建设与管理的基础。本文分析了城市交通数据库系统的组

成，并且将数据库系统的主要数据指标分为基础数据与二次挖掘数据，以进一步强化其实际

指导作用；同时针对如何获取数据库指标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对建立数据库的组织模式以

及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对各城市均具有很强指导意义。 

【关键词】城市交通  数据库  交通年报 

1. 建立背景与意义	

1.1 背景 

近年来，国内各城市经济社会均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城市化与机动化水平不断提高，

由此带来交通拥挤等一系列交通问题。为此，多数主要城市相继开展了相关交通调查和规划

研究，收集了道路系统、交通流量、居民出行、公交发展以及停车设施等大量信息，但这些

数据信息相互独立，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和动态更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

市机动车的爆炸式增长，如何发挥这些数据作为科学决策依据的价值，建立动态更新的城市

交通数据库已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通过建立该数据库，可以科学存储和更新城市交通调查

数据，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城市交通模型，为城市交通规划、建设与管理提供科学翔实的基

础资料。 

1.2 数据库系统的作用 

1.2.1  服务于科学决策机制、支持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	

通过建立城市交通数据库，科学地存储、更新和管理城市交通数据，全面了解城市交通

现状供求状况和运行特征。以交通数据库中的交通信息为基础，建立城市交通模型，预测城

市交通需求和未来的交通供求状况，对制定城市交通发展策略和重大政策、编制城市综合交

通规划和其它规划、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和工程可行性研究等提供翔实的基础资料和科学

化的测评手段，支持城市交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2  促进城市交通基础信息的集成与共享	

建立城市交通数据库，可以实现交通基础信息存储和更新的集中管理，节约交通系统的

调查成本。不仅可以为交通规划、建设、管理与增值服务等相关领域提供信息支持，还可以

为交通规划、建设与管理相关领域提供决策支持信息，实现城市交通信息共享，推进城市数

字化进程。 

1.3 数据库系统的特征 

综合性。内容多而全面，涵盖与城市交通相关的各方面，不仅有与交通系统直接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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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公共交通、停车设施等内容，还包括城市经济社会、交通环境与交通安全等内容。 

基础性。收集整理交通各子系统的基础资料，并实行年度滚动更新，是交通规划、建设、

运营管理等各相关部门日常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和交通行业的年鉴式资料、常用工具书。 

权威性。数据来自对应的职能部门或样本具有代表性的调查，并经过反复协调和核定。 

简析性。客观数据基础上加以简单分析，解释城市交通发展的规律和主要发展特征，辅

助使用者做出主要判断与决策。 

2. 系统构架	

2.1 系统板块 

城市交通系统发展脱离不了城市发展的大背景，土地利用是城市交通的发生吸引源，因

此城市的用地布局形态以及开发强度决定了交通需求大小；城市的建设力度则决定了交通基

础设施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交通供给。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之间相互作用，当交通需求和

交通供给不匹配时，体现在交通系统运行上，就会出现交通拥堵、运能不足等问题。此时，

解决的办法或者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或者是从需求方面，加强对需求管理的力度，

或是直接对城市的用地开发进行优化调整。因此，城市发展、交通需求、交通供给和交通运

行是城市交通发展最主要、最基本的四个方面。 

 

图 1 城市交通数据板块图 

此外，考虑到数据全面性的要求，交通数据库还包括交通环境与安全等内容。 

2.2 交通数据组成 

交通数据库不同于一般交通年报，其数据涉及面更广，同时要求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存储

以及动态更新，确保数据的准确性以便于随时使用；交通数据库内数据分为基本数据与二次

挖掘数据，其中二次挖掘数据是在基本数据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分析而得到，主要包

括各类交通模型参数，以体现不同城市交通发展特色，同时直接为相关交通规划提供统一参

数，节约调查成本以及标准化数据使用。 

根据以上分析，对交通数据库按照城市发展、交通需求、交通供给、交通运行以及其它

五个方面进行细化分类，主要数据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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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交通数据库主要数据组成一览表 

分类  基本数据  二次挖掘数据 

城

市

发

展 

经济与社会  地区生产总值与产业结构、财政收入 
 

人口与岗位  人口规模及分布、年龄职业结构、岗位分布 
 

建设用地  建设用地规模与布局 
 

交

通

需

求 

机动化发展  机动车保有量及构成 
机动化发展与经济发

展的弹性系数 

机动车使用 
机动车日使用次数、年行驶里程，机动车使用时间

分布、停车位拥有情况及停车周转率   

居民出行 
出行次数、出行方式结构、出行目的结构、出行时

间分布、出行距离及时耗、分方式 OD分布 

各类用地的交通生成

率、交通分布模型参

数、方式划分模型参数

交

通

供

给 

道路交通设施  道路长度、面积，各等级道路比例，道路网密度 
 

公共交通设施 
公交线路规模、走向、重复系数，公交线网密度，

公交场站规模与分布，公交车辆/出租车拥有量   

停车设施  配建、路外以及路内停车泊位数及分布 
 

客运枢纽设施  枢纽类型、规模及设施配置 
 

交通管理设施  标志标线、信号灯、电子警察分布，交叉口渠化   

交

通

运

行 

道路交通运行  不同片区/不同等级道路运行车速以及交通量分布
常发拥堵路段与节点

分布、路阻函数参数 

公共交通运行 
公交客运量、运行车速、发车间隔、准点率以及满

载率，出租车客运量   

货运交通运行 

公路、铁路、水运及航空等方式的货物运输量及周

转量、货物流向与种类、城市货运禁行区及主要货

运线路 
 

对外客运交通运行  公路、铁路以及航空的客运量及主要流向 

其

他 

交通安全与环境 

与机动化发展相关的污染指标，道路交通噪声指

标，机动车排放，交通事故数、伤亡人数及分布，

万车死亡率以及经济损失 
 

交通规划与研究  为解决交通问题所做的相关规划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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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调查	

3.1 调查分类 

为建立交通数据库，需要进行至少 10 项调查，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 3  城市交通数据库调查分类图 

3.2 调查方法 

调查可采用部门资料采集、传统人工调查采集以及智能交通数据采集相结合的方法。 

3.2.1  部门资料采集	

◇经济社会情况调查：包括人口，土地利用，经济发展情况等内容，可以从统计局、住

建局等部门已有数据库中进行分析处理。 

◇道路基础设施调查：包括道路长度、面积，各等级道路比例，道路网密度等内容，可

以从住建局等部门相关资料中获取。 

◇公共交通运量和设施调查：包括公共交通车辆、场站、线网以及客运量等方面的内容，

可以从公交公司、客运管理办公室等部门相关资料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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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设施调查：包括现状停车场的分布，经营类型和建筑形式，可以从交警、城管以

及住建局等部门的统计资料中获取。 

◇货物运输调查：包括完成货物运输的货种，以及货物运输完成等内容，可以从交通局

等部门的相关统计资料中获取。 

◇交通管理设施调查：包括信号灯、护栏等交通管理设施的数量、里程等内容。可以从

交警部门的统计资料中获取。 

◇其它调查：包括交通安全与环境调查，已有的相关交通规划与研究，前者可以从环保

局、交警部门的统计资料中获取，后者可以从交通局、发改委、住建局等部门获取。 

3.2.2  人工调查采集	

◇车辆使用情况调查：获取车辆的出行次数，年行驶里程，机动车使用时间分布、停车

位拥有情况及停车周转率等信息。根据城市规模大小样本量可以取 1‰‐3‰，但公车和私车

都要占到一定比例。 

◇居民出行调查：获取出行次数、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出行时间分布等信息。根据城

市规模大小样本量取城市总户数的 1‰‐2‰，要求被调查户必须分散，具有地域上的代表性。 

3.2.3  智能交通采集	

◇道路交通量与车速调查：获取城市内重要截面、重要交通走廊以及城市出入口道路的

全日交通量情况以及市内不同地带不同等级典型道路上的车速，可以借助浮动车、检测线圈、

视屏、红外、微波、雷达以及动态影像等检测方法。 

4. 相关建议	

4.1 组织模式 

城市交通数据库是一个系统工程，数据采集涉及多个相关部门，为保证工作的顺利推进，

确保数据采集渠道的畅通和资料的权威性、准确性，需要成立由分管领导担任委员会主任、

各相关职能部门领导担任委员会委员的数据库系统委员会。由委员会负责资料搜集和交通调

查工作的分工、协调、组织，在数据库建立完成后还负责数据库对媒体及社会大众的发布与

宣传工作。 

4.2 数据更新与标准化 

为便于数据的使用与存储，必须对所有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使其按照标准化格式进行

录入。同时，由于交通数据是随着时间不断变化的，因此必须结合具体指标进行年、月、日

的动态更新，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4.3 人才队伍建设 

交通数据库的建设是一个持续滚动的过程，需要专业人员长期进行数据库的更新和维

护，因此各城市必须培养计算机与交通专业的复合型人才进行长期跟踪维护，确保数据库的

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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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体系框架研究 

唐小勇  余 勇  高志刚 

【摘要】平台体系框架为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提供指导，本文结合重庆市交通综合信息平

台试点工程项目，研究大城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体系框架构成。界定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在

平台体系中的角色定位，明确了其与各类智能交通子系统的关系。多层级的平台体系更符合

我国城市交通管理行政体制特点，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位于平台体系顶端，针对分属不同部门

的智能交通系统进行数据资源汇聚、整合、综合应用。城市的交通管理职权划分与交通信息

资源分布是确定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体系框架的决定因素，以数据交换为纽带的“非互操作”

平台体系更有利于促成部门协调成功。数据接入、数据仓库、数据处理、数据应用等基本模

块是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主要内容，并随着接入数据源增加及应用需求拓展逐步扩充完

善。论文提出的体系框架为重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提供了指导，并可为其它大城市平台

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智能交通  交通信息平台  体系框架  重庆 

1. 引言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是整合交通运输系统信息资源，按一定的标准规范完成多源异构数据

的接入、存储、交换、分发等功能，并面向应用服务的大型综合信息集成系统[1]。国外大城

市非常重视交通信息资源的整合、共用，例如新加坡的 I‐Transport 系统、香港运输资讯系统
[2]、日本的 VICS系统、欧盟的 INFORTEN项目等。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城市交通拥堵，国内

各大城市纷纷对原有各类智能交通系统进行整合，建设交通综合信息平台。自 2003年以来，

北京利用奥运会契机积极推进交通行业信息资源整合，目前已经形成“一个中心、三个平台”

为框架的城市智能交通管理指挥控制系统，以及北京交通运行智能化平台。上海借助世博会

契机建设了上海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为上海世博会交通保障及上海“排堵保畅”提供了有力

的保障。深圳较早地建设了城市智能交通仿真平台[3]、交通信息采集及共用信息平台，并在

“十二五”大力推进智能交通信息平台的建设[4]。广州、杭州、成都等城市也纷纷跟进，积

极推进本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的建设，以期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交通信息服务水平方

面发挥作用。 

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国家中心城市，近年来机动车保有量增长迅速，虽然交通整体运行基

本畅通，但局部路段（节点）的交通拥堵严重，并呈逐步扩散之势[5]。由于重庆山地城市特

点，路网连通性和可靠性差，交通运行主要依赖少数快速路与主干路，交通拥堵较平原城市

更难疏解。2011 年 2 月重庆市规划局牵头、公安交通管理局等多个部门配合启动了重庆市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试点工程，在试点区域范围内，结合重庆智能交通发展现状，探索平台建

设模式，实验各类技术手段，为平台的全面推广实施提供技术积累和框架指导。经过约一年

半时间建设，2012 年 4 月试点工程通过了国内外专家验收鉴定。试点工程制定了平台建设

总体方案，搭建了平台的基本框架，整合了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实现了实时车速、流量等动

态交通运行信息监测，有效地推动了重庆交通行业数据整合，为现阶段主城大范围交通流信

息采集提供了可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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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定位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区别于传统智能交通系统。智能交通系统是将各种先进的信息技术、

数据通讯传输技术、电子传感技术、电子控制技术以及计算机处理技术等有效地集成运用于

交通运输管理而建立的软硬件系统，是从技术实现角度对系统的描述。在不同的应用领域形

成若干类型的智能交通子系统，例如智能公交调度系统，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电子收费

系统等。交通综合信息平台是基于若干智能交通子系统或业务管理系统建立的一个用于信息

资源共享、交换、应用的系统，其核心是信息资源整合、共享、交换，是从信息资源角度对

系统的描述。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体系是包括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以及与之联系的所有的智能交

通系统或业务管理系统。 

 

图 1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体系组成 

    国内城市交通管理职权分散、部门协调难度较大，界定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在平台体系

中的功能定位，明确平台与各子系统的关系是推动平台顺利建设的前提。部门整合平台（集

成控制系统）可以较好地将多个智能交通子系统进行集成并实现集中控制，实现系统之间的

“互操作性”，例如交管部门的集成指挥控制系统，但这种集成控制模式很难推广至跨部门

平台建设。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与各子系统的关系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信息共享交

换的关系，系统间无“互操作性”，不应取消子系统独立性对其进行直接控制管理。 

建设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目的并非代替各子系统承担应用管理功能，而是对分散的信息资

源进行汇聚整合、融合校正形成更完整准确的信息，或者综合利用各类信息加工处理得到新

类型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各类用户。子系统为平台提供信息来源，平台也为子系统提

供共享数据促进子系统应用价值发挥。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应尽量发挥“综合”作用，实现单

个系统难以实现的功能，其重点承担的功能包括：1）作为交通行业数据中心、2）交通信息

共享交换枢纽、3）城市数据应用支撑平台、4）交通综合分析与决策支撑、3）公众交通综

合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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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功能定位 

交通行业数据

中心 

城市 全面、权威、综合的交通专业数据中心，对多源数据进行标准化和融合处理，对数

据深层次加工、挖掘和分析。 

交通信息共享

交换枢纽 

与各部门子系统互联互通，作为相互之间信息共享与交换的枢纽节点。 

交通数据应用

支撑平台 

作为各类交通信息采集系统与数据用户之间的纽带和媒介，根据各类用户业务需求，为其

提供相关数据。   

交通综合分析

及决策支持 

全面监测交通系统的建设情况、运行情况、变化趋势，对不利趋势进行预警。结合交通仿

真预测对交通建设方案、交通政策效果进行预判与评价，支持政府部门决策。 

公众交通综合

信息服务 

在不影响部门管理职权、不违反数据保密规定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展示交通资源、提供

更全面综合的“一站式”交通信息服务，强调服务的综合性。 

3. 重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体系结构	

3.1 平台体系层次结构 

重庆交通管理职权涉及到发改委、建委、交委、市政委、规划局、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等

部门，各类交通信息资源也比较分散。 

表 2  重庆交通信息资源分布 

类型  子类  数据资源  机构 

交通基

础设施

信息 

基础地理信息  电子地图、影像图等  规划局 

交通规划信息  总规、分区规划、控规、交通专项等各层级规划  规划局 

道路建设信息  城市道路桥梁建设计划、施工进度、施工方案  建委 

市政管养信息  交通市政设施管养、占道施工、公共停车场信息  市政委 

公路水路信息  公路、港口、枢纽站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信息  交委 

动态交

通运行

信息 

道路交通管理信

息 

信号控制系统、视频卡口（牌照识别系统）、交通视频监

控系统、电子警察系统、道路交通突发事件信息（事故、

车辆抛锚…） 

交管局 

公交轨道运营 
公交轨道运营信息、公共交通客流信息（轨道检票系统、

IC卡系统） 
开投集团 

车载 GPS位置信

息 
公交车、出租车车载 GPS位置信息 

公交及出租

车企业 

停车诱导信息  观音桥、解放碑、杨家坪等商圈停车诱导系统  商圈办 

RFID电子车牌信

息 
RFID“电子车牌”路面采集系统  城投金卡 

公路运营信息 
公路流量观测信息、高速公路监控信息、公路交通事件信

息、“两客一危”车辆监控信息 
交委 

对外枢纽运营信

息 

（江北国际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朝天门港）班次

信息、票务信息、对外客流信息 
各对外枢纽 

其它  手机信令信息    手机运营商 

根据交通管理职权分工及各类信息资源分布特点，重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体系结构分为

三个层级。一级平台即重庆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二级平台包括交警指挥中心平台、交委信

息平台、市政委信息平台、规划局信息平台、建委信息平台。二级平台是按照交通行业管理

职能划分，由各部门对部门内部系统及子平台进行整合形成的行业部门整合平台。三级平台

（系统）为各部门内部各类智能交通系统及业务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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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重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体系层次结构 

3.2 平台体系物理结构 

平台体系逻辑组成部分包括了交通信息采集、道路交通运行管理、客货运输管理、公共

交通管理、枢纽客流货流管理、交通基础设施管理、交通信息服务、政府决策支持、交通数

据管理与分析、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等功能单元。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

道路
交通
运行
管理

客货
运输
管理

公共
交通
管理

政府
决策
支持

交通
信息
服务

交通
基础
设施
管理

枢纽
客流
货流
管理

交通
数据
管理
与分
析

交通信息采集

 

图 3  重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体系逻辑结构 

对逻辑结构定义的功能进行组合确定重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物理结构，包括交通综合信

息平台（数据中心）、道路交通指挥控制中心、交通运输指挥调度中心、市政设施监控管理

中心、规划信息管理及决策中心、交通建设管理及决策中心。道路交通指挥控制中心（交警）

全面集成城市道路交通控制、管理、信息发布相关功能。交通运输指挥调度中心集成公路运

输管理、城市公共交通（公交、出租车、轨道）运输管理、公路水路枢纽客货运输管理相关

功能。市政设施监控管理中心集成市政设施监控、运营维护相关功能。规划信息管理及决策

中心集成规划信息管理、规划决策、基础地理信息管理等功能。交通建设管理及决策中心集

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决策相关功能。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城市交通数据中心）汇聚各类交

通信息资源，对资源进行加工处理、存储、分发，并通过数据共享机制、数据标准规范、共

享网络建设实现各物理模块之间的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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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重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体系物理结构 

3.3 平台体系通信网络 

平台通信网络用于连接交通信息平台和各二级平台或部门子系统，实现各个节点之间的

通信。交通综合信息平台节点与市交警总队、交委、建委、市政委、规划局六个主要网络节

点之间采用的双环自愈万兆以太网两芯光纤连接，通信网络结构为环形组网，逻辑上以星型

结构将各节点与平台节点两两互联。平台与 GPS 浮动车数据中心、手机运营商、公共交通

平台之间采用百兆光纤专线传输。平台与机场、火车站通过互联网 VPN 进行传输。各部门

子平台及公共交通平台通过行业或部门内部专网实现本部门交通信息资源的汇聚。 

 

图 5  重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体系网络拓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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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技术框架	

基于现有各类智能交通子系统建设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一级平台），重点建设内容为各

类数据的接入、数据存储、数据融合、数据综合分析应用。根据数据流程阶段不同，重庆交

通综合信息平台技术框架分为三层：接入层、数据层、应用层。接入层从现有的各类智能交

通子系统接入数据，实现数据资源的汇聚。数据层对数据进行存储和处理，应用层对数据进

行应用或提供数据服务。 

 
图 6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技术框架 

4.1 数据接入 

平台数据主要来源为全市交通行业管理及运营部门。各部门由于业务管理需要建设了相

应的管理系统或信息采集系统，生产大量的交通信息。交通综合信息平台通过数据传输网络

建设、数据接入系统建设汇聚各种交通信息。数据接入系统包括数据通讯接口软件、数据标

准化及预处理软件，将接收的数据直接存入数据库或交由数据处理系统进一步处理。 

 
图 7  平台数据接入系统 

4.2 数据仓库 

数据仓库对各类交通数据进行分类存储归档，包括了各类交通运行数据、交通基础设施

现状数据、交通基础设施规划数据。按照数据类型分为交通信息资源库、交通信息资源元数

据库。交通信息资源库是所有交通信息资源的集合，交通信息资源元数据库是描述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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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数据库。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将各类交通信息资源组织成三个核心数据库，即现状交通基础设施数

据库、规划交通基础设施数据库、交通运行状态数据库。其中： 

（1）现状交通基础设施数据库汇聚各类交通设施的现状信息及经济社会人口信息，主

要为静态交通信息资源，包括城市道路、桥梁、隧道、立交、公交网、轨道网、停车场、人

行系统、公路、机场、铁路、港口、长途客运站等。 

（2）规划交通基础设施数据库汇聚各类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信息及在建信息，例如道

路网规划、轨道规划、枢纽规划、桥梁、隧道、立交规划等。 

（3）交通运行状态数据库汇聚民航、铁路、公路、城市道路、公共交通、货运等交通

系统运行动态信息，例如道路实时车速、流量、交通事件、公交与轨道运营信息、客流信息、

停车位动态使用信息以及对外（铁路、民航、公路、水运）站场客流情况。 

以交通信息资源元数据为基础，对信息资源进行分类和标准化，形成交通信息资源目录，

便于数据资源的查询、控制和管理，其业务流程包括 1）资源编目（根据标准规范对数据资

源进行入库处理，提取相关特征形成交通信息资源元数据）、资源注册（将编目形成的元数

据进行注册，加入元数据库，形成数据资源目录）、资源发布（通过目录服务器及数据查询

系统对外部用户提供查询下载服务）。 

 

图 8  平台数据服务业务流程 

4.3 数据处理 

平台数据处理系统对多源异构数据进行融合、加工、处理，为各类业务应用提供综合数

据支持，包括：1)对来自多个部门的数据或多种技术手段采集的数据进行融合，获取更准确

或更全面的数据。2)对单一部门的数据进行深层次加工处理以满足其它部门或用户的需求。

在重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中，数据处理系统 重要功能是通过各类数据的融合分析掌握城市

的客流、物流 OD 及分布，道路的车速及拥堵信息，道路车流量信息。 

平台通过建设车载 GPS 浮动车系统、手机信令车速系统、旅行时间采集系统对车载 GPS

数据、手机信令数据、RFID 电子车牌数据、视频卡口数据进行处理获取实时车速，并对多

渠道采集的车速进行融合，形成主城区实时车速分布网。平台利用视频图像处理、手机技术、

RFID 技术，并整合各类传统流量检测器获取覆盖主城主要道路的实时车流量分布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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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借助于手机客流分析技术、公交 IC 卡、轨道验票系统、RFID 车牌检测等全面获取主城区

通勤客流、公交客流、轨道客流分布及机动车分布信息。数据处理系统的建设需求与平台接

入的数据资源及数据用户的需求密切相关，随着接入数据类型的增多及功能需求变化，处理

系统建设的内容应逐步扩充。 

 
图 9  平台数据处理系统 

4.4 数据应用 

根据用户对象分，交通综合信息平台用户包括政府部门、交通运输企业、社会公众、交

通信息服务商、研究咨询机构。政府部门从平台获取信息进行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相关的

决策，或部门的业务管理。公交、轨道、出租车、货运（物流）公司等交通运输企业从平台

获取信息来提高本企业的生产效率。社会公众获取交通信息用于出行决策，包括出行时间选

择、交通工具选择、路径选择等。交通信息服务商获取信息为出行者提供收费或免费的信息

服务，例如电台、电视台、导航信息服务商、手机路况信息服务商等。研究咨询机构获取交

通信息用于各类分析报告。 

根据数据提供方式的不同，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应用分为两类：数据支持功能、综合应用

功能。数据支持功能包括通过数据接口软件为子平台提供实时数据支持，也包括为各类研究

咨询机构提供用于分析的离线数据。综合应用功能指平台通过信息集成实现更综合的应用功

能，包括：1）交通运行监测：对城市道路交通运行进行监测，实时掌握主城车速变化趋势、

流量变化趋势、拥堵区域变化趋势，为交通拥堵研判提供量化的交通信息数据。2）综合交

通信息服务：交通信息服务面向社会公众以各种方式提供交通信息服务，可以直接依托信息

平台的数据资源建设公众信息发布系统。3）交通规划设计方案评价：利用平台各类交通基

础信息，建设交通预测模型，对各类长中短期的交通建设项目方案进行效果评估，为规划、

建设项目决策提供支持。 

4.5 标准规范 

标准规范则对整个数据的接入、加工处理、存储过程进行规范化指导，主要包括交通信

息分类编码标准、元数据标准、数据交换技术规范、信息安全标准等[6]。信息分类编码标准

规定平台信息资源的分类原则与方法、编码结构、管理和分配原则，目的是在不同系统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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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之间建立交通信息的一致参照，提高信息采集、处理和信息交换效率。元数据标准描述交

通信息资源所必需的特征要素，为用户发现资源，了解资源的适用度，使用数据提供信息[7]。

数据交换技术规范描述了数据交换内容、数据交换格式、数据传输方式、数据接入及发布接

口规范等方面，保证数据共享和交换的顺利实现。信息安全标准包括网络安全标准、系统安

全标准和信息安全保密标准等。 

5. 总结	

交通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对于避免重复投资，充分发挥数据资源价值，把握城市交通整体

运行特征意义重大。多层级的平台体系更符合我国城市交通管理体制特点，交通综合信息平

台作为一级平台，是基于各类分散的智能交通系统（子平台）进行的交通信息整合与应用，

应避免与子平台功能重复及试图操控子平台，而应发挥其在数据应用支撑、交通综合分析与

决策支撑、公众交通综合信息服务等方面的功能，体现其“综合性”。交通综合信息平台本

身的主要建设模块为数据接入系统、数据仓库、数据处理系统、数据应用，并重点加强各类

标准规范的建设。伴随着平台的建设推进，平台框架所包含各功能模块会随着数据源增加或

者需求挖掘而逐步扩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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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交通仿真二期系统建设 

李智  孙永海  彭坷珂 

【摘要】文章结合深圳市交通仿真系统的建设实践，重点介绍了目前正在开展的交通仿真二

期系统在建设目标分析、系统架构组成以及核心应用等方面的工作。从当前城市发展对规划

工作的精细化要求出发，通过剖析现有规划流程量化分析中存在的问题，确定交通仿真二期

规划决策支持目标的核心是实现规划流程再造，实现全面提高交通规划业务管理和编制的效

率。文章提出了系统建设架构和基本功能，着重阐述了多用户模型应用系统和综合交通信息

分析查询系统的作用和功能，以满足规划管理者、规划设计人员的量化分析需求。 

【关键词】交通规划  交通仿真系统  流程再造  交通模型体系 

1. 背景	

深圳市在国内城市中比较早开展城市交通仿真系统的建设工作，早在 2003 年深圳市城

市交通规划发展纲要就指出深圳将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机动化交通快速增长和大力

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一套交通仿真分析的快速反应系统，为交通规划编

制提供技术支持，并为政府部门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按照市交通综治工

作的统一安排，原市规划局承担深圳市城市交通仿真系统的建设工作。 

1.1 一期系统建设情况 

深圳市交通仿真系统于 2004 年开始建设一期工程，系统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对交通规划、

建设及运行管理全过程的决策支持，并促进智能交通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1]。具体一期建设

目标在围绕城市交通规划设计与协调、交通建设与交通综合治理工作与综合决策支持的核心

目标，同时考虑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战略要求，选择了以获取动态数据作为交通仿真系统一期

开发关键突破口和研发重点。系统建设最终实现采集 5000辆出租车 GPS数据，每天数据量

超过 420 万条，覆盖原特区内 70%以上的路网；同时在全市主要关口、境界线及交通走廊安

装了 67 套太阳能雷达定点交通流量检测设备，每分钟传输一次流量数据。并在动态数据的

基础上，初步开发了道路交通实时拥挤地图以及数据分析查询系统。整个系统建设在当时是

比较超前，获 2007 年建设部华夏科技一等奖，评审专家一致认为具有很强的示范与推广价

值，并建议加强服务应用扩展。 

2. 二期建设目标	

系统一期建设以突破数据采集和更新瓶颈，引入实时动态交通数据，迈出智能交通系统

发展的重要一步。但随着深圳市大部制改革的完成，深圳市智能交通系统建设已明确由市交

通委员会和交通警察局负责建设，二期系统建设将回归规划决策支持功能。对交通规划管理

编制业务流程提供支持，全面改善规划流程，提高交通规划管理编制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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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满足规划法规、管理和编制的量化分析要求 

2.1.1  落实相关法规	

随着国内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大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重，城市管理者也逐渐意识到需

要一套精细化管理手段，来保证城市发展的健康有序。而国家和一些城市都相继出台了一系

列标准、法规、技术规定，要求交通规划必须进行科学的量化分析。 

国家建设部在 2012 年 1月 1 日起施行《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标准要求“建

设项目的规模或指标达到或超过规定的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时，应进行交通影响评价。”

而具有立法权的深圳市更是在 2012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深圳市道路安全管理条例》中明

确规定开展交通影响评估。其中规定“建立交通影响评价制度，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

能造成的交通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交通影响的交通设计、交

通管理方案和措施”，将交通量化分析要求上升到法规条例的高度。另外深圳市更新单元规

划编制技术规定也要求“新增建筑面积达到 10 万平米以上的更新单元，须进行道路交通专

题研究；新增建筑面积不足 10 万平方米的更新单元，须进行道路交通专项研究。道路交通

专题/专项研究须依照《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2.1.2  支持规划管理、审查量化评估	

未来二期系统建成后的一个主要用户就是规划国土委与交通规划有关的各个职能部门。

规划国土委涉及交通仿真的部门具体见表 1。在交通规划工作方面，规划国土委主要发挥统

筹决策功能，负责对全市交通规划成果进行审查。目前深圳市规划国土委内交通规划成果技

术审查多以定性为主，加之以经验判断。急需建立一套面向不同咨询单位、不同部门的统一

的量化审查评估平台，将各个层次的规划成果放入交通仿真系统“仿一下”，让“机器”来

进行初步审查。而且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沟通，易于取得共识。 

表 1  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相关部门职能及需求 

部门名称  相关职能  决策支持需求 

总体规划处 
组织编制、调整、修改市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组织编制总规层面的全市交通专项规划 

总规层面和区域层面的宏观交通分

析审查 

地区规划处  组织和编制法定图则  法定图则交通分析审查 

市政交通处 

组织编制详细规划层面的交通；参与区域、跨界

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协调工作；承担全市重大(跨

区)交通市政类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审查和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工作。 

各层次交通规划及交通建设项目交

通分析审查。 

城市设计处  组织编制重点（节点）地区城市设计管理工作  城市设计中的交通分析审查 

市城市更新办公室  组织、协调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的编制和报批工作 城市更新单元规划的交通分析审查

2.1.3  支持规划编制，加强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融合	

大部制改革之后，规划部门主要负责组织编制全市的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轨道网、道路

网和交通（场站）枢纽规划以及与城市空间密切相关的交通专项规划。目前，大部分与空间

紧密相关的法定规划由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承担，所以二期系统另一个主要用户是

发展研究中心各个部门。首先是利用交通仿真系统进行交通规划现状评估和方案评估，另外

城市规划人员也可利用交通仿真系统对不同土地利用下的交通方案进行评估，可以从机制上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560



 

 

保障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优化的实现。 

表 2  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相关部门职能及需求 

部门名称  相关职能  决策支持需求 

交通规划部 
重要地区交通专项规划、法定图则等相关的交

通规划、交通影响分析及评价。 
片区交通分析及交通影响评价 

交通研究部 
全市或重要地区综合交通规划组织编制及相关

政策研究；牵头负责交通仿真系统建设与维护

综合交通规划和交通模型维护更

新 

轨道交通部 
各层次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策略发展规划及建

设规划等 
轨道交通各层次规划交通分析 

发展研究部 
牵头城市发展策略、城市总体规划等全市性以

及重点地区的综合性规划编制 
总规划及区域层面交通分析 

地区规划一部、地区规

划二部 
法定图则的编制及其个案调整研究 

法定图则、城市更新、发展单位、

城市设计、交通枢纽等交通分析

2.2 量化分析的重点内容 

2.2.1  规划流程分析	

一般规划流程分析从两条思路考虑，一条线为方案编制流程，包括现状评估、问题分析、

方案设计和方案评估；同时平行进行的是量化分析流程，包括数据采集和预处理、模型标定

与验证、规划方案输入和模型测试。现状评估和方案评估两块内容是规划决策支持量化分析

的重点。分析相关流程中存在的问题，利用交通仿真系统加以改善也就是二期实现的重要目

标。 

 
图 1  规划流程图 

2.2.2  现状评估流程存在的问题	

规划人员在现状评估阶段需要基础数据的支持，如何使规划人员方便得接入交通基础数

据是提高技术人员工作效率的关键因素。如图所示，目前各个部门根据项目情况，独立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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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并进行分析和解读。对于同一个规划机构，需要有对交通规划各个阶段的质量保证措

施和工具，规划基础数据必须保持一致性，数据计算结果的表达也需要统一。而在目前中国

大部分城市的规划基础数据还没有类似的规范或标准，不同部门甚至同一规划机构的交通研

究数据还没有统一标准化表达。 

 

图 2  现状评估流程图 

2.2.3  方案评估流程存在的问题	

规划人员在现状评估的基础上，提出规划方案模型测试需求，交通模型人员根据方案编

辑模型输入文件，利用各个层次的交通模型进行测试，并同规划人员进行交互反馈；同时模

型人员需要对模型进行更新维护工作。具体流程如图 3 所示。流程存在以下问题： 

（1）难以满足规划工作的时效性要求。模型输入文件的准备和模型操作工作都集中在

模型工作人员，少数模型人员面对大量分析测试工作，难以及时完成。 

（2）模型开发软件平台不统一，模型建立和维护困难。深圳以往的经验是宏观模型用

EMME/2、TRANSCAD，中观模型用 SATURN，微观模型用 PARAMICS，造成模型的建立和维护

相当困难，难以有效衔接。 

（3）模型更新周期长，难以适应快速城市化和机动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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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方案评估流程图 

2.3 实现规划流程再造 

20 世纪末的信息化大潮中，   发达国家的企业流程再造 BPR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  非常盛行。计算机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使得企业流程再造有声有色。很多

企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所谓企业流程再造按其倡导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chael  Hammer 

教授所下的定义：就是“通过‘过程’再设计促成企业组织的根本性变革，取得企业业绩的

提升的重大变革”[2]。随着交通仿真和交通信息化发展，原有的规划流程也可以通过流程再

造来优化规划决策支持的方式。 

2.3.1  现状评估流程再造	

将分散在各个职能部门的交通数据，通过定期收集集中到多元数据管理平台，并根据不

同项目的需求进行专题数据挖掘分析，建立综合交通信息分析平台，实现统一的分析评估数

据基础，满足不同项目现状评估需求。 

 

图 4  现状评估流程再造图 

2.3.2  规划评估流程再造	

目前的交通模型软件都提供了开放的接口，可使模型计算和数据输入输出可以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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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控制关键参数的输入输出来完成对模型的应用。如 VISUM 模型 COM 接口、TRANSCAD

模型 GISDK 模块以及 EMME/2 宏语言接口等。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规划人员与模型人员的交

互工作量。具体就是建立多用户模型应用系统，由规划人员完成模型输入文件的准备，实现

规划人员与模型系统交互的自动化。模型人员负责模型的建立和更新维护。同时建立一体化

交通模型体系，采用模型开发软件平台，实现各层次模型的有效衔接。最后利用动态数据进

行模型更新，缩短模型更新时间。详细流程如图 5 所示： 

 

图 5  方案评估流程再造图 

3. 系统架构及基础功能	

3.1 系统架构 

综合考虑二期系统建设目标，以及规划流程再造提出的系统功能模块，二期系统将是集

多元数据管理平台、一体化交通模型体系、专题数据挖掘系统、多用户模型应用系统和综合

交通信息分析查询系统于一体的交通规划决策支持与信息服务系统，系统的一般技术结构如

下图所示。系统各个部分环环相扣，互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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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系统架构 

3.2 多元数据管理平台 

一期系统建设实现了动态数据的采集，包括出租车 FCD数据以及定点交通流量的采集，

但从规划决策支持功能看，并不需要连续实时的车速、交通量数据，只需要采集一定时段的

特征数据，如每月一周的车速、流量、车型和实载率数据等。另外随着深圳市智能交通系统

建设的全面推进，未来动态数据主要通过共享机制获取。在二期建设阶段，为保证仿真系统

的独立运行，仍保留了一部分动态数据采集内容，未来建成后作为全市智能交通系统的组成

部分，可考虑纳入相关部门统一管理。因此未来大部分数据将采用离线获取和更新方式，建

立多元数据管理平台将不同时间、不同格式的数据通过统一的编码和格式转换，集成到交通

仿真系统数据仓库 GIS‐T中。 

表 3  数据类型和获取周期 

数据表类型    获取周期    备注   

现状城市发展数据    定期获取    信息中心   

城市规划数据    定期获取    一张图系统   

建筑物普查数据  一年一次  信息中心   

城市社会经济人口数据    十年一次人口普查、五年一次经济普

查、年度统计年鉴   

包括统计年鉴、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

数据   

车牌识别数据    获取每个月其中一周完整数据    离线获取   

深圳通刷卡数据    获取每个月其中一周完整数据    包括轨道、公交刷卡数据，离线获取 

出租车 FCD数据    连续实时动态，五分钟接受一次    离线获取   

公交车 GPS数据    获取每个月其中一周完整数据    离线获取 

停车场刷卡数据    获取每月其中一周完整数据    离线获取 

交通网络数据  一年更新 1‐2次  包括道路网、公交网数据及相关属性 

境界线调查    定点雷达设备以及一年一次补充调查  包括车辆计数和人次计数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565



 

 

3.3 一体化交通模型体系 

随着融合三种尺度，集宏观、中观、微观于一体的交通系列软件的出现[3]，可以在宏观

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对路网的局部细化，实现中观和微观的交通模拟，大大简化了开发和维

护工作，提高了对不同层次规划方案评估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同时保持模型之间的反馈。深

圳将建立基于 PTV‐VISION 的多层次集成化交通模型架构，如下图所示。 

 

 

图 7  一体化交通模型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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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建立宏观综合交通及轨道交通模型	

宏观交通模型是一体化交通模型的基础，它包含了基年和预测年的市域范围的土地利用

和交通的基础信息，如人口、岗位、道路网络、公交及轨道网络等。主要服务于全市性的整

体交通规划、公共交通规划、轨道网络规划等，并提供片区的 OD 矩阵用于下层次中观交通

模型。本次系统建设还将在宏观综合交通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专门的轨道交通模型，服务于

轨道建设规划以及工可客流预测分析。 

3.3.2  建立独立的分区中观交通模型	

中观交通模型主要服务于交通影响评估。应用于片区交通改善以及对具体用地开发、交

通改善具体措施的评估，定量分析道路流量变化及交叉口延误、排队等特征，所以对道路交

通网络的描述要求更加详细，考虑模型的运算速度，往往是将城市分成几个分区，每个分区

建立一个中观交通模型，例如香港建立了十个分区，伦敦建立了五个分区。目前国内城市尚

未建立系统的中观交通模型，随着交通影响评估制度的实施，急需建立独立的中观交通模型。

深圳二期系统将以原特区为基础，逐步建立覆盖全市的分区中观交通模型。 

3.3.3  按项目需要建立微观交通模型	

上述包含了交叉口渠化和信号配时信息的中观交通模型可以直接导出至微观交通模型

中，进行微观模拟研究及交通流的运行仿真，并可以进行交叉口渠化以及信号配时等的优化

工作。深圳二期系统将以中观交通模型为基础，选择典型片区建立以建筑物（或停车场）为

单元的微观交通模型，结合深圳市已有的城市仿真系统，并根据停车场刷卡数据和道路车牌

识别数据，以及交通调查数据标定建筑物车辆出行矩阵和出行路线，真实再现道路交通情景。 

 

图 8  城市三维仿真图 

3.4 专题数据挖掘分析 

实现多元数据的挖掘分析，支持模型应用和交通特征分析[4]。在专题数据库群建设基础

上，通过将  GIS、聚类分析、GPS  等新技术与城市交通规划要求和交通模型分析相结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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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交通专题与综合数据挖掘分析模型，从海量的综合信息库中挖掘有用信息，为进一步应用

提供基础。专题与综合数据挖掘分析是实现数据到信息升华的重要手段，是数据‐信息‐知识

升级链条的重要环节。   

系统基础数据挖掘建立标准流程与模板，重视与交通仿真模型方法体系的结合。  除了

通常的规划需求数据分析，由于系统会聚了大量的个体出行数据，还可以建立出行者出行行

为知识库，用于交通仿真模型的调校和特定的分析。如出租车 FCD  记录了出租车乘客的出

行，“公交一卡通”可以帮助追踪公交和轨道乘客的出行记录，可以更精确分析不同类别出

行者的出行习惯，包括出行范围分布，出行路径、端点和交通方式选择与换乘等。 

 
图 9  专题挖掘数据示例图 

4. 核心应用系统	

介绍了系统结构和基础功能后，下面将详细介绍核心应用系统，因为二期系统建设目标

就是对规划管理和编制提供技术支持，不同规划管理人员和编制人员如何应用。尤其是如何

实现规划流程再造，解决现状评估和方案评估中的量化分析工作。 

4.1 多用户模型应用系统 

目前模型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应用障碍，模型测试工作只能由少数的模型工作人员完成。

而流程再造的核心是使更多的规划设计人员参与到模型的使用中。二期系统将建立多用户模

型应用系统，通过局域网满足不同规划人员模型应用需求[5]。具体思路是前端规划设计人员

根据具体项目，在已有模型网络基础上，完成方案模型输入文件的准备，然后将输入文件提

交并发出具体的测试请求；后端已建立的一体化交通模型体系，根据前端规划技术人员的具

体请求和输入的文件信息，自动完成所请求的模型测试工作，就如同是规划设计人员独立在

完成模型测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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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交互式交通仿真结构图 

4.1.1  服务器端功能	

服务器端主要功能是响应客户端规划设计人员发出仿真运算请求，进行交通仿真运算并

将结果反馈给客户端。首先是模型应用管理，通过接收客户端指令，调用指定目录下的模型

输入文件（路网、发生吸引量）等。交通仿真例程管理针对不同的应用，通过 COM 接口调

用一体化交通模型体系的综合交通模型、轨道交通模型、中观交通模型和微观交通模型，模

型测试结果以仿真图表的形式返回给规划设计人员，并可以进行本地保存。 

4.1.2  客户端功能	

客户端的主要功能是给规划设计人员提供编辑和生成模型输入文件的环境，即将模型的

一部分功能开放给规划设计人员，包括土地利用调整、人口岗位计算、出行生成计算、道路

交通网络修改等功能。同时应具有读取服务器端基本方案，申请调用交通仿真服务器等功能。 

4.2 综合交通信息分析查询系统 

规划决策支持中量化分析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现状评估，通过对现状评估流程的优化，

将各类交通和土地利用数据统一于多元数据管理平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专题数据挖掘，最

后提供给用户的是一个综合交通信息分析查询系统，而该应用系统将面向所有的规划管理和

编制人员，因此更接近于一般意义的信息系统。二期系统将分析查询系统初步划分为道路交

通信息分析查询、公共交通信息分析查询、交通和土地利用信息分析查询、规划和模型成果

信息分析查询以及编制道路交通年报等五个功能模块。每类功能又分为基本统计分析功能，

往往只涉及一种数据，不涉及模型和其它数据关联；以及深度挖掘功能，往往要通过多种数

据交叉分析。下面重点介绍一下道路交通信息分析查询功能和规划和模型成果信息分析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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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4.2.1  道路交通信息分析查询功能	

主要功能包括提供道路交通流量，道路车速等信息的查询和分析，根据交通拥挤演变规

律，进行交通黑点分析，根据不同通道的行程时间进行道路使用均衡性分析，以及行程时间

可靠度分析等,另外对道路网密度、道路车道里程等进行统计分析。 

表 4  道路交通分析查询模块需求 

需求 ID号  CTAES‐001HA 

描述  道路交通分析查询模块 

基本统计分析

功能需求 

包含以下功能但不限于这些： 

1、实现道路网络统计。包括分长度、密度、等级、车道数、道路面积率等。 

2、道路交通量统计。境界线、主要道路。周变、月变和年度变化。 

3、道路交叉口信号配时信息查询。 

4、道路交叉口几何设计信息查询。 

5、道路交叉口三维模拟显示。 

6、提供两个功能。一是统计属性可以从传统集聚方法进行分解和按地点组合。除了空

间分析，还提供更广泛的交叉分类空间统计。二是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统计新

的指标。 

深度挖掘分析

功能需求 

涉及多个数据源交叉分析。 

1、道路平均车速分析评估。 

2、行程时间可靠性分析评估。 

3、交叉口服务水平计算。 

4、道路及交叉口延误分析。 

5、道路拥挤指数分析。 

6、道路交通黑点分析。 

7、车辆使用率分析。 

8、小汽车出行分布特征分析。 

9、显示交通仿真视频和道路观测视频。 

分析评估输出

功能要求 

1、该系统应提供即时显示查询结果、下载保存统计分析结果图表。 

2、系统应该提供列表，视图，过滤器和打印功能。 

3、系统应该允许在过滤和查询信息中输入多个值域 

使用频率  日常，一旦有需求。 

备注  必须提供用户登录和密码检查,必须提供安全地易用界面。 

 
图 11  伦敦道路车速和交通延误分析图 

4.2.2  规划及模型成果分析查询功能	

基本实现功能主要是与交通模型体系的应用系统连接，包括宏观交通模型，轨道交通模

型，中观交通模型，微观道路交通仿真，微观行人仿真模型，便于规划管理人员查看交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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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成果和交通模型分析成果。 

表 5  规划及模型成果分析查询模块需求 

需求 ID号    CTAES‐004P&TM   

描述    规划及模型成果分析查询模块   

基本分析功能

需求   

1、本系统应该提供一个接口自动从模型系统中抽取需要的数据，诸如空间分析和数据仓

库这样的系统功能应该能够对数据进行操作。   

2、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成果。 

3、轨道交通网络规划成果。 

4、法定图则规划成果（交通专题内容）。 

5、交通影响评价成果。 

6、微观道路交通仿真成果。 

7、行人交通仿真成果。 

8、系统允许执行对以下数据进行空间查询和分析（并不仅限于此）：   

道路网络数据，针对交通模型运行的假设条件和结果； 

交叉口特征数据和交通流量数据； 

交叉口通行能力评价结果； 

交通分析分区和规划数据； 

交通预测数据； 

出行时间信息； 

交通分析区地图(JPEG格式)； 

模型运行规划数据(Excel格式)； 

模型输入假设（MS Word格式）； 

交通预测数据库中已经存在的和未来的道路列表（MS Word格式）； 

交通预测数据库早晚高峰小时交通预测（MS Word格式）。   

 

 

图 12  模型结果查询图 

5. 结语	

交通规划定量分析技术一直是交通规划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核心技术所在，目前往往只

掌握在交通咨询机构中极少数的交通模型工作人员手中，而它的应用范围又相当广泛，包括

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交通规划等。作为一个从事交通模型工作人员，一直幻想有一天可以

查询条件输入 

图

形

结
果
显
示 

表
格
结
果
显
示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571



 

 

把它推广到更多人应用，促进交通规划定量分析技术，提高规划成果的科学合理性。而深圳

交通仿真二期系统的建设将在这方面进行最大的尝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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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智能公交技术快速构建公交模型的新方法 

丘建栋  葛华  邵源  聂丹伟  向楠 

【摘要】公交模型的核心是公交 OD 矩阵，传统一般通过跟车问卷调查获取公交 OD，该方法

投入大而精度低。为提高公交 OD 质量并节约投入，本文运用日益推广的智能公交新技术，

包括视频监控技术、IC 卡收费技术、GPS 车辆定位技术等，无需外业跟车调查，通过融合新

技术所采集的数据，挖掘各类型数据间内在联系，分析乘客一日活动公交出行链的逻辑过程，

进而推算出公交 OD 矩阵。同时借助模块化编程技术，快速地完成从原始数据到目标结果的

自动化处理，从而实现快速构建公交模型。经昆山市公共交通规划研究的实践检验，此方法

精度和抽样率高，OD 匹配率达 IC 刷卡量的 90%以上，构建公交模型时间较传统方法节省 40%

以上。 

【关键词】公交模型  OD 矩阵  公交规划  IC 卡 

1. 引言	

公共交通规划和公交线网优化最重要的量化评估依据是建立一个现状公交模型，通过调

查和扩样推算获取现状公交 OD 是公交模型最主要的工作。传统获取公交 OD 的办法，一般

通过公交车辆跟车调查或者居民出行调查，跟车调查抽样率一般在 10%以下，居民出行调查

一般在 3%以下，针对公交 OD 的内容，不足 1%。总之，传统方法获得公交 OD 均面临抽样

率低，精度不高的问题。 

近年来，公共交通领域引入大量的智能交通技术，如为了公交运行安全的视频控制技术；

为了公交调度的 GPS 轨迹跟踪技术、为了提高上车效率的 IC 卡收费技术、为了提高乘客便

利性的自动智能报站技术等。新技术的引入，自动采集了大量的公交运营基础数据，为革新

交通模型技术提供了契机。如利用公交监控视频录像，在内业即可完成站点上下客量调查，

借助 IC卡刷卡时刻及对应公交车辆 GPS位置信息的逻辑关系，能匹配成一定样本的 OD 对，

通过公交乘客出行链时间特征，可分离一次出行与换乘出行等。 

2. 公交信息化技术	

2.1 IC 卡收费技术 

通过 IC 刷卡、POS 机收费已经成为国内大中城市公交收费普通采用的方法。全国已超

过 100 个城市启动了公交 IC 卡收费系统 0，广东省在各市公交 IC 卡的基础上，还推出跨市

通用的岭南通 IC卡。IC卡收费技术逐渐成为一种广泛应用的理想收费手段。 

IC卡统计数据表一般包括六个字段：卡号、卡类、划卡时间、POS机号(设备 ID)、交易

金额、卡内余额。如表 1 所示。IC 卡被乘客携带而移动，IC 卡刷卡的时间与地点，即是乘

客所在的时间与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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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C 卡统计数据表 

 

2.2 GPS 车辆定位跟踪技术 

公交车辆安装 GPS，可以实时跟踪公交车辆所处位置，实现在线实时运营调度。目前国

内大中城市公交车辆均已大范围安装或规划安装 GPS 设备。通过 GPS 设备，将获取最基本

的时间和坐标信息，即车辆在何时，处于何地。 

GPS 统计信息表一般包括四个字段：车辆 ID(车牌号)、经度、纬度、日期与时间 0，如

表 2 所示。经纬度信息一般会有偏差，需要与公交线路轨迹和站点进行匹配，以获得车辆在

公交线路上的确切位置。 

表 2  GPS 统计数据表 

 

2.3 公交监控视频技术 

目前许多大中城市公交车辆均安装视频监控系统，在车头、车尾以及前后门各安装一个

摄像头，用以监测公交车运行过程中的安全状况。传统的乘客上下客量调查方法为外业跟车

调查或者站台调查，由于视频监控系统能识别前后门乘客的上下车情况，利用此视频录像文

件，在内业即可完成乘客上下客流量调查，新方法具有现场可回放、调查效率高、结果质量

优等特点。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574



 

 

 
图 1  视频监控录像 0 

另外，车头前方的视频摄像头还可以调查车辆是否排队进站，进站所需时间，停靠站时

间等重要数据。 

3. 公交 OD推算方法	

3.1 抽样 OD 矩阵获取方法 

目前，IC卡已在我国很多城市得到应用，持卡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居民数量不断增多，

很多大中城市持公交卡出行消费的乘客比例达到 60％以上(北京市接近 80％，广州市和深圳

市接近 70%)，并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4‐6]。公交 IC卡的使用率完全可以达到数据分析的抽样

率要求。相对于公交跟车调查小于 10%抽样率、居民出行调查小于 3%抽样率，使用 IC卡来

推算 OD 矩阵的抽样率远高于传统方法。 

3.1.1  乘客上车站点推算	 	

持卡人在刷卡瞬间，POS 设备将记录刷卡时间，并发送数据到公交运营数据中心。POS

设备与车辆 ID 有一一对应关系，车辆 ID 和车载 GPS与设备有一一对应关系，查找刷卡时间

一定范围内车载 GPS的坐标信息，结合公交模型中线网 GIS站点坐标，匹配到某线路的站点

位置，最终返回持卡人的上车位置。乘客上车站点逻辑推理过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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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IC 卡与 GPS 相结合的逻辑推理过程 

假设刷卡时间在车辆进站之后，而又在车辆进入下一个站点之间，即假设刷卡无跳站。

时间是联系刷卡与 GPS 位置的重要标识，通过下面公式可获取 GPS 数据表中对应的上车站

点。 

    （1） 

式（1）中， ——刷卡时刻， ——车辆始发出站时刻， ——车辆在某停靠进站

时刻， ——车辆在下一次停靠进站时刻， ——乘客始发站最大等候时间， ——车

辆最大站间运行时间。 与 参数需要根据城市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1.2  乘客下车站点推算	 	

国内大多数城市公交采用一票制，即仅需要上车刷卡，下车不刷卡。因此刷卡数据没有

下车时间与位置记录，不能用判断上车站点的方法，来判断下车站点。但是由于城市居民一

日出行通常具有规律性，即从家出发、回家结束，使得公交出行站点具有对称特征。以工作

出行为例：某人由居住地刷卡乘车到达工作地，完成第一次出行，此时只知道上车站点而不

知道下车站点。乘客下班开始第二次出行，由工作地刷卡上车，此次出行的起点站假设认为

是第一次出行的终点。即“对同一张 IC 卡，在连续的两次刷卡记录中，后一次刷卡记录的

上车站点是上一次出行的下车站点”。利用连续两日的数据可帮助判断乘客的出行终点。 

通过以下步骤获得下车站点和下车时间： 

（1）数据准备：两日的 IC卡数据表，运用 2.1.1 节方法，获得刷卡的上车站点。 

（2）下车站点：在数据库中循环选择读取某一目标卡号，按时间升序，某一行的下车

站点，等于下一行的上车站点，最后一行的下车站点，为第一行的上车站点。如果某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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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号在两日只出现一次，则忽略此目标卡号。 

（3）下车时间：查询公交 GPS表数据，结合公交车辆 ID、上车站点及上车刷卡时间，

可以得到在该次车辆运行班次行程内车辆到达下车站点的时间，即为该乘客的下车时间。 

应该指出：下车站点可能是一次出行的终点，也可能是一次出行的换乘点。 

3.1.3  换乘判别	

通过以上两小节方法，可以得到乘客的上车站点及下车站点，推算乘客的起终点（OD）

还要判别是否有换乘存在。通过下面以一天三次刷卡为例，用以下逻辑推算公式可判别 B

站点是否为换乘站点。 

 

  （2） 

式（2）中， ， ， ——持卡人在 A，B，C 站点的刷卡时间； ——95%居民公

交出行时间小于此值，为一次出行的置信区间； ——公交站台平均候车时间。 ——为

刷卡间隔参数，一般取 0.5 分钟，为防止一卡多人同时使用特殊情况。 

如果式(2)条件均满足，则 B站点为换乘站点。多次换乘可用相同的方法循环推算。 

3.1.4  获取 OD的编程方法与结果示例	

由于计算过程复杂，数据量大，需要运用数据库和编程技术对 IC 卡和 GPS 数据进行挖

掘与逻辑运算。本文根据深圳、昆山等城市的经验，采用 Access 强大的数据统计特性，利

用软件的查询功能和 VBA 编程，通过对表中的数据进行更新查询、选择查询、追加查询等

操作，实现对线路 O D  矩阵的推算。图 3 和图 4 分别为示例编程代码和最终推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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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部分关键 VBA 程序代码示意 

 

图 4  推算 OD 最终结果数据表 

根据深圳、昆山等城市的实践经验，居民一天刷卡多于一次的比例约为 93%，能成功匹

配成 OD 对的 IC卡比例达到 90%以上。 

3.2 站点上下客流量获取方法 

3.2.1  监控录像准备与调查表格制作	

公交视频监控录像一般由四路摄像头组成：监测驾驶前方、监测车内、监测上车门、监

测下车门。四路视频信息经过移动网络无线传输至公交运营管理数据中心。数据中心将保存

一定时期内的录像。从数据中心复制连续若干典型工作日的数据，使用电脑播放软件回放视

频录像，将由原来的外业调查转为内业调查，调查表格可直接电子化录入。 

由于一条公交线路包括多台车辆，需求提前做好录入表格，站点名提前填入 Excel 表格

中，不允许站点名称的修改，以保证后期与线网中的站点名匹配。视频数据以一台车辆为一

个管理单元，一个管理单元对应一个数据表文件。录入数据表分“上行”和“下行”，表头

包括站点名、到站时间、进站是否排队、上车人数、下车人数，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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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上下客流量调查录入表 

 

与传统的公交上下客流量调查不同，此方法可以进行连续两日全样本的调查，由于视频

录像可以快进，暂停等功能，可以仅播放公交车辆停靠站时片断，有效地提高了调查的效率。

另外，为节省工作量，可以编写 VBA程序，把 Excel表格中的数据批量导入到 Access中，方

便后期的聚合处理。 

3.2.2  站点上下客流量检查与修正原则	

有两个原则检查调查数据的准确性： 

1.  公交车辆从始发站到终点站，总上车人数与总下车人数应保持一致； 

2.  某公交线路一天总调查客流量，与票务收入统计的当日客流量误差在 5%以内。 

3.3 公交 OD 抽样矩阵扩样方法 

3.1 节获得的 OD 矩阵为抽样矩阵，需要通过全样本的客流量进行扩样成完整的 OD 矩

阵。扩样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根据 2.2 节获得视频录像上客量全样本的数据，通过各个站点的上客量可以进

行初次扩样，扩样系数计算方法为： 

    (3) 

第二步：根据线路客流量进行二次系数调整，调整方法为： 

    (4) 

第三步：最终扩样系数为：   

式(3)和式(4)中， ——初步扩样系数； ——调整系数； ——最终扩样系数； —

—视频计数中线路第 i 辆车在某站点的上客量； ——刷卡计数中线路第 i 辆车在某站点的

上客量； ——某线路的总客运量；m——线路包括 m 个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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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建公交模型	

通过以上方法可以获取完整的现状公交 OD 矩阵，结合模型软件 0中的公交线路和站点，

建立公交模型，在模型软件中把公交 OD 分配到线网中，计算现状公交线网或规划公交线网

的各种评估指标，如客运量、满载率、断面客流量等数据，图 5解释公交模型整体分析过程。 

 

图 5  公交模型分析流程 

5. 结语	

随着公交优先制度的不断深入推进，公交信息化不断提升，智能公交技术应用将积累大

量的公交运营统计数据，为公交模型技术的革新提供了新思路。本文正是利用这些新型技术

的统计数据，采用数据库编程挖掘手段和交通模型理论知识，把各类不同应用目的数据融合

起来。本文提出的新方法，为交通模型师提供了一套确切可行的实用方法，实现了快速构建

公交模型，在服务公共交通规划、公交线网调整等方面，具有较广泛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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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管理及挖掘 平台的构建 

陈峥嵘  陈学武  李海波 

【摘要】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的管理与挖掘是公交信息化以及智能公共交通系统建设的一项重

要内容，是公交运营者和公交行业规划者之间的桥梁。本文分析了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管理及

挖掘平台构建的必要性，归纳了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的基本构成，提出了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管

理与挖掘平台的基本构建，阐述了公交系统数据自动采集与信息挖掘的互动关系，为智能公

共交通系统数据管理与挖掘搭建了理论框架。 

【关键词】公交自动采集数据  数据管理  数据挖掘 

1. 背景	

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信息技术水平还很不适应现代化管理的需要，各类信息的

获取、传输、处理和检索手段相对落后，一部分公交企业的经营管理和运营调度还没有实现

计算机联网；行业信息的取得仍仅依靠期刊、出版物、会议、出访等高成本低效益的传统方

式，明显不适应经营决策者的需求。信息化建设是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和管理部门推行现代化

管理的重要课题之一[1]。近年来我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在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但与其他行业相比、与先进国家同行业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2. 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管理及挖掘平台构建的必要性	

传统的公交调查是当前运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获取城市公交系统基础数据的方法，一般是

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选取某些特定的地点进行抽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不全面且生命周期较

短[2]。公交数据自动采集设备（如 IC卡系统、GPS 系统、AFC系统等）正逐渐广泛地应用于

各公交系统，它们记录了大量的乘客出行信息和公交系统运行信息，这些技术的推广为公交

系统基础资料的获取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渠道。这些信息可用于公交规划、公交运营等诸多方

面，如何有效地管理这些设备记录的数据和利用有价值的信息一直以来便是一项技术性难

题。 

经过调研发现，目前大部分公交企业对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的利用主要停留在生成运营统

计报表方面，而对于如何管理这些数据以及二次挖掘这些数据里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往往显得

无所适从。导致这一现象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公交企业未认识到公交自动采集设备得来的

海量数据能对公交运营带来巨大效益，二是相关的研究仅停留在对部分数据的统计分析上，

没有系统地对各类公交自动采集数据进行整合，从而进行系统深入的挖掘分析。 

一方面，公交运营方每年得到了大量的公交自动采集数据，这些数据不断被覆盖更新，

可谓数据泛滥；另一方面，现在的规划管理者在进行相关的公交系统规划与管理时因缺乏及

时的公交系统基础信息不得不重复地进行各类调查，费时费力，于是造成了“数据泛滥、信

息匮乏”的怪相。因此，研究一套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管理及挖掘平台，对于搭通公交运营者

和交通规划管理者之间的桥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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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的基本构成	

总的来说，信息化条件下的公交系统数据的主要包括两大类数据，一类是城市公交基础

设施数据，这些数据在较短时间内通常不会改变，没有实时更新的需求，称其为“公交静态

数据”；而另一类数据随时间不断变化，需要动态采集、更新、处理，称其为“公交动态数

据”，也就是公交自动采集数据。公交动态数据是智能公交系统数据挖掘分析的核心信息来

源，公交静态数据则为完整的挖掘分析提供辅助信息。 

公交静态数据一般包括公交企业数据、公交场站数据、车辆基础数据、人员基础数据、

线路基础数据、公交票制数据等。 

同一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公交智能化建设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公交自动采集数据

在类型和功能上存在区别；同一时期的不同城市之间由于经济水平等因素的制约公交智能化

程度也会表现出差异，相应的公交自动采集数据完备性也存在差别。由于公交自动采集数据

挖掘分析主要关注的是数据本身，与具体是利用哪种设备哪种技术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在以

不依赖某一采集技术为前提下，本文总结目前国内常见的智能公共交通系统自动采集数据

有：公交 IC 卡刷卡数据、车辆运行轨迹数据、车辆位置定时采集数据、车辆到站数据、燃

油消耗数据、钱箱数据等。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的基本构成如图 1 中深色部分所示。 

公
交
企
业
数
据

公
交
场
站
数
据

车
辆
基
础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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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员
基
础
数
据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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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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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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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智能公交系统数据基本构成 

4. 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管理及挖掘平台构架	

建立一套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管理及挖掘平台，借助它可以实现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的有序

管理和有效挖掘工作。该平台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如图 2所示：公交数据自动采集设备、公

交自动采集数据存储库、公交自动采集数据挖掘平台、公交信息发布应用平台。 

其中，公交数据自动采集设备是基础，数据存储库和数据挖掘平台是主体内容，信息发

布应用平台是最终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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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管理与挖掘平台构架 

围绕上述构架，涉及的关键技术包括： 

4.1 面向数据分析的公交数据自动采集设备功能设计 

以公交行业在实际生产和规划中对公交数据的需求为出发点，分析总结现有的各类公交

数据自动采集设备（如 IC卡系统、GPS系统、AFC系统、AVL 系统等）所具备的功能，在此

基础上设计出为满足行业需要而可能出现的新设备及其应具备的数据采集方面的功能（如开

放式公交系统乘客下车站点刷卡系统），从而提出完善的公交数据自动采集设备功能构想。 

以不依赖数据采集设备为基本原则，明确定义各项数据的具体含义和采集要求，并适当

采用举例的方法进行阐释，以便设备商掌握和理解。数据的定义必须尊重科学技术的发展规

律，既要保证在当前科技条件下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又必要保持适度的前瞻性。 

4.2 基于数据仓库技术的公交自动采集数据存储库的建立 

采用目前运用得比较成熟的数据仓库技术，设计与公交自动采集数据格式相适应的数据

库结构形式，实现数据的高效存放和读取，分层次分目的地整合管理各类数据，选择合理的

方式处理历史数据，以使数据库中的数据既不过度地占用存储空间又能被及时利用，到达“数

尽其用”的目的。 

从不同的角度对智能公交系统的各项数据进行整理和归类。从数据信息用途角度，分为

公交系统基本数据、车辆运营数据、公交服务信息数据；从数据原始性角度，分为采集所得

原始数据、统计所得宏观数据、挖掘所得智慧型数据等；从数据时效性角度，分为临时存储

数据和永久保留数据。 

4.3 公交自动采集数据挖掘算法及平台的构建 

运用多种数据挖掘技术对采集到的各类公交数据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得到准确、全面、

及时的公交乘客信息和公交系统运行状态信息。公交自动采集数据挖掘既是下一步公交信息

发布应用的基础，同时反馈作用于公交数据自动采集设备功能的设计，不断向其提出新的问

题引导设备功能的改良。 

公交乘客信息挖掘方面，公交企业和公交行业规划者都需要掌握公交客流特征以制定公

交运营计划和分析公交系统现状，包括公交网络 OD 矩阵推导、公交乘客出行特征指标提取、

公交客流特征指标提取等方面。利用目前已有的各项乘客信息挖掘分析技术，同时结合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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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进行交互校验，改进现有技术，得到精度较高的公交乘客信息，服务于公交行业的实际

生产和规划。 

公交系统运行状态信息挖掘方面，公交企业需要掌握及时的公交系统运行状态以保证公

交企业良好地运转，包括公交调度管理、公交场站管理、公交车辆管理、公交运营人员管理

等方面。针对公交企业的需求挖掘分析公交自动采集数据中包含的有用的运行状态信息。 

4.4 公交基础信息发布应用平台的搭建 

采用适当的数据传输方式将分析得到的各类公交基础信息发布在相应的服务器上，搭建

公交信息发布应用的平台，供公交运营方、公交行业规划者、公交使用者及公众等调用参考。 

上述平台构建的实现过程如下图所示。 

 

图 3  公交自动采集数据挖掘及管理平台构建过程 

5. 公交系统数据自动采集与信息挖掘的互动关系	

首先，传统的人工调查方法来获取公交系统信息已经不能再适应多样化智能公交系统信

息需求，公共交通正在由传统的粗放式规划与管理向精细化方式转型，这为公交系统数据自

动采集与信息挖掘分析技术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着国内各城市智能公交系统的逐步发展，

公交 IC 卡、车载 GPS 等新型的公交数据自动采集手段正在得到全面推广，在此基础上，建

立一套完备的、快速的、高效的公交数据自动采集和信息挖掘分析技术，对于建设高效合理

的城市公交系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确立城市公交的主体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公交数据自动采集为智能公交系统信息挖掘分析提供源源不断的数据来源。任何

一项公交信息挖掘都离不开数据的支持，而对于城市智能公共交通系统而言，由于其涉及的

服务面广，各类实际问题将层出不穷，因此必须要有全面的、可持续的公交数据来源，公交

数据自动采集技术正好为此提供了保障。 

另一方面，智能公交系统信息挖掘为公交数据自动采集技术的发展指引方向。智能公交

系统信息挖掘过程中对于新的数据的需求情况以及数据挖掘结果的精度，都会反馈作用于公

交数据自动采集技术，从而引导公交数据自动采集技术的更新与改良。 

现有公交数据自动采

集设备功能总结 

未来公交数据自动采

集设备功能设计 

公交自动采集数 

据管理模块设计 

公交自动采集数 

据挖掘模块设计 

反馈

公交基础信息发 

布应用平台搭建 

基于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的乘客信息挖掘技术 

基于公交自动采集数据的公交运行状态信息挖掘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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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智能公交系统建设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发展具有阶段性，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关

注的公交信息侧重点不同，而且通过数据自动采集技术获得的数据在精度和完备性上也会有

差异，使得数据挖掘分析方法也具有阶段性特征。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得出结论：公交数据自动采集与智能公交系统信息挖掘技术两者在

长期内是相互反馈、相互促进的关系。智能公交系统数据自动采集与信息挖掘的互动关系可

以用图 4 来反映。 

 
图 4  公交系统数据自动采集与信息挖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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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Vissim 仿真的公交行程时间可靠性研究 

杨熙宇  李鹏凯 

【摘要】公交行程时间可靠性，作为反映公交优先措施实施效果以及公交系统服务水平的重

要指标之一,其理论研究对于提高工程实践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给出了公交行程时间

可靠性的定义、计算方法以及工程评价方法，解析了公交行程时间可靠性；给出了公交车辆

行程时间可靠性模型；运用仿真软件 Vissim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对仿真结果进行了对比分

析，其结论以提高行程时间可靠性为目标，可以对公交优先设计、控制措施的改进提出建议

与参考。 

【关键词】公共汽车  行程时间  可靠性  仿真 

1. 前言	

随着对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视以及现代科学技术在交通系统中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国

内外智能公交系统的研究和应用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我国，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

都在大力推广公交优先。而公交行程时间可靠性作为评价公交系统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

一，无论对于出行者还是交通管理者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反映了公交系统的

服务水平，影响出行者对公共交通出行方式的选择行为；另一方面，它为决策者提供了公交

优先设施设计与公交优先运行管理的依据。可见，对优先条件下的公交行程时间可靠性进行

研究有鲜明的应用价值。 

Asakura于 1999 年采用随机用户平衡模型，求解路网的流量，作为评价行程时间可靠性

的基础[1]。1999 年，Bell和 Cassir 利用灵敏度分析的方法分析日常交通量变化下的行程时间

可靠性问题，采用 logit 随机加载模型的随机用户平衡分配模型估计路段交通量，证实了行

程时间可靠性可有效分析路网维持日常运营状态时其运营服务质量的稳定性[2]。1999 年 Lam

和Xu提出用交通模拟的方法来测算由于出行需求所引起的行程时间变化的方差和协方差[3]。

2000 年到 2002 年间 Chen 在此基础上提出可以假设路段容量为一个连续的自由变量，行程

时间可靠性通过蒙特卡罗模拟的方法获得[4]。2003 年，Chen  和  Ji考虑出行者对行程时间的

意识误差和行程时间本身的随机性，将用户路径选择模型进行了分类。基于MC模拟技术，

计算不同交通流模型下的行程时间可靠性，结果表明不同交通流模型对行程时间可靠性估计

的影响不同。国内有关行程时间可靠性的研究开展较晚，但近年来也已展开了一些研究。2006

年，上海理工大学的范海雁，运用蒙特卡罗随机模拟的方法，计算了公交线路的运行时间可

靠性，建立了公交线路运行时间可靠性的数学模型[5]。新疆农业大学的陆奇志，从研究乘客

出行延误出发,对乘客通过一条公交线路出行过程分析及乘客通过两条公交线路出行过程的

分析,推导出公共交通运行时间可靠性数学模型[6]。北京交通大学的衡玉明，对城市公交网络

系统的可靠性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总结了城市公交网络系统的可靠性指标体

系，对各种指标计算方法进行了对比分析[7]。2012 年，Yan  Yadan,Guo等人利用车辆自动定

位系统数据对地面公共交通运行时间的可靠性进行了分析[8]。 

本文从分析公共汽车行驶特征入手，给出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定义，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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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的计算方法及评价方法，最后通过仿真对模型进行了验证。 

2. 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定义	

设一辆公交车从 i 站行驶到 j 站（两站可以不相邻），实际行程时间为 t ，按照时刻表规

定的两站间的行程时间为 0T （即 j 站的到站时刻减去 i 站的到站时刻）。考虑公交车不能过

早到达车站，设可靠到达时间的下限为 1T ，当 1t T 时，认为公交车辆运行不可靠；考虑由

于道路、交通条件会引起公交到站推迟，尤其是在高峰时段，因此公交车辆晚点到达车站在

一定程度内可以被接受，设可靠到达时间的上限为 2T ，当 2t T 时，认为公交车辆运行不可

靠。因此，公交车辆从 i 站行驶到 j 站的行程时间可靠性 ijR 为[3]： 

1 2( )ijR P T t T                                                             (1) 

式中： ijR 为公交车辆从 i 站行驶到 j 站的行程时间可靠性； P 为公交车辆在可靠时间

内到达的概率； 1T 为公交车辆可靠到达时间的下限； 2T 为公交车辆可靠到达时间的上限。 

3. 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的计算与评价	

3.1 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的计算 

本文假定公交车辆在两站间的行程时间为连续型随机变量，且服从一定的分布，设公交

车辆在两站间的行程时间的分布函数为 ( )F t ，密度函数为 ( )f t ，则基于时刻表定义的公交

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可表示为[4]： 

                                2

1

1 2 2 1( ) ( ) ( )

( )

ij

T

T

R P T t T F T F T

f t dt

    

 
                                              (2) 

式中： ijR 为公交车辆从 i 站行驶到 j 站的行程时间可靠性； 

            ( )F t 为公交车辆在两站间的行程时间的分布函数； 

            ( )f t 为公交车辆在两站间的行程时间的密度函数； 

          1T 为公交车辆可靠到达时间的下限； 

          2T 为公交车辆可靠到达时间的上限。 

从图形上来看，可靠性即密度函数 ( )f t 曲线在 1T 、 2T 之间与 x 轴所围成的面积，如假

设 t 服从正态分布  2N  ， ， ijR 即为下图阴影区域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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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jR 计算示意图 

此时，路段行程时间可按如下方法计算： 

2 1=ij

T T
R

 
 
        

   
                 (3) 

3.2 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的评价 

参照交叉口服务水平由延误来确定的方法，建立公交可靠性水平指标体系，如下表所示： 

表 1  公交可靠性水平指标体系     

可靠（ ijR ）  可靠性水平（等级） 应采取措施 

[0.9,1.0]ijR    A  保持可靠性 

[0.8,0.9)ijR    B 
保持可靠性,如条件允许，可适当

提高可靠性 

[0.7,0.8)ijR    C 

提高可靠性，争取达到 A或 B 级； 

可从设计、控制、调度多方面考

虑 

[0.6,0.7)ijR    D 

[0.5,0.6)ijR    E 

[0,0.5)ijR    F 
提高可靠性，检查线路规划与时

刻表制定是否合理等 

4. 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影响因素分析	

4.1 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及可靠性关系研究 

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为公交车辆行程时间落在某一范围内的概率，它与公交车辆行

程时间分布的均值和方差都有关。可靠性与行程时间不同，但是受其分布的影响。一般的、

从定性的角度来说，行程时间分布的方差越大，行程时间相对于均值越分散，波动性越大，

可靠性越差；行程时间分布的方差越小，行程时间相对于均值越集中，波动性越小，可靠性

越好。如图 3 所示：两种情况下公交行程时间的均值相同，但左图的方差较右图的小，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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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小，可靠性高。 

 

图 2  行程时间波动性示意图 

4.2 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影响因素 

公交车辆实际行程时间 t 为路段行驶时间 1t 、公交停靠站延误时间 2t 、交叉口延误时间

3t 的和，即 1 2 3t t t t   。 

假设 1t 服从均值为 1tE 、方差为 1tD 的正态分布； 

假设 2t 服从均值为 2tE 、方差为 2tD 的正态分布； 

假设 3t 服从均值为 3tE 、方差为 3tD 的正态分布； 

则由概率论的知识可得： 

t 服从均值为： ( )E t = 1 2 3( )t t tE E E   

方差为： ( )D t = 1 2 3 1 2 1 3 2 32cov( , ) 2cov( , ) 2cov( , )t t tD D D t t t t t t     的正态分布。 

当三部分时间互相独立时， 1 2 3( ) t t tD t D D D   。 

根据上文所述的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定义，将公交车辆从 i 站行驶到 j 站的行程时

间可靠性 ijR 定义为： 

1 2( )ijR P T t T                                                           (4) 

即：                                        1 1 2 3 2( )ijR P T t t t T                                                       (5) 

现定义，公交车辆路段行驶时间可靠性
1

ijR 为： 

1 1 1
1 1 2( )ijR P T t T                                                           (6) 

公交车辆停靠站延误时间可靠性
2

ijR 为： 

2 2 2
1 2 2( )ijR P T t T                                                         (7) 

公交车辆交叉口延误时间可靠性
3

ijR 为： 

3 3 3
1 3 2( )ijR P T t 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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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程时间类比为路段行程时间、停靠站时间、交叉口延误时间构成的一个串联系统，

则行程时间可靠性与其他构成单元可靠性之间有如下关系： 

1 2 3
ij ij ij ijR R R R                                                         (9) 

即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为三部分组成元素可靠性的乘积。 

5. 算例分析	

公交车辆的路段行驶时间可靠性
1

ijR 受公交专用道的设置位置 、公交专用道上公交车

流量 lQ 、路边型专用道进出交通流量 aQ 、路边型专用道沿线进出口个数 n 、相邻社会车道

交通流量 cQ 等因素影响，建立的概念模型如下所示： 

1 ( , , , , )ij b a cR f Q Q n Q                                                   (10) 

应用仿真软件 vissim4.0 分析上述因素对路段公交行程时间可靠度的影响效果，分析
1

ijR

的变化趋势。 

仿真条件：公交车辆从 i 站驶到 1i  站，以站间距离 400 米的路段为研究对象。 

变化因素：公交专用道的设置位置 ；公交专用道上公交车流量 lQ ；路边型专用道进

出交通流量 aQ ；路边型专用道沿线进出口个数n ；相邻社会车道交通流量 cQ 。 

仿真实景如图 3 所示： 

 

图 3  仿真实景 

为研究每一个因素对
1

ijR 的影响，设计了 4 个实证方案，各方案的内容和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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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
ijR 概念模型实证方案 

 
专用道位置

路中/路边 

专用道 

公交流量 

路段进出 

交通流量 

相邻社会

车道流量
分析目的 

方案 1  路中/路边  —  —  —  研究
1

ijR 与专用道位置的关系 

方案 2  —  变化  —  —  研究
1

ijR 与专用道公交流量的关系 

方案 3  路边  —  变化  —  研究
1

ijR 与路段进出交通流量的关系 

方案 4  路边  —  —  变化  研究
1

ijR 与相邻社会车道流量的关系 

5.1 方案 1：专用道设置位置 对
1

ijR 的影响 

输入条件：路边型公交专用道；公交车流量 lQ ，取值分别为 100、150、200、250（veh/h）；

路段进出交通流量 aQ ，取值分别为 0、50、100、150、200、250（ /pcu h）（路段进出交

通流量为 0 时，对应的情况即为路中型公交专用道的情况）；相邻社会车道流量为

350 /pcu h；1 个进出口。 

仿真结果： 

在以上输入条件下进行仿真，可得相邻社会车道流量为 350 /pcu h时不同条件下行程

时间的 和
2 ，如下表所示： 

表 3  相邻社会车道流量为 350 /pcu h时不同条件下行程时间的 和
2  

                公交流量 lQ  

路段进出交通流量 aQ  

  100  150  200  250 

0 

   66.71  67.67  69.15  69.42 

2   3.59  3.55  3.49  3.54 

50 

   67.54  69.45  70.93  71.55 

2   4.69  6.83  6.32  6.67 

100 

   70.82  71.32  72.59  72.96 

2   7.39  8.19  6.89  8.01 

150 

   81.72  81.77  82.84  85.30 

2   19.69  18.30  18.01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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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方案 2：公交专用道上公交车流量 lQ 对 1
ijR 的影响 

输入条件：路边型公交专用道；公交车流量 lQ
，取值分别为 100、150、200、250（veh/h）；

路段进出交通流量 aQ
，取值分别为 0、50、100、150、200、250（ /pcu h）（路段进出交

通流量为 0 时，对应的情况即为路中型公交专用道的情况）；相邻社会车道流量为

350 /pcu h；1 个进出口。 

仿真结果： 

根据仿真数据算得当相邻社会车道流量为 350时，各种条件下的公交车辆行驶时间可靠

性，如下表所示： 

表 4  相邻社会车道流量为 350 /pcu h时不同条件下的路段行驶时间可靠性
1

ijR  

                    公交流量 

路段进出流量 
100  150  200  250 

0  0.94  0.94  0.95  0.95 

50  0.85  0.69  0.74  0.72 

100  0.66  0.62  0.71  0.64 

5.3 方案 3：路边型专用道进出交通流量 aQ 对
1

ijR 的影响 

输入条件：路边型公交专用道；公交车流量 lQ ，取值分别为 100、150、200、250（veh/h）；

路段进出交通流量 aQ ，取值分别为 0、50、100、150、200、250（ /pcu h）（路段进出交

通流量为 0 时，对应的情况即为路中型公交专用道的情况）；   相邻社会车道流量为

350 /pcu h；1 个进出口。 

仿真结果； 

根据仿真数据算得当相邻社会车道流量为 350时，各种条件下的公交车辆行驶时间可靠

性，如下表所示： 

表 5  相邻社会车道流量为 350 /pcu h时不同条件下的路段行驶时间可靠性
1

ijR  

                            公交流量 

路段进出流量 
100  150  200  250 

0  0.94  0.94  0.95  0.95 

50  0.85  0.69  0.74  0.72 

100  0.66  0.62  0.71  0.64 

150  0.33  0.35  0.35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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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方案 4：相邻社会车道交通流量 cQ 对 1
ijR 的影响 

输入条件：  路边型公交专用道；  公交车流量 lQ ，取值为 150（veh/h）；  路段进出交

通流量 aQ ，取值为 100（ /pcu h）；相邻社会车道流量 cQ ，取值分别为 200、250、300、

350、450、550、650 /pcu h；1个进出口。 

仿真结果： 

仿真得到的路段行驶时间可靠性
1

ijR 如下表所示： 

表 6  相邻社会车道交通流量 cQ 取值不同时的行驶时间可靠性
1

ijR  

相邻社会车道交通流量 cQ  行驶时间可靠性
1

ijR  相邻社会车道交通流量 cQ 行驶时间可靠性
1

ijR  

200  0.65  450  0.58 

250  0.65  550  0.53 

300  0.64  650  0.45 

350  0.62     

在每一种条件下进行仿真，可得到每种条件下的若干行程时间，求出它们的均值  与

方差
2 ，对其进行

2 检验，发现在显著性水平 0.05  下，行程时间 it 服从正态分布

2( , )N   。由
1

ijR 的定义： 

1 1 1
1 1 2( )ijR P T t T                                                         (11) 

可得： 

1 1
1 1 1 2 1

1 1 2( ) ( ) ( )ij

T T
R P T t T

 
 
 

                                      (12) 

在本节的研究中，取
1

1 0.9T  ，
1

2 1.1T  ，则有： 

1 1.1 0.9 0.1
( ) ( ) 2 ( ) 1ijR

    
  
 

                                  (13) 

求得每种条件下公交车辆行驶时间分布的均值 与方差
2 ，就可以求得这种条件下的

公交车辆行驶时间可靠性
1

ijR 。 

根据仿真所得的结果，发现路中型公交专用道的
1

ijR 优于路边型公交专用道的
1

ijR ；在

其它因素不变时，随着公交车辆流量 lQ 的变化，路边型公交专用道的
1

ijR 无明显变化趋势；

在其它因素不变时，随着路段进出交通流量的增大，路边型公交专用道的
1

ijR 减小；在其它

因素不变时，随着相邻社会车道流量的变大，在一定范围内时
1

ijR 基本不变，超过某一拐点

时，
1

ijR 开始减小；在其它因素不变时，随着路边型公交专用道沿线进出口个数的增加，
1

i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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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6. 结论	

本文从公交车流与社会车流的行驶特征对比分析入手，借鉴路网行程时间可靠性研究理

论，给出了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可靠性的定义、数学表达、及评价方法，对影响因素展开讨论。

最后，利用仿真系统验证了公交车辆路段行程时间可靠性模型并分析了路段行驶时间可靠性

随部分影响因素变化的变化趋势，实证效果比较贴近理论分析的规律，对于公交优先措施有

提高可靠性方面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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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广义神经网络的公交车行程时间预测方法 

孙文飞  杨庆芳  

【摘要】文章通过利用 ITS 技术，建立了基于广义神经网络的公交车行程时间预测模型，

对广义神经网络进行了训练，以长春市 255 公交车 GPS 数据为模型验证数据，通过

MATLAB7.4.0（2007a）软件进行编程，对模型进行了验证分析，实验结果的精度能够满足

实用要求。 

【关键词】行程时间  广义神经网络  预测模型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城市交通问

题日益严重，交通拥堵、交通事故、道路拥挤、行车不畅、车辆延误以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

问题已经严重的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正常出行、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如何治理交通拥堵、提

高行车效率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公交车辆具有运量大、资源消耗小的特点，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

的有效方法。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吸引更多的出行者选择公共交通作为出行方式，可以有效

的减少小汽车的出行量。但现实中，我国公交运营存在诸多问题，由于公交管理手段落后，

时常出现晚点，车辆行车间隔无法保证，时常出现串车、大间隔的现象，同时公交过于拥挤，

服务水平低，很难吸引大量出行者。 

本文针对国内公交现存的主要问题，从公交行程时间入手，利用 ITS技术，对公交行程

时间预测方法展开研究，从而达到缓解公交晚点、发车间隔无法保障等问题，提高公共交通

对居民出行的吸引力   

2. 研究方法介绍	

公交车行程时间预测方法一般都是基于统计分析的方法，即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有效分

析，寻找规律，从而预测未来公交车行程时间。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但大量的历史数据很难

获取，操作难度较大。本文引入 ITS技术，采用基于广义神经网络的方法，对公交行程时间

进行预测。 

3. 公交车行程时间预测模型	

3.1 模型假设 

(1)  公交车辆在两相邻公交站点之间以行驶速度行驶； 

(2)  公交车辆行程时间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诸如路段长度、交叉口数量、天气情况、交

通流量等，可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简化 

(3)  公交车辆到达各个公交站点的时间由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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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型建立 

广义神经网络（GRNN）模型设置如图 1，网络分为径向基隐含曾和线性输出层，径向

基隐含层的神经元的个数与训练样本数相等，该层的权值的函数为欧式的距离函数

（
dist

），其作用就是计算网络输入与第一层权值 1LW 间的距离， 1b 表示隐含曾的阀值，

符号（．）表示阀值 1b 与
dist

之间的关系。            隐含层传递的函数为径向基函数，通常

采用高斯函数作为其传递的函数： 

 












 


2

2

2
exp

i

i

cx
xR


        

(1)

 

i
：光滑因子， i

越大，基函数越光滑。 

线性输出层为网络的第二层，线性输出层的全函数是规范化的积权函数（用 norop 表

示），计算网络的向量
2n ，通过向量

1a 和权值矩阵 1,2LW
的点积与向量

1a 的各个向量之和相

除就可得到向量
2n 每一个元素的值。 

 

1.1LW

dist

1b

I
1n
1Q 1Q

1a

2,1LW

 

1Q

2n

2a y

1Q

Q QQ R

 

图 1  GRNN 网络模拟示意图 

模型设置分为三层，分别为输入层、径向基层、确定的输出层。输入层输入公交车 GPS

定位时间、星期、发车时间；在径向基层将对数据进行处理和预测，在确定的输出层输出的

结果就是我们将要预测的公交车据调度站的行程时间数据。 

4. 实例验证分析	

4.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春市第 255路公交车运营数据作为数据样本，255路公交车起点为富豪花园，

终点为人民广场，全程运营里程为 6.9 公里，首班车发车时间为 5：58分，末班车发车时间

为 20：50 分，发车间隔为 10min。 

表 1  255 路车站点名称 

站号  1  2  3  4  5 

站点名称  富豪花园  辉南街  建工学院  宽平大路  长春外国语 

站号  6  7  8  9  10 

站点名称  一宿舍  湖西路  长影  东梅新村  欧亚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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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号  11  12  13  14  15 

站点名称  朝阳公园  万宝街  朝阳区大队  文化广场  东民主大街 

站号  16  17  18  19   

站点名称  图书馆  建政路  吉林省妇幼  人民广场   

4.2 数据归一化处理 

对采集到的 GPS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归一化的方法如下： 

1）线性函数转换 

表达式为：
minmax

min

xx

xx
X




         (2) 

X：网络输入归一化值， 

x：实际值， maxx
：表示实际值中的最大值， minx ：表示实际值中的最小值 

2）对数函数转换 

表达式为：  xy lg       (3) 

模糊转换 

表达式为：
 nyyyyy ,,, 321 L

  
 1,0iy

 

iy
：样本数据 

4.3 广义神经网络训练与预测 

本文选取了 255路公交线 2011年 9月份的从富豪家园到人民广场方向的 60组车辆行驶

记录和 GPS 记录作为训练与预测样本，样本数据周期为 2 周。其中 50 组数据样本用于 GRNN

网络的训练样本，10 组数据作为该网络的测试样本。本文采用 MATLAB7.4.0（2007a）软件

对上述数据样本进行 GRNN神经网络训练及预测。 

由于光滑因子的选取不同，网络对样本的逼近能力就不同，故本文分别将光滑因子设置

为 0.1，0.2，0.3，0.4，0.5，经过对输出结果的检查发现，光滑因子越小，网络对样本的逼

近能力就越强；光滑因子越大，网络对样本数据的逼近过程就越平滑。网络对训练样本的逼

近误差如图 2 所示；网络的预测误差如图 3 所示。当光滑因子为 0.1 的时候，无论是逼近性

能还是预测性能，误差都比较小，随着光滑因子的逐渐增加，误差也在不断地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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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逼近误差 

 

图 3 网络预测误差 

从误差的角度考虑，这里光滑因子取 0.1，此时网络的测试输出如图 4所示： 

 

图 4  预测输出 

经过反归一化处理后的预测输出实际结果如图：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598



 

 

 

图 5  预测输出（反归一化） 

4.4 预测结果及分析 

应用基于广义神经网络的公交车辆行程时间预测模型，得到了一组预测结果，与实际预

测值比较见图 4 与图 5。 

从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预测结果在可控制范围内，即在大量实验数据基础上获取的回

归函数能很好的反映各影响因素与因变量行程时间之间的关系。所得到的基于广义神经网络

的预测模型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和实用价值。 

5. 结论	

本文针对公交车时常晚点的问题，提出了基于广义神经网络的公交车辆行程时间预测方

法。并结合长春市 255 路公交车辆运行 GPS 数据，对模型进行了实际应用和验证。此方法

对于我国城市公交车辆行程时间预测及先进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对

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用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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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公交票价系统在交通模型中的模拟和应用 

沈畅 

【摘要】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构成复杂，票价系统也多样。本文详细

介绍了如何把一个城市复杂的公交票价系统正确地模拟到 VISUM 交通模型中，并在交通分配

中予以体现，使得交通模型可以更好地支持与经济相关的公交发展措施决策。 

【关键词】公交票价系统  交通模型  VISUM 软件 

1. 引言	

随着小汽车保有量的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日趋拥堵，中国的各大城市纷纷开始大力发展

公共交通。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构成复杂，对应的票价体系也非常

复杂。有一票制票价体系，有与距离相关的分级计价体系，有换乘优惠票价措施，有专线车

票价等等。作为对市政府交通管理措施的智囊支持，城市交通模型师的工作重心，也从原来

的私人机动车交通的分析测试，慢慢转向公共交通的现状分析、政策测试和未来年乘客量预

测。 

因此，正确地在模型中模拟现实生活中的公交票价结构，同时在交通分配时能够适当地

予以体现，成为越来越多的大城市交通模型师的迫切需求。本文将详细介绍，如何在 VISUM

交通模型中模拟各种公交票价结构，如何在交通分配中考虑票价的影响。 

2. 北京和上海的公交票价举例	

北京的票价系统，从 2007 年 1 月开始，进行了简化调整[1]： 

 市区公交线路普票票制票价统一为：单一票制线路每乘次 1 元；分段计价线路 12

公里以内 1元起价，每增加 5 公里加价 0.5 元。现金购票无折扣优惠。 

 刷 IC卡乘坐市区公交线路享受普通卡 4 折、学生卡 2 折优惠；即普通卡每乘次 0.4

元、学生卡每乘次 0.2 元。 

 地铁采用一票制，统一 2 元/人次，地铁系统内换乘不收取额外费用。 

而上海的票价系统，对于常规的地面公交，市区和郊区的票价计算方法不同，普通车和

空调车的票价也有所不同[2]： 

表 1  上海市的地面公交系统票价一览表 

空间范围  车辆类型  票价标准  –  起价  票价标准‐  进级计算 

市区 
普通汽车、电车、双层客车

线路长度在 13 公里以内，1元/人次；

线路长度在 13 公里以外，1.5元/人次
无 

空调汽车、电车、双层客车 单一票价 2元/人次   

郊区  普通车  起价 1元。  每公里 0.12元/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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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0.5元进级 

空调车  起价 1元。 
每公里 0.24元/人次，

以 1元进级 

对于地铁，票价实施负责的是矩阵票价结构[3]，起价 3 元，最高 9 元。图 1 是该票价矩阵的

部分截图。 

图 1  上海的轨道交通票价矩阵截选图 

对于换乘优惠措施，刷  “上海公共交通卡”的乘客，换乘时间在 120 分钟之内，可享

受 1 元的换乘优惠。 

从以上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大城市公交票价的模拟是一个复杂的工作，并不是简单地

根据出行距离定义一个线性的票价增长模型。 

3. VISUM中简单的公交票价模型	

可以通过“票价点”的方式在交通分配中考虑票价的影响。它的特点是可以根据不同的

公共交通系统，对于同一路段定义不同的票价点数量。然后阻抗计算时，不仅考虑预估出行

时间，还考虑票价点数量。图 2 中的例子显示，该条路段，对于 Bus而言，票价点为 2，但

对于 LRT而言，票价点为 3。 

 

图 2  在路段编辑窗口定义票价点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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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VISUM中复杂的公交票价模型	

VISUM 复杂票价模型建立在票价系统和车票类型的基础上，图 3 是 VISUM 中的复杂票

价模型系统架构[4]。票价系统的概念比车票类型高一层次，在一个票价系统里，可以由多种

车票类型组成。不同的需求组成部份，可以选择不同的票价系统、车票类型。 

 
图 3   VISUM 的票价模型框架图 

4.1 票价系统 

标准情况下，所有票价系统是相互独立的，从 O 到 D 的一条公交连接的总票价是各票

价系统中的票价之和。某些线路上可能属于多个票价系统。如果一条线路从属于多个票价系

统，每个票价系统中都可以根据规则确定出来票价。到底选择哪个票价，是根据票价系统的

等级来决定的。票价系统中有两个特征属性用户需要定义明确： 

（1）等级(rank)：对于一个 OD 对的公交连接，可能有几种不同的链接，对应不同的票

价系统。出现这种情况时，VISUM 就选择等级最高的那个公交连接，如果有等级相同的连接，

那么选择票价最便宜的连接。等级用数字来表示，数字越小，表示等级越高。 

（2）票价计算分段规则（leg rule）：一个公交连接，是有一系列行程区段构成的，行程

区段可能会经过不同的票价系统，同一种票价系统可能会经过多次，为此，VISUM 提供了三

种不同计算方法： 

 每段行程区段单独计算（separate）：属于该票价系统的每段行程区段都必须购买车

票。 

 连续有关的行程区段放在一起(consecutive)：一个票价系统下的每组连续的行程区

段购买一次车票。 

 所有的行程区段放在一起(all)：对于一次出行，只要属于该票价系统的行程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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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共只需要购买一次车票。 

图 4 表达的是一个公交出行，有 4个行程区段，分别乘坐公交车，轨道车，铁路和公交

车。有两个票价系统，其中，公交车、轨道都属于一个叫做“short”的票价系统，而铁路

属于一个叫做“Regional”的票价系统。 

 

图 4  票价系统中的 3 种不同的票价计算分段规则 

 如果采用“每段行程区段单独计算”的方法，那么这个票价是由四部分相加构成，

每换乘一次，就计算一次票价费用。 

 如果采用“连续有关的行程区段放在一起”的方法，那么前两部份行程区段，只计

算 1 次费用，因为这两个行程区段属于同一个票价系统，并且连续。后面两个区段

单独计算费用，最后总票价是 3 个费用之和。 

 如果采用“所有的行程区段放在一起”的方法，那么在一次出行中，每种票价系统

只需要购买一次车票，与行程区段是否连续无关。例子里，用户最后需要购买 2

次车票，因为经过了两种票价系统。 

图 5是 VISUM菜单：PUT票价  ‐  票价系统的子窗口设置。其中编号为 1的票价系统（Bus，

Tram，LRT，Regional Rail）等级最低，为 2，属于不优先考虑的票价系统。而编号为 2 的票

价系统（Long  Distance  Rail）等级数值为 1，等级最高。对于每一种票价系统，用户需要制

定对应包含的车票类型和线路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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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VISUM 的票价系统子窗口设置 

4.2 车票类型 

车票类型描述了如何计算票价。一个车票类型的票价组成可以包括：基本票价、初始票

价、换乘票价，以及与交通系统相关的附加值，见表 2。用户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决

定在车票类型中考虑一个或多个组成部分。 

表 2  车票类型的构成 

票价组成  描述 

基本票价 

根据 4种票价结构计算得到： 

基于距离的票价 

基于票价小区的票价 

矩阵票价 

短距离票价 

初始票价 
初始票价可对路径的首个行程区段的额外收费，即取决于第一条行程区段的

票价系统。 

换乘票价 

换乘票价是对出行中的每次换乘处购买新票时的额外收费，取决于换乘处的

票价系统。 

换乘程序可能对票价存在负效应或者正效应，即换乘票价可以是 

一种附加费 

一种折扣 

基于交通系统的附加

费用 

附加费可针对各公交工具分别制定，包括如下内容： 

基于距离的附加费。与基于距离的票价计算方法类似，但是基于票价点。 

固定附加费。可以根据每一个行程区段收取，或者运用一种交通工具收一次

费用，或者对于最高等级的交通系统收取费用。 

基本票价根据票价结构计算得到，VISUM 共提供了 4 种票价结构： 

 基于距离的票价  (Distance‐based  fare)：票价根据距离的不同成线性变化，该距离

通过票价点来衡量。可以模拟根据距离进级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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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票价小区的票价  (Zone‐based  fare)：票价根据所经过的票价小区个数进行计

算。通常运用欧洲城市的票价计算，国内使用的较少。 

 矩阵票价  (From‐to  zone‐based  fare)：票价仅取决于出发地票价小区和目的地票价

小区，因此是一个矩阵票价值。可以模拟上海地铁的票价矩阵。 

短距离票价（Short‐distance  fare）：针对路径的一种特殊票价，该票价不可超过定义的

出行距离范围、行驶时间长度和/或车站个数。可以模拟一些针对短距离的优惠车票。 

图 6 是一个定义了 4 种车票类型的例子对话窗口，从图中可以看到，共有 4 种票价结构，

同时还定义了等级值。等级值越小，表示等级值越高，如果同时有不同的车票类型提供的话，

乘客优先采用等级高的车票类型。Rail ticket 和 Airport ticket 等级值为 1，有最高的优先权。

如果模型中的任何小区出发到机场，优先采用 Airport ticket，而不是采用 Standard ticket。 

 

图 6   4 种车票类型的举例 

4.2.1  票价结构	

 基于距离的票价 

图 7 是基于距离的票价结构定义窗口，比如一条路径票价点总量是 35，那么就选择票

价点数量（30，40]那一档，对应的就是 5.5 元。用户可以在此定义不同的票价点数量范围

对应的票价标准。票价点是可以和路段的长度联系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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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基于距离的票价结构定义 

 基于票价小区的票价 

图 8 是基于票价小区的票价结构定义窗口，比如一条路径经过 2 个票价小区，收取 3

元的费用。首先，用户需要定义经过的小区个数对应的不同票价标准；其次，需要通过菜单

路网  – PuT票价小区，定义每个公交车站属于哪个票价小区。 

 

图 8  基于票价小区的票价结构定义 

 矩阵票价 

图 9 是矩阵票价定义窗口。这里，也需要事先明确公交车站和票价小区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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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票价矩阵的票价结构定义 

 短距离票价 

图 10 是短途票价的票价结构定义窗口，可以分成“最长行驶时间”、“最大距离”、“最

大车站”个数三个标准来定义短途车票的适用范围，该例子中只是用了“最大车站个数”这

个标准，如果路径经过的车站个数少于 2 个，可以采用短途票价，价格为 1.5 元。 

 

图 10  短途票价结构的定义 

4.2.2  初始票价和换乘票价	

初始票价仅作用于首个行程区段，并取决于首个行程区段的票价系统。当每次换乘发生

时需要购买新的车票时，计算换乘票价。换乘票价取决于换乘发生的线路上的票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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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票价的定义在票价系统子窗口里定义，见图 5 的“开始票价”。换乘票价有一个单

独的子窗口，见图 11。 

 

图 11  换乘票价的定义 

如果有初始票价和换乘票价，将与基本票价之和相加得到总票价。这两种票价可以为负，

用以模拟存在优惠折扣的情况。然而，一条公交连接的结果总票价应大于等于 0。 

4.2.3  基于交通系统的附加费	

有些城市，在制定公交票价时，对于不同的交通系统还有一个附加费用。对此，VISUM

也提供相应的可能性，把这一特殊情况考虑进票价模型中。这里涉及 4 个要点需要阐述： 

 最小票价 

如需要，可针对每种交通系统定义一个最小票价，则对于每一种交通系统，最后的费用

是 max(最小票价，计算出来的实际票价)，见图 13。 

 固定附加费 

固定附加费是指增加到某票价类型的基本票价上的额外的收费。每个公共交通系统可以

有自己的固定附加费。对于采用该车票类型的行程区段收取固定附加费，是此类车票类型的

主要特征。见图 12。在各个行程区段里，收取固定附加费的形式有 3 种（见图 13），分别为： 

 各交通系统收取一次附加费：各出现的交通系统承担一次固定附加费，无论使用了

属于该交通系统的线路上的多少条行程区段。 

 只对最高等级的交通系统收取附加费：如果多个交通系统的等级相同，采用该车

票类型的行程区段上，应用最高等级交通系统的最大固定附加费。 

 按每个行程区段收取附加费：每次变更行程区段即对交通系统收取一次固定附加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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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附加费用中的固定值和最小值的定义 

 

图 13  固定附加费用在各行程段的统计方式 

 基于距离的附加费 

每种公共交通系统还可以有自己的基于距离的附加车票标准。它们的计算与基于距离的

基本票价相同，因此也是建立在票价点的基础之上的。基于距离的附加费也添加到该车票类

型的基本票价之上。目前国内还没有这么复杂的票价结构需要模拟。因此，在此不做过多介

绍。 

4.2.4  举例说明票价的计算	

假设有一条公交连接，它包含 4 条行程区段：IC、RE、IC和 ICE。  涉及的交通系统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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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铁路车辆 IC、ICE和 RE。这条公交连接通过票价结构计算，得到基本票价的费用是 4 元。

只有 IC换乘到 ICE需要支付换乘费用，为 2 元。 

各个交通系统的附加费用见表 3。 

表 3  各个交通系统的附加费用定义 

交通系统 固定附加费[元]  最小票价[元]  等级  基于距离的附加费 

IC  4.00  0.00  2  否 

ICE  0.00  7.00  1  否 

RE  0.00  0.00  3  否 

（1）如果选择各交通系统收取一次附加费，则结果是： 

表 4  根据“各交通系统收取一次附加费”得到的计算结果 

连接的行 

程区段 
票价点 

基本票价

[元] 

换乘票价

[元] 

固定附加费

[元] 

距离附加费

[元] 

最小票价

[元] 

IC  50      4.00  0.00  0.00 

RE  200      0.00  0.00  0.00 

IC  100      (*) 0.00  0.00  0.00 

ICE  50    2.00  0.00  0.00  (**) 7.00 

合计  400  4.00  2.00  4.00  0.00   

总票价：                                                                                                                              10.00 

(*) 0.00 元，因为 IC 附加费已经作用于首条行程区段 

 (**) 最小票价 7.00 元不起作用，因为普通票价为 10.00 元，更高。 

（2）如果选择只对最高等级的交通系统收取附加费，则结果是： 

表 5  根据“只对最高等级的交通系统收取附加费”得到的计算结果 

连接的行

程区段 
票价点 

基本票价

[元] 

换乘票价

[元] 

固定附加费

[元] 

距离附加费

[元] 

最小票价

[元] 

IC  50      (*) 0.00  0.00  0.00 

RE  200      0.00  0.00  0.00 

IC  100      (*) 0.00  0.00  0.00 

ICE  50    2.00  0.00  0.00  7.00 

合计  400  4.00  2.00  0.00  0.00   

总票价：                                                                                                                        (**) 7.00 

(*) 仅采用最高等级交通系统（ICE）（等级为 1）的固定附加费，在例子中固定费用为 0 元。 

(**)尽管计算的总票价是 6.0 元， 但低于 ICE 最小票价 7 元，因此最后结果是 7 元。 

（3）如果选择按每个行程区段收取附加费，则结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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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根据“按每个行程区段收取附加费”得到的计算结果 

连接的 

行程区段 
票价点 

基本票价

[元] 

换乘票价

[元] 

固定附加费

[元] 

乘距附加费

[元] 

最小票价

[元] 

IC  50      4.00  0.00  0.00 

RE  200      0.00  0.00  0.00 

IC  100      (*) 4.00  0.00  0.00 

ICE  50    2.00  0.00  0.00  (**) 7.00 

合计  400  4.00  2.00  8.00  0.00   

总票价：                                                                                                                              14.00 

(*) 不同于第一种情况，在此 IC 附加费收取了两次。 

(**) 最小票价 7.00 元不再起作用，因为计算得到的普通票价为 14.00 元，更高。 

5. 公交票价模型在交通分配中的应用以及结果的分析	

目前 VISUM 有两种公共交通分配方法可以考虑票价影响： 

 基于发车频率的公交分配方法：  阻抗中可以考虑简单的公交票价模型“票价点”。

从新版本 VISUM12.5 开始，也支持复杂公交票价模型，需要注意设置合适的时间价

值换算值，见图 14。 

 基于时刻表的公交分配方法：支持复杂的公交票价模型，可以在阻抗中考虑票价，

见图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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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基于发车频率的公交分配方法的阻抗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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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基于时刻表的公交分配方法的阻抗定义 

公共交通分配完成后，VISUM 可以提供两个与票价有关的特征矩阵：   

 公交票价，文件后缀名为*.FAR。 

 票价区域数（即：路径经过的票价小区个数），文件后缀名为*.NFZ。这里“票价区

域数”仅统计与确定票价有关的票价小区。如果某种车票具备优先权（或比同等级

的车票便宜），并具有非“基于票价小区的票价”的票价结构，则该车票的行程区

段上的票价小区不起作用，也不统计到特征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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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公共交通的特征矩阵种类表 

此外，分配后还可通过菜单：列表  ‐  路径  ‐    “PuT 路径分支”，来分析评估各行程区

段上所使用的具体票价值，见图 17。 

 

图 17  路径的各路径区段票价值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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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VISUM 提供了票价系统、车票类型两种对象来进行公交票价的建模，车票类型中可以采

用 4 种不同票价结构来计算票价，对于换乘也有详细的考虑，此外还可针对各种交通系统实

施具体的附加费用。由于票价系统和车票类型都有等级概念，每段行程的票价如何统计也有

不同的选择方法，因此组合起来，完全可以模拟好实际城市中的复杂公交票价体系，在交通

分配时予以考虑，从而可以对于经济政策提供模型的定量支持。 

【参考文献】 

[1]北京公交网，www.bjbus.com 

[2]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公交票价，2012，http://www.jt.sh.cn/bmx/csgjt 

[3] Aifeifei,上海轨道交通线票价表，  http://wenku.baidu.com/view 

[4] VISUM12.0 Fundamentals [DB/CD]．Karlsruhe：PTV AG，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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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乘客 IC 卡和车辆 GPS 数据的公交评价指标分析方法 

付凌峰  吴子啸 

【摘要】目前公交系统运行评估中平均乘距、换乘系数、车辆准点率等指标分析所需基础数

据主要依赖调查手段采集，获取成本高昂且数据精度难以保证。本文建立了基于公交 IC 卡

和车辆 GPS 数据的乘客出行特征指标分析方法，以及线路站点精度的车辆运行时间可靠性评

价模型。郑州实例研究表明，依托详实的信息系统数据资源，不仅可以替代传统调查手段，

获得关键分析指标，更可以将分析层面向精细化方向延伸，从而有效提高了公交系统分析评

估的精确性与系统性。 

【关键词】公共交通  运行评价  可靠性  交通信息系统 

1. 概述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促进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建立科学的公交系统规划、管理

与运行评估体系，是有效提高公交服务水平，增加公交吸引力的重要保障。公交乘客的出行

特征和公交车辆运行特征是公交系统评价中两项重要内容[1]。其特征指标的分析主要依赖于

公交 OD 和车辆运行时间表，通常需要较大规模公交调查进行相应数据的采集，不仅成本高

昂，且受限于调查手段和调查误差,数据的精度也难以保证，从而制约了公交系统分析与评

估的精确性。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建立起公交 IC 卡和 GPS 车辆调度系统，对于交通信息系

统中新型数据资源的分析利用日益得到了规划和研究领域的关注[2‐5]。本文以乘客 IC卡和车

辆 GPS 数据为基础，建立了公交乘次平均乘距、公交出行平均乘距、公交换乘系数等乘客

出行特征指标的分析方法以及线路站点精度的车辆运行时间可靠性评价分析模型，并依托郑

州综合交通模型项目，对本文方法进行了实践应用与验证。 

2. 乘客 IC卡及车辆 GPS数据信息	

2.1 基础数据信息 

目前国内主要城市公交信息系统中，普遍具备乘客 IC 卡和车辆 GPS 两个基本数据库。

乘客 IC 卡数据库记录每个乘客每次乘车刷卡的详细信息（每个乘客每次乘车刷卡的信息为

一条记录），数据内容通常由 IC卡号、卡类型、刷卡日期、刷卡时间、乘坐线路、乘坐车辆

编号等字段构成，部分城市 IC卡数据库信息可精确到每次刷卡的上车站点。 

表 1  公交 IC 卡刷卡记录数据样例 

乘客 ID  刷卡时间  线路编号  乘坐车辆编号 

201  7:24:05  221  8004 

412  7:24:34  221  8004 

123  7:24:36  221  8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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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7:26:38  221  8004 

车辆 GPS 数据库记录每辆公交车到达各站点的详细时间等运营信息（每辆公交车到达

每个站点的信息为一条记录），数据内容通常由公司、线路、车辆号、上下行、站点编号、

站名、到站时间等 7 个字段构成。 

表 2  车辆 GPS 运行信息数据样例 

公司  线路  车辆号  上下行  站点编号  站名  到站时间 

1  1  756  1  1  福寿街大同路站  21:37:42 

1  1  756  1  2  一马路陇海路站  21:41:15 

1  1  756  1  3  郑州铁路局  21:43:39 

1  1  756  1  4  陇海路铁英街站  21:45:45 

本研究以郑州公交总公司提供的 2010 年 5 月 18 日公交系统数据为基础。乘客 IC 卡数

据库包含全天 129 万余条记录，占全日公交客流总量的 60%。车辆 GPS 数据库包含全天 90

余万条记录，覆盖市区范围 85%以上公交车辆和 90%以上的公交线路。 

2.2 公交 OD 信息 

单一公交票价体系下乘客 IC 卡系统中只记录乘客上车刷卡的时间信息，缺少下车站点

信息，难以获得公交 OD相关数据信息。文献[5,6]中基于公交出行的连续性概念构造的公交

OD 生成算法，可以精确获得每个乘客上、下车站点及精确的时间信息，并可适应多种典型

的公交出行与换乘情形。应用此项技术，郑州案例基础数据的乘客站间 OD 分析结果如下表

所示，实例分析共获得精确站间 OD96.8 万条，约占全天公交客运总量的 40%。 

表 3  基于公交 IC 卡与车辆 GPS 数据的站间 OD 分析结果数据示例 

卡

号 

出行

次序 
刷卡时间 车辆 

线

路 

运行

方向

上车

站序

上车

站名 
上车时间

下车

站序 

下车

站名 
下车时间

77  1  7:42:32  1853  80  0  8 
豫筑

路站 
7:40:37  11 

东大

街站 
7:54:19 

77  2  7:58:51  1784  60  1  7 
人民

医院 
7:58:48  14 

郑州

大学 
8:20:22 

77  3  19:53:37 3485  60  0  13 
郑州

大学 
19:52:00  21 

郑州

文庙 
20:08:07 

77  4  20:12:05 5182  B17  1  9 
陇海

路站 
20:12:09  11 

豫筑

路站 
20:15:47 

以站间 OD 数据为基础，结合公交网络空间数据与基本换乘特征，可对公交出行中的换

乘站点进行十分精确的判断与定义，从而获得公交出行 OD信息。基于郑州基础数据的公交

OD 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依据预设的换乘时间间隔与站点距离条件，实例分析获得 96.8 万

条公交站间 OD 记录包含 82.5 万次公交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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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于公交 IC 卡与车辆 GPS 数据的公交出行 OD 分析结果数据示例 

ID 
出行

序次 
上车线路

运行

方向 

上车站点

编号 
上车时间

出行

序次
下车线路

运行

方向

下车站点

编号 
下车时间 

1  1  62  0  1  7:28:18  2  61  0  31  8:29:05 

2  3  61  1  5  19:38:17  4  9  1  24  20:17:46 

3  5  22  0  12  7:27:20  5  22  0  12  8:16:13 

4  6  22  1  1  19:52:49  6  22  1  1  20:30:00 

5  7  41  0  5  7:22:29  7  41  0  5  8:06:04 

6  8  41  1  15  18:32:30  8  41  1  15  19:03:26 

7  9  130  0  11  9:27:26  10  88  1  9  10:31:02 

8  11  210  0  12  16:06:06  11  210  0  12  16:36:21 

注：表中同一条记录的上车线路与下车线路不一致时，说明公交出行经过了换乘。 

3. 公交乘客出行特征分析	

公交乘客出行行为特征主要表达为乘距特征和换乘特征，乘距特征反映乘客公交出行距

离以及线路布局与客流分布的吻合程度，换乘特征反映公交乘客的直达程度以及公交线路的

组织模式，把握这两项特征对于公交模式、网络、线路、站点的规划与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3.1 评价指标 

乘距（也可表达为平均乘车站点数量或车内时间）特征主要由公交乘次平均乘距和公交

出行平均乘距指标进行描述。换乘特征通常由平均换乘系数指标进行描述。 

公交乘次平均乘距指乘客单次乘车的平均距离：ARD=TPK/TPV 

公交出行平均乘距指乘客一次出行全过程的平均乘车距离：ATD=TPK/TTV= ARD *ATC 

公交平均换乘系数指平均一次公交出行的乘车次数：ATC=TPV/TTV=ATD/ARD 

符号定义：ARD—公交乘次平均乘距；ATD—公交出行平均乘距；TPK—公交周转量；TPV

—公交乘次总量；TTV—公交出行总量；ATC—平均换乘系数。 

3.2 基础数据 

基于乘客 IC卡和公交 GPS数据分析获得的乘客站间 OD 和公交出行信息（表 3 和表 4）

中包含每个乘客每乘次的上、下车站点及时间信息。通过数据汇总处理即可获得乘客出行特

征指标计算所需的三项基础数据。 

a.公交周转量（TPK）：  

式中：I—公交站间 OD 样本集； —乘次记录 i 上/下车站点里程； —乘

次记录 i上/下车站点时间； —乘次记录 i上/下车站点序号； 

b.公交乘次总量（TPV）：计算汇总公交站间 OD 样本的记录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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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公交出行总量（TTV）：计算汇总公交出行 OD 样本的记录数量。 

3.3 案例分析 

以郑州案例数据全天 96万条公交站间 OD 和 82万条公交出行 OD 记录为基础，进行乘

次乘距、出行乘距和换乘系数指标的计算与分析。由于缺少线路空间信息，乘距指标以站点

数量和车内时间表达。 

表 5  乘客出行特征分析结果 

时段 
公交乘次 

（人次） 

公交出行

（人次） 

乘次乘距

（站/乘次）

乘次乘距 

（分钟/乘次）

出行乘距

（站/出行）

出行乘距 

（分钟/出行） 

换乘

系数 

高峰小时

（7:00‐8:00） 
115681  98359  9.87  21.80  11.31  25.46  1.18 

平峰小时

（15:00‐16:00） 
54771  45575  8.13  17.28  9.59  20.71  1.20 

全天  968228  825079  8.60  18.15  10.00  21.47  1.17 

数据分析结果如表 5 所示，全日公交乘次平均乘距 8.6 站（车内时间 18.15 分钟），公

交出行平均乘距 10 站（车内时间 21.47 分钟），平均换乘系数 1.17。图 1 和图 2 反映了一天

中公交乘距随时间变化的特征：早高峰小时（7:00‐8:00）出行目的以上班为主体，公交乘次

平均乘距 9.87 站（车内时间 21.8 分钟），公交出行平均乘距 11.31站（车内时间 25.46 分钟），

平均换乘系数 1.18，呈现长距离直达性的公交出行特征；平峰小时（15:00‐16:00）以生活性

出行为主，公交乘次平均乘距 8.13站（车内时间 17.28分钟），公交出行平均乘距 9.59站（20.71

分钟），平均换乘系数 1.20，相对于高峰时段呈现距离缩短换乘增加的公交出行特征。 

 
图 1  分时段平均乘距（车内时间）分布          图 2  分时段平均乘距（站点数量）分布 

4. 公交车辆运行特征分析	

车辆运行特征的核心是车辆运行时间的可靠性，即在一定的服务水平下，公共交通在规

定时间内将乘客安全、舒适运送到目的地的概率，它综合反映了公交运行过程中人、车、道

路相互作用的结果。 

4.1 评价指标 

公交系统运行时间的可靠性评估，本质是发现和降低公交运行中出现大间隔或串车现

象，因此以公交站点相邻班次车头时距为研究对象，可将公交运行时间的可靠性表征为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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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的准点概率： 

 

式中： —公交可靠性指标； —站点 i间隔时间不可靠班次样本数量； —站点 i完成

班次样本数量；I—公交（线路）系统站点序列； —公交（线路）系统站点 i调节权重。 

目前公交调度系统通常只提供起终点站的计划时间表。对于线路站点层面时间间隔不可

靠班次的定义，可通过对于车头时距均值和方差等统计指标的分析，设定合理上下限值进行

判断。 

线路站点车头时距均值反映站点各相邻班次车头时距的平均水平：  

线路站点车头时距标准差反映站点各相邻班次车头时距的离散程度，其数值越大则样本

的离散趋势就越大，站点运行时间的可靠性就越低:  

式中： —线路站点 i（一定时间段内）到达班次车头时距均值； —线路站点 i 到

达班次车头时距标准差； —线路站点 i第 s个到达班次与上一班次的车头时距； —线路站

点 i到达班次集合； —线路站点 i到达班次数量。 

4.2 基础数据 

车辆 GPS 数据记录了每辆公交车在线路站点上运行的时间特征，如表 2 所示。通过基

本统计处理（依据线路站点和运行班次构建交叉表）可以获得公交系统实际运行时间表，如

表 6 所示。基于这个时间表即可以获得每个公交站点相邻班次的车头时距。 

表 6  线路站点运行时间表数据示例 

线路站点/公交班次  seq1  seq2  seq3  seq4  seq5  seq6 

st1  花园路刘庄  07:01:25  07:06:00  07:10:16  07:14:47  07:17:10  07:30:19 

st2  鹿港小镇  07:03:47  07:08:36  07:12:52  07:17:23  07:20:09  07:32:55 

st3  天荣国际建材港  07:06:29  07:11:00  07:15:01  07:19:03  07:23:04  07:35:37 

st4  花园路新柳路站  07:07:35  07:12:53  07:16:47  07:20:08  07:24:27  07:35:37 

st5  花园路沙门村  07:08:59  07:13:36  07:19:02  07:21:42  07:26:20  07:37:30 

4.3 案例分析 

在郑州案例数据库中，选取一条典型公交线路单向高峰（7:00‐8:00）和平峰（15:00‐16:00）

各 1 个小时（按发车时间计算每小时各有 12 个班次）的车辆 GPS数据，对线路各站点相邻

到达班次的车头时距进行评价分析。 

平峰时段和高峰时段线路站点相邻班次车头时距统计分布如图 3 和图 4 所示，图中横轴

为站点序列，纵轴为站点车头时距（单位：秒）。分析结果显示，高峰与平峰时段，在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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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12 班发车频率下，各站点平均车头时距在 5 分钟左右，高峰时段数据分布的离散程度和

样本方差指标高于平峰时段，说明高峰时段受道路交通条件影响，公交运行时间可靠性低于

平峰时段。 

 

   图 3  高峰小时线路站点车头时距分布          图 4  平峰小时线路站点车头时距分布 

图 5 和图 6揭示了高峰和平峰时段站点车头时距的不规律性在线路上的传播与演化，图

中横轴表示站点序列，纵轴表示车头时距（单位：秒），每个数据系列的连线代表一个公交

班次。理想情况下连线应该是平行且等距的，连线间距扩大说明大间隔显现发生，连线接近

或紧靠表示公交串车现象发生。分析结果显示，时间间隔的不规律性随车辆运行在后续站点

呈现逐步放大的趋势，高峰时段大间隔和串车现象出现频率和范围高于平峰时段。 

   

  图 5  高峰小时线路站点到达班次车头时距        图 6  平峰小时线路站点到达班次车头时距 

表 7 显示高峰与平峰时段线路站点上每个相邻班次的车头时距，以各站点车头时距均值

为基准，根据运行特征设置上下允许浮动间隔（本例取 120 秒），可以标记出站点车头时距

不可靠班次记录。以线路各站点不可靠班次与全部运行班次的比值代表线路运行时间可靠性

的概率，分析结果显示高峰时段线路运行时间可靠性为 61%，平峰时段为 71%。 

表 7  线路站点相邻班次车头时距及运行可靠性分析数据样例 

班次/站点 
高峰小时线路站点车头时距（秒）  平峰小时线路站点车头时距（秒） 

st1  st2  St…  st24  总体  st1  st2  St…  st24  总体 

seq 2  275  289  …  336  ‐‐‐  377  377  …  225  ‐‐‐ 

seq 3  256  256  …  422  ‐‐‐  296  298  …  412  ‐‐‐ 

seq 4  271  271  …  372  ‐‐‐  194  192  …  145  ‐‐‐ 

seq 5  143  166  …  328  ‐‐‐  439  439  …  2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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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q 6  789  766  …  145  ‐‐‐  412  432  …  587  ‐‐‐ 

seq 7  242  242  …  345  ‐‐‐  307  324  …  339  ‐‐‐ 

seq 8  317  317  …  767  ‐‐‐  243  206  …  363  ‐‐‐ 

seq 9  424  424  …  52  ‐‐‐  159  171  …  6  ‐‐‐ 

seq 10  92  92  …  208  ‐‐‐  264  264  …  247  ‐‐‐ 

seq 11  433  433  …  28  ‐‐‐  290  277  …  208  ‐‐‐ 

seq 12  204  204  …  224  ‐‐‐  147  175  …  402  ‐‐‐ 

均值  313  314  …  293  ‐‐‐  284  286  …  288  ‐‐‐ 

标准差  188  180  …  203  ‐‐‐  97  97  …  155  ‐‐‐ 

不可靠班次  3  3  …  5  102  4  2  …  4  76 

到达班次  11  11  …  11  264  11  11  …  11  264 

可靠度  63%  63%  …  55%  61%  64%  82%  …  64%  71% 

注：表中灰色标记为车头时距不可靠班次。 

5. 结论	

本文以公交信息系统中乘客 IC 卡和车辆 GPS 数据为基础，建立了公交乘次平均乘距、

公交出行平均乘距、公交平均换乘系数以及线路站点层面公交可靠性等公交系统评估中关键

指标的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克服传统调查手段数据获取的缺陷，还可以将分析层面向精细化

方向更延伸，从而有效提高公交系统分析评估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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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密集地区城际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研究 

                                          ——以锡澄城际轨道交通为例 

王树盛  计慧红  龙海瑞 

【摘要】城际轨道交通已经成为我国优化区域城镇体系布局、缓解城镇密集地区的交通联系

压力、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城际轨道承担的客流性质往往具有多元性，

客流预测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论文以无锡至江阴的锡澄城际轨道为例，分析了城镇密集地

区城际轨道交通的功能特点，制定了城际轨道客流预测技术路线并对锡澄城际轨道进行了初

期、近期、远期客流预测，最后根据预测结果分析了锡澄城际轨道交通客流的成长特征。 

【关键词】城镇密集地区  城际轨道  客流预测 

1. 前言	

江苏省苏南地区城市化水平已接近 70%，快速的城市化促进了城镇空间快速增长和城镇

间密切的经济联系，并形成了交通网络化与连片高密度城镇空间，尤其是苏锡常地区。苏南

地区的城市化也是伴随着公路网络发展而快速发展的，高速公路的快速建设极大地缩短了区

域内互联的时空界限，原本相对独立的“城市点”被快速连接起来，高密度的高速公路网络

为人口、非农产业在这些地区集聚提供了快速、便捷的通行条件，从而对区域经济空间集聚

产生影响。目前苏南地区高速公路网密度约为 5.46 公里/百平方公里，超过英国、德国等发

达国家和地区。高密度城镇发展反过来日益也加剧了公路网络的压力，随着城镇空间的不断

扩展，土地资源消耗迅速，交通问题也日益突出，原本外围绕行的区域交通干线都穿越城市，

造成对城市空间分割，构建集约高效的交通体系引导紧凑型城镇发展成为城镇密集地区关注

的问题。2012 年 5 月份国家发改委批准同意建设江苏省沿江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网，  2020

年前将新建一批城际轨道交通线路，包括南京~高淳、南京~和县（南京南站~黄里段）、南

京~天长（林场站~金牛湖段）、南京~句容、南京~仪征、无锡~江阴、无锡~宜兴、苏州~无

锡硕放机场线，线路里程约 375 公里。其中无锡~江阴城际轨道（简称锡澄城际轨道）联系

无锡与江阴核心区，中间穿越江阴市城乡空间重点发展片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城际轨道

交通，承担着服务城区联系、城乡联系、城际联系的多重功能。本论文研究以锡澄城际轨道

为例，探讨城镇密集地区具有复合功能的城际轨道客流预测方法及客流成长规律，为城际轨

道交通建设及运营提供依据，也为具备类似功能的城际轨道的规划研究提供借鉴。 

2. 锡澄城际轨道功能分析	

2.1 线路走向 

随着轨道交通建设的推进，轨道客运枢纽将对江阴市城市空间布局产生很大的影响，利

用轨道客运枢纽发展 TOD 模式成为扭转城市蔓延趋势、实现城市空间紧凑发展的有效举措，

锡澄城际轨道交通则是江阴市 TOD 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根据相关规划，锡澄城际轨道全

线在江阴境内，于无锡、江阴边界处与无锡轨道 1 号线相衔接，具体走向为：自江阴外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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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穿过江阴老城区，经过江阴火车站向南穿过江阴市青阳组团，并与无锡轨道交通 1 号线

北延段相交形成换乘关系，全线共设车站 15 个[1]。 

  
图 1  江阴城市空间发展趋势及锡澄城际轨道线路走向 

2.2 功能分析 

从锡澄城际轨道沿线土地利用性质来看，江阴外滩地区是以旅游休闲、商务办公、会展、

文化娱乐、居住为主导功能的滨江综合区域，老城区集中了绝大部分市级公共设施，是中心

城区人口密度及建筑密度最高的地区，火车站站前地区将完成区内工业用地搬迁，初步形成

商贸服务中心，青阳新城作为江阴市域副中心，是未来居住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集聚地区，按

照“TOD”模式进行规划设计。 

锡澄城际轨道的区位特点和沿线土地利用特征决定了其功能的多重性。在江阴市中心城

区段从外滩站至南闸站，沿线经过老城区、南门地区、火车站地区，主要承担中心城区南北

方向的交通需求，缓解现状老城区交通拥堵；从江阴市城乡联系来，起到引导青阳新城开发，

承担中心城区与青阳新城的客流联系，兼有市域轨道的职能。而与无锡市城市轨道交通 1

号线相衔接也意味着了锡澄轨道承担着沟通无锡、江阴中心城区城际客流联系的功能。因此，

锡澄轨道交通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的功能，也有城际轨道的功能，还具有统筹江阴城乡发展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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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锡澄城际轨道功能分析图 

3. 客流预测模型技术思路	

3.1 OD 构成分析 

锡澄城际轨道功能复合的特殊性、客流特征的多样性要求在进行客流预测工作时必须予

以针对性考虑[2]。考虑到城市客流、城乡客流、城际客流在出行距离、出行时间、方式选择

上的差异，客流预测拟从三个层面来入手分析，各个层面的交通出行 OD 之间的关系如下图

所示，其中无锡市内部出行 OD 不在本次预测研究范围之内。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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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 市域各镇 无锡

中心城区内部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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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各镇至

中心城区OD
市域各镇至

市域各镇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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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至江阴OD 无锡内部OD

 

图 3  锡澄城际轨道客流预测中 OD 构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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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模思路 

按照对客流 OD 构成分析，本研究制定了分层预测、叠加分析的客流预测工作思路：（1）

在江阴中心城区范围内，采用四阶段法模型预测方法，获得城市公共交通出行 OD矩阵，并

建立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竞争模型，以将中心城区内部轨道交通出行 OD 分离开来。（2）

对于江阴市中心城区、锡澄轨道交通沿线区域与其他区域之间的客流，根据现状调研数据建

立产生、吸引预测模型及分布模型，并建立小汽车与公共交通方式的竞争模型将公共交通需

求 OD 分离出来，再通过建立城乡公交与轨道交通的竞争模型将轨道交通方式的出行分离开

来，得到城乡联系的轨道交通出行 OD 矩阵。（3）对于江阴与无锡之间的城际客流，通过

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得到江阴与无锡之间的分布矩阵，并建立轨道交通、小汽车、城际

汽车客运班车之间的竞争模型，得到江阴与无锡之间联系的轨道交通客流 OD 矩阵。（4）

将上述获得轨道交通 OD 矩阵进行叠加，得到如下图所示的轨道交通出行综合 OD，并在由

江阴市、无锡市交通网络构成的区域性综合交通网络上进行分配，得到轨道交通客流分配结

果及相关指标。 

 

图 4  锡澄城际轨道客流预测技术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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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查内容及要求 

交通调查是进行客流预测的基础，通过交通调查可以对现状的出行特征进行科学的把

握，为客流预测模型的建立以及对出行特征发展趋势的判断提供数据上的支撑。由于锡澄轨

道交通在功能上具有多重性，交通调查及现状出行特征的分析工作不仅涉及范围广泛，也与

一般的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调查分析工作有所差异。考虑到锡澄城际轨道交通位于江阴境

内，同时也承担江阴与无锡的城际联系，因此调研内容既包括江阴市中心城区交通、城乡联

系交通，也包括无锡与江阴之间的城际联系交通，主要涵盖如下内容：江阴—无锡城际客运

班车出行调查与分析、江阴—无锡出行意向调查与分析、江阴市居民出行调查与分析、江阴

市流动人口出行调查与分析、江阴市城市公共交通出行调查与分析、江阴市城乡公交出行调

查与分析、江阴市道路交通流量调查与分析。各项调查内容在客流预测中的作用如下表所示。 

表 1  交通调查分析内容与定位一览表 

序号  交通调查与分析  主要内容  本次客流预测中的主要作用 

1  居民出行调查 

居民出行强度、出行时

间分布、出行方式结构

等。 

为建立中心城区及城乡联系的交

通模型提供数据基础。 

2  流动人口出行调查 

流动人口出行强度、出

行时间分布、出行方式

结构等。 

为建立中心城区及城乡联系的交

通模型提供数据基础。 

3  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出行调查 

对公共交通线路、场站

及公共交通的运行情况

进行全面了解。 

构建中心城区公共交通网络，同

时为模型的建立与校核提供数据

支撑。 

4  城乡公共交通出行调查 

对城乡公交的线路、发

车情况、客运量等进行

全面的了解。 

构建城乡联系的公共交通网络，

同时为模型的建立与校核提供支

撑。 

5  江阴‐无锡城际班车出行调查 

对江阴‐无锡的城际客运

线路、运量情况进行全

面了解。 

构建城际联系的公共交通网络，

同时为模型的建立与校核提供支

撑。 

6  道路交通流量调查 
选择性进行路段流量的

观测与分析。 
为模型的建立与校核提供支撑。

7  出行意向调查 

对轨道交通建成通车

后，出行者对票价、服

务水平等进行意向调

研。 

为方式划分模型的构建及时间价

值参数的获取提供支撑。 

4. 预测结果特征分析	

按照以上建模思路及调查方案所获取的数据建立锡澄城际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模型，并按

照江阴市城市空间“TOD”发展模式下人口、就业岗位分布要求，对锡澄城际轨道交通初期

（2018 年）、近期（2025 年）、远期（2040 年）进行客流预测，主要预测结果及客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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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如下。 

4.1 日客流总量 

锡澄城际轨道日客流总量在初期、近期和远期分别达到 25.86 万人次、38.06 万人次和

63.61 万人次，高峰小时单向最大断面流量分别达到 0.98 万人次、1.31 万人次、2.02 万人次。

从轨道 1 号线客流成长规律来看，2018 年‐2025年，客流年均增长率约 5.7%，2025‐2040 年

期间，客流年均增长率约 3.4%，有所下降，主要由于近期沿线土地开发速度较快，客流量

增长较快，随着用地开发逐渐成熟，客流量增长速度开始减缓。从与其它城市的比较来看，

南京市轨道交通 1 号线全长 21.7 公里，2005年 10 月份开通，当年日均客流量达到 15 万人

次/日，近两年来日均客流量稳定在 30 万人次/日左右。相比之下，锡澄城际轨道全长 24.8

公里，开通三年后客流量达到 25.86 万人次/日，客流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原因主要是基

于锡澄城际轨道沿线用地的 TOD模式对客流的提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如苏州市进行了 TOD

模式和常规模式下轨道线网客流的测试，在 TOD 发展模式下，轨道交通的线路客流增长达

到 50%以上。 

表 2  苏州市轨道交通线网客运强度预测一览表（单位：万人次/公里） 

方案  特征年 
轨道客运 

量合计 
增长（%）  1号线  2号线  3号线  4号线 

基础 
2012年  39.26  —  20.98  18.28  ‐  ‐ 

2035年  153.4  —  39.98  33.9  51.68  27.84 

优化 

（TOD模式） 

2012年  59.94  52.67%  33.15  26.79  ‐  ‐ 

2035年  263.54  71.80%  61.45  66.95  79.02  56.12 

根据 2040 年单向最大断面流量为 2.02 万人/小时的预测结果，建议建设型式选择轻轨，

采用 B型车 4 节车编组，高峰小时发车间隔不应大于 2.8 分钟。 

4.2 站点乘降量 

各特征年站点乘降量总体呈波浪状分布。从 2018 年至 2040年站点上下客量的变化趋势

来看，江阴中心城区以外的区域客流增长更为明显，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区域的用地开发在锡

澄城际轨道开通后带来的客流增量更大。根据规划，远期江阴市域南部将依托青阳站，进行

用地集中开发，吸引更多的城市人口，同时作为江阴南部重要的交通枢纽，可以看出，2040

年青阳站与世新综合枢纽站之间的“波谷”相对 2018 年减小，这也说明了随着近期、初期、

远期城市建设的推进，轨道交通的建设对城乡统筹发展的带动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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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初期 2018 年全日各站点乘降量（南向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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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远期 2040 年全日各站点乘降量（南向北） 

4.3 平均运距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锡澄轨道交通主要服务于中长距离出行的乘客。2018 年锡澄城际

轨道平均运距近 6 公里左右，并且呈现逐年略有递增的趋势，主要由于初期江阴市域南部开

发尚不成熟，主要客流量相对集中在中心城区，而随着锡澄城际轨道沿线用地开发成熟，中

长距离出行需求增加，使得平均出行距离持续增加，但增幅逐年较小。与其它城市轨道交通

运距相比，2009 年北京市各条线（除八通线外）平均运距分别占线路长度的 25%‐40%，广

州市 1 号线开通初年平均运距达到 6.8 公里，占线路长度的 35%。本次预测中锡澄轨道交通

平均运距达到 25‐30%，与城市轨道客流特征类似，说明了城镇密集地区出行的城市化特征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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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锡澄城际轨道各年度平均运距（km） 

年    份  2018  2025  2040 

平均运距（公里）  5.96  7.01  7.27 

4.3.1  4.4 客运强度 

初期 2018 年客运强度达到 1.04 万人次/公里·日，随着轨道站点周边开发的完善，客

流量逐年增加，客运强度也逐年上升，近期 2025 年达到 1.53 万人次/公里·日，远期 2040

年达到 2.56 万人次/公里·日。与其它城市相比，南京 1 号线 2005 年开通，2009 年客流强

度达到 1.4 万人/公里∙日；广州 1 号线、2 号线 2009 年客流强度分别达到 3.3万人/公里∙日、

2.7 万人/公里∙日，锡澄城际轨道客运强度达到较高的水平，与沿线“TOD”发展模式相关。 

表 4  锡澄城际轨道各年度客运强度（万人次/公里·日） 

年    份  2018  2025  2040 

客运强度  1.04  1.53  2.56 

5. 沿线站点开发模式建议	

从客流预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站点周边的“TOD”开发模式是锡澄轨道客流有序、快

速增长的重要保障[3]。考虑到锡澄轨道线路经过区域的多样性，其站点开发模式也应有所差

异。本次研究建议分三种类型对站点周边进行开发，包括城市中心型站点、社区中心型站点

以及枢纽型站点[1]。 

（1）城市中心型站点。主要位于江阴外滩、老城区商业核心区。在周边用地空布局上，

紧邻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布置公共广场，兼具交通广场的交通组织和换乘功能。公共设施用

地围绕公共广场布置，包括区级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行政办公用地、商业性办公用地、文

化设施用地等。其中 0‐200 米范围内，建议高强度开发，以商业金融设施为主导，可考虑商

业、办公混合用地。结合站点向外的步行通道，可布置商业步行街，提倡利用地下空间的立

体开发；200‐500 米范围内，建议中高强度开发，土地使用功能为商业、办公、文化娱乐以

及住宅，适宜较高的混合开发比例，住宅面积不宜过多；500 米范围以外，可布置适当的住

宅，兼有商业和办公的混合开发，住宅布置宜按照街坊形式组织，不建议采取较大规模的居

住小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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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城市中心型站点周边用地布局 

（2）社区中心型站点。主要是服务于居住社区的站点，该类站点周边宜采用街坊形式

组织各居住单元，充分利用现有城市支路，形成 200‐300 米的街坊规模和方格网路网。沿主

要道路布置若干街坊服务的公共服务设施。接驳公交站点分布于街坊外围道路上，保证居民

都能方便地乘坐公交换乘。围绕轨道站点的社区中心，可以按照更小尺度的街坊形式布置片

区服务的公共设施，如 100‐150 米左右的街坊尺度，可以考虑商住混合用地类型。 

 
图 8  社区中心型站点空间布局 

（3）枢纽型站点。主要指江阴火车站枢纽，该类站点作为城市交通门户，其周边的用

地控制与开发受到交通功能，特别是对外交通功能的影响，侧重于客运、为旅客配套服务、

商贸等。站场周边为各类交通换乘设施，包括公交换乘站、出租车上下客区、公共停车场、

自行车停车设施等。外围依托交通功能，布置中高强度开发的商业办公设施，包括为交通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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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作为重要节点为周边更大区域服务的商业、办公设施。 

 

图 9  枢纽型站点周边用地布局 

6. 研究结论	

锡澄城际轨道交通承担城市交通、城乡联系、城际联系的三重功能，对于城镇密集地区

的城际轨道交通而言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根据锡澄城际轨道的功能多样特征，提出了锡

澄城际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技术思路，并分析了锡澄客流成长特征，为锡澄城际轨道的建设、

运营提供了数据参考。论文所提出的建模思路及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分类开发的建议也可以为

城镇密集地区其他类似功能的城际轨道交通规划研究工作提供文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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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园博会园区主轴步道交通需求分析 

赵光华  郭淑霞 

【摘要】北京园博会园区规划建设的主轴，是园区内连接各类展馆和室外空间的重要人行通

道。根据园区规划设计方案，合理预测园博会期间客流交通需求，采用“出行生成一出行分

布一交通分配”的方法，对园博会园区主博轴步道进行交通需求分析，合理选择服务水平和

通行能力，最终提出园博主轴步道的建议宽度。 

【关键词】园博会园区  主轴步道  交通需求 

1. 前言	

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简称园博会）是建设部和地方政府共同举办的国内园林花卉界最

高规格、最高水平的盛会。中国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从第一届的大连会展中心开始，到第九

届北京市的园博会[1]，园博会已经发展成为国内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内容最丰富，园林艺

术水平最高的园林盛会，也是中国风景园林行业在国际上影响力最大的专业盛会[1]。 

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园区（以下简称“园博园”）选址于北京市丰台区永

定河以西地区，西至鹰山公园西墙，东至永定河新右堤，介于规划梅市口路和射击场路之间，

总用地面积约 267  公顷。园博园区地理位置见图 1。 

 

图 1  北京园博会园区位置图 

根据《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规划设计方案》
[2]
，园博园区规划设计园博

主轴步道系统。园博主轴是园博园区步行系统的重要人行通道，它将园博会园区各出入口、

各类展馆和重要室外空间有机串联，强化了园区各景点的可达性，形成了游客游览的主线。

园博会展会期间，瞬时的高峰客流将对主轴步行设施布局、客流组织引导提出较高要求，为

保证游客的安全性和舒适性，从宏观需求分析和微观仿真角度，客流高峰期间对园博主轴步

行设施设计的合理性进线分析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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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园博会园区主轴步道及行人设施。 

 

图 2  北京园博园主轴步道整体效果图 

2. 园博会主轴步道总体布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筹办园博会的要求，在规

划设计方案的编制上，体现“一轴、两点、三带、五园”：一轴：即贯穿园区南北的“园博

轴”，即主轴；两点：中国园林博物馆与锦绣谷；三带：园博园内三条联系中关村科技园丰

台园西区与永定河的绿色景观走廊；五园：由园博馆和三条景观廊道划分出的五个特色景观

区。 

 

图 3  北京园博园总体规划及主轴位置示意图 

园博主轴是园博园区步行系统的重要人行通道，它将园博会园区各出入口、各类展馆和

重要室外空间有机串联，强化了园区各景点的可达性，形成了游客游览的主线。西北端起于

规划长辛店北一路，即鹰山森林公园及永定河文化展示区，向东南连接传统园林展示区、现

代园林展示区、生态及创意园林展示区，西南端接入国际展园及湿地展示区，园博轴长度约

2.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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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需求分析依据	

3.1 园博会园区基本客流需求 

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根据举办时间、规模、影响力，以及借鉴其他大

型活动经验，综合政府目标、潜在需求和市场运作等方面因素，本次园博会客流总规模目标

值为 1700 万人次，平日日均客流量 7 万人次，一般高峰日客流量 15 万人次，极端高峰日

18 万人次。 

根据《第九届中国（北京）国际园林博览会规划设计方案》，园博会园区各类基础设施

均按照一般高峰日客流量 15 万人次进行规划建设，园博主轴作为园区步行系统的重要基础

设施，其基本客流需求亦取 15 万人次/日。 

3.2 客流的时间特性 

根据对园博会园区基本客流资料以及客流时间特性的分析，园博主轴步道的交通需求分

析应考虑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即进场高峰客流和游览高峰客流；对于客流的离场过程，与

进场客流和场内游览客流相比，客流较为分散，可不作为园博轴步道需求分析的控制节点。 

进场高峰客流特征主要表现为：进场高峰客流发生在 10 点到 11 点，大量游客通过多种

交通方式集中到达园区出入口，经过出入口安检闸机和票检进人园区，进场高峰客流基本上

只进不出，客流具有单向性的特点，流向为由各个出入口到园区内部。 

游览高峰客流特征主要表现为：游览高峰客流发生在 11 点到 14 点，这一时间段内游客

数量达到峰值，游客展开积极的游览活动
[3]
。 

表 1  园博会到达/离开客流量表（高峰日） 

时段  到达人数（万人） 离开人数（万人）

8:00‐9:00  0.96  0 

9:00‐10:00  1.68  0 

10:00‐11:00  2.4  0.24 

11:00‐12:00  1.8  0.72 

12:00‐13:00  1.44  1.44 

13:00‐14:00  1.44  1.68 

14:00‐15:00  1.32  1.68 

15:00‐16:00  1.08  1.8 

16:00‐17:00  0  2.04 

17:00‐18:00  0  2.4 

如上表可知，园博园园内客流驻留高峰时段为 11 点到 12 点，园内客流总量约 5.88 万

人/小时。 

3.3 客流需求分析方法 

游客通过各种交通方式到达园博会园区各出入口广场后，需要通过出入口闸机的安检和

票检后方可进人园区，开展正式的游览参观活动，进场高峰客流需求实际上受到出入口闸机

数量和通过能力的控制，主要通过园区各出入口规划的闸机数量进行分析。 

园博会期间，园区内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交通系统，各类展馆和室外空间分布于不同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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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游客的游览行为即为从一个街坊到另一个街坊，由此可见，游览高峰客流需求分析与交

通规划中交通流量预测的过程十分相似，故可参考交通流量预测中常用的四阶段模型方法，

按照“出行生成一出行分布一交通分配”的的分析过程确定主轴步道各个设计断面的客流需

求。 

3.4 客流分布预测 

根据规划设计方案，北京园博园内的客流产生吸引点为十个展区和六个进出口，为了简

化分析，将此次十个展区依次编号为 1‐10 号区域、六个进出口编号为 3‐7 号门和博物馆专

用门。根据高峰时段园内客流总量、展馆及展区的热门程度、交通可达性、配套服务设施、

场地面积等因素对客流进行分布预测。表 2 为各个客流产生吸引点的客流分布预测表。如下

表所示，在 9 号展区的客流产生与吸引客流比较大，6 号门的客流产生量大
[4]
。 

    
图 4  园博院进出口及展区位置示意图 

表 2  客流分布预测 

客流 OD  1区  2区  3区    4区  5区 6区 7区 8区 9区 10区  汇总 

1区  0    68    21    16  4    2    2    34  23    0    170   

2区  629    0    720    214  62  24  20  357  250    3    2280   

3区  86    532    0    494  103  30  30  279  194    2    1750   

4区  50    158    494    0    426  50  50  299  221    30    1780   

5区  12    48    71    196  0    166  166  281  250    31    1220   

6园  7    42    48    57  188  0    193  303  296    46    1180   

7园  1    6    7    8    28  28  0    43  42    7    170   

8区  63    283    330    390  490  1327  1256  0    1803    199    6140   

9区  45    348    381    481  1767  1872  1767  2514  0    246    9420   

10区  0    0    0    2    6    33  33  50  44    0    170   

3号门  360    0    0    0    0    0    0    0    0    0    360   

专用门  0    1440    0    0    0    0    0    0    0    0    1440   

4号门  0    0    1265    2340  0    0    0    0    0    0    3605   

5号门  0    0    0    1535  299  0    0    1766  0    0    3600   

6号门  0    0    0    0    543  568  154  3209  926    0    5400   

7号门  0    0    0    0    0    1045  284  0    1703    568    3600   

汇总  1253  2926    3338    5733  3916  5145  3956  9135  5752    1131    4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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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	

主轴步道作为游客游览园区的一条重要人行通道，在确定其通行能力时，应考虑游人步

行时所实际感受到的一种服务质量标准，即服务水平。因此，主轴步道的通行能力应为一定

服务水平下的通行能力，而行人服务水平，一般多用人均占用道路的空间面积、可以达到的

步行速度、步行者的自由程度、超越他人、横穿人流的可能性与安全舒适度等，作为评价指

标。 

我国《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中，仅规定了人行道、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

行地道的可能通行能力，同时，根据上述设施所处的区域和重要程度，给出了相应的折减系

数，可能通行能力乘以折减系数，即为设计通行能力，规范中涉及到的人行道、人行横道、

人行天桥和地道，均以满足行人通行为主。而园区主轴步道除了满足游客行进的需求外，还

兼具有游人游憩休闲、购买食品饮料、观景留影等功能，与上述几种交通设施都不尽相同。

另外，规范中规定的行人可能通行能力、折减系数和设计通行能力，也没有明确反映服务水

平的概念。 

基于上述考虑，在确定主轴步道的通行能力时，目前国际上较为通用的是采用美国

J.J.Fruin 博士于 1979 年所著“Pedestrain Planning and Design”一书中所提出的六级服务水平
[5]
。据查，悉尼和雅典奥运会步行人流规划评价均以 Fruin 服务水平标准评价观众人流的安

全可靠程度，园博会期间客流量大，应为游客提供更为便捷、舒适、安全的游览条件。服务

水平取值应为 D 级以上，通行能力为 2500(人/小时/米)。 

表 3  Fruin 服务水平分级及描述表 

服务

水平 

阈值（人/平方米） 
描述 

平缓步道  台阶 

A  0‐0.31  0‐0.54 
可自由选择步行速度，可超越慢行的人，超越时不与其他行人

发生冲突 

B  0.31‐0.43  0.54‐0.72 
尚有足够空间可供选择正常的步行速度，产生小冲突，轻微影

响步行速度和流量 

C  0.43‐0.72  0.72‐1.08 
步行速度受到限制，反向流量及穿越现象有较高的冲突几率，

行人要调整速度和方向避免和他人发生冲突 

D  0.72‐1.08  1.08‐1.54 
正常的步行速度受到限制，不易超越慢行的人，无法避免冲突，

想要改变方向及超越行动很困难 

E  1.08‐2.17  1.54‐2.69 
行人需要改变步伐而慢行，无法超越慢行的人群，反向行动及

超越行动极为困难 

F  大于 2.17  大于 2.69 
步行速度受到极大限制，只能紧跟前方的人群移动，无法避免与

他人发生冲突，反向行走及超越行为极不可能 

5. 主轴步道宽度建议	

通过高峰小时流量和通行能力，即可获得主轴步道各设计断面所需要的通行净宽，其中

对于各出入口附近的设计断面，应在进场高峰小时单向流量和游览高峰小时双向流量之间取

较大值。主轴步道除承担人流交通集散的主要功能外，还兼具有配套设施、遮荫避雨、游憩

休闲、景观等次要功能。另外，在主轴步道北侧规划设置有电瓶车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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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轴宽度人流量测算表 

断面  人流量(人/小时)  主轴宽度（米）(不含电瓶车） 主轴宽度（米）(含电瓶车 6 米） 

1  2540       

2  6693       

3  6659  8    14   

4  7228  9    15   

5  8230  10    16   

6  8411  10    16   

7  8964  11    17   

8  9912  10    16   

9  17189  18    24   

10  3431  4    10   

11  3562  4    10   

综上所述，以人行交通通行净宽为基础，同时兼顾电动车道和游憩休闲设施、采光开孔、

观景留影区等的设置，并综合考虑结构的标准化和模数化，以及安全方面的因素护栏后退，

最终确定高架步道的建设规模如下： 

园博主轴长度约 2.5 公里，平均宽度约 26 米，含 6 米园内电瓶车专用车道，在人流高

峰期间，可减少电瓶车的使用，将电瓶车专用车道给游客使用。 

6. 结论	

主轴步道是园博园区内连接各类展馆和室外空间的重要人行通道，本文主要通过四阶段

模型方法，对主轴步道的交通需求进行分析，确定了不同设计断面高峰小时行人交通流量。

采用 Fruin 服务水平标准中建议的人行交通服务水平分级标准，综合功能性和经济性两方面

因素，以交通流量和通行能力为基础，最终确定建设规模。上述大型人行通道交通需求分析

方法，可为同类型工程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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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路网车道结构对交通流影响的 SUMO 仿真分析1	

李玉  王睿  马宏宾*  付梦印 

【摘要】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因此城市道路交通规划愈显重

要。在城市道路规划研究中，通常精确的交通模型难以建立，交通仿真已成为重要的研究手

段。本文选用微观道路交通仿真工具 SUMO，以北京市二环内某地区为典型案例进行交通仿

真，以试图分析路网中车辆总数对道路车流量及流速的变化情况，以及在总车道数不变时多

车道结构是否会有助于改善交通状况。首先，针对所选区域，通过改变路网中车辆的总数，

进行大量的交通仿真，以观察道路车流量及流速的变化情况。其次，增加仿真场景内某条道

路车道数量，同时减少附近等量的单行线作为新的仿真场景，通过新老结构对比，发现尽管

在被拓宽的道路上车流量增加，流速却没有明显变化，而且在附近路网中，车辆的流速显著

降低。本文的研究表明，车辆总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后会导致显著的交通拥堵现象，而道路拓

宽并不一定有助于改善交通情况，其原因在于宽大的马路存在更多的变更车道的情况，从而

影响车速，降低效率。本文的案例研究表明：减少车道，提高路网密度，可有效地改善交通

拥堵状况。 

【关键词】SUMO  道路交通规划  道路交通仿真  路网密度  车道结构 

1. 引言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与建设一直都是城市延伸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近些年来也有许多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1,2,3,4,5,6,7]。例如，胡长远[1]开发了一款基于蒙特卡罗方法的网络可靠

度分析程序(RANMGG),并较为详细地探讨了交通规划技术评价阶段各路段、节点单元的单元

可靠度的取值方法。耿红等[2]给出了道路网络多边形剖分的具体模型及算法,提出了基于空间

竞争的城市道路影响域划分方法。陈玮等[3]则将将 HOV优先引入我国城市交通规划的管理，

但是这些研究成果中都存在使用昂贵的收费软件的问题，并且大都只涉及路网结构，而没有

提到道路宽度与道路结构之间的平衡问题。本文中，我们主要利用 SUMO 这一开源免费的

城市交通微观仿真工具，探索北京地区交通拥堵的原因，并尝试通过对城市道路结构及道路

宽度进行局部调整，以研究是否有助于缓解道路拥堵情况。 

SUMO（Simulation of Urban Mobility）[8]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开源微观道路交通仿真工具，

由德国航天中心（DLR）交通系统研究所开发，已经广泛应用于车载通信网络的研究中
[9,10,11,12]。相比于之前城市道路交通规划研究常用的车辆运动模型，SUMO 能更好地模拟车

辆的运动过程，包括车辆的长宽、车辆加减速过程、车辆之间的相互作用等。SUMO 还能处

理多种格式的文件所导入的信息，并且能实现命令行下和图形用户界面下的交通仿真，这使

得 SUMO也非常适合用于城市道路交通规划建设方面的研究。 

本文的工作源于北京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近年来，北京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不断增加，

                                                              
1本文工作获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4101001）支持。并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1004059）、教育部新世纪

优秀人才计划基金（NCET‐09‐0045）、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学团队支持计划等基金的部分支持。马宏宾

为本文通讯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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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超过 500 万辆，与此同时，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也成为北京市政建设的老大难问题，

除了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大力加强建设，政府还不断采取限购、限行等各种措施来试图缓解交

通拥堵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北京城市交通的状况仍未有明显改观。这激发我们思考

如下问题：北京交通拥堵问题是否有其路网结构设计方面的根本缺陷或不足？关于这一问

题，文献中高自友等学者已有一些少量的研究（如[13,15]）。根据北京市道路的特点，相比

其它城市，我们注意到北京市存在大量多车道的宽大马路，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通过仿真研

究来分析路网车道结构对交通车流的影响。我们希望回答如下看似寻常的问题：不断拓宽道

路，真的有助于显著改善道路交通状况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者不确定的，那么什么因素

更加重要？本文将利用 SUMO仿真软件，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本文所做的主要工作及贡献如下： 

1）从 OpenStreetMap（OSM）网站中导出北京市某地区的道路交通网络数据，利用微

观仿真软件 SUMO对路网进行仿真分析。 

2）建立包括公交车、出租出、私家车等不同种类车辆的数学模型，按某种比例在上述

路网中随机生成车流，做蒙特卡罗模拟仿真，较符合实际交通情况。 

3）选取典型路口处设置电磁感应环，统计仿真中的车流、速度等数据，并对比改变道

路网络结构（增加某条道路车道数量，同时减少附近等量的单行线）后产生的数据。 

4）分析得到的数据，制作仿真对比图，定量分析后提出对北京市的城市道路建设和车

辆限制的一些建议。 

文章的结构组织如下：第二部分是仿真场景设计；第三部分基于 SUMO 对城市道路网

络和修改后的道路城市网络进行仿真；第四部分是仿真结果及数据分析；第五部是结论及未

来有待完善的工作。 

2. 仿真场景	

为使本文的仿真结果具有针对性和说服力，本文选择北京市实际道路网络来进行研究。

我们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二环以内某路段道路网络为研究场景对象。目前常用的地图软件很多

法律和技术上的限制，这些限制使得像地图这类的地理资讯无法有创意、有效率地被再利用。

OpenStreetMap 是一种开放街道地图，通过分布式协作的方式创造并提供可自由使用的地理

信息。其能根据用户的选择导出路网数据以建立道路网络场景，图 1 为在 OSM 中选定区域，

导出的路网结构数据文件能在地图编辑软件 Java OpenStreetMap Editor（JOSM）中编辑，以

改变路网结构、车道种类、车道数等信息。JOSM 中生成的路网结构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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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从 OpenStreetMap 得到的原始地图                图 2  JOSM 中生成的路网结构图 

微观仿真软件 SUMO  处理 OSM 导出的路网数据后即可得到如图 3 的交通结构仿真图，

该网络中含有各个车道和道路的连接以及路口的交通灯设置。这样我们就能方便地得到符合

实际的北京市道路网络仿真结构图。 

目前北京市存在大量多车道的宽大马路。显然，道路拓宽作为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

分，有助于增加交通容量，从而应该能够对道路交通状况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从北京市的

实际情况来说，毫无疑问，北京市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实际效果如何呢？对这一问

题的直观感受促使我们思考如下的可能性：对于多车道的道路来讲，车辆变更车道的现象也

广泛存在，由于车辆换道会造成一些减速甚至停车现象，这样有可能会影响整条道路的平均

流量和流速，从而降低交通效率。由此不难想象：如若减少车道数目，提高路网密度，增加

更多的单行线，有可能会有助于提高道路交通流速。 

为定量分析两种结构的优劣程度，以验证以上的想法是否正确，我们利用 JOSM 对路网

结构进行修改，将图 3 所示场景内圆圈内的单车道改成多车道，同时去掉相邻的两侧各一条

道路，其他路网结构不变，得到的路网仿真图如图 4 所示。 

     

图 3  SUMO 交通结构仿真图                       图 4  改变结构后的仿真图 

3. 交通仿真	

3.1 3.1 SUMO 

SUMO (Simulation of Urban MObility)是由德国航天中心（DLR）从 2001 年开始开发的开

源交通仿真软件包。支持包括自定义、OpenStreetMap、VISUM、Google map 等多种格式的

路网文件导入，因此可选择免费软件 OpenStreetMap 导出符合实际的北京市交通路网作为研

究对象，该路网含有各个车道和道路的连接以及路口的交通灯设置。SUMO 使用的交通流模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641



 

 

型基于 Stefan  Krauß发明的微观车辆模型，其中变车道模型为 Krajzewicz2009_1[14]。SUMO

的仿真结构图如图 5 所示。其中交通车流文件定义车流信息，其中可定义车辆长度、加速度、

减速度和最大速度等参数；连接属性文件定义道路类型，包括车道数，最高限速等；附加文

件中定义电磁感应环等附加信息，交通路径文件中定义的是车流路径信息。将以上文件导入

SUMO中即可进行道路交通仿真。从仿真结构图也可看出 SUMO存在仿真过程中文件需要多

次转换导致的操作复杂及数据文件中数据分散等问题。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用 C++编

程实现仿真路网生成、车流定义和数据搜集处理等过程的连接，并设置参数使整个路网中的

车辆数可控。这样大大简化了使用 SUMO做道路仿真的繁琐操作，也便于后续的数据分析。 

3.2 仿真设置 

3.2.1  车辆	

车辆作为交通仿真的基本元素不可或缺。一个城市的道路上也不可能跑着速度、长度等

这些基本参数一样的车辆。为了更符合实际情况，将车辆分为出租车、公交车和私家车三种

基本类型。结合北京市实际  ，公交车按长度可分为 Busl 和 Bus2 两类。而私家车则根据性

能分为 CarA、CarB、CarC、CarD。其中各类型分别定义各自的长度、加速度、减速度、最大

速度等参数。在仿真中按照 1:1:1:1:2:3:1的比例生成车流。 

3.2.2  车流	

车流是交通的动脉。怎样才能在交通道路网络中生成车流是仿真中一个重要的问题。

SUMO 中提供了交通车流文件通过 duarouter 程序即可生成车流路径文件。交通车流文件的

定义如表 1所示。 

通过定义大量交通车流，并且随机抽取网络中的边作为起始边和终止边，即可模拟北京

市交通车流情况。 

3.2.3  电磁环	

在形成了可以动态运行的符合实际的交通仿真模型后。为了得到仿真数据，做出定量的

分析，我们在仿真中的典型路口设置电磁环。在仿真过程中，电磁环可以将该路口的包括通 

 

 

 

 

 

 

图 5  SUMO 的仿真结构图 

过车辆数、速度等信息通过文件动态输出，供后续分析使用。 

OSM文件 

Beijing.osm 

连接属性文件 

Beijing.typ.xml 

附加文件 

Beijing.add.xml 

交通车流文件 

Beijing.flow.x

交通路径文件 
Beijing.rou.xml 

路网结构文件 

Beijing.net.xml 

SUMO/SUMO‐GUI 

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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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交通车流文件 

属性  值类型  描述 

Id  id(string)  车流标号 

From  edge id  路径的起始道路 

To  edge id  路径的结束道路 

Type  type id  车类型 

Begin  int  第一辆车离开的时间 

End  int  最后一辆车离开的时间 

No  int  该路径插入的车辆数 

3.3 仿真 

将上述定义的车辆、车流和电磁环等信息组合并用 SUMO进行仿真便可得到仿真数据。

同时，通过改变交通车流文件中属性 no的值即可改变网络中的车辆数，得到多组可供对比

的数据。改变路网结构后再进行仿真即可分析判断路网结构的优劣情况。 

4. 仿真结果	

在这个部分中，我们列举了部分主要仿真结果，并对其进行数据分析，提出对北京市的

城市道路建设和车辆限制的一些建议。 

选用第二部分中提到的仿真场景，将路网中车辆总数从 0 每次增加 200 至 16000 辆，

得出各电磁环所在位置的车流量和车辆平均速度统计信息。 

图６、７为在原有结构（图 3）下得到的仿真结果曲线图。我们选择路网中具有代表性

的三条车道，得到图 6 所示的车流量图及图 7 所示的车流平均速度变化曲线图。从图 6 中可

以看出。随着路网中车辆数的增加，车流量会有增大的趋势，但是当路网中车辆数增大到一

定程度后，车流量先下降再趋于稳定。这表明，此时道路已出现一定程度的交通堵塞现象。

从车流量曲线变化趋势我们还可得到路网的可承载车流范围和最佳车辆总数。由图 7 可知，

随着路网车辆总量的增大，车辆平均流速先增大后降低。这符合实际情况，也从某种程度上

证明了使用 SUMO进行道路交通仿真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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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原路网结构下车流量 

选用图 4 所示仿真场景进行仿真，得到仿真数据并与图 3 所示结构进行对比，即可得到

图 8、9 所示的新老结构道路车流量及流速对比图。图 8 是将电磁感应环设置在与被拓宽路

段连接且距离较近的位置（如图 3路段 1 所示）得到新老结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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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原路网结构下车流平均速度变化曲线图 

由图 8 可以看出，在与被拓道路附近相接的位置处随着路网中车辆的增多新路网结构的

车流量相比于旧路网结构流量略有所增加。这与实际情况也较符合，由于被拓宽道路附近的

单行道被移除，被拓宽道路及与其直接相连的附近道路上的车流量分担了部分车流量，造成

交通车流的部分增加。但当路网中车辆总数增加到一定程度后，路段 1 中将出现拥堵情况，

宽大的车道并不能有效地改善拥堵情况。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644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16000
0

20

40

60

80

100

120

140

160

180
flow change

total amount of cars

flo
w

 

 
old map structure
new map structure

 

图 8  路段 1 流量变化曲线图 

图 9 中的流量变化曲线图是从放在离被拓道路较远的一条道路上（如图 3 路段 2所示）

的电磁感应环上获得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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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路段 2 流量变化曲线图 

由图 9 可知，当路网中车流量增加时，被拓宽道路较远路网中车辆的流量相比于旧路网

结构的流量降低较多，最多的时候流量减少了一倍之多。这也说明宽大的马路不一定会对整

个路网造成积极的影响，减少道路车道数，提高路网密度，增加更多的单行道将促进整个路

网的流畅程度。 

5. 结论	

本文中，我们首先介绍了道路交通仿真工具 SUMO 的仿真过程，以北京市二环内某地

区为典型案例进行交通仿真。以路网中车辆的总数作为自变量，逐渐增加路网中车辆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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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道路车流量及流速的变化情况，发现车流量先增加后逐渐趋于平稳，而流速则先增加，

并随着路网中车辆总数达到一定程度，流速逐渐降低。这符合实际情况，也从某种程度上证

明了仿真的正确性。 

增加仿真场景内某条道路车道数量，同时减少附近等量的单行线作为新的仿真场景。在

相同的道路上设置电磁环，统计车流量及流速信息，通过新老结构对比发现，尽管在被拓宽

的道路上车流量增加，流速却没有明显变化，而且在附近路网中，车辆的流速显著降低。这

也说明宽大的马路存在更多的变更车道的情况，从而影响车速，降低效率。本文的研究结果

可为政府进行城市道路规划建设提供一定的政策参考,  减少车道，提高路网密度，增加更多

的单行线不失为一种有效地改善交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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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紧急交通事件处理辅助决策系统研究 

鞠世广  罗辑  单博文 

【摘要】本文在调研哈尔滨市中心区交通规划、需求特征及周边路网交通特征的基础上，探

讨紧急事件条件下基于多源异构信息的交通状态判别理论与方法、动态交通控制与诱导策

略、紧急交通事件动态处理评价理论与方法等关键技术。前台以 GIS 为基础，后台以动态交

通仿真平台及专家模型库为支撑，研究开发面向哈尔滨市中心区路网的紧急交通事件动态处

理辅助决策系统，为高峰期间紧急交通事件的动态处理与日常交通管理及交通信息服务过程

中辅助决策工具的开发作技术参考。 

【关键词】紧急交通事件  辅助决策  交通仿真 

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人口不断向发达地区

的中心城市聚集，城市机动车数量增长迅猛。同时随着城市中心地区的高密度开发，城市用

地范围的持续扩张，中国大城市道路空间资源严重稀缺。城市道路路网密度低，公共交通服

务体系又十分单一、脆弱的缺点在面临急剧膨胀的机动车交通需求问题时就显得十分棘手。

在这种紧崩的交通体系下，一旦遭遇恶劣天气或紧急交通事故造成部分路段严重拥堵，对整

个城市交通运营的影响十分严重。因此及早发现紧急交通事件，并及时处理好紧急交通事件

成为交通管理体系的重中之重。 

我国城市的紧急交通事件管理，尤其是大型活动期间的紧急交通事件管理研究及应用在

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紧急事件的检测、事件条件下的状态判别、事件条件下的管理

策略及评价等问题迫切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决策和支持。传统的事件获取方法无论从手

段还是时间上都很难以满足事件处理的效率和科学性，本文通过基于 FCD 数据完成事件的

检测和实时交通状态的判别，可以形成科学有效的管控策略，进而通过可视化的界面和预案

管理库，为紧急交通事件的处理提供决策支持[1]。同时，由于绝大多数的事件在发生前都是

难以预测的，事件发生后的路网状态及影响很难从以往的事件中获取。本系统通过调用后台

的仿真平台，实现事件条件下路网状态的模拟与分析，有效提升了事件条件下预案生成的效

率及预案的科学性。 

2. 哈尔滨市中心区交通仿真模型	

2.1 哈尔滨市中心区道路网特征 

哈尔滨市中心区道路网形态为“环形加网格”结构。“环形”由城市二环快速高架道路和

内环主干道组成，“内部网络”由城市主干道、次干道、支路组成方格网结构。连接中心区

和城市其它组团的主干道承担中心区内和区间出行的交通负荷；次干道系统辅助主干道构成

哈尔滨城市路网的骨架；支路和小区道路系统进一步填充路网骨架。由于哈尔滨城市演化历

史等原因，中心区路网道路较狭窄，多畸形交叉口。同时，为满足日常静态交通需求，部分

次干道和支路设有路内停车设施，这对道路空间资源并不充足的路网造成进一步的交通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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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因此在面临紧急交通事件时，如何及时处理和疏散拥挤交通就显得十分重要。 

2.2 路网模型建立 

交通仿真模型是紧急交通事件处理辅助决策系统的基础以及核心计算模型。由现状运行

特征历史数据分析可知，早高峰是交通拥堵最严重的时段，因此确定其为建模分析时段。 

首先收集现状土地开发及路网详细资料，包括研究范围内的用地性质、人口及岗位、道

路名称、道路等级、车道数，交叉口渠化方式、信号配时方案，交通管理措施，例如禁止转

向等、公交线路及站点、公交发车频率、公交高峰客流量。并依据 2000 年哈尔滨市交通调

查数据资料，建立 Transcad 模型，根据机动车出行增长率和人均出行增长率更新模型至现

状年背景交通模型，进行交通分配及网络评价。 

根据哈尔滨市中心区路网红线图，道路等级、车道数等相关资料建立 Transcad 路网如

图 1 所示。 

 

   图 1  哈尔滨市中心区基本路网图 

2.3 现状年交通仿真模型 

根据 2003 年哈尔滨综合交通规划中建立的哈尔滨市主骨架路网（包括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机动车高峰小时模型，获取现状年背景交通模型。本文将哈尔滨市中心区概略模型

继续细化为详细模型。主要工作为支路的添加、小区的拆分及渠化、控制等管控措施的布设。

外部交通小区交通产生、吸引量为与之相连道路的通行能力与饱和度之积，即与之相连道路

的调查流量，并将其换算成为机动车人次。内部小区现状年与规划年的计算方法相同，根据

土地利用资料，结合概略模型的出行生成数据，按照人口和就业岗位进行拆分。   

2.3.1  外部小区	

按外部小区连接道路的实测流量（主干道、次干道）和估计流量（支路，为通行能力的

80%），计算外部小区产生吸引人次，计算公式如下： 

( )
b c t

F C
c t

  
  

                          

式中：Ｆ—外部小区机动车产生吸引，人次； 

            Ｃ—外部小区连接道路流量，p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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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平均载客系数，1.74 人次/pcu； 

            ｂ—公交车方式划分比 0.22； 

            ｃ—小汽车方式划分比 0.13； 

            ｔ—出租车方式划分比 0.07。 

2.3.2  内部小区	

根据内部小区各类用地的人口和岗位以及大区的生成量，对内部小区高峰小时的机动车

产生量、吸引量进行拆分。 

利用全市大模型的交通分布函数，对现状年的 OD 分布进行运算，并根据实地调查及资

料搜集获得的检测器部分路段流量数据，对模型计算所得的机动车 OD进行调整。然后进行

交通分配，见图 2。针对中心城区周边路网机动车流量分布及交通量分配结果进行拟合，拟

合结果见图 3，拟合度较好。 

 

图 2  哈尔滨市中心区路网机动车流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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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现状交通量分配结果拟合度分析 

对于现状规划年的交通需求，进行网络分配后得到早高峰机动车需求特征及对路网系统

压力分布情况。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各个小区的交通生成和 OD 分布特征变化不大。主要路

段和通道交通流量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主要交通流量集会在连接各小区间干道，在背景交

Regression
Target value
 
N Obs 606
AvgObs 1324
%RMSE 13
R2 0.93
Slope 0.97
YInt 34.07
Tota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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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已经较为拥堵的情况下，保障工作区与居住区之间的通道的正常运行是关键。 

对于紧急救援决策评价系统的底层模型，本研究重点对可能发生的各种非常发事件进行

预评估，在此基础上制定可能的预案；而对常发性的交通事件则应有一套系统的交通组织预

案。 

3. 系统设计	

3.1 系统总体设计 

本文提出基于 GIS 及动态仿真的哈尔滨中心区路网紧急交通事件处理辅助决策系统模

型[2]。在 GIS 平台上开发动态交通仿真模型，可充分利用 GIS 中丰富的道路信息，完成仿真

模型的输入工作；借助 GIS中完善的图形表达功能，强化交通仿真的输出功能。基于 GIS 及

交通仿真的决策支持系统主要分 4大部分，即 GIS输入模块、交通仿真模块、辅助决策模块

与 GIS输出模块。 

Transcad 交通仿真软件，面向交通系统的宏观分析与规划，辅助方案的生成并可评价方

案的效果，是较为全面有效的交通规划计算机辅助系统。数据库软件采用 Access 2000 数据

库存放属性数据，图形数据以文件的形式存储。GIS 平台采用 ESRI 公司的 Mapobjects 二次

开发组件。根据实际需要，采用 Visual Basic 6.0为主语言，构建人机交互界面，为决策者提

供操作控制和数据输入平台的同时，实现运行情况与结果的显示；建立与 Transcad 之间的

联接，调用 Transcad 数据库与内部模块，实现程序集的封装，达到简化操作的目的；实现

数据处理、模型部件、数据部件、Windows 系统工具部件、人机交互部件的有效集成，方

便快捷地完成客流方案的因素分析与决策评价。 

 

图 4  哈尔滨市中心区路网紧急交通事件处理辅助决策系统逻辑结构图 

3.2 系统功能模块设计 

针对哈尔滨市中心区的实际道路交通情况及安全考虑，突发交通事件发生后，如何以最

短的时间、最有效的措施、最完美的装备，恢复道路的通行能力、降低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

失及人员的伤亡，是城市道路交通紧急事件处理决策支持系统的主要目的[2]。 

基于以上对系统功能要求的分析，系统作出如下功能模块设计。 

3.2.1  系统与视图管理	

主要实现对系统的管理、用户的管理、对视图的便利操作，如放大、缩小、漫游等操作

等操作。 

人机交互系

中心控制系

数据库系统 模型库系统 

输出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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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图层操作	

主要完成对图层的基本操作，包括创建新的图层、加载图层、对图层的查询等操作。 

3.2.3  交通事件分析	

事件分析与处置，分两类进行分析：一类是交通事件的分析处理，另一各类是危化品的

分析处理。 

交通事件的分析处理，又分为四类情况：①天气变化引起的交通通行能力下降等事件。

②交通管制措施引起的临时性禁行，关闭车道等。③交通事故的发生，引起道路局部拥堵，

导致通行能力下降，车速降低等，此功能是修改发生事故的道路的通行能力。④交通恢复，

当影响交通状态的各种事件处理完以后，交通通行能力必定达到设置值，通过此功能恢复整

个交通的通行能力，同时也可以重新开始对道路交通的状态分析。如图 5 所示。 

                             

图 5  事件分析系统功能设计 

因此，此功能模块的主要作用在于分析不同的交通事件条件下，对道路通行能力、车道

数、流量、速度、饱和度等的影响，从而采取必要的应急预案。如在城市发生危化品事故，

必定要对事故发生周围采取隔离与救急措施，首先要计算危化品事故影响范围，再根据范围

分析应该封锁的道路。处理过程为：①危化品事故定位。②化学品泄漏参数检索。③应急预

案。④事故范围划定。⑤事故辅助分析（如风向等）。 

3.2.4  预案编制	

可靠的紧急救援管理系统以丰富的专家库和知识库作为支撑，其中包含经验性、实践性

和理论性的应急预案。对现有应急预案检索、修改成为必要，同时，面对新的事件类型、事

件条件，必然产生新的应急预案以应对不同环境下的突发事件。 

（1）预案的编辑、维护、更新 

预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突发事件处置预案会不断得到补充和

完善。因此能对预案进行编辑、维护和更新是预案系统的基本功能。它包括对整个预案的新

增、修改和删除，以及根据预案模版对预案中的部分内容进行增、删、改的操作。系统还应

能实现预案的导入和导出，便于进行信息的共享。 

恶劣 交通 交通 交通

交通事件分析

临时性禁

行关闭车道

局部拥堵

部分路段

区域通行能力

局部通行

能力下降

整体通行

能力变化

通行能力

恢复

交通处置

策略应急预案

交通应对

策略应急预案

交通分流

应急预案

新的应急

预案生成

交通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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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案的检索 

预案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被检索。预案的检索应包含精确检索、模糊检索以及全文检索

等功能。检索到的预案以只读方式显示，对具有修改权限的检索者，开放预案的编辑功能。

预案被启动后，自动显示预案的内容，方便指挥调度人员查看和检索。对处置流程中的各种

提醒节点自动监控，当条件满足时弹出提示窗口，提示指挥调度人员按预案操作。当条件发

生变化或执行的操作与预案有偏差时，应有相应的记录。 

3.3 系统数据组织 

系统涉及的数据主要包括：道路属性数据、道路图形数据、交通事件数据、应急预案数

据、交通仿真数据等。因此，将本系统的数据分为两类数据，一类为图形数据，一类为属性

数据。所有属性数据根据系统开发的需要，以不同的表结构存储在数据库中。其中，数据的

更新为数据组织的重点。 

4. 方案测试与结论	

哈尔滨市是典型的寒地城市，冬季长达五个月，期间冰雪天气会严重降低路段行驶速度，

造成路段通行能力降低。因此拟定测试方案为：恶劣天气下导致全路网通行能力下降 15%

条件下的重点拥挤路段以及疏散通道的推荐路径和应急方案。 

 

图 6  恶劣天气条件下路网拥挤状态 

通过前台检测器返回实时流量数据，经过系统模拟和后台模型库运行，得出控制方案： 

◇关闭文昌桥李范五花园段、征仪路段上匝道。 

◇延长省政府交叉口 B 方向绿灯时间，红军街—花园街 A 方向绿灯时间，中山路—珠

江路交叉口 A方向绿灯时间。 

◇霁虹桥路段由南岗前往道里车辆引导通过地段街通行。 

◇红旗大街—公滨路环形交叉口由交警进行交通疏导。 

本系统可以作为紧急交通事件管理中的一种决策分析工具，也可以作为日常交通管理及

交通信息服务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的辅助决策工具。本文紧急交通事件处理辅助决策系统的研

究关键在于：紧急交通事件检测与交通状态判别技术；基于动态交通仿真平台的紧急交通事

件处理与管理策略、预案生成及管理；GIS和交通仿真平台的集成开发与应用。我国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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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交通事件管理，尤其是大型活动期间的紧急交通事件管理研究及应用在国内还处于起步

阶段，基于 GIS平台的交通仿真紧急交通处理决策系统为紧急交通事件的检测、事件条件下

的状态判别、事件条件下的管理策略及评价等问题开辟了一个新思路。 

文章面向哈尔滨市中心城区路网，建立了基于紧急交通事件条件下处理决策预案生成与

评价管理支持系统。系统集成了前台 GIS与动态交通仿真平台，为哈尔滨日常交通管理与突

发情况下的紧急交通事件管理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和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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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虚拟分区的车辆信息采集方法研究 

赵崇波 

【摘要】现代化的智能交通技术在道路交通的管理、交通拥堵的防范与疏导等方面具有非常

突出的优势，其中交通信息的采集作为整个智能系统的数据来源；在采集的技术方法上还不

够完善。为了更好地实现数据的采集，在车辆的检测与跟踪方面提出了虚拟分区的概念，改

进了车辆信息的采集方法，并在检测车辆速度和交通量方面进行了实例的应用分析。  

【关键词】视频检测  虚拟分区  车速  交通量 

1. 引言	

随着智能交通技术在缓解交通拥堵、提高运行效率等方面的优势日益显著，对交通信息

化技术的应用研究已成为交通领域的研究热点。交通信息采集技术作为智能交通系统中的一

项关键技术，提供了整个系统中数据信息的来源，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通过全

面、丰富、实时的交通信息采集，不仅可以掌握道路的基本交通状况，动态地进行交通管理，

疏导和防范交通拥堵，而且为交通规划和管理部门的正确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和科学依据。因

此，研究交通信息采集的应用技术对于加快我国智能交通的发展、缓解交通堵塞、提高交通

运输效率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车辆的检测与跟踪技术是交通信息采集的核心内容，相对于传统的地埋式感应线圈、超

声波和雷达检测器，基于视频检测的采集方法综合了图像处理、计算机视觉、模式识别等技

术，具有安装和维护方便、价格低廉、检测参数多、检测区域广等显著优点，是交通信息采

集技术的发展趋势，己成为智能交通信息采集领域的研究热点。 

2. 常见车辆信息采集方法分析	

常见基于视频检测的车辆信息采集方法有光流法、邻帧差分法、背景帧差分法等。 

光流法的主要思想是依据时间序列图像中的灰度变化信息，利用帧间图像中同一像素关

于时间的变化来获得运动参数，然后利用约束条件从速度场中推测出运动物体的结构。 

邻帧差分法的主要思想是先对相邻两帧做差分处理，得到运动变化的区域，再通过边缘

提取找出运动物体的边缘，最后检测出物体。 

背景差分法的基本思想是先形成交通场景的背景图像，然后将待检测图像与背景图像逐

像素相减（理想情况下的差值图像中非零像素点就表示运动物体），然后设定非零像素的阀

值，将运动物体从背景中分离出来。 

三种常见采集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和局限性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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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常见车辆信息采集方法优势及劣势分析 

采集方法  优势分析  劣势分析 

光流法 

能够检测独立运动的对象，不需要预先知

道场景的任何信息，并且可用于摄像机运

动的情况。 

前提假设是光流场光滑变化和物体表面光

滑变化，计算不可靠，且光流场易受噪音的

干扰，计算量也很大。 

邻帧差分法 

在背景静止不变时检测效果理想，对运动

目标敏感，受光照、镜头抖动等环境因素

的影响小；无需考虑背景提取、更新；算

法简单、易行。 

若图像中车辆静止或运动很慢，该方法就很

难甚至无法检测，同时由于运动物体本身的

颜色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在检测时也会失去

部分运动物体的信息。 

背景帧差分法 

不仅适用于高速运行的车辆检测，对于静

止或运动缓慢的车辆检测效果同样非常

理想。 

对背景图像的精度要求很高，建筑物阴影、

浮云或光照变化都会造成背景的明显变化；

作为参照物的背景需要定时更新，图像处理

的计算量很大，计算速度受到限制。 

总得来说，邻帧差分法和背景帧差分法在车辆信息采集方面能够实现互补，达到较为理

想的效果，可考虑将这两种算法的优势算法进行综合；然而光流法可靠性低，计算量最大，

在车辆信息采集方面劣势最为明显，本文不再对其进行研究。 

3. 车辆信息采集方法改进研究	

根据几种车辆信息采集方法的优劣分析，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视频背景虚拟分区的综合

车辆信息采集方法，在划分虚拟分区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背景帧差分和邻帧差分的算法优势，

实现了对车辆的检测和跟踪；整个算法计算量小，检测精度高，同时兼顾了检测的实时性和

可靠性。 

3.1 背景图像虚拟分区的设置 

交通信息采集的核心内容是车辆的检测和跟踪技术，通过检测和跟踪能够得出路段的交

通量和运行速度等其他交通指标。在车辆检测时，通过对背景图像设置虚拟分区，将检测区

域中关键有用的部分分割出来，划分为检测区和跟踪区，虚拟分区的设置如图 1所示。 

 

图 1  行车道虚拟分区设置示意 

检测区用于车辆的检测识别，统计交通量；跟踪区得出车辆的行驶距离和时间，统计行

车速度；分工明确，针对性强，这样大大减少了背景图像分析处理的工作量，并且还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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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的精度。 

3.2 采集方法的操作流程 

基于视频背景虚拟分区的信息采集方法吸收了邻帧差分法和背景帧差分法的优势，在具

体的方法流程上进行了综合改进；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Step 1：路段相关车辆视频信息的采集； 

Step 2：提取视频中的背景图像和相关帧图像； 

Step 3：对背景图像设置虚拟分区，从中划分出检测区和跟踪区； 

Step 4：对背景图像和相关帧图像进行灰度预处理； 

Step 5：将各相关帧灰度图与背景灰度图作差，得到差分图； 

Step 6：依据设置的虚拟分区，剪切出检测区差分图； 

Step 7：设定阀值，对检测区差分图进行判断，若检测结果判断为车辆进入 Step 8，否

则转回 Step 2； 

Step 8：设定计数器记录车辆数，并记录图像的帧数值； 

Step 9：将后续相关帧灰度图与背景灰度图作差，采用同样的方法对跟踪区差分图进行

判断，直至检测结果为车辆； 

Step 10：与检测区检测结果对比，计算出具体长度值，并记录图像的帧数值； 

Step 11：统计路段交通量，计算行车速度值，输出结果。 

通过车辆信息的检测和跟踪，可以统计得出高峰小时交通量、车辆平均速度等重要交通

指标，为交通规划和交通管理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4. 车辆信息采集实验	

本实验采用 CASIO‐S880 相机采集路段信息，采集视频的格式为 640 480/30fps，采集

地点为沈阳市青年大街—文化路立交桥西侧的文化路上。依据改进的信息采集方法，实验的

具体过程如下： 

（1）在路段视频信息中提取背景图像，并对背景图像设置虚拟分区，划分出检测区和

跟踪区；在 MATLAB 图像处理平台上标定检测区的像素大小为 156 128，跟踪区的像素大

小为 284 183。 

   

图 2  实验背景图像                         图 3  背景图像虚拟分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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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此截取相关帧图像，然后运用 MATLAB 中的 rgb2gray 函数，对背景图像和相关

帧图像进行灰度预处理，将 RGB型图像转换为后续函数可识别的 double 型灰度图像。   

   

图 4  背景图像灰度图                          图 5  第一帧图像灰度图 

（3）将第一帧图像灰度图与背景图像灰度图作差，运用 MATLAB 中的 imsubtract 函数

得到差分图，再使用 imcrop 命令剪切出检测区的图像，在小范围内更精确的实施检测。 

 

图 6  第一帧图像差分及剪切示意 

（4）  使用MATLAB中的 imread 函数对检测区图像进行计算分析，得出数字图像矩阵；

并记录矩阵中非 255 数值的位置，统计它们所占的行数 D和列数 E。 

 

图 7  检测区图像数字矩阵分析 

通过计算分析得出 D=46，E=55，经过实验测得阀值 DAM=30，EAM=45；由于 D>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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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AM，可以确定检测区物体为车辆，并根据其 D 值和 E值进一步确定为小汽车，计数器开

始计数统计车辆数，同时记录下图像的帧数值。 

（5）将后续相关帧灰度图与背景灰度图作差，采用同样的方法对跟踪区差分图进行判

断，检测到第 105 帧图像符合阀值要求，跟踪到检测区的车辆，并记录下图像的帧数值。 

本实验视频格式为 640x480/30fps，即每秒钟相机记录下 30 帧图像信息；车辆从被检测

到至被跟踪到所需的时间为Δt =45/30fps=1.5S，记录下的长度值为 55m，测算得出车速值为

36.6m/s。 

5. 结语	

文章对基于视频检测的车辆信息采集方法进行了研究。在总结分析现有方法优缺点的基

础上，提出对视频背景图像设置虚拟分区，将背景帧差分和邻帧差分的算法优势综合利用；

改进了车辆信息采集方法。改进的方法既提高了检测精度，又减少了计算量，同时还兼顾了

检测的实时性和可靠性。最后应用该方法进行实验分析，通过检测车辆速度和流量验证了方

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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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浮动车数据的天津市常发性拥堵区域识别研究 

李乐园  陈明威  杨红军  朱海明 

【摘要】随着天津城市的发展，交通拥堵问题愈发突出，对路网运行评价的需求愈发迫切。

为此，基于天津出租车 GPS 数据利用路段车速采集技术获取天津主要路段的道路运行车速及

交通运行状态。通过对天津实地情况的调查，确定适应天津实际情况的常发性拥堵路段的判

定方法，进而获得天津常发拥堵路段的分布情况。通过对常发拥堵路段分布的分析以及天津

规划部门的确认，该路段分布与实际的主观感受相符，能作为天津市综合交通调查的参考内

容。 

【关键词】浮动车  交通状态  常发性拥堵 

1. 前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对城市交通的需求与道路交通承受

的压力与日俱增。道路交通拥挤、堵塞也已成为世界各大城市的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天津是我国北方的重要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随着滨海新区的建设和快速发展，交通需

求也急剧膨胀。目前，所面临的交通拥堵问题更是有目共睹的。为此，政府投入巨额的资金

和大量的精力，采取多种措施来缓解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但是，盲目的采取缓解拥堵状况

的措施也是不可取的，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只有在对道路运行状况合理评价的基础上才能完

成。 

本次研究依托天津市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利用2011年4月至5月天津全市范围内3300

台出租车历史 GPS 数据，处理生成了全市范围内全天道路路段行程车速信息，并在此基础

上研究常发性拥堵区域的识别方法。为交通控制和管理措施的实施提供决策支持。 

2. 技术原理介绍	

浮动车数据采集路段车速技术利用出租车 GPS 数据，根据出租车行驶方向、行驶轨迹、

行驶速度等信息，经过一系列处理计算，获得以 5 分钟为周期的各路段平均行程车速。主要

技术流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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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出租车 GPS 数据的路段行程车速分析流程 

（1）GPS数据过滤与预处理 

GPS数据预处理负责对数据进行校验、排错和保存，对延迟、重复、时间和 GPS坐标错

误的数据进行过滤排错。 

（2）地图匹配与路径推测 

浮动车信息处理的主要对象是浮动车发送来的 GPS 定位数据，由于存在着 GPS 定位误

差，坐标系转换误差，道路电子地图精度误差等，造成车辆 GPS 定位点偏离车辆行驶道路

的情况。 

地图匹配是指当前车辆位置点与数字地图的比较过程,其目的是确定车辆在地图道路网

络中的准确位置。应用于车辆数据处理的地图匹配算法与运行于导航系统的算法不同，需要

对大规模 GPS 数据进行处理。它的输入是车辆所采集的原始的 GPS 数据，输出是车辆在道

路的可能位置。 

路径推测是车辆 GPS 定位数据地图匹配处理后，对车辆数据匹配结果的后继处理。它

是利用车辆在不同道路上连续运动的轨迹点搜寻车辆正确行驶路径的技术。经过路径推测的

计算，车辆数据就可以和城市道路关联起来，由车辆定位点信息得到车辆在城市道路上的行

驶状态。 

（3）样本旅行车速计算 

根据地图匹配和路径推测得到每辆车的在 GIS地图上的行驶轨迹，建立数学模型计算每

个样本在行驶过的各个路段的旅行车速。 

（4）路段运行车速计算 

根据路段上各样本的旅行车速，过滤无效样本，挑选有效样本，计算路段的总体平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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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车速。 

3. 研究内容	

3.1 天津浮动车采集路段车速样本分布 

由于浮动车样本量与速度结果精度密切相关。因此，首先需要确认，主要区域的样本量

可以满足后续分析的需要。经过统计，天津市主要路网的平均样本量水平如下所示： 

 

图 2  天津市主要路网平均样本量分布 

由上图可以看出，天津市出租车样本已经较好地覆盖了中心城区的大部分路段以及滨海

新区核心区路段，可以满足后续状态判断的精度要求。 

3.2 道路交通状态的判定 

一般来讲，交通拥堵是指某一时空交通需求和供给产生矛盾引起的交通滞留现象。 

在实际的应用中，通过相关专家的讨论普遍认为，车辆在路段上连续碰到两次红灯才能

通过时对应的交通状态可以认定为拥堵。而车辆在交叉口所受到的信号灯延误低于红灯时间

时对应的交通状态可以认定为畅通。根据这一结论，确定红黄速度阈值和黄绿速度阈值的定

义如下文所示。 

红黄速度阈值：车辆即将到达路段排队车辆队列末时，交叉口信号为红，在该车辆减速

的过程中，信号灯由红变绿，该车辆继续随队列向前行驶，等到该车正好到达停车线时，信

号灯变为红，该车未能通过交叉口，等到信号灯第 2 次变绿时，车辆通过交叉口。 

绿黄速度阈值：假设某辆车通过某个交叉口时，遇到 1 次红灯而导致停车，此时该车通

过路段的最小行程时间为 T2(对应 V2)，即：车辆行驶到停车线时信号灯刚好转为红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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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等待一个完整红灯后才通过交叉口。 

根据以上描述，影响速度阈值划分的因素主要包括：路段长度、信号相位配时、自由流

车速等，最终获得天津路段运行状态的速度划分阈值，如下所示： 

表 1  天津市道路分类阈值表 

路段类别	 红黄阈值	 黄绿阈值	 说明	

1	 20  40  城市快速路 

2	 10  15  中心城区内环以内主干路 

3	 10  15  中心城区内中环间主干路 

4	 12  18  中心城区中外环间主干路 

5	 8  12  中心城区内环以内次干路 

6	 8  15  中心城区内中环间次干路 

7	 10  16  中心城区中外环间次干路 

8	 10  20  滨海新区核心区主干路 

9	 8  16  滨海新区核心区次干路 

3.3 常发性拥堵路段的判定 

一般来说，由于过大的交通需求造成道路设施超负荷引起的交通拥堵为常发性交通拥

堵；由于随机事件，如恶劣天气、交通事故、抛锚、道路施工、重大事故、重大活动导致流

量突增等构成的交通拥堵为偶发性交通拥堵。 

常发性交通拥堵一般分布在一个、多个独立的交叉口或一条城市干道的路段上，具有一

定的规律性和可预见性，人们的接受程度相对较高；偶发性交通拥堵通常无规律、难以预见。 

但是，“常发”只是一种对交通状态的感性描述。究竟是怎样的状态，以怎样的标准、

用怎样的手段来进行评价和判断，至今尚无能够“量化”的技术标准和评价手段。 

（1）分析时段 

考虑天津市道路运行状态具有时段性的特点，早高峰集中在 7:00~8:00，晚高峰集中在

17:00~18:00，且高峰是拥堵发生的典型时段，要比平峰时的明显，且更贴近道路使用者的

贴身感受，更具有代表性，因此，选取高峰时段作为量化衡量“常发”的统计时段。 

（2）“规律性” 

结合常发具有“规律性”的特点，大部分常发拥堵路段会在高峰时段呈现周期性拥堵的

特点，反映在数值上，体现出高峰时段拥堵时间比例较高，公式表现为： 

INDEX=T拥堵/T高峰 

上式中， 

INDEX——高峰时段拥堵时间比例 

T拥堵——高峰时段内拥堵的持续时间 

T高峰——高峰时长，一般指 7:00~8:00 以及 17:0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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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拥挤”的标准化 

在实际的状态分布中，“拥挤”也会造成道路使用者较高的延误，增加出行成本，降低

道路服务水平。因此，从用户的角度出发，常发拥堵的衡量标准也应该将“拥挤”考虑在内，

但是，“拥挤”的影响小于“拥堵”的影响，因此，需要对“拥挤”时间做一定的折减，以

达到标准统一的目的。 

在天津的实地测试中，确定拥挤状态时间的折算系数为 0.5。 

（4）“常发拥堵”的衡量阈值 

通过天津当地对典型拥堵集中的区域和路段的认识，统计发现，从天津当地用户体验角

度出发，快速路常发拥堵路段的拥堵时段比例大部分集中在 25%以上，一部分集中在

10%~25%之间。地面道路常发拥堵区域路段的拥堵时段比例大部分集中在 30%以上，部分集

中在 15%~30%之间。 

由此，从需求的角度出发，“常发拥堵”比较合适的衡量阈值应该是：快速路拥堵时段

比例在 25%以上；地面道路的拥堵时段比例在 30%以上。 

同时，为了能够更细致的区分拥堵的发生频率，在常发拥堵的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的

划分出“临界性拥堵路段”这一类别路段，该路段的拥堵频繁程度低于常发拥堵路段，但依

然会使道路使用者承受较长的延误，影响道路使用者的出行感受。结合当地的用户体验，这

类道路的衡量阈值为：快速路 10%~25%之间，地面道路 15%~30%之间。 

（5）常发拥堵的定义小结 

综合以上的几点分析，基于实际数据应用的角度对常发性拥堵路段以及延伸出的偶发性

性拥堵路段进行重新定义。 

常发性拥堵路段：在高峰时段内发生拥堵概率较高的路段。偶发性拥堵路段：在高峰时

段内发生拥堵概率较低的路段。 

统计方式为：在高峰时间段内，将各个路段的拥堵累计时间周期数量（拥挤状态时间进

行系数为 0.5 的折算），除以总高峰时间段周期数量，该百分比例主要反映高峰期间常态的

拥堵情况。 

在快速路上百分比例大于 25%为常发性拥堵路段，10%至 25%之间为临界性拥堵路段，

小于 10%为偶发拥堵及畅通路段。 

在主次干路上百分比例大于 30%为常发性拥堵路段，15%至 30%之间为临界性拥堵路段，

小于 15%为偶发拥堵及畅通路段。 

3.4 天津市常发性拥堵路段分布 

根据以上对常发性拥堵路段的定义和划分，对天津市主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的常发性

拥堵路段的分布进行统计，如下所示： 

（1）快速路常发性拥堵路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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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天津市快速路拥堵路段分布图 

中心城区快速路常发性拥堵主要集中分布在东南半环快速路南段、放射线道路局部路段

及部分入市口道路。放射线道路拥堵里程比例较快速环线高，快速环线常发性拥堵路段里程

比例为 8.31%，临界性拥堵路段里程比例为 13.50%；放射线快速路常发性拥堵路段里程比例

为 11.74%，临界性拥堵路段里程比例为 16.98%。可见，目前天津市中心区域的对外客货交

流比较频繁，对外交通干道所承担的交通压力较大。 

（2）中心城区主次干路常发性拥堵路段分布 

 
图 4  天津市中心城区主次干路拥堵路段分布图 

中心城区主次干路中的常发拥堵路段主要集中分布在内中环间，尤其集中在和平区。拥

堵或拥挤的路段主要集中于主干路，常发性拥堵路段里程比例最高区域为内中环间主干路，

达到 13.4%，临界性拥堵路段里程比例达到 20.64%。主干路承担着主要交通压力，次干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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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路所起到的分流作用较为有限。 

（3）滨海新区常发性拥堵路段分布 

 

图 5  天津市滨海新区拥堵路段分布图 

滨海新区核心区拥堵道路主要集中分布在过河及过铁路通道。地面主干路常发性拥堵路

段里程比例仅为 4.05%。但值得注意的是，地面主干路的临界性拥堵路段里程比例已达到

22.38%，随着滨海新区核心区的快速发展，交通运行状况存在恶化的潜在趋势。 

4. 结语	

缓解城市拥堵，尤其是减少常发性拥堵路段，已经成为了我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造成常发拥堵的原因很多，包括交通需求供给矛盾、几何瓶颈等等。需要对各个原因进行具

体分析并实施有针对性的措施。然而，这一切的基础都需要对常发拥堵路段的科学识别。文

章基于天津的实际情况提出常发性拥堵路段的识别方法，并在天津实地得到了检验。但是，

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常常有所区别，该方法也有待在实际的应用中，尤其是在不同城市的应

用中进一步检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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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稀疏手机定位数据的天津市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分布检测研究 

蒋寅  裘炜毅  刘成哲  万涛 

【摘要】分布在不同空间的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产生了最本质的交通出行需求。城市快速

发展阶段，迫切及时获取到准确可靠的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空间分布基础数据，提升交通规

划、交通设计与交通运营管理的定量化、科学化层次。传统的人口分布数据采集依赖大规模

的人口普查统计或交通调查，无法持续或频繁进行。数据加密并滤除用户隐私信息后的手机

话单数据，可通过移动通信运营商迅速直接获取得到，不需专用设备或软件。在天津市第四

次综合交通调查中，首次利用基于手机话单的稀疏手机定位数据，研究信息化手段自动化获

取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空间分布数据。研究成果可进一步用于校验抽样问卷调查以及交通模

型推算出的城市人员出行特征的准确性与合理性，为交通规划、运营管理等提供基础性的工

作资料。 

【关键词】稀疏手机定位数据  手机话单  居住人口分布  工作岗位人口分布 

1. 引言	

在市域范围内不同空间分布的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产生了最本质的交通出行需求，决

定着城市交通的发生、吸引以及方式选择，并从宏观上规定了城市交通需求及供给模式。近

年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和土地利用的频繁变更，国内几乎所有

城市的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经常性发生变化，人员出行特征与出行规律也随之改变。尤其随

着轨道交通等大运量、高速度、高可靠性出行方式的普及，完全能够满足短时间内大量人口

大空间范围的出行，如果这些出行集中在早晚高峰进行（即，白天在某个区域上班，夜间在

另一区域居住），必将对交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因此，迫切需要及时获取到准确可靠的居

住与工作岗位人口空间分布基础数据，提升交通规划、交通设计与交通运营管理的定量化、

科学化层次，对症下药地缓解城市交通问题。 

传统的人口分布数据采集方式只能是依赖大规模的人口普查统计或交通调查，这显然是

无法持续或频繁进行的，以天津、北京、上海、深圳等人口基数极大、流动人口比例较高的

城市为甚。在这种背景下，以信息化手段自动化获取人口分布数据显得尤为迫切。 

随着个人手机的普及，出行人员群体的手机拥有率和使用率达到了相当高的比例。人们

越来越认识到无线通信网络中的手机是一种最为理想的交通探测器，近年来国内外涌现出诸

多研究和应用 0000000，也为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分布数据检测提供了很好的技术选择。 

在天津市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中，借鉴了国内其他城市在近期城市综合交通调查中引入

手机数据获取人口出行分布特征的经验，结合了天津市本地无线通信网络数据的实际条件，

及天津市城市特点对人员出行调查内容的特色需求，开展了“基于无线通信网络的人员出行

调查”分项，“基于手机数据的天津市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空间分布”是其中的重要研究内

容之一。 

本项研究采用了获取成本很低，获取周期极短的手机话单定位数据，对一段时间内居住

与工作地相对稳定的手机用户，手机话单定位数据中包含了足够的信息量，分析其在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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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所在空间位置，即可准确可靠地识别其居住位置与工作岗位位置。本研究获取到天津市天

津移动、天津联通及天津电信全部 3 家移动通信运营商共约 1210 万本地所有手机用户的手

机数据，更能够反映天津总体人口的出行特征及出行规律。并且，本研究利用了 2011 年 5

月与 6 月共计 61 天的全部数据，数据周期跨度较长，更容易抽象得到常态化的人员交通出

行特征及出行规律。 

2. 技术原理	

2.1 基于手机话单数据的人员定位技术 

根据无线通信网络的覆盖特性，以及无线通信网络需具备为移动用户连续提供服务的功

能，移动用户的手机终端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主动或被动地与无线通信网络保持联系，这些联

系被无线通信网络识别成一系列的控制指令 0。每条控制指令信息中包含有该条指令发生的

具体时刻、所属用户及对应的位置信息。再经过滤除用户隐私信息，并加密用户编号成匿名

代码，即得到手机定位数据。 

根据手机定位数据的获取难易程度，手机定位数据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基于信令采集的手机定位数据 0。该类数据需要在无线通信网络的特定接口上加

装信令探测设备或软件，并将信令传至专用的服务器，并进行解析和处理。该类数据的优点

是可采集手机用户较为详细的定位数据，较好的反映手机用户在无线通信网络中的位置变化

信息。而其缺点则是需要定制化开发信令采集系统，数据获取的难度较大。 

另一类是基于手机话单采集的手机定位数据。该类数据直接根据无线通信运营商话单计

费系统已有基础条件，获取手机用户在产生计费动作时相关的信令信息（主要包括手机用户

打电话、接电话或是收发短信等行为的发生时间与位置）。此类数据的优点是可迅速获取难

度较小，只需对现有话单数据加密并滤除用户隐私信息，额外成本投入有限。同时具备获取

大量用户、时间跨度较长数据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类数据定位稀疏性的特点。   

本次研究主要利用了基于手机话单数据的人员定位技术，发现对一段时间内居住地与工

作地相对稳定的大部分手机用户，其基于手机话单采集的手机定位数据包含了足够的信息

量。通过时间跨度较长的历史数据，分析每个手机用户不同时间段在不同空间位置出现的概

率分布，即可准确可靠地识别其居住位置与工作岗位位置。本研究采用了 2011 年 5 月与 6

月共计 61 天的全部数据，数据周期跨度较长，更容易抽象得到常态化的人员交通出行特征

及出行规律。 

此外，本研究获取得到了天津移动、天津联通及天津电信全部 3 家移动通信运营商的手

机话单数据，共约 1210 万本地手机用户，采样样本量极大，能够很好的反映天津总体人口

的出行特征及出行规律。 

2.2 基于稀疏手机定位数据的天津市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空间分布检测方法 

基于稀疏手机定位数据的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空间分布检测，包含以下三个步骤： 

首先，积累长期稀疏手机定位数据，分别识别各个手机用户的居住与工作岗位位置。基

于多天手机数据分析得到的手机用户多天出行链信息，结合手机用户作息时间规律，如夜间

休息，白天工作，识别各个手机用户的居住地区域及工作地区域。目前只处理单一居住地区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667



 

 

域且单一工作地区域的通勤出行的有效手机用户群体。 

其次，识别出各个区域内夜间居住、白天工作的有效手机用户群体。即，累积连续多天

（包括工作日、非工作日）长期的夜间时间段手机数据，分析处理得到天津市手机用户夜间

空间分布情况，识别本地手机用户夜间居住地分布情况；累积多个工作日（不包括非工作日）

长期白天时间段手机数据，分析处理天津市本地手机用户白天工作岗位空间分布情况，并细

分处理了以下三类人群：工作与居住在同一区域的人群、白天去固定地点但非上班的人群及

学生人群，识别本地手机用户工作岗位分布情况。 

最后，由有效手机用户群体扩样至总体人员群体。由于并非所有人（如部分小孩或老人）

都持有手机终端，同时由于人们使用手机的行为或习惯，如手机关机、手机通话较少，导致

基于手机数据的出行行为分析针对的人群与总体人群并不一致，而是对总体人群的大比例抽

样。为保证统计结果的可靠性，本研究并未利用到每天每个手机用户的数据，而是挑选了多

天手机数据中置信度较高的有效手机用户进行抽样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扩样至全部手机群

体，并进一步扩样得到所有城市人员总体群体的交通出行特征数据。扩样时，采用双层扩样

模型。首先，扩样至所有手机用户，即包括手机关机用户及手机通话较少之类的不活跃用户；

再扩样至所有人群，即包括老人、小孩等无手机群体。 

3. 研究内容	

3.1 基于稀疏手机定位数据的手机用户居住与工作岗位位置识别 

这里，以单个手机用户为例，介绍利用其连续多天的稀疏手机定位数据识别其居住地位

置的方法。 

首先，累积某个手机用户长期多天夜间时间段（20:00‐次日 06:00）的稀疏手机定位数

据，分析其在不同空间位置区域分别出现的概率，如图 1 所示，柱体越高表示该手机用户夜

间时间段在此位置出行概率越高。 

 

图 1  单个手机用户多天夜间时间段不同空间出现概率分析示意 

其次，分析该手机用户的夜间时间段总的出行频率及在出现频率最高位置区域的出现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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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是否分别满足采样率要求与出现概率要求。如，采样率要求超过 60%，出现概率要求超过

70%，本研究中总计有 61天夜间时间段数据，某个手机用户在其中 40 天有过手机数据，采

样率为 40/61≈65.6%，且 30 天在出现频率最高的位置区域有手机数据，该位置区域的出现

概率为 30/40=75%，采样率与出现概率均满足分析要求，则选取出现频率最高的位置区域作

为该手机用户居住地位置，如图 1所示。 

利用多个工作日白天时间段手机定位数据，使用同样的识别方法，识别出各个手机用户

的工作地位置，并细分处理以下三类人群： 

（1）白天去固定地点但非上班人群：此类人群时间上有规律的在固定地点出现，且停

留时长不超过 4 小时，将此类人群剔除； 

（2）学生人群：手机数据较难直接识别此类人群，需要利用其它交通出行调查方式获

取的各个区域内学生数量，将此类人群剔除； 

（3）白天夜间所在地相同人群：将此类人群剔除。 

3.2 不同采样率要求下的居住人口空间分布 

可以看到，根据以上手机用户居住与工作岗位位置区域识别方法，当采样率较高时，符

合采样率要求的有效手机用户数量将大量减少，导致分析成果的置信度水平降低；而当采样

要求很低时，虽然有效手机用户数量大量增加，但是由于部分手机用户总的分析时间段较短，

识别出的居住与工作岗位位置区域可能存在不合理。 

因此，本研究考查了不同采样率要求下的居住人口空间分布比例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采样率要求下的居住人口空间分布比例对比 

行政区  采样率 40%  采样率 50%  采样率 60%  采样率 70%  采样率 80% 

宝坻区  4.65%  4.55%  4.49%  4.40%  4.45% 

北辰区  8.35%  8.29%  8.24%  8.22%  8.17% 

大港区  4.24%  4.23%  4.22%  4.17%  4.14% 

东丽区  7.52%  7.49%  7.46%  7.41%  7.32% 

汉沽区  1.41%  1.45%  1.48%  1.50%  1.48% 

和平区  1.88%  1.88%  1.89%  1.97%  1.91% 

河北区  4.21%  4.34%  4.44%  4.51%  4.67% 

河东区  5.74%  5.86%  5.96%  6.13%  6.15% 

河西区  5.79%  5.85%  5.90%  6.02%  6.04% 

红桥区  2.80%  2.90%  2.97%  3.01%  3.08% 

蓟县  5.04%  4.89%  4.79%  4.75%  4.67% 

津南区  5.86%  5.94%  5.98%  6.02%  6.04% 

静海县  5.98%  5.83%  5.71%  5.56%  5.51% 

南开区  7.22%  7.28%  7.33%  7.41%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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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县  3.10%  2.98%  2.91%  2.89%  2.86% 

塘沽  9.72%  9.82%  9.87%  9.84%  9.86% 

武清区  6.65%  6.64%  6.64%  6.60%  6.68% 

西青区  9.83%  9.78%  9.72%  9.61%  9.54%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从分析结果对比来看，不同采样率要求下各个区域居住人口空间分布比例相当接近。可

见，利用长期积累的稀疏手机定位数据，在所有的手机用户样本群体中再次按一定比例抽样

得到的有效手机用户样本群体，仍然保持着总体样本的统计学特征。也就是说，由于抽样后

的有效手机用户样本量较高，手机技术本身统计分析结果可靠性、可信度较高。 

而采样率要求设为 60%时，有效手机用户样本总量相对合理，能够满足分析成果的样本

置信度要求。因此，本研究中将采样率要求设置为 60%。 

3.3 基于稀疏手机定位数据的天津市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分布 

采样率要求设置为 60%，天津市 2011 年本地人口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空间分布比例分

析结果如下表 2 所示，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密度（单位：人口/平方公里）空间分布分析结

果如下图 2、图 3 所示。 

表 2  天津市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空间分布_2011 年 

地区  居住人口比例  工作人口比例 

中心城区  37.2%  40.18% 

东丽区（中心城区外）  5.7%  5.89% 

津南区（中心城区外）  5.0%  5.29% 

西青区（中心城区外）  7.5%  6.19% 

北辰区（中心城区外）  4.3%  3.47% 

滨海新区核心区  9.2%  11.18% 

汉沽区  1.8%  1.96% 

大港区  4.7%  4.23% 

武清区  6.6%  6.19% 

宝坻区  4.5%  3.93% 

宁河县  3.0%  2.57% 

静海县  5.7%  4.83% 

蓟县  4.8%  4.08% 

总计  1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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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天津市本地人口居住人口密度空间分布_2011 年 

 
图 3  天津市本地人口工作岗位人口密度空间分布_2011 年 

天津市 2011 年居住人口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环城四区及滨海新区，共占天津市总人

口 68.9%，其中中心城区占 37.2%、环城四区（东丽、津南、西青、北辰）共占 22.5%、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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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新区 9.2%。 

而天津市 2011 年工作岗位在空间分布上较居住人口更为集中，分别有 40.18%与 11.18%

的工作岗位人口集中在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其中，工作岗位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集

中在：中心城区西至红旗路、北至育红路、东至海河东路、南至郁江道围合区域，以及滨海

新区泰达广场附近区域，人口密度超过 5000 人/平方公里。而市区中心区其它区域、滨海新

区中心区其它区域以及汉沽区域中心区工作岗位人口相对略少，但也在 2000 人/平方公里以

上。 

4. 总结	

本研究基于手机话单采集的“稀疏”手机定位数据，获得天津市居住与工作岗位人口空

间分布情况。研究成果可用于校验抽样问卷调查以及交通模型推算出的城市人员出行数据的

准确性与合理性，为城市交通规划提供基础性的工作资料。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有必要采用信息化调查手段和新调查技术，提高综合交通调

查的分析层次、调查效率。同时，通过融合利用传统方式调查成果与新技术分析成果，揭示

交通发展内在规律，更新和优化交通预测模型，提升交通分析模型的定量化、科学化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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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域铁路客流特性研究 

                                                   ——以成灌铁路为例 

彭艳梅 

【摘要】客流特性是线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的基础和重要依据。论文在界定市域铁路概念

的前提下，对市域铁路客流进行分类，得到成灌铁路以旅游客流为主，兼顾通勤客流的特点。

分析市域铁路客流时段、流向以及区段三个方面具有的特性，得到成灌铁路在时段上双峰型

分布、在流向分布上不均衡以及在区段分布上较为均衡的特点。 

【关键词】市域铁路  成灌铁路  时段分布  流向差异  区段特性 

随着轨道交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同种类的轨道交通线路在城市内部和外部

发展起来，并形成了部分超长线路。从国外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来看，这种超长线路包括有

巴黎的 RER、日本的 JR、德国的 S‐bahn 以及美国的通勤铁路等[1]；国内主要有上海的 R线、

北京的 S线以及成灌铁路。 

成灌铁路是 5.12 大地震后灾后重建的重要工程，它连接了西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

市和著名风景区都江堰、青城山，于 2010 年 5 月 12 日正式运营。作为我国第一条真正意义

上的市域铁路，成灌铁路客流特性的研究对市域铁路的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具有重要意义。 

1. 市域铁路的概念及技术特点	

1.1 市域铁路的概念 

由于各线路的建设及运营模式不尽相同，其名称及概念一直没有比较清晰的定义。本文

从以往的研究成果出发，对市域铁路的概念进行定义。 

市域铁路是指在大城市市域范围内提供的、连接城市内部与城市外围主要城镇之间的、

具有较高旅行速度（大于 50km/h）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市域铁路将城市外围主要城镇的

交通连接起来，延伸至市区，还可与城市内部的轨道交通系统实现衔接换乘。 

1.2 市域铁路的技术特点 

市域铁路不同于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也不相同。其主要的技术特点包含以下

几个方面。 

（1）多采用大铁制式   

轨道交通制式的选择，直接决定了项目建设的标准、规模和投资成本。通常，市域铁路

可采用的制式有大铁制式和城市轨道交通制式。城市轨道交通制式一般适用于线路长度小于

50km、站间距较小、速度目标值不小于 100km/h（平均旅行速度为 25 至 35km/h）的轨道

交通系统；而大铁制式适应与速度高、运输距离较长的市域范围内轨道交通系统。市域铁路

线路长度、站间距及速度目标值都大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故多采用大铁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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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站间距较大 

与城市轨道交通相比，市域铁路的站间距大。一般来说，城市地铁的平均站间距在 1

至 2km之间；而市域铁路的平均站间距不宜小于 2km，国外市郊铁路平均站间距一般为 1.5～

7.0km，我国部分在建或规划的市域铁路站间距一般为 2.0～7.0 km。 

（3）旅行速度较高 

由于市域铁路的站间距较大，且速度目标值一般大于 100km/h，故与城市轨道交通相比，

其旅行速度较高，一般高于 50km/h。 

（4）客流分布不均衡 

市域铁路是将城市外围的城镇与城市连接起来，其客流的出行需求在时空分布上会存在

不均衡的特点。 

（5）输送能力小于城市轨道交通 

从系统输送能力来说，市域铁路系统的输送能力小于城市轨道交通。一是市域铁路车辆

的载客量（目前采用 CRH1 型动车组）小于城市地铁车辆，二是市域铁路列车的开行间隔大

于城市地铁列车。 

（6）服务水平高 

市域铁路采用高速动车组作为运载工具，提高了旅行速度和乘车过程的舒适性；采用对

号入座的乘车模式，保证了旅客的乘车空间及舒适性；市域铁路列车配备了餐车及乘务员，

为旅客乘车过程提供了方便。所以，与城市轨道交通相比，市域铁路列车服务水平得到了较

大的提升。 

（7）可与地铁等其他线路衔接换乘 

市域铁路主要将城市外围客流运送至城市内部，但客流在城市内部的出行还需要其他运

输方式的配合。故为方便旅客出行换乘，市域铁路必须考虑与其他交通系统的换乘衔接。 

（8）存在支线[1] 

城市外围区域较大，一条市域铁路的吸引范围有限。从市域铁路的功能及发展来看，发

展支线是市域铁路扩大覆盖面、方便旅客出行的重要方式之一。 

2. 市域铁路客流构成及分类	

市域铁路不同于城市轨道交通，其客流的构成也与城市轨道交通不同。市域铁路客流可

按出行目的和出行距离两个方面进行分类。 

2.1 按出行目的划分 

市域铁路客流按出行目的划分可分为三类：①由于工作学习等社会性活动所产生的通

勤通学、公务及商务客流；②由于日常生活需要而产生的购物、就医及探亲访友等客流；

③由于其它社会性活动所产生的娱乐、出游及休闲度假类客流。④其他客流。一般来说，

第①类客流十分稳定，是市域铁路日常服务的主要客流；第②类客流比较稳定，但会受节

假日、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波动性；而第③类客流一般在节假日出行，受旅游

资源、季节、天气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波动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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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问卷调查数据统计，成灌铁路客流构成如下图所示。 

 

图 1  成灌铁路客流构成 

由上图可知，成灌铁路客流主要由第③类客流（旅游休闲流）、第②类客流（购物、

探亲流）以及第①类客流（通勤、公商务流）组成。这决定了成灌铁路兼具旅游铁路和通

勤铁路的特点。 

2.2 按出行距离划分 

客流的距离分布是研究不同乘车距离段的客流所占比例，其中的一项重要指标是平均乘

车距离 l，若
5.2全线Ll 
，表明该线路以中长距离客流为主，否则以中短途客流为主。一

般来说，市域铁路旅客出行距离均较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长。故以标准平均乘车距离为参照，

将市域铁路客流分为长途客流和中短途客流。 

成灌铁路全长约为 65km，根据
5.2全线Ll 
来计算，其标准平均乘车距离 l 约为

26.8km。根据对 2010 年客流的出行距离统计得到，2010 年成灌铁路客流下行出行距离为

46.79km，上行出行距离为 38.70km。即成灌铁路客流主要以长途客流为主。 

3. 市域铁路客流特征分析	

3.1 时段分布特性 

3.1.1  市域铁路客流时段分布形态	

假定市域铁路城市开往城市外围区为下行，城市外围区开往城市为上行；旅游资源位于

城市外围区，就业资源位于城市区域。根据对上述各类客流在时段上的出行特点，将市域铁

路客流随时段变化的规律总结为以下几种变化形态。 

1.单峰型 

单峰型是当某类客流所占比例较大时，由于这类客流的出行特点造成的在某个方向和某

个时段内客流数量较大的情况。a、b 两图分别代表了典型的旅游铁路与通勤铁路客流在时

段上的分布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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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图 2  市域铁路客流单峰型分布 

2.双峰型 

当各类客流的比例均无法占到绝对比例时，客流在时段上的分布形态就会随着各类客流

之间的比例变化而变化。对于市域铁路来说，旅游客流和通勤客流是两类主要的客流。根据

客流比例不同，可能呈现出以下两种双峰型。 

 

   （a）                        （b） 

     图 3  市域铁路客流双峰型分布 

成灌铁路客流时段分布形态即与上图 a 符合。这与成灌铁路以旅游休闲客流为主，兼具

通勤客流的客流构成相一致。对成灌铁路日时段客流进行统计拟合，得到其分布形态图如图

4 所示。 

 

图 4  成灌铁路客流双峰型分布 

3.全高峰型与全平峰型 

全高峰型客流一般发生在节假日期间，尤其在五一、十一等黄金周期间。在客流量极大

时，每列车的上座率均达到 100%及以上，客流分布便呈现出全高峰形态。 

全平峰型一般发生在旅游淡季，且通勤通学客流所占比例很小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由

于客流出行时间分散，且无规律，全天均呈现列车上座率不高的情况。 

4.突峰型 

由于市域铁路沿线或终端举行某种大型活动或天气突变等因素而造成的在某小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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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内客流突增的情况。突峰型客流对于采用国铁制式的市域铁路而言，车站在客流组织上

有一定的困难，需要有相应的应急组织措施。 

3.1.2  客流时段不均衡性系数	

动态客流在时段上的不均衡性可用时段不均衡系数
pt 表示，其计算方法[2]如下式所示。 

                                                         

HQ

Q
p H

i
i

t






1

max

                                               （公式 1） 

其中：
Qmax ‐‐  单位时间内单向最大断面客流量，人/h； 

             
Qi   ‐‐  某单位时间内单向断面客流量，人/h； 

              H ‐‐  全日营业小时数。 

一般情况下，时段不均衡系数
pt ＞1。当

pt 趋向于 1 时，说明客流在时段上的分布较

为均匀；当
pt ＞2 时，则说明客流在时段上的分布不均衡。线路往往是以高峰小时客流量

的大小作为确定动车组辆数的基本依据，高峰时段不均衡性越大，所需要投入的动车组数量

就越多。成灌铁路高峰时段不均衡系数为 2~3，其客流在时段上的分布不均衡。高峰时段所

需动车组数量较多。 

3.2 客流流向特性 

市域铁路有上下行两个方向，客流量在方向上呈现出不均衡性。一般来说，城市区域主

要吸引通勤、购物、探亲访友等客流，产生旅游休闲客流；而城市外围区域则主要产生通勤、

购物、探亲访友等客流，吸引旅游休闲客流。因此，不同方向的出行客流量存在差异性。 

3.2.1  高峰时段流向差异性	

根据差异性的大小，可将同一时段客流在方向上的差异分为单向型和双向型。 

单向型是指在单位时间内上下行方向的客流量数值差异较大，特别是通往郊区或工业区

的线路大多属于单向型。双向型是指在单位时间内上下行方向的客流量大小基本相等。 

对于市域铁路来说，当旅游客流与通勤客流量相当时，由于其乘车方向正好相反，同一

时段内可能达到双向客流基本相等，即双向型。 

客流在上下行方向上的不均衡性可用方向不均衡指数
pd 表示，其计算方法[2]如下式所

示。 

                                                      VV
Vp

dd

d
d '

2



                                                     （公式 2） 

其中：V d ‐‐为单方向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量，人/h； 

            V d
'

  ‐‐  为对应V d 的另一方向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量，人/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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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pd 趋向于 1，说明线路客流流向较为均衡，属于双向型；当

pd ＞1 或
pd ＜1 时，则

说明线路客流流向不均衡，属于单向型。 

根据客流在时段上的分布图可以看出，成灌铁路下行方向存在一个大早高峰和一个小晚

高峰；而上行方向则存在一个小早高峰和一个大晚高峰。高峰时段内客流在方向上存在较大

的差异，属于单向型。 

3.2.2  日客流流向差异	

从理论上讲，产生出行需求就一定会产生回程需求，故一天内上下行客流量应该是相等

的。但实际情况中，由于通道内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竞争、设施服务的衔接以及客流客观出

行需求等原因，可能会造成一天内上下行客流量之间存在差异的情况。 

就成灌铁路而言，其一天内上下行客流的不均衡现象十分明显。据统计，2010 年成灌

铁路平均每日上行客流总量较下行客流总量多 1,662 人。 

3.2.3  车站客流流向差异	

全线客流流向的不均衡是由每个车站所发出的上下行客流量的不均衡造成的。除首末站

外，中间站客流流向的不均衡性包括发送客流的不均衡和到达客流的不均衡。 

选取车站客流发送不均衡系数
p fs 和到达不均衡系数

pdd 来综合描述车站的客流不均

衡性。其计算方法如下。 

                                                               
Q

Q
p

fs

fs 下

上

fs
                                                    （公式 3） 

式中：
Q fs

上

  ‐‐  为某中间站上行日均客流发送量，人； 

         
Q fs

下

  ‐‐  为某中间站下行日均客流发送量，人。 

                                                               
Q

Q
p

dd

dd 下

上

dd
                                                    （公式 4） 

式中：
Qdd

上

  ‐‐  为某中间站上行日均客流到达量，人； 

           
Qdd

下

  ‐‐  为某中间站下行日均客流到达量，人。 

对于市域铁路来说，当
p fs ＞1 时，说明发往市区的中短途客流较多；当

pdd ＞1 时，

则说明来自市区的中短途客流较少；当
p fs ＞1 且

pdd ＞1 时，则加剧了中间站与市区段的

客流不均衡的情况。反之亦然。 

根据 2010 年成灌铁路中间站的客流数据进行统计，得到成灌铁路中间站的客流发送不

均衡系数
p fs 均大于 1，且客流达到不均衡系数

pdd 也都大于 1，中间站客流的不均衡性加

剧了成灌铁路客流流向的不均衡，即上行客流远大于下行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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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区段特性 

客流区段特性是指各区间断面客流在全线上的分布规律。当客流的平均出行距离

5.2全线Ll 
时，线路以中长途客流为主，则客流在区段上的分布较为均匀；当

5.2全线Ll 

时，线路以中短途客流为主，客流在区段上的分布根据短途客流乘车区间的不同，呈现出不

同分布形态。 

客流区段的不均衡性可由断面分布不均衡系数
ph来描述，其计算方法如下式所示。 

                                                       

mQ

Q
p m

i
i

h






1

max

                                                   （公式 5） 

其中：
Qmax ‐‐  单向最大断面客流量，人； 

           
Qi     ‐‐  某一区段单向断面客流量，人； 

              m    ‐‐  线路区段数。 

对于断面分布不均衡系数
ph值较大（一般是指大于 1.5）的线路，一般在客流量较大的

区段考虑增加列车开行数量，可采取大小交路结合的运输组织方案以增强线路断面最大运输

能力，保持各断面运力与运量的均衡。成灌铁路以中长途客流为主，其断面分布不均衡系数

为 1.14，较为均衡。 

4. 结束语	

市域铁路是满足市域范围内旅客出行需求的，它具有快速、安全、准时、便捷、容量大、

能耗低和污染小等优点[3]，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可持续发展特性。发展市域铁路是解决中心

城市与卫星城镇间日益严重的交通问题的最佳方式。 

市域铁路的客流特性是运营组织的基础，也是规划设计的重要依据。市域铁路在我国的

发展时间较短，针对其客流特性的研究还较少。随着更多市域铁路的规划建设，客流特性的

研究应往更系统和量化的方向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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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商务区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设计 

卓曦  郑柯 

【摘要】为提高城市中心商务区电动车出行效率，减少电动车交通事故率，分析电动车出行

路径，进行交通调查及视觉实验，设计城市中心商务区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该系统提出电

动车出行诱导系统物理框架，设计电动车出行诱导屏的版面及空间布局。最后将该系统应用

于福州市宝龙商务区，并用 VISSIM 软件进行仿真评价。评价结果表明，使用该系统后，实

例区域支路利用率达到了 40%，电动车平均行程车速为 35 /Km h，电动车平均每次出行节省

9-10min 的时间，均大于现状服务水平。 

【关键字】交通工程  出行诱导  电动车  视觉实验  诱导屏 

1. 引言	

目前电动车以其美观、价廉、快捷、使用成本低等诸多优点，成为我国城市中心商务区

的主要出行方式。然而电动车出行存在交通事故率高、出行路径混乱、交通拥堵易发等问题。

据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的统计，从 2008 年到 2011 年四年时间，电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

占全部非机动车事故的六成以上，造成两百多人死亡。 

针对电动车出行问题，国内外研究侧重于电动车性能改进[1]、电动车安全管理[2]、销售

控制[3]等方面，多为限制性与约束性措施，缺乏电动车出行路径诱导方案。经调查发现，电

动车出行速度低、高峰时段出行路径选择困难已经成为普遍关注的问题。 

参考机动车出行诱导技术，根据电动车机械性能及电动车驾驶员特殊的生理、心理特性，

利用调查、实验方法，进行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设计，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2. 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设计	

2.1 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物理框架设计 

电动车出行者所关注的信息大致包括 2 个方面：对“出行前”移动计划有效的信息、对“驾

驶中”在道路上移动过程中有益的信息。 

2.1.1  出行前诱导子系统物理框架	

基于驾驶员出行前对信息查询方式呈多样化，目前主要通过 Internet、通信和媒体 3 种

传输渠道进行传输信息。 

2.1.2  出行途中诱导子系统物理框架	

基于电动车上的硬件配备还较为简易，出行途中的信息诱导子系统可采用 VMS 系统，

VMS系统能够及时、快速、直观地向驾驶员传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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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电动车出行诱导屏设计 

电动车出行诱导屏由静态文字、图形路段标识区和镶嵌其中的 LED 光带组成，以图形方

式呈现道路整体轮廓和走向。 

2.2.1  电动车出行诱导屏的视认性分析	

在道路交通系统中，驾驶员的认知能力体现在驾驶员的视觉能力、注意能力和反应能力，

这三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共同决定了驾驶员对交通诱导屏的视认性。 

2.2.2  电动车出行诱导屏颜色	

颜色选择：按照 GB5768‐2009《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4]中的规定，对于电动车出行诱

导屏静态信息部分按照指路标志设计，采用蓝色作为诱导屏的底色，采用白色作为诱导屏边

框、汉字以及其他文字和符号的颜色；对于可变信息部分，诱导屏底色采用黑色，图形、符

号和文字则根据不同的显示方式有所不同。 

颜色显示方式为：通过绿色（表示畅通）、黄色（表示流量较大，行驶缓慢）、红色（表

示拥堵）等色块图案，发布实时路况信息。 

2.2.3  电动车出行诱导屏文字高度	

视认距离的大小不仅与汉字高度有关，还与行车速度、诱导屏本身的亮度和颜色对比度

等因素有关。电动车出行诱导屏字体参照指路标志的字体设计标准，汉字采用标准黑体（简

体），汉字高度应符合表 1[5]的规定，字宽与字高相等。 

表 1  汉字高度与计算行驶速度的关系 

计算行驶车速(km/h)  100—120  71—99  40—70  ＜40 

汉字高度（cm)  60—70  50—60  35—50  25—30 

本研究在进行电动车出行诱导屏的设计时，考虑到诱导屏大小多设置在城市次干道或支

路上，而这些道路上的车辆行驶速度均小于 40 /Km h。因此可以考虑电动车诱导屏的汉字

高度在 25—35 cm 的范围间选择，参照交通标志设计中“就低不就高”的原则，本文电动车诱

导屏的汉字采用字宽与字高相等的黑体字设计，字高为 25 cm 。 

2.2.4  电动车出行诱导屏版面尺寸	

（1）文字规格 

电动车出行诱导屏版面尺寸应根据版面显示的文字的字高 h 和 h 确定的字间距、距诱导

屏边缘最小距离等决定，并适当考虑版面的美化因素，字间距、距诱导屏边缘最小距离与字

高 h 的关系如表 2[6]。 

表 2  文字间距、行距的规定 

文字设置  与汉字高度（h)关系 

字间距  1/10h以上 

笔画粗  1/1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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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行距  1/3h 

距诱导屏边缘最小距离  2/5h 

（2）视觉模拟实验 

进行视觉模拟实验后，提出诱导屏的高度。视觉模拟实验概述如下： 

1）实验背景 

诱导屏的大小尺寸，应以能保证驾驶员在不通行车速度条件下，在一定的视认距离内，

能方便、清晰地识别诱导屏上的符号与文字，故符号、文字的大小必须满足视认距离的要求。 

2）模拟实验过程 

a、研究方法及理论依据 

诱导屏的认读一般包括发现、识别、认读、理解和行动五个阶段，在此五个阶段的全过

程中行驶的距离即为视认距离。在一般情况下，视认距离同行车速度、车辆性能与诱导屏大

小有关。 

b、实验方案 

本实验选取四种版面尺寸做诱导屏，长宽约为 2.9×2.1。诱导屏上的内容则选用福州市

宝龙城市广场附近的干线道路。用 Autocad 制作诱导屏牌，诱导屏的汉字的高度、间隔、行

距等按照 GB5768‐2009 内的公式进行设计，视认距离在 20 /Km h ,30 /Km h ,40 /Km h的情

况下分别取值。本次共制作 3 块诱导屏。 

c、实验人员 

根据相关研究表明在相同年龄下男性比女性的反应时间要短；20‐30岁的反应时间最短，

年龄越大反应时间越长。选取测试人员 9 人，男性 5 人，女性 4 人；20‐30 岁 5 人，30‐40

岁 2 人，40‐50 岁以上 2 人；所有测试者的矫正视力都在 0.9 以上，在视觉生理上没有明显

个体差异性。 

d、实验过程：为测得电动自行车的视认距离，我们以大量的现场行车实验为研究手段，

探讨了在不同行车速度下的视认距离，每隔 500m 随机导入一个诱导屏（导入位置符合交通

标志设置标准）。驾驶员在距诱导屏 500m 的地方发动电动车分别以 20 /Km h，30 /Km h，

40 /Km h，45 /Km h匀速驶向诱导屏，看清诱导屏上的汉字时迅速鸣笛，记录员迅速记下

鸣笛时的时刻及坐标。 

实验如图 1所示： 

 

图 1  电动车行驶视觉模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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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实验数据与分析：根据实际实验，得到驾驶员在其他条件下的诱导屏的视认距离拟

合值，拟合函数与相关系数如下表所示。经计算与曲线拟合可得出下表： 

表 3  二次多项式拟合函数及相关系数 

速度(km/h)  视距模拟函数 

20  y = 0.0105x^2 ‐ 1.2573x + 172.81    R^2 = 0.9921 

30  y = 0.0071x^2 ‐ 0.7372x + 160.84    R^2 = 0.9969 

40  y = ‐0.0157x^2 + 0.5859x + 145.78 R^2 = 0.9697 

45  y = 0.0105x^2 ‐ 1.2573x + 172.81    R^2 = 0.9921 

可以得到，不同条件下行车速度与指路诱导屏的视认距离的拟合相关系数 R2 均大于

0.95，说明信息量与注视时间存在着很好的相关关系，拟合数据真实有效。 

由视觉模拟实验提出诱导屏的高度和长度计算公式： 

0.01414B S                                                                                                                            （1）   

1.4A B                                                                                                                                      （2） 

式中，A为诱导屏的长度（m）；B为诱导屏的高度（m）；S为视认距离（m）。 

2.2.5  电动车出行诱导屏版面内容	

为使信息自动发布更加快速有效，根据目前福州市道路分布情况和交通情况，可在每块

诱导显示屏中预先存有一组显示方案，如：XX 路口发生阻塞、XX 路段发生阻塞、XX 路口发

生事故、XX 路段发生事故、XX 路口正在施工、XX 路段正在施工等方案，并配有简单的道路

示意图，图上标识发生情况的位置以及可以绕行的位置，从而加快了系统反映时间，并且减

少通信量。如图 2 所示，版面设计图。 

 

图 2  电动车出行诱导屏版面设计图 

2.3 电动车出行诱导屏空间布局设计 

2.3.1  电动车出行诱导屏布局原则	

（1）分层次性。即根据诱导目的的不同，按照一定层次分别发布，使其各自发挥作用； 

（2）间隔合理。根据出行路径分布，各个诱导屏设置地点之间有合适的距离。在没有

完善规划之前，可以预留一些层次待布置； 

（3）疏密有序。根据路段不同，需求大小不同，在中心商务区选择不同地点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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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区域内电动车诱导屏布局设置	

借鉴路网布局规划的思想，综合考虑现状及道路网的拓扑结构、交通流量、驾车者对诱

导信息的认知和行为特性等，采用计算前置距离的方法确定诱导屏的初选地址。 

从具体设置方面来看，电动车诱导屏设置高度约为 5m 。驾驶员了解到交叉路口前的诱

导屏后，应有减速时间。一般将其设于路口前 30‐50m 处，预告重大交通事故的诱导屏约在

300m 以内，其具体位置决定于诱导屏与交叉路口间的距离，即前置距离。 

前置距离的计算应考虑道路的路况、电动车的行驶速度、视认距离等因素。前置距离 D

应考虑四个因素：行动距离 L 、判断距离 j 、认读所需距离 'l 和视认距离 S ，其关系见下

式： 

'D L j l S                                                                                                                     （3） 

1 1 1 2 1 2( 1) ( )( ) / (2 )L l D j n v t v v v v a                                                            （4） 

1 3'l v t                                                                                                                                        （5） 

1 3j v t                                                                                                                                        （6） 

式中： n 为车道数； 1v 为接近诱导屏时的电动车速（ /m s ）； 1t 为变更一次车道需要

的时间（ s ）；a 为减速度（
2/m s ）； 2v 为到达路口（或危险点）时的车速（ /m s ）； 2t

为认读诱导屏所需要的时间（ s ）； 3t 为判断时间（ s ） 

从而得出 D的计算公式： 

2 2
1 1 1 2 1 3 1 2

1
( 1) ( )

2
D n v t v v v t v t S

a
                                 （7） 

根据前述出行路径分析，结合上式求解，计算电动车诱导屏的设置位置 

3. 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运行评价	

以 VISSIM 仿真软件建立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应用环境。于该环境中，应用如下评价指

标，并进行评价。 

3.1 支路利用率 

道路宽度大于 3.5m 的支路行车面积占所有之路总面积的比值，即 

                                                    100%z

a

S
n

S
                                                              （6） 

式中，n 为支路利用率； zS 为车道宽度大于 3.5m 的支路行车面积（
2km ）； aS 为道路

总面积（
2km ）。 

3.2 平均行程车速 

区域内出行总路程与出行消耗总时间的比值。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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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式中， v 为平均行程车速（ /Km h）； S 为区域内出行总路程（ Km）；T 为区域内

出行总时间（ h ）。 

3.3 平均行程节省时间 

每公里出行节省时间。计算公式如下： 

1 0t t t                                                                                                                                      （8） 

  1t  '

1

n

i
i

T

 / n                                                                                                                            （9） 

0t 
1

n

i
i

T

 / n                                                                                                                              （10） 

式中， t 为平均每次出行节省时间（min）； 1t 为采用诱导系统后平均每次出行时间

（min）； 0t 为采用诱导系统前平均每次出行时间（min）。 

4. 实例分析	

4.1 福州市宝龙商务区电动车出行现状 

宝龙中心商务区是福州市物流、人流汇集的核心地区，交通出行总量大、密集度高。如

图 3 所示，调查获得宝龙商务区电动车出行行为特性，并取得如下出行路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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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宝龙商务区出行路径分布 

4.2 宝龙商务区诱导屏版面设计 

根据公式（1）、（2），计算可得诱导屏的长为 2.9m ，宽为 2.1m 。根据 GB5768‐2009《道

路交通标志和标线》中的规定，本文电动车诱导屏的汉字采用字宽与字高相等的黑体字设计，

字高为 25cm ，字间距为 2.5cm ，笔画粗为 2.5 cm ，行间距为 8.4cm ,设计出如图 3 所示。 

为了解电动车驾驶员对该设计诱导屏的看法与意见，我们小组以宝龙商务区为例，通过

问卷调查得出了相关信息（详见研究报告）。数据统计结果显示，调查中有一半以上的驾驶

者表示在驾驶时留意路边信息牌。大部分人（76.56%）能理解标志牌上的图片与数字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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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希望能由图像结合文字体现。对于电动自行车驾驶员而言，由于他们的行驶速度一般在

15 /Km h到 20 /Km h之间，此时的动视力与静视力几乎一样，速度慢也使得他们将识别标

志的距离减短。 

4.3 宝龙商务区电动车出行诱导屏空间布局设计 

如图 4 所示，选定并抽取宝龙商务区路网中一段为算例： 

 

图 4  宝龙商务区出行诱导屏空间布置图 

以 1‐2路段的电动车诱导屏距离 2交叉口的前置距离为例，通过实地调研得出以下参数：

1‐2 路段车道数  n=4，接近诱导屏时的电动车速 v1=11 /m s ；变更一次车道需要的时间  t1

约 11 s ；试验电动车减速度取 1 
2/m s ；到达路口（或危险点）时的车速 v2=5（m/s），认

读诱导屏所需要的时间 t2一般为 1.0‐2.0 s ,取 2 s ，判断时间 t3一般为 2.0‐2.5 s ，取 2 s ；视

认距离可通过视觉模拟实验取 150m 。故根据公式（5），计算得前置距离 162D m 。 

如图 5 所示，综合事故黑点以及出行路径的因素，最终选定诱导屏位于距离 2 交叉口

162m 的道路右侧。 

 
图 5  诱导屏选址点 

4.4 宝龙商务区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运行评价 

出行前大多数电动车出行者选择的都是路径一：A‐B‐C‐D‐E 和路径二：A‐B‐G‐F‐E，而路

径三 A‐B‐F‐E和路径四 A‐I‐C‐D‐E的选择者极其稀少，导致路径一和路径二交通拥挤，路径三

和路径四得不到有效的利用，道路资源无法得到有效利用。 

采用诱导系统后，于 VISSIM 仿真环境中，电动车出行者能够预先了解前方道路状况，

根据诱导屏上的信息状况，选择此时最适合的路段，提高车速，节省出行时间。根据评价公

式可以计算出，应用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后，宝龙商务区电动车运行状况为： 

（1）支路利用率达到了 40%。超过至少达到 20%的要求，大大提高了路网的使用度。 

（2）平均行程车速为 35 /Km h，满足 25~40 /Km h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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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平均每次出行节省 9‐10min 的时间，基本达到设计此系统的要求。 

5. 结语	

研究设计出了一套城市中心商务区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以合理诱导中心商务区电动车

出行路径，优化电动车出行行为。该系统具有一定创新性，有利于中心商务区电动车车流合

理组织与道路改善。随着电动车应用日益推广，电动车将成为非机动车车流的主体，构成将

来城市交通重要组成。该出行诱导系统适应发展趋势，体现了绿色交通的智能化控制方向。 

城市中心商务区电动车出行诱导系统设计中，因实验条件、经费条件制约，部分参数仍

参考现有机动车交通规范进行取值。进一步研究中，将深入探讨电动车特有的跟驰行为，优

化诱导系统中参数的取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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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中心城区通勤者出行链特征初探 

万涛  李乐园 

【摘要】本文基于天津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的数据，以出行链为研究工具，对天津市中心城

区通勤者出行特征及其与通勤距离、出行方式、土地使用特征和家庭结构的关联性进行了初

步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通勤者日出行模式同上述各种因素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关联性。此

外，本文还尝试在土地使用方面采用了密度混合度指标，对于难于量化的土地使用因素进行

量化处理，并在研究家庭结构时引入了聚类分析的方法将天津市中心城区家庭聚集为 6种较

为典型的类型，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探索，为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构建模型打下基础。 

【关键词】出行链  土地使用  家庭结构 

1. 引言	

以工作通勤为目的的出行在城市居民各种目的的出行所占比例最高,也是最为重要的出

行。通勤者在家与工作地点之间的潮汐流动构成了城市交通的最基本脉动。但从单个通勤者

一日出行模式的角度看，很多情况下，往往并不仅仅在单位和家庭之间作简单往返，工作通

勤者会在上班往返途中，或者上班离家前或下班离家后，进行一些其它的外出活动。并且这

些工作以外的活动会因家庭装况、居住地/工作地土地利用情况、通勤者生理和社会经济状

况乃至使用交通工具的不同而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国外许多城市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点。随

着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的结束，我国大城市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主要手段将由硬件建设

阶段转向以政策和管理为主的软件建设阶段。因此，有必要从通勤者个体的角度，探讨其日

出行模式同各种可能影响因素的相互关系。这也是当今交通需求模型从基于出行向基于活动

过渡的主要方向。本文以出行链为主要研究工具，以天津市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数据为基础，

整理得到天津市中心城区范围内调查居民的日出行模式，对模式与城市形态、家庭/个人特

征、交通工具使用的相关情况进行相关分析，并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 

2. 活动出行理论与出行链	

对于出行链的研究和分析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即在美国和欧洲出现。那个时期，交通出

行建模的理论与方法正在经历由描述性模型向过程性模型的转变。出行活动理论开始受到研

究者和交通模型开发者的重视。所谓出行活动理论是指，出行本身不能直接满足人类的需求，

直接满足人类各种需求的是各种类型不同的活动，完成活动的场所在空间上是分散的，出行

的需求是从参与到各种不同类型活动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 

在活动出行研究中，基于不同活动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性不同，一般会将外出活动（不

含在家进行的活动）归入三种类型或等级，即生存型活动、维持型活动和休闲型活动。生存

型活动是指获取生活基本来源或者为获取获得基本来源进行准备的活动，如工作或者就学，

该种类型的活动对于个体来说具有最高的重要度，也具有最强的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度；维

持型活动是指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而必须进行一些活动，比如储蓄、就医、购物等活动，对

于个体来说具有次一级的重要度；而休闲活动是指个体在时间和空间上可以自由决定取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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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对于个体生存的重要性最低，但灵活性最高，多样性最大。 

上述三种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往往都有较为固定的地点。比如，个体每日的外出活

动一般都以家为起点和终点，白天一般都会在固定的地点进行工作，正是由于到这种重要活

动地点的固定性，如果将个体一天的各种活动（或出行）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起来，会很自

然的发现，这些顺序排列的活动或出行会形成若干个以固定地点为起点和终点的链条，这些

链条中间会将一些相对较为次要的活动串联其中，这就形成的出行链最基本的概念。由于出

行链当中既包含了活动等级的概念，又将地点转移联系其中，使得出行链成为一种理想的从

活动出行视角研究人类出行行为的工具。 

 

图 1  典型出行链示意图 

在上图的典型出行链中，出行者从家出发经过目的地 1，和目的地 2，再到达目的地 3，

到达目的地 3 后返回目的地 2  ，再回家，可以视为一条包含 3 个目的地的出行链。这个出

行链当中又包含一个基于目的地 2的子出行链。 

3. 天津市中心城区出行链特征分析	

3.1 出行链的定义 

本文参照国外常用的出行链分类方法将通勤者出行链分为 5 种主要类型。这些类型活动

链的定义需要按照地点对于出行者的重要性在一条活动链出具有不同层级的基地位置，一般

而言，对于通勤者，家作为基地的重要性要高于单位，单位要高于其它地方。具体的定义方

法如下。其中 HWH 和 HWHWH可视为简单出行链，其余可视为复杂出行链。 

表 1  通勤出行链分类表 

通勤出行链类型  含义 

HWH  一天当中仅包含外出工作的活动，在工作地点和家之间只有一次往返 

HWH+ 
一天当中的主要活动为外出工作，在工作地点和家之间只有一次往返，并在上下班途

中在家和工作以外的地点停留，并发生某种活动 

HW+WH 
一天当中的主要活动为外出工作，在工作地点和家之间只有一次往返，并在工作当中

还发生以单位为基地的往返 

HWHWH  一天当中仅包含外出工作的活动，在工作地点和家之只有两次往返 

HWHWH+ 
天当中的主要活动为外出工作，在工作地点和家之间有两次往返，并在工作以外还发

生其它以家为基地的外出活动 

 

目的地 1 目的地 2 目的地 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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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通勤出行链分类概念图 

除通勤出行链外，在后面的相关因素分析中，还对通勤者非通勤出行链的个数进行了研

究。 

3.2 相关因素分析 

类比其他城市的经验，将出行链特征的相关因素分为家庭、家庭所在地位置、单向通勤

距离、出行方式 4 个方面。下面将逐一检查上述各方面影响因素同通勤出行链类型和次要出

行链个数的关联性分析。 

3.2.1  家庭与工作地点间的距离	

整理中心城区各种不同通勤出行链、以及不同次要链个数的单向通勤距离如表 2、表 3。 

从上述两表看，HWHWH和 HWHWH+这类一天多次通勤的出行链距离明显要高于 HWH

等一天只有 1 次通勤的出行链。显示出通勤距离对于通勤频次的影响。包含中途停留的出行

链在通勤距离上要明显小于不包含停留的简单出行链,显示出较长的通勤距离会降低人们的

中途停留行为。 

表 2  不同通勤链的单向通勤距离 

类型  HWH  HWH+  HW+WH  HWHWH  HWHWH+ 

通勤距离(km)  9.9  7.8  6.1    2.8    1.6   

 

表 3  不同通勤链的单向通勤距离 

次要链数  0  1  2+ 

通勤距离(km)  8.9    7.2    4.3   

3.2.2  出行方式的影响	

整理采用各种不同出行方式的通勤出行链比例，如下表。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公共交通的地简单出行链在所有方式中最高，达到 91.7%,远高于其

他方式简单出行链的比，反映出目前以常规公交为主导的公共交通方式插入其他活动较其他

的方式更加困难。此外，小汽车的复杂链比例仅低于步行，反映出小汽车交通方式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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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采用不同出行方式的通勤出行链比例 

出行方式 
简单链  复杂链 

合计 
HWH HWHWH  小计  HWH+ HW+WH HWHWH+ 小计 

步行  53.9% 27.0%  80.9%  7.2%  2.7%  9.2%  19.1%  100.0% 

自行车  76.0% 10.1%  86.1%  8.1%  3.0%  2.8%  13.9%  100.0% 

小汽车  79.2% 2.9%  82.0%  10.9%  6.0%  1.0%  18.0%  100.0% 

公共交通  91.7% 1.2%  92.9%  5.2%  1.8%  0.1%  7.1%  100.0% 

3.2.3  土地使用的影响	

本文土地使用主要考虑居住地端的状况。采用的指标为土地使用密度混合度指标。 

该指标主要考虑人口与岗位的混合，对人口与岗位的密度以及开发密度的考虑，兼而取

之。计算表达式为： 

    

其中，MI为土地使用密度混合程度； 

          Pop 为交通小区质心 1 公里范围内家庭户常住人口数量； 

          Emp 为交通小区质心 1 公里范围内家庭户工作岗位数量； 

          InterSections为为交通小区质心 1 公里范围内道路交叉口的数量； 

Factor1 为全区域各小区 InterSections 指标均值与全区域各小区 Pop 指标均值之比； 

Factor2 为全区域各小区 InterSections 指标均值与全区域各小区 Emp 指标均值之比。 

 

图 3  土地使用密度混合度分区图 

按照该指标的计算，将中心城区内部区域分为 4类，第一类为密度和混合度都最高的地

区，第四类地区为密度和混合程度都最低的地区。由于目前天津中心城区仍然维持单中心的

结构，因此从一类地区到四类地区大体是按照距离城市中心远近分布的。城市外部地区简单

出行链的比例也要略高于城市内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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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居住地地点类型居民的通勤距离 

P端地点类型  1  2  3  4 

通勤距离（km）  6.8    8.0    8.8    9.4   

表 6  不同居住地地点类型居民的次要出行链个数 

P 端地点类型 1 2 3 4 

次要链数 0.18 0.2 0.1 0.1  

表 7  不同居住地区为的通勤出行链比例 

居住地区位 
简单链  复杂链 

合计 
HWH  HWHWH  小计  HWH+ HW+WH HWHWH+ 小计 

1  78.1%  7.3%  85.4%  8.9%  3.2%  2.6%  14.6%  100.0% 

2  76.4%  7.4%  83.8%  9.6%  4.4%  2.1%  16.2%  100.0% 

3  78.2%  8.6%  86.8%  7.8%  2.7%  2.7%  13.2%  100.0% 

4  79.0%  8.2%  87.2%  7.1%  3.4%  2.3%  12.8%  100.0% 

从位于不同居住地地点类型的居民的通勤距离看，具有最高密度和混合度的 1 类地区具

有最低的通勤距离，而位于城市边缘的 4 类地区的则具有最高的平均通勤距离。在混合程度

较高的 1 类地区和 2 类地区，次要出行链个数明显高于混合程度较差的 3、4 类地区，显示

出城市中心地区进行各种次要出行链的方便性。 

3.2.4  家庭方面	

家庭因素对于出行链特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家庭中成员的数量以及个体在家庭当中

所扮演的角色都会对出行链的数量以及主要活动链的类型产生影响。在出行需求分析当中研

究家庭对于出行特征的影响一般都会将家庭划分为若干类别，其中基于“生命周期”的分类

是最为常见和普遍的一种分类思路。这种分类思路循一个家庭从预备成立到消亡的整个过程，

以家庭产生、发展的关键事件为节点将家庭分为多个不同的阶段，认为每个不同的阶段即为

一种家庭的类型。如 Bhat 在使用多日面板数据研究家庭与出行特征的关系时，将家庭分为

未退休夫妇、退休夫妇、子女小于 22 岁的核心家庭、子女大于 22岁的核心家庭、一人家庭、

新婚夫妇和单亲家庭 7类。单纯考虑家庭的阶段有时会显得过于单一，一般都还会和家庭中

人员的就业状态结合起来。例如，YuHua Li等人在利用美国亚利桑那州土桑市的家访数据研

究家庭类型与结构同时间使用和出行链行为关系的时候，考虑将家庭分为单身无就业家庭、

单身就业家庭、夫妇无就业家庭、夫妇一人就业家庭、夫妇两人就业家庭。从上述两种典型

的分类方法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在设定家庭分类时都是以夫妇为核心来进行分类的，但在中

国这样的东方国家，虽然家庭小型化的趋势已经开始形成，但几代人共同生活的大家庭却仍

然是比较常见的情况，按照 2011 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天津市中心城区与老人共

同居住的家庭比例达到 25%，如果直接采用西方国家流行的分类方法会使得很多家庭无法归

类。而参照实际的情况，按照工作人口数、未成年子女数、家庭总人口数、老人人数等反映

家庭情况的变量来按照天津的实际情况构造家庭类别又存在着分类过细，出行特征难以被有

效捕捉到的问题。为了找到一种既能够反映天津的实际情况，同时又能以最少的数目最大限

度反映家庭与家庭间的类似性与差别性，本文参照 Ben—AKavia 基于生活方式的家庭分类的

思想和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天津市中心城区居民家庭户分类进行研究。聚类方法采用适用于

大样本分布的两步聚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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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家庭分类变量的选取 

变量名称  含义 

EdU  家庭最高教育水平 

ElAge  家庭最长者年龄 

HHSize  家庭规模 

HZAge  户主年龄 

Nkids  子女数 

NWorker  就业人口数 

RsuFLA  平均住房面积 

Yage  最幼者年龄 

表 9  家庭分类变量的选取 

变量 
聚类‐1  聚类‐2  聚类‐3  聚类‐4  聚类‐5  聚类‐6 

2126  记录  2182  记录  3299  记录  2426  记录 2593  记录  2597  记录

EdU均值  4.5    3.0    3.1    4.1    4.6    3.9   

ElAge均值  40.5    46.9    54.0    52.4    57.2    63.8   

HHSize均值  3.2    3.3    1.9    3.0    3.1    3.0   

HZAge均值  38.0    44.9    52.7    50.7    54.4    60.9   

Nkids均值  0.9    1.0    0.0    0.0    0.1    0.1   

NWorker均值  1.9    1.4    1.2    2.3    1.7    1.1   

RsuFLA均值  2.3    1.4    1.7    1.1    2.7    1.2   

Yage均值  11.2    11.6    50.4    25.2    27.5    27.7   

两步聚类方法将全部含有通勤者的家庭聚集为 6 类。 

第一类家庭为有子家庭，家庭平均的收入水平和住房条件都是最高的,家庭中成年人的

年龄偏年轻,以父母带子女的核心家庭为主;第二类家庭基本上也以核心家庭为主,但住房和

教育水平偏低;第三类家庭主要是一些年龄结构偏老的家庭,基本上以中老年夫妇为主,教育

水平偏低,教育水平不高;第四类家庭主要以尚未婚配的成年子女与父母同住的家庭为主,此

类家庭除成年子女外,父母当中一般会有一人工作，住房条件较第三类家庭更好；第 5 类家

庭与第 4 类家庭类似，但教育水平和住房条件偏好；第 6 类家庭的结构也与 4、5 类类似，

但工作人数少于前两类，一般只有 1 人工作。 

表 10  不同聚类下的出行链构成 

聚类 
简单链  复杂链 

合计 
HWH  HWHWH  小计  HWH+ HW+WH  HWHWH+ 小计 

聚类‐1  77.0%  10.5%  87.5%  6.9%  3.4%  2.1%  12.5%  100.0% 

聚类‐2  71.0%  11.5%  82.5%  9.5%  4.4%  3.6%  17.5%  100.0% 

聚类‐3  78.9%  8.4%  87.3%  7.0%  3.2%  2.5%  12.7%  100.0% 

聚类‐4  84.5%  6.0%  90.5%  5.6%  2.7%  1.3%  9.5%  100.0% 

聚类‐5  76.8%  4.9%  81.7%  11.6% 3.5%  3.2%  18.3%  100.0% 

聚类‐6  76.9%  8.3%  85.2%  8.8%  3.8%  2.2%  14.8%  100.0% 

从表 10 可以看出，工作人口数多的家庭，通勤者使用复杂通勤出行链的可能性更高，

如第 4 类家庭平均工作人口数为 2.3，相应的简单链的比例达到 90.5%，也是所有聚类组中

最高的，这种情况可能是更多通勤者分担非主要活动造成的。第 5 类家庭教育水平最高，住

房条件最好，相应的简单链的比例也最低，可能反映了较高的收入水平会使通勤者产生更多

工作以外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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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在天津第四次综合交通调查的基础上，使用出行链的分析技术，对通勤者的一日通

勤特征进行了初步探索。探索的结果表明，通勤者的出行行为同出行方式、通勤距离的远近、

土地使用特征和家庭结构的特征都存在关联性。针对土地使用和家庭影响因素相对较难量化

的情况，尝试使用土地使用密度混合度指标和家庭特征聚类分析的方法。但对于通勤者出行

模式更深入的理解，还需要下一步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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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仿真模拟在轨道交通换乘枢纽设计中的应用 

                                            ——以深圳车公庙枢纽为例 

杨良  覃矞  闫铭 

【摘要】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多线换乘枢纽客流构成复杂、客运组织难度大的问题，在车站设

计阶段借助行人仿真模拟对车站布局和客流组织方案进行动态分析和评价，找出薄弱环节及

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优化解决方案。以深圳市车公庙枢纽为例，采用行人仿真模拟软件

Legion，在客流分析基础上，通过仿真研究找出设计方案中可能存在的严重客流交织点和拥

挤区域并分析原因，从而针对车站布局和客运组织提出改进方案。最后总结行人仿真在指导

轨道交通换乘站设计和客运组织方面的普遍使用性。 

【关键词】行人仿真  换乘枢纽  车站客运组织 

1. 引言	

在以轨道交通换乘枢纽规划建设中，如何评价、预测并提高其步行系统的效率及安全可

靠性，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和研究内容。目前，轨道交通车站在设计过程中主要参考地铁设计

规范及其他相关建筑设计规范，以客流总量预测值作为确定车站设施规模的标准，采用静态

和均态计算方法。但是随着轨道交通网络的发展，多线换乘枢纽客流量大且构成复杂，传统

的设计方法不能够充分考虑到行人的微观行为特征，无法明确评估复杂条件下车站设施设备

布局对行人运动带来的影响，不易发现客流拥挤区域和冲突点，从而给后期客流组织带来隐

患。而采用行人微观仿真辅助设计，运用计算机技术建立行人运动微观模型和空间宏观模型，

再现行人在空间中的复杂运动现象，从微观角度对车站设施设备布局和客流组织方法进行动

态评价，有助于发现设计缺陷，能够有效对传统规划和设计方法进行补充。 

深圳市相关部门在《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1‐2016）》和《轨道二、三

期工程的线路详细规划报告》研究基础上，确定了三期工程 7、9、11 号线和既有 1 号线在

车公庙站换乘方案，即明确以轨道交通换乘站为依托建设车公庙综合交通枢纽。本文探讨以

行人仿真作为辅助规划手段，针对深圳市车公庙枢纽初步设计方案，借助行人仿真软件

Legion，建立车站空间布局和设施设备配置模型以及相应行人运动模型，对设计方案进行仿

真分析和评价，找出设计薄弱环节并提出相应优化方案。 

2. 仿真研究思路	

枢纽行人仿真主要包括基础参数分析、建模、仿真分析及方案优化三个阶段。第一步，

通过现状调查及对研究目标年城市轨道交通运行特征分析，确定建模基本参数；第二步，输

入枢纽布局方案、客流数据等基础数据及相关参数，建立仿真模型；第三步，基于模型进行

仿真并依据仿真结果（视频、客流密度分布图等）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方案的优化并

进一步进行仿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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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思路 

3. 仿真参数选取	

3.1 设施设备服务时间 

结合国内外经验分析调查数据及结果，并综合考虑到本次车站行人仿真客流年限为

2041 年，随着轨道网络的逐渐完善、相关设施设备技术的发展以及乘客对于深圳市轨道交

通熟悉程度的提高对设施设备服务时间带来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相关设施设备服务时间指标

如表 1。 

表 1  设施设备服务时间 

设施名称 
设施服务时间(秒) 

最小值  平均值  最大值 

自动售票机\充值机  6  20  30 

进出站闸机  1  2  3 

标志识别时间  2  2.5  3 

3.2 自动扶梯速度 

自动扶梯与水平面夹角为 30 度，切线速度为 0.65m/s（参照《地铁设施规范（2003 版）》）。 

3.3 交通卡使用率 

根据调查，目前深圳市各线路交通卡使用率已经达到 70%左右，其中就业岗位集中区域

使用率高于平均值。本研究认为，随着车公庙地区远期开发建设以商业和办公为主，就业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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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集中，客流主要以本地客流、就业客流为主。同时受到交通卡优惠的影响，远期车公庙枢

纽深圳通卡使用率将达到 80%~85%。 

3.4 仿真评价指标 

根据行人仿真软件 Legion 所具有的分析功能，车站行人仿真主要以客流密度和区域内

客流平均速度作为评估依据。客流密度指的是车站单位面积乘客的数量，客流平均速度是至

区域内行人运动速度的平均值。本研究采用客流分布密度、步行速度为评价依据以及采用客

流平均运动速度作为评价指标。参照地铁设计规范及其他城市经验，我们采用 LOS 标准

（Fruin，1970）作为评价标准（见表 2）。 

表 2  仿真评价指标（行人密度（ped/m2）） 

评价等级  步行区域  楼扶梯  候车区 

A  <=0.31  <=0.54  <=0.83 

B  0.31‐0.43  0.54‐0.72  0.83‐1.08 

C  0.43‐0.72  0.72‐1.08  1.08‐1.54 

D  0.72‐1.08  1.08‐1.54  1.54‐3.59 

E  1.08‐2.17  1.54‐2.69  3.59‐5.38 

F  >2.17  >2.69  >5.38 

4. 初步方案分析及仿真	

4.1 车站布局 

4.1.1  车站总体布局	

总体布局采用 L型四层设计方案，枢纽主体位于深南大道和香蜜湖立交交叉口，其中1/11

号线线站位位于深南大道下方，沿深南大道东西方向布局；7/9 号线沿香蜜湖路南北方向布

局，采用三层双岛平行换乘形式，车站位于香蜜湖路西侧，并占用香蜜湖路西侧小幅路面。

1/11 号线与 7/9 号线之间利用现有香蜜湖立交西南象限匝道以及部分地面停车场负一层地下

空间，设置两个付费区之间的换乘大厅。 

 

图 2  车公庙枢纽总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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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车站平面布局	

1/11 号线平行布置，11 号线在 1 号线南侧和丰盛汀地下商业街之间，共用站厅和付费

区均在负一层，负二层为两线各自独立的站台层；7/9 号线采用平行布置同站台换乘。负一

层为站厅层，包括非付费区和付费区，负二层为设备层及 7/9 号线换乘站厅，负三层是 7/9

号线站台层。1/11 号线与 7/9 号线采用“L”型站厅付费区换乘方式。站厅层中部为连通的付

费区，供换乘客流通过，两侧为非付费区，供片区客流进出站和过街客流通过。 

 

图 3  枢纽平面布局图 

4.2 客流需求分析 

仿真研究目标年为 2041年，客流预测结果见表 3、图 4。 

表 3  晚高峰进出站客流 

线路  1号线  7号线  9号线  11号线 

方向 
罗湖至

机场东

机场东

至罗湖 

太安至

丽水 

丽水至

太安 

深湾至

文锦 

文锦至

深湾 

福田至

碧头 

碧头至

福田 

进站  3567  2652  2129  3867  4329  400  8452  2514 

出站  2079  1414  1286  519  414  643  852  5700 

 

 

图 4  晚高峰换乘客流 

不同类型客流到达、离开系统规律存在差异。其中，进站客流到达时间分布连续均衡，

而离开系统时间分布随列车到站较为离散；与之相反，出站客流到达系统时间分布受列车到

站影响呈现离散态势，离开系统则不受控制；换乘客流到达、离开系统均受到列车到站影响，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698



 

 

时间分布离散。 

4.3 列车开行方案 

依据相关设计方案，采用列车开行对数、列车编组方案如表 4。 

表 4  列车开行方案 

  列车开行对数(对)  车辆类型  列车编组 

1号线  30  A  6 

7号线  30  A  6 

9号线  30  A  6 

11号线  27  A  8 

4.4 客流组织方案 

1\11 号线换乘客流通过站厅换乘，7\9 号线采用同站台换乘结合站厅换乘模式；1\11

号线与 7\9号线换乘客流通过负一层站厅及换乘通道进行换乘。各线路进出站客流依托于换

乘客流流线就近进出进行组织，换乘客流流线组织方案见下图。 

 

图 5  换乘客流流线 

4.5 初步方案仿真 

输入上述车站方案及基础数据，构建枢纽行人仿真模型，进行仿真分析。通过仿真可知，

11号线站厅东侧 1/11号线与 7/9号线之间换乘客流优先选择穿越 11号线站厅东侧两组相对

布设的楼扶梯，从而与上下楼扶梯客流在其周边狭小范围内形成严重拥挤，无法有效自行疏

散。 

 

图 6  晚高峰 11 号线站厅东侧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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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换乘均在负一层站厅及换乘通道实现，换乘通道存在三个方向换乘客流，客流交织

较为严重；同时 7\9 号线北侧站厅，进出站客流与换乘客流无法有效分流，客流交织严重，

运输组织难度大。 

 

图 7  晚高峰换乘通道及 7\9 号线北侧站厅仿真 

5. 方案优化及仿真分析	

5.1 优化思路及改善方法 

方案总体优化思路是采用通道式单向换乘，减少主要换乘方向客流交织与冲突，具体措

施如下： 

（1）换乘 1\11 号线客流沿换乘通道进入 11 号线北侧站厅后分流进入 1\11 号线站厅楼

扶梯。 

（2）1\11 号线换乘 7\9 号线客流经 11 号线站厅与 11 号线换乘 7\9 号线客流交汇沿站

厅南侧通道进入换乘通道，即换乘通道内只存在双向换乘客流。 

（3）换乘 7\9 号线客流在换乘通道内进入负二层后分流至相应站台，即采用两层换乘

模式。 

 

图 8  优化方案枢纽总体布局 

客流组织方案调整为：1\11 号线换乘 7\9 号线客流由通过负一层换乘通道经换乘楼扶

梯到达负二层后分流至负三层各站台；7\9 号线换乘 1\11 号线的客流由站台通过负一层站

厅后通过换乘通道进行换乘。与原方案比较，7\9 号线至 1\11 号线换乘客流通过换乘楼扶

梯北侧通道进入 11 号线站厅后，分流进入 11 号线站厅至站台楼扶梯及 1号线站厅。换乘通

道内换乘客流为两个方向，客流组织易于实现。各线路进出站客流依托于换乘客流流线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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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进行组织，换乘客流流线组织方案见下图。 

 

图 9  换乘客流流线 

5.2 优化方案仿真分析 

通过仿真分析可知，优化方案能够避免换乘客流穿越 11 号线站厅东侧相对布设两组扶

梯，从而避免该区域的客流冲突,整体仿真情况良好。换乘通道内三个方向换乘客流简化为

两个方向客流，且利用换乘楼扶梯使得换乘客流不存在交织，无明显拥挤现象。 

 

图 10  优化方案站厅层仿真 

通过密度分析图表可知，站厅层客流平均密度基本保持在 C级以下，客流运动顺畅；通

道及 11 号线站厅东侧存在少部分区域最高密度超过 E 级，形成高密度运动状态，但未形成

拥挤，高密度客流可在有效时间内疏散。 

 

图 11  优化方案站厅层最高密度、平均密度 

总体站台客流压力不强，各站台服务水平基本保持在 C级以上，服务水平较高；部分站

台楼扶梯口影响范围站台客流密度较高，站台等待区客流密度不均衡。仿真分析可知对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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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影响较小，必要时采取措施引导乘客在站台上的分布。 

 

图 12  优化方案站台层最高密度、平均密度 

6.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多线换乘枢纽往往落脚于城市发展重要的节点，是大规模客流集散场所，

在轨道交通网络乃至整个客运交通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枢纽内换乘、乘降客

流量大且组成复杂，有较强的聚集作用，特别是在高峰时期易形成大量的客流阻塞和停滞，

导致枢纽设施服务水平和行人通行能力的急剧下降。因此，枢纽内行人交通设施设计和组织

规划方案至关重要，而行人仿真可以作为枢纽设计阶段的一种重要辅助技术手段。本文在分

析行人交通特性，把握多线换乘枢纽行人集散规律的基础上，收集和标定相关参数，设计仿

真方法，以深圳市车公庙枢纽规划设计方案为例，分析高峰时段行人交通设施设计和客流组

织方案，研究相应步行设施设备服务能力、运营方案效率与安全性，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方案。 

利用行人仿真方法进行步行系统规划设计的优势在于通过仿真模拟验证预先设计的行

人设施或组织规划方案的合理性及不足点，发现弊端从而预先解决问题，消除安全隐患。行

人仿真方法的引入能够丰富大型公共空间和交通枢纽行人交通系统规划的研究基础和方法

思路，并发挥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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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出行时间的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算法与应用研究 

陈蔚  段仲渊  周子益  宋家骅 

【摘要】开展定量化的道路交通运行动态评估是推进交通管理信息化、开展交通拥堵科学治

理的关键基础。面向市民出行和交通规划管理的实际需要，本文定义一种基于出行时间的交

通运行指数，提出利用出租车浮动车 GPS数据的车速和指数计算方法，研究了指数的展示形

式和应用功能，形成了包含“指数定义-指数计算-指数应用”的一整套交通运行指数关键技

术解决方案。深圳的应用实践证明，该指数能够综合全面地反映交通拥堵的强度、时间、空

间 “三维”特征，相比其他同类型指数具有定义直观易懂、算法移植性强等优点，能够为

国内其他大中城市开展交通运行评估工作提供借鉴。 

【关键词】交通管理系统  交通拥堵评估  交通信息发布  交通运行指数  出行时间  决策

支持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构建交通管理系统[1]已成为国内外大城市治理道路拥堵、提

高运行效率的一条有效途径。其中，以智能化的交通信息采集、处理和分析为依托，开展动

态实时的道路交通运行评估，有利于全面掌握交通状况和变化趋势，准确判别拥堵等级，是

实行拥堵管理、提供信息服务的技术基础，能够为政府规划决策、市民出行选择和技术人员

分析等提供重要的支持和参考。 

合理选择指标是评估工作的第一步。随着交通信息化在便民服务和决策支持方面的不断

渗入，为了更易于社会公众和决策者理解认知，以流量、密度（或占有率）、速度等传统参

数为基础，综合性的交通评估指标已成为研究应用的新热点。本文面向道路运行评估和拥堵

管理，定义一种基于出行时间的道路交通运行指数，提出算法流程、表现形式和应用方向。 

2. 指数定义	

与传统交通技术参数不同，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简称“交通指数”）是对道路整体运行

水平这一抽象概念进行量化评估的综合性指标，具有直观、简单、敏感的特点，要求能够反

映路网拥堵程度和变化，符合人对实际路况的主观感受。 

2.1 现有指数定义综述 

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上海、北京等国内大城市先后提出了不同的交通指数定义和算法。 

2.1.1  基于道路交通密度：美国道路拥堵指数[2]	

道路拥堵指数（Roadway Congestion Index,RCI）是美国德克萨斯州交通研究院在较早版

本《美国城市道路畅通性报告》中采用的主要指标，用车英里数与车道英里数的比值经加权

后计算，衡量道路交通密度，描述拥堵强度和持续情况。指数大于等于 1 时表明路网拥堵不

可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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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基于综合评价方法：上海道路交通指数[3]	

《2002 上海城市综合交通发展报告》中首次以道路交通指数（Road Traffic Index，RTI）

来综合评价交通运行质量，取值范围为 0～1000。以行驶速度及道路交通负荷度为基础构造

评价因子；然后用层次分析法进行专家打分确定因子权重，建立交通指数模型，并通过实际

调查数据进行检验。 

2.1.3  基于拥堵里程比例：北京交通拥堵指数[4]	

交通拥堵指数（Traffic Congestion Index，TCI）是一定统计间隔内城市整体或区域道路网

总体拥堵程度的相对数，取值区间为 0～10，分为五级，数值越大表示拥堵越严重。计算流

程为：计算各路段平均行程车速，判断所处运行等级；统计各等级道路中处于最拥堵水平的

里程比例，并利用车公里数加权计算路网拥堵里程比例；基于线性转换关系得到拥堵指数。 

2.2 基于出行时间的指数定义 

本文定义一种基于出行时间比的交通运行指数（Traffic  Performance  Index，TPI），取值

范围为 0～5，分为畅通（0～1）、基本畅通（1～2）、缓行（2～3）、轻度拥堵（3～4）和拥

堵（4～5）等五个等级，如表 1。 

表 1  道路交通运行指数分级 

颜色           

拥堵等级  畅通  基本畅通  缓行  轻度拥堵  拥堵 

指数范围  0‐1  1‐2  2‐3  3‐4  4‐5 

其中，出行时间比是路段或路网实际行程时间与期望行程时间的比值，表征当前路况下

相比期望车速情形下多花费的时间，如比值为 1.5，表明畅通情况下 30min 的车程现在需

45min，多花费 15min。在此基础上通过专家打分，建立行程时间比与交通运行指数的换算

关系。公式如下： 

)/( dTTFTPI                                                    （式 1） 

式中，T 为路段或路网的实际行程时间，dT 为期望车速下（如凌晨时段）行程时间， )(F

为由专家打分确定的换算关系。 

各种交通指数定义的比较如表 2。 

表 2  交通指数定义方法比较 

定义方法  主要输入参数  特点 

美国 RCI  流量  易于计算，但流量指标可能与交通状况不一一对应 

上海 RTI  车速、负荷度  考虑因素全面，但计算过程复杂，不便于公众理解 

北京 TCI  车速、拥堵里程比例 
易于计算和理解，但计算拥堵里程比例时仅计入最拥堵等级的

路段，忽略了其他等级路段的影响。 

本文 TPI  车速、行程时间比  计算相对复杂，综合考虑了路网所有道路，采用出行时间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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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值对于公众出行有实际指导意义。 

3. 指数计算	

3.1 行程车速 

行程车速反映车辆通过特定道路的效率，易于公众感受和理解，是出行选择的重要依据，

也是用于交通技术评估分析的最有效指标。基于浮动车的移动型交通检测技术具有覆盖面

广、投资省、数据采集准确多样等优点[5]。其计算原理和方法已比较成熟，包括 GPS数据接

收清洗、地图匹配、路径搜索判别、样本车速计算、平均车速估计等步骤，如图 1。 

 

图 1  基于 GPS 数据的道路行程车速估计技术流程 

为了提高平均车速估计的准确度，要求路网中的浮动车满足一定的样本量和覆盖率，如

有研究表明，高快速路浮动车采样比例为 3%～5%时平均车速估计的准确度在 95%以上[6]。 

（1）样本行程车速：指样本车辆通过路段的平均速度，用通过（或部分通过）路段长

度l除以通过路段花费的时间t 计算，即： 

tlv /                                                       （式 2） 

（2）路段平均车速估计：指一定时间内通过路段i 所有样本车辆的平均车速，以通过

或部分通过的样本车辆在路段内的总行驶距离除以总行驶时间计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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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3） 

（3）路网平均车速估计：指一定时间内路网所有样本车辆的平均车速，由路段车速与

路段车公里数经加权平均计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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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车公里数难以获得的情形，可计入路网内的所有样本车辆，按（式 3）计算。 

3.2 期望车速 

期望车速指在天气良好、交通量很小（接近 0）、车辆相互无干扰的情形下的理想车速，

是能够反映道路设施实际通过能力、具有稳定性的交通参数。一般认为凌晨时段（如 3：

00am～4：00am）车辆处于期望车速状态。由于凌晨浮动车样本量较少，可采取“以时间

换样本”的策略，计算若干个凌晨时段（如一个月）路段上所有样本车辆的车速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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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严格意义上期望车速不同于自由流车速。高快速路呈现连续流，可认为

期望车速等同于自由流车速。但城市道路呈现间断流，受到交叉口间距和信号控制等方面的

影响将产生延误，期望车速计入了延误的影响，数值上应小于自由流车速。  利用 2011年全

年出租车 FCD 数据，可计算深圳市全市所有路段的期望车速。对于样本量过少的路段，其

期望车速可取表 3 中推荐值。 

表 3  深圳市各等级道路期望车速推荐值（单位：km/h） 

道路等级  高速公路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期望车速均值（推荐值）  95  75  50  40  35 

3.3 行程时间 

特定时段内的行程时间比 TR 定义为该时段内路网中一次出行平均花费的实际出行时间

T 与在期望车速下（如凌晨时段）出行时间 dT 的比值，一般情况下 1TR 。设路网中共有

m 个节点，由节点i 至节点j 的交通需求为 ijOD ，平均出行时间为 ijT ，期望车速下平均出

行时间为 ijdT )( （ mi ...3,2,1 ； mj ...3,2,1 ）。设路网共有n个路段，路段k 上的

流量和平均行程时间分别为 kq 和 kt （ nk ...3,2,1 ）。可推导行程时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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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交通运行指数 

根据交通运行指数的定义范围和等级划分，基于大量历史计算结果，采用专家评分的方

法建立行程时间比与交通运行指数的换算关系。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对道路交通运行状况的主

观感受，调查人员除了交通专家，还可邀请具有较长驾驶经验（如驾龄 3 年以上）、熟悉道

路情况的市民代表。调查人员通过实地踏勘或视频观察等，先判断拥堵等级，然后在各等级

对应的数值范围内给出交通运行指数评分（精确到 1 位小数）。 

通过在深圳的大量实地调查评分，研究行程时间比与交通运行指数之间的换算关系。在

路段层面，两者线性回归关系如图 2，与《美国道路通行能力手册》（2000 年版）[7]的对应

关系相似。在路网层面，两者线性回归关系如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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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路段行程时间比与交通指数关系 图 3 路网行程时间比与交通指数关系 

则路段交通运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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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交通运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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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深圳市典型工作日为例，以 5 分钟为周期计算全天交通指数如图 4，能够较好地反映

早晚高峰的道路交通拥堵状况。该天中心城区早高峰平均交通指数为 1.43，平均一次出行相

比期望车速下多花费 0.4 倍时间，处于基本畅通；晚高峰平均交通指数为 2.1，平均一次出

行相比期望车速下多花费 0.6 倍时间，处于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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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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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堵持续时间
识别常发拥堵路段、片区

交通指数空间分布
点（交叉口、二线关）指数
线（重要通道）指数
面（中心城区、重点片区）指数

图 4  深圳市典型工作日交通指数计算实例 图 5  交通拥堵“三维”特征 

4. 指数应用——以深圳为例	

4.1 基础数据来源 

利用深圳全市 14000 余辆出租车（包括红的、绿的）的实时 GPS数据（间隔约 20秒），

每 5 分钟处理前 15 分钟数据，可实现中心城区主要道路（次干路及以上道路）的样本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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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到 80%以上。通过持续开展实地跟车调查进行校核，本研究的路段车速算法误差基本控

制在 10%以内（约±5km/h），较好地满足道路交通运行指数计算和应用发布的需求。 

4.2 指数表现形式 

利用交通运行指数能够反映交通拥堵在强度、时间、空间等方面的“三维”特征，如图

5。实际应用中应选择简单直观图表形式来进行表现，方便市民和决策者认读和理解[8]。 

4.2.1  拥堵强度：指数时变	

交通运行指数的实时数值及其变化情况，能够描述评估范围内（如全市、中心城区、重

点片区或路段等）的拥堵状况及趋势。可采取曲线图、时钟图、雷达图等形式，如图 6。 

 

(a)曲线图 (b)时钟图 (c)雷达图 

图 6  交通拥堵强度主要表现形式 

4.2.2  时间特征：拥堵持续时间	

利用交通运行指数的实时变化情况，能够统计评估范围内各拥堵等级的持续时间。通过

分析轻度拥堵和拥堵等级（ 3TPI ）的时长和频率，识别常发拥堵路段。如图 7。 

 

(a)各交通等级持续时间（单位：分钟） (b)常发拥堵路段图 

图 7  交通拥堵时间特征主要表现形式 

4.2.3  空间特征：指数地图	

通过在路段或片区地图上采用不同的颜色表现不同的拥堵等级，能够反映道路交通运行

状况的空间分布情况。遴选出其中拥堵的路段或片区（ 3TPI ）并在地图上显示，能够突

出地展现交通拥堵在空间分布与扩散情况。如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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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路段指数图 (b)片区指数图 

图 8  交通拥堵空间特征主要表现形式 

4.2.4  综合特征：拥堵时空图	

对于特定道路路段，可通过拥堵时空图（如图 9）综合全面地反映评估路段上交通拥堵

在时空的分布及衍变情况，为研究拥堵产生和扩散机理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手段。 

 
图 9  深圳市滨河路典型日晚高峰拥堵时空图 

4.3 指数应用 

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提供针对性的信息服务,是交通运行指数发布应用的关

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为社会公众的交通出行提供信息查询，为政府部门的管理决策提供

辅助支持、为技术人员的技术分析提供数据支撑，如表 4。 

表 4  道路交通运行指数发布应用 

对象  服务功能  具体应用 

社会公众  交通出行信息服务 
发布实时或历史交通路况信息 

提供拥堵路段、出行时间等查询服务 

政府部门  交通管理决策支持 

动态跟踪拥堵情况，及时制定和出台改善治理措施 

评估重大交通事件（特殊天气、交通事故等）的影响 

作为重大交通政策的考核目标和定量评估手段 

技术人员  技术分析数据支撑  为交通规划、设计和技术分析提供依据 

在公众信息服务方面，通过专题网站、手机客户端、信息牌等，结合电视、广播等媒体，

让市民方便获得交通路况方面信息，提供最短时耗路径查询等个性化服务。示例如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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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交通指数专题网站 (b)路况短信 (c)交通信息牌 

图 10  面向公众信息服务的应用示例 

在管理决策支持方面，通过长期交通运行指数的统计，分析和识别常发拥堵路段和小区，

为确定近期交通改善重点和时序等提供重要参考。同时，通过长期计算分析指数，全面掌握

交通运行水平，预判发展趋势，为在交通拥堵严重恶化前采取预防性的主动改善措施提供技

术条件。此外，交通指数可作为评估重大事件（如交通基建、特殊天气、大型活动等）对道

路交通运行状况的影响的主要指标。示例如图 11。 

  

(a)辅助主动拥堵管理决策 (b)评估轨道二期开通前后交通运行情况 

图 11  面向政府管理决策的应用示例 

在技术分析支撑方面，专业技术人员可利用交通指数评估结果，研究交通拥堵产生及时

空扩散机理。还可以车速和指数结果为基础，计算延误、油耗、出行成本等衍生指标。 

5. 小结与展望	

针对当前交通规划管理工作中对于定量化、综合性交通运行评估的迫切需要，本文基于

出行时间定义一种全新的交通运行指数，相比传统的同类型交通指数具有定义直观易懂、算

法可移植性强的突出优点。在基础上，研究了指数计算、展现形式和应用功能等关键技术，

并结合深圳的实践给出初步解决方案。 

后续研究和应用中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拓展数据来源，在现有出租车 GPS 数据

的基础上，引入公交 GPS、线圈、车牌识别等其他多源基础数据，并通过数据融合进一步提

高车速、指数计算的准确性；二是建立长期的指数监测机制，拓展发布途径和形式，充分发

挥交通运行指数对于市民出行、政府决策和技术研究的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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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的货物运输需求特征分析及预测方法研究 

赵莉 

【摘要】借助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即我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区域间货物运输需求分布特征

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给出了衡量货运需求数量、方向及种类的指标，并运用投

入产出理论建立了区域间货运需求 OD 分布预测模型，其实际预测结果为物流规划设计的实

践提供了重要依据。 

【关键词】区域间投入产出法  货运需求特征  货运量预测 

1. 引言	

区域间货物运输交流量即货物在起、讫点（OD）之间的流量是区域空间联系的重要研

究内容之一，更是区域物流规划与管理决策的重要前提和依据，区域物流网络配置、物流中

心设施规划以及政策管理等都是以区域间的货物运输需求量为基础的，因此掌握区域间综合

货运需求的 OD 分布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区域性综合货运研究覆盖的范围较大，并

且常常涉及多种运输方式，由于某些运输方式统计资料缺乏，且采用传统的交通调查方法费

时耗力，因此关于区域综合运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方面的研究尚有不足。 

过去，人们在预测货运量时，常常直接借用客流需求量预测的理论和方法[1]。但是，由

于货流和客流的发生机理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采用客流预测模型存在许多问题。货物运输

需求同样是一种派生性需求，但其发生的根本源动力是区域之间的经济往来合作，经济发展

水平的高低和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决定了货物运输需求的强度和种类，因此从货运需求产生

的本源出发，从经济发展与运输之间的互动关系来剖析和预测区域间货运需求更为合理。 

投入产出法是 1973 年由美国的 Wassily  W.  Leontief 教授创立的一种特殊的经济计量模

型，已经广泛的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中，由于其能够深入产业部门，反映各部门之间的依存

关系，因此现有研究中已有一些学者借助投入产出模型探讨货运需求产生的机理以及进行货

运需求的预测，但是受到地区投入产出模型的局限，现有研究多适于分析和预测某一地区的

货物运输需求状况，不能进一步反映区域间的货物流量、流向和种类[2‐4]。而作为区域物流

网络的规划部门及政策制定者，更多的是关心区域之间的货运需求，关心现有的运输通道供

给是否与该方向上的货运需求相适应等，因此有必要在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

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区域间的现状货运需求 OD 分布做了进一步的分析，进而建立货

运需求 OD 分布预测模型。 

对货运需求量的度量主要有两类，即实物量和价值量度量形式，由于投入产出表为价值

型，因此本文所讨论的货物运输量为价值量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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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基础	

2.1 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要准确的预测区域间货运需求，完整的数据体系是前提，随着投入产出表技术的发展，

2003 年国家信心中心与 IDE首次成功的完成了 1997 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研制工作，

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也为区域间货运需求的准确预测提供了有力的分析支撑工具。中国区

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表式如表 1所示。 

表 1  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形式[5]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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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出的 1997 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是一个 8个区域、30个部门的区域间投入产出

表。其中，八个区域分别是：东北区域：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京津区域：北京和天津；北

部沿海区域：河北和山东；东部沿海区域：江苏、上海和浙江；南部沿海区域：福建、广东

和海南；中部区域：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西北区域：内蒙古、陕西、宁

夏、甘肃、青海和新疆；西南区域：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和西藏。30 个部门是

采用国家统计局 1997 年投入产出 40个部门的分类方法，并进行了归并确定，在出版的《中

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进一步将部门归并为 8 个部门和 17 个部门。本文在研究中考虑的

数据获得的难度采用了 8 个部门的分类情形，其中，将货物运输及仓储业、商业归并为 1

个部门，即为货运业。 

2.2 区域间货运需求指标 

2.2.1  区域间货运交流量	

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可以了解各区域各产业的产品在区域间的流动

和使用情况，为分析区域间的货物和服务的交流、生产投入和消费、投资结构提供帮助。根

据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区域间货运流动量，如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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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RS
i

RS
ij

RS
i fxZ

                                                  （1） 

式中，i 特定表示货运业；
RS
iZ 为货运业 i 从区域 R 到区域 S 的流动量；

RS
ijx 为区域 R

货运部门 i对区域 S部门 j的投入，(j=1,2,…,8)；
RS

if 是区域 R货运部门 i的产品所提供的区

域 S的最终需求。区域间货运流动量是某一区域货运产品在区域之间流动的数量，如果在本

区域内部流动则表示区域内的货运需求，如果在区域间流动则表示区域 R对其他区域 S供给

的货运需求量。 

2.2.2  货运需求类别比例	

以期更深入的剖析货运需求 OD 分布特征，除了要了解产业 i 从区域 R 到区域 S 的流动

量，还需要弄清从区域 R流向区域 S的货运产品的种类，即 S区域不同产业需要 R区域供给

的货运产品比例情况。根据投入产出原理，通过投入产出表可以计算出直接分配系数

R
i

RS
ij

RS
ij Xxh  ，即可得到直接分配系数矩阵记为 H，相应地完全分配系数矩阵可由式

  1
W I H I

   求得，W 中的矩阵元素由
RS
ijw 表示，完全分配系数

RS
ijw 是区域 R 的 i 部

门单位总产出直接分配和全部间接分配给区域 S的 j 部门的数量，它反映了货运部门对 S区

域 j 部门的直接和间接的全部贡献程度。定义某一区域的完全供给系数与该区域的完全供给

系数行和之比为该区域的货运需求类别比例，记为
RS
ije ，根据货运需求类别比例即可知道货

运业产品完全分配流向： 

RS RS RS
ij ij ij

j

e w w                                                    （2） 

3.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区域间货运现状特征分析	

3.1 基于货运交通量指标的区域间货运流量、流向分析 

利用公式（1）对 8 大区域间货运业的流动量进行计算，得到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区域间货运业流动量 

区域  东北  京津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中部  西北  西南 

东北  18612438  78103  176219  166077  50180  114895  163208  55260 

京津  156513  8102674  245363  133177  61541  102809  109814  38926 

北部沿海  752994  388799  22737889 1211874 337769  1111908 640900  344871 

东部沿海  572786  115836  1226652 33077205 600650  1096003 434059  368240 

南部沿海  382302  69455  337011  1167687 22741596 647505  338055  582004 

中部  553981  201952  916508  1608738 752550  27378006 842264  702516 

西北  142857  96970  1148967 169763  57933  252016  10983946  172772 

西南  94668  25105  100246  246664  1307465 338010  301101  14780750

对角线表示区域内部的货运流动量，主要观察区域之间的货运交流量，可发现，中部地

区流向东部沿海的货运交流量最大，其次是东部沿海与北部沿海之间的货运联系最为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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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表 3 中不难发现，这些货运交流频繁的地区也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说明经济发展与

运输业的发展之间存在内在相互联系。 

货物运输需求的大小决定于经济发展水平。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对运输的需求在数量和

质量上有很大差别。经济规模越大的地区，运输需求则越大；同一地区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

对运输需求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也有很大差别。从我国的交通运输发展过程看，工业化初期，

开采业和原材料对大宗、散装货物的需求急剧增加；到机械加工工业发展时期，原材料运输

继续增长，但增长速度已不如前一期，而运输需求开始多样化，对运输速度和运输质量方面

的要求有所提高；进入精加工工业时期，经济增长对原材料的依赖明显减少，运输需求在数

量方面的增长速度放慢，但运输需求越发多样化，在方便、及时、低损耗等运输质量方面的

需求越来越高。 

表 3  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 

区域  东北  京津  北部沿海 东部沿海 南部沿海 中部  西北  西南 

GDP（亿元）  9642.43  3050.49  10603.8  14678.79 10725.73 16387.76  4665.01  9199.6

占全国比重  12.21%  3.86%  13.43%  18.59%  13.58%  20.76%  5.91%  11.65%

3.2 基于货运需求类别比例指标的货运需求种类分析 

从不同区域不同部门的货运需求比例来看，可以发现不同区域由于产业结构及特点不

同，因此对货运需求的种类也存在很大差别，不同部门的货运需求对运输条件的要求也不尽

相同，分析其货物运输需求的品类，能够为区域之间运输供给方式的选择提供一定的依据。 

表 4  各区域各产业部门的货物运输需求比例 

区域划分 
产业部门 

农业  采选业  轻工业 重工业 电力  建筑业  货运业  其他  合计 

东北区域  7.41%  4.23%  13.85% 44.26% 2.38% 8.25%  7.08%  12.54%  100% 

京津区域  2.31%  0.57%  14.52% 46.36% 1.16% 12.79%  6.31%  15.98%  100% 

北部沿海  8.99%  6.08%  18.39% 42.48% 1.32% 10.60%  6.16%  5.98%  100% 

东部沿海  3.42%  0.51%  21.38% 51.04% 2.27% 9.49%  4.81%  7.09%  100% 

南部沿海  4.86%  1.08%  21.43% 42.70%  3.65% 9.51%  5.97%  10.79%  100% 

中部区域  8.70%  4.99%  16.92%  42.45% 2.21% 9.77%  6.86%  8.09%  100% 

西北区域  9.78%  4.97%  11.07%  31.27%  2.76% 15.42%  11.66%  13.08%  100% 

西南区域  8.66%  4.04%  14.49% 39.98% 1.82% 14.16%  6.56%  10.29%  100% 

货物流动存在的原因是生产和消费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进行。以京津区域的需求类

别比例情况来看，农业运输需求占 2.31%；采选业占 0.57%；轻工业占 14.52%；重工业占

46.36%；电力及蒸汽行业占 1.16%；建筑业占 12.79%；货运业占 6.31%；其他服务业占 15.98%，

需求最大是重工业部门。 

对比京津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即可发现，京津地区二、三产业占到了

绝大多数，因此货运需求主要来源于重工业及建筑业等，而北部沿海地区一产所占比重很大，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715



 

 

因此有相当一部分运输产品主要为其价值低，运量大的农副产品。 

表 5  1997 年京津与北部沿海区域的对比分析   单位（亿元） 

区域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三产比例 

京津 

合计  3050.49  159.4  1382.44  1508.65  5:45:50 

北京  1810.09  84.85  738.56  986.68 
— 

天津  1240.4  74.55  643.88  521.97 

北部沿海 

合计  10603.8  1956.76  5119.43  3527.61  19:48:33 

河北  3953.78  761.76  1934.38  1257.64 
— 

山东  6650.02  1195  3185.05  2269.97 

不同的产业结构对货运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差别，而且对不同运输方式也有着

不同需求。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是影响货运需求的决定性因素，随着产业结构的变

化，尤其是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的变化，货运需求必然发生变化。 

不同的产品结构，由于生产不同产品所引起的厂外运输量——包括原料、材料、辅料、

燃料和能源的运进和中间产品及产成品的运出，有很大的差别，因此，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

和地区对运输需求是不同的，产品结构的变动会引起货运需求的变动。 

4. 区域间货物运输需求预测方法	

4.1 投入产出模型的基本假设 

本研究中，将投入产出技术应用于货物运输需求预测中，所建立的预测模型同样以投入

产出法的基本假定条件为前提。投入产出法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条件上的：第一，“纯部

门”假定，部门间的投入产出符合独立性假定、可加性假定；第二，直接消耗系数“稳定性”

假定，直接消耗系数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第三，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投入产出“成正比”

假定，各部门在生产过程中对其他部门的产品投入越多，它的产出越大。以上这些假定同样

适用于本研究的货物运输需求预测方法的研究。 

4.2 预测模型 

为了得到未来年（规划年）的区域间货运交流量，因此需要在预测未来年各地区产业结

构等变化的基础上，将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扩展为规划年份的投入产出表。 

根据区域间投人产出原理，给出列平衡关系，表示为： 

''' NHXX                                                        （4） 

变形： 

  1''  HINX                                                   （5） 

记 G=（
RS
ijg ）=(I‐H)‐1，G称为 Ghosh逆矩阵，其元素

RS
ijg 表示地区 R第 i部门单位增加

值分配到地区 S 第 j 部门的完全供给量；H 为分区产品直接供给系数矩阵；X 为各区域各部

门总产值的列向量；N 为各区域各部门的初始投入的列向量。式（4）和（5）建立了总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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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增加值的关联，体现了初始投入增加引发的总产值的增加。因此根据上述模型，通过对

未来年各区域各部门产值预测即可得出货运业对各区域各部门的完全货物运输供给量。 

4.3 货运需求预测方法的基本步骤 

由于目前所研制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为 1997 年，因此预测可以该表为基础，利用预测

的未来年分地区分产业增加值，根据投入产出原理，对未来计划期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进行扩

展，以预测未来年的区域间货物运输需求价值量，具体步骤如下： 

Step1：在 1997 年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对产业进行适当的合并，合并的原因是，1.如果

部门划分过细，将造成数据量庞大，2.部门数据难以掌握。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分配系数矩阵，

为了预测计划期的投入产出，可以根据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适当对分配系数矩阵进行微调； 

Step2：估算计划期（或目标年）的分行业增加值的数据，； 

Step3：利用列向模型（分配平衡模型）建立总产出与增加值之间的关系，从而计算总

产出的变化量； 

Step4：通过总产出求得中间投入量，再利用中间产品+最终产品=总产出等式，将投入

产出表扩展为目标年的投入产出表（其中区域 R 提供给区域 S=1，…，J 的最终产品可以通

过分配系数确定）； 

Step5：利用公式（1）计算出目标年的区域之间的货运需求价值量。 

5. 结论	

借助区域间投入产出技术，不仅能够深入剖析区域之间的货运需求量，通过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的方法还能够进一步了解区域间货运需求的种类情况，从货运产生的机理出发，通过

经济分析手段揭示货运需求的特征。而在区域间投入产出法基础上建立的货运需求预测模型

是一类中观预测模型，在预测较大范围（如区域水平）的货运需求时，无论是数据取得的难

易程度还是模型的有效性来看，都具有较好的适用性，为研究区域间货运需求强度、种类提

供了量化方法，其预测结果更为考察区域间物流设施供给与物流需求的适应性及区域性物流

中心规划建设等提供了有利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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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时间-容量的区域公路网运行可靠性评价方法 

吴炼  王婧 

【摘要】区域公路网是城市之间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它的运行可靠性直接影响到城市群体

系的良性循环和发展，同时针对区域公路网可靠性的研究也日益为业内所重视。为客观反映

区域公路网的可靠性，本文从时间可靠度和容量可靠度两个方面对公路路段单元的可靠度进

行研究，建立了公路网单元的可靠度综合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作者利用复杂网络理论寻

求公路网络中的 OD点对之间的路径集合，并以串并联理论为基础提出路径可靠度评价模型，

进而建立公路网络系统可靠度评价模型。然后文章采用 Monte Carlo模拟方法，提出了区域

公路网可靠度模型的求解算法。最后采用一个简单的实例对该方法的应用进行说明，结果表

明该方法能够合理地评价区域公路网的可靠性。 

【关键词】公路网  时间可靠度  容量可靠度  评价  蒙特卡罗模拟 

1. 引言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公路客货运输量也呈现出大幅度增长

的趋势，机动车保有量也在不断地增加。目前人们不仅仅关注能否到达目的地，更关注的是

能否及时的到达目的地，以及在应急条件下能否快速、安全地实现疏散撤离，因此对公路交

通网络的运行可靠性的研究就显得十分紧迫而又重要。网络可靠度是一个概率型的评价指

标，它反映了日常情况和偶发性交通问题下网络的应变能力，是在一定服务水平下从网络中

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通达概率。目前关于网络可靠性的评价指标主要有连通可靠性、时

间可靠性以及容量可靠性等[1‐3]。刘海旭等构造了基于路段出行时间可靠性的路网容量可靠

性双层规划模型，并用灵敏度分析法求解路网容量可靠性模型[4]。由于实际情况下路网中路

段的失效并非相互独立的，而且驾驶员对路网中信息的获取具有不完全性，据此 Agachai 

Sumalee等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路网出行时间的计算模型和求解方法，使得对路网出行时间的

估计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5]。 

基于现状有关路网时间可靠度和容量可靠度的研究成果，本文从路网的供给方和使用方

两个角度，建立了路网单元可靠度的综合计算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串并联理论，提出整个

公路交通网络的可靠度计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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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 

2. 公路网络可靠度评价模型	

容量可靠度和时间可靠度是网络可靠性评价的重要指标，两者分别从交通网络的“供、

求”两个方面来对网络可靠性进行描述。结合容量可靠度和时间可靠度的特征，本文以二者

作为公路交通网络可靠性的评价指标，建立区域公路网络的可靠性评价体系，使得评价结果

能够反映“供需”两个方面情况。 

2.1 条件假设 

 对于路段 a∈A，假设已知路段 a 的设计通行能力为 CaD、自由流车速 taf，并且都是

常量； 

 一般情况下，路段 a 的实际通行能力 Ca受各种随机因素的影响，是一个随机变量，

假设实际通行能力 Ca服从均匀分布； 

 假设实际通行能力 Ca的上下限分别为 CaD和 θaCaD（0≤θa＜1），路段 a 上运行的实

际交通流量为 xa； 

 任意路段 a 的实际通行能力 Ca与路段 a 上的交通流量 xa相互独立，流量的大小对

道路通行能力的增减没有影响； 

 公路网络上的需求水 Q 平同样存在随机性，也是一个随机变量，根据以往的研究

结果可知 000，对于日常条件下随机变量 Q 可以近似地假设其服从正态分布（也有

学者假设 OD 对之间的出行需求的分布服从对数正态分布 0、泊松分布 0或是二项

分布 0），这些分布函数可以很好地近似描述日常需求水平 Q 的随机性和非负性。

实际情况中，可以通过对以往出行需求 Q 的调查数据的回归分析来确定采用何种

概率分布函数来描述需求水平 Q的随机性，本文假设其服从正态分布函数。 

容量 

随机性 

需求 

随机性 
网络供给 网络需求 公路交通网络可靠性 

交通分配 BPR 函数 

路段单元的 V、C 比 

路段单元的出行时间 

仿真次数 ≤M? 
是 是 

否

拟合容量可靠度和时间可靠度的 

概率密度函数 

串并联理论 

区域公路网络系统的 

运行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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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路单元容量可靠性 

本文对公路路段的容量可靠性作出如下定义为：公路路段的交通流量 xa大于 Ca的可能

性在给定值 εa范围内的概率。用数学公式表示如下 0： 

Pr{Pr( ) } Pr{Pr( ) }ac a a a a a aR x C C x      
  （1） 

因为路段 a 的实际通行能力 Ca是一个随机变量，它必然服从某种概率分布。这种分布

可从过去的交通资料分析中所得。根据以往研究成果，可以假设 Ca服从均匀分布，即 Ca～U

（θaCaD, CaD），并令其分布函数为 FCa(xa)，则 

Pr{ ( ) }ac Ca a aR F x  
    （2） 

1Pr{ ( )}ac a Ca aR x F  
    （3） 

根据均匀分布函数的性质可得： 

1( ) ( )Ca a a aD a aD a aDF C C C      
   （4） 

Pr{ ( )}ac a a aD a aD a aDR x C C C     
  （5） 

xa 是一个随机变量，表示路段 a 上实际的交通流量，可以通过用户平衡（UE）分配模

型得到。 

2.3 公路单元时间可靠性 

运行时间可靠度是评价运行时间稳定性的一种指标，它从另一种角度考察路网的可靠

度。Asakura等 1991 提出了运行时间可靠性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在具体的服务水平下和

给定的时间内，车辆从起点到终点成功出行的概率 0。 

Pr( ) Pr( )at a a a a afR t T t t   
  （6） 

要确定路段单元的运行时间可靠度，首先要研究路段的行驶时间，因此本文采用 BRP

函数（Bureau of Public Roads functions）来确定路段的行驶时间： 

1 a
a af

a

x
t t

C




  
    
           （7） 

式中：  Rat是路段 a 的运行时间可靠度；ta是路段 a 上车辆出行时间；Ta是给定的阈值；

taf表示路段 a 自由流行程时间；τa是路段 a 的拥堵系数，反映人们可接受的拥堵水平，τa>1；

α、β 为 BPR函数的标量参数。 

由公式（6）和（7）可得： 

 
1

Pr ( 1)at a a aR C x      
 

      （8） 

由于随机变量路段通行能力 Ca服从均匀分布，并令 κa=[(σa ‐1)/ α]
1/β，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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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at C a aR F x      （9） 

结合路段通行能力 Ca的分布特征和公式（9），则可以求得路段行驶时间的均值和方差，

来衡量运行时间偏离平均运行时间的程度。根据假设条件，路段通行能力 Ca 与路段上的交

通流量 xa相互独立，并且路段 a 的自由流行驶时间 taf为一常量（即 E(taf)=taf; var(taf)=0），因

此有： 

11
( )

(1 )(1 )
a

a af af a
aD a

E t t t x
C







 


 

 
 （10） 

21 2 1
2 2 2

2

1 1
( )

(1 )(1 2 ) (1 )(1 )
a a

a af a
aD a aD a

D t t x
C C

 


 

 
   

              
 （11） 

从式（10）、（11）中可以看出，在给定路段设计通行能力 CaD的情况下，路段出行时间

的期望和方差都是随着路段流量 xa的增加而增加，这与实际道路交通特征相吻合。 

2.4 交通网络系统可靠度模型 

2.4.1  路径可靠度模型	

根据以上的公路路段单元的可靠性计算模型可以得到路网中所有路段的可靠度，再结合

串并联理论可以得到路径 k 的可靠性计算模型，可以表述成公式（12）的形式。 





Aa

akak RR    （12） 

式中：Rk为路径 k 的可靠度；δak为 0‐1 变量，当路径 k 经过路段 a 是，则 δak=1，否则，

δak=0。 

2.4.2  OD对可靠度模型	

在此基础上，可以得到公路交通网络系统中任意 OD 点对之间的可靠度计算模型如公式

（13）所示。 

)1(1 k
Kk

ij RR
ij




  （13） 

将公式（12）代入公式（13）可以得到 

)1(1 



Aa

aka
Kk

ij RR
ij

   （14） 

式中：Rij为任意 OD 对 i、j 之间的可靠度；Kij为 OD 对 i、j 之间的路径集合；δak  为 0‐1

变量，当路径 k 经过路段 a 时，则 δak=1，否则，δak=0。 

2.4.3  交通网络可靠度模型	

一般而言，交通网络的可靠性是反映网络中所有 OD 对之间通达的可靠性，本文给出交

通网络可靠性的近似表达式： 


 


Oi Dj

ijijs RR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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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s为公路交通网络的运行可靠度；O 为网络中出行起点的集合；O为网络中出行

终点的集合；λij为权重指标，反映了 OD 对 i、j 在交通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可以根据 OD 对

之间出行需求量的大小来决定。 

3. 模型求解算法	

3.1 采用 Monte Carlo 法求公路单元可靠度 

Step 1：初始化 

对公路交通网络的自由流出行时间矩阵 t 和路段设计通行能力矩阵 CaD进行赋值，如果

i→j 有路段相连，则赋予 taf(i, j)和 CaD(i, j)相应的权值，否则，令 taf(i, j)=inf，CaD(i, j)=0；并令

taf(i, i)=0，CaD(i, i)=0，Count=0，Count为仿真次数； 

Step  2：随机生成(0,  1)区间内服从均匀分布的容量下降参数矩阵 θ，并对矩阵 CaD进行

调整得到路段实际通行能力 C，其中 C(i, j)= θ(i, j)×CaD(i, j)； 

Step 3：根据各 OD 对之间出行需求的平均值 E(Q)和方差 Var(Q)，随机产生所有 OD 对之

间的出行需求矩阵 Q； 

Step 4：采用用户平衡模型（UE）将出行需求矩阵分配到公路交通网络上，计算所有路

段的出行时间 t(i, j)和 x(i, j)/C(i, j)，并更新仿真次数 Count=Count+1； 

Step 5：若 Count≤M，M为最大仿真次数，重复步骤 2～步骤 4；否则，统计分析 t(i, j)

和 x(i, j)/C(i, j)的频率，拟合 t(i, j)和  x(i, j)/C(i, j)的概率密度函数； 

Step 6：根据 t(i, j)和 x(i, j)/C(i, j)的概率密度函数可以得到不同服务水平下，所有路段出

行时间可靠度矩阵 Rt和容量可靠度矩阵 Rc； 

3.2 利用串并联理论求公路网络可靠度 

若路网中所有路段的可靠度矩阵为 R0，则 R0×R0就是经过 2 步后路网中任意两点之间的

可靠度，而 0
kR 为经过 k 步后，任意两点之间的可靠度，则路网中任意两点之间的出行可靠

度矩阵为 0
0

n
k

k

R R


U 。 

Step 7：定义新的矩阵乘法 

令
1

0 0 0
p pR R R    ，定义新的矩阵乘法规则如下  ： 

1
0 0

1

( , ) 1 1 ( , ) ( , )
n

p

k

i j R i k R k j



      ，其中
1

0 0( , ) ( , )pR i k R k j
为经过 p 步后起讫

点 i，j 之间的有效路径的可靠度； 

Step 8：计算公路交通网络的可靠性 

O D

( , ) ( , )s
i j

R i j R i j
 

 ，其中
O D

( , ) ( , ) ( , )
i j

i j Q i j Q i j
 

  ，将步骤 6 中得到的

Rt和 Rc作为 R0，重复步骤 7 和步骤 8，可得公路交通网络的时间可靠性以及容量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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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研究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公路交通网络可靠性评价方法的具体应用。测试网络如图

1 所示，包含 4 个 OD 对，8 个路段，各条路段的时间阻抗函数均已标在图中。假设 OD 对

（1, 5）、（2, 5）、（1, 6）、（2, 6）之间的出行需求的均值分别为 20、30、40、20，标准差为

均值的 1/3。本文采用 Monte Carlo方法对测试网络中的交通流进行模拟仿真，仿真次数设定

为 1000 次，并对车辆的出行时间和路段上流量容量比（x/C）进行数据统计，具体的统计结

果分别如图 2、图 3 所示。 

4

1
1

1
4 0.6

40
x

t 
 
 
 
 

 
1 3 5

2 4 6

4

4
4

4
1 0.15

40
x

t 
 
 
 
 

 

4

5
5

5
6 0.9

40
x

t 
 
 
 
 

 
4

2
2

2
3 0.45

40
x

t 
 
 
 
 

 

1 5

2

3

4

6 7

4

6
6

6
7 1.05

40
x

t 
 
 
 
 

 4

3
3

3
2 0.3

40
x

t 
 
 
 
 

 

4

7
7

7
5 0.75

40
x

t 
 
 
 
 

 
4

8
8

8
6 0.9

40
x

t 
 
 
 
 

 

8
 

图 2  测试网络 

 

 

图 3  各条路段出行时间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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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各条路段流量容量比的分布 

根据仿真结果，如果给定路段出行时间和路段容量的阈值，就可以得到路段上满足阈值

条件的次数占总次数的百分比，从而可以得到路段的时间可靠度和容量可靠度。这就要求对

服务水平、路段出行时间以及路段容量之间的关系作出界定。本文采用 Anthony Chen（2008）

提出的从“供需”两个方面对服务水平的等级划分标准，如表 1 所示 0。结合这个服务水平

的等级划分标准，基于路段上车辆出行时间和路段 x/C的仿真数据，可以求得个路段在不同

服务水平下的运行时间可靠度和容量可靠度，分别表 2、表 3 所示。 

表 1  供需双方在不同服务水平下的阈值 

服务水平（LOS） 
供给方  (Φs) 

x/C   

需求方  (πs) 

tc/tf 

LOS “A” and LOS “B”  ≤0.50  ≤1.010 

LOS “C”  ＞0.50‐0.75  ＞1.01‐1.05 

LOS “D”  ＞0.75‐0.85  ＞1.05‐1.08 

LOS “E”  ＞0.85‐1.00  ＞1.08‐1.15 

LOS “F”  ＞1.00  ＞1.15 

注：tc 是车辆实际出行时间；tf 是自由流状态下车辆出行时间。 

表 2  不同服务水平下路段单元的出行时间可靠度 

服务水平（LOS）  1  2  3  4  5  6  7  8 

LOS “A” and LOS “B”  0.006  0.019  0.016  0.050  0.029  0.015  0.015  0.006 
LOS “C”  0.068  0.096  0.121  0.195  0.164  0.136  0.087  0.083 
LOS “D”  0.118  0.147  0.219  0.308  0.263  0.244  0.129  0.141 
LOS “E”  0.258  0.262  0.428  0.508  0.472  0.478  0.252  0.305 

LOS “F”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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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服务水平下路段单元的容量可靠度 

服务水平（LOS）  1  2  3  4  5  6  7  8 

LOS “A” and LOS “B”  0.086    0.113  0.167  0.255  0.207  0.185    0.104    0.103 
LOS “C”  0.553    0.511  0.769  0.790  0.784  0.822    0.495    0.560 
LOS “D”  0.748    0.699  0.917  0.922  0.913  0.935    0.689    0.744 
LOS “E”  0.928    0.907  0.992  0.989  0.993  0.996    0.912    0.930 

LOS “F”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图 5  不同服务水平下路段单元出行时间和容量可靠度 

根据串并联理论可以求得各个服务水平下所有 OD 点对之间的时间可靠度和容量可靠

度，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就以服务水平 C为例，对网络中所有 OD 点对之间的可靠度进行

计算，结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C 级服务水平下各 OD 对之间的运行可靠度 

D 
O 

5  6 

1  0.0241/ 0.6715  0.0138/ 0.4816 

2  0.0458/ 0.8608  0.0265/ 0.6547 

注：*/*表示 OD 对之间的时间可靠度/容量可靠度 

基于表 4 中各 OD 对之间的出行时间可靠度和容量可靠度计算结果，整个交通网络系统

的运行时间可靠度和容量可靠度通过下式可以计算得到： 

令 Q=Q15+Q16+Q25+Q26 

Rst=Rt15*Q15/Q+ Rt16*Q16/Q+ Rt25*Q25/Q+ Rt26*Q26/Q=0.030 

Rsc=Rc15*Q15/Q+ Rc16*Q16/Q+ Rc25*Q25/Q+ Rc26*Q26/Q=0.685 

式中：Rst，Rsc分别为网络系统的时间可靠度和容量可靠度；Qij为 OD 对 i、j（i={1, 2}，

j={5, 6}）之间的出行需求量；Q为所有 OD 对之间总的出行需求。 

5. 结论	

本文结合了容量可靠度和时间可靠度两个指标的特点，从“供需”两个方面对公路交通

网络的可靠性进行了综合评价，提出了公路交通网络系统的可靠性评价方法。考虑了日常情

况下出行需求的波动性以及路网中随机因素对路网容量的影响，并将这些因素定量化地反映

在可靠性指标中，使得对公路交通网络的评价结果更贴近实际情况。但随机因素不仅对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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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会产生影响，还会对 OD 对之间的出行需求以及出行者的路径选择等带来的影响，这些

因素都会对路网的时间可靠性和容量可靠性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出行的需求方

对路网中随机因素的反映做进一步研究，从而完善公路网络可靠性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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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驾车旅游客流时间分布特征研究 

                  ——以承德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为例 

李昂 

【摘要】本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为例，考察我国自驾车游客观光活

动时间分布特征。首先，把握避暑山庄客流季节性分布的高峰与谷底月份。其次，比较分析

旺季一般周与黄金周的客流分布。使用旅游交通行为调查数据，分析自驾车旅游客流一日活

动时间分布特征，辨别出进入景区与离开景区的集中时间段与高峰小时。最后，以生存分析

为理论基础建立其观光活动时间分布模型，辨别出影响活动时间分布的显著因子，并以游览

景点数量为例进行敏感性分析。 

【关键词】旅游交通  自驾车旅游  时间分布  生存分析 

1. 引言	

近年，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旅游行业蓬勃发展。国内旅游人数由 2000 年的 7.44

亿人次增长到 2009 年的 19.02 亿人次；国内旅游总花费由 2000年的 3,175 亿元增长到 2009

年的 10,183亿元[1, 2]。旅游业已经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伴随着旅游人数的迅

猛增加，交通问题正逐渐成为制约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私家车在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中快速普及与我国公路网络体系日趋完善的背景下，自驾车

旅游作为一种新型旅游方式正在兴起。自驾车旅游对游客而言具有灵活、舒适、便捷等优点，

但是对于景区周边道路交通会造成很大压力。因此，准确地把握自驾车旅游的需求与行为特

征，才能对景区周边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实施提供合理的依据。 

近二十年，随着对于出行者行为特征的深入研究与理论方法研究的日益成熟，以北村、

Timmermans和 Ben‐Akiva 等为代表，国外研究提出“基于活动”方法（activity‐based approach）

对出行者行为进行分析与需求预测。其中，串联一系列行为的时间轴尤为重要。本研究以我

国自驾车旅游者为对象，探讨其出行链中的时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子。 

2. 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	

国内学者已经对旅游交通客流时间分布特征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黄成林、周能敏[3]

以黄山风景区为例分析旺季游客日分布特征。研究指出：旺季中客流存在不均匀分布；不同

年度游客日分布曲线波形基本相同；不同年度同一月份客流峰谷日期接近；节假日客流量比

平日多 30%以上。张安等[4]使用曲线分析，研究南京城市游憩者时空分布模式与活动频率特

征。研究得出：城市游憩活动在日变化和季变化上表现出一定的节律性；城市游憩活动的重

游率随距离衰减。张捷等[5]比较研究三处国家风景名胜区的观光地客流时间分布。辨别出行

距离与观光地季节性特征是游客年内分布的重要影响因子。卢松等[6]以世界文化遗产西递、

宏村为例，考察古村落旅游客流时间特征，定性地分析客流时间变化的影响因子。 

国外研究侧重从游客活动行为角度分析一日时间分布。Morichi 等[7]以自驾车旅游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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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承德避暑山庄客流季节性分布曲线 

图 2  承德避暑山庄客流节假日分布曲线（2007 年） 

日活动为对象，提出其观光行为模型。该模型使用服从 Weibull分布的生存分析方法解释游

客活动行为的时间分布。使用日本首都圈数据标定模型参数后，定量地把握道路建设方案对

自驾车旅游者观光行为的影响。Barros  and Machado[8]以欧洲游客在马德拉群岛的观光活动

时间分布为对象，考察样本选择在服从 Weibull分布的生存分析方法中的适用性，定量地把

握影响观光时间的各种因子。笔者[9]以日本富士五湖地区与中国北京地区的旅游行为调查数

据为基础，考察两地区客流时间分布特征与影响因子，进一步比较研究服从Weibull 分布、

Lognormal 分布与 Log‐logistic 分布在生存分析方法中的适用性。 

从以上的相关研究可以看出，目前为止国内的研究侧重于利用曲线分析法把握不同类型

景区的客流季节性规律、日分布规律，为景区建设提供需求预测分析。但是尚未充分地研究

旅游者活动行为特征，特别是未从定量的角度把握影响活动时间分布的各种因子。因此，本

研究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为例，考察我国

自驾车旅游者的活动时间分布特征，建立观光活动时间分布模型，定量地把握其影响因子。 

3. 研究区域概况	

承德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冀东北连接京津冀辽蒙的区域性城市。近年，地方政府

提出建设“国际旅游城市”的目标，其中 2020 年全年客流将达到 6500 万人次[10]，为 2010 年

接待量的 5 倍。位于承德老城区的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1994 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承

德避暑山庄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典皇家园林，其周围寺庙凝聚了汉、蒙、

藏等多民族建筑风格。由于承德与京津等经济发达城市距离较近，来承旅游者中自驾车为主

要交通方式之一[11]，因此选取承德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为对象，进行自驾车旅游客流时间

分布特征研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与代表性。 

从承德避暑山庄客流季节性分

布特征来看，历年曲线波形基本相

同（图 1）。6月‐8 月与 10月的月客

流量均大于年平均月客流量，为旅

游旺季；1 月‐4 月与 11 月、12 月的

月客流量均小于年平均月客流量，

为旅游淡季。其中，7 月、8 月的月

客流量各占全年客流总量的 20%以

上，1 月、2月的月客流量仅占全年

客流总量的 1%以下。该季节性分布

符合承德避暑山庄的“避暑”特性。另

一方面，季节性分布不均匀对于当

地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了影

响。尤其是旅游旺季客流接待压力

过大，旅游淡季服务设施严重闲置

等问题突出。 

从客流节假日分布特征分析，

旺季（7 月）一般周与黄金周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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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显著（图 2）。一般周内周五至周日日客流量分别占周客流总量的 16%以上，合计约占 60%；

黄金周内 2日至 4 日日客流量分别占周客流总量的 23%以上，合计约占 71%。黄金周客流量

为旺季一般周客流量的 1.5 倍。同时，黄金周内日不均匀系数（游客最多日客流量/最少日

客流量）[6]为 827%，旺季一般周内为 384%。因此，黄金周对于旅游出行有促进作用，但是

较旺季一般周其分布更为不均匀。 

4. 旅游交通行为调查	

4.1 调查概要 

本研究的分析数据来自 2011 年 8 月于承德避暑山庄与普宁寺进行的旅游交通行为调查

（表 1）。有效样本中，居住地为承德市内外的游客比例分别为 34.2%和 65.8%。外地游客主

要来源地依次为河北省（承德市以外）38.4%，北京市 27.3%，辽宁省 9.6%，天津市 9.1%。

外地游客中自驾车旅游的比例为 52.3%，高于本市游客中自驾车旅游的比例 32%。回答自驾

车的旅游者中男性占 61.9%，女性占 38.1%。自驾车旅游者中平均停留日数 2.9 日，同行人

数 6 人，家庭年收入 5万元以上占 53.8%。非自驾车旅游者中，参加旅游团的比例为 34.6%，

平均停留日 3.6 日，同行人数 21 人，家庭年收入 5万元以上占 62%；个人游的比例为 65.4%，

平均停留日 2.9 日，同行人数 4 人，家庭年收入 5 万元以上占 28.4%。这些数据说明，个人

旅游者是否使用自驾车出行方式对于停留日数没有显著区别。但是相对非自驾车出行方式的

个人旅游，自驾车旅游的同行人数略多。另外，个人旅游的游客中家庭年收入较高阶层使用

自驾车出行方式的比例大。 

表 1  旅游交通行为调查概要 

  内容 

调查时间  2011年 8月 13 日（周六） 

调查地点  避暑山庄，普宁寺 

调查对象  旅游者 

调查方法  调查员直接询问记录 

回收样本  365份（自驾车旅游者 166份） 

调查内容 

1）个人、家庭属性（如：居住地等）； 

2）旅游行程安排（如：游览景点数量等）； 

3）交通状况的满意度（如：步行环境等） 

4.2 客流时间分布特征 

从自驾车旅游客流一日活动时间分布特征分析，一日游的游客占 64.2%，其平均活动时

间为 7.3 小时，最长 15 小时，最短 1 小时；多日游的游客占 35.8%，其平均活动时间为 8

小时，最长 12 小时，最短 2 小时。根据图 3 统计，在景区一日活动时间为 5 小时、9 小时、

11 小时的多日游的游客比例分别为一日游的游客比例的 3倍、2.1 倍和 3.6 倍。相反，在景

区一日活动时间小于 3小时的一日游的游客比例为多日游的游客比例的 4.6 倍。因此，相对

一日游客流，多日游客流在景区的一日活动时间长。较为合理的解释是，一日游客流中活动

时间小于 4小时的旅游者中本市游客较多。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729



 

 

图 3  自驾车旅游景区一日活动时间分布 

图 4  自驾车旅游进出景区时间分布曲线 

图 4 为自驾车旅游进出景区时

间分布曲线。一日游客流进入、离

开景区的集中时间段分 

别为 8 时‐10时。（76.3%）、16 时‐18

时（69.4%），其中高峰小时分别为 9

时（30.9%）、17 时（25.9%）。多日

游客流的第一天进入、离开景区的

集中时间段分别为 8 时 ‐11 时

（83.4%）、17 时‐18 时（81.8%），

其中高峰小时分别为 8 时（33.3%）、18 时（54.5%）。多日游客流的第二天以后进入、离开

景区的集中时间段分别为7时‐10时

（88.4%）、16 时‐18 时（79.5%），

其中高峰小时分别为 9时（27.9%）、

17 时（33.3%）。自驾车旅游客流的

一日游与多日游第二天以后的进出

景区时间分布相似。后者进入景区

的集中时间段提早 1 小时至 7 时，

该现象是由于多日游的游客住宿地

点多为景区周边，其进入景区的出

行时间较一日游的游客短。客流的

多日游第一天进出景区时间分布

与其他两者不同：进入景区的高峰

小时提早至 8 时，离开景区的高峰

小时延迟至 18 时；高峰小时进出景区的客流占全天比例高。进出景区的时间过于集中对于

景区周边道路会造成严重拥堵，如何通过交通需求管理等措施进行疏解是今后自驾车旅游的

一个重要课题。 

5. 客流时间分布模型与分析	

5.1 模型建立 

本节以生存分析（survival analysis）为理论基础建立自驾车旅游客流活动时间分布模型。

1960 年代以后生存分析方法广泛应用到临床医学研究中。该理论中的生存时间（survival 

time）在本研究中解释为自驾车旅游客流在景区的一日活动时间，即进出承德避暑山庄与周

围寺庙景区的时刻间隔。生存分析中的生存函数（survival  function），代表随机观测的游客

在景区的活动时间 T 超过时刻 t 的概率。其风险函数（hazard  function），代表 T 已至时刻 t

的条件下，在接下来一瞬间离开景区发生的概率。其数学表达式分别为： 

                                                                                                                (1) 

                                                                          (2) 

假设活动时间服从某种分布，将自驾车旅游客流时间分布与影响因子建立线性关联，考

0%

5%

10%

15%

20%

25%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一日游

多日游

比
例

(小时)

0%

10%

20%

30%

40%

50%

60%

1 3 5 7 9 11 13 15 17 19 21 23

一日游到达 一日游返回

多日游第一天到达 多日游第一天返回

多日游第二天以后到达 多日游第二天以后返回

比
例

(时)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730



 

 

察客流时间分布随影响因子变化而产生的变化。该模型表达式为： 

                                                                  (3) 

其中，tj表示游客 j（j=1, …,  n）在景区的活动时间，βx表示影响因子 x的回归系数，Xj

表示包括游客 j 的特征（如：性别、居住地）及自驾车旅游属性（如：游览景点数量、同行

人数）等的影响因子集合。ln(τj)表示游客 j 的活动时间服从 τ 分布所决定的随机项。 

本研究假设随机项服从 generalized gamma 分布。该分布包括 3 个变量（β0, κ, σ），因此

具有一定灵活性，即 κ=1时为Weibull分布，κ=σ=1 时为指数分布，κ=0 时为 lognormal 分布。 

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标定模型（3）中的参数 βx，即： 

                                                                                  (4) 

其中，f()表示分布的密度函数，S()表示生存函数，t0j表示游客 j 进入景区的时刻，dj表

示游客 j 在观测时间段内是否离开景区，Θ 表示分布的 3 个变量（β0, κ, σ）。 

5.2 模型标定结果与考察 

对表 1 中个人、家庭属性，旅游行程安排，交通状况的满意度等调查内容进行变量筛选，

分别在 99%、95%、90%的检验水平上保留对自驾车旅游客流活动时间分布有显著影响的因

子。表 2 模型标定结果中，所有影响因子的回归系数为正，时间比率均大于 1，表示其对自

驾车旅游客流活动时间有增加的效果。随机项变量的 95%置信区间内 kappa 值包含 1，sigma

值不包含 0，表示分布近似 Weibull分布形态，即随活动时间增加，其离开景区的概率增大。 

表 2  模型标定结果 

影响因子  系数  时间比率 

外地游客（1=是，0=否）  0.27a  1.31 

游览景点数量（个）  0.12
a  1.13 

游览避暑山庄（1=是，0=否）  0.49
a  1.63 

道路指示标志明晰程度满意度*  0.10
c  1.10 

景区周边步行环境满意度*  0.38a  1.46 

Kappa  0.84 (0.37, 1.31) 

Sigma  0.37 (0.31, 0.44) 

‐2 Log likelihood  106.32 

样本数  100 

注：a<0.01，b<0.05，c<0.10. *: 1=不满意，2=一般，3=满意.  

“外地游客”影响因子的系数为 0.27，表明居住地为承德市外的自驾车游客在景区的活动

时间长。因此，应该合理规划景区周边停车场或导入停车诱导系统，以应对外地自驾车旅游

者停车周转率低所带来的问题。 

从自驾车游客的行程安排对其活动时间分布的影响分析，“游览景点数量”影响因子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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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游览景点数量敏感性分析 

数为 0.12，表明自驾车游客访问的景点越多，其在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景区的活动时间越长。

“游览避暑山庄”影响因子的系数为 0.49，表明游览避暑山庄的自驾车游客相对仅游览周边寺

庙的游客，其在景区的活动时间长。调查样本中，91%的自驾车旅游者回答“本日游览过”或

“本日预计游览”避暑山庄，说明了避暑山庄在景区各个景点中的重要性。 

从自驾车游客的心理满足度对其活动时间分布的影响分析，“道路指示标志明晰程度满

意度”影响因子的系数为 0.10，表明景区及周边道路指示标志清晰易懂，能够增加自驾车游

客在景区的活动时间。调查样本中，仅 40%的自驾车游客对道路指示标志清晰程度满意。因

此通过改善现状道路指示标志或导入智能诱导系统，对于增加客流活动时间能够有显著的作

用。“景区周边步行环境满意度”影响因子的系数为 0.38，表明对于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景区

的步行环境满意的自驾车旅游者，其在景区的游览时间长。调查样本中，59.1%的自驾车游

客对现状步行环境满意。 

5.3 敏感性分析 

本节以“游览景点数量”敏感性

分析为例，进一步验证模型标定结

果的有效性，定量地考察该影响因

子变化对于自驾车旅游客流时间分

布的影响。“游览景点数量”影响因

子的时间比率为 1.13，表明该变量

增加一个单位，客流在景区的活动

时间增长到 1.13 倍。图 5为该影响

因子的敏感性分析，在其他影响因

子取均值的条件下，游览景点数量

从 1 处增加到 4 处，自驾车旅游客

流中位时的时间依次为 6.4 小时、

7.2 小时、8.2 小时、9.2小时。调查

样本中，50.3%的自驾车游客仅游览 1处景点，88.8%的游客游览 3 处及以下的景点。而历史

上避暑山庄周边有 12 座建筑风格各异的寺庙，目前保存完好且对外开放的景点也有 5 处。

因此通过采取联票、修复古寺庙等措施增加可游览的景点数量，能够有效地增加自驾车客流

在景区内的活动时间。	

6. 结语	

本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与周围寺庙为例，从年内各月（季节性）、周内各

天（节假日）与一日活动时间三个层面上把握了客流时间分布特征，为实施交通需求管理措

施以应对旅游旺季景区道路交通压力过大提供了依据。同时，本研究建立了自驾车旅游客流

活动时间分布模型。今后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我国自驾车旅游者行为特征，建立其

行为模型，定量把握交通需求管理规划可能产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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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自驾车出游特征研究 

                                                    ——以昆明市为例 

何保红  桂姣  钱艳春 

【摘要】随着休闲经济时代的到来以及小汽车普及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自驾车出游已经成为

家庭小汽车继上班、办事等惯常出行之外的另一重要出行方式。本文以小汽车使用者为研究

对象，深入分析了城市自驾车出游行为及偏好特征。结果显示，自驾车出游目的以休闲度假

为主，而非传统观光型，其中以周末游更具典型性；出游距离分布不满足传统的距离衰减理

论，而呈现双向递减趋势，集中分布在 500km左右的环城游憩带范围内；交通、安全和信息

成为自驾车出游制约因素；影响自驾车出游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个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非通

常出行因素。据此推断，当家庭小汽车用于旅游时，小汽车自身特性也逐渐由代步工具转变

为一种消费行为，在对小汽车进行交通需求管理时，应注意到这一改变。 

【关键词】城市自驾车  出游偏好  环城游憩带  休闲行为  昆明市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据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轿车保有量达 2438 万辆，私人轿

车达 1947 万辆，其中私家车比例接近 80％，相当于每百人拥有 1.5 辆轿车[1]。另据全国假

日办 2008 年发布的“十一”黄金周出游意向调查结果显示：短线旅游中（主要指省内游），

自驾车出游比例已经达到 30.90%[2]。在发达国家自驾车旅游已经成为居民的普通出游方式，

其研究重点集中在旅游者行为选择以及旅游交通需求管理方面。如 Alan Shailes(2001)以英国

康沃尔郡为例研究了自驾车旅游者对待拥挤的态度和行为决策[3]，Yechezkel Israeli(2004)分析

了自驾车旅游对耶路撒冷当地交通的影响并提出历史古镇旅游交通需求管理对策与措施[4]。

在我国，自驾车出游作为一种重要旅游形式也逐渐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但现有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将自驾车作为一种旅游产品，从市场学、营销学的角度分析其类型、

特点、发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  [5‐7]。②将自驾车作为一种旅游活动，从行为学、社会学、心

理学的角度进行出游动机、旅游偏好、组织形式、信息使用等方面的行为特征研究[8‐10]。北

京工业大学的关宏志(2005) [11]率先从交通的视角分析了自驾车交通行为，成为研究自驾车 

旅游交通方面的先行者。但总体来说，国内对自驾车的研究大多数是从节假日、黄金周

的角度将自驾游视为一种旅游方式，将自驾游者视为游客，用旅游行为研究的方法进行分析，

而根据何保红等（2005）[12]的研究，小汽车进入家庭后，以旅游为出行目的的小汽车使用

功能将成为继上班、办事之外的另一主要家庭出行目的。同时，伴随休闲经济的到来，自驾

车出游将逐渐成为城市居民日常出行方式。因此，将自驾车出游纳入城市小汽车使用特性研

究范畴，以小汽车使用者为研究对象对自驾车出游进行研究，对于准确把握自驾车出游规律，

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城市小汽车使用特征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在实践上对于城市交通管

理和相关政策制订也具有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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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根据何保红等（2005）[12]调查发现，南京市 58％的人每周用车的天数超过 6 天，这就

意味着一半以上的人在双休日使用小汽车。在昆明，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76％（2006 数据）。

在出行目的的选择中，除上班和办事之外，旅游跃居家庭小汽车的第三大用途。 

对于前两种出行目的，小汽车作为一种重要的代步工具，很多学者分析研究了小汽车的

出行特性以及与公共交通、自行车等城市交通方式之间竞争合作关系。然而，作为一种休闲

方式，自驾车出游的出行理念和环境选择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于这类非惯常的出行方式， 

在惯常出行目的下得出的出行特征是否适用？如果不适用，自驾车出游行为又会表现出怎样

的特征或是规律呢？ 

基于以上分析，本次调查对象主要针对小汽车使用者，而非自驾车游客。因此，调查方

式也有别于大多数针对景区、公园等旅游目的地现场游客的调查。笔者选择了昆明市 10 个

汽车销售服务店（4s 店），对前来维修和保养车辆的小汽车主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内容

涉及三大部分：自驾车出游者的基本情况、出游行为相关特征（出游目的、出游距离、出游

时间、出游频率）以及对出游过程的主观评价。调查时间从 2009 年 4月 24 日开始（即五一

假期前一周），到 5 月 31 日结束，历经 6 个周末和两个节日（五一节和端午节）。共回收

有效总样本数 290 份。 

本文主要运用数理统计的方法，通过频度统计、相关检验、交叉分析等进行数据处理、

统计与检验。数据分析结果是本文观点的主要依据。 

3. 自驾车出游总体特征	

3.1 出游目的凸显休闲度假 

根据自驾车出游目的的调查结果显示：46％的驾车者通常选择驾车出游的目的是休闲

度假，其次是观光旅游，占 26％；陪亲友出行，占 10％；探亲访友，占 9％；丰富经历，

占 5％，还有 4％的人选择其它目的。由此可见，休闲度假已经成为城市自驾车出游的一个

主要动机，这与冯淑华（2008）[9]对自驾

车旅游者的行为特征研究得出的结论“自

驾车旅游者仍以观光游览为基本消费形

态，选择比例为 40.4％”存在明显差异。                                                                                     

根据旅游界的研究显示，当人均 GDP

为 1000 美元时以观光业为主，2000 美元

时以需求多样化和多元化的休闲业为主，

达到 3000 美元时则向休闲度假旅游发展。

与此同时，根据《2008年昆明市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止 2008 年底，

昆明市人均 GDP达到 25826 元[13]，折合为 3700 美元左右，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昆明市

城市居民进入休闲消费时代，自驾车出游者作为城市的消费群体，也已经从观光型逐步走向

休闲度假型。二者的主要差别在于：观光出行有相对明确的目的地，小汽车主要是作为一种

交通工具；而休闲出行中，驾车出游本身即是一种目的更是一种消费行为。由于出行理念和

出游目的

46%

26%

5%
9% 10%

4%

休闲度假 观光旅游 丰富经历 探亲访友 陪亲友出游 其它

图 1  自驾车出游目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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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选择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小汽车自身特性也将发生质的转变。 

3.2 出游距离呈现双向衰减趋势 

为了便于分析和全面掌握自驾车出游范围和总体情况，笔者设计了 4 个相关问题，即

2008 年全年驾车出省游的次数、出游省

份、能忍受的单程驾车距离、通常出游距

离。设计目的是希望从一个较大的空间尺

度上来定位自驾车出游范围分布和自驾

车的出行距离特征。 

被调查者中有 63％的人在过去一年

中有过出省游的经历，平均出省游的次数

为 1.39 次/年。出游地点大多集中在临近

省市，其中四川、贵州和广西三省的比例

达 71％。 

对居民能忍受的单程驾车距离进行

统计，发现集中分布在 300‐500km范围内，比例达 37％，其次是 100－300 公里范围，比例

为 23％，选择 100 公里以内的人最少，仅占 4％。也就是说，64％的出游距离分布在 500

公里范围之内，而当距离超过 500km 时，比例锐减。同时在此范围之内，样本数则随着出

游距离的增加而上升，呈现显著的距离反衰减现象。如图 2 所示。据此可以认为，城市自驾

车出游的门槛距离为 300—500km 左右，超出这一数值，才有距离衰减现象。根据吴必虎

（2001）[14] 在“旅游市场分析预测理论技术”研究中，从距离因素上，把 500km 作为界

定城市居民休闲旅游的标准，视为“小旅游”，即游憩。再结合出游目的的调查结果，

据此可以推断，城市居民自驾车出游无论是从出游距离上还是出游目的上均呈现出典型

的休闲型而非传统的观光型。 

在对“通常出游距离”的统计上，也

存在同样的规律，如图 3 所示。74％的人

选择 300 公里以内的范围，300 公里以外

的广大空间，仅占比例 26％。其中选择

100－300  公里范围内的人最多，所占比

例为 42％，50 公里以内所占比例最低，

仅为 6％。同样，300 公里范围之内，样

本数随距离的增加而上升，呈现距离反衰

减现象。与张晓燕等（2006）[10]对我国自

驾车旅游者行为研究得出的结论“单程自

驾游活动在单程 500公里范围内的比例为

80%，自驾游的实际出游距离符合距离衰减理论”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 

其次，出游距离在性别上表现出明显的分异性，男性最大心理出游距离为 498 公里，女

性仅为 359公里，二者相差近 150公里。 

如果将出游者能忍受的单程驾车距离看作最大心理预期值，那么通常单程驾车距离则可

能忍受的单程驾车距离（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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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能忍受的单程驾车距离分布 

通常单程驾车距离（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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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通常驾车距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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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实际发生值，二者在分布上均呈现双侧递减的相似规律，但在平均值上却存在明显差异，

最大心理预期平均值为 465 公里，实际发生平均值仅为 186公里。根据吴必虎(2001) [14]对国

内城市居民不同出游目的地的到访率的调查显示“有 9l％的居民在距城市 15 km 的范围内活

动，有近 60％的居民在 50 km 的范围内活动”，据此可以推断，由于受机动化出游方式的影

响，自驾车出游者的游憩范围要高于城市居民的游憩范围，但由于受到现实出游环境的影响，

如目的地分布、交通条件、出行成本等，出游者的实际出游距离与最大心理距离之间存在较

大差距。 

3.3 选择驾车出游的原因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和掌握城市自驾车出游的深层次机理，本次调查设计了 7个备选答案，要

求调查对象按照主次顺序选出三个。调查结果显示，在驾车出游原因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自由、

灵活，其权重值为 547；其次是个人爱好；结伴同行、便于携带更多物品两个原因并列第三。

公交出行不便排最末一位，其权重值仅为 69。同时调查得到：49％的人认为出游时可供选

择的交通方式是多样且方便的，仅有 5％的人认为单一不方便。参照何保红等（2005）[12]

的分析结论：工作需要、出行方便、路程较远和赶时间是城市小汽车使用的主要原因。而这

些与出行紧密相关的因素在自驾车的出游决策中影响甚微。从排前三位的因素（自由、爱好、

结伴）来看，主要受个人价值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与惯常环境下驾车决策因素完全不

同。因此，可以说，自驾车出游作为城市居民一种休闲方式，其出行理念和环境选择已发生

了深刻变化，其性质已经由代步工具转化为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由此可以推断，自驾车出

游与公共交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也将随之改变。   

表 1  自驾车出游原因排序表 

原因 
排名顺序 

样本量 期望值
按期望值 

排序 第一 第二 第三

自由灵活  144 45  25  214  547  1 

出行距离不长  25  29  25  79  158  4 

公交出行不便  3  20  20  43  69  6 

可以携带更多物品  13  40  41  94  160  3 

出行中有老人和儿童  10  34  23  67  121  5 

个人爱好  32  41  35  108  213  2 

结伴同行  23  26  39  88  160  3 

  注：期望值＝样本量*权重（排名 1 取值为 3，排名 2 取值为 2，排名 3 取值为 1）。 

3.4 周末出游特征 

自驾车出游者在出游时机的选择上除“十一”黄金周外，所列其余各项节假日分布均衡，

无明显偏好。如图 4 所示。由于周末构成了城市居民一年之中主要休闲时间，因此针对周末

出游特性进行了相关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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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选择周末出游的人平均收入 4208 元，高于全样本近 7 个百分点；小型

汽车占 7 成，超出全样本 12 个百分点，成为周末游主力军。出游频率较高，平均出游次数

为 12.5 次/年，是全样本出游次数的 2 倍（全样本平均值为 6.20 次/年）。出游天数为 1.98

天，仅为全样本的二分之一。休闲出游成主导，观光旅游不足两成，值得注意的是，注重亲

情的探亲访友比例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3.5 交通、安全和信息成为自驾车出游制约因素 

被调查者所列出的“出游中经常碰到的困难”的选项显示，交通因素排序靠前，其中排

前三位的分别是：沿途交通状况不良、高峰期景区停车难以及出游线路不熟悉。如表 2所示。 

表 2  出游时经常碰到的困难排序表 

困难 
排名顺序 

样本量 期望值
按期望值 

排序 第一 第二 第三

沿途交通状况不良  105 31 23 159  400  1 

沿途道路设施不完善  24 32 32 88  168  4 

旅游高峰期景区停车难  47 53 39 139  286  2 

担心夜间车辆安全性  11 16 14 41  79  6 

出游线路不熟悉  46 54 27 127  273  3 

车辆中途抛锚  12 26 23 61  111  5 

驾驶经验不足  5  8  7  20  38  7 

此外，被调查者所列出的“出游中最关注的问题”的选项显示，路况、安全、信息排前

三位，其次才是出游成本、里程远近、道路拥挤和停车供给。 

最后，在对自驾车出游消费结构的调查中发现，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住宿、交通和餐

饮，三者的费用支出占总比例 76％。门票、购物、娱乐三者的比例之和为 23％。这也从另

外一个侧面说明，交通无论是在出行条件上还是在出行成本上都成为自驾车出游的一大限制

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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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出游时机选择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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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自驾车出游者的基本情况 

被调查者中 77%为男性，23%为女性。平均年龄 32.4 岁，集中分布在 20 ‐40岁这个阶段，

比例为 81％。84%的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平均驾龄为 5.1 年，55％的出游者驾龄集中分布

在 3‐5 年之间。平均月收入为 3947 元，集中分布在 2000 ‐3500 元和 3500 ‐5000 元两个阶段，

比例均为 32％，总体分布呈橄榄状，2000 元以下收入者也占到了 7％。总体上看，自驾车

出游者以中青年为主力，收入水平中等偏上，但各个收入阶段的人群均有参与。 

车型分布上小型经济型汽车（定义为购买价格在 10 万以下的车型）占据半壁江山，比

例达 57％。进一步分析个人收入与车型的关系发现，5000 元以下收入者，所使用的小汽车

以经济型为主，尤其是收入在 2000元以下者，其经济型小汽车的比例占 76％，而当收入一

旦超过 5000元后，小型经济型汽车的比例急降至 31％。结合上述收入的分布情况，可以看

出收入对车型的影响要明显高于出游决策的影响。 

另外，从职业方面看，无论是公务员、事业单位还是企业、个体、自由职业者的比例分

布都相对均衡，未见明显的集中趋势。 

4. 结论与讨论	

随着小汽车家庭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城市居民收入和时间不断增加，自驾车出游增长势头

也在不断攀升，由此引发的交通设施供需矛盾问题也逐渐受到重视。自驾车出游作为家庭小

汽车的另一重要使用功能，应该对其特征进行深层次的研究。笔者以昆明市为例，基于

以上背景分析的情况下，对城市自驾车出游者进行深入调查后得到如下结论： 

城市自驾车在出游目的上凸现休闲性，而非传统观光型，其中以周末游更具典型性。由

于出行理念和环境选择发生了深刻变化，小汽车自身特性也将由代步工具转变为消费行为。

因此，在对小汽车进行交通需求管理时，应注意到这一改变。 

城市自驾车出游距离分布呈现双侧递减趋势，门槛距离出现在 300—500km 左右的环城

游憩带范围内。超出这一数值，才有距离衰减现象。由于受到现实出游环境的影响，如目的

地分布、交通条件、出行成本等，出游者的实际出游距离与最大心理距离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此外，出游距离在性别上表现出明显的分异性，男性最大心理出游距离为 498 公里，女性仅

为 359 公里，二者相差近 150 公里。 

影响自驾车出游决策的主要因素是个人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非通常出行因素。据此推

断，当家庭小汽车用于旅游时，由于其自身特性的转变，其与公共交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

系也将随之改变。在进行交通方式选择行为研究时，要考虑到这一点。     

消费结构以行、食、住三大固定消费为主，比例达 76％。交通、安全和信息成为当前

自驾车出游主要制约因素。   

自驾车出游者以中青年为主力，收入水平中等偏上，职业分布相对均衡，总体呈现年轻

化、大众化趋势。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庆祝新中国成立 60周年系列报告之十四：多种方式的综合运输网络基本形成[C].国家统

计局网,2009‐02‐26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739



 

 

[2]全国假日办发布黄金周旅游消费者出游意向调查分析报告[C].中国景点网,2008‐09‐26 

[3]Alan Shailes, Martyn L. Senior, Tourists’ travel behaviour in response to congestion: the case of car trips 

to Cornwall, United Kingdom[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9 (2001): 49‐60 

[4]Yechezkel Israeli, Yoel Mansfeld, Tourist Flow Management To And Within Historical Towns: The Case Of 

The Old City Of JERUSALEM[J],WTCR2004 

[5]翟向坤,中国发展自驾车旅游的战略思考[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5 

[6]陈乾康,自驾车旅游市场开发研究[J].旅游学刊,2004,3 

[7]周惠，都市自驾车旅游市场需求特征研究——以长沙市为例[J]长沙大学学报,2005 

[8]叶展图,自驾车旅游者出游行为规律研究——以广州为例[D].中山大学,2006 

[9]冯淑华,  自驾车旅游者的行为特征及空 I 司效应分析[J].旅游学刊,2008,9 

[10]张晓燕,张善芹等，我国自驾车旅游者行为研究——以华北地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6,9 

[11]关宏志，邵洁等，自驾车旅游交通需求的基础研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5,3 

[12]何保红，陈峻，王炜，城市小汽车出行特性调查及分析——以南京市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05,4 

[13]昆明市统计局，2008年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C].云南网，2009‐04‐02 

[14]吴必虎,区域旅游规划原理[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5 

【作者简介】 

何保红，女，博士，副教授，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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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慢行空间环境塑造 

叶冬青  钱林波  曹玮  史桂芳 

【摘要】研究了当前城市慢行空间存在的问题，发现存在：出行安全问题、景观特色问题、

空间尺度问题、环境卫生问题。提出通过规范设计慢行交通设施、改善慢行与公交站点的衔

接，构建安全的慢行空间；通过差别化的慢行分区、同城市绿道相结合的慢行通廊，营造特

色的慢行空间；慢行空间与景观设计相结合，打造舒适的慢行空间；通过地面铺装、照明设

施、商业服务设施、环卫设施、慢行标识设施的设置，提升慢行的环境品质等方法，解决慢

行空间现存问题，塑造城市慢行空间环境，引导城市居民选择步行、自行车、公交出行。 

【关键词】慢行  慢行空间  慢行环境  慢行设施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城市交通体系重大转型、机动化快速发展的时期，私家车出行比例

快速上升，以小汽车为导向的交通模式已经对城市发展、环境、安全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行人、自行车交通是最为基本的出行方式，在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结构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合

理引导慢行交通可以为公共交通带来更多客源。建设慢行交通系统，倡导用步行、自行车、

公交等方式绿色出行，作为应对由于机动化带来的一系列城市问题的重要举措，日益受到各

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重视。慢行交通设施不足、慢行空间环境质量差是人们不愿选择步行和

自行车出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加快构建一个优质的慢行空间环境，满足居民日常慢行通勤、

接驳以及休闲健身功能，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 

1. 城市慢行空间存在的问题 

慢行空间问题主要表现在出行安全、景观特色、空间尺度、环境卫生四个方面，对步行

和自行车出行者造成了较大的困扰。 

1.1 出行安全问题 

当前在道路设计中很重视车辆交通间的协调，却很少考虑为行人提供安全的交通通道。

慢行网络不连续、空间遭到压迫和挤占；过街设施设置不合理，人车冲突严重；过街安全设

施不足，行人信号控制不当；过街设施与路段慢行系统衔接不当；慢行系统与公共交通衔接

不当等，造成慢行有安全隐患。在选择慢行出行的人群中，老年人的生活出行、文化娱乐出

行、风景区游览的活动比例最高，且老年人出行更加依赖于慢行和公交。慢行出行不安全，

对行人特别是老年人的人身安全产生威胁，使人们不愿选择步行、自行车和公交出行。慢行

空间在规划设计建设时要考虑妥善解决出行安全问题。 

1.2 景观特色问题 

慢行空间是城市道路空间的一部分，在城市道路设计中，往往只从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出

发设计慢行空间，忽视了慢行空间也是沿街建构筑物毗邻的空间，有些建筑前区就是慢行空

间的一部分。沿街建构筑物、广告牌及其它物件，是慢行空间的边界，现实中由于建筑造型、

立面、体量、色彩的不当使边界缺乏美感，建筑玻璃幕墙反光、街角空间设置围墙或巨幅广

告牌，使行人失去停留感。人行道板、下水井盖板凹凸不平，铺地材料千篇一律，街道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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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精心设计等都会造成慢行环境特色缺乏、景观效果不佳。慢行空间需要结合边界的土地

使用性质和建筑风格、体量、色彩，进行一体化设计。 

1.3 空间尺度问题 

在城市新区建设中，为了追求气派，道路网密度偏低，特别是支路网密度低于国家标准，

步行出行距离增大。街道和广场越来越宽大，却没有形成良好的步行空间尺度，行人在空荡

荡的空间里无所适从，缺乏安全感舒适感[1]。在道路交叉口，缘石转弯半径设计较大，虽方

便了车辆通行，但对集中的过街人流造成较大威胁，也侵占了一定的慢行空间，增大了行人

的穿越距离。需要在城市空间和道路空间中合理设计慢行空间尺度。 

1.4 环境卫生问题 

人行道边休息座椅不足，缺乏行道树和相应的绿化，侧分带的绿化树种遮阴效果不佳，

对人行道上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道上的骑行者不能起到很好的遮阴作用。步行照明设施欠缺或

亮度不足，垃圾箱、电话亭等设置不合标准，公交站没有遮雨棚及座椅，街道指示标志设置

不足，造成慢行空间环境对行人的服务水平不高。市政设施、交通设施、绿化设施以及一些

服务设施的不合理设置，会挤占行人慢行和停留驻足空间。另外，在老旧小区的巷道特别是

背街小巷中垃圾遍地，污水横流，使行人避之不及。机动车带来的尾气、噪声、烟尘污染，

直接影响与车行道比邻的行人慢行空间[2]。服务设施不足，卫生环境差，会降低慢行的舒适

度，影响行人选择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慢行空间的环境卫生问题需高度关注。 

2. 构建安全的慢行空间 

规范设计慢行交通设施，引导行人按交通规则在慢行空间里行走或骑行，可以从安全性

角度规范行人的交通行为。对交叉口过街设施类型、路段过街间距、路段过街设施类型、过

街信号均给出规范化的设置标准，增加有利于慢行安全的引导设施、稳静化措施、无障碍设

施。针对平面过街增设隔离和安全措施，保证行人的安全；在中小学、幼儿园、医院等公共

设施周边跨越主干路的地点以及快速路、交通性干路沿线人流冲突与车流冲突突出的节点上

设置立体过街设施。 

步行和自行车的横断面分区应清晰，包括建筑前区、步行区、设施区、自行车区、绿化

带，其中绿化带和设施区以安全为主要因素进行设计。绿化带多为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

的分隔，最小宽度为 1.5 米；设施带多用于自行车道与步行道之间的分隔，宽度包括设置护

栏、照明灯柱、标志牌、信号灯、城市公用设施等的要求，约为 0.5-2 米。各种设施布局应

综合考虑，避免各种设施与树木间的干扰。如交叉口的各种设施较多，其绿化设计和设施安

排见图 0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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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1  交叉口绿化设计 

改善慢行与公交站点的衔接，鼓励人们采取步行、自行车与公交出行：提供人行道、自

行车道或者非正规的路径通向公交站点，确保与公交站点相连的人行道的宽度，通过提供更

为方便的捷径减少到达公交站点的慢行距离。如居住区或者公园内的慢行，或者是在尽端路

头设置连续的行人路径。 

大型商业片区、综合商业办公区应提高商业片区的人车分流水平，通过连廊、架空平台

促进商业区内部的衔接，保障慢行通道与商业设施的无障碍通行，鼓励商业设施将街道网络

和慢行系统有机地联系起来。 

3. 营造特色的慢行空间 

步行和自行车环境是城市环境与风貌的组成部分，规划要结合城市空间风貌特征，体现

城市特色；结合外部条件如土地利用、空间景观、建筑风貌、生活氛围等，营造具有城市独

到特色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境。以常熟为例，常熟具有江南水乡中小城市特色，有“十里

青山半入城；七溪流水皆通海”的美誉。山、水、城、林的资源丰富， “小桥流水人家，

巷弄幽深清远”的传统步行氛围很浓郁。常熟市步行与自行车空间设计除应符合交通安全要

求以外，还应与它的城市风貌协调一致。古城区内步行系统主要彰显历史文化名城风貌，营

造融山水城为一体的传统风貌步行环境。旧城区内步行系统彰显近现代传统幽静风貌，结合

旧城改造与更新、道路系统改建，打造传统民居区的步行环境，如图 0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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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2  常熟传统风貌步行环境 

离城市中心较远的风景区慢行系统，主要承担旅游者游览过程中慢行的功能和非日常的

休闲运动慢行功能，着重考虑景观要求，形成引导游人以最佳角度观赏景物的游览性道路和

风景区游步道。居住区步行系统彰显江南小城宜居闲适风貌，建设居住区内安全步行网络，

满足老人、孩子等弱势群体步行需求[3]。 

对于生活性主、次干路的景观设计，景观应能反映街道特色和商业文化氛围。景观设施

宜多样化，绿化配置多层次且不强调统一，尺度应以行人视觉感受为主。对于支路应反映社

区生活场景、街道的生活氛围。景观设施小品宜生活化，绿化配置宜生动活泼，多样化，应

以自然种植方式为主。对于滨水道路应以亲水性和休闲服务为主，有条件时，在道路和水岸

之间宜布置绿地，保护河岸原始的景观。对于风景区道路应避免大量挖填，应保护天然植被，

景观设计应以借景为主，宜将道路和自然风景融为整体。对于步行街应以宜人尺度设置各种

景观要素。景观设施应以休闲、舒适为主，绿化配置应多样化，铺砌宜选用地方材料。 

4. 打造舒适的慢行空间 

街道慢行空间主要包括建筑后退步行空间以及公园、广场空间。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空

间尽可能与建筑空间相结合，将商业、零售等土地利用尽可能的和人行道结合，为人行道提

供尽可能多的入口。当空间足够时，人行道可增加更宽的旁侧空间，用于布置休息座椅、小

品、花木等，休憩设施尽量布置在人行道的绿化区，并保持一定距离的间隙。沿街配置街道

家具，应结合特色环境的需要，设计相应特点的公交站台、休息座椅、垃圾箱、电话亭、路

灯以及指示牌等设施，体现不同的慢行空间特色。步行道自行车道旁的底层建筑立面、商店、

橱窗、小品的风格也应精细设计，如图 03 所示，既能体现出不同风格，也要相互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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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沿街的古典建筑与亲水空间                      b 休憩凉亭 

图 03  慢行空间与景观设计相结合 

针对气候特征，考虑为步行者提供必要的遮挡设施。鼓励有人工或者植物遮荫的慢行道。

人行道的遮挡设施首先应当满足人行道设计指引的基本要求，可以选择布置在建筑前区或者

直接由建筑挑出。遮挡与植物的设置必须满足步行和自行车净空限制要求。小品设置应与周

围的环境相协调，体现城市文化和历史，满足行人的审美观，其设置地点要选取得当，尽量

与行人路径相联系，并符合行人的观赏角度与距离。 

道路绿化包括机非隔离绿化带、人非隔离绿化带。绿化宽度宜为红线宽度的 15%-30%，

对游览性道路、滨河路及有美化要求的道路可提高绿化比例。在交叉口、路段过街处步行关

键地段设置的绿化高度应保证视线通畅。提倡多功能用途的绿化景观配置。依据道路功能，

确定选择种植位置、种植形式、种植规模，采用适当的树种、草皮、花卉，在绿化布置上应

将乔木、灌木与花卉相结合，层次鲜明。 

5. 提升慢行的环境品质 

通过地面铺装、照明设施、商业服务设施、环卫设施、慢行标识设施的设置，提升慢行

空间环境品质。设计风格应与设施所处的环境风貌符合。 

地面铺装：铺设人行道与自行车道的材料要防滑与易于保养，慢行通道铺装要满足“稳

定、坚固、防滑”的基本要求，尽可能运用透水的道路铺装材料，以保护生态环境。不同的

特色区域，因地制宜地利用如卵石、弹石、碎石、青砖、塑木等多样化的铺装材料，营造具

有个性的铺装效果，体现区域特征。 

照明设施：应考虑到为步行友好创造条件，尽量满足行人的视觉舒适度，避免过强或过

弱的光线。城市建成区的慢行通道增设照明设施时，路灯增设腰灯，强化人行道照明功能；

位于生态区的慢行通道，可根据实际需要在重要节点设置照明设施。慢行道推荐 0.5 到 2.0

的照度，照明设施采用节能 LED 灯，如图 0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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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4  照明、公交等慢行服务设施 

商业服务设施：主要包括售卖点、饮食点、自行车租赁点等。城市建成区内结合沿线城

市商业设施设置。生态区内的慢行通道可单独设置商业服务点，滨水、滨河路段可设置滨水

茶座、水上运动用品租售点、水上运动培训点，山林段可设置流动贩卖点、自行车租赁及维

修点。 

环卫设施：主要包括垃圾箱和厕所，如图 05 所示。人流交通量较大的生活片区，按 50～

100m 标准设置垃圾箱，对于人流量一般的慢行通道沿线按 100～200m 标准设置垃圾箱，并

尽量布置在人行道的绿化区，不能妨碍步行人群的正常行走。城市片区，公厕设置间距不大

于 800m，生态片区公厕设置间距不大于 1500 米。 

 

图 05  铺装、环卫等慢行服务设施 

慢行标识设施：指慢行空间内给人行为指示或识别的标识，主要为符号、颜色、文字、

几何形状。标识主要包括导向功能的指路信息牌、定位功能的路街巷牌、依附于街道公共设

施的警示标识、道路交通标识设施，如表 1 所示。交通转换区、无障碍设计区等重点地段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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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醒目的标识，警告与提醒行人慢行时注意安全；在行人和机动车冲突较大的地段设置醒

目的标识，警告与提醒机动车使用者行人过街优先。标识设计应连续一致，并且尺度符合规

范标准。标识设施不得妨碍安全视距，不得延伸扩展至道路上方空间，必要的标识设施尽量

并杆设置。 

表 1  慢行标识设施一览表 

标识类型 位置 用途 

设施标识 入口、交叉口、停车场、公共空间 
提供慢行通道相关设施、项目、服务和时

间的总体信息 

指向标识 
临近的公交站点、入口、主要交叉

口处 

标明游览方向和路线信息，并引导人群进

入慢行通道 

规章标识 按实际需要 
标明慢行通道法律、法规方面的信息以及

政府有关的慢行通道政策 

警示标识 只在危险路段前 50m 设置 标明可能存在的危险及其程度 

活动标识 按实际需要 标明慢行通道提供的相关活动信息 

定位标识 
慢行通道各个重要节点均需设置，

且间距不大于 500m 

明确标注使用者所处位置，以便为应急救

助提供指导 

教育标识 按实际需要 

标明慢行通道所在地的独特品质或自然

与文化特征，作为向普通公众，特别青少

年普及自然科学、历史文化、生态环保、

野外生存等知识的载体 

6. 结语 

近年来，随着城市发展理念向生态、低碳方向转变，绿色交通模式逐渐深入人心。零排

放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是最为绿色的交通方式。构建连续、安全、舒适的城市慢行系统，

打造有品质、有特色的城市慢行空间和环境，引导城市居民短距离出行采用步行和自行车出

行方式，长距离出行采用步行与公交换乘方式，是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需要我

们持之以恒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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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慢行交通规划的内容和方法 

                 ——江苏的探索和经验 

曹国华  夏胜国  王树盛  李铭 

【摘要】本文从慢行交通调查、慢行分区、慢行交通网络和慢行交通设施等几方面着手讨论

慢行交通规划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并以慢行交通规划在江苏省的实践为例，描述了 PSPL 调查

的方法与意义，对慢行分区的划分方法与指标指引进行研究，以此为基础进行不同功能慢行

交通网络的构建，并以公共自行车租赁点与交通稳静化措施为例说明慢行交通设施规划的重

点与要求。最后以常州武进花园街改善为例，说明提升慢行空间品质的街道设计主要内容。 

【关键词】慢行交通调查  慢行分区  慢行网络  慢行交通设施  街道设计 

1. 背景 

1.1 机动化浪潮下的城市发展趋势 

近年来我国机动化快速发展，汽车生产量和销售量均达到 2000 万辆/年，至 2012 年初

汽车拥有水平达到 20 辆/百户，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汽车社会。参照国际机动化发展规律，

如果对城市交通的发展没有正确的规划和引导，按照目前发展的惯性，汽车对我国城市与交

通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高机动化的国家已经对汽车交通进行反思，城市与交通发展向后汽车时代转变。丹麦哥

本哈根 1996 年就基本完成了市中心区主要街道和广场步行区域的更新改造，共建设总长

3.66 公里的步行街道和 9.6 万平方米的公共活动空间[1]。韩国首尔在 2003 年将之前填埋清

溪川河所修建的高架道路进行拆除，恢复清溪川的原貌[2]。国外城市的主要发展思路已经由

小汽车交通快速发展阶段的汽车城市向恢复和发展公共交通的公交都市转变，关注重点涵盖

新城市主义、TOD 发展、街道复兴和人性化城市等更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容。而在我国许多城

市中慢行作为传统的出行方式，在机动化浪潮的冲击下逐渐衰退。在如今城市发展转型的关

键时期，有必要重视慢行交通在城市中的地位，对慢行规划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研究。 

1.2 慢行交通存在主要问题 

慢行交通是指出行速度不大于 15 公里/小时的非机动化交通方式，通常指步行及非机动

车交通。在城市交通机动化过程中，慢行交通在现代城市中存在定位被轻视、网络被碎化、

尺度被扩大、空间被侵占等主要问题： 

（1）定位被轻视：慢行交通出行比重大，但在城市公共空间和道路断面资源分配中往

往所占比例比较小，慢行空间被机动车空间压缩，慢行环境变得越来越糟糕。 

（2）网络被碎化：在汽车交通主导城市规划和发展的情景下，原有的安全、连续、舒

适的慢行交通网络被破碎。 

（3）尺度被扩大：宽马路、过度绿化在城市随处可见，增加行人过街的距离和安全风

险，且隔离了街道两侧活动的横向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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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空间被侵占：道路规划设计和管理过于强调交通功能，忽视街道的空间功能，导

致城市空间被汽车交通侵占，使得城市少了必要的公共空间。 

1.3 开展慢行交通规划的意义 

慢行交通规划作为一项城市交通规划中的重要专项规划，对城市交通向绿色交通方式转

型、改善公交优先发展战略中的慢行接驳环境、增强街道等公共空间的活力与氛围以及在人

车矛盾加剧背景下保障慢行交通安全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2. 慢行交通调查 

慢行交通调查包括对慢行交通系统、设施、环境以及慢行人群行为的调查，以扬·盖尔

提出的 PSPL 调查方法最为典型。PSPL 方法属于一项基于人们如何使用公共空间，在空间中

发生哪些公共生活和开展哪些公共活动，并探寻如何让人们更好的使用公共空间、享受城市

生活的调查研究，包含城市公共空间分析、城市公共生活调查和建议等。 

2.1 公共空间数据调查 

慢行公共空间是居民进行公共交往、开展各种休闲活动以及供慢行穿越的开放场所，主

要包括建筑后退步行空间以及公园、广场空间。建筑后退空间的活力由建筑以及所吸引人的

活动共同决定，对调查范围内的沿街建筑物情况进行考察，依据建筑物质量、建筑物开口数

量等将建筑物后退空间分为五个等级，并针对慢行公共空间中客流集散量大的地区，对其绿

化、座椅、铺地、人行道、街道家具、雕塑小品、公交车站、停车场等设施的分布进行细致

调查与分析，结合对沿街界面的调查，从安全性、舒适性和愉悦性三个方面进行调查区域的

综合评价。 

表 1  沿街建筑后退空间类型一览表 

等级 类型 沿街界面特征 环境特征描述 

等级 A 非常活跃类 
每 100 米开门数

15 个以上 

该分类沿线建筑为小单元，开门很多，各单元立面丰富，具有

较好的可观看细节，步行在这一环境中极其容易被沿线环境吸

引，步行环境生动而有趣。 

等级 B 友好类 
每 100 米开门数

10-14 个 

单元数相比 A 类有所减少，各单元立面空间相对较丰富，有一

定的可供观看的细节。 

等级 C 混合类 
每 100 米开门数

6-10 个 

沿线大小单元混合，存在一些不活跃或被遮挡的单元，可供观

看的细节进一步减少。 

等级 D 不活跃类 
每 100 米开门数

2-5 个 
沿线均为大单元，开门较少，基本没有可供观赏的细节。 

等级 E 
非常 

不活跃类 

每 100 米开门数

0-2 个 
沿线均为大单元或围墙，没有可供观赏的细节。 

通过对武进中心区的实地踏勘调查，核心区建筑后退空间活跃地带基本位于花园街周边

区域，其中以花园街（定安路至长虹路段）最为活跃。花园街两侧建筑后退空间最为活跃，

附近的建筑物后退空间属于非常活跃类，此区域的建筑物可观赏性较强，有利于人员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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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较强的慢行公共空间活力。针对调查中非常活跃的区域，通过断面改造、改变地铺、增

设休闲设施等多方面的措施改善慢行空间；对于友好类区域，适当增设建筑小品、休憩设施；

对于混合区域，不注重过分强化，仅增设部分供行人休息的设施。 

 

图 1  常州武进中心区街道临街空间活力类型分布[3] 

2.2 行人流量与驻留调查 

调查目的主要统计行人/自行车流量的分布与行人驻留地点，分析区域内的客流集中区

域的流量、行为等数据，研究区域内慢行流量分布，为慢行交通改善提供数据支撑。行人/

自行车流量分布调查记录固定时间段内调查地点断面的双向行人/自行车流量，一般以 10 分

钟为间隔统计，分为白天流量和夜间流量两种；驻留调查统计停驻行人的数量、行人的具体

活动，如站立、等车、坐在座椅上、玩耍等等。通过对武进中心区的实地踏勘调查，可见行

人流量主要呈组团状分布在花园街沿线地区和市政府广场周边地区，以购物和健身休闲为

主，流量大小与街道临街空间活力类型相匹配。 

 

图 2  常州武进中心区主要道路行人流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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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慢行交通分区 

慢行交通系统的构建包括“点、线、面”三个主要层次的内容[4]。“面”层次指划定城

市慢行分区，制定慢行交通发展的引导政策。“线”层次指在综合考虑基本出行和休闲健身

的要求基础上，提出慢行交通网络分类，进行道路横断面优化，形成慢行交通网络布局。“点”

层次是对道路交叉口、行人过街设施、街道家具、公共自行车租赁点、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稳静化设施等进行布局规划。 

3.1 基本单元 

城市基本单元是慢行分区的基础，一般以居住社区界限为基础划分，平均出行尺度在

800 米以内。以居住生活步行单元为例，为引导居民利用慢行方式出行，单元内应更强调土

地混合利用，包括至少 5%的服务设施用地和不低于 2%的绿地和广场用地。步行网络主要包

括依托城市道路的步行空间、地块内部宁静步道空间、公园景区、绿地及滨水休闲空间、商

业步行街等，在空间上连续、通畅，与过街设施、公共交通站点、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及步行

环境协调布局，并考虑慢行空间的平顺及特殊人群的使用需求，设置无障碍设施。 

 

图 3  居住步行单元用地模式与步行网络模式图[5] 

3.2 划定分区 

在城市基本单元的基础上，按照功能、交通特征相对一致的原则，进行合并形成城市慢

行分区。慢行分区以城市功能区划分为基础，以城市用地特征、速度要求、慢行出行需求特

点为依据划分，对分区内慢行交通系统的构成进行差异化指引。一般形成中心区、生活区、

科教区和枢纽区四类慢行活动较强的分区，中心区内部用地以商业、居住、行政办公、医疗

卫生、文化娱乐为主，公共服务及商业类慢行出行量大，慢行过街需求强，对慢行环境要求

高；生活区以居住功能为主，兼有商业、公共服务、科教、文化等功能，通勤及休闲慢行需

求较大，安全与交通稳静化要求较高；科教区以教育用地为主，通学、休闲慢行需求高，慢

行的连续性要求较强；枢纽区以交通枢纽设施为中心，周边以商业办公用地为主，全天机动

车交通量很大，慢行交通瞬间流量较大，以疏散人流为主，人行过街需求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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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慢行分区规划技术指引表 

分区名称 

慢行交通指标 与其它交通衔接 

慢行交通

分担率

（%） 

慢行路网密

度（公里/

平方公里） 

慢行空间占

道路空间比

例（%） 

公共自行车租

赁点 150 米半

径覆盖范围

（%） 

公交线路网

密度（公里/

平方公里） 

公交站点 200

米半径覆盖

范围（%） 

中心区 ≥70 ≥16 ≥60 ≥85 ≥4 ≥75 

生活区 ≥50 ≥10 ≥40 ≥30 ≥3 ≥70 

科教区 ≥60 ≥14 ≥40 ≥50 ≥3 ≥70 

枢纽区 ≥50 ≥12 ≥50 ≥50 ≥5 ≥85 

4. 慢行交通网络 

4.1 依托城市道路的慢行交通网络 

依托城市道路的慢行交通系统功能上以服务城市居民的通勤、通学和日常活动为主，其

网络规划中最核心的是道路空间资源的分配与优化，从平衡市政道路慢行与机动车路权关系

的角度出发，对步行区宽度、非机动车区宽度、设施区配置及宽度、机非隔离、步行与非机

动车分隔、路面铺装六个主要方面进行提出控制性和引导性要求。 

表 3  苏州独墅湖科教区依托城市道路的慢行交通系统横断面优化策略一览表 

横断面优化要求 
慢行道路等级 

慢行主要道路 慢行次要道路 慢行集散道路 

1 步行区宽度 ωp≥3.0m ωp≥2.0m ωp≥2.5m 

2 非机动车区宽度 ωb≥4.5m ωb≥2.5m — 

3 设施区配置及宽度 ωf≥2.0m ωf≥1.5m — 

4 机非分隔 

建议水平物理分隔，条件

无法满足时可垂直分隔

或划线分隔 

建议水平物理分隔，条件

无法满足时可垂直分隔或

划线分隔 

水平物理分隔、

垂直分隔或划线

分隔 

5 步行与非机动车分隔 水平物理分隔、垂直分隔或划线分隔 

6 路面铺装 当采取划线分隔方式时，应采用路面标识以区分不同类型交通空间 

图 4-3 横断面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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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道路横断面分区示意图 

4.2 以资源为导向慢行休闲网络 

慢行休闲网络以可供开发的水系、绿地资源为基础，依托绿地空间建设滨河、沿湖、沿

江、沿绿化带的慢行休闲线路。休闲网络实行慢行专用，与机动车交通分离，为市民提供宁

静、悠闲的游憩交往空间和休闲健身场所。苏州独墅湖高教区依据延续性和连续性的原则，

规划构建“两带多线、依水畔绿”的慢行休闲网络。其中，“两带”分别指独墅湖滨湖区慢

行休闲带和吴淞江滨江慢行休闲带；“多线”指沿滨河带状绿地设置的多条休闲线路，包括

沿北横港河、若水河等线路。结合绿带宽度与适建性，并与现状线路相协调，规划休闲网络

同样分为两类线路：“步行专用线路”和“步行+自行车混合线路”。其中，“步行专用线路”

的横断面宽度控制在 1.0~2.5 米，“步行+自行车混合线路”的横断面宽度控制在 3.0~5.0 米。 

 

图 5  苏州独墅湖科教区慢行休闲网络布局规划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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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对地块细分和路网加密的慢行共享网络 

慢行共享网络主要是依托城市街巷形成的供非机动车和步行使用的慢行通道，限制机动

车行驶，进一步加密网络，尤其是大地块内部网络，提高网络通达性。慢行共享网络功能上

主要起连接居住区与商务区、绿地广场之间的联系，综合考虑慢行交通系统的安全性与舒适

性，与周边用地结合打造优质的慢行交通环境。 

苏州独墅湖科教区主要利用高校、研发园区以及部分居住小区的内部道路形成总长达到

71 公里的慢行共享网络。规定除工业用地外，其他性质用地单边超过 200 米，需预留设置

慢行通道，以此使得慢行交通系统的间距保持在 200 米以内。规划后区域内支路网密度为

2.06km/km2，共享路网约 3.09km/km2，合计 5.15km/km2，极大的增强了慢行的可达性以及

与公共交通的衔接性。 

 

图 6  苏州独墅湖科教区慢行共享网络布局规划图 

5. 慢行交通设施 

慢行交通设施包括行人过街设施、公共自行车租赁点与停车设施、交通稳静化等等多种

设施，其中以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规划和交通稳静化为重点。 

5.1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建设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城市以杭州市为典型代表，其定位为“解决公交出行最后 1 公里、

服务景点游客”。公共自行车作为在其适用出行范围内的一种有较高竞争力的出行方式，可

吸引人们由小汽车出行向骑行转变。骑行占用的道路资源远远小于小汽车出行，居民短距离

出行方式向自行车的转变，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的压力，同时也为居民提供了

一种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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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独墅湖科教区结合本区域慢行交通需求的特征，遵循“密集、分类”的布点原则，

重点在一期范围内布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点，一期内密度达到 10 个/km2，服务半径达到

200~500 米，单点规模按 20-40 辆进行控制。按照功能分为公建服务点、居住服务点、校园

服务点、换乘服务点、游憩服务点 5 种不同类型，分别服务于公共服务设施客流、居住周边

客流、学生、轨道和公交换乘客流以及休闲客流。规划共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66 处，其

中近期刚性设置 21 处，远期引导性设置 45 处。 

 

图 7  苏州独墅湖科教区自行车租赁点规划布局图 

5.2 交通稳静化设施 

交通稳静化的目标是减少机动车对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满足人们使用街道或交叉口的

混合要求，打造有安全感和有吸引力的街道，提高生活质量。稳静化措施主要有减速、减量

两方面的作用，不同的措施其适应条件也有所差异。 

常州武进的慢行规划中对交通稳静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以规划区范围内的居住组团为

例，制定实施“稳静化社区”规划方案。这类稳静化社区的共同特性是对交通安全、交通安

宁的要求较高，应尽量避免减少过境交通穿越该类单元，因此在进入这一类社区的入口可以

考虑采取以减量为主的稳静化措施，而在社区内部则采用以减速为主的措施。 

表 4  常州武进社区稳静化主要措施一览表 

序号 稳静化措施 降低车速 减少车辆 减少事故 降低污染 

1 路拱 ★★★ ● ★★ ● 

2 减速台 ★★ ● ★★ ● 

3 织纹路面 ★★ ● ★★ ● 

4 凸起型交叉口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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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稳静化社区改善模式示意         图 9  主要采纳稳静化措施及编号 

 

图 10  社区稳静化措施布局示意图 

6. 提升慢行空间的街道设计 

以常州武进花园街改造案例为例。花园街是武进中心城区一条重要的商业街，花园街（广

电路至长虹路段）沿线聚集了大量商业城、高品质店铺以及餐饮，商业氛围已经形成并聚集

了较好的人气。现状花园街慢行交通环境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停车占用慢行空间导致慢行

交通空间不连续、沿线出入口较多慢行与车辆冲突严重导致慢行交通不安全、沿线缺少必要

的休憩设施、游乐休闲设施以及观赏性设施导致慢行环境单一等等。通过对花园街进行六项

基本优化措施将其打造成一条居民公共交流、外来人铭记的优质示范街，进一步提高此地区

的慢行空间品质和活力。 

6.1 优化断面、改善铺装 

规划花园街在红线宽度不变的前提下将原先的双向六车道改为双向四车道，增加慢行空

间宽度，沿靠近非机动车道的位置划定 1.5 米的设施带，规范行道树、照明设施、供电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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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设置，保持两侧 6.5 米的人行空间。铺装形式上，机动车道采用织纹路面铺装，以减

慢机动车的行驶速度，引导过境性交通流量绕行，同时减轻机非冲突。非机动车道采用彩色

沥青路面铺装，建筑后退空间仍沿用现有的地砖铺装。 

 

图 11  花园街断面优化形式图               图 12  欧洲广泛使用的织纹路面 

6.2 多样设施、丰富环境 

增设与当地文化特色相关的艺术抽象雕塑作品，提升购物休闲参观的舒适性和趣味性，

同时进一步增强对各类人群的吸引力和人气活力，提升商业街的品质及文化内涵，增设数量

充足休憩座椅、露天茶室以及遮阳伞、遮雨棚等设施，为行人提供足够的停留空间和休憩设

施。 

6.3 开放沿河空间、多样化交流环境 

将紧邻花园街的里底河水系资源打造成良好的公共交流空间。建议河流两侧居住小区让

出河流控制绿线，同时水面上修建 1.5~2 米的步行栈道，成为延续花园街商业氛围的休憩型、

观赏型的优质公共交流空间，提升此地区的综合吸引力。 

6.4 规范停车、转移至公共停车场 

现有花园街两侧路内停车、建筑退线空间停车较多，影响了该地区的空间环境，同时也

对人们在此地开展商业活动、休闲活动以及慢行通行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花园街两侧分

布有泊位充足的地下停车场或停车楼，现有整体利用率不高，因此建议花园街两侧取消路内

停车，所有停车转移至公共停车场。 

6.5 衔接地下，扩大范围 

规划沿花园街开通地下商业空间，同时规划有地铁线路沿花园街选线并在此设站，因此

花园街交通组织流线应该注重轨道交通与商业、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的衔接，规范设置指路

标志标牌，保障周边商业系统、轨道系统以及地面交通系统三者之间的衔接顺畅。 

 

图 13  花园街沿线地下、地面交通组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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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交通组织、引导过境交通绕行 

花园街南北贯穿核心区，规划远期向北延伸连通常州中心城区，除到达交通流以外该道

路远期还承担了一定的过境交通流，交通流量较大，对慢行交通环境带来了严重影响，阻碍

了道路两侧的沟通交流，不利于此处商业休闲氛围的营造。需要进行合理的交通组织，引导

过境交通绕行。 

7. 结论 

 慢行交通规划在江苏省的多个城市已经进行编制，应当在深化设计中进一步落实慢

行规划中的内容，近期选取有实施条件的重点项目进行设计与实施，从而将规划落到实处。

此外，还应当从管理和政策上，对慢行空间、慢行交通网络予以保护，真正实现城市生活的

以人为本。 

（感谢《武进城区慢行交通规划研究》、《江阴市城市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张家港杨舍

城区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和《苏州独墅湖科教创新区慢行交通系统规划》项目组成员对本文

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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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城区慢行交通系统研究方法探讨 

             ——以南昌为例 

罗侃 

【摘要】从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交通体系，支撑城市空间拓展，慢行交通系统的规划与建设

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入手。通过构建良好的城市慢行设施系统，使得公园、绿地以及学校、公

交站点、文化设施、居住区和商业步行街相连接，营造都市人性化交往空间；完善城市慢行

交通管理体系，公平、有效地分配路权，保障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通过分析慢行交

通特征，借鉴国内外慢行交通规划方面的理念与经验，合理划分慢行单元并分类，对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慢行安全设施、人性化设计等展开研究，合理划分、布局慢行网络及设施，提

出慢行交通管理建议；结合旧城改造及轨道交通建设情况，提出近期计划，并对慢行交通系

统规划的落实与完善给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旧城区 慢行交通 交通规划 交通研究 

1. 引言 

机动化交通的发展，特别是私有小汽车拥有量的迅速增长，在繁荣经济、发展城市等方

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尾气污染、交通事故、交通拥堵等城市问题的恶化与

加剧。而慢行交通在提高短程出行效率、填补公交服务空白、促进交通可持续发展、保障弱

势群体出行便利等方面，具有机动交通所无法替代的作用 。 

慢行系统可以形成独立、连续的慢行网络，做到“快慢分行，互不干扰”，使人与车各

取所需，有效缓解人车矛盾；慢行系统通过与公共交通系统的有效衔接，实现“公交+慢行”

的一体化出行方式的构建；通过构建良好的城市慢行设施系统，使得公园、绿地以及学校、

公交站点、文化设施、居住区和商业步行街相连接，营造都市人性化交往空间；完善城市慢

行交通管理体系，公平、有效地分配路权，保障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 

要对慢性交通系统深入的研究，首先需要明确慢行系统的服务对象。城市客运交通一般

由步行、自行车、摩托车、小汽车及公共交通等交通方式组成。其中步行、自行车等交通方

式较其他交通方式而言运行速度较慢，依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在一般人行道

上步行速度取 4 公里/小时，自行车行程速度为 11～14 公里/小时 。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的拥

有量大大增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

内行驶时，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15 公里。作者认为慢行交通系统的服务对象是指选择通过步

行、自行车及最高时速不得超过 15 公里的电动自行车出行的人。 

2. 背景 

南昌市已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根据《南昌市城市总体规划》“一江两岸，南北

两城，双核拥江，组团式、网络状发展”的城市发展总体思路，落实《推进鄱阳湖生态经济

区建设实施山江湖综合开发战略规划纲要》的发展战略，将“揽梅岭入城、跨赣江繁荣、临

鄱湖发展”，使得城市空间从中心城区进一步拓展到全市域。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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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是支撑城市发展总体思路及“山江湖”发展战略重要基础，其中慢行交通系统的规划

与建设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慢行交通是指步行、非机动车等交通运行速度较慢的交通方式，这种交通方式不仅是日

常休闲、购物、锻炼的基本方式，也是短距离出行的主要方式，而且是中、长距离出行中与

公共交通接驳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近年来随着南昌市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呈现出行总量不断增长，出行机动化与

个体机动化的“双增长”等发展态势。根据历年的交通调查数据对比分析，我市交通结构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步行交通基本稳定，自行车交通呈下降趋势，公共交通增长缓慢，小汽车

交通上升迅猛等体现了我市交通发展的基本特征。从历次交通调查数据分析，慢行交通所占

比例最大，但近年来呈下降趋势。部分慢行交通向机动化方式转变，尤向私有小汽车转变趋

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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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近年交通结构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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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近年慢行交通比例对比图 

在现状公交分担率较低的背景下，开展对慢行交通的研究，构建“慢行+公交”的出行

模式，对优化我市城市交通结构存在积极的意义。南昌市作为低碳试点城市，正积极发展低

碳经济，大力倡导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合理构建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对建设绿色低

碳交通系统，缓解交通拥堵，减少交通碳排放等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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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慢行交通系统现状问题及特征分析 

3.1 现状问题 

通过对慢行交通中的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公交站台、交叉口过街设施、地面铺装、无

障碍设施、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公园慢行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人行道：部分路段（特别是某些商业繁华地段）人行道宽度不足；步行道的连续性经常

受到沿街建筑影响；车辆停放及部分市政设施侵占步行道路空间。 

非机动车：非机动车中电动车的比例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原有的非机动车道不能完全

满足电动车的通行需要；路边停车及两侧用地的出入干扰了非机动车连续、安全骑行的要求；

旧城区缺少非机动车停放场所，在许多商业、公共建筑附近占用人行道停放车辆，部分原有

的非机动车停车场所让位于机动车的停放。 

公交站台：大部分公交站台结合人行道设置，使得机非干扰严重，慢行交通秩序混乱。 

交叉口过街设施：交叉口人车混行，机非干扰严重；部分双向 6 车道的道路未设置安全

岛等二次过街设施，给步行过街者造成一定的危险；地下过街设施设置不合理，绕行较远，

与周边建筑间缺少联系。 

地面铺装：步行道与市政设施的衔接处铺装质量有待提高。 

无障碍设施：道路的无障碍设施的连续性有待加强；部分路段无障碍设施布置缺少人性

化的考虑。   

公园慢行环境：旧城区公园、广场等市民公共活动空间存在被改为其他用途的现象，部

分公园慢行环境有待提高。 

3.2 交通特征 

3.2.1  非机动车交通特征 

根据居民出行调查，近年来我市非机动车交通比重出现下滑，由 2002 的 33%下降到 2010

年的 20%。南昌市人均出行时间约 22.5 分钟/次，平均出行距离为 4.45 公里，其中非机动车

平均出行时间及平均出行距离分别为 23.5 分钟、3.4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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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近年非机动车交通方式比重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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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非机动车交通时段分布图 

作为一种依靠体力骑行的交通方式，非机动车交通主要的特点是方便、灵活，自主性及

对道路的适应性强，同时非机动车交通还具有节能特性显著、环境效益好、时空资源占用相

对较小等优点。但非机动车交通也具有安全性差、舒适性差、稳定性差及对道路交通秩序干

扰性大的缺点。 

一般非机动车出行 15 分钟左右的比例最高，适宜非机动车出行的范围为 2750～3500

米。 

3.2.2  步行交通特征 

步行交通是人们最基本的出行方式，以步行作为出行方式的比重基本稳定在 40%左右。

南昌市人均出行时间约 22.5 分钟/次，平均出行距离为 4.45 公里，其中步行平均出行时间及

平均出行距离分别为 18.6 分钟、1.4 公里。 

影响人们选择步行出行方式的因素主要是出行目的和出行距离，其中出行距离的影响相

对显著。考虑到步行者以自身体力作为出行动力，一般只能适应近距离、低速度的出行要求。

一般 10 至 15 分钟内的短距离出行中步行比例最高，适宜步行出行的范围为 600～100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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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近年步行交通方式比重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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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步行交通时段分布图 

城市中心区、对外交通枢纽、公交换乘枢纽、居住区等是步行主要的集散地点，不同的

步行空间中，根据不同的步行目的，其步行特性也不尽相同。在城市中心供游览观光及市民

日常休憩的场所，步行者通常结伴行走，速度较慢，活动时间较长，聚集的人流密度较大，

需要设置宽敞的人行道、步行广场及绿地等步行空间，以满足游览、逛街、休憩等步行要求。

对外交通场站是进出城市交通换乘的枢纽节点，人流具有脉冲性，短时间内到发量大，多种

交通方式换乘，因此需设置较大的广场和便利的公交换乘站点及社会停车场库，提供宽畅、

便捷、安全的步行环境。居住区内日常生活中购买、锻炼、上学、上班、游戏等出行目的主

要出行方式是步行，需要在规划设计中根据居住区的规模配套完善的幼托、中小学、运动场

地、商业服务等设施，营造安全、舒适、优美、设施便利的步行空间。 

4. 慢行交通系统发展策略 

在城市化发展的进程中，经济、环境、宜居、和谐等方面的诉求，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内

外城市开始重视慢行交通。自行车作为对人类本身和环境都有益的绿色交通出行方式，被政

府所重视；步行不仅是城市居民最基本的出行方式，还是宜居城市的标志。人行道不仅仅是

步行的载体，还是城市公共生活空间的拓展。倡导步行交通，不仅改善了环境质量，使居民

享受步行的乐趣，还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激活社区生活，促进街区商务，保持城市活力。 

在中国多数城市，高达 60%~80%的居民出行借助慢行完成。即使在机动化程度很高的

上海，2004 年日均出行中慢行交通占总出行人次的 60%。但近年来，国内部分城市交通发

展战略却较少提及慢行交通，城市交通规划逐渐被机动车交通规划取代，车道愈来愈多而人

行道愈来愈窄，快速路与日俱增而自行车道日渐减少，大量的人车冲突、社会矛盾因之而生，

主要原因是： 

 慢行交通系统规划的法律地位不明确 

 对慢行交通系统的片面认识问题 

 “车本位”的主导思想 

 现状路网构成及用地开发模式对慢行交通体系的影响 

4.1 非机动车系统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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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非机动车道网络系统，改善非机动车的交通环境，减少与其他出行方式之间的

干扰； 

 合理引导和控制非机动车的出行距离，在承担中长距离通行的主要干道上，逐步将

非机动车道路空间资源转向机动化交通，尤其是公共交通； 

 合理规划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引导非机动车的有序停放，规划布局非机动车公共租

赁点，提高非机动车使用效率，重视非机动车与公交的接驳设施建设，重点考虑非

机动车与轨道的接驳； 

 引导电动车适度发展的策略，避免电动车的发展失控。 

4.2 步行系统发展策略 

 以实现步行交通的便捷、安全与舒适为目标，科学合理规划，重视步行设施的建设； 

 实现步行交通与其它交通方式的和谐发展，改善步行与公共交通的接驳换乘，尤其

是地铁规划与建设时应尽量将地铁通道与人行过街通道结合起来； 

 改善、优化道路及商业街区步行环境，促进中心区商业的可持续发展。 

5. 旧城区慢行交通系统研究的主要内容 

5.1 慢行单元的划分 

在城市不同的功能区，慢行交通活动特点不同。南昌市旧城中心区，全市的商业、金融、

办公、文化中心，除公园、绿地、湖泊、居住及公共建筑分布密集，还存在万寿宫、三眼井、

进贤仓、绳金塔等众多历史街区。城市公共服务中心主要分布于阳明路、中山路、孺子路、

站前西路、抚河北路、胜利路、象山北路、八一大道等主、次干路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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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公园、广场、历史街区分布示意图 

为方便研究，同时与城市规划体系建立良好的衔接关系，以老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基

础，对研究范围区域内按适宜步行出行尺度（600 米～800 米）及主要用地功能进行慢行单

元划分。主要划分居住功能区慢行单元、公共服务功能区慢行单元、公园、广场功能区慢行

单元、历史街区慢行单元、混合功能区慢行单元共五大类。 

表 1  旧城区慢行单元分类表 

慢行单元类型 主要用地类型 慢行交通特点 

居住功能区慢行

单元 
居住用地 

与居民日常生活相关的慢行交通，交通量较为均

衡，需要良好的环境与景观。 

公共服务功能区

慢行单元 
公共设施用地 

慢行交通量较大，持续性较强，需要较宽的慢行

通道，并需布置相应的慢行设施。 

公园、广场功能区

慢行单元 
城市公共绿地 

结合公园、景点布置，突出慢行、游览、休闲等

功能。 

历史街区慢行单

元 
历史文保用地 

结合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布置慢行通道及设

施。 

混合功能区慢行

单元 

居住、公共设施等

混合用地 

慢行交通分布不均衡，结合用地性质布置相应的

慢行通道与设施。 

5.2 慢行网络及设施研究 

通过对承载慢行交通方式的网络及围绕或分布在网络上的各种设施进行规划研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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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具特色的，安全低碳的慢行交通环境。 

由于步行及非机动车交通特点各有不同，应将慢行网络分为非机动车路网及主要人行路

网进行分别研究。 

5.2.1  非机动车路网 

非机动车路网划分为廊道、集散道、联系道三级。分级原则如下： 

廊道：为非机动车主要通道。道路断面采用机非隔离带或布置机非隔离栏等方式，非机

动车车行道不小于 3 条。主要道路交叉口规划布置立体过街设施、渠化安全岛等设施，保障

非机动车通行的连续性及安全性。 

集散道：为次一级的非机动车通道，服务与一定区域内的非机动车交通。道路断面采用

机非标线隔离方式，非机动车车行道不小于 2 条。交叉口一般采用平面过街方式。以及宽度

不小于 6 米、服务于研究范围、具有游览休闲功能的非机动车通道。 

联系道：是服务街坊范围内到发性质的非机动车交通通道。道路断面采用机非混行方式，

非机动车车行道不大于 2 条。交叉口一般采用平面过街方式。以及宽度不大于 6 米、服务于

某一区域、具有游览休闲功能的非机动车通道。 

5.2.2  非机动车接驳点及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设置研究 

围绕轨道交通、公交专用道、常规公交站点分级布置三级非机动车接驳点。 

表 2  非机动车接驳等级表 

接驳点等级 区分条件 慢行交通特点 

一级 
停放非机动车 1000 辆以上，停车面积

约 2000 平方米。 

结合轨道交通枢纽站、部分非机动车换乘规模较

大的一般站及市级公共服务中心等布置。 

二级 
停放非机动车 500 辆～1000 辆，停车

面积约 1000～2000 平方米。 

结合轨道交通一般站、公交枢纽站/首末站及城

市片区公共服务中心等布置。 

三级 
停放非机动车 100 辆～500 辆，停车面

积约 200～1000 平方米。 

结合公共交通一般站及居住区级公共服务中心

等布置。 

在非机动车路网体系的基础上，结合公交站点、公园、广场、景点重要公共服务中心布

置，从而提高使用效率，引导非机动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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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非机动车接驳及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布置示意图 

5.2.3  步行路网 

步行路网为划分为重要步行通道、一般步行通道两级。 

重要步行通道为依托主、次干道设置的步行通道，设置独立的人行道，人行道宽度不小

于 3 米以上，在商业集中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人流聚集区人行道宽度不小于 5 米。道

路节点规划布置立体过街设施、渠化安全岛等设施，路段上设置人行横道线、布置无障碍设

施等，保障人行的安全性与舒适性。依托环湖、沿江、沿河及公园景点周边道路资源、利用

部分重要商业街及重大市政设施设置的具有休闲、商业特色的步行通道。 

一般步行通道为小区、街坊内部的步行通道人行道宽度不大于 3 米，部分条件困难的道

路采用人车混行的交通方式。交叉口采取平面过街方式。 

5.2.4  慢行设施规划研究 

结合旧城改造、“百路大战”、轨道交通等建设，对非机动车廊道及主要步行通道实施机

非隔离、加强人行空间维护等措施，保障慢行交通的安全、便捷、通畅。利用现状通道及建

筑间距布置除道路红线以外的其他慢行通道。对主要网络节点实施改造部分现有过街地道、

新建过街地道/天桥、增设二次过街设施、结合交叉口渠化改造设置过街安全岛等措施。对

非机动车廊道上的公交站台在条件合适时实施港湾式改造。 

5.3 八一广场北慢行单元研究 

单元现状分析：八一广场北单元属八一广场商圈，是我市的商业中心。在本次研究中属

公共服务区慢行单元。单元主要有万达广场、财富广场、百货大楼、省妇幼保健院等重要的

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与该单元相关的道路有八一大道、广场北路、广场北支路、民德路、

皇殿侧路、中山路、中山东路等。其中八一大道、中山路、民德路现状布置有公交站台。八

一大道/中山路交叉口规划为轨道交通 1、2 号线换乘站。现状八一大道/民德路、八一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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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路设置人行过街地道，其它交叉口采用平面过街方式。除八一大道沿线部分交叉口进行

了渠化外，其余交叉口均未渠化。 

慢行设施规划研究：建议对该单元内慢行路径实施的相关措施有：中山路布置机非隔离

栏。打通上营坊街。拓宽皇殿侧路。民德路、八一大道等加强人行空间的维护。利用万达广

场与财富广场的建筑间距布置其他慢行通道。 

建议该单元内布置的慢行设施有：八一大道/福州路及八一大道/中山路人行过街地道结

合轨道 1 号线的建设进行改造；民德路、广场北支路利用空地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分别

结合轨道交通福州路站及八一广场站设置非机动车接驳点。 

 

图 9  八一广场北单元慢行交通规划示意图 

6. 慢行交通系统近期发展计划建议 

通过对非机动车路网、非机动车接驳点、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步行路网、旧城绿道及慢

行设施等规划布设进行研究，从而构建与完善旧城慢行交通系统。 

表 3  旧城慢行交通系统 

名称 主要服务范围 特征描述 

非机动车路网 非机动车 
依托现有道路及沿江、环湖周边通行条件将非机动车路网划

分为廊道、集散道、联系道三级。 

非机动车接驳点及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非机动车换乘及租

赁 

围绕轨道交通、公交专用道、常规公交站点分级布置三级非

机动车接驳点。并结合公交站点、公园、广场、景点重要公

共服务中心布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步行路网 行人 
依托现有道路及沿江、环湖周边通行条件将步行路网为划分

为重要步行通道、一般步行通道两级。 

旧城绿道 旅游休闲的行人及 将重点研究范围内的昌南城绿道与历史文化步游道串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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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者 网，成为体现南昌特色的休闲、旅游慢行通道。 

慢行设施 行人及骑行者 
保障慢行交通的安全、便捷、通畅，减少与其他类型交通的

干扰。 

6.1 非机动车 

 重点完善非机动车廊道建设，基本消除机非冲突，形成连续、安全、通畅的非机动

车通勤交通主通道。 

 结合轨道交通、公交枢纽建设非机动车一、二级接驳点，积极开展公共自行车租赁

点建设。 

 完善旧城绿道中的非机动车行空间。 

6.2 步行 

 通过拓宽、新建、打通慢行通道，改善支路系统，建设便捷舒适的步行环境。 

 结合旧城区道路改造及轨道交通建设，完善过街设施。 

 完善旧城绿道中的步行空间。 

 结合轨道交通建设，建设地下商业街。 

6.3 慢行交通系统管理建议 

6.3.1  规划管理 

 将慢行交通规划纳入各级规划层面中，明确其法律地位。 

 结合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展慢行交通设计。 

 慢行交通设施的布置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性处理。 

6.3.2  交通管理政策 

 政策上平等对待所有交通活动参与者，为慢行交通提供安全的交通环境。 

 对于非机动车应加强电动车的管理，严格执行目前江西省和南昌市关于电动车管理

的有关规定。 

 建议道路等级越小，慢行交通通行权越大的原则，合理分配不同等级道路上的行人、

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的使用空间，以保证不同交通方式的相互协调。 

【参考文献】 

[1]南昌市旧城区慢行交通系统研究 [R].南昌：南昌市交通规划研究所 2011 

[2]GB 50220—95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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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中心区慢行系统规划策略研究 

单博文  罗辑 

【摘要】对城市慢行系统进行规划研究并制定相关的发展策略，有利于改善城市出行方式比

例，构建低碳环保城市。针对哈尔滨市中心区路网及用地空间的布局特征，围绕慢行系统功

能分区和慢行网络构建，提出了符合城市特点的慢行系统规划。从城市规划、交通措施、政

策管理三方面指出慢行协同策略并结合中心区慢行规划提出符合城市特点的慢行交通规划

对策来指导城市慢行交通发展。 

【关键词】慢行交通系统  城市规划  慢行网络  规划策略 

1. 引言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私人小汽车保有量的急剧扩张，城市的道路资源越来越满足

不了居民日常的出行要求，以不断的增加道路供给，最终会导致城市被道路和停车场吃掉而

死路一条。优秀城市交通应该朝向“无车城市”的目标努力，从减少小汽车交通、增加其他

交通选项做起。慢行交通系统的发展符合城市从“车的城市”到“人的城市”回归的规划理

念，改善步行和自行车的出行环境，提高慢行交通在城市中的分担率是构建和谐宜居的绿色

生态环保城市的重要环节。 

2. 慢行交通系统 

2.1 慢行交通系统概念 

慢行交通指的是以步行或自行车等以人力为空间移动动力的交通方式，占据着绿色交通

体系中优先级最高的两种交通方式，通常指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速度低于 15km/h，以人

为本、注重公平、可持续发展的近距离出行交通方式的统称。从可达性来说，不管交通如何

发达，每次出行的始、终，最终都需要慢行交通来承担，这是一种可达性最好的交通方式。

慢行交通作为城市交通中一种短距离交通出行方式，能耗少无污染，对缓解机动车拥堵，优

化城市环境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2.2 慢行交通系统特征 

慢行交通作为“绿色交通”方式，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建设理念，越来越受

到国内外城市交通发展的重视。慢行交通的优先发展是集约化利用土地资源、减少能源消耗、

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的重要策略。落实可持续交通发展理念，支撑城市定位目标，保证环境宜

人、安静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至关重要。高标准的环境也要求交通系统是低碳、低噪、低

耗的绿色生态型交通模式。步行和自行车承担的具体功能如下：  

 短途出行的首选方式 

 公共交通接驳的重要环节 

 休闲健身的有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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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道路利用率，缓解交通压力 

3. 哈尔滨中心区慢行系统规划理念 

3.1 哈尔滨中心区慢行系统定位 

哈尔滨市中心城区，基本以城市二环路为界，即北侧以松花江沿江路为边界，东侧至拉

滨铁路，西侧、南侧以城市二环路为界，占地面积 7748 万平方米。城市中心区与城市开发

区的慢行交通发展策略定位不同，中心城区主要以城市老城区为主，具有人口密度大、用地

功能混合和路网结构复杂等的特点，规划策略更应该注重“以人为本”的理念，确保慢行环

境的安全、公平和舒适，分区域分道路的规划实施慢行策略来满足居民通勤和休闲的需求，

从而起到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调整城市出行结构、倡导健康环保的生活方式。 

3.2 哈尔滨中心区慢行系统规划策略研究目标 

为了更好的落实哈尔滨城市总体规划要求，高质量地提出哈尔滨市中心区慢行系统规划

策略，中心区慢行系统策略应具备以下几点规划目标： 

1、慢行系统规划策略应具有前瞻性的引导市民的慢行出行行为； 

2、从城市整体发展的角度，满足各区域、各类型人群的交通性、社会性的慢行需求； 

3、构建“慢行-公交”一体化出行，分担枢纽交通压力，倡导交通方式合理分布； 

4、塑造优美、富于特色的慢行环境，为市民休闲、健身、购物提供载体； 

5、解决快慢交通冲突、慢行与停车交织、慢行主体行路难等问题，重塑良好交通秩序。 

4. 哈尔滨中心区慢行系统分区规划 

4.1 慢行系统功能分区 

结合土地利用和路网布局关系，考虑城市区域人口密度及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等因素，针

对中心区内不同组团的慢行需求，进行中心区慢行区域分级规划，以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

根据慢行交通在中心区组团的功能定位，划分为五种不同的慢行功能分区，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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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哈尔滨市中心区慢行功能分区图 

1、城市活力区，体现城市进步动力的区域，主要包括中心区各大商圈及行政办公区且

位于城市中心地段，需要引导“慢行+公交”发展模式，促进区域交通良性发展。 

2、城市风貌区，结合文化名城保护建筑及老城区特色街坊划分城市区域，主要体现丰

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和独具特色的城市风貌，应发掘步行交通潜力，科学组织机动车交通，保

护、继承和发展特色街区。 

3、城市休闲区，主要包含大型公园、绿地、学校和公共活动场所，区内应规划连通性

好，功能齐全的道路基础设施，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要求。 

4、城市生活区，以居民区为主体，应结合各小区出入口完善周边支路网，打通断头路，

提高慢行交通可达性。 

5、城市生产区，主要是城市仓储及工业地区，由于路网间距大，推荐设置机非分离的

自行车专用道，满足长距离出行需求。 

4.2 慢行重点规划单元 

根据哈尔滨中心区慢行功能分区特点，结合区域土地利用及交通运行状况的不同，将中

心区划分成 23 个不同的慢行系统重点规划单元，旨在区别各个重点单元内部慢行交通出行

的功能特性，分层次、分特点、分功能地提出中心城区内部慢行重点单元的科学规划策略要

点，从而建立和谐、完善、人性化的慢行系统，各慢行重点规划单元布局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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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哈尔滨市中心区慢行重点规划单元分布图 

为了引导城市交通健康、有序地发展，推广“公交+慢行”出行组合方式，将近期轨道

1 号线站点 500 米影响范围一并划进慢行重点区域。 

5. 哈尔滨中心区慢行系统网络布局规划 

结合中心区慢行分区规划的研究，分析慢行系统道路等级结构，构建连通各个重点规划

区域的慢行廊道，规划支撑慢行交通运行的道路网络可以指引城市慢行载体的正确规划策

略，体现城市慢行系统发展特点。 

5.1 慢行系统道路等级 

由休闲广场、交通枢纽及城市历史街区等不同慢行吸引点特征分析，从交通和生活两方

面，对哈尔滨市中心区规划不同类别的慢行廊道。中国城市道路中的“快、主、次、支”的

功能分级主要为机动车服务，对慢行并无指导意义。慢行系统需要自己的空间分级体系与骨

干网络，自行车廊道网、宁静步行系统[1]。 

结合哈尔滨中心城区功能分区及道路网形态等级，可将城市慢行系统道路划分为四个等

级：慢行专享道路、慢行主导道路、慢行分享道路和慢行配合道路，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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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城市慢行系统道路等级 

 1 慢行专享道路 2 慢行主导道路 3 慢行分享道路 4 慢行配合道路 

功能定位 休闲、旅游 休闲、居住、工作 
换乘、工作、居住、

通勤 
通勤、生活 

优先权重 
步行优先、其他方式

禁止 

步行>自行车>公交>

小汽车 

步行>公交>自行车>

小汽车 

小汽车>公交>自行

车>步行 

规划目标 愉悦、舒适、无障碍 
安全、愉悦、舒适、

无障碍 

公交主导、便捷、舒

适、安全 

小汽车主导、安全、

快捷 

同一条道路在不同功能分区中所承载的慢行要求不同，慢行道路等级的确定应该考虑城

市路网和城市功能分区的相互作用，见表 2。 

表 2  城市路网及功能分区与慢行系统道路等级关系 

 城市活力区 城市风貌区 城市休闲区 城市生活区 城市生产区 

快速路 3,4 4 4 3,4 4 

主干路 3,4 2,3 2,3 2,3,4 3,4 

次干路 2,3 1,2,3 2,3 2,3 3,4 

支路 1,2 1,2,3 1,2,3 2,3 3,4 

（表 6-2 中数字为表 6-1 中慢行系统道路等级） 

5.2 慢行廊道布局 

在规划城市慢行核心区的同时，需要规划一些慢行的廊道，将各类城市慢行重点区连通，

让城市的慢行品质流动起来。结合哈尔滨市城市总体规划，将中心城区的慢行廊道规划成以

松花江为依托的滨江景观慢行廊道、以马家沟为主体的亲水休闲慢行廊道、以大型居住办公

区域联络线为支撑的城市通勤慢行廊道、以城市风貌建筑群为起终点的休闲娱乐慢行廊道、

以具有连通疏解功能的主要道路为依托的城市换乘慢行廊道，如图 3 所示。 

 

图 3  哈尔滨市中心区慢行网络布局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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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慢行网络布局 

依据慢行廊道布局，结合城市路网及用地关系，将哈尔滨市中心区慢行重点规划单元周

边道路规划为具有连通和疏散作用的慢行支路，形成毛细血管状的慢行系统网络，主要发展

的慢行网络总长度为 142.6 公里。 

鉴于哈尔滨市冬季时间漫长的特点，为了能更多地发挥慢行系统作用，延长慢行交通设

施使用时间，提高慢行重点规划单元内的可达性，需要结合现状的地下人防工程布局，科学

规划利用地下步行空间，合理布置以地下暖廊系统为主的冬季中心区步行通廊。 

6. 慢行交通系统规划策略 

6.1 慢行交通发展协同策略 

城市慢行交通系统规划策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慢行策略的研究除了侧重具体的交通策略

制定，还应该从城市规划、交通措施及政策管理三方面入手进行协同策略研究。 

城市规划方面：合理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是改善交通系统的基础。在城市总体规划和交

通规划阶段，应重视对道路网密度、道路红线等指标的控制，提高慢行主导道路密度，减少

相邻交叉口间距，增加慢行交通可达性。在城市控详、修详规划阶段允许更多地混合用地，

以步行导向用地规划创造步行友好环境[2]，从根本上做到交通与用地相结合，发展慢行交通，

在项目审批与管理中，注重慢行交通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审批力度。 

交通措施方面：为了提高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在城市中的出行地位及环境，不仅要加强慢

行交通设施的硬件水平，还应该采取“拉动”和“推动”策略，提升慢行交通服务水平。在

城市交通出行中，增加可选择的交通出行方式种类，提高公共交通和非机动化出行的吸引力；

在中心城区提高私人小汽车的使用门槛，如增加道路使用费、停车费及增加中心区拥堵收费

等[3]。 

政策管理方面：提高执法力度和公众接受度是慢行发展策略的关键，政府部门应制定有

约束力的强制措施，保证慢行交通在规划慢行区域中的优先地位，进行充分的公众宣传活动，

帮助社会各界更好的理解并支持慢行交通发展措施，建管并举完善慢行系统策略。 

6.2 中心区慢行交通规划对策 

6.2.1  梳理慢行系统网络 

城市慢行交通依附于道路系统存在，特别是次干道和支路往往承载了大量的慢行交通

量，但是，如今国内大多数的城市为了快速地缓解交通拥堵问题，往往采用了治标不治本的

办法，将大量的次干路、支路进行了提档升级变为主干道，严重地阻碍了慢行交通的发展。

为了正确引导慢行交通健康地发展，哈尔滨市应以慢行系统规划目标为指导思想，以中心区

内慢行网络规划为理论基础，在现有的道路条件下，分级别、分类型地改造慢行廊道及慢行

支路，打通低等级的断头路，提高慢行网络连通性。 

6.2.2  确保慢行交通安全 

提升慢行交通出行比例最基本的前提是能够保证慢行交通在日常的出行环境中满足安

全性的要求。确保慢行交通出行安全的具体策略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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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人行过街设施 

结合慢行网络布局规划，改善慢行主要通廊的人行过街设施，增加人行横道的隔离护桩，

避免小汽车违章进入人行道停车；在交叉口处合理渠化交通岛，设置中心步行岛，缩短行人

穿行距离；合理布置人行横道信号灯类型，为非机动车配置专用交通信号，减少人、车冲突；

在重点慢行规划区域内的交通性主干道上，合理规划地下过街通道或带顶棚的人行天桥布

局，满足慢行交通连续性要求，保证过街通道冬季不会被冰雪阻碍，提高慢行系统服务水平，

改善慢行过街环境的设施如图 4 所示。 

   

自行车过街道路铺装                           人行横道隔离护桩 

图 4  改善慢行过街环境的设施图 

（2）科学布置道路断面 

结合哈尔滨中心区现状道路断面特点，对慢行网络中所提到的不同慢行等级通道进行合

理化断面改造，确保满足慢行交通系统的要求。建立自行车专用道，将自行车与机动车、自

行车与行人分隔开，无疑是保障自行车出行安全性、舒适性、便捷性的一个重要措施[2]。 

对城市慢行配合和慢行分享道路来说，快慢分离、机非分离是断面改造的指导方针，对

中心区的三块板道路，建议保留其断面形式，辅道设置成限时非机动车专用道（每年 4 月 1

日至 11 月 1 日），在其余时段，建议辅道设置为公交专用道或机动车临时泊位；对两块板和

一块板道路，应增设宽度适宜的道路分隔带，分离快、慢速交通规划自行车专用道，减少机

动车流对慢行交通的相互影响。 

对慢行主导道路来说，增加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宽度，限制机动车道宽度是规划目标。

慢行主导道路一般均位于城市居民区或城市特色风貌休闲区内，应采用慢行一体化理念，自

行车道与人行道布置在同一平面，之间采用乔木绿化或冰灯雪景隔离，自行车道可使用彩色

铺装，提高通行效率，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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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非机动车出行要求的道路断面 

  

  

慢行一体化道路断面 

图 5  满足慢行需求的道路横断面图 

（3）提供非机动车停车场地 

结合机动车公共停车场及交通枢纽站等相关规划，完善自行车停车站点规划、自行车接

驳公共交通的换乘站规划，将自行车停车场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并结合实际道路交通工程预

留自行车停车场用地，减少自行车因无处可停挤占人行道及车行道所产生的交通安全隐患，

如图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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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非机动车停车场地图 

（4）限制慢行区域车速 

慢行区域内的相关慢行道路上限制车速不超过规定时速，采取不同慢行级别道路的限速

值区别对待。在较小的街道上，与汽车共用车道同享路权的自行车有助于减缓车速到更适合

居住区道路的标准[4]。在有条件的路口，外扩人行道，增加慢行交通的空间，减少行人、非

机动车过街暴露在机动车流中的时间；提升人行横道路面高度，设置粗糙平面的减速带，设

置绿化带或中间分隔带，迫使车辆低速行驶，如图 7 所示。 

   

 彩色路面限制车速                          提升交叉口道路限制车速 

图 7  限制慢行区域车速道路设施图 

6.2.3  提高慢行空间品质 

创建友好的慢行空间，提高慢行空间品质，需要将步行和非机动车行驶需求，融入人性

化设计理念，纳入到道路交通整体设计中。结合不同的慢行区域，需对道路慢行设施、沿街

建筑立面及街路周边环境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布置。对于慢行专享和主导道路来说，应在路内

建设与慢行区域周边环境相协调的休息座椅、绿化、垃圾箱、路灯、指示牌及人行道路铺装

等街道小品，优化建筑材质及建筑立面，提高临街建筑的混合功能，加强对慢行交通的吸引；

对慢行分享和慢行配合道路来说，更应该强调人车平等的理念，从建筑后退、街边绿化、路

边停车等设计指标，平衡人车的出行利益，如图 8 所示。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778



 

 

   

图 8  混合建筑立面道路图 

6.2.4  强化慢行疏解功能 

慢行疏解功能主要体现在城市交通出行需求量较大的公交廊道上，结合哈尔滨近期轨道

建设规划和公交线路规划，在公交廊道上合理选址建设非机动车换乘设施（如行人无障碍设

施、自行车停放、租赁设施等），加宽道路两侧人行道，完善公交线路及服务，通过“非机

动车+公交”、“步行+公交”的交通换乘模式，提高慢行交通服务能力，优化公交系统整体运

输水平，如图 9 所示。 

   

图 9  “非机动车+公交”模式道路图 

6.2.5  完善慢行交通设施 

（1）规范慢行标志标线 

交通交通标志、标线要保持连续性和统一性且符合慢行系统的要求。慢行重点区域内应

在行人和机动车冲突较大的地段要设置醒目的标识，提醒驾驶人行人过街优先；自行车专用

道标志应对自行车骑行者要有明显的视觉诱导效果。为了体现人车平等的理念，城市道路上

应布置科学合理的慢行交通系统指示牌。显著的指示牌能够指出非机动车停车场，在自行车

道上，应该用自行车道标志牌非常清晰的标示出车道的起讫点、终点和路线，此外，在沿路

设置清楚的目的地指示牌来引导骑车人到主要的慢行活动集散地[4]，如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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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具有完善的慢行标志标线道路图 

（2）实施公共自行车租赁 

为了进一步推广自行车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地位，加强慢行交通出行的便利性，应结合

城市大型交通运输枢纽布局，在慢行配合道路周边布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实行公共自行车

租赁。可采取免费异地存取出行的自行车租赁系统，鼓励和推广自行车绿色出行。通过自行

车租赁系统的应用，以及地铁、公交的无缝连接，实现自行车、公交、地铁的零换乘，减少

城市交通拥堵及交通出行使用成本，起到了“缓堵减排”的作用，如图 11 所示。 

   

图 11  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图 

（3）增加人行道路宽度 

针对哈尔滨市的特点，为了慢行道路充分发挥功能，道路横断面规划应保证不同季节出

行者对道路的使用要求，充分体现以人文本。所有新建和改扩建道路人行道宽度在按照规范

设计的基础上增加 1 米，作为应对冬季人行道积雪的预留空间。特别是在慢行重点规划区域

内，定位为慢行主导道路的改扩建工程是可以通过规划减少机动车宽度，增加人行道宽度来

诱导交通方式的改变，减轻区域交通压力，提高城市慢行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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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善慢行道路绿化 

慢行交通出行者是普遍喜爱林荫道的，绿荫使自行车行驶环境更加宜人[5]。随着城市机

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以及非机动车的使用率的不断下降，导致哈尔滨市道路横断面由三块

板逐渐向一块板转变，缺少了机非分隔的绿化带，减少了道路两侧的树木种植。慢行道路绿

化不仅涉及到机非分离和道路绿化的问题，还是完善城市绿带环境，提高道路使用者舒适性

的重要手段。中心区内应在保障视线通畅的前提下，布置多功能景观用途的绿化，增加高大

乔木的种植力度，真正地起到缓冲机动车交通，挡荫蔽雨清新空气，提升整体慢行环境的舒

适度，如图 12 所示。 

   

图 12  具有良好绿化的道路图 

7. 结语 

哈尔滨市中心区慢行系统规划结合了城市空间布局及发展特点，提出了慢行规划区域、

慢行道路及网络布局等规划成果。结合中心区慢行规划成果，针对慢行系统发展要求，从慢

行网络的梳理、慢行交通的安全、慢行空间的品质、慢行交通的疏解及慢行交通设施的完善

这五方面入手，提出具体的慢行交通规划策略，为进一步的完善哈尔滨城区慢行交通系统，

提升绿色宜居的城市魅力提供可操作的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1]熊文,陈小鸿,胡显标. 城市慢行交通规划刍议[J].城市交通,2010,8(1):44-52. 

[2]邱杨,胡光明.浅谈城市白行车专用道设置[J].城市道桥与防洪.2006.(3):3-5 

[3]安德里亚·伯德斯等.城市交通需求管理培训手册.温慧敏等.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4]Peter Calthorpe.未来美国大都市：生态、社区、美国梦.郭亮.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5]李伟等. 北京市自行车交通行驶环境问题及改善对策[J].城市交通,2011,9(5):26. 

【作者简介】 

单博文，男，硕士，工程师，哈尔滨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罗辑，男，硕士，副院长  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哈尔滨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781



 

 

中心商务区道路慢行一体化模式探讨 

王学勇  王雅琼  邵勇 

【摘要】近年来机动车需求增长迅速，重视慢行交通、“机非分离”、“人车分离”得到普遍

认同与实践。中心商务区土地资源宝贵，出于道路景观形象考虑，道路绿化面积较大，因此

道路空间有限，道路断面设计需要重点解决机动车出行问题，从“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出

发，结合中心商务区非机动车出行比例低的交通特征，科学预测交通出行量，探讨适合中心

商务区的道路慢行一体化模式，合理确定慢行通道宽度，增加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空间的灵

活性，提高道路空间的合理利用与有效布置，保障中心商务区慢行出行的安全性与舒适性。  

【关键字】慢行一体  道路横断面  人非共板 

1. 序言 

慢行一体化设计模式指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无高差、“人非共板”的道路断面设计方

式。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可以互相利用，增加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空间的灵活性。人行道与

非机动车通过铺筑不同的路面结构，区分道路功能，使人非出行各行其道。  

2. “慢行一体化”的发展 

2.1 理念的产生 

慢行一体化是基于“机非分离”断面设计理念发展而来的设计模式。典型“一块板”道

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共板，实际运行中存在“机非干扰”矛盾，在我国自行车出行量大的城

市成为城市交通的突出问题，交通安全隐患严重，导致机非分隔栏的大量运用（图 1）。出

于道路景观形象需要，“机非分隔栏”被替换为“机非分隔带”，通过绿化种植，形成良好的

街道景观与慢行环境，因此设置“三块板”道路断面在城市主要道路得到广泛应用（图 2）。

但是，三块板道路受树木种植宽度需要（乔木 2m 以上）对道路空间要求较大，同时，单独

设置非机动车道会增加道路宽度需求（与机动车混行 2.5m，单独设置 3.5m），因此，三块

板道路相比一块板道路红线增加 5-6m 左右，增加了土地资源占用，因此实践中经常受到两

侧建筑制约。 

慢行一体化道路断面设计是应对道路空间有限情况下，为保障“机非分隔”、解决“机

非干扰”，而对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宽度进行优化压缩的设计理念。 

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的传统做法是通过将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布置在不同的高度平面

上，采用路侧石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物理分隔和过渡，实现非机动车与行人各行其道，互不

干扰，但必要条件是具备较宽的路面资源；而“人非共板”通道则取消二者间的物理分隔障碍，

允许行人和非机动车辆间相互共同利用各自的路面资源，在减少征地拆迁、节省路面资源和

减低造价的前提下，达到提高道路交通能力和改善道路交通管理条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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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一块板“机非分隔栏”断面                     图 2  三块板道路断面 

2.2 应用与发展 

荷兰被称为自行车上的王国，阿姆斯特丹市 40%的居民都是采用自行车上下班，市中心

主要道路均设置非机动车道，道路断面多为三块板结构，其中人行道与自行车道通过铺装与

较低高差进行区分，之间无绿篱、灯杆、树木等隔断设施（图 3），在部分路段设置为“人

非共板”模式（图 4）。 

  

图 3  荷兰自行车道与人行道无隔断设计            图 4  荷兰“人非共板”设计 

国内运用“人非共板”模式来源于老城区道路拓宽时拆迁困难，为增加机动车道路通行

能力，将非机动车与人行道合理压缩共置，灵活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在一些新城规划中，通

过交通预测，评估慢行出行需求较小时，借鉴此经验，设置慢行一体化路面，见下图。 

  

图 5  深圳慢行一体化设计                     图 6  苏州慢行一体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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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优缺点分析 

2.3.1  慢行一体化优点 

（1）节约空间资源。为互相借用车道，“人非共板”宽度一般比单独非机动车道加人行

道要窄得多。 

（2）有效利用时间资源。非机动交通在高峰时间利用人行道空间，而在正常时段人行

交通可以利用非机动车道空间，达到合理利用时间资源的目的。 

（3）缓解机非干扰问题。断面上分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极大缓解机非干扰。 

2.3.2  慢行一体化缺点 

（1）“人非共板”一般压缩慢行通道宽度，造成慢行空间狭窄，特别不利于步行出行。

因此需要结合慢行需求确定通道宽度。 

（2）行人与非机动车“借路”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今年来电动车的迅速发展，成为

城市管理新的难题。 

（3）自行车骑乘者不习惯。受惯性认识影响，骑乘者习惯在机动车道行驶，不愿上人

行道。因此需要增加交通指示设计与无障碍设计，引导骑乘者使用。 

3. 中心商务区慢行出行特征 

3.1 慢行出行需求 

国际成熟中心商务区交通出行是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公共交通，自行车一般不作为通勤

交通的主要手段，而逐渐配合公共自行车租赁业务，演变为一种休闲观光的出行方式。纽约

曼哈顿顿地区自行车出行比例在 0.5%以下（图 7）、伦敦中心区的自行车交通在 4.3%左右。

国内建成 CBD 在交通规划时，同样预测自行车出行比例会下降，北京 CBD 预测自行车出行

比例为 3%（图 8），非机动车出行需求较小。 

小汽车, 

24.7%

地铁, 

57.7%

公交巴

士, 7.5%
铁路, 

8.2%

轮渡, 

1.4% 自行车及

有轨电

车, 0.5%

 

轨道, 61%
地面公交, 15%

小汽车, 15%

步行, 6%
自行车, 3%

 

图 7  曼哈顿 CBD 到达客流方式比例          图 8  北京朝阳 CBD 规划出行方式 

根据城市 CBD 地区的岗位特点，低收入的服务人员多采取公交与自行车作为通勤出行

方式，但其出行高峰与中高收入的公司职员略有不同，一般早高峰早于公司职员、晚高峰晚

于公司职员。公司职员选择非机动车作为通勤手段的较少，一般配合公共自行车租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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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CBD 地区非机动车出行高峰较为分散，低于生活区和其他一般区域。 

3.2 慢行车道应用 

中心商务区由于自行车出行比例较低，因此一般不设置非机动车道。国外如纽约曼哈顿

（图 9）、英国伦敦城等著名 CBD 均未设计非机动车道；日本东京广泛采用慢行一体化（图

10），甚至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未做任何区分。国内城市 CBD 建设过程中同样较少设置专用

非机动道，导致自行车交通出行量愈加缩减。 

  

图 9  纽约曼哈顿地区人行道                    图 10  东京新宿地区慢行一体化 

3.3 非机动车道存在必要性 

虽然国内外交通经验表明，CBD 地区非机动车交通出行比例较低，设置非机动车道容易

造成空间浪费，但是非机动车道仍需要保留，意义在于： 

（1）通勤需求依然存在，特别是低收入服务人员，其出行需求与安全应该得到保护； 

（2）提倡绿色交通出行。结合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能够形成低碳交通结构，鼓励“公

交+慢行”出行方式，转移小汽车过度增长需求； 

（3）提供观光休闲通道，提升城市品质。 

4. 中心商务区慢行一体化设计 

4.1 交通需求预测 

通过交通预测，预测道路非机动车道流量与人行道流量。一条人行道设计通行能力

1800-2100 人/小时*米，一条自行车道设计通行能力 1600-1800 辆/小时。一般应达到三级服

务水平，见下表，据此确定人行道宽度与非机车道宽度。 

表 1  自行车道路段服务水平 

    服务水平 

指标 

一级 

（自由骑行） 

二级 

（稳定骑行） 

三级 

（骑行受阻） 

四级 

（间断骑行） 

骑行速度（km/h） >20 20~15 15~10 10~5 

占用道路面积（m2） >7 7~5 5~3 <3 

负荷度 <0.40 0.55~0.70 0.70~0.85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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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人行道服务水平 

       服务水平 

指标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人均占用面积（m
2
） >2.0 1.2~2.0 0.5~1.2 <0.5 

人均纵向间距（m） >2.5 1.8~2.5 1.4~1.8 <1.4 

人均横向间距（m） >1.0 0.8~1.0 0.7~0.8 <0.7 

步行速度（m/s） >1.1 1.0~1.1 0.8~1.0 <0.8 

最大服务交通量[人/(h·m)] 1580 2500 2940 3600 

4.2 道路断面设计 

人行道宽度一般按 3m 设计。由于 CBD 地区多为临街建筑，一般不设置围墙，而且建筑

一层多作为底商，方便人流通行，因此道路人行道宽度可缩窄。如纽约曼哈顿、东京新宿的

人行道宽度都较窄，建议最小宽度设置为 2m。 

非机动车道根据车把宽度与行进中的空间，一般一条车道按 1m 计算，单独设置时考虑

路缘带增加 0.5m。城市 CBD 地区建议不考虑预留三轮车空间。《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要

求单独非机动车道不小于 3.5m，与机动车混行不小于 2.5m，借鉴国外经验，建议最小宽度

设置为 2m。 

因此，建议 CBD 地区慢行一体化断面宽度最小值为 4m，道路绿化带断面根据景观种植

要求确定（图 11）。 

 

图 11  典型 CBD 慢行一体化道路断面设计 

4.3 无障碍设计 

在交叉口、建筑出入口处，需要采取无障碍设计，提高非机动车形式的舒适性与连续性。 

4.4 交通组织 

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铺装应该明显区分，减少共同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干扰（图 12）。电

动车是目前我国城市交通治理难题，按形式速度与动力特性，应该归为机动车，行驶在机动

车道，慢行一体化道路应该禁止电动车通行；但是按其车辆尺寸与驾驶习惯，通常在非机动

车道行驶，因此，需要在慢行道控制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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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慢行一体化铺装效果图 

5. 结论 

在“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思想指导下，慢行交通重新得到重视与维护，慢行一体化作

为一种灵活的道路断面布局方式，在满足“机非分隔”的基础上，有效利用道路空间，在城

市中心商务区慢行交通出行比例较低但必不可少的条件下，较为适用。同时有利于营造良好

的城市景观形象。“人非共板”带来的行人与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车的冲突，实际上是国内交

通管理与交通文明建设中所面临的阶段性难题，随着秩序的完善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特别

是在中心商务区内能够得到较好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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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空间句法的慢行交通测度研究 

——以无锡市老城区为例 

隆菁  黄洁  卞大伟  张国栋 

【摘要】近年来，我国大中城市中家用轿车的年均增长速度持续保持在 15%--20%以上。城

市汽车化趋势在大部分城市中日益凸现，各种交通矛盾和交通安全隐患逐渐暴露出来，尤其

是老城的路网格局与机动化交通无法匹配导致了一系列的规划问题。在对交通规划的反思中，

快速、大运量公共交通结合慢行交通的交通发展模式，逐渐成为当前各城市可持续交通规划

的首要选择。基于以上情况慢行交通系统规划理论研究逐步形成热点，成为交通可持续发展

中的重要一部分，本文主要想从街道空间逻辑关系对慢行交通的影响的视角，通过空间句法

的量化测度来预测交通的出行分布情况。 

【关键词】慢行交通  低碳  街道  空间句法  无锡 

1. 慢行交通研究产生的背景 

1.1 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 

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是指交通与土地的关系具有双向影响，土地利用和布局决定城市

交通模式的选择，而交通系统也影响着土地的用地拓展和混合关系，因此土地利用规划与交

通规划应协调开展；土地是交通流的起点也是终点，土地利用与交通在微观层面上具有源流

关系，在宏观层面上具有支撑关系。从城市规划经验上反映出的是不同的用地结构，会催生

出不同的交通需求，交通需求直接决定了城市最终的交通出行结构。但是由于当前的城市规

划和交通规划面临两层皮的非协同局面，土地利用为主导的被动交通规划模式常常带来城市

交通不畅、城市缺乏活力的问题，而慢行交通的出行习惯、空间特征及探索交通与土地利用

的结合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1.2 旧城更新中的交通问题突出 

随着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城市人口规模急剧膨胀，私人小汽车逐渐普

及，城市交通需求每年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尽管许多城市纷纷开发外围土地发展新区，转移

城市人口，以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但由于新区发展仍没成熟，城市功能布局调整尚未到位， 

致使城市就业岗位、居住仍然过度集中在原有城市中心即旧城区，旧城区承担的交通负荷沉

重。另一方面，旧城区往往由于传统空间格局的限制，交通容量有限，且受历史风貌保护等

因素制约，很难对其进行彻底性的改造，而且这些旧城区的道路系统已经成为历史风貌的有

机组成，延续至今的道路尺度与形态均应得到尊重，面对交通问题时不能简单地通过拓宽马

路、开辟新路等方式来解决。因此，旧城区的交通问题越来越突出，成为困扰城市居民生活

的焦点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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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慢行交通研究理论 

2.1 国内慢行交通理论研究 

我国研究学者对于慢行交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主要围绕交通模式、出行结构

等几个方面展开。熊文、陈小鸿通过比较小汽车导向、公交导向、慢行导向、均匀发展、不

完全发展 5 类交通模式的发展背景、结构变迁及其慢行政策，讨论了中国不同规模城市、大

城市不同区域交通模式的发展方向，认为中国不适应北美式的私人机动化方式，慢行交通应

成为国内中小城市的主导模式及大城市交通问题的解决之道。潘海啸认为城市建设要首先有

利于步行和自行车的使用，大力发展高性价比的公共交通，同时要注意改善城市的形象，控

制小汽车的发展，即考虑问题的顺序应该是 POD > BOD > TOD> XOD > COD（以良好步行环境

为导向的开发建设要优先于以方便自行车适用为导向的开发建设，在此基础上倡导以公共交

通为导向的开发建设，再其次考虑城市的形象改善工程和小汽车的发展）。杨鑫、张培林研

究了武汉慢行交通的发展，提出采用“点、线、面、网”多层次、全方位的规划模型，并提

出发展对策。魏中华、杜华兵、任福田提出了快运公共系统(Rapid Public Transit System)+自

行车系统(Bicycle System)出行模式(简称 R&B 模式)。 

2.2 国外慢行交通理论研究 

国外慢行交通发展情况由于文化与传统习惯的原因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美国 70％的

自行车旅行是为了消遣，而在荷兰和德国的 60-65％的单车出行是工作，购物或上学。在国

外社会习俗、城市规模、密度、安全、气候和现有的自行车的基础设施等是鼓励骑自行车出

行的主要因素（Pucher etal.，1999；Pucher and Dijkstra，2000）。 

从最初城市通过增加汽车的使用成本来鼓励自行车出行（Dickinson et al，2003；Plaut，

2004 年;美国交通部，2002 年），到后来高密度住宅的发展也激发了步行、骑自行车或公共

交通的使用次数，从而进一步抑制机动车使用频率，同时工作中的配套设施等因素也进一步

推动了人们趋向于使用自行车，如工作地点向员工提供淋浴和柜子等。Cervero 等几位研究

人员将骑自行车或步行工作的出行范围与城市密度和土地混合利用联系在一起（Cervero，

1996 年;Steiner，1999 年;Tolly，1990）。Daniel A. Rodríguez 等规划学者研究自然环境与慢行

交通的选择也具有相关性，特别是地形和人行道可用性是显著相关的，基于此建立环境影响

下的慢行交通系统（Daniel A. Rodríguez, Joonwon Joo，2004）。 

国外还侧重于工作方式例如关于远程办公研究侧重于对通勤和交通替代作用，例如

Mokhtarian and Henderson 在 1998 年对住所办公、远程办公和普通员工的出行习惯进行了对

比研究，Pnina O.Plaut（2005）还分析了房屋所有者和房屋租赁者的慢行交通出行情况。 

在定量研究中，Porter 等人（1999 年）专门对当前自行车和行人的出行人数的预测方

法进行了调查并得出结论：慢行交通研究中尚缺少适当的预测工具，而且应更多关注这些方

法利用的影响因素。 

3. 慢行交通的空间句法研究方法 

3.1 慢行交通空间句法研究的理论支撑 

因为交通产生与流向是各种空间的功能属性决定的，而发生交通行为，承载交通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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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空间本身，因此交通不是物质存在，而是作为一种物质流运动的描述词语，单纯探讨交

通是站不住脚的。鉴于交通的发生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个交通的始点与终点；一个是交通的

物质空间载体。所以本文的研究主线是空间对交通的引导与控制行为，通过客观的空间逻辑

关系测度，分析慢行交通发生的地点与分布规律。 

空间具有功能性和关联性，我们基于空间的这两层内容对慢行交通的产生及影响作用开

展研究，但是纯粹的定性分析与描述，不能体现空间决定交通的实质问题，所以我们选取用

空间句法作为空间关系的度量指标，从整合度、连接度、深度方面研究。 

3.2 文章研究慢行交通的实现平台 

空间句法作为一种定量的城市形态分析方法，与 GIS 方法比较起来具有许多独特的地方。

空间句法着眼于自由空间的表示，自由空间是相对建筑物等空间物体而言。在自由空间，人

流或者车流可以自由移动。而这种自由移动恰好是交通分析中的研究对象，地理目标(对象)

以栅格或者矢量的形式来表示，经过综合和抽象，由点、线、面等几何元素来表达。空间句

法对于城市形态分析的案例已经相当多了，但对于交通流分析中还未被普遍采用。 

空间句法与 GIS 分析方法在很多方面是互补的，因此设计一套集成在 GIS 中的空间句法

模型分析工具是可行的，而且对于空间分析工作意义重大。空间句法一方面可以拓展 GIS 在

空间分析，特别是在城市形态分析上的功能。另一方面，GIS 强大的地理数据存储功能，和

成熟的空间分析、计算功能以及视觉化功能，又可以给空间句法提供支持，进行深入的城市

形态方面的研究。基于以上背景和软件基础，Axwoman 作为 GIS 平台的空间分析软件诞生

了。Axwoman 主要有三大功能，分别连接不同的视觉单元。画线是用来完成轴线地图或多

边形地图，计算是导出所有的形态分析变量并储存在表中，而分析则是完成变量之间或变量

与实际观察值之间的回归关系。当 Axwoman 被激活，上面介绍的三大功能被加入到 ArcGIS

环境下。此系统还包括一套光谱形式的地图图例，即红色表示最大值，蓝色表示最小值。 

4. 慢行视角下无锡老城街道空间的空间句法分析 

4.1 无锡老城街道空间简介 

无锡老城的道路体系成典型的环行放射状

结构，研究范围内有著名的中山路商业街，还有

解放环路、人民路、学前路、县前街等主要道路。

无锡解放环路地区是城市发展的母体，聚集了大

量的历史文化资源、商业商务资源和公共设施资

源，犹如无锡市的心脏。在新的城市更新需求中，

解放环路地区的路网格局、街道空间都应作为规

划中的重要考虑因素，延续空间关系和历史文脉。 

4.2 街道空间句法分析结果 

（一）路网整合度研究 

经过空间句法分析之后，模型中的轴线拓扑

将按照整合度数值显示出有红色、黄色到绿色、蓝色的有暖色调到冷色调的变化。其中暖色

 

图 4-1  无锡市解放环路地区（老城区）范围示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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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代表着高整合度，即该轴线承载着较高的人车流的运动，冷色调代表低整合度，即该轴线

的人车流运动的潜力很低。这种直观性增加了空间句法分析的客观性和易读性。 

整合度分析中我们主要从全局整合度和局部整合度两个测度方面分析。其原理为： 

（1）全局整合度，又称为半径为 N 整合度，它计算每一条轴线相对于其它所有轴线的

拓扑深度，代表了一种在全局范围内的整合度模式。全局整合度适合预测人在全局范围内的

运动，主要是一些快速移动，包括一些车流的预测。在轴线图模型中，全局整合度梯度图可

以反映出城市中心（全局整合度较高轴线集中的区域）、城市主要交通轴即发展轴（全局整

合度最高的轴线）等信息。 

（2）局部整合度，又称为半径３的整合度，计算在三步拓扑距离范围内，每条轴线相

对于其它所有轴线的拓扑深度，它代表了一种局部运动模式，仅考虑从每一条轴线出发的三

步以内的轴线构成的子系统。因为步行的人们会以相对局部的角度认知城市道路网络系统，

所以局部整合度适合预测小规模的人流、自行车流，可表示慢行交通自组织运行的空间关系， 

在轴线模型图中，局部整合度梯度图可以反映出城市的片区中心（局部整合度较高的轴线集

中的区域），局部发展轴和交通轴（局部整合度较高的轴线）等信息。 

从全局整合度分析可以得到无锡市老城区内的主要交通轴为中山路、县前街、人民路，

另外崇宁路、学前路和解放环路也有较高的全局整合度，为区域内的次要交通轴，这与实际

情况存在些差别，如中学前路、解放环路为交通性干道，但是在全局整合度分析中，整合度

并不是最高的，这与交通规划管理的影响有关，如连接对外交通主要干道或交通限行管制等，

整合度最低的是解放环路地区东北区域及西南区域的路，主要是由于环城古运河的阻隔，同

时区域内部的支路网联系较弱，使该区域分布的道路成较低的整合度。 

局部整合度与全局整合度的区域分布呈现主干道契合度高，次干道和支路差异较大的状

 

图 4-2  无锡市解放环路地区路网全局整合度分析   图 4-3  无锡市解放环路地区路网局部整合度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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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说明主干道上也分布了大量短距离出行的人流和自行车流，但是局部整合度的高整合度

道路中还出现了一些次干道以及支路，说明短距离出行人群的选择具有多样性，但是由于断

头路较多，街坊的开放性较差，短距离出行的人群还是放弃了更安全的街坊道路而汇集到主

要道路上面来。同时老城区大成巷步行街区的改造也表现出成功的一面，在这个区域，分布

了更多的慢行交通，这样局部整和图解释了当前大多向无锡市一样的城市老城区现在的典型

情况：一方面人流涌入主干道造成了主干道的交通混乱与拥堵，一方面形成社区道路的人迹

罕至而缺少活力。但是规划的引导还是解决了一定的问题，如步行街区的建立（大成巷步行

街、崇安寺步行区）以及道路单行线的设定（崇宁路西段后西溪部分设置了单行，因次全局

整合度虽然较高，但是通过交通管理的调节降低该路段的机动交通特征）。 

4.3 街道空间句法分析结论 

从全局整合度和局部整合度来看，无锡老城区有自主慢行交通的有利优势，全局整合度

高的地方不仅是城市主要交通轴，也是解放环路地区慢行通勤类交通及慢行换乘类交通的重

要载体，尤其是现在电力助动车的使用广泛，它所支持的中距离出行在重要道路上聚集的程

度很高，但是对于这部分人群的安全出行也要及时关注，采用更有效的交通管理措施，建立

更人性化的过街及换乘设施。在局部整合度分析中来看，无锡市老城区内的路网有慢行交通

自发分布与组织的潜力，长远的街道空间格局发展历程中，慢行交通在某些区域形成了良好

的自组织循环系统，因此结合未来无锡轨道交通的建设已及更完善的机动化交通的建设，在

这些慢行交通活跃区域中应更好的做好与其他交通的衔接，提供更科学的规划支持。 

5. 结语 

使用空间句法作为测度慢行交通分布规律的方法具有重要价值，尤其是在老城区慢行空

间分析中具有更恰当的意义，因为空间句法侧重于分析空间自组织状态下的活动规律，而老

城区街道空间格局的形成之初较少的被规划管理所干预，空间格局呈现一种“自组织”状态，

且这种“自组织”是以慢行活动的规律为基础，逐步生长形成现在的空间格局和接到网络体

系，因此空间句法分析的结果，能更能贴切的反应老城区内的交通分布规律，尤其是慢行交

通的规律，而空间句法对于慢行交通的解读不仅仅是基于空间决定论的角度，而是符合空间

与交通双向影响的关系以及，交通在空间组织中的角色特征。 

慢行交通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最频繁也是最平凡的出行发生活动，研究其形式及特征对

于交通规划及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次研究希望以最基本的人类活动为出发，从人们

日常活动的视角重新审视城市的用地格局、街道空间，提高当前城市空间与人类活动的最大

耦合性。规划者应多角度开展人类交通活动的定量研究，结合空间逻辑关系，推测慢行交通

的空间分布规律，制定相应的规划引导策略和管理规定，“提高低等级道路的系统性和可达

性，保持慢行交通网络的完整、连续和安全，逐步形成功能完善、覆盖面广的低等级道路系

统，为市民提供最直接的服务，为慢行交通创造良好的通行条件，保障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

出行需求”、“保障步行交通引导自行车合理运行，促使助动车向公交转移”等等。慢行交通

规划对整个城市发展都起着重大影响意义，它对当前各级规划体系和规划技术都提出了挑战，

通过慢行交通的深入研究，为交通规划提供更全面的思路，促进更完善的交通规划体系的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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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自行车交通可持续发展之安全问题研究 

刘树斌 

【摘要】在我国一些大城市，电动自行车保有量大、应用广，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车辆超

标、驾驶人法规意识淡薄等原因，形成了交通安全形势严峻的局面。研究以杭州市为例，通

过实际测量、问卷调查、对比分析等方法，分析问题，得出“速度”是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

核心要素的结论；以交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提出正视问题、从“生产”源头规范产品、加

强“销售”和“使用”等日常管理工作、解决存量“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对策，从而改善电

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推动其合理发展，在城市交通中发挥更积极作用。 

【关键词】城市交通  交通安全  研究  电动自行车  速度 

1. 引言 

1991 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 (INCN)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 和世界野生生物

基金会 (WWF) 共同发表《保护地球一一可持续生存战略》(Caring for the Earth：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在生存于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之情况下，

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参照此定义，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理解为“在有限的资源、能源供

给条件下，改善人类的交通生活品质”。我国现阶段仍处于城市化与机动化快速发展阶段。

各城市所处发展阶段、城市规模各不相同，产业结构、交通结构也各有特点，但都面临着这

样一个问题：道路资源的供、需之间存在矛盾，道路设施的增长速度落后于机动车增长速度。

因此，在一定阶段内，交通方式“多样化”是必然的，电动自行车的出现也是如此。尽管是

自行车的“升级版”，电动自行车却承受了更多的“非议”，安全问题是其“致命”的弱点。

在时代呼唤“交通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研究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问题的“症结”

如何形成，有无解决对策？这也是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方式能否生存、要否发展的关键

之所在。 

2. 国内城市电动自行车发展情况 

2.1 在一些城市成为主要交通方式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产电动自行车全面规模化生产，电动自行车体现出“比自行车

机动性好，比摩托车轻便、经济”的突出优点，取代了一部分脚踏自行车，甚至取代部分摩

托车，使用人群进一步扩展。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成都、沈阳、武汉、海口等

城市，电动自行车拥有合法身份，可以上牌上路行驶，成都市还早在 2003 年 8 月通过了《电

动自行车交通管理规定》，以地方行政法规的形式明确了电动自行车的管理措施。 

少部分城市则禁行电动自行车，如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其中珠海早在 2005 年 5

月就以立法形式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 

2.2 在交通出行中发挥一定积极作用 

城市的道路空间资源是有限的，在已具有较好自行车道路条件的城市，电动自行车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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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自行车交通出行方式的扩展，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符合国家标准的前提下赋予电动自行

车合法身份，有助于减缓小汽车增长速度、减少小汽车使用频率，从而节约道路空间、减少

污染物排放量、降低交通领域能源消耗，有助于城市交通领域实现“绿色、低碳”。 

和各种机动化出行方式相比，电动自行车出行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占用空间较小，鉴

于我国近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中，从购买能力、消费能力的角度，城市中仍有

较大部分群体对其依赖程度更高，通过电动自行车实现了个体化的较方便、省力、准机动化

的交通出行。 

2.3 相关“国家标准”未得到严格执行 

我国现行《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GB17761-1999，以下简称“产品标准”）明确规

定电动自行车“设计最高速度不大于 20 km/h，整车质量应不大于 40kg，轮胎宽度不大于

54mm，电机额定输出功率应不大于 240W，蓄电池标称电压应不大于 48V，具有良好的脚

踏骑行功能，30 分钟的脚踏距离应不小于 7km”六项主要技术要求。其中“20 km/h”的速

度限制标准，多数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未严格遵守，且一直呼吁放宽速度标准。 

生产企业“放宽标准”呼声，与其说是技术进步，不如说是对产品“竞争力”的担忧。

鉴于我国城市电动自行车一般与脚踏自行车共用非机动车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以下简称“管理标准”）中规定“非机动车”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15km/h，已充

分体现了我国现有国情下的交通安全要求，电动自行车“产品标准”中“20 km/h”的设计

速度上限已能满足城市居民日常出行“方便、省力”的基本要求，难有放宽的余地。 

3. 以杭州为例的电动自行车交通可持续发展状况与问题 

3.1 在交通方式构成中占有重要地位 

杭州市具有良好的非机动车道路条件，是全国非机动车使用比例最高的大城市之一。根

据 2010 年主城区居民出行调查，非机动车在城市居民日常出行中所占比例高达 34.3%；而

非机动车中电动自行车占据了约 6 成的份额，即电动自行车已经在日常出行中占据了重要地

位。杭州市非机动车交通方式在各种交通方式中所占地位如图 1 所示。 

大客车
1.26%小汽车

11.56%

出租车
1.10%

其他
0.47%

非机动车
 34.34%

步行
30.35%

公交
20.92%

 

图 1  杭州市主城区居民交通出行方式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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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保有总量快速增长 

到 2010 年底，杭州市老城区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达到 116.9 万辆，年增幅高达 18.1%（此

外脚踏自行车保有量 275.9 万辆，但年增幅只有 0.01%），历年保有量变化情况如图 2 所示。

在整个“十一五”期间，电动自行车保有总量增长了 210.3%，脚踏车保有总量仅增长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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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杭州市主城区“十一五”期间自行车、电动车保有量变化情况图 

3.3 多数车辆速度超标 

为了解现有非机动车的速度特性，掌握电动车超速行驶的频率、幅度，在杭州市主城区

部分典型路段、非高峰期、边界条件良好时，开展了一定时段内非机动车全样本行驶速度调

查。 

调查选定的路段具有如下特性：主城区内典型城市干路的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小于 3.5

米；有较理想的边界条件，即完善的机非隔离设施，与人行道之间有一定高差，通道两侧无

干扰，单向通行；纵坡平缓、路面平整；远离路口的直线路段，有足够加速距离，通视条件

好。选定的调查时间具有如下特性：平峰时段，非机动车密度相对较低，有较好自由行驶空

间；晴朗无风、气温适宜，行驶舒适性较高，适合较快速度行驶。各典型路段电动车、自行

车行驶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行驶速度分布如图 3、4、5、6 所示。 

表 1  杭州市典型路段（平峰期）非机动车行驶基本情况 

道路名称 天目山路 环城北路 环城东路 凯旋路 

道路属性 东西向干道 南北向干道 

通道特征 非机动车专用 

通道宽度（米） 4.5 4.5 3.7 4.0 

调查时长（分钟） 20 15 10 14 

样本数量（个） 253 201 120 136 

其

中 

电动车（辆） 190 146 94 107 

自行车（辆） 63 55 26 29 

非机动车单向流量（辆/小时） 759 804 720 583 

其 电动车单向流量（辆/小时） 570 584 564 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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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自行车单向流量（辆/小时） 189 220 156 124 

 

 

图 3 天目山路路段非机动车行驶速度分布图 

 

图 4  环城北路路段非机动车行驶速度分布图 

 

图 5  环城东路路段非机动车行驶速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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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凯旋路路段非机动车行驶速度分布图 

由于速度测定选择了边界条件良好的路段，平峰时段被测样本在空间上呈一定离散状态

分布，接近自由行驶状态，适宜快速通行，因而可以认为测得的速度接近电动车最高行驶速

度，从而评估日常运行中可能出现超速情况的比例和幅度。4 处典型路段电动车行驶速度统

计见表 2。从统计数据可看出，以“产品标准”（20 公里/小时）为界限，所有电动车样本的

速度超标比例达到 79.7%，即多数电动车速度超标，其中最高单个样本速度达到 38.6km/h，

超速幅度达到 93%。 

表 2  杭州市典型路段非机动车行驶速度统计表 

道路名称 天目山路 环城北路 环城东路 凯旋路 

非机动车平均行驶速度 

（公里/小时） 
19.8 22.4 22.1 21.6 

其

中 

电动车 21.6 25.1 24.0 24.0 

自行车 14.5 15.3 15.2 12.6 

电动车单样本最高速度（公

里/小时） 
34.4 38.6 35.1 32.4 

电动车行驶速度>20 公里/

小时样本所占比例 
69.5% 85.6% 83.0% 86.9% 

3.4 交通安全形势严峻 

根据在杭州市主城区开展的非机动车使用者问卷调查（1955 个有效样本），57%的使用

者承认在各种条件下有过闯红灯行为，只有 43%的使用者表示从不闯红灯，如图 7 所示，可

见非机动车使用者遵守交通标志、信号的意识尚需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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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非机动车使用者闯红灯情况调查统计图 

电动自行车“产品标准”规定设计最高速度不大于 20 km/h，“管理标准”规定“非机

动车”最高行驶速度不得超过 15km/h，在受访的电动车使用者中，认为限制速度值高于

20km/h 者达 56%，如图 8 所示，即多数使用者还不清楚电动自行车的速度限值，对于“速

度”这一与安全关系最为密切的限值不了解，也反映了电动车驾驶人法规意识的淡漠。 

 

图 8  电动车使用者对限制速度认识情况调查统计图  

近年来，杭州市交通安全情况逐年好转，道路交通事故总数持续下降，道路交通事故死

亡总人数连创新低，但涉及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居高不下。2010 年，全市 3107 起各类道路

交通事故中，涉及电动车的交通事故占 32.60%；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761 人（占全市安

全生产各类事故死亡人数的 87%）中，涉及电动车死亡高达 178 人（占全市道路交通事故死

亡人数的 23.39%），且呈上升趋势，如图 9 所示。 

 
图 9  杭州市“十一五”期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变化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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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分析 

4.1 安全问题的直接原因 

4.1.1  电动车违规行驶 

从杭州市的案例分析以及国内众多城市关于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问题的反映来看，电动

车违规行驶是电动车交通事故最主要的直接原因。电动车违规，与机动车发生冲突时危害自

身，往往造成严重人员伤亡；与行人发生冲突时，也易对无任何防护措施的行人造成伤害。

此类原因交通事故根源、现象的分析如图 10 所示。 

 
图 10  电动车违规行驶产生交通事故原因分析示意图 

4.1.2  电动车性能不良 

电动车性能不良，如灯光、制动不足，速度、质量超标，都会造成面临危险状况时的“失

控”，危害自身或伤及行人。如图 11 所示。 

 
图 11  电动车性能不良产生交通事故原因分析示意图 

4.1.3  机动车违规行驶 

机动车违规行驶，本身已极具危害，一旦与电动车的违规、性能不良相叠加，严重人员

伤亡在所难免，更需加强预防。如图 12 所示。 

 

图 12  机动车违规行驶产生交通事故原因分析图 

发生事故 

      现  象 根  源 

„„ 

„„ 

侥幸心理 

安全意识不足 

未注意观察和让行 

驶入非机动车道 

闯红灯 

超速行驶 

      结  果 

发生事故 

      现  象 根  源 

„„ 
„„ 

销售环节监管不到位 

使用者疏于检查 

生产环节放任自流 
车辆超重 

车辆刹车性能差 

车辆超速 

车辆灯光不良 

      结  果 

驶入机动车道 

闯红灯 

搭载人 

超速行驶 

交通法规素养低下 

 违法成本低 

缺乏安全意识 

发生事故 

      现  象 根  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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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安全问题的间接原因 

4.2.1  自行车时代的管理模式的延续 

电动自行车是作为脚踏自行车的“替代”产品或者说是“升级”版本出现的，进入 21

世纪以后，电动车在城市中大规模普及发展，但是其服务对象、使用范围乃至使用方式等很

大程度上还是自行车的延续，甚至在杭州等一些电动车普及率高的城市出现了大量自行车闲

置于小区停车库无人认领的现象，可以说电动车替代自行车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同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对电动自行车的行驶、停放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内容基本与对自行车的要求相同。因此，过去几年一些城市对于电动车管理（销售、运行）

的模式、内容等仍局限在自行车时代，对于“速度”这一电动车的危险要素缺乏必要的认识

和应对手段。 

4.2.2  电动车生产长期偏离国家标准 

在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电动车产业发达，是地方支柱产业，销售网络成熟，可选

择的产品相对丰富，市民认可度较高，电动车的产销量也一定程度影响着地方经济的发展。

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电动车生产厂家不按照国标进行，人为地提高设计速度；因此，每一

次电动车管理政策的出台，都易被行业内当作产业发展的制约加以反对，相关管理政策落实

举步维艰，国家“产品标准”难以落实，也就形成了目前市场上满足国标“六项主要技术要

求”的电动车产品凤毛麟角的局面。 

4.2.3  商家的虚假宣传和无序竞争 

电动车比步行快捷、比自行车省力，得到市民的一定认可，也决定了其市场广阔。在电

动车进入市场的起步阶段，许多生产企业从模仿起家，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没有能力生产出

完全符合国标的产品，这个阶段的发展，许多企业把“速度”包装为电动车的“核心技术”，

一味向消费者推销“速度”的优势；当电动车市场拓展以后，生产企业技术成熟、有能力生

产达标产品，却发现电动车恰恰缺少“核心技术”，在竞争中“均质化”，只好再次祭出“速

度”的招牌，以求在竞争中领先半步。对于普通市民，本来就向往“机动化生活”、期望提

高“出行效率”，在这样的宣传攻势下，日益认同了“速度”优势。  

4.3 交通安全的核心要素 

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问题的核心是“速度”。现阶段各城市实际使用中的大多数电动车

超速，既有产品生产、销售监管不严格的原因，也有日常管理手段单一的原因，对“速度”

缺乏有效管控手段。从某种程度上说，对“速度”管控不利，是国内诸多城市电动车交通安

全形势严峻的重要原因。因此，“速度”是电动车交通安全的核心要素。 

一旦“超速”与驾驶人违规、车辆性能不良的负面影响叠加，势必造成电动车交通事故

高发，既严重电动车和行人的人身安全，又恶化了城市交通运行状况。正是因为对交通安全

核心要素“速度”的忽视，使得电动车交通这样一种相对节约城市空间、节省能源的交通方

式，日益面临着越来越多质疑甚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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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动自行车交通可持续发展之安全问题对策 

5.1 正视电动自行车存在的安全问题 

在目前城市交通构成方式多样化的背景下，电动车比自行车省力，比摩托车经济，且在

“能耗”和“排放”上具有一定“绿色”属性，得到一些城市市民的认可并发展到相当规模，

是毋庸置疑的；同时，电动车交通也呈现了安全上的“高危”特征，必须采取措施加以改善。

自行车时代的管理模式的延续，造成了当前电动车交通安全形势严峻的局面。与自行车相比，

电动车交通的脆弱性、危害性、吸引力都有所增强，需要管理部门更提前介入、主动管理，

严格依据“产品标准”、“管理标准”将电动车纳入规范、可控的管理体系内。 

5.2 从“生产”源头规范上市产品 

我国现行电动车“产品标准”体系完备，但部分生产企业一面生产“不达标”产品，一

面呼吁放宽“速度”等限制指标。实际上，即使在杭州这样自行车通行条件良好的城市中，

也不具备额外设立电动车“专用道”的条件，电动车只能使用非机动车道，通行空间条件决

定了其在速度等级上从属于“自行车”，而不是“摩托车”，“20km/h”的设计速度能够适应

城市道路空间通行条件。所以在“产品标准”框架下，有必要严格规范上市产品，保持电动

自行车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5.3 加强“销售”和“使用”等日常管理 

从实际运行中看，“速度”等指标超标是导致电动车交通安全形势严峻的主要原因，因

此，技术监督、工商管理等部门日常管理工作中应当严格依据“产品标准”，扼住“超标”

电动车进入市场的关卡。交通管理等部门日常管理工作中一方面要加强“超标”电动车的治

理，并过积极的牌证管理制度（包括定期检验）确保“电动车”处于可控状态，保证其行驶

安全性能；另一方面要加强“人”的管理，大量电动车驾驶人法规意识淡薄，对自身和行人

的安全都有潜在威胁，有必要加强其法规、安全意识，并严格规范电动车行为，消除交通安

全隐患。 

5.4 解决存量“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 

从城市交通运行的角度，“超标”电动车的负面影响突出；但简单“一刀切”禁止，又

有损市民合法权益。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生产者、销售者依照本法规定承担产品质量

责任”和“本法所称缺陷„„产品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已对“超

标”产品责任进行了划分。鉴于我国电动车产业已规模化，可以参照《产品质量法》规定，

落实生产、销售单位责任，解决存量“超标”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隐患。 

6. 结论 

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中，电动自行车有相当的保有量、较广的适用范围，在城市生活中

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电动自行车“速度”等指标超标，驾驶人法规意识淡薄，形成

了交通安全形势严峻的局面。在“交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下，应当立足现实条件，正视存

在的问题，从解决交通安全核心要素“速度”问题入手，从“生产”源头规范上市的产品，

加强“销售”和“使用”等日常管理，并考虑市民的合法权益，依据相关法规落实责任，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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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解决存量“超标”电动车问题，从而保障电动自行车交通安全，推动其健康发展、合理使

用，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在城市交通中发挥更加积极、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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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自行车交通现状特征与发展策略研究 

钱坤  郑景轩 

【摘要】010年，深圳市被住建部列为“城市步行与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第二批示范

项目城市之一。本文根据历年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出行意愿调查等，解析深圳自行车交通使

用人群的年龄、收入、职业特征，自行车交通出行目的、时段、距离、分担率特征，分析了

深圳自行车交通分担率低和片区差异大的原因。最后介绍了深圳市自行车交通区域差异化发

展、构筑功能清晰的骑行网络、建设安全适宜的自行车道、设置便捷节约的停放设施、可持

续发展公共自行车等 5个方面的政策措施。 

【关键词】自行车交通  交通分担率  出行特征  网络规划  停车设施  公共自行车 

1. 引言 

为应对城市快速机动化发展中机动车通行要求，深圳市在城市道路规划建设过程中压

缩、侵占自行车通行空间，自行车路权无法得到保障、出行条件较差，深圳市自行车出行分

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而且城市各个片区发展差异较大。2010 年，深圳市被列为住建部“城

市步行与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第二批示范项目城市之一。本文结合居民出行调查和示

范项目开展的调研、规划项目，解析了深圳市自行车交通出行特征和自行车交通发展策略。 

2. 使用群体特征 

自行车使用群体特征主要体现在年龄层次、收入水平、职业类型差异所带来的出行特征

不同，深圳市自行车使用群体特征呈现的规律基本与国内其他城市一致。 

2.1 年龄分布 

50 岁以前群体为深圳市自行车交通出行主要使用者，如图 2-1。50 岁以前群体自行车

日均使用频率变化不大，平均日出行 0.20 次/人日，50 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使用频率逐渐

下降，体力问题为影响自行车使用的主要原因。 

   
      图 1-1  各年龄段自行车出行频率图          图 1-2  不同收入水平家庭自行车使用频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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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收入分布 

深圳市家庭收入在 4 万以下的群体自行车日均使用频率较高，家庭收入 4-8 万群体快速

下降，超过 8 万后变化趋缓，高收入家庭略有上升。深圳市自行车骑行条件较差，对交通出

行成本较为敏感的低收入人群，自行车使用频率较高；高收入人群使用自行车频率上升的主

要原因是休闲健身出行较多。 

2.3 职业分布 

学生、工业制造、其它（无固定职业）三类以短距离出行为主的低收入群体自行车交通

出行比例相对较高，均超过了全市平均自行车出行分担比例，其中工业制造业达到 10%。行

政技术、商业服务业人员收入相对较高、出行距离长，机动化出行比例高，自行车交通出行

比例低。自行车交通出行比例与职业类别、职业收入、出行距离有密切关系。 

  

      图 1-3  不同职业交通出行方式结构        图 1-4  使用不同交通方式群体对发展自行车的态度 

2.4 不同群体对自行车交通发展态度 

据调查数据，超过 80%的居民、就业者支持深圳发展自行车交通。从使用不同交通方式

群体对自行车发展态度来看，使用自行车交通方式的群体对深圳自行车发展支持度最高，超

过 90%，比例最低的小汽车出行者也超过 75%。得益于市民低碳、环保交通意识的增强，深

圳自行车交通发展越来越得到市民的支持，将推动未来自行车交通快速发展。 

3. 交通出行特征 

深圳市自行车交通出行特征中，出行目的、出行时段与国内其他城市基本表现出相同的

规律特征，而出行距离和方式分担率上表现出特有的规律特征。 

3.1 出行目的 

传统观念认为深圳市是以机动车为主导的城市，自行车交通所承担的主要功能应该是轨

道接驳和休闲健身出行。但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来看，其主要目的是通勤交通，其中上下班

为 76.8%，上下学为 9.1%，和其它交通出行方式的目的结构基本相同。由于轨道交通站点周

边骑行网络和停车设施有待完善，自行车在轨道接驳交通中发挥作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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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各类自行车交通出行目的比例               图 2-2  自行车出行时段分布图 

3.2 出行时段 

深圳市自行车交通出行高峰主要集中在早晚上下班高峰期，早高峰峰值达到 27%，晚高

峰接近 15%，早晚高峰比例远高于机动车交通，晚高峰持续时间长，13-15 点出现午间出行

小高峰。自行车出行时间段相对集中，非高峰时段出行较少。 

3.3 出行距离 

自行车交通出行主要为短距离出行，平均出行距离为 4.87 公里。1 公里内出行步行为出

行主体，自行车出行仅占 1%；1-5 公里出行自行车比例提高到 18%；5-10 公里出行机动化

交通出行成为出行主体，自行车出行比例下降到 10.37%； 10 公里以上出行，自行车所占比

重甚微。受骑行条件不便影响，短距离出行中小汽车所占比例超过了 30%。 

3.4 分担率 

深圳市全方式出行自行车分担率为 6.22%，各个不同片区差异较大。城市中心区的罗湖、

福田、南山、盐田分担率均不超过 4%，外围宝安、龙岗、光明、坪山等均超过了 7%，分担

率最高的为坪山新区约 15%。深圳市各个片区自行车出行情况差异较大。 

 
图 2-2  自行车出行时段分布图 

4. 影响自行车发展因素分析 

深圳市自行车交通分担率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且分担率远低于国内其它大城市平均

水平。影响出行分担率的主要因素是交通设施建设问题，气候也是影响自行车发展的重要因

素之一。自行车交通出行分布和土地利用、自行车车骑行条件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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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发展历程 

九十年代后自行车交通不受城市交通规划与管理者的重视，分担率下降速度较快、与其

它城市的差距较大。从交通设施条件来看，深圳市自行车交通发展形势仍然十分严峻。 

4.1.1  分担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90 年代深圳市城市规模较小，主要集中罗湖、蛇口、华侨城等几个片区点状发展，和

其它中小型城市一样，短距离出行占据主导地位，自行车出行占很大比例。但是随着城市规

模的不断扩张、机动车的快速发展，自行车的分担率直线下降。根据历次居民出行调查数据，

1995 年全方式自行车的分担率占到 21.8%，与机动化交通出行比例持平，2001 年下降到了

14.3%， 2005 年进一步下降到 4%，受到绿色低碳交通理念的影响 2010 年略微上升到 6.22%。 

 

图 3-1  深圳市历次居民出行调查交通出行方式结构 

4.1.2  分担率远低于国内其它大城市 

深圳的小汽车和公交分担率都低于北京、上海等国内其它城市，但自行车交通的分担率

方面仍然低于上述城市，如图 3-2。其它城市在近年来自行车占全方式分担率都在 30%左右，

深圳市分担率仅为 6.22%。自行车交通分担率低是深圳城市交通一大特征。 

  

       图 3-2  国内主要城市交通出行方式结构      图 3-3  2010 年居民出行调查不使用自行车原因 

4.2 分担率下降因素 

根据 2010 年居民出行调查结果，影响自行车使用的前三位因素分别是：缺乏停车设施

22.2%，自行车道少路面不平整 18.1%，骑行受其它方式干扰 15.9%，以上自行车交通设施问

题所占比例接近 60%，因气候原因影响自行车出行选择的仅占 14%。 

4.2.1  设施是制约发展的关键因素 

进入 90 年代后，深圳市城市急剧扩张和机动化快速发展，自行车曾被部分人认为是落

后的交通方式，在路权分配和停车设施建设方面都没有受到重视。大部分道路的自行车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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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共板设置，在人行道骑行的自行车受机动车出入口、路面颠簸、行人交通干扰、交叉

口通行困难等因素影响，服务水大幅下降，竞争优势不再存在。并且 97 年和 04 年在《深圳

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修订过程中，取消了对自行车停车配建的要求，导致自行车保有量下降

到 100 多万辆，人均仅 0.1 辆。出行难、停车难严重制约了自行车交通的发展。 

  

图 3-4  自行车道与人行道共板设置       图 3-5  现状深圳市自行车道网络图 

4.2.2  气候并非制约发展关键因素 

很多政府官员、规划从业者认为深圳市自行车分担率低于其它城市，主要是受华南地区

高温、湿热气候原因影响。根据深圳市气象站全年气温观测值来看，深圳市仅 7、8 两个月

份的晚高峰时段气温超过 29 度，其它月份的气温都处于人体生理感觉比较舒适的温度范围

内。哥本哈根、北京等城市夏季酷热冬季严寒，深圳市发展自行车交通的气候条件要优于以

上城市。气候条件影响部分人群对自行车交通出行方式选择，但并不是制约自行车交通发展

的关键因素。 

表 3-1  深圳市全年早晚出行高峰时段气温观测值 

月份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2 月 

早高峰平

均温度 
13.3 15.9 17.8 21.9 25.4 27.3 28.5 27.8 27.1 24.7 19.8 15.6 

晚高峰平

均温度 
16.7 18.4 20.1 23.6 26.8 28.3 30.0 29.4 28.9 27.1 22.6 18.8 

4.3 影响出行分布因素 

根据对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设施条件和自行车出行分布区域的分析，影响自行车分布的

主要因素为土地利用混合度程度、开发强度和高等级道路、城市立交等交通设施条件。 

4.3.1  分布与土地利用关系 

从自行车出行期望线来看，深圳市自行车出行主要呈现两个特征：一是自行车交通出行

强度较高区域主要分布在外围圈层用地功能混合度相对较高、土地开发强度相对较低、人口

密度相对较低的功能组团；二是自行车出行以片区内部的短距离出行为主体。土地利用混合

度和土地开发强度是影响自行车需求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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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深圳市现状土地利用情况图       图 3-7  深圳市自行车出行期望线 

4.3.2  分布与交通设施关系 

深圳市原特区内高等级道路密度大、立交节点多，自行车出行强度比原特区外区域要低。

但是在原特区外大部分区域和原特区内的蛇口片区路网密度高，且高等级道路立交数量较少

的片区自行车出行相对较多。高等级道路、城市立交分布情况详见图 4-1。高等级道路和立

交在设计过程中没有考虑自行车穿越的需求，因此成了自行车出行的天然分隔线，直接影响

自行车出行的选择。 

5. 深圳自行车发展目标策略 

根据自行车交通发展历程、现状特征、设施条件等条件，深圳市提出在未来 10 年，鼓

励短距离出行使用自行车，努力将自行车分担率由 6%提高到 15%。制定自行车交通系统发

展的目标策略为：通过因地制宜区域差异化发展，构筑功能清晰的骑行网络，建设安全适宜

的自行车道，设置方便安全的停放设施 ，可持续发展公共自行车，规范电动自行车的管理

等政策管理措施，构建和谐友好的自行车交通系统。 

5.1 区域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受市民交通出行行为习惯和现状交通设施条件的影响，深圳市无法像北京、上海、杭州

等城市近期在全市所有区域发展自行车交通。根据自行车短距离出行为主体的特征，将受干

线道路、铁路、自然山体、水系等分隔形成的自行车出行需求相对集中的片区划分为一个骑

行单元。在骑行单元基础上，按照自行车出行需求大小、自行车发展条件和公共交通发展情

况的不同，将骑行单元区分为重点骑行单元和一般骑行单元，进行选择性的发展。 

重点骑行单元指土地混合程度高，出行需求量大，网络建设条件较好的骑行单元；一般

骑行单元指用地功能较为单一，出行需求较小，网络建设条件较差的骑行单元。重点骑行单

元是现阶段自行车交通发展的重点地区，在自行车分担率、专用道网络建设、停车配建标准、

公共自行车发展方面相对一般骑行单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深圳市现状自行车出行强度

分布，将深圳市划分为 23 个重点骑行单元与 19 个一般骑行单元，如图 4-1 所示。 

 

图 4-1  自行车骑行单元划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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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功能清晰的骑行网络 

自行车交通网络规划遵循“单元发展、适度连通，功能明确、层次清晰，干道分流、条

件适宜”的原则，按照所承担功能和自行车交通出行强度的不同，划分为主廊道、连通道、

休闲道三个等级。主廊道主要承担骑行单元内或相邻骑行单元间居住区与商业办公区之间的

高频率的自行车交通短距离出行，是构成自行车交通网络的主骨架。连通道主要承担骑行单

元内居住区与学校、轨道站点/公交枢纽间的自行车短途出行及接驳交通，以及向主廊道集

散的自行车交通，是构成自行车交通网络的次级自行车道。休闲道主要满足休闲健身和兼顾

串联各骑行单元的功能，是连接全市区域绿地、主要公园、风景旅游区、同时兼顾串联各骑

行单元的弱交通性自行车道。如图 4-2、4-3 所示。 

  

             图 4-2  自行车道功能分级示意图           图 4-3  龙华新区规划自行车网络 

在制定自行车道设置标准时充分考虑了深圳市现状道路空间资源和自行车交通出行需

求量方面因素，制订了适宜深圳市的道路建设标准。因大多数道路未预留自行车道骑行空间，

自行车专用道的设置需要压缩现有机动车道或行人步行空间，不宜采用过高的建设标准；需

求方面，深圳市自行车流量较大路段高峰小时的流量仅 500 辆左右。按照 15%分担率的发展

目标，双车道 3000 辆小时的通行能力可以满足大多数路段的自行车通行要求。因此，自行

车主廊道建设的最低标准是双车道 2.0-3.0m，连通道和休闲道的最低要求是单车道宽度。 

表 4-1  新建或改建道路自行车道设置指引 

自行车

道等级 
设置建议 宽度要求 

新建 / 改造条件

较好时 
改建条件有限时 

主廊道 
贯通性好的次干

道、主干道 
2.0-3.0m 

机非有分隔自行

车专用道 

人非有分隔自行车专用道机非有分

隔自行车专用道 

连通道 
次干道、条件较好

的支路 
1.5-2.0m 

机非有分隔自行

车专用道 

人非有分隔自行车专用道机非无分

隔自行车专用道 

休闲道 
公园绿地等自然景

观内的路径 
1.5m 

人非有分隔自行

车专用道 

人非无分隔自行车专用道人非混行

的自行车道 

5.3 便捷集约的停车设施 

自行车停车设施是影响自行车拥车和出行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上海、广州、南京等

城市采用的配建标准来看，自行车停车配建指标的高低，与各城市自行车交通出行比例存在

正相关关系。而且，上述城市对建设项目自行车停车配建指标尤其是公共建筑的规定越来越

细化，完善了城市分区和建筑分类，可操作性更强。深圳市自行车停放设施的布设宜遵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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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便捷、规模合理等原则，在制定停车配建指标充分考虑了停车需求差异和用地条件紧张

两个方面因素，另外结合骑行单元制定差异化的配建标准。 

在停车需求多样化方面，为了提高自行车交通出行的便利性，停车场地分为集中停放场

地和靠近出行起讫点的就近分散场地。集中停车场地规模较大，安全要求较高，满足长时间

的停车需求；分散场地靠近出行起讫点，规模较小，安全要求相对较低，满足短时停车需求。

停车场建设方面，在城市商业区、交通枢纽节点、城市公共活动空间以社会公共停车场为主

体，由政府统一规划建设；在居住区、办公大楼、工厂、学校、医院等建筑，根据自行车的

实际需求配建一定规模的自行车停放设施。 

    

图 4-4  多层自行车停车场示意图   图 4-5  地下自动自行车停车场示意图 

在土地集约利用方面，深圳市采取了较国标和其它城市地方标准相对较低的占地指标要

求。深圳市在单一车辆的停放面积要求方面仅为国家标准的一半；鼓励在停车需求大、用地

较为紧张的地区采用多层停车场；对于在高度建成、城市用地极为紧张，且对景观要求较高

的城市中心商业区、公共活动空间，鼓励采用自动地下自行车停车场的形式。对于新建建筑，

业主可结合建筑条件考虑在建筑内部首层设置自行车停放场地，并预留专用的出入口。 

5.4 可持续发展公共自行车系统 

公共自行车系统在国内经过近十年发展，目前已有杭州、上海、武汉、株洲、昆山等多

个大中小城市开展公共自行车项目，这些城市发展的方式和规模不尽相同。深圳市在蛇口半

岛、大运新城、盐田区试点发展了公共自行车系统。从试点片区的经验来看，在全市范围内

无选择性的发展公共自行车系统是不可行的。深圳市将面临政府投入资金过大，增加租赁场

地困难，管理难度大等其它城市的共性问题。公共自行车发展较为成功的杭州市，其日均出

行量仅为 30 万人次左右，仅占全市每日千万人次出行量的零头，公共自行车无法成为主要

交通出行方式。 

借鉴国内外城市公共自行车发展经验，深圳市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公共自行车理念：第

一，功能定位要有指向性，和私人自行车协同发展；第二，政府主导公共自行车发展，发展

规模要适度；第三，以公益性和宣传性为主，倡导低碳出行理念。深圳市自行车交通系统以

私人自行车为出行主体，公共自行车出行作为私人自行车的补充。短距离通勤出行和基于家

的公交接驳出行鼓励使用自备自行车，政府工作重点是完善停车设施建设；公共自行车主要

功能为基于就业点端的公共交通接驳和短距离商务出行。深圳市公共自行车发展区域主要为

公共交通接驳需求大的就业岗位密集区域，通过缩小发展范围、与公交一体化衔接构筑可持

续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811



 

 

 

图 4-6  公共自行车功能示意图 

6. 启示 

深圳市在应对城市机动化发展过程中，经历不重视自行车交通的发展，自行车交通的逐

步下降的过程。自行车交通方式的缺失使得公共交通接驳的便捷度较差、竞争力下降，居民

在短距离出行中大量的采用小汽车交通，加剧了道路交通拥堵。受到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的

影响，近年来城市开始重视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发展，但交通设施条件改善和出行行为习惯改

变等问题，使得自行车交通体系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自行车交通是城市交通综合运输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短距离出行的便捷度和运输效率都要高于小汽车。从出行者权利公平公

正，出行选择多样化，降低道路交通拥堵，提高公共交通接驳效率，低碳环保等多方面因素

出发，自行车交通是应当鼓励发展、不可替代的绿色交通出行方式。城市在应对快速机动化，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治理道路机动车拥堵的同时，不应忽视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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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选址分析 

董静  徐志 

【摘要】城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主要解决出行者短途出行、公交车“最后一公里”接驳以

及游客观光游览等问题。本文对国内外自行车租赁系统中成功和失败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对城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选址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出影响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布局的因素。 

【关键词】公共自行车  最后一公里  慢行系统  低碳  选址 

1. 引言 

为了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城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作为一项应对措施应运而生。它主

要解决出行者短途出行、公交车“最后一公里”接驳以及游客观光游览等问题。但是，在我

国的很多城市，自行车租赁点的设置缺乏足够的经验，现状发展情况还难以满足市民的出行

需求。 

2. 城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简介 

公共自行车系统又被称作公共慢行系统。作为城市运输系统的一部分，由公共自行车租

赁点、公共自行车、调度中心、运输车辆、车辆停车场以及通信系统等组成，用以提升城市

公共运输系统的可达性。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通常由政府在城市内设置若干个公共自行车租

赁站点，通过整合公共交通系统以及为市民提供免费或者廉价的自行车租赁服务，来减轻市

区拥挤地带或者其他区域内的汽车在短途出行中的使用，从而缓解交通拥堵，达到减少噪音

和空气污染的目的。 

公共自行车系统被看作是一个能够满足出行者需求并且能够整合到其他公共交通中去

的创新的市内交通工具。出行者可以凭借通过注册和认证的卡或证件，在任意一个租赁站点

借车并异地归还。推行公共自行车系统可以帮助减少尾气污染、缓解城市道路交通拥堵，有

效缓解公共交通的“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在轨道交通网络形成一定规模后，公共自行车还

提高网络覆盖率和城市道路利用率，有效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提高城市的绿色竞争力。 

3. 国内外自行车租赁系统研究及发展现状 

随着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不断发展，国内外学者对城市自行车租赁系统的研究不断完

善。研究人员以国内外不同规模的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居民的出行行为特征及公交站点、地

铁站点和自行车租赁点分布进行研究，探寻出不同租赁点的性质、功能等属性，探讨了居住

点与租赁点位置的空间和数量关系，并对改善当地的自行车租赁点的位置布局提出可行的对

策和建议。目前，国内学者对自行车租赁系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自行车系统使用和运行

情况[1-2]、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布局模式[3-4]等方面，国外学者则注重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中自行车辆的安排[6]以及自行车租赁点布局的研究[7-8]，目前我国在该领域研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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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国内外典型城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布局简介 

国外的自行车租赁系统起步较早，在欧洲的伦敦、巴黎和阿姆斯特丹等多个城市，公共

自行车租赁系统都被纳入了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荷兰有总长约 3000km 的自行车专用道和

联网租车站。哥本哈根市中心约有 150 处专为免费自行车设置的存车处。英国自行车租赁业

务很发达，许多外国游客使用自行车环游英国，家庭或者团体租车还可享受特殊优惠，首都

伦敦还可以通过短信来实现租车服务。巴黎有超过两万辆自行车散布在全市 1450 多个租车

站，这意味着每隔 200 多米就有一个联网租赁站。巴黎的自行车专用道路总长为 371 公里，

分布在巴黎市区的大街小巷。为方便顾客，巴黎的租车点都是 24 小时开放，而且是电脑化

运作，并同时提供法语、德语、英语和中文等多种语言的提示结账服务，以方便不同国籍的

租赁者的使用[9]。巴黎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如下图所示： 

      

图 1  巴黎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城市也掀起了一股建设“公共自行车”系统的热潮，北京、上海、

武汉、杭州、广州等城市相继推出了“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南京也在酝酿实施公共自行

车租赁系统，希望用以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延伸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 

国内杭州市在自行车租赁系统实践方面经验最为丰富。杭州市的服务点由固定标准式服

务点和移动便捷式服务点构成。固定标准式服务点分布在西湖风景区、城西、城北三个区域，

采用“通租通还”方式；移动便捷式服务点集中在人流密集的湖滨地区和吴山广场，采用“原

地租还”方式。在杭州，西湖风景区、湖滨地区、吴山广场三个区域人流量大，外来人员集

中，短距离出行需求旺盛，三个区域自行车租用次数占总租用次数的 88.9％，因此，累计租

用次数最高的 15 个服务点均集中在此。杭州市的公共自行车系统自实行至今，已经由原来

的只是在景区设置，扩大到遍布全杭州市的 800 多个站点，且站点的数量还在不断地增加，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城市的“行路难和停车难”的两难问题，有效的减少了汽车尾气排

放量，提高了城市的绿色竞争力[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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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杭州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3.2 国内外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布局经验分析 

从成功案例巴黎和杭州两个城市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布局的实践来看，我们不难找到其

共同之处： 

3.2.1  密集的站点 

巴黎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租赁点布局密度达到 11 个/平方公里，租赁点间距约 300

米；杭州的租赁点则近 200 个，租赁点服务半径为 300-500 米，在核心区范围内更是达到

100 米。而反观遭遇停租的常州公共自行车租赁服务，租赁点原计划安排 400 个，但是到停

租时，却都没有达到十分之一，给市民的租车带来极大的不便。可以说，租赁点规模是杭州

和巴黎公共自行车系统成功的重要因素，合理、密集的租赁点真正做到得了“随借随还”，

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的租借和还放。 

3.2.2  智能的管理 

杭州的管理系统有两大特色，一是建立了“空满位实时报警系统”，当服务点自行车满

位率大于 80%或小于 20%时，该系统将会通过实时信息传输进行自动报警，然后通过视频切

换、后台监控，使公共自行车服务中心能够及时掌握服务点空、满位情况，为准确配送自行

车提供依据。二是开通了短信服务平台，提供更多的信息沟通渠道。如果市民有投诉、咨询、

建议或挂失车辆，都可编辑短信，公共自行车公司会在 3 个工作日内给予回复。智能的管理

系统更加提升了市民对公共自行车使用的方便性。 

3.2.3  合理的收费 

杭州自行车租赁系统采取分时长的收费方法，1 小时之内为免费，1~2 小时为 1 元、2~3

小时为 2 元，3 小时以上则每小时 3 元。这种根据时长收费的方法一方面不会影响到市民使

用自行车的热情，另一方面也实现对使用时长的调控，鼓励短时使用，提高了每车使用的周

转率。巴黎的收费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 

4. 城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选址问题分析 

在我国的很多城市，自行车租赁点的设置缺乏合理性，难以满足市民的出行需求，有些

地方的站点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而另一些却又存在能力严重过剩的浪费现象，这使得多数

城市的自行车租赁系统在最初的繁华之后最终不得不从城市消失。另外，并不是所有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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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合适推广自行车服务，如大连、青岛、重庆等地势起伏大的城市对自行车的使用需求很小，

不适合推行公共自行车服务[11]。总结各城市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我认为在公共自行

车系统的规划和布局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4.1 多数城市的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定位不合理 

我国的很多城市仅将自行车租赁系统定位在“解决最后 1 公里”的问题，其实这一定位

并不适合所有的城市。对于特大城市、大城市而言，由于出行距离较长，市民在乘公交出行

时，可以接受一定换乘带来的一定时耗，自行车换乘公交出行的比例会较高。但是对于中小

城市而言，其出行距离本身较短，通过自行车换乘公交出行方式很少，“解决最后 1 公里的

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 

公共自行车租赁除了考虑与公交的换乘外，可更多地考虑与旅游休闲、康体健身目的出

行相结合，以更大范围的拓展公共自行车的功能。此外，公共自行车只能是城市交通的补充，

市民出行的根本出路，还是要依赖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的发展，如杭州市每日 5 万人

次的租车频次，占城市总的出行量的份额仍然是非常少的。 

4.2 公共自行车系统要有适度的规模 

从欧洲的实践经验来看，在系统实施初期，由于租车点不够密集、覆盖范围不够大。自

行车的日均使用次数相对较低，但随着系统扩大，使用次数逐渐增加。当自行车租赁点的布

点密度逐渐扩大，在达到一定的程度后，其规模效应便逐渐显现。巴黎和杭州的成功也印证

了这一点。市民选择公共自行车主要就是图个方便，“租车难”、“还车难”中的任何一点都

会使得公共自行车的服务大打折扣，因此自行车租赁点的布局一方面需要达到一定的规模，

另一方面不仅要考虑与公交站点的结合，还要考虑与住宅、公建、景点等人流产生、吸引点

结合，从而更好地解决“两头难”问题。 

4.3 科学的规划是系统高效运行的保证 

在欧洲，几乎所有的系统都出现过高峰时段租不到车或无法还车，让使用者等待时间延

长的情况。另外，一些租车点则出现使用率过低的现象，导致自行车空置浪费。为此，系统

可以采用动态调度方法，，虽然增加成本，但不失为一个解决办法。系统建设前需搞清楚需

求规律，并进行科学规划，这样系统的自我平衡能力就比较强，所需调度工作也相应减少。 

4.4 路权需要得到保障 

自行车专用车道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的滞后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自行车专有路权

难以得到保障的重要因素，很多城市为满足小汽车的行驶和停放而压缩自行车道，恶化了自

行车的骑行环境，即使提供了公共自行车服务，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建议将公共自

行车的规划纳入到城市慢行交通系统规划中来，在发展定位、规模数量、路权保障等方面统

筹协调，让公共行车服务真正做到“停的方便、行的舒适”。 

4.5 先进的技术手段是必要的 

公共自行车系统成功的重要因素是方便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用者能够很

容易的租车和还车。二是使用者能随时知道使用过程中所需信息。由于的大多城市实行会员

制，因此每次租、还车只需刷一下卡就能完成身份认定，所有租车点都通过网络与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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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通，从而实现异地还车。使用者也可以通过网络、电话、租车点终端获得实时信息。这些

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服务手段，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吸引力。 

5.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布局影响因素 

通常来讲，城市自行车租赁系统的布局主要受到城市结构、用地形态、道路网形态、道

路等级分布等不同因素的影响[12]。其中，主要影响因素包括： 

5.1 城市结构 

城市空间布局、经济产业分布、地理区位和自然条件等因素是决定租赁点线网布局结构

选择的主要依据。因此租赁点的分布和总体结构取决于城市空间体系布局。同时，城市的经

济产业的发展及分布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客流的产生和流向，从而决定了租赁点的

布设位置。 

5.2 路网和公交线网布局 

城市现有路网和公交轨道网是进行自行车租赁点布设的基础。公共自行车作为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的补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更好的与公共交通进行衔接，一旦确定就不便再作更

改，所以在确定租赁点位置时，要充分考虑土地的利用情况，结合该地区的道路网规划，以

城市的路网和公交轨道为依托，以城市公交线网规划为前提，在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合理布设。 

5.3 使用者步行时间 

从使用者的角度来说，希望公交站点离自己的出行源点更近一些，同时又希望停站次数

更少一些，因此如何使有限的租赁点满足能够更多使用者的出行和使用需求，也是影响自行

车租赁点布局的重要因素。 

5.4 自行车租赁需求量 

自行车租赁需求量是进行站点布设、规模设定的主要依据。在进行租赁点规划时，需要

在对规划区域的客运需求量进行充分的分析和预测的基础上，对区域中的租赁点位置进行调

整和确定，并根据网络中站点需求量的大小确定站点的规模及主次，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同规

模的的租赁点网络布局。 

6. 结语 

近年来，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难以运营下去的现象在大城市中越来越显得普遍，而租赁

点的布局不合理问题则是这众多问题中十分突出的一点。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的定量

研究少之又少，因此本文在此仅仅是抛砖引玉，未来的研究应该多放着眼，合理、适度地规

划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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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公共自行车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借鉴深圳市出租车管理经营模式 

王晓波 

【摘要】随着深圳市机动车及小汽车保有量双破 200 万辆，抑制市民小汽车出行，增加公共

交通出行已成为解决城市拥堵的路径之一。在深圳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打造成为“步行和自

行车交通系统示范城市”及“公交都市示范城市”的时机，公共自行车与出租车作为公共交

通的组成部分，通过借鉴现有典型公共自行车城市发展模式及分析深圳市出租车运营模式，

对深圳公共自行车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策略及建议，将公共自行车打造成为“公交都市”重

要一环。 

【关键字】深圳公共自行车  出租车  可持续发展 

1. 引言 

2011 年，深圳成为第二批 “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城市”及首个国家部委与地

方城市共建国家“公交都市示范城市”。同年深圳交通运输委员会出台城市交通白皮书，在 

“十二五”期末，深圳将基本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架、常规公交为网络、出租车为补充、慢

行交通为延伸的一体化都市公交体系，让公共交通成为城市交通出行的主导方式。在深圳准

备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背景下， 2011 年底及 2012 年初，深圳机动车保有量及汽车保有量

双破 200 万辆，让深圳机动车保有量全国排名第八，汽车保有量也仅位居北京之后，全国排

名第二，其中汽车保有量在机动车保有量中占 98.2%，而结合城市建设用地，深圳机动车密

度已位居全国第一。因此在深圳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打造成为“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

城市”及“公交都市示范城市”的时机，公共自行车与出租车作为公共交通的组成部分，通

过借鉴现有典型公共自行车城市发展模式及分析深圳市出租车运营模式，对深圳公共自行车

可持续发展提出相关策略及建议，将公共自行车打造成为“公交都市”重要一环。 

2. 深圳自行车发展情况 

2.1 自行车出行基本情况 

深圳现状主次道路长度约 2000 公里，有自行车道的道路长度仅为 335 公里（如图 1），

只占现有主次干道长度 17%，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地区。通过历年深圳居民出行调查（如图

2），1995 年以前自行车还作为深圳主要交通出行方式之一，在 1996 年深圳进入城市高速发

展期后，道路三块板的工程改造，新建及改造道路取消了自行车道设置，增加机动车道供给，

让小汽车和公共交通快速增长，使得自行车出行在 2005 年降到只有 4%。但从 2007 年开始，

市政府对低碳出行、慢行交通发展的鼓励重视，至 2010 年自行车出行升至 6%，有逐渐复苏

的趋势。 

根据 2010 深圳居民出行调查，居民非机动化出行比例与其他城市相当，但自行车出行

比例过低，而步行出行达到了 50%，远高于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如图 3），并且 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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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内短距离出行仍是主要交通出行需求，约占 75%，因此自行车出行有很大提升潜力。 

同时随着深圳被纳入第二批“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城市”，依据已编制完成的《深

圳市绿道网规划》及在编的《深圳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及设计导则》，2020 年深圳规

划主次路网长度 3202 公里，含有独立自行车专用道的为 2040 公里，将占全市规划主次干道

长度 57%，城市绿道及区域绿道 820 公里（如图 5、图 6），为自行车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支撑。 

 

图 1  深圳现状自行车道及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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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深圳市历次居民出行调查出行方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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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深圳市与其它城市出行方式结构对比 

 

 
图 4  2020 年深圳市自行车道网络 

 

 
图 5  2020 年深圳市绿道网络 

2.2 现状公共自行车租赁试点片区状况 

目前深圳公共自行车租赁试点片区分布在龙岗的大运城周边、南山蛇口地区及盐田片

区，三个片区由不同机构运作，公共自行车型号及刷卡系统均不同，系统不可互联。龙岗大

运城公共自行车服务点主要是围绕大运城周边区域，有9个服务站点400辆公共自行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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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投入服务，无需办理租赁卡，直接交纳现金，服务时间免费，平均租借 160 辆/日。

南山蛇口地区公共自行车服务点主要围绕蛇口地区，有 21 个服务站点 500 辆公共自行车，

需办理租赁卡，日均周转率 5 次/辆，主要以周边居民租借为主。盐田区公共自行车服务点

共有 250 个服务站点，投入 5000 辆公共自行车，需办理租赁卡，相比龙岗与蛇口公共自行

车，盐田公共自行车系统已成网络，日均租借辆达到 13 次/辆。 

龙岗大运城公共自行车因为是 2011 年作为大学生运动会配套设施建立，周边用地开发

不完善，目前主要以休闲健身为主。蛇口公共自行车站点规模及车量数少，办卡点不便捷等

原因，影响市民广泛使用。而盐田公共自行车自 2011 年 12 月投入至今，由于站点覆盖密度

高，投入车量大，已成为当地居民主要出行交通方式之一，但盐田运营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覆盖 2.5 平方公里范围，区政府在前期就投入 5000 万建设公共自行车网络系统，每年预算

维护费用需要 500 万，此种运营方式如果在深圳全展开，前期建设就需投入过百亿，维护费

每年也需过亿，这对政府财政是一种较大的压力。 因此深圳要大力发展公共自行车，让其

可持续发展成为关键因素。 

3. 国内外典型公共自行车运营模式 

根据现有公共自行车城市的运营模式，大至可分为四种运营模式，其代表城市分别为巴

黎、杭州、武汉及株洲。 

3.1 政府建设及运营外包模式 

该模式是以政府的部分资源，如户外广告、土地资源投资等换取外包企业全额负责公共

自行车系统的建设及运营费用，其中典型案例是巴黎。 

巴黎：德高企业通过置换巴黎约 1600 块户外广告牌十年独家经营权，前期投入一亿欧

元在巴黎启动了公共自行车项目，里面包含了 2 万辆自行车与 1800 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及

未来 10 年修理费和维持项目运转职工工资，公共自行车租金收入归市政府所有，德高企业

能完成自行车维护工作，市政府将分给德高企业 12%租金收入。此种模式下巴黎公共自行车

大受市民及游客欢迎，较成功的抑制了小汽车的过度使用及改善了市民出行条件，目前已成

为巴黎人出行的交通三大工具之一，每年租车人次达到 6000 万次。 

3.2 政府建设，运营外包模式 

该模式是政府负责投资公共自行车系统前期建设，运营管理外包给企业，同时给予外包

企业一定的政策支持，其中典型案例是株洲。 

株洲：2011 年 5 月，株洲市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正式启动，至 2012 年底，政府已投资

1.54 亿用于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共投入 16000 辆公共自行车，布设 982 个公共自行

车租赁点。此种模式下株洲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迅速得到当地市民的欢迎，在短短的一年里，

租赁办卡人数达到 16.8 万人，每年租车人次达到 3000 万次。而运营企业本身也是公共自行

车生产企业，通过政府将公共自行车系统 “对外输出”模式，把本地的公共自行车生产企

业进行外地推销，占领全国其他省份城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进行盈利，目前深圳的盐田区、湖

南的浏阳市已采用株洲产的公共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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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政府建设及运营模式 

该模式是政府负责投资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及经营，委托下属企业进行运营管理，收入

支出纳入政府财政，其中典型案例是杭州。 

杭州：杭州作为中国第一个引入公共自行车系统的国内城市，也是目前中国甚至全球最

大的公共自行车系统城市，截止至 2011 年底，已有约 6.6 万辆公共自行车，超过 2400 个公

共自行车租赁点，通过租赁点的广告牌及车身广告拍卖及政府补贴等方式进行运营。此种模

式下，杭州自行车日租用量达到 25 万次，已成为市民通勤出行的主要工具之一。 

3.4 政府公益事业运营模式 

该模式是政府将公共自行车作为政府公益事业，基本免费让市民使用，通过财政补贴方

式将建设及运营外包给企业，其中典型案例是武汉。 

武汉：2009 年，武汉市政府将免费自行车列为为市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于 2011

年底，建成 1218 个自行车服务点，累计投放 7 万辆自行车。前期服务点建设及自行车购置

均由外包企业自行完成，允许运营企业通过拍卖车身广告及服务亭广告等方式回收成本，同

时从 2010 年开始，运营企业每建新服务点，政府补 10 万，每增一辆自行车，政府补 100

元。此种模式下，办理租赁卡超过 40 万张，自行车日租用量为 13 万次。 

对比以上几处典型公共自行车城市建设及运营，杭州由于超八成以上公共自行车使用在

免费时间内，使得月运营成本达到数百万元，而运营收入仅为几十万元，2010 年通过招标

将公共自行车服务棚、车身广告五年经营权拍得 2800 万/年，并每年递增 10%的价格，但政

府还需每年财政补贴上千万，仅 2010 年杭州政府就补贴五千万于公共自行车系统，目前主

要依靠政府补贴运营。武汉公共自行车作为政府公益事业，实行让市民免费使用政策，一开

始推行时受到市民欢迎，但后期由于服务亭租赁服务时间较短，收取押金，自行车骑行道路

条件不好等问题，由一开始的日均租用量 25 万次跌到现在 13 万次，而运营企业鑫飞达集团

从 09 年至 10 年已累计投入一亿元，且每天运营成本 10 万元以上，加上自行车维护费用日

益增加，已出现了运营困难的局面，目前靠政府补贴及相关政策支持进行运营。株洲“对外

输出”模式正处于起步创段，目前通过政府层面的对外推广，已与其它要建公共自行车的城

市签订了 30 亿订单，但毕竟“对外输出”模式受生产企业整体产能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

是否成功还有待时间验证。只有巴黎公共自行车是处于良性发展局面，其与杭州、株洲及武

汉公共自行车发展不同在于其租赁系统采取了合理的收费制度，让公共自行车不是免费使

用。首先在巴黎办理公共自行车租赁卡，先需交纳 150 欧元的押金及有信用卡但保，办卡同

时需要收取租卡费，分为年卡 29 欧元，周卡 8 欧元，日卡 1.7 欧元，而且不同于杭州、株

洲及武汉租赁公共自行车前一小时免费制度及超时扣费不完全扣除押金制度，巴黎只有前半

小时是免费使用，其次超时不仅要扣费，而且超过 24 小时还车，将完全扣除押金。因此巴

黎公共自行车虽然也面对高维护和高运营成本，但因为自行车使用人数众多及收费办卡业

务，每年给政府带来超过 3000 万欧元运营收入，并且此种租赁模式的成功使得巴黎在 2011

又推行公共电动汽车租赁系统。巴黎政府通过不断完善增加各种公共交通工具，以达到进一

步抑制小汽车增长及缓解巴黎交通拥堵。 

因此公共自行车作为一项长久持续的公共交通系统来发展，其运营成本，站点需求必然

会随着人员的使用逐渐增加，这使得公共自行车发展城市需考虑怎样的发展模式才能给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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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最大便捷性，给政府带来财政支出合理性，而只有找到合适自己城市发展的公共自行车

发展模式，才能给政府及市民带来双赢局面，也才能让公共自行车可持续发展。 

4. 深圳出租车（红的）管理模式 

深圳出租车共分为红的及绿的两种，其中绿的只能在深圳二线关外区域经营（即龙岗区、

宝安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大鹏新区、坪山新区），红的可以在深圳全市经营。根据 2010

年深圳居民出行调查，深圳 2005 年公共交通（含常规公交、地铁）分担率由 44.2%降到 2010

年 38.3%，出租车反而由 3.3%升至 3.7%，每天有超过 55 万人次搭乘出租车出行。通过研究

有超过 24 年历史的红的发展模式，从中分析值得深圳公共自行车发展过程中借鉴的几点经

验。 

4.1 深圳特殊人口结构 

从深圳成立特区三十年来，一直是以流动人口占主导人群的城市。在 2010 年深圳人口

普查中，全市流动人口达到 1200 万人，户籍人口为 280 万人，人口密度已位居全国首位，

同时根据深圳统计局资料，2011 年深圳人均工资 4237 元，全国第三，仅次于北京和上海。

因此在流动人口占多数及工资收入相对较高前提下，虽然红的运营起步价及公里价均是全国

最高，但不影响市民选择出租车出行。此种特殊的人口结构，为出租车提供了良性发展土壤。 

4.2 红的牌照拍卖制度 

深圳红的是以前期政府通过市场拍卖机制，让各企业竞争拍卖运营牌照，自然人不能竞

投，一车一牌照拍卖，后期由获得牌照的企业独立负责投资及运营，政府只负责规范运营市

场及统一运营价格。通过此种拍卖机制及政府只定规则，尽可能最小限度的市场干预背景下，

红的牌照价格由 1988 年 1.9 万元/个(无限期使用权)，升至现在接近 100 万元/个(12 年使用

权)的价格。而政府通过牌照拍卖制度，仅在 2000 年后拍卖红的运营牌照就获利 18 亿元以

上。 

4.3 运营企业员工承包制度 

深圳现有约 79 家红的运营企业，共有约 13500 辆出租车，通过司机与运营企业签约承

包合同，前期交纳 10-12 万租车费押金给运营企业，另每天需在交纳 500-600 元租金给运营

企业，而油费和维修费用都由司机自己负责，运营企业只负责车种保险及帮司机交纳最低的

保险金。此种制度等于司机先将购车金交给运营企业，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除了购买车种保险

及员工保险外，其他成本都归司机负责，变相降低了企业前期投入成本及运营成本。而司机

每月上交超过 2 亿元的租金给运营企业，使得运营企业平均每年盈利超过 1500 万元。 

5. 深圳公共自行车可持续发展经营模式 

通过对各典型公共自行车城市经营模式及深圳红的经营模式，结合深圳居民结构特点、

市民出行需求及自行车交通系统发展规划方案，为深圳公共自行车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五点

发展策略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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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分析需求、结合规划，吸引市场企业运营 

政府可对市民中短距离出行交通工具、中远距离的交通接驳工具及市民需求公共自行车

意愿进行详细的分析调研，吸引有意愿参于公共自行车运营的企业了解市场需求，如通过对

各轨道站点及公交场站自行车接驳现状需求进行调查分析，现状轨道站点中就有 29 个站点

有电动自行车非法拉客运营，价格高达 5 元/公里（如图 6）。同时在居民自行车出行意愿调

查中，超过 80%的被调查者支持在深圳发展自行车交通，并结合远期相关自行车发展规划，

如《深圳市绿道网规划》及《深圳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及设计导则》，让市场企业了

解将来政府对自行车发展态度及未来规划。 

 
图 6  现状轨道站点周边电动自行车拉客示意图 

5.2 政府统一租赁网络建设标准 

在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建设上，政府统一公共自行车网络系统建设标准，设定公共自行

车外型最低标准，同时可结合深圳自有自行车生产企业，如美利达、喜得盛等知名品牌进行

协议合作，即可降低建设成本，又可扶持本土企业。在建设标准上重点包含公共自行车辆标

准及刷卡系统标准，允许经营企业自行选择符合或高于标准的公共自行车及刷卡系统，可以

让企业因不同的服务环境自行调节公共自行车档次，以达到吸引不同骑行目的的群众，对不

同档次或功能的公共自行车设定型号识别系统，收取对应的使用费用。 

5.3 政府拍卖运营牌照，经营企业自行选择运营方式 

政府实行运营牌照拍卖制度，一牌照对应一服务点，允许不同类型企业进行竞争投标。

政府只负责道路自行车道改造或建设，公共自行车服务站点建设及车辆数由企业自行负责购

买安置。牌照拍卖只涉及服务点个数及公共自行车投放下限，不涉及具体建设地点。如政府

拍卖 50 个牌照，牌照允许企业在可建设公共自行车服务点的公共资源上任意布 50 个租赁服

务点，至于运营企业是在何处区域布设租赁服务点，服务点网络是线型或环型，服务点之间

的距离均由企业自行决定。而为了保护企业的良性竞争，避免出现因某些片区租赁服务点过

度集中问题，每个租赁服务点间距需大于一定范围值（由政府经过现场评估或调研进行规范

设定）。在一定时间对租赁服务点进行评测，不合格者取消牌照资格。 

5.4 办卡收费由政府负责，结合深圳通卡系统 

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应关联深圳通卡系统，让深圳通刷卡有一定优惠，鼓励公共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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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交接驳的一部分运行，提高市民使用公共交通积极性。并结合深圳是流动性较大的移

民城市及旅游城市，建议租赁卡用信用卡交纳押金，考虑到牌照制度多企业共存，因此押金

收退均由政府统一负责，然后将相应的押金在由政府转交给运营企业，通过投入规模及服务

点多少进行比例分配，租赁办卡点可设在公交首末站及轨道站点。 

5.5 政府给予运营企业一定优惠政策 

政府充许服务站点根据需求增加公共自行车投放数量，并对一定的规模进行用地资源补

贴，充许运营企业结合服务点建设建筑物进行日用品销售，如打包式快餐、小吃、报刊等（政

府控制用地及建设规模，具体建筑类型结合周边用地开发需求进行指引），允许运营企业将

销售经营权承包给个人或其他相关企业，但对外责任统一由运营企业负责。同时可利用车身

及服务点进行广告牌经营，并对服务水平较高的租赁服务点进行一定比例的现金奖励。 

5.6 租赁系统由政府统一收费标准 

租赁业务借鉴巴黎模式，办理租赁卡收取租卡费用，如深圳通就采取租卡费业务，每月

5 角。因此建议租赁卡分为日卡、月卡和年卡收取不同费用，结合现状公交巴士平均价格为

2 元、地铁 2 元起价，可收取日卡 2 元、月卡 10 元、年卡 50 元（具体价格可市场调研后确

定），此笔费用由政府统一收取，然后结合服务点自行车使用次数，政府将租卡费用按比例

分给各运营企业。同时对公共自行车不同的类型及使用时间进行区别扣费，如在城市绿道上

以休闲运动为主的公共自行车可以收取高于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普通公共自行车费用，并根

据骑行环境不同可设定不同的收费时间，如城市绿道租用时间以每小时为单位，而城市道路

租用时间以半小时为单位，具体的价格由政府及运营企业共同商定。  

6. 结束语 

通过深圳公共自行车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主旨在国内开创新的公共自行车发展模式，

让政府减少财政投入，主导市场方向及制定规则，由市场企业发展公共自行车，提高公共自

行车运营能力及引导市民合理使用公共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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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站点慢行交通设施衔接规划研究 

杨梅  王峰  鲁亚晨 

【摘要】轨道交通站点的换乘衔接条件直接影响轨道站点的服务水平，慢行交通作为轨道交

通衔接方式中的末端方式，应充分体现精细化、人行化特征。当前部分内地城市对轨道站点

与慢行交通的衔接重视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车站服务品质。结合国内外成功经验，阐

述了慢行交通与轨道换乘的重要性，并对慢行设施布局原则、规模测算、布局要领进行了探

讨，应用实例说明公共自行车、步行通道规划在轨道站点换乘衔接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轨道交通  慢行交通  公共自行车  步行通道  换乘衔接 

1. 概述 

随着我国各大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轨道站点换乘衔接的规划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从

系统论的角度出发，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大容量、骨干型客运系统，其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与

城市其他交通方式统筹协调、一体化设计，实现与其他交通方式的便捷换乘，有效缩短乘客

旅行时间中的换乘衔接时间，提高客运换乘效率，发挥整个交通运输系统的集疏散功能。 

在轨道交通站点换乘衔接方面，国内不少专家学者均有研究。李洪斌等人从轨道交通无

缝衔接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轨道线网站点功能分区，建立不同区域的换乘衔接策略，重点对

公共交通、P+R 及 K+R 停车换乘深入探讨。吴娇蓉等人对城市建成区轨道站公共换乘设施规

划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公交换乘客流的特点、分布进行研究，提出轨道站公交换乘合理布置

的方法。还有不少学者对轨道交通枢纽站与城市对外交通、公共交通、私人交通的衔接模式

进行研究。可见对轨道交通换乘衔接的重视过于集中对公交、出租车、小汽车等机动化方式

的规划研究，而慢行交通作为最后一公里的必经换乘方式，对其与轨道交通的换乘衔接重视

度尚且不够。 

在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趋势下，轨道交通站点不仅仅是多种交通方式间系统组合，站点

枢纽功能的延续开发，使其逐渐成为商业中心、娱乐中心及服务中心，乘客可在车站内完成

日常工作及购物娱乐等社会活动。因此，轨道交通站点换乘衔接应更多地考虑以人为本，重

视慢行交通设施的规划布局，改善步行环境，提高便捷性、舒适性、连贯性。 

2. 慢行交通与轨道换乘重要性 

在轨道交通枢纽站的接驳方式中，步行交通是所有接驳交通方式中的末端方式，自行车

是仅次于步行交通的能够解决好轨道交通最后 1 公里问题的接驳方式。做好轨道交通枢纽站

慢行交通设施的接驳，不仅有利于乘客舒适便捷实现换乘，而且能够体现轨道站点换乘接驳

系统的品质。 

第一，慢行交通是实现轨道交通“门到门”的必经途径。在轨道交通的换乘衔接方式中，

常见的公交、小汽车换乘方式并不是实现最终的门到门服务，自行车具有灵活、便捷，在城

市机动化发展的大背景下体现出可达性、准时性高的特点，而步行通道是乘客使用率最高的

慢行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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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慢行交通是解决轨道最后 1公里的最佳选择。由于速度、特点和服务效果的差异，

不同的交通方式对应轨道交通枢纽站点的不同服务圈层，根据研究资料的统计，大致可以分

为四个圈层，分别为步行服务圈、自行车服务圈、公共汽车服务圈以及小汽车服务圈。在轨

道交通换乘衔接的方式中，步行和自行车能很好地解决最好 1公里的问题，也是最直接影响

换乘舒适性的交通接驳方式。 

表 1  不同交通衔接方式的服务范围表 

接驳方式 速度（km/h） 圈层最大半径（km） 

步行 4 0.8 

自行车 10-14 1.8-2.3 

公共汽车 16-25 2.6-4.1 

小汽车 40-60 6.6-10 

第三，慢行交通是轨道交通绿色换乘的体现。由于机动化引起的城市环境的恶化及污染

的加重，交通系统的建立本着绿色环保、以人为本的理念。绿色交通是指为了减少交通拥挤、

降低污染、促进社会公平、节省建设维护费用而发展的低污染、有利于城市环境的多元化城

市交通系统，也是一种能够使经济社会活动协调发展的交通运输系统。轨道交通换乘衔接模

式中，绿色交通工具按照优先级排序，依次为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出租车、私人机动

车。可见步行、自行车是最为绿色环保的接驳交通方式。 

最后，慢行交通能实现与轨道综合体的相互引导。慢行交通的优势在于其速度相对较慢，

现行轨道交通站点一般会进行综合开发，衍生为商业、服务和娱乐的中心，慢行交通设施的

合理布设可以为轨道综合体吸引更多的乘客“慢下来”、“留下来”。 

3. 国内外的经验借鉴 

3.1 现状慢行交通与轨道衔接的问题 

现状国内轨道交通与慢性交通的衔接上主要存在较多不足。除了用地控制，规划管理，

建设体制等方面的问题外，布局设计主要体现出以下问题： 

3.1.1  完整性不高 

主要体现在步行系统不连贯。慢行系统内部自身存在的相互干扰的问题，如公共自行车

的布点侵占人行空间，更有占用盲道的现象。 

3.1.2  设施容量限制 

主要体现为公共自行车的供应不能满足轨道站点短时客流疏散的需求，自行车停车场受

用地限制规模难以扩大。 

3.1.3  舒适性不高 

慢行系统中的步行通道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设计，往往路线较长，与周边建筑的结合考

虑少，难以做到无缝衔接；自行车系统的布点离地铁出入口较远。推行距离长，且无遮风挡

雨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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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缺少方向性考虑 

慢行系统有其独立的空间，进出站的客流方向性明显，公共自行车的布置要充分考虑方

向性问题，统筹协调，合理布设。 

3.2 国内外经验借鉴 

香港轨道交通系统全长 168.1 公里，由 9 条市区线共 84 个车站组成，日客运量达 400

万人次。轨道交通方式是人们出行的首要选择方式，通过轨道车站可以实现与常规公共交通、

道路网络、公共空间、慢行系统的便捷换乘，在港铁现有 84 座车站中，60 坐车站设置了人

行接驳系统，并不断扩大全天候的连廊系统。为加强车站的接驳网络服务，在地铁车站 500

米服务半径内，共设置了 13 坐人行天桥，将地铁车站与附近屋苑直接接驳。在某些综合开

发规模比较大的车站，在上盖裙楼里专门提供一层，布置花园和步行系统，为市民提供舒适

的公共活动空间和方便的步行接驳系统。步行接驳通道不仅体现在对于站点接驳通道，还体

现在对站点周边支路网络系统的步行品质要求，强化对步行系统连续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的

要求。同时，通过步行接驳系统的完善能更多、更好、更广泛的服务于接驳客流。  

   

图 1  地铁站步行通道 

慕尼黑卢尔广场地铁车站是—座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化交通轨道综合体。车站设于地下，

共 5 层。地下第—层为设有商业、花坛、假山的地下街，面积约 10000 多平方米，用自动扶

梯与地面联系；地下第二层为商店货场和带有货车通道的仓库，以及高速铁路通过的检查站；

第三、四层为高速铁路车站，站台长 200 米，宽 34 米，并设有停放 800 辆汽车的停车场；

第五层为地下铁道、通风、排水设施。地面则与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衔接。并设有一个小型

自行车停车场。整个车站的慢行环境舒适宜人，且中心区鼓励通过自行车等私人交通方式进

行接驳。 

 

图 2  地铁站自行车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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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借鉴： 

◇提供便捷性、舒适性和安全性的步行接驳通道。轨道站点的步行接驳通道兼顾了交通

设施间的接驳，做好步行接驳系统直接体现了轨道站点换乘接驳系统的品质。 

◇轨道站点与周边建筑体的复合功能。尽可能提高城市的机能，实现综合开发，通过轨

道站与城市建筑物的复合空间，将多种功能不同的设施和枢纽结合在一起，实现城市有限空

间资源的充分利用。如在相邻建筑及商场布置自行车停车场。 

4. 慢行衔接设施布局要点及容量预测 

4.1 慢行衔接总体要求 

换乘舒适、安全和换乘时间最短是轨道站点换乘衔接的总体目标。根据站点所处在地区、

用地服务功能和交通功能的不同，可将站点分为综合枢纽站、交通接驳站、片区接驳站、一

般换乘站四大类。不同的轨道站点类型具有不同的换乘衔接战略，慢行设施都是必选的衔接

模式。在预测远期换乘客流流量、流向的基础上，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选择能充分满

足换乘需求而又经济合理的方式。慢行交通系统规划应遵循以下原则：(1)满足换乘客流量

的需要；(2)尽量缩短乘客的步行距离；(3)充分考虑客流方向，创造连续的换乘条件；(4)合

理布置风雨连廊，努力提高舒适性与服务水平，吸引乘客：(5)结合环境与景观等因地制宜。 

  

图 3  地铁站慢行系统及风雨连廊 

4.2 慢行设施规模推算 

    慢行设施的规模需要根据换乘客流量进行预测。一般地，轨道站总的换乘客流量得

到后，慢行设施规模的推算关键在于确定其换乘方式分担率。一般对于新建车站，无法进行

实地调查。因此，可参照现有所属地域和周边开发功能较为相似车站的调查特征。各类换乘

设施的配置规模可作如下计算： 

4.2.1  步行通道 

15min 60
15

pds

Q
Q  

，

pdsQ
WP

v


 

其中， 15minQ
－高峰 15 分钟所有步行需求（人）； 

pdsQ
－单位时间步行人流需求（人/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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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单位宽度步行通道人流量（人/m/h）； 

WP－步行通道宽度（m）。 

4.2.2  非机动车（统指自行车）换乘空间 

bi biS Q S   标  

其中， biQ
－非机动车换乘轨道客流量（人/日）； 

 －非机动车停车场最大瞬间利用率； 

S标 －每辆非机动车停车面积，通常为 1.5－2.0m2。 

其中，公共自行车在推算换乘空间时，需要充分考虑公共自行车的流动率，确定其合理

规模，与私人自行车共同满足非机动车换乘客流的需求。 

4.3 慢行设施规划布局要领 

4.3.1  步行系统 

步行作为短距离出行的最基本方式，是城市交通的主体。根据调查分析，我国大城市步

行交通占总出行的 40％，其可接受距离为 400-600 米，轨道交通因其快速、安全、准时、

舒适等优点，吸引范围可增大到 600-1000 米。根据研究发现，步行者在舒适的步行环境，

或以娱乐休闲为目的步行出行时，其步行距离可以扩大，因此在轨道站点布置步行系统时，

需要考虑建立以枢纽为中心，以独立人行步道为主干，具有良好导向标志的城市公关空间体

系，构成彼此连续的线形关系，采取“并联”和“串联”的方法与枢纽周围的公共建筑紧密

地结合起来，实现枢纽步行交通流的“不停顿流动”。步行系统规划原则： 

（1）对沿线道路断面进行优化，保证人行道的宽度； 

（2）增加必要的过街设施； 

（3）根据实际情况，在车站出入口与客流集散点之间建立直达通道； 

（4）设置必要的人行指示标志； 

（5）对步行系统进行景观一体化设计，形成舒适的步行空间环境。 

（6）在车站出入口客流较大处尽量顺出口方向设施风雨连廊，长度不宜大于 50m。 

4.3.2  自行车系统 

自行车相对于一般定点、定线、定时的公共交通而言，具有快捷、便利的特点，能够在

小街小弄里行驶，在我国城市公共交通整体服务质量不佳的情况下，自行车以其经济、方便、

灵活的特点，在客运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轨道交通枢纽自行车的合理服务圈层在 3 公里范

围内，在此范围内应为骑自行车者设计安全、舒适、方便的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接驳系统

规划原则： 

（1）尽量靠近车站出入口布置，位置明显容易辨认； 

（2）与交通功能协调，结合流向在道路两侧分开设置，避免自行车穿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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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结合车站周边建筑尽量布置在建筑侧面或背面； 

（4）一般不在人行道及大型广场上布置，确需在人行道布置的，建议布置在宽度大于

6 米的人行道外侧或道路绿化带上，距离盲道大于 30cm。 

公共自行车是慢行交通系统中的后起之秀，由于其便捷、低碳、经济、环保、节能减排、

绿色出行等特点在内地众多城市迅速发展。以杭州市为例，现有公共自行车约 6 万辆，单车

每日流动率基本为 6-10 次，其中龙翔桥、少年宫、西湖景区等区域高达 10-20 次/日。由于

轨道交通站点客流量大，随着地铁发车间隔的缩短、发车密度的加大，慢行接驳系统重要性

的凸显，轨道站点周边公共自行车的流动率将可达 15 次/日以上。因此公共自行车租赁点需

遵循上述布局要领外，更要重视公共自行车循环系统的建立，保证在高流动率的条件下乘客

能“借得到，还得了”。  

5. 规划案例——以杭州地铁古墩路站为例 

古墩路站为杭州轨道交通 2 号线西北端的一般型换乘站点，位于三墩大型居住区。地铁

客流以通勤客流为主，现状站点位于南北向城市主干路古墩路上，道路红线宽 40 米，两侧

绿化带宽 10 米。站点东侧为浙江省交通职业技术学校西广场，站点西侧为居住用地。古墩

路站周边现状已设有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出租车临时停车点、公交首末站等交通设施。 

根据古墩路站点的区位、客流特征、站点类型等，其换乘衔接规划的重点应做好慢行接

驳系统规划。处理好慢换乘行衔接系统与现状设施、规划站点出入口以及规划其他交通设施

之间的关系，根据客流大小设置公共自行车、私人自行车的合理规模，完善自行车系统，增

加轨道覆盖面；同时结合地铁车站解决行人过街问题，并保证步行空间的连续性。 

表 2  古墩路站慢行交通接驳设施规模匡算 

用地指标 

商业面积 （平方米） 居住面积 （平方米） 

1636808 1232214 

岗位（个） 居住人口（人） 

25664 15403 

交通方式结构 
步行 非机动车 

54% 20% 

远期交通出行量 
全日 高峰小时 

21700 4200 

设施规模 公共自行车 （个） 其他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平方米） 

比选方案 100 2200 

推荐实施方案 40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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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古墩路站换乘设施衔接图 

杭州作为国际风景旅游城市，发展慢行交通不仅有利于提升旅游城市的交通品味，还有

利于完善交通方式结构、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杭州的公共租赁自行车已成为市民出行换乘炙

手可热的交通工具。在轨道运营初期，站点周边公共自行车与私人自行车基本按照 1:1 进行

规划控制，通过古墩路站比选方案可见，公共自行车因其高流动率特征，相同数量的规划配

置可以大大节省站点周边接驳用地。 

随着杭州轨道交通的建设发展，慢行交通系统始终是众多轨道接驳方式中优先发展的对

象，站点公共自行车租赁设施将进一步加大，慢行廊道完整性将进一步深入，在轨道站点换

乘衔接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6. 结语 

总体而言，轨道交通与慢行交通的衔接规划是每个站点必选的衔接规划内容，精细化和

人性化的慢行交通接驳系统不仅可以提高轨道交通站点的服务效率，增加吸引率，提升站点

的服务品质，而且可以成为客流集散的主要区域，对站点的综合开发等带来更大的商机。因

此在建的或已建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在进行换乘衔接规划时要充分认识到慢行接驳系统的

重要性，重视步行廊道、公共自行车等的换乘优势，提前进行站点周边用地规划梳理与控制，

规范和完善站点周边的慢行衔接系统，给乘客提供一个舒适、连续、宜人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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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站点地区综合开发步行系统研究 

康雷 

【摘要】本文以综合开发的轨道车站周边步行系统为研究对象，提出步行系统的规划设计要

满足交通和城市两大功能，其中，交通功能应满足可达性、安全性、可识别性要求，城市功

能应满足舒适性、多样性、开放性要求。最后，以深圳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和香港中环地区

的步行系统为例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其它地区的步行系统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轨道  综合开发  步行系统  

1. 引言 

目前我国不少城市正面临人口快速膨胀、土地不断减少、交通日趋拥堵、环境持续恶化

的现状，以 TOD 模式为理念的轨道车站综合开发，对于合理利用宝贵而有限的土地资源、

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改善城市环境质量、促进城市健康有序发展可发挥较大的作用。但是，

轨道车站的综合开发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接驳设施设置不便利、步行系统不完善等。调查

数据显示，在到达城市轨道车站客流中，直接采用步行方式而没有经过换乘进入轨道交通站

点的客流量比例在 50%以上[1]，因此，步行系统的优劣和轨道车站的客流量有密切关系，本

文以轨道站点综合开发为切入点，并尝试提出完善的步行系统规划设计要点，为今后的规划

设计提供一些参考。 

2. 轨道站点地区综合开发趋势 

2.1 高密度、立体化 

轨道交通的诸多优势，必然导致周边土地的升值以及高强度开发，以香港地铁九龙站为

例，其周边 13.5 公顷的土地上建筑总量为 170 万平方米，容积率高达 12.6。这种高强度开

发，一方面最大限度的使用了土地资源，可以节约集约土地，另一方面也保证地铁车站有足

够的客流供给。而高密度的开发也必然带来了空间的立体化，站点周边除了地面活动空间外，

还有地下以及空中城市空间[2]。 

2.2 多功能的用地混合 

用地的多样性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多样性。轨道交通的可达性可以吸引大量人流，而

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功能需求，商业、居住、办公、休闲、娱乐等功能的配备都是不可或缺

的，这也是车站周边繁荣的重要保证。这些功能的相互促进以及在空间上的交混、穿插，可

以更方便人们的行为活动，激发城市活力[2]。 

2.3 宜人的城市设计 

传统的邻里、宜人的街道、舒适的公共空间、建筑尺度的多样性都是综合开发城市设计

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城市设计的好坏直接决定综合开发的成败，好的城市设计可以提高城市

的品质和韵味，为人们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休闲、购物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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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完善的交通接驳系统 

车站周边提供其它各种客运交通方式，可方便人们的换乘，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各种

接驳方式与车站之间无缝连接，特别是常规公交的接驳，实现地铁与常规交通的一体化，不

仅方便综合开发的居民出行，也增加了区域的活力，促进城市发展。 

2.5 便捷、开放的步行系统 

轨道站点的综合开发一般在以车站为圆心 200~300m 半径的圆内进行，良好的步行系统

是轨道交通客流的重要保证。便捷、开放的步行系统一方面有利于站点区域大量人流的疏散，

另一方面也促使站点区域步行空间舒适性和安全性的提高，有利于扩大轨道交通站点的步行

影响范围。 

3. 轨道站点地区综合开发步行系统规划要点 

总体来说，步行系统应该具有交通和城市两大功能，前者主要为人们日常出行提供便利，

保证人们快速安全到达目的地，强调目的性和方向性；后者主要为人们的自发性及社会性活

动提供场所及空间，保证人们足够的活动空间，强调休闲娱乐功能。 

3.1 步行系统的交通功能 

3.1.1  可达性 

强调通行便捷，轨道车站的出入口应与主要的居住、办公、商业场所直接相连，保证轨

道出行者与目的地之间的步行距离最短。如香港的中环地区，轨道车站出入口直接开在建筑

物内部或附设在建筑外围，人们不用出地铁站即可到达目的地。可达性的另一方面就是建立

高度连通性的步行系统，以车站为中心，串联周边主要建筑，建立地下、地面、空中全天候、

立体化的步行体系。 

3.1.2  安全性 

强调步行者的专属路权，行人交通流与其它交通流尤其是机动车流应分离，并且要有足

够的步行空间，天桥、地道以及建筑的二层连廊都是不可或缺的。以车站为中心，建立步行

主导区，提倡小尺度、高密度的路网结构，控制机动车的行驶速度；交叉口的步行过街距离

应尽量缩短或设置立体过街设施，步行保护的信号控制设计、无障碍设计都需精细处理；普

通步行道的地面铺装不求华丽，但应具有防滑功能；此外，步行道还应有充足的照明设施，

确保步行者在晚间行走的安全。 

3.1.3  可识别性 

可识别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地铁车站为起点，周边建筑为目的地，应建立完善的环

境导示系统，使用形象、风格、色彩统一的指示标牌，尤其是在道路交叉口，引导步行者确

立正确的方向感、位置感以及目的地的距离和方向；二是以地铁站为目的地，车站步行接驳

服务区内应有统一的标志牌，指示不同方向的行人从最佳的步行空间、以最近的距离到达地

铁车站。同时地下车站的地上出入口应清晰易辨，即使是附设在建筑内部，也应有特殊的处

理手段，如在颜色、建筑风格上加以区别。需要说明的是，步行系统的可识别性不仅仅表现

在指示牌上，还要考虑对周边环境的利用，尤其是建筑语言的表达，建筑的样式、色彩等应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835



 

 

能够引导人们前往目的地。 

3.2 步行系统的城市功能 

3.2.1  舒适性 

强调步行空间的适宜尺度及环境的重要性。应给予步行系统更多的道路空间，处理好与

两边建筑的关系，建筑的高度和步行道的宽度比例应适宜；水和植物等元素是营造优美环境

的关键条件，应因地制宜的加以利用；此外，畅通的路线、便捷的设施也都是不可或缺的。

应将步行道打造成适宜交流的公共空间，提升竞争力，吸引更多人采用步行出行。 

3.2.2  多样性 

主要考虑步行者的多样性需求，除了满足人们基本的交通需求，还可增加人们之间见面、

交往的可能性。广场和公园等人流量大的地方，需求更是多种多样，步行道上可设置供人们

休憩、聊天的设施。如香港中环的步行体系除了提供居民日常交往的活动空间，同时也成为

特定公共活动的背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每周日都有超过 30 万的菲律宾和印度尼西

亚女佣在中环地区的天桥、广场、公园等自发集会，进行休闲娱乐等活动，包括聚餐、游戏、

唱歌、剪发、抗议等，形成了一个具有即兴密度和规模的临时社区[3]。 

3.2.3  开放性 

强调步行系统与周边区域的衔接，开放的步行系统不仅要串联项目内主要目的地，而且

在项目外围，要与区域的交通系统有良好的衔接，如无缝接驳地铁出入口、公交站及天桥等

周边交通设施，接驳周边商业、娱乐、休闲等建筑设施，保证步行系统融入到社区生活和城

市区域交通体系中。 

4. 案例分析 

4.1 深圳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 

南山商业文化中心区（以下简称中心区）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毗邻正在建设中的后海中

心区，面积约 1 平方公里。中心区依托轨道 2 号线后海站进行高强度混合开发，现状建设有

海岸城购物中心、天利中央商务广场、海岸大厦以及漾日湾畔、滨海之窗等大型商业文化、

商务、住宅设施。在轨道站点 500 半径内商业、办公、酒店、居住混合布局，开发强度达到

毛容积率接近 2.0，净容积率高的达到 6.0 以上，现状人口密度达到 3.8 万人/每平方公里[4]。 

中心区着力打造低碳生态片区，大力发展慢行交通、公共交通，构造安全、通畅、宜人

的步行系统。其步行系统不仅承担着居民与轨道站点之间的交通联系功能，还为人们休闲、

购物、娱乐等各种社会活动的提供了场所。 

4.1.1  立体化的步行系统 

首先，中心区建立了完全人车分离的二层步行平台—深圳湾大街，其跨过后海大道等 6

条城市道路和地面文心广场相衔接，形成连续的步行轴线，整个深圳湾大街宽 20m，两侧

与商业、办公建筑紧密相连。这样的处理手法不仅拓展了公共活动空间，也提高了步行空间

的安全性；在地面，行人空间主要依托机动车道设置，保障行人的基本路权，并采取措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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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机动车使用的便利性；地下空间与轨道车站直接相通，实现了无缝连接提高了行人活动的

便利性。 

  

图 1  完善的立体步行空间            图 2  深圳湾大街二层步行平台 

4.1.2  步行系统的亲水、宜人特性 

中心区水系主要依靠再生水保证水源，主要与广场等公共空间相衔接。水的人为引入增

加了步行空间的舒适性，丰富了公共活动，使其成为人们休憩、娱乐的理想空间；另一方面，

考虑到南方日照强度高的特点，中心区的主要步行区域及广场、公园等大型公共空间通过设

置遮阳设施，种植树冠较大的景观树等措施改善步行交通环境的舒适性。此外，在比较长的

步行道上设置各种座椅供人们休憩、聊天，是人们相互认识、交流的理想平台，且大部分座

椅结合树池设置，不占用过多的公共空间，简单而舒适。 

   

图 3  中心区的水元素         图 4  步行广场的绿化处理     图 5  深圳湾大街的绿化及座椅 

4.1.3  步行系统承载的活动具有多样性 

通过现状调研发现，市民对中心区具有较强的认同感，有大量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购物休

闲活动的人群，公共空间承载了丰富多彩的城市生活[4]。在这里，既有休闲散步的老人、孩

子，也有匆匆而过的上班族；既有大型的公共活动平台，也有不易觉察的角落。人们可以购

物、休闲、娱乐、办公，中心区的步行系统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能够提供人们不同需求的空

间。 

   

图 6  深圳湾大街上的老人和孩子      图 7  公共演出的舞台            图 8  逛街的人群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837



 

 

4.2 香港中环地区 

中环地区是香港的政治、金融、商业中心，区内高楼林立、寸土寸金，建设密度之高令

人咂舌，尤其是轨道站点周边。有限的土地资源、高密度的城市建设，使得中环地区的步行

交通尤为发达[3]。另一方面，中环地区轨道交通发达，分担率高，有 4 条地铁线路，车站有

香港站、中环站、上环站，中环地区的城市建设基本上是围绕地铁站点进行高密度开发，是

轨道站点综合开发典型地区。 

中环地区完善的步行体系不仅能有效缓解中心区的交通压力、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提高

商业效益，还提供了多样化的公共空间，激发了城市活力[3]。中环地区的步行体系主要有以

下特征。 

4.2.1  步行系统的构成类型具有多样性 

香港中环地区的步行体系呈立体化，是一张由步行街、人行道、天桥、地下通道、公园、

建筑大厅、屋顶花园等连接和叠加在一起的三维网络。其中步行街、人行道、天桥、地下通

道是构成中环地区步行体系最基本的类型。天桥系统主要包括带顶棚的过街天桥、高层建筑

的二层走廊、门厅等，并与屋顶花园、退台式屋顶广场、地铁口等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四通

八达的全天候空中步行网络；地下通道主要依托地铁站，串联周边主要地下商业，可以保证

乘客不用出地面，就能实现购物、娱乐等功能。公园和广场作为步行体系的关键交通节点，

可以提供人们临时休憩的场所，中环地区的公园和广场一般面积不大，基本是袖珍型的公园

或大厦的附属小广场。 

4.2.2  步行系统尺度小、密度高 

中环的步行系统尺度很小，一般步行道的宽度在 3、5m 左右，但是密度很高，相邻步

行道的间距大多在 50m、100m 左右，道路也较窄，一般为两车道。这种做法不仅可以降低

机动车的行驶速度，保证街道上步行者的安全，还可以减少行人过街时间，提高过街便利性，

同时也增加了步行者的行走路线选择，丰富了步行活动空间。小尺度的道路以及发达的公共

交通也抑制了小汽车的出行，中环的街道上私家车比例很小，大多是公交车和出租车，更多

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 

4.2.3  步行系统与地铁站、建筑物结合紧密 

香港作为一座消费和旅游城市，商场很多，这些商场往往通过二层、三层的天桥越过街

道相互连接，建筑的共享大厅、屋顶花园等本身就已经融入步行系统，比如汇丰银行大厦的

底层留出来，可供行人随意穿越和停留。在地下，地铁车站的出入口与地下商场相连，较好

地实现了人车分流，使购物活动本身就成为一种不受打扰的连续的行为[5]；地上出入口则附

设在建筑内部，释放了步行空间。在中环地区，人行道、地铁站、地面建筑三者紧密连接，

互相渗透，使出行与上班、购物、娱乐等实现无缝连接，真正实现了“以人为本”的出行理

念。 

4.2.4  步行系统注重细节的处理 

步行道无论在栏杆、坐椅的形式、尺度和材质等方面, 都反映了人的使用要求[5]。步行

道的铺装选材方面主要注重平整、防滑等特性，一般采用普通的红砖、灰砖等，形式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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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素而比较有传统韵味，也很实用。步行空间的交通管理理念也处处体现“以人为本”。如: 

交叉路口行人过街信号配备了声音，为盲人提供方便，步行道有天桥的地方都设有电梯。步

行道极为重视通用性设计，就坡道而言，为了照顾使用辅助器械如轮椅、拐杖和引导棒的弱

势人群和推着婴儿车、购物车等普通人群的需要，对坡道的形式、坡度、地面材料的感应度、

扶手、排水、位置、表达方式等都进行精心设计[3]。 

  

     图 9  中环的人行天桥               图 10  天桥系统与其它步行空间的结合[3]  

   

图 11  人行连廊连接建筑的二层空间               图 12  中环地铁站 D1 出入口 

   

图 13  中环的街道 1                    图 14  中环的街道 2 

5. 结语 

步行系统的规划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交通、建筑、城市设计等专业，在

规划设计中一定要结合地区特点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理念，步行系统

的各项功能设置也要因地制宜，不必求全求大。总之，轨道站点周边良好的步行系统，可以

引导人们“步行+轨道+步行”的低碳、环保出行方式，对缓解交通拥堵、改善城市环境都有

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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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客运枢纽总体化设计理念 

郭淑霞  吴海俊  赵慧 

【摘要】本文通过对北京市既有枢纽问卷调研的分析，明确了枢纽设计时的重点关注要素，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城市客运枢纽总体化设计理念，即枢纽一体化设计、枢纽安全化设计和

枢纽舒适化设计，通过相关案例对总体化设计理念的内涵进行了阐述和解释，为后续客运枢

纽的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客运枢纽  总体化  设计理念 

1. 概述	

客运枢纽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实现了各种交通方式间的衔接和转换，

促进城市对外交通与城市内部交通的有效整合，对提高城市交通系统整体效率、促进城市内

外交通的有效衔接起着重要作用。 

我国已建的枢纽，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部分枢纽实际运营效果不够理想，存在着换乘

距离过长、换乘设施布局不合理、内外部交通组织混乱、引导系统缺乏、与周边路网衔接不

紧密等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枢纽周边的城市交通，枢纽自身的效益也没有充分发挥。究其

原因，主要是目前对综合客运枢纽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1]，枢纽设计理念有待于更新，对

交通枢纽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对枢纽规模、设施布局、与周边路网衔接等关键问题的研究

还不够深入。 

本文通过调研问卷，确定了枢纽总体化设计的基本理念；然后通过总结国内外枢纽优缺

点，针对枢纽一体化设计、安全化设计和舒适化设计理念进行了探讨。 

2. 枢纽设计要素关注度	

枢纽设计理念应符合枢纽使用者的感受，因此，在阐述枢纽设计理念前，首先针对北京

市已建枢纽进行了枢纽现存问题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枢纽设计要素进行归类总结，进

一步对枢纽设计要素关注度进行了调查。 

针对北京市已建成的西直门、东直门、动物园、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六里桥、一亩园

枢纽，本文开展了问卷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 284 份。对现存问题的调研总结如下图所示： 

                                                              
资助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1 科学技术项目“城市客运交通枢纽功能布局与交通组织研究”
(2011K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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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市已建枢纽存在问题调研结果 

根据图 1 的调查结果，换乘设计和换乘组织是乘客反映最大的问题。其中，反映换乘距

离过长、楼梯太多的选择比例占调查总人数的 85.56％；其次是换乘过程过于拥挤，比例为

70.07％；换乘条件差的比例为 52.46％。 

从国内外成功的枢纽设计经验来看，可以通过集约利用枢纽空间、换乘设施布局集中紧

凑、主要交通方式立体换乘等一体化设计缩短乘客的换乘距离。因此，从调查中总结了枢纽

换乘距离、换乘安全、换乘环境、建筑风貌四项影响换乘便捷性、舒适性的因素，进一步对

枢纽设计要素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 2  枢纽设计要素关注度调查结果 

根据图 2 调查结果，枢纽设计要素的关注度排序为：换乘距离、换乘安全、换乘环境，

建筑风貌。从乘客的换乘行为来看，枢纽是一个客流快速集散的设施综合体，因此，枢纽使

用者更多地关注枢纽的换乘距离和换乘过程中是否拥挤，而对于换乘通道或大厅的温度、湿

度、光照、通风条件等换乘环境的关注度较低。 

依据两次调查结果，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枢纽总体化设计理念，即枢纽一体化设计、

枢纽安全化设计和枢纽舒适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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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枢纽一体化设计理念	

3.1 枢纽“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 

3.1.1  枢纽规划建设的统一性	

综合交通枢纽一般涉及众多的利益主体，各种交通方式通常只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

来选择与其他交通方式衔接的形式，可能导致综合交通枢纽多种交通方式之间的“衔而不接”
[2]。综合交通枢纽如果要实现整体效率最大化，必须有科学合理的规划作保证，同时，在建

设过程中，需要多部门的协调配合。 

日本“荣”枢纽由市政府统一领导，统筹资金，统一规划，统一招标，统一施工，统一

管理[3]，形成了一座经济、实用、高效益、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 

国内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不仅在体量上巨大，而且涉及不同的部门和单位，对设计进行统

一协调，难度很大，为此，成立了专门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指挥部，以实现对枢纽设计

进行系统管理，包括统一设计标准、风格，协调设计界面，控制设计进度等，实现枢纽的规

划建设统一性。 

从成功的案例来看，枢纽建设必须由牵头单位来统筹负责交通枢纽及周边配套道路的规

划、建设、运营及管理工作，同时，整合和平衡枢纽各参与主体的利益，从而实现枢纽内各

种交通方式的有序衔接。 

3.1.2  枢纽建设时序同步	

枢纽强调的是区域范围交通资源的整合，因此，枢纽建设不同于一般单体建筑的建设，

建设时序不同步，将会带来枢纽使用不方便、加剧外围路网拥堵、枢纽资源浪费等问题。 

以北京市西直门枢纽为例，枢纽内包含国铁、城铁 13 号线、地铁 2 号线、地铁 4号线、

公交车、出租车和自行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就枢纽本身设施来说，建设时序为：地铁 2 号线

－城铁 13 号线－西环广场－北京北站（改扩建）－地铁 4 号线－公交场站。由于建设时序

不同步，导致西直门枢纽各种交通方式之间换乘距离远、换乘不方便，枢纽问题影响外围路

网运行状态等。 

同样地，北京西站刚建成时，其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不同步，轨道 9 号线 2012 年通车，7

号线预期 2014 年通车，南北广场的建设目前也在进行当中，造成了西站的交通拥堵。相反，

北京南站在建时，地铁 4 号线同步建设，同时周边的道路建设也基本同步，所以效果要比西

站好。 

因此，本文从三个角度提出枢纽的同步建设：第一，城市枢纽网络加快同步建设。就北

京而言，目前已建成的枢纽仅占中心城 33 座规划枢纽的 20%，而交通需求已接近 2020 年

的设计需求[4]。第二，单体大运量交通方式要与枢纽同步建设。第三，枢纽与周边主要道路

的建设要同步。 

3.2 枢纽规划设计过程一体化 

枢纽规划更着眼于宏观层次的研究，要解决的是区域交通问题；枢纽设计方案与枢纽运

营、管理等直接相关，因此研究内容更具体、微观、细致，要解决的是枢纽点的集散、换乘

问题。而在北京市实际的枢纽规划、设计中，存在两者互相脱节的现象，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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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枢纽设计阶段，制约枢纽功能定位的因素发生了变化，导致枢纽规划成果不能服

务于枢纽设计； 

（2）枢纽设计阶段对枢纽的设计条件和设计原则认识不清，缺乏有效的宏观指导，影

响了枢纽整体的效益发挥。 

分析产生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枢纽规划和枢纽设计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因此

建议，枢纽规划和枢纽设计之间增加“枢纽概念性规划”环节，实现枢纽规划与设计两个阶

段的良性互动。具体流程如图 3 所示： 

 

图 3  枢纽规划和设计关系及改善建议 

根据上图所示，枢纽规划与设计的关系为： 

首先，在枢纽规划阶段应该明确枢纽的功能定位，包括：枢纽的定位、性质、规模和枢

纽的主要交通方式。在此基础上，依据枢纽规划阶段交通需求预测成果，开展枢纽概念性规

划，明确枢纽支撑条件方案，保证规划条件内各类设施的可实施性，落实枢纽规划理念； 

其次，在枢纽设计时，首先考查影响枢纽客流规模的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发生了

变化，则应对枢纽规划阶段的客流总量预测结果进行调整，并反馈给枢纽概念性规划；反之

则在规划阶段交通需求总量、分方向交通需求预测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交通方式划分、

高峰小时交通换乘量等，作为枢纽设计阶段的交通需求预测成果。需要强调的是，枢纽设计

阶段，要依据枢纽概念性规划成果，这一规划成果可以作为枢纽设施设计的条件和原则。在

该条件的制约和原则指导下，开展枢纽建筑、交通设计研究。具体到各类设施的规模、布设

位置； 

以上，完成了枢纽设计的主体工作，但是，针对枢纽内各类设施的布设，还应进行项目

评价，为枢纽下一步的运营、管理工作提供基础，在设计成果具体实施之前，为枢纽运营管

理者提供能够量化枢纽服务水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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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枢纽的投资估算和运营费用估算。这部分研究成果应与枢纽规划中的枢纽功能

定位相匹配。 

由此，实现枢纽规划和设计过程的一体化。 

3.3 枢纽建筑与交通一体化设计 

枢纽建筑与交通一体化设计包括： 

 交通功能优先的布局理念； 

 按流量、重要性合理安排交通流线； 

 枢纽内外部协调：枢纽布局服从外围交通条件； 

 枢纽内部功能划分明确：设施布置与交通组织流线结合； 

 车流、人流统一考虑，以人的流线最佳合理布局。 

综合以上理念，具体到枢纽设计的关键点包括： 

3.3.1  区域到内部设计的一体化	

枢纽内部设计要与外围区域的道路条件、客流流向整体考虑，测算调整道路网和轨道交

通，形成内外一致的综合一体化设计。 

在虹桥枢纽中，铁路、机场负责城市的对外交通，与负责市内客流集散的地铁、公交、

机场快线等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有机衔接。磁浮车站的站厅层与铁路、机场同层面对接，保证

与对外交通的方便换乘。机动车量根据旅客流向，分别设置在东西交通广场和高架车道边，

二者紧密联系，充分发挥各交通方式的优势，实现综合交通枢纽的系统功能。 

3.3.2  枢纽内部设施突出整体性换乘理念	

各种交通设施根据客流测算布置，减少乘客的换乘距离。宋家庄枢纽将地铁站厅层与公

交枢纽地下一层由不同高程连接调整为同标高连接；通过对消防、人防设计的深化配合，将

原来地铁车站与公交枢纽间两个宽 7 米的通道连接优化为总宽 34 米的开敞面连接；在技术

手段上采取依客流需求调整地铁站台呈楔形；将自行车库设在地下一层夹层，尽量靠近地铁；

将地铁出入口、进排风口纳入公交枢纽主体一并设计，从设计总体上做到完整、统一。 

3.3.3  根据客流主要流线布置换乘设施	

优先考虑枢纽主要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将客流主线布置在最有利的换乘位置。北苑枢

纽公交与地铁换乘量占总客流量 72%，为枢纽最大的换乘量；公交系统紧密结合地铁布置，

始发站在地铁的西侧，途经站设置在现况东广场，形成地铁、始发公交，过境公交及 BRT，

多点共线，换乘距离最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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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北苑枢纽多点换乘共线示意图 

4. 枢纽安全化设计理念	

枢纽安全化设计包括： 

 根据交通流线，确定枢纽人流聚集区域，提高聚集区域设计服务水平； 

 提高枢纽布局的合理性，实现人车分离； 

 把握好换乘通道、楼梯等设施的设计尺度，确保其使用的安全性； 

 明确安检设施的限流特征，有效控制枢纽内客流规模； 

 提高枢纽应急处理能力。 

5. 枢纽舒适化设计理念	

枢纽舒适化设计包括： 

（1）减少乘客换乘走行距离：通过对换乘站的形态和空间组织的合理设计、换乘辅助

设施如自动扶梯、垂直与水平自动步行道等的设计应用，提高旅客的换乘服务。 

（2）提高换乘通道服务水平，减少换乘过程中的拥挤度：充分考虑单双向换乘的特征，

研究双向换乘客流合适的服务水平标准。 

（3）完善的交通引导标识服务：避免乘客在枢纽内的折返、绕行。 

当枢纽由于客观因素，无法保证换乘距离的情况下，应考虑以舒适度减少换乘的距离感，

具体包括： 

（1）换乘设施尽量避免露天设计：换乘通道尽量设置在建筑内部或者封闭的空间内完

成，不会因为天气原因造成换乘不适。 

（2）如果空间走行距离长，应考虑增加自动步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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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尖沙咀与尖东站换乘距离长，走行时间约 5分钟，因此在换乘通道内增加了自动步

行道，减少乘客的走行时间。 

（3）改善换乘通道的换乘环境：研究客流聚集地带的温度、光照标准，提供舒适化的

换乘环境。 

6. 小结	

“十二五”期间，北京拟重点建设九个交通枢纽，与已建成的动物园、西直门、东直门、

北京南站、西苑、西站南、北广场枢纽等，共同串起北京路网，成为构建以“人文交通、科

技交通、绿色交通”为特征的新北京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打造“公交城市”。本

文仅就枢纽的总体化设计理念进行了初步探讨，在枢纽规划建设过程中，应始终贯彻公共交

通优先、以人为本的理念，实现枢纽建设和交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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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对建设郑州综合交通枢纽的借鉴 

吴照章  池利兵  宗晶 

【摘要】芝加哥在美国的区位和郑州在我国的区位相似，都处于全国的中部，是沟通南北、

东西的必经之地，两个地区的形成与发展同样得益于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如芝加哥地区的

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和铁路，郑州地区的陇海铁路和京汉铁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交

通运输在芝加哥地区发挥了更突出的作用，芝加哥逐渐成为美国中西部地区的重要综合交通

运输枢纽，国际重要的航空运输枢纽。郑州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发展则相对缓慢，在国内交

通枢纽作用并不突出。现阶段，郑州市正面临着建设大都市区的发展机遇，本篇文章的目的

正是借鉴芝加哥的发展经验，把握都市区建设的时机，充分发挥郑州市的区位优势，将郑州

市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的大型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将为郑州市的加速发展提供更强大的动

力。 

【关键词】交通规划  综合交通枢纽  铁路  公路  航空 

1. 文章背景	

郑州市现阶段正在加快都市区建设的步伐，而郑州市也是国家级枢纽建设的重点城市之

一[1]。因此，如何建设郑州市的综合交通枢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郑州因为拥有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高速公路和国道主干线纵横交错的双十字交叉，而

被看作是中部地区交通枢纽，与芝加哥（Chicago）地区十分相似。但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芝加哥地区已经成为美国重要的中西部交通运输枢纽，国际性的转运中心，并拥有世界上最

繁忙的机场。与之相比，郑州作为中部枢纽的地位并不突出，转运的客货量较低，机场规模

有待提高。 

充分认识芝加哥地区的发展经验，并将其中精华的部分借鉴到郑州都市区市综合运输枢

纽的建设中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芝加哥的综合交通运输发展	

2.1 芝加哥概述 

芝加哥市，位于美国中西部，属伊利诺州，东临密歇根湖。芝加哥市及其郊区组成的大

芝加哥地区，是美国仅次于纽约市和洛杉矶的第三大都会区，也是美国中西部一个重要的金

融中心。 

芝加哥市所在的位置，最初是印第安部落的领地，1779 年，海地商人到此定居，开设

了此地的第一家货栈。之后芝加哥逐渐有外地人定居，发展速度加快。1848 年，沟通密歇

根湖和密西西比河的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建成，沟通了两大水道之间的航运，极大地促

进了当地的交通；同年，芝加哥修建了第一条铁路。从此，芝加哥成为了连接美国东西部的

重要节点，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成为美国中西部重要的综合运输枢纽以及全球的转运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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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芝加哥地区的综合交通运输概况 

芝加哥是一个港口城市，毗邻世界第一大湖——密歇根湖，附近又有伊利诺伊河及芝加

哥河[2]。19世纪开通的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把处于内陆的芝加哥同美加边境五大湖和

大西洋连接起来，船只可经过伊利诺伊运河——哈德逊运河或圣劳伦斯河出海。 

从 1948 年芝加哥地区修建第一条铁路之后，芝加哥就成为了重要的中部铁路节点。芝

加哥地区目前拥有十分强大的铁路运输系统，线路总长度达到 4506km（2009 年），十几条

铁路交汇于此，连接美国各大城市，以芝加哥为中心呈放射状分布，同时还有 12 条市郊通

勤线路。铁路及站场总的占地面积 64.8km[3]。芝加哥共有 57 处铁路货场，其中 26 处为铁路，

公路货车联动运输的多模式货场。每年通过铁路到达、经过或出发于芝加哥的商品总值达到

3000 多亿美元。芝加哥地区铁路系统每天承载 500 列货车、700 列市郊通勤铁路和国铁的

货运工作，每天通过芝加哥的列车达到 3.75 万节。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芝加哥逐渐发展成为美国中部的公路运输中心，目前共有 7

条洲际高速公路，12 条干线公路经过芝加哥地区，是洲内公路系统的中心。 

芝加哥市拥有两个国际机场——奥黑尔国际机场和中途国际机场，还有一个位于芝加哥

东南方向的加里/芝加哥国际机场，虽然不在芝加哥市内，也是为芝加哥市及芝加哥地区服

务的主要机场之一。城市西北方向的奥黑尔机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也是世界上唯

一的双中枢机场，世界上最大的两家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和美利坚航空公司，都在奥

黑尔机场建立了自己的中枢。一直到 2005 年之前，芝加哥机场都是世界上起降最频繁的机

场。2010 年，奥黑尔机场的客运量仅次于亚特兰大机场和北京首都机场，排名世界第三位。 

芝加哥可以称得上是美国乃至世界上的海、陆、空运输中心。 

3. 郑州都市区与芝加哥地区的对比	

3.1 地理位置 

从地理位置上看，郑州和芝加哥都处于本国的中部位置，可以说是南北、东西方向运输

的必经地之一，对南北、东西之间的联系、沟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

于，芝加哥是一个类似端点城市，它的东临密歇根湖，因此公路以及铁路的线路布设均是以

芝加哥地区为端点向西、北、南三个方向呈放射状分布，向东的货物运输要经过水、陆、空

等交通方式的转运才能够到达目的地，实现运输目标。而郑州则处于中原平原地区，是多种

交通运输方式交汇的节点，多条南北及东西走向的铁路或公路在此平行相交，客货的通过量

虽然较高，但方式间的客运及货运交换量较低，方式间的合作性较差，货物较少在此中转。 

3.2 航空运输 

从客货运输方式上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航空在客货运输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机

场或航空港区的服务范围直接影响着地区综合交通运输的发展。芝加哥地区的航空运输业相

当发达，例如奥黑尔机场，在 2010 年芝加哥机场的客运吞吐量达到 6677 万人，货运吞吐量

达到 137 万吨。铁路、城市轨道及肯尼迪高速公路直接接入奥黑尔机场，为多式联运提供了

便利的条件。同时，芝加哥地区的其他机场，如中途国际机场和加里/芝加哥机场也都有地

铁或者通勤铁路接入，并与临近高速公路，保证了机场的可达性。郑州都市区主要的通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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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是新郑国际机场，但新郑机场的可达性和便捷性较差，辐射范围较小，2010 年的客货吞

吐量仅分别为 418 万人和 4 万吨，说明郑州机场的空运能力还没有被充分发挥。新郑机场现

在还没有轨道接入，城际和城市铁路还在建设之中，旅客和货物的集散主要依靠公路，大大

降低了航空港区的枢纽作用及地位。 

3.3 交通及城市规划 

从规划的角度上看，芝加哥交通运输枢纽的地位很早就被确立起来。早期芝加哥的发展

得益于航道的疏通和铁路的修建，后期航空和公路等多模式的发展为芝加哥地区提供了更为

便利的交通环境以及发展机会。总体而言，美国的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都远远早于我国开展，

这也有更加利于芝加哥地区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4][5]。多版城市规划都将芝加哥地区的综合

交通规划提到了比较重要的地位。《走向 2040，芝加哥区域规划框架》直接指出，综合交通

运输系统是芝加哥地区发展的基础，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仍然保证交通运输体系的发展

与时俱进[6]。而郑州市同国内大多数城市一样，早期的发展以交通设施为基础，但城市扩张

之后，往往对交通的发展规划重视不足，忽略了交通规划对城市发展的引导作用。 

3.4 城市竞争力 

从竞争力的角度，芝加哥地区是美国的第三大都会区，芝加哥市 2010年的 GDP在世界

排名第六，中心区鲁普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以及“最繁忙”的地区。另外，芝加哥

市的钢铁工业占美国的第一位；美国的 500 家最大的公司中，有 33 家公司的总部设在芝加

哥市及其附近；芝加哥证券交易所是美国境内仅次于纽约市的最大证券交易所，这些特征都

说明芝加哥地区同周围相比，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以及竞争力，城市的首位度更高，对周围

的辐射作用较强，辐射的范围也较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地位更加突出。而郑州的竞争力

则并不明显[7]。郑州所在的中原地区，除郑州外，还有武汉、长沙、合肥等一系列省会城市，

具备较强的经济实力和便捷、快速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而郑州与其他几个中部省会城市相

比，无论是经济实力、运输能力还是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处于中等水平。偏弱的竞争力也导

致郑州的交通运输枢纽地位下降。 

3.5 公众参与度 

从公众参与的角度看，芝加哥的交通运输规划一直比较重视参与者的感受，在制定规划

以及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都会公开征求居民的意见。公众的参与更加有利于交通运输枢

纽的建设以及高效的利用。我国各地的交通规划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则相对封闭，群众参与

不到过程之中，对交通枢纽建设的关注程度也就相对较低。因此，郑州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

建设相对落后。 

4. 郑州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的建设	

郑州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是被国家列入全国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的，由航空、铁路、公路等

方式构成。 

4.1 铁路 

铁路是长距离对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铁路占地是高速公路的 1/3，运价是公路的 1/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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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是公路的 1/5，运输能力更是公路的数倍，铁路的发展无疑更有利于运输业的高效发展。 

郑州市在全国铁路网中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是承接东西、南北的重要节点，京广——

陇海铁路的“十”字型交叉更是国家铁路的重要节点。郑州市的几个客、货运站也在全国的

客货运组织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郑州北站是亚洲最大的铁路编组站；郑州火车站是全国

八大客运站之一；郑州东站是全国最大的零担货物中转站等等。同时，郑州至西安段的客专

已经开通，郑徐、郑开、郑焦客专等也在规划和建设之中，可以预见，郑州将来还会成为全

国重要的铁路客运专线“十”字枢纽。在未来，郑州将建设一系列以郑州为中心，呈“米”

字型放射的高速铁路网络，包括郑州至重庆、太原、合肥、济南等铁路。这些铁路的建设将

进一步巩固郑州市铁路枢纽的地位，同时为中原城市群之间的联系提供更为便捷的环境。为

综合性交通枢纽的建设提供条件。 

4.2 公路 

郑州市的公路和高速公路的建设成果也是十分突出的，截止至 2010 年，郑州市通车的

公路里程达到 11928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 54 公里，一级公路 73 公里，二级公路 1667

公里，三级公路 1616 公里，四级公路 6550 公里，等外公路 1968 公里。郑州与周围城市、

地区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时间距离越来越短，以郑州市为中心，一个半小时以内基本可

以到达河南省的各个地方。 

公路运输具有灵活，便利的特点，任何运输方式的端点运输任务都是需要公路来承担的，

因此，郑州市应进一步调整市内的公路网结构，提高公路的运输能力和效率，同时为其他方

式提供更好的服务。 

4.3 航空 

新郑国际航空港的建设也在不断加快，新郑机场位于国内最繁忙的京广航线的中部，也

是南北、东西航线的重要交点。新郑机场还是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中枢机场，在国内的中转

联航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未来的运输发展趋势中，民航是对外运输的重要方式，也是一个城市国际化的重要窗

口。随着郑州市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郑州市的发展，也对航空运输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与周围的其他省会城市相比，新郑机场的规模和发展水平都是相对滞后的。但是，近

几年，郑州市已经加宽了对新郑航航空港区的建设，对航空港的轨道及公路建设进行了详细

的规划，并引入了多家物流公司，加强航空港区的货运功能。郑州航空的发展目标是：到

2015 年，将新郑航空港建成为中西部地区的门户机场以及全国性的航空物流集散中心；到

2020 年，将新郑航空港建成为全国大型枢纽和国际货运枢纽、全国飞机维修基地。 

4.4 其他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客运和货运都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多式联运成为未

来运输的主要发展方向。而郑州市在综合运输枢纽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对多种方式之间的衔

接及转运等做好规划和建设工作。因为航空和铁路的本身受到设施的限制，因此，在多式联

运上应更重视公路的灵活性，充分利用公路运输点对点的优势，将航空港和铁路的客货运枢

纽连接起来。 

再者，我们应该认识到，交通运输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和物的移动，这些都是以人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851



 

 

的意志为基础的，交通枢纽的建设应充分考虑人的因素，基础设施的可达性和便捷性、安全

性等因素都是影响其利用率的关键因素。在郑州都市区综合运输枢纽规划和建设的过程中，

应尽量使其透明化，使群众能够广泛的参与到枢纽的规划和建设中去，枢纽的建设更加人性

化，更便于人们的使用，以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对都市区发展的带动作用。 

5. 总结	

通过对芝加哥综合交通运输的介绍以及芝加哥和郑州的对比，我们应充分重视交通运输

发展对都市区发展的强大促进作用，并充分把握都市区建设的机遇以及郑州良好的区位优

势，加快运输体系的建设，重视航空运输的发展以及多种方式的衔接，重视利用都市区的城

市建设和交通运输发展的互动关系，将郑州建设成为全国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大型综合性

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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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火车站综合客运枢纽后评估与改善规划 

韩兵  李锋  过秀成  李新佳  王昊 

【摘要】以苏州火车站综合客运枢纽为研究对象，论文通过对火车站的调查，剖析火车站、

汽车站以及城市内部交通方式等换乘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综合客运枢纽后评

估框架，并重点分析了苏州火车站现状交通与原有规划方案的适应性，最后从设施改善、运

营管理、交通组织以及交通语言系统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方案，论文对设施改善与交通

语言系统设计进行了重点探讨。 

【关键词】苏州火车站  综合客运枢纽  评估  改善方案 

1. 引言	

依据《苏州火车站地区改造综合改造城市设计》、《苏州火车站改造综合交通系统规划》

等相关规划，苏州市政府正式成立火车站地区综合改造工程建设指挥部，制定工程项目建设

进度安排，有序推动火车站地区综合改造工程。经过五年建设，北环快速路、广济北路、人

民北路、齐门外大街、苏站路、平川路等道路均已通车，火车站地区路网基本形成。苏州火

车站北站房、北广场汽车站火车站北广场公交换乘楼、地下出租车、社会车停车场等均相继

投入使用。火车站南站房、南广场以及地下配套设施建设也开始启动，预计 2012 年底竣工

使用。 

2. 客流特征分析	

苏州火车站综合客运枢纽的交通衔接系统分为三大类，如表 1 所示。论文基于相关部门

数据和现场客流调查数据，对苏州火车站客流进行分析，以期为苏州火车站的客流组织和原

有规划设计方案的进一步优化提供研究依据。 

表 1  枢纽客流转换关系分类表 

大类  小类  主要研究对象 

对外交通与对外交通换乘 
—  铁路客运—公路客运 

—  公路客运—公路客运 

对外交通与市内交通换乘 
铁路客运与市内交通换乘  铁路客运—其它 

公路客运与市内交通换乘  公路客运—其它 

市内交通与市内交通换乘 
城市公共交通与城市公共交通  常规公交—常规公交 

城市公共交通与个体交通  常规公交—自行车/步行 

火车站现状集散方式比例如图 1 所示。可以看出，公路客运与铁路客运换乘关系为 5%；

方式分担率中公交所占比例均最大，其次为出租车，社会车明显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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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苏州火车站旅客集散方式比例 图 2  苏州北广场汽车站旅客集散方式比例 

根据对汽车站旅客的问询调查，北广场汽车站集散方式划分比例如图 2所示，汽车北站

集散方式划分比例如图 3 所示。北广场汽车站与火车站换乘比例较低，其承担铁路中转换乘

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而汽车北站换乘火车站的客流比例明显高于火车站通过汽车北站疏散

客流；公路客运之间包括汽车北站内部以及由北广场汽车站到汽车北站均存在换乘需求；汽

车站的集散方式中同样公交车占据主导地位，其次为出租车。 

  

图 3  苏州汽车北站旅客集散方式比例 图 4  公交枢纽到站方式比例 

公交枢纽各方式间的换乘比例如图 4 所示，其主要承担火车站客流集散功能，所占比例

达 55%。公交枢纽内部换乘比例约为 25%，中途站常规公交之间的换乘比例为 35%，承担较

大的城市客流的中转功能。 

3. 后评估分析	

3.1 评估框架 

苏州市火车站综合客运枢纽后评估主要包括现状交通适应性评估、原有规划方案预评估

以及相应的优化改善方案规划设计，整体分析框架如图 5所示。 

3.1.1  现状交通适应性评估	

（1）分析枢纽集散交通设施布局与规模的适应性，包括公交场站、出租车上客区、社

会停车场、非机动车停车场以及车道边等。 

（2）分析枢纽地区道路交通运行状况，考察枢纽地区道路系统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854



 

 

 

分析道路网的供需平衡关系。重点关注与枢纽体相接的快进快出道路、场站设施出入口等关

键的道路与交叉口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分析。 

（3）分析枢纽地区对外与内部交通组织以及进出站人流组织，考察现状枢纽地区的过

境交通、集散交通等交通组织的合理性，评估北广场各类集散设施的交通组织流线，以及枢

纽地区换乘人流的换乘步行距离与乘客流动的瓶颈区等。 

（4）分析现状枢纽信息标志标牌、固定指示或可变信息板等空间定位与导向服务的效

果，以及交通信息的发布系统实施效果等。 

3.1.2  原有规划方案预评估	

（1）结合交通设施的出入口设置，评估原有规划方案中枢纽交通场站设施的空间布局

合理性。结合需求分析，复核原有规划方案中已规划未建的南广场公交辅助枢纽、社会车和

出租车落客区、社会车辆停车场、出租车上客区等硬件标准。 

（2）根据特征年的交通需求分析，结合原有规划方案中的枢纽地区道路标准，对枢纽

地区路网的运行状况进行评估，分析特征年枢纽地区道路网的供需平衡关系；在此基础上，

进行枢纽地区用地调整对周边路网的影响评估。 

（3）考察原有方案中枢纽地区集散设施的交通流线组织的合理性。 

3.1.3  优化方案规划设计	

考虑现状客流特征及特征年客流需求，结合现状与原有规划方案的适应性评估，提出枢

纽地区道路网、公共交通等设施改善方案，并给出相应的运营管理建议以及交通组织流线调

整方案。在交通语言系统设计规范与原则的指导下，分枢纽地区外围诱导、枢纽地区内部指

引以及枢纽体内引导三个层次提出相应的引导标志初步设置方案。 

 

图 5  苏州火车站综合客运枢纽后评估整体框架 

3.2 评估结论 

现状交通适应性评估中主要侧重枢纽的集散设施规模分析以及枢纽换乘系统分析；原有

规划方案预评估中重点对土地利用反馈以及集散设施布局等进行了核实。在相关调查分析的

基础上，结合枢纽地区发展环境分析与客流需求预测，得到苏州火车站地区交通评估的主要

结论如下： 

1、现状公交枢纽规模、社会车停车场、非机动车停车场泊位供给以及车道边长度均满

足规范与客流需求；出租车载客区规模满足工作日客流需求，节假日乘客排队时间较长，蓄

车场 A区空闲，B区高峰时段排队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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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状路网交叉口服务水平均为 C 级及以上，整体运行状态良好；现状枢纽地区对外

与内部交通组织顺畅；交通语言系统设计层次性、精细化不足。 

3、北广场汽车站客运量增加对枢纽地区交通系统有显著的影响，即广济北路、江坤路、

锦芳街、齐溪街等路段服务水平由 C级降为 D级。因此，建议 2017 年北广场汽车站日均客

运量最大控制在 1.0 万人次/日。在此基础上枢纽地区路网的承载力基本能够满足地块容积

率取高限产生的内部交通。 

4、原有规划集散设施集约布置，乘客到达火车站的步行距离均在 200m 以内；原有规

划未建成的南广场集散设施，包括公交场站、出租车上客区、社会车停车场、非机动车停车

场以及车道边规模均满足规范与客流需求。 

5、枢纽地区路网承载能力基本能够满足地块高容积率开发产生的地区内部交通，远期

特征年枢纽地区服务水平除北环快速路为 E 级、人民路与和合街为 D 级外，其余路段服务

水平均在 C级及以上，整体运行状态良好。 

4. 改善规划设计	

4.1 改善思路 

在问题分析与目标指引的双重导向下，改善方案的规划设计从设施改善、运营管理、交

通组织以及交通语言系统四方面入手，整体框架如图 6 所示，其中设施改善与交通语言系统

设计两部分是规划中特色，论文将做重点介绍。 

 

 

图 6  方案优化思路 图 7  苏州火车站地区道路功能分析 

4.2 设施改善 

4.2.1  路网功能梳理	

将枢纽地区道路网功能划分为枢纽地区疏解道路、枢纽体疏解道路、枢纽地区内部道路

以及枢纽体内部道路，如图 7 所示。枢纽地区疏解道路服务枢纽地区过境交通，疏散枢纽体

集散交通、枢纽地区内部交通；枢纽体疏解道路服务枢纽体公交车、出租车、社会车等火车

站集散交通流；枢纽地区内部道路服务于火车站地区用地开发产生的交通流；枢纽体内部道

路主要包括北广场高架匝道、火车站场站之间的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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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公交线路控制	

苏州火车站北广场东侧的公交主枢纽，布设主要始发公交线路；南广场西侧辅助公交枢

纽，接纳由北环辅路西侧和广济北路到火车站的始发公交线路。北环辅路的过境公交站点设

在地下一层，按 8 条过境线路控制，通过自动扶梯上下；苏站路过境公交车，按照 6 条过境

线路控制。建议公交枢纽和中途站的公交线路的服务对象如表 7 所示。 

表 2  苏州火车站地区公交场站线路设置方案 

公交站点  线路条数（条）  联系地区 

北广场公交主枢纽  12  平江区、相城区、工业园区 

南广场辅助公交枢纽  4  高新区、吴中区、古城区 

苏站路过境  6  平江区、工业园区、相城区 

北环辅路过境公交站点  8  古城区、高新区、吴中区 

4.3 交通语言系统设计 

4.3.1  设计内容	

1、枢纽地区外围指示系统：基于火车站南、北广场的分散布局状况，在枢纽地区外围

的周边道路上，为车辆指示苏州火车站、火车站集散广场的位置、方向与距离等信息。 

2、枢纽地区内部指示系统：基于火车站内部各种场站设施的布局与出入口设置，在枢

纽地区内部道路上，指示场站设施出入口的位置、交叉口的转向限制等信息。 

3、枢纽行人标识系统：以换乘行人为主要的服务对象，在火车站集散广场以及地下空

间，指示公共与交通设施位置与出入口等信息。 

4.3.2  设计方案	

1、枢纽地区外围指路标志设计 

枢纽内快速集散道路系统通过立交等形式与外围城市道路网络连接，针对火车站南、北

广场布局在铁路站场两侧的状况，在车辆进入枢纽前，就需要设置必要的引导标志，指示车

辆是去往南广场还是北广场。规划给出了北环路与广济北路高架与人民路（如图 8 所示）与

北环路东侧出口指示标志设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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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北环路与广济北路高架指示标志设置 图 9  南北广场总预览图方案 

2、枢纽地区指示标志 

枢纽地区指示标志需要满足行人与驾驶员的不同需求，并且应当完善行人过街设施，保

障行人安全。 

（1）苏站路与江坤路交叉口以及北广场汽车站出口处增加公交枢纽、出租车上客区的

位置信息指引；苏站路与锦芳街交叉口公交枢纽入口处增加出租车上客区、非机动停车场的

位置信息指引；苏站路与齐溪街交叉口增加公交枢纽、火车站的位置信息指引。 

（2）地下一层步行通道出站口完善对公交枢纽的引导，使公交乘客从地下通道直接到

达公交枢纽站台；地面出站口处完善出租车、社会车等集散方式指引信息。 

（3）在苏站路上的各个交叉口设置指示标志，预告驾驶员火车站出租车蓄车场入口、

社会停车场入口、北广场高架落客坪入口等位置，并同时设置限制转向的禁令标志。 

3、枢纽行人标识系统 

按照分级原则，枢纽指引系统分为三级，如图 9 所示。 

（1）一级指示：指示旅客所在位置，主要人流吸引点、聚集点； 

（2）次级指示：进行设施的沿线指引，确保行人到达目的地； 

（3）其它指示：电梯、洗手间、电话亭等设施设备的指示。 

5. 结论	

我国正处于大型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重要时期，并且其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因此，在实

施过程中需要通过动态评估来判断已经实施的项目运行的状态，以及规划未实施的项目是否

需要相应的调整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新的发展态势，如何合理对建设过程中部分设施以

及建成后的设施进行后评估与改善规划是一个新的课题。本文以客流调查为基础，分析了各

个系统间的换乘关系，然后对枢纽的各个集散设施的规模以及换乘系统进行了现状适应性的

评估，从土地利用以及集散设施两个角度分析了原有规划方案的有效性，在此基础上，从设

施改善、运营管理、交通组织以及交通语言系统四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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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集约利用土地的综合交通枢纽规划设计 

                                                  ——以深圳东站为例 

黄孝腾  席天海 

【摘要】为实现土地的高效集约、混合利用，达到密度平衡，进行总量控制地建设；突出城

市空间标志性、维护生态品质的可持续发展；保证公共利益，从综合开发的角度实现各方利

益的平衡考虑，对深圳东站枢纽规划原有方案进行调整，将站房两端路基改为桥梁结构，对

配套设施布局、用地开发和交通组织进行优化，满足枢纽交通功能的同时，实现土地利用高

效集约。 

【关键词】交通枢纽  土地集约利用  交通设施布局  规划设计 

深圳市历经改革开放 30 年的大开发大建设，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城市

高速发展的巨大需求与紧缺的资源供给矛盾也日益尖锐，面临着人口、土地、资源和环境“四

个难以为继”的瓶颈制约，成为我国第一个遭遇空间资源硬约束的特大城市。厦深铁路深圳

东站所在地坪山新区作为深圳市新成立的一个功能区，在面对上述严峻挑战，转变发展模式，

进行高效集约利用土地、混合利用等模式的尝试，以突破空间资源瓶颈制约，实现城市全面

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1. 功能定位	

厦深铁路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的“四横四纵”客运专线之一－－沿海铁路客运专

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圳东站为厦深铁路途经深圳的中间客运站，同时是深圳铁路网站点“两

主三辅”格局下的辅助客运站。深圳东站地处龙岗中心组团与坪山新区连接轴带上，作为深

圳东站铁路门户，辐射整个东部地区。 

交通功能‐深圳东站通过惠盐高速公路、深汕高速公路、东部过境通道等干线路网系统

快捷的联系周边区域，辐射整个东部地区。同时，规划引入轨道 12 号线、常规公交、长途

汽车、出租车以及社会车辆等各种交通方式，远期将轨道 14 号线、高铁赣州线引进深圳东

站，使深圳东站成为一个综合客运交通枢纽，交通换乘组织的中心。 

城市功能‐深圳东站作为深圳东部进入深圳的门户，主要承担厦深铁路通过的长途列车

作业，其作为客运枢纽的功能将改变周边土地的利用模式，形成以居住、商业、商务、高新

产业为主体功能的重要城市区域，以多种混合功能为主的联系东部两大组团的地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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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原方案空间形态 

2. 原有方案	

2.1 总体布局 

平面布局以站房为中心，十字结构四个象限

布设公交、出租车、社会车辆等交通接驳设施，

南北广场联通，双面集散人流。轨道 12 号线上

架南广场，邻站前路布置，通过风雨连廊、中轴

步行廊道和两侧集散广场连通车站站房以及交

通设施，实现轨道与铁路客运的快速换乘。步行

系统通过人行天桥等形式延伸枢纽步行系统，衔

接周边综合开发用地。 

整体竖向自下而上，地面一层为广场及地面

市政道路，地面二层为轨道 12 号线，地面三层为

厦深铁路，地面四层为东部过境通道，地面五层为高压走廊。 

 

 

 

2.2 枢纽空间形态 

站房中部采用桥架方式，有三个通道，中间通道可作为进出站人流组织通道，两侧通道

作为通过性人流组织的公共空间。站房两端采用路基做法，北广场两侧不做物业开发，南广

场两侧做物业开发。 

2.3 流线组织 

车流流线结合四个象限的交通接驳设施和场站，通过和乐路与坪兰路解决枢纽内部南北

机动车交通流线组织。北广场两侧的小汽车场站和旅游巴士场站通过一条连接和乐路和坪兰

路的支路连接，并通过和乐路进入，连接坪兰路的方式组织交通。南广场西侧的出租车场站

有站前路进入，接和乐路的方式组织，东侧的公交车场站由坪兰路进入方式组织。 

人行流线利用疏散空间（人流转换区）实现有序接驳转换；同时通过人行活动加强与周

边地块的功能联系。站房采用台地方式通过地面一层组织南北广场人流流线，连接南部城市

功能与北侧水库景观。 

 

图 2  原方案平面布局 图 3  原方案车行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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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存在的不足 

（1）四个象限布置交通设施场站，占用大量可开发用地，同时路基放坡将额外占地 2‐3

万平米，且场站下空间未利用，不利于土地集约利用； 

（2）场站等配套设施布设在站房周围会导致人流部分交织，同时场站距离站房较远，

步行强度加大； 

（3）站房形态略显单调，与轨道 12 号线形态差别较大，同时台基整体视觉类似“水坝”，

空间效果较为封闭。 

为实现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突出城市空间标志性，保证公共利益，需对深圳东站原有

方案进行优化调整。 

3. 调整后方案	

3.1 规划理念 

在满足城市客运枢纽的交通功能、换乘功能的基础上，创造一个城市公共空间节点，一

个给人更多交往机会的“城市门厅”： 

（1）以流为主，以人为本的交通之厅 

作为综合交通枢纽将集合多种交通方式，贯彻“以人为本”的设计宗旨，形成高效完善

的交通换乘系统，构建真正意义上的“人行平台”。 

（2）生态保护，空间聚集、综合开发的空间之厅 

枢纽核心腹地的建设将创造一个集空间连接和转换于一体的城市空间节点，是片区主要

空间、景观轴线的交汇点，是片区空间景观环境的焦点所在。 

（3）城市门户，标志节点的形象之厅 

枢纽站作为城市门户形象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展示城市形象、提供交往空间的重要功能，

不但满足大量的交通换乘需求，还满足城市空间景观需求。 

3.2 规划方案 

3.2.1  枢纽总体布局	

深圳东站枢纽平面总体功能呈“田”字格局，田字格内做综合开发，中间为场站线路和

南北广场轴线组成的十字轴；南北广场双侧集散人流，北广场人流靠丹梓西路疏解，南广场

人流靠轨道 12 号线和站前路疏解，站房东西两侧设置小汽车及出租车等接驳设施，缩短换

乘距离；交通接驳场站布置于站房桥下两侧，与国铁站房紧密衔接。 

竖向总体布局较原方案保持不变。 

3.2.2  轨道空间布局	

站房底部全部采用桥跨式，主体为一层，局部两层。站房采用线正下式，一层平面中间

设置候车大厅，二层为站台，按四台八线标准布设。 

轨道 12 号线上跨丹荷立交后，下穿厦深铁路，在站前路设站，通过连廊、中轴步行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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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新场站布局方案 

图 5  流线组织 

道和两侧集散广场连通车站站房以及交通设施，与国铁站房进行交通换乘。 

3.2.3  场站设施布局	

从集约土地利用、复合设施布局角度出发，考虑人车流线组织的要求，并根据各种交通

方式之间的换乘量，将接驳场站设施

布置在站房桥下空间，其中公交场站

及出租车场站采用上落客区分离，布

置于站房东西两侧。小汽车场站设置

于公交车及出租车上客区西侧。长距

离巴士站设置于公交及出租车落客

区东侧。 

基于以上的布置方式，公交车利

用站前路组织进出；出租车要求快速

疏散，利用丹梓西路组织进出，快速的

集散中远距离交通；长距离巴士利用坪兰路组织进出；小汽车要求可达性较好，利用四个象

限微循环道路组织进出。人流组织通过东西上下客区的分离，实现人车完全分离。 

3.2.4  枢纽区流线组织	

①人行流线组织 

深圳东站站区人流交通围绕铁路客运人流为主导进行组织，利用广场进行人流转换，并

与其他接驳设施便捷换乘。同时，根据铁路旅客进出站分流原则以及交通接驳设施布局特点，

铁路旅客采用“下进下出”的组织方式。 

铁路客流‐铁路客流采用下进下出的形式，铁路进站客流进入地面候车厅直接上至二层

基本站台，出站客流由二层站台下至地面站厅出站，换乘公交、出租车或者通过广场与轨道

12 号线换乘。 

轨道客流‐深圳东站客运枢纽与规划轨道 12 号线进行接驳，轨道接驳既需要满足铁路客

流换乘，同时还要兼顾深圳东站枢纽周边地方客流的换乘需求。12 号线车站高架一层为站

厅层，二层为站台层。客流从一层进出站，利用广场至铁路、各种交通方式换乘。 

接驳设施客流‐接驳设施客流主要通过铁路站房西侧至铁路候车厅。南广场主要人流为

轨道与铁路、公交、出租车转换

客流。 

通过性人流‐南北广场联系的

通过性客流为避免与铁路候车客

流混合，结合铁路站房设计再设

置联系通道。 

②车行流线组织 

公交车交通组织‐公交车场站

分两处布置于铁路站房东西两

侧。公交车通过站前路组织进出。公交车场进站车辆由站前路进入后，在站房东侧落客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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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客，通过站前路绕行至站前路再进入公交上客区。上客区对应不同线路车辆，标识明确，

方便换乘，实现完全的人车分流。 

出租车交通组织‐出租车场也分两处布置于铁路站房东西两侧靠北。出租车场通过丹梓

西路组织进出。出租车场进站车辆由丹梓西路进入后，在站房东侧落客区下完客后，通过丹

梓西路绕行再进入出租车上客区上客。 

社会车辆交通组织‐社会车场布置于站房桥下西侧，通过和乐路组织进出。送站即走车

辆可停在停车场西侧落客后直接出至丹梓西路或站前路；下车接送站车辆可选择在停车位停

车，人员通过人行通道进入车站。 

长距离巴士交通组织-长距离巴士量较少，利用和乐路组织进出。 

3.2.5  周边土地利用规划	

规划定位以商业服务、酒店餐饮、商务办公为主，枢纽附属设施为辅。枢纽北侧用地结

合景观休闲功能，考虑到水库等景观资源，设置一定的酒店餐饮和商业设施。枢纽南侧交通

便捷，人流活动量大，且临近城市建设区，南广场西侧用地开发以大型商业、会议办公、星

级酒店为主；东侧以枢纽的配套管理及办公为主，同时配套设置商业零售、餐饮服务等设施。 

3.2.6  周边交通系统规划	

构建与深圳东站枢纽功能定位适应，以深圳东站为核心、适度控制小汽车交通，集散快

捷城市道路交通体系为目标，依托“两横五纵”的干路系统，分别对深圳东站集散交通和对

外交通进行合理的交通组织，构建“分流循环系统+集散循环系统”两大交通循环结构，保

证长距离过境交通的快捷通过，同时实现东站地区与其他功能区的便捷联系。 

4. 结语	

深圳东站综合交通枢纽基于集约利用土地的规划设计，枢纽站房路基改桥并优化场站设

施布局后，综合开发用地面积由原来的 3.04 公顷增加为 6.34 公顷，建设用地增加 3.3公顷，

站房桥下新增用地 3.02 公顷。开发量增大约 9 万平方米，南区增大建设用地 1.18公顷，建

筑面积 3.2 万平方米；北区增大建设用地 2.12 公顷，建筑面积 5.8 万平方米。枢纽满足交通

功能的同时，实现了土地利用的高效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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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城市铁路枢纽地区规划设计研究 

                                      ——以海安火车站及周边地区为例 

宣婷  曹玮 

【摘要】城市铁路枢纽地区既是城市的主要对外交通通道，也是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更是

城市设计的核心内容。本文结合海安开发区海防路沿线及火车站商圈城市设计实践，从功能

提升、交通优化、用地整合、环境改善和形象重塑等方面探讨了海安门户地区的总体定位、

设计理念及内容，以期为我国类似火车站地区的规划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铁路枢纽地区  火车站  功能提升  交通优化 

1. 引言	

随着沿海开发战略的实施，长三角一体化的加快，新长铁路、宁启铁路的复线电气化改

造以及未来沿海高速城际铁路的建设给海安县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尤其对海安火车站

地区及周边地区而言，正是实现功能转型、业态升级、环境重塑的重要发展时期。 

站在发展的十字入口，如何辨析核心价值，寻求合理的目标定位；采取怎样的战略指引

火车站地区及海防路沿线的发展；如何进行空间组织，塑造海安城市门户形象是城市设计需

要解答的主要内容。笔者结合海安开发区海防路沿线及火车站商圈城市设计实践，探讨该地

区的总体定位、设计理念及内容，描绘海安火车站地区及海防路沿线的空间图景。 

2. 铁路枢纽地区演变历程	

从发达国家铁路客站 100 多年的演变历程来看，铁路枢纽周边实现了由传统的集散区向

商业区、商务中心、展示中心和文化中心等的转变。   

铁路客站具有吸引商务人士、旅行人士、通勤人士的特征，结合该部分人群商务办公、

信息交流、购物、休闲等需求，客站周边区域业态类型表现出一定特质性，具体表现为周边

区域商务、会展、科研、商业等业态功能的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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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火车站地区演变历程 

阶段  时间  铁路客站特点  案例  与城市功能关系 

蒸汽动力

时代 

18 世纪末—20

世纪 40年代 

客站高大而空间开敞，主要

用于解决蒸汽机排放问题 

巴黎北站  简单配套服务功能，以购物、餐

饮为主 

柴油动力

时代 

20 世纪 40 年代

—20 世纪 70 年

代 

受汽车、飞机等交通工具影

响，铁路发展缓慢，相应客

站建设也趋向简单节约 

罗马火车站  配套商业、餐饮、交通服务聚集

区，并且与城市中心较为临近，

承担部分城市中心功能 

电气化高

铁时代 

20 世纪 70 年代

至今 

客站向功能化、细节化、大

型综合枢纽发展 

日本新干线、

德国 ICE、法

国 TGV 

城市形象门户，形成城市新兴的

现代服务业聚集区，重点为商

务、信息产业 

2.1 铁路枢纽地区价值 

铁路枢纽历来就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节点。过去，铁路枢纽地区是相对单纯的对外交通集

散地，主要承担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的转换功能。随着城市的综合发展，当前的铁路枢纽地

区逐步成为城市错综复杂的交通网络中的交汇点，从单一的交通功能转为城市公共交通与服

务复合化的功能载体。 

单一功能的规划模式忽视了铁路客站本身具备的城市发展“触媒”作用，即使能较好的

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也依然难以促进城市空间和功能的整合与重塑。 

国内外城际铁路枢纽及周边地区的建设发展经验表明城际铁路可带动沿线产业，尤其是

商务、信息等现代服务业的聚集与发展。铁路枢纽地块的综合开发是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的选

择，以车站建设为契机而形成的城市副中心已是发展趋势所向。轨道交通、长途客运站、市

内公交等其他交通系统是区域发展必需的配套条件，一体化综合交通系统更是枢纽功能发挥

的关键。铁路站点的辐射影响区域将伴随着城际铁路的开通使用逐步扩展，但其效应也将在

城际铁路的长期稳定使用中逐步体现扩展，区域发展过程具有较高的时序性。 

因此，未来的铁路枢纽地区应从作为公共交通的中转枢纽区域转化为一种新型的社会、

文化、经济交流场所，从而成为城市中最具活力的公共生活中心之一。 

2.2 铁路枢纽周边地区发展的结构模型 

第一圈层为核心区：距离车站约 5~10分钟步行距离，主要发展高等级的商务办公功能，

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都非常高； 

第二圈层为拓展区：距离车站约 10~15 分钟步行距离，也主要集中商务办公及配套功能，

建筑密度和高度相对较高； 

第三圈层为外围的影响区：会引起相应功能的变化，但整体影响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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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铁路站点周边发展结构模型 

表 2  铁路枢纽辐射影响分析 

辐射范围  主要功能业态  交通方式  与火车站联系程度  活动主体 

核心区  400‐800米  商业、金融、高档办公  步行、公交为主 紧密，地上地下  旅客为主 

拓展区  800‐1200米  办公、娱乐、服务  公交、地铁为主 较紧密，地上为主  居民为主 

影响区  1200米以外  居住、公共设施、商业服务 地铁、车行为主 松散，交通通道  市民为主 

3. 相关案例研究	

3.1 日本新干线品川站及周边区域——商务区 

品川站位于日本东海道新干线东京都经济圈，是日本东京港区高轮三丁目至同区港南二

丁目的一个主要铁路车站；东海道新干线贯通后，对品川区域的产业结构、物业形态，甚至

城市功能都有很大的提升和带动。 

品川站东侧的港南区域在过去的铁路枢纽的基础上，发展为由工业区逐渐发展为商务、

商业聚集的商业中心区域。西侧的高轮区域内有地铁连通东京城区，因此，在原来的官邸庭

园基础上发展为酒店、住宅、文化场馆等为主的高尚片区。车站前，高星级酒店林立，还有

餐厅、电影院、娛乐设施等可供利用。 

   

图 2  日本新干线品川站及周边区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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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昆山花桥站——同大上海实现一体化      

昆山花桥站位于沪宁高速陆家互通西侧、金阳路南侧。铁路的正式开通，花桥国际商务

城将真正地同大上海实现一体化，同时将花桥的发展触角向苏州、南京等地延伸。并形成火

车站商务环，即火车站周边主要集中大型的餐饮、商务业态，再往外面的区域便是办公商务

区。 

 

图 3  昆山花桥站鸟瞰图 

 

图 4  昆山花桥站效果图 

3.3  小结与借鉴： 

土地综合利用，以铁路枢纽为核心选择“商业+商务”的业态形式，带动居住的复合业

态是普遍开发模式。处理好铁路枢纽及周边区域的交通，合理设置换乘设施，采用“快进快

出”、“无缝换乘”  等交通设计的理念，是铁路枢纽区域成功开发的先决条件。 

铁路枢纽地区作为城市的重要门户区，同时也是城市未来大规模建设与改造的重点区

域，现代化的枢纽站房、大规模的商业商务区、集散广场、景观轴线、生态公园等将成为展

示城市形象的重点工程。区域开发必须紧密结合产业，区域的城市中心化与区域产业升级呈

现相辅相成关系。铁路枢纽区域开发综合要求较高，必须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配套。 

4. 规划背景解读	

海安县位于南通市域西北部，南通、泰州、盐城三市交界地带；是南通联系苏中、苏北

和豫皖及以远地区的西北门户。其中，海安火车站是长三角北翼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新长

铁路、宁启铁路以及规划中的沿海铁路等在此交汇，是苏中地区最大的铁路编组站，集客运、

货运、机务、编组于一体，并将成为苏中地区铁路行车组织与运行管理的指挥中心。海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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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海安主城区、火车站地区以及东部开发区连接沿海高速公路最直接的出入口快速通道。 

 

图 5  区位图 

5. 总体定位	

海安火车站地区是海安主城区“一体两翼”空间格局的中轴部分，跨越铁路发展的起跳

区，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重要触媒。而海防路是开发区的发展轴，连接中心城区与沈海高速

的入城通道。整个地区区位优势突出、用地潜力良好、景观资源丰富，是展示海安发展面貌

的城市窗口，因此，我们将该地区总体定位为：“城市门户、活力中心、健康新区”。 

5.1 城市门户 

作为长三角北翼重要的铁路交通枢纽、海安城区最直接高速公路出入口，本地区当之无

愧具有海安城市门户的功能。 

5.2 活力中心 

海安地处长三角北翼、江苏沿海产业与城镇发展轴线上；借助未来沿海高速城际铁路，

海安将融入国际门户城市上海的一小时都市圈，将成为承接上海和苏南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区

之一。海安城市发展将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为主要触媒和支撑，重点向东部方向拓展。火

车站商圈、海防路沿线地块处在老城新区交界地带，城市规划区的中心部位，外部交通条件

十分优越，土地升值潜力巨大。引入 TOD 既交通引导发展的先进理念，将本地区打造成海

安的活力中心。 

5.3 健康新区 

该地区交通条件优越、水网资源丰富、生态本底良好、投资创业机会众多。本次城市设

计引入“健康城市”的先进理念，创造宜业、宜居、宜人的创业生活休闲空间，将该地区打

造成高效便捷、景观宜人、生态优美的健康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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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设计理念及内容	

6.1 6.1 功能设计 

6.1.1  枢纽引擎	

设计以“城铁”为开发引擎，引领海岸火车站商圈地区交通、土地、生态功能整体发展。 

6.1.2  活力中心	

以“城市门户”为开发主题，将火车站商圈地区打造集融商贸会展、产业服务、商务金

融、商业娱乐、居住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城市“活力中心”，展示门户形象。 

6.1.3  景观大道	

海防路作为连接中心城区与沈海高速的快速通道，是海安东部产业新城的发展轴，定位

为城市门户性景观大道，其南侧地块定位为城市副中心区的综合居住配套区。 

图 8  功能结构图 

6.2 交通设计 

6.2.1  高效集疏	

从区域交通、地区交通和站区交通三个层面构建高效畅达的集疏运交通系统。重视跨铁

路通道的建设和预留，火车站地区与东部开发区建设黄河路、人民路、黄海大道三条衔接干

图 6  总体鸟瞰图 图 7  城市重要界面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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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海防路跨铁路西接老城、东出高速，充分发挥其快速功能，实现区域客流、城市客流快

捷进出枢纽。 

6.2.2  便捷换乘	

构建铁路、公路、公交、出租、社会车辆衔接紧凑、换乘方便的人性化综合客运枢纽。

站前广场人车分离，体现人文关怀。合理设置公交、出租和社会车场，组织站前公交、出租

与长途车交通分流，减少流线冲突，方便旅客换乘。 

6.2.3  健康路网	

地区内部建立等级结构合理的健康路网体系，提高路网密度，增加商业价值高的临街面，

道路断面形式丰富，尺度宜人。 

6.2.4  公交优先	

以火车站枢纽作为公交换乘中心，建立快速公交、常规公交、城乡公交多层次的公交体

系，保障公交路权优先，实现公交线网高密度，公交站点高覆盖，公交服务高水平。利用地

区丰富的水网发展水上旅游交通，提升地区活力。 

6.2.5  慢行友好	

合理布置道路两侧慢行交通空间和独立慢行休闲活动空间，塑造丰富、宜人的慢行活动

和交通环境。 

  

图 9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图 图 10  公交系统规划图 

6.3 用地设计 

6.3.1  集聚集约	

围绕铁路枢纽进行高强度开发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方案设计。遵循这一规律，设计形成

以铁路综合客运枢纽为中心，向外依次按照商业、商务办公、商贸、居住的功能圈层式开发，

枢纽中心开发强度最高，并向外逐步递减。方案以长江路为动力发展轴，连接海安主城区和

火车站商圈，以迎宾路、海防路为活力轴串联火车站商圈和开发区，呼应了海安城市向东拓

展的态势。 

6.3.2  多元混合	

在新的交通换乘方式与空间组织理念下，海安火车站地区不再是单一的交通集散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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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整合交通服务、商业、商务、文娱、会展、信息服务的城市新型功能混合区。通过土地

的多元混合开发，巧妙的设计形成丰富宜人的公共空间，创造一种生机勃勃的新型社会经济

文化交流地。 

6.3.3  业态升级	

大运量的交通带来的大量商务人流。铁路枢纽的建设必将激发海安现在的商务需求，成

为海安工业产品展示和交流的最好平台。枢纽北侧地块过境公路和铁路的交织又将带来商贸

市场功能的集聚，依托交通优势和产业的带动，发展现代商贸功能，可打造海安商品交易最

佳市场。 

 

图 11  土地利用规划图 图 12  总平面图 

6.4 环境设计 

6.4.1  三网融合	

设计构筑路网、水网、绿网“三网融合”的绿色生态网络，路网布局采用“以人为本”

的宜人尺度，并提高路网密度，并采用四块板或两块板道路断面，配置良好的道路绿化。 

6.4.2  低碳宜人	

在迎宾路、长江路等干路围合空间内采用紧凑型小尺度方格网状布局模式，形成高密度

便捷性路网，同时整合现有的景观绿化资源，尤其强调通榆运河、通扬运河、栟茶运河及地

块内部东西向河道的滨水空间开发利用，将水系资源引入功能组团，形成九条滨水景观带，

以此保持连贯优美的网状亲水空间意向。而作为低碳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绿色开放空间，结

合城市道路、居住区道路、水网布局，形成带状绿色廊道，让自然景观环境延伸至各组团中

心，实现惬意的视觉景观享受。 

6.5 景观设计 

6.5.1  门户地标	

作为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门户，海安火车站成为了展现新区形象的地标，规划通过城市

设计引导和控制，使商业办公区的建筑高度和体量与火车站相协调呼应，形成具有围合感的

城市地标建筑群。在空间组织上，与海安火车站融为一体，以垂直的流动线思考建筑的构成，

使整体空间充满层次变化感。海防路作为连接中心城区与沈海高速的快速通道，是海安的陆

路门户之一，结合绿地、水系打造为城市门户性景观大道。地块内部支路以优美的曲线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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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各个居住组团。 

6.5.2  魅力双廊——活力走廊、健康走廊	

城市设计中以迎宾路、海防路形成“活力走廊”，依托商业办公区和市场商贸区的建设，

形成公共生活带。“活力走廊”串联地标建筑群，形成火车站枢纽景观节点和城市入口景观

节点，体现了土地租金最高的商业办公设施的经济价值，适应市民需求的不同消费层次的娱

乐、休闲的”聚人“优势并迸发出公共生活的张力。“活力走廊”不仅将成为当地居民公共

生活的舞台，也形成了一条连接海安火车站、沈海高速入口的发展轴线。 

设计由通榆运河、通扬运河、栟茶运河连成的“健康走廊”，整合现有的绿化与水系，

将新区公共空间系统与水域结合，形成三角洲生态景观、七星湖生态景观、城市次中心商务

景观等多个景观节点，打造富于特色的宜人、亲切的开放滨河生态景观轴，提高新区的识别

性和生态性。 

 

图 13  景观系统规划图 图 14  公共空间示意图 

7. 重点地段研究	

结合海安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建设以及周边地块的开发，打造以火车站站前广场为核

心，集铁路、公路交通于一体的交通枢纽区。交通体系对铁路、长途汽车、市内公交、人行

交通进行统一规划，合理组织好地上地下停车以及换乘系统，创造一个舒适便利和高效集聚

的良好交通环境。作为城市重要的门户空间，建筑设计体现海安城市发展的新面貌，强化站

前门户的空间意象，在长江路与迎宾路交叉口设 120 米标志性建筑统领全局，培育沿长江路、

迎宾路的人流活动与景观高潮，通过建筑、广场、水体、绿化的联系形成层次丰富、富于变

化、节奏强烈的空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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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火车站核心区平面图  图 20    火车站核心区鸟瞰图 

8. 结语	

海安火车站及周边地区规划设计通过对整个区域的整体构思和精细化设计，体现了传承

与更新相结合，强化了枢纽地区的门户地位和中心功能，优化了铁路枢纽及周边地区的交通

集散网络和总体布局，落实了高效集疏和人性换乘的设计理念，提升展现了整个地区的文化

内涵、健康城市形象特色和环境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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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土地利用与交通衔接一体化的公路客运枢纽规划设计方法探索 

——以南通为例 

曹玮  宣婷  叶冬青  罗崴  於昊 

【摘要】公路客运枢纽作为城市客运交通系统中的重要节点，是城市对内与对外客运衔接的

重要交通基础设施。公路客运枢纽地块的布局的合理性和功能的完善性对城市的发展和城市

交通系统的影响很大。本文通过对客运枢纽布局与土地利用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公路客运枢

纽综合开发规划设计方法进行探索性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概括得出基于土地利用与交通衔接

一体化的公路客运枢纽规划设计方法如下：（1）交通引导、空间集聚，（2）立体换乘、综合

开发，（3）容量平衡、规模预测，研究结论对我国大城市公路客运枢纽规划设计的顺利开展

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公路客运枢纽  综合开发  规划设计方法  规模预测 

1. 引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快速、高密度开发现象十分明显，同

时，交通需求量剧增，机动化进程迅速加快，城市交通系统由以步行交通、自行车交通为主

的传统结构向机动化结构转变。两者导致了严重的城市拥挤问题和交通问题。因此对于交通

系统和土地利用两者之间的协调研究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1]。 

公路客运枢纽作为城市客运交通系统中的重要节点，是城市对内与对外客运衔接的重要

交通基础设施。公路客运枢纽地块的布局的合理性和功能的完善性对城市的发展和城市交通

系统的影响很大。 

当前规划实践中对公路客运枢纽的布局与枢纽地块土地利用关系的研究尚未得到足够

的重视，因此，本文以南通公路客运枢纽综合开发为例，对规划设计方法进行探索性的定性

和定量研究，以期对我国相关规划设计的顺利开展具有借鉴意义。 

2. 研究背景与概况	

南通市地处江苏省沿江沿海经济发展轴交汇处，是江苏省域中心城市之一，江苏省东部

重要的现代化港口以及工业、贸易、旅游城市，同时也是江苏省江海联运的枢纽，江苏省实

施海上“苏东”战略的重要城市。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2008 年南通市公路客运量达到 1.15

亿人次，较上年增长 9.4％。目前，南通市区内的一级站南通客运站客运量处于饱和状态，

在 2009 年十一黄金周，南通客运站日旅客发送量达到 4.4 万人次，创下了该站历史上单日

客运量的 高纪录。南通客运站的运力、运能已严重不足，周边交通拥堵严重，急需建设规

划中确定的城东汽车客运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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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综合客运枢纽的交通特性和综合开发要求，研究与规划范围分为二个层次。研究范围是

南通中心城区；概念性规划设计范围是青年路与世伦路交叉口东北象限，规划面积约

12.64hm2。 

 

 

 

 

 

 

 

 

 

 

 

 

 

 

 

 

 

 

 

3. 2.	综合客运枢纽发展趋势	

3.1 综合化和立体化 

客运枢纽已由过去相对单纯的对外交通集散地，逐渐演变为城市对内对外交通网络中的

交汇点。越来越注重多种交通方式以及同一方式内部多条线路在枢纽建筑物内的有效衔接  ,

从而为乘客提供方便、舒适的换乘服务，与现代公交系统、社会车辆与出租车等交通系统整

合和一体化发展，承载更多的城市公共交通与经济服务的功能，成为区域联系与市内交通衔

接的综合运输枢纽。 

3.2 功能的多元化的综合开发 

枢纽综合开发，同样是现代城市建设和经营的先进理念，是 TOD 的具体体现和落实。

综合客运枢纽是高客流、高可达性、高吸引力的城市生长点、增长极，是城市的重要门户区。

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对站域周围地区的城市空间进行综合开发、联合开发，进一步加

强枢纽内及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强度，使其成为集商业、办公、居住、娱乐等为一体的地区

中心，并成为为旅客提供全程过程服务的中心。 

充分发挥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城市开发功能，形成空间综合开发利用、增值资金补偿投

资的良性循环，也是解决综合客运枢纽建设巨大投入的有效途径。 

图 1  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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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提供“零距离”的换乘服务，舒适的换乘条件与空间容量，优质、安全与必要的服务。

从国外交通发展的趋势看，现代化的城市大型客运交通枢纽集中体现了技术设施的高度集约

化、换乘的便捷高效化以及环境舒适的人文化特征[2]。 

4. 枢纽地块功能选择与定位方法	

4.1 枢纽地块功能选择与开发模式 

南通公路客运枢纽作为城市交通网络交汇点，承担城市

公共交通与服务功能；主要包括：长途客运，公交换乘，旅

游服务中心（含快捷酒店、快餐店、土特产销售商店），出租

车换乘中心，机场巴士，餐饮服务，宾馆医疗服务等功能； 

在引领引领城市发展方面：还应具有：金融商务办公，

大型商业设施，信息服务等功能。如图 2 所示。 

开发模式应以高密度开发，紧凑的布局，混合用地与建

筑的综合开发并提供便捷、适宜的步行环境。如图 3、图 4

所示。 

 

 

 

 

 

 

 

 

 

 

 

 

 

 

 

 

 

 

5

 

图 3  枢纽地块功能分区图 

 
图 4  枢纽地块总平面图 

图 2  枢纽地块功能选择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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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定位研究 

本次规划设计针对南通汽车客运枢纽的目标是合理布局长途客运、公交换乘、旅游服务、

出租车司机服务、小汽车停放等设施，形成换乘便捷、流线顺畅、景观优美的综合交通客运

枢纽；空间布局合理，设施布局“一体化、便捷化、人性化”，人车分离、快进快出；功能

综合，集对外交通、公共交通、商务办公、商业服务为一体，使南通汽车客运枢纽及周边地

块成为展现南通城市风貌的窗口。 

因此，公路客运枢纽定位为联系苏南、浙江、上海方向的南通市主要公路客运站，  集

公路、轨道、BRT、公交、出租车、社会车、旅游车多种交通方式为一体的城东片区综合客

运枢纽核心，逐步替代现有南通客运站。枢纽地块开发定位为南通东部现代化发展的先导启

动区和展现南通城市风貌的窗口。 

5. 枢纽综合开发规划设计方法	

公路客运枢纽地块综合开发规划设计方法，建立在枢纽地块用地布局和交通衔接的基础

上，采用城市设计与交通设计结合的手法以实现方案。具体有如下三点，（1）交通引导、空

间集聚，（2）立体换乘、综合开发，（3）容量平衡、规模预测。 

5.1 交通引导 、空间集聚 

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即是指：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模式”。其中的公共交

通主要是指火车站、机场、地铁、轻轨等轨道交

通及巴士干线，然后以公交站点为中心、以 400～

800 米（5～10 分钟步行路程）为半径建立中心广

场或城市中心，其特点在于集工作、商业、文化、

教育、居住等为一身的“混和用途”。主要倡导交

通枢纽周边紧凑的用地布局和土地的混合使用，

提高土地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使用效率，弥补传统

的功能分区带来的城市活力丧失，协调城市各系

统，以获得效益的 大化。 

本次研究综合分析了南通枢纽布局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上位规划，紧密结合城市未来

发展策略，同时结合南通主城区空间采取的“南延、东拓、北优、西整、优化沿江”的拓展

战略，将枢纽布局于南延、东拓轴线交汇处。使得枢纽位于中心城区四大分区之一的崇川城

区的观音山片区中心，和老城区连接火车东站的发展轴线——青年路客流走廊上。枢纽这周

边规划用地为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和居住用地，外围高速公路建设成网，宁启铁路在东侧通过，

交通便捷。如图 5 所示。 

通过枢纽的综合开发，以客运枢纽为核心，考虑综合开发的相容性，布局以交通产业和

交通引导开发的产业，通过交通流、商务流等与周边城市功能区互动，可达到城市功能集聚

效应和建立城市地上地下步行系统，引发城市地上地下空间开发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和建筑

的活动，形成城市发展的“城市触媒”。随着青年路快速化改造及大运量轨道交通、BRT 的

建设形成触媒点的路径，在逐步推进与规划管理下，形成较大的城市触媒。客运站的建设与

图 5   南通空间拓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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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开发，将带动周边地块开发及配套设施的建设，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达到城市功能集

聚效应，提升土地价值。从而带动南通东部的发展并形成地区及中心。充分体现、落实了交

通枢纽引领城市发展和城市空间集聚的规划理念。如图 6所示。 

方案采用半围合式布局结构，主体功能位于外围，交通场站位于中间，有利于形成积极

的城市空间和景观界面。客运枢纽主体建筑站房沿青年路布置，并将客运枢纽打造为南通东

部地标。商务功能区沿世伦路布置，结合公共交通的高可达性进行综合开发。 

 

 

 

 

 

 

 

 

 

 

 

5.2 立体换乘、综合开发 

枢纽地块整体实施逆时针微循环交通组织模式，规划方案实现了人车分离、各类客流分

离，充分体现人性化、便捷化的规划理念。如图 7 所示。 

（1）长途客流与轨道交通换乘 

长途旅客换乘轨道交通：长途旅客由长途车下车后，经出站闸口到达长途出站小广场，

经地面向南步行至汽车客运站站前南广场后，

通过扶梯至地下换乘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客流换乘长途：轨道交通乘客由

地下经扶梯上至地面层后，经汽车客运站站前

南广场进入汽车站售票大厅，购票后经安检至

候车大厅，然后通过进站检票闸口上长途车。 

（2）长途客流与公交、BRT换乘 

长途旅客换乘公交、BRT：长途旅客由长

途车下车后，经出站闸口到达长途出站小广

场，向西步行直接到达公交枢纽站换乘公交或

进站 BRT线路。如换乘途径的 BRT线路，由长途

出站小广场南行，穿越汽车站主体建筑后西行，

换乘在世伦路路中设置的 BRT线路。 

换乘广场换乘广场

地铁
换乘
(-1F)

公交
BRT换
乘

地下空
间开发

旅游
巴士

出租
车

旅游服
务中心

出租车
服务
中心

商务
开发

商务
开发

公交
BRT换
乘

景观
广场

自行
车

步行

图 6  枢纽地块与周边用地互动示意图 

图 7  立体换乘、综合开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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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BRT乘客换乘长途：公交与进站 BRT的乘客由世伦路东侧的公交枢纽站下公交车

后，经长途出站小广场向南，由地面层穿越汽车站主体建设到达站前南广场，进入购票大厅

购票经安检至候车大厅，然后通过进站检票闸口上长途车。由途径 BRT 线路换乘长途的乘

客，由 BRT车站下车后，东行至汽车站前南广场，购票进站上车。 

（3）长途客流与出租车换乘 

长途旅客换乘出租车：长途旅客由长途车下车后，经出站闸口到达长途出站小广场，向

北步行至出租车上客区，从而换乘出租车。 

出租车乘客换乘长途：由综合枢纽西部、东部与南部方向到达本站的出租车乘客主要在

公交枢纽站南侧的出租车、社会车落客区下出租车后，向东步行，经长途出站小广场向南由

地面层穿越汽车站主体建设到达站前南广场，进入购票大厅购票经安检至候车大厅，然后通

过进站检票闸口上长途车；由综合枢纽北部方向到达本站的出租车乘客则主要在长途下客区

北侧的出租车落客区下车后换乘长途。 

（4）长途客流与社会车换乘 

长途旅客换乘社会车：长途旅客下车后，经出站闸口到达长途出站小广场，由广场上设

置的地下空间人行入口直接到达地下一层，向西步行至公交枢纽站地下的社会车地下停车

场，从而换乘社会车。 

社会车乘客换乘长途车：社会车乘客由公交枢纽站南侧的出租车、社会车落客区下社会

车后，向东步行，经长途出站小广场向南由地面层穿越汽车站主体建设到达站前南广场，进

入购票大厅购票经安检至候车大厅，然后通过进站检票闸口上长途车；由综合枢纽北部方向

到达本站的社会车乘客则主要在长途下客区北侧的社会车落客区下车后换乘长途。如图 8‐

图 11 所示。 

作为城市交通网络交汇点，其高可达性引导相关服务功能的综合开发。具体包括以长途

客运，公交换乘，出租车换乘中心为主体的交通服务及相关的机场巴士，旅游服务中心（含

快捷酒店、快餐店、土特产销售商店），餐饮服务，宾馆医疗服务等功能；还包括衍生的城

市商务功能，如金融办公，大型商业，信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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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地面一层布局图 

 

图 9  客流、车流交通组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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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容量平衡、规模预测 

综合客运枢纽配套交通设施主要包括公交枢纽站、出租车上落客区、社会车停车场。其

 

图 10  公路客运站出站客流换乘流线立体示意图 

 

图 11  公路客运站进站换乘流线立体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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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租车、社会车场站主要服务于汽车客运站客流与枢纽地块的商办吸发客流，而公交枢纽

站除了服务城东汽车客运站与地块的商办吸发客流外，还将服务 500M范围内的居住、商业、

办公用地吸发的客流；因此要对交通场站设施与枢纽配套商业服务设施开发规模进行预测。

规模预测主要解决客运站设计旅客发送能力、综合枢纽地块开发强度以及配套交通设施规模

三部分内容。充分体现交通与土地的协调互动发展的关系。 

规划在利用传统交通预测方法确定汽车客运站设计生产能力的基础上，通过旅客出行方

式分担、周边用地开发性质与强度、公交车站服务范围、周边道路剩余容量等参数指标，从

汽车站、综合枢纽配套商办开发、周边用地三方面预测公交枢纽站、出租车场站、社会停车

场等交通场站设施的规模，并将三者叠加得到各类交通场站设施的 终规模。 

配套交通设施规模预测与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分析预测思路类似，采用周边道路交通容

量限制法，预测过程中与地块开发强度协调考虑，不断试算得到综合枢纽地块适宜的开发强

度及其需要配建的公交枢纽站规模。其中，综合枢纽配套商办开发强度与周边道路剩余容量

要不断试算选取 优值。容量与开发规模预测技术路线如图 12 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对综合枢纽吸发交通量分析研究，周边道路的交通条件发展一定的

变化，因此，应对青年东路、世伦路、经十七路的路段红线与交叉口进口道红线进行相应调

整。如世伦路红线宽度调整，青年东路交叉口进口道处宽度调整。青年东路‐世伦路交叉口

的渠化处理，青年东路红线设置的公交中途停靠站，和出租车临时停靠站的调整等等。如图

13 所示。 

图 12  规模预测思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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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我国大城市客运交通枢纽的规划建设起步比较晚，以前城市交通建设的重点主要是放在

道路系统的建设上；已经规划建设的客运交通枢纽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各种交通方式各

行其政、衔接不畅[3]，枢纽与周边用地衔接不足，互相干扰等等。本文通过对客运枢纽布局

与土地利用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公路客运枢纽地块规划设计方法进行探索性的定性和定量研

究，概括得出基于土地利用与交通衔接一体化的公路客运枢纽规划设计方法如下：（1）交通

引导、空间集聚，（2）立体换乘、综合开发，（3）容量平衡、规模预测，研究结论对我国大

城市公路客运枢纽规划设计的顺利开展具有借鉴意义。 

研究成果应用于南通市公路客运枢纽地块规划设计实践中，得到了比较理想的结果，得

到江苏省交通厅、南通市政府、市交通局、市规划局等相关单位高度重视与好评，现已进入

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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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周边道路改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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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站点的综合开发设计 

——以成灌快铁郫县东站城市计为例 

张刚 

【摘要】本文以成灌快铁郫县东站周边地区城市设计为例，通过对城市轨道枢纽站点地区的

一体化综合开发设计研究，从定位发展、用地策划、交通梳理、设计导则等方面提出多元包

容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轨道交通站点  综合开发  多元模式  一体化设计 

1. 轨道交通站点综合开发设计的新趋势	

随着高铁、地铁、轻轨等轨道交通的快速建设，各地又掀起了一轮轨道交通站点地区规

划建设的高潮。这些轨道交通站点与城市的结合更紧密，车站建设往往与城市中心区的发展

计划相结合，借鉴发达国家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方面的经验，基本上采用了交通站点一体化

规划设计和综合开发的模式。轨道交通站点地区逐渐体现城市综合中心区的趋势，站点地区

的开发从单一的交通枢纽向多功能的城市综合中心区转变。 

轨道交通站点“综合开发”的理解应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当轨道站点位于城市新区，

周边城市土地亟待开发，或者城市中心区站点周边用地存在大量改造可能的情况时，轨道交

通站点通过与周边地块互动的开发建设，与之功能实现契合互补、互联互动的发展方式比较

可行；当轨道站点位于城市中心区，周边用地大规模改造难度大或者周边用地受到条件限制

不能开发建设时，可从站点本身入手，通过功能多元化的设计、立体化的开发、与周边建设

网络化的对接来进行站点综合体的开发建设。 

2. 站点综合开发设计规划研究策略	

在这样快速开发建设的浪潮下，这些地区的规划建设必然会面临着诸多问题：比如如何

通过统筹规划抓住快铁建设所带来的发展机遇，综合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定位，科学判断站

点周边地块用地类型、开发强度等指导建设的信息；如何通过整体层面的城市设计协调，妥

善解决综合开发建设带来的各种利益协调问题，促使周边土地资源价值最大化及公共利益最

大化；如何梳理好交通接驳流线，将区域街道景观、枢纽的标志景观等特色要素组织起来，

减少轨道交通尤其是高架轨道对城市形象的破坏，塑造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景观和富有整体感

的城市形象等等。 

要解决以上问题需要在规划设计阶段就通过综合开发理念下的一体化研究来寻求解决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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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综合开发理念下的发展模式 

2.1.1  	“珠链式”的土地开发模式	

来自香港地铁建设经验，这一模式是以平衡

城市开发量为前提，实现车站核心区内高强度综

合开发，以及核心区外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实现

土地利用与轨道交通运营良性互动的理想模式

（图 1）。 

2.1.2  	“TOD”模式	

即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土地开发模式。  公共交通

体系由公共交通走廊，区域交通接驳线，P+R（停车、

换乘）接驳系统以及站点共同组成（图 2）。 

轨道站点在这个模式下往往是扮演核心角色，通过

它的先期开发建设，发挥触媒效应，带动周边用地发展，

并不断向外辐射，最终形成“圈层”发展的态势。 

 

2.1.3  综合体模式	

综合体模式就是结合轨道站点上盖物业及周边建

筑，集交通、商业、商务办公、酒店、公寓功能于一体，

将各种城市生活空间组

合，并在各部分建立一种

相互依存、相互助益的能

动关系，从而形成一个高

效率、多功能的综合体（图

3）。同时通过站点串联的

放射状的建筑连廊系统，

将不同功能、用途的物业

相串联，形成人流、物流、

资金流的共享互通。 

2.2 综合开发理念下的定位、功能策划 

2.2.1  发展定位	

轨道交通站点的发展定位应首先全面解析该站点片区在区域所承担的角色：从交通来

讲，站点集散客流与换乘客流的大小、站点所衔接的客运方式的种类多少都是决定站点作为

枢纽站或一般站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功能来看，站点周边用地是以居住为主或以商业、工业

为主，将直接影响站点片区的功能服务定位；从形象来看，站点周边是作为城市形象最好最

图 1  “珠链式”开发模式 

图 2  “TOD”模式 

 

图 3  综合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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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展示窗口之一？或新城核心？或地区标志？这时站点所处的区位关系就比较重要。 

以上几点只是确定站点周边地区发展定位的要素的一部分，在实际的开发设计中，应根

据城市和站点的不同情况，结合片区综合开发设计的理念，综合性的考虑站点片区所承担的

角色来确定其发展定位。       

2.2.2  产业及功能引导	

产业及功能的引导是站点周边区域能否成功实现一体化综合开发建设的关键之一，既要

与大区域呼应，又要植入性的弥补区域不足，其规划建设要对城市的发展产生  “磁场”效

应，促进城市内部产业结构的转型和重组，并进一步推动了城市门户地区功能与形象的塑造。

要做好这一步，方法有很多，但必须要经过缜密的前期调研和分析才更切合实际。 

2.3 综合开发理念下的交通策划 

2.3.1  交通策略	

轨道站点区域路网规划基本理念可概述为“多向、开放、连接”，应是一个时间（白天与

夜晚、平日与高峰）、空间（平面与立体）全维度的多元复合设计，而无缝接驳、换乘便捷

应是轨道站点区域一体化综合开发建

设的基本而重要体验之一。 

2.3.2  站点复合建设模式	

要做到无缝接驳和换乘便捷，站点

本身的复合建设及与其他交通方式的

联动就非常重要。在站点复合建设上，

根据国内外经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交通站点与商业综合开发将会有效

的提高站点地区的土地利用率，公共交

通所提供的服务和产品具有较强的外

部效益，与居住、商业等具有互补性，这点使得站点综合开发具有可行性（图 4）。且交通

系统建设与商业紧密联系，将吸引大量的非换乘人流，带动城区发展，取得显著的社会和经

济效益。 

而在站点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联动建设上，主要是通过立体及平面的接驳层或空中连廊、

地面广场等来进行便捷的换乘联系。同时在这些换乘通道中可以复合开发商业商务、酒店餐

饮等功能。 

2.3.3  交通系统梳理	

交通系统的梳理是组织好站点区域外部交通的必要工作。首先是区域交通量的预测，应

综合考虑现状规模及站点综合开发后对客流的影响等因素，并进行类比研究测算，本着“适

当规划、适当超前”的原则确定合理规模。其次通过对同类型站点附近的交通系统分析研究，

提出合理的道路改造建议，组织好各种交通流线，并对交通节点的处理方式、停车场规模及

布局等做重点的研究。三是要做好人性化交通设计，提高人的参与性和停留时间，为站点区

域综合开发建设攒足人气，如在周边区域可根据步行活动组织的不同特点分为若干个不同的

图 4  站点复合建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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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单元，来打造各具特色的步行空间，并通过二层空中连廊系统形成完善的步行网络，来

优化交通，带动人气、商气。 

2.4 综合开发理念下的用地策划 

2.4.1  土地开发策略	

要进行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区域的一体化综合开发设计，无论周边是尚待开发的新城或需

要拆迁改造的老城，涉及到的各方利益均众多，笔者认为“平衡开发”理念是一个关系到轨

道交通站点地区综合开发建设能否成功的重要策略，平衡开发（joint development）是在国

外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形式下的轨道交通与周边用地协调发展的一种形式，它较好的解决了公

共服务设施与土地、不动产私有之间的关系，是公共与私人资源有效结合的最佳方式，平衡

开发能提供更高品质的活动，较完善的公共设施，并能开辟轨道交通发展的财源，是站点综

合开发设计的新思维。总结国内外“平衡开发”成功的经验，其关键在于以下六点： 

1）地区的禀赋——轨道交通所通过并期望设站进行开发的地区所具有的潜力，包括区

位优势、土地资源、交通设施等等，是轨道交通平衡开发成功的第一要素。 

2）良好的规划——有了良好的禀赋之后，必须有良好的规划的支持与配合，从而在规

划上协调整个城市与轨道交通发展的关系，保证轨道交通周边地区（社区）的发展能够形成

轨道交通与公共交通依赖型的地区，也就是合理分配发展强度、密度、布局等。 

3）土地供应策略——这是关系到平衡开发能否有效的控制发展节奏，从而实现土地的

最大价值的关键。 

4）合作发展商的选择——必须承认平衡开发是一种商业行为，项目成功的关键是选择

有着良好经验与基础的合作发展商。   

 

图 5  用地类型与站点距离关系 

5）开发节点的考虑——事实证明，再宏伟的蓝图都只能是由若干节点演进而成，平衡

开发中应充分考虑到站点地区在不同时间节点的生长特点，并作出相应的空间安排。 

6）土地混合使用——必须要强调的一个规划目标，单纯的土地使用无法形成一个发展

中心，也就无从产生与吸引平衡开发所需要的客流。 

从以上六点不难看出，在规划设计阶段，用地开发强度研究、各类型用地规模预测、开

发时序研究等是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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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用地规模及开发强度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用地类型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果站点作为片区的核心吸引物，

那么首要考虑的是周边用地与站点的距离，如图所示，距离站点 100 米以内为核心区，此时

绿地与交通用地占主导，到了 100‐200 米的直接影响区，则商业办公用地比例上升，随着距

离的拉大各用地比例会发生相对变化，当距离达到 2000 米以上时，用地布局就几乎不受站

点影响了（图 5）。 

受“廊道效应”的影响，站点周边用地开发强度与周边用地性质一样，受到它与站点距

离的影响，0‐200m 随站点距离增大而上升；200‐500m 随站点距离增大而下降，但下降比率

较低；500m  范围之外普遍表现为随距站点距离的增大，开发强度逐渐降低的趋势，且降低

比率较高；2000 米以外站点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且对不同类型的站点而言，这种影响还

会有所不同（图 6）。 

当然这只是一个直观的经验判断，在实际规划设计过程中各种用地之间的比例关系预测

要远复杂得多，需要根

据实际情况结合地租

原理、圈层理论等做详

细测算，得出合适的用

地比例关系。 

3. 综合开发设计理念下的规划实践	

成灌快铁是 2008 年 

“5.12”地震之后新建的连接

成都和都江堰的城市快铁，

采用全线高架轨道，共设 13

个站点，成灌快铁郫县境内

绕城高速外 4 个站点也有条

件按照   “珠链式”的城市开

发模式来进行开发建设，而

其中郫县东站—现代工业港

起步区片区的城市设计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体现了综合

开发设计理念下的研究策略（图 7）。 

郫县东站所在的成都现代工业港北片区起步区，现状建设均为布局混乱的传统生产性工

业厂房，改造实施可能性大，因此通过城市功能的一体化组织协调开发，既能带动起步区传

统工业向新型产业的转型，又能带动站点经济的繁荣。 

3.1 发展模式研究 

在郫县东站周边区域的规划设计中，由于考虑到整个片区受到郫县东站以及红光站的双

图 6  “距离”对不同类型占地开发强度的影响 

图 7  郫县城区四个快铁站点的“珠链”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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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故以两个轨道站点为高强度的开发核心形成珠链式的发展带，带动站点间现代工业

港起步区的高品质发展。 

 

图 8  珠链开发模式示意 图 9  站点周边综合体效果 

开发核心采用了 “TOD”的模式，结合站点形成中心型“TOD”单元，利用站点的辐射

效应圈层式向外安排功能布局。且在站点本身及周边 500 米的站点核心区建筑均运用综合体

的开发理念进行统筹设计，形成以交通功能为主的站点综合体、商业办公功能为主商业综合

体等（图 8、图 9）。 

3.2 定位及功能策划 

郫县东站片区周边由于是成都现代工业港起步区，

片区功能和发展述求相对单一，发展定位也就相对明晰：

作为起步区转型总部经济园的发展引擎，通过复合化的

交通、商业、商务服务、酒店会展等功能组合，推动片

区与城市区域的经济发展与功能升级。             

而后通过现状分析、问卷调查、部门座谈、案例对

比等方法分析快铁站点周边区域的主要需求、间接需求、

外围需求后确定以“成都最优的 2.5 产业总部经济城”

的主题来进行产业功能引导和打造，并策划一批与站点经济、产业经济紧密结合的项目，形

成触媒效应，带动周边发展（图 10）。 

3.3 交通梳理策划 

在郫县东站片区城市设计中通过对比立体与平面分离两种布局模式的优劣，吸取站点交

通系统与商业的综合开发的优秀经验，建议郫县东站主要采取 U+C+R（公共交通+商业+居住）

的模式即利用大型建筑的 1‐2 层作为交通换乘中心，同时 2‐3层作为与轨道交通的接驳层，

地下层作为停车场和公交保养场。公共交通楼层以上的楼层作为商业，最上作为居住。同时

在片区规划若干空中连廊形成一个网络状的综合建筑群（图 11）。 

图 10  功能需求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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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站点交通接驳示意 

而站点外的其他片区主要侧重在交通系统的梳理，增加支路和空中连廊系统，弥补传统

工业区道路系统不完善的缺点，更好的适应周边功能转型后的交通需求。 

3.4 用地策划 

在郫县东站片区城市设计中，针对站点周边商业规模的确定就采用了 4种方法来进行合

理预测，一种是根据相关商业规划来测算，一种是根据国家规范来计算，一种是参照经验数

据进行预测，综合三个数据得出合理的规模后再通过同类案例比对研究来直观的检验预测是

否准确可行。 

    同样，在实际开发设计中，最终开发强度的确定也需要针对性的分析研究，在郫县东

站城市设计中，首先通过案例分析及周边地区建设情况分析，对沿线土地开发强度有了基本

的认识，然后参照国内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发展密度分区指标表以及总部经济园开发强度参照

值，初步确定用地的普适容积率，而后再根据具体地块的位置、交通条件、用地性质、综合

开发复合度等来确定具体的容积率，并依据地块的复合开发类型及程度做了强度上的弹性控

制，最终再通过城市设计空间形态的推敲，来修正容积率指标，得到一个合理的区域整体开

发强度（图 12、图 13）。 

图 12  片区开发强度分区 图 13  城市设计整体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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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规划管理创新 

由于轨道交通站点区域大多位于城市新区或城市核心区，受到开发周期及改造难度的限

制，要么规划管理周期过长、要么管理实施难度大，而片区综合开发设计又要求在规划实施

时相对灵活，因此在东站片区城市设计中，均采用了弹性的规划控制策略，保证规划的时效

性和可实施性。但同时又会导致另一个问题，就是在规划管理实施中，由于弹性指标的存在，

会不会因此而导致开发建设的失控。 

最终在东站

城市设计中，采

用了“图+导则”

的控制体系来解

决 以 上 问 题 。

“图”是指控制

图则及空间形态

效果图，“导则”

则是指根据方案

研究成果，分别

提出的城市形象

设计导则、街道

设计导则、开放

空间设计导则、建筑形象设计导则、街道环境设施与广告设计导则（图 14）。 

4. 结语	

采用具有多元包容特性的综合开发设计理念来将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区域进行整合规划

设计，摆脱就“站点”设计“站点”的单一传统思路，统筹考虑城市功能布局与交通无缝换

接等多种要素的协调统一，并提出有效的规划实施措施来对建设进行指导，才能最终实现单

一的交通站点向综合的城市中心区转变的美好愿景。   

“人们可能从机场，直接进入地铁，从而到达任何一个旅馆，而不需要穿上外套。”波特

曼的一席话描绘出了现代城市交通综合开发建设下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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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郫县东站工业港片区地块控制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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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型枢纽规划方法探讨 

——以前海枢纽为例 

林明凯 

【摘要】本文通过剖析国内外典型城市中心型综合交通枢纽案例，梳理该类枢纽的规划设计

特点，总结提出城市中心型枢纽的规划设计理念及方法，并以前海综合交通枢纽规划为例，

介绍城市中心型枢纽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为我国同类型综合交通枢纽

布局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城市中心型枢纽  布局  综合开发  前海枢纽 

1. 引言	

综合交通枢纽是城市的重要门户，是城市对外及内部交通的核心。纵观国内外典型综合

交通枢纽，按枢纽区位特征及功能特征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城市中心型、城市副中

心型和城市外围型。三种类型枢纽的区位特征和功能特征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各类型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区位及功能特征表 

枢纽类型  区位  功能  案例 

城市中心型  城市中心区 
以服务城市中心区和轨道换乘为主,综

合换乘为辅助 

福田枢纽、香港西九龙站、德国莱

特站、罗湖火车站、日本东京站 

城市副中心型 城市建成区边缘 
承担城市综合交通服务功能，既是城

市对外交通枢纽又是城市通勤枢纽站

深圳北站、广州南站、南京南站、

日本京都站 

城市外围型  城市外围 
以区域远程航空功能为主，主要服务

于区域而非中心城区 

上海虹桥枢纽、香港机场、德国法

兰克福机场 

随着城市客运交通网络规划与建设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越来

越多的城市中心型交通枢纽将在城市内部形成。中心型交通枢纽地处土地资源稀缺的城市中

心区，为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有必要进行枢纽综合物业开发。因此，区别于传统交通枢纽，

城市中心型枢纽的规划设计应重点考虑与枢纽周边用地、物业的协调，处理好与上盖综合开

发物业的关系。鉴于城市中心型交通枢纽与一般枢纽的规划设计要求差异，有必要系统地研

究城市中心型枢纽的规划方法，指导相关规划。 

2. 国内外典型城市中心型交通枢纽规划设计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深圳福田枢纽、香港西九龙站、德国柏林新中央火车站等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

析，总结城市中心型综合交通枢纽的规划设计特征。 

2.1 城市中心型枢纽规划案例剖析 

2.1.1  福田枢纽	

福田枢纽位于深圳福田中心区，是集地下高铁车站、城市轨道交通、城市接驳交通等于

一体的全地下综合交通枢纽。原有道路交通设施已无法满足高速铁路城际站引入后的客流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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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要求，因此，规划确立了以轨道接驳集散客流为主、常规公交接驳为辅的理念，私人接驳

交通方式则尽可能限制。常规公交接驳设施布局充分利用既有设施的基础，减少场站过多对

中心区的影响，在益田路东侧的绿化带内设置小型公交首末站，主要服务国铁客流，同时兼

顾周边城市公交接驳服务。 

     

图 2.1  福田枢纽轨道交通接驳方案        图 2.2  福田枢纽公交接驳设施布局方案 

出租场站分别在深南大道两侧及益田路东侧绿化带分散布局，并与现有道路系统和设施

条件紧密结合，分别服务 11 号线客流和国铁客流。福田枢纽不鼓励小汽车接驳，不新建停

车场，而是利用周边现状的 2 座大型物业停车场兼顾枢纽停车接驳需求。 

      
图 2.3  福田枢纽出租车接驳布局方案            图 2.4  福田枢纽出租车布局剖面及流线组织方案 

2.1.2  香港西九龙总站	

香港西九龙总站是京港客运专线中的南端终点站，为地下车站。车站接驳港铁东涌线、

机场快线九龙站和西铁线柯士甸站，方便高铁乘客来往香港各区及香港国际机场。为缓解周

边城市道路拥堵情况及为车站提供较优的道路接驳条件，规划在车站西南侧柯士甸道及连翔

道一带兴建“三层地下道路系统”，将车站到发交通、本地交通和过境交通分离到三个竖向

层面，而部分本地和过境交通转换至地下的同时，地面可腾出空间形成一个舒适、流畅的步

行环境，联系周边发展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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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香港西九龙站周边道路规划方案 

车站内部采用紧凑的立体布局方式，口岸、出租车上落客车场、停车场、铁路设施等设

施有序分布在地下四层空间里。各类交通设施出入口相互分离，车辆各行其道，在枢纽内部

车流和人流均按管道化组织运行，互不干扰。车站充分考虑物业配套交通需求，布置了四层

物业停车场，物业停车场与接驳停车场相互独立，且物业停车场使用相对较便捷，体现对物

业的高水平服务。在与周边物业衔接方面，车站构建了四通八达的管道化人流集散系统，包

括 6 座人行天桥、3 条地下通道以及一处地面连续步行空间，保证与周边物业的紧密联系。 

            
图 2.6  香港西九龙站各层平面布局及人流组织方案         图 2.7  香港西九龙站步行系统规划方案 

2.1.3  德国柏林新中央火车站（莱特站）	

柏林新中央火车站是德国集轨道高速铁路、普通铁路、市域快速轨道交通  ( S‐Bahn)  、

地铁、道路交通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  是欧洲最大、最现代化的交通枢纽。整个枢纽由东

西向的高架轨道交通线和南北向的地铁线构成，同时轨道桥东西两端建造了两座办公楼，提

供商业活动，吸引客流。在高架桥西侧设置地面、地下四层私家车停车场，提供方便的停车

设施。枢纽内部采用开放的布局方式，商业和轨道设施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形成了一个和

谐的整体。站内人流主要采用垂直的组织方式，通过层板开口等建筑手法，引进自然光，让

车站的空间安排一目了然，保证站内导向清晰。  枢纽机动车交通接驳主要依靠站外地面层

的南北广场完成，提供个体交通上下客位和临时停车位，组织相对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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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德国莱特站实景图                          图 2.9  德国莱特站内部空间透视图 

2.2 城市中心型枢纽规划设计特征 

上述交通枢纽案例的分析，表明城市中心型交通枢纽具有以下规划设计特征： 

（1）交通接驳功能以轨道交通为主，常规公交为辅，与之匹配的交通接驳设施一般包

括便捷的轨道接驳系统、中小型公交场站、小型出租车场以及受限制的小汽车场； 

（2）一般通过构建清晰人行主轴线和中央换乘大厅组织人流，减少人流交织和冲突； 

（3）“管道化”交通组织，各类交通流线互不干扰； 

（4）车站与物业形成良好的衔接关系。 

3. 城市中心型综合交通枢纽规划方法	

在剖析典型城市中心型交通枢纽案例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城市中心型枢纽的规划要求

和规划方法。 

3.1 规划要求 

（1）遵循一般城市综合交通枢纽规划设计的共同原则。主要包括设施规模与需求匹配

原则、人车分流原则、方便高效换乘原则、高效交通组织原则等。 

（2）与枢纽周边用地一体化协调设计。要充分考虑枢纽与周边环境的结合与协调,  重

视与既有或拟建建筑、设施之间的衔接设计。在保证满足客流换乘疏导的同时,  为周边及枢

纽本身用地空间的开发与充分利用作好预留。 

（3）枢纽交通功能与城市功能融合设计。枢纽交通及人流对周边社会交通的影响最小

化，  枢纽建设对周边土地的开发利用带来正面的积极效果。 

（4）“步行优先”设计。城市中心型枢纽地区应引导以“步行+公交”为主的出行方式，

创造良好的步行环境。考虑步行者的身体尺度与人们对空间的舒适度要求，降低枢纽内部道

路车速，减少行人换乘行走时间，提高行人的便利性。 

3.2 规划方法 

枢纽布局规划的核心就是正确处理人流、车流以及建筑之间的关系，在满足枢纽规划要

求的前提下，寻求一种最优组合。城市中心型综合交通枢纽的规划总体上遵循一般枢纽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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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流程与方法，但由于城市中心型枢纽与其他枢纽的特性差异，其规划方法必然也有所差异。

本文主要从人行形系统规划、交通设施布局规划、与物业关系处理三个层面总结城市中心型

交通枢纽的规划方法。 

3.2.1  人行系统规划	

人行系统规划包括行人空间和行人交通组织两个层面。 

（1）行人空间规划 

城市中心型交通枢纽的行人空间可划分为承担交通功能的换乘空间和承担商业功能的

物业行人空间。换乘空间规划的目标是是实现乘客在各个交通方式之间的快速转换，因此换

乘空间的选择应以出行者的走行距离最短为原则，同时预留适当的缓冲空间。由于在枢纽内

部乘客会从各个方向、以各种方式进行换乘,  因而应结合客流预测，确保主流方向及主流方

式的换乘方便。物业行人空间是人流与枢纽综合开发物业的联结空间，规划应以使旅客尽量

停留为目标，以提高商业活力、提升物业价值。因此，该类空间的规划多以迂回曲折的方式

出现，引导行人流线尽量对物业实现全覆盖，一般可采用方格网型或通道数型两种形式。 

两种空间在目的导向上有所区别，因此原则上两种空间应尽量形成分离，采取不同的规

划方法。但同时应建立便捷的联系，以实现交通人流与物业人流的转换。 

（2）行人交通组织 

对应行人空间的分类，行人交通组织也应分为换乘人流组织和物业人流组织两个方面。

换乘人流与物业人流的流线应相互分离，互不干扰。物业人流组织并无特定的组织方式，主

要结合物业行人空间的布局特点，最大程度实现流线对物业的覆盖即可。换乘人流的组织以

实现乘客便捷高效换乘为目的，应满足以下要求：流线平滑，转弯处尽量避免使用锐角；流

线尽量避免掉头、回头；路径识别性较好，提高人流诱导效率等。换乘人流组织方式主要有

平面换乘、竖向换乘、平面竖向结合换乘三种形式，具体应结合枢纽的用地情况、整体布局、

交通设施布局、换乘客流量等因素综合确定。城市中心型枢纽一般用地较为紧张，整体布局

多采用充分利用纵向空间的立体布局形式，因此采用平面竖向相结合的换乘模式较为合适。 

3.2.2  交通设施布局规划	

（1）交通设施总体布局 

城市中心型枢纽由于受所处区位交通疏解条件限制，客观上无法实现大量接驳车辆交通

的快速疏解，因此，传统交通枢纽大而全、集聚规划的思路并不适用，采用公交优先的交通

接驳模式是必然之选。这就要求在交通设施布局方面应优先考虑大运量公共交通工具空间的

布设（如城市轨道和公交），确保其活动区域位置显著，换乘方便，并实现较少的车辆绕行。 

（2）出入口设置 

出入口的布置应遵循物业交通出入口与接驳交通出入口分离的原则，避免两者交通混

行。出入口的位置应该尽量设置在次干道或支路上,  尽量减少对周边交通的影响。在满足车

辆进出的基本通行需求、不致引起车辆在出入口排队的同时,  应减少出入口数量。 

（3）机动车交通组织 

机动车流线组织应遵循以下原则：各类机动车流线应相互分离，物业流线与交通流线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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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避免冲突；根据承担接驳任务的轻重,  从主到次分别设计；减少公交车辆的绕行；尽量

考虑可能产生的特殊物业流线的流线通道预留，如货物流线、消防流线、垃圾运输流线等。 

3.2.3  与物业关系处理	

（1）交通枢纽综合开发物业定位 

城市中心型枢纽是交通功能和城市功能的综合体，上盖综合开发物业和交通枢纽设施在

空间使用上应是对等的关系，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应尽量提高物业价值，如香港西九龙

站接驳车辆停车场与物业停车场的关系，就充分体现了对物业价值提升的重视。 

（2）物业人行系统设计 

城市中心型枢纽物业人行系统规划设计主要包括枢纽综合体内部和枢纽综合体对外衔

接两个层面的设计。 

枢纽综合体内部一般需建立一个基于行为需求的多层面行人交通系统，在立体空间实现

与交通人行系统的分离。在枢纽物业人行系统对外衔接方面，要充分考虑枢纽与周边步行环

境的协调设计，建立与既有或拟建建筑、设施之间的步行系统高效衔接。规划方案可采用具

有延续性的步行空间规划以及构建高通达性的步行连廊系统两种方式，与周边建筑步行空间

实现无缝对接。如香港西九龙站则采用两种方式结合的方式，构建了车站屋顶平台以及四通

八达的人行天桥和地下连廊系统，实现与周边的无缝衔接。 

（3）物业空间规划 

物业空间与枢纽空间结合紧密，又相互影响，物业基础结构会对枢纽设施布局产生一定

影响，同时枢纽布局又会对物业结构设计形成限制。物业开发涉及的设施种类较多，设计复

杂，可能包括消防设计、物流流线、货物通道、垃圾通道、保安通道等设计，而规划阶段又

无法深入开展物业相关工程设计，因此要求规划阶段提前预留物业设施布局弹性，以保证规

划方案的可实施性。 

4. 实例应用——前海湾综合交通枢纽规划	

4.1 规划背景 

前海枢纽位于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深圳市未来六大轨道交通枢纽之一。

该枢纽涉及 5 条轨道线，包括港深西部过境轨道、穗莞深城际线和地铁 1、5、11 号线。作

为前海先期启动建设的区域之一，枢纽地区遵循先行先试的原则，结合轨道交通设施的建设

力求将枢纽地区打造成多功能、高品质的城市综合体。 

4.2 规划方案 

4.2.1  总体规划理念	

本规划方案遵循“站城一体化开发”和构建国际化 CBD 的规划设计理念。轨道、交通

接驳设施、上盖物业与周边街坊进行一体、复合、多功能、高效集约的规划设计，充分发挥

枢纽的触媒效应和集聚效应，加强公共交通集散点与上盖物业开发的联动，提高枢纽周边地

区土地能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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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前海枢纽“站城一体化”理念示意图 

4.2.2  枢纽规划方案	

（1）采取分期开发策略，保证枢纽与上盖物业一体化协调规划。 

为集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益，枢纽将进行上盖开发，并与上盖物业进行一体化规划

设计。但规划港深西部过境轨道的建设时序及规划方案均不稳定，将对枢纽上盖及整体设施

布局产生影响，因此，枢纽规划采取分期开发策略，以穗莞深城际线车站东侧施工边界作为

近远期建设范围的划分边界，将不稳定的线路及其相关上盖物业布置在远期建设范围内，相

应的的接驳设施配合近远期的接驳需求及开发要求分别布置在各自区域内。这样，近、远期

枢纽与上盖物业均可进行一体化的协调设计，不受影响，同时为远期预留了足够的规划设计

弹性。 

                

图 4.2  枢纽近期建设总平面图                图 4.3  枢纽远期建设总平面图 

（2）采用“公交优先”的交通接驳策略，优先考虑大运量公共交通工具的空间布设，

为大运量公交创造良好的接驳换乘条件。 

枢纽大运量公共交通工具包括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地铁 1、5 号线为现状运营线路，1

号线为近期建设线路，三条线路平行布置，采取站厅换乘方式。考虑分期建设，港深西部快

轨需布局在枢纽东侧，与近期 1、5、11 号线形成分离，以创造良好的分期开发条件。因此，

枢纽轨道布局的关键在于穗莞深城际线的布局考虑。穗莞深城际线的布局具有较大弹性，枢

纽东西两侧均可布局，规划考虑轨道交通集中布置，提高换乘便利性，同时减少设施占地，

为物业开发创造良好条件，规划推荐穗莞深车站沿 11 号线西侧规划支路路下布局。前海湾

枢纽轨道布局方案如图 4.4、图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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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枢纽轨道布局平面图                           图 4.5  枢纽轨道布局剖面图 

考虑空间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同时保证清晰的乘客换乘路径选择，公交场站一次性布置，

同时满足近远期的接驳客流需求。为体现该地区的公交优先策略，规划将公交场站布置于枢

纽主体的东南角，该方案可实现最短的公交接驳步行距离，同时兼顾公交场站对周边的城市

服务功能。 

（3）有序的机动车道路接驳系统，各类交通流线相互分离。 

根据上位规划，前海地区规划了 1 条地下单向环路系统，服务快速集散交通，缓解地面

交通压力。根据枢纽周边道路条件，枢纽明确了长短交通分离的对外交通组织结构，即中长

距离的接驳交通主要通过南坪快速路及地下道路系统集散，近距离接驳交通以地面道路集散

为主，通过周边听海路、航海路和振海路集散。枢纽内部使用专用进出匝道分别组织出租车

和小汽车交通，实现场站与各个方向接驳道路的高效衔接，分离交通流线。 

                   

图 4.6  枢纽对外交通组织结构示意图                图 4.7  枢纽地面道路系统结构图 

                     

图 4.8  枢纽地下道路规划方案图                  图 4.9  枢纽地下道路交通组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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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高效的人行组织系统，实现物业人流与枢纽换乘人流的分离，与枢纽周边步

行空间进行良好对接。 

前海枢纽步行系统规划分为枢纽内部换乘系统和枢纽对外步行衔接系统两个层面。枢纽

内部换乘通过换乘大厅的方式组织，构建了地面层、地下一层以及地下二层三个层面换乘大

厅，各层大厅间可通过厅内的楼扶梯实现转换，通过合理的楼扶梯布局引导人流流线组织，

从立体上分离各类人流流线，并形成良好的空间导向。 

           
图 4.10  枢纽人流组织结构示意图                   图 4.11  枢纽人流组织三维流线图 

枢纽对外步行系统衔接可分为地上和地下两套系统。地下步行系统以枢纽核心区为中

心，分别向东、南延伸，连通枢纽核心区、站前区和周边核心商业区的地下空间，形成与城

市功能有机结合的综合步行功能区。地上步行系统以枢纽二层公共步行平台为核心，通过跨

越周边道路的高架人行天桥与周边物业二层空间联系，共同形成一体化商业步行及休闲停留

空间。高架人行天桥还可直接联系枢纽北侧水廊道及西侧滨水空间，将良好的滨水环境引入

枢纽地区，营造优质舒适的步行环境。 

                       

图 4.12  枢纽地面二层步行系统规划图                 图 4.13  枢纽地下步行系统规划图 

（5）协调物业空间与交通空间的关系，为枢纽及上盖物业的工程设计预留足够弹性。 

枢纽布局与上盖建筑布局相协调。结合轨道的布局形式，塔楼布局采用平行于轨道线站

位的直线平行布局方案，保证塔楼核心筒位于轨道站位用地红线之外。换乘大厅内的塔楼核

心筒尽量北移，保证换乘大厅宽敞和空间的完整性，避免妨碍人员通行。枢纽内部设施布局

充分考虑塔楼核心筒和建筑柱网结构对设施布局方案的影响，进行详细的各层平面布局规

划，保证规划方案预留足够的设计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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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枢纽物业布局总平面图           图 4.13  枢纽地下空间（地下二层）布局示意图 

5. 总结	

城市中心型交通枢纽具有区别于传统交通枢纽的特征，相应的规划设计要求及方法也应

有所差异。本文从人行系统规划、交通设施布局规划、与物业关系处理三个层面系统分析了

城市中心型交通枢纽的规划方法，并以前海湾综合交通枢纽规划为例，介绍了城市中心型枢

纽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对于我国同类型的交通枢纽设计具有一定的参

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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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对周边影响区初探 

李志平  尹海林 

【摘要】综合交通枢纽周边土地开发利用影响区的界定对枢纽周边土地开发利用、枢纽配套

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等均具有指导性作用。本文从综合交通枢纽影响区的定义、范围的界定、

枢纽各种交通方式接驳服务圈等方面来探讨和研究位于城市中心区内、以铁路客运站为核心

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影响区。 

【关键词】交通规划  交通枢纽  思维方法  影响区 

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国家加大了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开发力

度，快速大容量城际交通的发展对大型客运综合交通枢纽的形成及枢纽周边土地开发利用模

式有着深刻的影响。 

国内外关于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对周边土地开发利用影响区的范围有一个一般性的认识，

但没有进行过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本文正是对这一点进行了科学合理的论证，从三个角度

进行综合研究，明确了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对周边土地开发利用影响区的范围，为将来对综合

交通枢纽周边土地开发利用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 概念及研究意义	

综合交通枢纽具体定义为:多种运输方式(至少两种以上)交通干线的交汇与衔接处，共同

为办理旅客与货物的发送、中转、到达所需的多种运输设施及辅助服务功能的有机综合体，

如航空枢纽、铁路枢纽、长途客运枢纽、城市轨道交通枢纽、常规公交换乘枢纽等，本文主

要研究的是位于城市中心区内、以铁路客运站为核心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对其周边土地开发利用的影响范围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实践当中,通常

有五种划分的标准:接驳换乘、服务功能、文化风貌、地形标志、开发边界。本文从实用的

角度出发，采用接驳换乘所形成的交通影响区作为依据对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周边土地开发利

用的影响范围进行研究。 

枢纽交通接驳换乘影响区，是指人们在可容忍程度内愿意通过某种交通方式（包括步行、

自行车、公交车、小汽车、轨道交通等）到达综合交通枢纽所通过的最大距离围合的区域。

乘客前往枢纽的出行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用地交通条件，如：步行到达枢纽的路途长短、是

否方便、接驳枢纽的公共交通网络发达程度、行车间隔、舒适度、换乘便捷程度等等。这也

是枢纽对周边土地开发利用的主要影响范围。 

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合理影响区的确定，是枢纽客流性质、客流量大小的重要判定依据，

直接影响着综合交通枢纽规模的确定、综合交通枢纽设计、出入口布局以及枢纽周边土地利

用规划,从而影响整个城市交通网络的客流量及客流量分布。[1]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902



 

 

3. 枢纽合理影响区的确定	

确定综合交通枢纽合理影响区的决定因素是乘客愿意接受综合交通枢纽服务的最大距

离。这里的容忍程度，通常是以乘客所能接受的距离或时间来衡量的。根据出行端点到枢纽

的距离，出行者往往会选择不同的交通方式，由于交通方式的运输特性不一，其合理运营范

围和服务范围就决定了枢纽的合理影响区大小。[2] 

3.1 直接影响区与间接影响区 

合理影响区是由各种交通方式合理接驳的距离边界确定的，通常以距离或面积为主要衡

量指标。假设枢纽周边大范围内用地性质均一、开发强度相同、人口密度相当且不考虑路网

及道路设施的特性，则各种交通方式衔接综合交通枢纽的影响区域范围示意图如图  3‐1  所

示。 

 
图 3-1  综合交通枢纽各交通方式影响范围示意图 

这种以综合交通枢纽为圆心，以一定的出行距离为半径划出枢纽影响区范围的方法，优

点在于枢纽影响区域明确，便于一般使用者理解。但它也有一些缺点，首先影响区半径不能

真实反映实际出行距离，其次，实际的出行距离也往往不是以枢纽为圆心、一定半径计量的，

再者，枢纽影响区域也不可能是圆形的。 

根据交通接驳方式不同，合理影响区可划分为直接影响区和间接影响区。直接影响区主

要考虑的是以步行接驳综合交通枢纽的影响区域，它是枢纽的主要影响区及主要服务区。通

常制约步行出行距离的因素主要是步行速度、步行产生疲劳的出行时间和出行时长的容忍

度。结合我国的国情，综合各因素考虑，步行去枢纽的平均耗时约为 10 min，按照正常的步

行速度 3~5km/h 计算，综合交通枢纽的步行直接影响范围在 500～800m 之间，根据枢纽在

城市中的位置及周边情况不同，可合理选取步行影响区半径。其它接驳方式所影响的区域为

间接影响区，其服务半径大小根据采用其它交通方式与采用步行到达综合交通枢纽消耗同等

的时间来确定。 

3.2 各交通方式的服务范围 

居民选择出行方式时考虑的因素甚多，主要有：交通主动性、安全、准时、便捷、舒适、

可达性好[3]。假设乘客出行不受交通方式间价格因素影响（即在出行时忽略资金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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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出行耗时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考虑指标。 

步行合理影响区与其它交通方式合理影响区的界定，由步行或采用其它交通方式到达综

合交通枢纽消耗同等的时间确定，即假定各接驳方式的合理时间是相等的。由此，以步行合

理时间（10 min）为基准，考虑各接驳方式的合理半径，可得下表数值。在推测中均假定影

响区范围是以枢纽为中心的圆形区域。[5] 

表 3-1  各交通方式的服务范围 

接驳方式  速度（km/h）  最大合理服务半径（km）  最大合理服务区面积（km2）

步行  3‐5  0.5‐0.8  0.78‐2.0 

自行车  10‐14  1.7‐2.3  9.1‐16.6 

常规公交  16‐25  2.6‐4.2  21.2‐55.4 

轨道交通  30‐40  5‐6.7  78.5‐140.9 

小汽车  40‐60  6.7‐10  140.9‐314.1 

由此可见，以 10min 为合理时间，步行接驳的最大合理半径为 500～800m，自行车接

驳的最大合理半径为 1.7～2.3km,  常规公交最大合理半径为 2.6～4.2km，轨道交通最大合理

半径为 5～6.7km，小汽车的最大合理半径为 6.7～10km。 

虽然从表格中的数据来看小汽车的服务半径比轨道交通大，但从国外轨道交通运营良好

的城市来看，在拥有城市轨道交通、辅以良好衔接的地面公交出行换乘中，城市轨道交通居

于出行的主导地位。 

3.3 综合交通枢纽服务圈层模式 

出行者在实际出行中对各种交通方式愿意花费的时间并不是相等的，还受舒适度、便捷

性、安全性等其它因素的影响，所以形成的影响区范围的大小与以 10min 等额时间计算出

的理论值有所不同。按照乘客实际采用不同衔接方式对应综合交通枢纽吸引客流的服务范

围，将其分为五层交通衔接服务圈（图 3‐2）。 

3.3.1  内层衔接服务圈	

是综合交通枢纽直接服务区，以综合交通枢纽为中心大致 500～800m 范围的步行圈，

对应用地规模 78.5～200hm2，这个范围是综合交通枢纽客流集散的主要区域，集聚效应最

明显，是枢纽的直接服务圈，应作为土地利用规划的重点研究范围。 

这个圈层的服务功能主要包括宾馆、餐饮、购物、旅游、咨询、信息服务等。 

3.3.2  二层衔接服务圈	

以综合交通枢纽为中心大致 3 km 左右自行车出行圈，换乘方式以生态、健康换乘方式

为主。根据我国现状自行车的拥有率及利用率与国民经济水平的情况，综合交通枢纽衔接必

须考虑自行车换乘的需求。 

3.3.3  三层衔接服务圈	

以综合交通枢纽为中心 2～5km（2～3km为公交车与自行车出行方式的争夺区）为公共

交通换乘的出行服务圈，换乘方式以公交车为主,辅以出租车换乘。 

此服务圈内应充分考虑停车换乘(Park  &Rail)，这种 P+R 系统将换乘站建成立体换乘中

心，其间分层布设了各类交通方式的换乘设施，包括联系不同公交线路上落客站、小汽车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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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场之间的便捷通道、电梯及自动步道等。   

3.3.4  四层衔接服务圈	

以综合交通枢纽为中心 4～7km（4～5km为轨道交通与公交车的争夺区）为轨道交通换

乘的出行服务圈，换乘方式以快速大中运量的地铁、轻轨为主，能起到快速高效地疏散客流

的作用。 

3.3.5  五层衔接服务圈	

以综合交通枢纽为中心 4～10km（4～7km 为小汽车与轨道交通的争夺区）为小汽车换

乘的出行服务圈，换乘方式以小汽车为主。 

 

图 3-2  综合交通枢纽服务圈层 

显然一个城市不会也不可能在五个圈层如此大的范围内均建设与枢纽配套的旅客服务

设施，并且这个范围已经不是内圈层的含义(接受最直接便捷的服务)，而是第二及以外圈层

的拓展和补充服务功能范围。由于乘客的目的地选择理论上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因此，第二

及以外圈层的规模严格说很难确定。但是，第二及以外圈层与内圈层和在空间或功能上是延

续的，而不是截然分离的，这给第二及以外圈层的存在和规模界定提供了合理性和必然性。 

从城市综合交通枢纽五个层面的服务范围可以看出，步行、自行车、机动车、轨道交通

的换乘客流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叠，因此，这五种与综合交通枢纽接驳的交通方

式间不仅存在着合作、互补的关系，更存在着相互竞争的关系[10]。围绕综合交通枢纽集散

客流，应合理安排各种交通方式线路，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妥善解决各交通方式争夺区的

矛盾，使各交通方式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 结语	

影响综合交通枢纽合理影响区的大小、形态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经济社会条件、土地用

地结构、用地布局、开发强度、城市设计质量、交通模式与特征、交通设施及服务水平等。 

本文研究的位于城市中心区、以铁路客运站为核心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直接影响区是与

综合交通枢纽联系最密切、影响也最明显的区域，合理影响区范围为综合交通枢纽主体建筑

周边 500～800m，用地规模为 78.5～200hm2，该区域是综合交通枢纽周边土地利用规划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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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研究范围。 

由于篇幅有限及实际应用的需要本文仅从交通模式方面进行了初步研究。对于其它方面

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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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值法的客运站规划方案评价方法 

曹乔松  李梅 

【摘要】客运站选址方案评价是客运站规划方案选择和决策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熵值法，

从客运站布局协调、需求满足、经济可行与环境适应性等方面选取指标对客运站选址方案进

行定量评价，并给出了应用实例。 

【关键词】客运站  选址方案  评价  熵 

1. 引言	

随着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城

市交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既有的交通基础设施显得不堪重负。在城市客运站及其周边

区域，往往是发生拥堵最为严重的区域[1]。随着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许多城市既有的客

运站在功能及空间布置上，已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大量既有客运站需要改扩建或者在增建新

的客运站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目前对于一般客运站规划方案，往往是根据既有的城市规划以及以往的经验，来确定客

运站的选址与规划方案。缺少对客运站选址方案进行客观的定量的评价手段，本文通过引入

了熵值法，从客运站的布局协调、需求满足、经济可行与环境适应性等方面选取指标对城市

客运站选址方案进行综合评价，从而客观的确定各方案的优劣，为最终的决策提供参考。 

2. 基于熵最大值法的客运站选址评价方法	

一个系统的熵是该系统有序无序程度的度量。熵越大，系统越无序；反之，则系统越有

序[2]。指标的熵值较小，则熵权较大，说明在该指标有明显的差异，对整个系统有明显影响，

在实际的决策中，决策者应重点考察此类指标，并将此类指标作熵权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使

用熵值法进行综合评价的步骤如下： 

2.1 评价指标标准化处理 

由于各指标的量纲数量级及指标正负取向均有差异，不能直接比较。因此需对初始数据

做标准化处理。具体可采用如下方式处理[3]： 

对于越大越优的指标： 

minm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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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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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对于越小越优的指标： 

min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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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 Xij为第 i方案第 j 项指标的原始值，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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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熵值法确定权重系数 

假设 X’ij(i=1,2,…;j=1,2,…n)为第 i方案的第 j 个评价指标值，则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的步

骤如下： 

（1）计算第 j 项指标下，第 i个方案的特征比重 P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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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                   

由于信息熵 ej可用来度量 j 项指标的信息（指标的数据）的效用价值，当信息完全无序

时，ej=1，此时 ej的信息(也就是 j 指标的数据)对综合评价的效用值为零。定义 dj为第 j项指

标的信息效用值，则有：dj=1‐ej 

2.3 计算评价指标权重 

利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其本质是利用该指标信息的价值系数来计算，其价值系

数越高，对评价的重要性就越大(或称权重越大，对评价结果的贡献越大)。第 j 项指标的权

重 wj为： 





n

j
jjj ddw

1

/
            （5） 

2.4 计算样本的评价值 

用第 j 项指标权重 wj与标准化后的第 i 个样本第 j 项评价指标 X’ij的乘积作为 Xij的评价

值 fij，即 

'
ijjij Xwf 

              （6） 

从而得到第 i个样本的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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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算出全部方案的评价值后就可以对客运站的选址方案进行比选了。 

3. 评价指标的选取	

城市客运站往往是复杂的大系统，特别是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轨道交通的建设，城市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908



 

 

客运站通常涉及到与轨道交通、常规共交、出租车等方式的换乘。而客流集散功能是城市客

运站的核心功能，评价指标的选取应能反映其客流集散功能和换乘便利性。同时还要考虑以

后的扩展，以及对周边区域的影响。 

1）客运站布局协调性指标。客运站的布局不仅要与城市总体规划协调，还要与城市道

路网及区域综合运输系统规划协调。枢纽布局协调性可用出行便利性 C1、换乘的便利性 C2

城市交通的协调性 C3来衡量。 

C1反映出行者从出发地到对客运站以及从客运站到目的地的方便程度，而出行者的便利、

快捷程度则可以通过出行者从出发地到客运站的汇集时间以及从枢纽到目的地的疏散时间

来反映。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取出行者与客运站之间的平均距离作为评价指标。C1可以表示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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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i 为客运站影响范围内各交通小区出行人数，li 为各交通小区重心与客运站距离，

n 为交通区个数。 

C2主要反映客运站与其他交通方式衔接换乘的便利性。主用用乘客平均换乘时间表示，

可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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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i为选择第 i种换乘方式的乘客比例，Ti为第 i种换乘方式换乘平均需要的时间。n

为客运站换乘方式的总数。 

C3主要反映与与城市交通的协调性。它主要体现为客运站对周边区域道路的影响、客运

站主要进出口道路的服务水平。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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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si为客运站影响范围内各道路与交叉口服务水平预测值，n 为客运站影响范围内道

路与进出口道总数。 

2）客运站布局需求性评价指标。客运站的规模不仅要适应近期客运需求，还要为远期

的发展留有余地。需求性评价指标可用客运站规模适应性 C4和客运站可扩展性 C5两个指标

来衡量。 

C4描述枢纽规模满足需求的程度，可表示为： 

d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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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p为预测规划年份客运量，Ad为客运站设计客运量。 

C5为客运站扩展的可能性，其周边预留或者可扩展用地越大，则扩展性越好。其数值可

表示如下： 

2

1
5 S

S
C 

                                    （12） 

式中 S1为客运站周边预留或可扩展土地面积，S2为客运站规划用地面积。 

3）经济可行性指标 C6与环境适应性 C7指标。 

经济可行性指标 C6主要体现项目投资与收益情况。 

C6=项目总收益/项目总投资      （13） 

环境适应性主要表现在客运站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如噪音污染和尾气污染等。该指标与

客运站发车班次数量以及客运站的规模有关。由于噪音与尾气污染难以量化。但其与班车在

客运站影响区域范围内的行驶距离和班车次数成正比。因而，C7可以表示为： 

aP LNC 7                             （14） 

式中 Np为规划年份日发客运班车数，La班车在客运站影响范围内平均行驶距离。 

4. 应用实例	

为了验证该方法的评价结果，引用东莞市莞城区道路交通规划中关于客运站选址部分的

数据，用上文中的方法进行评价。表 1列出了个不同方案的评价指标值（已经过标准化处理）。 

表 1  各比选方案评价指标值 

评价指标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出行便利性 C1 0.30800    0.32400    0.36800   

换乘便利性 C2 0.33846    0.34359    0.31795   

交通协调性 C3 0.39286    0.29082    0.31633   

规模适应性 C4 0.30526    0.32105    0.37368   

可扩展性      C5 0.30872    0.34228    0.34899   

经济可行性 C6 0.32127    0.32579    0.35294   

环境适应性 C7 0.38824    0.33529    0.27647   

将上述数据代入式（3），再根据式（4）、（5）就可以得到各指标的熵值、效用值与权重。

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评价指标权重表 

评价指标  熵值 ej  效用值 dj  权重 wj 

出行便利性 C1 0.99739    0.00261    0.10507   

换乘便利性 C2 0.99949    0.00051    0.02041   

交通协调性 C3 0.99244    0.00756    0.30460   

规模适应性 C4 0.99655    0.00345    0.13927   

可扩展性 C5 0.99871    0.00129    0.05185   

经济可行性 C6 0.99921    0.00079    0.03203   

环境适应性 C7 0.99140    0.00860    0.34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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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交通协调性和环境适应性的权重相对较大，说明在 3 个方案中交通协

调性和环境适应性对方案影响较大，因此在方案比选是要重点考虑。 

根据公式（6）、（7），就可以计算出各个方案的评价值。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比选方案评价值 

选址方案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评价值  0.36237  0.31880  0.31882 

从计算结果来看，方案 2 和方案 3 相对接近，方案 1 相对较优。从以上计算过程来看，

通过引入可量化的指标计算，可以对客运站规划设计方案进行可量化的评估结论，为后续的

决策工作提供了很大便利与参考。 

5. 结语	

在实际规划决策中，单凭经验和主观判断往往很难区分各个方案的优劣。本文通过引入

熵值计算的方法，利用客观可测的数据，得到各个选址方案的客观评价，避免了这一不足。

选址评价结果是规划方案选择和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客运站的规划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和指

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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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区功能拓展研究 

刘树祥 

【摘要】 高铁建设，铁路提速引导着城市间交通方式的改变，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机

遇。本文借鉴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经验，分析淄博火车站地区发展的基础和优势，为淄博市

借助胶济铁路提升火车站地区的城市功能提出建议，作为该地区下一步规划建设的参考。 

【关键词 】 高铁  火车站  功能 

1. 引言	

随着 2008 年胶济四线的建成通车，胶济线开通的动车组，设计时速可达 200‐250km/h，

实际运行速度接近 200km/h，发车间隔在 25‐30 分钟，已达到日本新干线和欧洲高速铁路建

设初期的水平。胶济线客运线路提速，必然密切山东半岛城市群的联系，淄博火车站作为胶

济线的重要交通节点，将进一步巩固其交通枢纽地位。 

交通枢纽地区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交通设施本身，还体现在交通枢纽对城市经济发展的

带动作用，以及对交通枢纽周边地区的规划与土地开发的影响方面。淄博火车站地区未来将

发展成为一个集国铁干线，城际轨道，城市轨道交通，城市公交枢纽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交

通枢纽，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不言而喻。 

自“十一五”开始，国内建成了沪杭、武广等高铁项目，一些大型枢纽站点相继建成，

高速铁路建设如火如荼，而对国内对高铁车站周边地区的开发研究和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

高速铁路车站地区如何成功开发，借鉴国外成功经验非常重要。本专题通过研究国内外高铁

交通枢纽地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总结规律。为淄博火车站地区用地规划和开发提供参考依

据。 

2. 高铁车站对城市的影响	

国内高速铁路建设刚刚起步，针对高铁对城市的影响主要借鉴国外已有成果来研究。目

前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区域层面、城市层面、车站周边层面。 

2.1 区域层面和城市层面 

这两个层面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即高铁对区域内城市群整体和各个城市发展的影响问

题。这种研究国内刚刚开始，《中国大城市空间发展与轨道交通互动关系研究》、《武广高速

铁路对沿线城市体系发展的影响研究》等。2010 年中国社科院对现有的研究做了归纳，总

结高铁对城市群发展的四种效应：（1）时空效应：从时间上和空间上拉近城市间的距离，促

使城市间经济要素流动加快。（2）边界突破效应：快速客运网络从空间上增扩大了经济要素

集聚与扩散的空间。（3）区位增强效应  ：交通区位发生变化，设站地区的投资环境改善，

引来资源要素的汇聚。（4）要素整合效应：在沿线城市群内部形成新一轮的资源整合。以上

四种效应从城市群整体来说能够提高城市群的经济活力，有利于其发展；但对单个的设站城

市来说则有利有弊，比如高铁网络比较完善的欧洲，一些处于网络中心的城市（如法国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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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里昂）能快速发展，而处于网络末端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城市则有边缘化的迹象，

当然，这种迹象可能是相对的。 

2.2 车站周边层面 

车站周边层面即高铁车站的对周边城区功能提成或重建作用。目前此层面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车站的选址、对周边城区的直接影响范围、周边用地功能的选择、国外

开发经验。 

2.2.1  站场选址	

高铁车站的选址，可以概括为 3 种类型：城市中心地区、城市边缘或外围地区。研究表

明，位于城市中心区的高铁车站容易取得成功，在边缘区或外围地区建设车站不容易取得成

功。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有日本的岐阜车站。岐阜车站属于东海道新干线，车站选址于距

城市建成区 10km左右的稻田中，同时也为考虑车站与市区联系的配套快速交通系统（如轨

道交通等），导致其客流多被附近的名古屋车站（该车站位于城市中心，各种交通设施衔接

配套齐全）吸引，目前该岐阜车站运行 40 年后周边仅有少量商业，用地多用作停车场。因

此，保持车站地区与城区之间良好的可达性也是高铁车站设置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2.2.2  直接影响范围	

依据中规院郑德高等对 Schutz（1998）、Pol（2002）等人的圈层理论研究，高铁车站对

城市的影响分为三个圈层，：即第一圈层（primary development zones），为核心地区，距离

车站约 5‐10min 距离，主要发展高等级的商务办公功能，建筑密度和建筑高度都非常高；、

第二圈层（secondary development zones）为影响地区，距离车站约 10~15min距离，也主要

集中商务办公及配套功能，建筑密度和高度相对较高；第三圈层（tertiary development zones）

为外围的影响地区，会引起相应功能的变化，但整体影响不明显。考虑到该模型受到抽样类

型、地区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枢纽等级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使其理论模型存在较大

的局限性，但在高铁车站周边 400‐800 米范围内为高铁车站最直观的影响范围。 

2.2.3  周边用地功能的选择	

欧洲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高速铁路吸引得客流主要为商务客流，此类客流的活动需求

主要集中在餐饮、住宿、商务休闲等服务业方面，以对法国高速铁路中里昂和巴黎之间的研

究为例，两地之间高铁通车后，在增长旅客量的构成中，与购物和商务有关的商务旅行者占

了绝大部分。因此，车站周边的用地类型宜偏向商业办公、住宿服务等第三产业。 

2.2.4  国外开发经验	

国际经验表明，建设高铁车站必须同时关注周边地区的开发，要想取得成功也必须有政

府的积极推动。巴黎左岸地区、欧洲里尔等成功案例都得益于政府的积极推动。 

2.3 经验总结 

从国内外经验可总结出高铁车站对城市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1）带动城市整体性的增长：人口增长、产业优化、城市地位提高。 

（2）对城市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城市产业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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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促进传统工业城市转型：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是前提   

（4）城市间的商务往来更加频繁 

（5）处于城市中心区的车站更易带动城市发展 

（6）必须保持车站与城市其它地区在交通上有良好的可达性 

（7）车站周边城区宜适度开发：就用地开发强度而言，距车站越远，对城市影响越小。 

（8）车站周边地区开发需要政府的推动 

3. 对淄博的启示	

铁路在淄博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淄博最初是以资源开采加工为主

的综合性工业城市，铁路在相当长时期内作为淄博开采的资源外运的主要的交通方式，推动

了淄博的发展。淄博作为一座典型的工业城市，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其产业贡献率大，而且

大型企业多数集中在原材料加工等上游产业，大量铁路专线为原材料的向外运输提供了低廉

和快捷的运输服务。近年来，受到淄博工业转型以及公路大力发展等因素的影响，铁路承担

在交通运输中承担的作用不断下降。但是，从运输成本、环境保护和能源消耗等方面的要求

来看，铁路仍然是一种低成本、集约化、环境污染少和耗能少的运输工具。对于生态环境严

峻、矿产资源逐渐枯竭、面临产业转型的淄博而言，铁

路应该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起到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

国外高铁对车站周边用地开发的经验，对比淄博的区位

条件，经济发展阶段、城市性质等因素，认为淄博火车

站地区开发有以下有利条件： 

3.1 京沪高铁建成缩短了淄博与京津都市圈和长

三角都市群的时空距离 

随着京沪高铁开始试运行，淄博至北京、上海的旅

行时间分别缩短 1 个小时和 3 个小时，控制在 3个小时

和 5 个小时以内。另外在货运方面，随着京沪高铁建成

通车，京沪线货运能力释放，将带动胶济线货运能力提

升 2 亿多吨，降低沿线物流成本，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3.2 胶济线改造强化了山东省济青发展轴线，形成了淄博与济南、青岛两大都市圈中

心城市的两小时交通圈 

淄博市济南都市圈的副中心城市，是

胶济线的重要交通节点。胶济线连接我省

两大都市圈，济南都市圈和青岛都市圈，

同时也与济青高速公路组成了山东最重要

的经济走廊。现在胶济线动车组在淄博至

济南的运行时间为 45 分钟，在淄博至青

岛的运行时间为 1 小时 45 分中；而 2h 是

区域经济商务活动往返的最佳时间，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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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便捷有助于淄博与省内中心城市之间的商务往来，由此带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有助于

促进地区的产业升级。 

3.3 淄博火车站在鲁中地区的重要地位 

淄博火车站是鲁中地区唯一一个以客运为主的一等站，淄博火车站属于客运站，是鲁中

地区唯一一个一等客运站，其辐射范围涵盖淄博五区三县及滨州、东营等城市，胶济线客货

分离之前，胶济线道路等级低，客货混行，与公路运输相比处于劣势。现在胶济线动车组运

行速度约为汽车的 2 倍左右，服务水平远高于汽车，在胶济沿线的客运竞争中，铁路占有绝

对优势，促使沿线旅客向铁路转移。 

3.4 城市发展中心位置和市级公交枢纽 

根据国外经验，高速铁路站对周边地区功能起提升作用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承担

城市之间商务功能的铁路车站尽可能靠近城市中心地区，二是必须保证车站地区与城市其它

地区有良好的可达性，即合理的道路网络和城市公交枢纽。 

以淄博火车站在中心城区的区位来看，在市域范围，其处于淄博市十字发展轴线的中心

位置；在中心城区内，胶济铁路贯穿新城区老城区，紧邻南部新兴的商贸片区，处于城区发

展的几何中心位置；《淄博市有轨交通系统规划研究》、《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在火车站地区

规划了轨道交通主要换乘点和市一级的城市公交枢纽，有利于保证车站地区与城市其它功能

区之间良好的可达性。优越的区位条件，良好的交通可达性为淄博火车站地区功能升级，带

动城市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3.5 淄博——交通主导发展形成的城市布局 

淄博各个城区主要是在依托铁路布局工业的基础上，城市公共设施和各种其他功能依次

向外布局。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城市工业围绕铁路和车站布局，居住和工业配套建设，而

后公共设施紧邻工业区布设，依托公路系统对外联系；八十年代后，城市发展多元化，公共

设施功能复杂化，集中了大量的商业和办公，居住用地布局又向外围转移；2000 年以后，

新的产业园区和城市新区又在原有居住片区以外进行发展（如右图：用地布局和交通设施的

关系）。在淄博城市发展过程中，各种交通设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工业建设依托铁路起步，

公路联系促进城市功能形成。随着淄博火车站地位的提升，站场优化，有轨交通铺设，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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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将由单纯的交通集散中心，演变成为中心城区，乃至全市和鲁中地区的综合性交通枢纽。，

铁路交通系统必会在城市新一轮功能升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3.6 火车站南部城区功能有待提升 

受火车站站房位置影响，原先中心城区发展主要集中在铁路以北，酒店、商场、商务写

字楼集中布局。南部则集中了大量老居民区和棚户区，根据控规对老城区用地潜力分析，在

火车站周围大量用地都是容易改造和较容易改造的用地。图中，铁路沿线大量的红色区域就

是易改造用地,为淄博火车站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4. 对淄博火车站地区发展的建议	

4.1 地区功能定位：服务鲁中地区，面向半岛城市群的商贸中心 

根据法国、日本等国家高速铁路发展的经验，高速铁路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尤

其对强调快速运输、资讯传递与流通的商业、服务业的影响最为显著。综合 2.3 中阐述的淄

博火车站地区具备的发展条件，我们建议该地区，特别是核心区开发应当高品质、高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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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发展商业、服务业、工业会展业，打造鲁中地区的商贸中心。 

4.2 火车站地区应按枢纽影响区域，分级、分阶段、适度开发 

根据 2.2.2 中的“圈层理论”，换算到空间距离，交通枢纽影响范围可分为三个影响区： 

核心地区：500M 以内范围，主要发展高等级的商务办公功能，建筑密度和层高为非常

高。 

影响地区：1200M 以内范围内，也集中一些商务及其配套功能，建筑密度和高度为高。 

外围地区：相应的功能变化区。 

建议开发核心地区，政府提供市政、公交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制定开发政策来引导开

发商适度开发。在核心区开发后，根据实际需求完善影响地区及外围区域的配套功能。 

4.3 火车站地区开发必须有政府的积极推动 

经验表明，车站周边地区的开发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以法国巴黎左岸的奥斯特里茨火

车站地区开发为例，由市政府和法铁合资组建市政公司，总投资 30 亿欧元，市政公司应用

高架平台技术封闭敞开式铁路并保持铁路客货运通畅。在完成所有基础、交通设施后，把形

成的高架平台、建筑物有的出售给私营业主、有的出售给市政府用于社会公共事务，以获取

收益，作为滚动开发资金。公司最终实现资金自我平衡，无须赢利。待完成整体开发规划后，

公司自行终止。开发过程如上图(图片来源：《依托高铁交通枢纽  促进城市结构转型和产业

升级》徐和锋) 

 

建议淄博火车站地区可由政府负责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成立专门部门负责政策落

实、协调各项建设事宜和推进地区开发工作。 

4.4 交通网络的完善 

保持车站地区与城市之间良好的可达性是车站地区开发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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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可达性应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完善的道路网络；二是发达的公交系统。应注意分

析火车站附近路网和公交存在的问题，在火车站地块规划过程中合理规划道路网络和公交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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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无缝衔接理念，强化枢纽换乘功能 

江文平 

【摘要】近年来，各地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方兴未艾，交通设施条件不断改善，然而在运行过

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笔者认为，综合交通枢纽具有换乘、运输组织和带动周边开发三大功

能，问题的根源在于枢纽前期规划过多强调引导开发功能，却忽视了最基本、最核心的换乘

功能。文章诠释了无缝衔接的理念，提出增强枢纽换乘功能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无缝衔接  无缝换乘  枢纽功能 

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间的合作与

联系不断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对城市交通和城际交通的要求越来越高。在

扩大投资、拉动内需的宏观政策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空前加大，特别是城际高速

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不断加快，各地兴起综合交通枢纽改建、扩建、新建的热潮。 

枢纽建设的初衷，不仅仅在于提高各种交通方式的衔接效率和换乘水平，缓解日趋严重

的交通矛盾，更着重于枢纽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以及对周边土地开发的促进作用，

寄希望于枢纽的引擎作用，来繁荣一方经济。然而，改扩建的枢纽，未能彻底解决枢纽地区

“脏、乱、差”的面貌，带动的也仅仅是一些低档次的商业，新建的枢纽，大多远离市区，

距离远、耗时长，集疏运水平不高。枢纽换乘功能的薄弱，反过来削弱和制约了枢纽的引导

开发功能。因此，有必要研究提高枢纽换乘功能的对策。 

2. 枢纽的作用与功能	

城市内部和城市内外任意两点间的出行不可能依靠单一的交通方式、门与门的直接联系

来解决。一方面，由于土地和环境资源的限制，发展公共交通为主导，其他交通方式相配合

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成为解决交通问题的根本途径。随着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各种交通运输

方式朝着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借助枢纽来实现不同

交通方式之间的连接。另一方面，公共交通方式难以提供类似私人交通方式门到门的服务，

为每一对 OD 设置一条线路既无可能也无必要，也必须依赖枢纽实现不同线路之间的转换，

因此，枢纽是整个交通网络的必要组成部分。 

客运枢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市内交通枢纽，承担市内不同交通方式之间或同种交通

方式不同线路之间的中转换乘；另一类是对外交通枢纽，承担对外交通与市内交通之间的衔

接转换。枢纽的功能包括换乘功能、运输组织功能、引导开发功能三个方面。 

2.1 换乘功能 

枢纽在城市内外部交通网络起衔接作用，将各种交通方式、各条运输线路所承载的运输

活动联结成一个整体。旅客在枢纽点实现不同交通方式、不同运输线路之间的转换和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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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输组织功能 

运输组织功能主要是各种运输方式的车辆调度管理，包括运输设备的调度路线、发车和

停靠时间的安排、车辆检修、停车场服务等功能。枢纽为车辆的运营调度提供条件，是各种

交通方式衔接和联运的基地。通过运输组织使各种运输方式之间有机衔接，合理的运营调度，

可以减少乘客等候时间，保证换乘过程连续性，为乘客提供方便、快捷的运输服务。 

2.3 引导开发功能 

包括直接和间接的引导开发，前者是指枢纽配套的商业开发，例如配套建设的零售商业、

餐饮、休憩等设施，为乘客的换乘过程提供基本的服务；后者是指枢纽凭借交通可达性高的

区位优势，刺激周围土地的高密度开发，提高土地利用强度和利用效率，从而表现出对城市

空间结构拓展和枢纽地区土地开发的引导作用。 

 小区内部的零
售商业服务

 小区周边的商
业、生活设施
配套

枢纽 居住区

附属功能

换乘功能 主体功能

运输组织功能

 枢纽建筑体内
部的配套商业
服务

 围绕枢纽的土
地开发

居住功能

小区物业管理

派生功能

 
图 1  枢纽功能与居住区功能类比图 

换乘功能是枢纽的主体功能，运输组织功能是枢纽的附属功能，引导开发功能则是枢纽

的派生功能。枢纽是客流转换地，而不仅仅是调度车场或商业开发，这些附属或派生功能变

为主体功能必然引发诸多问题，换乘功能必须作为第一功能。 

3. 无缝衔接是枢纽换乘功能的核心理念	

无缝衔接的概念并不简单等同于零距离换乘，应该具有更广泛的内涵。无缝衔接是高水

准枢纽布局规划和空间设计的核心理念，也是评价枢纽最核心的指标。 

从宏观层面上看，枢纽是交通网络（铁路网、轨道网、公交网等）的锚固点，通过枢纽，

这些不同层次、互不关联的交通线网之间才能相互连通。对于乘客而言，枢纽提高了可达性

但降低了直达性，是增加乘客出行成本的负面设施；但对于运营而言，合理布设枢纽，可以

为调整和优化网络提供条件，以尽可能少的线路来保证全网必要的可达性，是提高运营效率、

降低运营成本的正面设施。宏观层面的无缝衔接，就是通过枢纽和网络的合理布局，使乘客

出行的总时耗最小，并使运营成本最低。 

（1）网络应有尽可能高的服务覆盖面，缩短乘客步行到站距离。 

（2）网络布局应尽可能与客流流量、流向相吻合，尽可能减少换乘。客流换乘系数太

大意味着线路设置不合理，没有顺应客流的主流向。 

（3）充分利用合理和必要的枢纽，优化网络的功能等级结构，提高直达和一次换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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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总量中的比重。 

（4）在考虑社会效益的基础上，尽可能使运营成本最低，获取合适的运营效益。 

从微观层面上看，枢纽内各种交通方式、各条线路之间的转换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缝隙”，

而且枢纽规模越大，“缝隙”越大，换乘也就越复杂、越难处理。现行的公交换乘优惠实际

上是换乘补偿，是利用票价机制弥补换乘损失。换乘次数越多，补偿力度应该越大，从而维

持公交的吸引力，但仅仅从经济成本角度来减小枢纽的“缝隙”是不够的。微观层面的无缝

衔接，应追求“零距离”、“零等候”、“零费用”、“零拥挤”、“零冲突”、“零风险”。 

表 1  枢纽内部无缝衔接评价指标 

指标  目标  措施 

零距离 
方便 

(省力) 
枢纽空间布局紧凑，节省体力成本 

零等候 
快捷 

(省时) 

枢纽运营管理具备较高的水平，发车时刻相协

调，节省时间成本 

零费用  经济 
换乘增加了乘客的出行成本，给予换乘优惠或换

乘补偿，节省费用成本 

零拥挤  舒适 
设施容量要有一定的服务水平，人流密度不宜过

高 

零冲突  有序  换乘流线、进出站流线要避免人流对冲 

零风险  安全 
合理的缓冲区或过渡带，增大蓄流能力，应对应

急状态客流积聚的潜在风险 

 

无缝换乘

方便
Convenience

“零距离”
快捷

Rapidity

“零等候”

经济
Economy

“零费用”

舒适
Comfort

“零拥挤”

安全
Safety

“零风险”

有序
Orderliness

“零冲突”

 
图 2  枢纽内部无缝衔接评价指标 

综合交通枢纽涵盖的交通方式多，枢纽普遍尺度较大、结构复杂，从而导致换乘距离长、

换乘流线复杂，影响枢纽换乘效率。枢纽的空间设计不可能很使所有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都

能零距离，只能做到系统最优，使枢纽内全部乘客的换乘总距离最小。 

在这六个指标中，零距离和零拥挤、零风险存在对立矛盾的一面，从降低乘客体力消耗

的角度，需要“零距离换乘”，从换乘过程舒适角度，乘客也需要一个宽敞的换乘环境，从

运营安全角度，则需要“适当的缓冲区或过渡带”，增大蓄流能力，有利于应急状态下客流

积聚的风险。因此，枢纽应有一个适度的空间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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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典型枢纽存在的问题分析	

4.1 上海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 

铁路上海站自 1986 年 6 月开站以来一直是上海最主要的陆上交通大门，随着轨道 1 号

线、3 号线、4 号线、长途客运总站、南广场地下出租车换乘枢纽、北广场综合改造等工程

的相继建成使用，上海火车站枢纽已经成为上海市最主要的综合交通枢纽。所在的不夜城地

区，是上海市的市级商业中心，具有商业贸易、商务办公、文化娱乐等功能。 

上海火车站枢纽的客流分为三部分，分别是对外交通过境客流（包括对外交通内部中转

客流、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集散客流）、城市交通到发客流（周边地块吸引和产生的客流）、

城市交通过境客流（城市交通内部中转客流）。根据 2012 年上半年数据估算，枢纽对外交通

吞吐量 20 万人次/日（火车站 13~15 万，长途客运总站 5~6 万），城市交通到发量 20 万人次

/日，城市交通过境量 10 万人次/日。 

  

图 3  上海市铁路布局图 图 4  上海火车站枢纽及不夜城地区 

上海火车站枢纽外来流动人员多，步行环境差。站前广场公交始发线路多达 39 条（其

中 12 条为夜宵线）。枢纽过境客流（利用枢纽中转、集散）达到 30 万/日，到发客流 20 万/

日。由于缺乏快速集输运交通方式，从而成为人流聚集地，这是造成上海火车站枢纽人员混

杂、交通拥堵、商业低档的主要原因。综合交通枢纽必须具备快速集输运交通方式，否则枢

纽的换乘功能和引导开发功能难以充分发挥。 

4.2 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虹桥枢纽位于上海市中心城边缘的西郊，距离市中心（人民广场）13 公里，是集航空、

高铁、磁悬浮、公路客运等对外交通和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租车、社会客车等城市交通

为一体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根据规划，2020 年枢纽对外交通吞吐量 60 万人次/日，其中，

内部换乘 10 万人次/日（一进一出产生吞吐量 20 万人次），通过城市交通集散 40 万人次/

日。枢纽城市交通集散量 50 万人次/日，其中，为对外交通集疏 40 万人次/日，接送客与员

工通勤 10 万人次/日。两者相加，就是所谓的吞吐量 110 万人次/日，未包括城市交通到发

客流和城市交通过境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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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虹桥枢纽区位 图 6  虹桥枢纽范围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从规划之初到建成运营，一直饱受争议，最大的争议莫过于高铁站的

选址。从城市交通的角度，机场由于净空、噪声等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只能设在城市外围，

但铁路不同，只要能够接受地下铁路的高昂造价或者高架铁路的视觉干扰，火车站可以设在

市区，方便旅客集散。从对外交通的角度，高铁与机场整合，可以扩大空港的辐射范围，给

旅客更多的出行方式选择，高铁推行的实名制和网络、电话售票，向民航票务系统看齐，为

空铁联运提供了基础。从城市发展的角度，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定位是面向长三角的综合交

通枢纽和区域商务中心，将崛起为上海西部中心，能级上与陆家嘴东部中心并列，形成东有

“大浦东”、西有“大虹桥”，东西联动、两翼齐飞的“双引擎”格局。虹桥高铁站的最终选

址是综合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为充分发挥多种交通方式的规模优势、集聚效应，集约土地资

源，最终高铁站选址于虹桥。 

由此可见，虹桥枢纽在城市边缘选址，主要是出于空铁联运和城市发展的需要。根据

2012 年春运期间的抽样调查显示，虹桥机场日均吞吐量 10 万人次，中转客流占 15%，虹桥

高铁站日均吞吐量 18~20 万人次，中转客流占 3.5%，两者相加，机场和高铁日均吞吐量约

30 万人次，中转客流占 7.5%，客流规模接近规划的 50%，中转客流比例与预测值 10%也基本

一致。中转客流中，江苏占 75%，浙江占 20%，其他省市占 5%；集散客流中，中心城方向占

76%，近郊区和远郊区各占 11%和 13%；集散方式结构为，轨道 65%，公交和社会大巴 5%，出

租车和小客车各占 15%。大量往中心城方向的向心客流，没有快速轨道或大站公交等衔接方

式，出行时耗偏长，达不到快速集散的要求。 

4.3 轨道交通换乘枢纽 

根据 2012 年 6 月的数据，上海轨道全网约 420 万出行人次/日（600-700 万乘次/日），

空间分布上，轨道交通出行具有明显的向心性。中心区内部客流占 24%，中心区到发客流占

53%，过境客流占 23%。 

表 2  上海轨道客流大区空间分布 

终点站 

起点站 

中心区 

(内环内) 

外围区 

(内外环间)

郊区 

(外环外)

中心区  24.3%  18.2%  7.4% 

外围区  19.1%  10.5%  4.7% 

郊区  7.6%  4.8%  3.3%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923



 

 

除中心区南部外，北部、西部、东部换乘枢纽缺乏，过境客流直接穿心，涌入中心区内

进行换乘；切向线连通性差，需要多次换乘才能到达，不利于疏解外围过境客流。 

以地铁人民广场站为例，人民广场站是 1、2、8号线三条线路的交汇站，是目前上海市

客流量最大的轨道交通枢纽。根据 2009 年 7 月地铁数据，日均进出量和换乘量分别为 26.4

和 37.5 万人次。根据 2012 年 6 月地铁数据，日均进出量和换乘量分别为 26.7 和 31.5 万人

次。这说明，人民广场站的过境客流远超过到发客流，随着轨道线网的逐步完善，换乘枢纽

逐渐增多，有效分流了人民广场站的过境客流。 

4.3.1  P+R换乘枢纽	

2009 年 7 月上海市推出 1 号线锦江乐园站（70 个泊位）和 2 号线淞虹路站（目前一期

工程共建成地上 5 层 292 个泊位，二期工程建成后可提供 500 个泊位）两个 P+R 试点运营，

2010 年 12月 1日将世博期间提供服务的 1号线汶水路站（370个泊位）、7号线大场镇站（720

个车位）、8号线航天博物馆站（500 个车位）、9号线松江大学城站（296 个车位）四个临时

P+R 纳入常态运营。从使用情况来看，六个停车场利用率冷热不均，锦江乐园站和淞虹路站

供不应求，航天博物馆站使用率达到 80%，汶水路站、大场镇站、松江大学城站，使用率不

足 10%。 

 

图 7  上海六个 P+R 地理位置 

通过对 P+R 停车场周边情况的分析，影响 P+R 使用率的主要因素是：周边居住人口密度，

向心道路交通条件，轨道交通舒适程度（位于首末站的效果最好）。 

表 3  上海六个 P+R 运行效果原因分析 

影响使用率的原因 

锦江乐园站  沪闵路严重拥堵 

淞虹路站 
2号线小交路首末站，周边居住人口密度高，延安

路道路拥堵 

航天博物馆站  8号线首末站，周边居住人口密度高 

汶水路站  地铁拥堵，舒适性差 

大场镇站 
在上大和大华板块之间，居住人口密度不高；地

铁拥堵，舒适性差 

松江大学城站  外环外道路较通畅，地铁速度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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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高枢纽换乘功能的几点建议	

5.1 对外高速枢纽与城市交通快速衔接 

很多城市从中心城土地资源紧张、土地价值高，和枢纽可以引导形成城市新核心的角度，

将枢纽设在城市边缘区。与机场、高铁的快速相比，两端的市内交通容易成为瓶颈，需要有

快速穿心的交通系统，包括快速路、大站公交、大站轨道，提高枢纽的集疏运水平，弥补边

缘型枢纽的缺陷。 

以虹桥枢纽为例，道路系统方面，目前规划的“北横”通道，与延安路高架平行，分流

延安路高架的压力，快速集散枢纽与市中心的小汽车交通；轨道交通方面，常规轨道在市区

30-35 km/h、郊区 40~45 km/h 的运营速度、站站停的运营方式很难满足客流快速到发市中

心的要求，更迫切需要运营速度能达到 60-70km/h、大站停的快速穿心轨道线路，联系市中

心主要商务区和其他对外交通枢纽。地面公交作为轨道交通服务空白的补充，也应采取大站

停的运营方式，联系嘉定、青浦、松江等郊区新城以及其他快速轨道未能覆盖的地区。 

规划的磁悬浮虹桥站，规模为 10 线 10 台，站型为通过式，满足上海机场联络线及规划

沪杭城际线的运营要求，预留了北方延伸的发展可能。随着时速高达 250~300 公里的沪-杭-

宁客运专线建成，设计运营速度 450km/h 的沪杭磁悬浮建造计划被长时间搁置，没有获批。

而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建设的上海机场联络线（虹桥枢纽至龙阳路），建设标准下降为运营

速度 100km/h 的低速磁悬浮，然而，因担心磁辐射和噪音污染遭到沿线居民强烈反对，一直

处于停滞状态。 

 

图 8  上海磁悬浮延伸线线路及设站方案示意图 

虹桥枢纽预留的 10 股道的磁浮站不宜再冷处理，可以考虑往西南（湖州、宣城方向）

和往北（南通方向）的铁路通道、现有浦东磁悬浮线路的延伸线、以及城市快速轨道交通。 

5.2 轨道交通换乘枢纽应多点分散 

对轨道换乘站点而言，过多线路的引入，不仅给枢纽地区交通组织带来困难，而且枢纽

内部多线换乘的客流组织也非常复杂。因此，轨道换乘枢纽宜多点分散，将换乘客流疏解到

各点均衡分布。 

路网层面上，可以借鉴中心城区或老城区交通改善的理念：“分流过境，引导到发”—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925



 

 

—长距离的过境交通绕环而过，到发性交通层层疏解进入。为达到这一目的，围绕中心城区

建设了多条环路和放射性道路。对放射性道路截止到环为止还是直达城区，有两种常见做法，

一是环内不设快速路，环路上多点连接城区干路，减轻对城区的冲击；二是环内设十字形快

速路，匝道密集，服务到发交通。对于轨道交通，既要有环路分流过境客流，也要有十字形

走廊直接穿越城区，提高直达比例，减少在途时间，提高轨道竞争力。目前，上海市的轨道

交通线网为环加放射结构，唯一的环路 4 号线（线路基本沿内环走向），在虹桥路站至宝山

路站与 3 号线共线运营，9 座车站“一站两用”。为突破 3、4号线共线段的运能瓶颈问题，

目前正在研究两线分线运营的方案。为能进一步分流外围过境客流，有必要在中外环间另行

规划一条环路，也可以根据客流主流向选择四条横纵轨道线路组成环路。 

节点层面上，香港港铁两线换乘多采用平行换乘，这种两条地铁平行一段的设计，换乘

距离短、换乘量大，一个换乘站分解为两个换乘站也有效分流了人流。得益于前期整体性、

前瞻性的线网规划，设定了与城市结构相适应的轨道线网，并在施工时预留各换乘站的换乘

设施。大陆城市的两线换乘多采用十字结点换乘，换乘能力有限，而广州地铁公园前站换乘

在此基础上有所改善，使用一岛两侧式站台，出站乘客从侧式站台下车，换乘乘客从岛式站

台下车，避免了到发和过境客流的交叉。 

 

 

图 9  港铁太子站、旺角站 图 10  广州公园前站 

5.3 停车换乘与轨道交通紧密衔接 

常规轨道在市区和郊区的运营速度一般为 30-35 km/h 和 40~45 km/h 的，加上轨道交通

车站两端平均接驳时间 12min，而城市快速路上小汽车的行驶速度一般为 60~80 km/h，当道

路系统运行正常时，常规轨道交通的出行时耗远大于城市快速路的小汽车，而且出行距离越

长，小汽车出行的优势越明显。 

因此，小汽车“P+R”停车场的客流效益需要从以下几方面保证： 

建设城市快速穿心轨道交通，降低轨道交通出行时耗，提高轨道服务水平及竞争力； 

尽量选址在城市边缘区，既有用地保障，对周边路网产生的额外负荷也能接受； 

尽量选址在居住密集区，保证有足够的客源； 

尽量选址在轨道大小交路的首末站，提高乘坐舒适度。 

“P+R”停车场与轨道车站要紧密衔接，缩短停车者步行接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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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大型对外交通枢纽需要多条城市轨道线路提供集疏运服务，城市重点地区也需要引入多

条轨道线路支撑其辐射力，而一旦拥有多条轨道线路，必然又演化为城市内部的客运枢纽，

带来对该地区发展无关的过境客流。快速轨道交通是解决特大城市对外交通枢纽和重点地区

交通问题的有效手段，保证快速轨道交通不低于 60~70 km/h 的运行速度和一定的舒适度，

提高与城市快速路小汽车交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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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运行管理新挑战 

陆锡明  陈非 

【摘要】上海虹桥枢纽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一个集航空、高速/城际铁路、磁悬浮、高速

公路客运等交通方式于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本文聚焦于虹桥枢纽的运行管理阶段，梳理了

虹桥枢纽运行管理中碰到的各种挑战，并系统剖析了挑战的成因及产生阶段，提出了枢纽运

行管理的优化改善对策。 

【关键词】虹桥枢纽  运行管理  挑战  标准  协调机制 

1. 绪言	

上海虹桥枢纽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唯一一个集航空、高速/城际铁路、磁悬浮、高速公路

客运等对外交通和轨道交通、地面公交、出租车、社会客车等城市交通于一体的特大型综合

交通枢纽。从 2005 年形成发展构想至今，虹桥枢纽已经历了选址研究、规划设计、建设实

施、运行管理四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很多问题都没有现成

的规范标准或经验可循。本文聚焦于虹桥枢纽的运行管理阶段，基于对枢纽运行状况的实际

调研调查，梳理枢纽启用 2 年来运行管理工作所面临的各种新挑战，剖析各种挑战产生的成

因，并提出相应的处置对策。 

2. 虹桥枢纽规划概况与运行现状	

上海虹桥枢纽选址于上海市中心城边缘的西郊，距离市中心（人民广场）13  公里。根

据 2006 年上海市政府批复的《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结构规划》，虹桥枢纽地区占地面积 26.3

平方公里，其中：枢纽换乘区，即虹桥枢纽建筑综合体，占地 0.3 平方公里，是各个交通方

式到发及换乘的场站设施区域；枢纽设施区占地 10 平方公里，包括枢纽建筑综合体、铁路

线与蓄车场、机场跑道等各类交通设施用地；枢纽设施区以外的枢纽规划区，将依托虹桥枢

纽对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汇聚功能打造成上海面向长三角的区域商务中心，重点

发展商务、商业、公共服务和居住等城市功能。本文以枢纽换乘区的运行管理为重点研究对

象，并从系统角度综合考虑枢纽设施区和枢纽规划区的交通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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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虹桥枢纽区位 

 

图 2  虹桥枢纽的功能区域 

根据预测，远期虹桥枢纽日均进出人流量达 110 万人次/日，其中对外交通日均吞吐量

60 万人次，城市交通日均集疏运量达 50 万人次，枢纽日均进出车流量达 20 万 pcu。为了整

虹桥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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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多种交通方式并满足大规模的客流集散需求，虹桥枢纽形成了庞大的建筑体量和复杂的功

能分区，总建筑面积达 150 万平方米。设施的水平布局遵循换乘量“近大远小”的原则，自

东向西分别为虹桥机场西航站楼、东交通广场、磁浮虹桥站、铁路虹桥站和西交通广场。设

施的垂直布局从经济合理的角度遵循“上轻下重”的原则，轨道、高架车道、及人行通道上

下叠合。 

 

高铁站 磁浮 东交通

广场

T2
航站楼 

西交通

广场 

 

图 3  虹桥枢纽内部的空间区域划分 

虹桥枢纽周边已建成了较为发达的客流集疏运系统：轨道交通开通 2 号线、10 号线两

条线路，并设有虹桥 1号航站楼站、虹桥 2 号航站楼站、虹桥火车站站等 3 个站点；枢纽周

边建成“四横三纵”的高快速路体系，通过虹翟高架、虹渝高架、建虹高架、崧泽高架等 4

段高架衔接路出入枢纽，并采取“分块循环”的交通组织方案，形成相互独立的南北进出系

统。 

自 2010年 3月投入运行以来，虹桥枢纽日均客流量已由 2010年的 30 万人次增至 2012

年 58 万人次。三个轨道站点的日均上下客量达到 14.4 万人次，其中 75%通过轨道 2号线集

散。白天 12小时出入枢纽的道路交通量已超过 10 万 pcu，其中约 55%均由虹渝高架集散。 

表 1  虹桥枢纽客流规模 

 
2010年 

3月‐12月 

2011年 

1月‐12月 

2012年 

1月‐7月 

城际交通客流  13.4  23.0  26.4 

城市交通客流  16.7  26.8  31.7 

合计  30.1  49.8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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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线路 高快速路 

24%

11%

54%
单位：PCU/12小时

10%

集散流量 “分块循环”组织策略 

 

图 4  虹桥枢纽集疏运系统现状 

3. 虹桥枢纽运行管理面临的挑战	

虹桥枢纽的运行管理工作主要包括“硬管理”、“软管理”和“部门协调”等三个方面。

“硬管理”是指针对枢纽范围内场地、设施、设备等硬件的维护管理工作；“软管理”是指

为旅客提供服务的各类管理工作，包括交通组织、人流组织、信息提供、票务行包业务等；

“部门协调”是指枢纽内各单位相互间的沟通、协作机制。由于各交通系统的日常管理自成

体系，枢纽公共空间也已指定上海申虹公司管理，虹桥枢纽的“硬管理”职责已基本落实到

位，实际运转情况良好。而枢纽服务体系运行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运行问题，“软管理”面

临着诸多挑战。 

3.1 枢纽出入主通道长期处于超饱和运行状态 

基于虹桥枢纽的选址区域，枢纽目前与上海中心城道路交通联系主要依赖 G50—延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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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轨道交通主要是 2 号线。这两条通道直接连接了中山公园、人民广场、外滩、陆家嘴

等城市公共活动中心，是上海城市骨干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G50 更是上海中心城对外

联系郊区和长三角的主要通道之一。虹桥枢纽集散交通与上海城市交通的时空重叠，造成通

道长期处于超饱和的运行状态：G50‐延安高架的局部路段饱和度长期超过 1.0；轨道 2 号线

日均客运量达 120 万乘次/日，高峰高断面（人民广场—南京东路）拥挤度已接近 100%。虹

桥枢纽规划的“一纵三横”的高架集散道路和“三横一纵”轨道系统短期还无法完全形成，

既有通道仍将面临较大的压力。 

G2

 
图 5  上海道路运行现状 

 

图 6  上海轨道 2 号线运行现状 

3.2 虹桥枢纽与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联系不便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紧邻虹桥枢纽综合体西侧，主要布局与枢纽功能密切相关、辐射长三

角的商务办公、文化、交流功能，区域道路已基本建成，目前已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然

而，核心区连接周边高架的匝道缺乏系统考虑，受出入匝道和单向交通组织制约，由核心区

至机场、火车站出发车道边的出行路径绕行较远，与周边高架快速路的联系也不方便。 

虹桥
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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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核心区至枢纽高架出发路径

核心区至枢纽车库出发路径
 

图 7  虹桥核心区与虹桥枢纽道路联系路径 

3.3 枢纽体量庞大，部分旅客换乘距离较长 

由于虹桥枢纽的机场、高铁、磁浮、长途客运等对外交通场站设施呈水平布局，而各场

站自身占地规模较大，导致各对外交通方式场站之间空间距离较远，其中机场至高铁站空间

距离为 600米，机场至公路客运站空间距离达到 800 米，对外交通换乘旅客出行不便。 

3.4 枢纽非机动车停车供不应求 

虹桥枢纽的部分旅客和通勤员工采用非机动车出行，目前非机动车停车需求超过 1500

辆/日。但虹桥枢纽非机动车停车场配建规模不足，非机动车乱停放现象普遍。随着枢纽客

运量的增长、配套商业的增加和虹桥商务区的开发建设，枢纽非机动车停车供不应求的现象

还将进一步加剧。 

3.5 枢纽内部人流存在拥挤节点 

由于规划设计和运行安排的缺陷，枢纽综合体建筑内的局部区域形成了的人流瓶颈，客

流高峰时期产生排队现象。比如在虹桥高铁站的西侧，地铁虹桥火车站站的地下一层站厅与

高铁站地上一层站厅间的自动扶梯运能不足，形成大规模客流排队，而高铁候客大厅的西侧

入口安检通道通过能力不足，也形成了较长排队。节假日期间，乘客由地铁站厅进入高铁候

客厅达到 3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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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高铁出发层扶梯前的排队人流 高铁入口安检的排队人流 

图 8  枢纽内部的排队人流区域 

3.6 枢纽内部换乘流线复杂，指示标志缺乏统筹考虑 

虹桥枢纽内有 8 种交通方式和 56 种换乘可能性，换乘流线复杂，需要清晰的交通指示

标志引导。机场、高铁、地铁都已形成了各自的标志设置标准，但从枢纽整体角度考虑标志

系统的连续性和整体性仍有不足，部分标志定位不清、内容不规范，影响了旅客在枢纽的方

向感。比如虹桥高铁站内乘客问路现象非常普遍。 

  

图 9  枢纽内部交通指示标志 

3.7 高铁站出租车上客点冷热不均、能力不足 

虹桥高铁车站为东西向布置，车站南北两侧均设有出租车候车点和蓄车场。由于南北两

侧出入交通组织各自独立，乘客由南侧出租车候车点上车即由南侧通道离开枢纽，北侧上车

即由北侧通道离开。在实际运行中，高铁站南北两侧的出租车上客点的发送客流极不均衡，

南北客流发送比达到 1.6：1，这是由于虹桥枢纽的选址、规划交通设施及交通管理措施等因

素共同决定的：高铁站南侧通道与延安路高架衔接、服务范围更广，因而南侧候车点吸引了

大部分打车乘客；而通往南侧蓄车场的路径复杂、交通指示标志模糊，大部分出租车司机倾

向北侧蓄车场候客。这就造成了出租车供需分布的空间错位，导致了“南热北冷”的运行状

况。 

另外，高铁上客点未进行候客车位的专门设计，每次仅可同时发送 6 辆出租车，造成乘

客大规模排队，南侧平均排队时间 15‐20分钟，高峰可达 30‐35分钟，北侧排队时间达到 10‐15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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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城市公交与对外交通的运行衔接 

2011年 6 月 30 日京沪高铁开通后，最后一班高铁于 23 点 27 分到站，晚于轨道交通的

末班车运营时间，使得最后一列高铁的旅客赶不上最晚一班地铁成为常态。而异常天气、设

备故障可能导致航空、高铁发生大面积延误，比如 2010年 12 月 15 日降雪引起铁路虹桥站

8 趟列车晚点，此时已地铁已停止运营，出租车运力也严重不足，造成近 2000 名旅客深夜

滞留枢纽，不仅给出行旅客带来诸多不便，更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综合交通枢纽中的各

交通方式的运力规模和运行时间应当统一协调，城市交通系统及时有效地为对外交通疏散旅

客，保证乘客出行的便利、顺畅。 

 

出租车上客点与蓄车场 

 
出租上客点排队人流 

 

出租车上客点的车辆组织 

图 10  虹桥高铁站出租车上客点运行状况 

3.9 交通系统服务标准差异 

交通系统的多种服务标准存在差异，比如：机场提供了手推车服务但仅限于航站楼区域

使用，给换乘高铁等其它方式的机场旅客带来了诸多不便；机场航站楼、高铁站的空调温度

设定不一，造成换乘旅客体感不适；机场航站楼和高铁站的厕所蹲位及卫生设备也有所差别。 

3.10 机场摆渡巴士的存废争议 

虹桥机场提供了 T1、T2航站楼间的免费摆渡公交，但在轨道交通 10 号线开通后该线路

曾一度停止运营，机场旅客必须自掏腰包乘坐地铁 10 号线实现摆渡。由于 T2 航站楼与高铁

车站邻近，部分高铁旅客也会使用摆渡公交出行，导致机场方不愿再单方面提供免费服务。

机场不同航站楼之间提供免费摆渡运输服务是国际机场惯例，服务走错航站楼或在航站楼间

换乘的旅客，取消免费摆渡公交不仅造成旅客不便，也一定程度影响虹桥机场的国际形象。 

北侧蓄车场 

北侧上客点 

南侧上客点 

南侧蓄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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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黑车现象 

虹桥枢纽由于高铁、航班时常晚点，城市交通运力又存在缺口，给黑车提供了一定的生

存空间，影响了枢纽正常的运行秩序和旅客的出行安全。 

4. 虹桥枢纽运行管理挑战的成因分析	

枢纽的核心功能是为旅客换乘提供服务，虹桥枢纽运行中的出现的各种服务

和管理问题，阻碍了枢纽“无缝衔接”目标的实现，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4.1 系统创新，标准滞后 

虹桥枢纽是我国综合交通系统发展的一次创新，采用较高的规划建设准整合了各交通方

式，在选址、规划设计、建设、运行管理的各阶段都面临着全新的问题，缺乏规范标准的依

据和指导，造成了枢纽运行管理中的各种挑战。 

虹桥枢纽的选址构想是在虹桥国际机场总体修编、高铁上海站重新选址、磁悬浮线路规

划及虹桥站选址等重大历史契机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依托既有的虹桥机场整合高铁、磁浮、

长途客车等对外交通，可以实现土地、配套设施、环境资源的集约化利用，对于支撑上海产

业结构调整、带动城市空间拓展、辐射长三角地区具有重大作用。但整合多种对外交通方式，

一方面必然形成大体量的枢纽建筑体，给枢纽内部换乘带来一定不便，另一方面将导致交通

需求的高强度集聚，尤其是虹桥枢纽选址于上海市最重要的交通通道沿线，枢纽集疏运交通

必然面临较大压力。 

针对这些负面效应，虹桥枢纽在规划设计阶段也试图予以缓解：枢纽本体建筑的规划设

计以换乘量“近大远小”原则布置交通设施，因此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的换乘较为便利，但

对外交通间的换乘距离较远；在道路集疏运系统规划中，按“分块循环、立体分离”的原则

建立了庞大的高架道路系统，减少了地区车流交织、提升了集散道路设施容量，但复杂的立

交和南北独立的出入组织也造成枢纽进出车辆寻路困难、绕行较远，直接导致枢纽与核心区

联系不便、高铁出租车南热北冷的问题，这在枢纽对外通道体系尚未建成、既有通道拥挤不

堪的现实条件下显得尤为突出。同时，由于规划设计阶段的考虑不足，造成枢纽与虹桥商务

区核心区联系不便、非机动车停车供不应求、枢纽内局部区域大规模人流排队等挑战。 

以上问题产生于枢纽的各个发展阶段，都积累到枢纽运行管理阶段出现和等待解决，可

谓“选址不足规划补，规划不足设计补，设计不足管理补”。 

4.2 多头管理，协作困难 

虹桥枢纽内各交通系统都有专职的运行管理部门，执行包括场站设施管理和运输服务管

理两类运行管理工作，比如：机场运行管理中心是机场运行管理业务的核心，各航空公司负

责航班计划组织；上海铁路局虹桥站负责铁路车站的运行管理，铁路列车运行计划则由铁道

部、上海铁路局制定；长途客运站的运行管理由上海交运集团负责，长途客运公司负责各条

长途客运班线的班次计划制定与运营组织；轨道交通则由申通集团主管，形成了网络管理、

线路控制、车站执行三个管理层次；地面公交场站由巴士四汽公司运营。 

按常规的行业管理模式组织各系统的日常运行管理，可以充分利用各交通系统既有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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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业务流程、资源设备，具有专业化、高效率的优势。但各主体部门接受不同的上级部

门领导，其运行管理工作大都已自成体系，形成了各自的作业模式甚至行业规范，自然导致

部门间信息沟通、管理对接的障碍，甚至是部门间的利益冲突，比如城市公交与对外交通服

务衔接、突发情况下的城市交通运力组织、行业标准差异、机场摆渡巴士存废争议等等。 

表 2  虹桥枢纽运行管理阶段面临的各种挑战 

主要挑战 
挑战产生的阶段 

选址研究  规划设计  建设实施  运行管理 

（1）主要对外通道长期超饱和运行  ●    ●   

（2）枢纽与虹桥商务区核心区联系不便    ●     

（3）枢纽体量庞大，换乘不便  ●  ●     

（4）非机动车停车供不应求    ●    

（5）局部区域人流排队现象严重    ●    ● 

（6）枢纽内指示标志缺乏统筹考虑    ●    ● 

（7）高铁站出租上客点冷热不均、能力不足 ●  ●    ● 

（8）城市公交与对外交通运行衔接问题        ● 

（9）交通系统服务标准差异（手推车、空调温

度、厕所配置） 
      ● 

（10）机场航站楼摆渡巴士的存废问题        ● 

（11）黑车        ● 

5. 虹桥枢纽运行管理的主要对策	

虹桥枢纽运行主管部门已采取了一些改善措施，比如：虹桥枢纽已初步建立了由虹桥商

务区管委会牵头，铁路、机场等相关单位共同参与的协调管理机制，为各部门合作提供了沟

通协作平台；地铁 2 号线在常规末班车之后加开 2 班定点班车，为夜间高铁、机场旅客提供

服务；利用磁浮车道开辟了 1000 个非机动车位的临时停放点，满足枢纽的非机动车停放需

求；机场航站楼摆渡巴士停运后社会反响强烈，经过上海市交港局、虹桥商务区管委会介入

协调，摆渡巴士已恢复运营。 

但前文梳理的大都还是虹桥枢纽运行管理任务所面临的新挑战，可分为运行管理协调机

制平台、枢纽集疏运系统、枢纽建筑综合体三个方面，应采取以下对策予以解决。 

5.1 进一步完善枢纽运行管理协调机制平台 

交通枢纽的最终目标是为交通方式间的换乘旅客提供“无缝衔接”。虹桥枢纽的建成投

运提供了设施保障，但更重要的是确保服务和管理的无缝衔接。各交通系统的管理区域划分、

交通时刻表制定、应急管理协调、人流组织、服务标准对接等，都需要虹桥枢纽各运行管理

主体部门的共同商议。虹桥枢纽的协调机制平台已初步搭建，但从实际效果来看，该平台的

协调机制仍有待完善，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强化平台的协调组织能力。 

5.2 改善枢纽集疏运系统设施与运输服务 

1）加快推进虹桥枢纽集疏运交通系统建设，包括枢纽配套规划的“一纵三横”中的漕

宝路高架、北翟路高架（外环‐中环段）、嘉闵高架，以及枢纽规划“三横一纵”轨道线路中

的规划 17 号线和 20 号线。 

2）优化区域道路交通指示标志系统并及时发布交通系统运行信息，在现有的交通设施

基础上引导旅客选择最优出行路径，均衡交通系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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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增加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的出入通道（包括高架匝道、地面道路），改善与虹桥枢

纽的交通联系。 

4）研究高铁站南北两侧的路网沟通方案，实现南北出租车蓄车场运力的相互支援，通

过信息引导鼓励乘客到北侧上客点候车，并加强上客点的组织管理尽量挖潜，改善高铁出租

车南热北冷的现象。 

5）城市公交服务应与铁路、航空合理衔接，目前轨道交通 2 号线已增开 2 班末班车，

应进一步研究夜间地面公交的运行组织方案，通过优化线路与车站布局、增开班次等方式提

高地面公交的集疏运能力。 

6）虹桥枢纽已针对突发事件建立了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应当结合实际的运行管理工作

不断积累经验、完善应急预案、优化部门间协作机制，不断提升应急响应能力。 

7）虹桥枢纽运行管理部门应与公安、交警、交通行政执法等部门协调配合、联合执法，

打击枢纽内黑车现象，保障枢纽区域的交通运行秩序。 

5.3 完善枢纽建筑综合体的配套设施与管理措施 

1）各交通运营管理部门共同协作，基于各行业标准优化枢纽内指示标识的设置方式，

枢纽内设置“一门式”信息服务机，整合包括铁路班次、航班、地铁、公交等各种交通方式

的信息，方便旅客的快速全面的信息查询。 

2）针对高铁站西侧地下一层地铁站厅与地上一层高铁站厅的人流堵点，建议引导乘客

由高铁站东侧地铁站下客进站，分流人流压力。增加高铁站入口安检的人流引导与管理效率，

提高旅客通过速度，避免旅客排队过长。 

3）在虹桥枢纽换乘通道内合理布设自动步廊，缩短枢纽内部的换乘时间。 

4）手推车服务、空调温差等服务标准差异，应由各部门共同协商合理处置方法，确保

枢纽换乘服务的统一性。 

通过以上运行管理改善对策体系的综合实施，虹桥枢纽的整体运行状况可望得到进一步

改善：协调机制的完善，可加强各运行管理部门的交流和沟通，有利于提高枢纽地区运行管

理水平和工作效率，强化虹桥枢纽服务的后台保障；枢纽集疏运系统的改善优化，可有效提

高枢纽集疏运系统的服务能力，实现旅客在大交通与城市交通之间的快速转换；枢纽内部设

施完善和人流引导组织优化，则可提升枢纽内部的服务水平，确保实现各交通系统间的“无

缝衔接”。 

6. 结语	

虹桥枢纽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交通方式最多、建筑体量最大的综合交通枢纽，其交通服务

能力仍在进一步释放，虹桥枢纽周边地区开发建设已蓄势待发，其运行管理工作将面临更多

的挑战：一方面，枢纽的交通出行需求构成将更加多元，交通与人流组织工作更趋复杂；另

一方面，未来磁浮车站、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中国国家博览会等设施和项目建成后，区域的

运行管理主体将进一步增加，跨部门、跨系统的管理任务难度将进一步提高。必须对虹桥枢

纽进行持续跟踪，及时发现、分析和解决枢纽及其周边地区运行中的各种问题，为枢纽及周

边地区的高效运行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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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内外高铁枢纽案例分析探讨星火站未来功能定位 

倪剑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国内外高铁枢纽案例研究，探讨星火站未来发展规划。运用因子分

析、实例分析的方法，总结出国内外高铁枢纽发展历程和类型特征，并且以此为参照，明确

北京市未来高铁枢纽发展的方向。通过从交通功能、城市公共服务功能、景观功能的角度，

提出星火站主要的功能定位——具有生态景观特色的国际门户型城市综合体，具有弥合城市

空间的作用。通过对国内已规划的高铁站交通分担率的分析，预测星火站交通分担率的主要

数值。 

【关键词】高铁枢纽  星火站  城市综合体  绿隔 

1. 引言	

根据铁道部和北京市《关于加快北京铁路建设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铁计函[2009]195

号）及市领导的指示精神，部市双方目前正在加快实施京沪高速、京石客运专线、北京站至

北京西站地下直径线、京九线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建设，同时加快推进京沈客运专线、京张、

京唐城际铁路、新北京东站等项目的前期研究工作。随着铁路建设规划研究的逐步深入，北

京铁路客运枢纽布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已经演变为 7 个主要铁路客运站的布局（新增星

火站），星火站作为北京市主要高铁客运站，规模为 6 台 11线，年客运量达 5000 万，承接

大部分京沈客专列车的始发终到。 

 

图 1  北京市铁路枢纽规划图 

作为《总规》之后新增的高铁车站，星火站对城市布局及交通系统将会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有必要对星火站及其周边地区进行综合交通系统的规划研究，不仅对星火站周边区域

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北京城市整体结构发展都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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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星火站现状	

星火站处于北京市东 4环和 5 环之间的地带，西侧为星火西路，东侧为青年北路、南侧

为姚家园路，北侧为东风南路。既有星火站西北侧为梵谷水郡小区，西南侧为紫萝园及石佛

营东里小区，东南侧为国美第一城小区，东侧为金隅凤麟洲小区及姚家园小区和东方基业汽

车城。 

     

图 2  星火站周边现状图               图 3  星火站轨道线网图 

按照星火站规划选址的研究，车站周边为契形绿地，东南和西南两个方向均为规划中的

住宅和商业用地。轨道M3 线、市域铁路 S7 和 S3 线、机场快轨 R4 线经过星火车站。 

在星火站的选址过程中，原址西南移的方案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一是与未开发地块建

设用地结合比较紧密；二是对城市绿地和住宅区的影响较小；三是路面交通和轨道交通接驳

系统比较完善。 

鉴于此，首先需要对车站本身进行定位研究，其次需要对周边用地和交通组织进行研究。 

3. 从高铁车站发展历程与类型探讨星火站未来的发展方向	

铁路客运站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分别是铁路兴起、铁路衰退、铁路复苏三个阶

段。 

 

图 4  铁路客站发展历程与类型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941



 

 

 

铁路兴起阶段出现在 1825 年—20 世纪 30 年代，车站以门户功能出现，例如曼彻斯特

市的利物浦路车站、法兰克福中央车站等等。北京站是门户型车站。铁路兴起阶段也是城市

化的起步发展阶段。 

铁路衰退阶段出现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70 年代，车站以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出现，

例如纽约中央车站。在国外，铁路衰退阶段出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由于飞机、长途客

车、小汽车的竞争，铁路在长途客运市场的份额逐渐萎缩。但是在国内，综合型交通枢纽是

伴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出现的，例如北京西站和北京南站。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综合型交通枢纽成为增强城市内外交通联系的主要纽带。 

铁路复苏阶段出现在 20世纪 80 年代以后，以高铁发展为标志，例如法国的 TGV高铁、

日本东海道新干线。高铁车站以城市综合体的功能出现，交通功能和城市功能叠合在一起。

铁路复苏阶段出现在城市化稳定发展时期。 

北京现在正是城市化稳定发展时期，建设城市综合体，弥合城市空间，提高土地利用效

益是主要发展方向。 

铁路发展的内在机制伴随着发展历程同样呈现三个不同的特点，根据贝尔托利尼的“节

点—场所”橄榄球模型，高速铁路的发展使得铁路在 3 个小时运距内，相对于航空重新获得

竞争优势，从而吸引高端商务客流和旅游客流，激发了周边商务功能的发展。据此，国外高

铁站的建设开始重视对高铁节点区位经济势能的发展，力图实现“节点”和“场所”价值的

平衡。 

  

图 5  节点—场所模型 

 

图 6  航空与铁路竞争能力比较（日本新干线） 

根据贝尔托利尼的“节点—场所”橄榄球模型，三种铁路类型的客流特征、业态、交通

特征呈现不同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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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种铁路客站主要特征 

铁路类型  客流特征  发展业态  交通特征 

门户车站 

探亲访友、工作、

上学（长时耗、

低频率、中等收

入） 

批发市场、零

售商业、餐

饮、服务、娱

乐业 

1、分个城市空间、铁路周边形成尽端型道路； 

2、地面广场为核心，公交、出租、小汽车布置在地面层；

3、铁路客运站自成界面完整的封闭系统 

城市综合

交通枢纽 

探亲访友、工作、

上学（长时耗、

低频率、低收入） 

零售商业、餐

饮服务 

1、分割城市空间、城市道路采用立交跨越； 

2、立体换乘空间，交通设施采用地下与地面结合布局；

3、铁路站自成界面封闭系统，与城市交通衔接的更加紧密。

城市综合

体 

商务活动、观光

旅游、工作、探

亲访友（短时耗、

高频率、中高收

入） 

零售商业、餐

饮、商务办

公、会展、金

融、高端公寓

1、利用立体交通布局结合物业开发弥合城市空间； 

2、净化路面交通设施，立体交通布局； 

3、打破铁路自我封闭，铁路与城市设施融为一体。 

高速铁路的发展，带来了乘客高端化、频发化趋势，从商业批发、零售向多元化业态转

变，提高土地收集和城市空间环境品质，是城市综合体型高铁站的发展趋势。 

对于星火站的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以城市综合体为发展目标，进行多业态开发； 

2、交通设施立体布局，开发上盖物业； 

3、交通功能、城市公共服务功能、景观功能相融合，弥合城市空间； 

4. 从三个方面确定星火站功能定位	

星火站是北京市未来 7大铁路主枢纽之一，主要承接京沈、京承客运专线。 

由于北京站的两次发展（1996 年北京西客站的建成，为北京站分担了京广线、京九站

等重要线路的压力。至此，北京站主要负责东北、华东方向；2008 年北京南站改建完成，

为北京站分担了华东方向线路压力，北京站主要承担京山、京秦、京沪、京承、京原、京包

线旅客运输任务，并有开往平壤、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星火站在未来

将要分担北京站部分客流，由此形成“两心+五点”的北京市铁路枢纽格局。 

 
图 7  北京市铁路枢纽系统发展格局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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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预测星火站交通功能： 

1、国际门户。R4 线调整后接入星火站，连接两个机场。 

2、集合中心：星火站通过 S7 线和 S3 线吸纳市郊客流，腹地资源较广。 

3、生活中心：M3 线作为城市地铁，共设 18 座车站，解决东西向通勤交通问题。 

其次，星火站城市公共服务功能需要体现朝阳区的整体特征。由于朝阳区的特征主要体

现在：1、具有国际交流的城市功能；2、人员流动频繁，白领、外籍认识较多；3、产业定

位技术含量较高，呈现规模化、高端化的发展趋势；4、呈现绿隔加斑块的格局，既要生态

环境又要经济效益。 

因此，星火站作为朝阳区的一部分，以朝阳区特征为发展背景，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体现

在：1、车站物业及周边用地开发注重国际化交流功能，产业发展走高端化、规模化的道路；

2、充分利用 R4 线的独特性，形成进出机场的国际门户；将生态绿化与空间开发相结合，

体现集约发展特色，提高环境品质。 

最后，星火站的城市景观功能主要体现在对绿化隔离的利用。根据北京市总体规划的要

求：1、第一道绿化隔离带应建设成为具有游憩功能的景观绿化带和生态保护带；2、控制开

发强度，加强空间整合和环境整合。对于星火站来说，保留景观功能，将生态景观与车站建

设融为一体是主要发展方向，通过下穿道路弥合绿隔与车站空间，开发上盖物业，弥合城市

公共空间。 

综上所述，星火站总体功能定位：具有生态景观特色的国际门户型城市综合体。 

国际门户功能主要体现在：国际、国内乘机业务；全球免税店；商务会所、酒店；高级

服装、商品专卖店；高级公寓；甲级写字楼；小型会展中心；娱乐文化交流会所。 

综合换乘枢纽功能主要体现在：轨道换乘公交、出租、小汽车；公交首末站、CBD、星

火站、东坝微型公交线路首末站；立体化停车；机场、高铁、轨道、公交立体换乘；立体化

人行系统。 

生态景观功能主要体现在：室内半开放，引入绿隔空间；步行系统从室内过渡到室外绿

地；绿地广场；商业广场；室内购物街；立体广场，屋顶绿化。 

5. 由高铁站周边交通案例分析探讨星火站交通出行特征	

城市轨道与车站关系：德国中央车站拥有 2 个轨道站点。东京站有 2 条轨道线路，新宿

站是换乘主枢纽，有 4条轨道线路经过。 

      
  图 8  柏林轨道线网与中央车站              图 9  东京轨道线网与东京站、新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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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星火站来说，主要以换乘高铁、机场客流，以远途客流换乘为主。M3 线在星火站

主要是换乘远途客流进入市区的部分。星火站作为中心型站点，不是市区轨道枢纽主要换乘

节点，而是作为城市对外交流的国际门户。 

星火站周边的城市道路可以香港西九龙站为例（为了达到站前广场与海面融为一体，通

过地下道路接驳主干路），通过下穿道路分散过境交通，让绿隔景观和车站主体连为一体。 

通过我国部分规划高铁站集散交通分担比率分析，可以得出星火站交通分担比率的主要

特征： 

表 2  我国部分规划高铁站点集散交通分担比例 

 
地铁  常规公交  出租车 小汽车 长途车 非机动车  火车 

苏州火车站(有

地铁) 
15%  53%  15%  5%  7%  2%  —— 

苏州火车站(无

地铁) 
‐  65%  18%  5%  7%  2%  —— 

南京南站  20%‐25%  45%‐50% 
8%‐10

% 

16%‐22

% 
‐  3%‐4%  —— 

罗湖站  24.00%  46%  22%  6%  ‐  2%  —— 

武广高铁站 
40%(含 10%

城际轨道) 
28%  12%  7%  9%  3%  1% 

虹桥高铁站 
63％（含

10％磁悬浮) 
16%  16%  5%  ——  ——  —— 

唐山火车西站  23.6%  32.8%  15.8%  16.1%  ——  3.2%  8.4% 

由于星火站轨道交通以远程客流为主，客流方向单一，且 R4、S7、S3 沿途设站有限，

主要进出市区的客流由 M3 号线承担，客流压力较大。建议增加公交车的分担比率，达到

35%左右；适当增加出租车的分担比例达到 20%；轨道分担比例控制在 25‐30%左右。社会车

分担比例控制在 5%‐10%左右。 

6. 小结	

  星火站是未来朝阳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以城市综合体的形式出现，包含交通功能、

城市公共服务功能和景观功能。通过星火站的建设，弥补城市功能空间，以此达到城市土地

效益和景观环境效益的双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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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城分站布局下既有普通铁路和新建高速铁路乘客差异性特征分析 

                                          ——以兖州站和曲阜东站为例 

王金秋 

【摘要】本文以兖州站和曲阜东站为例对同城分站布局下既有普通铁路和新建高速铁路乘客

的差异性进行分析，结合个案，给了普遍认可的规律方面的一些量化指标。 

【关键词】铁路客站  乘客特征  同城分站 

1. 概述	

我国的高速铁路建设进入 21 世纪后飞速发展。受铁路线路引入枢纽方向、铁路枢纽总

图布置、客站类型、客站用地规模、铁路运输组织因素、城市用地条件、城市规划因素等因

素[1]影响，高速铁路客站通常选择城市中心区边缘或外围新区新建，与既有普通铁路客站

从空间上实现分离，同时，在运营组织上，高速铁路线路和普通铁路线路也采取分离的模式。

这种情况的出现，使既有普通铁路客站和新建高速铁路客站所服务的人群也出现了较大差

异。这种差异体现在职业、收入、出行目的地、到达和离开火车站的交通方式等多个方面。

同时，乘客特征的不同也将对铁路客站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产生重要影响。如何充分利用积

极的影响、减少消极的影响，是城市的管理者将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2. 研究目标选取	

济宁市是鲁西南地区中心城市，市域范围内有多个铁路客站，包括济宁站、兖州站、邹

城站、曲阜东站等。虽然兖州站和曲阜东站从空间上分属两个县级市兖州市和曲阜市，但从

济宁市域范围来看，两个站都属于济宁市域范围内，且分属津浦（京沪）铁路和京沪高速铁

路，大交通区位相近。 

在京沪高速铁路建成之前，兖州站为济宁市域范围内最重要铁路客站，位于津浦和日荷

两条铁路的交点，往来于京、沪两个方向的动车均在此停站。 

京沪高速铁路在济宁市域范围内经过，济宁市域范围内的站点为曲阜东站，选址于曲阜

市区东南。随着京沪高速铁路的建成通车，所有 G字头和 D 字头的车次均调整至曲阜东站，

兖州站仅办理 T、K 字头及普通列车的乘降业务，曲阜东站取代兖州站成为济宁市域范围内

最重要的铁路客站。两个客站所服务的车次完全不同，客流特征具有较强的对比，为本次研

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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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兖州站、曲阜站区位示意图 

	

 

 

图 2  济宁站、兖州站、曲阜东站空间关系示意图 

3. 乘客特征分析	

3.1 高速铁路并未显著提升发送乘客服务范围，但影响空间分布比例 

尽管由于速度的提升，一般城市（如济宁）的高铁客站与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的

时空距离缩短，但高铁客站本身的服务范围与原有普铁客站相比并未发生本质的变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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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的空间分布会出现较大差别。 

仅从发送乘客的覆盖范围来看，兖州站和曲阜东站两站服务范围基本一致：以济宁市域

范围内济宁城区、兖州市、曲阜市、邹城市和嘉祥县为主，延伸至市域梁山、金乡、鱼台、

微山、泗水等边缘县，以及外围部分县市，包括菏泽市区和郓城县、巨野县，临沂市区和平

邑县、蒙阴县、费县，泰安市的宁阳县，以及日照市。 

 

图 3  兖州站和曲阜东站客流空间分布示意 

从空间分布比例来看，客站所在地都是乘客最大的来源地。其中兖州站被调查乘客中，

来自兖州的占全部被调查乘客的一半左右，其次是来自于济宁市边缘县及周边相邻县市的，

达到 20%左右，来自济宁市区和曲阜的分别为 10%左右。而曲阜东站被调查乘客中，来自曲

阜的同样占全部被调查乘客的一半左右，其次是来自济宁市区的乘客，占全部被调查乘客的

四分之一左右。从空间距离上看，济宁市区到曲阜东站的距离比到兖州站的距离长一半左右，

但由于曲阜东站到其他城市的时间距离远远小于兖州站，因此曲阜东站比兖州站吸引了更多

的济宁市区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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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兖州站乘客来源地分布 

 

 

图 5  曲阜东站乘客来源地空间分布 

3.2 普铁乘客出行目的地分散、高铁乘客出行目的地集中 

兖州站和曲阜东站开行的线路均以通过线路为主。兖州站开行 T字头、K字头及普通列

车线路共 107 个班次（2012 年 9 月 1日以前的运行图），始发终到站遍及全国除港澳台、西

藏、海南以外的各个省份，从线路空间分布特征看，兖州站可以直接到达的范围更广。其中

70 个班次的始发终到站为华东六省一市范围内，占全部线路的 65%。曲阜东站开行 G 字头

和 D 字头线路共 43 个班次（2012 年 9 月 1 日以前的运行图），除北京南‐杭州、北京南‐福州、

郑州‐济南分别延伸至沪杭、温福和陇海等铁路外，其余班次均为京沪高速铁路内部线路，

其中北京南站始发班次 12 个，占总班次的 28%，上海虹桥始发班次 13 个，占总班次的 30%。 

两站的乘客出行目的地呈现两极分化：兖州站乘客 60%的出行目的地为山东省内及邻近

的江苏地区，另外 40%则非常分散，包括贵州、云南、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在内的

多个较边缘省市均有分布，仅有极少数乘客以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为目的地；曲阜东站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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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的主要出行目的地则为北京、上海、南京等几个特大城市，三个城市吸引的客流占全部客

流的 60%左右。 

3.3 高速铁路乘客公费的公务出行比例较高，对价格不敏感 

兖州站停靠的火车班次车速慢，相对服务水平较低，“时间距离”较长，票价较低廉。

而曲阜东站停靠的火车班次车速快，“时间距离”较短，票价较高。以北京为目的地为例，

兖州至北京可选择的车次有 5 个，最短时间为 7 时 55 分，最长时间为 11 时 25 分，票价；

曲阜东至北京可选择的车次有 19 个，其中动车组根据停站不同时间长度为 3 小时至 4 小时

之间票价为 165/265元，高速列车为 2 小时 12 分到 2 小时 21分之间，票价为 245/410元。 

时间和票价的差异，决定了乘客出行目的特征的不同。 

两个车站的乘客的出行目的中，公务出差、旅游购物、探亲访友、工作这四项均为主要

出行目的，兖州站被调查乘客这四项出行目的合计达到 64%，曲阜东站达到 74.4%。主要差

别在于，在兖州站的普铁乘客中，工作目的的为首位，达到 22.3%，其后依次为旅游购物、

探亲访友和公务出差。而曲阜东的高铁和动车乘客中，公务出差目的为首位，达到 29.8%，

其后依次为旅游购物、探亲访友和工作。 

兖州站被调查的全部乘客中，仅有 19%为公费出行（指差旅费可以由所在单位报销），

公费出行的乘客中有 55.3%为公务出差、23.4%为工作，10.6%为回家。曲阜东站被调查乘客

中有 37.6%为公费出行，公费出行的乘客中有 68%为公务出差、10%为工作、7%为转车。 

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在兖州站全部以公务出差为出行目的的乘客中，有 76.5%的乘客

为公费出行，在曲阜东站全部以公务出差为出行目的的乘客中，有 85.7%为公费出行。 

两站乘客的职业及收入特征也决定了是选择“时间长而低价”还是“时间短而高价”。

兖州站乘客的月收入 93.5%在 6000 元以下，6000元以上的仅有 6.5%，而曲阜东站后者的比

例达到 32.0%，占全部被调查乘客的三分之一。 

 

图 6  兖州站乘客收入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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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曲阜东站乘客收入特征 

而职业方面，兖州站被调查乘客的职业以学生、工人、企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为主，

占全部乘客 59.3%，曲阜东站被调查乘客的职业为企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学生、自由职

业者、教师医生文艺界从业人员和公务员为主，共计 70.4%。 

 

 

图 8  兖州站乘客职业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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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曲阜东站乘客职业构成 

两个角度的分析都说明，由于大部分的公务出差为公费出行，相对来说乘客对于时间比

较敏感，而对于价格并不敏感。 

3.4 私人化交通方式为高铁常客的首选交通方式 

兖州站被调查乘客到达火车站的交通方式主要是公交车和长途汽车和普通火车，三者合

计达到 72.2%，曲阜东站被调查乘客到达火车站的交通方式主要是私家车、出租车和公交，

三者合计达到 73.%。 

 

 

图 10  兖州站乘客到达车站交通方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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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曲阜东站乘客到达车站交通方式比例 

4. 对城市交通系统的影响	

乘客出行的要求有共同的特征：方便、安全、舒适、快捷。这也是城市客运交通系统的

发展目标。但不同铁路客站乘客的出行特征，给城市交通系统带来的冲击存在一些差异。普

铁车站的乘客对于出行的费用比较敏感，因此价格低廉的公共交通系统是出行首选；高铁乘

客更重视时间价值，因此快速、舒适的私人化交通方式（包括私家车、公务车、出租车）为

首先选择的交通方式。后者对停车场的容量、进出交通组织影响较大。在京沪高速铁路通车

之前，兖州站在下午动车到发时段广场停车场（约 100 个停车位）爆满，高峰时进出影响到

周边干路，京沪高铁开通后，因为动车组班次全部调整至曲阜东站，兖州站停车场停放率基

本在 50%‐70%之间，而曲阜东站停车场（约 200个停车位）几乎总是满员状态。 

在进行铁路客站规划、建设和管理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设施布局、交通组织、管理措施

的合理，既满足必要的、合理的需求，又避免进出交通对外围城市交通产生太多干扰。 

5. 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邻近铁路客站的用地，主要以铁路乘客为服务对象。普通铁路乘客和高速铁路乘客的差

异，也对周边土地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普铁乘客相对时间较富裕，但消费能力有限；高

铁乘客消费能力较强，但相对时间较紧张且对服务水平要求较高。因此，完全将动车组等客

流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班次从兖州站转移出去，实际上已经对兖州站周边地区产生了影响，

原本就不够繁华的周边地区，现在更是呈现出一定程度的衰落。而曲阜东站相对有限的客流，

尚未能带起高铁客站周边地区的发展。如何保持普通铁路客站地区的活力，同时充分借力高

铁，是城市政府及规划师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6. 结论	

同城分站布局下，普通铁路和高速铁路乘客特征存在明显差异。本文以个案为代表进行

了量化的研究。影响乘客特征的因素很多，是否存在普遍的量化的规律，还有待于今后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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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与同行一起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 

（感谢参与调查和分析的实习生李博、闫祯祯、王彪和蔡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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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心城市背景下的广州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初探 

王峰  

【摘要】 本文从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广佛同城化发展、临空经济产业升级与转型以

及港城联动等基本背景出发，提出了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战略目标、战略任务、规划理念、功

能目标、功能定位、枢纽构建模式和公交接驳中心选址方案，在分析枢纽周边现状交通特征

和交通预测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外围交通系统构建等方面的初步设想，以期指导下阶段规划

研究与设计。 

【关键词】国家中心城市  空港  临空经济  综合交通枢纽  探索 

1. 广州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的基本背景	

面向 2020 年，广州市明确提出了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的建设，以提升

城市综合竞争力和辐射带动能力。以此为导向，科学合理、因地制宜的构建广州空港综合交

通枢纽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成为了历史机遇和必然选择。 

1.1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是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强化城市服务职能的需要 

面向世界、服务全国是国家对广州城市发展的要求。对外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是打造国家

中心城市、强化城市服务职能的重要基础设施和平台。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国内三大航空枢

纽机场之一，  2011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4500 万人次，已进入世界排名 20位，位居国内第 2

位。据预测，2020 年目标年旅客吞吐量 7500 万人次，货物吞吐量 240万吨。为加快发展广

州白云机场国际空港，提高客货运量，努力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航空旅客门户机场、华南地

区与世界各地货流的桥梁，以及为建成华南地区最大、以泛珠三角为依托、辐射东南亚和太

平洋地区的大型复合式航空枢纽机场，形成以广州白云机场为核心的“枢纽＋干线＋支线”

机场网络，以广州白云机场为依托，在空港地区构建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成为了亟待解决的

问题，更是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强化广州城市服务职能的必然要求。 

1.2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是促进区域融合、实现广佛同城化发展的需要 

交通一体化是区域融合的重要

基础。广佛两市同处珠三角核心区

域，广佛同城发展关系与同城空间协

调格局如图 1 所示。加快广州中心城

市建设，推进广佛同城化，强化广佛

同城效应，是贯彻落实《珠三角改革

发展规划纲要》的突破性举措，广佛

同城化作为广佛肇经济圈、珠三角一

体化的突破口，并进而为珠三角一体 

图 1   广佛同城发展关系与同城空间协调格局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956



 

 

 

化作示范，具有携领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意义。 

广佛同城化综合运输体系应共享广州空港枢纽资源与共建区域配套交通设施，完善与广

州白云机场综合交通衔接体系，促进区域融合、实现广佛同城化发展，整体提升广佛都市圈

辐射力。 

1.3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是提升空港经济区、发展临空经济产业的需要 

构建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是盘活地区土地、交通资源，提升空港经济区、发展临空经济产

业的重要契机。综观世界临空经济发展经验，依托空港做大做强临空产业经济成为了世界潮

流，其发展进程方兴未艾。广州临空经济产业布局以空港新城为发展核心，形成“三带五城”

产业空间结构。即三带：花都山前旅游发展带、白云帽峰山旅游发展带、从化绿色旅游发展

带、五城：中部空港新城、  东部知识城、南部白云新城、西部科技城、北部生态城。围绕

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的目标定位，以优化产业结构、空间布局、交通系统为

重点，着力增强国际空港门户枢纽功能，高标准、高起点规划建设空港经济区，使其成为广

州加快实施“北优”战略、推动绿色增长以及促进产业竞争力和自主创新能力“双提升”的

重要区域，成为带动全省空港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引擎。 

1.4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是构筑空港门户、强化港城联动的需要 

实施城市空港化战略，强化港城联动。广州空港地区

是广州花都副中心的重要节点。以发展城市功能作为提升

空港经济等级为战略发展目标，通过空港综合交通枢纽的

构建与港城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促进核心区与周边功能片

区有机融合、互动发展，形成具有城市功能的空港经济区，

实现空港门户功能的全面提升。空港新城空间结构如图 4

所示。                                 

 图 4  空港新城空间结构 

2.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与规划理念	

基于上述的基本背景分析，提出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的战略目标、战略任务与规划理

念如下： 

图 2  空港经济区范围 

图 3  空港经济区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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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的战略目标 

构建多模式和一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以协调交通与土地利用为基础，以加快发展交通

基础设施和快速轨道交通网络与道路交通网络建设为依托，强化广州空港区域交通枢纽地

位，引导广州向以空港门户功能为主导的门户城市发展，带动广州、珠三角乃至于泛珠三角

地区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2.2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的战略任务 

2.2.1  打造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强化白云机场的区域中心地位	

加快机场建设，逐步加强空港门户功能，进一步强化广州作为华南地区交通枢纽地位以

及现代化中心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优先支持高速铁路发展，积极推进珠三角城际轨道建

设，推动广佛都市圈、珠三角区域融合和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扩大设施服务的腹地范围。

构建国铁、城际、城区一体化连接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促进市内交通与对外交通的衔接，

通过四级轨道交通体系串接城市内外个发展区域，加强与周边城市的融合。 

2.2.2  加强“双快”交通系统的建设，提高空港交通系统可达性，支撑城市空间优化与

发展	

  加快空港地区登陆网路和轨道交通两张网络的建设步伐，以城市双快交通系统（快速

轨道交通系统、高快速路系统）为骨干，推进机场的集疏运系统的建设，提升空港与城市主

要发展节点，包括广州新客站、南沙港、城市主、副中心等重要发展节点的交通可达性。 

2.2.3  整合客货运输系统，加快建设一体化的客货运枢纽设施	

    全方位整合客货运系统，通过以“枢纽＋通道”的节点网络形式构筑高效协调的多模

式、一体化的交通体系。加快一体化客运枢纽设施的建设，提供高速公路、城际轨道、城市

地铁、长途汽车、常规公交等不同交通方式良好衔接换乘条件。依托空港地区完善的海陆空

运输系统，强化多式联运，构筑层次分明、功能清晰、布局合理的货运枢纽体系。结合物流

园区、货运站场体系布局，依据道路交通整体发展要求，协调客运与货运、市内与对外交通

关系，强化道路功能分级，构建货运通道网络，减少货运交通对城市交通、城市环境的影响。 

2.3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的规划理念 

坚持“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促融合、惠民生”科学发展的规划理念来构建空港综

合交通枢纽。即： 

调结构—实现空间、功能、用地等三结构的整合、梳理与提升，优化区域交通方式结构； 

转方式—转变地区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型与升级，促进用地使用方式由粗放向集约转

变； 

稳增长—支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确保机场客货运量力争保持增长； 

促融合－拉近交通时空距离，促进泛珠三角、珠三角地区、广佛同城地区融合； 

惠民生—构建高效便捷的交通出行体系和宜居环境，提升出行者出行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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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的功能目标与定位	

3.1  “三位一体”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功能目标 

构筑包括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为航空中心、广州北站为铁路客运中心、机场站为公交接驳

中心的“三位一体”的多层次、多功能复合型空港综合交通枢枢纽，通过科学合理的运营组

织，将广州北站和新白云机场共同构建作为一个统一的大型空港交通枢纽。其中航空中心服

务全国，面向世界；铁路客运中心服务珠三角，辐射华南地区；公交接驳中心  服务珠三角，

联系城区。         

3.2  “多模式一体化”交通功能定位 

以白云国际机场为核心，整合区域交

通资源，建设多式联运、高效快捷的交通

体系。将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建成集合空‐

空、空‐铁、空‐公、铁‐公，包括航空、四

级轨道系统、公共交通等多种交通方式结

构，覆盖长距离、中长距离、市内短距离

接驳的功能强大、接驳便捷的交通枢纽，

实现陆路交通与机场无缝对接，打造航空

港、高速铁路、城际轨道、城市轨道、                          图 5  多模式一体化示意图                                                           

公路客运、城市公交有机融合的世界级空港枢纽。如图 5所示。                                                     

4.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的构建及公交接驳中心选址方案	

4.1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的构建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是提高多

式联运效率与服务水平、提升国际机场综

合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鉴于广州空港经济

区域空间布局结构、用地功能布局、重大

交通设施战略布局和设施关联度以及综合

交通枢纽布局的基本要求，广州空港综合

交通枢纽将航空中心、铁路客运中心、公

交接驳中心实现“三位一体”（如图 6 所

示），三大交通中心将用捷运系统串联，并

以 9 号线加强北站与公交接驳中心间联系，              同时通过枢纽内四个层级轨道交通（高

铁、国家铁路、城际轨道以及地铁线路）和高速公路等，在广州北站、白云机场以及公交接

驳中心之间有机布局与衔接，共同构筑空港综合交通枢纽。 

4.2 公交接驳中心选址方案 

以地铁 3 号线机场南站或高增站为核心，规划建设公交接驳中心。该中心主要衔接航空、

铁路以及往市中心方向的公交，通过设立包括换乘中心、公交总站、机场大巴总站、出租车

图 6 “三位一体”空港综合交通枢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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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靠、小汽车停泊等设施，为中长途客运进入市区提供便捷、快速、多选择的运输模式，实

现联系城区，提升枢纽有效利用效率的目的。 

枢纽内高铁与国家铁路有京广铁路和武广客运专线，规划中的广惠汕铁路、广肇铁路；

城际轨道规划有广清城际、穗莞深城际以及广佛环线；地铁线路分别有 3、9 号线，其中 3

号线南起番禺广场北至机场，经高增、机场南、机场北三个主要站点，9 号线连接花都副中

心与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线，经过广州北站，在高增站与 3 号线换乘，远期贯通运营后实现

花都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直接轨道连接。 

根据枢纽内各种轨道交通方式所承担的功能与任务，在理清各方式之间衔接关系的基础

上，提出公交接驳中心选址方案如下。 

方案 1（中线方案）：本方案优先侧

重换乘的便捷性，将公交接驳中心设置于

机场内部。广惠汕铁路与穗莞深城际下穿

机场跑道直接引入机场并向西延伸以隧

道或高架形式接入北站。规划地面及地下

一层为航站楼，地下二层为地铁 3 号线站

体，地下三层为高铁和城际铁路站体，不

同方式之间在同一点位的不同水平面垂

直换乘。广州北站是另一个重要换乘节

点，规划高铁及城际轨道在本站设置地下

站或二层高架站，线路位于地铁 9 号线北侧，通过垂直换乘系统与北站站厅相连，构成北站

铁路                                                                   

长途客运中心。如图 7所示。     

优点:  ①广惠汕与穗莞深与机场无缝衔接；②武广、京广、广肇及广佛环线上往机场的

客流仅需一次换乘。 

缺点:  ①下穿机场工程难度高,可行性有待论证；  ②机场及花都城区的的隧道段长约 12

公里，工程造价及对沿线建筑的影响较大，如采用高架行式，沿线拆迁量将存在较大矛盾。                                 

方案 2（南线方案）：本方案将

高铁与城际轨道走廊南移，全线高

架接入机场南面的高增站，与地铁

3、9 号线及地面停车和公交系统形

成空港公交接驳中心，空港客流在

此换乘后进入机场。铁路通过高增

站后继续向西延伸接入北站与京

广、武广、广肇以及广佛环线衔接。

规划设置高标准的高增站，地下一

层为地铁 3、9 号线站台，九号线远

期规划与 3 号线贯通运营，两线采

用同站台换乘，地面为公共停车场和常规公交站点，地上二层为高铁及城际轨道站                                               

图 7  中线贯穿方案

图 8  南线贯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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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广州北站由于高铁及城际铁路在北站可选择平行于现有地面站台和垂直于现有站台

的二层高架站两种方式，地面站建议设置在现有北站的西侧。所图 8  所示。 

优点：  ①集成度高；  ②工程造价相对低廉；③高增站的枢纽用地已经控制；  ④便于

远期与 3 号航站楼衔接；  ⑤进入市区的客流提前分流，对航站楼的客运秩序影响较小。 

缺点：①广惠汕与穗莞深进入机场便利性降低，需换乘 9号线；  ②线路以高架形式敷                         

设，对城区周边景观、环境影响较大。 

方案 3（北线方案）：本方案轨道

交通走廊布局在机场北部通过，穗莞深

城际轨道和广汕铁路从北侧进入机场

范围，与广清城际和地铁 3 号线在机场

内部共同构成公交接驳中心，主线继续

向西与广清线部分共用走廊接入北站，

机场内公交接驳中心与方案 1 类似，可

以实现机场与两条城际轨道线、高铁、

地铁 3 号线的换乘，南侧高增站为地铁

3、9 号线的换乘站。机场内的公交接

驳中心设置地下两层或三层，广州北站设置型式基本与方案 2 相同。如图 9 所示。                                           

优点：  ①城际铁路与机场无缝衔接；②与广清线共用走廊，用地经济性高；③降低了

对机场南部门户景观的影响；④过境线不通过机场，减少了机场内部站点的用地规模； 

缺点：①进场线实施难度大；②与 3 号航站楼联系不便；③在机场内部地下设置高铁和

城际轨道，工程经济和技术上存在一定难度。                                 

        上述 3 个建议方案各有特点，建议下阶段在深化高铁和城际铁路的走廊线位的同

时，结合机场客流和地区客流的产生、吸引特征和服务效果、客流换乘便利性、综合交通设

施类别与规模以及工程实施的可行性等要素，论证并选择空港综合交通枢纽的公交接驳中心

构建方案。 

5.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内外部交通系统构建	

5.1 空港地区现状交通面临的挑战 

在国家中心城市背景下，空港作为广州城市门户，其集疏运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空

港的客货运容量及疏解能力。现状集疏运系统面临着三大挑战： 

5.1.1  空港枢纽交通衔接条件有待提升，吸引辐射能力亟待扩展	

空港地区综合交通运输系统运能吃紧，空港枢纽功能有待提升，对外交通与室内交通衔

接有待完善，尤其是客运交通一体化发展严重滞后。 

5.1.2  道路网络级配布局欠佳，路网规模偏低，交通运作水平有待提高	

现状路网中高快速路主要功能偏重于服务机场与过境交通，对本地区的服务和支撑能力

图 9  北线贯穿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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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弱。主次干道的连通性与体系化尚未完善，难以支撑发展大规模物流产业。 

5.1.3  轨道交通建设滞后，客流吸引能力有待提升	

目前空港地区轨道交通客运线网较为单薄，仅有京广铁路在运营，交通骨架作用远未得

到体现。交通发展与城市土地利用开发脱节，导致交通发展导向功能不足，削弱了对城市空

间发展的引导力量，城市交通“二元化”特征依然明显。 

5.2 空港地区交通发展预测 

5.2.1  机场客货运吞吐量预测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国内三大航空枢纽机场之一，  2011 年，白云机场完成飞机起降

34.93 万架次，旅客吞吐量突破 45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18 万吨（含联邦快递），同比分

别增长 6.1%、9.9%、3.1%。据预测，2020 年年客运吞吐量 7500 万人次，货运吞吐量 240

万吨，2035年年旅客吞吐量将达到 9500 万人次，年货运吞吐量 390 万吨。 

5.2.2  客运交通预测	

据预测，2035 年，白云机场日均发送旅客量达到 24.66 万人次，机场内部中转率为 12％，

日中转客流 2.95 万人次，与其他交通方式衔接的客流量为 21.7 万人次。 

远期年客流分布中，与广州城区之间的交换依然是客流主要方向，日均客流量 16 万人

次，占总客流的 70％，北侧与清远、韶关方向的客流交换量占 10％，西侧与佛山、肇庆等

地的交换量占 15％，东侧受地形及临近机场吸引的影响，客流为 5％。 

远期轨道交通与小汽车是旅客进出机场的主要交通方式，其中轨道交通方式约占 34％，

小汽车方式约占 36％。机场快线约占 15％，出租车方式约占 5％，大型客车约占 10％。 

5.2.3  货运交通预测	

2035 年机场货运吞吐量 390 万吨，由于产业布局和机场辐射性质的不同，货流方向呈

现南北比例相当并为最高的现象，西向比例次之，东向比率最低。 

5.2.4  机动车流量规模预测	

据预测，远期道路流量以客车为主，客货比例约为 0.97：0.03，小客车与大客车比例基

本持平，货车比例约为 3％。2035 年机场日

均产生机动车流量中客车占绝大多数，尤以

南向为主要方向。 

5.3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内外部交通系统

构建 

为强化国家中心城市、综合性门户城市

的建设，基于上述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构建战

略目标以及现状交通条件与发展需求，提出

内外部交通系统构建设想如下： 
图 10  泛珠三角及环珠三角地区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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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外部交通系统构建	

1）高速铁路。加快广惠汕铁路建设，形成贯穿中新知识城、白云国际机场、广州火车

北站的东西向快速通道；将广肇铁路提升为高速铁路，并与广惠汕铁路衔接；加快建设贵广

客运专线和南广客运专线，进一步提高空港对我国西南地区的辐射力。 

2）高速公路。加快广明高速、广乐高速的建设，形成联系空港和珠江三角洲核心圈层

的高速公路网通道；推进珠二环高速、珠三环高速及珠三角中部高速的建设，加强空港与海

港的交通联系；加快建设广清高速北延线和广贺高速，加强与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

的联系；加快建设大广高速粤境段，加强与江西省的联系；加快建设广梧高速，加强与广西

省的联系。泛珠三角及环珠三角地区交通体系如图 10 所示。                                                 

3）城际轨道。加快建设广佛环线，加强机场与佛山的联系，强化机场设施的区域共享；

加快建设穗莞深城际轨道、广莞惠城际轨道，构建连通机场、东莞、惠州、深圳和香港的快

速通道；加快建设广珠澳城际轨道及其江门支线，加强机场与珠江三角洲西岸地区的联系；

加快建设广清城际轨道，加强机场与粤北地区的联系。广佛环线南北穿过航站区并绕行连接

广州北站方案如图 11 所示。 

5.3.2  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内部交通系统构建	

1）轨道交通。加快地铁 3 号线北延线、地铁 9 号线、地铁 14号线的建设，积极推进广

佛环线、穗莞深城际轨道的建设，形成北部地区以机场为中心的轨道交通快速通道。     

2）高快速路。加快广乐高速、珠三环高速、大广高速粤境段、白云六线、G106 新线、

机场东环路、钟港大道及东延线、迎宾大道延长线等重要通道的建设，确保机场交通的快捷

集散。                 

3）广州火车北站枢纽。完善广州火车北站的高速铁路、轨道交通、客运站等配套建设，

强化与白云国际机场的直接交通联系。如图 12所示。 

 

 

 

 

 

 

 

 

 

 图 11  广佛环线南北穿过航站区并绕接广州北站方案       图 12  空港经济区内部交通系统布局 

6. 结论	 	

广州空港综合交通枢纽是广州特大型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本文从国家中心城市的建

设、强化广佛同城化建设、积极推进产业临空经济产业升级与转型以及促进港城联动等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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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出发，提出了空港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理念、空港综合交通枢纽功能目标、空港综合交通

枢纽功能定位、“三位一体”综合交通枢纽模式结构以及公交接驳中心选址方案，在分析枢

纽周边现状交通特征和交通预测的基础上，提出了内外围交通系统构建等方面的初步设想，

仅为管窥之见，要从规划、建设与运营好该综合交通枢纽，并形成质量良好的运输服务能力，

依然存在该综合交通枢纽的具体规划设计、区域开发、投融资模式、建设管理组织以及运营

管理模式的创新，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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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停车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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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城市停车整体解决方案 

董苏华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城市停车领域存在的规划与建设缺乏衔接，建设与管理相互脱节问题，

提出了城市停车整体解决方案的框架。文章分析了我国城市停车问题的演变过程，以及中国

城市停车问题的复杂性，提出：停车整体解决方案就是要解决好停车相关各层次衔接问题，

解决停车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个相关部门不能“单打独斗”，必须顶层设计，

一体化推进。在此基础上从停车产业角度出发，提出五位一体停车产业链模式，目的是有效

利用丰富的专业经验，为政府和停车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最后，介绍了在此领域的一些探

索。 

【关键词】停车问题回顾  整体解决方案  五位一体停车产业链 

1. 问题的提出 

1.1 停车问题产生与停车场建设发展回顾 

我国城市停车问题产生是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加快出现的。

停车问题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1）停车问题初现期：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中期，停车需求刚刚显现，只有特大城

市的城市繁华地区有时出现停车困难的情况，停车秩序是主要问题，相应的，规划管理部门

出台的停车规划管理规定也未对居住区的停车位提出要求，这一时期是停车问题初现期。 

2）停车问题显现期：90 年代中期至 21 世纪初期，随着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快速提高，

小汽车进入家庭的速度逐步加快，有关部门也出台了相应的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但是由于

对机动车的发展速度判断有误，停车配建指标也偏低。这一时期是停车问题显现期。 

3）停车问题的“爆发期：21 世纪初期至今机动车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

员会于 2004 年 6 月 1 日正式颁布实施《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该政策直接目标是“培育以私

人消费为主体的汽车消费市场，推动汽车消费市场”，并要求城市交通设施的规划以及城市

交通管制等工作配合汽车工业的发展。随后国务院有关部门针对北京、上海等地需求管理措

施，要求各个城市不得出台限制购买小汽车或限制使用小汽车的政策，其结果导致停车供应

与需求严重失衡，这一时期是停车问题的“爆发期”。目前，停车难已经从一线城市向二、三

线城市蔓延。 

要肯定的是，在上述三个阶段有关政府部门也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作为停车场规划建设

的主管部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曾于 1988 年颁布实施的《停车场建设管理暂行规定》，《停

车场规划建设管理导则》，停车场建设管理开始引起了重视。但其中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

已逐步过时了，尤其此规定未对居住区停车位做出规定，一般居住区均没有设置停车场，缺

少对居住区和大型公建的停车配建指标 

1996 年由建设部和公安部主办、建设部停车技术中心承办的《部分大城市停车规划管

理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有国内十五个大城市的政府有关部门参加。这是国内首次对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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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问题进行系统性的调研，初步摸清了当时国内停车问题的状况，与之相配套的停车研究课

题--《大城市停车系统规划研究》，提出了新的停车场规划导则和停车场规划建设管理规定

（该规定没有正式颁布），该课题成果由于其创新性和实用性被广泛应用，并荣获建设部科

技进步二等奖。 

进入 21 世纪，各个城市的规划建设主管部门也开始行动起来，天津、广州、南京、成

都等特大城市在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对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进行了修订，较大幅度地提高

了停车位指标值。二、三线城市也开始研究解决停车难的问题。2010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安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了关于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及管理的指导意见。 

回顾这段历史，我首先要说的是机动车的快速增长是经济繁荣的体现，至于道路堵塞和

停车难，许多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经历，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和城市化进程之快，震惊世界，

也是中国国内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难免对此措手不及。 

不过，鼓励汽车进入家庭的政策今天确实应该检讨，因为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多地少，

资源匮乏”，我们的城市无法容纳如此多的机动车，而应该采取公共交通为主的交通方式。

我们也充分理解国家有关部门发展汽车工业的初衷，但是目前来看保护汽车工业，实际保护

了国外的汽车巨头，对民族汽车工业没有多少促进作用。今天国内有许多城市正在大兴土木，

建设轨道交通，就是力图引导城市居民改变出行方式，乘坐公共交通。 

其次，政府有关部门应对措施不及时也是造成城市停车问题的原因之一。90 年代国家

有关部门曾经派人到欧洲考察，回来后说：欧洲城市都在路侧停车，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些

人忘记了两个基本的事实：欧洲国家汽车增长已经基本结束，而我国正是机动化高速发展时

期；欧洲城市道路网密度及面积是我们城市的 2 倍以上，我们的城市道路尚不能满足动态交

通的需要，更何况用于停车了。这种观点影响下，多年来公共停车场建设止步不前，政府有

关部门一直在被动的调整停车配建指标，和日本相比，我国停车法规出台时间是滞后的，未

能做到未雨绸缪，与我国机动车发展进程不相匹配。 

 

图 1  北京两次停车调查停车泊位与小汽车保有量对比图 

最后，停车问题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也说明我们体制、机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

停车涉及部门众多，时间序列上的衔接就很重要，规划的公共停车场大部分没有落实，原因

之一是规划与建设“两张皮”，停车场用地是没有业主的，公共停车场用地往往被利益博弈

所“蚕食”。另外，如果没有严格的停车秩序管理，车辆可以“免费”随意乱停，那么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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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建设成本就无法回收，这反映出的既是历史现象，也是现实问题，即规划与建设缺乏衔接，

建设与管理相互脱节。图 1 为 2004 年、2011 年北京市车位数与小客车车位数的对比。 

1.2 中国城市停车问题的复杂性 

有人曾经提出学习香港地区、新加坡的交通需求管理（包括停车需求管理）经验，但中

国内地与他们不同，它们的国家或地方面积小，几乎没有汽车工业，新加坡就可以采取严格

限制汽车使用的政策，而我们却不行。这就决定了我国城市机动化发展还要延续若干年，停

车需求与停车供应的矛盾也将要延续若干年。 

1986 年国家颁布的中国城市建设发展蓝皮书就明确提出：城市要建立以轨道交通为骨

干，公共交通为主体，小汽车、自行车为补充的城市交通体系。但是国家有关部门对发展城

市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的重要性认识是不足的，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实距离理想却愈来

愈远，这是中国的一个通病：政策停留在口头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这种情况并非停车

产业独家遇到。如果从 90 年代就开始大力兴建轨道交通，势必会减少小汽车的拥有量，停

车问题也不至于如此严重。 

1999 年我参加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组织的“中日停车场共同研究”课题，日本专家告

诫我们：停车立法不要学习韩国，到了汽车交通问题严重时才开始制定对策，必须及早动手。

很可惜，我国城市交通现状还不如韩国的情况。现在城市停车问题已经到了积重难返，需要

多年的艰苦努力才能得以缓解的地步。化解的外部条件是机动车增长低于停车位增长（准确

地说是低于 1:1.15 的比例）。 

 

图 2  北京近年来机动车保有量与小汽车泊位变化趋势 

图 2 显示了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与小汽车泊位变化趋势，截止 2011 年 3 月小客车保有

量为 368.2 万，对应的泊位数为 246.2 万个，若泊位数以 2.2%的增长率增长，则将无法满足

停车需求；若泊位数以历年经营性泊位的增长率 17.4%增长，则在 A 点（即 2016 年）实现

小客车与泊位数持平，B 点（即 2018 年）实现泊位数为小客车数的 1.2 倍，即合理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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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北京市政府被迫于 2010 年年底开始实行小客车保有量增量调控，缓解机动车过快增

长势头，小客车以 7%～8%的增长率增长。也就是说如果若干年后停车需求不再大幅度超预

期增长，“变指数型增长为 S 型增长”，（数学上的拐点，见图 3）同时，加快停车位建设，

停车秩序得到有效整顿，并持续下去，停车问题方能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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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指数型增长转化为 S 型增长图 

驾车人的素质也是一个问题，反映在停车领域就是“停车乱”现象。对付“停车乱”问

题需要提高国民素质，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近期，应采用严格管理加科技手段的方法。 

停车问题不像道路交通问题那么明显，它分散在社区各个角落甚至在地下，一直到某一

天车子停到了道路上，停到了公交站台，停到了道路交叉口范围内，问题才得以显现。就像

自来水的“跑冒滴漏”现象，极易被忽视。我们每个社区居民都有印象：我们是眼睁睁地看

着汽车是如何一步一步地侵占了社区的公共空间的！ 

因此，面对停车问题许多政府部门采取了“鸵鸟政策”，视而不见，这确实导致了问题

的日积月累，最后一发不可收拾，道路交通可以采取车辆限行措施（如每周停驶一天），减

少交通量，但停车场的车辆却不会少，汽车总要有一个地方停。还有诸如涉及管理部门众多、

涉及多个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有车人、没车人的矛盾）、涉及技术、资金、民生、土地资

源多个制约因素等等，这些都说明了停车问题的复杂性。 

2. 制定停车整体解决方案的必要性 

政府对解决停车问题往往感到无从下手，因为停车场产权分散、因为不在政府手中直接

掌控，这是停车场与其他基础设施不同的地方。事实上，停车问题多年来被边缘化了，很难

进入政府的近期工作日程。 

解决停车问题需要有一个整体解决方案，顶层设计，多方参与，一体化推进。也就是说，

由各级政府主管领导亲自组织实施，才具有协调推进的可能性。停车问题已经影响到了道路

交通，严重降低了道路交通的通行能力，已经到了政府容忍的“底线”，到了不得不管的程

度。 

停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环环相扣。比如没有停车执法，就无法保证停车场建

设的效益；还有停车场供应与道路系统的相互平衡关系不能破坏，否则会造成停车位的浪费

或道路进一步拥堵。近年来美国提出了“停车共享”的规划，要做到停车空间使用共享，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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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停车物联网等新技术的应用，也体现了“整体解决”的思路。 

停车是城市交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停车政策、规划必须符合城市交通发展策略，

应该遵循鼓励公共交通发展的战略方向，即使出于权宜之计，也不能违背在城市中心地区限

制停车的政策，比如不能随意利用道路停车，比如城市中心区的停车位指标要控制，不鼓励

居民拥有私人小汽车等等。 

在国家科技部的“九五科技攻关课题—大城市停车系统规划研究”中，我提出停车问题

涉及政策、规划、建设、管理四个层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宏观到微观，时至今天我认为

仍然是正确的。同时在总结历史的经验的基础上，今天要进一步细化，需要解决各个层次之

间的衔接问题。停车整体解决方案思想的提出就是在细化的基础上，解决好停车相关各层次

衔接问题。 

总而言之，解决停车问题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各个相关部门不能“单打独斗”，

必须顶层设计，一体化推进。 

3. 停车整体解决方案框架 

停车整体解决方案框架是提供各级领导的总体思路和路线图，以下是一个城市的区级停

车整体解决方案内容：（一个城市级方案还要增加停车发展战略目标及策略、全市公共停车

场规划、停车配建指标的研究、停车场管理办法、停车秩序管理规定以及配套的停车场建设

优惠政策等）。我的建议是从一个行政区入手，按照统一规划、摸清底数、重点示范、分步

实施的思路由一个区逐步推广到全市范围。 

内容有： 

1）停车资源现状调查分析 

内容包括：停车资源状况分析；停车设施构成及分布情况分析；居住、出行停车状况分

析；重点功能区停车问题分析； 

2）停车需求预测及供需分析 

通过停车需求总量预测、分区、分类停车需求分析，以此得出停车供需缺口情况。 

3）停车场建设实施规划研究 

停车场建设实施规划研究能够较好的结合上位规划，又能够保障停车场按规划落实。包

括：规划停车场周边停车行为及停车特征调查；规划停车场建设可行性分析；规划停车场出

入口、交通组织规划；规划停车场的使用率及经济效益等指标测算；规划停车场建设投资模

式、运营管理模式探索；多个实施方案比选；建设方案投资估算； 

4）重点地区停车治理措施研究 

内容有：现状调查及问题分析；重点地区停车需求分析；停车问题治理对策；停车诱导

系统及停车实时信息平台设计方案规划；交通组织规划；各用户层多目标利益分析；解决停

车问题的方案设计；  

5）特定建筑群停车治理措施研究 

现状出入口通行能力分析与评价；内部交通组织、出入口位置优化；外部交通组织优化

方案；停车场交通工程、交通设施改造措施；停车场管理措施建议；其他配套措施建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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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交通枢纽停车问题治理还要考虑停车换乘问题，如社会车辆停车场设置规划、长途客车停

车场地布置规划、公交站点布置规划等等与换乘有关的问题。 

6）错时停车、车位共享规划与方案 

停车场安装停车泊位数据采集装置和停车联网收费系统，构建城市停车诱导和泊位管理

的物联网云计算平台，实现停车诱导、错时停车、车位预定功能。在此基础上研究车位共享、

电子付费、网上交易的初步模式，建立统一的机动车停车场动态信息管理和发布系统。 

4. 企业角度实施停车整体解决方案的构想 

4.1 组织形式：五位一体产业链介绍 

目前政府有关部门正在停车政策、管理办法等方面做工作，从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工作的

角度出发，以下仅仅从停车产业角度出发，提出停车产业链模式供参考，目的是有效利用丰

富的专业经验。为政府和停车客户提供一体化服务。 

具体做法是联合停车行业的有实力的企业，对停车产业链进行整合，即停车规划设计，

智能停车设施研发，机械式停车设备制造与安装，停车经营管理、公共停车场建设投融资五

位一体的服务模式。 

 

图 4  五位一体产业链意图示 

停车问题涉及内容众多，单一的规划、设计、施工、设备单位、运营管理单位无法承担

如此专业性的工作，而规划单位从停车场规划设计到建设的各个阶段中发挥了基础和先导作

用，信息技术企业在提高停车场运营效率、规范停车行为、减少人工成本方面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下图为从事规划设计、信息技术支持单位不同阶段具体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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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规划设计、信息技术支持单位工作内容示意图 

停车规划、融资、建设、设施、运营全过程的产业链，可为政府或土地开发者全面地解

决停车难题，有以下几点特点： 

 结合区域交通规划，统一合理组织动态交通与配置静态交通设施，使动静态交通协

调发展； 

 通过民间融资，解决资金问题； 

 可以提高停车效率，减少对动态交通的影响，绿色、环保、低碳； 

 为出行者提供全方位、多渠道的停车信息服务，方便出行。 

4.2 尝试 

实施停车规划、设计、建设、运营、管理全过程的解决方案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技术融合：规划、设计、建设、设备、管理、运营技术相融合，注重规划的先导作

用，以交通规划为基础，进行总体设计。如香山地区、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的整体解决方

案，将该场区域交通规划、信息系统建设及停车场运营管理整体考虑，制定了综合解决方案。 

2）专业衔接：规划与建设实施、补贴等相衔接，停车诱导、运营管理方案应与交通规

划方案相衔接；如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的信息系统建设方案、停车场运营管理方案的制定

是以交通规划方案为基础制定的。 

3）统筹协调：宜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负责全面统筹、协调各相关企业、相关专业。

做到各企业阶段工作之间、各专业之间工作内容的融合和衔接，最终制定整体解决方案。 

案例一：北京香山作为全国著名红叶观赏地，一到节假日便出现交通拥堵不堪、停车难

和停车乱的现象，这不但降低了景区服务品质，破坏了游客的兴致，还损害了景区的形象。

为了彻底解决香山地区的停车和交通拥堵问题，在对香山地区的进行城市设计的同时。交通

规划、智能停车等方面的技术人员与城市规划技术人员结合，从整体解决方案的角度，结合

城市设计用地布局和功能等，预测香山地区的停车需求，确定香山交通疏导方式采用 P+R

的交通模式，并在香山外围规划了 P+R 停车场和普通停车场的规模及位置，以便减少进入

香山景区的机动车。在此基础上，应用现代电子技术，通过动态停车诱导系统显示停车场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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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位信息和路径信息，提高停车位利用率，并减少司机寻找停车位的时间和路程，有效缓解

对道路的压力。 

 

图 6  香山停车诱导方案示意图 

案例二：北京金源时代购物中心建筑面积 70.8 万平方米，目前为亚洲最大的单体商业

建筑。该商场的停车问题主要体现在一下几方面：场内外部穿行车辆较多，严重影响场内交

通；周边楼宇、居住区占用部分停车资源，导致高峰期间车位紧缺；场内缺乏引导系统，停

车效率低下；内部交通组织流线不通畅，交叉冲突点较多；场内功能分区不明确，不利于日

后引导和管理；部分出入口设置不合理，造成节点阻塞；整体区域管理措施和力度不足，导

致停车秩序混乱；为彻底解决该商场的停车问题，需将该商场区域交通规划、信息系统建设

及停车楼场运营管理整体考虑，制定综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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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结合交通组织规划流线布设的二级诱导标志示意图 

 

图 8  结合交通组织规划流线布设的引导岗位示意图 

5. 结束语 

停车整体解决方案的主要思想可概括成以下几句话： 

 规划领先、建管并重 

 层次衔接、技术融合 

 政策优惠、促进建设 

 科技先导、节约资源 

 明确责任、严格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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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停车难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停车行业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充满挑战，同时又充

满希望，相信凭借中国人的智慧，解决城市停车难题的曙光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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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停车发展策略研究 

梁倩玉  林锦山  李智 

【摘要】停车问题是一个涉及交通、环境、安全、民生等社会问题。它已成为制约城市可持

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解决停车难问题刻不容缓。本文在对我国大城市现状停车问题进行

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借鉴国际大城市在停车发展历程上的成果经验，从城市发展与整体交通

发展的角度，研究一套综合的、全面的、系统的大城市停车发展策略与改善措施。 

【关键词】停车策略  停车管理  停车配建  停车难 

1. 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城市机动车保有量迅猛增长。然而受资金、用地方面的限制，

停车场建设速度远跟不上小汽车的增长速度，停车供需矛盾日益激化，进而带来交通拥堵、

交通安全、交通环境等问题。目前停车难问题已成为城市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影响因

素之一，亟待解决。因此，本文旨在结合国际经验，研究适合国内大城市停车发展的策略与

停车难解决措施。 

2. 停车问题剖析	

2.1 现状问题 

目前，国内大城市普遍出现以下几种停车问题： 

2.1.1  占用小区道路、空地及消防通道停车，危及消防安全	

停车供需矛盾不断激化，大量车辆停放在小区道路和空地，严重影响正常交通秩序和小

区居住环境；停放车辆堵塞消防通道，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 

   

图 1  小汽车乱停乱放问题 

2.1.2  私划车位侵占小区公共空间，损害业主利益	

早期建成住宅区规划配套停车位难以满足停车需求。受利益驱动，物业在小区道路、甚

至在消防通道上私自划设停车位，然而利用公共空间私自增设车位所收取的费用，大多归物

业公司所有，损害了全体业主的利益。 

2.1.3  住宅开发商变相停车位买卖，引发争议	

目前没有停车位买卖的相关法律法规。开发商采用“以租代售”的形式变相进行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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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强迫业主购买所谓的“长租”车位，不予办理一年一签的短租合同。这种“以租代售”

的形式激起了业主强烈反对。 

   

图 2  停车位变相买卖 

2.1.4  公共停车场空置情况严重，被迫改变功能	

公共停车场收费普遍较小区停车、市政道路停车高，加之公共停车场没有居住区内停车

方便，这导致大量车辆停放在小区内部空间或市政道路上，造成公共停车场空置情况严重，

建设或管理单位为追求经济效益，擅自改变使用功能。 

2.1.5  大量免费路内停车位，占用社会公共资源	

大量的免费停车位占用宝贵的道路资源，不仅影响周边道路交通的正常运行，还会对社

会资本投资建设停车场带来消极影响。 

2.2 问题剖析 

针对上述停车问题，究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0： 

2.2.1  缺乏控制车位和车辆动态平衡的长效机制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市民购车欲望不断加强，由于缺乏有效调控手段，拥车水平快速

增长。尽管停车配建水平不断提高，但较低的停车管理费用难以弥补庞大的建设经营成本，

开发商没有建设动力，导致停车位供应先天不足，难以适应急速膨胀的拥车停车需求。 

2.2.2  缺乏改善居住地停车难的引导政策	

针对居住地停车难问题，规划部门在小区附近增建公共停车场，但因停车监管不到位，

违章停车盛行，导致公共停车场使用率很低。此外，停车场回收成本周期过长，开发商投资

建设停车场的积极性不高。 

2.2.3  缺乏有效的停车管理政策措施	

由于交警部门的警力有限，停车执法手段较为单一，难以有效地查处违章停车；由于缺

乏有效的监管手段，社会公共资源大量被侵占；由于缺乏信息化停车管理手段，停车设施没

有得到有效使用。 

2.2.4  尚未建立市场化停车收费机制	

目前停车收费价格主要是政府主导价，没有体现停车位供需状况、以及停车收费的区域

与时间差别化：一是停车收费标准结构倒挂，停放方便的路边和地面停车收费较低，而路外

停车库收费较高；二是停车收费标准没有完全拉开短时间和长时间停车的收费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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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国际经验借鉴	

针对国内大城市普遍存在的停车问题，国际上许多大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也遇到过类似

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相关经验进行总结与借鉴 000。 

3.1 东京 

3.1.1  拥车停车：购车自备车位，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购车自备车位政策，不仅刺激了停车设施需求市场，形成供需之间的良性循环；还间接

抑制了车辆拥有和低效使用，实现了社会资源的 优化配置。以“自备车位”为核心的路外

停车场（库）建设与管理模式的成功经验有：第一法令制度完善；第二民间力量参与；第三

立法从严，执法彻底。 

3.1.2  用车停车：社会投资停车场自主定价，抑制小汽车使用	

民间投资的停车场实行自主定价。路内限时停车，白天只准停 30‐60 分钟，超时罚款

1200 元人民币；但晚上大部分车位免费向车主开放。 

3.1.3  停车管理：严厉执法，以法定机构协助交警执法	

严厉处罚违章停车，坚决实施拖吊作业。违章停车罚款和拖车费相加，一般要花去

2500‐3000 元人民币，同时驾驶执照扣分。为了扩展执法范围，组建法定机构进行违章执法。 

3.2 新加坡 

3.2.1  拥车停车：居住类“有车必有位”	

要求新建大楼必须配套停车场，并保证每户至少配备一个停车位；若未达到配建指标，

则需征收停车位供应不足费；并严格控制以防止其改作它用，一旦发现将处以极重的处罚。 

3.2.2  用车停车：限制市中心商业办公类停车供应	

市中心区不提供容量过大的商业、办公类停车场。各类停车场收费标准不低于政府颁布

标准，停车费率因停车区位不同，时间长短不同有所差异，累进计费。 

3.2.3  实行车牌拍卖和征收车辆拥堵费	

为了限制小汽车增长，实行车牌拍卖制度，定期对车辆增长进行检讨，实现小汽车与道

路设施同步增长。此外，通过征收交通拥堵费，调控高峰时段中心城区的小汽车使用。 

3.3 香港 

3.3.1  拥车停车：开展停车需求评估，根据拥车需求变化调整停车供应	

每 3‐5 年进行一次停车需求和管理研究，根据整体交通需求态势，研究解决未来城市交

通问题的停车供需平衡策略。 

3.3.2  停车建设：利用市区重建，要求开发商增建公共停车位	

在重建时要求发展商提供额外的公共停车位，以满足区域性的泊车需求，额外的车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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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不计入可建楼宇面积内。另外，通过采取税费优惠等措施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停车场建设。 

3.3.3  停车收费：停车收费市场化，实现居住地“一位一车”	

允许居住地停车位买卖，车位销售价格和出租价格主要取决于附近车位供需情况，由市

场机制调节。 

3.4 首尔 

3.4.1  拥车停车：社区街道停车制度	

实行社区街道停车制度，在居民区街道的一侧全部划定停车位，并建立家庭停车场支援

制度，对于利用自家庭院或空地建设停车场的居民给予援助。 

3.4.2  停车收费：差别化停车收费	

对不同地区采取差别化收费标准，抑制中心区停车需求。夜间路内停车位对附近居民实

行优惠，居民每月只要支付很少的费用，就能优先使用固定的路内停车位。 

3.4.3  停车管理：人性化停车执法	

对超时停车或者违章停车不会开罚单，一年之内违法停车记录没有超过 3 次，将由交警

通知司机把车移开，超过 3 次将会扣除驾驶员 6 分。 

3.5 伦敦 

3.5.1  停车位供应与交通困境	

伦敦一直以来采取满足停车需求的策略，提出较高的停车规划标准，并没有考虑停车位

供应对动态交通的影响，结果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开车上班，CBD 区域道路交通严重拥挤。 

3.5.2  道路拥挤收费与停车税	

由于大量停车位都属于私人所有，无法通过提高中心区停车收费来限制进入车辆数量。

因此伦敦市政府在 CBD 区域实施道路拥挤收费，每日进入 CBD 区域内的车辆一次性收费 5

英镑，并建议雇主收取停车税来缓和城市交通拥挤。 

3.5.3  停车位供应与公共交通可达性	

伦敦政府认识到只有控制不同区域停车位供应规模，制订分区停车规划标准，才能避免

中心城区的交通拥挤，于是实行停车位配建标准与公共交通可达性指标挂钩，依据城市不同

区域的公共交通可达性指标，制订全市停车位配建指标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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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伦敦公交可达性指标分区图 

3.6 经验总结 

从上述城市的停车政策可以看出，城市停车政策必须与城市整体交通发展政策相一致。 

从国际上大城市停车发展经验来看，城市停车发展一般分为五个阶段。 

 

图 4  城市停车发展阶段总结 

上世纪 60‐70年代，发达国家和地区已相继进入第四阶段。香港、首尔是第四阶段的代

表，而东京、新加坡已逐渐跨入第五个阶段。目前国内许多城市在大力发展公交和建设轨道

交通，同时小汽车的持续增长导致停车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正处在停车发展的第三阶段或刚

刚进入第四阶段。 

4. 停车发展策略	

4.1 目标和原则 

4.1.1  停车策略的目标	

从国际经验来看，停车政策必须与城市整体交通发展政策相一致。即：在“交通一体化、

公交优先、引导小汽车合理使用、提升交通软环境”等整体交通发展政策的指导下，制定停

车策略的规划目标——引导人们采用绿色交通出行，使机动车使用者负担合理使用成本，促

进动静态交通平衡，改善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和消防安全。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979



 

 

 

4.1.2  停车策略的原则	

◇可持续、长效原则：研究解决“停车难”的长效机制，确保汽车与车位动态平衡。 

◇分类差别原则：根据不同停车需求对交通系统的影响，制订相应的停车位供应政策。 

◇分区差别原则：根据不同区域的公交发达程度、道路网容量和轨道站点分布情况，对

各类停车位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 

◇市场化原则：引导市场途径解决停车问题，实现停车设施建设“民营化”。 

◇一体化原则：研究规划、建设、管理和收费相协调统一的一体化停车政策。 

4.2 总体思路 

纵观各大城市的停车状况， 为严重的是居住区停车，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实行拥车政策

或拥车政策没有得到落实。因此这里重点分析拥车停车政策的核心问题与解决思路。 

4.2.1  核心问题 0	

停车位产权不明晰、停车管理不到位是造成居住区停车位与车辆不平衡的两个关键因

素。由于停车位产权不明晰，停车位不能买卖，较低的车辆停放管理费并没有体现建设经营

成本，停车场投资建设回报周期较长。为了节省成本，小区开发商按低值配置车位，导致停

车位配建不足。对于小区附近的公共停车场，由于路内违章停车监管不足，加之公共停车场

不具竞争优势，开发商建设积极性不高。另一个增加车位的途径是挖潜小区空间，但需要征

得 2/3 以上业主同意，实施难度较大。停车位供需矛盾不断加剧的情况下，由于停车位使用

权为全体业主共有，每个业主都可以使用车位，业主的购车欲望没有受到限制，客观上造成

业主拥车数量远远大于配建车位，加之小区公共空间监管缺失，出现私划车位或占用小区公

共空间乱停放等现象。 

 

图 5  拥车停车核心问题分析图 

4.2.2  解决思路	

（1）新建居住区：通过制订停车位市场化办法，明晰停车位产权，实现“用者自负”，

由拥车者承担停车位的建设营运成本；同时严格管理小区公共空间。停车位私有化后， 终

达到一位一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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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旧居住区：首先加强停车管理，开展停车位专项普查工作，全面清点核查合理车

位，取消不合理车位；其次实行路边停车收费，加大违章执法力度，引导车辆转移到公共停

车场内；再次将周边政府办公停车场夜间向居民开放，并参照类似停车收费； 后适度增加

停车规划用地，出台鼓励政策，引导市场增建停车场。 

4.3 政策措施 

在上述停车政策目标和原则的指导下，研究全面、系统的停车政策措施 0。 

4.3.1  拥车停车政策措施	

政策一：完善居住地停车配建标准，与未来拥车需求相适应 

为保证新增住宅区停车位“自给自足”，不再产生新的停车问题，提高新建住宅停车位

配建标准，基本满足家庭拥有小汽车的需求。 

措施 1：提高新建住宅停车位配建标准。根据不同类型居民拥车水平的变化，确定相应

的停车位供应水平，并每 3‐5 年根据供需情况变化对停车位配建标准进行调整。 

政策二：推动拥车自备车位制度，实现车位与车辆动态平衡 00 

从国外经验来看，居住地停车问题的 终解决办法是实行拥车自备车位，通过明晰停车

位产权，逐步使停车位私有化， 终达到一位一车平衡。 

措施 2：制订(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产权化办法。研究停车位市场化办法，明晰停车位

产权，使车位可以合法出让转让，建设经营停车场有利可图，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设停车场。 

措施 3：研究制订居住地私家车自备停车位制度。逐步推行居住地私家车自备停车位制

度，规定每一辆机动车必须在居住地拥有一个具有产权证明的停车位。 

政策三：挖潜增加旧居住区车位供应，清理不合理停车 

对于已有居住区停车位短缺问题，政策导向是挖潜增加供应，解决大量占用消防通道、

人行通道和市政道路等不合理停车，同时加强管理，保证公共空间不被占用。 

措施 4：开展停车位专项普查工作。完善停车位申报审批和管理制度，加强对临时停车

位的管理，登记核实所有合理停车位，取消自行划定的不合理停车位。 

措施 5：合理增加路边停车位。在不影响动态交通和路外停车场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利

用城市次干道等级以下的路网合理增加路内停车位，作为路外停车位不足的补充。 

措施 6：加强违章停车执法力度。加强居住地消防通道以及周边道路夜间违章停车的执

法力度，杜绝公共停车场改变功能。 

措施 7：在办公时间以外对周围居民开放办公停车场。商业办公地与居住地停车需求呈

错峰形态，可考虑在办公时间以外，开放办公楼配建停车场，实行统一收费和管理。 

措施 8：恢复私自改变用途的停车场（库）。对未经批准擅自挪作它用的路外停车场进

行核查，并限期要求其恢复停车功能。 

措施 9：利用绿地或空地建设地下停车库或因地制宜建设简易式、机械式停车库。鼓励

引入停车企业进行产业化建设和营运管理，政府可给予一定的建设经营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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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10：鼓励公共停车场用地混合开发。为了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停车场建设，适当允

许开发商利用公共停车场用地进行混合开发。 

措施 11：居住类更新项目适当加配社会公共停车位。结合城市更新项目，在新配建标

准的基础上，要求开发商增加可独立管理的社会公共停车位，弥补历史欠账。 

措施 12：推动公共绿地地下空间复合利用。有条件的情况下，利用公共绿地地下空间

增设停车位，并与垃圾转运站、变电站等市政设施相结合。 

措施 13：临时用地和国有储备用地设置临时车位。在停车位严重缺乏地区，可利用国

有储备用地、短期未有开发建设计划的农村红线用地等空闲土地建设临时公共停车场。 

政策四：推动停车建设市场化，鼓励开发商投资增建停车设施 0 

按照“用者自负”原则，依靠市场力量推动停车位的大规模建设。政府应出台政策，实

现停车位的市场化供应，引导停车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在没有形成一个规范化、成熟的市

场之前，政府应出台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停车场开发、建设和经营。 

措施 14：研究制订停车场建设土地出让地价优惠政策。在停车产业市场成熟之前，给

予停车场建设土地出让地价优惠政策，扶持停车场建设走产业化道路。 

4.3.2  用车停车政策措施	

政策五：进一步调控工作地停车规划供应 

过多地提供工作地停车位，会吸引更多的人开车上班，导致公共交通使用率降低以及高

峰时间道路拥堵，所以应合理提供工作地停车位，满足必要的工作和办事停车需求。 

措施 15：优化调整停车规划分区。综合考虑不同地区的土地利用性质与强度、交通设

施供应水平、交通运行状况以及交通出行特征等因素，优化调整停车规划分区。 

措施 16：制订办公商业停车分区配建标准。根据未来不同停车分区上班出行公交分担

率控制目标，确定办公商业停车分区配建标准，调控中心区车辆使用，保证调控区域外公共

交通不发达区域的停车位供应。 

措施 17：提高公共设施停车配建标准。目前医院、公园和教育等公共配套设施停车压

力大，同时出行对象涉及病人和儿童，有时更宜采用小汽车出行方式，且部分需求与通勤交

通错峰，所以应适度提高公共设施停车配建标准。 

政策六：加大停车管理力度 

停车管理政策的目标：一是改善停车执法手段，加大停车管理力度，规范停车秩序；二

是积极利用先进科技，推进智能停车系统的开发，提高路外停车位的使用效率。 

措施 18：加强路边停车收费管理。对路边停车实行收费，收费方式建议采用咪表方式，

提高停车位周转率。 

措施 19：加大路边停车收费稽查和违法停车查处力度。执行严格的路边停车管理，在

人手紧张、警力不足的情况下，建议成立法定机构协助路内停车收费稽查以及违章停车查处。 

措施 20：推广建设停车诱导系统。利用先进科技，提高已有停车设施的使用效率。在

社会公共类停车设施密集的区域，规划建设停车诱导系统，完善停车信息的提供。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1982



 

 

 

政策七：优化收费标准结构，完善停车收费方式 

通过提高停车收费价格，有效抑制私家车的快速增长；通过制订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停

车设施的收费标准，引导车辆合理使用停车设施。 

措施 21：优化调整停车收费分区。考虑现状公共交通的发达程度，提高停车收费的同

时，充分考虑是否有其他替代方式（主要是公共交通）。 

措施 22：提高非居住地停车费用。根据不同收入人群对停车费用的敏感性，按照分时、

分区差别收费的原则，采用时间累进式计费方式，优化非居住地停车费用标准。 

措施 23：将停车收入按一定比例纳入公共交通补偿基金。采用“收支两条线”模式，

将由政府投资建设（含合资建设）停车场的停车收入纳入财政，专项发展公共交通。 

措施 24：大力推行停车电子收费系统。对停车场的收费和使用进行统一管理，逐步建

立停车收费联网系统，使停车收费更加透明，更有效的管理停车位使用。 

5. 结语	

城市停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民生问题，影响了居民生活品质，制约了城市可持续发

展。造成停车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停车位产权不明晰和停车管理不到位。因此，停车发展策略

的核心是通过制订停车位市场化办法，明晰停车位产权，实现停车位私有化，同时加强停车

管理，提高停车收费，逐步实现“一位一车”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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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大城市路内停车经验借鉴与对策研究 

曹乔松  唐翀 

【摘要】路内停车是整个城市停车设施重要的组成部分，如何充分利用好路内停车设施对解

决我国大城市停车难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总结了伦敦、巴黎、香港等大城市路内停车

运营及管理特点与成功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解决我国大城市路内停车难问题的建议与意

见。 

【关键词】国内外大城市  路内停车  经验借鉴  对策 

1. 引言	

随着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机动车的拥有量也急剧上升。近 5 年来，我

国机动车保有量保持较快增长速度，年均增量达 1591 万辆，  截至 2011 年年底，全国机动

车保有量达 2.25 亿辆，较 2010 年增加 1773 万辆[1]。机动车的快速增长，时停车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在城市中心区则更甚。在我国尤其是大城市，越是在城市中心区域，土地价值就

越高，为追求更高的土地经济价值，国内大城市中心区普遍进行大量高强度的开发，而忽视

了停车设施的建设，由于高强度开发又吸引了更多的车流，产生了更多的停车需求，使得大

城市中心区停车更是难上加难。 

路内停车泊位是指在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一侧或两侧利用道路路面设置的供车辆停放

的场地，它是整个城市停车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置方便灵活、占用空间少等特点，在当

前国内大城市中心区专用停车场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如何利用好路内停车设施，对解决我国

大城市停车难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2. 国内外大城市路内停车案例分析	

为了更好的借鉴国内外城市路内停车运营与管理经验，我们选择了路内停车实施较为成

功的几个城市巴黎、伦敦以及我国香港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路内停车运营与管理方面的特

点。 

2.1 法国巴黎 

巴黎市中心区面积约 105.4 平方公里，人口达 220 万；而 1.45 万平方公里的大巴黎区

集中了 1200万人口，汽车保有量超过 500 万辆。与大部分现代国际大都市一样，巴黎也存

在着交通拥堵与停车难问题，在城市中心区交通问题尤其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了大

力发展公交与鼓励慢行外，巴黎市开展了一系列的措施。 

2.1.1  限时停车	

巴黎市对于停车设施有着明确的分工，路外停车设施主要满足长时间停车需求，路内泊

位则主要满足短时停车需要。从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开始，巴黎政府规定市中心停车限定两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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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差异化的泊位供给策略	

由于中心城区道路狭窄，交通拥堵较为严重，加上用地及历史文物保护等原因，为了控

制进入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巴黎市采取了严格限制中心城区配建停车位的停车策略；而在新

区及城市外围，则要求新建建筑都要求有配套的停车场，新建住宅则每户居民都有配建的专

用车位。 

2.1.3  不同的路内停车收费标准	

巴黎市的路边停车位，从周一到周六早上 9 时到晚上 7 时之间收费，夜间和周日免费。

收费分三个区，也就是从巴黎中心向外扩张的三个大圆，每小时费用从 3.6 欧元依次递减到

1.2 欧元。而到了八月份，在巴黎旅游客人最少，巴黎本地居民也出外避暑的时候，市区的

一部分街道上可以全天免费停车，地下停车场也会降低收费。 

 

图 1  巴黎市停车收费费率分区示意图 

2.1.4  高额的违章处罚	

目前，巴黎市内违章停车一次罚款 35 欧元，高于调整后的全国基准罚款额（17 欧元）

一倍多。收缴的违章停车罚款 53%归地方财政所有，47%上缴国库用于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2.2 英国伦敦 

伦敦是欧洲最大的都市区之一，大伦敦地区人口已超过 700 万，英格兰地区 40％的交

通拥挤都发生在伦敦，伦敦中心区交通拥挤更为严重。2000 年中心区道路平均车速仅为 15 

km/h，约一半的行程时间花费在车辆排队上。正是由于市区过于拥堵，伦敦市于 2003 开始

对进入市中心区的车辆征收交通拥堵费。同时通过对中心区停车泊位数量进行了相应的限

制、提高中心区停车费用、限时停车等方式来对静态交通进行管理；进一步降低进入中心区

的机动车数量，减轻中心区交通压力。 

2.2.1  统一管理	

伦敦将停车政策作为城市的重要课题，赋予停车管理机构 G.L.C( Greater London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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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强制性权利，全面管理伦敦市所有的停车设施规划、建设、运营与管理。 

2.2.2  差异化的泊位供给策略	

G.L.C 对伦敦市的泊位配建实施不同的标准，在内伦敦区域，严格限制泊位数量；而在

城市外围，则以充分满足需求为主。对于新建住宅则充分保证其停车需求，只是在不同区域

其设置形式不一致：内伦敦地区采取自用+路边专用泊位，外伦敦则配建足够的专用泊位。 

2.2.3  停车分区控制	

在相当于北京市中心区的内伦敦地区采取了停车管制。伦敦市于 1966  年在交通最为拥

堵的内伦敦指定了大约 40  平方英里(约合 100km2  )  的伦敦停车地区(  The  Inner  London 

Parking  Area  ，ILPA)，采取了控制该区域内路上停车的政策。在这些被称为 CPZ  (Controlled 

Parking Zone)  的区域内，实施路上停车管制，在这些约占 ILPA  一半面积以上的 CPZ  所指定

的范围内，全面禁止路上停车。同时，在居民集聚的地段特别为居民设置了路上特别停车区

域，以极低的使用费提供给当地居民。 

 
图 2  伦敦停车分区控制示意 

2.2.4  人性化	

伦敦市的停车设施充分考虑了对残疾人的关爱，征对残疾人除了免征交通拥堵费以外，

在很多道路上设置有残疾人专用的停车位。在这些专用停车位停车时，需要在明显位置防止

专门的蓝色停车徽章（The Blue Badge），否则视为违章停车。 

 

图 3  可以特许停车蓝色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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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停车收费	

2009 年，伦敦是全球泊车最贵的地区，伦敦市停车场非预留车位的平均月租为 1020.29

美元；但是在居民区，其停车费则又是另外的标准，居民区的居民车主在住所附近可以购买

长期专用车位，全年只需一百英镑左右。对于经营性的公共停车场，停车费率采用时间累进

制费率政策，对长时间停车者征收比短时间停车更高的费用。 

2.2.6  违章处罚	

伦敦交通管理部门严格规定，凡是不按照要求、在规定之外的时间里停车的车主，罚款

低则 30 英镑，高的可达 120 英镑。那些因为严重违章停车而致使汽车被拖走、或者被铁索

锁住的车主，除了罚款外，还需要缴纳一大笔拖车、锁车费用。 

2.2.7  规范的路内停车泊位施划标准	

伦敦在确定路内停车情况时制定了几个准则[2]：10 米宽的街道，双向车流不超过 400

辆／小时可以停车；单行线街道，若车流少于 600辆／小时，且相邻步行车道上人流不拥挤、

过街者不多时，允许单向停车；在一天内流量变化的街道上，当流量低于某一水平时，并不

妨碍交叉路口，不会引起很大的延误，可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停车点。 

2.3 中国香港 

我国的香港是一个停车需求管理较为成功的城市。全港私家车日间停车位有 25 万个，

而需求量不过 15.7 万个；私家车夜间停车位有 52.2 万个，而需求不过 43.9 万个。从总量上

看，香港私家车停车位总量已经超过保有量总和。 

2.3.1  路内路外停车设施分工明确	

路内停车满足短时停放，全部采用咪表收费，采用限时停车来限制长时间路边停车。路

外停车场绝大部分路外停车楼库均为私人建设，满足长时间停放需要。 

2.3.2  明确区分路内路外停车收费费率及费制	

香港路内泊位数量 18000 个，约占总泊位数量的 3.5%，全部采用咪表收费，收费时间

大部分为周一至周六的 8：00‐24:00，其余时段免费，收费标准：繁华地区 2 港币/15分钟；

一般地区 2港币/30 分钟；该标准 17年未变，路外停车完全市场化，从最低的露天停车场 8

港币/小时到最高 38 港币/小时不等。 

    

图 4  香港路内停车咪表收费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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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香港路外停车场广告 

2.3.3  违章处罚	

香港的路内停车由警察部门管理，违章停车执法主体也是警察，  并配有身着咖啡色服

装的辅警辅助执法(只对违规停车辅助执法)，辅警可对未付费或超时停车车辆粘贴罚单，车

主不在规定时间内交纳罚金将面临法院的强制执行并交纳高昂的罚金滞纳金。具体来说，利

用三色咪表（黄色单次半小时，咖啡色单次 1小时，蓝色单次 2 小时，可以累计，最多停车

时长 6 小时，但是停车时间需要分次购买）限制长时停车，超时则报警，违章停车罚款 320

港币/罚单，巡警发现一次粘一张，可以累加。 

3. 国内外大城市路内停车成功经验总结	

从以上几个案例来看，伦敦、巴黎以及香港路内停车的成功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以满足停车刚性需求为前提，明确区分路内路外停车服务功能 

实施成功的停车管理的前提是总的停车设施满足城市停车刚性需求，在此前提下明确路

内停车主要是短时临时停车，其特征是泊位的高周转率；路外停车则主要满足长时停车需要。 

3.2 实施统一管理 

无论是伦敦、巴黎还是香港，其停车管理都有着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与体制，能实现停

车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3.3 普遍采用路内限时停车 

为了保证路内泊位其服务对象为有短时停车需求的车辆，最有效的方是限制其停车时

间，从设置限时停车实施的效果来看，普遍较好。 

3.4 明确路内停车泊位的公共属性及商品属性 

从上述案例来看，在路内停车泊位应用经营上收费不是目的，而是最大限度的利用有限

的道路泊位资源，发挥路内停车泊位的公共使用属性，满足短时停车需求，解决城市动静态

交通转换所需的时空要求，同时，又充分发挥路内停车泊位的商品属性，带动路外停车产业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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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完善的法律法规与严格执法相配合 

伦敦、巴黎还有香港在停车方面都是有着十分完善的法律法规，再加上严格的违章停车

执法处罚，提高了违章停车的成本和风险，保障了路内停车管理的规范。 

3.6 合理的停车收费费率费制 

上述三个城市都采用了合理的路内停车收费费率费制，实施分区域、分时段的差别化停

车收费标准，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服务对象，实行不同的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4. 改善国内大城市路内停车问题的建议	

路内停车设施的运营与管理的核心是通过经济杠杆和与之配套的交通管理政策实现路

内停车泊位的公共化管理；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收费，而是通过各种技术、经济及交通管

理手段最大限度提升泊位周转率，有效缓解停车难问题，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结合我国大

城市的现状情况，参照上述城市路内停车成功经验，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我国大城市路

内停车问题。 

4.1 健全停车管理体制机制 

目前国内城市路内停车普遍存在政出多门、多头管理的情况，加之部门之间利益的影响，

直接影响路内停车资源的优化整合。因此应积极建立协调、统一、高效的行政体制机制和法

律环境，尽快实施路内停车的一体化管理机制与体制。 

4.2 完善城市停车管理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 

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造成违章停车代价过低、甚至是在某些情况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况，

应尽快建立关于城市停车管理的完整、高标准的法律、法规体系，使停车管理有法可依。加

大对违例停车及不规范停车行为的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以执法措施保障路内停车管理

的规范。 

4.3 加大停车设施建设，满足停车刚性需求 

实施有效的停车管理的前提是城市停车刚性需求得到总体满足，停车刚性需求未得到总

体满足的情况下，违章停车将不可避免。因此对于停车设施总体不足的城市，需要加大停车

设施建设力度。 

4.4 明确区分路内路外停车设施的功能与服务对象 

路内停车主要是满足短时临时停车为主，其周转率很高；路外则可以长时间停放。在明

确区分路内路外停车设施的功能基础上，采用限时停车、收费费率费制等手段保证其功能的

实现。 

4.5 推进限时停车 

为了提高路内停车泊位的周转率，除了在管理以及收费上进行限制外，最有效的方法是

实施限时停车。通过实施限时停车，直接限制了路内停车泊位最长停车时间，使其与路外停

车设施实现功能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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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合理的停车收费费率费制 

采用合理的路内停车收费费率费制，实施分区域、分时段的差别化停车收费标准，应用

经济杠杆等手段，明确区分路内与路外、城市 CBD 与一般区域，鼓励短时停车，减少进入

城市中心区车辆数量。 

5. 结束语	

路内停车是整个城市停车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城市停车难问

题，需要从城市停车系统入手，统筹路内路外停车设施，通过制定总体的停车目标、统一的

管理机制体制、完善停车管理法律及制度、实施差异化的停车管理收费制度，实现城市停车

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发挥停车设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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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心城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预测研究 

李爽  张晓东  杨志刚 

【摘要】北京市停车设施供给与停车需求严重失衡，导致停车难、乱停车等一系列问题。不

断积累的配建车位不足是北京市中心城停车位缺口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但由于社会公共停

车场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与重视，难以发挥其在停车体系中的重要补充作用，进一步加

剧了城市停车矛盾。本文综合采用分目的之机动车出行 OD预测和用地生成率法综合预测

2020年北京市中心城出行车位的需求，然后计算规划年建筑物配建和路侧停车所能解决的

出行停车位，最后结合区域差别化停车位供给策略，给出中心城社会公共停车场应提供的停

车位数量以及分布情况。研究成果将全面指导北京市社会公共停车场规划、建设和管理，并

作为进一步编制控制性详规、区域改造规划、公共停车场库建设计划等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停车需求  社会公共停车场  北京市中心城 

 

社会公共停车场是指位于道路红线以外、除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外的面向公众服务的停车

场。作为城市停车设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公共停车场是解决配建停车不足和无配建

情况下停车需求问题的有力补充。合理预测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是做好社会公共停车场规

划的基础，对有效缓解城市停车供需矛盾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以往对于社会公共停

车场的需求预测一般根据其在停车设施供应总量中分担的比例确定，其合理规模有待商榷。

本文试图从社会公共停车场的功能定位出发，在结合未来区域停车位设施总供需的基础上，

对城市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进行科学预测。 

1. 北京市停车供需现状 

据北京市停车资源普查最新统计，截至 2010 年底，北京市各类机动车停车场总计 2.12

万个，共有经营性、非经营性停车位 248.4 万个，其中居住车位 160 万个，出行车位 88.4

万个。建筑物配建停车位 230 万个，占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93%，社会公共停车场提供车位约

为 4.3 万个，不足停车位供给总量的 2%。北京市 2010 年注册机动车保有量为 471.3 万辆，

其中私人小客车保有量达到 356.6 万辆。根据国外研究成果，每增加一辆机动车，停车泊位

应增加 1.2-1.5 个。按照 2010 年北京市注册机动车保有量计算，北京市需提供停车位约为

566-707 万个，其中，基本车位需求为 471.3 万个、居住车位需求为 356.6 万个（与 2010 年

私人小客车保有量一致）、出行车位需求约为 94-235 万个。由现状停车位供需分析可知，目

前，北京市提供的停车位远远满足不了实际停车需求，与实际需求之间的总缺口超过 50%。

特别是基本车位缺口严重，约 55%以上的私人小汽车缺少停车位。随着北京市小汽车出行总

量的逐年上升，出行停车位缺失也面临进一步恶化的局面。北京市现状停车设施供需分布情

况如图 1 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北京市各行政区均存在停车位缺口。停车位的严重缺失导致停

车矛盾非常突出，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破坏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干扰了道路交通、甚至

激化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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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北京市现状停车设施供需分布图 

2. 停车需求预测常用方法 

当前，国内外主要采用集计类方法进行停车需求预测，其中较为常用的有用地生成率法、

回归分析法、OD 预测法、类比分析法等。 

2.1 用地生成率法 

用地生成率法是根据不同类型用地与停车需求生成率的关系来建立预测模型。在实际应

用中，需要通过对典型建筑物进行调查，建立用地指标与停车需求的关系。模型表达式如下： 

1

( )( ) ( 1,2, , )
n

di dij dij

j

p R L j n


  L  

式中， dip
—第d 年 i 区高峰时间停车需求量（标准泊位数）； 

     d i jR
—第d 年 i 区 j 类用地单位面积停车需求生成率； 

     d i jL
—第d 年 i 区 j 类用地类型上土地使用量（建筑面积）。 

用地生成率法的优点是模型简单，易于计算；缺点是仅考虑土地使用量，没能反映其他

因素（如机动车保有量水平、交通管理政策）对停车需求的影响。因此，该法对近期停车需

求预测精度较高，远期预测误差较大。另外，由于对多功能开发土地难以找到合适的停车需

求生成率指标，用地生成率法主要适用于单一性质的土地。 

2.2 回归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通过建立停车需求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来进行预测。根据相关变量

若干年的历史资料，利用回归分析计算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值，并进行统计检验。通过预测

各相关变量的未来值，即可得到未来各区域的停车需求总量。常用的影响因素变量有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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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数、小汽车数、建筑面积等。 

美国道路研究委员会（HRB – Highway Research Board）的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数学模型如

下： 

0 1 2 3 4

5 6

( ) ( ) ( ) ( )

( ) ( )

di di di di di

di di

P K K EP K PO K FA K DU

K RS K AO

    

  L
 

式中： 

diP — d 年 i 区之高峰时间停车需求量（泊位数）； 

diEP — d 年 i 区之就业岗位数； 

diPO — d 年 i 区之人口数； 

diFA — d 年 i 区之建筑面积； 

diDU — d 年 i 区之企业数； 

diRS — d 年 i 区之零售服务业数； 

diAO — d 年 i 区之小汽车保有量； 

iK —回归系数。 

回归分析法在理论上可以考虑所有影响停车需求的变量，但过多的变量一是会增加模型

标定和应用难度，二是可能会引入不完全独立的变量。另外，模型结构和参数随时间推进会

发生变化，以现状数据标定的模型进行远期预测必然会引入误差。该方法通常用于预测宏观

区域范围内的停车泊位需求，预测结果较为宽泛。 

2.3 OD 预测法 

停车需求与地区的经济社会强度有关，而经济社会强度又与该地区吸引的出行车次多少

有密切关系。OD 预测法是通过建立高峰小时停车需求泊位数与区域机动车出行吸引量之间

的关系来进行预测。通过获取城市各交通小区机动车出行 OD 矩阵，根据各交通小区的车辆

出行分布和各小区的停放吸引量建立数学模型，由此推算获得停车车次，目前应用较为广泛。 

2.4 类比分析法 

类比分析法是指参照同类城市或地区，预测分析所在城市或地区的停车需求量。该方法

简单，主要用于缺乏停车调查资料的城市或地区，但仅能得到需求总量，且准确率较低。 

上述预测方法没有考虑不同出行目的之停车需求特征，无法反映出停车需求与出行目的

之间的内在关系，预测结果往往偏离停车总需求合理区间，同时所预测停车需求的空间分布

与实际不符。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具体应用场景，选择若干种预测方法进行组合预测，同

时结合其他限制条件和经验知识，对预测结果进行调整。 

3. 北京市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预测 

停车需求分为基本停车位需求和出行停车位需求两部分，基本车位主要是满足车辆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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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放需求，以私人小汽车夜间停放为主，主要根据机动车保有量进行预测。出行车位是满足

车辆白天活动时的停放需求，主要由建筑物配建、社会公共停车场、路侧停车位共同承担。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中提出：基本停车位一车一位，由建筑物配建解

决；出行车位规模和布局，需考虑城市不同地区的道路交通承受能力、公共交通服务水平、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求、城市环境等因素，采取不同的供给标准。 

社会公共停车场的需求预测一般借鉴国际经验，根据其在停车设施供应总量中分担的合

理比例确定，没有考虑区域差异化特征，可操作性不强。各类停车场所占比例应根据当地实

际的土地开发建设和停车设施建设情况来确定。由于出行车位需求由社会公共停车场、建筑

物配建和路侧停车位共同承担，出行车位总需求减掉建筑物配建提供停车位总数和路侧占道

提供停车位总数，则可得到各分区规划年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提供的停车位。根据上述思路，

本文提出了社会公共停车场的分区分目的之供应-需求预测方法，整个流程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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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预测技术路线图 

具体预测过程如下： 

第一步：确定各停车分区的出行停车位需求。 

考虑不同停车需求预测方法的适用性，结合可获取的资料，选取用地生成率法和分目的

OD 预测法两种方法对北京市出行车位进行需求预测。综合两种预测方法结果，确定各停车

分区的出行停车位需求。其中： 

用地生成率法以各街道 2020 年规划建筑开发量、北京市 2010 年版交通出行率手册中各

类建筑吸引机动车数为基础，得到 2020 年北京市各街道吸引的出行车辆总数，假设吸引的

车辆数只存在一次停车行为，则吸引的车辆数即为停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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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 预测法以北京市交通模型为基础，通过交通模型获取各分区分目的机动车出行矩阵，

主要包括基于家的工作出行（HBW）、基于家的上学出行（HBS）、基于家的其他出行（HBO）,

非基于家的出行（NHB）、工作出行（EB）五种出行目的，由于基于家的出行有一端是对于

基本车位的需求，计算出行车位时仅考虑非家一端的停车需求。 

将两种方法预测得到的停车需求转化为出行停车位需求，出行车位数为： 

/n p r sS Q t P   

其中： 

nS  — 车位数； 

pQ  —高峰小时停车吸引量； 

rt  — 研究区域内停车泊位的周转率； 

sP  — 泊位利用率。 

第二步：确定建筑物配建车位数和路侧车位数。 

根据规划年各停车分区不同类别建筑物建筑面积和不同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计算各停

车分区建筑物配建提供的出行车位数。根据各停车分区的道路条件，确定路侧车位提供出行

车位数。 

第三步：确定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 

将第一步预测得到的各停车分区的出行车位数减去第二步预测得到的建筑物配建和路

侧提供的车位数，得到各交通小区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预测初步结果。结合交通发展战略和

停车管理政策、区域土地利用规划情况、交通设施条件等，调整社会公共停车场初步预测结

果，最终确定社会公共停车场供给，使社会公共停车场供应总量处于合理的范围。 

4. 应用实例 

北京市中心城范围为东城区、西城区、朝阳区、海淀区（除海淀山后地区）、丰台区（除

丰台河西地区）、石景山区、昌平区的东小口和回龙观地区及门头沟部分地区，区域面积为

1085 平方公里。按照上述方法对北京市中心城社会公共停车场进行需求预测。为了方便停

车设施建设和管理，以街道为分析单元，将北京市中心城划分为 125 个街道，根据交通小区

及街道分区的对应关系，合并计算得到 125 个街道的出行停车位需求量，如图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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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20 年各停车分区出行车位需求 

北京市中心城出行车位需求总量约为 98 万个。其中东城区为 6.7 万，西城区 7.9 万，朝

阳区 34.7 万，海淀区 17.3 万，丰台区 16.8 万，石景山区 7.7 万，大兴区 1.6 万，昌平区 4.6

万，门头沟区 0.6 万。 

根据 2020 年用地规划及不同地区的建筑开发规模，估算中心城从 2010 年至 2020 年建

筑物配建能够提供出行停车位总数达 103 万个；根据规划道路情况估算路侧可提供出行停车

位 9.8 万个。可见规划年提供的出行车位供给总量能够满足需求总量。但由于不同地区建设

更新速度不同，建筑物配建提供的出行车位在空间分布上与实际对出行车位的需求不匹配，

2020 年仍有 62 个街道存在出行车位缺口（如图 4 所示），缺口总量达 22.6 万个，即为对应

社会公共停车场的停车需求总量。 

 

图 4  北京市中心城 2020 年社会公共停车场停车位需求预测 

依据停车分区、分类供应的发展理念，抑制过高的机动车增长趋势，引导合理的泊位供

应结构。结合交通发展战略和停车管理政策提出中心城社会公共停车场规划供给如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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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北京市中心城社会公共停车场供给总车位及结构 

 停车泊位总数 社会公共停车场泊位 
社会公共停车场泊

位占总泊位的比例 

东城区 230824 4938 2.14% 

西城区 302194 7514 2.49% 

朝阳区 1514757 51248 3.38% 

海淀区 1130523 22872 2.02% 

丰台区 897613 62158 6.92% 

石景山区 310276 25548 8.23% 

门头沟区 18619 2793 15.00% 

大兴区 102565 13945 13.60% 

昌平区 268070 17772 6.63% 

总计 4775441  208789  — 

从预测结果看，到 2020 年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提供的出行车位数量仍旧很大，除积极落

实社会公共停车场规划用地、出台鼓励政策推进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外，调整规划年的小汽

车出行结构、与夜间基本车位实现共享、提高停车位的周转率等均可以缓解出行车位短缺问

题。 

5. 结语 

停车需求由城市土地利用、居民出行水平、各类型用地停放特征等决定。停车作为出行

过程的一部分，其需求特征与动态交通特征密不可分。城市交通基础数据的收集、城市发展

影响因素的考虑以及规划人员的导向作用均很重要。城市发展阶段不同，停车需求预测的技

术方法也不一样。本文根据北京市目前已有规划数据，总结出一套适合于现阶段城市中心区

的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预测方法，研究成果可服务于北京市社会公共停车场规划、建设和管

理，并作为进一步编制控制性详规、区域改造规划、公共停车场库建设计划等的重要依据。

在基本车位完全依靠建筑物配建解决的理想状态下，社会公共停车场的主要功能为弥补出行

停车位的不足，但由于目前北京市基本停车位历史欠账问题严重，在对社会公共停车场进行

规划布局时，也要同时考虑其作为夜间基本车位使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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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停车视角看北京旧城交通拥堵防范对策 

阮金梅  彭敏 

【摘要】旧城区是北京城的中心，也是北京市交通拥堵的中心。交通拥堵在降低交通出行效

率的同时，也对旧城区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产生极大的威胁。本文从机动车停车的视角出发，

基于旧城区的交通流量调查、停车场运营现状的分析、选取典型区域作为研究案例，并分析

研究旧城区机动车交通出行行为与停车行为特点，从停车需求管理、公共停车场规划建设、

停车执法等方面，提出了旧城区交通拥堵防范之对策。 

【关键词】停车行为特性 停车需求管理  路内停车  缓解拥堵 

1. 序言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中，对旧城区的定义为：明清时期北京城护城河及其遗址以

内（含护城河及其遗址）的区域。现在是指与崇文区合并后东城区以及与宣武区合并后西城

区位于二环内的部分，现有人口为 130.9 余万，占地面积共计 62.6 平方公里。旧城区有着

800 多年的建都史和 3000 年的建城史，旧城内分布有国家级、市级、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约

800 处，旧城内的点点滴滴无处不显示出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旧城区作为北京市的核

心功能区，承担着国家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金融管理中心、教育科研中心

的职能，其中分布在中心城区范围的优质医疗资源占北京市中心城的 44%，优质教育资源占

北京市中心城的 60%。多种功能高度集中的旧城区吸引了大量的车流和人流。据统计，二环

以内旧城区吸引的出行量占市区总量的 47%。 

随着城市机动化步伐的加快，旧城区的交通问题逐渐显现：城内局部区域拥堵点在不断

的增加，而由于机动车停车难、停车乱而引发的交通拥堵随处可见。旧城区停车问题处理不

当不仅会加重城市动态交通的拥堵，严重影响到城市整体交通的运行，也会对旧城区的整体

保护产生巨大冲击。 

2. 北京市旧城交通基础设施特点 

2.1 旧城道路及停车设施的特点 

旧城主要是以支路、街坊路等为主，其中东城区支路占到了全部道路里程的 70%左右，

西城区支路比例更是高达 90%，这说明旧城区内的道路网主要是以支路和街坊路这种生活性

的道路为主。而支路或街坊路宽度都较窄，功能不够完善，主要是服务于居民的日常生活，

无法提供日益增加的机动车通行与路侧停车的要求。 

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2011 北京市交通发展研究报告的全市停车普查资料，2010 年全市

共有停车场 22651 个，停车泊位 2484426 个。与机动车保有量相比（480.2 万辆，2010 年），

停车泊位占 51.7%左右。其中，旧城区共有停车场 2076 个，停车泊位数为 191993 个，只占

了城六区总共停车泊位数的 10.85%，仅为旧城区内的机动车保有量的 44.65%（见图 1），

由此可见，旧城区停车设施的供给还严重滞后于停车需求的增长。与北京市中心城其它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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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旧城区内的户均机动车泊位数在全市范围内最低，平均为 0.42 个泊位/户。本文对东四

北片区居民停车基本情况采集了 205 份调查问卷， 91.62%的受访居民家庭中有 1 辆汽车， 

4.71%的受访居民家庭中有 2 辆汽车，3.66%的受访居民家庭中没有汽车。表明抽样的旧城老

旧小区中的户均小汽车保有量为 1.01 辆/户，旧城区的 0.42 个泊位/户的户均机动车泊位数

相比，可见其供需紧迫程度。 

 

图 1  北京市各区机动车保有量与停车位数对比图 

 

图 2  北京市各区户均机动车泊位数对比图 

2.2 旧城交通需求的特点 

旧城区处于城市中心部位，兼具城市的多功能，吸引的交通出行与过境的交通流量显著

高于其它地区。 

根据 2011 年 11 月东城区 47 条境界线连续交通流量观测，包括主干路 11 条、次干路 9

条和支路 27 条。分别对这 47 条境界线道路的进、出东城区的机动车交通流量进行统计，数

据表明：在观测时段内，18：00 之前进入东城的流量持续高于离开东城的流量（见图 3）。

最高峰的进城流量达到 45000 辆/小时。而与此同时的出城方向交通流量 27777 辆/小时，出

城交通量仅为进城方向交通量的 1/2，由此可见旧城区的道路网络承担 72000 辆/小时的交

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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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京市东城区进出东城境界线的机动车流量变化图 

对于东城区的早高峰进城方向的机动车中，80%为小汽车，进城方向的机动车中 75%为

小汽车（见图 4）。小汽车出行的显著特色，一方面是由于旧城所处的区位以及北京市中心

的“环+放射”的路网结构，导致过境小汽车流量较大，另外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公共交通的

服务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小汽车出行方式在舒适性、可达性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居民对于小汽车拥有及使用需求依然强烈。 

 

图 4  北京市东城区早高峰进出东城的机动车构成图 

同时，旧城区内的交通组成比较复杂，城内存在着大量非机动车与步行交通，使旧城区

原本匾乏的道路资源更加紧缺。而旧城内平房、老旧小区众多，历史原因导致配建车位严重

不足，居民停车困难，往往在家附近的道路、胡同上停放车辆，降低了原本狭窄的道路利用

率，进一步降低了原本就不富裕的道路的通行能力。另外，由于旧城内优质的教育资源、医

疗资源丰富，在就诊时间与上下学期间，均会产生大量的停车需求，而现状这些学校、医院

周边社会公共停车设施不足，由于看病就医、接送学生而导致的局部路段交通拥堵几乎每天

发生。 

3. 由停车导致的旧城交通拥堵案例现状 

簋街位于东直门内，在这条大街上，餐饮服务的店铺占到了 90%，被誉为北京餐饮一条

街。该道路东西走向，设置上、下行各 2 条机动车道，南侧非机动车道宽 6 米，北侧非机动

车道宽 3.5 米。不仅非机动车道常年被路侧停车泊位占用，两侧的绿化带与人行步道上也被

临时车辆占用。 随着机动车停车需求的不断增加，路侧高峰时出现非机动车道上停放两排

机动车的现象（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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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北京市东城区簋街道路现状（图左）、路侧停车现状（图右） 

而晚上簋街的停车需求比较大，尤其在停车高峰期 17 点-21 点停车位供不应求，机动

车占用了非机动车道与行人步道，致使行人与非机动车的通行只能借用机动车道，使得原来

设计的机、非、行人各行其道的方案变为机、非、行人混乱的交通秩序，导致道路的能行能

力显著下降，引发路段的拥堵。 

4. 现状旧城停车政策及停车特性分析 

4.1 目前经济杠杆对进入旧城区机动车的影响有限 

2011 年 4 月 1 日起，北京市调整非居住区停车场白天收费标准。在本市非居住区停车

场所划出的三类区域中，按区域类型分级收费，同时重点区域的收费标准将再次提高。调整

后，重点区域停车时间超过 1 小时后将按照 15 元/小时的标准收费。 

为了解停车价格提高后对停车行为的影响，本文选取了旧城范围内的 5 个停车场，通过

对停车价格调整前后的停车泊位利用率的对比发现：对于这 5 个抽样的停车场，未见停车价

格提高对停车泊位利用率的影响（见表 1），这也就是说明：对于进入旧城区的车辆而言，

停车价格的提高并未对停车行为产生影响，也可以推测对进入旧城区的小汽车出行的引导作

用不明显，可见目前经济杠杆小汽车出行的作用并不明显。 

有资料统计，东城区经营性泊位占到东城区机动车泊位的 59%，其余 41%的机动车停车

泊位不对社会开放。这也是目前经济杠杆对小汽车出行作用不显著的另一个原因。由于旧城

区内政府机构的停车泊位不对社会开放，相当的小汽车的工作出行交通并不受停车价格的影

响。 

表 1  北京市旧城区停车价格调价前后对停车设施利用率对比表 

停车场 
泊位数 

（个） 

停车场 

类型 

调价前停车价格

（元/小时） 

调价后停车价格

（元/小时） 

调价前泊

位利用率 

调价后泊

位利用率 

样本 1 189 办公 6 10 3.3% 4.8% 

样本 2 159 办公 6 10 63.9% 57.6% 

样本 3 276 社会公共 6 10 26.2% 30.5% 

样本 4 255 商业 6 10 39.7% 38.2% 

样本 5 500 商业 3 10 50%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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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停车者对车位喜好不利于道路通行能力的提高 

不同类型的停车设施使用效率相差较大，地下以及立体停车位利用率较低。 

由于停车收费价格存在差异，加上车辆停放方便程度不同，就难免产生以下的尴尬情形：

在同一个地区，地面停车场拥挤排队、地下停车库零零散散；路内停车场超额运营，路外停

车场停放不足；结果导致一方面停车矛盾依然突出，另一方面大量的车位空闲得不到合理使

用。图 6 为西城区各类停车场停车位的利用情况，地面车位利用率最高为 0.91；其次是地下

车位，利用率为 0.83，而立体车位的利用率仅为 0.55。 

 

图 6 北京市西城区不同类型停车场车位利用率变化图 

此外，停车场与目的地的距离也会对停车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图 7 为雍和宫地区三个

最近停车场的利用情况对比图，随着停车场到雍和宫距离的增加，停车场的利用率出现明显

的下降。由此可见停车者对停车场的选择倾向。 

 

图 7  北京市雍和宫地区停车场停放指数图 

5. 从停车视角看缓解旧城交通拥堵防范对策 

旧城交通拥堵根源一方面在于旧城城市职能过于集中导致交通吸引产生巨大，另一方面

在于旧城所处区位导致的机动车过境交通压力大。因此，宏观层面上旧城地区实施交通需求

管理是十分必须的，而停车将作为一种有效的需求管理措施，实施“以静制动”。对于出行

车位的需求，要尽量的抑制；而对于居民基本车位、看病就医的停车需求可适度的增加，保

障民生。另外，强而有力的停车执法，对于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缓解交通拥堵也至关重要。 

5.1 实施停车的需求管理，抑制出行车位的需求 

结合旧城确定的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交通发展模式，实施机动车停车的需求管理，抑制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002



 

 

 

机动车出行车位的产生。旧城区实施停车需求管理的前提是优化出行结构，增强公共交通与

自行车交通的吸引力。停车需求管理的措施如削减旧城区公务用车的数量、重点学校推广实

施校车制、研究经济杠杆对停车需求抑制的作用出台行之有效的管理政策等等方面。 

5.2 保民生，逐步缓解看病就医的停车难问题 

旧城内三甲医院众多，吸引全北京甚至全国的患者前来看病就医。出于保障民生的理念，

考虑病人看病对小汽车使用的偏好，提出在旧城内应复合使用土地，利用地下空间建设社会

公共停车场，白天主要用于看病就医的停车需求，缓解医院周边的道路拥堵。同时，应鼓励

周边居住小区、公建配建车位错时开放，实现车位的共享。 

5.3 逐步改善居民基本车位停车需求，释放路内停车空间 

旧城区既有的道路网络是不适合设置路侧停车泊位，一方面是浪费本来就有限的道路资

源，其次，路侧停放车辆的进出不仅会影响非机动车与行人的出行安全，同时还会影响道路

的通行能力。因此，提高旧城区道路的通达性，就必须有效控制旧城区内的路侧停车泊位的

泛滥。 

对于旧城居民的基本车位需求，也应采取逐步增设地下社会公共停车场、实施共享车位、

对居民采取优惠的停车收费等措施，吸引小汽车停放从路内转入到路外公共停车场，还道路

于交通通行，保障慢行交通的出行权益，提高道路的通行能力，从而改善路段的拥堵状况。 

5.4 加强停车执法，规范停车秩序 

对旧城道路内的机动车违章停放应采用相对严格的执法手段，利用高新技术手段，提高

交通管理部门的执法效率，规范停车秩序，以保障有序、和谐的交通环境。 

6. 结语 

旧城交通拥堵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仅从停车的视角出发，从停车需求管理、公

共停车场规划建设、停车执法等方面对缓解旧城交通拥堵提出一些建议，还应在下一步的工

作实践中进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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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市已建居住区停车问题探讨 

吴兴春 

【摘要】本文以居住区停车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福州市已建居住区的停车调查，分析了

福州市目前居住区停车存在的问题及停车问题产生的原因，并从政策、技术、管理层面提出

了一些解决措施，期望为福州居住区改造中停车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居住区  停车问题  措施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私人小汽车己经开始大规模进入

普通家庭。据福州市公安局交巡警部门的统计数据，至 2011 年年底，福州市区机动车保有

量达 47.8 万辆，年均增长率为 23%，其中私家车保有量达 26.5 万辆，其增长率达到了 30%

的惊人速度，这些数据反映出福州汽车发展进入了一个持续高速增长时期。随着私家车数量

的急剧增加，中心城居住小区内的居住环境和居民出行、安全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仅

对近几年建造的新居住区的停车指标是一个冲击，对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的、对私家车

拥有量估计不足、配建停车指标低的旧居住区更是迫在眉睫的挑战。中心城居住区内的停车

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势必会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谐稳定、工作出行，甚至

会导致整个城市交通状况出现混乱的局面。 

1. 中心城居住区停车现状调查	

为了真实反映福州已建居住社区中的小汽车停车问题，为今后居住区改造建设提供参

考，综合考虑居住区的特点，选择调查了不同类型的居住区，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年份具有代

表性的几个楼盘，它们都具有各自的鲜明特点，能基本反映出目前大部分居住区停车的实际

状况。 

1.1 未配建停车泊位的居住区 

80 年代和 90年代初期的居住区布局紧凑、公用面积少，在规划时没有考虑机动车的停

车。比较典型的有环南七村（1987）、金福新村（1990）等。这类小区没有规划停车位，车

辆只能停在路边和楼前空地上，现有的停车位也不固定，遵循先到先得的方法。由于这些小

区建成较早，居住在小区内居民收入普遍不高，拥有的机动车总量相对也不是很多，虽有停

车需求，但小区内通道及周边基本能满足停车需求，供需矛盾不突出。随着时间推移，私家

车数量的逐渐增加，这些旧居住区的停车问题也将逐步凸显，但这类居住区是下一轮危旧房

改造的重点，停车问题也将在旧城改造中解决。 

90 年代中后期的居住区的建筑密度较高，建筑较新，如达明新村（1995）、福屿小区

（1995）、福圆花园（1996）、湖前小区（2000）等，这类居住区也未考虑机动车停车泊位，

但这些小区机动车拥有率较高，许多私人汽车只能停放在宅前小路或宅间场地上，而宅前小

路的宽度大多为 3m 左右，根本不具备路内停车的条件，停车后严重影响交通。同时，宅间

场地缺乏统一的停车规划和管理，基本处于无序状态，居民往往就近就便停放，破坏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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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音扰民、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其中福屿三区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末，共有 12 栋楼，477 家

住户。当时规划有一个地下车库，可除去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的停车位置，可供汽车停

放的车位仅 18 个，而小区内的私家车数量已接近 100 辆，因此乱停乱放现象突出。 

1.2 设置部分架空车库的居住区 

90 年代后期建设的部分居住社区配建了停车泊位，主要采用地面停车和停车库相结合

的方式。如融侨花园Ⅱ、Ⅲ区（1997）、五凤兰庭（1999）等主要采用一层架空车库停车和

地面停车结合的方式。其中融侨花园Ⅱ区在每一栋楼的一层设置架空停车泊位，停车泊位约

80 余个（均为私人所有），但该小区拥有机动车约 200 余辆，现有的车位远远不能满足停车

需求，为解决小区停车问题，物业在小区的公共绿地、小区道路内划设了固定部分车位，车

位遵循先到先得的方式。部分居住区建设的架空停车泊位设置不合理或已被挪作它用，也增

加了小区停车困难。 

1.3 地下车库为主，地面停车为辅的居住区 

这类停车方式多见于新近建成的中高档型居住区，如罗马假日花园（2001）、时代景城

（2004）、阳光城（2003）等。这些小区按照《福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00 年）

中停车配建指标进行停车泊位配建，采用地下车库（或架空停车）与地面停车相结合的方式，

但这类新建居住区停车需求最为强烈，停车问题也最为突出。其中时代景城初始设置有地下

车库 100 个，地面车位 20 个，但实际 900 户住户中已拥有 250 余辆机动车，且机动车数量

仍在增长，为解决停车问题，小区外面的主要通道均划设为停车泊位，夜间周边城市道路边

侧均停满车辆，停车问题已影响到城市正常交通。另外，部分居民难以承受购买价格高昂的

地下车位，多选用地面停车，从而导致地面停车过于拥挤而地下车库多闲置弃用。 

2. 已建居住区停车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私家车保有量的迅猛增长直接导致对停车位需求的大幅度增加。按照中国人“居者有其

所”的传统思想，人们在自己有个温暖的家的同时，同样希望爱车也有个稳定的归宿。已建

居住小区“停车难”的普遍现象已逐渐转变为一个社会问题。剖析“停车难”问题，其产生

的原因归类为以下几种因素： 

（1）由于我国现行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SO18O‐93)修订于 1993 年，尚未

对住宅区内的居民私人小汽车的车位指标做出强制性规定，在多年来我国城市住宅区的规划

建设过程中，对停车设施的考虑也未提高到相应的重视程度；1988 年由国家交通部和建设

部联合制订的《停车场规划设计规则》对二类住宅(普通民居)无机动车配置要求，因此福州

市在上个世纪对居住区的停车配建要求不高，建成的居住区大都没有或极少量停车泊位，这

就在规划设计方面造成很多建成较早的居住小区停车难，也给居住区的规划建设中诸如交通

安全、环境污染、居民户外活动空间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 

（2）2000 年之后，《福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要求新建的居住区配备停车泊位，

配建停车泊位指标是根据 1998 年停车调查特性提出，其总体指标偏低。在国家汽车产业化

政策下，私人小汽车保有量迅猛增加，规划设计对停车需求估计不足，造成居住小区的停车

场库规划建设远远落后于实际情况，使得居住区停车问题日益突出。同时，新建的住宅区一

般都采取中高密度的开发方式，很少留有发展用地，改造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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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停车问题的产生跟小区设计之初对停车场的定位也有很大的关系。小区停车场的

定位有多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面对经济适用房或同类型的小区，因为住户显然不会有多

少购买停车位的愿望，为减少投资，开发商会极力减少停车场(库)的建设；第二种情况是，

对于中高档的商品房小区，这种小区的车位数最难掌握，大体原则是当房价使投资收回比车

库收回容易时，停车用地就被压缩用于增加更多建筑面积；第三种情况是，在高档别墅区，

一般按照 1车位/户设计和规划，但是在高档别墅区，往往很多家庭拥有 2～3 辆车，因此，

高档住宅区也面临着停车难的问题。 

（4）缺乏科学的停车法规保障及制度管理。由于许多住宅区在开发建设的过程中未确

认停车场地的产权使用等问题，造成了大量的停车场地产权不清，收费不明，使用不合理。

“地下空荡荡，地上满当当”是许多住宅区在停车问题上所共有的不正常现象。而这种现象

产生的原因并非是因为停车场地的短缺，而是因为缺乏相应合理的制度管理和规范使用。 

（5）少数居民的不良停车习惯与欠佳的驾驶技术，方便自己，困难他人，造成拥堵和

混乱。 

3. 解决已建居住区停车问题的措施	

表面上看居住区停车难的问题是由停车位的供求失衡造成的，而这种失衡的背后则体现

出由于经济、社会、物质、时间、空间、资本等多维因素在不断变化过程中衍生出的各种利

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反映在物质空间上的，是停车空间资源的分配不均[1]。因此，

解决停车问题不能仅靠增加车位供应，而是要从政策、技术、管理层面，从车位的建设、管

理、运营等多方面入手，多管其下，通过综合治理，逐步缓解居住区停车问题。 

3.1 政策层面 

3.1.1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引导正确的小汽车消费观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小汽车进入大众家庭势在必行。但汽

车化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对汽车产业的发展不加以控制，必然会带来难以解决的交通问题。

对于旧居住区内，由于先天条件的限制，所以更加无法承受汽车产业发展的冲击。 

所以，只有适当控制小汽车数量的增加，大力优先发展安全舒适便捷的公共交通才是治

本的主要手段，要将有限的资金花在公共交通上，提高公共交通出行的便捷和舒适度，引导

城市由“小汽车交通时代”向“后小汽车交通时代”转变，引导正确的小汽车消费观。 

对于福州这种发展程度的城市，交通问题并未达到难以控制的程度，提前考虑，未雨绸

缪，不失为一种具有前瞻性的有效手段。因此，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出行的便

捷和舒适度，辅以对小汽车发展的适当控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城市居民对小汽车的依赖程

度，也就可以减轻已建居住区的停车问题。 

3.1.2  提高现行配建标准，严把规划审批	

为配合将来“自备车位”政策的实行，保证车辆在出发地有固定的停车泊位，需要根据

小汽车进入城市家庭的发展趋势，相应地提高住宅等用地类型的配建标准，并确立每 3～5

年进行一次系统的停车需求研究和对现行指标的分析检讨的管理机制，保证指标合理可行。

同时，要加强《福州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执行力，减少或避免有限的配建停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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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占用或挪作它用。 

为了保证市中心配建泊位的可实施性，应该制定相关的动静态协调发展政策法规，并确

立交通影响评估的政策机制，以确保配建标准实施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3.1.3  停车产业化，鼓励停车位共享	

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吸引社会多元化投资参与停车场建设，制定合理的停车收费办法，

促进停车场经营的产业化。对于开发单位在规划许可的条件下，要求增建停车场所的，要在

规费上给予优惠，手续办理上给予简化。同时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允许和鼓励相邻的不同用

地类型的建筑物进行停车位共享，最大限度地提高城市的土地使用效率。 

3.2 技术层面 

3.2.1  充分利用小区内部空间	

在小区适当地段建造立体车库或者地下停车场，多渠道增加已建居住区的停车位。通过

对已建居住区内部交通和配套设施的调查，在保障公共空间权益的同时，因地制宜适当提高

停车位数量。 

（1）利用小区内的集中绿地，加建半地下停车场 

半地下停车库通常结合住宅区中心绿地和活动广场，采取一部分空间离出地面，一部分

空间埋入地下的方式，或者利用自然地形的原有高差设置平台，平台上部组织室外活休息和

绿化景观的场所，平台下部设计为停车库，地下停车库具有较好的自然采光和通风条件，坡

道面积也相应减少，因而停放每辆车所需建筑面织也相应减少，造价也相应减少。这种方式

较好地解决居住区停车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因此，实际设计中，充分利用自然高差变化，因

地制宜，开发出理想的居住区生活、交往、休闲和停车的空间环境。如融侨花园Ⅱ区、罗马

假日花园、名凤花园、三华花园等小区都有 3000m2～5000m2的中心花园，可改造为半地下

停车场，设置两层车位，每个小区可增加 150个左右的车位。 

（2）合理利用空间，设置机械式立体车库 

在居住区可以利用的零星用地设置小型机械车库，例如在平面尺寸 7.0m×5.8m 的场地

上建高 10m 的小型垂直循环类立体车库（如图 1），便可存放 10 辆小轿车；18.0m×18.0m

的场地上建高 10m 的垂直循环类立体车库可存放 48 辆小轿车；在现有地面停车场设置两层

无避让型简易升降类立体车库（如图 2），可增加 1 倍的停车位。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的占地

面积约为平面停车场的 1／2～1／25，非常适合用地紧张的中心城区旧居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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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垂直循环类立体车库                图 2 无避让型立体车库 

（3）部分架空层功能调整为停车泊位 

由于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形式、交通工具等近年来发生很大变化，有研究发现原居住

区的配套公建过多，如自行车库、零售建筑、管理用房等，可适当修改此项指标，减少这部

分面积。目前，许多社区都存在地面架空层，那么对己有的居住区公建能否在进行认真调研

的基础上，改造一部分底层用房为汽车库，可部分解决汽车停放问题。同时，通过对架空层

空间的精心分配，可以实现停车与住区生态环境的协调。例如实达温泉花园、互爱新村、杨

桥新村等居住小区都设置了架空层，均有条件改造为汽车库。 

3.2.2  整合附近公共空间	

（1）在小区附近的小学或中学的操场下建大型地下(或半地下)停车库 

居住区附近的中、小学大多建有 200～400m跑道的田径场，其占地面积在 6000～1000

平方米。200m 跑道的田径场下面，如果建两层地下车库可停放约 170 辆小汽车，400m 跑

道的田径场下面如建两层地下车库就可停放约 490 辆小汽车，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解决现有

居住区的停车问题，并具有以下优点[2]： 

1）居住区内的中、小学多建在小区的主要道路附近，车辆进出方便，并且在规划中大

多因考虑到操场上学生活动对附近居民有噪音干扰，而选择了与住宅有一定间距的位置，因

此在这里建大型集中车库，对居住环境的影响较小；同时还可解决家长接送孩子的时候，停

放车辆的问题，缓解学校门前的高峰期交通拥堵； 

2）普通学校的操场因大部分为土地，风沙大且易长荒草，可利用建地下车库的机会将

操场地面改为塑胶地面，学校还可以在建地下或半地下车库的同时加建一些必要的室内体育

用房，如体操房、乒乓球室、器械健身用房，这些设施及田径场地可在周末让居民有偿使用； 

3）因车库上方无建筑物，故结构的上部荷载较小，车库内柱网的尺寸亦不受上部的任

何限制，可以依据车库停车的需要选择最佳的柱网尺寸，因此较建筑物下面的地下车库更为

适用。 

（2）利用公共设施保留地或公园建设停车场 

充分利用公共设施保留地或公园绿地等公共用地建路外停车场，利用公有闲置土地建公

共停车场，以方便服务附近居民停车。例如利用温泉公园、省府大院改建用地建设地下车库，

可服务周边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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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城市道路地下空间 

在城市道路新建、改扩建时，建设地下车库，如已建设的台江路和拟建的八一七路。同

时，在城市管网允许的条件下，城市次干道、支路的周边地块在开发建设地下车库时，地下

车库边界可延伸至道路红线范围内，以增加地下停车空间。 

3.2.3  宏观调控区域停车供需	

（1）居住区与公共建筑错时共用停车设施 

根据调查，大部分小区白天车位空闲较多，晚上则不够用。反之，单位、超市商场等地

方白天停车泊位紧张，而晚上却空置很多。因此，可利用两者的停车时间差将车位资源有效

整合在一起。例如市区内的单位，至少有 1/3 以上的车位晚上是闲置的，白天车位却爆满，

而附近居民只在晚上停车。这样，可经小区物业与单位协商后，晚上居民可把车有偿停到单

位，白天单位车辆可有偿停到小区车位。这种单位与小区的错时停车方法，既解决了停车难

问题，又增加了双方的收入，使二者达到了共赢。采用这种方式，要加强停车场的管理力度

与措施，以保证城市公共设施的正常运行。 

（2）合理调控道路资源，设置路边停车泊位 

路边停车是居住区一种常见的停车方式。这种方式能充分利用住区道路空间资源，存取

车方便，占地空间小，建设费用少，方便快捷。福州存在许多非交通性道路，夜间通行车辆

较少，在这部分道路两侧设置部分临时夜间停车泊位，将很大程度上缓解区域停车问题。在

宽度 5.5～12米之间的居民区街道的一侧全都划定停车位，宽度在 7 米以下的街道在划定停

车位后，改为单向通行（此方案使汉城在两年内增加了 30万个停车位)。为避免影响白天城

市道路正常运转，路内的临时停车泊位必须限定夜间停放时间。 

3.3 管理层面 

1）制定合理收费标准，引导居民使用各类停车设施。新建小区的地下车库停车位使用

率不高是市场对收费不合理作出的标志性反映，小区开发商和管理者要遵循市场规律，制定

合理的收费标准，利用价格杠杆引导居民停车。如地下停车应较地面停车便宜，引导入库停

车；居住区内停车设施禁止“只售不租”；可售停车位在出售前，应允许租用，避免停车设

施的空置，提高各类停车设施的利用效率。 

2）加强居住区车辆的停车管理，引导居民文明停车。在居住区内完善交通标志标线，

要求居民按规定停放车辆。通过控制车速、固定泊位等措施，做好对居民的停车服务，同时

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等自治机构，在维护业主利益的同时制定一系列业主自律条款，加大对

小区违章停车的处罚力度，引导文明停车。 

4. 4结语	

居住区停车问题的解决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一直以来，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相

应的解决方案和想法，但是由于各方面利益的冲突，在实际操作中总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

题。如今，小汽车进入家庭已是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因此，城市居住区停车问题的解决

是管理者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它不仅是一个交通问题，更是一个城市的社会问题。涉及到

规划设计、开发建设、管理使用等多个环节。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为福州市居住区改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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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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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停车需求预测方法研究及应用 

汪洋  钟园  阮金梅 

【摘要】停车需求预测是停车场布局规划的核心环节，许多专家学者都对此开展了深入详尽

的研究，建立了一系类预测模型。本文通过对目前常用的停车需求预测方法进行分析比较，

发现此类模型均缺少对规划用地实现情况可能对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造成影响的考虑。因

此，本文从便于操作应用的角度提出了基于用地规划实现情况的“出行 OD模型”。文章最后

将该方法应用于北京市朝阳区社会公共停车场的规划实践中，以此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关键词】用地规划实现  社会公共停车场  出行 OD模型 

1. 前言 

停车需求预测作为停车场布局规划的核心环节是判断未来停车需求的有效手段，对于科

学合理的进行停车场布局规划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城市停车场按其建设方式和功

能可分为建筑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路侧占道停车场。前两类又可统称为路外停车

场。由于社会公共停车场多为独立占地、独立建设、对社会公众开放的停车设施，涉及土地

指标的配给，因此也是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或停车专项规划中相对重要的环节，该环节也更加

需要合理的社会公共停车需求预测作为支撑。 

2. 研究方法比较分析 

目前，常用的停车需求预测方法
[1][2][3][4][5][6]

基本是依据规划年与停车需求相关的指标预

测值经过一定的模型计算停车总需求及分布，再按一定匹配方法计算得到社会公共停车泊位

的需求及分布。具体摘述如下： 

2.1 机动车保有量模型 

由于城市的停车需求与国民收入及经济发展和小汽车保有率有密切关系，故在机动车保

有量模型中，假设城市停车需求主要是与城市居民所拥有的车辆数成线性的函数关系——根

据国际停车研究经验和《城市停车规划规范（送审稿）》，停车位与机动车比例为 1.15-1.3：

1.0。利用历年小汽车保有量的数据资料，可建立回归模型，以推算目标年的小汽车数量，

而后再利用停车位与车辆保有量之间的比例关系求出停车总需求。本模型也可以通过大量的

调查统计数据分析得到车辆保有量与停车需求之间的非线性函数关系。该模型潜在考虑了停

车设施的周转效率，预测结果为停车泊位需求。 

2.2 出行 OD 模型[1][2] 

该模型的基本原理是确定停车需求泊位数与区域机动车出行吸引量之间的关系。由于该

类模型以车辆的出行作为停车生成的基础，考虑了停车是源于交通出行的基本特性，因此在

预测理论上比较合理。同时，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决定利用该类模型时必须依靠拥有较为完全

的 OD 交通基础数据。由于该模型未考虑停车设施的周转效率，因此预测结果仅为停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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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还需结合停车周转率最终确定停车泊位需求数。该概念建模的一般流程图见图 2-1。 

未来OD交通量

停车率

未来机动车集中量
不同用途建筑面积的现状

和未来规划

土地利用现状和
未来规划

不同用途建筑物
停车需求发生率

停车需求量
不同用途建筑物

停车需求量

未来停车需求量
 

图 2-1  出行吸引模型一般应用流程图 

目前在利用该类模型进行预测时，具体存在香港模式 0（如图 2-2）和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模式 0（如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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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关系停车
需求

客车出行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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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货车保有关
系停车需求

总停车需求

城市综合运输研究

货车白天停车
需求

分类货
车出行

分类货车使用关
系停车需求

保有关系停车
需求

车型
比例

      

分目的机动车D点吸引量

停车特征参数

停车特征调查

路外停车需求

公共停车需求

OD资料

机动车高峰停车需求量

路边停车需求

配建停车需求
 

图 2-2  出行吸引模型香港模式                         图 2-3  出行吸引模型中规院模式 

2.3 用地生成率模型[4][6] 

通过确立不同类型的用地与停车需求生成率的关系来建立停车需求预测模型： 

 

式中： 

       

   

   

   

用地生成率方法仅将用地面积或建筑面积作为停车需求的解释变量，预测结果不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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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如机动车水平提高、交通管理政策的变化）对停车需求的影响。因此，仅适用于

短期停车需求预测，用于远期预测将产生较大误差。同时，该模型也未考虑停车设施的周转

效率，因此预测结果仅为停车需求次数，需结合停车周转率最终确定停车泊位需求数。 

2.4 多元回归分析模型 0 

该模型认为停车需求与城市经济活动、土地利用等许多因素之间存在某种关系，通过建

立停车需求与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函数关系来进行停车需求预测： 

 

式中： 

  

  

  

相关分析法在理论上可以考虑所有影响停车需求的变量，但过多的解释变量必然会增加

模型标定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停车需求的各变量往往不是完全独立的，并且各变量

间的相关关系（协方差矩阵）会在未来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以现状数据标定的模型来

进行远期预测也会引入不容忽视的误差。同时，该模型潜在考虑了停车设施的周转效率，预

测结果为停车泊位需求。 

2.5 模型比较分析 

以上介绍的四种常用停车需求量预测模型各有其适用的条件。但上述方法均未对规划土

地的实现情况进行校核。由于中国目前城市化进程很快，大多是城市中心区用地多已按规划

实现，但由于建设年代较早车位配件指标较低或没有，因此对于社会公共停车需求可能相对

较高（此类现象反映在居住用地上尤为突出），而对于城市外围地区多未按规划实现，如按

现行车位配建指标，配建车位将有可能完全解决停车需求，则不需要建设社会公共停车场。

因此未考虑规划用地实现情况的停车需求预测方法很有可能造成停车需求预测值的分布偏

差，致使部分地区预测值偏大和部分地区预测值偏小的情况产生。因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土

地规划实现情况的停车需求预测方法，以此避免该问题的发生，使得社会公共停车需求预测

更为科学合理。 

3. 基于用地规划实现情况的“出行 OD 模型”建立 

本研究在对目前普遍采用的停车需求预测方法进行综合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

基于用地规划实现情况的改进型“出行 OD 模型”。该模型主要基于以下两条假设前提。 

假设一：机动车每次出行的两端代表两次停车需求； 

假设二：每个交通小区的停车泊位总需求均有 12%由社会公共停车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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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具体如下： 

 

 

 

 

式中： 

 
= 停车需求总量 

 

= 基于家的小汽车出行产生的停车需求 

 
= 基于工作的小汽车出行产生的停车需求 

 
= 出行目的地为 i 类建筑产生的停车需求 

 
= 基于家的小汽车出行次数 

 
= 基于工作的小汽车出行次数 

 
= 出行目的地为 i 类建筑的小汽车出行次数 

 
= i 类建筑配建停车场的停车周转率 

该模型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步骤一：通过宏观交通规划模型预测规划年交通出行量的 OD 分布及交通出行方式分担

比例，由此得到以小汽车为出行方式的交通出行 OD 矩阵。 

步骤二：据假设一可知每次出行的两端即为两次停车需求，规划泊位数量是由停车需求

和停车设施的泊位周转率共同决定。同时，不同的出行目的对应的停车设施周转率也不同。

本次研究所用 CUBE 模型中的出行目的共有五类，即： 

HBW：基于家的工作出行。起始端是基本车位需求，终点端是出行车位需求，该出行目

的的车位需求量为出行次数+出行次数/办公楼停车设施停车周转率。 

HBS：基于家的上学出行。起始端是基本车位需求，终点端是出行车位需求，该出行目

的的车位需求量为出行次数+出行次数/学校周边停车设施停车周转率。 

HBO：基于家的其他出行。起始端是基本车位需求，终点端是出行车位需求，该出行目

的的车位需求量为出行次数+出行次数/其他公建停车配建车位平均周转率。 

NHB：非基于家的出行。起始端不考虑停车需求，终点端是出行停车需求，该出行目的

的车位需求量为出行次数/其他公建停车配建车位平均周转率。（对于非基于家的出行，起始

端是基于家的其他出行已经产生的停车需求，所以在起始端不考虑停车需求，如计算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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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EB：与工作相关的商务出行。起始端是基本车位需求，终点端是出行车位需求，该出行

目的的车位需求量为出行次数+出行次数/办公楼停车设施停车周转率。 

步骤三：确定不同出行目的的小汽车出行 OD 矩阵，并调查得到相关出行目的对应停车

设施的平均周转率。 

步骤四：计算各交通小区停车泊位总需求。 

步骤五：基于假设二，计算各交通小区社会公共泊位需求。 

步骤六：预测值校核，即对于完全或大部分未按规划实现土地开发利用的交通小区，按

照最新建筑配建指标估算其配建车位是否能够满足其停车泊位需求，如能够满足则无需规划

布局社会公共停车场，否则根据缺口规划相应社会公共停车设施。具体流程见图 3-1。 

北京市交通模型

北京市小汽车出行OD

完全实现用地规划交通小区

社会公共停车位=交通小区
预测泊位总量*12%

未完全没实现规划交通小区

交通小区预测泊位总量
大于计算配建车位

交通小区预测泊位总量
不大于计算配建车位

朝阳区小汽车出行OD

五种出行目的停车总需求

不同停车设施停车周转率

各交通小区总停车泊位预测值

泊位预测值校核

按最新配建指标计算配建车位

社会公共停车位=交通小区
预测泊位总量*12%

该小区不需要
社会公共停车位

假设一

假设二

图 3-1  出行 OD 法流程图 

4. 应用实例 

本文提出的规划方法已应用于朝阳区社会公共停车场布局规划项目。在进行朝阳区社会

公共停车需求预测过程中，根据掌握的朝阳区机动车保有量数据应用“机动车保有量模型”

对本文提出的改进型“出行 OD 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相互校核，并将两种方法的预测结果

作为朝阳区社会公共停车需求预测的控制范围，这从预测方法上很好的保证了规划的弹性。 

4.1 机动车保有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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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目前北京实施的汽车摇号限购政策在未来 10 年将持续实施； 

假设二：朝阳区每月获得购车指标的比例与 2010 年朝阳区机动车保有量占全市机动车

比例一致。 

模型具体如下： 

 

 

其中： 

—规划年停车需求总量 

—规划年机动车保有量 

—基年机动车保有量 

—规划年年份 

—基年年份 

—年增长系数 

—车均泊位数，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经验值范围 1.1～1.3，本次取 1.3 

—社会公共泊位系数，表示社会公共停车位占总停车位的比例，经验值为 0～0.15，

本次取 0.12 

根据北京市交通管理局的机动车保有量统计数据，截止 2010 年底朝阳区机动车保有量

为 84.8 万辆，即 ，全市机动车保有量 471.3 万，朝阳区机动车保有量占全市比

例约为 18%。目前北京市执行的摇号政策为每年购车总指标为 24 万个，由假设二可知，朝

阳区每年机动车增长量约为 4.32 万个，即 ，因此可预测在规划年 2020 年，朝阳

区机动车保有量将达到 128 万辆。按照车均泊位 1.3 个计算，朝阳区 2020 年停车泊位总需

求约为 166.5 万个，其中社会公共停车泊位需求约为 20 万个。 

“机动车保有量法”仅能预测 2020 年朝阳区社会公共停车泊位的需求总量，对于需求

的空间分布情况还需要由本文提出的基于用地规划实现情况的“出行 OD 模型”预测的社会

公共停车需求分布比例匹配到各交通小区。 

4.2 基于用地规划实现情况的“出行 OD 模型” 

通过对北京市中心城 28 个各类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使用特性调查得到其平均周转率如

表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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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停车设施周转率值调查表 

公建类型 平均周转率（次/天） 

办公 3.29 

其他 5.67 

总平均 5.19 

由本文提出的模型可以预测得到 2020 年朝阳区停车需求总量为 236.5 万个，按照该模

型假设二在不考虑规划用地实现情况条件下 2020 年朝阳区社会公共停车需求总量为 28.3 万

个，核对规划用地实现情况后 2020 年朝阳区的实际社会公共停车需求总量为 24.8 万个。由

此可以得出朝阳区 2020 年社会公共停车需求总量在 20 万个至 24.8 万个之间。各交通小区

社会公共停车泊位预测值详见图 4-1。 

 

图 4-1  朝阳区社会公共停车泊位预测交通小区分布图 

5. 结论 

本文综合比较分析了目前常用的停车需求预测方法，发现此类模型均缺少对规划用地实

现情况可能对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造成影响的考虑。因此，本文提出了基于用地规划实现情

况的“出行 OD 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社会公共停车场布局规划实践，

通过多预测方法的相互校核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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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地铁物业开发项目停车配建指标研究 

李丹  孙小丽  熊建平 

【摘要】由于地铁物业引发的客流具有公共交通方式尤其是轨道交通方式出行比例较高、小

汽车出行比例较低的特点，因此地铁物业开发项目配建机动车停车指标与非地铁物业开发项

目的停车配建指标不同。本文结合武汉市地铁物开发项目的建筑分类，从各类建筑高峰小时

的引发人流量指标、高峰小时系数、全日小汽车周转率等现状调查，结合国内相关城市地铁

物业引发人流量出行的交通方式比例构成，计算得出各类建筑高峰小时的配建停车指标。最

后，结合地铁物业的推荐停车指标与武汉市现行的停车配建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得出其合理

性。该指标为地铁物业项目的停车配建的规划审批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键词】地铁物业项目  停车  配建  指标 

1. 引语 

“地铁+物业”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轨道交通与物业综合开发策略，采取“地铁+物业”模式，

既可以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提升轨道站点周边区域的城市功能，又可以为轨道交

通建设筹措资金，有力促进轨道交通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地铁物业开发项目紧邻轨道站点，其引发客流的出行方式比例与同类非地铁物业开

发项目引发的客流出行特征大不相同，地铁物业开发项目明显具有公共交通出行比例高的特

点，对应的小汽车出行比例有所下降。因此，地铁物业开发项目配建机动车停车指标与非地

铁物业开发项目的停车配建指标不同。 

武汉市目前正在大力开展轨道交通建设，与此同时，地铁上盖物业开发项目也在同步进

行，为保障地铁物业综合开发项目的良好运营，制定合理的地铁物业项目配建指标迫在眉睫。 

2. 研究方法和相关依据 

2.1 研究范围 

轨道车站物业开发项目停车配建指标的研究范围为： 

（1）每个轨道站点的站厅和站房所属的用地和建筑范围。 

（2）以每个轨道站点为中心，站点周边 200 米半径覆盖范围。 

    

图 1  轨道站点站厅和站房用地建筑范围图            图 2  轨道站点站厅和站房用地建筑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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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轨道车站物业开发项目停车配建指标的研究方法是：结合具体的轨道物业开发项目的建

筑性质，进行同类建筑的高峰小时引发人流量指标和高峰小时系数调查；同时结合国内相关

城市轨道车站物业开发项目引发人流量的出行方式构成，结合武汉市的实际情况，明确适宜

武汉市地铁车站物业开发项目的小汽车出行比例；得出地铁物业高峰小时所需的机动车停车

位。然后结合机动车的高峰小时系数和停车场全天周转率，得出地铁物业所需的高峰小时停

车指标。 

 

图 3  轨道站点物业开发项目停车配建技术路线图 

2.3 武汉市现行的建筑物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 

武汉市现行的建筑物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对住宅、商业和办公三大类建筑，从建筑所处

的区域（分二环内和二环外）分别明确了停车配建指标，该指标有力的指导了武汉市建筑物

停车配建规划审批工作。 

表 1  武汉市现行的建筑物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表 

序号 建筑类别 计量单位 二环线内 二环线外 

1 住宅 

别墅 停车位/每户 1 1 

酒店式公寓 停车位/100M
2
 0.8 1 

普通商品住宅 停车位/100M
2
 0.5 0.7 

经济适用房 停车位/100M
2
 0.1 0.15 

廉租房 
停车位 

/100M
2
 

0.05 0.05 

2 商业 

一类(综合性商场、购物中心等) 

停车位/100M
2
 

0.6 0.8 

二类(大型超市、批发市场等) 1 1.5 

三类(居住区级的商业中心) 0.3 0.4 

3 办公 

行政办公 

停车位/100M
2
 

1 1.2 

其他办公 0.8 1 

会议中心 5 8 

2.4 武汉市各类建筑高峰小时引发人流量指标 

武汉市结合各类建筑进行了高峰小时引发人流量指标的调查，从调查分析的结果来看，

各类建筑高峰小时引发的人流量与建筑业态、建筑在城市中所处的区位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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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武汉市各类建筑高峰小时引发人流量指标表 

区域 类型 高峰小时发生吸引率 高峰时间 “到达/离开”比 

二环线

内 

高档商场 6.5～9.0 人/百平米 16：00-17：00 46/54 

普通商场 10～20 人/百平米 15：30-16：30 51/49 

大型超市 25～35 人/百平米 17：30-18：30 58/42 

商业综合 100～120 人/百平米 16：30-17：30 48/52 

家电市场 12～17 人/百平米 16：30-17：30 54/46 

家居市场 1.0～1.5 人/百平米 15：30-16：30 44/56 

写字楼 3.5～5.5 人/百平米 8：00-9：00 85/15 

酒店 2.0～3.5 人/百平米 17：00-18：00 44/56 

大型餐饮 22～32 人/百平米 19：30-20：30 12/88 

普通餐饮 12～22 人/百平米 19：30-20：30 10/90 

住宅 1.50 人/户 8：00-9：00 30/70 

二环线

外 

高档商场 6.5～9.0 人/百平米 16：00-17：00 46/54 

普通商场 20～35 人/百平米 10：00-11：00 51/49 

大型超市 60～80 人/百平米 10：00-11：00 58/42 

商业综合 80～100 人/百平米 16：30-17：30 48/52 

家电市场 20～33 人/百平米 10：00-11：00 40/60 

家居市场 1.5～2.0 人/百平米 11：00-12：00 44/56 

写字楼 1.5～3.5 人/百平米 8：00-9：00 85/15 

酒店 1.0～2.0 人/百平米 17：00-18：00 44/56 

大型餐饮 15～21 人/百平米 19：30-20：30 10/90 

普通餐饮 8～12 人/百平米 20：00-21：00 10/90 

住宅 1.50 人/户 8：00-9：00 30/70 

2.5 地铁物业开发项目引发人流量出行方式构成 

2.5.1  香港青衣站 

青衣城站是香港地铁东涌线及机场快线的换乘车站，其物业发展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29.19 万平方米，建筑主要开发业态为住宅和商业。 

 

图 4  香港青衣城站枢纽图 

通过对香港青衣城站物业开发引发客流的交通方式调查，轨道交通出行方式占 72%，常

规公交（电车、巴士、的士等）出行方式占 12%，私人小汽车出行方式占 5%，其他交通方

式（包含步行、自行车等）占 11%。从调查数据可以看书，轨道交通出行方式占的比例最高；

小汽车出行方式比例较低，占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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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衣城站物业开发引发人流量交通出行方式结构表 

出行方式 
轨道 

交通 

常规公交（电车、 

巴士、的士等） 

私人 

小汽车 

其他 

方式 
合计 

所占比例 72% 12% 5% 11% 100% 

2.5.2  深圳福田站 

福田站综合交通枢纽是深圳市第一个具备车港功能的综合交通枢纽，配合福田站的建

设，轨道站点进行了 13.7 万平方米商业开发。 

 

图 5      福田综合交通枢纽图 

从对福田站物业开发引发人流量出行方式的调查来看，轨道交通出行方式占 42%，常规

公交占 23%，私人小汽车的出行比例为 8%。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轨道交通方式仍是轨道

站点物业开发引发客流最主要的交通方式；虽然结合枢纽建设，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停车位，

小汽车的出行比例仍然较低。 

表 4  福田站物业开发引发人流量出行方式结构表 

出行方式 
轨道 

交通 

常规公交（电车、巴士、

的士等） 
铁路 

长途 

客车 

私人 

小汽车 

其他 

方式 
合计 

所占比例 42% 23% 13% 10% 8% 4% 100% 

2.5.3  案例分析与启示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地铁站点物业开发项目,其引发人流量的交通方式以

公共交通为主，轨道和公共交通的出行比例之和在 65%以上，小汽车出行比例较低，为 5%

—8%。 

表 5  轨道物业开发项目引发人流量交通出行方式结构表 

城市 
轨道站点地区交通方式结构 

小汽车 
轨道交通 轨道+公交 

香港 72% 84% 5% 

深圳 42% 65% 8% 

因此，武汉市轨道站点物业开发项目引发人流量的交通出行方式结构可在参考以上城市

的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并结合武汉的实际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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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汉市地铁物业项目配建指标规划 

3.1 测算公式 

根据以上对国内外案例的分析总结，参考国内外轨道站点周边的停车配建指标及交通换

乘方式比例指标，确定武汉市轨道站点周边配建停车泊位的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Α表示每 100 平米建筑所需的小汽车停车泊位数（个/100 ㎡）， 

      Q 表示高峰小时小汽车流量（辆/小时）， 

      η表示高峰小时系数， 

      β表示全天停车周转率（次/天）。 

其中： 

 

式中，α表示各类性质建筑物高峰小时的发生吸引率（人/100 ㎡•h）， 

       λ表示小汽车出行方式占所有交通出行方式的比例（%）， 

       ω表示小汽车的平均载客系数（人/辆）。 

3.2 测算结果 

根据上述公式，我们分别对武汉市二环以内和二环以外轨道站点周边配套物业开发项目

的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进行计算，分别测算得出商业、办公和居住三种不同性质建筑应配机

动车停车指标，并对比现行的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布的《关于执行新的建筑物配建停

车位指标的通知》（武规土资发【2010】8 号）的要求，确定测算指标的可行性。 

3.2.1  商业类型物业开发的机动车配建指标核算 

根据上述测算公式，我们对武汉市二环以内和二环以外的轨道站点周边配套商业类型物

业开发的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进行计算如下： 

表 6  二环线以内地区轨道站点配套商业开发机动车配建指标核算表 

项目 
建筑面积

（㎡） 

高峰小时

引发率（人

/100 ㎡/h） 

小汽车出

行比例 

高峰小 

时系数 

全天小汽

车周转率

（次/日） 

测算小汽 

车停车位 

(个/100 ㎡) 

现行配建

指标值(个

/100 ㎡) 

一类商业(综合性

商场、购物中心） 
100 6.0-15 5%－10% 10%－16% 8-10 0.5 0.6 

二类商业（大型超

市、批发市场） 
100 10-20 4%－8% 8%－12% 6-9 0.7 1 

三类商业（居住区

级商业中心） 
100 4-8 3%－6% 6%－10% 10-12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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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二环线以外地区轨道站点配套商业开发机动车配建指标核算表 

项目  
建筑面积

（㎡） 

高峰小时

引发率（人

/100 ㎡/h） 

小汽车出

行比例 

高峰小  

时系数 

  

全天小汽

车周转率

（次/日） 

测算小汽 

车停车位 

(个/100 ㎡) 

现行配建

指标值(个

/100 ㎡) 

一类商业(综合性

商场、购物中心） 
100 4-12 6%-10% 10%-16% 6-8 0.65 0.8 

二类商业（大型超

市、批发市场） 
100 5-14 5%-8% 8%-12% 5-8 1.1 1.5 

三类商业（居住区

级商业中心） 
100 3-7 4%-6% 6%-10% 8-10 0.3 0.4 

轨道站点物业开发性质为商业项目的配建停车位指标约为现有商业停车位配建指标的

0.7-0.8 倍。 

3.2.2  办公类型物业开发的机动车配建指标核算 

根据上述测算公式，我们对武汉市二环以内和二环以外的轨道站点周边配套办公类型物

业开发的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进行计算如下： 

表 8  二环线以内地区轨道站点配套办公开发机动车配建指标核算表 

项目 
建筑面积

（㎡） 

高峰小时

引发率（人

/100 ㎡/h） 

小汽车出

行比例 

高峰小 

时系数 

全天小汽

车周转率

（次/日） 

测算小汽

车停车位

(个/100 ㎡) 

现行配建

指标值(个

/100 ㎡) 

行政办公 100 2-3 7%-12% 15%-20% 2-4 0.8 1 

其他办公 100 2-3.5 6%-12% 13%-18% 2.5-4 0.65 0.8 

会议中心 100 2-3.5 6%-12% 9%-15% 3.5-5 4 5 

表 9  二环线以外地区轨道站点配套办公开发机动车配建指标核算表 

项目 
建筑面积

（㎡） 

高峰小时

引发率（人

/100 ㎡/h） 

小汽车出

行比例 

高峰小 

时系数 

全天小汽

车周转率

（次/日） 

测算小汽

车停车位

(个/100 ㎡) 

现行配建

指标值(个

/100 ㎡) 

行政办公 100 1-2 8%-12% 16%-22% 2-3.5 1 1.2 

其他办公 100 1.5-2.5 7%-12% 14%-20% 2.5-3.5 0.8 1 

会议中心 100 1.5-2.5 7%-12% 10%-18% 3.5-4.5 6.5 8 

轨道站点物业开发性质为办公项目的配建停车位指标约为现有办公停车位配建指标的

0.8 倍。 

3.2.3  居住类型物业开发的机动车配建指标核算 

根据上述测算公式，我们对武汉市二环以内和二环以外的轨道站点周边配套居住类型物

业开发的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进行计算如下： 

表 10  二环线以内地区轨道站点配套住宅开发机动车配建指标核算表 

项目  
计量单

位  

高峰小时  

人流引发率  

小汽车

出  

行比例  

高峰小  

时系数  

全天小汽  

车周转率 

（次/日）  

测算小汽  

车停车位  

现有配建  

指标值  

别墅  每户  1.5 人/户  30%-40%  25%-40%  2-4  1 个/户  1 个/户  

酒店式公寓  100 平米  1.5人/100㎡  10%-15%  20%-35%  2-3.5  0.7 个/100 ㎡  0.8 个/户  

普通商品住宅  100 平米  1.5人/100㎡  8%-12%  20%-40%  2-3.5  0.5 个/100 ㎡  0.5 个/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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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适用房  100 平米  1.5人/100㎡  6%-10%  15%-30%  2-3  0.1 个/100 ㎡  0.1 个/户  

廉租房  100 平米  1.5人/100㎡  3%-6%  15%-25%  2-3  0.05个/100㎡  0.05 个/户  

表 11  二环线以外地区轨道站点配套住宅开发机动车配建指标核算表 

项目 计量单位 
高峰小时 

人流引发率 

小汽车出 

行比例 

高峰小 

时系数 

全天小汽 

车周转率 

（次/日） 

测算小汽 

车停车位 

现有配建 

指标值 

别墅 每户 1.5 人/户 40-50% 20%-35% 2-3.5 1 个/户 1 个/户 

酒店式公寓 100 平米 1.5 人/100 ㎡ 12-16% 15%-30% 2-3 0.9 个/100 ㎡ 1 个/户 

普通商品住

宅 
100 平米 1.5 人/100 ㎡ 10-15% 15%-35% 2-3 0.7 个/100 ㎡ 0.7/100 ㎡ 

经济适用房 100 平米 1.5 人/100 ㎡ 6-10% 12%-25% 2-2.5 0.15个/100㎡ 0.15 个/户 

廉租房 100 平米 1.5 人/100 ㎡ 3-6% 12%-22% 2-2.5 0.05个/100㎡ 0.05 个/户 

轨道站点物业开发性质为酒店式公寓的配建停车位指标比现有停车位配建指标低，其他

居住类别项目的配建停车位指标均和现有停车指标相同。 

3.3 配建指标分析 

3.3.1  与现行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的对比分析 

根据上述武汉市二环以内和二环以外的轨道站点周边配套商业、办公和居住类型物业开

发的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计算值，与现行的武汉市国土资源和规划局发布的《关于执行新的

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指标的通知》中的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对比如下： 

表 12  拟订轨道站点配套物业机动车配建指标与现有指标关系对比表 

 建筑类别 
计量单

位 

机动车 
与现有指标 

的关系 
 

二环线内 二环线外 

非地铁 

物业项目 

地铁物 

业项目 

非地铁 

物业项目 

地铁 

物业项目 

1 
住

宅 

别墅 
停车位 

/每户 
1 1 1 1 不变 

酒店式 

公寓 

停车位 

/100M
2
 

0.8 0.7 1 0.9 
现行指标 

以户为单位 

普通商品 

住宅 

停车位/ 

100M
2
 

0.5 0.5 0.7 0.7 不变 

经济 

适用房、 

停车位 

/100M
2
 

0.1 0.1 0.15 0.15 
现行指标 

以户为单位 

廉租房 
停车位 
/100M

2
 

0.05 0.05 0.05 0.05 
现行指标 

以户为单位 

2 
商

业 

一类(综合性商场、购物中心等) 

停车位 
/100M

2
 

0.6 0.5 0.8 0.65 0.8 倍 

二类(大型超市、批发市场等) 1 0.7 1.5 1.1 0.7 倍 

三类(居住区级的商业中心) 0.3 0.2 0.4 0.3 0.7 倍 

3 
办

公 

行政办公 
停车位

/100M
2
 

1 0.8 1.2 1 0.8 倍 

其他办公 0.8 0.65 1 0.8 0.8 倍 

会议中心 5 4 8 6.5 0.8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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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指标的合理性分析 

定性分析：上述拟订轨道站点物业开发项目的机动车配建指标中,除了住宅的机动车配

建指标与现有的机动车配建指标相同外 ,其他建筑的机动车配建指标约为原指标的

70%-90%。考虑到轨道站点周边建筑的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较同类非轨道站点建筑高，小汽车

出行比例低于同类非轨道站点建筑，因此轨道站点周边物业开发的机动车配建指标低于同类

非轨道站点建筑的机动车配建指标。 

类比分析：为了论证拟订轨道站点物业开发项目的机动车配建指标与现行武汉市机动车

配建指标之间关系的合理性，我们类比了东京、台北、香港等轨道交通物业开发成熟城市的

轨道交通配建机动车指标与一般非轨道站点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之间的关系。  

表 13  轨道站点配套物业机动车配建指标与国内外指标关系对比表 

城市 
轨道站点物业 

开发建筑性质 

机动车停车指标与非轨道物业开发配

备指标的关系 

东京 

办公 0.7 倍 

商业店铺 1.0 倍 

文化设施、酒店、医院  个别分析 

台北 

居住 1.0 倍 

办公 0.7 倍 

商业 0.7 倍 

香港 

居住 1.0 倍 

办公 0.8 倍 

商业 0.8 倍 

武汉 

居住 1.0 倍或其他 

酒店式公寓 0.9 倍 

一类(综合性商场、购物中心等) 0.8 倍 

二类(大型超市、批发市场等) 0.7 倍 

三类(居住区级的商业中心) 0.7 倍 

行政办公 0.8 倍 

其他办公 0.8 倍 

会议中心 0.8 倍 

东京、台北、香港这三个城市轨道站点物业开发项目停车配建指标均是非轨道站点同类

性质建筑停车配建指标的 0.7-1.0 倍；而拟订武汉市轨道站点物业开发项目的机动车配建指

标中,除了部分类型住宅的机动车配建指标与现有的机动车配建指标相同外,其他建筑的机动

车配建指标约为原指标的 70%-90%。因此，通过定性分析和类比分析，认为拟订的武汉市轨

道站点物业开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合理。 

4. 结语 

按照武汉市委市政府 “2012 年至 2017 年每年至少建成开通一条轨道交通线路”的目标,

武汉市全面迎来了 “地铁时代”。 “地铁+物业”的建设模式是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

的必经之路，围绕轨道站点物业开发项目，必须配套规模适宜的配套交通设施尤其是机动车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026



 

 

的停车规模。本文介绍了武汉市在轨道物业开发项目配套机动车停车指标方面的研究和探

索，符合武汉市的实际情况，也为地铁物业开发项目的行政审批提供了技术支持。通过分析

研究，我们力求建立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多种交通方式相衔接的一体化客运交通体系来保障

轨道物业开发项目的良好运营、提高轨道的客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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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城市综合体停车泊位配建 

王海天  李文华  陈翚 

【摘要】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和机动化水平的迅速提高，我国城市交通的

状况日趋恶化。许多城市都出现了诸如交通拥堵加剧、停车泊位紧张、交通事故频发、城市

环境恶化、能源消耗激增、群众反响强烈等一系列严峻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城市大型商

业综合体的建设，极大地刺激土地开发强度，一方面，导致建设项目停车难问题，另一方面，

又加剧了项目周边交通环境的恶化。本文通过对天津市城市综合体停车配建规划的研究，试

图在城市停车政策、相关配建指标、路网容量限制等方面寻求某种平衡，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关键词】城市综合体  停车配建  路网容量  类比分析 

1. 导言 

近年来，在我国很多城市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建筑模式——城市综合体，集商业、办公、

酒店、酒店式公寓等于一体，往往具有较高的容积率，产生的停车需求量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但是目前还没有针对该类城市综合体的行之有效的停车配建标准来指导停车场规划。以天津

市中心城区为例，现行《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DB/T29-6-2010)，分别对商

业、办公、酒店等项目的停车配建指标做出规定，但如果按标准配建，建设项目的停车场配

建规模往往偏大；同时过高的停车供给又会引发项目周边地区交通量的急剧增长，超出周边

路网容量的供给能力，造成交通环境的恶化。为此，研究城市综合体的停车配建规律，使停

车场的配建不单纯拘泥于各业态配建指标累加，既要满足项目必要的停车需求，同时又要成

为调节周边路网容量的重要手段，促进城市交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本文主要介绍两种综合体类项目停车位配建方法：路网容量限制法、类比分析法。下面

分别针对具体项目进行详细分析。 

2. 规划路网容量限制停车配建 

2.1 天津和融广场项目基本情况 

天津和融广场项目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内环线以内，本项目北至金纬路，南至兴隆街，

西至胜利路，东至京山铁路、京津城际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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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项目规划区位图                        图 2  项目四至范围图 

 
图 3  项目总平面规划图 

该项目为大型城市综合体，主要由商业、写字楼、酒店式公寓等业态组成，项目分为 A

区和 B 区两部分，项目容积率 4.58。A 区规划为商业、超市及写字楼，其中商业建筑面积

80900 平米；超市建筑面积 10500 平米；写字楼建筑面积 30100 平米。B 区规划为酒店式公

寓、商业及配套公建，其中商业建筑面积 62600 平米；酒店式公寓建筑面积 95960 平米(合

计 1092 套客房)。A 区、B 区分别建有地下停车库，但由于地下铁路直径线的影响，两车库

无法实现连通。 

2.2 根据相关配建标准要求的停车场规模 

根据《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DB/T29-6-2010) 及天津市规划局 2011 年

颁布的《关于加强酒店型公寓建设管理有关要求的通知》，项目需配建机动车位 2300 个，出

租车位 33 个，装卸车位 25 个，非机动车位 4578 个。 

A 区规划为商业、超市及写字楼，根据《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 (库)标准》

(DB/T29-6-2010)，需配建停车泊位： 

表 1  A 区配建停车表 

建筑类别 
建筑面

积(㎡) 

配建指标 配建泊位 

机动车 出租车 装卸车 非机动车 
机动车

(辆) 

出租车

(辆) 

装卸车

(辆) 

非机动车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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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商业 80900 

0.6 车位

/100 平方

米建筑面

积 

1.0 车位

/2000平

方

米；>3

时，1.0

车位

/20000

平方米 

1.0 车位

/5000 平方

米；>3 时，

1.0 车位

/20000 平方

米 

2.0 辆/10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486 7 7 1618 

超市 10500 

1.0 车位

/100 平方

米建筑面

积 

3.0 辆/10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105 4 2 315 

写字楼 30100 

0.8 车位

/100 平方

米建筑面

积 

1.0 车位

/5000平

方

米；>3

时，1.0

车位

/30000

平方米 

1.0 车位

/10000 平方

米；>3 时，

1.0 车位

/30000 平方

米 

1.0 辆/10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241 4 4 301 

合计 
     

832 15 13 2234 

小结 机动车位 860 个，非机动车位 2234 个 

B 区规划为酒店式公寓、商业及配套公建，根据《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

(DB/T29-6-2010)和天津市规划局 2011 年 11 月颁布的《关于加强酒店型公寓建设管理有关要

求的通知》，需配建停车泊位：  

表 2  B 区配建停车表 

建筑类别 
建筑面

积(㎡) 

配建指标 配建泊位 

机动车 出租车 装卸车 非机动车 
机动车

(辆) 

出租车

(辆) 

装卸车

(辆) 

非机动车

(辆) 

普通商业 62600 

0.6 车位

/100 平方

米建筑面

积 

1.0 车位

/2000 平

方米；>3

时，1.0

车位

/20000

平方米 

1.0 车位

/5000 平

方米；>3

时，1.0 车

位/20000

平方米 

2.0 辆/100

平方米建

筑面积 

376 6 6 1252 

酒店式 

公寓 

95960 

(1092

套客房) 

1.0 车位/

套客房 

1.0 车位

/3000 平

方米；>3

时，1.0

车位

1.0 车位

/10000 平

方米；>3

时，1.0 车

位/20000

1.0 辆/客

房 
1092 12 6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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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平方米 

平方米 

合计 
     

1468 18 12 2344 

小结 机动车位 1498 个，非机动车位 2344 个 

该地块共需配建普通机动车位 2300 个，出租车位 33 个，装卸车位 25 个，非机动车泊

位 4578 个。  

总计需配建机动车位 2358 个。由于本项目位于天津市内环线以内，属于交通敏感区位，

配建停车位数量较为庞大，需根据路网容量对停车位数量进行核算，避免车位过多或过少对

周边区域交通造成影响 

2.3 预测周边道路及交叉口交通饱和度 

 道路 

将该项目建成前后周边胜利路、金纬路、兴隆街、滨海道饱和度进行对比，结果显示项

目的正常使用对胜利路、金纬路辅路交通影响“显著”，对其他几条道路交通影响“不显著”。 

表 3  2020 年晚高峰道路服务水平变化表 

 
项目前饱和度 项目后饱和度 服务水平变化 影响程度 

胜利路 
0.67 0.98 C→E 显著 

0.65 0.97 C→E 显著 

金纬路辅路 
0.51 0.80 B→D 显著 

0.50 0.78 B→D 显著 

兴隆街 0.42 0.66 B→C 不显著 

滨海道 
0.61 0.68 C 不显著 

0.76 0.82 D 不显著 

 交叉口 

（1）胜利路与滨海道交叉口 

项目前：根据需求预测结果，项目前该交叉口合计交通量约 3462 辆/h，通行能力 4590

辆/h，交叉口饱和度约 0.75，服务水平 D 级。项目后：交叉口合计交通量约 4840 辆/h，通

行能力 4986 辆/h，交叉口饱和度 0.97，服务水平 F 级。  

项目后交叉口增加交通量 1378 辆/h，项目对该交叉口交通影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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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胜利路与滨海道交叉口交通量变化图 

（2）胜利路与金纬路交叉口 

项目前：交叉口整体交通量 2979 标准车/h，饱和度 0.60，处于 C 级服务水平。项目后：

交叉口整体交通量 4422 标准/h，比项目前增加约 600 标准车/h，饱和度 0.89，处于 E 级服

务水平。 

项目前后交叉口服务水平由 C 级变为 E 级，项目正常运行后对交叉口影响”显著”。 

      

图 5  胜利路与金纬路交叉口交通量变化图 

（3）胜利路与建国道交叉口 

项目前：与现状交叉口各方向交通量比例相似，交叉口整体交通量 4357 标准车/h，饱

和度 0.62，处于 C 级服务水平。项目后：交叉口整体交通量 4598 标准/h，比项目前增加约

150 标准车/h，饱和度 0.65，处于 C 级服务水平。 

项目前后交叉口服务水平均处于 C 级，项目正常运行后对交叉口影响”不显著”。 

      

图 6  胜利路与建国道交叉口交通量变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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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若对本项目交通放任自流，则正常使用后将对周边道路及交叉口均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建议适当限制本项目停车配建，同时配合有效的交通管理措施，减少项目机动车出行

量。 

2.4 适当限制项目机动车停车配给降低交通饱和度 

波特兰、波士顿等城市通过大力发展非机动车、公交，同时限制停车位配建数量来缓解

城市交通拥堵状态，取得了显著成效。 参照这些城市的成功经验，根据本项目业态特征，

在天津市中心城区内环线以内，拟通过限制停车需求来降低项目机动车出行量，从而减少对

周边道路冲击，预防未来年交通拥堵。  

项目停车需求包含三部分：刚性停车需求(酒店式公寓住户停车需求)、半刚性停车需求

(商业、办公职工停车需求)；弹性停车需求(商业、办公、酒店式公寓吸引的顾客、访客停车

需求)。限制停车需求主要是限制项目半刚性和弹性停车需求部分。  

 

图 7  停车需求控制流程图 

项目刚性停车需求:酒店式公寓 1092 套客房*1.0 车位/客房=1092 车位。项目半刚性停车

需求:商业、办公半刚性车位需求=建筑规模*每平米岗位数/小汽车平均载客人数*小汽车出

行比例，即商业半刚性车位需求 364 个，办公半刚性车位需求 141 个。项目弹性停车需求:

机动车位 761 个。 

表 4  项目停车需求表 

  
建筑规模 

每百平米

岗位数 

小汽车平均载

客人数 

小汽车出

行比例 

停车需

求 

合计车

位 

刚性停车需求 酒店式公寓 1092 套客房 1.0 车位/套客房 1092 

2358 半刚性停车需求 

商业 103790 平米 3 

1.2 14% 

364 

办公 30100 平米 4 141 

弹性停车需求 
     

761 

经过道路及交叉口交通预测结果，2020 年项目后胜利路—滨海道交叉口饱和度 0.97 远

大于 0.9，应减少至少 7%交通量，即减少 352pcu/h。结合项目机动车生成量计算结果，本

项目机动车交通量与停车泊位比例 1755:2358，因此机动车位应相对标准配建值减少 473 个。 

考虑到周边路网承载力，为保证项目运营后周边道路、交叉口交通服务处于稳定水平，

项目实际应配置 1885 个机动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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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路网容量决定项目停车表 

路网容量决定项目配建 标准要求配建 

1885 个 2358 个 

2.5 措施后评价 

通过限制停车泊位，优化慢行交通环境，道路断面改造等交通改善措施，项目对外部交

通影响程度明显降低。 

表 6  交通服务水平改善表 

 

改善前 
影响程度 改善后 改善效果 

项目前 项目后 

胜利路 
0.67 0.98 显著 0.91 饱和度降低 7% 

0.65 0.97 显著 0.90 饱和度降低 7% 

金纬路辅道 
0.51 0.80 显著 0.75 饱和度降低 5% 

0.50 0.78 显著 0.73 饱和度降低 5% 

胜利路—滨海道 0.75 0.97 显著 0.90 饱和度降低 7% 

胜利路—金纬路 0.60 0.89 显著 0.83 饱和度降低 6% 

按时实施上述交通改善措施后，则项目对周边道路交通影响处于“有条件可接受”水平。 

3. 类比分析停车配建 

3.1 天津陆家嘴广场项目基本情况 

红桥区陆家嘴广场项目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中环线内，天津西站附近。 

 

图 8  项目规划区位图 

项目位于红桥区，北至小伙巷 B 地块、惠灵顿国际学校，南至北马路，西至大丰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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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医附院。 

陆家嘴广场为集办公、商业、酒店等为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总占地面积 52837.66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94352 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317000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77352 平方米。其中商业建筑面积 113700 平米，办公建筑面积 189146 平米，酒店建筑面

积 26230 平米。 

 

图 9  项目规划总平面图 

3.2 根据相关配建标准要求的停车场规模 

按照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DB/T29-6-2010)计算： 

表 7  陆家嘴广场机动车、非机动车位数量 

建筑类别 
建筑面积

（m2） 

配建指标 配建泊位 

机动车 非机动车 机动车(辆) 非机动车(辆) 

地上建筑 

商业 100500 
0.8 泊位/1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2.0 泊位/1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804 2010 

办公 189146 
1.2 泊位/1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1.0 泊位/1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2670 1892 

 
酒店 

26230（266 间

客房） 
0.2 泊位/客房 1.0 泊位/客房 54 266 

小计 3528 4168 

地下建筑 商业 13200 
0.8 泊位/1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2.0 泊位/100 平方米

建筑面积 
28 69 

小计 28 69 

合计 3556 4237 

小伙巷 B 地块 
惠灵顿国际学校 

大丰路 

北马路 

中

医

附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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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出租车、装卸车位数量 

建筑类别 
建筑面积

（m2） 

配建指标 配建泊位 

出租车 装卸车 出租车(辆) 装卸车(辆) 

商业 113700 
1 车位/2000 ㎡；>3 时,1

车位/20000 ㎡ 

1 车位/5000 ㎡；>3 时,1

车位/20000 ㎡ 
8 8 

办公 189146 
1 车位/5000 ㎡；>3 时,1

车位/30000 ㎡ 

1 车位/10000 ㎡；>3

时,1 车位/30000 ㎡ 
9 8 

酒店 
26230（266 间

客房） 

1 车位/3000 ㎡；>3 时,1

车位/10000 ㎡ 

1 车位/10000 ㎡；>3

时,1 车位/20000 ㎡ 
5 3 

合计 22 19 

根据标准项目共需配建机动车位 3556+22+19=3597 个；非机动车位 4237 个。  

3.3 项目特殊区位 

（1）与停车控制区仅一路(北马路)之隔; 

（2）位于《天津市关于综合治理交通拥堵的实施意见》中设立的拥堵收费区边缘； 

（3）位于地铁 M1 线西北角站与近期实施地铁 M6 线大丰路站 500 米覆盖范围内，属

于双地铁上盖区。  

 

图 10  项目特殊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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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项目规划区位图 

基于项目特殊区位，从利于地区交通发展角度出发，不宜单纯依靠《天津市建设项目配

建停车场(库)标准》计算停车泊位，需要适度限制停车泊位数量，促使乘客最大限度利用地

铁出行。 

3.4 与鹏欣水游城项目停车类比性分析 

该项目区位的特殊性决定了不宜按照 2010 年《天津市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库)标准》

计算停车泊位，可以参照周边相似项目停车配建及运行情况进行停车位配建，既满足项目需

求，同时又不至于停车位闲置浪费资金及空间资源。 

3.4.1  水游城项目停车分析 

与项目一路之隔(大丰路)为鹏欣水游城项目，同样为综合体项目，业态为办公、商业、

酒店，与本项目相同且档次相当。 

根据调查水游城内办公楼出租率 23%；商业正处于市场培育期，根据天津市其他大型商

业经营经验，该商业市场成熟度约 80%；根据调查酒店(四星级商务)入住率近 65%。 

 

图 12  水游城项目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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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水游城项目实际地面可停车 268 辆；地下可停车 615 辆，其中地下一层可停车

210 辆，地下二层可停车 405 辆。总可停车 883 辆。 

为了深入了解水游城停车位利用情况，选择平日和周末两天分别对其停车进行调查。 

工作日车位利用情况：  

平日地面停车位几乎全部占用，地下停车位占用率较低，其中地下一层停车位利用率约

50%，地下二层停车位全空，总停车数 387 辆，其中办公区 105 辆，商业区 229 辆，酒店区

53 辆。实际车位利用率仅 40%。 

非工作日车位利用情况： 

周末商业吸引机动车出行量较大，车位利用率显著高于平日。 

周末地面停车位几乎全部占用，地下一层车位利用率约 75%，地下二层车位利用率约

50%，总停车数约 628 辆，其中办公区 58 辆，商业区 523 辆，酒店区 47 辆。实际车位利用

率高达 71%。 

 

图 13  地面停车                           图 14  地下停车 

根据现状车位需求，结合项目成熟度，预计水游城项目完全成熟的情况下的停车需求：

平日水游城总停车需求约为 826 辆，其中办公需求约 457 辆，商业需求约 287 辆，酒店需求

约 82 辆；周末停车需求约为 980 辆，其中办公需求约 253 辆，商业需求约 654 辆，酒店需

求约 73 辆。 

3.4.2  本项目停车需求预测 

根据项目建筑指标与水游城建筑指标对比，由类比分析法确定本项目需配建停车位数

量。 

表 9  指标对比表 

地块 

名称 
总用地面积(m²) 总建筑面积(m²) 办公面积(m²) 商业面积(m²) 酒店面积(m²) 

水游城 48823.8 146471 37375 83857 22699 

陆家嘴 52837.66 494352 189146 103940 2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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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配建车位数对比表 

地块 

名称 
项目 办公（泊位） 商业（泊位） 酒店（泊位） 合计（泊位） 

水游城 
平日停车需求 457 287 82 826  

周末停车需求 253 654 73 980 

陆家嘴项

目 

平日停车需求 2313 356 95 2764 

周末停车需求 1281 811 85 2177 

根据类比分析法，项目共需配建机动车位 2764 个，比配建标准 3597 个少 833 个车位。 

由于配建标准是针对天津市一般地区而言，没有考虑个别项目区位的特殊性，鉴于项目

特殊区位，需结合周边同类地区车位配置及运行状况进行停车位配建。 

结论： 

建议本项目至少配置机动车位 2764 个，既可满足项目交通需求，减少闲置车位数量，

同时引导出行者最大限度利用轨道及公交出行。 

4. 结语 

本文提出了城市综合体配建停车场规划可以采用规划路网容量为约束条件计算，也可以

采用相似性较高的已经建成的运营情况良好的城市综合体进行类比法计算。总之，对于城市

综合体这一新的建筑形式，停车场规划应避免机械套用配建指标，应根据城市综合体在城市

中不同区位做具体分析，同时引导客流尽量使用公交和慢行交通。争取在下一步工作中，通

过一定数量的样本调查，能够提出针对城市综合体在不同区位和交通条件下的比较成熟的停

车配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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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商务区停车配建标准问题 

张宇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调研、对比分析国内外商务区的停车配建水平及其相关配套交通发展

情况，总结国内外商务区停车配建及交通发展经验，并针对城市商务区停车配建问题与区域

公共交通环境、道路交通通行能力、收费价格体系以及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探寻商务

区停车配建与区域交通环境的平衡点，为我国商务区停车配建发展与区域交通平衡提供依据

和借鉴。 

【关键词】商务区  停车  配建指标  公共交通 

1. 引言	

随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城市商务区集聚效应的体现，国内大城市越来越多把城市建设目

标转移至区域性的商务区，但商务区的停车供应多寡该如何选择，什么样的停车配建供应适

合商务区的发展呢？本论文旨在通过调研分析国内外商务区的发展实践为经验，对商务区停

车配建水平与区域道路通行能力、公共交通环境、收费体系以及其他因素的关系进行研究和

探讨，希望为商务区停车配建发展与区域交通平衡提供借鉴。 

本论文主要针对整体商务区的停车配建指标问题进行研究，而不是已建成商务区内某单

独商务建筑的配建指标（单体建筑的配建车位存在对区域总体配建停车不足的弥补作用）。 

商务区规模定义：本次研究主要针对整体区域开发，建筑量超过 200 万平方米、以商务

办公、金融商业为主建设发展的区域。 

2. 国内外商务区停车配建发展历程	

国内外商务区的发展时间、历程各不相同，受城市发展的年代不同，不同商务区的建筑

形态及配建供应等情况都有所不同，但最终基于自身的条件都形成了适合其发展的交通环境。 

2.1 老牌商务区 

这类商务区大多地处城市的中心，保留了大量的历时较悠久的建筑，如纽约的曼哈顿、

伦敦的金融城、上海的老外滩等，老牌商务区受其建筑年代的限制，配建地下车位较少，停

车属于稀缺资源，纽约曼哈顿、伦敦金融城、上海老外滩区域的停车配建水平分别为 0.25、

0.15、0.2 车位/100 平方米，可以说是“一位难求”。 

车位不足，相应的只有通过公共交通来解决这些商务区的交通问题，如曼哈顿商务金融

区，停车位属于稀缺资源，大多数白领都通过发达的轨道交通上下班，地铁出行方式占 75%

的主导地位，个体机动方式只占 17%；而伦敦金融城区域内轨道交通车站密布，其密度是全

市的 42 倍，区域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超过 85%；上海老外滩区域出行方式结构中公共交通比

例也达到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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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海 90 年代商务区 

90 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城市发展，上海也发展了多个商务区。如陆家嘴金融中心，

小陆家嘴商务区是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的核心区，区域占地约 1.7km2，至 2009 年建

筑总量264万m2；而徐家汇副中心是距离上海市中心5km西南方向的市级商业和商务中心，

区域占地约 1.25km2，至 2009 年建筑总量 280 万 m2；但 90 年代初期，我国及本市的停车

配建标准还较低，两大区域的停车供应水平约 0.35‐0.4 车位/100 平方米。从本市 2009 年的

交通大调查来看，这两大商务区的停车矛盾还是比较突出的，高峰时段用于公共活动车位的

饱和度都接近 1.0，高峰车位供不应求。 

随着二十几年的开发建设，两大商务区以提高易达性为目标，完善道路网络，以满足该

地区的到发交通为主；车位供应不足，公共交通成为区域出行的优先考虑，以轨道交通为该

地区工作人员的主要通勤方式，两大商务区的公共交通出行比例都在 50%‐65%。 

2.3 国内新规划商务区 

近几年，国内各大城市重点发展新兴商务区，如北京中央商务区、虹桥商务核心区、天

津文化中心周边商务区等。北京中央商务区位于三环，占地 4 平方公里，规划建筑量 1000

万；虹桥商务核心区一期位于虹桥枢纽西侧，占地 1.4 平方公里，规划建筑量 200万；天津

文化中心周边商务区位于天津内环外东南角，占地 2.4 平方公里，规划建筑量 650万。 

随着近几年国内城市机动化发展，各地对停车配建指标都有所调整，各大商务区的停车

规划水平相比之前都有所提高。但从这几个商务区的规划来看，更多考虑的是区域公共交通

的服务，特别是轨道交通的服务水平，区域规划公共交通出行比例都在 50%以上；同时考虑

到所处区域的对外道路交通环境，在实际考虑区域配建停车的时候都是有所折减的，折减比

例约为当地配建水平的 70‐80%左右。   

2.4 经验借鉴 

综上对国内外商务区的交通分析可以看出，配套完善的交通设施，特别是公共交通设施

对于商务区的繁荣至关重要，众多金融商务区的成功不是建立在停车充分供应的基础上，大

多数商务区的配建停车供应量都是不足的，老牌商务区受限于历史悠久的建筑、90 年代初

的商务区受限于当时较低的停车配建指标，但新兴规划的商务社区也规划以公交优先为主，

适当控制配建停车车位的供应；但随着国内各大城市机动化的发展，过低的停车供应对于商

务区的发展也是不利的。历史的发展和事实证明，配建停车的合理供应才是商务区发展的重

要保证之一，国内各大城市对配建停车越来越重视，出台更新了各自的停车配建指标，但商

务区的停车配建不应只是遵循相应的指标，还需要根据商务区的区位、公共交通、道路交通

甚至其他外部因素等多种环境因素综合考虑，以确定适合商务区发展的停车供应水平。 

3. 商务区停车配建指标相关因素及方法研究	

纵观国内外成熟及相关规划的商务区，合理的确定商务区的停车配建指标需要制定适合

商务发展的停车配建目标，并考虑区域公共交通服务、道路交通能力、地下空间开发等多方

面的因素，最终确定合理、合适的停车配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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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停车配建指标设置目标及原则 

从国内外经验看，商务区的停车配建并不是要充分满足，而是需要根据用地开发、道路

交通、公共交通等因素适度控制，商务区停车配建的目标是： 

商务区停车配建指标旨在合理引导商务区出行方式结构，针对用地开发、道路网络系统、

交通运行特征，以公交优先、动‐静态交通平衡和需求管理为手段，为商务区稳步发展、为

城市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遵循商务区停车配建设置目标，提出以下相关原则： 

（1）需求管理，控制出行车位原则 

中心城区商务区的停车配建规模应以需求管理为前提，控制区域的出行车位，以城市整

体的交通发展平衡为原则； 

（2）倡导公交优先原则 

中心城区商务区的停车供应是引导合理出行方式结构，倡导公交优先的手段之一； 

（3）低碳人和的环境原则 

中心城区商务区的停车配建是以区域低碳交通发展，建立良好慢行系统为前提，人和是

商务区健康发展的基础。 

3.2 公交优先策略对停车需求的抑制 

在确定了合理目标后，需要进一步对商务区的公共交通设施进行分析，并合理分析商务

区健康运营、可持续发展的交通出行结构。 

国际上出名的商务区交通模式表明，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公共交通系统，是世界重要商

务区普遍的出行方式；曼哈顿和伦敦金融这两个世界级商务区的轨道交通系统主要由地铁、

轻轨和通勤铁路组成，高峰小时的客流强度为 2~4  万人次/km2。为了满足如此高强度的客

流需求，纽约市和伦敦市大部分的轨道交通线路都通过商务区，并且在商务区内部设置的车

站密度都非常高：曼哈顿是全市平均值的 17  倍，金融城是全市平均值的 42  倍。 

而商务区内的停车车位是受到限制，曼哈顿及伦敦金融城的停车车位配建水平分别是

0.25 和 0.15 车位/100 平方米，基于车位的低供应水平，其交通发展模式是逐步引导商务区

形成公交优先为主的交通出行结构。 

表 1  曼哈顿及伦敦金融城轨道交通服务情况 

曼哈顿  伦敦金融城 

面积（平方公里）  22  2.6 

轨道线路数（条）  24  8 

线路长度（KM）  52  18 

线网密度（KM/KM2)  2.4  7 

车站数（个）  83  12 

车站密度（个/KM2)  3.8  2.6 

从国外商务区的交通方式结构来看，公共交通的出行都是占主导地位的，基本都达到

80%以上，而上海市正处于轨道交通建设期，小陆家嘴、外滩、徐家汇等商务区仍处于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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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公共交通的比例占出行方式结构的 60%左右，随着区域公共交通设施的完善这一比例将

进一步上升，逐步接近国外成熟的商务区地区。 

 
图 1  国内外商务区出行方式结构 

而新规划发展的国内各商务区，北京中央商务区、虹桥商务核心区、天津文化中心周边

商务区在规划出行方式中公交也是处于主导的地位，都达到 50%以上，个体机动比例在

20‐25%。 

 

图 2  国内新兴商务区出行方式结构 

通过国内外商务区的交通方式结构分析可以看到，商务区是城市经济的集聚区、也是客

流的集聚区，解决大客流的交通方法只有通过公交优先的策略，虽然每个不同商务区由于公

共交通设施不同、区位地域不同，在公交出行方式上有所不同，但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是毫无

争议的；在商务区的规划中个体机动出行方式是有所限制的，一般为 15%‐25%左右，这也是

对公共交通优先的引导，相应的停车的需求也被适当抑制；合理的出行方式结构是测算区域

停车配建水平的重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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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外道路通行能力有限需要停车需求控制 

中心城区的商务区是城市的重要节点和组成部分，虽然区域内部的道路密度不低，但区

域道路还承担了大量的过境交通功能，从上海市小陆家嘴、外滩、徐家汇对外道路交通情况

看，白天 12 小时地面道路到达和过境的车辆比例基本为 2:8,约 80%道路通行资源是用于维

持城市交通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而区域实际到发车辆所能利用的交通资源只占进出道路交

通的 20%左右，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进入区域内部的车次。 

 

图 3  上海市商务区道路交通分布情况 

而从上海市小陆家嘴、外滩、徐家汇对外道路交通运行情况来看，小陆家嘴进出快速道

路高峰供需比已经达到 1.0，而外滩及徐家汇地区主次干道的道路高峰供需比也在 0.7‐0.8 左

右，说明区域对外进出交通量已经接近饱和。 

 

图 4  上海市商务区道路交通供需比 

而从虹桥商务核心区、天津文化中心周边商务区的规划中也能看到，在控制停车供应的

同时，区域对外道路交通的供需比已接近饱和，配建停车的控制是区域需求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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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上海虹桥商务一期规划道路供需比 图 6  天津文化中心周边商务区规划道路供需比 

从国内商务区以往及规划的经验来看，对外道路交通的通行能力限制了区域个体机动的

出行量，而适当的配建停车水平也是区域需求管理的重要手段，是区域动‐静态交通平衡的

关键；区域对外通道的服务水平也是测算区域停车配建水平的重要参数之一。 

3.4 地下空间开发量的限制 

上海市小陆家嘴、徐家汇以及近期规划北京中央商务区、虹桥商务核心区、天津文化中

心周边商务区等建筑的容积率都在 4‐6 左右，以此为标准，如果配建指标要达到 1.0‐1.2 车

位/100 平方米，经测算需要建设地下 1‐4 层空间作为停车场库。 

而一般商务区地下一至二层多作为商业餐饮、配套用房设施，如果在容积率较高的情况

下，还需要开发商建设 3‐4 层的停车场库，则对于地区的商务开发会将造成一定的影响。商

务区的繁荣是人的流通，营造良好的慢行氛围也是停车配建供应多寡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3.5 其他影响停车配建指标设置的因素 

在分析了中心城区商务区出行方式、道路、用地的限制后，还有载客率和停车周转率等

两个主要因素： 

（1）载客率：根据上海市 2009 年全市交通大调查，主要商务地区进出车辆载客人次约

为 1.8‐2 人次/车（包括大小客车）； 

（2）机动车停车周转率：根据上海市 2009 年全市交通大调查，通勤上班人员停车周转

率为 1.1‐1.2，商务办公来访人员停车周转率为 2‐3；商业客流停车周转率为 2‐3； 

3.6 停车配建指标设置方法研究 

在分析了商务区的出行方式、道路、用地、载客率及周转率等影响区域停车配建的因素

后，建议在充分考虑众多因素的情况下，通过以下计算方法对商务区停车配建指标进行测算： 

C
G1 α1
μ1 β1

G2 α2
μ2 β2

γ/B  

C——第 i类建筑配建标准 

G1——第 i类建筑的岗位员工通勤人次出行量 

G2——第 i类建筑的公共活动吸引人次出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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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1——第 i类建筑的岗位员工通勤人次个体机动出行结构 

α2——第 i类建筑的公共活动吸引人次个体机动出行结构 

μ1——第 i类建筑的岗位员工平均载客率 

μ2——第 i类建筑的公共活动吸引人次平均载客率 

β1——第 i类建筑的岗位员工停车周转率 

β2——第 i类建筑的公共活动停车周转率 

γ——需求满足比重（即调整系数，根据各地区道路容量和土地开发情况而定，取 0.7‐1） 

B——第 i类建筑的建筑量 

4. 商务区停车设施配建的探讨	

商务区的机动车停车设施包括配建驻车车位、临时上下客车位、卸货车以及大巴停车位

等，而对商务区发展影响最为关键的是配建的驻车车位，从对商务区的停车配建标准所考虑

的因素可以看到，区域停车配建设施与区域的开发和交通环境息息相关，但同时在运营上停

车的供需还会随着市场价格体系而变化，各商务区的停车配建在存有共性的同时也各有相异，

不同时代商务区的发展都需要找到与自身匹配的停车配建标准。 

4.1 商务区停车配建设施与区域交通的探讨 

从国内外各大商务区的发展历程来看，停车配建设施的供应多寡对于商务区的交通发展

模式影响深远，但同时商务区以公交优先的出行结构、有限的道路资源也是对停车设施供应

提出了适当控制的要求。 

在分析了国内外各大商务区在公共交通、道路服务水平对停车需求管理控制的基础上，

对比了其配建水平与公共交通出行结构可以发现：停车配建水平与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基本呈

现反向的函数关系，但随着各大商务区配建指标的提高，其公共交通出行比例最低也维持在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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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国内外各大商务区停车配建水平与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对比图 

老牌的商务区由于本身建设年代、当初建筑对停车考虑较少、区域路网建成较早的原因，

其区域交通比较合理的出入就是走高公交出行方式比重的道路，在高公交比重和低配建停车

中找到了自身的平衡。 

而随着城市经济、交通规划的发展、对地下空间利用的重视，近年来，国内新兴发展的

商务区都对配建停车设施有了更为充分的考虑。但商务区是经济的聚集、也是人的聚集，历

史教训告诉我们依靠道路设施是无法满足其完全机动化的发展需求。新兴商务区的规划也都

将公交优先作为其主要的出行方式，基本都在 50%‐60%，不过随着各城市人口、经济、交通

形势的不同，新兴商务区对区域道路交通的规划更为细致、同时更有前瞻性，各新兴商务区

基于良好的交通规划，适度提高其配建标准，并在各自公共交通、道路交通和配建停车设施

供应中寻找到了自身的平衡点。各新兴商务区的配建标准虽然各有高低，但合理并不贪多的

配建指标与维持区域交通平衡发展的理念贯穿其中。 

4.2 商务区停车配建设施与价格体系的探讨 

停车设施的硬件供应上需要考虑区域的综合交通设施环境，而在实际运营中，价格因素

成为调节区域停车供需、甚至交通出行的另一大因素。国外交通研究机构对停车场利用率的

研究表明，85%的利用率是车位供需的平衡点，超过这一指标驾驶者将较难寻停车位，而收

费价格与商务区的停车配建水平以及车位的利用率有更为直接的关系。 

根据高力国际《2011 年全球停车费调查》中对重要商务的停车收费价格调查可以发现，

配建停车水平越低、车位供应越少的商务区，其停车价格则越高，反之亦然，市场化的停车

价格是控制停车需求最为直接的方式之一。金融城及曼哈顿的低停车配建水平催生了区域高

停车价格体系，从市场化的运作中限制了区域的停车需求；而北京中心商务虽然与国外商务

区停车价格相距甚远，但在相比北京市内其停车价格几乎翻了一倍，从而也限制了区域的个

体机动方式，北京中央商务区的停车场车位利用率只有 6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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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国内外商务区停车配建水平与收费价格 

（高力国际 2011 年报告数据，停车价格为月租费（美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商务区的停车配建供应与其停车价格体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

的，价格体系也是在日常运作期间调节停车供需的重要因素之一。 

5. 结语	

总体来看，国内外的大型商务区发展受用地、道路限制较多，但公共交通的引领是其可

持续发展的保证；不同时代、不同区位所发展而来的商务区都在各自的交通环境与停车配建

水平中寻找各自的平衡点。不同的商务区，其配建的标准不能是简单统一的数字，而是需要

与商务区的公共交通、道路交通、运营价格体系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综合考虑，商务区的健

康、可持续发展需要探寻与自身发展相匹配的停车配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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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的建设条件及规划审批办法研究 

李晓刚 

【摘要】随着国内各大城市机动车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对社会公共停车位的需求日益增加，

其中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因其占地面积小、存取方便以及建设周期短的特点逐渐受到重视。本

研究在搜集国内相关案例及技术规范后，对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的建设条件及建筑面积、容积

率认定标准进行分析，并针对不同用地项目提出相应的规划审批建议。 

【关键词】机械式  停车库  建设  研究 

1. 研究背景	

1.1 缘起 

厦门市近年机动车总体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尤其以汽车和私人小汽车增长最为迅速，

汽车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22.99%。厦门岛内作为拥有汽车的重点区域，对社会公共停车位的

需求日益增加。在这一情况下，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因其占地面积小、存取方便以及建设周期

短的特点逐渐成为建设单位的首选目标。在建设单位向市规划管理部门申请在自有用地红线

内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库时，也带来了一些规划管理上的新问题，例如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

库是否需要计算容积率，如何确定已批用地内建设机械式停车楼的审批程序，如何规范机械

式停车库的许可条件、申请条件等。 

本研究内容主要包括：①  搜集相关案例及相关技术规范后，对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的建

筑面积、容积率计算标准进行研究；② 对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的建设条件提出具体建议及规

划审批办法。 

1.2 概念界定及类别 

根据《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中的定义，机械式立体汽车楼是指室内

无车道且无人员停留的、采用机械设备进行垂直或水平移动等形式停放汽车的汽车库。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可分为地上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地下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及通过机械设

备在房屋层内建设的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等三类。 

2.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建筑面积、容积率计算办法	

2.1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建筑面积计算标准 

在《厦门市房产面积测算细则》中，涉及到车库建筑面积的计算标准有：第一，底层杂

物间、储藏室、车库等层高在 2.20 米以上的，按其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第二，地下、

坡地半地下建筑计算建筑面积，不计容积率；第三，平地半地下建筑计算建筑面积，按一半

计入容积率；第四，房屋层内，以机械设备划分若干层次的立体车库，无论高度和停放层数

多少，均按单层计算建筑面积和层次；第五，层高小于 2.20 米的夹层、插层、技术层、结

构转换层、地下室、半地下室及底层杂物间、车库等不计入建筑面积。因此可知，车库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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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建筑面积，主要取决于建筑层高。 

2.2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高度相关规范 

由自行式汽车库高度规范（表 1）可得出结论：自行式汽车库层高均大于 2.20 米时，均

需计算建筑面积。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的建筑设计应根据总体布局需要，结合机械停车设备的运行特点和有

关技术资料的规定进行设计。机械式立体停车库的层高在 2.2米以下的，不需计算建筑面积；

如果机械式立体停车库有停放较大车辆的要求，可适当增加其层高，层高超过 2.2 米高度的，

均需计算建筑面积。 

2.3 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建筑面积、容积率计算办法 

地上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属于层高2.2米及以上的各层均按照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

面积，计入容积率；层高 2.2 米以下的各层均不计算建筑面积。地下机械式立体停车库属于

层高 2.2 米及以上的各层均按照外围水平投影面积计算建筑面积，不计入容积率；层高 2.2

米以下的各层均不计算建筑面积。通过机械设备在房屋层内建设的机械式立体停车库：以机

械设备划分若干层次的机械式立体停车库，无论高度和停放层数多少，均按单层计算建筑面

积。 

3. 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建设条件	

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规划前提条件是已批用地内原规划的停车位不足；或周边区域

停车矛盾突出，无法满足需求。申请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停车位达到 100 个以上或用地

内总停车位数量达到 300 个以上应作交通影响分析，总平咨询及交通影响分析文件应提交市

规划管理部门审查通过。机械式立体停车楼应满足城市规划的建筑限高要求；满足自身及周

表 2  汽车设计车型外廓尺寸及重量

资料来源：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表 1  自行式汽车库室内最小净高 

车型  最小净高（m）

微型车、小型车  2.20 

轻型车  2.80 

中、大型、绞接客车 3.40 

中、大型、绞接货车 4.20 

资料来源：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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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建筑的采光、消防、间距要求；机械停车楼的出入口设置满足交通组织要求；机械停车楼

位于市政道路边的满足相关退线规定要求；位于城市景观节点处的机械停车楼满足城市景观

设计要求。 

3.1 利用已批用地内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建设条件 

（1）利用绿地建设的，必须满足用地内原规划要求的绿地率指标。 

（2）利用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建设的，必须满足原规划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规模。 

3.2 利用大桥下、绿化带、公共绿地、广场及操场的地下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建

设条件 

（1）利用大桥下、绿化带空间进行建设的，不得影响过往车辆交通安全。 

（2）利用绿地及广场的地下空间进行建设的，地面必须恢复原有规划功能，且不得影

响其原有效果。 

（3）利用学校操场的地下空间进行建设的，不能影响教学及师生的安全。 

3.3 拟出让用地内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建设条件 

属于以土地“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必须按照土地招拍挂规划咨询的相关规定和程序执

行。 

根据《厦门市城市规划技术管理规定》或由市规划管理部门审查通过的总平咨询以及相

应的交通影响分析文件，由市规划管理部门在土地出让的规划设计条件中确定机械式立体停

车楼的建筑规模、停车位数量、机械式立体停车楼出入口数量及设置位置、机械式立体停车

楼退让用地红线距离、车辆交通组织、机械式立体停车楼建筑高度、建筑形式、地下空间用

途、夜景工程要求等规划设计要求。 

4. 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规划审批办法	

4.1 已批用地内单独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规划审批办法 

4.1.1  居住用地类项目	

已办理房屋产权或未办理房屋产权但已签订购房合同的商品房住宅小区内，需征得所有

产权人或房屋所有人的书面同意后方可申请建设，增容部分需缴纳地价后可办理停车位产

权。 

安置房、保障房住宅小区内，需征得小区业主委员会及社区居委会的书面同意后方可申

请建设，同时不得办理停车位产权。 

4.1.2  公共设施用地类项目	

行政划拨的公共设施用地内，由土地权属单位向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同时不

得办理停车位产权。 

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的公共设施用地内，例如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企业的行政办公

用地、商业服务设施用地，需征得所有房屋产权人的书面同意后方可申请建设，增容部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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缴纳地价后方可办理停车位产权。 

4.1.3  工业、仓储用地类项目	

未改变用地性质的工业、仓储用地内，需征得所有产权人或房屋所有人的书面同意后方

可申请建设，同时不得办理停车位产权。 

已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工业、仓储用地内，应按照相关规定缴纳地价，并征得所有产权

人或房屋所有人的书面同意后方可申请建设，增容部分缴纳地价后可办理停车位产权。 

4.2 已批用地内附属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规划审批办法 

附属建设的机械式立体停车楼属于附属建筑，不得办理停车位产权，增容部分依主体建

筑增容的相关规定执行。 

4.3 大桥下、绿化带空间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规划审批办法 

需与大桥下、绿化带的土地权属单位达成相关租赁意向，同时由土地权属单位向市规划

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相关行政许可(用地性质调整）后方可申请建设，同时不得办理停车位产

权。 

4.4 公共绿地、广场及学校操场的地下空间建设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规划审批办理 

一般由政府委托的国企向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同时不得办理停车位产权。 

5. 结语	

为破解“民生四难”中的“交通难”，各地均在大力推进建设公共停车楼，但真正解决民众

停车问题，还需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本研究针对机械式立体停车楼的建设条件、规划审批办

法提出了一些建议，可以为各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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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框架体系设计研究 

张雷元  邱红桐  王长君 

【摘要】分析了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框架体系现状，利用系统工程理论，分析了智能交通管理

系统用户类型和用户需求，设计了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功能框架和物理框架，明确了智能交通

管理系统功能和建设内容，为各地构建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技术参考。 

【关键词】道路交通管理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系统分析与设计  用户需求  功能框架  物

理框架 

1. 引言 

智能交通管理系统（Intelligent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ITMS）是利用智能交通系统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ITS）技术和方法，建立的面向道路交通管理部门的先进

的交通控制、交通管理和交通决策系统，实现对道路交通系统、高效、全面、科学的管理，

保障交通安全、畅通、环保、节能。 

自从八十年代开始各地道路交通管理部门开展了大量的 ITMS 应用与建设，形成了一批

成果，但是在应用上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是 ITMS 建设水平不高、应用成效不佳，此

外还出现了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问题。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各地对 ITMS 不了解，不

知道如何应用 ITMS 解决实际问题，主要表现在：1）对用户范围不明确，为广大交通出行

者提供服务较少，交通出行者对道路交通状况知之甚少，成为导致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之一；

2）对实际需求不明确，结合实际需求较少，如多数交通信号控制系统基本都是参照国外系

统模式建设而没有结合国内需求；3）对系统功能不明确，应用智能交通管理技术查处重点

违法行为、进行交通事故紧急救援、预防事故的工作还没有充分开展；4）应用领域不明确，

在环保、节能等方面的应用还不够深入。要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明确智能交通

管理系统的内涵、作用及技术实现途径，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一整套框架体系，指导和规范

我国 ITMS 建设和发展，充分发挥 ITMS 的作用，提高 ITMS 应用水平。 

2. 国内外现状 

多年来，ITMS 一直作为 ITS 的一个组成部分，伴随着 ITS 的发展而发展壮大，ITS 框架

体系对于 ITMS 框架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早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就基本完成了 ITS 框架体系。我国 ITS 框架体系研究始于国家“九五”科技攻关，

在攻关项目“国家智能运输系统体系框架研究”中提出了《中国智能交通系统体系框架》（第

一版）。随后，在“十五”科技攻关期间，又对 ITS 框架体系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中

国智能交通系统体系框架》（第二版）[1]。表 1 列出了我国和主要发达国家/地区 ITS 框架内

容[2-6]，从各国 ITS 框架内容可以发现，用户服务、功能框架（也叫逻辑框架）和物理框架

是 ITS 框架体系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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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国家 ITS 框架内容 

国家/地区 ITS 框架内容 

美国 用户服务，逻辑架构，物理架构，市场包，标准体系 

日本 用户服务，逻辑架构，物理架构，标准体系 

欧洲 用户需求，功能架构，物理架构，通信架构，组织架构等 

中国 用户服务，逻辑架构，物理架构，标准体系 

ITS 框架的出现推动了 ITS 建设水平的提高，促进了 ITS 的产业化和规范化。ITS 框架也

为 ITMS 建设提供了指导，很大程度上推动了 ITMS 的发展。但是，ITS 框架是一个面向交通

运输服务的大系统，由于涉及的领域众多，对具体领域更多地只能从宏观规划和顶层设计角

度进行规定,缺少对 ITMS 等具体系统的详细功能和框架的规定，使得 ITS 框架对 ITMS 建设的

实际指导能力不强。这一点在我国体现得特别突出，由于我国特殊的道路交通管理体制和客

观需求决定了道路交通管理部门需要开展大量 ITMS 相关工作，使得道路交通管理领域成为

国内 ITS 的最大应用领域，其涉及的业务范围已经超出我国 ITS 框架相应领域定义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ITMS 建设无法参考国家 ITS 框架，只能由各地自行地盲目开展，缺乏统一规

划和指导，结果造成了许多 ITMS 建设水平不高、效果不佳的现象。因此，从应用和指导层

面上看，急需研究制定 ITMS 框架体系。 

3. ITMS 框架体系设计 

3.1 设计原则 

在国内外 ITS 框架中，ITMS 属于 ITS 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ITMS 框架首先应该继承现

有国家 ITS 框架。同时，根据我国国情和 ITMS 现状，ITMS 框架还应结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

的应用特点。ITMS 框架体系设计的主要思路是适应公安交警或道路交通管理实际需求，在

现有成熟技术应用的基础上，结合正在研究的技术，并对将来技术发展进行合理预测，形成

技术应用框架体系。 

ITMS 框架设计主要依据系统设计理论，除了应该遵循系统设计的原则外，还应遵循以

下原则： 

1）简单性：在达到预定的目标、具备所需要的功能前提下，框架应尽量简单，便于实

现和管理。 

2）完整性：框架体系应该能囊括现有 ITMS子系统，同时还要具备反映子系统的动态变

化，并能体现出 ITMS发展的趋势。 

3）实用性和先进性：框架的设计结果要满足需求，切实有效，同时要具有一定的前瞻

性，体系结构先进。 

4）灵活性和可扩展性：框架的配置灵活，提供备用和可选方案。能够随着 ITMS 功能

规模而进行扩展，能够随着新系统的加入而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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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计方法 

ITMS 是一个大型复杂系统，涉及的基础理论包括运筹学、控制论、信息论、管理科学

等，属于系统工程研究范畴[7]。因此，ITMS 框架体系设计的主要理论依据是系统工程理论。

在系统工程理论中，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是产生系统框架的主要方法。系统分析是一种问题

解决技术，它将一个系统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目的是研究各个部分如何工作、如何交互，

以实现其系统目标[8]。系统分析的产物是系统功能框架。系统设计是一个描述、组织、构造

系统部件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两个层次，即结构设计和细节设计[8]。系统设计的产物是系

统物理框架。 

3.3 设计过程 

3.3.1  用户需求分析 

ITMS 相关用户主体和服务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类为 ITMS 使用者，主要是交通参

与者，包括行人、驾驶人、乘车人等交通出行者和交通管理者；第二类为 ITMS 管理者，主

要是系统软件、硬件管理人员；第三类为 ITMS 提供者，主要是 ITMS 建设者、技术或产品

提供者；第四类为 ITMS 服务第三方，主要包括公安、消防、银行、医疗、保险、建设、气

象、交通运输、市政等部门。经过充分调查分析各类用户需求，得到如表 2 所示的需求列表。

表中共列出 29 项具体需求，分为 7 大类，基本涵盖了目前智能交通管理需求。 

表 2  ITMS 用户需求 

需求分类 详细需求 需求说明 

1 交通信息服务 

1.1 出行交通信息查询 出行前路径查询和出行前交通信息查询 

1.2 路径诱导 当前路径提示以及在途交通信息查询提示等。 

1.3 车辆换乘查询 公共交通信息和轨道换乘信息查询等。 

1.4 出行其它交通相关信息查询 道路环境信息和道路施工信息等查询。 

1.5 交通信息服务 为网站、电视、电台等提供交通信息服务。 

1.6 交通信息交换 与银行、保险、医疗等机构信息交换。 

2.车辆安全服务 

2.1 车辆状况查询 车辆行驶状况和安全状况查询。 

2.2 车辆状况提示 车辆行驶状况和安全状况主动提示。 

2.3 车辆安全检查 出行前和在途车辆安全检查。 

2.4 安全辅助驾驶 主动避撞和安全车速、车距控制。 

3.交通状态监测

服务 

3.1 交通运行状况监测 视频监控、交通流检测、拥堵和事件检测。 

3.2 交通安全态势监测 道路安全状况监测、事故形态分析。 

3.3 交通信息预测 当前、历史信息查询，未来交通预测。 

3.4 过往车辆监控 过往车辆查看、车辆轨迹查询。 

4.行政管理与执

法服务 

4.1 交通电子档案管理 机动车、驾驶人、交通事故和交通违法信息管理。 

4.2 勤务管理 警务车辆、人员和警卫任务管理。 

4.3 自动电子收费 自动收取停车费、拥堵费、通行费和罚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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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自动电子支付 自动支付罚款和缴费。 

5.决策支持服务 

5.1 交通仿真与评估 交通流仿真和交通影响分析。 

5.2 辅助决策与预案管理 控制方案、指挥调度方案制定和执行。 

5.3 设备布点分析 电子监控设备和信息采集设备合理分布设计。 

5.4 系统效果评估 各种交通管理系统使用效果评价。 

6.静态交通管理

服务 

6.1 停车管理 停车信息查询和车位预约管理。 

6.2 交通需求管理 需求信息查询和需求控制。 

6.3 交通设施、设备管理 中心软硬件和路边设备设施管理。 

7.动态交通管理

服务 

7.1 交通诱导 群体、单车和停车诱导。 

7.2 交通组织 大型活动、突发事件、施工和警卫任务交通组织。 

7.3 应急管理 接处警和应急处置管理。 

7.4 交通控制 交通信号控制等。 

3.3.2  功能框架设计 

功能框架是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框架体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层次，它主要描述系统的主

要功能和功能之间的交互关系，系统的功能与用户需求相对应，系统功能通过某种组合可以

满足某一项特定需求。系统的功能不是孤立的，它需要从系统的其它部分获取信息，同时尽

可能向其它功能提供信息。 

为了满足用户需求，本研究首先将 ITMS 功能分为三个层次，即数据采集与监测、数据

分析与决策支持、指挥控制与信息服务。然后将用户需求指派到各个层次实现，进而得出各

层具体功能和数据流关系，最终形成功能框架，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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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TMS 功能框架结构图 

3.3.3  物理框架设计 

物理框架是围绕功能框架的功能和数据流而形成的一个高层次架构，是对功能框架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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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实现，是智能交通管理系统从逻辑功能向实际物理硬件和软件转化的一个重要层次，它包

括子系统、模块、以及子系统之间的架构流等物理元素。 

根据功能框架和现有 ITMS 技术情况，本研究从“人—车—道路环境—中心”角度将 ITMS

物理实体/子系统划分为 8个顶层实体和 70个实体，并将物理实体进行组装得到了物理框架，

如图 2 所示。 

 

图 2  ITMS 物理框架结构简图 

4. 框架体系应用 

4.1 适用范围 

ITMS 框架体系对实际系统规划和建设具有重大指导作用。功能框架回答了 ITMS 能做什

么、具备什么功能、以及功能之间存在什么联系的问题；物理框架则明确了 ITMS 建设内容，

即 ITMS 包含了哪些子系统、以及子系统之间如何连接。 

ITMS 框架体系适用于 ITMS 规划，包括近景和远景规划。同时，框架体系还可用于指导

具体系统建设，能指导系统分阶段实施和扩展；此外，还可以指导 ITMS 标准体系建设，推

动子系统标准和通信标准的制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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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应用说明 

4.2.1  在 ITMS 规划中的应用 

本框架体系从普适性的角度阐述了 ITMS 系统功能和技术现状，同时还融入了未来技术

发展趋势的理解。因此，本框架体系为地方 ITMS 规划提供了参考模板。各地在进行 ITMS

规划时，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从经济、技术、管理等角度综合考虑选取系统功能和技术实

现。应用本框架开展 ITMS 规划的步骤包括需求规划、功能规划、子系统规划、标准实施规

划等，具体如图 3 所示。图中的阶段表示规划实施时间阶段,例如阶段 1 为 2012 年至 2015

年,阶段 2 为 2016 至 2020 年等,具体阶段应按规划要求进行划分。每个实施阶段的规划内容

可从本框架体系中选取，如图 3 中箭头所示。 

 

图 3  ITMS 规划步骤 

4.2.2  在 ITMS 建设中的应用 

ITMS 是一个大型复杂系统，在建设过程中如果统筹不当，会出现重复投资和盲目建设

情况。尤其是在建设一些公用设施例如通信系统上，如果不统一布设通信点和线路，常常会

出现重复施工和扩展不方便等问题。本框架体系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参考方案。 

在系统设计方面，本框架提出的用户需求可作为设计的参考，设计人员可借鉴其中的用

户和服务分类进行需求分析，并从功能框架中选取部分功能形成当前系统建设功能需求。系

统设计可按照物理框架进行布局，从前端、通信到中心多个角度完成系统各组成部分的设计。 

在系统前端设施建设方面，物理框架列出了当前存在的前端设施，包括诱导屏、交通检

测器、信号控制设备、电视监控设备、违法监测设备、公路监测设备等，这些设备有的分布

在城市道路交叉口，有的分布在道路路段上，有的分布在公路上，这些设备都需要远程通信

与中心系统建立连接。因此，在布设通信点和通信线路时应综合考虑交叉口、路段和公路情

况，同时还应考虑接入设备数量和未来扩展情况。 

在中心建设方面，物理框架列出了当前存在的和将来可能出现的交通管理业务子系统，

建设人员在了解目前建设需求的同时，也可据此考虑将来系统扩展，具体包括通信系统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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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空间扩充以及集成平台建设等。 

5. 结语 

本研究采用系统分析与设计方法，结合国内外 ITS 框架，建立了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功

能框架和物理框架，解决了目前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建设中存在的用户范围不明确、需求不明

确、功能不明确、系统建设内容不明确等实际问题，为进一步形成全国性的指导意见、建设

指南及相关标准规范，为地方智能交通管理系统规划和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技术指导。 

本框架体系中用户需求的调查仅基于大部分用户，并不能代表全部。此外，未来技术发

展日新月异，框架体系还需根据用户功能需求和技术变化不断修订和完善。同时,为了更好

的将本框架体系进行大范围推广应用，还应开展 ITMS 建设指南和标准体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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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方法研究 

王建强 

【摘要】城市快速路出口编号是快速路出口指路标志中的信息内容之一，目前国内尚未形成

一整套完整的城市快速路出口编号规则，国家标准中也缺乏相应的城市快速路出口编号设置

规定。通过制定出口编号编排方法，规范出口指路标志中的出口信息提示，向驾驶人提供唯

一的出口编号信息，让驾驶人在最短时间内确认自己的目的地出口，以确保城市快速路安全

畅通。 

【关键词】城市  快速路  出口编号  方法 

1. 城市快速路的概念及作用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中 7.1.3 规定，城市道路应分为快速路、

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四类。 

城市快速路是为满足城市中大容量、长距离、快速交通而修建的，设置中央连续分隔带、

采用全封闭、全立交、全部或部分控制出入的城市道路系统，其标准高于城市其它道路，低

于高速公路，为车辆提供了在城市各区域间进行快速、安全、舒适的出行功能。 

城市快速路最早发源于美国，1941 年洛杉矶为缓解出行压力、提升城市的通达性，修

建了第一条城市快速路。我国一线城市作为快速路中国化实践的先驱，于上世纪 90 年代初

开始了城市快速路建设的探索：1990 年北京市新建二环快速路，1992 年上海市开建内环高

架浦西段。至 2009 年，北京、上海城市快速通车里程分别达到 242 公里和 145 公里[1]。 

快速路虽然在城市道路网中所占的比例最小，但承担着大比例的城市交通出行量。据国

内外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北京市城市快速路长度占城市道路总长度的 8%，却可承载城市日

机动车交通量的 50%以上[2]；美国城市高速公路里程虽然仅占道路总里程的 1%，却担负着

30%~50%以上的市内客货运输任务[3]。 

2. 城市快速路出口安全性分析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快速路建设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展，其在路网中

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然而，城市快速路交通安全问题也随着车辆的增加、快速路的延长而

日益严重，特别是快速路出口处，由于驾驶人需要判断出口信息，因减速认路、倒车逆行而

引发事故的情况时有发生。 

当车辆行驶至快速路出口时，驾驶人需要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以下一系列动作：看清指路

标志上的路名信息、思考自己出发前设定的目的地名、比对指路信息与目的地名是否一致、

判断是否是自己需要选择的出口、变更车辆行驶车道，等等。对于驾驶经验丰富的驾驶人而

言，从作出判断到操作车辆变向之间需要 2~3 秒时间，而对于驾驶新手来说则需要更长的时

间。不熟悉路况或是外地驾驶人往往无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出正确判断，从而导致驶过出

口、然后倒车逆行回来，或者是在出口前突然减速、甚至停车观察指路信息。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061



 

 

城市快速路设计速度在 60－80 公里/小时，出口前方车辆运行速度在 70公里/小时左右，

由于出口指路标志信息不明确、信息量不足或过载，当驾驶人（特别是外地驾驶人）不能在

指路标志路名信息中找到自己需要的目的地信息时，在很短时间内不能迅速判断是否在该出

口驶离，犹豫中将会导致事故的发生。 

3. 对城市快速路出口进行编号的必要性 

为了确保城市快速路出口的交通安全，必须向驾驶人提供明确的出口信息，减少其视认、

判断的时间，让驾驶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作出判断，并采取果断措施操作车辆。 

将出口用数字进行编号，让驾驶人通过视认数字，就能在最短时间内作出唯一性判断。 

将数字化出口编号附加到“下一出口预告标志、出口预告标志、出口标志及出口地点方

向标志”的标志版面中或版面右（左）上角，在驾驶人不能从文字标识上明确判断出口信息

时，可通过数字编号确定唯一的出口需求信息。 

对城市快速路出口进行编号，既有利于行车安全，同时，也符合目前城市交通管理信息

化工作的要求，便于管理部门对数据的输入、输出、图形显示、统计汇总等应用。 

国内外在指路标志中设置出口编号标志，主要是应用在高速公路出口处，美国、加拿大、

日本、韩国等国家高速公路出口指路标中均设置有出口编号标志，我国在国家标准《道路交

通标志和标线》（GB5768）中也规定了高速公路出口编号标志的图形、设置位置和设置要

求。北京市城市交通管理部门根据城市快速路的特点，按照国标 GB5768 的规定，制定了《北

京市高速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指导手册》，对出口编号标志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但是，目前国内尚未形成一整套完整的城市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方法，国家标准中也缺

乏相应的城市快速路出口编号设置规定，大部分城市均未对快速路出口进行编号。因此，研

究建立城市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方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4. 城市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方法 

按照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以及参照目前国内外高速公路出口编号应用情况，确定用数

字、英文字母、底面图形状组合对快速路出口进行编号。 

根据城市快速路的建设特点，一般可分为四大类型：环形快速路、放射形快速路、南北

走向快速路、东西走向快速路。从研究探索的角度，提出以下三种编号编排方法，希望通过

征求交通管理研究专家和相关管理部门技术人员的意见建议，最后形成一套我国城市快速路

出口编号编排规则，并制定成相关标准或规范。 

4.1 出口编号图形和字符组成 

出口编号图形组成：参照国标 GB5768 的规定，出口编号的底面图形状为椭圆形，底板

为绿色，图形为白底绿字[4]。 

出口编号字符组成： 出口编号由数字和英文大写字母组成。如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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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出口编号编排示意图一 

其中： 

X1 X2――表示快速路上出口的编号数字，X1 是十位数，X2 是个位数，同一条快速路上

两个不同流向的出口编号分别以单数和双数表示； 

A――表示同一处出口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时的代号，从快速路右侧边缘向外依次为 A、

B、C•••。 

4.2 出口编号数字编排方法一 

根据道路走向的不同，城市快速路可分为环形、放射线、南北走向、东西走向，每条道

路又可根据交通流向的不同分成两种情形：环形快速路可分为顺时针流向和逆时针流向，放

射形快速路可分为驶离城市中心流向和驶近城市中心流向，南北走向快速路可分为由南往北

流向和由北往南流向，东西走向快速路可分为由东往西流向和由西往东流向。为此，可用单

数、双数区分每条快速路上两个不同流向的出口。 

分析城市路网中的每一条快速路，确定其分类归属，对两个不同流向的出口进行编号编

排。（见表 1） 

表 1  城市快速路不同流向出口编号表示方式 

出口编号编排示例一： 

a、环形快速路：可选择一个有标志性地点的环路横断面，作为出口编号的起始点，两

个流向的出口编号同时以顺时针方向依次递进。 

快速路分类/表示方式 单数 双数 

环形快速路 顺时针流向 逆时针流向 

放射形快速路 驶离城市中心 驶近城市中心 

南北走向快速路 由南往北流向 由北往南流向 

东西走向快速路 由东往西流向 由西往东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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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环形快速路示意图 

如图 2 为某城市建设的环形快速路，顺时针流向出口有 A、B、···，逆时针流向出

口有 A1、B1、···，对应的出口编号编排见表 2。 

表 2  环形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示例 

顺时针流向出口 编号 逆时针流向出口 编号 

A 1 A1 2 

B 3 B1 4 

···  ···  

b、放射形快速路：以城市中心为起始点，快速路两个流向出口编号依次由城市中心向

城市外围递进。 

城市中心

 
图 3 放射形快速路示意图 

如图 3 为某城市建设的放射形快速路，驶离城市中心流向出口有 A、B、···，驶近

城市中心流向出口有 A1、B1、···，对应的出口编号编排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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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放射形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示例 

驶离城市中心流向出口 编号 驶近城市中心流向出口 编号 

A 1 A1 2 

B 3 B1 4 

···  ···  

c、南北走向快速路：以快速路南端为起始点，两个流向出口编号依次向北递进。 

 
图 4 南北向快速路示意图 

如图 4 为某城市建设的南北向快速路，由南往北出口有 A、B、···，由北往南流向

出口有 A1、B1、···，对应的出口编号见表 4。 

表 4  南北向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示例 

由南往北流向出口 编号 由北往南流向出口 编号 

A 1 A1 2 

B 3 B1 4 

···  ···  

d、东西走向快速路：以快速路东端为起始点，两个流向出口编号依次向西递进。 

 
图 5 东西向快速路示意图 

如图 5 为某城市建设的东西向快速路，由东往西出口有 A、B、···，由西往东流向

出口有 A1、B1、···，对应的出口编号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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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东西向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示例 

由东往西流向出口 编号 由西往东流向出口 编号 

A 1 A1 2 

B 3 B1 4 

···  ···  

e、同一出口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出口时，在该出口编号后加 A、B、C、···。 

 

图 6 同一出口处有两个出口示意 

如图 6，若 K 出口的编号为 7，则 K1、K2 出口的编号分别为 7a、7b。 

4.3 出口编号数字编排方法二 

为便于信息化管理，同时对一个城市的所有快速路上的每一个出口编排一个唯一编号，

在第一种方法的基础上，加上快速路特征编号，即出口编号字符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

为快速路特征编号，第二部分为快速路出口编号，两部分组成城市快速路上每个出口的唯一

编号（见图 7）。 

1 2 3

 

图 7 出口编号编排示意图二 

其中： 

X1――表示快速路特征编号，当快速路超过 10 条时，为二位数； 

X2X3――表示快速路上出口的编号，X2 是十位数、X3 是个位数，两个不同流向的出口

编号分别以单数和双数表示（编排方法同方法一）； 

A――表示同一处出口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时的代号，从快速路右侧边缘向外依次为 A、

B、C···（编排方法同方法一）。 

对于建设规模较小的城市，快速路数量在 10 条以内，快速路不论是环形、放射形、南

北向、东西向，均以当地对快速路约定俗成的先后认定次序，对特征编号从 1－9 顺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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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即 X1 为 1－9。 

出口编号编排示例二： 

a、环形快速路：可选择一个有标志性地点的环路横断面，作为出口编号的起始点，两

个流向的出口编号同时以顺时针方向依次递进。 

如图 2 为某城市建设的第一条快速路，环形状，顺时针流向出口有 A、B、···，逆

时针流向出口有 A1、B1、···，对应的出口编号见表 6。 

表 6  环形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示例 

顺时针流向出口 编号 逆时针流向出口 编号 

A 101 A1 102 

B 103 B1 104 

···  ···  

b、放射形快速路：以城市中心为起始点，快速路两个流向出口编号依次由城市中心向

城市外围递进。 

如图 3 为某城市建设的第二条快速路，放射形，驶离城市中心流向出口有 A、B、···，

驶近城市中心流向出口有 A1、B1、···，对应的出口编号见表 7。 

表 7  放射形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示例 

驶离城市中心流向出口 编号 驶近城市中心流向出口 编号 

A 201 A1 202 

B 203 B1 204 

···  ···  

c、南北走向快速路：以快速路南端为起始点，两个流向出口编号依次向北递进。 

如图 4 为某城市建设的第五条快速路，南北走向，由南往北出口有 A、B、···，由

北往南流向出口有 A1、B1、···，对应的出口编号见表 8。 

表 8  南北走向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示例 

由南往北流向出口 编号 由北往南流向出口 编号 

A 501 A1 502 

B 503 B1 504 

···  ···  

d、东西走向快速路：以快速路东端为起始点，两个流向出口编号依次向西递进。 

如图 5 为某城市建设的第六条快速路，东西走向，由东往西出口有 A、B、···，由

西往东流向出口有 A1、B1、···，对应的出口编号见表 9。 

表 9  东西走向快速路出口编号编排示例 

由东往西流向出口 编号 由西往东流向出口 编号 

A 601 A1 602 

B 603 B1 60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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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当两条快速路重合时，重合段出口编号按照建设时间在先的快速路出口编号顺序编

排，后建的快速路出口编号跳过重合段出口编号，再依次编排。 

人

民

路

路

民

人

胜利东路

胜利西路

 
图 8   两条快速路相交并线示意图 

如图 8，某城市路网中，人民路为先期建设的第一条快速（环）路，胜利路为后期建设

的第三条（东西向）快速路，M、N 为两条快速路交汇的互通枢纽，MN 段为两条快速路的

重合段，两条快速路上的各出口编号编排见表 10。 

表 10  快速路重合路段出口编号编排示例 

人民路出口位置 A B M C D N E F 

出口编号 105 107 109 111 113 115 117 119 

胜利路出口位置 G H M C D N I J 

出口编号 315 317 319 111 113 321 323 325 

其中，人民路建设完成后，在出口编号编排时，可根据城市道路建设规划，在交通枢纽、

规划出口预留处预留出口编号，如表中 109、115 即为预留编号。如未预留编号，则可在前

一出口编号后加后缀“－1”、“－2”，上述人民路 M、N 点出口编号即为 107－1、113

－1。 

4.4 出口编号数字编排方法三 

对于建设规模较大的城市，快速路数量超过 10 条，并且有明显的环形加放射线特征，

或是明显的网格状特征，可对快速路特征编号按环形、放射形、东西走向、南北走向进行分

类编排，而每条快速路上的出口编号仍按第一种方法编排(见表 11)。 

表 11  快速路特征分类编号编排表 

快速路分类 分类编号(X1) 顺序排列 

环形 10 以内 由城中心向外递增 

放射线 11-30 以正北方向为 11，顺时针递增 

东西走向 31-50 由北往南递增 

南北走向 51-70 由东往西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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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城市建设规模的分类，有的城市快速路网有明显的环形加放射线的特点；有的城市

快速路网环形加放射线特征不明显，而是呈现东西、南北走向的网格状。 

环形加放射线明显的城市，可将东西、南北走向的快速路归入放射线类型；网格状明显

的城市，可将环形线、放射线归入东西、南北走向类型。不同城市，可根据城市自身特点，

分析快速路路网特征，然后进行特征编号和出口编号，组成一个城市每条快速路上每个出口

的唯一编号。 

5. .三种方法的优缺点及其适用性比较 

三种出口编号编排方法既有相同之处，又能不同之处，相互比较，互有长短。 

方法一 

优点：此编排方法简单，两位数字的编号对于在快速路上高速行驶的驾驶人而言便于识

别和记忆。 

不足：当一个城市有两条或两条以上快速路时，不同快速路上的出口会出现相同的编号，

出口编号缺乏唯一性。并且，当两条或两条以上快速路相交并出现共线段时，出口编号会出

现重复或次序混乱。 

适用性：此编排方法仅适用于只有一条或两条不相交并线的快速路的小城市、或中等偏

小城市。 

方法二： 

优点：所有快速路的每个出口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当快速路建设数量在 10 条以内时，

编号为三位数字（加字母）。 

不足：驾驶人不能区分快速路的特征。 

适用性：此编排方法适用于快速路数量在 10 条以内的中等城市。 

方法三： 

优点：1、城市中所有快速路上的每个出口都有一个唯一的编号，为城市交通信息化管

理提供了基础。2、驾驶人可以从出口编号的前两位数字上明确判断出快速路的类型特征，

即驾驶人目前所行驶的快速路是环形路、放射形路、南北向路还是东西向路。3、从出口编

号尾数的单、双号可判断出自己行驶方向的大致走向。 

不足：出口编号用了四位数字（加字母），不便于驾驶人记忆和迅速判断。 

适用性：此编排方法适用于快速路建设数量多的特大城市。 

6. 结语 

城市快速路出口编号是快速路出口指路标志中的信息内容之一，必须与出口指路标志地

名信息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向驾驶人提供连续、完整、系统的指路信息。制定出口编号编

排规则，目的是规范出口指路标志中的出口信息提示，向驾驶人提供唯一的出口编号信息，

让驾驶人在最短时间内确认自己的目的地出口，以确保城市快速路安全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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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网络单行系统组织模式对比论证研究 

潘有成 

【摘要】本文在研究单向交通组织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五种单向交通系统组织模式，并对各

类组织模式的特点进行系统阐述。结合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单向交通组织模式进行技术

方案必选，并提出了适合具体城市交通特点的推荐单向交通系统组织模式。 

【关键词】交通网络  单行系统  组织模式 

 

单向交通是指只允许车辆按某一方向行驶的道路交通。在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中，如果组

织多条道路实施单向交通，形成互相衔接的系统，则称为单向交通系统[1]。由于城市道路有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以及支路之分，而不同功能等级道路组织单向交通无论从实施效果

还是从其对整体道路网络交通系统的影响来说都是不同的，因此从不同功能等级道路角度出

发，结合单向交通系统空间组织范围，研究单向交通系统组织模式与技术比选，从而为具体

城市在开展单向交通组织工作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将显得尤为重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

对单向交通系统组织模式进行分类，并阐述各种模式的交通特点，在此基础上，进行各类模

式之间的技术比选，以期完善城市道路网络单向交通系统组织理论与方法体系。 

1. 单向交通系统组织模式分类及特点 

1.1 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 

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是指城市规划区内所有道路或绝大部分道路都按某一固定的方向

组织单向交通的单向交通组织模式。该模式适合于路网密度较高的城市地区，如美国纽约曼

哈顿地区，路网密度高达 20km/km2，其 80%的道路都组织单向交通，取得了较好的实际效

果。 

全网单向交通模式对国内而言是一种新的尝试，它将彻底改变以往交通组织理念，有一

定程度的先进性，同时它也给现有的城市交通系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涵盖规划部门在规划

阶段的预留与前瞻性，交通管理部门工作方式以及交通参与者接受程度等多个方面。 

1.2 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 

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相比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而言是指在规划区范围内，选择两条

或者几条道路条件较好，道路功能相对重要，而交通较为拥堵的道路组织单向交通的单向交

通模式。采用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的城市较多，国内国外都有，但效果都不是很好，尤

其在单向道路的末端交通较难组织。从单向交通影响范围来看，该模式仅仅保证了单向道路

的通畅，时间成本的节约，而平行与相交道路的交通状况都有所恶化。因此该模式只是将交

通矛盾进行了转移，而不能从根本上缓解地区交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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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示意图                图 2  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示意图 

1.3 次干路与支路网单向交通模式 

次干路与支路网单向交通模式是指将交通功能相对较弱的生活性次干路与交通功能相

对较强的交通性支路匹配成单向道路的单向交通组织模式。该模式牵扯面相对全路网模式小

得多，而对局部区块甚至是地区道路交通组织将有着明显的效果。这种模式国内外城市现有

单向交通的做法中不常见，一方面是基于对道路功能的研究深度不足，二方面是缺乏对支路

网的分类研究。因此对具体城市规划区次干路、支路系统进行功能分类研究，以为次干路与

支路网单向交通模式的研究以及方案规划提供技术支持是该单向交通模式实施的前提。 

     

图 3  次干路与支路网单向交通模式示意图           图 4  支路网单向交通模式示意图 

1.4 支路网单向交通模式 

该单向交通模式针对支路网系统，在支路之间组织配对单向道路的单向交通模式。该模

式国内外都很常见，如伦敦地区 50%的支路都组织单向交通，而国内北京、上海等城市也组

织了 10%的支路作为单向交通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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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路系统作为城市路网的微循环系统，在交通出行末端将发挥着重要作用，支路网系统

的畅通将给出行者节约了出行时间，提高了

交通秩序与交通安全，但对干路系统交通拥

堵的缓解其效果不甚明显。因此从不同的交

通目标采用不同的单向交通模式才能取得

相应的效果。 

1.5 支路分流干路单向交通模式 

支路分流干路单向交通模式是指干路

双向或者单向交通压力较大，通过两侧或者

单侧相邻的平行道路组织单向交通以分流

干路交通压力的单向交通模式。由于支路的

贯通性不强，所以对于长大干路的交通拥堵

的缓解作用不大，但对于干路的局部拥堵路

段效果还是比较明显。 

2. 单向交通组织模式比选 

由于支路网单向交通模式、支路分流干路单向交通模式在国内很多城市都有成功应用的

先例，同时两种模式主要是缓解局部交通矛盾，对大规模交通拥堵问题的解决效果不佳。因

此这两种模式在具体城市日常交通管理中都可以被采用。但与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以及局部

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相比，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因此对单向交通模式进行比选时，此两种

模式不予以考虑。 

而次干路与支路网单向交通模式对已有交通组织模式影响相对较小，而所起的效果具有

全局性，虽然应用案例并不多见，但这种模式在对道路功能分类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

系统规划研究显得尤其重要。该模式将在未来交通拥堵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实际应用

不多，加上该模式基于的道路等级与干道网模式不同，因此也不参与模式比选。 

本次单向交通模式比选主要是针对全路网模式与局部干道网模式。前者因为牵扯面广，

对未来交通组织理念将有着根本性的变革，因此本次研究必须做出审慎回答。而后者在行业

界争议较大，也需要从多层次、多角度做出正面回答。本次研究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对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进行系统比选。 

2.1 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 

2.1.1  定性分析 

正如前面所叙述，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对路网密度要求较高，而国内城市路网密度相对

欧美城市低很多。路网密度低，道路组织单向后，出行者绕行距离将大大增加。由于国内特

有的混行交通，绕行距离的增加将使得机非干扰、交通安全隐患等大为增加，同时也影响了

交通秩序，增加了燃油消耗，尾气排放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 

由于全路网实施单向交通，使得将近 50%的道路围合的区域不能构成单循环系统。地块

 
图 5  支路分流干路单向交通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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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路网单向交通不能构成循环系统，这必然影响到地块进出交通出行。部分 OD 对的绕行

距离将大为增加，甚至是双向道路交通的 7 倍以上。因此为减少大量的绕行交通，在全路网

单向交通模式下，建议地块四周都有出入口，以减少进出交通的绕行，而这对于规划区尤其

是建成区而言是不现实的。对已建成地块进行出入口的增加将带来诸如改变以往出行习惯，

增加建设成本等问题。 

由于单向道路对断面有一定的要求，对全路网道路实施单向交通，光规划区道路的断面

调整改造将是一个巨大工程，要求有较高的财政资金作为其保障。 

实施单向交通后，路网总体通行能力可以提高 20%左右，而一般城市小汽车年平均增长

率都在 25%以上，因此全路网组织单向交通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临时措施，其实施后却将带来

系列社会问题，代价不小。 

2.1.2  定量分析 

通过对简易六横六纵路网的交通模型测试，对全路网实施单向交通前后进行指标对比研

究，从而从定量层面确定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的可行性。 

      

      图 6  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配流图                图 7  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负荷度图 

 

方式 平均行程时间（S） 平均负荷度 通行能力（PCU/h） 绕行系数 

全双向 33.88 0.82 750 156 

全单向 32.84 0.82 900 188 

全路网实施单向后，所有 OD 对的平均行程时间缩减 1.04s，全路网通行能力提高了 20%，

而绕行系数却增加了 20%。虽然全路网实施单向后通行能力提高了，但由于绕行增加，使得

路网的上的交通需求也大为增加，测试结果表明，全路网实施单向后路网平均负荷度与组织

双向交通时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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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 

2.2.1  定性分析 

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比较适合没有出现大规模交通拥堵的路网，对于大面积拥堵的

路网而言，局部干道网实施单向交通效果不太理想。实施单向交通的干道其交通车速、通行

能力以及车辆延误等交通运行状况指标有所改进，而对于实施单向交通的周边道路这些指标

均有所恶化。从整个影响范围来看，局部干道网实施单向交通，整体的交通车速、通行能力

以及车辆延误等均没有本质的改进。 

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将给单向道路的末端交通组织带来很大困难，这是点线、线线

能力不匹配的必然结果，杭州、长沙局部干道实施单向交通的例子很能说明类似的问题。 

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对穿越性交通带来便利，但对沿线进出交通以及利用平行或相

交道路出行的交通而言带来了不便。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是交通矛盾的转移，并非真正

意义上的解决。 

2.2.2 定量分析 

通过对简易六横六纵路网的交通模型测试，对局部干道网实施单向交通前后进行指标对

比研究，从而从定量层面确定局部干道网模式的可行性。 

       

 图 8  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配流图               图 9  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负荷度图 

 

方式 平均行程时间（S） 平均负荷度 通行能力（PCU/h） 绕行系数 

全双向 33.88 0.82 750 156 

部分单向 32.86 0.85 900 157 

局部干道实施单向后，所有 OD 对的平均行程时间缩减 1.02s，实施单向交通的道路通

行能力提高了 20%，绕行系数略有增加，说明局部干道实施单向后，对所有 OD 而言绕行距

离增加不大。虽然实施单向后通行能力有所提高，但平行或者相交道路，以及单向交通道路

末端交通运行状况急剧恶化，造成全路网平均负荷度反而增加了。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075



 

 

 

2.3 单向交通系统推荐模式 

基于前述分析，全路网单向交通模式以及局部干道网单向交通模式均与国内城市道路网

络的特点不匹配，因此均不建议采用，而对于其他三种模式定位上也有主次之分。鉴于当前

国内城市交通拥堵大有加剧的趋势，仅仅从疏导微循环交通的角度着手显然是不够的，因此

至少从线的层面考虑单向交通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单行系统的效率。 

因此建议国内城市单向交通模式构建以次干路与支路网单向交通模式为骨干，用以缓解

当前愈演愈烈的交通拥堵；以支路网单向交通模式为主体，以打通微循环，改善出行起端的

交通运行状况；以支路分流干路单向交通模式为辅助，为缓解局部乃至地区交通拥堵提供交

通治理策略[2]。 

3. 结论 

单向交通作为一种缓解交通拥堵，提高交通运行效率与交通运行秩序的交通组织策略，

一定程度上而言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实施单向交通后也带来诸多问题，如绕行距离增加、公

交布线难度加大、资金投入增加、沿街商业活力下降等，因此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引入单向交

通组织系统须慎重。本文提出了五种单向交通系统组织模式，并对各种模式的特点进行汇总

与技术方案比选，最终提出适合国内城市交通特点的单向交通组织模式，有一定的原创性，

且对国内城市实施单向交通组织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作用。当然单向交通是通过牺牲路网的

可达性从而提高路网的机动性，以此缓解交通矛盾的一种手段。本文作者建议，在其他交通

管理措施能够满足管理需要的前提下，尽量不要采用单向交通；当其他交通管理措施不能解

决交通问题时可适度考虑采取单向交通组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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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通式立交入口拥堵区的控制策略研究 

王显光  陈硕  王巍 

【摘要】互通式立交入口区是影响立交整体运行可靠性的关键点段，为了减轻入口合流区的

拥挤、提高互通式立交的整体可靠性、提高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在交通需求增大到一定程度

时，要采用一些交通控制策略。根据互通式立交匝道入口区域的特点，本文对高快速路网可

靠性作用较大的互通立交匝道和主线的控制策略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入口合流区的几何和交

通特性，对匝道和主线分别提出了不同控制策略，即：匝道入口控制策略和主线车道运行约

束策略。 

【关键词】互通式立交  入口影响区  可靠性  控制策略 

 

当高快速道路上的交通需求接近或超过道路通行能力时，就会发生拥挤，减少拥挤是高

快速道路进行交通控制的目的之一，提高车辆运行的安全性则是交通控制的另一个目的。 

立交是随着汽车交通量的增长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交通设施。立交的最大优点就是避免或

减少像平面交叉交通流的冲突。然而，在互通式立交中，并没有完全消除不同运行方向的交

通流之间的互相干扰。所以，在交通特征发生变化时，匝道车辆的合流会对干道车流产生不

同程度的影响，为此，需要通过采用信号控制等手段来减小合流对主干道路车流的干扰，较

少紊流现象。 

1. 互通式立交匝道入口控制策略 

1.1 互通式立交入口匝道与一般入口匝道的区别 

一般的入口匝道是指由较低等级道路过渡到高快速道路的道路。这种入口匝道按照交通

管理的基本原则，是没有通行优先权的，只有主干道路才享有通行的优先权。 

与一般入口匝道不同的是，互通式立交的匝道所联接的两条道路其等级往往都较高，一

般均为高速道路。因此，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对其中一条高速道路而言是入口匝道的话，那

么对另一条高速道路来说就是出口匝道。实际上就意味着匝道上的车辆与干道上的车辆具有

相同的通性权。否则，随着流量的增长，至少会引起其中一条高快速道路的拥挤。 

1.2 匝道控制的基本策略 

在一般的入口匝道的交通控制中，其控制的结果是将高速道路上的延误或过多的交通需

求转移到匝道上。也就是说，为了保证高速道路的高效率运行，控制的结果往往是以增加匝

道车辆的延误或增加较低等级道路的流量为代价的。由于，互通式立交的入口匝道与一般的

入口匝道在车辆的通行权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别，因此，不能简单采用一般入口匝道的控制策

略。假如采用了这样的控制策略，就意味着在保证一条高快速道路高效率运行的同时，实际

上就是以降低另一条高快速道路的运行效率为代价的，这显然与高快速道路的控制目的是相

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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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互通式立交的入口匝道控制中，就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控制策略，这种控制策略

就是以交通流的平衡与协调为原则的。所谓平衡，就是保证匝道所连接的两条高速道路要保

持其相应的服务水平，不能因为控制而引起其中一条高速道路服务水平的下降；所谓协调，

就是要尽可能使匝道所连接的两条高速道路的交通流状态不产生突变，从而造成交通流的不

稳定。互通式立交入口匝道控制的基本策略就是要减少匝道所连接的两条高快速道路的拥

挤，保证高速道路的高效率运行，充分发挥互通式立交的优势。 

1.3 匝道控制方式选择 

立交的最大优势就是避免或减少交通流的直接冲突，因此也就减少了对信号控制的依赖

性。因为互通式立交中，还无法完全避免交通流的相互干扰，特别是随着交通量的增长及其

它一些影响因素的干扰程度增大，匝道车辆的合流对于干道车流的影响也就会增大。结果会

造成，匝道就有可能已不再是承担着由一条道路的交通流向另一条道路过渡的功能，而是变

成了导致所连接的两条干道的交通状况继续恶化并产生相互影响的纽带了。为了防止这种情

况的出现，根究不同的交通状况，选择不同的控制方式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国内外广泛应用的情况来看，入口匝道的控制主要有无信号控制、定时控制和感应控制

等三种基本形式。根据不同控制形式时的入口匝道及干道的通行能力和延误进行了分析，得

到了按不同的流量及加速车道长度等影响因素来选择控制方式，见表： 

加速车道长度 匝道流量 干道 1 车道流量 控制方式 

>300m 

<300 

350～650 无信号控制 

650～850 定时或感应控制 

>650 感应控制 

>300 
350～650 感应控制 

>650 感应控制 

<300m 

<300 
350～650 无信号控制 

>650 感应控制 

>300 
350～650 感应控制 

>650 感应控制 

从上表可以看出，可考虑的控制方式主要是无信号灯控制和感应控制两种，在互通式立

交匝道入口处定时控制可使用的条件是很有限的。 

1.4 匝道控制方式的适用条件分析 

前面讨论的是基于交通流是稳定流的条件，仅适用于稳定流的情况。稳定流必须满足下

列条件： 

1
Q

q
                           （4.7） 

式中： 

q：到达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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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通行能力， 

对于互通式立交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必须考虑，即匝道的几何长度。 

qr LLN                        （4.8） 

式中： 

N ：匝道车辆平均排队长度，m 

rL ：匝道几何长度，m 

qL
：车辆起步到达到匝道设计车速的长度，m 

立交的交通流并不是总能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当不能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情况出现

时，需要采用另外的辅助控制手段。 

 

图 1  匝道控制示意图 

2. 互通式立交匝道合流区主线车道运行约束策略 

2.1 合流影响区交通流动变化类型 

高速道路系统通常是提供在一定速度限制下自由高速行驶的。车道运行约束策略是通过

安装隔栏或画标志标线约束车辆在入口匝道合流区主线上车道改变，来控制合流区交通流分

布的。这样不仅可以使交通流运行改善，也可以提高了交通安全。 

在合流影响区有三种类型交通流动态变化： 

（1）在合流区上游车流向车道 2 和 3 改变，以避免与匝道交通流的冲突； 

（2）由于匝道交通流从加速车道进入高速道路主线所引起的车道变化； 

（3）在加速车道下游匝道车流从车道 1 到车道 2 和 3 的车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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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道变换A 车道变换B 车道变换C

车道1

车道2

车道3

 

图 2  匝道汇入区车道变更情况图 

2.2 合流影响区车道约束策略 

根据车辆在合流区进行车道变换的位置，可以相应的提出三种类型的车道约束策略，图

3 展示了车道运行约束策略的 3 种方案。 

 

图 3  车道运行约束策略基本设置图 

类型 A（上游约束）可以沿着道路在车道 1 和车道 2、车道 2 和车道 3 之间分别设置。

它们一般可设在从加速车道上游末端到上游 150-180 米长。这种方案不会对主线的交通产生

严重影响，而会刺激车道 2 和车道 3 的高利用率。 

类型 B（入口区约束）是在车道 1 和车道 2 间沿路设置。其长度是加速车道的长度并向

加速车道上下游延伸 80-90 米。超出的长度可以帮助分流车道 1 和其它车道的车辆。类型 B

的设计可以缓解匝道车流进入车道 2 和车道 3 的影响，这样可以维持车道 2 和车道 3 的正常

运行。 

在入口匝道汇合处高流量的情况下，由于受影响区内紊流的影响，加速车道下游行驶车

速将减小。这会导致合流区严重的拥挤，因为这段有严重的瓶颈效应，通行能力受到限制，

并且在主线上的匝道车辆有额外的车道变化。所以类型 B 设计需要考虑匝道交通需求。 

类型 C（下游约束）将被设置在加速车道终点向下游 150-180 米的地方，临时控制匝道

车辆的车道变换。 

类型 A 需要在加速车道的初始部分设置，可以给驾驶员变换车道提供更多刺激，类型 C

能在加速车道的终点限制快速的车道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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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约束策略对车辆行驶的影响 

在主线上设置不同的车道运行约束时，主线和汇入匝道的车辆运行将在合流区内改变原

有的运行轨迹，车流重新分布。图 4、5、6 表示出不同的约束策略对车辆行驶的影响。 

类型 A 是驾驶员提早考虑在不允许车道改变的匝道影响区更远的上游变换车道。 

类型 B 使主线车流变化分开到两个部分运行，使匝道车辆保持在车道 1 运行一段时间。

这不仅影响匝道交通流向下游行驶，也影响主线交通模式。 

类型 C 能减轻匝道车辆在匝道影响区车道改变的强度，在匝道入口下游使车辆保持在自

己地车道上行驶。通过设置三种类型的车道运行约束设施能直接地限制在入口匝道影响区内

车辆地紊乱。车道运行约束策略设计不仅能抑止匝道车流地紊流加剧，还能减少或分散主线

车辆随意地车道变换。 

 

图 4  类型 A：加速车道上游 

 

图 5  类型 B：在车道 1 和车道 2 之间（沿着加速车道） 

 

图 6  类型 C：加速车道下游 

经过对特定交通量和道路几何条件下，对不同约束运行策略地实施效果进行对比，见下

表： 

表 2  不同车道运行约束策略的效果对比 

情况 

57 匝道进口 地点 13 地点 70 

延误时间 

(车辆小时) 

平均车速 

(km/h) 

延误时间 

(车辆小时) 

平均车速 

(km/h) 

延误时间 

(车辆小时) 

平均车速 

(km/h) 

原始情况 670 79.8 280 45.9 243 70.2 

类型 A 
604 82.2 257 47.6 249 69.7 

-10％ 3％ -8％ 4％ 3％ -1％ 

类型 B 
835 74.8 183 54.7 216 72.4 

25％ -6％ -35％ 20％ -11％ 3％ 

类型 C 
653 80.6 268 46.7 231 71.1 

-2％ 1％ -4％ 2％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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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车道运行约束策略的设置分析显示，在入口影响区内交通运行能够得以改善，有

3％-20％车辆在匝道影响区上游从车道 1 转移到车道 2 和车道 3。这种改善是以减少车辆相

互影响和车道最佳使用为基础的，不是增大通行能力。 

在三个案例中的两个表现出，入口匝道处类型 A 和类型 B 相对于类型 C 的控制将产生

更为有效的改善效果。类型 C 控制表现交通适度的改善，其中延误减少了 2-5％，速度提高

了 1-2％。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互通立交出入口影响区域的研究，根据互通式立交匝道入口区域的特点，对

其匝道和主线的控制策略进行了研究。为了减轻入口合流区的拥挤、提高互通式立交的整体

可靠性、提高车辆行驶的安全性，在交通需求增大到一定程度时，要采用一些交通控制策略。

本文分析了入口合流区的几何和交通特性，对匝道和主线分别提出了不同控制策略。对入口

匝道的控制策略、控制方式的选择和适应条件进行了分析研究；归纳了合流影响区有上游约

束、入口区约束和下游约束三种类型交通流动态变化，针对不同的交通流动变化，根据车辆

在合流区进行车道变换的位置，提出三种类型的车道约束策略，并对其效果进行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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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色熵权组合模型的立交改造方案比选问题研究 

张薇  赵光华  段铁铮 

【摘要】针对目前立交方案比选多以专家经验为主，致使比选结果主观性过强，不利于反映

客观现状这一问题，建立了熵权法与灰色关联决策分析方法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模型，用这一

数学方法解决立交改造方案比选问题。以建国门立交的三个改造方案为对象，选取合适的评

价指标，用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并以灰色关联决策分析方法建立了初步的评价体系，

从三个方案中选择出最优的改造方案，且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结果显示，熵权法与灰色关

联决策组合模型评价各立交改造方案，能够更客观显现方案的优势特点，为相关部门和专家

确定方案提供依据。 

【关键词】方案比选  熵权法  灰色关联决策  综合评价 

1. 引言 

建国门立交作为国内第一座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形的三层苜蓿叶形互通立交，由于其是

长安街和西二环的交汇，成为集政治、交通为一体的重要交通枢纽。在北京 30 多年的建设

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城市的迅速发展，作为二环路交通系统中最重要的节

点，各方向车流量已处于超饱和状态，交通拥堵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因此对建国门立交进行

改造，提高其通行能力已经刻不容缓。 

在改造前需要从不同的改造方案中确定最优的方案，此时，立交改造方案比选问题成为

立交改造的重要环节。目前常用的立交方案比选方法更多的是由专家根据经验，对方案进行

比选，这种方法过分依赖专家的能力和个人偏好，主观性较强，不利于反应客观问题
[1-3]

。 

本文以建国门立交的三个改造方案为对象，选取合适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建立初步

的评价体系，从三个方案中确定出最优的改造方案。 

利用数学方法选择改造方案，能更客观的将方案的优势特点显现出来，可作为相关部门

和专家确定方案的决策依据，并可为进一步优化方案提供经验。 

2. 立交改造方案 

根据建国门立交交通需求分析以及现况控制条件分析，提出建国门立交改造的方案
[1]，

具体见表 1： 

表 1  建国门立交改造方案 

类别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工程内容 

渠化辅路系统，长安街辅路进口

道为 2 车道；东二环辅路进口道

为 3 车道；调整了东二环局部路

方案一+加宽长安街主

路约 750 米，在主路上

设置两条集散车道 

方案二+加宽东二环主

路，增设集散车道，并

调整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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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主辅路进出口及交通组织方

式 

工程投资(万) 252 9300 17677 

施工周期(天) 7 160 280 

交通改善效果 

辅路有改善，无解决立交主要问

题，西侧局部绕行影响通惠河北

路 

长安街较畅通、进入二

环匝道较拥堵，东二环

无改善 

长安街较畅通，东二环

主路拥堵缓解 

实施难易 易于实施，预留条件较好 
可实施，并预留东二环

加宽条件 

可实施，并预留道路下

穿条件 

3. 评价指标选取 

通过对建国门立交各改造方案的分析，以及对改造方案仿真数据的分析，选取以下 8

个指标作为建国门立交改造评价的评价指标，见表 2。 

表 2  评价指标汇总表 

指标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工程投资(万) 252 9300 17677 

施工周期(天) 7 160 200 

交通改善效果(功能) 很差 中 优 

实施难易 较易 一般 难 

长安街方向南侧排队（米） 40 18 12 

长安街方向北侧排队（米） 15 0 0 

东二环方向东侧排队（米） 210 150 70 

东二环方向西侧排队（米） 130 80 35 

其中工程投资和施工周期为定量指标，以实际估算的数据作为评价原始数据；交通改善

效果和实施难易程度为定性指标，交通改善效果以优、良、中、差、很差 5个级别进行判定，

实施难易程度以很难、难、一般、容易、较易 5个级别进行判定；长安街和东二环各方向排

队长度为定量指标，其具体数值是应用 VISSIM仿真工具模拟得到的仿真数据。 

对 8个评价指标进行量化，定量指标直接应用实际估算的数据和仿真数据即可，对于定

性指标需采用分级定量的方法进行量化。交通改善效果的分级标准优、良、中、差、很差，

分别赋予定量值 1.0、0.75、0.5、0.25、0；实施难易程度的分级标准很难、难、一般、容

易、较易，分别赋予定量值 0、0.25、0.5、0.75、1.0，依据此量化方法得到三个方案 8个

指标的量化值，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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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评价指标量化数据 

指标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工程投资(万) 252 9300 17677 

施工周期(天) 7 160 280 

交通改善效果(功能) 0.25 0.5 1 

实施难易 1 0.5 0.75 

长安街方向南侧排队（米） 40 18 12 

长安街方向北侧排队（米） 15 0 0 

东二环方向东侧排队（米） 210 150 70 

东二环方向西侧排队（米） 130 80 35 

4. 评价方法 

本文采用熵权法与灰色关联决策相结合的方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以用来对建国门立交

改造方案进行比选，具体过程如下[4][5]： 

4.1 确定局势效果序列 

设 },,,{ 21 naaaA  为事件集； },,,{ 21 mbbbB  为事件集的 m 种方案，即对策集；

},,,{ 21 pcccC 
为方案的 p种决策目标，即用来评价不同方案优劣的 p个评价指标，称为

目标集。构造局势集
},|)({ BbAabasS jijiij  ，
，结合目标集，得到不同局势 ijs

在各

目标下的效果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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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确定各评价因子权重 

应用熵权法来确定各评价指标，即目标集中目标权重
][ 21 pwwwW 
，其中 p 表

示评价指标(目标)个数。 

在熵权法中，设有 p 个评价指标（决策目标），m 种方案，则形成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mpijxX  )(
，对于某项指标 xi，指标值 xij的差距越大，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

用越大。如果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几乎不起作用[6-8]。在

用熵权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时，需要对原始指标数据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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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使矩阵中各元素限制在 0-1之间，标准化后的矩阵用 R表示，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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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rij称为第 j 个评价对象（方案）在指标 i（决策目标）之上的值，
]1,0[ijr
。当

评价指标（决策目标）以大者为优时，用公式（3）进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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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评价指标（决策目标）以小者为优时，用公式（4）进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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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经标准化后，即可定义各评价指标的熵。第 i个指标的熵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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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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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ijij rrf
1 ， nk ln/1 ，并假定当

0ln 0  ijijij fff 时，
。 

定义第 i个指标的熵之后，可得到第 i个指标的熵权定义，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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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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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即为指标 i的权重。从信息角度考虑，它代表该指标在该

问题中，提供有用信息量的多寡程度。 

4.3 确定均值像 

在得到各评价指标（决策目标）下的局势效果值及权重后，计算各评价指标（决策目标）

下局势效果序列
ku 的均值像，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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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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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确定局势效果向量及最优效果向量 

由均值像序列，可以得到局势 sij的效果向量 

 
.,2,1,,2,1],,,[ 21 mjniuuuu p

ijijijij  
 （8） 

在 n×m个局势效果向量的元素中，选取理想最优效果向量 

 ],,,[ 21* puuuu   （9） 

其中，
ku 由公式（8）及公式（9）获取： 

当 k指标（决策目标）以大者为优时，用公式（8）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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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当 k指标（决策目标）以小者为优时，用公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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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确定灰色绝对关联度 

计算 iju
和

*u 的灰色绝对关联度
),,2,1;,,2,1( mjniij  
。首先确定局势 sij的效果

向量与最优效果向量的两极最大差 E和最小差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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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关联系数公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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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0( ，文中计算取 0.5。 

则 iju
和

*u 的灰色绝对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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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确定最优评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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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局势效果向量与最优局势效果向量绝对关联度确定后，即可知最大绝对关联度 

 
}{max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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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则
* 对应的效果向量为次优效果向量，对应的局势为次优局势，即为最优评价方案。 

5. 评价方法应用 

在建国门立交改造方案评价中，记改造建国门立交为时间 1a ，则事件 }{ 1aA  ；记方案

一为 b1、方案二为 b2、方案三为 b3，则对策集 },,{ 321 bbbB  ；于是有局势集

}s,s,{s},|)({ 131211 BbAabasS jijiij ，
。 

确定 8个不同目标，记工程投资目标 1（ 1c ），施工周期为目标 2（ 2c ），交通改善效

果为目标 3（ 3c ），实施难易为目标 4（ 4c ），长安街南侧排队长度为目标 5（ 5c ），长安

街北侧排队长度为目标 6（ 6c ），东二环东侧排队长度为目标 7（ 7c ），东二环西侧排队长

度为目标 8（ 8c ），则可以得到决策目标集 },,,,,,,{ 87654321 ccccccccC  ，即可确定 k指标

下局势效果序列 uk（k=1,2,…,8），关于工程投资目标的局势效果序列为 

)17677,9300,252(,,( 1
13

1
12

1
11

1  ）uuuu  

关于施工周期的局势效果序列为 

)280,160,7(,,( 2
13

2
12

2
11

2  ）uuuu  

关于交通改善效果的局势效果序列为 

)0.1,5.0,25.0(,,( 3
13

3
12

3
11

3  ）uuuu  

关于实施难易的局势效果序列为 

)75.0,5.0,0.1(,,( 4
13

4
12

4
11

4  ）uuuu  

关于长安街南侧排队的局势效果序列为 

)12,18,40(,,( 5
13

5
12

5
11

5  ）uuuu  

关于长安街北侧排队的局势效果序列为 

)0,0,15(,,( 6
13

6
12

6
11

6  ）uuuu  

关于东二环东侧排队的局势效果序列为 

)70,150,210(,,( 7
13

7
12

7
11

7  ）uuuu  

关于东二环西侧排队的局势效果序列为 

)35,80,130(,,( 8
13

8
12

8
11

8  ）uuuu  

在应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时，原始矩阵由 3 种方案，在 8 个指标下的数据，即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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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指标交通改善效果、实施难易为大者为优，其它指标为小者为优，即可通过公式（2）

—公式（6）计算各评价指标权重，见表 4。 

表 4  各评价指标权重 

指标 
工程

投资 

施工

周期 

交通改

善效果 

实施

难易 

长安街南侧

排队 

长安街北侧

排队 

东二环东侧

排队 

东二环西侧

排队 

权重 0.127 0.134 0.158 0.124 0.102 0.099 0.136 0.121 

在权重及局势效果序列均确定后，即可利用公式（7）—公式（16）得到各方案与最优

效果向量的关联度，具体数值见表 5。 

表 5  各方案与最优效果向量关联度表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三 

关联度 0.67 0.68 0.82 

由表 5可得，方案三为相对于最优效果向量的次优对策，即对于建国门立交改造工程，

方案三为可取的最优方案。 

6. 结论 

本文以建国门立交方案比选为目标，建立了熵权法与灰色关联决策相结合的综合评价体

系。通过系统分析建国门立交改造方案特点，提出了用于综合评价的评价指标，利用熵权法

确定了各评价指标的权重，结合灰色关联决策得到了 3个方案与最优效果对策最为接近的方

案。结果显示，建国门立交改造方案三为最优方案，虽其工程投资较多、实施周期较较长，

但其最终的综合评价结果却是最优的，也表明单追求工程投资和实施周期的最小化，得到方

案的综合效果未必最佳，这可为决策者制定决策是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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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立交节地规划设计思路与方法 

                 ——以重庆市为例 

毛建民  张启明  张石石 

【摘要】在现有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缺乏对立交的功能以及相应的类型、形式和用地规模

的分析和要求，导致出现立交形式选择不当、用地控制不合理等问题。该文在对现有立交规

划设计规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重庆市立交运行实际情况，按交通流特性对立交进行分类，

梳理立交类型与立交形式的关系，提出面向节地的立交规划设计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城市道路立交  立交规划  节地 

1. 引言 

城市立交是城市道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道路交通转换、提高交通运行效率有

着重要作用，但立交会占用较多的城市建设用地，近年来立交的规划设计对土地的节约越来

越受到重视。 

然而，在现有的城市规划编制体系中，由于缺乏交通功能分析内容，导致立交用地规模

控制不当，立交与功能不匹配或需要频繁调规的情况时有发生，这对立交的建设和规划部门

的用地管理带来较大的矛盾。因此，需要在规划层面科学合理的规划立交，既满足规划设计

年限交通发展的需求，又达到土地节约、集约使用的要求。 

2. 立交的分类及规划思路 

本研究在吸收《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对立

交匝道形式（左转）和立交应根据相交道路等级应满足的交通流要求进行深入分析，并结合

重庆实际情况，对分类进行检验和调整。 

2.1 立交左转弯匝道形式划分 

根据《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立交左转匝道建议采用右出右进式，不推荐采用左出左

进、右出左进、左出右进形式。因此，原来规范中定义的定向式、半定向式的不在使用，本

研究在沿用原来定义的基础上，对立交左转匝道做如下定义： 

       

图 1  立交左转匝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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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式：从主线的立交结构物上游右侧驶出，以大弯道绕越全线，从另一主线的立交结

构物下游右侧驶入的匝道。根据匝道是否经过立交中心点，可分为全定向（不经过中心点）

和半定向（经过中心点）两种形式。 

迂回式：左转车流需先右转（直行）至远离路口后，再迂回转向 180 度实现左转（右转）。  

环圈式：左转车流先跨过相交道路直行车流，然后按顺时针方向右转，在汇入相交道路

实现左转。  

2.2 立交分类 

在充分吸收相关规范的基础上，结合目前重庆市各层次规划编制时的立交规划内容，根

据交通流特性对立交进行分类，同时结合重庆市主城区现状 128 座城市立交的运行情况进行

经验总结，总结得出立交类型的定义如下： 

立 A 类—枢纽立交：各方向连续流且无交织，至多允许次要转向车流有交织；  

立 B 类—集散立交：各方向均为连续流，允许转向车流有交织；  

立 C 类—简单立交：主要方向为连续流，次要方向为间断流。  

2.3 立交规划思路 

相交道路等级

立体交叉口
（不含分离式立交）

交叉口性质

平面交叉口

立交的功能

立交类型

立交形式

交通流要求

用地规模

(直行/转向)连续/间断流

(数量/位置)有/无交织

相关技术标准

限制因素匝道形式

 

图 2  立交规划思路 

立交规划思路如图 2 所示，相交道路等级决定交叉口性质—立交功能要求决定立交类型

—匝道形式、地形等限制因素决定立交形式选择—立交形式和相关技术标准确定立交用地规

模。 

3. 立交类型与立交形式的关系 

立交形式已数不胜数，但就基本形式而言，包括菱形、喇叭形、苜蓿叶形、环形和定向

形五种，其它形式都是由这五种基本形式变化和组合而派生出来的。 

在《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中共有 15 种形式，分析立交类型与立交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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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能够实现上层次规划（总规或分区规划）对下层次规划（控规或修详规）的指导作

用，实现规划层面推荐的立交类型与设计阶段确定的立交形式的统一，满足交通功能和节地

的双重要求。 

表 1  立交类型与立交形式的关系 

立交类型 立交形式 

A 

   

喇叭形 叶形 定向式 Y 形一 

   

定向式 Y 形二 迂回定向式 Y 形 部分苜蓿叶形式一 

   

部分苜蓿叶形式二 定向式一 定向式二 

 

  

迂回定向式   

B 
 

  

三路不完全环形 完全苜蓿叶形 喇叭形(低等级三路交叉) 

C 

  

 

环形一 环形二 菱形 

说明:考虑到喇叭型立交的特点和适用性，在低等级三路交叉时，属集散立交，快-快相交时为枢纽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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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立交节地规划设计思路和方法 

4.1 准确定位立交类型 

立交类型直接影响立体交叉功能、立体交叉用地、工程规模和工程造价，其选定正确与

否对交通功能的发挥及土地的合理使用至关重要。 

根据前述对立交的分类，结合重庆主城区现状立交运行经验总结，可得出： 

枢纽立交主要适用与快速路和快速路的交叉，也可用于快速路和重要的主干路的交叉。

其交通特性是各方向均为连续流；主线交通无冲突和交织，仅允许次要转向车流（主要指左

转）有交织。 

集散立交主要适用于快速路和主干路交叉，也可用于快速路和次干路、主干路和主干路、

主干路和次干路的交叉。其交通特性是各方向均为连续流，但允许重要转向方向（主要指左

转）有交织。 

简单立交主要适用于与快速路和次干路交叉，也可用于快速路和主干路、主干路和主干

路、主干路和次干路的交叉。其交通特性是主要方向为连续流，次要直行方向或转向交通为

间断流。 

表 2  立交类型推荐表 

相交道路性质 
一般情况 

推荐类型 

特殊情况 

推荐类型 
特殊情况下立交选型说明 

快速路—快速路 立 A -- 快-快立交标准必须设立 A； 

快速路—主干路 立 B 立 C、A 
受地形高差限制时（常为桥头），可设立 A；在满足直行连续的情

况下，转向可为间断流（立 C），但原则上直行应为连续流； 

快速路—次干路 立 C 立 B、A 
受地形高差限制时（常为桥头），可设置立 A； 

在城市外围区的三路交叉时，可设立 B（喇叭形）； 

主干路—主干路 平交 立 C、B 

在城市核心区重要的主干路相交时，可设立 B（组合形或三路交叉

时喇叭形）；在两条重要要主干路相交时，直行应连续（立 C）；在

重要与次要的主干路相交时，次要道路直行可间断（立 C）； 

主干路—次干路 平交 立 C、B 
在重要的主要路和次干路三路相交时，可设立 B（喇叭形）； 

在重要的主要路和次干路四路相交时，可设立 C； 

快速路和快速路相交，应保证各方向的快速连续，原则上应采用枢纽立交。快速路和主

干路相交，在保证快速路方向快速、连续行驶的条件下，相交的主干路可以根据交通量大小

采用连续流或间断流方式组织交通，其转向交通流也可以根据交通需求采取连续流或交织、

间断流交通组织方式，其立交类型可以在集散立交和简单立交中选用，原则上不推荐选用枢

纽立交。快速路和次干路、支路交叉，宜采用分离式立交。主干路和主干路或次干路相交，

尽可能采用简单立交，而且应以主要流向简单上跨或下穿的菱形立交为主，达到省投资、省

用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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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选用节地的立交形式 

立交根据不同的类型又可以有各自不同的形式，如表 1 所示。 

不同的立交形式占地面积有较大的不同，表 4 是对重庆主城区立交用地统计情况。枢纽

立交中定向式占地最大，部分苜蓿叶形式一、部分苜蓿叶形式二相对略小。集散立交中全苜

蓿叶式占地最大，其次是喇叭形。简单立交中菱形立交占地最小。因此立交选形要在立交类

型确定的基础上，根据交通量的要求，选择合适的立交形式，往往可能既能够满足要求，又

能实现节地的目标。 

 

图 3  重庆市主城区不同立交形式数量与平均占地规模情况 

表 3  立交类型推荐表 

立交形式 80%置信区间用地范围 

部分苜蓿叶形式一（8 字形） 12-20 公顷 

部分苜蓿叶形式二（蝶形） 11-20 公顷 

环形 3-9 公顷 

菱形 3-8 公顷 

完全苜蓿叶形 6-33 公顷 

喇叭形 5-17 公顷 

组合形 5-13 公顷 

定向形 15-22 公顷 

4.3 选用合理的线性技术指标 

立交设计的线形技术指标包括设计车速技术指标、平面设计技术指标、纵断面设计技术

指标等，其中设计车速是基本技术指标，对其他各项线形技术指标具有规定性。 

快速路和快速路交叉的枢纽立交除了要求高的通行能力外，也要求较高的通行速度，而

其它类型对运行速度要求不高，更在乎其转向的互通性要求。因此立交设计相关线形技术指

标的选取应根据立交类型、匝道形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如表 5 所示，从而对应不同的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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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径。适当条件时考虑取规范的低值，以此缩小立交规模，节省造价和土地。 

表 4  匝道设计速度的选用 

匝道形式 定向式 半定向式 迂回式 环圈式 

匝道设计

速度

（km/h） 

立 A 60、50 50、40 40、30 40、30 

立 B、立 C 50、40 40、30 30、20 30、20 

说明：右转弯匝道应尽量采用上限或中间值；定向式和半定向式左转弯匝道宜采用上限或中间值。 

枢纽立交从交通性质要求是所有流向都是连续流，主要的流向还要求适当高的平纵线形

技术指标，因此立交规模较大，占地也大。集散和简单立交匝道的设计车速要求不高，平面

线形要求也不高，可以采用较低的线形技术指标。 

4.4 适时开展交通工程规划 

城市规划各阶段立交规划内容与深度有显著差别，下阶段都要以上阶段规划成果为依

据，下阶段规划与上阶段既有在内容上扩大、加深与调整的要求，又有在方案上连续与继承

的关系。各阶段立交规划解决重点如图 4 所示。 

在《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 中为了深化落实交叉口规划的内容，增

加了交通工程规划这个阶段，确保各阶段交叉口规划成果在工程设计阶段的有效落实。交通

工程规划可与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步开展，明确工程设计阶段交叉口的控制性条件与关键要

素，以满足准确划定交叉口用地红线的要求；也可作为工程设计阶段的前期工作内容，以确

保各阶段交叉口规划成果在工程设计阶段得到有效的落实。 

 

图 4  各阶段立交规划重点内容 

5. 结语 

城市立交的规划设计对城市的发展和交通的畅通十分重要，在城市建设用地日益紧张的

今天，节约道路和立交建设用地有更为重要的价值，本研究结合重庆立交实际情况对立交规

划方面做的一点探索。按照本文提出的立交类型-形式-技术指标，同时适时开展交通工程规

划，能够达到符合功能、资源节约、环境和谐的立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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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用高架桥下空间发展公交和慢行交通的思考 

王永清 

【摘要】针对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公交运营效率低、慢行交通出行难的问题，本文提出如何利

用道路高架桥下闲置空间建设独立、高效的公交系统和慢行交通系统。公交组织模式包括车

辆右开门、线路迂回行驶和车辆左开门、线路直通行驶两种模式。慢行交通组织方面，当桥

墩下净高和净宽均不低于 2.5米时，即有条件设置慢行通道。 

【关键词】高架桥下  公交  步行  自行车 

1. 概述 

城市高架桥的发展史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在日本的 1964 年奥运期间发展到高潮，中

国从 80 年代末期开始时兴高架桥的建设，随着城市交通问题的凸现，高架桥在城市中将扮

演更重要的角色。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特大城市高架桥总长度都在 30 公里以

上，城市正成为一座“奔驰在头顶的城市”。 

机动车交通快速化的同时，公交运营速度却始终停滞不前，慢行交通空间也逐步被挤压，

自行车道甚至正慢慢消失。为促进慢行交通的发展， 2011 年 10 月，住房城乡建设部在济

南、杭州等六个城市完成第一批“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的前提上，在厦门、

深圳、三亚等六个城市启动开展了第二批“示范项目”。 

本文旨在研究如何利用高架桥下空间建设独立、高效的公交系统和慢行交通系统，以期

不同交通主体之间的和谐共生。  

2. 高架桥下公交组织模式 

城市道路高架桥桥墩宽度一般都在 2.5 米以上，桥墩间距一般都在 10 米以上，此时可

利用两墩之间的空间设置路中式公交停靠站，利用内侧车道则作为公交专用道，以提高公交

运营效率。根据客流需求和运营成本，公交组织模式有如下两种： 

1、运营初期，客流需求不大，公交发车频率不高时，为节省运营成本，可采用常规右

开门车辆，正常路段上，公交车沿右侧车道行驶，进站前，车辆利用两墩间空间折转至左侧

车道行驶，停车上下客后，车辆继续返回右侧车道行驶。这种运营模式只需在高架桥下修建

公交车站，并适当改造行人过街设施，使与路中公交站台衔接即可，方案成本低，较容易实

施，但由于对向行驶的公交车辆之间存在冲突点，因此，公交运营效率不高。 

2、运营成熟期，客流量增加，公交发车密度增加后，为提高运营效率，建议采用左侧

开门车辆，公交车均沿右侧车道行驶。这种运营模式对公交车辆提出了较高要求，运营成本

较高，且公交车辆无法在常规右侧站点停靠，车辆通行空间有限，适用于公交专用道成网后

运营。济南 BRT 即为此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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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客流培育期，为节省成本，公交车辆右开门，线路迂回行驶 

 

（b）客流成熟期，为提高效率，公交车辆左开门，线路直通行驶 

图 1  高架桥下公交组织模式图 

3. 高架桥下慢行交通组织模式 

慢行交通包括步行和自行车。根据桥墩间的净宽条件及实际交通需求，慢行通道可以是

步行道，可以是自行车道，或者两者共用。高架桥下慢行交通可利用的空间与高架桥桥墩形

式密切相关，不同形式桥墩下慢行交通可利用空间见图 2 所示： 

1、当高架桥桥墩为单柱式且桥下净高大于 7.5 米时，可在不影响机动车通行的前提下，

在桥面下方紧邻桥面和桥墩的位置设置净高不低于 2.5 米的架空式慢行交通通行空间； 

2、当高架桥桥墩为双柱式且两墩之间净宽不低于 2.5 米时，可在两墩之间设置慢行通

行空间，这种情况下，由于桥下净高较为富余，应用时可根据需求情况设置两层甚至多层慢

行系统； 

3、当高架桥桥墩为 X 式且满足慢行通道净高和净宽需求时，桥墩上下两部分空间均可

用于布设慢行交通； 

4、Y 式和 V 式桥墩的可利用空间主要集中在桥墩上部。 

 

注：图中绿色阴影表示慢行交通可利用空间 

图 2  不同形式桥墩下慢行空间布置断面图（尺寸：米） 

4. 案例分析——以厦门市仙岳路为例 

仙岳路是厦门岛内东西向快速路，与南北向快速路成功大道共同构成厦门岛十字形路网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099



 

 

主骨架，仙岳路原为双向八车道，采用主要路口高架的新加坡式交通组织方式，高峰小时流

量超过 10000pcu。2010 年，厦门市政府决定对仙岳路进行改造，将台湾街以西段 5305 米长

的路段改造为全线高架，桥上双向六车道，桥下双向八车道，高架桥桥墩采用双柱式，桥墩

间净距 26.8~31.8 米、净宽 3.4 米。 

 

图 3  仙岳路高架桥桥墩净距 

仙岳路台湾街以西段共有 9 对站点，涉及公交线路 25 条。其中，湖滨东路以西段经停

公交线路达 12 条，主要来自海沧方向；莲岳路至嘉禾路段经停公交线路达 13 条，主要来自

嘉禾路北段；其他路段经停公交线路多在 6~8 条。经统计，借助仙岳路台湾街以西段通行的

公交线路有效长度合计 50232 米，有效线路数为 50232/5305=9.5 条。 

 

图 4  仙岳路西段现状公交线路分布图 

此外，由于该路段两侧居住区密布，且沿线分布有 SM 购物广场、台湾街商贸中心、大

润发超市、博物馆、文体中心等多处客流吸引点，因此，道路沿线慢行交通需求较为集中。

而改造后的仙岳路两侧行人通行空间不足 3 米，且无自行车行驶空间，慢行交通供需之间矛

盾较为突出。 

为提高仙岳路台湾街以西段的公交出行效率，解决慢行交通出行难的问题，本文提出以

下解决方案： 

1、在高架桥桥墩下增设公交车站，将地面层道路内侧车道功能改为公交专用道，将沿

目标路段行驶长度超过 3 公里的 24 路、25 路、780 路、954 路等四条公交线路调整至内侧

公交专用道通行，其运营采用图 1（a）中的模式，其他公交线路仍沿外侧社会车道行驶并

在外侧公交站点停靠。经分析，该方案中内侧公交专用道可分担仙岳路上 37％的公交压力； 

2、仙岳路高架桥下净高 7.5 米、桥墩间净宽 3.4 米，受净宽限制，考虑利用桥下空间建

设双层慢行交通系统：地面层作为公共自行车专用道，并于高架桥两端增设两处公共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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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点；二层作为人行专用道，通过竖向连接梯道与过街天桥和路中式公交站点衔接，行人

流量成熟后，甚至可将人行专用道改造为行人自动步道。 

 

图 5  仙岳路地面层道路功能划分平面图 

 

图 6  仙岳路高架桥下慢行空间布置横断面图 

5. 结语 

实际应用中，高架桥下路中式公交专用道若采用车辆右开门、线路迂回行驶的模式，则

需通过设置交通标志、标线等辅助设施保障交织车辆的行车安全。而依托高架桥下空间建设

的慢行交通系统在保证行人和自行车交通全程无干扰的同时，又避免了天气因素对慢行出行

的影响，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此中模式在大城市必将会得到良好的发展。 

【作者简介】 

王永清，女，硕士，注册城市规划师，注册咨询工程师，厦门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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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相城区综合发展项目出入口布局研究 

周永刚 

【摘要】建设项目出入口数量和位置的确定是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建

设项目出入口相关理论和规范条例的研究，在分析建设项目开发强度、周边道路交通特征的

基础上，采用可插间隙理论方法计算建设项目的出入口数量，并根据衔接道路的不同设计速

度和交叉口排队长度计算出入口与临近交叉口的合理距离。最后，以苏州相城区综合发展项

目出入口设计进行分析，并运用 Synchro软件进行了仿真评价。 

【关键词】交通影响评价  出入口布局  数量与距离分析  Synchro仿真 

1. 引言 

在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评价中，确定建设项目的出入口设置数量和位置是重要的内容

之一，出入口一方面必须满足建设项目对外交通出入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建设项目出

入的车辆对周边交通影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不同的建设项目规模、不同的车辆驶入(驶

出)量、以及不同的周边道路条件，都会影响到建设项目出入口设置。设置合理的建设项目

出入口不仅可以为出入车辆提供高效服务，增加建设项目交通的可达性，同时也可以最大程

度地减少项目出入口所产生的交通量对相关道路的交通干扰，提高通行能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大型开发建设项目不断涌现。部分建设项

目由于规模过大或建设性质及地理位置等原因，建成后诱发大量的交通需求，加上项目出入

口设置不合理，造成了局部节点交通拥堵，甚至引起全局路网出现通行不畅，运行效率下降。

同时，国家及各地相关设计规范对出入口设计的规定也存在明显不足。本文以苏州相城区综

合发展项目为例，基于相关理论和规范条例的研究，提出实用、简便、有效的计算方法。 

2. 出入口布局相关研究综述 

2.1 相关理论研究 

美国交通研究部门对大型公共建筑机动车出入口交通研究体现在 Access Management 

Manual 技术中[1-2]。美国官方对 Access Management 的定义是“为了向开发地块提供通道，

并且保证地块周边交通环境的交通安全、通行能力和行车速度而采取的一系列交通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对辅助通道、分隔带开口和立交的位置、间距、设计和管理进行的系统性控制

措施。 

国内研究学者提出许多用于不同类型建设项目的交通影响分析方法，其中涉及到建设项

目机动车出入口设置的问题。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提出的城市 CBD 内建设项目群交通组织

设计方法[3]，将预测的发生吸引量分配在交通组织后的出入口和主要干道上，通过比较各车

道和各出入口的流量与通行能力来评价交通组织设计方案。龚星星等提出利用干道车流提供

的可插入空挡，结合建设项目停车场的车位数，对在城市干道的出入口的数量和位置进行校

核[4]。陈峻，王炜提出采用排队论分析了停车场入口道的设计长度，研究、评价出口道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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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能力及服务水平[5]。 

2.2 国家规范要求 

2.2.1  出入口数量 

在《民用建筑设计通则》4.1.6 条中，大型、特大型的文化娱乐、商业服务、体育、交

通等人员密集建筑的基地出入口至少要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方向通向城市道路的(包括以

基地道路连接的)出口
[6]
。在《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3.2.4 规定，大中型汽车库（50-500 停

车位）的库址，车辆出入口不应少于 2 个[7]；特大型汽车库（>500 停车位）库址，车辆出入

口不应少于 3 个，并应设置人流专用出入口。在上海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

准中 4.2.6 条规定：1)当机动车停车数小于等于 100 辆时，如必须在主干路上设置有出入口

的，则基地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 1 个[8]；出入口均设在次干路和支路上的，则基地出入口总

数不应超过两个。2)当机动车停车数大于 100 辆且小于等于 300 辆时，如必须在主干路上设

置有出入口的，则基地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两个；出入口均设在次干路和支路上的，则基地

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 3 个。3)当机动车停车数大于 300 辆，且基地位于主干路与次干路，或

与支路相交的道路，主干路上不应设置车辆出入口。且出入口数不应超过 3 个，并应分别布

置在主干路以外的不同城市道路上。主干路上必须设置有出入口的，出入口总数不应超过两

个。 

2.2.2  出入口位置 

在《民用建筑设计通则》4.1.5.1 条中规定：（基地机动车出入口位置）与大中城市主干

道交叉口的距离自道路红线交叉点量起不应小于 70 米。在《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3.2.9 条

中规定：停车库址车辆出入口与城市人行过街天桥、地道、桥梁或隧道等引道口的距离应大

于 50m；距离道路交叉口应大于 80m；特大、大、中型汽车库的库址出入口应设于城市次

干道，不应直接与主干道相连。在上海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场)设置标准中 4.2.1 条

规定：基地位于城市主干路与次干路、支路相交的位置旁，出入口不应设置在主干路上，基

地位于次干路和支路相交的位置旁，出入口不应设在次干路上。1）确需在主干路上设置时，

距离交叉口不应小于 80m 或在基地的最远端。2）在次干路上设置出入口，距离交叉口不应

小于 50m 或在基地的最远端。3）在支路上设置出入口，距离与主干路相交的交叉口不宜小

于 50m，距离与次干路相交的交叉口不应小于 30m，距离与支路相交的交叉路口不应小于

20m。4.2.3 条规定：基地出入口距地铁人出入口、人行横道线、人行过街天桥、人行地道

应保持不小于 30m 的距离；距铁路道口应保持不小于 50m 的距离；距桥梁、隧道引道端点

等，当桥梁、隧道坡度大于等于 2%时，当入口应保持不小于 50m 的距离；当坡度大于 1%

且小于 2%时，在桥梁、隧道坡度范围内不宜设置出入口；距公交车站应保持不小于 15m 的

距离。 

国家及各地相关设计规范对出入口设计的规定也存在不足。例如不同版本的规范对于建

设项目出入口设置要求存在差异；在出入口位置方面仅考虑了不同等级的道路上是否应设置

出入口以及对于出入口与交叉口的间距规定有些死板；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要求较为全面和

详细，但是对于停车位超过 300 辆的项目出入口数量设置存在缺陷，以及出入口距离要求缺

少行车速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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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项目出入口布局方法 

3.1 出入口数量设置 

3.1.1  建设项目出入口类型 

根据建设项目出入口交通特性和衔接道路特点，将建设项目出入口分为两大类六种，分

别是“右进右出”双向出入口、单向右转入口、单向右转出口、允许左转的双向出入口、允

许左转的单向入口、允许左转的单向出口。 

 

图 1  建设项目出入口类型 

3.1.2  建设项目出入口数量计算方法 

出入口的数量主要取决于出入口的通行能力和建设项目交通量。 

基于出入车辆同路段车辆冲突原理的出入口通行能力计算方法，根据可插间隙理论，直

接计算与出入口连接道路(优先方向)上交通流中的可插间隙(车头间距)，即项目出入口驶出

车辆(非优先方向)可以插入或横穿车辆的间隙数，作为非优先方向可通过的最大交通量。若

假设与出入口连接道路(优先方向)上的机动车到达概率服从泊松分布，则车辆到达的时间间

隔为负指数分布，出入口通行能力计算公式[9]： 

a

1

q

q

Q e
C

e











                                (1) 

式中：C ---出入口通行能力 

aQ ---连接路段上双向交通量（pcu/h）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104



 

 

 

 ---临界间隙，即在出入口等待驶入路段的车辆可以顺利插入或穿过车流的最小车

头时距 

 ---出入口处排队车辆连续驶入路段(主通道)时的车头时距，一般取 3-10s 

q ---路段上车流平均到达率，即 aQ /3 600(pcu/s)。 

对右转车辆通常取随车时距 4s-6s，对左转车辆取 6s-8s，该时间取值取决于横穿道路或

插入车辆所需的安全时间，实际计算时可实测若干数据并采用均值计算。  

通过计算，在 a 和 b 分别取 5s 和 3s 时，取 aQ 取 1000、1200、1400 时，出入口的理论

通行能力C 分别为 440pcu/h、360pcu/h、290pcu/h。 

建设项目交通量，根据建筑物的用地性质和面积、交通出行率及出行方式，可以计算出

建设项目产生和吸引交通量。建设项目交通量与出入口通行能力之比就是出入口数量。 

3.2 出入口与周边交叉口距离分析 

建设项目出入口经常会布置在交叉口附近，那么应该分析研究出入口与连接道路的邻近

交叉口合理距离，以保证项目出入口进出车辆对邻近的交叉口通行影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3.2.1  出入口与交叉口间距分析 

建设项目出入口与邻近交叉口的间距至少要满足车辆行驶的安全要求。首先从上游交叉

口驶出的车辆驾驶员应能看见从项目出入口驶出的车辆，并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反应和进行操

作；同时从建设项目出入口汇入城市道路的车辆在到达下游交叉口之前，驾驶员应能看见交

叉口同向排队车辆并及时采取措施。 

为了避免从建设项目驶出车辆与下游交叉口等待车辆相撞，间距 L1 应满足车辆停车视

距+下游交叉口排队长度的要求[10]；同时为了避免上游交叉口驶出车辆与建设项目出入口驶

出车辆相撞，间距 L2 至少应满足车辆停车视距的要求，具体详见图 2 所示，其中 Lt 表示停

车视距，Lp 表示交叉口排队长度。 

其中关于机动车停车视距计算参照《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90) [11]。 

2

S=
3.6 254( )

s
v kv

I
i

 


                    (2) 

S —停车时距（m）；                    v —车辆行驶速度（km/h） 

k —制动系数，一般取值 1.2~1.4；         —路面附着系数 

i —道路纵坡，上坡为正，下坡为负；      sI —安全距离，一般取值 5~10m 

其中，制动系数 k 取值 1.2~1.4；干燥路面 0.7~1.0，潮湿路面 0.4~0.6，下雨开始时 

0.3~0.4。  

当路面干燥的情况下，由上式计算可得，车辆行驶速度在 10~50km /h 时，停车视距的

取值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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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机动车停车时距表 

计算行车速度（km/h） 5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停车时距（m） 60 45 40 35 30 25 20 15 10 

通常对于下游无信号交叉口，间距取值必须大于停车视距；对于下游信号控制交叉口，

还应包括车辆排队长度。如果建设项目出入口不限制左转，则距离邻近的上、下游交叉口间

距均应大于停车视距与排队长度之和。 

 

图 2  出入口与交叉口间距示意图 

3.2.2  出入口与交叉口合理间距计算 

交叉口进口道车辆排队长度的取值为： 

◇对于信号控制交叉口应进行实际调查，取高峰小时 15min 内红灯时最大排队长度的

平均值； 

◇在没有实测数据时可进行估算，建议排队长度一般取 45m，最低取值 15m[12]； 

◇对于无信号交叉口，则假定车流不需要进行排队。 

根据合理间距的分析结论，计算建设项目出入口距离上、下游交叉口的合理间距，此间

距为出入口中心线到交叉口缘石切点的距离。假定车辆驶过交叉口的速度为道路设计速度，

出入口与交叉口的合理间距值见表 2 所示。 

表 2  出入口与信号控制交叉口的合理间距 

设计速度（km/h） 与上游交叉口间距（m） 与下游交叉口间距（m） 

50 ≥60 60-105 

40 40-60 40-85 

30 30-40 30-75 

20 20-30 20-65 

 

4. 苏州相城区综合发展项目出入口布局研究 

4.1 苏州相城区综合发展项目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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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相城区综合发展项目处于相城区中心商贸城，锐意打造为相城区一个集商务办公、

会展中心、五星级酒店、大型购物商场等在内的超高层国际多功能综合项目，以带动整个区

域之商业发展[13]。由于篇幅限制，本文重要研究综合项目北边的 H 地块出入口布局。H 地

块被一条小河分隔为 H2 和 H3 两地块，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184,930 平方米，项目用地类型为

公寓式办公、多功能表演及会议中心。项目地块北靠城市规划支路，南临城市快速路春申湖

西路，东依城市主干道金砖路，西接主干道织锦路，项目周边道路设计等级较高，通达性好。 

 

图 3  苏州相城区综合发展项目-H 地块建筑模型图 

4.2 项目出入口设计及数量分析 

苏州相城区综合发展项目-H 地块的出入口的设计主要遵循安全、便捷、有序的原则，1）

保障地块内车辆和行人进出便捷、通达；2）进出交通与道路交通相互影响最小；3）车辆和

行人进出交通相互干扰较小。 

综合考虑地块内部建筑物特点和外部道路交通特征，配合地下车库坡道的需要，以及人

员和车辆出入安全、便捷等多方面因素，H 地块共设计 4 个基地出入口的，4 个通往地下的

车库坡道，2 处出租车上落区，如图 4 所示。 

其中快速路春申湖西路和主干道织锦路、金砖路不宜设置出入口，故将 H2 和 H3 地块

的出入口均设置在支路规划路上。规划路设计宽度 12 米，双向 2 车道，无中央分隔带。经

过对项目周边交通状况实地调查分析，规划路的临界间隙 a 和车头时距 b 分别取 5s 和 3.5s

时，项目入口和出口处的 aQ 分别为 1060pcu/h,1020pcu/h 时，入口和出口的理论通行能力C

分别为 424pcu/h、408pc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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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苏州相城区 H 地块出入口交通组织图 

再根据项目建筑面积、苏州当地交通生成率、晚高峰小时系数，经过出行方式划分，可

以计算出 H 地块建设项目的机动车交通生成量如表 3 所示。 

表 3  项目 H 地块交通生成量预测 

地块 区域 用地性质 建筑面积 
晚高峰小时交通量

（pcu/h） 

产生量

（pcu/h） 

吸引量

（pcu/h） 

H 

H2 

多功能表演中心 33,508 170 60 111 

公寓式办公楼 72,050 418 293 125 

小计 105,558 588 352 236 

H3 

会议中心 16,422 83 58 25 

公寓式办公楼 62,950 365 256 110 

小计 79,372 448 314 135 

总计 
 

184,930 1,037 666 370 

根据高峰时段交通量预测结果，H2 和 H3 地块产生和吸引的交通量与出入口通行能力的

比值，可以得出 H2 地块和 H3 地块分别需要设置 1 个双向出入口，结合项目机动车上下客

需求，将 1 个双向出入口设计为 1 个单向入口和 1 个单向出口。 

其中图 5 标注的 1 号、3 号为项目入口，2 号、4 号为项目出口。5 号为织锦路和规划路

形成的交叉口，6 号为金砖路与规划路形成的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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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苏州相城区 H 地块出入口与邻近交叉口距离图 

4.3 项目出入口与交叉口距离 

根据出入口与交叉口合理间距计算方法，可以计算得出 H 地块出入口与邻近交叉口最

小间距如表 4 所示。 

表 4  项目 4 个出入口与邻近的交叉口距离分析 

与 5 号交叉口距离 停车视距（m） 排队长度（m） 最小间距（m） 设计间距（m） 

1 号入口 15 0 15 20 

2 号出口 25 15 40 65 

与 6 号交叉口距离 停车视距 排队长度 最小间距 设计间距 

3 号入口 25 0 25 62 

4 号出口 15 15 30 31 

通过表 4 分析得出 H 地块出入口与邻近交叉口设计间距大于最小间距要求，所以 H 地

块建设项目出入口的设置可以满足车辆进出项目安全、便捷，以及离开项目车辆对邻近交叉

口上交通流的影响最小。 

4.4 项目出入口仿真评价 

应用交叉口评价软件 Synchro 对 H 地块 4 个出入口和邻近两个信号交叉口进行仿真及评

价，仿真结果见表 5 所示。建设项目入口 1 和 3 服务水平为 A 级，饱和度分别为 0.39 和 0.37；

建设项目出口 2 和 4 服务水平为 B 级，饱和度分别为 0.56 和 0.59；信号交叉口 5 和 6 服务

水平为 D 级，平均延误分别为 53.7s 和 45.4s。因此，建设项目 4 个出入口和 2 个信号交叉

口通行状况较好，服务水平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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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苏州相城区 H 地块出入口与邻近交叉口服务水平仿真及评价 

表 5  出入口和临近交叉口仿真结果 

交叉口编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饱和度 0.39 0.56 0.37 0.59 0.86 0.79 

平均延误（s） 2.5 3.2 2.9 6.0 53.7 45.4 

停车次数 49 126 66 65 155 220 

平均排队长度(m) 18.4 10.8 9.1 18.3 52.7 25.1 

服务水平 A B A B D D 

5. 结语 

近年来，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评价越来越受到地方规划建设单位的重视，因此项目出

入口作为其重要内容必将会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针对规范要求的局限性，分析研究了建设

项目出入口数量及出入口与周边交叉口的合理间距的确定方法，通过实例设计分析及运用

Synchro 交通软件对出入口和邻近交叉口进行仿真评价，充分验证了这个出入口布局方法的

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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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城市中心城区交叉口交通组织的思考 

王建强 

【摘要】随着城市机动车拥有量的高速增长，城市交叉口拥堵现象正在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

扩展。中小城市中心城区道路网存在路口多、间距小、改造难的特点。本文以诸暨市望云路

-艮塔路交叉口改善为例，从减少交叉口冲突点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小城市中心城区交叉口

交通组织改善的思路与模式。 

【关键词】中小城市  中心城区  交叉口  交通组织 

1. 前言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机动车拥有量高速增长，交通出行需求随之不断上

升，城市道路交通问题日益严重，交叉口拥堵现象正在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展。交叉口是

城市道路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道路交通的咽喉部位。由于相交道路上的各种车辆和行

人均须汇集于交叉口后，才能转向其它道路，因此车辆和车辆之间、车辆和横穿道路的行人

之间必然产生相互干扰，造成行车速度降低，交通拥堵，又易引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交叉口是道路通行能力和交通安全上的卡口，市区交通阻塞，大部分是由于平面交叉口

通行能力不足而造成的。因此，交叉口的交通管理是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中的重点。只有改善

路口交通秩序、提高路口的通行能力，才能有效缓解城区交通问题。 

2. 交叉口交通组织改善的原则与方法 

进出交叉口的车辆，由于行驶方向的不同，车辆与车辆之间交会形成的交叉点可分为： 

☆冲突点——行车方向相互交叉，其交角不小于 90
。
，车辆易发生碰撞的地点 

    ☆交织点——同一方向行驶的车辆因变换车道而交叉的地点 

    ☆合流点——车辆从不同方向驶向同一方向成锐角交汇的地点 

☆分流点——同一方向车辆往不同方向行驶的分离点 

不同交叉点对交叉口行车安全的影响程度各不相同，其中左转和直行车辆交叉形成的冲

突点，对交通安全危害最大，其余依次是交织点、合流点、分流点。 

交叉口的冲突点数的增加，并不是与相交道路条数的增加成直线比例，而是增加得很多。

由左转与直行车辆造成的冲突点，其数量可按下式[1]计算： 

式中： 

       ∑p（左·直）——由左转与直行车辆造成的冲突点总数 

       n——相交道路的条数 





6

)2)(1(
)(

2 nnn
P 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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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三条道路相交的冲突点只有３个，四条道路相交的冲突点就增加到１６个，而五条

道路交叉的冲突点竟达到５０个，如果六条道路交叉则冲突点就猛增到１２０个。如果十字

交叉口没有左转弯车辆，则冲突点就可从 16 个减少到 4 个，五条道路交叉的，其冲突点则

可从 50 个减少到 5 个。 

交叉口交通组织管理的目的是利用时间和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消除或减少冲突点，保

障交通安全，提高交叉口通行能力，减少交通拥堵。交叉口时空资源分配的方法[2]有： 

时间分离：信号灯控制——利用时间差将不同方向车流分离 

空间分离：渠化交通——利用设置转向专用车道、渠化岛等分隔不同流向的车流 

          立体交叉——将不同交通方式立体分离（如机非分离） 

时间和空间分离的结合：信号控制加渠化交通的组合 

交叉口信号灯控制方式可分为两相位控制和多相位控制，二种方式各有优缺点。两相位

控制方式的优点为：车辆通过交叉口的等候时间较短；缺点为：路口有冲突点，交通秩序较

差。多相位控制方式的优点为：路口无冲突点，通过路口的车速大，交通秩序和安全性好；

缺点为：车辆通过交叉口的等候时间较长。 

交叉口渠化是通过拓宽路口道路设置转向专用车道，设置安全导向交通岛，或利用交通

标志、标线、护栏、隔离墩及其它设施和方法，对各种不同车型、不同行驶方向及不同运动

状态的交通流进行引导、隔离和规制，使其顺着一定的方向和线路，互不干扰地、有秩序地

运行，以达到分离和规制交通流、提高路口通行能力和车辆行驶速度、并增加行车安全性的

目的。 

然而，中小城市中心城区道路网存在路口多、间距小、改造难，有些路口因道路规划建

设原因而成为畸形路口等问题；另外，由于城市道路用地紧张，交叉口渠化时拓展进口车道

有困难，路口渠化不能满足交通需求，也没有条件设置多相位信号控制。因此，在进行城市

道路交通流组织中，仅从单一路口考虑，很难有效进行交通组织，只有通过利用交叉口周边

路口、路段组成的区域网络，进行系统协调考虑，采用单向通行、禁止左（右）转、右进右

出、信号控制等管理措施，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拥堵问题。本文以诸暨市望云路-艮

塔路交叉口交通组织改善为例，从减少交叉口冲突点的角度出发，探索中小城市中心城区交

叉口交通组织改善的思路与模式。 

3. 诸暨市望云路-艮塔路路口及其周边道路交通现状 

诸暨市是位于浙江省中北部的县级市，城市建成区面积为 15 平方公里，人口约 16 万。 

诸暨市望云路-艮塔路路口是不规则的 Y 型路口，无信号灯控制，早晚高峰时经常出现

交通拥堵现象，管理上有一定的难度。当地交警部门希望通过采取渠化路口、安装信号灯等

措施，改善交叉口的交通秩序，提高交叉口的安全性。经现场调查，艮塔路是市区东西向主

干道，望云路是南北向主干道，交叉口为二条主干道相交，高峰时段 15 分钟交通流量达

1000pcu,加上摩托车、电动车、行人交通的相互干扰，导致交通拥堵。另外，此路口前后有

三个路口将其包围，路口之间的间距都很短，其中 3 号路口与其间隔仅有 50 米（见图 1）。

这三个路口中，3 号路口是畸形无控路口（T 型路口的变异路口），1 号路口是十字信号灯控

路口，4 号路口是 Y 型无控路口。这四个路口各自独立运行，没有进行协调管理和控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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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单独对望云路-艮塔路路口（2 号路口）进行渠化及交通组织优化，一是渠化及信号控制

配时方案设计有困难，二是不仅不能解决现状存在的问题，相反会给信号控制带来更大的难

度，路口之间的交通流运行会受到牵连和制约。 

号交叉口

号交叉口

号交叉口

4号交叉口

三角广场

公交场站

 

图 1 望云路-艮塔路路口及其周边道路交通现状图 

3.1 道路路段现状状况 

诸三路：东西向主干道，道路横断面为三块板，机非采用绿化带隔离，机动车道宽 14

米，双向四车道。 

朱公路：南北向主干道，道路横断面为一块板，宽 10 米，机动车双向两车道。 

艮塔路：东西向主干道，道路横断面为三块板，机非采用隔离护栏隔离，机动车道宽

14 米，双向四车道。 

望云路：南北向主干道，道路横断面为三块板形式，机非采用隔离护栏隔离，机动车道

宽 10 米，双向二车道。 

3.2 道路交叉口现状状况 

诸三路--朱公路交叉口（1 号交叉口）：十字交叉口，信号灯二相位控制，各进口无转向

限制，存在机动车直行-左转冲突点 4 个。 

诸三路--望云路--艮塔路交叉口（2 号交叉口）：Y 型交叉口，无信号控制，各进口无转

向限制，存在机动车直行-左转冲突点 3 个。 

艮塔路—陶朱北路交叉口（3 号交叉口）：变形的 Y 型交叉口，无信号控制，各进口无

转向限制，存在机动车直行-左转冲突点 3 个 

朱公路--望云路交叉口（4 号交叉口）：Y 型交叉口，无信号控制，各进口无转向限制，

存在机动车直行-左转冲突点 3 个。 

3.3 道路交通现状存在的问题： 

（1）四个交叉口之间的间距很短，均在 100 米以内，其中 2 号、3 号交叉口的间距只

有 50 米。 

（2）交叉口未进行科学合理的渠化，路口进口车道数与路段车道数一致，没有拓展车

道及设置转向专用车道。 

（3）除 1 号路口外，其余三个路口均为无信号控制路口，直行、左转的机动车辆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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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机动车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冲突，以及行人过街与车辆产生的冲突，导致交叉口交通秩

序混乱，安全性差，尤其是高峰时段，经常出现拥堵现象。 

（4）三角广场的西侧为公交场站，进口位于诸三路右转匝道处，出口在朱公路。出入

场站的公交车严重干扰了周边道路上车流的正常运行，尤其是公交场站的入口设置导致望云

路、艮塔路方向的进站车辆均需通过连续左转的方式才能进站，进站流线不顺畅，增加了与

相交道路其它流向车流的冲突；同时由于公交场站出口处有大量三轮车占道候客，在占用道

路资源的同时，严重干扰了道路的正常交通秩序。 

4. 交通组织改善方案与措施 

城市道路交叉口的改善方案一般采用拓展进口车道、设置转向专用车道、设置多相位信

号控制等具体措施，规制交通流的运行轨迹，从而达到改善交通秩序、提高安全性的目的。 

从望云路-艮塔路交叉口及其周边道路的现状情况分析可知，各进口没有条件拓展车道，

无法设置转向专用车道，况且路口交通拥堵问题并非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路口交通运行状

况与其周边道路及路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此，只有统筹考虑四个交叉口及其周边路段

组成的区域，采用部分路段单向通行、禁止路口左转、设置信号控制、调整公交场站出入口

设置等交通流组织措施，同时加大执法力度，禁止朱公路（诸三路至望云路段）路边停车，

才能有效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根据该区域的几何特征和交通流特点，首先考虑将三角广场所在范围的相交道路进行系

统的交通组织：即将右侧三角形物理岛（即由诸三路、朱公路和望云路围合而成）按照环岛

的方式组织交通流（逆时针方向），即诸三路（望云路至朱公路）东往西单行、朱公路（诸

三路至望云路）北往南单行、望云路（朱公路至诸三路）南往北单行，另外，公交场站西侧

道路为诸三路由西往东的右转匝道，同时实行单行（见图 2），非机动车可以双向通行，但

是在交叉口内须与行人一起，从人行横道线处过街；3 号交叉口增加设置交通信号灯。通过

交通流组织后，可以减少 1 号、2 号、4 号交叉口机动车与机动车冲突点，也降低了机动车

与非机动车之间的干扰，在提高通行能力的同时，增加了车流通过的安全性。为了使进入公

交场站的公交车行驶线路更为顺畅，将其出入口位置进行调整，即将公交场站的入口设置在

朱公路上，出口设置在诸三路的右转匝道上。 

号交叉口

号交叉口

三角广场

公交场站
出口

入口

 

图 2  交通组织方案图 

通过交通流组织而需要调整的各交叉口转向交通流的组织方案为： 

1 号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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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进口往艮塔路方向的直行车流：从诸三路的右转匝道右转、或至诸三路－朱公路交叉

口处右转，通过朱公路南行至 4 号路口左转，沿着望云路北行至艮塔路； 

西进口往望云路方向的右转车流：从诸三路的右转匝道右转，或至诸三路－朱公路交叉

口处右转至望云路； 

进公交车站的车流：直行至诸三路－朱公路交叉口处，右转沿着朱公路南行进入公交场

站； 

北进口往艮塔路方向的左转车流：路口直行，通过朱公路南行至 4 号路口左转，沿着望

云路北行至艮塔路。 

具体见图 3。 

号交叉口

号交叉口

4号交叉口

三角广场

公交场站
出口

入口

 

图 3 1 号交叉口交通组织流线图 

2 号交叉口： 

东进口往望云路方向的左转车流：路口直行，至 1 号路口左转，通过朱公路行至 4 至路

口右转。具体见图 4。 

号交叉口

号交叉口

4号交叉口

三角广场

公交场站
出口

入口

 

图 4 2 号交叉口交通组织流线图 

3 号交叉口：采取信号控制，高峰时采用多相位控制。 

4 号交叉口： 

南进口往朱公路（公交场站）、诸三路方向的左转车流：路口直行，至 2 号路口左转，

进入诸三路，或至 1 号路口右转进入朱公路。具体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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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交叉口

号交叉口

号交叉口

4号交叉口

三角广场

公交场站
出口

入口

 

图 5 4 号交叉口交通组织流线图 

为配合方案的实施，在各交叉口设置相应的禁令标志和隔离设施。 

为充分挖掘道路交叉口及其周边路段的通行能力，方案对路口及路段进行了渠化，将诸

三路右转匝道、朱公路（诸三路至望云路）机动车道设置为单向二车道，将诸三路（朱公路

至望云路）、望云路（朱公路至诸三路）机动车道设置为单向四车道。见图 6。 

 

三角广场

公交场站
出口

入口

机动车单

向二车道

机动车单

向四车道

 

图 6  各路口渠化示意图 

5. 方案效果分析 

此方案的最大优点是减少了交叉口的机动车直行-左转冲突点，由原来 13 个冲突点减少

到 1 个（见下表），这样就大大地提高了路口的通行能力，减少了车辆在路口的延误，交通

秩序也随之大大改善。 

表 1  方案实施前后各路口交通冲突点对照表 

路口名称 
路口机动车直行-左转冲突点数 

方案实施前 方案实施后 

诸三路--朱公路交叉口（1 号交叉口） 4 0 

诸三路--望云路--艮塔路交叉口（2 号交叉口） 3 0 

艮塔路—陶朱北路交叉口（3 号交叉口） 3 1 

朱公路--望云路交叉口（4 号交叉口）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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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城市道路交通流如同水流一样，宜疏不宜堵，路网交通流组织的目的就是让交通流畅通。

虽然一些交通管理措施，如单向交通、禁止左（右）转等，会导致一些车辆绕道行驶，增加

车辆的出行时间，但可以减少其在交叉口的延误时间，提高其出行的安全性，而且路网整体

交通秩序和安全性也会得到较大改善，因此，通过一些管理措施对区域的交通流进行合理组

织是非常有效而必要的。随着城市机动车拥有量的不断增加，未来中小城市中心城区交叉口

交通组织的主要模式将是通过一定的管理措施对周边路口、路段进行交通流的组织分流，减

少交叉口的冲突点，提高路口的通行能力，从而达到交通畅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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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城市交通管理对策思考 

                                              ——以沈阳市全运会为例 

赵云龙  范东旭 

【摘要】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城市交通运行特性与常规出行交通特性有很大区别，体育赛事的

交通生成将给城市交通带来较大压力。赛事期间，必要的交通管理措施是城市交通系统正常

运行的保障。深入研究分析已举办赛事城市的交通管理对策与措施，归纳总结其制定措施的

出发点与角度，以第十二届全运会为例，对沈阳市全运会期间的交通压力成因、影响等进行

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全运会期间交通状况预判的技术方法与手段进行研究，提出沈阳

市全运会期间的备选交通管理对策与措施，为沈阳市全运会期间城市交通管理措施的制提供

参考依据。 

【关键词】交通管理对策  大型体育赛事  交通运行  交通需求管理  交通预判 

1. 引言	

大型体育赛事期间，往往会在很短的时间、有限的空间汇集大量的人流、车流，同时这

些交通流具有明显的集中聚集和集中离散的特征，交通需求向心性较为突出[1]。这种特性的

交通给着眼于通勤、上学、公务等城市常规出行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交通已然成为一个城市大型活动能否成功举行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大型活动造成的交

通影响大都是暂时的，因此，在利用增加道路容量（路网的扩建）来解决交通问题的同时，

更多的是合理地制定并实施交通管理方案来缓解大型活动所带来的交通压力。 

2013 年，辽宁省将举行十二届全运会，主要比赛项目将在沈阳市举行。全运给沈阳市

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给城市交通系统带来了压力与挑战。为了保障全运会期间沈阳市

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居民的正常交通出行与场馆比赛交通出行需求有序、稳定，对沈

阳市全运会期间城市道路交通状况预判分析及对策进行深入研究。 

2.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2.1 研究内容 

通过对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南京全运会、济南全运会期间城市交通

特征及其交通管理策略的分析研究，结合沈阳市全运会场馆及其赛事安排，对全运会期间沈

阳市交通状况的预判方法进行阐述。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备选交通管理策略，从而保障

全运会期间沈阳市交通的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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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技术路线 

 

图 1  研究技术路线 

3. 国内其他城市案例借鉴	

对国内其他承办过大型体育赛事的城市进行案例分析，总结其他城市所遇到的交通问

题、交通状况、交通策略等相关经验，为沈阳市全运会期间交通状况的预判分析及对策制定

提供借鉴经验依据。 

3.1 北京奥运会 

北京奥运会的交通管制以及有关政策的执行为绿色奥运的实施带来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为我国有关部门在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提供有力的借鉴[2]。作为历史上参加国家和地

区最多的一届奥运会，北京奥运会的现场观众达到 700 万人次[3]，这对北京的交通系统带来

了极大的挑战，北京市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保证奥运交通的运行，同时把对居民出行交通的

影响降到最低。 

3.1.1  总体保障措施	

◇明确了 12条城际“奥运快速通道”，确保奥运车辆优先通行； 

◇全面加强对奥运通道交通运行的监测、预警与出行服务信息发布工作； 

◇全力做好奥运车辆行驶途中的休息接待与服务工作； 

◇做好公路交通应急处置的各项准备。 

3.1.2  成立北京奥运交通运行中心	

北京市交委牵头成立了北京奥运交通运行中心，全面协调和负责奥运赛时交通安全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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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赛事交通服务、城市运输服务和交通设施保障工作。 

◇奥运交通基础设施相继投入运行。 

◇加强奥运交通环境整治。 

◇奥运赛事交通服务保障准备就绪。 

◇奥运交通保障方案及配套措施。 

◇深入开展“平安奥运行动”。 

3.1.3  单双号车辆限行管理措施	

根据以往奥运城市的举办经验，奥运期间应采取一定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削减城市总

体交通需求，给奥运交通以良好的运行环境[4]。北京奥运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措施就是实行单

双号车辆限行。 

单双号限行首日，车流量下降一半，各环线主路车速都有很大的提高，部分道路上的车

都能保持在时速七八十公里的状态。限行的前 4 天，市区主要道路车流量比平日下降 26%，

拥堵和事故报警分别下降 76%和 46%。而全市道路的交通流量比限行前下降 41%，拥堵报警

下降 96%，事故报警下降 48.5%，剐蹭等轻微事故下降 50.2%，未发生重大恶性交通事故。 

全面实行单双号限行措施后，每天约有 180 万至 200 万辆机动车停驶，约有 410 万市

民要从小汽车里走出来，增加了公共交通出行的人数，公共交通系统每天多运送乘客 400

余万人次。 

单双号限行相关政策也体现了人性化的管理。如考虑到部分市民一人多车的实际情况，

允许本市拥有两辆尾号同为“单号”或“双号”私人小型客车的个人申请变更号牌等，按照

奥运期间交通保障方案停驶、限行的持有北京号牌的机动车，都享受减征三个月养路费和车

船税的优惠政策。 

3.1.4  广泛应用智能交通系统	

智能交通系统平台建设工作既要以保障奥运交通运输为近期目标，又要以服务城市长远

发展为远期目标[5]。 

◇现代化的交通指挥调度系统。 

◇交通事件的自动检测报警系统。 

◇自动识别“单双号”的交通综合监测系统。 

◇数字高清的奥运中心区综合监测系统。 

◇闭环管理的数字化交通执法系统。 

◇智能化的区域交通信号系统。 

◇灵活管控的快速路交通控制系统。 

◇公交优先的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连续诱导的大型路侧可变情报信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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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实时路况预测预报系统。 

3.1.5  物流运输的交通管理与影响	

限行措施对于物流行业的影响较大[6]。北京奥运需求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决定了北京的

物流筹备工作不能简单的套用或照搬过去已有的物流模式，而是应该充分考虑到北京的本土

化特点，结合奥运文化的固有背景，将两者完美结合[7]。 

◇奥运会期间物流企业的对策基本可以分为五项： 

◇争取到更多可免受限制的运行证件； 

◇确保车辆的排放标准可以达到要求的水平； 

◇通过购买和租赁，扩大车队规模； 

◇与 EMS以及下游供应商合作，共享车辆； 

◇与客户加强沟通，确保中国政府开列的禁运物品名单不在快递之列。 

3.2 上海世博会 

上海世博会期间，让参观者享受到交通的便捷，又保持城市“经脉”的畅通，同时保证

市民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践行“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世博会主题，对上海而言是个巨

大的考验[8]。面对考验，上海市世博会筹办工作领导小组交通组等相关单位制订了《上海世

博会交通保障方案》。 

3.2.1  三大基本策略	

《上海世博会交通保障方案》有三大基本策略： 

（1）倡导公交出行 

通过优化轨道交通、地面公交服务，提高系统保障度，争取 90％以上参观人员通过轨

道交通、地面公交及团体客车等集约交通方式入园。制订了“30、45、60、90”的客运交

通服务目标，即力争内环以内 30 分钟、内外环间 45 分钟、外环外近郊区 60 分钟、远郊区

90 分钟到达世博园。 

（2）均衡入园客流 

世博客流有可能向周末、双休日、节假日、重大园区活动日集聚，上海引导客流从高峰

日参观转向一般日参观。 

（3）采取适当管理措施 

为减少世博交通与日常交通的叠加影响，上海制订了相应管控政策，包括汽车使用管理、

施工区域管理等，根据需要适时实施。 

3.2.2  封存部分公车保障交通	

为保障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交通正常运行，不发生长时间、大面积的拥堵，世博

会举办期间，上海部分公车被封存，但不实施机动车按尾号限行措施。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122



 

 

 

3.2.3  建筑施工管制	

为减少建设施工对交通影响，世博会期间，园区周边 25 平方公里区域不新开工项目；

外围 45 平方公里区域内，禁止房屋拆除、地下基础工程施工，严格控制混凝土浇捣作业。

除紧急抢修工程和经市政府批准的重大项目外，外环线内区域及外环线外骨干道路禁止占路

施工。 

3.2.4  扩大摩托车限行	

在一些主干道及高架系统“禁摩”的基础上，上海对世博保障通道、园区周边等主要集

散道路实施“禁摩”。 

3.2.5  交通实施分区管理	

上海在世博会举办期间以世博园区为核心，对城市交通实施分区管理，全市交通管理区

域划分为管控区、缓冲区和引导区。管控区以限制小汽车出行及满足安保管理为目的，重点

强化边界管理，保障入场有序；缓冲区重点保障世博专线、公交、团体客车等集约化车辆快

速到达园区，范围为中环线以内、管控区以外；引导区重点提高省界道口安检通行能力，并

引导自驾车游客向公交转换，从远端对进入市区和世博园区的车辆进行引导和分流，范围为

缓冲区意外的市域范围。 

3.3 广州亚运会 

为了保障亚运会期间交通正常运行，广州市交通部门制定了广州亚运交通保障措施，保

证亚运场馆的各项赛事交通需求，同时满足居民出行交通需求[9]。通过广州亚运会交通保障

措施的实施，亚运期间，除少数几个场馆外，绝大多数运动场地到亚运城、市中心和亚奥理

事会大家庭住宿酒店车程不超过 30分钟。 

3.3.1  设专用车道	

广州市交通部门在选定的 105 条约 800 公里的亚运通道中，选取 15 条道路的部分路段

作为亚运专用车道，全程约 125 公里。亚运专用道主要用于保证参赛选手、裁判、记者、相

关官员、国际宾客、保障物资和特种车辆的通行[10]。 

3.3.2  适当限行保障交通	

为了尽量减少对生产经营和市民生活的影响。广州市亚运会期间的限行方案采用分时段

分区域进行限制。同时开设了货运通道。单双号限行期间，部分保障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的车

辆不受单双号限制。参照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做法，相应减征广州市籍机动车 3 个月的年票费

用和车船税。 

3.3.3  错峰上下班	

在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及设置亚运专用道的情况下，为缓解公交、地铁早晚高峰

的客流“井喷”现象，减轻公交、地铁的疏运压力，对市各级党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

位及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采取错峰半小时上下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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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鼓励绿色亚运出行	

广州开通了亚运临时公交专线，投入亚运专线公交车，从市区各地送本地市民以及来自

亚洲各地的观众前往各亚运场馆观看比赛。观众凭当天的亚运比赛门票，还可享受免费搭车

的优待。亚运期间，广州市进一步强化了公交线路科学调度管理，制订了线路发班计划等。 

3.3.5  智能化交通信息发布系统	

亚运会期间，广州市交通部门在网站上公布了亚运公交专用线线路布局，场馆集散的公

交线路，亚运场馆通道的道路拥挤程度以及其他详尽的亚运交通服务信息。登录广州交通网，

点击相关内容也可以对相关交通信息进行了解。广州市交委与中国移动广东公司合作为市民

提供方便的电话交通信息服务。同时，市民及各方来客也可拨打市交委 96900 查询交通信息。 

3.4 南京全运会 

南京市第十届全运会于 2005 年举行，为了保障全运会期间的交通正常运行，南京市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攻克了全运会期间的交通保卫战。 

3.4.1  专用通道、优先车道保畅通	

全运会期间，十运会接待用车、工作用车在江苏省境内行驶的，凭十运会组委会所发专

门的车辆通行证，免收车辆通行费。同时，南京市为十运会划出了 5 条专用车道，除十运会

的“绿牌车”外，其他车辆一律不准进入该车道。此外，城区与河西连接的 15 条主干道划

为优先通道，其他车辆可以行驶，但遇有十运会车辆须让行。 

3.4.2  专用优先道路摩托车禁行	

全运会期间，每日 7 时至 22 时，“十运会”车辆专用车道及优先车道的道路，禁止摩托

车（含轻摩）行驶（允许横穿）。 

3.4.3  四天禁行管理措施	

全运会开幕式前一天至开幕式后两天，南京市实行四天的单双号出行交通管理措施，在

城区 55 条主干道上，小型客车按车牌号码，单号单日行驶，双号双日行驶。同时，开幕式

当天禁止外地客车、货车进入。 

3.4.4  大力鼓励公交出行	

由于奥体中心属于管制区，除了大会通行的车辆外的其他车辆包括出租车都不允许入

内。私家车停车泊位设置在距离奥体中心约 2 公里处；机动动车停车场距离步行奥体中心至

少要耗时半个小时。 

地铁是离奥体中心主会场最近的一种交通方式，地铁的发车时间由 10 分钟每班提速到

5 分钟，以此加大运送量。地铁站在奥体中心西侧，出站后步行至场馆时间可控制在 10 分

钟以内。 

南京全运会期间的 400辆公交车也是到达奥体中心最方便的交通工具。除已有经过该区

域的 6 条公交线路外，还特别开通了 5 条临时专线。公交车站距离奥体中心大约在 1 公里范

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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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会期间，十运会运动员、裁判员、工作人员、新闻记者、观摩团人员以及志愿者，

凭有效的十运会工作证件，在全省范围内免费乘坐公交车辆、地铁。 

3.4.5  增设当地货车禁行道	

全运会期间，每日 6 时至 23 时，悬挂南京市号牌机动货车（含持货车禁区通行证的车

辆），禁止在 12 条城市干道以及南京市已设定的机动货车禁区和禁行路段上行驶。 

3.4.6  完善交通设施硬件环境	

为迎接南京市全运会，南京市建设了交通指挥中心、场馆无缝监控系统、交通标志牌、

停车场、停车泊位等，满足赛事交通需求。 

3.5 济南全运会 

为给十一届全运会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的交通环境，十一运组委会成立了交通保障部，

落实组织机构、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出台了《第十一届全运会交通保障总体方案》。 

3.5.1  大力鼓励公共交通	

◇公交提速且更新公交车 2000 辆 

◇新开通 3条 BRT线路 

3.5.2  机动车单双号限行管理措施	

为给全运会提供一个畅通的交通环境、良好的空气质量，在学习借鉴北京奥运会单双号

限行措施经验的基础上，济南市确定全运会开幕前三天至后两天，实行为期 6 天的单双号限

行交通管理措施。 

3.5.3  单双号限行措施预演测试	

全运会前一个月，济南交警实施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在充分参考测

试期间部分市民提出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最后对单双号限行措施做了论证。对限行天数及限

行范围进行了调整，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因全运安保给城市生活带来的影响。 

3.5.4  设置全运会专用车道或优先车道	

为保证全运车辆顺利有序通行，全运会期间，设置全运会专用车道和全运会优先车道，

除悬挂全运号牌或持有全运会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外，其他任何车辆不得在专用车道内行驶，

在优先道路上，其他车辆应主动避让具有优先权的车辆。 

3.5.5  运输调配保障措施	

编制了《第十一届全运会交通运输手册》、全运会运力需求调查、《征调车辆方案》、预

算等，开展了车辆、驾驶员征集，车辆分配等工作。全运会前一个月，十一运交通保障部对

所有征集车辆进行了安全大检查；赛事期间，科学组织、高效完成了系列车辆调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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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多种车辆禁行区域划定管理	

全运会期间，对不同吨位的货车进行了限时限区域行驶规定；危险剧毒化学品运输车辆

禁止在济南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涉及国计民生、全运会保障、应急需求的其他车辆，由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通行证，按规定时间、规定路线行驶；因赛事和活动需要，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视情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3.5.7  加大违章处罚力度	

对于在全运会期间违反交通限行规定的，分两种情况进行处理：轻微违反规定，没有造

成很坏影响，并积极配合交警管理的，以劝阻和教育为主；故意违反规定，造成重大影响，

并且不服从交警管理的，根据法律规定，处 200 元以上，2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特别严重

的，并处 15日拘留。 

3.5.8  外地车辆办证进入	

全运会期间，对于进入济南市的外地车辆，需要办理相关证件。一些民生车辆可以向交

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办理通行手续，克服交通限行造成的不便。 

3.5.9  公路“无障碍”通行	

济南市从全运会前三个月至赛事结束期间，相关收费站设置“快速通道”，即沿线收费

站点将设立“十一运快速通道”，设置统一标志，确保车辆“无障碍”行驶。比赛期间，公

路管理部门加强路政巡查力度，配合公安部门实施必要的交通管制，提供出行信息等服务。 

3.5.10  完善交通设施硬件环境	

◇安装停车诱导屏 

◇建立十一运会交通组织模拟与演示系统 

◇建立智能调度监控指挥中心 

◇增设指路旅游标志 2500 面 

◇调整信号配时、增加路口通行能力 

◇全运会场馆周边实现全程无缝监控 

◇布设人性化交通设施 

3.5.11  启动交通维护志愿者行动	

组织全运会城市和社区志愿者，在周末、节假日和测试赛、全运会期间，在多个路口开

展“四文明”、“四让”宣传活动，劝阻闯红灯、跨护栏、乱停车、乱占道等不文明行为。同

时，在人流、车流密集的交通路口设立交通维护站，实行交通维护志愿者上岗服务。 

3.5.12  民航、铁路、公路共组票务中心	

为确保赛事来宾“来得及时，走得舒心”，机场、民航、铁路、公路等相关运输部门共

同组建票务中心，并于全运会前一个多月起接受相关票务的预订工作。赛会期间，十一运交

通保障部票务中心为各方来宾提供票务预订、接机接站等各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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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3  交通应集保障措施	

山东省交通部门要求各市公路管理机构和高速集团分公司分别建立不少于 30 人的应急

处置队伍，高速服务区、收费站办公区也安排一定数量的应急人员。交通保障部门确保不低

于 10%的征集车辆作为备用车辆。 

 

3.6 各地经验总结 

对国内举办大型体育赛事城市交通管制措施进行总结，可以得出其管制措施主要从以下

几方面进行考虑： 

3.6.1  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鼓励公共交通出行	

从其他城市经验可以看出，举办大型赛事的城市通过增加公共交通车辆、完善公交优先

路权、开通公共交通线路（包含轨道交通）等方法，大力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鼓励参会

人员赛事交通出行、居民出行采用公共交通出行方式进行。 

3.6.2  进行交通需求管理	

为保障大型体育活动期间赛事交通出行和居民日常交通出行的有序正常进行，很多城市

采用了限行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主要是为时段、分区域的车牌限行形式。 

3.6.3  优先赛事车辆路权	

为保障大型体育活动完事的正常进行，举办城市大多选定规划区域对赛事车辆进行路权

优先的交通管理，如进行全运会专用道和专用车道的划分等措施。在城市出入口处，设置赛

事车辆“绿色通道”。 

3.6.4  运用智能交通进行监控、预判	

举办大型赛事的城市，大多引进了智能交通设备与系统，实现对赛事场馆及其周边的无

缝监控。同时运用智能交通系统对其交通状况进行分析并进行预判，有助于交通管理措施的

及时更新，保障赛事期间城市交通正常运行。 

3.6.5  保证赛事应急交通	

调配赛事应急车辆，对赛事场馆周边、城市出入口等交通事故或黑点地区进行交通应急

设施筹备，确保交通安全，保障赛事期间城市交通的应急功能。 

4. 沈阳市全运会期间城市交通状况预判	

4.1 沈阳市全运会场馆及通道分布 

“十二运”沈阳赛区比赛、训练及备用场馆共计 40 个，主要旅游景点 18 处，共涉及

10 个行政区域，包括沈河区、大东区、和平区、于洪区、皇姑区、东陵区（浑南新区）、铁

西区、沈北新区、苏家屯区、棋盘山开发区。全运村至各赛事场馆、景区走行道路共计 68

条，其中涉及比赛、训练和备用场馆道路 5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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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沈阳市全运会场馆及场馆间主要通道分布图 

4.2 沈阳市全运会期间交通状况预判 

借鉴其它城市大型体育赛事活动期间经验，往往会在很短的时间、有限的空间汇集大量

的人流、车流，且这些交通流具有明显的集中聚集和集中离开的特征，交通需求向心性较为

突出。这种交通需求会给城市路网交通运行带来较大的影响，在有限的城市路网承载能力条

件下，若不进行科学的预测判断与合理的专项规划，则赛事交通与常规出行交通均无法正常

有序运行。 

4.2.1  全运会期间交通压力分析	

第十二届全运会的召开给沈阳市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提升了沈阳市的城市吸引力，但

这也给临近饱和状态的沈阳市城市交通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 

（1）大型交通枢纽系统 

全运会的召开，会吸引大量的外地参赛人员、游客。大量的集散人流将给沈阳市机场、

火车站、长客站等大型对外交通枢纽带来巨大的交通压力。这不仅给大型交通枢纽自身的运

力带来了挑战，同时对枢纽周边的交通设施、交通组织等硬、软件设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考验。 

（2）公共交通系统 

参考国内其他举办大型体育赛事的城市经验，如北京奥运会期间，公共交通系统每天需

多运送 400余万人次。全运会期间，公共交通系统也将迎来空前的高峰，公共交通的诉求将

给沈阳市轨道交通一、二号线和常规公交系统的运行带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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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静态停车系统 

全运会期间，无论是参赛人员的出行需求，还是现场观众的出行需求，都将给沈阳市城

市的静态停车系统带来更多的压力，合理的安排小汽车、大客车及专用巴士等停车需求，亦

成为全运会交通的燃眉之急。 

（4）对外道路交通系统 

全运会将吸引大量的省内与省外客流，公路出行作为全运会重要的集散形式之一，将给

城市对外出入口交通系统带来巨大的出行与承载压力，保障对外道路交通系统的正常运行，

也是全运会交通攻坚战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5）赛事场馆周边交通系统 

全运会的开幕式及各场赛事都将吸引较大的人流、车流，各种交通流短时内的聚集与疏

散将给场馆及其周边交通设施与交通组织带来压力。 

（6）场馆间联络通道系统 

按比赛项目需求，沈阳市全运会比赛场馆在沈阳市城市各方向均有分布。全运村、酒店、

比赛场馆间的交通需求将大大增加场馆间联络通道的负荷度，巨大的交通压力将影响通道的

交通运行。 

（7）重要景点交通系统 

全运会期间，不仅赛事交通出行需求大幅度提高，旅游交通出行需求也将出现峰值。象

征着城市历史经历、特色文化等重要旅游景点及其周边的交通设施与交通组织将压力与挑战

并存。 

（8）常规交通出行系统 

全运会期间，由于赛事时间的安排与居民出行时间的重叠，赛事的交通出行对居民日常

出行的影响将不可避免，这对已然面临饱和的城市交通系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9）交通应急调度系统 

交通应急系统是保障全运会胜利召开的必要条件之一，大型的人流、车流集散对交通的

硬件、软件环境都是巨大的挑战，而应急调度系统作为整个交通系统的后勤，将随时面临意

想不到的各种压力与考验。 

4.2.2  全运会期间交通状况预判方法阐述	

全运会期间交通状况的预判，是定性定量分析全运会各交通系统交通压力成因、交通影

响等技术指标的前提，也是制定全运会期间各交通专项规划与交通管理措施的基础。 

对沈阳市全运会期间交通状况进行预判，首先要对全运会的赛事需求进行分析，有针对

性的进行交通补充调查，扩充基础数据样本；在现状数据整理分析基础之上，完善建立沈阳

市全运会的交通出行模型，对交通出行生成、分布等特征进行分析、预测。结合具体的全运

会赛事安排方案，对开幕式、赛事期间及闭幕式等交通出行进行宏观、中观、微观的交通分

析，从而为沈阳市全运会期间交通状况预判提供依据。为全运会期间交通策略的制定提供预

测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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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沈阳市全运会期间交通策略研究	

为了保障全运会期间沈阳市有一个畅通的交通环境，良好的空气质量，向来自全国各地

的参观团、观众及国际友人展示沈阳的城市名片，剖析国内其他举办过大型体育赛事的城市

经验，形成沈阳市全运会期间备选交通策略措施。 

建议通过全运会期间各交通专项规划成果，定性定量考虑各备选交通策略措施的必要性

与可操作： 

（1）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励公共交通出行 

（2）划定区域内设置全运会专用道 

（3）城市对外交通出入口设置全运会“快速通道” 

（4）外地车辆办证进入 

（5）多种车辆禁行区域划定管理 

（6）成立全运会交通运行中心 

（7）加大违章处罚力度 

（8）完善硬件设施、增设智能交通设备 

（9）封存部分公车、保障交通畅通 

（10）错峰上、下班管理措施 

（11）全运会通道区域禁摩 

（12）部门联动提供票务服务 

（13）启动志愿者行动 

（14）交通应急保障措施 

（15）储备单双号限行措施 

（16）单双号限行措施预演测试 

6. 结语	

大型体育赛事的交通特性与常规出行的交通特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对赛事期间的交通状

况预判进行研究，有针对性的制定交通管理策略措施，是赛事交通与常规出行交通正常运行

的保障。 

本文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济南等举办过大型赛事的城市交通管理策略进行

归纳总结、分析研究，结合沈阳市全运会已有规划，对沈阳市全运会期间的交通压力成因、

影响等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沈阳市全运会期间交通运行状态分析及预判方法进行研

究，提出备选的赛事期间交通管理策略与措施，以保障全运会期间沈阳市交通的正常运行。 

进一步的研究将结合沈阳市全运会期间的具体赛事及时间节点安排，建立全运会期间的

交通系统模型，对场馆的高峰吸引特性进行预测，对全运会通道进行交通需求分配测试，为

沈阳市全运会期间交通状况预判及对策选取提供定量分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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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二次过街适用性研究 

王学勇  邵勇 

【摘要】二次过街方式起源于安全岛的设计，从“以人为本”的规划角度，为步行缓慢（老

人、儿童、行为不便者）提供过街停留设施，提高了行人过街安全性，已被国际城市广泛应

用，本文从二次过街设施设计、信号控制方式方面详细介绍了二次过街的设计形式，同时分

别对路段、交叉口处设置二次过街效用进行延误分析，并研究了二次过街与行人强行过街违

章关系。二次过街方式在满足行人安全过街的前提下，缩短了行人过街最小时间，从而减小

了机动车延误、提高了整个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但是，二次过街缩短每次过街距离，容易

引发行人过街违章，需要根据实际调查、因地制宜的选择设置二次过街设施。 

【关键字】行人二次过街  安全岛  延误  违章 

1. 序言	

标准过街方式是让行人在一个相位之内完成横穿道路，这样给老人、小孩等交通弱者带

来了很大的不便。二次过街方式，是在道路中间设置安全地带（安全岛），使不能一次过街

行人在道路中间停留等待过街机会的行人过街方式。二次过街方式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增强行

人过街的安全、减少行人过街等待时间、降低信号配时计算时的最小绿灯时间限制。安全岛

起源于 1862 年，当时利物浦警察局在市内的 6 个十字路口设置了行人安全地带，这就是世

界上最早的行人安全岛雏形。1903 年，被誉为交通安全之父的威廉伊诺在《交通规则》一

书中第一次把“安全地带”称为“安全岛”，从此，“安全岛”在世界各地被广泛地推广和应用，

在城市道路交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安全岛过街方式广泛应用于欧洲国家。国内近年

来也相当重视行人安全建设，提倡以人为本的交通理念，所以二次过街的建设较为火热。北

京、上海二次过街方式也已经非常普及，天津、广州、长沙、昆明等城市也建设有二次过街

设施。 

2. 二次过街设计方式	

二次过街的设计包括行人流线的组织方法、信号控制方法等内容。 

2.1 二次过街设施形式 

根据行人在安全岛上行走路线，可以分为行人直通式二次过街、错位式二次过街。 

直通式二次过街，人行横道为直线形式，为最基本的安全岛模式，供步速较慢者在路中

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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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直通式行人二次过街交通组织方式 

错位式二次过街，人行横道为“Z”字形式，增加中间安全岛的面积，在行人流量较大、

路段较宽、一次过街滞留人数较多过街处设置。 

   

图 2  错位式行人二次过街交通组织方式 

直通式与错位式两种方式是二次过街两种基本形式。在一些路口设置环岛，起到导流岛

与安全岛的双重作用，通过无障碍设计，同时起到二次过街功能。 

  

图 3  环岛式二次过街交通组织方式 

2.2 二次过街信号控制方式 

行人二次过街的信号控制方式分为同步控制与独立控制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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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同步控制二次过街	

同步控制二次过街即两段过街信号相位相同，绿灯同时启动同时停止，是最基本的信号

控制方式。 

 

图 4  同步控制二次过街信号配时 

2.2.2  独立控制二次过街	

独立控制二次过街即两段过街信号相位不同，每段行人过街信号配时根据单向交通量计

算确定；或根据智能交通系统，利用线圈预测交通量或者根据行人需求（按钮式信号灯）分

段配时。 

 
图 5  独立控制二次过街信号配时图 

2.2.3  跨相位二次过街	

在多相位交叉口，利用专左相位或直左相位的时空资源，增设行人过街相位，从而增加

行人过街时间，减小最小绿灯时间对机动车相位的限制与影响。 

( ) ( )

( ) ( )

 
图 6  交叉口专左信号跨相位二次过街相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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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二次过街延误分析	

3.1 路段二次过街延误 

二次过街的穿越车道数小于一次过街的穿越车道数，所以二次过街的每段信号周期较一

次过街减少。二次过街的行人延误相当于将两次过街的延误与岛上错位移动之和，因此错位

同步控制二次过街的延误计算公式为： 

22 ( ) /p p add pg island pd d d C t C L v                                         （1） 

式中： pd
——行人二次过街总延误(s)。 

二次过街方式使得路段行人绿灯信号时长减少，从而降低信号灯对机动车干扰。机动车

的延误公式采用韦伯斯特公式，对比 4 车道、6 车道、8 车道实施一次过街与二次过街的机

动车延误，根据实验不同行人交通量测算可以发现，机动车的延误下降。 

表 1  不同道路宽度二次过街行人过街时间效果(s) 

0

2

4

6

8

10

12

14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1000 1100 1200 1300

行人量 （人/小时）

延误（秒）

四车道一次 四车道二次 六车道一次

六车道二次 八车道一次

 

3.2 交叉口二次过街延误 

在多相位交叉口，由于车道宽度较大，尤其在某些桥下交叉口，行人过街的最小绿灯时

间要求比较大，经常会超过根据信号配时理论公式计算出的最优机动车相位绿灯时间。设置

二次过街有利于减小行人过街最小绿灯时间，从而避免对机动车相位的干扰。 

在多相位交叉口，利用左转信号组织行人二次过街，能够较大增加行人过街时间，以图

6 方案为例，采用 4 相位信号好配时，保持绿信比不变，行人过街采用二次过街信号相位后，

东西过街行人过街时间增长突出，大部分方案东西过街行人时间都增长了一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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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利用左转信号跨相位二次过街行人过街时间效果(s) 

方案序号  信号周期 
行人平均过街时间  与原方案对比 

南北过街  东西过街  南北过街  东西过街 

方案 1  188  117  63  37%  98% 

方案 2  188  106  74  42%  74% 

方案 3  188  95  85  49%  59% 

方案 4  188  106  74  66%  132% 

方案 5  188  95  85  79%  99% 

方案 6  157  84  65  52%  77% 

方案 7  157  74  74  62%  62% 

方案 8  157  74  74  102%  102% 

方案 9  157  102  47  39%  155% 

方案 10  134  84  43  46%  162% 

方案 11  134  76  51  54%  108% 

方案 12  134  67  59  65%  81% 

方案 13  134  67  59  106%  141% 

方案 14  118  70  40  56%  168% 

方案 15  118  62  47  67%  112% 

方案 16  118  55  55  145%  145% 

3.2.1  行人过街延误分析	

行人过街时间的上升，导致行人过街延误的下降，利用行人延误公式计算跨相位二次过

街的行人延误，如表 3 所示。行人延误下降，大部分方案东西过街延误小于 40 秒，在行人

等待心理极限之内，因此会降低行人违章率。 

表 3  利用专左信号跨相位二次过街行人过街延误分析 3 

方案序号  信号周期 
行人过街延误  效果 

南北过街  东西过街  南北过街  东西过街 

方案 1  188  13  41  ‐52%  ‐36% 

方案 2  188  18  35  ‐48%  ‐39% 

方案 3  188  23  28  ‐44%  ‐41% 

方案 4  188  18  35  ‐56%  ‐47% 

方案 5  188  23  28  ‐53%  ‐50% 

方案 6  157  17  27  ‐48%  ‐42% 

方案 7  157  22  22  ‐45%  ‐45% 

方案 8  157  22  22  ‐53%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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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9  157  10  38  ‐57%  ‐37% 

方案 10  134  10  31  ‐57%  ‐40% 

方案 11  134  13  26  ‐52%  ‐42% 

方案 12  134  17  21  ‐49%  ‐45% 

方案 13  134  17  21  ‐57%  ‐53% 

方案 14  118  10  26  ‐57%  ‐43% 

方案 15  118  13  21  ‐53%  ‐46% 

方案 16  118  17  17  ‐57%  ‐57% 

4. 二次过街与违章过街	

行人过街违章受延误时间与穿越机动车道数量的影响，延误时间过长，行人缺乏耐性，

但是，车道数较少时，行人警惕性下降，容易造成违章。 

4.1 行人延误与行人违章率 

行人过街延误影响行人的违章率。强行穿越行人所占的比例，随着平均行人过街延误的

增加而上升，一般超出行人等待心理极限（40s）时，行人的强行穿越比例较高[41]。 

表 4  信号控制下平均行人过街延误与强行穿越行人比例的关系 

平均行人延误（秒）  强行穿越行人所占比例 

<10 
低 

10‐20 

20‐30 
中 

30‐40 

40‐60  高 

>60  很高 

4.2 机动车道数量与行人违章率 

车道数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行人需要穿越的车道宽度及冲突次数。车道越多，机动车流

量较大，车速较快，行人对违法穿越时所面临的危险程度评价较高，选择穿越时机时将会更

加谨慎。根据相关调查发现[42]，如表2‐8所示，行人在二次过街时，每次过街违章率随着一

次穿越车道数量的增加而减小，一次穿越2条车道时，行人容易违章，当一次穿越4条车道时，

行人很少违章过街。 

表 5  行人违章率与车道数的关系 

车道数  2  3  4 

违章率  90%  7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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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二次过街与过街违章 

双向四车道道路，平均行人延误多在 20 秒以下，低于行人等待心里极限，行人强行穿

越率较底；同时一次穿越 4 条车道，行人违章率较低。此条件不宜设置二次过街，一次穿越

2 条车道，容易造成违章穿行。相反，双向八车道道路一次过街延误较大，二次穿越车道数

相对违章率较低，非常适合设置二次过街。行人过街违章率尚与机动车流量、车辆速度、过

街设施间距等因素有关，需要综合考虑二次过街的实用性。 

5. 小结	

行人二次过街从“以人为本”的规划角度，为步行缓慢（老人、儿童、行为不便者）提

供过街安全岛，提高了行人过街安全性。同时，二次过街优化了行人过街时间，在满足行人

安全过街的前提下，缩短了行人过街最小时间，从而减小了机动车延误、提高了整个交通系

统的运行效率。但是，二次过街缩短每次过街距离，容易引发行人过街违章。因此需要根据

实际交通流量、车辆速度、道路宽度以及过街人群的调查分析，因地制宜的设计二次过街设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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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道路横断面规划若干问题的思考 

王海天  董永超 

【摘要】城市道路横断面规划是道路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规划区内的规划路网在城市

综合交通规划阶段确定，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具体提出城市道路的规划红线、横断面、规

划道路中心线控制点规划坐标和高程等。道路规划部门所做的道路横断面规划，基本上是维

持控规阶段已经确定的道路横断面。 

这样做出的道路横断面规划深度和水平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城市交通发展变化的需要，沿用控

规成果，缺少对所做规划道路的具体分析，不能有针对性地、有效的指导道路设计和施工。

因此，有必要对以往道路横断面规划的内容进行完善、深化和提高。笔者认为在做具体的道

路横断面规划前，首先应进行路网系统性分析，道路横断面的规划要与用地、交通、构筑物、

建设方案等紧密结合，道路规划方案中应充分考虑设置港湾式公交站及人行过街等交通设

施。本文以天津市中心城区雪莲路、雪莲南路道路规划为例，论述如何深化、完善道路横断

面规划。 

【关键词】城市道路  横断面  规划 

1. 原有控规体系中道路规划存在的不足之处 

目前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简称“控规”）阶段的道路规划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1 体制与编制 

上位规划和衔接规划多头，编制调整频繁，从而造成控规阶段的道路交通规划要么依据

过多甚至相互冲突，要么缺乏上位规划指导。 

1.2 价值判断缺失 

公交优先、慢行交通等政策导向尚未实质性纳入控规编制，控规中的道路交通规划以机

动车交通为主。传统上控规对于交通资源的控制本质上还属于为地块开发服务和为小汽车服

务，交通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成为城市规划开发管理体系中的“盲点”。 

1.3 技术准则问题 

部分既有规范老旧，技术指标“一刀切”，同时导则式的技术规范不能完全解决交通规

划设计的很多特殊问题。土地开发针对的是地块控制，交通更多地需要从网络层面考虑，原

有的部分控规单元规模较小，无法合理解决交通的区域性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在道路规划中不应拘泥于已有控规成果，必需开阔思路，从多方面

进行完善深化，本文仅以天津市中心城区雪莲路、雪莲南路横断面规划为例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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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路横断面规划方案应进行系统性分析 

2.1 系统性分析是做好道路横断面规划的必要前提 

城市规划范畴的各种要素一般都呈现出点、线、面的特征，就城市道路而言，呈现出比

较典型的线的特征，要做好道路横断面规划，必须要把道路作为连贯的线性体整体考虑，先

要从它的交通功能定位上做出一个总体的分析，才能得出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应该从整个

道路系统出发，认真研究该路段上下游的道路规划情况以及它们之间的衔接情况，在此基础

上，再对该段道路横断面做出具体的规划方案。 

2.2 认真研究道路的功能定位 

根据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建设单位将于近期修建雪莲路（成林道—津滨大道）、雪莲

南路（津滨大道—山青道），并委托道路规划部门编制雪莲路及雪莲南路道路规划方案。雪

莲路、雪莲南路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雪莲路规划范围：北起成林道，南至津滨大道，长约

1920 米。雪莲南路规划范围：北起津滨大道，南至规划山青道，长约 1520 米。本次规划的

雪莲路、雪莲南路总计长 3440 米。 

我们对于该路在天津市中心城区整个规划路网中的功能定位做出一个简要的分析：雪莲

路及雪莲南路是天津市中心城区东部一条南北向的主干路，西距快速环路约 2 公里，东距外

环东路约 2.2 公里，该路的建设，对于分流快速环路和外环线的交通流量，缓解快速路的交

通压力，便捷东丽区万新村地区的交通出行，带动道路两侧地块开发都会产生积极作用。本

规划路段向北延伸过卫国道、外环东路连接规划的北部新区，向南延伸过津塘路、海河、大

沽南路、解放南路连接梅江居住区。具体道路功能定位分析详见下图： 

 

图 1  雪莲路、雪莲南路功能定位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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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分析规划路上下游道路规划和实施情况 

我们对本规划路段上下游共计 10 公里的路段进行了具体分析，由北至南分别为祁连路

(海欣路—满江东道段)、祁连路(满江东道—博山道段) 、祁连路(博山道—卫国道段) 、雪莲

路(卫国道—程莲道段) 、雪莲路(程莲道—成林道段) 、雪莲南路(山青道—津塘路段) 、雪

莲南路(津塘路—先锋路段) 、雪莲南路(先锋路—海河段) 、雪莲南路跨海河桥段(吉兆桥)，

重点在于了解其规划或已经实施的道路横断面及车辆通行能力，为本规划路段的道路横断面

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祁连路(海欣路—满江东道段)已建成，道路红线宽 50 米，为双向 6 车道 2 块板横断面：

4（人行道）—14.5（机非混行车道）—13（中间绿化带兼远期高架桥占地）—14.5（机非

混行车道）—4（人行道）；祁连路(满江东道—博山道段)已建成，道路红线宽 40 米，为双

向 6 车道 2 块板横断面：4（人行道）—14.5（机非混行车道）—3（中间绿化带）—14.5（机

非混行车道）—4（人行道）；祁连路(博山道—卫国道段)已建成，道路红线宽 40 米，为双

向 4 车道 3 块板横断面：4.5（人行道）—6( 非机动车道)—1.5（两侧分隔带）—16（机动

车道）—1.5（两侧分隔带）—6( 非机动车道)—4.5（人行道）；雪莲路(卫国道—程莲道段)

已建成，道路红线宽 40 米，为双向 6 车道 1 块板横断面：3.5（人行道）—33（车行道）—

3.5（人行道）；雪莲路(程莲道—成林道段)尚未实现规划，目前有可通行 2 车道的 7 米宽沥

青路面；雪莲南路(山青道—津塘路段) 已建成，道路红线宽 40 米，为双向 4 车道 3 块板横

断面：4.5（人行道）—6( 非机动车道)—1.5（两侧分隔带）—16（机动车道）—1.5（两侧

分隔带）—6( 非机动车道)—4.5（人行道）；雪莲南路(津塘路—先锋路段) 正在进行建设前

期准备工作，规划方案已批准，规划红线宽 40 米，为双向 6 车道 2 块板横断面：3（人行道）

—3.5（非机动车道）—0.5（分隔墩）—11.5（机动车道）—3（中间绿化带）—11.5（机动

车道）—0.5（分隔墩）—3.5（非机动车道）—3（人行道）；雪莲南路(先锋路—海河段) 正

在进行建设前期准备工作，规划方案已批准，规划红线宽 50 米，为双向 8 车道 2 块板横断

面：4（人行道）—3.5（非机动车道）—0.5（分隔墩）—15.5（机动车道）—3（中间绿化

带）—15.5（机动车道）—0.5（分隔墩）—3.5（非机动车道）—4（人行道）；雪莲南路跨

海河桥段(吉兆桥) 正在建设，规划红线宽 50 米，为双向 6 车道横断面：2.5（人行道）—4.5

（辅路）—36（桥梁引路）—4.5（辅路）—2.5（人行道）。 

根据控规成果，本规划路段 40 米宽红线规划横断面确定为一块板：3.5（人行道）—33

（车行道）—3.5（人行道）；没有确定 50 米红线段规划横断面。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本规划路段上下游路段，由于建设时间不同，建设单位不同，道

路横断面形式比较凌乱，有 1 块板、2 块板和 3 块板横断面，大部分路段为 2 块板横断面，

双向 6—8 车道。本次规划拟对控规确定的 1 块板横断面进行调整，参考近期批准的 2 块板

横断面，机动车双向 6—8 车道，机非车行道间采用物理分隔，为慢行交通提供良好的出行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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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雪莲路、雪莲南路规划路段上下游道路横断面分析图 

3. 落实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优化道路横断面规划 

3.1 增加道路绿化率，改善慢行交通出行环境 

综合治理城市交通，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一方面，要保证机动车行驶的畅通便

捷，另一方面，又要为行人和非机动车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鼓励更多的人减少私家车出行，

多使用慢行交通工具，这既有利于改善城市交通拥堵，又是一种绿色环保的交通方式。这就

要求在道路规划中为慢行交通创造条件，保障慢行路权，完善步行及非机动车交通网络，提

高慢行交通的安全性、连续性、舒适性。规划增设机动车和慢行交通之间的隔离设施，在双

向 6 条（含）以上机动车道的现状交通性干道上实现机非交通物理隔离。 

雪莲路（成林道—津滨大道）、雪莲南路（津滨大道—山青道）: 规划为城市主干路，

成林道至万山道段红线宽 40 米，原控规确定的规划道路横断面为 3.5（人行道）—33（机非

混行车行道）—3.5（人行道），这种道路横断面布置在交通高峰时段容易产生机动车交通挤

站非机动车道的现象，不利于慢行交通，也会带来交通安全隐患。在编制道路规划方案时，

我们认为有必要对原控规确定的道路横断面进行优化，在保证机动车双向 6 车道的同时，增

加道路中间绿化带，一方面减少机动车对象交通间的相互干扰，同时增加了道路绿化面积，

美化市容环境。在机非车行道间设置分隔设施，保证慢行交通畅通、连续、安全。规划横断

面确定为 3（人行道）—3.5（非机动车道）—0.5（分隔墩）—11.5（机动车道）—3（中间

分隔带）—11.5（机动车道）—0.5（分隔墩）—3.5（非机动车道）—3（人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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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雪莲路、雪莲南路（一般路段）规划道路横断面图 

3.2 规划横断面布置充分考虑周边地块出行 

道路规划除应满足路网交通量的需求外，还应充分考虑道路沿线地块交通的出入问题。

雪莲南路下穿青山道及京津城际延伸线、津秦客运专线、京山铁路等铁路地道引道段原规划

红线宽 50 米，考虑到规划路西侧为正在建设的诚嘉春园居住小区，该段规划路应设置一定

宽度的地面辅路为小区居民的出行服务，因此在规划方案中将本段雪莲南路规划红线调整为

55 米，在规划地道引路西侧设置 6 米宽地面辅路，为地块出行服务。规划道路横断面为（西）

3.5（地面人行道）—6（地面辅道）—1（挡墙）—6（非机动车、行人引道）—1（分隔带）

—12（机动车引道）—1（中央分隔带）—12（机动车引道）—1（分隔带）—6（非机动车、

行人引道）—1（挡墙）—4.5（地面辅道）（东）。 

 

图 4  雪莲南路地道段为解决地块出行增加辅路宽度规划道路横断面图 

4. 规划横断面考虑项目的分期实施 

在某些情况下，规划道路的实施不能一步到位，这就要求道路规划方案能够结合道路的

分期建设提出近远期规划方案。本规划路万山道至惠山道段为雪莲路与津滨大道规划互通立

交的桥区段，规划红线宽 50 米，其中立交桥引路段规划横断面为 3.5（人行道）—8.5（辅

路）—26（立交引道）—8.5（辅路）—3.5（人行道），主桥机动车双向 6 车道，两侧地面辅

路各设置 1 个机动车道；地平段规划横断面为 4（人行道）—3.5（非机动车道）—0.5（分

隔墩）—15.5（机动车道）—3（中间分隔带）—15.5（机动车道）—0.5（分隔墩）—3.5（非

机动车道）—4（人行道），双向 8 车道。根据建设方提供的信息，本次不实施雪莲（南）路

与津滨大道规划互通式立交。综合考虑到规划道路沿线地块近期内开发建设强度及道路全线

交通量的变化情况及近期红线内拆迁难度，规划建议雪莲路（万山道—津滨大道段）及雪莲

南路（津滨大道—惠山道段）本次建设方案按红线宽 50 米，横断面统一按 5（绿化带）—3

（人行道）—3.5（非机动车道）—0.5（分隔墩）—11.5（机动车道）—3（中间分隔带）—

11.5（机动车道）—0.5（分隔墩）—3.5（非机动车道）—3（人行道）—5（绿化带）实施。

这样在近期规划立交桥不实施的情况下，保证全线按双向 6 车道贯通，可以满足交通需求；

在保证道路交通功能（路宽 40 米）的情况下，拆迁困难路段可以不完全实施道路红线内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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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带。 

 

图 5  2020 年雪莲路、雪莲南路交通量饱和度分析图 

 

图 6  雪莲路、雪莲南路远期规划立交段横断面图 

 

图 7  雪莲路、雪莲南路地平段远期规划横断面图 

 

图 8  雪莲路、雪莲南路地平段近期建设规划横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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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道路规划考虑设置港湾式公交站 

5.1 在城市主干路设置港湾式公交站的必要性 

近年来，天津市拓宽了很多道路，并且设置了多条公交线路，但主干道高峰期交通拥堵

的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机动车绝对数量不断增加的大前提下，城

市主干道设置的公交车停靠站点时不但阻断了一整条行车道，经常还会在其出站时，同时占

据并阻断两条车行道，所以在高峰时段几乎每一个公交车站都是一个影响道路顺畅的阻塞

点。上海市的南京西路和淮海路是主要商业街。其宽度均不如我市的几条主要干道，但这两

条道路的车辆通过能力和顺畅程度及市民乘降公交车、出租汽车的便捷程度就要明显好于我

市的主要干道。主要是这两条道路两侧的公交车站点均为港湾式，使得公交车停靠站点时不

再占用行车道，使公交车站点不再成为道路顺畅的阻塞点，大大地提高了道路的通过能力。 

因此，在道路规划方案中，要高度重视公交停靠站的设计，如果公交站的设计处理不好，

它很可能会成为影响整条道路功能发挥的瓶颈。 

5.2 港湾式公交站设置兼顾用地、交通和安全 

雪莲路、雪莲南路规划为城市主干路，沿线道路用地性质为居住、公建、教育、交通、

绿地等。为落实公交优先的交通发展战略，在道路规划中应充分考虑设置港湾式公交站。结

合道路沿线现状和规划用地情况，本规划路段共计规划设置 4 对（8 个）港湾式公交站，平

均站距 845 米。港湾式公交站设置一般距离道路交叉口不远，以方便行人过街换乘。按主线

行车速度 50km/h，港湾式公交站减速段长 40 米，加速段长 60 米，停靠站长 30 米，宽 3

米，乘客候车亭设置在机非分隔带上，宽 2 米。原 40 米红线处由于设置港湾车站，需局部

压缩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局部红线需要加宽 3 米，港湾式公交站处规划横断面为 2.5（人

行道）—2.75（非机动车道）—2（乘客候车亭占地兼侧分带）—3（公交车停靠站）—11.25

（机动车道）—3（中间分隔带）；原 50 米红线处，港湾式公交站在道路红线内设置，不再

压缩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局部减少红线内绿化带，港湾式公交站处规划横断面为 0.75（绿

化带）—3（人行道）—3.5（非机动车道）—2（乘客候车亭占地兼侧分带）—3（公交车停

靠站）—11.25（机动车道）—3（中间分隔带）—11.25（机动车道）—3（公交车停靠站）

—2（乘客候车亭占地兼侧分带）—3.5（非机动车道）—3（人行道）—0.75（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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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雪莲路、雪莲南路港湾式公交站位置及范式图 

6. 小结 

以上我们以雪莲路、雪莲南路为例论述了在道路横断面规划方案中如何进一步深化和完

善有关内容的问题。具体说来道路横断面规划需要和土地用地、交通量预测、交通场站设施、

桥梁地道等构筑物规划、沿线地块出入口管理、建设实施方案等专项紧密结合，工作的深度

向道路初步设计方面延伸并需与之做好衔接工作。道路规划横断面如同其它任何工作一样，

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在工作时间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进而提

高我们的规划设计水平。 

【作者简介】 

王海天，男，本科，高级工程师，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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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功能统筹的城市道路断面设计方法 

杜恒 

【摘要】针对传统的城市道路断面设计方法存在的种种问题，从道路功能分析入手，协调统

筹安排各个断面要素，是基于功能统筹的城市道路断面设计方法的核心内容。在断面设计思

路中考虑了对道路的各类功能、各类交通参与者、道路与交通设施、路段与交叉口等各类要

素，并对如何考虑各类要素的协调进行了逻辑上的梳理，提出了以功能定位、功能细分、功

能实现为主要流程的断面设计技术路线，总结了“一个统筹，四个协调”的断面设计技术特

点。 

【关键词】道路功能  统筹  断面设计 

1. 概述 

城市道路断面设计是各类城市交通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长期以来，城市道路断面设计

以道路等级和机动车车道数为核心，红线宽度确定缺乏科学依据，对机动车之外的其他交通

参与者缺乏关注。近年来，交通规划师们在工作实践中逐渐意识到传统的城市道路断面设计

思路存在着诸多问题，并在道路断面构成要素的合理宽度，公交港湾站、路侧停车泊位等道

路交通设施设计等相关方面做了有益的研究。但是在整体设计思路和方法上，仍需要进行进

一步的研究。 

2. 传统的城市道路断面设计思路 

传统的城市道路设计方法，从确定道路等级开始，将城市道路划分为快速路、主干路、

次干路和支路四个级别。每个级别道路的红线宽度在一定的宽度范围取值，确定断面总宽度

后再确定机动车车道数，一般情况从双向 8 车道到双向 2 车道不等（设置主辅路的道路确定

主路辅路各自车道数）。接下来确定是否设置中央隔离绿化带和机非隔离绿化带，即一块板、

三块板活四块板的断面形式。下一步将机动车道布置在不同形式断面的对应位置。最后将剩

余空间分配给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设计思路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传统城市道路断面设计思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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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传统的城市道路断面设计思路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问题一：断面总宽先确定，造成浪费或者不足 

传统的城市道路断面设计过程中，城市道路等级和红线宽度是最先确定的两个要素。在

实际的交通规划工作中，各个城市对各个等级的道路等级都有惯用的断面宽度数值，通常情

况是尾数为零的系列整数，例如 60 米、50 米、40 米、30 米等等，也有尾数为 5、2、1 的

系列整数。一方面断面总宽度事先确定，另一方面由于机动车道被优先安排。这导致机非隔

离带、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等要素往往出现要么空间不足，只能因陋就简，各断面要素宽度

只能取下限值甚至突破下限；要么空间富裕，一些非机动车、行人流量不大的路段却设置了

很宽的对应宽度。 

3.2 问题二：过于倾向机动车，其他要素沦为牺牲品 

由于长期以来对机动车交通的过度关注，机动车通行在城市道路功能中的地位被不正常

的放大了。城市道路断面设计中，机动车道所受的关注可谓一家独大。新建道路设计首先考

虑机动车道数量，既有道路断面优化也几乎是清一色的拆除中央绿化带，拆除机非隔离带等

牺牲其它断面要素空间，增加机动车通行空间的做法。这种道路断面设计思路严重影响了除

机动车通行之外的其他道路功能，绿化隔离带从有到无，非机动车和人行道越来越窄，沿街

的城市生活交往活动空间几近消亡，城市道路空间变得越来越冷漠呆板，路面只剩下无尽的

车流。 

3.3 问题三：缺乏对其他交通设施和交叉口渠化的统筹考虑 

城市道路除了由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隔离带等标准断面要素构成之外，还

有公交站台、行人过街设施、路侧停车泊位等其他交通设施，同时交叉口也是城市道路的重

要组成部分。但传统的设计思路中，除了标准断面外的其他要素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这

导致了一系列非常常见的问题，例如：非机动车道栏杆或划线隔离的路段上公交港湾站难以

处理；交叉口渠化使得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被过度压缩；路段行人过街缺乏二次过街设施布

置的空间；路侧停车位影响机动车或非机动车的正常通行，等等。 

3.4 问题四：城市道路沿用公路断面 

随着城市范围的不断扩展，原先处在公路序列中的国省县乡道大量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城

市道路，但是公路和城市道路的功能差别很大，公路断面显然无法适应城市道路的要求。首

先公路一般没有设计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其次，公路设计的车道宽度和路幅宽度和城市道

路有明显区别。例如常见的两车道公路多为 10m 的路幅宽度，2 条车道各 4m 加上每侧 1m

的路肩，但这种路幅宽度在城市道路中就十分尴尬，作为纯机动车道的话，2 条太宽，3 条

太窄，如同时布置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空间也只有 1.5m 左右，事实上不能满足非机动车

的通行要求。虽然公路断面直接作为城市道路断面存在明显的问题，但是实际中直接沿用公

路断面的城市道路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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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某由公路改造而来的城市道路断面示意 

4. 基于功能分析的城市道路断面设计方法 

4.1 整体思路 

由于近年来，对城市道路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交通规划中的重点任务，对道路功能的

认识也更加全面和综合。针对传统的城市道路断面设计方法存在的种种问题，从道路功能分

析入手，协调统筹安排各个断面要素，可以很大程度上对传统设计方法做出改进。 

 

图 3  基于功能分析的城市道路断面设计方法技术路线 

4.2 技术路线 

如图 3 所示，基于功能分析的城市道路断面设计思路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功能定位，确定道路功能和等级。在传统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的

道路等级划分基础上进行道路功能分析，确定道路的主要功能，明确道路的主要性质。一般

来说，可将道路功能定位为：交通性道路、服务性道路、景观性道路或者某两种或数种性质

混合的道路。 

第二阶段：功能细分，协调道路各功能细部之间的关系。道路的功能组成十分综合，可

以划分为机动车通行、非机动车通行、行人通行、景观环境、城市活动等等。在不同功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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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道路上，这些功能组成部分的优先级不同。交通性道路应优先保证机动车通行；服务型

性道路两侧行人空间应更加重视；滨海滨河道路景观环境应该优先，诸如等等。应该从第一

阶段功能定位入手，确定优先保证的道路功能组成部分，其他功能应服从优先功能的要求，

并和优先功能相协调，最终明确道路各个功能细部的具体要求。 

第三阶段：功能实现，通过各类断面要素实现对应的道路功能。以第二阶段明确的道路

各个功能细部的具体要求为依据，通过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绿化隔离带等各类

道路断面要素实现各自对应的功能要求。确定各类要素的宽度，并综合成为道路初步断面。 

第四阶段：优化调整，协调各类交通设施以及交叉口渠化方案，优化道路断面。以初步

断面为基础，布置公交港湾站、行人过街设施，并考虑可能的交叉口渠化方案，发现初步断

面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优化调整，形成道路最终断面。 

4.3 主要技术特点 

以实现道路功能为核心，统筹考虑断面构成要素。道路断面设计的核心是将道路空间资

源在各类断面要素之间进行分配，以满足和实现道路的各种功能。所以在断面设计前认真分

析道路主要功能，确定优先保证的功能方向是完成合理的断面设计的核心工作。在此基础之

上，断面设计的思路不再是现有总的红线宽度，在划分给不同功能；而是先通过功能分析确

定不同断面构成要素的宽度，再集合成一个断面总宽度。 

协调考虑道路交通功能与其他功能。道路除了交通性功能之外，城市景观和城市活动也

是重要功能组成部分。基于功能规划的道路断面设计方法和传统方法相比，对交通功能之外

的其他道路功能更加重视，使得道路各种功能在同一个阶段进行协调考虑。同时，在道路功

能定位的基础上对各种道路功能进行优先级的排序，不同道路优先考虑不同功能，避免了原

本功能上应该是景观、生活、城市活动性质的道路在断面设计时依然从机动车交通入手的弊

病。 

协调考虑机动车和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传统的道路断面设计从机动车交通出发，对非

机动车、行人等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关注不足，断面布置优先考虑机动车道，其他通行空间

在红线剩余空间内布置，在红线宽度不足的情况下往往优先保证机动车道数，而对非机动车

道和人行道进行压缩。基于道路功能统筹的断面设计方法将各类道路交通参与者置于同一层

面进行协调考虑，同样以道路功能定位为基础，通过功能细分保障不同交通参与者的通行空

间。 

协调考虑标准路段和公交、行人过街、机动车停车等其他交通设施。标准路段必须和各

类交通设施有机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如果两者缺乏协调，势必会造成不同功能之间的相互干

扰。例如一条公交客流干线，如果非机动车流量不大，机非隔离可以采取护栏隔离，也可以

采取绿化带隔离。作为标准路段，两种隔离方式均可以接受，但由于必须设施公交港湾站，

则应该优先考虑绿化隔离的方式，并结合绿化隔离带布置公交港湾站，消除公交车进出站对

非机动车造成的干扰。又如一条 2 车道的支路，机非护栏隔离，机动车道一上一下 7m 本应

足够，但如果这条支路处于停车需求旺盛的区域，则必须考虑施划路侧停车的空间，如预留

一侧，最少需要 8m 的机动车道，如预留两侧，则最少需要 1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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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设置单侧路边停车的最小断面示意 

统协调考虑路段断面和交叉渠化。交叉口渠化是道路设计的重要内容，如果路段设计能

够和交叉口设计相协调，就能在道路建设之初为交叉口渠化打下良好的基础。例如 1 条双向

6 车道的交通性道路，同时设置了中央绿化分隔带，在交叉口进口道至少会渠化为 5 条，在

交叉口必须设置行人二次过街设施。如中央绿化带如果能在交叉口被利用成 1 条展宽的左转

车道和 2m 左右的行人二次过街等待岛，则道路中心线和车道行驶轨迹就基本是直线，有利

于提高交叉口安全和通行效率。这就要求标准断面的中央隔离带宽度应在 5-7m 左右，同理，

两侧的机非隔离带在交通口渠化时也有类似作用。 

 

图 5  利用隔离带的交叉口渠化和公交港湾站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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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基于道路功能统筹的道路断面设计方法的优点是在设计思路中考虑了对道路的各类功

能、各类交通参与者、道路与交通设施、路段与交叉口等各类要素，并对如何考虑各类要素

的协调进行了逻辑上的梳理，提出了以功能定位、功能细分、功能实现为主要流程的断面设

计技术路线，可以有效的改善传统断面设计思路的弊端。但此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由于

断面宽度是由各个断面要素集计而成，断面总宽度有可能不是 5 或 10 的整数，同时，目前

城市道路的红线宽度很多时候已经被各方确定，这造成了对基于道路功能统筹的道路断面设

计方法先天的制约，在规划实践中，本方法还有进一步完善的余地，特别是在不同类型道路

的推荐断面和推荐红线宽度方面，仍需要做进一步的细致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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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街道改造与设计 

                                              ——以武进区花园街为例 

汪益纯  王树盛 

【摘要】街道承载交通功能与公共活动功能，是城市文化与活力的体现。但是在城市化和机

动化发展过程中，街道的交通功能逐渐凸显，而对于人们生产、生活同样有着重要作用的公

共活动功能却在快节奏的发展中逐渐丧失。本文通过总结街道的特征以及研究现状，概括街

道改造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及步骤，并且以常州市武进区花园街为例，通过从交通的角度、用

地需求的角度以及现状街道活力的角度加以分析，确定花园街的规划定位。在总结街道承载

的交通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组织周边的交通流线，确定了花园街自身的交通组织模式，

并且进一步提出了休闲设施、周边资源利用、停车、换乘等改善措施。希望对今后城市道路

的建设、街道的规划改造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街道  改造设计  规划定位  交通组织模式 

1. 前言 

随着城市化及机动化的发展，城市道路的修建越建越宽，但人们同时也发现城市道路越

来越难走，人们越来越不愿意踏出家门走向街道，或散步或交谈。以前古老的街巷随着城市

开发建设逐渐稀少，街道的功能似乎就是为了小汽车的通行。街道是由街（区）和道（路）

两个词合成而来，是介于公共广场和院落之间的一种公共交往空间[1]。街道既承担道路的交

通功能，同时也承担街区作为公共活动空间的功能。现代城市对小汽车的偏爱，使得街道逐

渐远离人性化，出现了大量空间上、功能上的不和谐。如何平衡街道的交通和活动功能，通

过合理的街道改造与设计，还街道人、车、环境和谐发展的本来面目，重塑街道及城市活力，

是我们重点研究和考虑的方向。 

2. 街道的特征及研究现状 

街道本身具有两种形态特征：一是与“街区”相关的社会形态和生活形态特征，涉及空

间的积极性与消极性、空间的封闭和开放、交往的节点和频率以及交往的方式与规模等；二

是与“道路”相关的物质形态特征，涉及道路的界面形态（建筑或其他）、道路的起终点、

宽度以及道路交通的组织形态等[2]。街道依附于城市道路，但又超越了道路的功能。在一定

的时期，人们过多的关注道路上的交通功能，使得街道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仅仅作为人们

通行的路径且环境极其恶劣。街道对于人们的吸引力越来越低，与此同时带来了对整个城市

商业、休闲活动甚至形象的影响。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人们逐渐将目光从小汽车通行的角度转向承载人们活动的角度转

移。20 世纪 60 年代，街道的设计与研究开始以可持续发展以及街道多功能化为基础设计要

素，70 年代转向重视步行和骑行，合理限制小汽车的发展。80 年代街道开始作为重要的公

共空间进行改造与设计。90 年代开始注重“绿色街道”“生态街道”的设计理念进一步深化。
[3]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产生了西方安宁计划、新城市理论规划原则、共享街道理念以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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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街道理念。 

西方安宁计划追求街道上的人和车的和谐共处，提高街道的安全性、舒适性和可居性等

公共场所的环境品质，归还慢行及其他功能的街道空间。新城市主义理论规划原则为各种人

们提供居所，提倡城市多功能混合，设计可以步行的街道和活跃多样的公共场所，有边界的

公共交通等等。共享街道的根本理念是构造一个统一体，强调共同体和居住者，行人、玩耍

的儿童、骑自行车的人、停靠的车辆和行驶的骑车共同分享着同一个街道空间，而驾车者处

于一种次要的状态。其设计特征是不鼓励交通畅行无阻；行人和汽车共享路面，行人具有优

先权；车速和行车受自然状态的屏障，偏向、弯曲度和波浪形的约束。[4]完整街道理念致力

于街道应具备人、车以及活动的完整功能。其目标是：行人具有优先通行权，保证机动化交

通与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通达，注重公共活动空间的营造，尽量减少街道的宽度，提供

人们活动的公园并最大化使用效率。[5] 

3. 街道改造设计的原则 

在“车本位”的规划理念下，城市街道空间越来越多的向机动车道以及机动车停车道倾

斜，原本供骑行和步行的空间，逐渐被小汽车的发展所侵蚀。与此同时，慢行空间的减少导

致人们依托街道所产生的活动空间急剧恶化。各种活动之间相互干扰，小汽车、行人、骑车

者以及沿街摊贩在同一空间集聚，产生严重的混乱，街道的美观以及可使用性因此降低，该

地区因此陷入人们“避之不及”的境地。如何在现代城市建设时期，重塑传统街道中的人性

化、生活化空间成为街道设计和改造必要考虑的重点。街道改造与设计应该保留街道的基本

特征，遵循以下原则： 

3.1 街道不应承担交通性主干道的功能 

街道之所以区别于道路，在于街道承载着人们日常生活、休憩、交谈等公共活动的功能。

街道的改造与设计应该在判断街道所承载的交通功能的基础上，合理分流，避免街道成为城

市主要的交通性主干道的功能。 

3.2 保持街道的生机与活力 

交通的组织不能以侵占慢行交通空间、绿化空间以及沿街交往空间为代价。“街道不仅

仅可供进出，更是社交表现的舞台。”[6]街道在保留原有街道活力的基础上，改造设计不应

失去人性化的外部空间设计，沿线建筑尽量向街道开敞，营造积极的、富有吸引力的沿街立

面空间。机动化交通带来的影响尽量不侵蚀人们的沿街交往空间，不增加人们慢行的通行路

径。街道空间容纳除交通以外的多种城市生活功能，包括购物、休憩、交往、娱乐等活动。 

3.3 街道空间容纳多种交通方式 

人性化的街道，主要利用公交提高街道的可达性，满足小汽车与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

设施的通达，步行和骑行应成为街道内部主要的交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街道为人们自由

选择出行方式创造条件，街道的改造和设计应协调完善步行、骑行、公交以及小汽车各种网

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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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创造舒适宜人的街道生活空间 

积极创造公共空间，为人的休憩、行走以及活动提供方便。通过整合街道附近的绿地、

水系等生态资源，为居民创造日常休闲、健身、交谈的公共空间，完善休憩座椅、报刊亭、

公共小品等服务休闲设施。通过延伸慢行路径、完善公交候车站等方式实现公共空间与街道

的衔接，将依托水系绿地的公共空间与街道的发展相融合。 

4. 街道改造与设计的步骤 

街道的改造和规划应遵循以下几个步骤： 

（1）现状分析 

①用地条件：分析街道两侧的用地条件，确定沿线的主要交通产生源以及居民的出行活

动特征。 

②交通条件：分析沿线交通的产生吸引以及过境交通情形，从城市整体路网结构的角度

确定街道所承载的交通功能。 

③现状空间活力特征：分析沿街立面、休憩设施以及人员的活动状况。 

（2）规划定位 

根据街道周边用地、资源分布、现状空间活力特征以及街道未来的发展情形，确定街道

的功能定位； 

（3）交通组织模式 

确定合理的交通组织模式，是确保街道实现其“交通”功能和“生活”功能的基础保障。

根据街道在城市交通系统中所承载的交通功能，结合周边路网整体情况，确定街道的交通组

织模式以及周边的交通组织方案； 

（4）提出改善措施。从交通组织、环境、景观以及设施等方面提出街道的改善措施，

保证街道的改造既不影响片区交通的通行，又能够满足人们的日常活动。 

 

图 1  街道改造与设计步骤流线图 

5. 花园街改造 

很多地方进行街道改造以后，原来热闹的街道变成了阔气的大马路，过去悠闲逛街的拥

挤人流被车流取代。这样的街道改造方便了机动车行驶，但牺牲慢行空间和活动空间，给沿

线商业及街道两侧商业的联系带来了极大的损害。而在新规划的街道中，“千篇一面”的现

象广泛存在，历史文化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随着开发的进行消失殆尽。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155



 

 

5.1 花园街现状 

5.1.1  用地条件 

花园街是常州市武进城区一条重要的商业街，花园街（广电路至长虹路段）沿线聚集了

大量商业城、高品质店铺以及餐饮，商业氛围已经形成并聚集了较好的人气。花园街沿线的

店面类型以及开口数量吸引了大量的居民前来购物、娱乐，除了花园街本身的商业氛围以外，

此地仍然聚集了新天地公园、里底河等一系列良好的日常休闲资源。 

5.1.2  交通条件 

花园街广电路至长虹路段全长 1.15km，道路形式为一块板道路，路宽 36 米，双向四车

道，两侧建筑退让各 5 米。现状花园街慢行交通环境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停车占用慢行空

间导致慢行交通空间不连续、沿线出入口较多、慢行与车辆冲突严重导致慢行交通不安全、

沿线缺少必要的休憩设施、游乐休闲设施以及观赏性设施导致慢行环境单一等等。在现状花

园街的基础上，改善沿线慢行交通环境，提升慢行交通的安全性、连续性、舒适性及趣味性，

对于提升花园街的商业品质、人气活力均有很好的带动和支持作用。 

  

图 2  花园街周边用地及交通情况 

5.1.3  街道空间活力特征 

利用 Pspl 调查，我们对武进核心区进行了沿街里面进行分类。花园街现状的沿街立面

属于非常活跃及友好型的，沿线分布的是小单元的商业，店面空间较为开场且富有吸引力；

通过人流量的调查，沿线的人流量相比其他地方也较大。 

         

图 3  武进核心区沿街立面分类                 图 4  武进核心区人流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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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花园街规划定位及发展模式 

5.2.1  规划定位 

将花园街打造成一条居民公共交流、外来人铭记向往的优质示范街，进一步提高此地区

的慢行空间品质和活力，同时引导武进城区其他街道慢行空间活力的营造与构建，使武进成

为宜业、宜居、宜游的“慢城”。 

5.2.2  商业街发展模式选择 

根据商业街上关于行车以及行人的不同交通组织情况，商业街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模

式：模式一：平面过街式，通过在商业街上布设密集的平面人行横道，沟通商业街的两侧，

如法国香榭丽舍大街。模式二人行天桥式，通过架设人行天桥进行商业街两侧的沟通。模式

三“平面过街+织纹路面”模式，通过平面过街进行商业街两侧沟通，同时利用织纹路面减

少穿越车辆以及行驶车辆的车速。 

以上三种模式有各自的优缺点： 

模式一：人行≧车行；人车混合，依靠行人、车辆的自觉性来保证较好的道路交通秩序，

存在较大的人车冲突以及安全隐患，我国现阶段，驾驶员驾驶意识难以完全保障“车让人”

的良好局面以及行人在紧急情况下有较大可能会出现突然横穿以及随意横穿的危险情况，不

建议采用此种设计模式。模式一的典型案例是法国的香榭丽舍大道。 

模式二：车行>人行；对行人与车辆利用天桥进行了空间上的分离，较好的保证了行人

的安全性以及车辆行驶的畅通性，但是此种模式增加了行人两侧穿越的不方便性，属于“车

行>人行”的组织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鼓励车行”的思想，与商业街“鼓励慢行和

公共交流”的定位也有偏差。花园街的原改造方案即是采用的此种交通组织模式，最大限度

的扩大机动车的通行空间，同时通过人行天桥的修建确保了机动车流的连续性。此种做法增

加了步行的距离，阻隔了街道两侧商业的联系。快速的车流对沿街道的活动也起到了一定的

抑制作用。 

模式三：人行>车行；利用织纹路面降低穿越车辆的数量同时减少行驶在这条街上车辆

的车速，在平面过街的设计上，可以设计为凸起型过街，进一步突出行人优先的路权设计，

符合商业街的定位，有利于提升商业街的商业氛围以及实现商业街供人们休闲、交流的街道

功能。此种做法在欧洲国家应用得较多。目前编制的《花园街道路改造》选用了模式二，基

于以上三种模式的优缺点以及对于商业街道的适用性，建议采用模式三进行花园街的改造。 

 

图 5  街道的三种交通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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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街道的三种交通组织模式案例 

5.3 改善措施 

针对花园街的功能定位以及对交通组织模式的选择，为了更好的提升花园街的吸引力，

营造良好的购物、娱乐以及休闲氛围，分别从道路交通改善、周边交通组织以及相关设施的

供给等多方面提出改善措施。 

5.3.1  优化断面、改善铺装 

花园街现有道路形式为一块板道路，此种道路形式有利于道路两侧的沟通联系，但缺点

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冲突较严重，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行驶或停车，给非机动车交通带

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也影响了骑行的连续性和舒适性。规划建议花园街仍保留一块板

的道路形式，机动车道宽 14 米，双向四车道，两侧非机动车道各 3 米，沿靠近非机动车道

的位置划定 1.5 米的设施带，规范行道树、照明设施、供电供水设施的设置，保持两侧 6.5

米的人行空间，供来往行人以及购物休闲的人们通行。规范人行空间的盲道设置，为残障人

士提供安全的出行环境。 

铺装形式上，机动车道采用织纹路面铺装，以减慢机动车的行驶速度，引导过境性交通

流量绕行，同时减轻机非冲突。非机动车道采用彩色沥青路面铺装，建筑后退空间仍沿用现

有的地砖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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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花园街断面形式以及铺装 

5.3.2  多样设施、丰富环境 

增设与当地文化特色相关的艺术抽象雕塑作品，提升购物休闲参观的舒适性和趣味性，

同时进一步增强对各类人群的吸引力，增强该处的人气活力，提升商业街的品质及文化内涵。 

增设数量充足休憩座椅、露天茶室以及遮阳伞、遮雨棚等设施，为行人提供足够的停留

空间和休憩设施。 

设置一些儿童游乐设施、棋牌设施以及其他体育健身设施，为提升沿线行走、逗留的趣

味性以及对不同人群的吸引力。 

 

图 8  沿街小品以及休憩设施的设置 

5.3.3  开放沿河空间、多样化交流环境 

紧邻花园街拥有一条水质良好，两侧绿树成荫的水系资源——里底河，可以依托水系打

造成人们逛街参观之余良好的公共交流空间。但现有该水系两侧空间被包含于居住小区内

部，成为小区内居民独享的私人空间。建议两侧居住小区让出河流控制绿线，建设休闲步道，

成为延续花园街商业氛围的休憩型、观赏型的优质公共交流空间，提升此地区的综合吸引力。

水系的利用模式可有两种：①借助两侧空间修建 1.5~2 米的步行道；②水面上修建 1.5~2 米

的步行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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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里底河沿线慢行道的设置断面 

5.3.4  规范停车、转移至公共停车场 

现有花园街两侧路内停车、人行道停车较多，影响了该地区的空间环境，同时也对人们

在此地开展商业活动、休闲活动以及慢行通行带来了消极影响。花园街两侧分布有泊位充足

的地下停车场或停车楼，现有整体利用率不高，因此建议花园街两侧取消路内停车，引导地

面停车转移至地下。 

 

图 10  花园街沿线停车场利用现状 

5.3.5  衔接地下，扩大范围 

规划沿花园街开通地下商业空间，同时规划有地铁线路沿花园街选线并在此设站，因此

花园街交通组织流线应该注重轨道交通与商业、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的衔接，规范设置指路

标志标牌，保证人们可以顺畅的由轨道系统进入商业系统，能顺利的由轨道交通换乘地面交

通，做到商业、轨道系统以及地面交通系统的衔接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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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花园街各种交通方式的衔接 

5.3.6  交通组织、引导过境交通绕行 

花园街南北贯穿核心区，规划近期向北延伸连通常州中心城区，除到达交通流以外该道

路远期还承担了一定的过境交通流，交通流量较大。较大的交通流量对此处的慢行交通环境

带来了严重影响，阻碍了道路两侧的沟通交流，不利于此处商业休闲氛围的营造。为减少此

处的交通流量，需要进行合理的交通组织，引导过境交通绕行。具体的措施有两点：①花园

街道路采用织纹路面铺装，过街人行横道采用凸起型过街设施，减慢在此道路通行车辆的速

度，引导人们选用其他的出行路径；②利用道路指示标志进行提前告知。 

 

图 12  花园街沿线交通组织 

6. 结语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一个好的城市不仅仅满足人们的工作、学习需求，同时应该满

足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状态的享受。街道作为人们出行、公共活动的承载空

间，其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为居民的出行创造良好的环境，最大程度的为

居民闲暇里的生活创造一个美好的空间，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本文在总结街道功能与研

究现状、街道改造设计的原则以及步骤的基础上，通过实际案例，分析街道的交通特征、用

地特征以及空间活力，确定街道的功能定位，并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改善措施。希望促进街

道空间中人的通行、车的通行以及公共活动的和谐有序发展，从小及大，进而促进整个城市

乃至区域的交通、环境、资源、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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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城市活力的宜居道路设计方法探索 

                                      ——以东莞市中心区道路改善为例 

杨应科  刘永平 

【摘要】以东莞市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与城市功能、街区生活和城市交通相适合的道路

功能要求，对东莞市中心区相关道路的功能、职责进行重新定位，并进行重新的功能设计和

交通详细设计（以实际设计案例进行探索性研究），制定符合东莞市街区生活要求的道路设

计方案，以提高城市道路的效率和活力，打造宜居理念的城市街区。 

【关键词】城市活力  宜居  功能设计  交通设计  交通模式 

1. 引言 

官方街道规划大师都有一个致命的倾向，即，他们总对当地原本简单的街道固执地施加

相当不必要且十分不合适宜的刻板的规定，总令人生厌地对街道宽度和布局执行一系列呆板

的标准，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许多颇妨碍行动的街道和众多与本应具备的用途完全不匹配的

错误形状和尺寸出现。（——小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1910 年）。这是小弗雷德里克.

劳.奥姆斯特德在 100 年前对街道规划标准进行的评判，但它似乎更像是在批判现今世界中，

那正史无前列的速度扩大城市范围时所遭遇的状况。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城市道路的宽度及路网密度大幅增加，尤其是城市快速路、景

观性道路的建设，对城市社区进行了人工分隔，较大程度上阻碍了道路两侧的步行联系，导

致城市道路通达性与城市居住适宜性之间的矛盾日益冲突。 

面对日益恶劣的城市生活环境，联合国大会于 1996 年通过了“人居议程”，其中明确提

出了“宜居”的概念，即适宜居住的人类小区，并说明宜居性是指空间、社会和环境的特点

与质量。“人居议程”将人类栖息地改善当作联合国新时期的关键使命而达成一系列共同原

则与目标，建立了各国政策的国际标准和方针，设立了一种政府承诺并向联合国进行常规汇

报的动态机制，建设宜居城市、宜居社区成为全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理

想与纽带[1]。 

同时，各个国家也对宜居城市展开全面的探讨研究。德国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每年都推出

“宜居城市排行榜”，其中街道的安全性、舒适性是评价的主要标准。韩国首尔为恢复城市

的宜居性，迁移了分割城市的溪川高速公路，并依托运河建设景观性道路。我国北京市于

2005 年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次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同年 7 月，全国城市规划

工作会议提出把“宜居城市”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此后，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 100

多个城市都相继提出建设宜居城市的目标[1]。 

本文在研究国内外宜居道路设计经验的基础上，以东莞市中心区为研究对象，对该市不

同功能的城市街道进行特征分析，并据此确定道路功能，进行精细化的交通规划设计，以提

高东莞市道路的效率和活力，打造宜居理念的城市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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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莞市宜居道路设计方法 

2.1 国外成功设计案例 

巴黎蒙田大道是典型的紧凑型生活大街，在狭窄的道路空间内把“紧凑”和“林荫大道”

这两个相互抵触的概念很好地整合在一起，并具有亲切、对称和优雅的特点，沿街两侧建筑

充斥着华贵的旅馆、知名时装店、外国政府办公楼。如图 1 所示，蒙田大道开始于香榭丽舍

大街的环道，终点至乔治五世大道与运河的交汇处，长 615 米，道路红线宽仅 32 米，中央

车道宽 12.8 米，设计四条车道，其中三条是同一方向，另一条方向相反，是公共汽车与出

租车的专用道；路侧道路剩余空间设置一条窄车道和一条停车道；行道树沿路侧布置，其间

设置有休息长椅和公交车站；建筑退让 2.1 米，用作人行道；其迎合街道特色而精细化的道

路空间资源分配和交通组织值得借鉴[4]。 

 

 图 1  蒙田大道（巴黎）        图 2  格拉西亚大道（巴塞罗那） 

国外多个城市的街道与蒙田大道同样精细，并具有各自的功能和特点，如巴塞罗那的格

拉西亚大道作为城市的交通性主干道，通过立体资源的充分利用及精细化的交通设计，将车

行、人行、景观、停车等要素有机整合，既满足车流的快速集散，又为行人漫步休息提供了

充裕的空间，如图 2 所示。另外，巴黎的米拉博林荫大道（图 3）、加利福尼亚的卡斯楚街

（图 4）、柏林的库费斯坦达姆大街（图 5）、荷兰的庭院道路（图 6）等著名道路均采用了

宜居道路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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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米拉博林荫大道（巴黎）           图 4  卡斯楚街（加利福尼亚） 

 

图 5  库费斯坦达姆大街（柏林）               图 6  庭院道路（荷兰） 

2.2 片区功能划分 

城市各个区域由于城市功能、街道城市形态及交通形态的不同，城市居民的出行特征及

道路的承担职能也有所不同。本文依据宜居城市的设计理念，将东莞市中心区划分为传统区、

中央区及居住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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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功能片区划分示意图 

传统区为体育路以北片区，是传统的商贸生活区，其用地以传统商住、服务、工业为住，

分布老的商住楼、密集街铺、饮食、娱乐、手工作坊、老社区等； 

中央区为体育路以南、东莞大道以西、四环路以北、莞太路以东片区，是中央 CBD 区，

其用地以行政办公、文化会展、高端商务为主，分布市政府、市民广场、展览馆、会议厅、

图书馆、剧院、艺术馆、甲级写字楼等； 

居住区为东莞大道以东、东城南路以南翠峰路-莞长路以西、四环路以北片区，是大型

居住区，其用地以居住、绿地为主，分布大型楼盘、社区组团、村落、公园。 

2.3 片区活动特征分析 

在功能片区划分的基础上，本文对东莞市中心城区各片区不同时间段的活动特征进行分

析，主要包括活动主体、活动行为、活动集中时段、选择交通方式、可接受步行距离以及对

环境要求等活动特征。 

2.3.1  传统区 

传统区用地性质较为复杂，建筑布局较为紧凑，道路宽度相对较低，交通设施相对陈旧，

但居住环境较为宁静闲和，居住人群类别相对较多，通过调查、分析总结出其主要的交通活

动特征如 

表 1 所示。 

表 1  传统区交通活动特征分析 

活动

时间 

主要 

行为 

活动 

主体 
集中时段 特征 主要交通方式 

可接受 

步行距离 

环境 

要求 

早晨 

上班 职业人 7:00～9:00 
匆忙 

高效率 

步行、公交、小

汽车 
≤1000m 

交通 

顺畅 

上学 
学生 

老师 
7:30～8:30 

匆忙 

准时 

步行、自行车、

校巴、小汽车 
≤500m 

交通顺

畅、安全 

买菜 
老人 

保姆 
8:30～11:00 无序 步行、自行车 ≤200m 

安全、休

闲、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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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主妇 气氛 

日间 

放学 

就餐 

闲逛 

购物 

学生 

老人 

孩童 

成人 

12:00～14:00 

或下午 
无序 

步行、自行车、

小汽车 
≤200m 

安全、宁

静、邻里

气氛 

傍晚 

下班 职业人 17:00～19:00 
慢速 

停留 

步行、公交、小

汽车 
≤1000m 

交通顺

畅、归属

感 

放学 
学生 

老师 
16:30～18:30 

快 

停留 

步行、自行车 

、校巴、小汽车 
≤500m 

安全、归

属感 

就餐 
家庭 

团体 
18:00～20:00 无序 步行、小汽车 ≤500m 

休闲、活

力 

晚上 购物 个体 

家庭 

团体 

19:00～21:00 无序 步行 ≤1000m 
安全、休

闲 

假日 
闲逛 

聚会 
全天 放松 多种 

2KM 

或更远 
活力 

2.3.2  中央区 

中央区用地性质多以商业、行政、办公及休闲娱乐为主，土地开发强度较高，交通设施

较好，是居民交通出行，尤其是通勤出行的主要吸引区域，通过调查、分析总结出其主要的

交通活动特征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央区交通活动特征分析 

活动

时间 

主要 

行为 

活动 

主体 
集中时段 特征 主要交通方式 

可接受 

步行距离 

环境 

要求 

早晨 上班 职业人 8:00～10:00 
匆忙 

高效率 
公交、小汽车 ≤300m 

交通 

顺畅 

日间 

展览 

会议 

就餐 

职业人 

学生 

全天或 

12:00～14:00 
无序 多种 ≤500m 

文化气

息、整洁 

傍晚 

下班 职业人 17:00～19:00 匆忙 公交、小汽车 ≤300m 
交通顺

畅 

购物 个体 

家庭 

团体 

18:00～20:00 
匆忙 

停留 
步行、小汽车 ≤1000m 

交通顺

畅、整

洁、商业

氛围 

晚上 购物 19:00～21:00 无序 步行、小汽车 ≤200m 
整洁、商

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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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 

展览 

集会 

旅游 

休闲 

购物 

早、晚 放松 多种 ≤500m 
文化气

息、整洁 

2.3.3  居住区 

居住区用地性质以居住、绿地及服务性设施为主，环境要求较高，是居民出行的主要发

生区域，通过调查、分析总结出其主要的交通活动特征如表 3 所示。 

表 3  居住区交通活动特征分析 

活动

时间 

主要 

行为 

活动 

主体 
集中时段 特征 主要交通方式 

可接受 

步行距离 

环境 

要求 

早晨 

上班 职业人 7:00～9:00 
匆忙 

高效率 

步行、公交、小

汽车 
≤1000m 

交通 

顺畅 

上学 
学生 

老师 
7:30～8:30 

匆忙 

准时 

步行、自行车、

校巴、小汽车 
≤500m 

交通顺畅、

安全 

买菜 

老人 

保姆 

家庭主妇 

8:30～11:00 无序 步行、自行车 ≤200m 

安全、休

闲、邻里气

氛 

日间 

放学 

就餐 

闲逛 

购物 

学生 

老人 

孩童 

午后 无序 步行、自行车 ≤200m 

安全、宁

静、邻里气

氛 

傍晚 

下班 职业人 17:00～19:00 
慢速 

停留 
公交、小汽车 ≤300m 

交通顺畅、

归属感 

放学 
学生 

老师 
16:30～18:30 

快 

停留 

步行、自行车 

、校巴、小汽车 
≤200m 

安全、归属

感 

回家 
老人 

孩童 
17:00～19:00 无序 步行、自行车 ≤200m 

安全、休

闲、 

邻里气氛 

晚上 散步 
个体 

家庭 

团体 

19:00～21:00 无序 步行 ≤200m 

安全、休

闲、宁静、

邻里气氛 

假日 

闲逛 

聚会 

出游 

早、晚 放松 多种 
2KM 

或更远 

生活气息、

邻里气氛、

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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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道路功能设计 

借鉴国外街道成功设计经验，综合考虑道路交通性及生活性的因素，本文在城市传统道

路等级基础上将东莞市中心区道路细分为不同层次的“道系统”与“街系统”，以此为依据

提出两个系统的建议控制尺度，如表 4 所示。 

表 4  东莞市道路功能设计 

 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主道 主街 次道 次街 支道 支街 

城市功能 
组团界限、 

城市轮廓 

景观休闲 

公共空间 
片区界限 

生活脉络、商

业区、公共空

间 

地块界限 

商业价值低 

生活区 

商业街 

道路功能 纯交通性 
偏重 

生活服务 

偏重交通 

片区对外交

通通道 

组织地块进

出，承担生活

服务 

地块进出 

消防 
步行为主 

优先权 车优先 人优先 车优先 
人优先，人车

共享 

车优先，人车

共享 

人优先， 

人车共享 

交通量 车流量大 
人流、 

车流量大 

车流量大，

人流量小 

人流量大，车

流量小 
车少、人少 

人密集， 

车少或驻停 

道路资源

优先考虑 

车道、市政

设施、组团

绿化 

步行廊道、城市

景观休闲带 

车道、市政

设施、交通

设施 

商业、生活休

闲步道、绿

化，停车 

车道、 

配套设施 

纯商业、生活

休闲步道，绿

化，停车 

交通设施

安排 
公交干线 

轨道线路、公交

线路 

地铁接驳公

交线路 

地铁接驳 

公交线路 

地铁接驳 

公交线路 

地铁接驳 

公交线路 

空间要求 
开阔、车行

视线 

开阔，满足人行

视线 
方向性明显 

围合，活力、

标志性 

车行前方可

视，无阻挡 

私密，亲切、

情趣 

车速要求 通畅、快速 通畅、中速 畅通、中速 慢速 慢速 停顿 

适宜片区 
各功能区外

围 
中央区 

穿 越 中 央

区、居住区、

商业区外围 

各功能区组

团之间 

各功能区地

块内部 

居住区、传统

区地块之间 

2.5 规划控制与交通设计指引 

本文依据东莞市“街”、“道”体系功能设计，在追求交通安全与舒适生活的共生的基础

上，密切结合东莞市实际情况，抛弃简单的行政标准，提出合理的街道规划控制指引和交通

设计指引，参照此指引进行交通详细规划设计实践，如表 5 所示。 

表 5  街道规划控制与交通设计指引 

  
主干道 次干道 支路 

主道 主街 次道 次街 支道 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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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划

控

制 

间距(m) 800-1200 600-800 300-400 200-400 180-300 100-200 

建议道路

红线(m) 
60-100 30-60 40-60 20-30 12-20 6-20 

两侧用地

性质 

居住、工

业、绿地 

居住、公共

设施、商业、

绿地 

居住、工业、

绿地、公共设

施 

居住、公共

设施、商业、 
/ 居住、商业 

地块出入

口 
无 少 无 多 车行为主 人行为主 

路段过街 立交、少 
可平面、适

度 
立交 平面、自由 / 人车混行 

绿化率(%) 15 5 15 5 / / 

交

通

设

计 

设计车速

（km/h） 
≥60 20-30 30-40 20-30 ≤20 ≤15 

断面形式 
两块板或

四块板 

一块板或两

块板 
两块板 一块板 一块板 一块板 

车道数量

及宽度(m) 

6-8/3.5-3.7

5 
4/3.5 4-6/3.5-3.75 2-4/3.0-3.5 1-2/3.0-3.5 0-2/3.0-3.5 

人行道设

置 
3m-5m ≥5m 3m-5m ≥5m 1m-2m ≥3m 

自行车道

设置 
1.5m 3m 1.5m 3m / 

与机动车混

行 

公交停靠

设置 
2 车位 3-5 车位 2 车位 3 车位 / / 

路侧停车

与否 
否 

可设置隔离

停车区 
否 

可画线或设

置停车区 
/ 可画线 

交通标志 
指示车辆

为主 

多种指示标

志 

指示车辆为

主 

多种指示标

志 

指示车辆为

主 

指示行人为

主 

车流量控

制 

饱和度≤

0.85 

饱和度 

≤0.7 

饱和度 

≤0.85 

饱和度 

≤0.7 

饱和度 

≤0.5 

饱和度 

≤0.5 

3. 具体案例分析 

本文在上述宜居道路设计方法的基础上选取第一国际片区、怡丰路片区作为实施案例进

行改善研究，针对片区道路、公交、停车、慢行和交通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综合改善措施；

并依照“街”、“道”的设计指引，通过完整的交通设计技术流程，完善交通管理和交通组织，

实现高效利用道路交通资源，提高交通服务水平，打造宜居城市街区。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170



 

 

3.1 第一国际片区案例分析 

3.1.1  片区交通问题 

第一国际片区以第一国际商务大厦、购物中心等高端建筑群、高端办公楼以及住宅、文

化、教育设施为主，按片区功能划分属于中央区，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道路交通：

东莞大道两侧片区缺少联系通道；2、公交：公交服务不足，停靠站少，首末站为路侧停靠

方式；3、停车：停车位供应较多，但停车资源利用率低；4、人行：过街设施安全不足；5、

交通管理：内部交通管理宽松，路内违章停车较多，学校路段接送的车辆严重影响道路交通。 

3.1.2  道路功能定位 

本文根据宜居道路设计理念，对第一国际片区周边 6 条道路进行重新功能定位，具体如

表 6 所示。 

表 6  片区周边道路功能定位分析 

 东莞大道 鸿福路 元美东路 石竹路 阳光路 朝阳路 

现状道路功能 主干道 主干道 次干道 次干道 支路 支路 

改善道路功能 主街 主街 次街 次道 次街 支街 

3.1.3  具体改善方案 

本文根据宜居社区、宜居道路设计的理念，提出该片区的交通改善需保持其交通秩序、

交通安全、商务动力、街区活力和生活环境，具体改善措施如下：1、明确道路功能——石

竹路为次道，以交通功能为主，交通改善以保持道路通畅为主；元美东路为次街，以生活服

务为主，交通改善以增加公共交通设施和人行过街安全设施为主；2、加强片区联系——打

开阳光路-怡丰路-东莞大道路口；拓宽阳光路元美东路至石竹路路段；3、提升道路能力—

—改造石竹路-四环路路口，设置石竹路下穿四环路隧道，原平面路口保持右进右出；渠化

改造石竹路-朝阳路路口和石竹路-元美东路路口；4、提高公交服务——在元美东路增加 5

对公交停靠站，在阳光路增加 1 对公交停靠站；5、优化停车资源——重点路段严禁路内停

车、提高停车场利用率，重点对石竹路、元美东路、阳光路的路内停车进行严格管理；6、

保障行人安全——增加元美东路和阳光路沿线路口灯控；增加石竹路、阳光路路中和路侧护

拦，增加元美东路路中护拦。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171



 

 

 

图 8  元美东路、石竹路交通改善平面图及断面图 

路网优化方面，通过明确道路功能，第一国际片区的路网结构更为合理，道路功能清晰

明确，整体路网通行能力将较现状提高约 30%，路网平均车速维持在 25～35 公里/小时，达

到可接受水平；道路改善方面，通过精细化的宜居道路设计，实施合理有效的人车分离措施，

显著提高了石竹路的通行能力，同时恢复了元美东路作为生活道路应有的城市活力。 

3.2 怡丰路片区案例分析 

怡丰路现状为东莞市中心区东西向次干道，用地以商业建筑、住宅、文化及教育设施为

主，按片区功能划分属于居住区，该道路目前主要存在道路交通混乱、公交服务不足、人行

道停车严重、交通管理宽松等问题。 

怡丰路沿线以居住为主，沿街学校、社区、小商铺、餐饮等生活服务设施多，虽然打开

东莞大道路口后通过性交通量有所增加，但该路仍以生活服务为主。根据宜居道路设计理念，

将其定位为次街功能，交通改善需保持道路通畅和街区活力，具体改造措施如下： 

1、道路断面调整——道路资源优化，行车空间压缩、停车空间规范、人行空间拓展；

车道压缩为标准双线四车道；考虑两侧商铺等停车需求，道路两侧均设置了 4 米停车区（两

树池之间一个停车位，车辆斜停方式前进停、后退出，斜角约 25 度，此停车方式对行车影

响最小）该区域同时布置行道树和路灯、交通设施；路侧人行空间由原 1 米～1.5 米拓展至

5.5 米，如图 9、图 10 所示；2、沿线路口渠化改善——提高通行能力；3、增加灯控管理、

路中设置护拦、路段设置过街——规范人、车行为；4、增设公交停靠站——提高社区公交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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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怡丰路道路断面调整示意图 

 

图 10  怡丰路改造前后对比示意图 

 

4. 小结 

本文借鉴国外道路设计成功经验，对东莞中心区不同片区的居民活动特征进行调查、分

析，总结出与城市功能、道路交通和街区生活相适应的道路规划设计指引，并在东莞中心区

交通改善项目中进行探索性规划设计，以期在项目实施完后，能有效提高了道路的服务水平，

并满足街区宜居生活要求，在往后的道路交通规划设计中启着借鉴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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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定量分析的步行街改造前期交通组织方案研究 

                    ——以伊宁市喀赞其景区胜利街南路为例 

彭佳  项志远 

【摘要】以伊宁市喀赞其景区周边路网的现状服务水平为基础，以国内外相关城市的步行街

交通组织的成功经验为参照，以使步行街改造方案与城市路网体系有机融合为目标，提出了

伊宁市喀赞其景区胜利街南路步行街近期改造的两个规划方案，并制定出相应的交通组织方

案；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方案的可实施性、路网承载力、对居民生活的影

响等多方面进行比较分析，并结合景区发展需要等实际情况，给出了胜利街南路步行街改造

的推荐方案。本文旨在通过对胜利街南路步行街改造的交通组织研究，促成步行街与城市道

路系统和谐共生的多元道路系统，并为步行街建设的交通组织方案制定与评价构建相对完整

的体系。 

【关键词】步行街改造  喀赞其景区  交通组织  交通影响分析 

1. 概述	

伊宁市喀赞其民俗旅游区位于伊宁市区南部，自 2008 年 4月 15 日试营业，景区始终保

持着较为完整的传统风貌和格局，形成了众多独具民族特色和艺术价值的街区，塔兰其传统

文化和多元文化的融合已使这里成为伊犁河谷民族风情最生动的写照，更是首府伊宁的形象

窗口。为进一步扩大景区影响力、提升服务水平，计划将胜利街南路步行街改造为步行街，

以提升景区形象，为游客和居民创建宜游、宜居的慢行空间[1]。 

我国在城市步行街的规划和设计过程中，往往对城市交通缺乏系统研究分析，以致造成

这一在国外成功实施的先进设计理念在国内显得“水土不服”，直接影响了步行街整体效益

的实现，更有甚者，有的步行街在使用了短短的几个月以后被迫调整放弃继续实施步行街思

路，主要是因为交通支持不够[2‐3]。 

本文将立足于胜利街南路及其周边路网的交通现状，借鉴国内外步行街交通组织的实践

经验[4‐7]，提出胜利街南路步行街改造方案及相应的交通组织方案，并从方案的可行性、对

城市道路系统的影响、景区建设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比较与综合评价，继而给出步行街改造

的推荐方案，旨在实现胜利街南路由城市道路转步行街的合理、平稳过渡。 

2. 区域交通现状	

2.1 现状道路系统 

研究范围内现状主要道路包括新华东路、胜利街北路、胜利街南路、二环路和东梁街等，

主要道路具备双向四车道的机动车通行条件；现状次要道路包括红旗街、前进北街、前进街、

哈什街、新路街、哈什街五巷、伊犁街五巷、前进街八巷等，次要道路宽度多在 6‐8 米，具

备双向会车的功能。 

计划将胜利街南路改造为步行街，该道路现状为双向四车道，道路两侧有占道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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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兼有路边停车功能，实际相当于双向两车道。 

 

图 1  现状路网及研究范围                        图 2  现状路网服务水平 

2.2 现状路网服务水平 

根据现场调查，伊宁市路段早高峰在 10:00~ 11:00，晚高峰在 19:00~20:00。如图 2 所示，

研究范围内现状早高峰时期路网路段的服务水平多在 C级以上，服务水平相对较高。 

从交通流结构而言，胜利街南路、胜利街北路、新华东路、二环路、东梁街、红旗街、

伊犁街、前进街、新路街和哈什路的交通量以过境交通量为主，而前进北街、哈什街五巷、

伊犁街五巷和前进街八巷等以到达交通量为主，即研究范围内交通流主要方向为南北方向。 

2.3 规划解读 

考虑到研究范围内周边用地的拆迁难度，前进街、哈什街向外联系的东西向规划道路在

近期均难以实施，且周边没有规划其他南北向集疏运通道，故现状前进街、哈什街的过境交

通量基本无法通过其他道路疏解。考虑到胜利街南路步行街改造在即，近期交通组织方案应

着眼于现状路网进行分析。 

3. 步行街改造交通组织方案研究	

立足于研究范围内周边交通现状，并借鉴国内外步行街发展经验，提出胜利街南路步行

街改造的两个方案，即全步行街方案和半步行街方案。 

3.1 全步行街交通组织方案 

全步行街方案是将胜利南路整条路改造为步行街，原路段交通量由周边路网进行疏解，

具体如图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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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空间示意图 

 

(a)平面布局示意图 (c)断面示意图 

图 3  全步行街方案示意 

3.1.1  交通流线组织方案	

该方案将胜利街南路全段改造为步行街，通过组织单向交通环路，实现对胜利街南路的

南北向交通流的疏解。 

依据现状道路情况，构建由前进北街、哈什街、哈什街五巷和前进街等主要道路所组成

的单行环路，通过环路系统疏解胜利街南路的交通流，具体如图 4 所示。 

前进北街‐前进街为自北向南的单行道路，具备单向 2 车道的通行能力，承担现状路网

中胜利街南路、前进北街‐前进街以及哈什街自北向南方向的过境交通通道，并兼顾道路周

边地块的发生与到达交通流的需求。 

哈什街作为前进街的平行单行路设置，具备单向 2 车道的通行能力，主要承担现状胜利

街南路、前进北街‐前进街以及哈什街自南向北方向的过境交通流，并兼顾道路周边地块的

交通出行需求。 

哈什街五巷、前进北街和哈什街共同组成喀赞其景区周边的有利于实现旅游交通流线的

组织，并解决周边地块的交通出行需求。   

前进街八巷为单行环路的调头车道，便于解决周边地块的出行需求。 

伊犁街、红旗街和伊犁街五巷等道路基本与现状路网中承担的功能相同。 

3.1.2  交叉口组织方案	

前进北街、哈什街与新华东路、新路街交叉口均采用信号灯控制的管理方式，并尽可能

对交叉口进口道进行渠化；巷道与单行线交叉口采用右进右出的管理方式；巷道交汇处不采

用交管措施，建议设置减速慢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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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全步行街方案交通组织方案              图 5  全步行街方案的路网服务水平 

3.1.3  交通组织方案评价	

图 5 给出了全步行街方案下周边路网的服务水平情况。结果指出，采用全步行街方案时，

前进北街、哈什街、哈什街五巷和前进街等单行道路的道路饱和度（V/C）会有所上升，路

段服务水平多为 C‐D级[8]。即采用该交通组织方案会一定程度上提升周边道路的路段饱和度，

但却并不会造成整体路网服务水平的显著下降，从道路容量角度看，该方案具有理论可行性。 

总体而言，该方案交通流线清晰，可实施性较强，且管制后的路网服务水平与管制前基

本相当，但单行管制范围较大，会影响管制范围内部分居民的出行便捷性。   

3.2 半步行街交通组织方案 

半步行街方案即将胜利街南路的东侧半幅路改造成步行街，西侧半幅路保留机动车通行

功能，具体平面及断面示意图如图 6 所示。 

             

(a)平面布局示意图                             (b)断面示意图 

图 6  半步行街方案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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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交通流线组织方案	

如图 7 所示，该方案将胜利街南路的东侧半幅路改造成步行街，并通过组织胜利街南路

的西侧半幅路、前进北街两条道路形成单向交通线路，以实现对改造前胜利街南路的东侧半

幅路（自南向北方向）交通量的有效疏解转移，其余道路承担的功能与现状基本一致。 

   

图 7  全步行街方案交通组织方案              图 8  全步行街方案的路网服务水平 

3.2.2  交叉口组织方案	

前进北街、哈什街与新路街交叉口采用信号灯控制方式，胜利街南路与新华东路交叉口

采用信号灯控制方式；前进北街、哈什街与新华东路交叉口均采用右进右出的组织形式，并

尽可能对交叉口进口道进行渠化；巷道与主要道路交叉口采用右进右出的管理方式；巷道交

汇处不采用交管措施，建议设置减速慢行标志。 

3.2.3  交通组织方案评价	

图 8 给出了半步行街方案下周边路网的服务水平情况。结果指出，采用半步行街方案时，

胜利街南路、前进北街的道路饱和度（V/C）会显著上升，路段服务水平为 D 级[8]，但周边

路网的服务水平变化较小。即采用该交通组织方案会一定程度上提升胜利街南路、前进北街

以及与之相连的新华东路的路段饱和度，但路网服务水平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同时由于采用

单向交通的管制范围小，对整体路网的服务水平影响也较小。从道路容量的角度看，半步行

街方案具有理论可行性。 

总体而言，该方案仅需要改变胜利街南路和前进北街的道路组织方式，采取道路交通管

制的范围小，对前进街‐哈什街之间的居民出行影响较小。   

3.3 方案比选 

两个方案从路网容量角度均具有可实施性。其中，半步行街改造方案的管制范围较小，

对整体路网的服务水平影响也较小，但由于步行街紧邻机动车道路，会影响步行街的旅游环

境和形象塑造；全步行街方案单行路管制范围较大，会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区域的出行便捷性，

但在路网服务水平、可实施性、交通流线等方面并不逊色，同时该方案拥有更大的步行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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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更有利于形成独立、完整的集文化展示、旅游购物、观光休闲等功能的商业步行街，更

好的体现步行街的民族特色。 

表 1 给出了两个方案在多方面的比较，综合考虑，建议采用全步行街方案。 

表 1  胜利街南路步行街改造方案对比 

  交通流线  路网服务水平 可实施性  形象打造 
对区内居民

影响小 
综合评价 

全步行街方案  ★★★★★  ★★★★★  ★★★★★ ★★★★★ ★★★  ★★★★☆

半步行街方案  ★★★★  ★★★★★  ★★★  ★★★  ★★★★  ★★★★ 

注：★星级越高，效果越好。★:全星，☆半星。 

4. 结语	

本文在参照相关规范、标准基础上，结合伊宁市喀赞其风景区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目

标，提出了近期胜利街南路改造步行街的两种方案，制定了相应的交通组织方案，并从项目

的可实施性、对周边路网服务水平的影响以及影响范围等方面对交通组织方案进行多角度的

定性、定量评价，为胜利街南路的步行街改造方案提供了技术支持，其方案评价体系具有较

强的可移植性，为其他步行街的交通疏解提供了可参照的依据。 

限于篇幅，论文立足宏观角度，从区域路网层面制定交通组织方案，但在慢行交通流线、

公交线路组织、停车配套设施、地下空间等方面并未进行详细阐述，需进行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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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地铁非法接驳方式的社会基础与管制策略 

——以北京市天通苑地区三轮摩的为例 

李泽林  丁晔昕 

【摘要】地铁作为大运量公共交通方式，其接驳问题一向是研究热点。以三轮摩的为代表的

非法接驳方式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讨论，但尚未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本文以北京市天通苑

地区为例，首次在第一手调查问卷和访谈资料的基础上，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探究非法接

驳方式存在的社会基础。研究表明，决定非法接驳方式需求量的主要因素是通勤距离和公交

可达性，而非收入、年龄、性别等因素。因此，非法接驳问题是规划问题，而非简单的社会

管理问题。据此，本文认为非法接驳交通的管理应从发展公共交通导向的土地利用规划、改

善公交车服务，以及发展灵活的公共交通方式作为公交车的补充入手。 

【关键词】公共交通  非法接驳  三轮摩的  社会基础  管制策略  北京 

1. 研究背景	

1.1 理论背景 

公共交通分为四级：轨道交通、城市快速公交（BRT）、常规公交、支线公交。1本文所

关注的支线公共交通与其他层级公交的接驳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关注。刘小明等在

1995 年即提出将轨道交通站点分为三级，其中第三级就是与常规支线公交接驳的枢纽。2武

香林等在其研究中则进一步明确了支线公交与常规公交的关系为支撑与基础的关系。3 而对

于支线公交的形式，吴永欣认为支线公交线路应深入各居民居住区及各功能区承担集散客流

的功能，支线公交可采用中巴或者面包车，站距一般在 150m—200m 左右。1谷志亮提出公

共交通在解决 后一公里问题中应发挥主导作用。4 陆磊则利用上海开通的旨在解决 后一

公里问题的支线公交的运营数据强调了支线公交应尽量接驳轨道交通。5 顾惠规则进一步提

出解决 后一公里问题要依靠提高土地利用的混合度以及交通引导的土地利用模式等规划

手段。6 进一步地，很多研究还论述了支线公共交通与其他层级公共交通间的接驳枢纽的规

划规范。78 

但是，几乎所有的现有研究都忽视了在实际支线接驳中存在的非法运营车辆。这些非法

运营车辆一般包括非法出租车、三轮摩的、人力三轮车等。这些车辆运营距离与区位与支线

公交相当，线路灵活但常往来于特定轨道交通站点与小区之间。现有研究提出完善支线公交

线路，优化接驳过程，但忽略了与其竞争的非法运营车辆所反映出的需求。为此，本文以北

京市天通苑为例，探究非法接驳交通方式的社会基础，并尝试提出管制策略。 

案例现状 

天通苑是北京市的大型居住区，位于北京城区的北侧偏东，距中心城区直线距离 18.7

千米。天通苑占地面积 8 平方公里，规划建筑面积 600 多万平方米，常住人口 39 万。地铁

五号线 北端四站均位于天通苑范围内。每天大量客流来往于天通苑和中心城区，尤其集中

在早晚高峰，形成钟摆式通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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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天通苑区位示意图 

包括天通苑在内，北京很多地区大量存在着一种私人运营的三轮摩托的士（简称三轮摩

的）。三轮摩的由残疾人摩托车改装而来，一般载客 1‐3 人。按照一般分类 9 10，摩的属于个

体交通和私营交通，具备节省政府资金、低价高效、规模经济适宜等优点。但是，三轮摩的

属于非法运营，原因有三：第一，三轮摩的运行危险，转弯时容易翻车；第二，三轮摩的无

牌照，不受监管，因此经常违章行驶，威胁他人安全；第三，三轮摩的无保险，一旦发生事

故，无人负责。在北京市公安局网站搜索“摩的”得到的相关整治信息 早可以追溯到 2001

年 11 月 9 日 11，网络普及前的打击活动难以追溯。然而，三轮摩的屡禁不止。2010年密集

的脉冲行动专项整治后，城铁望京西站、地铁天通苑站等处，“黑车数量没有明显减少”12。

一些地区（如地铁军博站、方庄等）甚至出现了电动自行车代替三轮摩的载客 13。 

2. 数据来源	

本文的分析数据来源于个体访谈、大样本问卷（针对天通苑摩的乘客问卷、针对天通苑

居民问卷）、以及对天通苑地区公共汽车服务的数据实测（表 1）。 终总计获得个体访谈资

料 40 份；发放调查问卷 290 份（乘客问卷 90 份+居民问卷 200 份），收回调查问卷 255 份

（乘客问卷 70 份+居民问卷 185 份），其中有效问卷 252 份（乘客问卷 67 份+居民问卷 185

份）有效率 86.90%；获得工作日下班高峰时段（晚 5:30‐6:40）天通苑地区公交车数据（行

驶路线、车站设置、通行过站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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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设计示意图 

初步访谈  乘客问卷  居民问卷  公交调查 

调查方式  调查方式  调查方式  调查方式 

与天通苑居民、摩的乘

客、摩的司机、公交车司

机等交谈，询问摩的情况

及其看法 

在地铁天通苑站和天通

苑南站随机挑选 15辆摩

的，将问卷置于车内由摩

的司机代发 

对到地铁站距离大于

1km的 10个校区分别随

机选取 20位居民发放问

卷 

1.查阅天通苑地区公交

线路及站点设置资料 

2.实地调查高峰段公交

车运行情况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 

居民：10位 

摩的乘客：5位 

摩的司机：20 位 

公交车司机：5位 

总体：天通苑地区三轮摩

的乘客 

样本：乘坐代发问卷摩的

的乘客 

总体：天通苑有摆渡需求

的居民 

样本：总体中随机选取的

200位居民 

通过天通苑地区内部的

全部 22条公交线路 

       

3. 三轮摩的满足特定的出行需求	

为研究非法接驳方式的社会基础，有必要对其需求的来源加以探讨。本文以三轮摩的为

例做出两种假设（图 2）。 

假设 1——庞大人群的偶发事件：三轮摩的基本没有固定乘客，每位居民乘坐摩的都是

小概率事件。大量的摩的需求是庞大基数乘以小概率的结果。这将意味着，三轮摩的需求由

天气、突发事件等随机因素决定的，而不因个人在空间、社会状态等方面的异质性而有差别。 

假设 2——少量人群的频发事件：三轮摩的有固定的乘客，是这些乘客的重要甚至首要

交通工具。这类乘客不需要很多，即可以提供大量的摩的需求。这将意味着，只要这类居民

大量存在，无论社区整体规模大小，该社区都将成为三轮摩的集聚点，他们即是摩的存在的

社会基础。这类摩的偏好者的存在，可能源于公共交通设施太差、对门到门的强烈偏好等。 

 

假设 1:庞大人群偶发事件         假设 2:少量人群频发事件 

图 2  需求模式假设示意图 

乘客对三轮摩的态度可以分四种：1）反对摩的，基本不坐；2）仅特殊情况下乘坐摩的；

3）支持摩的，摩的是其常用的交通方式；4）支持摩的，摩的是其重要甚至首选交通工具。

统计所有抽样到的三轮摩的乘客的态度发现，对摩的无偏好的乘客（第一类和第二类态度）

占 34.31%，对三轮摩的有偏好的乘客（第三类和第四类态度）占 65.69%（表 2）。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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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乘客经常乘坐摩的，假设 2被证明为真。也即，天通苑存在部分居民对三轮摩的有强

烈偏好，三轮摩的满足着这部分乘客的特定需求。 

表 2  三轮摩的需求模式 

态度  每月乘坐摩的次数  人数  比例  含义 

对摩的无

偏好 

34.31% 

几乎不坐  0‐2  8  7.84%  反对摩的 

有时坐  3‐6  27  26.47% 
摩的是特殊情况下的

替代工具 

对摩的有

偏好 

65.69% 

经常坐 
7‐10  18  17.65%  摩的是常用的几种交

通工具之一 11‐14  10  9.80% 

频繁坐 

15‐18（每周约 4‐5次）  20  19.61% 

摩的是重要的甚至首

选的交通工具 

23‐38（每周约 6‐9次）  8  7.84% 

39及以上（每周 10次及以

上） 
11  10.78% 

  总计  102  100.00% 

4. 三轮摩的存在的社会基础探究	

4.1 人口特征不是三轮摩的存在的社会基础 

天通苑相对较低的住房价的确格吸引了大批年轻人、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然而，研究发

现，乘客的性别、职业、年龄、学历、收入等人口特征并非三轮摩的存在的社会基础。根据

全部 252 份问卷的调查结果，对其人口特征与摩的偏好之间的关系做卡方检验（表 3）。结

果表明，性别、年龄、收入、职业和学历与是否偏好摩的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置信度分别为

4.13%、17.25%、68.17%、54.13%和 79.17%，也即，在 90%的置信水平下，不能接受以上任

何一项社会因素与乘坐偏好相关。 

因此，收入偏低、年龄偏小等不是产生对摩的的需求的原因。 

表 3  摩的乘客人口特征的卡方检验 

  性别  年龄  收入  职业  学历 

P值  0.9587  0.8275  0.3183  0.4587  0.2083 

卡方值  0.0027  2.1536  5.8781  0.5492  7.1706 

4.2 空间规划特征是三轮摩的存在的社会基础 

研究发现，天通苑地区三轮摩的需求的空间分布十分不均衡。进一步的数据分析证明，

小区到地铁站的距离以及小区的公交可达性是决定该小区是否会产生大量三轮摩的需求的

重要因素。 

4.2.1  三轮摩的需求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差异。	

统计发现，不同小区三轮摩的乘客数量差异很大。考虑到不同小区的面积和居住人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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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很大，消除面积因素加以比较（表 4），数据依然显示出强烈的空间差异（图 3）距离地铁

站约 1 千米的小区（天通苑一区、天通苑六区）摩的乘客 多。 

表 4  摩的需求空间分布调查结果 

居住小区  人数 
面积

(ha) 

人数*1000 

/面积 
编号

 

天通苑一区  4  12.54  31.91  I 

天通苑二区  3  12.69  23.64  K 

天通苑三区  3  17.81  16.84  J 

天通苑四区  3  31.59  9.50  L 

天通苑五区  0  46.22  0.00  H 

天通苑六区  8  30.08  26.59  M 

天通东一区  8  75.18  10.64  N 

天通东二区  2  49.87  4.01  O 

天通东三区  2  71.44  2.80  P 

天通西一区  1  57.79  1.73  A 

天通西二区  1  31.09  3.22  B 

天通西三区  0  56.32  0.00  C 

天通北一区  0  63.90  0.00  D 

天通北二区  4  57.35  6.97  E 

天通北三区  6  84.33  7.12  F 

天通中苑  18  101.7  17.70  G 

总计  67  800  162.66   

                                            图 3  摩的需求空间分布图 

4.2.2  通勤距离和公交可达性是摩的需求产生的社会基础	

将小区依到地铁站的距离由近到远分为三类（图 4）。统计得到三个地区的实际乘客数。

将乘客总数按面积分配给三个地区，得到各地区的预期乘客数。将距离因素不影响对摩的的

偏好作为原假设。卡方检验（表 5）表明，我们以 99.99%的把握拒绝原假设。也即，距离因

素影响居民对三轮摩的的偏好。第二类居民，即距离地铁站距离适中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三

轮摩的。 

 
图 4  依距离划分的三类小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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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摩的乘客空间分布特征的卡方检验 

 
小区名称  乘客人数  面积(ha) 

乘客总数 

实际值  预期值 

第一类 

天通西苑一区  1  57.79 

10  23.93 

天通西苑二区  1  31.09 

天通西苑三区  0  56.32 

天通北苑一区  0  63.90 

天通苑五区  0  46.22 

天通苑一区  4  12.54 

天通苑三区  1  17.81 

第二类 

天通苑二区  3  12.69 

52  32.92 

天通苑四区  3  31.59 

天通苑六区  8  30.08 

天通中苑  18  101.71 

天通北苑二区  5  57.35 

天通北苑三区  6  84.33 

天通东苑一区  8  75.18 

第三类 
天通东苑二区  2  49.87 

5  10.16 
天通东苑三区  1  71.44 

总计  67  800  67  67 

卡方值  21.78800253 

P值 
 

进一步地，研究评价了各小区的公交可达性。Suzanne  Mavoaa 等人（2012）总结了公

共交通系统可达性评价方法 14，将其分为三类：1）从起点到车站的可达性；2）交通过程持

续时间；3）从车站到目的地的可达性。国内，陈洋，李燕燕（2011）提出模型评价公交可

达性 15。本研究参考以上方法，适应天通苑地区情况，提出以小区为单位的公交车可达性评

价指标。 

经过天通苑社区的公交车共 22 趟，站点遍及各个小区。对每个小区的公交车可达性按

照如下公式评价： 

 

其中，Mk 为第 k 个小区的公交车可达性指标，Sk 为第 k 个小区的面积。设有 n 辆公交

车在该小区任一边界设站。Vi 为第 i 辆公交车的发车频率（每十分钟发车数量），ci 为第 i

辆公交车的绕路指数，等于该站到地铁站的 短路程除以公交车实际行驶路程。若公交车不

绕路，c=1；若公交车绕路程度高，c 接近 0。得分越高，公交车可达性越好。距离地铁站

1km以内的小区的公交车可达性认定为 佳。统计其它小区的公交车可达性，发现可达性

差的是天通苑二区、四区、六区、天通中苑、天通北苑二区等，与摩的乘客在各小区的分布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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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吻合（图 5，表 6）。 

表 6  各小区公交车可达性 

小区 
公交车 

通达性 
小区 

公交车 

通达性 
小区 

公交车 

通达性 

天通苑四区  1.95  天通东苑二区  3.30  天通东苑三区  7.75 

天通苑六区  2.09  天通中苑  4.14  天通苑三区  14.50 

天通苑二区  2.56  天通北苑二区  5.85  天通苑一区  15.93 

天通东苑一区  2.79  天通北苑三区  7.55     

 

图 5  各小区公交可达性情况图（右上：摩的乘客分布） 

同时，问卷显示乘坐摩的原因分为两类（图 6）。第一类与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有关，包

括赶时间、公交拥挤等（图中深蓝色部分）；第二类与特殊情况或个人偏好有关，包括天气

恶劣、劳累/生病等（图中浅蓝色部分）。统计结果表明，摩的乘客主要选择第一类原因。也

即，居民选择三轮摩的主要是因为公共交通服务不能满足需求。这与公交车可达性差的小区

有更多摩的偏好者相符合。 

 
图 6  乘坐三轮摩的原因分布图 

综上分析可见，小区到地铁站较远的通勤距离以及较差的公交通达性是三轮摩的存在的

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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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非法接驳方式管制建议	

5.1 天通苑地区三轮摩的管制建议 

根据本文的分析，居住地距离地铁站 1km 左右且小区公交车可达性差的居民 倾向于

成为三轮摩的乘客。因此，不考虑满足这部分居民的交通需求，仅简单打击三轮摩的载客行

为，无法根除三轮摩的市场。这正是各大城市三轮摩的屡禁不止的原因。针对三轮摩的乘客

的需求，本文提出两点管制建议。 

5.1.1  改善公共汽车服务，减少三轮摩的乘客群体	

三轮摩的与公共汽车服务虽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同为地铁提供支线集散服务，存在

竞争关系。因此，公共汽车服务的改善必将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三轮摩的的服务，从而减少三

轮摩的乘客群体。据调查，天通苑地区公共汽车服务至少有以下四点值得改善。 

第一，增加支线公交线路。经过天通苑地区的 22 条公交线路中，仅有 3 条（522 路、

523 路、465 路）是只在天通苑内部运行的支线公交线路。与支线公交线路相比，干线公交

线路易受天通苑以外地区堵车、人流大的影响，难以有效地执行集散地铁客流的任务。例如

620 路公交车，上行线路为从青塔小区穿越中心城区到天通苑。下班高峰期该路公交车在中

心城区必定会遇到堵车，达到天通苑的时间无法保证。更严重的问题是汽车到达天通苑附近

时车上已经人满为患，难以继续承接地铁出站客流、将其输送到各小区。因此，为了承担接

驳地铁的任务，天通苑地区需要更多支线公交线路。 

第二，保证各个小区足够的公交车可达性。目前天通苑各个小区公交可达性相差较大。

典型公交可达性差的小区如天通苑六区，小区规模较大，但是仅有一条公交线路（620 路）

经过小区门口。增强小区公交可达性的措施包括增加过境线路、增加发车频率。 

第三，改善候车环境。应该意识到，公共汽车服务并不简单地在于将有共同出行线路的

人群从出发地运送至目的地，而是还包括更多更深层次的服务，如良好的乘车环境和候车环

境。这些高质量服务对吸引乘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慕尼黑在推广公交车的过程中，逐步

重新设计和改善了数百个公共车站，提供舒适的座位、增加照明以增强安全性、并增加了其

他的安全保护措施。 

天通苑地区的候车环境亟待改善。很多小区内的车站仅有站牌，没有凉棚、座椅等设施，

等车乘客只能到人行道边的行道树阴凉里，甚至坐在马路牙边等车。这样的候车环境，尤其

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十分容易将潜在乘客推向选择其它交通工具，如三轮摩的。 

第四，争取准时到车、发车。准点起讫是另一个公共汽车服务应有的质量服务。渥太华

通过给予公交车专用的路权、建立专门的公交站台、路口信号优先设计等方法确保公交车准

点起讫。另外，一个全自动的乘客信息电话查询系统可以让乘客随时随地了解各路公共汽车

的倒车发车时间。 

天通苑地区地铁客流集散的重要时段是早高峰时期，这一时期乘客对节约时间有极高的

要求。调查中很多三轮摩的乘客表示 常在需要赶时间的情况下选择三轮摩的。如果公交车

能够准点起讫，居民将能够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更加信赖和更多选择公交车。造成公交车迟

到的因素主要是交通拥堵。为了准时到发车，必须给予公交车优先的、甚至是专门的路权。

专门的路权几乎是公共交通获得成功的必须条件。轨道交通的路权自不必说，以公共汽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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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城市渥太华、苏黎世、库里提巴等都给予了公交车专属路权。 

5.1.2  管制三轮摩的市场	

私人的、市场化的交通方式并非完全不能合法运营。墨西哥城的“比索模式”出租车和

小型公共汽车 初运营阶段曾因车辆质量差、不受监管等问题等被列为非法运行，但由于其

需求量巨大，政府 终将其纳入合法交通方式之列，令其在监管下运营。今天，它们成为了

墨西哥城 重要的地铁接驳手段。 

三轮摩的如要接受监管，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监管车辆质量。所有在运营车

辆应该在管理部门登记，定时车检，记录磨损情况，及时淘汰应报废车辆，从而保证上路车

辆都是安全可靠的。第二，监管运行过程。应对所有车辆登记牌照，一旦发现违章行驶行为，

和其他机动车辆一样予以相应处罚。第三，监管运营线路。规范车辆运营路线。对于公交线

路已经比较成熟的地区，不再给予三轮摩的准入权。将三轮摩的线路重点布置在公交线路有

缺失的地区。或者根据时间，令三轮摩的作为高峰时段公交车的补充。 

三轮摩的车辆一般质量较差，不适宜大运量载客。可以参考墨西哥私营小型公共汽车或

者香港小巴的模式，改成 10‐20 座的车辆。这样的车辆一般质量可靠，而多余的成本则可以

通过多载客收回。 

5.2 大城市地铁末端非法接驳问题管制建议 

交通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土地问题。根据《公交都市》（The  Transit  Metropolis）（Robert 

Cervero,1998），全世界公共交通成熟的城市分为四类：适应性的城市（the  adaptive  city）、

适应性的公共交通（the adaptive transit）、有强大市中心的城市（the city with a strong center）、

以及混合型的城市（the hybrid）16（表 7）。 

根据这种分类，特定的土地利用方式对应着特定的交通方式，又导致了不同程度的接驳

问题。其中“适应性的公共交通”是以大面积、低密度、蔓延式的土地利用为特征的，存在

严重的接驳问题。这类城市大多出现了不同类型的非常规交通。 

表 7  公交都市类型 

类型  适应性的城市  适应性的公共交通  混合型的城市 
有强大市中心的城

市（混合型的一种） 

特点 
以公共交通引导土

地发展 

以公共交通配合土地

发展 
混合型 

以公共交通振兴城

市中心 

图示 

 

 

   

若想将接驳问题 大程度弱化，则应当效仿“适应性城市”。这类城市以哥本哈根、斯

德哥尔摩、新加坡等为代表，将土地利用规划与交通规划紧密结合。以公共交通站点为中心，

周围发展高强度的集约的土地利用方式，将尽可能多的人群集中在站点周围步行可达范围

内。这样的土地利用方式是解决城市接驳问题的根本方法。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188



 

 

【参考文献】 

[1]吴永欣.  城市公交方式换乘与接驳研究[D].重庆：重庆交通大学，2009 

[2]刘小明等.  城市客运枢纽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公路学报，1995年增刊 

[3]武香林.  公共交通换乘枢纽站设计[J].城市公共交通，2005(12):18‐20 

[4]谷志亮.  公共交通要在解决“最后一公里”中发挥主导作用[J].交通与运输，2011(4):32‐33 

[5]陆磊.  上海“最后一公里”公交的探索与实践[J].城市公用事业，2011(6):2‐4 

[6]顾惠规.  依靠规划缩短“最后一公里”[J].  交通与运输，2011(4):33 

[7]沈景炎.  以轨道交通为骨架构筑城市客运综合枢纽[J].城市快轨交通，2004(3):19‐23 

[8]覃煌，宗传荃.  轨道交通接运系统规划方法[Jl.城市交通，2006(9):6‐12 

[9]张玺.  探讨城市个体交通与公共交通的结构[J].重庆工学院学报，2007(2):17‐21 

[10]陈雪明.  对中国城市公共交通私营化有关问题的思考[J].城市规划，2003(1):43‐49 

[11]北京市公安局 .  快速出警，取缔“摩的”[O/L].  http://www.bjgaj.gov.cn/web/  detail_  getArticle 

Info_38583_col1159.html 2012‐5‐26 

[12] 郭 晓 乐 ， 袁 国 礼 .  北 京 启 动 “ 脉 冲 行 动 ” 查 黑 车 [O/L].  京 华 时 报 ， 2010/07/15.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062/12148540.html 2012‐5‐26 

[13]李佳，李放 .  为躲城管，黑摩的“换装”电动自行车 [O/L].北京青年报， 2007/01/16. 

http://bjyouth.ynet.com/article.jsp?oid=18509917 2012‐5‐26 

[14] Suzanne Mavoaa, Karen Wittena, Tim McCreanorb, David O'Sullivanc. GIS based 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 

via public transit and walking in Auckland, New Zealand[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2012(1):15‐22 

[15]陈洋，李燕燕.  基于  GIS  的公交可达性指数算法[J].  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1(2):177‐179 

[16]罗伯特•瑟夫洛著，宇恒可持续交通中心译，金凡，徐康明审校.  公交都市 the transit metropolis[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李泽林，女，在读本科生，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丁晔昕，男，在读本科生，北京大学元培学院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189



 

 

谈策划在交通枢纽规划管理中的应用和实践 

孙永海 

【摘要】本文通过深圳北站交通枢纽规划建设以及前海交通枢纽前期策划工作实践，在梳理

影响交通枢纽规划品质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分析提出交通枢纽规划管理策划的一般流程和组

织原则，并以此说明策划在交通枢纽规划管理中的重要性。 

【关键词】交通枢纽  策划 

1. 策划与规划	

对于城市空间而言，规划是对城市长远发展和近期建设做出的统筹部署和空间安排，规

划最终的成果往往是对空间形态的一种创造，呈现的是一个最终的物质空间方案。 

策划是规划的规划。一个好的方案的获得，主要取决于技术力量和正确的决策。但有一

点最为关键：规划不是一个技术人员或者一个技术部门就能完成或实现的。此道理理解简单，

实践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认为规划就是技术人员的事情，规划管理就是等着技术人员

提出一个初步方案然后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反复修改即可。然而，规划对象的重要性与技术

力量的匹配、规划实施的难度和行政力量的匹配等，往往会对规划编制的质量和效果产生决

定性的影响。也就是说，规划质量的好坏，在规划技术工作开展之前就“大局”已定。 

事实上，近年来，城市规划领域也在反思城市规划的定位和作用的过程中，更多提倡规

划的政策属性，重视规划过程，而不仅仅是规划结果，以提高规划的可控性和实施性。但是

由于这种反思常常把目光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规划本身，而忽视了规划外部环境的影响，结果

就规划论规划，没有关注规划的规划，即策划的重要性。最终，规划质量更多决定于偶然的

因素，而不是依靠机制的保障。 

2. 选择交通枢纽作为案例的原因	

选择交通枢纽作为分析策划的案例，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交通枢纽包含的公共基础

设施比较全面；二是交通枢纽涉及城市多方面的利益主体；三是交通枢纽的复杂性可以真实

反映出行政管理水平。 

深圳市在应对复杂交通枢纽工程建设中，规划管理部门一直在其中起到了统筹和主导作

用，已建成或在建工程项目包括：罗湖口岸改造工程、深圳北综合枢纽工程、福田火车站综

合枢纽工程、布吉火车站枢纽改造工程等。但是，我们至今并没有形成一个定型的机制，来

推进政府工程项目建设，未来原特区外的大量枢纽建设情况，是否能够传承这些经验，还是

一个未知数。目前，随着我国铁路和城市轨道的大力发展，中国城市交通正面临大量交通枢

纽的建设，而这些交通枢纽是整个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的关键。因此，总结和提炼

出交通枢纽的策划经验，不仅对深圳未来发展，而且对整个中国的交通枢纽规划建设都有非

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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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影响交通枢纽规划品质的主要因素梳理	

从发展历程来看，深圳北站与罗湖火车站改造是一种探索性的尝试以及经验的总结。而

前海交通枢纽综合规划则是一种主动性的策划，也是对深圳过去交通枢纽规划的经验总结，

是规划行政管理的主动作为，旨在为打造高品质枢纽奠定基础。从规划实践来看，交通枢纽

规划建设涉及立项、技术、组织、建设、时间、资金等多方面因素。 

3.1 立项因素 

交通枢纽规划不是一个规划能够完成。交通枢纽这个“点”能做好，与其所衔接的“线”

以及其所在的“面”的研究是分不开的。首先要通过更高层次规划，将交通枢纽的位置、功

能定位以及衔接设施确定，然后开展交通枢纽综合规划，在设计阶段也可能需要相关研究，

比如商业策划等等。理想的情况下，交通枢纽规划建设不能是先规划后设计，而是由一系列

规划设计完成，整个工作构成了“策划”的全部内容。 

3.2 技术因素 

交通枢纽涉及铁路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道路工程、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交通规划、

机电设备工程等多个专业。经过多年的城市化实践，我国相关规划设计单位完全具备了相应

的专业能力。而如何充分整合技术资源，在合适的时间，投入相应的技术力量，是交通枢纽

技术管理的关键。 

3.3 组织因素 

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涉及大量的协调工作。对于大型铁路枢纽而言，涉及到地方政府与铁

路部门之间以及深圳市内部之间在行政、建设和技术三个方面的协调。交通枢纽规划建设必

须妥善的协调好这些关系，取得一致的意见。 

3.4 建设因素 

枢纽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决定了枢纽建设单位管理尽量整合，并且要足够的建设力量。

从香港和深圳的实践来看，无论是企业主导还是政府主导，必须有主导建设的单位，否则将

会出现大量的协调问题，甚至根本无法协调。 

3.5 时间因素 

交通枢纽规划编制的时间非常重要，从深圳北站枢纽实践来看，对深圳地区的铁路布局、

交通枢纽的选址、铁路线的走向的规划研究成果均要早于铁路部门，这能从根本上保证深圳

当地的意见更尽早的被铁路部门采纳。 

3.6 资金因素 

对于一个复杂枢纽，可能需要有比较多的资金不断进行规划研究。有些资金来自于规划

专项资金，更多来自于工程建设费。在专项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可以将一些规划项目经费在

工程建设费中解决，但这有赖于在交通枢纽工程工可之前就必须明确规划研究项目名称和费

用。 

根据木桶理论的核心是短板原理，一只木桶盛水的多少，并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高的那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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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块，而恰恰取决于桶壁上最短的那块。一个木桶的储水量，还取决于木桶的直径大小、木

桶的形状以及木桶的使用状态和相互配合等。交通枢纽规划建设品质，取决于上述众多因素

的“短板”，取决于决定木桶形状、直径和桶箍的事前策划。相对而言，目前，技术因素并

非“短板”，在一个好的边界条件下，以我国现有的规划设计水平，完全可以做出出色的枢

纽方案。 

4. 深圳北站的综合规划策划实践	

4.1 深圳北站综合枢纽来由 

2003年 3 月铁道部组织编制完成《客运专线网规划思路研究》，涉及深圳的国家铁路包

括北京至广州的京广客运专线及上海至深圳的东南沿海铁路（现名“厦深铁路”）。2004 年 1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明确了京广客运专线及厦深铁

路均到达深圳。2005 年铁道部组织编制的《深圳铁路枢纽总图规划》，京广深客运专线与厦

深铁路交汇于龙华形成铁路客运枢纽，广深港客运专线与京广深客运专线在广州南站至深圳

北站段共线运营。 

4.2 交通枢纽行政管理 

前期行政管理机构。为了便于与铁路部门协调以及市政府内部的协调，深圳市于 2004

年和 2005 年成立了深圳市交通枢纽及场站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以及深圳地区国家铁路项目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由规划部门负责枢纽规划工作，交通部门负责与中央铁道部和交通部

联络。 

建设协调组织机构。铁路部门由铁道部计划司、铁道部鉴定中心等部门为行政决策部门，

广深港客运专线有限责任公司为建设单位，铁道第四勘察设计院及深圳大学建筑设计院联合

体为设计单位，组成协调组织机构。深圳市以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统筹指挥市规划局、发

改局、建设局等部门履行行政决策，深圳市地铁公司为枢纽配套工程的建设单位，北京城建

设计研究总院为设计总承包单位。这样形成地方与铁道部，各自三个方面完整的协调组织机

构。 

4.3 交通枢纽前期工作流程 

深圳北交通枢纽规划建设前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即枢纽选址、综合规划和方案设计[1]。

三阶段分别通过不同的规划项目进行技术对接，一直保持在同一个时间和同一层次上进行交

流，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枢纽选址阶段。通过《国家铁路深圳地区布局规划》、《深圳市铁路第二客运站交通规划》

与铁路部门《深圳铁路枢纽总图规划》对接，明确了枢纽的位置、功能、规模、衔接设施以

及外部技术条件。 

综合规划阶段。通过深圳市政府与铁道部联合举行综合规划国际咨询，在枢纽的整体空

间格局、京广深港客运专线和厦深铁路衔接方案、场站布局和交通组织几个方面达成一致意

见。深圳方面通过《国家铁路新深圳站枢纽综合规划》，把国际咨询确定的内容进行深化，

并对地区土地利用和综合交通进行系统的规划。 

设计方案阶段。将工程分为铁路站房和配套枢纽工作，分别按基建程序进行工可、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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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施工图设计。 

国家铁路
深圳地区

布局规划

新深圳站

选址规划

相关土地
利用及交

通规划

国家铁路新深圳站

枢纽综合规划

新深圳站枢纽

配套工程工可

新深圳站枢纽配套工程

初步设计、施工图

深圳铁路枢纽

总图规划

新深圳站铁路站房

概念性建筑设计

铁路车站工可

铁路车站初步设计、

施工图

 

图 1  新深圳站客运枢纽工程前期工作流程图 

4.4 交通枢纽技术组织 

涉及到深圳北交通枢纽规划设计的国内技术单位主要有 5家，国外技术单位 4 家。国外

4 家单位主要参与综合规划国际咨询，国内 5 家单位包括铁道部第四勘察设计院、深圳市城

市交通规划研究中心、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大学建筑设计院、北京城建设计研

究院。 

深圳北交通枢纽规划设计中体现了两个原则：一是多专业合作。综合规划是由交通规划

机构和城市规划机构共同完成；站房建筑设计由铁路设计院和深圳本地建筑设计院共同完

成。二是规划和设计衔接。深圳方面要求综合规划的编制单位参与到工程设计方案阶段，直

至初步设计，有力地保证了规划意图的贯彻。 

5. 前海枢纽综合规划项目策划应用	

5.1 前海枢纽综合规划基础 

前海合作区总面积 15 平方公里，其中启动区 4 平方公里，前海交通枢纽位于启动区内。

正在开展或已完成的规划包括《前海地区概念规划国际咨询》、《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综合规划》、《前海启动区城市设计》。前海交通枢纽包括地铁 1 号线、5 号线、11 号线、港

深机场联络线、穗莞深城际线、长途汽车场站、公交场站、出租车、社会车辆、自行车以及

口岸等设施，其中 1 号线、5 号线已建成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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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香港西九龙枢纽经验借鉴 

香港西九龙枢纽以地铁公司为主导，与内地以政府为主导的开发模式有所区别，但是，

我们依然可以学习他们在规划建设过程中的技术经验，特别是规划流程和技术力量的组织能

力。 

5.2.1  规划流程	

深港两地关于交通枢纽的总体流程基本一致，先明确交通枢纽的边界条件，设施组成和

相应的功能及规模，然后再进行交通枢纽的规划设计。 

5.2.2  技术组织	

最值得学习的是香港的技术组织。以西九龙交通枢纽为例，交通枢纽规划设计由五个不

同专业团队组成，总体方案由一位总设计师负责。总设计师以建设高品质交通枢纽的同时保

证高品质的物业开发为目标，给出一些所有规划团队必须遵循的规划设计原则，包括：人车

分流、不同出行距离的车流分离、物业的道路、停车场及货运和车站道路、停车场和货运要

分流、分图等。 

有两点非常值得学习，一是在综合规划阶段，机电设备和土建工程的相关单位就参与进

来，实际上西九龙的规划和设计是一起做的，避免了先规划后设计的衔接问题；二是将物业

开发和交通枢纽的品质打造放在同等地位看待，将轨道站点周边用地价值发挥到最大。 

 

图 2  香港西九龙交通枢纽技术力量组织图 

5.3 前海枢纽综合规划策划 

5.3.1  规划流程	

规划流程的梳理，旨在分析出前海交通枢纽规划还需要另外立项研究的支撑课题，以及

需要引进哪些技术力量。通过对比分析，前海交通枢纽需开展穗莞深城际线线站位规划，另

外考虑到前海为填海区且建筑工程比较复杂，需要引入市政工程以及建筑设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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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或轨道站位及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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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枢纽范围土地开发强度

计算枢纽客流量及机动车流量

明确道路交通规划方案

多专业团队共同制定结合方案

单独立项研究穗莞深城际线

线站位方案

启动区城市设计提出用地方案

需前两项加强明确

确定南坪快速等外围干线道路

方案

增加市政工程、建筑设计等

技术力量

枢纽规划一般流程 前海枢纽还需开展工作

 

图 3  前海交通枢纽规划流程以及存在问题分析图 

5.3.2  技术组织	

前海交通枢纽所在地区还处于规划阶段，这个时期主要以规划管理部门统筹，重点要调

动本地团队以及建设单位的力量。为了在规划阶段能够有工程设计团队的介入，由前海交通

枢纽建设单位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从工程建设费中列支资金，委托一家国际咨询机构同

步开展建筑设计，同时委托相关的工程设计单位同步开展工可、软基处理、机电工程等设计。

这样，在综合规划阶段就能有设计力量的参与，以及运营管理单位参与，再有国际力量和咨

询顾问的加入，以确保获得一个高水准的规划方案。 

 

图 4  前海交通枢纽规划工作组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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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总结	

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无论从城市基本建设程序的纵向衔接上，还是从与周边土地利用和综

合交通横向融合上来看，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有前瞻性、系统性的高水平策划。近年来，

我国大城市经过一些大型枢纽规划实践，在技术层面上已储备相当的实力，当前最紧迫需要

加强的是整体的策划能力，而不是某个具体专业能力。 

在交通枢纽规划建设过程中，技术和行政两条线始终交互作用。在行政主导建设的情况

下，行政管理是决定性因素。根据交通枢纽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特征，规划管理部门最适合作

为交通枢纽规划建设的统筹角色。一个城市是否重视前期的策划，是否按照高品质的要求来

落实资金，组织适合的技术力量，决定了交通枢纽的规划建设水平。也许有人质疑，在我国

现有宏观制度背景下，是否能存在一个稳定的机制来为规划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我

认为，至少在利益格局没有形成之前，政府规划师们还是可能通过良好的策划，争取到最佳

的结局。 

未来，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中，明确枢纽的布局、规模、功能，

为单点枢纽工程的规划建设提供指导。同时在城市投资和建设管理体制上，要将枢纽当作一

个整体而不能按行业分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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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湖公路规划与设计方法研究 

刘斌  伍速锋  张晔 

【摘要】环湖公路的规划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城市空间、交通、生态、旅游等各专

业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条路的问题。论文通过对案例进行分析，得到环湖公路建设的若干

启示，提出环湖公路设计的若干原则，并以中国第五大淡水湖巢湖为例，通过对整个环湖区

域的道路系统组织进行研究，确定环湖公路的功能定位。在总体设计环节，对环湖公路的交

通资源分配、环湖公路与水体的关系、环湖公路与山体的关系、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关

系、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的关系等进行系统分析，然后通过对环湖公路主要控制点的分析，

提出了环湖公路需要接近的控制点、尽量利用的控制点以及需要远离的控制点，由此给出确

定环湖公路最佳线形方案的方法，最后提出了环湖公路断面优化设计方法。 

【关键词】环湖公路  生态保护  道路选形  断面设计 

1. 引言 

湖泊是城市重要的水体形态，国际不少知名的旅游胜地依托湖泊打造滨水景观，建设系

统性的环湖公路，创造了无数优美的山水风光，例如法国、瑞士交界处的日内瓦湖以及日本

的琵琶湖等等。而近年来，随着国内环湖公路的建设，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引发

了学者们的热议。环湖公路的规划与设计不单单是交通问题，涉及到对空间的塑造、与旅游

的协调以及对生态的保护等问题，体现了城市规划的多元与包容。本文将以生态保护为底线，

充分考虑旅游、滨水空间等因素，对环湖公路的规划与设计方法进行探讨。 

2. 优秀案例的启示 

2.1 日内瓦湖环湖公路 

日内瓦湖（法方称莱芒湖）是阿尔卑斯湖群中最大的一个。湖面面积约为 224 平方英里，

在瑞士境内占 140 平方英里，法国境内占 84 平方英里。湖畔和毗邻地域，气候温和，温差

变化极小，建有许多游览胜地。环日内瓦湖公路机动车道以双向 2 车道为主，大部分路段距

离湖边 200-800 米，在保护生态的同时，留出足够的滨水空间，并充分重视慢行交通系统，

创造许多主题公园等游览胜地，旅游性很强。 

 

图 1  环日内瓦湖步行道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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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琵琶湖环湖公路 

琵琶湖是日本第一大淡水湖，四面环山，面积约 674 平方公里。环琵琶湖交通系统由环

湖公路、轨道交通及高速公路组成，其中环湖公路在最内层，通过轨道交通站点及高速公路

出入口的设置，与外围道路有机结合，换乘便利，游客可以从外围区域快捷的进入环湖公路

系统。环湖公路线形设计灵活，与周围的山水相得益彰，断面以双向两车道、双向四车道为

主，此外琵琶湖还设有水上滑板及游轮观光等活动，是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图 2  环琵琶湖公路与山体、水体结合示意 

2.3 小结 

通过对国外的日内瓦湖、琵琶湖等环湖公路的研究，得到环湖公路建设的启示： 

◇环湖公路的修建必须以不破坏湖泊生态系统为底线； 

◇注重环湖公路在环湖交通系统中的分工，尽量弱化环湖公路交通功能； 

◇环湖公路断面设计要注重慢行、因地制宜，且断面不易过宽； 

◇环湖公里距离湖面应有一定的距离，以 200-800 米为佳。 

3. 环湖公路设计原则 

一般道路功能由交通功能及空间功能构成，其中空间功能又包括管线空间、满足建筑采

光通风空间以及人们交流、休息、散步的空间。而景观道路则不同，景观道路“四要素”包

括：交通功能、视觉景观形象、环境生态绿化以及城市内涵。 

根据对国内外案例的分析，结合景观道路的设计特点，提出环湖公路的主要设计原则如

下： 

3.1 生态保护，慢行为先 

满足环湖公路沿线的生态、湿地保护要求，并充分考虑慢行交通系统的要求，建设连续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198



 

 

 

的慢行道路。 

3.2 因地制宜，分区规划 

不同的区域采用不同的线形，满足游客的观光需求。结合环湖的实际情况，可设置城镇

型、生态型及郊乡型的环湖公路。 

城镇型：主要依托城镇建成区（包括旅游度假区）的城市道路设立，其公路线形需要满

足城市道路的要求； 

生态型：主要依托城镇建成区以外的风景名胜区、湿地保护区、森林公园等设立，其公

路线形需要结合沿线风景、湿地等控制点来选择； 

郊乡型：主要依托城镇建成区以外的郊野或村庄设立。 

3.3 层次鲜明，有机结合 

环湖公路与旅游景点、其它交通设施之间应有机联系，不同交通方式之间需要便利的换

乘条件，打造环湖区域便捷的交通体系。 

3.4 循序渐进，系统完善 

环湖公路是一个大的交通系统，涉及到高速公路、快速路以及其它交通性干道。远期需

要根据实际需求，逐步系统完善。 

4. 环湖区域交通系统组织 

考虑到环湖公路是一个系统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一条路的问题，因此需要将研究范围扩

大到整个环湖地区，对整个环湖区域道路交通系统组织进行研究。 

以合肥市环巢湖公路为例，环湖道路交通系统由四个圈层组成，内圈层是旅游性的环湖

公路，其次是其它交通性干道，再外层由 3 条快速干道组成，分流交通需求，缓解内层环湖

公路的交通压力。最外圈层为环湖高速公路。此外，圈层之间设有若干联络支线，将环湖公

路与快速路、高速公路等交通性干道联系起来，同时连接环湖区域各主要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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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环巢湖交通性道路系统组织 

5. 环湖公路总体设计 

5.1 交通资源分配策略 

道路资源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将有限的资源合理的分配给不同的交通方式，以最大限度

的提高道路的服务效率。应充分重视慢行交通的地位，同时遵循公交优先的准则，充分发挥

环湖公路的旅游功能。 

 

图 4  城镇型及生态型路段资源分配策略 

对于城镇型及生态型路段，优先满足人行道的设置要求，兼顾自行车道，打造休闲旅游

步道。 

 

图 5  郊乡型路段资源分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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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郊乡型路段，优先满足自行车道的设置需要，兼顾人行道，打造适宜的环湖自行车

骑行环境。 

5.2 环湖公路与水体的关系 

根据环湖公路与水面的关系，可以将环湖公路分为亲水型、滨水型、离水型以及眺水型。

亲水道路一般沿湖边设有连续的慢行步道，且延伸至水面一段距离，以湖水为主要景观，主

要服务于旅游、休闲；滨水型环湖公路一般利用原防洪大堤修建，离湖面很近，景观性强；

离水型环湖公路多受生态保护或地形因素等影响，需要离开湖面一定距离；眺水型环湖公路

多利用山体高差达到眺水的景观效果。 

 

A 亲水型慢行步道 

 

B 滨水型环湖公路 

 

C 离水型环湖公路 

 

D 眺水型环湖公路 

图 6  环湖公路与水体的关系示意 

5.3 环湖公路与山体的关系 

根据环湖公路与山体的水平关系，可以将环湖公路分为望山段、上山段、绕山段，从而

丰富公路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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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环湖公路与山体关系示意图 

5.4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关系 

按照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关系，可分为结合型、分离型以及复合型。 

结合型又分为双侧结合型和单侧结合型。双侧结合型为最常见的道路断面形式，在道路

两侧采取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结合的设置方式。单侧结合型在环湖公路的设置中应用较多，远

湖段采取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结合的形式，而近湖段采取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分离的设

置方法。该设计主要满足了近湖段的非机动车的观景需求。 

机非分离型环湖公路打破了以往的以路为中心对称设计人行道、自行车道的手法，体现

了以人为本、慢行为主的原则，而是把道路、人行道分开沿湖边走向自由而伸，宛延而至。

人行于绿色廊道当中别有情趣，沿道路一侧的绿化带给人以舒适感、安全感，满足了以休闲

为主的慢行交通的观景需求。根据非机动车专用路的多少，机非分离型断面又可以分为单路

径的和多路径的。单路径为仅有一条非机动车专用路，多路径为有两条以及两条以上的非机

动车专用路。多路径主要是为了满足不同需求的慢行交通而设置，例如兼顾滨湖、环山等的

慢行需求。 

复合型断面融合了结合型及分离型的特点，在无亲水观景需求的路段采取机非结合型断

面，在有亲水观景需求（例如主题公园等）的路段采取机非分离型断面。复合型断面形式灵

活多变，配合合理的道路线形设计，将滨水空间与道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A 双侧机非结合型断面 

 

B 单侧机非结合型断面 

 

C 单路径机非分离型断面 

 

D 多路径机非分离型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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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复合型断面 

图 8  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关系示意图 

5.5 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的关系 

按照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的关系，同样可分为结合型、分离型以及复合型。其中复合型

断面融合了结合型及分离型的特点，实用性较强，能结合不同的观景需求灵活变化断面形式，

同时与滨水空间相配合，达到景观的极致效果。 

 

A 结合型断面 

 

B 分离型断面 

 

C 复合型断面 

图 9  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关系示意图 

6. 环湖公路线形设计 

6.1 环湖公路主要控制点 

6.1.1  需要接近的控制点 

在环湖公路选形中，有些需要接近的控制点，需要选择合理的线形配合这些控制点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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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极致的景观效果，这些控制点包括：旅游景点、主要远眺景点、亲水空间（滨湖景观）、

主要山体（公路线形的起伏）、村镇等。另外，部分不能到达的点以放射线的形式连接。 

 

图 10  需要接近的控制点示意图 

6.1.2  需要尽量利用的控制点 

有些控制点需要考虑，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例如防洪堤、现状道路等，需要尽量去利用，

以达到集约的效果。 

6.1.3  需要远离的控制点 

有些控制点是不能逾越的，例如自然保护区、湿地、地质灾害区等，环湖公路尽量避让，

或者采用机非分离断面，环湖公路的机动车道避让。 

6.2 线形方案比选 

依据环湖区域控制点的分布，形成若干可行方案。通过对方案进行优缺点分析，结合实

际情况，选出最佳方案。 

7. 环湖公路断面设计 

7.1 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至少物理隔离 

考虑到环湖公路的旅游、休闲功能，慢行交通系统的安全和舒适性要尽可能保证，因此，

建议尽量通过高差、绿化带实现与机动车分离，避免混合交通的产生。同时注重道路资源的

节约利用，确定合理的自行车道宽度，同时也减少机动车对自行车道的占用。 

7.2 灵活选择车道数 

由于环湖公路各区段交通情况不同，外围多有交通性干道分流交通需求，因此在断面选

择时要灵活多变，不宜过宽，避免形成湖与城之间的屏障。 

7.3 降低生态影响 

此外，还要考虑道路对生态的影响，降低环湖公路对生态的破坏，采用生态型断面形式。

在生态敏感地带，由于双幅路面较宽，直接通过会对生态造成破坏，此时应采用分离式路基

公交优先与缓堵对策——中国城市交通规划2012年年会论文集

2204



 

 

 

断面，避开生态保护区域；在生态特别敏感的区域，应采用以桥代路的形式，尽量保护生态

环境；在有条件的路段，应注意道路景观与生态的和谐统一，打造生态廊道。 

 

A 慢行绿道断面示意 

 

B 滨水段断面示意 

 

C 分离式路基断面示意 

 

D 桥梁断面示意 

 

E 单侧结合型断面示意 

 

F 单侧结合型断面示意 

图 11  环湖公路断面设计示意图 

8. 结语 

环湖公路的规划设计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道路工程，应注重多学科的融合，

通过进行充分的论证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笔者认为以下四个方面应给予充分重视： 

8.1 环湖公路概念设计 

环湖公路规划设计需要对环湖区域交通系统组织、环湖公路的功能定位、现状需要联系

的景观节点、未来即将开发的景点、需要重点保护的地块等进行充分论证，因此有必要进行

环湖公路概念设计环节，国外不少城市在重大道路设施建设时均采用了相当慎重的态度，通

过增加概念设计阶段，对环湖区域交通系统组织、环湖公路的功能定位等进行深入研究，之

后再开展道路工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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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生态影响评价 

环湖公路的建设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很有必要在建设之前进行生态环境

影响评价，在设计过程中采取必要的措施，将环湖公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降至最低。 

8.3 加强旅游品牌的营销与推广 

应充分利用湖泊旅游资源，定期组织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动，如环湖国际自行车赛、水

上滑板等活动，大力宣传，打响国际知名度，进而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 

8.4 环湖公路配套设施规划 

环湖公路具有旅游功能，需要结合城镇、乡村在适当的位置设置观景平台，并预留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停车场，满足不同人群的观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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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玉树地震灾后重建中的道路优化设计 

伍速锋  叶峰 

【摘要】玉树地震灾害重建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前期道路规划、设计时可能对部分问题考

虑不够周全，通过优化设计，及时解决了出现的各类道路设计问题，笔者跟踪了玉树道路设

计问题提出、方案优化、方案实施的整个过程，从实施效果来看，绝大部分优化起到了正面

的作用。但也应注意到由于道路设计的优化将影响周边建筑用地红线、市政管线衔接等，而

玉树灾后重建中因抢工期，且道路、建筑等分属不同单位设计、施工，容易产生衔接问题。 

【关键词】灾后重建  道路  优化设计 

 

道路不仅是城市骨架，也市政管线的依附主体，更是用地边界，关系到建筑红线的确定，

道路规划、设计在青海省玉树地震灾后重建中的意义重大，截止 2012 年 9 月，涉及道路优

化、对接的大小会议有百余次。 

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援建青海玉树指挥部、北京市政设计研究总院技术人

员等共同组成的玉树州灾后重建规划技术组市政交通小组以及州县政府和相关部门通过现

场实地踏勘、工作会议等形式，及时解决了道路规划、设计方面存在的各类问题。 

1. 玉树灾后重建特点及道路设计要点	

1.1 山地城市 

玉树州、玉树县政府所在地为结古镇，属山地城市，地形复杂，地面高程起伏大，道路

设计要因地制宜，处理好道路平纵横设计与地形、院落等的关系。 

1.1.1  平面设计	

应依据道路等级、性质的不同而定。主干路应依据较高标准进行选线，不宜过多地考虑

地形约束，但应考虑地址条件，尽量避开滑坡、崩塌等不良地段，平面线形应较顺直，使城

市主要交通流得到快速、有效地疏散。城市次干路、支路则应把地形约束放在较为重要的地

位，依山就势进行设计，可依据较低标准进行选线，避免过多的高填深切，节约土石方量。

平面线形应呈自由式，以达到分散城市次要交通流的目的。 

1.1.2  纵断面设计	

应注意纵面线形与平面线形的协调。城市道路标高不仅决定于道路本身，还决定于周边

地块的性质、开发模式及开发强度。因此道路竖向不仅要满足规范要求，还要有利于周边地

块的开发；不仅要尽量减少道路本身的土石方量，更要减少周边地块因要与它衔接而产生的

土石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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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横断面设计	

结古镇用地紧张，且不少道路两侧院落较多，在道路横断面布置上，应采用灵活多变的

方针，因地制宜的选用断面形式。 

1.2 旧城基础上重建 

结古镇的重建要尽量保持原来的街道肌理和空间格局，并以系统的观点来规划设计，以

形成一个完整的结古城区。结古镇用地非常紧张，道路设施的新建、改扩建既要减少对原有

院落的占用，也要协调道路与临街院落的关系，方便居民对道路的使用。 

1.3 多方参与援建 

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玉树地震灾后重建由中国建筑、中国铁建、中铁工程公司、中

铁二局、中国电建、北京市政等共同承担。其中，中国建筑等央企承担各片区内的公共建筑、

住房、小区道路、小区市政等建设，北京市政等单位承担全镇的主要市政道路、管线等建设。 

该建设模式的优点为多方参与，人员投入充足，但援建主体较多，增加了协调困难，比

如道路设计不仅要考虑交通问题，还要与用地、大小市政的衔接等。 

2. 重建过程中的主要道路问题	

2011 年初，随着重建工作的全面启动，州县政府、建委会、援建单位和部分居民向玉

树州灾后重建规划技术组反映了道路规划、设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交了《关于结古镇

区居民反映强烈、涉及重建规划设计问题等的请示》等报告。主要问题包括平面设计、纵断

面设计、横断面设计、放坡形式、建筑红线退后、树木保护等问题。 

2.1 平面设计问题 

该类问题不多，但影响较大。平面调整将带来建筑用地红线调整的调整等一系列问题。

该类问题以北环路德宁格段最为突出，该处为高填方，高程高于周边院落高程 3 米左右，使

周边场地排水和出行不便。且该处纵坡已经达到 7.9%，纵曲线内有一个 S 平曲线，属于道

路设计规范中应避免的情况，2011年初时发生两起翻车事故。 

 

图 1  北环路德宁格段原线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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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环路德宁格段原纵断面 

2.2 纵断面设计问题 

现有道路设计方案部分地段采用高填方路基，致使道路高出两侧用地，既增加了对院落

的占用，也降低了临街院落的可达性和品质，同时也造成了场地的排水困难。这一问题引起

周边群众的不满，并引发了部分群众的上访。此外道路纵断面设计还可能影响道路占地、小

区支路衔接、小区排水、房屋安全等问题。 

2.3 横断面设计问题 

横断面问题主要涉及北环路，北环路全长 10.7 公路，是结古镇北侧东西方向的惟一的

贯通性道路，车行道原设计 7 米，行车道宽度过窄，可靠性较差，如一侧有临时停车，容易

出现交通拥堵问题。 

 

图 3  北环路道路断面 

2.4 放坡形式问题 

德宁阁、民主、解放、团结等片区反映，部分路段采用自然放坡、护面墙等形式放坡，

对院落占用过多，建议改为挡土墙或护坡，减少对用地的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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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北环路德宁阁片区的红线与放坡线 

2.5 沿路建筑红线退后 

沿路建筑红线后退，有利于满足城市的消防、环保、防汛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根

据青海省相关规定，主、次、支路建筑后退线最低标准分别为 8 米、5 米、3 米。但因震前

原有沿路建筑未后退，实施建筑红线后退将增加沿路土地占用，部分领导和群众对建筑红线

后退有抵触情绪。 

2.6 道路影响树木问题 

结古镇高寒低氧，树木生长困难，树木对于结古镇非常重要。根据测绘部门提供的树木

测绘图中显示，结古镇内的乔木共 6180 株，位于规划道路及其沿线的树木近 4000 株，道

路红线内树木约 2400 株，占全县总乔木量的 40%，且多数乔木的树龄是 10‐20 年的成年树。 

3. 道路优化设计方案	

针对各方面提出的道路设计问题，玉树州灾后重建规划技术组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了优化

方案的对接，其中的放坡形式问题需要结合道路纵断面设计考虑。 

3.1 平面优化 

针对北环路德宁格段的平面设计问题，市政交通小组提出可以向北调整平面线形，并优

化竖曲线，调整后可以使道路更加顺畅，并减少道路与用地的高差，最终该优化方案得到州

县相关部门、道路设计单位、道路施工单位等的认可，随后进行了设计优化和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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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纵断面优化 

玉树州灾后重建规划技术组市政交通小组通过图纸作业和现场踏勘对结古镇的全部市

政道路与相邻地块的高差进行了梳理，发现道路单侧或双侧与场地高差超过 2 米的路段主要

有 16 段，在分析道路与周边用地高程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 

3.2.1  道路与场地高程关系分析	

根据道路与周边用地高程关系，高差较大的情况可归纳为 5 种形式。 

（1）一侧高，一侧低 

 

图 6  断面型式一 

存在于山坡，北环路最常见型式。由于北侧临山，南侧降坡，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为北侧

高，南侧低。南侧通常存在住房建设用地，北侧依情况而定。 

（2）中间高，两侧低 

 
图 7  断面型式二 

图 5  北环路德宁格段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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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谷地带，且通常两侧存在住房建设用地，如德秀格部分路段。 

（3）两侧高，中间低 

 

图 8  断面型式三 

（4）一侧高，一侧平缓 

 

图 9  断面型式四 

（5）一侧低，一侧平缓 

 

图 10  断面型式五 

3.2.2  主要的优化方法	

上述问题的产生原因在于部分道路沿山而建，经过山脊、山坡与山谷，导致与周边用地

高差也较大，高差过大往往需要较多的放坡；还有部分道路因为要与相邻道路衔接，需要高

填和深挖。为了解决高差过大问题及由此产生的土地占用，可采取四种方法：调整道路平纵

曲线、调整周边用地高程、设置挡土墙、道路建筑整体设计。 

（1）调整道路平纵曲线 

优点：调整道路平纵曲线是可能情况下的最优选择，它使得道路更适合城市需求，也更

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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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点：道路两边用地高程并不一致，北环路南边一般低于北边。因此往往只能兼顾一侧，

此外降低部分路段高程可能会引起纵坡坡度加大超标。 

北环路结古路口段采用了此种方式，适当降低了北环路的道路标高，有利于两侧居民出

入，也有利于结古路的衔接。 

（2）调整周边用地高程 

优点：缩小用地与道路高差，相邻地块居民出行方便。 

缺点：加固房区域不宜调整高程。其他区域如果调整高程过大，往往会造成土方量极大

以及大量增加房屋基础处理成本，改变原有居住区地貌，故此方法需限制使用。 

扎西科河南组团采用了此种方式，有效地解决了绝大部分居民的出行问题，但因加固户

房屋无法抬升，造成部分加固户房屋基础低于周边用地。 

（3）放坡改挡土墙 

优点：施工简单，不侵占院落用地。 

缺点：只能解决占地问题，如挡土墙过高，将影响沿街居民出行，增加的造价也较多。

在前两种方法无法达成目标的情况下，作为补充。 

经 2012 年 4 月的多次协调，州政府确定了放坡改挡土墙的大原则，援建单位也表示尽

可能将放坡改为挡土墙，目前这类问题已基本解决。 

 

图 11  北环路德宁阁片区的红线与放坡线 

（4）道路建筑整体设计 

在道路设计时可充分与房屋建筑方案衔接，利用建筑物高度消化高差。如下图所示，房

屋的东北侧（图中的右侧）为道路，道路比房屋地基高 6 米左右，该道路与房屋设计和施工

时进行了整体考虑，房屋一侧墙结合挡墙建设，1‐2 层可利用西侧支路，三层可利用东侧道

路，即节约了用地，又减少了造价，同时也方便了居民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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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道路房屋整体设计示例 

 

图 13  道路房屋整体设计示例 

3.3 横断面优化 

通过多次协调和论证，将北环路车行道由 7 米调整为 9 米，该道路已经基本完成施工。

从实施情况来看，该优化方案保证了北环路的交通功能，但缩减了人行道尺寸，致使人行道

两侧原拟布设的电力线路无空间布设，只能选择其他路由布设。 

3.4 沿路建筑红线退后论证 

针对有关部门反映建筑红线退后导致了房屋的大量拆迁，玉树州灾后重建规划技术组通

过用 GIS等手段分析了建筑红线退后导致的房屋拆迁量，分析结果表明建筑红线退后引起的

拆迁仅占全部拆迁的 13.7%，消除了有关部门的误解，并通过 GIS分析了各种建筑后退距离

条件下房屋的拆迁量，为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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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道路红线、放坡线和建筑红线切割院落 ArcGIS 计算示例一（哲龙达组团） 

道路红线切院落数
78%

放坡线增切院落数
8%

建筑后退红线增切
院落数
14%

 
图 15  部分分析结果 

从实施情况来看，应坚持必要的建筑红线退后。胜利路、红卫路、民主路在核心区段沿

线建筑红线未退后，造成沿线小区市政管线无空间敷设，只能直接与主干管直接衔接，必须

破路施工，增加主干管线的开口和检查井数量，既增加了造价，也影响了道路的行车安全。 

3.5 沿路树木保护 

为了保护结古镇树木，玉树灾后重建中确立了由玉树州灾后重建规划技术组、林业局等

联合对影响树木项目进行逐一审查的机制，有树木的场地均要进行保树方案设计。 

如格萨尔王广场南侧的有 7 棵常青树木已经种植 30 余年，在结古镇罕见，州委书记重

点强调必须予以保护，经过现场探勘，认为结古镇气候恶劣，较大树木移植很难存活，建议

可设置环岛予以保护，后经过与州县相关部门、北京前指、北京市政院进行现场踏勘，认为

设置导流岛的方案更合理，一致同意采用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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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6 月扎西科路通车，格萨尔王广场南侧树木被完整保留，该树木保护方案也得

到了玉树各界的高度认可。 

4. 结论	

玉树地震灾害重建由于时间紧、任务重，道路规划、设计时可能对部分问题考虑不够周

全，通过优化设计，及时解决了出现的各类道路设计问题，笔者跟踪了玉树道路设计问题提

出、方案优化、方案实施的整个过程，从实施效果来看，绝大部分优化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获得了当地的认可。但也应注意到由于道路设计的优化将影响周边建筑用地红线、市政管线

衔接等，而玉树灾后重建中因抢工期，道路、建筑等分属不同单位设计，容易产生衔接问题，

应建立良好的对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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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格萨尔王广场南侧树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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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拥挤收费在广州市推行的适应性研究 

甘勇华  江雪峰 

【摘要】交通拥挤收费是在道路扩容有限，利用价格机制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城市交

通运行效率的交通需求管理手段。通过类比分析新加坡、伦敦等国外城市对交通拥挤收费政

策成功运用的背景、措施、及其影响成效的主要因素，剖析了广州市推行交通拥挤收费政策

具备的条件和主要困境，得出的结论是广州城市中心道路交通已经迈入拥堵阶段，难以继续

增加交通设施的供应，推行拥挤收费具有必要性，但目前推行还存在一些问题，未来年应大

力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加强公车管理和有关政策宣传等工作，在条件成熟的

情况下可分阶段、分区域逐步推行拥挤收费政策。 

【关键词】广州市  城市中心  拥挤收费  适应性 

1. 概述	

“交通拥挤收费”是指在交通拥堵时段对部分区域道路使用者收取一定费用的措施，利

用价格机制来限制城市道路高峰期的车流密度，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城市交通运行效率。

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 Pigou 首次提出将边际定价理论应用于城市道路交通
[1]
，当前伦敦、新

加坡、首尔和斯德哥尔摩等城市是成功将该理论应用于实践—实行道路拥挤收费的典型城

市，这些城市实行该措施后：伦敦收费区的拥挤水平减少了 30%，二氧化碳下降了 15%，氮

氧化合物下降了 13.8%，悬浮颗粒物下降了 15.7%，交通状况和环境均得到了明显改善
[2]
；

新加坡高峰时段交通流量降低了 54.3%，公共交通中通勤交通所占比例增长了 8.0%
[2]
；斯德

哥尔摩收费区的交通量减少了 20%
[3]
；首尔对进出城的两条道路实施拥挤收费后，其通行速

度从 25.3km/h 提高到 47.3km/h，提高了 87%
[4]
。 

近年来，广州由于机动化出行需求不断增加，道路交通建设的空间越来越小，城市中心

道路交通供需矛盾加剧，道路交通拥堵等各种问题日益突出。采取交通拥挤收费来缓解道路

交通拥堵状况已成为广州市当前讨论的热点话题，但该措施是否适合在广州推行值得探讨。 

2. 成功实行拥挤收费典型城市的背景	

2.1 城市发展—具有强大的城市中心 

根据新加坡和伦敦的经验（见表 1），实施拥挤收费时并不一定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例如新加坡在 1975 年实施拥挤收费时，人均 GDP 仅为 2500 美元，经济处于起步阶段，但拥

有一个强大的城市中心。这两座城市的拥挤收费区面积仅占城市总面积的 1.2%-2.7%，但都

是建设程度 高，人流、物流和信息流 为集中，承载了绝大部分的公共服务功能，集中了

全市 高端的商业资源。 

表 1  实施拥挤收费的新加坡和伦敦的发展状况表[5] 

城市 城市面积 人口规模
人均 GDP

（美元）
经济 

拥挤收费区

范围（km2） 

拥挤收费

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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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2） （万人） 发展阶段

新加坡 1975 年 450 250 2505 中等收入 5.59 1.2% 

新加坡 2010 年 510 712 43867 高收入 7.2 1.9% 

伦敦 2003 年 1580/10385 700/1195 70000 高收入 21 1.3% 

伦敦 2007 年 1580/10385 720/1395 92903 高收入 42 2.7% 

由此可知，强大的城市中心一方面使得拥挤收费具有必要性，城市中心带来的聚集效应

给这一地区带来巨大的交通压力，道路交通设施的供给无法满足道路交通需求，对城市中心

的交通环境产生很大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强大的城市中心已经聚集了较为成熟的功能，区

域的经济功能趋向高端，而对环境的要求同步提高，使得拥挤收费具有可行性。 

2.2 城市交通—拥堵但拥有发达的公共交通 

2.2.1  已经或即将出现严重拥堵	

拥挤收费一般都在城市交通已经出现严重拥堵，或根据发展趋势即将出现拥堵，但无法

通过增加交通设施改善交通状况的情况下得以实施。 

由于严格的私有财产保护和历史城区缺乏应对机动化发展的规划，伦敦市中心的街道十

分狭窄且不规则，绝大部分干道是双向两车道或单行线，形成了适于慢行而不适于快速通行

的道路系统。在实施拥挤收费前的 2002 年 11-12 月，伦敦早、晚高峰车速分别为每小时 14. 

7、 13. 2 公里，全日平均车速为每小时 14 公里，同 100 年前相当。全英国有 40%的交通堵

塞都发生在伦敦，而市中心交通糟糕程度是英国其他城市平均水平的六倍
[6]
。 

拥挤收费并不一定是拥堵发生后才开始使用，也可以防患于未然。1975 年新加坡虽然

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拥堵，但预见未来十年机动车将高速增长（年均 12%），所以采取了世界

首例地区通行证收费制度，并结合公交优先、拥车证制度，保证了新加坡在机动化进程中始

终没有出现严重的道路交通拥堵。 

2.2.2  拥有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	

为了保证实施拥挤收费后交通的可达性，实行该政策的城市尤其是城市中心必须具有高

度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为那些放弃个体机动化出行方式的市民提供可匹配的出行选择。伦

敦遍布着超过 650 公里的不低于 600 个车站的轨道交通（地铁、轻轨、电车和火车等），城

市中心的轨道线网密度 2.15km/km
2
，站点 600 米半径覆盖率 88%；每天有超过 700 条线路不

低于 7000 车次的公共汽车服务等。新加坡 2009 年地铁运营线路达到 118.9 公里，轻轨线路

29 公里，城市中心轨道线网站点 600 米半径覆盖率 73%，公共汽车线路 300 多条，日均公共

交通客运量近 500 万人次，承担了出行总量的 63%
[5]
。 

2.3 配套措施—制定规范的保障措施 

伦敦对拥挤收费措施制定了专门的实施办法，明确了收费区域、收费时间、收费车辆、

减免车辆登记办法、费用退回办法和强制措施等内容。按照英国的司法程序，拥挤收费措施

的执行必须经过公正性审查，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可对收费政策提出质疑并向法院起诉。伦敦

市还在措施实施前，对各项准备工作都进行完备性检验，提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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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制定了比较完善和严格的交通法规，依靠法律手段保障拥挤收费措施的顺利推

行，同时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收费区域道路交通运行状况适时调整收费费率，并对收费调整后

的交通形势进行跟踪调研，因而拥挤收费措施在实行 40 多年后依然发挥着良好的效果。 

2.4 费用使用—规定用于交通设施建设 

市民对拥挤收费措施的支持与如何使用收费的收入有密切的关系。收取的费用应该补贴

投入交通改善，尤其是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以满足由私人交通转移来的交通量。 

2007 年交通拥挤收费方案的实施对伦敦经济的净贡献值为 1. 37 亿英镑，其中 1. 12

亿英镑用于公共交通建设如公交总站、公交停靠站候车及照明、电子公交信息等项目，其他

分别用于大伦敦行政区的交通改善、道路和桥梁建设、道路安全、环境改善以及步行和自行

车系统建设等
[6]
。斯德哥尔摩制定了“赛德斯古德协议”，规定拥挤收费收益作为专款用于

道路投资，并作为政府制定的“一揽子交通投资计划”（包括道路和公共交通）的一部分
[4]
。 

2.5 社会支持—建立畅通的沟通机制 

作为一项与市民直接相关的经济政策，必须具有畅通的沟通机制使新政策能得到大多数

市民的理解，从而得以顺利实施。 

伦敦在出台拥挤收费措施前，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民意调查和咨询，以及大规模的宣传

工作。特别重视收费区边界周边区域居民的意见，这部分居民减免政策的处理成为措施实施

的关键。拥挤收费的主要宣传渠道有：一是分发传单，基本覆盖每一个家庭和单位；二是媒

体宣传，通过当地报纸、电视台、无线电台进行宣传；三是展览宣传，在人流比较集中的地

方，如大型购物中心、市政厅等地方进行展览宣传；四是网站及电话宣传，提供网站下载和

查看详细信息，以及电话咨询平台
[6]
。 

新加坡实行拥挤收费决策虽然是自上而下推行，但由于新加坡政府在城市规划和经济发

展上所取得的良好效果，使得大部分国民都支持政府的这项决策，认为严格的交通拥挤收费

措施是为了生活在拥有良好的公共服务的现代繁荣大都市中所付出的较小代价。 

3. 影响拥挤收费效果的主要要素	

拥挤收费作为一项公共经济政策，其实施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就业人口变化、

通货膨胀、收费减免规定、政策实行的时间长短等，但主要影响要素有以下几方面： 

3.1 收费区域与时间 

拥挤收费区域：应根据具体的实施目的和城市的具体情况来划定，一般应选择城市功能

集中、交通 拥堵的城市中心，收费区域应具有闭合性和可识别性，而过境交通较大的区

域不宜实行拥挤收费。对于已经建成环路的城市，可以利用城市环路来划定收费区域。 

拥挤收费时段：应是城市中心交通较为拥堵的时段。由于城市中心是工作岗位密集和商

业繁华的地区，进入城市中心居民的主要目的是上班、公务和商业活动，早晚高峰明显。在

拥挤收费的时间划分上，可以考虑实行工作日全天范围的拥挤收费，如早 7:00 到晚 19:00。

但对于高峰特征明显的城市中心，可考虑仅对高峰时段收费。周末和法定假日一般不应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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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收费技术和方式 

目前国外城市拥挤收费的主要技术模式有三种：一是基于 DSRC 技术的电子收费模式，

该模式技术成熟、价格相对低廉，汽车通过车速可保持在 40~60 km/h，是目前采用的主流

技术；二是基于车牌识别的收费模式，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实现，不需要车载标识，收费交易

在专门的后台系统进行，技术本身不涉及具体的收费业务，目前伦敦采用此模式；三是基于

GPS 和 GSM 技术结合的电子收费模式，目前都柏林和哥本哈根都采用了该技术进行实验。 

3.3 收费金额 

针对不同的车辆需要制定不同的收费费率，如占用路面资源大的车辆应大于占用较少的

车辆，污染大的车辆要高于污染小的车辆。由于不同时段交通需求弹性的不同，应设定不同

的收费费率，如高峰时间的交通需求弹性小，费率应该高于非高峰时间。考虑到公众对收费

的敏感性，对收费区域内的居民给予一定的优惠，适当降低付费费率。 

根据新加坡和斯德哥尔摩的实践经验，拥挤收费并非恒定不变，为了更好地与实际交通

状况相适应，其收费多少是依据当天的时刻、位置、车辆平均速度和车流辆随时进行调整，

是浮动的数据，从理论上说，这种方式可以优化现存的公路网络通行量。 

4. 广州推行交通拥挤收费适应性分析	

4.1 具备条件 

4.1.1  具有强大的城市中心，交通产生吸引量大	

广州行政区面积 7434 平方公里，其中环城高速围合的城市中心面积约 222 平方公里，

该区域商务与商业用地高度密集，公共设施用地集中，尤其是集中了许多市级公共设施（见

表 2），现状常住人口 443 万人，人口密度接近 2万人/平方公里，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香港，

属于高密度开发城市，就业岗位密集，达到 261 万个（见图 1），由此带来社会经济活动高

度密集，使其既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又带来大负荷的交通需求，2011 年该区域机动

化出行总量达到 1195 万人次/日，占市区总机动化出行的 55.9%。 

表 2  广州城市中心的市级公共服务中心一览表 

功能名称 城市中心内的公共服务中心 

综合商业中心 北京路综合商业中心和广州火车站地区、上下九路商业中心和环市东商业区 

金融商务中心 珠江新城—员村地区国际金融商务中心、白鹅潭地区国际商业中心 

文化中心 中山纪念堂—烈士陵园文化中心、二沙岛文化中心、珠江新城文化中心 

体育中心 天河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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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州与世界主要城市中心人口密度对比图[7] 

4.1.2  交通拥堵日趋严重，道路设施扩容空间小 

广州交通拥堵日趋严重，城市中心交通需求和供应维持在低水平的平衡状态，高峰期间

交通堵塞现象频发，主次干道车速缓慢。若把交通“非常拥挤、较拥挤、基本顺畅及以上”

定义为干道车速分别为低于 20、20～30、超过 30 公里/小时，在城市中心晚高峰三者的路

网长度比例分别为 0.38:0.32:0.30，其中天河中心区几乎所有主干道车速仅维持在 15.9 公

里/小时。高峰期间进出城市中心的道路交通潮汐现象明显，双向交通量接近 2:1，大部分

进城道路在早高峰期间处于长时间的拥堵状态
[8]
。未来年城市中心的客流出行需求将进一步

增加，据预测 2020 年将达到 1560 万人次/日，较 2011 年增幅 31%，交通拥堵有向外围蔓延

和进一步恶化趋势，虽然广州目前试行限制小客车上牌政策，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交

通恶化的步伐。 

城市中心道路框架已经形成，待建道路仅有 94 公里，占现状建成道路的 9.8%，道路容

量没有大规模增加的可能。传统老城市中心（原越秀、东山、荔湾、海珠北部等）大部分被

划入历史街区，道路建设几乎没有空间；新城市中心是以新城市中轴线为核心的天河地区，

主要承担国际性的商务金融功能，该区域经过 20 余年的开发，已经形成了以高容积率开发、

高密度路网为特征的城市结构，主要干道已根据需求应用了立体交通、渠化交通、信号控制

等交通管理手段，实现了较高水平的交通管理，道路网交通容量增长的空间不大。 

4.1.3  公共交通得到快速发展	

近年来，广州市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得到较快发展，2011 年市区公共汽电车数量

11640 辆，日均客流量 693 万人次，已建成轨道线路运营里程 236 公里，日均客流量达到 402

万人次
[8]
。按照广州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到 2020 年轨道线网将有 19 条线组成，线网总里

程 817 公里，内环路以内轨道交通站点 600 米半径覆盖范围将达到 85%，环城高速以内轨道

交通站点 600 米半径覆盖范围将达到 55%，基本达到国际一线城市水平，高覆盖率的公共交

通服务为实行拥挤收费后受影响的小汽车提供了较好的替代交通方式。 

4.1.4  智能交通得到长足进步	

先进的电子收费系统是成功实行拥挤收费的重要基础设施，包括电子自动收费设施、不

停车自动收费系统以及辅助交通管理的智能交通系统。广州已经建成了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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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ITS”共用信息平台和交通信息指挥中心等智能交通系统，大部分高等级道路采用了不

停车自动收费系统，这些设施的发展为推行拥挤收费措施打下了基础。 

4.1.5  市民沟通较为通畅	

广州拥有市民听证、公众咨询等工程项目的论证方式，同时广州的媒体在全国处于领先

地位，有助于将正确全面的信息传达给市民，通过和市民的沟通对方案进行修正，确保方案

能得到大多数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例如 2007 年广州市城区全面实行“禁摩”政策和 2010

年亚运会期间实行的临行单双号限行政策，就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的宣传，得到了广大市

民的支持，从而使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4.2 主要困境 

4.2.1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仍需提高	

广州城市中心现状轨道交通站点 600 米覆盖率为 33%，内环路以内轨道交通站点 600 米

覆盖率为 60%，现状轨道线网和站点覆盖范围不足，客流吸引能力有限，高峰期间运力与客

流需求难以匹配，大部分轨道线路高峰期间客流拥挤程度高，交通骨架作用尚未充分体现，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与伦墩、首尔等实行拥挤收费的城市有较大差距，现状公共交通设施难于

承担因实行拥挤收费转移而来增加的交通量，因此未来年必须大力发展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

公共交通，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 

4.2.2  公车问题影响实施的公平性和效果	

广州是广东省的省会城市，拥有大量的公务用车和单位用车。据统计，2008 年广州公

车数量为 14.9 万辆，公车的日均出行次数为 4.09 次，远高于私车的 3.04 次，而开征“拥

挤费”对公车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一来，征收“拥挤费”对私家车所造成的挤压

效应，反而可能使公车的特权得到强化。如果不能解决公车的影响，一方面将大大削弱拥挤

收费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也会引起市民对政策公平性的质疑。 

4.2.3  对汽车工业的影响成为推行阻力	

汽车产业是广州重点发展的产业之一，地方政府有积极推动汽车产业发展的意愿。如果

不能建立起拥挤收费与汽车产业长远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而只是通过拥挤收费传递出

限制汽车产业发展的信号，政策的出台将有一定的难度。 

4.2.4  市民的接受程度是推行的关键	

根据 2012 年 3 月广州日报关于是否同意实行拥挤收费的报道数据显示，在 417 名网友

参与的投票中，38%的网友表示支持，58%的网友表示反对，此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民

对实行此政策的态度。另外 2011 年广州私人小汽车已经达到每三户一台的水平，大部分优

质的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中心，目前很大一部分市民依靠小汽车接送子女上

学，限行将对他们的出行产生直接的影响。故争取广大市民的支持也是政策推行的关键。 

一般而言，拥挤收费实行初期公众和媒体的支持度会较低，但随着政策实施效果的逐步

显现，公众和媒体的支持度会不断提升，斯德哥尔摩公众、媒体的支持率分别由实行拥挤收

费试运行开始时的 36%、3%增加到结束时 53%、42%
[4]
；伦墩的民众支持度由实施拥挤收费之

前的 40%上升到实施 3年后的 59%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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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综上所述，广州城市中心道路交通已经迈入全面拥堵阶段，但难以继续增加交通设施的

供应，并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和中心城市的聚集效应，交通需求还在不断的增长，未来年

将道路资源由完全公共产品向准公共产品转变，通过收取一定的费用调节交通的时空分布和

方式分配，具有必要性。广州目前推行拥挤收费具备一定的条件，但仍存在公共交通服务水

平不足、公车使用管理控制不严、公众可接受程度仍需提高等问题，未来年应大力发展以轨

道交通为主体的公共交通，加强公车管理和有关政策宣传等工作，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分

阶段、分区域逐步推行拥挤收费政策，从收费区域、时间、费额等方面科学制定拥挤收费方

案。另外，拥挤收费是关系到全社会利益分配的关键政策，必须完善相关配套法制、机制建

设，规范费用的使用，尽量做到公正、公平，争取得到大多数市民的支持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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