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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核心区交通品质提升规划设计研究
1
 

——以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为例 

 

 

曾滢 

 

 

【摘要】城市核心区交通品质提升是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后面临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

发展背景的变化和空间资源的限制对交通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提出了双重挑战。通过对比分析了存量发展

与增量发展阶段城市核心区发展要求的差异，以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为例，剖析了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核心

区面临的五个交通困境，进而从对外交通、内部交通和慢行交通三个方面提出适应存量发展阶段和高质量

发展要求的交通品质提升策略，并结合实际案例探讨了城市核心区交通品质提升规划设计的技术要点。 

【关键词】城市核心区；交通品质提升；存量发展；城市更新；精细化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最主要的两个特点分别是城镇

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城镇建设规模的快速扩大。1983-2017 年的 35 年间，全国城镇人口增加

了 2.65 倍，从 2.23 亿增长到 8.13 亿，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增加了近 37 个百分点，

从 21.62%提升到 58.52%（见图 1）；与此同时，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加了 5.89 倍，从 8156

平方公里扩大到 56225 平方公里，年均增幅达 5.88%（见图 2）。从图 1 和图 2 的统计数据

和近年来的发展政策来看，中国城市正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增量发展阶段向以质量提升为主

的存量发展阶段转变。 

 
1 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广州市人性化、品质化的城市设计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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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全国人口及城镇人口比例统计图（1983-2017 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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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及增长趋势统计图（1983-2017 年）[1] 

根据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城镇化率达到 75%后城镇化速度才会放缓，不难预见

中国从目前到未来一段时期仍将保持较高的城镇化速率；另一方面，建成区面积的增速则将

进一步趋缓，城市存量用地的改造将成为城市建设的新增长点，例如北京提出 2030 年将城

乡建设用地规模减至 2760 平方公里左右[2]，广州提出到 2035 年改造存量用地 300 平方公里

左右[3]。以上发展态势意味着未来中国人口将进一步向城镇地区集聚，而随着城镇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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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高，城市环境和交通系统也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如不对既有城区进行更新改造，将带来

严重后果。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全国城市掀起了一股旧城更新和城市品质提升的热

潮，而城市核心区交通品质提升则是其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城市核心区是代表城市形

象、承载重要城市功能的地区，也是公共活动最活跃、人流集聚程度最高，交通拥堵、交通

污染等“城市病”最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城市核心区是城市品质提升需求最为强烈的区

域，而交通品质通常是品质提升的焦点。2017 年广州开展的珠江新城（天河中央商务区核

心区）“20 大痛点”市民投票结果显示[4]，珠江新城出行高峰期道路拥堵位列榜首，而前

10 大“痛点”中，与交通相关的占据了 6 席。 

进入存量发展阶段，提升建成区品质将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任务，由于发展背

景的变化和空间资源的限制，如何应对存量发展背景下的交通问题，有效提升交通品质，对

交通规划设计理念和方法提出了双重挑战。现有研究对建成区交通治理问题开展了有益的探

索，从战略方向上提出加强公交优先发展[5]，从治理框架上提出“四个方面”协同治理[6]，

而在交通品质提升规划设计方面则主要聚焦于城市街道[7]、老旧街区[8]或是旅游小镇[9]，对

城市核心区涉及较少。与一般地区相比，城市核心区交通需求更多元，交通资源更紧缺，交

通问题更复杂，交通矛盾更尖锐，交通影响更深远，改造难度和实施敏感性也更突出，其交

通品质提升规划设计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2 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核心区交通困境剖析 

2.1 城市核心区发展要求的变化 

在城市规模快速扩张的增量发展阶段，城市核心区往往以新建或扩建为主，如上海的浦

东新区、广州的珠江新城、天津的滨海新区等等，都是在传统旧城中心以外的非城镇用地基

础上进行开发建设。这一阶段的核心区规划与建设面临的约束条件和实施障碍都相对较小，

从全国范围来看，普遍呈现高速建设扩张的特点。虽然这些新建的核心区中有许多迅速地成

为新的城市中心，但由于其“速成”的属性，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城市品质，无论在设施

建设，还是公共服务，或是城市风貌方面，都有着相当的缺憾。 

与增量发展阶段相比，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核心区的发展要求有着显著的不同。通过六个

方面的对比（见表 1）不难发现，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核心区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弥补城市的

“历史问题”，无论是对传统老城核心区的更新改造，还是对新城核心区的完善升级，其主

题都绕不开品质提升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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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增量发展与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核心区发展要求对比 

对比项目 增量发展阶段 存量发展阶段 

发展方向 重视建设速度和规模扩张 重视建设质量和品质提升 

城市功能 通常有清晰的功能分区 片区功能趋于综合 

设施建设 重视工程建设 重视空间营造 

公共服务 重视基本保障，服务较单一 重视个性需求，服务更多元 

资源分配 较粗放，系统性不足 精细化，注重系统性 

城市风貌 “千城一面”，与自然山水缺乏协调 注重城市与自然和谐，塑造城市特色 

2.2 城市核心区面临的交通困境及实质 

2.2.1 道路越来越堵，但设施供给受限 

城市核心区通常也是城市交通产生和吸引的核心节点，随着其发展能级的提升，交通吸

引力也不断增强，道路交通的供需矛盾也就越来越突出。然而，建设成熟的核心区往往留给

道路交通设施扩建的空间极其有限。位于天河 CBD 核心区的珠江新城片区，全天出行需求

总量高达 165 万人次，其中小汽车达 35 万辆[10]，高峰时段周边主要道路多数处于超饱和状

态。这一困境不仅仅是简单的交通供不应求，其实质在于交通出行结构与设施能力不匹配，

在交通出行结构没有实质改变的情况下，仅通过有限的设施建设很难达到缓解拥堵的效果。 

2.2.2 站点覆盖率高，但公交服务低效 

由于交通需求密集，城市核心区的公共交通往往最为发达，公交设施密度和站点覆盖率

普遍较高。然而，高密度公交设施通常与公交服务水平不成正比，乘客在城市核心区体验到

的常常是速度慢、换乘不便、可靠性差的公交服务。这一困境实质上源于交通资源分配与公

交优先理念的不匹配，如图 3 和图 4 所示，虽然有公交站点覆盖，但由于公交线路配置不足，

花城广场南区周边形成公交服务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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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珠江新城公交站 300m 覆盖范围示意图  图 4 珠江新城公交线路可达性分析图 

2.2.3 路网基本建成，但交通可达性差 

从道路建设情况和路网密度指标来看，城市核心区通常较一般的城区要高，但交通可达

性却往往不如预期，突出表现在干路网发达，但断头路多、次支路网支离破碎，导致交通微

循环无法实现，慢行路径难以成网。这一困境的实质在于道路建设管理与交通功能组织的不

匹配，在道路建设上重干路轻支路，或为了提升局部区域环境对支路和街巷进行封闭管理。 

2.2.4 设施配置齐全，但空间体验不佳 

城市核心区道路设施配置相对齐全，从局部来看，人行道、自行车道、交通标志、过街

设施、无障碍等设施通常是城市道路的标配，但从整条道路或片区来看，这些设施往往难以

形成便于使用、对人友好的活动空间或出行环境。这一困境折射出局部设施建设和整体使用

需求的不匹配，如图 5 所示，天河 CBD 自行车道未能形成连续的行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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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隧道口的自行车道断点    （b）机动车道间的自行车道断点 

图 5 天河 CBD 的自行车设施断点 

2.2.5 地面停车占道，但地下车场空闲 

随着机动车拥有水平的提高，城市核心区的停车问题对城市空间环境造成的影响已不亚

于交通拥堵。一方面，停车违法长时间占用人行道、车行道的情况几乎成为常态；另一方面，

附近的地下停车场却同时有大量车位闲置。这一困境实质上源于停车管理政策与停车需求的

不匹配，停车管理政策的精细化程度有待提高，否则难以有效管理多样化的停车需求。 

3 城市核心区交通品质提升思路与策略 

3.1 总体思路 

要有效化解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核心区面临的困境，首先应坚持以人为核心的绿色可持续

发展理念，从造成交通困境的源头出发，充分研究当地实际情况，设定适宜绿色发展的交通

品质提升目标，从对外交通、内部交通和慢行交通三个方面入手，实施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进而提升五个方面的匹配性，即：交通结构与设施能力的匹配性、交通资源分配与公交优先

理念的匹配性、道路建设管理与交通功能组织的匹配性、局部设施建设和整体使用需求的匹

配性、停车管理政策与停车需求的匹配性。 

3.2 交通品质提升策略 

3.2.1 对外交通提升策略 

城市核心区作为城市公共活动的中心，对外开放度最高，除服务本地居民外，还兼有服

务城市其他片区办公、办事人员，甚至其他城市游客、商务人员的功能。因此，对外交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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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应重在建立该片区与机场、火车站等周边重要对外交通枢纽和与其他城市中心的快速联

系，同时加强内外交通系统的衔接，特别是提升轨道、巴士等公共交通时效性与舒适性，以

提高中长距离通勤交通的公交分担比率，优化交通出行结构。 

3.2.2 内部交通提升策略 

为了实现功能的集聚，城市核心区的土地开发强度和建筑密度通常高于普通地区，虽然

道路密度、交通用地的占比也更高，总体来看交通空间仍是稀缺资源。因此，内部交通的提

升重点在于完善交通网络特别是支路网络，优化交通中微观组织，改善交通秩序，提升交通

运行效率，实现区域内部交通资源的充分和均衡利用。 

3.2.3 慢行交通提升策略 

在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核心区的功能趋于混合，其作为生活社区组团的属性逐渐受到关

注，人居环境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城市竞争力，也是地区持续保持活力的必要条件。城市交通

系统中，慢行交通是城市人居环境最直接的体验者，对交通环境的变化也最为敏感，提升慢

行交通品质应紧紧围绕出行体验，从行人或骑车人的角度出发，打通慢行路径、改善慢行空

间、完善慢行设施。 

4 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交通品质提升规划设计实践 

4.1 天河中央商务区概况 

天河中央商务区（天河 CBD），是中国三大国家级中央商务区之一，是华南地区最大的

CBD，2016 年地区生产总值达 2700 亿元，居全国第一位。现已构建起以现代商贸业、金融

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为主导的高端产业格局，成为集特色商业街区、商贸功能区、中央商务

区于一体的高端综合功能区，是南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最高、综合配套设施最全、集聚辐射

力最强、国际影响力最大的世界级平台。天河中央商务区包括天河北、珠江新城、广州国际

金融城三大板块，总占地面积 20 平方公里，其中天河北、珠江新城为建设基本成熟地区，

广州国际金融城为在旧村、旧厂基础上新规划的城市核心功能区，目前正处于建设阶段。 

4.2 主要问题 

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天河中央商务区现已成为广州新的城市中心和全国最具活力的

CBD 之一，已建成涵盖地铁、APM 线、BRT、常规公交、水上巴士在内的多模式公共交通

体系和完善的城市干路网络，广州乘客流量位居前两位的体育西路和珠江新城地铁站均位于

此。然而，与纽约、东京、伦敦等城市的世界级 CBD 相比，在公交发展、停车管理、慢行

系统和交通组织方面仍有较明显的差距。以进出中央商务区的公交分担比率为例，天河 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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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 60%，与世界级 CBD 仍有较大差距（图 6）。 

80%
87% 85%

72%

60%

0%

20%

40%

60%

80%

100%

纽约曼哈顿 东京新宿 法国拉德芳斯 伦敦金融城 广州天河CBD
 

图 6 进出中央商务区公交分担比例对比图 

通过上位规划分析、现状问题调研、20 大“痛点”网络投票以及交通出行问卷调查等

多个渠道，指认出天河 CBD 最为突出的 17 个交通问题，涵盖了对外交通、内部交通和慢行

交通三类（见图 7）。交通出行环境调查显示，市民对自行车骑行环境的满意度最低（见图 8）。

可以发现，2.2 节所述五个方面的交通困境在天河 CBD 地区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现状问题㇐
图㇐表

20大“痛
点”投票

交通出行
问卷调查

上位规划
研判

慢行交通
（8个）

内部交通
（6个）

对外交通
（3个）

问题来源 主要问题指认 问题归类

违章停车影响交通秩序，侵占慢行空间

珠江东西路公交覆盖率低

高峰时段交通拥堵

慢行标识系统不完善、信息不清晰

慢行立体衔接不畅

步行网络不连续，存在多处步行断点

过街横道缺失，行人过街不便

东向和南向对外通道不足

对外转换节点交通组织不畅，效率不高

人行横道安全性低，通行能力不足

封闭的小区道路影响交通微循环

自行车网络连续差，存在多处断点

缺少整合的多运具换乘系统

交叉口尺度大，秩序混乱，人车冲突严重

花城广场周边自行车道缺失，东西无联通

花城广场地下停车场容易迷路

共享单车随意停放严重，侵占步行空间

交通出行总量庞
大，但道路设施供
给受限

道路交通组织不
佳、衔接与换乘不
便

慢行交通设施及出
行环境体验差

成因分析 提升方向

改善公交和慢行出
行环境，优化交通
方式结构，减少小
汽车交通出行

道路网络与停车设
施适度供给

实施综合交通治理

与地下空间相结合
的轨道站点换乘枢
纽

 

图 7 天河 CBD 现状问题分析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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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

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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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83.16%

占77.63%

占78.45%

珠江新城步行环境评价得分

珠江新城骑行环境评价得分

珠江新城车行环境评价得分  

图 8 天河 CBD 交通环境满意度调查分析图 

4.3 提升方案 

4.3.1 提升目标 

根据广州建设国际一流 CBD 的总体要求和“绽放岭南生命力的 CBD”的整体提升目

标，结合全面的现状分析，提出天河中央商务区交通品质提升的近远期目标。其中，近期目

标为优化交通方式结构，进一步提升公交与慢行出行比例，实现内外衔接效率、全域交通可

达性、慢行交通环境的三重提升；远期目标为重构道路空间资源，全面实现公交与慢行优先。 

4.3.2 措施与方案 

针对现有问题，近期围绕提升对外交通出行效率、改善内部交通出行环境、提升慢行交

通出行体验等三个方面，提出 16 项交通品质提升措施（见图 9）和改善方案；远期则从优

化道路断面资源、完善公交专用道网络、强化慢行独立路权三个方面提出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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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慢行交
通出行体验

改善内部交
通出行环境

提升对外交
通出行效率

完善步行网络，新增步行道

完善过街设施，增设自动扶梯

提升指引的系统性，补充缺失的指引信息

完善自行车停放设施，规范停车秩序

规范标志牌设置，实施多杆（牌）整合

新增自行车道，实现主要道路全覆盖

建设花城广场自行车休闲环道

贯通花城广场地下空间，整合轨道站

提升与门户枢纽的公交衔接

提升花城广场公交线路覆盖率

打通断头路，完善交通微循环

优化交通组织，减少绕行

完善节点交通渠化，改善交通秩序

引入智能化交通管理，提高交通效率

增加对外联系通道，实现外部分流

优化重要对外节点，实现内部治乱

近
期
提
升
策
略

 

图 9 天河 CBD 近期交通品质提升策略 

4.4 技术要点小结 

城市核心区交通品质提升作为一项存量发展阶段面向已建成地区的更新改造工作，与传

统的以规模扩张为导向的片区型交通规划设计工作有着显著的区别。它较少对地区交通骨架

和主要交通设施的布局进行根本性改变，更多关注对现有交通系统“短板”的识别、弥补和

功能升级；较少通过大拆大建对现有设施进行“手术式”全面改造，更多采用“针灸式”的

小更新和微改造。 

具体而言，城市核心区交通品质提升规划设计主要有以下技术要点： 

全面的交通特性分析：充分利用现场调研、问卷调查、交通模型和多源大数据分析等，

全面了解品质提升前的交通特性，明晰基底条件； 

精准识别问题：运用细致的分析手法，开展系统性的研究，精准识别现有问题的症结，

找到“短板”； 

精细化的规划设计方案：针对具体问题，不贪大、不求全，从小处着手，开展精细化

的规划设计，确保方案可行且有效； 

基于体验的实施评估：从交通参与者的角度理解和分析交通品质，围绕用户体验开展

实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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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技术要点，花城广场地下停车场的交通组织优化方案是个典型的案例。最后的

提升方案非常简单，仅仅调换了位于中央的 P8 停车场北、南、东三侧路段的交通组织流向，

由现状的逆时针改为顺时针（图 10），就可在维护其他停车场可达性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减

少进出 P8 停车场车辆 40%以上的绕行距离（图 11）。然而，为找到这一复杂的地下停车库

交通组织的问题所在，需要对整个停车场开展全面细致的调查和分析，并从用户体验的角度

对方案实施效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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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花城广场地下停车场交通组织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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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花城广场地下停车场交通组织优化前后停车场可达性对比 

5 结语 

结合广州天河中央商务区的规划设计实践，探讨了城市核心区交通品质提升问题，基于

存量发展阶段城市核心区所面临的交通困境，提出了交通品质提升思路与策略，并总结了规

划设计技术要点，可供其他城市参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中国城市存量发展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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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日益凸显，虽然不同城市将会面临不同的具体问题，但只要牢牢把握存量发展阶段这个大

背景，识别困境背后的本质问题，围绕交通参与者的体验品质，坚持精细化的工作方法，就

能在“从有到优”的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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