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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港城协同发展的疏港交通规划研究——以深圳市西部港区为例 

陈志建 徐惠农 苏永云 
 

【摘要】深圳市西部港区疏港交通从前海合作区腹地穿过，与前海高端定位、高品质开发愿

景相悖。为减少疏港交通对前海城市及交通环境的影响，保障西部港区及前海合作区各项交

通基建合理有序地推进，本文引入了协同实施理念，阐述了西部港区与前海合作区港城协调

发展关系，分析了西部港区与前海合作区港城交通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基于协同实施的目标

与要求，从港口协同、港城协同、港区内部协同三个方面提出了西部港区疏港交通发展对策，

并提出了协同实施工作保障机制。 

【关键词】交通规划；协同实施；港城协同；疏港交通；交通组织 

 

0. 引言 

在城市快速发展、交通大规模建设的背景下，为避免重复建设、投资浪费，各类交通基

建的协同实施显得尤为重要[1] 。 

作为国家战略发展地区的前海合作区位于广—深—港发展主轴上，地处深圳、广州、珠

海、澳门、东莞、中山等城市一小时交通圈内，临近香港、深圳两大机场，紧靠深圳西部港

区（包括妈湾、赤湾、蛇口三大港区），具备良好的海陆空交通资源。前海原规划为物流园

区，主要为西部港区后方陆域用地。2010 年，相关规划提出将前海打造为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定位为深圳未来的城市双中心之一，也是香港高端服务业向内地市场拓展的起点，

将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2] 。 

前海功能定位的跃升，使得西部港区原疏港交通体系与前海发展不相适应，需要编制新

的疏港交通规划、制定新的交通组织方案来支撑前海以及西部港区自身的发展。 

前海合作区目前处于规划建设的初期阶段，具备良好的交通协同实施条件，因此，本文

以前海合作区城市交通和西部港区疏港交通的协同为例，论述面向协同实施的疏港交通规

划，为相关城市与地区类似规划提供经验借鉴。 

1. 西部港区与前海合作区协调发展关系 

1.1 国际港城发展关系规律 

根据国际港口发展的普遍规律，港口的增长过程符合 logistic 增长规律，即港口吞吐量

的增长服从先加速后减速的过程，最终达到一个极限值。港口的演化过程呈现 S 型曲线增

长，分为四个阶段：生长期、发展期、成熟期和停滞期。随着港口演化，港口与城市的关系

也在发生变化，对应的港城关系为港城初始联系、港城相互关联、港城集聚发展和港城一体

化四个阶段[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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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港口演化过程与港城关系示意图 

（1）港城初始联系阶段 

该阶段为港口的生长期，港口发展速度较快，港口对城市的推动作用较大，港口城市开

始孕育发展，港口与城市形成初始联系。在本阶段，港口的基本功能（运输中转功能）是港

城关系的主要作用因素，港口的基本功能会促进港务功能和集散功能的产生，出现与港口直

接相关的产业。本阶段港口在空间上一般远离城市中心区，如：西部港区在上世纪 80 年代

建港之初，距离深圳市中心约 25 公里，随着港口的运营，港区周边逐步集聚了装卸、仓储

等相关的港务和集散功能产业。 

（2）港城相互关联阶段 

该阶段为港口的发展期，港口发展速度继续递增，但加速度降低。当港口吞吐量达到极

限值的 1/2 时，港口发展速度达到最大值，该阶段为港口发展的“鼎盛点”。 

在本阶段，港口的工业功能是港城关系的主要作用因素。在全球承运人和综合物流时代，

港口功能日益多元化，与港口中转运输相关的海运代理、金融、保险等第三产业（即港口关

联产业）成为港口经济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当港口发展到能集聚国内外生产要素和联结国

内外市场时，港口陆域便成为利用港口输入原材料、输出产品的临港大工业和出口加工业。

如鹿特丹港依托其在欧洲的物流集散功能，一直是美国、日本等进入欧洲的主要通道，并在

港区周边形成了石油化工等临港大工业。在港口关联产业和港口依存产业发展成为港口城市

主要经济部门的同时，港口与城市在空间形态上也相互连接融合，进入港城相互关联阶段。 

（3）港城集聚发展阶段 

该阶段为港口的成熟期，港口吞吐量的增长速度与加速度递减，增长的动力明显减弱。

相应的，港口直接产业与港口关联产业的发展构成了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由此产生空

间集聚引力，吸引与港口无直接关系的产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因此，港口对城市推动作用

逐渐减小。 

在本阶段，港城集聚效应是港城关系的主要作用因素。港口直接产业与港口关联产业的

发展构成了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由此产生空间集聚引力，吸引与港口无直接关系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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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港口城市的集聚。还与临港大工业的发展产生协作引力，吸引前、后端关联产业在港口

城市集聚。随着不同产业在城市的集聚，城市的产业体系渐趋完善，进入港城集聚发展阶段。 

（4）港城一体化阶段 

该阶段为港口的停滞期，港口吞吐量增长速度递减，加速度递增，港口吞吐量增长变得

越来越慢，越来越接近极限值，直至几乎停止。 

在本阶段，港口不再成为港城发展的动力，而城市自增长效应越来越成为主要作用因素，

城市的发展开始制约港口的发展，促使港口外迁。同时，随着服务业的主导发展和船舶业的

大型化发展趋势，原先位于城市内或中心城区的港区已经无法满足其对港口深水航道和深水

泊位的要求，而城市各方面的发展又需要更多的空间尤其是一些临水或临海空间。如伦敦的

金丝雀码头和香港的维多利亚港，曾经为伦敦和香港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

城市空间的外扩，城市多元化经济的形成以及船舶大型化的发展要求，金丝雀码头和维多利

亚港的货运功能已经退化，并实现了以商务和城市亲水空间为载体的港城一体化发展模式。 

1.2 西部港区发展阶段 

目前，西部港区主要发展面向亚太地区的国际集装箱运输和深圳散杂货运输。从西部港

区 2002 到 2012 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变化情况来看，2002-2008 年间，年均增速达到 25.3%， 

2009 年，受全球经济发展影响，西部港区吞吐量出现明显下滑，降幅达 6.6%。2010 年恢

复至 11.6%。2002-2012 年间，除 2009 和 2011 年外，西部港区吞吐量持续增长，但增速已

经在下降。此外，当前西部港区周边围绕港口、物流产业的发展，聚集了物流园区、IT 系

统服务商、特种物流等多个业务板块，基本形成了区域综合物流服务体系。根据国际港城发

展关系规律，西部港区与周边区域（包括前海合作区）目前正处于港城相互关联到港城集聚

发展的过渡阶段。 

 
图 2 西部港区 2002-2012 年港口吞吐量 

1.3 西部港区与前海合作区的关系 

目前，深圳港对深圳市的总体贡献占全市 GDP 的 10.1%（其中直接 1.51%，间接 8.59%），

港口仍然是推动全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柱。上层次相关规划对前海合作区现代物

流业的发展特别提出“按照深港共建全球性物流中心的目标，促进深港两地现代物流业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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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合作，形成高端物流业的集聚区，打造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的供应链管理中心和航运衍生

服务基地，强化对珠三角地区制造业生产组织服务能力”，“打造区域生产组织中枢和国际供

应链管理中心”，“积极发展港口航运配套服务”。 

根据“西部港区与前海合作区关系处于从港城相互关联到港城集聚发展的过渡阶段”的

判断，结合国际港城发展经验，当前港口依然是前海合作区的重要战略资源。西部港区的货

物和贸易集散能力能够为前海合作区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服务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提供动

力，同时，前海合作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的定位将促进港城集聚效应的发挥，加速西部港区

的转型发展。未来随着前海合作区服务环境逐步完善和新兴动力的形成，港口将不再作为区

域发展的主要动力，西部港区的货运功能也将逐步退化。 

 

图 3 西部港区与前海合作区位置关系示意图 

2. 西部港区疏港交通问题与对策 

2.1 西部港区疏港交通存在问题分析 

（1）现状疏港通道功能混杂、拥堵严重 

现状西部港区赤湾、蛇口、妈湾三大作业区的道路疏港车流均通过妈湾大道和兴海大道

向月亮湾大道汇集后向外围的 107 国道、北环大道、广深高速、南光高速等道路疏解，因此，

月亮湾大道是西部港区道路疏港车流的必经之路。月亮湾大道位于深圳市前海合作区与南山

区交界处，除承担西部港区疏港交通功能外，还承担大量的南山区对外客运交通功能，以及

深圳湾口岸过境交通功能。由于过境、疏港、客运交通功能的混杂，月亮湾大道已呈现出日

益拥堵的状况[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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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西部港区现状疏港交通组织示意图            图 5 月亮湾大道交通流量示意图 

现状月亮湾大道为城市主干道，沿线多平面交叉信号灯控路口，月亮湾大道由南往北，

疏港货车流量一致，但城市交通流量不断增加，道路断面总流量也随之不断增加，从流量从

约 2200Pcu/h-单向增加到约 3200Pcu/h-单向，总流量中疏港货车的比重由 78%减少到 53%。 

表 1 月亮湾大道交通流量及服务水平表 

路段 流量(Pcu/h-单向) 疏港货车所占比例 饱和度 服务水平 
月亮湾北段 3219 53 % 0.86~0.91 E 级 
月亮湾中段 2550 67 % 0.75~0.82 D 级 
月亮湾南段 2185 78 % 0.54~0.63 C 级 

 

（2）原规划道路疏港体系与前海发展不相适应 

为解决西部港区疏港通道不足、月亮湾大道交通压力过大的问题，在前海功能定位提升

之前（物流园区），相关规划已制定了西部港区新的疏港交通组织方案并已付诸实施，部分

路段已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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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西部港区原规划道路疏港交通体系 

根据原疏港交通规划，西部港区对外道路疏港交通主要由沿江高速公路、南坪快速路、

兴海大道和月亮湾大道承担，以上道路均经过前海合作区腹地，特别是南坪快速路从前海合

作区滨海岸线上通过，将对前海合作区景观及城市交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南坪快

速路前海段尚未建设，其他道路均已基本建成。 

 
图 7 南坪快速路线位示意图 

2.2 西部港区疏港交通对策 

（1）加强区域港口协调 

凭借良好的港口岸线资源和外向型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货源保障，经过近 30 年持续

建设和发展，深圳港已形成东西两大港区、年吞吐量超过 2200 万标箱的华南集装箱干线港。 

 

图 8 深圳港东、西主要港区分布示意图 

综合现状交通调查及统计资料，西部港区主要货源分布在深圳、广州及东莞西，占总货

源量的 80%左右；就城市交通晚高峰期间的疏港货车车流空间分布而言，疏港车流西北方

向（广州、东莞南山、深圳南山组团）占 80%、中北方向（东莞中、东部、深圳中部组团）

占 12%、东北方向（惠州、深圳东部组团）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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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西部港区货源分布示意图            图 10 西部港区疏港车流流向流量分布图 

由上图可知，西部港区仍然存在一定量的疏港交通流穿过深圳市区到达东部地区，对市

区城市交通存在一定影响。为减少或避免这一现象，应从全市港口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一

方面，明晰区域内各港口定位、港口间的明确分工，注重不同港口码头的差异化服务，促进

港口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注重与东部港区的协同发展，推动总体形成货物“东进东出、西

进西出”的格局，在陆域减少交叉分布货流[6] 。 

（2）优化道路疏港交通组织，着力协调与前海合作区的关系 

前海合作区规划由“一高、三快、八主、十一次”及地下道路组成的骨干路网体系，见下

图。 

 

图 11 前海合作区规划路网结构图 

前海合作区的开发建设是分阶段进行的，相应地西部港区疏港交通调整的诉求也应分阶

段进行。根据前海合作区开发建设进程及相应配套设施的完善情况，结合沿江高速公路、机

荷高速连接线、前海地下道路、妈湾大道等重大交通基建的建设进度，西部港区疏港交通的

调整可分为三个阶段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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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阶段：前海开发建设初期，疏港交通以现状通道为主 

近中期，前海处于交通设施大规模建设时期，特别是沿江高速公路开通运营后，将为西

部港区新增一条疏港通道，可分流西部港区部分疏港交通量。在该阶段，一定时间内月亮湾

大道仍可承担疏港交通功能，疏港交通可自由选择月亮湾大道和沿江高速两个通道对外疏

解。 

 

图 12 第一阶段交通组织示意图 

2）第二阶段：前海开发建设近中期，疏港交通利用前海部分道路疏解 

随着前海合作区的开发建设，月亮湾大道城市交通比重增加，特别是月亮湾大道北段拥

堵严重，并且对城市环境造成较大不良影响，需将疏港交通从月亮湾大道北段剥离出去。 

前海合作区地下道路位于前海双界河路、听海路、兴海大道下，北与南坪快速路相接，

南与兴海大道相连。地下道路建成后，疏港交通通过月亮湾大道（南段）、兴海大道汇集后，

西向疏港交通向沿江高速集散，其他方向疏港交通由地下道路向南坪快速等道路集散。在本

阶段，由于疏港交通的分离，可为月亮湾大道快速化改造赢得条件，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前海。 

 

图 13 第二阶段交通组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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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三阶段：前海开发建设中远期，疏港交通与前海城市交通分离 

为释放前海合作区滨海空间，提升前海土地价值，远期通过新建妈湾大道跨海通道，将

西部港区货运交通从前海外围疏解，实现前海货运与客运交通的分离。在本阶段，西部港区

三个码头的疏港交通全部汇集于妈湾大道后通过沿江高速对外疏解。 

 

图 14 第三阶段交通组织示意图 

（3）整合优化疏港资源、减少无效运输，提高运输效率 

合理配置后方陆域用地，形成港外堆场与停车场－高端物流－拖车基地－普通临港物流

格局，减少间接疏港车流[7] 。 

目前港口后方陆域用地需求主要堆场、停车场、仓储为主，但是除仓储为永久用地外，

堆场和停车场均为临时用地，这导致港口后方用地布局凌乱，也加重了港前和后方陆域交通

的负担。调查数据显示，现状约 80％左右的拖车公司拖车拥有量小于 25 辆，拖车公司作坊

式的经营直接导致道路集疏运以单向运输为主，运输效率低下。测算表明，如推动小型拖车

公司整合与重组，实现规模化经营，同时利用先进的电子化、信息化调度手段，将拖车空驶

率降低到 20％，道路运输压力可降低约 30％，不仅提高了疏港道路系统的使用效率，也相

应减少了后方陆域货车停车需求。 

根据港口作业流程，建议港口后方陆域用地优先满足港口所必须的堆场和停车场，同时

配套相应的高端物流用地，后方陆域用地建议布局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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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后方陆域用地建议布局图 

3. 协同实施工作保障机制 



 

10 

 

为确保规划工作落到实处，保障各项设施建设的协同实施，需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

作： 

（1）系统谋划，实施精细化的货运交通组织与管理 

前海合作区妈湾片区将发展现代物流、航运服务、供应链管理及其它专业服务业等产业，

打造具备区域生产组织中枢和国际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的保税港片区，与周边区域有广泛的

货运联系，将产生大量的货运交通。为此，要求具有较好的道路网络条件并分配充足的道路

资源给货运交通，以支撑高效、便捷的物流运输。然而，前海合作区开发强度高，道路资源

有限，交通供需矛盾突出，势必需要合理配置道路资源，优先保障客运交通的通达与顺畅。 

（2）动态检讨与滚动调整规划 

港城的协调发展，资源的集约化利用，需要通过港口建设发展、城市建设发展、与疏港

交通建设发展的相互协同来实现。受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珠三角地区在国际经济格局

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在发生变化，但这种变化会有多大、调整会有多深目前尚不明朗。受此影

响，西部港区港口及港口货物吞吐量发展等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疏港交通应随外部条件进行

适时调整。对此，需要对边界条件进行跟踪，对规划前提条件进行检讨，滚动调整规划方案

及措施。 

（3）建立统筹协调机制 

前海地区交通、市政、河道等设施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且各项设施都需要加快推

进以确保前海合作区按计划开发建设。特别是前海合作区推行单元开发模式，将前海划分为

22 个开发单元，每一个开发单元都涉及到交通问题，因此，应建立专门的交通规划统筹组，

正确处理好交通与其他设施之间的协调关系，在保障西部港区疏港交通顺畅的情况下，尽量

做中远期疏港交通与前海城市交通的衔接，做好用地的控制和接口的预留，减少或避免道路

等设施重复建设，浪费投资。 

4. 结语 

港口的集约化发展和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对城市与港口发展的空间利用和资源配置提出

了新的要求，如何处理好港城关系、协调好港城发展空间是新形势下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然而，港口要求快捷、便利的疏港交通条件，城市需要将疏港交通从城市交通中分离出去，

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新形势下交通规划面临的挑战。在城市开发建设初期，引入协同

实施理念，根据不同的城市开发建设进程，选择适宜的疏港通道布局，让疏港交通与城市各

行其道，既满足了城市对景观、环境等方面的要求，又保障了疏港交通的正常运行，实现城

市交通与疏港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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