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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城市新区交通规划重点难点及对策 

纪铮翔 周业利 邓俊杰 
 

【摘要】城市新区交通规划应重点解决“用地开发规模与重大交通基建的匹配”和“内部各

种交通方式在道路网上的协调与分工”两大核心问题。在对城市新区发展模式与交通出行特

征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新区多前景下用地开发规模与重大交通基建的测试分析，提出用地

开发与重大交通基建应协同发展，并应注意“软硬结合”；对新区内部路网应结合 TOD 理念

进行路网细密化处理，根据路网承担功能的不同，对路网进行功能分级，识别货运（小汽车）、

轨道、常规公交、自行车与行人优先通道，对不同功能的道路，在道路交通设施上采取差异

化的设计，实现各类交通系统功能清晰、分工明确、各自成网、各行其道，避免相互干扰。 

【关键词】自平衡率；重大基建布局；TOD 理念；细密路网；交通组织设计 

 

1 引言 

十八大召开后，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将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重点解决城市土地扩张与农业人口转移、城镇

化与产业转移两方面的问题，城市新区建设是政府解决上述问题的主要工作抓手，新一轮的

城市新区建设必将成为下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热点。政府建设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

市新区的新一轮总体发展要求，对城市新区交通规划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的研究。本文旨

在系统梳理城市新区交通规划技术工作的重点难点，提出针对性的规划对策，更好的协调处

理好城市新区用地开发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 

2 城市新区交通规划总体工作思路 

2.1 城市新区交通规划重点难点 

（1）新区开发受制于政府土地财政体制机制，导致用地开发总量失控 

新区开发建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土地拍卖是新区政府筹措建设资金的唯一来源，导致

新区不断提高用地开发总量以获取更高的土地收益。深圳前海第一轮规划 6000 万平米，珠

海横琴远期填海开发 4700 万平米。 

（2）新区用地与交通建设片面追求规模及进度，导致工作内容复杂、难度高 

新区交通规划工作内容既包括宏观的综合交通规划，也有微观的详细设计。综合交通规

划是结合用地开发确定对外重大交通基建的规模、布局及建设时序，详细规划是落实规划布

局方案并直接指导施工图设计。新区交通规划需要协调大量已开工的用地与交通建设项目，

在确保方案落地的同时，还要兼顾已开工项目的建设进度，工作协调难度特别大。 

（3）新区交通建设片面追求进度，导致道路网规划建设千篇一律 

道路网是支撑新区开发建设的核心，也是各类基础设施中最先推进建设实施的。新区建

设片面追求进度，基本不考虑内部各片区用地功能及路网分功能交通组织要求，各等级道路

全部按照标准断面及节点方案实施，导致所有新区道路建设千篇一律，没有差异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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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新区交通规划核心技术工作内容 

（1）通过用地与交通协同的“硬”分析，提出用地调整的合理规模与方向 

开展多前景下用地开发规模与重大交通基建的测试分析，“硬”是一定要坚持合理的用

地规模，要顶住压力提出用地的调整方向，否则交通无法解决。 

（2）通过用地与交通协同的“软”分析，提出重大交通基建的规模、布局与建设时序 

开展多前景下用地开发规模与重大交通基建的测试分析，“软”是为避免行政决策和技

术分析矛盾激化，可在多前景下提出重大基建的布局方案，校核既有的道路断面，保证未来

能够建设，不存在重大拆迁等硬伤，并提出用地规模与交通基建协同建设时序，通过时间、

通过发展来软化矛盾。 

 

图 1 情景规划技术方法 

（3）结合用地加密路网，在此基础上按照分功能路网交通组织设计，形成各行其道、

有差别、有特色的路网 

新区建设条件比较好，可以从平面和立体上加密路网，然后对路网进行分功能的交通组

织设计，保证小汽车（货车）、公交、自行车、人行（安宁社区）等各类交通方式各行其道，

不相互干扰，每一类道路都有单一的主导功能，从各类设施的设计上把单一功能作强，形成

有差别、有特色的路网，不千篇一律，实现高效、绿色、生态、安宁的和谐统一。 

3 城市新区交通发展模式 

3.1 城市新区发展模式 

根据城市新区与市区的居住、就业分布特征，可将城市新区分为 3 种发展模式，即独立

的新城、卧城、融合的新城。 

（1）独立的新城——居住和就业在新城内部平衡 

新区城市功能完整，大部分交通出行集中在区域内，区域内部平衡率较高，与周边的交

通出行联系较弱，对外出行主要是非通勤性的出行。 

（2）融合的新城——居住和就业在全市范围内的平衡 

新区城市功能较完整，区域内部平衡率适中，同时与周边区域的联系较强，区域内部交

通出行和区域对外交通出行都较多，对外出行包括通勤性的出行和其他目标出行。 

（3）卧城——主要承担居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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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主要功能是居住，其他功能依赖于周边片区，区域内部平衡率较低，区域内部交通

出行较少，而区域对外交通出行较多，对外出行大部分是属于通勤性的出行。 

表 1 三种新城发展模式 

 

3.2 城市新区交通出行特征 

不同发展模式影响新区的出行需求，进而影响综合交通系统的不同配置。新区内部的自

平衡率以及新区的居住、就业分布（通勤交通分布）情况是影响影响新区对外、内部交通需

求的关键。 

（1）新区内部自平衡率 

居住和就业在新区内部平衡，可以减轻新区的对外交通压力，是新区建设的理想模式。

一般而言，内部平衡率与新区距离城市主中心的距离、与城市主中心的交通联系、新城面积

和人口总量和土地的混合开发程度四大因素有关。 

1）距离城市主中心的距离：距离越远，融合度越低，自平衡率高。 

2）与城市主中心的交通联系：通勤时间 1 小时以内，融合度高，自平衡率低。 

3）新城面积和人口总量：面积大、人口多，对城市中心的依赖性小，自平衡率高。 

4）土地的混合开发程度：用地功能单一，自平衡率低；用地混合开发，自平衡率高。 

表 2 香港各类新城交通资平衡率 

 

（2）通勤交通分布 

影响通勤交通分布的核心因素是新区与市区、区域的时空距离以及相关政策。通过城市

新区与市区、区域的时空距离，分析新区通勤交通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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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时空距离下的居住人口产生分布特征 

 

4 城市新区对外交通规划 

4.1 城市新区对外交通规划的重点与难点 

城市新区对外交通规划的核心是：解决“用地开发规模与重大交通基建的匹配” 问题，

即城市新区交通基建如何适应新区用地开发规模的需要。从需求——供给平衡的角度来看，

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主要包括增加设施供应和调整用地开发强度。 

如何进行用地开发与交通基建的测试评估、如何解决交通供给-需求不匹配、如何解决

新区重大交通间的预留、如何制定开发规模与交通基建的协同计划是新区对外交通规划的四

大重点与难点问题。 

4.2 城市新区对外交通规划对策 

4.2.1 发展前景与重大交通基建测试 

根据区域、城市发展前景，分析城市新区发展最理想、最可能和最不利的发展前景。依

托交通模型，按最理想的前景来引导、按最可能的前景来规划、按最不利的前景来校核，可

以分析新区的对外交通分布情况，结合新区现状或规划的对外轨道、通道等设施供应情况，

可以评估发展前景与新区交通基建是否匹配。在不同前景的交通需求分布下，分析城市新区

各个方向的对外轨道（如有）、通道能否相应发展前景下的交通需求。 

4.2.2 开发规模与交通基建不匹配情况下的应对措施 

采取弹性发展的原则，即按最理想的条件引导，按最可能的条件规划，按最不利的条件

校核。基于交通模型的测试结论，对于供应能力不能满足交通需求的方向，单位规模的轨道

或通道的运能，增加相应规模的轨道或者通道；或调整新区开发规模，以保障新区对外交通

发展的需要。 

通过用地与交通协同的“硬”分析，提出用地调整的合理规模与方向：开展多前景下用

地开发规模与重大交通基建的测试分析，“硬”是一定要坚持合理的用地规模，要顶住压力

提出用地的调整方向，否则交通无法解决。 

通过用地与交通协同的“软”分析，提出重大交通基建的规模、布局与建设时序。开展

多前景下用地开发规模与重大交通基建的测试分析，“软”是为避免行政决策和技术分析矛

盾激化，可在多前景下提出重大基建的布局方案，校核既有的道路断面，保证未来能够建设，



 

5 
 

不存在重大拆迁等硬伤，并提出用地规模与交通基建协同建设时序，通过时间、通过发展来

软化矛盾。 

表 4 珠海横琴新区发展前景与重大交通基建测试 

 

4.2.3 新区重大交通基建的工程预留分析 

根据新区对外轨道、通道的规划情况，需做好相应的工程预留。对于新区对外轨道，可

按照地铁、BRT、有轨电车三种制式，落实工程可行性，提出相应的规划预留控制要求及相

应调整建议。 

对于地铁制式敷设，要求道路红线宽度最小 30m，对于现状或规划 18 米红线道路两侧

建议按照 10 米建筑退红线进行严格控制。在转弯处，按最小转弯半径 300 米进行落实，对

于涉及穿越地块的节点，需要进行用地控制。 

对于 BRT 或有轨电车制式敷设，要求区间宽度双向 8m，站台长度按照运行十节车厢 70m

控制，岛式站台宽度取 3-6m，侧式站台宽度取 2-4m，站台过渡段按 1：12 的设计。此外，

还需对通道两侧的建筑退红线进行控制预留，满足布设有轨电车要求。 

5 城市新区内部交通规划 

5.1 城市新区内部交通规划的重点与难点分析 

城市新区内部交通规划容易出现“宽马路”、“无差异”的误区，难以体现不同城市新区

的特色。“宽马路”是指对新区的路网规划往往追求较高的道路红线宽度，特别是对于新区

的主干路。“无差异”是指新区内部路网以道路等级为基础，对同一等级的道路往往采用同

一种或数种断面，能以有效适应不同交通方式在路网上快速、高效运行的需要。 

城市新区内部交通规划的重点和难点是如何在新区路网的基础上，优化小汽车、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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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公交、自行车与行人等交通方式的交通组织，形成一个高效、绿色、有辨识度的内部交

通系统。 

5.2 城市新区内部交通规划对策 

路网是新区内部交通规划的基础。打造有辨识度的内部绿色交通系统，必须根据路网承

担功能的不同，对路网进行功能的分级，识别货运（小汽车）、轨道、常规公交、自行车与

行人优先通道，对不同功能的道路，在道路交通设施上采取差异化的设计，实现各类交通系

统功能清晰、各自成网、各行其道，避免相互干扰。 

 
图 2 城市新区分功能路网规划概念性方案 

（1）基于 TOD 理念的细密路网设计 

TOD 规划设计理念是要建设多功能混合的邻里社区，确保紧凑型发展，将土地开发强度

和公共交通承载力相匹配，建设节能建筑和社区系统降低碳排放。TOD 规划设计理念支持高

质量公共交通服务，优先发展自行车网络，建设步行优先的邻里社区，要求密集的街道网络。 

 

图 3 城市新区 TOD 路网概念性方案 

按照高密度、梯度、混合开发的理念对轨道站点周边用地规划提出调整建议，适度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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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 发展区支路网，营造小尺度、人性化的街区，同时为优化道路交通组织、增加常规公

交服务、开展人性化的慢行交通设计提供基础条件。根据国内外发展经验，TOD 发展区路

网密度 16-20km/km2，包括主次干道、支路和慢行步道，形成小尺度的街区，路网间距为

100-150 米。 

（2）货运优先通道 

货运优先通道的规划目标是保证货运、小汽车交通的快速通行，并尽可能地减少对城市

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的影响。货运优先道路应布设在城市生活区及商业区外围，选择等级较

高的高速公路、快速路、交通性主干道，避免大量货运、机动车交通对居住、商业密集区公

共交通的干扰。 

（3）常规公交优先通道 

常规公交优先通道规划的核心是通过构建与一体化公共交通发展相适应的规模适当、布

局合理的公交专用道网络，形成与轨道交通、慢行交通等多种交通方式紧密衔接的换乘体系，

提高公交服务水平，促进各种公交方式的一体化衔接，致力营造便捷、安全、经济、舒适的

人性化公交出行环境。 

公交优先通道的路段必须为双向四车道或以上，并设置公交专用道以及港湾式公交停靠

站以保证常规公交的通行效率。公交专用道宽度不应低于 3.5 米，港湾式公交站宽度不应低

于 3.0 米。公交优先通道交叉口渠化设计必须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与出口道。在保证公交专

用进出口道的同时，不应影响常规进出口道数量，如下图所示。 

  

图 4 公交优先通道路段、交叉口设计指引 

（4）自行车优先通道 

自行车交通作为一种绿色的交通方式，环保健康，适用于中短距离出行，同时与其他公

交方式相互接驳，有助于形成绿色交通体系。针对自行车交通的特点，新区规划鼓励中短距

离的自行车交通出行，鼓励自行车交通与公共交通接驳,鼓励休闲健身娱乐等绿色出行。 

自行车通道的布局应紧密结合横琴新区特有的山水格局，设置滨江、滨河的自行车道，

承担休闲、健身功能；并结合居住密集区与商业办公区的分布布设自行车优先通道，承担中

短距离通勤交通功能。 

与自行车休闲道相同，也应保证其通行空间的独立性，与机动车实体分隔，建议采用绿

化带形式，与人行道存在高差或绿化分隔。由于自行车廊道承担大量的自行车需求，其宽度

可取 3-5 米，以满足其通行需要。其中沿江沿海路段宜取上限 5 米。交叉口设计应使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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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过安全岛，在机动车停车线旁设置自行车停车线，保障左转及直行自行车通行的连贯性。

其示意图如图所示。 

  

图 5 自行车优先通道路段、交叉口设计指引 

（5）人行优先通道 

步行交通作为绿色交通中重要的环节，在承担轨道交通接驳交通以及短距离通勤出行同

时，也对提高城市活力、合理开发旅游资源、改善城市出行环境以及居民的生活休闲质量起

到重要作用。步行交通规划应结合城市新区特有的景观资源布局以及用地功能布局，规划具

有特色的人行道。 

以道路红线、建筑退让不变为前提，将道路红线范围内的人行道布置在一侧，利用扩大

的人行道空间和部分建筑退让空间设置林荫步道和休憩设施；另一侧利用建筑退让空间布置

人行通道，按照相关要求规定临街建筑高度。 

 

图 6 特色人行道设计示例 

并结合居住、商业密集区的分布，规划形成了居住密集区的安宁社区步行道和商业密集

区的步行商业街。安宁社区设计的目标是打造交通宁静化居住社区。通过工程措施来限制机

动车交通的通行，减少通过居民区道路的交通量、降低行驶速度，减少噪音污染、保障居民

安全、提升环境质量。对于安宁社区的路段可采用减速缓冲带、路段凸起过街、道路窄化、

曲形路段等措施，交叉口可采用小型环岛、交叉口瓶颈化、凸起型交叉口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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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安宁社区路段、交叉口设计示例 

6 结语 

合理地进行城市新区交通规划有利于充分发挥新区功能、支撑新区的建设开发、促进新

区用地与交通的协调发展。文中从城市新区的发展模式与交通出行特征出发，提出了城市新

区交通规划的两个核心问题，并分别提出了新区对外交通规划、新区内部交通规划的重点、

难点以及相应的规划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对进一步发挥新区功能、

实现城市新区与城市中心区之间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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