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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慢行空间分析模型及沧州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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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步行与自行车出行依然是我国大多数中小城市最普遍的出行方式，但慢行交通却常常面临路权难

以保障、规划难以落地、设计难以优先的困境。这与市域慢行 OD量化预测缺乏、路网慢行效益量化评价缺位、

断面慢行分布规律分析缺失不无关系。以沧州市为实证样本，将中小城市慢行空间划分为市域、网络、断面三

类尺度，建立了慢行热力空间、慢行岛核辐、慢行源汇集三类市域分析模型，提出了慢行通勤通学廊道、休闲

文化廊道两类网络分析模型，结合重要通勤、休闲廊道断面常年慢行流量及环境大数据检测，提出了慢行时空

分布模型并做出了政策与环境相关分析。基于三类慢行空间模型，提出沧州市慢行交通战略发展、网络规划及

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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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面临小汽车剧增带来的能源匮乏与环境污染，国内相继出台了保证慢行安全、提高慢行品

质的政策策略。《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2001）要求建成一批有一定规模、一定水

平和分布合理的城市公园[1]，《三部委出台关于步行与自行车交通建设指导意见》（2012）明

确提出市区人口在 100 万以下的城市，步行与自行车分担率达到 70%以上[2]，《“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2016）要求构建场地设施网络和城市社区 15 分钟健身圈[3]，《关于进一步加强城

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向全国推动开展尺度合理、配套完善、邻里单位和谐的生活

街区，同时步行与自行车是街区绿色交通的重要方式[4]。 

Bill Hillier 从物质空间角度确立空间句法与理论模型，认为空间是物质形式与人的社会活

动媒介，城市空间应该是连续的网络[5]；Unwin 把地理数据分为点、线、面和空间 4 类，并进

行图形分析和参数描述[6]；Goodchild 定义空间分析为对象位置和属性分析的技术，并分为“产

生式分析”与“咨询式分析”，包括缓冲分析、叠加分析等[7]；DeSmith 将空间分析定义为二维

操作和空间统计学，例如梯度、坡向、通视性等、网络分析、位置分析等[8]；AllanB.Jacobs 利

用图底关系的方法，探究最适宜的路网形态和街区尺度，对比物质属性及特征[9]；杨盖尔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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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PL 评估方法，用图记、实地等方法，过程中考虑人群分类、时间分类等[10]；熊文在上海慢行

规划中市区层面提出慢行岛、慢行核、接驳辐的空间概念，街区层面提出慢行源、汇、集的概

念，总结了街区易达性的方法[11]；石飞从街道模式平面布局形态与组织架构分为树状（tree）和

栅格（grid）两种形式[12]。 

2 中小城市慢行市域空间分析模型 

2.1 慢行空间热力度分级模型 

2.1.1 慢行热力度获取方法 

热力度获取分为人工获取和手机信令两种手段，其中人工获取又分为两种方法，一种是基

于典型断面采集，另一种基于浮动车拍摄，抽样调查与空间感知是两种方法具体表现形式。 

典型断面人工获取热力度方法：1）划分慢行区域，观测片区按人数划分调研区域，即对

片区进行任务分工；2）选取典型断面准备流量调研，在划定单位调研区域内确定调研断面的先

后顺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道路断面流量调研；3）调研数据与 24 小时观测道路出行规律校

核，在非高峰期间获取流量数值乘以相应的系数模拟高峰期间慢行出行数据；4）在 Arcgis 核

密度分析，研究选取慢行道路热力度分布。 

浮动车拍摄人工获取热力度方法：1）确定行车调研路线，尽量保证研究范围每条道路都经

过；2）拍摄工具对准车行线经过的步行与骑行者摄像，高峰期间宽幅路至少 2 人分别拍摄道路

两侧，保证能够统计道路双向慢行者；3）对慢行者数据统计分析，根据拍摄视频在平面图还原

高峰期间道路慢行者位置分布；4）在 Arcgis 核密度分析，研究选取道路热力度分布。 

手机信令获取热度热力度方法：1）交通小区划分，一般根据河流、水域、铁路或者干路划

分，不宜打破行政边界；2）利用联通、移动手机基站数据，按照慢行出行时间和距离提取慢行

者数据，根据调研城市特征设定出行时间与空间阈值；3）例如出行距离不超过 3km，时间不超

过 30 分钟，提取小区内部移动端数据；4）提取慢行者 ID 信息后，在 Arcgis 核密度分析研究该

区慢行者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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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典型人工获取热力度方法 

2.1.2 慢行热力度沧州实践分析 

以沧州市市域为例（城区面积 183km2），选取工作日，基于上文浮动车拍摄法，对沧州主

城区步行、自行车的出行热度进行实验，并分析得到如下规律：①步行通过热力点主要分布在

沧州市十三中等中学、中心医院与沧州现代医院等医院，维明路、志强路为代表的两侧城中村；

②步行停留人数最多在运河沿岸、大型医院、沧州站、各大型商场；③自行车通行热度主要集

中在维明路、解放路、新华路、光荣路、朝阳大道、浮阳大道、火车站附近等。 

 
a) 步行通行热度       b) 骑行通行热度        c) 骑行通行热度      d) 骑行通行热度 

图 2 沧州市慢行热力度分析图 

2.2 慢行岛、核、辐空间分析模型 

2.2.1 慢行岛空间划分 

（1）线性切割与慢行岛空间 

慢行岛划分最先应用于上海中心城慢行规划中，由快速路、铁路、江河水系等

切割而成，它在主干路、宽幅次干路及城市河流的二次切割下，又分裂为更小尺度

的慢行子岛[错误!未定义书签。。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对中小城市慢行

岛重新定义： 

在中等城市，受快速路、主干道、宽幅次干道、铁路、江河水系等切割而成，

其中主干道、次干道通行能力等级较高，一般不小于双向 4 车道；在小城市，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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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铁路、江河水系等切割而成，其中干道通行能力等级较高，一般不小于双向 4

车道；中小城市同等道路宽度与大城市标准不同，在线性切割因素影响下，江河水

系、铁路对中小城市慢行切割更加严重。 

（2）面状包围与慢行岛空间 

封闭街区规模较大，社会车辆出行受到限制，仅社区内的业主可通行，社区内

部尺度较大，一般由城市干路围合而成，步行适宜性较差。由于围墙的存在，城市

道路多产生“丁字路”或“尽端路”。 

在中小城市，封闭式街区主要包括单位大院、大型社区、城中村三种形式，城

市单位大院与大型社区是在 20 世纪后国内引入邻里单位的思想，单位大院与大型

社区形成一种传统“家”的概念，城中村恰恰则是西方规划思想冲击下遗留的原始

城市面貌。 

中小城市城区由于面状包围的湖泊、绿地公园、山体存在，道路形成“尽端路”、

“丁字路”。面状自然慢行岛存在，即使空间距离不远，但物理空间隔阂使两侧人

们联系较少，导致交通拥堵、出行品质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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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慢行岛类型划分 

2.2.2 慢行核类型划分 

（1）基于用地类型慢行核划分 

慢行核是慢行发生的“核心”区域，包括校园核、高密度社区核、商业核、公

园核等慢行出行高强度的城市空间[11]。根据中小城市用地及交通影响水平对慢行核

分类。在慢行交通规划编制过程中，不同类型慢行核不同功能，核内应有不同的优

先策略。根据慢行核类型对交通影响程度分为四类，分别是慢行活力核、社区生活

核、休闲文化核、公交枢纽核，不同类型慢行核根据交通影响程度又分为高强核、

一般核，具体划分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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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用地的慢行核划分 

 

（2）基于建筑类型慢行核划分 

在中小城市基于用地分析交通影响评价，存在城市用地与现状人口差距大的弊

端，因此提出基于建筑类型精细化分类慢行核，原则性慢行核分类越细，慢行强度

与等级划分更加准确。 

根据建筑面积、住宅户数、座位或病床等变量因素与出行关系，对慢行核强度

统一数值标定，下面以面积与座位为例标定办公楼、住宅、影院。办公楼的强度为

建筑总建筑面积乘以百平米出行人数得出数值，住宅强度为住宅总户数乘以每户数

出行人数得出数值，影院慢行核强度建筑总座位数乘以每个座位出行人数得出的数

值，计算出行强度后依据慢行分担率可推算出慢行出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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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基于建筑类型慢行核划分 

 

2.2.3 公交覆盖范围与盲区划分 

中小城市应保障步行接驳公交，自行车尤其是助力自行车出行距离与公交有较强的竞争关

系，本研究认为大城市地铁与中小城市出行结构不同，大城市地铁承担换乘衔接作用，而中小

城市并未有依赖较强的衔接方式。自行车接驳公交出行模式明显较少，自行车路网布置应穿越

公交服务盲区。在步行极限接驳范围外即公交覆盖盲区，人们一般优先骑行出行，此类区域为

骑行优先区域。在步行与公交接驳范围内，此类区域有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等多种出行选

择，骑行与公交竞争关系较覆盖盲区稍弱。 

中心城区与外围郊区步行接驳距离应不同，仅研究公共交通覆盖范围与步行交通的接驳关

系。依据区域位置类型与接驳阈值不同划定四类接驳区域。一是核心区公交 300 米步行接驳范

围；二是核心区公交 500 米步行拓展范围；三是外围区公交 500 米接驳范围；四是外围区公交

800 米步行拓展范围。 

 
图 4 中小城市与大城市主要换乘方式区别 

 

   
图 5 中小城市公交覆盖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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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慢行源、汇、集空间分析模型 

2.3.1 慢行源、汇、集模式 

慢行源是慢行活动产生点，慢行汇是慢行活动汇聚点，往往是快慢交界面或者接驳点，慢

行集则是兼具产生或汇集的慢行空间[11]。本文基于慢行源、汇、集提出城市用地层面和设施层

面两种模型。 

（1）城市层慢行源、汇、集[11] 

城市层面慢行源、汇、集空间模型一般用于城市路网的收益评价，例如出行时间阈值、路

网收益层面评价，将城市单次慢行出行划分为慢行源—慢行汇、慢行源—慢行集、慢行集—慢

行汇三类方式。 

（2）设施层慢行源、汇、集 

基于最短路径出行，为主要量化研究设施安全性，步行起点与快慢衔接点间的纯步行或骑

行路程为“慢行段”（P&C Link），慢行设施汇则是快慢交通的临界点，主要是慢行设施，包

括天桥、地道、人行横道等。“慢行段”（P&C Link）作为出行目的重要安全性指标，原则上

若出行路径短且慢行设施汇多，则慢行出行质量较差。 

2.3.2 慢行源、汇、集沧州实践分析 

以沧州市核心区为例，北边界永济西路、南边界解放西路、东边界清池大道、西边界永安

大道，共计 6.9 平方公里，核心区存在大面积高密度城中村，路网如下图 2-4，其中浅灰色为城

中村道路。建模过程中不考虑慢行个体之间的差异，选取最近设施、最短路径的动线算法，计

算城市路网、城中村路网两套网络下的出行时间与距离差异。将沧州市核心区划分为 85 个单元，

标记单元主要开口作为慢行起点，公园、学校、医院、商业等慢行终点。 

城中村路网对出行时间距离的影响是不容忽略的。在沧州核心区基于城市道路与所有道路

两套路网下的时间收益与距离收益如下表，模拟市民从社区出入口到最近的公园生成公园出行

动线共 185 条，含城中村道路的路网共收益 55 条出行路径，其中 3 条路径缩短出行距离超过

300 米，17 条路径缩短出行距离超过 200 米；以各个医院分别作为出行目的，共产生 925 条出

行动线，对比沧州市核心区两套路网体系下的医院路线，包含城中村的路网共缩短 460 条出行

动线距离；以每个高中作为出行目的，共产生 740 条出行动线，纳入城中村道路后，共计 314

条出行动线距离缩短，其中 7 条缩短距离大于 800 米，63 条缩短距离超过 300 米；以最近的两

个商业设施作为出行目的，共产生 370 条出行动线，纳入城中村道路后，共缩短 75 条出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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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4 条缩短超过 800 米。 

    

图 6 沧州市核心区路网平面图               图 7 沧州市核心区慢行网络模型 

 

表 3 沧州市公园、医院出行动线收益统计 

 

 

表 4 沧州市高中、大型商业出行动线收益统计 

 

3 中小城市慢行空间网络分析模型 

3.1 慢行通勤网络廊道空间模型 

步行交通根据路网形态与功能分为社区优先型、设施加密型、均质加密型、直通可穿越型

四类。社区优先型指生活性的支路或街道一般不超过 25 米，通过限制机动车速度和适当的宁静

化措施，保证步行路网连续，尤其适用于中小城市单一功能的巨型居住区；设施加密型指在大

型商业、枢纽等设施周边加密布置，路网呈簇状，支撑组团功能作用，实现大量慢行人流集散

功能；均质加密型指在城市中心城中村内部加密布置，路网呈现“超级小街区”形式，路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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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极小；直通可穿越型一般在已建设街区开辟对外开放的直通路径，直接通往公交站台、商业、

办公集聚地等。 

自行车网络空间根据路网形态与功能分为城市整合型、均质加密型、直通可穿越型。城市

整合型反应骑行者是否能通过连续的骑行路权便利到达目的地，代表骑行出发点与目的地连续

性，反应在距离上是骑行出行长度；均质加密型同步行一样利用城中村道路，但非机动类型多

样，路网间距较步行路网大；直通可穿越型指车站、公园、公交站等目的，在功能直接型道路

等停或刹车次数明显减少。 

 
图 8 慢行交通网络形态类型 

3.2 慢行休闲网络廊道空间模型 

3.2.1 “公园走廊”廊道空间分析 

利用水系和山体等自然文脉和天然绿地资源，穿越城市中心城区，自然因素与城市融合，

形成的“绿环”、“绿轴”等主体结构，是城市景观格局与城市绿道结合的实体。在国内外城

市中已有实践，例如在伦敦通过绿廊设计，将城市外围绿带与城市内部空间联系起来，有七条

完整的带状或环状空间，环环相扣。 

“公园走廊”城市空间线性主要体现在将城市大型开敞空间联系起来，建成整个城市共享

绿色空间系统，城市市民能够亲近自然开放空间。城区空间线性体现在隔离城市建筑群，衔接

城区道路网，保证城市绿色特征延续、易达。 

3.2.2 “城市绿街”廊道空间分析 

城市绿街道路结构仍然保持主、次、支的道路等级结构，从路网形态上以环状和链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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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空间结构和出行时间长短又分为“绿格”、“绿链”，绿格主要是满足 1 小时散步需求，

“绿链”主要满足饭后 10 分钟散步需求。 

城市绿街从功能是摒弃了机动车主导的思路，各类交通方式共享道路资源，提倡完整街道

下的人车共存，包括各种道路空间类型，是在道路增量背景下转向存量的一种道路空间变革。 

3.2.3 “慢行文化”线性空间模型 

慢行文化线性空间指慢行文化结合道路空间策划慢行活动，例如无车日、马拉松、自行车

赛等，在活动时规划或形成慢行路线。慢行活动在中小城市越来越多，其中包括国际慢行活动

与传统文化活动等多种类型。 

（1）马拉松赛事 

马拉松赛事分为全程、半程、迷你三类马拉松形式，对应距离空间分别是 42.195 公里、

21.0975公里、5公里，其中A1级马拉松赛事线路丈量起点终点的直线距离不得超过总距离 50%。

随着国家政策支持，形式更加多样，例如出现亲子助跑、情侣助跑等。 

（2）自行车赛事 

自行车赛事主要分为公路、场地、山地、小轮等自行车赛形式。赛事期间由于禁严、封路

等对城市交通影响较大，并且山地、小轮车等赛事对地形要求条件较高，中小城市更加适合举

办骑行联赛，在 2018 年自行车赛事中超过 90%举办城市为中小城市。 

在中小城市举行公路自行车赛，性别上分为男子赛道与女子赛道，在人数上分为个人赛与

团队赛，目前国际标准个人赛线性空间不超过 40km，团队赛不超过 100km。 

表 5 2018 年自行车赛事举办城市 

 

（3）无车日活动 

国际无车日活动由 1998 年法国发起，2007 年中国开展首个无车日，截至 2015 年，人口超

过 2 亿人。在无车日期间，机动车出行比例明显下降，市民出行转化为低碳出行方式，例如在

杭州市 2015 年无车日活动期间，交通拥堵指数在 2.0 以内，公交车速提高了 20%以上，轨道交

通客流量增加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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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无车日活动类似，国内有诸多健步走、遛百病等具有中国特色文化底蕴的活动，例

如遛百病在清代《明月纪古》中记载“燕城正月十六夜，妇女群游，其前一人持香辟人，名辟

人香。凡有桥处，相率以过，名走百病。又暗摸前门钉，中者兆吉宜子。”《都门竹枝词》中

写道：“女伴金箍燕尾肥，手提长袖走桥迟。前门钉子争来摸，今年宜男定是谁。”现如今在

河北、山东、天津等地仍有保留。 

3.3 中小城市沧州慢行网络空间实践 

Ⅰ级步行道是步行网络核心部分，必须保障行人优先路权与环境需求，有效通行宽度不得小

于 3m，严禁机动车占道停车；Ⅱ级步行道人流量较大或步行环境要求较高，是步行网络较重要

部分，应保障行人交通空间与基本环境需求，有效通行宽度不得小于 2.5m，禁止机动车占道停

车；III 级步行道人流量较少以步行直接通过为主，是步行骨干道网的延伸和补充。应保障行人

安全及基本路权，有效通行宽度不得小于 2m，宽度不足处禁止机动车停车。 

Ⅰ级自行车道非机动车流量很大、贯通全市、连通区间，是城市自行车交通网络主骨架，必

须保障优先路权，有效通行宽度不得小于 3.5m、严禁机动车占道停车；Ⅱ级自行车道非机动车

流量较大、贯通性好，区内自行车交通主通道，应保障优先路权，有效通行宽度不得小于 3m，

禁止机动车占道停车；III 级自行车道，非机动车流量较少、以集散和到发为主，是区内自行车

交通网络延伸和补充。需保障骑车人安全，有效通行宽度不宜小于 2.5m，限制机动车占道停车。 

4 中小城市关键断面人流分布模型 

以城市断面空间，强调城市道路断面以慢行者为单位的通行能力核算，分析中小城市骑行

规律与气候因素和交通政策的关系。 

4.1 人的构成及出行规律分析 

为研究典型道路自行车出行规律及收益。2016 年末将监测设备埋设于城市道路断面下，两

年来连续监测沧州市自行车流量变化。该系统按年、月、日时间过滤掉机动车，对自行车出行

流量做出比较，从而计算绿色出行收益。 

提取沧州市解放西路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和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数据，分为以下几种情形分析。 

4.1.1 全年骑行构成及趋势分析 

2017 年几乎全年流量高于 2018 年，2017 年全年通过 424.4 万辆非机动车，日均流量 11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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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天，2018 年全年通过 382.47 万辆非机动车，日均流量 10507 辆/天。按人均出行距离 3.5km

计算，2017 年全年解放西路自东向西非机动车出行量，若小汽车出行代替后将会带来 267 万吨

碳排量，若公共交通代替后将会带来约 15 万吨碳排量，对比分析骑行趋势如图 4-1 所示。绿色

出行效益对能源、健康、节约路权亦是不可忽略的，碳排量只是其中一部分。2017 年共有 267

天日均流量高于 2018 年，2018 年仅有 98 天日均流量高于 2017 年，全年仍保持较大的骑行需

求量，但全年的非机动车出行日均值、总量上呈现明显下滑的趋势。 

4.1.2 十二月骑行构成及骑行量变化 

为研究按月骑行量分布，对比分析 2018 年与 2017 年骑行数据，仅 6 月份与 12 月份骑行流

量差距在 5000 辆左右。无论在骑行流量差值较大的月份还是差值较小的月份，2017 年 1 至 12

月每月至少 20 天日均流量值高于 2018 年。 

为研究不同年份之间出行月流量分布的关系，以同一骑行断面每个月的骑行量为基本研究

单元，2017 年与 2018 年骑行流量月分布出现相似的规律，仅 5 月与 6 月两个月份骑行流量顺

序发生变化，其他十个月份按月骑行量排序顺序完全保持一致，骑行量小到大依次顺序 2 月、1

月、12 月、3 月、11 月、4 月、10 月、7 月、8 月、9 月。大致上表现出冬季骑行量小于夏季，

秋季与春节之间规律不明显，但均低于夏季，高于冬季的特点。 

4.1.3 五十二周骑行构成及骑行量分布 

为研究 2017 年与 2018 骑行高峰波动情况，基于一天之内小时骑行量最大值与最小值双色

刻度灰度分析，颜色越深代表骑行量越大，灰度接近黑色。研究发现 2018 年骑行波峰比 2017

年稳定，全年早高峰几乎稳定在早 8:00-9:00 期间，晚高峰稳定在 17:00-18:00 之间，除个别天

骑行流量总体较少外（即 4-1 中竖向连续较浅的灰块），全年未出现连续的骑行量波动情况。

而在 2017 年，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除个别天骑行流量总体较少外，第 45-47 周连续三周发生

骑行早晚高峰一小时前移，三周后恢复正常早晚高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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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人的构成及出行规律分析图 

4.2 人的构成及气候因素分析 

4.2.1 全年温度与日均骑行量关系 

解放西路为中小城市沧州市通勤型的自行车骨干路，2017 年与 2018 骑行数据分别与最高

温度、最低温度叠加分析，得出日均骑行量与温度呈现正相关，表现出夏季骑行人数较冬季多，

温度升高，骑行量也会随着变大，突然降温，骑行量也会跟着下降。当最高温超过 35℃的极端

高温时，两年日均骑行量并未随着温度增加而变大，相反是保持平稳甚至下降趋势。骑行流量

相比降温趋势比较，日均骑行量的下降速率较气温慢，表明在中小城市低温下仍然有很大一部

分骑行出行的刚性需求。 

4.2.2 空气质量与骑行关系 

在研究骑行规律、气温、天气等影响因素后，进一步研究空气质量与骑行出行的关系。见

下图 4-2，2017 年与 2018 年反应规律几乎完全一致，骑行出行量与 AQI 呈现负相关，空气质量

越好，骑行出行量越大。一年之内，冬季 AQI 较夏季高，骑行量较夏季少，随着空气质量变差，

AQI 指数值将增加，骑行数量将会急剧减少。同样在春季，伴随扬沙等天气出现，AQI 指数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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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样会导致骑行量的减少，例如 2017 年 5 月 4 日前后，出现明显的流量下降。 

两年数据比较，2018 年空气优良天数较多，重度污染与严重污染天数少，这与 2018 年骑

行人数减少矛盾，证明骑行量的减少并非空气质量主要因素。总结前面数据分析结果，进一步

证实了骑行出行量与温度正相关，与空气质量负相关。 

4.3 人的构成及交通事件 

4.3.1 公交政策调整 

北方中小城市为改善环境质量，政府出台一系列公交优惠政策，缓解环境污染，例如沧州

市，数年来 11 月 15 日至次年 3 月 15 日，实行市区公交免费政策。在前文也提到中小城市骑行

出行与公交存在较强竞争关系，本节将量化分析公交政策对骑行量的影响。沧州市解放西路北

侧非机动车道为例，对比研究政策实施前后半个月内的日均骑行量变化，选取免费、收取取凉

费、恢复票价三类典型事件分析，研究证明两元钱的公交费用影响了超过 1/10 的骑行者的出行，

一元的公交票价在酷热的夏季，大部分人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仍有一部分低收入群体在公交

涨价后会选择骑行，如表 4-1 所示。 

表 6 沧州市公交政策与骑行量变化关系 

 

4.3.2 限制机动车出行政策 

小汽车的碳排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球交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占总排量的 20%左右，

全国各城市相继开始实行私家车尾号限行政策，一方面大力发展公共自行车与公共交通，另一

方面鼓励步行、骑行等零排放绿色出行交通方式。政策出台后，骑行出行的数量变化目前属于

未知数，中小城市沧州市是全国污染严重、限号政策实行较早的城市。通过选取近三年来限制

单双号事件，通过对比限行日前后五天工作日骑行变化，量化研究限行政策是否能够引导部分

私家车出行方式转为骑行出行。 

2017 年 12 月 1 日与 2018 年 1 月 6 日前后，沧州市空气质量多次预警，沧州市开始限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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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单双号出行，限行后非机动车出行量五天内未增反降；2018 年 12 月 12 日又一次实行私家

车单双号限行，部分私家车出行开始转向骑行出行，五天内有三天骑行流量值增加近 1000 辆；

2019 年单双号限行，沧州市再次实行单双号限行政策，经过查询历史记录，此次限行政策是随

机抽取中温度最高的一次，最高温度将近 15℃，单双号限行政策实施后五天内日均增加骑行量

超过 2500 辆/天，私家车出行转换为骑行者人数最多。 

限行政策是容易实施的低成本、易操作政策，在单双号限行后，部分居民实现了私家车到

自行车交通方式的转换，但抽取其他两次数据并未实现向骑行的转换，说明限行政策与其他政

策配合作用实施才能实现私家车向其他交通转变。 

 
图 10 温度及交通政策与出行规律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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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出行规律与方式截然不同，步行与自行车有着及其适宜的发展条件，市

民出行具有短距离、时耗集中、目的明确的出行特点，慢行交通必然是解决中小城市交通难题

最优解，中小城市应充分利用出行优势率先完成从城市空间向人本空间转化。本研究从慢行市

域空间、城市网络空间、慢行断面空间三个层面，主要以沧州市为例总结中小城市慢行空间特

点作为慢行交通保障策略的依据。下一步建议首先尽快出台区别于大城市的中小城市出行政策

和建议，完善慢行出行准则，强化慢行路权，保护慢行活动，推进一批关乎民生的中小城市重

点工程。其次中小城市慢行出行数据现阶段仍未知，建议多形式的获取慢行数据，完善中小城

市慢行出行质量评估，弥补数据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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