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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度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初探——以海南先行试验区为例 

李伴儒 张云龙 
 

【摘要】旅游度假型城市是我国未来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动向，本文以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

试验区为例，初步探讨了旅游度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工作要点，强调了以交通功能组

织为核心的规划分析方法，以期为旅游度假城市类似交通规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旅游度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海南先行试验区 

 

1 旅游度假城市交通规划工作要点 

1.1 旅游度假城市特点 

参照相关定义，旅游城市是指具备独特的自然风光或者人文资源，能够吸引旅游者前往，

具备一定旅游接待能力，以景区景点为核心、以旅游产业为主体、旅游业产值超过城市 GDP

的 7%的一类城市。国内外该类城市通常为人口规模不足百万人口的中、小城市。 

旅游度假区是指旅游资源集中，环境优美，具有一定规模和游览条件，旅游功能相对完

整独立，为游憩、休闲、修学、健身、康体等目的而设计、经营的，能够提供相当旅游度假

设施和服务的旅游目的地整体。本文讨论的旅游度假城市，是指同时具备旅游度假区和旅游

城市特征的一类城市。 

根据对坎昆、尼斯、三亚等国内外 9个著名城市的统计表明，平均每日游客人数占常住

人口数的比例在 3%~31%左右，常住人口规模越小、度假功能越突出的城市，该比例值越大，

例如威尼斯和丽江，比例均高过 20%。大量的游客与本地常住人口并存，是旅游度假城市最

主要的特点。 

     

图 1 几个典型旅游度假城市人口构成情况 

1.2 旅游度假城市交通特征 

（1）交通需求主体的复合性 

旅游度假城市中大量游客与本地常住居民并存，对应带来交通需求主体的复合性，即区

别于其他常规城市以居民出行为主的一元化需求格局，增加了大量旅游度假人口的出行需

求，在时空上相互叠加。 

（2）交通时间分布的易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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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度假交通具有随季节、假日等时间因素变化的特点，因此旅游度假城市的总体交通

具有易波动性，尤其是以自然风景和季节性度假为主的城市，例如海南国际旅游岛 2012 年

高峰月接待过夜游客量为年平均月的 1.39 倍，高峰月游客量是淡季游客量的 1.81 倍。 

（3）交通空间分布的可组织性 

受城市范围内旅游度假设施规划、旅游交通设施规划（如旅游换乘中心）以及交通管理

措施等因素影响，旅游度假交通的出行方式和出行分布呈现出可干扰性和可组织性，例如杭

州针对西湖景区旺季的旅游交通采取交通控制、限制、调整等组织措施，调控交通并缓解交

通拥堵状况。 

    

图 2 海南国际旅游岛 2012 年接待过夜游客量        图 3 旅游度假城市多层次交通需求 

（4）交通需求层次的多样性 

旅游度假城市中的本地居民具有常规城市的出行需求特点，以通勤交通为主、其他出行

为辅，出行要求便利、经济、安全与可靠，外来旅游度假游客则要求对外出行快捷，内部出

行舒适，更侧重于休闲性、体验性甚至趣味性，旅游度假城市交通需求涵盖了全部的层次。 

1.3 相关交通规划工作要点 

根据住建部 2010 年印发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和相关导则，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作为宏观性、战略性、综合性及面向中远期的规划，涵盖了发展战略、交通功能组

织、各子系统设施规划及近期规划等方面。针对旅游度假城市的交通特征和城市定位，本文

认为旅游度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核心工作有两个层次，一是宏观明确发展目标、策略

和交通（组织）模式（包括旅游交通组织模式），二是微观上规划落实设施空间。 

针对旅游度假城市交通特征，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工作对策是：在众多工作内容中，尤

其注重交通发展模式的准确定位，旅游交通需求的正确分析，交通功能组织的细致梳理，以

及对规划区交通特色的挖掘。特别是“交通功能组织”这一工作环节，是旅游度假城市综合

交通体系规划的核心，是回应与旅游度假城市交通特征相关的规划诉求的最根本保证，因此

应特别加强交通功能组织研究。此外，在具体规划中还应注意为远期预留必要的弹性。 

旅游度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大体思路是：定位发展目标与策略——把握城市及旅

游交通需求——明确交通体系功能组织——深化落实规划方案——近期规划与实施保障，不

同类型的旅游度假城市其交通特征和规划重点会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仅结合海南国际旅游岛

先行试验区综合交通规划案例，介绍在落实上述思路过程中的一些要点和心得，以期为类似

城市交通规划提供参考。 



 

3 
 

发展目标策略

交通组织模式

设施空间布局
（位置、规模）

城市交通组织模式

旅游交通组织模式

设施建设指引

宏观

微观

对外交通（机场、港口、铁路）
道路、公交、停车
自行车、步行……

发展模式

空间落实

   

时间易波动性

空间可组织性

需求多样性

正确分析交通需求

加强交通功能组织

突出特色，丰富出行体验

预留规划弹性

需求主体复合性

交通特征 工作对策

 

图 4 旅游度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工作层次     图 5 旅游度假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工作对策  

2 准确定位交通发展模式 

交通发展模式的判断包含在交通发展战略的分析过程中，是整个规划的关键，分析思路

与常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类似，即在分析规划区诸多发展条件和诉求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成

功经验，明确交通发展目标（发展愿景）和发展模式（交通方式结构、主导交通方式等），

进而提出规划发展策略。交通发展模式需要经过交通供-需测试，以确保交通方式结构的合

理性，以及规划目标的可行性。 

规划区自然地理
优势和限制条件

交通发展模式

交通
供需
测试

城市发展定位与
诉求

城市规模、尺度
与空间布局

交通发展目标 发展规划指标

交通发展策略

 

图 6 综合交通发展战略分析思路 

主题公园

高端度假

商业、艺术

产业、度
假、城市配
套

居住、滨
海度假

 

图 7 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功能分区与空间尺度 

本文案例所选的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是海南省为了加快

推进国际旅游岛建设，于 2011 年在毗邻三亚的陵水黎安地区设立的，规划面积约 65 平方公

里，规划总人口 18 万人，规划年接待过夜游客 1200 万人。规划定位为国家旅游文化先行区、

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先导区、创新型国际滨海新城、世界一流的旅游度假胜地。其交通发展

模式的分析过程如下： 

根据试验区优越的“三山、两湖、一海”的自然景观资源，可重点打造水上特色交通及

绿色交通；考虑到南部自然保护区限制，在交通供应策略上考虑由北-南逐步弱化，适应城

市开发-保护的梯度发展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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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试验区“滨海水城、绿色之城、活力之城和文化之城”的特色定位，内部交通优先

倡导绿色交通方式，强化交通品质与活力；对外交通顺应试验区国际化发展竞争诉求，考虑

引入机场、邮轮母港和高铁枢纽等区域重大交通设施。 

根据试验区“三心、六片区”的空间结构，六个片区的尺度半径一般在 2km 以内，地势

起伏较小，有利于自行车出行；沿着串联三大功能中心的公交走廊，500 米步行范围可到达

80%的用地，因此，建议试验区以集约、低碳的“公交+慢行” 的交通发展模式为主导，走

绿色交通之路。 

对不同的路网供给-公交分担率组合进行测试分析表明，在公交分担率达 60%的情况下，

可实现规划区良好的交通供需平衡，能提供舒适的路网交通出行环境。最终，提出交通发展

目标是：构建绿色、高效、特色、活力、国际一流的综合交通体系，为居民和全球游客提供

一种可欣赏、可游览、宜生活的交通体验。 

根据试验区发展定位，突出了“高端、高效、特色、活力、绿色、人文、体验、共融”

等要求，提出了高效对外交通、绿色的内部交通、特色水上交通以及活力慢行交通等四大交

通发展策略。 

3 正确分析旅游交通需求 

旅游交通出行分为城际间交通和城市内漫游交通两段，对于旅游度假城市而言，内部漫

游交通的预测更加关键，由于外来游客与常住居民在出行目的和方式上的差异，传统的“四

阶段”法并不适用于分析旅游交通，因此，在试验区案例中，根据不同的出行主体采用分层

次的综合预测法，尤其是尝试引入基于游客出行链的马尔科夫链法来预测旅游交通，预测要

点如下： 

（1）合理判断出行强度与规模 

参考国内旅游度假城市对出行强度的调查结果，游客的出行强度一般高于常住居民，在

试验区规划案例中，常住居民机动化出行强度取值为 1.5 次/日，一日游（当日往返）游客

出行强度取值 3.5 次/日，过夜（短期度假）游客出行强度介于两者之间。考虑到试验区所

处海南岛的旅游业的季节性波动（旺季客流量为年平均客流量的约 1.4 倍），以旺季旅游客

流需求规模作为设施规划的预留标准。 

（2）分类、分层次综合预测交通出行 

将游客群体进一步细化，对于出行规律性较差的短期度假散客，结合景区因素采用改进

四阶段法预测。对于具有一定出行规律的短期度假游客和当日往返游客，出行分布相对集中，

其漫游过程与马尔科夫链类似，采用基于出行链的马尔科夫转移链法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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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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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往返
熟悉旅游资源、线路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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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片区

旅游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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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团

散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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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出行范围为多个片区

租车、公交或自驾为主，线
路不固定，出行范围为多个
片区

传统四阶段法
（人口与岗位）

景区魅力度法+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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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四阶段法
（游客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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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分类、分层次的交通需求综合预测法 

（3）基于游客出行链的马尔科夫链预测 

依据各景区魅力度建立初始矩阵；建立状态转移矩阵（预测模型的关键），根据游客出

行链分布概率结合重力模型进行标定；迭代计算全日各时间段出行分布，预测全日游客 OD

和高峰时段游客 OD。 

4 强化交通功能组织分析，合理指导规划方案 

根据住建部出台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将交通系统功能组织作为承上启下

衔接交通发展战略与各子系统详细规划的重要环节，具体工作要求包括：依据总体发展目标

和交通资源配置策略，确定交通系统功能组织的原则和策略，提出规划布局原则和要求等。

由于旅游度假城市交通的复合性、多样性和可组织性，更加需要在总体构架阶段加强进行细

致的交通功能梳理与组织工作。在试验区案例中，尝试采用一种基于“用者需求”和出行链

的交通功能组织分析方法，主要思路如下： 

4.1 基于“用者需求”和出行链的交通功能组织分析方法 

（1）引入“用者需求”规划视角 

改变以往主要将交通出行作为对象与设施规划进行对接的做法，将交通需求还原到最初

的主体（出行者），围绕用者的需求和出行体验，进行更加细致的交通功能组织分析，制定

合理的交通供应策略和交通组织模式，进而指导具体的设施规划。 

设施规划

枢纽
道路
公交
停车
……

交通需求

机动化出行
公交出行
慢行出行
停车需求
……

交通供
应策略

交通组
织模式

设施规划

枢纽
道路
公交
停车
……

用者需求

本地居民
度假游客
商务游客
观光游客
……

交通供
应策略

交通组
织模式

 

图 9 交通功能分析的视角向“用者需求”转变 

（2）分析用户出行链 

通过建立出行链综合分析矩阵，将“用者需求”对接到交通出行方式和交通出行链上，

并最终映射到对交通设施的诉求上。首先，识别用户群体，试验区除了当地居民、第二居所

业主外，未来主要吸引的用户群体依次是休闲旅游、观光购物和商务旅行人员等；其次，分

析不同类型用户群体对交通出行方式（出行工具）的选择；最后，结合不同用户的出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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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群体的重要性、对交通设施服务水平的敏感性等因素，综合构建不同用户群体在城市总

体出行中的权重矩阵，从中识别用户出行的重要出行链。 

HIGH 较高

MEDIUM 中

LOW 低

APPEAL 吸引力

商务旅行 休闲旅行 观光购物 游轮乘客
休闲旅游第二
居所业主

当地居民

自驾车 0.16 0.42 0.32 0.03 0.32 0.79 

公共交通 0.11 0.63 0.47 0.08 0.32 0.79 

水上交通 0.05 0.63 0.32 0.05 0.21 0.53 

出租车 0.16 0.42 0.47 0.08 0.21 0.53 

慢行 0.05 0.42 0.32 0.03 0.32 0.79 

TOP 高

商务旅行 休闲旅行 观光购物 邮轮乘客
休闲旅游第二
居所业主

当地居民

对外航空 0.19 0.62 0.50 0.06 0.19 0.19 

对外高铁 0.19 0.93 0.75 0.06 0.28 0.56 

对外水运 0.06 0.62 0.25 0.19 0.09 0.19 

团队大巴 0.06 0.93 0.75 0.12 0.09 0.19 

自驾车 0.19 0.62 0.50 0.06 0.28 0.56 

外-内交通出行链

内部交通出行链

 

图 10 用户出行链综合分析矩阵 

由上图可见，对外交通中以休闲旅行及观光购物用户为主，主要依赖高铁及大巴交通，

自驾车其次；内部交通中以居民以及休闲旅行和观光游客为主，主要依赖公共交通、自驾车、

和慢行以及水上交通。 

（3）根据出行链矩阵，制定交通组织策略 

延伸合理的出行链，提出“集约、绿色”的交通组织策略——鼓励集约化绿色交通出行，

打通并无缝对接上下游绿色出行链。 

缩短不合理的出行链，提出“换乘、截流”的交通组织策略——引导个体交通与公共交

通对接，缩短个体机动化交通出行链。 

整合出行链，提出“公交+慢行”的交通组织策略——内部交通针对最主要三类出行者，

加强整合公交、水上公交及慢行的出行链。 

丰富出行链，提出“多元、多样”的交通组织——适当保留直达景区（目的地）的条件，

构建水、陆立体出行链。 

（4）分析不同用户群体的交通组织原则及对设施规划的要求 

以出行链矩阵中重要的休闲旅行游客为例，其对便利、舒适、悠闲、自由的交通体验要

求高，较为合理的出行组织原则是：对外采用高铁+公交/巴士/自驾方式，内部采用公交/

水上交通/慢行，外部交通直达目的地或者快捷换乘一次内部交通。该类用户群体对设施规

划的要求是：依托高铁、对外干道设置交通接驳枢纽，并与主要目的地有便捷公交连接，适

当满足直达景区（目的地）的条件，提供多元化的交通体验。 

4.2 交通功能组织分析指导下的旅游交通设施规划 

通过分析交通功能组织原则和策略，可为综合交通规划方案的制定提供具体指导，在试

验区案例中，根据“换乘、截流”的交通组织策略，试验区将旅游集散中心作为旅游交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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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核心环节，构建一体化的旅游/公交服务体系，规划“二主三次”的旅游集散中心，其

中主旅游集散中心是综合型旅游集散中心，位于旅客集散组织的关键节点，具备较强的旅客

集散和服务能力，提供全面的旅游信息咨询等后勤服务。次旅游集散中心是专业型旅游集散

中心，位于旅客集散组织的重要节点，具备一定的旅客集散和服务能力，主要与其他交通枢

纽实现换乘服务及信息咨询服务等。 

图 例

主集散中心

主集散中心

次集散中心

次集散中心

 

图 11 试验区一体化的旅游/公交服务体系 

4.3 交通功能组织分析指导下的道路体系规划 

在“多元、多样”和“集约、绿色”的交通组织策略指导下，试验区由外及内、分层次

构建由快至慢的道路服务体系，将过境-城市-度假各功能类型的交通层层分流，净化内部道

路交通，并营造公交与慢行良好的出行环境。 

同时，试验区由北往南，根据城市开发-保护的梯度，进行层次化的路网功能布设与交

通组织，其中北部交通密集区机动化出行活跃，由交通性主干道承担（兼顾景观）；中部客

运需求密集区公共交通出行活跃，打造为客运公交走廊（兼顾景观）；南部交通需求较弱，

休闲景观功能突出，打造为对景观休闲门户。  

区域过境干道

滨海干道

全岛过境干道

对外干道

北部：对外机动车交
通走廊（兼顾景观）

中部：对外客运公
交走廊（兼顾景观）

中部：对外及内部客
运公交走廊（兼顾活

力）

南部：对外景观门
户走廊（兼顾机动

车交通）

 

图 12 试验区由外及内、由北往南逐层构建的多元化路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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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突出地区交通特色，丰富出行体验 

打造特色交通是旅游度假城市增加趣味性、提升吸引力和竞争力的一种重要途径，可通

过充分挖掘自身丰富的自然景观和生态资源，或者刻意打造独特、富有观赏性或体验性的交

通设施，作为观光和旅游体验的产品，在试验区案例中，利用独特的山-海-湖立体景观资源，

重点打造水上交通和特色慢行交通[2]。 

5.1 打造彰显魅力的水上交通 

将水上交通作为展示城市特色的载体，打造丰富多彩的水上旅游休闲体验，同时作为辅

助客运通道分流部分陆路交通出行。 

（1）构建多层次高覆盖率的水上交通网络 

构建三级层次的水上交通网络，包括与周边地区（如三亚）联系的长距离线路，衔接试

验区外海岸线各主要旅游景点的中长距离线路，以及试验区内主要旅游景点之间的短途线

路。相应构建水上集散中心、换乘码头、一般码头和内河码头等四个层次码头。  

（2）策划水上特色旅游线路与活动项目 

依托试验区新城风貌、岸线水域风光，打造水岸游憩、河湖景观、水上休闲、水上游乐、

滨水度假等水陆共融的综合性休闲度假区。水上交通特色线路包括通勤-旅游线路、“三山两

湖一海”休闲观光线路、帆船赛事线路、水陆两用公交旅游环线、内河划船线路、赛艇（龙

舟）比赛线路以及其他海上游乐项目。 

5.2 构建多元体验的慢行系统 

以试验区的海、湖及无缝公交体系为蓝脉，采用串珠式结构，打造集通勤、休闲、娱乐

等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并以此作为城市旅游品质提升的载体，营造健康时尚的

人居生活方式。 

（1）构建“山-城-湖-海”一体化的慢行网络 

构建联贯“山、湖、城、海”的一体化的特色慢行系统，包括：依托外海及两大内湖，

构建滨水区域慢行道系统；依托地区山景、绿地及娱乐、游乐设施资源，构建充满趣味的郊

野慢行道系统；依托地区山地，构建登山道系统和登山越野自行车道系统；依托城市道路系

统、公共空间等，构建城市型慢行道系统。 

（2）精心组织富有体验的慢行体验线路 

充分发挥地区山海景观资源优势，结合海南省相关赛事，构建游中作乐，游乐共融的特

色康体休闲慢行系统，考虑将环海南岛公路自行车赛引入试验区范围内，规划增加环岛公路

自行车赛道，规划山地自行车越野赛道、环区马拉松（自行车）赛道、环湖慢跑道甚至铁人

三项（游泳+自行车+长跑）比赛线路等。 

6 预留规划弹性 

取舍得当，刚柔并济。“刚”即对影响到城市和交通格局的大动脉、大枢纽要给予明确

规划和预留；“柔”即对次要的规划对象仅主要给出指导性的规划要求，预留下一层次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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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计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的空间。 

近期因地制宜，远期预留弹性。近中期可按照适宜的实施方案，但应确保预留远期建设

所需的重大交通设施的空间，例如试验区在几条重要的城市轴线上规划了中等运量公交线

路，通过在路侧或路中采用道路绿化的方式给予预留，对于独立占地的重大交通设施如公务

机场、邮轮码头、骨干公交场站、旅游集散中心等则按照相对宽裕的用地规模给予控制。 

7 结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以及旅游业日益壮大成为第三产业中最具活力与潜力的

新兴产业，旅游度假城市的快速发展将带来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方面的新挑战，本文仅结合海

南国际旅游岛先行试验区交通规划实践对此进行了梳理，初步总结了旅游度假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的几方面要点，如何更好地把握城市+旅游交通的特征，建立一套完善的更具针对

性和操作性的规划方法，将有待今后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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