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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片区交通规划方法探讨——以深圳车公庙片区为例 

夏国栋 王龙 刘光辉 覃国添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经历了沧桑巨变，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在资本循环的逻

辑下迈向服务化，城市空间也全面更新。城市更新活动导致区域内用地性质和交通出行需求

特征发生重大改变，原有的交通体系很难适应并促进新片区形态的发展，需对交通系统进行

更新重塑。梳理原有交通体系的特征和外部交通环境，分析更新后新片区的交通需求并进行

适应性交通规划，对引导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的高效耦合，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

重要意义。以深圳车公庙片区为例，介绍了自工业型片区更新升级为集高新技术产业、运营

总部和现代服务业为一体的城市综合区过程中交通改造规划理念与方法，对其它类似更新片

区交通规划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城市更新；交通规划；方法研究 

 

0 引言 

城市更新，通过对城市空间资源的整合，实现城市土地的二次开发，达到产业结构调

整优化，城市功能的协调发展，社会整体效益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和总量提升，带来了城市的沧桑巨变。城市不仅在增量上急剧扩张，存量上也经历置换开

发、城中村改造、工业区升级转型等多种形式更新，优化了空间资源配置，改善了城市空

间品质。 

城市更新活动导致区域内用地性质和交通出行需求特征发生重大改变，原有的交通体

系很难适应并促进新型片区形态的发展，需对交通系统进行更新重塑。梳理原有交通体系

的特征和外部交通环境，分析更新后新片区形态的交通需求并进行适应性交通规划，对引

导土地利用与城市交通的高效耦合，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城市更新及交通问题 

从城市更新用地性质来分，城市更新可以分为城市中心区更新、城市工业区更新、城

中村更新等三个主要模式[1]，从更新的彻底性和全面性上可将城市更新分为政府主导下的

整体规划更新及市场强势驱动下的自发更新。政府主导下的整体规划更新由政府主导，根

据片区区位，产业发展需求，进行总体规划，系统改造，整体提升的更新形态。这种模式

片区更新方向明确，改造彻底，更新周期相对较短，适应于土地产权明确，各方利益一致

的片区。目前，很多大型工业区、城中村更新均属于这种模式。市场强势驱动下的自发更

新由市场驱动主导，政府掌控（辅助）管理，根据地块区位，产业发展及自身利益需求，由

业主或开发商提出更新意愿，政府部门审批的更新形态。此种更新模式缺少宏观规划引

导，更新周期长，地块零散，涉及的利益主体众多，较难管理。目前，城市中心区及区位

条件优越、业主众多的工业区较多采用的此种更新模式。 

在城市更新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类型片区特点而被管理部门所采用的两种更新模式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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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交通问题不尽相同，政府主导下的城市更新涉及的土地面积往往较大，影响范围广，短

期内区域交通出行特征会有颠覆性的改变，会对原有交通系统造成较大冲击，处理不当则

会引起新的交通问题，影响更新品质。而市场强势驱动下的城市更新单次更新面积一般较

小，但区位条件优越，土地附加值大，更新容积率往往较高，短期内区域交通环境虽不会

发生较大改变，但长期累积叠加则会造成片区及周边区域交通系统的持续恶化。由于此类

城市更新具有周期长、地块零散等特点，城市交通规划策略的长期落实存在难度。 

这两类城市更新的交通规划方法基本是相同的，只是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各自

更新特点进行具体落实。 

2 更新片区交通规划方法研究 

2.1 规划范围与规划层次 

规划研究范围应涵盖整个更新区域。对于政府主导下的更新片区范围则可以是整个片

区，并根据实际研究需要进行相应拓展；对于市场强势驱动下的自发更新则可以根据行政

区域划分和道路、河流、铁路等构造物与天然分隔，突出用地的性质划分出研究范围[2]。 

影响更新片区交通的因素主要从三个层次上来认识，即：宏观层次的城市商品经济的

发展与城市交通的关系，城市交通政策、结构、布局、和城市交通网络对更新片区的交通

区位影响；中观层次的城市更新片区道路交通组织以及与外围交通环境的关系，更新后片

区业态与交通的相互作用机制；微观层次的交通组织和空间设计。这三个层次构成一个整

体，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每一层次都对应着一定的交通问题。 

2.2 主要规划内容 

主要规划内容根据以上三个层次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如图 1 所示。 

 

图 1 城市更新片区交通综合规划工作程序框图 

2.2.1 交通特征与战略研究 

1）基础交通特征研究：研究片区交通出行特征、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及相关社会经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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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数据。2）更新后同类型片区交通发生、吸引特征分析：参考同类型业态设施交通发生、

吸引的时空特征，研究更新片区土地利用与交通的互动作用和定量关系，建立交通模型。3）

交通发展战略：在全市整体交通发展战略框架下，依据更新片区自身特点和交通需求，确定

其与外围现状交通的关系、衔接方式、内部交通发展模式、交通规划的指导思想以及相关

的交通政策。以上工作研究成果作为后期交通规划工作提供参考与依据。 

2.2.2 规划成果 

1）交通区位、交通环境容量分析和交通需求预测：研究更新片区交通区位条件，分析

其交通可达性；研究更新片区周边交通环境现状和规划的交通环境容量，确定现状和规划

的客运系统的运输能力。应用第一阶段建立的定量关系和模型，进行更新区交通需求预

测，确定片区对外交通需求量和方向。2）交通组织和设施规划：依据第一阶段确定的片区

与外围道路的衔接关系、内部交通发展模式，及相关交通预测支撑数据，进行片区交通组

织，合理交通设计，规划布置各类交通基础设施。3）详细交通设计：对规划提出各类方案，

如交叉口、道路、步行、停车设施、步行设施等进行规划设计。 

2.2.3 规划落实 

针对提出两种不同类型的更新片区，需采用不同的落实机制：政府主导下的整体规划

更新片区可以将交通规划部分纳入城市详规中，在片区更新方案申报过程具体落实；而市

场强势驱动下的自发更新则可以将交通规划作为重要指导，强制推行交通影响评价制度，

严格按照相关规划配置进行落实，引导片区的城市更新发展。 

3 深圳市车公庙片区交通改善规划案例分析 

3.1 车公庙片区背景与区位分析 

车公庙片区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中西侧，由广深高速、深南大道、滨河大道及泰然一路

围合而成，东西最宽处约 1000m，南北最宽处约 1500m，总面积约 132hm2。片区建于 80年

代初，建设之初为“来料加工”的传统工业园区。片区恰位处深圳中部发展轴线西侧，邻近

福田中心区，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突出。片区区位如图 2 所示。 

 

图 2 车公庙片区区位图 

伴随深圳城市组团结构逐渐完善，中心区土地资源稀缺性促使产业结构沿着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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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服务业的方向发展。车公庙片区产业形态继续向高端聚集，越来越多的金融、商

业、物流企业进驻，车公庙产业结构逐步由工业区向综合商业区转型，城市更新正持续快

速进行。车公庙片区发展已经超出了已有法定规划，城市更新属于市场强势驱动下的自发

更新，缺少上层次规划约束与引导。 

3.2 片区交通现状 

片区现状高峰时段机动化出行总量约为 3.5 万人次 /小时，进出片区总流量为

8862pcu/h，早晚高峰潮汐流现象明显。片区出行对外辐射能力强，出行方向主要集中在福

田、南山，出行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小汽车次之。 

片区外围道路交通流量大，高峰时段交通拥堵；内部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泰然四路及

其北侧区域，呈现北紧南松的特点，另外，受人车冲突和秩序无序等影响，高峰期间区内

车速较低，其中主要进出口路段车速低于 10km/h。 

     

图 3 车公庙片区现状用地图                   图 4 车公庙片区现状路网图 

随着片区的不断更新发展，交通需求迅速增长，原有的工业适应性交通体系已呈现越

来越多弊端，严重阻碍片区的更新发展，主要表现在：1)片区外围被高等级道路围合，缺

乏集散性次干道，进出口均为右进右出交通组织，高峰时段通行能力有限，交通拥堵严

重；2）片区内为产业适应性路网形态，方格网状布置，但道路都为支路，部分道路丧失城

市交通功能，人行空间缺失严重；3）公交站点集中外围高等级道路上，高峰时段列车化严

重，片区内缺少公交首末站，服务水平有限；4）大量道路仍维持工业区管理模式，封闭管

理，基础交通设施缺乏维护保养，陈旧简陋。 

同时，深圳正全力推进轨道三期工程建设，车公庙片区现状有地铁一号线经过，设置

车公庙一个站点。轨道三期建成后，经过片区的轨道线路将多达四条，分别是 1、7、9、

11 号线，增设站点两个（如图 3.3），并规划建设地铁换乘枢纽，除已经建成运营的 1 号线

外，其它线路预计 2016 年建成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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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车公庙片区周边规划轨道网图 

3.3 建立模型和开发容量测算 

建立全市宏观预测模型，研究车公庙片区周边交通条件现状和规划的交通环境容量，

确定现状和规划的客运系统的运输能力。依据预测未来片区机动化出行具备 7.12 万人次/h

的输送能力。 

参照深圳华强北和福田中心区业态较为类似的片区交通出行特征，测算片区未来同等

强度开发条件下的机动化交通出行量。现状片区建筑面积约 270 万平米，晚高峰对外机动

化出行总量为 3.5 万人次/高峰小时。根据测算，不同开发强度条件下片区出行总量及对应

公共交通分担比例如表 1 所示。 

表 1 不同开发强度出行方式分析表 

开发强度 容积率 总建筑面积 高峰小时机动化出行总量 出行方式分担 
中 2.2 290 万平米 4 万人次 常规公交+轨道≥71% 
较高 3.4 449 万平米 6.3 万人次 常规公交+轨道≥78% 
高 4.1 541 万平米 7.6 万人次 常规公交+轨道≥82% 

 

考虑到片区公共交通设施的最大承载能力，宜将片区公共交通出行分担比例控制在

80%左右，未来年交通条件可承载较高强度的开发需求，可承载的适宜的开发建筑面积约

为 430~490 万平米。该参数可作为片区更新审批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预防因利益驱动过

度开发而引发严重的交通问题。 

3.4 交通发展策略研究 

车公庙片区交通发展策略的研究主要求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符合深圳市交通发展的总体策略 

深圳市《深圳市城市交通白皮书（2012）》提出“深圳市必须实施枢纽城市、公交都市、

需求调控和品质交通四大核心交通战略，大力提高对外交通辐射力和影响力，强化区域中

心城市地位；着力提升公交服务能力和水平，确立轨道公交主导的城市客运交通结构；有

效缓和机动车交通需求过快增长，维持交通供需的基本平衡；大幅提升交通环境品质，建

立低碳、生态交通空间”的总体发展策略。就车公庙片区交通发展而言，坚持着力提升公交

服务能力和水平，确立轨道公交主导的城市客运交通结构，是顺应城市总体交通发展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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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片区更新发展对交通系统的要求 

为保证片区能够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必须具备良好的交通条件作为前提。结合

片区现状的交通特征和现状呈现出来的问题，参考香港中环、纽约曼哈顿、东京新宿等国

内外优秀地区交通发展经验[3][4]，认为必须从增强片区对外辐射能力和营造内部宜人的交

通环境作为交通发展方向，满足并引导片区发展。 

对外——增强辐射能力，推动片区快速更新发展：1）针对片区自身交通基础条件，梳

理原有交通节点，挖掘已有进出口交通潜能；在遵循上层次规划的前提下，构建新的进出

通道；2）紧密围绕轨道路网建设，注重与轨道站点衔接转换。 

对内——优化交通环境，营造宜人的出行空间：片区大小适宜，慢行交通将是片区内的

最适宜出行方式。良好的慢行环境不仅决定了片区内的步行舒适性和整体面貌，更重要的

是可以增强公共交通的竞争力，将是优秀公共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片区的

快速发展将会带来更多的人流量，缺少良好的慢行交通体系将会影响人流与公共交通之间

的有效衔接，影响整个片区交通运行效率和品位。 

3.5 规划编制 

3.5.1 规划目标 

规划目标：远期以城市更新建设为契机，结合产业发展，建立公交主导、行人优先，

高效接驳的一体化交通体系；近期重点改善片区对外出行条件，并以轨道站点为核心，全

面提升片区交通环境品质。 

3.5.2 规划思路 

结合车公庙片区交通需求特征，以轨道交通引入后公共交通的改善为核心，围绕公交

对步行、路网、交通管理等进行一体化改造，实现交通系统的总体提升以及城市环境的综

合改善，支撑片区城市更新和产业升级，技术路线如图 6 所示。片区的交通规划将从以下

几个方向展开：1）引导交通出行方式转变：形成以公共交通出行为主导的模式；2）加强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片区路网结构；提高进出通道通行能力，加强片区开放性；3）提升

慢行交通环境，加强慢行交通与公共交通的有效衔接，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 

3.5.3 规划成果 

规划提出了片区交通发展策略，并测算出片适宜的开发体量为 430~490 万平米，在此基

础上从道路、公交、行人、静态交通及管理这五大部分提出了具体的规划方案：1）道路系

统：对外增加片区对外通道及出入口，提高周边道路对片区的交通服务功能，具体措施共

计五项；内部完善路网，打通微循环，构建四横八纵的路网结构，并梳理适宜打通开放的

街坊道路 36 条；2）公交系统：围绕新建的轨道站点和路网规划增设三个公交首末站，并相

应调整公交通道和线路，均衡公共交通资源；3）慢行系统：围绕主要人流走向，构建“三横

三纵”的人行主通道；结合片区已有轨道及商业地下空间开发，打造立体、舒适宜人的城市

空间；以轨道公交站点为核心建设高品质、多层次的慢行设施；4）静态交通系统：加强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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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停车设施之间资源整合利用，宏观调整停车设施供应，引导片区出行方式转变；5）将片

区内封闭管理道路纳入到市政道路，完善内部交通组织，规范交通秩序。 

 

3.6 实施策略 

按照与地铁建设同步实施一批、结合片区改造和城市更新快速推进一批的原则，分阶

段、系统地推进车公庙片区交通设施建设，整体提升交通面貌品质。本片区属于市场驱动

更新型性片区，缺少总体的城市规划掌控引导，为保证交通规划策略的具体落实，政府管

理部门在具体地块城市更新和轨道设施建设过程中应加强审批，总体把关，保证城市更新

与交通升级同步完成，促进片区发展。 

4 结语 

城市更新是城市自我完善的重要发展过程，也为城市交通系统的重塑与纠错提供了宝

贵的发展契机。面对城市更新片区时，更应该倍加珍惜，加强城市交通规划与城市土地利

用规划的协调与配合，同步制定好城市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交通规划，配合好土地利用布

局调整与总体规划的编制，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同时，积极开展交通影响评估工作，科

学引导土地利用。这里主要包含有两点，首先对城市更新片区规划进行科学的交通规划研

究，合理确定土地开发强度，其次就是对具体的更新建设项目进行交通影响评价，严格按

照相关规划配置交通基础设施，优化项目的交通系统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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