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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绿色交通理念的双鱼岛交通规划实践 

李锋 陈振武 何建平 
 

【摘要】福建漳州开发区双鱼岛是一个全新规划的小规模城区，探究其绿色交通发展措施具

有显著的实践意义。在介绍绿色交通理念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解读双鱼岛的交通特征，结

合不同群体出行特征的差异性，从管理层面限制小汽车入岛和实行特殊停车政策、规划层面

打造绿色交通网络两个方面研究绿色交通的实现措施，为管理部门提供规划依据并指导工程

设计。 

【关键词】绿色交通；双鱼岛；交通规划 

 

0 引言 

国内外众多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小汽车主导下的交通发展模式会产生交通拥挤、环境

污染等严重问题，不利于提高城市生活品质；“公共交通+慢行”主导的绿色交通模式作为城

市交通发展主要方向已成为业界的共识，探究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城市的绿色交通发展模式

和实现措施，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位于福建省漳州开发区内的双鱼岛，提出

了“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结合其具体特征，探究绿色交通实现措施，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 

1 绿色交通理念及发展内容 

1.1 绿色交通理念 

在现代城市和城市交通发展面临一系列交通难题和发展瓶颈的客观条件下，绿色交通理

念应运而生[1]。绿色交通理念最早可追溯至 Chris Bradshaw 于 1994 年提出的“绿色交通体

系”[2]，该体系将各类交通工具按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进行了优先级排序。按影响程度从大到

小依次为小汽车、摩托车、公共汽车、地铁、自行车、步行。绿色交通理念发展至今已形成

多个版本，但其核心理念仍然是实现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即实现城市交通系统的“高效、

安全、公平、环保、低耗”[3]，见表 1。 

表 1 绿色交通内涵一览表[3] 

理念 内容 内涵 具体要求 核心实现途径 

绿色 
交通 

经济可持续 高效 社会各阶层出行效率最优 

引导公交+慢行 
社会可持续 

安全 交通事故率低 
公平 社会各阶层的出行需求满足 

环境可持续 环保 交通污染低 
资源可持续 低耗 节水节地节能节财 

1.2 绿色交通发展内容 

从国内外发展经验来看，许多国家和城市都以实现“公交+慢行”的绿色交通模式作为城

市交通发展的核心，不同规模城市的绿色交通规划实践也得到广泛研究[4-6]。绿色交通的发

展涉及政策引导、经济调节、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科技应用等多个领域[7]，就交通系统内

部来说，主要包括绿色交通政策引导、交通出行方式绿色化、交通环境绿色化及交通工具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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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化等。 

总结国内交通发展实践可以看出，大城市落实绿色交通理念重点在于大力发展大运量轨

道交通、实行区域差异化的小汽车发展政策等；中小城市落实绿色交通理念重点在于大力发

展中低运量公共交通、合理引导小汽车发展、优先发展慢行交通等。不同规模、不同交通特

征的城市应结合自身特点采取有针对的实现措施。本研究结合双鱼岛交通规划实践，从理

念、目标、内容和策略措施四个层次提出小规模城区的绿色交通发展体系，见图 1。 

 

图 1 小规模城区绿色交通发展体系 

2 双鱼岛交通特征及绿色交通耦合分析 

2.1 双鱼岛区位及功能定位 

双鱼岛位于福建省招商局漳州开发区（下文简称开发区）内，是国内首例人工岛项目。

全岛半径约 800m，占地面积约 2.2km2，通过桥梁连接人工岛与离岸陆地。目前处于基础设

施建设起步阶段。 

 

图 2 双鱼岛地理位置示意图 

根据规划[8]，双鱼岛将建设成集海洋文化、游艇经济、时尚生活以及绿色低碳为一体的

海上生态新城，发展定位为教育、文化、休闲旅游、商业和居住混合岛，重点发展休闲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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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规划呈“两带一核三组团”的空间结构，土地利用涉及居住（包括别墅和普通住宅）、

商业、行政办公、文化娱乐、体育等多种性质，属于典型的混合型土地利用规划片区。 

  

           图 3 双鱼岛空间结构图                            图 4 双鱼岛土地利用规划图 

2.2 双鱼岛交通特征 

双鱼岛多功能混合型土地利用的特点决定了岛内人群类型的多样性。根据各自特征将岛

内主要人群划分为居民、就业人员和吸引人员 3 大类，不同类型群体的交通特征和交通品质

要求具有较大差异性，见表 3。 

表 2 双鱼岛不同群体主要交通特征一览表 

人群类型 主要交通特征 交通品质要求侧重点 

居民 
别墅居民 商务出行为主，无明显高峰 时尚、舒适、便捷 
普通居民 通勤出行为主，早晚高峰明显，潮汐性显著 便捷、舒适 

就业

人员 
商业服务业人员 通勤出行为主，早晚高峰明显，潮汐性显著 廉价、便捷 
商务办公人员 通勤出行为主，早晚高峰明显，潮汐性显著 便捷、准时 

吸引

人员 

商务吸引人员 商务出行为主，无明显高峰 便捷、舒适 
会议度假人员 公务出行为主，无明显高峰 舒适、便捷 
旅游商业人员 休闲出行为主，晚高峰明显，呈出行链式特征 便捷 

 

不同群体的交通特征特别是交通品质要求侧重点的差异，最终体现在出行交通工具的选

择上，从而影响交通出行结构。制定交通政策和规划方案时，应尽量考虑不同群体的差异性，

尤其要从房地产开发效益角度照顾居民的小汽车出行需求。 

2.3 双鱼岛绿色交通耦合分析 

（1）尺度规模 

双鱼岛 2.2km2 的小规模空间尺度属于步行及自行车交通的适宜出行范围，因此，在岛

内交通中大力推行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方式具备良好的客观条件。 

此外，双鱼岛小规模的城市空间决定了岛内土地资源的宝贵，而追求较高的土地经济效

益使交通土地集约利用成为必要诉求。因此，双鱼岛需要对占用道路资源较高而运输效率低

的小汽车交通进行必要控制，重点发展高效的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 

（2）地理位置 

作为一个离岸人工岛，双鱼岛地理位置相对独立，主要利用陆岛连接桥实现与大陆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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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联系，进出岛交通需求高。因此，可在离岸入岛区域对小汽车进行截流，以减少入岛小汽

车的数量，从而可以大大降低岛内小汽车交通出行的比重，有利于形成绿色交通出行结构。 

（3）发展目标 

双鱼岛致力于建设成为绿色低碳的海上生态新城，重点发展休闲度假功能。生态新城的

发展目标要求交通规划和建设突出绿色交通理念，大力发展绿色环保的交通方式；重点发展

休闲度假功能的定位要求注重岛内环境的悠闲和安静，步行和自行车等绿色交通方式恰好能

够带给游客悠闲和安静的交通体验。因此，构建绿色交通是双鱼岛发展目标的内在要求，双

鱼岛目标定位与发展绿色交通呈有机协调、互为推动的格局。 

（4）发展阶段 

尽管大力发展绿色交通已成社会普遍共识，但包括限制小汽车使用等绿色交通措施在国

内众多城市的推行却显得相当困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市民长期形成的交通出行习惯导致其

难以接受交通方式的重大变化。在这一方面，相比已建成的城区，双鱼岛具有天然的优势。

目前，双鱼岛仍处于基础设施建设起步阶段，各类人群正式入驻岛内生活工作尚需 3~5 年时

间。在其发展起步阶段就注重绿色交通规划和建设，有利于引导人员形成绿色交通出行的习

惯，便于绿色交通理念能够得到顺利落实。因此，双鱼岛目前的发展阶段为落实绿色交通理

念创造了契机。 

综合双鱼岛的尺度规模、地理位置、发展目标和发展阶段四个方面的特点来看，发展绿

色交通既有内在的必然要求，也有外部的良好条件，绿色交通与双鱼岛自身特点具有良好的

耦合性。 

3 双鱼岛绿色交通规划实践 

双鱼岛具备发展绿色交通的良好条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是双鱼岛交通发展

的趋势。但双鱼岛交通不能简单照搬其他大中城市的经验措施，而应该结合自身特点，从政

策、规划、设计和设施环境等多方面采取综合措施，既要确保绿色交通理念的落实，又要体

现自身适应性。本研究主要从政策和规划两个层面探究绿色交通发展的实践措施。 

3.1 政策管理层面 

双鱼岛落实绿色交通理念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尽量降低小汽车在岛内的使用。基于这一目

的，可以从控制岛内小汽车总量和降低岛内小汽车使用率两个方面制定管理政策，对应的提

出小汽车入岛管制政策和特殊停车管理政策。 

（1）小汽车入岛管制政策 

小汽车入岛管制政策，主要是通过在离岸入岛区域设置关卡限制部分小汽车进入双鱼

岛。这既是确保岛内道路系统特别是入岛交叉口交通正常运行的客观要求，也是促进岛内形

成良好绿色交通出行结构的有效手段。而双鱼岛相对独立的地位位置使限制小汽车入岛政策

具有可实施性。在这一前提下，考虑岛内不同类型人群对交通品质的要求不同，结合交通需

求预测结果，针对不同类型人群的交通特征，提出双鱼岛小汽车管控政策。 

①出租车禁止入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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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所有小汽车凭入岛通行证方可进岛（特殊车辆除外）。 

③不同类型人群办理入岛通行证的条件和比例不同，见表 3。其中，允许岛内拥车户均

可办理通行证是考虑岛内居住高端定位特点；而商务吸引人员、会议度假人员虽不允许办理

通行证，但可利用岛内物业自配的商务车辆或专用巴士进出岛，保证享受到高品质交通服务。 

表 3 双鱼岛小汽车管控基本原则 

人群类型 入岛通行证办理条件 入岛通行证办理比例 
岛内居民 岛内房产证明、物业停车位证明 100%的拥车户 

商务办公人员 岛内工作证明、物业停车位证明 本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的 13% 
商业服务业人员 岛内工作证明、物业停车位证明 本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的 7% 

吸引人员 不予办理 —— 

 

（2）小汽车停车管理政策 

通过停车管理政策影响小汽车的使用

是国内外众多城市的普遍做法。双鱼岛停车

管理政策与小汽车入岛管制政策相互匹配、

共同发力，致力于控制岛内小汽车的出行比

例。具体政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①岛内只提供小汽车配建停车位，不建

设社会公共停车场，并禁止路边停车。 

②在离岸入岛区域建设停车换乘枢纽

（见图 5），为不能入岛的小汽车提供停车服

务，而乘客可换乘公共交通或慢行交通入岛。 

取消公共停车和停车外移两个特殊的停车政策手段，配合小汽车入岛管制政策，严格控

制岛内小汽车的规模和使用，引导岛内出行采用慢行交通和公共交通，从而形成绿色低碳的

岛内交通出行结构。 

3.2 规划层面 

规划层面落实绿色交通理念，重点是在道路网

络系统、公共交通系统和慢行交通系统三个方面的

规划中体现绿色交通的内涵和发展要求，打造有利

于实现绿色交通理念的交通网络。 

（1）道路网络系统规划 

双鱼岛道路网络布局呈现“双环+放射”的特

点，与岛屿整体形态相适应。道路系统规划落实绿

色交通理念主要体现在道路网络与公交系统的充

分协调。与传统的“快主次支”的城市道路等级功能结构不同，双鱼岛道路网络分为进出岛干

道（A）、岛内交通干道（B）、岛内公交干道（C）和岛内支路（D）四个等级（见图 6），其

中内环路（C 级路）规划为岛内公交专用道，以提高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 

图 5 换乘枢纽位置示意图 

图 6 双鱼岛道路网络布局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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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交通系统规划 

双鱼岛公共交通可分为进出岛公共交通和岛内公共交通两个层次，进出岛公交又可细分

为四种类型，详见表 4。常规公交和摆渡巴士同时兼顾岛内公交出行的服务功能，以起到资

源共享、节能节财的目的。 

为充分体现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的绿色交通理念，除了在道路网络中将内环路定位为公交

干道外；还规划了 3 条单向线路作为进出岛公交在岛内的通道，既充分保证公交线路对岛内

主要地块的覆盖，又可简化公交运营组织、提高公交运行效率。此外，为实现交通工具的绿

色化，规划建议常规公交、摆渡巴士和专用巴士均采用环保无污染的电动公交大巴，而岛内

公交也采用无污染的电瓶车作为交通工具。 

分层次、多类型的公交网络系统和环保型公交车辆将打造双鱼岛既体现绿色理念、又极

具特色的公交系统。 

表 4 双鱼岛公交层次及类型一览表 

公交层次 公交类型 主要服务对象 

进出岛公交 

旅游大巴/快线巴士 ①岛外中远距离游客 
常规公交 ①起/终点为双鱼岛的公交乘客 ②岛内公交出行乘客 
摆渡巴士 ①离岸入岛枢纽处的换乘客流  ②岛内公交出行乘客 
专用巴士 ①岛内高档俱乐部、酒店的消费旅客 

岛内公交 景区电瓶车 ①岛内公交出行乘客 

 

（2）慢行交通系统规划 

①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 

双鱼岛自行车交通采用“城市生活+旅游休闲”的系统发展模式，规划网络化、分层次的

自行车通道和公共自行车租赁点，创造良好的骑行条件。 

全岛自行车道网络规划结合双鱼岛的道路条件和景观特点，划分为普通自行车道和专用

自行车道，且两类自行车道连接成网。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规划，综合考虑“交通需求”、“使

用便捷性”和“节约用地”等因素，在主要客流集散点和主要居住区等处累计布设 3 个大型租

赁点和 17 个小型租赁点，以推动公共自行车租赁发展，促进绿色交通出行结构的落实。自

行车道网络及租赁点布局方案见图 7。 

    

图 7 双鱼岛自行车道网络及租赁点布局方案图        图 8 双鱼岛步行道网络布局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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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步行交通系统规划 

步行交通是岛内出行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兼有交通性和生活性双重功能。 

与自行车道规划类似，双鱼岛步行道网络规划差异化的设置普通和专用两类步行道，并

具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依托东部外海布置专用步行道，与专用自行车道一起打造东部 180°

滨海慢行廊道；二是依托内湖沿岸规划专用步行道，使内湾商业文化区形成步行核心区。步

行道网络布局方案见图 8。 

综合自行车交通系统和步行系统规划，双鱼岛慢行系统具有通道全岛网络化、局部专用

化特点，同时形成东部 180°滨海慢行廊道和内湾步行核心区两大独特地带。 

4 结语 

在绿色交通成为城市交通发展主要方向的大趋势下，双鱼岛在规划建设前期就提出绿色

交通的发展目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在分析双鱼岛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特征的基础上，

从政策和规划两个层面提出了绿色交通理念的实现措施，目前这些措施均已被管理部门采

纳。当然，除了采用前文提出的交通政策和规划措施外，还需要在交通工程设计、交通设施

环境建设、交通科技应用和交通执法管理等层面进一步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而确保双鱼岛

的绿色交通发展理念最终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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