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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４　基于交通安宁化理念的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停车规划研究 舒诗楠　阮金梅　彭　敏　罗丽华

１２１５　中小城市停车系统规划实践与思考

　———以海安市为例 李志鹏　何　鹏　刘瑞远

１２２５　面向城市治理的停车共享政策机制探索 张翼军　李炳林　宋洪桥

１２３４　保定市主城区停车问题综合改善对策研究 邸　晶　苏永帅　赵玉川

１２５０　居住区共享泊位的预约分配及定价机制研究 张　勤

１２６１　基于共享理念的街区制停车配建探索 许　丽

１２６７　上海公共停车收费政策发展回顾与思考 黄　臻　施文俊

１２７６　济南中心城区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空间分布研究 成佳霖

０８　交　通　枢　纽

１２８４　２０３５新时期下的城市铁路枢纽系统构建的思考

　———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 张　鸿　朱方正　赵康平

１２９２　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深圳港与湾区港口的协同发展研究 张道玉　聂丹伟　黄启翔

１３０２　深圳机场客源腹地发展特征及拓展对策研究 欧阳新加　何少辰　孙盼峰

１３１１　都市圈背景下组团城市综合型枢纽发展策略

　———以佛山市高明高铁站为例 廖建奇　王琢玉　李健民

１３２２　区域协同背景下组合港发展模式研究及对深圳港口的启示 钟　靖　周　军　邓　琪

１３２９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更新改造策略研究

　———以潍坊火车站为例 桑　珩　张晓明　魏增超

１３３９　新时代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方向研究 卞芸芸　张润朋

１３４９　高铁枢纽客流特征与城市交通衔接性分析 郑姝婕　程剑珂　张锦阳　陈学武

１３６３　站城一体理念下的铁路枢纽地区交通问题与改善研究

　———以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为例 杨　柳　余启航　张凤阳　汪　斌　肖　飞

１３７６　苏州火车站枢纽综合交通方案研究 徐　?　王宇俊

１３８２　关于广州铁路客运枢纽布局规划的探讨 徐士伟　房庆恒　叶树峰

１３８８　城市边缘高铁枢纽道路交通支撑系统规划研究

　———以天津南站专用通道为例 袁　扬　韩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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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４　武汉天河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规划研究与探索 朱芳芳　李海军　何　寰　李　琼

１４０３　基于模糊评价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选址方法 周　顺　车　旭　刘静妍

１４１１　中小型高铁站点地区用地和产业规划研究 邵益晓　徐正全　叶道均　王宇俊

１４１９　基于网络分析的铁路枢纽客流预测模型构建 闫蔚东　何小洲　刘　鹏　刘超平

１４３０　北京西站交通接驳体系优化研究 郭可佳

１４３８　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共性问题剖析与基本治理思路 林　旭　白同舟　刘雪杰　李　先

１４４４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升级改造研究

　———以广州东站为例 苏业辉　余　梁　谢志明

０９　交通治理与管控

１４５４　城市交通组织概念、方法及实践应用 毛志坚

１４６７　中小规模城市城区综合交通治理路径探索

　———以山东省平度市为例 张晓明　桑　珩

１４７６　城市群背景下的中小城市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设施优化研究

　———以天津市武清区城际站为例 张红健　唐立波　李　科

１４８４　老城区步行街设置的交通组织研究

　———以青岛市中山路和太平路为例 刘淑永　秦　莉　高洪振

１４９５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在交通组织中的应用 郭　涛

１４９９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三方博弈分析 李　平

１５０８　城市道路交叉口困境区驾驶选择行为研究 张晨骁

１５１６　烟台市老城区交通微循环改善策略研究 张克新　孙岩松　孙丽莉　周业利

１５２７　基于道路里程分配的拥挤收费 全　威　孙　超

１５３５　基于城市干路的长沙市禁左交通组织研究 伍　艺　刘　超

１５４５　城市医院交通问题分析及改善对策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 王召强　杨建中　王继波

１５５４　山地城市热点区域实时交通管控方法 张礼宁　刘　晨　蔡晓禹

１５６１　大连市ＨＯＶ车道政策实施现状效果研究 孙淑亭

１５６９　过江通道收费交通需求调控政策评估

　———以南京市为例 余水仙　彭　佳　杨　涛

１５８０　信号交叉口借道左转交通治理措施研究 宋　康　魏鸿坤　林云青　吴超华

１５８７　深圳市光明区城中村交通治理规划思考 王　依

１５９６　深圳市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创新与实践 吴欣悦　李伴儒　张青山　邱柏枨

１６０５　基于对应分析的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风险分析 龙　漫　李方卫　张素禄　吴昌伟

１６１３　基于交通影响评估的轨道施工期交通疏解对策

　———以昆明市为例 杨　洁　苏镜荣

１６２４　智慧赋能的港城交通综合治理体系研究与探索 徐　丹　林钰龙　谢武晓　孙　超

１６３２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升级转型时期交通改善研究

　———以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为例 李　华　缪江华　杨锐烁

１６４０　上海交通“小改小革”策略研究

　———以虹口区为例 顾　煜　刘　梅　许俊康　朱　浩

１６４８　基于市民感知的拥堵调查和精准治理初探 陈俊彦　李　薇

１６５７　基于城市双修和品质提升背景下的交通修补

　———以抚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李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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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７０　大数据视角下的交通治理与管控研究 艾冠韬　宋　程　陈嘉超　李彩霞

１６７６　产业转型背景下的经开区交通提升策略研究

　———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毕晓萤　陈　玮　马鑫俊

１６８３　低公交客流专用进口道精细化设计研究 周玉田　朱加喜　刘先峰

１６９２　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研究 刘　坤　周玉田　尹海军

１０　交通分析与信息应用

１７０２　重庆山地组团城市出行分布演变规律研究 吴祥国　高志刚　张建嵩　于海勇

１７１４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不同发展阶段交通特征研究 张朝峰　游　历

１７２２　阶层分化下的交通需求差异化研究 郭轶博　孔令斌

１７２７　内地与香港跨界客流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肖　胜

１７３４　上海虹桥国际商务区核心区客流特征分析研究 龙　力　顾　煜　朱　洪

１７４６　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需求预测 李兴东　侯　佳

１７５６　不利天气下基于ＶＩＳＳＩＭ仿真的交通诱导与交通控制研究 潘　杰　南斯睿

１７６２　基于百度指数的城市群网络联系特征研究 刘丙乾　李　星

１７７２　基于ＬＢＳ数据的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特征

　———以长株潭为例 刘　令

１７８０　面向精细化交通规划的交通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 邓　进

１７９１　深圳市居民职住通勤的空间分布特征 江裕林　刘　倩

１８００　网络分析技术在交通影响评价环节中的应用

　———以温州市滨江商务中心单元为例 钱任飞　卢应东

１８０７　农博会展业态交通特征分析与交通预测方法的改进探讨 靳来勇

１８１９　基于重力模型的城市道路可达性分析 刘青云

１８２４　基于行为实验—仿真实验的路径多阶段动态决策研究 余　豪　陈　坚

１８３７　基于ＲＦＩＤ数据的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研究 吕　亮　徐建川　蔡晓禹

１８４６　面向实时调控的山地城市干线子区划分方法研究 谭景元　马　力　蔡晓禹

１８５４　车牌识别数据在城市综合交通调查中的应用探索与实践 王兴飞

１８６３　时空轨迹数据下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方法 刘福平　张贻生　曾云祥

１８７６　基于用户模型的人群出行特征分析 易法彬　纪铮翔　胥　晴

１８８３　手机信令数据与传统居民出行调查的对比及扩样方法研究

　———以深圳为例 郭　莉　周　军　梁宇豪

１８９１　职住平衡率与通勤出行的关联性实证研究 张　科　马小毅　罗友斌　李彩霞

１９０２　基于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摩托车需求估算 彭亚成　佘文晟　林　龙

１９１０　基于卡口数据的机动车出行分析及应用研究 郑淑鉴

１９１７　基于多源数据的交通承载力计算 彭亚成　郑淑鉴　胡少鹏　徐容容

１９２５　城市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方法研究 吴振宇

１９３８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深莞惠都市圈跨城通勤特征探究 谢　琛　杨　良　李　岩

１９４９　基于卡口数据的快速系统交通运行状态分析 尹安藤　张　灵　王叶勤　宁伯瑾

１９５８　基于张量分解的交通流数据补全方法研究 李?康

１９６６　基于交通大数据多元长效特性的循证决策方法 王卓群

１９７８　基于交通运行特征的东莞近期交通发展思考 成见开

１９８６　基于梯度下降的重型货车实时交通流监测方法研究 王　磊　朱　洪　刘登国

１９９５　电动化背景下出租车定价与数量的研究和探讨 李柏城　宋　朝　罗　钦

０１



书书书

２００４　重大事件下关键路段风险评估指标与方法 李　岩　陈　君　刘守阳

２０１９　基于轨迹数据的负二项交通冲突预测模型研究 蒋　威

２０３１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广州市普通住宅出行率研究 胡志赛　周清雅　张晓明

２０４０　ＭａａＳ实施路径和深圳应用实践 严　治　黎旭成

２０４８　智能交通主动管理与服务系统（ＡＴＭａａＳ）框架体系 杨晓光　郝正博　杨　正　王佳谈　王一?

１１　防疫与韧性交通

２０５８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期城市对外交通政策研究

　———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全国７８个城市交通政策经验借鉴 胡汪洋　姜　策　韩胜风

２０６７　疫情后期武汉市城市建设发展的规划思考 刘　凯

２０７１　疫情前后深圳轨道客流变化及相关因素分析 杨心怡　郭　莉

２０７９　疫情下的地铁客流特征分析及管控

　———以深圳地铁为例 罗　炯　黄靖翔　周溶伟　龙俊仁

２０９１　后疫情时代超大城市外地车使用特征及调控政策研究 郑　健　江　捷　吴晓飞　王卓群　张程瀚

２１０４　后疫情时代深圳市对外物流发展思考与建议 周略略　安　健　朱启政　何少辰

２１１３　疫情期间首都交通运行特征及启示建议 李春艳　郭继孚　孔　昊　刘常平　梁晓红　赵浙汐

２１１８　基于拥堵大数据的后疫情时代深圳限行政策分析 段　帅

２１２７　新冠疫情对上海市春运客流的影响分析及启示 江文平

２１３５　后疫情时代城市应急物流设施体系完善的思考 刘　琦

２１４１　定制公交在厦门市的发展及在疫情中作用的思考

陈保斌　胡晓丹　王秀明　柯博欣　刘诗棠　黄国苏

２１４８　新冠疫情前后南京共享单车服务变化分析 华明壮　陈学武　郑姝婕

２１５６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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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定制客运线路存活率分析及发展策略研究

吴娇蓉　刘安娜

!"#$

定制客运对于城市、现实生活、交通保障的适应性变通，为公交吸引力、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

解决途径。本文聚焦于向所有市民开放、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预约、面向通勤服务的定制客运线路，按照服务场所特征细

分为枢纽线、商务／科技园区线和工业／物流园区线。本文重点分析三类线路的线路长度、发车班次、票价、行程时间、

平均站间距、存活率和盈亏情况差异，得出枢纽线的存活率最高，达到６６％，存活线路盈利可能性较高；商务／科技园

区线路仅在早晚开设班次，车辆利用率低，总体上有亏损风险，只有当满载率接近７０％时，可盈亏持平；工业／物流园

区线路的存活率最低，存活线路也出现了亏损。在宏观政策鼓励下，结合满载率、乘客吸引办法、盈亏持平等角度，针

对三类定制客运线路分别给出了可持续发展策略，以期为定制客运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

定制客运；通勤；存活率；运营特征；发展策略

０ 引言

小汽车出行相对其他交通模式具有无法比拟的私密性、灵活性和舒适性，使居民越来越依赖私家车

通勤；而常规公交由于在高峰时段的拥挤和准时性差，缺乏竞争力，客流一直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在

人口密度低的区域，公共交通覆盖范围小、换乘不便使得很多通勤者不愿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在市民

出行需求多元化和现状公交服务模式单一化的突出矛盾下，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许多国内

城市开通的定制客运服务，因其直达、快捷、舒适、经济等特点，吸引了较多自驾车通勤者，有效缓解

了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目前国内对定制客运或定制公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线路规划及运营特征等方面［１～３］，但是，

针对定制客运线路分类及不同类型线路的运营特征的比较和分析较少，特别是向所有市民开放、可以通

过网络平台预约、面向通勤服务的定制客运线路在近几年中开通、调整、关闭随机性较高，存在线路寿

命短，近半数线路乘客吸引率不高、盈亏难以持平等。针对这些问题没有进行充分研究，造成分类定制

客运线路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和运营模式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使得定制客运的发展存在一些误区和盲目

性，定制客运的成长依然前途未卜。本文结合交通运输部相关指导意见，对定制客运线路进行分类，以

面向通勤服务的定制客运线路为主要对象，并按照场所特征将其细分为三类，分析三类线路运营特征和

线路发展特点；结合分类定制客运线路存活率，讨论各类线路可持续发展前景；结合面型通勤的定制客

运行业发展思考，对存活率低的定制客运线路；结合满载率、乘客吸引办法、盈亏难以持平等方面提出

相应的解决思路和发展策略。

１ 定制客运概念及国内发展模式

１１ 定制客运概念

２０１６年，交通运输部印发了 《关于深化改革加快推进道路客运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充

分发挥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作用，鼓励开展灵活、快速、小批量的道路客运定制服务，该文件首次提

出了 “道路客运定制服务”的概念。定制客运是道路客运升级的主要抓手，之后北京、江苏、浙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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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云南、甘肃等３０余个省份制定实施了鼓励道路客运定制服务规范发展的相关政策文件，并开展了

道路客运定制服务。２０１８年上海市交通委印发 《关于做好本市道路旅客运输定制客运 （市内）备案的

通知》、２０２０年３月四川省新修订的 《四川省道路旅客运输管理办法》均指出：定制客运是依托互联网

技术，通过网站、手机ＡＰＰ、微信等在线服务方式，将道路旅客运输行业中具备有一定资质的企业、

车辆、驾驶员等信息进行整合，为乘客提供个性化、集约化出行要求的定制客运服务。

此外，国内部分城市提出了定制公交概念，如２０１４年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快公共交通发展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的意见》提出：优化地面公交线网设计，明确公交快线、市区普

线、微循环线、市郊连接线、郊区线、定制公交线等６大类地面公交线路的功能定位，制订分类服务规

范。福州市 《关于加快福州市公交行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在常规公交网络的基础上，开通小区公

交、学生爱心公交、定制公交、特约公交、商务巴士、旅游线路等特色公交服务。定制公交是通过集合

个体出行需求，为出行起讫点、出行时间、服务水平需求相似的人群提供量身定制的公共交通服务方

式［４］。国外多采用需求响应式公共运输服务概念，即以乘客为导向的弹性运输服务，其车辆以中小型为

主，不受固定路线、固定班次的限制，提供符合个性化的路线与时刻规划［５］。这类公共运输服务自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逐渐形成，主要提供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早晚高峰的通勤服务以及偏

远地区的运输服务。而目前国内主要的定制客运线路以定点、定线、定时形式居多。乘客使用定制客运

的流程提交出行需求后，获得推荐的线路，用户即可直接提前预定一人一座的票，提前５分钟到达上车

点并出示电子车票上车；如果没有合适的线路，用户的需求被存储在平台的需求申请数据库中。当满足

一定潜在用户数量后，运营方会发布新线路，并通知相关用户进行预定。

１２ 交通运输部对开展定制客运服务的规范要求

第一，在运力选择上，可使用７座及以上运营客车，７座车的使用可以方便提供 “门到门”出行服

务，同时在行驶速度、凌晨２时至５时通行限制上都有一些放开。

第二，在从事定制客运主体上，提供道路客运预约定制服务的客运企业应当具备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资格，客运驾驶员应当取得相应从业资格。

第三，在运输组织方式上，道路客运企业在确保运输安全的前提下，可自主确定道路客运班线途径

站点，报原许可部门备案，并提前向社会公布，方便乘客上下车。

第四，在互联网服务方式上，以旅客便捷出行为导向，全面推进 “互联网 ＋ 道路客运”服务，同

时要求互联网平台运营商不得组织非营运车辆和未取得相应从业资格的驾驶员从事旅客运输。

第五，在定价上，具备竞争条件的道路客运班线 （农村客运除外），票价由道路客运企业依据运营

成本、与其他运输方式的比价关系、市场供求状况和服务品质等因素依法自主确定。完善旅游客运企业

与旅行社的价格协商制度，遏制道路旅游客运不正当竞争行为。上海市提出按照差异化原则，定制线路

可参照相关旅游包车产品的定价方式，确定基本票价。

１３ 定制客运的两种主导模式

定制客运属于使用者付费服务，具有高排他性和低竞争性两个特征，属于混合型公共服务。其一，

高排他性，即只有付一定票价的乘客才能够乘坐定制客运，体现出经济属性。经济属性意味着可以通过

市场化的方式来生产服务。其二，低竞争性，即只要付费后均可以乘坐定制客运服务，很少存在相互竞

争抢购座位的情况，体现出该类服务的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意味着定制客运服务要体现其社会效益，例

如满足乘客日常通勤需求，降低交通拥堵等。在国内，目前定制客运主要有两种主导模式。

１．３．１ 市场主导模式

定制客运主要由道路客运企业或互联网公司与道路客运企业合作提供服务，采用市场机制定价，通

常自负盈亏，政府不给予补贴，如上海属于这种类型。市场主导模式，运营主体存在亏本风险，存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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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方面的困境，需要各方投入更多精力进行关注。

１．３．２ 政府主导模式

由国有公交公司来规划、运营和管理，明确将定制公交作为公共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北京、杭

州等属于这种类型。政府主导模式更多考虑定制公交服务的社会效益，由地方政府给予公交企业一定补

贴，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国内部分城市，如深圳、大连等，定制客运的以上两种主导模式同时并存。政府在资金、政策、组

织管理、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干预如何维持市场公平性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

２ 定制客运分类线路运营特征

２１ 定制客运线路分类

根据各城市目前主要定制客运服务平台推出的线路，总结定制客运主要线路类型如下：

（１）城际专车：以７座商务车型为主，通过定制客运预约平台，向乘客提供城市之间的专车运输

服务，实现乘客接送 “门到门”，上下车地点、时间灵活。

（２）机场定制专线：专门从事一端在机场的定制客运服务，车型多采用７座及以上车型，根据客

流需求可选择多种车型。通过定制客运预约平台，开展机场定制快车、机场定制包车、机场定制大巴等

服务。

（３）定制通勤／校园巴士：定制车辆以大客车为主，主要从事一端在厂区、园区、商业区的旅客运

输服务，乘客通过定制客运预约平台预约通勤运输服务。定制校园巴士主要从事一端在校园，以学生、

老师为主要对象的运输服务。在一些地区，定制 （通勤、校园）巴士也被称为 “定制公交”。

（４）定制包车：定制包车属于包车客运的衍生服务，以整车定制包租的形式提供预约出行服务，车

型不限，如定制旅游包车等。

（５）定制公务车：以公务出行群体为服务对象，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供定制化公务出行服

务，车型不限。

上述 （２）～（５）为市内定制客运线路，（４）和 （５）面向特定人群，对运营企业而言，基本不存在

运营亏损；（２）和 （３）向所有市民开放，可以通过定制客运服务平台预约，主要面向通勤人群及机场

乘客，这两类线路常存在客流吸引率不高，盈亏不能持平而经常调整和关闭的问题。（２）和 （３）类定

制客运线路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

（２）和 （３）类定制客运线路按照服务场所特征可进一步区分为：①枢纽线，服务居住区与城市对

外综合交通枢纽或轨道２线以上换乘枢纽的线路；②商务区或科技园区线路；③物流／工业园区线路；

④校园巴士。

需要定制客运服务的出行时间和起讫点相对固定的通勤人群，大多数居住在市域边缘区、大型

居住社区、“卧城”，工作地点则集中在老城中心、ＣＢＤ、总部基地等区域，每日需要远距离上班通

勤。收集上海、北京、深圳三大国内城市定制客运线路轨迹，如图１所示，可以发现定制客运线路

使用道路特征体现为：线路多经过城市高速公路、快速路等高等级道路，呈现城市外围向市中心聚

拢趋势。

２２ 面向通勤的分类定制客运线路运营特征

根据定制客运线路首末站周围的场所特征，将面向通勤群体的定制客运线路分为枢纽线、科技／商

务园区线路和工业／物流园区线路三类，校园巴士线路数量较少，本文暂不讨论。三类定制公交线路的

长度、运营时长、运营速度、平均站间距指标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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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国内城市定制客运线路轨迹

表１　三类定制客运线路的特征指标

线路类型 长度 （ｋｍ） 行程时间 （ｍｉｎ） 运营速度 （ｋｍ／ｈ） 平均站间距 （ｋｍ）

枢纽线 ２２～３６（中位数３０．８） 约３０ ３５～５５ ３～１２

商务／科技园区线路 １８～６５（中位数３５．２） ３０～１００（中位数６９） 约４０或约２０ ３～５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 ８～２０（中位数１５） ２７～６０（中位数４０） 约３０ １～３

２．２．１ 枢纽线

枢纽线主要服务于居住区与大型枢纽间的客流。以上海市虹桥枢纽为例，虹桥枢纽汇聚航空、高

铁、长途公路客运、地铁、地面公交等１１种交通方式，日均服务客流逾百万人次。２０１９年虹桥枢纽的

定制客运线路４１条，线路走向如图２所示，定制客运线路在空间上主要分布在地铁空白区域，弥补了

地铁空白区域的中长距离出行服务。线路长度在２２～３６公里内，站间距大，票价为１２～２０元 （约０．５

元／ｋｍ）。定制客运线路长度明显大于上海常规公交线路 （平均长度１５．９ｋｍ）。

图２　上海虹桥枢纽周边定制客运线路空间分布

枢纽线路在高峰时段和平峰时段均有发车班次，运营时间通常从早上６：００至晚上２１：００。虹桥

枢纽前往枢纽方向定制客运在７：００～９：００集中发车，离开枢纽方向定制客运在１７：００～２０：００集中

发车。这两个时段既是虹桥火车站、虹桥机场、长途客运的列车、航班、长途班线到发班次高峰时段，

也是途径枢纽的３条地铁线路客流高峰时段。高峰和平峰时段发车间隔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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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４１条线路高峰和平峰时段发车间隔统计

发车频率 １５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４５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单程班次 无班次

高峰时段线路比例 １１％ ２２％ １５％ — ７％ ４５％ —

平峰时段线路比例 — — １１％ ４％ ２６％ — ５９％

２．２．２ 两类园区线路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和科技／商务园区线路由于园区的城市空间分布、园区周边交通条件有较大差

异，因此两类定制客运线路特征也有明显差异。开往科技／商务园区的线路多为跨行政区的长线，线路

长度大于２０ｋｍ，票价１２～２０元 （０．４～０．５元／ｋｍ），平均站间距３～５ｋｍ，在居民区和公司门口附近

设置上下车站点；也有部分科技／商务园区线路是地铁接驳线路，如上海浦东新区开设的万科翡翠公园

至陆家嘴线路，线路长度小于２０ｋｍ。开往工业／物流园区的线路多为行政区内的短线，线路长度小于

２０ｋｍ，平均站间距较小１～３ｋｍ，在地铁站、汽车客运站和公司门口附近设置上下车点。由于工业园区

定制公交线路有多种开设模式，因此每公里票价费率相差大，最低０．３元／ｋｍ，最高１．８元／ｋｍ，票价

为３～１０元不等。

商务／科技园区如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一般地处市中心或者公共交通发

达的区域，园区周边公共交通配置较好，但是经常出现地铁拥挤、周边道路交通拥堵等情况。而居住区

直达商务／科技园区的定制客运线路提供了舒适和快捷性的出行服务，对通勤者有较大吸引力。

工业／物流园区一般地处城市中心城区边缘或郊区，公共交通相对不发达，距离地铁站较远，开设

以地铁接驳为主的短途定制客运线路，可补充周边区域公共交通不足，吸引通勤人群使用公共交通

出行。

从发车班次来看，基本所有的科技／商务园区线路每天的发车班次早晚高峰各只有一班，主要服务

上下班通勤人群。工业园区线路大多数早晚高峰的发车班次在４次以上，部分工业园区线路除了早晚高

峰开设班次外服务通勤人群以外，在平峰时段也会定时开设班次。

图３　科技／商务园区线路分布情况

　

图４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分布情况

表３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高峰和平峰时段发车频率统计

发车频率 ２０ｍｉｎ ２５ｍｉｎ ３０ｍｉｎ ４５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６０ｍｉｎ 无班次

高峰时段线路比例 ２０％ ２０％ ３０％ ２０％ １０％ — —

平峰时段线路比例 — — — — ３０％ ３０％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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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分类定制客运线路存活情况及满载率分析

３１ 分类定制客运线路存活情况

互联网模式的定制客运经营收益主要包括票款收入和用户增值收益两部分。用户增值收益随用户规

模增长具有乘数效应［７］，本文暂不讨论。票价为市场化定价，如果一条线路无法吸引足够的客流，线路

满载率长时间内无法提高，就会出现运营亏损，线路常常被关闭。以上海定制客运线路为例，为了分析

不同类型线路的关闭和存活情况，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为分析时间，截止至２０１９年１１

月２０日依然运营的定制客运线路称为 “存活线路”。截止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０日已停止运营的定制客运

线路则为 “关闭线路”。

存活率指某一时期内存活的线路占该时期总线路数 （含存活线路、关闭线路）的比例。以上海为

例，表４为虹桥枢纽、嘉定区工业园区、商务／科技园区线路的存活率比较。表４中，枢纽线路存活率

最高为６６％，其次为商务／科技园区线路，存活率３８％，工业／物流园区线路存活率较低，仅为３０％。

表４　三类定制线路存活率对比

线路数 （条） 存活线路数 （条） 存活线路占比

枢纽线 ４１ ２７ ６６％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 ２７ ８ ３０％

商务／科技园区线路 １３７ ５２ ３８％

３．１．１ 虹桥枢纽线路存活率

虹桥枢纽主要有四家平台开展定制客运服务，分别为携程超级班车、驿动汽车、ｅ乘、飞路巴士，

图５是枢纽定制客运线路的存活情况。自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开设了第１条汽车城———虹桥枢纽定制客运线

路，盈利后在２０１７年新开设７条，２０１８年新开３条、关闭２条，２０１９年开通３０条、关闭１２条、调整

２条。因此２０１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新开４１条线路，存活２７条线路，存活率为６６．７％。

图５　虹桥枢纽线存活情况

３．１．２ 科技／商务园区线路存活率

上海嘉定区第一条科技／商务园区线路为汽车城———中山公园线，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开通。２０１８年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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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汽车新开线路大幅度增加至５９条。随着开设的线路增加，关闭线路的数量也随之增多，截止到２０１９

年１１月，关闭了７０条科技／商务园区线路。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到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嘉定区科技／商务园区线

路存活率为３８％。

图６　科技／商务园区线存活情况

３．１．３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存活率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驿动汽车在嘉定工业区开设了第一条工业园区专线，随后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在上海

化工区、嘉定工业区、宝山城市工业区、方泰工业园区、江桥物流园等分别开设线路。但是２０１９年连

续关闭了１４条工业园区线路。从２０１５年１２月到２０１９年１１月，驿动在上海市开设的工业／物流园区线

路存活率为３０％。

图７　工业／物流园区线存活情况

３２ 存活及关闭线路发车班次与满载率对比

对存活线路和关闭线路进行定制客运发车班次和满载率 （上海的定制客运车辆主要为大巴，按照

４５座计）对比分析，不难发现：

（１）各类存活线路发车班次、满载率水平要高于关闭线路，见表５。

枢纽线中，存活线路平均满载率３５％，日均发车班次均４５次。关闭线路的班次满载率低于２５％。

商务／科技园区线路中，存活线路平均满载率５１％，８０％的存活线路满载率高于６０％。关闭线路班

次满载率不超过３５％。

工业／物流园区线中，存活线路的平均满载率１５％左右，日均发车班次均保持在８～１０次。关闭线

路的班次满载率低于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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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存活线路每班次客流平均值对比结果为商务／科技园区线路２３人＞枢纽线１６人＞工业／物流园

区线７人。

表５　三类线路发车情况和平均满载率

线路类型
存活线路 关闭线路

发车班次 （班／日） 平均满载率 发车班次 （班／日） 满载率

枢纽线 ２～６４ ３５％ ８ ＜２５％

科技／商务园区线路 ２～６ ５１％ ８～１０ １０％～３５％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 ８～１０ １５％ ８～１５ ＜１０％

表６　三类线路每班次客流平均值

每班次平均客流 （人次／班次） 存活线路 关闭线路

枢纽线 １６ １０

科技／商务园区线路 ２３ １１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 ７ ２

３３ 存活线路盈亏平衡讨论

根据文献和网上收集资料，以常见的宇通客车进行测算，整理出每类定制客运线路的成本［８］，见表

７。定制客运线路票价费率按照０．５元／ｋｍ计，测算三类存活线路单车日效益盈亏情况，见表８。枢纽

线每班次平均客流２０人，由于每日每车运营班次较多，平均每车按１０班次计，盈亏基本持平或略有盈

利。科技／商务园区线路每班次平均客流２３人，平均每车按２班次计，出现亏损，考虑到其他时段，车

辆基本处于闲置状态，也使得营运风险增大，这恰好解释了该类线路存活率不太高的原因。工业／物流

园区线，每班次平均客流仅为７人，平均每车按２班次计，即使更换为２３座的中小车型，仍然出现

亏损。

表７　各类线路单车单日成本测算表

线路类型 枢纽线 商务／科技园区线 工业／物流园区线

基础资料

车型 宇通１２米 宇通１２米 宇通１２米 宇通７米

购车费用 （元） ６４００００ ６４００００ ６４００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

实际核定载客人数 （人） ４５ ４５ ４５ ２３

每班次运行里程 （ｋｍ） ３５ ３５ １５ １５

日运行班次 （班） １０ ２ ４ ４

日总行程 （ｋｍ） ３５０ ７０ １５０ １５０

测算依据

折旧年限 ８ ８ ８ ８

燃料 （升／百ｋｍ） ２４ ２４ ２４ １６．５

燃料单价 （９２号汽油）（元／升） ６．７２ ６．７２ ６．７２ ６．７２

成本项目

（单日）

人员工资、维修、保险、

折旧等费用 （元）
１０３４ １０３４ １０３４ ８５２

燃料费 （元） ５６４ １１３ ９７ ６７

成本合计 （元） １５９８ １１４７ １１３１ ９１９

　　注：人员工资、维修、保险、折旧等费用按照上海市场上的每日包车费用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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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８各类线路的每日运行班次和班次里程，线路票价费率按照０．５元／ｋｍ计，进一步测算各线

路盈亏平衡下需要达到的满载率，计算结果见表９。对于枢纽线来说，每班次达到２２％的满载率可保证

票款收入和经营成本基本持平；对于商务／科技园区线来说，每班次上座率需要达到７３％，与大连软件

园定制客运线路的预订率达到７０％接近
［９］。而对于工业／物流园区线来说，如果使用４５座大客车，每

班次满载率需要达到８４％，盈亏持平，显然，这是很难达成的目标；如果使用２３座小型客车，即便

１００％满载，仍然亏损。

表８　三类存活线路单车日效益盈亏分析表

线路类型 枢纽线 商务／科技园区线 工业／物流园区线

核定载客人数 ４５ ４５ ４５ ２３

实载率 ３５％ ５１％ １５％ ３０％

客流人数／班次 １６ ２３ ７ ７

日运行班次 （班） １０ ２ ４ ４

每班次运行里程 （ｋｍ） ３５ ３５ １５ １５

票价 （元） １７．５ １７．５ ７．５ ７．５

营收／日 （元） ２８００ ８０５ ２１０ ２１０

成本／日 （元） １５９８ １１４７ １１３１ ９１９

毛利／日 （元） １２０２ －３４２ －９２１ －７０９

表９　盈亏平衡下测算各类定制客运线路满载率

线路类型 枢纽线 商务／科技园区线 工业／物流园区线

核定载客人数 ４５ ４５ ４５ ２３

测算满载率 ２２％ ７３％ ８４％ １００％

客流人数／班次 １０ ３３ ３８ ２３

票价 （元） １７．５ １７．５ ７．５ ７．５

营收／日 （元） １７５０ １１５５ １１４０ ６９０

成本／日 （元） １５９８ １１４７ １１３１ ９１９

毛利／日 （元） １５２ ８ ９ －２２９

４ 结合存活率的通勤定制客运线路发展策略

４１ 存活率较好的定制客运线路发展策略

面向通勤的三类线路中，枢纽线存活率高，达到６６％，且存活下来的线路盈利可能性较高；科技／

商务园区线路存活率为３８％，存活下来的线路仍有亏损风险；工业／物流园区线存活率低，仅为３０％，

且存活下来的线路亏损风险大。基于市场化运营考虑，面向通勤的工业／物流园区线定制客运线路可持

续发展前景较差；枢纽线和科技／商务园区线路有可持续发展前景。枢纽线是三类线路中可持续发展前

景较好的，该类线路发展策略建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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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对于存活线路，运营企业应保证高峰和平峰时段的发车频率、维持可靠的行程时间，通过提供

类似于常规公交的持续性服务，吸引客流的同时，保持客流黏性。

（２）新开线路，应注意在客运需求精准分析基础上进行线路规划。

（３）该类定制客运线路的乘客大多是年收入１０万元以上乘客
［１０］，在对深圳小汽车用户的随机调查

中，９７．２％ 的用户表示有兴趣使用定制客运，６２．９％的用户表示会经常使用
［１１］。可见，该类线路乘客

收入水平较好，更偏好较高质量的通勤出行服务质量，宜采用 “优质优价”策略，按照市场供需规律

定价。

（４）对多次使用该类线路的乘客，还可采用周票、月票等鼓励措施，予以票价打折优惠，以便更好

培养 “用户黏性”。

（５）政府应对定制客运企业或定制客运运营平台的客运车辆运营证、客运车辆规模、人员管理、车

辆类型、运营安全等进行严格监管，规范客运市场经营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

科技／商务园区线路为解决城市通勤痛点问题提供了突破途径，该类线路的发展策略建议为：

（１）科技／商务园区线路主要前往交通条件较好的市中心区域，这些区域在早晚高峰容易发生堵车

的情况，城市建成区公交专用道的持续建设有助于该类线路保证行程时间的可靠性。

（２）科技／商务园区线路的客流不像枢纽线那样目的地集中，对市场需求的精准分析要求更高，因

此科技／商务园区的线路规划设计必须应用多元数据融合分析技术。

（３）市场定价、多元票制措施及政府监管政策同枢纽线。

４２ 存活率低的工业／物流园区定制客运线路发展策略

对于工业／物流园区，园区员工的通勤出行需求是刚性存在的，但无论定制客运还是常规公交，都

面临亏损严重问题。例如，上海嘉定外冈工业园区常规公交线路每车每日百公里客流仅６８人，远低于

上海市公交线路平均值２５６人／百公里。常规公交往往只能在主要客流通道方向提供基本通勤服务，按

照时刻表运营，高峰时段平均发车间隔通常大于２０ｍｉｎ／班次，末班车收车时间较早。因此，工业／物流

园区提高公交服务品质仍需依靠定制客运服务。

目前，工业／物流园区定制客运线路运营模式主要分为如下四类：

第一种是定制客运运营商根据客流需求开通定制客运线路，按照运营成本定价，票价全部由园区员

工自己承担。由于该类线路客流量低，意味着更高的票价，进一步减少了客流吸引力，线路存活率低。

第二种是园区多家企业联合与定制客运运营商两方合作，开通定制客运线路，定制客运线路运营成

本由多家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保证线路的盈亏平衡。由于企业承担了部分运营成本，园区内员工承担

的票价低于第一种模式，有利于吸引客流。

第三种是地方政府或工业／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与定制客运运营商两方合作，开通定制客运线路，

定制客运线路运营成本由地方政府或园区管理委员会和员工共同承担，保证线路的盈亏平衡。由于地方

政府或园区管委会承担了部分运营成本，园区内员工承担的票价低于第一种模式，有利于吸引客流。

第四种是地方政府或工业／物流园区管理委员会、企业与定制客运运营商三方合作，共同开通定制

客运线路，定制客运线路运营成本由三方共摊，保证线路的盈亏平衡。由于企业、地方政府或园区管理

委员会承担了部分运营成本，员工承担的票价远低于第一种模式，有利于吸引客流。

除第一种模式外，后三种定制客运线路运营模式中由地方政府或园区管理委员会、企业承担了部分

运营成本，定制客运运营商能保障盈亏平衡，将使得存活率低的工业物流园区定制客运线路具有可持续

发展的环境。因此，工业物流园区定制客运线路发展策略为：

（１）工业／物流园区定制客运线路较难保障盈亏平衡，为了保证定制客运的可靠性和持续性服务，

地方政府或园区管理委员会、企业、员工三方共摊定制客运的运营成本具有较高可行性。因此，地方政

府或园区管理委员会应承担发起协商、邀请各方参与、组织购买定制客运服务谈判等职责。

１１



（２）地方政府或园区管理委员会、企业应结合客运需求共同规划定制客运线路。

（３）地方政府、园区管理委员会对定制客运企业或定制客运运营平台进行运营服务和运营成本监

管。建立绩效考核管理办法，引入购买定制客运服务竞标方式，激励和约束定制客运企业。

（４）地方政府应对定制客运企业或定制客运运营平台进行严格监管，规范客运市场经营行为，营造

良好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４３ 面向通勤的定制客运行业发展思考

４．３．１ 定制客运的功能定位

定制客运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对于城市、对现实生活、对交通保障的适应性变通，为公交吸引力、

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的解决途径［１１］。从服务品质上看，定制客运体现了集约出行优势，也

更多地考虑了 “个性化”出行需要，侧重于为乘客提供 “优质优价”的定制服务，而常规公交旨在提供

基本的、可负担的公交服务。因此，定制客运是常规公交的补充，应与常规公交错位发展。

４．３．２ 定制客运的服务供给要素总结

定制客运的１０个服务供给要素汇总于表１０。

表１０　定制客运的服务供给要素

构成要素 要素内容

服务类型 为少数人提供服务，为城市外围地区服务

目标市场
缺少常规公交服务的乘客 常规公交服务难以满足需求的出乘客

特殊出行目的的乘客 其他服务模式难以满足出行需求的乘客

目标区域 所有地区，尤其是常规公交服务缺乏或不足的区域

车辆类型 大巴 中／小巴，７座商务车

服务运营特征 根据既有交通走廊确定运行路径 根据需求到达服务区域内的任何点

与常规公交服务

之间的关系

独立运营 联合运营

常规公交的补充服务

预约系统
互联网预约 自动电话预约

公交站点预约 多种方式的整合使用

收费系统 网上预售票

收入来源
乘车费用收入 管理部门提供的资金补贴

非运输部分收入

财务基础 如没有公共资金支撑，运营机构希望从票款收入和用户增值收益回收资金

４．３．３ 规范市场经营行为，营造公平法治的市场环境

定制客运作为道路客运的一种新兴业态，宏观政策对其的鼓励态度是明确的。不论是市场主导模式

还是政府主导模式，只有定制客运服务的提供方具备了可靠性和持续性［１１］，吸引的客流具备了 “用户

黏性”，定制客运线路存活的概率才会提高，运营企业才能降低亏损风险，从而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一方面，定制客运存在较高的从业门槛，需要运营者对车辆、司机资源具备较强的垂直整合能力

以及对城市客运服务的专注力。另一方面，交通行业管理部门如对定制客运乐见其成，则首先需要营造

公平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对现有的管理机制、模式做出与时俱进的适应性的调整和变通。没有政府的配

２１



合和协助，定制客运可能难免 “昙花一现”的命运［１１］。建议行业管理部门从防范市场失灵的角度明确

管理职责，完善定制客运企业备案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依法落实行业监管职责，规范市场经营行为，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５ 结论

定制客运对于城市、现实生活、交通保障的适应性变通，为公交吸引力、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行动

抓手。本文重点研究了向所有市民开放，可以通过定制客运服务平台预约，面向通勤的三类定制客运线

路———枢纽线、商务／科技园区线和工业／物流园区线的线路长度、发车班次、票价、行程时间、平均站

间距、存活率和盈亏情况差异。得出枢纽线的存活率最高，存活线路盈利可能性较高；商务／科技园区

线路仅在早晚开设班次，车辆利用率低，总体上有亏损风险，只有当满载率接近７０％时，可盈亏持平；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的存活率最低，即便存活线路也出现了亏损。在宏观鼓励政策下，本文从可持续发

展角度，针对三类定制客运线路分别给出了发展策略，对于工业／物流园区定制客运线路提出由地方政

府或园区管理委员会、企业承担部分运营成本的运营模式，可为该类定制客运线路提供可持续发展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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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规模城市依托绿道的自行车通勤出行研究

———以浙江省金华市清风绿道为例

龚迪嘉

!"#$

中等规模城市中，自行车交通对通勤出行距离的适应性和城镇型绿道现状使用的时空规律具有良好的匹配度，

依托绿道的自行车通勤出行已成为居民自主选择的出行模式之一，对于个体和城市均具有正效应。本文以金华市清风绿

道为例，采用实地观察、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基于通勤骑行者的出行特征、需求和对通勤出行服务的期待，对绿道

建设、运营管理和与周边建成环境协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主要包括路权划分不清、沿途设施配置不

全、与住区、其他绿道段和城市道路网衔接不畅等。基于通勤骑行者需求层次的分析，按近远期逐步推进的建设模式，

在上述层面提出了针对性的改善方案，为中等规模城市和城市中的各绿道段提供规划设计和运营管理方面的参考。

!%&'$

自行车交通；城镇型绿道；通勤出行；路权划分；衔接；金华市清风绿道

０ 研究缘起

近年来，国内各级城市都大力推进绿道建设，依托沿线的自然生态和人文资源，为居民提供以游

憩、健身为主，兼顾绿色出行和生物迁徙等功能的廊道。《绿道规划设计导则》根据所处区位和环境景

观风貌，将绿道分为城镇型和郊野型两类。城镇型绿道依托城市道路、水系、公园绿地等建设，其发挥

的功能包括但不限于承载绿色出行［１］。根据笔者在多地的观察，城镇型绿道 （尤其是依托水系、公园

绿地等连接城市外围区与中心区的路段）上以游憩、健身为目标的使用者主要分布在工作日的通勤早高

峰前 （６：００～７：００）、午休后 （１４：００～１５：３０）、夜间 （１９：００～２１：００）以及双休日、节假日的全

天，工作日通勤早晚高峰时段上述目的的使用者寥寥无几，绿道的空间资源在时间上并未被充分利用。

另一方面，自行车交通 （本文所指的 “自行车”包括人力自行车和合规的电动自行车，下同）对中短

距离绿色出行的适应性，及其在缓解交通拥堵、实现交通公正方面的积极意义，逐渐获得全社会的认同。

中国自２０１０年起，由住建部牵头实施步行与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２０１３年发布 《城市步行与自行车

交通系统设计导则》，２０１６年共享单车在大中城市迅速兴起，有力地证明了自行车交通方式正处于全面复

兴阶段。然而，在以存量更新为主的中心城区，道路空间资源极其有限，无论是现实中机动车增长仍处高

位还是短期内难以根本转变的车本位思想，自行车出行环境的改善可谓举步维艰。北京、厦门等城市曾投

入巨资，建设了独立路权的高架自行车专用路，但不同路段、时段的服务效率不一、评价也褒贬不一。

城镇型绿道具有承载绿色出行的功能，能否结合绿道使用的现状时间分布规律，引入资源错时共享

的理念，将其在通勤早晚高峰期间，作为自行车通勤专用路来规划设计和运营管理，显然，其建设成本

要低得多，且相对于机非混行道路而言，绿道的自行车通行效率更高，环境效益也更佳。

１ 中等规模城市依托绿道的自行车通勤可行性分析

１１ 城市空间与交通特征

中等规模城市 （本文指城区常住人口在１００万人左右的城市）除特殊地形限制外，多呈单中心结

构。中央商务区 （ＣＢＤ）或中央活动区 （ＣＡＺ）常紧邻滨水资源，或位于几条江河的交汇处，而沿江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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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正是连接城市中心和外围地区的捷径之一。

《２０２０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表明，距离小于５ｋｍ的通勤人口比重，在Ⅱ型大城市约

占５８％，在规模更小的城市则比例更高
［２］。５ｋｍ以内的通勤距离非常适合自行车骑行。单中心城市存

在显著的早晚高峰潮汐客流，主要客流通道上机非交通量大、常发性拥堵明显，若能吸引绿道周边

１ｋｍ甚至更大范围内的居民选择自行车出行，不仅有助于改善交通结构和出行环境，也将有效缓解交

通拥堵。

１２ 依托绿道的自行车通勤优势

１．２．１ 骑行者视角

公园绿道或沿江绿道两侧的声环境 （平均噪音在４０ｄＢ左右）明显优于交通干线 （平均噪音在６０～

７０ｄＢ），能为骑行者提供较安静的骑行环境。绿道作为步行、自行车专用通道，使用者远离机动车尾

气，且由于几乎没有平面交叉口也大大减少了机非冲突，骑行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均远高于流量大、交叉

口多的城市主干路 （即使路段上有机非分隔设施）。同时，骑行也被公认为强身健体的有效方式，英国

心脏基金会的研究表明，经常骑自行车———即每周３２．２ｋｍ （相当于通勤单程３．２２ｋｍ），最多可降低

５０％患心脏病的风险
［３］。绿道骑行能促进居民养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起到增强健康水平，提升身

体素质的作用。

１．２．２ 城市视角

受平面交叉口影响的自行车道的路段通行能力约为８００～１２００ｖｅｈ／ｈ·ｍ，而不受平面交叉口影响

的自行车专用路的通行能力可达１８００～２１００ｖｅｈ／ｈ·ｍ，若绿道可在通勤早晚高峰时段实现与步行者的

路权分离，则承载相同自行车交通量的前提下，绿道占用的道路空间资源更少，交通效率更高。

优质的自行车骑行环境是提升自行车出行分担率的重要基础。基于通勤骑行者的需求，完善物理设

施和提升服务品质，吸引中短距离小汽车出行者向自行车方式转移，对于优化交通结构、节能减排和集

约利用道路空间资源均十分有利。

图１　清风绿道的区位分析

２ 金华市清风绿道自行车通勤出行实践与研究方法

笔者于２０１９年３～６月对浙江省金华市三江六岸绿道进行了全面观察，发现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时

段，部分居民有自主选择的绿道通勤骑行行为，证实了资源错时共享的可行性。由于建设主体与目标的

差异，绿道对于自行车通勤仍存在一些不适应性，后期需多部门 （如园林、市政、交通、城建等）协

作，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切实服务居民绿色出行的需求，提升自行车通勤服务品质。研究采用实地观

察、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其中最典型的

一段———清风公园绿道 （以下简称 “清风绿道”）为

例，分析通勤骑行者的出行特征、选择绿道通勤的原

因、出行需求、现存问题和改善意愿等，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优化提质的思路和具体方案。

２１ 清风绿道概况

清风绿道是金华市三江六岸绿道中连接城市东北

部居住片区和江北城市中心的一段，东起环城东路，

与建筑艺术公园绿道相连，西至古子城历史街区，与

八咏公园绿道相接，全长约１．６ｋｍ （图１）。该绿道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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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婺江江堤的一部分建设，于２０１７年向公众开放，是三江六岸所有绿道中最早建成开放的一段。

图２　清风绿道周边公交车站３００ｍ半径覆盖现状分析

由于南北两侧受婺江和铁路阻隔，在绿道开放前，东北部居住片区的居民前往中心区的通勤交通几

乎完全依赖唯一一条东西向主干路———人民东路，该道路几乎拆除了所有隔离带成为单幅路，但仍难以

承担日益增长的通勤客流，机非混行导致自行车骑行环境恶劣 （表１）。人民东路与清风绿道之间以居

住用地为主，服务该片区居民的公共交通车站全部位于人民东路上，以３００ｍ半径测算，公共交通覆盖

率仅为６６％ （图２）。

表１　人民东路 （东市北街———环城东路段）影响骑行安全的节点与影响范围

路段

因素 沿线单位出

入口
公交车站 路侧停车带 平面交叉口 总影响范围

人民东路

（北侧）

９处，影响范围

２７０ｍ

３处，影响范围

１２６ｍ

２处，影响范围

２１０ｍ

５处，影响范围

２６０ｍ

７４１ｍ （含重复段），

占总路段的４６．３％

人民东路

（南侧）

５处，影响范围

１５０ｍ

３处，影响范围

１２６ｍ

１处，影响范围

１１０ｍ

５处，影响范围

２６０ｍ

６４６ｍ （含重复段），

占总路段的４０．４％

　　清风绿道断面宽度在５．５～７．８ｍ之间，除下穿跨江道路处存在凹曲线线形或其他高差连接方式外，

其余路段整体较为平整，纵坡在０．３％以内。清风绿道与住区北侧的部分城市次支道路通过清风公园内

的小路相连。在复兴桥东侧，除沿江绿道外，绿道北侧的清风公园内另有贯通东西向的公园游径 （图

３），宽度在１．５～２．５ｍ之间，现状使用者包括步行和自行车骑行者，流量大时相互干扰情况较为突出。

２２ 自行车通勤出行基本特征

基于２０１９年３～６月的连续观测，笔者发现清风绿道在现状早晚高峰时段，单向非机动车通勤流量

（较大方向）为１８０～２３０ｖｅｈ／ｈ。研究选取一个气候舒适的典型工作日，采用偶遇抽样法，对７５位通勤

骑行者发放问卷，结果表明骑行者以１８～６０岁、中低收入者为主。骑行者的居住地集中分布在距清风

绿道中心２．７ｋｍ的范围内，单程通勤的平均距离为５．１ｋｍ，骑行路径的平均非直线系数为１．４５。就骑

行者的工作地点而言，３１．８％位于江北商务商业中心、１０．６％位于江南商业中心，５７．６％位于除上述两

大就业中心的城市各处 （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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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清风绿道横断面及其与周边道路、住区等的连接现状

图４　通勤骑行者的收入、年龄、居住和工作地点分布

３４．９％的骑行者需经过一定路程的绕行才能骑至清风绿道，他们认为绿道骑行的吸引力在于 “安静

无噪音、路面平整、无机非冲突、空气质量佳”，但绕行后总出行时耗并无明显增加甚至有所减少，可

见依托绿道的通勤骑行出行效率较高。

自行车通勤出行由城市主干路向绿道转移，在提高早晚高峰期绿道使用效率的同时，提升了出行的

舒适、安全、健康性，并带来显著的环境正效益。但同时，问卷调查也反映出绿道通勤骑行者对现状道

路设计、设施供给、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不满意之处，这些方面的改善有助于更高比例的出行方式向绿色

交通转移，值得深入研究。

３ 问题剖析

３１ 绿道的路权划分与衔接

３．１．１ 路权划分

由于绿道建设的初衷是以服务步行和自行车休闲健身出行为主，考虑两种方式之间无较大速度差，

故采用了人非混行的断面设计 （图５）。通勤出行受明显的时间约束，自行车骑行速度较快，目前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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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道高峰期最大方向上的流量为２３０ｖｅｈ／ｈ左右，远小于通行能力，尚未出现明显的人非冲突，但问卷

调查中，有１８．７％的骑行者认为 “缺少行人与自行车间的隔离措施”是重要的潜在问题之一。随着未

来自行车道路系统的完善，清风绿道通勤骑行者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人非冲突，需提前谋

划应对措施。

此外，在复兴桥至环城东路段，平行于清风绿道的公园游径上，虽宽度 （仅为１．５～２．５ｍ）明显小

于清风绿道 （图６），但由于其与周边道路、住区出入口等衔接更为便捷，同样吸引着较多骑行者，造

成了明显的人、非混行和干扰，安全性和舒适度急剧下降。可见，目前在骑行者的认知中，公园游径与

清风绿道并无明显差异，后期可通过铺装设计、断面设计、沿途设施配置、出入管理等方式形成差异化

的服务标准和目标人群，规范行人和骑行者出行路径。

图５　清风绿道现状实景

　　

图６　公园游径现状实景

３．１．２ 绿道衔接

城市中的滨江绿道通常是在现状跨江道路已建成通车的基础上分段建设和开放的，因此不同绿道路

段的节点衔接必然存在 “先天不足”，尤其是与跨江道路立交时的标高和纵坡处理，以及与不同高程的

绿道衔接时的高差处理，若缺乏精细化的设计，则会显得十分生硬，甚至因为纵坡过大而难以保障骑行

的安全和舒适。

以清风绿道为例，由于跨江的城市主干路与江堤几乎同高，绿道被跨江道路打断的现象十分普遍。

绿道在下穿复兴桥时采用了８％的纵坡，明显大于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 ２０１６）的非机动

车道坡度限值 （图７），骑行者基于视觉判断难免产生偏差，无论是高估坡度导致的情绪紧张、反应减

慢，还是低估坡度导致的掉以轻心、车速过快，都会增加事故发生的概率。针对骑行者的问卷调查中，

约４０％的调查者反应 “与跨江道路交叉的路段坡度偏大”，亟需改善以确保安全。同样与东侧的建筑艺

术公园段绿道衔接时，现状处理方式为借用无障碍坡道实现桥下过街平台与绿道的高差衔接，无障碍坡

道宽度仅为１．２ｍ且线形曲折，推行不便 （图７）；与西侧的八咏公园绿道衔接时，采用的是台阶加坡道

的形式下穿东市北街 （跨江主干路）（图７）。上述节点均未实现连续、安全、舒适骑行的目标，成为绿

道通勤骑行的潜在安全隐患点。

３２ 绿道沿途设施配置

骑行者在不同服务水平阶段，对于设施配置的需求会呈现一定的差异，可粗略分为初级、中级、高

级需求三个层级 （表２）。当低层级的需求满足后，会提出高一层级的需求。从清风绿道的现状来看，

总体上可概括为对应初级需求的设施配置不完善和对应中高级需求的设施用地缺乏预控两方面的问题

（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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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清风绿道与跨江城市道路衔接的现状

图８　通勤骑行者的需求层次及其在调查中所反应的设施配置问题

表２　骑行者对沿途设施配置的需求分级

需求层次 设施类型 具体设施

初级需求 骑行中频繁需要的交通服务设施 交通标识、避雨设施、自行车停放区

中级需求 骑行中偶尔需要的交通服务设施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自行车维修点

高级需求 骑行中偶尔需要的生活服务设施 小型餐饮点、自动售货机

３．２．１ 初级需求对应的设施

目前清风绿道上的交通标识有所缺失，如未在坡度变化较大路段设置警告标志，增加了骑行的安全

隐患；未对公园游径和沿江绿道进行分方式出入管理或路权划分，行人与自行车的路权未通过指示标志

予以明确区分，导致部分路段的人非冲突长期存在。

此外，按照绿道设计标准，清风绿道上设置了一处驿站，可临时用作避雨场所，但针对有固定出行

需求的通勤骑行者，遭遇突发降雨 （雪）的概率更高，若难以在１～２ｍｉｎ内就近避雨 （雪），不愉快的

骑行经历会导致未来选择绿道通勤的意愿大大下降。

清风绿道通过公园小路与周边住区和部分位于城市支路上的设施 （如菜市场、中小学等）相连，但

在这些公园小路与住区出入口、公共建筑相连的节点处，均未设置自行车停放场地，难以满足通勤出行

９１



始末端或中途购物的合理停放需求。

３．２．２ 中高级需求对应的设施

从调查结果来看，目前通勤骑行者对中高级需求设施的增配意愿并不高，但随着初级需求得以满

足，将追求更高的服务品质，如希望在车辆遇故障时能在沿途得以维修，甚至可在出行过程中购买早

餐、饮料或纸巾等基础日用品，这方面的潜在需求需在用地上进行预控。考虑到绿道所服务的休闲、健

身出行者也有类似的设施需求，后期建设中应同步实施，实现资源的复合利用和共享。

３３ 绿道与住区的衔接

紧邻清风公园北侧有旌孝街社区、清风公寓、四季清风苑、环球春江花园等近１０个居住小区，虽

然都与清风绿道近在咫尺，但对于自行车出行而言却存在诸多衔接不便。首先，住区通往清风绿道的非

机动车出入口数量不足，目前仅有３个，其中２个位于复兴桥东侧，长期处于封闭状态 （图９），骑行

者需绕行才能到达清风绿道，５６．３％的被调查者 （基本来自复兴桥以东的住区）认为应考虑居民出行便

捷性而开放出入口；另一个位于复兴桥西侧，虽然出入口开放，但与清风绿道连接段存在明显高差，目

前采用台阶相连 （图９），但台阶阻碍了骑行的连续与顺畅性，被调查者中有４３．７％的骑行者 （基本来

自复兴桥以西的住区）认为该衔接方式难以接受。

图９　绿道 （公园游径）与住区的位置关系及衔接存在的问题

住区与通勤绿道的 “初始和最后５０ｍ”是精细化设计中最易忽视但会带来诸多不便甚至降低骑行意

愿的环节，该环节牵涉到物业管理、公园管理、市政等多个部门，相互协调必然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

但一 “关”了之或是简单粗暴地用台阶一 “连”了之，显然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相悖，后续优化

设计中，应在协调各部门利益的基础上，开放或增设通往清风绿道的自行车出入口，并将台阶连接方式

改造为可连续骑行或推行的坡道，塑造与清风绿道直接相接的联络通道，方便通勤骑行者的集散。

３４ 绿道与城市非机动车道路网的衔接

绿道应与城市非机动车道路网相结合，共同为骑行者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通勤出行，而由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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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主体、建设时序的差异，沿江绿道普遍存在与既有城市道路的非机动车道衔接不畅的问题。以清风绿

道为例，其与环城东路 （跨江主干路、有中央隔离带）衔接时，仅能与单侧非机动车道相连，导致自行

车逆行现象严重；与复兴桥下道路 （复兴街）连接处并没有设计相应的通道，目前仅依靠１．５ｍ的公园

游径相连，成为路网衔接中的瓶颈，降低出行效率 （图１０）。有５１％的被调查者反应，与城市道路的非

机动车道衔接不便是目前骑行中遇到的典型问题。

图１０　清风绿道与城市干路非机动车道的连接现状

４ 优化思路与方案

４１ 骑行需求层次与绿道分级

借鉴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骑行需求分为 “有路可行”、“安全骑行”、“便捷骑行”、“舒适骑行”、

“自由骑行”５个层次。其中 “有路可行”、“安全骑行”对应的是基本骑行需求，“便捷骑行”、“舒适骑

行”为吸引居民骑行的中高层次需求，“自由骑行”为骑行的理想状态。现状清风绿道除个别节点和路

段在安全保障方面仍有所欠缺，亟需补齐短板外，已可满足基本骑行需求。

后续改造设计与运营管理中，首先对步行和自行车空间做出更合理的调配，如借鉴环境心理学的研

究结论之一———界面的质感变化可作为划分空间和控制行为的暗示［４］，通过改变铺地材质、适度增加台

阶或阻车桩、设置引导标志等方式禁止非机动车在公园游径通行，将其改造为纯步行空间。沿江绿道则

改为自行车为主、兼顾步行的通道，在道路横断面设计中予以体现。在此基础上，对承载通勤骑行需求

的绿道进行重新分级，将其分为绿道干线和绿道联络线两级。贯通性的沿江绿道作为绿道干线，是通勤

骑行的主要通道，应达到 “舒适骑行”的需求；与其他城市道路、公交车站、小区出入口等的连接通道

作为绿道联络线，体现集散和连接的功能，应达到 “便捷骑行”的需求。具体改善措施可根据居民需求

的迫切程度，分近远期逐步实施，并及时反馈调整，以低成本投入获得高社会、经济、环境效益。

４２ 绿道的路权划分与衔接

４．２．１ 绿道的路权划分

为保证绿道干线的顺畅骑行并减少与步行的干扰，将清风绿道部分路段依托公园空间进行拓宽，形

成南侧４．５ｍ宽的双向非机动车道，北侧２．５ｍ宽的人行道，两者之间设置１５ｃｍ高差并采用不同材质

铺装以实现人非分离，保障两者拥有相对独立的路权。绿道联络线至少保证２～２．５ｍ宽的双向非机动

车骑行空间，是否设置步行空间视具体行人流量流向而定 （图１１）。

图１１　优化后的绿道干线、绿道联络线横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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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 绿道衔接

绿道干线与既有城市跨江道路立体相交时，采用绿道适当向外悬挑，下穿跨江道路的方式。悬挑路

段采用支撑柱架设在防护绿地上，改造后路段应满足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ＣＪＪ３７—２０１６）的非

机动车坡度限值要求和便捷、舒适的骑行需求。

以清风绿道穿越复兴桥的改造设计为例，现状起坡点前的路段与桥面下高程相差２．４ｍ，改造后桥

下路段净空设为３ｍ，坡度为２．５％，两侧坡长各为２４ｍ，满足非机动车坡度建设标准 （图１２）。跨越环

城东路与建筑艺术公园段的衔接亦采用类似方法，改造后坡度为２．５％，坡长为１２４ｍ （图１３）。

图１２　绿道穿越复兴桥处改造方案

西侧八咏公园段绿道的整体标高比东市北街低３ｍ，比清风绿道低６ｍ，两者衔接改造利用原下穿东

市北街的通道，将台阶改造为连贯的下穿式坡道，宽４．５ｍ，坡度为２．５％，坡长延长至２４０ｍ，以满足

非机动车坡度建设标准 （图１４）。

图１３　绿道穿越环城东路处改造方案

　　

图１４　绿道衔接八咏公园段改造方案

４３ 绿道沿途设施配置

根据骑行者对设施配置的需求层次，分近期和远期逐步完善。近期主要应对初级需求，设计符合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ＧＢ５１０３８—２０１５）的标志标线，包括在绿道出入口处设置禁止

机动车驶入标志，在绿道干线上设置规范行人和非机动车路权的指示标志，在公园游径上设置禁止非机

动车驶入标志，在悬挑的立体交叉前设置警示标志以提醒骑行者注意安全和变换路径等。在避雨设施方

面，保障绿道干线上的骑行者在２ｍｉｎ内能骑至避雨场所，以目前驿站为中心，相隔５００ｍ新增避雨设

施，采用廊架式布局。在绿道联络线连接住区、公共建筑、公交车站等节点处，设置满足使用需求的自

行车停放区和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方便骑行者停车。

远期需配置的设施可结合绿道后续配套建设同步进行，以满足骑行者的中高级需求，如可依托驿站

配置电动自行车充电桩、自行车维修点，或在沿线合适位置布置自动售货机、小型餐饮店等服务设施。

此外，还可依托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绿道各段的出入口设置实时发布天气状况、绿道实

时流量、骑行舒适度、突发事件提醒等信息的ＬＥＤ显示屏，并确保骑行者在城市出行相关的移动ＡＰＰ

上可同步查询到上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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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绿道与周边住区衔接

通过开放已有的居住小区出入口，并对现状需绕行至清风绿道的小区增加自行车专用出入口和联络

线，确保清风公园周边各小区都可依托联络线与清风绿道 “直连直通”，实现便捷出行 （图１５）。在现

状与绿道联络线有高差的小区出入口处增设自行车坡道，如清风公寓出入口现状为宽３．６ｍ的台阶，将

其改造为左右两侧各０．８ｍ、铺设有防滑条的坡道供居民推行自行车使用 （图１６），远期若能与公园管

理者达成共识，可进一步改造为纵坡２．５％的坡道。

图１５　清风绿道与周边住区、道路衔接优化方案示意

图１６　住区出入口衔接改造示意

４５ 绿道与城市非机动车道路网衔接

绿道干线与城市主干路相交处，采用绿道下穿方式保证绿道干线的贯通。为确保城市形成连续的非

机动车道路网，需设计绿道干线与既有跨江道路非机动车道的无缝衔接，具体可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

利用新增的下穿通道和定向匝道解决绿道与对向非机动车道之间的衔接 （如环城东路交叉节点，图

１７），另一种则是在交叉节点外部５０ｍ左右处通过绿道联络线连接绿道干线和既有跨江道路 （如复兴桥

交叉节点，图１５）。两种方法均需确保匝道或联络线的宽度不小于２．５ｍ。

图１７　绿道与环城东路非机动车道的衔接改造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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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自行车作为低碳、灵活、健康的绿色出行方式，与中等规模城市平均通勤距离小于５ｋｍ的出行需

求高度适应，若能迅速提升其出行环境和服务品质，未来有望吸引更多的通勤交通向自行车方式转移，

甚至成为中短距离通勤出行的主导方式。

在存量资源紧张的城市中心区，滨水绿道作为连接中心城市外围居住片区和城市ＣＢＤ、ＣＡＺ的捷

径，在分析其时空资源利用率的基础上，发现其具有早晚高峰作为自行车通勤专用通道的潜力，值得挖

掘。绿道干线、联络线的明确分级和路权保障，沿线设施对近远期需求的逐步满足，以及与周边住区、

城市跨江道路网的无缝衔接是提升通勤骑行意愿和满意度的重要保障。值得注意的是，要在上述方面有

所突破，必须有精细化的制度设计和利益协调，以及不同部门的协同治理和共建共享。在建设人民满意

城市的指导思想下，持续跟踪调查通勤骑行者的出行特征和改善诉求，从细节入手，渐进式更新，有利

于从根本上提升自行车出行竞争力和分担率。

限于人力和时间，本研究仅选取了金华市三江六岸绿道中最具代表性的清风绿道段，但同样的研究

方法也适合其他可服务于通勤出行的城镇型绿道。各城市可通过分段建设 “绿道通勤示范工程”，逐步

推进，并与城市非机动车道路网建设与改造相互协同，最终形成高品质自行车绿色基础设施网络和高质

量自行车绿色出行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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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进口道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适用性研究

周　洋　何　清　张　鹤

!"#$

常规左转 （掉头）车道设置在进口道最左侧靠近路中黄线位置，但由于部分道路宽度不足，掉头车辆不能一

次完成掉头行为，影响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增加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本文通过具体路口的数据研究，得出左转 （掉头）车

道设置位置对交叉口车道饱和流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左转 （掉头）比例对饱和流率有一定影响。从道路几何条件、各转

向交通量等角度综合分析了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的适用性，并给出相关建议参考值，可为各城市左转 （掉头）车道外

置时提供技术参考。

!%&'$

左转车道外置；掉头半径；交通安全

０ 引言

信号交叉口进口道通常按照左转、直行、右转依次布设车道，左转车道在没有明令禁止的前提下，

车辆可以按照左转信号灯掉头行驶。

近些年来，左转车道设置在进口道的右侧的路口越来越多，这样设置的优势在于：（１）可以为大型

车辆，如公交车、大货车等提供更大的左转弯半径以及掉头空间，提高左转掉头的通行效率：（２）从进

口道上游公交站台进入的左转车辆无须变道汇入最内侧左转车道，减少进口道冲突，提升路口的通行

效率。

虽然外置左转车道在国内许多大城市开始得到应用，但是由于外置左转车道与常规内侧左转车道有

很大的差异，因而可能会引起驾驶人的误解，造成交叉口的安全与效率问题。但多方研究也表明，如果

能够根据信号交叉口的情况按需合理设置外置左转车道，外置左转车道的优势完全能够弥补外置左转车

道的缺点，且能够显著提高城市信号交叉口的通行效率，怎样明确何种交叉口条件才适用外置左转的方

法对于更好地发挥城市交叉口的功能、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力十分重要。

１ 交叉口掉头车辆分析

１１ 掉头含义及转弯半径分析

车辆在同一条道路上转向１８０°朝反方向行驶，就可视为一次掉头的过程。车辆掉头是城市车辆运

行的最普遍的形式。对于车辆掉头的位置，信号控制方式均有专门的设计标准。

城市道路掉头行为的规范对城市交通管理和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合适的位置设置掉头车道，可

以提高城市路网的运行效率，并减少其他禁行措施带来的负面效益。而设置不当的掉头形式，往往对交

通秩序造成较大的影响，并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一般小型车掉头轨迹可视为简单的直线和圆曲线的组合，大型车由于最小转弯半径较大，掉头轨迹

比较复杂，一般由直线、圆曲线和缓和曲线组成。

从汽车性能的角度来说，车辆一次顺车掉头的必要条件是：在车辆掉头出口处，只要路面宽度大于

车辆最小转弯直径或者路面宽度大于车身长就可以了。一般车辆一次顺车掉头，建议最小的掉头车道数

（含自身）３．５个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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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小型车掉头轨迹几何分析图 （一次顺车掉头）

１２ 车辆掉头对交叉口的影响

１．２．１ 对安全影响

在车辆掉头过程中，司机视角不断变化，不容易全面观察路况。同时横跨几条车道，引发的冲突点

也较一般车辆变道多，是一种较为危险的车辆运行方式。

１．２．２ 对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影响

一般来说，连续掉头车流的饱和车头时距为２．５～３ｓ，比一般左转车和直行车饱和车头时距大。因

此，当掉头车道与直行或者左转流向混行后，会对同向直行车流和左转车流造成一定的通行能力折减。

掉头车辆所占总流量比例越大，该折减比例则越高。

１．２．３ 对其他方向交通通行效率影响

车辆掉头放在交叉口内部，会同慢行过街以及对相交道路右转车流造成冲突。该冲突容易在交叉口

转角处形成一个复杂的冲突区，会对交叉口通行能力造成较大的影响。

１３ 车辆掉头模式

车辆掉头主要三种模式：交叉口内部掉头模式、停车线后掉头模式、以及路段展宽段掉头。本次重

点分析 “交叉口内部掉头”的两种不同设置方式。

表１　不同掉头形式适用条件及优缺点

常规设置 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

图

示

适
用
条
件

　适用于有左转相位，且转弯半径满足车辆通行掉头

需求

　中央分隔带较窄或无分隔带，车辆掉头转弯半径不够

或掉头交通流来源靠近右侧进口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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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规设置 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

优

点

　① 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② 信号控制方式灵活：左转／直行独立相位、单进口

全放、双向全放等

　① 确保左转和掉头车辆有足够的转弯半径

　② 减少相交道路右转车辆与掉头车辆的冲突

缺

点

　① 当中央分隔带较窄或无分隔带，同时出口道数较

少时，车辆较难掉头

　② 当掉头比例较高时，掉头通行效率降低，且会影

响对向直行以及相交道路右转

　① 进口道无法采取单进口放行的方式

　② 增加左转车辆通过交叉口的距离

　③ 由于采取非常规车道功能划分，驾驶者极易走错

车道

２ 考虑左转 （掉头）的交叉口通行效率分析

本文主要从交叉口通行效率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的适用情况。交叉口通行能

力为路段出入口各车道的通行能力之和，国内外研究中车道通行能力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三种，分别为以

饱和流率为基础的美国道路通行能力手册 （ＨＣＭ２０１０）法、停车线法、冲突点法，其中应用最为成熟、

广泛的是饱和流率法，因此本文构建基于饱和流率的道路通行能力模型对交叉口进行通行效率的分析。

２１ 基于饱和流率的道路通行能力模型

美国道路通行能力手册 （ＨＣＭ２０１０）模型以饱和流率法为基础进行交叉口通行能力计算，首先选

择理想的饱和流率，通常为１８００ｐｃｕ／ｇｈ／ｌ，然后根据车道宽度、进出道口坡度、车流中大型车比例、

左转 （掉头）车道等影响因素对理想的饱和流率进行修正，最终得到各车道的饱和流率的修正值。接

着，根据各车道的绿信比计算车道通行能力，求和后得到各方向进口道的总通行能力。

本文构建的模型参考ＨＣＭ２０１０模型，重点研究左转 （掉头）车道内置、外置及掉头车辆占比对车

道饱和流率的影响。定义交叉口进口的道理想条件为：天气状况良好、道路路面通行状况良好、驾驶员

熟悉交通设施及对交通流没有障碍，道路交通流中只有小汽车且车道宽度为３．５米坡度为０，信控交叉

口进口道上无路边停车、信控交叉口进口道位于非中心商务区，以及没有行人等。交叉口车道组的通行

能力计算模型如下：

犆犻＝犛犻
犵犻
犜犮

犛犻＝犛０犖犳犔犝犳犔犜犳犚犜犳狌

　　其中，犆犻为车道组犻的通行能力；犛犻为车道组犻的饱和流率；犵犻为绿灯信号时间；犜犮为信号周期时

长；犛０为理想的饱和流率，国内通常的取值为１８００ｐｃｕ／ｇｈ／ｌ；Ｎ为车道数量；犳犔犝 为车道利用修正系数；

犳犔犜 为左转车修正系数；犳犚犜 为右转车修正系数；犳狌为掉头车辆占比的修正系数。

２２ 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对饱和流率的影响

本文主要研究左转 （掉头）车道设置位置对交叉口车道饱和流率的影响。除上文提及的ＨＣＭ２０１０

中交叉口车道组饱和流率的计算方法外，根据饱和流率的定义，可知其另一种计算公式如下：

犛＝
３６００
犺

　　其中，犛为饱和流率，ｐｃｕ／ｈ；犺为饱和车头时距，秒。

为了探究左转 （掉头）车道内置、外置对车道通行能力的影响，调查统计了苏州市区多个双左转车

道交叉口的车辆平均饱和车头时距，根据上述公式分别计算得到左转 （掉头）内置、外置车道的饱和流

率，统计及计算的结果如表２所示。

７２



表２　内、外置左转 （掉头）车道饱和流率分析

交叉口编号 车道位置 样本量 均值 左转饱和流率 直行饱和流率 流率比值

１
内置 ９６ ２．３１ １５５８

外置 １３２ ２．４６ １４６３
１６７８

０．９３

０．８７

２
内置 ７７ ２．２９ １５７２

外置 ８５ ２．４４ １４７５
１６８９

０．９３

０．８７

３
内置 １５９ ２．３２ １５５２

外置 ６７ ２．２７ １５８６
１６６６

０．９３

０．９５

４
内置 ２１０ ２．４２ １４８８

外置 １２４ ２．３９ １５０６
１６４８

０．９０

０．９１

５
内置 １１７ ２．２１ １６２９

外置 ８８ ２．３４ １５３８
１７２１

０．９５

０．８９

６
内置 １２５ ２．２６ １５９３

外置 １０６ ２．４５ １４６９
１７０５

０．９３

０．８６

７
内置 ９６ ２．３１ １５５８

外置 ５８ ２．３７ １５１９
１６８５

０．９２

０．９０

　　由表可知，内置左转 （掉头）车道的饱和车头时距大多低于外置车道，因此大部分交叉口外置左转

（掉头）车道的饱和流率高于内置车道。内置左转 （掉头）车道的饱和车头时距数值范围在２．２１～

２．３２ｓ，与之相对应的饱和流率数值范围在１５５２～１６２９ｐｃｕ／ｈ／ｌ；外置左转 （掉头）车道的饱和车头时距

数值范围在２．２７～２．４６ｓ，与之相对应的饱和流率数值范围在１４６３～１５８６ｐｃｕ／ｈ／ｌ。

２３ 掉头车辆占比对饱和流率的影响

车辆掉头是左转 （掉头）车道中不可忽视的交通行为，车辆掉头对左转车道组的通行能力和运行特

性有着较大的影响。若忽略掉头车辆的影响，则会造成对饱和车头时距的高估、对饱和流率的低估，尤

其是在掉头车辆占比较高的交叉口，因此本文确定车辆掉头行为是左转 （掉头）车道通行能力的重要影

响因素，并进一步讨论掉头车辆占比对左转车道组的饱和流率的影响范围。

车辆在进行掉头行为时，会造成其后方跟驰车辆的车头时距明显增加。为了量化掉头车辆对左转饱

和流率的影响，首先确定左转掉头影响相对于左转小型车的当量折算系数，其计算公式如下：

犈狌＝
犺狌
犺犻

犺狌＝
∑犺狌犻犼
犖

　　其中，犈狌为受左转掉头影响的车辆折合成左转标准小型车的当量值；犺犻为饱和车头时距，秒；犺狌为

因掉头造成影响的车头时距的平均值；∑犺狌犻犼为掉头车辆占据车道的时间与受掉头影响的后方跟驰车辆

的车头时距之和，秒；犖为参与车辆掉头以及受掉头影响的车辆数。

接着，建立掉头车辆占比对左转饱和流率的修正系数模型。假设在有效绿灯放行周期内，车辆处于

左转小型车饱和车队中，并且只受掉头因素的影响，其计算公式及推导结果如下：

犳狌＝
犺犻·狀

犺狌·犘狌·狀＋犺犔·犘犔·狀
＝

１
１＋犘狌 犈狌－（ ）１

　　其中，犳狌为掉头车辆修正系数；狀为饱和车队中通过的车辆数；犘狌、犘犔分别为饱和车队中掉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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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车辆的占比。

在采集交叉口车头时距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将不同掉头车辆占比带入公式，计算得到各比例下的掉

头车辆修正系数如下表。

表３　掉头车辆修正系数表

犘狌（％） ５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４０ ４５ ５０

犳狌 ０．９８ ０．９６ ０．９４ ０．９３ ０．９１ ０．９０ ０．８８ ０．８７ ０．８５ ０．８４

犘狌（％） ５５ ６０ ６５ ７０ ７５ ８０ ８５ ９０ ９５ １００

犳狌 ０．８２ ０．８１ ０．８０ ０．７９ ０．７７ ０．７６ ０．７５ ０．７４ ０．７３ ０．７２

３ 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的适用性分析

本次研究主要以下面几个参数作为左转掉头车道右置的评价指标：①路段出入口数量；②掉头高峰

小时流量；③掉头占 （掉头＋左转）总量的比例；④相交道路右转流量；⑤掉头位置出口车道数。其

中：①②主要表明进口道掉头的需求，③表明掉头车辆对同向左转车道的干扰强度；④表明掉头车辆对

相交道路右转车流的影响；⑤判断常规左转掉头方式是否能够满足掉头半径的要求。

３１ 交叉口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运行情况

采集苏州市区１５处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的进口道进行前后对比分析，从交叉口通行效率、交通

安全等角度进行分析，表４中标记颜色的为运行后交通改善较为明显的进口道。

表４　部分交叉口交通信息统计

序号 进口道位置 出入口数量
掉头交通量

（ｐｃｕ／ｈ）

掉头占左转掉头

总交通量比例

（％）

相交道路右转

交通量

（ｐｃｕ／ｈ）

掉头位置出口

道车道数
改善效果

１ １北 ３ １２０ ４３．５ １６５ ２ 显著

２ ２南 ４ １２０ ４３．５ ２１６ ２ 显著

３ ２北 １ ３６ １２．０ １７２ ２ 显著

４ ３北 ２ ６０ ３８．５ １７２ ２ 显著

５ ３南 １ ９６ ４２．１ ８５ ２ 不显著

６ ４南 １ ３６ ２３．１ ７８ ２ 不显著

７ ４北 １ ２０４ ４４．７ １８５ ２ 显著

８ ５南 ２ ９５ ３２．０ １１６ ２ 不显著

９ ６南 ３ １２０ ４１．７ ６０ ２ 显著

１０ ６北 ２ ７２ ２８．６ ７２ ２ 不显著

１１ ７南 ０ ６０ ２３．８ １３２ ２ 不显著

１２ ７北 ４ １８０ ４０．９ ７０８ ３ 显著

１３ ８南 ３ ７２ ２７．３ ７２ ３ 不显著

１４ ８北 ４ ８４ ２０．０ ３６０ ３ 显著

１５ ９南 ３ １６８ ５０．０ １９２ ３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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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仿真软件模拟上述路口左转 （掉头）车道调整位置前后的道路运行情况对比，基于路口延误情

况 （效率）和冲突数量 （安全）两个指标维度对左转 （掉头）车道调整前后作对比分析，仿真结果与改

善前后路况实际观测效果基本相同。

图２　部分交叉口仿真对比前后延误冲突对比分析

３２ 左转掉头车道外置适用性条件的建议

（１）路段出入口数及左转进入的高峰小时流量：建议路段两侧出入口大于２个时，同时，任意一侧

左转流量大于６０ｐｃｕ／ｈ时，可以考虑设置中央护栏，以减少路段左转车流与直行车流的交织，提高路段

安全性；

（２）（左转＋掉头）总量大于１００ｐｃｕ／ｈ（《ＨＣＭ道路通行能力手册》），即需要设置左转掉头专用车

道；

（３）掉头进入的出口车道数：此参数作为是否需要左转掉头右置的依据。根据车辆最小掉头半径的

要求，所处位置出口道车道数小于３车道，建议左转掉头车道右置；

（４）路段左转占 （路段左转＋对应进口道左转）总量的比例：若设置护栏，新增的掉头流量对左转

流量的有一定的影响。当出口道小于３车道，掉头占比大于２５％时，建议左转掉头右置；

（５）相交道路右转流量：若设置护栏，新增的掉头流量对相交道路右转流量的影响程度。当出口道

小于３车道，相交道路右转大于１２０ｐｃｕ／ｈ时，建议左转掉头车道右置。

３３ 交叉口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的相关建议

通过上述研究左转外置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较好效果，但要尽可能减少驾驶人的误解，造成不必要的

交叉口的安全与效率问题。建议在交叉口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设计上考虑以下几点：①在地面最内侧

直行导向箭头上游施划禁止掉头标记，同时分车道标志相应最内侧增加禁止掉头标志；②在展宽段起始

位置挑长臂设置分车道标志，一一对应车道，进一步规范驾驶者的驾驶行为；③出口道设置预告导向箭

头，提前提醒驾驶者交叉口进口道渠化方式。通过优化交通标识引导驾驶员正确行驶。

４ 结论

本文主要通过对左转 （掉头）车辆的交通特性分析，结合具体的道路运行情况调研分析，给出设置

外置左转的基础条件、设施条件、流量条件和流量比例等参数条件，提出城市道路信号控制交叉口适于

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改造的一些条件，为各城市设置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时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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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１５分钟生活圈的北京副中心步行友好性评价

刘丙乾　熊　文

!"#$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是以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凸显城市规划建设的 “以人为本”，强调服务设施的

均等优质、便捷易达和社区生活的和谐宜居。街道步行友好性研究则是通过对影响街道步行出行的路网肌理、功能业态

和空间环境等要素进行量化分析，解读街道对步行出行的倡导程度，这既是对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建设的有力支撑、

也是对其建设成效的有效测度。本文基于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要求，通过获取矢量路网数据、ＰＯＩ业态数据、街景

图像数据等多源数据，从连通性、便捷性、安全性和舒适性４个维度，深入解读北京通州副中心研究区域的街道步行路

网的连通性、功能业态的便捷性、步行空间的安全性和步行环境的舒适性，探索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背景下，研究

区域街道步行友好性空间特征和提质重点。

!%&'$

生活圈；北京副中心；步行友好性

０ 研究背景

２０１９年北京市为落实十九大精神提出 “五性”民生衡量标准，即便利性、宜居性、多样性、安全

性、公正性。这既是对十九大 “七有”民生新诉求作出的北京响应；也是对新时期城市规划建设提出的

民生新标准。在以人民为中心，注重民生需求的背景下，城市社区规划建设的落脚点应以居民的日常生

活为研究对象，结合社区生活建设来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均衡优质；城市交通系统供给的便捷高效；基

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可靠；居住生活环境的舒适宜居，进而满足居民的差异化需求。

此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日常状态下城市的稳定系统产生了冲击，社区作为城市基层组织单元，

其治理水平影响着城市的应急能力［１］。而影响社区日常生活状态的主要因素是街道的功能业态、路网肌

理、空间环境等，其中，功能业态影响社区日常生活服务的满足程度；路网肌理影响社区日常出行的选

择偏好；空间环境则影响社区对居民生活的吸引力水平。同时，街道路网肌理、功能业态和空间环境的

连续、便捷、多样、安全、舒适等，对于韧性城市的建设至关重要，这对于缓解疫情初期限行压力有积

极作用，也对于疫情之后城市健康、韧性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街道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既是城市交通的空间载体；也是市民日常生活的物质载体。街道作

为城市步行空间的核心载体，便利易达的街道服务、舒适美观的街道环境、安全可靠的街道设施，可以

提升街道步行友好性，增强人们的出行意愿，吸引更多的市民活动，进而激发城市活力，推动健康城

市、宜居城市和活力城市的建设。而闭塞偏远、杂乱无章、贫瘠肮脏的不友好街道，则会导致街道活力

丧失，进而影响到城市发展。

北京城市副中心地处北京市的东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毗邻廊坊北三县，西邻朝阳区。副中心规

划建设是为了调整北京城市空间格局，治理北京城市病，开拓城市发展空间，区域规划总面积约为１５５

平方公里，其是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示范区［２］。此外，考虑到副中心六环外大多数区域为在建或待

建区，本次研究范围为六环内区域 （如图１所示）。

１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与街道步行友好性

近年来，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城市规划建设的焦点。国外，２０１６年巴塞罗

那为解决城市污染、环境噪音、绿地空间缺乏和交通事故，提出旨在减少车行，增加人行空间的 “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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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北京副中心研究区域 （作者改绘）

街区”计划［３］；新加坡 《２０４０陆路交通规划》中明确指出，要打造更便利、更快捷和连通性良好的陆

路交通系统，通过步行、骑车和公共交通，建设２０分钟市镇和４５分钟城市
［４］；巴黎市长在２０２０年连

任竞选中提出 “１５分钟巴黎”计划。国内，至２０１６年上海市发布 《上海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以后，青岛、济南、厦门、长沙等城市纷纷出台相关规划［５］。《上海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明确

提出，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是以家为中心，在１５分钟步行可达的范围内，获得居民生活所需的医

疗、教育、养老、商业、文体、交通等各类基础服务与公共活动空间，进而提高居民生活品质［６］。《北

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年）》提出到２０３５年基本实现一刻钟社区服务圈全覆盖的目标
［７］。《北

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 （街区层面）（２０１６—２０３５年）》中要求，“坚持宜居便利、均衡发展，建

立市民中心—组团中心—家园中心—便民服务点的公共服务体系，构建５～１５～３０分钟生活圈；实现居

民从家步行５分钟可达各种便民生活服务设施，步行１５分钟可达家园中心，享有一站式社区生活服务，

３０分钟可达组团中心及市民中心，享有丰富多元的城市生活服务。”
［８］ “Ｎ分钟生活圈”规划建设，推

动城市规划向生活规划转变，助力社区规划向生活圈规划转型，进而实现从以物质空间为核心向为以人

的需求为核心的转变［９］。同时也对城市街道步行空间品质、功能配置、环境治理等提出全新的要求。

图２　《上海市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研究和实践》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示意图
［１０］

步行友好性 （ｗａｌｋａｂｉｌｉｔｙ）是反映城市形态对步行的友好程度，是表征街道空间环境对步行的有利

程度。步行友好的街道不仅仅是要有宽度适宜的步行通行空间、整洁平整的通行地面，更需要有步行距

离可及的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以及舒适安全的步行环境。街道步行友好性既是对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

建设的有力支撑，也是健康城市和宜居城市建设的重要指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 （ＮＲＤＣ）在连续多年

发布的 《中国城市步行友好性评价》项目中，从街道步行的安全性、舒适性、便捷性、政策管理４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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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３５个大城市主城区街道步行友好性进行评价 （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
［１１，１２］；２０１７年，研究团队基

于步行指数计算模型和ＰＯＩ兴趣点分析街道功能与步行的关系
［１３］；在２０１７年研究的基础上，２０１９年

研究团队结合街景图像数据对城市活力中心步行友好性进行评价［１４］。

街道作为城市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 “连通器”，其步行网络密度、步行路网的连通性、步行道

路的宽度、公共服务设施的可达性、土地利用的混合程度、街道空间的活力、街道界面的吸引力和空间

环境的品质等 （李萌［１５］，２０１７年；彭雷
［１６］等，２０１８年；郭嵘

［１７］等，２０１９年；杨滨源
［１８］等，２０１９年）

直接影响到城市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此外，步行作为一种安全、连贯、可达性强且愉快的交通方

式［１９］，对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降低能耗、激发经济活力和提升市民健康等有重要作用。提高街道步

行路网的质量，优化街道功能业态的配置，提升街道步行空间环境的品质，建设步行友好的街道，成为

推动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关键。

２ 街道步行友好性测度体系原则与指标

２１ 测度体系原则

２．１．１ 连通性原则

街道步行连通性是指在保障步行有效通行空间的基础上，街道步行空间连续成网，不受其他交通方

式阻断的程度，是保障街道步行友好性的基本前提。步行连通性首先要保证街道有步行通行空间，其次

是保障有效的通行宽度，最后是构建连续成网的步行路网。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步行路网整合度、选

择度和相对宽度等角度对街道步行连通性进行测度。街道步行路网整合度、选择度和相对宽度越高，则

代表街道步行连通性水平越高，街道步行友好性越强。

２．１．２ 便捷性原则

街道步行便捷性是指步行可及的范围内满足出行需求的有效程度，反映街道服务设施的便利程度。

步行路网一方面要为出行者提供步行可及的输送路网；另一方面要通过便捷高效的输送路网，来满足步

行出行者的行为需求。基于上述思考，本文从服务设施可达性；步行指数；服务设施分布特征；功能混

合度和功能密度，２个层面３个指标进行测度，街道步行指数越高、服务设施聚集情况和混合程度越

高，则代表街道步行便捷性水平越高，街道步行友好性越强。

２．１．３ 安全性原则

街道步行安全性是指街道物质空间环境对步行者的保护程度和步行者对物质空间环境的感知安全程

度。稳静秩序的交通环境、热闹密集的街道人流、安全可靠的街道设施、有序祥和的街道治安和亮度充

足的夜间照明是街道安全性的重要表征。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从街道机动化程度、人行道占道情况和人

流密度３个指标对街道步行安全性进行解读。街道机动化水平和人行道占道情况越低，人流越密集，则

代表街道步行环境安全性水平越高，街道步行友好性越强。

２．１．４ 舒适性原则

街道步行舒适性反映街道步行空间环境的吸引程度，宜人的街道围合感、舒适整洁的步行环境、富

有吸引力的步行空间和视觉友好的感知环境，可以增加街道步行舒适性水平，进而提升街道步行友好

性。基于上述考虑，本文从步行环境感知舒适性角度出发，选择街道绿视率、天空开敞度、街道围合

感，对街道步行舒适性进行测度。街道步行环境绿视率越高、天空开敞度水平越高、空间围合感越适

宜，则代表街道步行环境舒适性水平越高，街道步行友好性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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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测度体系指标

基于街道步行友好性测度体系原则，本文选择步行路网整合度、选择度等１２项测度指标，对影响

街道步行友好性水平的指标进行量化分析，形成较为科学、全面和可重复的测度指标体系 （如表１

所示）。

表１　街道步行友好性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解　读

连通性

步行路网整合度 犐犻＝
２（犕犇犻－１）

犇狀（狀－２）
　犕犇表示系统的平均深度；犇狀 为钻石结构的对称性，

狀表示钻石型结构的元素数量；犻为单元空间

步行路网选择度 犆犺 ＝
犆犺狅犻犮犲（犻）

犜狅狋犪犾－犱犲狆狋犺（犻）
　犆犺狅犻犮犲 （犻）为第犻个结点的选择度；犜狅狋犪犾－犱犲狆狋犺

（犻）为该点的全局深度

步行路网相对宽度 犠 ＝犇实际 　犇实际为街道实际步行宽度，即步行有效通行空间

便捷性

街道功能混合度 犇功能 ＝－∑
狀

犻＝１

（犘犻×ｌｎ犘犻）
　狀为该街道犘犗犐的类别；狆犻为某类犘犗犐占所在街道

犘犗犐总数的比例；犻＝１，２，……，狀

街道功能密度 犉＝犆狆狅犻
　犆狆狅犻代表街道道路中心线缓冲区范围内犘犗犐兴趣点的

数量

街道步行指数 犠狊＝ ∑
犿，狀

犻＝１，犼＝１

（犠犻×犇犻，犼）

　犠犻代表某类设施的影响权重；犇犻，犼代表该类设施的距

离衰减规律；犻表示不同类型设施，犼表示不同类型设施

的步行距离

安全性

街道机动化程度 犕犗 ＝∑
犻＝１

犛犫犻＋犛犕犻＋犛狊犻
犛（ ）总

　犛犫犻为某条街道第犻采样点断面中机动车要素像素面

积；犛犿犻为该点断面中摩托车要素像素面积；犛狊犻为该点

断面中三轮车 （老年代步车）要素像素面积；犛总为该

点街道断面总像素面积；犻为采样点

街道人行道占道 犙＝犆犫 　犆犫为某条街道人行道上机动车数量之和

街道人流密度 犛狆＝
犛犘
犛总

　犛犘为某条街道狀个采样点断面中行人的像素面积之

和；犛总为该条街道对应采样点断面总像素面积之和；狀

为采样点

舒适性

街道绿视率 犛犌 ＝
犛犵
犛总

　犛犵为某条街道狀个采样点断面中植物要素的像素面积

之和；犛总为该条街道对应采样点断面总像素面积之和；

狀为采样点

街道天空开敞度 犛狊＝
犛犜
犛总

　犛犜为某条街道狀个采样点断面中天空要素的像素面积

之和；犛总为该条街道对应采样点断面总像素面积之和；

狀为采样点

街道围合感 犠 ＝∑
犻＝１

犛犃犻＋犛犠犻＋犛犵犻
犛（ ）总

　犛犃犻为某条街道第犻采样点断面中建筑要素像素面积；

犛犠犻为该点断面中墙体要素像素面积；犛犵犻为该点断面中

行人的像素面积；犛总为该点街道断面总像素面积；犻为

采样点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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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据处理

３１ 路网数据

路网数据主要基于高德地图街巷混合卫片数据，结合百度ＡＰＩ街景图像，在保证路网拓扑关系正

确的前提下，利用ＣＡＤ对步行路网数据进行描绘。其中，高速路、快速路选择有人行道的辅道进行绘

制；四幅路选择两侧人行道进行绘制；其余道路 （包括四幅路以下街道和混行街道）则选择道路中心线

进行绘制，最终获得副中心步行街道６２１８条，研究区域步行街道４３５２条，占副中心区域步行路网的

７０％。研究对象包括步行路网１００米缓冲区范围内的街道功能业态、街景图像、街道宽度等决定步行尺

度、街道性质、品质等物质要素和感知要素。

图３　路网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３２ 犘犗犐数据

依据 《上海市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２０］，将服务设施划分为：市政公用、体育文化、公园

绿地、基础教育、医疗服务、福利养老、金融服务、商业服务等８大类、１５中类、２９小类。利用高德

地图ＡＰＩ服务，对副中心区域ＰＯＩ数据进行爬取，获取副中心区域ＰＯＩ兴趣点１４２８７个，研究区域

１２０４６个，占副中心区域ＰＯＩ兴趣点的８４．３％ （如表２所示）。

表２　副中心区域与研究区域临街犘犗犐业态统计表

一级职能 二级职能 三级职能
副中心区域

ＰＯＩ数量
占比

研究区域

ＰＯＩ数量

与副中心

ＰＯＩ占比

市政公用

交通站点

公用设施

公交站点 ６１６ ４．３１％ ４３７ ３．０６％

地铁站点 ６１ ０．４３％ ４９ ０．３４％

公厕 ３６６ ２．５６％ ２８７ ２．０１％

停车场 １７６５ １２．３５％ １６３９ １１．４７％

体育文化

体育设施 健身场馆 ３２２ ２．２５％ ２８８ ２．０２％

文化设施 文化场馆 １９５ １．３６％ ５９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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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职能 二级职能 三级职能
副中心区域

ＰＯＩ数量
占比

研究区域

ＰＯＩ数量

与副中心

ＰＯＩ占比

公园绿地 公园景点

广场 ３４ ０．２４％ １８ ０．１３％

公园 ３５ ０．２４％ ２６ ０．１８％

景点名胜 ８１ ０．５７％ ４３ ０．３０％

基础教育
学校

培训机构

幼儿园 １８３ １．２８％ １５９ １．１１％

小学 ４６ ０．３２％ ３５ ０．２４％

中学 ２３ ０．１６％ １６ ０．１１％

１０７３ ７．５１％ ８６４ ６．０５％

医疗服务 医院

综合医院 ７７ ０．５４％ ６４ ０．４５％

专科医院 ７２ ０．５０％ ６９ ０．４８％

诊所 １４５ １．０１％ １１９ ０．８３％

福利养老
养老 养老服务 ２６ ０．１８％ １７ ０．１２％

老年大学 １ ０．０１％ １ ０．０１％

金融服务 金融网点
银行 １２５ ０．８７％ １１３ ０．７９％

ＡＴＭ取款机 １５６ １．０９％ １３７ ０．９６％

商业服务

餐饮

购物设施

办公设施

生活服务

４０２１ ２８．１４％ ３４４０ ２４．０８％

综合市场 ３９５ ２．７６％ ３３４ ２．３４％

超市 ４０５ ２．８３％ ３４５ ２．４１％

便利店 ５１３ ３．５９％ ４１７ ２．９２％

五金建材 １００８ ７．０６％ ８２２ ５．７５％

８６ ０．６０％ ４２ ０．２９％

休闲娱乐 １７１ １．２０％ １５２ １．０６％

生活服务设施 １０６１ ７．４３％ ９４４ ６．６１％

美容美发 １２２５ ８．５７％ １１１０ ７．７７％

合计 １４２８７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０４６ ８４．３１％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３３ 设施权重数据

设施权重主要基于使用频率 （高频、中频和低频），结合专家打分，按照老年人 （≥６５岁）、中青

年人 （２０～６４岁）、少年—儿童 （０～１９岁）等不同年龄段的选择偏好进行赋值，形成综合权重。使用

频率最高，赋予权重为１；使用频率最低，权重为０（如表３所示）。

表３　服务设施综合权重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综合权重

权重 合计

市政公用

交通站点

公用设施

公交站点 １

地铁站点 ０．８

公厕 １

停车场 ０．６

景点 ０．３

１．８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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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综合权重

权重 合计

体育文化
体育设施 健身场馆 ０．５ ０．５

文化设施 文化场馆 ０．４ ０．４

公园绿地 公园景点

广场 ０．９

公园 １

景点 ０．３

２．２

基础教育
学校

培训机构

幼儿园 ０．９

小学 ０．９

中学 ０．５

— ０．４

２．３

０．４

医疗服务 医院

综合医院 ０．６

专科医院 ０．６

诊所 ０．８

２

福利养老
养老 养老服务 ０．３ ０．３

老年大学 — ０．２ ０．２

金融服务 金融网点
银行 ０．３

ＡＴＭ取款机 ０．２
０．５

商业服务

餐饮

办公设施

生活服务

— ０．５

综合市场 ０．５

超市 ０．７

便利店 ０．９

五金建材 ０．３

— ０．３

休闲娱乐 ０．５

生活服务设施 ０．６

美容美发 ０．２

０．５

２．４

０．３

１．３

总计 — — — １７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３４ 街景图像数据

基于百度街景图像ＡＰＩ服务端口，以平视视角，每隔５０米采集视线方向上３６０°视角的无压缩的

ＢＭＰ格式全景图，获取研究区域２０１７年７月份街景图像数据３１６５０张。在此基础上，利用机器学习提

取街景图像数据中绿化、建筑、行人、天空、墙体、机动车等要素像素占比 （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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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街景图像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４ 街道步行友好性分析

４１ 步行连通性

图５　街道步行连通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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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１ 步行路网整合度

整合度反映一个空间单元 （路段／轴线）到其他空间单元的便捷程度，是系统中某一空间与其他空

间之间的离散或集聚程度，是衡量空间中心性、交通潜力以及可达性的重要指标。一般整合度越高，其

表征句法中心性越高，可达性越高。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步行路网整合度呈现 “轴线”分布态势。其中，潞洲南部、云景里

和九棵树等组团出现高值集聚现象，表明这些组团步行可达性较高，街道连通性好；环球主题公园南

部、潞洲和副中心站等组团则出现低值集中现象，街道步行连通性较差。从街道层面来看，整合度高值

主要集中于通朝大街、新华南路、九棵树东路、九棵树西路、云景东路和梨园北街等街道，形成以果园

环岛为中心的 “放射状”布局形态，这些街道大多为副中心骨架步行 “廊道”，步行可达性最高、连通

性最好；低值街道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域外围。

４．１．２ 步行路网选择度

步行网络选择度是表征某一空间单元被其他空间单元之间的最短路径 （综合转折角度最小）穿行的

可能性，相较于整合度反映空间单元的中心性，以及潜在的交通可达性，选择度则是来描述该空间单元

的可穿行性，即 “偶然”的交通潜力。选择度越高，则表明某一空间单元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有越高的

被穿行几率。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步行路网选择度类似于整合度布局形态，呈现 “轴线”分布态势，

高值以果园环岛为中心形成 “放射状”布局。骨架步行 “廊道”成为步行可达的范围之内被穿行的几率

最高的街道，步行选择度最高，即南北向步行廊道：新华南路、九棵树西路、九棵树东路和云景东路

等；东西向步行廊道：通朝大街、运河西大街、新华西街、新华东街和云景南大街等。

４．１．３ 步行路网相对宽度

街道步行路网相对宽度是指街道步行通行空间中去除机动车停车占道外，供行人真正使用的空间宽

度，一般也被称为是步行实际宽度，该指标是保障步行者通行的最低标准。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步行路网相对宽度表现一般，存在大量人行道宽度不足１．５米的人

行道。其中，人行道相对宽度小于１．５米的街道占比约４４．７％；相对宽度在１．５～２．５米之间的街道占

比约４５％；只有约１０．３％的街道宽度在２．５米以上。

４．１．４ 街道步行连通性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步行连通性整体表现一般，组团间差异性较大。其中，连通性

高值主要集中于更新改造组团，即云景里组团、玉桥组团和九棵树组团，这些组团或片区街道步行连通

性最高；环球主题公园组团北部和潞洲组团南部街道步行连通性次之；其余组团或片区街道步行连通性

则表现较差。从街道层面来看，街道步行连通性依旧呈现 “轴线”分布态势，以果园环岛为中心，围绕

新华南路、运河西大街、九棵树西路、九棵树东路等步行 “廊道型”，形成 “放射状”路网形态，这些

街道既处于研究区域步行路网的空间中心，街道步行可达性和交通潜力最高，又有适宜步行的通行宽

度，街道步行连通性最高。此外，新华西街、新华东街、新华北路、通燕高速辅路、通顺路、京榆旧线

和潞苑五街等街道步行连通性次之；潞苑北大街、滨河中路和潞苑东路等街道步行连通性表现较差，这

些街道主要集中于研究区域外围。

４２ 步行便捷性

４．２．１ 街道功能混合度

街道功能混合度是反映街道功能业态多样性和均衡性的重要测度指标，本文基于香农—威纳指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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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街道步行便捷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街道ＰＯＩ功能业态进行测度，ＰＯＩ种类越丰富，街道功能混合度越高。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功能混合度整体水平较高，高值主要集中于九棵树、云景里和

玉桥组团，而潞洲、榆景苑、环球主题公园和副中心站等组团则呈现高低值交替分布。从街道层面来

看，街道的功能混合度高值依旧集中于 “廊道型”街道，以及玉带河西街、怡乐中路、怡乐北街和云景

东路等居住区密集的街道或部分路段，这些街道服务设施种类丰富。潞苑北大街、东六环西侧路辅路等

外围街道功能混合度低，街道服务设施种类缺乏或者单一，其余街道功能混合度水平则表现一般。

４．２．２ 街道功能密度

街道功能密度是直观反映街道ＰＯＩ兴趣点的覆盖强度，是指步行路网缓冲区范围内覆盖的ＰＯＩ兴

趣点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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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功能密度整体表现一般，高值主要集中于九棵树和云景里组

团，其余组团则呈现高低值交替分布现象。从街道层面来看，街道功能密度整体呈现 “带状”分布，通

朝大街、新华南路、九棵树东路、新华西街、九棵树西路、云景东路和云景南大街等主步行 “廊道”集

中了大部分高值，服务设施密集。其余半数以上街道缓冲区范围内服务设施数量在平均水平以下，功能

密度整体表现一般。

４．２．３ 街道步行指数

步行指数能够很好地反映步行可及范围内服务设施的可达性水平。本文以路段中心点为出发点，服

务设施为目的地，步行１５分钟 （１２００米），构建ＯＤ成本矩阵。利用高斯曲线拟合步行衰减规律，并

考虑人口年龄结构，优化设施使用权重，获取基础步行指数，再利用街区长度衰减率修正步行指数，最

终获得街道步行指数评分。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步行指数整体呈现由中心向外围逐步衰减的规律。其中，除云景里

和九棵树组团出现部分高值外，其余组团街道步行指数得分基本在５０分以下，整体表现一般。从街道

层面来看，步行指数高分主要集中于新华西街、新华南一街和通惠南路等街道，这些街道步行１２００米

范围之内有完善的服务设施 （如万达广场、苏宁易购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步行指数次高值，主要是围

绕果园环岛的 “放射状”路网，如新华南路、通朝大街和九棵树西路等，这些街道大多为副中心主步行

“廊道”，步行距离可达的范围之内获得的服务设施相对较多。其余街道步行指数得分基本在及格线

以下。

４．２．４ 街道步行便捷性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步行便捷性整体表现较好。更新改造组团 （即云景里组团、玉

桥组团南部高值和九棵树组团）是主要的高值集中片区，这些组团街道功能业态丰富且多样，步行路网

较为完善，街道步行指数得分高。其余组团街道步行便捷性水平则较为一般，这些组团街道功能业态缺

乏或者单一，街道步行路网完善度水平较低 （如环球主题公园和副中心站组团部分区域现阶段为正在建

设区域或待开发区域）。从街道层面来看，通朝大街、新华南路、九棵树东路、新华西街、新华东街、

九棵树西路、云景东路和梨园北街等街道主步行 “廊道”仍然是主要的步行便捷性高值街道，这些街道

地处城市旧城区，街道功能业态分布完善，步行网络密集，步行指数高，街道步行可达性最高。外围在

建区域街道或待建区域街道步行便捷性水平低，其余街道则表现一般。

４３ 步行安全性

４．３．１ 街道机动化程度

街道机动化程度是指街道空间范围内机动车交通的出行强度和空间使用情况，本文通过对街景图像

数据进行语义识别，获取街道空间断面中机动车 （小汽车、摩托车等）要素的像素占比，值越小说明该

条街道机动车交通量越低，步行者受干扰程度越小，街道步行安全性越高。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机动化程度整体表现一般，更新改造组团依旧是主要的高值集

中区域，街道步行受干扰情况较为严重；其余组团街道机动化程度一般，街道步行安全性水平较高。从

街道层面来看，机动化高值主要集中于通朝大街、运河西大街、新华北路、新华南路、九棵树东路、九

棵树西路、新华北路、新华南路和通顺路等街道，这表明这些街道既是副中心主要步行 “廊道”，也是

副中心主要机动车通道。此外，京洲南街、京洲北街和玉桥西里中街等密集居住区周边的街道也出现高

值集中现象，考虑到这些街道不是主要的机动车通道，表明这些街道机动车停车占道较为严重。其余街

道机动化程度则表现较低，步行者受机动车干扰程度低，街道步行安全性水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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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街道步行安全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４．３．２ 街道人行道占道

街道人行道占道是指街道人行道步行通行空间内机动车停车占道情况，机动车停车占用步行通行空

间是目前城市街道较为常见的现象，侵占步行通行空间不仅仅是对步行者路权的 “侵犯”，也是影响街

道步行安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人行道占道情况较为良好，占道情况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

于环球主题公园组团的大方居、天地美墅等；云景里组团的新华联家园、翠屏北里和园景西区等；九棵

树组团的潞河中学和潞河医院周边居住区，这些区域主要为高密度居住区，且规划停车位严重不足，导

致机动车停车占用人行道现象严重，街道步行空间被严重侵占，步行安全性水平低。其余组团街道人行

道占道情况相对较低，街道步行安全性水平较高。从街道层面来看，人行道占道情况最严重的街道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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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怡乐中街、怡乐中路北段、云景东路北段、翠屏西路西段、九棵树东路北段、怡乐北街、玉桥西路

和物资学院路等街道，这些街道机动车停车占用人行道数量在２０辆以上，部分街道或路段占道停车数

据量高达６０辆，侵占空间极大地破坏了步行者路权，影响了步行通行空间的有效宽度，严重威胁步行

者的通行安全性。怡乐西路西段、京洲南街、京洲北街、中山大街和群芳中三街等街道人行道占道情况

次之，机动车停车占道数量一般在１０～２０辆之间，在部分路段步行通行空间受到侵占，街道步行安全

性水平一般，而其余街道人行道占道情况较为良好，步行通行空间相对能够满足步行者需求，街道步行

安全性水平相对较高。

４．３．３ 街道人流密度

街道人流密度是指街道步行空间中行人出现的频次，街道步行空间中密集的人群会给步行者带来安

全感，而偏僻无人的街道往往是滋生犯罪的 “温床”。本文通过对街景图像数据进行语义识别，获取街

道空间断面中行人要素的像素占比，来表征街道人流密度。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人流密度水平整体表现一般，人流密度的高值主要集中于更新

改造组团，街道步行安全性水平最高；其余组团街道人流密度水平相对较低，尤其是潞洲和榆景苑组团

北侧街道人流密度最低，街道步行安全性水平低。从街道层面来看，主要步行 “廊道”上人流密度相对

较少，这符合这些街道的功能定位，即交通主导型街道。而怡乐中路、云景东路、玉带河西街、玉带河

东街和中山大街等生活服务类或综合服务类街道的人流密度相对较高，街道步行安全性水平高。

４．３．４ 街道步行安全性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步行安全性水平整体一般，组团间差异性明显。安全性低值主

要集中于更新改造组团，这些组团虽然街道人流密集，但机动化程度较高，机动车侵占人行道空间现象

突出，严重影响街道步行安全性；其余组团则恰恰相反，街道步行安全性水平较高。从街道层面来看，

主要步行 “廊道”是步行安全性水平较低的街道，这些街道的功能类型对步行安全性影响较大；安全性

高值主要集中于云景南大街、潞苑北大街、万盛南街和芙蓉东路等街道，虽然这些街道人流密度水平一

般，但机动化程度和人行道通行空间被侵占水平较低，街道步行安全性水平高，其余街道步行安全性水

平则表现一般。

４４ 步行舒适性

４．４．１ 街道绿视率

绿视率这一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日本，当时有日本学者对街道空间环境绿化建设

进行探讨，发现植物绿色对人脑的视觉刺激作用 （梅棹忠夫，１９６９）
［２，２１］。此后，在对视野中绿化面积

比例进行量化研究基础上，青木阳二于１９８７年正式提出 “绿视率”的概念［２，２１］。本文通过对街景图像

数据进行语义识别，获取街道空间断面中植物要素的像素占比，来表征街道绿视率。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绿视率情况整体表现良好，街道步行空间环境品质较高。其

中，绿视率高值主要集中于云景里、副中心站和环球主题公园３个组团，一方面由于这些组团规划建设

时间较近；另一方面街道多采用三辐路进行建设，街道绿化水平较高。绿视率低值主要集中于九棵树和

潞洲组团，这两组团主要是规划建设时间较远或待开发区域较多。从街道层面来看，沿运河街道绿视率

水平相对较高 （如小中河西路、堡龙路等），绿视率水平在５０％以上；通朝大街、运河西大街、九棵树

东路和九棵树西路等街道绿视率水平次之，绿视率水平在２５％以上；绿视率水平在１５％以下的街道主

要为滨河北路、通盛南路和潞苑中路等街道，这些街道主要是在建道路或宽度不足的街道；其余街道绿

视率水平一般，基本在１５％～２５％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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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街道步行舒适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４．４．２ 街道天空开敞度

天空开敞度是指步行者在街道步行空间中所能看到的天空面积，天空开敞度越高，表明步行空间的

通透性越高，步行者视觉开阔度越高，步行体验越舒适。本文通过对街景图像数据进行语义识别，获取

街道空间断面中天空要素的像素占比，来表征街道天空开敞度。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天空开敞度整体水平良好，组团间差异性较小。从街道层面来

看，开敞度高值 （＞５５％）主要集中于步行 “廊道”；开敞度低值 （≤３０％）主要为城市支路和绿化水

平良好的沿河街道；其余街道天空开敞度水平表现一般，天空要素占比在３０％～５５％之间。

４．４．３ 街道围合感

街道围合感是指街道步行空间中建筑、绿化、墙体要素对街道空间的围合程度。本文借鉴芦原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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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高宽比的认知理论，对街景图像数据进行语义识别，获取街道空间断面中建筑、绿化、墙体等围合

要素的像素占比，来表征街道围合感。街道围合感＝０．５是空间感知的转折点，当围合感＞０．５时，空

间感知逐步封闭；围合感＝１，即街道步行空间被完全封死；当围合感＜０．５时，空间感知逐步宽阔。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围合感整体较为宽敞，街道步行舒适性水平较低。其中，围合

感最适宜的组团主要为九棵树组团，该组团建设年代较早，街巷空间尺度和空间围合感较为适宜；街道

围合感最差的片区为潞洲组团北侧，该片区存在大量的待开发区域，街道围合感较为宽阔。从街道层面

来看，研究区域约５８％的街道，围合感在１０％～３０％之间，这些街道空间围合感一般；围合感最低

（≤１０％）的街道约３４％，主要为待开发区域周边街道 （如朝阳北路、东六环西侧路北段等），这些街

道空间围合感太过宽阔；围合感水平最适宜的街道 （３０％～６５％）约７％，主要为城市支路和绿化水平

较好的滨河路 （如堡龙路、万盛中三街、荟萃东路等）；街道围合感较为封闭的街道 （＞６０％）约占

１％，主要为部分桥隧路段。

４．４．４ 街道步行舒适性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步行舒适性水平整体表现一般，组团间差异性不明显，舒适性

水平高低值分布均匀。从街道层面来看，舒适性高值街道主要为河滨路 （如滨榆西路、小中河西路和堡

龙路等）；绿化率和天空开敞度水平高的城市主次干道 （如九棵树西路、云景东路和新华西街等）；以及

街道围合感适宜、绿化水平较高的城市支路 （如梨园中街和怡乐中街等）。舒适度低值街道主要为新建

道路 （如滨河北路等）、待开发区域周边街道 （如潞苑北大街等）、绿化率水平较低的街道 （如通惠北

路、新华北路和财贸学院路等）、在改造街道 （如通朝大街果园环岛段）、街道围合感较差的街道 （如通

顺路等）。其余街道步行舒适性则表现一般。

综上所述，研究区域街道步行友好性水平在不同测度维度有着明显的差异性，深入分析研究区域街

道整体步行友好性水平，对未来区域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和街道步行空间环境提质提供了较为初步

的研究基础。

５ 街道步行友好性分析

基于前文测度研究可以发现，街道步行友好性是街道连通性、便捷性、安全性和舒适性等多指标相

互作用的综合结果，测度指标间存在明显的互补准则。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借鉴Ｓｕ
［２２］等 （２０１９）在街

道可步行性研究中使用的突变模型，构建街道步行友好性综合模型—步行友好性指数 （ｗａｌｋ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ＷＩ）。突变理论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ＣＴ）最初由ＲｅｎｅＴｈｏｍ提出，用于模拟自然现象中的突

然和不连续变化 （Ｔｈｏｍ，１９７５）
［２２，２３］，Ｓｕ

［２２］等 （２０１９）在街道可步行性研究中指出，突变模型更适宜

分析于多种评价指标的多维研究，可以极大的提升研究的科学性。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街道步行友好性水平整体表现较好，高值主要集中于更新改造组

团，其余组团步行友好性表现一般。从街道层面来看，街道步行友好性围绕果园环岛形成 “放射状”高

值分布形态，即贯通南北的通顺路—新华北路—新华南路—九棵树西路／九棵树东路；贯穿东西的通朝

大街—运河西大街、新华西街—新华东街等步行主 “廊道”是主要的步行友好性街道。研究区域南部区

域东西向的翠屏西路—云景南大街—梨园南街和南北向的云景东路—九周路，成为沟通南部区域的次要

步行 “廊道”；通燕高速辅路—京榆旧线成为串联研究区域北部的东西向次要步行 “廊道”；而玉带河西

街—玉带河东街—潞通大街成为串联研究区域中部的东西向次要步行 “廊道”。此外，在组团内部与组

团之间也形成次要步行 “廊道”，如沟通云景里与环球主题公园的怡乐中街；潞洲组团内部的潞苑四街；

玉桥组团的南北向通道：故城东路—玉桥中路—临河里路；东西向通道：梨园中街等。其余街道则共同

构成研究区域步行 “毛细路网”，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街道步行网络。

从总体来看，研究区域街道步行友好性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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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街道步行友好性指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１）“四横一纵”的步行骨架网络结构初步形成。“四横”即通燕高速辅路—京榆旧线；新华西街—

新华东街；通朝大街—运河西大街；翠屏西路—云景南大街—梨园南街。“一纵”即通顺路—新华北路

—新华南路—九棵树西路／九棵树东路。未来亟待建设沟通区域北侧 （即连通榆景苑和潞洲组团）的东

西向步行通道，进一步加强区域南北向步行网络的连通，建设贯穿潞洲、副中心站、玉桥和环球主题公

园组团的骨架步行通道。

（２）“廊道型”街道构建起研究区域 “放射状”步行网络结构。以果园环岛为中心，通顺路—新华

北路—新华南路、通朝大街、运河西大街、九棵树西路和九棵树东路共同构建起区域骨架步行网络，成

为连通研究区域东西南北的主步行廊道；连通局部区域 （如玉带河西街、玉带河东街等）、组团间 （如

怡乐中街等）或组团内部 （如潞苑四街等）的街道则成为研究区域的次步行廊道。未来亟待优化 “放射

状”步行网络带来的交通集聚问题，通过贯通通惠北路—翠屏西路、玉桥西路—荟萃东路，加强更新改

造组团南北向步行交通联系，缓解区果园环岛区域的交通压力，完善步行骨架网络。

（３）更新改造组团是研究区域内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较完善的片区。总体来看，更新改造组团

的步行网络连通性、公共服务设施的便捷性、步行空间的安全性和步行环境的舒适性属于整个研究区域

的最高水平。未来亟待进一步完善更新改造组团步行路网、优化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提升步行空间环境

品质；而其余组团规划建设要坚持居民 “共建共享”的理念，依托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来组织建设单元，

构建便捷高效的步行网络、优质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安全秩序的交通环境、和谐舒适的步行空间。

６ 结语

本文通过对路网矢量数据、街景图像数据、ＰＯＩ业态数据进行采集，基于空间句法、机器学习和步

行指数等测度方法，从连通性、便捷性、安全性和舒适性４个维度，对影响北京副中心核心区域 （研究

区域）街道步行友好性的路网形态、功能业态、空间环境等１２项指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熵

权法，综合分析研究区域街道步行网络连通性、公共服务设施的便捷性、步行空间的安全性和步行环境

的舒适性，并结合突变模型，获得街道步行友好性测度模型———步行友好性指数 （ｗａｌｋ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ｅｘ，

ＷＩ），探索研究区域街道步行友好性空间特征，形成以多源数据为基础，综合、定量、客观解读街道步

行友好性的评价方法，为未来研究区域步行网络、设施布局和空间环境建设提出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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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紧约束下杭州钱塘新区交通规划思路探索

冯　伟　王　峰　高　奖　毛海涛

!"#$

本文以杭州钱塘新区为例，在国土空间紧约束下探索新区综合交通规划思路。从区域设施和城市设施的融合

衔接、交通模式与空间布局的引导反馈、交通实施与用地投放的实时耦合等角度，阐述了交通与空间、交通与产业发展

的互动关系。认为在新一轮国土空间体系下，区域设施与城市设施的界限逐步模糊，设施与空间的耦合、设施间的互联

互通越发重要；不同的功能空间应配备相应的交通发展模式，不能一味强调某种交通方式的主导性；交通设施具备锁定

效应，应注重交通设施的实施过程与用地空间的实时互动，方能构建可持续发展蓝图。

!%&'$

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规划；交通空间互动；杭州钱塘新区；公共交通可达性

０ 引言

杭州钱塘新区的设立是浙江省委省政府深度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推动杭州湾大湾区建设做

出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战略选择。钱塘新区包括原杭州大江东产业集聚区 （以下简称大江东）和杭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下沙），总面积５３１．７ｋｍ２。为深入落实钱塘新区 “世界级智能制造产业集群、长

三角地区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全省标志性改革开放大平台、杭州湾数字经济与高端制造融合创新发展

引领区”战略定位［１］，启动编制了新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及综合交通规划的研究工作。

目前全国各大城市均在探索编制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不同于以往的城市总体规划，新的规划

体系更加注重国土空间资源的合理分配，更加关注生态空间和生态红线的保护，避免城市无序发展，而

新规划体系下的综合交通研究也一直在探索中不断总结。

本文将以杭州钱塘新区为例，从国土空间紧约束背景下，充分审视交通与空间、产业发展的互动关

系，从区域交通与城市交通的融合、交通模式与空间布局的融合、发展目标与实施路径的融合等多角

度，总结提炼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综合交通发展思路。

１ 钱塘新区的空间基底

１１ 分散开发，合力不足的用地布局

钱塘新区距离杭州市中心约３０ｋｍ，由于初期发展较大程度依附主城，但与主城区的联系受到三大

屏障的阻隔。乔司监狱、省军区与武警农场，致使下沙进入主城区的通道被三大军事用地切断，形成诸

多断头路；同时宽达２ｋｍ的钱塘江，致使跨江通道的建设有限，制约了钱塘新区从大江东进入下沙和

主城的通道；此外萧山机场的阻隔，致使大江东进入滨江地区的空间薄弱，需从钱塘江以北绕行，缺乏

直线通道。总体上钱塘新区的发展门槛较高，资源投入有限，难以借势主城发展，且随着近年来固投总

额下降、政府债务收紧，持续的高额投入难以为继［２］。

从内部用地发展现状来看，大江东近５０ｋｍ２ 城镇建设用地，形成１０个建设组团，其中最大组团

２７ｋｍ２，最小组团１．６ｋｍ２，最远组团相距２０ｋｍ，最近组团相距４ｋｍ。总体上钱塘新区的用地发展面临

着开发分散、效率低下等问题的制约，导致有限的开发投资难以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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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钱塘新区与杭州市区空间关系示意图
［２］

图２　钱塘新区现状用地布局示意图
［２］

１２ 江海交汇、水绿交融的生态格局

钱塘新区位于钱塘江与杭州湾的交汇处，钱塘江在该段呈喇叭形由内向外急剧缩狭，是观看天下奇

观钱塘潮的有利位置。新区内水系丰富，河道呈格状分布，多为围垦时人工开挖河道，水域面积

１１４．７ｋｍ２，占比２１．５％。基地内以生态田园为基底，基本农田保有面积１９８．４ｋｍ２，占比３７．１％，其

中大江东片区农保率近８０％。大江东北部临钱塘江部分为江海湿地，总面积约５３ｋｍ２，面积是西溪湿

地的５倍，是杭州中心城区面积最大的湿地。基地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中转站，全球

八大鸟类迁徙路线之一［２］。

图３　钱塘新区现状水系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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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承载重任、摇摆不定的开发规模

钱塘新区 （尤其是大江东）的规划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不断演变，大江东片区的城市空间结构从象限式

到组团式，城市在摇摆不定地前进发展，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更加注重 “三区三线”的划定，在严守生

态保护红线、确保新区生态系统完整、保证蓝绿空间稳定、严格保护基本农田等思想指导下，城市规模

也由最初的 “粗放”到现在的 “收紧”，其中大江东片区规划用地规模也由最初概念规划的２２０ｋｍ２到

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紧约束下的１１０ｋｍ２ （初步方案）。

图４　钱塘新区用地规划示意图对比 （左：原控规拼合图；

右：新一轮国土空间背景下用地规划示意图［２］）

２ 钱塘新区的交通本底

２１ 优越的地理空间区位与匮乏的区域交通设施

从长三角城市群来看，钱塘新区位于南翼沿湾的地理中心；从杭州湾地区来看，钱塘新区处于杭州

湾 “Ｖ”字形产业带的拐点；从杭州都市区来看，钱塘新区位于杭州都市区中心偏东的位置，是杭州都

市区东部门户枢纽，如图５所示。

尽管钱塘新区占据绝佳的地理空间区位，且距离萧山机场仅５ｋｍ，如图６所示，钱塘新区达到萧山

机场的小汽车出行时效基本都在３０～６０分钟之间，且联系方式单一 （仅依靠小汽车），总体上联系效率

较低，未能把机场区位优势转换为空港经济优势。此外新区内缺乏铁路枢纽，难以依靠区域设施形成发

展触媒，到达杭州东站在１小时左右，难以满足商旅快速出行需求，同时公共交通出行极为不便。

图５　钱塘新区区位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６　萧山机场小汽车交通可达性分析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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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拼贴的行政区划组合与错位的交通发展阶段

钱塘新区由原下沙和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组合而成，两者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阶段均存在较大的差别。

下沙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已初具规模，轨道１号线运营７年，内部路网基本建成，密度达到４．５ｋｍ／ｋｍ２，

干道实施率达到７７％；而大江东地区城市建设刚起步，路网密度仅２．８ｋｍ／ｋｍ２，且受制于土地指标，

框架性路网均采用公路模式建设，缺乏连贯干路系统，路网呈现孤岛化园区路网，无法承担片区之间

出行。

图７　钱塘新区现状路网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２３ 理想的公交优先战略与现实的机动交通主导

公交优先一直是杭州交通发展的引领战略，围绕 “公交都市”创建目标，杭州近几年大力发展轨道

交通，围绕 “四位一体”的大公交系统，杭州整体的公交发展程度、交通服务品质、群众获得感得到了

全面提升，并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获评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但反观钱塘新区，根据２０１９年杭州市

居民出行调查，钱塘新区尤其是大江东片区成为公共交通的洼地，公交出行比例仅为６％，而小汽车出

行比例高达４４％，与杭州市区１８％的公交出行分担率形成鲜明对比。

３ 钱塘新区交通发展思路探索

３１ 空间资源紧约束下，区域设施与城市设施的界限逐步模糊

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引领下，未来区域间的合作将更加紧密，城际铁路、市域轨道、城

际干道等区域网络的建设逐步成为这一个阶段交通系统建设的主体。区域设施与城市设施的界限将逐步

模糊，城—乡二元结构、对外交通—城市交通二元结构将逐步被打破。钱塘新区作为面向长三角和杭州

湾的桥头堡地区，规划有大量的区域设施，包括高铁、高速公路、都市圈城际铁路等，在国土空间紧约

束下，笔者认为不宜大规模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应充分利用区域设施为城市服务，因此如何巧妙地布局

区域设施成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下钱塘新区交通规划的研究重点。

３．１．１ 高铁站与城市中心耦合的选址之争

随着深圳福田站、雄安西站、杭州西站等一批以站城一体、融合发展为目标的客运站诞生，枢纽站

的选址不再避开城市建成区。一方面枢纽站是带动城市周边地区发展的触媒，既是网络中的节点也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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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的场所［３］，应是区域和城市可达性最高的地区；另一方面枢纽与城市中心越耦合，所承担的接驳成

本越低，在国土空间紧约束下，所需提供的相应的交通成本 （包括设施空间和产出效益）越低，枢纽的

空间和时间价值将会越高。

根据杭州市铁路枢纽总图规划，钱塘新区内规划有江东高铁站 （未建）。关于高铁站的选址存在较

大的争议，一种声音认为应结合既有高铁站选址重塑空间结构 （图８方案一），一种声音认为应结合新

的空间结构对原有高铁站选址进行调整 （图８方案二）。虽然最终方案从工程代价大小、协调工作难度、

接驳条件提升等多维角度确定选择方案一，但总体上枢纽对于城市空间的塑造具有较强的锁定效应、枢

纽应与城市中心耦合这一理念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下越发重要。

图８　江东站选址对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３．１．２ 都市圈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快线的互联互通

国家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发展要求。结合实际规划经验，市域 （郊）铁路和干线铁路之间主要通过和

国铁客运站并站分场、或新建与国铁线路的联络线等来实现互相连通；市域 （郊）铁路和城市轨道等主

要通过同站台换乘方式和修建区间联络线等方式实现跨线运行。运营组织包括多交路运营、快慢车结合

运营、共线运营、过轨运营等。

钱塘新区规划有干线铁路 （杭绍台高铁）、市域 （郊）铁路 （杭甬货运通道，客货混行）、水乡旅

游线 （都市圈城际铁路）、城市轨道快线、普线等多层次轨道体系，结合网络功能需要，规划积极探

索杭甬货运通道、水乡旅游线和城市北部快线的互联互通，将区域设施与城市功能充分融合。如图９

所示。

３．１．３ 高速公路网与城市快速路网的有机衔接

高速公路主要承担区域性客货运交通组织功能，城市快速路主要承担城市内部长距离机动交通

出行需求功能。从道路功能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来看，高速公路由于过境性交通量较大，不宜经过城

市中心区，而从钱塘新区与主城区的空间距离来看，绕城以外的快速路不宜无限延伸，因此高速公

路与城市快速路的衔接点选择尤为重要。结合钱塘新区既有高速公路网及产业布局，研究认为钱塘

新区高速公路网以分离式和绕越式为主，以杭州都市经济圈高速公路环线为界限，组织区域路网和

城市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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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钱塘新区多层次轨道互联互通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１０　分离式衔接模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１１　绕越式衔接模式

３２ 大尺度空间发展背景下，审慎选择交通发展引导模式

３．２．１ 不同特色片区强调相应的交通发展模式

　　钱塘新区总体上呈现 “一湾一轴、两城两区”规划空间结构，“一湾”即湿地江湾，“一轴”即钱塘

创新发展轴，“两城”即下沙科学服务城和江东产业创新城，“两区”即高铁艺术休闲片区和临江智能制

造片区。各组团用地类型和既有的交通条件都不尽相同。

对于 “两城”来说，未来以居民日常城市生活为主，交通发展引导模式应贯彻绿色交通发展模式，

加密轨道线网密度，注重构建 “快线－普线－局域线”的立体公共交通网络，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

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道路在规划、设计、管理过程中从 “主要重视机动车通行”向 “全面关注人的交

流和生活方式”转变、从 “道路红线管控”向 “街道空间管控”转变、从 “工程性设计”向 “整体空间

环境设计”转变、从 “强调交通功能”向 “促进城市街区发展”转变。

对于 “高铁艺术休闲片区”，按照站城一体规划理念谋划布局，交通发展模式秉承 “公交优先，轨

道引领”、“慢行友好，人车分离”、“枢纽交通高效集散，站城交通有序分离”、“严格控制个体机动车交

通使用”四大发展策略［４］，通过构建高轨道化、低个体机动化的综合交通体系，支撑站城深度融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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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钱塘新区规划空间结构示意图
［２］

强度综合开发的站城一体化地区发展理念，满足多样化交通出行体验。

对于 “临江智能制造片区”，未来以工业用地为主，整体开发强度不大，交通发展引导模式应符合

园区发展需求，注重客货交通的有序分离，而不宜过分强调公交优先发展思路。结合园区出行特征和具

体需求，探索响应式公交的发展。对于园区道路网布局应刚柔相济，基于路网和街区的弹性开发理念，

将该片区规划道路分为 “强制性道路”和 “弹性道路”两种［５］。强制性道路承担重要的交通功能，所限

定的街区尺度适应大型企业建设；弹性道路扩大路网的交通容量，便于中小企业出行，规划实施时可根

据企业实际需求调整或取消，同时合并两侧地块。

３．２．２ 轨道快线与轨道普线的选择路径

由于空间尺度较大，加之公共交通系统不够发达，钱塘新区对外出行方式中，小汽车呈现碾压式优

势。以规划地铁青六路站为例 （地铁７、８号线换乘站），小汽车１小时交通覆盖杭州彭埠大桥以东大部

分地区，而公共交通１小时交通圈仅局限在大江东内部，且未能过江至下沙片区，如图１３和１４所示。

总体上而言，钱塘新区到达市级中心 （近西湖片区、钱江新城）的效率均较低。道路交通、公共交通无

法承担片区间的快速联系。

图１３　钱塘新区现状小汽车出行时耗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１４　钱塘新区现状公交出行时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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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精明增长发展模式角度出发，应对大尺度空间，研究认为应引入轨道交通，摒弃传统的大规模修

建道路模式。关于轨道模式的选择，一直有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应以片区内部出行为主，推崇普线模

式 （站间距相对较小，设计速度一般为８０～１００ｋｍ／ｈ），针对原有的快线通道提议设置更多的站点，带

动更多的土地开发；一种认为应以提升对外联系效率为主，提倡构建轨道快线模式 （站间距相对较大，

设计速度达到１２０～１６０ｋｍ／ｈ），但昂贵的地铁建设费用与地块开发又难以结合得很好。综合城市空间

结构和发展战略目标，以１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构建 “快线＋普线”的轨道发展模式，快线注重跟钱塘

新区中心与杭州市级中心的快速联系，普线注重片区内部的通勤联系，必要时建议设置越行站，以满足

不同的出行需求。

３．２．３ 构建集约化的交通廊道，切忌均质化的 “摊大饼”发展模式

城市的发展有一定的历史和阶段，不同阶段的交通发展模式不尽相同，选择对的发展路径能够助推

城市的健康发展，而一旦选择错误的发展模式，基于交通设施的不可逆性，所承担的负面成本将是巨

大的。

对于钱塘新区而言，轨道交通的建设有时序性，人口和用地的集聚也需要时间，因此不宜用远期轨

道线网审视交通的构建，交通与用地应处于实时互动的阶段。因此城市空间轴的发展离不开现状及在建

轨道线网，城市用地空间应重点投放于既有轨道站点周边，而钱塘新区现状轨道站点８００ｍ范围内仍有

相当比例的农村及非建设用地。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土地空间的优化整合是重点，城市建设

用地应优先布局于轨道站点周边，切忌均质化的 “摊大饼”发展模式，这样一方面能塑造集约化的城市

空间合理布局，另一方面也能源源不断地为轨道输送客流，实现用地与交通的双赢。

图１５　钱塘新区现状用地分布与在建轨道交通线网关系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３３ 交通与用地的实时耦合，注重过程式与蓝图式发展的差异性

３．３．１ 重视交通设施建成后的锁定效应，促进三生空间融合

交通、产业、空间作为城市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ｐａｃｅ），相辅相成、互为制约。

在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的背景下，以实现交通与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充分

发挥交通设施建成后 的锁定 （Ｌｏｃｋｉｎｅｆｆｅｃｔ）效应
［６］。

对于重大客运枢纽，如钱塘高铁站，应充分重视大 “ＴＯＤ”的引领作用，秉承 “站城一体、三生

融合”的理念，打造 “高强度，高密度，高复合”枢纽综合体。

对于重大货运枢纽，如江东物流园，在既有国际性物流功能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国际货运代理、报

关报检、金融保险、融资租赁、电子支付、物流咨询、信息交易、电商服务等现代物流服务业，发展枢

６５



纽经济，促进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由 “邻避”变 “邻利”，将消极空间转化为出新出彩空间。

对于轨道站点，应推动站点周边用地功能优化与生活空间品质提升，同时围绕轨道交通走廊优化生

产资源配置，培育交通干线创新驱动型产业集群。

３．３．２ 围绕公共交通高可达性地区更新存量用地和投放增量用地

我们试图寻找一种用地与交通完美契合的媒介工具，借鉴伦敦城市发展经验，将可达性指标融入交

通规划，ＰＴＡＬｓ（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Ｌｅｖｅｌｓ）是表达交通可达性的 “公共交通本位”评价

指标［７，８］，在大伦敦地区已有近３０年的应用历史。高值地点通常具有以下特点：高公交站点线路覆盖、

高轨道站点线路覆盖、高公交发车频率。

结合钱塘新区现状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发展情况，绘制其现状ＰＴＡＬｓ图，假设三期轨道线网建成

时 （２０２２年），常规公交保持不变，绘制其２０２２年的ＰＴＡＬｓ图，如图１６所示。可以看出，轨道三期

建成后，站点周边的公交可达性显著提高。ＰＴＡＬｓ值高的地区意味着总体的公共交通可达性高，也是

未来发展机遇较高地区。对于下沙而言，用地处于较为成熟地区，未来应优先引导轨道站点周边的用地

转型；对于大江东而言，处于发展的起步期，未来新增用地应优先布局于轨道站点周边，清晰地沿着轨

道站点谋划发展轴线，提升站点周边开发强度，摒弃均质化、“摊大饼”式的用地发展模式。同时对于

ＰＴＡＬｓ值较低地区，应强化与周边轨道站点的快速衔接，提升整体公共交通品质。

图１６　钱塘新区ＰＴＡＬｓ指标示意图 （左：现状，右：轨道三期建成后）（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３．３．３ 重视物流枢纽与产业布局的互动，提升物流设施空间的产出效益

从交通角度，以交通、物流、信息等枢纽平台为载体，强化对经济活动和信息流动的集聚与辐射，

可以形成枢纽偏好型产业体系与产业集群，从而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也形成重要影响，这也就是枢纽经济

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而单就交通对产业发展的反馈来看，可以认为是一种物流导向的开发模式 （ｌｏｇｉｓ

ｔｉｃｓ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ＯＤ）。

从航空、铁路、公路、水运网络及其枢纽布局来看，钱塘新区均具有发展ＬＯＤ导向的枢纽经济的

优势，如图１７所示。航空方面，钱塘新区紧邻萧山国际机场和临空经济示范区，钱塘新区未来重点发

展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铁路方面，未来钱塘新区将规划建设铁路钱塘站、铁

路杭甬货运通道江东货站，有条件成为浙江乃至长三角南翼地区向世界进出口货物的集结中心与分拨中

心；水运方面，钱塘新区既坐拥江海联运的内河航运便利条件，又具有浙江内河航运枢纽的区位条件，

即可借由水路运输实现对自身钢铁、矿建材料大宗货物的需求以及出口商品的外运，降低物流成本，也

可以内河航运为基础的金融、保险、货代等现代物流服务业；公路方面，钱塘新区横跨杭州绕城高速公

路东线和杭州都市区第二绕城高速公路东线，同时位于杭州湾南北两岸双Ｕ型高速公路通道顶点，未

来可与绍兴的滨海新区、宁波的前湾新区发展上下游产业链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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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钱塘新区江东物流园区位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４ 结语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城市

群将呈现出以都市圈为单元的竞合发展，城市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对交通出行时间的要求跨越传统的

空间距离限制。在新时期应充分发挥交通作为不同类型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纽带，从跨行政区域、跨

行业边界的角度，实现与用地、产业的融合。本文从区域设施与城市设施的功能融合、不同类型功能片

区的交通引导模式、交通与用地的实时互动等三方面探索了杭州钱塘新区的交通规划思路，认为应从区

域设施与城市中心融合、制定适应片区特色的交通模式而非一味强调某种交通方式的绝对优先、以及应

注重发展蓝图指引下交通设施的布局应与用地实时耦合。

国土空间是城市的稀缺资源，尽管钱塘新区幅员辽阔，但也不可能无穷无尽地提供国土空间应用于

交通设施。因此如何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对交通的指导和约束，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实现交通资源的按需

分配、精准供给和动态平衡［９］，是新时期国土空间紧约束下交通规划亟需探索研究的课题。

! " # $

［１］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杭州钱塘新区的批复［Ｒ］．杭州：２０１９．

［２］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杭州钱塘新区规划纲要［Ｒ］．杭州：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钱塘新区分局，２０１９．

［３］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客运枢纽与城市功能协调研究［Ｒ］．北京：北京市规划委

员会，２０１６．

［４］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杭州市西站枢纽综合交通规划［Ｒ］．杭州：杭州市规划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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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品质视角下的步行系统定量评价

———以重庆市渝中半岛为例

李棠迪　雷强胜

!"#$

步行是人们出行的基本方式，在城市机动车迅猛增加、道路不断扩张的当下，随着 “以人民为中心”和绿色

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城市规划建设逐步转向以空间品质提升为目标，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本

文从城市空间分布形态的视角尝试对步行系统进行定量描述，利用相关规划资料和数据，运用量化及空间分析手段，较

为系统地考察了重庆市渝中半岛城市空间结构与步行系统的现状，描述了城市吸引点等城市空间结构与步行通道之间的

匹配度，研究了轨道交通站、公交站点等与步行通道的可达性，并分析了步行通道线密度与地块容积率之间匹配关系；

最后根据以上研究分析，提出了相关研究意见和建议。以期对如何利用量化分析技术，支撑、指导城市步行系统整体规

划，积累实证分析基础并建立监测分析模型，支撑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问题导向策略，进而为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并改善人

民生活，提供参考与建议。

!%&'$

步行通道；可达性；城市空间；定量评价

０ 引言

步行交通方式由于其自由灵活、低碳环保、生态健康等特点，在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的

今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以重庆为代表的典型山地城市，地形复杂、坡度高差大，自行车交通和

摩托车交通相对较少，具有明显的出行方式上的两元化特征，尤其在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尚不发达的区

域，步行出行占比就更为突出。山地城市特有的地形特征、城市形态和原生路网结构，使得步行出行在

山地城市中的作用远大于平原城市。

随着 “以人民为中心”和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城市规划建设逐步转向以空间品质提升为目

标，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因此，从城市空间品质的视角对步行系统进行定量描

述，对于科学优化城市步行系统、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步行出行

占比较突出的山地城市。

１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相关学者针对步行交通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对于指导城市步行系统的科学规划具有重要借

鉴意义。１９９１年建设部颁布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对城市中人行道最小宽度做出了明确规定。１９９５年

实施的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进一步规定了人行道宽度的计算方法，并明确了路段人行横道或

过街通道的间距、人行天桥或地道的设置条件等。在此之后，大量研究聚焦于步行设施的设置方法、选

用依据和人性化设计等方面 （周旭，李松年，王峰，２０１７
［１］；吴家颖，２０１４

［２］）。

在步行系统规划方法方面，主要结合老城区、中央商务区、特色街区等开展相关研究。张丽杰等［３］

（２０１６）从步行空间划分、步行路径和网络规划、步行环境设施设计三个方面研究了城市更新背景下的

步行系统规划策略。陈小韦 （２０１４）
［４］考虑商业街区步行系统的整体性和步行者的步行感受，从提升步

行环境、合理打通步行路径、加强步行连续性和增加步行认知度等几方面对宿迁市老城区中心商业区步

行系统规划提出了几点建议。钱林波等 （２０１１）
［５］围绕宏观的特色化分区、中观的特色化单元、微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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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空间，连续的步行网络和步行通廊，精细化的步行设施等内容，从规划和设计层面，详细阐述了

中小城市步行系统规划体系内涵。胡珊 （２０１０）
［６］在借鉴国内外优秀人行天桥规划案例的基础上，从区

别联系对象的主次关系、确保系统的连续性和高效性、实现与公共交通的无缝连接、增强步行舒适性等

方面对广州珠江新城核心区的二层步行系统进行了规划。钟艺萍 （２０１０）
［７］着重从步行系统体系层面探

讨了高层密集区立体化步行空间的规划塑造问题。魏晓云 （２００８）
［８］从步行通廊和步行通道两方面探讨

了厦门市步行系统的宏观结构规划，并从中观层面分别针对城市中心区、居住区和工业区制定了步行系

统的规划控制要求。

针对步行交通出行品质提升问题，王鹤等 （２０１４）
［９］针对镇江市山水花园的城市定位，着重研究了

休闲性步行系统的规划问题。王悦等 （２０１７）
［１０］通过构建可识别的步行环路、打造新城地铁站门户广

场、激活封闭小区周边的街道界面、重视开放街区内部道路环境品质、增设日常活动公共空间节点等策

略和方法，提升上海市嘉定新城中心区活力。毛应萍等 （２０１１）
［１１］以深圳市罗湖金三角片区为例探讨了

全天候步行系统规划实践。

不少学者还针对山地城市步行系统规划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汪勇等 （２０１７）
［１２］以重庆市主城区为

例，探讨了山城步道与公共交通、历史文脉的结合。韩列松等 （２０１６）
［１３］以重庆渝中半岛为例，分析其

特殊的地形条件，确立了无缝对接城市公共交通、串联各类城市 “吸引元”、增强步行系统设计指引的

策略，以期构建 “安全、公平、便捷、连续、舒适、优美”的步行交通系统，引导人们建立绿色健康的

出行方式。雷诚等 （２００８）
［１４］从系统框架层次化、环境功能一体化、生态与景观并重三个方面诠释了山

地城市步行系统规划方法。

从国外相关研究来看，英国交通研究室与伦敦交通局提出的步行环境评价体系 （Ｐｅ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Ｓｙｓｔｅｍ，ＰＥＲＳ）从６个方面选取了５３个指标，集成开发了ＰＥＲＳ软件，帮助决策者

更好地了解步行交通系统现状［１５］。Ｌｅｙｄｅｎ
［１６］等人通过研究得出了高合度的ＰＯＤ （即以行人为导向Ｐｅ

ｄｅｓｔｒｉａｎ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社区能够促进居民更多的进行社会交往，提高公民素质。Ｎｅｗｍａｎ以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各大城市数据为例分析了ＴＯＤ模式与ＰＯＤ、ＧＯＤ模式之间的耦合协同关系。Ｅ

ｗｉｎｇ
［１７］等人提出了与步行出行相关的城市形态３Ｄ指标，即土地使用多样性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交叉口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和目的地可达性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既有研究从不同层面和视角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步行系统规划方法和理念，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步行

系统规划方案的定量评价问题。少量关于城市步行系统定量评价的研究，目前也主要聚焦于微观层面

（滕爱兵，韩竹斌，李旭宏，等，２０１６）
［１８］，对规划的指导意义不够突出。因此，本文结合 “以人民为中

心”和绿色发展的理念，以重庆市渝中半岛为例，从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视角，对专用步行通道规划方

案的宏观评价问题展开定量研究，以期为制定更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提供数据支撑。

２ 研究基础数据

２１ 研究对象

本文以渝中半岛为对象进行实例研究，具体规划范围为东至朝天门、西达鹅岭、北滨嘉陵江、南临

长江，总面积约为９．５平方公里。

渝中半岛是重庆市的城市核心地区，人口稠密，地形高差大，空间资源严重短缺。根据最新的统

计，渝中半岛９．５平方公里范围内，人口密度达到了５．５万人／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了上海的陆家嘴和

纽约的曼哈顿中心区。目前，渝中区正全力打造高品质都市旅游，２０１８年 “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吸

引客流再创新高，作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也给城市交通系统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着眼于统筹交通运行和旅游配套，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利用好渝中半岛的步行系统本底，有利于

彰显重庆 “山城”“江城”特色，为市民和游客提供高品质城市环境。因此，本文针对渝中半岛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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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开敞空间和历史遗存等步行交通 “吸引元”，采用空间分析技术，重点对山城步道等专用步

道的现状分布及其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进行定量评价。同时，结合研究的具体要求，必要时考虑道路

两侧人行道系统。

２２ 现状专用步行通道

以解放碑ＣＢＤ商业步行街、洪崖洞民俗风貌区、文创园区、滨江亲水步道、人民广场、山城步道

以及一系列社区公园等为代表的步行街区建成投用，为渝中半岛地区构建起了步行系统的雏形，目前规

划建设有多条长江与嘉陵江的联系步道，并建成了其中３条。根据建设计划，到２０１９年年底，渝中区

还将新建成重庆古城墙遗址传统风貌区步道、渝中区步道系统示范段、嘉滨路步道、佛图关公园人行步

道４条，新建和提档升级７座人行天桥与地通道，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优美的出行环境，逐

步形成高效、安全、便捷的人行过街系统。

图１　渝中半岛现有各类专用步行通道示意

通过布置休闲步道、景观步道和山城步梯等步行专用道，串联城市道路人行道，联系教育、医院、

文化、广场公园、商业中心及历史文物古迹等城市中人流大且最能充分展现城市魅力的 “吸引元”，形

成一张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步行网络。与此同时，规划专用步行通道尽可能衔接常规公交站、轨

道交通站点、观光ＢＵＳ停靠站和游客服务基站等
［１３］。步行通道现状分布情况如图２所示。

２３ 步行交通 “吸引元”

梳理渝中半岛主要的商业办公、文化体育、学校教育、医疗卫生、公园、城市阳台、公共交通站点

和历史遗存等步行交通 “吸引元”，并统计得到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开敞空间和历史遗存分别包含７５

处、３８处和１１２处。其中，公共交通站点包括地面常规公交站点和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两大类。获取各

个 “吸引元”的空间坐标数据，绘制步行交通 “吸引元”的空间分布图 （见图３）。

２４ 城市规划用地

收集渝中半岛各地块规划用地性质，提取容积率等关键指标数据 （如图４所示），并计算得到各地

块的加权平均容积率约为３．８。可以看出，解放碑周边地块容积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与此同时，由于

渝中半岛分布着大量的公园绿地、历史遗存等，大量地块的容积率较低，因此整个研究范围的建设强度

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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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专用步行通道空间分布

图３　步行交通 “吸引元”空间分布

图４　规划用地性质及地块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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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研究方法与模型

各类专用步行通道 （以下称步行通道）对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步行通道作为提升城市出行品质的重要基础设施，应区别于城市道路两侧人行道。后者主要服

务于周边居民日常的慢行交通出行需求，而前者主要服务于公共服务设施、开敞空间和历史遗存等。因

此，规划步行通道应主要集中于城市空间品质较高 （或容积率较低）的区域。

二是步行通道在高品质区域的均衡分配问题。一般而言，吸引元密度越大的地方，应该规划越多的

步行通道。

三是步行通道的可达性问题，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应该能够方便地到达步行通道，这也是对步行通道

的基本要求。

３１ 匹配度分析

步行通道与 “吸引元”、建设用地开发强度之间的高度匹配，意味着公共服务设施、开敞空间、历

史遗存等集中的区域，或规划地块容积率较低的区域，对应的步行系统也相对集中。也就是说，步行通

道密度应与 “吸引元”密度分布正相关，而与地块容积率负相关。

相关分析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同等地位的随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可用于评

价 “吸引元”、地块容积率与步行通道的匹配程度。本文采用相关系数来表征，其取值区间在－１到１

之间，数值越趋近于０表示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越弱。计算公式如下：

狉狓狔 ＝
狊狓狔
狊狓狊狔

（１）

　　式中：狉狓狔表示 “吸引元”密度 （或地块容积率）和步行通道密度两个变量对应样本的相关系数，狊狓狔

表示两个变量对应样本的协方差，狊狓表示 “吸引元”密度 （或地块容积率）对应样本的标准差，狊狔表示

步行通道密度对应样本的标准差。

狊狓狔 ＝
∑
狀

犻＝１

犡犻－犡（ ）
－

犢犻－犢（ ）
－

狀－１
（２）

狊狓 ＝
∑
狀

犻＝１

犡犻－犡（ ）
－

２

狀－槡 １
（３）

狊狔＝
∑
狀

犻＝１

犢犻－犢（ ）
－
２

狀－槡 １
（４）

　　针对具体的地块，重点评价 “吸引元”与步行通道的匹配问题，对应的匹配度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犇＝犛１／犛１－犛２ （５）

　　式中：犇表示匹配度，当其取值较小时，说明地块周边步行通道密集而 “吸引元”稀疏或步行通道

稀疏而 “吸引元”密集。本文认为犇＜０．５０时 “吸引元”与步行系统不匹配；犛１、犛２分别表示 “吸引

元”和步行通道的归一化点密度或线密度。

３２ 可达性分析

可达性是评价交通系统能否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能否达到充分、高效、平衡、协调这一基本要

求的一项综合性指标。

定义距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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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 犔犻（ ）犼 ＝

犔１１ 犔１２ … 犔１狀

犔２１ 犔２２ … 犔２狀

   

犔ｍ１ 犔犿２ … 犔

熿

燀

燄

燅犿狀

（６）

式中：犔犻犼———从第犻条步行通道到第犼个公共交通站点的最短步行距离 （ｍ）。

定义居民出行ＯＤ矩阵：

犕＝（犕犻犼）＝

犕１１ 犕１２ … 犕１狀

犕２１ 犕２２ … 犕２狀

   

犕犿１ 犕犿２ … 犕

熿

燀

燄

燅犿狀

（７）

式中：犕犻犼———从第犻条步行通道到第犼个公共交通站点的出行需求 （人次）。

则第犻条步行通道的可达性指标犛犻为：

犛犻＝∑
狀

犼＝１

犛犻犼犕犻犼／∑
狀

犼＝１

犕犻犼 （８）

　　犛犻表示第犻条步行通道上居民到达周边公共交通站点的平均最短步行距离 （ｍ），该值越高，说明

该步行通道的步行可达性越差，反之可达性则越好。

４ 实例分析

以重庆市渝中半岛为例，定量描述规划步行通道的城市空间服务品质。

４１ 步行通道与 “吸引元”、用地开发强度的匹配度分析

以公共服务设施、开敞空间、历史遗存等为基础，计算 “吸引元”的点密度，并进行栅格化处理，

结果如图５所示。可以看出，“吸引元”集中区域对应的步行通道也相对密集，但也存在个别 “吸引元”

附近无步行通道分布的情况。

图５　渝中半岛 “吸引元”点密度示意

５６



以渝中半岛规划步行通道为基础，计算对应的线密度，同样进行栅格化处理，结果如图６所示。可

以看出，部分 “吸引元”周边缺少步行通道分布，但均紧邻城市道路。

图６　渝中半岛步行通道线密度示意

同时考虑城市道路两侧的人行道和规划的步行通道，在对步行通道线密度和 “吸引元”点密度进行

归一化处理的基础上，采用栅格叠加分析技术，识别 “吸引元”与步行系统不匹配的区域，结果如图７

所示。可以看出，大部分区域对应的吸引元与步行通道之间均匹配得较好。与此同时，匹配度较差的节

点也被清晰地识别出来，建议后期针对这些节点增加步行通道 （如图７虚线圆框所示）。

图７　 “吸引元”与步行通道之间的匹配度

提取每个用地栅格归一化后的吸引元点密度和步行通道线密度数据，并绘制两个变量之间的散点

图，结果如图８所示。根据公式 （１）～公式 （４），计算得到 “吸引元”点密度和步行通道线密度两个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狉狓狔 ＝０．８８，同样说明 “吸引元”与步行系统分布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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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吸引元”点密度和步行通道线密度之间的关系

同理，分析步行通道线密度与地块容积率之间是否匹配。如图９所示，步行通道集中区域对应的规

划地块容积率均较低，用地性质以公园绿地、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等为主，说明规划步行通道主要

服务于休闲等高品质出行。

图９　步行通道与地块的匹配关系

４２ 步行通道的可达性分析

基于ＡｒｃＧＩＳ生成各个公共交通站点对应不同距离的影响区 （见图１０），并采用空间叠加技术，将

缓冲区间距缩小到０．５ｍ，对应得到每条步行通道至周边公共交通站点的最短距离，结果如表１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暂不考虑步行客流分布。

图１０　公共交通站点缓冲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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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步行通道与公共交通衔接不畅的情况，建议增加地面常规公交站点，开行社区巴士或接驳公

交，以充分发挥步行通道的功能和作用。

表１　规划步行通道至周边公共交通站点的最短距离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ｍ）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ｍ）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ｍ）

１ ９２．５ ３９ ５９．５ ７７ ６３．０

２ ２５．０ ４０ ８９．５ ７８ ８５．０

３ ２１４．０ ４１ ６３．５ ７９ ８８．０

４ １７７．５ ４２ ５９．５ ８０ １４９．５

５ １１７．５ ４３ ３０．５ ８１ ６２．５

６ ２６．０ ４４ ５７．５ ８２ ３３．５

７ ６１．０ ４５ ６３．５ ８３ ２８．５

８ ６０．５ ４６ ３１．０ ８４ ６１．５

９ ９１．５ ４７ ２６．５ ８５ ３４．５

１０ ９０．０ ４８ ３３．５ ８６ ２７０．５

１１ ５９．０ ４９ ８９．５ ８７ ５８．５

１２ ３３．０ ５０ ５６．０ ８８ ６４．５

１３ ２６．０ ５１ ３３．５ ８９ ６０．０

１４ ８５．０ ５２ １２２．０ ９０ ５５．５

１５ ６０．５ ５３ ５９．０ ９１ ６１．０

１６ ３２．５ ５４ ６１．０ ９２ ５６．５

１７ １５３．５ ５５ ８５．５ ９３ ６１．５

１８ ５７．５ ５６ ８８．５ ９４ ２５．５

１９ ３０．５ ５７ ５６．０ ９５ ６４．０

２０ ６４．０ ５８ ２８．５ ９６ １５３．０

２１ ６３．５ ５９ ２５．０ ９７ ２８．０

２２ ５９．０ ６０ ６３．５ ９８ ５９．５

２３ ８５．５ ６１ ９１．０ ９９ １２２．５

２４ ３０．０ ６２ ５９．５ １００ ２８．０

２５ ９２．５ ６３ １２０．５ １０１ ６０．０

２６ ６４．５ ６４ ３１．０ １０２ ２６．５

２７ ９２．０ ６５ ５６．５ １０３ ２６９．０

２８ ３０．５ ６６ ３３．５ １０４ ８６．５

２９ ３４．５ ６７ ２９．０ １０５ ５８．５

３０ ２８．０ ６８ １１６．５ １０６ ５６．５

３１ ３１．０ ６９ ３４．０ １０７ ９０．５

３２ ２８．５ ７０ ２８．５ １０８ ２６．５

３３ ６３．５ ７１ ６１．５ １０９ ６１．５

８６



续表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ｍ）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ｍ）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ｍ）

３４ ５８．０ ７２ ６４．０ １１０ ６４．０

３５ ９３．０ ７３ ２８．５ １１１ ６２．０

３６ １１７．０ ７４ １１５．５ １１２ ６３．０

３７ ８７．５ ７５ ３１．５ １１３ １１８．５

３８ ８９．５ ７６ １２１．０

　　统计得到公共交通站点与规划步行通道之间最短距离的频率直方图，如图１１所示。可以看出，平

均最短距离约７０ｍ，说明规划步行通道与公共交通站点结合较好。超过９５％的规划步行通道距公共交

通站点不足１５０ｍ，即步行时间不超过３ｍｉｎ。

图１１　公共交通站点与步行通道之间最短距离的频率直方图

５ 结语

规划建设完善的步行系统对于公共空间打造、场所营造等都有着重要意义，是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

手段之一。本文较为系统地描述了步行通道与 “吸引元”、用地开发强度的匹配度关系。并以重庆市渝

中半岛为例，计算得到 “吸引元”与步行通道之间的匹配度为０．８８，匹配度相对较好；归纳得出步行

通道线密度与地块容积率之间成反比关系，即步行通道集中区域对应的规划地块容积率均较低，现有步

行通道的布设主要还是依托公园绿地、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等为主，在新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等

应考虑公共步道的布设并加强与现有通道的联系；与此同时，本文识别出需要增加步行通道的节点。在

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评价了步行通道的可达性，超过９５％的步行通道距公共交通站点在１５０ｍ范围

内，步行时间不超过３ｍｉｎ，但部分区域仍需增加地面常规公交站点，开行社区巴士或接驳公交。

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本文未对步行通道服务的行人流量、景观环境、安全性等进行评价，可以通

过进一步深入调查、完善城市特征数据资料，开展更为详细的定量评价，并通过实证分析建立的监测分

析模型，形成智能化的动态监测手段，支撑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问题导向策略，不断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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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周旭，李松年，王峰，等．探索城市地下空间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以多伦多市地下步行系统为例［Ｊ］．国际城市规划，

２０１７，３２（６）：１１６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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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吴家颖．高密度城市的步行系统设计—以香港为例［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４，１２（２）：５０５８．

［３］张丽杰，杨熙宇，陆峥嵘，等．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步行系统规划策略研究［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６，１１（３）：２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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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钱林波，叶冬青，曹玮，等．苏南发达地区中小城市步行系统规划体系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Ｊ］．城市交通，

２０１１，９（５）：３９５０．

［６］胡珊．城市中央商务区二层步行系统规划设计—以广州珠江新城核心区为例［Ｊ］．规划师，２０１０，２６（７）：３６４０．

［７］钟艺萍．高层密集区立体化步行空间的规划塑造—以广州市珠江新城核心区步行系统规划为例［Ｊ］．规划师，２０１０，

２６：１４７１５０．

［８］魏晓云．厦门市步行系统规划研究［Ｊ］．城市交通，２００８，６（６）：２１２６，３２．

［９］王鹤，孙兴堂．基于山水花园城市定位的步行系统规划—以镇江市为例［Ｊ］．交通标准化，２０１４，４２（１１）：２５２８，３２．

［１０］王悦，姜洋，韩治远．面向提升新城活力的步行系统规划策略研究—以上海市嘉定新城中心区为例［Ｊ］．上海城市规

划，２０１７，（１）：８０８７．

［１１］毛应萍，符林丽，林涛．区域性全天候步行系统规划方法—以深圳市罗湖金三角为例［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１，９（３）：

４５５１，７７．

［１２］汪勇，徐慧芬．山城步行系统规划建设研究［Ｊ］．城市道桥与防洪，２０１７，１１：２５２８．

［１３］韩列松，余军，张妹凝，等．山地城市步行系统规划设计—以重庆渝中半岛为例［Ｊ］．规划师，２０１６，３２（５）：

１３６１４３．

［１４］雷诚，赵万民．山地城市步行系统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Ｊ］．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０８，１７５（３）：

７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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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居住区停车问题分析及治理策略研究

潘　璐　刘春雨　曹天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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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城市建成区内不同时段不同类型停车供给的不均衡一直是城市交通管理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城市更新

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建成区低效利用空间存在大量的路外停车挖潜空间，另一方面路内停车占用严重，这种并存现象也

是众多大型社区停车问题的缩影。本文以北京市停车供需现状及项目实例为基础，通过调研访谈及文献研究，指出当前

路内停车问题诱因及基层停车治理面临的政策机制局限、审批监管繁琐、经济属性模糊、社会资本参与度低、社会治理

薄弱等普适性困境。结合北京市停车规划实践，阐述通过更新改造、社区治理、公众参与等方式实现停车共享共治的框

架流程，缓解停车供需矛盾；通过提高居民自治水平，高效协调管理部门、社区利益相关方及市场化投资运营平台等多

方主体也将是新时期城市停车治理、改善停车问题需不断摸索提升的关键。

!%&'$

经济属性；政策法规；停车治理；社区决策；公众参与

　　城市公共空间与道路资源作为居民休憩活动、交通出行的重要承载，也是城市风貌品质的关键

要素。但在北京中心城区外围居住功能组团内，路内停车挤占公共空间及道路资源的现象较为普遍，

既影响城市风貌同样威胁慢行交通安全。此类型居住社区与中心城老旧小区相比，存在三方面典型

特征：一是居住小区相对较新，以２０００年之后建筑为主；二是社区内部存在较多低效利用空间及可

更新用地；三是居住小区或公共建筑存在较多停车位余量。由于公众对停车付费意识不足、缺乏常

态化严格的监管措施、基层停车治理权限薄弱，道路及公共空间成为现阶段最易被停车违规占用的

区域。

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Ｌ社区为实例，探讨路内停车现状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及交通治理举措。结合

北京城市层面的停车治理现状、政策引导及市场运作，从居住社区基层停车治理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

社区决策、公众参与对缓解同类型区域停车矛盾的积极作用，为社区停车规划提供近远期发展策略及实

施路径，减少路内停车比例、优化配建车位共享、提高公共停车位占比，实现社区停车的共建、共治和

共享，推动停车与城市风貌品质的协调融合，营造良好的社区生活品质。

１ 现状居住区停车治理困境

１１ 停车设施经济属性模糊

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规范依据，不同类型停车设施隶属于公共产品或私人产品一直存在不同观

点。配建停车依据居住户数或建筑物面积规范进行建设，满足居住、公共建筑的刚性使用要求，一般

具有公共产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点［１］，但潜在的对外共享收费使其又具备准公共产品的属性。

城市公共停车同样因建设主体、运营收费方式的不同而具有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的差异。针对路内

停车供给，国外部分城市存在路内配建标准———路宽政策，但北京缺乏相应的路内配建标准［２］，道路

设计规范［３］对于道路红线宽度的定义同样不包含机动车停车的说明，因而路内停车应具有较强的公共

产品属性。

停车设施相对模糊的经济属性往往也导致路内停车最先被机动车低成本违规占用，尤其是在具有较

多出行车位缺口的既有建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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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公共停车的辅助作用不明显

１．２．１ 公共停车场建设总量有限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及分区规划均明确指出停车供给方式以建筑物配建为主、公共停车场为辅、

路侧停车作为补充。部分行政区结合国内外研究经验提出建筑配建停车８５％以上，公共停车１０％左

右，路内停车５％以下的发展目标。由于不同区域建设更新速度不同，建筑配建供给的出行车位与实

际出行车位需求存在空间分布的不匹配，李爽［４］等人依据用地规划及不同地区建筑开发规模开展北

京中心城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预测工作，结果显示２０２０年出行车位缺口 （即公共停车需求总量）超

过２０万个。

依据２０１９年北京市交通发展年报，全市机动车保有量６０８．４万辆，私人机动车达４８９．４万辆，工

作日私人小汽车出车率约７０．２％，工作日小汽车占全方式出行比例约２３％。同时期全市备案停车位总

量１８９万个，其中备案的路外公共停车位总量仅３３．９万个，难以满足大量出行车位的停车需求。

１．２．２ 现阶段公共停车难以填平基本车位的历史欠账

另一方面，城市外围大型居住社区存在较大的停车设施配建短板。２０１３年 《北京市居住区停车设

施配建标准》出台前，北京市三环以内居住区按０．３车位／每户、三环以外按０．５车位／每户配建，与居

民拥车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基本停车位的历史欠账也是公共停车难以快速缓解停车供需矛盾的重要

因素。

１．２．３ 提升配建停车共享效率比新建公共停车作用更为明显

以北京市停车资源普查报告为例，尽管夜间居住区停车需求缺口约４９万个，但公建类停车有超过

８９万个富余，配建类停车供给总量充足，共享效率低下是停车问题严重的关键因素，夜间路内占道停

车占比超１３％。因此大型居住社区停车问题的缓解更依赖于提升公建类配建停车共享，对新建独立占

地公共停车的需求较低。

图１　不同类型车位与夜间停车需求分布情况

１３ 政策指导与实际应用存在一定脱节

针对公共停车设施而言，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国土部门相继出台了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０年住建部、公安部及发改委联合发布 《关于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计管理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５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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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改委颁布 《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发行指引》；２０１５年８月发改委等七部门颁布 《关于加强城市

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６年住建部、国土部发布的 《住建部、国土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城市停车

场建设及用地政策的通知》，均从社会参与、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审批程序、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等方面

鼓励社会公共停车位建设。

但在实践过程中，不同权属、不同类型停车设施在共享及挖潜新建时面临较多困境，主要表现为：

（１）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对外共享申请手续涉及多部门，经营范围划定较为复杂

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对外共享在经营许可申请、运营管理等环节需协调众多监管部门，后续运营收

入如何计税、是否有税收优惠等具体经营事项都需要协调多个主管部门。以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

例》为例，要求明确指出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住房

城乡建设、规划与自然资源、发展改革、财政、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按各自职责，负责机动车停车管

理工作”。现阶段缺乏针对本类型停车共享的许可申请、经营监管等流程指南，影响设施共享工作的

推进效率。

（２）停车设施界定、审批流程及协调周期较长

停车设施的类型划分、产权界限具有模糊性，基层社区管理者统筹区域内停车资源并按对应的类型

申请共享、对外经营等手续会面临多部门不同规章制度限制。例如依据 《关于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计

管理的指导意见》（建城 ［２０１０］７４号），既有小区在自有土地内或周边闲置空地内建设临时停车设施

时不仅需要停车监管部门许可，同样需在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申请优化小区绿化模式，不能占

用城市绿化用地；物业地下车位开放需协调民防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建设机械式停车设备完成后再

申请质量技术监管部门检验，停车设施投入运营的协调周期较长。

（３）公共停车产业化发展滞后

《关于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计管理的指导意见》（建城 〔２０１０〕７４号）早在２０１０年即提出公共停

车场作为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需完善用地供给、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等措施。但国土资源部 《划拨

用地目录》中城市基础设施用地暂未包括公共停车场用地，《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停车条例》（２０１８年５

月施行）明确 “独立设置的中心城区配套停车设施、换乘停车场、公共汽电车场站等公益性停车设施可

实行划拨或协议出让”已属国内城市前列。短期内大多数公共停车场用地仍以招拍挂等有偿出让方式为

主，而现有投资政策环境在税费及规费优惠、容积率奖励、定价机制、停车位产权证办理等方面仍不明

晰，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停车场建设。以北京市为例，２０１９年电子停车改革后，政府指导价管

理的停车场收费仍维持２０１１年标准，小型车白天路内停车为０．５～２．５元／１５分钟，夜间１元／２小时；

白天路外露天停车场为０．５～２元／１５分钟，夜间价格１元／２小时；按照平均一个车位１２小时停放时间

估算，一个平均建设成本１５～２５万的停车位平均需１１．６年才能收回成本，收费价格在全国重点城市中

相对偏低，较低的违停成本也使得采用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停车场更难获得盈利。

以上共性问题是北京及其他城市居住区停车治理普遍面临的困境，２０１７年北京市政府组织多家国

企共同注资成立了北京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涵盖投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等多领域；同时在

２０１９年分批实现中心城区及外围新城路内停车电子收费改革，从城市层面摸索新时期停车治理工作，

对于居住社区停车规划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２ 社区停车治理探索

２０１９年上半年，项目组调研了北京市朝阳区Ｌ社区 （用地面积约１０ｋｍ２，常住人口约１８万）周边

路内停车、公共停车及居住类配建停车情况。作为北京市重要的外围组团，区域内城市支路、尽端道路

及街坊路存在大量路内停车，占据慢行交通及公共活动空间，与生态人居示范区、和谐宜居卫星城的发

展愿景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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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现状停车问题诊断

２．１．１ 路内停车数量大、停车秩序混乱

调研统计范围内路内停车数量超９９００辆，存在横列式、竖列式、斜列式的多种组合形式的违规停

车，严重挤占人行及非机动车行驶空间。

图２　不同形式的路内停车示意图

２．１．２ 路内停车占用道路面积比例大

为定量判断路内停车严重程度，引入道路面积占用比例的判断参数。通过各路段停车数量、停车位

面积与道路面积的比值估算，量化白天、夜间路内停车分布情况。白天及夜间均存在大量固定停车，众

多路段道路面积占用比例超４０％，影响机动车正常出行及行人安全。

２．１．３ 居住小区及公共建筑配建余量充足

区域内居民登记车辆总数约３９６００辆，居民配建车位总数约３４２００个，居住区停车位／汽车保有量

比例约１：１．１６，与北京市整体比例相较良好。居住小区内尚有超过３８００个地下车位剩余，周边商业、

办公等公共建筑夜间存在较多泊位空余，北部新建区路内停车严重与内部车位剩余并存现象更为突出。

２．１．４ 路内停车监管较松，违规成本较低

尽管本区域停车参考北京市三类地区标准收费，居住小区停车收费标准多为６００—１０００元／月，公

共停车收费同样相对较低。但由于现阶段支路及以下等级城市道路路内停车监管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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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白天 （左）及夜间 （右）时段路内停车占用道路面积比例

图４　白天 （左）及夜间 （右）路段停车数量及居住小区剩余车位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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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委托的监督管理人员劝阻、告知为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执法频率相对较低，违规成本较低

导致路内停车数量较多。

２２ 停车规划及治理策略

针对现状问题及社区停车治理困境的分析，具体开展以下停车规划及治理工作。

（１）统筹社区发展目标，明确停车供给策略

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共同参与街道停车整治提升，明确社区内居民停车供给优先级为 “小区地下停车

余量＞车位共享＞路内停车”，结合朝阳区道路停车改革，适当提高居民认证、自治管理的 “白虚线停

车位”收费价格，与居住区内部地面及地下停车收费价格相匹配，引导 “路内高于路外、地上高于地

下”的自治管理收费机制。

（２）强化停车治理措施，提高违规停车成本

强化交通型及景观型道路两侧治理措施，划定禁停线及临时停车位标志线，部分路段设置临时栏杆

保障非机动车道空间。近期通过利用居住小区闲置资源可大幅减少多排路内停车，部分片区路内停车下

降幅度达５５％。

图５　停车治理前后各片区路内停车下降幅度对比图

（３）利用低效空间建设 “复合、共享、立体”的社区中心，提升风貌品质

中远期更新改造低效利用用地，建设集社区服务、公共停车于一体的社区活动中心；配合智能共享

停车辅助设施、立体停车场的建设集约更新改造用地。

（４）梳理停车设施建设审批流程，提升基层管理部门参与度

提升基层管理部门的停车治理参与度需协调各主管部门完善停车设施报批及运营管理流程，项目组

结合北京市政策规范要求梳理了针对停车场用地、居住小区自有土地、临时公共停车、机械式立体停车

库等停车设施梳理相应的审批建设流程。

针对停车场用地及低效利用闲置用地，梳理内部改造项目、现状扩建项目等立体停车库建设审批流

程，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明确可按质监局特种设备登记审批、开工告知、监督检验等流程建设机械式

立体停车库的具体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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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荷兰拉德休斯广场停车场改造为市民活动广场前后对比图

图７　北京市不同类型用地内停车设施建设审批流程图

（５）创新社区治理及共治体系，明确社区营造愿景

Ｌ社区内有着不同年代的居住小区，包含了多种传统及新型物业管理方式：房管为主、街道办事处

为主、街道牵头开发商／派出所成立管理委员会、市场型专业化管理等模式。规划积极探索创新社区治

理及共治体系，统筹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决策、停车治理，发挥社区单元在挖潜区域内外停车资源的

积极效应。

规划提出构建 “多元主体、多元平台、多元服务”的社区共治平台，提供较宽泛的自主权，便于统

筹社区内不同开发商、物业公司、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与停车设施意向投资者、停车设施监

管部门，协调各自对停车产业发展的不同诉求；探索委托专业停车行业管理机构代为行使部分审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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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北京市规自委关于项目建设行政审批流程

与公众自发形成的居民停车自治管理委员会、静态交通投资运营平台统筹管理停车设施，提高直接利益

相关方同监管部门的沟通效率，高效共享使用不同类型停车设施。

图９　社区自治参与停车治理模式示意图

（６）提升社区公众参与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Ｌ社区上线了 “聚力朝来”微信小程序，有效地提高了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及公共空间

营造的积极性，形成了良好的问题反馈机制。增强公众对 “以人为本，绿色出行优先”和社区发展愿景

的认同感，充分认识停车设施特殊的经济属性，能有效地推动停车治理工作。

３ 居住区停车规划及治理措施

针对停车治理发展困境，北京在政策引导、停车规划及治理等方面开展多项实践工作；结合Ｌ社

区停车共治探索，本文也从创新市场管理机制、简化审批管理手续、社区自治监管体系、公众参与等方

面提出具体建议，以期为同类型居住区停车规划及治理提供实施思路。

３１ 创新市场管理机制

通过更新试点的形式发挥城市停车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像其他公交、市政设施等城市公共事业享

受贷款、征地、拆迁、税收等方面优惠措施；考虑其经济属性的特殊，适度放宽示范区域内政府指导价

限制，引入市场定价机制，贯彻 “路内高于路外、地上高于地下”的收费原则制定分区分时差异化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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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体系，提高违停成本。例如居住区、商业中心区周边低效存量用地可结合绿地广场、体育场下方建设

公共停车，允许配套设置一定的商业、文化体育设施等经营空间；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停车场建筑面积

可作为构筑物不计容积率，免除部分土地出让金。

在四级分类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划分的基础上，针对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居住社区给予一定的公建类

配建奖励，新建公共建筑物参考 《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上下限要求的同时鼓励新增少量对外

开放共享停车位，提高停车共享的市场积极性。

３２ 继续简化停车设施审批管理

应用新技术、网络审批管理、街道自我监督制度等措施减少部门重复监管环节，实现审批及报批程

序进度可视化，由专业的、具备全方位管理主导权的停车行业管理机构统一协调。引入第三方市场主体

进行合规性监管，最大程度消除因剧烈市场竞争产生的车位垄断、价格恶性竞争等问题，提升停车设施

综合管理水平。

通过静态交通投资运营公司平台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停车设施建设运营的市场运作，政府管理部

门结合城市可持续、绿色交通发展目标引导制定停车供给上限建议值后，可适度下放审批管理权限，例

如部分类型、小规模停车设施建设和经营许可审批，给予基层办事处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的权利和义

务，提升停车治理水平。

３３ 创新社区停车自治及监管体系

改善社区停车自治监管效果需具备高效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充分发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统筹辖区机动车停车管理工作，积极探索与区人民政府、市级监管部门良好的协调管理体系。例如北

京市探索建立的居住区停车认证机制，依据车辆行驶证、驾驶证、房产证、户口本等多证件匹配情况确

定居住区路内划线停车位分配原则。鼓励基层社区建立停车治理联盟，制定街区内停车资源分布及管理

措施宣传册，明确社区停车治理工作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及监督管理平台。

３４ 多元丰富的公众参与

对于同类型居住社区层面的停车治理和街道提升而言，规划设计团队、社区管理部门需积极探索更

多元、丰富的公众参与机制，组织街道责任规划师、社区代表定期参与圆桌会，互相交流反馈现状问

题，统一社区规划畅想；通过案例解读、展览宣传等形式提升公众对停车管理困境认知度以及实施路径

的认可度。满足居民近期迫切交通需求的同时考虑中远期对高品质公共绿地空间的向往，形成长期有效

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停车共享获取的盈利需合理返还给社区，用于支持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开展

公众参与等活动。

４ 结语

改善城市区域停车供需不均衡问题是城市发展重要的长期工作，减少路内停车比例、以市场为主体

推动社会停车产业发展也是未来停车供给的发展趋势。在发展的过渡期，挖潜停车资源共享不仅需要管

理部门积极有效的政策引导、专业化的投资运营平台统筹，同样需要长期高效的社区治理体系以及深度

多元的公众参与。在以居住为主的既有社区组团周边，城市更新改造及社区治理对提升城市交通品质、

缓解停车供需矛盾意义重大，未来城市不同类型的社区发展也亟需探索停车规划、建设、管理等各个环

节的弊端，提升政策指导、统筹发展目标、增强公众参与的及时有效性，既要提升停车产业市场化水

平，同时也需加强停车监管及停车治理工作，推动停车与城市风貌健康、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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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通大数据的城市路网运行监测方法研究

王　磊　纪书锦

!"#$

路网运行指标是科学编制交通规划、制定交通管控策略的重要依据。通过综合应用手机信令轨迹数据、线圈

感应数据及视频卡口数据，利用交通模型及路网匹配技术，实现对城市路网交通量、饱和度，行程速度等指标的实时监

测，并以镇江市中心城区为例进行实例分析，对技术可行性及准确性进行验证。利用该技术实现瓶颈路段及节点快速识

别，提升交通改善方案的针对性及有效性。

!%&'$

交通大数据；手机信令；交通流量；交通模型；路网匹配；

０ 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交通”的智慧交通模式逐渐成熟，并在城市交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快速、

准确的获得城市路网运行指标，如交通量、运行速度、饱和度等指标，是研究道路运行规律，制定交通

管控政策的重要基础［１］。随着现代交通采集技术的进步，使得对城市交路网运行进行全面的连续观测成

为可能，从而为城市交通管理、决策提供交通数据资源和信息支撑［２］。

本文以 “基于交通大数据的道路运行监测及交通治理应用研究”课题为依托，通过利用手机信令数

据、结合地磁线圈及卡口视频等交通大数据形成综合性的路网运行指标监测方法，从而实现对镇江市中

心城区路网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

１ 方法简介

１１ 交通数据选择

城市交通大数据是指由各类传感器、ＧＰＳ系统、手机信令和社交媒体等工具收集的用户位置和速

度等结构化数据及事件和情感、文本影像等非结构化数据的海量数据集合，按照变动频率可分为静态交

通数据及动态数据两大类［３］。静态信息采集频率较低，主要用于描述城市交通系统在一段时间内的发展

情况及发展趋势；动态数据则可用于表达在时间和空间上连续、实时的变化情况。

根据采集方法的不同，动态交通数据可以分为固定型交通采集数据及移动型交通采集数据两类。固定

型交通数据是指利用安装在道路固定地点的交通检测器设备获得道路运行数据，目前使用较多的有地磁线

圈流量数据、测速雷达速度数据、视频监控图像数据等。移动型交通数据则包括车辆ＧＰＳ数据 （出租车、

公交车、两客一危等）、公交刷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４］，各类数据内容及应用范围表１所示。

表１　动态交通数据类型及内容

类型 名称 数据内容 应用范围

固定型交通数据

地磁流量数据 道路车流量、占有率 城市路网运行状态

测速雷达速度数据 车辆瞬时速度、行程速度 城市路网运行状态

视频监控图像数据 现场图像，车牌、车型数据 车辆行驶轨迹，机动车ＯＤ调查等

卡口数据
城市内、外重要核查线交通流量、

车型数据
城市对外交通量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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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名称 数据内容 应用范围

移动型交通数据

车辆ＧＰＳ数据
重点车辆 （出租车、公交车、

两客一危等）运行轨迹及浮动车数据

路网运行、出行特征、城市功能、

乘客画像

手机信令数据
区居民出行特征、时空分布

及ＯＤ数据

城市静态发展指标、交通出行ＯＤ，

客流路径、城市运行状态实时监控等

公交刷卡数据
居民公交出行刷卡ＯＤ及时空

分布数据

城市功能识别，出行调查，

规划实施评估等

　　固定型交通数据主要利用固定在道路的检测器进行数据采集，方法成熟，数据准确，应用普遍，但

考虑其覆盖率及维保难度，其主要应用于局部片区及路网节点的交通信息采集，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城市

整体路网的交通状态。而移动型数据则利用可移动式的检测器进行数据采集，但存在数据准确性和样本

量问题，难以真实、客观的反映城市路网运行状态。结合一般城市实际建设情况、各类大数据实际特点

及适用范围，课题组提出利用 “移动型动态交通数据为主、固定动态交通数据为辅”的城市路网运行监

测方法，即利用移动型交通大数据获得全市主要道路的运行状况，并通过局部固定性交通大数据作为校

核的方法，通过反馈优化，获得较为准确的城市主要道路运行状况。

表２　各类交通数据采集方式

类型 采集工具 优缺点

固定型

地磁线圈
优点：采集技术成熟、监测精度高

缺点：采集设备寿命短，易损坏、后期维护困难

测速雷达速度
优点：采集技术成熟、监测精度高

缺点：采集设备寿命短，易损坏、后期维护困难

视频监控
优点：全天候、连续性强，车辆不需要安装其他设备

缺点：检测精度受天气影响较大

卡口数据
优点：范围广、数据可分车型统计

缺点：连续性较差、人工统计误差较大

移动型

车辆ＧＰＳ
优点：全天候，大范围，成本低、效率高

缺点：需要车辆安装ＧＰＳ接受设备、易受电磁干扰。

手机信令
优点：覆盖率高、精确度高、成本低、适用性强

缺点：连续性较差、人工统计误差较大

１２ 监测方法概述

随着手机终端的普及，基于手机轨迹数据服务成为一种新兴的动态交通数据采集方式，手机信令数

据具有样本量大、信令数据实时性高、数据可靠、采集范围广、成本低等优势［５］，通过全市出行手机用

户的轨迹数据来分析城市交通路网运行状况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结合城市道路检测器的普遍情况及各类

检测器的特点及适用范围，课题提出采用 “手机信令数据＋线圈数据＋视频轨迹数据”的城市路网运行

监测方法，具体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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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城市路网运行状态监测方法示意

２ 监测方法设计及实例研究

传统的手机信令数据主要通过基站空间位置来大致确定用户所在的范围，因此其确定的是用户所处

的模糊范围，而精确的个体位置。随着４Ｇ基站定位精度的提升以及高级路网匹配算法的出现，对于复

杂路网下用户的轨迹识别成为可能。因此，研究基于模糊范围定位和路网匹配两种思路分别提出交通模

型分配法及路网匹配法。

２１ 模型分配法

２．１．１ 方法概述

传统的交通模型是基于城市用地的四阶段法，即交通生成、交通分布、方式划分和交通分配。其中

现状交通生成及分布需要大量的现状调研及居民出行调查计算获得。根据手机信令数据特点，可利用手

机基站直接获得高精度的现状居民出行ＯＤ数据，可用于替代现状交通出行的四阶段法中交通生成及交

通分布步骤，从而利用传统的交通模型技术，获得城市路网交通量及饱和度数据，从而反映城市路网的

运行状态，具体思路如图２所示。

图２　交通模型分配法思路

计算步骤包括分区采样、路网建模、数

据获取、筛选、分配、反馈优化等六个步骤。

第一步，根据手机基站分布、城市规划分区

及用地规划方案，划分交通小区。第二步，

建立与现状及交通小区分布匹配的路网模型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第三步，利用

手机信令采集准实时 ＯＤ数据 （１５分钟间

隔），并对数据进行清洗、降噪。第四步，利

用平均出行速度等指标对机动车ＯＤ进行筛

选，获得机动车出行 ＯＤ。第五步，利用

ｔｒａｎｓｃａｄ软件对机动车ＯＤ矩阵进行分配，并

结合实地调查数据，折算为道路交通量。最

后，利用核查线、卡口、主要交叉口交通量

数据及高德地图数据对分配结果进行检验，并利用机器学习技术，不断对模型分布及分配参数进行标定

和优化，具体计算流程如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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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交通模型分配法流程

２．１．２ 实例分析

研究选取中国移动提供的２０１９年某工作日镇江市中心城区居民出行轨迹数据，对镇江市中心城区

早晚高峰路网运行进行了计算。综合考虑交通小区划分面积及实际路网运行监测需求，选取主干路及主

要次干路监测对象，并根据现状中心城区道路实际建设情况，构建现状路网模型，早晚高峰的路网运行

分配结果如图４、图５所示。

图４　早高峰中心城区骨干路网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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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晚高峰中心城区骨干路网分配结果

２．１．３ 数据校验

交通模型法主要基于交通模型分配算法，用于预测道路交通流量，对道路运行速度计算误差相对较

大。因此，研究结合交警支队提供的路段线圈数据以及核查线卡口数据，对计算获得的路段交通量及核

查线交通量２个指标进行比对分析，用以检验模型分配结果的准确性。

２．１．３．１ 主要道路交通量

主要道路交通量方面，模型分配法与路段线圈流量数据总体误差较小，早高峰模型分配交通量与线

圈数据误差在２．０％～１５．５％，晚高峰误差２．０％～１４．０％，Ｇ３１２误差最低，谷阳路误差最大。分析其

原因主要由于Ｇ３１２为快速路，道路相对封闭，且为新建道路，设施完善，检测精度较高；而谷阳路由

于年久失修，道路条件较差，线圈损坏率较高，线圈数据严重偏低。

图６　早高峰主要道路交通量比对结果

２．１．３．２ 核查线交换量

模型分配法数据与核查线卡口数据总体匹配，早高峰模型分配交通量与线圈数据误差６．５％～

１２．０％，晚高峰误差在８．０％～１５．０％之间，戴家门核查线误差最低，解放路核查线误差最大。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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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晚高峰主要道路交通量比对结果

原因主要由于戴家门核查线位于主城区外围，南徐大道、金润大道及Ｓ２４３均为公路性质道路，交通流

量稳定且受干扰较小；解放路核查线涉及道路较多，且位于老城区中心，道路交通量干扰因素较大。

图８　早高峰城市主要核查线断面流量

图９　晚高峰城市主要核查线断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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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路网匹配法

２．２．１ 方法概述

随着近年来４Ｇ基站的普及，高精度位置数据可以更为精确地对出行者所在地进行定位，并通过

ＨＭＭ （隐马尔科夫模型）算法、ＳＴＭａｔｃｈｉｎｇ算法等高级路网匹配算法，实现居民出行轨迹与路网的

拟合。一般城市快速路间距为１５００～２５００ｍ，主干路间距在７００～１２００ｍ，次干路间距为３５０～５００ｍ，

这样的间距基本已经达到跨基站出行的范围，可以被有效识别，采用４Ｇ信令轨迹数据直接对居民出行

位置进行连续定位，继而获得其出行轨迹链，并采用路网匹配算法，对其最大概率的出行道路进行识别

和匹配，从而获得城市主要道路的交通量，匹配原理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出行轨迹路径匹配原理

计算步骤包括采样、数据清洗、路网建模、轨迹识别、数据补全、路网匹配、数据筛选、反馈优化

等十个步骤。首先，利用４Ｇ手机信令数据，对用户进行基站维度的定位，并获取用户位置信息。第二

步，对获取的手机信令数据进行清洗、降噪，过滤所需字段，统一数据源统一数据结构。第三步，建立

与现状匹配的路网模型 （快速路＋主干路）。第四步，对于出行路径进行简单识别，与城市路网模型进

行快速匹配，对于匹配度较高的轨迹数据进行直接投影。第五步，对于匹配度较低数据进行二次轨迹划

分，通过蜂窝化处理，对其轨迹进行精细化处理，获得高精度的出行轨迹。第六步，对于出行轨迹数据

不全用户，结合历史出行轨迹进行数据补全。第七步，利用高级路网匹配算法对复杂用户轨迹进行路网

匹配。第八步，结合出行轨迹、速度、出行距离等指标对其出行方式进行识别，提取机动车出行用户轨

迹。第九步，根据各主要路段的人车折减系数，将出行人次转化为交通量数据。最后，利用核查线、卡

口、主要交叉口交通量数据及高德地图数据对识别结果进行校核，若误差在接受范围内，则输出识别结

果；若误差较大，则重新对识别算法参数进行训练、优化后进行结果计算，直至结果满足误差需求，具

体计算流程如１１所示。

２．２．２ 实例分析

经过多次测试，该方法目前在城市主要对外道路精度较高，而在城市内部路网密集区误差较大，因

此，研究优先对镇江市主要对外的道路进行匹配，匹配结果如图１２及图１３所示。

２．２．３ 数据校验

路网匹配法由于目前在城市路网密集区识别精度较为一般，匹配结果缺失部分主干路数据，其无法

获得准确的核查线数据，但该方法获得的出行轨迹较为连续，可用于道路行程车速的计算，因此，研究

结合交警支队提供的路段线圈数据以及高德公司提供的主要道路行程车速数据，对主要道路交通量及行

程车速数据２个指标进行比对分析，用以检验路网匹配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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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路径匹配法处理流程

图１２　早高峰主要对外道路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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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晚高峰主要对外道路运行状况

２．２．３．１ 主要道路交通量

路网匹配法对受道路间距及相交道路数量影响较大，早高峰匹配法计算交通量与线圈数据误差

５．８％～１２．７％，晚高峰误差３．２％～１０．４％，Ｇ３１２匹配误差最低，丁卯桥路匹配误差最大。分析其原

因在于Ｇ３１２位于城市外围，周边路网间距较大，且为高架形式，道路较为封闭，在进行路网拟合精度

高；丁卯桥路位于城市中心，周边路网密度较大，且道路存在地面辅道，路网拟合干扰较大，精度相对

较低。

图１４　早高峰主要道路交通量比对结果

　

图１５　晚高峰主要道路交通量比对结果

２．２．３．２ 主要道路行程车速

早晚高峰车速变化与高德地图车速基本一致，误差整体在１０％以内，精度极高。早高峰模型计算

车速与高德地图车速数据误差在１．６％～９．７％之间，晚高峰２．９％～１１．５％之间。Ｇ３１２误差率最低，

南徐大道误差率最大，分析其原因，Ｇ３１２为快速路，位于城市外围，过境货运交通为主，手机信令定

位及高德采样精度均较高；南徐大道位于城市内部，主要以通勤交通为主，受高德地图样本量影响，数

据可能存在误差，且道路两侧相交道路较多，路网匹配精度误差，但车速误差率在１０％左右，仍处于

可接受范围内。

两种方法各具优缺点，模型分配法在当前条件下对城市整体路网交通量的监测上精度更高，且可对

主城区的主要道路做到准实时 （１５分钟级别）的动态监测，并且随着样本数据的增加，可进一步提升

模型分配参数的准确度，从而提高模型分配的精度。但该方法受道路阻抗函数、车速算法、信号灯延误

等因素制约，其对于道路行程车速的监测误差整体较大，无法用该方法实现对路段行程车速的监测。路

网匹配法受现状基站布局位置及分布密度等因素影响，其对于城市外围主要道路运行状况监测精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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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对城市内道路监测误差则相对较大；但该方法直接基于用户位置信息 （基站位置）进行轨迹追

踪，因此，其对于道路的行程车速计算准确度较模型分配法更高。

图１６　早高峰城市主要道路行程车速对比

　

图１７　晚高峰城市主要道路行程车速对比

３ 结论

本文研究了基于交通大数据的城市路网运行监测方法，提出了交通模型分配及路网匹配法两种方法

对道路运行指标进行监测。该方法具有覆盖范围广，维护成本低，数据精度高等优点，可克服局部检测

器盲区或损坏等问题；与百度、高德等等互联网地图路况信息相比，该方法可获取指标更为丰富，且精

度更高，可实现对城市路网运行状态的实时、立体的监测，从而实现路网堵点，瓶颈路段的快速识别和

预警，为交通治理改善方案的制定及交通管控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实现城市路网的 “靶向优化”，

大大提升路网运行效率。未来将进一步对两种方法进行融合，从而形成更为准确的城市路网运行监测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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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系统进化与规划变革之路

全永遷　潘昭宇

!"#$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城市交通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基

于城市交通系统进化机理分析，结合城市交通具体案例，阐述城市交通系统的特征和演化规律，明确新时期城市交通系

统创新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若干问题，并对城市交通规划变革提出几点建议。

!%&'$

城市交通；系统进化；关注点；交通规划；变革

０ 引言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城市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科技发展模式均在

转变中，城市交通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１］。

一是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变革。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要求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

流动和高效集聚，城镇化发展由中心城区向都市圈和城市群等扩展。二是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更

加重视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将从依靠资金、土地、人力等要素驱动向依靠知识创新、技术进步、管

理制度变革等创新驱动转变。三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进一步推进国家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变政

府职能，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四是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治理

更强调持续的互动过程，强调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协调。五是科技发展模式的变革。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

（ＩＣＴ）引领的科技创新潮流，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促使新业

态不断涌现。

综上各方面发展模式的变革，重要的共同点在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其次，注重

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和谐发展；再次，突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注重以创新驱动的内涵改造，而非以数量、规模为着眼点的外延扩充，并以质量、效益、品质为核

心；最后，强调市场的作用，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毫无疑问，时代的发展要求城市交

通系统及规划进行一场系统变革。

１ 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规律探析

１１ 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趋势及机理

１．１．１ 城市交通系统进化趋势及表征

根据系统科学理论，系统的进化是指某一类系统受外界环境影响，经过内在的积累、酝酿而后发生

突变、飞跃的过程，从而实现系统整体的优化和发展，以求对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的生存能力。系统的

进化始终朝着系统适应生存发展环境变化的方向，以求得更强的生存发展能力，呈现由简单到复杂、由

低级到高级的特征，体现在其内在结构的复杂化和功能层次的精细化。

众所周知，城市空间规模扩展、功能布局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大气环境变化、科技发展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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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会对城市交通系统带来外部环境影响。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正是在与城市人文社会环境的互动作

用下，内部子系统数量规模相应扩展、子系统内部组成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发生突变，从而实现系统整体

的功能结构的改进和服务效能的提升。城市交通系统进化最主要表征是城市交通系统的演化与城市发展

模式、城市功能结构及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与协调。具体表现在：城市交通系统能力扩充对外部物质资

源依赖性渐趋弱化，更多转向对信息与智力支持的依赖；相对于规模效应，系统外延扩充的结构效应更

加凸显；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形态与格局演变，交通系统的边界约束弱化，不同时空范畴、不同服务模式

的交通网络高度融合。城市交通系统进化不仅是系统规模与城市空间的匹配，还体现在系统功能单元

（子系统及构成子系统的组成要素）的层次结构、资源配置、要素组合、运行模式等与外部供需环境变

化的适配。当然，城市交通系统进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客货运输服务的优化，表现在交通工具、服务类

型、服务模式等改进，如交通工具的发展演变如图１所示。

图１　城市交通工具进化示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城市交通系统客货运输服务的优化，除了表现在交通工具的发明改进上，更为重要

的是体现在运输服务组织模式的创新。比如，随着信息技术及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共享单车、网约

出租车以及可预约 （或可订制）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无疑是对传统交通服务资源配置与利用模式发起

的革新挑战，必将推进城市交通系统的整体进化。除此之外，借助以现代信息通信技术 （ＩＣＴ）与人工

智能为支撑的全息感知、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电子商务等应用领域创新成果，传统的客运与物流运输

模式也必将发生质的变化，可预期的趋势是以更加高效与节约的方式，更为精准地契合实时、多层次、

差异化社会需求。

１．１．２ 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机理

与其他系统进化一样，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也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是外部环境和内部各要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

１．１．２．１ 城市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前提

城市交通系统是城市功能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子系统。城市功能系统及其他的子系统，成为城

市交通系统的外部环境要素。因此，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前提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

变化，也就不会有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

１．１．２．２ 外部触发和赋能是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外部动力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无时无刻不在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在不同

时空范畴城市交通系统一直处于非同质化、不均衡状态。同时，系统本身内在能量与物质消耗 （基础设

施老化与组织管理机能衰减等）是不可逆的，从而呈现出一种无序 “熵增”的趋势。因此，城市交通系

统必须与外部环境保持活跃的互动交换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触发与赋能机制，城

市交通系统不断吸收来自外部物资、能量与信息构成的 “负熵流”，抵消系统自身的 “熵增”，使系统得

以维持 “有序—无序—更高级的有序”正常螺旋式演化进程。

１．１．２．３ 系统自组织是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内在动力

所谓系统自组织是指系统在内在协同机制的驱动下，各个子系统之间乃至子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

（功能单元及构成要素等）为适应大系统整体目标要求，按照某种相互之间默契的规则，通过合作或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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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方式，不断调整自身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提升环境适应能力，从而实现系统自动地从低级到高级、

从无序到有序的动态演化过程。系统自组织的表征，一方面是系统内部各主体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和自我

调整，另一方面是系统内部各主体相互之间的非线性作用，从而产生倍增效应。纵观城市交通系统演化

发展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无论在系统需求侧还是供给侧，自组织机能在实现系统供需模式匹配、系统功

能级配结构调整以及系统组织模式优化方面所发挥的巨大能动作用。毋庸置疑，正是依赖这种基于 “优

胜劣汰”进化法则的内在竞争－合作交互作用协同机制，自组织成为系统适应外部环境而不断进化的内

在动力。

１２ 决定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系统固有属性

自从国内３０年前钱学森先生创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方法
［２］以来，这一理论方法被应用到医学、

金融、社会管理、企业培训、旅游等很多专业领域，并带来深远影响。城市交通系统也具有开放性、多

组分、多层次性，不同的组分和层次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关系，无论在时间、空间还是

功能维度上，都始终处于非均衡且不断变化的状态，即 “远离平衡态”。这些系统固有属性完全符合耗

散结构典型特征，故而近年来有学者也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等引入交通系统规划与治理

领域［３５］。

１．２．１ 城市交通系统的开放性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无论是交通参与者、还是服务提供者，包括城市交通的外部天气、

社会经济、用地开发等外部环境都是开放的。它与外界不断地发生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城市交通

系统与城市功能大系统的人居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等都有很强的关联度。

以城市交通系统的参与者为例，既包含供给侧的规划、建设、运维管理人员，也包含需求侧的交通

服务对象。他们既是系统内在的组成要素，又是对系统介入和干预的外部要素，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

变换着功能角色。城市各类人口作为出行主体，出行行为决策既受客观约束，也有主观随意性，对交通

系统而言无疑是复杂的随机过程。例如北京在 “十二五”期间，常住人口保持每年约５０万人的增长，

图２　北京中心城区绿色交通方式比例变化

就出行总量 （人次／天）而言，总体需求增量不难把握 （１３０万人次左右），然而要准确把握出行需求构

成变化以及在系统内各组成子系统 （乃至子系统功能基元）的具体加载状况就不那么简单了。这是因为

在开放环境下，系统状态与出行行为选择存在非线性交互作用，每一个出行主体对系统的认知以及不同

出行主体之间的协同既受制于自身主观因素，又有来自系统客观态势反馈因素影响，无疑是非唯一

解的。

再以城市交通系统的供给为例，近年来城市交通系统对外部环境变化同样变得越来越敏感和活跃。

社会经济形态变革与科技新潮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

会引发城市交通系统供给模式与状态的改变。近年来

“共享经济”新潮萌动以及 “社会资本”在交通领域试

水，确实为城市交通经营服务供给模式带来多元选择，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交通系统的竞争局面。例如，传

统的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供给模式下，北京市曾殚精竭

虑力图扭转自行车出行持续萎缩态势，历经数年仍不见

成效，不曾想有社会资本介入背景的共享单车引入后，

犹如神助，多年难除的痼疾就此 “药到病除”，自行车

出行比例大大提升 （如图２）。

１．２．２ 城市交通系统的复杂性

城市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在于系统构成的非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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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多层次性、子系统及其功能基元非线性交互作用关系和动态演化过程。

城市交通系统从属于城市功能大系统，在外部环境关系上与城市的人居、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环

境等功能子系统间有着双向反馈协同互动关系；其内部则是由众多相互依存的功能基元 （组分要素）组

成的多层级结构，各层级之间以及每一层级组成基元之间均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系统结构如图３

所示。

图３　城市交通 “复杂巨系统”系统构成示意图

城市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决定城市交通系统也具有 “涨落”和 “突现” （或称 涌现）”［６］的典型特

征。由于外部和内部的原因，子系统经常会出现一些随机起伏的扰动，尽管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却是

频繁发生的。这种发生在系统微观层面上的扰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逐渐衰减而平息，不至于对系统宏

观态产生影响，在耗散理论中把这称之为 “涨落”。然而正是由于系统内非线性交互作用机制的存在，

通过相干放大 （倍增）效应，在系统相变临界点附近，涨落的积累达到某一阈值，便会触发系统整体宏

观态的改变，即系统相变 （耗散理论中的 “涌现”）。

城市交通系统由于系统的开放性、非平衡性和非线性作用机制以及大量的随机作用等，在系统内外

必然产生一系列随机波动 （涨落），比如城市人口的变迁、经济发展的波动、交通基础设施的拆建、新

技术新业态 （网约车、共享单车等）的参与和撤离等，这些涨落现象的变动推动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和

演变。伴随社会、经济和生活水平的发展，城市交通系统各个子系统的运动状态也在发生改变，城市交

通整个系统的状态，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主要通过随机的涨落来实现。

从系统进化战略着眼，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只是某一子系统微观层面的局部涨落，而是要以极为敏锐

的洞察力，关注各个子系统状态参量之间的关联性，区分控制参量中的 “快变量”（衰减快的局部性波

动变量）和在系统处于状态的临界区可引发相变的 “慢变量”（即 “序参量”），找出某种系统宏观状态

临界阈值。

以城市交通方式结构为例，过去２０年来我们投入大量精力推行 “公交优先”战略，力图尽快优化

出行方式结构，然而就某几个相关子系统 （例如：公共交通、道路、步行及自行车出行系统）而言，各

子系统内的涨落从未停止过，但城市交通系统方式结构的整体宏观状态却难见预期的改观。甚至局部的

某一子系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例如，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建成，轨道方式占比大幅提升），非但未能

触发城市出行结构向预期目标进化，反倒与此相悖，小汽车出行需求势头未得到预期的抑制，步行与自

行车出行比例持续萎缩 （见表１）。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决定城市交通系统出行结构演化并非只在于公

交子系统，而是受制于其他多个子系统 （小汽车出行子系统、步行与自行车子系统、需求管理子系统

等）之间的交互作用。即便就公交单一子系统而言，也有众多交互作用因素存在。既然出行结构这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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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多个因变量构成的非线性关联性决定，就不会有唯一解，而是存在多解的不确定性。

表１　主要城市历年交通方式变化 （除步行）

序号 城市 年份

出行结构

公交 轨道 公交合计 小汽车 出租车 自行车 其他 合计

１ 北京

２０００ ２３．０％ ３．６％ ２６．６％ ２３．３％ ８．８％ ３８．５％ ３．０％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４．１％ ５．７％ ２９．８％ ２９．７％ ７．７％ ３０．３％ ２．５％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８．２％ １１．５％ ３９．７％ ３４．２％ ６．８％ １６．４％ ３．０％ １００．０％

２ 上海

１９９５ ２８．６％ １１．３％ — ５５．３％ ４．３％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４ ２９．３％ ６．０％ ３５．３％ １８．３％ １２．９％ ３１．９％ １．５％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２３．３％ １１．８％ ３５．１％ ２５．７％ １２．２％ ２６．５％ ０．８％ １００．０％

３ 南京

２００１ ３３．２％ ３３．２％ ０．０％ １．４％ ５５．８％ ９．７％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９．８％ ２９．８％ ４．０％ １．７％ ５４．２％ １０．３％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３．６％ ７．２％ ３０．８％ １０．７％ ３．２％ ４９．１％ ６．１％ １００．０％

４ 成都

２０００ １４．７％ １４．７％ １１．１％ ４．９％ ６３．３％ ５．９％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２％ ２０．２％ １７．２％ １０．４％ ４９．５％ ２．７％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８．０％ １．０％ ２９．０％ ２８．１％ ７．６％ ３２．６％ ２．７％ １００．０％

５ 宁波
２００５ ２５．７％ ２５．７％ １４．２％ ２．２％ ４８．６％ ９．３％ １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４１．２％ ４１．２％ １７．９％ ２．１％ ３４．４％ ３．４％ １００．０％

６ 长沙

１９９８ ２５．６％ ２５．６％ ２．７％ ４５．０％ ２４．８％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２ ４２．３％ ４２．３％ ６．６％ ２８．０％ ２３．２％ １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３５．８％ ３５．８％ １７．４％ １０．６％ ２９．１％ ６．７％ １００．０％

　　即便就城市公共交通子系统内部，地面公交系统与城市轨道系统之间也有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关

系。近年来国内各大城市地面公交客运量普遍下滑 （如图４所示），既有地面公交吸引力不够、服务水

平不高等客观原因，也有城市轨道交通规模扩展的同时与沿线地面公交并未很好衔接匹配有关。因此，

轨道交通规模的扩张，并不必然带来公共交通分担率的提升，最终影响整个城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

综上所述，我们数十年坚持不遗余力推行公交优先战略，期望通过发展公共交通吸引小汽车方式的

转移，终因忽略子系统以及系统内相关功能基元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而未能如愿。

１．２．３ 城市交通系统的非线性与自组织性能

如前所述，城市交通系统通过 “涨落”与 “涌现”不断实现由一种不稳定状态到另一种新的稳定态

的转变，形成新的更高层次有序结构。这种动态演化过程的原动力除了来自系统外部的物资、能量与信

息交换之外，就是基于系统内在组成要素非线性作用和正负反馈机制的自组织性能。由于城市交通系统

的各个功能子系统大多具有自我感知、自诊断、自调节、自修复、自适应环境变化的自性能，加上各子

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城市交通系统呈现分叉、突变、滞后等非加和效应，表现出放大或抑制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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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国内主要城市公共交通客流量变化

系统功能的非线性特征。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影响它的各个因素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加，而是呈非线性

函数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是由于受到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前面所举例子

可以看到，出行方式结构优化并非单纯靠提升公交出行占比，而公交占比的提升也并非只靠扩大轨道网

络规模就能如愿。只有充分认识并尊重城市交通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规律，方能运用好系统自组织性

能，不断调节系统功能状态以适应环境变化，演化出有序结构。

其次，要重视系统在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演化过程中 “规模效应”与 “结构效应”并存，且共同作

用的客观规律。以城市道路网子系统建设为例，城市道路网承载能力与运行服务水平不仅取决于空间尺

度，还在于拓扑结构、功能级配结构、运行管理以及与其他子系统的协同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道路网

规模扩充与道路网承载能力提升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１００ｋｍ的道路网，靠简单增加３０ｋｍ的道

路规模并不能直接带来路网承载能力３０％的提升，而要更加关注路网结构的改善。所以，过去以来对

于道路设施建设，我们一直呼吁在扩充路网规模的同时，还要注意内涵改造，包括完善路网级配结构、

优化节点衔接、改善路权分配等，这背后都体现的是城市交通系统的非线性特征。

如果把视野扩大到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也会有同样的发现。中国大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模与速度

为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北京与上海等一线大城市已经投入运营的轨道线网规模已经跻

身世界最前列。然而，在长期一以贯之的 “重规模效应，轻功能效应”的发展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网

络功能结构残缺失衡的状况依然如故。即便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

重点还只局限于中心城范围内的地铁网络，区域轨道交通网络的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群的发展需求［７］。

显然这种残破失衡的结构体系必然无法从 “结构效应”获得应有的投入产出效益，不仅无法提供高效的

出行服务，更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 。

不仅轨道交通系统客流量与线网里程规模非简单线性关系，运营效益指标与诸多关联因素 （自变

量）之间的非线性特征也非常明显。诸多自变量中，轨道网络里程规模之外，轨道网络布局及建设时

序、沿线土地开发状况、轨道站点周边交通接驳条件、运营组织水平、换乘便利程度等无一不影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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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协同效应。国内不同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规模效益存在的显著差异，以及近年来普遍呈现的规模边

际效益下降趋势便是例证，如图５所示。

图５　２０１８、２０１７年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强度变化
［８］

２ 新时期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点

基于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趋势及机理，新时期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要更多关注系统的进化，尊

重系统进化客观规律，转变城市交通系统的目标导向，调整城市交通系统发展机制，规避系统退化风

险，维护城市交通系统平稳进化过程。

２１ 城市交通系统的战略着眼点转向系统 “有序—无序—更高层次有序”进化

长期以来，城市交通系统都以供需平衡为发展目标导向，即以交通设施供给满足一定服务水平的交

通需求，把交通系统的 “供需平衡态”当作交通规划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与之相应，交通规划的具体指

标设定往往拘泥于 “承载力约束”与 “时空均衡”理念等。

根据前文所述，城市交通系统作为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上并不存在所谓的 “平衡态”。按照耗散

结构理论，非平衡态才是系统进化的前提。因此，城市交通系统需要转变观念，实现从过去追求的 “供

需平衡”向系统 “持续进化”的目标导向转变，关注城市交通系统 “有序—无序—更高层次有序”的动

态演化规律，引入系统工程学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的 “综合集成”理论方法，即：定性与定量结

合，充分融合现代信息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方法系统，建立有关系统动态演

化的 “序参量”、“相变临界点”、“控制参量阈值”的关联分析模型。总之，要始终把系统进化机理与动

态演化规律作为交通系统规划关注点。

２２ 城市交通系统要高度重视 “系统协同”效应

根据协同学理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从无序到有序转化的关键在于组成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

间的协同作用。协同学理论指出，系统在外参量的驱动下和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下，以自组织的方

式在宏观尺度上形成空间、时间或功能有序结构，并引入序参量来表征系统的有序化程度。

城市交通系统整体协同效应不仅体现在内部交通设施、交通管理、交通运行等要素的协同，还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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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交通系统与外部环境 （城市形态和功能、经济形态与发展水平、社会治理结构与法治环境、人文

历史与社会价值体系、资源与环境、科技发展等）的协同，如图６所示。

图６　城市交通系统整体协同效应示意图

２３ 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机制要 “兼顾他组织和自组织”

２．３．１ 城市交通系统既需要自组织，也需要他组织

城市交通系统是有人参与的社会复杂巨系统，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对立统一。在特定时空环境下，

作为行为主体的人以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对系统运行状态实施干预 （例如：有关制度、机制、规则的

设定或修改），这便是系统的他组织。但作为系统内在组分之一，人已融入系统动态演化每个功能环节

（基元）中，与其它有形或无形的组分 （例如，各类物理实体及规则体系）所扮演的角色并无不同，在

足够长的系统演化进程中，各类涨落现象都是源自系统自组织机制，并不受制于人的意志，以超乎预料

的方式和状态出现。正确有效的他组织行为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组织作用规律。他组织和自组织是相辅相

成、协调共济的两个方面。他组织主要赋予系统良好的初始组织架构、组成要素和初始值，形成良好的

子系统之间的约定和运行规则，使系统产生最初的组织行为。由于系统与外界之间以及系统内各子系统

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构成自组织运行保障机制的协同规则 “僵化”，完全靠系统内各功能基元或

子系统自发行为去把握系统整体目标难免导致系统整体行为异常波动，而这种波动可能被系统自身和环

境的非线性因素放大，导致系统失稳甚至崩溃［９］。在系统自组织过程中施加适当的他组织作用，有利于

限制和克服自组织的缺陷，使系统产生出最佳的整体涌现行为。因而，城市交通系统既需要自组织，也

需要他组织。近年来大陆许多一线城市遭遇的网约车和共享单车大潮冲击，曾一度出现的混乱无序局

面，以及通过干预矫正得以重新回归有序，就是一个好的例证。

过去的城市交通规划无论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过于偏重他组织，主要以增加交通设施供给，强

化交通需求管理和运行秩序管理来干预系统运行状态和走势。由于缺乏对系统自组织机能和自适应自调

节的规律的认识，既无端损害系统自组织机能，又无法避免干预的盲目性对系统进化进程的负面影响。

２．３．２ 积极发挥城市交通系统的自性能

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把握城市交通各子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作用规律提供了可能。城市

交通系统与外部环境子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各个子系统间的信息、能量交换通道变换更具自感性，系统

自诊断、自我功能修复，系统之间的协同互补，自组织能力提升，需要特别关注城市交通系统及其子系

统的自性能。借助５Ｇ、物联网等现代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 （ＡＩ）技术，不断增强各个子系统的自我感

知、自我诊断、自我修复调节能力，进而实现城市交通系统宏观整体的自我感知、自我干预和自我调

节。比如，一直困扰城市交通行业发展的城市交通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调节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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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随着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有望变得可实时动态地感知与调节。

２４ 城市交通系统要重视技术和组织创新

长期以来，城市交通供给模式过分依赖资源驱动 （土地、能源、资本等国有资产），而忽视制度创

新和技术创新对供给增长的创新驱动。结合城市交通系统的系统进化规律，要通过技术手段和组织模式

的创新，积极引导系统进化、及时干预系统退化。

２．４．１ 加强技术理论创新，突破交通领域既有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技术理论创新，要对城市空间功能结构演进与交通发展的互动规律、出行结构演变规律与优化

途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与区域综合交通功能融合及结构体系的重塑、服务需求与供给的自适应与

反制双向作用理论、基于出行行为与空间特征映射关系的规划模型体系、交通子系统运行水平关联性理

论及系统内外影响因素关联度量化评价等技术理论进行研究，突破制约行业发展的理论困境。

２．４．２ 加强组织模式创新，积极应对新业态新场景

加强组织模式的创新和制度变革，未来城市交通服务供给的可持续增长必将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和资

本驱动模式转为创新驱动模式，也意味着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及服务各领域都需要面临一系列

变革。

３ 城市交通的规划变革

基于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机理、系统属性特征认识，新时期城市交通系统的关注点要发生重大转

变。与之相应，城市交通规划内容及规划师的着眼点也需要作出调整。重点包括：城市交通系统 “有序

稳定”目标的评价指标及分层级的控制参量阈值；规划目标实施及跟踪评估路径；城市交通系统自组织

的触发与保障机制；城市交通 “区域—城市”结构体系及资源整合的具体路径；城市交通组织模式创新

与体制机制创新的具体内容等。毋庸置疑，城市交通规划需要一场系统变革，城市交通规划编制内容、

编制方法都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３１ 编制内容变革

城市交通规划的编制内容，除过去传统的城市交通发展现状、交通需求预测、交通发展战略目标、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近期建设规划、规划方案实施评价、局部地区交通改善规划等内容外，建议要从发

展目标和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和服务范围、自组织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变革。

３．１．１ 城市交通的发展目标和评价指标

城市交通规划的目标体系和评价体系需要重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社会的价值体系

在不断变化，引发了城市交通系统发展的价值体系、目标和评价体系的重大变化，建议交通发展战略价

值取向和评价指标要调整，重点从 “供需平衡”向 “有序稳定”转变，具体指标可以考虑引入交通系统

的可靠性、稳定性等具体度量指标。

３．１．２ 城市交通的体系结构和服务范围

城市交通体系结构正在变化，与交通需求的空间尺度变化相呼应，城市交通系统服务的范围由传统

中心城区向都市圈、甚至向城市群扩展，如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年—２０３５年）》明确提出分圈层

的空间结构和交通体系，如图７所示。

因此，必须重构 “区域—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结构体系，打破体制和权属关系藩篱。一方面，新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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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综合交通体系结构必须实现不同空间圈层多种交通方式功能兼容互补、服务需求共担的高度融合，而不

只是界面上的 “握手”衔接。另一方面，不同空间圈层交通需求构成是决定未来系统功能结构的唯一依

据。不同的客流特征构成决定了不同的服务标准要求，进而决定了与之适配的运营模式和系统制式。

图７　北京市域空间结构规划图

３．１．３ 城市交通的治理及政策

交通规划不仅是空间资源配置和功能组织，更多还涉及社会公平正义、利益平衡关系。交通规划带

有很强的公共政策属性，涉及交通的主要内容不应仅关注重大交通枢纽和重大交通工程网络，还应强化

交通治理、交通主体互动、交通权益分配等公共政策。因此，交通规划的成果体现既包括空间资源配

置，更包括空间资源背后的投资、价格、权利等方面的政策因素。

３．１．４ 城市交通的韧性

结合这次新冠疫情带来的教训，为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疫情传播等环境影响，城市交通规划

要补充交通韧性的相关内容。交通韧性一方面要关注交通设施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社会环境，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和必要的冗余性，且能承受、应对突发事件并实现快速恢复，应重点从抵抗力、可靠性、冗

余性、恢复力等主要角度着眼［１０］。另一方面，还应特别制定紧急状态下的应急交通预案、交通保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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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落实于城市交通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各个阶段，比如极端气候、疫病传染、恐袭事件、地区动

荡等［１１］。

３．１．５ 城市交通的市场化与产业化

城市交通是一个产业，城市交通规划应当有产业的认知。新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不应回避产业和市

场，而应思考如何拥抱新业态，研究交通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市场培育、市场秩序等问题。国土空间

规划和交通规划的规范、指南、导则等均应纳入产业和市场要素。建议从深度和广度上推进城市交通市

场化，建立与城市开发模式融为一体的交通发展模式，建立城市交通产品体系、创新经营模式、优化营

商环境、改革支持政策等，并注意推进市场化的风险防控举措。

３．１．６ 城市交通规划的体系协调与传导

从规划传导机制的要求来看，城市交通规划应当逐级落实上位规划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

容，实现与其他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与协调，对下位规划及详细规划发挥约束、管控与引导作用。从编

制深度的需求来看，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应当严格落实同级别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做到承上启下作用，

为国土空间规划方案的确定提供交通系统支撑依据，并要明确提出对下层次交通规划及详细规划的分解

落实要求。

３２ 编制方法变革

３．２．１ “经验主义”转向 “定性定量结合”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目前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２］。应对城市交通的量化支撑的变化，要改变过去以经验主义为主的规划

方法，结合城市交通系统本身的专业知识理论，加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定性方面，从

复杂巨系统的角度，总结提炼城市交通系统的各方面特征，支撑规划方案及相关政策制定。定量方面，

在传统交通需求分析模型基础上，引入大数据等新兴手段，客观全面反映交通系统特征，兼顾城市交通

整体及个性化。

未来的模型应该不再是基于特定时间段人群虚拟集合体在三维物理空间的移动ＯＤ及某些行为特征

（目的、方式选择等）的非实时集计分析模型，而是针对行为个体在虚拟空间与实体三维空间里实时

“五维”时空环境下，行为特征差异与环境 （主观与客观）条件的交互作用，探求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规

律。模型涵盖的空间应不再受行政边界约束，要建立多层级嵌套集成模型，适应多圈层一体化发展的客

观形势需要。

交通规划模型创新的另一重点任务是针对系统自组织机制作用，在国内外既有的 “多智能体”

（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理论模型研究成果
［１２］基础上，开发系统协同效应仿真模型，以期真实反映系统自组织

与他组织交互协同作用下的运行与动态演化规律，充分满足未来城市交通规划变革的需要。

３．２．２ “固定规划”转向 “动态规划”

应对城市交通的系统属性变化，以 “持续规划”和 “动态调整”的新理念，取代 “一张终极蓝图定乾

坤”的传统旧观念；对传统的 “调查—分析—预测—规划”的方法和工作模式要有针对性的合理扬弃。

３．２．３ “封闭规划”转向 “开放规划”

应对城市交通的治理模式、编制内容的变化，要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的政策内容，城市交通规划要转

变以前相对封闭、仅由政府决策者及少数精英阶层参与规划制定，未来的规划方法要向更强调互动过

程，强调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协调，公众参与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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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 “方式拼盘”转向 “系统整合”

城市交通体系规划并不是各交通专项规划的机械罗列，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应侧重于战略性的顶层设

计。城市交通规划要由过去主要关注各交通子系统，再进行拼接、拼盘构成综合交通体系，转向新的城

市综合交通体系结构，实现不同空间圈层多种交通方式 “功能兼容互补，服务需求共担”的高度融合，

而不只是界面上的 “握手”衔接，以系统整合的方法从整体上进行规划。

３．２．５ “结果导向”转向 “过程导向”

过去的城市交通规划往往侧重于规划的终极目标和蓝图规划，缺乏对规划实施过程的关注和管控。

比如对于实现远期目标的投资规模与政府财力、资金来源等缺乏跟进和关注，最终导致规划方案与实际

发展相去甚远。应对城市交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城市交通供给要坚持市场化的发展路径，城市交通

规划不仅关注最终的规划方案、规划结果，还要关注规划的分阶段实施。

４ 结语

本文基于外部环境变化对城市交通系统的影响，主要从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角度，分析探讨了城市

交通系统的进化趋势及机理、城市交通系统的固有属性，以及新时期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关

注点，基于此提出城市交通规划的内容和编制方法需要变革。文章提出的观点属于探讨性内容，未来仍

需结合新时期的交通规划实践检验予以修正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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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换乘共享单车骑行特性及影响区分析

郝　俊

!"#$

共享单车解决了城市轨道交通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有效地拓展了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的时空影响范围。为

了进一步促进 “轨道交通＋共享单车”绿色出行模式的发展，有必要定量地分析换乘骑行特性并界定轨道换乘影响区

域。本文以南京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轨道换乘共享单车骑行数据的时空特征，验证了共享单车在轨道 “最后一公

里”中承担的重要作用。基于高峰时期驶入驶离特性将轨道站点划分为：早进晚出型，早出晚进型，早晚双峰型，全日

均衡型和换乘稀疏型五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城市道路网、轨道线网、共享单车，ＰＯＩ兴趣点等多源数据定量界定

了轨道交通车站换乘影响区的时空范围。提出了综合应用Ｖｏｒｏｎｏｉ图理论、服务区分析、网络空间叠加理论的轨道换乘

影响区的界定方法，为 “轨道交通＋共享单车”出行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

轨道交通；共享单车；骑行特性；换乘影响区；多源数据

０ 研究背景

近年来共享单车在国内城市发展迅猛，其方便快捷和随用随骑的特点极大地满足了短途出行的需

求，成为城市轨道交通最灵活的换乘衔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轨道交通站点的影响范围［１］。为了

进一步促进 “轨道交通＋共享单车”这一绿色出行模式的发展，有必要定量地界定轨道站点的共享单车

换乘影响区域。

国内外基于自行车与轨道交通的衔接换乘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２，３］，换乘骑行影响因素以及换乘骑

行时空特性各有不同侧重点。其中针对典型站点的问卷调查［４］、统计分析［５］、回归模型［６］等较好地反映

了自行车换乘骑行影响范围的大小受到轨道站点密度、周边土地利用、道路密度、公共设施分布等相关

因素的不同程度影响［７］。但是基于城市多源数据的支持，针对新兴共享单车换乘骑行特性以及影响范围

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８］。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如何基于订单数据挖掘不同轨道交通站点的换乘骑行特性，有差别地界定轨道

交通换乘影响范围亟待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本文将面向多源数据驱动，依据共享单车换乘骑行的高峰时

期需求时空特征，对轨道交通站点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不同换乘出行特征下的轨道交通站点类型；在此

基础上，通过深度挖掘城市道路网、轨道线网、共享单车、ＰＯＩ兴趣点等多源数据，综合应用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理论、服务区分析、空间叠加分析理论界定轨道交通站点换乘影响区的时空范围。

１ 多源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１１ 共享单车换乘骑行数据

本研究的原始数据时间跨度为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８日至２４日，地理范围是南京市域，其中有效的单车

出行数据总计３６１８９９４条。为了保证提取的换乘骑行数据更为贴近实际情况，基于ＡｒｃＧＩＳ平台以每个

轨道站出入口为中心构建半径为５０米的圆形缓冲区，如图１所示。该范围中的骑行数据认为与轨道交

通站点有一定关联的骑行数据，在大体量数据的支持下，可近似认为是共享单车换乘轨道交通的骑行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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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与轨道交通站点有关联的骑行数据范围划定图

根据上述方法，以一天数据为例从６２．２０万条订单数据中，采集得到１４．２５万条共享单车换乘轨道

交通的数据，占比为２２．９１％。

１２ 城市道路及轨道网数据

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以下简称ＯＳＭ）数据库是众源地理信息数据的代表之一，ＯＳＭ数据是当前全球

范围内最为精确和完善的矢量地理数据集［９］。ＯＳＭ数据包括点、线、面等诸多要素，内容涵盖了交通

道路网、土地利用类型等多种类型。

本文中南京市道路网络是通过Ｐｙｔｈｏｎ包ＯＳＭｎｘ从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获取。导入ＡｒｃＧＩＳ最终路网

包含３１１６９个节点和４５７７４个路段，如图２所示。

１３ 城市犘犗犐设施点数据

ＰＯＩ（Ｐｏｉ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是表示真实存在地理实体的点状数据，区域内的ＰＯＩ类型和数量能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该区域的土地利用性质［１０］。在地理信息系统中，ＰＯＩ设施点通常被认为是城市出行的起

点或目的地。高德地图提供ＡＰＩ接口为用户获取ＰＯＩ数据提供便利。

本文运用Ｐｙｔｈｏｎ编程语言编写网络爬取工具，通过高德ＡＰＩ开放接口爬取所使用的ＰＯＩ数据。数

据包括名称、类型、地址、纬度和经度等信息，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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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于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的南京市道路网络图

表１　犘犗犐数据结构说明表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Ｎａｍｅ 兴趣点名称

Ｔｙｐｅ 兴趣点类型

Ａｄｄｒｅｓｓ 兴趣点地址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ｅ 兴趣点经度

Ｌａｔｉｔｕｄｅ 兴趣点纬度

２ 轨道换乘骑行特性分析

２１ 时空特性统计分析

对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骑行的时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图３所示。

由图可知，在骑行时间的分布上，各个站点出站口周边的共享单车的骑行时长主要在４～８分钟左

右。由此可见，７６．６％出行者使用共享单车的时长均在１０分钟之内，进一步验证了共享单车在短途换

乘衔接城市轨道交通站点 “最后一公里”中承担的重要作用。

对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骑行的借还时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图４所示。

由图可知，工作日站点周边共享单车骑行时段有两个明显高峰期，其中７：００～９：００定义为换乘

骑行的 “早高峰”，１７：００～１９：００定义为换乘骑行的 “晚高峰”，其他时段的出行量明显低于高峰时

段的出行量，定义为 “平峰”。由此可见，共享单车早晚高峰时段骑行量占全日骑行总量的比重远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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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换乘骑行时长分布图

图４　换乘骑行借还时间分布图

平峰时段，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和不平衡性。

对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骑行的距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图５所示。

对站点周边共享单车出行距离进行分析得出，８３．２％的出行者换乘骑行距离在１．５ｋｍ内，仅有

１６．８％的出行者换乘骑行距离超过１．５ｋｍ。由此可见，共享单车的换乘骑行距离比较短，使得出行者

对于步行寻车距离的容忍度比较低，说明界定合理的共享单车换乘影响区域对于促进 “轨道交通＋共享

单车”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轨道交通站点早高峰时期不同距离范围内骑行产生和结束的频数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形成四条与

距离相关的特征曲线，分别为：早高峰起点频数、早高峰终点频数、晚高峰起点频数、晚高峰终点频

数。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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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换乘骑行距离分布图

图６　早晚高峰轨道站点周边骑行起止点空间分布特征曲线图

由图可知，距离轨道交通站点１００～２００ｍ左右出现一个骑行ＯＤ聚集区，为共享单车换乘衔接城

市轨道交通的聚集区域，一般分布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附近，该区域也决定了共享单车的使用效

率及整个出行系统的连续性。当距离轨道站点６００ｍ及以上，出行起止点的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大逐渐减

少。因此，适宜在以地铁站点各个出站口布置集中式大容量的共享单车停放点，且考虑在轨道站点影响

区范围内合理覆盖共享单车设施点。

２２ 轨道站点聚类分析

在对交通数据的分析中能够发现，交通类数据具有一定高斯分布特征［１１］。混合高斯模型即多个高

斯分布函数的线性组合，理论情况下混合高斯模型可以拟合任意类型的分布。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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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轨道站点高峰时期换乘骑行特性的差异，本文选择混合高斯聚类模型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分类。

基于混合高斯聚类模型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是使用后验概率测评分类精度的方法，能给出车站

从属于某一特定类型的概率，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车站的混合类型［１２］。通过对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每

一类车站均由一个单高斯分布生成，然而具体车站属于哪个单高斯分布未知，因此假设每一个车站分别

由Ｋ个单高斯分布的混合模型表示，即轨道交通车站由混合高斯模型生成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犘（狓）＝∑
犓

犽＝１

狆（犽）狆（狓狘犽）＝∑
犓

犽＝１

π犽η（狓狘μ犽，σ犽）

　　式中，狓为维度为ｄ的向量，犽为单高斯模型的数量，π犽为第犽个单高斯分布被选中的概率，μ犽，σ犽为

第犽个单高斯分布的均值和方差被选中的概率，η（狓狘μ犽，σ犽）为第犽个单高斯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可表

示为：

η（狓狘μ犽，σ犽）＝
１

２πσ槡 犽

犲－
１
２
（狓－μ犽

）犜σ
－１（狓－μ）

　　利用混合高斯模型进行聚类的一般步骤如下：

（１）估计数据由每个单高斯分布生成的概率，对于每个数据狓犻来说，它由第ｋ个单高斯分布生成

的概率为：

π犻（犽）＝
狆犽η（狓犻狘μ犽，σ犽）

∑
犽

犼＝１

狆犼η（狓犻狘μ犽，σ犽）

（２）估计每个单高斯分布的参数，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求出对应的参数值：

μ犽 ＝
１
犖犽∑

犖

犻＝１

π犻（犽）狓犻

σ犽 ＝
１
犖犽∑

犖

犻＝１

π犻（犽）（狓犻－μ犽）（狓犻－μ犽）
犜

狆犽＝
犖犽
犖

犖犽＝∑
犖

犻＝１

π犻（犽）

　　式中，犖为样本集中样本的数量。

（３）重复迭代以上两步，直到似然函数的值收敛为止。

综合考虑全天换乘骑行情况、早晚高峰时期共享单车借还特性的影响，选取以下４个因素作为聚类

分析的初始变量。各个变量的编号及主要反映的车站客流信息如下：

Ｆ１：工作日早高峰共享单车换乘流入量／工作日全天共享单车换乘流入量；

Ｆ２：工作日晚高峰共享单车换乘流入量／工作日全天共享单车换乘流入量；

Ｆ３：工作日早高峰共享单车换乘流出量／工作日全天共享单车换乘流出量；

Ｆ４：工作日晚高峰共享单车换乘流出量／工作日全天共享单车换乘流出量；

这４个变量主要反映轨道站点工作日早晚高峰的共享单车客流特性，结合特性分析早高峰取７：００

９：００，晚高峰取１７：００１９：００。

在进行站点聚类前，需要对参与聚类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ＺＳｃｏｒｅ法标准化，如下

所示。

狓犻犼 ＝
狓犻犼－α犼

β犼

　　式中，狓犻犼为第犻个样本的第犼个指标，α犼为第犼个指标的均值，β犼为第犼个指标的方差。

整理上述数据指标，并且编写Ｐｙｔｈｏｎ程序，实现混合高斯聚类分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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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聚类分析结果对比

根据上述聚类变量，使用混合高斯聚类模型进行聚类分析，结合ＣＨ指标 （ＣａｌｉｎｓｋｉＨａｒａｂａｓｚ）判

定划分类别的个数，如图７所示。

图７　轨道站点的混合高斯聚类结果图

由图可知，ＣａｌｉｎｓｋｉＨａｒａｂａｓｚ指标在随聚类簇数逐渐增大，在聚类簇数等于５时达到峰值，此后逐

渐减小。考虑到ＣａｌｉｎｓｋｉＨａｒａｂａｓｚ值越大则聚类效果越好，因此，最佳分类方案为分为五类。

轨道站点的混合高斯聚类结果如图８所示，分类结果如下：

图８　轨道站点的混合高斯聚类结果图

通过对每类轨道站点４个初始聚类变量进行横向对比，分析早晚高峰期间每类轨道交通站点共享单

车换乘骑行流入流出的差异性，将五类站点划分为：早流入—晚流出型、早流出—晚流入型、早晚双高

峰型、全日均衡型、换乘稀疏型。各类站点聚类变量如表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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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轨道站点高峰时期共享单车流入流出情况表

站点类型
早高峰换乘流入／

全天换乘流入量

晚高峰换乘流入／

全天换乘流入量

早高峰换乘流出／

全天换乘流出量

晚高峰换乘流出／

全天换乘流出量

早流入晚流出型 ３４．１３％ ２１．６３％ ２２．５７％ ２８．１６％

早流出晚流入型 ２１．７２％ ２７．０４％ ２８．５３％ ２１．６５％

早晚双高峰型 ２８．２８％ ２６．５２％ ２７．８０％ ２６．４７％

全日均衡型 ２３．７６％ ２２．４０％ ２２．１３％ ２１．８６％

换乘稀疏型 ２７．１９％ ２４．５３％ ２５．１８％ ２３．４９％

　　综合分析以上图表，五类站点的换乘骑行驶入驶离以及用地特征如表３。

表３　五类换乘骑行轨道站点特征表

站点类型 驶入驶离特性 对应用地特性

早流入—晚流出型 　早高峰流入多，晚高峰流出多
　多为以居住为导向的车站，高峰时段特征与

用户的通勤行为紧密相关

早流出—晚流入型 　早高峰流出多，晚高峰流入多
　这类站点多为以就业为导向的车站，多为通

勤用户早高峰目的站点

早晚双高峰型

　早晚高峰流入流出车辆均呈现双高峰态势，

高峰时段同时存在较大的流入车辆和流出

车辆

　既是通勤出发站点又是目的站点，表现出较

为明显的职住错位属性

全日均衡型
　早高峰及晚高峰特征相对不明显，通勤性

质不突出，全天流量较为均衡
　大型商业区站点、景区站点和交通枢纽站点

换乘稀疏型 　共享单车换乘骑行数据匮乏

　多为郊区站点，不在共享单车投放范围，但

仍存在少量单车，或者单车投放数量较低的

车站

　　根据上述的分类结果，由于换乘稀疏轨道站点在五类轨道站点中属于特例，涉及的骑行数据体量与

其他四类轨道站点差异较大，不适合直接做比较分析，在剔除换乘稀疏型轨道站点数据的基础上，对其

他四类轨道站点历史骑行数据的骑行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各类轨道站点周边共享单车出行时空范围表

轨道站点类型
百分位骑行时间 百分位骑行距离 （单位：米）

５０％ ７０％ ９０％ ５０％ ７０％ ９０％

早流入—晚流出型 ０：０６：４６ ０：０９：２４ ０：１５：３１ ８５０ １２１４ ２２１４

早流出—晚流入型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８：４４ ０：１４：１８ ７２４ １１０４ １９４３

早晚双高峰型 ０：０６：４０ ０：０９：１７ ０：１５：１４ ８２９ １１８１ ２０２６

全日均衡型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９：０１ ０：１４：２７ ７７９ １１２６ １９９５

　　由表可知：

（１）在早流入—晚流出型轨道站点无论在骑行时间还是骑行距离分布上均是最大的，这是由于该类

型站点周边的建成环境以居住区为主，大部分分布于城市外围地区，轨道站点设置间距较大，换乘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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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受的时间和距离也相应较大。

（２）早流入—晚流出型轨道站点在骑行时间和骑行距离均为最小值。这是因为早高峰时段在早流

出—晚流入型轨道站点取车骑行者的出行终端大部分为工作地，作为最后一公里的换乘方式，这种出行

模式对时间和距离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３）全日均衡型轨道站点大部分位于城市中心区，换乘骑行时间和距离相对较小，这是由于混合型

轨道站点周围的建成环境相对比其他两类轨道站点更为成熟的原因导致的，骑行者在这样的建成环境下

只需骑行较短的距离和时间即可达到目的地。

（４）早晚双高峰型轨道站点的换乘出行时间和距离和早流入—晚流出型轨道站点接近，该类站点周

边的用地性质相对复杂，同时拥有居住和就业属性。

３ 轨道换乘共享单车影响区分析

３１ 轨道站点犞狅狉狅狀狅犻划分

考虑城市中心区轨道交通邻近站点距离较近，换乘影响区可能存在重叠的问题，因此，首先以居民

出行选择距离最近的轨道交通站点为原则，将研究范围划分为不同的范围。基于此原则，引入Ｖｏｒｏｎｏｉ

图理论。Ｖｏｒｏｎｏｉ图是由荷兰气候学家Ａ·Ｈ·Ｔｈｉｅｓｓｅｎ提出，由一组连接两相邻控制点线段的垂直平

分线组成的连续多边形组成，一个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内的任一点到构成该多边形的控制点的距离小于到其他多

边形控制点的距离，且位于Ｖｏｒｏｎｏｉ图边上的点到其两边的控制点的距离相等
［１３］。

本文采用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分割整个研究区域，界定相邻站点的服务范围。其中，离散点即为轨道交通站

点，每个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即为此轨道交通站点所承担换乘骑行需求的空间范围。轨道站点的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划分

结果如图９所示。

图９　南京市轨道交通站点Ｖｏｒｏｎｏｉ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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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轨道站点时空圈层界定

传统的骑行时空圈层采用以轨道站点为圆心，百分位出行距离作为半径的多环同心圆。该方法简单

明了便于理解，但是忽略了骑行过程中出行者实际受到道路网络的约束，出行起讫点距离可能会因为路

网状况而增加。本文基于ＡｒｃＧＩＳ平台的服务区分析功能，以研究区域道路网络为研究基础对换乘影响

骑行时空圈层进行分析，与之对应的分析结果不再是规则图形，而是一定时间范围内出行者通过道路网

所能抵达的范围。

在本研究中，通过导入已经获取的南京市轨道线网数据、ＯｐｅｎＳｔｒｅｅｔＭａｐ抓取的南京市城市路网数

据，选取南京市共享单车早晚高峰平均骑行速度８ｋｍ／ｈ，以骑行时长设置阻抗值，结合第二章南京共

享单车换乘骑行的特性分析，确定以各类站点５０％百分位骑行时间、７０％百分位骑行时间、９０％百分

位骑行时间为中断值，充分体现各类站点的换乘骑行时空特征，如下表５所示。

表５　各类轨道站点周边共享单车出行时空范围表

轨道站点类型
百分位骑行时间 百分位骑行距离 （单位：米）

５０％ ７０％ ９０％ ５０％ ７０％ ９０％

早流入—晚流出型 ０：０６：４６ ０：０９：２４ ０：１５：３１ ８５０ １２１４ ２２１４

早流出—晚流入型 ０：０６：１６ ０：０８：４４ ０：１４：１８ ７２４ １１０４ １９４３

早晚双高峰型 ０：０６：４０ ０：０９：１７ ０：１５：１４ ８２９ １１８１ ２０２６

全日均衡型 ０：０６：２３ ０：０９：０１ ０：１４：２７ ７７９ １１２６ １９９５

　　基于轨道站点周边的路网数据，绘制相应换乘骑行时空圈层图。参考上述步骤，以早流入—晚流出

型兴隆大街站、早流出—晚流入型元通站为对比，生成相应轨道站点的时空圈层，绘制结果如图１０

所示。

图１０　南京市典型轨道交通站点时空圈层对比图

３３ 构建换乘骑行指标体系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服务区分析获取的时空圈层不考虑供给设施点数量和骑行环境，只考虑路网的出

行阻抗，不能直接作为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１４］。因此，综合利用城市道路网、ＰＯＩ设施点、共享单车

等多源数据支持，构建考虑交通通达度、空间多元度、骑行活力度影响的轨道站点共享单车换乘骑行指

标体系，如图１１所示。利用层次分析法对该指标进行加权，作为换乘影响区域时空圈层修正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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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骑行指标体系图

３４ 网络空间叠加分析

在轨道交通开发相关导则中，街区尺度均控制在２００ｍ内
［１５］。结合南京实际情况及换乘影响区精

度，本文提出将南京城区划分为边长１００ｍ的大方格网作为交通计算网格，统计每个方格网内交通设施

数量、交叉口数量、道路网长度、骑行订单数量、餐饮设施、休闲设施、购物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及公

园景点设施ＰＯＩ数量，并且归一化处理指标参数。

考虑到轨道交通站点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力随距离增加而有规律地衰减，即各个影响因子的影响力与

距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成反比。结合换乘骑行特性分析中出行距离的累计分布曲线，通过换乘骑行使用

率与距离之间的衰减函数计算其中的内在联系程度，衰减函数计算方法为：

犝＝
１００

３９７．４３ｅ－０．４６８犱
／烅

烄

烆
１００

犱≤５００ｍ

犱＞５００ｍ

　　结合上述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各因子权重。网络叠加分析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犜犻＝狋１×犕犻犝犻－狋２×犖犻犝犻＋狋３×犚犻犝犻

犘犻＝狆×犇犻犝犻

犛犻＝狊１×犆犻犝犻＋狊２×犔犻犝犻＋狊３×犅犻犝犻＋狊４×犓犻犝犻＋狊５×犌犻犝犻

犉犻＝犪１×犜犻＋犪２×犘犻＋犪３×犛犻

　　其中，犻为第犻个方格网，犝为影响率衰减系数，犕、犖、犚、犇为交通设施数量、交叉口、道路网、

共享单车骑行量归一化数值。犆、犔、犅、犓、犌为餐饮、休闲、购物、生活、景点犘犗犐数据归一化数值；

犜为交通通达度，犘为骑行活力度，犛为空间多元度，犉为基础骑行指数。犪犻为交通通达度、骑行活力度、

空间多元度指标的权重系数。

犙狋狅狋犪犾 ＝β１犙犻＋β２犉犻

　　式中，犙狋狅狋犪犾为换乘影响区综合指数，犙犻为时空圈层指数，根据上一节的时空圈层分析结果，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平台将Ｖｏｒｏｎｏｉ图层文件与时空圈层相交，划分相邻站点的时空圈层归属，再分别将处于三个

圈层内的方格网赋值９０、７０、５０，其余为０。β１和β２是时空圈层指数与交通通达度、骑行活力度、空间

多元度指标之和的权重系数。

针对各轨道交通站点时空圈层与换乘骑行指数叠加结果，通过使用ＡｒｃＧＩＳ平台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处理工具进行分级分组，分别得到核心圈层、辐射圈层与外围圈层。其中，核心圈层内主要完成共享单

车与轨道交通的换乘衔接，辐射圈层内换乘骑行相比较其他换乘轨道交通出行方式优势明显，外围圈层

是 “轨道交通＋共享单车”组合出行模式的最大影响区范围，三个圈层共同组成各个站点的换乘影

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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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影响区界定结果与分析

参考上述步骤，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初步划分结果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初步划分结果图

由图可知：轨道站点影响区范围主要表现为面状扩散，其特点为出行者骑行行为呈面状均匀扩散趋

势，其影响范围接近同心圆形状。少部分轨道站点表现线状扩散。其换乘影响区的特点是出行者骑行行

为呈沿道路线状扩散趋势，其影响范围呈现出线性或分支形状。此外，受到轨道站点间距与密度的影

响，城市中心站点换乘影响区范围较小，而城市外围轨道未成网区域，换乘影响区范围较大。

为了验证划分结果的合理性，本研究利用摩拜单车订单数据，选取天印大道站、龙眠大道站和中国

医科大学站对结果进行验证。通过提取摩拜单车用户换乘骑行数据，绘制换乘骑行的行程数据ＯＤ线，

如图１３所示。

图中显示了轨道交通站点换乘共享单车骑行的实际空间范围，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换乘影响区

的界定范围与实际骑行情况相似。其中核心圈层中ＯＤ线非常密集，完成了大部分共享单车的传输和连

接。辐射圈层中ＯＤ线均匀分布，在此范围内的换乘共享单车的骑行相比步行、公交、小汽车换乘出行

更具优势。外围圈层基本覆盖了所有可作为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共享自行车设施布局配置的空间边界。

由此可知，影响区划分结果验证了影响区域划分的合理性，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结合各类站点实际使用特点及周边城市建设情况，基于初步界

定的影响区，依照影响区包含完整地块的原则，对站点影响区初步划分结果进行修正。选取典型站点为

例界定换乘影响区，其中兴隆大街站为流入—流出型典型站点，元通站为流出—流入型典型站点，对应

换乘影响区如图１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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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高峰小时城市轨道交通站点骑行ＯＤ分布图

图１４　南京市典型站点换乘影响区界定结果图

４ 小结

本文以南京市为研究案例，通过数据清洗筛选获取换乘骑行订单数据，结合 “借还次数”、“骑行时

间”和 “骑行距离”等指标进一步验证了共享单车在换乘衔接城市轨道交通站点 “最后一公里”中承担

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与轨道交通站点衔接的共享单车中，骑行时间小于１０分钟的换乘骑行量占

总量的７６．６％，骑行距离小于１．５ｋｍ的换乘骑行量占总量的８３．２％。另一方面，通过对高峰期间不同

类别轨道交通站点共享单车的需求波动性、潮汐性进行分析，确定设施布局配置的关键时段及相关参

数，并且通过混合高斯聚类分析将站点分类，进行了差异化时空分析，基于混合高斯聚类分析，选取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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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高峰期的共享单车换乘进出量。南京轨道交通站点可分为早流入—晚流出型、早流出—晚流入型、早

晚双高峰型、全日均衡型和换乘稀疏型五种类型。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多种渠道获取城市道路网、轨道线网站点、ＰＯＩ设施点以及共享单车

骑行订单等多源数据。通过对多源数据深度挖掘，构建了轨道站点换乘骑行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各站点

周边交通可达性、设施多元性及共享单车骑行活力度之间的影响。依托地理信息平台计算轨道交通站点

共享单车换乘骑行的时空圈层，对换乘骑行指标与换乘骑行时空圈层进行网络叠加分析，将轨道站点的

共享单车换乘影响区划分为：核心圈层、辐射圈层和外围圈层，并以典型站点为例，验证其可行性和有

效性。本系统阐述了城市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域的分析方法，并通过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和典型站点

验证了该方法的适用性，为确定共享单车换乘骑行设施的布局和配置边界提供了一种实用方法。在后

期，如果可以进一步进行网络建模和分布，就可以从更深的角度揭示城市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共享单车

设施的内部机理和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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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城市交通治理的经验借鉴及思考启示

丁思锐　安　健　朱启政

!"#$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超大城市的空间规模、产业结构、人口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等大幅提升，交通

发展工作重点也逐步从“要素驱动、规模增长”阶段转向“创新驱动、内涵提升”的新发展阶段。当前，我国超大城市、大

都市圈的交通发展面临一系列共性问题与挑战，以交通设施规模扩容为主的供给模式难以为继，亟需推动交通结构、功

能与品质的全方位提升。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在空间治理、政策治理、服务治理、数据治理四大板块的研发热点和前沿

趋势，为推动深圳市交通决策能力、管控能力、服务能力以及共治能力的全面升级提供经验支撑和建议思考，进一步发

挥深圳的先行示范作用，为“中国之治”贡献智慧和力量，跑出迈向全球标杆城市的“加速度”。

!%&'$

区域协同；空间治理；政策治理；服务治理；数据治理

０ 引言

进入２１世纪，中国城镇化、机动化进程不断加快。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中国城镇化率由３６．２％提高至

６０．６％，城镇常住人口由４．６亿人增至８．５亿人。北上深等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均超过３００万，全国民用

汽车保有量从１６０９万辆增至２６１５０万辆。我国超大城市的空间规模、产业结构、人口教育水平、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等大幅提升，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共性问题与挑战：以交通设施规模扩容为主的供给模式

难以为继，亟需推动交通结构、功能与品质的全方位提升。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性能全面突破、全息感知

体系逐步建立，未来交通发展格局逐步明朗，阶段工作重点逐步聚焦区域协同、资源紧约束下的城市空

间治理，实现从“要素驱动、规模增长”向“创新驱动、内涵提升”的转变。

区域协同层面，跨越行政边界、跨交通方式、跨利益主体的多元协同需求凸显，交通设施共享水平

及协同发展能力亟待提升。空间约束方面，重大交通战略设施建设及运营服务模式面临转型升级，交通

设施的建设运营模式亟待转型，在有限交通空间内寻求价值最大化。品质诉求方面，超大城市出行需求

持续增长，出行目的日益多元化，对个性化出行服务和宜居环境的诉求日益强烈。科技驱动方面，未来

１５～３０年，共享移动性、汽车电气化、自动驾驶、新型公共交通、可再生能源、新型基础设施、物联

网将得到飞速发展，城市交通的设施供给模式、服务组织方式与管理范式将发生颠覆性改变。

在编的新一轮《深圳市交通交通白皮书》指出深圳交通已进入增量和存量并进时代，未来将以打造现代

化交通治理体系为主线，由此，亟待以区域、城市交通融合发展、出行品质效益提升为目标，围绕空间治

理、政策治理、服务治理、数据治理四大板块构建面向未来城市的城市交通综合治理体系，系统收集、梳

理全球研发热点和前沿，推动深圳市交通决策能力、管控能力、服务能力以及共治能力的全面升级，进一

步发挥深圳示范引领作用，为“中国之治”贡献智慧和力量，跑出迈向全球标杆城市的“加速度”。

本文从更精准的空间规划、更加精确的政策调控、更加精细的运营服务、更高性能的智慧治理等角

度出发，对国内外经验和典型案例进行梳理。

１ 精准的空间规划布局

１１ 城镇群与都市圈协同规划

　　我国城镇化进程已进入“下半场”，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体系逐渐形成。纵观全球，国内外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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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机构针对城镇群与都市圈协同发展和整体规划研发出了多种规划产品，如同济大学城规学院，基于

手机信令数据，开展客流分布、城市势力范围、空间廊道、辐射竞争力等分析［１］，其成果已实践于上

海、深圳等多座城市的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当中。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通过构建“中国城市轨

道ＴＯＤ发展指数”为轨道和城市之间的协同关系指明了方向，已对中国２６座轨道城市的２１１３个轨道站

点进行了计算［２］。

上述城市规划工具已在政府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极大节约了规划时间。但与此同时仍存在以下

几方面问题：城市与城市间存在时间、空间等数据口径不统一、准确率参差不齐，受制于成本和计算性

能等原因，多采用片段数据，不能实现持续跟踪；技术路线尚未固化，存在“一事一议”现象，国际国内

均未出现工具包和商业产品。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交通专项规划已基本形成，但多从行业角度和深圳本市空间范围出发，未多

方位结合湾区区域特性、土地利用、产业发展需求和人的出行规律开展深入分析，较难支撑精细化的区

域协同发展及城市产业升级。亟待实现从粗空间颗粒度向细空间颗粒度的转变、统一数据口径及标准规

范，建立面向大湾区交通综合治理研发大数据分析与推演计算平台，在如下三方面力争实现关键技术

突破：

１．针对城市群、都市圈、城市以及枢纽地区等多个空间层次，实现人群、车辆移动和迁移特征观

测分析，从碎片化、片面化向持续、全面系统转变。

２．基于多源异构大数据融合，实现人、车活动轨迹的还原与出行规律提取。

３．发展大都市圈、城市及片区层面的产业、经济、土地与交通协同发展评估技术，精准把控城市

群发展水平及实施路径。

１２ 基于空间网络的规划升级

传统城市交通规划存在方式单一、要素简单、规划周期长的痛点，为此国内、外已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技术体系和平台工具，在压缩规划时间、提升规划效率、应对大规模网络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如

国内的ＴｒａｎＳｔａｒＶ２．０（城市交通版）平台，支持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基建规划、公交规划与管理、信

号管控、政策评估，已在国内开展小范围应用［３］。

图１　美国公交科技公司ｒｅｍｉｘ研发的Ｒｅｍｉｘ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ｔ

国际上相关规划平台工具的应用已较为成熟，如美国公交科技公司Ｒｅｍｉｘ，通过研发Ｒｅｍｉｘ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ｉｔ，实现公交线网覆盖于基础数据关联分析、客流登降情况可视化，基于可达性分析的公

交线网评估等功能，目前已于全球３００多座城市开展使用
［４］，其中在新西兰奥克兰公交线网优化项目

中，方案编制的耗时从２５２小时缩短至２０小时；美国西雅图都市区中长期公共交通项目中，规划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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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年所见至１年。谷歌旗下ＳｉｄｅｗａｌｋＬａｂｓ研发的Ｒｅｐｌｉｃａ，基于手机数据的行为活动数据库和非集计

模型，量化分析设施改造或者政策对市民出行与活动特征的影响［５］。

深圳交通当前已进入复杂巨系统的发展阶段，基于四阶段的传统规划工具已难以满足超大城市多层

次空间治理的需求，亟待系统梳理空间治理应用场景，建立完善的数据体系平台，研发城市交通规划自

动化评估与决策支持平台，具备特征规律把握、问题诊断、态势推演、多视角评估等功能；以决策者便

捷使用、个性定制为原则，支撑区域、城市的综合交通规划、专项规划、交通战略及政策、轨道建设规

划、片区改善与综合提升等板块。

１３ 片区与街道的精细化提升

街道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亟需开展精细化、定量化的分析。通过街景数据、手机信令数据、

ＰＯＩ等多元异构数据的采集，以及面向市民征集举报与提案等方式，开展设施特征、街道特征、人的活

动特征分析，识别品质盲区，形成较为成熟的片区及街道规划工具，为街道品质提升提供决策支持。

目前国内外团队已基本形成基于街景数据的街道空间规划工具：百度慧眼利用２０１３年以来的百度

地图街景数据，利用ＡＩ技术对街景数据进行结构化后，对街道景观品质开展评价，并与中规院等开展

合作、西城区街巷整治等［６］。北京数城未来科技的“路见ＰｉｎＳｔｒｅｅｔ”微信小程序通过建立政府—市民双

向反馈平台，收集市民对过街设施、步行空间、自行车道、自行车停放、占道停车等设施及问题的举报

提案，加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公众参与，目前已在北京、深圳、重庆、济南等城市开展２０余次实践
［７］。

图２　“路见ＰｉｎＳｔｒｅｅｔ”微信小程序

深圳在街道品质目前仍存在较大短板，慢行设施在空间资源占比较低且品质不高、非机动车道未连

续成网、街道空间的无序占用以及安全隐患突出等不足成为制约城市街道活力最大短板，亟待开展精细

化的街道空间治理及设施品质提升。基于街景数据、全息感知视频采集数据以及传统交通数据研发城市

超大规模街道品质评估计算平台，建立全市１４３４ｋｍ主干路、１０３３ｋｍ次干路、４８９６ｋｍ支路道路数据

库，为街道品质提升的现况调查、短板甄别、与改善评估提供高效的评估手段，结合手机信令数据、

ＰＯＩ等数据，精准揭示差异化人群的活动规律，实现街道功能与空间设施品质的精细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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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精确的政策调控实施评估

２１ 面向未来交通模式的多智能体城市交通模型

交通电气化、自动化发展已成必然趋势，新基建的加快部署、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对城市传统规划体

系提出更高要求，主流规划方式在面对未来交通带来的新格局时存在思维局限、研判不全的现象。目前

针对车辆网、自动驾驶、ＩｏＴ、５Ｇ等领域的研判仍停留在出行结构演化趋势阶段，而基于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等建立理论技术方法体系尚不多见，且在模型中从城市发展沿革、人的时间价值、不同方式服务成本、

运营组织模式创新等角度系统梳理未来可能出现的若干场景的研究和技术方法尚属空白。

世界经济论坛、波士顿咨询公司ＢＣＧ建立了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仿真模型，针对波士顿城１４２ｋｍ２范围进

行了自动驾驶汽车影响的模拟，发布《如何实现自动驾驶：波士顿及其他城市的经验》研究报告。其搭建

的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模型，基于波士顿城的实际城市、设施、机动车保有、交通出行特征等，对不同场景下

自动驾驶对在途车辆数、行驶距离、所需停车空间、平均出行时间、交通拥堵状况等的影响进行了仿真

模拟［８］。

图３　自动驾驶汽车影响研究关键指标（来源：世界经济论坛，ＢＣＧ分析）

深圳将于２０２２年底前在建２７５公里轨道通车，届时常规公交运营体系将受到较大冲击，其中受到

不同程度影响的公交线路超过８００条、班次逾１０万班／日、影响超过１７８万人次／日的常规公交出行量，

占现况线路、班次、出行总规模的９４．７％、９７．８％和３８％，常规公交发展重新布局已成必然，亟待开

展面向未来交通出行模式的研判。基于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等成熟方法，构建面向未来交通模式的多智能体城

市交通模型，从居民选址、城市出行特征、路网运行、设施需求特征等角度出发，研判未来交通方式对

城市交通的影响。开展影响人群、企业、政府财政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公共空间、能源、环境

代价等多维度、全方位推演，研判未来５～１０年差异化交通政策调控的实施效果。

２２ 更精准的新能源车监测管理

机动车能源结构颠覆性调整，为交通能源监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但同时也带来新一轮的

行业监管挑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共发生新能源汽车起火事件４０余起，亟待开

展新能源车大数据监测平台的建设，实现对新能源车运行安全的持续跟踪监控，为政策精细化调控提供

重要前置条件。

表１　各国“禁燃时间表”（作者自绘）

禁燃区域 提出时间 提出方式 禁售时间 禁售范围

荷兰 ２０１６ 议案 ２０３０ 纯汽油／柴油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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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禁燃区域 提出时间 提出方式 禁售时间 禁售范围

挪威 ２０１６ 国家计划 ２０２５ 纯汽油／柴油车

巴黎、马德里、雅典、

墨西哥城
２０１６ 市长签署行动协议 ２０２５ 柴油车

德国 ２０１６ 议案 预计２０３０ 内燃机车

法国 ２０１７ 官员口头表态 ２０４０ 汽油／柴油车

英国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口头表态／国家计划

（ＲｏａｄｔｏＺｅｒｏ）
２０４０ 汽油／柴油车

英国（苏格兰） ２０１７ 政府文件 ２０３２ 汽油／柴油车

印度 ２０１７ 官员口头表态 ２０３０ 汽油／柴油车

美国（加州） ２０１８ 加州政府法案 ２０２９ 公共汽油／柴油大巴

爱尔兰 ２０１８ 官员口头表态 ２０３０ 汽油／柴油车

以色列 ２０１８ 官员口头表态 ２０３０ 进口汽柴油乘用车

意大利（罗马） ２０１８ 官员口头表态 ２０２４ 柴油车

中国（海南） ２０１８ 政府文件和官员口头表态 ２０３０ 汽油／柴油车

　　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心，２０１７年完成国家新

能源车大数据监测平台建设，可实现经济性指数、环境适用性指数、可靠性指数和安全性指数等综合性

能评价指数，目前已具备２００万辆服务能力。

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心监控平台已实现车辆位置数据、电池数据、发动机数据、报警数据

等６１项数据的实时上报
［９］，针对新能源汽车单车，依据历史运行轨迹，按照日、月、年进行里程的核

算和统计，开展包括安全、能耗、个人驾驶行为等分析，评价新能源汽车的经济性、环境适用性、可靠

性、安全性，可支持设施规划、能源管理、交通需求的精细化管理等决策支持。依据历史运行轨迹，按

照日、月、年进行里程的核算和统计充电热力图分析。

深圳作为全国绿色城市，已实现地面公交全面电动化、出租车基本电动化，开展新能源车政策研

究、实现新能源车的全面监控迫在眉睫。通过研发区域、城市级的系能源车大数据监测平台，实现实

时、全方位的新能源车运行监管，为未来交通政策的精细化调控奠定基础。

图４　深圳新能源小汽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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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交通安全综合预警及自动化评估

国内外交通安全事故评价技术基本成熟，而事前预警和事后自动化评估分析技术体系尚未建立。德

国ＰＴＶ公司的Ｖｉｓｔａｄ离线交通事故及评估分析软件，针对交通事故数据的采集、验证和分析提供一个

优化集中的平台，可供多个用户（如交警、交通局）共享使用［１０］。上海市道路交通事故分析预警系统已

实现事故统计、违法统计、黑点（段）管理、事故、违法叠加分析，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理［１１］。

目前深圳已基本实现全市核心区域的交通安全监测，但在城市微空间、都市圈层面仍缺乏全方位的

交通安全监测，实现“零死亡”愿景仍待进一步采取有效行动。通过研发区域和城市级的交通安全监测、

预警以及分析评估大数据平台，开展全时空、全方式的交通安全监测，重点针对车辆运行、道路基础设

施、枢纽场站、高速路和快速路重要点段、停车场和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实时监测；重点完善恶劣

天气、重大事件的状态预警、轨道故障情况下公交应急调度、重大节假日大路网运行状态预警及组织、

重大节假日对外交通枢纽运行状态监测及组织的应急预案，甄别事故多发点段，基于机器学习提取特征

开展全网风险评估，进一步研判各点段风险程度。

３ 精细化的运营服务

３１ 高效协同的综合运输管控

随着枢纽在城市功能定位的强化升级，多地城市结合自身需求逐步搭建枢纽综合管控平台。已实现

车流、客流、路况、交通环境等交通全要素的感知采集，实现枢纽区域内的人群、车辆的动态监测与协

调组织优化。但总体来看仍存在较大缺陷，主要集中在规划设计方法方面：缺少高起点一体化设计、空

间预留和多系统兼容，后期协调难度大。电话沟通、人脑判断，多交通方式间的智能化应急联动与预案

启动平台尚未建立。

广州智慧春运３．０系统主要分为综合枢纽、高速公路、长途客运、城市交通、春运简报、预警中心

等六大主要板块［１２］。该系统对人、车、路、交通环境、天气等涉及春节旅客交通运输的各个主要的交

通要素进行全面采集关联分析和趋势预测，实现对城市交通车流、客流、路况、交通环境等交通全要素

的感知采集，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多维度、动态化、全流程的交通信息，并通过多部门信息联动与数据

共享，自动生成春运保障工作简报。

图５　广州智慧春运３．０系统

深圳高铁、城际枢纽多结合城市轨道形成全市辐射的轨道网络，受深圳自身区位及高人口流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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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各大型轨道枢纽常态化面临高客流运营压力。以深圳北站为例，枢纽客流日均客流已突破６０万

人次，部分节假日日均客流已奔８０万人次大关。深圳未来将重点打造“五主四辅”的铁路枢纽体系，结

合深圳人口流动特点及枢纽发展定位，亟待开展搭建集全息感知、高起点设计、多维度协调的智能化应

急联动与预案启动平台，面向枢纽３．０，实现枢纽人群活动特征实时监测、在线推演、动态预警、自动

疏散引导以及多方式智能协同联动，构建“基础设施—运营组织—全息感知—在线推演—闭环管控—服

务体验”强耦合的枢纽规划设计体系，在规划设计中融入对智慧化管理、运营、服务的全方位考虑，抢

占枢纽３．０完整解决方案制高点。

表２　枢纽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划理念和要求

枢纽１．０ 枢纽２．０ 枢纽３．０

定位
组织人在不同交通方式／线路／

方向间换乘的地方
＋商业功能 ＋承载多元生活

设计理念 安全＋能力 ＋高效＋品质 ＋资源效率最大化＋服务个性化

规划重点 载运工具组织＋客流组织 ＋不同交通方式空间协同
＋不同交通方式运营协同＋

空间环境

智能建设 班次级时刻表
＋智慧管理＋智慧运营＋协同

调度＋一体支付

＋全息感知（生物识别）＋在线推演

＋闭环管控＋服务体验

设计体系 以设施定运营，站城分离
＋设施以运营组织为导向＋站城

一体化

＋“基础设施－运营组织－全息感知

－在线推演－闭环管控－服务体验”

一张图

３２ 组合出行服务与系统评估

按需响应的ＭａａＳ出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已正式进入研究布局阶段。各地陆续出台面向ＭａａＳ的离

线和在线仿真平台，支持ＭａａＳ体系下的交通运行、出行行为影响评估、方式结构预测，以及ＭａａＳ车

辆的调度优化。但基于一体化支付的出行服务套餐模式，但仍停留在尝试阶段，对于“ＭａａＳ解决了什

么交通发展的痛点”并未予以深入思考。

德国ＰＴＶ公司通过建设ＭａａＳ离线仿真平台：ＶｉｓｕｍＭａａＳ，ＭａａＳＭｏｄｅｌｌｅｒ，Ｍａａ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ｏｒ等，

预测按需相应公交、共享汽车等多重模式的发展，评估对基础设施等带来的影响。其ＭａａＳＣｏｔｒｏｌｌｅｒ、

ＭａａＳＯｐｅｒａｔｏｒ平台对在线车辆和硬件进行实时控制、交通预测、路径优化、信号优化、车队的管理

等，成功分析了在巴萨罗那地区配置共享车辆的效果和益处。

ＰＴＶＭａａＳＭｏｄｅｌｌｅｒ（离线）平台已实现对差异化的路网规模、乘客上下车站点规模、可接受候车时

间、车型结构等进行离线推演，并对差异化的ＭａａＳ运营组织模式、车队规模、价格体系下的综合效率

和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估［１３］。

目前深圳的ＭａａＳ平台已在部分重点居住区域开展试点，但其服务体系尚未完善，功能相对单一和

片面，仅凭现有数据体系无法进一步构建全市范围的多维度ＭａａＳ平台，亟待打通城市各交通管理部门

的数据壁垒，以深圳地铁、公交、（网约）出租车、共享单车的定位、订单数据为基础，搭建平行环境，

研发基于ＭｕｌｔｉＡｇｅｎｔＢａｓｅｄＭｏｄｅｌ的离线ＭａａＳ仿真平台，结合居民出行调查，建立组合出行背景下

的选择行为模型，标定参数，作为ＭａａＳ离线仿真平台的基本输入。建立差异化的ＭａａＳ方案库，如月

租方案、车队方案、按需响应公交的运营组织方案、票款清分方案等，实现综合方案比选、最优方案选

取等功能。建立多维度的ＭａａＳ综合评估体系，实现对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城市空间、运营成本、环境

等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估以及市民出行体验的评估以及运营企业绩效的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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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ＰＴＶＭａａＳＭｏｄｅｌｌｅｒ模型仿真案例

３３ 基于犆犐犕的智慧管理提升

传统的ＣＩＭ和ＢＩＭ平台更注重规划和运维管理，但存在平台专业兼容性较差、缺乏智慧化分析和

智能管控等涉及人工智能邻域的问题。诸如Ｂｅｎｔｌｅｙ，Ａｕｔｏｄｅｓｋ，ＤａｓｓａｕｌｔＳｙｓｔｅｍｓ等平台虽已广泛应

用于水电、建筑设计和汽车制造业等领域，但其系统平台相对独立，数据接口、解决方案在不同平台间

共享需进行二次开发。

国内基于ＣＩＭ的智能交通管理平台已开展相关应用，实现交通管理功能在三维数字底板下的可视

化呈现，将交通物联网设备与系统进行对接。其中班联数城的ＣＩＭ平台实现对四川九绵高速各区段交

通运行状况监测，合理安排疏导工作；其研发的“城市之眼”集成ＢＩＭ、ＧＳＤ、ＩｏＴ、云计算、大数据等

技术，支持上百平方公里城市级别，园区、楼宇和住户级别的各形态的“规、建、管”全流程全要素的各

类数字应用。通过１：１复原真实城市空间信息，为智慧城市应用提供可视化大数据管理的数字

底板［１４］。

图７　班联数城ＣＩＭ平台及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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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未来将着重打造１８个重点发展片区，并同步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以及土地整备工作。目前

基于全方位、多要素的全息感知体系尚未建立，交通基础设施的评估体系仍较依赖传统的人工养护及反

馈，运维管理缺乏智慧化分析和智能管控，亟待通过搭建深圳智慧交通ＣＩＭ平台，开展道路、桥梁、

轨道等基础设施安全运维以及动态评估，结合未来市政和湾区建设需求，实现规划—建设—管理—养护

的全生命周期闭环。

３４ 面向未来的车路协同管控

国内研究机构先后研发了智能网联环境下的路网仿真模型，多基于跟驰模型的调教、小规模路网、

简单交通组织方案进行研究。在湾区、都市圈层面的网联仿真尚属空白。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ＩＴＳＣ）构建自动驾驶测试体系

与测试评价方法，构建自动驾驶软件仿真、缩微平台，对差异化车队组合场景下的驾驶行为、交通运行

状况、路网通行能力等进行仿真评估和预测。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区域交通的辐射能力和智慧交通的布局推动作用仍有待提升。通

过搭建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及深圳都市圈和都市圈路网的智能网联仿真平台，实现差异化场景下的评估测

试，综合从路网承载能力、停车泊位需求、周转效率、线控、面控策略的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差异化

交通组织策略下的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交通运行安全风险等角度开展评估分析，实现湾区、都市圈车

路协同规划的超前布局。

４ 高性能的城市交通智慧治理

国内外的交通运行监测调度平台（ＴＯＣＣ）已基本实现了对城市交通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测、在线调度

以及预测预警，但与城市交通决策之间缺乏双向回馈，亟待加强交通精细化治理中的数据—决策转换

能力。

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ＴＯＣＣ大数据平台，汇聚了海陆空铁数据。德国ＰＴＶ公司Ｖｉｓｔｒｏ离线信

号管控评估、ＶｉｓＥＰＩＣＳ单交叉节点的远程实时自适应控制，可实现交叉口服务水平、优化交通信号配

时、多场景管理、自动生成报告［１５］。ＰＴＶＯｐｔｉｍａ在线仿真平台，迭代周期５—１０分钟，预测未来６０

分钟的交通网络状态［１６］。腾讯云平台的超大规模图数据存储、查询、计算一体化的分布式图引擎，已

在全量数据导入、一阶关系查询、海量边的出入和更新、图算法等领域开展较为成熟的实践［１７］。

图８　深圳交通中心在线仿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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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在线仿真平台已基本实现交通事件预警及应急仿真、枢纽片区的信号优化和紧急预案的评估

及优选等功能，但存在数据碎片化、片面化等情况，全方位的数据分析和长期推演仍较为薄弱，难以支

撑城市交通巨系统的精细化治理，亟待开展现有监测调度平台的智慧化升级。通过开发大规模复杂网络

交通智能治理云计算平台、攻克跨媒体数据融合与大规模分布式知识图谱技术等手段，建立全新的城市

交通复杂巨系统数据知识体系。在“短期状态—中长期态势”互馈的复杂系统推演技术的基础上，打造全

新推演方法体系。基于全链条自主可控技术，打造城市交通智能计算平台建设的全新模式，构建共创、

开放的计算生态。形成城市交通智能治理闭环，针对城市交通精细治理提出主动服务的全新模式。

５ 结语

伴随全国超大城市的辐射能级提升，以城镇群和都市圈为体系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正逐步形成，传

统的交通规划工具和治理理念已难以满足高品质的区域交通需求和精细化的空间资源利用。深圳作为粤

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亟待以科技作为驱动力，开展更精准的空间规划、更精确的政策调控、更精细

的运营服务和更高性能的智慧治理。本文通过解析国内外研究重心和经典案例，结合深圳过去４０年的

发展创新经验，发挥先行探索精神、突破现有发展障碍，为深圳在湾区和都市圈进一步发挥规划引领作

用提供借鉴方案、为解决全国性交通发展痛点提供参照和范本、为全球超大城市交通治理树立标杆。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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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目标下的上海空海枢纽发展审视与建议

郭旭健　黄　伟　李　娜　葛盼盼

!"#$

“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定位对上海空海枢纽的发展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提升上海面向全球的资源聚集能

力。经历上一阶段的发展，上海机场与港口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是面向新时期的高定位，空海枢纽面临着发展势

能递减的趋势，亟需战略转型注入新动能。本文通过对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空海枢纽的发展经验梳理，结合上

海自身面临的关键问题，从枢纽发展模式、策略、手段等方面对上海空海枢纽提出发展建议方向。

!%&'$

全球城市；枢纽；机场；港口

１ 发展定位与要求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发展迎来巨大的机遇。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交流合作

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开放格局迫切需要由东向海路单边开放，向东西双向开放格局转变，打造沿海开

放带与内陆开放带之间的海陆连通走廊。上海作为我国与全球联系的重要窗口和节点城市，强化双向联

系需求的转换功能尤为重要。

随着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以中心城市所引领的世界级城市群逐步成为代表国家参与

全球竞合的主体，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的融合发展成为必然趋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围绕

世界级机场群、港口群建设，巩固提升以上海为中心的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航运中心。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提出 “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要求上海充分发

挥服务全国、联系亚太、面向世界的作用，建设成为更开放的国际枢纽。通过强化亚太地区航空门户地

位和推动国际海港枢纽功能升级，提高上海市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１］

空海枢纽作为上海参与全球竞合的关键基础设施，面向全球化联系的枢纽能级提升是下一阶段的重

要发展方向。

２ 上海空海枢纽发展成就

２１ 空港发展

当前，上海虹桥机场拥有２条跑道和Ｔ１、Ｔ２两座航站楼，上海浦东机场拥有５条跑道、Ｔ１、Ｔ２

两座航站楼和Ｓ１、Ｓ２两座卫星厅。两场共覆盖全球２７８个通航点，国际通航点占３６％，国际航线主要

由浦东机场承担，航线网络通达性处于亚洲门户机场领先水平。２０１９年，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为

７６１４．８万人次，虹桥机场旅客吞吐量为４５６５．０万人次，在全球的城市机场系统旅客吞吐量中，上海两

场排名全球最繁忙城市机场系统第四位，仅次于伦敦、纽约和东京。２０１９年，上海两场航空货邮吞吐

量达到４０５．３万吨，其中浦东机场为３６３．４万吨，货邮吞吐量全球排名第三位，仅次于中国香港机场和

美国孟菲斯机场。
表１　上海两机场通航点

通航点数量
中国 （含港
澳台）

亚太 （不含
中国）

欧洲 （不含俄罗斯
和独联体）

北美 中东 全球

浦东机场 １０５ ４８ １７ １４ ５ ２０３

虹桥机场 ７３ ２ ０ ０ ０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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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世界主要机场情况对比［２］

２０１９年旅客吞吐量

全球排名
２０１８年旅客吞吐量

全球排名
机场 ２０１９年旅客吞

吐量／万人次
同比增长率

／％
跑道条数

１ １ 亚特兰大 １１０５３．１ ２．９ ５

２ ２ 北京首都 １０００１．１ －１．０ ３

３ ４ 洛杉矶 ８８０６．８ ０．６ ４

４ ３ 迪拜 ８６３９．７ －３．１ ２

５ ５ 东京羽田 ８５１０．６ －２．３ ４

６ ６ 芝加哥奥黑尔 约８４５０．６ １．４ ９

７ ７ 伦敦希斯罗 ８０８８．９ １．０ ２

８ １０ 巴黎戴高乐 ７６１７．１ ５．４ ４

９ ９ 上海浦东 ７６１４．８ ２．９ ５

１０ １５ 达拉斯沃斯堡 ７５０６．７ ８．６ ４

４６ ４８ 上海虹桥 ４５６５．０ ４．６ ２

图１　全球货邮吞吐量排名前三机场对比

２２　海港发展

在世界主要港口中，上海港的设施规模遥遥领先。２０１９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４３３０万

ＴＥＵ，连续十年排名世界第一，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世界排名正在稳步提升
［３］。

图２　世界主要港口设施规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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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变化趋势

３ 新时期的发展困境

面对新时期全球城市发展定位下的提升枢纽能级的发展要求，根据上海机场与港口现状的发展特征

及趋势，空海枢纽的发展面临着一些关键的困境。

３１　航空客运发展困境

３．１．１　两场设施供给与需求规模的发展出现错位

虹桥机场得益于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及便捷换乘高铁实现对长三角区域的高可达性，近年来旅客吞吐

量的增长幅度不断提高，表现出小幅度加速上涨的趋势。但是虹桥机场设施资源条件受限，未来的客运

吞吐量规模必然受到设施服务能力饱和的限制。浦东机场的设施服务能力近年显著提升，第三、四、五

跑道和卫星厅相继建成投入使用。按照发展规划设想，浦东机场未来仍将持续新增跑道和航站楼设施，

以实现２０３５年１．２亿人次旅客吞吐量的目标。但从现阶段的发展趋势上来看，旅客吞吐量的增长趋势

落后于预期水平，增长势能逐渐衰弱，按此趋势发展难以为继。

图４　上海两场旅客吞吐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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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机场陆侧集疏运体系的效率制约腹地拓展

虹桥机场依托铁路虹桥站，具备实现空铁联运的基础条件。但是铁路虹桥站当前接入的线路服务仍

以沪宁和沪杭发展轴沿线的城市为主，缺乏与都市群层级及市域层级轨道的衔接，导致都市圈范围内主

要节点的集疏运效率较低。浦东机场现状陆侧集疏运体系的集散效率更是远低于虹桥机场，根据网络地

图爬取的数据，浦东机场采用公共交通方式联系上海中心城的时长约为２小时，联系上海以外的区域基

本超过３小时。浦东机场较低的集散效率导致上海本地客源在可选情况下将不会优先考虑浦东机场，客

源腹地难以向上海以外的区域拓展，特别是对近沪地区的潜在客源覆盖严重不足。

图５　上海两机场都市圈公共交通可达性分析 （左：虹桥机场，右：浦东机场）

３．１．３　空域资源紧缺与管理不精细限制拓展

我国当前的空域管理以空军为主体，民航可使用空域不足全部空域的３０％。华东地区以全国１／９

的空域资源，承担了全国１／３的运量，上海两场的空域资源紧缺更是成为制约机场未来实现容量和质量

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上海市浦东、虹桥两机场运行数据、进离场航迹投影图形，上海两机

场进离场航迹整体扩展范围大，航迹聚合度较低，部分航迹存在绕飞特征，应精细化管理空域资源，挖

掘空域潜力，提高使用效益。

３２　航空货运发展困境

３．２．１　点对点直达式货运模式影响吞吐量

航空货运主要存在货机专线运输和依托客运航线的客机腹舱带货两种方式。虹桥机场受限于设施服

务能力和宵禁时刻的限制，在客运航班时刻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难以编排货机航线与航班，货运方式全

部为客机腹舱带货，航空货物运输受限于客运航线服务标准与要求。浦东机场现状航空货邮吞吐量占上

海两机场总量的约９０％，未来也是上海航空货运的主要承担机场，但是近年来，浦东机场和两场总量

的货邮吞吐量在增长率上均出现了负增长的趋势。浦东机场货邮吞吐量距离全球排名前两位的中国香港

机场和美国孟菲斯机场仍然具有显著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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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上海两场货邮吞吐量变化

　　探究浦东机场货邮吞吐量难以进一步实现突破的原因，一方面是受限于点对点式的直达运输模式，

另一方面是由此进一步造成的难以适应腹地需求收缩的局面。

航空货运主要具有三种发展模式：以美国孟菲斯机场为代表的枢纽网络中转运输模式、以香港机场

为代表的航空货运点式中转模式、以及上海浦东机场现状的航空货运直达运输模式［４］。枢纽网络中转运

输模式主要依托大型运输服务商，服务商根据其市场来选择对其有利的节点机场，设置为国际或区域转

运中心，提供全程物流运输服务。航空货运点式中转模式以一个枢纽机场为中心，多个通航点机场为终

端，充分利用通航点间的航线网络优势，实施航空货运中转。航空货运直达运输模式通常依托基地航空

公司的航线网络，开展基地机场和通航点机场之间的两点运输。浦东机场现状约８０％的货物为国际货

物，但大多数以点到点的直达式货运为主，中转比例仅为５％，货物中转率远低于其他国际航空货运

枢纽。

３．２．２　中转模式不成熟难以适应产业及需求腹地转移趋势

低货物中转率表明货源需求腹地必然以机场临近地区为主。事实上，浦东机场的货源需求腹地

以长三角区域为主，但是近年来受到沿海工业、制造业等产业向内陆转移的影响，未来浦东机场所

能够直接服务的货运腹地的需求将会持续收缩，货运中转不足将成为限制机场货运进一步发展的关

键短板。

表３　全球主要货运枢纽机场货运指标一览表

机场 货运吞吐量 （万吨） 年增长率 国际比例 货运中转率

香港机场 ５１２ １．４％ ９８％ ５０％以上

孟菲斯机场 ４４７ ３．１％ ５．５％ ５０％以上

浦东机场 ３７７ －１．５％ ７７％ ５％

仁川机场 ２９５ １．０％ ９７％ ３９．８％

樟宜机场 ２２０ １．４％ ９８％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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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港口发展困境

３．３．１　港口群联动发展程度低制约核心港口的功能提升

上海港在全球港口体系中的影响力近年来不断提升，但想要形成稳定的世界航运中心地位，扩大全

球航运话语权，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随着全球联系与交流的日益紧密，各大港口均不断发力以扩大在

全球航运体系中的影响力。在外部区域，环西太平洋地区香港、新加坡、高雄、釜山和横滨等大港林

立，随着亚太区域在世界航运市场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各个港口均积极争取在亚太航运框架中的有利

地位，形成了对中国沿海集装箱运输的弧形竞争圈。在内部区域，经过上一阶段的港口建设热潮，长三

角港口群内部竞争不断加剧，结构性矛盾突出，仍未形成有效的港口群合作发展模式，各港口均以扩大

运输服务规模为关键任务，未实现港口群体系下的功能错位与优化发展。对于身处长三角港口群中的上

海港，当前的港口服务仍然以运输服务为主，相比较而言，依托港口航运发展的海事仲裁、航运保险和

保赔、中介服务、船舶经济、航运金融及衍生品等业务竞争力不足，导致在全球航运体系中话语权

薄弱。

表４　航运保费市场份额和国际船舶航运经纪人对比［５］

航运保费市场占有率 （２０１３年） 航运经纪人数量 （２０１３年）

伦敦 ２０．１％

东京 １０．６％

伦敦 ５０００人

纽约 ７．６％

汉堡 ５．４％

香港 ２１３０人

上海 １％ 上海 １３５人

３．３．２　低效集疏运体系与产业及需求转移趋势不匹配

上海港当前的货物中，长三角地区的货量占货物总量的比例接近８０％，与公路集疏运方式可支撑

的服务腹地基本相吻合。以上海港口为中心，公路６小时所能够覆盖向外发散约４００ｋｍ的范围。当前

上海港的货物集疏运以公路方式为主，海铁联运比例不足１％。未来随着工业、制造业等产业逐步向国

家中西部转移，大量货源需求也将跟随产业调整向内陆迁移，低效的公路集疏运方式将难以支撑上海港

货源腹地进一步拓展，中远距离货物运输上，铁路运价及时效性的优势将逐步凸显。

表５　全球主要港口海铁联运比例

港口名称 海铁联运比例／％

欧洲三大港

鹿特丹港 ７－８

安特卫普港 １５

汉堡港 １７－２０

美国
纽约－新泽西港 １０

洛杉矶－长滩港 ２８

中国

全国港口 （平均） １．８

上海港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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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上海港公路货运的主要服务范围

４ 全球城市空海枢纽的发展趋势

发展水平较高的全球城市在持续提升自身空海枢纽的能级和影响力方面，采取了一些做法，值得上

海借鉴。

４１　纽约都会区：多核机场群的功能细化

纽约都会区航空出行需求密集，以５座机场构成了区域范围尺度下的多核机场群体系。其中，

肯尼迪机场、纽瓦克机场、拉瓜迪亚机场间的距离较近，均在５０ｋｍ以内，大西洋城、斯图尔特机场

距离核心区位置较远，约为１５０ｋｍ。在发展定位及航线分布上，机场群面向共同腹地的客流需求进

行功能差异化分工，实现由一座机场服务一片腹地向多座机场服务共同腹地的服务模式转变，促进

机场群协同发展。其中，核心机场重点服务本地的客源需求，以及都市区范围客源的国际航空出行

中的中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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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纽约都会区机场群布局与主要机场航线网络分布

４２　东京：轨道交通支撑机场腹地拓展

成田机场位于千叶县成田市，距离东京都市中心约５７ｋｍ，主要运作国际航线；羽田机场位于东京

都大田区东南端多摩川河左岸，距离东京都市中心约１５ｋｍ，羽田机场主要运作国内航线和少量国际航

线。两座机场均接入不同制式的轨道交通，通过轨道交通线路的互联互通及开行不同方向的特快列车服

务不同尺度范围的客流集散需求。

成田机场有３条铁道联系市中心不同方向：ＪＲ成田线和京成本线、京成电铁成田空港线等。Ｓｋｙ

ｌｉｎｅｒ列车约４０分钟可达上野站，最高时速可达１６０ｋｍ／小时；ＡＣＣＥＳＳ特快列车约６０分钟可达东银座

站；成田特快联系成田机场和东京市内主要车站，约５０分钟可达东京站。在时效、舒适性及经济性上，

轨道交通均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成田机场通过轨道交通集散的客流比例达到４０％左右。

羽田机场有２条铁道联系市中心：京急空港线和东京单轨电车。京急空港线开行多种方式列车，包

含机场快特、快特、特急、机场急行、普通站站停等。单轨电车联系滨松町站和羽田第二大楼站，开行

机场快速、区间快速、普通站站停等不同类型列车，其中快速列车全程仅需１８分钟。

４３　香港：强化航空货运链中转服务

自２０１０年以来，香港国际机场连续九年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是全球重要的航空货运枢纽。

在全球航空货运节点的空间分布上，香港机场本身并不具有空间区位的优势，因此必须以突出的货

运中转服务提升枢纽能级。香港机场通过订立高标准服务目标，持续优化货运链及设施布局，提高高价

值货物运输的服务标准，确保以最具高效畅顺的方式营运货运服务，其中机场中转货物在机坪上１小时

即可完成全部处理过程。

表６　香港机场货运服务标准

非禁区货运服务标准 货运区内货物拆卸时间服务标准

服务类型 服务表现 机场目标 服务类型 服务表现 机场目标

货车轮候时间 ３０分钟 ９６％ 一般货物 客机 航机抵达时间＋５小时 ９６％

接收出口货物时间 １５分钟 ９６％ 一般货物 货机 航机抵达时间＋８小时 ９６％

提取进口货物时间 ３０分钟 ９６％ 鲜活货物 航机抵达时间＋１２０／１０５分钟 ９６％

交收空置货箱时间 ３０分钟 ９６％ 速递货物 航机抵达时间＋１２０／９０分钟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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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东京：广域港湾协同发展

纵观全球港口发展，基本呈现出港口职能随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而不断转变，核心港口功能升级，

服务制造业的运输功能向外围疏解的趋势。东京湾港口群是一个 “广域港湾”，对内独立经营，职能分

工明确，对外作为整体参与竞争，提升整体竞争力。港口之间职能与城市发展定位、产业功能息息相

关。东京港职能由早期服务制造业发展演变成输入型港口及国际邮轮中心，而京滨一带港口也发展成与

后方腹地高端制造业功能定位相呼应的大港，京叶一带港口则发展成以服务石化、钢铁等重化工业

为主。［６］

图９　东京港口群发展功能示意

表７　东京港口群职能梳理

港口 城市 港口职能 城市发展定位、产业功能

东京港 东京
　输入型港口、主管内贸、以

生活物资进出口为主

　日本最大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

横滨港 神奈川－横滨
　国际贸易港、对外贸易为主、

东日本最大汽车吞吐点

川崎港 神奈川－川崎
　能源供应港口、企业专用码

头为主

横须贺港 神奈川－横须贺
　军用港口兼商用港口、服务

当地企业

　京滨工业区、日本重化工业基地、商业和国际

交流；以电子信息、精密制造为主，东京首都圈

产业研发中心

千叶港 千叶
　最大工业港口、石化工业、

钢铁业原材料供给据点

木更津港 千叶－木更津
　地方工业港口、钢铁港口，

铁矿石进口量占日本的１０％

　京叶工业区、日本重化工业基地、国际空港、

工业集聚地；以石油炼化、钢铁等工业为主，世

界最大规模的液化石油储备基地、日本最大的材

料与能源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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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上海空海枢纽发展建议

面向上海空海枢纽的发展要求，立足于上海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关键困境，参考发展成熟的全球城市

的既有经验，提出以下建议，支撑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目标下的空海枢纽能级提升。

５１　机场发展建议

５．１．１　明晰机场群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上海航空枢纽定位

上海大都市圈及长三角范围内机场较为密集，且未来的航空出行需求仍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具备

作为机场群协同发展的条件。在区域机场群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结合上海两场的功能要求，在航空客运

层面，进一步明晰虹桥和浦东机场的发展方向。虹桥机场以国内航线服务为主，服务上海大都市区范围

的国内航空客源需求；浦东机场以国内航线和国际航线并重，国内航线分流虹桥机场压力，服务上海大

都市圈的范围尺度，国际航线的服务需求尺度进一步扩大至长三角区域，借助国际航线网络的优势，注

重对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国际航空客源需求的服务。在航空货运层面，以浦东机场作

为关键节点，以设施服务能力扩容为前提条件，以航线网络为关键依托，打造航空中转枢纽。

５．１．２　依托多种运输方式融合发展拓展陆侧腹地空间动能

目前长三角各机场的腹地尚未表现出融合特征，基本上仍维持一机场对应一腹地的空间关系。从空

间可达性角度分析，受限于公路交通运输技术水平，公路系统支撑的上海两机场的最佳腹地仅到苏锡

常、杭嘉湖区域。因此，强化高速铁路、城际轨道等多层次区域轨道交通导入，完善空铁联运网络成为

拓展上海机场腹地的关键措施。特别是浦东机场，通过两场联络线实现与虹桥枢纽的对接和提高上海市

域空间范围的集散效率，通过高速铁路实现对长三角主要城市节点的覆盖，通过区域轨道网络实现对近

沪地区的腹地覆盖。

表８　都市圈航空系统比较

城市区域
航空出行人次

（亿）

人口

（万）

ＧＤＰ

（万亿美元）

人均航空

出行次数
机场数量

上海 １．１７ ２４２４ ０．５４ ４．８２ ２

上海大都市圈 １．５１ ７０７０ １．５３ ２．１４ ７

纽约都会区 １．３０ １３７３ ２．６３ ９．４６ ５

图１０　长三角机区域主要机场公共交通出行可达性分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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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长三角机区域主要机场公共交通出行可达性分析 （二）

５．１．３　精细化空域管理拓展空侧发展空间动能

面向下一阶段的发展需求，需要积极推动军民航融合共享空域资源、优化空域结构、提升空域容

量、改善运行效率。其中，重点推进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提升空域容量：加强与军方、民航空管局沟

通，争取对长三角空域资源进一步开放和优化；开放低空空域管制，统筹协调地方政府、军方、民航，

强化空域系统领导及技术协作，明确划分低空空域范围。二是探索动态空域配置：从静态空域转向动态

资源分配，生成动态的飞行线路，进行空域调整和计划更改，确保空域间的分离或合并，实现高效率和

高灵活性的空域调整。

５．１．４　提升货运中转能力支撑航空货运枢纽建设

新时期进一步提升上海航空货运的发展水平，围绕提升中转能力的关键要求，提出三项重点建议。

一是完善货运航线网络：依托浦东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优势培育国内货运航线网络，重点沿 “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长江经济带”布局，促进西北、西南、华中地区国际货物经上海实现空空中转，放大航空货

运优势。二是提高货运中转效率：围绕降本增效目标对航空货运链进行优化设计，提高机场各类货运设

施集成度与智能化水平，重点引导向电子商贸物流，冷链运输等业务倾斜设施资源配置，提高面向高附

加值货运业务的服务能力。三是强化政策环境支持：优化通关环境，改善海关、检疫、货代、航空等地

点分散独立运营，促进信息共享。

５２　港口发展建议

５．２．１　港口群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上海港功能优化

上海港当前的主要业务以运输服务为主，未来应注重引导 “广域港湾”协同发展，协调区域港

群分工，积极构建港口经济圈，对外作为整体参与国际竞争。上海港作为核心港口，应以提高国际

航运话语权为主要目标，重点往贸易、港航服务等方向发展，积极培育船舶经济、航运金融等高端

航运服务功能，打造高能级航运服务集聚区，在运输港的基础上，扩大服务港的影响力。港口群内

的其他港口结合自身城市产业，以服务当地城市的运输需求为关键功能导向。上海港既有设施运输

功能的利用在服务长三角的基础上，应注重适应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实现货运需求腹地向长三

角以外的区域延伸。

５．２．２　积极发展海铁联运提高国际海港枢纽辐射能力和集疏运效率

通过海铁联运，未来上海港的腹地将深耕长三角，同时将向长江中游、成渝方向拓展。重点通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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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港口群腹地分布示意

下三项措施提升海铁联运服务竞争力。一是建立

协调平台：构建高效顺畅的海铁联运协调平台，

面向交通、商务、海关等地方和中央直管部门以

及船公司、港口、铁路、集卡、货代等企业协调

解决海铁联运发展过程中重大问题。二是优化运

输组织：开行海铁联运 “定点、定线、定车次、

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提高服务水平，近期

主要发展近沪及长三角区域等短距离班线，同步

开展安徽等方向的中短线业务，逐步培育华中区

域、西南区域等长线业务［７］。三是落实政策支

持：铁路、港口、船公司等实现不低于其它港口

海铁联运享受的优惠幅度，围绕全周期构建海铁联运服务竞争力。

６ 结语

经历上一阶段的发展，上海的空海枢纽在设施和服务规模上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面向新时期

“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定位，机场与港口发展需要持续注入动能的要求与现阶段枢纽所表现出的发

展动能逐渐衰减的趋势形成矛盾。因此，基于城市群发展内涵的不断深化，新时期上海的机场与港口必

须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以支撑枢纽能级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围绕区域重大设施协同、枢纽服务腹地拓展以

及枢纽功能优化升级等重点方向。本文在结合上海的实际发展情况，参考发展成熟的全球城市的经验，

为上海市空海枢纽的下一阶段发展提出了相关方向的建议，未来应在这些重大方向下对相关措施持续进

行细化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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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发展阶段中心城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

陶晨亮　翁旭燕

!"#$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了以存量优化为重点的发展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由快速建设扩张逐渐向以存量优化为主导

的发展阶段转变，在城市中心城区，城市发展最为成熟，部分道路设施往往难以按照既有规划道路红线实施落地。本文

以无锡市中心城区为例，研究了城市成熟发展地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的思路与方法。首先，提出了分圈层差异化的

交通组织模式，针对不同圈层制定不同的交通系统发展策略及道路红线优化调整思路；其次，在道路功能分析的基础

上，根据不同圈层分段提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建议，包括取消规划道路与修改规划道路红线，并结合交通模型对红

线调整后的路网交通运行水平进行测试评估；最后，提出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的实施机制与保障措施建议。

!%&'$

道路红线优化调整；城市存量发展；多圈层交通组织模式；窄马路密路网

０ 引言

近年来，各大城市正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增量发展阶段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存量发展阶段转变。根据

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城镇化率达到７５％后城镇化速度才会放缓，我国从目前到未来一段时期仍将保

持较高的城镇化速率，但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速则将进一步趋缓，城市存量用地的改造将成为城市建设的

新增长点。相比于增量规划，存量规划更为注重即有设施的利用效率，通过提升交通资源的价值，在环

境、能源、土地等资源日趋紧张的约束环境下，实现用地、交通设施、空间与网络资源的集聚集约利用。

城市中心城区作为最为成熟的发展地区，最先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同时是公共活动最活跃、人流集

聚程度最高，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 “城市病”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着路网系统不完

善，道路设施建设的造价与拆迁难度陡升，导致既有道路设施难以实施落地。路网系统特别是次支路系

统的不完善难以保障公共交通的通行路权，同时也无法为步行与自行车提供友好的环境，推进交通模式

的转型。因此，城市中心城区往往存在着由于交通设施供给的受限，道路交通越来越拥堵以及交通空间

体验不佳等问题，是交通设施完善与提升需求最为强烈的区域。

本文针对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城市中心城区面对既有规划道路难以实施的问题，结合不同区域的交

通发展模式、城市综合交通组织体系以及路网布局要求，提出分区分段差异化优化来调整难以实施的规

划道路红线。在以上发展策略指导下，制定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的技术路线，为城市中心城区等成熟

发展地区的规划道路红线优化提供技术参考。

１ 中心城区规划道路难以落实带来的问题剖析

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城市中心城区一般作为全市最成熟发展区域，与一般地区相比，交通资源更为

紧缺、交通问题更复杂、交通矛盾更尖锐、交通设施改造的难度与敏感性更为突出。由于城市建设与规

划的不协调，以及部分地区实际的建设困难，城市中心城区普遍存在着未按规划红线贯通建设以及实际

道路断面未按规划道路红线实施。道路设计在规划控制和推动实施方面存在着矛盾，无法按照规划落

实，往往会带来以下问题。

１１ 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设施无法及时提升与改善

城市中心城区高峰时段周边主要处于饱和状态，特别是随着城市发展能级的提升，交通吸引力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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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强，在近中期交通出行结构未实质改变的前提下，道路交通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中心城区往往

留给交通设施扩建的空间极其有限，随着即有规划道路设施难以落地实施，交通供需矛盾愈发突出。

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中心城区普遍存在着路网设施不完善的情况，包括存在着 “断头路”、片区

路网密度不足等问题。规划道路无法按即有规划实施落地，导致路网系统无法完善与提升，造成道路设

施总量不足，道路等级结构倒挂等问题。针对跨片区道路，往往造成片区之间联系通道不足；针对片区

级道路，往往造成片区路网集散能力不足。

１２ 难以构建 “窄马路、密路网”体系，营造活力街道空间

２０１６年２月公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

称 《意见》）提出，优化街区道路网结构、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

主次干路和支路给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打破传统的宽马路、大街区思路，规划形成小尺度、密路网的

活力街区，道路网的加密优化已经成为新时期存量规划背景下道路网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规划道路难

以实施落地，特别是一些次支路网的打通与完善，导致片区难以形成 “窄马路，密路网”的规划路网体

系，优化中微观交通组织，同时影响步行与自行车网络的完善［１］。

１３ 难以支撑中心城区向绿色交通出行模式转型

城市道路网的规划实施保障是城市道路空间各要素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不仅为机动车提供通行条

件，更是为公共交通的优先通行创造路权保障，以及为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提供友好的环境。城市中心城

区往往交通设施资源有限，且交通需求密集，要求逐渐向 “公交＋慢行”优先交通出行模式转变。然

而，由于规划道路的难以实施落地，将会影响常规公交，特别是支微公交线路的路权保障，以及构建环

境友好的步行和自行车环境。

２ 难以实施道路红线优化调整思路与策略

２１ 道路红线优化调整总体思路

站在综合交通组织体系角度，制定分区差异化的优化调整策略。首先根据城市不同地区的交通特

征，明确综合交通体系内不同交通方式的功能定位和优先规则。其次，制定不同交通方式的协调策略和

布局规则，组织方式与资源配置要求。根据综合交通组织策略，明确不同区域路网系统的发展要求，包

括路网的布局形态，给配结构以及空间分配要求等。最后，在差异化的路网发展要求下，分区域分段提

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要求。

图１　难以实施道路红线优化调整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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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策略

２．２．１ 识别交通发展模式

根据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地区的交通特征，差异化确定交通体系内不同交通方式的功能定位，

明确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优先次序，需要优先发展哪些交通模式。对于城市中心城区，特别是老城及周

边地区，应优先发展 “公交＋慢行”的出行模式，控制个体机动化发展。而针对其他地区，在优先发展

公交的同时，适度发展个体机动化方式［２］。

２．２．２ 明确综合交通组织策略

在识别了不同区域的主要交通发展模式之后，需要明确综合交通组织策略，确定不同交通方式之间

的关系是什么，制定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布局与协调策略，以及组织方式与资源配置要求。

在老城区应优先发展 “公交＋慢行”的交通模式，控制个体机动化方式。大、中运量公交或多层次

的普通运量公交系统提供网络化的服务。构建完善的步行与自行车网络，衔接轨道与公交站点，保障公

共交通服务的可达性，同时控制个体机动化方式进入老城区，减少老城区的交通压力，避免对老城区即

有肌理的改变和破坏。

而在其他片区，在优先发展公交政策的导向下，个体机动化应适度发展。骨干公共交通系统按轴带方

向布局，覆盖主要公交客流走廊，满足中长距离客运交通需求。多层次的普通运量公交系统，按鱼骨状的

形态布局，对主要公交走廊提供接驳服务。在公共交通服务覆盖较薄弱的区域，或者针对个性化、差异化

交通需求较高的区域，如商务、休闲娱乐区域，可适当发展小汽车交通，满足多样化的交通出行需求。同

时完善中心城区周边轨道站点的 “Ｐ＋Ｒ”服务，提供个体机动化向公共交通服务的转换与衔接。

２．２．３ 确定道路系统发展要求

在明确不同综合交通组织策略下，确定不同区域的道路交通系统发展要求，主要包括路网布局、给

配结构与空间分配等几个方面。

针对老城区，在老城外围通过构建城市干道环路，构建老城过境分流体系，将穿越老城过境交通分

流体系，将过境交通疏解至老城区外围。老城区内部需要构建 “窄马路，密路网”的路网布局模式，将

主要空间资源分配给公交与慢行，保障公交与慢行交通的优先出行，同时通过稳静化措施，降低机动车

的行驶速度，保障行人安全。

老城区与外围组团的联系道路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通过快速路、Ⅰ级主干路承担老城与外围组

团的中长距离交通联系，这类道路根据不同的功能，可划分为公交优先走廊、小汽车优先走廊或机动化

复合通道。第二类是通过Ⅱ、Ⅲ级主干路以及次干路承担老城区与相邻组团以及毗邻地区的联系。

２．２．４ 制定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策略

根据不同区域的路网系统发展要求，通过划分圈层，分区域分段优化即有规划难以实施的道路红

线，主要优化调整思路和策略如下：

对于老城区内部，因为需要构建 “窄马路、密路网”的高密度小尺度的路网布局模式。由于历史原

因，对于那些不能按既有规划要求落地实施的道路，首先需要评估原规划路网的合理性，原规划道路的

密度与布局是否能达到 《意见》的要求，中心城区的规划路网密度能否达到８ｋｍ／ｋｍ２。根据评估结果，

优化调整规划道路红线，第一类是根据道路两侧的实际用地情况，缩窄规划道路红线，降低道路等级，

寻找规划道路周边的平行道路，分流原规划道路的交通需求；第二类是优化调整道路线位，通过多条平

行低等级道路，承担原有规划道路功能，同时完善及加快实施片区内部的次支路网，完善微循环网络，

降低红线调整后对片区集散交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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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城区外围的道路，首先需要分析道路承担的功能，如果是承担中长距离跨片区或者是与相邻

片区毗邻地区的跨片区交通联系功能，应保留这些道路的规划红线。例如，无锡中心城区预留了部分跨

运河与跨铁路的通道，虽然一般这些道路等级不高，但是承担了联系运河、铁路两侧跨片区的交通联

系，所以应保留这些通道，如果近期难以实施，则远期预留控制。如果承担片区内部集散功能，与老城

区内部道路红线优化调整思路类似，通过压缩或调整原有线位和多条低等级的道路来承担原来道路的集

散功能。

３ 无锡中心城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实践

３１ 概况

无锡市地处沪宁发展轴中苏锡常都市圈的核心地位，是长三角城市群中重要的节点城市，城市综合

竞争力和吸引力持续增长。无锡一度是全国最畅通的城市，但近年来部分片区和路段开始出现用高度，

且呈现快速蔓延和常态化发展的态势，拥堵形势日益严峻。无锡中心城区以中心老城 “龟背城”为核

心，包括整个梁溪区及周边区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也是无锡市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３］。

３２ 主要交通问题

３．２．１ 个体机动化需求高速增长，公共交通吸引力不足

小汽车保有和使用 “双高”，２０１８年市区私人汽车保有量达到９２．６万辆，千人保有量近２３４辆，

近五年年均增长１１％。轨道交通未成网，部分重点片区覆盖不足，如山北、黄巷、惠山等重点片区轨

道覆盖，对外辐射范围有限，对外通道以道路交通为主。与小汽车相比常规公交竞争力不足，考虑公交

两端接驳及候车时间，公交全程出行时间基本在小汽车出行的２倍以上。轨道、公交、慢行 “三网融

合”尚待进一步深化，需提升三网之间的衔接与契合关系，提高公交全过程出行效率［３］。

图２　无锡现状建成轨道１、２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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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现状常规公交全程出行时间约为小汽车的２倍

３．２．２ 交通设施建设滞后，路网给配倒挂

以梁溪区为例，２０１８年道路总里程为３８９．９公里，占全市１１．４％，路网密度５．４５ｋｍ／ｋｍ２，与

《意见》里面中心城区路网密度达到８ｋｍ／ｋｍ２还有较大的差距。同时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的

密度之比为１∶７∶２∶９，主次干路比例倒挂，造成干线道路功能混杂，支线道路集散能力不足
［４］。

表１　２０１８年梁溪区各等级道路里程与密度

里程 （ｋｍ） 密度 （ｋｍ／ｋｍ２） 里程 （ｋｍ） 密度 （ｋｍ／ｋｍ２）

高速公路 ３０．９６ ０．１８ 次干道 ４５．３ ０．６３

快速路 ２０．６ ０．２９ 支路 １７９ ２．５０

主干道 １４５．１ ２．０３ 总计 ３９０ ５．４５

３．２．３ 既有规划道路难以实施落地，加剧了中心城区道路交通供需矛盾

由于城市建设与规划的不协调，同时考虑到部分地区实际的建设困难，目前存在部分未按规划红线

贯通建设以及建设断面宽度未达到规划红线要求两种问题。以梁溪区为例，未按规划红线贯通建设，钱

皋路等２７条道路，主干路约为３．５ｋｍ，次干路约为３３．６ｋｍ，支路约为９．７ｋｍ。宽度未达到规划红线

要求，兴源路等６条道路，主干路约为０．８ｋｍ，次干路约为１１．１ｋｍ，支路约为０．６ｋｍ。

３３ 规划道路红线调整思路与技术路线

制定分圈层差异化的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策略，在传统的龟背城解放环路与快速路内环之间新增

核心区保护环 （由太湖大道—兴源路—春申路—运河东路构成）。其中，一、二圈层 （核心区保护环内）

应尊重老城既有肌理，优化调整对老城既有肌理影响较大的规划道路红线，保证路网通达；三圈层 （核

心区保护环至快速路内环）总体保留规划道路红线，局部优化，并推进梁溪创新新城等重点地区规划道

路实施落地［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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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根据不同圈层制定差异化的交通政策

圈层 基本政策导向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要求 个体机动化发展要求 路网发展要求

一、二

圈层

（１）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

（２）减少小汽车

的使用。

（１）城市公共交通网络、

站点、首末站高密度布局；

（２）保障公共交通路权；

（３）优先保障城市公共

交通枢纽周边接驳场站

用地；

（４）以轨道交通为核心，

“公共交通＋慢行”一体化

的交通发展。

（１）控制出行停车位

规模，降低个体机化交

通出行需求和使用强度；

（２）优先研究拥堵收

费的等需求管理政策。

（１）构建 “窄马路＋密

路网”的布局模式；

（２）由太湖大道—兴源

路—春申路—运河东路构

成核心区保护环，分离中

长距离过境交通，构建老

城过境交通分流体系。

三圈层

（１）适度发展小

汽车；

（２）加强与公交

优先发展地区的一

体化交通衔接。

（１）公共交通走廊实施

公交优先，保障公共交通

走廊上公共交通站点的接

驳场站用地；

（２）以轨道交通为主导、

常规公交等一体化发展。

（１）控制出行停车位

规模，调控高峰时段个

体机动化通勤交通需求。

（１）完善老城与其他片

区的跨片区道路联系，缝

合城市空间；

（２）完善梁溪创新新城

等重点片区内部路网。

图４　构建多全圈层的交通组织模式

　　在此思路和梳理的未按规划实施道路基础下，制定红线优化调整的具体技术路线。第一步，识别实

施难度较大的规划道路；第二步，分析道路功能，是跨片区交通联系还是片区内集散交通联系；第三

步，根据分圈层的思路提出红线优化调整建议；第四步，基于交通模型进行交通运行测试，若符合要求

则确定红线优化调整方案；若不符合要求则优化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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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道路红线调整技术路线

３４ 典型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

根据以上调整思路与优化策略，近期调整７条道路，本文重点介绍２条典型的道路的规划红线优化

调整。

３．４．１ 崇宁路东延 （解放路—长江路）

崇宁路东延功能为承担龟背核心与广益片区的东西向交通，并增加东西向跨铁路平行通道，分流人

民路、学前街东西向交通量。现状解放环东路西侧现状道路已建成，为双向两车道，宽约２０ｍ；解放环

路外至绿塔路段有长约１４０ｍ、宽约１０ｍ的支路，且周边有较多成熟地区；其余路段无现状道路。崇宁

路东延为双控线位，定位次干路，长约１．４ｋｍ，规划道路红线宽３０ｍ。

图６　崇宁路位置示意图

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崇宁路东延段规划为双控线位控制，涉及沿线 （国税局等）成熟地区的大量

拆迁，实施难度大。若按照既有规划实施，将会破坏老城肌理，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因此，本次规划建

议取消塘南路以西段规划道路，塘南路—长江路段按规划实施。塘南路以西段利用地块内部支路新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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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规划崇宁路周边控规用地情况

路一连接规划星海路，红线宽为２０ｍ；同时北侧新增规划跨线桥 （宽１０ｍ）连接规划支路一，通过２条

支路承担东西向交通功能。其中北侧新增的跨线桥为慢行桥，慢行桥东侧相连接的支路为机动车道。

图８　崇宁路东延段红线调整示意图

图９　原控规 （左）、红线调整后 （右）的路网交通运行情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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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新生路东延 （解放路—长江北路）

新生路东延功能为承担龟背核心与广益片区的东西向交通，并增加东西向跨铁路平行通道，分流人

民路、学前街东西向交通量。现状解放路以西为新生路，双向两车道；解放路—槐古路段名为槐古支

路，长２５０ｍ，宽约１２ｍ；槐古路以东无道路。规划道路红线宽２０ｍ，长约１．９ｋｍ。规划路段位于二圈

层，龟背核心周边，沿线用地成熟，近期道路沿线无城市更新，规划实施难度大。取消红线会降低风华

里、朝阳菜场等沿线地块的东西向对外交通以及东西向贯通性交通联系。现状已预留了规划新生路的跨

铁路通道。

图１０　新生路东延位置示意图

图１１　规划新生路周边控规用地情况

本次规划建议，槐古支路段根据现状调整为步行道路，红线宽１２ｍ。槐古支路—羊腰湾段增设步行

桥，红线宽１２ｍ。羊腰湾路—塘南路段取消规划道路。塘南路以东段按规划红线实施，其中塘南路—兴

昌路段根据预留的跨铁路通道推进实施，兴昌路—长江北路段在现状惠巷路基础上提升为次干路。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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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东路、永乐路承担东西向对外交通联系，打通并灵活设置地块内部支路，加强与学前东路、永乐路的

衔接，完善片区内部微循环系统。

图１２　新生路东延段红线调整示意图

图１３　原控规 （左）、红线调整后 （右）的路网交通运行情况预测

３５ 实施机制建议

针对城市道路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权责不明，难以落实的问题，通过明确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

理顺道路用地规划、投资、建设等全过程的协调实施机制。通过成立市级领导小组，统筹市、区两级政

府工作，由市主管领导牵头，各区县政府、市发改、财政、规划、住建、交通等部门共同参与，并建立

规划统筹实施考核机制及评价指标体系。

４ 结论

城市道路网的规划实施保障是城市道路空间各要素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不仅为机动车提供通行条

件，更是为公共交通的优先通行创造路权保障，以及为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提供友好的环境。本文针对进

入存量发展阶段，城市中心城区面对既有规划道路难以实施的问题，结合不同区域的交通发展模式、城

市综合交通组织体系以及路网布局要求，提出分区分段差异化地优化调整难实施的规划道路红线。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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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展策略指导下，制定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的技术路线，为城市中心城区等成熟发展地区的规划道

路红线优化提供技术参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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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轨道站点交通与土地使用协同性评价

王欣宜　汤宇卿

!"#$

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站点片区是城市活动大量聚集与发生的场所，拥有比其他片区更集中的城市活

动要素，通过对此片区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进行评价，有利于对站点片区进行精细化治理，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空

间网络体系，提升城市竞争力。本文利用节点———场所模型，构建评价指标，对上海市杨浦区轨道交通站点片区进行交

通与土地使用协同程度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将研究站点划分为城市中心型、社区中心型、园区型、新城社区型以及城

郊边缘型五大类，在空间中体现为江湾———五角场与控江一北一南的双中心空间格局，并分别对上述五类站点片区提出

高质量发展的优化建议与对策，作为旧城更新与新城建设的参考。

!%&'$

节点—场所模型；轨道交通站点；土地使用；杨浦区；规划评价

０ 前言

在高速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城市交通问题始终是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早年间以道路

建设为核心的交通发展理念与城市形态带来的雾霾、交通拥堵等问题影响了城市的高效与健康运转，城

市交通与用地两套子系统关联度较低，交通提升带来的片区公共价值提升也难以通过土地使用进行反

馈。土地使用功能是城市活动发生的场所，也是交通发生的场所，决定了城市的交通结构；而交通又是

连接城市活动的必要手段，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功能、开发强度以及土地价值［１］。城市轨道交通

站点片区是城市活动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一方面，利用轨道交通的高可达性，能够吸引人流与信息流的

聚集，为大量城市活动提供了场所空间；但另一方面，城市活动的聚集也可能为片区交通组织带来了巨

大压力，若无法协调交通功能与活动聚集的关系，可能会降低轨道交通站点的正外部性，不利于土地的

集约与精细化使用。对于特大城市而言，轨道交通网络结构也影响着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系，《上海市城

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 ２０３５）》中强调 “突出交通骨架引导作用，打造网络化、多中心的空间体系”［２］，因

此，对轨道交通网络在城市空间中的作用进行评价，尤其是对站点片区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进行评

价，有利于完善地区公共中心体系构建、有利于优化特大城市局部空间结构、有利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与可持续性。

１ 节点—场所模型

１１ 基本模型的提出

节点—场所模型为贝托里尼 （Ｂｅｒｔｏｌｉｎｉ）于１９９５年在对火车站及周边地区改造复杂性的研究中基

于空间流动而提出的一套评价地区公共交通与土地使用协同程度的模型［３］，如图１。模型假定评价地区

既为交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也是城市活动的发生场所。其中，ｙ轴为节点指数 （Ｎｏｄｅｉｎｄｅｘ），反映

该地区对外联系的难易程度，节点指数高则可达性高；ｘ轴为场所指数 （Ｐｌａｃｅｉｎｄｅｘ），代表以该地区

为中心的片区吸引能力强弱，场所指数高则反映片区的活动强度与多样性较高。因此，在轨道交通站点

片区，以节点指数反映交通属性，以场所指数反映土地使用属性，利用两者在坐标轴上的相对位置关系

来反映其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水平，可划分为压力型 （Ｓｔｒｅｓｓ）、平衡型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附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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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ｅｎｄｅｎｃｙ）、节点失衡型 （ｕ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ｎｏｄｅ）以及场所失衡型 （ｕ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ｅｄｐｌａｃｅ）五类，其中前三

者分别为在高强度、中强度、低强度下的协同型空间，后两者为失衡型空间。

图１　节点—场所模型图示 （来源：参考文献［３］）

１２ 模型应用与相关研究综述

节点—场所模型明确了评价方法但未限定具体的指标组成，提供了五种空间类型但未设定划分规则

与界限。基于此，不同学者在研究不同区域时，常根据地区特征及研究目的对评价要素指标与评价结果

进行重新定义与划分。

对于评价要素指标，最早由Ｚｗｅｅｄｉｊｋ与Ｓｅｒｌｉｅ分别在１９９７与１９９８年的研究中提出，并由Ｂｅｒｔｏｌｉｎｉ

于１９９９年在对阿姆斯特丹与乌得勒支的火车站及周边地区改造复杂性的研究中进行了使用，其中节点

类指标共包括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小汽车、自行车四大类交通方式的线路数量、发车频率、旅客量

等，场所类指标包括居民数量、零售业、公共服务业、行政办公、工业四大类工作数量以及土地利用混

合度［４］。此后，Ｌｙｕ（２０１６）在利用此模型对北京地铁站进行类型学研究时，通过文献整理将之前研究

者所提出的指标进行汇总，共得到９４项指标，并通过德尔菲法与主成分分析法浓缩为１８个符合北京特

点的指标［５］。

对于评价结果，既有按照基础模型所提出的五类进行的划分［６］，也有依据评价指标的主成分进行的

分类［７］，除此之外，将评价结果的节点与场所指数通过层次聚类进行划分也为部分学者所用［８］。李立峰

（２０１８）将重庆轨道交通３号线各站点片区评价结果依据定量函数划分为基础模型的五大类
［６］；麦地

那·哈尔山、母睿 （２０１８）在对乌鲁木齐市部分轨道交通与ＢＲＴ站点的研究中依据评价指标所涉及的

维度将评价结果划分为行政区、混合区、城市社区、郊区社区、远郊社区以及交通枢纽区六大类［７］；

Ｋａｍｒｕｚｚａｍａｎ（２０１４）在对布里斯班轨道交通站点ＴＯＤ导向的研究中，基于 《东南昆士兰地区区域规

划 （２００９ ２０３１）》中提出的原则以及布里斯班轨道交通站点评价聚类结果，将研究站点分为四大类：

中心型ＴＯＤ、社区型ＴＯＤ、潜在型ＴＯＤ以及非ＴＯＤ区域，并分别提出用地类型与开发强度对策
［８］。

２ 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测度

２１ 研究对象

基于上述总结，本文以上海市杨浦区建成与在建的轨道交通站点为对象进行研究。《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２８ ２０１８）划定的站点周边服务半径为８００ｍ，而Ｂｅｒｔｏｌｉｎｉ所提出的原始模

型中测算半径为７００ｍ，经计算杨浦区已建成轨道站点的平均站距为９５０ｍ，站点周边半径７００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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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０ｍ覆盖面积差距不大，因此依据原始模型，以７００ｍ为半径构建缓冲区，利用节点—场所模型进行

指标评价，研究各站点缓冲区内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程度。考虑到杨浦区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其行

政边界周边存在跨行政区的城市活动，因此扩大研究范围至杨浦区边界７００ｍ缓冲区内的全部站点。研

究站点片区数量共计３４处，其区位与基本信息分别如图２与表１所示。

图２　研究站点片区区位 （来源：作者自绘）

表１　研究站点基本信息

站点序号 站点名称 途径线路 位置 状态

１ 江湾镇 ３号线

２ 大连路 ４号线、１２号线

３ 杨树浦路 ４号线

４ 四平路 ８号线、１０号线

边界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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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站点序号 站点名称 途径线路 位置 状态

５ 鞍山新村 ８号线

６ 江浦路 ８号线、１８号线

７ 黄兴路 ８号线

８ 延吉中路 ８号线

９ 黄兴公园 ８号线

１０ 翔殷路 ８号线

１１ 嫩江路 ８号线

１２ 市光路 ８号线

１３ 同济大学 １０号线

１４ 国权路 １０号线、１８号线

１５ 五角场 １０号线

１６ 江湾体育场 １０号线

１７ 三门路 １０号线

１８ 殷高东路 １０号线

１９ 新江湾城 １０号线

２０ 江浦公园 １２号线、１８号线

２１ 宁国路 １２号线

２２ 隆昌路 １２号线

２３ 爱国路 １２号线

２４ 复兴岛 １２号线

２５ 国帆路 １０号线

２６ 政立路 １８号线

２７ 复旦大学 １８号线

２８ 抚顺路 １８号线

２９ 平凉路 １８号线

３０ 丹阳路 １８号线

内部

运营

运营／在建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在建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在建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

３１ 曲阳路 ８号线

３２ 长江南路 ３号线、１８号线

３３ 淞发路 ３号线

３４ 国权北路 １８号线

缓冲区

运营

运营／在建

运营

在建

（来源：作者整理）

２２ 评价指标构建

杨浦区范围内无机场与对外铁路交通，因此对于节点类指标，本研究共涉及城市轨道交通、常规公

共交通、停车场数量以及道路设施等７项指标，场所类指标包括常住人口数量、零售业、公共服务业、

行政办公、商业商务四大类工作岗位密度、公园绿地数量以及土地功能混合度等共７项指标。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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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通过网络地图开放平台接口采集以及杨浦区统计年鉴，采集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６月中旬，其中Ｎ７、

Ｐ１、Ｐ７三项指标需经原始数据加工获得。指标的具体内容与测度方法如表２所示。

表２　评价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序号 评价指标 数据解读与测度方法

节点类

指标

Ｎ１ 轨道线路班次 　该站点每日途径或始发的轨道班次数量 （单向）

Ｎ２ 轨道站点出入口 　连接该站点的出入口数量

Ｎ３ 公交站点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公交站点数量

Ｎ４ 接驳距离 　距轨道站点最近的公交站点接驳距离

Ｎ５ 接驳线路数量 　距轨道站点最近的接驳公交站点的线路数量

Ｎ６ 停车场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停车场数量

Ｎ７ 路网密度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路网密度 （支路及以上），由交叉口数量估

算得到

场所类

指标

Ｐ１ 常住人口数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常住人口数，由统计年鉴各街道常住人口数

量估算得到

Ｐ２ 零售业工作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零售业ＰＯＩ数量

Ｐ３ 公共服务业工作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公共服务业ＰＯＩ数量

Ｐ４ 行政办公工作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政府机关ＰＯＩ数量

Ｐ５ 商业商务工作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商业商务ＰＯＩ数量

Ｐ６ 公园绿地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绿地ＰＯＩ数量

Ｐ７ 土地功能混合度 　由Ｐ２、Ｐ３、Ｐ４、Ｐ５、Ｐ６以及居住类ＰＯＩ数量经离差标准化计算

得到

　　 （来源：作者整理）

２３ 数据标准化与指标权重

考虑到所采集数据的量纲不一致且指标存在正负向差异，因此在进行指标权重计算前先通过极差法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尽量降低共线性指标对协同性评价结果的影响，故对节点类指标与场所类

指标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其特征根计算各指标权重。经计算，７个节点类指标可提取出两个特征

值大于１的主成分，ＫＭＯ＝０．６７５；７个场所类指标同样可提取出两个特征值大于１的主成分，ＫＭＯ＝

０．７６６，均适宜。表３所示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结果。

表３　评价指标权重

类别 指标序号 评价指标 权重 类别 指标序号 评价指标 权重

节点类

指标

Ｎ１ 轨道线路班次 ０．１３２

Ｎ２ 轨道站点出入口 ０．１７９

Ｎ３ 公交站点数量 ０．１８５

Ｎ４ 接驳距离 ０．０７４

Ｎ５ 接驳线路数量 ０．１０５

Ｎ６ 停车场数量 ０．１５３

Ｎ７ 路网密度 ０．１７２

合计 １．０００

场所类

指标

Ｐ１ 常住人口数 ０．１３５

Ｐ２ 零售业工作数量 ０．１３９

Ｐ３ 公共服务业工作数量 ０．１５１

Ｐ４ 行政办公工作数量 ０．１４５

Ｐ５ 商业商务工作数量 ０．１５６

Ｐ６ 公园绿地数量 ０．１２３

Ｐ７ 土地功能混合度 ０．１５１

合计 １．０００

　　 （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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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３，可构建研究片区的节点属性评价模型Ｎ与场所属性评价模型Ｐ。

Ｎ＝０．１３２犖１＋０．１７９犖２＋０．１８５犖３＋０．０７４犖４＋０．１０５犖５＋０．１５３犖６＋０．１７２犖７

（模型１）

Ｐ＝０．１３５犘１＋０．１３９犘２＋０．１５１犘３＋０．１４５犘４＋０．１５６犘５＋０．１２３犘６＋０．１５１犘７

（模型２）

３ 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评价

３１ 模型计算结果

以各站点节点指数Ｎ为纵坐标、场所指数Ｐ为横坐标将评价结果置于ＮＰ坐标系中，利用ＳＰＳＳ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狔＝狓作均衡线，分别以点 （１，０）与点 （０，１）作半径为１的四分之一圆

（其方程分别为狔＝ 狓 （２－狓槡 ）与狔＝１－ １－狓槡 ２，两条四分之一圆曲线围合的部分即为交通与土地使用

的协同区域，如图３；将各站点的节点指数与场所指数反映到空间层面如图４所示。

图３　协同性测度结果坐标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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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研究站点节点指数与场所指数 （来源：作者自绘）

３２ 整体回归分析

如图３与图４，全样本的回归拟合曲线为狔＝０．５６狓＋０．１５，回归拟合优度Ｒ２＝０．６３７，调整后的

Ｒ２＝０．６２５，回归方程的显著性犛犻犵＜０．００１。其中回归函数的犽＝０．５６＜１，即对于全样本而言，以轨

道交通为主的交通发展水平目前滞后于土地使用的发展水平。因此，作者认为完善杨浦区轨道交通

网络建设对上海市在迈向 “卓越的全球城市”过程中的竞争力提升有促进作用。新江湾城与殷高东

路站尚处于纺锤形曲线外的非均衡区域，为节点失衡型，即站点片区对外联系的通达性较强但对于

临近片区的吸引能力较弱，反映到实体空间上即为片区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配置水平暂时领先于

片区场所中心性的塑造，站点周边聚集城市活动的能力尚较弱，体现了城市新片区的活力塑造滞后

于交通设施的特性。上述两站点均位于新江湾城片区，为江湾机场旧址更新改造地区，是杨浦区最

后一块土地存量资源较为完整的片区，目前处于城市再生阶段，这与我们的认知与体验是相同的。

除此之外，其他３２处站点均位于协同区，其中１５处位于狔＝狓均衡线左上侧，１处位于均衡线上，

１６处位于均衡线右下侧。

对全部３４处站点节点指数Ｎ与场所指数Ｐ的计算结果分别进行倒序排列得到图５。可以发现，节

点指数Ｎ自第４位起便急剧降至０．５０以下，之后缓慢下降；而场所指数Ｐ在前２０位里下降均比较稳

定，仅在第２１和第２２位时出现了 “断层式”降低。体现为大部分站点交通基础设施的配置水平相对落

后于其土地使用的发展水平，与前述观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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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研究站点节点指数与场所指数的降序位次排列 （来源：作者自绘）

３３ 个体聚类分析

对站点全部样本进行基于邻接空间权重中层次聚类，考虑相邻站点对城市空间的叠加影响，通过查

看聚类树，当聚类数量狀＝５时，组内差异最小、组间差异最显著。因此，将杨浦区站点分为五类能更

准确地体现不同类别的差异性。聚类结果如图６与图７所示，每个聚类的相关信息如表４。

图６　聚类结果坐标图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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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研究站点聚类结果 （来源：作者自绘）

表４　各聚类属性

类别
样本数量

与比重

聚类中心

节点指数

聚类中心

场所指数

组内的距离

平方和
描述 空间分布

第１类
６

（１７．７％）
０．５８０ ０．６７０ ０．１５６４

　高节点属性、高

场所属性

　西南部与虹口区交界处、

五角场副中心

第２类
１０

（２９．４％）
０．４０４ ０．４７９ ０．０４３３３

　中高节点属性、

中高场所属性
　主要集中于南部各街道

第３类
５

（１４．７％）
０．３０４ ０．３５６ ０．０２３８４

　中节点属性、中

场所属性
　分布较为随机

第４类
８

（２３．５％）
０．２７５ ０．１３０ ０．０５５８

　中低节点属性、

中低场所属性
　主要分布于五角场以北

第５类
５

（１４．７％）
０．１３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１２４

　低节点属性、低

场所属性

　北部与宝山区交界处、少

量沿黄浦江

　　 （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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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类为城市中心型站点，包括中央活动区北外滩至大连路段、江湾—五角场地区与控江地区三个

区域，为发展较早、目前较为成熟的城市副中心或地区中心片区，体现为杨浦区 “一北一南”双中心格

局。此类站点对外交通条件较优异，且站点片区自身中心性较强，足以吸引周边丰富的城市活动类型，

交通功能与城市活动功能的一体化程度较高。对于位于新城、新区或旧城更新地区的站点而言，轨道交

通站点的开通与站点片区活力的聚集之间存在时间差，常体现为在轨道交通开通的一段时间内其节点指

数高于场所指数，随时间推移其差距逐渐减小趋于均衡，江湾体育场与大连路站正是如此。除江湾体育

场与大连路站外，其他四个站点均表现为场所属性值高于节点属性值。通过对比历年遥感影像图，发现

这四处站点中有三处位于２００７年开通的８号线上，只有五角场站位于２０１０年开通的１０号线上，且这

四处站点周边均未进行过较大范围的城市更新 （五角场站中心位于五角场环岛西南３００ｍ处，且五角场

地区的更新大量发生于环岛以北），属于传统意义上本地居民 “用脚投票”自发形成的中心。在现代城

市中，由于交通技术的更新与城市交通工具速度的提升，不少传统地区中心失去了其在以中低速道路交

通方式为主导时期的交通区位优势，或因城市更新过程中片区功能置换的时间过长等原因逐渐失去了其

中心地位。对于此类地区，在片区功能培育成熟的基础上，通过解决不同时期的规划遗留问题，弥补高

速对外交通网络来维持地区的中心性以及高竞争力的中心体系。

第２类为社区中心型站点，主要位于杨浦区南部平凉路至控江路区域，为老杨浦区的核心区域。与

第一类相比，此类站点多为服务附近社区的社区中心，站点周边以传统大院式城市社区与社区型商业与

公共服务业为主，拥有较多的人口与适量的工作岗位。同样地，除江湾镇站外，其他站点均为场所属性

值高于节点属性值，加强站点与邻近片区的交通接驳辐射能力、增加站点片区的可步行路径是此类站点

片区可继续优化之处。

第３类为园区型站点，包括杨树浦路、黄兴公园、嫩江路、国权路、抚顺路等五处站点，其节点指

数与场所指数的相对差异为五类中最小，在杨浦区的空间分布无明显集聚现象。这类站点周边大多为高

等院校、公园以及杨浦滨江园区，主要用地类型为较为单一的非居住与服务业用地，路网密度较低。通

过提供差异化且多样性的公共服务可使此类站点维持更高水平的协同。

第４类为新城社区型站点，主要分布在８号线、１０号线以及１２号线远离市中心的一侧，包括用地

类型、用地混合度较为单一的站点以及新江湾城街道内三处周边处于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站点。这类站点

拥有巨大的发展与更新潜力，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以其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支撑的规模合理配置片区服

务业的规模，使其向社区中心型站点演化，避免产生对外交通条件优越而站点对周边城市片区吸引力不

足的节点失衡情景。

第５类为城郊边缘型站点，包括复兴岛、国帆路、国权北路、长江南路与淞发路站，位于杨浦区边

缘。除国帆路与国权北路站为在建站点外，另外三处站点周边均存在高架城市轨道交通、快速路、铁路

轨道与站场或黄浦江等实体空间屏障，较大程度上阻碍了片区交通与土地使用的一体化发展。

４ 总结

交通与用地的协同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现阶段国内大多数城市仍处于轨道交通网络大规

模规划与建设时期，应合理利用轨道交通站点的交通区位与速度优势，带动城市空间结构转变，因此，

本研究的分类结果可作为政府开发定位与旧城更新的参考。但本文也存在待深入研究之处，如本文所获

取的大多为静态数据，且研究的是位于某一时间截面上的站点类型，对于轨道站点开通或城市更新完成

的时间累计与研究站点节点指数或场所指数的变化仅进行了定性预测，尚未进行与时间序列相关的定量

分析。之后的研究者可通过引入动态时间数据抑或是反映站点联系的 “流空间”数据优化评价指标，为

不同站点提出更精确的差异化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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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试点实践与后评估

李海军　王餠　马成喜　何寰　朱林艳

!"#$

街道作为城市活动最为密集的公共场所，是城市风貌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空间品质最直接的展示面。近年来，

武汉市将街道全要素的规划设计理念融入道路规划建设项目中，通过开展一系列街道改造试点与逐步推广，打造了一批

活力、共享、绿色、品质街道，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与教训，不断丰富具有武汉特色的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体

系。三阳路 中山大道是武汉市统筹建筑边至建筑边完整街道的首次实践，也是武汉迎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街道

全要素改造工程，建成后社会各界和媒体反响良好，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为此，积极开展试点实践总

结与街道建成后评估，对于丰富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经验、助力城市品质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

街道全要素；后评估；三阳路 中山大道；武汉

０ 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城市转型发展，打造充满活力、公平和谐、管理有序的宜居城市，已成为

２１世纪全球城市的共同目标，世界各大城市先后投入到街道规划设计的理论完善和改造实践中。《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 “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

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加强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系统建设，倡导绿色低碳出行。我国城

市建设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更加关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城市道路的规划设计与

建设也从仅仅满足通行功能向交通通行与品质提升并重转变。当前，武汉市正处于 “增量发展”向 “量

质并重”转变的关键转型期，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打造慢行友好城市、建设以人为

本的现代化宜居城市，是新时代背景下武汉城市发展的新目标；而作为城市活动最为密集的公共场所，

街道则是城市风貌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空间品质最直接的展示面。

１ 街道全要素理念发展情况

近年来，世界各大城市掀起了街道空间重塑的浪潮，并提出了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理念。街道全要

素突破传统道路工程设计思维，以街道全空间为设计对象，对车行道、人行道、绿化带、建筑前区、街

道设施、微型公共空间等 “全要素”进行统筹考虑，开展精细化设计，构建以人为本、充满活力的城市

街道空间，全面提升城市街道空间品质，提升市民在城市快速发展中的幸福感、归宿感和获得感。

１１ 街道全要素理念在国内外发展概述

２００６年，美国规划学会 （ＡＰＡ）发布了 《美国城市规划和设计标准》，是美国城市规划、城市设计

及城市产品开发研究领域最全面的参考书。该标准提出将街道、街区和建筑作为整体来进行设计，是对

欧美多年来街道设计方法和管理经验的总结与体现，为街道规划设计提供了设计标准，反映出美国街道

设计活动的多样性、步行的网络化、视觉的美观性、地域的特色化和生态的可持续性等趋势。２００８～

２０１５年，洛杉矶、纽约、伦敦、旧金山、波士顿、新德里、阿布扎比等多个城市先后发布结合自身特

色的街道设计导则。至此，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的理念得到世界各大城市的认可并付诸实践。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市交通委联合发布了国内首个 《上海市街道设

２６１



计导则》，其规划导向是推动 “道路”到 “街道”的转变，形成以人为本的价值认同，将安全、绿色、

活力、智慧作为价值导向，指导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与维护等相关工作，将城市街道塑造成为高品

质公共空间，复兴街道生活。同时，在传统 “快、主、次、支”道路分类的基础上，按照街道使用功能

具体划分为 “商业、生活、监管、交通、综合”五类，并提出了街道矩阵图，分别给出街道设计指引。

２０１７年，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 《广州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设计手册》，根据广州市道路功

能与特点，在综合考虑土地使用、建筑功能、交通特性、街道景观基础上，将街道规划要素细分为六大系

统、９０项要素，为城市道路设计提供精细化指南。其中，六大系统分别为车行道、人行道、城市家具、植

物绿化、建筑立面、退缩空间。同时，在 “一区一示范路”的街道改造实践中，建立健全 “设计工坊”模

式，让规划师全程参与街道的 “规划—设计—实施”全流程，确保刚性规划要素的有效传导。

综合来看，世界各地相继完成的街道空间人性化、品质化改造的实践经验表明，成功的街道设计均

以街道全空间、全要素为对象，从人的角度出发，基于人的活动需求重新界定街道功能，激活城市空

间，激发城市活力，提高城市品位。因此，人行、非机动车等慢行空间规划要素的落实情况是城市街道

品质升级的关键因素。

１２ 街道全要素理念在武汉的发展情况

武汉是住建部批准的全国城市设计试点城市之一，为体现城市特色，打造与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全球城市目标相匹配的高品质公共空间，自２０１６年以来武汉市将街道全要素的规划设计理念融入

街道改造工程中，践行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基于实践经验总结与反馈，编制

完成了 《武汉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规划设计导则》（以下简称 《导则》）中，丰富了具有武汉特色的街道全

要素规划设计指引和标准，并推广至后续街道工程建设，形成了 “理论—实践—理论”的良性循环。

１．２．１ 武汉市街道规划设计全要素体系框架

《导则》是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该理论体系立足武汉城市发展阶段，以人

的视角看待街道空间，推动实现 “精致化设计、品质化建设、精细化管理”，将街道的设计范围由道路

红线拓展至两侧建筑边，以此为基础将街道空间划分为慢行空间、车行空间、交叉口空间、活动空间、

绿化空间及街道设施空间六大类要素，并以此细分为４５种小类规划设计要素 （包含控制性要素１４个和

指导性要素３１个），分别针对各个要素提出了设置标准、推荐布局和设计指引。

表１　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要素一览表

大类要素 （６） 小类要素 （４５）

慢行空间 （１１）

　人行道标准、非机动车道标准、无障碍设计标准、公交站点布局、地铁出入口布局 （注：加

粗字体为控制性要素，下同）、地块开口设计、人行横道布局、非机动车道布局、立体过街布

局、自行车停放布局、材料铺砌设计

车行空间 （７）
　车道宽度标准、交通分隔带标准、公交专用道布局、路内停车布局、高架道路布局、地下道

路布局、机动车开口设计

交叉口空 （７）
　小转弯半径标准、慢行过街标准、进出口车道宽度标准、路口渠化设计、自行车过街带设

计、导流岛设计、路口竖向设计

活动空间 （６） 　建筑前区、建筑界面、街道微型公共空间、公共艺术小品、围栏围墙、广告牌匾

绿化空间 （５） 　绿地率、行道树绿化带、景观绿化带、立体绿化、海绵城市设计

街道设施 （９）
　箱柜集并、多杆合一、交通设施、照明设施、市政设施、市政管线、检查井盖、服务设施、

环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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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武汉市街道全要素空间管控示意图

　　同时，《导则》着眼于沿街活动及街道功能，采用 “道路等级＋街道功能”的二维分类方法，按照

交通型、生活型、商业型、景观型、历史风貌型对全市街道进行重新定义，对街道分级形成补充，促进

了街道与街区功能空间融合发展。针对５种不同类型的街道，分别明确路权划分的优先级以及街道不同

空间内各个设计要素的刚性管控、弹性要求，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不同类型的街道断面设计指引，以确保

品质化街道核心功能的有效落实。

１．２．２ 街道全要素理念在武汉逐渐发展成熟

武汉正处于城市建设转型发展的新时期，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草案）提出了建设以人为本的

宜居城市目标。其中，街道空间品质提升是促进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城市道路的规划和建设也从

仅仅满足通行功能向交通通行与品质提升并重转变。为顺应城市转型发展的要求，武汉市已相继实施了

中山大道、三阳路、新华路、东湖绿道、黎黄陂路、沿江大道等一系列人性化的街道改造实践，取得了

良好的示范效果。

２０１９年６月，以 《导则》为基础，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发改委、市城建局和市公安交

管局发布了 《关于加强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建设的通知》（武自然资规发 〔２０１９〕１４８号），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对街道全要素空间品质化提供了技术指导，其中对人行道、非机动车、无障

碍设计、慢行过街、小转弯半径、箱柜集并、建筑前区、绿化景观等１５个主要规划要素提出标准和要

求。同时，为全面推动城市街道品质提升，从源头上对街道规划设计进行把控，武汉市申报了地方标准

《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标准》，并获市场监管局正式立项，目前正在开展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

１３ 街道全要素理念与传统理念的比较

街道全要素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以人的视角看待街道空间，切实转变车行主导的交

通模式与传统道路工程设计思维，全面统筹道路交通与用地空间的和谐发展，提出了街道 “全要素设

计、全空间建设、全流程管理”的全生命周期治理思路，推动实现 “精致化设计、品质化建设、精细化

管理”。相较于传统街道规划设计，街道全要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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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设计理念转变，从 “重点关注机动车通行”转向 “全面关注人的活动需求”，优先考虑慢行友

好与公交优先，塑造尺度宜人的街道空间，还原街道本真，实现通行、休憩、娱乐、交流等各类沿街活

动的统筹布局和安排。

二是设计范围转变，由 “道路红线范围”转向 “街道全空间范围”，将道路红线内外管控范畴与内

容统筹考虑，精心规划、同等设计便利舒适的街道设施与景观环境，实现道路空间、建筑前区以及沿街

建筑功能的整体塑造。

三是设计内容转变，从 “道路工程设计”转向 “街道全要素设计”，突出街道的人文景观特征、人

性化尺度，实现交通通行、市政设施、景观环境、街道家具等各类要素的精心设计，全力打造活力、共

享、绿色、品质街道。

２ 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设计实践与后评估

２１ 三阳路—中山大道全要素设计方案

三阳路—中山大道位于武汉市核心区域，是武汉长江公铁隧道的配套工程，于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１日建

成通车。该项目规划理念上从纯粹工程建设转向街道空间营造，是武汉市统筹建筑边至建筑边完整街道

的首次实践。该工程由三阳路和中山大道两条道路组成，其中三阳路为东西向垂江街道，全长约

１２４０ｍ，道路红线宽度为４５～５０ｍ，建筑边至建筑边宽度为３５～６５ｍ，形成双向４～６车道规模；中山

大道为南北向顺江街道，全长约８５０ｍ，道路红线宽度为４０ｍ，建筑边至建筑边宽度为２８～５０ｍ，形成

双向２～４车道规模。总体上，三阳路 中山大道基本按照规划形成了独立的自行车道、人行道与连续的

街道空间。

图２　三阳路 中山大道工程设计总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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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通过打造从 “功能恢复”转向 “功能与品质双提升”的样板工程，同步实施

配套路网、景观提升，实现城市 “成片建成”。道路规划方案由传统的道路设计方案转变为道路沿线街

区精细化设计，修补武汉长江公铁隧道施工中出现的道路创面，优化提升街道肌理，并结合建筑退距营

造公共开放空间，激发街道活力。

２２ 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建成后评估

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建成后，社会和媒体反响良好，较好的街道品质对出行体验有大幅提升，获

得了社会各方好评，标志着武汉城市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进一步丰富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

理念体系，实现武汉市街道品质的全面提升，按照 《导则》实施标准的要求，对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

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归纳总结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强化街道全要素设计理念在实践中

的运用，打造高品质、人性化的街道，助力国际化、现代化、生态化 “三化”大武汉高质量发展。

２．２．１ 街道建成后评估要素选择

基于三阳路—中山大道车行空间良好的建成基底，本文主要以路段内慢行空间为重点评估对象，按

照 “织补、提升、人性化、易操作”四大原则进行评估要素选取，评估后可按改善方案进行优化提升，

从而修补项目实施中的缺陷，提升慢行空间出行体验。根据以上原则，选取四大类、１７个要素作为重

点评估要素。

表２　三阳路 中山大道工程建成后评估要素表

类别 重点评估要素

路段慢行空间 慢行空间宽度、地块开口、非机动车停放点、公交站点

交叉口空间 小转弯半径、路口缘石坡道、非机动车过街带、二次过街安全岛

街道设施设置 箱柜、杆件、道路栏杆、阻车柱、检查井盖、环卫设施

绿化及活动空间 树池、绿化景观带、街道微型公共空间

２．２．２ 街道建成后综合分析评估

２．２．２．１ 路段慢行空间

三阳路—中山大道路段内的慢行空间主要针对慢行空间宽度、地块开口、非机动车停放点、公交站

点等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总体上，路段慢行空间总体建成情况良好，仅局部路段需进行优化提升。

① 慢行空间宽度：受拆迁、施工围挡等影响，路段内约８％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宽度不足。其中三

阳路慢行空间有１７０ｍ不满足最小宽度要求，占三阳路全长７％；中山大道慢行空间有１５０ｍ不满足最

小宽度要求，占中山大道全长９％。

② 地块开口：路段内共计１６处地块开口，其中９处出入口慢行空间连续，７处单位出入口未落实

无障碍要求，造成慢行出行不连续。对于７处慢行空间不连续的地块出入口，应落实全宽式或抬升式建

设要求，确保慢行空间连续性，提升慢行出行体验。

③ 非机动车停放点：路段内仅设１处非机动车停车点，位于中山大道中信建筑院对面。该非机动

车停车点未结合树池间设施带设置，侵占了非机动车道空间。其他区域缺乏非机动车停放引导，无序停

车占用慢行空间情况较为严重。综合考虑非机动车停车需求和停车点位均衡性，建议非机动车停车位规

划新增２２处，改造１处。

④ 公交站点：路段内共计３处公交车站占用慢行空间，其中三阳路１处、中山大道２处，公交站

点侵入慢行空间，影响通行连续性。后续应整改公交站台，腾挪非机动车空间，确保非机动车道最小通

行宽度和通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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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三阳路公交站点现状建成图 图３２　三阳路公交站点优化方案示意图

２．２．２．２ 交叉口空间

路段内共计交叉口１６处，主要针对小转弯半径、路口缘石坡道、非机动车过街带、二次过街安全

岛等方面进行评价。根据调研分析，交叉口空间内各规划设计要素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粗放式施工导

致的人性化、精细化程度不够较为明显。

① 小转弯半径：按照 《导则》要求，针对生活型功能为主的道路交叉口，宜采用５～１０ｍ小转弯

半径，路段内有８处路口未落实，如公安路路口通过小转弯半径的设计，可以大大减少人行过街距离。

② 路口缘石坡道：路段内１６处交叉口路缘石无障碍实施均不到位，未按照全宽度、零高差的标准

实施优化提升。

③ 非机动车过街带：路段内１６处交叉口均未设置非机动车过街带，非机动车行驶路径混乱，应增

设醒目的非机动车过街带，规范行驶路径。

④ 二次过街安全岛：按照 《导则》要求，车行道空间超过１６ｍ，需要设置二次过街安全岛，路段

内１６处路口均未实施，转弯车辆容易侵入过街等候区，存在安全隐患。

图４１　中山大道 二曜路路口

现状建成图

图４２　中山大道 二曜路路口

改造示意图

２．２．２．３ 街道设施设置

街道设施主要对箱柜、杆件、道路栏杆、阻车柱、检查井盖、环卫设施等设施进行评价，总体上街

道设施较以往街道建设有较大提升，但是箱柜、杆件建成情况与规划设计要求存在较大差距，需进行重

点优化提升。

① 箱柜：路段内共计２４处箱柜，箱柜未集并、占用慢行空间、距离路口不足２０ｍ、未进行美化，

建议进行箱柜集中设置，并结合周边环境进行立面美化。

② 杆件：路段内路口杆件设置凌乱，摆放随意，应落实 “多杆合一”要求，提升区域道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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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城市环境景观。

③ 道路栏杆：三阳路全段设置中央栏杆，局部路段设置多层栏杆，与绿化带重复设置，影响道路

景观，应移除隔离栏杆。

④ 阻车柱：路段内多处慢行空间的阻车柱风格杂乱、样式不统一，景观效果差，同时应避免阻车

柱过多，占用慢行空间。

⑤ 检查井盖：路段内多处慢行空间受地下管线、井盖的影响，铺装不平整，未进行一体化铺装，

慢行体验差。

⑥ 环卫设施：路段内垃圾箱摆放随意，占用慢行空间，应布设于设施带中，结合街道氛围对垃圾

箱进行艺术化设计，并注明垃圾分类。

图５　三阳路 中山大道街道设施布局示意图

２．２．２．４ 绿化及活动空间

绿化及活动空间是城市街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树池、绿化景观带、街道微型公共空间

等方面进行评价，总体上路段内绿化和活动空间基本实现了建筑边到建筑边的统筹规划设计，仅部分节

点需进行景观提升或增加配套休憩设施。

① 树池：路段内树池与慢行道、周边环境均未能一体化设计，形象及体验有待提升。对于普通树

池，应优化树穴盖板，使其与树穴尺寸一致，与人行道铺装面保持平整，方便行人通行；对于抬升式树

池，应结合周边环境进行一体化设计，增加美感和舒适性。

② 绿化景观带：路段内绿化景观初具规模，已形成较好的休憩空间，但未设置相应配套活动设施；

绿化带中覆土普遍存在高于路面铺装的情况，未落实海绵城市设计要求。

③ 街道微型公共空间：中山大道局部路段存在建筑前区设立围墙、利用建筑前区停车、红线内外

高差大等问题，街道的一体化程度不高，未完全形成开放性的公共活动空间，街道空间的连通度与交往

性可进一步优化提升。

图６１　中城国际建筑前区现状图 图６２　中城国际建筑前区改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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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三阳路—中山大道建成后评估总结

综合上述评估，对于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中街道全要素未达标的原因进行剖析。基于工程项目的

规划、设计、实施各阶段图纸，对比分析修规图纸、可研图纸、初设图纸、施工图纸及现场实施情况，

核查各阶段规划设计要素的落实情况，组织参与本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监理、图审等单位的相关

人员进行深入沟通和研讨。归纳总结街道全要素部分未达标的原因存在于规划设计、施工方案、拆迁拆

违、项目协调等四个方面：

（１）规划设计阶段：原规划体现了建筑边到建筑边的 “完整街道”设计理念，但对于 “全要素”精

细化考虑不足，使得后续建设阶段缺乏上位指导，如非机动车停车点的设置考虑不够全面，共享单车、

私人单车等停放较为随意，影响街道空间。

（２）施工方案阶段：根据道路和排水修建性详细规划，后续的初步设计、施工方案对街道全要素规

划设计理念及方案落实不到位，导致原有的慢行空间连续性、无障碍设计等细节处理不够，部分小转弯

半径欠考虑，路口渠化、导流岛不够细致。

（３）拆迁拆违阶段：道路施工建设涉及沿街部分建筑的拆迁拆违时序安排及周边用地开发建设项

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街道改造工程要求的落实，导致慢行空间不足、街墙立面、绿化小品等无法一

次性到位，如一元路、五福路、苗栗路口等。

（４）项目协调阶段：街道建设相关的管线、杆件、箱柜、环卫等设施涉及多个行业主管部门，从

“规划—设计—实施”全流程而言，由于项目协调推进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导致 “多杆合

一”、“箱柜集并”等街道设施尚未达到标准。

表３　街道全要素评估未达标原因分类一览表

阶段划分 路段慢行空间 交叉口空间 街道设施 绿化及活动空间

规划设计阶段 非机动车停车点
非机动车过街带

小转弯半径
— —

施工方案阶段

慢行空间宽度

地块出入口

公交车站

小转弯半径

路缘石降坡

过街安全岛

道路栏杆

阻车柱

树池

绿化景观

公共活动空间

拆迁拆违阶段 慢行空间宽度 — — —

项目协调阶段 — —

箱柜集并

多杆合一

垃圾箱设置

—

３ 思考与展望

本研究立足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现状建设情况，回溯了规划设计、施工建设与竣工验收全过程，

对照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导则开展了综合评估，通过全面剖析 “规划—设计—实施”各阶段的规划设计

要求落实情况，进一步优化工程监管机制，推动了地方标准出台，并在后续城市道路规划建设中推广应

用。同时，通过分析评估工作，进一步界定了相关部门在道路工程可研、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各类

交通设施设计审查阶段的职责，明确了责任主体与时序安排，完善项目建设的全流程管控机制。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规划价值理念的更新，城市道路建设已由过去原有的传统工程建设转

变为现代化综合空间塑造，需要在同一街道空间内满足交通通行、市政设施、景观环境、街道家具等多

方面的需求，涉及到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的互动反馈，也是规划设计实践与价值理念深层次互动生

成的过程。因此，项目在规划、设计、施工等各阶段需要多领域专家共同参与，以期实现街道空间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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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上的协调统一。本文认为，城市街道建设应鼓励更多的专家学者、设计机构参与进来，不断完善公

众参与制度，建立专家智库咨询机制，共同打造 “精致武汉”“美丽武汉”，为步行者、骑行者、机动车

驾驶者等所有的参与者打造一个安全、绿色、共享、舒适的街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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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犘犗犐的天津历史街区活力分析及策略研究

曹　钰　李　科　东　方　马　山

!"#$

历史文化街区活力挖掘与提升是推动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机动车的快速发展，街道建设多以

交通性功能为主，慢行空间缺失、商业空间品质体验下降等问题凸显，街道活力丧失。本文以天津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研

究对象，基于街区内不同类型ＰＯＩ业态数据的空间分布，分析历史文化街区空间活力，应用ＧＩＳ技术对街区内不同类型

ＰＯＩ业态要素进行可视化分析，结合街区路网特征，辨识影响街区活力的主要路段，并对街区进行活力分区，提出街区

活力提升的改善建议，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业态开发与活力提升提供借鉴思路和方法。

!%&'$

历史文化街区；ＰＯＩ数据；活力提升；改善策略；ＧＩＳ技术

０ 引言

历史文化街区具有推进文化特色发展、塑造城市良好形象的重要作用。历史文化街区多位于城市核

心区地带，商业开发程度高，人流密集，如何协调机动交通与慢行交通、街区保护与商业开发是历史文

化街区发展过程中的难题。街道已不仅是居民出行所需的公共活动场所，也寄托了居民对于街道生活和

城市魅力的向往。片面注重机动车通行的道路已不能满足居民出行高品质化的要求，因此，提升街道活

力、关注街区业态要素配置、打造孕育城市文化底蕴的街道至关重要。

目前关于历史文化街区活力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街区保护与商业开发的定性研究，重点在于探究商业

开发对街区发展带来的影响与发展策略，多从街区整体的角度对街区活力进行分析，涉及街区内不同类

型ＰＯＩ业态分布与街区道路活力关系的研究很少。李和平等对历史街区商业化理论、实践、效应等多

角度归纳梳理，分析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并提出了街区商业化营造的规划引导方向［１］。陈等以宁

波市三大历史文化街区为例，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设施等多方面提出街区商业化绩效评价体

系，提出街区保护与商业化改造的对策［２］。李山石等基于文化创意产业提出了历史街区提升与改造策

略，建议历史街区应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展［３］。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再生方面，陈钢亮等以慢行系统为

切入点，分析慢行交通与街区活力表现的关系，提出街区活力再生对策［４］。尹波宁等以什刹海历史街区

为研究对象，通过人工调研、ＧＩＳ分析等手段对街区业态与活力进行相关性分析，提出促进街区商业化

健康发展的建议［５］。陈蔚镇等以苏州老城区与工业园区为例，利用图解分析的方法初步建立城市路网肌

理与功能活力的关系，提出城区活力与秩序制衡的议题［６］。本文以天津历史文化街区为例，综合考虑其

内部路网特征与空间要素ＰＯＩ分布，利用ＧＩＳ技术探究街区ＰＯＩ要素的分布特性，辨识影响街区活力

的重要路段，并为天津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提升提出改善对策。

１ 天津历史文化街区现状特征

１１ 历史文化街区概况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天津历史文化街区，《天津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０５ ２０２０）》确定了１４片历史文化

街区，如图１所示，南北向长约６．６ｋｍ，东西向长约３．２ｋｍ，位于城市核心区，人口和工作岗位密集，

其中１０个片区位于天津中心城区内环线以内，海河街区部分范围、估衣街街区、五大道街区和解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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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街区位于天津内环线与外环线中间。历史文化街区总面积约９．９ｋｍ２，街区尺寸不尽相同，１４片历史

文化街区的具体情况如表１所示。

图１　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分布图

表１　历史文化街区现状基本情况

街区编号 街区名称 街区面积 （ｋｍ２） 街区尺寸 （ｍ×ｍ）

０１ 估衣街 ０．１０ ８００×１００

０２ 老城厢 ０．６７ １２００×６００

０３ 古文化街 ０．１８ ３４０×５５０

０４ 一宫花园 ０．５５ ８８０×７７０

０５ 海河 ４．１７ ６６００×１２００

０６ 鞍山道 ０．４０ １１００×５５０

０７ 劝业场 ０．０４ ２２０×２１０

０８ 承德道 ０．１６ ５００×４２０

０９ 中心花园 ０．１０ ３３０×２５０

１０ 赤峰道 ０．１７ ７５０×２５０

１１ 解放北路 ０．４５ １１００×３１０

１２ 泰安道 ０．４９ ９００×５３０

１３ 五大道 １．９１ ２０００×１１００

１４ 解放南路 ０．５１ １８００×４００

　　注：街区尺寸以 “长边×短边”形式表示，其取值为街区长边或短边的最大值。

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商业、旅游资源丰富，文化景观类型多样，对外交通以公共交通为主，内部以

步行交通方式居多。现状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包含１４２个公交站点和１０个地铁站点。街区内公交站点

３００ｍ覆盖率较高，达到了９６．３％，其中估衣街、古文化街、一宫花园、鞍山道、劝业场、中心花园和

赤峰道街区实现公交站点３００ｍ全覆盖；现状地铁覆盖率一般，街区地铁站点５００ｍ覆盖率为４２．４％，

有待提升，其中劝业场、承德道、中心花园３个街区实现地铁５００ｍ全覆盖，各街区公交和地铁覆盖程

度示意图如图２和图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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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现状街区内公交站点３００ｍ覆盖范围 图３　现状街区内地铁站点５００ｍ覆盖范围

１２ 路网特征

对街区内路网密度进行统计，１４片历史文化街区整体路网密度为１１．９８ｋｍ／ｋｍ２，超过天津综合交

通体系对城市生活空间路网密度的目标值 （１０ｋｍ／ｋｍ２），借助ＡｒｃＧＩＳ对研究范围内路网密度进行可视

化，如图４所示。不同街区的路网密度差异较大，其中老城厢街区的路网密度相对较低，为９．２８ｋｍ／

ｋｍ２，劝业场和中心花园街区路网密度相对较高，超过２６ｋｍ／ｋｍ２。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不同等级道路

的空间分布如图５所示，街区次干路与支路占比相对稍高，街区内部以步行和非机动车出行较多。

图４　研究范围内路网密度示意图 图５　街区范围内路网等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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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历史文化街区活力分析

２１ 历史文化街区犘犗犐空间分布

ＰＯＩ（Ｐｏｉ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可译为 “兴趣点”，是表征各类日常生活设施空间要素的数据，包含名

称、经纬度位置坐标、分类等信息。结合城市用地标准与历史文化街区周边用地性质，将街区涉及的空

间要素分为餐饮、购物、酒店、休闲娱乐、旅游景点、住宅、办公、中小学和幼儿园、医院９类，各类

型空间要素及其涵盖的用地分类与ＰＯＩ关键字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类型空间要素及犘犗犐关键字统计表

空间要素类型 城市用地分类 ＰＯＩ关键字

餐饮 Ｂ１３ 　中餐厅、外国餐厅、小吃快餐店、咖啡厅、酒吧、茶座、蛋糕甜品店

购物 Ｂ１１、Ｂ１２、Ｂ４、Ｂ９ 　购物中心、百货商场、商铺、市场、超市、集市、便利店、零售等

酒店 Ｂ１４ 　公寓式酒店、快捷酒店、民宿、星级酒店

休闲娱乐 Ｂ３１ 　休闲广场、电影院、剧院、网吧、ＫＴＶ、游戏场所、度假村、农家院

旅游景点 Ａ７、Ｇ
　文物古迹、风景区、公园、游乐园、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博物

馆、寺庙、教堂

住宅 Ｒ 　宿舍、住宅区

办公 Ａ１、Ａ６、Ａ８、Ｂ２９
　公司、行政单位、写字楼、各级政府、园区、厂矿、公检法机构、涉外

机构

中小学和幼儿园 Ａ２、Ａ３ 　中学、小学、幼儿园

医院 Ａ５ 　医院、诊所、急救中心、疗养院、疾控中心

　　本文采用的ＰＯＩ数据为２０２０年６月天津历史文化街区ＰＯＩ业态数据，通过拾取历史文化街区内不

同类型设施的ＰＯＩ属性并对其空间要素的数量进行统计，如图６所示，１４片街区的餐饮类和购物类空

间要素分布较多，居住类空间要素在街区内分布很少，生活休闲是街区主要承担的功能，将餐饮、购

物、酒店、休闲娱乐、旅游景点五类空间要素合并为生活休闲类ＰＯＩ，利用ＡｒｃＧＩＳ对街区生活休闲类

ＰＯＩ的核密度进行可视化，如图７所示，劝业场 （街区编号０７）与承德道 （街区编号０８）交界处，以

及古文化街区 （街区编号０３）生活休闲类ＰＯＩ最集聚。部分街区内办公类要素也分布相对较多，如一

宫花园、海河、五大道街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承担生活休闲功能，但部分街区仍

存在中小学、幼儿园和医院分布于街区内部且分布较为集中，如老城厢、赤峰道、五大道街区，由此产

生的刚性交通需求不可忽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街区活力。

图６　街区内不同类型空间要素ＰＯＩ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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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街区内生活休闲类ＰＯＩ的核密度示意图

２２ 基于犘犗犐分布的街区活力分析

已有研究多以街区的客流量来表征街区活力［７，８］，其数据来源多为出行调查数据、微博签到点或百

度慧眼客流量数据。由于１４片历史文化街区尺度不一，客流量分布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选取客流量密

度表征街区活力，利用百度慧眼获取２０１９年９月各片街区的日均客流量继而计算各街区的客流密度表

征街区活力，如表３所示。对比图７中街区生活休闲类ＰＯＩ的空间分布特征，其总体分布形态与客流

密度高低走向基本一致，劝业场、古文化街、老城厢、解放北路等街区的生活休闲类ＰＯＩ分布相对密

集，其客流密度也较高，可认为其街区活力较强。

表３　各街区客流密度统计表

街区编号 街区名称
街区面积

（ｋｍ／ｋｍ２）

工作日日均客流量

（万人次）

客流密度

（万人次／ｋｍ２）

０１ 估衣街 ０．１０ １．６２ １５．９９

０２ 老城厢 ０．６７ ２０．１８ ３０．２４

０３ 古文化街 ０．１８ ７．１８ ３９．４４

０４ 一宫花园 ０．５５ １１．６８ ２１．３８

０５ 海河 ４．１７ ９９．０４ ２３．７６

０６ 鞍山道 ０．４０ １０ ２４．７６

０７ 劝业场 ０．０４ １．６４ ４５．５６

０８ 承德道 ０．１６ ２．２ １３．６４

０９ 中心花园 ０．１０ ２．７９ ２８．２９

１０ 赤峰道 ０．１７ ２．４８ １４．２３

１１ 解放北路 ０．４５ １３．６８ ３０．４９

１２ 泰安道 ０．４９ １４．８４ ３０．１６

１３ 五大道 １．９１ ３９．９３ ２０．８７

１４ 解放南路 ０．５１ １３．３２ ２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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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地，选取分布较为密集的空间要素 （生活休闲类、办公类、学校类和医疗类ＰＯＩ），分别对

１４片历史文化街区不同类型ＰＯＩ的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总体上基于ＰＯＩ的空间分布将１４片历史文

化街区分为４类，如表４所示。街区类型一特征表现为完全以生活休闲为主；类型二为以生活休闲为

主，兼顾办公功能；类型三为以生活休闲为主，兼顾通学与就医功能；类型四为以生活休闲为主，兼顾

办公、通学与就医功能。

表４　基于犘犗犐空间分布的街区功能类型划分

功能类型 街区名称 街区各类型ＰＯＩ分布示意图

　类型一 （生活休

闲为主）

　估衣街、古文化

街、劝业场、承德

道、中心花园、泰

安道

　类型二 （生活休

闲为主，兼顾办公

功能）

　 鞍 山 道、解 放

北路

　类型三 （生活休

闲为主，兼顾通学

与就医功能）

　老城厢、赤峰道

　类型四 （生活休

闲为主，兼顾办公、

通学与就医功能）

　一宫花园、海河、

五大道、解放东路

　　注：ＰＯＩ分布示意图中图例分别为：绿色为生活休闲类、蓝色为办公类、橘色为住宅类、粉色为中小学和幼儿园、

黄色为医院类

另外，街区内常规公交的覆盖程度较高，基本实现全覆盖，而现状地铁的覆盖率并不高，根据最新

天津轨道网控制方案，未来街区内规划地铁站点１６个，地铁站点５００ｍ覆盖率为６８％，相比现状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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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２６％，沿海河一带地铁覆盖程度较高。假设按现状ＰＯＩ统计，现状街区地铁站点５００ｍ服务范围内

覆盖了４４９０个ＰＯＩ，规划地铁站点５００ｍ步行服务范围覆盖了７０５６个ＰＯＩ，相比现状提高了５７．１％。

随着地铁站点的规划实施，未来轨道交通将进一步带动街区的活力提升。

２３ 重要道路辨识与活力区划分

根据不同空间要素类型ＰＯＩ的空间分布与街区客流密度大小，对街区活力进行初步预判后，进一

步对街区内逐条道路周边的ＰＯＩ分布情况进行判定，以辨识ＰＯＩ分布密集的重要路段。为判定街区内

道路周边的ＰＯＩ空间分布情况，需要提取道路周边一定阈值范围内的ＰＯＩ数据，该阈值范围内的ＰＯＩ

数据可认为是与相应路段有关联的空间要素。已有研究多以街区为对象探究整个街区的ＰＯＩ空间分布，

少有研究从微观的角度探究街区内路段周边ＰＯＩ的分布，且对道路周边阈值范围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确

定界限。由于历史文化街区内以步行与非机动车出行方式为主，且大部分道路为已按规划实施的次干路

和支路，为提高识别影响街区活力的重要路段的精度，本文提出利用多环线形缓冲区的方法确定与道路

相关联的阈值范围。

借助ＡｒｃＧＩＳ软件，以街区内道路中心线为中心，以５ｍ为间隔作为线形缓冲区半径的增长值，即

设定线形缓冲区的半径分别为５ｍ、１０ｍ、１５ｍ，以此类推，设置最大的线形缓冲区半径为５０ｍ，构建

多环线形缓冲区，如图８所示。分别提取统计分布在各环线形缓冲区内的ＰＯＩ数量，并逐环计算相应

缓冲区内ＰＯＩ数量相比上一环增加量的增长率，图９为多环线形缓冲区范围内ＰＯＩ增加数量与增长率

变化统计图。可知，ＰＯＩ的增加量在线形缓冲区半径２０ｍ处达到峰值，且ＰＯＩ增加量的增长率在此处

之前均不小于１。也即，在道路中心线两侧２０ｍ线形缓冲区范围内，ＰＯＩ较为集中，２０ｍ范围外ＰＯＩ

数量大幅下降，其空间分布逐渐分散。因此，可将街区内道路中心线两侧２０ｍ线形缓冲区内的ＰＯＩ近

似看成与相应道路一定关联的空间要素，街区内该路段的活力强度与其２０ｍ阈值范围内的ＰＯＩ显著

相关。

图８　街区路网多环线形缓冲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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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街区路网多环线形缓冲区内ＰＯＩ数量增长情况

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对街区内各路段２０ｍ线形缓冲区范围内的ＰＯＩ数量及其密度进行统计，如图１０

所示，“蓝—绿—黄—红”色带表示路段周边所有类型ＰＯＩ分布由疏到密，由实际各路段的客流强度比

对发现，与街区整体类似，各路段周边的ＰＯＩ分布与相应路段的客流强度基本一致，可认为ＰＯＩ分布

密集的路段是影响街区活力的重要路段，是建议保持并有可能提升的路段；ＰＯＩ分布稀疏的路段是街区

内有待重新激活活力的路段，对１４片历史文化街区内的道路周边的ＰＯＩ分布情况进行梳理，并基于

ＰＯＩ的空间分布，对街区进行活力划分，如表５所示。

图１０　街区内路段２０ｍ范围内ＰＯＩ核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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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各街区道路犘犗犐情况梳理与活力区划分

街区编号 街区名称 ＰＯＩ密集路段 ＰＯＩ稀疏路段 活力分区

０１ 估衣街 　北马路 　北门外大街、金钟桥大街 复兴激活区

０２ 老城厢 　鼓楼西街、鼓楼东街
　北城街、南城街、城厢东路、城厢

西路
提升保持区

０３ 古文化街
　古文化街、宫北大街、大狮

子胡同
　水阁大街、通北路 提升保持区

０４ 一宫花园
　平安街、胜利路、建国道、

民生路、自由道
　民权路、兴隆街、庆安街 提升保持区

０５ 海河
　六纬路、兴安路、海河东路、

和平路、滨江道

　八经路、大直沽西路、福安大街、

进步道、三条石大街、通南路、元

纬路

复兴激活区

０６ 鞍山道
　鞍山道、山西路、万全道、

多伦道
　包头道、察哈尔路、宁夏路 提升保持区

０７ 劝业场 　哈尔滨道、和平路 　滨江道 提升保持区

０８ 承德道 　赤峰道、大沽北路 　营口道、承德道 复兴激活区

０９ 中心花园 　新华路、和平路、辽宁路 　丹东路、花园路 提升保持区

１０ 赤峰道 　赤峰道、山东路 　陕西路、河南路 提升保持区

１１ 解放北路
　解放北路、承德道、吉林路、

台儿庄路
　保定道、大连道、合江路、长春道 提升保持区

１２ 泰安道 　泰安道、烟台道、建设路 　安徽道、保定道、沧州道、浙江路 复兴激活区

１３ 五大道
　重庆道、马场道、睦南道、

成都道、大理道、常德道

　广东路、合肥道、衡阳路、津港路、

绍兴道、永安道、湛江道
复兴激活区

１４ 解放南路
　解放南路、台儿庄路、江

苏路

　蚌埠道、奉化道、开封道、曲阜道、

徐州道
复兴激活区

３ 历史文化街区存在问题及思考建议

３１ 存在问题

（１）街区路网密度较高，但等级级配与路权分配不合理。街区位于城市核心区，路网密度较高

（１１．９８ｋｍ／ｋｍ２），呈现较为规整的方格网形式。街区次干路路网密度高于支路路网密度，且高于综合

交通体系规划的建议值 （１．５ １．９ｋｍ／ｋｍ２），路网等级级配有待优化。同时，街区范围内一半以上道路

红线宽度在２０ｍ以下，大部分街道由租界开埠保留至今，主要保证机动车的通行，忽视了街道两侧的

慢行交通。而街区内出行方式以步行和非机动车为主，慢行空间受限，便捷性与安全性较低，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街区活力。

（２）轨道覆盖率较低，步行可达范围内涉及的空间要素较少。现状轨道交通站点５００ｍ覆盖率不足

５０％，站点５００ｍ服务范围内包含的ＰＯＩ要素也不足２／３，存在部分客流是潜在的小汽车使用者，进出

街区的潜在小汽车流量增加了街区内道路的负荷程度。

（３）街区内部分巷道消失，停车问题严重。部分巷道由于商业小贩摆摊、停车占用等原因已缺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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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功能，如图１１所示，一些体现街区传统文化特色和文化形象的巷道也丧失了原有的活力。街区内停

车设施供应严重不足，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或巷道里，路边非法停车现象严重，慢行交通空

间受限，空间视界被破坏，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１　街区内部分街巷实拍图 （街巷被摊贩、停车占用）

图１２　街区内路边停车实拍图 （占用慢行空间）

（４）文化休闲环境不佳，商业类型单一雷同。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承担生活休闲功能，尤以餐饮类和

购物类空间要素ＰＯＩ分布密集。据数据显示，街区内商业业态以零售为主，很难体现当地文化特色，

商业业态过于单一，对街区活力与特色文化识别具有负面作用。

３２ 改善策略分析

（１）慢行与公交主导，提高通行效率。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街区街巷资源，开放老旧小区的内部通

道，并设置相应指示便于辨识，加密慢行网络，建议街区慢行网络密度超过１５ｋｍ／ｋｍ２，提高街区路网

的可达性和连通性，优先慢行路权。尽快推动轨道交通站点规划实施，据天津最新轨道线网规划，规划

站点５００ｍ服务范围覆盖率较现状可提高２６％，同时完善慢行交通与轨道交通的接驳设施布局配置。

（２）还原街区巷道系统，合理设置路内停车。明确街区内各道路的功能与服务对象，结合现状道路

横断面形式、交通流量、周边不同类型空间要素ＰＯＩ的分布特征等因素对道路分级分类，恢复街区巷

道系统，对于生活休闲型街道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打造兼具休闲生活与文化体验的空间环境。同时，基

于特征时段设置不同类型路内停车泊位并进行细分，如对于慢行空间充足的路段可设置全天可停放泊

位；对于停车供应严重不足的老旧小区周边道路设置仅夜间可停放泊位；对于商业功能较强的道路可根

据客流特征分时段停车供应等。

（３）丰富街区商业业态，打造适宜的临街商业界面。引入商业元素对街区活力发展重要意义，结合

街区内部公共空间与现状景观体系，探寻街区的商业潜力和适宜业态。对于餐饮类与休闲娱乐类业态设

０８１



施，应注重提升服务品质，满足居民与游客多样化需求；对于旅游景点类业态设施，应融入区域文化特

色要素，提升文化竞争力；对于办公类、学校类与医疗类分布相对集中的文化街区，结合居民出行的时

空分布，建议分时段、分车道从分别从时间和空间角度进行交通管控，缓解进出街区主要干道的交通状

况。另一方面，以影响街区活力的主要路段为切入点，根据街区道路阈值范围内ＰＯＩ的空间分布，建

议对 “提升保持活力”街区内ＰＯＩ分布稀疏的主要路段进行优先提升；对于 “复兴激活活力”街区

ＰＯＩ分布密集的路段，建议进一步发挥其在所在街区的引领作用，带动周边道路活力提升，以点带面激

发街区活力。

４ 结语

本文以天津历史文化街区为例，从街区ＰＯＩ空间分布的视角探究了不同片区的街区活力。一方面，

本文提出了多环线形缓冲区的构建方法以识别影响街区活力的重要路段，确定了提取道路周边有关联特

征ＰＯＩ的阈值范围；另一方面，基于道路周边ＰＯＩ的分布特征及影响街区活力的道路辨识，对街区进

行活力分区，提出了相应的提升街区活力的优化策略。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街区活力受多重因

素影响，以街区客流密度或客流强度表征街区活力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并不全面。另外，本文基于街区

ＰＯＩ的空间分布辨识了街区内部需重点提升的路段，后续研究中可结合本次研究成果进一步规划街区内

部慢行片区，提出精细化慢行街道优化措施。

! " # $

［１］李和平，薛威．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分析及规划引导［Ｊ］．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２（４）：１０５１１２．

［２］陈，吴一洲，吴次芳．历史街区商业化改造绩效评估与优化策略———以宁波三大历史文化街区为例［Ｊ］．规划师，

２０１３，２９（１０）：８６９０．

［３］李山石，刘家明．基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街区提升改造研究———以南锣鼓巷为例［Ｊ］．人文地理，２０１３，２８（１）：

１３５１４０．

［４］陈钢亮，任道，唐建新，等．历史文化街区慢行系统的活力再生对策研究［Ｃ］．创新驱动与智慧发展———２０１８年中国

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

［５］尹波宁，张轰，程?，等．什刹海历史街区业态与街区活力相关性研究［Ｃ］．活力城乡　美好人居———２０１９中国城市

规划年会论文集．

［６］陈蔚镇，李松珊，马文．活力与秩序的制衡———以苏州老城区与苏州工业园区为例［Ｊ］．国际城市规划，２０１７，３２

（２）：５０５６．

［７］刘艳莉．基于多元数据分析的长沙“五一”商业街区活力研究［Ｄ］．湖南：湖南大学，２０１８．

［８］于雨．基于消费者行为的老城区步行商业街区活力再生研究—合肥淮河路步行街区为例［Ｄ］．合肥：合肥工业大

学，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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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出行在北京轨道站点客流管理中的实践

王　倩　郭继孚　葛　昱　梁　超　!　凯　刁晶晶　张　磊　马毅林

!"#$

轨道交通由于其快速、准时、大运量的特点，已成为大城市通勤出行的主要方式。然而，高峰时段过度集中

的通勤客流也是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作中的一大挑战，北京市部分站点不得不依据同时段历史客流状态，采取站外限流

的措施防止进站人数过多。在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对列车和站内人流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客流量不确

定性高，客流管理难度加剧。为提前掌控客流情况，有效调控客流量，减少乘客聚集风险，创新性地在北京轨道交通大

客流站点开展预约实践，减少传统限流措施造成的站外排队和人员聚集，并保障轨道交通满载率控制和精准溯源的要

求。实践首批选取的两座车站，每日早高峰预约用户约６０００人，总计可为乘客节省约２４０小时站外排队等待时间。实

践证实了预约出行的有效性，也为探索预约模式下新型交通组织方式积累了经验。

!%&'$

预约出行；轨道站点；客流调控；平衡供需

１ 实践背景

预约出行是在交通运输系统中，利用移动互联网、无线通讯等科技化手段，依托全局供需优化算

法，为出行者提供一种需求响应式出行服务的模式。其思想是借鉴预约就医、预约就餐、预约车位等模

式，通过对供给和需求的调节，解决因为需求过量集中造成无序和低效等待的问题。已有研究已通过理

论算法、仿真模型、应用实践等多种方式，证实了预约有助于调节供需、提升通行效率。Ｋｏｏｌｓｔｒａ
［１］在

２０００年的研究中，基于拥堵收费调节模型构建了预约出行模型，仿真结果表明预约可减少５０％左右的

因无效等待造成的损耗。Ｌａｍｏｔｔｅ
［２］基于对其市场占有率的分析，如一部分自动驾驶车辆使用预约出

行，可降低至少１５％的高峰时段出行费用。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通过对北京市回龙观桥早高峰通勤者

预约调节出行时间后，每个用户通过堵点的时间可减少１７～３９分钟，交通系统平均节约７６～９７分钟的

拥堵时间［３］。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预约、预约停车、预约公交等方面，没有在城市交通

系统中，尤其是针对高峰通勤客流的实际应用，其中一个原因是城市交通系统的开放、随机性。现阶

段，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科技成果在交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某种程度使得交通系统更加可控、

信息更加透明，给利用预约出行缓解供需失衡的状况提供了契机。

预约出行的核心特点之一在于系统级客流精细化管控。借助于预约出行，可在需求旺盛的高峰时段

调节需求分布，将在时空上高度集中的出行需求分散化，避免出行过度集中造成无序拥挤。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由于快速、准时、大运量的特点，高峰时段承载了大量的通勤客流，部分站点的高峰瞬时客流甚

至超出其轨道运输及站点容纳能力，出现供给与需求极不均衡的状况，站方为了避免站台和站内拥挤，

通常采取站外限流措施，利用限流围栏控制站内人流密度，乘客只能通过拥挤排队来保证高峰出行的权

利。２０１９年北京轨道交通全网常态化限流站点共９２个，以地铁５号线天通苑站为例，常态下工作日早

高峰进站量约２．６万人次，严重超出站点容纳能力，站方通过站外导流围栏和分批进站的方式控制进站

人数，乘客通常站外平均排队时间达１０～２０分钟。如借助预约的理念，在限流站点实施预约出行，事

先调节客流的到站分布，即可缓解站外排队现象，为乘客节约大量的排队等待时间。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对人流密度和车厢满载率提出了更高要求，给轨道客流管理带来更大挑战。

一方面，由于疫情形势变化存在不确定性，无法预知潜在增长的客流需求，如客流激增情况下，在断面

满载率要求下站外限流同样会造成人员聚集，不利于疫情防控；另一方面，乘客无法提前知晓地铁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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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启动限流的时间及站外排队情况，需要到达地铁站后才能获悉实际情况，存在长时间站外排队风险。

如借助于预约的手段，则可提前掌控需求，实施客流精准调控，合理安排运力和客流组织，不仅可以提

升乘客出行体验，也有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快速溯源管理。因此，北京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选取了地

铁大客流站点开展预约进站的实践工作，依托预约出行思路，通过预约将乘客在站外的排队转变为线上

排队，减少站外集聚风险。

２ 地铁预约出行系统设计

为实现地铁站点通过预约出行控制客流，可基于实时通信和定位技术，利用可扩展的通用云平台构

建预约出行服务系统，对出行需求及交通资源实施综合管理。出行者事先向系统传达未来时刻的出行需

求，系统经供需匹配计算生成优化出行方案，反馈给出行者并按此安排运力。对于需求集中的时段和地

点，通过合理有效的机制分配系统余量，鼓励用户调整出行方案；对于需求量不大的平峰时段，按照需

求调度车辆、安排运力，按需提供灵活的交通服务。

预约进站实施难点在于如何合理安排系统余量管理的粒度，即预约时段的间隔，既要做到客流精准

调控，又能方便乘客出行。时段过细，乘客很难精准控制到站时间，预约效果会大打折扣；时段过粗，

则失去了客流精准调控的意义，难以改变高峰时段人员聚集的现象。因此，系统需对轨道交通全网客流

大数据分析，研究乘客出行习惯和时间规律，并通过仿真模型预先评估效果，对客流到站分布进行精准

管理、合理调节，保证预约出行的乘客能够随到随走、安全有序进站乘车，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综上，预约系统主要由用户平台、数据平台、仿真计算平台、系统优化平台、云服务器、云数据库

等部分构成，包含供需匹配、动态仿真、全网配额计算集群、核验服务等关键功能模块。其中，全网配

额计算集群模块主要根据地铁运力数据、历史进站客流数据，使用面向全网的配额算法，开展预约配额

计算，并根据站点实际客流情况动态调整配额。计算得到的预约配额会定期同步到预约服务平台进行发

放。核验服务模块供验证使用，核实用户是否按照约定进站，实现对预约用户的管理，并将核验信息同

步至预约服务，为后续的出行记录、预约配额提供依据。

图１　地铁预约出行系统设计架构图

３ 北京地铁预约出行的实践

３１ 实践车站选择

考虑疫情期间地铁限流车站的客流规模及实施条件，选择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和５号线天通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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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批实践车站。沙河站和天通苑站是北京地铁网络中工作日进站客流最大的２座车站，早高峰进站

量高达３万人次左右，高峰小时进站量１．２万人次／小时。这两个站常态工作日早高峰均采用站外限流，

乘客在站外排队长度可达５００ｍ，需１０～２０分钟才能进站。实施初期，北京地铁各站点客流均未恢复日

常水平，而这两个站点的客流回升速度较快，远超过轨道网络的平均水平，随着客流进一步增加，其面

临的防疫压力相对较大。

图２　试点车站位置示意图

３２ 实施规则

在保障实践工作顺利实施的同时，不影响未参加预约乘客正常进站乘车的基本原则下，在实施前制

定了相应的规则，包括预约服务的时间及对象、预约名额分配、预约通道管理办法等。

３．２．１ 时间范围及对象

考虑到实践车站客流高峰分布情况，选取工作日早高峰 （６：３０ ９：３０）时段开展预约出行实践工

作。从实施当日起，在选定站点工作日早高峰时段经由实践车站进站的乘客，都可通过预约进站乘车。

实践车站的预约出行并非强制措施，完全由乘客自愿参加。未参与预约出行的乘客仍可按照以往方

式正常进站乘车。不熟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其他特殊人群不需要提前预约也可以从预约通道进站

乘车。

３．２．２ 预约通道设置及管理

为保证乘客在约定时间到达后可直接进站乘车，在实践车站单独开辟了专供预约乘客使用的进站通

道，并在通道入口处安装核验设备，以检查乘客是否预约，以及所使用的预约当前是否有效。

根据优化算法和仿真结果，只要有用户参与预约，即使不再单独的开辟通道，也能通过系统对参与

用户的需求的合理调节，从系统层面上实现减少乘客排队等待时间，避免不必要排队 （如图３所示）。

为验证不同通道设置方式的效果，便于在更多车站推广应用，实践过程中根据站点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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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设置预约进站通道。其中，沙河站利用常态高峰封闭进站口，将其设置为预约专用进站口，未预约

的乘客需从其他进站口进站；天通苑站则仅在普通进站口增设一条预约核验通道，预约乘客不用在限流

围栏处排队，但需与其他乘客由同一个入口进站乘车。

图３　不同参与率下乘客排队时间仿真

３．２．３ 名额设置及分配原则

预约出行系统依托大数据仿真模型，根据站点高峰时段进站总需求量及各时段实际进站量分布，按

照地铁运营能力和车厢满载率控制的要求，以实践车站各时段实际进站能力为基础，按照预计参与预约

人数占比，基于全网进行实践车站早高峰配额计算，保证在不影响其他乘客进站的前提下，让预约乘客

不排队进站。同时，根据实际参与预约乘客占比的变化，动态调整各时段预约进站名额，确保乘客按照

预约时间到达就可以直接进站乘车。

实践过程中以１０分钟为间隔分时段设置预约进站名额。系统提前一日计算好下一个工作日各时段

的名额，开放预约。时间间隔设置的依据主要是在客流精准调控和满足乘客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

分析乘客历史刷卡数据，分析总结乘客的出行规律，包括常旅客比例、进站时间稳定性，出行时间弹

性，结合不同粒度下客流调控的效果，最终选取１０分钟的间隔粒度。

图４　地铁乘客到站时间分布示意图

３．２．４ 预约方法及流程

工作日早高峰期间在实践车站进站乘车的用户，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或北京地铁ＡＰＰ、亿通行Ａ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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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途径，使用手机进入系统，查看各时段可用预约进站名额，预约有空余名额的时段。预约成功

后，系统将在约定的可进站时段显示出进站二维码，乘客凭借二维码，由预约通道核验二维码快速进站

乘车，不受站外限流排队影响，二维码仅限一人一次使用。

通过大数据分析乘客的进站习惯，同时考虑乘客的接受度，系统在预约时段前后各预留了１０分钟

弹性时间，乘客只要在弹性时间范围内到站，二维码均有效。举例来说，某乘客预约了８∶００～８∶１０

由沙河站进站，只要在７∶５０～８∶２０之间到达沙河站的预约通道均可以核验进站。没有成功预约的乘

客，以及错过预约进站时段的乘客，不能经由预约进站专用通道进站，需要从其他进站通道排队

进站。　　　

３３ 预约仿真效果与配额计算

３．３．１ 地铁预约进站仿真模型

首先通过现场调研与视频监控等手段，收集限流车站相关数据，包括不同日期不同时间的到站人

数、安检通过人数及进站人数。通过数据处理分析，计算出站台、车辆的承载能力限制、安检进站能力

限制、不同时间段进站客流量以及站外限流排队人数、队列长度、平均排队时长。

其次，基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构建限流地铁站仿真模型，利用仿真模型模拟乘客进站排队过程，

对比不同预约场景下地铁进站限流排队的情况，验证不同参与比例下预约出行的实施效果，包括无预

约、一部分乘客预约、全部乘客预约等场景 （如图５所示）。

结果显示，在一部分乘客参与预约的情况下，预约乘客按照约定时间到达站点，可节省排队的时

间，同时非预约乘客进站时间基本不受影响。参与预约的乘客比例越高，节省站外排队时间的效果越显

著。当预约比例占全部进站人数３０％时，整体站外排队时间可以减少２２％，队列长度缩短２３％；预约

占比为５０％时，整体站外排队时间可以减少４４％，队列长度缩短３８％；预约占比为８０％时，整体站外

排队时间可以减少７８％，队列长度缩短６４％。

图５　不同预约情景下排队时间对比

３．３．２ 预约配额计算

配额计算是满足轨道网络断面满载率要求下，计算不同时段进站名额的过程。配额计算遵循系统效

益最大化 （即在满足控制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利用轨道交通的服务能力，实现出行效用最大化，包括

周转量、乘客错峰程度等）、动态调整 （根据轨道运力及客流需求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公平性和可达性

（保证轨道网络在每个时间段、每个站点对之间均有配额）原则。

配额计算原理是根据乘客出行需求的时空分布及轨道网络内乘客路径选择，计算单位时间间隔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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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客流对于瓶颈断面客流量的边际贡献。在瓶颈断面客流量满足满载率控制目标的前提下，按照车站对

关键断面的边际贡献度，在效用最大化前提下，通过优化算法计算不同车站的限流要求，进而计算各站

在单位时间间隔内的进站量配额。在计算得到每个时段的总配额量基础上，按照预约参与比例，设置各

时段预约名额，并根据预约参与度变化动态调整预约名额数量。

３４ 试点效果

地铁预约进站工作实践开展以来，参与人数不断增加，预约出行服务逐渐受到更多乘客认可。实践

开展不足半年，预约系统总注册用户超６．８万人，累计预约５６万余人次，实际预约进站４３．２万人次，

日最高预约进站６６００人次。

图６　预约进站总量实践开展以来变化情况

实践过程中，选取车站的进站客流随疫情得到控制逐渐恢复，沙河站和天通苑站的常规进站通道均

已出现站外排队现象，限流排队长度增加，截至２０２０年７月，早高峰平均限流排队时间为４～７分钟。

对比预约进站通道，由于预约配额根据每日的客运量和预约通道能力随时动态调整，预约乘客均按照预

定时间到站就可以无排队快速进站。相比之下预约乘客均没有站外排队时间，结合同时间段预约进站人

数计算，两站每日高峰时段为预约乘客节省的总进站时间约２４０小时。随着轨道客流进一步恢复，预约

将在限流车站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了验证预约出行对于个体出行的作用效果，又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微信平台面向地铁预约进站用

户开展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７５０份，其中沙河站用户为６４８份 （占有效问卷的８６％），天通苑站

１０２份 （占有效问卷的１４％）。

结果显示，尽管设置了弹性调整时间，大部分情况下，乘客出行过程中基本能够按照预约时段进

站，对预约实践开展后用户到站时间分析表明，用户到站时间符合泊松分布规律，其中５５．７％的用户

会在所预约时段内验码进站，２０．２％的用户在预约时段前１０分钟进站，２４．１％的用户在预约时段后１０

分钟内验码进站，说明实践所选取的时间间隔比较合理。

与此同时，实践表明实施预约后，确实有一部分乘客的出行习惯被改变。通过进一步分析预约实践

开展前后乘客的出行习惯，发现预约可以有效地调节出行者出发时间，减少乘客进站时间。在所调查到

的乘客中，４２％的用户预约后的出发时间晚于预约前，７７％乘客因预约后不用排队而减少了进站时间。

对沙河站预约进站乘客的来源地分析，有４４％的乘客在实施预约出行之前从其他进站口进站乘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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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预约乘客分预约时段到站时间分布图

明通过适当的管理手段，乘客愿意改变原有出行习惯。

４ 总结与展望

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北京轨道交通预约出行实践工作，改变传统粗放式的限流管理，通过更精细化

的客流管理，减少乘客站外排队，提升出行体验，取得了良好效果。实践结果也表明，乘客对预约出行

认可度较高，大部分用户认为预约出行确实方便了高峰出行，希望这种模式能够延续。进一步证明了预

约模式不仅可以用于疫情防控期，疫情过后也用于常态限流车站，作为精准控流的手段。

预约出行是一种新型出行服务模式，能够在交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精准地匹配供

需，代表着未来交通发展方向。除轨道交通外，城市交通中道路、公交等多个子系统同样面临需求时空

分布不均、供需失衡的问题。如在道路系统实施预约出行，可以提升供需信息透明度，避免焦虑造成的

盲目出行导致通行能力下降；公交系统中预约出行，可灵活安排线路、站点和运力，以更低的成本提供

更符合需求的出行服务。因此，未来可进一步探索预约在不同子系统中的研究及实践，逐步提供全网

络、全系统的预约出行服务模式。

随着无人驾驶、智慧化路侧设备相关技术飞速发展，未来在居民的出行习惯、智能运载工具以及基

础设施信息化发展共同推动下，未来预约出行将会更加方便，更加融入日常生活，预约出行将会变得越

来越容易，逐渐成为出行常态。在此趋势下，可从技术研究、标准规范制定等多个层面深化预约出行的

研究，进一步扩大实践的范围，开展多场景下的预约出行服务，不断提升预约出行的接受度。借助于预

约的手段，探索让乘客更广泛地参与交通治理的途径，推进未来交通系统有序转型。

)*+

本文是对在北京地铁预约出行实践的理论和经验总结，感谢实践过程中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提供的指导，同时离不开

北京地铁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在此特别感谢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及相关单位与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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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下慢行交通差异化供给和评价指标体系

刘　亚　杜小玉

!"#$

慢行交通是一种主要依靠人力驱动的绿色环保交通方式，同时也是城市活动系统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居民中

短距离出行的重要作用。生活圈作为打造社区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慢行在圈层范围内是主要的交通出行方式，本文从

分析圈层内慢行交通出发，探讨慢行交通规划策略和方法，并分别针对老城区、新城区、新规划区提出慢行交通差异化

指标。然后从慢行网络、慢行空间、慢行环境等角度出发，提出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以南京某社区生活圈为例，

对慢行交通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应的改善措施。

!%&'$１５分钟生活圈、慢行交通、差异化、评价指标

０ 前言

慢行交通可分为步行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两部分，是城市中短距离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慢行系统

主要由慢行网络、空间和环境等组成，网络层面应保证连续性，空间层面应主要依据需求量来定，环境

层面应呈现多样性和人性化。慢行交通系统是联系居民生活、娱乐和出行的重要载体，可提供丰富多样

的出行体验，隐含着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慢行系统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城市的发展，直接影响

人们的日程生活和出行，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城市的交通出行结构［１］。

１５分钟生活圈最初是由 《上海市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试行）》提出，其含义是在１５分钟

步行可达范围内配备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和公共活动空间，形成安全友好的社会基本生活平台，是打造

社区生活的组成单元［２］。生活圈内能基本满足居民的吃喝玩乐文体医等方面的基本服务，能有效减少居

民的长距离出行。１５分钟生活圈规划在各地逐步展开，同时生活圈规划也出现各种问题，其规划处于

探索阶段。

１５分钟生活圈是城市社区生活及居民出行的基本单元，圈层内的出行距离较近，交通方式主要为

慢行交通。生活圈内的慢行交通不仅是居民日常出行和活动的主要方式，而且是与公共交通接驳的主要

方式，因此生活圈内慢行系统的规划应注重满足内部出行便捷和交通接驳的需求。

１ 生活圈下的慢行交通

１５分钟生活圈内，生活教育文化娱乐等公共资源较为丰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可在短距离完成，

短距离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为慢行，而且慢行交通是优先于公共交通和小汽车的绿色出行方式［３］，应鼓

励慢行交通，保证慢行路网的密度，以提高便捷性。

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街区路网格局提出

要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布局理念，也即城市道路需要考虑从宽变窄、由疏变密的转变，对于

生活圈内的城市级道路更适合这种路网布局理念，慢行交通可依托密路网构建高密度的慢行网。此外对

于生活圈内居住单元的社区级道路应该保证慢行的通行空间，尽量做到人车分流或者人车通行空间有效

隔离，保证慢行的优先性。

对于生活圈内居民的对外长距离出行，应注重慢行系统与公交站点的有效衔接，使得居民通过步行

或非机动车等出行方式接驳轨道、公交等中长距离的出行方式，形成 “慢行＋公共交通”的出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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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解决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问题，提高公交的吸引力，促进绿色交通的发展［４］。

２ 慢行规划整体分析

生活圈内的慢行系统包括城市级道路和社区级道路的慢行系统，城市级慢行道主要为生活圈与外围

系统的连接，如生活圈内主次干路的慢行通道；社区级慢行道主要连通圈层内的各个建筑物和居住单元

门前，连通到户起到毛细血管的作用。

２１ 城市级慢道

２．１．１ 提升慢道密度，保证慢行空间

基于密路网的理念，构建高密度的慢道网，对于各类慢行设施的网络密度不宜低于８ｋｍ／ｋｍ２，应

注重慢行道路的连续性，并可结合河流公园景点等设置专供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行驶的慢行绿道。对于慢

行空间，应根据具体的人流需求进行测算，一般情况下人行道宽度不应低于２ｍ，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应

低于２．５ｍ，对于慢行空间应充分保障避免停车占道或者街边设施占道问题。

２．１．２ 公交优先，完善慢行接驳

城市应优先发展公交系统，鼓励生活圈内居民乘坐公交，同时应完善慢行交通体系，解决最后一公

里问题。城市应通过营造优美宜人的街景，结合公交站点和静态交通，完善标志导引，创造出慢行友

好，安全稳静，环境优美，充满活力的出行环境，形成适合骑行和步行的交通设施。

２．１．３ 优化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系统

现状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发展较为迅速，共享单车对于促进生活圈慢行交通发展有较大帮助，但

考虑到站点、商业、公建区域共享单车集中停放，以及车辆的损坏无法及时清理对交通和环境品质造成

不良影响，因此应加强对其的管理，合理设置停放点，完善优化运营体系，达到与交通和环境和谐发展

的目的。

２．１．４ 构建开放连续的街道，激发街区活力

生活圈内街道是慢行的主要载体，通过对沿街设施的整合，并结合建筑退界构造良好的街道界面。

通过街道整治，打造连续街道里面，引入活力元素激活街道活力，吸引居民慢行出行；从街道功能角

度，应在基本的集散等公共功能的基础上，发展游憩娱乐等服务功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道路慢道设

计可利用建筑退界空间统一规划设计，达到道路环境与建筑协调，保证慢行空间的目的。

２．１．５ 社区级慢道

社区级慢行道是建筑物和居住单元门前连通到户的途径，能起到毛细血管的作用。应保证社区内慢

行交通的连续性，对外能顺畅的接入城市级慢道，对内能连通到建筑单元，应充分利用建筑间的空间设

置慢行道，尽可能做到慢行空间与车行空间的分离。对于社区级慢道的空间，应保证基本的人行和非机

动车通行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宽度不宜低于２．５ｍ。

考虑到社区级慢道存在被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停车占用的现象，故应对停车应综合进行管理，如通

过设置立体或者地下停车场，清理停车占道，保证内部慢行的连续可达性。此外社区级道路注重稳静化

措施，如设置减速标志、减速垄、道路Ｓ形设计、控制道路宽度等，以保证慢行交通的安全性。

社区级慢道不仅要发挥本身具备的交通功能，还应具备公共空间的交流性能，结合社区的公园绿地

广场水系等，设置健身绿道、游憩设施，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１９１



３ 慢行交通差异化供给策略

３１ 老城区

根据对老旧小区慢行交通的调研，总结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连通性差，老旧社区的部分道路经

过汽车导向的改造后，慢行网络连续性受限，尤其是非机动车网络，部分道路未设置非机动道，致使慢

行网络不连续，无法顺畅的到达目的地。二空间受限，由于老旧城区道路空间受限，慢行通道空间本已

十分局促，再加之部分社区交通管理松懈，机动车停车和商贩占道现象严重，行人和非机动车被迫行驶

至机动车道，机非混行现象较严重，造成安全隐患。三设施缺乏，部分步行空间仅设置必要的市政设

施，缺少供人休憩的人性化设施；四慢行环境枯燥单一，缺少吸引力。

基于老城区街区尺度小、人群活动密集、空间资源紧张，且相应的公共服务和商业等较为分散。故

建议老城区生活圈划分尺度变化较大，面积２～６ｋｍ２，人口规模５～９万人为宜。慢行道密度不宜低于

１２ｋｍ／ｋｍ２，间距宜１１０～２００ｍ，社区级慢道宽度不宜低于１．５ｍ。

对于老城区内道路空间受限，多数情况下新建道路不现实，为保证慢行交通的空间和通畅性，老旧

社区内部的道路应适当缩减车行断面宽度，充分挖掘既有空间，控制路边停车，保证慢行空间。

交通组织方面利用部分道路组织单行交通，形成内部循环，如此可实现减少内部交通冲突点以及利

用节约的空间设置慢行空间的目的。

３２ 新城区

新城区一般情况下城市空间尺度较大，大多数新城区在规划建设阶段注重车本位思想，形成了大街

区、宽马路的情况。大街区下的大型居住区，致使道路间距较远，路网密度较低，不利于慢行交通的发

展。宽马路致使交叉口处道路转弯半径设计过大，增加慢行过街距离，并且车辆快速行驶也对慢行交通

造成威胁。新城区的宽马路虽保证了慢行的通行空间，但存在机动车停车占道停车问题，且慢行空间与

道路退界空间分开设计，致使整个道路沿线显的单调无聊。

基于新城区的尺寸和发展状况，其生活圈划分时面积宜４～１０ｋｍ２，人口规模为４万～１０万人为

宜。对于慢行交通，宜打开大型居住区，充分利用原内部通道设置开放的慢行网等措施，保证慢行网密

度不宜低于１２ｋｍ／ｋｍ２，间距宜１４０～２００ｍ；新城区城市级慢行道空间保证较好，但应加强停车管理，

鼓励慢行空间与退界空间一体化设计，对于社区级慢道宽度不宜低于２．５ｍ；此外应控制道路交叉口转

弯半径，鼓励缩小路缘石半径，以减少过街距离和慢行安全。

图１　沿街开放退界空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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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新规划区

新规划区生活圈宜平衡居住、医疗、商业、办公等用地布局，基于ＴＯＤ理念，围绕轨道站点或者

公交换乘站，构建一体化的服务设施，使生活圈内居民基本的生活需求能在步行或骑行范围内满足，因

此新规划区的生活圈尺寸相对新城区宜小，面积宜３～５ｋｍ２，人口规模宜４万～８万人。新规划区在

“窄马路，密路网”的理念下，合理布局路网和控制红线。

对于新规划区的慢行首先应该在规划层面控制慢行网络的密度和空间，在密路网的基础上，慢行网

络密度不宜低于１４ｋｍ／ｋｍ２，慢行网间距宜９０ｍ～１６０ｍ，其次在窄马路的基础上，对于城市道路要充

分保证慢行的通行空间，一般情况下人行道宽度不应小于２．０ｍ，且应与车行道之间设置物理隔离，非

机动车道宽度不应小于２．５ｍ，具体的宽度应根据流量调整，对于社区级慢道，宽度不宜小于３．０ｍ。

对于生活圈内的道路应保证适宜的红线倒角半径，以保证慢行安全和降低过街距离，主干路与其它

道路交叉口倒角半径宜１０～２０ｍ，次干路与次干路或者支路倒角半径宜１０～１５ｍ，支路与支路交叉口倒

角半径宜不大于１０ｍ。

此外对于轨道站和较大型公交站点要做好慢行接驳，此外对于大型服务和商业设施等应加强沿街公

共功能，与人行道和沿街小品等一体化打造，构建有特色的慢行环境。

综上对于不同的城区类型，根据一些既有特征进行分析，对生活圈内慢行提出不同的指标建议。

表１　生活圈慢行差异化指标建议表

指标 老城中心区 新城区 新规划区

生活圈尺寸 ２～６ｋｍ
２ ４～１０ｋｍ

２ ３～５ｋｍ
２

人口规模 ５～９万 ４～１０万 ４～８万

慢行网络密度 １２ｋｍ／ｋｍ２ １４ｋｍ／ｋｍ２ １６ｋｍ／ｋｍ２

间距 １１０～２００ｍ １００～１８０ｍ ９０～１６０ｍ

内部慢道宽度 ≥２．０ｍ ≥２．５ｍ ≥３．０ｍ

４ 慢行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４１ 指标体系的选取与建立

生活圈内慢行交通分担率较高，基本出行需求均可通过慢行实现，因此应注重慢行的连续性和便捷

性，同时考虑到慢行出行的舒适性，对慢行的空间环境也提出对应的要求。根据国内外研究情况，选取

连续、便捷、空间和安全四个一级指标，为更好的评价生活圈范围内慢行系统，从系统性、科学性和可

操作性原则出发，逐步选取二级指标，并给出对应的评价指标［５８］。

表２　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表

连续

指标 计算方法

慢行道设置率 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长度／市政道路长度

慢行道间断率 慢行道间断长度／慢行道总长

慢行道占用影响 慢行道受停车、商贩、施工等占道影响通行长度／慢行道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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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便捷

指标 计算方法

过街平均等待时间 分析信控交叉口慢行过街等候时间

过街设施间距 过街设施间的平均间距

人行道密度 人行道长度／研究区域面积

非机动车道密度 非机动车道长度／研究区域面积

绿道网密度 绿道长度 （含内部绿道）／研究区域面积

公共自行车站点覆盖率 公共自行车站点／研究范围面积

非机动停车区覆盖率 非机动车停车区面积／研究范围面积

空间

人行道宽度 人行道平均宽度

非机动车道宽度 非机动车道平均宽度

道路铺装平整度 平整路面的长度／慢行道总长度

路缘石缓坡设置率 慢行道出入口设施缓坡数量／慢行道出入口数量

商业公建设施座椅设置率 大型商业公建设施街边是否布设休憩设施

安全

道路事故率 与行人相关事故量／慢行道总长

道路隔离情况 慢行道物理隔离长度／慢行道长度

人行道出入口阻车桩占比 人行道出入口阻车桩设置数量／人行道出入口数量

信控交叉口人车冲突比例 人车冲突交叉口数量／总信控交叉口数量

中央岛设置比率
中央岛数量／车行道过街设施数量

（对于车行道宽度大于２０ｍ的道路）

路缘石半径 分干支路进行评价

４２ 评价指标赋权

本文主要通过德尔菲法对各维度赋予权重，同时考虑指标的可操作性，对部分指标予以排除，得出

专家打分结果，基本能较客观的反应各指标在慢行系统评价中的重要性。评价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３　评价指标权重表

权重 指标 权重

连续 ３５％

慢行道设置率 ５０％

慢行道间断率 ２５％

慢行道占用影响 ２５％

便捷 ２５％

过街平均等待时间 １５％

过街设施间距 １５％

人行道密度 ２０％

非机动车道密度 ２０％

绿道设置率 １０％

非机动车停车区覆盖率 １０％

公共自行车站点覆盖率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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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权重 指标 权重

空间 ２５％

人行道宽度 ３０％

非机动车道宽度 ３０％

道路铺装平整度 ２０％

路缘石缓坡设置率 １０％

休憩设施设置率 １０％

安全 １５％

机非隔离情况 ２５％

人行道出入口阻车桩占比 ２０％

信控交叉口人车冲突放行比例 ２５％

中央岛设置比率 １５％

路缘石半径 １５％

４３ 评价指标赋值

主要参考国内外相关规范和标准，确定指标取值范围以及函数关系。对于指标函数的表达，采用线

性和间断方法。如路缘石半径狉，对于支路与支路相交的交叉口，交叉口倒角宜６～１０ｍ，当狉＞１０ｍ

时，赋值为０分，当６≤狉≤１０时，赋值８０～１００分，可采用插值法进行计算，即犳（狓）＝犳（狓０）＋

犳（狓０－犳（狓１）

狓０－狓１
（狓－狓０）。

５ 案例分析

５１ 现状概况

锁金村街道地处南京市东北部，位于玄武湖畔，紫金山麓。锁金村街道片区紧邻城市干路龙蟠路与

板仓街，沿街以公建、宾馆及商业门面房为主，区域内部为集中建设的居住区，人口密度超过１万人／

ｋｍ２。由于片区整体开发较早，内部道路网贯通性差、道路宽度窄，慢行空间极度受限，且存在停车问

题，整体上动静态交通矛盾较为突出。

图２　片区道路和用地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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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问题分析：道路交通混乱，道路断面设置不尽合理；由于是老旧片区，停车位存在缺口，致使

路侧停车较为混乱，占用慢行空间停车；道路空间受限，慢行道设置严重受限；片区内存在一个大型的

菜市场，菜市场门口机非混行现象严重；现状锁金北路组织单行致使锁金南路交通压力大，存在交通堵

塞问题；片区内居住的中老年人较多，慢行交通出行比例较高，慢行需求与慢行供给严重失调。考虑到

片区的情况，可基于十五分钟生活圈的理念下进行慢行改善。

图３　锁金北路断面和现状图

５２ 慢行改善措施

打通断头路，打开大型小区，设置连续便捷的慢行网。针对断头路，打通锁金巷和诚意路，构建内

部微循环；其次，打开大型小区构建生活圈内高密度的慢行网络。改善前后慢行网密度由７．２ｋｍ／ｋｍ２

提高到１３．７ｋｍ／ｋｍ２。

图４　慢行网改善示意图

清理路侧停车，改善道路断面，保证慢行空间。由于片区内部道路空间相对局促，大多机动车道与

非机动车道为混行组织模式，致使交通混乱，建议清理锁金南路、锁金中路和锁金六村路的路侧停车，

通过利用十三中锁金分校的地下空间设置公共停车场或者利用部分空间设置立体停车，填补停车缺口，

并利用原有的路侧停车空间设置慢行空间。锁金北路北侧缺乏非机动车道空间，导致非机动车与道路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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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问题较为突出。建议断面改善以保障非机动车道空间，并将锁金北路设置为双向通行，以减缓锁金南

路的交通压力。

合理组织道路交通，保证慢行安全性。考虑到农贸市场段道路非机动车和行人较多，与机动车冲突

较大，建议取消农贸市场段道路的车行功能，同时利用原有空间划定非机动车道、非机动停车区和并设

置供休息的座椅，以保证慢行优先和街道活力。

其他改善措施包括利用建筑退界打造完整街道，结合公园绿地设置漫游绿道；划定非机动车停

车区域，加强共享单车管理，合理设置公共自行车停车区；完善片区内道路标志标线，减小路缘石

半径等。

图５　锁金北路和农贸市场节点改善示意图

５３ 慢行改善后评价

运用上节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该生活圈进行评估，改善前生活圈慢行系统的评价得分为６２分，改

善后慢行系统的评价得分为７５分，改善后慢行网的密度得到显著提高，方便居民的慢行出行。

表４　改善前后评价指标表

指标 改善前得分 改善后得分

连续

慢行道设置率 ７５ ９６

慢行道间断率 ６５ ７５

慢行道占用影响 ４５ ６０

便捷

过街平均等待时间 ６０ ６０

过街设施间距 ７５ ８５

人行道密度 ６０ ８０

非机动车道密度 ６０ ８０

绿道设置率 ０ ２０

公共自行车站点覆盖率 ８０ ８０

非机动车停车区占比 ７５ ７５

７９１



书书书

续表

指标 改善前得分 改善后得分

空间

人行道宽度 ５５ ７０

非机动车道宽度 ４５ ６５

道路铺装平整度 ７０ ７５

路缘石缓坡设置率 ２０ ３０

休憩设施设置率 ３０ ４０

安全

机非隔离情况 ４０ ５０

人行道出入口阻车桩占比 ３０ ５０

信控交叉口人车冲突放行比例 ８０ ８０

中央岛设置比率 ８０ ８０

路缘石半径 ５０ ７０

合计 ６２ ７１

６ 总结

本文从十五分钟生活圈出发，首先总结了生活圈内慢行交通的规划重点，分别针对老城区、新城

区、新规划区提出慢行交通差异化指标以及对应的规划策略，重点针对老城区生活圈层内慢行存在的连

通性差、空间受限、安全性差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应的改善措施。其次根据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和

调查分析，针对生活圈内慢行交通连续、便捷、空间、安全等角度出发，提出１８个评价子指标，提出

适合评价生活圈尺度的慢行交通指标体系。最后以南京锁金社区为例，对其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对应的改善措施，并运用评价指标系统对改善前后的慢行交通进行评价，慢行系统得分得到较大的

提升。本文提出的生活圈层面慢行交通差异性规划指标和策略，能为生活圈慢行交通发展提供帮助，并

基于可操作性给予的慢行评价指标，能系统性的对生活圈慢行发展整体情况以客观评价。但是由于影响

慢行系统的指标很多，部分指标获取困难较大，未纳入指标体系，后期的研究应进一步丰富指标系统，

而且指标赋值时主要采用插值法，需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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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融合背景下市郊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策略研究

张哲宁　王书灵　胡　莹　仝　硕

!"#$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 （群）交通网，建设城市群一体化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在研究国内外大城市圈网络融合发展经验和分析北京市既有铁路

资源服务城市功能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四网融合背景下市郊铁路服务城市功能相关目标，并从技术融合和服务融合

两个层面给出具体对策建议。最后，以北京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为研究对象，开展市郊铁路服务水平提升案例研究。

!%&'$

交通强国；四网融合；市郊铁路；服务提升

０ 引言

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而区域一

体化轨道交通网络是满足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空间布局和产业优化提升的重要支撑。建设功

能层次结构完善的区域轨道交通系统是适应城市群发育和发展的客观形势，满足不同区域范围、不同功

能定位、不同服务标准出行需求的必然选择。《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年－２０３５年）》《交通运输部等７部委关于加快推进旅客联程运输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文件，均提出了构建高效密集轨道交通网、促进各种运输方式服务融合、建立分圈层交通发展模式、利

用铁路资源服务城市通勤等要求。

（１）国家层面要求推进 “四网融合”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纲要在基础设施布局完善、

立体互联部分提出：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 （群）交通网，建设城市群一体化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

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

（２）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构建 “轨道上的京津冀”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在交通领域率先突破，构建 “轨道上的京

津冀”。京津冀区域层面适应区域协同发展，轨道交通需求也呈现新的特征：出行需求总量增长，跨行

政区域出行增加，人民对出行效率要求更高，服务需求呈现差异化。

（３）城市自身发展需要，提供不同层次轨道交通服务

伴随着北京市城市规模的扩大，通州副中心、雄安新区的设立，北京市城市形态由单中心向多中心

发展。中心城与新城 （或组团）以及新城 （或组团）之间的出行增多，引起了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通勤

与通学的客流明显增多。伴随城市范围的扩大，乘客的乘车距离也因此而增加。普通城市轨道交通造价

较高，用以解决此类客流较为浪费，而铁路资源具有运量大、运距长、工程造价和能源消耗低、安全性

高、环境友好、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等优点，能够满足由于郊区化和新城、外围组团的建设所产生的客

流需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年－２０３５年）》提出：提供不同层次轨道交通服务，构筑多层次轨

道交通体系，加强枢纽的节点建设，促进四网与城市功能结合，实现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网络的融合

发展。

（４）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利用铁路资源服务城市通勤

２０１７年６月２８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 《关于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

见》。市域 （郊）铁路是城市中心城区联接周边城镇组团及其城镇组团之间的通勤化、快速度、大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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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道交通系统，提供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是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市域 （郊）铁路

发展，对扩大交通有效供给，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促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本文在国家大力推进建设城市群一体化轨道交通网，促进 “四网融合”背景下，通过研究国

内外大城市圈网络融合发展经验和分析北京市既有铁路资源服务城市功能存在问题，提出四网融合背景

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相关目标，并从技术融合和服务融合两个层面给出具体对策建议。

图１　不同层次轨道交通功能层次、服务对象及技术特征

１ 铁路服务城市功能经验与问题分析

通过研究四网融合国内外典型城市经验，梳理巴黎、东京、伦敦等城市利用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在网

络、线路、站点等层面以及在规划、运营组织和客运服务等各环节上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分析北京市四

网融合存在的问题，从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投融资等方面，分析北京市郊铁路、城际铁路、高速铁

路在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

１１ 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国际经验与启示

城市交通问题与城市规模有关，选取与北京城市规模类似城市，或具备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层次。

从城市面积看巴黎大都市区、伦敦大都市区与东京都市圈与北京类似，从轨道交通网络层次看，以上城

市均建立了不同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巴黎大都市区 （巴黎市中心，近郊、远郊），伦敦大都市区 （伦

敦市及附近郊区的１１个郡），东京都市圈 （一都三县＋茨城南部）。

表１　国际经验分析选取城市基本情况

城市名称 圈域ｋｍ 面积ｋｍ２ 城市人口万人 运营里程

北京 ７０ １６４１２ ２１５４ ６３６．８地铁＋２０３市郊

巴黎大都市区 ６０ １２０７２ １１１３ ２１５．９地铁＋１７００大铁

伦敦大都市区 ６０ １１４２７ １２００～１４００ ４１０公里地铁＋３０７１大铁

东京都市圈 ７０ １５７３４ ３６０８ ２９１．３地铁＋２０１３大铁

（１）城市发展过程中轨道交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巴黎、伦敦、东京三座城市的发展均经历了：“强核、外溢、布网、叠加、整合”五大阶段。城市

发展外溢过程中，快速大容量的轨道交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２）铁路层级在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发挥了重要作用，里程及客流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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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轨道交通在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东京、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一般在通勤圈范围 （约５０ｋｍ半径）都拥有约２０００ｋｍ以上

的铁路来服务大规模的城市通勤出行。

图３　铁路服务城市通勤出行的规模及承担客流情况

（３）硬件方面通过枢纽节点换乘为不同层次轨道交通提供便捷衔接

巴黎铁路与地铁衔接的两种形式：ＲＥＲ线贯穿城市并可与地铁多站换乘以衔接中心城，Ｔｒａｎｓｉｌｉｅｎ

线通过直达城市内部铁路车站而衔接中心城边缘；伦敦市域 （郊）铁路与地铁通过多点换乘实现协同连

接。在市中心边缘附近设置有较多终端车站，通过这些换乘站实现与伦敦地铁的协同连接；东京都市圈

轨道交通主要通过轨道环线设置枢纽进行轨道间衔接换乘，由于地铁大铁统一制式，东京１３条地铁，

有９条与外围近１２００ｋｍ的线路直通运转 （过轨运营）。但东京的直连直通是以统一的技术标准及制式

为前提。需要轨距、站台长度一致、限界一致或包容、供电方式 （架空、刚体、第三轨）统一、通信及

控制系统统一或相互兼容、车辆制式一致或相互兼容和互联互通线路的断面客流量级基本一致。

因此，需要重视通过枢纽节点在不同层次网络中提供便捷的换乘衔接。例如巴黎拥有７座火车站，

均能实现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或ＲＥＲ线路衔接换乘，伦敦有１０座火车站，均提供城市轨道交通衔接，

部分车站多线换乘。

图４　枢纽节点为四网提供便捷的换乘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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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软件方面通过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统一管理，促进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融合

为更好利用铁路服务城市交通，铁路与地铁系统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网络间

运营时间相互兼容，票制统一，东京更是基于统一制式做到了多元化的运营组织。

图５　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统一管理机制

１２ 北京市铁路资源基本情况

２０１９年２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

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四网中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均属于铁

路层次，根据服务范围和旅行速度对北京市四网中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进行定义分

类如下。

表２　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技术特征

指标 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 市域 （郊）铁路

服务范围
　提供北京市与其他距离

大于３００公里城市间联系

　提供北京市与周边各相邻城

市之间的联系 （线路起点终点

均在京津冀范围内）

　城市中心边缘与市域 （郊）之间的

联系或市中心与外围组团副中心之间

长运距运输

平均速度 ≥２５０ｋｍ／ｈ ２５０ｋｍ／ｈ
　运行速度高于城市轨道交通，平均

运行速度５０～８０ｋｍ／ｈ

干线铁路：北京市现状开通京沪、京广两条干线铁路。京沪、京广北京段长度均为５０ｋｍ左右。根

据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远期规划干线铁路中跟北京相关的有：京九、京沪、京沈、京张、京广，北京

市域内长度合计２９５ｋｍ。

城际铁路：目前北京市开通京津城际一条城际铁路。线路全长１２０ｋｍ，其中北京段约５０ｋｍ。根据

《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预计２０２０年开通９条线路约１１００ｋｍ。

市域 （郊）铁路：截至到２０１８年底，北京市郊铁路运营线３条，包括副中心线、Ｓ２线和Ｓ５线。

目前北京市正在编制市郊铁路建设计划，预计２０２５年完成１１００ｋｍ。

１３ 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存在问题分析

对比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现状与国际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先进城市，发现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存

在四方面问题：功能结构层面铁路层次存在 “短板”、体制机制层面铁路缺乏明确的权责分工机制、硬

件设施层面铁路换乘城市轨道交通不便捷，换乘距离长，枢纽数量少、软件服务层面四网运营服务缺乏

协同，乘客体验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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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功能结构层面铁路层次存在 “短板”

我国城市群发展以及区域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均处于初级阶段，轨道交通建设的重点还局限于城市中

心城范围内的地铁网络，区域轨道交通的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群的发展需要。２００８年起北京城市快速

发展，郊区新城发展迅速，此时北京市大规模发展地铁制式服务郊区新城，而同时期利用铁路服务城市

功能发展缓慢。２０１８年，城市客运各种交通方式中城市轨道交通分担城市客流４９．５％，而市郊铁路仅

有０．１％。

图６　北京市人口增长与城市轨道交通、市郊铁路里程增长对比

图７　２０１８年不同交通方式承担客流比例

（２）缺乏明确的权责分工机制

目前北京市利用既有铁路资源开行市郊的市郊列车是基于北京枢纽铁路资源的布局特点以及北京市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模式。其目标是使之成为北京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四

网运营主体分属不同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利用既有铁路资源开行市郊列车，路地双方

缺乏明确的权责分工机制，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合作。

既有的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是北京枢纽内的国铁资产仍由铁道部所有，由北京铁路局负责运营管

理。铁路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不发生变化，仍由北京铁路局作为经营主体，与北京市内其他主体不发生

所有权和经营权变更关系，便于管理。但是，这种运营模式不利于协调与北京市公交系统的关系，难以

与现有的公交网络合为一体，两个交通系统各自经营，从各自部门利益出发，很难融合为一个有机的运

营系统。

４０２



图８　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管理机制

（３）铁路换乘不便捷，换乘距离长，枢纽数量少

作为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换乘系统是一

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对整个轨道线网的运营管理、经济效益及服务水平等均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作

用。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存在换乘距离长、数据数量少的问题。换乘距离长：北京站铁路乘客

需地面出站后，步行超过３００ｍ换乘地铁并进行二次安检，黄土店站换乘地铁步行距离绕行，步行时

间１５分钟；换乘枢纽数量少：目前北京市市郊铁路与地铁仅有三座换乘站，干线铁路、城际铁路仅

有四座枢纽。

图９　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换乘距离长、便捷性差

（４）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缺乏协同，乘客体验感差

四网运营服务分属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及北京铁路局，运营服务中的安检流程、运营时间等服务缺乏

协同，导致乘客体验感差。

图１０　北京市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服务缺乏协同、乘客体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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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目标及策略研究

２１ 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目标

在分析国内外经验后，从功能定位、层次结构、硬件设施、软件服务等方面总结国际先进经验，并

对比北京市现状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存在问题，并参考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北京铁路服务城市功

能发展目标：基于合理的功能级配结构体系与硬件兼容条件，通过多元化的运营组织模式，实现 “功能

互补，服务兼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一体化服务。

功能互补是指四网通过各自承担的不同分工职能，共同支撑和促进都市区一体化的发展。服务兼顾

是指都市圈层面，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除承担本身服务范围内的功能需求外，还为其他网络提供服务，

扩展各自网络的通达深度。虽然各圈层各有服务侧重，但实际上四网在特大城市中，各自的辐射范围有

所重合，四网服务可以服务兼顾。互联互通是指通过市域枢纽节点转换和部分区段的跨线直通运行等手

段，实现四网之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主要是指四网通道资源的共享利用和维修资源共享等。

图１１　北京市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范围重合、具备服务兼顾的可行性

２２ 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策略

基于以上发展目标，从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两方面提出相应政策。硬件层面：技术融合，便捷顺畅

的基础网络，加强四网的高效衔接，提高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组合效率；服务融合，乘客满意的一体服

务，从运营时间、票务、安检、信息服务等方面提升服务。

图１２　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技术融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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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服务融合政策

３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服务水平提升

根据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目标及政策要求，选取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为试点，开展

完善轨道交通多层级网络、提升市郊铁路乘客出行服务案例研究。

３１ 线路基本情况

北京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是为了加强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之间的快速联系，利用既有铁路和地下直径

线修建的一站式、大容量、高速化、低票价的通勤列车，２０１７年底开通。开通设置北京西站、北京站、

北京东站、通州站４座车站，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日，乔庄东站开通运营，２０２０年底，副中心线西延至

良乡。

图１４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线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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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特征及需求分析

运用问卷调查、手机大数据分析、现场踏勘、乘坐体验等分析方法，分析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沿线需

求及乘客使用特征、乘客出行意愿以及副中心线供给情况。

（１）使用副中心线通勤的比例较低

对来往中心城和副中心的通勤客流开展问卷调查，其主要采用的交通方式为地铁、自驾车和定制公

交，这３种方式占全部的９０％。使用市郊铁路副中心线通勤的客流仅占１．４％。

图１５　调查样本出行方式分布

（２）不乘坐的原因———两端接驳困难为主

分析乘客不使用市郊铁路副中心线通勤原因，主要由于出发地及目的地距离车站太远、无直达公交

至市郊铁路车站、全程出行时间太长等。

图１６　不乘坐副中心线原因分析

（３）客流来源站点周边２ｋｍ为主

北京西站为市郊铁路副中心线的一座车站，选取北京西站作为典型车站分析车站周边５ｋｍ范围内

乘客样本，发现居住地在距西站２ｋｍ的六里桥附近居民区分布最为集中，约一半样本使用地铁通勤，

使用副中心线不到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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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北京西站５ｋｍ内样本通勤方式

图１８　副中心线北京西站客流来源分布

（４）乘客出行意愿与发车间隔不匹配

从调查情况分析，早晨北京西首班车发车时刻需求主要分布在７：００－７：２０之间，三个时刻差异

不大，晚间对１８：００发车的需求高度集中。

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供给与需求意愿错位，三对车中有一对不停西站，早晨仅有一趟车位于

意愿时段内，晚间通州首班车发车时刻比调查意愿时刻晚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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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９　早晚高峰发车时间选择意愿分布

表３　调查期间副中心线早出城晚进城３对车实际时刻表

方向 车次 北京西 北京 北京东 通州

北京西 （北京）

→通州

Ｓ１０１ — ７∶１０ ７∶１９／７∶２４ ７∶３８

Ｓ１０３ ７∶１１ ７∶２６／７∶３１ ７∶４０／７∶４５ ７∶５９

Ｓ１０５ ７∶４２ ７∶５７／８∶０２ ８∶１１／８∶１６ ８∶３０

方向 车次 通州 北京东 北京 北京西

通州→北京西

（北京）

Ｓ１０４ １８∶３０ １８∶４４／１８∶４９ １８∶５９／１９∶０４ １９∶１９

Ｓ１０６ １９∶００ １９∶１３／１９∶１８ １９∶２８ —

Ｓ１０８ １９∶３０ １９∶４３／１９∶４８ １９∶５８／２０∶０３ ２０∶１８

（５）乘客出行需求与发车能力不匹配

副中心线服务的城市东部区域有大量进城需求：在国贸ＣＢＤ附近显著聚集，同路由地铁运能接近饱

和：现状通勤以地铁为主，但拥挤严重且速度慢，市郊铁路供给有限：与需求相比，高峰时段市郊铁路供

给能力较低。副中心线１列车定员１４７１，高峰小时３对，地铁６Ｂ编组定员１４４０，高峰小时发车３０对。

图２０　城市东部区域大量前往ＣＢＤ区域的通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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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服务提升建议

结合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目标策略以及乘客乘车特征和需求意愿分析结果，提出

以下三项服务提升建议。

（１）开行接驳公交，提升站点通达性

由于两端接驳困难导致乘客不乘坐副中心线。为更好服务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优化接驳服务，２０１９

年北京市在北京西站和乔庄站开行接驳公交，方便北京西站和乔庄东站周边乘客接驳副中心线。

（２）缩短发车间隔，增加出行效率

发车间隔与乘坐概率呈反比，发车间隔越大乘客使用意愿越低。为增加乘客出行效率，２０１９年市

郊铁路副中心线通过列车提速、增加通车班次等手段提升服务水平，但距离公交化运营仍有一定差距。

由于既有铁路通道高峰时段富余能力较小，进一步缩短发车间隔存在困难，后期北京市铁路客运和货运

外环线建设及大型货运站功能外迁后，将释放铁路既有线路运力。在通道能力得以释放后，建议副中心

线早晚高峰增加发车班次，提升服务质量，建议其发车间隔应小于１５分钟。

（３）线路延伸站点增加，扩展服务范围

通过乘客的居住地分布可以看出，城市副中心线的乘客主要集中在站点周边２ｋｍ范围之内。为完

善多层级的轨道网络，扩大城市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北京市推进实施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工程，预计６

月３０日开通。副中心线西延后，其服务范围扩展至良乡区域，将进一步完善多层级的轨道网络，扩大

城市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

４ 结语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典型城市经验，对比国际先进城市和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现状，发现北京市

在市郊铁路层次存在 “短板”、铁路层面缺乏明确的权责分工机制、四网换乘不便捷，换乘距离长，枢

纽数量少和四网运营服务缺乏协同，乘客体验感差四方面问题。结合国际经验、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

能存在问题以及相关政策要求，明确了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目标，并从技术融合和服

务融合两个层面给出具体对策建议。最后，以北京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为研究对象，开展市郊铁路服务水

平提升案例研究，提出提升站点通达性、增加出行效率、扩展服务范围三方面建议。

! " # $

［１］推进市域（郊）铁路有序发展的思考［Ｊ］．李连成．中国铁路．２０１７（０７）．

［２］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与多尺度空间协同优化———以上海都市圈为例［Ｊ］．陈小鸿，周翔，乔瑛瑶．城市交通．２０１７

（０１）．

［３］轨道创造的世界都市———东京［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矢岛隆，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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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国背景下城市交通治理关键问题及策略

龙志刚　郭小壮　郭文奇　蒋文静

!"#$

新背景、新理念、新形势下，城市交通治理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与特征。对标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甄别当

前城市交通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城市交通治理的创新性应对方式，具体包括持续完善城市交通治理理论、加强数据驱

动的城市交通治理转变、推动城市交通治理一体化体系建设和积极探索多方参与的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并指出城市交通

治理变革的保障措施，让城市交通成为城市人民出行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支撑。

!%&'$

交通强国；城市交通治理；城市交通政策

０ 引言

城市交通治理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城市文明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表征。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在我

国各交通系统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首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汇聚为 “交通强国”这４个字的战略愿

景［１］。而２０１９年９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则标志着交通强国建设进入实质性

阶段。《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也要求通过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尊重城市自身发展规律，以提

升城市交通系统服务水平。因此，提升城市交通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实

现交通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我国城镇化水平和城市交通服务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

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以及以小汽车为主导的出行方式给城市交通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城市交通

拥堵带来的一系列负面问题，如城市交通的能源消耗增加，物流、交通运营企业的成本上升，以及应急

能力水平下降等［２］。而我国城市交通治理手段和水平也随着城市交通问题的发展发生着阶段性变化，但

是城市交通治理似乎进入一个 “拥堵－治理－缓解－拥堵”的怪圈，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仍难以得到共

识，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推动多年收效甚微［３］。需要值得反思的是，对标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城

市交通治理存在哪些差距？如何做到城市交通发展与生态环境、资金需求、用地规模等刚性外部约束协

调发展？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新理念对应下的城市交通发展策略如何提升？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

主旨。

１ 当前城市交通治理存在的现状问题

城市交通是城市内部一切空间位移活动以及对外交流的载体，与人们的就业、外出、探亲访友等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体现出行权益与社会公平、公正、共享的焦点场域［４］。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以及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的提升，城市交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支撑作用。但是，在城市交通快速发展

的同时，也显现出一些令人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１１ 注重供给，忽略需求

面对城市交通快速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传统性的城市交通治理策略热衷于扩大城市道路的通行能

力，通过改建、扩建、新建等模式扩大道路的通行能力，以满足人们城市空间位移活动需求。但是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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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斯定律以及国外相关城市交通治理经验来看，新的交通供给会诱发新的交通需求，如若政府对交通需

求不加管理，那么新建道路的通行能力很快将达到饱和。

根据相关数据，１９７８～２０１９年间我国公路里程增加了５．６倍，而小汽车拥有量却增加了一百二十

多倍，加之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空间不断延伸，城市交通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静态失衡和由于节假

日、上下班等时间、空间不均匀造成的交通资源配置动态失衡引发的各种城市交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

城市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尽管有部分特大城市针对交通拥堵问题出台了如小汽车限行、限购等城

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但是仍然是治标不治本。

１２ 注重效率，忽略公平

当前，众多城市规划或者交通发展战略中提出了类似于 “一小时交通圈”的量化指标。但是，此类

指标大多数是以小汽车的通达时间为基准，忽略了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出行中的作用，纵然有的城市规

划中提出了到一定年限公共交通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出行比例，却忽视了小汽车出行对城市公共交通出行

的影响，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在落实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系统、不连贯的问题［５］。

在道路空间以及城市公众出行需求上，过度强调小汽车出行需求，也经常使用小汽车运行指标来衡

量道路整体通行能力，欠缺对城市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城市交通出行方式发展的整体考虑。实际上，

一辆小汽车在道路的运行时间远小于这辆车的停放时间，这就不禁令我们反思：在城市中，究竟需要一

辆车？还是需要更大尺度、更广范围、更加便捷的城市交通出行服务？小汽车的长时间停放，不仅会占

据稀缺的道路资源，更严重者，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出行品质。

１３ 注重规模，忽略协调

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巨大交通需求具有高强度、多样化、高频率和及时性，这给城市交通运输系统带

来了新的挑战。发展多层次、多模式、可靠性高的城市交通综合运输网络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

途径［６］。但是目前不少城市交通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城市新区与老城区之间互联互通的交通服务较为

欠缺，小汽车成为主要出行工具；二是缺乏立体互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导致公共

交通系统衔接不畅；三是一味的追求城市交通规模，忽视了城市交通系统内部的有机协调。

近几年，很多城市规划修建地铁、城铁等轨道交通，但是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相互作用的机理

机制并不清晰，无法达到集约、高效的发展目的。由于公共财政资金的短缺以及社会资本的创新和高

效，公私合营 （ＰＰＰ模式）已成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最受欢迎的投融资方式。然而随着政府财

政风险防范等外部刚性约束的加强，城市交通建设和发展将受到一定制约。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不仅要求各子系统内部达到协调，而且要求子系统与子系统

协调，达到整体优化。从城市交通规划层面来看，各交通运输方式的规划分属各个部门，不利于协调；

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部分高等级公路实际上已向城市道路功能转变，但是由于养护资金来源以及管

理主体不同，城市内部分公路与城市道路实行二元化管理，也不利于运输资源最大效益的发挥。

１４ 注重行政，忽略市场

面对城市交通顽疾，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上的管理模式，缺乏市场机制和多方参与决策机制，

政府部门和市场的边界并不清晰。互联网科技革命带来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交通服务模式的变革，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闲置资源的利用率。但是，在新业态、新技术、新理念不断推出革新的情况下，政府管理

手段单一和管理策略滞后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政府部门对其认识和管理手段的滞后，加之资本市

场的逐利本性，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其野蛮发展，导致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不断。因此，政府包建包管

的交通管理手段，既不能解决旧矛盾，也无法应对新问题［４］。

当前，我国已进入城镇化新时代，供给侧改革与高质量经济发展同时进行，城市交通治理也面临着

新形势、新要求。对城市交通管理者而言，在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技术、新业态、新理念的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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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模式的时候，如何做到转变城市交通监管模式，合理引导新运输服务提供模式发展，避免发生 “市场

失灵”，促进城市交通多元化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环境也是摆在城市交通管理部门的一个难题。

总之，现如今的城市交通治理问题也不是瞬间出现的，既有在城市规模极速扩张和发展过程中的遗

留问题，也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引发的新问题，新老问题交织，很多问题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

互有关联。关键在于对标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把握未来城市交通发展趋势，改变当前城市交通治理

模式，完善城市交通治理顶层设计。

２ 城市交通治理问题的创新性应对

以城市交通问题为导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为指引，注重 “五个坚持”和 “三个转变”，构建安

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五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尊重城市自身发展规律，提升出行品

质，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信息科技技术在城市交通管理、发展等方面的应用，强化节能

减排，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扩大社会公众参与度，健全公共决策机制。

图１　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交通治理的支撑

２１ 持续完善城市交通治理理论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是城市交通治理的基础支撑。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经历了从供给管理向需求管理再

向协同治理［７］的转变，涉及多个学科，研究方法包括因子分析［８］、问卷调查［９］和复杂网络［１０］等。可以

看到，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的发展是随着城市形态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当前，我国城市群正在广泛而密

集地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极点。空间形态、土地利用、产业布局、人口分布和运输结

构同时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并不断地调整和发展，这不仅会改变城市群中居民出行和货物流通的时空尺

度，而且会深刻影响城市间相互交流的等级和耦合关系。居民出行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趋势具有大跨

度、多尺度、多模式、高度随机性和动态性等特点，比单个城市的居民出行行为要复杂得多，给城市交

通治理也带来了挑战。因此，从城市群角度出发，夯实区域一体化交通治理合作机制，持续完善和深化

城市交通治理相关理论，为城市交通治理奠定

基础。

２２ 加强数据驱动的城市交通治理转变

正在进行的 “数字革命”为城市交通专业

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 “实时数据”，依托这

些 “实时数据”可以从无规律的个体出行行为

中汇总群体出行行为的规律特征，从而为他们

在管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和提供优质交通服务

方面做出更好的决策提供了机会 （图１）。当前，

在城市交通治理大数据应用的实践中，描述性、

预测性分析应用多，决策指导性等更深层次分

析应用偏少［１１］。未来，应充分发挥 “数字革命”

在城市交通治理中更深层次的应用，从为决策

者提供更好的决策支持和个性化的交通出行服

务，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运营和自动化管理，

再到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城市交通治理

合作模式，从现阶段的辅助决策向以数字驱动

的城市交通治理模式转变，为城市交通治理模

式的转变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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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推动城市交通治理一体化体系建设

城市交通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这里面不光有大量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还包含着具有出行需求

的人、货物以及为其提供空间位移活动的交通工具。城市交通的发展不仅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还受到

诸多外部因素影响，如城市土地规划、经济发展和财政、科学技术发展等。因此，城市交通治理也很难

从单一角度出发，应着眼于未来城市形态的变化，尊重城市交通和城市客观发展规律，构建城市交通治

理一体化体系，实施城市交通治理一体化战略。具体包括：

（１）促进交通内部一体化协同发展。促进城市交通内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协调，提升城市综合立

体交通运输服务机能，构筑集约化、一体化发展模式；

（２）促进交通与外部环境一体化协同发展。提高城市交通与城市经济发展、财政水平、土地使用等

外部坏境的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提升城市规划和城市交通规划的协调水平，积极推动ＴＯＤ模式在城

市交通发展中的应用，探索新的投融资模式和土地集约化利用机制；

（３）促进区域交通一体化协同发展。建立城市群、都市圈以及相邻城市间的交通协同治理机制，建

设以政府部门主导、市场机制为辅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重大协商机制；

２４ 积极探索多方参与的城市交通治理模式

城市交通治理需多方参与，政府部门、市场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缺一不可。多方参与下的城市交通

治理模式和过程中，政府部门都应发挥主导作用，来保障城市交通运输服务均等性和公平性。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城市交通治理只能由政府部门主导，市场机制和社会公众参与为

辅。但是，城市交通治理以政府部门为主，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可以 “越界”，应厘清政府部门和市场

的权责关系。政府部门应从推进简政放权和提升自身治理能力出发，不断适应新理念、新技术、新要

求，做好城市交通治理顶层设计，提升监管手段和治理方式，优化发展环境，注重多元化参与，加强市

场机制和社会公众在城市交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改变以往单一监管治理模式。

３ 城市交通治理变革的保障措施

交通强国建设背景下，对城市交通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城市交通治理目标的实现，

须提出相对应的保障措施来保障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取得实效。

３１ 完善城市交通治理法制建设

法制化与城市交通治理水平的提升与现代化为互为依存、互促互进的关系，城市交通治理法制化是

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１３］，是城市交通治理合作多元化关系构建的根本保障。以大数据等新

兴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例，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出现给城市交通治理带来难得的机遇，但是

数据来源与共享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的情况时有发生，各种利益相关者对数据的利用

正日益引起公众的关注。相较于国内，英国早于２０１７年出台的 《数字经济法》体现了数据共享和集成

方法的重要性［１４］，该法案部分旨在促进受保护的数据共享，在不损害公民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向政府部

门提供必要的信息，促进其治理水平的提升。

３２ 建立城市交通治理动态评估机制

城市交通治理动态评估机制的建立能够科学、公正的评判过去一段时间城市交通治理政策的效

果，及时发现并纠正过去一段时间内城市交通治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偏差，提升城市交通治

理决策水平。由于每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各不相同，城市交通治理动态评估机制应

根据城市自身发展状况、未来发展趋势、土地使用和财政情况等相关因素来制定，做到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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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评估的内容则应聚焦于城市交通政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所带来的效果，具体包括社会效应、城

市交通水平等。新兴信息技术为构建城市交通治理动态评估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但是具体实施

效果还有待检验。

３３ 构筑区域交通治理一体化协调机制

区域交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先行条件［１５］，区域交通治理协调水平是区域交通一体

化水平的重要表征。交通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出行空间范围不断扩大，时空距离不断缩减，

同时也使得人们的出行行为越来越复杂化、多元化，交通出行的区域地理边界正在逐渐被打破，城市群

内部交通交流成为交通出行的 “新常态”。因此，须构筑区域交通治理一体化协调机制，加强政府部门

在交通治理方面的横向协调合作，搭建政府部门、市场和社会公众协同治理平台，建立城市群、都市圈

以及相邻城市间的多方参与交通协同治理机制。

４ 结语

对标新时代交通强国建设需要以及国家成立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城市交通治理被赋予更多的内涵与

特征。智慧交通、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信息技术为城市交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法制

化建设的完善为城市交通治理合作多元化关系构建提供了根本保障，城市交通治理动态评估为更加精细

化的城市交通治理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城市交通治理水平的提升是我国实现交通强国建设目标的关

键，也是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让城市交通成为城市人民出行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为可靠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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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赵光辉，李长健．交通强国战略视野下交通治理问题探析［Ｊ］．管理世界，２０１８，３４（０２）：１８２１８３．

［２］孔令斌，李紫颜．存量发展阶段的交通拥堵治理与公共交通优先［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９，１７（１）：１６．

［３］陈小鸿，叶建红，杨涛．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困境溯源与路径探寻［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３，１１（０２）：１７２５．

［４］汪光焘，陈小鸿，叶建红，等．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理论构架与方法初探［Ｊ］．城市交通，２０２０，１８（２）：１１４．

［５］马清．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变革［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９，１７（１）：４５５０．

［６］ＨＵＡＮＧＨ，ＸＩＡＴ，ＴＩＡＮＱ，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ｕｒｂａｎ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Ｊ］．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ｏｌｉｃｙ，２０２０，８５：Ａ１Ａ２２．

［７］刘淑妍，张斌．中国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思考［Ｊ］．城市交通，２０２０，１８（１）：５９６４．

［８］殷继旺．基于多个城市因子分析模型的北京市交通拥堵治理策略研究［Ｄ］．北京交通大学技术经济及管理，２０１２．

［９］刘颖南．深圳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对策研究［Ｄ］．南京大学，２０１４．

［１０］崔煜．共享经济治理的政策选择［Ｄ］．华东政法大学，２０１９．

［１１］梅宏．大数据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Ｊ］．交通运输研究，２０１９，５（０５）：１１１．

［１２］汪光焘．城市交通治理的内涵和目标研究［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８，１６（１）：１６．

［１３］诸大建，于立，杨东援，等．全球化时代的城市发展与合作治理［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９，１７（１）：１２１１２６．

［１４］Ｐ．Ｔ，Ｒ．ＧＢ，Ｄ．Ｙ．Ｂｌｏｃｋｃｈａｉ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ｅ［Ｊ］．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２０１７，５０（９）：１４１７．

［１５］李祯琪，欧国立，卯光宇．公路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经济发展空间关联研究［Ｊ］．云南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１）：

５０６１．

% & ' (

龙志刚，男，本科，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交通战略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级高工。电子信

６１２



箱：１５３４６３１７３＠ｑｑ．ｃｏｍ

郭小壮，男，硕士，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交通战略发展研究院，工程师。电子信箱：

１３１４００９５８６２＠１６３．ｃｏｍ

郭文奇，男，硕士，河南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交通战略发展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

８３５６４７４６７＠ｑｑ．ｃｏｍ

蒋文静，女，硕士，河南省收费还贷高速公路管理中心，工程师。电子信箱：２６８０３６７６５６＠ｑｑ．ｃｏｍ

７１２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目标下的天津铁路发展路径研究

韩　宇　袁　扬

!"#$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对铁路网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同时给天津铁路枢纽布局优化和作用提升带来

了新的契机。针对现状京津冀铁路网发展存在的瓶颈，文章在对天津铁路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天津铁路枢纽存在的

问题，结合城市群发展目标，对天津客运铁路枢纽和货运铁路枢纽提出规划提升建议。笔者认为天津客运铁路枢纽应强

化与区域对外通道的联通，便捷与周边城市的联系，合理确定枢纽定位，提升市郊客流出行服务，依托车站打造综合交

通枢纽；天津货运铁路枢纽应实现与北京货运枢纽的合理分工，拓展天津港港口腹地，完善港口铁路集疏运通路，加快

绿色物流配送体系建设，预留高铁货运服务。

!%&'$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铁路枢纽；发展路径

０ 引言

当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指导下，京津冀在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不断发展和完

善。城市群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城市群的本质特征是网络化与动态化、链接与开放、聚集与扩散。世

界级城市群是城市群建设的高级阶段，主要表现为拥有世界城市，城市高度密集、人口众多、经济发

达，城市间联系紧密，具有全球影响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纵观国际上已有比较公认的

世界城市群，东海道环海湾城市群建立了以东海道新干线为主的快速轨道交通网，它可在４小时之内将

京滨、中京、阪神工商业地带及中间城市有机地连接起来，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中心城市辐射能力

的发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也极为重视城市群交通体系建设，轨道交通是城市群内交通联系

的主要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使人口郊区化趋势日益凸现，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津作为北方重要国际港口城市和区域重要枢纽节点，随着 “轨道上的京津冀”不断加快推进，铁

路在城市发展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不断完善铁路网络对于支撑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促进城

市群互联互通，强化对区域腹地的辐射带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更好地落实 《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和 《京津冀核心区铁路枢纽总图规划》，天津的铁路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契

机，为实现世界级城市群定位，强化天津铁路枢纽地位，便捷天津对外铁路出行，本文针对现状天津铁

路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开展了天津铁路发展路径研究，以期能更好地发挥天津铁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格

局中的枢纽作用。

１ 天津铁路发展现状分析

１１ 铁路网现状特征

１．铁路路网初具规模，路网密度、质量全国领先。

目前，天津市铁路网基本形成 “十字”型客运枢纽，初步实现京津保唐１小时交通圈，京津冀主要

城市１～２小时通达。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份，天津市铁路运营里程达１２８５ｋｍ，其中高速、城际铁路运营里程３１０ｋｍ；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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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密度为１０．８０ｋｍ／百平方公里，居全国城市之首。按地区人口计算，天津铁路网密度为０．８１ｋｍ／

万人。

图１　天津市现状铁路网

２．客运量不断提升，网络日趋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

天津市铁路客运与京津冀和沿海地区联系逐步增强，客运发送量稳步提升，铁路客运方式比例不断

增加，２０１８年铁路旅客发送量超过５０００万人次，方式比例达到２５．８％。

图２　天津市铁路客运量方式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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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天津市铁路客运量分析

　　３．海铁联运蓬勃发展，“公转铁”运输成效显著，港口铁路集疏运不断完善

为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发展，优化运输结构，促进天津港健康发展，天津市铁路运输网络正不断进行

优化调整，建成进港三线，新港北集装箱中心站等一批港前专用线和港前站。铁路集疏港比例已由

１７％提高至２０％以上。

图４　天津港铁路系统规划图

１２ 天津铁路网主要存在问题

分析现状天津市铁路客货运网络，结合天津市发展趋势及城市功能布局，考虑客货运整体需求，主

要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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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高铁对外通道能力紧张，制约天津客运枢纽地位提升。

途径天津的国家铁路网通道中，受京沪高铁、津保高铁等对外通道能力不足和标准不匹配等因素制

约，对外通道难以满足天津城市发展需求，天津缺少与国内主要城市群快速直达的铁路通道，８小时铁

路交通圈仅覆盖全国一半的省会级城市。

图５　天津与区域重点城市通达时间分析图 （数据来源：网络整理）

２．京津冀城市群城际交通联系需求增强，已有通道不能满足发展需要。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目前，天津仅与北京之间有城际铁路交通联系，而与周边其他城市城际铁路交

通联通不足。根据对现状天津铁路对外客流情况进行分析，天津铁路对外客流中，与京冀间的交通联系

是客流的主要方向，占６０％以上，因此京津冀城市群城际交通需进一步强化。

图６　天津铁路对外客流分析图

３．货运铁路对外通道不畅，铁路货运组织能力待提高。

天津货运铁路对外通道缺乏直通西部腹地的铁路通道，与欧亚大陆桥等战略通道联系不畅，现有西

部通道需途径北京或绕行多条线路，不仅增加了北京铁路货运交通组织压力，而且大大提高了运输距

离，同时线路能力也难以保障。

４．铁路专用线覆盖不足，影响 “公转铁”运输结构优化。

根据对现状天津铁路专用线进行调研，天津现有铁路专用线约１６０条，长度合计近８００ｋｍ。但由于

天津港口和产业发展迅速，部分港区和产业园区铁路专用线尚未覆盖，不利于发挥铁路运输优势，“公

转铁”运输结构需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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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天津货运铁路对外通道分析图

２ 世界级城市群与铁路网发展分析

２１ 世界级城市群需要铁路网的支撑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需要更加完善的铁路网络给予支撑，随着交通强国 “全国１２３出行交通

圈”目标的提出，城市群内需要打造２小时通达的交通体系，这对铁路网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

过对现状京津冀城市群间铁路通达时间进行分析，目前城市间城际交通发展尚不平衡，部分城市间的通

达时间大于２小时。天津与京津冀主要城市通达时间小于２小时的城市约占一半。因此可以看出现有的

铁路网络仍不能有效的支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铁路网系统，强化城市间铁路交通联

系，缩短城市间通达时间，进一步提升交通一体化水平。

图８　现状京津冀主要城市间通达时间分析表　数据来源于网络整理

２２ 世界级城市群需要优化铁路网组织功能

通过分析可见，现有的铁路网络组织仍存在北京功能过于集聚的现象，这恰恰是世界级城市群通过

功能疏解，系统优化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多条铁路干线在北京形成尽端车站，大量的到发交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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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境交通均需进入北京，这给铁路交通和城市交通均带来了较大压力，如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等车站在

节假日高峰期压力不堪重负。铁路货运运输组织中，目前华北地区最大的铁路货运编组站是丰台西编组

站，随着近些年北京城市的快速发展，已处于北京城市核心范围内，由于大量的货运交通进入北京城

区，这对城市环境形成较大的影响。因此，在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下，应该充分发挥各个城市的功能优

势，利用北京周边城市进一步疏解北京的铁路运输组织压力，同时带给周边城市更多的发展机会。

３ 天津铁路发展路径探讨

天津作为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支点城市，是海陆联系的重要节点，天津铁路枢纽作用提升是加

快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新要求。虽然从铁路网密度等指标看，天津已具备较好的铁路基础设施条

件，但从客货运量和运输组织角度分析，天津的铁路发展还未能达到发展目标要求，因此，需要在现有

基础上，不断优化铁路网络功能，承担更多的区域运输组织职能，从世界级城市群角度进一步发挥天津

铁路枢纽的作用。

３１ 客运铁路枢纽提升发展建议

（１）完善高效便捷的铁路运输网络。强化天津与区域对外通道的连通，便捷与周边城市的城际铁路

联系。在现状与京广高铁、京沪高铁和津秦客运专线等通道连通的基础上，进一步与规划的京 （津）沪

二高铁、京港台高铁、京 （津）昆高铁、京张高铁和京沈高铁通道连通，充分提升天津铁路枢纽客运对

外通道能力。

图９　京津冀客运铁路网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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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京 （津）沪二高铁引入滨海新区并设站，强化滨海新区与沿海城市的联系，充分发挥滨海新区产

业带动作用。充分利用规划津雄城际铁路衔接京港台高铁和京昆高铁，形成天津的西部通道和南部通

道。通过规划的新机场联络线和环北京城际铁路贯通与京张高铁通道的联通，疏解北京在西北和华东铁

路运输组织中的过境功能，拓展天津与西北方向的铁路直通联系。通过规划的津承城际铁路，实现天津

与京沈高铁通道的贯通，形成天津与东北方向联通的一条新通道。此外，通过津沧城际和环渤海城际铁

路，进一步强化天津与周边城市的城际交通联系。通过铁路网的优化将天津城际铁路组织功能和区域通

道组织功能进一步提升。

（２）疏解北京铁路枢纽运输组织功能，合理确定天津铁路客运枢纽定位。目前北京作为全国铁路客

运主枢纽，各大客运站之间的联通性较差，各客运站始发列车方向单一，不同方向间旅客列车中转较为

困难，不能实现多点集散，对北京市内交通带来较大压力。另外，北京枢纽呈单中心、放射状形态，不

同方向间旅客交流需要进出北京市中心，无法通过外绕环线有效疏解，这对北京铁路枢纽带来巨大压

力。天津铁路客运枢纽具备距离北京近、联络线发达等优势，从铁路客运枢纽功能上应该更多承担通道

过境交通组织功能，尤其是东北方向与西部、华东、华南地区通道和华东沿海方向与西北、东北通道的

运输组织功能，成为疏解北京过境交通组织的重要枢纽。

（３）提升市郊客流出行服务水平。铁路通常作为城市间出行的选择方案，但随着城市市域范围扩

大、城市带动周边城镇发展等，城市与市郊城镇间的交流需求逐渐增强，利用铁路既有设施开行市郊列

车是解决城市内部客运压力的有效途径。建议天津铁路在现状开行天津北至蓟县市郊列车的基础上，在

其他具备条件的线路上开通市郊铁路；如天津至武清利用既有京沪线，天津至宁河利用既有津山线，天

津至静海利用既有京沪线。

图１０　天津客运市郊铁路网示意图

（４）依托铁路车站建设，加强土地综合利用，打造综合交通枢纽，促进周边产业发展，带动土地增

值。优化铁路枢纽设计，加强客运枢纽 “零距离”换乘，推动客运联程联运，形成一体化服务格局；打

造大型综合性交通枢纽，引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并做好同期实施工作，合理设计其他方式交通接驳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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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做好车站内部及对外交通流线设计，完善指示标识，方便居民出行。在现状天津站、天津西站、天

津南站等已形成铁路、城市轨道、长途汽车等多种方式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基础上，对新增的北

辰站、大港站等客运车站，结合周边城市开发和土地利用，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一体化综合交通

枢纽。

图１１　天津客运铁路网规划示意图

３２ 货运铁路枢纽提升建议

（１）实现北京、天津铁路货运枢纽合理分工。北京枢纽主要货流流向为丰沙、京原线与京沪、京哈

线及京哈、京通线与京广、京九、京沪线间的交流。大量的铁路路网中转货流通过北京城区，对北京的

城市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不仅影响了城市环境，同时也制约了铁路在城市交通中作用的发挥，不利于

市郊铁路的发展，这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要求不符，也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铁路运输服务的

要求。通过布局调整，实现技术作业的合理分工，对各方向货流归类、分流，减少单个枢纽或车站的压

力，共同发展。根据发展趋势和要求，建议天津在铁路货运枢纽方面要主动承担起北方地区铁路货运组

织中心职能，打造铁路货运中心。具体建议是结合区域规划新增疏解北京货运环线，将现有丰沙、京

原、京哈、京通、京广、京九线等对外通道引入天津枢纽，结合天津铁路枢纽南仓编组站外迁，建设新

南仓区域性路网编组站，承接丰台西等现有编组站功能，做大做强天津铁路货运运输组织功能。

（２）拓展天津港港口腹地，完善港口铁路集疏运通路。铁路运输相较于公路运输，按单位运输量计

算，其能耗、占地及碳排放等指标都是最低的，是 “环保型”、“低碳型”的运输方式。发挥铁路在绿色

环保方面的作用，应完善港口集疏运方式及后方通路，减少公路运输及转运次数，对对外交流通道进行

布局调整，达到能力合理利用的目的。结合现状天津港对外铁路通道运营情况，存在对外主要依托的干

线通道能力趋于饱和、大量货运交通需穿行北京 （每年至少２７００万吨）、港口对外通路 “通而不畅”以

及市域环线尚未形成、内部流线运输组织复杂、部分货运仍穿越中心城区等问题。为改善上述问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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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加快建设环北京货运环线，在改善路网运输组织的基础上，打通天津港西部通道和北部通道，便捷与

腹地的铁路联系；天津枢纽内建设汉双联络线和汊周铁路，搬迁南仓编组站，完善货运环线组织。天津

港与区域铁路组织规划形成 “双环”结构。

图１２　京津冀货运铁路网规划示意图

（３）加快绿色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打好京津冀污染防治攻坚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铁

路货运产品多元化需求、货运服务品质化要求日益强烈；调整运输结构、提高铁路运输份额，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打好京津冀污染防治攻坚战，均要求加快建设以铁路为骨干的绿色物流配送体系，在城市生

产、生活、战略性物资配送中充分发挥铁路的优势。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要求和产业布局调整需

要，遵循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化原则，充分利用区域铁路物流基地资源，促进铁路从传统的运输、装

卸业务向仓储、配送、全程供应链管理等现代物流业务转型，实现 “门到门”运输。按照 “服务为先、

有序疏解、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发展思路，结合产业结构优化和疏解方向等，融入社会现代物流理

念，推进区域专业物流升级，加强多式联运，依托铁路绿色运输优势以及城市内货场资源优势，构建由

“铁路物流基地＋物流配送中心＋末端配送网点”组成的以铁路为主导的 “外集内配”定制化城市智慧

绿色物流配送体系。建议天津枢纽在规划汊沽编组站基础上，在新港北和西堤头分别规划集装箱站；结

合功能需求规划布置新港、北塘西、静海、唐官屯等铁路货运场站，满足港口、城市与工业生产需求。

进一步支持天津港发展海铁联运，增加和推进一批港区铁路专用线项目。

（４）应对新型市场需求，预留高铁货运服务。建议天津枢纽结合高铁网络建设，在有条件的高铁车

站预留高铁货运服务功能。为更好的支撑航空物流中心建设，在机场站、北辰站预留高铁货运功能，实

现机场与高铁货运的无缝衔接；结合天津南站扩建，预留高铁货运功能，服务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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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天津货运铁路网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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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

———以浙江湖州为例

祁　癑

!"#$

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演进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实现交通融合发展将是新时期的城市交通治理的核心理念之

一。本文意图研究在区域一体化和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城市交通融合发展的主要策略导向，并以浙江湖州为例，分析

识别该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态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区域与市域的跨界融合、交通与空间的协同融合、绿色交

通网的功能融合以及交通规建管的体系融合等四方面融合发展对策。

!%&'$

湖州；南太湖；交通治理；融合发展；城市区域化

０ 引言

“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这既是元代诗人戴表元

对湖州最宜人居环境的赞誉，也是今日南太湖地区的真实写照。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湖州居中、区位优

势十分明显，是连接长三角南北两翼和东中部地区的节点城市。作为 “两山”重要思想诞生地，湖州经

济社会正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业已成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发展的领跑者。

但是，湖州城市与交通发展矛盾日益凸显：区域对外交通辐射能力偏弱、市域高等级交通网络亟待

建立、适应城市区域化发展的多层次交通服务体系不足、城市交通系统效益下降、个体机动化为主的交

通模式难以为继。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包括湖州在内的各城市均面临新的发展契

机，而南太湖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综合交通体系的服务与支撑。

１ 政策背景和发展要求

１１ 区域战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提出到２０３５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达到较高水平，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城乡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全面实现，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整体达到全国领

先水平，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同时，《纲要》明确提出区域综合交通一体化发

展指引，包括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提升省际公路通达能力、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协同推进港口航

道建设等，重点是要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协同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１２ 城市使命：湖州打造 “六个城市”总体框架

为推进新时代湖州高质量赶超发展，湖州市委八届四次全会提出了聚焦 “一个目标”、突出 “四个定

位”、打造 “六个城市”。“一个目标”即加快赶超、实现 “两高”的奋斗目标，“四个定位”包括大湾区的

绿色智慧走廊、大花园的全域美丽标杆、大通道的现代综合枢纽、大都市区的城际重要板块，“六个城市”

是指紧紧围绕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生态型滨湖大城市，全面融入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打造生态样板之城、

绿色智造之城、滨湖旅游之城、现代智慧之城、枢纽门户之城、美丽宜居之城。其中，建设枢纽门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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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 “六个城市”的打造提供重要的交通支撑，也是湖州参与国际竞争和区域合作的重要载体。

２ 湖州城市交通发展态势

２１ 整体格局：城市区域化发展态势显现

２．１．１ 交通需求：市域交界地区离心化

与区域中其他城市不同，湖州市域主要由多个分散布局的小规模城镇组团构成，其城乡均衡发展程

度在全国居前，而中心城市的交通联系中心性相应不高。而周边杭州、苏州、无锡等城市对湖州的吸引

力正不断增强，一定程度上造成湖州市域交界地区呈离心化态势。譬如，南浔城区与苏州吴江、嘉兴桐

乡联系较为紧密，德清与安吉的对外联系以杭州方向为主。

图１　德清、安吉、南浔对外交通联系分布图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

２．１．２ 交通走廊：城际走廊与市域走廊基本叠合

基于湖州城镇空间格局和交通联系需求特征，本研究识别出五条主要交通走廊，这些走廊既是湖州

市域内部交通出行的主要集聚廊，也是其与周边城市联系的主要通道。具体而言，长兴－吴兴－南浔走

廊与环太湖交通走廊基本重合，串联了长兴县城区、吴兴区、南浔区，并与无锡宜兴、苏州吴江相衔

接；吴兴－德清走廊与湖州－德清－杭州城际走廊叠合，串联了吴兴区、德清县城区，并与杭州余杭区

衔接；吴兴－安吉走廊与湖州－安吉－杭州城际走廊叠合，串联了吴兴区、安吉县城区，并与杭州城西

板块衔接；南浔－练市走廊与湖嘉城际走廊叠合，串联了南浔区、练市镇，并与桐乡、嘉兴城区衔接。

图２　湖州市域与城际交通走廊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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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城市交通：绿色交通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２．２．１ 当前个体机动化为主模式难以为继

截至２０１８年年底，湖州市区千人机动车保有量近３７０辆、千人汽车保有量约２７７辆，正处于机动

化普及膨胀期。一方面，表明湖州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滋生了更多的机动车使

用需求；另一方面，应对高速度机动化发展有所警惕，尽量避免居民对个体机动化出行的依赖。

图３　城市机动化增长阶段

根据国内外城市经验，机动化发展一般可分

为三个阶段：

（１）第一阶段为雏形起步期，机动车增长主

要以摩托车的快速增长为特点，千人机动车保有

量在５０辆左右；

（２）第二阶段为普及膨胀期，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提高，机动化发展加速，机动车增长主

要源于私人小汽车，千人机动车保有量在５０～

４００辆之间；

（３）第三阶段为成熟饱和期，机动车保有量与私人汽车保有量相对稳定，千人机动车保有量将维持

在５００辆左右。

与此同时，私人小汽车出行比例快速增长，电动自行车由于价格低廉、使用方便，其出行比例大幅

上升。根据２０１９年初的城市交通调查数据，湖州中心城市私家车出行比例由２０１３年的２１．２％增至

３７．７％，增长近八成，有车家庭的小汽车出行占比近半，无车家庭一半人选择电动车出行。在现有交通

发展模式下，随着跨组团出行占比的进一步提升，城市主要交通截面的高峰小时饱和度均将超过１，处

于严重过饱和状态，交通整体面临系统性崩溃。

２．２．２ 绿色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湖州作为 “两山理论”发源地，应当率先践行绿色交通发展，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时期的绿色交通典

范，以优化提升公共交通、慢行交通服务为重点，并合理引导个体机动化出行需求，为城市居民提供友

好、舒适、幸福的出行体验。

图４　 “公交＋慢行”绿色出行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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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交通融合发展对策

３１ 区域与市域的跨界融合

突破行政界线的空间和交通组织，可能是未来长三角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１］。目前，都市圈层级的

轨道交通体系正在加速布局，湖州处于上海大都市圈、杭州都市区、宁杭生态经济带及环太湖地区等多

个区域协同发展地区，必须要提前谋划区域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以适应区域和自身发展要求。

重点借力城际轨道建设，谋划湖州开放格局。环顾苏锡杭嘉等周边城市，均积极开展高速铁路、城

际铁路和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并将逐渐形成互联互通的区域轨道网络格局。在区域网络分布趋于

均衡的基本态势下，城际铁路运能将逐步得到释放。同时，鉴于湖州市域城镇走廊与城际交通走廊存在

高度叠合关系，建议采取城际铁路、市域轨道一张网的发展策略，借力城际铁路服务市域城镇对外出行

需求。随着湖嘉杭绍线 （南太湖城际）、水乡线、湖嘉城际等一系列城际铁路项目加速推进，南太湖地

区的全域开放格局可期。

图５　湖州与周边地区轨道交通网络融合衔接图

３２ 交通与空间的协同融合

３．２．１ 站城融合：构建站城一体的高铁枢纽

随着城际铁路新基建的持续推进，湖州正面临新一轮的铁路建设热潮，未来通过铁路直连，其与周

边城市和重点地区间的时空距离将大幅缩短。同时，高铁枢纽片区将会成为铁路建设红利的直接受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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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采用站城一体的发展模式是必然选择［２］。譬如日本京都站，拥有１条新海道新干线和４条ＪＲ线

（类似城际铁路），并接入一条地铁线路，车站与周边用地融为一体，围绕枢纽打造商业中心、休闲娱乐

中心等，成为京都市内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

图６　湖州与区域重点片区时空距离缩短

３．２．２ 构架融合：骨干交通支撑城市空间发展

图７　城市轨道与快速路布局模式

多年以来，湖州城市空间不断发展，正逐步

形成 “长兴县城区－湖州中心城区－南浔城区”

的大尺度带状组团城市，轴向距离约６０ｋｍ，纵

向距离在５～１５ｋｍ范围，利用主干路和常规公交

系统来支撑城市运行的难度越来越大。未来应重

点谋划轨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系统，充分提升对

城市空间的组织效率。

图８　围绕轨道站点进行用地集约化开发

３．２．３ 组织融合：探索交通引领的土地综合开发

随着城市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应积极探索公交场站的用地复合利用综合开发，实现场站功能、交

通、景观、土地、商业收益一体化。一是与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场站，二是对原有公交场站进行升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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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获得开发收益反哺城市公交。

此外，以轨道站点为核心的ＴＯＤ发展模式
［３］将是实现空间集约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轨道

站点的集聚效应可有效促进城市中心节点的形成，依托轨道交通站点，集聚大量人口、岗位，能够有效

支撑城市功能中心的打造。

３３ 绿色交通网的功能融合

３．３．１ 塑造小规模轨道骨干网

根据城市规模的不同，带状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的服务模式一般可采用 “轨道骨干＋公交补充”、

“轨道成网＋公交衔接”、“中运量主导”等三种模式。

对于湖州这样的中等规模带状城市而言，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补充的发展模式，更加契

合其城市空间和居民出行需求特点［４］。同时，以实现网络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避免过高的轨道设施供

给，而是匹配合理规模的轨道线网，充分发挥轨道交通速度快、运量大的优势，串联带状城市发展主

轴，并以地面公交服务次级走廊，实现与轨道交通站点的高效衔接。

表１　带状组团城市公共交通组织模式分类表

交通模式 适用范围 特点 代表城市 模式图

轨道骨干＋

公交补充

　城市呈典型带状分布，

向心客流集中且与外围

组团联系强度较大的

地区

　线网规模适中 （９０～

２００ｋｍ之间），轨道交通

解决组团间长距离出行

与核心区内部主走廊

出行

兰州、铂斯

轨道成网＋

公交衔接

　城市呈多中心带状分

布，各组团规模较大，

客流 集 中，线 网 负 荷

度大

　线网规模在２００ｋｍ以

上，一般布有快线，轨

道交通承担城市大部分

公交出行；公交承担补

充与衔接功能

深圳

中运量主导

　城市组团分散，城市

框架较小，客流强度低，

相邻组团联系为主，长

距离出行较少

　中运量覆盖城市主走

廊及客流次走廊，常规

公交衔接支撑

法国尼斯、

德国佛莱堡

３．３．２ 构建多层次一体化公交服务体系

建立轨道交通为骨架，中运量为支撑，常规公交为主体，辅助型公交为补充的多层次公交体系［５］。

轨道交通———提前谋划、适时建设，主要服务湖州中心城市长距离居民出行联系需求，同时串联城

市主要组团和功能片区；

中运量公交———地面公交骨干系统，兼顾服务居民日常出行和旅游交通需求，作为轨道交通系统的

补充与衔接；

常规公交———提供中短距离、定班化公交出行服务，与公交骨干系统相衔接，扩大公交整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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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辅助型公交———鼓励社区公交、水上巴士、出租车、分时租赁自行车及定制公交等发展。

图９　湖州多层次公交系统组织模式

３４ 交通规建管的体系融合

探索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新模式。加强与完善交通规划管理体制，建立规划、交通、土地、

建设管理等部门的联动机制，保障湖州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正确执行与实施。拓展投融资的建设新渠

道，构建多元化资本结构的交通基础设施，并促进各类发展要素的整合、融合，为综合交通融合发展提

供动力源泉。搭建信息互联共享的公共信息平台，为出行者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运输服务。

４ 结语

城市交通融合发展既是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战略导向，也是顺应城市交通演变规律的必然要求。在长

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成为发展主旋律，包括湖州在

内的长三角各城市均争相谋划城际交通网络和枢纽新格局，以期获得新一轮经济发展红利。同时，随着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序推进，城市空间和交通转型发展已成必然，绿色交通体系塑造和出行结构调整对

于城市正常运行至关重要。

本文以中等规模平原城市湖州为例，识别该城市交通发展主要特征和基本态势，并提出相应的交通

融合发展对策。整体格局方面，湖州城镇分布散、规模小，交通需求呈现出城市区域化的发展态势，市

域交界地区交通联系离心化，同时城际交通走廊与市域城镇走廊高度叠合，因此对于湖州而言，市域交

通一体化和城际间协同发展将同等重要。城市交通方面，当前个体机动化为主的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

绿色交通转型是湖州城市交通发展的关键导向。因此，本文认为湖州未来应着力构建开放一体的交通网

络格局，秉承交通引领城市绿色发展理念，支撑湖州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在于区域与城市的跨界

融合、交通与空间的协同融合、绿色交通网的功能融合以及交通规建管的体系融合。

! " # $

［１］蔡润林．基于服务导向的长三角城际交通发展模式［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９（１）：１９２８．ＣＡＩＲＵＮｌ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ｃｉｔｙ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ＹａｎｇｔｚｅＲｉｖｅｒＤｅｌｔａ　［Ｊ］．Ｕｒｂａｎ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ｏｆ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９

（１）：１９２８．

［２］王昊．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高铁枢纽与高铁新城［Ｊ］．城乡建设，２０１７（２３）：６１１．

［３］冯伟，何丹恒，王峰等．“多网融合”背景下站城一体枢纽规划研究［Ａ］．２０１８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Ｃ］．北

京：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２０１８：２４６９２４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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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湖州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Ｒ］．湖州：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２０１８．ＨｕｚｈｏｕＲａｉｌ

Ｔｒａｎｓｉｔ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Ｒ］．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ｚｈｏｕ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１８．

［５］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湖州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Ｒ］．湖州：湖州市交通运输局，２０１９．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ｔｒａｎｓｐｏｒ

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ｏｆＨｕｚｈｏｕＣｉｔｙ［Ｒ］．Ｈｕｚｈｏｕ：Ｈｕｚｈｏｕ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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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层、空间、交通互动视角解读交通规划

郝　媛　王继峰　于　鹏　徐天东

!"#$

现行的交通规划理论基于均质化假设，并未充分考虑社会阶层以及不同阶层在职住关系、出行自由度方面的

差异。城市交通发展中日益明显的设施错配、方式错配问题反映了特定阶层的交通出行需求与交通供给的不匹配。文章

首先梳理了阶层、空间、交通三因素之间的关系，三者的不协调导致了设施错配和交通贫困，反映出交通规划和管理中

存在 “空间弱区”和 “政策弱区”。其次，结合城市综合交通调查数据，对阶层、空间分异、出行自由度、“错配”、交

通贫困、交通弱区、政策弱区等概念内涵及指标进行了解析。最后，建议在交通规划理论和实践中充分考虑阶层因素并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

阶层；错配；交通弱区；交通贫困；政策弱区

０ 引言

在交通规划理论和实践中，缺少对社会结构的关注是造成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原因。城

市是由属于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各异、出行习惯差异的 “社会人”构成，传统交通规划的四阶段模

型是建立在集计分析基础上，以统计上的平均特性代表交通小区的整体特性，忽略了不同阶层的构成和

需求异质性，如果规划研究将其简化为诉求一致的 “平均人”，可能带来城市交通建设的错配［１］。

在交通规划中考虑阶层需求差异、阶层空间分异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很多概念源于社会学。本

文基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阶层分异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及政策研究》课题，旨在借鉴社会学、城市规划

中关于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在城市交通规划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梳理和解析城市功能

空间、社会空间、交通需求、交通政策的内在逻辑，并试图从交通的角度明确研究概念及指标，从人和

空间两个角度梳理阶层分异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及政策研究的思路框架。

１ 阶层、空间、交通关系解析

阶层、空间、交通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的关系。第一，阶层在空间上呈现居住空间分异

和职住失衡。高收入阶层的住房位置选择自由度大，而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位置选择自由度较低，由

于阶层以及城市级差地租的存在，城市居民存在主动或被动的职住失衡。第二，不同阶层之间存在

交通出行自由度的差异。高收入阶层的机动车拥有比例一般明显高于低收入阶层，其出行方式中小

汽车分担率也明显偏高。而对于低收入阶层，机动车拥有率低，选择公交出行比例高，也难以承担

频繁打车成本。

由于存在职住失衡和阶层间的出行自由度的差异，就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从空间角度看，

存在交通设施错配，或交通方式错配。一些机动车出行比例高的高端社区往往也是公交设施配置完善的

地区，而对公交依赖度高的低收入群体聚集的城中村地区、城市偏远地区往往是公交线网布局的薄弱地

带。第二，从人的角度看，出现了交通贫困或交通不公平。对于公交服务不到位的低收入群体居住区，

尤其是职住分离的那部分人，其出行条件较为艰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现有交通规划理论和实践的两个缺陷。第一，存在一些特定的区

域，现有和规划的交通供给，包括道路系统、公交系统等，无法匹配该区域某类人群或主导人群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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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出行需求，即存在空间上的 “弱区”。第二，虽然社会人群的收入差距、购买力差距不可消除，但

交通弱势群体的基本出行需求和在某些方面出行存在困难的人群，其出行便捷性需得以保障，即政策上

的 “弱区”需要弥补。

阶层、空间、交通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如图１所示的逻辑图。下文将针对其中涉及的主要概念的内

涵、现象、研究意义、指标等进行具体说明。

图１　以交通规划和政策为施策对象的阶层、空间、交通关系梳理

２ 主要概念内涵、特征及指标

２１ 阶层及其空间特征和交通特征

２．１．１ 阶层

社会分层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ａ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

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社

会资源是指对人有价值的全部资源的总称，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２］。当然，在社会资

源中最核心的还是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经济资源。社会学家通常采用三分法，把社会阶层分为上、

中、下三个阶层［３］。

从文献研究中可以看出，阶层的划分与居民的收入、职业、财产拥有情况关系最为密切。在阶

层及２．１．２节将提到的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中，大多是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也有的利用因特网查询

的住房、租房房价信息。在综合交通规划的交通调查中，收入、职业、车辆拥有情况都是必须的调

查信息，也适宜用来研究阶层构成及各阶层的交通特征，虽然涉及家庭隐私的信息可能与实际情况

有些偏差。

例如，通过对西安在２０１１年的综合交通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石家庄低收入、中收入、高收入

家庭占整体比例分别为１８．７１％、６８．１３％、１３．１６％。见表１。

表１　西安居民家庭收入的分级

基于收入的阶层划分 收入水平 总比例

西安 （２０１１）

低收入 ＜２０００ ２０．４５％

中收入 ２０００～６０００ ６８．５３％

高收入 ＞６０００ １１．０２％

　　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水平的职业构成。西安市按照职业类型，分为低阶层 （商业服务业人员、

工人、司机、农民）、中阶层 （教师医务人员、文艺体育人员、科研设计单位人员、企事业单位人

员）、高阶层 （公务员）。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高，高阶层和中阶层的占比也随之增加，低阶层随之减

少。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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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西安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其职业构成情况

基于收入的阶层划分 收入水平 高阶层 中阶层 低阶层

西安 （２０１１）

低收入 ＜２０００ ２．１０％ １７．４６％ ８０．４４％

中收入 ２０００～６０００ ６．７７％ ３４．７５％ ５８．４８％

高收入 ＞６０００ １３．０３％ ５１．８５％ ３５．１３％

整体 ６．７５％ ３３．９７％ ５９．２７％

２．１．２ 居住空间分异

居住隔离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又被称为居住空间分异，很直观的就是由于不同职业、生活

习惯、文化水准或财富差异等关系，类似的聚集于特定地区，不相类似的集团间彼此分开，产生隔离的

作用，有的甚至彼此产生歧视或敌对的态度。

根据顾朝林［４］、周春山［５］、杨上广［６］、李珂［７］、李静［８］、陆佩华［９］等学者对北京、广州、上海、郑

州、大连、南通等城市的研究，我国大城市的居住隔离现象已经比较明显，而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也初步

呈现。

我们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中的收入信息，研究了鞍山市 （２０１３年）的居住空间分异情况。通过

聚类分析，低收入家庭主要居住在老城工业区周边、中心城区边缘地区，高收入家庭主要生活在靠近城

市核心的城市新区。而从家庭拥有小汽车来看，高收入家庭所在区域也是拥有率最高的区域，如图２

所示。

图２　鞍山市高、中、低阶层空间分布情况

２．１．３ 出行自由度差异

（１）概念及解读

各阶层由于拥有交通工具情况不同、对出行成本的可承受能力不同，其出行自由度存在明显的差

异。本文提到的 “出行自由度”，指在特定目的的交通出行中可选择的交通工具的种类和费用、服务水

平的可接受程度。这其中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交通工具隔离。因购买力、驾驶技能等因素造成的某

些人群并不能选择所有常用城市出行交通工具的现象。第二，交通方式依赖。某个地区的某类人群通常

依赖某种交通方式出行，其他方式出行不便或使用费用高，或没有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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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特征

利用２０１６年石家庄市和２０１６年无锡市综合交通调查数据，分析不同职业阶层的出行方式构成。可

以看出，不同职业阶层与出行方式的选择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整体呈现出以下规律：从低收入阶层到

高收入阶层，居民出行选择步行、自行车、公交车的比例逐渐下降，选择出租车、私家车、单位小汽车

出行比例逐渐上升。如图３。

图３　石家庄市 （左）、无锡市 （右）基于职业类型阶层的居民出行方式构成

２２ “错配”与交通弱区

２．２．１ 空间错配

（１）概念及解读

“空间错配”也可以理解为 “职住失衡”。就业中心和大型居住区的空间分离会带来大量单侧的潮汐

交通流，如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周江评［１０］等对 “空间错配”理论的缘起与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

述。“空间错配”的研究对象从最开始的少数弱势群体，逐步拓展为规模较大的工薪阶层。

由于阶层、城市极差地租的存在，完美的职住平衡是不存在的，每个城市都存在职住失衡现象。从

人的角度来讲，职住失衡有主动的，有被动的。

对于高收入阶层，其住房所在位置的选择范围更广，由于拥有私家车，或居住地有良好的公交服务

（如轨道），或是工作时间较为灵活，这类人群可以认为是 “主动式”的职住分离。对于收入中低收入人

群，其住房位置选择的自由度相对较低，尤其是在房价高的一线城市。例如，初入职场的单身大学生往

往选择就近租住，但成立家庭后往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包括住房问题，就随之出现了 “被动式”的职

住分离，通过付出更多的出行时间和出行成本换取住房的低成本。

（２）目的及意义

空间错配研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符合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和城市管理政策的前提下，重点关注对

长距离通勤人群交通出行条件的改善。二是结合城市居民出行需求分布，寻找需求与供给错配的 “交通

弱区”，见２．２．３节。

（３）特征及指标

表征空间错配最直接的指标是通勤目的的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当然，日常购物 （如买菜）的出行

距离也能够反映社区基本生活配套的完善程度。

２．２．２ 方式错配

（１）概念及解读

交通方式错配，指城市某些区域内某些人群主导出行方式与城市该区域提供的交通出行方式不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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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或是该方式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与需求不匹配。

徐建［１１］研究的上海宝山区一个动迁安置小区就是空间错配和方式错配的典型案例。原住在旧城区

的居民被动迁安置在郊区，而居民就业地却未发生变迁。搬迁后该小区居民单程平均通勤时间是９８分

钟，而上海平均通勤时间为３８．５分钟，接近九成的社会阶层单程通行时间不超过１个小时。现有的公

交线路走向并没有考虑居民的实际通勤需求，由于公交线路几乎无法直达目的地，一部分居民选择骑电

瓶车，但必须带一块备用电池以保证返程；部分居民选择公交换乘，月通勤费用２００元左右，而大部分

人月收入仅有１０００左右。即使该地区开通地铁，其交通成本仍不会降低。

（２）目标及意义

方式错配的研究目的有两个：一是使主导交通方式方便。某个区域某类人群主导出行的常用交通方

式，特别是通勤出行方式，应尽可能保障其基本的出行需求。二是其他交通方式可选可接受。除了主导

的出行方式，需要保障至少有一种可替代方式可以接受。

（３）特征及指标

表征方式错配的指标主要涉及不同阶层依赖的交通方式，以及该种交通方式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

对于居住在城市郊区的依赖机动车出行的人群来讲，道路的等级、设计速度、拥堵情况可以表征方式错

配程度；对于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的中低收入人群来讲，公交换乘次数、公交等待时间、公共交通费用，

可以表征方式错配程度。

２．２．３ 交通弱区

（１）概念及解读

“交通弱区”是为了描述阶层、空间、交通的关系和矛盾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综合评价不同阶层在

空间上的分布、主导的交通方式、出行需求、享受到的交通服务之后，识别出的某一阶层或全部阶层交

通供需错配发生的空间。交通弱区不仅是一个位置概念，还是一个阶层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例如，Ａ片区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是交通弱区，主要体现在他们所依赖的公交出行十分不便；Ｂ片区

对于所有人群是交通弱区，因为其对外联系道路常发性拥堵严重。

（２）目标及意义

识别交通弱区，是从空间上识别交通设施水平明显较低的地区，且对某一阶层的出行服务明显低于

全体均值的地区，补强这些地区的交通设施，并针对最不利阶层提出改善对策，以期对传统交通规划理

论方法进行局部修正。

（３）交通弱区的识别方法

第一步：划分评价单元。首先划分用地功能大区，例如老城区、城市新区、城市外围地区；再对功

能大区进一步划分用地功能中区，作为基本的评价单元。

第二步：研究评价单元内的阶层特征。主要内容包括：阶层及分布，可以按收入分为两档或三档；

拥车情况及分布，区分为有车家庭和无车家庭；阶层分异度，可采用模糊评价等方法。

第三步：研究评价单元内不同阶层交通出行特征的差异。主要指标包括：不同阶层的交通方式偏

好；出行时间，出行距离，出行成本；出行便捷性，如公交换乘次数；出行期望偏差，如可接受的最大

通勤时间，期望的通勤时间。对其中参数进行标准化，以便相互之间进行比较。

第四步：评价单元的交通设施水平及服务水平。主要的指标包括：路网密度及标准化的路网密度，

并考虑到不同分区人口岗位密度的差异，认为路网密度在大区之间可以存在差异；对外道路拥挤度；轨

道站点数量或密度；公交站点密度；公交设施的网络中心性，指位于网络核心地区、一般地区、网络边

缘；公交服务便捷性，包括与最近地铁站、公交站的距离，公交候车时间等。

第五步：针对每个评价单元，评价交通设施水平和服务水平对不同阶层的影响度，从中识别 “方式

错配”问题、“空间错配”问题，以及交通弱区。根据上述评价指标，可对每个评价单元进行打分 （绝

对值或标准化值），再评估该指标的评分值对各阶层影响度的大小。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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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评价单元内各指标对不同阶层影响度

指　　标
评价单元

打分

对各阶层的影响度

（５分制，或大、中、小）

高收入 中收入 低收入

对外道路拥挤度

轨道站点平均服务半径／轨道站点密度／轨道站点服务人口

公交换乘次数

平均通勤时间

２３ “公平”与政策弱区

交通贫困和交通公平主要从人群的角度研究当前交通、阶层、空间的矛盾，用以识别交通政策的

“弱区”。交通贫困主要用于识别需要救助的是哪类人群，交通公平用于衡量对这类人群的交通服务改善

到何种水平。

２．３．１ 交通贫困

（１）概念

交通劣势 （无私人汽车、公交服务水平低等）与社会劣势 （如低收入、无就业等）在相互作用中产

生 “交通贫困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ｐｏｖｅｒｔｙ）”，从而导致居民被商品、服务、社会网络、城市规划与决策过程

等资源所排斥，进而引发一系列不平等现象［１２］。关于交通相关的社会排斥研究，目前存在三种理论视

角：可达性视角、社会资本与能力视角、时间地理学视角，其中可达性得到较高的关注。另外弱势群体

是重点关注对象，如残疾人、老年人、儿童，居住在乡村或者城市边缘地区的居民。

（２）解读

交通贫困的人群，不全是社会阶层中的弱势群体，还包括对于实现其主体出行需求 （如通勤）难度

大、选择度小、成本难以承受的人群。例如前文中提到的动迁小区的人群，居住在燕郊上班在国贸的人

群，居住在北京回龙观、天通苑需乘坐地铁而又不得不面临长时间排队进站、即使进站也无法一次上车

的人群，或是居住在交通异常拥堵地区进出困难的人群。这其中不仅有低收入阶层，也可能有高收入阶

层。因此交通贫困不仅有社会因素，如收入、技能，也有交通因素，如机动车拥有情况、公交服务水

平，还有城市因素，如超大社区、功能单一的城市组团等。

（３）初步分析

基于上述解读，我们尝试着分析城市中的 “交通贫困”人群，方法是多样的。例如，根据收入、职

业、车辆拥有情况对调查数据进行更细化的分类，采用多因子交叉划分共产生１８个类别，如表４所示。

低收入无车阶层、中收入无车的中低职业阶层是交通出行能力相对欠缺的阶层，应作为城市交通规划和

政策关注的重点群体。相对应的交通宽裕阶层则包括高收入阶层、中收入高职业阶层、中收入有车的中

低职业阶层和低收入有车阶层。

表４　鞍山的交通贫困与交通宽裕阶层划分

收入 职业 车辆 数量 比例 分类

低收入

中收入

低阶层

中阶层

高阶层

低阶层

中阶层

无车

３４８ ４．９％

４３ ０．６％

５ ０．１％

３４２０ ４８．５％

９４７ １３．４％

交通贫困

６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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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收入 职业 车辆 数量 比例 分类

低收入

中收入

高收入

低阶层

中阶层

高阶层

低阶层

中阶层

高阶层

低阶层

中阶层

高阶层

有车

有车

无车

有车

无车

有车

无车

有车

无车

有车

１３ ０．２％

３ ０．０％

０ ０．０％

４４１ ６．３％

３８１ ５．４％

１２９ １．８％

９８ １．４％

３９４ ５．６％

１６２ ２．３％

２４６ ３．５％

３０７ ４．４％

３７ ０．５％

７２ １．０％

交通宽裕

３２．４％

合计 ７０４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２．３．２ 交通公平

（１）概念

交通公平是城市交通政策分析中不容回避的话题，包含了交通规划与设计、政策评估与管理实施的

各个方面，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无障碍交通设计、拥挤收费、弱势群体社会排斥、交通政策公众参与

等方面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交通公平的内涵可以从横向交通公平与纵向交通公平两个层面进行分

析，前者着眼于不同交通方式之间以及特定居民群体内部的交通公平问题，后者则主要从不同居民群体

类别、不同区域或不同代际的角度考察城市交通公平。

图４　西安外围片区公交出行ＯＤ （全部人群通勤）

（２）解读

社会学、城市规划、交通等专业的研究人员对交通公平十分关注［１３～１６］。关于 “公平”，我们认为不

是绝对的公平，而是相对的公平。例如，“可达

性”是常用的评价指标，并不是各个评价单元

的可达性达到同一水平才叫公平，应该考虑不

同功能区之间的差异性，考虑各功能区内部评

价单元之间的出行需求分布，这种出行需求分

布并不是各向同性的。例如图４是西安市中心

城区的外围片区公交出行ＯＤ，每个片区对外联

系方向都是有主次之分的，因此对于某一个分

区，并不要求与所有分区的可达性都达到同一

水平，只需要重点保障主要联系方向可达性

提升。

同理，我们识别了交通贫困阶层，需要将

其出行服务提高到何种级别才能使其脱离贫困？

这个问题可能很难有统一的答案，我们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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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进行衡量。第一，横向对比，同等区位交通服务水平的对比。第二，纵向对比，改善后和改善

前的对比，是否达到期望水平。第三，其他因素 （如级差地租、防止城市无序蔓延、防止贴边发展）影

响下允许绝对差异的存在。例如，居住北三县地区、在国贸上班的人群，必然要承受较本市居住本市工

作人群更高的出行成本。

２．３．３ 政策弱区

（１）概念

“政策弱区”，是为了描述阶层、空间、交通的关系和矛盾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前的交通政策体系

无法保障 “交通贫困”阶层尤其是交通弱势群体的出行条件、便捷度、可达性。研究政策弱区，识别对

某种交通方式高度依赖而该种交通方式在当前或短期内仍然无法提供高效服务的人群及其所处区域，作

为政策救治的对象。

（２）解读

我国现有的城市交通政策分别体现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文件以及一些发展规划和计划当中，归

纳起来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土地政策、城市规划政策、汽车产业政策、节能和环保政策、城市公

共交通政策、城市交通管理政策、城市交通科学技术政策。为了能够缓解城市交通拥挤提高居民交通效

率，目前大多数城市开始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城市交通政策，如公交优先、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禁限、

错峰上下班与拥挤收费等，并建立了相应的城市交通政策体系。

伴随着城市交通政策的实施，必将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对不同交通方式、不同群体的影响差异

很大，特别是政策实施所造成的交通公平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然而，这些既有的交通相关政策中，并没

有多少涉及体现 “阶层救助”和 “交通公平”的内容。希望通过识别交通贫困阶层和明确交通公平标

准，弥补现有交通相关政策的 “弱区”。

３ 考虑阶层因素的交通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完善

考虑阶层因素的目的是对传统交通规划理论的局部修正，在被 “平均化”的供需关系基础上，补强

被忽略的阶层和错配的空间的交通出行供给。目前，国内外一些城市已经在某些方面进行了较为成功的

实践，而有些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

（１）考虑个体差异需求的多途径补强措施

对于交通弱区，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增加设施供给。例如，增加公交线路，减少公交换乘次数；针对

轨道交通站点服务范围过大的情况，重点补强与公交线路的接驳；或是发展定制公交、社区公交。

（２）合理的通勤距离和合理的通勤时间

职住失衡现象不可避免，必然出现长距离通勤人群。职住失衡对城市道路交通运行和长距离通勤人

群自身都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是城市管理者力求改善的方面。那么，除了在土地政策、用地布局、

商品房政策等方面的作用之外，交通规划方面有什么作为空间值得思考。此外，我们如何判定职住失

衡，认为长距离通勤人群的通勤时间控制在多少较为合适，如何缩短其通勤时间？这些标准的选择，除

了考虑出行规律，还必须要考虑级差地租、住房／租房成本与交通成本 （费用、时间）的均衡、可接受

的通勤时间的差异。

（３）针对 “交通贫困阶层”的政策保障

目前，一些地区已经采用经济手段，对某些人群的交通出行进行了补偿，但尚未上升到政策层面。

例如，天津市为解决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通勤联系问题，与铁路部门协商，将京津城际天津站 （位于天

津中心城区）至滨海站 （位于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于家堡）之间的票价打五折，时间３０分钟，二等座

票价１２元，从而有效的改善了双城快速联系问题。此外，还可以考虑对中心城区外围利用小汽车通勤

的人群，有条件的减免高速公路费；对低收入阶层使用打折公交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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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讨论的内容是一个跨界的话题，对于这一话题，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交通学者都已经有

了一定的探索。本文以交通规划理论及实践为最终的作用对象，梳理了阶层、空间、交通的相互作用关

系，并重点识别了其中的不协调问题，以 “交通弱区”和 “政策弱区”为改善现行交通规划理论及实践

的两个抓手。而如果从社会学或城市规划学作为最终作用对象，得到的结论及关键控制要素可能是不一

样的。

本文始终贯穿着 “相对”的概念，例如对 “错配”与 “适配”、“弱”与 “强”的判断，对 “公平”

的衡量，这是研究此话题的一个难点。我们认为的 “公平”和 “均衡”，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例如，

我们并不追求每个片区均衡的可达性，而是要考虑交通需求的实际分布情况，重点提升某几个方向的可

达性。此外，还要考虑到级差地租的影响和城市管理政策，不追求城市不同圈层均等的可达性 （或通勤

时间），而是允许存在一定的差距。

目前，笔者对该话题的研究刚起步，还处于定性研究阶段，一些主要的指标如何量化还需要在后续

研究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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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系统共生机理研究

葛程遷　李　威　李桂波

!"#$

城市空间的拓展会不断影响城市对外交通设施布局。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稳定又会形成新的城市空间结构特

征，两者关系互利共生。滨海城市空间拓展界面有限，土地资源珍贵，城市对外交通特征明显。如何明确滨海城市空间

结构与对外交通系统的共生关系，是研究的重难点。本文主要以深圳市大铲湾片区为例，提出了基于空间拓展、需求分

析与对外交通系统设施功能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按最理想的条件引导、最可能的条件规划、最不利的条件校核，实现滨

海城市空间结构与对外交通系统的共生发展。

!%&'$

滨海城市；城市空间；对外交通；共生机理；交通需求分析

０ 引言

随着城市更新和用地开发的加速推进，城市空间布局和用地功能均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新

中心的崛起，使得城市空间布局由单中心向双中心、多中心发展，城市结构也同时向组团式空间布局发

展。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变化必将带来城市对外交通模式的变化［１］。滨海城市其独特的城市空

间结构及对外交通系统特征，也决定了共生关系的特殊性。通过研究临滨海城市功能结构、空间布局与

对外交通规划的相互作用关系，明确在城市更新和用地开发建设不断加快的进程中，如何在满足超高强

度交通需求的同时，使得滨海城市空间更好地为对外交通系统服务，亦使得对外交通系统更好地满足城

市空间发展的基本需求。

１ 滨海城市特征分析

１１ 城市空间结构

港城融合是滨海城市最显著的特征。在城市提质发展和港口容量不断扩充的背景下，港城融合成为

滨海城市再生发展策略。港区固有功能与城市功能的相互渗透，形成滨海城市区域内人口、产业及空间

之间的平衡。滨海城市不同于一般城市，港区作为其直接腹地，城市空间布局的确定及演变直接受到港

区的功能定位、发展趋势等因素影响。随着新型港城关系建立，对城市交通、用地布局、配套设施均会

产生较大的影响。

用地界面受限是滨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外在表现。由于滨海城市与水域相接，依赖于土地资源的城市

空间拓展界面会受到压缩，加上陆域地形地貌等地理特征的不规则属性，通常表现为一面、两面或三面

环海，从二维角度决定了滨海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特征。

远期可能的填海工程带来了滨海城市空间发展的不确定性。随着远期城市规模不断增长，有限的用

地空间不能满足发展需求。通过填海方式增加用地空间是滨海城市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如天津滨海新

区、唐山曹妃甸、温州瓯江、深圳前海等都进行着大规模的填海实践，以弥补土地空间资源稀缺的短

板［２］。但远期填海工程导致了城市用地布局的不确定性，填海可塑造出形式丰富的、组合多样的平面形

态，城市空间结构亦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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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对外交通系统

对外进出通道界面有限是滨海城市对外交通系统最显著的特征。滨海城市对外交通布局同样受到海

域、山体等地理因素影响。陆域对外进出通道有限，疏港交通难以实现高效有序运行。新建跨海通道也

会增加投资成本、工程复杂性，其研究、论证、建设和运营往往涉及到多部门、多领域，时间和空间跨

度难以掌控。

可持续、高融合、一体化是滨海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发展方向。在高密度开发的滨海城市，建设城

市轨道交通会占用城市稀缺土地资源，必要时涉及跨海、跨湾建设，各项施工难度较大，需与道路系统

综合协调建设，建立与土地利用相协调、规模充足、布局合理的轨道交通系统。

水上客运交通是滨海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重要补充。水上客运具有公共交通特性，同时也是城市旅

游功能的重要支撑。但船舶靠离泊较陆路交通工具耗时长，换乘的时间成本较高，航线固定、航班灵活

性差［３］。因此滨海城市水上客运交通主要以旅游休闲为主、商务通勤为辅，在水上客运交通的规划中可

以将对外交通衔接进行远期的适当预留。

１３ 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相关关系

城市空间的拓展会不断影响城市对外交通设施布局。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大城市通常

形成单中心、多中心和带状三种典型空间结构。这一结构的对外交通路网分别呈现出单点放射状、多点

发散状和网格状格局。在城市向外拓展过程中，对外交通设施布局表现出相应的圈层递推的发展趋势，

居民出行次数和出行距离呈增加态势，机动化出行需求剧增。高密度开发的城市倾向于往容量大、速度

快的公共交通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对外通道建设、优化对外交通功能布局。

对外交通系统的形成和稳定进一步影响城市空间功能演变。在城市发展历程中，对外通道的建设能

迅速提高区域可达性，降低居民出行成本和企业的运输成本，引导土地开发集中在交通沿线两侧聚集。

而容量大、速度快的轨道交通建设，对区域可达性的改善效果远比修建道路所带来的影响大得多。轨道

沿线尤其是轨道站点周边形成大量的商业区、住宅区，促进城市空间沿着轨道方向成规模性发展。建设

轨道交通成为城市改善交通出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手段。当城市整体可达性都得到提高之后，

市民和企业将会有更加广阔的选址空间，居住、就业、生活配套设施将会在更大空间层面内布设，从而

推动城市空间规模不断向外拓展［４］。

图１　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互动反馈闭环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在对外交通系统与城市空间布局相互作用过程中，存在着土地使用需求与对外交通能力之间的平

衡［５］。对外交通的发展支撑着城市功能演变，但也受限于城市发展规模而趋于动态稳定。城市空间的拓

展推动着对外交通设施建设，同样也依赖于对外交通辐射能力而呈现协同发展。所以，城市空间布局规

划离不开对外交通系统合理配置，对外交通规划也要在城市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双方都不能离

开任何一方而独立发展。这种相互依托关系类似于生物学里的共生现象，也称为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的

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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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深圳前海对外交通网络形态与城市空间共生演变案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深圳历次城市总规梳理）

２ 共生机理方法研究

２１ 共生机理基础模型

滨海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系统同属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共生机理的本质是城市空间与对外交

通的趋优平衡。两者之间的共生作用是基于自然物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主观意愿，受区域政治、经济

发展等激化因子影响，作用于土地开发强弱、人口岗位增减所产生的化学效应，同时伴随着城市功

能布局演变与交通体系骨架稳定。由于滨海城市经济社会受到海域等自然地理环境阻隔影响，其空

间拓展趋势往往有着鲜明的经济发展战略性空间结构作为方向指引。通过解读上层次规划，结合滨

海城市区位特征分析，可推演其空间功能布局，运用数模手段及交通需求分析技术可以建立城市空

间布局与对外交通体系之间的数量关系。由此进一步研究基于空间拓展、需求预测分析的对外交通

规划方案，经过 “方案评估－反馈优化－再评估－再优化”反馈优化流程，实现滨海城市空间结构

与对外交通系统的共生协同。

图３　共生机理基础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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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共生机理研究思路及技术框架

基于共生机理基础模型，本文以深圳市大铲湾片区为例，提出滨海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共生机理的

研究思路。这一思路主要分为基于对外交通需求的城市空间拓展趋势研判、基于城市空间拓展的对外交

通设施布局规划以及城市空间结构与对外交通布局评估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相关资料搜集，结合城市及交通规划等上位规划解读，研究滨海城市对外交通需求，

明确城市空间布局与周边区域结构关系，研判城市空间拓展方向可能性及挑战。

第二部分基于第一部分的对外交通需求多情景模式分析，提出 “按最理想的条件引导、最可能的条

件规划、最不利的条件校核”的对外交通设施的布局思路，主要包括轨道、道路、常规公交、枢纽、货

运交通、水上交通等，使得对外交通设施的布局方案适应城市功能定位及满足远期交通需求。

第三部分需要重点思考的是，基于城市空间拓展、需求分析提出的对外交通设施布局方案是否能最

大限度实现与城市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和适应性，而不会损害城市空间功能的发挥作用，以及规划方案的

可实施性和建设计划该如何把控。

图４　共生机理研究思路及技术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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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案例分析———以深圳市大铲湾片区为例

３１ 基于对外交通需求的城市空间拓展趋势研判

３．１．１ 区位特征分析

大铲湾片区位于珠江口东岸矾石水道东南部、大铲湾湾口北岸，与前海合作区、宝安中心区三者共

同构筑前海湾片区，是深圳沿珠江东岸发展带的重要战略节点和深圳双中心之一，也是粤港澳湾区的核

心片区之一，腾讯 “互联网＋”未来科技城规划在此。由于地处深圳市宝安区西部陆域尽头，且三面环

海，对外集散界面严重受限，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通道的布局规划。

图５　大铲湾片区区域位置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３．１．２ 对外交通需求分析

（一）用地开发强度

大铲湾片区现状以港区为主，当前居住人口较少。未来大铲湾片区总开发规模达到４７１万平方米，

主要以商业办公用地为主，占比约５０％。

表１　大铲湾片区规划用地一览表

用地名称
用地开发 （万平方米）

办公 公寓 商业 物流 公共设施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辅建配套区 ４７ ４５ １１．３ ９６．６ ６．１ ２０６

未来科技城 １６０ ７０ １７．５ ０ １７．５ ２６５

总计 ２０７ １１５ ２８．８ ９６．６ ２３．６ ４７１

（二）多情景模式分析

基于大铲湾片区未来用地开发强度，依据不同测算标准得出规划人口岗位高、中、低方案。同时参

照前海片区交通内部平衡率指标，提出大铲湾片区交通内部平衡率高、中、低三个可能方案，即５０％、

４０％、３０％。通过组合就业岗位与交通内部平衡率不同方案，对大铲湾片区对外交通需求进行多情景模

式分析。

总结为以下三种重点关注的情景假设组合：１）最理想情形：低岗位＋高平衡模式，此种情景下，

大铲湾片区对外交通需求最小；２）最可能情形：中岗位＋中平衡，此种情况下，片区内部就业与居住

较为平衡，对外交通需求适中；３）最不利情形：高岗位＋低平衡，此种情景下，片区产生大量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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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需求，职住不平衡现象尤其严重。

表２　大铲湾片区主要情景假设组合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情景模式 组合方式 人口 （万人） 岗位 （万个） 交通内部平衡率

最理想 低岗位＋高平衡 ４．６ ７．５ ５０％

最可能 中岗位＋中平衡 ５．７ １０．２ ４０％

最不利 高岗位＋低平衡 ６．４ １４．６ ３０％

（三）对外交通需求分析

出行总量。大铲湾片区对外交通需求分别基于人口岗位 （６．４万人口、１４．６万岗位，即最不利情景

模式）、建筑面积 （４７１万平方米开发规模）两种方法进行测算。

基于深圳模型人口岗位测算，按出行产生率１．７人次／日、吸引率２．１人次／日、高峰小时占比

１６．８％，得出片区机动化单向最大出行量为４．７万人次／高峰小时。

基于用地开发面积测算，办公、公寓、商业、物流、公共设施的出行率分别按３．０、３．０、１０．０、

４．０、４．０（单位：人次／百平米）计算，得出全方式单向对外出行总量为８．２万人次／高峰小时，则单向

机动化出行总量５．７万人次／高峰小时。

出行分布。大铲湾片区未来出行分布向深圳中西部转移，其中大空港及光明地区占比２２％，宝安

中心区 （新安、西乡）占比３６％，龙华方向占比１３％，南山方向为１９％。未来新增居住供给主要集中

于宝中、沙井、福永、松岗、光明、龙华等。出行距离中，３千米～６千米约占３５％，６千米～１５千米

约占３２％，１５千米～３０千米约占２３％，３０千米以上约占１０％。

图６　大铲湾片区对外交通出行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３．１．３ 基于对外交通需求的空间拓展趋势及挑战

（一）内涵式空间拓展与职住平衡问题

城市空间拓展可分为城市用地所占据的地表面积发生变化的外延式拓展，以及用地性质和开发强度改

变的内涵式拓展［６］。大铲湾片区经过多年填海造陆，外延式拓展空间有限，未来将以内涵式拓展为主。未

来科技城的规划建设，将彻底改变大铲湾片区用地性质及开发强度。按最不利情景分析，远期规划人口

４．６万～６．４万人次，岗位１４．６万个，职住比约３２％～４４％。职住不平衡问题将产生大量的对外交通需

求。外来就业比重较大，高峰时段大铲湾片区将吸引高达５．７万人次／高峰小时的单向机动化客流。如何

缓解职住不平衡带来的交通压力，是大铲湾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共生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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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前海湾片区规划意向图 （资料来源：前海合作区综合规划）

（二）主要联系方向论与对外交通设施供给问题

对外交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对于空间的使用情况，描述了城市空间结构的社会特征。在城

图８　大铲湾片区主要联系方向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市空间拓展规律中，周一星教授提出了主要联系方向论。该

理论认为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城市空间拓展除了受到城

市内部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到城市区域对外联系的影响。在

大铲湾片区交通出行分布中，未来主要联系方向以中部及西

北部为主，城市空间拓展将往中北部转移。大铲湾片区三面

环海，现状整体用地宽度仅１千米，既有规划的对外通道供

给不足。如何确定与大铲湾城市空间拓展相适应的与对外交

通设施供给规模，成为破解滨海城市空间拓展困境的重要抓

手，也是共生机理研究的着力点。

（三）港城关系融合发展与疏港交通组织问题

港城融合是滨海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共生发展的重要一

环。港城关系及未来开发规模的不确定性，对滨海城市空间

拓展、交通设施布局、疏港交通组织均产生较大的影响。大

铲湾片区主要对外通道除了承担一定量的对外客运交通，还

承担了疏港货运交通。在对外集散界面有限的情景下，需进

一步统筹港城关系，合理规划疏港货运交通组织，实现港城融合发展。

图９　规划疏港交通组织与大铲湾片区示意图 （资料来源：西部港区疏港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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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基于城市空间拓展的对外交通设施布局规划

３．２．１ 交通发展目标

在港城关系不稳定的滨海城市空间动态演变过程中，对外交通设施作为城市空间拓展延伸的表现形

图１０　与滨海城市功能相匹配的

交通发展目标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式，应按最理想的条件引导、最可能的条件规划、最不利的

条件校核。未来科技城的规划建设将导致对外交通需求特征

发生结构性变化，需建立与其城市功能相匹配的对外交通体

系。打造以轨道＋公交为主导模式、高效畅达的对外交通系

统，强化与区域重大交通设施衔接，预留水上客运交通发展

设施；统筹疏港交通与城市发展，协调滨海城市景观；提高

职住平衡率，提升居住配套开发面积。实现城市空间与对外

交通共生发展。

３．２．２ 对外交通设施规模

（一）出行结构分析

结合功能分析、需求预测及其他滨海城市对外交通发展

经验借鉴，大铲湾片区对外交通出行方式主要为城际轨道交

通、高快速路、水上交通，其中城际轨道交通承担７０％～

８０％交通出行，道路交通占比２０％～３０％，水上交通在２％～５％之间。

（二）设施规模测算

通过上述对外交通需求的多情景模式分析，以 “最不利情景”作为对外交通设施布设的条件。大铲

湾片区全方式单向对外出行总量为８．９万人次／ｈ，包括区域交通、城市交通、旅游交通。轨道交通为

４．８万人次／ｈ，按照每条轨道干线到发线５万人次／ｈ估算，每条轨道可服务区域内客流供给约为总供

给４０％，则片区轨道设施规模宜为２条城市轨道线和１条中运量轨道线。道路交通为１．９万人次／ｈ

（实载率１．４万ｐｃｕ／ｈ），常规公交为１．５万人次／ｈ，以主干路车道通行能力６００ｐｃｕ／ｈ、公交专用道通过

能力３５００人次／ｈ测算，则片区对外通道设施规模为２０条机动车道、至少５条公交专用道。慢行交通

（非机动车）为０．８万人次／ｈ，按非机动车道通行能力以６００人次／ｈ，对外非机动车道规模至少需

１３条。

３．２．３ 基于城市空间拓展的对外交通规划方案

（一）对外轨道交通规划

轨道９号线自前海西延大铲湾，并继续延伸至宝安中心区与轨道快线１１号线、穗莞深城际线进行

换乘，为大铲湾提供了多层次的轨道交通服务，同时将大铲湾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格局之中；１５号

线敷设于妈湾通道东侧，在宝安中心区与轨道１号线等轨道干线换乘，强化了大铲湾与其它片区的轨道

交通联系。大铲湾片区范围内轨道线路总里程约７．５ｋｍ，两条轨道线在大铲湾共设置５个站点
［７］。

（二）对外道路交通规划

结合对外交通出行分布，大铲湾出行距离１５千米以上约占３３％，这使得大铲湾片区需充分利用好

周边丰富的高快速路资源 （沿江高速、海滨大道、西乡大道、南坪二期等），通过新建快速联络通道衔

接高快速路，加强往第二圈层西北部的中长距离交通联系。而大铲湾片区与周边策略性发展地区 （如前

海、宝安中心区等）的短距离交通联系，主要通过主干路来解决。结合区域路网布局、空间位置关系、

工程可行性等因素，大铲湾片区对外道路总体形成 “三桥三隧”的规划方案［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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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对外轨道交通布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大铲湾片区对外
交通系统综合规划研究）

图１２　大铲湾片区对外道路规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大铲湾片区
对外交通系统综合规划绘制）

（三）水上客运交通规划

水上客运交通是大铲湾对外交通系统的重要补充，需强化与区域重大交通设施衔接，统筹水上客运

发展空间。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等一流湾区围绕湾区核心城市构建了发达的水上交通系统，主要定位

为区域对外交通补充及旅游观光等。粤港澳湾区水上交通网络初具规模，但整体呈现 “南密北疏”。在

湾区跨海通道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大铲湾应结合滨海景观及山海通廊修复，合理发展水上客运交通。

图１３　水上客运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前海蛇口片区水上客运系统规划）

３３ 城市空间结构与对外交通布局评估

３．３．１ 以对外交通需求分析校核城市用地空间及人口岗位布局的适应性

高强度开发必然带来高强度交通需求。大铲湾片区办公和商业用地集中，职住不平衡将产生大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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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通，为片区对外及内部交通系统带来巨大压力。根据大铲片区对外交通规划确定的通道方案分析，

规划对外通道总体基本满足创智港及科技城地块高强度交通出行需求。

图１４　大铲湾片区用地与规划人口岗位示意图及适应性评估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３　大铲湾片区新增对外联系通道适应性评估一览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对外主要联系方向 新增道路 道路等级
自平衡率０．３

需求 供需比

西北部

往宝安区中北部、光明区、

东莞及广州方向

沿江高速 （向北匝道） 高速公路

海滨大道 （匝道）） 快速路

金湾大道 （地面道路） 主干路

３３８５ ０．８７

合　　计 ３３８５ ０．８７

中部

往宝安中心区

往龙华、龙岗

西乡大道 主干路

新安六路 主干路

海澜路 （地面道路） 主干路

裕安路 主干路

海澜路 南坪快速 快速路

西乡大道 （地下快速） 快速路

４８６８ ０．７５

２０１５ ０．７５

合计 ６８８３ ０．７５

东部

往福田、罗湖 海滨大道 （匝道） 快速路 ８３８ ０．８４

往前海蛇口片区及香港方向

沿江高速 （向南匝道） 高速公路

妈湾通道 快速路

新增跨海通道 主干路

３０５１ ０．８５

合计 ３９１２ ０．８５

总计 １４１８１ ０．８０

３．３．２ 以用地开发及人口岗位产生的交通需求校核对外交通设施布局的合理性

大铲湾片区面积约等于北京朝阳区、深圳福田区。从综合规划确定的基准开发规模来看，总体建筑

规模约为朝阳区的一半，净地块平均开发强度与伦敦、巴黎、东京相差不大。大铲湾片区未来职住比与

纽约、福田区、深圳前海片区相当，是伦敦、朝阳区的１．５倍。从人口规模来看，大铲湾片区总人口规

模与朝阳区相当，约为前海的３／５，略高于福田区；平均人口密度总体低于伦敦、东京。根据对外交通

４５２



布局方案，大铲湾片区共规划２５条对外车道、５条公交专用道、１８条非机动车道。通过校核，各方向

设施规模均能满足未来出行需求，对外交通设施布局与大铲湾片区空间拓展方向耦合。

图１５　大铲湾开发强度、人口密度与世界级城市核心区比较图及合理性评估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４　大铲湾片区空间结构与对外通道布局合理性评估一览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空间结构 对外通道

规划情况 需求情况

车道数
公交

专用道

非机动

车道
车道数

公交

专用道

非机动

车道

西

北

部

往宝安区中北部、

光明、东莞及

广州方向

海滨大道 ２ １ — １ １ —

金湾大道 ３ — ３ ３ — ３

沿江高速 ２ — — １ — —

合计 ７ １ ３ ５ １ ３

中

部

往宝安中心区

西乡大道 ３ — ３ ２ — ２

新安六路 ２ １ ３ ２ １ ２

海澜路 （桥梁） ２ １ ３ ２ １ １

裕安路 ２ １ ３ ２ １ ２

往龙华、龙岗 海澜路 （隧道） ２ — — ２ — —

合计 １１ ３ １２ １０ ３ ７

东

部

往福田、罗湖 海滨大道 ２ — — １ — —

往前海蛇口片区

及香港方向

沿江高速 ２ — — １ — —

妈湾车道 ２ — — ２ — —

兴海车道 １ １ ３ １ １ ３

合计 ７ １ ３ ５ １ ３

总计 ２５ ５ １８ ２０ ５ １３

４ 主要结论

４１ 滨海城市对外交通系统应与城市空间布局协调统一

在对外交通系统与滨海城市空间布局共生发展分析中，需深入研究滨海城市空间发展趋势与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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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系统需求特征，构建与城市功能区相匹配的对外通道设施规模，使对外交通系统与滨海城市功能深度

融合［８］。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功能与本质决定了与城市空间格局的共生性，城市空间拓展离不开对外交

通系统的合理配置，对外交通规划也要在城市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进行设置，只有两者协调统一才能实现

共生发展。

４２ 科学合理的需求分析是研究滨海城市空间和对外交通系统的基本手段

一方面是对城市功能及发展形势的分析，在考虑城市用地开发、功能布局、人口岗位规划等信息的

基础上，明确区域及城市的发展形势。另一方面是对外交通需求的分析，根据未来城市和周边区域发展

前景分析，运用交通需求预测手段建立城市空间布局与对外交通体系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交通需求分析

部分应考虑到区域未来城市开发强度存在一定的弹性，需结合不同的空间布局方案和不同的开发强度，

进行多情景下的交通分析，对各交通方式进行交通需求预测，主要研究道路、轨道、公交等客流，按最

可能前景规划、按最不利前景校核对外交通设施。由于交通规划工作与产业规划、空间用地规划同步开

展，并考虑滨海城市的地理位置特殊性，交通承载测试评估应成为对外交通规划与城市空间拓展的重要

内容。

４３ 共生模型的精度和适用性还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本文所建立的共生模型所基于的变量相对较少，主要是通过基于城市功能的相关信息预测交通发展

的趋势，再通过 “方案评估－反馈优化－再评估－再优化”反馈优化流程校核滨海城市空间结构与对外

交通系统规划的适应性和合理性。缺少在中间过程中对主要变量和参数的适时调整，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在宏观分析和论证城市空间布局和对外交通系统的相关关系方面也能起到了一定借鉴作用。

! " # $

［１］蒋伟．城市交通系统与城市空间格局协调发展研究—以长沙市为例［Ｄ］．长沙：湖南农业大学，２０１２：９１１．

［２］曹湛．滨海城市填海城区综合防灾规划研究［Ｄ］．天津大学，２０１４．

［３］魏彤军，王红尧．广州南沙新区水上客运交通规划影响因素研究［Ｊ］．珠江水运，２０１７，Ｎｏ．４３６（１２）：７８７９．

［４］王宝辉．与城市功能和空间体系相适应的对外交通规划关键技术研究［Ｊ］．中国市政工程，２０１７，１９４（５）：４５．

［５］张佳．长春市城市交通系统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协调发展研究［Ｄ］．东北师范大学，２００９．

［６］汪秀丽．合肥城市空间形态演进与空间拓展研究［Ｄ］．合肥工业大学，２０１０．

［７］大铲湾片区对外交通系统综合规划研究［Ｒ］．深圳：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２０１７．

［８］王德，朱查松，段文婷，许尊，陆锡民．基于对外交通的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分析［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４，２１（８）：

５０５２．

［９］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综合发展规划———综合交通专题［Ｒ］．深圳：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

中心，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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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背景下市域 （郊）铁路沿线综合开发策略研究

周金健　王　晓　敖卓鹄　刘君君

!"#$

国内城镇化进程进入以都市圈为主要形态的新阶段，要求进一步加强市郊联系、提升都市圈外围空间价值与

活力。东京都市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建成了一批基于轨道交通沿线综合开发的外围新城。以多

摩田园都市为例，分析东京都市圈协同发展背景，研究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驱动沿线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的理

念、开发历程、运作模式、成果经验等，总结提炼高品质开发、客流反哺、土地整备与置换、多元化可持续经营等关键

开发策略，梳理归纳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政策工具包、商业工具包，提出对国内推进市域 （郊）铁路建设及沿线综

合开发、支撑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启示。

!%&'$

都市圈；市域 （郊）铁路；土地政策；综合开发

０ 引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内超大城市呈现以都市圈为主要形态的发展特点，要求高质量、多层次、可

持续的轨道交通体系为此提供支撑。然而，服务２０ｋｍ～５０ｋｍ范围、主要承担通勤功能的市域 （郊）

铁路在各大都市圈均较为缺乏，难以承载外围组团与中心城区的快速联系需求，难以支撑中心城区对都

市圈更广范围的辐射带动。国家发改委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 〔２０１９〕

３２８号）、《关于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基础 〔２０１７〕１１７３号）等顶层设计指出，

加快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

合”，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核心区至周边主要区域的１ｈ通勤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京都市圈外围区域开始快速城镇化，吸引了大量外来或从中心区疏解而来的

就业人口，同步新建、改扩建了大量承担市郊通勤功能的轨道交通线路，并进行以沿线居住及配套为主

的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形成了线网规模巨大、经济效益良好的都市圈轨道交通体系。东京都市圈

在空间尺度、人口密度、建设用地特征等方面与国内都市圈及其超高密度超大规模中心城市相似性较

高，对都市圈轨道交通体系构建与综合开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１ 东京都市圈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概述

１１ 发展背景

战后，东京依靠地缘政治优势和港口资源，经济与城市建设全面复苏，人口岗位快速聚集。１９５４～

１９７０年间，东京都市圈每年新增人口２５万以上，增量远超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

土地紧约束下，快速增长的住房需求难以在城市中心区得到足量、高品质的满足，亟需开发郊区土

地、加大住宅供给。作为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京城市职能过于繁复，各类社会资源日趋紧

张，中心区 “大城市病”日益突出，部分公共部门与非核心功能亟待疏解，疏解区亟需设施与功能配

套。面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资本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产业为实现产业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对都市圈

外围区域开发诉求强烈。

然而，城镇化热潮下，都市圈外围区域呈现粗放开发、无序蔓延态势，低质量的建设透支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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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日本三大都市圈人口增量变化 （万人，１９５４年～２０１８年）
［１］

空间。因此，都市圈空间组织方式、功能划分、高质量发展路径亟待探索。

１２ 发展特点

１９６０年代起，东京都市圈为缓解土地紧约束、承载持续的人口增量，利用近远郊开发程度低、

发展潜力大的片区，陆续建设了多摩田园都市、多摩新城、千叶新城等十数个居住型新城，多数采

取沿线物业开发、打造围绕轨道交通站点的居住区的开发模式，解决住房需求、串联公共服务、提

供生活配套；针对核心区城市职能过于繁复、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压力巨大的问题，建设了以筑波

科学城为代表的产业型新城，将相关机构及就业岗位迁出都市圈核心区，疏解中心区功能、形成特

色产业集聚区。

表１　东京都市圈四大新城基本情况［２］

新城
距都心距离

（ｋｍ）

规划面积

（ｋｍ２）

规划人口

（万人）
开业年份

多摩田园都市 １５～３５ ３１．６ ４２．０ １９６６

多摩新城 ２５～３５ ２８．８４ ２８．５９ １９７１

千叶新城 ２４～４５ １９．３ ２５．３ １９７９

筑波科学城 ４５～６０ ２８４ ２７ １９７２

　　都市圈外围新城开发与轨道交通 （尤其是市域 （郊）铁路）关系密切。多摩田园都市通过新建配套

市域 （郊）铁路的方式连接都市圈核心区，东急电铁田园都市线建设与沿线的土地综合开发及新城建设

同步进行，并于１９６６年同步开通开业；多摩新城采用既有线建设支线的模式提供市域列车服务，轨道

建设与新城开发同步开展，但轨道开通晚于新城开业；北总铁道北总线同时、同步配合千叶新城开发和

成田机场建设，１９７９年，千叶新城开业、北总线部分区间开通；筑波科学城建设之初并未专门规划配

套线路，直到开业数十年后才建成直达都市圈核心区的市域快线系统。

四大新城开业年份相近、轨道交通至都市圈核心区通达时间基本相同，多摩田园都市在轨道建设与

新城开发协同、人口集聚、客流效益、片区营造等方面较其它新城成效更为突出、特点更为鲜明，可作

为东京都市圈 “轨道－新城”开发的典型案例进行重点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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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四大新城轨道开通及人口发展情况［３］

新城 开业年份
轨道交通

开通年份

至都市圈核心轨道通达时间

（ｍｉｎ）

规划人口

（万人）

开业２０年居住人口

（万人）
２０１０年居住人口

（万人）

多摩田园都市 １９６６ １９６６ ４０ ４２．０ ３９．９ ６０．０

多摩新城 １９７１ １９７４ ４０ ２８．６ １４．１ ２０．０

千叶新城 １９７９ １９７９ ３５ ２５．３ １２．６ １５．０

筑波科学城 １９７２ ２００５ ４５ ２７．０ １７．６ ２１．６

２ 多摩田园都市开发理念

战后快速复苏的社会经济和多摩走廊适宜的地理条件，为 “田园都市”这一经典城市规划理论的实

践提供了土壤；结合承载人口增长、改善人居条件的城市发展需求，形成以市域 （郊）铁路建设驱动沿

线居住及配套开发的理念。

２１ 思想基础与理论体系

多摩田园都市的思想基础主要来自实业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及其在１９世纪初进行的

一系列社会试验 （工厂管理改革实践 （１７９１～１８２０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１８２０年）、“新和谐公

社”与 “新和谐移民区”试验 （１８２４年）等）。

理论体系源于景观与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于１８９９年提出的 “田园都市 （ＧａｒｄｅｎＣｉｔｙ）”

规划理论体系，涵盖规划建设、经济体系、社会治理等维度［４］，核心理念是通过有序的空间组织和土地

政策，整合城乡各自优势，营造具有便捷、健康生活环境与复合多样经济体系的集合城市形态。田园都

市构想对现代城市规划具有重要启蒙作用，对后续 “有机疏散”、卫星城镇等理论影响巨大。

２２ 空间特征与基础设施概况

多摩田园都市是日本民营主体开发的最大规模新城，涵盖东急田园都市线 （中央林间站至沟之口站

区段）沿线、距东京站１５ｋｍ～３５ｋｍ，约２０ｋｍ长、规划面积近４０ｋｍ２的带状区域。该区域为浅丘地

形，原产业形态以农业生产和生态涵养为主，原居住人口稀少 （约２万人），暂无高等级道路等基础设

施，既有城镇化水平较低、至都市圈核心区距离适中、开发潜力大。

图２　东急电铁线路覆盖范围与多摩田园都市开发范围示意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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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急田园都市线为都市圈西南方向的市郊放射线，联系涩谷核心区与都市圈西南部多摩田园都市走

廊，全长３１．５ｋｍ，设站２７座。一期工程 （长津田站－沟之口站）于１９６６年开通，经玉川线、沟之口

线直通至涩谷；二期工程 （长津田站－中央林间站）于１９８４年开通，经新玉川线直通至涩谷，与地铁

半藏门线直通运行；２００４年进行线路整合，中央林间站－涩谷站全线整合为田园都市线，继续与地铁、

私铁直通运行。

图３　东急电铁线网演化示意图
［６］

２３ 开发理念

依托市郊铁路，建立城市中心区与都市圈近、远郊片区的快速联系，在轨道沿线土地开发中低密

度、高品质居住区及配套设施。

对都市圈及城市而言，轨道交通及沿线综合开发可盘活外围片区土地供给，扩大中心区就业岗位于

公共服务辐射范围；依托住房供给增量，助力中心区居住人口疏解，缓解中心区土地与交通压力，改善

生活水平；形成轨道－都市圈空间的良性互动，探索都市圈外围区域高质量发展模式。

对轨道交通企业而言，主动主导轨道交通建设及综合开发，可搭乘经济起飞、人口增长、行业景气

的顺风车，依托外围片区相对低廉的地价，拓展地产开发、自有零售、物业管理等经营范围、优化业务

结构；同时通过改善型居住供给，锚固中高收入人群，提升轨道交通附加值及沿线物业与公共设施

价值。

３ 开发历程与运作模式

多摩田园都市从筹备、开工、开业到发展成熟，经历了长达３０年的多阶段开发历程。梳理各阶段

背景、关键措施与成果，总结提炼全流程整体开发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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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开发历程及关键措施

３．１．１ 早期 （１９１８年～战后初期）

１９１８年，田园都市会社 （东急电铁的前身）创立，主营东京西南角土地收购与住宅建造，并于

１９２０年建成市郊铁路目蒲线、东横线与大井町线，１９３０年收购池上、玉川电气铁道。１９２３年，关

东大地震造成东京地区 （原东京府）约２０．６万座房屋损毁、上百万人无家可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东京地区再次遭受巨大打击。灾后、战后重建与经济复苏进程催生郊区开发与市郊铁路建设

需求。

３．１．２ 准备阶段 （１９５３～１９５９年）

房地产市场急速发展，居民对生活环境和品质的要求日益增长。１９５３年，东急电铁会长五岛庆太

发布 《城西南地区开发意向书》，提出开发东京西南部土地、打造 “第二东京市”的构想。在土地区划

整理模式指引下，东急电铁主导开展以土地整备和沿线属地利益协调为核心的建设准备工作。

３．１．３ 初期建设阶段 （１９６０～１９６６年）

１９６０年，东急田园都市线开工建设，沿线以住宅为主的土地综合开发同步进行。东急电铁与沿线

地方、土地所有者共同成立土地区划调整协会，实施新城开发与轨道建设一体化、土地事项统一代办模

式，东急电铁掌握土地运作与建设实施的绝对主导权。

１９６６年，田园都市线一期开通，田园都市新城首批居民入住。

３．１．４ 继续建设阶段 （１９６７～１９８４年）

田园都市线二期工程参照新城开发进度协同推进，结合沿线开发强度分布，在鹭沼、多摩广场等车

站建设商业综合体并自主经营，助力打造城市外围组团次级核心。

１９８４年，田园都市线全线贯通，并与东急电铁新玉川线、东京地铁半藏门线直通运行，实现从新

城到东京都心的便捷直达。新增住宅供给有序推进，持续吸引居住人口，入住率超过９０％
［７］。

３．１．５ 成熟阶段 （１９８５－）

田园都市线沿线土地开发持续进行，结合开发进度、入住率和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情况，精准研判土

地开发价值，调控土地出让策略及房地产开发、销售节奏，稳步吸引居住人口。另一方面，在部分枢纽

站点加大开发强度、加强综合商业开发，提升沿线城市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品质；进一步完善公交接驳

体系，拓展轨道交通站点服务范围。

３２ 开发运作模式

多摩田园都市轨道交通建设及沿线综合开发采用民营轨道交通企业牵头的交通、物业全过程一体化

开发机制。

实施主体方面，由东急电铁牵头、联合沿线地方及土地所有者成立土地区划调整协会，实际运作以

东急电铁为主。

土地方面，土地所有者向东急电铁提供土地使用权，通过土地入股获得开发权益，参与开发与

利益分成。东急电铁落实新城开发与轨道建设一体化理念，在主导整体规划设计方案的基础上，统

筹自购土地与沿线地方参股土地，统一代办土地区划整理事项，完成对交通设施及地产开发建设用

地的整备。

资金方面，东急电铁以自筹资金 （自有资金和自主融资）全资投入开发建设；除土地入股外，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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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及土地所有者无需额外资金投入。

建设、运营阶段，东急电铁把握建设、开发、销售策略及进度，负责主要交通设施与自有物业运

营，沿线地方及土地所有者仅在部分利益相关领域进行协同配合。

图４　土地及资金运作模式示意图

　

图５　建设及运营模式示意图

４ 开发策略与经验

多摩田园都市在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住宅及商业物业开发、多元化业务拓展等方面的成就堪称东

京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的典范。通过剖析多摩田园都市开发历程与模式，总结提炼以下核心开发策

略与经验，供国内都市圈轨道交通综合开发参考借鉴。

４１ 高品质轨道服务重塑城市空间、出行结构与生活方式

田园都市线通过开行快速列车，压缩沿线组团与城市中心区的时空距离，支撑中长距离通勤需求，

１５ｋｍ～３０ｋｍ圈层的郊外居住区域仅需２０分钟～４０分钟就可到达涩谷副中心就业集中区域。此外，早

高峰 （６～９时）田园都市线上行方向１００％ （４０列）与地铁半藏门线直通运行，减少枢纽站点的大量

换乘，直达都心内部各热点区域，巩固提升轨道通勤功能定位与服务水平。

图６　田园都市线各节点至涩谷副中心的时空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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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田园都市早高峰直通运行示意图

　　以市域铁路为核心的便捷、高品质公交服务推动城市空间重组与功能结构优化，形成市郊放射轴带

和沿线开发模式，提升核心区公共服务辐射范围，促进都市圈外围空间有序开发，支撑高吸引力住宅供

应、沿线土地价值提升与功能完善。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田园都市线沿线住宅土地价格平均增长１０％以上，

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保持平稳，明显优于东京都市圈外围区域整体水平。

图８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年东急电铁沿线住宅土地价格 （左）、劳动适龄人口 （右）变化示意［８］

４２ 高活力、高入住率新城社区反哺客流，保障轨道交通经济效益

通过市域铁路沿线中低密度的开发，在距离就业中心的一定时间可达范围内增加高品质住宅供给，

丰富职住选择范围。住房条件改善方面，市区住宅供应紧张，典型的２ＤＫ （小两房）公租房，仅满足

基本居住功能，居住品质受限；田园都市线沿线开发大量４～５ＬＤＫｇ（大四／五房）独立住宅，拥有足

够的居住和功能空间，满足更高品质的家庭生活需要。此外，自有住房带来安全感和财富增值的期望有

利于吸引居住人口；轨道交通支撑下有限、适度的职住分离以及中低密度的居住空间带来从工作中解

脱、回归生活的心理体验，同时助力营造良好社区氛围与邻里关系。

通过高品质住宅开发与环境营造支撑高层级的需求满足与幸福感获得，锚固中高收入人群，构建高

活力、高入住率新城社区，聚集人气、刺激需求、反哺客流，保障轨道交通客流与经济效益。２００８年

田园都市线日均客流强度达３．５３万人次／千米、进出站客流量超过９０万人次
［９］。

图９　中央林间片区中低密度开发布局 （左）及典型独立住宅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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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土地区划调整”模式保障用地需求

采用预先收储与集约置换相结合的 “土地区划调整”模式保障田园都市线及沿线综合开发的土地需

求。一方面根据开发意向提前谋划，１９５３年 《城西南地区开发意向书》发布的同时，东急电铁以１７０

日元／ｍ２的价格收储沿线大量零散、低价值土地，作为直接开发或土地置换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

１９５７年起沿线土地相继列入城市规划区，各片区陆续成立由东急电铁牵头、联合沿线地方和土地所有

者的土地区划调整协会，开展围绕土地供应、置换与回报的利益协调。

图１０　 “土地区划调整”模式示意图［１０］

土地－物业置换回报模式以 “地上权等价”为核心，东急电铁以建成后等价的地上物业置换地权者

提供参与区划调整的土地及原物业价值，同时开发后的共有土地由东急电铁与原地权者按份共同持有。

地权者 “零成本、低风险”获取土地增值收益，有效激发了沿线地权者支持、参与综合开发的积极性。

图１１　基于 “地上权等价”的土地－物业置换回报模式示意图
［１１］

４４ “有序开发、分段供应、业务多元”的可持续经营模式

根据开发进度和市场需求，采取宅基地出让、商业用地出让、物业预售 （含居住、商业）、物业现

售等多样化销售模式，分阶段持续推进土地整备，结合开发进度、入住率和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情况，灵

活调控土地出让策略及房地产开发、销售策略，保障稳定健康的现金流及再开发再建设资金。

依托轨道综合开发建设，以东急电铁为代表的民营轨道交通企业大幅拓展房地产、酒店、物流、零

售等业务板块，突破传统的物业出售模式，开张大规模自主经营，与轨道交通的客流效益相辅相成，扩

展业务维度、提升品牌价值。东急电铁主要业务板块及特点如下：

（１）轨道交通板块。主要包括轨道交通票务收入和广告等直接收入，是东急电铁整合城市服务、集

聚人气、串联各板块业务的基本盘和重要盈利点，轨道交通板块利润占总利润的３２％，营业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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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６％
［１２］。

（２）房地产板块。主要包括土地运作与流转、居住和商业地产租售等，是转化吸收轨道交通综合开

发及其土地价值的最主要抓手。房地产板块以１５％的营业额占比创造了４８％的利润占比
［１３］，是全业务

范围内最主要的盈利板块。

（３）物流与零售板块。主要包括基于自有物业自主经营的商业综合体 （东急百货）和车站配套零

售，直接转化吸收出行相关及诱增的消费需求。虽然本板块利润相对较低 （占比仅１１％），但营业额占

比高达４９％
［１４］，有效发挥了挖掘全出行链经济价值、刺激多元化出行需求的功能。

５ 启示与反思

５１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政策工具包

国家、区域、城市多层级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总体规划、标准规范等形成了支持轨道交

通建设及ＴＯＤ开发的政策工具包，为东京都市圈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基础

和清晰指引。主要政策工具包括：

表３　东京都市圈犜犗犇政策工具包

名　　称 类别 范围 主　要　内　容

　国土交通 “大部制”

行政

体制

改革

国家

　交通、建设、国土等部门整合为国土交通省，管理范围涵盖ＴＯＤ

涉及的规划、土地、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等核心内容，可作为牵头单

位，主导政府ＴＯＤ开发项目，或高效承担民营ＴＯＤ开发项目的主要

监管与服务作用

《大都市区住宅开发与

铁道整备一体化推进特

别措施法》（“宅铁法”）

法律

法规
国家

　对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及其配套开发的规划建设给予土地政策

等方面的支持，允许适当突破现有框架和限制的，在特定情况下赋予

强制征地权

《建筑基准法》
法律

法规
国家

　ＴＯＤ配套城市设计、景观建筑设计的法律基础，在多摩田园都市

的实践中衍生出指导具体片区的 《建筑规范协议》和 《街区景观设计

指南》

　站点周边开发解禁 法规修编 国家
　允许轨道站点１ｋｍ范围内，突破 “绿带”等用地限制，进行城市

化开发

《首都圈整备法》
法律

法规
区域

　确定东京首都圈范围及其在国家整备政策、区域总体规划中的法律

地位，是 《首都圈基本计划》／《首都圈整备计划》（新）等区域规划

的法律基础。提出将首都圈按照建成区、近郊整备区、城镇开发区等

三个圈域，分别制定相应的规划目标

《首都圈整 备 计 划》

（原 《首都圈基本计划》）

总体规划

及配套
区域

　首都圈唯一的法定规划。总体规划层面包含提出未来规划远景 （包

括人口规模等），制定首都圈发展战略 （包括土地利用的基本方向，

其他基本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等）；近期建设规划层面，对土地利用、

基础设施和环境等提出具体的发展策略和实施方案；实施计划层面发

布整备年年度报告

《第三次东京都长期计

划》、《东京规划１９９２》

总体

规划
城市 　提出将副都心和业务核心都市作为开发的核心内容

《集合住宅建设相关的

指导纲要》

行政

意见
城市 　要求轨道新城、大规模住宅开发必须配建中小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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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商业工具包

以东急电铁为代表的民营轨道交通企业在牵头主导 “轨道－新城”开发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形成一

系列涵盖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利益协同与投融资、物业开发、多元运营的商业工具包，对新型城镇化背

景下我国都市圈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综合开发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意义：

表４　东京都市圈犜犗犇商业工具包

名　　称 主　要　内　容

　土地区划调整
　以 “地上权等价”原则进行利益协同，有效整合轨道交通企业与沿线地方、地权者的土

地资源，保障开发建设用地需求；以整备土地为资产基础进行融资，获取开发建设资金。

　牵头单位全权代办

　利益协同与充分信任下，轨道交通企业在开发全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主导规划设计编

制，全权代办土地整备事宜 （包括土地区划调整、土地利用性质变更等），全资投入轨道

交通建设及主要物业开发，保障了规划意图和利益分配模式的成功实践。

　开发与销售的时空节

奏控制

　空间上以轨道站点为核心，分圈层推进物业开发；时间上根据轨道交通建设进入、地价

变化情况、居民入住情况，灵活调配宅基地或物业预售供给，调控供需关系，实现综合利

益最大化。

　沿线价值创造与维护

　以公园绿地和公共配套完善居住环境构建，以微循环公交网络提升轨道交通服务覆盖范

围，以学校、综合商场等大型集客设施创造大型公共服务需求与反向客流，综合提升沿线

价值。

　适应市场变化的灵活

策略调整

　坚定把握 “用轨道提升、保持生活的便利性”根本出发点，研判市场需求变化与政策导

向，在中低密度开发的原则下适当提升部分区域的开发密度、丰富公共服务功能，挖掘潜

在经济效益

５３ 对国内都市圈市域 （郊）铁路综合开发的启示

充分借鉴东京都市圈由轨道交通企业主导的 “轨道－新城”沿线综合开发模式，结合国内各大都市

圈中心城市及其轨道交通发展阶段特点，以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为抓手，带动外围片区发展、有机

疏解中心城区功能，支撑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

（１）加大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力度。充分认识以市域 （郊）铁路为主的２０ｋｍ～５０ｋｍ空间范

围内快速轨道服务对远距离组团空间的激活作用，灵活采取新建市域 （郊）铁路、市域轨道交通快线、

利用既有线开行市域 （郊）通勤列车等多元化供给模式，着力提升远距离、跨组团时间可达性，拓展重

点片区的 “时间腹地”，配合多样化住房供给机制，提供更丰富的职住选择；重点研究利用高可达、远

距离组团打造大规模、高品质居住区；

（２）总结检讨、全面推广 “轨道＋物业”建设模式。总结检讨既有 “轨道＋物业”建设模式实施经

验，根据具体区域、线路、站点特征，重点研究丰富物业开发模式、明确回报机制，力求挖掘收益潜

力，充分实现轨道交通外部效益的内部化；

（３）轨道交通企业全面承担轨道交通综合开发职责。发挥传统轨道交通企业作为大型国企的体制机

制优势，一方面在长周期、大投入的开发全过程中保持战略定力，合理控制风险，坚定贯彻执行城市规

划和政府的发展意图；另一方面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以市场化手段推动建设、运营、管理与资源调度、

利益协同，达成良好的开发效果和社会经济效益，保持财务可持续；

（４）扩展轨道交通企业业务范围，打造复合经营模式。轨道交通企业组建专门的投融资、物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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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物业运营团队，提升对综合开发意图的贯彻落实能力以及对开发全过程的主导能力。运营自有商业

物业，提升自主盈利能力；直接面对公众，提升品牌价值。

６ 结语

准确把握都市圈协同发展阶段性特征，适时推进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及沿线综合开发，引导都

市圈多元化空间布局优化。策略重点一是创新土地整备、属地利益协同机制，保障建设及综合开发用地

需求；二是以高品质的住宅、商业、公共服务全要素开发吸引人气集聚，实现综合开发与轨道交通客流

效益的良性互动；三是创新轨道交通企业多元化经营模式，实现轨道交通外部效益内部化以及综合开发

收益可持续。

都市圈背景下市域 （郊）铁路及其综合开发的落地实施还有若干问题待深入思考：一是在我国市域

（郊）铁路建设明显滞后于城镇化和都市圈一体化进程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与沿线既有开发建设及相关

利益的关系；二是如何有效实现综合开发的多样化、全要素，避免单一的高密度 “卧城”式住宅开发；

三是针对都市圈跨行政边界市域 （郊）铁路，如何打破行政壁垒、协调属地利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建

设报批模式和运营管理模式。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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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城市低空空间综合开发利用的思考

陆晓华　郑　林　张　奇

!"#$

随着国内各大城市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快速发展，城市低空空间的合理利用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务院

中央军委２０１０年下发 《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深入推进，为释放通用航空低空

飞行需求，探索建立城市空中交通网络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如何在空域管理改革的背景下，处理好城市低空空间资源与

空域环境、城市垂直生长之间的关系，成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低空空间特性与开发价值，结合

空域管理体制和现状使用问题，从空域协同管理、飞行通道划设、飞行服务保障等方面提出思路与建议。

!%&'$

低空空域；城市空间；空域管理；低空飞行

０ 引言

当前各地正在开展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强调 “多规合一”［１］。高密度城市为破解资源困境，通过

不同形式提出三维立体空间复合开发，统筹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的理念。随着近年来我国通用航空业

的持续快速增长，城市低空飞行活动日益频繁，直升机空中游览、医疗救护、无人机物流配送等新兴业

态迅猛发展，对于低空资源开发使用的需求十分强烈。低空空域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一直以来由国务

院、中央军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 （简称国家空管委）统一领导全国低空空域使用管理工作。城市低空

空域 （空间）的综合开发利用一方面受到现有管理体制机制的约束，另一方面其价值也尚未得到足够

重视。

１ 城市低空空间特点与开发价值

１１ 城市低空空间的特点

我国低空空域多按高度划分，２０１４年国家空管委 《低空空域使用管理规定 （试行）》（征求意见稿）

提出低空空域原则上指真高 （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１０００ｍ （含）以下的区域，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办

公厅 《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低空空域范围扩展至真高３０００米以下。而国际上多以

空域所提供的服务作为划分标准，例如国际民航组织提出的Ｅ、Ｆ、Ｇ类空域
［２］，根据飞行活动要求逐

步放松对目视飞行的限制。城市低空空域 （空间），其运行和使用除了受高度影响外，还受到机场起降

航路和服务保障能力的影响，一般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位于人口稠密的城市建成区上空，空域范围相对紧张，传统运行模式难以满足需求；

第二，城市机场飞机起降航路对空域占用较多，部分空域还受到军事活动、核电保护区等其它

限制；

第三，低空飞行服务保障需求较大，需要提供飞行情报、气象等相关服务以提高空域利用率和安

全性。

１２ 低空空间利用适应城市垂直生长趋势

城市垂直空间的利用成为现代高密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城市垂直生长主要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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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一是向地下垂直生长，建造地铁、地下道路、地下商城等设施。另外一种趋势是向城市上空垂直

生长，包括高层建筑、空中连廊、交通枢纽上盖综合开发等。城市低空空间的利用，可以更好地利用空

中资源缓解地面空间日益紧张的问题。通用航空飞行器利用城市低空飞行，以直升机为代表的旋翼机

型，其起降场地对城市用地占用较少，且一般可通过改造高层建筑楼顶等满足飞行要求，飞行航路的划

设与城市开发之间冲突较小。以纽约为例，曼哈顿地区的三个公共直升机场总共占地不足３０００ｍ２，每

天能够承担多达２５０架次的飞行任务，具有较高的用地效率
［３］。

图１　曼哈顿中心直升机场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ｂｂｓ．ｚｏｌ．ｃｏｍ．ｃｎ／ｄｃｂｂｓ／ｄ２３２＿１９０４７０．ｈｔｍｌ）

１３ 低空空间利用是构建立体综合交通网的需要

随着城市地面交通拥堵指数不断上升，交通参与者 （特别是超大城市的交通参与者）正在不断探索

利用立体的交通方式提供更为快捷方便的出行选择。相较于城市地下道路系统和城市轨道交通，低空飞

行具有灵活、方便、快捷的特性，而且基建投入较小。未来城市空中交通可以充分利用空中资源提供点

对点的便捷出行，覆盖交通不便地区，提供更多高品质、个性化交通解决方案，为构筑立体综合交通网

打通最后的闭环。政府机构层面，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ＮＡＳＡ）和新加坡民航局为代表的机构正推

动城市空中交通体系的建立。２０１９年５月，中国民航局 《关于促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在２０３５年之前，建立包括载人在内的无人驾驶航空交通运输系统。

１４ 低空空间利用是满足现代化城市公共和生活服务的需要

近年来，通用航空在抢险救灾、医疗救护、空中巡查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关

注与认可。在高密度城市公共民生发展中，通用航空亦可担当不可替代的社会服务使命。我国城市规模

不断扩大，社会管理制度日趋完善，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内一线城市目前已基本具备空中警务、应急

救援等综合服务的社会基础和发展环境。空中应急救援体系随着通用航空 “放管服”理念不断深化，正

逐步融入到公共民生保障工作中。此外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低空消费配套服务的完善，以空中游

览、个人娱乐为主的消费类飞行活动呈快速增长趋势。２０２０年６月，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

好交通运输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推进交通运输与旅游体育产业融合，推动低空飞

行旅游。

１５ 低空空间利用是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协调发展的需要

通用航空是民航 “一体两翼”重要组成，可以实现与运输航空的资源共享、协同运行、功能互补。

２０１９年７月民航局印发 《关于加强运输机场保障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鼓励有条件的运

输机场分设通用航空专用通道，结合机场实际规划通用航空飞行进离场航线、程序。目前深圳宝安机场

９６２



日均航班起降已经突破９００架次，进近管制压力较大。即便如此，深圳机场仍然在国内率先开通了深圳－

澳门、深圳－香港的跨境直升机航线，在机场控制区设置通用航空站坪，拓展了通用航空服务范围。因

此只有开放运输机场和低空空域的使用，鼓励多场景应用，低空飞行服务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图２　深圳宝安机场东航站区外的福永直升机场 （图片来源：深圳东部通航公司）

２ 城市低空空域使用与管理现状

２１ 城市低空飞行类型

低空飞行器种类多，应用范围十分广泛。２０１８年我国经营性通用航空作业类型就多达２６种
［４］，可

以归纳为飞行培训、工业作业、农业作业、消费体验、交通服务和应急救援六大类。随着通用航空业的

快速发展和低空空域管理的逐步松绑，低空飞行正在逐步融入现代都市生活，应用场景变得日益丰富。

图３　全国通用航空部分新兴类型飞行量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中国通用航空２０１９年度报告》）

低空游览增长明显。我国已初步形成一批以

城市及景区空中观光为核心的低空旅游示范项

目。比如２０１４年被国家旅游局授牌的全国首个低

空旅游示范基地———北京密云机场低空旅游示范

基地，开通七条观光航线。天津、西安、武汉、

株洲、三亚、海口等城市也开通了观光为主的低

空旅游项目。民航局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９年我国

低空游览飞行时间２．１６万小时，相比２０１８年增

长３２％。

航空公共服务需求开始显现。通用航空在城

市公共服务领域主要应用于安全管控、消防灭

火、抢险救灾、医疗救护、测绘航拍等。成立于

１９９３年的香港飞行服务队，隶属于特区政府保安

局，是城市航空公共服务的典范，每年仅直升机的飞行时长就可达到５０００小时。自１９９３年武汉市组建

我国第一支警务航空队，至２０２０年初，全国已组建３９支警务航空队，以无人机和直升机为主体，在防

恐处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航空公共服务能力已成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

商务包机和运输类服务趋于常态化。以直升机和小型固定翼等机型为主，短途运输和包机运输形式

逐步受到高净值人群的青睐。短途运输 （商务包机）作为个性化出行方式，成为城际综合交通的有益补

充。例如，香港至澳门、澳门至深圳开通了直升机航线，其中港澳之间航线已经运行近３０年，深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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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直升机跨境飞行也于２０１９年６月试飞成功。

２２ 占用城市空间情况

以深圳市为例，城市低空飞行活动对于城市空间的占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地面起降点布局和

低空飞行航线划设。

起降点多集中于高密度城区，以建筑高架及临时性设施为主。直升机起降点的分布与飞行活动类型

及强度密切相关。通常直升机起降点的建设需要占用少则４００ｍ２，多则结合保障服务功能超过近

１０００ｍ２的面积。而城市中心区用地资源紧张，固定式的表面型直升机起降点选址十分困难，因此现有

起降点多位于楼顶、操场、市政公园等开放性区域，并且以临时性设施为主。例如深圳市现状直升机起

降点多由市场主体开发建设，主要集中于福田、南山、罗湖等人口密度较高、经济产业发达区域。

图４　深圳市直升机起降点现状分布 （图片来源：《深圳市直升机起降点布局规划》）

城市空域整体呈现大流量单一空中通道结合零散自主飞行的空间利用形态。结合深圳通用航空飞行

业务总量来看，大流量飞行活动主要由海上石油服务产生，空中通道由深圳南头机场至市区北侧坂田、

横岗、坪山至大鹏后延伸至海上石油作业平台组成，年飞行近１２０００小时
［５］。其余低空飞行活动主要由

集中于宝安机场、后海片区、福田中心区以及东部华侨城等高需求区域的自主目视飞行构成，由于目前

飞行频次较低，与城市空间使用之间的矛盾冲突尚未显现。

图５　深圳市现状低空飞行网络形态示意图

２３ 城市低空空间利用的问题

低空空间开发与城市发展需要统筹协调。城市空间开发过程涉及多个用户主体，包含运输机场、通

用机场以及诸多城市起降点的净空限制，以及城市高层建筑、核电站防护、生态区域管控等诸多的城市

发展需要。目前的城市空间开发过程尚未建立弹性的空间共享理念，以深圳为例，大亚湾核电站周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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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５ｋｍ空域禁止一切空域航线开发，宝安机场起降航路所要求的安全间隔又对可用低空空域造成较大

压缩，而噪音管控也进一步制约了通用航空飞行器在城市内的飞行活动。城市低空空间多个用户共同挤

占有限的空域资源，相互制约又缺乏协调共享，形成低空空间开发过程中诸多掣肘现象。

城市低空空间管理体制机制亟待理顺。高密度城市向上垂直开发利用或可成为解决城市空间扩容的

有效途径。但对于目前我国空域资源管理权限统一归口至军方，民航部门负责飞行运行管理事务，同时

地方政府也需要在建筑限高、环境噪音、交通体系等多个方面开展协调管理工作。在低空空域管理和通

用航空分类管理体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低空空域划分、飞行任务及计划等审批流程复杂，城市低空空

间的开发利用面临根本性制约。

城市低空空间开发利用的保障体系有待健全。目前服务于低空飞行活动的飞行计划、航空气象、航

空情报、告警救援以及其他保障体系尚未健全，通用航空器无法实现如同运输航空一样系统性高效开展

飞行活动。面向商业化运营的城市低空飞行运行规则和安全管控机制亦尚未建立，无法做到区域规模化

飞行的统筹协调，给通用航空飞行与公共安全带来不可控的风险。

３ 城市低空空间开发的策略思路

３１ 加强低空资源协同管控

合理划设协同管理空域。目前城市低空飞行仍沿用运输航空的管理规定，并未充分考虑通用航空的

飞行数量、高度、速度，以及安全管控能力。通用航空飞行器的通讯、导航以及高度保持能力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飞机的安全飞行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已经具备严格按照规定的航线或者范围进行

作业的能力，在实际飞行服务过程中对于空域使用的条件不应构成制约因素。而且在当前空域管理中，

军民航各方对空域使用的限制较为刚性且相互制约，缺乏优化使用空域的协调机制。因此，可以根据当

前通航飞行量以及运行特点，由地方政府组织各相关管理方通过联合办公或者远程办公的形式协同管理

空域，在满足现有的管理规定前提下，在城市地区合理划设协同管理空域，在该空域中采用混合使用的

方式允许通用航空与军民航融合运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采用目视自主飞行，以提高空域使用效率。

动态使用城市低空空域，并保障空域可及时回收。在现有的空域管理体制下，采用动态使用空域的

方式，充分利用当前军民航各方使用较少的空域，特别是城市低空空域，建立协同管理空域。在协同管

理空域无特殊飞行需求的情况下，允许低空用户在空域中自主组织飞行，并对飞行的安全负责，同时通

过专用频率与空域用户保持通讯联系，协同管理空域中的运行信息实施传送至军民航监管机构。在军方

或其他空域用户对空域有使用需求时，军方单位可通过监视手段掌握空域内的航空器动态，并通过专用

频率或其他通讯方式及时组织各方退出空域，保障在特殊情况下空域的可回收性。

３２ 划设飞行通道并建立安全运行规则

合理划设低空目视飞行通道。飞行通道的划设既要充分考虑空域管理的规定以便获得许可或授权，

也要根据城市功能区和建筑物分布选择满足飞行用户需求的最优方案。因此，可以从城市低空飞行活动

特点出发，综合考虑国土空间、空域情况、用户需求等多重因素，采用三维叠加设计方法，综合确定目

视通道的方案。其中，空域限制是通道划设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一般在通道划设起始阶段就充

分考虑限制空域以及军民航活动的影响，以保证通道运行的可行性。

明确目视自主飞行规则和安全责任。参照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目视飞行规则的建议条款，明确在特定

空域条件下由飞行员采用目视自主避让规则，确保符合包括安全间隔以及超障高度等要求。在指定空域

目视飞行规则下，一般来说空防安全责任主体是军队，飞行安全的责任主体是通用航空经营者和航空器

驾驶员，公共安全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在民航推行 “放管服”的背景下，深化民航管理部门的责任边

界重塑，并推动军航管理方的责任边界调整，消除相关管理方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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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目视通道划设三维导图

简化飞行计划审批流程。通过军、民、地三方建立协调机制，进一步简化飞行计划审批报备程序。

逐步实现在管制范围以外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军民航管理单位将不再分别对飞行计划逐一审批，而是

按照事前备案管理。军方可以通过审批备案平台随时调取相关的审批备案资料，并通过监视平台对低空

用户的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视，并发布相关的空域使用限制或临时性要求，保证空防安全。

３３ 强化飞行服务保障

与运输航空相比，通用航空低空飞行具有机动灵活、快速高效等特点。但是目前通用航空飞行服务

多数采用 “独立运行，个体保障，自给自足”的方式，没有系统的飞行服务基础数据，没有成型的基础

服务产品，没有信息交换和发布的渠道，整体服务能力较弱。为适应通用航空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需

求，根据不同类型通航活动的特点和需要，应提供更广泛、更精细的差异化服务。以城市低空飞行为

例，在目视飞行规则下自行保持安全间隔，对飞行员的间隔判断、障碍物避让、危险天气识别提出新的

要求。为此，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是满足低空空域有效开发利用的需要，可以从技术上为主管部

门的运行监控和通用用户的安全飞行提供有效支撑。在建设模式上，低空飞行保障体系可以由地方政府

和民航部门联合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和运营，民航部门主要负责运行规范和标准，负责技术支

持和行业监管。

３４ 将城市低空空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城市低空空间作为城市重要资源，建议纳入城市国土空间规划范围，以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

度。首先在体制上，明确城市低空空间利用属于国土空间规划事项，授权指定城市人民政府进行统筹规

划。其次在权威性上，把握低空空间规划的刚性管控和弹性指导，在运输机场和通用机场净空保护基础

上，应对低空空间利用设置一定的保护机制，对低空飞行密集区域的新建高层建筑报批设定审查程序，

以保护城市低空空间的安全利用。再者在协调性上，低空空间规划离不开地面配套设施的支持，建议以

既有城市直升机起降场地和高层建筑楼顶为基础加以改造，并通过建立可回收装置实现起降场地的多用

途设计，以实现起降场地的动态利用。最后在环境保护方面，城市低空开发利用还需通过规范低空飞行

线路，规定直升机飞行高度以及飞行器起降操作流程，以减少噪音影响，同时积极鼓励使用低噪音的电

动飞行器。

４ 结语

随着通用航空飞行器的快速发展，未来城市空中交通模式是综合立体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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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由地面、地下转变为全方位、立体式的发展。在现有空域管理制度下，建议采用多方协同管控

的空中交通模式，打破多头管理、静态调配的方式，明确安全责任，通过新型空域管理方式为城市空中

交通提供足够的空间。同时，探索将低空空间列入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开发低空资源，保证低空空

间开发的安全有序。可以预见，一旦我国低空空域资源得到释放，对于城市空间利用和开发，将在空间

形态、组织模式、管理形式等方面产生革命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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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赋能下的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思考

黄愉文　孙　超　张永捷

!"#$

面对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及疫情全球化的冲击，国家着力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智慧交通作为新技术与

交通运输深度融合的主要载体，迎来战略发展机遇。首先，通过 “新基建”发展态势分析，从数据感知体系更精准可

靠、管理决策体系更智能协同、出行服务体系更精细舒适等方面研判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前景。其次结合 “新基建”建

设特性，提出按需建设与适度超前相结合、顶层设计与重点示范相映射、市场主体与政府作用相促进的交通运输智慧化

发展基本原则。最后，围绕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升级、行业治理与服务应用创新，以设施数字化和数字设施化为主线，以

智慧道路等 “硬”新设施、交通大脑等 “软”新设施、集成示范为核心提出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思路。

!%&'$

“新基建”；交通运输智慧化；“硬”新设施；“软”新设施

０ 引言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演进，伴随疫情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被视为拉动

经济增长、支撑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举措。交通运输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着力推

进大数据、人工智能、５Ｇ等新兴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积极建设交通运输新型基础设施引领智慧

交通发展势在必行。

自２０１８年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来，智慧交通
［１］、智慧城市［２，３］建设逐步推进，但整体上以人工

智能、５Ｇ、区块链
［４］、自动驾驶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应用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新型基础设施推动下的交通

行业治理能力体系、治理模式、建设思路、重点建设领域仍然有待研究，如何科学布局交通运输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新技术赋能下的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是谋划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的核心环节。本文旨在基

于分析 “新基建”赋能下的交通发展前景，理清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原则，最后聚焦交通行业治理和服务能

力创新升级，围绕设施数字化和数字设施化，从智慧道路等 “硬”新设施、交通大脑等 “软”新设施、集成

示范三个层面提出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思路，以期为高质量智慧交通建设提供参考。

１ “新基建”赋能下的交通发展前景研判

“新基建”建设是国家重要战略部署，被视为对冲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科技创新、助

力经济转型的核心举措，也是推动高新技术与城市治理协同发展的关键载体。“新基建”从５Ｇ、人工智

能、物联网、大数据中心等领域为交通运输发展注入新的支撑要素和要求，将推动交通行业数据采集和

传输、关联分析和精准治理、综合性和个性化出行服务等关键环节升级完善，助力交通智慧化发展。

表１ “新基建”相关政策

时间 会议或文件 相关内容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中央经济会议 　加快５Ｇ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１９年３月 政府工作报告 　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２０２０年１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 　出台信息网联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

２０２０年２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 　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５Ｇ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

２０２０年３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 　加快５Ｇ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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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一代网络传输体系加速建设，交通数据感知体系更精准可靠

５Ｇ、物联网、卫星定位网是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建设内容，将极大赋能数字连接，助力交通行业

海量前端感知数据高可靠、高速率回传，支持局部区域车路人交互协同，并为智慧灯杆、智慧锥桶、移

动监测车、智能单兵设备、无人机以及ＥＴＣ门架等智能化新设备设施提供基础支撑。当前各省市陆续

推出５Ｇ等新一代网络传输体系建设计划，例如上海提出三年内新建３．４万个５Ｇ基站，在实现全市覆

盖的基础上，持续推进重点区域深度覆盖和各区功能性覆盖、形成有规模效应的应用。

（二）新技术基础设施加快融合应用，交通管理决策体系更智能协同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将极大赋能数字分析，助力交

通行业区域间、城际间、城市内等多层复杂运行规律挖掘，支持短时运行态势精准推演，为主要交通廊

道、重点交通集聚片区、异常交通事故等大规模人流、车流应急疏散提供精细化引导支持，为优化资源

配置、强化业务联动提供强有力支撑。如江苏省提出通过交通运输大数据驱动行业治理，开展交通流分

析、交通供给需求匹配分析、交通拥堵特征分析等，为城市公交线网优化提供支撑。

（三）融合基础设施体系规模化落地，交通出行服务体系更精细舒适

以智慧高速、智慧枢纽、智慧港口、智慧道路等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加速规模化落地，将极大赋

能出行服务，助力车道级驾驶引导、站点级室内导航、全出行链多方式无缝衔接，无人驾驶出租车、无

人驾驶公交车等智能移动空间服务重构出行定义，出行上升为办公、娱乐、休憩等多活动综合载体，融

合基础设施推动推动下出行服务体系更精细舒适。如浙江省提出沪杭涌高速公路智慧化提升、杭绍甬智

慧高速公路等建设工程，实现面向个体车辆的诱导与安全辅助信息推送，为行车用户提供综合路网

服务。

２ 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基本原则

“新基建”建设推动下，交通运输新型基础设施加速走向落地，新一代科技与交通运输加快融合，

但考虑到新技术应用及建设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传统基础设施补短板需求强烈，有必要提出新旧共

融、顶层规划、协同共治等基本发展原则，科学有序推动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

图１　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基本原则

２１ 坚持新旧共融，促当前利长远

坚持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旧式基础设施协同发力，共同推进交通运输转型升级。当前我国道路资

源、铁路资源、枢纽资源等传统基建仍然存在不足和欠缺，基础设施资源错配、使用饱和度低等问题依

然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转型升级。“新基建”以数据流动、精准分析、主动控制为核心，强化交通

管理服务智能决策能力的同时，能够有效推动传统基建数字化转型，催生智慧高速、智慧道路等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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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新模式。因此，新旧基建应融合发展，坚持按需建设与适度超前相结合，双擎驱动交通智慧化

建设。

２２ 强调统筹规划，高站位优落地

显然，新型基础设施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技术发展进程、建设路径、运营模式等缺乏成熟的可借

鉴案例，为避免盲目建设、减少错误教训，应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明确交通运输新基建核心功能体系、实

施时序、建设重点等顶层设计方案，注重新旧基建的统筹衔接，同时结合城市发展需求及新型基础设施

技术发展态势，在顶层方案的指导下，科学有序推进 “新基建”集成示范应用，实现顶层设计与重点示

范相映射，高质量促进新基建推动下的交通运输智慧化转型升级。

２３ 注重协同共治，聚合力建生态

以新型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交通智慧化建设，应充分借助基础核心技术研发、关键产品生产、交通运

营、出行公众等多类型主体力量，实现技术创新、运营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等交通运输管理服务

关键环节的持续提升，实现交通运行管理全链条相关参与要素的协同共治。同时，通过逐步完善有关体

制机制，畅通社会资金进而 “新基建”多样化渠道，灵活应用ＰＰＰ、使用者承担费用等投融资模式，

实现建设资金的多源头、多形式筹集，形成全行业联动发力的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格局，保障智慧交通

可持续健康发展。

３ 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初步设想

以着力提升交通治理和服务质量为目标，顺应５Ｇ、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趋势，围绕

设施数字化和数字设施化，提出构建泛在连接、主动感知的 “硬”新设施，构建高效协同、智能决策的

“软”新设施，打造融合创新、重点引领的集成示范等三个方面的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初步设想。

３１ 设施数字化：构建泛在连接、主动感知的 “硬”新设施

用数赋智，聚焦交通运输数据链构建，以人－车－路－环境－设施等全交通要素运行态势的协同感

知、精准感知为核心，推动城市道路、高速公路、枢纽场站、通信网络等物理硬件设施数字化转型，建

立与现实平行的数字映射模型，实现交通运输形势一图感知。

（一）聚焦数字赋能，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在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运算等交通运输数字化建设基础关键环节的核

心赋能作用，合理布局以５Ｇ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传输体系、北斗
［５］定位基准网及云化虚拟信息中心。

一是构建新一代全域－局部分层耦合的网络传输体系。加快推动５Ｇ、ＬＴＥ－Ｖ２Ｘ
［６］车联网在交通

领域的创新应用，优先选择枢纽、局部道路车路协同和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等集中应用场景，通过５Ｇ

移动网络传输体系实现全域数据互联、全程伴随式信息服务，通过短程车路组网实现局部场景的特定交

通运行信息交互，有力提升异常情景下的交通安全保障。二是北斗定位基准站建设，充分利用北斗高精

度定位、导航、授时等关键能力，支撑无人驾驶、极端天气下的精准救援，实现行程路径的无差别回

溯，为自由流收费筑牢基础条件。三是云化虚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交通行业云资源中心，与政务

云对接关联的同时，向行业科研机构、运输企业、公众等社会主体提供一体化、一站式的交通大数据存

取、基础机理分析等通用服务，助力行业共治共享。

（二）聚焦数智融合，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升级

面向交通全要素三维数字化呈现，重点推动路网、枢纽、港口、机场等既有传统设施运行数据网联

化、运行状态数字化，搭建交通数字孪生体，助力交通运行态势精确感知、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跨部门

高效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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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核心内容

一是高速公路智慧化，合理布设高精度传感器、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智能锥桶、无人机等设备设

施，实现全线交通流态势实时监测及短时推演，支持车道级智能诱导及区域协同控制，提供基于位置及

个人偏好的伴随式综合信息服务，远期允许无人汽车编队行驶。二是枢纽设施智慧化，围绕客流组织、

票务运营、工作人员调度、运力协同、设备巡检、环境监测等枢纽业务场景，借助５Ｇ高精度蜂窝定位

及高可靠物联网连接能力，精准识别乘客、工作人员、设备设施状态。三是港口智慧化，聚焦自动化运

营及审批，强调水铁、水陆、水水高效联程联运，大力推广５Ｇ、无人集卡、自动ＡＧＶ、区块链等技术

应用，推动货柜高效装载转运。四是城市道路智慧化，面向行人优先、公交优先、区域协同管理、精准

执法等现代化治理要求，科学应用视频识别、智慧道钉、云边一体信控体系等先进设备，实现道路状态

全面感知、信息融合协同、运行综合管控。

３２ 数字设施化：构建高效协同、智能决策的 “软”新设施

顺应新技术基础设施发展趋势，重点解决当前系统孤岛、协同处置欠缺、关联分析不足、机理挖掘

不够等信息化建设问题，前瞻性应对超大规模数据在线分析、全出行方式精准调度、城市级交通运行协

调管控等现代化治理要求，建设覆盖政府交通治理、企业运营、公众出行服务的信息软件设施，实现数

据驱动、智慧赋能的交通行业决策支持及运营服务。

（一）建立共融开放的数据资源体系，支持交通大数据高效存储分析

一是建标准、促汇聚。建立统一的交通行业数据标准，明确数据类型、数据内容、数据质量等要

求，形成分类型、分层级的数据资源目录，并升级数据校验流程及规则，建立数据清洗、加工、脱敏机

制，强化数据勘误和整理自动处置能力。二是建制度、促开放。面向不同用户，建立数据分级、分权限

共享机制，实现数据高效上传及下发，形成有序共享环境，确保关键核心数据安全。三是建接口、促应

用。按照业务主题形成系列数据库，制定行业数据接口，支持按业务类型逐级查找，支持按关键字的快

速搜索，并实现数据资源批量调整，有效提升数据资源获取便捷性，促进行业协同创新。

（二）建立主动精准的行业治理应用，推动交通管理体系智能升级

面向交通管理部门公共交通、客货运输、基础设施、道路管控、综合执法等交通治理业务，重点建

设精准监控、智能决策、主动控制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一是智慧公交，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动态分析线路、站点、重点区域客流情况，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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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企业、线路运行质量，助力精准考核、补贴决策优化、线路调整完善。二是智慧运输，强化运行规律

分析，注重运行态势预测，强调运行体征在线监管，挖掘违法行驶重点路段、重点企业，提炼时空分布

特征，建设全程主动的客货运输防控体系。三是智慧设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高危边坡、重大桥梁

等基础设施病害识别、监测预警与维修保养等方面应用，构建全生命周期闭环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四

是智慧管控，借助大数据、５Ｇ、ＣＯ２传感器等技术设备，加强道路交通运行态势及环境监测，智能识

别常发拥堵和环境质量低的道路路段，推动区域协同管控。五是智慧执法，拓展视频集群分析能力，实

现基于多路视频拼接追踪的出行轨迹回溯，推进以自动识别、流程化处置为核心的执法体系建设。

（三）建立高质高效的企业运营应用，实现运输资源智能调配

围绕输送效率、服务质量、安全保障和运营效益提升，建立全息感知、实时分析、科学决策、精准

执行的运输管理体系。一是打造智能识别、实时预警的客流精准监测，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实现人群密

度、人员滞留、人群轨迹等信息的智能检测、自动预警，支撑客流的及时引导与疏散。二是打造动态协

调、全景管控的车站组织管理，基于客流精准预测，结合站内人群分布态势，精准分析瓶颈站内瓶颈路

线、热点区域，助力客流组织优化。三是打造跨方式协同的大客流应急体系，突破公交、地铁、出租行

业数据壁垒，精准对接多方式供需匹配态势，实现跨方式精准协同，提升行业运力资源利用率。

（四）建立按需响应的出行服务应用，提供全出行链、时刻表级服务

以ＭａａＳ体系建设为核心，向公众提供全链条、一站式出行定制服务，着力提升公共交通出行体

验。一是全交通方式串联，汇聚航空、高铁、港航长途班车、高速路况等城际交通和地铁、公交、水

巴、出租、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城市道路路况等市内交通运营服务资源。二是城市级运输资源调度模

型，在建立个体出行画像的基础上形成城市级出行需求时空分布规律，形成一般性运力资源部署，同时

在此基础上，面向临时性出行需求，实现最优的邻近出行资源调度匹配，保障常态及临时出行需求。三

是支持票证一体化，为公众出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全过程出行服务。

３３ 应用智慧化：打造融合创新、重点引领的集成示范

当前５Ｇ、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基本处于小范围应用或试验阶段，新技

术、新模式尚未完全成熟，有待进一步实践。此外，单一技术难以满足交通运输行业多方式协同、多部

门业务联动、复杂多维数据深层挖掘、大规模资源高效配置等高性能要求，多技术协同发展是推动交通

管理服务能力转型升级的关键。因而，围绕新技术集成示范，结合不同空间层次的交通管理服务需求，

提出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集成示范方案。

一是城市群尺度下的交通运输智慧化集成示范。推动智慧高速建设，选取城际间高速公路联系核心

通道，前期以数据采集、智能识别、信息推送等功能建设为主，充分实践和完善以视频识别、运行态势

分析、个体出行画像、异常事件预警等技术体系，进而逐步推动高速公路与城市群内部道路协同控制、

车道级运行诱导、设备设施主动维保等功能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道路建设范式。

二是城市尺度下的交通运输智慧化集成示范。推进智慧道路建设，融合应用基于大数据深层挖掘的

交通流预测、基于在线仿真模型的运行态势推演、基于知识图谱的多要素运行规律分析等关键技术，重

点打造安全舒心的行人过街体系、自适应公交优先体系、区域协同管控体系、秒级盘点的基础设施维保

体系。推动智慧地铁建设，结合历史客流数据，分析客流时空分布规律，实现热点区间、热点线路、瓶

颈站点等关键环节识别，助力运力资源智能调配，支持基于区间拥挤度发布的主动客流引导。着力应用

５Ｇ、ＷｉＦｉ嗅探、智能移动终端等技术，实现高速稳定的车地无线传输、精准的客流组织及人员调度。

三是片区尺度下的交通运输智慧化集成示范。推进无人驾驶短途接驳应用示范，选择居住特性、或

办公特性较明显的片区，划定地铁站＋办公地、地铁站＋居住地、地铁站＋购物娱乐场地等５ｋｍ以内

的固定线路，开展载人接驳商业化运营探索，前期以免费体验为主，实现场景适应的同时逐步培育公众

搭乘量，进而逐步实现非限定路线的按需响应式接驳服务，有效解决 “最前／最后一公里”公共交通出

行困境，大幅提升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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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当前处于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键阶段，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应顺应５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发展趋势，聚焦数据感知、智能分析、主动决策等关键环节的协同创新，在充分考虑交通运输新型基础

设施发展态势、建设思路、重点建设领域等基础上，紧扣以坚持新旧共融、强调统筹规划、注重协同共

治为核心的发展策略，明确智慧道路等 “硬”新设施、交通大脑等 “软”新设施、集成示范三个方面的

建设思路，进而逐步建成治理主动精准、服务高质高效的智慧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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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企业创新联系网络及交通支撑体系

沈子明　安　健　宋嘉骐

!"#$

我国城市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期，交通运输面临转型升级，以更好地支撑创新经济发展，适应创新

人才出行需求。为更好地推动深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融入国家创新网络，亟需构建与创新经济体系、创新活动

需求相适应的交通支撑体系，满足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自由高效流动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深圳创新企

业７０强及其子公司分布，对深圳创新联系网络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创新产业人群对外出行特征。根据创新联系网络

“以城市群为联系主体，多中心、网络化联系模式”特征，创新产业人群对外出行 “高频次、高时效性要求”特征，提

出全国层面构建直连直通、１日往返创新交往圈，粤港澳大湾区层面构建 “广深港＋珠深惠”十字型创新经济走廊，市

域层面构建 “枢纽经济＋创新经济”高度耦合的空间格局。

!%&'$

深圳；企业创新；联系网络；创新型城市；交通支撑

０ 前言

随着科技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趋凸显，全球各国先后将创新作为国家的核心战略［１］。

２０１６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推动区域间共同设计创新议题、互联互通创新要素、联合组织技术攻关”。

深圳坚持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制定出台全国首部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率先发布

促进科技创新的地方性法规，先后出台自主创新 “３３条”、创新驱动发展 “１＋１０”文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及未来产业规划等系列政策，从财政金融支持、人才支撑、创新载体建设、科技服务业发展等各个

方面，全面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形成了覆盖自主创新体系全过程的政策链［２］。２０２０年１月，

深圳成为继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合肥之后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说明国家对深圳创新活力、能

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３］，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居民出行行为特征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交

通支撑体系需要进一步与创新型城市发展需求相适配。本文以深圳为例，构建形成深圳与全国的创新联

系网络，分析创新联系模式及交通需求特征，并提出相应的交通支撑体系发展策略。

１ 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深圳在全国率先探索形成 “以产业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之路，企业

成为深圳城市创新的主要动力源泉，推动深圳成为一座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１１ 深圳迈入全球创新城市前列

深圳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首个以城市为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始终把创新作为城市发

展的灵魂，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４］。

根据仲量联行发布的 《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报告 （２０１９年）》，深圳跻身全球创新城市２０强，位列第

１４。各分项指标中，深圳２０到４０岁之间的年轻人口比例位列第１，专利申请数量位列第２，风险投资

和研发支出分别位列第１２和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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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全球创新城市２０强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１ 旧金山 ６ 圣何塞 １１ 上海 １６ 悉尼

２ 东京 ７ 巴黎 １２ 洛杉矶 １７ 多伦多

３ 新加坡 ８ 纽约 １３ 慕尼黑 １８ 柏林

４ 北京 ９ 波士顿 １４ 深圳 １９ 阿姆斯特丹

５ 伦敦 １０ 首尔 １５ 西雅图 ２０ 斯德哥尔摩

　　数据来源：《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报告 （２０１９年）》

根据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２０１９年中国城

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２０１９，深圳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报告显示，深圳的创新总指数为

８０．４１％，其中创新投资指数和创新活动指数均排在第１位，是深圳的优势所在；创新影响指数排在第

３位；企业Ｒ＆Ｄ经费支出与ＧＤＰ比值、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工业企业万名就业人

员发明专利拥有量、每十亿ＧＤＰ的ＰＣＴ专利申请数、每十亿ＧＤＰ的美国专利拥有量等指标均排在参

评城市的第１位
［５］。

１２ 深圳自主创新 “四个９０％”

深圳已基本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具体表现在 “四个９０％”，即９０％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

企业、９０％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９０％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９０％以上职务发明专利生产于

企业［６］。

自２０１５年以来，深圳企业不断加大创新力度。２０１８年来自企业的Ｒ＆Ｄ资金高达１０９１亿元
［７］，是

２０１５年的１．６倍。２０１８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Ｒ＆Ｄ活动企业达３４８９个，有研发机构企业达４３４８

个［７］，分别是２０１５年的２．７倍和５．２倍。

图１　深圳Ｒ＆Ｄ资金来源 （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 （右）

数据来源：深圳统计年鉴 （２０１９年）

１３ 深圳创新企业７０强

目前，深圳拥有超过１．７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涌现出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知名企业。根据时

代商家杂志社、深圳商报＆读创ＡＰＰ以及深圳市时代新经济发展研究院共同发布的 “深圳创新企业

７０强”，榜单上包括华为、腾讯、招商银行等世界５００强企业，大疆、比亚迪、迈瑞等行业龙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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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上榜企业涌现一大批 “隐形冠军”，比如全球无线设备市场占有率连续９年稳居全球第一的普联技

术、太赫兹领域全球领先的华讯方舟等等［８］。

图２　深圳创新企业７０强榜单

２ 企业创新联系网络特征

本文以深圳创新企业７０强在内地城市子公司个数代表深圳创新企业与该城市的创新联系强度，形

成深圳创新企业与内地城市间的创新联系网络。

２１ 深圳创新企业７０强子公司覆盖内地约１／３的城市

根据 “企查查”搜索，深圳创新企业７０强在内地共设有４６８个子公司，分布在内地９８座城市，占

到全国所有地级市的１／３，伊宁、喀什、阿克苏、红河等边疆地区亦有子公司分布。７０家创新企业与

９８个地级市组成一个７０×９８的联系矩阵，具体如下表所示，表中数字为企业 （列）在城市 （行）的子

公司数量。

表２　深圳创新企业与内地子公司分布城市联系矩阵

城市

企业
北京 上海 南京 武汉 宁波 西安 杭州 广州 成都 东莞 …

华为 １ ２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腾讯 ５ １ １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

比亚迪 １ １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０ …

华讯方舟 ４ １ ２ ２ ０ ２ ０ １ １ ０ …

大疆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

… … … … … … … … … … … …

合计 ６６ ４０ ２２ ２１ ２１ ２０ １７ １７ １６ １２ …

根据子公司个数，将９８个城市分为五个等级，其中：Ⅰ级城市 （子公司个数≥４０）共２个，分别

为北京、上海；Ⅱ级城市 （４０＞子公司个数≥２０）共４个，分别为南京、武汉、宁波、西安；Ⅲ级城市

（２０＞子公司个数≥１０）共６个，分别为杭州、广州、成都、东莞、惠州、重庆；Ⅳ级城市 （１０＞子公

司个数≥５）共１２个；Ⅴ级城市 （子公司个数＜５）共４９个，占总城市数量的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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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创新企业７０强子公司在内地城市分布情况

２２ 以城市群为创新联系主体，寻求与优势创新资源强强联合

将子公司根据城市群进行归纳，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

原、山东半岛、北部湾八大城市群的子公司共４１０个，占所有子公司比重高达８８％。

深圳企业创新联系呈现出 “创新资源导向”的特征，突破空间距离限制，主要联系方向以产业发

达、高校集聚的地区为主。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呈现出 “东强西弱”的特征，东部沿海四个城市群子公

司共３００个，占八大城市群子公司比重为７３％。从空间距离上来看，呈现出 “远强近弱”的特征，与

深圳空间距离超过１０００公里的五个城市群子公司共３０３个，占八大城市群子公司比重为７４％。

图４　深圳创新企业与八大城市群联系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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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与各个城市群形成多中心、网络化联系模式

各个城市群基本有２个及以上的中心城市，与深圳创新企业形成紧密的创新联系，如长三角城市群

有７个中心城市 （上海、南京、宁波、杭州、苏州、合肥、无锡），粤港澳大湾区有４个中心城市 （广

州、东莞、惠州、珠海），长江中游城市群有３个中心城市 （武汉、长沙、南昌），京津冀、关中平原、

成渝城市群均有２个中心城市。

图５　深圳创新企业与八大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结构

根据首位城市创新联系强度、创新联系城市个数划分，深圳创新企业与城市群联系联系模式主要有

四种：一是强中心强网络模式，包括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二是弱

中心强网络模式，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三是强中心弱网络模式，包括关中平原城市群；四是弱中心弱

网络模式，包括北部湾城市群。

表３　深圳创新企业与城市群创新联系模式

模式 城市群 首位城市联系创新强度 创新联系城市个数

强中心强网络

长三角城市群 ４０（上海） ２１

京津冀城市群 ６６（北京） ７

长江中游城市群 ２１（武汉） ９

粤港澳大湾区 １７（广州） ８

成渝城市群 １６（成都） ８

弱中心强网络 山东半岛城市群 ８（青岛） ６

强中心弱网络 关中平原城市群 ２０（西安） ３

弱中心弱网络 北部湾城市群 ５（南宁） ２

２４ 湾区内形成十字型创新走廊，深圳都市圈创新产业一体化程度较高

在广东省内部，深圳企业主要与湾区城市形成创新联系，呈现十字型网络特征，其中南北向纵轴上

与广州、东莞形成强联系，联系强度达３３；东西向横轴上与惠州、珠海形成强联系，联系强度达２３。

东西向横轴上，创新联系突破珠江屏障，西向跨江联系强度与东向联系强度基本相当，西向与珠海、中

山、江门的联系强度为１１，约占东西向总联系强度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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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都市圈范围内，东莞、惠州均与深圳创新企业形成强联系，联系强度与广州、杭州、成都、重

庆等省会级城市处于同一级别，表明深圳都市圈内创新产业一体化发展程度较高。

图６　深圳与湾区城市创新联系网络

３ 创新产业人群对外出行需求特征

创新产业人群具有高频次、高时效性要求的对外出行特征，目前深圳对外高铁、城际轨道网络还很

不完善，难以完全满足创新产业人才的对外出行需求。

３１ 频次更高，年均对外出行约６３７次，是一般从业人员的１６—２倍

根据２０１９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
［９］，创新产业?人群一年中至少有一次有对外出行行

为的比例更高，其中有出国行为的比例为１０．２％，有赴港行为的比例为３０％，有出省行为的比例为

６３％，有去往省内其他城市行为的比例为７２％，是第二、三产业整体水平的１．５－２倍。

图７　深圳不同产业人群对外出行比例 （％）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

６８２

? 创新产业包括深圳四大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根据深圳政府在线网站，四大支柱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金融

业、现代物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数字经济

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海洋经济产业，未来产业是生命健康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机器人产业、可穿戴设备产业和智能装备产业。



同时，创新产业人群对外出行的频次更高。去往省内其他城市行为中，创新产业人群一年中出省次

数超过３次的比例高达２８％，远高于二产人群的１５％和三产人群的１３％。出省行为中，创新产业人群

一年中出省次数超过３次的比例高达１６％，远高于二产人群的８％和三产人群的６％。

图８　深圳不同产业人群去往省内其他城市 （左）、出省 （右）行为频次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

创新产业人群年均对外出行次数约６．３７次，远高于二产、三产人群的３．１６次和３．８８次。

图９　深圳不同产业人群年均对外出行次数 （次／年）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９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数据整理形成

３２ 时效性要求更高，倾向于选择更加高效、直达的交通方式

省外出行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人群更倾向于采用航空出行，占比高达４８％，明显高于第二、三产

业的２１％和３３％。目前深圳高铁网络尚不完善，主要依靠深圳北站单枢纽组织，城市轨道１ｈ仅能覆盖

全市约４０％的人口和岗位，与贵州、广西、湖北等省份联系的高铁由广州南站通过广深港高铁接入，

发车班次较少，高铁出行的优势尚未完全体现，难以完全满足创新产业人群对高时效性的要求。

省内其他城市出行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人群更倾向于采用小汽车和高铁出行，占比高达９３％，高

于第二、三产业的８１％和８６％。目前深圳联系湾区中心城市的城际轨道网络还很不完善，仅有一条穗

莞深城际，难以满足湾区出行 “公交化”的要求，这也导致省内出行中小汽车、高铁比例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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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深圳不同产业人群省外出行交通方式比例 （％）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

图１１　深圳不同产业人群去往省内其他城市出行交通方式比例 （％）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

４ 创新型城市交通支撑体系发展策略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深圳创新产业发展和创新人才规模增加，将对城市对外交通出行体系提出更高

的要求，亟需构建与多中心、网络化创新联系模式，高频次、高时效性要求对外出行特征相适配的交通

支撑体系。另外，如何将创新发展战略落实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是新时期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领域

的重要命题。

４１ 以机场、高铁为纽带，构建直连直通、１日往返的全国创新交往圈

一是加密深圳机场干线航空枢纽网络，加强深圳与创新联系强度大的城市间航空联系。现状日均双

向航班量达２０班以上的城市，如北京、上海、西安、杭州、成都、重庆、无锡，鼓励航空公司结合自

身经济效益、运力安排，均衡航线时刻安排，争取全日进出港航班均衡分布。现状日均双向航班量不足

２０班的城市，如武汉、宁波、天津、合肥、青岛、西宁、长沙，鼓励、支持航空公司适当增加公商务

航线航班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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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创新联系强度前２０的城市子公司数量?及日均航班量?对比

二是构筑面向全国主要城市群的八大高铁通道体系。向东加快建成深圳至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深汕高

铁，接入国家沿海高铁联系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谋划新增深圳至河源高铁，接入广杭高铁

形成联系长三角城市群的第二高铁通道。向北推进赣深高铁建设，接入京福高铁，联系长江中游、长三

角、山东半岛、京津冀城市群，与既有京广高铁构成北向高铁双通道体系。向西加快建成深茂铁路，谋

划新增深圳至南宁高铁，打通深圳联系北部湾城市群的高铁通道，并通过接入贵广高铁联系成渝城市

群；谋划新增深永高铁，经永州、襄阳联系关中平原城市群。

图１３　深圳面向全国主要城市群的八条高铁通道

三是加强重大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间交通联系，构建重大枢纽 “一次换乘、１小时可达”集散体

系。以轨道快线为骨架，轨道普线、城际轨道、市域 （郊）铁路为补充，实现重大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

间联系时间不超过１小时、换乘不超过１次。以深圳机场为例，通过轨道１１号线，换乘６号线、１３号

线、１４号线、１８号线、２１号线、深汕城际实现对全市１８个重点开发区域的高效联系。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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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２０的城市不含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广州、东莞、惠州、珠海四个城市。

航班量数据根据ｈｔｔｐｓ：／／ｍａｐｔｅｍｐ．ａｉｒｓａｖｖｉ．ｃｏｍ／ｓｔａｔ查询整理，为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深圳至该城市直飞及经停的双向航班量。



图１４　深圳机场与创新产业片区的轨道快线联系

４２ 以城际轨道为纽带，构建 “广深港＋珠深惠”十字型创新经济走廊

一是做大做强广州—东莞—深圳—香港创新走廊。规划形成三条南北向城际走廊，新增港深西部快

轨，在深圳机场接入穗莞深城际，形成串联广州、东莞、深圳、香港的滨海创新走廊，并实现大湾区三

个国际航空枢纽的快速轨道联系；新增深广中轴城际，实现深圳、广州中心区的直连直通；新增深莞城

际，串联广州知识城、东莞松山湖、深圳光明城、西丽、深超总等创新产业片区。

图１５　深圳地区城际轨道规划布局图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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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培育壮大珠海—深圳—惠州创新走廊。规划形成三条东西向城际走廊，新增深珠城际、深惠城

际，实现珠海、深圳、惠州中心区的直连直通；新增中深惠城际，串联翠亨新区、坂雪岗科技城、坪山

中心区等创新产业片区，并实现深圳机场与惠州机场的快速轨道联系；新增深汕城际，形成串联深圳、

惠州、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滨海创新走廊。

三是推进城际轨道公交化运营。研究探索由深圳主导建设的城际铁路采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模

式，加密高峰时间客车开行密度，制定规律化的客车开行方案，简化城际铁路进站、验票、候车流程，

保障湾区城际出行 “随到随走”。

４３ 以枢纽为中心，构建 “枢纽经济＋创新经济”高度耦合的空间格局

一是统筹全市高铁、城际轨道、口岸等枢纽，构建枢纽－创新产业集群。结合国家铁路建设优化完

善面向全国的主枢纽，结合城际轨道、口岸建设完善面向湾区的辅枢纽。优化枢纽、创新产业、城市空

间布局，构建东部、中部、西部、西北部四大枢纽－创新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枢纽引领作用，加强枢纽

经济与创新经济联动发展。

二是加强枢纽－创新产业集群内城市轨道快速联系。对于中部、西部集群，完全可以依托密集的城

市轨道网络实现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间的快速联系。对于东北部集群，依托轨道１８、２０、２６号线，即

可实现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的快速联系。对于东部集群，创新产业片区布局较为分散，且枢纽集散轨道

交通较少，坪山站仅有轨道１６号线，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间的轨道联系不便，其中国际生物谷坝光核

心启动区缺少对外联系的城市轨道，仍需进一步强化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间的轨道联系。

三是推动枢纽－创新产业－城市一体化综合开发。坚持 “建枢纽就是建城市”的理念，按照 “一体

设计、统一联建、立体开发、功能融合”的原则，重点围绕深圳北站、光明城站、五和站等枢纽，结合

枢纽功能集聚枢纽偏好型产业，统筹新增 （改建）枢纽、创新产业片区开发时序，协调一体化规划、建

设机制，将交通、创新产业、空间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规划建设，推动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多元

融合。

图１６　深圳市四大枢纽———创新产业集群空间格局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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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深圳率先建立起 “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形成与全国广泛联系的创新网

络，调查结果显示，创新产业从业人员年均对外出行次数是一般从业人员的１．６～２倍，且对出行时效

性要求更高。为更好地建设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融入国家创新网络体系，亟需构建与创新经济体

系、创新活动需求相适应的交通支撑体系，适应多中心、网络化的创新联系模式，高频次、高时效性要

求的对外出行特征，从全国、区域、市域等不同空间尺度构建与创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交通运输体系。

! " # $

［１］德勤中国．中国创新崛起———中国创新生态发展报告２０１９［Ｒ］．２０１９．

［２］李永华．坚持自主创新战略的深圳实践［Ｊ］．行政管理改革，２０１６年０９期．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ＥＢ／ＯＬ］．２０１６．

［４］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ＥＢ／

ＯＬ］．２０１９．

［５］张维．２０１９年中国创新城市评价报告发布，北京、上海、深圳位列前三［ＥＢ／ＯＬ］．法治日报，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

ｃｈｉｎａ．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９ＣａＫｒｎＫｎＮｙＩ）．

［６］张曙红，杨阳腾，郑杨．许勤：“四个９０％”是深圳自主创新的最大特色［ＥＢ／ＯＬ］．中国经济网，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ｃｅ．ｃｎ／ｚｇ／２０１１０５／０７／ｔ２０１１０５０７＿２２４０６４２９．ｓｈｔｍｌ）．

［７］深圳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深圳统计年鉴（２０１９年）［Ｒ］．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９．１２．

［８］深窗综合．深圳创新企业７０强榜单发布［ＥＢ／ＯＬ］．深圳之窗，２０１９（ｈｔｔｐｓ：／／ｃｉｔｙ．ｓｈｅｎｃｈｕａｎｇ．ｃｏｍ／ｃｉｔｙ／２０１９１００９／

１５０８６３２．ｓｈｔｍｌ）．

［９］深圳市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中间成果）［Ｒ］．２０２０．

［１０］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心，深圳市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珠三角城际轨道深圳地区布局规划（修

编）［Ｒ］．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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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引导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策略研究

赵　昕　邹　楠

!"#$

目前，国内城市面临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诉求，但是在国内大多数城市的规划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关政策

的引导以及成熟的规划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区域发展不均衡，城市发展、交通规划建设及土地开发相互脱节等问

题，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成为当前缓解城市交通矛盾，引导有序扩展和土地整体开发的有效手段。本文以吴江区为

例，探讨轨道交通在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对城市对外可达性、空间结构、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的影响，首先解读了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然后从区域可达性、城市空间结构、轨道交通４号线沿线土地利用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吴江区轨道

交通与城市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最后针对吴江既有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策略。

!%&'$

轨道交通；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结构；用地开发；一体化

０ 引言

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空间扩张以谋求更多土地资源建产立业成为大城市激活经济

促进发展的手段之一，然而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 “摊大饼”式、孤立分散式等不均

衡的发展模式，引发一系列用地短缺、职住分离、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１］。”城市也迫切需要高质量发展转型，扭转当前无序发展、空间失调的局面。

城市发展，交通先行。２０１８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２０１９年底印发的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实现长三角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轨道上的长

三角。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在区域发展中谋求更有利的资源和环境成为长三角城市的普遍诉

求，而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既是响应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引导城市高质量转型的有效

手段。

目前城市高质量转型的研究普遍集中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升级、优化资源利用等领域，

较少探讨轨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文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结合其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特殊地位，

借助通苏嘉高铁与沪苏高铁湖在吴江交汇，交通区位提升的良好契机，研究轨道交通促进吴江高质量转

型发展的策略，在解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以及轨道在其中所承担角色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吴江区存

在的问题提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相应策略，推动吴江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

的标杆城市。

１ 内涵解读

明确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引导城市发展转型的前提，国内外不同专家学者已经对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内涵提出过自己的定义，例如：单卓然、黄亚平将公平、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确定为新

型城镇化的六个核心目标［２］。方创琳将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解读为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

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

一［３］。张文忠等认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要为居民营造更高效活跃的经济环境、更便捷舒适的居住环境、更

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以及更加绿色健康的自然环境［４］。以上分析普遍从城市自身角度对高质量发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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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结合轨道交通能发挥的作用，本次研究认为，轨道引导下的高质量城市应该具备开放、有序、协

调、绿色、可持续这五大特质。

开放即秉持交通先行理念，以轨道交通为突破口，加快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以及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构建互联互通、多网融合的轨道交通体系，全面提升吴江面向长三角、面向另外两个示范

区嘉善和青浦以及面向苏州其他区域的可达性；有序强调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秩序，通过构建通达的交

通网络，带动城市空间的延伸和扩张，引领形成与轨道网络耦合度高的城市空间结构以及与枢纽体系耦

合度高的城市中心体系；协调针对交通和土地这两个城市重要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以轨道交

通为核心土地利用模式，促进交通与用地协调发展，一方面引导轨道交通线路延伸城市发展轴，形成

“珠链式”的土地开发模式，另一方面，围绕站点进行站城一体综合开发设计，将轨道交通站点打造为

与周边建筑、地下空间、接驳交通一体发展的城市公共空间，提升站点存量空间品质；绿色即构建环境

友好的城市客运体系，优化城市交通结构，充分发挥轨道交通高能级、高运量、高效率、高品质、低能

耗的特点，引导个体机动出行方式向轨道交通出行方式转移，逐步提高公交出行比例，通过轨道交通站

点一体化的交通衔接构建以轨道为核心，主次分明、协调高效、环境友好的城市客运体系；致力于将轨

道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作为长期政策纳入城市规划建设机制，从而促进城市长久可持续发展。

２ 现状分析

２１ 城市对外可达性

交通条件与城市对外可达性密切相关，随着城市空间尺度扩大以及对外出行量的增加，速度快、运

量大的轨道交通在对外出行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服务水平成为决定城市对

外可达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得益于苏浙沪三省市交界的优越地理位置，吴江与周边嘉兴、上海、湖州、

杭州等城市往来频繁，日均客流量约４０．８万人次，目前吴江对外交通主要依托高速公路，结构单一，

铁路运输服务明显不足，存在供需矛盾。未来吴江通过规划的２条高铁线路沪苏湖高铁、通苏嘉高铁以

及２条城际线路如苏湖城际、示范区线成功接入了全国铁路网中的华东二通道和沿海通道，能够直达上

海、苏南、浙北城市，大幅提升了面向区域的可达性。

图１　吴江铁路及主要枢纽布局

２２ 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

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线网支撑城市空间结构和枢纽耦合城市中

心体系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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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布局方面吴江区规划的南北向重要通道通苏嘉甬高铁以及对接上海的沪苏湖高铁的交汇站苏州

南站位于黎里镇 （汾湖），偏离吴江核心城区，两个城际站分别位于核心区的吴江开发区与盛泽镇，核

心区西部太湖新城与外围重点发展的平望镇没有枢纽支撑，从规划来看，吴江区总体枢纽布局与城市功

能中心结合不够紧密。

图２　吴江空间结构及４号线线位

轨网布局方面，吴江下辖松陵、江陵、横扇、八坼

４个街道和外围黎里、盛泽、七都、桃源、震泽、平

望、同里７个镇，空间结构呈现 “一核引领，两带联

动，三点并进”的格局，由于外围城镇分布较远，吴江

区整体空间结构相对分散，核心区的集聚特征不明显，

难以形成发展合力，这样的空间结构需要强有力的交通

系统作为纽带衔接核心区与外围城镇，带动不同区域的

联动发展。然而，目前吴江区内仅布设４号线一条轨道

交通线路，覆盖北部核心区的松陵、江陵两个街道，整

个吴江区线网密度０．０１７ｋｍ／ｋｍ２，远低于苏州其他区

域，核心区东太湖ＣＢＤ，老城中心以南、开发区中心

片、同里景区、汾湖高新区存在轨道的服务空白，外围

盛泽、黎里等７个承担不同产业及功能的城镇也缺少连

通核心区的轨道交通线路，极大制约了副中心、外围组

团的发展以及吴江多中心网络化格局的实现。

从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角度分析，吴江目前存

在轨道枢纽布局与城市功能中心耦合度不足，轨道线网

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等问题，需要

通过规划的调节，改善两者之间的匹配程度，促进城市空间结构有序发展。

２３ 轨道交通与城市用地的关系

图３　吴江区法定图则及现状土地利用情况

２．３．１ 建设用地开发情况

据统计，２０１８年吴江区建设用地面积３５３ｋｍ２，接近２０２０年国土指标面积的３６６ｋｍ２，剩余可用土

地指标极端有限。同时，３５３ｋｍ２用地中，仅２１８ｋｍ２在法定规划内，３８％的用地超过了法定图则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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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开发不规范，与既有规划存在较大误差。

上述结果说明，吴江区建设用地一方面已经由增量发展转变为存量提质阶段，需要转变既有粗放型

开发模式，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在用地开发过程中应该严格参照法定图则的要求，规范化用地

开发的范围与规模。

２．３．２ 站点周边土地开发强度

吴江区４号线沿线共计１２个站点，目前站点周边５００ｍ核心影响区范围内用地类型以居住和公共

设施为主，居住生活区主要分布在太湖东岸的滨湖生态宜居片区，由品质优良的新建高层小区和老式低

层住宅共同组成；商业办公用地占比１５％，以６层以下商业综合体为主，分布集中在苏州湾东站和吴

江人民广场站附近，其中人民广场站周边聚集着大量综合商贸、商务办公、文化休闲设施，配套设施较

为完善，是吴江最重要生活娱乐中心；工业制造业区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在庞金路站周边，以３层以下

的工业厂房为主。

图４　４号线站点周边现状用地类型

图５　４号线站点周边容积率分布图

从土地开发强度看，４号线沿线站点周边土

地容积率相对较低，以０．５以下及０．５～１．５之

间为主，占比高达８２．８１％，容积率在３．５以上

的高密度开发用地仅占比２．２％。

目前，吴江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强度和混

合程度都未能满足站点周边的开发要求，整体开

发强度较低，用地类型相对单一，商业办公用地

占比明显不足，职住平衡水平较差。虽然轨道交

通站点周边尽量以中高强度开发为主，用地布局

力求集中、紧凑，特别是站点周边５００米范围

内，倾向于采用居住、商业、办公、休闲娱乐多

类型混合用地的开发模式，但是受开发时序、规

划用地要求以及工程条件等的影响，站点与用地

协调性有待重新梳理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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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站点一体化水平

吴江区交通发展已经从以交通功能为主转向交通和城市功能并重的新阶段，作为沟通轨道交通与乘

客的媒介，站点的一体化规划设计是有机结合其与周边环境，以精细化设计理念实现品质提升、功能优

化、服务改善的有效手段。

本文站点一体化设计着重分析空间一体和交通一体两个方面，空间一体强调站点与周边环境设施衔

接的便捷程度，目前４号线沿线站点与城市空间融合性较差，站点出入口与市政道路基本采用简单结合

的方式，与周边公共空间、商业设施等处于分离状态，基本没有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衔接设施，导致

周边建筑可达性较低，与轨道交通互动不足，例如吴江人民广场站２号出入口距离附近的万宝财富商业

广场直线距离小于２００ｍ，但是由于规划阶段缺乏对联络通道的考虑，乘客需出站后经由人行道绕行约

３５０ｍ抵达商场，增加了出行的复杂程度。

图６　吴江人名广场站一体化设计缺失

交通一体强调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

接换乘水平，主要包括步行、非机动车、公交以

及小汽车几种交通方式，４号线沿线站点基本位

于有充足空间的人行道，步行空间连续性强、安

全性高，仅个别站点存在接驳设施占用步行道的

现象；每个站点出入口附近均设置了非机动车及

公共自行车停放设施，但是由于缺少人员协调维

护以及停放区域标志标线不明晰，苏州湾东站等

部分站点周边存在非机动车乱停放的现象；公交

接驳配套相对完善，部分站点换乘距离略长，４

号线每个站点周边均设置了公交车站，２００ｍ范

围内共计２８个，单个站点可换乘线路多至１０

条，但５０ｍ以内的公交站点仅占比４６％，超过

半数公交站点换乘距离稍长；小汽车换乘方面，首先站点周边道路通达性较好，４号线站点中１１个均

位于交叉口附近，具有良好的汽车集疏散条件，仅花港路站位于支路，由于周边正在施工以及个别路内

停车问题，存在拥堵现象，此外，三分之二的站点２００ｍ范围内设置了停车场，包括专门的Ｐ＋Ｒ停车

场以及周边商场、办公大楼配建车场，停车换乘设施充足。

综合以上结果分析，吴江站点一体化水平问题主要集中在空间一体方面，需要加强站点与周边市政

道路、建筑、公共空间的有机结合，按需设施衔接设施，提升站点人性化设计水平，交通一体可结合站

点具体情况进行局部优化完善。

３ 策略研究

通过前文对吴江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现状的剖析，总结出目前轨道与城市在空间结构、用地开发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以及轨道交通集中规划建设的客观背景，提出吴江区轨道

交通引导城市转型发展的策略，以期改善现状的同时为未来新线与城市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３１ 结构重塑

目前吴江区的轨道对城市空间结构及中心体系的支撑薄弱，城市发展北强南弱，空间结构松散、交

通交往薄弱的问题依然严重，从轨道交通支撑和引导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角度，未来吴江区需要重点从

三方面加强轨道枢纽锚固城市中心体系。

（１）通过合理布局轨道交通枢纽及线网，支撑城市空间布局。重视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发展相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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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共生关系，以不同等级轨道交通线路支撑相应等级发展轴带。核心区进一步加密既有线网，实现副

中心的全覆盖，提升城区的轨道交通服务水平，进一步巩固中心城的核心地位；通过快线与普线相结合

的方式串联核心区与外围城镇，特别是黎里、盛泽两个重点发展城镇，将孤立发展的地区纳入城市发展

体系，通过中心城的辐射带动作用激发外围城镇的发展潜力，形成多中心分散发展的格局。

（２）对已锚固的重大交通枢纽，结合枢纽布局协调城市中心体系。上海虹桥枢纽曾因枢纽能级提升

改变在城市中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作为虹桥商务区成为上海主城区内重要功能板块。黎里镇 （汾湖高

新区）规划了未来吴江最主要的对外客运枢纽之一———苏州南站，建议未来考虑将黎里镇打造为吴江副

中心，发展自身高新产业的同时承接更多城区功能，提升行政及经济地位，同时，优化苏州南站换乘接

驳服务，扩大其辐射范围。

（３）对已明确的城市中心体系，结合枢纽的不同交通功能重新科学选址。枢纽布局普遍遵循 “长途

枢纽均衡覆盖全域，城际枢纽直接进入中心城区”的规划理念，城际枢纽主要服务于对时间敏感的商

务、通勤客流，枢纽选址应以可达性高、最大限度节约出行时间为目标，规划的吴江城际站是吴江核心

区内唯一的对外枢纽，目前选址位于核心区东部的吴江开发区，建议根据吴江城际客流分布情况以及规

划城市客运系统，在工程可行的前提下筛选出城际客流最集中且换乘接驳便捷的地点进行科学选址。

３２ 功能协调

由于当前吴江城市增量空间有限，已经从城市规模扩张阶段转变为优化提升存量空间品质的更新改

造阶段，但是站点周边开发强度和混合程度都未能满足开发要求，一体化设计水平有待提高，需要加强

轨道与城市用地融合共生。

（１）基于既有用地规划和轨道规划情况，对用地与线路、站点耦合性展开详细评析。在上层次规划

轨网的线路选线方案基础上，全面分析轨道沿线土地利用条件、人口岗位覆盖规模、交通衔接状况。

（２）针对评估问题，对于未稳定的线路优化局部线位及站点，服务耦合度较高地区。通过对具体轨

道规划的线路路由或站点选址做局部优化调整，减少线路对沿线用地的负面影响，同时增加轨道对人口

及岗位的覆盖。

（３）针对评估问题，在控规允许的范围内调整站点周边用地以及一体化开发水平，改善出行体验。

对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功能混合度指引，确定站点开发类型，进行用地功能调整；通过划分不同交通方式

的衔接方式和服务范围，配套相应的接驳设施规模和布局，保证站点客流能够快速、高效的集疏散；通

过衔接设施设置，地下空间营造以及环境营造等手段，提升站点一体化设计水平，改善站点服务质量。

（４）探索水乡特色轨道与城市用地协调发展模式。吴江水系纵横，土地被众多河流、湖泊分割开

来，可供城市化、工业化利用的集中连片土地空间并不十分充足，且土地开发强度较低，鼓励通过轨道

交通串联被水系分隔的零散建成区，削弱自然元素对城市空间的割裂作用，在跨水域地区修建滨水景观

线，围绕站点打造水乡风情公共空间，营造生态宜居环境。

３３ 有序建设

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主体、编制时间不同，因此在建设阶段容易导致

轨道与城市开发契合不足，需要重新梳理站点与用地的建设时序，保障轨道与城市更新及重点地区协同

建设。

（１）对现状土地资源摸查，梳理可开发的潜力用地。

（２）构建评分体系筛选出近期重点站点，引导沿线用地有序开发。结合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各个站

点周边潜力用地情况、城市更新以及重点发展地区等影响因素，提出站点及土地开发的实施时序建议。

３４ 机制保障

规划理念需要完善的政策、制度约束和控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是确保轨道引导城市发展作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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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政策纳入城市规划建设体系，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１）建立轨道建设决策机制。成立专门部门统筹轨道建设日常事务，轨道规划工作由规划部门牵头

开展，工程设计阶段由地铁公司牵头。

（２）完善规划设计流程。加强线网规划与工程设计中间环节，在线路工可研之前增加详细规划环

节，通过规划落实轨道线站位和周边用地，带动轨道沿线交通系统一体化整合，指导工程设计。

（３）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借鉴香港 “地铁＋物业”经验，将地铁建设、地铁运营和沿线物业开发相

结合，结合土地摸查中潜力地块识别结果，对有开发价值土地进行物业开发，实现地铁效益内部化。

４ 结语

通过梳理吴江区现状轨道交通与城市对外可达性、空间结构、用地开发的情况，并解读轨道引导城

市高质量转型的内涵发现，虽然目前吴江区规划的铁路网能够基本实现打造开放的吴江，但是距离构建

有序、协调、绿色、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轨道交通对城市引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基于以上问题，分别从结构重塑、功能协调、有序建设以及机制保障四个方面对吴江区轨道引导城市转

型发展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希望能够通过有效的策略引导，提升城市与轨道交通的融合共生关系。考虑

到轨道交通与城市规划建设是长期性、多专业、跨领域的大型基础项目，涉及不同业务主体和管理部

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落地实施困难的问题，需要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的保障政策

和措施，整合既有力量，共同推动规划理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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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南沙交通发展策略

杨锐烁　张海霞　李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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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作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需着力谋划好交通布局，引领区域协同发展。在分析大湾区交通问题和南

沙城市特征的基础上，预判大湾区及南沙交通发展趋势，明确南沙构建大湾区交通中心的发展目标，并提出高标准建设

南沙机场、提升南沙航运综合服务功能、构建区域放射型轨道网络、统筹加密珠江口过江通道四大发展策略，形成航

空、航运、铁路、公路 “四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引领大湾区交通一体化协同发展。

!%&'$

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南沙；交通中心

０ 引言

２０１７年的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特别提到，推进广州南沙、深圳前海、

珠海横琴等重大粤港澳合作平台的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

试验示范和引领带动作用。在建设中国 （广东）自贸试验区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层面，南沙分别

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和试验示范区被特别提出。交通网络的构建决定了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是重塑区域

空间结构的重要力量［１］。为进一步凸显南沙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和发展使命，有必要以粤港澳

大湾区的全局视角，审视南沙交通发展定位，建立立体、开放、协同的交通格局，为大湾区提供更大发

展空间。

１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发展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活跃的创新经济、较高的国际化水平，发展潜力巨大。虽然大

湾区目前基本形成了通达世界的国际航空、航运枢纽，以及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但在大湾区大规模、

高品质的客货运输要求下，交通基础设施未来将呈现出几方面的短板：

（１）民航出行需求大，机场群运输能力面临饱和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有７个民用机场，包括：香港、广州、深圳、澳门和珠海五大民用机场和

佛山、惠州两个军民合用机场，２０１９年大湾区机场旅客吞吐量约２．２３亿人次，年货邮吞吐量８０６万

吨，其中香港、广州、深圳三大国际机场客运量占大湾区９０％以上。大湾区目前人均航空出行次数较

少，仅为纽约湾区的１／４，伦敦湾区的１／５，未来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２］，但现状主要机场面临饱和

状态：广州白云机场客运量７３３９万人次，趋近设计容量８０００万人次；深圳宝安机场客运量５２９３万人

次，已超过设计容量４５００万人次，限制了大湾区对外交往能力。

（２）港口群密集分布，但竞争激烈，用地日趋紧张

粤港澳大湾区现有香港、广州、深圳、东莞、珠海、惠州、中山、江门、澳门等９个沿海港口和佛

山、肇庆等内河港口，２０１９年港口货物吞吐量约１７亿吨，集装箱超过８０００万标准箱，其中香港港、

广州港、深圳港均在全球集装箱港中排名前十。大湾区虽拥有密集分布的港口群，但投资管理主体不

一，区域港口功能、产业结构趋同，腹地高度重叠、同质化竞争激烈。同时深圳港、香港港用地日趋紧

张，而港口用地投入产出与高科技、金融等行业相比处于劣势，港航进一步发展面临瓶颈。

（３）轨道覆盖偏低，城际通道技术标准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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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已开通武广、贵广、南广、广深港、厦深等国家铁路，广珠、佛肇、莞惠等城际铁

路，整体呈现以广州、深圳两大铁路枢纽为核心的放射形态。２０１９年底大湾区轨道运营总里程３３１３ｋｍ

（含高铁、城际、地铁），整体密度仅５．９ｋｍ／１００ｋｍ２，远低于东京湾区的２６．４ｋｍ／１００ｋｍ２和纽约湾区

的３９．８ｋｍ／ｋｍ２。已开通的广深城际、广珠城际设计速度均在２００ｋｍ／ｈ以下，线路能力利用率超过

８５％，趋于饱和；佛肇、莞惠城际铁路与国铁干线尚无跨线客车，连通度不足，换乘成本高
［２］。

（４）高速公路成网，但跨珠江通道不足

粤港澳大湾区初步形成了以广州为核心的 “三环十二射”的环形放射状高速公路网格局，２０１９年

底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网总长达到４７７６ｋｍ，高速公路密度８．５ｋｍ／１００ｋｍ２，高于东京湾区的

６．９ｋｍ／ｋｍ２和巴黎都市圈的６．５ｋｍ／ｋｍ２，居全球城市群前列
［４］。但受珠江天然屏障限制，珠江口东西

岸联系不便，已建成跨江通道目前仅有３座，跨江通道平均间距２３ｋｍ／座，相比旧金山湾区

（１４ｋｍ／座）、纽约湾区 （５ｋｍ／座）差距较大，导致虎门大桥、南沙大桥交通压力大，交通拥堵频发。

２ 从大湾区看南沙城市及交通特征

２１ 南沙城市特性

２．１．１ 地理中心区位

南沙位于广州市域的最南端、珠江入海口，距香港３８海里、澳门４１海里，２００５年广州实施行政

区划调整后，南沙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因为远离广州市中心区，南沙长期扮演 “边缘城市”角色，主要

依赖港口发展工业生产。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南沙临近港澳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方圆

１００ｋｍ范围内汇集了大湾区全部１１座城市以及五大国际机场、三大国际港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地理

中心，是连接珠江两岸城市和港澳地区的重要节点。

２．１．２ 土地资源充裕

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尤其是环湾城市深圳、香港等相比，南沙有着较强的空间承载能力，现

有建设用地１５９平方ｋｍ，与中国香港、新加坡建设用地面积相当，适宜建设用地面积超过３００平方

ｋｍ，占土地总面积的４０％
［５］，远超其他城市的环湾重点平台。因此，南沙这个待定的区域是大湾区的

主要增量所在，而机场、港口、铁路等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需要相当规模的用地支撑，充裕的土地空间将

为大湾区交通设施的大发展提供保障。

２．１．３ 省会副中心职能

２０１６年中共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中提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加快建设广州南沙新区城市副

中心。广州是广东省省会，同时也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这赋予了南沙对外交往的功能及协调地区

发展的责任：作为省会的广州与港澳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为南沙加强与港澳合作、支持港澳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提供条件；作为全省的 “带头大哥”，广州肩负着平衡区域发展，缩小各地差异的重任，面对

大湾区东强西弱的局面，南沙作为省会副中心将发挥在大湾区中承东启西的核心功能作用。

２２ 南沙交通短板

２．２．１ 对外联系通道少，影响区域可达性

南沙仅有广深港客专一条铁路通道，可直达广州和湾区东部的东莞、深圳、香港，但每日仅１７趟

车次，平日客流量仅５００人左右，且缺乏至湾区西岸铁路通道；现状日均过境交通量达到５４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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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连接湾区东西两岸的高速通道少，导致虎门大桥、京港澳高速等通道常发性拥堵；内部无机场，航空

出行主要通过公路至深圳机场 （≥７０分钟）、白云机场 （≥２小时），出行时间长，可靠性较差。

２．２．２ 港航设施通过能力不足，现代航运体系发展滞后

２０１９年南沙港集装箱吞吐量１６７８万标箱，货物吞吐量达到３．３亿吨，但港口大型化、专业化码头

少，年设计通过能力仅２．２亿吨，现有港口基础设施生产能力不足十分明显，出海航道能级为１０万～

１５万吨级，无法适应船舶大型化趋势。航运金融、保险、法律、交易、经济、现代航运物流与供应链

服务未形成规模，航运集聚区产业集聚效应薄弱，港城联动发展效应不明显。

图１　大湾区视角下南沙交通现状

３ 粤港澳大湾区与南沙交通发展趋势

３１ 以交通支撑大湾区参与全球竞合

依托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建立

了广泛的经贸文化联系，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水平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需要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供强力支撑：突出

提升大湾区机场群、港口群的国际枢纽地位，重点打造面向大西南、东盟的综合运输通道，发挥大湾区

对国际、内陆两个扇面的辐射，实现区域双向开放，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

融汇的重要支撑区。南沙作为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将参与共建机场群、港口群，积极对接国际

贸易大通道，建设我国南方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

３２ 交通高速化重塑大湾区空间关系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其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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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未来大湾区将形成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网络化空间格局，发挥

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依托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等级

公路为主体的快速交通网络与港口群和机场群，构建区域经济发展轴带，形成主要城市间高效连接的网

络化空间格局。南沙是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需要打造直达湾区主要城市中心区及重大枢纽的高快速

交通走廊，实现与湾区城市互联互通，发挥承东启西、协同港澳的核心功能作用。

４ 大湾区视角下南沙交通发展策略

在大湾区交通发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的背景下，南沙凭借空间承载能力强和中心区位的优势，应积

极承接国家、湾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地，形成航空、航运、铁路、公路 “四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大湾区共享型综合交通枢纽，打造高效服务大湾区的交通中心，构建 “半小时交通

圈”，引领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

４１ 高标准建设南沙机场，共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

从密度上看，大湾区机场密度仅１．２５个／万平方千米，与纽约湾区的１．８６、旧金山湾区的１．６８相

比有较大差距，理论上可有３～４个机场增量；从需求上看，粤港澳大湾区航空旅客吞吐量将从现状的

２．１５亿人次增加至４．５亿～５亿人次
［６］。湾区三大国际机场均面临不同程度的饱和，为疏解粤港澳大湾

区机场群运输压力，南沙应高标准规划建设南沙机场，为大湾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航空出行服务，优

化航空资源配置，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机场群提供强力支撑。

南沙机场应注重与轨道交通全面联通、一体发展。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线网规划，做好机场与国

铁、城际、地铁各层级轨道交通之间接口的控制预留，实现空铁联运以拓展辐射腹地，通过轨道与深圳

机场、珠三角干线机场等直接联通，提升大湾区多场之间联通便捷性。

４２ 提升南沙航运综合服务功能，共建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

面对大湾区港口用地日益趋紧张、港城矛盾凸显的局面，南沙港应着力提升航运综合服务功能，与

周边港口协同发展，共建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

面向国际航运市场，南沙港应提升枢纽能级，加快布局国际运输网络：建设自动化深水码头、拓宽

出海航道、扩建公共锚地，全面提升港口通过能力；优化现代航运多式联运体系，构建以南沙港为核心

的珠江－西江江海联运枢纽，依托南沙港铁路接入全国铁路网，构建通往西欧、中亚的国际大通道，发

挥海港和空港叠加优势，建设南沙港区、广州深圳香港国际机场的海空联运通道；大力开辟国际班轮航

线，加强与国际班轮联盟和班轮公司合作，争取美洲、欧洲、地中海方向进口货源。

面向大湾区，应深化区域港口群协同发展。一方面南沙港要与香港港、深圳港错位发展，深化与香

港在航运资讯、航运金融、物流业的互动交流，探索将香港自由贸易港功能延伸至南沙港，加强与深圳

在港口物流、航运服务领域合作共赢，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港口、航道、集疏运等基础设施建设，简

化一体化通关流程，推动运输和通关便利化、一体化；另一方面要以广州港 （南沙港）为龙头港，通过

合资合作等市场化方式加强与周边港口合作，稳步推进珠江口内和珠江西岸港口资源整合。

４３ 铁路：构建区域放射型轨道网络，发挥南沙承东启西的核心功能作用

突出提升南沙枢纽站能级，充分预留铁路站场规模，引入大湾区高速磁悬浮、高速铁路、城际铁

路、城市轨道等各层级轨道线路，实现轨道交通网一体化衔接，打造大湾区铁路主枢纽。

为强化大湾区与粤西、广西等地区的快速辐射，应提升肇庆－顺德－南沙通道的建设标准，按高铁

制式建设，接入南深高铁通道，形成南沙至南宁的高速铁路通道，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引入深

茂铁路、京九高铁，全面接入国家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络，通达国内主要城市。推动广中珠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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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深茂铁路、中南虎城际建设，形成南沙３条铁路过江通道，引导深圳轨道交通经过南沙至大湾区西

岸，推动湾区东岸带动西岸均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研究将湾区西部快轨引入南沙枢纽，预留广深港高

速磁悬浮通道 （设计速度６００ｋｍ／ｈ），实现南沙自贸区与前海自贸区、广州香港中心的直达联系。最终

形成以南沙为核心的９条对外放射通道，强化南沙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功能。

图２　南沙对外轨道规划示意图

４４ 加密过江通道，强化东西岸跨江直连

根据需求预测［７］，跨珠江口两岸单向高峰交通总量约达到３．１７万ｐｃｕ／ｈ，在现状及在建通道的基

础上，尚缺１４～１７条车道规模，其中８０％以上需求集中在深中通道以北。

深中通道在南沙以南，未能很好服务南沙，反之对南沙中心区位有一定弱化，因此南沙要积极建设

南中特大桥－万顷沙连接线，与在建深中通道、中江高速衔接，强化与深圳、中山快速直连。另外，南

沙要积极谋划深中通道以北过江通道建设，一要加快建设狮子洋通道，缓解虎门大桥、南沙大桥交通压

力，增强南沙城区与东莞城区的跨桥直达性；二要做好虎门大桥与深中通道之间远期过江通道的战略预

控和协调工作。

珠江出海口密集分布广州港、香港港、深圳港三大国际港口，过江通道应加强规划统筹，通航净空

高度应满足船舶大型化趋势下的通航需求，减少对伶仃航道、巩石航道等大湾区出海航道的影响，为粤

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建设预留发展空间。

５ 结语

作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南沙的示范作用需要强有力的交通系统支撑。南沙应发挥中心区位、

土地资源充裕、省会副中心的特点，建设高标准综合交通枢纽，形成航空、航运、铁路、公路 “四位一

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服务大湾区的交通中心，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

此外，粤港澳三地在经济制度、法律体系、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交通设施

互联的基础上，还需破除行政壁垒、行业藩篱，创新南沙与港澳跨区域跨部门的交通运输服务体系，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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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统一的法律法规、管理政策、标准规范、运营模式，推动形成粤港澳一体化交通运输服务体系。

! " # $

［１］贾善铭，覃成林．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Ｒａｉｌｗａｙｔｏｔｈｅ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ｔｔｅｒｎ％高

速铁路对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均衡性的影响［Ｊ］．地域研究与开发，２０１５，０００（００２）：１３２０．

［２］粤港澳大湾区之交通篇：交通网络的力量，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２９５９９２５２９＿２００８１４．

［３］景国胜，黄荣新，徐士伟，等．粤港澳大湾区轨道交通体系发展的思考［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９（３）．

［４］［７］广州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Ｒ］．广州：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２０１８．

［５］蔡朝林．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枢纽的策略与路径———以广东自贸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为例［Ｊ］．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

［６］新一轮全球城市定位下的广州航空发展战略研究［Ｒ］．广州：民航新时代机场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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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及指标体系构建经验借鉴

赵臖玲

!"#$

现阶段我国的交通发展已经从建设交通大国转向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交通强国，因此需要对以往发展战略目

标和评价指标进行修正。本文梳理了我国交通发展面临的新要求，重点介绍了纽约、伦敦、东京、北京、上海等世界级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主要思路和其中值得借鉴的指标内容，为我国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

!%&'$

世界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指标体系

０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事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交通基础建设位居世界前列，高新技术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新形式交通出行和智慧物流引领世界潮流，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但同时，我

国交通发展 “大干快上”成为常态，形成了以追求规模、速度为导向的指标体系。现阶段我国的交通发

展已经从交通大国转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交通强国，要把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新发展理念作为硬性

要求和基本遵循，因此需要对以往的发展战略目标和评价指标进行修正。面对这样的转型，不能只强调

规模与速度，更要强调效率与品质，亟需构建基于新理念的评价指标体系。

１ 城市交通发展的新时期、新要求、新变革

１１ 交通强国战略背景下交通发展的新时期

２０１９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交通强国战略成为指导交通发展的

总纲领。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式相对独立发展

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打造一

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

１２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交通发展的新要求

在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国土空间规划对交通起到指导和约束的作用，同时交通是空间规划

融合中的关键专项。新时期的交通规划应更加注重与统计国土空间规划同步编制、相互反馈，更加注重

对生态、农业及城镇空间的协调与保护。在资源紧约束的背景下，交通规划要实现更高质量、更加效率

的发展。［１］

１３ 智能交通技术背景下交通发展的新变革

不断迭代的信息技术及其衍生的新业态正在重塑未来的城市交通。伴随着城市生产模式和人的生活

方式改变，城市交通需求发生显著变化，交通系统的服务模式、基础设施利用方式和交通治理体系都将

发生颠覆性改变。［２］

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城市交通的未来的发展，要精准把握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需要对以往的城

６０３



市交通发展战略目标和评价指标进行修正。

２ 世界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及指标体系构建

２１ 纽约：实现 “零死亡愿景”

纽约市每年约有４０００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２５０人死亡，为提升城市交通安全水平，纽约市首次

在２０１３年提出 “ＶｉｓｉｏｎＺｅｒｏ”零死亡愿景行动计划，旨在消除交通死亡和事故重伤，将每年因交通事

故死亡人数降至１９１０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零愿景的前提下，纽约市又发布的 《纽约２０５０：建立强大而公正的纽约 （ＯｎｅＮＹＣ２０５０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Ａ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ＦＡＩＲＣＩＴＹ）》中，主要面向２０５０年提出了八个目标和３０个倡议以保护

城市的未来，其中第七个目标即高效的交通。

报告中提到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纽约人出行———去上班，送孩子上学，拜访家人和朋友，或者到

机场赶飞机。尽管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城市的交通总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情况

发生了变化：即使纽约人任何时候都拥有各种交通方式选择，但按时去看医生，上班或打球却变得更加

困难；地铁经常延误、拥挤且时间不可靠；公共汽车卡在拥挤的街道上，小汽车和卡车的通行对社区公

民有害；更多的人需要在人行道上争夺步行空间。为改善这些状况，报告提出以下几个指标：

表１ 《纽约２０５０》中部分交通指标

指标 最新现状 目标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出行比例 （包括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 ６８％ （２０１７） ８０％ （２０５０）

全市公交平均速度 ７．４英里／小时 （２０１７） 到２０２０年末增长２５％

交通意外死亡人数 ２２０（２０１９） ０

距离自行车路网１／４英里的覆盖率 ８０％ （２０１６） ９０％ （２０２２）

全市机动车保有量 ２１８９３７４（２０１７） 降低

图１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９年纽约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ｖｚｖ．ｎｙｃ／）

纽约以可靠、安全、可持续及通达为目标，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模式交通，增加自行车路网的覆盖

率、增加公共交通平均速度、降低机动车保有量等指标来确保交通事故零伤亡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出行

比例。通过这些指标，城市街道更适于漫步及骑行，成为更吸引人的健康街区。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纽约市利用相关政策和治理手段来改善每个行政区和每个社区的街道安全，并扩

大了执法范围以应对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广泛的公众宣传和沟通以及立法议程以增加对危险驾驶

员的处罚等，使纽约逐步掌握街道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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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零愿景”之后，纽约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由１９９０年的７０１人下降到２０１８年的历史最低水

平，为２０５人。纽约市已成为全国和国际公认的安全街道设计方面的领先创新者。

纽约市交通系统强调安全文化和 “零死亡愿景”，这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和计划，而且还需要基层

市民采取行动。除此之外，纽约市在交通安全基础数据采集、新兴技术研发利用、职能部门联动协调以

及政策措施公众参与等方面都有值得我国城市交通借鉴之处。［３］

２２ 伦敦：建设健康活力街道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伦敦交通局发布了 《２０２５长远交通规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２０２５—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Ｖｉｓｉｏｎｆｏｒａ

Ｇｒｏｗ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Ｃｉｔｙ）》（简称Ｔ２０２５规划），展望了伦敦未来２０年的交通远景，Ｔ２０２５规划的愿景是创

造世界一流的交通系统，提供安全、可靠和高效的人员和货物运输，增强伦敦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包

容性。

为应对伦敦面临的主要人口和就业增长带来的重大交通挑战，其中特别关注了公共交通旅客里程，

公共交通容量能力 （包括可靠性影响），拥堵延误时间，拥挤程度等指标，在关注伦敦城市交通通达性

的同时，关注城市交通的舒适度和绿色交通的分担比例。

除了远景规划，伦敦每两年会发布一次 《伦敦市长交通战略》。２０１８年 《伦敦市长交通战略》对伦

敦交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伦敦市中心是世界上人脉最畅通的地方之一，但伦敦外围地区的部分

地区却因糟糕的地铁，铁路和公交线路而无法享受伦敦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交通资源分配严重不均，也

造成居民对小汽车的严重依赖，挤压了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发展空间。交通不便会限制工作、教育和

培训的机会，从而损害经济公平性。反过来，不够完善的交通也会隔离人和社区，导致社会融合程度较

低。交通、居住和就业压力随人口增长持续增加。根据官方预测，伦敦市人口将在２０４１年从现在的

８７０万上升至１０８０万人。

针对以上问题，２０１８年 《伦敦市长交通战略》中分析到，潜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好的

互联互通。因此整个城市都需要高质量的公共交通服务与慢行系统，以 “无缝连接”形式向更加健康、

更有效率的绿色出行方式转变，以减少城市居民对小汽车的依赖，将运输系统视为一个整体，相互联系

是解决伦敦当前和未来挑战的关键。战略要求改变目前运输方式，将有助于消除道路危害，限制该城市

对气候变化的反面贡献，并有助于发展有吸引力的当地环境，通过创建有活力的街道重新连接社区，吸

引国际企业到更加宜人的城市中心。最终将伦敦打造成一个街道有活力、交通有效率、空间有魅力的宜

居城市，实现２０４１年城市绿色出行比例 （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达到８０％的目标。

表２ 《伦敦市长交通战略》中部分关键指标

任务目标 指标 目标及时间节点

交通结构调整 出行分担率
小汽车分担率从３７％降到２０％ （２０４１）

绿色交通分担率达到８０％ （２０４１）

健康街道打造

活力出行

交通事故伤亡

中心城区交通量

交通排放

每天至少２０分钟 （２０４１）

公交车交通事故零伤亡 （２０３０）

交通事故零伤亡 （２０４１）

降低早高峰货运量１０％ （２０２６）

降低总体交通量１０－１５％ （２０４１）

新增出租车零排放 （２０１８）

新增租赁车零排放 （２０２３）

新增公交车零排放 （２０２５）

新增车辆零排放 （２０３０）

新增其他车辆零排放 （２０４０）

交通系统零排放 （２０５０）

公共交通建设 铁路工程
启用Ｃｒｏｓｓｒａｉｌ２（２０３０）

持续推进伦敦城郊地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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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包容的交通系统和健康、宜人街道设计是伦敦市 “健康街道、健康居民”策略实现的基本要

求，尤其强调街道活力、安全与绿色的塑造。

活力：要求打造宜人慢行空间，实现居民至少２０分钟 “活力出行”，培养居民对慢行的依赖。具体

措施包括改善推广慢行网络；开发自行车共享租赁系统；在健康街道的规划和设计中融入无障碍设

施等。

安全：要求营造安全交通系统体系，实现２０４１年城市交通零伤亡。伦敦将通过交通安全体系的打

造，提高居民出行的安全性，具体措施包括固定区域内车辆限速、街道改善将空间还给行人等。

绿色：要求建设城市绿色低碳交通体系，实现伦敦市交通系统零污染。伦敦市计划于２０５０年实现

伦敦市交通系统零排放的战略目标，包括分周期建设超低排放区 （对老旧的大排量汽车增收税费，提高

出行成本，倒逼车主淘汰旧车，或选择更绿色的出行方式）等。

目前，我国的城市街道建设仍聚焦于城市道路及交通网络的构建，强调道路的快速通行效率，忽视

道路作为日常生活空间的价值。未来，借鉴伦敦经验，我国需重新定义街道的本质，打造更宜人、更具

活力、更 “慢”的城市街道。［４］

图２　 《未来的东京战略》里部分交通战略

２３ 东京：助力成功的奥运会

２０１４年东京都政府颁布了新一轮城市规划——— 《创造未来———东京都长期展望》，该规划提出了建

设 “世界最好城市”的宏伟目标。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发布了东京都 《未来的东京战略愿景》东京把自己定位

为未来之城，并希望借助２０２０奥运会及残奥会再次提升城市能级，打造国际领军城市。

根据该规划对东京都的交通发展的判断，东京着眼于面临的一系列交通问题：包括公共交通换乘的

设施不充分，指南信息庞杂，造成乘客选择路径时比较困难；没有充分的安全、舒适的行人空间，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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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和行人的拥堵，提升了交通事故的危险性；机场交通和船运的有效利用不够充分等。

东京的城市发展目标和策略以基础设施建设、游客友好、全球影响力提升等八大目标为导向，选取

了港口集装箱通过能力、建设无缝对接的便捷公共交通网络、日均客流１０万以上地铁站无障碍化率、

自行车专用道里程、沿河步道里程等近２０项交通发展指标。

这些交通发展指标一方面为举办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和残奥会，并通过这一重大国际性赛

事的举办助推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为实现解决东京都面对的高龄、少子、人口减少及其带来的各种问

题，实现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品质化出行。［５］

２４ 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将综合交通承载能力作为

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坚持公共交通优先战略，着力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加强交通需求调控，

优化交通出行结构，提高路网运行效率。完善城市交通路网，加强静态交通秩序管理，改善城市交通微

循环系统，塑造完整街道，各种出行方式和谐有序，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

体系。

表３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中部分交通指标

目标 指标项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３５年

　促进交通与城市协

调发展，提高交通支

撑、保障与服务能力

　建立分圈层交通发

展模式，打造一小时

交通圈

　保障交通基础设施

用地规模

　全力提升规划道路

网密度和实施率

　轨道交通里程 　１０００ｋｍ 　２５００ｋｍ

　公路网总里程 　２２５００ｋｍ 　２３１５０ｋｍ

　铁路营业里程 　１５００ｋｍ 　１９００ｋｍ

　全市交通基础设施

用地 （含区域交通基

础设施）

　７００ｋｍ
２

　８５０ｋｍ
２

　建成区道路网密度

　新建地区道路网

密度达到８ｋｍ／ｋｍ２，

城市快速路网规划

实施率达到１００％

　集中建设区道路

网密度力争达到

８ｋｍ／ｋｍ２，道路网

规划实施率力争达

到９２％

　坚持公共交通优先

与需求管理并重，提

高交通运行效率和服

务水平

　提供便捷可靠的公

共交通

　中心城区公交专用

道里程
　１０００ｋｍ 　１５００ｋｍ

　实施差别化的交通

需求管理

　小客车出行比例和

车均出行强度降幅
　１０％～１５％ 　３０％

　提升出行品质，实

现绿色出行、智慧出

行、平安出行

　建设步行和自行车

友好城市

　城市绿色出行比例 　７５％ 　８０％

　自行车出行比例 　１０．６０％ 　１２．６０％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评价指标体系中交通指标体系

重点从坚持共享发展方面选取了集中建设区道路网密度、轨道交通里程和绿色出行比例３个核心评价

指标。

２５ 上海：令人向往的创新、人文、生态之城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将引领上海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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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总体规划突出交通骨架引导作用，

以区域交通廊道引导空间布局，以公共交通提升空间组织效能，规划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约为

６４０ｋｍ２，约占规划建设用地的２０％。

表４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中部分交通指标

指标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３５年

平均通勤时间 （分钟） 中心城不超过４０分钟

城区干线公交线路平均运营速度 ２０ｋｍ／ｈ

新城至中心城和重要交通枢纽的道路交通出行时间 控制在１小时内

全路网密度 （ｋｍ／ｋｍ２）
１０（中央活动区）

８（中心城）

１０（中央活动区）

８（主城区、新城）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３０％ ４０％左右

对１０万人以上新市镇轨道交通站点的覆盖率 （％） ７０％ ９５％左右

城区干线公交线路平均运营速度 （ｋｍ／ｈ） ２０ｋｍ／ｈ左右

中心城轨道交通线网密度 到１．１ｋｍ／ｋｍ２以上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年）》实施监测指标表中交通指标体系重点从更具活力的繁荣

创新之城、更具魅力的幸福人文之城方面选取了航空旅客中转率、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对１０

万人以上新市镇轨道站点的覆盖率、全路网密度４个核心评价指标。
［６］

３ 战略转型需要构建新的指标体系

纵观纽约、伦敦、东京、北京、上海等世界级城市的交通规划战略指标体系导向，一方面着力提升

枢纽城市地位和国际联通水平，包括国际枢纽港的连通度和港口的通过能力提升等；同时另一方面关注

居民出行安全、交通品质、绿色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例如纽约重视城市交通安全最终实现零死亡率；

伦敦注重健康街区建设打造活力出行；东京为举办成功的奥运会和关注老龄化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品质

交通；北京、上海将成为卓越的国际一流城市提倡和谐、宜居理念。

当前，中国城市正在快速发展，在成为优秀城市的过程中，交通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这些问题：

例如大城市如何筑牢交通安全 “生命线”，如何倡导绿色出行，如何打造城市的活力街区，如何应对

２０５０年前后中国老龄化带来的交通出行方式的改变，这些都可以借鉴世界级城市的交通战略应对对策。

面对新要求新形势，基于新理念的交通指标不能再强调规模和速度，更要关注出行的效率与品质。

指标体系中指标的选取也不再是单一性的，需要多维度的考虑建立交通指标体系，为城市交通发展的评

估和展望提供依据。同时，随着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安全交通、健康交

通、绿色交通等内涵理解的不断加深，指标项会不断删减变化，权重赋值亦会被不断地调整和修订，指

标体系的建立最终指引建设一个更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交通系统。［７］

! " # $

［１］韩雪松．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交通规划变革与实践［Ｊ］．西部人居环境学刊，２０２０，３５（０１）：３１３６．

［２］汪光焘，王继峰，赵臖玲．新时期城市交通需求演变与展望［Ｊ］．城市交通，２０２０，１８（０４）：１１０．

［３］杨敏明，王雪松．纽约市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经验与启示［Ｊ］．交通与运输，２０１９，３５（０２）：３７４０．

［４］孙婷，范凌云，魏晓芳．健康街道规划之伦敦经验与启示［Ｊ］．规划师，２０２０，３６（０１）：８０８６．

［５］朱丽娜．《创造未来：东京都长期展望》的启示［Ｊ］．上海商业，２０１６（０１）：３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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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马小毅，欧阳剑，江雪峰，周志华．大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交通指标体系构建思考［Ｊ］．规划师，２０２０，３６（０１）：

５２５８．

［７］赵强．城市健康生态社区评价体系整合研究［Ｄ］．天津大学，２０１２．

% & ' (

赵臖玲，女，本科，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助理工程师。电子信箱：７６５６５６１２０＠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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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航空货运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

———对上海巩固提升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经验启示

孙世超　陈志罛　杨　晨　逄　莹

!"#$

民航是战略性产业，是打造 “全国１２３出行交通圈”和 “全球１２３快货物流圈”的重要支撑，航空货运是民航

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航空货运枢纽，促进航空货运发展，对上海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民航强国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上海实现全球卓越城市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２０

年３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努力稳定供应链。本文对全球和国内航空货运发展现状

进行梳理，通过总结国际航空货运发展经验借鉴，进而对上海巩固提升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提出建议。

!%&'$

航空货运；枢纽；经验启示

０ 引言

在 “全球低碳经济”和 “速度经济”理念的带动下，经济发展依托的物流通道模式已转变为时间变

量最优模式，运输的货物向着更小的体积、更轻的重量、更高的价值演变。航空运输以其高效、迅速、

便捷的特性在货运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民航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我国要形成高效、通达的现代

航空物流服务体系，支撑国家产业体系高端化、国际化发展。上海机场提出要打造成为全国 “最全业态

功能、最快通关效率、最强空地网络、最优服务品质和最佳智能化平台”的世界级航空货运枢纽。虽然

国内各地发展航空货运的热情和期望很高，但我国航空货运发展仍然存在诸多不足，特别是国际航空货

运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因此有必要通过对中外航空货运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得到国内航空货运发展，

特别是针对上海建设品质领先的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智慧高效的航空货运枢纽的相关经验启示。

１ 国内外航空货运现状

１１ 总体情况

从全球航空货运情况来讲，２０１８年全球航空货运市场增长速度已明显放缓，增长率仅为３．５％，低

于过去五年的平均增长率４．６％；而２０１９年全球航空货运需求 （以货运吨公里计算）下降了３．３％，这

是自２０１２以年来的首次货运量下滑。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下行、升级为贸易战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国际

航空货运的需求大幅降低，且全球贸易的疲软使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减弱。

从国内航空货运情况来讲，２０１９年境内机场吞吐量达到１７１０万吨，较２０１８年增长２．１％，增速明

显放缓。

航空货运作为现代服务业，对市场与消费者的依赖性较强。目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大，中美贸易

关系前途未卜，航空货运形势严峻，面临更多挑战；但从长远来看，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国内市场

消费需求强大，国内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不断发展，各地出台政策大力支持，航空货运发展仍然存

在诸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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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国内历年机场吞吐量

１２ 全球主要货运机场

２０１９年世界机场货邮吞吐量２０强排行榜显示，香港国际机场、孟菲斯机场和浦东国际机场位列全

球机场货邮吞吐量排名前三甲。

就全球区域布局而言，亚太地区上榜的机场最多占８席，北美地区占６席，欧洲地区占４席，中东

地区占２席；就国家分布而言，美国和中国所占席位最多，分别占６席和５席。

从机场性质分类来讲，前２０名机场中有３座专业货运机场，分别是孟菲斯国际机场、路易斯维尔

国际机场、安克雷奇国际机场，它们的货客比指标远超１００（一般货客比指标大于１００的机场为专业货

运机场），其他基本上都是综合性机场。其中，孟菲斯国际机场和路易斯维尔国际机场是ＦｅｄＥｘ和ＵＰＳ

的全球性枢纽机场，以国内货运为主。

表１　２０１９年世界机场２０强货邮情况

排名 机场名称
２０１９年货邮吞吐量

（万吨）

货客比

（万吨货邮吞吐量／千万人次）

１ 香港国际机场 ４８１ ６７

２ 孟菲斯机场 ４３２ １１７９

３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３６３ ４８

４ 路易斯维尔机场 ２７９ １２７９

５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２７６ ３９

６ 安克雷奇国际机场 ２７５ １０８９

７ 迪拜国际机场 ２５２ ２９

８ 洛杉矶国际机场 ２３１ ２６

９ 多哈国际机场 ２２２ ５９

１０ 台北桃园国际机场 ２１８ ４５

１１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２１３ ３０

１２ 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 ２１０ ２８

１３ 迈阿密国际机场 ２０９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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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机场名称
２０１９年货邮吞吐量

（万吨）

货客比

（万吨货邮吞吐量／千万人次）

１４ 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２０４ ４６

１５ 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 ２０１ ２９

１６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１９６ ２０

１７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１９２ ２６

１８ 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１７６ ２１

１９ 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 １５９ ２０

２０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 １５７ ２２

１３ 主要航空物流运营商

美国联邦快递ＦｅｄＥｘ、美国联合包裹ＵＰＳ、德国敦豪国际公司ＤＨＬ是全球快递型航空公司典型

代表。

ＦｅｄＥｘ是联邦快递集团公司快递运输的中坚力量，提供隔夜快递、地面快递、重型货物运送、文

件复印及物流服务，总部设于美国孟菲斯，通常只需一至两个工作日，就能迅速运送时限紧迫的货件。

ＵＰＳ是全球最大的快递承运商与包裹递送公司之一，同时也是专业的运输、物流、资本与电子商

务服务的提供者。

ＤＨＬ是全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公司，它专业的运输、物流服务，是全球最大的递送网络之一。

ＤＨＬ是最早在我国开启国际快递业务的企业之一，目前，ＤＨＬ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快运供应商，中

国也是ＤＨＬ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
［１］。

２ 国际航空货运发展的经验分析

图２　世界货邮吞吐量２０强排行榜机场

２１ 航空货运发展与区域经济性密切相关

从全球航空货运吞吐量２０强机场的分布来看，航空货运机场一类是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以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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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为主导，一般位于全球 （区域）城市，城市是传统的产业中心、金融中心或政治、文化中心，比如

韩国仁川机场，韩国本国生产的高精尖产品商品中半导体占世界份额的６１％，电视占３６％，这类产品

附加值高、时效性强，出口依赖当地航空货运的发展，仁川国际机场应运而生［４］。一类是拥有优越的地

理位置成为洲际或区域性的转运中心，如有 “全球空中交通十字路口”的美誉迪拜国际机场是阿联酋航

空的中转基地，是连接西方和东方的关键枢纽，也是欧洲经北非到西亚的交通要道，在承运其往来于中

东８０％以上的货物之余，同时还通达到非洲大部分国家。

２２ 航线网络和货运航班时刻的优势

香港机场国际航线网络十分丰富，连接全球约１８０个航点，超过１００家航空公司在机场营运，

每天提供约１０００班航班
［３］。香港国际航线如此发达是因为它是国泰航空公司的枢纽，而国泰航空公

司又是亚洲唯一一家加入寰宇联盟的航空公司，该联盟的航空公司成员主要分布在南北美洲、欧洲

及大洋洲，国泰航空公司成为亚洲连接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桥梁，因此香港机场成为寰宇联盟在

亚洲的枢纽。

图３　香港机场国际网络航线图
［３］

仁川机场模式是航空公司投资拥有并经营航空物流，同时向货代公司出租设施，因此航空公司能够

致力提供优质顾客服务，航班时段编配灵活，物流服务一体化运作，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４］。

２３ 合理的运营管理水平和高效的通关效率

合理的管理、运行策略和较高的通关效率，是货运机场受航空物流运营商青睐、获得成功的关键

所在。

香港国际机场被航空货运杂志 《ＡｉｒＣａｒｇｏＮｅｗｓ》评选的全球最杰出货运机场，机场高度自动化

的货物处理系统和单证一条龙的高效服务使得货物可以快速准确得运到世界各地。香港机场 “超级一号

货站”由全自动化的航空货箱贮存系统 （ＣＳＳ）、散货箱贮存系统 （ＢＳＳ）、散货分发系统 （ＢＣＤＳ）以

及工作台等高度自动化系统控制，每年空运货物处理量高达３５０万吨。香港机场专门成立客户服务大

堂、海关验货大堂和办公室，机场内的货车轮候时间不超过３０分钟，货物接收时间不超过１５分钟，每

１００００次处理不超过一次差错
［３］。

仁川国际机场使用了普适的海关系统 （ＵＮＩＰＡＳＳ），将通关时间缩短到两分钟，还实现２４小时通

关服务办理，实现了１００％的无纸化通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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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国内外航空货运机场通关时间对比

航空枢纽 通关时间

香港机场 货物可在运抵３小时之前办理清关手续

韩国仁川机场 货物到港与出港平均时间为１２分钟和１６分钟

上海浦东机场 货物中转时间约４８小时

新加坡樟宜机场 货物中转时间约２４小时

北京首都机场 快件通关最快需４０分钟

　　资料来源：根据各机场公布的年报信息整理

２４ 航空物流运营商的经验

国际航空物流集成商和大型国际货运航空公司是货运枢纽机场做大做强的前提。ＦｅｄＥｘ、ＵＰＳ、

ＤＨＬ以其完善的航空货运网络、强大的运输能力、对技术革新的重视成为三大国际货运巨头。

三家公司都在总部所在国内设有超级转运中心，并在各大洲设立洲际枢纽中心，通过这些枢纽连接

全球各地的转运中心，形成了一张完善通达的航空货运网络。

表３　国际货运巨头设立航空货运枢纽情况

国际货运巨头 全球性枢纽 亚太地区枢纽 国家级枢纽 区域分拨中心

ＦｅｄＥｘ 美国孟菲斯 广州白云 杭州萧山－中国地区枢纽

深圳 （中南）

杭州、上海 （华东）

北京 （华北）

ＵＰＳ（ＴＮＴ）
美国路易斯维尔

（荷兰阿姆斯特丹）

深圳宝安

（香港机场）
上海浦东—洲际地区枢纽

广州 （中南）

上海、厦门、青岛 （华东）

大连 （东北）

ＤＨＬ 德国莱比锡 香港机场 上海浦东－东北亚地区枢纽
广州、深圳 （中南）

北京 （华北）

完善运输网络的基础，是它们强大的运输能力。例如ＦｅｄＥｘ拥有多达６６０辆全货机空，家和地区

的航权。与之相比，作为国内快递行业中首家拥有自有全货机的公司———顺丰快递仅拥有６６架全货机，

是ＦｅｄＥｘ的十分之一。

表４　国际货运巨头飞机数量和业绩情况

国际货运巨头 飞机数量 （架） 年收入 （亿美元） 运送包裹 （万／日）

ＦｅｄＥｘ＿ ６８１（自有６３９架，租赁４２架）（截至２０１９．５．３１） ６９７ １５００

ＵＰＳ ２６１（截至２０２０．２．２４） ６５０（２０１８） ２１９０

ＤＨＬ ２７０（截至２０２０．１．３１） ７５０ ４１１

　　数据来源：２０１９年三大国际快递综合服务商数据统计

运输能力的发挥离不开先进的科学管理模式。三家公司都致力于技术革新，为货运业务提供保障。

ＦｅｄＥｘ积极应用高科技、信息化技术和供应链管理系统，注重资金支持；ＤＨＬ依托集团服务网络基础

设施与技术，依托高科技扫描枪进行快件作业，并实现了快件的自动化分拣作业，并面向用户做好信息

反馈；ＵＰＳ每年在研发新技术上的投资超过了十亿美元，先进的信息系统可提前６年来安排最佳的航

班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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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上海巩固提升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启示

３１ 构建分工明确、功能齐全、连通顺畅的货运机场体系

上海已经初步建成亚太地区大型航空枢纽，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要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货运枢纽集群就需要构建准确定位、错位分工的货运机场体系，通过 “一主两辅三精”的发

展格局实现机场的准确定位和错位分工［５］。其中 “一主”是浦东机场，打造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的核心

枢纽，“两辅”是杭州萧山机场和南京禄口机场，“三精”是在合肥、嘉兴和淮安建设航空货运枢纽。

３２ 构建世界级枢纽航线网络，优化配置航班时刻

提升上海全球城市的国际通达性，优化航空网络布局结构和品质，推动形成航线广度和厚度的均

衡，打造国际和国内并重、中枢辐射与点对点结合的骨干货运航线网络，大力发展国际中转集拼业务。

在时刻配置上，民航主管部门优先支持基地航枢纽运作，优先支持客运中远程航线开拓，优先支持货运

枢纽网络打造，放开高峰时段对货运航班的时刻限制，精细化配置国际和国内不同航线类型以及不同区

域市场的时刻资源，最大程度地优化枢纽航线网络结构以适应世界级枢纽高效运作的要求。

３３ 优化货运设施布局与海关监管模式

改善上海两场货运设施条件和货运产业布局，增强各类物流的分拣和通关处理能力。优化综合监管

环境，推动货运监管服务便利化，整合海关、检验检疫、海事、民航、商务、银行等相关主管部门的监

管职能，整合空港信息、港口信息、物流监控、货物监管等系统，探索关、检、港业务 “并联”操作，

通力合作建设货运枢纽大通关基地，实现港务及申报准备阶段、通检阶段、通关阶段的并联放行，简化

通关程序，增加通关效率，实现７×２４小时通关。坚持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来延伸拓展保税物流监管过程

链，实现对中转集拼货物各监管环节点的紧密衔接，达到货物通关运作的快速简便。

３４ 支持航空物流运营商打造货运枢纽

建设聚焦国际、辐射国内、国际一流的国家邮政处理中心。加强与区域物流枢纽公司和国际知名物

流企业的合作，推动ＤＨＬ、ＵＰＳ、Ｆｅｄｅｘ三大国际转运中心和国内主要货运航空公司在浦东机场开展

国际中转集拼业务。

３５ 建设智慧化货运枢纽

加快科技创新，推动大数据和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终端、５Ｇ技术、智能安防、融合通信等新

技术在货站的应用和实践，打造空运业务全流程智能化信息服务体系，拓展上海空港口岸与国际相关航

空口岸数据互联互通，打造全流程自助服务候机楼，全面推广电子运单。

３６ 促进形成与临空经济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的局面

推动临空经济发展，形成 “以航空物流产业为主、航空特色产业为辅”的航空服务产业集群。加强

货运枢纽机场与自贸区空港片区、全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之间的联动发展，加强与快递业、跨境电

商、冷链物流及综合物流服务商等新兴业务企业的合作，促进空港物流多元化发展。

! " # $

［１］喜崇彬．ＤＨＬ快递：中国国际快递领跑者———访中外运敦豪国际航空快件有限公司上海区域总经理李玮［Ｊ］．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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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应用，２０１７，２２（００９）：７２７５．

［２］李春雪．迪拜航空枢纽对我国航空枢纽建设的经验借鉴与启示［Ｊ］．统计与管理，２０１７（５）：６８７０．

［３］付喜梅．香港机场航空货运发展分析［Ｊ］．空运商务，２０１３（９）：４２４６．

［４］武博．自由贸易区背景下的机场货运建设———以仁川自由经济区为例［Ｊ］．空运商务，２０１４，０００（００１）：４４４９．

［５］胡华清．建设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长三角第二届综合交通发展大会报告．２０１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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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晨，男，博士，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规划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１７８１０６９１３

＠ｑｑ．ｃｏｍ

逄莹，女，硕士，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６１９２１６２８＠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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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夜间经济发展历程及城市交通对策初探

周　岩

!"#$

十九大之后，夜间经济成为近两年的热点话题，各大城市纷纷出台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文件。本文首先梳理

了我国各城市关于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文件精神和内容，阐明了我国夜间经济的发展历程。然后从城市交通角度入手，

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夜间交通政策和措施的研究，提出了夜间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交通系统的应对思路和方法。提

出公共交通应作为服务夜间经济的主导交通方式，着力发展夜间公交，并根据夜间经济发展水平选择适当的运营时间和

车型；着力提高出租车的服务水平，通过电子围栏引导客流；灵活利用道路和空间资源增加停车供给，增强居民的夜间

出行意愿。另外分析了夜间交通安全的影响因素，提出要加强夜间道路交通设施和城市监控系统的建设，提高夜间出行

的安全性。最后，阐明夜间经济是市场主导的产物，要顺应市场需求，在交通供给上适度超前，支撑夜间经济的发展。

!%&'$

夜间经济；夜间交通；夜间公交；夜间停车；动态管理

０ 引言

１９９９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５８５４元，至２００９年达到１７１７５元，２０１９年到已达到３０７３３元，年

均增长率达到２１．２％。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直接刺激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尤其是一线二线城市，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第三产业比重逐步攀升，娱乐、餐饮、购物、旅游等

消费需求的增长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变着城市的作息时间。夜间十点，大多数三四线城市

和二线城市市郊的居民大多已熄灯入睡，但是一二线城市才刚刚进入一天之中消费最活跃的夜间经济时

间。北京的后海、成都的九眼桥和广州的上下九，各大城市的夜间活动甚至会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彻

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交通，夜间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对城市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近年来各大城

市纷纷出台促进夜间经济发展文件的背景下，城市交通系统如何助力夜间经济的发展可能会是未来很长

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

１ 夜间经济的发展

１１ 夜间经济的定义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英国经济发展缓慢，城市的扩展导致中心老城区逐渐萧条，为了改善这一问题，

经济学家提出了夜间经济这一概念，用以提高中心老城区的经济活力，改善时下所面临的消费不振、城

市活力下降的问题。夜间经济 （Ｎｉｇｈｔｔｉｍｅｅｃｏｎｏｍｙ）一般指发生在傍晚１８：００至凌晨６：００时间段

内的以消费为主的经济活动，其主体为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主要经济活动包括餐饮娱乐、购物休闲、

旅游文化活动等等。

１２ 我国夜间经济的发展历程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伴随夜间餐饮行业的兴起，我国夜间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萌芽阶段，随后经历了

以餐饮业为代表的延长营业时间阶段，以洗浴、歌舞厅、棋牌室为代表的多业态的粗放经营阶段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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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成熟的集约化经营阶段。目前，夜间经济已经被视为衡量一座城市生活质量、消费水平、开放度、

活跃度、投资软环境及经济文化发展活力的重要指标［１］。进入２１世纪后，我国主要城市开始从政府层

面自上而下的提出大力发展夜间经济，自２００４年至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１．２．１ 初步探索阶段

２００４年青岛出台了 《关于加快发展我市市区夜间经济的实施意见》［２］，成为我国首个以政府文件形

式明确提出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城市；随后，２００６年杭州市发布 《杭州市晚间娱乐休闲生活发展报

告》［３］，成为首个探索夜间经济活动并发布城市夜间经济活动调查报告的城市。

１．２．２ 自主发展阶段

２０１０年以后，夜间经济进入自主发展阶段，河北、辽宁、宁波、重庆等省市纷纷出台发展夜间经

济的文件。２０１０年，河北省发布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城市夜经济的指导意见》，将夜间经济

发展目标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进行综合考核［４］。２０１２年，辽宁省召开政府工作会议，对全省

“夜经济”发展做出全面部署，提出建立由旅游、文化、物价、金融等１１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发展 “夜经

济”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２０１４年６月，重庆市印发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夜市经济的意见》，提出

到２０２０年，全市市级夜市街区达到８０条以上，创造就业岗位１０万个以上，并打造出具有全国影响的

夜市品牌［５］。２０１４年８月，宁波市发布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月光经济的指导意见》，提出 “一核

四轴多节点”的夜间经济发展空间格局［６］。

１．２．３ 全面推进阶段

十九大之后，我国夜间经济的发展进入全面推进阶段。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南京市发布 《南京市

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力争夜间经济试点区域新增经营

性收入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４％左右，将 “夜金陵”打造成全国知名的夜间经济品

牌［７］。２０１８年４月，西安发布 《关于推进夜游西安的实施方案》，提出构建 “品牌化、全域化、特色

化、国际化”西安夜游经济，构筑西安夜游经济 “一极两轴五板块多节点”的发展格局［８］。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天津市印发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要在２０１９年底

前打造形成６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经过３至５年的努力，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

管理规范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９］。２０１９年４月１５日，上海商务委等九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上海推动夜

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围绕打造 “国际范”“上海味”“时尚潮”夜生活集聚区的目标，鼓励业

态多元化发展，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推动本市夜间经济繁荣发展，创造美好

生活环境［１０］。２０１９年７月，北京市印发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明确

到２０２１年底，在全市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各具特色、功能完善的 “夜京城”地标、商圈和

生活圈，满足消费需求［１１］。２０１９年９月，成都市发布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全市夜间经济

促进消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完善夜间公共服务，切实提升

夜间经济活力，全力助推成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１２］。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５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

布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２０２２年，基本形成布局合

理、富有活力的夜间旅游发展格局［１３］。

与此同时，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

的意见》，提出要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大投入，打造夜间消费场景和集聚区，完善

夜间交通、安全、环境等配套措施，提高夜间消费便利度和活跃度［１４］。

从消费规模来看，夜间经济已切实成为消费经济主体。随着中国各地政府对夜间经济扶持力度加

大，中国的夜间经济发展规模将呈现爆发式增长，并在２０２０年突破３０万亿元
［１５］。然而，现阶段大部

分城市提供的夜间消费资源、消费模式和消费环境尚不能很好的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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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消费产品形态比较单一，消费市场布局不够广泛，公共配套设施不足，管理水平较低，整体仍处于夜

间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别是公共交通、安全保障、服务保障和警力配备等需要进一步加强。可以预

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夜间经济将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而相应的城市配套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方

法将成为研究热点。

２ 服务夜间经济的城市交通对策

２１ 夜间城市交通方式

夜间经济活动的交通特征与白天通勤娱乐出行的交通特征具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夜间出行在道路

交通环境上由于视野受限，注意力和反应速度下降，事故发生的概率更高；其次，夜间出行在人身财产

安全方面的隐患更大；最后，夜间消费活动往往是人们忙碌一天之后的放松，饮酒的比例大幅提升，所

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上升。因此，选择小汽车出行和慢行交通方式的比例相比白天会有很大比例的下降，

公共交通和出租车成为夜间出行的主导方式。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地铁日均运营时间为１６．３５小时，其中以北京市１７．３小

时的日均运营时间最长。艾媒咨询［１５］认为，地铁等公共交通的夜间运行时长与夜间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地铁运行时间仅能满足１８∶００～２２∶００的出行需求，而２２：００之后的出行需求

绝大多数只能通过出租车解决。随着夜间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的运营时间

将会随需求延长。

图１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地铁运营时间对比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１５］

然而，公共交通的社会公益性造成了其常年亏损的现实，政府补贴是绝大部分城市的公共交通得以

持续运营的根本保障，运营时间的延长也必然导致亏损的增加，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和市场行为引导平衡

夜间经济对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和公交服务的财政亏损是决定夜间经济能否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２２ 国内外城市夜间交通对策

２．２．１ 国外城市夜间交通对策

２．２．１．１ 伦敦

１９９５年，英国于正式将发展夜间经济纳入城市发展战略，伦敦市政府为了保证居民的夜间出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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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专门增加了３００万英镑的预算用于加强城市的治安管理。２０１６年８月，在伦敦市政府的推动下，

正式在每周五和周六两天推出夜间地铁服务，目前伦敦１１条地铁线中有５条线路在周末２４小时运行。

伦敦交通局计划到２０２３年，要将夜间地铁服务扩展到其他线路上，此举为减少非法出租车的使用、缓

解交通拥堵、延长企业营业时间创造了条件［１６］。

２．２．１．２ 墨尔本

从２０１６年开始，墨尔本在周末实行所有公共交通２４小时服务制，称为 “ＮｉｇｈｔＮｅｔｗｏｒｋ”试验，

原本只打算试运行一年，但由于项目太受欢迎，２０１７年４月，政府最终决定将此项目一直持续下去。

据政府的数据显示，在 “ＮｉｇｈｔＮｅｔｗｏｒｋ”的乘客里，有２０％是上夜班的人，剩下的都是享受墨尔本夜

生活的本地人和游客［１７］。

２．２．１．３ 巴黎

Ｎｏｃｔｉｌｉｅｎ是巴黎的一项夜间公交项目，运营时间为每天０∶３０～５∶３０，由４０多条线路构成一个完

整的网络，串联了公交枢纽、文化中心、博物馆、香榭丽舍、巴士底广场等重要场所，为全大区居民提

供了便利的夜间出行服务。

２．２．２ 我国城市夜间交通对策

我国城市在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文件中，均明确提出要加强夜间城市交通的服务水平，包括优化夜

间公共交通服务，加密夜间运行班次，延长公交运营时间，增加路内限时停车位，鼓励企事业单位、商

务楼宇的停车场在夜间向社会公众开放，建设智能监控系统和信息服务平台，强化交通信息引导，加强

交通组织，试点夜间分时制步行街等等。

２．２．２．１ 北京

２０１９年７月，北京 “夜间交通”系统全面升级。地铁１号线和２号线将周五周六的运营时间延长

至０∶５０，同时，适当缩短既有２５条夜间公交的发车间隔，提高发车频次，另外新开通７条夜间公交

线路，进一步提高夜间公交的服务水平。首汽约车平台则通过设置电子围栏奖励措施引导网约车前往地

标、商圈附近接单，更好地满足市民夜间出行需求。

２．２．２．２ 成都

成都目前已开通１２条夜间公交线路，运行时间与常规公交无缝对接，周日至周四的运营时间为

２２∶００～００∶３０；周五周六的运营时间为２２∶００～０１∶００；同时，车辆到站时间与商圈客流集散时间

相适应，避免出现公交线路早于商场打烊时间收车的问题。

２．２．２．３ 香港

香港的通宵巴士运营时间为００∶００～０６∶００，共计４０余条线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香港的通宵

巴士以单层巴士为主，并且根据客流量大小会选择一些２４座的小型巴士，夜间公交的票价也比常规公

交票价有一定程度上涨。

２３ 夜间城市交通对策研究

２．３．１ 公共交通对策

２．３．１．１ 轨道交通

北京市目前已将地铁１号线和２号线在周五周六的末班车时间调整到０∶５０。东京作为亚洲排名第

一的城市，其都营地铁和Ｍｅｔｒｏ地铁的运行时间通常为５∶００～０∶４０，即使夜间经济如此活跃依然没

有实行２４小时运营。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２４小时运营在地铁维护和调度上存在困难，二是为了保

障出租车在夜间的运营效益，避免对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造成影响。

地铁作为大运量的城市公共交通方式，在早晚高峰承担了近半的公共交通出行需求，但运营成本高

和单位运量大的特点决定了轨道交通对夜间经济这种需求分布不均匀的出行活动的不适应。因此只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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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京这类夜间经济非常活跃的城市，才有可能采取适度延长地铁运营时间的措施。

２．３．１．２ 常规公交

常规公交由于运营成本较地铁低廉，调度和线路调整更加灵活，因此能够更好地适应夜间经济活动

的出行特征。从目前各个城市的经验来看，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四类：①延长既有公交线路的运营时

间，长沙市为服务 “夜经济”，将部分公交线路的末班车时间从２２∶００调整至２３∶３０。②增设独立的

夜间公交线路，成都在既有公交线路之外，开通全新的１２条夜间专用公交线路，运营时间从２２∶００～

０１∶００。③增设通宵公交线路，同样独立于一般公交线路，但运营时间覆盖整个夜间，与一般公交线路

共同构成覆盖全天２４小时的公交服务网络，如香港的４０余条通宵巴士，运营时间为０∶００～６∶００，

北京开通了３４条夜班公交线路，运营时间为２３∶２０～４∶５０，发车间隔在２０到４０分钟不等。④采用

中小型车辆，夜间公交尤其是通宵公交客流量通常不高，甚至会出现空车的情况，因此采用常规１１米

以上的大型巴士存在资源浪费的问题，因此，在客流培育初期建议采用载客量１６－２４人的小型巴士。

２．３．１．３ 出租车／网约车

长久以来，出租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对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的一个强有力补充。近年来，网约

车通过补贴和顺风车的形式进一步刺激了这部分出行需求。但是网约车在监管上存在的弊端决定了其目

前尚不适合承担夜间出行的重任，应着重加强出租车对夜间出行的服务水平，原则上禁止网约车的夜间

运营。在运营服务上可以通过电子围栏内接单奖励的方式，引导出租车前往客流量较大的区域，更好的

服务出行需求，同时能够集中客流，便于管理。

２．３．２ 私家车对策

２．３．２．１ 道路交通设施

夜间交通不同于日间交通，道路环境因素和人体生理因素共同决定了其存在更大的安全隐患。行车

方面，夜间驾驶的行车视野主要取决于道路照明条件和车辆照明条件，其中道路照明条件的影响因素又

包括灯光照度，路灯间距，绿化遮挡，标志标线反光系数等，丰富的夜间出行需求对道路交通设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车辆的照明则取决于自身的光照强度和角度，远光并不适用于照明条件较好的城市道

路，但主观或非主观开启的远光灯会严重影响对向车辆的行车视野和驾驶安全，应加大对这类行为的查

处力度。另外，夜间驾车有更大概率出现疲劳驾驶和饮酒驾车，在通过警力布控和强化执法力度降低此

类安全风险的同时，大力发展智能交通设备，驾驶员状态监控，来降低此类安全风险。

２．３．２．２ 停车管理

排除疲劳驾驶和饮酒驾车两个危险驾驶行为，出于人身财产安全的角度，私家车出行仍然是目前夜

间出行的首选方式。因此，在夜间经济活跃的中心地区，由于公共交通供给的不足，私家车出行产生的

停车需求随之上升。如何增加车位供给成为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一是采取停车共享措施，灵活利用

周边闲置停车资源，鼓励商圈附近的商务楼宇在夜间向社会开放自有停车场；二是通过交通量调查，挖

掘商圈周边的闲置道路资源，在路内施划夜间限时停车位。通过满足停车需求来提高居民的夜间出行

意愿。

２．３．２．３ 街道动态管理

在交通设施供给之外，通过街道的动态管理同样可以促进夜间经济的发展。例如东京银座大街在每

周日下午会举办步行者天堂活动，禁止车辆进入，将街道还给行人，极大促进了街道沿线的消费活动。

这类措施同样可以应用于夜间经济，由于夜间道路交通量的下降，选取商圈中的某几条道路，划定为夜

间步行街，提供更加广阔和自由的街道空间，丰富夜间经济活动的形式，拉动消费增长。从城市规划和

管理的角度，需要制定完备的交通组织方案和管理措施，避免因为道路禁行导致周边道路产生拥堵。

２．３．３ 治安管理对策

夜间出行不可避免地对城市治安管理提出挑战，偷窃、醉酒闹事、女性和儿童人身安全隐患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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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夜间出行的心理负担。纽约夜间经济消费者担忧因素分布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情况，安全隐患和

警力布设成为影响消费者是否参与夜间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需要我们的城市提供更加安全的

夜间出行环境，不仅局限于道路交通安全，更重要的是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①建立全覆盖的城市安全

监控系统，通过形成威慑力降低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几率，通过高清录像识别提高对犯罪分子的抓捕成

功率。②通过开放式的街道界面形成街道眼，让居民成为安全监督体系的一份子。③在夜间经济商圈增

加警力布设，实时监控，及时出警。

图２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纽约夜间经济消费者担忧因素分布

（数据来源：ＮＹＣ夜生活经济报告，艾媒数据中心）
［１５］

３ 结论与展望

夜间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认清夜间经济是受市场主导的经济

行为这一本质，只有城市经济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夜间经济活动才会因为需求的增

长而快速发展，要避免盲目跟风出现的生搬硬套式的政府行为和政策干预，不适时宜的交通政策和措施

可能造成更大的财政负担和公共资源浪费。

夜间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我们深度挖掘真实的市场需求和城市经济活动特征，而关于夜间交通对策

的研究也要充分结合城市夜间经济的现实与规划情况，通过适度超前的供给发挥交通系统对城市经济发

展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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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１９年中国夜间经济市场规模及发展前景分析［ＥＢ／ＯＬ］．艾媒咨询，２０１９—０８－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

３３５０４８１１１＿５３３９２４．

［２］转发市财办关于加快发展我市市区夜间经济的实施意见的通知［Ｚ］．青政办发〔２００４〕３８号．青岛：青岛市政府，

２００４０５２５．

［３］杭州市夜间娱乐休闲生活发展报告［Ｒ］．杭州市旅游委员会，２００６年６月．

［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城市夜经济的指导意见［Ｚ］．冀政［２０１０］１０３号．河北：河北省政府，２０１００９０２．

［５］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夜市经济的意见［Ｚ］．渝府发［２０１４］２７号．重庆：重庆市政府，２０１４０６０３．

［６］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月光经济的指导意见［Ｚ］．甬政发〔２０１４〕７８号．宁波：宁波市政府，２０１４０９０１．

［７］南京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Ｚ］．宁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９１号．南京：南京市政府，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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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西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推进夜游西安实施方案的通知［Ｚ］．市政办发〔２０１８〕２８号．西安：西安市政府，

２０１８０３２９．

［９］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Ｚ］．津政办发〔２０１８〕４５号．天津：天津市政府，

２０１８１１０１．

［１０］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等九部门关于本市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Ｚ］．沪商商贸〔２０１９〕１００号．上海：上海市商务

委，２０１９０４１５．

［１１］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Ｚ］．京商函字〔２０１９〕７２４号．北京：北京市商务局，２０１９

０７０９．

［１２］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全市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升级的实施意见［Ｚ］．成办发〔２０１９〕３１号．成都：成都市政

府，２０１９０９１７．

［１３］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Ｚ］．鲁政办字〔２０１９〕１７９号．山东：山东省人民政府

办公厅，２０１９１１０５．

［１４］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Ｚ］．国办发〔２０１９〕４２号．北京：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９０８２７．

［１５］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中国夜间经济产业发展趋势与消费行为研究报告［Ｒ］．艾媒咨询．广州，２０１９．

［１６］邹统钎，韩全． 夜间经济怎么搞？讲几个国外的案例［ＥＢ／ＯＬ］． 中国旅游报，２０１９０２１６．ｈｔｔｐｓ：／／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ＶＭＭｂｗｓＭＤＰｇｖｊＥｙＬｍｂＭＡ＿Ｑ．

［１７］世界城市ＶＳ成都，夜间公交ＰＫ，亏本运营的背后蕴含着什么秘密？［ＥＢ／ＯＬ］．成都向上ＵＰｃｈｅｎｇｄｕ，２０１８０３

２５．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９Ｌｘｅ５ｔｋｂＦＭ３ＢＢｇｕｐｙ６ａＱＱｗ．

［１８］伊婵．【方便】巴黎人的出行招数：公交、租车和夜间车 ［ＥＢ／ＯＬ］． 欧时大参，２０１６０９１５． ｈｔｔｐｓ：／／

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ＢＴＯ＿ｐＸＥ７ＥＵ１ＲｉＤＴＤ０ｚＪｕ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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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实施路径演变探讨

杨　涛

!"#$

基于公共交通为导向 （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Ｄ）的理念，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及沿线的土地

进行一体化的综合开发的模式，由于其对于城市空间、土地利用以及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发明的重要作用，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和实践。深圳已经开展了四期的轨道交通建设，在每一期轨道建设过程当中，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的背景、主

要目的、主要实施路径既有延续性也有所变化。本文尝试探讨和分析自轨道一期工程至四期工程发展的过程中，深圳轨

道沿线土地一体化综合开发经历的几个主要变化阶段，以及不同阶段沿线土地综合开发的不同背景、主要实施路径的演

变及其内在的逻辑，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

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路径演变

０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城市经济、人口、产业的高速发展，很多超大城市、大城市都

进入了轨道交通的大规模建设阶段。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 （Ｔｒａｎｓｉ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ＯＤ）的

理念的指导下，对城市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进行一体化的综合开发的模式，由于其在提高轨道沿线土地

使用价值、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品质以及缓解轨道建设投融资压力方面的巨大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并被积极实践。

深圳是国内轨道交通建设起步较早的城市之一，也是较早在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过程中探索和实践轨

道交通沿线土地一体化综合开发的城市。这其中有以政府规划引导、国有地铁建设单位为主体的沿线土

地一体化综合开发模式，也有市场主体在招拍挂取得站点周边土地后围绕轨道站点开展的一体综合开发

模式。考虑到深圳既有的轨道沿线土地一体化开发主要以第一种模式为主要特征并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和示范性，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第一种模式的讨论。

１ 深圳轨道交通建设发展基本概况

深圳市的轨道交通建设始于１９９９年，是中国大陆地区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后第５个拥有地

铁系统的城市。轨道一期工程主要包括１号线东段和４号线南段，主要集中在原特区内的两条主要交通

走廊，全长２１．６ｋｍ，于２００４年建成通车。

轨道二期工程筹划始于２００３年，主要包括１号线续建工程、２号线、３号线、４号线续建工程以及

５号线，总长约１５５．２ｋｍ。二期工程除了继续加强原特区内主要客流走廊轨道服务以外，重点是增加了

对城市东、中、西三个主要发展走廊上的轨道交通服务，进一步拓展了轨道交通的辐射范围。

轨道交通三期工程筹划始于２００５年，主要包括６号线、７号线、８号线、９号线、１０号线、１１号

线和部分线路延长线，总长约２５４．７ｋｍ。三期工程主要是适应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展至全市域，除了

继续加密原特区内的轨道线路密度，重点仍是加强原特区内外主要轴线的轨道服务以及对重点开发片区

的服务。

轨道交通四期工程筹划始于２０１６年，主要包括１２号线、１３号线、１４号线、１６号线等，主要是加

强原特区外主要组团中心与原特区内罗湖－福田和南山－前海两大城市主中心的联系，目前已全面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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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预计２０２２年底建成通车。

截止２０２０年初，深圳已经开通运营轨道线路８条、共计３０３．４ｋｍ，日均客运量突破５５０万人次／日。到

２０２２年底轨道四期工程建设完成，深圳预计将形成超过５００ｋｍ的轨道网络。

２ 深圳轨道交通沿线用地开发的阶段性及特点

自深圳开展轨道建设至今这二十年以来，正是ＴＯＤ理念在国内逐渐被认识、被重视、被实践的二

十年。深圳也是ＴＯＤ理念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之一，结合这一探索实践过程中轨道沿线土地一体化

开发的主要实施路径的变化和不同特点，笔者将深圳轨道沿线土地综合的过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２１ 第一阶段：轨道一期工程，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的探索起步阶段

２．１．１ 背景和特点

从城市发展来说，轨道一期工程，深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腾飞起步阶段，深圳城市中心仍在罗

湖，福田中心区正在规划建设当中。一期工程线路位于深圳重要的发展轴上，联系罗湖商业中心区、华

强北商业中心区、福田中心区、车公庙商业办公区、华侨城休闲娱乐区、罗湖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区及

皇岗口岸等城市重要的发展区域，沿线是深圳市地价最高，发展最为成熟的城市片区。

轨道一期是深圳第一次开展轨道建设，政府财政资金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出资额占总建设投资

的７０％，轨道建设资金压力相对较小。由于对沿线土地一体化综合开发的认识和经验不多，且沿线

均为城市已开发成熟片区，可以由政府规划主导的一体化综合开发的白地较少，因此这一阶段真正

以前瞻性规划为引导、一体化实施的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的案例并不多，主要以个别站点的探索

和尝试为主。

２．１．２ 主要实施路径

一是为避免轨道建设注重工程方案实施而留下遗憾，轨道一期工程在轨道线路初步设计已经完成的

情况下，由规划部门牵头，围绕一期工程的主要片区和站点通过城市设计进行局部优化，提升沿线轨道

站点城市建设的品质和一体化交通接驳水平。

图１　轨道一期工程沿线重点规划片区及重点车站交通接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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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结合轨道一号线建设的契机，对以罗湖口岸为代表的重点枢纽进行综合改造，进行地上地下一

体化整治，实现地上地下的综合开发以及交通换乘的无缝接驳，成为轨道一期建设工程轨道交通与用地

开发协调开发的个案经典。

图２　轨道一期工程罗湖口岸地区综合改造案例

三是结合轨道工程建设形成的自然地下空间进行一体化同步开发，如罗湖口岸地下综合体、金光华

商业广场、华联及中信地下商城、华强地铁电子中心、福华路地下商业街等等。但这一阶段的地下空间

开发相对零散，缺乏统筹安排，地下空间之间的连通未完善，整体综合效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图３　华强路地下空间开发示意图

　

图４　福华路地下商业街开发示意图

２．１．３ 小结

总体来看，轨道一期工程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轨道一期工程是从网络规划直接过度到工程设计，以工程实施为主导。虽然通过城市设计以及

重点枢纽地区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程主导带来的遗憾，也起到了提升沿线开发建设品质的效

果，但总体来说是被动式、修补式的。

二是轨道一期工程沿线用地受法定图则控制影响较大，由于沿线法定图则编制较早，且轨道交通建

设与沿线土地开发是分开进行，土地开发未能和轨道交通规划紧密结合，轨道对提高沿线土地利用效益

的作用未得以充分体现。

２２ 第二阶段：轨道二期、三期工程，轨道沿线用地开发的发展和成熟阶段

２．２．１ 背景和特点

从轨道二期工程到轨道三期工程这十多年间，深圳进入高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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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和交通出行需求不断增大，城市开发重心由原特区内逐渐向原特区外拓展，城市发展骨架不断

拉大。为了适应和支撑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一阶段轨道交通建设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一方面不断完善原特

区内的轨网布局和提高线路密度，另一方面不断加大深圳主要南北向发展走廊上轨道交通的建设，支撑

原特区外主要组团中心的发展。

由于轨道建设规模的迅速增长，相应的建设投资规模也迅速增加，由一期工程的１０６亿元上升到二

期工程的７４８亿元和三期工程的８１２亿元，轨道建设资金压力持续不断加大。

此外，有了轨道一期工程的建设经验，从轨道二期开始，城市规划部门加大了轨道交通建设与沿线

土地利用开发统筹的力度，并通过规划编制体系的不断完善，更加主动的引导轨道沿线土地的综合开发

利用。

２．２．２ 主要实施路径

从轨道二期工程开始，除了吸取轨道一期工程好的做法和经验外，在沿线土地一体化综合开发方

面，最突出和重要的创新就是借鉴香港地铁ＴＯＤ开发的成功经验，有目的引导和实施 “轨道＋物业”

的一体化开发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推进 “轨道＋物业”这一路径的实施方面，具体来说是由政府规划部门结合轨道沿线站点设置和

车辆基地布局，选取沿线区位条件较好、规模较大、有较大开发潜力的空白用地 （以轨道车辆基地上盖

及周边用地为主）作为一体化综合开发的主要实施对象，通过深入的规划研究确定地块的用地功能、开

发强度等重要开发指标，再通过带特定条件的招拍挂方式，以相对较低的地价将土地出让给地铁公司，

由地铁公司取得相关物业土地开发权，并由其作为轨道建设和物业开发的同一主体进行同步规划、建

设、开发和运营，实现轨道建设和沿线用地的一体化综合开发。同时政府以注册资本金形式将按规定上

缴的地价返还地铁公司，缓解了政府对轨道建设的投资压力。

以深圳前海湾车辆段上盖开发为例，深圳地铁公司通过特定条件招拍挂的形式获得车辆段上盖用

地，由其结合下放轨道车辆段的建设统一设计、统一建设。项目涵盖了居住、商业办公、酒店、保障性

住房等多种功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图５　前海车辆段上盖开发示意图 图６　前海车辆段上盖开发实景图

轨道三期工程随着建设投资压力的进一步加大，深圳又进一步发展了 “轨道＋物业”模式，通过探

索土地作价出资的方式，将出让的土地规模和地价与轨道建设所需的公共资金规模挂钩，以１００％的土

地投入代替政府财政直接投入，作为政府投入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资金。具体来说，政府规划部门共选

取了７个轨道沿线具有开发潜力的地块作为作价出资地块，通过地块规划研究和地价评估，确定了７块

用地的总地价，将此总地价作为政府的财政直接投入以土地形式注入地铁公司，由其结合轨道建设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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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和运营。

２．２．３ 小结

轨道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中上述 “轨道＋物业”路径模式得以成功推进实施并获得成功，与以下三

个基本要素密不可分：一是轨道建设投融资压力加大，依靠财政投资难以持续，有需要借助沿线土地综

合开发取得收益来缓解轨道交通建设资金压力的需求；二是轨道线路建设由原特区内成熟建成区沿城市

发展走廊拓展到原特区外，轨道沿线政府可以拿出来同步一体化综合开发的用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三

是以分层确权和出让、特定条件招拍挂、作价出资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土地管理和出让政策的创新，为这

一模式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基础保障。

总体来看，轨道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中实践的以政府规划为引导、以土地政策为保障、以同一主体

同步设施为核心的 “轨道＋物业”的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模式，是政府推动轨道沿线土地利用一体化

开发较为合理和可行的路径，一方面缓解了大规模轨道建设带来的巨大的政府财政支出问题，另一方面

提高了沿线土地的开发价值和品质，同时还解决了大量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需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２３ 第三阶段：轨道四期工程，轨道沿线用地开发的逐渐转型发展阶段

２．３．１ 背景和特点

轨道四期建设工程规划建设时期，新增土地资源愈加紧约束，深圳以完全进入了以城市更新和土地

整备为主要手段的存量发展阶段。在存量发展阶段，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继续推进 “轨道＋物业”开发

的模式都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深圳城市已经高密度建成，不断加密的轨道交通建设面临大量的拆迁

实施难问题，同时轨道建设规模仍不断扩大，四期工程投资总估算超过１３００亿元，投融资压力也一直

是轨道建设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已经高度建成，新建设的轨道线路主要以服

务建成区为主，沿线可同步规划和开发建设的空白用地越来越少。虽然和轨道二期、三期工程一样，深

圳仍寻求利用一些车辆基地选址用地进行一体化上盖开发，但同样由于城市可建设用地极为紧张和征地

拆迁的巨大成本，很多的车辆基地选址于城市公园绿地，受城市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越来越多的

车辆基地选址用地难以进行上盖开发。

图７　轨道１４号线大运枢纽站及周边拓展区综合开发方案示意图

２．３．２ 主要实施路径

轨道四期工程，深圳仍然坚持 “轨道＋物业”的开发模式，但由于土地资源的紧约束以及土地政策

的变化，除了继续寻求轨道二期、三期工程所采用的 “作价出资”方式外，积极寻求更加多样的轨道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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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土地一体化开发模式。这些多样化的路径包括：

一是在保障轨道交通功能、布局合理性的前提下，一方面由地铁公司对站点核心片区潜力用地进行

高强度综合开发；另一方面地铁公司与沿线区政府及相关用地单位对站点一定范围内的拓展区、城市更

新区进行合作开发，实现轨道交通外部效益的内部化。

图８　轨道１３号线科苑路地下空间

一体化开发方案示意图

二是结合轨道建设，加大力度统筹轨道沿线地上、

地下空间。结合沿线城市功能特点和需求，加大地下空

间的一体化开发力度，积极拓展综合开发的空间资源。

与轨道一、二期不同，四期工程地下空间开发不仅局限

于轨道建设自然形成的分散的地下空间，而是结合轨道

建设有目的、成规模的进行地下空间开发，最为典型的

代表是高新园１３号线科苑路的地下空间一体化开发。

高新园是深圳乃至湾区的创新核心区域，科苑路是高新

园的核心轴，现状交通拥堵严重，沿线以办公用地为

主，缺乏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轨道１３号线的建设是科

苑大道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唯一的契机。通过规划研究确

定了科苑路地下空间开发主要以交通接驳功能为主，其

次兼顾解决片区配套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

通过统筹规划，一体化规划了２．１６ｋｍ的地下开发空

间，涉及１３号线５站４区间，初步判断地下空间总体

客流规模可以达到８５万人次／日。

三是更多的尝试利用城市更新、土地整备、整村利用利益统筹等二次开发阶段主要手段拓展轨道沿

线土地综合开发空间，进行站城一体的高强度开发。以轨道四期工程１３号线与６号线换乘站上屋北站

为例，由于枢纽两侧旧村高密度建成，轨道建设带来大量的拆迁以及受拆迁居民的安置问题。为了推进

轨道建设、解决拆迁安置问题、提高枢纽周边的土地利用效率，政府规划将枢纽周边更大范围内的用地

纳入利益统筹范围内，围绕枢纽打造高强度的站城一体化开发空间，增加一定的商业、住宅以及学校等

配套设施，即通过利益统筹的方式，来盘活更多轨道沿线潜力用地，更好的发挥轨道建设与沿线土地利

用协调发展的作用。

图９　轨道１３号线上屋北站利益统筹范围与规划方案示意图

２．３．３ 小结

这一阶段，深圳仍坚定不移的推动 “轨道＋物业”的开发模式，但在具体的实施途径上，一方面由

于轨道沿线可供一体化开发的新增建设用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土地政策的制约，轨道建设企

业不得不逐渐探索更多的路径去获取更多的轨道沿线土地开发资源，在具体实施路径上最主要的特点就

是更加主动的探索成规模的地下空间开发、更多的依赖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二次开发的手段来推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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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轨道沿线用地的综合开发。

３ 深圳轨道交通犜犗犇开发实施路径演变的主要特点和逻辑

通过对深圳已经开展的四期轨道交通建设过程的回顾可以发现，以政府规划为引导、以轨道建设企

业为主体实施的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解决轨道建设的融资问题是主要的出发点之一，通过对轨道车

辆基地和轨道枢纽周边用地的统一开发，客观上促进和实现了ＴＯＤ理念的落实。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

体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这一阶段性与每一发展时期城市的主要发展特征、城市和轨道建设的主要矛盾

以及土地政策息息相关，既有延续性，又有拓展和演变。

３１ 与城市的发展阶段的特征紧密相关

首先，深圳城市发展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由以原特区内向全境拓展的过程。城市开发

建设以原特区内为重点的阶段，轨道建设也主要集中在原特区内。由于原特区内沿线多为高密度成熟建

成区，土地权属又相对分散，政府可掌控的可以与轨道一体化开发建设的用地较少，轨道沿线的用地一

体化开发更多的是在既有土地利用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局部小规模的尝试，以及结合部分枢纽站点的建设

对片区进行改造重建或对因轨道建设自然形成的地下空间进行适当开发。在城市进入全境拓展的阶段以

后，轨道的建设规模快速扩大，并由原特区内扩展到原特区外，轨道沿线除了枢纽和轨道站点周边，处

于城市核心区外围的车辆基地用地，为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其次，深圳城市发展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由以增量开发为主过渡到存量开发为主的阶

段。在还是以增量为主的轨道一、二、三期工程阶段，轨道沿线还可以提供较多的白地 （车辆基地和轨

道站点周边）用于综合开发，政府和规划主导的作用比较强；但进入存量为主的发展阶段，由于城市高

度建成、可建设用地减少、城市对于稀缺的绿地资源的管控，轨道沿线难以提供较多的白地进行综合开

发，更多的需要依赖市场化的手段，依赖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市场化的手段以及主动结合轨道建设开

发地下空间等手段，来拓宽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的渠道。

３２ 与不同阶段轨道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紧密相关

第一阶段 （轨道一期工程）是深圳第一次建设轨道交通，政府高度重视并提供最大的财政资金支

持，财政出资额占建设总投资的７０％。因此投融资压力较小，重点在于做好工程建设本身，在保障工

程建设的同时兼顾对沿线土地利用的引导开发和品质提升的引导。

第二阶段 （轨道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由于城市重点发展空间的扩展和交通需求的增长，来带轨道

交通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轨道建设所需的建设资金规模也不断扩大，单纯依靠政府资金投入难以继续

支撑，轨道建设投融资压力突出。为了缓解轨道建设的投资压力，以 “定向招拍挂”和 “作价出资”等

方式，将轨道沿线具有开发潜力的用地出让给地铁集团，由其实施同步一体化开发建设和运营，并利用

收益反哺轨道建设，既解决了轨道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又促进了轨道沿线土地利用价值和效益的提

高，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三阶段 （轨道四期工程），城市进入存量发展阶段，由于轨道沿线可供与轨道一体化开发建设的

用地越来越少。对于轨道建设来说虽然投融资的压力依然存在，但如何寻求和拓展轨道沿线更多的可开

发用地资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因此除了继续探索 “作价出资”等方式获取轨道沿线土地资源的同

时，也越来越多的探索与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方式结合以及拓展地下空间开发等更多元化的手段来拓

展沿线综合开发用地的来源。

３３ 与土地管理政策的变化紧密相关

轨道二期工程时，深圳启动了 “轨道＋物业”的模式，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突破了当时既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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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要求经营性土地必须经过市场竞价的政策，通过带特定条件的招拍挂方式以较低的价格将土地出让

给地铁公司，一方面保障地铁公司能够顺利拿到轨道车辆基地上盖物业开发用地，另一方面也保障土地

出让成本不会过高，极大地降低了深圳地铁公司土地综合开发的前期成本，激励了地铁公司参与 “地铁＋

物业”开发项目。

轨道三期工程时，国土资源部正在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深圳作为试点城市，在编制试点大纲过

程中，加入了探索土地作价出资的内容，这一创新得到了国土资源部的认可，使得深圳成为国内首个试

点将政府土地作价出资应用于城市轨道建设项目的城市。正是利用这一政策的创新，深圳弥补了轨道二

期工程通过带特定条件出让土地给地铁公司的做法存在的弊端，更加系统、全面的铺开了 “地铁＋物

业”的模式。

轨道四期工程时，由于国家关于土地管理和出让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轨道二期、三期工程时所利用

的土地创新政策已经较难适用。深圳一方面也在积极争取可以复制轨道二期、三期工程的做法，另一方

面也不得不寻求更加多元的手段获取土地资源来实现轨道沿线 “地铁＋物业”模式的延续。可以说土地

管理政策是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实施路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４ 未来展望

深圳目前正在开展第五期轨道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同时也在加大城际轨道的建设力度，短期内深

圳的轨道建设规模还将迈上一个新台阶，轨道建设所需的资金规模还将进一步增大。可以预见通过轨道

沿线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带来的效益来弥补轨道建设所需的资金，仍将是未来深圳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

发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

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一方面深圳应该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契机，利用特区立法

权，争取能够在土地政策上继续争取创新，为沿线土地利用的一体化开发提供更有力的基础支撑；另一

方面，可以预见在轨道沿线增量土地资源越发紧缺的大背景下，通过拓展地下空间开发、积极参与轨道

沿线的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等路径来实现轨道沿线土地利用的一体化综合开发的模式在未来将会占到越

来越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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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深圳市轨道交通一、二期工程规划设计检讨》［Ｒ］．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深圳市城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

心，２０１２．

［２］《轨道三期工程综合开发规划和土地政策研究》［Ｒ］．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深圳市城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中

心，２０１２．

［３］《中国城市轨道加物业开发的本土化实践：深圳的其实》［Ｒ］．世界资源研究所，２０１５．

［４］《深圳市轨道交通四期沿线土地综合开发方案和政策研究》［Ｒ］．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深圳市城市规划国土发展

研究中心，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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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系统特征及发展启示

刁晶晶　程　苑　王　倩　!　凯　蔡乐乐　马毅林

!"#$

城交通系统是一个包含经济属性、地理属性、社会属性等多重特征的综合复杂巨系统，涉及的内容数量庞大、

类型众多、关系复杂，具有开放性、不均衡性、有限稳定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等多种特征，其发展特征

符合系统论的规律，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演化的过程。在交通系统衍化过程中，科技水平、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交通拥

堵等系统自身面临的问题都是其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交通系统本身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呈现螺旋上升的发展态

势，在发展过程中逐步通过突变和适应化解各类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理性对待交通系统的突变性和不确定性，增加

对自我感知能力的建设，逐渐朝着自感知、自修复的智慧化系统方向进步。

!%&'$

城市交通；系统特征；突变；自我感知；发展

０ 引言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成果转换的推动下，我国交通系统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和出

行需求都成倍增长，经历了从马车到自行车，再到小汽车，自行车出行需求又缓慢回升的发展过程。在

自身发展能力和资源、能量、信息条件约束下，交通系统不断经历发展、突变再到稳定的过程。

在发展的整体过程中，运输需求始终是与国民经济发展是互动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交通运

输需求和品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交通运输需求的层次和品质也就越高，运输需求伴随着国名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具有相应的规律，从而运输发展也具有规律性［１］。实际上交通运输是人不断追求的

过程，随着技术经济变化，形成一种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改变的［２］，因而交通发展的规律

也是在不断前进生长的，在每个变化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不断改变，进化周期逐渐缩短。从马车时代到自

行车时代经历了上百年的探索，而从自行车时代到小汽车时代只用了几十年，当下在短短几年间又实现

了自行车的部分回归，而现阶段的自行车使用特征已与上世纪末的截然不同，处于一个全新的发展

过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交通运输体系的变化也日益错综复杂，其突出表现是运输需

求更加瞬息万变，运输市场的供给需求矛盾更加激烈，运输问题日益严重［３］。究其根本，交通系统的变

化是基于系统本身的特征，在内外影响因素的推动下，遵循着一定的系统发展规律变化的。在发展过程

中，系统同时不断 “积累经验”和 “学习”，并不断修正，在复杂环境下不断提升适应性，系统处于不

断从无序到有序、有序到无序的动态演化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组成层级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内

部的协同自组织也越来越精细，整个系统螺旋向上发展。本文总结了交通系统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所具

备的基本特征，指出会引发系统突变的若干因素，探寻未来系统变化的重点，以从中获得未来发展

启示。

１ 城市交通系统特征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综合性、交叉性、整体性的复杂巨系统［４］，是复杂、开放的大系统，高度随机

且又可控，具备一定的自适应性和系统整体协同性［５］，包含多层次结构，由多个子系统构成。作为由无

数个微观个体构成的宏观巨系统，其具备包括开放性、不均衡性、不确定性在内的复杂系统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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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１１ 开放性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交通是城市的基本职能之一，服务于城市内部的人和物的交换。

这决定了其公共产品的属性，就要求城市交通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是非排他的，赋予其开放性的特征。

城市交通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展现出开放性，需求上，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随意进入系统；供给上

体现在新技术的应用、输入门槛低，大量技术都可以自由进出。开放性特征决定了城市交通系统是动

态、随机的，时刻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

１２ 复杂的综合巨系统

城市交通系统包含大量的出行需求，涉及的路网和车辆数巨大，且其量级会伴随系统发展一起扩

张。其间包含大量个体及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微观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系列系统的宏观现

象，微观个体的行为始终与宏观系统的状态密切联合，而个体之间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除此之外，其

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连接、转变也极为复杂，比如路网连接、运载工具与基础设施的结合等，是一个多

层次结合的复杂系统。

作为一个巨系统，其要素、结构、层次、对象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其功能、内涵、结构的多

元性。

１３ 不均衡性

城市交通的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供给不均衡。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本

高、工期长，其建设和投资与潜在的客流需求量息息相关，不可能做到均衡分布，完全的均衡分布也是

不合理、不经济的。第二，需求不均衡。城市居民生活具有一定规律性，决定了出行需求也具备相应的

规律，呈现出一定的高峰规律，主要体现在早晚高峰期间通勤出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集中，这也是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微观层面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供给与需求的不均衡。基础设施供给具有一定的刚

性，由于投资成本高，建成后非必要不会有大的变动；而需求的随机性决定了交通供给很难完全与需求

适配。供给与需求的不均衡主要体现为高峰拥堵和平峰资源浪费并存。

除此之外，城市交通的不均衡性还体现在管理水平、技术条件的不均衡，以及各子系统的结构，以

及不同子系统之间的不均衡。

１４ 有限稳定的自适应系统

尽管城市交通系统的组成要素均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但其在一定期限内具备相对固定的运行规

律，城市交通系统仍具有有限的稳定性，比如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成型后，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去改变，

居民的出行需求在一定时期内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在出行量、出行结构、出行分布上具备相对稳定

性。但是其稳定性是一种脆弱的稳定，随时可能受事故或其他突发状况影响，引发拥堵，且拥堵会迅速

破坏稳定系统，快速蔓延、传播，因此这种稳定是有限的稳定。

与此同时，在外部环境突变发生时，系统内个体会不断积累经验，通过自我调整去适应新的外部环

境，最终会形成另一个有限稳定的状态。不同子系统又通过协同作用，在宏观上呈有序状态，形成具有

一定功能的自组织、自适应的结构机理。

１５ 不确定性

城市交通系统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各类影响因素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各因素对系统

影响关系的不确定性；系统突变方向的不确定性。

首先，城市交通系统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系统，其影响因素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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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条件等多个方面的上百种因素，各类因素都是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的，其变化趋势具有不确定

性。同时，这些影响因素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城市用地布局调整、居民出行距离变化和交通行为改

变，使城市交通系统运行中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复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５］。

其次，城市交通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各类因素与其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关系，而这种非线性

关系也并非是稳定的，一些在过去影响很大的因素，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其影响力可能会被削弱。最直

接的例子即小汽车出现以后，大大削弱了距离因素对出行需求的影响，区域内新建的轨道交通设施又进

一步削减了距离因素的重要性。

第三，城市交通系统作为一个巨系统，其变化是内部因素共同累加的结果。对于单一因素来说，即

使自身产生极大的变化，但是在整个系统当中相对来说平均值很小，会被系统耗散掉，系统最终回到平

均值附近，但是在系统状态临界点的时候，即使很小的变化也会被系统不断放大，产生突变。各类因素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交通系统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而临界点上是也存在分岔的，会朝着哪个方向变

化，或许可以预测到大致的方向，但是具体的变化是不可预知的。这个不可预知的方向存在一定规律

性，然而此规律很难预见把控，并且规律也是在动态变化的。

１６ 不可逆性

交通系统的进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除了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可逆因素外，还体现在系统演

变方向的不可逆性。比如现阶段部分大城市的自行车使用量回升，有人认为是回到自行车王国的时代，

但实际上现在对自行车的使用意图、使用方式、功能定位都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是在之前的发展基础之

上的更高层次的状态。现阶段对非机动化的推动，是处于对资源条件的新的认知过程，现在对机动化的

否定并不是要回到之前的非机动化时代。

２ 引发交通系统突变的因素分析

城市交通系统发展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演变的过程。跨领域、动态的多种复杂微观因素的运动变化共

同推动了宏观系统的变革［６］。各因素引起系统变化的主要机理是影响系统与外界的交换，包括物质、能

量和信息的交换，逐步增加系统的确定性。

总体来说，系统演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动力：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需求驱动力和系统内部反应

力［７］。或者说，包括系统主动发展和被动变革。其中主动发展包括利用科技创新成果提高交通服务水

平、供给侧改革、交通精细化管理的各种主动措施；被动变革主要是需求变化，交通系统管理和供给水

平为适应新的需求或者是新的理念、新的工具所发生的变革，还包括交通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的城

市交通体系的变革。

其中，目前最明显、亟需重点关注的交通系统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科技水平进步、人口结构变更，以

及交通系统内部面临的行车难、停车难、出行难等问题。

２１ 科技水平是影响交通系统突变的直接因素

科技水平对交通的影响所占比重最大，影响最具不确定性。其对交通系统的影响包括：交通工具的

发明、交通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交通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城市发展过程中交通系统的突变都是由科技

因素直接引起的。

２．１．１ 新的交通工具产生

科技发展给人的出行方式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交通不再以 “走得了”为主要评价标准，转向对

“走得好”的追求。在高品质、多样化交通工具发展推动下，未来对交通的需求将更偏向于舒适性和私

密化、尊严化的出行方式。无人驾驶更是推动出行向着无感化的方向发展，逐步弱化出行距离的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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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未来交通工具发展将从出行距离、出行结构、出行评价体系等多个方面引发交通系统的变革。

２．１．２ 交通资源利用效率提升

资源是制约交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更高科技水平的保障下，涌现出共享出行、预约出行等多种出

行理念和出行方式，推动交通资源整合与协同，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满足更大量、更多样的出行需求，

引发交通需求管理和出行模式的革新。

２．１．３ 多源交通信息获取与传递

多源交通大数据的获取、处理，为交通研究和交通管理提供了新的手段。随着相关技术进步，可获

取的信息包含出行前信息、行程中服务信息、路径规划和诱导、驾驶员信息等全链条交通服务信息，为

一体化的交通管理和服务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交通系统的确定性，公共交通时刻

表编制、道路拥堵治理更加有理有据，更有针对性。

２２ 人口结构衍变引发交通系统变革

人是交通的根本，既是交通系统的服务对象，也是服务提供者和交通系统管理者。人口结构变化对

交通系统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出行需求的变化，也体现在交通行业从业人员的变化中。其中，人口的

地域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的任一变化都会引起交通系统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大城市首要关注的是人口

年龄和家庭结构的影响。

２．２．１ 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世界各大城市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于交通服务，不同年龄阶层的需求大不相同，老

龄化结构下，对便利化、少换乘、舒适化的出行服务提出了更高需求，推动交通系统向着提升服务品质

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导致交通从业人员数量下降，交通系统不得不向着无人化、智能化

衍变。

２．２．２ 人口家庭结构变化

我国家庭结构的主要变化特点是从家长式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为主的小家庭，在二孩制度全面放

开的影响下，幼子家庭数量又呈现出增长态势，对探亲、亲子活动等目的出行需求居高不下，产生多人

口组合的多样化出行需求，从出行目的、出行方式上引发交通系统变革。

２３ 交通系统面临的问题迫使系统变革

城市交通问题积累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从内部迫使交通系统突变，以适应或解决各种问题。目前交

通系统面临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城市道路拥挤、交通事故频发、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交通系统所面

临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竞争加剧，投资代价增加，系统运行成本不断

提高，交通系统正在朝着远离平衡态的状态发展，迫使交通系统从内部探寻化解各类交通问题的途径，

从而产生交通系统的被动突变，恢复有限稳定的状态。

３ 交通系统衍变特征的启示

城市交通系统复杂巨系统的特征，决定了其属于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有限稳定的、非平衡态的动态

系统。在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交通系统在从无序到有序，再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过程中产生突变，

逐步呈现出螺旋向上发展的态势。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应当理性看待交通系统的突变，及时修正评价

标准，并在发展中不断增强系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自修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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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理性看待城市交通系统的突变

交通系统的每一次突变都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而究其原因，突变是在外部需求和内部矛盾共

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每一次突变实质上都是为了解决某类问题或者适应某种需求，都是推动交通系统向

前发展的。在面对交通系统的突变时，应当积极利用新事物、新业态，促进系统的有序化。同时，理性

看待交通系统中产生的无序状态，出现无序之后就会打破原有的状态，然后再通过 （物资、能量、信

息）调节到有序的状态，完成对上一个状态的升级。

３２ 及时修正对系统的评价标准

任何评价指标体系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适用条件，在系统发生突变后，原有的评价体系就会失去意

义，应当根据系统发展态势不断修正。例如对于原有资源利用效率下的交通承载力指标，在资源利用方

式、利用效率转变后就失去了原有意义，应当用评价系统有序性的指标逐步取代以系统容量为目标的评

价方法。

３３ 在发展中提升系统自组织能力

增强系统自我学习能力，积极利用各类信息的反馈，包括正向反馈和负面反馈，不同在学习中实现

交通系统自组织、自修复，朝着自我感知风险并主动修复的方向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交通系

统。这一点是有实现的希望的，例如传统概念中的公交都是集约、定时、定点的，难以兼顾实时客流和

定制化的门到门服务，而在人的消费观念、出行需求变化驱动及信息手段支撑下，已能够实现定制化的

公交服务，用智能化的客流需求调查和供给调节提升公交系统的服务水平，产生从被动响应型转向主动

服务型交通模式的突变。在包括公共交通系统在内的子系统逐渐突变后，必然引起整个交通系统的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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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新型交通服务的智能推演与影响分析

朱雪莹　李燕敏　张　瑞　张　帆

!"#$

近年来，随着城镇人口逐渐增长，城镇化所从引发的城市交通问题日益加剧，现有配套资源无法满足城市居

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为了解决长期困扰城市交通管理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一系列按需出行的新型交通服务应运而

生。但尚无法预判大规模的新型交通方式推广与应用，是否可切实解决城市拥堵等城市困境。因而，本文建立了面向未

来城市的客流预测模型，在全深圳范围开展了基于多元交通时空大数据的中观模拟仿真。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

构建了面向异构、高维特性的大数据感知融合与智能推演平台。分析了３４个智能推演方案的可能性，发现微型交通可

助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自动驾驶可满足整个区域路网的供需动态平衡分布，优化拼车的等待和绕路时间可提高居

民的拼车意愿等相关结论，本文可为政府的应急决策和高品质管理提供必要支撑。

!%&'$

交通仿真；微型交通；共享出行；自动驾驶；低碳限行区域

０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我国人口超过１４亿，

其中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有８．４８４３亿人，约占总人口的６０．６％，且每年以２０００多万新增人

口持续增长。预计到２０５０年我国城市化率预计将突破８０％。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所面临的交

通问题和挑战也日益突出，如城市交通管理的流量预测难、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难、实时出行服务的效

率提高难等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交通强国的建设，更是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

使深圳这一创新之城，如何利用新兴技术突破为未来交通生态带来重塑与变革成为一个热点关注的问

题。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异构、多模、高维特性的城市交通时空数据开展

“高效感知、多元融合、关联分析、深度挖掘、智能推演”全流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基于面向未来的新型交通服务的智能推演与影响分析有如下创新：

１）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时空城市交通大数据进行全面认知建模与精准预测。本模型基于传统的

“四阶段”模型的基础上添加政策分析，土地规划，人口变迁等城市数字特征，构建特大城市背景下的

复杂交通场景动态预测模型。将海量千万级出行特征信息与时空特征关系引入到预测模型中，提高预测

的准确率。

２）面向超大型城市进行全市智能仿真推演。尽管，在过去几年在中，全球各城市开展一系列不同

程度的宏观、中观、微观仿真研究。如２０２０年４月国际交通论坛 （ＩＴＦ）发布 《共享出行仿真模拟报

告》，以法国里昂都市圈为例探讨了新的共享服务将如何改变里昂的通达性。于２０１７年到２０１８年期间，

在都柏林、赫尔辛基、奥克兰等地相继开展了共享出行服务的仿真研究。但其路网复杂程度和城市面积

与我国超大型城市相差程度较大。而城市出行的复杂程度更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呈指数增长，这也为

面向未来的多源多模数据的信息传输与并行计算提出了更高、更具挑战性的要求。

３）将微型交通、共享出行、无人驾驶和低碳区限行等纳入出行体系，构建更为全面的综合交通的

影响分析。如２０１９年４月，ＰＴＶ和ＣＯＷＩ联合推出以奥斯陆为实例的 《无人驾驶将如何改变城市出

行》研究报告，仿真结果表明共享的无人驾驶服务可以缓解城市交通流量和减少运营车辆。２０１８年９

月，西门子发布的 《共享电动化出行报告》中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维度对共享化和电动化对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了乐观的预测。然而，以上国际研究皆以某一种新型交通为单一研究对象，尚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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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新型交通方式构建成完整出行体系，即缺少在不同分担率变化情况下对全区域范围内的出行进行

多维度影响分析。因而有必要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特大型城市的未来出行预测模型及仿真推演方案，提

出适合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型出行服务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１ 深圳交通现状与面临挑战

１１ 城市居民出行需求日益增长，现有配套资源无法满足

截至２０１９年末深圳市 （含深汕）常住人口１３４３．９万人。比上一年末增加４１．２万人。全年全市的

居民出行总量稳步增长，２０１９年平均每日出行总量３８７２万人次。其中，全市日均共公共交通客运量

１，１０５．６万人次，同比上升３．４％得益于新修地铁线路的开通。目前，地铁作为主要公共交通方式占

５０．１％，高于公交的３９．４％。尽管疫情期间大中小城市的整体出行需求均成下降趋势。但长远来，随

着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深圳市居民出行需求依然呈稳步增长态势。

图１　历年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及增速变化 （单位：万人次／日）

图２　超大城市换乘系数及换乘比例

１２ 现有公共交通系统换乘频次较高且平均步行距离较长，便捷度较低

但早晚高峰出行中，公共出行的主要痛点是换乘频次较高。以深圳２０１９年早高峰地铁通勤乘客为

例，１７．１％的乘客需要换乘２次及以上，４６．７％的乘客并无直达目的地的地铁线路。同样的换乘问题也

发生在公交与公交间换乘、公交与地铁间换乘。根据高德２０２０年第二季度的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

报告》显示，超大城市公交系统的平均换乘系数皆有所上升，深圳公交的换乘系数为１．４，直达比例只

有５０％，有１１％的出行需要多次换乘。而特大城市公交系统中的平均步行距离为１０６２ｍ，较去年同期

（９８９ｍ）同样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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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超大城市公交系统的平均步行距离

１３ 拼车服务行业有序发展，但无法被大众广泛接受

截至２０１９年，深圳市已有首汽约车、神州专车、滴滴出行、飞嘀打车、斑马快跑、ＡＡ租车、曹

操专车、万顺叫车、等１８家平台取得深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较去年增加４家。全市已

核发 《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运输证》６２３１３张，已核发驾驶员证８５５１７张。２０１９年网约出租车平台日

均上线车辆为５．８万辆，下半年上线量明显高于上半年。

出于出行安全考虑，目前拼车服务不再接受夜间拼车，以滴滴拼车的早七点至晚１０点运营时间为

例，拼车服务工作日的日均拼车量仅为２．５万单，而专车可提供二十一倍的出行服务。从每公里的服务

价格、乘客等待时间和在途时长三个维度进行数据分析，可见拼车服务的等待时间和在途时间都更长，

这也说明了拼车无法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拼车出行效率较低。尽管其价格与专车服务相比

略有优势，但价格差异并不大，约每千米１～１．５元。因而，在价格相当情况下，乘客会更倾向于选择

更优质的专车服务而非拼车。

图４　专车与拼车服务分析

综上，随着城镇化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出行需求正在不断攀升，而城市基建无法继续走增量

建设的老路，因而未来的供需矛盾将会更为突出。此外，针对现在的公共交通系统存在换乘及首末一公

里出行痛点问题。为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共交通系统的承运压力及突出问题，今年５月，广东省提出 《广

东省公共交通条例 （征求意见稿）》，强调提倡发展多元化公共交通。于２０２０年３月，交通运输进行智

库联盟提出在疫情过后应加快推动求响应型公交 （ＤＲＴ）的服务建设。并表示了对国外一种依据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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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实时产生线路和站点 （无固定线路、七座小车）的动态拼车服务肯定，如Ｖｉａ、ＧｒａｂＳｈｕｔｔｌｅＰｌｕｓ。

但通过以上对深圳拼车服务的特征分析，新型交通方式是否可以成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有效途径，传

统业态与新业态之间该如何做到平衡发展，特别是对于超大型城市，要如何进一步优化城市的出行结

构，该提高多少步行、共享自行车、需求响应性公共交通、需求响应型小巴、需求响应型出租车的分担

率更为有效。为解决该一系列量化研究的疑问，我们以深圳市为例，引入了交通仿真建模的研究方法，

来对新型交通出行进行深入研究。

２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仿真模型的构建

当前，我们可收集到深圳市所有公共交通、网约车、共享单车数据，为了模拟真实交通现状，我们

需要私家车ＯＤ分布，所以我们采集２０００辆私家车行车记录仪的ＧＰＳ数据作为样本，进行扩样。进而

得到完整的交通方式ＯＤ，包括所有的公共交通ＯＤ、网约车ＯＤ、共享单车ＯＤ及扩样后的私家车ＯＤ。

另外，由于当前没有新型交通出行的数据，如无人驾驶、共享踏板车等。因而我们基于历年的交通数据

的分析结果，建模预测２０３０年的客流变化。

为了研究按需出行和无人驾驶服务，实现车辆及道路的最大化利用率，我们嵌入拼车算法来将可配

对的ＯＤ进行行程匹配，从而实现车辆的多人共享。最后，基于预测和拼车的算法结果，我们通过ｓｕ

ｍｏ仿真软件进行未来新型交通方式的模拟和影响分析。整个研究流程如下图所示，接下来３．１和３．２

将分别详细介绍我们提出的客流预测方法和拼车匹配算法。

图５　模型整体流程 图６　仿真结果可视化 （颜色代表道路拥挤度）

２１ 面向未来的城市客流预测模型

２．１．１ 面向短时客流预测

根据历史客流数据、站点地理位置经纬度数据、节假日、天气数据等等，用实时客流数据进行短时

客流预测。日期特征包括星期一至星期日和节日Ｄ，历史客流数据包括站点ｓ、站点经纬度ｘ、相邻站

点ｎ、时间粒度ｇ、时间段ｔ、站点客流量ｃ、附近区域公交巴士客流量ｂ、气温Ｔ和小时降雨量ｒ，运

用集成学习的ＧＢＤＴ算法和ＸＧＢｏｏｓｔ算法分别训练得到客流预测模型，训练模型包括：通过目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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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ＧＢＤＴ模型

段前两个小时、前一个星期同期、相邻站点前两个小时

的客流量和天气数据，根据历史客流数据按日期特征分

成工作日、非工作日和节假日三大类，再根据不同站点、

不同时间段训练不同出的模型。

算法模型，ＧＢＤＴ是一种迭代的决策树算法，通过

构造一组弱学习器 （树），并把多个弱学习器的结果累加

起来作为最终的预测输出。

测试数据的平均百分比误差 （ＭＡＰＥ）是１４．２％。当天的平均百分比误差 （ＭＡＰＥ）为分别为

７．３８％和１２．２％，其中红线为实际客流量，蓝线为预测客流量。

图８　预测结果对比

图９　群体出行密度栅格图

２．１．２ 面向长时客流预测

对于长时的客流增长的影响来自各个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区域人口密度，未来交通规划，土地规

划，人口性质的变化。所以对于未来片区的客流预测，基于宏观交通模型，在 “四阶段”模型的基础上

添加政策分析，土地规划，人口变迁来预测出交通出行量、交通分布、方式划分及分配。

对于出行密度分布预测表述，基于现状做空间增长

模型后，对空间进行插值。

１．空间插值得到群体出行密度面数据

对群体出行密度数据中每个字段进行ＩＤＷ （反距离

权重）插值得到群体出行数据 （栅格图如图所示）。

具体方法：首先根据插值范围和群体出行密度栅格

图空间分辨率确定栅格图中每个像元的坐标，然后栅格

图中每个像元的中心位置是已知的，记为 （狓０，狔０），待

预测群体出行密度为犇０，其与周围已知群体出行密度点

的距离为犱１，犱２，…，犱犽，周围点群体出行密度为犇１，

犇２，…，犇犽，权重与反距离的犿次幂成正比 （默认犿＝

２），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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犇０＝
∑
狀
犽＝１１／犱犿犽犇犽
∑
狀
犽＝１１／犱犿犽

栅格图逐个像元循环可得到全区域的群体出行密度。随着位置之间的距离增大，测量值与预测位置

的值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不密切。为缩短计算时间，将不会对预测产生影响的较远的数据点排除在外。

因此，通过指定搜索邻域来限制测量值的数量。我们利用指定点个数变半径搜索。这里采用的是指定点

个数 （３）变半径搜索，即对于每个待预测点，根据经纬度计算距离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找出离待测点最近的３

个点。

２．群体出行密度辐射域数据进行高斯平滑

其中犘狓犻，犘狔犻为犻区域的经纬度，对每个小区人口密度数据进行高斯平滑。对于所有小区而言：

犺犵（狓０，狔０，犘狓犻，犘狔犻）＝
犲－

［（狓０－犘狓犻
）２＋（狔０－犘狔犻

）２］

２σ
２ ，‖（狓０－犘狓犻，狔０－犘狔犻）‖＜犫，

　　　　　　　　　０，
烅
烄

烆 其他

犛（狓０，狔０，犘狓犻，犘狔犻）＝
犺犵（狓０，狔０，犘狓犻，犘狔犻）

狓０ 狔０犺犵（狓０，狔０，犘狓犻，犘狔犻）

犇（狓０，狔０，狋）＝∑
犻

犆犻，狋×犛（狓０，狔０，犘狓犻，犘狔犻）

２２ 基于随机森林的实时拼车算法

本拼车算法通过历史行程的ＯＤ经纬度和出发时间以及网约车的订单创建时间，训练预测出发时间

以及目的地的出行模型。为了预测出发时间，为每个用户构建一个随机森林。每个随机森林都存储用户

的出行习惯及出行模式，以及从训练数据中得到的每个变量信息熵裂变点。数据经过随机森林的训练得

到，每一颗决策树，输入待预测的数据，经过每棵树预测出多个结果，对于所有结果进行投票选出最优

的结果，作为模型的输出。

图１０　随机森林算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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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拼车匹配算法说明

而后对订单进行匹配，匹配算法的中心思想是以司机为核心，遍历所有乘客，把乘客逐个加入到司

机行程，调用地图ＡＰＩ获得时间与路程，绕路的时间与路程成本在阈值范围内的乘客保留，作为匹配

备选项。

２３ 小结

基于深圳市路网及ＯＤ交通小区信息，以城市中的居民出行信息和车辆的轨迹信息作为输入，建立

面向未来的城市短期及长期客流预测模型。嵌入基于随机森林的拼车算法，快速匹配目标车辆与目标出

行人群。进一步将拼车匹配结果作为ＳＵＭＯ仿真的输入，最终实现了全深圳范围进行中观仿真，并输

出面向用户、运营商和社会的重点关注指标。

３ 仿真结果及结论

３１ 微型交通可以助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所有微型出行方案仿真结果中，效果最好的为共享自行车、共享电动车和共享踏板车／滑板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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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分别在２ｋｍ、５ｋｍ和１０ｋｍ范围内代替私家车、出租车的出行。可减少１７％的平均出行时间和

７７％的总行驶里程。共享按需出行的微型交通不单对城市友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可以缓解城市

的拥堵，减少停车位的需求。为未来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显著的好处和更多的可能性。

图１２　仿真场景一：微型交通

３２ 优化拼车的等待时间和绕路时间是共享出行的首要任务

未来交通发展的方向将逐渐由私家车为主的出行方式，转向按需出行的共享模式，从用户出行来

看，可以节约１１％的出行时间和１５．４％的行驶里程。从运营商角度出发，提高车内载客率可以减少车

辆规模，从而节约相应的运行成本。而社会角度来看，最大化的利用现有资源也可以缓解城市拥堵和环

境污染问题。当然，对于深圳来说，电动公交车和电动出租车的已得到了全面推广与普及应用，其本身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就很小。

图１３　仿真场景二：按需出行

３３ 自动驾驶出租车可能实现运力和订单匹配之间的平衡

自动驾驶方案是当前研究非常关注的一大应用场景，不同无人驾驶的车辆 （２人座、４人座、６人

座、１２人座和２０人座），哪一种自动驾驶车型的投放可以更好的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通过仿真结

果我们发现：最佳的解决方案是私家车、出租车和专车被自动驾驶出租车代替，可节约１７％的平均出

行时间和减少１５．４％的总行驶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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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仿真场景三：自动驾驶

３４ 减少自动驾驶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可提高行驶效率

选取两个相似的替换方案进行对比，保留现有地铁和公交系统，替换当前私家车、出租车和专车为

无人驾驶出租车和传统出租车。这两个方案不同只在无人驾驶车辆间的安全距离变得更小。

结果发现：总行驶里程的变化相似为１５．４％，但平均出行时间相比差异很大。替换为无人驾驶的

四座拼车模式可以减少更多的平均行驶时间，约１７％，而传统的四人座拼车仅能减少１１％。因此，可

以大胆预测未来收集更多的传感器信息，可实现车路协同，万物互联，将实现对无人驾驶车队更智能的

控制与管理，更将大大提高城市出行效率。

图１５　仿真场景三：自动驾驶

３５ 单设定低碳排放区域远远不够，需要完整的一体出行化系统协助

在深圳城市范围内，考虑人口密度和功能分析选取两个限行区域为试点区域。左边蓝框小区域

２６ｋｍ２为南山区科技园，右侧蓝框大区域面积约为４８ｋｍ２为罗湖主城区。仿真默认为无缝换乘，即出

行者一旦进入排放限行区域则换乘公共交通方式。

制定区域限制试点方案，不能单单针对区域内的出行，而需要考虑区域内外的联动性，例如，如何

设置停车区域可以实现更合理的Ｐ＋Ｒ，从而避免区域内外停车换乘造成拥堵。如何提升公众参与的积

极性，满足出行者安全便捷的换乘而抵达目的地，以实现服务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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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低碳限行区域选取

图１７　仿真场景四：低碳限行区域

４ 面向未来新型交通方式出行的特大城市关键探讨

４１ 新型交通方式的出现可能为跨城出行新带来机会

当前的城际出行主要借助铁路系统，而信息不透明性是铁路跨城出行的主要问题，如、出行人员通

常在到达车站后才能得知火车晚点或取消的信息；此外，在检票管理上，欧洲铁路系统可任意搭乘到同

目的地的不同车次。而在我国，当乘客购票班次与同目的地其他班次不符时，即使其他班次有位置，也

不允许上车。这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客流信息的不透明性，使得一票式出行无法实现。而未来ＭａａＳ出行

有望将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共享单车、航空及铁路系统等所有出行方式的数据链整合到一体

化出行平台之上，形成完整数据池，希望做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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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空中客车的出现可能满足部分商务群体的跨城户型，如何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非传统意义的

公共出行方式，是需要地方交通管辖部门和空中管辖部门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目前空中客车 （中国）

创新中心在深圳落成，已与华为、柔宇等多家深企进行合作。深圳交通局也相继开展了对小型飞机运送

乘客相关技术的深入研究。

４２ 完善的管理制度可以保障新型交通的顺利实施

在新型交通方式的广泛被应用前，通常在城市交通出行中占得较低的比例。因而在初期，当其不影

响机动车安全的情况下并不会被纳入监管体系，政府可能持较为开放的管理方式，任其发展的支持态

度。我们以当前共享单车为例。截至２０１９年底，深圳的共享单车运营企业主要是摩拜、ｏｆｏ和哈单

车三家，市内共有４２万辆共享单车，而实际可用约为３７万辆。共享单车市场逐渐暴露出五大问题：一

是高峰期供应不足、地区分布不合理，特别是在需求较高的地铁口。二是行业盈利模式不清晰，可持续

发展面临挑战，同时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机制不完善。三是违规骑行、乱停乱放现象严重。四是由于小

区、校园等较为封闭的区域禁止共享单车进入，从而使得共享单车的微循环目的并未达成。

当地交通管理部门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案。根据城市空间承载力及市民需求，预测需

要投放车辆数，协助共享单车相关企业对各区域内车辆投放数量进行规划，提高其使用率；同时，当共

享单车盈利模式逐渐成熟时，改变其市场定位，将共享单车逐渐转化为保障性出行交通工具；并规划化

共享单车的停放区域，重点考虑达到最后一公里出行的目的和区域管理之间的平衡；此外，将建立使用

人群的信用体系，以确保减少使用者对共享单车做出恶意破坏。

４３ 前期的广泛宣传与及时反馈是居民接受新型交通的必要条件

市民接受新型的交通方式有一定的过程。我们以定制公交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交通服务模式为例，

在投入初始阶段，许多市民虽然知道其为一种定制服务，但却不确定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和便捷性以及应

用的流程。因此，需要前期做足宣传工作，强调其相对传统公交固定线路的优势，突出其灵活性与个性

化服务。并根据乘客的出行需求反馈来及时调整出行路线。同时未来面向乘客群体的多元性、技术更迭

快速等因素，在设置定制公交时，应当考虑不同收入、不同年龄的用户群体反馈而迭代产品。如向更加

动态化、循环化、小型化和灵活性的转变。并做好长期培养市民改变出行习惯的打算。

５ 总结

由仿真结果可知，未来不同种类微型交通组合可以更好的助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城市出行

问题带来的新希望。同时，拼车服务若想更广泛的被大众接受需要优化其等待时间和绕路时间。对于无

人驾驶的多种车型仿真可知，四座车辆可以更好的实现运力和订单匹配之间的平衡，同时车辆距离的缩

短可以提高行驶效率。最后，对于低碳区域单设定某一区域内的限行是远远不够的，需最完整的城市级

的一体化出行系统更好地协助。同时，我们相信更多新型交通方式的出行可以为城际间出行带来更多的

机遇与活力，健全的管理制度可以保障新型交通方式的顺利实施，前期的广泛宣传与及时反馈才能让居

民更好的接受新型交通方式。

另外，本论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将本模型在国内其他一线城市进行试点应用，针对不同地

区的出行特征对参数进行优化调整。同时考虑进一步搭建城际间出行模型，如满足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

群出行圈需求。并对无人驾驶场景进行全面优化，不单从车辆行驶距离及车型上有别于传统车辆，而从

一体化角度实现车路协同，从更完备的技术层面上实现无人驾驶的交通仿真。并且应结合面向未来的不

确定性，如突如其来的疫情等应急情况，发挥城市宏观预测模型和新型交通方式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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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十四五”的综合交通发展指标体系国际经验

王新宁　潘昭宇　刘　花

!"#$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交通强国的重要阶段，指标体系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的 “指挥棒”。本文在梳

理回顾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比选美国、德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从国家、城市群、

都市圈、城市等四个层面，分析发达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关注热点及发展趋势。从基础设施、运输结构、运输服务、安全

韧性、可持续发展等五个方面，总结发达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设置经验，为构建我国 “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

展指标体系提供借鉴。

!%&'$

十四五；综合交通；指标体系；国际经验

０ 引言

经长期发展，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运输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公路、铁路、水

路客货运量居世界前列，交通运输业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快速缩小，部分领域已实现超越。“十四五”

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是全面推进交通强国建设

的第一个五年。现阶段，摸清全球综合交通发展热点及趋势，研究发达国家建立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

体系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及交通发展实际，完善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指标体系，对支撑我

国 “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编制、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促进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盼、促进交通运输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我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体系回顾

总体来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指标体系经历了从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到重视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从注

重规模增长到促进能力提升、从直观数值统计到综合质量评估的重要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尚未形成常态化的规划编制机制，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建立综合交通专项规划体

系，指导综合交通运输有序发展。“六五”至 “九五”４个五年规划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顶层设计，其

中 “八五”“九五”公路、水运建设发展规划相继出台。从 “十五”至 “十三五”，编制了４个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发展五年规划。“十五”首次将交通发展重点以专项规划的形式体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

年规划中，公路、水运建设发展规划过渡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十一五”为首个综合交通体

系五年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包含综合运输、公路交通、水路交

通、民用航空、邮政服务及城市客运管理等内容；“十三五”规划集中力量加快推进综合交通、智慧交

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的发展。

自 “十五”开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指标体系逐步建立，引导综合交通规划科学有序实施。“十五”

规划提出扩大运输网络的要求，着重填补基础设施空白，明确７项建设重点，但未设置规划指标。“十

一五”规划从网络规模与能力、运输服务、技术装备水平、安全保障和资源节约等六方面设立２４个指

标。“十二五”规划针对基础设施发展任务设置了综合交通网总里程及各交通方式基础设施规模等１３个

指标，首次纳入 “国家高速公路里程”、“国内高等级航道里程”等体现设施等级能力的指标，并对旅

客、货物运输量及周转量等指标设立规划数值。“十三五”规划 “硬约束”和 “软预期”相结合，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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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运输服务、智能交通、绿色安全等维度设置２４个主要指标，在 “十二五”的基础上新增支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包括 “三通”，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青 （水泥）路、通班车和通邮；

“三覆盖”，综合交通网对城市的覆盖、城市公共交通的覆盖、综合交通信息服务的覆盖；“两降”，交通

事故下降、交通运输碳排放量下降；“两提升”，客运和货运服务水平提升。

２ 发达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关注热点

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关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开放、竞争力、可持续、安全。美国、德国、荷兰、

日本等国家注重全国性空间格局综合规划，大力推进多式联运发展，积极推动智能交通的应用，强调提

升综合交通国际竞争力。欧盟持续倡导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德国注重既有设施建设及维护升级，日

本提出 “安全、安心”的交通运输发展理念，重视提升交通基础设施 “韧性”，保障交通运输体系安全、

可持续发展。

表１　发达国家交通发展规划关注热点及政策核心

国家 关注热点 运输政策核心

美国

　 提高出行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加强新技术的使用和监管

　 重视气候变化

　 整合资金渠道、平衡投资需求

　 整合资金渠道、平衡投资需求

　 加强新技术的使用和监管

日本

　 重新规划、整合、完善现有交通基础设施

　 重构地域交通运输体系，打造无障碍出行体系，

提升运输服务品质

　 构建国民关心的安全、便捷、可持续运输体系

　 构建便捷、高效、安全、可持续发展、具国

际影响力的新交通运输体系

德国

　 地方政府的支持

　 强调交通基础设施维护与升级

　 发展可持续交通

　 加大交通信息化建设

　 更重视减排、环保、改善生活

　 注重维护既有设施

　 增强竞争力

　 加强安全性及移动性

欧盟

　 构建一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

　 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替代能源使用

　 鼓励低碳出行、发展低排放、零排放车辆

　 完善欧洲运输网络

　 建立多式联运系统

　 实现运输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群层面，发达国家关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一体化、多层次、协同创新。货运方面，各大世界

级城市群重视调整货物运输结构，实现运输网络协同高效。同时关注多式联运基础设施设备配套升级，

促进多式联运快速发展；客运方面，国外世界级城市群关注优化城市群客运结构，提升铁路客运竞争

力，提高公共交通通勤比例，提升轨道客运地位，着力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轨道交通体系，进一步支

撑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如欧洲西北部城市群铁路网络发达，包含欧洲之星、大力士高速列车 （Ｔｈａｌｙｓ）、

法国高速铁路 （ＴＧＶ）、德国城际快车 （ＩＣＥ）等多种形式列车，多样化的铁路线网高效支撑城市群内

主要城市间的交通往来，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见图２１。

都市圈层面，发达国家关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同城化、可持续、安全、高效。巴黎、东京、纽约

等世界各大都市圈重视同城化协调发展，分别编制区域协同发展规划文件，关注重点清晰，发展目标明

确。纽约大都市区经历区域与发展协会四次规划，分别关注缓解交通拥堵、实施公共交通规划、提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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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多样化铁路线网布局图

通设施安全性、展望未来发展趋势等；东京都市区由日本国土厅制定五次规划，依次延续规划思路，重

视都市圈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大都市圈注重多层次轨道交通分工、完善枢纽体系、提升服务水平、强

化运营组织，全面提升都市圈轨道交通一体化水平，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协同、高效发展。

表２　世界各大都市区交通远景目标

国家 都市区名称 远景目标 远景年

美国

纽约大都市区 　可持续发展 ２０３５

旧金山港湾区 　繁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健康安全环境、公平 ２０３５

波士顿区域
　系统保护、现代化、高效、机动性、安全、公平、环境友好、合理

土地利用和促进经济发展
２０３０

巴尔的摩区域 　高效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 ２０３５

波特兰大都市区域 　安全、多模式、环境友好 ２０３５

加拿大
大温哥华都市区

　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安全安保、可达性好、以轨道交通为导向、高

效的道路网体系并且有可靠财政保障的交通系统
２０４０

渥太华都市区 　提高生活质量 ２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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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都市区名称 远景目标 远景年

英国 伦敦都市区
　世界级卓越交通系统：为所有企业和人民提供出行通道，实现最高

的环境标准
２０３１

瑞士 苏黎世都市区 　改善生活质量

澳大利亚

悉尼都市区 　机动性高、可达性好、高效整合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交通系统 ２０３５

墨尔本都市区

　建立多模式的、可达性好的交通运输通道

　充分利用现有的道路网提高公交出行，形成更多的公交出行选择改

善安全提供交通信息

２０３０

城市层面，关注提升城市活力、可靠性、可持续性及安全水平。以伦敦、纽约为代表的大城市重视

激发城市、街道活力，更加注重居民出行体验，着力打造优质、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同时，世界

各大城市关注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大力推广绿色交通，提倡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为优先的出行

选择，倡导可持续发展，着力构建适应社会发展的城市交通体系。

表３　世界各城市交通发展规划关注重点

城市 发展规划 关注重点

伦敦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８年三

轮 《伦敦市长交通战略》

　健康街道与市民、优质公共交通体验和打造新住房和就业三大交通

发展战略

　要将伦敦打造成一个街道有活力，交通有效率、空间有魅力的宜居

城市

《伦敦风险管理和韧性提升》

　跨领域交叉问题分析

　气候变化下各类风险对基础设施 （交通运输、能源和固体废弃物）

的影响

新加坡 《新加坡２０４０陆路交通发展》
　打造更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服务，实现 “２０分钟市镇、４５分钟城

市”的愿景

温哥华
《温哥华最绿城市行动规划

２０２０》

　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成为优先的出行选择

　通过更新交通规划、改善人行道安全性、土地利用政策来支持交通

规划等综合措施达成目标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总体规划》
　在既有项目中延伸行人街道，改善自行车道，减少道路空间

　提升人们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比例

３ 发达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设置经验

现阶段，发达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的设置重点，已从基础设施建设向多维度提升综合交通运

输发展水平转变，不仅关注优化设施网络，还关注调整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效率、推进智能交通、推广

绿色出行、增强安全韧性、改善出行体验等多个方面的目标指标。同时，在不同国土空间尺度上，关注

侧重不同、层次差异明显。

３１ 注重基础设施维护，提升区域可达性

在各国定量评价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中，基础设施 “数量、密度、结构 （空间和等级）、能力、

５５３



投资、运量、周转量”等指标被广泛采用。德国重视既有设施维护升级，制定 “新建、维修比例”等指

标，目标为２０３０年道路维修投资１０７亿欧元，６９％资金用于现有网络维护改造；美国注重完善跨区域

交通联系，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设定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各交通方式大型项目比例”等指

标，２０２０年目标分别为１．６２亿美元、８０％；欧盟着力加大高等级基础设施网络密度，设定 “高速铁路

网密度、枢纽设施个数”等指标，计划２０３０年高速铁路网规模长度达到现在的３倍，建成全功能泛欧

道路运输核心网络；２０５０年建成高品质、高能力的基础网络。

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重视区域发展，关注提高国土空间不同密度结构下的交通可达性。在都市

区域或中心城区维度，注重 “居民通勤时间”等交通指标，着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在其他区域维度，侧重关注 “交通覆盖率、可达性、公平性”等指标。

３２ 重视优化运输结构，发展货物多式联运

德国为优化投资结构，详细制定了２０３０年 “各交通方式设施的投资比例”，分别为公路５２％、铁

路４３％、水路５％。美国、德国为优化客货运结构，分别预测了２０４５年和２０３０年的客货运量及周转量

结构。同时，欧盟关注制定 “３００ｋｍ以上货物运输公转水、公转铁比例”等指标，推进公路运输向铁

路、水路等环境友好的运输方式转变，并明确，到２０３０年将３０％３００ｋｍ以上的公路运输转移到水路运

输，到２０５０年转移５０％。

为推动多式联运提速，美国交通运输部 《２０２０年运输指南》中提到大力发展铁路为骨干的多式联

运，计划到２０４５年 “铁路多式联运货运量占铁路货运量比例”达２８％。日本国土交通省历年发布 《土

地、基础设施、运输和旅游白皮书》，提倡促进多式联运发展、鼓励使用标准集装箱，并为购买集装箱

用于铁路运输提供经费补贴。欧盟为加快机场、港口等枢纽节点联运建设和装备升级，计划２０５０年实

现所有核心网络机场与铁路网络 （最好是高速铁路）相衔接，确保所有的核心港口与铁路货运充分连

接；重点关注 “铁水联运量占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比重”、“货物多式联运占总货运量比重”、“铁路集装箱

运量占铁路货运量比重”等指标；倡导城市绿色货运，关注 “城市生产生活物资运输中公铁联运比例”。

３３ 关注运输降本增效，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美国关注智能技术应用的推广，统计 “智能交通在各领域应用数量及比例”、“自动驾驶、无人机等

技术的应用比例”等指标，并制定了２０４５年大数据、手机信息发展水平目标值。

为促进交通运输降本增效，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物流绩效指数 （ＬＰＩ），关注 “清关效率”、“基础设

施”、“物流服务竞争力”、“货物追溯能力”、“物流运输实效性”、“国际联运能力”等指标。美国关注

“国际枢纽机场中转时间 （ＭＣＴ）”等效率指标。欧盟关注 “各方式运输生命周期成本降低比例”、“社

会物流总费用占ＧＤＰ比重”、“人均交通消费占收入比重”等运输成本相关指标。

为改善旅客出行体验，美国重视基础设施守时性，关注 “航班、铁路等准点率、可靠度”等指标，

并设定２０２０年航班准点率达８８％，州际可靠度达８３．７％，短途城际客运铁路准点率达８６％。日本为

适应老龄化社会要求、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无障碍化，要求２０２０年 “旅客设施无障碍化比率”全面达

１００％。纽约、伦敦、新加坡等都市圈提出 “２０分钟市镇、４５分钟城市”的愿景，关注 “居民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平均４５分钟通勤距离以内的就业岗位数”、“４５分钟通勤距离内的居民占全部居民比例”等

指标。

３４ 着力减少事故伤亡，加强基础设施 “韧性”

为提高交通设施的可靠性、减少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美国设置了地面及航空运输事故死亡率评价

指标体系，统计 “各交通方式事故伤亡率”等指标。日本国土交通省提出 “安全、安心”的交通运输发

展理念。欧盟把交通运输 “零死亡”作为发展愿景。

美国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可靠程度，设置 “桥梁、公路、跑道等维持最佳、良好或正常状态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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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基础设施良好状态的可用资金”等指标评价基础设施可靠度，２０２０年目标为 “桥梁处于较差状

态比例”减小至５％、“运行环境较好的高速公路运行里程比例”达６２．３％、“跑道处于最佳、良好或公

平状态的比例”达９３％。

日本为支撑新形势下国家安全的需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网络 “韧性”，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交通基

础设施 “韧性”指标体系，注重提高基础设施抵抗力、加强基础设施恢复力、延长交通设施使用寿命

等，关注 “损坏比例、恢复费用、经济社会损失”等指标，并明确２０２０年首都内陆、南海海沟线路抗

震化比率达１００％；生活道路斜坡设置等造成的伤亡事故比２０１４年降低３成。

此外，在应对如疫情等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方面，部分发达国家关注 “交通网络 （航空、铁路）的

执行率”、“现有设施的替代路径或富余能力”等指标。

３５ 重点推广绿色出行，促进交通节能减排

为进一步发展绿色运输，欧盟关注 “铁路等环保运输方式比例”等指标。以伦敦、温哥华、纽约、

哥本哈根等城市为代表，关注 “绿色交通 （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分担率”、“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等指标，并分别制定了未来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值。

交通节能减排不断得到重视，美国关注 “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充电桩个数”、“燃油经济标准”、

“铁路电气化改造”、“新能源汽车的开发进度及应用率”等指标，设定目标为２０３０年１５％的能源替代，

５％的能源效率提升；２０４５年燃油经济标准为５４．５ＭＰＧ。欧盟关注 “各交通方式碳排放量及比例”，并

提出２０５０年交通运输碳排放减少９０％。德国制定了明确的碳排放量指标，２０３０年直接排放量相比

２０１０年降低２０％。此外，伦敦、温哥华、纽约、哥本哈根等城市制定 “城市交通碳排放量”、“汽车使

用率降低比例”、“使用清洁燃料的小汽车占比”、“使用清洁燃料的重型车占比”等指标，并明确未来不

同发展阶段的目标值，逐步实现城市交通零排放。

４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日益健全，绝对规模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仍与

国际先进水平、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要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十四五”时

期是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应在充分继承现有指标体系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统

筹考虑国家战略要求、交通发展阶段特征、全球潮流热点、不同区域差异等多方面因素，总结借鉴发达

国家先进经验，聚焦交通运输更好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按照填补空白、弥补弱项、提升效率

的总体思路，有针对性地补强和完善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体系，为 “十四五”阶段我国综合交通

运输发展指明方向。

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布局不够均衡。为优化交通投资结构，补齐区域层级一体化设施网络

短板，加大既有设施维护升级投入，建议借鉴德国等发达国家经验，将 “交通运输方式投资结构”、“基

础设施维护改造投资比例”等指标纳入 “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体系。

运输结构方面，我国铁路客运占比不高、城市交通轨道占比较低，货运各方式衔接不畅、多式联运

发展滞后。为推动多式联运发展、完善区域层级设施网络、改善出行体验，建议借鉴美国、新加坡、日

本等国经验，新增 “多式联运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比例”“各交通设施无障碍化比例”等指标。

安全韧性方面，我国道路安全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海上、空中应急救援设备密度较低。为进

一步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可靠度，提高 “韧性”，建议借鉴美国、日本等先进经验，设置 “道路、桥梁、

铁路等抗震化率”等指标。

智能交通方面，我国新兴智能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应用相比日本等发达国家尚不成熟，为推动城市智

慧交通发展和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升级，建议借鉴美国等国家先进经验，新增 “在交通领域智能技

术的应用比例”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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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中主要城市发展市郊铁路必要性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魏　星

!"#$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开始逐步进入以长将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为首的

城市群时期。近年来通过建设市郊铁路来解决城市群中核心城市与远郊地区交通联系，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呼声日

益高涨，但同时，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群核心城市已经建设的市郊铁路在实际运行中均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

题，因此有必要对城市群落中处于不同阶层的城市空间布局及交通出行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其各自市郊铁路系统建

设的必要性、布局模式及启动建设阶段，以更加科学的方式推动市郊铁路的逐步发展。本文即以天津市为分析研究对

象，通过分析其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所处地位和未来应承担的功能，利用百度慧眼大数据分析现状空间联系分布情况，对

其建设市郊铁路的必要性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

!%&'$

城市群；市郊铁路；大数据

０ 引言

根据美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的观点，“城市总是集群出现的。一座城市不会在于

其他城市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孤立存在，因此城市总是处在某个城市系统或城市等级体系中。”

有资料表明最早的城市聚落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之后在公元前３５００年第一批真正的城市出现于幼

发拉底河与狄格里斯河流域出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时至今日，全球公认的城市群有五个，包

括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美国五大湖沿岸

城市群、英格兰城市群。我国的长三角城市群目前逐渐的成长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我国在自从建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已从建国初期的５．４亿人发展到目前的１４亿

人口，城市人口更是从５７００万发展到现在的８亿人，城市化水平从１０％提高到目前的接近６０％的水

平。在这其中城市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对社会经济发展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７０年的发展过程中，我

们的城市从大城市到特大城市进而演变为超大城市，在这些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引领带动下又和周边

地区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往来，从而构成了以特大和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随着各个都市圈的壮大，

我国开始逐步进入以长将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为首的城市群时期。

城市的高度聚合发展离不开便捷的交通，正是高效、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拉近了各个城市之间的

时空距离，从而形成了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协作。有些城市群落呈现出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外围扩散，有

的城市群落呈现外围向中心聚集的情况。无论是向外扩散还是向内聚集都离不开交通体系的支撑。在都

市圈发展阶段中，超大及特大城市都建立了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基础的城市交通区域化和区域交通

城市化的 “双高”交通体系，链接了目前城市群内部主要的节点城市。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不断加强。近年来通过建设市郊铁路来解决中心城与远郊地区交通联系

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群核心城市已经建设的市郊铁路在实际运行中均出现

了客流规模较低，与城市功能区衔接准确性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整体倡导存量规划，智慧规划，提倡

系统资源有效利用的今天，也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对市郊铁路建设的热潮产生了担忧，如果通过巨额投

资建成的市郊铁路无法产生较好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将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新的负担。

因此有必要对城市群落中处于不同阶层的城市空间布局及交通出行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其各自

市郊铁路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布局模式及启动建设阶段，以更加科学的方式推动市郊铁路的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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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以天津市为分析研究对象，根据其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所处地位和未来应承担的功能，对其建设市

郊铁路的必要性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

１ 天津市在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概况及趋势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是以北京为核心的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三大城市群之一，主要包括两个直辖

市和一个省，即：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１３个城市，即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唐山、秦皇

岛、廊坊、承德、邯郸、邢台、衡水、张家口、沧州。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在京津冀范围内，京津两市以外的河北省其他地区是京津双城的矿产

资源、工业原料、水资源、电力和农产品的供应地，其中邯郸、唐山、邢台等地提供煤、铁矿石、炼钢

生铁、玻璃和水泥等建筑材料，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唐山地区是保障京津两市淡水供应的水库的主

要径流形成区和水源涵养区。供应京津两地的主力发电厂也都位于河北省。［１］

天津市在建国以后，和北京一样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不断地在争取大型和工业类的重点项目，

且一直居于北京之后，工业基础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天津在装

备制造业和大型钢铁及化工产业方面发展迅速，开始确立了北方重要航运中心的城市地位。近年来开始

成为中国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航运中心之一，是中国进出关及京津冀与华

北及西北内陆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但就经济总量而言，天津仅属于全国第二梯级大都市范畴；就产业

特点而言，天津明显以第二产业为主体 （５３％）。因此，天津的经济辐射力和影响力在国内基本上是大

区域性的。

北京市在近些年正在成为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中心，聚集了大量的企业总部和各类金融

机构，全球企业５００强企业云集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总产业增加值的７５％，未来

随着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除了与首都定位的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相关的四大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将向周边地区进行疏解。同时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过程中，应

立足于多年来的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优势，着重发展包括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精细化工、精密

仪器、生化制药等产业的研发创新。

因此作为京津冀城市群中次中心城市的天津有理由在这次城市群产业变迁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第三产

业结构，完成发展转型。加强对港口资源的有效利用，扩大港口腹地规模。发展服务于北京及周边城市

的服务行业。

２ 天津市外围地区空间联系情况分析

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城市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外来人口的迁入迁出都会带来城市空间

布局上的变化，随之而来必然影响到城市交通出行的特征变化。在分析发展市郊铁路必要性之前，势必

先要掌握城市整体空连联系情况。本文尝试通过百度慧眼大数据对天津市市域范围内的各地区对外空间

联系强弱进行分析，由于市郊铁路基本上以联系外围地区与城市中心区为主，因此本次空间联系分析未

包括中心城区以内的市内六区。

根据百度慧眼数据平台提供的数据平台模式，本次分别分析了天津市辖区范围内的西青区、北辰

区、东丽区、津南区、静海区、滨海新区、宁河区、宝坻区、武清区和蓟州区的现状常住人口ＯＤ空

间分布情况和市域范围外外来人口来源情况。各地区常住人口市域范围内ＯＤ分布情况如图１所示：

根据百度慧眼提供的数据，通过分析整理可以得出天津市域范围内各行政区的内部及对外出行量分

布情况，通过图２，可以看出市内六区与环城四区和外围地区相比，内部出行比例呈现由低到高分圈层

逐步递增的趋势，越靠近城市核心的地区内部出行比例越低，相应的与其他区域联系的比例越高。越是

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内部出行比例越高，与其他区域联系的需求越低。从环城四区的ＯＤ分布可以看

到，西青区与南开区联系程度最高，其次为津南区、北辰区和红桥区；北辰区与红桥区联系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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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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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西青区、武清区和南开区；东丽区与河东区联系程度最高，其次为滨海新区、河北区和津南区；

津南区与河西区联系程度最高，其次为河西区、滨海新区和东丽区。环城四区基本上和其接壤的市内六

区联系最强。远郊五区的情况与环城四区基本相同，其内部出行比例均在９０％以上，对外联系需求相

对最弱。因此从常住人口的活动空间分析，如果从世界级城市群次中心城市的角度来说，天津市的核心

聚集和辐射能力还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仅从百度慧眼数据分析 （图３），环

城四区中的西青和东丽两区和城市核心联系相对更为紧密，作为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的滨海新区与城市核心区的联系强度甚至不如静海区，天津市之间的双核结构显得相对各自独立，地区

之间活力明显不足，远郊五区与城市中心联系进一步减弱。

图２　天津市各行政区内部出行比例示意图

图３　 滨海新区、环城四区和远郊地区市域内联系强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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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天津市区内常住人口出行特征进行分析，尝试对环城四区和远郊五区的外来客流分布情况进行

分析，各地区外来客流情况如图４所示。

图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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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二）

表１　天津市环城四区及远郊五区外来人口主要来源地分析

区名 客流主要来源地

西青区 沧州＝０．６ 廊坊＝０．４８ 德州＝０．３４ 邯郸＝０．２６ 唐山＝０．１５

北辰区 德州＝０．３ 沧州＝０．２７ 廊坊＝０．２５ 唐山＝０．１８ 邯郸＝０．１６

津南区 沧州＝０．３３ 德州＝０．２４ 邯郸＝０．２３ 唐山＝０．１６ 滨州＝０．１２

东丽区 沧州＝０．３５ 唐山＝０．２６ 德州＝０．２４ 邯郸市＝０．１９ 滨州＝０．１

滨海新区 沧州＝１．４ 唐山＝１．０ 德州＝０．７ 滨州＝０．３ 邯郸＝０．２

静海区 沧州＝１．０ 廊坊＝０．４ 德州＝０．２６ 齐齐哈尔＝０．２ 绥化＝０．１５

宁河区 唐山＝１．２ 北京＝０．０８ 廊坊＝０．０７ 沧州＝０．０６ 秦皇岛＝０．０５

武清区 廊坊＝１．９ 北京＝０．６ 沧州＝０．２７ 唐山＝０．１５ 德州＝０．１２

宝坻区 唐山＝０．４ 廊坊＝０．３ 北京＝０．１３ 秦皇岛＝０．０６ 张家口＝０．０５

蓟州区 唐山＝０．８ 廊坊＝０．３ 北京＝０．１３ 承德＝０．０９ 赤峰＝０．０４

　　注：表中数字单位为：万人次／日，数据来自于百度慧眼大数据平台。

根据表１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天津市环城四区和远郊五区的外来客流主要集中于沧州、德州、唐

山、廊坊等京津冀地区内的与天津市接壤地区，相对距离较远而又联系密切的还有德州、邯郸这两个城

市。通过与前面常住人口ＯＤ分布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心城区外围地区某些方向对外联系强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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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各区之间的联系还要紧密，武清区与廊坊市、蓟州区与唐山市、宁河区与唐山市、滨海新区与沧州

市、唐山市等城市的联系强度接近甚至超过各自与市内六区的联系强度。可以看出行政区划与各地区实

际生产生活中的经济往来在越远离城市核心的地区越不具正向相关性。

图５　滨海新区、环城四区和远郊地区对外联系示意图

根据上述分析，基于目前的数据，天津市中心区与西青、东丽、津南、静海方向具备一定规模联系

需求。滨海新区与沧州和唐山、武清与廊坊、宁河与唐山方向具备一定的跨行政区联系需求。

３ 国内其他城市市郊铁路发展现状

为了尽量避免市郊铁路建成初期客流规模低，增长缓慢的情况，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相关市郊铁路

客流规模及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再与天津现状情况进行对比，尝试对天津市郊铁路的发展给出相关的建

议。本文通过网络检索，主要找到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相关的数据。

北京市目前正在运营的市郊铁路共有Ｓ２线、副中心线、怀密线３条线路，其中，Ｓ２线开通运营最

早，其客流基本呈增长趋势。２０１１年之前，Ｓ２线按铁路模式运营，年旅客发送量在５０万人次以下，客

流规模相对较小。２０１１年６月３０日Ｓ２线调整运营模式后，旅客年发送量迅速增长至１５５万人次，至

２０１５年达到最高３０９万人次。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Ｓ２线列车调整始发站后，Ｓ２线客流随之降低。截至２０１８

年，旅客发送量为２２３万人次／年，相当于６０００人次／日。北京市副中心线于２０１７年开通，北京城市副

中心线西起石景山衙门口站，东至通州站，全长３８．８公里，沿线设有北京西、北京、北京东和通州４

站。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是北京市政府为缓解市区至城市副中心间的通勤压力，利用既有国铁繁忙干

线线路资源，通过线路及站台改造，利用高速动车组开行的市郊通勤线路。该线路目前客流规模较小，

２０１８年客流量为１６．６万人次，日均客运量不足５００人。怀密线是联系中关村科技城和怀柔科技城的轨

道交通，由于该线路站点设置及开行对数少等原因，该线路的客流量很少，２０１８年１月至１２月怀柔－

密云线累计发送旅客１．９万人次，日均客运量仅不足６０人次，运营效果不理想
［２］。

上海市的金山铁路是我国首条实现公交化运营的市郊铁路，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开通运营，全长５６．４千

米，金山铁路有４０％左右的客流为通勤客流，金山铁路运营亏损较为严重。由于采用了低票价和短发

车间隔的公交化运营模式，运营成本较高，金山铁路目前亏损严重。金山铁路日均客流为１．７万人次，

远未达到最初设计的１０万人次。运营亏损使得铁路和地方都承担了巨大的补贴压力。
［３］

通过国内北京上海的实际案例可以看出，市郊铁路虽然在盘活既有铁路资源，提供低碳交通方式方

面具有发展潜力，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大多处于客流规模较低的发展阶段，并且众所周知，即使客

流达到一定规模，市郊铁路系统也是需要政府补贴的一项公用事业。即使在北京、上海这种等级的城市

内，具有大量长距离通勤客流的基础上，仍然普遍存在客流规模较低的情况。虽然上述部分线路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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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班次后客流规模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但是总体上市郊铁路在现阶段无法通过客票收入实现线路运营

盈利，仍需要政府通过购买运输服务的方式对线路进行补贴，通过降低票价和加密运营班次吸引客流。

４ 天津市发展市郊铁路的必要性及相关建议

通过对天津在京津冀城市群内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现状地区内部交通联系特征及国内相关城

市发展市郊铁路的经验总结，关于天津市未来发展市郊铁路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１．发展市郊铁路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需要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化，非首都功能逐步外迁，必然将有一部分产业及人口进入天津

市，包括一些高能耗产业、非科技创新型企业和一些创新成果转化型企业一级高端制造业的生产加工环

节为代表的一般性产业和物流基地、区域批发市场、第三产业的呼叫中心为代表的区域性专业市场和部

分服务行业都有可能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由北京向天津及河北省转移。这些产业聚集了大量人口，考虑

到土地价格、与区域中心城市及交通枢纽时空距离、城市配套等相关因素，这些产业有可能进入环城四

区及远郊五区内。上述地区与区域主要城市及区域交通枢纽的联系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因此发展市郊铁

路可以加强外围地区与城市核心的联系便捷程度，方便外围地区人口利用中心城区。虽然从现状天津市

的ＯＤ空间分布看，单纯从客流规模角度可能无法说明市郊铁路修建的必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心

城区—西青区—静海区、以及滨海新区与唐山、沧州、武清与廊坊、宁河区与唐山现状的联系已具备一

定的强度，目前应对上述方向上市郊铁路通道进行前期研究及规划控制，结合区域发展适时启动项目

建设。

２．发展市郊铁路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推进新时代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了全面部署。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其中明确了生态建设是基础。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２０１９年９月印发实施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了要构建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明确提出了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 （群）交通网。建设城市群一

体化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市郊铁路与目前区

域间联系的公路交通方式相比在安全、高效、绿色、经济等方面均优于小汽车交通。因此是京津冀城市

群未来主要应发展的交通方式。

３．发展市郊铁路是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发展的必然结果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空间格局普遍经历着 “城市中心区—铁路沿线—公路沿线”模式的演变过

程。［４］而国内大城市的城市空间格局基本是以城市中心区为建设重点，在小汽车快速普及阶段，经历了

国省道干线公路高速发展时期，大区域背景下的高速铁路高速发展时期和在城市中心区内以地铁为代表

的轨道交通高速发展时期。

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不同的目的。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的网络建设，解决

了城乡之间交通联系不便的问题，满足了小汽车交通的发展需求。高速铁路网络主要联系了区域重要节

点城市，满足了城市群与城市群主要城市之间的便捷联系，但是也需要看到，城市群中未处于高铁沿线

的一些中等规模城市未能享受到高铁带来的便利，对于历史上因铁路而兴盛的一些地区，也由于不在处

于高铁站点沿线而变得没落。城市中心区轨道交通建设主要围绕城市核心地区，由于轨道交通线路运营

特征所限，其无法兼顾城市近郊和远郊地区。因此市郊铁路是缝合高速铁路网络、普通干线铁路、城市

轨道交通的一张网络，是推进城市群内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有效方式，是解决既有铁路资源有效利用的需

要，也是综合交通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

４．相关建议

经过上述分析认为，天津市未来发展市郊铁路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需要把握好其建设阶段，为了

避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管理政策、配套措施、规划前期等各方面的研究，建议可

６６３



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研究：

１）在京津冀城市群视角下，结合高速铁路网络、普通干线铁路网络、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确定天

津市市郊铁路的总体布局模式和规模，从目前的地区内部及对外联系情况分析，市郊铁路不一定局限于

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的联系，也有可能是郊区与市域外地区的联系方式。

２）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且为了吸引客流，线路建成初期往往会通过低票价来培育客流，

因此以单纯的票务收入是无法实现市郊铁路运营收支平衡的。想实现市郊铁路建设项目的收支平衡，必

须要通过 “线路运营＋土地开发”的模式，通过市郊铁路站点周边的土地开发实现资金回笼，用于偿还

建设贷款和补贴线路运营。［５］

３）充分利用既有铁路闲置资源和剩余运力通过既有设施改造和新增站点，尝试与既有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形成初步融合。发挥现有资源潜力，盘活既有线路沿线土地资源。目前天津市中心城区及周边的

部分铁路及站场随着铁路货运功能的外迁，部分铁路运输能力得到释放，有条件尝试开通客运铁路。

４）市郊铁路的建设不能唯客流特别是预测客流论，市郊铁路的建设初期均需通过客流预测验证其

项目建设的经济可行性，但是由于基于远期的规划用地及人口规模距离项目建设初期较远，其分析预测

的基础能否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得到实现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如果认为只有客流达到相应规模

才能启动项目建设，则有可能最终无法实现目标。市郊铁路的客流效应只是简单的表面现象，通过线路

建设可以拉近地区之间的时空距离，为经济往来更加密切创造便利条件，其社会效应并非单一的通过客

流规模就能做出评价结论的。且市郊铁路本身作为交通服务的工具，本身并不能以单一的盈利为其建设

主要目的，因此在评价市郊铁路建设必要性的还应从更加多源，广泛的领域去加以考虑。

５ 结语

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对天津市建设市郊铁路的必要性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通过百度大数据对目前天津市内部及对外联系情况来看，目前建设市郊铁路其客流规模必定无

法保障。

２．市郊铁路的发展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城市生态建设、综合交通网络完善等多方面发展的必然

趋势。

３．研究认为不能单纯以客流规模作为评价市郊铁路项目成败的标准，而应从国土空间集约有效利

用、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方便居民出行等多角度及进行综合评价。并应通过 “线路运营＋物业开发”的

模式带来收益。

! " # $

［１］陆大道．京津冀城市群功能定位及协同发展［Ｊ］．地理科学进展，２０１５，３４（３）：２６５２７０．

［２］夏霄海．基于博弈视角的政府购买市郊铁路运输服务模式改进的研究海［Ｄ］．北京市：北京交通大学，２０１９．

［３］李连成．上海金山市郊铁路发展中的问题与启示［Ｊ］．综合运输，２０１４，４：２５２８．

［４］张?，郑猛．市郊铁路—市发展及新城建设的引航—伦敦市郊铁路发展对北京的启示［Ｃ］．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

通规划学术委员会．２０１６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

［５］张泓．城市轨道交通企业盈利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深圳地铁集团为例［Ｊ］．城市轨道交通研究，２０１８，０５：９０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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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星，男，研究生，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５４４２７４７＠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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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背景下武鄂地区综合交通协同发展研究

李海军　李　琼

!"#$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都市圈已成为 “城市－区域”一体化高效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同时也对区域

交通协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武鄂地区是武汉 “１＋８”城市圈一体化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呈

现出明显的 “核心＋轴带”空间特征。本文深入剖析武鄂地区现状交通条件与发展趋势，对比借鉴国内外都市圈交通发

展经验，依托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和鄂州顺丰机场两大空港，研究提出 “临空圈层布局、交通轴带串联、城市多点支撑”

的区域交通布局模式；通过情景模拟分析与多式联运体系构建，提出了高快速路网、轨道交通网、市域 （郊）铁路网、

城际铁路网 “四网融合”方案，以期实现武鄂地区多模式、多层次 “１小时交通圈”，促进武鄂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

都市圈；综合交通；协同发展；一体化；武鄂地区

０ 引言

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目前已成为我国城镇化空间的主体形态。

２０１９年２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发改规划 〔２０１９〕

３２８号），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都市圈的概念，提出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

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要求以促进中心城市

与周边城市同城化发展为方向，以１小时交通通勤圈为基本范围，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这将对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和区域协同发展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为顺应新的发展形势和战略要求，加快武汉 “１＋８”城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进程，武

汉市国土空间规划提出大都市区战略，主动谋划临界地区空间统筹，划定了四个战略协同区①。其中，

武鄂战略协同区作为建设高度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协同区，依托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向东衔接鄂州，

共同规划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也是湖北省、武汉市推动实现 “一芯两带三区”区域和产业战略布

局的重要载体②。为此，基于武鄂地区同城化的现实基础与优势条件，谋划研究综合交通系统与经济社

会之间宏观协调关系，确保两者在发展目标、规模及发展战略上的协调性、统一性，进而获得自然资

源、社会资源使用的合理性，并以此展开综合交通系统发展战略研究，构建适合武鄂地区长远发展的交

通支撑体系，助推武鄂地区高质量发展。

１ 都市圈交通的研究基础与发展趋势

１１ 都市圈综合交通的研究基础

都市圈 （Ｍｅｇａｌｏｐｏｌｉｓ，又称都会区、大都市区等），是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联

系通道为依托，吸引及辐射周边城市和区域而形成的城镇群体空间组合［１］。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都市

圈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突显，成为推动城市与区域接替演进的必然产物和有效手段。交通

则是都市圈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良好的交通系统可以引导都市圈有序发展，健全的都市圈运作需要便

利的交通支撑。

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都市圈发育明显，其理论体系建设与研究方法相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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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规划方法并指导实践，但重在都市圈专项交通规划、协调机制研究方面［２］。欧美

学者认为，交通系统在都市圈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与单个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随着需要逐步进行交

通规划和建设有着本质的不同［３］。日本政府和学者多次对都市圈进行识别界定，充分考虑都市圈所处的

发展阶段，注重经济发展水平、土地空间布局、人口分布等因素分析，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适度控制私

人交通，重视出行方式构成的分配，以合理的交通模式引导交通设施建设与区域一体化发展［４］。

我国都市圈出现相对较晚，国内学者对于都市圈交通规划理论体系的研究起步也较晚，大多停留在

交通理论基础研究阶段，主要基于上海、广东等城市连绵区迅速发展的现实，运用系统科学、经济学基

本原理建立针对交通运输规划的 “整体协调法”，从城市间互补动力学角度论证 “城群交通”的存在性，

提出 “１小时交通圈”评价都市圈交通的服务水平
［５］。由于国内都市圈出现比西方发达国家晚，因而针

对都市圈交通体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缺乏对都市圈交通系统、用地布局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宏观协调

关系研究［６］。

综合来看，西方发达国家都市圈发展起步较早，如巴黎大都市区、纽约都会区、东京都市圈等 （图

１），其交通运输体系历经了数十年建设发展，现已相对成熟和完善，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等方面积累了较

为丰富的经验。随着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及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区域重大战

略的深入推进，长三角 （如沪苏昆地区，图２）、珠三角 （如广佛同城化地区）等区域都在进行都市圈

探索和实践，从而推动城市走向区域，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

图１　东京都市圈多模式交通示意图

　　

图２　沪 （苏）昆地区多模式交通联系示意图

１２ 都市圈综合交通的发展趋势

一般地，都市圈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的圈层经济区，随着城市空间不断扩展和经济功能外溢输出，

通过各种人流、物流、经济流、信息流等方式，将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地区联系在一起，逐渐融合形成都

市圈形态，其综合交通呈现交通网络高速化、交通枢纽国际化、交通运输与城市发展相融合等趋势。

１．２．１ 都市圈交通网络具有高速化发展趋势

随着机动车规模飞速发展，传统以公路运输为主体的运输结构难以支撑都市圈空间拓展。由于城市尺度

扩大，人们出行距离的增加，原有交通设施难以支撑都市圈的交通联系，必须通过高速的交通设施来满足人

们对空间联系的需求。由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快线、高快速路等构成的高速网络将有效支撑都市

圈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以公路运输为主导的都市圈交通运输结构需要积极寻求转变，以快速客运专线、

城际铁路、城市轨道快线为依托的多元化高速运输结构是都市圈交通网络发展的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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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都市圈交通枢纽具有国际化发展趋势

都市圈立足于区域化、全球化视野，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建设区域性开放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区，

在全球范围内吸纳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都市圈综交通系统是开放的多元系统，都市圈的国

际化需要发挥交通先导作用，构建国际性的综合交通枢纽，适度超前规划，体现 “理想”的发展追求。因此，

发达的空港、海港、铁路港和内陆港，是国际化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标志，是都市圈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

对外交往中承担综合交通枢纽功能的重要载体，也是支撑都市圈国际化的基础要素。

１．２．３ 都市圈交通与城市具有融合发展的趋势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城市经济、城市环境、城市安全、城市能源及城市法规等多个领域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实践表明：城市交通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城市空间形态不合理有关，交通和

土地利用是一种互为反馈的关系，土地利用产生交通需求，交通设施的完善又会刺激土地利用开发强度和模

式。都市圈应着眼于交通运输与空间用地布局融合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同步转型升级，以交通运输

和城市发展相融合促进都市圈空间拓展，实现都市圈与交通运输的集约化和高质量发展。

２ 武鄂地区综合交通协同发展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部地区崛起、武汉 “１＋８”城市圈 “两型”社会建设、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深

入实施，武鄂黄黄地区基本形成了连绵板块化空间格局，武汉与鄂州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聚光成谷、由点到面，西联东进、一路向东，沿武九铁路、武黄城际铁路、武鄂高速、武黄

高速、高新大道、轨道１１号线等多条交通廊道簇团状呈 “核心＋轴带”东西向拓展延伸，逐渐与武汉

主城区、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形成连片发展态势。２０１６年４月顺丰机场落户鄂州，聚力打造湖

北国际航空货运枢纽，２０１９年初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出武鄂联动打造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为

武鄂一体化发展带来新的重大机遇。

２１ 武鄂地区研究范围识别

本研究以武汉、鄂州两市行政辖区为研究范围，面积约１０１６５平方ｋｍ，其中武汉市域面积８５６９平

方ｋｍ，鄂州市域面积１５９６平方ｋｍ。研究重点依托天河机场、顺丰机场两大空港枢纽，沿机场高速、

二环线、雄楚大道、高新大道、武鄂高速等交通联系轴划定的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协同发展区和核心

区③，长度约１２０ｋｍ、宽度约５～２５ｋｍ （图３）。

图３　武鄂地区规划研究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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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现状综合交通问题分析

综合分析来看，武鄂地区布局天河、顺丰两大机场枢纽，１０００ｋｍ半径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成渝地区等四大国家级城市群，以及辽中南、关中平原、海峡西岸、北部湾等七个区域性城市群；

京广高铁、沪汉蓉高铁 “十”字形高铁网络已基本形成，西武福高铁、沿江高铁正在推进实施，２小时

可到达郑州、长沙、合肥、南昌等城市，３小时可到达南京、成都、广州等城市；武黄城际铁路已开通

运营。长江黄金水道 “６４５”整治工程深入实施，助力武汉航运中心发展；“环＋放射”高速路网络形

成，京港澳高速、沪蓉高速、沪渝高速、武英高速等多条放射型高速公路连接周边各大城市，交通设施

条件优越。

与此同时，武鄂地区交通也存在诸多问题：武鄂地区交通一体化以道路衔接和铁路联系为主，两市

之间主要有武鄂高速、武黄高速等对外联系通道，交通流较集中，负荷水平较高，主要城市功能节点及

路段拥堵时发，次支路网衔接有待加强，微循环道路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高铁站点分布不均，城际铁路

发车频率低，作用未能发挥，服务能力不足；天河、顺丰两大机场间距过大，可达时间均超过１小时，

无法形成客货联运体系。武汉与鄂州两市之间的公交一体化发展相对滞后，连通线路少，且准点率较

差、服务水平低，轨道交通主要集中在武汉主城区，覆盖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及向鄂州延伸不足，相较于

长三角沪苏昆地区、珠三角广佛地区，武鄂地区的交通一体化发展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图４）。

图４　武鄂地区现状交通网络分析图

２３ 综合交通发展目标与策略

都市圈是一个人流、物流、信息流等高度流通的城市化地域，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轨道等基

础设施共同组成了都市圈的联络线、生命线。针对武鄂地区现状对外交通枢纽能级不够、重大货运场站

衔接不畅、交通设施与产业用地空间衔接不畅、路网密度相对较低等问题，借鉴长三角沪苏昆地区、珠

三角广佛同城化地区的综合交通发展经验，为实现 “交通枢纽０．５小时可达、功能组团１小时互联互

通”的都市圈交通一体化目标，本研究提出三大规划策略：

一是提升对外枢纽能级，构建多模式交通体系。充分发挥天河国际客运枢纽与顺丰国际货运枢纽的

辐射带动作用，构筑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快速道路 “四网融合”的多模式、

多层次 “１小时交通圈”。

二是强化多式联运，加强外部交通联系。依托两大空港枢纽与物流中心构筑客流、物流快速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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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打造 “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行体系，推动陆空联运、铁水联运、水水中转，打造长江中游

城市群多式联运功能示范区。

三是交通与用地融合，优化内部交通系统。结合武鄂一体化发展趋势及产业布局态势，坚持交通设

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策略，优化和完善功能组团路网体系，全面推进区域一体化与空间布局、用地功

能协同深度融合发展。

２．３．１ 提升枢纽能级，构建多模式交通体系

天河机场、顺丰机场两大机场距离城市功能节点距离较远，服务能力较弱，在四环线与外环高速立

交附近增加１处光谷通用机场；新增南北向联系京九高铁、西武福高铁的铁路连接线，并接入顺丰机

场，实现空铁联运，提升枢纽能级 （图５）。重点打造 “天河机场—阳逻港—鄂州顺丰机场”江北区域

物流走廊、“吴家山铁路集装箱站—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鄂州顺丰机场”江南区域物流走廊和南部物流

通道，提升对外交通枢纽集疏运通道，打造 “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行体系，将区位优势转化为

发展动能 （图６）。

图５　武鄂地区规划新增高铁、枢纽示意图

　

图６　武鄂地区区域物流通道示意图

结合西武福高铁走向，规划建设光谷南站，衔接葛店南站；规划预控超高速铁路廊道衔接葛店南站

和顺丰机场，将葛店南站和顺丰机场打造为机场、高铁、超高铁相融合的多模式高能级枢纽；武黄城际

铁路延伸至九江，可开行区域高铁，停靠光谷站、葛店南站，提升城际铁路使用效率，提高光谷站等城

际站点能级 （图７）。

２．３．２ 强化多式联运，加强外部的交通联系

依托现有普铁、城际铁路，推进城际铁路、普铁、都市圈轨道快线 “三网”融合，建设 “天河机

场—葛店南站—顺丰机场”市域铁路快线Ａ线与Ｂ线，实现区域陆、空枢纽快速衔接、互联互通。其

中，市域铁路Ａ线长度约１３０ｋｍ，Ｂ线长度１２５ｋｍ，时速达到８０ｋｍ／ｈ～９０ｋｍ／ｈ，１．５小时互通直达

畅；普铁、城际铁路时速１００ｋｍ／ｈ～１２０ｋｍ／ｈ，１小时可实现 “站到站”，快速联系两大机场与铁路车

站、城际站点 （图８）。

通过轨道快线衔接武鄂地区主要对外交通枢纽，近期通过轨道１１号线串联葛店南站、光谷站、武

昌站、武汉西站，轨道１９号线、２０号线串联光谷南站、武汉站、天河机场等枢纽；远期通过延伸轨道

１１号线串联顺丰机场，建立高效、便捷的枢纽联运系统 （图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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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武鄂地区多模式交通枢纽示意图

图８　武鄂地区市域铁路方案示意图

图９　武鄂地区轨道交通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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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 交通与用地融合，优化内部交通系统

按照高快速路平均间距３ｋｍ～５ｋｍ的标准，武鄂地区规划构建 “轴向放射、区域成网”的高快速

路网，在现有高快速路基础上增长４６％，保障区域和高能级枢纽的快速多通道衔接。武鄂临界地区新

增东湖－南湖 “两湖”隧道、南湖通道、东湖隧道东沿线等通道，并提升高新大道东段等道路通行能

力，形成 “七横九纵”网络化骨架路网体系。其中，“七横”包括现状的武鄂高速、武黄高速、雄楚大

道，新增的吴楚大道延长线、武冈快速通道、南湖隧道及延长线、武阳高速；“九纵”包括现状的二环

线、三环线、光谷大道、绕城高速、鄂咸高速，新增的创业大道、临港大道、光谷七路、两湖隧道 （图

１０）。

图１０　武鄂地区高快速路网方案图

此外，按照 “纵横成网、自成体系”的思路，高标准规划构建与用地布局相适应的主、次、支级配

合力的道路网络体系，合理引导机动车交通出行；加强两市常规公交线网布局，拓展公交服务范围和覆

盖率，实现跨区、城乡之间公交服务多样化与均等化。同时，完善各功能组团内部的道路体系，打通各

类 “断头路”，增强道路的可达性和公共性；重视慢行系统、蓝绿网络系统建设，特别是在非城镇集中

建设区域，结合生态旅游、康养休闲、现代农业等功能，营造丰富多样的滨江临湖绿道休闲网络与旅游

步道系统。

３ 展望与思考

都市圈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建设具有竞争力都

市圈、带动经济增长的现实要求。快速便捷的区域交通网络不但有利于强化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的联

系，加快人才、资金、物资、信息流动，推动都市圈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也有利于拓展城市发展空

间，加速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武鄂地区是武汉 “１＋８”城市圈重要的城镇连绵发展轴带，目前已具备

４７３



“１小时交通”都市圈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国家多项重大战略叠加聚焦中部地区、湖北武汉，武汉需要

发挥更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引领武汉城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武汉、鄂州新版国土

空间规划都提出了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特别是顺丰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等战略的实

施，为强化武鄂地区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

本研究基于都市圈战略背景下武鄂地区的综合交通现状分析，通过案例比较总结都市圈交通网络高

速化、交通枢纽国际化、交通运输与城市融合发展的趋势。一方面，通过对武鄂地区交通发展趋势研

判，研究提出促进区域一体化的综合交通发展策略，提高区域核心竞争能力，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

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城市和区域间从衔接融合到一体化发

展趋势愈来愈明显，武鄂地区打破行政壁垒约束，推动区域城市合作与跨界管治，将是实现跨区空间合

作与协调发展的重要尝试。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够助力武汉城市圈打造 “１小时交通”都市圈的创新示

范样板，也为武咸、汉孝、武仙洪战略协同区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

)**+

① 《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２０１８～２０３５年）》（征求意见稿）提出，以１小时交通通勤距离为基础（６０—８０公里半

径），综合考虑通勤、经济、人口、生态、重大基础设施等要素，联动周边县（市）地区构建武汉大都市区，范围面积约

２．１万平方千米，重点在武（汉）鄂（州）、（武）汉孝（感）、武（汉）咸（宁）、武（汉）仙（桃）洪（湖）等发展方向划定四处战略

协同区，发挥武汉的辐射带动和功能引领作用，促进廊道拓展，强化节点支撑，推动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

②２０１８年１２月，湖北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区域

协调、城乡融合、产业协同、特色分工原则，努力形成“一芯驱动、两带支撑、三区协同”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和产业发展

战略布局。其中，“一芯”指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成长型产业；“两带”指长江绿色

经济和创新驱动发展带、汉随襄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三区”指鄂西绿色发展示范区、江汉平原振兴发展示范区、鄂

东转型发展示范区。

③２０１９年初，为深化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湖北省关于加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等要求，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开展了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总体建设规划工作，依托天河、顺丰两大空港枢纽和武鄂两市

东西向基础设施廊道链接多个城市功能节点或片区，划定科技创新大走廊协同区与核心区，聚力打造科技创新引领的示

范功能带、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枢纽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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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康养片区交通提升策略思考

———以昆明古滇旅游文化城片区为例

高云雯　杨丽辉　朱　宁

!"#$

在昆明大健康产业示范区发展背景下，近年来大健康产业布局及重点项目建设步伐加快。康养产业及用地功

能布局规划使交通需求发生改变，开发业态、人群特征、交通行为特征等均发生变化。旅游康养出行特征带来的交通变

化将会呈现新的需求特征。以昆明古滇旅游文化城片区为例，根据片区产业功能定位与规划对路网系统、轨道交通、公

交系统、停车系统、慢行系统和片区交通组织等各交通子系统进行分析，从提出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控制停车泊位规

模、提升慢行交通品质等方面提出交通提升策略，构建契合旅游康养发展需求的交通体系。

!%&'$

康养旅游；交通策略；昆明市；古滇文旅城

０ 引言

２０１６年１月，国家旅游局出台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并将康养旅游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在健康和旅游的双重需求下，国家政策着重支持 “康养＋旅游”新型旅游发展模式。昆明作为旅游城市

和养老圣地，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吸引不少省外人士到昆明购房养老、定居。在大健康产业示范区发

展背景下，近年来大健康产业布局及重点项目建设步伐加快。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昆明文化旅游行业造

成了巨大的冲击，但也是对昆明文化旅游改革发展带来的一次优化结构、扶优扶强、转型升级的良好机

遇和巨大挑战。康养旅游作为旅游新业态，在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全域旅游建设进程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围绕昆明滇池及周边县区，康养项目相继落地，目前正处于开发建设热潮。

大规模的康养新片区开发不仅对城市未来发展建设带来影响，也将带来新的交通出行特征，目前旅

游康养正处于规划建设的关键时期，如何针对该类片区开发提出契合发展的交通策略将是影响片区乃至

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１ 康养旅游类型片区交通特征

１１ 康养旅游概念

康养旅游是近年来发展产生的一种健康养生的旅游活动，随着发展，从仅仅关注旅游者自身的生

理、心理体验，到逐渐开始强调人与周围的互动关系。当前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规划倾向于鼓励各地方政

府筛选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作为康养基地或者康养小镇等加以建设发展，以吸引康养旅游者［１、２］。各地

区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主要与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及人文景观因素有关。主要特点为依托特色资源，

结合相关产业文化融合开发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同时注重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开发。所以康养旅游

对自然生态环境、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社会交际方面需求较高。康养项目的建设标准为：

康养小镇年均ＰＭ２．５值小于或等于５０。

该区域的负氧离子标准浓度大于或等于５０００个／每立方厘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清新空气的

负氧离子标准浓度不低于１０００～１５００个／ｃｍ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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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环境优美，干净整洁。

附近１００千米之内有高铁、机场、高速，交通方便。

活动范围在３平方千米以上。

１２ 康养类型交通特征

１．２．１ 康养类型群体特征

根据不同的服务群体，康养旅游分为养老、休闲农业、度假休闲、体育产业等各种类。目前国内开

发典型的康养小镇面对人群越来越向年轻化、多样化转移。在万科随园嘉树康养小镇中，重要客户人群

为４０～５０岁中年人士，并不是以养老为主，更多是一种对高品质生态生活得需求，因此对交通的需求

也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地区。

以其他城市康养项目为例，对人群特征进行描绘：

（１）杭州万科随园嘉树

被业内认为是万科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养老项目。分为７５ｍ２、１００ｍ２、１１１ｍ２三种户型，共５７５

套房源，其中７５户型占比６０％。社区还配有地下车库１１０７３ｍ２，提供２３０个车位，车位配比约为０．４

车位／户。

（２）浙江省宁国市白云山养生社区

打造慢行网络体系，慢行路径结合机动车道路以曲线型展开，同时通过人行道上绿化的空间划分，

保证居民在慢行活动中不受机动车交通的影响，塑造了良好的慢行环境。邻里支路一般不与城镇的对外

交通干道直接相连，也尽量减少或者避免与车行道路的交叉与重复，减少机动车带来的干扰和污染，在

保证其独立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也要保证连续性和主要节点的可达性。

（３）美国佛罗里达太阳城

入住人口每年都有大幅度增长，年龄也呈现低龄化，但主力人口还是以６５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

（４）日本银座太阳城

银座太阳城总户数为３６２户，机械停车数８８个，车位配比约为０．２４车位／户。

（５）世界各国慢城总结

表１　世界各国慢城特点总结

城市名称 地位 发展方式 城市规模 交通方式

意大利

奥尔维耶托
第一个慢城 历史主导 小 步行为主

德国

Ｍａｒｉｈｎ村
最小的慢城 民间主导 很小 步行为主

英国

勒德罗
最繁华的慢城 产业主导 小 多种、看不到小汽车

韩国

曾岛
亚洲第一个慢城 项目主导、资源主导 小 多种、免费自行车

高淳

桠溪
中国第一个慢城 产业主导 小、多个园区组成 多种、部分路通汽车

由上述案例可总结得到康养项目特点如下：

（１）以中老年人群为主，购买能力增强，在一地居住时间长和重复消费比例高，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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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外地人群购买和使用为主，并具有 “候鸟式”居住特性。

（３）对环境要求较高，不适宜配备污染较大的元素。

（４）开发规模小，出行距离短，停车泊位配比需求低。

１．２．２ 交通需求特征

（１）康养类型主要服务于外地人群，且中老年人居多，通常具有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对外交通便利

的特征。

（２）区内出行以中短距离出行为主，交通方式以步行和非机动车为主，尽量减少机动车交通对慢行

交通的干扰。

（３）以高品质的生活居住环境与便利的出行条件要求为主，地块开发应以人车分流，地块开发尺度

较小，便利的路网条件、公共交通服务条件，高品质连续的慢行条件为主，符合老年人体质的步行

需求。

（４）短距离出行占比较高，对个体机动化出行的依赖不高，机动车泊位配建数量较少。

１３ 交通发展理念

１．３．１ 以公共交通为主导

对于片区康养功能，需要保持良好的大气环境，对交通碳排放较为敏感。康养类型片区开发通常会

结合文化、当地特色产业等功能开发，出行需求特征多样。根据康养旅游类型的开发通常位于公共交

通、对外交通条件优越，人群以外地候鸟式居住人群为主，该类型片区开发应结合公共交通站点以

ＴＯＤ发展模式为指导，形成以轨道线路为轴线、以站点为核心的珠链式土地开发模式，使松散型土地

资源由均值化转向集约化，重点发展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以契合康养功能对环境要求。

１．３．２ 强化慢行交通系统

康养项目居住人群的出行特征在出行强度、出行分布和方式划分等方面较一般人群有较大的不同，

呈现出行强度高、出行距离短和以步行为主等的特征。对于片区内交通，首先应处理好穿越性交通和可

达性交通的关系，理顺各地块内部路网形态，优化片区道路服务功能，打造高品质商业步行街区，并完

善商业轴线与景观轴线的步行衔接，增加公共集散空间，为以步行为主的出行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

条件。

１．３．３ 控制机动车泊位

康养旅游以外地游客和中老年人为主的客源特征，“候鸟式”旅游消费的交通需求特征，以及游客

对于环境和服务品质的要求，都决定了项目的停车需求不应按照常规功能开发进行判断。居住人群到离

交通主要依赖航空、高铁等对外交通方式，机动化方式占比较小。而康养片区开发较重视公共服务设

施。对于区内出行，主要依赖轨道、公交、步行、租车等方式，对机动车泊位需求较小。同时借鉴国内

外类似项目经验，因地制宜地考虑机动车泊位配建数量，根据片区各地块自身实际停放需求，适当削减

配建机动车位的数量，通过减少静态交通设施的 供给，“以静制动”地缓解片区未来开发成熟后周边道

路的交通压力。减少过多机动车带来的噪声、空气污染等，以低碳交通为主发展，为康养开发营造良好

的生态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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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昆明古滇旅游文化城片实践

２１ 片区概况

昆明古滇旅游文化城片区，位于晋宁东北部，滇池东岸，规划总用地面积约２５０公顷。片区依托

气候、人文资源、滇池山水宜居环境优势，规划以康体养生、文化休闲、艺术创意功能为主，兼有居

图１　片区交通区位图

住、商业、办公等功能的复合型城市地区，

未来将是晋宁区重点发展片区。最新昆明国

土空间规划在战略地位及发展目标提出昆明

为中国健康之城，国家大健康产业示范区，

在城市新的目标及国土空间格局要求下，更

加突出昆明古滇国历史文化旅游项目等重大

项目示范带动作用，再次强调了 “七彩云

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项目重要性。

由于昆明国际地位的提升，晋宁区撤县

设区等外部条件的变化 ，根据现状资源，

研究区域增加文创产业和康养产业运用慢城

理念，协调处理生态保护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关系。

在新的发展背景与要求下，片区产业功

能定位由原来以旅游文化休闲功能为主转变

为以康体养生、文化休闲、艺术创意功能为

主，人口、岗位及交通必然呈现新局面。片

区属于未来昆明市晋宁区重点发展的新区，

待整个区域开发建设完成后必然导致人口集

聚量大幅增加，由此引发的相关的出行不仅

是结构性地扩大交通需求，同时也是交通总

量的增长。

２２ 交通区位特征

片区对外交通便利。向南通过富有立交，可与昆玉高速进行衔接，北侧通过经三路衔接环湖南路，

与主城、晋宁方向具有便利的连接条件。距离高铁站晋宁东站３．６ｋｍ，对外交通便利。

公共交通条件良好。项目南侧周边规划南北快线、西侧轨道９号线支线经过，根据 《昆明市城市快

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 》，９号线为新增的呈贡新城－晋宁新城方向上的骨干线，沿都市区南北向发

展轴敷设，连接了经开区、呈贡新城、马金铺高新区、晋宁新城。晋宁线 （南北快线远景线）：服务主

城－呈贡新城－晋城－昆阳方向的快速出行，线路在主城沿普吉路、昆沙路、西园路、永明路、永平路

敷设，沿老民航路进入巫家坝副中心，与南北快线形成换乘枢纽，之后沿南绕城高速、昆玉高速进入呈

贡，向南穿过马金铺、晋城，止于昆阳。南北快线在马金铺南站预留延伸至澄江的条件，未来片区发展

具有良好的轨道交通支撑。但规划两条轨道线在项目北侧相交，未设置换乘站，应深化统筹片区路网与

南北快线关系，为在片区形成换乘站提供有力条件。

随着新区的发展，区域内的城市规划道路也将得以建设完善，形成等级分明、结构合理的片区路

网，且相对老城市路网密度较高，因此未来研究区域内的道路容量将得到大幅提高。但随着周边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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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片区公共交通系统分析图

开发建设及投入使用，同时会有更多的吸引发生交通量增加到这个路网中，如何处理好土地利用与交通

承载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图３　片区道路网系统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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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客流特征

根据规划定位，将建成以 “健康生活目的地”为愿景，集医疗康体、养生养老、休闲娱乐、旅游度

假、文创教育、主题商业、商务会展、体育运动、生态宜居于一体的环滇池大型文化旅游康养生态新

城。在功能布局上，未来片区开发依托 “国立艺专”打造文创中心；依托 “轨道站点”形成片区商业中

心，共分为艺术文化创意区、中央公园活力区、康体养生花园区、绿色宜居生活区４个分区。艺术文化

创意区以文化产业以文化艺术、创意办公为主；中央公园活力区为集休闲、娱乐、文创、康养为一体的

绿色综合体；康体养生花园区以康养度假、休闲养生为主；绿色宜居生活区以生态居住为主。

图４　片区功能结构

片区不同功能的客流时间与空间分布具有各自特征规律，内部交通特征差异明显。旅游康养生态住

宅居民与一般性住宅居民出行特征有较大的不同旅游康养生态住宅的住户的入住率具有候鸟特征，以冬

季和旅游旺季为主，其出行特征与一般旅客出行特征有一定的相似，但在出行时辰、出行方式和出行目

的上有较大不同，人群及需求特征分析如下：

表２　交通特征分析

功能 交通需求
客流特征

时间 空间

　艺术文化创意、中央

公园休闲

　旅游、休闲为主的周

末、节假日交通
　周末、节假日

　服务周边片区居住、昆明

市及外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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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能 交通需求
客流特征

时间 空间

　康体养生

　以旅游、休闲为主的

周末、候鸟式居住、节

假日季发性交通

　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周末、

节假日期间，游玩交通骤然增

加，有较强突发客流聚集特点

　面向云南省、全国等外地

人群

　居住
　居住、就业为主通勤

交通
　平常日的早高峰和晚高峰 　一般居住人群

图５　片区土地利用规划图

根据昆明市近年来的购房人群比例情况分析，随着昆明城市环境提升和国际旅游城市的建设，外地

在昆购房人群比例呈快速上升趋势。据此合理推测未来项目住宅购买人群中，将有很大比例为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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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昆明市近年购房人群比例

年份 省外 云南省 （除昆明市） 昆明

２０１５ １５％ ２０％ ６５％

２０１６ ２５％ ２５％ ５０％

２０１７ ３６％ ２４％ ４０％

２０１８ ４０％ ３０％ ３０％

针对该片区康养性质和定位，将人群及停车需求特征分析如下：

（１）客流来源主要为外地，省外人群占４０％，省内 （除昆明市）占３０％，昆明本地人群占比约

３０％，因此片区内大部分客流将主要以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方式出行。

（２）片区内交通量及停车需求多在节假日出现高峰，其余时间需求较少，呈现 “候鸟型”特征，停

车需求呈季节性变化。

（３）客流人群以中老年为主，约占７０％，对环境、资源及服务的品质要求较高，因此需要结合项

目自然环境打造慢行交通为主的绿色、低碳交通体系，控制片区内机动车的数量，减少环境污染，可采

取 “以静制动”的方式，通过减少配建泊位数量的方式降低机动车出行需求，营造绿色、宜居、人性化

的康养旅游环境。

片区业态及交通特征具有鲜明特征，同时作为文化旅游、大健康产业重大示范项目，片区发展应根

据发展及需求凸显自身特色，达到 “区域差别”的要求。

３ 交通提升策略

根据规划，未来片区用地规模、开发规模、人口规模和停车规模较大，为促进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

的协调发展，平衡交通需求与交通设施供应，合理有效配置土地利用与空间资源，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用地，加强片区的交通系统构建，包括路网系统、轨道交通、公交系统、停车系统、

慢行系统和片区交通组织等。

３１ 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随着片区的开发建设，交通需求也将随之显著上升，片区人口发展已超出原规划人口，可预见文化

旅游城用地在节假日出行量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片区路网提供的承载能力难以完成以个体机动车交通为

主的综合交通运输任务。应结合交通承载力优化片区规划，进一步明确轨道线位控制、轨道站点用地的

预留；公交枢纽、公交首末站用地落位；建设慢行交通网络，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

通过优化片区路网系统，统筹公交、慢行、水运等大运量运输方式，构建高效、合理、多层次的片

区交通体系，提供多种出行方式选择。形成丰富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满足康养旅游、休闲、居

住、通勤等各类人群的出行需求。

３２ 提升公共交通服务

３．２．１ 轨道交通

七彩云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片区是昆明重点发展和打造片区，应加强轨道交通的服务功能，支撑片

区的文化旅游和康养建设的开发。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方案，在经三路上设置了９号线古滇王国支线以

及３个轨道站点。目前昆明市政府正开展第三轮 《昆明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修编》工作，应结

合目前片区规划，统筹控规与轨道线网规划，深化落实９号线古滇王国支线的线位和站点，在片区形成

轨道换乘站，充分利用好轨道交通优势，增强对片区服务。并结合轨道站点以ＴＯＤ发展模式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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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减少机动车出行和停放需求，降低交通碳排放，营造旅游康养良好的出

行与居住环境。

３．２．２ 常规公交

在片区内合理规划公交首末站，可结合片区路网条件、客流集散通道分布和各地块功能布局情况合

理设置常规公交站点，提高公交站点覆盖率，为片区逐步开发预留公交运行条件。

统筹片区与其他区域的交通联系，特别是与铁路客运枢纽晋宁站之间的交通联系。根据用地功能布

局和划分情况，将片区道路对地块的服务功能分为机动车交通服务功能 （通过性）及生活服务功能 （可

达性）。经三路为片区南北向重要交通性干道，也是重要公共交通服务轴，未来根据该道路功能对路权

进行重新划分，设置公交专用道，提升公交运行效率和运载能力。结合出行需求通过常规公交线网体

系、定制公交、特色旅游公交、包车等多元化公交服务，吸引出行人群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满足未

来人群对舒适化、个性化交通服务需求。

３３ 提升慢行交通品质

建议结合全市绿道网规划及片区内河网布局，建设步行和自行车专用网络，提供良好的康体旅游休

闲交通系统。完善人行过街设施，特别是连接环湖路两侧人流聚集用地的过街设施，可采用分离式的立

体人行过街设施，新增地道应保证与路侧人行系统相连接，形成连续的人行通道。

根据各地块规划业态功能与道路功能，结合 《昆明街道设计导则》优化Ｕ型街道空间设计，重要

公共交通服务轴设置公交车站、自行车停车、指示标识、座椅等设施，活化退红线空间。生活服务轴道

路对人行道与建筑前区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设置口袋广场、林荫座椅、公交站台等设施，提供高品质

的综合服务街道。

３４ 控制停车泊位规模

３．４．１ ＴＯＤ模式下停车需求

片区有较好的公共交通支撑，包括轨道９号线、轨道南北快线和湖滨有轨电车，此外片区未来开发

定位为晋宁区核心片区，晋宁区位于昆明市城市外围区域，《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虽能为其

相关规划建设指标提供一定参考，但以呈贡低碳示范区和巫家坝片区为借鉴，古滇王国片区同样需要建

立符合自身实际的指标体系，因此建议项目停车配建系数在 《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基础上

进行适当折减。

图６　各类型用地停车需求分析

３．４．２ 泊位共享与智慧停车下的停车需求

片区内部有住宅、商业等多种性质用地，不同用地的停车需求高峰时段不同，已目前已确定规划的

两个康养地块做分析如图６所示。若将片区内各种用地的高峰泊位需求量进行简单叠加，所需泊位总量

如图７所示。若将各种用地泊位需求时变曲线叠加寻找最大值，则所需泊位总量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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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片区内不同用地停车需求高峰值叠加 图８　片区内不同用地停车需求变化曲线叠加

根据２０１６年 《昆明城市停车调查报告》，居住用地的停车需求主要分布在夜间，商业用地的停车需

求主要为下午和晚间，办公和公共建筑用地的停车需求则与住宅大致相反，主要分布于白天，夜间需求

很小。再由后续补充调查得到：昆明市中心城区商业办公建筑的停车场全天平均空置率约为３０％，夜

间空置率普遍在４０％以上。基于这一特点，项目所在片区住宅、商业、商务等不同用地的车辆可实现

较好的错峰停放，使泊位能够在一天之中的不同时段为不同用地的车辆提供服务，从而提高泊位周转率

和利用率，实现泊位共享，因此片区所需泊位总数将低于各种性质用地所需泊位数的总和。

项目片区开发定位为康养度假区，借助政府及相关机构对 “一部手机游云南”的支持和推广，未来

片区内停车场应顺势接入平台，依托各种新技术实现 “一键找位”“一键停车”“一码通行”“一键缴费”

的全方位全景式服务，将大大提高片区内泊位的共享性，进一步提高泊位利用率和周转率，降低片区所

需泊位数总量。

３５ 重点研究环湖南路交通管理和交通组织

结合交通专项规划确定路网结构，对环湖南路的交通管理及组织进行优化。支撑片区交通的重要道

路环湖南路，未来将承载旅游交通、沿线用地到达交通、区域间的过境交通等多重功能，根据目前的断

面设置，以及沿线地块出入口的设置，目前该条道路除了交通拥堵问题外，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应开

展关于环湖南路在研究区域的断面设置、交通管理、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沿线出入口设置等研究。

４ 结论

目前康养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正在我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昆明作为旅游康养圣地，康养旅游项

目的规划建设不仅影响片区自身发展，对昆明大健康产业、旅游业发展也将带来很大影响。本文根据古

滇旅游文化城片区的规划，提出契合片区开发建设的交通提升策略。主要根据功能业态布局分析客流特

征，对交通条件、交通需求进行分析，提出各子系统交通提升策略。公共交通服务方面通过加强轨道站

点、公交站点服务，并结合ＴＯＤ理念优化规划开发，慢行交通方面结合康养旅游人群需求与功能布

局，加强步行空间的精细化设计，提供连续、舒适的慢行系统；静态交通根据区位特征、结合需求引入

共享停车理念进行泊位控制、并注重交通组织与管理，契合康养人群对环境、出行、居住需求。为未来

该类片区的开发提供交通规划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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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杨振之．中国旅游发展笔谈———旅游与健康、养生［Ｊ］．旅游学刊，２０１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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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开放街区理念的大学与城市交通耦合发展

———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

王婷婷　赵守谅　陈婷婷

!"#$

虽然起步较早，但现今开放式街区的发展仍比较缓慢。而大学校园作为典型的 “大院街区”之一，其开放式

发展对城市交通改善将有重大意义。故而本文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展开具体研究，意在找到一定的途径，在缓解校内交

通矛盾的同时，实现校园与城市交通的耦合发展，也为其他高校的开发性发展提供新的借鉴。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

空间句法等，从校园外部和校园内部两个层次展开了交通问题的研究。其中校园外部着重于校园为城市交通带来的压

力，校园内部则着重于交通出行需求问题导致的交通矛盾。最后基于校园现状分析、校内人员需求分析与相关案例参

考，本文探索了校内公交与城市公交耦合发展的具体方法，划定了步行区域，并提出了机动车管理策略。

!%&'$

开放式街区；大学校园；校城耦合；公共交通

０ 引言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借鉴苏联的城市建造模式，城市发展呈现出 “大街区、大尺度、低密度”的特

征。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开发的蓬勃发展，私有化的封闭式小区这一模式逐渐普遍化［１］。封闭小区成

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优质服务的产权边界，也成为了 “高档小区”的必备条件。然而随着交通需求量的

不断增加，城市中各类大院街区带来的交通问题逐渐凸显，例如对周边道路施加的巨大交通压力等。在

这个关键时刻，《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开放街区理念的提出无疑为城

市交通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大学校园作为 “大院街区”的典型代表，近年来交通问题频发且难以解决。故而本文以华中科技大

学为例，尝试以开放街区理念去重新审视高校 “大院街区”在交通发展中的种种深层矛盾点，以为未来

校园与城市公共交通的耦合发展、校园开放性的提高提供理论新视角。

１ 开放街区理念下的城市交通发展

１１ 开放街区的发展

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正式颁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一文，由此开

放街区理念正式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尽管之前已有关于小尺度街区的相关研究［２］，与开放街区理念也似

乎不谋而合，但总体比较零散，且仅限于学术界的内部研究。《意见》中提到已建成的居住小区和单位

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等内容，故而一经公布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学术界对开放街区的特征形成了一些共识，例如开放街区尺度较小、道路网密

度较高、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以及开放街区土地功能混合、公共空间开放性高、能有效避免城市

资源浪费等内容。其中，王守研等提出开放街区采用适度适当的开放模式能使其可实施性提高，例如实

施 “小区开放，组团封闭”的改造模式，避免为街区内部居民的生活带来不良影响［３］。查满宇等提出开

放式街区不意味着无限度地开放，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专门化研究，进而打造适宜道路网密度的生活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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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４］。曹诗怡等提出高通达性的网格状道路有利于开放式街区的建设以及城市道路网系统的完善［５］。

故而本文将开放街区总结为 “适度”开放的街区模式，应根据不同情况下适宜的街区尺度，进行

“大开放、小封闭”的改造。开放街区尤其应对城市支路系统做出贡献，有效分担城市交通与日俱增的

压力。（如图１）

图１　大院街区的改造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１２ 大学与城市交通的耦合

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意指两个或以上的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现象［６］。耦合概念在交通领

域应用广泛，但多用于交通系统与其他城市系统的相关研究，例如旅游经济、居民出行或城市空间结构

等［６］［８］。大学校园交通系统与城市交通系统具有很高的类同度，原本应紧密联系发展，然而人为的封

闭强硬地打断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故而在开放式街区发展下，重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将是一个有效的

着力点。

然而近年来，开放街区的学术研究似乎 “有意”略过了大学校园，居住街区的相关探索却比比皆

是。现今国内有关大学校园交通的研究中，多从校园自身问题或规划设计策略视角展开［９］［１２］。其中与

街区开放理念有关的文章则较少，且多从宏观理论层面展开。小范围的校园内部交通改造只能解决局部

的症结，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系统仍将处于堵塞状态。故而从大学校园与城市交通的耦合发展角度去探

索开放街区的实现将具有一定的学术与实践意义。

１．２．１ 交通耦合实践

尽管国内相关交通发展模式的理论研究较少，但国外大学校园的开放性建设实际上已经较为成熟。

在国内大学校园开放性发展尚且处于萌芽阶段的情况下，国外校园超前的建设经验必然具有一定借鉴

意义。

例如美国高校与城市公交系统之间结盟的方式被称 “Ｕｐａｓｓ”。“Ｕｐａｓｓ”系统即校园公交通行卡系

统，通常是由高校与地方公交运营机构签订协议，然后以一定价格按年支付校内学生和教职工人员的交

通出行费用。校内人员可以凭借学生证等有效证件，乘坐包括校内城市公共交通在内的所有地方公共交

通工具。这种系统能加强校园与城市交通的联系，同时也能促进城市公共交通的扩展。与此同时，由于

其满足了校内人员的大部分出行需求，所以可以降低他们使用其他私人交通工具的可能性，进而减少校

内交通矛盾。

此外欧洲校园道路网大多与城市联系较紧密。但与此同时，校园的开放性发展也带来机动车通行量

的增长。对于这些问题，这些校区大多对机动车通行采取了一定的限制，以保证校园的生活环境不受到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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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利物浦大学的道路系统直接由城市道路网构成［１３］。通过在入口处或教学楼周边设置停车场，

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机动车在校园内穿行的可能性 （图２）。维克多利亚大学则采用了 “核心教学区交

通环路”的布局，其提倡公共交通、非机动车和步行出行方式［９］。核心区四周的交通环路是机动车干

道，其将内部步行、非机动车区与外部机动车区隔离开来，进而减少机动车对校园学习环境的影响。

（图３）

图２　利物浦大学 （资料来源：

《小区慢速交通研究》）

图３　维克多利亚大学

（资料来源：《机动化背景下我国大学校园交通的优化策略研究》）

１．２．２ 交通耦合模式

本文将校城交通耦合模式总结为 “小封闭”模式下的交通联动系统，即校园内部分道路可考虑作为

城市支路系统的一部分，其交通规划伴随城市交通规划的改变而改变。此外出于校园特殊生活环境与城

市公共交通发展的考虑，交通 “联动因素”应进行一定的限制，即鼓励城市公共交通与校园交通的耦合

发展，同时限制机动车的通行。（图４）

因为开放街区对于国内大学校园来说仍是 “陌生”理念，故而为了提高其可实施性，本文以华科主

校区为代表展开具体研究。

图４　大学校园与城市交通的耦合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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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大院街区———华中科技大学现状分析

２１ 校园外部———校园与城市的联系

２．１．１ 校园内道路封闭性高

华科是一个传统的 “大院街区”，由原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成立。

本文主要研究范围为华科主校区，即其中的原华中理工大学范围。（图２１）总体来说，华科内自建立

之初便保持了棋盘式路网，校内也一直实行传统的封闭式管理，校门的通行有严格限制 （图２２）。

图２１　１９５３年华中工学院布局 图２２　华科校园出入口

（资料来源：《大学校园交通系统初探》）

２．１．２ 校园与城市交通割裂

由于不能分担城市交通压力，华科与城市道路网便形成了割裂。以道路网密度为例，选取紧邻华科

的部分城市道路网计算，其约为６．９ｋｍ／ｋｍ２。（图２４）而包含华科范围在内，一定范围的道路网密度

则直接下降至４．９１ｋｍ／ｋｍ２。（图２３）华科等大斑块街区、自然湖泊等直接影响到道路网密度的大小。

图２３　华科在内的城市道路网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２４　华科南边的普通城市道路网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故而每到上下班高峰期，周边道路就会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尽管现在对鲁磨路和珞雄路都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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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加宽了道路的宽度，但是加宽道路并不是解决交通拥挤的最佳办法，其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机动

车出行。

２２ 校园内部———校园自身交通问题

２．２．１ 交通出行需求———校园公交无法满足

华科校车的容量仍然较小 （图２５），此外现状仅有三条线路 （表２１），校车路线也比较单一，学

生常常需要排队乘坐校车。问卷结果显示，有８０％的人都认为校车不够方便，存在数量不够等问题。

（图２６）

图２５　校车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２６　人们对校车的看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２１　校车线路及站点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线路１ 　紫菘—汉口银行—科技楼—经管 （集贸）—喻园—东九教学楼—韵苑

线路２ 　南大门—图书馆—大学生活动中心—经管 （集贸）—喻园—东九教学楼—韵苑

线路３ 　南大门—图书馆—幼儿园—校医院—喻园

图２７　人们到校车乘车点能接受的

最远距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２８　人们在校园内常用电动车或自行车的

原因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因为学生从日常生活区域到乘坐上公交，有７８％的人所能接受的最远路程为１０分钟。（图２７）行

人一分钟步行约４０ｍ～７０ｍ，大致取中间值５０ｍ，即最远约等于５００ｍ。故而本文以５００ｍ为半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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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主校区中公交站点的服务范围，得到其为８４％。（图２９）但因为校车容量太小等原因，能服务的人

数其实有限。有４３％的人是因为校车不能够满足出行需求，才常常使用自行车或电动车。（图２８）

故而尽管校车有优化线路和站点的需要，但本文更多考虑通过结合城市公交来填补不足。在增加开

放性、改善城市交通的同时，也可达到改善校内公交服务的目的。

图２９　校车线路、站点及在主校区的服务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２．２．２ 交通出行方式———非机动车占比较大

校车无法满足校内人员的出行，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机动车交通出行方式占比较大。校园内有

４４％的人常常使用电动车，有２２％的人常常使用自行车。（图２１０、２１１）而非机动车因为行驶流线自

由、数量大，有时就会与行人形成冲突，进而为校园内多交通方式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城市尺度内，提倡绿色交通工具有利于保护环境。然而在校园这种相对较小的尺度内，无限制地

提供共享电动车、共享单车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它们减少了部分潜在的购买者，但这部分人群的

数量实际并不多。相反它们激发了人们使用这些工具的积极性，原本采用步行方式的人可能会转向使用

这些工具，最终导致校园内电动车和自行车数量反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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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０　校内人员日常出行方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２１１　校内大量非机动车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２．２．３ 交通出行问题———各交通方式的冲突

实际上现今校园内机动车辆并不是交通主要矛盾点，有５６％的人认为其有一定影响，但仅有１１％

认为其影响很大。（图２１２）

图２１２　机动车是否对日常出行

有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２１３　华科内人车及步行流线

（资料来源：《大学校园交通系统初探》）

相反，更多是机动车流线造成了影响。学校通过收取停车费等措施限制车辆进入，却很少限制其通

行区域，导致车辆几乎能在整个校园内通行，进而造成一定矛盾。（图２１３）

此外由于校园内存在多种出行方式，加之机动车数量庞大，也就造成了多种交通方式的冲突。特别

是在上下课高峰期，多种交通方式共存会给校内人员带来不安全感。（图２１４）有６７％的人认为它们影

响到步行时的安全感或与行人有较大冲突。（图２１５）校内多种交通方式的冲突实际上可以总结为行人

与其他各种私人交通工具的冲突。这也可以说明降低私人交通工具数量，提倡占据道路资源更少、通行

效率更高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必要性。

３９３



图２１４　校内各种交通方式冲突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２１５　非机动车是否存在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２３ 小结

一方面，大学校园类的封闭式 “大院街区”与城市普遍存在一定割裂，但华科的网格状路网有足够

潜力去进行校园开放性的发展。另一方面，校内交通出行需求不能满足，一定程度上导致交通出行方式

中非机动车的占比，故而引发本文所研究的交通问题。校外与校内层面的分析研究表明了城市公交与校

园交通耦合发展的可能性及必要性。

３ 开放街区———华科与城市交通的耦合

３１ 校园与城市公交的耦合

３．１．１ 校园内人员的需求

因为校内人员是增设公交后最直接的使用者，所以在思考校内交通与城市公交结合办法前，首先考

虑了校内人员的需求及意愿。近５０％的人不太愿意校内结合城市公交，但也有近５０％的人认为，只要

不影响其日常生活，并不太介意城市公交的入驻。（图３１）由此可以得出，校内人员会担忧城市公交

影响其日常出行。但通过避开大部分日常活动区域和步行流线，即保证校内人员生活不受干扰，可以提

高他们对这种交通方式的接受度。

图３１　人们对校内增加城市公交的看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３２　校内日常活动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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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人员现在主要的生活区域为教学楼、宿舍和食堂。（图３２）此外，考虑到其他需求，在本文

中也适当考虑图书馆、菜市场等活动区域以及相应的步行主流线。（如图３３）

图３３　主校区中主要活动区域及主要步行流线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依照人们的生活习惯划分划分４个主要生活区域，即最左侧西操场附近的生活区域、北侧喻家山旁

的宿舍区域、中间图书馆到校医院的生活区域，以及东侧东区宿舍和东一食堂处的生活区域。进而选择

主要活动区域较小、主要步行流线较稀疏的中间区域作为城市公交线优先选择区域。本区域也是教学楼

的集中区域，仅分布有少量宿舍。（图３４）

图３４　城市公交线优先选择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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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校园内道路的状况

校园内道路规整，对于城市公交引入有一定优势。在划分出公共路线的优先区域后，本文分析了校

园内道路的现状条件，进而判断哪些道路可达性更高，更适合作为公交线路。具体来说，本文中利用空

间句法分析了主校区道路的连接值和集成度。空间节点的连接值越高，就表示其空间的渗透性越好。而

集成度越大也代表空间单元的可达性和渗透性更好。

因为连接值和集成度分析中，颜色越暖的部分值越高，所以可以判断出可达性较高和渗透性较好的

道路。再去除其中集聚人群最多的部分，进而判断出较适宜作为公交线路的部分。（图３５、图３６）。

图３５　主校区道路连接值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３６　主校区集成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例如南大门后区域，尽管可达性很高，但由于是礼仪性步行大门，并且道路弯折较多，不适宜作为

通车区域，故不考虑。同理，北侧和东侧部分道路可达性也较高，但由于是活动核心区域，也不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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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最终得到优先路线。（图３７）

图３７　公交优先路线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３．１．３ 校外公交线路现状

除了校内人员需求、校内道路潜力外，也需考虑主校区附近现有公交线路或站点的分布状况，以考

虑公交线路的结合方式。其中校园外南边临珞瑜路，下铺设有轨道交通二号线，并设有珞雄路站和华中

科技大学站和光谷大道三站。珞瑜路临近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的路段上设有五个站点，而右侧喻家湖路

则设有三个站点。校区西侧由于出入口不多，外加是步行区，不能结合校内公交线路，所以不予考虑。

（图３８）

图３８　主校区旁公交站点现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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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雄路上珞雄路站和叶麻站直接靠近主校区，而其他站大多在在路对面。加之道路较宽，不能随意

转换方向，故而主要考虑与这两站的对接。喻家湖路上由于公交站点皆在校区一侧，且靠校区侧道路方

向向下，不能从下面的站点向上行驶入学校，故而主要考虑从喻家湖北站进入校园的可能性。

３．１．４ 城市公交线路设计

由于幼儿园南侧道路距学校设施太近，为避免带来危险，改选科技楼旁道路。此外，由于东一食堂

左侧道路离食堂太近，在交叉路口可能带来危险，故而选择左侧直接通往光谷体育馆出口的道路。最

后，得到校内可能引入的两条城市公交线路。

一条是由喻家湖北站方向进入校区，经过喻园、机械大楼、关谷体育馆，然后出校区。另一条是从

由喻家湖北站方向进入校区，经过喻园、大学生活动中心、青年园，然后从南二门出校区。此外，共增

设８个公交站点。（图３９）

图３９　校内公交与城市公交线路结合设计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城市公交与校内公交尽量避免重叠，可弥补现状校车线路上的不足，如右下角处服务范围的明显空

缺。同时校车线路和城市公交线路相互配合，大部分站点间的换乘很方便，由此也能更好地服务校内人

员。此外在增设城市公交线路及站点后，由于学校和地方公交机构的合作，学生或教职工人员每月仅以

很少的费用便可乘坐这些公交在内的所有城市公共交通。而现有校车不论线路长短，每次收费１元。如

果经常乘坐，实际会带来不小的花费。实施中，学校前期可适当补贴费用，以提高学生等对其的接受

度。后期便可依照正常价格收费。

增设城市公交站点后，以５００ｍ服务半径计算，在校内层面，公交站点服务范围自８４％增加到

９２％。（图３１０）

另一方面，在城市层面，校内增设站点后，此片区的公交服务范围也自之前的４５％提高到了８０％。

（图３１１、图３１２）因校园较城市其他区域封闭，城市公交站点的服务不能仅以距离来测算。同时本文

仅是为了体现增设站点后公交服务范围的显著增大，由此说明增设线路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贡献，所

以本文未考虑较封闭西侧校区旁的公交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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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０　校内层面公交服务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３１１　城市层面原公交站点在华科校区的服务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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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２　城市层面增设公交站点后，在华科校区的服务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３２ 提倡步行交通与步行区

３．２．１ 校园步行区域划定

图３１３　主校区步行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３．２．１．１ 主校区步行区域

尽管在设计校内公交与城市公交的结合方式时，尽量避开了主要活动区域和路线，但不可避免会有

一部分重叠。此外，由于城市公交运量较大，比起校车给校内人员日常活动带来的影响也较大。人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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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对这种交通方式的接受度也并不高。故而本文中提出的公交路线仅是近年内可以优先实现的路线，未

来可能还会进行扩展延伸与修改。但都应避免进入步行量最大的核心区域。故而本文也划定了步行区

域，即 “机动车禁行区”。

步行区域内原则上只允许步行、非机动车和现状校车行驶，不允许机动车辆和城市公交车辆进入。

本文中根据主要活动区域和主要步行流线，划定了三片步行区和两条步行轴线。（图３１３）其中，左侧

步行区即紫崧公寓和西操场步行核心范围，北侧步行区即宿舍和集贸步行核心范围，东侧步行区即东区

宿舍和东一食堂步行核心范围。

３．２．１．２ 主校区步行轴线

两条步行轴线即一条步行环路，和图书馆与集贸相连的一条道路。这两条轴线将三片步行区域紧密

联系在一起，是步行流量很大的道路。

３．２．２ 步行区的交通管理

３．２．２．１ 步行区域的管理

对于步行区域，步行者拥有优先通行权。并且为了保障机动车不进入此区域，在区域外边界沿线设

置相应的禁行标志。（图３１４）

此外，为了避免机动车辆强行进入步行区域，一方面，可建立机动车辆行驶巡查机制，校园步行区

内配置相应的巡查人员。也可在有条件的路段设置监控摄像头，以便能更好地对机动车违规情况进行处

罚。另一方面，采取物理措施阻碍机动车进入，例如在有条件的路口设置障碍物。（图３１５）

图３１４　步行区域标志 （资料来源：网络）

　　

图３１５　路口障碍物 （资料来源：网络）

３．２．２．２ 步行轴线的改造

而对于主要的步行轴线，除步行区域内部分外，机动车可以正常通行。但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以

达到降低机动车流量的目的。例如在道路旁增加花坛等，以使道路具有一定的曲折，不利于机动车的行

驶。一方面可降低车速，保证行人安全性，另一方面也可降低机动车选择这条道路的可能性。

３３ 管理校内的机动车交通

３．３．１ 限制机动车的通行

校园与城市交通耦合发展背景下，如果不加限制，私家车可能会涌入校园。而为了提倡公共交通，

本文中主要限制的是公交以外机动车，即私家车的通行。除了步行区域禁止通行外，校内整体应实行一

定的交通管理。首先，对进入校区的私家车收取通行或停车费，以减少校园内私家车数量，同时避免私

家车在校园里长时间停留。

其次，对机动车行驶速度进行限制。校园内现今限行３０ｋｍ／ｈ，未来可以对主要步行流线上车辆的

行驶速度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如限行２０ｋｍ／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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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机动停车场的设立

为了避免机动车，特别是私家车进入步行区，可在校园的出入口路段和步行区外围加设一部分停车

场。（图３１６）现状校内共有四处较大的地面停车场，除此之外，拟增加三处停车场，皆分布于步行区

外围。其主要利用现状空地或绿地进行设置。以３００ｍ服务半径测算，增设停车场后，停车场能够服务

中间大部分区域。司机停放车辆后，在５、６分钟内便能进入步行区。

图３１６　新增停车场后分布情况及停车场服务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４ 结论

为了提高华科这类封闭式校园的开放性，减少校内和校外城市交通存在的问题，校园与城市交通耦

合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校园开放性发展不应以牺牲学习生活环境为代价，故而应严格执行

机动车管制策略。

尽管个例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独特性和局限性，但总体来说，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高校交通问

题的解决思路及其与城市交通的耦合模式。其中也采取了一些之前校园研究中较少见的定量分析方法，

如空间句法。故而可为华科此类封闭式高校未来的开放性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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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与交通融合的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章　燕　曹国华　王树盛　吴江月

!"#$

交通空间是国土空间总体布局的基础框架，交通体系的构建对于国土空间的开发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在新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加强国土空间与交通的融合至关重要。本文总结了荷兰、德国两个国家在国土空间和交通规划实

践中的相互融合经验，并结合江苏省的实际发展情况，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启示建议，为江苏省开展国土空间与交通规划

相关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

国土空间；交通；融合；借鉴

１ 国土空间与交通融合的必要性

交通空间是国土空间的本底要素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承载着国土空间发展要素的流动和自然

要素的保护，是国土空间各要素发挥作用的支撑基础。作为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设施用

地占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２０％左右，对国土空间布局影响重大。同时，交通与国土空间中的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关系极为紧密。生产、生活空间的布局决定了人口、就业岗位和产业分布，直接影

响交通的产生、吸引以及交通流的大方向和整体形态；交通设施的规划布局需尽可能避让生态和农

业空间，但相互之间的冲突难以彻底避免，需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处理交通空间与生态空间、农业

空间的关系。

因此，在国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背景下，加强国土空间与交通的融合至关重要，

这也是主要发达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

２ 主要发达国家经验借鉴

２１ 荷兰经验

荷兰国土面积４．１５万平方千米，人口密度超过４００人／平方千米。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荷兰政府

很早就开展了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提升空间发展质量和效率，其规划理念和实践成果在国际上享有盛

誉。荷兰的绿色交通发展成绩斐然，在０．５１辆／人的小汽车高拥有水平下，荷兰公共交通和自行车系统

非常发达，有３５％的出行由轨道交通与自行车换乘完成，这一显著效果得益于国土空间与交通的融合，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２．１．１ 荷兰空间规划体系的历史沿革

荷兰空间规划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１）管控性阶段：严格的土地利用管制

第一次国土空间战略 （１９５８～１９６５年）在战后重建、住房短缺背景下，采用 “去中心化”策略，

建立了国家省地方三级空间规划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指令式的规划模式。第二次国土空间战略

（１９６６年）建立在 “郊区化蔓延、逆城市化”背景下，采用 “组团式分散”策略，形成了多中心城市结

构，有效抑制了荷兰的郊区化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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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发展性阶段：促进经济和提高竞争力

欧盟市场一体化快速进展的背景下，第三次国土空间战略 （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开始重视城市更新，

促进城市形成增长核心，提高竞争力。第四次国土空间战略 （１９８８～２０００年）进入从国土规划到区域

规划的转型期，土地管制有所放松，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３）松绑性阶段：放权和去中心化

自由市场导向下，第五次国土空间战略 （２００６～２０１８年）提倡 “给发展以空间”、“尽可能简政放

权”，鼓励自下而上的城市开发模式，对商业发展的空间进行了松绑和减少政府干预，同时简化了编制

审批程序。

（４）精简性阶段：面向未来、多规合一

国家层面编制 “环境愿景”，以 “国家利益清单”形式对国家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进行规划干预和

管控；省级层面编制 “环境愿景”，将多部门、多领域的规划进行多规合一，减少了专项规划的数量；

地方层面编制 “环境规划”，替代土地利用规划，具有法定性。

２．１．２ 国土空间与交通融合

（１）不同发展阶段的空间规划采取不同的交通政策支撑

梳理荷兰交通规划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交通规划一直在两种不同的交通政策之间摇摆。一种是交通

需求侧的政策，通过减少对小汽车的使用来降低交通拥堵水平；另一种是交通供给侧的政策，通过建设

新道路或更充分地使用既有设施，来提高交通系统容量。

图１　荷兰交通规划政策倾向

发展示意图 图２　荷兰的ＡＢＣ交通政策分区

在管制性国土空间规划阶段，交通政策聚焦供给侧；在发展性国土空间规划阶段，交通政策聚焦需

求侧；到９０年代后希望通过区域规划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交通政策又转向供给侧；近年来又呈现从

供给侧转向需求侧的趋势。

（２）通过差异化的交通政策实现城市用地与交通需求的匹配

最具代表性的是ＡＢＣ政策，其基本思想是将城市空间按交通区位特性划分为Ａ、Ｂ、Ｃ三类区。Ａ

类区为汇集市郊铁路、电车及地铁的城市中心区，该区域内提供非常有限的停车设施，每１０名职工仅

提供１～２个停车位，通过良好的步道和自行车道配置促进绿色出行；Ｂ类区为拥有大容量公交车站且

高等级道路使用方便的区域，该区域内通过促进公交和自行车使用，避免小汽车通勤出行比例过高；Ｃ

类区为公交覆盖不足、高速公路和干线道路使用方便的外围区域，不限制小汽车的使用。在建设项目规

划选址阶段，Ａ、Ｂ、Ｃ政策指引不同类型的企业与交通区位进行适配，达到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

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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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交通规划与空间规划从紧密互动转向深度融合

２０１８年以前，荷兰通过编制各种层次的交通规划来支撑和实现空间规划的意图：国家交通运输规

划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制定关键性的交通决策，实现与空间规划政策的紧密联系；较大的城市每１０年更

新一轮交通规划，以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关键项目决策。在项目管理方面，国家层面制定 《多年

项目计划书 （ＭＩＲＴ）》，收录荷兰所有国家级的基础设施和交通具体项目，确保各层次规划的一致性，

地方编制交通行动计划，对具体项目位置、线路进行细化，并纳入地方土地用途图则。

２０１８年之后，荷兰不再单独制定交通规划和交通政策，环境愿景和环境规划即是交通规划，空间

与环境政策即是交通政策，保留了 《多年项目计划书 （ＭＩＲＴ）》。新一轮空间发展意向是构建 “城市网

络”，以高效的交通与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支撑，实现交通规划与空间规划的深度融合。

表１　荷兰 《多年项目计划书 （犕犐犚犜）》基本情况

制定目的 　将国家级的空间、基础设施和交通方面的具体项目统一收录，保持规划一致性

参与部门
　国家基础设施与环境部、其他政府部门、区域性机构、ＮＧＯ和ＭＩＲＴ咨询委员会，汇聚他

们的目标、决策过程、专业知识和资源

决策过程 　从一个宽泛的方案开始，通过透明的决策过程，一步步导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项目实施 　结合地方政府发展实际，将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发展相互协调，制定基础设施投资方案

２．１．３ 借鉴要点

总结来看，荷兰国土交通规划的以下几点值得借鉴：①在各个发展阶段，交通规划都是空间规划的

重要内容和实现空间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②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空间区域采用了不同的交通政策引

导，改善供给和需求管理同等重要；③在规划和实施层面，从宏观到微观，都贯彻了空间与交通的深度

融合；④规划体系越来越精简统合，压缩专项规划数量，避免不同规划之间各自为政；⑤以项目清单和

实施方案的方式，保障重大项目的落地。

２２ 德国经验

德国是世界上国土空间发展最为均衡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３５．７万平方千米，总人口８３００万，形

成了由１１个都市圈构成的区域都市网络。这些都市圈占据了德国国土面积的５５％，生活着全德国６７％

的人口。虽然德国的小汽车拥有水平高达０．５５辆／人，但以轨道为骨架的绿色交通却是主导，也是推动

德国国土空间均衡发展的关键。德国铁路总长度近５万千米，居世界前十位，多中心的高速铁路网连通

德国主要城市及周边国家，并无缝衔接重要的航空和铁路枢纽。都市圈层面的出行主要依托城际快速轨

道和市郊铁路，城市内部以 “轨道＋步行＋自行车”的模式为主。

２．２．１ 空间规划体系

（１）历史沿革

在１６１８年～１６４８年快速涌现的小城镇发展态势下，德国采用了 “多中心、分散化”的发展思路，

这一阶段德国出现了７０多个中心城市，奠定了德国空间相对均衡的基础。

两德统一之后，德国的国土空间规划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国土空间规划注重协调不同区域发

展的不均衡以及不同需求之间的冲突；之后，受可持续发展观念影响，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兼顾后代对

国土空间的需要；近年来，国土空间规划强调塑造高效率的国土空间，提升德国参与世界竞争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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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现行空间规划体系

德国现行的空间规划体系包括空间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两部分。

空间总体规划分为联邦州区域地方四个层级。联邦规划负责制定全国空间发展框架，协调各州空

间；州规划负责制定州各区域的发展任务，指导区域规划和地方规划；区域规划负责解决具有跨区域影

响的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区域内的不同要求；地方／市县规划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

专项规划侧重于特定领域及空间要素，包括跨地区的专项规划和地区专项规划两类。针对综合性空

间规划和专项规划可能产生的冲突，德国 《空间规划法》明确提出了专项规划的优先权，优先级高的专

项规划通常是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３）交通专项规划

交通专项规划是关注所有交通模式、交通目的和交通方式的专项规划。除了考虑交通系统内各要素

的相互作用，还需考虑交通运输与城市及区域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各层次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分

区规划等项目，以及大型交通设施的资金申请都需要交通规划提供数据和信息支撑。

２．２．２ 国土空间与交通融合

（１）交通发展理念与模式逐渐向绿色交通转变

伴随德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交通发展模式也在不断转变。一是１９４５～１９５９年，郊区发展和自

由城市规划理念下，德国采用了 “便于汽车”的城市与交通发展模式，建设了大量高速公路、停车

设施，汽车急剧增长带来交通拥堵。二是１９６０～１９７９年，德国采用了 “轨道交通可达”的城市与公

共交通融合发展模式，在城市中心区域建设轨道交通，郊区采用公共汽车，大城市形成了多模式轨

道交通系统。三是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年，在 “文明、紧凑、绿色”城市发展理念下，鼓励快速轨道交通发

展，这一时期建设了大量城郊快轨线路；四是２０００年后，在街道共享空间理念下，德国进一步加强

了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大城市绿色交通比例达到８０％以上；五是２０１６年起，在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

念下，交通发展模式转向 “维护优先于新建”，６９％的资金用于现有交通网络维护和现代化改造，

３１％用于新建。

（２）空间组织与交通模式的合理匹配

主要体现在轨道交通与国土空间的布局关系上。在德国，２００千米以上的区域出行通过高速铁路进

行组织，实现了德国主要中心城市之间，以及与周边国家主要城市之间的高效联通，促进了德国城市群

的形成，同时高速铁路还无缝衔接着法兰克福机场、慕尼黑机场等国际航空枢纽与城市铁路枢纽，是德

国成为欧洲大陆重要交通枢纽的有力保障。在不同出行距离的适宜方式上，不同层级轨道交通实现多网

融合、多点换乘，１００千米～２００千米的中、远程出行通过城际轨道进行组织，保障了城市群内部各都

市圈之间的紧密协作。５０千米～１００千米范围内的出行通过市郊铁路完成，是都市圈有序运行、协同发

展的重要支撑。３０千米～５０千米的城市内部出行，则以城市轨道为主导进行服务，保障了各大城市的

交通运行效率。

（３）交通规划与空间规划的紧密互动

横向来看，从欧盟联邦州区域地方五个层次的空间规划均有相应的交通规划提供支撑，且两者

之间互动反馈。以地方交通总体规划为例，交通体系的构建需与城市总体战略目标相匹配，与空间规划

的相关要求相协调，空间规划中交通运输相关的目标、要素和要求也会纳入到交通规划中。此外，交通

规划还会从交通角度参与空间规划中的商业区、居住区、学校等用地的规划选址决策，协调气候、健

康、能源以及效率等其他空间规划目标等。

纵向来看，交通规划需要考虑上级规划和下级规划之间的依存关系，如联邦交通规划、州交通规划

和地区级交通规划之间，不同层级的空间规划得到整合和统一。这种横向和纵向的互动机制，使得德国

的交通规划与空间规划的融合更加有效。

７０４



图３　德国交通专项规划与空间总体规划的关系

２．２．３ 借鉴要点

总结来看，德国国土交通规划由以下几点值得借鉴：①发展理念随时代而变，逐渐由小汽车主导发

展走向绿色交通和可持续发展模式。②规划层次清晰、传导机制顺畅。各层次空间规划均有与之对应的

交通规划作为支撑，联邦州地区三层次的交通规划由上下传导、反馈，实现整合统一。③明确了以轨

道交通多网融合、多点换乘为主体支撑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

３ 对江苏的启示

可持续发展是国土空间规划、交通规划的总基调。荷兰确立了 “绿心”、“缓冲区”空间，并非常重

视农田保护，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的农业出口强国，自行车交通更是闻名世界。德国也由早期的小汽车导

向迅速转向了绿色交通发展，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对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持是今天所见荷

兰、德国美丽国土空间的主要原因。对于 “一山二水七分田”的江苏而言，生态基底良好，河湖密布，

但工业化对环境保护也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未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中，以绿色交通引导国土的节约集约

利用，才能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双赢。

轨道交通主导的城市网络格局提高了国土竞争力。在欧洲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荷兰、德

国寻找到了一条独特的保持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方式，即以轨道交通网络连接形成城市网络，利用便捷

的交通系统，相互借用机场、港口、体育场馆等公共服务功能，使得每个城市在功能上与大城市媲美。

江苏土地资源有限、县域经济发达、城市密度高，与荷兰、德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借鉴网络城市

模式，通过建立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引导形成城市群，提高区域分工协作水平，提升发展质量和生

活品质。

交通与空间融合是建立绿色交通发展模式的关键。绿色交通的发展不仅在于绿色交通设施供给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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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更在于项目所产生的交通需求与项目交通区位的高度匹配，荷兰ＡＢＣ政策充分阐释了这一点。对

于江苏省而言，轨道交通发展进入加速期，城市更新工作也将有序开展，通过制定相应的空间政策、交

通政策，强化建设项目规划选址与交通区位的适配性，依托公共交通站点开展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

新，有助于促进公交优先、慢行友好发展，建立以绿色交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交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衔接应畅通有效。荷兰、德国均建立了多层次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和交通规划编制机制。虽然近年来，荷兰精简了规划编制数量和下放规划编制权限，但对于重大交通设

施项目，国家具有直接干预地方规划的权利，保障了建设项目的空间需求。可以预见，在全新的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全面开启之年，交通项目从规划到实施遇到各类冲突矛盾是必然的。因此有必要理顺交

通规划编制的技术框架和工作机制，这将有助于交通规划编制工作的有序开展。

４ 结语

交通基础设施对国土空间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应当加强国土空间与交通规划的融合研究工

作，使交通更好地服务于国土空间的保护和利用。江苏具有生态基底良好、县域经济发达、城市密度

高、轨道交通发展加速等特点，与德国、荷兰有一定的相似性。本文借鉴了荷兰和德国在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编制内容以及国土空间与交通融合等方面的经验，对江苏省开展相关工作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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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思路与实践

刘光新

!"#$

本文以盱眙县为例，阐述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关键因素与治理措施。从小城市的空间条件、供给约束、需求

特点几方面分析得出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关键因素包括街区尺度、路网容量、出行环境品质。提出五大治理策略：一是

缩路网、限退线，构建小街区密路网；二是优化慢行网络设计，打造高品质慢行空间；三是提升公交覆盖于服务水平；

四是因地制宜多种方式挖潜停车资源；五是加强街道、背街小巷的综合整治，提升慢行活动空间。文章创新地提出了

“小街区”模式的 “３Ｓ”原则，即 “小间距、窄街道、小退线”；在老城区采用半立交等多种方式挖潜停车资源，加强停

车需求管理；在 “小街区密路网”模式下，用地开发应以不影响交通活动空间为原则，营造街道活力。

!%&'$

小城市；绿色交通；交通治理

０　引言

目前我国大城市交通治理的研究和关注较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小城市的交通拥堵也逐渐常

态化。以盱眙县为例，近年来机动车保有量、小汽车出行比例 “双高速”增长，有限的道路资源难以满

足持续增长的小汽车出行需求，使得道路拥堵加剧。许多小城市出现公交发展掉入陷阱、公交客流不进

反退的现象，以及慢行出行品质不佳、满意度不高等问题。要破解以上 “城市病”，必须贯彻绿色交通

发展理念，落实以公交和慢行为导向的发展策略，扭转小汽车为主导的现状发展模式，缓解和治理城市

交通拥堵问题。本文结合 《盱眙县绿色交通规划》，阐述小城市交通拥堵成因，提出基于绿色交通理念

的综合治理措施。

１ 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关键因素分析

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关键因素是什么，主要制约因素有哪些？盱眙城市尺度不大，其当量直径约

１２ｋｍ，因此交通出行以中短距离为主，且其出行链以单次出行为主，居民通过两次及以上出行完成活

动的意愿不大。由于盱眙地形起伏较大，不太适合对体力要求高的自行车出行。因此，未来城市交通组

织方式，中短距离出行以慢行交通为主体，中长距离出行由公交、小汽车方式承担。总结影响绿色交通

发展的关键因素包括三个方面：空间条件、供给约束及需求特点。

图１　城市尺度与地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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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空间条件：街区尺度过大，建筑退线距离大

目前盱眙现状街区尺度旧城区约为２７０ｍ×３２５ｍ，经济开发区约为５００ｍ×５８０ｍ。同时建筑后退距

离大，拉大空间距离感，也会对步行可达范围造成较大影响。街区尺度是核心制约点，街区尺度直接影

响到步行可达性，对中长距离的公交出行和中短距离的慢行出行都形成制约。

图２　街区尺度、建筑后退距离分析

以典型地块网格、道路宽度２４ｍ为算例计算各道路间距和建筑退线距离情景下的土地使用效率、

建筑前区面积率、道路面积率等指标。过大的建筑退线距离，会降低用地使用效率。同样，过大的道路

间距，也会降低道路面积率。在建筑退线距离较大的情况下，要保障土地利用效率达到一定的水平，就

必须采用道路大间距的形式；同时要保障一定的道路通过能力，道路宽度也必须要达到一定水平之上，

进而形成了 “宽马路＋大间距＋大退线”的情形。因此道路宽度、建筑退线、道路间距与土地使用效率

几个指标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如果不减小建筑退线，很难实现 “小街区”模式。

图３　典型街区相关指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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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街区尺度与影响因素与用地效率的关系分析

“小街区、密路网”的路网结构提升了慢行与公共交通的出行便捷度，是否影响机动车流的通行效

率？研究小尺度街区的在不同交通流量下的运行特性，将路网由疏至密排列成四种不同路网模式，对四

种模式下车流运行建立微观仿真模型，然后对比各种路网模式和不同交通需求情形下的路段平均行程车

速指标。低密度路网在交通需求较低时车速较高，但车速随交通需求的增长下降更快，在较高的交通流

量下其服务水平低于高密度路网，因此 “小街区、密路网”更可靠，更不容易造成拥堵。

图５　不同路网模式下车流平均车速比较

必须指出的是，在路网密度相同的情况下，也必须优化道路网形态、连通性，相同路网密度不同路

网形态也会影响路网运行特性和绕行距离。

图６　相同密度不同形态下绕行距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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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供给约束：路网容量约束，道路资源偏向以车为本、公交优先不足

随着盱眙县经济与用地规模的发展，路网容量将形成约束。通过交通模型测试小汽车充分发展和

“公交＋慢行”优先发展两种情景下的交通出行结构：情景一小汽车充分发展，则会导致部分主干路道

路饱和，进而造成交通拥堵；情景二公交和慢行优先发展，能有效缓解道路拥堵情况，提高盱眙县交通

运行效率。

图７　小汽车充分发展与 “公交＋慢行”优先发展情形下的路网容量对比

１３ 需求特点：以中短距离为主，对出行环境要求高

针对居民出行需求进行意愿调查，中短距离出行 （＜３ｋｍ）中，步行、非机动车占据了绝对优势；

中长距离出行 （３ｋｍ～５ｋｍ）则呈现出非机动车、小汽车、公共交通三足鼎立的情况；长距离出行 （＞

５ｋｍ）主要以小汽车和公共交通为主。影响居民慢行出行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出行空间、配套设施、

安全性等因素。

图８　居民出行意愿特征

２ 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措施

策略１：缩路网、限退线，构建 “小街区密路网”

“小街区”模式的 “３Ｓ”原则，即 “小间距、窄街道、小退线”，三者是影响公交接驳范围、制约

步行可达性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效率、建筑前区面积率、道路面积率等关键用地指标。“小

间距”要求道路间距不超过１５０ｍ，８０ｍ～１２０ｍ最适宜步行。“窄街道”要求道路平均宽度应小于２４ｍ，

以双向两车道为主。“小退线”要求建筑退线应在０～５ｍ之间。“小街区、密路网”的理念在规划具体

落实中，在增加道路供给时，应更多着眼于提高道路网的密度，而非一味增加道路的宽度，建议小城市

应减少甚至避免规划六车道以上的城市道路。

（１）加强支路网建设，增强山水慢行空间可达性

盱眙作为典型的山水城市，要提高休闲慢行品质，提高山水空间的可达性。规划打通旧城区淮河滨

河绿道与各山体公园之间的支路，根据交通需求红线宽度分别规划为１２ｍ和１８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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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典型支路打通与断面形式设计

（２）增加路段过街设施，交叉口窄化设计

在盱眙老城区主要的人流集中节点，通过增加路段过街设施、缩小交叉口的方法提升过街环境及安

全性，提高慢行出行品质。交叉口的尺度决定了行人过街距离以及机动车的速度。通过交叉口窄化设计

不仅可以缩短行人过街距离，也降低机动车车速，提高过街安全性。

图１０　路段、交叉口过街设施改善示例

（３）设置建筑退线最大要求，加强退界空间管理

过大的建筑退线导致道路两侧建筑之间的步行距离过长，不利于步行舒适性的营造。设置新建建筑

的退线最大值 （＜３ｍ），打造小尺度的街区。对现状退线空间大于３ｍ的情形，可结合实际设置停车带

并加强管理，打造绿化小品形成丰富多彩的街道空间。

图１１　建筑退线空间改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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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２：优化慢行网络设计，加强慢行节点空间打造

在慢行网络规划的基础上，对重要节点慢行设施进行优化空间设计，重点加强对公交站点、商业节

点、景观节点的打造。绿色生活步行廊道主要依托城市内部河流侧岸亲水空间，串联城市主要公共绿地

公园、大型居住区等，为居民提供滨水宜人的休闲、健身、交流空间。缤纷生活步行廊道是城市居民享

受公共服务、参加商业活动、促进人际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是优化慢行环境的重点。

图１２　慢行空间改善示例

策略３：提升公交覆盖与服务水平

针对现状公交覆盖率较低、优先力度不足的问题，坚持 “服务分区、功能分级、枢纽转换”的理

念，构建布局合理、出行安全便捷、换乘高效的公交客运网络。近期重点是以优化现状公交线网、发挥

新建公交枢纽和首末站的功能为主，远期重点是完善提升盱眙县公交干线网。

图１３　中心城区公交线网与场站改善方案

策略４：因地制宜，多种方式挖潜停车资源

老城区停车资源较为紧缺，往往形成 “停车难—交通秩序混乱—交通拥堵—停车难”的恶性循环。

采用多种方式挖潜停车资源，传统的方法包括利用空置用地建停车场、利用小区内用地建立体停车场、

利用小区建筑后退空间建设体停车场等方式。结合盱眙地形起伏较大的特点，建设半立体停车场，提高

小区内土地利用效率。另外，结合道路交叉口窄化设计，通过缩小路口增加路边停车带的方式增加停

车位。

在增加停车位的同时，也需加强老城区停车管理，规范停车秩序，引导停车需求向外围转移，同时

鼓励老城区内企事业单位夜间停车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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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半立体停车场与交叉口窄化方式挖潜停车资源

策略５：加强街道、背街小巷的综合整治提升活动空间

在 “小街区密路网”模式下，用地开发应以不影响交通活动空间为原则，营造街道活力。临街建筑

的底层宜采用通透的开门开窗朝内处理，建筑窗墙比不小于５０％；街道界面保持连续性，贴线率应大

于７５％；设置临街商业设施以供交流、聚人气，临街商业设施比例不小于８０％。

图１５　小街区密路网模式下街巷空间整治示例

城市背街小巷指城市现状建成区范围内存在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破损缺失、市容环

境卫生 “脏乱差”等问题的街巷和支路。背街小巷大致分为交通型、生活型和出入型三类，对不同类型

的背街小巷需要不同的规划策略应对。重点采取管控路边停车、改造市政设施、建设街头绿地广场、提

升整治城市家具、提升整治建筑物外立面等措施，提升老城区活动空间、改善环境质量。

表１　背街小巷分类整治策略

分类 功能 沿街特征 规划侧重

交通型
　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增加车辆通行能力，

促进交通微循环
　以建筑立面为主，开口较少

　完善基础设施，改善

市容环境

生活型
　有效扩充城市商业功能，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

需求的重要场所

　以商铺为主，城市管理要素

居多

　增添公共服务设施，

提升文化品质

出入型 　城市车辆通行的末端，满足地块进出需求
　沿街有少量开口，部分地面

停车等

　完善基础设施，实施

立面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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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语

在目前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基本固化的阶段，要对小城市交通精准治理，必须因城施策、多管齐下。

本文探讨了绿色交通发展理念下小城市治理思路，在城市尺度较大的大城市，还需采取多方式协同的合

理交通组织方式。在坚持绿色交通发展理念同时，也必须提升精细化的管理水平，多管齐下方能缓解和

改善交通拥堵。

% & ' (

刘光新，男，博士研究生，浅谈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思路与实践，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４１５６２１８９＠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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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背后的政府治理

———美国智能交通发展历程回顾与启示

刘　川

!"#$

新技术在交通领域大量运用，正确引导其发展是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回顾美国智能交通历程，观察社

会变迁和技术涌现下美国智能交通的应用部署、政府角色转换和引导策略。研究发现呈现四方面特征：１）聚焦具体问

题开展研究和应用部署；２）通过政策法案和规划进行动态引导；３）注重发展共识建立和修正４）具有明晰且严格的应

用孵化流程。结合我国当前形势提出三方面启示：１）需要理解交通系统的社会性，通过分步推进和有效评价，凝聚发

展共识；２）需要关注技术带来的负外部性，强化社会成本管控；３）注重新技术与交通学科融合，从流程再造、组织变

革、价值整合三方面进行探索。

!%&'$

新技术；政府治理；智能交通；美国

０ 引言

以交通大脑、智慧高速、移动终端交通服务等为代表的平台、基建和出行服务发展已猝然升温。交

通既是规模庞大的公共投资领域，更是受众广泛的公共服务，其发展政策牵涉大量公共资源投入、关联

政策协调和社会群体反馈。如何理性看待和应用新技术，已成为政府提升交通治理能力的关键议题。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欧洲在智能交通发展中走在前列，国内既有研究以跟踪剖析国际前沿应

用［１３］、探索智能交通应用技术［４６］、研究区域及城市智能交通系统架构［７１０］为主，缺乏新应用孵化和治

理的相关研究。本文梳理美国新技术与交通结合的历史脉络［１１］，尝试剖析在社会背景、技术发展、交

通应用变迁中美国政府的治理经验，希望为当前我国百花齐放的智慧交通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１ 美国智能交通发展历程

（一）１９８０年之前：道路网络和机动化需求快速增长，智能交通处于启蒙探索阶段

美国汽车文化在２０世纪初开始形成。二战后，伴随军工制造优势向汽车制造转变以及中产家庭向

郊区转移，美国在１９４０～１９７０年间机动化增长迅速。面对小汽车出行增长，１９５６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

邦公路资助法案，开始了大规模的洲际公路建设。随着洲际路网建设和机动化需求增长，交通安全问题

和拥堵问题逐步凸显。１９６０年代，联邦政府开始着手安全标准的制定 （包括安全带配置、保险杠高度

等），出行导航、匝道管理等出行信息服务和管理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浮现，见表１。１９６６年美国交

通运输部成立，开始加强综合交通管理。

表１　１９８０年之前美国智能交通代表性研究和项目部署

研究或项目

部署名称
开始时间 内容简介

驾驶员辅助信息

与路径系统

（ＤＡＩＲ）

１９６０年代

中叶

　１９６６年通用汽车公司开展驾驶员辅助信息与路径系统研究 （信标导航），但因未能召

集足够资源，项目未实现落地部署；１９６０年代末，公共道路管理局召集通用公司、福特

公司开始一项叫着实验性路径引导系统 （ＥＲＧＳ）的项目，研究车辆和陆侧之间的无线

电通信 （ｒａｄｉｏ）概念，并在华盛顿等地区测试；到１９７０年代，该项目由于高昂的基础

设施费用而未能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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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或项目

部署名称
开始时间 内容简介

艾森豪威尔高

速路匝道管理

（ＲＰＭ）

１９６３年

　１９５０年代以线圈监测和动态信息标志技术为基础，开始了匝道管理研究。１９６３年第

一次部署在芝加哥艾森豪威尔高速。１９７２明尼阿波利斯在匝道控制中引入公交优先车

道，至此匝道控制广泛使用。

公交车辆自动

定位系统

（ＡＶＩ）

１９７０年代

　１９７０年代地图匹配算法开始出现，１９７１年ＲｏｂｅｒｔＬ．Ｆｒｅｎｃｈ基于该算法开发了自动

路径导航系统，实现实时路径导航。在导航和定位技术发展下，北美公交机构研究了第

一个早期的公交车辆定位 （ＡＶＩ）系统，提供车辆位置信息，利用了基于陆侧信标的地

图匹配算法、地磁等早期技术。同时，建立了公交、高速公路等交通管理中心 （ＴＭＣ），

收集和处理天气、速度、拥堵、事故等信息。

（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交通安全、拥堵和环境问题凸显，社会各界针对新技术应用开始广泛研讨

随着交通增长以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石油危机，交通拥堵、安全和能源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同

时，随着计算机、探测器、通信和ＧＰＳ等支撑交通改善技术大量浮现，政府、产业界、咨询公司、

学术界逐步意识到技术潜力，也开展了一些实验项目，见表２。在广泛研讨下，１９８９年成立了一个

称为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２０００”的非官方组织，该组织首次提出了智能车路系统概念 （ＩＶＨＳ，即后来的

ＩＴＳ），并促进了后来美国智能车辆和道路协会的形成 （ＩＶＨＳＡｍｅｒｉｃａ）。与此同时，美国州公路运

输协会 （ＡＳＳＨＨＴＯ）、公路使用者联合会 （ＨＵＦ）等相关团体也就联邦公路资助的重要方向进行了

广泛研讨。在１９８９年，有关资助智能车路系统技术的第一次国会听证会举行，对后续智能交通发展

影响深远。

表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智能交通代表性研究和项目部署

研究或项目

部署名称
开始时间 内容简介

加州燃油节约交通

信号控制系统

（ＦＥＴＳＩＭ）

１９８３年
　以减少燃油消耗和排放为目标，通过对本地机构提供资助、培训、技术支持

去改善信号配时，是最早的全州性项目之一，也为全国范围应用打下了基础。

洛杉矶自动交通监控

和控制系统

（ＡＴＳＡＣ）

１９８４年 　第一个整合车辆探测和闭路电视，并且实现协调信控的项目。

重型车辆电子

牌照项目 （ＨＥＬＰ）
１９８４年

　１９８４亚利桑那州和俄勒冈州建立了电子牌照项目，研究商业车重移动检测以

及自动车辆分类 （ＡＶＩ）技术。后来成长为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地区联合示范项

目，实现跨境自动扫描清关和称重。

军方自动陆上

驾驶车辆 （ＡＬＶ）
１９８５年

　ＡＬＶ是１９６０年代末移动机器人 （Ｓｈａｋｅｙ）项目的延伸，在１９８５年项目仅能

实现了３ｋｍ／ｈ的直线移动，两年后项目自动车辆能够适应变化曲线和坡度，同

时对障碍物实现一定程度避让。

国家联合公路研究项目

０３３８（ＮＣＨＲＰ０３３８）
１９８７年

　研究和评估新技术对交通运行的改善作用，寻找最有前景的技术和系统。该

项目评估了当时的出行信息、交通控制、自动车辆控制系统，提出国家ＩＶＨＳ

系统的紧迫性，指出需要国家计划，去开发、验证和实施先进交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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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从建设向管理和维护转变，国家启动引导智能交通技术研究和联合部署

计划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洲际高速公路建成，在技术层面互联网等新技术涌现，采用技术提升效率成

为时代主旋律。１９９１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多模式陆路交通效率法案 （又称冰茶法案，ＩＳＴＥＡ），鼓励通

过先进技术应用去提升交通安全性和效率。与此同时，美国智能车辆和道路协会 （ＩＨＶＳＡｍｅｒｉｃａ）成

立，联邦层面开始智能车路系统 （ＩＶＨＳ）构建，主要着眼基础研究、运行测试、技术转化和促进实施

等工作，而且明确内容框架即先进的交通管理、出行信息、商用车辆运营、公共交通运营、车辆控制系

统 （ＡＶＣＳ）等。

１９９４年，美国交通部意识到多模式交通的重要性，官方明确用ＩＴＳ一词替代ＩＶＨＳ，以扩展智

能交通内涵。同年，交通部成立ＩＴＳ联合项目办公室 （ＩＴＳＪＰＯ），该组织作为美国智能交通项目整

体规划管理、标准研究和项目部署、推广的重要领导机构，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１９９７年美国国会

通过２１世纪运输平等法案 （ＴＥＡ２１），法案明确至２００３年间新一轮联邦资金投入研究、培训和标

准制定，以及都市和乡村的具体项目部署中，同时交通部ＩＴＳ项目进入研究和技术部署并重阶段，

见表３。

表３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美国智能交通代表性研究和部署项目

研究或项目

部署名称
开始时间 内容简介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项目 １９９０年
　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是一个车载信息系统项目，部署在南加州圣莫尼卡高速公路走廊

（１～１０）沿线，旨在提供事故和拥堵条件下的路径导航。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Ｉ７５项目 １９９０年

　是一个包含电子通关、动态称重、车辆自动识别等技术的商用车辆运营系统

（ＣＶＯＳ）项目。项目成员包括联邦公路管理局、六个７５号公路沿线州、奥克

兰多、加拿大交通部、美国和加拿大的货车协会、各种货运公司等。

电子收费系统

（ＥＴＣ）
１９９１年

　１９９１年俄克拉荷马州收费公路项目是美国第一个ＥＴＣ系统。同时ＥＺＰａｓｓ

跨机构组织成立，旨在打造一个兼容的收费系统，涉及７个相互独立的收费机

构，遍布纽约、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

ＦＡＳＴＴＲＡＣ项目 １９９２年 　一个小规模的交通控制系统测试平台，由密歇根的奥克兰县开始。

ＴｒａｖＴｅｋ项目 １９９２年

　ＴｒａｖＴｅｋ是一个车内出行信息系统和导航设备，项目主要目的是获取驾驶员

对于ＴｒａｖＴｅｋ的可接受度，由美国汽车协会、联邦公路管理局，佛罗里达州公

路局、奥兰多市、以及通用汽车公司联合开发。

Ｇｕｉｄｅｓｔａｒ项目 １９９２年

　Ｇｕｉｄｅｓｔａｒ项目涉及智能车路系统技术的研究和部署项目，由明尼苏达州运输

部和明尼苏达大学交通研究中心联合开展。早期由联邦公路局支持，在双子城

进行个人无线通讯设备的信息接收和发送测试，测试系统效率、用户感知等。

智慧公交项目

（ＳｍａｒｔＢｕｓ）
１９９０年代

　联邦公交管理局和丹佛当地交通部门，测试ＧＰＳ技术在改善公交车队管理、

适时服务和事故快速响应方面的应用。

（四）２１世纪初１０年：关注技术和应用整合，利用ＩＴＳ改善交通的整体意识增强

２１世纪初１０年，通讯、云计算等技术大大提升了信息存储、获得和分享能力。在１９９９年获得专

用通讯频段后，美国智能交通越来越重视车与车、车与基础设施间通信，希望通过协同带来交通改善，

开始强调交通技术及服务功能的整合提升。２００３年交通部发起一项叫做车辆基础设施整合的项目

（ＶＩＩ），包括美国交通部、洲和地方政府、汽车制造商、相关技术提供者、顾问咨询公司等公私部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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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这一概念开展了系列研究和测试，发展到今天即车联网系统。

２００５年美国国会通过交通平等法案 （ＳＡＦＥＴＥＡＬＵ）。法案延续在ＩＴＳ项目中的资助，但提出将

发展重点聚焦移动能力和生产效率提升，开始引导技术应用的方向而不是技术本身。强调跨学科的技术

联合以及跨交通方式的ＩＴＳ运用，整合解决交通管理、事故管理、收费问题、出行信息服务等问题，

促进智能基础设施、车辆和控制技术的整合等，见表４。法案还要求交通部制定国家ＩＴＳ发展规划、成

立ＩＴＳ咨询委员会、在国家层面建立ＩＴＳ系统架构和技术标准等。

表４　２１世纪初１０年美国智能交通代表性研究和项目部署

研究或项目

部署名称
开始时间 内容简介

５１１：国家出行

信息号码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０年联邦通信委员会指定５１１作为全国统一的出行信息提供号码。２００１

年第一个５１１出行信息系统在辛辛那提北肯塔基大都会发起，随后向全州和全

国推广。

Ｃｌａｒｕｓ项目 ２００４年
　Ｃｌａｒｕｓ项目由美国交通部发起，旨在向道路管理者和用户提供天气信息，以

改善交通运行和维护状况。

美国军方无人驾驶

车辆挑战赛

（ＤＡＲＰＡＧｒ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２００４年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郊外举办的一场军方赞助的

自动驾驶车辆挑战赛，该项目当时目标是加速技术发展，以在危险的军事行动

中替代人。随后该赛事发展成为全球竞赛，促进了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很多

参加挑战赛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进入了著名的私营自动车辆发展项目。

辅助驾驶系统

（ＤＡＳ）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５年美国在ＩＶＩ技术基础上，与车辆制造企业合作开展基于车辆的安全系

统测试 （ＩＶＢＳＳ），由密歇根交通研究所 （ＵＭＴＲＩ）针对追尾、车道变换、驶

出路外等问题开展研究。这项研究成就了现在的防撞警示、驾驶辅助系统、车

道偏离提醒等，并在２００７年，这些功能引入豪华车上，现在已扩展至大众车

型中。

新一代９１１系统

（ＮＧ９１１）
２００５年

　早在１９６８年美国开始建立用于应急救援的９１１系统。２００５年美国高速公路

安全管理局和美国通信信息管理局合作，利用新技术建立新的９１１系统，９１１

系统中心与公众可以进行文本、图片、音频和数据传输，通过信息传输和数据

共享提升应急响应能力。

综合交通走廊

管理项目 （ＩＣＭ）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６年美国交通部发起了综合交通走廊管理项目。该项目首先在达拉斯、圣

地亚哥、明尼阿波利斯三地选取了拥挤的多方式交通走廊进行测试。研究目标

是有效的协调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以及公交运营，通过网络预测、在线仿真、

实时响应，使得管理者更加清楚当前和预测期走廊交通运行情况，从而提供决

策支持。

拥堵创新治理

（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ＵＰＡ＆ＣＲＤ）

２００６年

　２００６年美国交通部发起了一项叫作拥堵创新治理项目，包括通过收费、发展

公交、远程工作、ＩＴＳ等综合措施降低拥堵，目标就是证明各项部署整合考虑

的重要性。项目包括促进城市合作和缓堵示范两个重点，通过提供资助在若干

大都市地区实施。

（五）２０１０年以后：应用向自动驾驶、互联车辆和移动终端出行服务聚焦，企业成为应用研究和部

署主体

２０１０年以后，通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进一步发展，在既有智能交通常态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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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美国智能交通更加聚焦自动驾驶和互联车辆领域。另外，基于定位和智能手机的新应用也影响着

ＩＴＳ市场，并引领着共享出行的趋势，比如Ｕｂｅｒ、Ｗａｚｅ等，见表５。

联邦政府通过２１世纪维持领先法案 （ＭＡＰ２１法案，２０１２）和地面交通促进法案 （ＦＡＳＴＡｃｔ，

２０１５）继续维持ＩＴＳ的财政支持，以保持智能交通应用的完善和提升。此阶段智能交通新应用面临的

技术挑战、市场不确定性、以及资本需求大大增加，面对自动驾驶等前沿应用，美国联邦交通部与许多

科技、汽车龙头企业形成广泛合作，比如谷歌、梅赛德斯奔驰、特斯拉、沃尔沃，在全球范围内都在

测试无人驾驶技术，世界顶尖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都在研究和发展不同的技术以满足无人驾驶车辆所需

要的特定系统。在这一合作过程中，更多的是市场和企业力量在集聚资本和技术，美国政府更多的是为

技术的发展扫除障碍，同时平行推进与技术相关联的社会效应评估［１２］。

表５　２０１０年代美国智能交通代表性研究和部署项目

研究和项目部署

的主要领域
开始时间 主要内容简介

华盛顿交通部主动

交通需求管理

（ＡＴＤＭ）

２０１０年
　采用车道上方标志提供预先的交通状况数据，包括可变限速标志，引导降低

速度等。

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ＡＥＲＩＳ）

研究项目

２０１０年

　获取与油耗、排放相关的交通运行数据，研究多模式交通中如何促进绿色交

通选择，以及通过技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如采用无线通讯和协调控

制策略，控制靠近和驶离交叉口车辆匀速行驶。

联网车辆安全试验

（ＳａｆｅｔｙＰｉｌｏｔ）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２年在密歇根州安阿伯部署了联网车辆安全试验项目，这是规模浩大 （超

过２７００辆车）的网联车辆测试项目，利用ＤＳＲＣ通讯技术开展避让和驾驶测

试。基于测试２０１４年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发布了关于Ｖ２Ｖ通信技术的综

合报告，以及相关规则制定建议。（报告包括技术可行性、隐私问题、安全问

题、经济和安全效益等）。

联网车辆部署试点

（ＣＶＰｉｌｏｔ）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５年美国交通部选择三个地方，开展联网车辆部署计划。包括在怀俄明州

南部Ⅰ８０公路部署联网车辆去改善安全和促进卡车移动效率提升；在纽约重

要交通走廊，部署Ｖ２Ｖ和交叉口通信技术，以提升车流和步行安全。在佛罗

里达州的坦帕测试双向高速公路车道上测试综合安全性和移动能力。

　联网车辆部署项目目的即观测影响、探究技术和非技术的障碍。项目融合

Ｖ２Ｖ和Ｖ２Ｉ技术，项目鼓励在私营企业、洲、公交机构、商业车辆运营商、货

运公司等间合作，同时对成本收益进行评价。

完整出行项目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ｒｉｐ

ＩＴＳ４ＵＳ）

２０１９年

　完整出行项目旨在打破出行障碍，面向所有人提高移动能力和可达性，尤其

针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改善他们在整个出行过

程中的可达性和移动能力。

企业的自动驾驶

（ＳｅｌｆＤｒｉｖｉｎｇｃａｒ）
／

　传统汽车制造商采用渐近技术路线，通过软件和机械改善，不断提升车辆自

动化水平，以逐步替代驾驶的局部活动。然而，当下传统的汽车制造商被像谷

歌、苹果、特斯拉这样的技术巨头联合起来，追求更加突破性的无人驾驶方

向。尤其谷歌无人驾驶在２０１０年前后走进公众视野，不断在各地增加部署测

试，追求高度复杂的城市环境下的无人驾驶。

２２４



２ 美国智能交通治理特征

２１ 聚焦具体问题开展研究和应用部署

研发部署始终围绕社会关切问题开展，且每项应用都有具体目标。效率提升是各阶段关注重点，进

入新世纪后安全问题越来越被重视，成为研发的两个主要目标。另外，能源利用和环境污染问题 （如

ＡＶＩ、ＦＥＴＳＩＭ）、公平出行权利问题 （如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Ｔｒｉｐ项目）等负外部性管控项目也有具体应用予以

研究，见图１。

值得注意，１９８７年开始的ＮＣＨＲＰ０３３８项目并不是一项具体应用研究，而是针对当时若干应用评

估，从而指出需要转向国家层面引导和部署的转折性研究。另外，自动驾驶是当前政府、科技企业、汽

车产业界研究焦点，但由于技术本身效益的不确定性，政府更多关注创新合作环境和负外部性管控研

究，而不是技术本身研究，更不是应用或者服务直接采购。

图１　代表性研究和部署的主要目标分布示意图

２２ 通过政策法案和规划进行动态引导

在美国ＩＴＳ发展史上，法案和规划是美国联邦政府促进ＩＴＳ发展的两大政策手段，见图２。其中，

联邦交通法案以资金资助为锚，牵引ＩＴＳ研究和发展方向；以规划 （或计划）为纲领，明确不同时期

发展重点和目标，且通过具体项目测试不断反馈评价，脚踏实地的从具体项目应用中吸取认识，引导技

术迭代和政策演进。

从１９９１年综合运输效率法案 （ＩＳＴＥＡ）开始，美国开始从全国层面重视ＩＴＳ的研究和开发。１９９７

年面向２１世纪运输平衡法案 （ＴＥＡ２１）后，发展重点转向技术应用项目的大量部署。到２００５年

ＳＡＦＥＴＥＡＬＵ法案开始强调引导技术应用的方向而不是技术本身，强调跨学科的技术联合以及跨交通

方式的ＩＴＳ运用，要求建立ＩＴＳ系统架构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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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美国ＩＴＳ相关政策法案和规划变迁示意图

２３ 注重发展共识的建立和修正

美国联邦对于智能交通引导，建立在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咨询公司等各方共识之上。通过战略

引导、具体项目聚焦、研究程序递进来不断聚焦新技术应用，用联邦有限的财务资助来凝聚社会投资和

发展共识。通过政策法案固化共识，通过规划明确阶段重点，进而通过具体测试项目形成真实反馈，最

后基于技术可行性、成本效益、工程效果、社会影响、用户接受度等综合反馈，不断发展共识。整个治

理架构面向新技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又有着明确的推进议程和评价反馈环节，见图３。

图３　美国ＩＴＳ发展共识形成和修正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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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具有严格明晰的应用孵化流程

在新技术应用孵化时，针对具体应用美国交通部智能交通联合办公室具有一套明晰完整的工作流

程［１３］，包括技术识别、研究与测试、证明价值、推广应用、标准化和维护提升五个工作阶段和内容，

见图４。通过分阶段、闭环工作路径，有效避免了技术应用的盲目性，对技术可行性、成本效益、市场

和用户接受度进行了非常审慎的研究和评价。

图４　具体应用项目孵化流程示意图

３ 对我国当前智能交通治理的启示

３１ 理解交通系统的社会性，通过分步推进和有效评价凝聚发展共识

交通不是单纯的物理系统，关乎生命价值和时空权益，任何创新应用都会对安全或群体权益构成潜

在风险，需要在严密的政策议程中获得推进力量和积极反馈。新技术应用应建立在发展共识基础上，不

能一蹴而就或者一哄而上，必须通过战略规划和分阶段计划谨慎推进。需要基于现实交通困境开展，而

不是技术和设备的堆砌。通过基础研究和开发、运行测试、技术转化等环节不断凝聚共识，并在各个环

节有侧重的开展第三方评估，见图５。在宏观层次上需要凝聚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制定政策和规划，

以引导发展方向。在具体的项目上，需要建立测试、评价、反馈机制，通过审慎程序实现反馈修正和强

化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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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新技术与交通创新融合治理阶段和评价重点建议

图６　新技术应用下的两种供给模式

３２ 关注技术带来的外部性，强化社会成本管控

在新技术应用实践中，出行个体是需求方，企业和政府构成供给方，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成本范

畴。出行个体关注每次出行的时间和费用成本以及出行体验。企业从个体成本降低或者效用提升中寻求

市场空间，然后在财务投入回报分析下，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及应用决策。上述两个主体的供需对

接，往往能够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但由交通出行的负外部性，主要包括空间和能源消耗、空气污染

等，往往需要政府进行政策调控和规制 （如共享单车、网约车等），见图６模式Ａ。该模式下产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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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由企业完成 （即市场接受度），政府需要在适当环节进行外部性评估。为了减少城市试验带来风险，

外部性的事前管控应优于事后，宜通过成立交通政策委员会或第三方机构进行专业评估，由政府设定准

入条件。

第二种模式，即新技术企业向政府提供技术支持，然后由政府面向出行者提供产品和服务，该模式

下政府同时承担产品效益 （市场接受度）评估和外部性管控双重职能，对政府的前段评估能力要求很

高，需要建立系统性或标准化的评估体系，否则政府会面临较大财务和治理风险，见图６模式Ｂ。目前

我国多地呈现大额智慧交通技术设备和系统采购均属此模式，需要通过多方参与和评价机制完善，以及

政府角色转换，强化应用创新的目标管控，实现政府和企业风险共担和有效分工。

３３ 注重新技术与交通学科融合，既传承经验，又引领变革

技术对社会的变革是永恒且不可完全预期的，但变化中一定会延续科学规律和人文价值。传统交通

学科涵盖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不同环节，建立在人因、力学、社会学、经济学、运筹学等多学科支

撑和实践基础上。交通学科已建立的指标体系、技术路线、尤其系统学科思维应该被高度重视。

可从三个维度观察新技术在交通中的应用；第一，新技术赋能传统方法，如手机大数据在交通规划

中的应用、视频及人工智能技术在管理控制中的应用等，该类应用主要实现流程再造，应做好新技术与

传统技术的优势互补，比如导航技术带来便利但它将城市道路均等看待，然而规划价值体系里理应保留

静谧的支路和街道。第二，模式创新引发组织变革，如滴滴和共享单车利用移动终端平台，创新实现了

供需信息对称环境，进而引发运输组织变革，该类应用应做好负外部性管控。第三，系统性和前瞻性是

技术应用的更高要求，要求应用本身具有知识传递能力，能将既有的学科领域、不同环节的知识图谱进

行整合，以有效的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技术与人文、经济与社会等关系，这也是新技术和传

统交通学科共同的目标。

图７　新技术与传统学科融合应用示意图

４ 结论

技术本身只是工具，能否有效应用是关键。通过美国智能交通发展历程回顾，可发现社会背景、技

术涌现、交通应用互为因果、同步演进，而美国政府对发展目标、政策和路径的有效引导，促进了新技

术在交通系统中的有效应用。对于当前我国智能交通治理有三点启示：（１）需要通过立法、规划以及孵

化路径规范，建立分步推进和有效评价机制，以化解财务、技术和社会性风险，利于政府、企业、学术

机构、市民 （用户）等主体间达成发展共识；（２）需要关注技术带来的负外部性，在企业进行的交通服

务模式创新中，建立外部性评估机制，通过预先干预减少风险；在政府采购的交通系统或服务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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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具体交通问题，建立系统性、标准化的评价机制；（３）重视新技术与交通学科融合，对技术经验进

行传承，对技术手段、管理思维进行革新，实现流程再造、组织变革和价值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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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犗犇导向的城市既有功能区更新发展机制研究

潘　璐　刘春雨　郑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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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作为城市既有功能区生活品质、交通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围绕既有轨道交通站点开展ＴＯＤ规划设

计工作也是北京及众多一线城市面临的重要课题。以往国内ＴＯＤ实践多集中在城市新城及外围新建区，以ＴＯＤ为导向

推动既有功能区更新发展的实例仍较少。本文从二者开发模式、规划体系等方面的差异性对比入手，通过具体案例研究

总结当前国内城市既有功能区ＴＯＤ开发面临的挑战：缺乏清晰灵活的政策法规指引、协调多方利益矛盾困难、不完善

的公众参与及反馈机制等。并针对问题挑战，基于北京市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规划及地铁１３号线扩能改造为背景，为未

来同类型城市既有功能区借助ＴＯＤ理念推动城市更新发展提供部分启发及意见。

!%&($

城市更新；ＴＯＤ理念；政策法规；公众参与

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期对城市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逐步由粗放式转向精明式，增量式转向存量式，城

市更新俨然成为重要的推动手段。自１９９３年卡尔索普总结提出ＴＯＤ理念至今，国内城市在新城及外

围新建区轨道站点综合体开发方面有众多实践。针对城市既有功能区、既有轨道站点周边，轨道交通建

设往往滞后于城市建设，协调功能混杂的建成区及用地权属、提质升级低效利用土地及低价值空间将是

新时期ＴＯＤ为导向的城市更新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五道口启动区

建设为背景，对比借鉴深圳、东京、北京等地在ＴＯＤ发展及再开发方面的实践，探索政策法规、投融

资模式、社会治理及公众参与等机制创新，以期更好地运用ＴＯＤ模式引领城市更新。

０ 引言

图１　现状铁路及地铁１３号线沿线站点位置示意图

１１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启动区背景

京张铁路作为中国人自主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于１９０９年全线通车；为更好地服务北京冬奥会，

助力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２０１９年京张高铁建成并通车，在五环内采用地下隧道的形式，原有地面

京张铁路线也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区域内地铁１３号线作为北京市第一条全线采用 “地面＋高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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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轨道线路，于２００３年全线通车，五环内线路走向也与京张铁路线较为一致，轨道站点也多为地

面及高架形式。

随着北京城市的快速发展，铁路及轨道线对沿线两侧交通联系、城市风貌品质的影响也越发突出。

早期轨道站点设计也较少考虑到站点周边过街交通需求，如大钟寺站位于北三环南侧、京张铁路线西

侧，但仅有的两处出入口均分布于西侧，北侧、东侧居民必须通过较长的过街天桥进入轨道站厅层，轨

道站点与周边商业办公综合体衔接同样较差。

１２ 更新发展机遇

随着公众对绿色公共活动空间愈发重视，未来京张铁路地面空间将规划建设一条长达９公里的带状

遗址公园，五道口站周边作为先行启动区已显现公园雏形。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城市既有功能区

轨道沿线风貌改善、交通品质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大钟寺站周边明光村区域作为重要的城市更新试点地区，规划管理部门也正稳步推进项目设计

建设工作，五道口、知春路、大钟寺、西直门等沿线轨道站点都将结合１３号线扩能改造有较大变

化，未来大钟寺西直门段将采用地下线形式，既有站点改造及新增轨道站点都将缝合轨道沿线两侧

交通联系。

１３ 更新发展挑战

既有功能区内具备良好的区域历史特色、人文特征，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相对稳定，且轨道沿线更

新机遇用地相对分散且较小，以低效利用土地及低价值空间为主，与新建区ＴＯＤ开发在规划体系、土

地获取、公众参与、实施主体等方面存在较多不同。

表１　城市新建区与既有功能区犜犗犇开发模式差异情况

城市新建区ＴＯＤ开发 城市建成区ＴＯＤ再开发

规划体系
　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不同层次统

筹协调轨道交通及站点规划，落实管控原则及要求

　缺乏清晰的规划层面政策指导

　多为城市更新试点模式

　一事一议

土地获取
　明确的已有土地出让方式：附条件招拍挂、土地作价

出资、特定土地开发等

　需统筹既有土地权属所有者共同参与区

域更新改造从而确定

公众参与 　多为规划成果意见征集形式 　以直接受益者的身份参与规划

实施主体 　较为单一 　较为多元

通过城市更新的模式提升轨道交通服务及一体化质量，同时避免ＴＯＤ绅士化、同质化等问题，对

城市更新发展机制也提出了众多新挑战：

（１）较为单一的ＴＯＤ开发及城市更新模式与复杂权益主体的匹配

较为单一的政府或投资方一元主导的更新模式也易造成ＴＯＤ规划效率与公平的失衡，缺乏公众参

与活力。拆迁补偿、土地收储重新出让作为城市更新重要的手段，也是规划管理部门使用较多的城市更

新模式。在规划管理部门、投资方、权益相关方博弈协调过程中，规划管理部门具有较高的话语权，有

助于推动项目实施，起到改善民生、城市风貌环境能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易成为ＴＯＤ绅士化、同质化

问题的重要诱因。

（２）公众参与度的提升及ＴＯＤ规划设计与社区发展愿景的融合

对于既有城市功能区及轨道沿线社区而言，居民作为轨道站一体化开发最直接的使用者，在规划设

计的最初阶段缺乏更有效、更具影响力的反馈机制。公众及社区代表对轨道站点出入口、一体化设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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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功能等ＴＯＤ规划设计内容了解较少。公众低参与度不利于项目推进，也影响居民、管理部门及投资

者间凝聚力的形成。

（３）权益相关方预期目标的统筹及社会公共投资的公平和效率保障

既有城市功能区ＴＯＤ再开发过程中，多方权益所有者、社区公众、规划管理部门之间达成一致的

规划目标需要协调更新过程中短期开发利益与长期规划、个体项目与总体发展目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项目规模及周边设施容量与环境承载力间的矛盾。

城市更新过程中，低效利用土地主要通过提升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风貌来实现

ＴＯＤ综合规划，并以此吸引社会投资实现资金平衡。在减量提质的发展新时期，保障政府投资密度不

断加强的重点区域能获得预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社会公共投资公平与效率也是ＴＯＤ为导向的

城市更新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４）ＴＯＤ为导向的城市更新综合实施机制的构建

既有城市功能区更新及再开发需要围绕ＴＯＤ综合开发投资、规划、设计、运营等环节构建长期有

效、高质量的综合实施机制。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沿线更新改造为例，地铁１３号线扩能改造工程预期

２０２５年完成，低效利用土地更新周期同样较长。

保障沿线土地权属者、社会资本长期参与和推动城市更新的主动性需要完善的综合实施和利益分配

机制。理解ＴＯＤ为导向的既有功能区再开发与新建区ＴＯＤ开发的异同点，避免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

协调市级政府管理部门与区级管理部门投资比例，丰富权益相关方共治共享参与机制均是新时期城市更

新面临的重要挑战。

２ 国内外城市既有功能区犜犗犇再开发实践

本文以东京、深圳及纽约在城市既有功能区推动ＴＯＤ再开发的实践案例为研究基础，提炼分析政

策引导、投融资模式、社区治理、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国内城市未来更新改造过程中更好地

运用ＴＯＤ理念提供参考借鉴。

２１ 东京土地再开发

东京以其高效的轨道交通网络及站点高密度土地开发著称，其轨道站点一体化开发及再开发也成为

众多城市学习借鉴的典范。东京都轨道交通系统包含了公营、半私营及私营的轨道线路，众多站点周边

地产开发项目同样归属于轨道运营公司。权益相关方及公众自发推动了众多轨道站点再开发项目，这与

日本完善的土地再开发政策、投融资模式及公众参与机制息息相关。

２．１．１ 政策引导及鼓励

一方面政府通过清晰的政策法规引导公共交通投资，可提高社会资本参与既有功能区ＴＯＤ改造积

极性；另一方面不同权益相关方可借助土地再开发工具寻求土地价值捕获，并获得政府补贴、容积率奖

励，保障ＴＯＤ规划实施效果。１９６９年 《城市重建法》明确指出再开发项目实施目的及原则，旨在提升

城市生活品质；１９８９年 《住房－铁路一体化法》进一步规定政府、住房部门可在未来轨道沿线指定某

些土地重划区域，通过土地重划／再开发项目指定区域的几位土地所有人为新轨道线路提供路权［１］，综

合运用土地置换的方式实现集约最大化运用。

政府部门负责场地调查、土地整合和开放空间基建成本的１／３以及１／２的公共基础设施成本；规划

部门审核再开发方案时可提高指定区域最高容积率或通过不同土地权益人协商实现容积率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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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土地重划／整理示意图 （译自：筑波快线的土地重划／整理，千叶政府，２００９）

２．１．２ 再开发项目实施指引

基于政府明确的政策法规支持，众多再开发项目实施公司组成再开发协会，定期发布不同城市更新

改造项目信息、意向以及项目实施流程指导，为权益相关方、社区居民等、投资主体等提供清晰明确的

实施指引及政策宣贯。

图３　城市再开发项目实施主体及流程指引

（译自：ＵｒｂａｎＲｅｎｅｗ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ａｐａｎ）

２．１．３ 完善的投融资模式

再开发项目在实施前期为原有产权人提供多种获取资金的方式，引入债务保证审查委员会第三方组

织保障投融资渠道的畅通及安全。通过明确的股权划分、投融资渠道协调金融机构、再开发公司、地方

公共团体、民间再开发促进基金、社区居民等不同群体共同参与再开发项目建设。原有产权人既可选择

保留土地所有权作为不动产股权长期持有，仅出让地上建筑物使用权，享受后期轨道站点综合体运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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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也可通过一次性转让获取相应的补偿。

图４　城市再开发公司住宅／商业部分投融资及审查机制

２２ 深圳轨道站点综合开发实践

深圳特区自成立以来也在不断摸索国内轨道站点综合开发，通过试点更新的形式逐步优化综合开发

土地出让制度约束、政府主导型ＴＯＤ开发投资成本高等国内ＴＯＤ实践领域面临的常见壁垒。

２．２．１ 土地出让政策创新

深圳在土地出让政策方面不断创新，对于ＴＯＤ导向的城市更新发展具有较强的前瞻性。２００１年深

圳地铁１号线建设时即通过地铁建设管理规定鼓励轨道沿线物业开发，给予地铁公司开发沿线土地、物

业管理权限；２０１０年则进一步细化轨道交通物业综合开发的若干原则及模式。

由于彼时土地制度不允许政府将用作商业开发的用地采用划拨或低价转让给地铁公司，这对国内轨

道站点周边一体化开发存在一定阻力。２０１２年深圳作为国土资源部、广东省政府关于土地管理制度改

革的试点地区，尝试完善和创新土地使用领域政策法规。通过土地作价出资、带特定条件的招拍挂及地

价返还、土地一级二级联动招标等形式，管理部门可将轨道周边用地使用权以较合理的价格及渠道转让

给项目公司［２］，引导地铁公司、城市更新项目公司全流程参与ＴＯＤ开发实践。

表２　深圳市关于站城一体开发若干政策法规

时间 政策法规 重点解读

２００１年
《深圳市地下铁道建设

管理暂行规定》

　鼓励轨道沿线物业开发：明确 “地铁公司对经批准取得的地铁沿线规

划用地享有土地综合开发权和物业管理权；综合开发的地价按未建地铁

时的地价核定出让，收益应全部用于地铁建设

２０１０年
《深圳市轨道交通条例

（征求意见稿）》

　明确轨道交通物业综合开发的原则、开发方式、范围、综合开发利用

规划、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和价格

２０１２年
《深圳市土地管理制

度改革总体方案》

　国土资源部、广东省赋予深圳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历史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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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政策法规 重点解读

２０１３年
《深圳市国有土地使用权

作价出资暂行办法》

　明确政府可将土地作为资产直接注入地铁公司，采用协议出让形式，

规土委负责用地出让及监管，国资委管土地获取后如何开发运营

２０１８年
《关于完善国有土地供

应管理的若干意见》

　产权归政府非营利性服务设施、交通等几类用地恢复划拨的土地供应

方式

２．２．２ 多元融资结构

根据薛露露，方琬丽等人［２］２０１５年与深圳地铁集团调研访谈资料显示，深圳地铁及上盖物业开发

融资模式同样经历不同发展时期，伴随城市政策更新不断摸索实践。由早期 “政府资金为主，银行贷款

为辅”过渡到 “引入公私合作、土地出让金”，再衍变至第三期规划引入 “公司债／票据／融资租赁”优

化轨道建设及一体化开发的资金结构。

图５　不同时期深圳地铁及上盖开发融资结构示意图

通过优化土地出让形式、调整政府公共交通资金投入类型及比例，规划管理部门不断引导轨道站点

一体化开发与城市更新项目协同，合理创新融资渠道。一方面可减小政府财政资金压力，降低原先带特

定条件招拍挂的操作风险，另一方面地铁集团、物业开发公司也将充分参与市场竞争，有助于更高效地

落实ＴＯＤ理念。

２．２．３ 工作机制创新

深圳市同样积极响应市场发展需求，创新城市管理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由摸索实践形成的规划决策

及管理指南转向发布具体的政策法规、指导意见实现条文化、规范化。减少传统的政府部门包办管理，

实现跨部门、跨咨询团队的多专业协作，通过规土委牵头，发改委、交通委、地铁集团、项目开发公司

等多方共同参与开发地块前期选址、方案讨论工作，最大限度保障轨道沿线土地溢价潜力［２］，真正将

ＴＯＤ理念落实到城市更新工作中。

图６　轨道站点区域更新改造工作机制创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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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纽约高线公园综合开发实践

２．３．１ 积极高效的公众参与

纽约高线公园作为著名的铁路遗址保护公园，一度因政府维护资金成本高面临拆除风险，线路所有

图７　纽约高线公园多方协商过程示意图

者铁路公司ＣＳＸ最初与纽约市政府、区域周边地产所

有者前期均倾向于拆除派。后期在非盈利组织 “高线

之友”的牵头下，协调纽约市政府提供规划设计竞赛、

艺术展览等公众参与活动促使权益相关方意识到沿线

ＴＯＤ综合开的收益，最终予以保留。

２．３．２ 共治共享，健康的融资收益模式

纽约高线公园建设分三期完成，第一期、第二期

建设成本主要来自纽约市政府、纽约州及联邦支持，

１．５亿美元的投入预期为高线公园沿线多个项目的发展

带来超２５亿美元的增值。第三期建设时政府支出仅占１１％，其余多来自募集形式
［３］。“高线之友”作

为高线公园的运营管理平台，引领沿线居民、物业管理者共同参与高线公园营造及维护，通过募捐、运

营收益、商品销售等形式维持健康的融资收益模式。依据２０１７年高线之友财务报表
［４］数据，全年超过

９８％的收入资金来自募捐及活动运营收入，政府支持 （属其他来源分类）小于１％。

图８　２０１７年高线之友非公益组织主要收入来源

３ 未来北京既有功能区城市更新启示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运营历史悠久，１９９８年四惠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也是内地首个ＴＯＤ综合

开发项目。２００４年城市总规即明确提出ＴＯＤ的交通发展策略，后期开展了众多ＴＯＤ开发研究及具体

节点环境织补提升工作。但由于城市轨道线网二期规划相对滞后于城市发展速度，城市四环路于２０００

年左右贯通，五环路则于２００３年建成，与此同时轨道线网仅１、２、１３号线，众多既有轨道站点与周边

用地衔接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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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京相比：北京五环内面积与东京都２３区面积相当，但北京轨道交通出行分担率差距较大，中

心城轨道出行率仅１５．４％，同时期东京都２３区轨道出行率达５８．６％；五环内轨道站点１０００ｍ人口覆

盖率约６１％，东京都２３区轨道站点８００ｍ人口覆盖率约９６．６％；城市布局结构同样有较大差异。与深

圳相比，北京在城市更新政策试点、土地出让方式同样存在一定制约。但以ＴＯＤ理念为导向的城市发

展同样适宜北京既有功能区城市更新工作，实现高密度、多样性、良好设计等ＴＯＤ典型特征。

３１ 通过更新试点的形式给予权益相关方一定的规划自主权

以北京地铁１３号线大钟寺站明光村更新改造区域为例，现有土地既包括东升镇集体土地，也包含

铁路局、地铁公司、首开集团等国有土地。若通过传统的土地收储再出让、拆迁补偿等更新模式，启动

资金及后期运营风险对于单一开发商都较为沉重。统筹不同权益相关方规划目标并鼓励各自主责片区更

新开发既可以提高ＴＯＤ综合开发质量，同样可降低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

北京可通过更新试点的形式提出区域建设总量上限及轨道站点一体化建设指标上浮要求，尝试给予

多方权益主体一定的规划设计自主权：

（１）各政府部门协调规划咨询单位、土地权属所有者深度参与，根据建设资金缺口，评估土地出让

规模、出让形式以及政府投入过程中土地及资金比例，确定开发规模；

（２）充分宣贯ＴＯＤ开发理念及管控要求，协调与统筹规划目标；

（３）组织不同权属所有者积极参与土地重划／再开发工作，创新工作机制；

（４）提高市场化、专业独立的ＴＯＤ规划及开发运营组织参与度

３２ 继续完善顶层规划，形成政策法规条文

北京也在不断实践轨道交通与土地规划融合发展并发布相应的规范条文，２０１８年底出台了 《关于

加强轨道交通场站与周边用地一体化规划建设的意见》，针对轨道一体化建设规范、设施要求均提出了

具体意见。新一轮控制性详细规划首次纳入轨道站点周边一体化管控范围的划定及用地类型正负面清

单、管控指标等细则内容，对于ＴＯＤ导向的城市更新有一定的鼓励作用。

表３　北京市街区控规轨道重点站核心范围内用地正负面清单

轨道重点

站类型
类型说明 正面清单 负面清单

综合型
　位于商业、办公区或其他公共

功能为主的区域

Ａ２＼Ａ４２＼Ａ５１＼Ａ６

Ｂ１＼Ｂ２＼Ｂ３１＼Ｂ４＼Ｆ３

社区型 　位于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区域
Ａ２＼Ａ３３＼Ａ４１＼Ａ８、

Ｂ１＼Ｂ３１＼Ｂ４＼Ｂ９、Ｆ１＼Ｆ２

特殊型
　大型交通枢纽、车辆基地等

区域
　结合站点具体分析

不宜：Ａ４２＼Ａ５４＼Ａ５９

Ｇ２、Ｒ１、Ｓ５、Ｕ１

不应：Ａ５２＼Ａ５３、Ｂ３２、Ｄ１＼Ｄ３、

Ｇ４、Ｍ１＼Ｍ２＼Ｍ３、Ｕ２＼Ｕ３２、

Ｗ１＼Ｗ２＼Ｗ３

后期针对既有功能区城市更新同样应继续完善顶层规划，探索试点部分区域街区控规阶段相对灵活

的规划策略，提出规划总量上限规模及主导用地功能，不细分具体地块规划指标，形成严守底线、统筹

市场需求的空间控制导则。鼓励社会资本合规参与城市更新重点区域内ＴＯＤ规划设计，提供存量用地

及低效利用土地建筑规模转移机制，完善土地分层管理、土地出让模式指南手册，形成有法可依的政策

法规条文。

３３ 积极探索投融资平台建设，优化项目融资结构

减少政府主导型资金投入，未来轨道规划建设及市郊铁路改造利用应鼓励市区两级管理部门共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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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金平衡工作，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度。创新多元融资模式不仅有助于缓解财政资金压力，形成利益共

同体，同样可降低技术经验不足、资金管理经验不足、不熟悉土地出让及规划管理制度带来的建设运营

风险。通过轨道站点更新改造实现周边用地功能升级转换、土地溢价，获取长期效益。

３４ 多元、深度、丰富的公众参与形式

对于城市既有功能区轨道站点周边更新改造项目，多元、深度的公众参与及社会治理模式也是影响

ＴＯＤ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五道口启动区规划设计实践之初，规划咨询团队积极协

同规划部门、街道办事处、园林绿化局、铁路局等多部门形成良好的沟通平台，通过京张历史文化展

览、国际设计周、专家座谈访问等活动提高公众、利益相关方参与区域城市更新的热情。

城市既有功能区更新发展机制中提升公众参与品质及深度可重点借鉴以下内容：

（１）结合街道责任规划师、社区代表等多组织定期圆桌会，互相交流反馈现状问题，提出规划畅想；

（２）定期组织社区居民、青少年参与社会活动，鼓励公众发现社区生活中存在的不足，了解社区治

理工作，并提出相应的个人看法；

（３）通过案例解读、展览宣传等形式提升公众对轨道站点一体化开发的认同感；

（４）积极与社区企业、机构及城市更新管理部门合作，协调利益相关方参与轨道站点更新改造过程

面临的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间的矛盾，统筹轨道一体化发展目标；

（５）通过多种新兴多媒体媒介 （如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宣传轨道站点再开发项目历史背景、进

度、发展目标等，可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周边产品，提升公众参与热情。

４ 总结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ＴＯＤ发展对于未来城市环境品质的提升意义重大，协调既有权益相关方与社区

居民当下实际利益与远期发展畅想间的矛盾需要现代化、科学化、综合化的社会治理水平。规划部门、

咨询设计团队、社区街道、土地权属所有者及公众需共同参与既有功能区更新发展规划，并形成良好的

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本文尝试通过对不同城市ＴＯＤ导向的既有功能区更新发

展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差异化问题挑战及实践探索的分类总结，以期为未来不同类型城市在既有功能区

ＴＯＤ实践及城市更新手段提供案例参考，并针对具体项目开展深入的方案比选及策略推敲，共同营造

更加绿色、可持续、以人为本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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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土地价值支持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在发展中国家应用土地价值捕获／（日）铃木博明等著；孙明正，周凌，

鹿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２．

［２］薛露露，方琬丽．中国城市轨道加物业开发的本土化实践：深圳的启示 ［Ｊ］．世界资源研究所，２０１５．

［３］ＬｉｓａＦｏｄｅｒａｒｏ，“Ｒｅｃｏｒｄ＄２０ＭｉｌｌｉｏｎＧｉｆｔｔｏＨｅｌｐＦｉｎｉｓｈ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ｉｎｅＰａｒｋ，”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６，２０１１．

［４］ｈｔｔｐ：／／ｆｉｌｅ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ｉｎｅ．ｏｒｇ．ｓ３．ａｍａｚｏｎａｗｓ．ｃｏｍ／ｐｄｆ／Ｈｉｇｈ＿Ｌｉｎｅ＿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７．ｐｄｆ．

［５］Ｃｈｉｂａ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Ｈｕｍａ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ｉｅｎｄｌｙＴｏｗ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Ｋａｓｈｉｗａ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Ｄｉｓ

ｔｒｉｃｔ．”ＣｈｉｂａＣｉｔｙ，Ｊａｐａｎ．

［６］ｈｔｔｐ：／／ｕｒｃａ．ｏｒ．ｊｐ／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７］宫玉泉．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策略选择———关于推进ＴＯＤ模式的政策思考 ［Ｊ］．中国土地，２０１９（７）：７．

［８］陈朝晖，李保炜，刘巍，张?．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探索共建共治共享之路 ［Ｊ］．世界建筑，２０２０（７）．

［９］刘建芳．美国城市更新与重建过程的总体分析———兼谈我国城市更新的凸显问题 ［Ｊ］．江南论坛，２０１０（８）：１９２１．

［１０］毛建华，赵鹏林，景国胜，等．交通综合体投融资建设与管理———中国城市交通发展论坛第２１次研讨会 ［Ｊ］．城

市交通，２０１９（２０１９年０３）：１１８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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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示范区交通协同发展及实践途径研究

许　佳　顾　民

!"#$

交通发展是长三角地区实现 “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示范区交通不仅是交通系统内部的融合，

更应体现交通与城市、交通与区域发展的融合。本文所理解的 “生态绿色一体化”是基于示范区区域本底特征、城乡发

展阶段以及互联互通实际需求提出的交通协同发展模式。以此为导向，借鉴一江一河规划、风景道规划、科创小镇等实

践经验，以交通为载体通过交通与环境、交通与旅游、交通与创新产业的融合，探索示范区交通一体化实践途径，为区

域交通一体化相关政策和规划实施提供参考。

!%&'$

长三角；生态绿色；交通一体化

０ 引言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５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２０１９年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全文公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批复公布，明确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在内的２３００ｋｍ２的区域

作为 “示范区”，提出 “生态优势转化为新标杆、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人与

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的战略要求。交通发展是长三角地区实现 “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和保

障，应当深入研究 “生态绿色一体化”交通发展内涵。

１ 示范区交通发展内涵

１１ 基于区域本底需求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包括上海的青浦区、江苏的吴江区和浙江的嘉善县，位于苏浙沪两省一市交界

处，处于沪宁、沪杭两大通道夹角区域。示范区行政面积２３００ｋｍ２ （含水域面积约３５０ｋｍ２），城镇呈分

散组团式布局，２０１８年底常住人口３１１．６万人。示范区地处江南水乡，生态环境本底优良，太浦河、

太湖、淀山湖、汾湖、元荡、祥符荡等河湖荡漾水网密布，蓝绿空间占比达６９．２％ （图１），先行启动

区蓝绿空间占比达７７．５％，是长三角区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拥有７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１６个省

级以上历史风貌保护区、５个国家级特色小镇，是江南水乡古镇集聚地区。

图１　示范区蓝绿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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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总体规划方案，示范区将统筹生态、生产、生活三大空间，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不搞集

中连片式开发，打造 “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集约型”空间格局，形成 “两核、两轴、三组团”的

功能布局。

因此，示范区区域本底需求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蓝绿空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络的支撑，而不仅是陆上交通；另一方面，示范区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较高，未来还将发展创

新经济和旅游康养产业，对交通设施建设标准和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１２ 基于区域发展诉求

“生态绿色”是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诉求。示范区除了青浦、吴江、嘉善城区以外，大部分是蓝绿空

间为主的非城镇地区。城镇地区和非城镇地区都应当遵循各自的运行规律，寻找高质量交通发展途径。

对于城镇地区而言，一般会存在两种高质量交通发展类型：一种是当建设区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时

导致城市问题十分突出 （交通拥堵蔓延、城市环境恶化、生活品质下降等），城市被迫采取交通需求管

理措施，国际上典型案例如伦敦、新加坡在面临城市交通问题时采取了 “一扬一抑”两方面治理措施，

包括核心区实行严格的小汽车控制政策、提高完善公交服务等，从而调整了出行结构，遏制了核心区交

通恶化趋势。示范区所在城市包括上海、苏州、嘉兴均已不同程度面临以上情境。

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创立初期提前预设理想交通发展模式，主动引导绿色交通出行，进而影响城市空

间紧凑布局，典型案例如瑞典大斯德哥尔摩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形成了以轨道交通为发展轴线的城

市形态，并通过轨道交通串联起周围的新城镇，虽然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富有、汽车保有量最高的地

区，但是却形成了以公共交通和慢行为主体的交通出行结构。示范区的西岑科创中心、汾湖高新区和嘉

善高铁新城可以类比这一类型。

对于非城镇地区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基本处于各自城市的边缘，从空间功能来说，是人

类丰富活动与自然多样过程高度融合的区域，是 “自然社会经济”高度耦合的复合生态系统
［１］，如淀

山湖周边地区、东太湖地区、太浦河生态廊道、青西郊野地区。同时，非城镇地区处于基础设施网络的

末端，供给短缺、衔接不畅甚至覆盖空白都是末端带来的弊病。早在２０１８年出台的 《长三角地区一体

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就提出了第一批１７条断头路建设计划，而跨省市交通服务不足、交通管理对

接困难一直是一体化的焦点。因此，针对非城镇地区自然属性强、基础设施弱、协调对接困难的特点，

需要更具包容性和自发驱动力的发展方式，包容性是指能够兼顾通勤、旅游和保护等不同目的，自发驱

动力是指能够在投入产出间寻找平衡、自我成长的运营机制。

１３ 基于一体化发展要求

示范区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回顾长三角地区交通研究历程［２］，从１９８２年开始主

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上海经济区的形式出现的，涉及城市包括江浙沪１６个城市，

这个阶段主要关注高速公路的互通提速；第二个阶段是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出现的，涉及城市包括３省

１市的２６个城市，这个阶段关注点由公路转向轨道交通；第三个阶段是以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出现的，

覆盖３省１市全域，这个阶段关注点由中心城市间廊道构建向网络化交通格局转变、由被动式发展向空

间结构重组和城市更新的主动发展转变。

因此，“生态绿色一体化”要求下的示范区交通，应当实现以下规划意图：

１）由单一方式、单一通道 （节点）向全方式、网络化交通转变，因地制宜、因需施策地提高网络

联通水平、提高区域枢纽和重要通道的保障水平、满足重要空间保护要求；

２）由基础设施建设向出行服务构建转变，主动适应交通需求差异和品质提升要求，灵活组织多模

式交通、提升智慧化运管水平，形成面向通勤、旅游、商务等多目的出行服务体系；

３）由自上而下、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治理、多方利益共享的建设机制转变，为跨越行政边界和城

乡界限的一体化制度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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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示范区交通适用模式

示范区生态绿色一体化交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适宜的交通发展模式，纵观国内外区域交通发展经

验，主要有三种模式：

图２　东京都市圈轨道网

２１ 以轨道为主的发展模式

日本政府早在１９６３年就提出了构建都

市圈 “三环九射”的高速道路网结构，但

建设进程缓慢，到２０１３还没有完善。与此

相对应的是，东京的轨道交通非常发达。

铁路交通以山手环线为中心，向郊区放射

出近２０条通勤电车。这种 “环线＋放射

状”的格局早在１９３０年代已经形成。目前

承担了都市圈内旅客运输量的８６．５％。都市

圈人口集中区 （人口密度大于４０００人／ｋｍ２）

基本上沿轨道交通布局。

２２ 以道路为主的发展模式

２０世纪初汽车的出现，受到了美国城

市决策者和大众的普遍欢迎，政府对小汽

车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公共交通。在一系列

政策和资金支持下，各地建立庞大的公路

与道路网，城市空间结构由聚集走向分散，形成了低密度、郊区化的城市形态。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

城市群高速公路密布，城市群内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能通过高速公路到达。主要城市间的客货运输近

９０％都是通过公路进行。

图３　美国国家高速公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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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多模式协调的发展模式

欧洲众多城市呈现了多元化的交通发展模式，多种交通方式合理利用、协调发展。虽然欧洲城市具

有较高的汽车化水平，但公共交通在城市群中仍然成为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和交通

需求管理手段保障公共交通发展。

例如，荷兰兰斯塔德地区［３］拥有举世闻名的 “绿心”计划，５０多年来为了保护这一国家级生态功

能区，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和引导性措施。区域交通方面，通过构建区域内外高度连通的交通联系网

络，特别是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航空枢纽、港口等骨干交通设施网络，支撑了区域多中心发展，

在经济总量和多样性上足以与巴黎、伦敦等大都市区媲美。

图４　１８７０、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兰斯塔德建成区与主要交通联系

２４ 示范区适用模式研究

交通的 “生态绿色”主要体现在效率的提升、资源的减少占用、环境质量的改善、以及社会公平的

实现上，以上三种模式并不存在 “绝对最优”选择，相关案例都表明应当结合区域空间形态、基础条件

以及实际需求选择 “相对较优”模式，对照示范区情况：

基础条件方面，示范区高等级公路已经具备了较高的互联互通水平，形成了覆盖全域的 “四纵四

横”网络，高速公路网密度可以达到９千米／百平方千米，公路网密度接近１８０千米／百平方千米。相较

之下，示范区轨道交通 （铁路）建设较为薄弱，现状仅有沪杭铁路途径嘉善，虽然规划沪苏湖铁路和通

苏嘉甬铁路交汇于示范区中心，但是高速铁路主要服务中长距离出行、且建设成本较高、建设周期较

长，示范区内部服务能力有限。

图５　现状公路网密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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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形态方面，示范区规划打造 “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集约型”空间格局，城镇规模较小，

商业区、产业区、景点等客流吸引点较为分散，难以支撑大范围轨道交通网络化建设。同时，示范区河

湖水网密布、古镇名村众多，以公路串联较轨道交通更为直接、经济和高效。

表１　示范区城镇规模分布

城镇人口规模 主要城镇范围

＞３０万人 青浦新城、吴江城区、嘉善城区

２０～３０万人 黎里、盛泽

１０～２０万人 华新、赵巷、徐泾、朱家角、同里、平望、震泽、桃源

＜１０万人 重固、白鹤、金泽、练塘 陶庄、西塘、姚庄、天凝、干窑、大云、七都

交通联系方面，示范区城镇间交通联系需求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目前高速公路入城段交通已出现

瓶颈 （图６），在城镇建设用地有限增长背景下，高等级公路的新改建也面临困难，为了提升整体网络

服务能力，复合利用既有通道将成为合理选择。

图６　上海高速公路入城段运行情况

因此，示范区交通网络构建无法偏颇于某一种方式，轨道交通主要承载中、长距离、较集中的出行

需求，而道路交通主要承载中、短距离、较个性化的出行需求。以道路、轨道等复合网络为载体、构建

多模式交通服务体系的发展策略更加符合示范区发展需求。

３ 示范区交通一体化实践途径

示范区多模式交通服务体系的构建包含设施建设、服务组织和机制保障等多方面内容，其难点在于

如何在政府、市场、民众等不同层面取得行动共识、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示范效果。本文借鉴相关领域经

验，以交通为载体通过交通与环境、交通与旅游、交通与创新产业等的有机融合，探索示范区交通一体

化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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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交通与环境

示范区地处江南水乡，太浦河、太湖、淀山湖、汾湖、元荡、祥符荡等河湖荡漾。过去，淀山湖、

太湖相对发展，现在一体化框架下，两大湖区资源应当整合利用，成为示范区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借鉴上海一江一河公共空间开放经验［４］，以水为脉、因水而兴，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湖区蓝绿交通

系统：

１）蓝色交通系统包括既有古镇水乡河道以及规划贯通的部分水系、亲水走廊，沿线布设水上游览

路线，串联区域内重要古镇、景区、文化服务设施；

２）绿色交通系统包括绿道、生态廊道、郊野公园等绿色基础设施，在满足生态涵养功能的基础上

开放部分公共空间，绿道沿线提供驿站、交通换乘、新能源补给等服务功能；

近期，蓝绿交通交织互动、互为衬托，水陆交通转换有序、丰富体验；远期两岸城乡景观整治提

升、新经济崭露头角，蓝绿交通将成为展示示范区建设成效的流动窗口。

３２ 交通与旅游

示范区公路发展已经具有良好基础，但是由于建设主体和沿线土地利用的差异，同一条道路仍会存

在不同技术等级、建设规模、使用功能的问题。从区域生态景观整体性分析，更是存在景观跳跃、功能

混杂、导向混乱的问题。

图７　现状主要道路景观

为了解决类似问题，美国、日本等国家很早就开始了以风景道为主题，整合沿线设施资源、促进区

域空间优化、提升旅游品质的实践［５］。以美国著名的谢拉维斯塔风景道 （ＳｉｅｒｒａＶｉｓｔａＳｃｅｎｉｃＢｙｗａｙＡｒ

ｅａ）为例，它在１９８９年被评定为美国国家森林风景道，沿线经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塞拉利昂国家森林区，

长度约为１３３ｋｍ。谢拉维斯塔风景道以现有的道路为依托，通过不同类型的道路，如风景道、洲际公

路、一般公路、乡间道路和山间小径等将重要景观资源有效串联起来，形成高质量、完整的区域性旅游

体验网络，推动着该地区的发展 （图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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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谢拉维斯塔风景道

示范区拥有丰富的旅游景观资源和相对较好的公路网络基础，以风景道建设为抓手，可以有效整合

跨行政区划不同主体利益，突破传统道路建设边界限制，形成以路域空间为载体的随季节和景致变换的

主体旅游路线，激活区域旅游经济发展。

３３ 交通与创新产业

未来示范区将依托优美风光、人文底蕴，打造国际一流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更大范围区域一

体的产业创新链。创新产业与传统产业对于交通服务品质有着本质的差异，以美国硅谷［６］、新加坡纬壹

科技城、荷兰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为例，小汽车和宽阔的道路并不是他们的标配，相反与周边景观融合

的慢行和公共交通方式更得他们青睐。

图９　科创小镇交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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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示范区科创小镇应当鼓励公交、慢行为主导的绿色交通出行，根据科创人群需求，塑造差异

化、高品质的道路公共空间，满足人的出行、社交、游览需要；小镇内部路网应适当加密，控制路幅宽

度；结合智慧交通技术进步，科创园区道路可以预置无人驾驶设备，为无人驾驶运行提供条件；鼓励一

站式智慧出行服务 （ＭａａＳ），整合公共交通、共享私人交通、慢行交通等方式，提供高品质、个性化出

行服务；在园区交通治理方面，可以建设具备交通运行监控功能、交通实时仿真和预警功能、交通排放

监测功能、交通综合信息服务功能的交通大脑，逐步实现园区交通精细化治理。

４ 结语

交通是长三角地区实现 “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示范区交通不仅是交通系统内部的

融合，更应体现交通与城市、交通与区域发展的融合。本文所理解的 “生态绿色一体化”是基于区域本

底特征、城乡发展阶段以及互联互通实际需求提出的交通协同发展模式。

为了实现规划发展目标，需要在一体化交通的设施建设、服务组织和运行机制等方面有所突破，其

难点在于如何在政府、市场、民众等不同层面取得行动共识、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示范效果。本文结合相

关经验，提出将交通与环境、交通与旅游、交通与创新产业有机融合，探索区域交通可持续发展途径、

激发区域自身发展动力，为生态绿色一体化相关政策和规划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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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的形势及对策浅析

陈　旭

!"#$

新时代面临着交通强国、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等国家层面要求，面临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

等区域发展要求，面临着大数据等技术发展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做好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

此，本文解读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并从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构建、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综合交通网络布

局规划、综合交通通道布局规划、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布局规划、单个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综合运输服务及体制机制一体

化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

新时代；城市群；综合交通；发展对策

)*+,-. ＴＵ９８４．１９１　　　　　/0123. Ａ

０ 引言

２０１４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明确提出 “以城市群为

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２０１９年，国家发改委印发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

圈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其中，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是城市群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

是可持续综合交通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据。

在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方面，国家层面于２０１３年开展了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海峡西岸、

江淮等五大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相对于既有的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新时代面临着新形势和新变化：

一是交通强国、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等国家发展要求，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京

津冀协同发展、成渝双城记、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战略要求，三是大数

据等技术层面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做好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文在解读新时代综合交通规划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并从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构建、城

市群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综合交通网络布局规划、通道布局规划、枢纽体系布局规划、单个综合交

通枢纽规划、运输服务及体制机制一体化等方面提出对策。

１ 新时代面临要求

１１ 国家层面要求

１．１．１ 交通强国发展战略

２０１９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我国交通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和

总体要求，可以归纳为 “１２３４５”：“１个内涵”是建成 “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

国；“２个阶段”是２０３５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构建 “３网、２圈”，２０５０年全面建成交通强国；“３个

转变”是指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

融合发展转变，由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４个一流”是指一流设施、一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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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管理、一流服务；“５个价值取向”是指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

结合中国工程院编制的 《交通强国战略研究》［１］，对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提出如下要求：（１）网络

化布局。依据城镇化总体格局构建综合立体交通骨干网，并结合各交通方式技术经济特性构建分方式交

通网，以及 “分层、分类”综合交通枢纽体系。（２）一体化融合。破除各交通方式独立发展的局面，推

进各种交通方式一体化发展，推进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旅客联程运输、货物多式联运等。破除区域发展

壁垒，打造 “轨道上的城市群”、机场群、港口群等。（３）高质量发展。推进运输服务建设，构建高质

量的运输服务体系。（４）现代化治理。深化交通行业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壁垒。

１．１．２ 新型城镇化

２１世纪初期，我国的发展形态为 “东部率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２０１０年以来，国

家层面相继印发了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２０１０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２０１４年）、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２０１８年）、《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９年）等相关规划，不断增强城市群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此外，国家层面陆续将京津冀协同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成渝双城记、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上升为

国家战略，进一步巩固部分城市群的战略地位，逐步构建了我国 “两大流域 （长江、黄河）、四大城市群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板块 （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的发展格局。

在此背景下，对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提出如下要求：（１）对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实行分类研究。基

于城市群的经济、人口、交通发生吸引量等将城市群分为 “极”、“群”、“组团”等不同的等级。如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国家战略区域可以定义为 “极”；如长江中游 （武汉、长沙、南昌）、山东

半岛 （济南、青岛）、海峡西岸 （福州、厦门）等包括多个中心城市的可以定义为 “群”；如黔中、滇

中、山西中部等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城组成的可以定位为 “组团”。（２）城市群对外交通规划应改变不同

方向 “均质化”的局面，应结合连接对象、客运需求等构建 “轴”、“廊”、“通道”等不同层级的通道。

（３）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应当进一步支撑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及城市群空间格局的形成。

１．１．３ 国土空间规划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大提出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２０１９年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 “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对所有国土

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管制”。２０１９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提出 “明确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重点，强化对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在此背景下，对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提出如下要求：（１）在地位方面，综合交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内容，应当支撑和约束空间使用、优化空间结构、协调空间组织。（２）应当支持城

市群打造有竞争力的枢纽，提升交通门户功能，完善门户枢纽的全域辐射能力和服务水平。（３）应当构建

与空间组织、功能联系相匹配的、绿色高效的交通体系，强化城市群空间组织与公共交通走廊的耦合协

同，发挥多层次轨道交通支撑与引导城市群空间组织功能。（４）应当建立跨空间区域的协调、协同体制与

机制，提升城市群内部重要城市空间的交通联系效率，满足全要素空间交通联系和发展效率的要求［２４］。

１２ 区域层面要求

在区域发展方面，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先后上升为国家战

略。为支撑国家战略实施，国家层面印发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考虑到部分战略区域的发展纲要尚未印发，对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等进行对比分析 （表１）。总体来看，不同区域的发展战略不尽相同，需结合城市群发

展定位确定相应的综合交通发展战略。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共同点：如推进轨道交通体系、公路网、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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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港口群等建设。

表１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发展对比分析

京津冀 长三角 粤港澳

发展目标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粤港澳融合发展

发展定位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一极三区一高地 　四区一圈一群

空间结构 　北京、天津双中心 　一核五圈四带 　三极三轴

综合

交通体系

　建设高效密集轨道交通网

　完善便捷顺畅公路交通网

　加快构建现代化的津冀港口群

　打造国际一流的航空枢纽

　大力发展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

　提升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

　提升区域一体化运输服务水平

　发展安全绿色可持续交通

　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

　提升省际公路通达能力

　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

　协同推进港口航道建设

　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

际竞争力

　建设世界级机场群

　畅通对外综合运输

通道

　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

网络

　提升客货运输服务

水平

１３ 技术发展要求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推动大数据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

合”、“构建综合交通大数据中心体系”等。传统的综合交通规划较少采用大数据的手段，导致数据资源

挖掘深度不够、数据关联性差、对综合交通的特征把握不全面等问题。目前，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居

民出行调查、手机信令数据、运营数据等已经有一定积累，有必要将大数据用于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

（表２）
［５，６］。

表２　大数据在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中的应用

分析内容 简要说明 数据来源

社会经

济宏观

分析

人口分析
　人口结构、人口发展趋势、分区域分层次

横向对比
　历年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数据等

经济分析
　三产结构、宏观经济分析、分区域分层次

横向对比
　历年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数据

产业分析 　产业分布、经济联系、产业趋势分析 　工商企业数据

城镇体

系解读

城市群收缩与扩张 　用地变化 （城市扩张与收缩）、用地分布 　灯光及遥感数据、城市用地数据

城市群功能分区 　ｐｏｉ商圈、医疗分布等 　ＰＯＩ数据、城市用地数据

城市群人口时空分布 　职住分析、人口分布、人口画像 　手机信令数据

综合交

通解析

综合交通宏

观趋势分析
　运营指标、建设里程、宏观趋势分析 　历年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居民出行特征分析
　出行距离、出行时耗、出行方式、出

行ＯＤ
　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手机信令数据

交通需求分析
　全方式出行ＯＤ、客流廊道识别、通勤圈

划分、通勤特征

　手机信令数据、轨道交通运营数

据、各运输方式运营数据

交通枢纽分析 　枢纽服务范围、枢纽客运总量及出行特征 　枢纽站点运营数据、手机信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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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析内容 简要说明 数据来源

业务数

据挖掘

铁路运营数据分析
　区段客货流密度、铁路站间ＯＤ、车站发

送量、设计速度、行车对数、能力利用率等
　铁路运营数据

轨道交通运

营数据分析

　运营数据横纵向对比、ＯＤ的时空分布

特点

　轨道交通运营数据 （运营指标、通

过国内公众号搜集、轨道交通运营统

计数据等）

航空数据、

水运数据等
…… ……

２ 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对策

基于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及技术发展方面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从综合交

通大数据平台构建、运输需求预测、网络布局规划、通道布局规划、枢纽体系布局规划、单个综合交通

枢纽布局规划、运输服务及体制机制一体化等方面提出对策［７，８］。

２１ 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构建

响应交通强国建设要求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要求，应当积极构建城市群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平

台由数据采集层、应用支撑层、综合应用层构成，数据采集层实现城市群范围内手机信令数据、交通运

营数据、统计年鉴数据等汇集，应用支撑层实现数据解析和整合，综合应用层实现数据分析、方案评估

和成果展示 （图１），为后续基于大数据的运输需求预测、规划方案展示及评估等提供有力支撑。

图１　城市群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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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

在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方面，从运输需求特征分析、运输需求影响因素分析、运输需求预测等方

面提出对策。

（１）运输需求特征分析。进一步树立综合交通的理念，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手段进行运输需求预测。

除社会经济、城镇体系等数据外，客货运方面，应当融合民航、公路、铁路、水运等方面的数据 （国家

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从统计看民航、中国高速公路运输量统计调查分析报告、中国交通运输、

铁路统计资料汇编等），研究城市群运输需求总量、分方式、分区域、分通道的运输需求特征。

（２）运输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及产业结构、人口总量及人口结构、城镇

化及国土空间、大宗货物运输、对外贸易发展等对交通需求产生的影响，并对新时代区域交通运输需求

发展趋势进行研判。新时代运输需求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将与之前有一定的不同：社会经济方面，我国

经济总量的增长趋势将逐步放缓，由当前的６．０％左右下降到２０３５年的４．５％左右；人口总量将在

２０３０年左右达到顶峰；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由５０．２％上升到６４．０％左右；城镇化率将由

６０％上升到２０３５年的７０％左右；大宗货物运输将在２０３５年左右达到顶峰；对外贸易将呈现迅速增长

的趋势等。上述影响因素将对客货运输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９］。

（３）基于大数据的运输需求预测模型。在基于大数据分析运输需求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运输

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应当建立基于大数据的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模型，确定区域综合交通客货需求总

量、区域客货空间分布特性、通道客货需求特征 （总量、时间、距离、出行结构等）。

２３ 综合交通网络布局规划

在综合交通网络布局规划方面，从综合交通网络规模、综合交通网络布局两个方面提出对策。

（１）综合交通网络规模的合理确定。目前，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已经实现了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瓶颈制约”到２０世纪末的 “初步缓解”，再到目前的 “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阶段跨越。为

此，《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在此背

景下，应当全面利用需求预测法、类比策划法、目标导向法、能力利用率法、连通度法等方法确定综合

交通网络的合理规模，一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既能保持稳健的可持续的投资，又能适度起到 “压

舱石”的作用；二是满足运输需求；三是保持合理的能力利用率，避免资源浪费。

（２）综合交通网络布局规划。结合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应当根据国土空间开发布

局，以国家城市群规划为主要依据，结合城镇、产业、人口及未来交通需求空间分布，进行节点重要度

聚类分析，将研究城市群内城市进行层次划分。在层次划分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交通网络规划布局，构

建城市群综合立体交通网骨架。在网络布局规划方面，可以借鉴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相关经验。

２４ 综合交通通道布局规划

在综合交通通道布局规划方面，从各交通方式技术经济特性、通道布局规划两个方面提出对策。

（１）各交通方式技术经济特性分析。相对于传统的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新时代综合交通规划表现

出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除铁路 （分普速、高速）、公路、水运、航空等交

通方式外，根据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将进一步研究６００ｋｍ／ｈ的高速磁浮、４００ｋｍ／ｈ的高速铁路，需

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交通方式技术经济特性分析。二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对舒适度、出行时间的要求

不断提升，对价格费用等敏感度逐渐降低。

（２）综合交通通道规划布局规划。结合交通强国、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综合交通通道布局规划应

当注重两点：一是树立综合交通的理念，在运输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种交通方式的比较优势和协

同作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二是树立土地集约使用的理念，合理布置通道内多条线路，实现

“通道集约、线位优化、资源共享”。在通道布局规划方面，可以借鉴东京都市圈的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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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布局规划

在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布局规划方面，从城市群范围内枢纽城市、机场群、港口群等方面提出对策。

（１）细化枢纽城市划分。在 “十三五”等综合交通规划中，将枢纽城市分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相对于此，新时代新型城镇化更加突出 “分层、分类”。

为此，可将枢纽城市在上述三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分，根据枢纽城市等级进行相应的资源配置。

（２）机场群／港口群布局规划。相对于传统的综合交通规划，在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

下，更加注重跨区域的协同规划，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一体协同的机场群和港口群。机场群方

面，可以借鉴东京机场群 （羽田、成田）、巴黎机场群 （戴高乐、奥利）、伦敦机场群 （希斯罗、盖特维

克、斯坦斯特德）等相关经验；港口群方面，可以借鉴日本港口群 （东京港、横滨港、千叶港、川崎

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欧洲港口群 （荷兰阿姆斯特丹港、鹿特丹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德国汉

堡港等）相关经验。

２６ 单个综合交通枢纽布局规划

在单个综合交通枢纽布局规划方面，紧密围绕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的 “一体化”进行规

划：（１）交通与用地一体化。重视综合交通枢纽土地开发，实现产城融合、站城一体；（２）集疏运一体

化。完善综合交通枢纽对外各种交通方式的配置，打通 “最后一公里”；（３）换乘衔接一体化。强化枢

纽内各交通场站之间的联通，实现枢纽衔接一体、运转高效。单个综合交通枢纽规划方面，可以借鉴巴

黎北站、柏林站、新宿站等相关经验。

２７ 综合运输服务及体制机制一体化

在综合运输服务方面，分客运、货运提出相应的对策。客运层面，以 “出行全程”为导向，重视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 （过轨运输等）、运输组织协同优化 （时刻表协同等）、联程运输及售检票一体化、安检

互信等；货运方面，以 “全供应链”为导向，关注中欧中亚班列、泛亚货运班列，以及海铁联运、驼背

运输、空铁联运等多式联运模式。

在体制机制方面，针对我国当前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等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应当借鉴美国大

都会区区域协调机制、欧盟协调机制、日本多轨道交通主体协调机制等相关经验，为我国体制机制改革

提出相应的对策。

３ 结束语

新时代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是城市群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是可持续发展综合交通体系构

建的重要依据。本文系统分析了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面临的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以及新技术层面的新形

势和新要求，提出新时代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的相关对策：积极构建城市群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实现

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方案支撑及评估等功能。运输需求预测方面，应当树立综合交通理念，研判新时

代运输需求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利用大数据分析运输需求特征并进行需求预测。网络布局规划方面，

应遵循 “交通基础设施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的原则，合理确定网络规模，并以城市群

规划为依据，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进行层次划分，构建综合交通网络骨架。通道布局规划方面，应考虑

新时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 （高速磁浮、４００ｋｍ／ｈ高铁等），发挥比较优势和协同优势进行通道规划，

并以土地集约使用为原则进行合理布置。枢纽体系布局规划方面，细化枢纽城市划分，注重跨区域的协

同规划，形成分工明确、一体协同的机场群、港口群。单个综合交通枢纽规划方面，以 “一体化”为导

向，注重交通与用地一体化、集疏运一体化、换乘衔接一体化。运输服务及体制机制方面，客运注重

“出行全程”，货运注重 “全供应链”，完善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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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城市交通与国土空间规划协同编制路径的思考

———以长沙黄兴片区为例

张翼军　张平升　李晓庆

!"#$

在国家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各大城市正在编制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同步编制重点专项规划或专项

规划纲要，综合交通作为城市引领性专项规划，往往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编制，这一做法在本轮规划改革中得到充

分体现。但是对于城市中的各个片区，国土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编制改革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城市尚未编制此

类规划，相关规划编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待深入挖掘。因此，本文探索了片区级国土空间规划与综合交通规划协同编

制的理论方法，提出从战略协同、空间协同、方案协同多规合一的规划路径，并以长沙黄兴片区为例进行分析，为各城

市片区级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协同编制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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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交通规划；协同编制；规划路径

０ 前言

２０１９年５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１］，我国空间规

划体系 “四梁八柱”架构，即五级三类四体系已基本明晰，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已进入关键期。自然资源

部提出２０１９年完成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２０２０年底完成市、县、镇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形

成完整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全国大中小城市基本都启动了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而特大城市如北

京、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均已编制完成，正在协同国土规划的统筹工作，其他城市如深圳、广州、重庆、

武汉、郑州、长沙等省会及以上城市正处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关键时期，中小地市或区、县在 《意

见》出台后基本都启动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据统计，在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省会

及以上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一般与综合交通规划同步编制，如广州、成都、郑州、武汉、杭州、长沙等

１７个省会城市均同步编制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未同步编制的城市也编制了重点专项规划纲要。

受限行政体制机制和重视程度不足，传统的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国土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编制

一般存在较大的时间差，导致多规合一、协同编制往往停留在纸面上，规划意图真正往下传导时会出现

各种难以落实的多头管理、规划重叠、方案冲突等问题。过去二十年，真正实现多规协同编制的成功案

例并不多，武汉市是实现多规协同编制的样本，该市１９８８年就实现了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合署办公，

“城规”、“土规”实现了 “两规合一”，在２０１５年按照 “两规合一、三规同步、多规融合”的思路，开

展了 “城规”、“土规”、“综交规”同步编制工作［２］，这些尝试为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提升了改革效率和效果。从改革难度看，本轮规划要实现真正的 “多规合一”仍需做大量的工作，而片

区层面的多规是否协同将决定整个城市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是否成功。

从协同编制、“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思路出发［３］，将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素落实

到片区，这体现了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核心价值。从全国来看，城市层面国土空间规划已全面铺开，但

片区层面国土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协同编制的城市凤毛麟角。片区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城市的下位规

划，同时又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上位规划，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而片区层面的专项规划又是最终落

实国土空间规划理念的关键抓手。上述背景为探索片区国土空间规划与综合交通规划协同编制路径提供

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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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协同编制的规划路径

１１ 战略协同编制

《雅典宪章》提出城市需解决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４大功能，交通在城市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交通规划作为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专项规划也是大势所趋，有学者提出将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定位应

由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升为重要约束条件［４］的论点。城市总体规划期限一般为１０～２０年，

本次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主要面向２０３５年，远景考虑到２０５０年，期限长达２０～３５年，长期限对国土

空间规划改革战略要求更高，加之本次规划改革国土空间控制约束条件的限制，两者叠加大幅提高了

本次规划改革的难度。综合交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同步编制增加了协调的难度，但有利于远景多规

协同与落地。空间规划与综合交通规划同步编制的核心难点之一是，交通战略应全面支撑国土空间规

划，在编制过程中，充分理解片区空间规划的战略意图，通过提出一系列定性的战略目标和定量的交

通指标，向上反馈至城市、向下反馈至片区，通过多轮修正，能实现交通战略与片区发展战略良好

衔接。

１２ 空间协同编制

不同部门根据职责开展规划工作并形成多种空间类规划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利器，问题症结并

不在多，而是这些空间类规划之间互不协调，城市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也不例外。对于片区层面的规

划，过去由于规划职能部门分割、交叉重叠现象严重，加之地方权力频繁、随意修改规划，结果影响了

空间治理效率与发展质量［５］。城市交通首当其冲，规划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施性难以跟上城市快速机

动化发展要求，城市交通发展形势日益严峻。因此，本次规划改革先从机构改革开始，明确各级政府、

各级职能部门的事权，并同时改革城市国土空间规划，这对综合交通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编制是利好

政策。

城市交通规划是拉开和支撑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这一作用同样适用于片区。在编制片区国土

空间规划时，应高度重视片区空间结构与轨道、高快速路重大骨干交通设施相互协调。如武汉、长沙等

大城市在应对快速城镇化和机动化双重压力时，均是依托轨道交通优化城市空间，促进城市与交通和谐

共赢［６］，郑州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加强了城市空间发展轴线，促进形成城市多中心发展结构［７］，骨干道

路有力的支撑了湖南湘江新区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８］。因此，协同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

规划，发挥各自专业所长，真正实现重大交通设施塑造城市空间结构的功能，同时，城市空间结构又促

使骨干交通效率达到最优。

１３ 方案协同编制

２０１９年７月５日国土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组织召开 “国土空间规划重点问题研讨会”，庄少勤总

规划师在会议小结时指出：在国土上有具体的禀赋 （地方性的自然和人文禀赋）、活动 （人的生产和生

活活动）、权益，而不是抽象的尺度、区位、边界所限定的 “空间”；“国土”赋予 “空间”以具体的内

涵，“国土空间规划”强调是在具体的空间中而不是在抽象空间中做规划，这样规划才有价值。根据这

个说法，将 “空间规划”改称 “国土空间规划”是有特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说明 “国土空间规

划”是关于 “国土空间”的 “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专题，在规划方案编

制上需与国土空间规划方案协同编制，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方案也是在具体的空间上进行布局，是充分协

调国土规划、城市规划的交通规划方案，最终的规划方案能指导城市２０～３０年的规划建设，真正做到

“确保规划能用、管用、好用”。

纵横向多规方案协同才能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防止规划朝令夕改、规划失控的现象。片区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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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方案，从纵向层面分析，一是片区要与城市层面进行协调，确保市级

重大交通项目能纳入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同时还要能充分落实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传导意图。二是要重

点考虑下层次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要求，规划方案能真正指导控规编制。从横向层面分析，片区城市

综合交通规划方案要与片区国土空间规划方案协调，包括与 “三区三线”的协调，精确计算规划方案占

用多少基本农田、生态用地，并反馈至片区国土空间规划，通过多轮规划方案优化，最终要解决城市综

合交通规划方案能落地、方案与三区三线不冲突、规划方案占用基本农田在全市能平衡。

２ 长沙黄兴片区示例分析

２１ 交通与国土空间规划协同编制示范片区

黄兴片区的区位和战略优势明显。黄兴片区位于长沙市东部地区，东临黄花机场，西接长沙南站，

南依浏阳河，北靠星沙片区，范围约１５７ｋｍ２，具有三湘门户之首的区位优势。在本次长沙市国土空间

规划初步方案中，黄兴片区被定位为城市副中心，未来以发展高端会展、会议、汽车等产业为主，是城

市副中心、临空经济区、国际会展、会议中心、国际交流区多个战略叠加区，具有战略高地的优势。城

市建设、人口集聚、交通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具有增量发展的优势，是湖南省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在

上述优势下，借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同步编制的契机，同步开展黄兴片区国土空间规

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编制工作，作为长沙市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和多规协同编制的示范片区，向全市、

全省推广，这将有利于黄兴片区的长远发展。

２２ 交通与国土空间规划协同编制

２．２．１　协同编制简述

２．２．１．１　国土空间规划简述

黄兴片区国土空间规划形成目标—战略—策略—行动传导路径和方案。提出打造湖南省国际交流窗

口，长沙市外向经济引擎，浏阳河畔生态示范区的目标。提出功能提升、交通枢纽、品质优化和乡村振

图１　黄兴片区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规划示意图

兴４大发展战略，即能发挥 “高铁＋空港”枢纽，会展优势，提升产业能级；优化片区产业布局，促进

产城融合和城乡融合；提振服务业，打造会展高端服务和国际交流区＋临空制造服务区；升级制造业，

打造临空智能制造区；完善物流业，打造智能临空物流＋现代商贸物流两大物流产业园集群；大力发展

农业观光、生态休闲、文化旅游。高快速路＋公共交通 “双网融合”提升区域辐射能力，客运枢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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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枢纽 “节点优化”提升进出转换效率。保护生态资源，建设绿色生态新区，构建 “一廊两面三心五

区”总体风貌格局和 “两心一带多廊”的开敞空间体系。高标准建设公服设施，引导国际交流、生产服

务、综合服务等省市级重大公共设施布局，打造１５分钟生活圈，实现公共服务设施覆盖均等化。划定

村庄 “三生”空间，保护山林和耕地；梳理产业现状，构建 “三产”融合的村庄产业体系；促进城乡设

施均等化，提升村庄人居环境；结合村庄特色，提升村庄风貌。在战略引领下，重构片区空间结构，明

确５６ｋｍ２建设用地规模底线和各个组团的用地规模。从业态活化、交通优化、设施完善、环境整治４个

方面提出近期行动计划。

２．２．１．２　综合交通规划简述

黄兴片区综合交通规划从精准识别其优势和交通问题出发，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战略诉求，多维度打

造城市综合交通体系。黄兴片区三大核心优势是门户优势、战略高地和增量发展。但现状交通问题也非

常突出，现状仍属于城乡结合部地带，发展低端物流产业；区内缺乏黄花机场—长沙南站快速通道和轨

道，重点区域至长沙南站、黄花机场时效性不高，整体的交通体系与城市副中心定位不匹配；片区轨

道、骨干道路辐射弱、“断头路”多，片区受自然和人工屏障阻隔影响较大，给综合交通发展带来较大

挑战；现状出行环境较差，居民出行不便，交通品质不高，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如停车、慢行道规模

不足。

片区构建了高效畅达、多向辐射、内外通达、品质低碳、城乡衔接、近远有序的综合交通体系，强

化片区与两大枢纽的快速衔接，实现片区任一区域至两大枢纽１５ｍｉｎ可达；形成以轨道、中运为主的

大中运公共交通快速衔接体系；打造支撑城市副中心和 “一带、三城、四轴、一基地”空间结构的放射

状对外交通格局；形成多向辐射的大中运量公共交通体系，构建衔接城区、辐射星沙、浏阳、株洲的放

射状骨干道路体系；规划形成跨组团的网络化交通体系；打造与城市副中心高度匹配的多层次高品质交

通体系，注重ＴＯＤ开发和改善交通环境；构建联系区域、衔接城乡、串联村镇的公路网体系，支撑北

城南乡发展。

图２　 黄兴片区道路网和轨道网规划示意图

２．２．２ 协同编制核心要点

２．２．２．１　战略协同要点

交通目标和指标强力支撑了国土空间规划目标和交通战略。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是要将黄兴片区打

造为湖南省的名片，并将交通拔高至提升片区能级和引领片区发展的４大战略之一。综合交通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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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围绕片区的发展目标和交通战略，重点从怎么利用好已有的黄花机场和长沙南站两大枢纽出发，提

出６个方面的交通发展目标，并将目标进行指标化，如片区任一区域至黄花机场１５ｍｉｎ可达、３０ｍｉｎ到

达长株潭主城区、内部１０ｍｉｎ出行圈、公交机动化分担率打到７０％等具体的指标，最终通过方案反馈

至交通战略。

２．２．２．２　空间协同要点

通过重大骨干交通设施重构黄兴片区空间结构。国土空间规划提出 “一带、三城、四轴、一基地”

组团式发展空间格局，在综合交通规划中重点考虑骨干道路、轨道交通对片区空间结构的支撑，以轨道

快线支撑城乡综合发展轴，以骨干道路、中小运量、乡村公路支撑北城南乡组团发展。组团内部强调以

轨道站点支撑用地综合开发，充分结合用地布局设置轨道站点。空间上，从点、线、面全方位确保交通

能有力的支撑黄兴城市空间重构。

２．２．２．３　方案协同要点

体现交通规划方案的专业性，以及方案与城市规划、国土之间的协调性。片区交通规划从对外交

通、道路、轨道、公交、慢行、停车、货运、用地协调等多个方面制定规划方案。一方面，体现交通规

划本身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以交通问题分析为基础，以规划目标为导向，通过大数据、交通模型定量分

析，制定各专项规划方案。另一方面，充分吸收国土空间规划传导的要素，比如明确轨道、道路等方案

调整占用的基本农田，并反馈至国土空间规划，使５６ｋｍ２建设用地面积经得推敲。

３ 结语

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协同编制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如多头管理、

规划重叠、规划冲突的老问题需要协调，此外，与以往传统的规划相比，本次规划改革增加了 “国土”

关键要素，基本农田、生态保护使规划的工作量、协调难度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对于片区层面，既要对

接市、县层面的上位规划，体现上位意图，又要关注下层次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体现方案落地。但这个

“阵痛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经过程。探索片区国土空间规划、交通规划协同编制路径只是小试牛

刀，要真正做到多规协同、一张蓝图干到底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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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２０１９０５／２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３９４１８７．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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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下的道路空间规划策略

邹依彤

!"#$

一座对儿童友好的城市，也将会对所有人友好。道路空间作为城市建设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其规划

设计多倾向于长距离的机动车交通，而忽视了最基础的步行交通。通过分析国外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的道路规划政策，再

结合儿童的心理及行为发展特征，在安全性、可达性、舒适性、多功能性四方面总结出具体的道路空间规划策略，以期

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添砖加瓦，找到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方案。

!%&'$

儿童友好型城市；道路空间；规划策略

０ 背景

全球发展日趋城市化，然而大量的人口涌进城市后，却得不到应有的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不但影响

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进一步加剧城市的负担。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教育资源，这原本是城市吸

引人们拖家带口到城市发展的优势。然而城市的快速扩张却导致建成环境的碎片化，城市形态扩散，资

源无法系统地集中起来。事实上，让儿童生活在一个健康、安全及自身发展都无法得到有效保证的地

方，这与那些携带儿童到城市发展家庭的初衷背道而驰。

童年是儿童融入城市生活并享受城市便利的关键时期，每个人都会经历童年的阶段，童年时期接触

到的环境，将会塑造一个人一生的品格。儿童的心理和生理都不如成年人成熟，是毋庸置疑的弱势群

体。但如果一个城市建设和规划可以尊重并重视儿童群体的需要，那么这个城市对每一个人都是友好

的。尊重儿童的需求，其实就是在尊重城市中每一个人的需求。

目前国内的交通规划和道路系统是以长距离的机动车为主，对最基础的步行道路设置缺少重视和规

划。［１］尤其对于不会开车的儿童来说，步行是他们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出行方式。倘若步行的安全性及

便利性得不到保障，便只能被动地呆在家里，无法自主地参与到城市生活中，或者是通过其父母或监护

人的护送才能有限度地参与城市生活，这无疑会加大家庭抚育儿童的成本。无论以上哪种情况，都不利

于儿童主动且自由在地享受城市生活。而塑造适合儿童步行的道路空间，实际上也能兼顾老人、残疾人

等弱势群体的出行需求，有利于共建和谐美好的城市生活。

１ 研究综述

儿童友好型城市旨在让城市适宜所有人居住，特别是让城市成为一个适合儿童成长的地方。“城市

规划应当优先考虑儿童所需的有关概念、依据以及技术策略，创造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让儿童生活

在健康、安全、包容、绿色和繁荣的社区中。”［２］儿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建设宜居的儿童友好型

城市，将会使得所有的群体受益。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逐渐开展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在德国科隆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办的２０１９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峰会上，深圳市的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经验

受到了广泛赞扬。其 “从一米的高度看城市”的理念已经融入这个城市的治理体系，有望为中国展现

“深圳样本”。［３］国内其余有关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研究多着重于街道［４］、开放空间［５，６］，理论上的研究

则有关于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规划策略［７］、控规技术［８］和评估体系框架等［９］。前者通过分析相关案例

得出建设意见，或者则是分析儿童与城市的关系等得出理论成果。国内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相关建设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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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起步阶级，而国外已经有较成熟的建设经验和效果显著的建设成果。如英国伦敦的 “步行巴士”为

步行上学儿童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丹佛在全市校园实施 “见学地景”，为儿童提供充满活力的活动空间；

德国慕尼黑则在机场的户外空间设立了儿童游乐园，可以进行观看飞机升降、饱览机场景色等活动。［１０］

以上种种建设均只是在城市局部进行规划建设，暂没有整个城市全方位均达到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要求，

这也说明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方面。而街道作为城市建设最基础的部分，受到的关

注最多，国外与此相关的成功案例也值得借鉴。

荷兰的代尔夫特市自２００４年起便在该市的霍夫多普社区进行一系列的道路改造。首先，调整该社

区的道路层级，将机动车降速至２０ｋｍ／ｈ以下，保证儿童的道路安全。其次，减少原社区内机动车道的

数量，仅保留一条东南侧的人行步道和Ｌ形的独立自行车道。改造后可使街区内的步行道可以便捷到

达住宅楼与儿童活动场所地等目的地。这不仅促进儿童的独自出行意愿，还保证了儿童在该街区内的自

由活动的安全性。代尔夫特市设立了 “儿童安全计划”（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ａｆｅｒｉｎＤｅｌｆｔ），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

项措施则是能实现上述目的 “儿童出行路径”。在保证儿童出行安全的前提下，根据儿童的意愿，通过

设计好的儿童出行路径将儿童常去的目的地串联起来，形成出行路线网。

代尔夫特市的福德斯伦 （Ｖｏｏｒｄｉｊｋｓｈｏｏｒｎ）街区最先建立了 “儿童出行路径”。该项目引进儿童

参与，得到其行为特征，再加上后续的研究，规划出最为贴近儿童需求的步行空间。落实到具体则

是在选定的路线上，通过特殊的地砖标识出行走路线；斑马线前后留出２ｍ的减速带并配上警示牌，

用以提醒过路司机注意查看和避让儿童；缩短个别道路的宽度以减少穿行马路的距离；在街区的北

侧道路还设有与独立自行车道分离的人行步道。在规划路径与活动场所的附近还设置了 “街道眼”，

保证了面对主要道路和活动场地的建筑有开阔的视线，以便于邻里之间的互相照看，保证儿童的安

全的问题。

在对一个街区的儿童友好度［１１］评价中，最重要的一项标准则是，儿童能否在街道上自由地行动以

及能否使用道路的全部宽度。现实生活中，儿童利用率最高的道路则是自家门前的道路，其不仅承担通

行的功能，同时还是儿童的活动场地和交流空间。因此，步行道路的宽度设置应尽量全部为儿童所利

用。由于现代汽车的普及，难以禁止机动车进入居住区，同时车辆持有者也有将车停在自家附近的需

求。荷兰的学者尼克德波尔 （ＮｉｃｋｄｅＢｏｅｒ）及其学生基于此现象提出了生活庭院的概念，即在不影响

行人和居民的生活情况下，允许实行限速限流的人车混合方式。同时为了方便儿童在街区内的活动，居

住区的停车位每隔大约３０ｍ便设置安全通道以便行人横过马路。
［１２］这充分考虑了生活实际，兼顾了儿童

的活动需要及成人的用车需要。

美国波特兰市的珍珠区 （Ｐｅ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ｃｔ）是历史悠久的重工业区，由于美国的经济转型而出现了

“内城衰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区域不断发展，区域内儿童数量逐渐增加，原有的基础设施和服

务设施逐渐不能满足这些有儿童家庭的需要。自２００１年起，政府发布了一系列规划
［１３］来解决社区住

房、公共设施服务、交通设施等问题。

针对儿童的交通出行安全问题，在鼓励多样化交通方式出行的同时，将儿童常去的各个目的地通过

合理的道路规划串联起来，以达到保证儿童能安全且自由地在城市中穿梭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还进行

了 “Ｓａｆｅｒｏｕｔｅｔｏｓｃｈｏｏｌ”的计划。让社会组织和家长都参与进来，为孩子的出行安全和服务把关，适

时适当地提出改进意见，从而让规划部门更加深入考虑路线的设计合理性及安全性。

街道作为儿童外出活动的必经之地，首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道路的安全问题。而对儿童的安全最大

的威胁便是道路上穿梭不断的机动车。因此，主干道只能在社区外围绕行，区域内则由两条有轨电车解

决内部交通需求，且将区域内的机动车限速至３０ｋｍ／ｈ。为了提高驾驶者的警惕性，在路边进行慢速行

驶或靠边泊车的标识，而人流频繁的地带及十字路口则设有减速带、标线等标识。地面提车位同样也考

虑到儿童的情况，只设置在人流较少的区域，并且留有足够位置给儿童观察并穿行马路。街道还有作为

聚集儿童的活动场所的功能。［１４］

综上案例分析可以得知，荷兰的代尔夫特市和美国波特兰珍珠区在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下做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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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道路改造，大多以某个街区为研究范围，规划的儿童步行出行道路往往绕不开对临近机动车道的同时

改造。通过重新规划街区内的城市主要道路行驶路径，使有需要的大部分车辆主要在街区外围行驶，在

街区内多采取步行或是低速车辆的交通策略，在有需要的位置如人行横道或十字路口配上警示牌等标

识，有效保证儿童在街区内穿行的安全性。在城市内部、街区外部，则采用将儿童步行路径与日常活动

目的地串联起来的交通策略，保证了道路的完整性，进一步激发儿童自主自立地外出交流、活动的意

愿。另外，在儿童活动道路上铺设特殊的地砖、丰富沿街建筑的功能则是增加了道路空间的趣味性。这

些规划策略充分考虑到了儿童出行的意愿与习惯，因此实施后才能得到良好的效果。下文将通过分析儿

童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得出适于儿童使用的道路规划要点，并给出相关的规划措施，以期建设适合儿童

甚至是大部分人的城市道路空间。

２ 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下的街道空间规划策略

２１ 儿童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儿童在各个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心理特点。根据心理学的划分方法，儿童的心理分为几个阶段：

乳儿期 （０～１岁）、幼儿期 （１～３岁）、学前期 （３～６岁）、学龄前期 （６～１１岁）、少年期 （１１～１４

岁）、青年初期 （１４～１８岁）。（表１）儿童的心理从最初对外界的无意识的感知，逐渐有意识地接受周

边事物，直至对周边事物具有独立自主的想法。受到其心理变化的影响，儿童也从乳儿期时的无法生活

自理逐渐过渡到青年初期能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活动。这些都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时

期，根据各阶段儿童的心理及行为特点相应地规划合适的街道空间，以便于他们在各个年龄段都能很好

地融入城市生活。［１１］

表１　儿童心理及行为发展特征 （来源：根据文献 ［１５］整理）

年龄阶段 心理特征 行为发展特征

乳儿期 （０～１岁） 　无自主意识，处于环境适应期 　初步感知外物

幼儿期 （１～３岁）
　被动接受周边信息，开始模仿他人

行为
　开始学习基本生活技能，开始表达自己的情感

学前期 （３～６岁） 　开始分辨事物，有意识地进行活动 　学会与人交往，表达自己的能力

学龄前期 （６～１１岁）
　分辨事物的能力增强，对外界的好奇

心增强
　更加客观地审视问题，能理解并遵守规则

少年期 （１１～１４岁）
　形成意识形态，能独立思考问题，初

步具备分析判断能力
　开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行为能更加自律

青年期 （１４～１８岁）
　意识形态完善，能独立思考解决问

题，独立活动

　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明辨是非，主动掌握事物

发展

儿童与外界环境的关系需要辩证地去看待。儿童不是与世隔绝的群体，而是处于外界环境中，不断

地与其生活环境建立辩证关系的群体。儿童的心理发展受到遗传与环境的双重影响，直接反映到其自身

的外在表现上。［１６］根据儿童的行为发展特征，可以得知儿童的心理诉求。将这些需求和街道空间的设计

综合考虑，儿童在街道空间中的行为特征有：

同龄聚集性———由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外界的感知意识存在差异，行为偏好有所不同，往往是年

龄相仿的儿童有更为相似的爱好，更容易聚集一起进行同一类的活动。当儿童在道路上行走时，会下意

识地与非同龄人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自我沉浸性———儿童的心理处于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对外界

的感知不够全面，不能像成人似的 “一心多用”，在道路上行走时专注度高，容易自我沉浸在关注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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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从而忽视周边环境的情况，不能及时发现环境的变化及不安全因素。

道路引导性———基于道路的线性特征，儿童在道路上活动时通常是根据道路的设置方向前进或者后

退，呈现出和道路相似的线性活动轨迹。沿街行进时会受到周围商铺或自然环境的吸引而停留一段时

间，接着根据道路的引导而行进。

随意性———儿童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不仅在特定的游戏场所活动，还有可能受到街道环境的

吸引，驻足停留并进行活动。比如沿街的商店、景观区内的小品都有可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并且聚集

儿童停留此地进行活动。［１７］

儿童在各个年龄阶段具体行为不同，但是每个阶段的行为特性均来自大部分同龄人行为共性，因此

尽管各个年龄段具体行为稍有差异，但是仍然可以将其突出的、具体的共性作为参照标准。城市的道路

空间设置不能仅为某一阶段而设置，不仅为成年人的需求所设，而且还为某一年龄段的儿童所设。实质

上是提供适应大范围人群的道路空间设施服务。根据以上分析，道路基础设施规范和标准应当确保以儿

童为中心的可达性、舒适性、安全性和多功能性。

２２ 儿童的道路空间规划要点

２．２．１ 安全性

道路的首要功能便是保证其安全性，道路安全性是儿童能否在外独自行走的首要考虑问题。道路安

全问题不仅指道路本身的交通安全，更多需要考虑的是道路内部的安全问题。

健康———步行道往往毗邻机动车道设立，大量的汽车尾气、扬起的灰尘等均会影响儿童的成长健

康，因此，需在步行道与机动车道设立一定宽度的绿化隔离带，种植密实的植物类型并尽可能保持其高

度在１ｍ内，保持儿童视线的开阔度。自行车道与步行道也应设置隔离带，以免互相影响。对于设有地

面停车位的街道，则要留有足够的观察和躲避位置。

标识———大部分城市道路标识都是为成人设置的，包括标识的高度，大小以及内容。儿童视线水平

与成人不同，对文字的掌握程度也不如成人。因此，应在城市街道重要节点处设置针对儿童使用的道路

标识。标识的高度应当在儿童视线范围内，不同的标识采用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内容尽量使用图案而

非文字。考虑到儿童的体力，还可以在标识上添加目的地的距离以及时间，以供儿童参考或是对儿童进

行步行鼓励。

能见度———儿童视线范围有限，在儿童的高度范围内尽量不要设置障碍物，一是避免阻挡儿童步行

时的观察视线，二是避免儿童注意力分散时不小心撞上障碍物。

低速区———除了利用法律法规来限定车速，还可以通过对道路宽度的限制来限制车速，比如讲街角

转弯半径设计得偏小，汽车便不得不减速通过。［１８］

邻里监督———即 “街道眼”（Ｓｔｒｅｅｔｅｙｅ）。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会因为各自的频繁交往而迅速分辨

“熟面孔”与 “生面孔”，避免孩子受到外来者的侵害。街道上的商铺增加人们之间的见面与交流，商铺

主人不经意间充当了街道的 “眼”，有效地遏制了犯罪行为的发生。［１９］

图１　街道上的 “监督眼”（来源：自绘）

　　

图２　居民区的 “监督眼”（来源：自绘）

４６４



２．２．２ 可达性

道路的可达性不仅指将儿童常去的目的地通过城市道路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城市活动路网，还包

括道路使用时是否能方便无碍地到达目的地。尤其各层级的道路之间需要合理、自然的过渡与衔接。在

道路的实际使用中，往往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或者城市管理不到位，出现了与道路规划初衷相违背的

情况。这种环境下，更应该强化法律法规做出相关规定，以及敦促城市管理者公正执法。

可使用道路的全部宽度———经过测量研究，控制行人通过的最小宽度，保证街道的全部宽度可以被

儿童使用。通过严格的城市管控，避免不必要的事物占据人行道。例如，当一个城市的停车空间不足时

会占据一定的非停车道路空间来停车，从而严重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

道路铺设的完整性———年龄较小的儿童在行走间容易摔倒、受伤，嬉戏的儿童则可能随意行奔跑活

动。因此，道路的铺装应考虑使用有防滑功能的铺设材料。在产生垂直高差的地方，可以采用无障碍坡

道进行连接，或者是采用较低踏步高度的楼梯进行连接。在连续道路中，相应的铺装也应保持其完

整性。

公共交通枢纽设施———在交通枢纽地带，尽可能配备可以容纳婴儿车、轮椅进出的垂直电梯。垂直

电梯应增设适宜儿童使用的扶手，不仅扶手高度要适合儿童，而且圆杆扶手还要考虑到其粗细程度，保

证儿童是可以轻易握住的。电梯内的楼层按钮及紧急按钮也应设置在儿童可以触及的地方。

２．２．３ 舒适性

儿童在使用道路时，最能直接观察和体验道路规划是否为儿童考虑，即是儿童能否舒适地使用道路

及道路相应的配套设施。这是影响儿童对城市印象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点，而且将影响儿童对这个城市

的评价。

基础设施———孩子体力有限，可能在街道上行走或嬉戏后需要休息，街道应当设置一定数量适合孩

子的休息座椅，避免过高或过宽。在一些有条件的城市，可能会在街道上配有公共户外直饮水机，直饮

水机的高度设置可考虑儿童的身高，出水口的角度和开关也要考虑到孩子的力量。有些地方的直饮水机

不但设置得很高，而且出水开关需要大力气长压按钮才能保持出水状态，这都不利于孩子取水。公共洗

手间作为大众均需使用的基础设施，绝大部分都有设置儿童洗手池，但是对于只提供坐厕的洗手间来

说，却很少会有提供适合低龄儿童体型的坐厕，这不仅让儿童感到不便，还有可能造成跌落等危险。

遮蔽处———选择合适的树种，在天气炎热时有更多的枝叶来阻挡阳光，形成遮阴区，天气寒冷时，

清除多余的枝叶，让更多的阳光照射进街道。高大的树木还可与街道隔离带的灌木丛形成高低对比，增

添植物景观层次。同时，遮蔽处的设置要合理，避免阻挡儿童行走的方向与视线。

停靠站的空间———街道上的公共交通如公交车的停靠站往往和街道结合起来，甚至会侵占道路面

积，不仅会中断儿童的步行路径，还会让儿童不得不从停靠站的空间中穿越，如果是处于公交车上下车

的时间点，儿童则极容易与人流发生碰撞，造成安全事故。故停靠站的设置一定要和步行街道分隔开

来，避免侵占步行空间，并且需要对步行者进行路线指导。

２．２．４ 多功能性

城市的街道是城市意象中最为重要的元素。［２０］一个城市的街道如果充满了趣味性，观察城市的人们

也会觉得这个城市充满了趣味性。街道的趣味性并不仅指只关注自身的形态，还包括与街道共存的沿街

建筑和设施。这些共同构成了社会街景，反应出城市的设计理念。

沿街建筑空间———有相关研究表明，街道高宽之比为１∶１时，行人感到最舒适。
［２１］在街道空间有

限时，应合理控制沿街建筑的高度。在街道空间过窄的地方，可以将底层沿街建筑进行适当的退让，形

成沿街建筑与街道的灰空间。为了减少儿童的紧张感，沿街商铺应尽可能采用开放式，同时在儿童聚集

的路段，尽量使用活泼、明亮的色彩来装饰沿街商铺的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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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底层建筑退让 （来源：自绘）

公共照明设施———儿童需要充足的光线来进行活

动。白天时，注意街道的绿植、商家的招牌不要阻挡阳

光及儿童视线。夜晚时，街道则要有足够的照明环境。

尤其在人行道和十字路口更要保证光线充足。光线的颜

色及亮度要经过合适的调试，易于看清路况且不至于

刺眼。

艺术性———对普通人来说，艺术似乎是门槛很高的

东西。其实不然，让儿童从小接触艺术，培养对美的感

觉，长大了才会形成美学的概念。将街道的形态、沿街的立面设计得充满艺术感与趣味性，儿童耳濡目

染，自然而然产生美的评判。许多地方谈到表现儿童的艺术性，就是在沙井盖、墙面等地方画上儿童漫

画和图案等，实际效果不统一，而无论是哪种表现形式，都需要带有一定的美学逻辑，不仅是儿童可以

理解的，而且是成人也能欣赏的。

图４　艺术性墙面 （来源：自摄） 图５　艺术性街角 （来源：自摄）

３ 结论

儿童处于一个人成长期的前期，是塑造一个人的品格和心智最为重要的阶段，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

并不是在为儿童开 “绿通”，而是真正地 “以人为本”。城市的道路设计与规划作为城市规划中最基础也

是最重要的一环，把这些道路建设好，则是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打下最坚实的基础。通过分析国内外

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指导下的道路规划策略，结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在安全性、可达性、舒适

性、多功能性四方面总结出具体的道路空间规划策略，以期提高城市品质。城市道路是一个城市的镜

子，体现这个城市的理念与内涵。一个能把道路建设好的城市，其他城市设施也能建设好，一个对儿童

友好的城市，亦会对所有人都友好。

中国的城市建设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建设理念还是相关人才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至今

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仍层出不穷，仅就道路规划而言，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的城市发展远远

落后其他发达国家，乍一看似乎是很难跟上发达国家的脚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教

训，又好又快地建设城市。然而，实际城市建设过程中，受现实条件的影响，我们往往又重复了发达国

家的城市建设过程。另外，将其他国家成功的建设方法不加考虑地照搬到我国，也是一种失败的借鉴。

因此，本文在分析了国外值得借鉴的道路空间规划方法后，我们需要认真地审视国情，提取这些方法的

核心思想，通过总结这些道路规划的共性、普遍性，找到真正适合我国建设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道路

空间规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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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调整、引导

———试论生态环境容量约束条件下的道路规划

王海天

!"#$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的国家战略，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城乡规划如

何适应新形式、新要求是我们规划师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以天津市宁河区口镇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保护区内村

庄对外通道选线方案为例，论述如何在道路规划中，将生态红线、基本农田保护区界限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结合村庄

发展实际情况和周边道路交通条件，主动适应、调整、引导城乡规划，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支撑体系。

!%&'$

生态；道路规划

０ 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

的突出地位，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

好生产生活环境。”

作为新时代的城乡规划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尤其可以在 “空间结构”上下

大力量，用高质量的规划成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目前，全国很多城市正在编制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

均将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作为重要内容，提出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一

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在此背景下，相关道路规划要主动做好适应、调整、引导工作，本文以天津市宁

河区口镇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保护区内村庄对外通道选线方案为例进行阐述。

１ 规划背景

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有特殊意

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域或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

区域。

天津古海岸与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为保护由贝壳堤区域、牡蛎礁区域构成的珍稀古海岸遗迹和湿地自

然环境及其生态系统的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由１１处贝壳堤区域、１处牡蛎礁区域和七里海湿地

组成。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区域分别形成于距今约７７００～９００年间，７０００年前，是海侵海退、沧海变迁

的重要产物。主要分布在宁河、宝坻、滨海新区部分地区，总面积３４４．３８ｋｍ２，其中，核心区

４５．０２ｋｍ２，缓冲区４２．３４ｋｍ２，实验区２５７．０２ｋｍ２。

牡蛎礁区域是由大量牡蛎及其他贝类的介壳和碎片混杂以粗、细砂经由碳酸钙较高的海水或地下水

在海滩上胶结而成的礁体。在海侵海退过程中，残留的古牡蛎被海砂掩埋，逐渐形成了举世罕见的牡蛎

礁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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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海湿地具有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享有 “京津肺叶”“天然博物馆”美誉。历年监测及综合考

查结果显示，七里海湿地荟萃野生动物１６６种，其中，野大豆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１种；鸟类１９１种，

其中，东方白鹳、黑鹳、白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３种，白琵鹭、黑颈天鹅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

类３４种，是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重要驿站和栖息地。

由此可知，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区域是天津市乃至于华北地区十分稀缺的重要生态涵养地，同时生

态环境也是十分脆弱的，由于前一个阶段，一些地区缺少生态保护意识，再加上经济利益的驱动，致使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区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保护力度，相关管理

部门决定严禁在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区域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从事与自然保护无关的活动，避免破坏生态

环境。

图１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位置图

图２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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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现状图

２ 宁河区口镇兴家坨等村对外通道分析

２１ 现状村庄对外通道

宁河区口镇兴家坨、后辛庄、洛里坨、口等村位于口镇中北部，北侧为滨保高速公路、南侧

为七里海水库，与宁河新城桥北新区直线距离约１５ｋｍ。

图４　兴家坨、后辛庄、洛里坨、口村位置图

现状村庄对外通道共有３条。

通道１：南部兴芦公路，宽６～１６ｍ，连接七里海大道。

通道２：北部砖厂路，宽６ｍ，穿过岭头村 （外省范围），连接津榆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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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３：西部口支路，宽６ｍ，连接潮白河左堤路。

图５　现状村庄对外通道

图６

部分潮白河左堤路和兴芦公路位于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保护区核心区。根据相关保护要求，核心区

内的道路功能将取消。现状北侧砖厂路通道穿过河北省芦台经济开发区岭头村，两侧为村庄和学校，直

接利用现有６ｍ宽通道进行拓宽改造，不现实。故此，需要重新选线作为兴芦公路替代道路。

图７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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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口镇与周边地区及区域路网的交通需求联系

口镇常驻人口１．４５万人，主要分布在兴家坨、后辛庄、洛里坨、口等村。日均客流量１．９６万

人次。口镇居民出行比例前三位为：口镇：１１７８人次，占比３７．８％；海北镇：３８３人次，占比

１２．３％；芦台镇：３６３人次，占比１１．６％。口镇与海北镇和芦台镇交通联系为主要流向。

图８　口镇人口分布图

图９　口镇客流分布图

２３ 通过高效便捷的对外通道，融入区域发展的总格局

（１）口镇与宁河新城的联系主通道有北部的津榆公路和南部的七里海大道；

（２）砖厂路穿过河北省岭头村，无改造加宽条件，近期维持现状；

（３）兴芦公路穿过七里海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即将断交，需要在缓冲区外另选道路连接七里海

大道；

（４）建议打通一条口镇与唐山市大北镇暨芦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联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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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口镇对外通道规划图

３ 规划控制因素

３１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核心保护区

根据最新白纸的国土规划，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保护区保护范围由三区调整为两区，即核心保护区

和一般控制区，共１１９．６６ｋｍ２，其中核心保护区７５．２８ｋｍ２，一般控制区４４．３８ｋｍ２。核心保护区内除满

足国家特殊战略需求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但允许开展已有合法线性基础设施和供水等

涉及民生的基础设施的运行和维护，以及经批准采取隧道或桥梁方式 （地面或水面无修筑设施）穿越或

跨越的线性基础设施，必要的航道基础设施建设、河势控制、河道整治等活动。一般控制区内除满足国

家特殊战略需求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

有限人为活动，其中包括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

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已有的合法水利、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和维护。

图１１　基本农田规划图

３２ 基本农田保护区

耕地保护和城镇发展、人口聚集之间存在矛盾：城市化地区与优质耕地高度重合。据统计，城市扩

张所占用的大量土地一半以上都是耕地。耕地总量不足：截至２０１６年末，全国耕地面积为２０．２４亿亩，

耕地资源已经难以满足农产品供给需求。

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全国年均损失耕地

１００万亩。

天津人均耕地较少，农业耕作区主

要分布在市域中部和南部，包括宝坻、

武清、宁河、静海所在区域和蓟县除北

部山地、丘陵农业区以外的地区。宁河

区口镇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耕种条

件优良，根据国土规划划定了基本农田

保护区和基本农田整备区，本次规划选

线应严格避让已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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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外省用地

由于历史原因，河北省唐山市大北镇暨芦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宁河区界内，与口镇东、北部

接壤。

图１２　天津河北界图 （口镇段）

４ 构筑与生态环境和谐的对外道路网络

４１ 绿色道路交通规划原则

４．１．１ 促进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

天津地处京津湿地生态过渡带，连接环渤海地区滨海生态带。天津践行区域责任，建设 “华北绿

肺，共同保障京津冀生态格局。明确自然保护地范围，提出生态保护修复要求，提高生态空间系统性和

完整性。实施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保护与修复七里海湿地。保护我国的珍惜物

种与生态系统，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图１３　川连京津，湿地显风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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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道路选线遵循 “三区三线”原则

本次新选线道路严格执行 “三区三线”原则，即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和生

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核心保护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为本次选线道路不可

逾越边界。

图１４　三区三线控制图

４２ 穿越性通道严禁通过保护区核心区

潮白河左堤路为二级公路，津榆公路至七里海大道段长约１０ｋｍ，其中穿越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

核心区段长约６．８ｋｍ，根据相关保护规定，对于潮白河左堤路位于核心保护区内路段禁行机动车，改

为慢行旅游路。口支路与潮白河左堤路在相接，本次规划局部改线与潮白河左堤路在保护区核心区外

相接。

图１５　潮白河左堤路改为慢行旅游路

４３ 一般控制区内村庄道路选线

口镇兴家坨、后辛庄、洛里坨、口等村位于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其主要对外

道路兴芦路向南连接七里海大道，由于该路部分路段位于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本次规

划拟将兴芦路位于核心保护区内的路段改道至一般控制区，以满足保护区相关规定，同时也为兴家坨、

后辛庄、洛里坨、口等村规划对外连接通道。

４．３．１ 选线方案一：按总规建设口路

根据现行宁河县总体规划，口路规划为三级公路，西至淮淀路，东至滨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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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方案一位置图一 （与总体规划关系）

避开七里海保护区缓冲区、岭头村，落实总规三级公路 （口路）线位拓宽改造砖厂路，绕开岭头

村，上跨塘承高速，连接滨蓟线由兴芦路至滨蓟线长约９ｋｍ （含外省２．３ｋｍ），宽１２ｍ。穿过河北省用

地 （２．３ｋｍ）、基本农田 （５．６ｋｍ）

图１７　方案一位置图二 （与自然保护区及核心区关系）

图１８　方案一位置图三 （与基本农田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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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选线方案二：新避兴芦路 （保护区核心区段）替代道路

避开湿地保护核心区，不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进入河北省边界内约０．８ｋｍ，利用高速桥下通道，

在七里海镇任凤庄西侧连接七里海大道，由兴芦路改线起点至七里海大道段长约４．１ｋｍ，宽６ｍ。

图１９　方案二位置图一 （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关系）

图２０　方案二位置图二 （与基本农田关系）

４．３．３ 方案比选

表１　口镇兴坨村等村庄对外通道选线方案一览表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核心区 避开 避开

天津市外用地 ２．３ｋｍ ０．８ｋｍ

基本农田保护区 经过５．６ｋｍ 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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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长度 ９ｋｍ ４．１ｋｍ

宽度 １２ｍ １２ｍ

上位规划 有 无

结论：方案一与方案二均避开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核心区；方案一占压基本农田保护区５．６ｋｍ，

方案二不占压基本农田保护区，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优于方案一；方案一与方案二均需经过河北省用

地，但方案一经过距离大于方案二；为尽快解决兴芦公路断交后口镇七里海保护区内村庄对外交通出

行不便问题，建议以方案二作为推荐方案。

４４ 适时调整交通联系主通道

口镇兴家坨、后辛庄、洛里坨、口等村位于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核心保护区以北，现状最为

便捷的对外通道是兴芦路，北接砖厂路，南至七里海大道。由于国家加大了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

兴芦路经过保护区核心区段将断交，故此兴家坨等村庄向南联系受阻，联系强度将趋于弱化。

根据交通大数据分析，兴家坨等村庄向北与大北镇的交通联系是主要流向，因此本次规划拟新建一

条兴家坨等村庄与大北镇的联系道路，该路南接砖厂路，北至津榆公路 （２０５国道），作为口镇主要

的对外通道，该路长４．５ｋｍ，宽１６ｍ。其中河北省界内３．３ｋｍ，宁河界内１．２ｋｍ，２０５国道连接线不占

用基本农田。

图２１　规划将兴芦公路向北延伸至津榆公路，形成与海北镇联系的南北向通道

图２２　２０５国道连接线线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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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　２０５国道连接线不占用基本农田

４５ 生态文明语境下的道路规划

以往的道路规划一般只是注重交通功能，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少考虑。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社会新

常态，必须摒弃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实行集约式发展。笔者认为，在生态文明语境下做好道路规划，关

键是要做好平衡工作，首先要对自然环境有敬畏之心，比如自然保护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等绝不能触

碰，其次要有发展的理念，深入研究区域约束条件，交通流向、流量，用地布局，周边路网情况，针对

每一条道路的情况有针对性的采取最为适宜的措施，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道路网络的支撑体系。在保

护生态环境不受影响的同时，尽量减少对于区域交通出行的影响，适应、调整并引导区域交通的新

发展。

表２　口镇兴坨村等村庄对外通道规划一览表

项目 连接道路 约束条件 规划措施 交通联系强度 备注

潮白河左堤路
　北至津榆公路，

南至七里海大道

　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

　经过核心区段

断交
　 　景观路

兴芦路 　七里海大道

　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基 本 农 田 保

护区

　局部改线，避开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

　弱化 　

砖厂路 　津榆公路

　穿过河北省境，

两侧为村庄和学校，

拓宽改造不现实

　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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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连接道路 约束条件 规划措施 交通联系强度 备注

口支路 　潮白河左堤路
　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

　局部改线与潮白

河左堤路在核心保

护区外相接

　 　

２０５国道连接线 　津榆公路
　穿过河北省境、

基本农田

　避开基本农田保

护区
　主要流向

　新建，需协

调外省

! " # $

王海天，男，大学本科，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１０２５２４４０８０＠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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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下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

洪倩雯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外产业园区逐渐呈现由城市核心区向外围转移的趋势。产业郊区化往往伴随着

城市更新，是未来高新产业园区强化城市空间与交通空间协同建设的有利契机。本文基于传统工业园区存在的交通共性

问题与成因分析，阐述了新形势下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的必要性，以深圳市新桥东重点城市更新单元实践研究为例，

探讨了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要素及规划方法。这是对传统规划模式的反思与改进，也是城市更新背景下郊

区化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模式的探索。

!%&'$

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产业郊区化；城市更新

１ 引言

１１ 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正处于多重战略背景

高新产业园是以研究、开发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要目的，集中风险资金、人才、高科技企业于

一体的园区［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为了合理疏散城市中心区过剩人口、缓解城市边界无序蔓延等城

市问题，高新技术产业由城市中心向郊区转移［２］。产业郊区化布局成为国内外大城市促进城市空间优化

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形势下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成为激发城市活力、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有力抓手。一方面是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要求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打造区域创新示范引领高地，由政府推动的高新产业园区建设成

为集聚创新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部署。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 “四化”原则旨在推动信息

化、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的融合互动发展，城镇化的质量升级需要产业作为基础动力。

１２ 城市更新是重塑郊区化产业园区空间的有利契机

国家发改委在 《２０２０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提出，要加快推进城市更新，

通过活化利用工业遗产和发展工业旅游等方式，将 “工业绣带”改造为 “生活秀带”、双创空间、新型

产业空间和文化旅游场地。城市更新是指根据城市规划及有关规定程序，对包括旧工业区、旧住宅区、

城中村等在内的特定城市建成区进行综合整治、功能改变或者拆除重建的活动，为盘活郊区化产业园区

城市空间，挖掘用地潜力带来有利契机。以城市更新为主导的存量土地二次开发，已成为深圳新一轮城

市建设、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的重要引擎［３］。

２０１９年，深圳宝安区提出将新桥东片区作为重点城市更新项目，是深圳市历史上最大的产业旧改

地区，总用地面积２．３ｋｍ２，拆除重建面积达１．３４ｋｍ２，未来将建成以智能制造为主导产业的国家高新

区。文章将以新桥东片区为例探讨以拆除重建为主导的城市更新背景下，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的交通规

划要素，以期形成具备可复制性、可行性的产业园区交通规划机制。

２ 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的必要性

宝安新桥东片区位于城市第三圈层，具有早期郊区化工业园区的典型特征。本文以新桥东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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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作为代表性案例，阐述传统郊区化工业园区面临交通共性问题。

２１ 传统郊区化工业园区的共性问题

２．１．１ 公共设施配套缺乏，职住空间不匹配

传统理念将产业园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且依托中心城区发展的个体，自身存在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

割裂的弊端［４］。新桥东内部教育、医疗、文体设施缺乏，以工业产房为主导，普通工业用地占地约

５８％，地块容积率在１．５～２．０之间，土地利用粗放。通过对新桥东片区园区内产业工人及管理人员的

调查表明，普通产业工人平均出行距离５ｋｍ，居住活动区域以周边３～８ｋｍ范围内城中村为主，占比约

６０％。企事业管理人员平均出行距离１２ｋｍ，主要居住在南山、宝安中心等深圳第一、二圈层，占比达

７０％。公共设施配套的缺乏以及生活环境欠佳导致职住空间分离空间跨度大，片区内钟摆性交通出行特

征显著。

２．１．２ 区域重大交通设施服务有限

广深高速连接广东、东莞、深圳，是区域重大交通要道，但目前反而成为新桥东片区发展的壁垒。

一是片区受广深高速阻隔，跨广深的对外连接通道仅４条，且通行能力低下；二是广深高速对片区服务

有限，仅有的两处出入口均需绕行进出。片区距离既有轨道１１号线站点均超过３ｋｍ。未来周边新增３

条轨道线路，仅１８号线从北部经过，但未设置站点。新桥东片区成为东、南紧靠山体，西受广深高速

阻隔的工业孤岛。

２．１．３ 内部交通设施边缘化特征明显

新桥东片区内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薄弱，与原特区、宝安中心区差距显著。路网建设滞后，密度仅

４．９５ｋｍ／ｋｍ２，不足深圳标准 （１０．５～１６．０ｋｍ／ｋｍ２）低限的一半；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低下，片区内公

交站点５００ｍ覆盖率约６０％，且均为简易式公交站点；慢行空间缺乏，客货交织现象严重，出行环境不

理想。

２２ 传统郊区化工业园区交通问题溯源

传统工业园区的共性交通问题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职住空间不匹配带来的通勤出行困境；二是交通

基础设施难以支撑城市及产业的发展。其发展困境根源在于园区规划建设前期缺乏对交通与产业、空

间、社会群体、建设时序等因素的协调统筹。

２．２．１ 交通与用地开发间缺乏协同

传统郊区化园区因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间缺乏协同，城市规划编制主体及部门对交通系统缺乏

需求及方案合理性的论证；交通规划主体则强调交通功能，缺乏对城市空间设计的认识。一方面导致土

地开发缺乏交通系统的支撑，交通出行风险性加大；另一方面是当用地布局确定之后，交通规划仅能基

于既定城市空间进行细微调整，影响设施布局的最优化。

２．２．２ 交通与产业布局间缺乏协同

产业园区的发展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持。交通规划与产业布局间的壁垒使得既有区域交通网络

无法有效促进区域产业集群间互动发展，园区成为工业孤岛、交通孤岛；内部货运枢纽及货运流线组织

与产业布局不相协同，导致园区面临 “货车围城”的困境。

２．２．３ 交通与社会群体间缺乏协同

传统工业园区缺乏对园区群体空间分布、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等各方面特征的考虑。公共设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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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交通设施服务水平与人群需求不匹配是导致职住分离的直接因素。如国内苏州工业园区是严格贯彻

职住平衡规划理念的实践，规划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规模接近１∶１。但研究表明
［５］，因规划早期忽略

了对园区目标人群的分析，使得公共空间与配套无法匹配人群诉求，建成后存在明显的职住分离、钟摆

式交通现象，与规划愿景相去甚远。

２．２．４ 交通与园区建设时序间缺乏协同

高新产业园区因其项目周期较长，通常采用分区分时序开发。在发展前期往往因交通设施未能及时

跟上土地开发建设的脚步，造成局部地区交通系统供需矛盾。如袁晓辉［６］指出，北京未来科技城、武汉

东湖未来科技城等多个高新产业园区的受调查者反应，因居住和交通设施建设时序滞后，前中期园区通

勤、商务出行不便，降低园区对企业及人才的吸引力。

２３ 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交通需要进一步探索协同规划机制

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指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推动产城融合，打造高质量城镇化。在

此背景下，郊区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应适时做出探索与改进，就 “交通”论 “交通”，就 “产业”论 “产

业”，就 “空间”论 “空间”的传统规划方式难以为继。产业园区交通规划不仅需要统筹协调用地开发、

产业布局的关系，还需充分考虑 “人”的需求。目前在交通、产业、空间三要素协同规划方面的研究相

对成熟，但研究集中于区域都市圈层面［７，８］、高铁枢纽［９］的规划。另外，既有产业园区的规划研究普

遍将产城融合作为发展理念与转型思路，隐含在产业园区的实践当中［１０］，重视 “产”与 “城”的协

调关系，将交通作为配套子项。然而，交通作为支撑城市及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是郊区化产业园区

得以发挥资源要素集聚与带动城镇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需与 “产”、“城”并重，探索寻求协同规

划模式。

图１　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互动关系

３ 城市更新下郊区化高新园区交通协同规划要素与实践研究

城市更新是城市优化及调整土地空间资源分配、重构产业与生活空间的契机，为郊区化高新产业园

区的规划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本文基于对传统工业园区交通存在的共性问题成因分析，结合交通强

国、新基建等最新战略部署，以新桥东重点城市更新单元综合交通规划为例，研究交通与用地开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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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布局、社会群体、高新技术等多角度的协同互动关系，尝试构建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的耦合

机制。

３１ 构建交通与多专业、多部门间的协同工作机制

目前我国的规划体系存在 “纵向”部门垂直管理、“横向”多规并行的特点［１１］，不同规划体系间编

制主体不同，技术与管理缺乏统筹协调。交通、空间、产业三者间的规划成果未形成及时、有效的反馈

互动机制。因此，构建多专业、多部门间的协同工作机制是规划的前提。拆除重建类的城市更新涉及多

专业、多部门的工作，是建立协同工作机制以提高规划科学性的绝佳时机。

新桥东重点城市更新单元的规划以政府牵头，宝安实业集团为投资主体，协同统筹了国内外多家规

划设计咨询单位，转变常规 “城市规划主导、市政交通等专业配套”的编制方式，从多方视角同步开展

规划编制。在一年的工作开展期间，各专题小组实行信息共享，各规划编制主体定期进行技术协调，不

断反馈修正成果，最终提出包括用地规划、产业发展、城市设计、海绵城市、市政工程、交通、生态修

复等专题研究报告在内的一揽子方案。

３２ 构建交通与用地开发协同互馈机制

构建交通与用地开发协同互馈机制是规划的基础。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

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用地形态诱发不同的交通出行需求，土地资源对设施建设存在约束控制作

用，另一方面是交通系统改变了城市空间可达性，反向作用于用地规模与空间分布。新桥东片区在规划

实践中尝试通过交通设施承载力评估以反馈优化职住空间布局、贯彻公交优先战略以及协调落实交通设

施用地需求三大举措，初探交通与土地间的互动机理。

３．２．１ 交通设施承载力评估

在规划前期，为了确保设施规划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项目组不断根据城市规划、产业规划提出的人

口岗位、开发强度及用地规划方案进行交通设施的量化供需分析，进行多情境设施承载力评估与测算，

反馈优化职住空间布局。最终，协同用地规划确定了片区的开发规模约５１６．３ｍ２，包括约９．５６万岗位

和４．６万居住人口，开发强度２．２３ｋｍ２／ｋｍ２，人口密度１．９８万人／ｋｍ２。基于此，进一步开展资源配

置研究，明确了轨道线路、公交线路、道路设施、公交场站、停车场站、货运场站等设施缺口与需求规

模，引导设施规划方向。

图２　轨道线路及周边用地开发示意图

３．２．２ 贯彻落实公交优先战略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是实现城市组团紧

凑型开发的有机协调机制［１２］。既有规划城市轨道仅１８

号线经过新桥东片区，但未设置站点，对片区的服务

有限。为了加强轨道网对片区空间重构的引导，项目

组提出在片区内增设轨道１８号线站点，同时预留弹性

线路３０号线远期南北向线位，形成 “一横一纵”的轨

道空间布局，通过提前控制片区的公共交通走廊以支

撑城市空间拓展与开发。同步在片区内形成轨道换乘

枢纽，贯彻推行 “用地融合、站城一体化开发、功能

纵向复合”的原则。围绕客运枢纽、轨道线路集中布

局高强度开发用地，优化生活服务性用地布局，从源

头降低交通出行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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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协调反馈交通设施用地需求

为了确保规划的交通设施能够在后续建设中顺利落地，在规划期间，协同多专业的工作小组形成了

交通设施用地需求与地块控制两者间全程反馈机制。通过及时的沟通交流，将规划的设施场站占地规

模、道路红线、交叉口标高、道路平纵设计参数等落实到地块控制中。

３３ 构建交通与产业空间协同布局机制

构建交通与产业空间的协同布局机制是规划的关键。新桥东片区已被列入国家高新区，未来将打造

以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物联网为产业导向的高端制造基地。新桥东的发展定位决定了其势必要作为粤

港澳大湾区关键核心技术产业的引擎，引领带动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且以制造业为产业导向的园区具

有强烈的货运交通需求。为了以交通促进产业互动，提升产业空间组织效率，在规划实践中重点从 “外

部联动＋内部优化”着手探讨协同方法。

３．３．１ 搭建高快网络，加强产业联动

高效畅达的区域交通是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带动周边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避免形成工业

孤岛的有效保障。为促进新桥东主导产业、上下游产业在空间上合理布局，统筹考虑新桥东片区周边的

策略发展区及产业园区，包括大空港片区、光明科学城、机场国际物流枢纽等，构建 “轨道＋高快速

路”的 “两快”通道体系以增强片区资源集聚能力。规划轨道３０号线向北延伸经片区至松山湖科技园，

新增支线衔接机场东国际枢纽，覆盖广深科技走廊沿线高新科技产业园；通过轨道１８号线东西向衔接

空港新城、沙井传统工业基地、光明科学城，总体上将新桥东纳入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基于新桥东的

区位优势，东西向打通南环路、新沙路，南北向打通洪田路，借力广深高速、南光高速、１０７国道、外

环高速、机荷高速等区域通道，接入省域高快速体系，融入珠三角国家高新区集群，实现２小时可达。

图３　片区轨道网络布局规划 图４　片区对外衔接路网布局规划

３．３．２ 重构物流运输体系，优化产业布局

既有规划片区东侧甘霖路为主干路，承担货运功能，西侧广深高速为区域客货走廊，规划形成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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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通道布局将对片区带来 “交通围城”的困境。基于此，项目组提出重新定义骨干道路功能，将甘霖路

降级为城市次干路，主要承担生活服务性交通；将洪田路升为城市主干路，并优化线位，作为南北向客

货主要通道。同步与城市设计主体协同产业空间布局规划，调整生产性产业用地及货运枢纽沿广深高速

布局，以更好地实现货运交通的集中快速到发；研发性产业用地沿洪田路布局，形成城市功能的过渡；

东部形成以生活服务设施为主导的低碳生活轴。利用广深高速快速疏解西侧工业发展轴的货流，推动广

深高速路基改桥，打造 “高架＋地面”双层复合通道，通过单向循环口袋货运交通，采用右进右出形

式，快速疏解货运交通至广深高速地面货运辅道，且不干扰片区东侧生活界面。

图５　新桥东路网及产业空间布局

图６　单口袋货运交通组织示意图

３４　构建交通与社会群体协同耦合机制

构建交通与社会群体的协同耦合机制是规划的核心。高新产业园区社会结构特征为年龄结构年轻

化、教育水平两极化、职业构成多样化和收入水平两极化［１３］。交通系统作为社会的基础服务设施，是

公平正义的直观体现。两极分化的群体特征要求交通设施规划与社会群体协同耦合，以服务所有人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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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诉求为目标进行设施布局，避免职住分离困境，打破社会阶层间的距离。

３．４．１ 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社会群体特征及诉求

３．４．１．１ 人群特征

高新产业园区人群可划分为居民、普通工人以及从事高新技术研发的企事业职工。其中，常住居民

经济条件良好，普通工人以中低技能职业为主、教育程度及收入相对较低，企事业职工为高学历、高收

入群体。根据其职住分布特性，又可大致分为就地通勤者 （居住在园区内部及周边５～８ｋｍ半径范围

内）、侧面通勤者 （居住在周边其他郊区社区）与逆通勤者 （居住在市中心）［１４］。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

化的活动及出行特征。许炎［１５］对苏州工业园区中心合作区一区的人群特征分析研究指出，园区居住人

口出行以机动化为主；普通工人多属于就地通勤者，超过６０％的工人居住在园区南北两侧乡镇，生活

空间本地化，青睐于班车或慢行，约７６％的普通工人乘坐单位班车通勤；企事业职工倾向于公共交通

出行，活动空间两极化。

参考案例经验，结合现场调查及用地规划，预测新桥东片区建成后约５５％的产业工人、６０％的企

事业职工在园区周边８ｋｍ范围内城中村、城镇中心区居住，企事业职员承担相对较大的职住不平衡通

勤压力。

表１　苏州工业园区中心合作区人群职住特征与出行特性

人群类型 人群特征 主导通勤类别 主导活动特征 出行特征

常住居民 　经济条件良好
　就地通勤者

　逆通勤者

　园区为居住与非

工作活动区
　机动化为主

企事业职工
　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包括科技

研发人员、企业家、知识工作者等

　侧面通勤者

　逆通勤者

　活动空间两极化、

高度职住分离

　 更 倾 向 公 共

交通

普通工人

　教育程度及收入相对较低，以中

低技能职业为主，包括服务型蓝领、

生产间工人等

　就地通勤者 　生活空间本地化
　以班车及慢行

为主导

图７　新桥东片区未来人群职住分布与出行特征预测

３．４．１．２ 人群诉求

人群的活动及出行特征引导了交通设施规划重点与方向，人群诉求与愿景则决定了片区未来交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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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最终目标。新桥东片区三类人群的调查结果表明，人群诉求集中于通勤出行及公共活动空间两大方

向。片区原住居民日常活动场景及出行目的具有多样性，期待片区能够留存传统岭南文化，提供轻松惬

意的邻里交流空间以及品质化出行环境，满足弹性出行需求。普通工人日常活动场景单一，出行成本敏

感度高，期望低价准点的班车线路以尽可能降低日常出行成本。高新技术企事业职工注重工作环境与生

活质量，拥有交流与互动的需求，期待丰富、舒适的休闲空间与高水平轨道、公交及慢行接驳服务。新

桥东的交通设施规划需重点结合更加开放、绿色的郊区化空间，塑造人性化、特色化通勤服务体系与公

共活动空间。

３．４．２ 构建公交慢行主导的通勤服务体系

除了规划轨道及道路系统之外，重点围绕中小运量公交及慢行打造三网融合的绿色通勤服务体系。

一是以 “运行全程提速”和 “服务品质提升”为主攻方向，优化园区公交线站位，同步建设公交专用

道，实现 “下楼乘车、快速到门”。二是打造园区ＭａａＳ公交外循环和内循环线路，为个体提供 “综合

性—个性化”的多模式、一站式出行服务。其中，外循环线路覆盖园区周边５～８ｋｍ范围内主要交通到

发点，重点解决就地通勤者的日常通勤及出行活动需求，同时承担片区与轨道１１号线马安山站、沙井

站交通接驳交通；内循环线路以 “固定区域＋预约服务＋快速响应”模式运营，串联轨道覆盖薄弱地

区，解决 “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三是构建 “慢行廊道＋慢行集散道＋慢行连通道”三级慢行网络体

系，实现慢行通道全覆盖。

图８　公交慢行主导的通勤服务体系

３．４．３ 拓展高品质公共活动空间

结合新桥东的资源优势，从道路、绿地与文化资源、建筑空间三个方面着手探讨构建富有活力的交

通与公共空间融合模式，进一步拓展绿色、生态、慢行友好的公共空间。选择生活服务轴的地块通过创

新道路设计及交通组织模式，打造无车区试点示范。无车区内个体依靠公共交通、步行或骑行出行，区

内保证慢行的最高设计优先权，细化并落实街道设计标准、机动车组织模式、智慧街区管理等要素，总

体形成外 “外围慢行保护膜＋内部慢行活动专区”。构建 “依山傍城”的立体化慢行廊道，协同建筑空

间、轨道站点规划 “三横一纵”二层连廊系统，连接广深高速两侧、产业二层公共大厅、商业空间与临

山临湖绿道，为不同功能轴带中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提供便捷的互动交流空间。打造串联历史古迹、红

色景点、森林公园、水库湖光等景点的文化环路，营造具有岭南特色、高识别性的公共场所和宜人慢行

环境，引导居民形成强烈地方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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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交通与公共空间协同优化

３５ 构建交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机制

构建交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机制是规划的战略部署。“互联网＋”背景下，城市逐步迈进信

息化建设。“新基建”战略部署加快了以５Ｇ、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交通

模式的颠覆性变革提供赋能支撑。高新产业园区交通规划有必要围绕５Ｇ新基建前瞻性统筹布局智慧交

通、智慧物流等智慧基础设施示范提升城市服务，建设智慧化生活社区和智能化生产园区。

新桥东片区打造 “一个平台＋六大系统”智慧交通体系，包括智慧交通综合管控平台、智慧信号、

智慧诱导、智慧道路、智慧停车、智慧公交以及智慧枢纽。基于５Ｇ新基建与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发展，

依托龙头企业顺丰打造无人配送示范区；设置无人巴士观光体验线示范，接驳１８号线站点；推进车路

协同道路设施落地，打造车路协同公交示范线，提高 “人—车—路”协同智慧化水平。通过示范效应，

促进投资环境由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向高新软硬件基础设施转变，培育和发展智慧交通产业链，凸显

片区 “高新”、“智创”特色。

３６ 构建交通与园区开发时序协同推进机制

构建交通与园区开发时序协同推进机制是规划落地的保障。产业园区开发不仅要处理好规划的刚性

控制，同时需加强实践层面上规划管理的弹性，确保设施落地能够达到预期成效。

新桥东项目组结合开发时序，剖析一期开发期间产生的三类核心交通需求，包括一期用地产生的通

勤、商务出行，原住居民日常生活出行，开发期间运送材料的货车出行，评估测算交通供需比。为了保

障前期客货交通顺利进出片区，进一步细化道路建设计划，提出新建跨广深高速的钢便桥，优先形成内

部循环通道，同步建设广深高速临时辅路，构建外围货运交通组织闭环等举措。

４ 结语

交通作为支撑城市及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是郊区化产业园区得以发挥资源要素集聚与带动城镇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城市更新推动存量土地二次开发，为盘活郊区化产业园区城市空间带来有利契

机。本文分析了传统郊区化工业园区的交通共性问题与成因，指出高新产业园区交通系统与用地开发、

产业布局、社会群体、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间存在互动关系，多专业、多部门间的协同工作模式是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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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做好与园区开发建设时序的协同工作是规划的有效保障。新形势下高新园区亟需借城市更新探索

多要素协同规划模式，打造新一代的产业园区。以深圳市新桥东城市重点更新单元实践研究为例，探索

了交通与多要素协同规划、互动协调的耦合机制，以期能够为新形势下的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提

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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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交通规划思考

何峻岭

!"#$

自从我国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来，各大城市、区县纷纷委托开展了国土空间规划，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城市总体规划中交通规划应该怎么做，那么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交通规划的理念和研究内

容是否发生了变化呢？本文在分析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并思考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规划

的层次和传导关系，战略发展思路变化，工作内容差异等相关内容，以便顺利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交通规划工作。

!%&'$

国土空间规划；交通规划；规划层次；传导关系；战略思路；三区三线；交通强国；长三角一体化

０ 引言

２０１９年５月９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为 《意见》），《意见》中提出建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 “多规合一”［１］。经过长期以来的努力，交

通规划已经与城乡规划形成了较好的互动关系，但是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互动关系

较弱，在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之际，此类规划中的交通规划该如何做？既没有

出台统一的规范标准，又无成熟的国土空间规划成果供参考，笔者结合国土空间的概念、内涵及具体要

求，分析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并思考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规划的层次和

传导关系，战略发展思路变化，工作内容差异、交通设施与三区三线之间的关系等相关内容，以便顺利

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交通规划工作。

１ 国土空间规划与城乡规划的关系

从 《意见》来看，国土空间规划源自于城乡规划，同时也源于主体功能区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从

国土看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来看，目前各市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类似各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比较清楚国

土空间规划与城乡规划的差异，还得分析其他两个规划与城乡规划的关系。

主体功能区规划主要是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

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

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土地利用规划更强调中央管控供给，侧重耕地保护，耕地占用和保护指标的分配，需落实贯彻 “十

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等基本国策，采取自上而下、层层下达的方式，带有很强

的计划性。在指导思想上更强调保护。其实质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各产业部门的合理配置，是落实耕地

保护的重要手段，是落实国家和省市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

城乡总体规划跟更强调地方发展要求，侧重于地方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划编制一般从各行业用地需

求的角度进行各级土地利用的时空安排，不仅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而且对城市空间布局和

各项建设进行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在指导思想上更强调发展。

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比，前者采用层层分解的方式，将基本农田按照国家—省—市—

县—乡镇层层落实，对于建设用地规模有偏紧的趋势；而后者考虑地方未来发展的需求，对于建设用地

１９４



则多多益善；前者强调的是全域管控，因为重点关注基本农田保护，比较侧重于农村地区，后者更重视

中心城区或主城区，侧重于城市建设用地，对于外围非集中建设区关注不够。

总体而言，目前开展的总体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类似于城乡总体规划，但是也要考虑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重点要素。

２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交通规划思考

２１ 交通规划发展变化分析

未来交通规划发展变化可以总结为规划定位、规划时序、规划理念、规划范围、规划方式、规划方

法６个方面的变化。

图１　交通规划发展变化趋势

规定定位：从现状的交通辅助配合地位提升到交通战略引导的地位，交通是骨骼，是支撑城市用地

发展的骨架。

规划时序：从最早的用地规划编制到同期编制，未来将发展至先期编制，尤其是交通发展战略规

划，要先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划可与用地规划同期编制。

规划理念：从更偏重于服务城市发展要向更重视生态、农业保护发展转变。

规划范围：既有城市总规中的综合交通规划，主要是一种蓝图规划，重点以中心城区为主，市域为

辅，外围地区的交通设施、交通政策等研究较为薄弱，未来将由偏向于建成区转变为全域规划、全域管控。

规划方式：城市发展进入了存量发展阶段，以往以增量为主的规划方式转变到增量与存量优化

并存。

规划方法：过往的粗放式、定性为主的方法向更精细、定量为主的规划方法转变。

２２ 规划层次与传导关系

国土空间规划分为五级三类，五级分别指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市级国土空

间规划、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三类分别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城乡

规划体系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其中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

规划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虽然专项规划未写入规划体系中，

从实际工作开展来看，各类专项规划也在开展。总体而言，两者在规划体系上类似，与国土空间规划的

五级三类对比，交通规划体系也能与之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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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与交通规划的五级对应体系

图３　国土空间规划的三类与交通规划的三类对应体系

２３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交通规划内容的思考

２．３．１ 强化各交通专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交通规划，主要内容还是城规体系下的总规里面的一些内容，大

的理念、技术方法、统筹发展思路，还是可以继承原有的思路和方法。真正的变化在于国土空间在概

念、理念、用地分区、分类等与原有城乡规划的不同会影响到交通规划的语境，数据量化和图纸表达技

术层面的变化导致的差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比较宏观的规划，未来要实现所有设施一张图、全域化管理，就需要在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组织过程中，更强化了各交通专项编制的重要性，即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划，各交通专

项的主管部门组织编制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划，如铁路设施国土空间规划、高速公路国土空间规划

等，一方面更好地体现各部门的发展诉求，另一方面能够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得以落实。目前多个省

市已陆续开展了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公路、县乡道、机场、港口等对外交通设施的国土空间规划，城

市交通设施国土空间规划开展也指日可待。

图４　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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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重视交通发展战略向区域化、精细化方向的变化

交通发展战略思路转变不仅因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产生，也是国家及省市战略、城市发展模式转变、

交通自身发展等原因造成。

图５　交通发展战略转变

２．３．２．１ 国土空间规划的出现引起的交通发展战略思路变化

如前说述，国土空间规划注重全域管控，侧重于与三区三线的管理，交通战略思考中除了关注中心

城区／主城区的交通，还应关注非集中建设区域的交通发展内容和发展战略；除了考虑城镇空间 （城市

建设区）的交通，还应关注生态空间和生产空间的交通，即旅游交通和农业生产交通。

２．３．２．２ 国家省市战略引起的交通发展战略思路变化

长三角一体化、交通强国等均上升为国家战略，尤其是交通强国这一战略把交通对城市发展甚至国

家强大发挥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省市纷纷响应国家政策，此外南京市还提出提高城市首位度

的发展战略。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导致交通系统从市域拓展到在都市圈、城市群的中的发展定位及作用。

交通强国战略，交通向更注重质量效益、一体化融合发展、创新驱动转变。

２．３．２．３ 城市发展模式变化引起的交通发展战略思路变化

经过几十年的城市发展和建设，目前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粗放式发展逐渐向高

质量和精细化发展，由城市增量发展向两方面分化发展，对外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对内向存量发展

甚至是减量发展，更注重城市更新和城市双修。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前者要求有更高质量和精准化的

交通支撑；后者一方面需要交通加强和提高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提高综合交通枢纽的作

用和能级，另一方面需要交通以为人民服务的高品质交通方向发展。

图６　城市发展模式转变带来的交通转变思路

２．３．２．４ 交通自身发展新理念新思路引起的交通发展战略变化

近年来，交通发展自身有许多的新理念、新思路，如绿色交通、小街区、密路网ＴＯＤ引导城市发

展的思路，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交通体系。

对交通发展战略发生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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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体现两级的交通思路。交通视角对外站位更高，建设面向国际、立足长三角、辐射都市圈的综

合交通系统；对内建设更加精细、更有品质的交通系统。

（２）体现总量约束的交通发展思路。从侧重于设施供给向设施供给、交通治理综合转变。

（３）体现区域差异性交通思路。已建成、用地相对成熟区域，侧重于城市更新、城市治理，优化交

通与用地共生发展的模式、综合交通设施结构、调整交通出行方式，强化交通政策和交通治理手段；外

围边远区域，侧重于综合运输系统网络构建。

２．３．３ 工作内容相关变化

２．３．３．１ 充分认识综合交通在双评价工作中的重要性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是伴随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前提和

基础，要充分认识综合交通在双评价中的意义和重要性，随着未来发展，综合交通也将是资源的一种，

交通承载能力会影响到整个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交通对于城市框架地拉开，用地布局的支撑具有重要

作用，找到合适的路径做好综合交通双评价工作。

图７　 “三调”与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用地分类对照图 （作者自绘）

２．３．３．２ 现状交通梳理与以前不同，要处理好与三调之间的关系

原来城规是以地形图为基础，绘制现状图，一般在总规阶段，不单独绘制综合交通现状图，综合交

通各要素的线路和设施均在土地利用现状图中表达。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提出需绘制综合交通现状图。

现状交通梳理在应处理好与三调的关系，三调现状用地分类中涉及交通用地有９个，分别为铁路用地、

轨道交通用地、公路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农村道路、机场用地、港口码头用地、管道运输用地。三

调交通用地分类与我们既有城规交通的分类不同，均表达大类，需要对其进行细分，例如城镇村道路中

要细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三调交通用地分类与国土空间规划用地、用海分类中的综合

交通用地分类也不相同，具体见图７所示。对于综合交通现状图的梳理，应处理好与三调及国土空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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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用地、用海分类之间的关系。

２．３．３．３ 交通规划方案要处理与三区三线之间的关系

交通规划方案与三区三线之间的关系处理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目前讨论得较多的是交通方案与

三线微观层面的关系处理。

宏观上讲，表现在交通方案与城乡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具体讲，重要的是处理好交通规划方案与

生态区和生产区的关系，处理好与生态红线及村庄布局的关系，除了区域性的交通干道之外，大部分低

等级农村公路是为村庄服务的，应根据三区三线的条件，优化村庄布局，从源头上减少服务性交通设施

与基本农田、生产区之间的矛盾。

微观上讲，交通规划方案与三区三线的关系表现在具体的交通设施线路与三区三线的具体协调上，

很多学者探讨关于交通规划方案与三线之间的关系，如陈宗军、李铭在 《江苏区域交通设施的国土空间

控制规划探讨》中着重讲述了交通设施与生态红线、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关系，在三线中，生态

红线和基本农田线是比较硬的杠杠，而城镇开发边界则是规划的一条界限，交通规划方案与之较好协

调。目前对交通设施与三线的关系处理主要还是由做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划的从业人员提出的较

多，未来这类专项规划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落实的时候，原则上重要的交通通道的线形以专项规划为

主，局部与城镇有关联的位置，会针对城镇布局进行适当优化。

对于交通规划方案与三区的关系也要重视，对于生活区的交通大家都很重视，但是对于生产和生态

区的交通也要关注。尤其是在全域旅游、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的形式下，生态区的交通要因地制

宜进行规划和考虑；以往总规中对于生产区的交通没有关注，都是自发形成的田埂路，未来农民机械化

生产普及后，生产性交通也需要考虑。

３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国土空间规划与想想规划的关系入手，对国土规划规划体系下的交通规划进行了思

考，分析了未来交通规划发展变化和规划层次及传导关系，提出未来应强化交通专项国土空间规划的重

要性，重视交通发展战略向区域化、精细化方向的变化，关注综合交通规划工作内容的变化，如充分认

识综合交通在双评价工作中的重要性、现状交通梳理处理好与三调之间的关系，交通规划方案处理好与

三区三线之间的关系等。以期抛转引玉，便于顺利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交通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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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交通规划传导与管控研究

汪益纯　曹国华　王树盛

!"#$

新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后交通规划定位发生变化，对交通规划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原城乡规划体

系下，大部分城市采取综合交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编制、相互反馈的模式，综合交通规划的重要内容纳入总体规

划，落实交通发展目标及重大交通设施空间布局，并向下传递。为实现交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融合及协调发展，需

要重新梳理交通规划之间及其与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传导方式与管控内容。本文总结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对规划

传导与管控的既有规定及研究进行梳理，提出不同层级交通规划之间以及与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传导模式，总结交通规

划具体内容的主要管控方式；并就管控过程中的矛盾处理，结合当前国家与江苏省的相关文件要求，给出建议，为明确

不同层级交通规划内容以及可采取的主要管控方式提供参考和借鉴。

!%&'$

国土空间规划；交通规划；传导模式；管控方式

０ 引言

历年来我国空间发展领域中存在诸多空间类规划和管理机制，产生了一系列规划和管理的不协调问

题，为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启动了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探索建立适合

中国国情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２０１９年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简称 “《若干意见》”）的发布，标志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顶层设计和 “四梁八柱”基

本形成。国土空间规划技术体系分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交通规划是重要的

专项规划之一，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解决规划之间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若干意见》中

提出 “明确规划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同时提出指导性要求。制定实施规划的政策措施，提出下

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的分解落实要求，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确保规划能

用、管用、好用”，对规划的传导与管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如何落实交

通规划的传导与管控，明确传导路径、管控方式、管控内容等，加强交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服务高品质生活要求，指导交通高质量发展，是新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确立

后，交通规划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１ 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

国土空间规划和实施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了空间领域的改

革和制度建设力度。２０１３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

快规划立法工作”。２０１４年，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组织开展的市县 “多规合一”试点工作，提出在全国

２８个市县开展 “多规合一”试点。２０１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

出 “构建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

实现 “一个市县一个规划、一张蓝图”。２０１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 “推进两图合一，探索城市规划管理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合一”。２０１７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提出在市县 “多规合一”试点工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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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制定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２０１８年，国家机构调整及自然资源部的组建，由自然资源部牵头

负责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

土空间规划，实现 “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明确了 “五级三类”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体框架，要求逐步建立 “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

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 “四大体系”。同年自然资源部发布 《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前者对国土空间规划工作进行了部署，后者指导地方有序开展

村庄规划工作。至此，我国正式开启国土空间规划的新时代，相关制度建设和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

为指导和规范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提高规划编制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国家和自然资

源部出台了若干指导文件，包括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 （试行）》《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等。

２ 规划传导与管控的现有规定及研究

２１ 现有规定

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传导方面，《若干意见》提出要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明确提出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是详细规划的依据、相关专项规划的基础；相关专项规划要相互协同，并与详细规划做好衔

接”，这是对三类规划间传导与管控的具体规定；《若干意见》同时明确提出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是对全

国国土空间作出的全局安排，是全国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省级国土空间

规划是对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的落实，指导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是本级政

府对上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细化落实”，这是对五级规划中 “由国家至省、至市、至县、至乡镇”传

导与管控的具体规定。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提出对市县规划传导要求，即省级国土空间规划通过的分区

传导、底线管控、控制指标、名录管理、政策要求等方式，对市县级规划编制提出指导约束要求。省级

国土空间规划将上述要求分解到下级规划，下级规划不得突破；提出对专项规划的指导要求，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综合统筹专项规划的空间需求及协调空间安排，专项规划经依法批准后纳入统计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严格管理。

２２ 现有研究

为提升同类规划间的上传下达及不同类规划间的左右传导，提升规划的协调性及可操作性，学者关

于规划传导与管控开展了大量研究，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研究国外规划的传导机制，对我国规划开展提出建议；林芳菲［１］分析了德国各级规划之间的传

导模式，归纳各层级的管控内容和管控方式，提出与规划层级相匹配的管控内容、增加非法定的协议型

区域规划、规划信息平台等方面的做法可以促进空间规划的实施与保障。

二是研究基于传导管控的规划体系构建；战强等［２］提出只有清晰的管控格局才能衍生清晰的空间规

划体系，构建空间规划体系的目标之一为探索多方博弈下的 “管理线”划定及管控措施的制定。胡滨

等［３］按照事权明晰、分级管控、刚弹结合的思路，建立了对应国、省、市管理事权的三级管控体系，明

晰了强制性内容分级分类的依据、探索了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成果表达形式和分级管控内容修改的规

则等。张尚武等［４］总体规划的传导需要规划体系的整体传导，针对不同的管控内容，采取分类、分层管

控方式，通过下位规划、专项规划、指标体系、管理体系及政策法规等，构建整体的管控体系。张琬乔

等［５］针对国内规划衔接面临的困境，提出承接总体规划在分区范围内细化城市发展定位与策略，面向规

划传导与管理形成纲领性控制与引导，融入管控导向的城市设计及注重对下层级规划的实施指引。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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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６］从法律基础、行政机制、技术体系三方面分析我国省级空间规划及管控的现状问题，并提出完善法

律法规基础、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制定技术章程指引、确定动态调整与检讨机制的几点构想。

三是研究不同类型规划传导管控的内容和方法。马之野等［７］指出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的空间管控手段

包括园区边界划定、分区规划、体验线路规划，空间管控的传导机制主要考虑与外部规划的衔接和国家

公园各级规划之间的衔接，并给出衔接关系处理建议。张辰等［８］对海绵城市规划体系构建、管控指标选

择和管控制度建设等进行了讨论。石华等［９］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大径山区域进行了郊野单元控规探

索，通过明确郊野单元空间管控重点、管控方式，推进城市开发边界外郊野地区实现全域精细化管控。

四是研究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及内容变革实践探索。曹国华等［１０］对 “为什么要建构新的交通规划体

系？交通规划的定位和体系框架是什么？市县综合交通规划编制要点有哪些？”开展了研究。黄凯迪、

马小毅等［１１，１２］以厦门、广州实践为例，对交通规划内容变革、组织方法、技术理念、表达形式等方面

开展深入探索。

根据上述研究，专家学者对规划传导与管控的经验借鉴、规划编制体系、不同类型规划的管控内容

与方法、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及内容变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交通规划编制体系的研究涉及传

导模式的相关内容，交通规划内容变革实践探索结合各城市的交通规划实践，对交通新的技术理念和表

达形式等进行了研究探索。综上所述，新的空间规划体系下，各行业各领域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与传

导管控相关的研究，但是缺乏针对交通规划传导与贯通的系统性、针对性研究，适宜交通规划具体内容

的传导与管控方法有待分析确定。

３ 交通规划传导与管控建议

３１ 交通规划传导模式

按照规划编制的类型和级别，交通规划内容的传导分为纵向传导和横向传导两类。纵向传导顺序为

省级规划—市县级规划—乡镇级规划，各层级规划内容以分级拥有的事权为依据，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

划；横向管控传导顺序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服从总体规划，专项规

划提出的设施空间要求纳入总体规划后，与总体规划共同指导详细规划的编制。每一级规划以上级规划

为依据，细化上级规划目标、指标等要求，同时提出对下级规划的要求。

图１　不同类型和级别规划传导模式

处理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组织与规划传导的关系。当前项目编制呈现为一定的周期性，省级国土空

间规划先于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完成编制成果，同一级别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启动编制，然后

依次编制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因此，可结合规划编制组织工作，实现上级对下级、总体规划对专项规

划、详细规划的传导。

９９４



３２ 交通规划管控方式

交通规划体现交通系统发展方向，明确交通设施的空间用地需求，据此可以将交通规划传导与管控

的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展目标引导，一类为空间用地管控。对于发展目标引导，普遍采用指标传

导的方式，如交通方式结构目标、时间可达性目标等。对于空间用地管控，根据项目级别及规划内容深

度要求，管控方式主要分为三类：指标管控、界线管控和清单管控。管控方式可根据交通建设项目的实

际推进情形，采取分类管控规则。具体可将交通建设项目分为已建成的项目、已做可研或工程设计项

目、线位走向不定但锚固点清晰的项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交通规划中列入清单的项目等，分类为项

目提供空间落地、用地保障和实施程序。本着节约集约利用原则，鼓励采取交通空间复合利用的模式，

对既有和预控交通走廊中新加入的交通线路，进行空间协调处理和线位控制。下面分别对指标管控、界

线管控和清单管控予以介绍。

３．２．１ 指标管控

指标管控，主要是针对交通设施规模要求和交通服务引导要求的管控，包括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

标。约束性指标主要明确并强化责任，是对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在规划中需要严格落实。预期性

指标是指期望的发展目标，通过交通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交通政策的调整以达到预期目标。

不同层级规划对下一层级规划会提出指标管控要求，体现上层级规划的统筹协调及引导优化发展。

上级规划提出的指标管控要求，需要传导到下层规划中予以落实、分解，并进行评价反馈。不同层级规

划指标的选择应体现战略要求、空间诉求、出行需求，是传递价值、传导管控、衔接行动的重要桥梁。

省级规划落实国家级规划提出的管控指标，并根据省情对省国土空间规划涉及交通规划的指标进行

扩充，提出新的管控指标。省级新增管控指标应与省级事权相对应，更多的体现区域交通联系指标、区

域交通设施规模指标及城市交通发展引导性目标指标。建议选取的预期性指标包括铁路客运量占比、铁

水货运量占比、绿色交通方式比例、交通运输安全指标、单位周转量能源消耗量等；省级规划建议选取

的约束性指标包括对轨道、港口、航空、公路等多个方面设施规模以及可达性、服务水平等。

市县级规划落实省级规划指标管控，并根据各市县具体情况提出分区的分解指标要求，并提出落实

指标的具体措施。同时各市县也可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对下一层级规划提出新的指标管控要求。市县

级新增管控指标涉及可达性、公共交通、城乡道路、交通管理和信息化等方面。

表１　不同层级规划传导管控指标举例

规划层级 预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省级

　铁路客运量占比

　铁水货运量占比

　绿色交通方式比例

　交通运输安全指标

　单位周转量能源消耗量

　……

　可达性：对外交通可达性

　轨道：都市圈轨道网密度

　港口：沿海沿江港口集装箱通过能力占比、内河港口千吨级泊位占比、

干线航道通航保证率

　航空：机场旅客吞吐能力、通用机场密度

　公路：国省公路优等路率、县乡村公路优良路率

　……

市县级

　铁路货运量占比

　水运货运量占比

　集装箱货运周转量占比

　公交比例

　慢行交通比例

　平均公交出行时间

　路内停车周转率

　……

　可达性：城区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可达性、公共交通可达性

　水运：公用码头泊位数占总泊位比例

　深水岸线利用率

　公共交通：城市万人公共交通车辆保有率、公交专用车道设置率、公交

线路网密度、公交站点覆盖率

　城乡道路：道路网密度、支路网密度、人均绿道长度、农村公路好路率

　停车：路内停车泊位占比、路外公共停车覆盖率

　交通管理和信息化：道路标志标线施划率、交通信息实时可查询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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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界线管控

界线管控，主要是涉及本级规划事权并且在本级研究范围中能明确具体空间位置的项目，本级规划

明确的用地边界线，下级规划严格执行。对已经明确规划选址的项目实施界线管控，并传导至下级

规划。

省级规划中需要对国家级、近期实施的省级、远期但规划方案明确的省级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进

行界线管控，包括国家铁路、区域级城际铁路、都市圈城际铁路、国道、省道、长江干线航道、机场枢

纽等。

市级规划中严格落实国家级、省级规划中界线管控内容，新增市域铁路、跨市及县域道路和三级及

以上航道、市级交通枢纽、城区主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城区交通场站等界线管控。

县级和乡镇级规划严格落实国家级、省级、市级规划中界线管控内容，新增县乡道、等级航道、交

通场站等界线管控。

３．２．３ 清单管控

清单管控，主要是涉及本级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但在本级研究范围中仅能明确大致走向或选址要求

的项目，本级规划仅列出项目管控清单，明确项目功能和项目的用地指标保障，下级规划应细化管控清

单的项目空间布局方案比选，落实项目的规划选址和控制界线。对于选线存在不确定性或在本级规划范

围中难以确定准确用地边界的重大交通项目，进行清单管控。

下级规划应落实上级规划的目录清单，不应出现删减或不按规定落实上级规划项目目录清单的情

形。省级项目纳入省发展规划的省级项目，给予优先建设和用地指标保障。市县项目根据用地指标、发

展需要和资金安排，安排项目清单。

３３ 管控过程中的矛盾处理

交通空间在用地功能分类中属于建设用地，城镇建设空间，分为线状要素和点状要素，不仅位于城

镇开发边界内部，往往涉及穿越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交通设施往往具有自身严格的专业技术标准，不

同交通方式对空间控制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实施空间的精准控制需要通过多层级的交通专项规划研

究后方能确定。

交通设施空间布局需要处理好与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关系。不同级别交通项目与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的关系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主要依据有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

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２０１９年）、《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通

知》（自然资规 〔２０１８〕３号）等文件要求。

对于界线管控的项目，从规划方案、规划选址、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的系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出现建设项目的空间位置发生变化的情况，可能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发生

矛盾。对于清单管控和指标管控的项目，项目的位置、线形、占地空间具有不确定性。当交通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交通规划不一致时，可按下列规则进行处理。

① 对城镇的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如铁路的走线和枢纽选址对城镇布局、城镇交通体系产生

重大影响，城镇国土空间规划需要以该项目的确定空间位置作为前提，建议对该类项目前置于国土空间

规划进行专题研究或同步研究，科学合理布局交通设施方案，明确项目的规划选址。

② 对于项目由于从规划到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空间位置局部调整的情况，应采用刚性、弹

性结合的方式，明确调整的规则。除遵循国家相关文件中对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规定

外，在充分论证项目空间边界调整利弊的基础上，允许作出合理的调整。

③ 针对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方案不一致的线性交通规划项目，可开展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论证工

作，论证建设项目对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布局影响程度，处理好与三条控制线的关系，进行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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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选址方案比选和用地规模合理性分析，提出规划选址建议。

④ 在当前规划工作的过渡时期，可对交通建设项目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的一致性分

析，作为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和审批的必要条件。交通规划方案中新建项目的规划选址应符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性的指导意见》以及江苏省人民政

府印发的 《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等相关要求，采取避让的原则降低对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

本农田的干扰，应按程序开展占用和补划工作。

图２　不同等级项目的权限

４ 结语

空间规划体系变革的原因之一在于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其重要手段则是

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对国土空间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国土空间规划

背景下，交通规划的变革既需要体现空间管控供给的约束，同时也需要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引导城市发

展、提供高质量居民出行服务。结合新的交通规划编制体系、交通项目推进及交通发展目标，建立完善

的交通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其他规划间的传导体系，明确交通规划的管控内容及管控方式，是落实空间

保护及促进发展的重要举措。

% & ' (

［１］林芳菲．德国空间规划的传导机制研究———以萨克森州为例 ［Ｃ］．２０１９城市发展与规划论文集．２０１９：１６．

［２］战强，张砋月，刘彤起．机构改革背景下基于管控传导的空间规划体系探索 ［Ａ］．共享与品质———２０１８中国城市规

划年会论文集 ［Ｃ］．２０１８．

［３］胡滨，曾九利，唐鹏，何为，温柔．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分级管控探索 ［Ｊ］．城市规划，２０１８，４２（５）

９４９９．

［４］张尚武．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创新 ［Ｊ］．城市规划学刊，２０１７，３（２３５）１９２７．

［５］张碗乔，周洋．面向规划传导实践的分区规划编制探索 ［Ａ］．共享与品质———２０１８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Ｃ］．２０１８．

［６］徐敏．省级空间规划及管控现状研究 ［Ｊ］．中华建筑．１１６１１７．

［７］马之野，杨锐，赵智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空间管控作用研究 ［Ｊ］．风景园林，２０１９，２６（４）：１７１９．

［８］张辰，陈涛，吕永鹏，冯文庆．海绵城市建设的规划管控体系研究 ［Ｊ］．城乡规划，２０１９，２：７１７．

［９］石华，高慧智，王蠩．空间规划体系构建视角下郊野单元控规地位作用及管控重点探索 ［Ｊ］．小城镇建设，２０１９，

３７（８）：１９２６．

［１０］曹国华，王树盛，张小辉．关于国土空间交通专项规划体系框架与编制要点的思考，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

ｓ／ｇｃｓＳｖ１ｎｕｐ＿ｓｙＯｒＱＳＦｅＥＳＱ．

［１１］黄凯迪，许旺土．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交通规划的适应性变革———以厦门为例 ［Ｊ］．城市规划，２０１９，４３（７）：

２１３３．

［１２］马小毅，江雪峰．大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规划编制方法探索———以广州市为例 ［Ａ］．品质交通与协同共治———

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 ［Ｃ］．２０１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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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乡融合的超大型城市村庄交通规划探索

———广州为例

李健行　陶钧宁

!"#$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逐渐凸显，在超大型城市中尤为突出。城乡融合发展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强调融合互动、共建共享，交通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传

统的村庄规划存在诸多局限性，而国内学者对于城乡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经济、体制等方面，对于村庄交通规划缺乏

关注与实践探索。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本文结合乡村振兴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新要求，以广州为例探索提出了一套

超大型城市的村庄交通规划方法，包括基于产业类型的村庄交通规划方法、基于集聚类型的乡村群交通规划方法、城乡

交通融合措施等，为同类研究提供参考。

!%&'$

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国土空间规划；超大型城市；村庄交通规划

０ 引言

英国诗人库柏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城市由乡村发展而来，我国由于城乡制度

的差异，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出现了巨大差异。随着城镇开发边界不断扩张，原本空间上相互隔离的城与

乡变得越来越近，城乡互动逐渐频繁。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正式提出了 “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强

调融合互动、共建共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国家正在加快推进 “多规合一”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一，促进乡村振兴、农业

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

超大型城市的乡村地区，一方面承接城市溢出功能，另一方面自身对于品质的追求，与供给端的缓

慢增长相比严重脱节。如何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尤其是推进城乡产业一体化，补齐乡村配套基础设施的

发展短板，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城乡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经济、体

制、机制等方面，但对于村庄交通规划如何适应、支撑城乡融合发展，乃至推动城乡关系的重塑均缺乏

关注与实践探索。

１ 超大型城市的城乡问题与传统村庄规划的局限

超大型城市是指常住人口超过１０００万的城市，广州２０１９年常住人口约１５００万、全市面积

７４３４ｋｍ２，其中农村人口占１８％、农村面积占７８％，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征，城乡之间的发展水

平差异明显，但传统村庄规划尤其是村庄交通规划存在诸多局限，未能充分发挥交通对城乡融合的推动

作用。

１１ 城镇与乡村的供应链体系存在断层

广州城镇化率超过８０％，大量的城镇人口集中居住在仅占不到全市面积２２％的建成区内，公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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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总长度超过１万ｋｍ、地铁里程超过５００ｋｍ，其中７０％以上位于建成区内。在完整的生产与服

务网、联通设施网有机整合一体的城市建成区中，物资供应链体系利用相关配套、发达的道路网、轨道

线网实现大范围的资源配置功能。

广州背山面海，南北跨度超过１５０ｋｍ，分布了１１４２个不同类型的村庄，按照区位可分为城中村、

城边村、远郊村等，按照产业又可分为农业、工业、旅游等。各类村庄差异较大，城中村位于建成区

内，城边村位于近郊，其人口、产业、交通便利性都明显优于远郊村。村庄在产业、交通、环境等各方

面，都与城区存在较大差距，户籍１００人以上的自然村虽已实现 “村村通公路”，但尚有部分村庄未通

村道，交通设施 “建、管、养”问题突出。村庄空间尺度较小、人口有限，可容纳产业规模小，不能形

成完整产业链，配套设施严重依赖于周边镇、集市供应，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进程缓慢，人口

外流，产生空心化、老龄化问题。

乡村地区农业规模化不足以及制造业、服务业均处于低水平阶段，导致农业内部有机融合、全产业

链融合等渠道不畅，与城市供应链体系产生断层。广州里仁洞村是全国有名的 “淘宝村”，以特色农产

品和手工艺品为主力产品，但由于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程度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物流不健全，导致

经营成本高、销售价格低，商家难以为继［１］。供应链断层导致超大型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加

大，广州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达２．３６，介于北京２．５７、上海２．２５之间，而珠三角主要城市均在２

以下。

１２ 传统村庄规划的局限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是城乡产业一体化，只有通过统一市场促使人、物、资金等要素在城和乡两

个地域空间、在不同产业之间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才能推动城乡产业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渗透

融合、协同发展的一体化格局［２］。交通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促进人与物的双向

流动，推进城乡产业升级与互补，完善供应链体系。但我国传统的村庄规划，尤其是村庄交通规划存在

以下局限，未能充分发挥交通对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

一是规划编制起步较晚。我国的村庄规划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从单纯解决农民房随意占用耕地等

农保田问题，到有规划可循、有法规可依的规范化阶段；从 “一法 （《城市规划法》）一条例 （《村庄和

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指导下的传统村庄规划编制体系 （“总体规划—建设规划”），到 “一法 （《城

乡规划法》）”指导下的城乡一体规划编制体系，不断探索［３］。广州持续推进村庄规划编制，２００７年完成

全市村庄规划全覆盖，２０１３年被列为全国村庄规划编制和信息化建设试点城市，２０１４年完成第二轮村

庄规划，然而村庄规划中交通内容很少、指导性较差，专门的村庄交通规划自２０１６年才开展，起步

较晚。

二是缺乏与城市规划的对接。一个村庄布点规划往往管控几十个、上百个行政村，管控与衔接

力度弱，难以有效对接城市规划。尤其在村庄交通规划中，只关注落实市域高快速路，未考虑城市

主次干道、支路与村道如何衔接，导致城乡接合部的规划冲突严重，控规与村规存在两套不同的规

划路网。

三是缺少产业规划以及与土地规划的协调。村庄规划以划定宅基地区域、农业生产区、生态保护区

为主，致力于空间布局、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公共配套设施、生态环境保育和农村住宅建设［４］，产业布

局规划仅落实重大产业园区，与大部分村庄本身没有关系，在更为广阔的集体土地范围内往往是一片绿

色［５］。缺乏有效的产业规划引导以及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协调［６］，空间规划犹如 “空城计”。村庄交通规

划更是基本未考虑乡村地区的交通设施布局，与城乡产业、空间脱节，用地指标紧张，交通设施没有明

确的指标控制，规划落实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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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乡村振兴战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新要求

２１ 交通是城乡空间衔接的最前沿

城与乡之间存在或有形或无形的边界线，要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核心是人如何跨过去、物如何运

过去，因此交通的衔接协调是城乡融合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２０１９年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指出统筹规划重要市政

公用设施，推动向城市郊区乡村和规模较大中心镇延伸，推动城乡路网一体规划设计，畅通城乡交通运

输连接。在村庄规划的内容逐渐向全域化、全要素、全过程的思路转变的过程中，构建城乡一体化空间

规划新体系，进一步强化规划在重塑城乡空间结构和经济地理、适应城乡融合发展新要求、均衡城乡公

用设施等方面的法定地位［７］，逐步改变建设布局 “重城不重乡、城乡分离”的传统发展模式，着力打造

基础设施、生态廊道、产业经济、历史文脉等交互融合的空间结构，形成城乡规划一体、空间有机联

动、资源配置优化、整体效能提升的城乡规划发展新格局。

２２ 交通将乡村产业推向与城镇供应链体系深度融合

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强化规划引领。十九大报告明确将产业兴旺放在乡村振兴的

首位，产业兴旺以农业为基本依托和核心，但不局限于农业，乡村发展和农民富裕不能仅依赖于农业，

可通过农业内部有机融合、全产业链发展融合、农业产业链延伸融合、农业功能拓展融合、产业集聚融

合等多种模式［８］。在乡村地区产业逐步融入城市产业体系过程中，提升乡村产业在城市供应链体系中的

重要性，离不开城乡物流体系的搭建、交通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各级规划虽存在一定的共性，但对于村域尺度和国土空间规划而言，仍需

立足于乡村的地域特性构建［９］。不同地域、特征、产业类型的村庄具有不同的资源条件，面临不同

的问题，需要多元化、差异化的交通规划对策，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色，防止乡村建设 “千

村一面”。

２３ 交通可深度管控乡村空间资源、组织秩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

乡村振兴的通知》指出，应坚持 “多规合一”规划理念，推动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基

础设施、生态保护等规划相互协调与衔接，科学合理安排村落分布、土地资源、产业集聚、生态涵

养等空间布局，切实解决 “规划不管控，用地无指标，发展缺产业”等空间资源无法有效利用的

问题。

村庄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法定详细规划，引导乡村空间系统重构、统筹村域空间

要素配置、落实基层空间资源管制、促进村庄组织秩序构建。在村庄用地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存量发展

占据土地开发主体地位，锁定效应日益突出［１０］，交通设施具有长寿命、空间排他性的特征，其肌理将

在较长时间内影响乃至决定村庄产业、居住等空间布局，科学合理的村庄交通规划可实现对乡村空间资

源、组织秩序的深度管控。

３ 超大型城市的村庄交通规划方法探索

超大型城市与一般城市相比，城乡特征与问题更为复杂，本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的新要求，探索提出了一套超大型城市的村庄交通规划方法，已在广州村庄规划编制中得到应用。由

于城中村位于城市建成区内，主要以城边村、远郊村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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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单处村庄交通规划

３．１．１ 村庄交通体系构成

参考城市交通规划体系，村庄交通体系由道路、公共交通、静态交通、慢行交通、货运交通、交通

管理与安全等六大系统构成，并与 “三块地”（农用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以及 “三

生空间”（生活、生产、生态）相协调，以便能够在土地指标有限的前提下落实交通设施。

道路系统是村庄交通规划的核心，广州将村庄道路划分为村干道、村支路、街巷和田间道四个等级

（见表１），形成 《广州市村庄道路规划技术指引》并已印发实施。

在超大型城市的供应逻辑中，镇一级可相对弱化，适当打破城—镇—村三级垂直结构关系，在村庄

交通规划中打通城与村、村与村间的直接联系，并与城市规划协调互动。

表１　村庄道路等级指标一览表

道路等级 道路功能与标准
路幅宽度

（ｍ）

设计速度

（ｋｍ／ｈ）
车道数 断面形式

村干道

　村庄道路系统的骨架，

解决村庄内部的对外交通

以机动车交通为主。对外

与公路、市政路连接的

道路。

　居住区外采用四级公路

的设计标准、居住区内采

用市政路标准

６．５～１１．０ ２０～３０ ２

村支路

　起交通集散和联络型作

用，道 路 间 距 不 少 于

１２０ｍ

４．０～８．０ １５～２０ １、２

街巷
　生活性道路，以行人交

通为主
４．０～６．０ — —

田间

道

机耕路 　供机械化农机通行 ３．０～６．０ １０ —

生产路

　以步行为主，可结合乡

村旅游，布设村庄慢行

通道

１．５～３．０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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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基于产业类型的村庄交通规划要点

超大型城市的各类村庄差异明显，基于产业类型分为农业主导产业村、休闲主导产业村、工商主导

产业村和综合产业村，分别确定交通规划要点与设施指标 （见表２，综合产业村按其涉及的产业类型参

照确定）。

表２　各类村庄交通规划要点及设施指标一览表

交通系统 通用
农业主导产业型

（远郊村为主）

休闲主导产业型

（远郊村为主）

工商主导产业型

（城边村为主）

道路

人均道路

面积
６～１８ｍ

２／人 ６～１０ｍ
２／人 １４～１８ｍ

２／人 １０～１４ｍ
２／人

道路标准

　村干道：四级公路

标准

　村支路：准四级公

路标准

　村干道设计宽度

６．５～９．０ｍ

　村支路设计宽度

４．０～６．５ｍ

　机耕路设计宽度

３～６．０ｍ

　生产路设计宽度

１．５～３ｍ

　通达高快速路时长＜３０

分钟

　进村的村干道采用三级公路

以上标准，宜满足旅游大巴双

向通行要求，同时预留人行空

间，设计宽度８．０～１１．０ｍ

　村支路设计宽度５．０～８．０ｍ

　基本达到城市道路

标准

公共交通
　开行 “小运 量”

公交
　开行 “赶集公交”

　与就近地铁站接驳时长不超

过０．５小时，发车频率不超过

１５分钟／班

　设置旅游公交站场

　开行通勤公交，线

路宜采用短线形式

静态交通

　宅间为主，村道停

车作补充、摩托车自

家院落停放

　公共停车配建采用

低标准

　村民停车配建采用低标准

　设置旅游服务中心、旅游停

车场

　外来车辆多，可设

独立的停车场

慢行交通 — —
　设置步行、骑行等各类旅游

路线，配套指引标识

　生活区人行道

　＞２ｍ

货运交通 —
　将集市打造为覆盖

周边村庄的集配中心
—

　建设独立的停车

场、生活区道路禁货

交通管理与安全

　提升道路品质，设

置安全设施，建立安

全管理机制

　设置农用车道、减

速装置弱势群体指引

标识、严管摩托车

　处理好村民出行与旅游交通

的关系，避免冲突

　保证村道宽度、路

面硬化、转弯半径充

裕、注重货车安全

管理

３．１．３ 村庄交通设施规划布局与规模

村庄交通设施布局除了要考虑村庄功能区布局、用地限制等，还应结合考虑城乡交通设施的衔接

（见图１）。

８０５



图１　村庄交通设施规划布局示意图

　　村庄公交系统不仅应考虑公交首末站、公交线路在本村的设置，还应在片区层面考虑与城市轨道及

交通、常规公交的协同 （见表３）。

表３　村庄公共交通系统规划要点一览表

子系统 主要对象 主要指标 规划要点

公交设施

首末站 选址 　考虑村镇之间在空间布局、人口规模、交通需求

中途停靠站

选址 　按乘客步行距离最短原则，主要考虑村干道沿线

布局
　车流量大的路段，设港湾式停靠站；

　车流量小的路段，可设招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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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子系统 主要对象 主要指标 规划要点

村庄

公交运营

车型 运量
　根据线路客运量大小灵活决定车型， “小运量”

公交适用于大部分农村地区

运营组织 发车频率 　应满足发车间隔＜１５分钟

城乡公交

协同

轨道交通、常规

公交、村庄公交、

客运站

线网衔接模式

　重点围绕轨道站点的衔接模式，减少与客运站场

的衔接；

　强化常规公交与村庄公交首末站的衔接

村庄交通设施规模应根据村民人口、交通方式与习惯、产业交通特征等，结合交通设施布局综合确

定。以休闲主导产业村的旅游停车规模为例，可根据日均旅游人数确定各类泊位数 （见表４）。

表４　村庄旅游交通停车规模指标参考表

日均旅游人数 （人） ＜１００ １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６００ ６００～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小汽车泊位 （泊） ５～２０ ２０～６０ ５０～１３０ １３０～２１０ ２６０

大巴泊位 （泊） ０ １～２ ２～３ ３～５ ７

摩托车自行车泊位 （泊） ２～５ ５～１０ １０～２０ ２０～３０ ３０～５０

３２ 乡村群交通规划

３．２．１ 乡村群的概念与作用

乡村群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基于资源、产业而存在一定关联性的，不同形态规模的村庄所组成的地

域体。目前广州乡村正处在一个从传统的散落分布、自然共生向群落联合、规模集约发展的过渡期，乡

村地区规划呈现由 “单村独干”的个体式向 “多村联动”的群落式转变的发展趋势，并依靠交通联系周

边乡村形成乡村群［１１］。

乡村群是破除乡村发展边界的手段，能够推动群内部产业联动，使得产业向横向规模化或纵向一体

化发展。乡村群规划是从尺度上重构村庄规划体系的关键，将改善村庄布点规划管控几十、上百条村庄

的既有缺陷，使得村庄规划形成宏观—中观—微观的合理框架。

３．２．２ 基于聚集类型的乡村群交通规划要点

根据空间结构、经济发展、组织管理等关系，将乡村群分为主从式、并列式和互补式，其中后两者

交通特性近似，乡村群交通规划主要针对主从式、并列式。

主从式乡村群的各村产业类似或互补，以核心村为龙头带动各村共同发展，交通资源应集中与核心

村，并注重核心村与一般村间的联系。并列式乡村群的各村产业联系紧密，相互均衡，齐头并进发展，

交通资源配置均衡，注重各村之间的联系 （见表５）。

表５　乡村群交通规划要点一览表

交通系统 主从式乡村群 并列式乡村群

道路网
　 “核心村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结构，核心村

与一般村应有联系的道路

　形成 “村村相连”的路网结构，各村至少保证

有一条准三级公路标准的村干道串联

公共交通

及静态交通

　 “核心村为中心”的公交体系，公交站场设置

于核心村。停车场布局以核心村为主，一般村依

据需求合理配置

　设置串联乡村群内所有村庄的公交线路。

　公交站场、停车场和旅游服务中心可共同设置

为站场、选址尽量靠近对外道路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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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乡村群交通规划案例

瓜岭乡村群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由瓜岭、田心、三安、上基、下基、沙角６条村组成，总人

口约７５００人，总面积约８ｋｍ２，规划研学旅游产业为主导，乡村文化创意产业、特色生态农业产业为支

撑。该乡村群内各村经济状况以及产业模式较为均衡，可发展成为并列式乡村群。

现状对外交通条件较好，广园快速路穿过乡村群，在瓜岭村口和三安村—上基村口设有出入口。部

分村道宽不足５ｍ，路面较差，货车通行受阻。仅田心村设有１处公交站，１条线路通往新塘镇，其余

村庄无公交。除田心村外均设有停车场或路边停车泊位，但难以满足停车需求。

交通规划方案包括：新增２条、改造３条村干道，形成 “一纵、一环、多分支”路网结构，有

效支撑乡村群的并列式发展；规划形成 “地铁接驳线＋镇区慢线＋群内短线”公交体系，加强瓜岭

乡村群与地铁１３号线新沙站的联系并使群内各村间有公交线路相连；结合对外出入口设置２处综合

停车场，在田心村设置村民停车场；结合滨河路和机耕路设置休闲绿道，在途经乡村群的东江设置

水上休闲游线。

图２　广州市增城区瓜岭乡村群交通规划示意图

３３ 城乡交通规划融合措施

３．３．１ 城乡规划路网一体化

随着村庄逐渐融入城市，其路网将嵌套于城市路网中。城市道路的控制与管理按其在城市中所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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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道路等级执行，而村庄道路大多沿用现状村道，灵活但不确定。为统筹衔接村庄路网与市域骨架路

网，应在村庄地区形成以村干道、村支路为毛细血管，高速公路、快速路、城市干道为基本骨架的道路

体系，广州的规划目标为２０３５年每个行政村到达市域骨架路网的时间小于３０分钟，与城市道路通行时

间基本持平。

３．３．２ 城乡公交一体化

广州现状的 “原八区公交—至外围区公交—区内公交”线路模式，随着轨道交通向外围城区的延

伸，规划逐步转换为 “市轨道站点接驳—区轨道站点接驳”模式，乡村居民通过灵活、便捷的村巴直接

接驳换乘轨道交通，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交服务。

３．３．３ 城乡管理与安全统筹一体化

形成 “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社会联动”，落实养护的主体责任制，向城市管理标准看齐。市、区

交通主管部门加强对乡道、村道的养护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督查，乡、镇政府负责日常养护，乡村群、

村庄内实行路长制，由村委会承担本村道路及配套交通设施的维护管理责任。落实道路交通安全目标责

任制，成立交通安全宣传队，提高农民群众安全意识。

４ 结语

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等背景下，广州正在编制新一轮全市村庄规划，本

文探索提出了超大型城市的村庄交通规划方法，已在同步编制的广州村庄交通专项规划中得到应用，有

望对城乡空间融合、产业融合、要素融合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除此之外，城乡规划精准引领，技术创

新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城乡土地、人才机制深化改革等［１２］，均对城乡融合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只有在规划、建设、体制、管理等方面多措并举，方可走好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之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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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宁?．新时期 “多规合一”村庄规划编制办法探索———以武汉市童周岭村为例 ［Ｃ］．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杭州市人

民政府．共享与品质———２０１８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１８乡村规划）．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杭州市人民政府：中

国城市规划学会，２０１８：５１８．

［８］陆梦龙．城乡融合和产业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Ｊ］．新西部，２０１８（１３）：４６．

［９］贾铠阳，乔伟峰，王亚华，戈大专，黄璐莹．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域尺度国土空间规划：认知、职能与构建 ［Ｊ］．中

国土地科学，２０１９，３３（０８）：１６２３．

［１０］马小毅，江雪峰．大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规划编制方法探索———以广州市为例 ［Ｊ］．城市交通，２０１９，１７

（０４）：１１１６．

［１１］叶红，李贝宁．群落化视角下的珠三角地区乡村群规划 ［Ｊ］．上海城市规划，２０１６（０４）：２２２８．

［１２］王阳，左向宇．广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上求突破、创品牌 ［Ｊ］．广东经济，２０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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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道路规划转型思考

———以广州为例

李健行　刘翰宁　赵国锋

!"#$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为道路规划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将道路规划全过程、全方位融入国

土空间规划，有必要重新审视道路规划的编制重点和深度要求。本文以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的道路规划

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原城市规划体系中道路规划方法和存在问题，梳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对道路规划的新要求，从

深化研究道路等级体系、拓宽道路规划视野、研究道路发展指标、动态协同道路规划与三区三线、探索多维复合廊道规

划等五个方面对道路规划如何转型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以期用更优化的道路全周期全方位规划、管控引领和支撑国土空

间高质量发展。

!%&'$

国土空间规划；道路规划；发展指标；动态协同；复合廊道

０ 引言

道路交通在城市规划中起到引导和支撑空间结构的重要作用，多年来各大城市已形成将道路规划纳

入综合交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协同编制和管理的工作模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发布后，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架构基本明确［１］，交通与空

间、产业等规划有望实现深度融合与协同。对应国土空间发展与保护新要求、规划编制新体系，有必要

进一步认知交通规划的定位，审视道路规划的编制重点和深度要求。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自然资源部发文要求广州在全国率先开展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先行先试工作，加快推进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试点工作开展过程中，广州充分践行 “交通空间是国土空

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发展的源动力”理念，采用同步编制交通专项规划的组织模式［２］。作为交通

专项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市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对道路规划的编制理念、内容深

度、工作重点如何转型进行了探索研究。

１ 原城市规划体系中的道路规划

１１ 广州市道路规划建设发展历程

广州历来重视道路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同编制，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工作重点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

１．１．１１９８４～２０００年，搭建中心城区规划路网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明确了市区沿珠江向东的带状组团式布局；１９９６年城市总

规修编纳入了白云区，形成 “Ｌ”型的中心区、东翼、北翼三大组团布局。

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制定 《广州市 （原八区）城市干道网络深化方案》，整合总规、分区规划和管理层

面的三套路网，优化调整规划干道网，规划设计首批５０座立交形式，深化完善支路网络，奠定了广州

市道路网络的基础；规划成果达到道路红线控规深度，为规划管理工作规范化、图则化、程序化打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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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基础，为城市交通建设提供依据。

１．１．２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补齐外围城区规划路网，构建四环十九射高等级路网

２０００年广州市行政区划调整，番禺、花都撤市设区，市域面积由１４４３．６ｋｍ２扩大到３７１８．５ｋｍ２。

同年 《广州城市建设总体战略概念规划纲要》确立 “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空间拓展方针，明确

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城市结构的发展模式。而后，广州相继开展 《番禺片区干道网络深化方案》《花都

片区干道网络深化方案》，在原八区城市路网的基础上补齐了外围路网。

２００４年，为支持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定位，适应区域一体化进程，广州编制 《广州市域高等级路网

整体规划》，在国内首次从市域层面统筹城市道路网和公路网，规划以广州为中心，辐射珠三角的 “四

环十八射”环型放射状的市域高等级路网。

２００７年，获两市政府批复的 《广佛两市道路系统衔接规划》是国内首个跨市道路系统规划，为广

佛同城化发展奠定基础，积极促进跨市道路规划控制、建设实施工作模式的形成。

１．１．３２０１０年至今，动态优化规划路网和道路红线控制，开展道路全链条规划

２０１６年２月，国务院批复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广州规划多中心、组团式、

网络型的空间结构。同期编制了 《广州市 （十区）道路系统深化》，纳入萝岗区、南沙区规划干道网，

协同城市空间布局调整规划路网，确定以广州主城区为核心的 “三环十四射”区域高等级道路体系，

“三环十九射七联络＋九横五纵”市域主骨架道路系统和 “二十九横二十纵”区域性主干道系统，同时

明确了广州市路网规划控制标准、各等级道路横断面规划方案等。

同时，以 《广州市城乡规划管理 “一张图”动态维护》为基础，充分整合广州市规划管理中的两套

路网充分整合，形成覆盖全市域、协调控规地块、动态维护的道路规划红线 “一张图”，作为道路审批

法定依据，进一步强化道路红线的法定地位。

基于城市总规中提出的历史名城保护、生态优先、城乡一体化发展等要求，广州开展 《广州市历史

城区城镇公共道路红线控制规划》《风景名胜区道路优化方案》《北部城区村庄道路控制规划》，针对特

殊地区优化规划路网和红线控制方案。

结合同德围南北高架路、广花路快速化改造等重点项目推进，制定面向实施的道路详细规划方案，

明确其规划功能、合理线位、路网衔接和节点概念方案，并编制控制方案，落实上位规划意图，指导下

阶段工程设计，实现精细化和精准化的审批管理。

２０１７年以来，编制 《广州市市域路网规划》年度滚动项目，制定辐射区域的 “三环十九射”的高

速公路和 “联络市域组团和重点发展地区”的快速路为骨架的新市域高等级规划路网；结合国土空间规

划契机，优化白云区北部、增城区、花都区等地区路网，完善广州与周边城市道路衔接；基于不同推进

阶段，全方位跟进市重要道路方案 “规划提出—方案研究—方案优化—调整用地”全流程任务；持续识

别道路拥堵点，制定典型交通拥堵点改善方案，助力老城市新活力。

１２ 原城市规划体系中的道路规划方法

三十多年来，广州市几轮交通发展战略规划、综合交通规划、道路专项规划工作的开展为道路规划

和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不同规划背景和要求下，道路规划的方法体系和重点逐步调整，形成

三点关键经验。

１．２．１ 建立广州市道路规划编制体系

经过长时间的协同磨合，道路规划与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基本对接，建立了广州市的道路规划编制体

系。对应城市规划中的总规、修规、建设实施和实施评估均开展相应的道路专项规划，将不同重点和深

度的成果纳入各层次交通规划、城市规划中。

５１５



其中，总规层面对应的道路规划主要明确市域范围内公路和城市道路的整体路网布局，提出道路出

行和密度发展指标，衔接历史城区等专项规划要求优化特殊片区路网，并针对重要通道提出规划方案。

控规层面对应的道路规划主要明确道路红线双线条控制方案，落实道路等级、宽度、坐标、推荐横断面

等，并提出道路节点布局和形式，预控节点用地。修详规层面则细化道路规模，路段和节点设计方案。

１．２．２ 明晰对应规划事权的规划内容深度层次

广州市规划系统内道路规划管控事权对应内市、区、乡镇等不同行政级别有不同的级别内容。基于

规划事权分级，对道路规划的重点和深度进行划分。

市级和区级的道路交通专项重在协同规划空间结构、土地利用、产业，明确道路网络布局、发展指

标，重要道路功能和廊道。其中市级规划落实市域高等级道路和跨区主干路线位；区级规划落实本区范

围内主次干路线位，并结合需求制定重要道路规划方案。

经过多轮整合完善，形成市域道路红线规划一张图，由市规划部门依据相关控规编制审议通过案件

进行动态维护，在道路红线编制、批前审查、批后入库及使用全过程均保证与控规地块的无缝对接。

图１　原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广州道路规划体系示意图

１．２．３ 开展重点道路修建性详细规划

在市域规划路网逐步稳定的前提下，为强化规划在道路建设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实现对道路工程设

计精细化、精准化和内涵化规划管理，保障道路工程建设有序、合理、顺利进行，广州以同德围高架、

广花路快速化改造等为案例进行了重点道路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探索，确定了道路修规编制内容和重点。

开展道路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后，道路与用地更好协调，道路规划功能实现进一步保障，规划管理

部门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更详细、有针对性，道路工程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进一步提升。

１３ 存在问题与不足

１．３．１ 道路等级体系有待进一步细化

由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情况，我国道路分为公路和城市道路，其对应的服务对象、交

通特征、设计理念、实施和主管部门均有所差别，两套道路等级体系也无法衔接。公路位于城市行政区

划内，却不纳入原城市规划的法定规划范畴。随着城镇化步伐的逐渐加快，尤其广州等一线城市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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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拓展，部分公路如国道１０５、１０６等已承担起城市道路功能。市域道路规划需统筹城市对外、过境

和内部交通需求，谋划各等级道路网络布局。自２００４年编制 《广州市域高等级路网整体规划》以来，

广州市道路规划坚持统筹城市道路网和公路网，逐步完善高速公路、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五

个等级道路构成的市域规划路网，以辐射区域、连接组团、服务地区等功能解构和考量规划路网承载的

不同出行范围的交通供需情况。

道路等级划分的重要依据是其承载交通的特性及与沿线用地的关系。既有道路等级划分一是以机动

车行驶速度为标准，随着机动化出行需求的增长和细分，等级体系与沿线用地类别和开发强度难以深入

协调；二是本质上是面向机动车，对居民多样化出行需求考虑不足，也使得部分现状道路无法纳入道路

体系以统一规划管理；三是未考虑道路的场所功能，街道空间活力逐步下降。

１．３．２ 道路发展指标有待进一步深化

传统道路规划中，通常以网络、出行时间、密度和容量作为发展目标，以道路密度作为考核指标。

道路指标虽多，但指向性不够强，责任部门不太明确，难以全面体现交通与用地的交互协同情况，也无

法体现道路各方式出行的需求适应情况，更难以表达道路各方式出行的品质和体验情况。

１．３．３ 对土地效益的激发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原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道路规划主要强调网络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协同，道路廊道与禁

建区、不可移动文物等强制性管控用地的避让，与用地、产业的互动较少。此外，在原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编制过程中，道路仅在建设用地层落实了用地，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协同研究缺失，动态对接模式的缺

乏也导致规划道路与基本农田的矛盾常发，形成了大量规划道路实施推进受限的局面。而原主体功能区

规划则主要引导产业发展，且市县级层面的规划较为缺乏，其编制过程中与道路规划的互动也较为罕

见，形成产业平台难以快速接入高速运输网络，大量生产要素流动需求也对道路运作带来了一定压力。

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道路作为驱动要素的重要性应进一步体现，通过协同城市功能、土地

利用、运输需求、生态景观，体现道路规划的引导和支撑作用，提升单位土地效益；通过与限制性建设

管控要求的动态对接，提升规划路网的可实施性，减少对城市生态文明的割裂和影响。

２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道路规划的新要求

新时期国家规划体系形成了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四大体系。其中针对国

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分类指南 （试行）》明确了实现国土空

间规划基本分区与用途分类的总体原则和基本要求；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编制了 《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相关技术指南 （市、县级）》［３］，并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 《关于协同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提出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和交通专项规划与本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４］。

２１ 五级三类规划体系中对应道路规划内容

国土空间规划按规划范围分为国家、省、市、县和乡镇五级，按规划内容和深度分为总体规划、详

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三类。对应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交通规划可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建设

实施和实施评估四大层次，并开展相应的道路专项规划，纳入相应的各类规划中。对应五级规划范围中

的市级、区级、乡镇级的规划重点和深度也应有所区分，其中市级定战略框架和规则标准，区县级加强

片区统筹、承上启下，乡镇级注重结合地区特色，并强化空间精准落地。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应的道路规划主要明确市域高快速路和骨架主干路的布局；各区县国土空间规

划在市级规划基础上完善本级范围内主次支路网，并结合规划定位和近期需求制定重点道路规划方案；

乡镇 （城镇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在落实市县 （区）规划基础上，完善街巷、乡村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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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并提出交通设施布局。

道路专项规划衔接历史城区等规划要求并优化特殊片区路网，调整涉及规划矛盾的重要道路方案。

对接道路规划建设管控要求，明确市域层面道路用地规划、与周边城市路网衔接规划、重点片区道路交

通组织研究等。基于城市近期发展重点，梳理近期道路建设项目。

详细规划完善地区道路控制规划，落实道路等级、坐标、用地、节点方案等并纳入市域道路控制规

划及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中。同时基于完整街道理念，针对单条道路，在规划方案基础上完善交通设

计，明确红线内全要素布局和规模；协同城市设计研究道路整体设计。

此外，对应国土规划年度评估要求，建立市域路网年度评估体系，摸清家底，明确发展重点。

图２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道路规划体系示意图

２２ 道路设施的国土空间控制规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视 “多规合一”和相关专项规划的空间利用和保障。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市县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分类指南 （试行）》明确了基于２６种一级类、８６种二级类和３３种三级类空间

规划用途类别。其中涉及道路的包括：农林用地大类中的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大类中的仓储用地和道

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其他建设用地大类中的区域基础设施用地、海洋利用大类中的交通运输用海［５］。具

体用地类别与道路等级对应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３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道路用地类别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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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印发的 《关于协同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提出编制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

划，并将其落实到国土空间规划中。目前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交通设施用地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对

于可初步设计基础的项目基于用地边线划定预控边界；二是部分省市如浙江省，针对战略性交通项目开

展专门的国土空间控制规划；利用已有的道路红线与国土空间规划中的 “三区三线”（“三区”即城镇、

农业、生态空间，“三线”即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进行核对，并在

编制过程中不断协调。

在国土空间规划目前编制阶段落实高等级道路用地是大势所趋，后续规划深化编制过程中或逐步落

实其他等级道路用地。在审批制度改革、城市信息模型 （ＣＩＭ）平台搭建等背景下，国家、省、市都在

研究基于规划审批的道路管控新标准，如何准确界定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中道路设施空间规划的内涵

和要素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２３ 道路设施与 “三生”用地的衔接融合

相较以往城市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明确应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 （简称

“三生”），要求 “以区域综合交通和基础设施网络为骨架、以重点城镇和综合交通枢纽为节点，加强生

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有机互动，实现人口、资源、经济等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形成国土空间

网络化”，尤其更多地要求交通网络与 “三生”要相互支撑。

传统道路规划更多强调对集中建设区的引导支撑以及可达性，关注点到点的布局优化和网络化空间

组织优化。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道路交通设施需进一步加强对沿线地区的衔接和服务，这是从传统

的点到点规划向面域规划的提升，并关注道路与 “三生”的协同。

３ 广州国土空间规划关于道路规划转型的几点思考

针对传统道路规划方法的存在问题与不足，结合广州市国土空间体规划的编制经验，以及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对道路规划的新要求，对新时期道路规划的编制重点和深度要求进行审视，就如何转型进行思

考与探索。

３１ 深化研究道路等级体系，助推交通方式转型

我国道路分为公路和城市道路，因其等级划分不同而难以衔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在

既有快主次支四大类等级划分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八小类：快速路划分为Ⅰ级、Ⅱ级快速路，主干路

划分为Ⅰ级、Ⅱ级、Ⅲ主干路，支路划分为Ⅰ级、Ⅱ级支路
［６］。而公路则按功能、行政级别、快慢等有

多种的等级划分形式，其中按功能划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

城市空间拓展、城乡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规划范围内公路和城市道

路网络布局；并结合具体需求，从交通功能、出行方式、场所环境等多角度出发深化道路等级体系，调

整既有规划道路等级和管控要求。

为发挥规划统筹功能，推进多规合一，广州一直致力于协调控规与村庄规划、历史城区保护规划等

长期存在的矛盾，以形成市域规划控制 “一张图”。作为推进规划融合的重要抓手，广州积极探索城市

道路与街道、乡村路的关系，从历史城区保护和城乡统筹发展、地区出行特征、公交和慢行导向、景观

设计等维度深化道路分级体系。

３２ 拓宽道路规划视野，推进道路衔接融合

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明确了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国

际大都市等城市性质，广州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提出了 “全球重要综合交通枢纽”的发展目标，道路规

划视野进一步拓宽，强化与区域的辐射和连接，在既有 “四环十九射”对外高等级路网的基础上，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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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三环十九射”对外高速骨架路网：一是基本以高速公路构建对外环射骨架道路；二是进一步扩大高

速环路范围，通过外环高速串联湾区重要城市，以中环高速固化广州大都市圈地域空间，以环城高速串

联广佛同城十大组团；三是进一步提升１９条放射通道能级，选择联通度更高、辐射力更强的高速通道

作为射线；四是构建大湾区南北、东西高速双通道，降低过境交通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强化高速骨架路

网２小时覆盖大湾区城市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此外，在粤港澳大湾区及广州大都市圈建设逐步推进、区域建设空间连绵发展、城市间跨市协作交

互愈加密切、通勤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大等背景下，推进公路和城市道路的深度融合、“无缝衔接”，是实

现交通高质量、品质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３３ 研究道路发展指标，建立年度评估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 “到２０２０年，城市建成

区平均道路网密度提高到８ｋｍ／ｋｍ２”
［７］，城市中心城区及新建地区路网密度达到该目标相对容易，但

对于建设用地分散且生态、农业用地较多的外围地区则非常困难。

结合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广州道路规划建设管理正在开展相关工作，一是研究道路发

展指标体系；二是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基本分区提出差异化指标值，如中心城区与外围地区密度指标差异

化，居住、商业、工业等用地性质地区密度指标差异化；三是统一道路网密度的统计标准，以建成区建

设用地范围统计路网密度；四是在地区详细规划中落实 “窄马路、密路网、开放街区”理念，优化和加

密次支路网，提高道路网络运行效率。

同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落实用地要求和道路规划管控标准的升级，紧扣广州市规划管控需求，探

索道路红线闭合、道路用地构面、道路立体化管控等规划实践路径，并将道路面积纳入道路发展指标体

系中。

此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国

土空间规划定期评估制度，有必要定期评估道路网络结构布局、等级级配、道路运作、路网密度、人均

道路指标等，以支撑各项规划工作的开展。

３４ 动态协同道路规划与三区三线，推进 “多规合一”

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了三区三线，规划道路的限制条件、本底更加明确。在道路规划过程中，一是通

过优化路网形态，强化对山水生态格局的保护；二是注重道路规划、设计、实施、使用过程中的全过程

全方位跟进和精细化规划管控，通过道路建设模式和线性规模等优化主动避让三区三线；三是抓住三区

三线相关政策调整及动态优化的契机，通过动态空间协调，减少战略性道路通道与三区三线的矛盾。

针对各类规划打架、落地难等问题，广州市近年来持续推进 “多规合一”、“一张图”，推动交通等

多个专项规划在控规层面协调 “合一”。通过协同各级各类城市规划，动态维护道路红线，确保控规红

线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进一步强化道路红线的法定地位，作为道路审批法定依据。同时摸查梳理近

期建设道路与各类规划的矛盾，把关道路设计，制定规划协调方案，以全市统一的数据共享与信息联动

平台为基础，实现跨领域、跨部门、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协调规划矛盾，加强规划衔接和空间统

筹，保障项目落地。

３５ 探索多维复合廊道规划，促进道路空间的高质量发展

原城市总规的道路、轨道等交通网络为二维布局规划，重点关注畅通可达，与其他空间要素协同不

强。国土空间规划则关注自然资源的保值增值，强调存量发展模式。

广州作为城市信息模型 （ＣＩＭ）平台建设的试点城市，正在探索开展多维交通廊道、立体复合利用

等规划建设工作：一是统筹研究道路、轨道两张网的布局优化，规划建设复合走廊，集约节约用地，如

广中澳高铁与番禺至南沙东部高速的立体共线规划建设；二是结合地下综合开发，因地制宜发展城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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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道路系统，如推进金融城地下道路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三是结合道路改扩建，立体上盖开发城市综

合体，如广州环城高速东圃立交市政化改造，高架上盖建设市政公园，并利用闲置匝道开发综合社区，

盘活存量土地；四是研究老城区内高架道路机动车功能取消后改造方案，促进道路空间高质量发展，减

小对沿线用地切割，优化城市营商和生活环境，如人民路高架拆除后改建空中慢行休闲景观走廊的可行

性研究。

４ 结语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综合交通规划尤其是道路专项规划体系的搭建和研究重点一直备受关注，各

城市也在编制过程中逐步探索研究。本文梳理分析了广州多年来的道路规划建设历程、相关方法及存在

问题，结合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经验，针对国土空间规划对道路规划的新要求，从深化研究

道路等级体系、拓宽道路规划视野、研究道路发展指标、动态协同道路规划与三区三线、探索多维复合

廊道规划等五个方面对道路规划如何转型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以期用更优化的道路全周期全方位规划、

管控引领和支撑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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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视角下的城市核心区道路规划提升研究

———以天津市劝业场地区为例

高　瑾　魏　星

!"#$

本文研究对象劝业场地区是天津市城市核心区，是历史街区、老旧社区和传统商业街区最集中的区域，但整

体活力不足，交通问题复杂。在从以往规划定位为中心商务聚集区向 “维持原有历史整体风貌、保留原有城市肌理”的

城市更新理念转变的背景下，交通更新理念需要做出响应，以实现两者有机融合。本文提出从对交通畅行服务的关注，

到所有交通使用者出行体验的关注，从增加机动车通行能力到营造街道空间。从车视角的现实基础出发，树立人视角的

规划思维，提出具有推广意义的城市核心区道路规划提升技术方法。

!%&'$

城市核心区；城市更新；城市活力；交往空间；道路功能

０ 引言

城市核心区是城市优势资源最汇聚的地区，具有高端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生长的土壤。本文研究对象

劝业场地区是天津市城市核心区，是老旧社区和传统商业街区最集中的区域，教育、医疗资源优越，但

整体活力不足，交通问题复杂。为了激发该地区城市活力，城市管理者启动城市更新研究，以期通过用

地的综合整治、功能改变和拆除重建等方式对地区进行整体的提升改造。交通改造提升的研究，在考虑

与用地更新互动的同时，交通改造的提升成为了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抓手。

传统的城市核心区空间布局均围绕以慢行交通为主导的街巷展开，用地供应不足，土地价值较高，

交通系统的扩张具有现实约束。交通改造提升技术手段上需跳脱以往的交通增量规划，交通改造提升路

径需在人的需求、交通模式和用地业态间求取最大公约数。城市活力的核心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以及

由人而产生的丰富而有趣的城市活动以及频繁的城市活动带来的经济活力、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因此

城市核心区的交通改造提升要求从以往的视角进行转变，即从车视角转变为人视角。从对交通畅行服务

的关注到所有交通使用者出行体验的关注，从增加机动车通行能力到营造街道空间。

巴塞罗那的大街区计划、纽约的抢街运动、北京大栅栏的街巷里弄等，国内外近年来开展的城市更

新、城市双修和街道整治的相关工作都将视角转向了高颗粒度的个体交通使用者的视角。交通空间营造

的内涵也进一步延展，在满足基本的空间活动和行为交流外，建立邻里之间的连接、补足缺失的儿童玩

耍空间、赢回停车侵吞的毫无生机的街道等。通过营造灵活的、混合功能的交通空间，吸引开展丰富的

社交活动和多样性人群，来激发城市核心区的活力，发挥核心区集聚作用。

１ 劝业场地区现状概况

为了便于交通系统的整体性研究，本次研究的劝业场地区是以福安大街、海河、大沽路、营口道、

南京路、南门外大街和福安大街围合的区域，不同于行政街道管理范围的划分，总占地面积约２．５ｋｍ２。

劝业场地区具有历史保护街区、传统商业街区、老旧社区集中区、优质公共资源集中区等多重特性。

天津市４５％的历史风貌建筑、和平区７０％的历史风貌建筑集中在劝业场，末代皇帝溥仪寄居的静

园、法租界时期的中心花园、特色鲜明的瓷房子等是劝业场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滨江道—和平路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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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街是天津市著名的商业街，不仅有劝业场、中原公司、稻香村食品店、亨得利钟表店、光明影院、

登瀛楼饭庄等老字号，还汇集有滨江商厦、吉利大厦、米莱欧、国际商场等大型百货商场。海河沿线地

区和南京路沿线地区是天津市重要的商务办公集中区。老旧社区建设年代较早，居住环境品质下降、公

共空间和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居住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带来了住房空置、街区活力不足等

问题。商住混合用地较多，部分沿滨江道老旧社区住宅建筑已经改造为商业建筑。教育资源优越，市重

点小学万全道小学、鞍山道小学等集中，但由于社区活力不足，学生大部分居住在其他地区。

通过百度慧眼热力图分析，地区除滨江道外，整体地区活力不足。劝业场地区平日早上人流主要集

中在地铁站点、办公、医院等片区，下午人流主要集中在南京路和滨江道沿线。周末早上人流主要集中

在地铁站点、办公、医院等片区，下午人流主要集中在滨江道沿线。滨江道以外的商业街区活力不足，

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未聚集大量人气。

图１　劝业场地区早、晚人流分布图 （数据来源于百度慧眼）

图２　劝业场地区现状用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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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车视角下的现状交通

２１ 车视角下的现状交通设施

孔令斌 《城市交通的变革与规范 （连载）》第５期中提出道路系统的发展现状适应机动化发展，不

断挤压人的活动空间，小汽车交通无处不在，不断侵蚀步行、自行车和城市的商业、货运等活动的空

间［１］。劝业场地区交通现状体现了机动车快速发展时期的特征。

２．１．１ 路网布局

道路网络基本上保留了窄路密网的本底。追溯劝业场地区路网发展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形成典型

图３　劝业场地区现状窄路密网格局

的适应慢行交通的道路网络特征，呈窄路密网、

均衡的路网布局模式，是典型的以通行马车、

行人和自行车的道路网络特征，路网密度

１７．１ｋｍ／ｋｍ２。２００２年开始至今为满足现代化

交通和跨海河交通联系需求，逐渐形成满足现

代化交通需求的路网新格局，拓路架桥，增加

对外交通通道，将更多机动交通引入内部。由

于劝业场地区拆迁困难，道路扩宽改造的实施

难度大，基本保留了原有的窄路密网的路网格

局。现状劝业场地区道路网密度达１６．５ｋｍ／

ｋｍ２，路面小于１４ｍ （２～３车道）路段占

９２％，路面小于８ｍ （１车道）路段占４９％。

为了适应该地区窄路密网的路网布局特点，

减少城市核心区穿越，该地区整体实施单向交通组织。

２．１．２ 慢行交通

受长期以来优先满足机动车通行能力惯性思维的影响，慢行交通环境与安全性较差，存在诸多需要改

进的问题。现状人行道有效宽度不足，较多道路人行道宽度存在不足１ｍ，人行道连续性差。非机动车道

受机动车和路内停车侵占严重。机非混行，慢行安全性得不到保障。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足，秩序混乱。

图４　人行道有效通行空间不足 图５　非机动车停车秩序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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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３ 公共交通

由于劝业场地区拆迁难度较大，轨道交通线路呈围合式布局，很难穿越该地区内部，主要围绕外围

干线道路布设。劝业场地区现状２条轨道线路，其中１条在建，共设置５处轨道站点 （２处在建）。轨

道交通５００ｍ服务半径覆盖率４６．４％，各站点断面客流量占断面客运能力的２０％～５０％，轨道交通剩

余载客能力充足。

图６　劝业场地区轨道交通５００米服务半径覆盖范围

常规公交主要集中在南京路、南门外大街等主干路上，部分地区服务水平较低。公交运行过程中需

要与机动车、路边停车和非机动车等争抢道路空间，总体运行速度较低。

图７　劝业场地区公交线路布局图

２．１．４ 停车设施

路内公共停车场停车率较高，占路违法停车问题突出。以山东路为例，白天路内塞满停车，道路空

间被停车严重侵占，步行、骑行通行困难。由于通行条件极差，街道内人流稀少，成为毫无生机的 “消

极街道”空间。相对应的路外公共停车场停车周转率较低，经营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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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路内停车情况 图９　塞满停车的消极街道

２．１．５ 交通运行特征

根据多数据源的综合分析，该地区机动车流量较低，非机动车和人行流量较高。通过全天的流量监

测发现该地区整体机动车运行水平较高。大部分路段机动车流量均在３００ｐｃｕ以下。河北路、新华路、

鞍山道、多伦道、锦州道交通量在３００～８００之间，处于支路流量水平。

图１０　高峰时段机动车流量分布情况

共享单车开锁量较高的地区集中在地铁站、大型商业网点和医院周边。以友谊新天地为例，高峰小

时产生５００次／ｈ的共享单车开锁量，周边道路需承担约１０００次／ｈ共享单车集散。

由于违法停车严重的街道对慢行交通的不友好，非机动车和行人仍主要分布在河北路、新华路、鞍

山道、多伦道、赤峰道和营口道等没有路边停车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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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共享单车开锁量分布图

图１２　路段非机动车流量分布图

图１３　行人流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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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车视角下的现有交通规划

在原有扩张规划理念的指导下，城市核心区交通规划秉承汽车为主的现代化交通大发展，把交通疏

散功能放在道路规划的首位。原有规划商业办公功能集中，交通强度高，交通空间需求大。从现实情况

出发，用地按规划实现困难，路网规划相应的实现困难。规划实现率仅６０％，未按规划实现的道路共

计１８条。受历史保护建筑和拆迁难度较大建筑的影响，道路规划存在锯齿状红线，街道尺度不一，影

响界面连续性。

图１４　劝业场地区现有用地规划

图１５　地区道路规划实现情况 图１６　锯齿状红线

现状道路功能与规划定位不符，结合路网结构、道路尺度、运行速度和沿线用地类型划分道路功能

与规划道路等级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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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现状道路承担功能 图１８　规划道路等级

３ 人视角下的交通改造提升关键点

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更新，拆迁成本过高，难以实现资金平衡。交通格局重塑的空间有限，激发城

市活力需要转变以往追求机动车运行效率的车视角，守住历史遗产保护是底线，从人视角的价值出发，

对存量道路空间进行多元化的改造提升，提高人的体验感和社会公平。

３１ 绿色交通优先

宏观上统筹分配交通资源，优化交通出行结构，让更多的人的享受更优质的出行服务。地区轨道交

通呈外围通过型，步行和自行车接驳轨道交通是该地区较理想的出行方式。落实绿色交通优先的理念，

优化接驳交通出行环境。加大对停车违法的监管力度，赢回 “毫无生机”的街道，体现慢行交通的公平

性，提高社会整体效益。

３２ 美好的交通体验

将出行与居、勤、游、学融合，让出行者专注于交通体验带来的生活小确幸。在有限的道路空间内

对机动车做减法，对绿色交通和休闲空间做加法。提供充满活力的城市需要不同且复杂的市民生活，包

括不同年龄、不同活动目的、街区内居民或街区外游客，不同交通方式出行。生活出行、旅游出行、休

闲出行、通勤出行相互交织，并为各种出行提供物质空间，包括步行空间、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

形成高度整合且协调的空间秩序，城市活力才能最大化。让行动迟缓老人能够停留小坐，让青年的户外

活动更频繁、活动的空间范围更广，让儿童能和小伙伴踢球玩耍，让各种出行都能找到空间，让各种活

动都成为可能。不同类型人群之间的活动增多，人们会有越强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吸引更加多样化人群

参与其中。改善各类人群出行的体验感是城市活力提升的关键。

３３ 人的道路空间

交通空间是一种公共空间，交通改造提升应注重道路空间营造。简·雅各布斯指出催生和协调多种

功能来满足人群复杂而多样的需要才是城市规划的目的，这正是城市获取活力，文明延续和发展的基

础。珍妮特·萨迪汗在 《抢街：大城市的重生之路》一书中提到 “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非常适宜人们步

行、骑行或者闲坐，这个城市也一定会激发人们创新、促进投资并吸引人们长居于此”。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张杰教授在 《创新与融合———新形势下的城市更新与保护》中提到城市更新的本质是新的经济、社

会、政治需求对既有城市空间 （包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改变，是一个新的 “空间生产”的过程，提

供具备令人愉悦的设施或活动的空间场景有利于推进创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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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保护社会肌理

从人的视角出发，保护城市肌理不仅是道路的肌理，更是社会肌理，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社会肌

理、街巷肌理是城市的隐性记忆，是城市最宝贵的财富，保护好隐性记忆能更好的发挥城市潜能。保留

既有的交通物质形态，才能保护丰富的社会资源，提升社区归属感。

４ 人视角下的道路规划策略

根据劝业场地区城市设计方案和劝业场地区用地调整阶段方案，该地区城市更新遵循 “维持原有历

史整体风貌，保留原有城市肌理”的原则。本次研究从劝业场地区车视角交通现状和具有约束作用的现

实基础出发，树立人视角的规划思维，提出具有推广意义的城市核心区交通改造提升技术方法。

４１ 以功能为导向的道路分级调整

强调贯通性和机动性的交通性道路从地区外围通过，以提升城市交通效率为目标。内部道路强调可

达性和舒适性，以提升道路环境和地区活力为目标。以道路功能确定道路等级，内部道路以满足慢行优

先通行和沿线地块机动车集散进出功能为主，对部分主干路和次干路道路等级进行降低。参考 《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ＧＢＴ５１３２８—２０１８）》，以道路功能确定道路分类体系，同时利用交通流量分布情

况进行校验。

表１　地区内道路功能分类表

集散

道路
次干路 次干路

　为干线道路与支线道路的转换以及城

市内中、短距离的地区性活动组织服务

　兴安路、荣业大街、禄安大街、

赤峰道、营口道

支线

道路
支路

Ⅰ级支路 　为短距离地区性活动组织服务

　新华路、河北路、山西路、甘肃

路、多伦道、鞍山道、哈密道、锦

州道

Ⅱ级支路
　为短距离地方性活动组织服务的街坊

内道路、步行、非机动车专用路等
　其他道路

为了地区城市更新工作的有序进行，塑造特色街道空间，尊重现状街道尺度，保护城市肌理，避免

项目落地对城市肌理的割裂，将现状街巷纳入规划管理更新微循环系统，提高慢行交通可达性。

图１９　纳入规划道路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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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　现状道路功能分析

表２　各道路交通流量分布

交通流量 小于３００ｐｃｕ ３００～８００ｐｃｕ ８００～２０００ｐｃｕ

其他道路
　新华路、河北路、某肃路、鞍山

道、锦州道

　兴安路、荣业大街、禄安大街、

赤峰道、营口道

建议调整等级 支路 支路／次干路 次干路

图２１　以道路功能确定道路分类体系 图２２　以道路功能确定调整道路等级

４２ 保证慢行空间的红线宽度调整

广州市为避让风貌建筑让路，规划取消２８条道路，缩窄８９条道路红线，以保护历史街区的传统格

局。为保护骑楼街，制定 《广州市骑楼街保护利用规划》，根据骑楼街保护线对历史城区内骑楼街道路

红线进行重新划定，共调整４３条道路。以恩宁路为例，为保护这条 “广州最美老街”，将道路红线由

２６ｍ调整为１８ｍ。

上海许多历史风貌街区的道路采用３０ｆｔ、４０ｆｔ、５０ｆｔ、６０ｆｔ作为模数，对应９．１ｍ、１２．２ｍ、１５．２ｍ

和１８．３ｍ的道路宽度。历史风貌街区规划编制以来，已经对一系列风貌保护道路红线进行缩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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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６４条道路永不拓宽。以复兴中路为例，规划红线就从原３２ｍ恢复到１８．３ｍ，道路交叉口也不做渠

化拓宽。

为了与 “维持原有历史整体风貌，保留原有城市肌理”的城市更新理念相适应，对道路红线进行调

整，以期延续城市肌理和街道尺度，保护街道界面的真实性、连续性和完整性。本次研究以 《城市道路

工程设计规范 （ＣＪＪ３７—２０１２）》规范为依据，从人视角出发提出了优先保证慢行空间连续性和完整性

的集散道路红线宽度调整方案。

表３　保证慢行空间的集散道路最小红线宽度

项目

２机２非

２人

（机动

３．２５米）

２机２非

２人

（机动

３米）

２机１非

２人

２机１非

１人

１机２非

２人

１机１非

２人

１机２非

１人

１机１非

１人

　

　主要机动车道数量／条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主要机动车道宽度／ｍ ２×３．２５ ２×３ ２×３ ２×３ ３ ３ ３ ３

　中侧分车带最小宽度／ｍ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两侧分车带最小宽度／ｍ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轨道宽度／ｍ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两侧设施带最小宽度／ｍ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２×１

　非机动车道数量／条 ２ ２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非机动车道宽度／ｍ
２×２×４

×０．２５

２×２×４

×０．２５

２×１×４

×０．２５

２×１×４

×０．２５

２×２×４

×０．２５

２×１×４

×０．２５

２×２×４

×０．２５

２×１×４

×０．２５

　人行道最小宽度／ｍ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１．５ ２×２ ２×２ ２×１．５ ２×１．５

　道路最小宽度／ｍ １７．５ １７ １５ １４ １４ １２ １３ １１

　不考虑通行公交车最小

红线宽度／ｍ
两条机动车道１４×１７ 一条机动车道１１×１４

　考虑通行公交车最小红

线宽度／ｍ
两条机动车道１４．５×１７．５ 一条机动车道１１．５×１４．５

　　注：参考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ＣＪＪ３７—２０１２）》

经计算，保证慢行空间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不考虑通行公交车的两条机动车道道路的红线宽

度为１４～１７ｍ，一条机动车道道路红线宽度为１１～１４ｍ；考虑通行公交车的两条机动车道道路的红线宽

度为１４．５～１７．５ｍ，一条机动车道道路红线宽度为１１．５～１４．５ｍ。以新华路和河北路为例，结合道路空

间尺度和道路功能定位，红线宽度统一调整为１６ｍ，在红线内能够考虑通行公交车和单向两条机动车道

的设置需求，同时单侧非机动车道可满足一辆非机动车通行，单侧人行道可满足两人并排通行。以慢行

交通为主的地方街道和地方巷道原则上遵循现状道路尺度对道路红线进行调整，引入共享街道理念保证

各种交通方式公平使用。

红线设计是交通活动空间的最小范围，在整体街道设计中，需要与既有建筑和更新建筑之间建立连

接，应当将红线以外的沿街空间纳入道路的规划、设计、建设及管理的范围，将红线内、外的空间统筹

设置，提升道路的出行品质。

２３５



图２３　新华路、河北路红线调整示意图

此外，道路红线调整方案需与综合管线规划结合，明确道路红线调整是否会对综合管线布设产生影

响。道路红线调整方案需与用地规划方案和开发强度结合，确保道路红线调整后能够满足地区交通出行

需求。

４３ 推行大街区改造

在延续城市肌理，维持窄路密网格局，保留现有单向交通组织基础上，提出大街区改造规划设想，

大尺度控制机动车开放道路，平均尺度为４００ｍ×４００ｍ。赢回的空间作为公交、慢行开放道路，补足失

落的交往空间，以期促进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

内部道路设为共享街道，对路面进行全铺装，通过铺装和缘石区分步行区和混行区。行人、非机动

车和机动车街道共享。

图２４　大街区改造设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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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大街区改造设想 （二）

４４ 满足多元需求的横断面设计

道路断面开展功能导向的设计和面向人的设计。满足不同收入、不同年龄的人群对交通的需求，体

现不同交通方式出行者之间的公平性。道路除了承载各种交通活动外，还包含交往交流、商业活动、休

闲游憩等生活性功能，同时也应重视道路作为城市历史人文记忆的高品质功能。精细化道路设计应从道

路功能出发，从人的交通和活动需求出发，实现道路空间的差异化使用，灵活的设置道路绿化带、街道

家具、沿线出入口等设施，提高道路与沿线用地的协调性，打造适宜步行、骑行或者闲坐的街道满足社

区对公共空间的需求。

图２５　机动车开放道路设计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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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交通规划探索

陈　莎

!"#$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了在横向上实现 “多规合一”，在纵向上强化了规划的传导性和实施性。交通规划全面

融入空间规划体系，在规划的定位、内容、编制和实施组织等各个方面均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变革的背景，分析了综合交通体系在国土空间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面梳理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各个层级、阶段中交

通规划的角色和任务，从底线思维、管控要求、实施传导等方面提出新时期交通规划编制思路，并提出对未来若干重点

发展方向的把握。

!%&'$

国土空间规划；交通专项规划；规划传导；管控

０ 前言

２０１９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新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横向上实现 “多规合一”，在纵向上强化了规划的传导性和实施性。空间规划体系

的变革，无疑将对交通规划编制组织和技术路线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审视综合交通体系在国土空间治理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识别空间规划体系中交通规划的

各项任务，探索空间规划语境下交通规划编制思路的转变。

１ 国土空间治理中综合交通体系作用的认识

１１ 在国土空间整治中的基础作用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是统筹推进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

兴和城乡融合的综合平台和重要抓手。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国土空间的关键要素，其空间整治具有规

模大、矛盾多、管控难的特点。

图１　２０１６年全国建设用地利用情况

依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２０１７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截至２０１６年末，全国交通运输

用地总规模３７１万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量的９．５％。２０１７年，

６０．３１万公顷的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中，基础设施及其他用地

占比超过６０．５％，且同比增长２２．４％。随着建设交通强国战

略的推进，以及城市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完善，交通设施用地

的需求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在土地供应增量中占据重要

的地位。

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化特征，使得交通项目与 “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铁路、公

路等线性工程“侵山”、“割水”、“占田”、“林盘”等问题十分

常见。国土空间规划既要保障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的完整性，

又要保障交通网络的联通性，二者的协同布局成为两难的焦

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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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交通项目未批先建、边报边建、违法违规用地的现象层出不穷，整改难度极大。土地督

察结果显示，在一些地区，道路交通类项目违法用地面积连续多年占违法用地总量的五成左右，有的甚

至高达七成。

综上所述，交通设施用地是国土空间整治的重要内容，必须从规划源头处理好交通与不同国土空间

分区的协调关系，推动交通设施的科学布局，促进交通空间的合理利用。

图２　交通线性工程穿越生态红线示意图

图片来源：《江西省国土空间规划 （２０１９—２０３５年）》研究成果

１２ 在践行绿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国土空间规划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优先的核心价值

观，坚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围绕综合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和城市交通结构的优化，交通领域积极探索

绿色发展之路。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能耗与排放的重点行业，运输领域的能源消耗约占全社会能耗总量的８％左

右，碳排放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例高达２４％以上 （２０１６年）。推动综合运输结构向以铁路、水运

等集约化运输方式为主转变，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推进运输结构调

整三年行动计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年）》，明确提出 “到２０２０年实现全国铁路货运量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１１亿

吨、增长３０％，水路货运量较２０１７年增加５亿吨、增长７．５％，沿海港口大宗货物公路运输量减少４．４

亿吨。”，“以推进大宗货物运输 ‘公转铁、公转水’为主攻方向。”

城市交通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的战略同样刻不容缓。近年来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由煤烟型污染向机动车

排放型污染转变。机动车尾气排放被证实是造成灰霾、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２０１５年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９个城市的空气颗粒污染源解析显示，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颗粒物的首

要污染源是机动车 （北京市机动车排放占３１．１％，杭州机动车排放占２８．０％）。城市交通系统亟待从

“高排放”模式向 “绿色优先”模式转变，继续践行 “公共交通优先”，在空间资源配置上进一步向绿色

交通方式倾斜。

１３ 在城镇开发边界管控中的约束作用

城镇开发边界是在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以城镇功能为主的区

域边界。城镇开发边界的确定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是控制城镇无序扩张、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保护资源生态环境、引导城市合理有序发展的空间管控手段和政策工具。

当前，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存在需求导向和供给导向两种主流的模式。需求导向模式是以满

足城市人口及用地增长需求为前提，划定城镇扩展所需的空间及界线；供给导向模式则是以可利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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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模、生态保护空间为条件的底线型、静态型规划。无论是哪一种划定模式，都是对城镇空间组织

合理尺度的识别。

基于通勤时间稳定性的理论研究，为划定合理的城镇开发边界提供了依据和支撑。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以色列经济学家ＹａｃｏｖＺａｈａｖｉ首次明确提出了出行时耗预算的概念。基于国内外不同规模城市的

出行时耗调查，１小时是通勤时间较为稳定的峰值区间。

图３　东京都市圈不同圈层通勤时间分布

当通勤超过１小时的极限值，出行者通过改变工作地或居住地等方式，来降低通勤时间成本，进而

产生城镇空间组织边界的裂变。当城镇空间边界处于１小时通勤圈范围内，则可以实现社会总体效用最

佳、空间绩效最优。当存在大量超过１小时的长距离通勤出行，则社会总体效用受损，有必要对城镇空

间的扩张进行约束和布局优化。

在城镇开发边界的管控中，应该重视和强化交通出行时间对城镇空间扩张的约束作用。一方面，可

以将出行时间作为合理边界识别的前置条件，避免城镇开发边界超出通勤交通服务的合理尺度。另一方

面，通过集约化、快速化的轨道交通系统、大容量公交等交通设施的布局，支撑城镇空间的高效组织。

１４ 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中的引导作用

国土空间开发强度控制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旨在确保自然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交通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中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交通促进低效用地开发

低效用地和存量用地的优化提升是国土空间整治的重要一环。在存量规划的探索中，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作为盘活存量的重要手段已受到广泛重视，其中，“交通引导城市发展 （ＴＯＤ）”无疑是最关键的

手段。ＴＯＤ模式的核心是将城镇密度控制与交通服务提供结合起来，其内涵包括：通过快捷通勤建立

紧凑的城市结构，根据公共交通容量确定城市密度，鼓励功能混合利用，营造步行友好的街区等。

国内外广泛的ＴＯＤ实践，以轨道交通站点为中心的区域的功能复合来带动车站周边的资源重组再

生，从而促进城市更新。２０１８年，深圳市发布了 《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规定》，此次修

订旧改项目保障房配建比例空间范围全面扩大，并将核心规划轨道站点１０００ｍ覆盖区域旧改项目核心

安排保障房配建。

日本于２００２年正式制定颁布 《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划定都市再生特别地区——— “对都市再生有

贡献意义，需要通过特殊用途、容积率等控制政策实现合理高效的土地利用区域”。至２０１６年，划定的

８１个都市再生特别地区，有超过２０个是基于铁路／轨道站点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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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深圳地铁１０号线凉帽山车辆段复合开发

效果图 （图片来源：网络新闻）

（２）交通设施用地效率提升

推动交通设施用地的集约开发，已成为自上

而下的共识。当前，我国交通枢纽、场站、立交

等设施用地规模大，功能单一，存在土地利用效

率低下，与城市空间融合不佳的问题。许多城市

开始探索和实践交通设施用地的使用效率提升。

如广州开展了 “大型交通工程关键节点多功能综

合社区开发”的研究，开创了通过立交市政化改

造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的模式。北京、上海、深

圳、杭州、成都等城市实施轨道交通综合开发项

目，优化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单一的建设模式，增

加商服、住宅及公共配套等功能，推动土地复合

利用，提高土地产出效益。２０２０年初，自然资源

部办公厅发布 《轨道交通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

利用节地模式推荐目录》，鼓励和推广轨道交通枢纽和场站的综合开发利用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２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交通规划任务的梳理

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时间上做出的安排。国土空间规划构建了

“五级三类”的规划体系，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三类，国家、省、市、县、镇五级

总体规划。交通规划全面纳入空间规划体系，实现了与空间规划真正意义上的 “一体化”。

图５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交通规划工作组织关系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结构以及空间规划编制的流程、任务，对空间规划体系下交通规划的主要

工作梳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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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交通规划实施评估

“双评估、双评价”是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有效实施监督的重要前提。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

估工作中，可同步开展现行综合交通规划实施评估工作，包括评价综合交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状况，评估综合交通系统布局与国土空间格局的协调情况，分析综合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

战等内容。

２２ 交通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基础准备，是前置性研究工作。专题研究围绕重大问题、地方特

色、阶段需求等领域确立主题。新时期交通专题研究也应进一步顺应形势，立足城市自身的特点和需

求，开展交通与空间协同、交通发展战略、交通大数据、交通与土地利用等问题的研究。

２３ 总体规划中的交通规划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需落实国家、省级的战略要求，发挥空间引导功能和承上启下的控制作用。

基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重点内容及审查要点的解读，总体规划中的交通规划，应完成四个方面的主要

任务：１、确定市县域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目标和战略；２、落实重大交通枢纽和重要线性工程布局；

３、确定交通空间需求与分区管控要求；４、明确规划实施和传导。

２４ 详细规划中的交通规划

详细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做出的实施性安排。详细规划中的交通规划，应完成

三个方面的主要任务：１、落实和完善上位规划及专项规划内容；２、基于交通影响评价提出用地开发强

度控制要求；３、划定交通设施用地控制界线等。

２５ 交通专项规划

交通专项规划是对交通空间的利用做出的专门安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有必要尽快建立和健

全交通专项规划体系。专项规划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总体规划相协同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等战略性、全局性的专项规划，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空间整治意图，以落实重

大基础设施廊道和枢纽的布局为主要任务；另一类是与详细规划对接的公路、铁路、港口、水运、航

空、道路、公交、轨道、停车、枢纽、货运、步行和自行车等分系统规划，作为实施性、管控性的交通

专项规划，指导交通项目的落地。

３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交通规划编制思路的转变

３１ 交通规划应体现规模约束和底线思维

国土空间规划通过国土空间开发强度、建设用地规模，自然岸线保有率等约束性指标进行资源要素

的管控，以遏制土地过度开发和建设用地低效利用。建设用地规模的刚性约束，将进一步倒逼交通设施

的集约节约布局，加强存量挖掘，以合理的规模保障城乡良性发展。

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

线。交通规划应强化底线思维，体现保护优先，减少重大线性工程、枢纽工程与红线的冲突，对交通线

路通过合同通道、优化线位、规划减量等方式，提出优化建议和管控要求。对于无法避让的应开展专题

研究论证，精细化选线。

总的来说，建设用地资源紧约束和保护生态安全格局背景下，交通规划应探索精明增长的路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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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规模扩张的 “粗放式、无差别化”发展向 “生态、绿色及低冲击模式”转变，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实现 “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的内涵集约发展。

３２ 交通规划应落实全域全要素的管控要求

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实现全域覆盖和全要素管控，交通规划内容相应的从原城市总体规划中以中心城

区为重点转向市域全覆盖。

市域范围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廊道由规划建议，转变为强制性内容，对专项规划具有法定的约束作

用。“重大交通枢纽”、“重要线性工程网络”是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审查要点。市域范围交通空间需

求，需要纳入全要素的空间需求进行统筹考虑。

中心城区交通规划则由指导建设转为强化管控。一方面，总体规划层次的用地规划深度，难以进行

深入的专项设施和政策、指标规划。其次，规划体系的调整使得空间规划的交通设施布局缺乏面向实施

的技术支撑。原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同步编制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并开展综合交通调查和需

求分析，成果纳入总体规划。

因此，在新的空间规划体系下，总体规划中的交通规划部分内容不能照搬原城市总体规划的内容，

需要形成空间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的分工。空间规划重在协调、指引，确定综合交通的战略、规模、功

能、布局要求等内容，面向实施的道路断面、红线宽度、立交等内容由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承担。

３３ 交通规划需明确实施传导的内容和手段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求 “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确保规划能用、管好、好用”。交通规划的实施

传导，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传导区域发展政策。国家和区域发展政策，是确立空间开发和保护格局的重要前提。交通规划

应在设施布局、分区管控、跨区协调等方面，充分体现上位规划的战略意图，如区域协调战略对交通一

体化发展的要求，生态优先战略对绿色交通发展的支持等关键问题。

二是传导重大交通廊道和枢纽的布局。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必须服从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对省级规划

确立的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布局进行深化细化。同时，明确市域交通廊道、城市骨干道路、轨道交通走

廊、综合交通枢纽和场站等设施的布局和管控要求，实现对专项规划的传导。

规划实施传导的手段，可重点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１）“一张图”定布局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重大交通设施廊道和枢纽布局及管控要求，是交通专项规划编制和审查的重要

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交通要素的空间布局，应落实到市县域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 “一张图”，

指导交通专项规划的编制。

交通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的空间布局进行核对，在不违背总体规划布局的前提下，实现交通要素的

精准落地。依法批准的交通专项规划成果纳入国土空间 “一张图”，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建

设项目规划许可、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提供依据和支撑。

（２）“一张表”定项目

建设用地指标是国家宏观调控土地资源的重要抓手。各级政府依托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实现 “自

上而下”对土地开发权的配置和管理。以往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分离，计划用地指标与实际项目需

求难以精准匹配，导致部分交通项目得不到建设用地指标，甚至出现 “违法违规用地”现象。

自然资源部在 《关于２０２０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改革土地利用方计划方式，

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以真实有效的项目落地作为配置计划的依据。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应提出交通设施建设项目 “一张表”，建立起交通项目与用地指标之间的匹配关系。交通

项目应落实省级规划重点项目，做好分期实施的安排，明确近期建设和远期建设的内容，提出交通项目

的空间资源需求规模，并且在专项规划中予以深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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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一套指标”定政策

交通规划本质上是以交通政策指导下交通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交通指标应充分体现发展政策的导

向性，突出分区发展的差异性。指标应体现预期性、约束性等不同的要求，并且具有可获得、可对比、

可追溯、可评价的条件。指标应涵盖设施规模、交通结构、交通运行、交通服务、出行品质、交通管控

等方面内容。以指标为抓手，实现交通资源的优化配置。

如城市交通结构指标，提出不同交通方式分担比例，作为确定道路、公共交通、停车设施规模的依

据与指引，引导交通资源向绿色交通方式倾斜。同样许多交通设施的配置与分区政策、城市设计、开发

密度相关，可以通过设施指标进行指引，如停车的Ⅰ类地区，停车泊位的配置标准应适度降低，进而实

现对重点地区私人机动化交通的约束。

４ 交通规划应重点把握的若干方向

４１ 面向区域协调的跨界交通组织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发改规划 〔２０１９〕３２８号）》中提出 “培

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都市圈成为新时期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单元和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的战略统筹平台。

区域交通特征从传统的低频次、长距离、点到点的城际交通，向高频次、短距离、走廊化的都市圈

交通转变。尤其是发达城市群地区，大量通勤出行跨行政区划组织，城市交通区域化态势十分显著。如

河北省北三县地区前往北京城六区的就业人口占北三县总工作人群的３２．６５％；上海与苏州之间每日往

返及一周多次往返的规律性出行占两地城际出行总量的２４％。

国土空间规划中应关注都市圈交通设施的协调布局，构建有别于城际交通、城市交通的都市圈交通

体系，明确跨区域交通设施布局、组织模式、服务水平等要素。

４２ 面向乡村振兴的城乡交通发展

２０１８年１月２日，国务院公布了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期解决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两大核心

战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客货运输服务水平，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土空

间规划布局的重要内容。

随着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村交通需求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１、机动化向农村蔓延，以小汽车、无牌电动车为主的个体机动化出行大幅增加；２、城乡双

栖的出行模式日益增长，出现大量居住在农村、就业在镇区和城乡结合部的人群；３、公共客运服务向

农村覆盖；４、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发展迅猛，物流基础设施需求巨大。

由于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的不同，农村交通需求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二元化”或 “一体化”的单

一模式难以准确的反映城乡交通组织的要求。国土空间规划应关注农村交通，准确把握需求特征和发展

态势，做好设施布局和城乡交通的衔接与融合。

４３ 面向城市更新的交通存量规划

至２０３２年前后，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峰值。基于发展要素的有限性、生态格局的约束性，未来国

土空间开发的增量资源将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优化配置，大部分城市的发展将不再呈现线性增长的趋

势。空间规划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需要科学处理增量与存量、建设与治理的关系。城市化水平较

高的大城市，交通系统骨架已经建成，交通网络格局基本确定，扩张型的交通规划不再适用。

因此，规划应围绕不同交通方式的衔接与整合、交通系统与城市空间融合、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

１４５



高、交通设施改造提质、社区生活圈交通改善等方面，推动存量交通系统组织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

５ 结语

在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交通规划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新时期交通规划在层级、内

容、实施等方面，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第一，规划体系的变革，要求交

通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廊道和枢纽纳入空间规划强制性内容；第二，我

国迈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末期，交通系统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分化的供需特征；第三，以发展为导向的

规划转变为开发和保护并重，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将贯穿交通规划和建设的全过程。

应对新的形势和要求，交通规划一方面要构建和完善规划体系，明晰不同层级交通规划的目标和功

能，并与空间规划形成紧密、高效的互动；另一方面，交通规划在理念和技术手段上应加快创新，更好

的发挥交通在支撑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中的作用。

! " # $

陈莎，女，硕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５５２３６２１９＠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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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新区精细化交通规划研究———以半塔幸福里为例

韩林宁

!"#$

旅游新区一般远离城市中心，往往具有交通系统独立、交通需求多重、交通方式多样等特点。在详细分析旅

游新区基本特征、判断其规划设计诉求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新区交通规划的基本策略，并以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为

例，分别对其道路网络、街道界面、道路横断面、道路竖向、绿色交通、静态交通、交通管理等多个方面提出精细化的

规划方案，方案充分实践了 “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着重打造换乘便捷、行人友好、管理有序的人性化交通设施，营

造出空间宜人、景观优美、秩序井然的旅游新区交通环境。

!%&'$

精细化规划；旅游新区；旅游交通；以人为本

０ 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都市生活的人群对自然、生态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也越发强烈，为了迎

合这种需求，在城市外围、都市圈周边，逐渐开发出越来越多的服务于都市人群的旅游新区，有的主打

生态观光，有的则以度假、休闲、放松为特色。

旅游新区归根结底是服务于人的地方，因此，新区的规划、设计也应以人为本，建设人性化的设

施，营造人性化的环境，构建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观。旅游新区的交通作为新区内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

一，应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交通的便捷程度直接关系到游客的旅游体验，因此，有必要对旅游新区的

交通规划方法进行研究，力求通过精细化的规划，为旅游新区打造出舒适、宜人的交通环境，提升旅游

新区的服务水平。

１ 旅游新区特征分析

１１ 旅游新区一般远离城市中心

为了提高对都市生活人群的吸引力，旅游新区选址时，一般会选择有森林、深山、湖泊、河流、温

泉等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地方，这往往会使得旅游新区远离城市中心。

１２ 内部交通既有独立性又兼顾与外部交通衔接

旅游新区远离城市中心，形成了新区内部交通较为独立的特点，旅游新区的交通一般自成体系，而

不必考虑城市交通的影响。另一方面，旅游新区的最终目的是吸引人的到来，因此新区必须与外部交通

进行衔接，通过对外交通的打通，提高新区的可达性。

１３ 交通需求与交通方式具有多样性

旅游新区的交通需求是多重的。按客流目的的不同，可将交通需求分为内部生活性交通需求和外来

游览性交通需求。前者包括康养人群、退休定居人群、中长期度假人群等，这些人群形成新区内部的生

活性交通；后者主要为从其他地区到来的游客人群、会议参与者等，属于新区外来交通。旅游新区的交

通方式也是多样的，外来客流一般通过中长途客运巴士、旅游巴士、私家车等进入新区，内部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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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私家车、公交车、非机动车、步行等。

１４ 旅游新区对生态和景观要求较高

旅游新区，从定位到规划设计，均对生态、景观、环境有较高的要求，一方面生态和景观是新区赖

以吸引客流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新区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应着重营造优美的景观环境，保护现有的生

态，着力凸显新区的生态景观特点，强化新区的吸引力。

２ 旅游新区交通规划策略

２１ 快进慢游、无缝衔接的旅游交通模式

加强对外联系通道建设，连接区域大型交通枢纽节点，组织旅游巴士、定制巴士、城市客运大巴等

多种客运交通方式，强化 “快进”功能；构建多样化的内部交通方式，鼓励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

步行等绿色交通方式优先发展，强化 “慢游”功能；通过换乘节点建设，加强内外交通衔接和快速转

换，促进多方式交通之间的换乘，强化 “无缝衔接”功能。

２２ 精细化的内部道路交通规划

在考虑内部道路交通建设条件、景观要求、各类出行主体需求、未来年交通量等多种因素的基

础上，对道路红线、道路断面、交叉口的类型、渠化及转弯半径等，分别提出明确可行的规划方案

或设计要点，既应满足交通和用地功能的匹配，也应满足交通出行者尤其是绿色交通出行者的出行

诉求。

２３ 多样化的内外绿色交通组织

首先，应保障对外公共交通组织的畅达和便捷。通过开通城际公交客运班线、旅游专线等，

加强旅游新区与周边主要客流节点城市的联系，直达景区的线路、丰富可选的发车时间是游客的

重要诉求。

其次，应保障内部多样化的绿色交通，包括内部常规公交、定制公交、非机动车、公共自行

车等，并将这些绿色交通有机串联起来，形成衔接顺畅、方式多样、兼顾机动性和可达性的绿色

交通体系。

２４ 兼顾截流和换乘的静态交通设施布局

普通的停车场一般只有停车功能，缺乏各类交通设施的整合，若将多种交通方式以合理的布局衔接

起来，形成换乘中心，则可大大方便乘客的出行。一方面，通过在旅游新区设置换乘中心，可将外来各

类机动车有效 “截流”在换乘中心内，减少车辆对新区内部交通的干扰，降低内部道路交通流量；另一

方面，换乘中心布置了多种交通方式，形成内、外交通换乘节点，乘客可以在换乘中心实现无缝换乘其

他交通方式。

２５ 差别化的交通管理措施

旅游新区内部一般有相当数量的住宅开发，满足特定人群的健康疗养、短期休养甚至长期养老的需

求。因此，应对内外机动交通实施差别化的管理，明确内外交通出入政策，加强外来旅游交通管理，同

时对内部交通实施白名单管理，保障内部交通自由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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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规划案例分析———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

３１ 现状概况

３．１．１ 区位分析

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所在地距滁州市中心４５ｋｍ，距南京市中心６５ｋｍ。周边区域一共有３个机场，

其中距离南京六合马鞍国际机场４０ｋｍ，距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１２０ｋｍ，距离规划中的滁州琅琊国际机

场６０ｋｍ。周边轨道交通较为发达，最近的城际站点为六合西站 （３０ｋｍ），距规划南京北站、滁州北站

约４０ｋｍ。

图１　半塔幸福里交通区位示意图

３．１．２ 现状交通及问题

项目规划范围东侧紧贴２３５国道，为双向两车道道路，其中滁州段道路宽６．５ｍ，路面为水泥路面；

南京六合段道路宽约１２ｍ，路面为沥青路面。从现状条件看，该公路能基本满足对外交通需求，但道路

路幅较窄，路况一般，等级偏低，仍需提升改造。

内部仅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且路况一般，总体来看，项目内部道路尚不成体系，基本处于空白

状态，基础设施条件尚不足以支撑新区未来发展。

图２　半塔幸福里现状交通示意图

３２ 道路系统规划

３．２．１ 对外交通：国道提档升级，强化对

外通道能级

对现状２３５国道进行改造，机动车道近期拓宽

为双向６车道，通过设计速度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扩容，提升新区对外交通能级。同时增加规划范

围内路段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满足片区行人

和非机动车的停留与通行，与内部道路共同组成

完整的慢行路网。远期根据交通流量和需求，通

过对预留绿带进行改造，可进一步将道路扩容为

双向８车道，保证了道路改造的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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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３５国道近期 （上）、远期 （下）道路改造断面示意图

３．２．２ 内部道路网：人性化道路空间

３．２．２．１ 小尺度、低速度，创造宜人街道空间

为了营造以人为本的道路环境空间，各级道路应按小尺度、低速度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其中主干

路红线宽度按２０～３０ｍ控制，推荐设计速度４０ｋｍ／ｈ；次干路红线宽度按１５～２０ｍ控制，推荐设计速

度３０ｋｍ／ｈ；支路红线宽度按８～１５ｍ控制，推荐设计速度２０ｋｍ／ｈ。

３．２．２．２ 完善路网毛细血管，提高地块可达性

上位规划以确定干路和主要支路为主，对于部分零散地块的连通路径缺乏考虑。规划中应根据地块

位置，合理增加联系路径 （或桥梁），满足地块可达性的要求。此外，还应明确联系路径的红线宽度，

一般在６～７ｍ之间。

图４　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内部道路系统

规划示意图

图５　增加零散地块联系路径，提高

交通可达性

３．２．３ 交叉口：兼顾效率与安全

３．２．３．１ 分类引导，明确交叉口控制类型，提高节点交通组织效率

根据片区规划情况，综合考虑人、车流量和道路等级，将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的交叉口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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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灯控平面交叉口、右进右出交叉口和无控平面交叉口。

灯控平交：国道与主干道、主干路与次干路等相交节点宜采用信号灯控制，方便地块进出。因人、

车流量相对较小，信号灯宜采用小周期，提高过街效率。

右进右出：国道与次干路、支路相交节点采用右进右出的组织形式，减少地块出入对主线交通

干扰。

无控平交：内部次／支路节点、车流较少的Ｔ字路口，可采用无信号控制的停车让行交通组织。

表１　道路交叉口形式规划控制表

道路等级 国道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国道 — 灯控平交 右进右出 右进右出

主干路 — 灯控平交 灯控平交／无控平交 无控平交

次干路 — — 灯控平交／无控平交 无控平交

支路 — — — 无控平交

图６　道路交叉口节点形式规划示意图

３．２．３．２ 控制道路交叉口展宽，保障行人过街友好

为落实窄马路和以人为本规划理念，在道路交叉口处展宽不应多于１条车道，避免加大行人过街

距离。

对于右进右出交叉口，主路中央布设连续分隔带，次路进出口道之间布设三角形导流岛；对于无控

平面交叉口，可不展宽，进口车道数等于路段车道数；对于信控平面交叉口，进口道可展宽１条车道，

进口车道宽度统一取３ｍ，可采用压缩机动车道、绿化带及拓宽红线等方法，出口道可不展宽。

３．２．３．３ 缩窄道路转弯半径，保障行人过街安全

在满足各种车辆转弯需求的前提下，路口采用小半径转弯，右转机动车减速后再缓慢转弯，保障行

人过街安全，同时减少过街距离。

表２　不同等级道路右转建议速度及推荐缘石半径

指标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右转速度 （ｋｍ／ｈ） １５～２０ １０～２０ ５～１５

缘石半径 （ｍ） １２～１５ ８～１０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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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街道界面与横断面规划

３．３．１ 街道界面：分类指引，打造功能与需求相匹配的街道风貌

依据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整体公共空间与功能分布情况及风貌需求，选取重要城市界面进行分类管

控。街道界面类型，既关系到城市形象的打造，也对道路横断面规划有重要的影响。半塔幸福里旅游新

区共划分４类街道界面，分别为交通型、综合型、都市型和生态型。

表３　不同类型街道界面规划重点一览表

界面类型 规划重点 示意图

交通型 建造高品质的国道景观设施及界面绿化形象，对外展示形象

综合型
兼顾交通与周边需求，高品质的沿街建筑设计和沿街绿化，

良好的机动车可达性

都市型 结合公共通道增加商业界面，塑造宜人的慢行空间

生态型 塑造城市弹性界面，注重滨水景观建筑形象，提供运动休闲活动场所

图７　分类街道界面规划示意图

８４５



３．３．２ 道路断面：红线、绿线、建筑退线一体化设计，营造魅力街道空间

以新城西路和均扑东路两条路为例，阐述三线一体化规划设计方法。

３．３．２．１ 新城西路

道路基本特征分析：新城西路为城市主干路，红线宽度２６．５ｍ，街道界面类型为都市型，建筑退线

要求不低于２０ｍ，道路两侧为绿带 （１２ｍ）和商业用地，是旅游新区主要商业街区。

道路断面方案：机动车道规划双向４车道，单向７．５ｍ，以２．５ｍ的中央分隔带隔离；非机动车道

单侧２．５ｍ，以２ｍ的机非绿化隔离带进行隔离；考虑到红线宽度较窄，人行道在道路红线外利用预留

绿带设置，单侧按２．０～２．５ｍ控制，满足两侧行人通过需求，因新城西路为都市型界面，两侧为商业

用地，所以应注意增加绿带空间、慢行空间与建筑的横向联系，保障沿街界面的活力。

图８　新城西路红线、绿线、建筑退线一体化设计断面示意图

３．３．２．２ 均扑东路

道路基本特征分析：均扑东路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度为１６ｍ，街道界面类型为综合型、都市型，

建筑退线要求８～１５ｍ，道路北侧有绿带 （３２ｍ），两侧用地为商业和居住，也是重要的活跃街区。

道路断面方案：机动车道规划双向２车道，双向宽度６．５ｍ；非机动车道单侧２ｍ，机非划线隔离或

采用不同铺装材质区分；对于有绿带路段，南侧人行道应和建筑退线空间一体化设计，北侧人行道应和

绿带一体化设计，增加行人通行空间。

图９　均扑东路红线、绿线、建筑退线一体化设计断面示意图

３４ 道路竖向规划

３．４．１ 道路桥梁：充分利用现状地形，构建竖向丰富多变、景观优美的道路空间

道路应满足最小纵坡不低于０．３％，保障基本的排水需求，对于最大纵坡，主干路、次干路、支路

分别取值为６％～７％、６％～８％、７％～８％。因旅游新区对道路景观有一定要求，所以可充分利用现

状地形起伏，形成竖向多变的道路形态，而不必刻意追求道路平缓顺直。

对于桥梁 （桥面）的标高，应充分考虑洪水位标高、雍水高度、道路横坡、纵坡、桥梁梁高、桥面

铺装厚度、冗余标高等，综合确定桥面竖向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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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 滨河空间：同时满足防洪排涝、景观和亲水等多重要求

对于环湖步道、水街等滨河道路，竖向一方面应满足防洪排涝的要求 （高于洪水位），另一方面，

还要考虑道路的亲水性和景观的特色，因此，道路距离水面 （常水位）落差不能太大。由于常水位和洪

水位之间存在落差，会造成这几个方面的要求有时无法兼顾，可考虑以下３种改善措施。

第一，建设亲水性可淹没步行道。采用防水、防腐材料进行建设，定期维护和清理，涨水期行人禁

止进入。

第二，建设台阶式驳岸。以硬质驳岸的形式，设置台阶解决河流不同水位期间落差大的问题，既美

观大方，又保证河流泄洪期的安全，其中不可淹没区标高应高于洪水位，可淹没区标高在洪水位和常水

位之间。

第三，在近岸区域设计标高高于洪水位的亲水码头，并在亲水码头下常水位上设置游步道，增加亲

水范围，体现人性化、生态化的设计理念。

图１０　多种措施让滨河道路同时满足防洪排涝和景观、亲水要求

３５ 绿色交通规划

３．５．１ 慢行交通：构建丰富的慢行网络，营造优质慢行环境

３．５．１．１ 自行车道

依托城市道路断面内的非机动车道布设，兼具交通联系、休闲和健身功能，路权依附于城市道路，

所以应加强城市道路的非机动车道设计，保障基本的通道宽度和线路连贯性。

３．５．１．２ 慢跑道

沿地块内部、山体、绿带等设立的慢行道路，适合跑步、健身等需求，路权独立于城市道路，可在

地块开发时单独进行设计。

３．５．１．３ 环湖漫步道

沿湿地、湖泊、河道等布设的人行步道，适合休闲、慢走、散步、观赏等需求，路权独立于城市道路。

图１１　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慢行交通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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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２ 公共交通：多层次公交线网布局，多样化公交线路组织

根据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的区位特征、内部交通需求，规划布局３个层次的公交线网，分别为对外

公交走廊、内部公交干线、内部公交支线。

图１２　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多层次公交线

网布局示意图

对外公交走廊，是新区对外最主要的客流走

廊，是联系滁州、南京、合肥等周边城市的最主

要的通道。在该条走廊上，可组织城际公交客运

班线、旅游专线等多种公交线路，实现客流节点

和新区的直达。

内部公交干线和支线是内部公交线路，是旅

游新区内部的主要客流走廊，覆盖新区主要片区，

可满足片区之间的快速直达。

此外，还可以组织定制公交、内部巡航公交

等多种公交形式，为乘客提供个性化、定制化

服务。

３６ 静态交通设施规划

３．６．１ 换乘中心：结合入口规划停车换乘

中心，无缝衔接内外交通

为满足外来交通停车、换乘需求，规划结合出入口布置３处换乘中心，沿国道进入的大巴车、私家

车等机动车进入换乘中心停靠，乘客在换乘中心换乘内部公交、非机动车等交通方式，避免过多机动车

交通进入新区造成内部环境的破坏。

因为换乘中心内部要布置多种交通方式，空间较为紧张，因此建议在换乘中心建设智能停车楼，满

足小汽车的停放，每个停车楼容积率考虑在４～７之间，幸福大道换乘中心约提供４０００个小汽车泊位，

新城西路换乘中心约提供３０００个小汽车泊位，均扑东路换乘中心约提供３０００个小汽车泊位，合计共提

供不低于１万个小汽车泊位。公交、客运大巴、非机动车等交通工具则采用地面停放的方式。

图１３　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换乘中心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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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２ 内部停车：完善配建停车和路外公共停车

规划采取 “以配建停车为主，公共停车补充”的策略，在落实配建停车泊位的基础上，针对规划用

地的功能与强度情况，考虑停车场合理服务半径，补充配置公共停车场。

３７ 交通管理规划

３．７．１ 分类车辆管理

新区机动车主要包括内部私人小汽车、内部公交车、外部私人小汽车、外部客运巴士等，对于内部

私人小汽车，设置白名单，进出新区时直接放行，对于内部公交车，统一运营、调度和管理；对于外部

私人小汽车和巴士，应统一在换乘中心停放，禁止进入新区内部。

３．７．２ 分时停车管理

新区道路在居住片区可设置部分限时泊位，车辆在白天禁止停放，在晚间至第二天早晨可限时停

放；在商业区等人车集中区域，可设置部分临时泊位，仅供车辆上下客临时停靠。

４ 结语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和旅游新区的蓬勃发展，新区交通越来越受到包括游客、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在

内的不同群体的重视。以人为本、设施健全的旅游新区交通系统，对改善新区交通可达性、提高旅游新

区的吸引力，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加强旅游新区区域联系的同时，也应重视内部交通的 “精雕

细琢”，通过交通设施的精细化规划和设计，打磨旅游新区交通细节，提升交通环境品质，让游客在新

区内行得放心、行得舒心。

% & ' (

［１］章燕．长三角地区新兴旅游度假区交通系统构建———以太仓长江口旅游度假区为例［Ｃ］．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

集，２０１６．

［２］黄臻，谢辉，朱洪．上海市国际旅游度假区交通规划研究［Ｃ］．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２０１７．

［３］赵雪峰．城市旅游新区交通系统规划研究［Ｊ］．交通与运输，２０１４，（１２）：１３４１３７．

［４］周敏．生态旅游区交通规划对策研究———以济南市南部山区为例［Ｃ］．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２０１９．

! " # $

韩林宁，男，硕士，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电子信箱：８４２０６２４３６＠ｑｑ．ｃｏｍ

２５５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交通规划编制方法研究

李　欣

!"#$

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实施依据，是交通规划理念及方案落地的关键环节，也是交通设施建设的

法定规划。为实现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基于土地利用与交通双向互动理论，对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交通规划

方法进行了研究，建立一体化的控规片区交通规划编制方法，以协调交通系统与土地使用的关系。

!%&'$

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详细设计、交通组织

０ 序言

城市交通系统与城市土地利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城市的土地

利用是城市交通需求的根源，决定了城市交通源、交通量及交通方式，从宏观上约束了城市交通的结构

和基础，不同的城市土地利用状况要求不同的城市交通模式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城市交通系统所具

有的实际运行水平会对城市空间结构及城市发展规模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城市土地利用的状况，特别

是城市交通可达性对城市经济、商业用地的空间分布具有决定作用。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城市、乡镇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用以控制

建设用地性质、使用强度和空间环境的规划，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规划行政许可、实施规划管理的

依据。因此，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步开展交通规划的编制工作，是落实交通规划的规划理念、设施方案

布局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本文结合项目实际经验，重点探讨控规阶段的交通规划的编制内

容，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编制建议，并构建以交通组织为核心的控制性详细交通规划编制

方法。

１ 控规阶段交通规划编制存在的问题

１１ 控规阶段的交通规划缺少承上启下深层次的衔接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对上位规划相关内容与要求简单的落实，经常对具体用地性质，开发规模上等进

行优化调整。但交通设施规划依旧参照上位规划进行规划布局，缺少相关交通规划环节。

１２ 交通评价的各项指标缺少合理性的预测

未能针对控规的功能体系的需要，定量化、针对性地协调交通设施配置与土地使用类型、强度、分

布的关系，提供及时有效的反馈。以往控规对土地使用性质分类及控制和道路交通设施控制都有明确的

指标体系，但这些指标缺乏指标间内在的关系深入考察和充分认识。以往控规仅将交通系统和设施简化

为道路红线和车位配建指标，所以控规阶段交通设施规划指标的定量是欠缺的。而交通需求与交通设施

有明确关系，交通设施指标的量化能否满足交通需求。

１３ 控规阶段的交通规划缺少交通设施及各项指标的合理性分析

控规中交通规划内容大多缺乏交通需求预测分析，更多是套用相关规范标准制式设置出入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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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控规阶段交通编制体系

红线、交叉口形式、控制点坐标及标高等内容，缺少对支路、公交场站、出入口等内容的研究。规划人

员在进行道路设施布局上，例如道路宽度、交叉口转弯半径等往往依据相关规范，缺乏对具体情况的交

通分析，依据相关规范确定道路等级等指标，缺乏差异化、精细化的区域特色设计。

２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交通规划编制的重要性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整个规划体系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一端链接国土空间规划，一端链接修建性

详细规划和建设项目方案设计，在实施策略上，改变了以往单纯扩大供给的模式，增加了对交通需求的

管理。

２１ 基本策略

２．１．１ 落实综合交通体系要求，完善和深化上位规划原则性内容

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开发建设的依据，同时也是交通设施建设的依据。因此，为落实城市交通战略

要求，结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具体要求，同步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交通规划编制工作，因地制宜、

定制区域交通，实现交通与用地充分融合。

２．１．２ 以交通组织为方法，建立完善的交通专项编制体系

交通组织方法概括为三个方面：交通方式、交通需求和交通分区。一方面以区域交通组织为切入

点，确定主要道路功能，进而确定道路交通设施的空间分配，主要分析方法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其

中定性分析是通过对区域交通组织的分析，确定单元内过境交通通道，确定进出单元的机动车、私家

车、公交车的机动车交通通道。同时，结合城市用地功能，确定单元生活性交通通道；定量分析是进行

单元交通需求预测，确定每条道路各方式交通量。结合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综合确定每一条道路的

职能。

另一方面以交通性道路为围合的区域为界，建立交通基本组织单元，以区域交通组织为前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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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内交通组织线路。并且通过机动车出入口设置、交通稳静化设施布局等措施，保障每一条道路功能

的实现。

２．１．３ 制定差异化的交通分区管理，为出具设计条件地块提供理论支撑

根据目标体系及规划内容的深度，从差异化交通政策、一体化交通战略、分层化交通方案三个维

度，提出合理的城市交通分区，以对城市用地不同交通特征分析为基础的城市建设用地区划，提出各类

功能交通分区的特征。

２２ 交通要素确定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交通规划侧重于道路与交通设施规划控制，重点阐明规划范围内道路系统的

功能结构、道路等级和交叉口形式，并提出对公共停车场 （库）、公共交通场站等综合交通设施以及商

业步行街系统的控制原则和措施。具体可分为８大控制要素、包括道路分级、道路横断面、道路交叉

口、道路竖向设计、交通设施的配置和管理、地块机动车出入口规定、地块配建停车场规定和步行

系统。

２３ 交通规划体系建立

从交通详细设计、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和交通与产业发展关系三个维度分析，建立一体化的控规阶

段的规划体系，实现交通、产业、空间的三要素协同发展。

图２　控规交通编制框架内容体系示意图

２．３．１ 交通设施详细设计，确定各项交通设施布局、指标的合理性

２．３．１．１ 区域交通发展目标

依据城市总体交通发展目标，结合片区的用地及功能定位，确定单元或片区的交通发展目标，作为

区域交通设施规划建设总体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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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２ 区域交通需求分析

以控规用地为依托，以单元控规指标、具体建筑面积确定区域的人口、岗位。并进行交通需求预

测，确定区域总体交通需求量、交通分布情况，并以控规路网为基础，进行交通分配，为区域道路设计

及交叉口规划设计改善提供定量支撑。

２．３．１．３ 区域交通组织分析

按照与区域大交通衔接的关系，确定进出片区的小汽车主要流线、公共交通等机动车廊道，并在机

动车廊道的基础上，按照人车分离的原则，划分慢行廊道。

２．３．１．４ 道路系统分级

根据道路功能定位及交通组织分析，制定复合区域特征的道路功能划分，按照快速路—交通性干

路—集散道路—稳静道路—步行专用道路五级道路体系控制。

快速路：城市快速路，为区域提供快速可达的交通服务。

交通性干路：承担区域主要机动车 （小汽车、常规公交）进出通道的道路，包括主干路、重要次干

路等道路。

集散道路：连接地块机动车开口与交通性干路，承担机动车由交通性干路进入地块的功能。包括一

般次干路、支路。

稳静道路：区域内部非集散道路的支路，以慢行交通为主，两侧建议设置开敞公共空间。

步行专用道：完全步行的道路。

２．３．１．５ 交通设施资源分配

对于确定的功能等级，按照机动车交通组织流线确定的道路功能，对每一条道路的功能属性进行汇总。

２．３．１．６ 保障措施：在道路横断面的设置、交叉口详细设计、地块机动车开口、以及单元交通组织方

面，实现道路功能。

例如与建筑前区、公共空间、景观等进行一体化设计，转变交通集散空间为场所空间。对轨道交通

与周边公共空间进行一体化的设计，整合交通接驳设计，缝合原有空间割裂，实现空间交通景观一体化

设计，同时增设休憩座椅等设施。使站点周边不单是交通集散的空间，同时也是活力的空间，行人停留

驻足、交谈的场所空间，提升站点周边人气。

图３　站点周边空间一体化设计

２．３．２ 建立与土地开发耦合的城市交通体系

结合控规确定的区域开发强度，对单元内部进行交通承载力分析，结合区域交通发展目标及交通供

给条件，提出不同用地功能的交通组织模式，实现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相协调。

２．３．２．１ 研究不同用地的交通组织模式研究

（１）居住用地交通组织模式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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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组织模式：“人车分离，营造品质生活环境”为交通组织核心思想。交通组织重点关注以下几

个方面内容：“道路功能梳理＋出入口分类控制＋稳静化措施”的人车分流模式实现快慢流线分离，进

而形成相对完整、安静的慢行区域，重塑居住区的活力。

图４　居住用地交通组织模式

（２）商业区用地交通组织模式及其特征

交通组织模式：“慢行主导，营造舒适连续购物路径”为交通组织核心思想。交通组织重点关注以

下几个方面内容：外围道路与集散道路配合，逐级分流；步行街与大运量公共交通站点配合，集散大量

人流；机动车出入口与稳静交通节点配合，减少机动车辆穿越。

图５　商业区交通组织模式

（３）商务办公区交通组织模式及其特征

商务办公区交通组织模式：以 “公交主导，营造快速高效交通一体化系统”为核心思想。交通组织

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内容：轨道交通站点与区域公共空间慢行连廊，构建快捷 “轨道＋慢行”接驳体

系；外围快速路网与主要进出道路构成机动车快速进出系统；内部窄路密网，强化每个地块的交通可达

性；交通组织以单行交通，减少冲突点，提高运行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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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办公区交通组织模式

（４）工业区用地交通组织模式及其特征

工业用地的特征：工业用地在城市中一般占地较大，其区位选定应尽可能接近原粮市场和产销市场

方便运输，以减少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其中重工业及轻工业的交通特征主要体现为交通方式选择，一

般以货车为主，出行时间分布为客流出行和货物出行，客流出行一般以职工上下班为主，货物出行时间

分布没有太大规律。工业用地以交通性支路为主，且路网密度相对其他用地较低。

交通组织模式：“客货分离，营造高效货运体系”的为核心组织思想。交通组织重点关注以下几个

方面内容：干线公路实现与高速公路及货运目的地衔接；货运主通道与对外干线道路衔接，快速疏解货

运车辆；客运主通道承担通勤交通，与城市主要中心区快速联系通道；联系通道承担工业区工厂之间的

衔接关系。

图７　工业区用地交通组织

２．３．２．２ 土地利用与道路交通系统服务能力协调

城市用地布局、发展强度和功能安排应与道路系统服务能力相协调。控规各种用地开发强度的控制

应充分考虑道路网络的承载能力，使得用地发展规模和道路容量相匹配，从而在控规层面更加合理的控

制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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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承载力分析通过交通生成、交通分布、交通方式划分、交通分配科学判断土地开发和交通承载

力的协调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合理配置土地使用和交通设施。

图８　交通承载力分析图

２．３．２．３ 土地利用与轨道交通耦合性研究

（１）轨道线路与城市耦合性

依据轨道交通服务能力，建立强度分区，确定城市的空间形态。依据轨道交通的服务能力及容量按

比例分配城市常住人口、控制整体建设强度，确定城市空间形态。以轨道交通站点８００ｍ半径划定轨道

交通影响区。轨道影响区内，以高密度就业及居住为目标安排城市功能，通过设置建设强度和人口密度

下限，实现用地强度与公共交通容量的优化匹配。轨道影响区以外的地区，通过控制上限来控制建设强

度，以实现城市建设强度及人口的非均等化控制。

（２）轨道站点与土地利用耦合性

实施轨道线路同步的沿线型开发，构建分层次、功能各异的片区中心。为更好的提升轨道交通的效

率，对每个站点周边土地进行差异化的开发，沿线布局商务区、商业区、居住区、以及公共服务，避免

站点功能过度重复。以实现平常日、节假日、白天、黑夜都有较大的客流量，提升轨道交通时空利用效

率。让轨道交通不止承担通勤功能，同时也能融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

图９　轨道交通沿线型开发示意图

站点腹地用地性质的混合。站点周边尤其是５００ｍ范围内，商业、居住、商务办公、娱乐等混合，

并最大可能减少用地之间分隔空间尺度，为步行者提供方便、高效率的用地布局，提高土地和交通设施

的使用效率。同一建筑不同建筑用途混合车站周边建筑，尤其是站点２００ｍ范围内紧邻轨道的建筑功能

组合丰富，在同一建筑不同高度用地各异，包括地下车库、商业、办公、居住、酒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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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轨道交通站点平面及竖向混合开发示意图

２．３．３ 交通与产业关系协同发展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确定了城市骨架交通系统，对支路系统等道路交通仅仅确定了规划指标和建

设标准。支路系统是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确定，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发挥 “毛细血管”作用。

３ 应用实例

在青岛国际邮轮港启动区片区控规编制过程中，同步编制交通详细规划，相关成果纳入到控规中。

３１ 基于交通组织的交通设施详细设计

３．１．１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确定片区交通发展目标

深入落实区域规划提出的交通发展目标，片区内建立人本、绿色、公共的交通体系。在交通方式结

构中，上位规划提出公共交通方式比例要占到全方式的６０％，机动车出行比例控制在２０％，在此交通

方式结构要求下，确定各交通方式需要的设施规模。

３．１．２ 明确区域主要机动车进出流线，确定对外交通性道路及区域生活性道路

结合区域对外交通衔接道路，划分为私家车进出流线和公共交通进出流线。

（１）确定私家车进出通道———港湾大道、陵县支路、普集路、港通路，道路详细设计中，应保障机

动化通过性要求。

（２）确定公共交通进出通道并划分为等级，分为公交干路与公交次干路，公交干路设置公交专用

道，保障公交车优先通行；公交次干路作为次要的公交通道，设置分时段公交专用，在高峰时段为公交

专用，其余时间小汽车可使用该车道。

（３）按照 “人车分离”的原则，同时保障和与公共交通进行衔接，确定区域慢行廊道。并进行

分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划分道路及功能等级，对道路功能进行定位。在本案例中，结合区域发展要

求，按照道路在路网中的实际功能，同时体现 “机非分流”等理念，划分４类道路类型。交通性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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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交通流线分析

承担过境及对外交通功能；集散道路，功能为汇集地块机动车交通流至交通性干路；稳静道路，限制机

动车通行，保障行人优先通行条件；步行商业街：按照综合规划方案。

图１２　路网结构图

将每一种交通流线叠加，得到每条道路每种交通方式的等级属性。作为道路断面设计依据。

表１　道路不同方式等级属性表

道路列表 性质 红线
道路功能属性

交通性 集散性 稳静化 公交干路 公交次干路 慢行干路 慢行次干路

港湾大道 主干路 ３２   

普集路 次干路 ２２   

陵县支路 次干路 ２４   

港通路 次干路 ２４   

邱县路 支路
１６

（４０）
 

港兴路 支路 １６  

港宁路 支路 １６  

港安路 支路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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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道路列表 性质 红线
道路功能属性

交通性 集散性 稳静化 公交干路 公交次干路 慢行干路 慢行次干路

港民路 支路 １６  

港游路 支路 １６  

港海路 支路 １６  

港平路 支路 １６  

３．１．３ 路断面设计

按照每一条路的道路功能确定道路断面尺寸。根据完整街道的设计理念进行区域内道路的横断面总

体设计，港湾大道作为区域景观性大道，设置双向６车道，红线宽度为３２ｍ进行控制；交通性道路按

照２４ｍ红线进行控制；集散道路与稳静道路均按照１６ｍ进行控制，在车行道宽度进行适度差异。步行

街按照１５ｍ进行设计。例如，港湾大道的道路功能属性为交通性＋公交干路＋慢行干路，按照这个功

能定位，在道路断面设置上，按照双向６车道，设置公交专用道及公交港湾站，净步行空间不低于５ｍ

来进行设计。

图１３　滨海特色街道断面

３．１．４ 交通详细组织

以机动车通道为界限划分５个交通单元，通过单元交通组织保障道路功能。单元内交通组织具有统

一性。单元内的交通可按照单元进行组织。

图１４　单元组织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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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 交叉口设计

交叉口渠化设计：根据相交道路交通功能划分交叉口类型，并进行差异化设计，满足不同功能的交

通需求。

交叉口转弯半径设计：交通性干道交叉口的转弯半径确定为１０～１２ｍ，满足机动车快速通过需求，

公交车、消防车辆通行需要。

交通集散性交叉口转弯半径为８～１０ｍ，适当提高路口集散能力。交通稳静化交叉口的转弯半径为

６～８ｍ，降低机动车转弯速度，保障行人舒适性。

图１５　交叉口设计分析图

与交通组织相匹配，地块出入口的位置均设置于集散道路上，并按照以下原则进行控制。在交叉口

范围内禁止设基地机动车出入口，以机动车停止线为基础，新疆路、港湾大道后退５０ｍ，其余道路后退

２０ｍ为禁止地块机动车开口区域。交通性道路不宜设置、交通集散道路宜设置、稳静道路不建议设置。

３．１．６ 公交系统设置

区域公共交通支撑方面；轨道交通２号线、公交首末站、特色旅游火车等，为区域提供多类型的公

共交通支撑，根据历次的意见，对公交首末站提出了２个方案的选址。对于滨海大型综合体交通区位的

劣势，我们希望通过设置公交首末站来提升交通的可达性。公交首末站与滨海综合体一体化开发建设，

地面一层部分区域为公交首末站，二层以上为商业办公，交通枢纽与商业开发形成垂直换乘关系。提升

综合体的公共交通支撑。

３．１．７　停车系统

停车设施作为重要的需求管理措施，以静制动是实现区域的整体交通发展目标的手段之一，大港启

动区应该适度供给停车，减少机动车出行需求，到达交通方式出行目标。根据国内外案例表明，在高强

度开发的区域ＣＢＤ停车标准均低于城市其他区域。同时，对于区域内办公、商业及酒店等使用性质，

由于三者的停车位使用高峰时段存在差异，停车需求存在高峰小时的互补性。建议对区域内的地下空间

进行统一开发，联通，共享。来减少停车时空资源的浪费。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建议，大港启动区的停

车按照０．６～０．８ｍ的标准进行配建。

３６５



图１６　公交系统设置分析图

图１７　停车系统设置分析图

停车供需管理，以静制动———根据区域整体交通目标，合理设置停车位配建指标停车配建指标，减

少机动车出行需求。

地下空间联通共享模式———办公、商业及酒店三者的停车位使用高峰时段存在差异，停车需求存在

高峰小时的互补性。共享停车位数量将会根据各业态的建筑规模来确定。

图１８　停车共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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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交通承载力分析

对于区域开发量，道路交通的承载力取决于对外通道的数量，再次基础上，根据交通方式选择的不

同，在２５％的私家车分担率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区域的开发量控制在１１５万，在现状３２％的情况下我

们建议８７．５万的开发量。同时，可适当提高轨道交通周边的开发建设，根据深圳经验，５００ｍ范围内的

毛容积率约为３。

出行方式比例约束条件下 （小汽车２５％，公共交通６０％），土地开发量与道路拥挤度相互关系分析：

图１９　交通承载力分析图

３３ 交通与产业关系协同

港宁路、港安路、港通路、陵县支路东侧为项目内外联系的主要道路，建议此四条道路相邻商业以

购物、零售 （超市、品牌服饰）为主设置商业功能及商业业态。

港青路、港兴路、港游路、滨海商业街为交通稳静化道路，建议此四条道路相邻商业以休憩型购

物、生活服务等商业业态。如休闲酒吧、咖啡吧、艺术品、文化产品、书吧。

地铁站周边、娱乐综合体———文化商业综合体：设置博物馆、水族馆、主题乐园、观光厅、商业、

娱乐等综合功能，吸引本地居民及游客进行体验式消费。

图２０　交通与产业关系协同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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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本文尝试利用交通组织方法来构建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交通规划方案，并结合具体案例对所提方法

进行了详细剖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合理衔接宏观层面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和微观层面的项目建设阶段交通影响评价，提供交通层面的技术探索，完善控规交通规划及评价体系，

为城市管理建设工作提供一些新思路。

% & ' (

［１］王缉宪．《国外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的方法与实践》［Ｊ］．国外城市规划，２００１，１．

［２］毛蒋兴．阎小培《国外城市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研究》［Ｊ］．城市规划，２００４．７．

［３］石肙．控详中交通详细规划理论与框架研究．南京林业大学．

［４］张晓楠，郝生凤．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交通体系研究［Ｊ］．现代交通技术，２０１８．６．

［５］张晓东，郑猛，张宇，姚智胜，等．交通承载力分析方法及在详细规划中的应用，《多元与包容———２０１２中国城市

规划年会论文集［Ｃ］．２０１２．

! " # $

李欣，女，硕士，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师。电子信箱：４９００１７１２７＠ｑｑ．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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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圈视角下核心区收费干线道路规划探索

———以深圳为例

李占山　夏国栋

!"#$

在深莞惠大都市圈协同发展背景下，本文对深圳核心区新一轮干线道路规划进行探索和反思。首先结合现状

深莞惠高速公路需求变化趋势和国际大都市圈高速公路规划调研经验，论证为什么在大都市圈视角下，高速公路必须串

联深圳核心区与外围区；其次，从交通需求特征和时间目标要求等方面来论证通道进行收费的必要性；再次，从方案可

实施性等角度进行论证，为什么建议在核心区独立新建高速通道，而不利用既有通道进行收费车道 （ＨＯＴ）改造。最后

从协同规划和品质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建议。

!%&'$

都市圈核心区；干线路网；高速公路规划；收费车道

０ 引言

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起步较晚，但经历了最近大约２０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根据相

关规划预计２０３０年左右，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布局将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我国高速公路２０多年快速

发展阶段，是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重要时期，本阶段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通常在５００～１０００

万，核心区辐射半径约２０～３０ｋｍ。城市空间结构一般由 “核心区—中心城区—乡镇地区”构成。高速

公路在这个阶段主要承担中心城与外围重点城镇之间的联系，促进城乡二元体系的融合发展，网络布局

显著特征是高速公路 “近城而不进城”，即在外围形成外环高速的保护环，减少国省道过境和货运交通

对中心城区的干扰，中心城内构建城市道路与公路的 “一张网”。例如北京五环，修建于２０００年，是北

京最早的环城高速公路，五环内通过城市快速路和主要干道进行转换进入中心区。

随着我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武汉、成都等二线省会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都市圈融合的空间形

态逐步凸显，人口规模突破千万级别，核心区辐射半径超过３０ｋｍ，往外围５０～１００ｋｍ交通紧密联系圈

层发展，甚至城市边界往相邻城市扩张。通过对东京、纽约等成熟大都市圈调研可知，都市圈城市空间

一般为圈层式结构，核心区辐射半径可达６０～１００ｋｍ，构建核心区与外围区的高速公路体系，是确保

外围三四圈层 （５０ｋｍ以上）至核心区长距离出行的道路交通服务水平的必要措施。在深莞惠都市圈一

体化发展背景下，深圳核心区的高速公路网规划即将迎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构建高速公路体系连接深

圳核心区与外围三四圈层，是当前深莞惠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深圳本阶段的做法是否

值得我国类似超大城市复制推广同样值得探讨。

１ 新增收费干线道路的必要性

深圳２０１８年ＧＰＤ２．４万亿元，管理人口超过２５００万人。全市小汽车保有量大约３３５万辆，核心区

拥车水平接近１．０辆／户。市域范围内建成轨道线路８条，合计２８６ｋｍ；高速公路２９２ｋｍ，密度０．３

ｋｍ／ｋｍ２，快速路１６０ｋｍ，密度０．１７ｋｍ／ｋｍ２。

深圳全市机动化出行量１６７９万人次／天，机动化出行中小汽车分担率占４６％，公共交通占５２％，

其他方式占２％，相比国际成熟大都市圈小汽车分担依然较高。深圳目前市域 “三轴两带多中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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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深圳市现状轨道和干线道路布局示意图

结构基本形成，核心区对外二三圈层辐射半径约３０～５０ｋｍ左右，通过对比国际化大都市发展阶段可

知，正处于大都市圈空间发展与扩张阶段。

图２　深圳市 “三轴两带多中心”空间结构示意图

图３　东京都市圈发展阶段示意图

在大都市圈发展扩张阶段，核心区通常面临一些列交通拥堵问题。一方面轨道网络正处于大规模建

设阶段，网络化运营刚刚开始，公共交通分担率还有待提升，因此小汽车出行需求巨大，而核心区既有

干线道路网络基本建成，地面不具备大规模新增通道的条件，设施供不应求导致主要干道高峰期交通拥

堵严重。另一方面，为缓解核心区的拥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通常在都市圈外围新建产业新城，例如

东京的筑波新城，深莞惠临深集合城市等。新城建设也迫切需要通过轨道和高速等重大交通设施建设的

投入，提升核心区与外围新城的联系。由此可见，为缓解现状交通拥堵和支撑外围重点新城开发建设，

深圳有必要新增高速通道连接核心区与外围区，具体如下文。

１１ 需求分析

从全天高速城际出行总量来看，深莞惠都市圈需求旺盛，融合发展趋势凸显。主要表现在，一方面

临深地区交往不断密切，另一方面是核心区的对外交通辐射不断增强。例如，深圳全天高速出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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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１万ｐｃｕ／ｄ，与东莞和惠州联系最为紧密，其中东莞占５０％，惠州占２０％，从出行距离来看，都市

圈１００ｋｍ范围内占比９２％；超过１００ｋｍ以上都市圈外的出行占比不足８％ （包含跨省出行２％）。

表１　深圳高速公路全天客运出行分布比例表

辐射半径 城市 总量 （ｐｃｕ／ｄ） 比例 合计

５０ｋｍ
东莞 ３６３６３４ ４９．７％

惠州 １３８９９６ １９．０％
６９％

５０～１００ｋｍ

中山 １７７１３ ２．４％

珠海 ６８７４ ０．９％

广州 ９１３２８ １２．５％

佛山 ２００２１ ２．７％

汕尾及深汕合作区 １５７２３ ２．２％

江门 ７７０７ １．１％

２２％

１００ｋｍ以上 粤西、粤东及其他 ６９０８９ ９．５％ ９％

合计 ７３１０８５ １００．０％ １００％

从轴向来看往东部惠州、汕尾 （含深汕合作区）全天出行总量约６．１２万ｐｃｕ／ｄ，其中深圳一圈层

核心区和三圈层临深地区出行各占４０％。深惠出行占总量的７０％，其中惠州往深圳核心区出行占

２９％，临深地区往三圈层的出行 （２０ｋｍ范围内）占２８％，其他地区总计不足１５％。从近３年增长趋势

来看，核心区年均增长２５％，临深地区增长８～１０％，其他地区增长不足５％。

表２　深圳高速城际出行空间分布一览表

全天 一圈层 二圈层 三圈层 合计

惠州 １７９６８ ２９％ ９０００ １５％ １６８９６ ２８％ ４３８６４ ７２％

合作区 １５１７ ２％ ８６８ １％ １２４３ ２％ ３６２８ ６％

汕尾及以东 ４７０２ ８％ ２７２４ ４％ ６２９８ １０％ １３７２４ ２２％

合计 ２４１８７ ４０％ １２５９２ ２０％ ２４４３７ ４０％ ６１２１５ １００％

图４　深圳东部轴向城际出行分布示意图

图５　深圳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高速城际出行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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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际出行目的分布来看，现状以私人事务出行为主，都市圈通勤和商务出行占比较少。通勤出行

大部分在临深地区，商务出行往主要往核心区占比较高。例如东部轴向全天私事出行３８９８４ｐｃｕ／ｄ占

６３％，商务出行１０４９９ｐｃｕ／ｄ占１７％，其中往深圳核心区的商务出行５６８４ｐｃｕ／ｄ占全天商务出行的

５４％。通勤出行８４２ｐｃｕ／ｄ占１．４％，其中临深通勤６４１ｐｃｕ／ｄ，占通勤的７６％。

表３　深圳高速城际全天出行在各圈层的分布总量表

全天 一圈层 二圈层 三圈层 合计 占比

通勤 ８８ １１２ ６４１ ８４２ １．４％

商务 ５６８４ １３６０ ３４５５ １０４９９ １７．２％

货运 ２２６３ ４５４７ ４０８０ １０８９１ １７．８％

私事 １６１５２ ６５７２ １６２６０ ３８９８４ ６３．７％

合计 ２４１８７ １２５９２ ２４４３５ ６１２１４ １００％

表４　深圳高速城际出行不同出行目的在各圈层的分布比例表

全天 一圈层 二圈层 三圈层 合计

通勤 １１％ １３％ ７６％ １００％

商务 ５４％ １３％ ３３％ １００％

货运 ２１％ ４２％ ３７％ １００％

其他 ４１％ １８％ ４１％ １００％

合计 ４０％ ２１％ ４０％ １００％

从核心区对外干线通道运行评估来看，高峰期一二圈层之间的境界线截面设施供不应求，拥堵最为

严重。例如，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向现状主要干线道路有南坪—水官、丹平快速、龙岗大道等５条通

道，供应能力约１２６００ｐｃｕ／ｈ，高峰东部轴市内断面需求１．１万ｐｃｕ／ｈ，城际需求０．２９万ｐｃｕ／ｈ，合计

１．３９万ｐｃｕ／ｈ，缺口１３３０ｐｃｕ／ｈ，通道设施供不应求。现状市内全天干线道路日均出行量２８６．６万ｐｃｕ／

ｄ，其中东部组团往核心区全天出行总量１２．５万ｐｃｕ／ｄ，小汽车分担占机动化出行的３０％左右，距离成

熟都市圈１０％～２０％的分担率尚有显著差距，截止轨道全面建成期间 “高峰进出关拥堵”形势依然

严峻。

表５　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向高峰小时断面需求构成

核心区 布吉横岗 龙岗坪山 盐田大鹏 惠州 合作区 汕尾以东 合计

罗湖 １２４６ ７８５ １４２６ ６６６ ６７ １５１ ４３４０

福田 １７４８ １９４１ ６７７ １０７６ ９９ ２４０ ５７８０

南山 １１０２ １７７７ ３０３ ４３３ １８ １７８ ３８１０

合计 ４０９６ ４５０２ ２４０６ ２１７４ １８４ ５６９ １３９３０

表６　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向既有通道供需评估表

序号 高峰小时 车道数
通行能力

（ｐｃｕ／ｈ）

断面需求

（ｐｃｕ／ｈ）

缺口

（ｐｃｕ／ｈ）

１ 南坪快速 ３ ３６００

２ 龙岗大道 ３ ２４００

３ 丹平快速 ３ ３６００

４ 沙湾路 １ ６００

５ 罗沙路 ３ ２４００

１２６００ １３９３０ １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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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深圳核心区高峰期对外主要拥堵位于一二圈层截面通道示意图

由于城际出行距离普遍在５０ｋｍ以上，要实现都市圈范围１～１．５小时的交通可达性目标，新增通

道服务水平需维持在６０～８０ｋｍ／ｈ以上。从核心区往东部出行来看，城际需求２９２７ｐｃｕ／ｈ占比２０％。

市内快速路设计速度一般在６０～８０ｋｍ／ｈ，现状南坪快速、龙岗大道等都处于拥堵状态，高峰期服务水

平在２０～４０ｋｍ／ｈ左右，假设新增双向４车道设计速度８０ｋｍ／ｈ快速路，根据交通流理论分析可知高峰

期最大速度约４０ｋｍ左右；只有新增设计速度１００ｋｍ／ｈ及以上双向４～６车道的高速公路，才能有效缓

解现状核心区拥堵状况，满足可达性要求。

图７　深圳核心区对外东部轴向干道全天运营速度

图８　新增双向４车道设计速度８０ｋｍ／ｈ快速路高峰期车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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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向高峰期最大断面需求构成比例一览表

核心区

市域 城际

布吉横岗、盐田 龙岗坪山、大鹏 惠州、合作区 汕尾以东

１５～３０ｋｍ ３０～５０ｋｍ ５０～１００ｋｍ 大于１００ｋｍ

合计

罗湖 ２２４４ １２１３ ７３３ １５１ ４３４０
福田 ２２２２ ２１４４ １１７５ ２３９ ５７８０
南山 １３１４ １８６８ ４５１ １７７ ３８１０
合计 ５７８０ ５２２５ ２３５９ ５６７ １３９３０

占比
４１％ ３８％ １７％ ４％

７９％ ２１％
１００％

１２ 案例借鉴

在都市圈区域融合发展过程中，通过在外围圈层建设产业新城，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岗位压力，是国

际大都市圈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选择。从深圳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可知，在深圳核心区外围５０～

１００ｋｍ也将陆续发展产业新城，例如深汕合作区距离核心区１００ｋｍ，已经纳入新城建设重点任务中。

图９　深莞惠都市圈中集合城市与深汕合作区区位示意图

从东京的筑波、纽约的纽黑文等都市圈外围代表性城市调研分析可知，核心区与外围四圈层城镇联

系密切，出行目的主要是通勤和商务，其中通勤交通主要由公共交通承担，而小汽车出行目的主要为商

务和私事，因此有必要构建直达核心区的高速公路和轨道实现１～１．５小时可达，具体如下：

从出行总量和出行分布来看，外围新城以内部出行为主占比８３％～８７％左右；对外出行以都市圈

内为主，往都市圈出行量占新城全天总出行量的１０％～１１．５％左右，都市圈以外的出行占比２％～５％；

往都市圈内的出行以核心区为主占比５０％～５５％。

图１０　筑波全天交通出行分布示意图 图１１　纽黑文全天交通出行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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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行目的来看，通勤和商务为主，其中筑波往都市圈内通勤和商务占７８％，往核心区的通勤和

商务占７６％；纽黑文往都市圈内通勤和商务占７４％，往核心区的通勤和商务占８７％；

表８　筑波往东京都市圈的三个圈层不同出行目的分布一览表

出行目的 一圈层 二圈层 三圈层 合计 比例

通勤 １８１５３ １５７７７ ９４７ ３４８７８ ５１％

业务 ９７１８ ７７３８ １１４２ １８５９９ ２７％

私事及其他 ８８０１ ４０７９ １４５７ １４３３７ ２１％

合计 ３６６７２ ２７５９５ ３５４７ ６７８１３ １００％

表９　纽黑文往纽约都市圈的三个圈层不同出行目的分布一览表

出行目的 一圈层 二圈层 三圈层 合计 比例

通勤 １１３２８ ２８３２ ７０８０ ２１２４０ ６５％

商务 ２１２４ ７０８ ０ ２８３２ ９％

私事及其他 ２１２４ ２８３２ ３５４０ ８４９６ ２６％

合计 １５５７６ ６３７２ １０６２０ ３２５６８ １００％

表１０　筑波与纽黑文往都市圈核心区不同出行目的构成

筑波—都心区 合计 占比 纽黑文—曼哈顿 合计 占比

通勤 １８１６４ ４９．５％ 通勤 １１３２８ ７３．０％

商务 ９７０６ ２６．５％ 商务 ２１２４ １４．０％

私事 ８８０１ ２４．０％ 私事 ２１２４ １４．０％

合计 ３６６７２ １００．０％ 合计 １５５７６ １００．０％

从出行方式分担来看，往核心区的通勤出行主要由轨道和公交承担，其中筑波占比９６％，纽黑文

占８７．５％；往核心区的小汽车出行中商务和私事占比为主，其中筑波占比９６％，纽黑文占６０％。

表１１　核心区通勤出行不同交通方式分担占比一览表

核心区通勤 轨道＋公交 小汽车 私事及其他 合计

筑波
１０７８８ ９７ ３７７ １１２６２

９５．８％ ０．９％ ３．３％ １００％

纽黑文
９９１２ １４１６ ０ １１３２８

８７．５％ １２．５％ ０％ １００％

表１２　核心区小汽车出行中不同目的构成一览表

核心区小汽车出行 通勤 商务 私事及其他 合计

筑波
１２４ ２１０４ ７４０ ２９６８

４．２％ ７０．９％ ２４．９％ １００．０％

纽黑文
１４１６ １４１６ ７０８ ３５４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０％

为实现外围新城与核心区１～１．５小时可达，通常需要构建直达核心区的轨道和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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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　筑波和纽黑文轨道与高速出行时间

案例 轨道 出行时间 高速公路 出行时间

筑波—都心区

新都市铁道 （ＴＸ线） ４５ｍｉｎ

常磐线 ６０ｍｉｎ

常磐道 ６０～８０ｍｉｎ

纽黑文—曼哈顿

国家铁路Ａｍｔｒａｋ

北方铁路ＭＴＡ

ＭｅｔｒｏＮｏｒｔｈＲａｉｌｒｏａｄ

８０～９０ｍｉｎ

Ｉ９５高速

梅里高速

ＭｅｒｒｉｔｔＰａｒｋｗａｙ

８０～９０ｍｉｎ

图１２　筑波往东京核心区轨道和高速布局 图１３　纽黑文往曼哈顿轨道和高速布局

借鉴国际都市圈经验，有必要通过轨道和高速公路串联深圳核心区与外围重点城镇，包括深惠集合

城市，深莞集合城市等外围城镇，深汕合作区等。例如，深汕合作区规划人口１５０万～３００万人；是筑

波２３．７万人的６～１０倍，是纽黑文８６．２万人的２～４倍，预测未来深汕合作区往深圳核心区的日均小

汽车需求将达到１．５万～３万ｐｃｕ／ｄ，高峰小时约１５００～２４００ｐｃｕ／ｈ，即需要１～２车道。现状既有机荷

高速和沿海高速在市域二圈层内已经达到饱和，因此有必要新增通道。

图１４　现状深圳往深汕合作区既有高速饱和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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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新增高速通道串联深圳核心区与合作区概念方案示意图

图１６　深圳与深汕合作区规划轨道线网布局概念方案示意图

２ 规划思路与策略

２１ 实施干线道路收费维持大都市圈中心区干线道路服务水平

现状深圳核心区干线道路全天饱和度较高，高峰期拥堵频发，难以满足白皮书提出的目标要求。全

面实施交通需求调控已是本阶段交通发展核心战略之一，而通道收费为深圳实施需求调控提供了有效手

段。例如美国的ＨＯＴ车道收费，在通往曼哈顿的１９条通道中７条收费，１２条不收费，收费通道车流

量比不收费通道少１８．８％，车速高３０％。类似还有日本的高速公路收费，新加坡的道路ＥＲＰ收费系统

等，都取得了良好的需求调控效果。

图１７　纽约都市圈曼哈顿核心区收费通道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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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８　 《深圳市城市交通白皮书》四大核心交通发展战略

２２　收费干线道路串联外围三四圈层与核心区确保外围重点地区交通可达性

随着深圳核心区辐射范围不断增大，都市圈辐射半径可达５０～１００ｋｍ，而都市圈出行时间通常在

６０～９０分钟左右，超过９０分钟，交通出行将显著下降。

图１９　东京都市圈出行时间调研

近年深圳市对市域范围内部分高速公路进行回购，并实施免费通行。收费后的高速速度下降２０％～

５０％，其中机荷以内的中心区段下降幅度高达５０％以上，速度３０～４０ｋｍ／ｈ之间，导致高峰期核心区

对外围三四圈层的长距离出行普遍超过２小时。必须对新增通道收费，维持合理的服务水平，才能确保

核心区对外围三四圈层５０ｋｍ及以上长距离出行的可达性目标。

图２０　深圳部分高速公路回购后服务水平下降幅度示意图

６７５



图２１　深圳现状核心区对外可达性分析示意图

２３ 收费干线道路提供出行需求差异化服务

从都市圈调研来看，随着轨道和公交网络建设的完善，未来高速公路将主要承担商务和私事等非通

勤交通出行为主，占比６０％～９５％，推动通道收费契合商务出行等高端需求和私人事务等弹性需求，

可实施性较高。

现状高峰期核心区对外东部轴向出行断面需求构成中，城际出行占比约１５％～２０％，市域范围内，

通勤占４０％～５５％，商务占２０％～２５％，货运和其他占比一般在１５％以下。例如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

向高峰出行需要构成来看，最大断面需求１３９３０ｐｃｕ／ｈ，其中城际出行约２９５８ｐｃｕ／ｈ，占２０％左右，市

域通勤４８９９ｐｃｕ／ｈ，商务３９４９ｐｃｕ／ｈ，货运和其他２１５５ｐｃｕ／ｈ，缺口２车道。考虑城际与市域出行差异

化的设施供给，新增２车道收费高速通道可有效满足差异化出行需求。

表１４　现状深圳核心区对外东部轴向高峰断面需求构成一览表

核心区

费用敏感度

高 中 低

通勤 商务 其他 城际 （跨市）

合计

罗湖 １５３２ １２３４ ６９１ ８８３ ４３４０

福田 ２１０７ １５００ ７６０ １４１４ ５７８０

南山 １２６０ １２１６ ７０５ ６２９ ３８１０

合计
４８９９ ３９４９ ２１５５ ２９２７

１１００３ ２９２７

１３９３０

需求 免费，单向１１车道 收费，单向２～３车道

供应
南坪３＋丹平３＋龙岗大道３

＋罗沙路３＋沙湾１，单向１３车道
无

　总车道需求１４车道，供

应１３车道，缺口１～２车

道；收费需求２～３车道，

需新增２～３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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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规划方案

东京收费高速公路是专用独立通道收费模式，而美国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则采用的是在既有高速通

道上实施ＨＯＴ车道收费，不同模式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近期可实施性、远期规划弹性预留综合比

选可知，本阶段深圳更适合采用新建独立通道模式。

３１ 独立新建通道具备近期实施的可行性

深圳核心区现阶段交通拥堵形势已经非常严峻，轨道建设周期长，本阶段当务之急，是尽快启动核

心区对外围圈层的高速公路建设，促进核心区与外围圈层的融合发展，提升长距离交通服务水平，同时

带动外围新城的开发。

从通道造价来看，相对于国内一线超大城市基建代价而言，独立通道模式基本可接受，ＨＯＴ模式

也 “并不廉价”。例如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向的独立新建通道模式全长约１１０ｋｍ，总造价约２６０亿～３８０

亿，每公里造价大约２．４～３．５亿元，建设周期通常为３～５年；而ＨＯＴ模式在核心区则每公里造价需

要５０００万～８０００万左右，拓宽改造路段约８～１０ｋｍ，拆迁核心区住宅和办公等面积接近１０万平米，

近期难以完成。

从建设和管理模式来看，独立通道模式产权清晰，可灵活引入社会资本建设，减少政府财政压力，

对高速公路实施收费，社会接受度比较普遍，可减少政策阻力，高速公路企业多年的管理经验，也更有

利于后续通道的运营和管养。而ＨＯＴ车道模式，通道资源隶属政府，在免费城市干道上推行车道收

费，政策法规层面近期难于突破，社会舆论压力较大，从深圳历史经验可知，前几轮交通政策中推行的

经济手段调控措施，由于缺乏成熟的政策法规支撑，在强烈的社会舆论反响下均告失败。

从收费技术体系建设来看，ＨＯＴ车道收费需要对所有进出车道的车辆加装ＥＴＣ等自由流收费设

备，而独立通道模式近期可采取传统高速公路人工收费与ＥＴＣ等自由流收费相结合，中远期视自由流

收费技术推广情况，全面实施通道自由流收费，取消人工收费站。目前ＥＴＣ、北斗等自由流收费体系

无论是在全国还是省市范围内普及都比较有限，目前无法确保在项目建成后可以同步配套建成ＨＯＴ收

费技术系统。相比之下独立通道模式更符合本阶段深圳市发展需要。

３２ 独立新建通道可以更好应对未来交通需求变化的弹性

独立新建高速通道，单车道通行能力接近２０００ｐｃｕ／ｈ，ＨＯＴ车道通行能力一般不超过１０００ｐｃｕ／ｈ～

１２００ｐｃｕ／ｈ，独立通道相比ＨＯＴ车道模式要高４０％～５０％。从具体进出交通组织来看，ＨＯＴ车道受制

于既有通道节点通行能力影响，尤其是在核心区范围内，平均节点间距普遍低于３ｋｍ，短距离密集进

出交通交织，容易导致通道运营效率下降，一般在饱和度超过０．９的ＨＯＴ车道，实际道路运营速度难

于超过５０ｋｍ／ｈ。通过交通模型的测试评估，假设同样设置双向４车道收费，在ＨＯＴ模式下，深圳核

心区高峰期往东部轴向最大断面通行能力可达４８００ｐｃｕ／ｈ，运营服务水平４０～５０ｋｍ／ｈ；而在独立通道

模式下可达６０００ｐｃｕ／ｈ～８０００ｐｃｕ／ｈ，运营速度７０～８０ｋｍ／ｈ；可见独立通道模式下通行能力和效率都更

优，为应对深莞惠都市圈不同的发展前景预留更好弹性。

综上所述，本阶段深圳核心区对外收费干线道路规划方案，通常采用新建收费道路模式，如规划深

汕第二高速公路，规划新建通道串联深圳福田中心、布吉横岗副中心和外围龙岗坪山组图、以及重点产

业新城深汕合作区，通道全长１０８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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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规划深汕第二高速核心区范围内隧道接入地下收费道路系统

４ 协同共治保障机制建议

４１ 工作机制省域协同

由于高速通道辐射范围包含深圳、惠州、汕尾等地市，建议由省交通厅协调，成立联合工作组，共

同委托开展项目的规划设计任务，确保通道在都市圈层面保持与不同地市的综合交通网络相协调，将通

道服务效益最大化，并快速有效推动通道建设的协同共治。

４２ 技术创新与方案设计协同

东京ＥＴＣ和新加坡ＥＰＲ等自由流收费技术相对成熟，但是目前在国内大中城市难于实现短期内全

面普及。在新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大力开展高速公路自由流收费体系建设的探索，一方面可减少

核心区范围内设置传统人工收费站的占地，另一方面可有效提升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衔接转换效率，对

传统高速公路收费体系的转型升级具有 “开创性”意义。另外，建议重点加强智慧化平台建设，在项目

规划阶段，提前做好方案规划设计与智慧平台的规划相协同，全方位、系统性提升通道的通行效率、运

营安全和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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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品质提升与建设运营协同

高速公路主要为长距离出行服务，出行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具有更高的时效需求和品质需求。而核

心区内建设高速通道，往往难以避免对既有建成区造成一定程度的用地功能切割和环境影响。因此，通

道建设应做好与核心区用地功能的协调，景观环境的提升，注重核心区与城市空间和用地功能布局的协

调，改善施工工艺和工法，提升施工效率，降低噪音、灰尘、污水等不利影响，提升安全运营管理措

施，核心区范围内，可考虑实施适当禁货管理措施等。例如规划深汕第二高速在深圳核心区范围内隧道

里程占比７０％，接入核心区地下道路系统，并实施禁货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了对用地的影响和提升了

运营效率。

５ 结论

本文从都市圈融合发展视角，对本阶段深圳市核心区高速公路规划面临的新挑战进行剖析，并通过

对东京、伦敦、纽约等国际成熟都市圈出行特征进行总结和借鉴，论证新形势下高速公路进入深圳核心

区并保持收费的必要性，同时从建设模式差异性上进行了针对性探讨，得出独立新建通道是适合深圳当

前发展阶段需要的高速公路建设策略和措施，为我国超大城市核心区道路规划设计提供了参考借鉴。根

据 《２０１８年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指出，目前除港澳台之外，全国共有３４个中心城市都市圈，占到全

国总面积的２４％，总人口的５９％和ＧＤＰ的７７．８％，都市圈融合发展是我国超大城市目前面临的重要

议题。在都市圈形态下，传统高速公路规划建设也将迎来重要转折点，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引入大数

据分析手段和跨市域协同共治推动下，也为我国都市圈形态下的中心城干线路网布局规划探索了新的

方向。

% & ' (

［１］杨帅，刘樟伟，杨宇星，郭宏亮，袁佳，邬蓬宇．基于高快速路卡口数据的车辆出行特征分析［交通年会会议优秀论

文］，２０１８．

［２］张晓兰，朱秋．东京都市圈演化与发展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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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滨水商务区低碳交通规划实践

———以上海市北外滩地区为例

吕雄鹰　郎益顺　易伟忠

!"#$

高密度滨水商务区是城市最具开发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也是城市复兴发展的重点区域。按照 “最高标准、最

好水平”的要求，在充分研究纽约、伦敦等国际商务区规划实践的基础上，以实现上海北外滩地区综合交通更高质量发

展目标，提出以快速轨道加强对外联系，建立快慢分离高密路网系统，构建无车区营造良好步行环境，降低停车配建控

制个体机动车出行等交通规划策略，为高密度滨水商务区低碳交通发展提供借鉴。

!%&'$

高密度；滨水商务区；无车区；低碳出行

０ 引言

滨水商务区是城市最为宝贵和稀缺的空间资源，也是城市最具开发潜力和活力的地区。在资源环境

紧约束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滨水商务区的复兴和开发是世界性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同时在快

速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资源的有限供给和日益短缺势必成为今后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建立高密度城市以

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提升土地资源高效率使用也是大势所趋。国内深圳前海地区、广州福田商务区、上

海北外滩等地区，正规划打造成类同于曼哈顿金融城、伦敦金丝雀码头和巴黎拉德芳斯等国际商务区，

在有限的土地上，着力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中心、高密度商务核心区。

由于就业岗位高度集聚带来大量交通出行需求，高密度商务区极易出现交通拥堵和潮汐交通，如何

有序疏导大规模客流、保障高密度商务区的高效运转，并营造高品质、低碳绿色的交通出行环境是需要

重点关注的问题。

１ 高密度滨水商务区交通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１１ 高密度滨水商务区规划理论

滨水区代表城市形象，是城市区位最为优越、经济效益最为集中的地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亲近自然、欣赏美好滨水公共空间的需求激增。同时，随着产业结构功能的调整，滨水区经

历了从工业化、港口化加速从中心地段迁出，滨水地区再开发成为城市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最初的滨

水区开发与设计侧重滨水环境和景观形象的塑造，主要通过改善滨水区周边环境、交通条件等促进产业

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公共场合［１］。随着对滨水区的关注从经济层面、更多转向城

市发展层面上，张庭伟在 《城市滨水区设计与开发》一书中提出评价滨水区项目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三

点：一是是否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繁荣，增加城市的经济总量，为当地政府创造更多的税收；二是是否

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为更多的市民提供工作岗位；第三是否有助于改善城市市容，反映政府的政绩，

增强市民对于城市的自豪感和归属感［２］。

从滨水区发展阶段和开发动力机制可知，高密度滨水地区的城市设计肩负着城市产业布局调整、促

进经济繁荣的任务。因此，面向开发的滨水区城市设计不能就区域论区域，必须考虑滨水区域城市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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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和时间上衔接。在功能组织上，通过项目的策划和安排来提高和完善周边的环境，并带动周边区

域的开发和更新；在空间布局上，以开放的交通系统、空间组织、连续的开敞空间将滨江区域与周边区

域联系起来。

１２ 国际高密度滨水商务区规划实践经验

１．２．１ 伦敦金丝雀码头

伦敦金丝雀码头是英国城市更新促成的新兴商务区、高强度开发的总部型商务区，位于道克兰港区

（Ｄｏｃｋｌａｎｄｓ），距离伦敦传统商务区金融城约６ｋｍ。８０年代起，包括金丝雀码头在内的道克兰港区开始

了城市更新的步伐。经过３０多年的建设，金丝雀码头发展成为伦敦重要的新兴金融商务区
［３］。现状总

占地面积约为３９万平方米。区内的工作人口超过１０万人，年客流量约２６００万人次。目前区内已开发

的办公面积约３７万平方米，商业配套面积约９万平方米。区内的办公楼以总部型客户为主，大型金融

机构总部是金丝雀码头的核心客户；区内的商业主要服务于区内的工作人群，业态包括零售、餐饮、便

利店和休闲娱乐等。

金丝雀码头构建了多层次、高密度的公交网络，公交站点基本覆盖主要的公共活动中心。轨道交通

方面，狗岛 （Ｄｏｃｋｌａｎｄｓ）依靠地铁银禧线 （ＪｕｂｉｌｅｅＬｉｎｅ）及城市铁路Ｃｒｏｓｓｒａｉｌ实现东西向连通；在

纵向，即与岛屿内部以及滨水内陆的联系上，主要依靠轻轨线路。水上交通方面，水上巴士环绕整个岛

屿，中心城及主要社区均设有站点，东岸因为私人居住暂无公共站点，随着格林尼治半岛的发展将增设

站点。地面公交方面，共有５条公交线路，它们主要分为２大走向，走向１沿区一级公路环绕狗岛，走

向２穿越中心城到达南部的开放公园。

此外，金丝雀码头还建立了四级公路、两级步道体系，构建便捷易达的路网系统。快速路方面，通

过ＢｌａｃｋｗａｌｌＴｕｎｎｅｌ隧道与市区快速联系；市级公路方面，通过市级公路贯穿狗岛北部，连接伦敦其他

区域至金丝雀码头入口处；区一级公路方面，环绕狗岛，形成圆弧环线，服务滨水各居住区；区二级公

路方面，以圆弧环线的组团形式串联于区一级公路，服务于中心城以及其他社区组团。

主要景观步道分为两条路线，每条路线需要步行１．５小时；步道１沿线经过中心城金丝雀码头主要

的景观节点以及公共交通站点，步道２沿线经过滨水南北岸线主要的景观节点以及公共交通站点。

图１　金丝雀码头轨道线网 （左）及道路网 （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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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纽约曼哈顿

曼哈顿是美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纽约市中央商务区所在地，世界上摩天大楼最集中的地区，汇集了

世界５００强中绝大部分公司的总部。其中曼哈顿１区是整个曼哈顿岛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也是整个城市

的商业、办公和金融中心。曼哈顿中城是相对新兴的商业中心。

纽约著名的百老汇、华尔街、帝国大厦、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园、联合国总部、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大都会歌剧院等名胜都集中在曼哈顿岛，使该岛中的部分地区成为纽约的ＣＢＤ。这里银行、保险

公司、交易所及大公司总部云集，是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的地区。面积约为２４ｋｍ２，居住人口２０００年

达到５５．９６万人，人口密度达到２．３３万人／ｋｍ２，岗位数约２０１．３６万个，岗位密度达到８．４万个／ｋｍ２。

（１）高密度路网支撑地区高强度开发。道路网系统方面，高开发强度功能区强调构建城市微循环路

网系统，并采用单双结合的交通组织形式，以提高整个区域路网的交通承载能力和可达性，同时丰富道

路网络的功能分类，提高各类道路的服务水平。例如在曼哈顿中城地区，路网密度达到２０ｋｍ／ｋｍ，并

采用外围双行，内部单行的交通组织方式。

图２　曼哈顿中城地区单双结合交通组织图及道路功能分类图

（２）以轨道为核心提供大容量公共交通服务。世界上著名ＣＢＤ的交通通勤模式研究表明，以轨道

交通为核心的公共交通系统，是高强度开发的ＣＢＤ最重要的通勤出行方式，公交通勤比例在７０％以

上，早高峰期间公交通勤比例会进一步提高，达８０％以上。研究表明，当ＣＢＤ的岗位密度达到８万

人／ｋｍ２时，其合理的通勤交通模式是：公共交通／小汽车／其他出行方式＝７／２／１，因此高比例的公交出

行是ＣＢＤ唯一可行的交通支撑方式。

图３　世界商务区交通出行方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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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提供多样化优质公共交通出行选择。高开发强度类型的功能区强调由轨道交通提供高强度、高

水平和多模式的交通服务。纽约曼哈顿接入了１０条通勤铁路线路、１６条城际铁路线路、２０条地铁线路

和一条 “ＰＡＴＨ”快轨线路。伦敦城除８条地铁线路外，也接入了国铁系统和轻轨系统。

２ 上海北外滩地区现状交通问题与规划挑战

２１ 现状交通问题

北外滩位于中央活动区东北部，黄浦江和苏州河汇流处、交通区位优越。受到地区路网布局影响，

北外滩是浦西内环内东西向交通必经之地，尤其是外滩隧道，由于早晚高峰交通流量较大、拥堵明显，

是上海苏州河以北地区的 “蜂腰”［４］。现状交通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１）越江交通集聚，交通拥堵明显

北外滩地区周边干路饱和度相对较高，尤其是越江通道如外滩隧道、外滩隧道、新建路隧道 （浦东

方向）、大连路隧道 （浦东方向）早高峰已基本饱和。周家嘴路、东长治路等东西向干路的运行状况相

对较好，东大名路局部存在交通拥堵。杨浦滨江经虹口滨江、至黄浦滨江均需经外滩隧道通行，因此地

区对外进出通道拥堵较为明显。

图４　北外滩地区对外交通通道现状饱和度分布图

（２）轨道交通边缘，开发带动有限

地区现状有３条轨道交通线路，７处轨道交通站点，其中１２号线东西横贯地区内部，４号线和１０

号线位于区域东西两侧边缘，现状地区范围内仅有轨道交通１２号线交通国客中心站，因此如何发挥轨

道交通对地区的开发带动作用，以及结合规划年轨道站点的开发建设，进一步发挥地区ＴＯＤ规划引导

是关键问题之一。

（３）公交线路集中，服务范围受限

区域内现状３条公交线路，常规公交站点３００ｍ全覆盖，主要集中在周边干路如周家嘴路、大连

路、吴淞路上，区域内部东长治路以北地区公交线路相对较少。现状在昆明路—唐山路东侧为１５５路公

交首末站，其余主要为公交中途站。

（４）慢行空间不足，出行品质欠佳

受到主干道交通组织管理要求和外滩隧道出入口限制，部分路段非机动车和行人无法通行，尤其是

吴淞路沿线禁非、长治路 （南浔路—塘沽路）等非机动车无法通行，也是未来区域慢行需要重点加强的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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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世界商务区与北外滩出行方式对比图

２２ 规划挑战

上海北外滩作为与外滩、陆家嘴共同打造 “黄金三角”核心商务区的战略高地，其发展理念、建设

水平和管理模式，应当成为长三角区域城市发展及全球城市建设的标杆。

规划年北外滩依托轨交站点科学布局高强度开发街区，提供国际顶级商务需要的建筑规模。北外滩

地区规划建设总规模约８４０万平方米。新增商务空间重点集聚在新建路、公平路之间轨交站点密集、公

共交通便捷的核心区域，位于轨交站点６００ｍ服务半径内，离轨交站８分钟步行可达。

图６　北外滩土地使用规划图

结合规划年的出行交通方式及开发建筑总量，原规划及原控规及本次规划的交通生产量预测如下

表。经分析可知，本次规划相比原规划新增建筑量为１０９万平方米，由于实行强公交优先引导，且对地

区的停车配建进行严格限制，因此本次规划的高峰小时生产量为４．３９万ｐｃｕ／ｈ，比原规划减少了０．１２

万ｐｃｕ／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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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交通生成量对比表

指标 现状 原规划 本次规划

人口 （万人） １２．７ ９．３ ７．０
岗位 （万个） １２．４ １７．８ ２４．５

建筑量 （万平方米） ６４７ ７３１ ８４０
交通生成量 （万ｐｃｕ／ｈ） ２．８９ ４．５１ ４．３９

３ 上海北外滩地区交通特征及规划思路

３１ 交通发展特征分析

根据上海市交通规划模型以及现状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对北外滩规划年交通需求空间分布进行预测

可知，地区规划年的内部交通出行比例为１５％，对外出行空间分布上，其中向浦东及浦西南部地区空

间分布比例约２７％，向东往杨浦滨江及浦东中北部地区的出行比例约２０％；向北往杨浦及虹口北部地

区出行比例约１８％；向西往静安、普陀等细部地区的出行比例约２０％。整体上呈现南面出行较北面多，

东西向较为均衡的特征［５］。

图７　北外滩交通出行空间分布示意图

按照规划年８４０万开发量情况下，如不采取任何交通措施，则部分干路如东长治路 （青浦路—海门

路段）、东大名路 （吴淞路—公平路）、南北通道 （北横通道—东大名路段）呈现明显拥堵状态，饱和度

均在０．８５以上。

采取措施后，总体上对外干路饱和度有所降低，外滩通道、大连路隧道、新建路隧道流量下降比例

分别为５％、８％、１０％，饱和度略有降低。大连路隧道早高峰拥挤方向转置。主要干路如周家嘴路

（北横通道）、东长治路、东余杭路饱和段占比均有所降低，饱和度基本在０．８左右。

图８　在８４０万开发量有措施情况下路网饱和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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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低碳交通规划思路

构建与北外滩 “卓越全球城市的中央活动区发展新标杆”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综合交通系统，实现对

外交通高效便捷、内部交通绿色低碳、交通管理智慧创新，创建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环境。

规划原则和思路如下：

图９　低碳交通规划思路

（１）建立以轨道为核心的公交系统

构建以轨道与常规公交两网融合、提供高品质公交服务，实

现公交＋步行的无缝衔接，即公交站点３００ｍ、轨道站点５００ｍ范

围内可覆盖全域。

（２）构建环境友好的步行街区

打造北外滩核心区的无车区，提供舒适、宜人、高品质的步

行街区，在无车区外围实施慢行优先区，采用道路断面稳静化处

理、部分路段限速通行。

（３）建立快慢分离的高密路网系统

依托地区高密路网，结合慢行优先区、无车区营造交通保护核，实现过境交通快速分流、到发交通

有序疏散的格局，确保地区交通高效进出。

（４）降低停车泊位严控机动车使用

对核心区内新开发地块实施停车位减配，并实施邻近地块的地下车库共享、提高车位利用效率。

４ 上海北外滩地区交通规划策略

４１ 以快速轨道交通加强对外交通联系

从国际顶级商务区的发展经验表明，为支撑地区与区域、国家及国际的人流、信息流的高速联系，

需要构建商务区与主要枢纽的快速直达，通常是借助轨道和高速铁路实现与轨道的枢纽直达。

图１０　北外滩对外交通示意图

伦敦金融城与希斯罗机场现状需经地面轨道交通 （ｓｕｒｆａｃｅｌｉｎｅ）换乘Ｔｕｎｎｅｌ，单程耗费时间约６６

分钟；规划建设贯穿伦敦郊区与市中心的城市铁路Ｃｒｏｓｓｒａｉｌ，线路总运营长度为１１８ｋｍ，共建设４０个

铁路站点 （１０个地下站点），建成通车后，伦敦金融城至希斯罗机场可节省约１５分钟。

北外滩现状到虹桥机场经天潼路站乘１０号线直达，单程约４０～５５分钟；到浦东机场需经４号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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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号线，单程约１００～１１０分钟。规划年１９号线经三林南换乘机场联络线，单程时间至虹桥枢纽基本不

变，到浦东枢纽可节省１０～１５分钟。

４２ 建立快慢分离的高密路网系统

４．２．１ 完善越江隧道功能加强两岸互动

北外滩与外滩、小陆家嘴组成上海市核心ＣＢＤ的黄金三角，受黄浦江—苏州河阻隔，三地均有大

量过境交通穿越。其中北外滩北侧的周家嘴路早晚高峰过境交通流量比例达到５０％～６５％，大量过境

交通对地区出行环境影响、出行效率造成较大影响。为减少ＣＢＤ核心区过境交通对区域的影响，自

２００４年期上海市筹划ＣＢＤ核心区 “井”字形通道。

“井”字形通道是由北横通道 （在建）、外滩隧道、延安隧道和南北通道 （研究）构成，主要加强滨

江两岸核心ＣＢＤ的互动联系、降低现有外滩隧道交通压力、缓解浦西 “蜂腰”拥堵。已建的上海外滩

通道将以地下道路形式穿越外滩和北外滩地区，通道全长３．３ｋｍ，双向６车道。外滩通道和新规划的南

北通道，有效加强ＣＢＤ核心区南北向交通的可靠性，改善沿线出行条件，为旅游休闲商业提供良好的

出行环境、进一步提升了土地利用价值。

图１１　北外滩地区 “井”字形通道

４．２．２ 恢复路网肌理，营造内部高密路网格局

充分尊重历史保护建筑和风貌街坊保护要求，同时满足地区出行需要，对部分规划红线按照现状道

路宽度及保护建筑的布局进行调整。调整后，全路网密度从原规划的９．９ｋｍ／ｋｍ２提升至１３．２２ｋｍ／ｋｍ２

（含公共通道）；道路用地面积占比由原规划的２４．３％提高到２７．８％。实现外部路网高效通达，内部路

网窄密有序，为地区开发提供路网容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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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北外滩地区路网布局图

４３ 构建无车区营造高品质步行环境

４．３．１ 地面步行系统

为打造高品质的核心区出行环境，沿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分别构建无车区和慢行优先区。其中无车

区：商务功能最集中的６个街坊、２２ｈｍ２控制为无车区，除特种车辆外，常规机动车禁止通行。慢行优

先区：核心商务区的１１个街坊、５０ｈｍ２设置为慢行优先区，整体提升慢行体系的品质。

图１３　慢行优先区与无车区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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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做法源自美国巴塞罗那 “超级街区”，即将传统的９个方格街区合并到一起，封闭街区内部交通，

巴士和重型卡车需要绕过整个区块从外部通行；超级街区内部车辆限速为１０ｋｍ／ｈ，路边车位被地下停

车替代。市民可以在街区内部道路随意行走、购物和举办户外活动，不用担心汽车安全威胁。

图１４　巴塞罗那超级街区演变示意图

与超级街区所不同的是，北外滩无车区将严格限制机动车通行，无车区内除应急抢险车辆、消防车

辆等特殊车辆外，禁止其余机动车通行。并对取消原市政道路的红线，并进行步行化改造，营造风景优

美、步行友好的慢行空间。

在无车区南北两侧，规划还预留慢行优先区，共５个街坊，在该区域内实行车辆限速、车行道适当

缩减、增加慢行空间等措施，为行人和自行车通行提供便利。在大型会展活动、节假日等特殊时段，将

对部分路段实施分时段限行措施。

４．３．２ 地上二层连廊系统

在北外滩核心区构建地上、地面、地下全方位立体互联的步行网络，其中地上二层连廊主要服务于

邻近楼宇之间的景观休闲游览功能、兼顾早晚高峰大客流期间的步行交通联系。二层连廊系统包括两

类，一是观景型连廊，沿主要景观面展开，并局部放大形成观景平台、提供新的景观视野；二是通勤型

连廊，联系主要的商务楼宇、轨交站点，作为地面和地下交通通道的补充，实现点对点高效通勤联系。

图１５　人行系统分层及地上二层连廊系统示意图

４４ 降低停车配建减少个体机动车出行

北外滩地区位于上海市中央活动区的核心区，规划公交强优先导向，严格限制个体机动化出行。地

区停车采用 “减配共享”模式。根据地区路网承载力、严格限制小汽车出行等多重管理模式下，建议北

外滩核心区内新开发公共建筑均采用停车配建泊位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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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经验研究表明，核心商务区应严控停车配建，公交出行比重在６０％以上，原则上按照０．２

车位／１００ｍ２指标配建。如下表可知，日本新宿地区的百货店 （商业）及事务所 （办公）等业态的停车

配建标准均在０．２２～０．２４台车位／１００ｍ２并坚持实行地下车库统一开发、整体拥有、开放使用、统筹

管理。

表２　新宿地区停车配建标准 （参考：日本驻车场法）

建筑物用途 新宿站以西地区 都条例

百货店 （商业） ０．２４台／１００ｍ２ ０．４台／１００ｍ２

事务所 （办公）

非特定用途公共住宅 （以外）

非特定用途公共住宅

０．２２台／１００ｍ２
０．３３台／１００ｍ２

０．２８５台／１００ｍ２

北外滩地区原则上新建商办车位按照０．２车位／１００ｍ２左右，核心区外新开发公共建筑原则上按照

０．４车位／１００ｍ２配置，且加大对外公共停车泊位开放程度，原则上按照不少于５０％的配建车位对外

开放。

图１６　北外滩停车配建标准分区示意图

５ 结论

围绕打造 “世界级会客厅”和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滨水区”的目标，以实现北外滩地区综合

交通更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提出以快速轨道加强对外联系，建立快慢分离高密路网系统，构建无车区营

造良好步行环境，降低停车配建控制个体机动车出行等交通规划策略，加快构建与北外滩新时代 “顶级

中央活动区”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绿色高效、智慧创新的综合交通系统。北外滩交通规划启示主要有以下

三方面。

（１）发展理念方面，应确定以轨道为核心的公共交通强优先策略，并实施严格的停车配建标准

从国际顶级商务区的发展经验表明，提高以轨道为核心的公共交通出行比重，增加客运能力，形成

便捷的换乘枢纽，实现地区高峰时段大客流快速、有序集散的关键环节。因此，在北外滩高强度、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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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开发情况下，必须首先确定以轨道为核心的公共交通优先出行的发展模式。

高强度高密度集聚开发，高峰时段必然带来极大客流，有限的道路资源和稀缺的地下空间无法提供

足够的停车资源，为了保障地区进出交通平稳，在公交优先出行导向下，同时也要严格限制个体机动车

出行。通过有限的停车供给和较高的停车收费，严格限制个体机动车出行，将道路等交通资源让渡给公

共交通，从而提升地区出行效率。

（２）发展重点方面，应围绕轨道站点实施ＴＯＤ开发并注重步行友好街区的营造

依托轨道交通站点，实施ＴＯＤ规划导向是规划行业的基本共识，在本次北外滩规划中也充分予以

体现，围绕提篮桥和国际客运中心两处轨道站点形成高密楼宇集中群，并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提篮桥和四

川北路的两处风貌区，形成大密大疏的格局。

北外滩地区首次提出了构建无车区和慢行优先区，为高强度开发的商务核心区的步行空间营造创新

示范。为确保地区出行品质和出行效率的平衡，应合理构建地区的立体步行通道，以及地下的车行通

道，确保人车分流，安全有序。

（３）发展要求方面，应注重地区地面交通和地下交通的分层有序

北外滩地区作为上海市 “黄金三角”核心商务区的战略高地，既要保障高品质的交通出行空间、又

要确保地区的交通出行效率。因此对于地面交通空间的营造以及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应予以充分详细

考虑。尤其是核心区涉及多个市级重点项目、且部分地块已出让的条件下，对地下道路的设置带来较大

困难，因此既要保证地区对外交通平稳高效、也要保证内部交通进出有序。

为实现地区绿色高效、智慧创新的综合交通系统，本次规划进行了多个系统的创新和探索，包括无

车区的构建、立体步行系统的打造、核心区机动车停车配建标准的严控、唐山路地下道路与市级重大工

程南北通道、规划轨道站点的竖向衔接都是本次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总体上，为确保地区出行效率和高

密度开发相适应，必须遵循轨道为核心的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导向、注重ＴＯＤ开发并落实步行友好街区

的营造，并且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实现地下交通的分层有序，才能真正保障高密度滨水商务区的交通系

统高效、平稳、便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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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时代的体验性路网规划方法

———以天津绿色生态屏障区为例

张庆瑜　原　涛　李　科

!"#$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人民的出行需要已从传统的通过和到达升级为出行过程

的美好体验。慢行交通相对于机动车是道路空间服务对象的 “弱势群体”，在以人为本的背景下，慢行交通需要从传统

依托机动车的规划转变为关注人出行体验的规划。本文从道路网功能转变、道路规划思维转变等角度论述了生态文明时

代体验性路网的规划方法，并以天津市生态屏障区路网规划为实例进行验证。

!%&'$

生态文明；路网规划；交通规划；绿道

０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国家历次会议强调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大生态保护力

度、加强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的现代文明理念。传统的路网及交通规划主要是以交通通过和

到达为目的从而实现人或物的高效位移，这种思路已不再适应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交通出行需

要，新时代生态文明背景下的路网慢行交通规划已从依托于机动车的转变为关注于人出行体验的交通。

１ 生态文明时代的路网功能转变

１１ 路网功能转变

从路网服务对象来看，传统路网的绝大部分道路空间是为机动车提供服务，而慢行交通依托于机动

图１　传统路网规划功能示意图

车的规划路线而存在，只是路网服务对象的一部分，

是道路空间中的一少部分；在实际道路断面设计过

程中，往往为了满足机动车的快速通过性，优先压

缩非机动车和步行空间，从而导致慢行在交通出行

过程中往往作为不得已的交通选择方式，行人、非

机动车等道路空间内 “弱势群体”与机动车交通距

离过近，体验不佳。

１２ 生态文明时代路网功能

在生态文明时代，路网规划从片面关注交通功

能转变为全面关注游憩功能，更关注于道路交通基

础设施为人提供的生态体验场景，强调串联生态片区场景的路线，为人民提供的服务的舒适性、安全

性、绿色性，发挥最大效益，满足慢行人群日益增长的美好出行需要。

从规划资源整合方面来看，路网规划慢行道路应与自然景观、河湖水系、功能分区、道路系统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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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密切配合，通过生态景观路有机连接屏障区各单元，发挥最大效益。

从以人为本规划理念来看，道路满足生态保护要求的同时，也重视人性化意识，考虑人使用的需

求，提高道路的可参与性、可达性，供人们休闲、游憩、娱乐、活动。

从道路层次分明规划理念来看，依据不同的空间特征，构建多层次生态景观道路，承担多层级的出

行活动，达到整体道路网络的有效衔接，实现多元复合出行功能。

图２　生态体验性路网规划功能示意图

２ 生态文明时代的道路规划思维转变

２１ 破除工程思维

传统道路规划须严格遵守城市交通体系、城市道路、道路交叉口等多项规范，严格满足道路等级、

设计车速、道路线形、道路断面、道路交叉等技术标准，关注于铁路、河道等重大空间分隔点两侧的畅

通衔接。

图３　传统道路规划节点连通示意图

而生态文明时代的道路规划需要结合地区内生态景观规划布局因地制宜，统筹地区内林、田、湖、

草等生态要素的布局特征灵活选线，结合铁路、河道等困难通过节点连通提供趣味打卡体验，体现新时

代交通的高效、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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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生态体验性道路规划节点连通示意图

２２ 破除机械思维

传统道路规划须严格根据道路等级布置道路横断面，优先保证机动车车道布置，再确定起于慢行空

间布设方式，运用 “分隔带＋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统一道路断面形式组织机动车、非机

动车和步行交通，使慢行交通暴露于与机动车的快速通过的同一环境中，影响慢行交通感受上的安全性

与舒适性。

图５　传统道路规划横断面示意图

而生态文明时代的道路断面布设着重考虑慢行交通的场景体验，根据生态片区景观场景，复合考虑

交通、空间、景观等多元要素，灵活确定道路宽度及横断面布置形式，创造沉浸式的慢行交通场景。

图６　生态体验性道路规划横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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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破除专业思维

传统道路规划以道路红线为硬分隔，红线内为道路专业规划设计内容，红线外为空间规划设计内

容，两专业仅针对各专业规划设施的类型及其需求进行结合，从而导致道路与地块间衔接不佳，行人活

动空间被阻隔。

图７　传统道路与景观衔接示意图

生态文明时代需要淡化道路红新概念，统筹交通与空间等多专业融合，一体化设计道路与景观，共

同确定场景愿景，强调整合式的游憩体验，形成交通、空间、景观规划设计的集团军规划设计力量。

图８　生态体验性道路与景观结合示意图

３ 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路网规划实例

３１ 绿色屏障区概况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 “建立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

理，扩大区域生态空间，要加大京津保地区营造林和湿地恢复力度，建设成片森林和湿地。”天津市努

力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环境、大生态、大系统，提出在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中间地带建设绿色森林屏

障，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优化市域生态安全，构建相互连通的生态廊道，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

屏障总规划面积７３６ｋｍ２，划分为三级管控区，其中，一级管控区主要是指生态廊道和外围的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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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地区，二三级管控区为城市开发建设区域。其中，生态廊道包括永定新河、海河、独流减河三条横

向河流发展轴带和古海岸、卫南洼两条纵向湿地绿廊。

图９　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空间结构

路网是屏障区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体格局的重要支撑，屏障区原有规划路网与生态屏障建设的

理念不完全一致，迫切需要开展生态文明时代的路网规划研究。

３２ 路网分级研究

３．２．１ 传统路网分级方法

传统生态景观道路规划中，往往将路网分为三个层级：交通路、林间路和养护路。其中，交通路包

括两个层次，一是为区域、集疏运等通过性交通服务的国省干线公路，二是为公园、生态组团对外衔接

服务的城市干路。林间路是为旅游、户外休闲与健身服务的绿道系统。养护路是为农业生产生活、林地

养护提供服务的乡村公路。

图１０　传统路网规划分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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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绿色屏障区路网分级方法

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屏障区路网规划为充分考虑城市交通 “畅通、快捷、安全、可靠”的需求，承

担屏障区对外交通以及二、三级管控区区间交通，将干线交通路通过功能与生态景观游览隔离。

为使生态景观道路与生态功能的有机融合，本着 “通达、循环、含蓄、智能”的原则，将广

义上的林间路划分为游览路、林间路和田间路三个层次，构建以游览路为骨干、林间路为支撑、

田间路为补充的三级生态景观道路网络，“以路为线、串园成链、联片成网”，实现道路与生态功

能的充分融合。

图１１　生态体验性路网规划分级示意图

其中，游览路跨行政区串联分散的各生态单元，串联 “一轴两带两廊”，形成 “５横２纵”的天字

型布局结构，作为屏障区生态景观道路网络的骨干线，保障畅行通达，为长距离游览以及各景点的可达

性提供服务。

林间路作为各区成片林地内的主要休闲道路，与游览路、驿站连接，串联生态单元内部主要景点，

在片区内形成环路，服务户外休闲和慢行交通等，实现生态单元内部循环与内外连通。

田间路深入生态单元内部，连接乡村、农田等，服务乡村生产、生活和旅游，形成毛细路网，营造

“曲径通幽、亲近自然”的场景。

３３ 道路布局方法

３．３．１ 以网络联系成面状区域

路网规划的根本目的是连通片区。按照路网规划交通连通的思路确定网络：游览路遵循 “通达”原

则，承担跨行政区串联各生态片区的功能，实现不同生态空间的连通和可达。林间路规划依托生态片区

内的林、水、湖等布局，形成 “来回不同路，往来不同景”的循环路网；田间路充分利用村庄之间、田

地之间的道路，进行提升改造。

３．３．２ 以通道贯通线状廊道

关键通道方案由交通、景观规划设计专业反复磨合确定。结合总体景观平面统筹屏障区过境、内部

机动车、慢行交通走廊及服务点位，结合现状实际情况明确不同交通功能道路空间路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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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生态体验性路网通道贯通思路

３．３．３ 以场景体验节点乐趣

重要节点结合景观专业进行场景体现效果描述，并用动画表达，从而明确表达效果和可实施性。例

如：两纵之一的古海岸廊道游览路上，在点位１处行进在柳岸花堤间，感受盎然春意；在点位２处行进

在丛林幽境中，品味层林尽染的美好意境。

图１３　生态体验性路网场景节点体验规划思路

４ 结语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路网规划，路网功能从关注交通到转变为全面关注游憩功能，道路规划思路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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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破除传统的工程、机械和专业思维，从而实现以生态文明为背景，串联特色生态片区，有机整合生态

资源，实现全民体验和共享的道路网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交通出行需要。

本文以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路网规划为例，提出贯彻以人为本精神、整合空间规划资

源、落实道路层次分明规划理念的路网规划方法，从而以路为线、串园成链、联片成网的路网布局形

式，实现生态屏障区大尺度范围的道路与生态功能机融合，希望能为生态文明时代的路网规划提供思路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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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谋划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综合交通体系

顾　煜　薛美根　许俊康　王东磊　刘　梅

!"#$

中国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是国家赋予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新片区综合交通的发展定位是面向国际、

服务长三角，对标国内外城市建设的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积极助力新片区参与全球竞争。本文研究了新片区的交通优

势和短板，分析了发展要求和趋势，在总体思路和目标指导下，提出了以港兴城、区域融合、产城一体、科技创新的新

片区综合交通发展策略。

!%&'$

综合交通；交通规划；临港新片区；自贸区

０ 前言

２０１９年８月６日国务院印发 《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方案明确要求

临港新片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实现

新片区货物自由进出、运输高度开放、信息快捷联通，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建成具有较强国

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图１　临港新片区规划范围示意图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３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

时，对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提出 “五个重

要”的新要求，成为集聚海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

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

务的重要枢纽、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的重要跳

板、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参

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进行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

在此背景下，为支撑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快

速发展，全面贯彻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和

交通强国战略，提升新片区国际辐射能力，提高

与长三角区域互联互通水平，需要提高站位，高

标准谋划临港新片区的综合交通体系，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总的面积约８７３ｋｍ２，主

要包括上海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以及小洋山

岛、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其中，新片区主体

部分约８１９ｋｍ２，为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区

域；新片区主城区为东、南至海堤，西至上海绕

城高速公路、中港河，北至大治河，面积约

３４３ｋｍ２。新片区先行启动区总面积为１１９．５ｋｍ２，主要包括南汇新城、临港装备产业区、小洋山岛、浦

东国际机场南侧等区域。

１０６



１ 现状优势和短板

１１ 现状优势

临港新片区位于上海东南角，距离人民广场约７５ｋｍ，地处长江口和杭州湾交汇处，北临浦东国际

航空枢纽，南接洋山国际枢纽港，是上海沿海大通道的重要节点区域，也是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区域。同时，临港新片区现状拥有丰富的交通设施资源，具备海运、空运、

铁路、公路、内河、轨道交通等交通条件。

图２　现状用地和主要交通设施布局情况

其中，海运方面，拥有洋山深水港，２０１９年

集装箱吞吐量１９８０万ＴＥＵ；航空方面，距离浦

东机场３０ｋｍ；铁路方面，现状区域内的浦东铁

路为货运铁路；轨道交通方面，目前一条轨道交

通１６号线连接龙阳路枢纽与滴水湖，区域内长度

１８ｋｍ （全长５８．９６ｋｍ），全线日均客流２１．９万人

次；公路方面，现状公路总规模约２０００ｋｍ，路

网密度２．３ｋｍ／ｋｍ２；内河方面，现状水系纵横，

航道有大芦线、金汇港、航塘港、浦南运河。

１２ 存在短板

临港新片区交通资源在区位和配置上还是存

在诸多短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联系全球层面，与国际航空枢纽联系效

率较低。目前临港地区联系浦东机场的通道主要

依靠两港大道和Ｇ１５０３绕城高速公路，到达浦东

机场主要以小汽车方式为主，时耗在３０～６０分

钟。新片区主城区到达虹桥枢纽主要以小汽车方

式为主，时耗在１００～１２０分钟。

（２）服务长三角层面，与长三角区域联系主要依靠公路，集约化程度低。客运交通方面，现状新片

区与长三角区域的客运联系基本依靠公路运输，主城区距离规划的铁路上海东站约３０ｋｍ，可以通过Ｓ２

公路Ｇ１５０３绕城高速公路到达，时耗约３０～５０分钟，因此，现状新片区与铁路枢纽联系效率不高。货

运交通方面，港口的集疏运结构不完善，集疏运道路交通压力较大。道路运输依然是目前上海港口主要

的集疏运方式，２０１８年公路集疏运比例达５３％ （按吞吐量统计），海铁联运比例仅为０．１９％。

（３）衔接市域层面，缺少与上海主城区联系的快速通道。现状临港地区与上海主城区联系的公

路通道为Ｓ２公路，双向４车道，为客货混行通道，片区缺少其他对外货运通道，因此现状Ｓ２部分

路段和节点交通压力较大，交通拥堵呈常态化。轨道交通方面，现状 （２０１９年）临港新片区与上海

主城区联系的轨道交通仅１６号线一条，设计车速１２０ｋｍ／ｈ，全长５９ｋｍ，全程时耗约５７分钟，大站

快车也需４６分钟。

（４）新片区内部层面，缺少完整的综合交通体系。现状新片区主城区主要依靠常规公交，缺少包含

骨干公交、交通枢纽、中运量公交等其他系统的一个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因此公共交通服务也与市区

存在一定差距；同时主城区内部整体路网密度偏低，仅为上海中心城的４２％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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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临港新片区交通发展要求和趋势

２１ 新片区交通要适应更高的战略要求

２．１．１ 新片区交通要发挥联系全球的重要枢纽功能

临港新片区要以 “五个”重要为统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面向世界的桥头堡，承担上海建设国内大

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的重要载体，将肩负更多支撑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提

升国际影响力，参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战略任务。临港新片区更加需要体现战略枢纽的交通运输功能，

高效的整合空港、海港及铁路枢纽资源，推动新片区从交通末端向面向全球、衔接亚太、服务长三角的

国际前沿转变，更好发挥对外、对内开放的 “两个扇面”的作用。

２．１．２ 新片区交通要更好融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

升为国家战略，区域交通面临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纲要》明确要高标准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

片区，新片区要成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

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新片区作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联动

地”，同样也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衔接，持续提升交通保障和互联互通水平，实现新片区与

长三角核心城市的直连直通，放大开放和创新辐射带动效应。

２．１．３ 新片区交通要支撑人民城市建设和全球城市发展

新片区聚焦提升上海 “五个中心”和国际文化都市功能，打造上海新的增长极，全面提升上海在全

球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也是浦东新区改革再出发以及浦南振兴战略的重要承载空间。高标

准、高起点的综合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体系，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坚实保障。

同时，要牢牢把握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构建符合新片区特点的综合交

通，也是建设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的重要抓手。

２２ 新片区交通要适应更快的发展趋势

（１）支撑新片区国土空间体系发展。根据新片区国土空间规划成果，至２０３５年，临港新片区的建

设用地规模为２９２ｋｍ２，基本维持原总体规划开发强度 （近３５％），未来将适度提高建设用地的容积率。

空间上强化向海集聚发展，兼顾向城发展，坚持东西联动、组团发展，促进产城融合、职住平衡，打造

“一带三核、三廊九片”的空间结构。主城区强化和提升综合性节点城市功能。

图３　新片区国土空间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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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服务新片区产业体系发展。根据新片区产业规划成果，临港新片区未来将规划环湖核心区，围

绕环湖核心区，着力建设两港发展带和沿湾发展带，着力打造新兴产业创新走廊，差异化布局多功能产

业组团，打造 “两带一廊多组团”的产业空间发展格局。

图４　新片区产业空间结构示意图 图５　新片区交通需求分布示意图

（３）适应新片区人口和需求增长。根据新片区国土空间规划成果，到２０３５年，新片区规划常住人

口２５０万人左右。未来，新片区作为产城融合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为支撑高强度、高质量开发建设，支

持人才政策的推进实施和产业人口的导入，交通基础设施配置需适度超前，交通服务人口需要考虑一定

的流动人口，因此，远期的交通服务人口按照３００万人进行考虑。远期要满足新片区的日均人员出行总

量约７００万人次／日，包含了商务、通勤、旅游和休闲等多种交通需求。

２３ 新片区交通要有更精准的国际对标

世界上主要的自贸区类型包括转口集散型 （新加坡、香港）、以贸为主型转口集散 （迪拜）、保税仓

储型 （阿姆斯特丹）等几种类型，区位条件和临港新片区比较相近的海湾区域有日本横滨市和日本千叶

市。临港新片区与这些地区有着相似之处，功能也更综合、发展要求更迫切。

通过对标东京湾、迪拜和新加坡等世界上发展成熟的自贸区和地区，重点借鉴综合交通体系四个方

面的发展经验：（１）便捷高效的对外交通体系，片区与区域、市区、主要枢纽、主要功能区均有多条复

合型的快速通道衔接；（２）合理的港口集疏运系统，以水转运、海铁联运为主，同时发挥海空联运优

势；（３）相对独立的新城交通体系，支撑产城融合发展；（４）基于ＴＯＤ的交通引导城市发展，通过轨

道交通串联主要功能区，并围绕交通枢纽实现一体化开发。

图６　新片区重点借鉴交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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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临港新片区交通发展思路和目标

３１ “三个转变”和 “四个推进”的总体思路

临港新片区作为特殊经济功能区和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交通

规划要坚持面向国际、服务长三角，对标国内外城市建设的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积极助力临港新片区

参与全球竞争。实现 “三个转变”：从全市交通 “末端”向服务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的 “转

变”；从对外有限的通道联系向构建更为快捷的多通道联系 “转变”；从保障生产运输为主向保障生活和

生产交通畅达运行 “转变”。努力实现 “四个推进”：推进航运中心建设，提升新片区联系全球的通达

性；推进融入国家重要综合运输大通道；推进新片区空间和产业发展，积极吸引人流、物流进入，提供

高效、高保障的交通条件；推进新基建、绿色生态交通领域的新突破。

３２ 快速化、便捷化、智慧化的高质量综合交通发展目标

临港新片区综合交通规划的总体原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交通引导原则，交通建设适度超前，引导

并支撑新片区空间结构调整和综合开发。产城融合区围绕交通枢纽集中发展，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

ＴＯＤ模式。二是服务提质原则，大力提升新片区交通品质，提供符合新片区特点的交通服务，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实现新片区交通新基建领域创新发展，打造新型交通示范区域。三是绿色生态原则，以人

性化交通、绿色交通为核心，形成低消耗、低排放的交通供应增长方式保护新片区环境资源和生态条

件，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合理利用。四是客货兼顾原则，注重货运交通，结合航运中心、先进制

造、仓储物流发展要求，提供高效的集疏运交通条件。

到２０３５年，临港新片区综合交通的发展目标就是要从全球、全国与长三角、市域和新片区内部四

个空间维度，构建快速、便捷、智慧的现代化、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实现 “１５、３０、６０、９０”的

出行服务目标，即新片区主城区１５分钟到达浦东机场、３０分钟可达中心区龙阳路等枢纽、６０分钟可达

虹桥机场、９０分钟可达长三角毗邻城市。实现设施能力、运输服务、运行管理、信息化程度等各个方

面达到国际最高水准。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１）新片区与国际和全国的联系：提升对外辐射和连通能力。快速联系国际航空枢纽，服务国际航

运中心，加快融入长三角网络。

（２）新片区与市域的联系：提高交通廊道的运输能力和水平。形成与中心城区和重点地区、主要枢

纽之间的集约化快速通道联系。

（３）新片区内部组团之间的联系：构筑多层次、绿色化的交通廊道。加强新片区组团之间的畅通联

系，实现多样化选择的路径。

（４）新片区产城融合区内部联系：提供人性化、智能化、集约化服务。确保新片区产城融合区功能

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体现新片区交通特色。

４ 临港新片区综合交通发展策略

４１ 坚持以港兴城，大力发展国际海港空港

临港新片区的发展首先要大力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空港的资源优势，提升港口功能和服务水

平，加强与浦东机场的快速交通联系，发挥对外、对内开放的 “两个扇面”的辐射带动作用。

从海港来看，一是要解决洋山港码头能力问题。上海港集装箱码头存在支线泊位不足的问题，为满

足日益增长的支线箱量需求，需要加快小洋山北侧作业区规划建设。同时，需要对大洋山岛建港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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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必要性作研究储备。二是要适应上海港口发展转型要求。自动化技术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会对港口

能力和集疏运能力带来崭新的发展思路。三是要进一步加快优化港口集疏运条件。结合小洋山北侧建

设，提高洋山深水港区水水中转比例；结合沪通铁路 （二期）建设，满足外高桥地区的铁路集疏运要

求，同时，做强芦潮港集装箱中心站，建设铁路南港支线，提高集装箱海铁联运比重；基于集卡分布和

集疏港道路流量深入研究集疏港交通特性，加快建设现代化多式联运运中心，优化公路集疏运系统，构

建新片区 “水上高速通道”。

从空港来看，助力浦东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配合推进浦东机场四期建设，重点构筑临港主城区与浦

东机场的快速联系。为实现１５分钟达到浦东机场的目标，规划市域轨道交通两港快线，确保临港主城

区和与浦东空港国际枢纽的快速联系，近期也能够衔接机场联络线，实现与虹桥机场６０分钟的快速联

系，并能利用支线进入上海东站，服务全国和长三角。

４２ 坚持区域融合，加快对接长三角和市域

临港迫切要解决快速融入长三角和衔接上海

市区和其他区域的任务。加强临港主城区与长三角重点城市及毗邻城市的快速客运铁路联系，提供和上

海铁路东站快速服务；加强临港新片区与上海市区的快速联系，注重与相邻近区域的交通快捷联系。

图７　新片区客运铁路系统规划示意图

长三角层面，需要统筹考虑区域的客运与货

运交通。（１）客运方面，以上海铁路枢纽总图为

基础，依托铁路上海东站，加强临港新片区与上

海铁路枢纽的快速联系。补齐铁路基础设施短

板，完善干线铁路建设，全面融入国家交通运输

大通道和长三角高速铁路网，９０分钟可到达长三

角主要城市。对外通道包括沪通、沪乍杭和沪舟

甬 （远景预留）铁路三条，形成向北、向西和向

南的铁路通道布局框架，上海东站为服务临港新

片区的主要铁路客运站，适时提升四团站的客运

功能，服务新片区全域。（２）货运方面，通过激

活既有浦东铁路及芦潮港集装箱中心站的货运功

能，强化铁路对新片区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积

极发展多式联运，实现铁路直接进入港区。对外

通道包括沪通、沪乍杭和沪舟甬铁路 （远景预

留），构建沿江、沿海集疏运通道，服务区域港

口和产业发展。结合沪通 （二期）和沪乍杭铁路

实施时机，扩建四团站，规划新增南港码头专用

线，直接连通浦东铁路四团站与临港新片区南港

码头，打通港口集疏运 “最后一公里”，实现海铁联运的无缝衔接。

上海市域层面，重点规划建设轨道交通市域线，完善高快速和干线路网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既有

轨道线路 （１６号线），提升现有能力和效率。另一方面结合临港新片区空间布局，根据需求特点，形成

层次功能清晰、结构合理的复合型通道，布设市域轨道线路及干线公路，加强与上海中心城区主要枢

纽、重点地区以及新片区周边区域的快速联系通道。形成轨道交通网络主骨架，新片区范围内规划六条

轨道交通线路，形成骨架网络，包括两港快线、轨道交通１６号线、轨道交通２１号线、曹奉线、奉贤线

和南枫线，新片区内线路全长约１００ｋｍ。规划形成５条高速公路７个对外通道约１５０ｋｍ的高快速路网

络和 “八横十一纵”约３８０ｋｍ的干线公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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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新片区轨道交通规划示意图 图９　新片区高速与干线公路规划示意图

４３ 坚持产城一体，积极打造完整交通体系

为支撑新片区宜居、宜业的城市功能，参照大城市标准，结合空间和产业规划布局，构建公共交通

为骨干的完整的综合交通体系，提高路网密度和公交服务功能，支撑新片区独立新城内部交通出行，实

现新片区主城区内部３０分钟可达。重点构架构建内部骨干公交走廊，以公共交通引导发展，完善路网

布局，构建多层次道路系统，注重各功能组团之间联系。

图１０　新片区中运量及内部枢纽规划示意图

公共交通方面，一是规划新片区主城区快

速公共交通骨干网络，形成 “一环多射”的公

交骨干走廊，高效串联各类功能区和镇区，衔

接铁路和市域轨道车站，实现便捷换乘。远期

规划６条中运量线路，线路总长约１０５ｋｍ。二

是结合轨道车站规划建设地区性公共交通枢纽，

衔接和锚固公共客运骨干线，初步形成１５个骨

干公交枢纽，同时围绕枢纽加强综合开发。三

是随着人口规模和开发规模的增长，远景考虑

在主城区客流较大的部分组团和功能区之间规

划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四是结合临港地区

交通出行特点，发展定制化公交和响应式公交，

提供更便捷、舒适的个性化公交服务。

道路交通方面，一是提高临港新片区主城

区路网密度，优化路网级配结构，注重次支路

网，支撑内部交通出行，远期主城区新开发重

点地区路网密度不低于１０ｋｍ／ｋｍ２，新片区其他集中建设区路网密度不低于８ｋｍ／ｋｍ２。同时，注重远

近结合，路网配置与近期建设重点区域及产业布局相匹配，满足近期发展的需求。二是新片区主城区内

７０６



部加强枢纽与慢行系统的衔接，建立友好的慢行道路系统，展现街道的景观性、活动性和安全性。

４４ 坚持科技创新，构建新交通体系示范城

　　临港新片区要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生态理念为指导，为居民提供更便捷的出行体验，塑造品

质化的出行环境，提高货运物流的运输效率。一方面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实现新片区交通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交通新技术的示范应用。另一方面，实现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工具

更趋完善，绿色交通运输效率和服务显著提升，交通环境与生态环境功能有机融合。

打造交通新技术应用 “新高地”。（１）构筑 “一个平台、三大系统”，加快５Ｇ、区块链等大数据技

术在交通系统的全面应用。（２）利用区块链技术，形成多系统整合的 “智慧信息平台”，实现信息采集、

信息发布、电子警察等各类交通信息一体化。（３）打造 “智慧出行系统”。率先规划ＭａａＳ（出行即服

务）技术示范区；加快智能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实现公交智能调度、公交实时信息查询等。（３）打造

“智慧道路系统”。建设无人驾驶测试区；结合Ｓ３公路、两港快速路建设，打造智慧高速公路。（４）打

造 “智慧物流系统”。建设集卡自动驾驶示范工程，完善多式联运体系。

构建绿色交通体系 “新典范”。加快推进氢燃料电池、ＬＮＧ等新能源技术应用；近期实现新片区公

交车辆全部清洁能源化，推进出租车新能源化；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运

输装备应用，集约高效运输组织体系建设。

５ 结语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建设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开展，希望通过高标准谋划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的综合交通体系，支撑新片区全面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竞争力的特

殊经济功能区和现代化的节点型新城。

! " # $

［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综合交通规划（２０１９～２０３５年）［Ｒ］．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

通发展研究院．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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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实践

———以深圳为例

张正军　邓　琪　邓　娜

!"#$

近两年来我国国土空间治理模式、规划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地下空间规划中地下交通规划还存在目标

导向不明确、与城市规划协同不足、体系层次不清晰等问题。通过对深圳市国土空间、地下空间、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趋

势的研究，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交通与城市协调发展的维度探索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思路；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架

构，提出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技术框架与深圳市规划实践，为规划编制与管控提供参考。

!%&'$

国土空间；地下空间；交通规划；ＴＯＤ；地下交通

０ 引言

土地资源紧缺一直是制约深圳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２０１２年以来，深圳市存量用地开发比例超过

新增用地开发，城市进入存量土地开发阶段。近两年来，深圳城市地位不断上升，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

核心引擎、中国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交通强国试点城市。在土地资源紧缺与城市持续高密度高强度增

长的挑战下，地下空间作为地面空间的延伸和重要补充，是实现立体化精明增长的主要载体。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带来了新一轮的规划编制机遇，深圳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规划是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的重要专项。地下交通设施是地下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轨道建设更是城市空间立体拓展的重要

推手。如何把握国土空间规划趋势要求，制定符合城市功能定位、适应城市发展特征、推动综合交通体

系可持续发展的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成为值得深思和探索的问题。

１ 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趋势与要求

２０１９年５月２３日，《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国土空间

规划成为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三大

核心要义。

１１ 坚守生态文明底线，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价值观［１］。深圳市通过划定 “三区三线”实施刚性管

控，通过构建全市生态空间保护格局打造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交通规划思维

方式应转变为保护与开发并重，同时交通设施规模也将进一步受到城市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制约。

１２ 转型体系效益目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抓手［１］。深圳市规划构建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空间结

构，通过制定差异化的空间发展策略，统筹推进全域平衡发展；通过构筑创新产业格局、提供更优质的

公共服务，打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和宜居的生活空间。交通规划应通过更高效率的交通方式、更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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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资源供给、更高品质的服务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１３ 探索空间治理手法，促进土地资源高效能利用

实现高水平治理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根本依据［１］。深圳城市规模和边界已经发展到相对稳定

的阶段，空间治理将成为未来的主题。根据密度分区，深圳市将持续高密度、高强度增长，而新增用地

已基本告罄。存量发展阶段，深圳市亟需探索国土空间治理新路径，积极引导城市和交通向立体化发

展，并通过空间统筹规划和高水平治理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

１４ 重构规划体系机制，实施分层级传导与管控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磈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 “五级三类”空间规

划体系，“五级”为国家、省、市、县、乡镇；“三类”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及详细规划。深圳市国土

空间体系为 “两级三类”，交通规划也应形成设施的分类分级实施方案及管控规则，明确不同规划层级

阶段的内容和深度要求，保障规划的刚性与传导的弹性。

２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趋势与要求

２０１９年９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

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由依

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

体系。

深圳市综合交通体系经历了道路单一模式、多式并举、存量发展阶段公交优先等历程。在当前城市

持续高强度高密度增长而土地资源紧缺的约束下，综合交通规划也应转变思路。一是目标转型，从追求

规模增长，转向合理供应下的交通体系整体效率和品质提升。二是方式转型，从追求单个交通系统建设

最优转向一体化协调发展，从平面发展转向地上地下协调发展。三是手法转型，从需求导向手法转向供

给调控与需求并重，着力提高以轨道为核心的高品质公共交通设施供给，通过ＴＯＤ综合开发主动推动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职住空间关系，实现交通与空间结构、土地利用协调发展。

３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核心思路

３１ 经验借鉴

根据亚洲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地下空间开发研究，地下空间开发基本可归纳为三个目的：一是通过

地下空间提高城市用地容积率和合理配置功能，实现空间资源的有效拓展和利用。二是通过以轨道枢纽

为核心的ＴＯＤ综合开发支撑城市空间结构拓展。三是通过设施合理地下化提高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

品质。

３．１．１ 以地下空间实现城市空间容量拓展

新加坡土地资源有限，国土面积仅７０７ｋｍ２，２０１８年新加坡人口数量约５６３万，人口密度高居世界

前列。为了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空间需求增长与建设用地资源有限的矛盾，新加坡充分挖掘现有城市建

设区的空间潜力，对地下空间进行充分、系统开发，拓展城市空间容量。２００２年新加坡提出的 “地下

再建一个新加坡”，地下空间总面积可约等同于其国土面积的１／３～１／２
［２］，充分利用地下布局交通设

施、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地下综合体。

０１６



图１　新加坡地下城 （图片来源：环球时报评论） 图２　地下空间立体利用示意图
［３］

３．１．２ 以ＴＯＤ综合开发支撑城市空间结构拓展

轨道枢纽ＴＯＤ综合开发是加速培育外围中心、提高土地高效复合利用的重要举措。日本东京在以

ＴＯＤ带动郊区新城发展方面成绩显著，借助东京区域铁路系统在铁路沿线发展卫星城，依托网络上的

重要节点建设副都心新城 （新宿、涩谷、池袋），不断完善新城的商业、工业、教育、研究、休闲、居

住功能，逐步形成 “中心区—副都心城区—周边新城—公共大交通”的多中心多圈层城市格局。

轨道站点周边用地按照距离轨道站点越近容积率越高的梯次原则调整走廊沿线土地开发强度，形成

有利于公共交通发展的土地开发模式。在ＴＯＤ发展模式下，大量的人口岗位向轨道集中，香港约有

４５％的人口住在地铁站５００ｍ半径范围内，港岛的比例更高达７５％
［４］。人口岗位的集聚为城市外围中心

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促进了职住平衡。

图３　日本ＴＯＤ新城发展模式 （图片来源：南粤规划）

３．１．３ 以交通设施合理地下化提高城市品质与韧性

美国芝加哥市冬季经常出现大雪和暴雨天气，同时中心区存在道路狭窄和人车矛盾突出的问题，地

下空间成了抵抗严寒气候和缓解拥堵交通的必然选择。芝加哥以地下步行系统着手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资

源。１９５１年地下步行系统 （Ｐｅｄｗａｙ）开始建设，经过近７０年的发展，地下人行通道全长已达５英里，

遍布４０多个街区，连接着５０多座城市地标、大型商场、写字楼和市政部门建筑
［５］。

美国波士顿中央大道原为高架６车道，１９９１年车流量已达１９万辆／ｄ，交通拥堵严重，穿越市核心

区割裂了波士顿北部及滨水区与城市中心区。中央大道历时１５年改造为地下双向８～１０车道，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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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桥、减少地面车道数，释放了大量的地面空间，在中心区建设了４０英亩的公园，大大改善了城市

环境；促进了沿线商业的繁荣，带动了港区发展［６］。

超大城市安全可靠性受到地震、台风和突发事件影响，韧性城市概念被逐步提出。将轨道交通设

施、城市生命线工程和避难场所放置在地下可以有效提高超大城市的韧性。建设地下轨道交通系统平时

可以减缓地面的负荷，有灾难发生的时候还可以作为避难场所［３］。

图４　香港轨道站点周边开发控制示意图 图５　芝加哥中心区地下步行系统

图６　美国波士顿中央大道地下化 图７　韧性城市内涵、组成及目标

３２ 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总体目标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和交通强国形势要求下，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总体目标是：以促进城市高质量发

展、提升综合交通系统整体效益、提高交通设施承载能力为导向，构建以 “轨道＋步行”公共交通网络

为核心、静态交通为主体、其余交通设施为补充、与地面交通及地下空间协调发展的地下交通系统，助

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现代化韧性城市。

３３ 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核心思路

目前，地下空间交通规划还存在目标导向不明确、与城市规划协同不足、体系层次不清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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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结合交通强国对综合交通体系的要求、深圳市发展实际，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应

把握 “三个导向、一个抓手”，以推动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协同城市空间均衡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

联动治理等思维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３．３．１ 高效能治理导向，以土地立体集约利用谋求城市空间精明增长路径

面向土地资源供给紧缺的问题，深圳市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应以实现人的便捷出行、物的高效流转为

原则研究立体布局地下交通设施，提高交通系统承载能力，并妥善处理各类地下交通设施与其余各类设

施空间布局关系，协同实现高效能空间治理目标。

３．３．２ 均衡化发展导向，以轨道枢纽ＴＯＤ综合开发支撑城市空间结构优化

深圳市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应依托城市轨道网络 （尤其是市域快线）和枢纽，加强交通设施与城市各

层次中心、重点发展片区的空间耦合，通过ＴＯＤ综合开发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由双中心向多中心均衡发

展，并通过提高枢纽地区开发强度改善职住平衡水平。

３．３．３ 高质量发展导向，以交通设施合理地下化塑造宜居宜业宜游空间品质

深圳市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应以公交优先为导向，以轨道站点为核心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的地下步行

网络，打造地上地下一体化高品质步行系统，通过 “轨道＋步行”引领综合交通体系结构优化。在国土

空间发展与保护相统一的要求下，交通设施布局应严格遵守国家对生态保护的相关规定，对于 “唯一

性”线性干线道路通道，应研究通过地下减少对生态环境、景观的破坏，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

生物多样性。并持续推动停车场等场站设施合理地下化，提高地面生活空间品质。

３．３．４ 以分级传导与一体融合为抓手，促进宏观到微观、多专业、多方式联动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应在规划手法上创新推动

空间治理，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适应，明确纵向各规划层次阶段的编制要求，创

建上下协同的管控传导机制；二是交通、城市、土地等多专业协同规划，加强横向各专业互动，实现城

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三是综合交通体系自身融合发展，通过各类设施供给有保有压、各类

交通方式协同作业，引导公交优先发展和综合交通体系结构优化。

４ 地下空间交通规划策略及深圳实践

４１ 创新协同规划、分级传导机制

根据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可建于地下的交通设施包括轨道、交通场站、道路、停车、人行

通道等。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地下空间交通市级规划以确定宏观发展策略、构建地下空间总体开发

格局为主；区级规划应落实市级重大地下交通设施、并确定区级地下交通设施总体布局；详细规划应在

上层次规划指导下深化细化片区内地下交通设施布局与规模。各级地下交通设施规划应与国土空间、地

下空间协同规划，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地下空间可持续发展、综合交通体系效益最优的共同目标。

表１　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协同规划与分级传导技术框架探索

类别 市级规划 区级规划 详细规划

轨道

设施
线路

　明确总体敷设原则和保护控

制要求

　① 落实轨道线路布局

　② 基本确定敷设形式

　深化细化轨道线路布

局、敷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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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市级规划 区级规划 详细规划

轨道

设施
枢纽站点

　确定市级核心枢纽类别及

分布

　① 落实市级核心地下枢纽

分布

　② 明确区级地下枢纽类别及

分布

　① 落实片区内轨道枢纽

布局

　② 深化细化枢纽站点及

出入口初步方案

地下步行设施
　明确互联互通的发展策略

与指引要求

　结合市区级地下空间重点地

区布局明确地下步行互联互通

的重点片区

　① 细化深化片区地下步

行通道布局

　② 提出地块衔接要求

地下道路设施 　明确发展策略与指引要求
　确定次干路及以上等级地下

道路功能、总体布局

　① 基本确定片区各级地

下道路的功能、总体布局、

规模

　② 提出重要干线地下道

路初步方案

地下停车设施 　明确发展策略与指引要求

　① 确定配建停车地下化率

指标

　② 确定地下公共停车场总体

布局

　① 落实地下公共停车场

布局、规模

　② 提出重点片区停车共

享初步方案

地下交通场站设施 　明确发展策略与指引要求
　确定市区级地下交通场站总

体布局

　基本确定地下交通场站的

布局、规模

国土空间协同规划

　① 协同城市中心体系与轨

道核心枢纽的空间耦合关系

　② 各类地下交通设施策略

应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① 协同区级空间结构、重点

产业布局与各级轨道枢纽的空

间耦合关系

　② 协同轨道枢纽站点，优化

周边用地规划

　协同轨道枢纽站点，深化

细化周边土地利用功能、容

积率等

地下空间协同规划

　① 协同市级核心枢纽，识

别和划定市级地下空间重点

地区

　② 各类地下交通设施策略

应支撑地下空间可持续发展

　① 协同轨道划定区级地下空

间重点地区

　② 协调地下干线道路与地下

空间重点片区的总体布局关系

　① 协同轨道枢纽站点，

制定周边地块步行联通方案

　② 协调各类地下交通设

施与其余设施布局

４２ 地下 “轨道＋步行”交通规划策略

深圳市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根据轨道枢纽站点的功能、区位、客流及周边土地利用，合理评估枢纽及

周边区域地下空间开发潜力，划定ＴＯＤ重点发展区，以点带面推动空间结构优化、实现土地资源高效

利用、提升枢纽周边地区城市综合服务水平。

４．２．１ 交通与城市协同规划，构建与空间结构和产业高度耦合的ＴＯＤ开发格局

深圳市持续推动构建 “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生态型”空间结构，统筹推动全域平衡发展。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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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通体系规划以轨道枢纽和快线实现外围中心与核心区之间４５分钟通达的目标，推动核心区商业办

公要素在多个层级中心高效流转，带动外围城区跳跃式发展，支撑城市向多中心组团发展。

规划结合深圳市域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以及都市圈轨道网络，评估轨道网络上的重要枢

纽节点，并分别与城市空间结构、重点产业、密度分区、城市更新等规划进行耦合分析，评估确定市级

重点打造的核心枢纽。枢纽布局实现了与中心体系的空间高度耦合，服务了城市组团中心，支撑了重点

产业片区、覆盖了人口岗位密集地区，并结合城市更新规划保障枢纽的开发潜力与建设计划。

图８　构建与城市空间和产业高度耦合的ＴＯＤ开发格局分析思路

４．２．２ 枢纽与用地协同规划，以轨道＋步行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交通高效运行

依据轨道枢纽 （站点）功能和城市开发格局，将深圳市轨道枢纽 （站点）分为区域服务型枢纽、城

市服务型枢纽、片区服务型枢纽、一般站点。各类枢纽 （站点）对周边土地功能配置、与周边地块连通

的要求不同，制定与枢纽功能区位匹配的周边用地地下空间开发指引，提出地下步行交通联通要求。

地下步行网络应激活重要商办节点、交通节点、公共服务节点的联系，通过下沉广场、公共人行通

道、垂直交通等打造交通与建筑、地上与地下一体化高品质步行空间，通过自然采光与人工采光结合、

自然通风与机械通风结合、时尚要素与特色文化融合的有阳光、有活力、有魅力的地下步行空间。

表２　轨道站点周边地下空间开发规划指引

类别 功能、区位 规划指引

区域服务型枢纽 全国性客运枢纽站

　新建枢纽宜站城一体综合开发，发挥枢纽辐射能级。应优先满足枢纽

交通对外疏解功能，无缝衔接地上地下各交类通设施，构建一体化、高

品质、高效率换乘体系。

城市服务型枢纽
市级、区级中心的

核心枢纽

　打造功能布局协调、地上地下充分利用、土地高强度混合开发、空间

集约互联的城市中心节点。应形成集交通、换乘、停车、商业、办公、

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立体化综合空间；宜建立网络状地下步行

系统。

片区服务型枢纽
城市功能节点、片区

中心的核心枢纽

　围绕轨道枢纽８００米范围布局与组团／片区发展定位协调的城市公共

服务功能。轨道站点应与商业、办公、公共空间节点、重要文娱设施互

联互通；宜建立网络状地下步行系统。

一般站点 其余站点 　与地下商业设施因地制宜进行连通，兼顾人行过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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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３ 交通与地下空间协同规划，以轨道为肌理划定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地区

深圳市地下空间规划注重交通、规划、土地多专业协同作业。规划将市级核心枢纽作为地下空间布

局的控制性节点、轨道网络骨架作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发展轴，对于与城市功能节点耦合的枢纽通过

集聚布局拓展空间容量，并将控制性节点、核心区地下空间与地下空间网络相叠加，进一步与城市结

构、地面功能、开发潜力、开发主体、管理单元等要素再匹配，对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形成全市地下空

间重点开发地区与一般开发地区。

４３ 地下道路交通规划策略

近年来深圳市地下道路建设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为应对持续增长的交通需求、缓解交通拥堵，深

圳市对部分重要交通走廊增设地下道路扩容改造，包括春风隧道、皇岗路地下道路、滨河大道地下道路

等。在缓解当前和局部拥堵的同时，部分地下道路也对路网整体运作、综合交通体系结构、地下空间发

展等方面带来巨大的挑战。深圳市地下道路规划建设应改变既有 “以建治堵”、满足小汽车需求为导向

的发展方式，以更长远的眼光、更综合的视角、更审慎的态度，通过规划统筹引导建设实施。

４．３．１ 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原则，多维度评估地下道路规划合理性

（１）以高质量发展为原则，为减少干线道路对城市空间和生态的割裂，可采用局部地下化的建设

形式。

国内外大城市规划建设地下道路主要目的是通过地下建设的形式减少干线道路对城市环境、生态景

观和居民生活的影响。美国波士顿中央大道、上海外滩干线道路改造通过干线道路下沉、同步缩减地面

道路规模，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日本中央环线地下道路，通过地下建设的形式减少干线道路穿越城市高

密度居住区，并降低拆迁成本。

（２）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综合交通体系协调发展应坚持公交优先导向，适度抑制小汽车过快增长。

深圳市综合交通体系提出２０３５年绿色交通出行分担率不低于８５％
［７］，而目前小汽车仍是出行主

体，与 “以高品质公共交通实现引导居民出行习惯转变”的目标仍有极大差距。目前，深圳市尚处于轨

道交通快速发展期、交通模式博弈转型的关键节点，通过地下道路扩容增加供给将诱增机动化交通出

行，不利于推动构建高品质公共交通体系。

图９　深圳市综合交通体系结构

　

图１０　深圳市机动化出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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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以资源保护为原则，地下道路规划建设应保障地下空间发展弹性。

地下空间是实现空间资源精明增长的重要抓手，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城市综合服务水平的重

要载体。深圳市地下轨道网络密集，部分埋深已达地下３０ｍ，为避让轨道、管线等，部分地下道路局部

将达到地下４０ｍ及以下，其地面出入口匝道长度接近１ｋｍ，将自地下至地面对地下空间产生斜向切割，

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弹性产生不可逆的制约影响。

（４）以安全为先、以人为本，地下道路规划建设应充分考虑建设、运营阶段的风险。

建设期间，城市地下空间管线密布、沿线建筑密集、地下地质条件复杂，地下道路工程技术难度

大，沿线建筑地基稳定性、构筑物安全性都存在风险。运营期间，地下道路空间封闭，存在尾气积聚等

安全隐患，需要复杂昂贵的通风系统维持地下道路的空气环境。由于空间密闭、环境单调、光线条件欠

佳、结构墙遮挡、地下驾驶心理紧张等多方面原因，地下行车和交叉转向的安全性相比地面道路差，地

下救援疏散难度较地面困难。

４．３．２ 保护与发展相协调，创新性提出审慎发展地下道路策略

深圳产业结构正不断向创新型产业优化调整，城市对于交通设施需求也在持续向着更高效率、更高

品质的公共交通转变。在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发展导向和轨道枢纽地区立体综合开发格局下，道路设施

建设应由过去通过规模增长实现需求保障，转向适度供应下的设施效率提升，优先保障城市生产生活必

需的公共交通、货运物流、商务出行，适度控制面向通勤出行的小汽车设施供给。

深圳市应审慎对待通过发展地下道路来扩展道路网络规模的建设模式，即以提高绿色出行比例、抑

制核心区内小汽车出行的快速增长为导向，严格控制以交通扩容为目的的地下道路数量与规模。为降低

干线道路对城市环境、生态景观、居民生活的影响，经研究论证有必要时可采用地下道路 （隧道）的建

设形式。

４４ 其余地下交通设施规划策略

４．４．１ 地下停车规划策略

以停车设施地下化、立体化、共享化、智能化，实现土地高效能利用、城市高品质发展、交通高效

率运行。一是面向深圳市停车泊位不足而土地资源紧缺的现状，以地下挖潜的方式，在必要地区增加停

车供给；二是提高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地区配建停车地下化率，提高公共停车地下化立体化比例；三是以

净化地面交通、提高停车效率、实现资源共享为目的鼓励商业、办公、公共服务集中区实施地下停车

共享。

４．４．２ 地下公交场站规划策略

深圳市大力推进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模式，以公交优先发展为导向，公交场站应采用地面架空

式［８］，不宜设置地下公交场站。与综合交通枢纽、大型建筑综合体一体化布局的公交场站，经研究布设

于地下有利于服务功能、换乘接驳、行人体验、地面环境的，可采用地下布设。

４．４．３ 地下物流规划策略探索

近期研究在城市重点开发地区、物流枢纽及周边、特殊商业地段建设地下管廊物流运输系统可行

性，形成地上地下一体化货运网络耦合系统。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预留深层地下空间发展弹性，探索

建设地下物流专用通道、谋划远期地下物流运输体系，实现地下货运与地面客运交通的分离。

５ 结语

地下交通设施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轨道网络和枢纽是城市地下空间布局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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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和核心，地下步行则是衔接枢纽站点、激发地下空间活力的生命脉络，各类地下交通设施对城市高质

量发展、地下空间合理利用意义重大。本文以国土空间规划为背景，顺应交通强国对综合交通体系新形

势要求，结合深圳实际，探索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思路与策略，为我国超大城市从快速增长走向 “空间治

理”转型阶段的地下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 " # $

［１］汪光焘，王婷．贯彻《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推进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Ｊ］．城市规划，２０２０，４４（０３）：３１４２．

［２］李地元，莫秋?．新加坡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现状及启示［Ｊ］．科技导报，２０１５，３３．

［３］陈湘生，崔宏志，苏栋，包小华．建设超大韧性城市（群）之思考［Ｊ］．劳动保护，２０２０（０３）：２４２７．

［４］易珉．港铁在香港城市发展中的实践［Ｊ］．城市轨道交通，２０１３（０１）：５０５２．

［５］王岳丽，梁立刚．地下城———芝加哥Ｐｅｄｗａｙ综述［Ｊ］．国际城市规划，２０１０，２５（０１）：９５９９．

［６］张正军，邓琪．超大城市地下道路高品质发展策略探索［Ｃ］．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品质交通

与协同共治———２０１９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专业研究院，２０１９：１４９８１５０７．

［７］深圳市综合交通２０３０发展策略［Ｒ］．深圳市：人民政府．２０１５．

［８］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Ｒ］．深圳市：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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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街区的规划探索和实践

江剑英

!"#$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和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ＧＢ

５０１８０ ２０１８）明确了街区制的规划设计导向，然而从国外实践案例来看，街区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通过规划

层面对街区制的误读，对国家意见和标准进行深刻解读，提出街区制的内涵，并给出开放式街区的规划探索和广州改造

实践。

!%&'$

开放式街区；围墙；开放；街区尺度；街区生活

０ 背景

２０１６年２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 《意

见》）发文明确 “推广街区制”、“开放封闭小区”以及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规划理念是未来发展的

方向［１］。在 《意见》印发后，与之相关的内容也成为公众和城市规划专业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历经两

年的研讨后，２０１８年７月，由原住建部组织修编的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ＧＢ５０１８０ ２０１８）（以下

简称 《标准》）正式发布。该 《标准》明确了 “居住区应采用 ‘小街区、密路网’的交通组织方式，路

网密度不应小于８ｋｍ／ｋｍ２；城市道路间距不应超过３００ｍ，宜为１５０ｍ～２５０ｍ，并应与居住街坊的布局

相结合。［２］”至此，街区制的规划设计已经变成城市规划行业强制性执行标准。

１ 规划层面对街区制的误读

如上所述，国家 《意见》刚出台就在公众和城市规划专业领域引起轩然大波，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

在拆围墙、小区的私密性与安全性、交通环境、开放部分产权及维护管理等［３］。对于城市规划技术工作

人员来说，我们更关注街区尺度、街区规划设计引导等技术操作层面的事情。在规划实践中，笔者发现

技术人员在实际规划操作中对国家意见及标准存在误读现象。

１１ 误读一：街区制等同于 “窄马路，密路网”

《标准》中对路网间距、路网密度等进行了明确要求，然而却未考虑区位、交通设施、开发强度等

因素，一刀切的规划在用地开发中阻力较大。

《意见》提出的 “开放便捷、尺度适宜”主要是针对现状封闭式大街区阻断了城市的 “微循环”，形

成了大量的 “断头路”，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城市有机的系统联系被切割，导致城市的交通运行效率下

降［４］。《意见》提出的着力点是基于缓解交通拥堵问题，打开封闭的住宅小区和大院，无疑是解决这个

问题的重要手段。

但是对于大街区引起的交通问题本质，其实是城市化进程及机动化快速发展带来的。解决交通问题

当然可以通过小街区模式引入起到立竿见影效果，但更有效、更长久的应该是积极的交通政策，如对私

人机动化交通抑制、鼓励公共交通与慢行交通。同时交通拥堵问题应分城市分区域的看待，美国新都市

主义提倡的小街区理论大量应用于城市中心，而美国郊区仍然是以大街区尺度为主。从欧洲的阿尔卑斯

山以南一直到中东、印度及中国，具有历史底蕴的城市均是采用院落式住宅组成的大街区制［５］，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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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强度不高，加上良好的交通政策引导，使得交通问题并不突出。

对于国内外小街区城市案例研究，我们应该警惕，小街区无限制的 “滥用”也会带来负面效应。作

为小街区规划的典范巴塞罗那，规划实施于１８５９年，经过１００多年的发展，形成城市路网密度达到

１１．２ｋｍ／ｋ，是欧洲城市路网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但是也面临空气污染严重、交通噪音超标、机动

车停放对慢行系统的侵蚀、道路交通拥堵与道路资源浪费并存的现实。该市在２０１６年提出Ｓｕｐｅｒｉｌｌｅｓ

计划，基于环境、安全、健康角度考虑，提出由９个单元楼组成的 “大街区”概念。一个 “大街区”面

积一般为４００ｍ×４００ｍ、居住人口在５０００～６０００人之间 （图１）。大街区内部道路禁止公众汽车通行，

仅允许街区居民的汽车和消防、救护车等服务性车辆出入，并限制汽车的通行速度 （小于１０ｋｍ／ｈ）和

直线穿行。通过交通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汽车对大街区内部道路的使用。［６］

图１　巴塞罗那大街区规划方式示意

（资料来源：廖开怀，蔡云楠．重塑街区道路公共性— 巴塞罗那

“大街区”规划的理念、实践和启示）

因此，将街区制等同于 “窄马路，密路网”显然有悖于规划初衷。城市规划工作者需要从客观实际

出发，分城市、分区域、分开发强度的应用好 “窄马路，密路网”规划理念，毕竟大量的密路网需要增

加政府公共设施投入，而公共设施投入与土地效益需要进行合理平衡。国家 《意见》已经明确提出要求

“分梯级明确新建街区面积”，“窄马路，密路网”仅仅是规划手段之一，其主要目的还是 “建设快速路、

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７］”

１２ 误读二：开放式街区等同于不设置围墙完全开放

国家 《意见》提出 “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

现内部道路公共化［８］”。“拆围墙运动”成为公众关注的最热切的问题。广州在零几年已经为应对交通拥

堵对现状的几个大型小区进行拆围墙工程，反对意见较大，经历众多坎坷才能达成目标［９］。其他城市在

拆围墙过程中也碰到或多或少的问题。作为城市规划工作技术人员，是否在规划之初制定街区开放的规

划技术要求成为工作考虑的重点。

传统的居住区规划一般在非开放式界面修建有围墙，临街道边设置商业等服务配套设施，内部开敞

空间形成完全封闭的业主独享空间。各地的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中一般都有对居住区围墙的约定，在国家

《意见》和 《标准》的指导下，开放式街区是否意味着放弃设置围墙，成为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者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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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的不同理解。

首先，中国人 “庭院文化”根深蒂固且深入人心。中国传统居住形式最重要的就是院落空间，居民

从自己的居室出来之后，需要经过院落空间 （有的甚至是几进院落）之后才能到达大街，这就意味着从

居室室内到城市需要一系列缓冲空间。即使现在的居所变成了单元式集合住宅，从心理上也是需要宅前

屋后有庭院绿化等缓冲空间，而不是直接从住宅出来就是城市大街［１０］。“围墙”就是院落空间最重要的

构筑载体。一些开发商在售楼宣传中特意强调 “庭院文化”环境，特别符合中国人居环境的心理需求，

因此对拆围墙运动的抵制也是情有可原。

其次，合理的围墙设置不影响开放街区的形成。国内比较有人气的历史街区，如丽江古城、凤凰古

城、平遥古城等，街道游人如织，街道两侧为临街商业，每个单体建筑后面均形成了围合的内部庭院，

私密性与开放式的生活性兼具。目前广大的农村地区居民建设也是采用 “前屋后院”或者 “前院后屋”

的建筑布局，即使新农村建设也一般保留了这种建筑模式，形成的街道等公共空间具有一定的乡土生活

气息，筑起了积极朴素和谐的邻里关系。围合设置是中国人居朴素的心理居住需求，合理的围墙设置并

不会影响开放街区的生活气息。

因此，《标准》在第７章居住环境中规定 “居住区规划设计应统筹庭院、街道、公园及小广场等公

共空间形成连续、完整的公共空间系统”、“宜通过建筑布局形成适度围合、尺度适宜的庭院空间”［１１］。

《标准》并未否定 “庭院”的存在，而是鼓励形成适度围合的庭院空间，围墙是形成庭院空间的重要构

筑物，因此若规划上全盘否定围墙的设置显然不妥。

２ 街区制的内涵

２１ 街区的尺度

传统规划形成的大街区制源于２０世纪初期功能主义思想下开始的一系列规划理论和实践尝试，其

规划初衷是解决城市人口密集、环境卫生恶劣等问题，其出行方式的导向是小汽车为主的交通。根据勒

柯布西耶的 “光明城市”的基本理论，适宜于小汽车通行效率的街坊尺度为４００ｍ×４００ｍ，街区面积

１６ｈｍ２。佩里的 “邻里单位”理论研究指出街坊尺度为７．７ｈｍ２至６４．８ｈｍ２不等。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新城市主义提出规划设计应以人和环境为本，强调适宜步行的邻里环境，要

求街区尺度控制在长６００英尺 （１８３ｍ），周长１８００英尺 （５４９ｍ）之内。从人本和环境的角度出发，街

区尺度应定在１．０ｈｍ２～２．０ｈｍ
２。

成都市小街区规划通过基于国内外案例、消费市场的接受度、房地产企业开发的接受度、友好城市

理想空间尺度等几方面进行研究 （图２），指出居住型小街区尺度不宜超过４ｈｍ２
［１２］。《成都市 “小街区

规制”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明确小街区单元尺度不宜大于２００ｍ×２００ｍ，街区单元规模控制在５０亩

左右 （约３．３ｈｍ２）。

图２　居住型小街区尺度研究 （资料来源：彭耕，陈诚．成都市小街区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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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标准》指出居住街坊的居住人口规模控制在１０００人～３０００人，用地面积约２ｈｍ２～４ｈｍ２。

对道路间距提出 “城市道路间距不应超过３００ｍ，宜为１５０～２５０ｍ，并应与居住街坊的布局相结合”的

控制要求。［１３］

结合国家标准要求及相关理论研究，笔者认为居住型小街区的用地面积尺度控制在４ｈｍ２左右比较

适宜，既是对机动化导向的大街区的重要修正，也是基于人本化小街区尺度的充分吸纳。

同时在 《标准》中提出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概念。

根据步行出行速度及出行规律，考虑交叉口间延误等情况，步行五分钟生活圈对应２００～３００ｍ空间范

围，恰好是一个居住街坊的街区尺度，十分钟生活圈对应５００～６００ｍ的空间范围，十五分钟生活圈对

应７００～９００ｍ空间范围，与城市主干路规划控制间距一致。

２２ 街区的生活

《意见》提出推动发展 “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１４］”是城市社区建设的最终目标，内在意

义是指通过布局居住、商业、文化、体育等综合性功能，促进社会各阶层的交流和融合，通过全社会的

努力来构建和谐社会。更深层的含义是，街区设计不是单纯满足交通和居住基本功能，同时还要构筑能

满足人们交通、餐饮、医疗、教育等所有需求的生活空间。

开放街区思想的核心并不在于是否拆除围墙，也不仅仅是适宜的街区尺度，而是街区人性化的功

能。国外许多案例表明，在城市建设中，拆除那些传统街区，建设若干高层住宅之后，邻里关系消失，

居民公众意识淡漠，犯罪率上升，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国内许多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建设的小区

也是这样，出了单元楼就是四通八达的城市道路，在这样的开放式社区里居民缺乏安全感，每家窗户都

设置了如同监狱般的防护栏，根本不能体现开放式社区的理想，所以生活在这样的社区中的人们更向往

有围墙的社区［１５］。

因此有活力、有生活的街区是构建和谐家园的基础，是城市的灵魂。纵观那些历史与现实的魅力街

巷，大都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有适宜的街区尺度；二是有适度围合的街角空间供人们聚集、娱乐、休憩

等；三是有较多的便民式商业及活动场所。

３ 开放街区规划探索

３１ 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规划探索

前述对街区尺度的研究表明，十五分钟生活圈对应７００～９００ｍ空间范围，与城市主干路规划控制间距

一致。笔者选择８００ｍ×８００ｍ主干路围合的居住街区进行研究，在开发强度、配套设施、道路骨架路网、

道路横断面、交通组织方式等外部输入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路网间距和路网密度进行比对分析。

方案一为２００ｍ×２００ｍ路网间距，整体路网密度为１０ｋｍ／ｋｍ２，如图示３。

方案二保持主次干路骨架结构不变，调整支路网，使支路网形成内部环路而不直接与主干路相连，

整体路网密度为８．０ｋｍ／ｋｍ２，如图示４。

笔者对国家 《标准》６．０．２条进行解读，方案一和方案二均满足要求，方案一路网密度较方案二

大。笔者在外部输入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两个方案进行微观交通仿真分析发现，在主干路过境交通量逐

步增大的情况下，方案一主干路受路网间距过密影响，主干路主线交通与支路交通会相互影响，整体来

看，方案二将居住街区对外交通集中在主次干路出入口，较方案一的交通运作效率要高。且从道路工程

设计及建设角度来看，由于方案一主干路网间距过密，当工程同时考虑交叉口渠化拓宽及港湾式公交站

点设置时，空间上会存在一定的冲突。同时，从小区居住环境来看，方案二支路不与外部主干路直接相

连，形成了相对围合的居住空间，更有利于创造邻里街区生活环境，避免了方案一中可能出现的高峰期

主干路交通利用支路网进行交通分流，对小区居住环境造成较大干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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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方案一十五分钟居住街区研究 （资料来源：

笔者自绘，用地布局适度简化处理）

图４　方案二十五分钟居住街区研究 （资料来源：

笔者自绘，用地布局适度简化处理）

３２ 居住街坊规划探索

国家 《标准》中对用地面积２ｈｍ２～４ｈｍ２，路网间距在３００ｍ以下的居住街坊视为 “小街区、密路

网”的典型居住街区形态，其尺度是符合国家 《意见》中提到的开放式街区的要求的。但是受各种条件

制约，实际规划工作中往往会适度突破 《标准》中街坊尺度控制。笔者经过规划实践总结，一般街坊用

地面积在６ｈｍ２及以上的，可以通过增设支路进行地块细分，对于６ｈｍ２以下的街坊，对地块进行细分

后，若严格按照标准的建筑退距进行建筑平面布局，会存在居住用地受限情况，且无法保障内部居住环

境空间的问题。

以３００ｍ×２００ｍ居住街坊为例，该街坊面积约４．５ｈｍ２，超过了国家 《标准》建议的街坊尺度，若

增设支路 （组团路）划分地块，各地块就相对零碎，不利于各地块平面布局，同时地块四周均为车行的

交通环境，不利于地块和谐街区的打造。因此，规划考虑增设慢行公共通道，将社区所有的服务配套设

施集中于公共通道两侧，利用公共通道打造社区公共空间，实现开放式街区安全与邻里和谐。

图５为南方城市对地块常规的规划控制形式 （笔者对平面图做必要的简化处理，仅考虑建筑布局、

沿街商业和围墙等因素，不考虑其他配套设施），主要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临街，通过围墙围合设置，

形成内部开阔的庭院，业主独享高品质的庭院空间，这种形式的空间布局被开发商和购房者高度认可。

根据国家 《标准》及 《意见》要求，为了对这种较大尺度的居住地块进行适度开放，笔者拟通过增

设 “十字”慢行公共通道达到地块对外开放的目标 （图６）。

图６所示街坊采用中央 “十字”慢行公共通道将地块进行分割成四块，所有的商业及配套设施全部

集中于公共通道两侧，且商业功能业态要求是便民的商业服务，同时建议将居住建筑也集中在公共通道

两侧，单元楼入口主通道直接面向公共通道，每栋楼宇具有独立的门禁及安保，外围市政道路及部分公

共通道依然采用通透式围墙进行围合，每一块又有独立的内部庭院空间，既满足了居住业主对围合庭院

的心理诉求，又满足街区公共开放、邻里关系和谐的规划要求。在此空间布局下，鼓励利用公共通道的

节点和角落形成广场增加街巷的 “阻力”和提供人们聚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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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典型地块常规控制平面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建筑布局适度简化处理）

图６　典型地块街区开放式设置平面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建筑布局适度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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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开放式街区实践案例

广州六运小区始建于１９８９年，占地面积２２．５万ｍ２，商住混合用地，居住人口约１．７万人。建设

之初，项目还处于城市边缘区域，因此按照超大型街区模式进行建设，且停车位配建较低，进入２０世

纪末，随着天河城商场、正佳广场等入驻，交通设施配套逐步完善，机动化出行得到迅猛发展，该小区

停车位不足问题凸显。为了适应市场新需求，六运小区主动将围墙拆除，开放街区，进行 “住改商”实

践，取得了显著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图７　六运小区区位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小区整体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１６］

第一，将整个街区开放，保留中间东西向的体育西横街及部分街巷的车行功能，其他大部分街巷采

用自行车和步行的方式对外开放，通过闭路电视和行人作为 “街道之眼”保障社区安全，同时将所有的

步行道路和自行车道路连接成网，并拓宽了中央步行街，通过以人为本的交通设计，增设绿化空间和遮

阳挡雨设施，更新公共座椅和健身器材，促进整个社区慢行活动宜人化，吸引大量社区外居民休憩

逗留。

第二，功能混合，政府允许沿街居民楼首层 “住改商”，引入零售、咖啡、酒吧等积极的商业业态，

同时对商业界面进行了有效引导和控制，活跃了整个街区。

第三，政府建设了地铁、ＢＲＴ等大运量公共交通系统，使该片区的公交可达性增强，为小区的开

放创造了条件。

第四，进行了严格的停车管理。小区建设年代较早，机动车泊位配建不足，在改造之前，违章停车

基本遍布了小区所有街巷，改造方案对小区必要的停车通过路内和小区外的公共停车场解决，使六运小

区成为基本改造成为一个无车社区，从而创造了更安全、更健康、更环保的社区氛围，增加了小区的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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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六运小区开放的街区网络 （资料来源：凤凰空间．

华南编辑部．开放式街区规划与设计）

５ 结语

街区制的理念形成较早，从国外街区制实践经验来看，街区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国内推广

街区制应从区域、用地主导功能、开发规模等因素总体考虑。街区制推广的目的是构建 “开放便捷、尺

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从交通的角度来看是建设 “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

合理的道路网系统”，从城市宜居角度来看是打造有活力、有生活的街区，因此街区制的推广应该是分

级分片、不断实践优化的过程。笔者对开放式街区的规划探索，提出十五分钟居住生活区合理的城市布

局及较大的街坊的进行开放控制形式，并给出了广州的开放式街区实践。需要说明是，小街区规划控制

还需要满足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城市日照、景观、环境等一些规定要求，因此街区制的

规划控制方法仍有待进一步的规划实践。

! " # $

［１］［７］［８］［１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Ｚ］．２０１６０２０６．

［２］［１１］［１３］ＧＢ５０１８０ ２０１８，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Ｓ］．

［３］［４］杨保军，顾宗培．“推广街区制”的规划思辨［Ｊ］．城市观察，２０１７（２）：６３７１．

［５］［１５］陈一峰，李琪琰．街区开放与街区生活—活力街区规划及建筑要素分析［Ｊ］．城市建筑，２０１６（２２）：５２５４．

［６］廖开怀，蔡云楠．重塑街区道路公共性— 巴塞罗那“大街区”规划的理念、实践和启示［Ｊ］．国际城市规划，２０１８（３）：

９８１０４．

［９］杨芳，余翠君．小区开放过程中利益冲突与化解路径—以广州Ｌ花园和Ｊ花园为例［Ｊ］．广东开放大学学报，２０１８

（２）：９３９８．

［１０］王英．“城市·街区·开放”主题沙龙［Ｃ］．城市建筑，２０１６（２２）：９．

［８］彭耕，陈诚．成都市小街区规划研究［Ｊ］．规划师，２０１７，３３（１１）：１４１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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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片区交通规划实施后评估及发展启示

杨凯华　彭艳梅

!"#$

枢纽片区以综合客运枢纽为核心资源及主要特色，人口、岗位密度较高，在其发展过程中，建设者往往偏重

于枢纽集散交通系统的规划发展，而易弱化片区交通系统的建设实施，因此有必要开展交通规划实施后评估，总结经验

教训，提出改善措施。枢纽片区交通规划实施后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规划落实度评估、枢纽交通运行评估及片区交通运

行评估三方面，论文以南京南站片区为例，分析其枢纽交通系统、片区交通系统运行存在的问题，综合国内其它枢纽片

区的特点，总结枢纽片区的建设经验及发展启示。

!%&'$

枢纽片区；后评估；枢纽交通；发展启示

０ 引言

枢纽片区相较于常规片区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叠加了铁路枢纽、航空枢纽等城市对外交通功能，片区客

流集聚性较强。枢纽片区的复杂性及规划的前置性决定了枢纽片区建设是一项决策不断调整、规划与建设

交互反馈的持续性大工程，而在这交互反馈的过程中，建设者往往偏重于规划对建设的指导作用，却容易

忽略建设实施对规划本身的回应。因此，有必要从片区规划设计、实际交通建设及运行管理情况等角度进

行后评价，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善措施，为今后的规划编制、修订以及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参考。

１ 规划实施后评估的主要内容

１１ 规划落实度评估

规划落实度评估是从规划合理性角度对既有规划进行回顾和评估，了解历史，理解片区规划意图。

从现状设施角度，评估道路系统、交通组织、公共交通、静态交通、慢行交通的规划落实情况和服务水

平，分析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规划落实度评估主要指标包括片区建成度、人口密度、岗位密度、路网建成度、等级路网密度、道

路设施分布 （慢行道密度、宽度分布等）、规划场站建成度及服务覆盖、公共交通建成度及服务覆盖、

停车设施建成度及服务覆盖情况等。

１２ 枢纽交通运行评估

枢纽交通运行评估包含枢纽设施评估、枢纽客流特征评估，其中枢纽设施评估从枢纽交通运行角

度，对外部集疏运系统、落客平台、出租车场、小汽车停车场、内部交通诱导系统的使用情况进行评

估，找出现状运行存在的问题，剖析枢纽交通运行的内在规律。枢纽客流特征评估在对出发客流、到站

客流调研的基础上，研究枢纽旅客的出行特征，评估现状枢纽交通服务水平，从旅客视角发现枢纽交通

有待改善的方面。

枢纽交通运行评估的主要评价指标包括各类运输方式的日均客运量、接驳转换量及方式分担率、落

客平台交通量及服务水平、出租车场客流量分布及实载率、出租车场发车率、小汽车停车场使用率及周

转率，以及枢纽到发客流的交通特征指标及满意度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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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片区交通运行评估

片区内交通运行评估包含片区对外交通运行、内部路网及交叉口运行情况、片区交通安全性、片区

内交通供需、片区内居民交通满意度等评估项目。该项评估旨在从片区交通运行角度，评估片区交通运

行组织和运行状态，分析现状交通组织方式与片区用地开发使用是否相适应；从片区居民角度，研究居

民出行特征和意愿，评估现状片区交通的服务水平，并从居民视角剖析片区交通亟待完善的方向。

片区内交通运行评估的主要指标包括路网服务水平、交叉口服务水平、片区对外通道服务水平、片

区交通事故率以及片区居民的出行特征、交通满意度情况。

２ 后评估实例分析—以南京南站片区为例

２１ 实例概况

铁路南京南站是南京三大铁路枢纽之一，是华东地区综合性交通枢纽。南京南站片区规划为南京城

南中心重要组成部分，定位为枢纽型商贸商务综合片区，是南京城市的标志性门户。在片区规划之初，

采用了 “密路网、小地块”等先进的规划理念，随着开发建设的推进，片区交通系统日益成熟，但路网

节点不畅、静态交通不足、行人过街不便、公共交通受益失衡等方面的问题逐步浮现。

２２ 南站片区交通规划实施后评估

２．２．１ 规划落实评估

南京南站片区总用地规模６０３．１４公顷，其中城市建设用地５３０．９９公顷，片区建成度近５０％，商

办地块多未启用。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区内路网密度为８．７７ｋｍ／ｋｍ２，其中快速路网密度为

１．６３ｋｍ／ｋｍ２、主干路网密度为０．８８ｋｍ／ｋｍ２、次干路网密度为２．３２ｋｍ／ｋｍ２、支路网密度为３．９４ｋｍ／

ｋｍ２。规划路网密度及等级均较为合理，而现状已建成道路里程合计４０．６９ｋｍ，路网建成度达７６．９％；

其中，干路建成度较高，支路网建设相对滞后，慢行体系尚未形成，精细化设计有待提高。

南京南站片区范围内有１号线、３号线、Ｓ１号线、Ｓ３号线及规划６号线５条地铁线穿过，公交线

路２３条，公交体系相对完善、片区可达性较高；但从轨道交通站点、常规公交站点的服务覆盖圈来看，

站点以南京南站为服务核心，公交服务过于侧重枢纽交通的接驳而忽视片区商办、居住建筑的起讫点

出行。

图１　轨道交通站点８００ｍ半径服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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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常规公交站点３００ｍ半径服务覆盖

２．２．２ 枢纽交通运行评估

南京南站共设置南北两处落客平台，近年来南京南站铁路客运量大幅上升，落客平台使用饱和度较

高；南、北落客平台均设置４个落客车道、１个行车道，落客车道之间采用物理设施隔离，落客平台的

有效下客区长度约２４０ｍ，短于设计阶段的３００ｍ，落客能力有所降低；受外部交通条件影响，北落客平

台使用人数较多。南京南站共有６个停车场，泊位数量充裕，但受出入口可识性、导航引导、便捷性等

因素影响，与站厅衔接紧密的Ｐ３、Ｐ４使用率更高。

南京南站高铁到发客流以公务出差、休闲旅游为主要目的，接驳方式以地铁交通为主 （平均分担比

例约５２％）、出租车／网约车次之，轨道交通接驳服务较好、换乘便捷。

图３　到达旅客接驳方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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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出发旅客接驳方式结构

２．２．３ 片区交通运行评估

南京南站东、南、西、北规划有４条快速路环绕，片区对外交通条件先天优越，道路交通条件较

好，但老旧小区公交乘坐不便、停车位不足、停车秩序差等常见的城市问题均有所体现。

２３ 国内铁路枢纽片区对比

综合国内铁路枢纽片区的规划可以发现，南京南站片区交通规划水平总体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得益

于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条件 （片区四至道路均为快速路），南京南站的枢纽交通规划堪称国内典范。与

其他城市相比，南京南站片区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相对薄弱，现状分担率相对较低，应更加注重公共交

通和慢行交通的发展。

表１　国内铁路枢纽片区比较

片区 南京南站片区 广州南站片区 虹桥站片区 北京南站片区 杭州东站片区

区位 城市新中心 区域新中心 城市副中心 主城区 城市新中心

片区规模 ６ｋｍ２ ４．３ｋｍ２
２６．３ｋｍ２

（１．２ｋｍ２）
１．９ｋｍ２ ９ｋｍ２

用地功能 商办＋居住
商办＋居住

（少量）
商办 居住 商办＋居住

车站开通 ２０１１．６ ２０１０．１ ２０１０．７ ２００８．８ ２０１３．７

场站规模 １５台２８线 １５台２８线 １６台３０线 １３台２４线 １５台３０线

规划控制 统一规划控制 统一规划控制 统一规划控制 未统一规划控制 统一规划，部分控制

轨道交通线路
１、３、６（Ｓ１）、

Ｓ３

２、７、２２、佛山

２号线

２、１０、１７、机场

联络线、嘉闵线
４、１４ １、４、６、８

轨道交通车站数 ３ ３ ２ １ ３（７）

集疏散交通规划
落客平台匝道与

快速路衔接

落客平台匝道与

快速路衔接

落客平台匝道与

快速路衔接

落客平台匝道与

主干路衔接

落客平台匝道与

主干路衔接

落客平台设置
南北落客平台，

相互独立

东西落客平台，

相互独立

南北落客平台，

相互独立
环形落客平台

南北落客平台，

可贯通

落客车道边长度 ２４０ｍ ２００ｍ ３１０ｍ １２０ｍ ３９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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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片区 南京南站片区 广州南站片区 虹桥站片区 北京南站片区 杭州东站片区

落客平台车道数 ５车道 ５～７车道 ７车道 ６车道 ６车道

落客平台运行
北落客平台常态

拥堵

西落客平台常态

拥堵严重

南落客平台使用

率高
使用较均衡

北落客平台使用

率高

２０２０／２０３０旅客

发送量 （预测）

４４１３万人次

（２０２０）

８５００万人次

（２０３０）

８５００万人次

（２０２０）

１３０００万人次

（２０３０）

５２７２万人次

（２０２０）

７８３８万人次

（２０３０）

１００００万人次

（２０３０）

５４００万人次

（２０２０）

７３５０万人次

（２０３０）

２０１７年旅客发

送量
３８５０万人次 ６７５０万人次 ６２００万人次 ４３８８万人次 ５７００万人次

单日最高发送旅

客量

１５万人次

（２０１８．暑期）

３０万人次

（２０１８．暑期）

２９．５万人次

（２０１７．４．２）

２１万人次

（２０１８．１０．１）

２２万人次

（２０１７．５．１）

预测枢纽公共

交通分担率
６０～７０％

８４％

（城际＋地铁＋

公交＋公路）

８０％左右

（非小汽车交通）
— —

现状枢纽公共

交通分担率

６０％ （２０１８年

调查）
— —

６５％ （２０１２年

调查）

７５％～８０％ （２０１７年

统计）

３ 枢纽片区交通发展的启示

枢纽片区以综合枢纽为特色，商办、居住等其它功能并重，是一个有机整体。从交通特点来看，枢

纽片区交通系统涵盖枢纽集疏运交通和城市中心片区交通两个系统，涉及公共交通、慢行交通、道路交

通、静态交通以及交通组织等多个方面，在研究的过程中，应坚持片区交通高可达需求与枢纽交通快速

集散的需求并重。枢纽片区人口、岗位密度较高，应加强公共交通的建设规划，确定公交主导、慢行优

先、控制小汽车的片区交通发展模式。

图５　南京南站片区公共交通６０．４％ （左）与７３．１％ （右）分担率下路网测试结果对比

枢纽交通方面，应确保落客平台边长度，落客平台宜垂直铁路线布置，落客平台间应预留衔接通

道，优化落客平台使用、加强落客平台管理；应强化地铁与枢纽站的一体化衔接，避免二次安检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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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效率；应细化枢纽内部步行诱导设施，完善枢纽外部机动车诱导设施，均衡枢纽站落客平台、停车

场等设施的使用；应优化出租车场／网约车停车场的候车空间，采用多车道发车模式，避免出租车场／网

约车的排队外溢。

片区交通方面，应加强与片区周边轨道站点衔接，构建多层次常规公交网络，规划落实公交场站设

施与公交专用路权；应优化跨区通道及过街设施设计，预留对外跨障慢行通道，实现区外公共设施对片

区居民的可用性；片区内老旧小区应充分内部挖潜扩容，可增设公共停车场和部分路边停车解决片区居

民停车难问题。

４ 结语

综合客运枢纽是枢纽片区的核心资源及主要特色，在枢纽片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往往注重枢纽集疏运

交通的建设规划，而轻视城市片区交通的规划实施。本文以南京南站片区交通系统规划实施后评估为

例，剖析其枢纽交通系统、片区交通系统的特点及不足，通过综合比较国内各铁路枢纽片区，总结枢纽

片区交通规划实施的相关经验，为今后枢纽片区的规划发展提供参考。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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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汽车网点选址方法研究

徐　文

!"#$

共享汽车以其便利化的操作和较低的出行费用受到用户的欢迎，在各大城市中迅速发展，但其仍存在用车和

停车等运营问题，网点布局中未能充分考虑车位、充电服务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可达性、停车位供给、充电服务层面

建立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权重进行量化，建立最大服务覆盖模型进行备选点筛选。再建立以成本最

小、用户最便利为目标的多目标优化模型。最后以上海黄浦区进行选址方法的实例验证，进行敏感性分析。

!%&'$

共享汽车选址；可达性；可供车位数；敏感性分析

１ 绪论

１１ 背景

随着共享经济迅速发展，大多数交通出行已形成有效的共享出行模式［１］。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和分时

租赁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升级［２］，共享汽车行业也迎来发展机遇，其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

势［３］。共享汽车在提高出行便利的同时，也加大了城市有限停车位资源的紧缺。在共享汽车运营过程

中，经常出现在用户预约用车时，租赁网点车辆不足供用户使用以及在用户归还车辆时，租赁网点的停

车位不足以供用户停车的情况。

受限于共享汽车运营成本和区域资源，网点布局多呈现区域不平衡性，针对共享汽车运营存在的问

题，重点研究共享汽车选址方法是十分有必要的。

１２ 国内外现状

１．２．１ 选址因素研究

ＴｉｍＡ．Ｒｉｃｋｅｎｂｅｒｇ等人 （２０１３）
［４］认为共享汽车场站可及性是共享汽车运营效果良好的关键因素。

ＴｉｍＡ．Ｒｉｃｋｅｎｂｅｒｇ等人 （２０１６）
［５］认为车站位置、车辆数量及快速充电设施可用性三大因素对汽车共

享网络中车辆高效运输影响重大。

１．２．２ 选址模型研究

ＴｉｍＡ．Ｒｉｃｋｅｎｂｅｒｇ等人 （２０１６）
［５］提出了用于实现共享汽车场站规划的决策支持系统与优化模型。

ＪｉａＭｉ等人 （２０１７）
［６］通过分析城市主要需求点，建立评价指标来评估共享汽车网点方案。ＬｉＹｅ等人

（２０１７）
［７］提出了基于单向的电动共享汽车选址优化方法建立优化模型。卢婷等 （２０１７）

［８］建立总造价

最少、政府总满意度最大、总覆盖率最广、总距离和最短、满足需求量最大的目标函数进行优化。

鲁力为［９］从个人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构建选址指标体系，并风险偏好的区间模糊软集法进行

评估。

１．２．３ 优化模型求解

Ｆａｔｅｍｅｈ等 （２０１５）
［１０］通过模拟退火算法求解选址模型。Ｍｉｌｏｒａｄ等 （２０１６）

［１１］以启发式算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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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址目标优化模型。Ｒｕｉ等 （２０１６）
［１２］以混合遗传算法求解带有容量限制的选址模型。卢婷等 （２０１７）

［８］

以改进ＮＳＧＡＩＩ遗传算法求解多目标优化模型。金雷 （２０１４）
［１３］通过不断覆盖出租车上下客点进行站点

筛选对模型进行算法设计。

总结：共享汽车选址研究，缺乏考虑共享汽车停车位、充电等因素对网点选址影响，以及针对选址

模型特征提出更为简便的求解方法。

２ 共享汽车发展状况分析

２１ 共享汽车研究范围界定

本文研究的共享汽车是与互联网相结合，采取分时租赁的运营模式，用户凭借其意愿和爱好通过网

上预约车辆。选址研究仅考虑在固定城市区域范围内，不考虑跨城市的情形。

２２ 网点服务范围确定

网点服务范围是基于用户的容忍出行时间，该时间应包括用户从出发到上车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总时

间，因此网点服务范围是从网点所处建筑空间结构和道路网布局两方面对范围影响进行刻画。

２．２．１ 建筑空间结构对服务范围的影响

由于网点所处位置不同，建筑空间结构对服务范围影响差异性较大，因此将网点建筑空间结构对服

务范围影响纳入网点选址研究中作为网点选址决策的参考指标。

２．２．２ 道路网布局对服务范围的影响

道路网布局不同是针对用户从出发点到目的地过程的出行距离犔影响，网点处于无对角通道方格

网道路布局和有对角通道方格网道路布局对用户出行实际距离犚的影响不同，当网点所处无对角通道

方格网道路布局出行的实际距离更短，具体如图１和图２所示。

图１　无对角通道布局的实际距离 图２　有对角通道布局的实际距离

３ 共享汽车网点选址方法研究

３１ 研究问题的基本描述

网点选址一般是采用建立多目标函数的方法进行区域内选址布局，该方法理论依据充足。但城市内

共享汽车租赁点选址特别是大城市网点选址，道路网的纵横交错和城市内部各种建筑林立、结构复杂，

增大了用户取还车的难度。如何让用户可以花费最短的时间到达租赁点以及在用户用车时，网点有可供

５３６



车辆，在归还车辆时，网点有可供车位。特别是新能源共享汽车租赁网点选址需要考虑与充电设施结

合，其选址模型求解一般较为困难。

因此本文采用将建立评价体系和多目标模型结合起来，通过两次筛选，去除一些较难量化的因素和

优化模型求解困难的约束条件，简化网点选址多目标数学模型。

３２ 网点选址评价体系构建

３．２．１ 指标体系构建

共享汽车网点选址指标体系是基于用车、还车的可达性，备选网点是否可供车位，以及网点充电服

务便利性三方面来研究。

３．２．１．１ 网点可达性

共享汽车网点作为路外停车设施，其所在地可达性与交通运行状态有直接的影响关系。且共享汽车

用户应是到邻近网点取用车，网点位置的选取应充分考虑用户步行的可达性、站点位置的识别度、道路

交通情况等因素，从而提高共享汽车用户用车的便利性。因而网点可达性应有用户步行可达性、感知可

达性、行车可达性三个指标。

３．２．１．２ 网点可供停车位

共享汽车网点的布局不仅要考虑网点地理位置与周边环境的协调，还需从网点本身角度入手，网点

停车位的可供程度是共享汽车网点选址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网点提供的停车位越多，该网点能够成为

共享汽车网点的可能性越大，反之网点无车位可供，则无法成为共享汽车预备网点，因此网点停车的可

供程度应有网点实际面积、车位空占比、停车收费标准三个指标。

３．２．１．３ 网点充电服务

共享汽车由新能源车辆和燃油车辆组成，因而网点设置要考虑其充电服务。考虑租赁网点的充电设

施配备的可能性，运营商就必须考虑其配备增加的设施购置成本、建设成本及土地租借成本。因此网点

充电服务应有充电便利性、网点充电设施配备、土地成本三个指标。

图３　共享汽车网点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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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指标量化方法

３．２．２．１ 定性指标确定方法

本文定性指标以量化分级来评估定性指标值，通过借鉴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和对定性指标评价基准得

到具体指标阈值和对应等级。

表１　定性指标评价量化分级

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评分 １０～８．１ ８～６．１ ６～４．１ ４～２．１ ２～０

３．２．２．２ 定量指标确定方法

定量指标需要将其进行无量纲处理，可依据该指标实际值与所能达到的极限值想比较，得到定量指

标值。设犡＝（狓１，狓２…狓狀）为某定量指标所能取值的集合，其中犕犻＝ｍａｘ（狓犻），则：

狓


犻 ＝
狓犻
犕犻
×１０ （１）

式中：狓


犻
———定量指标最终估算值；

狓犻———未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前的计算值。

结合共享汽车指标评价体系和指标量化方法，对共享汽车网点选址评价指标层各指标采取合适的量

化方法，指标按其值的大小对评价方案的优劣影响可以分为正向、适中、逆向三类，其中正向指标数值

高说明共享汽车备选点越适合作为网点，反之逆向指标值越高说明备选点不适合作为共享汽车网点。

表２　共享汽车网点评价指标量化

准则层 指标层 量化方法 指标类型

网点可达性

步行可达性 定量 正向

感知可达性 定性 正向

行车可达性 定性 正向

网点可供停车位

网点实际面积 定量 正向

车位空占比 定量 正向

停车收费标准 定量 逆向

网点充电服务

充电便利性 定量 正向

网点充电设施配备 定性 正向

土地成本 定量 逆向

３．２．３ 指标量化

３．２．３．１ 网点可达性

（１）步行可达性犆１。步行可达性的量化是采用空间句法的局部集成度来评价备选点步行可达性的

优劣，局部集成度测量的是以所研究的备选点最近的道路轴线与其范围犱内轴线的离散或者集聚程度，

具体公式如下：

犆１＝
狀ｌｏｇ２

狀－１（ ）［ ］３
＋１

狀－（ ）１ 犕犇－（ ）１
（２）

式中：犕犇———范围犱内任意一轴线到距离该网点最近轴线所经过轴线数的平均值；

狀———范围犱内道路轴线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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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共享汽车网点吸引范围 （米）。

（２）感知可达性犆２。网点附近空间开阔、是地面停车场，网点位置可识别度就越好，即感知可达

性越好，并用定性指标确定方法量化。

（３）行车可达性犆３。本文以高峰期间网点附近道路的实时交通状况为依据，将道路交通运行状态

分为严重拥堵、拥堵、缓行、畅通，根据网点附近道路的情况对该项指标进行打分。

３．２．３．２ 网点可供停车位

（１）网点车位总数犆４。共享汽车网点车位的多少与该地区能够提供的车位有直接关联，并且备选

网点车位总数越多，实际所能够提供的车位可能越多。

（２）车位空占比犆５。车位空占比是指空的车位数与总车位数的比值。具体公式如下：

犆５＝
∑
犻∈犜

犿犻

犖犜
（３）

式中：犖———总车位数；

犿犻———第犻时段可提供车位数；

犜———统计的时段总数。

（３）停车收费标准犆６。本文将候选网点停车收费标准作为共享汽车网点选址的重要指标之一，由

于停车收费标准经常分为首一小时以内、一小时之后及全天，本文综合所有因素，将其量化，公式

如下：

犆６＝β１狔１＋β２狔２＋
β３狔３
２４

（４）

式中：β１、β２、β３———一小时以内、一小时之后每小时收费及全天的收费标准权重 （单位：元／小时，

元／小时，元／天）；

狔１、狔２、狔３———一小时以内、一小时之后每小时收费及全天的收费标准。

由于该项指标数值大小对共享汽车网点选址评价优劣呈现负相关关系，为了评价结果简便计算，需

要对这项指标量化后的取值进行处理，公式为：

犆


６ ＝１－狓
（犆６） （５）

式中：犆


６
———网点停车收费标准指标实际值；

狓（犆６）———由公式 （３．１）计算得到的网点停车收费标准指标估算值。

３．２．３．３ 网点充电服务

（１）充电便利性犆７。本文以网点到邻近充电设施距离，然后以相关标准规定的道路设计速度，结

合实际道路，得到网点到充电设施所花费的时间来量化该项指标。具体公式如下：

犆７＝
犱２
狏

（６）

式中：狏———网点到充电站路段的速度 （米／秒）；

犱２———充电设施距离到网点的最短距离 （米）。

（２）网点充电设施配备犆８。本文这里以备选网点是否配备充电设备和将来有建设充电设施的空间

和条件来定性评价该项指标。

（３）土地成本犆９。土地成本是考虑充电设施建设的情况下，需要占据土地所花费的费用，该费用

一般由土地的类型和价格决定的。本文在这里仅以单位土地价格来表示充电设施的土地成本。具体公式

如下：

犆９＝犲２ （７）

式中：犲２———备选网点所处区域单位地价 （元／平方米）。

由于该项指标数值大小对共享汽车网点选址优劣呈现负相关关系，为了评价结果简便计算，需要对

这项指标量化后的取值进行处理，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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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


９ ＝１－狓
（犆９） （８）

式中：犆


９
———网点土地成本指标实际值；

狓（犆９）———由公式 （３．１）计算得到网点土地成本估算值。

３．２．４ 指标权重计算

３．２．４．１ 指标权重方法确定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和组合赋权法。客观赋权法确定权重因子需要大

量指标及其相关属性的样本数据，主观赋权法则不需要，本文共享汽车备选点指标数据特性不足以用客

观赋权法来确定权重，因此采用主观赋权法确定权重。

３．２．４．２ 指标权重计算

网点选址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权重是通过层次分析法来计算，层次分析法是以构造判断矩阵来分析

准则层和指标层各因素相对于上一层级的重要度。

结合共享汽车发展实际问题和实际调查情况对准则层各项指标进行打分，进而构造准则层判断矩

阵。结合准则层权重计算结果，计算得到各指标相对于目标层共享汽车网点选址的权重。

表３　网点选址各评价指标权重

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１

２

３

网点可达性

步行可达性 ０．０９１

感知可达性 ０．０３２

行车可达性 ０．０１７

４

５

６

网点可供车位

网点车位总数 ０．１０１

车位空占比 ０．０４４

停车收费标准 ０．３８０

７

８

９

网点充电服务

充电便利性 ０．０３５

网点充电设施配备 ０．２１２

土地成本 ０．０８７

３．２．５ 基于最大覆盖的备选点筛选方法

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到各指标权重和各备选点的得分排序，无法对备选点进行保留和删除的判断，因

此本文采用基于最大覆盖的方法研究备选点的筛选。

３．２．５．１ 基本参数设定

犼：表示按照评价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排序的第犼个备选点，犐为备选点集合；

犳：表示最大服务覆盖面积 （平方米）；

犽犼：表示０～１变量，为１时表示保留该备选点；为０时，表示删除该备选点；

狆犼：表示０～１变量，为１时表示该备选点位置在城市中心区；否则不在中心区；

狇犼：表示０～１变量，为１时表示该备选点位置在城市郊区；否则不在郊区；

狀：表示备选点的总数；

狑犼：表示第犼个备选点的得分；

狉狆：位于城市中心区的网点服务范围 （米）；

狉狇：位于城市郊区的网点服务范围 （米）。

３．２．５．２ 模型构建

根据网点的服务吸引范围，可以得到该网点在区域内的服务面积。基于备选点评价得到的得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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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按照得分从高到底依次增加网点，当增加的网点不增加区域服务覆盖面积，则去除该网点，然后继

续按照得分排序比较下一网点对区域服务覆盖面积的影响，直至最后一个网点。

基于此，建立最大覆盖的备选点筛选模型，使备选点区域覆盖面积最大的目标函数：

ｍａｘ犳＝∑
犼∈犑

π×犽犼× 狆犼狉
２

狆＋狇犼狉
２（ ）
狇

（９）

　　约束条件：

∑
犼∈犑

犽犼＝狀 （１０）

狑犼≥狑犼＋１ （１１）

狆犼∈（０，１） （１２）

狇犼∈（０，１） （１３）

犽犼∈（０，１） （１４）

模型中：目标函数 （９）表示备选点服务覆盖面积最大；约束条件 （１０）表示所有备选点总数不变；

约束条件 （１１）表示备选点选取是按得分排序从高到底依次选取计算的；约束条件 （１２）、（１３）、（１４）

表示０～１变量。

３３ 选址优化模型构建

３．３．１ 基本假设

结合选址的因素及原则、网点分类等分析，在构建模型前需要假定一些条件，具体如下：

１．网点的建设成本与网点性质有关，网点是社会停车场性质的合用还是共享汽车企业私人建设的

成本不同，这里忽略城市不同区域地价影响，假设合用停车场单价费用是一样的，并为计算方面，单价

统一为整数；

２．为方便计算，假设各地区需求点与备选网点重合，将区域需求集中在备选点上；

３．网点提供车位数和网点投放的车辆数一致，即初始共享汽车网点无空的停车位。

３．３．２ 基本参数设定

根据上文模型基本假设和问题描述，本文对模型相关变量和集合的定义如下：

犣：目标函数；

犐＝｛１，２，３，…犻…狀｝：需求点集合，其中犻是单个需求点；

犑＝｛１，２，３，…犻…犿｝：备选点集合，其中犼是单个网点备选点；

犖ｍａｘ：共享汽车车辆需求上限值 （辆）；

犖ｍｉｎ：共享汽车车辆需求下限值 （辆）；

犕犼ｍａｘ：备选网点犼提供最大停车位；

犛：共享汽车总投资成本 （万元）；

犛犪：共享汽车每辆车成本 （万元）；

犛犫：每个合用性质网点停车位成本 （万元）；

犛犮：每个自建网点停车位成本 （万元）；

犱犻犼：需求点犻到备选网点犼的距离 （米）；

犱ｍｉｎ：共享汽车网点最小距离 （米）；

狔犼：０～１变量，备选网点犼为停车网点，狔犼＝１备选网点犼非停车网点，狔犼＝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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犫犼：０～１变量，备选网点犼为合用网点，犫犼＝１，否则，犫犼＝０；

犮犼：０～１变量，备选网点犼为自建网点，犮犼＝１，否则，犮犼＝０；

狓犻犼：０～１变量，需求点能够被备选网点覆盖，狓犻犼 ＝１，否则，狓犻犼 ＝０。

３．３．３ 目标函数

本模型分别以用户和共享汽车投资企业角度进行网点选址优化的，即以用户到达网点距离总和最短

和企业投资最少的为目标建立函数。

３．３．３．１ 用户到网点距离总和最短

用户到网点的距离表示用户使用共享汽车的便利性，用户到网点距离越短，共享汽车使用越方便，

用户到网点的距离不能直接量化，而是以需求点到备选网点的距离来表示用户到网点的距离。

ｍｉｎ犣１＝∑
犼∈犑
∑
犻∈犐

狔犼·犱犻犼 （１５）

３．３．３．２ 企业投资最少

过多的网点方便了用户使用，但加大了投入成本。过少的网点不能在城市内形成规模效应，企业获

取的效益也随之减少，用户用车不便利。共享汽车企业投资分为两部分，包括停车位租借或建设成本和

车辆成本。

ｍｉｎ犣２＝∑
犼∈犑

狔犼·犫犼·犛犫＋犮犼·犛犮＋犕犼ｍａｘ·犛（ ）犪 （１６）

３．３．４ 约束条件

模型目标函数建立后，需要建立相关约束条件以限定函数中变量取值范围，以此确保模型能够完成

网点选址优化。

１．成本约束。在建模过程中涉及企业投资成本最小化目标，在共享汽车用户需求满足的前提下，

企业投资越小越好，在共享汽车投入运营之前，企业做好投资规划和预算，有助于共享汽车的运营。因

此，在网点选址模型中，需要确保网点总成本和车辆成本在投资预算范围：

∑
犼∈犑

狔犼·犫犼·犛犫＋犮犼·犛犮＋犕犼ｍａｘ·犛（ ）犪 ≤犛 （１７）

２．车辆约束。城市共享汽车需求量不能直接得到共享汽车网点规模，共享汽车网点选址布局中车

辆规模与三部分有关，包括城市区域共享汽车用户需求限制和城市所能提供的网点规模及网点所能提供

的车位数，因此目标函数中网点车辆投放数量应在预测的城市区域共享汽车需求量范围内：

犖ｍｉｎ≤∑
犼∈犑

狔犼·犕犼ｍａｘ≤犖ｍａｘ （１８）

３．需求覆盖约束。城市内部需求点包括学校、居住区、商业用地、工作岗位、交通枢纽等开发强

度较大的区域，对于任意共享汽车网点间的距离在满足狔犿·狔狀·犱ｍｉｎ≤犱犿狀（犿，狀∈犑）约束下，任意一

个共享汽车网至少覆盖一个需求点：

∑
犻∈犐

狔犼·狓犻犼≥１ （１９）

基于以上分析，共享汽车网点选址多目标数学优化模型中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具体如下：

目标函数：

ｍｉｎ犣１＝∑
犼∈犑
∑
犻∈犐

狔犼·犱犻犼

ｍｉｎ犣２＝∑
犼∈犑

狔犼·犫犼·犛犫＋犮犼·犛犮＋犕犼ｍａｘ·犛（ ）
烅

烄

烆
犪

（２０）

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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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犼∈犑

狔犼·犫犼·犛犫＋犮犼·犛犮＋犕犼ｍａｘ·犛（ ）犪 ≤犛

犖ｍｉｎ≤∑
犼∈犑

狔犼·犕犼ｍａｘ≤犖ｍａｘ

狔犿·狔狀·犱ｍｉｎ≤犱犿狀　（犿，狀∈犑）

∑
犻∈犐

狔犼·狓犻犼≥１

狔犼∈（０，１）

犫犼∈（０，１）

犮犼∈（０，１）

狓犻犼∈（０，１

烅

烄

烆 ）

（２１）

３４ 模型求解

本文采用ｙａｌｍｉｐ优化工具来求解共享汽车网点选址优化模型，该工具极大的简化了优化问题的求

解问题，但其对模型的格式和框架提出特定的要求，因此需要对选址优化模型进行改动，以便于

ｙａｌｍｉｐ工具实现选址优化。

图４　ｙａｌｍｉｐ工具求解基本流程

４ 案例分析

４１ 基本数据获取

本文以上海黄浦区为对象来研究共享汽车网点选址，面积２０ｋｍ２，黄浦区已建成的共享汽车网点大

概９个。通过百度ＡＰＩ平台获得包含酒店、工作单位、小区、学校、医院等区域的停车场１４４个。

４２ 数据处理

通过网页获取的公开停车场数据，由于其数据本身记录并不是为了科学研究。因此这类数据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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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数据不完整和数据重复的特征，在利用此类数据解决实际问题前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通过数据处理最终得到４５个停车场作为共享汽车备选点，因此作为上海黄浦区共享汽车网点备选

点共有５４个，基本完成用户需求的覆盖。

图５　共享汽车备选网点分布

４３ 备选点评价

基于备选点位置、距离等属性数据的获取，以指标评价的方法对进行共享汽车网点进行初步评价筛

选。再结合从百度上获取的黄浦区路况数据、停车场相关数据等对各备选点进行评价。

表４　网点评价得分

序号 得分 排序

１ ０．５２８０ １８

２ ０．５８５５ ６

３ ０．６０４３ ４

４ ０．６４５０ １

５ ０．６３４４ ２

６ ０．５３３１ １６

７ ０．５３０８ １７

８ ０．５４７４ １２

９ ０．５５８９ ９

１０ ０．３７６４ ４６

１１ ０．４６７１ ３０

１２ ０．４１２５ ３９

１３ ０．２２３０ ５３

１４ ０．４１３２ ３８

１５ ０．４８９２ ２４

１６ ０．２１９５ ５４

１７ ０．５６３１ ８

１８ ０．５２８０ ５２

序号 得分 排序

１９ ０．２２５７ １１

２０ ０．５５１８ １５

２１ ０．５３６２ ４１

２２ ０．４１０５ ４０

２３ ０．４１１０ ３７

２４ ０．４１４６ ４８

２５ ０．３２２３ ３３

２６ ０．４４４２ ５０

２７ ０．３１６９ ３５

２８ ０．４３８６ １４

２９ ０．５４０４ ４４

３０ ０．３９５４ ３２

３１ ０．４５３０ ２８

３２ ０．４７１８ ４７

３３ ０．３５８３ １９

３４ ０．５１８９ ７

３５ ０．５７９２ ４３

３６ ０．４０２０ ３６

序号 得分 排序

３７ ０．４３７７ ４９

３８ ０．３１８４ ２７

３９ ０．４７２６ ２３

４０ ０．４９８６ ２５

４１ ０．４８３６ ４２

４２ ０．４０５５ ３

４３ ０．６１４３ ２２

４４ ０．５０１９ ５１

４５ ０．２３５９ ４５

４６ ０．３８５７ ３１

４７ ０．４６５３ ２１

４８ ０．５０４１ ３４

４９ ０．４３９１ ２０

５０ ０．５０６３ １３

５１ ０．５４５２ ２６

５２ ０．４８１２ ２９

５３ ０．４７０１ １０

５４ ０．５５７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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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基于最大服务覆盖的备选点筛选

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显示步行速度一般在４～７千米／小时，确定黄浦区备选点服务范围是７５８～１３２６ｍ。

为简化计算取服务范围为１０４２ｍ，最终保留３９个备选网点。

表５　备选点筛选结果

序号 筛选结果

１ １

２ １

３ １

４ １

５ １

６ １

７ １

８ １

９ １

１０ ０

１１ １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１４ ０

１５ １

１６ ０

１７ １

１８ １

序号 筛选结果

１９ １

２０ １

２１ １

２２ ０

２３ １

２４ ０

２５ １

２６ ０

２７ １

２８ １

２９ １

３０ １

３１ ０

３２ １

３３ １

３４ １

３５ １

３６ ０

序号 筛选结果

３７ ０

３８ １

３９ １

４０ １

４１ ０

４２ １

４３ ０

４４ ０

４５ ０

４６ １

４７ １

４８ １

４９ １

５０ １

５１ １

５２ １

５３ １

５４ １

　　注：表中 “１”表示备选点保留的情况，“０”表示备选点删除的情况。

图６　保留备选点覆盖

　　　

图７　删除备选点覆盖

４５ 共享汽车网点选址优化

４．５．１ 共享汽车规模确定

本文共享汽车规模是通过获取同类型城市共享汽车发展规模和万人拥有率法获取的，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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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犘·α （２２）

式中：犖′———上海市共享汽车规模 （辆）；

犘———上海市人口 （万人）；

α———万人拥有率 （万人／辆）。

表６　２０２０年共享汽车规模规划数据

城市 北京 广州 武汉

常住人口总量 （万人） ２３００ １５５０ １３００

共享汽车总量 （辆）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１２３３０

万人拥有率 （万人／辆） １０．８６ １２．９０ ９．４８

同时假设共享汽车需求量只与人口、ＧＤＰ两个指标有关，预估黄浦区共享汽车需求量是５２８～１６５４辆。

４．５．２ 共享汽车选址优化

假设各备选点所能提供的车位数量与该停车场的空车位数量成正比，以各时段内备选点空车位数量分

布的平均值作为备选点所能提供的最大车位数。设定黄浦区共享汽车网点总投资犛是１．２亿元，共享汽车

需求最大值犖ｍａｘ＝１６５４，最小值犖ｍｉｎ＝５２８，平均每辆车成本犛犪＝２０万元，网点性质以及各网点距离已

知，平均每个合用的停车位花费犛犫＝２万元，犱ｍｉｎ＝７５８ｍ。得到模型结果最小总距离为犣１＝１１７８．７ｋｍ及

总投资犣２＝１．０７亿元，黄浦区共享汽车预计投放５３３辆。共享汽车网点选址计算结果是第２、３、４、５、

１１、１５、２０、２５、２８、４０、４２、５１、５３号备选点共１３个备选点作为黄浦区共享汽车网点。

图８　优化后网点布局

　

图９　优化前网点布局

与黄浦区优化之前的共享汽车网点相比，优化之后明显网点覆盖面更大了，原有网点多集中于黄浦

区北部，优化之后的共享汽车网点不仅向北延伸了共享汽车需求覆盖面，还弥补了黄浦区南部共享汽车

服务面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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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基于可供车位的敏感性分析

前文共享汽车选址最优方案是基于备选点可供车位的平均值进行网点选址计算的，而备选点的可供

车位数具备不确定性，与备选点的车位总数、最大可供车位数、投入成本、政策等因素有重要关系。因

此进行可供车位数对网点布局进行敏感性分析，在不超过其车位总数的情形下，研究基于平均车位的不

同比例下可供车位数的波动对共享汽车网点布局的影响。

表７　不同比例可供车位的网点布局方案

类别
可供车位数

（％）
总距离

（千米）
投资成本

（亿元）
投入车辆数

（辆）
网点数量

（个）

１ －１０ １６１８．９ １．０６ ５２８ １８

２ －５ １２８５．０ １．０７ ５３７ １４

３ ０ １１７８．７ １．０７ ５３３ １３

４ １０ １０４７．５ １．０６ ５３２ １２

５ ２０ ９４１．０６ １．０６ ５３２ １１

　　注：表中加深颜色为原优化方案结果。

图１０　不同比例可供车位的网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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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原方案，当备选点可供车位数减少时，网点数量增加，区域服务覆盖范围增加。当备选点可供

车位数增加时，网点数量减少，网点选择更趋向于可供车位数较大的备选点，区域服务覆盖范围减少，

当车位数按比例增加２０％时，黄浦区的西部和南部几乎无共享汽车服务网点。

５ 结论

本文对共享汽车选址进行研究，建立共享汽车选址模型并以上海黄浦区进行案例分析与评估。本文

的主要结论有：

１．采用建立最大服务覆盖模型 （不考虑覆盖需求点的数量）对备选网点指标评价的结果进行筛选，

其对备选点评价处理具备一定合理性。该方法通过备选点评价得分排序依次进行服务覆盖面积的比选，

去除得分相对较低且功能重复的备选点，在不影响网点选址布局的同时优化了备选点集合。

２．采用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和选址优化模型进行网点优化布局的效果较好。一方面，以两种方法对

备选点进行两次筛选，使得网点选址完成全局最优。另一方面，网点的可供车位对网点布局方案影响显

著，当备选网点可供车位数的数值差异性较小时 （减少１０％），共享汽车网点选址趋于均匀分布，使得

区域内网点服务覆盖面积达到最大，整体上提高用户用车和还车的便利性，以及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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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次中心城市对外交通策略研究———以岳阳为例

侯现耀　杨丽丽　陈　玮　周　娇

!"#$

大力发展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城市群建设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各层次城市发

展，城市群中次中心城市的发展对提升城市群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岳阳市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长沙和武汉间重要次

中心城市，在对其城市和对外交通基本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岳阳在区域中对外交通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从交通圈层体系、通道建设、强化枢纽和创新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对外交通发展策略，为岳阳融入区域发

展，强化城市群内外联系提供支撑。

!%&'$

城市群；次中心城市；对外交通；岳阳；交通策略

０ 引言

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进入到城市群发展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１］。岳阳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组成城市，如何加

强与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的联系，发挥岳阳区位优势，取得高质量发展是新形势下岳阳亟需思

考的关键问题。

１ 岳阳发展概况

图１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示意

１１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概况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等城市为核心，构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

城市群，依托沿江、沪昆和二广、京广、京九 “两横三纵”重点发展轴布局城镇、产业和生态发展空

间。城市群结构特征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

已有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区域发展呈

现显著差异。从空间、经济等要素分析，武汉、长

沙、南昌三市的核心地位呈现逐次递减的特征，武

汉具有较为显著的核心城市特征，长沙次之，南昌

总体呈现弱核心的地位［２］；从产业角度分析，城市

群三个核心城市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中心城市特征，

其中，武汉和长沙的产业对外联系强度最高［３］；城

市群依托沿江、沪昆、京广和京九发展轴构建的

“五边形”空间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如图１，但受限

于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各城市间联系的平

均可达性仍较差［４］。

岳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沿江发展轴和京广

发展轴交汇处，是 “五边形”空间格局中重要节点，

岳阳的发展具备良好的区位条件。

８４６



１２ 岳阳发展概况

岳阳位于洞庭湖畔，是湖南省的 “北大门”，距长沙约１３０ｋｍ，距武汉约１７０ｋｍ，市域面积约１４８５８ｋｍ２，

根据统计数据，全市常住人口５７７．１３万人，地区国内生产总值３７８０．４１亿元
［５］。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发展，

岳阳内河水运、公路、铁路、航空运输方式齐全，出行需求不断增长，并向网络化、多样化转变。

２ 岳阳对外交通现状分析

２１ 对外交通系统概况

岳阳对外交通主要由干线铁路、高速铁路、公路、航空、港口水运等系统构成。其中，铁路方面有

京广铁路、京广高速铁路以及在建荆州岳阳安吉铁路；公路方面基本形成以杭瑞高速、许广高速、京港

澳高速和武深高速 “一横三纵”高速公路网格局；航空方面现有岳阳三荷机场，位于岳阳市中心城区东

部，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通航；港口水运方面，坐拥１６３ｋｍ长江岸线，城陵矶港是长江八大深水良港之一，

拥有城陵矶综保区、启运退税港和进口肉类、汽车、粮食口岸等一批国家级开放平台。

２２ 对外交通现状问题及挑战

２．２．１ 铁路仅有京广方向且通道趋于饱和

岳阳现有京广铁路和京广高铁，分别接入岳阳站和岳阳东站。岳阳铁路规模与湖南省和全国指标相

比不占优势，铁路网密度２１６ｋｍ／万ｋｍ２ （２０１６年数据，下同），不及湖南平均水平２２２．７ｋｍ／万ｋｍ２，

人均拥有铁路营业里程仅为５８ｋｍ／百万人，与湖南省平均水平６９．１３ｋｍ／百万人和全国平均水平

８９．６８ｋｍ／百万人相比均较低。其中，京广铁路是国家级南北向铁路大动脉，是铁路客运和货运的重要

通道，经过数十年发展，岳阳区段已趋于饱和，根据统计数据，岳阳区段平图利用率已超过８０％，部

分区段接近９５％，且京广铁路穿越岳阳城区，对岳阳城区交通和安全产生较大影响；京广高铁岳阳区

段２０１０年开通后，经过近年发展，平图利用率也已超过５０％。

图２　岳阳对外交通ＯＤ分布

根据调查，岳阳与长沙方向联系最为紧密，对外出行比例约占４２％，其次为武汉方向，占比约为

２３％，京广铁路和京广高铁对于支撑岳阳与城市群京广轴带上武汉、长沙等重要城市联系起到了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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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岳阳与常德和九江南昌的沿江方向仍各有近１５％的联系需求，但岳阳缺少沿江方向上铁路

特别是高速铁路的支撑，对于岳阳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起到了制约作用。在国家层面，北沿江高铁串联

了长江北侧沿线各主要城市，而南沿江通道在重庆至常德段及九江至南京段均已规划高铁通道，常德—

岳阳—九江段缺少高铁通道，也制约了长江南侧各城市的联系需求。

图３　南沿江高铁通道在常德—岳阳—九江段缺少规划

（图片来源：《中长期铁路网规划》（２０１６））

２．２．２ 港口多式联运条件、腹地空间受限，发展制约因素较多

岳阳港依托城陵矶等港区，实现年吞吐量破亿吨的发展规模。但现状港口运输仍以散货为主，腹地

主要为岳阳及长株潭地区，港口因缺少铁路联运能力，导致既难以拓展腹地，又难以提升港口专业化运

营水平［６］。在城市群沿江港口中，如表１，武汉承接了重庆、成都等长江上游港口集装箱运输中转箱

源，岳阳集装箱运输仅为武汉港的２０％，同时又面临下游航道条件更好的九江港的竞争，岳阳港发展

内外制约因素较多。

表１　２０１６年岳阳、武汉、九江沿江港口吞吐量统计

港口 货运吞吐量 （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箱）

岳阳 １３８４１ ２９．４

武汉 ９０００ １０６

九江 １１３００ ２７．３

图４　长江中游城市群现状民用航空机场分布情况

２．２．３ 航空起步较晚，面临周边机场激烈竞争

岳阳三荷机场２０１３年获准建设批复，２０１８年底通航，规划标准为４Ｃ支线机场。随着长江中游城

市群特别是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周边武

汉、长沙、南昌、荆州、常德、九江等城市

均已有机场。客运方面，武汉、长沙和南昌

机场优势明显，对于区域航空客运吸引能力

更高；货运方面，鄂州规划顺丰货运机场，

武汉、长沙作为干线机场航线资源较多，岳

阳机场也面临较大竞争压力［７］。

３ 岳阳对外交通发展对策

针对岳阳对外交通面临的主要问题，结

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从圈层功能体系、

通道建设、强化枢纽和加强区域一体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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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提出岳阳对外交通发展对策。

３１ 完善对外交通圈层功能体系

根据岳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区位条件和空间格局，构筑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对外交通运输体

系，形成分层分级的交通圈层。在国土层面，构建以高速铁路、干线铁路、高速公路、航空、内河水运

为主，且与其他城市群间的对外商务及物流运输圈，支撑岳阳跳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强与其他城市群

经济体的联系；在城市群层面，构建以城际铁路、国省干道、内河水运为主的城际间交通运输圈，实现

岳阳与城市群内部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常德等主要城市间联系。

３２ 加强通道建设提升岳阳对外联系能级

强化京广发展轴，推进京广铁路外绕建设工程，减少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互相干扰，提升通道运行

效率；规划新增荆州—岳阳—长沙高速铁路和长沙—岳阳—咸阳城际铁路，提升京广通道能级。通过构

建京广多层次多功能通道，进一步提升岳阳在城市群京广发展轴上与武汉、咸宁、长沙等城市的联系能

力，满足不同交通出行需求。

全面对接长江经济带，贯通南沿江高铁通道，积极推动常德—岳阳—九江高速铁路纳入国家新一轮

高速铁路网规划方案，提升岳阳沿江通道快速联系和通行能力，实现岳阳由节点城市向枢纽城市转变，

提升岳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竞争力。

增强福陕通道冗余能力，预控岳阳与西安、福建方向联系条件，规划预控荆州—岳阳—南昌高铁通

道，作为襄阳—武汉—南昌备用通道，提升福陕通道整体冗余能力。

图５　岳阳对外通道规划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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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强化枢纽增强多式联运效率

加强岳阳港建设，推动临港产业发展。完善岳阳港疏港铁路建设，提升港口铁水联运效率和比例；

利用京广铁路、长江和省内湘江、沅江等通道提升岳阳港腹地覆盖范围；积极推动长江岳阳至武汉段－

４．５ｍ航道建设，提升岳阳港通江达海能力；发展临港产业，强化港口运输、仓储物流等直接产业，用

好国家级平台，发展汽车产业、装配制造、生物医药等港口共生产业。

探索货运航空发展模式，客货并举加快航空枢纽建设。利用岳阳在国土中部区位优势，发挥机场开

拓航线能力较充足的优势，积极引进货运物流公司运营和管理空港航空货运；发挥后发优势，预控空港

接入城际铁路条件，预留高铁快运功能，拓展三荷机场货运发展模式；积极争取为武汉、长沙、南昌三

地备降机场，积极引入廉价航空，多方式发展客运，力争打造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第四枢纽机场。

３４ 构建区域交通一体化协调机制

根据岳阳对外联系密切程度及区位条件，建议推进构建长岳交通一体化协调委员会或会议机制，定

期协调长沙和岳阳间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由两市分管副市长联合作为委员会或

会议主席，两市自然资源、住建和交通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探索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协调模式和

方法，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其他区域和城市间交通一体化发展提供经验。

４ 小结

岳阳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外交通的支撑，研究通过对现状的分析，总结岳阳对外交通发展面临的主要

问题和挑战，提出了构建交通圈层、完善区域交通设施建设、强化枢纽支撑和创新区域交通一体化协调

机制的发展思路，为岳阳对外交通发展、在城市群中提升竞争力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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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经济区交通规划策略研究

陈天明　金杰灵　周　洋　江慰铭

!"#$

发达的交通系统是支撑和引领空港经济区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探究空港经济区的交通规划策略，本文

在梳理空港经济区常见的产业、空间布局特征的基础上，对机场交通、经济区交通及过境交通三种类型交通的特征进行

分析，对空港经济区的交通发展趋势及目标进行总结，并据此提出优先保障机场交通、提升经济区交通、提前分离过境

交通的交通规划策略，相关策略可为空港经济区的交通规划和建设提供参考。

!%&'$

空港经济区；产业空间布局；交通特征；交通规划策略。

０ 引言

近年来，我国航空运输产业发展迅猛，航空运输能力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依托航空运输对地区经济

的巨大辐射和带动作用，全国各地都在围绕机场建设空港经济区［１］，目前全国明确规划并进行建设的空港

经济区已经达到６７个。发达的交通系统是支撑和引领空港经济区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反映空港经济

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空港经济区的交通规划策略对支撑其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空港经济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及空间布局的发展上。蔡云楠等人通过对空港、临

空经济和空港经济区进行概念辨析和理论综述，分析了 “港—产—城”系统内在的自组织特性和协同发

展机理，从规划引导、空间优化、产业培育和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协同发展的策略和建议［２］。赵玉娟

等人以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为例，探究了时空耦合机制中 “港、产、城”三大主体融合发展的思路

与方法，并对空港、产业和空港新城的融合发展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３］。闫永涛等人基于空港经济空间

发展的圈层影响模式，对广州市空港经济区规划范围划定、产业选择、空间布局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

究，发现空港经济的影响辐射范围划定应以时距模拟为基础，分为核心区和拓展区，并采用差别化的发

展模式，产业空间规划宜采用集群式组团布局模式，以发挥集聚效益，促进空间集约利用［４］。Ｋａｓａｒｄａ

等人提出空港航空城的产业空间布局为与机场紧密相关的若干功能组团呈圈层分布，功能组团主要包括

物流园区、临空制造园区、空港商务园区和居住生活区等，具有高效率、高成本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经

济特点［５］。Ｎａｓｕｔｉｏｎ等人指出航空城是一个集成机场设施、物流设施、商业设施、工业设施、居住设

施等相互联系产业设施的城市产业聚集区，其边界不拘泥于行政边界，而是取决于与机场功能相连的产

业空间范围［６］。相关学者对空港经济区产业和空间发展的研究已十分丰富，然而，目前对空港经济区交

通发展进行系统分析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

本文将在梳理空港经济区常见的产业、空间布局特征的基础上，对其交通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产

业、空间布局及交通特征对空港经济区的交通发展趋势及目标进行总结，最后提出推动空港经济区持续

发展的交通规划策略，以期为空港经济区的交通规划和建设提供参考。

１ 空港经济区产业、空间特征分析

１１ 产业类型

空港经济区的产业是充分利用航空枢纽在区内的垄断资源优势，借助于航空枢纽的运输和辐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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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集聚在航空枢纽周边的多种产业的集合。根据各类产业对航空枢纽指向性 （临空指向性）强度的由

高到低，一般可划分四种类型［７］。

（１）机场产业：指服务于航空枢纽的产业，主要包括机场设施、航空公司及其他驻机场机构的后勤

产业。

（２）临空配套产业：指服务于航空运输的配套和支持产业，主要包括航空物流业、航空旅馆业、航

空维修制造业、航空食品加工业等。

（３）临空关联产业：指具有明显航空运输指向性的有关服务业和制造业，包括总部经济、国际会

展、旅游休闲等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轻型产品制造等高时效性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产业。

（４）临空引至产业：指由机场的可达性、核心和关联产业客货流吸引，以满足各类人员生活和服务

需求为目的而在机场周边布局的产业，如休闲娱乐、住宅、教育科研、金融、商贸等。

１２ 空间布局

空港经济区产业发展的集聚特征，决定了产业与航空枢纽有着密切的空间联系。以航空枢纽为内

核，不同产业因各自临空指向性不同，具有不同的经济区位选择。根据各类型产业对航空枢纽的指向性

由强到弱，产业则对航空枢纽的依赖性逐渐变弱，产业集聚空间自航空枢纽中心向外围推移，空港经济

区逐步演化成同心圆式的圈层结构，其结构布局可大致划分为四个圈层［８］，如图１所示。

（１）空港区：航空枢纽所在地区，包括航空枢纽的基础设施和与航空枢纽运营相关的设施，该地区

产业以旅客服务、航空物流等机场业及临空配套产业为主导。

（２）空港紧邻区：航空枢纽周边５ｋｍ范围内或５～１０ｍｉｎ车程范围内。该区发展受航空枢纽的带动

最为直接和明显，其产业以航空物流业、航空维修制造业等航空产业主导，也具有发展总部经济、国际

会展及高新技术产业、轻型产品制造等临空关联产业。

（３）空港相邻区：航空枢纽周边５～１０ｋｍ范围内或１５ｍｉｎ车程范围内。该区发展主要受航空枢纽

间接带动，是空港经济的延伸，其产业以高新技术制造业、国际会展、总部经济、轻型产品制造和旅游

休闲等临空关联产业为主导，临空指向性有减弱趋势。

（４）外围辐射区：航空枢纽周边１５ｋｍ范围或１５ｍｉｎ车程以外的范围。该区发展受航空枢纽和城市

中心的复合带动，产业以临空引至产业为主，类型多元，包括更多的城市经济活动。

图１　空港经济区产业空间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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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经济区依托临空产业自身集聚发展会形成同心圆式圈层结构的集群式产业组团圈层布局，同心

圆式圈层结构是一种理想模式，现实情况下空港经济区的空间布局往往会随着航空枢纽所在区域的特征

而发生变化。空港经济区有时会受限于航空枢纽所在地区自然环境和区域环境的干扰，从而形成偏侧局

部发展等空间布局模式。如新加坡樟宜机场临空经济区及韩国仁川机场航空城，均是由于航空枢纽一侧

近海而采取偏向陆地一侧发展的偏侧模式［９］。

２ 空港经济区交通特征分析

结合空港经济区的产业和空间分布特征，空港经济区的交通出行大致可以分为航空枢纽所产生的机

场交通、其他临空产业所产生的经济区交通以及经过空港经济区的过境交通。

２１ 机场交通

空港经济区的核心是机场，机场客流以安全检查和隔离管制为界，可以分为陆侧客流和空侧客流。

陆侧客流主要包括出入机场的旅客、接送人员及机场工作人员。陆侧客流以所在城市为主，且与中心城

区联系最为紧密，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为例，省内陆侧客流当中将近７０％集中在广州市，广州市的客

流当中有将近７０％位于中心城区。空侧客流主要为中转旅客。国际航空枢纽往往存在较大的空侧客流，

大量的中转旅客会导致航空枢纽各航站楼间产生较大的换乘需求。

２２ 经济区交通

空港经济区各产业间联系紧密。机场业及临空配套产业围绕机场呈圈层分布，而机场业、航空配套

产业间有较强的需求，因此机场业及配套产业围绕机场形成了的第一层交通需求环。临空关联产业环绕

机场业及配套产业呈环状圈层布局，关联产业间同样具有较强的交通需求，因此关联产业围绕机场形成

第二层交通需求环。而周边临空引至产业、临空关联产业与机场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机场与城市中心

区及周边行政区中心存在着紧密联系，因此形成了以机场为中心的放射状交通需求走廊。

２３ 过境交通

空港经济区辐射范围较大，机场往往距离中心城区约１０～３０ｋｍ，通常是市外通往中心城区，或者

市外通过性交通的交汇处，存在大量的过境交通需求，会出现空港经济区内的高速公路，特别是通往中

心城区的机场高速功能混合的问题。同时，机场作为一个面积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必然对城市空间产

生割裂，大量机场周边的行政区之间的通过性的交通需求需绕行通过，增加了绕行距离。

３ 空港经济区交通发展趋势及目标

３１ 交通发展趋势

３．１．１ 打造现代化综合立体的交通体系，扩大对外辐射影响范围

我国空港经济区的发展普遍处于起步阶段，对外通道以满足通往中心城区的空港枢纽客流集散和通

勤需求为主，辐射城市群其他城市及周边省区的高快速铁路通道普遍不足。随着交通强国战略的推进实

施，城市群间需加快构建便捷顺畅的交通网，空港经济区将进一步加强与城市群各城市的机场、铁路枢

纽和港口联系，扩大对外辐射影响范围。

３．１．２ 构筑多通道支撑的交通系统，匹配产业空间发展轴带

空港经济主要是依托配套产业在机场周边形成自身的经济腹地，在机场与中心城区之间的走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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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随着空港产业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加强，空港经济区将形成与中心城区和周边主要经济腹地的多条对

外发展轴带，需要构筑与之相匹配的多通道支撑的交通系统。

３．１．３ 打造 “环形放射状”的交通网络，支撑 “港—产—城”融合发展

现状空港经济区内部的产业和城镇发展一般相对滞后，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难以支撑空港经济

区的高质量发展。未来依托机场形成 “港—产—城”融合发展态势，空港经济区建设的加快，将形成

“多圈层＋多轴带”空间发展模式，因此，需要打造以机场为核心的 “环形放射状”的交通网络，支撑

“港—产—城”的融合发展。

３２ 交通发展目标

空港经济区的发展将全面释放航空枢纽优势，培育万亿级临空经济圈，打造功能完善、产业高端、

生态宜居的世界枢纽港、国际航空城，实现 “港—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相应地，要建设多层级、

一体化的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加强机场与中心城区、与城市群各主要城市的快速联系，畅通机场对外道

路交通。同时优化完善空港经济区内部的交通系统，形成以机场为核心，高效、便捷、安全、绿色、经

济的内联外通的综合交通体系。

４ 空港经济区交通规划策略

４１ 优先保障机场交通，打造航空枢纽

４．１．１ 发展空铁联运，拓展机场腹地

４．１．１．１ 引入多条高铁线路，打造无缝衔接的空铁联运

引入的高铁线路应尽量辐射机场服务较薄弱的地区，并加强与重大铁路枢纽的换乘［１０］，构建辐射

南北、联通东西的对外高速铁路通道，将机场接入全国的高铁网，尽量拓展机场的腹地。高铁站应尽量

结合航站楼或综合交通中心设置，打造无缝衔接的空铁联运系统，这是空铁联运最便捷的模式。无缝衔

接的空铁联运可以细分垂直衔接和水平衔接两种模式［１１］。垂直衔接模式通常航站楼位于机场中央，高

铁站设置在航站楼或者综合交通中心下方，例如，北京大兴新机场。水平衔接模式通常航站楼位于机场

边缘，高铁站紧贴航站楼或者综合交通中心设置，还可以结合磁悬浮、长途客运站等打造条块式的水平

衔接，如上海虹桥机场。

４．１．１．２ 专线连接铁路枢纽，全面挖掘空铁联运的潜力

城市内部的铁路枢纽已从 “大而全”的集中式布局向 “小而美”的分散布局转变，机场高铁站将是

城市铁路枢纽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借助城市轨道、捷运系统或免费摆渡车等专线连接的

方式，实现与城市内部的铁路枢纽便捷联系［１２］。此外，在其他高铁站设置城市航站楼，提供远程值机

的服务，主要功能包括旅客购票和信息查询等，以全面挖掘空铁联运的潜力。

４．１．２ 完善集散系统，缩短时空距离

４．１．２．１ 增加机场第二高速，实现高速公路与各个航站楼的快捷联系

由于短途借道车辆多、部分路段和节点通行能力不足、出口车流倒灌等问题［１３］，机场高速在接近

中心城区的路段往往形成常发性的交通拥堵。因此，需要增加机场第二高速，以分担机场高速的交通压

力，保持机场高速的专用性。两条机场高速通常直接与主航站楼连接，能够很好地服务主航站楼通往中

心城区的方向。在此基础上，还应设置高速连接线，实现各方向的抵离车辆与各航站楼的快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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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２ 增加市域轨道快线，加强与中心城区以及重要交通枢纽联系

为了快速集散机场的旅客，机场通常都会有一条联系中心城区的轨道线路，譬如北京首都机场的首

都机场线等。随着机场陆侧集散客流的增长，这些轨道线路的客流强度越来越大，局部会呈现过饱和的

状态，严重制约机场的轨道集散能力，迫切需要新增机场联系中心城区的快速城市轨道，实现多条快速

城市轨道通往中心城区。此外，在一个城市多个机场和铁路枢纽分散布局的发展背景下，还应增加机场

联络线，实现市域内多个机场和市内重要铁路枢纽等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１４］。

４．１．３ 加强内部衔接，提高服务水平

４．１．３．１ 打造强大的综合交通中心，减少旅客的换乘距离

机场陆侧客流通过高速铁路、城际轨道、城市轨道、机场大巴、旅游大巴、出租车、网约车、私人

小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集散。各种交通流线的组织较为复杂，通常打造与航站楼无缝衔接的综合交通中

心，将各种衔接方式合理有序地组合在一起。综合交通中心通常采用立体布局模式，优先将城市轨道交

通站点布置在最接近航站楼的位置，并尽量缩短其他各种交通方式与航站楼的距离，充分利用地上、地

下空间，强化航站楼与配套设施布局协调、运输功能与城市服务功能有机衔接。

４．１．３．２ 加强航站楼间的便捷联系，减少旅客的换乘次数

大型机场一般规划多个分散设置的航站楼，同时从空侧和陆侧加强航站楼间的便捷联系，减少旅客

在航站楼之间的换乘次数，是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的重要举措。从空侧加强航站楼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

空侧捷运系统，联系航站楼候机廊、航站楼与航站楼、航站楼与卫星厅、航站楼与停车设施［１５］。从陆

侧加强航站楼之间的联系，除了可以采用陆侧捷运系统之外，还可以通过城际轨道、城市轨道和穿梭巴

士等方式。穗莞深城际直接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三个航站楼设站，上海地铁１０号线东西向直接串联

上海虹桥机场的２座航站楼，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在航站楼之间设置了穿梭巴士。

４２ 提升经济区交通，支撑融合发展

４．２．１ 完善客运交通，促进航空城建设

４．２．１．１ 构建环形放射干道网络，与产业和空间布局相匹配

构建环形放射的干道网络，串联机场及临空配套等相关产业，实现港产城之间的便捷联系。在空港

及其紧邻区构筑机场衔接环路，串联机场内部的各个功能区，主要是提高各个功能区与机场的衔接效

率，并满足沿线货运交通集散需求。在空港相邻区构筑组团串联环，主要是串联对外通道，实现快速转

换，满足过境交通绕行需求，串联沿线物流区、制造区、商务区、服务区等组团，满足组团间交通需

求。在外围辐射区甚至更大的范围，增加放射状道路，并结合环形放射状的路网，完善立交节点方案，

实现交通高效转换。放射状道路中，会重点考虑增加机场与中心城区方向的交通性主干路，可以服务短

途客流以分流机场专用高速的交通压力，也可以支撑机场与中心城区的经济发展轴带［１６］。此外，为了

满足机场周边城镇的过境需求，考虑增加下穿机场的交通干道，减少机场对城市空间造成切割的影响。

４．２．１．２ 外围加密普速轨道交通，打造轨道上的空港经济区

单纯依靠直接引入机场的市域轨道快线，无法全面覆盖机场以外的空港经济区交通需求，需要进一

步在外围加密普速轨道交通，串联空港紧邻区及空港临近区的重点发展区域。通常引入机场的城际轨道

和市域快线等也会在重点发展区域设置站点，城际站点与城市轨道站点的结合，可以打造空港经济区外

部的客运枢纽，从而形成机场枢纽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客运枢纽体系，加强对空港经济区的服务能力。

４．２．２ 优化货运交通，促进产业的发展

机场枢纽内部和空港经济区外部都有巨大的货运需求，需要完善货运枢纽体系、建立货运通道分级

使用体系等，加强货运交通管理，以促进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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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完善货运枢纽体系。规划机场内部货运区以及空港经济区的城市配送货运枢纽体系，形成货运

市场与物流园区合理搭配，形成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的城市货运枢纽体系。统筹考虑各物流节点的上下

游网络联系，促进货运站场与物流园区联系紧密的网络布局建设。

（２）建立货运通道分级使用体系。规划一级货运通道强化与城市群的快速联系，规划二级货运通道

辐射周边产业区，实现１０分钟上高速公路。与货运通道等级划分相适应，制定规划范围货车禁限措施。

对于除货运通道以外的道路，要制定对货车车型、运行时间的限制。对于一级、二级两级货运通道，要

建立与货运物流枢纽点信息相关的智慧指引系统。

４３ 提前分离过境交通，减少外部干扰

在现有高速公路的基础上，在机场周边加密高速公路通道，形成网格状的高速公路网络，以提前分

离过境交通，避免出现机场集散交通与过境交通混杂的现象，保持机场高速专用性。

５ 结论与展望

在交通强国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发达的交通系统对空港经济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空

港经济区常见的四大产业类型及同心圆式圈层状空间布局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机场交通、经济区

交通及过境交通三种交通类型的交通特征，并结合产业、空间及交通的特征，进一步明晰了空港经济区

扩大对外辐射影响范围、匹配产业空间发展轴带、支撑 “港—产—城”融合发展的交通发展趋势及打造

高效、便捷、安全、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的交通发展目标，并据此提出优先保障机场交通、

提升空港经济区客货交通和提前分离过境交通等交通系统规划策略，以期为空港经济区交通系统规划提

供参考。随着交通科技的发展，未来交通方式也将发生更深刻的变化，货物的空铁联运、城市候机楼通

过轨道专列进行行李托运等正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空港经济区交通规划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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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城共生理念的开放式校园交通规划研究

———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

舒诗楠　张晓东　李陆糰

!"#$

当前国内大学出于安全、管理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往往构建封闭式校园，导致了交通拥堵加剧、可达性低、

校城资源无法共享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共生理念的发展，由封闭式大学向开放式大学校园转变已是大势所趋。本文针对

国内封闭式校园存在的交通问题，在总结开放式大学交通规划经验的基础上，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为例，从道

路分级、路网规划、横断面设计和交通稳静化四方面展开研究，旨在探索可持续的开放式大学校园交通规划方向和

路径。

!%&'$

交通规划；大学校园；共生；开放；路网规划

０ 引言

“科教兴国”战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各大城市持续开展

高教园和大学城的规划、建设工作。但在建设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封闭式校园的弊端逐步凸显，分隔

的校园道路与城市道路加剧了交通拥堵，封闭的校园围墙束缚了开放、互动、活力的氛围。同时，当前

的大学校园道路交通规划并未有效落实 “以人为本”的理念，校园道路不贯通、路网密度低、路权分配

不合理等问题逐渐暴露。

近年来，大学校园规划建设逐渐从对 “量”的关注转向对 “质”的重视，大学校园的规划思路也逐

步从 “封闭”转向 “开放”。本文在 “校城共生”理念的指导下，在沙河高教园道路交通规划的实践过

程中不断反思，对开放式大学校园的道路交通规划展开研究。本文分析了封闭式校园存在的交通问题，

对国外开放式校园的交通规划经验进行了梳理，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 （以下简称 “北航沙河校

区”）为例，从校园道路分级、道路网规划和横断面设计和交通稳静化四方面展开了研究，提出量化指

标要求，旨在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开放式校园可持续发展道路。

１ 封闭式校园存在的问题

１１ 城市道路被封闭

当前北京市出于安全、管理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各高校普遍实施了封闭管理，形成封闭式校园，校

园空间与城市空间被围墙所分隔，校园道路与城市道路被大门所隔离。规划道路被围在各个学校里无法

贯通，不能形成好的交通体系，导致区域路网密度低，可达性不足，加剧了城市交通拥堵。此外，封闭

式校园无法实现街区开放，难以形成设施共享，导致区域品质和吸引力不足。

１２ 道路分级不明确

城市道路分级体系明确，依据其在路网地位和交通功能，分成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然

而当前大学校园道路系统缺乏统一的分级体系，使得校园内部道路的规划缺乏指导，无法形成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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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体系。

相较城市道路，大学校园道路具有自身特点：出行方式多样化，更多地服务于慢行交通出行者；自

行车与人流的空间聚集性和时间阵发性特征显著；道路使用类型更偏向于社区化与人性化，承担了漫

步、休憩、交往等生活性与社会性功能。大学校园道路缺乏统一的分级体系，导致内部道路的功能定位

不明确，道路空间分配不合理，无法与交通需求有效契合。此外，大流量的机动车在校园内快速行驶，

干扰了自行车出行与步行，带来了安全隐患，打破了安宁的校园氛围。

１３ 路网密度不达标

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的新区开发建设以大街区的土地扩张模式为主，奉行以车为主的道

路规划思路，造成了路网密度低、街区尺度大、路网格局不合理等一系列交通问题。“窄马路、密路网”

的理念，“单行道”的思想已被广泛接受。合理的路网密度、路网格局能够有效协调人和校园空间环境，

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校园空间。

从我国高校的目前的情况上看 （见表１），部分校园存在路网密度偏低、道路面积率偏低、道路级

配不合理等问题［１］。大学校园交通呈现以自行车与步行为主的特征，应塑造小尺度、密路网、窄道路的

路网格局。低路网密度与道路面积率造成校园内部出行的可达性、便利性不足。不合理的道路级配易导

致车行为主的校园交通环境，不利于塑造倡导自行车与步行的安宁校园。

表１　部分校园路网指标［１］

大学
面积

（ｋｍ２）

人口

（万）

路网密度

（ｋｍ／ｋｍ２）
道路面积率 道路级配

清华大学 ３．３５ ４．８ ９．１ ６．３％ １∶１

北京大学 ３．３９ ６．７ ６．７ ６．３％ １∶１

华东交通大学 １．６９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８％ ２∶３

北京理工大学 １．１０ １５．１ １５．１ １１．５％ １∶２

北京工业大学 ０．９１ １１．９ １１．９ １０．５％ １∶１

１４ 道路空间分配不合理

部分大学校园的道路空间分配未遵循以人文本的理念，未能契合校园交通出行需求的自身特点。目

前大学校园道路的横断面多为一幅路，以机非混行的形式为主。道路空间倾向于更多的分配给机动车，

部分道路缺少独立的自行车道，人行道宽度不足。大学校园自行车与行人流量较大，尤其是上下课的高

峰期，常出现自行车与行人在机动车道通行的情况，安全隐患较大，慢行体验不佳。

２ 开放式大学经验借鉴

２１ 共生的理念

共生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理念，源于生物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领域。共生理念

强调系统论，以共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共生系统的构建、发展、完善为为主要内容。黑川纪

章长期致力于共生城市理论研究，他认为合理主义的二元论将城市的功能分离，硬性划分出居住区、商

业办公区、工业区等不同区域。而共生城市从功能划分转变为系统融合，是功能混合、复杂组合的

共生［２］。

大学校园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结构单元，其可持续发展正是共生理念的重要体现。大学难以仅凭借

自身孤立的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需在与城市融合的基础上实现。校园道路交通规划既要关注校园内部道

路交通自身，也要关注其与城市道路的衔接；既要重视校园内部环境安宁，也要注重校园内外道路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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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便捷；既要重视道路等物理空间的规划，也要注重校园出行方式的引导。因此，开放式校园是实现

校城共生的基础，而通过合理的道路网规划、横断面设计与交通稳静化措施，在物理空间上保障校园交

通与城市交通的连通与连贯，在管理空间上保障校园交通与城市交通的适当分离，是实现校园交通可持

续发展的重点。

２２ 国外开放式大学案例

大学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大学发展的时间序列造就了高校与城市的不同开放、融合程度，可将大学

分为开放融合式大学、开放集中式大学、封闭式大学。目前我国高校多为封闭式大学，而国外的牛津大

学、剑桥大学为典型的开放融合式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为典型的开放集中式大学。本文选

取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案例，重点分析了两类开放式大学的路网形态和道路横断面形式。

２．２．１ 开放融合式大学———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属于开放融合式大学，校园用地分散于各个地块当中，与城市用地布局交错。从时间上看，

牛津大学从１１６７年到１９世纪陆续建设３６个学院，是由大学建设带动城市建设，融合发展。从空间上看，

处于邻近大城市的小城镇，学院散布全城。可见，牛津大学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牛津

大学是自发生成、渐进式发展形成的开放式校园，分散式布局造就的高密度路网、小尺度街区。

牛津大学路网形态呈现放射线，形成了二级的道路体系 （见图１），路网密度达到１５．６ｋｍ／ｋｍ２。一级

道路为城市的主要交通通道，主要服务于通过性交通为，路网密度为３．９ｋｍ／ｋｍ２。二级道路为城市的支路

网，主要服务于进出性交通。路网密度１１．７ｋｍ／ｋｍ２。牛津大学与城市完全融合，路网密度一致。

图１　牛津大学路网形态

从道路横断面形式上看，一级道路作为交通型道路，机动车双向行驶，机动车道数较多。二级道路

作为生活型道路，以单行道、混行车道为主，设有路内停车位。牛津大学的路网机动车可达性高，但单

行限制多、道路较窄。在商业区域设置了慢行专用路，保障了慢行安全。

２．２．２ 开放集中式大学———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属于典型的开放集中式大学，校园用地分区集中布设在城市街廓的地块中。从时间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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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始于１６３６年成立，早于１８４６年剑桥市形成，大学建设带动城市建设，融合发展。从空间上看，处

于边缘城市、区域内集中布设多个大学。可见，哈佛大学是渐进式发展形成的开放式校园，集中式布局

依旧塑造高密度路网、小尺度街区。

哈佛大学形成了以放射线为骨架，以方格网为支撑的三级路网结构，路网密度达到１３．１ｋｍ／ｋｍ２。

一级道路服务于城市交通，是城市的通过性交通通道，路网密度为１．３ｋｍ／ｋｍ２。二级道路衔接校园交

通和城市交通，为联通各区的主要交通通道，路网密度３．６ｋｍ／ｋｍ２。三级道路为校园内支路网，以进

出性交通为主，路网密度为８．２ｋｍ／ｋｍ２。哈佛大学与城市融合，大学区域与城市区域路网密度较一致，

大学区域路网密度１３．６ｋｍ／ｋｍ２，城市区域路网密度１２．９ｋｍ／ｋｍ２。

图２　哈佛大学路网形态

从道路横断面形式上看，一级道路为城市交通型道路，以双向４车道为主。二级道路为校园交通型

道路，多为双向２车道。三级道路为校园生活型道路，以单行道、混行车道为主。哈佛大学同样是路网

机动车可达性高、单行限制多，但道路相对较宽。

哈佛大学在主要交通型道路设置了自行车道，并通过彩铺、护栏等形式保障自行车路权。商业地区

通过稳静化设计、建筑退线空间与道路空间一体化设计保障慢行交通路权，提升街道活力。

２．２．３ 开放式大学道路交通规划特点

对国外不同类型开放式大学的道路网规划指标进行梳理 （见表２），结果表明国外一流开放式大学

路网密度均大于１２ｋｍ／ｋｍ２，道路面积率达１８％以上，干路与支路的配比处于１∶１．５至１∶３之间。

表２　国外开放式校园路网指标

大学
面积

（ｋｍ２）

大学路网规划指标

路网密度 道路面积率 道路级配

开放集中式
哥伦比亚大学 ７．１ １２．０ ２１．８％ １∶５∶１０

哈佛大学 ４．５ １３．１ ２０．３％ １∶３∶６

开放融合式
剑桥大学 ４．５ １４．５ １８．４％ １∶３

牛津大学 ２．０ １５．６ １８．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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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国外开放式大学的道路交通，主要形成四点特征。一是构建多层次的道路交通体系。一级道路

城市交通通过性道路，二级道路为校园内主要交通型道路，三级道路为校园内生活型道路。二是路网形

式多种多样，但均塑造了密路网、小街区，形成有效的单行组织。三是人车分流、人车共存、人车混行

多形式共存。人车分流，体现在商业地区设置小汽车禁行区、慢行专用道。人车共存，体现在设置独立

的自行车道和充足的人行道，保障慢行空间。人车混行，体现在通过交通稳静化设计，有效降低机动车

速。四是构建丰富的步行网络，打造充满活力的临街空间。设置开放互动的临街商铺，利用建筑前区设

置商业外摆，打造充满活力的街道空间，使校园融入周边社区。

３ 开放式大学校园交通规划研究

３１ 北航沙河校区概况

沙河高教园包括高校片区、居住片区和公共设施共享区，占地约８ｋｍ２，规划人口１０万人，已有６

所高校入驻园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２０１０年入驻沙河高教园，位于沙河高教园西南位置，建设用地

７４公顷，规划建筑面积８３万ｋｍ２，２０１７年入驻师生总数达９千人。

然而，北航沙河校区受环境所限，沿用大院式封闭建设管理理念，导致开放式大学的初衷未能实

现。校园仍旧采用大街区、宽马路的传统模式，路网密度仅为７．３ｋｍ／ｋｍ２。此外，道路级配不合理，

支路网未能形成有效微循环。

为打造世界一流、科教融合的大学城，本文针对目前封闭式校园道路交通存在的问题，以北航沙河

校区为例，对开放式大学校园道路交通规划进行探讨，从道路分级、道路网规划、横断面设计与交通稳

静化四方面展开了分析。

３２ 道路分级

城市道路分级以道路的交通功能为主要划分依据，强调机动车的地位。而大学校园与城市的出行特

征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大学校园内部道路分级也应与城市道路分级不同。大学校园内部道路分级在理念

上从 “以车为主”转向 “以人为本”，在功能上从注重通行需求转向关注交通、生活、游憩等多元复合

需求。在打开校园围墙的前提下，综合考量开放式校园交通与城市交通的关系，将校园内部道路划分为

交通型道路、集散型道路和生活型道路三类［３，４］。

图３　现状规划路网

开放式校园的交通型道路承担一定的城市道

路功能，是城市的通过性交通通道。同时承担着

连接校园和城市的进出道路功能，是校园内机动

车流量较大的交通通道。生活型道路主要服务于

大学校园内的到达性交通，深入地块的内部。更

加强调道路的公共场所功能，以慢行交通为主。

集散型道路承接交通型道路与生活型道路，是连

接校园内各区域的主要通道。

校园道路的等级通过城市道路等级和机动车流

量两个要素进行判断。校园内的城市主干路，以及机

动车流量较大的城市次干路为交通型道路。校园内的

城市支路，以及机动车流量较小的城市次干路为集散

型道路。其他道路为生活型道路，人流量较大。

从北航沙河校区的现状规划路网上看，城市

次干路、支路被封闭在校园内部 （见图３）。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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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规划改造路网

校园开放后的规划改造路网方案如图４所示，沙河高

教园的城市道路与校园内部道路联通，通过适度的道

路加密，将形成交通型道路、集散型道路、生活型道

路布局合理的多层次的道路交通体系。

３３ 道路网规划

通常，用路网密度、道路级配、道路面积率等指

标衡量路网规划情况，本文在参考已有规范的基础

上，结合个体出行感受，考虑国内大学校园的实际情

况，明确了开放式大学校园适宜的路网密度、道路面

积率与道路级配。从个体出行感受上看，校园限速

２０ｋｍ／ｈ的条件下，机动车在交通型道路的行驶时间

宜控制在２ｍｉｎ左右
［５］，因此交通型道路密度宜为

３ｋｍ／ｋｍ２。人们不会感受到疲惫的可接受步行距离

为４００～５００ｍ，单一路线下步行２００ｍ就会感到厌

倦［５］，因此宜将道路间距控制在２００ｍ以下，对应的

集散型道路与生活型道路合理密度在７ｋｍ／ｋｍ２以上。

结合国内大学校园的实际情况 （见表１），高校内部道路的路网密度应在１０ｋｍ／ｋｍ２以上，交通型道路与

集散性、生活型道路的道路级配应为１∶２．３至１∶３之间。

“窄马路、密路网”的理念为人本化校园道路的塑造提供了支撑。开放式大学打开校园围墙后，校

园与城市共生，校园骨架路网应与城市道路联通，道路尺度应与城市道路连续。因此，在塑造窄马路的

同时，交通型道路需保持较宽道路保障交通通行能力，道路面积率不宜过低。在路网密度达１０ｋｍ／ｋｍ２

以上的条件下，道路面积率应为１５％～２５％。

本文针对北航沙河校区现状问题，提出了规划改造方案 （见图５、表３）。一是构建开放式大学，打

开围墙，保证校园骨架路网与城市道路联通。二是加密路网，形成可达性高、出行便捷的道路网络，路

网密度由７．３ｋｍ／ｋｍ２提高到１３．３ｋｍ／ｋｍ２，道路面积率由１１．９％提高到１８．４％。三是构建级配合理的

三级道路网络，形成完善的慢行支路网，交通型道路与集散性、生活型道路级配达到１∶２．７。

表３　北航沙河校区路网指标

规划方案
路网密度 （ｋｍ／ｋｍ２）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合计
道路级配

道路面

积率

现状规划 ３．６ １．８ １．９ ７．３ 干路∶支路＝３∶１ １１．９％

规划改造
交通型道路 集散型道路 生活型道路 合计

３．６ ３．４ ６．３ １３．３

交通型道路：集散性与

生活型道路＝１∶２．７
１８．４％

３４ 横断面设计

在大学校园道路分级的基础上，本文考虑不同类型道路的使用者需求优先级，提出了不同等级道路

的横断面设计导向。交通型道路机动车流量大、车速较快，应以提高交通安全与组织效率为导向，配置

较多的机动车道，设置有效的机非隔离。集散型道路承担的多种交通方式相对均衡，应以改善交通秩

序，减少机动车对慢行的干扰为导向。生活型道路慢行交通流量大，活动丰富，应以提升活力为导向，

提供充足的慢行通行空间与活动交往空间。

道路红线宽度上，与城市道路相连的交通型与集散型道路，应保持尺度连续，宽度与相连的城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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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保持一致或适度缩窄。对于生活型道路，应打造小尺度空间，设置较窄的道路红线。

道路线形上，与城市道路相连的交通型与集散型道路，其道路线形宜与城市道路保持一致。生活型

道路则可结合地形、水系、绿化等形成流畅的弧形道路，设置水平线位偏移，降低车速，营造适宜慢行

的街道环境。

横断面形式上，交通型道路应设置为三幅路，利用绿化带设置独立的非机动车道。集散型道路红线

较宽的应设置为三幅路，宽度较窄的设置为一幅路。生活型道路宜设置为一幅路，机动车组织单行，并

根据道路红线宽度采用独立设置机非车道或者机非混行的形式，鼓励统筹道路红线内外空间进行一体化

设计。

机动车道宽度上，交通型道路承担着城市交通与校园内部较多的机动车交通，具有公交车、货车等

大型车辆通行需求。考虑到保障校园内部交通安全，适当缩减机动车道宽度，宽度应取３．２ｍ
［６，７］。集

散型道路与生活型道路承担着更多的慢行交通出行，应进一步降低机动车行驶速度，机动车道宽度应采

用３．０ｍ
［６，７］。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面积方面，应更多地向慢行交通倾斜，面积占比不应小于５０％，宜

大于６０％。

针对三种大学校园道路等级，以北航沙河校区为例，根据其不同等级道路的红线宽度设计了３

种横断面形式 （见图６、图８）。交通型道路采用双向四车道，考虑到机动车流量较大，采用绿化

带隔离的方式设置独自的非机动车道。通过性的自行车和步行流量较大，因此设置较宽的自行车

道和人行道。

图５　交通型道路横断面

集散型道路采用双向两车道，将机动车道宽度压缩到３ｍ降低车速。利用绿化带设置独自的非机动

车道，设置较宽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生活型道路红线宽度较窄，设置为单行道，机非混行。人行道与

建筑前区空间一体化设置，商业街道可根据空间设置商业外摆，提升活力。

图６　集散型道路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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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生活型道路横断面

３５ 交通稳静化

为保障大学校园交通安全、改善交通出行环境，

各高校逐渐开始关注交通稳静化措施。目前国内

大学校园对区域道路进行封闭，进而达到减少机

动车的交通量的目的［８］。

北航沙河校区拟采用人性化的工程性措施，

如在机动车交通量较大的道路设置减速台、减速

丘降低机动车行驶速度，采用凸起交叉口、交叉

口瓶颈化、路口窄化等方式保障行人过街安全。

同时，将结合景观环境设置道路水平偏移，以达到降低车速、活跃校园景观、增加出行趣味性的目的。

４ 结语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正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城、高教园。然而受安全、管理等方

面因素的限制，各高校仍构建封闭式校园，校城融合不足。分隔的校园道路与城市道路加剧了交通拥

堵，导致区域服务品质与吸引力不足。本文在共生理念的指导下，以北航沙河校区为例展开研究，提出

了开放式大学校园道路交通规划的量化指标要求。着力于打造符合大学校园特点且层级分明、规划科学

的道路网体系，致力于构建通行有序、宜人舒适的道路交通空间，为开放式大学校园的构建做出了有益

探索，为其他大学校园的规划提供了有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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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路权规划体系构建

马 清 王田田

【摘要】 以往路权的概念主要应用于道路交通管理,以提升道路使用效率、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为目的,根据交通

法规规范道路使用者使用道路的权利。将路权的概念引入空间规划,建立和完善路权规划体系,既是发展低碳交通,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公平分配路权,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本文从路权的概念和特征分析入手,分析

了当前城市道路空间分配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路权规划目标和规划编制框架,包括根据道路的交通特征和街道

特征进行道路分类,细分路权类型,建立路权规划的逐级传导机制,以及技术标准、编制审批、法规政策、实施监督等

方面的保障措施,从而将路权规划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道路空间的优化配置提供依据。以青岛市为例,研究

探讨了城市道路分类方法、各类道路路权分配的原则、典型区域和道路的路权规划和交通设计。
【关键词】 路权规划;国土空间体系规划;交通规划;城市道路;城市交通

0 引言

道路是由一地通往另一地的路径。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主要功能相应改变,道路上的运输工

具逐步升级,道路交通也由马车等非机动化形式进化到汽车时代。近一个世纪以来机动化和城市化的同

步演进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大城市从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历了40年的快速发展期,城市人口不

断聚集,城市用地规模快速膨胀,城市交通机动化水平迅猛增长。城市交通方式随着城市规模的拓展和

小汽车进入家庭的步伐加快,由原来以自行车、步行等慢行交通方式+公交为绝对主导模式,向小汽车

+公共交通+慢行交通三种方式均衡,并逐步向小汽车为主导方式的方向演变。以青岛市为例,2002
年非机动化出行占全部出行方式的半壁江山,到2018年小汽车出行占比31.5%、公交行占比26.0%、
慢行占比34.0%,道路空间分配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取消了自行车道,增加了车行道,施划了大量路

内停车泊位,以适应机动车通行和停放需求。产生的问题是交通拥堵加剧、慢行通道不连续、弱势群体

过街困难、公交专用道被挤占、城市道路环境品质下降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低碳交通。低碳交通要求人们日常

出行中选择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交通方式。在面临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李克强总

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造提升步行道,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发展,增强城市活力,促进就

业,方便居民生活。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西部一个城市,按照当地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

贩摊位,一夜之间增加了10万人就业。室外经营和有序占道经营,激活夜经济,方便居民,刺激消费。
然而,目前许多大城市道路路权分配并未充分体现低碳交通和社会公平。表象上看,是交通管理部

门对道路空间管控的措施不当,实质是上是城市缺乏路权规划、政策、实施、管理、运行等各环节科

学、合理、公平的有效机制。需要反思的是如何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科学合理分配路权,促进社

会公平? 如何体现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促进低碳绿色交通? 如何体现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建立健全

路权规划体系是当务之急。

1 路权的概念和特征

1.1 路权的概念

  路权即权利人依法对道路空间使用的权利。根据道路交通工程与管理的原理,通过道路交通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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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管控措施,在一定空间、时间内,规范道路使用者使用道路的权利。包括行驶权、通行权、先行

权、占用权。一般路权使用的主体是人,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交通工具和通行交通方式一般包括小汽车、
公交车、出租车、自行车、摩托车、步行、大客车、货运车等,随着科技发展或许会产生新的交通工具

和交通方式。
行驶权一般是指驾驶某种交通工具在道路上行驶的人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或许可,例如:拥有某类的

机动车驾照才允许上路驾驶,儿童不允许在城市道路上骑自行车等等。在交通法规中对驾驶人的行驶权

有明确界定,在此不再做深入探讨。
通行权是指行人及各种交通工具在道路上通行的权力。这里的交通工具指交通法规规定或者交通管

理部门许可的道路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种类众多,且随着科技产业发展新型交通工具不断涌现,从城市

道路路权角度划分,一般包括:小汽车、公交车、大客车、摩托车、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其中,外

卖电动车、快递的电动三轮车的数量多,许多城市对这类交通工具的通行权没有清晰的界定。
优先权是指在道路路段、交叉口具有通行权的通行者 (车辆、行人、自行车等)在通行轨迹有冲突

时,在时间和道路空间上通行优先次序的安排。例如有信号控制的道路交叉口,人行通道绿灯时,行人

相对于机动车有优先通行权,机动车必须优先保障人行安全通过。
占用权是指除通行权之外,依法许可在一定时间段占用道路空间的权力。例如路内停车、占路经

营等。
道路空间从设施安排和功能角度,可分为固定路权和可变路权。在道路红线范围内,市政工程设

施、道路交通设施、绿化景观设施等对道路空间的占用基本属于固定路权,此外,结合不同的道路等级

和功能需要,道路的基本通行空间也属固定路权,例如交通性干道的机动车道、城市道路的人行道均应

结合通行要求安排固定的车行道、人行道通行空间。可变路权是指在道路红线范围内,除固定路权之外

其它空间的通行权和占用权。例如城市次、支路车行道边沿空间,可能为机动车占路停车带,也可能是

非机动车道;再如 “马路市场”空间等。可变路权还包含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例如高峰时段公交专用

道、夜间路内停车、限时步行专用道等。可变路权空间识别和合理安排是路权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既

体现道路空间分配的价值趋向,又是政府在城市治理方面的能力和水平的检验。

1.2 路权的特征

城市道路路权具有功能多样性、资源稀缺性、动态可调性等特征。
首先,道路使用功能的合理划分可实现道路使用者基本路权,城市道路呈现功能多样性特征。根据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1]
 

,城市道路分为三大类、四中类、八小类。对各等级道路的交通功能和设

置标准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外,从街道设计的角度,力图将城市道路与沿路用地使用功能相结合,将街

道划分为商业、生活、景观、综合等街道功能;位于历史城区的部分城市道路列入保护街道 (道路),
并通过立法途径对道路提出了保护和提升要求。

其次,为应对城市集约发展需要,城市道路上通行的各类交通往往密度大、强度高,道路具有资源

稀缺性特征,客观上要求道路资源的高效利用。为保证交通安全,提高通行能力,一般要求机动车、非

机动车、行人实施分道通行,在拥挤的道路上排他性特征明显。
此外,由于路权的调整一般不需要改变道路的物理形态,经济成本不高,一般只通过标志标线的调

整即可实现,调整灵活性较大,因此路权具有动态可调性特征。

2 路权分配存在的问题

道路是以承担交通功能为主,既要满足机动车高效运行,同时,还要满足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此

外街道环境、街道活力是衡量城市形象和市民宜居水平的重要体现。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从路权分配角

度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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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路内停车占用大量道路空间。根据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2]
 

第五十六条:“机动车应当在规定

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依法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

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然而许多城市的实际情况却是路内停车数量巨大,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道

路交通秩序和居民日常出行。以青岛为例,通过停车普查发现[3]
 

,城区道路路内合法停车泊位约9万

个,实际停车约21万个,违法停车数量约12万个,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其次,缺乏非机动车道。道路交通安全法[2]

 

第三十六条:“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

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

动车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第五十七条:“在没有非机动车

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但是,许多大城市为增加机动车通行空间,在有限的路幅内

对机动车道采用了能划尽划的措施,压缩或取消非机动车车道。即使按照法规自行车可以在道路两侧行

驶,但空间局促,安全难以保障。以青岛为例,2000年前后核心区将原来的非机动车道改为机动车道,
之后新建道路均未设置非机动车道,自行车出行量也相应下降。根据出行调查,城区居民平均出行距离

为7.1km,约50%的出行在5km以内,自行车是较好的出行方式。经常有人会说青岛市区部分道路纵

坡较大,不适合自行车,笔者认为未必如此。青岛市老城区道路纵坡适合自行车骑行的路段在85%以

上,骑行者少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非机动车道。
第三,街道品质不高,缺乏可供漫步的街道空间,街道活力不足。历史街区特色没有充分彰显,机

动车对居住区、商业区、历史街区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干扰大,商业步行街区数量不足。
此外,还存在共享单车无序停放影响道路交通;道路路权分配没有充分体现低碳交通理念等。
以上问题的症结是缺乏路权规划体系。交通规划设计与道路交通管理脱节,道路空间的规划意图难

以有效向交通管理传导。

3 路权规划目标

以往路权的概念主要应用在道路交通管理上,以提升道路使用效率、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为目

的。将路权的概念与空间规划结合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更高的层次上审视道路空间分配的科学性、合理

性和公平性。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对交通规划提出了新要求[3]

 

。城市道路空间是城市空间重要组成部分,与生活

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既紧密相联,又在功能上相互协同。这就要求城市道路空间的分配和使用需

要全面体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要求,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促进美好家园建设。

3.1 道路空间的集约、 高效利用

城市发展空间从外延式到内涵式发展,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大城市有限的道路

空间所承担的客流和货流密度逐步增加,提高道路空间的使用效率,发展集约化交通成为必然选择。同

时,还要满足各种交通在道路上的通行效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3.2 发展低碳绿色交通

据相关资料,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2020年中国道路交通排放将可能占到全球道路

交通排放量的四分之一。需要在优化汽车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的基础上,提高低排放交通运输方式

比例。在道路空间分配方面应当鼓励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等交通方式的发展,逐步降低市民对小汽

车出行的过度依赖。

3.3 体现各种交通方式的包容, 促进道路空间公平分配

包容性是国际化城市的标志之一,城市应当为所有依法认定的各种交通工具在城市道路上的通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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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合理安排,为城市各类群体,特别是为老年人、儿童、残障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安全便捷的道路交通

服务。为自行车、快递车等提供连续通行空间。

3.4 营造街道 “地摊” 经济空间, 增强街区活力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骤增,国家提倡发展 “地摊”经济,要求促进就业的举措应出

尽出,提振消费,增加就业,丰富市民生活。城市街道是 “地摊”经济的重要载体,这对道路空间分配

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系统考虑道路交通运行效率、道路交通安全、街区环境品质等因素,科学合理分

配路权。

3.5 积极适用未来交通科技发展对道路空间使用的要求

随着5G通讯、无人驾驶技术的逐步完善,新型交通工具将孕育而生,对城市道路空间提出新要

求,需要在道路工程设施、标志标线、智能交通设施适应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城市道路空间的配置也需

要相应动态调整。

3.6 路权规划与路权管理相衔接, 保障交通有序运行和交通安全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实施路权分配和管控的主体,城市道路交通管理需要以交通法规为依据,并结

合城市路权规划,通过精细化交通设计和管理,实现交通有序运行,保障交通安全,同时保障各种各类

路权的有效落地实施。路权规划应当成为道路交通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道路交通设计和管理需要体现

路权规划的要求,对道路空间进行精细化设计和管理,明晰各类车辆驾驶者和行人的权利和责任,从而

为交通参与者提供明确的法规遵循和行为指引。

4 路权规划编制

4.1 将路权规划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目的:(1)解决现实矛盾,解决规划过多、衔接不畅的问题,实现多规合

一;(2)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3)全面推进以人民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路权规划全

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可以将路权规划转化为公共政策,逐级传导,为道路交通管理提供依据;有

利于发展低碳交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公平分配路权,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4.2 综合道路交通功能和街道设计要求, 完善道路分级分类

(1)交通属性:城市道路是各类交通的载体,需要结合主要交通特征,明确道路的交通功能。在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1]
 

对城市道路提出了三大类四中类八小类的分类标准,
作为道路的交通属性标定依据。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结合公交规划,明确公交专用道网络;结合慢行交通规划,明确自行车专用道网

络 (或自行车干线网络);结合停车规划,明确路内停车相关要求;结合货运规划,明确货运通道等。
综合以上交通特征,确定各条城市干路的交通功能,作为道路路权划分的依据。

(2)街道属性:结合城市街道设计要求,明确各类街道功能特征,主要包括商业性、生活性、历史

街区、景观性、游览性街道等。

4.3 细分路权类型, 界定各类路权, 规范路权规划控制

从各类道路空间使用者的角度,划分路权类型,并参照用地规划的标注方法,对各类道路空间加以

编码,便于图示标注,为道路路权控制性规划提供参考。路权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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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动车道Vehicle:各类机动车通行权。
(2)公交专用道Bus

 

Only:公交车专有通行权,包括限时公交专用路权。
(3)人行道Walk:行人专有通行权。
(4)停车位Parking:路内专有停车占用权,包括限时停车位。
(5)非机动车道Bicycle:非机动车专有通行权。包括电动自行车。
(6)步行街Commercial

 

walking
 

street:商业步行占用权,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道路。
(7)混合Mixed

 

right
 

of
 

way:两种或两种以上交通方式混合通行权,主要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
行人等混合通行的支路;混合设置的供停车、自行车通行即停即走等功能的路沿带空间等。

(8)设施Facility:设置在道路红线以内的市政设施空间。
(9)绿化Green:设置在道路红线以内的绿化空间。
(10)其它Other:以上类型以外的其它类型。
其中,机动车道V、公交专用道BO、人行道W、停车位P、非机动车道BI、步行街C为相对独立

的交通方式路权。混合M类设置的条件是在保障相对弱势的路权使用者的权益为前提设置。设施F、
绿化G为道路设施的固定空间。各类路权设置的技术要求可以在路权技术标准中确定。

表1 道路分级分类及路权类型

交通属性

干线道路 集散道路 支线道路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Ⅰ级 Ⅱ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次干路 Ⅰ级 Ⅱ级

街道属性 商业性 生活性 历史街区 景观性 游览性

路权类型
机动车道

V

公交专用

道BO

人行道

W

停车位

P

非机动车

道BI

步行街

C

混合

M

设施

F

绿化

G

其它

O

以某段道路为例做路权规划控制示意如下。其中道路Ⅰ为二级主干路 (交通性),红线宽度为

40m;道路Ⅱ为三级主干路 (商业性),红线宽度为34m;道路Ⅲ为次干路 (商业性),红线宽度为

26m;道路Ⅳ为商业步行街,红线宽度为15m;道路Ⅴ为二级支路 (生活性),红线宽度为18m;图1
为路权控制平面图,图2至图6为各条道路路权划分断面图。

图1 路权控制平面图

4.4 按照道路等级类型和路权类型, 编制道路空间路权规划方案

针对具体道路的路权规划分为两个阶段,(1)功能定位和属性标定。依据道路的功能属性和相关交

通量预测,确定各条城市道路等级分类、通行能力要求、公交专用道、自行车专用道等落实到具体路段

上,按照街道类型赋予路段街道属性。(2)在此基础上进行道路路权详细规划。一般分为路段和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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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二级主干路 (交通性)路权分配规划

图3 三级主干路 (商业性)路权分配规划

图4 次干路 (商业性)路权分配规划

图5 商业步行街路权分配规划

576



图6 二级支路 (生活性)路权分配规划

叉口两部分[5]
 

。其中路段包括:道路红线、标准横断面路权划分、混合路权的类型和控制要求等。结合

街道属性,对道路红线至沿街建筑空间提出规划控制要求,作好与街坊设计的协同。交叉口:交叉口形

式、控制范围、交叉口路权分配等。细化固定路权和可变路权的空间划分,提出控制要求。

4.5 强化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逐步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路权公共政策

将路权规划转化为公共政策,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四体系要求,分别归入技术标准体系、编制审批

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实施监督体系。有利于路权规划贯穿于交通规划与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低碳交

通和社会公平的发展目标,促进路权规划和实施的上下衔接、公众参与、决策科学。(1)编制路权技术

标准,按照 “多规合一”的总要求,建立路权划分技术标准,明确道路空间分类标准,制定路权规划的

技术规程。(2)制定路权规划编制审批办法,按照管什么就批什么,理清路权规划和实施权责,加强规

划、交管、城管、市政等部门的协同。(3)完善路权法规政策,明确低碳交通、路权公平分配等发展目

标,建立科学决策、公众参与的公共政策,协调路权规划与相关道路交通法规,保障路权规划的有效实

施。(4)加强路权规划的实施监督,制定路权规划分期实施计划,建立路权规划的实施评估制度,完善

决策及调整机制。

4.6 编制路权规划文本和图则, 按照各级各类规划, 纳入规划成果体系

路权规划编制分为综合交通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设计等几个阶段,按照各阶段

规划编制内容和深度要求分层次设定路权规划。其中,(1)综合交通体系规划阶段:建立路权规划体

系,提出道路分类标准及道路功能要求,进行城市道路分类和功能赋值,确定干线道路系统和集散道路

的功能等级、网络布局、红线控制要求断面分配建议,以及主要交叉口形式、交通组织与用地控制要

求,提出城市不同功能地区支线道路的发展要求。(2)分区规划阶段:进一步完善道路的分级分类,明

确次干路、支路交通属性,标定道路的街道属性,细化道路规划控制要求。(3)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
按照上层次规划要求,提出道路路权控制的详细规划方案,开展重点路段的交通设计,标定道路空间的

使用性质和控制要求。以上三个阶段与空间规划的总体、分区、控规三阶段相融合相协同。(4)交通设

计阶段:承接道路规划要求,结合新建改建道路工程设计、街道设计,提出详细的道路交通组织、空间

时间优化配置方案,用以指导交通管理和交通设施建设。

表2 路权规划体系构建要点

核心目标 发展低碳交通,促进生态文明 公平分配路权,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总体思路
将路权规划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五级三类四体系)
路权规划转化为公共政策,逐级传导,为道路交

通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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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规划编制内容

综合道路交通功能和

街道设计要求,完善

道路分级分类

细分路权类型,界定

各类路权,规范路权

规划控制

按照道路等级类型和

路权类型,编制道路

空间路权规划方案

形成路权规划文本和图

则,按照各级各类规划,
纳入规划成果

规划编制阶段
城市国土空间总规/
综合交通规划

分区规划/分区交通

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道
路交通详细规划

街道设计/道路交通设计/
道路工程设计

规划公共政策 路权规划技术标准 路权规划编制审批 路权规划法规政策 路权规划实施监督

5 路权规划在青岛的规划实践

结合青岛市正在开展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19~2020年),同步编制了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将路

权规划全面纳入国土空间 “三级三类四体系”规划中。寻求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
通过逐级规划、技术标准、政策法规等各个环节,发展绿色低碳交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公平分配路

权,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5.1 青岛市路权规划体系构建

全面融入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青岛市路权规划体系,通过交通规划、交通设计两个阶段进行

逐级规划传导,通过政策法规体系、技术标准体系等进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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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青岛市路权规划体系构建图

5.2 不同功能道路路权分配规划要求

在道路功能重新定位的基础上,在街道空间 (道路红线及建筑退界空间)范围内[6]
 

,对青岛市不同

等级道路路权分配进行分类引导,明确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公交专用道、路内停车、绿化覆盖等空间

要求,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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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
岛
市
不
同
功
能
道
路
路
权
分
配
技
术
导
引

基
于

机
动

车
通

行
的

道
路

等
级

基
于

公
共

服
务

功
能

的
街

道
分

类

快
速

路
主

干
路

次
干

路
支

路

Ⅰ
级

快
速

路

Ⅱ
级

快
速

路

Ⅰ
级

主
干

路

Ⅱ
级

主
干

路

Ⅲ
级

主
干

路
次

干
路

Ⅰ
级

支
路

Ⅱ
级

支
路

交
通

主
导

类

步
行

通
行

区

非
机

动
车

道

公
交

专
用

道

路
内

停
车

绿
化

覆
盖

率

设
计

速
度
80
~
10
0
;

双
向

车
道

数
应
4
~
8

条
。

应
保

障
机

动
车

快
速

通
行
。

设
计

速
度
60
~
80
;

双
向

车
道

数
应
4
~
8

条
。

应
保

障
机

动
车

快
速

通
行
。

不
应

小
于
3
m

不
应

小
于
2.
5
m
,

宜
采

取
机

非
物

理
隔

离
形

式

应
宜

——
—

15
%

10
%

\
\

生
活

服
务

类

步
行

通
行

区

非
机

动
车

道

公
交

专
用

道

路
内

停
车

绿
化

覆
盖

率

\
\

不
应

小

于
4.
5
m

不
应

小
于
3.
0
m

不
应

小
于
2
m

不
应

小
于
2
m

不
应

小
于
3.
0
m
,

宜
采

取

机
非

物
理

隔
离

形
式

不
应

小
于
2.
5
m
,

可
采

取

步
行

与
自

行
车

共
板

形
式

独
立

设
置

时
不

应

小
于
2
m
,

可
采

取
机

非
混

行
形

式

(
控

制
速

度

15
km
/ h

以
下
)

独
立

设
置

时
不

应

小
于
1.
5
m
,

可
采

取
机

非
混

行
形

式

(
控

制
速

度

15
km
/ h

以
下
)

应
宜

——
—

——
—

 
\

可

20
%

15
%

10
%

10
%

商
业

商
务

类

步
行

通
行

区

非
机

动
车

道

公
交

专
用

道

路
内

停
车

绿
化

覆
盖

率

\
\

不
应

小
于
4.
5
m

不
应

小

于
3.
5
m

不
应

小
于
2.
5
m

不
应

小
于
3.
0
m
,

宜
采

取
机

非
物

理
隔

离
形

式

不
应

小
于
2.
5
m
,

可
采

取
步

行
与

自

行
车

共
板

形
式

不
应

小
于
2
m
,

可
采

取
步

行
与

自

行
车

共
板

形
式

应
宜

——
—

——
—

——
—

可

20
%

15
%

10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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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基
于

机
动

车
通

行
的

道
路

等
级

基
于

公
共

服
务

功
能

的
街

道
分

类

快
速

路
主

干
路

次
干

路
支

路

Ⅰ
级

快
速

路

Ⅱ
级

快
速

路

Ⅰ
级

主
干

路

Ⅱ
级

主
干

路

Ⅲ
级

主
干

路
次

干
路

Ⅰ
级

支
路

Ⅱ
级

支
路

景
观

休
闲

类

步
行

通
行

区

非
机

动
车

道

公
交

专
用

道

路
内

停
车

绿
化

覆
盖

率

\
\

不
应

小
于
4.
0
m

不
应

小

于
3.
5
m

不
应

小
于
2.
5
m

不
应

小
于
2
m

不
应

小
于
2.
5
m
,

宜
采

取
机

非
物

理
隔

离
形

式
,

也
可

结
合

绿
化

带
统

筹
设

置

不
应

小
于
2.
5
m
,

可
采

取
步

行
与

自

行
车

共
板

形
式

不
应

小
于
2
m
,

可
采

取
步

行
与

自
行

车
共

板
形

式

应
宜

——
—

——
—

\
可

20
%

15
%

10
%

综
合

类

步
行

通
行

区

非
机

动
车

道

公
交

专
用

道

路
内

停
车

绿
化

覆
盖

率

\
\

不
应

小
于
4.
0
m

不
应

小

于
3.
5
m

不
应

小
于
2
m

\

不
应

小
于
3.
5
m
,

宜
采

取
机

非
物

理
隔

离
形

式
,

不
应

小
于
2
m
,

可
采

取
步

行
与

自
行

车
共

板

形
式

应
宜

——
—

——
—

可

20
%

15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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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不同功能分区道路路权规划要求

与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城市功能分区[3]
 

相对应,从日常居住、综合服务、商业商务、交通出行、产业

集聚等城市主要功能出发,考虑对区域内的道路功能诉求,将青岛城市主要功能分区的居民生活区、商

业商务区、综合服务区、特色历史区、交通枢纽区、产业集聚区这六类功能分区的街道空间提出规划要

求,如表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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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青岛市不同功能分区布局示意图

表4 青岛市不同功能分区道路路权规划要求

功能分区 含义 道路路权规划引导

居住

集聚区

以住宅建筑和居住

配套设施为主要功

能导向的区域

稳静

舒适

稳静共享,提高安

全性和舒适度

改善街道公共空间

品质

鼓励限制机动车速度,可适当压缩机动车道宽度,增加步

行和自行车空间

鼓励采取减小路缘石转弯半径、收缩交叉口等方式,缩短

行人过街距离、增加行人驻足空间

鼓励使用抬升式过街通道,营造更加安全的过街环境

强化街道生活服务功能,构筑开放的沿街步行道空间 (含
路侧带、步行通行区、建筑前区),沿街布局便捷的文化、
商业、社区服务等各类设施,改善公共活动空间品质,提

升环境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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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能分区 含义 道路路权规划引导

商业

商务区

以提供商业、商务

办公等就业岗位为

主要 功 能 导 向 的

区域

活力

多元

活力共享,强化空

间衔接,打造便捷

立体慢行系统和公

共交通系统

丰富多元,开放街

道界面,打造高品

质公共空间

加强街道空间与轨道站点、公交站点、绿地公园、开放广

场等的衔接,形成连续、通畅的步行和自行车系统

鼓励设置系统的公交专用道系统,做好常规公交与轨道交

通那个的衔接

鼓励将机动车通行功能较弱且有替代道路的商业性支路改

为商业步行街

鼓励塑造开放、通透、丰富的沿街建筑界面,鼓励建筑前

空间面向街道开放,鼓励设置口袋公园、公共广场,塑造

活力街区

综合

服务区

以提供行政办公、
文化、教育、医疗

等服务为主要功能

导向的区域

便捷

有序

出入便捷,方式多

样,组织有序

兼顾多种类型特征的需求,有序组织交通流线,加强智能

诱导,提高交通组织效率

对于医疗、教育等聚集的区域,充分考虑路内、路外停车

设施的空间预留和路权的多样性使用,适应其交通流集聚

性强、机动车使用需求高的特点

将机动车空间与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进行适度分离,鼓励

营造公共空间节点

特色历

史街区

历史风貌保护特定

区域

品质

形象

展示形象,打造高

品质街道面貌和公

共空间

注重街道的保护和更新,注重适宜的街道尺度,打造街道

绿化景观,展示街道沿线的人文尽管,加强街道两侧建筑

风貌管控,精细化设计城市家具、标识标牌、广告牌匾等

综合考虑历史文化特色、风貌景观、交通需求等因素,合

理打造步行街等特色街道

鼓励采取减小路缘石转弯半径、收缩交叉口等方式,缩短

行人过街距离、增加行人驻足空间

交通

枢纽区

以机场、港口、铁

路、大型地铁换乘

站等大型交通设施

为主要功能导向的

区域

效率

秩序

高效畅通,制定交

通配给和衔接措施

坚持效率优先,制定科学的交通配给和衔接措施,保障进

出道路的畅通

秩序井然,合理接

驳,精细优化交通

组织方式

保障各类交通那个方式的高效组织,精细化设计交通节

点、路段及引导标志

产业

集聚区

以产业为主要功能

导向的区域

智慧

效率

智慧引领,保障交

通集散效率

根据各产业集聚区特点设置相关智能交通设施,合理划分

路权,采取设置潮汐车道、HOV车道等多样化方式,高

效组织交通

5.4 典型区域路权优化

以青岛市南商务区为例对路权优化方案进行示例说明。商业商务区的街道空间改造以突出活力、多

元为目标,规划改造要点如下。
(1)从交通服务和公共服务功能两维度对道路重新定位,划分12类,根据各街坊功能及街道不同

空间特征,赋予各类道路不同空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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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街道分类,进行路权重新分配。以香港中路为例,由现状双向10车道+无自行车道+绿

化带隔离建筑退界空间,调整为双向8车道 (含两侧公交专用道)+自行车道+开放共享的建筑退界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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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市南商务区道路等级功能

图10 香港中路现状路权分配现状

图11 香港中路路权分配优化设想

以闽江路为例,由现状3车道+路内停车+建筑前区停车压缩步行空间,改造为3车道 (压缩至

3m)+自行车道 (2m)+自行车道+开放的建筑前区。
(3)设置连续的公交专用道系统,保障公交路权。在现状山东路、福州路、香港中路、江西路公交

专用道的基础上,增加延安三路、南京路公交专用道。
(4)加强轨道站点周边自行车道建设,构建 “独立路权+优先路权”自行车道系统,保障自行车通

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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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闽江路现状路权分配现状

图13 闽江路路权分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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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公交专用道布局建议

图15 自行车道布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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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多规合一”、生态文明、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未来规划的总体目标,规划不

仅要管控空间、指导建设,也应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公共政

策。路权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与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一致的、统一的。当前,
路权规划以发展低碳交通、公平分配道路空间为导向,建立路权规划编制体系,通过综合交通规划、分

区规划、详细规划和交通设计各层面规划设计,以及技术标准、法规政策、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等实施

保障,形成较为完善的路权规划公共政策。可以探讨制订城市路权条例等地方法规,从全社会层面提高

对路权的认识,更好体现广大市民的意愿,提升环境品质和街道活力,以及依法守法的意识。道路交通

管理部门需要按照路权规划和交通法规的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措施,优化提升路权分配。本文结合目前

正在编制的青岛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提出了路权体系规划的框架性思路,还需要结合下阶段规划工作

深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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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快捷路系统发展回顾与展望

胡劲松 塔 建

【摘要】 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广州首创道路快捷化改造模式,即通过对交通性主干路进行扩容提升改造,形成兼顾

高容量、快速连续以及沿线生活出行集散功能的快捷路系统,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文分析总结了快捷路的概念、定位和

优势特点,肯定了快捷路对于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的优越性。通过回顾广州市快捷路规划建设情况,发现快捷

路在规划设计中存在忽视城市景观影响、慢行交通设计的问题。最后从继承并坚持快捷路模式、降低对城市景观影响以

及完善人本交通设计方面给出了快捷路规划设计建议对策。
【关键词】 城市道路;快捷路;小立交小隧道;人本交通

0 引言

随着城市机动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交通问题越来越突出。广州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系统

性的交通工程理论及实践探索。1985年在广州召开了全国 “缓解大城市交通紧张局面”研讨会,提出

“挖潜改造、强化管理,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的理念。1993年,广州引入 “连续交通流”概念,开始进

行连续流交通主干路改造。所谓连续流交通主干路改造是指为满足城市局部区域交通快速通行的要求,
实现道路交通运行的高效率,采用道路中央分隔或交叉口简易立交的形式,对一部分交通功能相对强的

主干路进一步提升,达到主线机动车交通连续流的目的。广州第一条连续流交通主干路是1993年改造

完成的东风路,全长8.3km,建设了8座立交,10座天桥,交通量较改造前翻了一番。之后广州将这

种对交通性主干路进行连续流改造的模式称为 “快捷化改造”,快捷路由此而来。

图1 广州市第一条快捷路东风路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对城市道路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4个等级,
并没有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对快捷路的概念、特点等进行解析[1]

 

。一直以来,广州快捷路建设主要参照快

速路或主干路的技术标准进行规划设计,一方面,快捷路整合兼顾了快速路交通流连续和主干路与沿线

两侧沟通交流较为方便的优点,道路通行能力明显提升。另一方面,快捷路系统在交叉口的处理通常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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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隧道或立交形式,城市中设置立交会对城市景观也会造成一定影响。此外,早期广州交通规划对非机

动车交通 “过犹不及”的限制政策使得自行车失去了 “建网”条件,自行车基本在主干路网络受到限

制,导致包括快捷路在内的一批主要道路未设置自行车通道或自行车交通明显存在骑行空间被压缩、骑

行环境差、通道不连续的问题,快捷路自行车通道的整体通行条件较为恶劣。随着节能减排、绿色交通

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以及共享单车发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快捷路系统的规划设计

更应注重其景观影响并完善自行车和步行交通通行条件。
本文从快捷路界定和优势方面进行分析,简要回顾了广州市快捷路建设发展和规划建设情况,进一

步分析快捷路在规划设计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给出快捷路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1 快捷路界定及优势分析

1.1 快捷路界定

1.1.1 快捷路定义

快捷路可以理解为功能介于交通性主干路和快速路之间的一种道路,称为主线连续的主干路或准快

速路。《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对主干路的规定为:主干路应连接城市各主要分区,应以

交通功能为主。主干路两侧不宜设置吸引大量车流、人流的公共建筑物的出入口[1]
 

。《城市快速路设计

规程》CJJ129-2009对快速路的定义为:在城市内修建的,中央分隔、全部控制出入、控制出入口间距

及形式,具有单向双车道或以上的多车道,并设有配套的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的城市道路[2]
 

。参照快速

路和主干路的定义,快捷路可定义为:服务于城市中长距离出行,中央分隔,合理控制出入口间距及形

式,具有单向两车道或以上,能够实现道路主线在某一区段机动车连续通行的交通性主干路。
快捷路适用于交通性主干路,服务对象以中长距离交通为主,同时兼顾沿线交通出入,交通量较

大,特别是主要路口采用平面交叉会出现拥堵,提升为快速路实施难度较大的城市道路[3]
 

。

1.1.2 快捷路定位

快捷路要求主线中央分隔带连续设置,其实质是一条连续交通流的城市主干路,因此在道路等级分

类中快捷路归类为主干路,其主要技术标准扔采用城市主干路标准;快捷路可以不完全封闭,也不一定

为机动车专用路,对出入口的间距控制没有快速路严格,出入口形式更灵活,达不到快速路标准,是快

速路的补充。

图2 快捷路兼顾了快速路和主干路功能特点

1.2 快捷路优势分析

某种意义上讲,在道路等级分类中快速路和主干路似是两种极端。从功能上讲,快速路和主干路都

是服务中长距离出行,连通功能均非常重要,但快速路强调快速直达,可达功能偏弱,且服务对象仅为

机动车,对沿线区域切割十分严重,服务周边地块能力不足;主干路能够实现组团、区域之间的 “连
通”功能,可达功能较强,且服务对象为所有交通方式,对沿线地块出入服务能力较强,但最大弊端是

车流为间断流,通行效率相对不高。
快捷路在快速路、主干路基础上扬长避短,以

服务中长距离出行为主,主线连续流设计达到准快

速目的,服务对象为所有交通方式,同时能够兼顾

沿线交通出入,对周边地块服务功能较强。快捷路

最大的优势是快速、便捷。快速是指快捷路主线连

续,有效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整体提高了城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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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交通速度;便捷是指快捷路对出入口不控制,能够有效服务沿线地块,利于城市开发建设。

表1 快捷路、快速路、主干路的基本特征比较

序号 特征 快速路 快捷路 主干路

1 连通功能 极其重要 非常重要 很重要

2 可达功能 较少 次要 一般

3 服务功能
中长距离出行,
实现快速目的

中长距离出行,
达到准快速目的

中长距离出行,连接快

速路、快 捷 路 和 次 干

路、支路,实现组团、
区域 之 间 的 “连 通”
功能

4 使用对象 机动车专用 所有交通方式 所有交通方式

5 车辆特征 连续流 主线连续流 间断流

6 路段交通组织形式 中央分隔、出入口全控制 中央分隔、出入口不控制

中央分隔带不封闭或部

分路段封闭,出入口不

控制

7 交叉口交通组织形式
主要交叉口立交,

次要交叉口分离或封闭

主要交叉口立交,
次要交叉口右进右出管理

平交

8 设置形式 高架、地面、地下 地面为主 地面

9 断面形式
需设置辅路,快速路

主线机动车宜双向6车道

可不设置辅路,机动

车宜双向6车道

可不设置辅路,机动车

宜双向6m~8m车道

10 交叉口间距
市区范围立交最

小间距1.5km

市区范围立交最

小间距1.5km
平交间距800m~1500m

11 设计车速 (km/h) 60、80、100 50、60 40、50、60

12 行程车速 (km/h) 40~80 30~50 15~25

13
平均每车道通行

能力 (pcu/h)
1600~1800 1000~1200 500~700

14 公交线路 公交快线 公交骨干线 公交骨干线

15 路边停车 禁止 禁止 禁止

2 广州市快捷路规划建设情况及存在问题分析

2.1 规划建设情况

广州自1993年引入 “连续交通流”概念改造东风路,形成第一条取消红绿灯管制的主干路后,广

州在国内首创 “快捷化”改造模式,兼顾高容量、快速连续和沿线生活出行集散功能,并作为公共交通

的主要快速走廊,陆续建成了科韵路、新滘南路等通道,形成了 “高速公路+快速路+快捷路”体系的

中心城区快速骨干道路系统。
2018年底,广州市域道路网络总长11042km,其中高快速路长度1199km,占总里程10.9%,城

市道路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环+放射”高快速路网基本建成。高峰时段,中心城区内约75%车流

均使用了快速骨干道路系统,车速达到34.6km/h(中心城区干道平均车速23.1km/h),较好地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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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交通拥堵[4]
 

。

图3 2018年广州中心城区快速骨干道路系统示意图

2.2 存在问题分析

2.2.1 快捷路的立交及高架段会对城市景观造成影响

快捷路工程的建设能够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做好道路交通保障,但快捷路系统在交叉口的处理不当

一定程度也会影响城市整体景观和历史风貌。快捷路多采用路段为地面,主要交叉口设置跨线桥或下穿

隧道的形式,与横向道路的交通转换通过辅道进行。隧道形式能够降低城市景观负面影响,如广州猎德

大道快捷路,在核心区段设置了4处隧道,减少了对城市景观风貌影响。通常普通分离式跨线桥纵坡在

5%左右,高架桥净高在5m左右,矗立在中心城区道路中一定程度会对行人、骑行车、驾驶者产生压

迫感,城市景观效果较差,如广州人民路高架,一定程度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图4 广州市人民路高架快捷路道路空间有压迫感

2.2.2 快捷路忽视了自行车交通规划设计

广州市快捷路系统在规划设计时,侧重对机动车通行效率的提升,一定程度忽视了慢行交通特别是

自行车通道的规划,如广州东风路快捷路并未规划设计自行车通道。追本溯源,广州交通规划初期,受

886



“机动化就是现代化”的思想影响,GUTS1(广州交通研究)、GUTS2(广州市中心区交通改善实施方

案)提出将自行车交通与机动车交通分离,降低对机动车交通影响的战略,这个战略被贯彻下来并指导

了之后的广州道路规划建设,自行车的路权被明显抑制且一直未得到重视[5,6]
 

。其中规划还建议主干路

东风路、解放路自行车禁行,也直接导致现状东风路快捷路没有自行车通道。

图5 广州市东风路快捷路缺乏自行车通道

3 广州市快捷路规划设计展望

3.1 继承并坚持道路 “快捷化” 改造理念及模式

笔者认为,快速路某种程度相当于城市中的高速公路,对地块切割十分严重,不利于城市开发建设

和发展,不建议在市区特别是中心城区建设过多快速路。解决主干路通行能力的主要手段一是在交通管

控上进行优化,如信号配时优化、设置绿波带、交通组织优化等,但这个措施偏软;采用快捷化改造模

式是从源头上解决机动车通行效率,是对城市道路进行扩容挖潜的具体实践,能够有效提升道路通行能

力、缓解交通拥堵和提升综合效益。

图6 广州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提出的快捷路系统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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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广州市新一轮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要继续坚定快捷路理念及模式,加快实施快捷路二期、
同心桥系统工程、白云一线等,与新滘路、科韵路、广园快速路、增槎路构建形成快捷路系统,分担内

环、环城高速交通压力。其中快捷路二期长约10km,双向10车道,主干路;同心桥系统工程长约

4.4km,双向4-6车道,主干路;白云一线长约4.7km (改造3.5km,新建1.2km),双向6车道,主

干路[4]
 

。

3.2 适当采用小立交小隧道降低对城市景观影响

小客车隧道是指仅满足小客车通行要求的隧道,小客车隧道最小净高在3.2m~3.5m,一条机动车

道宽度在3.0m~3.5m。小客车立交是指仅满足立交桥下地面小客车通行要求的立交,通常指小客车跨

线桥;小客车立交最小净高为3.5m,一条机动车道宽度在3.25m~3.5m。
伴随新时期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城市道路工程越来越重视对城市景观的影响。快捷路在主要交

叉口采用小隧道、小立交一方面是能够有效降低建设难度,减少工程投资;另一方面是能够降低对城市

景观的影响,特别是小立交形式的通道,与普通跨线桥相比,小客车立交净高更低,从 “街道美学”理

论角度分析,D/H更大,对城市景观影响更小。

图7 街道美学中行人观察立交D/H比示意图

3.3 完善快捷路步行自行车人本交通规划设计

GUTS1、GUTS2提出限制交通性主干路上使用自行车,允许在有条件的主、次干路上使用。在交

通性主干路上抑制自行车交通的战略被严格执行,同时由于大部分次支路未打通或建成,建成的也被机

动车路边停车占用,次支路上未能建设替代自行车网络,导致之后一段时间广州自行车的通行条件十分

恶劣,这也进一步降低了自行车出行需求。随着环境及能源危机,碳排放控制等城市发展压力变大,宜

居和生态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自行车正在被重新重视起来,广州对自行车交通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
明确自行车作为中短途出行方式、与公共交通接驳首要工具、休闲健身方式的定位。

快捷路最大特点是服务于所有交通方式,机动车、非机动车、步行等均宜兼顾到相应人群的出行需

求,满足沿线生活出行集散需要。建议现状有条件的快捷路尽量改善步行、自行车通行条件,今后的主

干路快捷化改造要按规定建设自行车道。打造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离,车行与步行分流的快捷路断面,
改善行人、自行车交通环境;优化快捷路行人通道网络,保证充足的步行空间;完善快捷路行人过街设

施布局,保证步行通道安全连续;完善快捷路沿线无障碍设施、行人诱导标识指示系统、彩色沥青自行

车通道等人性化的设施建设,提升快捷路的服务质量。

4 结语

快捷路是道路系统应对城市化发展的产物,从道路建设的源头去解决交通问题,规范了道路网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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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关系,很大程度缓解了交通拥堵,对小汽车快速增长的城市特别适用。快捷路兼顾快速路和主干路优

点,既起到类似于城市快速路的连续流交通效果,同时具有主干路服务沿线地块出入的功能,且能有效

节约道路建设资金,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回顾了广州市快捷路系统规划建设情况,肯定了快捷路对城市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也发现

快捷路存在对城市景观造成一定影响、忽视自行车交通规划设计的问题。新时期为加快城市建设现代化

进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议继承并坚持道路 “快捷化”改造理念及模式,同时适当

采用小立交小隧道降低对城市景观影响,完善快捷路自行车步行人本交通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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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式交通网络下城市道路空间重塑的探索

李嘉璐 陈 磊 张贻生 李文辉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轨道交通逐渐成为特大 (大)城市骨干交通方式,以轨道交通为核心,常规公交、
慢行交通构成的多模式交通网络日趋成熟。在此背景下,道路交通规划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交通主体空间资源分配问

题。文章以城市道路为研究对象,把握轨道交通建设的契机,以推进多层次交通子系统协同发展为目标,多角度分析现

状问题并提出相应规划策略,同时将交通空间与城市空间融合考虑,重新布局,从绿色交通、品质交通、智慧交通三个

维度开展多模式一体化整合规划。以坪山区东纵路为例,强化交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融合,落实精细化、一体化规划理

念,旨在达到交通系统和谐统一的同时提升城市活力。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多模式交通网络;城市道路;空间重塑;协同规划

0 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空间尺度的扩张,我国轨道建设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地铁、轻轨

等交通工具成为城市居民出行的首选。常规公交由于地铁的引入客流受到一定冲击,而后形成新的平

衡。在绿色出行大背景下,常以公共自行车、专用接驳车、步行等方式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由此多模

式交通出行网络日趋成熟。在道路交通规划过程中,不仅轨道、公交、慢行等各交通子系统进行内部融

合,还要与城市空间统筹考虑,从功能性、景观性、集约性实现协同规划。以轨道建设、城市更新等条

件为契机,从规划层面,打破原有规划局限性,重塑空间,构建适应新出行模式、新交通发展形势的道

路交通体系,发展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绿色交通是一个重要方向。

1 机遇与挑战

1.1 轨道交通带来的新机遇

轨道交通的建设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道路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更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轨道的延伸串联起城市各个功能组团,逐步形成以轨道为发展轴带的空间结构。对道路交通规划而

言,轨道交通的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
(1)与沿线土地的互动发展。轨道建设大大激活了周边土地的使用效能,为沿线道路带来了新活

力。秉承TOD发展理念,不仅土地达到了利用最大化,道路也成为功能发挥的载体。规划过程中不能

仅仅关注道路红线范围内的布局,而是要与周边用地相结合,纵观全局协同规划。这样既避免了重复建

设成本受累,又释放了空间资源创造更高的价值。有了空间的保障,从交通角度出发可以打造出行模式

更丰富、智慧程度更完善、景观效果更协调的绿色交通体系。
(2)各交通子系统多层次、一体化发展。城市交通已经进入复合多元的发展阶段,单项发展某一类

交通系统已不能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客流需求。各交通子系统需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各子系统自身优

势,以服务目标为导向,构建多模式、一体化的交通系统,将系统功能发挥到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不

可避免的遭遇各子系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竞争协同关系,因此,如何平衡各方式竞争关系并将其引导为

协同关系,如何进行资源的配置使整体效用最佳,如何提升一体化网络衔接效率适应不同出行模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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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2 城市更新来带的新机遇

轨道发展与土地利用形成良性互动的同时,另一种土地利用手段悄然兴起,这就是城市更新。它不

仅解决了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土地利用不当,更盘活了存量土地、提高了土地价值。在深圳,城市更

新是相对成片的统一更新改造,在用地一定的情况下,盘活挖潜存量用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达

到提升城市功能、改善民生福利等目的[1]
 

。在此过程中也为城市道路规划带来了新的机遇。
(1)城市更新强调的是建成环境的整体质量提升,项目中包括改善沿街立面、环境整治、节能改造

等内容,这与交通规划中倡导提升道路品质的思路不谋而合,但同时对道路与周边环境景观一致性提出

了一定要求。例如,居住用地沿线的道路交通强调安全、稳精化,商业办公用地周边道路强调时尚便

捷、快节奏。随着项目的实施,用地结构和功能得到了优化,交通市政用地比例得到提高,这为道路交

通规划争取了更多空间资源,为道路交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2)基于存量用地挖潜的增长可视为由平面转为空间立体生长。近年来深圳也在积极探索地下空间

资源的规划与发展,在挖掘地下-地面-地上三个空间维度资源过程中,交通系统成了不可或缺的中间媒

介,跟随人协调地上下构筑物,因此城市更新也为打造U型完整街道创造了实施条件。

1.3 道路空间重塑面临的挑战

(1)空间资源的制约

面对多模式交通网络的发展,道路空间资源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传统街区被推倒重建,以压缩慢行

空间为代价,城市中出现了宽阔的机动车道。随着人本意识的增强,道路规划者更多的从使用者角度出

发考虑探索道路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协同,通过整合空间要素资源,达到服务目标的同时实现空间最大

化利用,方可解决现状困境。
(2)人车路权的争夺

就交通系统内部而言,多数规划为了满足机动车出行需求,采取拓宽车道、压缩绿化等手段将道路

资源向机动车倾斜,优先考虑小汽车然后才是其他交通方式,并未深入研究人车路权的分配情况。不仅

是占用道路问题,路中繁多杂乱的指引牌、限速牌也多是为机动化出行服务,缺乏统一的管理,同时还

要忍受噪声和尾气污染。这不仅破坏了道路的环境品质,也影响着附近居民的生活健康。
(3)城市文化的消亡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演化,城市同质化现象愈加严重,规划者对于新的规划理念层出不穷,却忽视了

地方特色文化的延续。路越来越宽,房子越来越高,城市也越来越相像。城市传统村落、历史建筑和历

史风貌区面临威胁,因此,必须保持传统街巷的宜人尺度,保护修缮文物建筑,保护各项历史环境要

素,保持街区的生命活力[2]
 

。传承历史文化,保留城市独特韵味,是规划进程中需要考量的。在交通规

划过程中,将城市文化元素融入到建设中,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留下属于城市独特的印记。

2 道路空间重塑新思路

2.1 调配道路空间资源, 倡导绿色交通

不同功能的道路对不同交通主体的服务具有差异性,从快速路到支路,非机动车、行人优先级越来

越高,小汽车等机动车优先等级越来越低,在分配空间资源时,应结合道路自身属性,根据服务对象优

先权的不同,合理分配各种交通设施的路权资源,保障各种交通参与主体的安全,体现路权资源分配公

平、公正和合理[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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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道路横断面的布置

根据沿线用地性质分区段规划,面向各子系统的需求进行差异化资源分配,构建不同断面形式。以

生活性道路为例,沿线服务居民为主,公交、慢行出行需求较大。应当充分考虑出行者体验感受,分配

更多的空间资源给慢行系统。在引入轨道建设后,与轨道衔接的其他交通设施的布局要从整体空间出发

进行考虑,向公共交通适当倾斜,体现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
在多模式出行背景下,构建道路断面应充分、平衡考虑各模式交通所需空间,在模型数据的支撑

下,准确把握不同出行模式下各交通方式交通流量,做到数据驱动,精细化设计。以轨道为依托的城市

道路,出行模式多为 “轨道公交+慢行”,因此在此类道路断面布局中,应适当增大慢行系统空间同时

优化接驳设施布局,若道路红线范围内的空间不满足使用需求,则与建筑退界统一规划,做到空间协

同。在通过性道路断面布局过程中,可适当压缩慢行空间,避免道路对地块割裂过大,产生联系不便等

影响。
在打造完整街道和品质空间方面,容易忽视道路隔离带的作用,建议路中机动车分隔带采用3m绿

化,便于二次过街岛的设置,同时对于机非分隔带,建议有条件的路段,设置2m绿化带,便于设置非

机动车停放泊位、隐藏管廊出风口、建设海绵城市、景观提升等,整体上保持街道的整洁。

2.1.2 交通组织的优化

交通组织优化是对交通流进行科学合理地分时、分路、分类别、分流向组织道路使用,力求交通处

于有序高效的运行状态。在分析过程中结合多种因素考虑,把握以下几点:
(1)客观准确把握交通运行问题

一切规划方案的本质来源于客观运行的交通,在规划过程中,准确预测交通需求是科学规划的前

提。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和等级的道路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交通组织要求。把握交通运行有利于落实精细

化设计意图。通过运行趋势的预测,制定差别化的组织形态,严格控制个体机动化需求。对于交通系统

内部,各交通方式也存在自身的交通组织情况,无论是机动车或是慢行空间的规划,都需要对客流进行

预测后进行道路资源的分配。
(2)注重交通整体的供需平衡

交通组织的优化不单是某个交叉口的渠化设计,首先应从大范围全局角度判定路网中道路承担的角

色,确定道路运行肌理和节点形式。其次从微观视角细化组织方案,采取措施手段保证供需平衡。交通

组织优化的目的是维持道路交通运行的平顺、稳定,对于出入口区域,车辆频繁加减速和变道产生交织

段而造成瓶颈,因此应结合沿线土地利用优化出入口布局,增加交织区长度。
(3)关注通行感受,以人为本

交通组织优化中,基于使用者视角的精细化设计需求的核心,可以通过参数化应用场景进行优化设

计[4]
 

。交通参与者对出行体验和品质不断升级,在安全性、便捷性、舒适性等方面给予关注和保障,在

分析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需求与通行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协调各方需求。

2.1.3 重要节点组织

合理组织节点交通,保障道路与区域路网的有效衔接,发挥路网的整体通行能力,避免出现交通瓶

颈。对于既有的交叉口改造,需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一方面,非新建交叉口在

运行中因为有道路历史遗留原因存在一定的瓶颈,需要结合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突破改

善;另一方面,科学精细的交叉口交通组织可以有效合理地提高不同方向需求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与行

人的通行安全、效率与感受,需要对交叉口进行具有适应性的交通组织优化研究。

2.1.4 轨道、公交、慢行设施协同设计

轨道经过的通道,尤其是在建城区内,通常为客流主走廊,公交线网密集,承担着短中长多种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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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功能。轨道运营后,需要整体协调走廊上轨道、公交系统的关系,削弱竞争客流的关系转为喂给客

流。由轨道承担中长距离客运交通,常规公交承担中短距离客运交通[5]
 

,并在城市发展走廊、公交主通

道上优先安排公交专用道,落实、引导居民出行以公共交通为先理念。
轨道交通车站的布设重点强调与周边建筑、常规公交车站和出租车停靠站的结合。以轨道站点为中

心,组织常规公交接驳线网,向周边形成发散的网络布局,力求覆盖更多服务范围,使得整体的效益最

大化。在慢行系统的衔接上,自行车、非机动车、步行等方式尤其应该得到关注。过去在交通子系统中

属于边缘地位,这种相对低密度、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经过全球疫情的催化,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和

复兴。建立完整连贯的慢行空间不仅局限于道路出行的需要,还可以将复合立体的慢行系统应用到城市

CBD、高密度办公区,对引导出行方式的转变有一定促进作用。

2.2 打造品质街区环境, 营造舒适出行体验

城市道路是直观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发挥着传递城市文化名片、承载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提升道路品质,改善街区环境,是实现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途径。纵观国外城市发展,营造高品质的公

共空间、打造人人共享的完整街道、还路于人,已成为全球大都市中心区具有高度共识的发展趋势[6]
 

。

2.2.1 点线结合打造融合公共空间

根据服务人群特点,以街边公园、休闲广场为切入点,打造高品质交通与城市的融合公共空间,统

筹存量与增量空间。
(1)依托道路重要节点,打造区域标识性节点及门户。具有设计感和彰显城市特色的节点及门户,

能够增加市民的亲近感和归属感,也可吸引游客前来驻足观光。以重要道路节点为抓手,打造标志性的

节点及门户,既能起到集聚产业的作用,也能丰富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7]
 

。
(2)结合城市不同功能分区特性,打造主题特色风貌段。公共空间的整体风格应与城市风格保持一

致,对于不同的功能分区应进行差异化的设计。突出公共服务、商业特色以及红色文化等不同主题,增

强公共空间的艺术性。

2.2.2 升级市政设施使用体验

市政设施作为一个城市的骨架,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更直接与市民的生活和工作密

切相关。城市风貌应不仅体现在景观绿化上,更应体现在协调统一的市政设施中。因此,在规划过程中

需要充分践行精细化、集约化和高辨识度的理念。
(1)通过精细化设计,体现城市特色、彰显具有高辨识度的城市符号。在道路规划设计中,将具有

辨识度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构建 “家族式”街道铺装,与沿线土地风貌形成呼应,将设计理念在公共

空间上形成连续的表达,打造外形统一、辨识度高的城市风貌。
(2)开展集约化设计,整合街道空间,打造整洁简约的街道界面

应用多杆合一的技术手段集成多种杆件与交通设施、设备,形成外形美观、风格统一、形态一体化

的城市艺术品。同时整合人行道上的箱体 (包括交警、公安和电信运营商等单位的箱体),采用迁移或

者合并的方式,减少对公共空间景观的影响,营造整洁、简约的街道界面。

2.2.3 营造安全有序出行环境

加强慢行环境友好设计,升级出行安全,打造无障碍街区。在慢行系统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居民出行

的不同场景,建设风雨连廊、自动扶梯、垂直电梯、盲道等设施。在城市核心区内部道路、医院、中小

学等公共建筑的出入口处,进行稳静化处理,降低机动车车速,减少交通事故,保证行人安全。综合运

用交叉口窄点设计、道路曲折化处理、人行过街抬高及趣味斑马线等手段,限制核心区行车速度。在交

叉口处,采用精细化设计,增加渠化岛等候区面积,布置防撞设施,提高交叉口慢行等候区的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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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在渠化岛设计中,应通过对渠化岛提前放坡,将人行道与周边地块标高接顺,消除场地高差等措

施,保障行人过街的连续性和安全性。

2.3 布局智慧交通系统, 提升运行效率

面对庞大的交通体量,管理者想要掌握繁复的运行数据,评估城市交通运行情况,规划者想要准确

把握未来发展方向,以科学视角解决供需矛盾,这些都离不开智慧交通系统的支持。智慧交通系统融合

了车路协同、5G等新技术,从使用角度和管理角度

2.3.1 打造智慧道路,提升道路运行效率

(1)智慧信号绿波控制。在路口建设高精雷达车检器,采集路口实时交通流运行参数,通过对路口

交通流信息的全面感知,在精准把握交通流状态的情况下,可实现早晚高峰等各种交通状况下的动态控

制需求,提高路口的通行效率。
(2)智慧公交精准服务。结合智慧信号控制技术,在路口实施公交信号优先,提升公交速度竞争

力。通过提供实时路况、公交到站时间、公交满载情况等动态信息,为市民提供精准公交信息服务。
(3)智慧交通综合诱导。基于多源数据整合及多方式诱导策略,整合全出行方式,面向出行前、出

行中、出行后的全过程动态跟踪。融合路况、天气、停车等综合信息,为市民提供以高效到达目的地、
快速停车减少在途时间为目标的一体化智慧出行方案。

2.3.2 建设一体化监测平台,全方位升级管理手段

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视频智能分析、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打造智慧交通枢纽平台。在设施规划

建设中,应充分预留未来引入无人驾驶、智慧公交、共享交通等设施的条件,以满足新型方式体验。通

过收集人、车、路、环境数据,构建智慧城市管控平台。打通与交通执法、道路养护、照明管理等职能

部门的联系,进一步拓展各业务系统的应用场景和功能,促进协同治理,助力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的

提升。

3 实例分析

3.1 背景介绍

图1 项目区位图

东纵路-银田路位于坪山区南部,全长约

8.5km。根据上位规划,东纵路-银田路是坪山区

“五横十纵”主干路网之一。串联起坪山老城区、
燕子岭片区、高新南区等发展片区。沿线分布着

汽车站,人民医院、技术大学等客流集散点。
随着深圳东进战略的落地实施,坪山区迎来

了轨道16号线开工建设。轨道16号线 (坪山段)
沿东纵路线位走向敷设,其中东纵路涉及7个站

点,且部分站点与轨道14号线、云巴1号线进行

换乘,计划2023年建成通车,现状东纵路未按规

划与银田路衔接,且周边路网建设有待完善。因

此需开展道路改造相关规划研究工作,向东延伸

贯通银田路,落实线位走向,同时做好与轨道的

接驳规划,提前控制预留,避免重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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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状的主要问题

(1)土地利用:沿线以居住、沿街商业、学校为主,整体开发强度不高,建筑老旧且存在多处城市

更新项目,部分已进行拆迁改造。
(2)道路结构:目前片区骨干路网有待完善,部分道路未按规划形成。东纵路现状双向4车道,设

有独立非机动车道,未与银田路贯通,路网结构有待调整。路面车辆构成较为复杂,兼具片区内部和对

外联系功能。

图2 沿线土地及路网情况

(3)道路设施:设施老旧、品质不佳,且地铁施工占道,破坏了原有布局,亟待优化改善。

图3 路面建设情况

(4)道路运行:整体运行良好,部分路段存在缓行。沿线开口多,个别节点渠化设计不合理,交织

点多导致运行效率不高,交通组织有待梳理。

图4 现状道路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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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个别路段存在缓行情况

(5)公共交通:作为片区客流走廊,现状公交较为发达,最大断面公交线路19条,部分路段设有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硬件设施条件一般。

图6 现状公交线网示意图

(6)慢行交通:非机动车出行占比较大,约70%左右。现状设有非机动车道,但缺乏连贯性。沿

街商业发达,慢行需求十分旺盛,慢行设施不满足需求

3.3 目标策略

3.3.1 调配道路空间资源,倡导绿色交通出行

(1)梳理沿线开口情况,优化交通组织,保证系统运行平稳有序。沿线与1条快速路,8条主干

路,8条次干路,21条支路相交。规划菱形立交1处,信控路口14处,平均间距510m,右进右出31
处,掉头2处。其中与主次干路相交规划为信控路口,支路组织为右进右出。

(2)梳理沿线地块开口,结合城市更新用地,规划思路从用地角度出发,研判周边用地开口情况,
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图7 城市更新角度梳理沿线开口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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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交通组织规划示意图

(3)重构断面,空间资源向公共交通及慢行倾斜,引导绿色交通出行。分段识别公交、慢行需求,
道路资源适当倾斜,强调公交慢行路权优先。根据不同路段交通需求强度,合理布置道路横断面规模。
尽可能集约空间,减少道路过宽产生联系不便的影响,预留空间进行路内-路外一体化设计。

图9 断面规划分段示意图

图10 深汕路-坪山大道段断面

①
 

深汕路-坪山大道段:红线50m,双向6车

道。机动车道11.5m,公交专用道3.5m,独立自

行车道2.5m,人行道3m,两侧预留2m绿化带,
结合建筑退线统筹规划。

②
 

坪山大道-绿荫南路段:红线60m,双向6
车道。机动车道11.5m,公交专用道3.5m,独立

自行车道2.5m,独立人行道3m,两侧预留7m绿

化带,结合建筑退线统筹规划。
③

 

绿荫南路-绿梓大道段:红线40m,双向6
车道,双向6车道,机动车道11.5m,公交专用道

3.5m,此段经过基本农田,人非共板设置4m。

图11 坪山大道-绿荫南路段断面

996



图12 绿荫南路-绿梓大道段断面

④
 

绿梓大道-聚龙路段:红线40m,近期尊重

现状建设为双4断面,未来结合需求将5m绿化带

改造为机动车道,拓宽至双向6车道。
(4)公交提质,实现轨道-公交无缝衔接,保

证接驳便捷性。优化线路,按 “L”型或 “Z”型

调整公交线路由竞争关系向接驳转换,同时增加燕

子湖片区、技术大学片区南北向轨道-公交接驳

线路。
设置公交专用道及港湾式停靠站,对于并站公

交线路大于5条设置港湾式,大于10条设置双港

湾或增设一个同名分站台。结合出口道设置公交站台,地铁出入口50m范围内设置公交站台,便于接

驳。全线规划20对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其中绿梓大道以东增设3对,新增同名分站台2对,增设双港

湾站台1对,平均站间距约450m。

图13 绿梓大道-聚龙路段断面 图14 线位走向调整示意图

图15 公交站台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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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打通瓶颈节点,确保道路高效畅通。识别主流向,合理渠化设计,优化节点交通组织,提高整

体运行效率。以东纵路-深汕路节点为例。
近期尚未打开振坪路节点,为T字路口,节点压力较大。西南转向为主流向,深汕路直行及右转

断面公交流量压力均较大。

图16 现状公交航拍情况

深汕路改造:设置两右转专用道,一条为公交右转专用道,一条为小汽车右转专用道,以渠化岛划

分;将最右直行道设置为公交专用道;坪山疾控中心站设置分站台,将直行、右转公交分开,降低车流

交织影响。东纵路改造:六和城站在地铁口附近设置分站台;东纵路最右一条左转车道设置为公交专用

道,顺接深汕路公交专用出口道。

图17 东纵路-深汕路节点近期规划方案

(6)强化16号线站点周边衔接规划,支撑 “轨道公交+慢行”主导模式

规划围绕地铁出入口,布置公交慢行接驳设施,实现便捷换乘。公交站点布置在出入口50m范围

内;出租车临时停靠泊位结合公交泊位布设,集约空间;自行车停放区根据需求预测,结合地铁出入口

布设;人行空间设置隔离防护措施,避免人非混行产生,保证安全。
以江岭站为例。江岭站位于东纵路与江岭街交叉口处,设置4个出入口,此站与云巴换乘。车站周

边规划为居住、商业办公用地。根据预测,江岭站高峰小时进出站客流量为6477人次。北向为主要客

流方向,占比约37%。江岭站周边除公交、出租车泊位、自行车停放区的配置外,还应建设风雨连廊,
提高慢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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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江岭站规划方案

3.3.2 打造品质街区环境,营造舒适出行体验

(1)品质升级,营造安全环境

①打造无障碍街区,减少场地高差,迁移箱体障碍物,路口路段实现零高差顺接。②设置二次过街

岛,增加渠化岛等候区,布置防撞设施,提高安全等级。③选择人流汇聚量较大路口设置行人红外检

测、地面红绿灯,保证行人安全。④周边分布多所学校,学校路段实行限速,保证交通安全。

图19 无障碍街区、行人安全岛

(2)景观提升,打造完整街道

①构建主题特色风貌段,划分为老城记忆段-自然融合段-科技创新段。②开展标志性门户节点设

计,塑造街头艺术空间与城市网红点。③在居住区范围内,利用建筑退界进行一体化设计,打造口

袋公园,提供休憩空间。利用东纵纪念馆前区空间与预留绿化空间设计街边公园。利用东纵纪念馆

前区空间与预留绿化空间设计街边公园,宣传红色文化。路边树池、人行道板融入红色元素,体现

东纵情怀。

图20 红色主题节点、东纵元素融入

207



3.3.3 布局智慧交通系统,提升道路运行效率

(1)实施高效有序的运行管控

①绿波控制:沿线15个信控路口,实施智能信号控制,提高运行效率。②应用智慧灯杆,多杆合

一,全要素感知,为构建智慧城市提供数据基础。③安全警示:行人过街安全警示、右转渠化路口过街

安全警示。
(2)提供精准的公交服务

①公交路口信号优先,主方向上 “绿灯延长”或 “红灯早断”,保障公交车优先通过。②采纳智慧

公交站台,显示最近班次公交车位置、预计到站时间,大客流站点设置触摸交互屏等。

图21 行人过街警示系统 图22 智慧公交站台

(3)MaaS定制化出行服务

①燕子湖片区打造国际化的公共生活中心,以燕子湖会议中心为核心,采用 “无人小巴+轨道接

驳”交通模式,预约出行,公交按需响应,实现出行零延误。②深圳技术大学片区利用校园循环微巴,
将校园内客流接驳至地铁站点。

图23 基于MaaS出行管理平台

4 结语

随着城市交通的不断进步,以轨道为主导的多模式出行网络已初具雏形,城市建设标准也在走向精

细化、人性化。这都为道路交通规划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从城市交通规划者角度出发,把握时代契

机,以多方式交通全面协调发展为目标,充分挖掘现有空间资源,整体统筹规划交通空间、城市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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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对于交通系统本身而言,在内部子系统深度融合统一的基础上提升道路品

质、升级智慧硬件,保证交通功能的前提下,才能达到更好为出行者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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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道适老性需求研究———以北京苏州街为例

尹 昕 宿佳境 安 珺 李沅儒 赵 亮

【摘要】 我国目前处于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居住、出行等活动空间适老化工作正在进行。而街道空间是老

年人生活中使用的重要空间,其适老化改造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当下机动车的增加挤占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街道对

行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日益缺失,难以满足老龄化背景下城市建设发展的需求。本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的苏

州街为例,利用眼动仪设备分析老年人在通行空间认知上的特殊性,得出其敏感因子、视距特点等结论;并从三个维

度,采用五点量表法对108名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研,明确老年人对街道空间的评价及生理与心理需求;最后从城市设

计角度,对城市街道适老化改造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适老化;街道空间;眼动仪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提出构建老龄友好城市 (Age
 

Friendly
 

City),该项目包含户外空间、建筑、交通、住房等众多城市命题,致力于提高城市适老性,
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变革。

据统计,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8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总

人口的比重为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1]
 

。全国老龄

办将21世纪我国老龄化发展划分为快速老龄化 (1999~2022
 

年)、急速老龄化 (2022~2036年)、深度

老龄化 (2036~2053年)、重度老龄化 (2053~2100年)四个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时

期[2]
 

。因此,为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关注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格外关注。为达此目标,已有许多

建议与措施被提出:如张世平提出六点措施:将其纳入国家规划,完善相应体制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体

系,加强基本制度建设等[3]
 

。
北京老龄化现象十分显著。截至2018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增至349.1万人,占

北京市户籍总人口的25.4%。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增速快于同期户籍人口的增长速度:北京市60岁及

以上户籍老年人增至349.1万人,较上一年增长了4.7%[4]
 

。
在老龄化背景下,研究老年人的出行行为十分具有价值。已有许多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如万邦伟

指出老年人出行的基本生活活动圈半径为180~220m,这一发现说明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活动圈不仅包

括住区内部活动空间,也包括街道空间。街道空间成为了老年人出行的重要活动空间[5]
 

。
而街道空间随着时代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城镇化发

展同样迅猛,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对城市主要道路的过分重视和盲目对建设速度的追求,使大城市以

宽阔的道路和轨道交通为城市结构骨架,串联起城市的大型居住区、商业区、大型公共建筑等功能元

素。曾经集 “交通性”和 “生活性”的复合生活性街道逐渐消亡,“车性化”的建设追求使街道越来越

宽,街区越来越大,巨构的交通组织使行人不得不避而远之,公共空间、步行活动等行为也逐步退出街

道空间,街道空间功能趋向单一化。
人行体验遭到破坏的街道空间更是给老年人出行带来了不便与隐患。由于身体素质等条件影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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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在适应街道空间 “车性化”的变化上遇到了更多困难。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老年人受到伤害死亡

的第一因素即跌倒,而第二因素即道路交通伤害 [6]
 

。而这两者都与目前街道空间在适老化工作上的

不足有一定联系。
事实上,国内对于适老化的相关研究早已开展,且富有成果:李小云从社区层面出发,就境内外城

市老年居住模式及老年友好社区的研究与实践进行回顾和梳理,提出原居安老模式应成为中国未来老年

人的主要居住模式[7]
 

;周燕珉、刘佳燕从居住区户外环境的角度,结合老年人户外活动的需求,提出面
向适老化的户外环境设计原则[8]

 

;刘东卫、贾丽、王姗姗从住宅设计这一角度,提出了居家养老这一模

式下住宅适老化体系建设和通用设计的方法,对适老化设计进行分级,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现状的分级

标准及相应的设计要点[9]
 

等。
在相关适老化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大部分采用文献调查、实地调研、问卷、访谈、量化研究等方

式开展:如吴岩对九个社区的老年人发放问卷、通过访谈等方式进行抽样调查,探究重庆城市社区适老

公共空间环境[10]
 

;戴靓华采用文献调查、权重分析的量化研究等方式,建构 “医养”体系模型[11]
 

等。
纵观目前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其中仍有尚未涉及的空白:一是国内研究对街道空间的适老化改造关

注度不足,街道空间的适老化研究明显落后于住宅及社区户外环境,而国外研究在街道空间这一方面早

有进展:如纽约在2008年就已开展针对老年人口的安全街道设计[12]
 

,其选取了5年内导致老年人 (65
岁以上)死亡或重伤的交通事故频率最高的25个路段,对其街道空间进行一系列改进设计,如延长人

行横道的行人过街时间、修建行人安全岛、拓宽路缘和中间带、缩窄人行横道、抹除人行横道与步行道

的高差等;
 

二是目前对老年人的基础信息收集、出行特征研究大多采用问卷及访谈的方式,这一方法以

老年人自身表述为依照,缺乏客观观察作为辅助。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研究的目的是从城市交通设计的角度出发,观察并理清老年人出行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识别当前

街道空间中老年人出行遇到的挑战和问题,最终提出适老化街道改造设计的思路,为今后街道适老性改

造项目提供参考。
为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实现未来老年宜居社会目标,老年人居住、出行等各项活动所依赖的物质

空间适老化势在必行。而街道空间是老年人生活中使用和感受的重要空间,其适老化改造意义重大。长

期以来,我国的街道设计普遍把使用人群概括为一个平均年龄来整体看待,更多面向的是中青年人群。
随着老年人成为人口构成的重要角色,让老年人可以更多、更方便地使用街道空间,参与公共活动是社

会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本研究将运用眼动仪等现代技术手段观察老年人出行特征,并针对其提出街道

空间适老化改造建议,补充现有研究空白,助力塑造老年宜居环境。

2 研究思路

2.1 研究框架

本次研究可分为空间调研和行为调研两部分 (图1)。
老年人街道出行行为与认知调研:使用问卷调研和眼动仪试验的方式,问卷调研分为基础性资料调

研、日常出行行为调研和空间认知与偏好调研三个部分。眼动仪技术则从个体视角了解老年人的出行特

征,从而推导出老年人对城市街道环境要素的各种需求。
城市街道空间要素调研:主要选取街道中与老年人体验相关的空间要素,包括:对城市街道的交通

情况、街道界面和路面平整程度等物质空间特征。

2.2 研究范围

本研究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开展,具体为其位于海淀南路以南一段,约590m左右 (图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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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示意

3)。苏州街北接北四环,南接快速路万泉河路,东侧是中关村西区和中国人民大学,西侧有海淀区妇幼

保健院,交通通行量大,且存在较多天然 “堵点”。街道两侧为倒座庙、王公坟等建成于20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老旧小区,老年人居民占比较高。总体来看,这里老旧小区集中,交通种类丰富,周边用地类型

混杂,街道界面类型较为全面。
从交通情况来看,街道西侧功能较为碎片化,主要以居住、办公为主,建筑入口与支路路口较多。东侧

的界面较为连续,功能主要是人民大学、政府办公楼和居住建筑,路口较少 (图4)。路段南北两端有

比较大的过街路口,中心有一个小的过街口,均设有信号灯。主要的交通站点有两个,一是北侧的苏州

街地铁站,在街道东西两侧均有站点;二是人民大学西门公交站,站点设置在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之

间的中心岛上 (图5)。

图2 区位图 (1)
 

图3 区位图 (2)
 

图4 功能分布图

从街道界面来看,界面类型可分为底商、公共建筑、住宅、高台、栅栏、临时围墙、围墙、绿化八

种类型 (图6),在研究范围内排列组合,并按照开放程度分类,可分为八种情况 (表1)。将底商、公

共建筑定义为开放界面,在整个街道中约占27.8%;将其余界面定义为封闭界面,在整个街道中约占

72.2%。可见,街道总体封闭性较高,且西侧的封闭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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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道路交通分布图 图6 沿街立面类型分布图

表1 街道界面类型分布表

界面类型 东侧 西侧 整体

开放

界面

底商 7.5% 0 3.5%

高台-底商 12.9% 0 6.0%

公共建筑 2.7% 24.8% 14.5%

高台-公共建筑 8.1% 0 3.8%

27.8%

封闭

界面

住宅 0 12.7% 6.7%

栅栏-绿化 22.4% 46.0% 35.0%

栅栏-公共建筑/住宅 7.0% 6.1% 6.5%

临时围墙/围墙 39.4% 10.4% 24.0%

72.2%

图7 典型剖面绘制

总体而言,老年人出行在苏州街路段遇到的主要

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路面不平整且多有

障碍物;第二,步行空间较为破碎,步行体验不畅。
笔者对三个典型的剖面进行了绘制 (图7)。A

处两侧为施工区域,因此设置了围墙挡住了人行道,
在非机动车道中间设施栏杆分离出暂时的人行道,步

行空间非常狭窄,许多老年人不愿在分隔出的人行道

行走,而是走在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有很大的安全

隐患。B处两侧分别为底商和政府办公楼,东侧因为

有非机动车停车,导致步行空间相对局促,台阶又过

高,导致上面的底商可达性较差;西侧为政府办公

楼,步行空间充裕,但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间设置了

很高、很宽的水泥台面,过街的行人无法直接到达,
非机动车道上步行、自行车、机动车混杂,路权相互

侵犯,极易引发交通冲突。C处两侧分别是写字楼和中国人民大学,东侧与B处有相似的问题;西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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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空间独立,路面平整,通行性良好,但街道界面单调,趣味性较差。

2.3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指具备一定生活能力,能够自理或在一定帮助下到达并在城市街道中发生活动的

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同时,研究中所涉及的老年人样本具备差异性、多样性等特点,使街道适老性

更具备普适性。

2.4 研究方法

观察法:选取35位老年人进行跟踪调研,主要关注以下问题:老年人喜欢走哪里;哪里走得慢;
哪里上下台阶比较困难;碰到障碍物老年人会做出何种反应等,由此定性推测老年人出行的行为习惯。

问卷法:本次调研在所调研区域共发放问卷120张,回收问卷118张,有效问卷118张。其对老年

人基本信息、健康程度、出行行为进行量化,并通过交叉分析、比较研究年龄与街道各项要素的偏好程

度,进而了解老年人街道出行的基本特征与空间需求。
为量化老年人对现状街道的偏好情况,采取五点量表法构建评价模型。其中,调查包括街道直观感

受、街道安全性与街道舒适性三个方面 (图8)。

图8 空间认知评价模型

眼动仪法:本次调研将选取iView
 

X眼动仪展开工作,选取5名老年人研究其视线聚焦的特殊要

素,并选择一名青年进行对照分析,从而得出老年人对通行空间的认知情况。
由于调研过程在户外进行,笔者采用运行模式符合这一要求的iView

 

X
 

HED型产品进行调研。它属于

头盔式视线追踪眼动仪,包括:iView
 

PC
 

测试计算机和一个头盔摄像机。其使用流程如下 (图9):

图9 眼动仪使用流程

(1)校准:将眼动仪的头盔摄像头器械组与处理计算机相连后,被试者头戴头盔,并进入计算机

iView
 

X软件的校准模式。令被试者将目光注意力集中于预先设定的点位上 (常用点位设置模式如五点

法等),并在iView
 

X软件中作出相应点位记录,即可得到由被试者的实际情况校准产生的眼动仪运行

环境。
(2)测试:在眼动仪已经依照被试者的数据完成校准工作后,令被试者佩戴眼动仪头盔摄像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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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设定的行进路径上模拟其日常出行状态,完成这一路径的视线跟踪记录。在此过程中,由于测试环

境非室内测试,而是位于街道,存在一定危险,因此需要有人陪同以保证被试者的安全。
(3)数据处理:被试者测试的数据将以视频文件MP4的格式记录。对视频进行帧分析,记录被试

者视线聚焦的特殊要素,并对最终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后得出测试结论。
本次眼动仪实验过程如下:
眼动仪实验将采取两组被试组:实验组选取5位老年人 (年龄段:60~95岁),而另一对照组将选

取1位青年 (年龄:20岁)。对两组被试组成员进行相同的测试程序:
每一位被试者需要首先以自身条件进行仪器校准,校准选取的基准点对于所有被试者均相同:基准

点有5点,按照5点法产生,其与人的视线距离为15m,并选取为地段内的一特定位置,以最大化提高

校准工作对于被试者和地段环境的适应性。
每一位被试者在完成以自身为基准的校准工作后,均在同一给定路段上完成测试过程。给定路段经

过前期分析的精心筛选,其包含如下要素 (图10):路径长度为500m;路径为从小区内部出发,经一

街道两侧人行道后返回小区内部;路径包含多处街道路面有高差的台阶;路径包含两处需要穿过马路的

位置:其一为街道中部人行横道,其二为交叉路口的人行横道,二者有较大差异。

图10 测试路径及观测点

对每一位被试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当数据出现明显纰漏时,重新对被试者进行该测试程序 (校准、
测试、数据分析)以保证数据准确性。

3 老年人出行特征及其对街道评价

3.1 老年人身体素质情况

参与问卷调研的老年人具有如下特征:50~70岁老年人占六成,有接近一半老年人身体状况良好,
绝大部分老年人都可以无需工具辅助出行。

如图11所示,50~60岁老年人占比25%,60~70岁老年人占比35%,70~80岁老年人占比

21%,8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18%。而在身体情况调查中,身体不良好情况占59%,主要造成出行不

便的原因为:腿脚不便、眼花、耳背。在步行情况调查中,53%的老年人认为自己可以连着走半小

时以上,而47%的老年人认为自己腿脚相对不便,长时间走路需要歇一会,或借助拐杖、轮椅等辅

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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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老年人身体素质情况统计

3.2 老年人日常出行行为

通过调研得出以下结论:外出活动为老年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老年人出行以步行为主,大部

分活动为购物。
如图12所示,频率方面,绝大多数老年人每周出门3次以上,42%的老年人每天都出门。出行方

式方面,对于有户外活动需求的老年人,其出行以步行为主,77%的老年人常乘坐公交车。但只有少数

老年人会选择地铁、出租车、自行车等出行。出行时间方面,老年人多数在上午和午饭后两个时段出

门。而早饭前、晚饭前两个时段 (和早晚高峰重合)则几乎不出门。出行活动方面,老年人的出行活动

主要为购物、遛弯、带孩子,以购物最为频繁,占总量的70%。

图12 老年人日常出行行为统计图

3.3 老年人街道空间评价

通过五点量表法获得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老年人出行活动较为频繁,所关注出行问题集中在

街道安全性上,而非舒适性。在安全性上,老年人认为街道存在路口间距过大、路面不平、道路障碍多

等问题;而在舒适性上,老年人认为街道绿化条件、配套设施与夜间采光等都相对充足 (图13)。
将身体状况同出行认知进行交叉分析可见,腿脚不便、眼花、耳背的老年人在路面平整度与道路交

叉口设计等方面,对街道安全性有更多要求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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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老年人空间评价统计图

图14 老年人空间评价交叉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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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年人出行的空间感知特征

本次调研中使用了眼动仪对老年人出行的空间感知进行分析。其具体得出的发现可以分为以下三个

方面:老年人出行关注的敏感因子、视距特点及不同环境对视线的特殊影响。
敏感因子:
(1)老年人对地面的特殊铺装比较敏感,在大部分下水道口、井盖和不一样的铺装位置都会停留视

线。图15为老年人视线关注的地面铺装特殊点———井盖。

图15 敏感因子分析—特殊铺装

(2)老年人对快速移动和突然发出的声响敏感,对正在发生的特殊事件敏感。图16(a)为老年人

关注到被车挡住的快速骑车者 (由于有声音),图16(b)为老年人视线被环卫工人处理垃圾的声音吸

引到垃圾桶附近 (图16);

图16 敏感因子分析—声响与特殊事件

视距特点:
(1)有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视线一般处于更近、更低的位置。图17为两位腿脚不便老年人视线的停

留位置。

图17 视距特点分析—腿脚不便者的视距

(2)和青年人相比,老年人视距普遍位于更近和更低范围的区域。图18(a)为老年人视距,图18
(b)为对照组青年人的视距 (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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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视距特点对比分析-老年人与青年人

不同环境对视线的特殊影响:
(1)在较为熟悉和安全、平坦的环境下,老年人的视线会放远,更容易关注远处的行人等。图19

(a)为老年人在自己熟悉的小区内的视距,图19(b)为老年人在平坦地形区域的视线关注区域

图19 环境影响分析-熟悉、安全环境下的视距

(2)在地面起伏大的地区,老年人的视线会集中在近处的地面上。图20(a)为老年人视线关注近

处的台阶,图20(b)为老年人关注有起伏区域的井盖。

图20 环境影响分析-地面起伏大区域下的视距

(3)在经过窄口时,老年人的行动速度会放缓,对窄口的边界进行多次观察。图21为老年人对即

将通过的窄口边界进行判断。

图21 环境影响分析-窄口处的视线关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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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窄口时,老年人会对窄口外的环境和路线进行判断和规划。图22为老年人确认的窄口通

过路线并对通过后的外部环境路线进行规划 (图22)。

图22 环境影响分析—窄口外的视线关注区域

5 现状街道适老化改进建议

5.1 设计原则

安全性原则: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安全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第二基本需求[13]
 

。在本次调

研中也发现:对于生理机能下降的老年人来说,安全性是其对街道空间的首要要求。在街道的步行环境

中,应尽量消除老年人被撞倒、绊倒,被袭击的可能。
对应街道设计环节,应尽量做到人行道拥有平整安全的路面、充足的照明设施,同时尽量避免被机

动车及非机动车干扰等。
易达性原则: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群来说,保持步行环境的流畅性与连续性,为不同区域提供舒

适便捷的链接与过渡至关重要。目前的城市街道大多以健康成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进行设计,因此对老

年人来说街道的可达性并不理想,一方面,过大的街区尺度以及公厕、座椅等服务设施的缺失为老年人

的远距离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另一方面,过宽或过窄的道路、路口,大量楼前台阶、过街天桥,停放杂

乱的机动车、共享单车等都为老年人步行的流畅性造成阻碍。
因此,在街道设计环节应尽量保证步行空间尺度适宜且道路通畅无障碍;座椅公厕等设施按适当距

离布置;过街路口提供安全充足的准备区域;过街天桥、地铁等高差较大设施提高自动扶梯或电梯等。
易读性原则:由于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能力的下降、记忆力的缺失,老年人需要容易辨识和意

象清晰的街道标识。而目前街道设计中的标识体系并未深入考虑老年人认知模式,存在一定改进空间。
因此,街道标识、红绿灯等设计中,应考虑老年人的视距、理解能力,设置完整的道路指示系统;

红绿灯等设施应考虑听觉、视觉等多感官信息传达等,以实现标识、警示等信息对老年人的易读性。

5.2 设计策略

保持步行空间的独立和连续性:基于多数老年人腿脚不便的特点,在设计中应减小路缘石的高度,
并在路口处设置缓坡,并适当增加坡道的宽度,使步行空间更加独立和连续,方便老年人顺利通行。特

别是在苏州街西侧,路口较多,且步行空间受非机动车停放区挤占,这一段应规范非机动车的停放,或

适当拓宽人行道宽度,保证老年人行走的安全性。苏州街东侧的部分路段,应取消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

间连续的、过高的分隔带,防止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无法上到人行道上行走。在部分施工路段,人行道完

全被挤占,应在非机动车道临时分隔出人行道,并保留至少1.2m的宽度,方便需要搀扶或需要拐杖和

轮椅辅助行走的老年人顺利通过。
设置符合老年人特点的轻量化城市家具:一些轻量化的城市家具,可以大大增加老年人步行的舒适

性。比如,老年人的视力范围较近、较窄,多关注近距离的事物和突发性事物,对远距离的事物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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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改造示意图1

感,在步行空间的塑造上可以发挥铺地的作用,铺地应粗糙防滑,颜色种类应简洁统一,在交叉口可用

醒目的颜色提醒老年人注意安全,路牌、指示牌等也可与铺地结合,用油漆等在地面上做一些图标,防

止老年人迷路,也给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另外,绿化池的高度可以抬高到40cm,方便腿脚不

便的老年人随时坐下休息,而不用特意安排座椅,如苏州街东侧人民大学一段,就可将绿化的部分栏杆

换成座椅形式。在台阶多的地方,可设置护栏扶手,方便老年人临时搀扶 (图24)。

图24 改造示意图2

6 结论与展望

通过调研分析,文章得出以下结论:
识别老年人出行中以步行为主、考虑安全性大于舒适性的特征,并观察到老年人对街道空间认知中

的特殊现象:老年人的视距相对较近,且多位于低处,这点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表现更为明显;同

时,老年人对于地面起伏和特殊铺装非常关注。而目前的街道设计中存在以下问题:人行道地面起伏较

多,对老年人可达性差,老年人在自身安全条件判断下,被迫选择更为平坦的非机动车道作为步行空

间;部分标识设计并未考虑老年人视距特点,存在可读性问题等。
而要解决问题,完成街道设计适老化改造的关键之处,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是要明确街道设

计中必须考虑适老化的态度,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等方式,加强对于老年人出行的关怀与观察。这一过

程可以运用各式现代技术设备,捕捉老年人出行中尚未识别的有效特征;第二是在基于对老年人出行特

征的分析下,对街道空间进行精细化设计:老年人对街道空间的首要要求是其安全性,而非舒适性、趣

味度等其他指标,因此精细化设计方向应始终将安全性摆在第一位。
面对未来老龄化社会,应在老年人生活起居等各方面,更加重视老年人特征、需求,设计适老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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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打造老年宜居环境,实现社会人文关怀。国内已经在住宅适老化、社区适老化等方向上作出许多努

力;而在街道空间适老化上,可以积极吸纳国外街道改造经验,从局部街道试点进行探索,完善老年人

居住、出行环境现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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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祥云小镇缓建步行街背后交通提升思考

曹天恒 刘春雨 潘 璐

【摘要】 作为全国首个城市将责任规划师制度写入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北京的城市治理正显现出共建、共治、共

享的全新局面。通过顺义祥云小镇缓建步行街的实践,责任规划师已切实介入城市基层治理与管理。责任规划师结合自

身专业知识,给出中立的第三方意见,防止不合理改造建设,为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努力。
【关键词】 精细治理;交通决策;责任规划师

1 项目概述

祥云小镇作为顺义顺义区大型一站式商业服务中心,现状被安泰大街分隔为南区和北区,长期存在

过街流量大、过街不便利等问题。街道提出为保障祥云小镇南北区联系,拟将安泰大街局部改造成步

行街。
责任规划师通过现状调研从街区尺度、人群流线等多个角度进行交通分析,并对比国际先进经验认

为
 

“征集民意+渐进式改造”,才是目前国际上推进以人为本、优化步行指导思想背后的正确思维逻辑。
祥云小镇交通的改造应综合考虑空间、人、资源三者间的匹配程度,选择合理改造模式。需要以人

民为中心,通过搭建多方协同平台,实现空间共治。借助系统的管理和精细化改善,引导绿色出行等,
多种手段综合提升周边交通品质,安泰大街步行街改造方案暂缓。

2 小镇交通特征

2.1 区域特征: 外籍人员众多、 国际化趋势明显

顺义作为首都的门户,是北京东北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也是首都国际交往中心 “国际交往功能综

合承载区”承接地,约有10000余名外籍人士在顺义工作、学习、生活。
空港街道,辖区紧邻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功能区总体在辖区内,区域优势明显。辖区构成复杂,其

中北京市最早、最成熟的中央别墅区坐落在此,辖区内涉外机构、是外籍人员最大的聚集地之一,国际

化元素不断聚集,国际化趋势不断扩大。

2.2 周边特征: 对外联系不足, 存在提升机遇

中粮祥云小镇,依托项中央别墅区与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两大板块,对周边人群吸引力强,是顺义

区大型的一站式商业服务中心。现状距城市中心较偏远,轨道 M15线花梨坎站空间直线距离也超过

2km,对于距离较远消费者吸引力不足,主要服务人群是顺义周边居民。
三城联络线,连接三座科学城,即怀柔科学城、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向东经花梨坎站 (与

M15换乘),最终到达首都机场区域,虽具体站位尚不明确,但是祥云小镇与花梨坎的距离为2km,存

在设站条件,未来存在提升空间。

2.3 内部特征: 步行友好、 满足社交需求

中粮祥云小镇作为北京市首家 “北京生活性服务业示范街区”,内部为纯步行街环境安全友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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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城联络线示意分析图

筑风格富有吸引力。小镇配套各种儿童友好型设施、特色广场内铺设彩色雕塑和喷泉,内部汇集大量周

边社区的亲子活动人群。

图2 祥云小镇内部情况图 (家长带儿童活动)

2.4 特征总结: 国际化宜居生活样板

区域周边人群国际化趋势明显,未来存在轨道线支撑的可能性。在道路交通改造方面,祥云小镇应

探索先进经验,将其打造成行人友好的开放型街道,成为国际新示范,才能与自身的高定位相符合。

3 小镇现状交通特征

责任规划师团队进行多次调研,其中4月8日清明节小长假,路口理论上是全年交通流量最大的时

段之一。同时选取目前南区北区过街的2个路口和路段车流量,作为判断修建步行街人流的重要参考

依据。

3.1 特殊时期, 路口人交通量较少

由于今年疫情原因,各大商圈客流量都在断崖式下跌之中,祥云小镇同样也不例外,虽然抽取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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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小镇路口周边情况示意图

个时间节点 (10:30、11:30、14:00、16:00)进行调研,但是整体流量有限。车流量全天维持在

230v/h左右,上午人流量在500人/h以内,下午4:00路口达到最高人流量,过街人数才刚突破1000
人/h,目前路口完全可以承载交通需求。

图4 小镇路口交通流量统计图

3.2 周边年轻家庭多、 携儿童出行比例高

通过4个时段对过街人群的特征分析,可发现家长携带儿童比例高达40%以上,尤其下午16:00
左右,太阳下山后比例在50%以上。依托周边的社区资源,和祥云小镇内部各种开场空间和儿童配套

游玩设施,“2位家长+儿童”以家庭为单位出行的比例非常高。

图5 祥云小镇以家庭为单位出行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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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无障碍设施使用率低, 儿童南北过街不友好

祥云小镇南区北区之间与安泰大街存在0.7m左右的高差,存在台阶,现状无障碍设施使用效率不

高。亲子活动的装备类似婴儿车、儿童自行车需要上下来回搬运。同时城市标准的室外台阶高度对于儿

童通行并不友好,存在磕碰的可能性,南北过街对于全年龄段友好度存在优化空间。

图6 祥云小镇南北区儿童过街问题

3.4 交通管理滞后, 交通意识不足

安泰大街与裕丰路交叉口现状为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现状路缘石转弯半径过大,调研发现,存在

车辆不礼让行人,交通意识不足情况。而且,安泰大街现状没有规划自行车道,并不符合城市道路标

准。非机动车空间被路内停车侵占,造成机非混行存在安全隐患。路口附近经常出现临时上下客的汽

车,造成道路拥堵的同时影响行人正常过街。

图7 祥云小镇交通问题

3.5 交通特征总结

祥云小镇内部步行环境连续舒适,吸引周边居民亲子活动。但是由于城市郊区化,多种模式出行方

式相互耦合不佳,交通管理、城市管理等问题,甚至是周边高收入群体社区,加剧区域私家车出行比例

高,虽国际化氛围浓郁,但是在交通层面,祥云小镇周边人车矛盾大,祥云小镇南北区过街路段,存在

一定优化必要。

4 改造步行街难点梳理

按照目前国际优秀改造案例,多数的交通改造以步行优先为指导思想。但安泰大街局部打造步行街

的做法是否可以直接套用,责任规划师目前依然存在一丝疑问。

4.1 区域路网密度较低, 路段涉及小区出入口
 

区域周边路网密度为6.2km/km2,与目前北京市街区控规要求的商业区集中地区路网密度10km/
km2存在一定差距,目前周边存在大量在途项目,未来可能会存在道路承载力不足情况。作为生活型

道路主要使用对象为周边居民,同时涉及小区地库出入口,改造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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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小镇路口周边情况示意图

4.2 步行街尺度较大, 无法聚集人气

安泰大街两侧U型界面宽度为50m左右,两侧建筑为2层左右的低层建筑,若直接把城市级干道

路改成步行街,建筑空间无法实现空间围合体验。对于商业街,需要有热闹繁华的气氛,D/H宜控制

在1~2左右,过于宽敞的道路会使行人失去安全感,并不利于人群的驻留。
现状安泰大街道路两侧已存在人行道,且与建筑前空间及人行道进行一体化设计,同时借用了绿化

景观把车道隔离在外,使步行道成为左右两边单独D/H≈1的部分,步行空间尺度已经适宜。

图9 现状安泰大街人行道情况

4.3 过街流量不足: 不足支撑步行街方案

根据现场调研数据来看,平均每小时过街流量只有600人/h,直观感受为客流稀少。目前过街通道

设计通行能力为1400~1800人/h,过街通道可以完全满足南北联系需求,现状交通需求并不能支撑步

行街方案。

图10 早中晚路口流量情况

4.4 人群流线不匹配: 南北向过街匹配东西向步行街

安泰大街为东西向大街,祥云小镇目前主要为南北向交通联系,未来安泰大街改造为步行街其东西

向流线方向与现状南北向过街方向并不能很好地匹配,50m的步行街空间只有少量南北过街需求,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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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街空间存在浪费情况。

图11 人流动线示意图

4.5 分析结论

目前祥云小镇街道宽度与两侧建筑已经定型,空间营造限制条件较多,基本不存在打造空间尺度宜

人的步行街条件。虽然目前北京街道设计导则等相关技术文件已经出台许多,街道设计需要 “以人为

本”。路权需要不断向人行和自行车倾斜等的价值观已受到街道管理者认可,但同时需要强调空间与人

的需求,空间与资源相互匹配的程度,并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改造模式。

5 交通提升案例分析

5.1 牛津广场: 多方参与制度, 完善过街体验

牛津广场位于伦敦两大著名商业街牛津街和摄政街 (Regent
 

Street)的交叉口,2009年在政府市

政议会、交通部门、土地所有者 (英皇资产)、设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对牛津广场进行了优化改造。
牛津街广场的道路设计体现了步行优先的指导思想,压缩机动车行驶空间,控制车行速度,降低非

必要机动车的穿行意愿。将整个十字路口打造成过街广场,优先保证人行过街空间,减少过街拥堵程

度,行人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大大提高。这样的局部路口改造思路对于祥云小镇的改造更具有借鉴意义。

图12 牛津广场改造前后对比图

5.2 百老汇大街: 临时改造试验, 动态优化

百老汇大街改造主要集中在曼哈顿中城区,采用渐进有序的方式展开,大致经历了初步方案、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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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效果评估、正式实施与优化调整等5个阶段,持续改造时间长达8年,是一个互相影响与持续修

正的开放性进程。在正式改造之前,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征集意见、临时改造和效果评估,降低快

速建设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正式改造之后也同时保障持续优化的可能性。

图13 百老汇大街改造过程示意图

5.3 案例总结

以上案例采用广泛征集民意以及渐进式改造的模式,遵循逐步推进以人为本、优化步行指导思想背

后的思维逻辑。综合国内实际,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制度,原有城市更新中大包大揽的快速化改造方式已经变得并不适用,我们应以人民群众满意、实

用、有效的交通治理为目标,进行精细化补充完善。

6 祥云小镇路口交通改善技术路径

祥云小镇路口改造根本目为保障儿童过街的安全,在不妨碍消防车、救护车等通行的前提下,采取

一系列交通安宁化措施,来提高过街空间的可识别性,减小机动车对儿童过街安全的威胁。

6.1 细化路口道路设计

路口除目前设置斑马线和和警示标识外,还应配合物理方式共同作用,设置道路车道收窄,增设安

全岛、减小路口转弯半径、道路局部抬高等多种手段,达到汽车减速通行,保障步行优先效果。

图14 路口改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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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完善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计不仅提供基本的物理可达性,而是为每个人创建更好的解决方案,确保能够高质量使用

路口公共空间。现状无障碍设计利用率低,建议将现状台阶改造为缓坡道,减少亲子活动装备多余搬运

动作。配合设置阻车桩,防止意外情况。同时路口调整铺装样式,提高过街空间的可识别性,促进小汽

车减速。

图15 无障碍改造示意图

6.3 补充自行车道

清除现状安泰大街路内停车,补充非机动车道,保留儿童骑行的可能性,保证自行车道为2.5m以

上标准宽度,同时实现汽车之间存在物理隔离,保障骑行安全。

图16

6.4 重大活动试验性改造, 动态调整

祥云小镇每年举办活动众多,随着未来商圈客流的逐步恢复,在嘉年华、户外艺术季或者节假日等

高峰时段,人流量较大时,可以临时性的针对机动车限行,将道路作为临时广场空间作为应急方案。根

据外界反馈进行方案评估,若评估结果理想,居民商户等多方人员持支持意见,再进行逐次优化,增加

临时改造频率,直至转型为步行街。

7 祥云小镇路口交通改善管理路径

7.1 搭建多方协同平台, 实现空间共治

促成多方参与的联席会制度萌芽产生,搭建多方协同平台,照顾各方利益平衡,提倡空间共治。保

障各管理部门、各参与主体、街道办事相关部门、责任规划师等多方人员的利益,本着相互协同、以人

为本、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居民商户等多方群体的真实需求反馈,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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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街道试验改造示意图

交通策略定制,体现 “管理价值+设计价值”,推动城市品质提升。

图18 多方协同平台模式示意图

7.2 引导绿色出行, 缓解人车矛盾

三城联络线,祥云小镇周边存在设站条件。鼓励周边用地与轨道站点充分融合,塑造形成高品质的城

市空间,改善区域市民的出行环境,不断聚集人气。对周边生活性街道的非机动车道查漏补缺,保障自行

车出行的独立路权。逐步引导周边居民接受通过绿色出行方式到达祥云小镇,缓解目前的人车矛盾。

7.3 完善文明公约, 实现交通新秩序

交通管理需要集合周边社区群众力量,保障人行路权,防止各类车辆不礼让行人等不文明现象,结

合交通探头和大屏幕,把不文明现象随时滚动播放,在熟人制社区形成舆论治理。当然,除了技术层面

的手段,更需要治理层面下各部门相互协同,多管齐下,共同努力实现祥云小镇路口的交通新秩序。

图19 各部门相互协同示意

8 责任规划师价值体现

顺义空港街道的责任规划师咨询工作还在持续,责任规划师制度的推行与建设开始切实介入城市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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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治理与管理,进一步推动政府更为精细化的行使公权力。通过鼓励全社会的多方参与,构建以人民为

中心的城市基层治理。
责任规划师的根本价值在于守住城市公共领域的公共价值底线,给出第三方的中立专业意见,防止

不合理建设,保证城市工作可以从纸面到地面。作为全国首个将责任规划师制度写入城乡规划条例的城

市,北京的城市治理正显现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全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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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沿河道路到沿河街道的改造研究

陶毅杰 卢顺达 吴超华 朱 闯 许谋为

【摘要】 中国多数城市沿河道路设计往往以机动交通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忽略慢行空间和景观设计,导致行人缺乏步

行体验。通过分析世界各大城市和地区以人为本的街道设计理念和趋势,总结城市沿河道路设计基本原则,并辅以国际

经验示例。通过对交通主要特征及突出问题,提出以人为本的核心设计理念,提出快慢分离、公交与慢行优先、街道景

观营造、慢行品质提升等策略,为城市 “以车为本”的沿河道路向 “以人为本”的沿河街道转变提升提供思路。
【关键词】 沿河街道;慢行空间;以人为本

0 引言

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道路基础建设也不断扩增,不断拓宽的机动车道与快速发展的

智能化机动车道出现在不同城市的城区内,且道路往往采取 “宽马路、大街区”的形式[1]
 

。然而,大马

路宽车道挤占了人行道宽度,大大降低了慢行空间,大部分城市建设依然秉持着以车为本的建设理念。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同样使得居民对交通出行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居民希望拥有具有高效率、智能化

的机动车道的同时,能兼顾舒适、安全、高品质的慢行空间。
其中,沿河区域往往处于城市的主中心,道路内机动车交通量较大,沿河道路设施面临较大压力。

如何合理规划沿河道路交通组织,有效结合道路景观设计,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将沿河道路打造

成集慢行、道路与城市景观为一体的沿河街道,为居民提供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成为近年来国内关注

热点。
本文通过分析国外街道设计的经验,总结现状沿河道路特征的问题,结合巴黎塞纳河沿岸改造计

划,提出快慢分离、街道景观营造、慢行品质提升等策略,为以车为本的沿河道路向以人为本的沿河街

道改造提升提供思路。

1 一般问题分析

1.1 功能不清, 大量过境交通存在, 导致道路拥堵

城市沿河区域多为城市老城区中心,周边用地多以居住、商业用地为主,道路承担服务沿线居民出

行的功能。目前,城市沿河道路功能定位模糊,大量过境车辆行驶于沿河道路,导致道路沿线居民出行

安全性无法保障,同时也使得过境交通车辆无法顺利通过,造成道路拥堵。
重庆滨江路贯穿重庆市南北,沿嘉陵江和长江布置,主要承担主城区内各组团间的快速联系。滨江

路沿线分布住宅、商业等设施,其总长度141.8km中,交通功能为主的路段长20.7km,交通功能较强

的路段长58.0km,交通功能较弱 (以服务生活功能为主)的路段长63.1km。滨江路道路兼具交通功

能与生活服务功能,改善前部分路段出现拥堵[2]
 

。

1.2 道路空间资源分配不合理, 公交及慢行空间被侵占

日益增长的机动化需求导致道路空间逐渐向机动车辆倾斜,受限于沿河道路的供给水平,道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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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重庆滨江路区位及周边用地

资源难以协调,公交及慢行空间被严重侵占。沿河道路公交及慢行空间的减少导致慢行设施供给不足、
非机动车路权难以保障,机非混行由此产生,严重削弱了居民公交与慢行的出行体验。

上海苏州河全长125km,主要流经上海市青浦、嘉定、黄浦、虹口等区,其在市区的区段长度约

为23.8km。苏州河周边土地利用多样化,分布有居民区、商业区及其预留土地等,沿线道路以集散型

之路为主。改造前,沿线地区高容量、慢行空间缺失、公共空间较低、忽视历史建筑与文脉等问题,破

坏了两岸的城市肌理和公共活动,严重影响了沿河道路景观与交通运行。

1.3 组织与管理水平低下, 客货混行、 路侧违停等现象频现

当前,沿河道路交通组织与管理水平较低,道路功能混杂。由于城市沿河道路多为城市中心区域,
城区居民多样化的商业及生活需求为沿河道路交通组织与管理带来挑战。此外,有限的道路设施供应也

使得沿河道路交通问题凸显,客货混行、路侧违停等现象频现。

1.4 景观设施低下, 滨水资源未能充分利用

沿河道路具有优秀的滨水景观,作为城市居民与自然环境和谐互动的重要载体,充分利用滨水资源

与沿河道路进行有效整合,可以有效提高居民出行体验与城市整体形象。然而,部分沿河道路慢行设施

缺失,景观设施低下,未能对滨水资源进行充分利用,致使城市滨水资源浪费。
重庆滨江路较多路段承担城市道路系统的主干道的功能,存在大量的过境交通,道路主要强调交通

功能。滨江路部分路段采用高架敷设方式,桥下空间与水岸缺乏互动,高架桥下景观以植被为主,缺乏

整体协调[4]
 

。此外,滨江路部分地段原本的土地被乱石覆盖后无法生长植被,生活垃圾随意堆放,景观

设施有待提升。

2 经验示例

2.1 巴黎塞纳河沿岸改造

巴黎塞纳河畔道路的滨水空间改造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前后时长超过百年。最后一个阶

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塞纳河沿岸实行滨水公共空间再生改造计划。改造重点将人作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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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考虑人的使用需求;活化利用场地既有资源,引入各类艺术文化元素激发空间活力[7]
 

。

图2 巴黎塞纳河改造前 图3 巴黎塞纳河改造后

从交通组织形式角度分析,塞纳河两侧沿河道路均采用单向交通组织方案,通过单向交通组织控制

机动车总量,从而压缩机动车道空间,为慢行与沿线亲水平台提供更多空间。
从游客体验角度分析,塞纳河左岸以沿岸街道为主轴,沿岸设置公园、广场等多样化的活动空间,

将沿岸街道与城市、河流、公园、广场多元素整合为一体形成滨水步道和沿岸海滩,打造成舒适宜人、
安全可靠的公共活动空间。

从空间体系角度分析,塞纳河左岸设计根据巴黎市民出行方式占比,河岸设计分成两个高差,濒临

河岸为步行道,靠内侧为机动车道,人车分行,将沿岸街道打造成宜人的滨水空间;同时,根据季节关

闭沿岸的快速机动车道,创造出更多的慢行和娱乐空间,将原来的 “以车为本”的街道归还给 “行人”
本身,重新焕发街道活力。

3 沿河 “道路”到 “街道”的转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城市意识到高品质的街道设计能提升城市竞争力,以车为本较为严重

的美国也提出完整街道概念,称 “街道的设计和运行应为全部使用者提供安全的通道,采用不同交

通方式出行的乘客都能安全出行和安全过街,同时提出安全、绿色、活力街道的目标,回归以人为

本的街道设计理念”[8]
 

沿河街道交通组织核心目的为打造结合沿河道路的交通特性,充分利用沿河道

路自然景观资源,满足城市交通需求。结合巴黎塞纳河沿岸街道改造,总结 “道路”向 “街道”转

变策略如下。

3.1 优化交通组织, 提高道路安全

沿河道路一般位于城市中心区域,周边多为居住及商业地块,需要承担一定的生活服务功能;此

外,大多河流穿城而过串联起城市各个功能组团,沿河道路也承担有交通过境的功能。为保证沿河道路

车辆通行效率,建议根据道路周边地块及路网明确其主要功能,并优化交通组织方式,改善道路安全环

境,从而提升滨水空间质量。
1)分离过境交通车辆与周边地块出行车辆,根据快慢分离策略,明确沿河道路主要交通功能,分

离过境交通,控制道路机动车交通总量,降低滨水道路车速,保障其服务周边地块的功能。
2)设置单向交通组织方式,提高交叉口和路段通行能力,减少交通事故的同时控制了机动车总量,

从而压缩机动车道空间,提升慢行与亲水平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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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单向交通组织示意图

3.2 重构道路空间, 提升慢行品质

对于现状以小汽车为主导的沿河道路,通常采用 “街道瘦身”的方式,压缩机动车道宽度,增加慢

行交通空间,平衡人车的路权分配问题,同时优化绿化景观、街道设施,使街道成为活动多样性发生的

场所,是当今世界最常见的 “完整街道”的具体表现形式[1]
 

。针对沿河道路,构建以慢行+公交主导化

的交通体系可以有效缓解沿河道路空间资源紧张的局面,提高居民短距离出行的出行体验,体现 “以人

为本”的思想。

图5 人性化街道断面

1)公交与慢行优先,通过提高公交设施,
增设公交线路,优化慢行设施,引导周边片区居

民建立科学合理的出行结构,打造沿河道路畅

通、高效、舒适的交通环境。
2)

 

更加人性化的街道断面设计,通过压缩机

动车道数、设计中间分隔带、布置非机动道、统

筹布设设施带,在以人为本的的设计理念下,对

道路空间进行重新分配。
3)构建休闲绿道、自行车骑行、健跑走廊

等慢行网络。沿河道路具备水系资源,通过设置

特色跑道铺装、健跑路线标识等,打造以人为本

的慢行系统,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

图6 慢行网络示意图 图7 街道娱乐设施

4)增加街道娱乐性,结合城市特色与街道

特征,在街道空间充裕的前提下布设广场、公园等休憩娱乐场地,丰富街道公共空间活动,赋予街道新

的活力,吸引市民慢行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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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街道景观营造

沿河街道是城市不可多得的景观资源,在进行道路设计时应将交通组织与景观设计紧密结合起来。
在进行道路设计时应注重生态设计,考虑沿线景观、栏杆样式、人行辅道铺装等结合河道特性进行整体

设计。
1)在景观总体布局上,根据沿河的特征,突出 “人性化”、“园林化”的理念,用丰富的绿化植被

作为主体覆盖沿河街道,配以人性化的步行走廊和自行车道,打造出安全、环保、绿色的沿河街道。
2)构建慢行空间及休闲绿地景观,加大绿化量,增加绿化品种,丰富绿化的空间层次,立体的绿

化系统。采用分支点较高的树木与植被搭配,开阔步行与使用自行车辆人群的视野,同时兼顾使用机动

车道人群的视野通透性,保证各类人群都能享受到沿河街道优美的景观。
3)打造亲水空间景观,沿河亮化系统的设计应根据道路及绿化特征,合理布置景观灯。在沿河的

绿化及慢行区域可配置冷色彩、弱光源为主的灯光系统,提升行人步行体验。

图8 慢行空间示意图 图9 亲水空间示意图

4)提升街道设施品质,从人的使用感受和需求出发,打造 “有细节、有温度、有情怀”的街道公

共设施,重新唤醒街道活力。

图10 街道设施示意图

4 江门市江南路沿河道路改造

4.1 背景介绍

江门市江门河流经城市旧城区中心,沿线分布江门演艺中心、白水带公园、江南小学等各类居住与

商业设施,其南侧沿河道路江南路的研究范围内承担周边居民出行服务功能,全长约2.6km,胜利大

桥-江门大桥段过境交通比例达到62%,沿河道路拥堵较为严重、慢行空间不足、街道品质低,无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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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地块的居民出行提供较好的服务。

图11 江门河沿线用地分布

江门市江南路断面宽度为30~35m,部分路

段仅28m,其中有1.1km的横断面为双向两车

道,1.5km的横断面为双向三车道。道路慢行空

间被侵占、慢行系统不连续、沿线过街设施不

足、非机动车过街无路权保障、机非混行等现象

对江南路造成严重制约。
江门市江南路路段改善前未能有效利用滨水

资源,其沿线景观环境粗犷,铺装材料品质较

低,指示标志缺失、慢行衔接度不高等问题,极

大影响了居民的慢行品质及滨水互动深度,造成

江门河滨水资源的浪费。

4.2 街道改造要点

4.2.1 优化交通组织与管理方式

江南路道路组织优化过程中,主要针对沿河道路交通组织方式进行了优化与改善。主要措施如下:
1)设置单向交通组织方式。考虑对江南路采用由南到北的单向交通组织方式,设置宽7.5m单向

双车道机动车道,并于东侧设置独立双向摩托车专用道 (考虑江门摩托车使用较多),二者采用物理隔

离。滨水一侧打造宽约14.5~22m的慢行空间,涵盖慢行、休闲、绿景及亲水平台等。

图12 江门河改善前后断面布置概念图

2)分离过境交通。江南路主要承担景观旅游、慢行休闲功能。根据该定位,江南路及其东侧沿江

路主要承担片区集散功能,不承担对外交通及城市干道交通功能。
改善后江南路将过境交通分离到远离河岸的平行道路江海二路,江南路主要满足周边地块短途出行

需求。江海二路定位为城市主干道,可以较好的满足车辆长距离的通行需求,分流江南路过境车辆。分

流后江南路功能定位明晰,道路交通服务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4.2.2 重构道路空间

江南路主要通过断面改造、客货分离、公交较强、停车管控等方式实现江南路交通功能取舍,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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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空间。
1)注重功能,亲水性较好的断面改造。通过改善现有道路横断面,压缩机动车道宽度,为道路预

留空间,增加慢行交通设施路面宽度以打造亲水空间走廊。同时,河堤采用分层、分级设计,靠近水面

一级为市民休闲、旅游等活动提供娱乐景观保障,上一层级为主要的机动车道路面,上下两级之间有便

捷舒适的人行道与自行车道相串联,多层次多维度的提升居民慢行舒适度与安全性。

图13 江门市江南路道路交通组织 图14 江南路横断面改善方案

图15 江南路横断面改造前后图

图16 江南路娱乐设施

2)公交加强,增设4条东华大桥首末站与

高新区、滨江新城、新会方向、瑶村工业区方向

的公交线路,加强公交枢纽接驳及市内旅游公交

服务,保证公交系统满足片区快速出行需求,进

而引导居民出行结构调整。
3)停车管控,全面禁止江南路路内停车;

相交道路规范停车管理,解决片区居民停车需

求;结合用地及需求,规划7处公共停车场,设

置650个机动车停车位。
4)丰富街道娱乐性,在不破坏河岸景观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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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的前提下,利用河岸原有的绿地改造成市民娱乐健身等休闲场地,增加街道活力,提升慢行交通吸

引力。

4.2.3 街道景观打造,提升滨水空间品质

江南路采取安全友好的策略,通过通勤非机动车道彩色铺装、增设智能化行人安全警示系统、多杆

合一共建共用、打造亲水空间景观等方式,从使用感受和需求出发,打造 “有细节、有温度、有情怀”
的城市公共设施,整体打造高品质慢行滨水空间。
1)打造亲水空间景观。利用绿化分隔空间,采用绿植、护栏、砖石铺装等方式,提升慢行道路与

节点的景观,打造舒适的滨水空间。

图17 江南路景观改造前后

2)提升慢行设施品质。提供完备的慢行指引设施、休憩设施、防护设施及美化设施等,保证道路

功能与景观效果。

图18 慢行设施

5 结语

沿河道路作为珍贵的城市公共资源,往往位于城市的文化集聚区是提升城市形象和活力的良好切入

点。根据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站在 “行人”的角度将原先过度关注车辆的沿河道路进行品质提升改

造,结合交通组织、景观设计、慢行系统等多方面因素,将沿河道路改造成集慢行、娱乐、景观、交通

为一体的高品质、多元素的现代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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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市治理的老城区街道设计研究
———基于东四南北大街综合整治提升的实践

陈 仲 郭轶博

【摘要】 老城区具有功能集聚、但街道网络格局既定、设施布局空间紧张的特点,目前我国老城区街道更新与治理层

面,尚没有成熟的规划设计体系进行各类要素的综合协调。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由 “量”提 “质”的转型,提升老城区的

吸引力与活力,是未来城市更新及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关注的重点之一。传统的道路交通设计在体系和方法上迫切需要转

型,以应对新形势下城市治理的要求。本文以东四南北大街的实践为例,在逻辑框架、价值导向、设计方法、建设手段

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基于交通设计建立面向城市治理的街道设计体系与方法,为我国其他城市提供借鉴。
【关键词】 城市治理;街道设计;交通设计;城市更新

0 引言
 

2018年我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城市发展也由传统的 “量的扩张”向 “质的提升”的方向上转

型。提升既有城区人居环境品质和生活质量,不仅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未来城

市更新和城市治理关注的焦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九

大报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均对我国目前各城市发展路径和理念提出了明确的指引。
街道作为城市最主要的公共空间,是绝大部分公共设施布局的场所。在街道空间中,交通空间的占

比往往超过90%,与其他各类设施相互交织,是城市治理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城市由 “量”转 “质”
转型发展过程当中,城市交通问题是

 

“拦路虎”,也是城市治理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然而,我国目

前对城市治理、城市更新的研究和实践刚刚起步,尤其是在实施框架和技术思路上尚未达成共识,以往

对城市交通问题的治理方式亟需深化和变革[1]
 

。街道治理策略是否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思想,如何构建街道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水平和能力,都是目前关注的焦点问题[2]
 

。
东四南北大街是北京东城区南北向重要交通走廊。本次研究和实践以东四南北大街为例,以交通设

计为基础建立面向城市治理的街道设计的体系和方法,向上衔接、落实各类规划,综合统筹;向下指引

工程设计,确保方案可实施性;同步统筹各专业、行业的公共设施空间落位。实践过程中将街道设计与

城市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治理的维度反馈各类街道要素的精细化、人性化设计,从而有目的、有指

向性地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老城区街道治理现状

城市治理是指城市的政府、城市的居民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通过开放参与、平等协商、
分工协作的方式达成城市公共事务的决策,以实现城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3]

 

。其核心内涵主要有

两点: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城市治理强调合作、协调、参与,而不是命令、管制、问责。将政府为单

一主体的管理模式转变是为了包括政府在内的,由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利益相关方共同构成的多元

化治理主体,从而使城市更具有包容性;二是精细化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与 “一刀切”的

管理标准转变为精细化的治理模式与 “定制化”的管理标准,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和更加细化的管理

手段,使得城市治理的针脚更加细密,城市生活更加美好。与其他城市的老城区一样,东四南北大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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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状具有鲜明的特点[4]
 

[5]
 

。

1.1 现状格局既定, 既有规划理念落实困难

老城区空间格局、街道网络既定,两侧建筑及各类设施等迁移成本非常高,规划层面对老城区治理

的指导性较弱。东四南北大街是典型的老城区街道,两侧为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沿线串联雍和宫、政

府、学校、医院等众多城市功能点。
在各项上位规划中,东四南北大街均定位为主干路,规划道路红线40m~60m,承担较强的南北贯

通的通过性功能。同时,又是全市的主要公交廊道、也是全市主要的慢行道,规划赋予了丰富的功能。
但实际上,该条街道建筑至建筑之间宽度最窄处仅有20多米,且无法进一步拓宽。在有限的空间下,
既有规划意图、思想及理念难以全部落实,甚至部分设施在空间上出现了矛盾冲突,严重制约既定功能

的发挥,治理难度大。

1.2 设施层面多头管理, 统筹性较低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街道空间的各类设施不断做加法,空间资源利用愈发紧张。从最早的城市老

街及两侧的民宅建筑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有轨电车、路灯等的开始引入,至21世纪机动化、信息

化之后,交通监控、信号灯管理、通信设备等设施不断增加。近几年,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快递三

轮车等市场化的设施进一步占用街道有限的空间,居民正常的通行、日常公共活动空间严重被侵蚀,街

道的整体品质逐渐降低。
受限于主管部门不同以及行业特征等原因,街道空间设计的工作条块划分比较明显,协调性较低。

交通、景观、建筑、通信、电力等相关专业均在各自界限内独立工作,在建设时序维度、空间整合维度

上均缺乏统筹协调的机制与平台。设施衔接不便、相互挤占空间等现象,极易导致道路反复开挖、“道
路拉链”频发,增加了街道后期使用及治理的难度。城市治理迫切需要在街道设计层面整合统筹,确保

各类设施有机融合在街道空间之内。

1.3 需求层面多元融合, 关注点失衡

东四南北大街是典型的功能复合型街道,与地铁5号线线位重合,交通通行功能非常强;同时其两

侧沿街界面均为小商业及服务周边居民的公共服务业态,后侧为大面积居住及多处旅游景点,居民日常

生活、外来访客的使用需求很高。与其他城市老城区街道一样,以往东四南北大街城市治理的关注点失

衡表现为两方面:

图1 东四南北大街现状街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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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对动态需求的空间资源分配不平衡不充分。在城市化、机动化过程中,对小汽车通行效率

的关注不断增强,而公共交通、步行与自行车交通的空间不断被挤压缩窄。例如上一轮2010年改造中,
为增加机动车道而将非机动车道移至人行道上,导致部分区段人行道缺失,街边公共空间不足,严重影

响行人安全。
另一方面,对静态需求空间的满足程度不足。停车问题一直是老城区街道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包

括机动车停车及非机动车停车需求等。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车、城市末端物流配送车等停放空间更是缺乏

明确治理指引。除此以外,居民的沿街休憩、过街停驻等候、沿街商铺顾客停留、公交乘客等候等空间

及秩序均无法统筹缓解。街道的活力、居民交往空间、以及老城区的整体品质逐渐下降。城市治理需要

在政策导向上进行转型,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2 技术方法与实践

针对目前街道设计层面尚没有相应专项设计或机制平台来进行各部门、各专业的统筹工作的现状,
东四南北大街综合整治提升工作,强调以交通空间为基础,作为协调老城区各类设施、提升城市治理能

力的载体。交通空间是街道空间中的主体,占比超过90%,具备协调的基础;同时,交通空间是街道

所有动静态需求交织的场所,具备统筹协调的需求。面向城市治理的街道设计,首要的问题之一是街道

交通的治理,并在此基础上,统筹协调各专业,构建城市治理的全系统优化方案。

2.1 体系框架: 强化街道设计的统筹协调作用, 提升城市治理的系统性

为强化城市治理的系统性,街道设计的框架应突破专业的限制,以街道空间为基础,统筹各专业的

专项规划,并加强对周边区域的用地、空间及城市功能统筹考虑。在工作流程上,遵循 “四步骤”的工

作方式:
步骤一:规划统筹。通过梳理各项上位规划及专项规划的要求,明确街道/道路主导功能及未来治

理的导向;
步骤二:系统设计。以交通空间优化为出发点,需要落实上位规划的可实施路径。交通的治理 “牵

一发而动全身”,从交通全系统的交通设施、交通流组织、交通管理等方面入手,面向区域、系统优化;
步骤三:要素协调。对街道沿线各要素进行协调。优化交通、建筑、景观、市政、公服等各个要素

的空间布局及衔接方式;
步骤四:精细化设计。对重要节点和设施如医院、学校、无障碍、综合杆等进行精细化设计,体现

“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

图2 整体工作流程

2.2 价值导向: 资源分配向绿色交通和公共空间倾斜, 提升治理的政策引导性

将街道空间资源优先分配给绿色交通及公共空间,提升街道品质和质量,明确城市治理对于公共资

源分配的价值导向,是在城市在存量更新的大背景下,城市治理工作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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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南北大街整治提升过程中,积极落实上位规划的传导,以 《首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提

出的 “由传统小客车交通骨干道路,转型为绿色交通骨干道路,减少老城内小客车过境交通;优化道路

横断面,弱化小客车交通功能”为价值准绳。在改造过程中,秉持 “将过去被机动车占用的空间还给沿

街行人及公共空间”的思路,将街道空间资源大幅分配给绿色交通及公共空间,重点路段将现状局部双

向五车道优化为双向三车道,其余空间留个沿街行人及公共活动。优化前后两侧人行道及公共空间宽度

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3 改造前后横断面及沿街人行道宽度分布对比

对机动车道数的压缩,尽管能够释放出大量公共空间,为规划理念落地提供基础,但同时也改变了

既有的交通组织格局,需要在设计过程中谨慎论证、科学分析其影响。这不仅是面向城市治理的街道设

计的重点,也对传统街道设计的设计方法和数据支撑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从交通系统、区域协调

的角度进行整体考虑,科学制定设计方法。

2.3 设计方法: 精细化设计, 全要素综合, 提升治理的综合性及全面性

首先,在技术方法上,东四南北大街遵循 “面—线—点”的技术逻辑:
1)

 

“面”的层面,突破 “就路论路”、“头痛医头”的狭义交通设计论,从一维线性的道路扩展到二

维区域、从道路扩展到包含轨道、道路、公交、慢行的综合交通网络,识别道路功能,明确 “南北绿色

交通组织轴”的总体定位及相应组织策略;
2)

 

“线”的层面,紧密结合街道两侧用地性质业态、居民使用需求,识别道路分段特征及相应的规

划原则、设计策略,统筹线性空间街道全要素的空间需求;统筹协调道路沿线旅游景点、中小学、停车

场、公园绿地及地铁出入口等居民出行要素,强化衔接;
3)

 

“点”的层面,针对具体设计节点,进行具体方案论证,进行详细交通方案设计。
其次,设计方法中需要着重强化交通大数据的支撑,将交通仿真模型作为街道设计的重要组成部

分。利用出租车、网约车GPS数据识别通行车辆的路径选择行为,为建成使用后的车辆诱导及交通组

织方案提供支撑;利用共享单车、公共自行车的数据识别慢行活动使用需求密集的点及区域,针对具体

节点提出慢行空间优化方案;通过交叉口交通流量调查,建立微观仿真模型,优化主要交叉口信号配时

及渠化方案,论证设计方案、提升交叉口交通运行效率。微观交通仿真模型,是论证街道尺度下交通设

计方案的重要抓手。
最后,坚持 “街道空间一体化”的思路,突破道路红线对街道空间的分隔,统筹考虑各类设施的精

细化设计。
1)

 

优先保障绿色交通及公共空间。大幅增加人行道、公交站台处候车空间,保障非机动车通行及

停放。局部空间不足的,通过进一步缩窄机动车道宽度、偏移路缘石的方式实现;对于调整后人行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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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模式图

图5 大数据支撑交通系统分析

宽 (大于5m)的局部路段,结合设置街边微公园,布局公共活动空间。
2)落实无障碍出行理念。强化街道面向全体出行者使用的功能,以 “完整街道”为设计目标,强

化老城区街道对老年人、儿童、行动不便人士的服务。对人行道、胡同口、公共建筑出入口等存在明显

高差的节点,加强步行坡道的设计,满足居民轮椅、婴儿车、日常买菜车的通行需求,构建平整、防

滑、连续的出行系统。
3)整合各类设施,优化空间布局。中小型设施、各类交通市政杆件、公共自行车停车桩,结合街

道设施带布置,保障人行道净通行空间。部分大中型设备 (大型箱体、路口信号机箱)依然阻碍行人通

行的,结合街道两侧景观节点内的绿地、周边胡同内部空地一并布置。

2.4 建设手段: 设施建设智慧化, 提升城市治理的智慧性和长期性

提升基础设施智慧化,是城市治理智慧性和长远性的表现。一方面是对城市居民出行、车辆停放等

“移动管理”方面,由 “刚性”禁止的方式向 “柔性”引导、诱导的方式转型;另一方面是对路灯、电

车、通信、公安、交通等公用设备的杆件、箱体、管线进行分类综合,预留智慧城市的各项设施接口,
减少 “城市拉链”等反复开挖问题。

在 “移动管理”智慧化方面,重点对行人过街、自行车通行等进行交通详细设计优化。东四南北大

街整条路段建议采用柔性人车分隔方式,通过树池间隔绿化连通、自行车停放带等设施的布局,替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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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精细化设计方案图

状的人行道隔离护栏,减少 “硬质”护栏对街道景观及行人通行的视觉隔离感;在交叉口处,针对现状

交叉口转角行人流过于集中的情况,采用街角微绿地对不同方向行人流进行分隔,提升的通行秩序。在

胡同口转弯、公交港湾站自行车道后绕等自行车通行路径变化的关键节点,充分利用地面彩色铺装、人

行道连续铺装等方式,提示机动车驾驶员注意行人,提升交通安全。
在 “设施管理”智慧化方面,重点进行综合杆体、综合箱体整合,将街道两侧、胡同口两侧的电车

杆、路灯杆、交通标志杆、路名牌、公安交通监控杆等多种杆件 “综合化”处理,地下管线、地上杆体

一次性预留接口,供后期各部门安装行业设备使用。

图7 街道全要素设计示意图

3 结论

针对我国城市发展由 “量”转 “质”的新形势,为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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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次研究和实践结合北京市东四南北大街综合整治提升工作,创新性提出将交通

设计作为统筹协调街道各要素的平台,建立面向城市治理的街道设计体系框架。交通空间作为街道空间

的主体,占比往往超过90%,具备各类设施统筹协调的基础和需要。从体系框架、价值导向、设计方

法、建设手段四个方面阐述具体的思路和工作重点,为其他城市或地区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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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叉口对角过街适应性分析

胡劲松 塔 建

【摘要】 相比传统的过街方式,对角过街可以缩短行人走行距离,从而减少过街时间;同时此种通行方式在时间上隔

离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的冲突,规范了交叉口通行秩序,提高了过街安全保障。本文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对角过街

发展情况,指出设置对角斑马线对提高行人通行效率的优越性;分析总结出对角过街宜设置在行人密集、人流量较大的

区域;十字型、T型平面信号控制交叉口较适合采用对角过街;对于相位较少相序简易的信号控制支-支交叉口最适合采

用对角过街模式;最后提出对角过街方式需设置相应的交通指示标志,引导行人通行。
【关键词】 城市道路;交叉口;对角过街;适应性

0 引言

交叉口是车流、人流集聚之地,一直以来交叉口处行人过街问题备受关注。近年来礼让行人斑马

线、按钮式过街等对人类十分友好的过街形式逐渐应用起来,为行人过街提供了安全、可靠、便捷的出

行环境。对角过街作为平面过街中一种特殊的过街方式,与普通的平行式人行横道 (普通过街斑马线)
相比并不常见。对角过街是指交叉口有一个信号灯全红的周期,此时所有方向的机动车都停下来,让非

机动车、行人全方向自由穿行,包括横向、纵向和斜向。按照此种方式过街,有效缩短了行人过街时

间,尤其是对需要对角过街的非机动车和行人,提高了通行效率。同时该通行方式在时间上隔离了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及行人的冲突,消除了机动车对非机动车、行人的安全隐患。但也有反对者认为对角过街

行人过街相位时间过长,增加了机动车全红信号相位时长,会降低机动车的通行效率,埋下交通拥堵隐

患。通过查询相关资料和文献,发现以往关于对角过街适应性的梳理、总结及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有必

要进一步研究分析对角过街的适应性,以更好地服务行人过街,创造和谐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

图1 十字交叉口普通斑马线 (图片来源:网络)
 

图2 十字交叉口对角斑马线 (图片来源:网络)

1 对角过街发展情况

1.1 国外发展情况

对角过街方式最早起源于美国,是美国交通工程师亨利·巴恩斯在20世纪40年代在丹佛担任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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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员时将其发明并推广,后来逐渐地很多其他国家应用起来。对角过街也称 “巴恩斯之舞”,因为某段

时间,路上根本没车,行人都可以在路中央跳舞了[1]
 

。

图3 美国洛杉矶的 “巴恩斯之舞”(图片来源:网络)

日本有300多个交叉口采用对角过街方式,第一个对角过街出现在1969年的九州省熊本市。最为

著名的是东京涩谷站十字路口,高峰期同一时间有多达2500人同时过街,一天内超过200万的人流量,
号称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在人流量巨大的涩谷地区,对角斑马线有效地解决了行人过街难题,
缓解了交通拥堵。除涩谷站外,东京银座、关西的京都等地,也有很多对角过街设置[2]

 

。

图4 日本东京涩谷车站十字路口对角斑马线 (图片来源:网络)

英国是最早创造斑马线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国家,但对角过街出现在英国反倒很晚,2005年,伦

敦的巴尔哈姆镇才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 “全向人行过街”系统,其后才有陆续应用[1]
 

。较为著名的是位

于伦敦牛津广场路口的对角斑马线,设置对角过街后,斑马线两端拥挤的人群明显减少,高峰小时能疏

导人流量3.2万人/小时、车流量1200辆/小时。

图5 英国伦敦牛津广场路口对角斑马线 (图片来源:网络)

547



1.2 国内发展情况

国内对角斑马线的应用起步较晚,2007年7月,中国第一条对角斑马线出现在杭州市延安路和平

海路交叉口。延安路集商贸、交通于一体,平海路直通西湖景区,人流量巨大,综合考虑后设置了对角

斑马线[3]
 

。逐渐地国内其他城市也开始采用对角斑马线的方法开展行人过街。包括南通、常州、扬州、
济南、宜昌、武汉、沈阳、赤峰、佛山、包头、上海、北京、厦门、长沙、海口、成都等城市均尝试设

置了对角斑马线。
与国内大多数城市相比,广州市对角斑马线应用较晚,直至2019年5月,广州首条对角斑马线出

现在豪贤路和德政北路交叉口。该交叉口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豪贤路为东往西单行道,德政路为南北向

道路,北进口衔接东风路。该交叉口附近为居民住宅区,日常人流量较大,时常出现行人斜穿马路现

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通过增加行人专用相位放行时间,原行人放行时间为18s,现增加5s,共放行

23s,需要到达斜对角的行人可以在一次绿灯时间内通过。对角过街实施后,行人可在行人放行相位时,
利用对角斑马线较为便捷地过街,在提高行人过街效率的同时保障行人过街安全。

表1 部分国内城市对角过街交叉口

序号 城市名称 出现时间 交叉口名称 区域特征 对角斑马线效果

1 杭州 2007年
延安路和平海路

交叉口

核心商圈 (延安路)、
著名景区 (西湖)

2 南通 2010年
濠东路和人民路

交叉口

风景区 (南通濠河

风景名胜区)

3 常州 2011年
南大街和双桂坊

交叉口
核心商圈

4 扬州 2011年
百祥路和兴城路

交叉口
居住小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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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城市名称 出现时间 交叉口名称 区域特征 对角斑马线效果

5 济南 2013年

泉城路和省府前街

交叉口、
泉城路和县西巷

交叉口

著名商业街 (泉城

路)、著名景区 (百
花洲历史文化街区、
大明湖、趵突泉)

6 宜昌 2013年
东山大道和西陵

一路交叉口

学校 (宜昌市第十

六中学)、商业大厦

(国贸大厦)

7 武汉 2014年
中山大道和多福路

交叉口
商业繁华区

8 沈阳 2014年
市府大路和惠

工街交叉口

市府广场、辽宁大

剧院、电报大楼

9 赤峰 2015年
巴林大街红旗中学

新城校区门前

学校 (红旗中学

新城校区)

10 佛山 2016年
祖庙路和建新

路交叉口

核心商圈

(祖庙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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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城市名称 出现时间 交叉口名称 区域特征 对角斑马线效果

11 包头 2017年
幸福路和文化路

交叉口

商业中心 (时代财富

广场、王府井百货)

12 上海 2018年
控江路和双阳路

交叉口

商业中心 (国富苑)、
公园 (杨浦公园)

13 北京 2018年
鲁谷西街和政达路

交叉口

商业中心

(万达广场)

14 厦门 2018年
思明南路和养元宫

巷交叉口

核心商圈 (老虎城

欢乐购物中心、
中华城)

15 长沙 2018年
解放西路和黄兴

中路交叉口

核心商圈 (长沙印象

汇、王府井百货)

16 海口 2018年

玉沙路和金龙路

交叉口、玉沙路和

国贸路交叉口

商业中心

(国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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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城市名称 出现时间 交叉口名称 区域特征 对角斑马线效果

17 成都 2019年
太升南路和

童子街交叉口

商业中心 (赛格

广场)、医院 (成都市

儿童医院)

18 广州 2019年
德政路和豪

贤路交叉口
居民住宅区

  注:表格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2 对角过街适应性分析

2.1 设置区域适应性

通过对国内外对角过街发展情况分析,不难看出,对角斑马线宜设置在核心商圈、商业中心、景

区、居住小区、学校、医院、公园等行人密集、人流量较大的区域,满足区域大量人流的过街需求。除

了交叉口行人过街量比较大或行人的密集程度达到饱和的交通特性外,交叉口也应具备一定的对角过街

需求,即交叉口对角线两侧存在大量行人交通吸引点,以提高相应人群的通行效率。

2.2 交叉类型适应性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肯定,适合设置对角过街的交叉口宜为平面交叉口且为信号控制交叉口。根据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152-2010规定,平面交叉

口应分为信号控制交叉口 (平A类)、无信号控制交义口 (平B类)和环形交叉口 (平C类)三种类

型。平面交叉口具体分类为:信号控制交叉口应分为进、出口道展宽交叉口 (平A1类)和进、出口道

不展宽交叉口 (平A2类);无信号控制交叉口应分为支路只准右转通行交叉口 (平B1类)、减速让行

或停车让行标志交叉口 (平B2类)和全无管制交叉口 (平B3类)[4,5]
 

。

表2 交叉口选型规定

交叉口类型
选型

应选类型 可选类型

主-主交叉 平A1类 立交

主-次交叉 平A1类 —

主-支交叉 平B1类 平A1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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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交叉口类型
选型

应选类型 可选类型

次-次交叉 平A1类 —

次-支交叉 平B2类 平C类或平A1类

支-支交叉 平B2类或平B3类 平C类或平A2类

按照交叉口常用选型,快速路与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相交通常采用立交形式,不存在设置对角

过街的条件。主干路与主干路、主干路与次干路、次干路与次干路常采用平A1类,此类交叉口可以设

置对角斑马线。主干路与支路常采用平B1类,但也存在采用平A1类的情况,如广州市中山四路 (主
干路)-德政中路 (支路)交叉口,因此也可以设置对角斑马线。次干路与支路常采用平B2类,但也存

在采用平A1类的情况,如广州市文明路 (次干路)-德政中路 (支路)交叉口,因此也可以设置对角

斑马线。支路与支路常采用平B2类或平B3类,但同样存在诸多采用平A2类的交叉口,如广州市警安

街 (支路)-仲恺路 (支路)、海联路 (支路)-江海路 (支路)等交叉口,同样可以设置对角斑马线。
因此,主干路与主干路、主干路与次干路、主干路与支路、次干路与次干路、次干路与支路、支路与支

路这六种形式交叉口均可设置对角斑马线过街。
按照交叉口几何形状有十字形、T形、Y形、X形、多叉形、错位、环形交叉等多种形式,交叉口

形状不是设置对角斑马线的重要条件,但十字形、T形较适合采用对角过街。

表3 适合对角过街的交叉口类型一览

序号 交叉口分类标准 交叉口类型 适合对角过街的交叉口筛选

1
按相交道路空间关系划分

(按相交道路是否在同一平面)
平面交叉口

立体交叉口
平面交叉口

2 按交通组织方式分

信号控制交叉口

无信号控制交叉口

环形交叉口

信号控制交叉口

3 按相交道路类型分

快-快交叉口

快-主交叉口

快-次交叉口

主-主交叉口

主-次交叉口

主-支交叉口

次-次交叉口

次-支交叉口

支-支交叉口

主-主交叉口

主-次交叉口

主-支交叉口

次-次交叉口

次-支交叉口

支-支交叉口

4 按几何形状分

十字形

T形

Y形

X形

多叉形

错位

环形交叉

十字形

T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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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号相位适应性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50688-2011规定,道路交叉口采用对角过街时,必须设置人行全

绿灯相位[6]
 

。所谓人行全绿相位是指路口人行信号灯全为绿灯,机动车信号灯全为红灯;人行全绿相位

属于行人过街专用相位,在这个时间段行人在该路口内享有绝对路权,所有方向的机动车都停下来,让

非机动车、行人全方向自由穿行。人行全绿相位避免了人流和机动车流的交织,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行人

过街的安全,有效提升路口的通行秩序。
生活中十字形交叉口较为常见,以平面十字信号控制交叉口为例,具体分析主-主、主-次、主-支、

次-次、次-支、支-支等交叉口信号相位的适应性。

2.3.1 主-主、主-次、次-次交叉口

通常信号周期不宜大于180s,因为信号周期时间过长会存在某一方等待时间长、车辆及行人清空

困难等问题[6]
 

。主-主、主-次、次-次这类交叉口面积较大,对角线距离长,行人过街通行时间也长,清

空时间增加,总信号周期增大。由于总信号周期的增加,在某一段时间内需要过街行人的等待时间必然

增加,当等待时间增加到某一极限值时,将会出现 “闯红灯”行为。同时机动车等待时间也长,车辆积

压影响比较大,容易导致交通拥堵。
因此,笔者认为主-主、主-次、次-次等大型交叉口采用人行全绿灯相位适应性较低,但不是不能设

置对角过街。以传统对称放行模式为例,交叉口机动车实行直行与对向直行一起绿灯通行,左转与对向

左转同时绿灯通行,行人跟随同方向直行机动车绿灯通行。传统对称放行模式行人只能实现东西向和南

北向过街,通过对交叉口相位进行改进,对角信号灯与路口的机动车左转信号灯是同步的,当机动车左

转信号灯为绿灯时,对角信号灯也同样显示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更方便且不会影响车辆通行。这

种模式在行人相位时间之外也可使左转车流放行的相位得到充分利用。在不具备设置人行天桥和人行地

道的交叉口,可以考虑此种设置对角斑马线的放行模式,解决大量行人过街难题。

图6 传统四相位对称放行模式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7 改进后四相位对称放行模式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3.2 支-支交叉口

设立行人过街专用相位实现对角过街的初衷是避免行人在绿灯通行时与右转或者左转车辆的冲突,
最大限度地保证行人过街的安全,有效提升路口的通行秩序。这种思路在支-支信号控制交叉口能较好

的体现,因为支-支交叉口与其他类型交叉口相比,路口宽度较为适宜,完全具备设立对角斑马线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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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条件,采用人行全绿灯相位适应性最高。
通常支-支信号控制交叉口最普遍采用的是三相位直角过街方案,为了提升对角过街人群通行效率,

在既有方案基础上适当增加信号周期,调整为三相位对角过街方案,可以方便的实现对角过街。支-支
交叉口对角过街的人行全绿灯相位时长需根据道路交通实时流量和通行情况进行调整,高峰、平峰、周

末、节假日等不同时段,信号灯配时方案也不同。例如厦门思明南路和养元宫巷交叉口对角斑马线主要

针对周末及节假日人流量高峰时期进行使用,而非人流量高峰时期将关闭。
据初步统计,广州市大部分支-支信号控制交叉口采用全屏灯,由于交叉口交通量较小,为了提高

车辆通行效率,交警部门通常采用南北全转向放行、东西全转向放行、行人全相位放行的配时方案。通

过观察发现这些交叉口行人自组织现象明显,存在部分行人对角过街的需求,但并未设置对角过街斑马

线,在该类支-支信号控制交叉口采用对角过街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基础。

图8 三相位直角过街模式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9 三相位对角过街模式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3.3 主-支、次-支交叉口

主-支交叉口、次-支交叉口的规模介于主-主、主-次、次-次交叉口和支-支交叉口之间,此类交叉口

采用人行全绿相位适应性一般,具体宜根据交叉口实际情况综合分析确定。

2.4 交通设施适应性

交叉口采用对角过街还需要设置相应的交通指示标志,提醒行人和驾驶人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的

指示通行。美国的对角过街交叉口设置了 “斜向过街”交通标志牌[1]
 

,上海市控江路-双阳路交叉口设

图10 美国街头 “斜向过街”标志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11 上海控江路-双阳路交叉口对角过街标牌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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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对角斑马线交通标牌。同时在等待过街处宜设置声音提示装置提醒过街人群过街,起到辅助过街作

用。此外对角过街还可以采用彩色斑马线,增加过街指引效果,如赤峰巴林大街红旗中学新城校区门前

对角斑马线采用了黄白相间的彩色标线。

3 结语

鲁迅先生说过,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对角斑马线就是我们走出来的路。设置

对角过街需要根据交叉口对角行人过街需求、信号周期、高峰时段机动车交通量、交叉口类型等综合确

定。最新广州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提出 “畅通舒适、行在广州”的发展愿景[7]
 

,设置对角斑马线彰显的

是一种 “以人为本”的交通设计理念,采用对角过街投资少,见效快,还能对行人提高交通意识起到一

定作用,助推实现交通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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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小学通学出行的街道治理探索与实践

李昌东

【摘要】 小学通学出行是居民城市交通出行中重要的一环,其时空集中性强、人车运行秩序乱等问题在传统城市交

通规划、设计、管理层面均未得到充分重视,严重影响儿童出行环境,甚至威胁到儿童出行安全。本文从出行需求特

征角度出发,定位设施供给矛盾,针对系统平衡街道路权,完善道路功能空间,提升街道配套设施等提出普适性改造

提升建议,并依托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小学街道整治,实现针对街道治理的探索,以期为小学通学出行治理提供参考和

借鉴。
【关键词】 慢行交通规划;儿童友好城市;小学出行;交通治理

0 引言

街道不同于高等级道路,不仅是以车行为导向的交通路径,更是城市公共空间和市民生活的重

要载体。小学周边街道除去衔接学校及城市空间的通行功能以外,承载了学生家长的日常活动:对

学生来说是玩耍、社交、探索的空间;对于家长来说是等待、交谈的平台。但实际上,因缺乏根据

需求特征的差异化考虑,拥挤繁忙的交通压缩取代了街道上学生及家长的活动场所,也时刻威胁着

学生的安全。
各国政府在城市规划措施中鲜有考虑到儿童的真实需求,但儿童对城市环境的理解与感受是切实存

在的,城市环境对儿童的生活和成长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儿童权利不断丰富,自1996年联

合国提出 “国际儿童友好城市方案”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提升儿童福祉和生活环境方面做出了努

力。当前,国内如深圳、长沙等多个城市也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但在儿童通学的街道空间治理中尚

未有完整的交通规划提升体系。
本文从交通规划角度分析小学校园街道通学出行活动,协同分析机动车、自行车、慢行等不同出行

方式的核心诉求,结合荔园小学实例探索,研究街道空间治理方案,将小学拥挤、杂乱、失衡的交通出

行,转变为活力、安全、趣味、舒适的街道活动,使街道真正成为连结校园与家庭的纽带,助力推进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

1 学校街区街道活动行为特征

1.1 小学街道空间特点

在规划学领域,街道是建筑围合中留下的行走空间。相较于道路,街道弱化了交通功能,加强了空

间属性。作为城市中数量最多、活动最为密集并最触手可及的公共开放空间,街道承担了展示城市形

象、提供生活场所、促进绿色交通发展、塑造宜居生活、改善城市环境、推动经济繁荣、激发城市活力

等作用[1]
 

。
小学街道多位于老城区,周边商业、生活、公园等用地功能复合集中,导致公共空间相对匮乏,校

园附近家长休憩等候及学生活动的功能空间,与机动车、慢行等通行空间相互重叠。临街界面以配套底

商及学校围墙为主,街区风貌相对老旧,杂乱,缺乏整体风貌设计。交通设施也由于老城区的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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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历史传承等方面的诸多限制,条件相对薄弱。

1.2 人群活动特点

(1)学生出行特性

步速不稳定性。深圳市小学学生出行方式以步行为主,占出行总量的63%,其他交通方式比

例均不超过10%[2]
 

。学生们步行时可分为步行状态及奔跑状态。步行状态时速度服从正态分布,
儿童与中老年人的平均步行速度没有显著差异,整体相对缓慢,小于男性青年及女性青年,于路

侧空间的平均步速为1.17m/s,步速中位数为1.14m/s[3]
 

。但学生时常从校门跑跳至超市、社区

公园等地,他们的活动空间往往随着奔走不断移动,从宅前绿地到人行小道再到住区中心甚至一

路玩到街头[4]
 

。
出行集聚性。学生的校外出行包括上学、午休及放学等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出行时间基本为全校

统一或年级分批统一,而结伴、模仿及学习是学生的天性,当某些学生开展一些活动,同伴容易受到吸

引并加入其中,导致集聚性行为。
自我中心性。相关研究表明,儿童往往表现出一旦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就会忽视周围环境情况的

自我中心性行为,这意味着儿童更容易忽略游戏场所潜在的安全隐患[5]
 

。相比于成人,儿童更加

活泼好动,喜爱探索,缺乏对交通伤害的准确认知。依据广州市儿童步行者道路交通伤害流行特

征分析,1年内广州共有1137名儿童步行者发生道路交通伤害,伤害年发生 (人)
 

率为8.4%,
其中男生758人,女生379人。住宅区道路和人行道是儿童步行者发生伤害的主要地方,分别占

27.1%和26.1%。
(2)家长出行特性

提前等待性。家长无论以何种交通方式接送,为保障及时接送孩子,均会选择提前到达校园街道等

待。步行接送的家长较少频繁移动,更偏向于固定位置等待,并与周边家长聚集交谈。在等待过程中偏

向选择阴凉、舒适、视线可覆盖校园内部的区域休憩,若无休憩设施,体力较差的中老年家长会选择落

座在台阶、车止石、路缘石等有高差的市政设施,家长等待密度更高,如校门周围或操场围栏周边等位

置,便于观察孩子校内活动。
出行复合性。家长与学生并肩同行所需步行净宽为1.2m,家长与学生并行的情况常常出现,慢行

断面形态需求呈现空间复合性。在放学途中,除去接送学生,家长们常选择与孩子一起采购生活用品、
健身闲逛、遛狗等多种街道活动,活动行为呈现功能复合性。

1.3 交通运行特征

出行时空聚集,通行秩序乱。家长及学生活动均集中于上放学时段,在机动车、骑行、步行等不同

出行方式出行时,等待、活动、通行等不同类型活动相互交织冲突,影响道路效率及使用体验。机动车

流量不大,通过性车流少,仅有部分承担集散及接送车流,但广泛存在缓行问题。
荔园小学周边上放学机动车流量均不超过500pcu/h。但与学生及家长上学、放学、休闲、锻炼、

用餐等亲子活动时空重合。校门家长集中等待高峰约为150人,电动车违停约20辆,临时机动车违停

总量约为70辆,同福路、同心路、益民路通行秩序杂乱,通行效率低,安全隐患高。
慢行优先级较低。慢行规划分配资源不足,仅保留通过功能,慢行道路过窄,骑行路权缺失,慢行

配套设施缺失进一步降低实际通行体验。同福路有效慢行通行空间断面占比仅为27%,加之多余树植

挡在路中,三面坡设置不规范,步行道铺装缺失等阻碍因素,实际通行体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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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荔园小学片区放学慢行特征分布图 图2 荔园小学片区放学实景

图3 同福路改善前断面

2 治理思路及实践

2.1 治理思路

我国街道改造治理已有较多实践,但多数为以街道拓宽、街道翻新手段为主的美化、绿化、亮化等

街道工程。街道改造难以实际解决小学街道慢行道空间冲突交织,通行不畅,连续性不佳,配套活动功

能区域缺乏等核心痛点。
本文聚焦人群活动特征,以满足实际人群需求为出发点,探索小学街道治理方法。以路权平衡为手

段,依托单向交通组织优化,拓展慢行及公共空间,细分校园街道步行功能区,灵活考虑区域的交叉重

叠规划,弱化通行、活动、等候功能冲突,将机动性街道向宜居性转变,塑造街道场景感,提升校园归

属感。

2.2 治理方向及措施

基于小学街道空间特点和学生及家长活动特征,明确街道治理核心目标,制定便于落地且具有针对

性的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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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打造连续空间

构建机动车运行连续空间。结合校门位置、路网结构、道路空间、路外停车场等因素,充分利用时

空资源,采取单向循环及临时停车手段,提高路内资源运转效率。如荔园小学周边构建同福路-同德路-
同心路单向顺时针循环,于同德路西侧树池空间设置临时停车位,集约利用路内空间,配合管理措施,
为家长提供半小时免费停车,超时罚款,提高周转率,减少冲突,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图4 单向循环方案 图5 同德路树池间停车方案示意

构建骑行连续空间。小学街道宜设置独立自行车道,若空间受限,不能保障自行车独立空间为

2.5m及以上,则推荐人非混行自行车道,避免强行划线分割步行空间,降低慢行体验。自行车道系统

应着重注意衔接处的连续性,如单侧双向、双侧单向、机非共板、人非共板等不同形式衔接处应考虑实

际空间条件,因地制宜精细化设置。
同福路结合机动车单行组织,释放道路空间,考虑实际非机动车通行需求,设置单侧双向机非共板

2.5m自行车道,规避机非混行,设置三面坡与周边人非共板自行车道衔接,保障连续骑行连续。

图6 同福路方案平面图

交叉口及路中过街处,结合道路等级,车辆类型,运行情况,可考虑设置交叉口及过街抬高或设置

三面坡,三面坡宽度需大于慢行道宽度,坡度应缓于1∶20,保证坡道下口与路面齐平。荔园小学东侧

设置同福路-同心路交叉口抬高,沿线开口均采取抬高处理,可有效保障小学步行连续。

2.2.2 营造安全街道

保障交通安全,减少安全隐患。街道车速限制在30km/h,设置配减速拱、交叉口抬高、窄化等稳

静化措施,搭配速度控制标牌、行人过街警示灯,加强车速控制。校园路段需设置隔离设施,进一步降

低安全风险:

1)步行道与机动车道需要设置护栏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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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可考虑半物理隔离,防止机动车违停侵占自行车道;
3)机动车道落客区与机动车道需间隔式设置物理隔离,隔离高度可设置为10-15cm,不影响开关

车门,保障落客通行路权。
荔园小学周边道路限速30km/h,设置交叉口抬高及减速路拱,人非隔离设置护栏,机非采取

0.5m宽的划线隔离,若采取机非物理隔离,则车行道总宽度不足4.0m,不满足消防需求,选取划线

隔离则可满足紧急情况机动车通行需求,符合骑行错车、超车的骑行习惯。
注重社区安全,构建安心街区。减少视线封闭的拐角及凹形区域,使街道空间与校园及周边建筑内

部视线可达,保持相对通透的街道界面,可有效减少犯罪案件发生。另外街道照度应保证夜间光线可有

足够亮度覆盖每个角落。

2.2.3 提升街道舒适感

保障步行需求,提升慢行体验。以鼓励包括上学、儿童独立出行、游戏为目的,规划儿童专用步行

网络,保障通行及活动空间,融合童趣元素。如荔园小学周边构建以同福路、同德路、同心路为骨架的

通学路径,出行路径需保障步行连通及步行空间宽度。步行道拓宽为双向8m,慢行断面总宽度

12.5m,断面占比75%。并于节点处增设童趣人行横道,保障过街处通学路径路权。

图7 同福路改善断面

图8 童趣人行道设计

差异化增设街道设施。校园街道入口及校园周边阴凉处、公共空间、街心公园,添加安全游戏设

施、休憩座椅、风雨连廊等构筑物等街道设施,提供适应多种季节天气的玩耍、探索、休憩的高质量交

往见学场所。荔园小学周边街道广泛增设座椅、风雨连廊,为家长提供遮风避雨的等待空间,提升街道

舒适感。
塑造健康街道环境。结合城市气候,合理规划街道绿植,花草树木的种植可以有效地调节生活性街

道的微气候,形成空间限定[6]
 

,起到防尘降噪、绿化遮阴的作用,成为街道分隔依托。健康生活离不开

阳光,尤其在秋冬季节,充足的阳光会吸引更多行人驻留及交谈,在考虑街道设施布局时,应考虑光线

照射的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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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塑造活力品质氛围

加强学校出行的带动作用,激发除上放学外更多种慢行活动类型,吸引居民出行活动发生更长时间

驻留,为街道注入活力。
增设公共空间。一方面发掘现状建筑前区、多余绿化等空间,另一方面结合道路交通单向交通组

织,发掘更多可利用的空间,为居民提供街道客厅,创造公共空间可容纳居民参与街道活动。荔园小学

校门对侧存在相对老旧的景观节点,后续结合景观专业,建议以 “榕树学习空间”为主题,搭配景观元

素进行公共空间塑造提升。
街道风貌提升。通过铺装、景观标识、宣传标牌、艺术小品、文化围墙等多种元素,取代现有单一

乏味的街道风貌,将校园文化元素融入街道细节。荔园小学通学路径均采取黄锈石铺装,结合挡土墙、
小学围栏等街道立面空间,融入文化元素,统一街道风格,提升街道整体视觉感受。

3 结语

传统 “车本位”道路交通规划忽视了慢行出行的真正需求,在小学街道则直接影响众多学生、家长

的日常出行。荔园小学街道治理是面向居民的真实需求,以精细化规划设计理念贯穿小学街道治理的探

索与尝试,望通过可落地的一系列道路规划治理,改善小学街道出行环境,完善街道体验,将街道塑造

成居民可依赖的公共空间,真正达成由 “道路”向 “街道”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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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活动特征精细化分析在街道设计的应用

黎昱杉 徐正全 孙正安

【摘要】 在小汽车高速增长的时代,为实现机动化出行效率的提升,城市街道的规划设计理念普遍以 “车本位”为主,

然而强调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的规划理念在顺应城市发展速度的同时,也在噪音、污染等方面制约了城市发展品质,无

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的向往。慢行空间资源短缺、噪音污染等街道环境问题日渐凸显,人们

对城市街道作为公共空间的诉求日渐强烈,“低碳环保、绿色出行”成为未来存量规划的发展趋势。为协调多种出行方

式的路权,在日趋激烈的 “抢街 (STREET
 

FIGHT)”运动中,明确各层级城市街道的功能定位,实现道路路权公平

分配,是构建和谐宜居城市的重点内容。本文通过精细化采集步行人群活动特征,提出步行人群最低通行空间的界定方

法,并落实到深圳街道改造提升的实际案例中,通过全链条的数据采集、分析及实践检验,从而实现街道空间重构、
“还街于人”的目标。
【关键词】 精细化人群活动分析;人群画像;街道空间重构;以人为本

0 引言

在城市中,交通设施占据了城市土地面积的1/3以上甚至更多,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开放空间和历

史文化载体。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街道代表着户外活动场所。随着国际国内街道设计指引、导则、手册

等文件的发布,完整街道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街道的规划设计也将着力于平衡多种出行方式,恢复

街道的公共空间功能,还路于人。这一规划设计理念的转变,对街道空间精细化分配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而步行作为路权分配环节中优先级最高的出行方式,其所占街道空间的精细化分配原则也成为重要

的研究课题。
传统规划对步行活动的分析局限于对 “量”的关注,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空间环境的诉

求。街道步行空间的规划设计需要保证行人通行区间畅通无阻,同时提升街道对于行人的安全保护和服

务体验,在此背景下,街道步行人群活动特征的精细化采集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和交通强国先行示范区,高新产业的聚集吸引了大批国内外高新

尖人才,有着更为强烈的城市空间体验诉求,这也对深圳的城市街道改造提升提出更高要求。

1 现实问题及挑战

深圳市作为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城市街道的未来提出了新的设想,通过构建多种出行方式

平等共享的交通空间、发展多方式并重的城市交通体系,来降低过往小汽车过度增长对城市环境造成的

损害。在有效推算的情况下降低小汽车的主导地位,是提升城市经济表现的有效推手。而现状情况下,
街道设计主要面临以下几个现实问题及挑战:

1.1 街道路权分配倾斜严重, 安全事故频发
 

在强调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的规划理念下,街道设计优先考虑汽车而不是脆弱的街道使用者,鼓励

高速顺畅的通行,但无法提供安全的慢行环境。全世界每年有120多万人死于交通事故,相当于大约每

30秒就有一个人死亡,即每天有3400多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大部分死亡发生在城市道路上,且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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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预防的车祸造成。(数据来源:《全球街道设计导则》)

图1 速度影响 (左)停车距离 (右)(图片来源:作者译绘)

传统规划侧重于以小汽车为主导的街道空间分配,忽略了行人在使用街道的过程中对于空间的诉

求,造成安全隐患。

1.2 街道活动场所布设与实际需求偏离, 供求矛盾突出
 

过去的城市街道规划由于缺乏慢行活动类特征数据的采集,无法对街道进行准确有效的功能定位,
造成空间平面布局供求不匹配。根据作者的广谱调查,深圳市城市街道广泛存在空间布设、实际配套与

实际诉求不匹配的问题。

图2 供求不匹配图示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自摄)

1.3 传统研究方法侧重于对 “量” 的关注, 忽视不同出行目的人群对街道空间环境的诉求

密度导向的城市设计误读了人们对街道的需求,城市高速发展时期的街道规划设计在城市与居民之

间建立了物理上、商业上和心理上的联系,但标准化的道路模型让人们忽略街道的公共空间属性,导致

现状城市街道普遍存在功能单一、品质平庸等问题。本文根据对街道行人行为特征的采集发现,在高密

度人口分布区域,城市街道已经成为单纯的功能性通道,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生活的缺失,人们坐在车止

石上、靠在路灯上,街道并没有给人们留出空间。

167



图3 步行人群的街道行为采集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 时代变革下的完整街道理念

从21世纪开始,行人与汽车的路权争夺日趋激烈。一方面,机动交通带来的人员伤亡逐渐受到重视,
人们开始意识到许多车祸源于传统交通规划行业将服务重点放在小汽车身上,从而导致的道路空间倾斜。
另一方面,机动车的主导地位是导致街道空间低效利用,从而损害城市吸引力、恶化营商环境、降低城市

经济活力的隐形杀手,在有效推算的情况下降低小汽车的主导地位,是提升城市经济表现的有效推手。

图4
(图片来源:《全球街道设计导则》)

在此背景下,街道设计的理念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调整:一是目标导向从 “重视机动车通行效

率”转变为 “关注参与者使用体验”;二是功能定位从 “侧重道路交通功能”转变为 “兼顾街道公共空

间功能”;三是管控边界从 “传统道路红线”转变为 “完整街道空间”;四是设计范畴从 “传统工程设

计”转变为 “整体空间环境设计”。基于此四个方面的调整,下文以 “慢行回归、以人文本”为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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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活动驱动的街道设计方法进行的探讨,提出实现完整街道的方法体系。

图5 街道设计理念的转变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 方法体系构建

为多维度精准研判街道活动人群及其活动特征,采集分析更广谱、更多维、更精细的需求特征数

据,细化分析街道设施、人群及活动时空分布特征、活动行为特征、市民感受和意愿,为街道精准画

像,支撑街道精准治理。本文对街道活动人群画像进行采集,分析主要的活动形态及空间诉求,精准分

配步行通行及活动空间。

3.1 人群活动时空分布特征采集

人群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反应街道界面活跃度、街道沿线用地性质、土地开发强度、慢行空间吸引力

等街道特征,本文对街道进行全天连续观测,采集不同出行目的人群的时空分布特征,研判街道分段空间

的功能定位,根据人群活动聚集点,判断街道活动的目的地,精确定位每一段街道的主要服务目标。

图6 深圳市福田区全天分目的出行人群时空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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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群活动行为特征采集

综合考虑各类人群通行和活动对街道空间的要求,面向完整街道设计,坚持人本思维重构街道空

间。通过调查收集各类人群构成的活动形态图谱,研判各类人群对于街道空间的诉求,以可覆盖85%
以上的人群空间需求的步行组合形态为步行道宽度,实现对步行道宽度需求的有效推算。

图7 街道人群活动图谱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3 人群意见及意愿采集

为扩展公众参与渠道,斧正调查分析结论,本文对深圳市街道开展了调查调研,受访者表示 “想进

行休憩活动,但所处街道空间和设施却未能有效满足”,其中有45.61%的受访者对休憩表示 “渴望”,
42.11%的受访者对休憩表示 “很渴望”。

4 完整街道目标与实践

4.1 根据必要性出行的步行组合形态, 研判空间尺度

针对现有街道问题分析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重点提出重构道路空间,实现从 “道路”到 “街道”的

回归。以绿色出行提升综合交通总体方案,打造 “轨道+慢行”为主体的现代化、创新型的绿色综合交

通体系,支撑国际级城市客厅发展要求。梳理街道断面空间,把更多的路权还给步行和骑行人群,创造

具有场所和设施的街头活动区域。
以深圳市红荔路中香梅路-景田路段改造为例,原有路段两侧不具备自行车道,加之大量自行车停

放占用道路资源,人行道狭窄难以行走,机动车停车位占用一个车道的断面空间。相反,现状封闭绿化

宽度达十米,却难以为人使用。本文对道路两侧步行道上不同目的的出行人群进行了调查统计,包含时

空分布调查、流量调查、人群分类统计,精细化推算出步行通行所需宽度。

表1 红荔路 (香梅路-景田路段)人群活动统计表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指标 上下班 上下学 逛街 等公交 等人 锻炼 交流休息 遛狗 吃饭 散步 合计

计量

(人) 225 447 10 190 60 45 20 10 70 100 1177

占比 19.12% 37.98% 0.85% 16.14% 5.10% 3.82% 1.70% 0.85% 5.95% 8.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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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在人群活动特征精细化采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空间断面做了以下调整:
一是取消现状停车位,释放道路断面空间;二是新增双侧双向自行车道,保障自行车骑行路权;三

是根据现状行人活动特征拓宽人行道,为行人量身定做通行空间;四是释放封闭绿地,增设街头活动空

间,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街道目的地。

图9 深圳市红荔路 (香梅路-景田路段)断面改造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活动空间重构后,行人和骑行者的路权得到了保障,绿化空间的有效释放增加了街道活力,使得街

道的空间更为整洁有序、街道的环境氛围充满活力。

4.2 根据非必要性出行的活动需求, 布局街道场所

街道的设计应结合道路沿线片区城市特征进行分析,并综合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和活动分布情况,有

针对性的营造场所景观和氛围。
以学校、社区街道为例,这类街道的主要活动人群为通学人群,主要活动以儿童活动、教育、家庭

交流为主。针对不同年龄段,打造全年龄覆盖、有针对性的活动场所设计,满足孩童在成长过程中的认

知、交流、体验需求,如针对7-12周岁儿童的活动场所,应提供更多参与性空间,创造社交可能,满

足群体性游戏空间需要;针对3-6周岁儿童的活动场所,应提供游戏、观察、测量和认识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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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儿童对世界的逻辑思维过程;针对3周岁以前儿童的活动场所,由于婴幼儿尚不能独立活动,其活

动场所主要围绕家长贴身看护、聚集和交流空间进行打造,同时为婴幼儿提供可触摸、感知、视听、学

步等方面的活动场所。

图10 红荔路步行人群活动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以红荔路 (皇岗-华富路段)为例,原有路段紧邻中心公园,锻炼休闲人群较多,且该路段具有得

天独厚的滨河景观资源。综合考虑人群活动情况、未来需求引导研判及街道本身的资源情况,在滨河段

落设置了观景平台,创造网红打卡点,提供市民赏景、休憩的好去处。

图11 深圳市红荔路 (皇岗-华富路段)断面改造前 (左)改造后 (右)对比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4.3 根据意愿采集及人体工程学, 响应体验诉求

根据对于街道活动人群的人体工程学研究,在人群行走视线、不同坐姿的停留时间等方面,深入研

究包含标识系统、盲道、公共座椅等重要的街道基础设施的精细化设计,提供完善的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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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基于人视高度的建筑外立面及标识系统设计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5 结语

5.1 配套街道设计及管理机制

当前的城市街道治理大多以专项治理为主,如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街道景观设计提升、城市更新、
街心公园建设、公共设施配套等,往往不够全面,不成系统,难以形成具备整体效果优秀的精品案例。
街道的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尚未成熟,集中表现在发展理念不统一、体制机制不顺畅、跨专业技术缺乏统

筹等方面。城市街道的治理是一项主体众多、内容繁杂的系统工程。街道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是

一项复杂性、综合性极强的工作,一条优秀街道的塑造需要城市规划、交通设计、道路工程设计、沿街

建筑设计及相关空间与设施的使用管理等环节的通力合作。
在未来街道治理的进程中,配套相关部门的统筹协同机制,建立健全审查制度,形成整套保障实施

落地效果的把控手段,是使得完整街道的规划意图完整落地的根本机制保障。

5.2 智能化时代还路于人的畅想

21世纪已进入20年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为道路提供了新的交通工具和管理方式,也可能将会促进

街道路权共享的新模式。2019年,多伦多智慧社区项目Sidewalk
 

Toronto在方案中提出了新的街道设

计思路———在更倾向于共享与公交出行的未来,街道将取消路缘石并实现数字化管理,高峰期用于自动

驾驶车辆和共享出行服务,非高峰期则可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2020年BIG与丰田公司合作打

造的 “编织之城”同样主打共享出行与自动驾驶的理念,并将街道分成三个等级。位于中间等级的休闲

长廊是具有丰富自然环境的共享街道,提供了步行、骑行、微型代步工具和自动驾驶多种交通方式自由

漫步的空间。此外,2019年,美国全国城市交通官员协会 (NACTO)发布的第二版 《自动驾驶城市化

蓝图 (Blueprint
 

for
 

Autonomous
 

Urbanism)》则是设想了未来街道路权更加多元的运行管理方式。该

畅想的设定背景是在自动驾驶和数字管理的时代下,将会实现用更少更小的车辆运输更多的乘客,同时

结余出来的街道公共空间将归还给行人。
未来,人车之间的路权博弈还将持续进行下去,但我们有理由期待,以人为本、更加美好的街道生

活将会重新回到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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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设计和评价短板,增强街道设计落地性

贾新昌 周纯一

【摘要】 随着我国各地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以及实施试点工作的开展,城市街道建设工作的风向开始由 “以车为本”
向 “以人为本”进行转变,街道设计导则中提出的人性化设计要素和各类设计引导策略补齐了当前道路设计规范和评价

指标中人性化尺度重视不足的短板。但是由于导则的引导性较强,在落地的强制性层面较为欠缺,街道设计导则所强调

的人性化措施和一体化设计的建设思路受到传统 “以车为本”设计手法、评价标准、管理工作的惯性,在落地实施过程

中受到的阻力较大,可落地性较差。因此,针对街道设计导则中一些较为成熟的措施,有必要在控规层面、设计规范、
交通影响评价标准中吸收和落实,同时推进规划师负责制,确保城市街道建设的延续性和一惯性,增强街道设计方案的

落地实施性。
【关键词】 街道设计;可落地性;评价体系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路交通技术规范和相关评价标准受美国 《道路通行能力手册》的影响,一直

秉持以机动车服务水平优先的思路,慢行交通的服务水平、安全性等评价长期被忽视[1]
 

。城市规划理念

也向欧美看齐,街区的尺度和街道空间的功能以服务机动车快速通过为主。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不断

进步和发展,居民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建设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慢

行交通建设和服务水平低下的短板和不足受到的越来越多的重视。为了满足居民对高水平、安全、舒适

的慢行环境要求,国内各大城市也紧跟着发达国家的步伐,编制各类街道空间设计导则,以期望加强城

市街道空间建设对人性化的重视,提升城市人文水平。
目前我国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的研究工作正在风口,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编制街道设计导则并对街

道空间的不足之处进行试点改造。但是街道设计导则中提出的人性化措施以及慢行优先的理念与我们国

内长此以往执行的 “以车优先”的设计手法和评价体系之间还存在诸多的冲突之处。因此现阶段街道设

计工作推进过程中,方案要想从蓝图到建设方案,还需要特事特办。
面对长此以往 “以车为本”的交通建设工作的惯性以及居民以车优先的心理定式,在提出设计导则

的同时,如何从规划方案推进到施工设计,科学的评判街道空间设计成果,协调街道各方利益,在建设

工作中确保方案落实,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工作。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简述了街道设计的发展历程以及街道设计的主要内容;接着根据实际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阐述道路交通设计规范和评价体系、城市开发建设、城市管理体系与街道设计理念的不适应

性;第三提出了几点在街道设计导则落实层面还需继续推进的工作;最后对文章进行了总结。

1 街道设计的主要内容及发展历程

街道设计的思想起源于城市规划师对欧美在20世纪以车优先的城市规划的反思,在1961年简·雅

各布斯出版的 《美国大城市的死于生》一书中,作者对欧美现代城市中以车为本,忽视街道活力的城市

规划手法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街道丧失活力之后,引发的犯罪和诸多社会问题,由此提出城市应该更

加注重人的活动,提升街道两侧的用地多样化,从而使街道上全天都有各类活动。在其理念的启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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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欧美的规划理念开始重视慢行交通的需求,城市规划师们开始探索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工作,重拾

街道的多元功能,以期望把街道的空间还给慢行。在2000年左右,以伦敦街道设计导则为标志,国内

外多个城市都陆续编制了街道设计导则。

图1 国内外城市街道设计导则编制历程
 

图片来源:《宜居城市背景下街道设计方法探索》

虽然每个城市的气候、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各有不同,但是其街道设计导则的核心内容均是以鼓

励人在街道上的社交活动为目的,以提升街道的安全性、吸引力、空间品质为落脚点,对街道的交通功

能设施、附属功能设施、步行与活动空间、沿街建筑界面制定安全性、人性化、智能化和绿色等建设目

标,并提出设计指引[3]
 

。
在设计指引层面,主要从以下三个层次提出设计要求:(1)规划层面:强调用地的混合性,打造窄

路密网,开放式街区;(2)设计层面:强调完整街道概念,保障慢行交通的安全性和路权,增加安全性

设施和绿色交通设计;(3)管理层面:强调一体化设计协同化管理,弱化道路红线概念,红线内外无缝

衔接,统筹各类市政设施综合敷设。
在表达形式上,街道设计导则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来引导城市活动从地块内转移到街道空间中,

提升城市活力。

表1 街道设计导则在不同层面的引导要求
 

资料来源:文献[4]
 

规划层面 设计层面 管理层面

混合型用地、窄路密网

开放式街区

完整街道概念,提升街道的

绿色、智慧、安全性

一体化设计协同化管理,
红线内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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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规划层面 设计层面 管理层面

杨浦区五角场创智坊

功能混合利用图

全方式交通一体化及街道

设施一体化整合设计

杨浦区大学路街道

一体化使用管理

2 当前设计、评价体系、管理体制与街道设计理念的不适应性

扭转居民、各类城市建设从业人员、专家的习惯是一个长期并且艰苦的过程,美国纽约交通局前任

局长珍妮特·萨迪-汗在 《抢街:大城市的重生之路》一书中详细的描述了其在任期期间,为了从纽约

街道的车行道和停车位中抢回自行车道以及修建行人驻足的小广场而与交通工程师、两侧店家、居民们

进行各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在其著作中将纽约街道空间设计工作的推进形容为 “抢街”,以此来表达推

进街道设计工作的难度和处境[5]
 

。同样,目前在我们国内推行街道设计导则,也依然存在较大的阻力。
结合实际个人在专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总结下来有以下几点:①设计和评价体系:道路设计规范以及

交通影响评价对慢行系统的不重视;②城市建设流程:个性化的街道与批量化的道路建设之间的矛盾;
③城市管理: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与多头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

2.1 设计和评价体系: 道路设计规范以及交通影响评价对慢行系统的不重视

2.1.1 道路设计和评价体系层面的问题

目前市政道路建设从立项到施工的全过程分别需要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以及

最后落地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这三个文件是道路建设过程中所要编制的主要技术文件,其深度和内容随

着工程的进展层层推进逐步加深。道路的可行性报告在确定道路的规模、技术标准时,均是以机动车的

流量预测作为其建设的依据。目前要想推进以慢行为主导的街道空间设计,如果不在控规或者法定层面

加强对街道设计导则内容的引导,相关的慢行优先的设计理念很难在施工设计中得到落实。

2.1.2 地块建设层面的问题

地块建设需要道路为其提供交通服务,因此地块和道路的建设需要不断的互动,才能达到城市建设

和交通服务的动态平衡,降低城市交通拥堵发生的概率。为此,建设部在2010年出台了 《建设项目交

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
 

141-2010,其要求在城镇人口大于10万人以上的镇进行建设项目开发建

设时,当建筑量超过阈值时,需要计算建设项目新生成的交通量对周边路网的交通影响进行评价,并提

出优化措施。但是交通影响评价的判定标准是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前后道路路段、交叉口机动车服

务水平的变化。一旦机动化交通服务水平发生显著变化,就要对周边路网的机动化交通服务进行改善和

优化组织,目前在实际工作中,采用主要手法就是拓宽车道,优化信号相位等措施,其对慢行交通服务

水平的变化并无明确的要求。
从以上规范和技术标准来看,无论是地块内的开发或者地块外的道路建设,目前在法定的设计规范

和评价标准层面均是以机动车作为评价标准。由于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城市建设的重

点转入对存量的提质增效阶段[6]
 

。未来城镇建设主要是建成区的改造或更新,而在建成区内,周边用地

已经开发完善,拓宽车道和优化信号相位则主要是以压缩绿化、慢行空间和人行过街绿灯时间为主。因

此,由于地块建设和道路建设相关的规范等对慢行交通优先层面的缺失,导致虽然在街道设计导则和城

市各层面的规划虽然都在不断的强调慢行优先和绿色出行,但是最后到落地时依然以机动车的行驶速度

和服务水平作为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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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建设流程: 个性化的街道与批量化的道路建设之间的矛盾

街道的属性与两侧的用地息息相关,以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提出的西藏南路为例,一条道路贯穿城

市多个社区,因此也具备有多重的属性。道路的板幅和形式也会不同,但是由于很多城市的控规面向街

道空间管制的一体化设计的管控机制尚未建立,从而会出现一条路仅有一个道路横断面的现象,特别是

城市新建的片区,由于地块在出让之前一般会先行建设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后再对熟地进行出让,因此

道路的建设会出现一个片区内相同等级的道路一个横断面的现象,难以实现街道空间的一体化协调,无

法满足街道空间多样化的需求。

图2 上海市西藏南路街道类型
 

资料来源:文献[4]
 

2.3 城市管理: 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与多头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

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是 “打破道路红线在规划设计中的设定界限,通过对建筑界面至路缘石间的空

间一体化设计,以实现步行空间的最大化、城市景观的一体化,并全面提高步行与骑行的安全性及通达

性”[7]
 

。在新建城区,由于道路一般先于地块建设,且道路横断面和板幅一般会依据上位规划确定的道

路横断面或预测的机动化交通流量来确定,因此街道一体化设计工作的由于建设时间问题,导致方案较

难以实现对接。而在城市建成区,则主要涉及红线内外的房建、市政、交通等多个部门。因此,一体化

的街道空间推进工作,需要各部门进行协调。在一些重点街道,特别是机动车流量和慢行流量都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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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街道设计导则提及的稳静化措施诸如压缩车道宽度、抬高道路交叉口、取消路内停车等则会因为

降低目前的机动化交通水平或者涉及两侧店家已经购买的地块产权以及违反道路设计的排水设计标准而

难以落实。因此,在一体化协调的管理机制没有建成之前,街道设计的落地一般需要特事特办才能进行

街道设计的协调推进。

图3 街道空间与设施责权部门汇总图
 

图片来源:文献[8]
 

3 街道设计导则落实层面还需继续推进的工作

3.1 增强控规的管控能力

在控规中增加刚性管控和一体化设计空间管控分区,在法定规划落实街道设计导则要求。以北京副

中心控规编制为例,其在编制过程汇总,划定了16类管控边界及分区,对各类空间的控制线进行充分

衔接和管控。在北京副中心管控区中共划定了四类一体化管控区:滨水一体化管控区、街道一体化管控

区、轨道交通一体化管控区、民生服务设施一体化管控区[9]
 

。在法定图则中落实管控区一体化设计控

制,协调好控制设计要素。通过在法定的控规内落实街道一体化设计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保障街道设

计的落实。

3.2 落实规划师负责制

相对于传统规划管理中的首长责任负责制,规划师负责制可以让规划师与开发建设单位开展技术层

面的沟通和互动,确保城市规划的理念得到落实,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统一性和连续性[10]
 

。同时

规划师负责制可以确保技术人员全过程跟踪城市建设,降低因为建设时间的不同或者建设主体不同而造

成街道空间割裂发生的概率,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3.3 推进道路设计和评价体系的人性化要素控制

“以车为本”的道路设计符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对效率的追求,道路设计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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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也从服务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围绕机动车的服务水平和效率进行控制。随着我们国家经济体

量的增大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因此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更加强调

“以人为本”,推动各类设施建设的人性化水平。为此,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角度出发,当前应根

据实际的建设需求,对道路设计规范以及相应的评价体系进行修改和补充,提升设计规章和评价体系对

人性化的关注度。

4 结语

街道设计导则补充了我们国家城市建设轻视慢行交通安全性、舒适性、和便利性等服务水平的短

板,提升了城市建设对人本体验的重视,因此要注重其可实施性和落地性。本文是笔者在实际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的反思,目前我们国家应在控规层面的法定性、管理体制层面的建设延续性、设计规范层面的

强制性三个层面加强对街道设计导则中提出的各类人性化措施进行吸收,增强街道空间的舒适性,确保

设计导则在建设推进过程中有法理、可实施、可落地。从而激发城市街道空间活力,推动城市街道向更

加 “人性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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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维交通模型的地下环路交通组织研究

周 娇

【摘要】 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作为国家级新区的公共极核,打造集约高效绿色的交通系统是新区发展的必然方

向。为了有效保障核心区地面交通运行秩序和品质,中央商区区设置地下环路衔接各大地下停车场,截流地面到发交通

流,形成对核心区的交通保护环。但是由于地下环路的设置对于交通流的时空分布将产生不同程度的集聚,有可能形成

交通瓶颈。本次研究基于多空间尺度融合的多维交通分析模型对交通流因地下环路建设而产生的时空分布变化进行深入

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不同时空尺度下交通流组织技术体系,指导和支撑商务区地下环路体系设计和交通组织。
【关键词】 CBD区域;地下环路;多维交通模型;交通特征;交通组织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发展,地下空间技术的不断完善,我国各大城市在新城中心及新城

CBD等高强度开发区域均兴起了地下空间系统的综合开发建设[1]-[4]
 

。城市空间的立体、统筹规划是促

进城市核心区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其实现的核心依托是在有限空间内,构建由公共交通、个体交通、
慢行交通有效融合的多模式、立体化的综合交通网络,与核心区域城市功能结构和布局相互支撑、融合

发展。其中个体交通流交通组织情况是否良好直接影响核心区地面交通的负荷强度和交通秩序。
吸取了发达城市的建设经验,国内大多数核心区过境交通流通过快速路体系在组团外进行分流,大

大减少了核心区交通压力。但是对于核心区到发交通流,在最后一公里进入停车场环节往往因为停车位

供给不足、停车位无法共享或者信息渠道不畅导致产生大量地面绕行,无形中加剧了核心区地面交通压

力。因此,国内各大城市纷纷研究通过建设地下道路网系统整合、联通公共地下车库资源,联系地面道

路和地下车库,减少地面道路交通绕行,缓解核心区交通集散压力,提升地面慢行交通和公共交通出行

品质。
由于需要串联核心区各地下车库,因此地下路网系统一般呈环状结构,日本地下环路多以短距离单

环布局居多,环线总长约600m~1000m之间,出入口一般设置1~2条匝道联系地面交通。国内各城

市规划设计地下环路主要呈现出 “单环”“日”字环、“目”字环三种形态。通过地下环路的设置,对地

下车库资源进行网络联通,从而吸引和截流一部分交通流进入地下环路,对CBD机动化交通形成一个

保护环,保障CBD区域内地面机动化交通的效率,可以让出更多的地面资源服务慢行及公共交通,提

升整个CBD区域整体出行品质[5]
 

。

1 地下环路交通流特征分析

CBD区域交通辐射范围一般较广,从空间圈层视角一般可划分为三个圈层。第一个圈层为跨组团

跨通道长距离、超长距离交通吸发,其主要依托城市快速路系统完成;第二个圈层为毗邻组团长距离、
中长距离交通吸发,其主要依托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系统完成;第三个圈层为组团内部短距离、中等距

离交通吸发,其主要依托整个路网系统,渗透到次干路、支路等路网系统完成。
地下环路设施基本由衔接地下停车库匝道、地下环路道路、衔接地面道路匝道三部分构成。其中衔

接地面道路匝道的布局将会对到达核心区交通流的时空分布产生根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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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车流到发的走廊集聚

地下环路系统通过匝道与地面道路衔接,因此环路出入口的布局对于环路交通的到发吸引有着很大

的诱导影响作用。长距离、超长距离车流到达地下环路区域时,由于宏观开口的设置的吸引作用使得车

流行驶路径向开口设施所在道路集中。地下环路的车流到发明显集中在以宏观开口为基点联系的主要快

速路、主干路,形成较为明显的车流走廊。
走廊的集聚效应将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对交通走廊自身的承载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另一

方面由于走廊的车流吸引在汇入点易产生转向交通瓶颈。

1.2 车流进出的点状集聚

在地下环路交通设施建设之前,核心区个体机动化到发需求是从整个路网系统逐步渗入核心区域,
交通流在路网上的传播类似液体浸润,对路网压力较小。地下环路建设后,原本由整个路网进出核心区

的交通需求中相当一部分将转化为由几个节点 (地下环路匝道)进出片区,交通需求在节点产生挤压。
尤其在晚高峰期间,瞬间由几个匝道进入路网的大量下班交通流将对道路网的各个环节产生极大冲击,
因此对环路出入口衔接系统的疏散、集聚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

1.3 车流进出时空分布不均衡

CBD区域用地性质基本上以高强度商业商务为主,岗位较为集中,居住较少,因此CBD区域交通

特征本身就呈现出早高峰期间以吸引上班通勤出行为主,对外产生的交通较少;晚高峰期间以产生返程

的通勤出行为主,吸引的交通较少的特征。地下环路出入口的衔接,衔接至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交

通流的分布依次减弱,交通量明显在衔接最为便捷的快速路、主干路出入口更加集聚。由于城市用地本

身产生的交通需求不均衡性和地下环路设施衔接便捷程度不均衡性相叠加,交通流进出地下环路出入口

匝道呈现出明显的时空不均衡特征。

2 地下环路交通组织技术体系

基于上述地下环路系统对交通流时空分布的影响分析,本次将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系

统的交通组织技术流程,同时对技术流程的模型支撑体系进行梳理构建。

2.1 交通组织流程

2.1.1 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核心目标是中远距离的交通流进行有效引导,减少走廊集聚效应,预控交通需求的点状挤

压。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需要通过地下环路开口进行合理布局。首先需要结合交通需求预测分析核心区域

主要客流腹地和客流来源,预判客流到发路径;其次对地下环路开口功能进行梳理,应对不同方向、不

同空间尺度的交通需求;最后集合需求方向、路径,以合理疏解为目的进行开口布局的规划设计。
为了保障地下环路开口布局方案实施效果,需要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辅助设计。

1)在大区域快速路网范围设置相应的交通诱导标志标牌,在远距离范围进行交通分流,即对交通

流的分布进行引导。

2)加强关键转换节点的通行能力,提高转换节点的通行效率,因为交通流的不均衡性必然导致区

域快速路网络范围内关键节点的转向存在不均衡性,需要通过设施的预留预控,强化关键节点的通行能

力,打通可能引发拥堵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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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核心是当交通流进入组团内部后,通过对交通流进行明确的交通引导,均衡交通流在进出

组团道路上的空间分布。首先需要对组团周边重要的节点进行工程渠化设计以及交通控制优化,方便交

通流与地下环路出入口方向的转换。其次对地下环路周边重要的交通道路在交通管控上进行优化组织,
通过设置信号优先、交通绿波等形式,引导和增强交通流到达地下环路出入口的效率。

远期还可以通过在地下环路范围周边设置交通流量预报电子标牌,通过智能交通设施的信息发布引

流CBD范围内交通流分布。

2.1.3 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基于缓进快出的原则,通过对地下环路出入口衔接段的精细化设计,地下环路出入口的容

量控制、方向控制、车库联系匝道的位置等精细化控制措施保障交通流能够顺畅的进出环路系统,而不是

引发新的堵点。重点对地下环路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精细化设计和管理,保障车流的顺畅进出。
1)对地下至地面衔接段的匝道、紧邻节点进行精细化车道功能设计以及信号控制方案设计,保障

交通流能够顺畅的进入地下环路系统。
2)对环路本身的道路进行主线、合流区、分流区精细化设计以及限速、环路容量预警、智能诱导

方案设计,保障交通流能够在地下环路顺畅的通行。
3)对地下环路与车库衔接的匝道布局、匝道容量、匝道交通组织方式等进行精细化设计,保障地

下环路交通流能够安全顺畅的进出地下车库。

2.2 模型技术支撑

基于前述交通组织技术流程,需要构建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交通仿真模型。
宏观仿真模型重点依据四阶段模型理论,在城市综合交通调查数据库基础上,融合交通大数据分析

技术,对出行产生、出行分布、方式划分、交通分配各子模型参数进行校核标定。宏观仿真模型重点提

供核心片区的基础OD和初步路径,作为中观仿真模型的输入条件。
中观仿真模型基于基础OD和初步路径进行动态交通分配,评估地下环路开口对车流路径选择、走

廊集聚程度、节点饱和度变化等影响程度,支撑宏观、中观层面交通组织方案生成。
微观仿真模型则重点对环路内部精细化设计方案进行动态评估,及时反馈相关设计方案。

3 典型案例

3.1 商务区地下环路概况

以国家级新区南京市江北新区商务区地下环路为例,说明地下环路系统交通组织技术体系。商务区位

于南京市江北新区核心区,规划均为商业商务用地,开发体量较大。东西两侧受到长江、山脉限制,整个

区域呈现较为明显的带状发展,快速路横跨商务区边缘,内部有两横一纵主干路网,商务区内地面道路网

整体呈现窄马路、密路网框架体系,有4条轨道交通服务商务区内。商务区地下规划有 “目”字形地下环

路系统,环路线长2.9km,设置有8处出入口,1处位于地块内部,联系车位共1.54万个,服务地块数量

33个。环路主线单向3~4车道,连通线单向2车道,采用单向逆时针循环交通组织方式。

3.2 商务区地下环路需求特征

基于宏观、中观、微观综合交通模型,分析出高峰期间商务区范围吸发总交通量达到14210pcu/h,
地面道路系统进出片区系统车辆8455pcu/h,占商务区机动车到发需求的59.5%,地下环路系统进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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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江北新区中心区地下环路区位图 (左)和地下环路布局形态图 (右)

流5755pcu/h,占商务区机动车到发需求的40.5%。大区域层面商务区对外通道、跨江通道饱和度过

高,区域转向节点不堪重负。横江大道快速路、扬子江隧道、长江隧道高峰期间交通压力均较大,趋于

饱和,其中扬子江隧道主要转换节点双向饱和度分别为0.9和0.94,基本达到饱和,长江隧道主要转

换节点双向饱和度分别为0.42和1.23,单向过饱和。

图2 交通需求空间分布图 (左)和道路网交通流量分配图 (右)

毗邻组团呈现出出入口流量分布不均衡性较大。八个出入口中,横江大道1号、6号出入口主要对

接跨区域交通功能,交通量高峰集聚,承接交通流量占到地下环路交通流量46.2%;九袱洲路、广西

埂路2号、3号、4号、5号出入口主要对接毗邻组团交通功能次之,占总交通量43.02%;7号、8号

出入口主要对接片区内交通功能,占总交通量10.77%。
商务区片区内部地面交通缓而不堵,地下道路与地面道路衔接处部分节点有较长的排队长度和延

误,环路内部部分地库连接出入口的交织、冲突较多,影响环路运行效率。

3.3 商务区地下环路交通组织方案

3.3.1 宏观层面-区域交通引导

优化开口功能定位,形成四主四辅的功能结构,主开口面向快速路或交通性主干道进行远距离车流疏

解,辅助开口重点对组团周边及内部车流进行疏解。基于开口功能结构对部分开口位置、方向进行调整。
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下几个措施引导交通流的空间分布。一、在外围9个点设置交通分流引导标牌,

将交通流引导至江北大道、浦滨路与中心区进行衔接转换。二、精准定位服务区域交通功能的环路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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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地下环路出入口交通量预测图 (左)和中心区道路网交通流量及速度分布图 (右)

口,通过区域交通引导,截流部分中长距离交通流通过交通廊道到达商务区。三、对关键节点设施预控

建设条件,加强车流转换能力。预留增加浦镇大街-浦滨路东向南左转定向匝道条件,增加浦滨路-浦镇

大街右转车道数;预留增加浦滨路-浦口大道北向东左转定向匝道条件,预留增加浦滨路-浦口大道北向

东左转定向匝道条件。

图4 匝道出入口排队长度图 (左)和

地下环路交通流模拟仿真图 (右)
图5 地下环路出入口布局优化图

3.3.2 中观层面-组团交通均衡

通过以下措施对交通流进行引导。一、对江北大道与广西梗路、石佛大街节点,浦滨路与定向河路转

换节点进行工程渠化设计,以及信号灯等优先设计,方便其交通流向环路出入口方向转换。二、商务区范

围内设置环路交通流量预报电子标牌,引流商务区内交通流的分布。三、对地下环路出入口的布局和规模

进行优化,横江大道出入口通过北延南伸精准服务跨组团长距离交通出行;广西埂大街调整为双向4个匝

道,分担横江大道出入口压力;规划支路出入口扩容为双向4个匝道,调整至石佛大街,分担横江大道出

入口压力。四、对组团内主要交通廊道实施交通控制优先,设置石佛大街、广西埂大街东西向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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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区域交通分流引导图

3.3.3 微观层面-内部交通诱导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交通体系进行组织完善。一、对地下环路出入口及紧邻道路节点进行精细化设计

改造,保障交通流能够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地下和地面空间的转换。二、对地下环路内部合流、分流路段

进行精细化设计,保障交通流在地下空间能够安全顺畅的行驶。三、对地下环路内部联系地下车库的出

入口布局及交通组织方式进行优化调整,保障交通流能够从地下环路顺畅进出地下车库。四、构建地下

环路内部智慧交通系统,构建完整的诱导、指示、颜色标识、声音提示等系统。

图7 匝道出入口及道路节点设计图 (左)和地下车库出入口匝道布局优化图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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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宏观、中观、微观交通模型,对地下环路交通系统需求进行多维度的分析,从宏观层

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建立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地下环路系统在交通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同

时提出一套适合国内地下环路使用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交通组织技术体系。未来基于地下环路的实际运

行经验和不断发展的模型技术对本技术方法体系进行不断完善,形成兼具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相关技术

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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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公　共　交　通



关于公交场站规模预测的几点思考———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

李 芳 刘剑锋 范 瑞

【摘要】 公共交通场站规模预测是公共交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对不同规范和标准下的公交场站的分类进

行了详细阐述,其次提出了基于万人拥有量和基于公交出行需求的预测方法相互校核车辆标台数,最后分析了不同规范

和标准下的场站规模用地标准。结合北京市房山区实例,分别对房山区公交车辆标台数、“场”的规模、“站”的规模进

行了多方式测算校核,该研究可为其他城市公交场站规模测算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公共交通;公交场站;场站规模测算;

 

中图分类号： U121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规定到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交通强国的提出,推动了智慧交通的科研发展[1]
 

。
加强智慧交通建设,推动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鼓励引导绿色公交出行,也

成为纲要中提到的重点发展目标。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降低环境污染,提升居民

生活品质,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然而公共交通的不断发展对公交场站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合理

预测未来年公交场站规模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公交场站规模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严飞[2]

 

等人指出了公交场站规模与公交需求增

长不匹配的问题,应按照中心城区与外围新城内外差异化的原则预测公交场站总规模。翁勇[3]
 

基于公交

出行需求预测的方法测算出公交车辆标台数,强调公交场站总规模应根据不同区域的交通特性分类分区

先布局后汇总测算。王懿[4]
 

提出了一种满足场站规划土地利用集约化,且使车辆运营结束返场成本最小

的车辆分配模型。
综上所述,既有公交场站各类型规模与公交车辆标台数的预测研究较为繁杂,且鉴于场站功能可综

合布局的现实因素,难以侧面校核预测结果的准确性。鉴于此,本文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按照国标和

北京地标中各类型场站的定位和用地标准,分别对 “场”和 “站”的规模测算进行校核,为其他城市的

公交场站规模预留提供合理参考。

1 公交场站功能划分

1.1 根据国标的场站功能划分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CJJ/T
 

15-2011)》[5]
 

对站、场的功能和基本要求进

行了细化。
“站”分为中途站、首末站、枢纽站。中途站服务于运营中车辆的中途停靠;首末站服务于公交线

路始发和停靠;枢纽站服务于不同交通方式与公交的换乘,可按到达和始发线路条数分类,2~4条线

为小型枢纽站,5~7条线为中型枢纽站,8条线以上为大型枢纽站,多种交通方式之间换乘为综合枢

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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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分为停车场和保养场。停车场为车辆提供停车服务以及部分低级保养和小修作业。保养场为

车辆提供各级保养功能服务。

1.2 根据北京地标的场站功能划分

在城市集约用地的原则下,北京市按照 “将传统的场站设施整合为客流集散中心和车辆服务中心”
的原则出台了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 (DB11/T

 

715-2010)》[6]
 

。
“站”分为中途站、首末站、中心站、枢纽站。相较于国标,进一步强调了枢纽站不仅有多条公

共汽电车线路汇集,并可与其他多种交通方式衔接的乘客换乘场所;同时定义了中心站的概念,即

为一定区域内公交车辆提供调度、停放等服务,提供乘客换乘服务的多条公共汽电车线路的汇集

场所。
“场”分为停车场和保养场,与国标内容和分类均保持了一致。

2 公交车辆规模预测

建设公交场站的目的是满足公交车辆得正常运行及停放的要求,因此公交车辆的规模决定了公交场

站的用地规模。

2.1 基于万人拥有量的预测方法

基于万人拥有量的预测方法认为公交车辆规模可以依据城市未来年的管理服务人口和万人公交车拥

有量直接预测,如公式 (1)所示。由于各城市的公共交通发展基础参差不齐,因此万人拥有量指标通

常需要结合现状万人拥有量值和规范要求的发展目标综合取值。
N1=P*μ (1)

  式中,N1为基于万人拥有量的公交车辆规模;P 为城市管理服务人口数;μ为万人公交拥有量。

2.2 基于公交出行需求的预测方法

基于公交出行需求的预测方法,通过城市居民日均出行总量和公共汽电车分担比先测算出日均公交

出行总量,再结合公交换乘系数、每标台公交车的日均载客量及日有效运营车辆数进行测算,如公式

(2)所示。
N2=G*φbus*γ/(q*k) (2)

  式中,N2为基于公交出行需求测算的公交车辆规模;G 为城市居民日出行总量;φbus为公共汽电

车出行分担比;γ为公交换乘系数;q为每标台公交车的日均载客量;k为日有效运营车辆比例。
对比两种预测方式,基于万人拥有量的预测方法简单易行;基于公交出行需求的预测方法能够较为

精确地反映出公交出行人群特征对公交车辆规模的需求。可结合基于万人拥有量和公交出行需求两种预

测方法相互校核,并预留一定公共交通弹性空间,得到适宜的公交车辆规模。

3 各类型公交场站用地标准

3.1 国标公交场站用地标准

根据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CJJ/T
 

15-2011)》[5]
 

,对 “站”、“场”、“厂”
的用地标准做了规定,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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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标CJJ/T
 

15-2011各类公交场站用地标准

站场类型 建设用地标准

站

中途站 结合客流集散点沿街灵活布设,不在用地阶段预留。

首末站 100-120m2/标台,当首站不用做夜间停车时,应按运营车辆的60%计算。

枢纽站
除应按首末站用地标准计算外,还宜增加停车坪,应按每条线路2辆运营车辆对应的标台

数,乘以200m2累计计算。

场

停车场
120-150m2/标台,已有夜间停车的首末站、枢纽站的停车面积不应在停车场用地中重复

计算。

保养场 180-200m2/标台,保养场用地应按所承担的保养车辆数计算。

停车保养综合场 ≥200m2/标台。

厂 修理厂 250m2/标台,修理厂用地应按所承担年修理车辆数及其大、中修间隔年限确定计算。

3.2 北京地标公交场站用地标准

根据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 (DB11/T
 

715-2010)》[6]
 

,各类型的用地标

准如表2所示。

表2 北京地标DB11/T
 

715-2010各类公交场站用地标准

站场类型 建设用地标准
 

站

中途站 结合客流集散点沿街灵活布设,不在用地阶段预留。

首末站

运营车辆<20标台,730-740m2;

运营车辆20-50标台,1000-2200m2;

运营车辆50-200标台,2200-7500m2;

运营车辆>200标台,>7500m2。

中心站

运营车辆200-400标台,8870-17740m2;

运营车辆400-600标台,17740-26610m2;

运营车辆>600标台,>26610m2。

枢纽站

运营车辆200-400标台,8600-16300m2;

运营车辆400-600标台,16300-24000m2;

运营车辆>600标台,>24000m2。

场
保养场

年保养数<500标台,<20000m2;

年保养数500-800标台,20000-30000m2;

年保养数800-1000标台,30000-35000m2;

驻车场 150m2/标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用地标准由于场站用地中不含绿化用地,根据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
厂工程设计规范 (CJJ/T

 

15-2011)》的要求,绿化用地不宜小于用地面积的20
 

%[5]
 

,因此测算规模时

需要按照规范扩至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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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房山区公交场站规模测算

4.1 房山区公交车辆需求测算

按照万人拥有量法测算,远期房山区规划人口为143万人,服务人口为215万人,常规公交万人拥

有量为17标台/万人。可得到远期需求公交车辆标台数应为3647标台。
按照公交出行需求法测算,远期房山区居民出行总量为456万人次/日,地面常规公交占比

18.7%,公交换乘系数为1.35,每标台公交车的日均载客量为430人次/标台·日,因车辆保养和司机

轮休等因素,日有效运营车辆比例为0.8。可得到远期需求的公交车辆标台数为3346标台。
综合基于万人拥有量预测法和公交出行需求预测法测算结果,房山区在规划年的公交车辆标台数为

3346-3647标台为宜,建议取中值约3500标台进行场站规模测算。

4.2 房山区公交场站规模测算

基于保障公交场站的用地落实、进一步给公交发展增加弹性、布局是灵活组合的原则,建议在场站

总规模测算时,分为 “场”和 “站”两部分来进行测算。

4.2.1 关于 “场”的规模测算

保养场总规模与每年能够承担大修的标台数有关,但是对于城市需求的总标台数与保养场总保养能

力之间的关系还缺乏较为明确的规定,在缺少规范的前提下,建议以高保周期来确定保养场总规模,按

照15~20个月/次的大修周期对保养场总规模进行估算[7]
 

,保养场所承担的保养任务应介于总标台数的

60%~80%。因此,房山区保养场年保养能力需至少满足2100~2800标台/年。
按照国标,建议以集约用地的原则,设置停车保养综合场。即停保场同时承担2100~2800标台的

停车和保养功能用地,专用停车场承担700~1400标台的用地规模。按照北京地标,保养场需要承担

2100~2800标台/年的保养功能用地,停车场需承担3500标台的停车用地。保养场和停车场的用地规

模测算如表3所示。

表3 房山区公交 “场”用地规模 (单位:公顷)

停车保养综合场 保养场 停车场 总计

国标 42.0-56.0 ——— 16.8~10.5 58.8~66.5

地标 ——— 8.8~11.8 63.0 71.8-74.8

4.2.2 关于 “站”的规模测算

“站”的规模测算与其相匹配的运营车辆标台数密切相关,但在总规模测算阶段,难以将需求的总

标台数分配至各类型场站。首末站、中心站、枢纽站均有首末站的功能,可将中心站和枢纽站视为多条

线路汇集的首末站。在规模测算中,按照枢纽站、中心站、首末站分别承担3500标台公交运营车辆所

需要的用地规模,“站”的总规模控制在各方式极限区间中间值至最大值区间。枢纽站、中心站、首末

站的用地规模测算如表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房山区公交枢纽站的设置需结合铁路客运、公路客运、区域轨道交通站、

旅游集散中心等整合布设,其个数以及规模是与区位承担的交通功能以及周边的用地条件所决定的。
因此,按照规范测算的公交枢纽站规模并不是综合枢纽的总规模,仅指综合枢纽中公交换乘枢纽的

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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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房山区公交 “站”用地规模 (单位:公顷)

枢纽站 中心站 首末站 总计

国标 25.2-30.2 ——— 21.0-25.2 25.6-30.2

地标 17.1-18.1 18.6 15.3-16.8 17.0~18.6

4.2.3 公交场站总规模测算

房山区公交场站总规模为 “场”和 “站”的规模综合,结合国标和地标分别测算的结果,可得出国

标的公交场站规模为81.8公顷~94.7公顷,经地标测算的公交场站规模为87.1公顷~93.4公顷。因

公交场站在实施过程中与土地条件密切相关,考虑地块的不规则性及高差错落情况对有效面积的折损,
建议房山区公交场站在规模控制阶段按95公顷预留。

表5 房山区公交场站用地规模 (单位:公顷)

“场” “站” 总计 推荐

国标 58.8~66.5 25.6~30.2 84.4~96.7

地标 71.8~74.8 17.0~18.6 88.8~93.4
95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分析公交场站规模的研究现状以及既有研究的不足,分别探讨和分析了国标和北京地标

的公交场站的不同分类和用地规模标准。并以北京房山区公交场站规模测算为例,通过基于万人拥有量

法和公交出行需求预测法相互校核了公交车辆标台数。并结合国标和北京地标分别测算和校核了 “场”
和 “站”的规模。该研究成果可为其他城市公交场站规模测算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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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换乘站客流控制研究

潘 杰 马超群

【摘要】 轨道交通换乘站的客流量大,换乘客流多,导致了乘客乘车出行总时长不断加长,乘客出行的服务水平严重

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导致车站产生诸多安全隐患。做好换乘站的客流组织控制工作是换乘站客流控制的重点。针对换乘

站客流控制进行研究,本文基于车站各设施和列车承载能力与进站和换乘客流的关系分析,提出换车站的客流控制模

型,基于Matlab编程平台定量计算出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的安全量。然后依据模型的输出结果对车站制定了一系列控

制方案,并通过Anylogic仿真验证了方案的有效性。
【关键词】 轨道交通;客流控制;车站承载能力;Anylogic仿真

中图分类号： U231.92

0 引言

在车站客流控制方面,既有研究大多从定性层面进行客流控制,粗放的设置一个阈值,当客流超过

阈值就进行客流控制,没有具体给出客流控制的时间长度、客流控制的量。同时缺乏对换乘站和普通车

站客流的解读,单纯的限制进站人数,没有考虑车站在线路层面的重要程度,没有考虑客流控制的优

先级。
Delgado等[1]

 

研究了公交车的候车问题。以总的乘客延迟时间最小为目标函数建立线性规划模型,
并提出对上车客流量进行限制和公交车停站策略等方法来减少客流对站台的干扰。刘莲花等[2]

 

通过车站

的限流来调控供需矛盾,并计算出具体限流量,并以广州地铁为案例,设计了控制方案史小俊等[3]
 

从客

流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内在因素入手,揭示了轨道交通客流的内在规律,并建立针对天津地铁的客流组织

方法。谢玮[4]
 

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换乘站的客流控制,在分析换乘站客流的基本规律基础上,剖析了换

乘站的设施空间布局,阐述换乘站客流控制的基本规则。基于乘客路径选择的效用函数,建立换乘站的

大客流控制模型,同时提出分支定界搜索算法对换乘客流的走行路径进行搜索。张伦等[5]
 

重点探讨车站

大客流的组织,从整个乘坐地铁流程的角度分析大客流组织的关键因素。田栩静等[6]
 

在应对大客流的研

究中,提出从系统联合的层面解决问题。从客流形成规律的角度对大客流进行分阶段划分,最终设计了

控制方案和行车组织来缓解大客流对车站的冲击。唐巧梅[7]
 

从大客流产生原因和特征出发研究大客流的

运营组织方法。分别从流线的有序角度、站内总量控制角度、列车运输能力角度全面分析车站客流的组

织和控制方法。康亚舒[8]
 

在研究车站客流阈值和大客流特征的基础上提出Petri网模型。基于列车道法

规律,利用混杂系统的理论,对模型进行求解。最终结合调查数据确定客流控制点可控制的量。
本文基于车站各设施和列车承载能力与进站和换乘客流的关系分析,提出换车站的客流控制模型,

基于Matlab编程平台定量计算出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的安全量。然后依据模型的输出结果对车站制定

了一系列控制方案,并通过Anylogic仿真验证了方案的有效性。

1 客流控制模型

基于前文车站客流控制问题的分析,本文车站客流控制模型设计的决策变量为进站客流和换乘客

流。此控制设计的目标函数即为进站量和换乘量最大,即在客流控制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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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针对此两者控制需要考虑的约束条件较多,包括整个流线上各瓶颈设施的容纳能力,客流交汇时

站台的承载能力,列车的剩余运能等因素。车站客流控制,是一个牵扯多方面的复杂的系统控制流程。

1.1 模型假设

(1)客流控制过程中乘客均匀到达控制节点,不产生突变客流;
(2)客流控制过程中列车不改变运行计划;
(3)列车在控流过程中以恒定的满载率和下车率运行;
(4)乘客按先下后上的顺序上下车;
(5)侧式站台将两侧列车的到达和站台的承载能力看成整体考虑;
(6)乘客不会主观的在站厅层或站台层逗留,默认进站后都乘车快速离去;
(7)乘客对车站内部空间熟悉,不会出现走错路或绕行情形。

1.2 目标函数

本模型设计的初衷即为在安全状态下,使轨道交通车站尽可能服务更多的乘客。因此本模型将最大

化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设定为目标函数[9]
 

。
一般情况车站进站口有多个 (此处进站口区别于车站的出入口,此处研究的仅为乘客检票进入付费

区的入口)。将每一个进站口的进站人数设定为Xi,将换乘客流设定为Yj,因此以进站客流和换乘客

流的最大化建立的目标函数为:

maxf=∑
n

i=1
Xi+∑

m

j=1
Yj (1)

式中:Xi———表示第i个进站口的客流;
Yj———表示进入第j个站台的换乘客流;
n———表示进站口的总数;
m———表示站台的总数。

1.3 约束条件

1.3.1 安检能力约束

乘客购票之后需要进行安检,进行安检需要一定的时间,经常会出现排队等待现象;是否携带行李

也会对安检时间造成影响,因此安检的通行能力还需设置一个不携带行李的增量系数。
Xi≤λBi,i=1,2,…,n (2)

式中 λ———不带行李造成的增量系数;
Bi———第i个入口处,携带行李时,安检机器的通行能力,人/h。

1.3.2 检票闸机约束

乘客于车站的非付费区进入车站的付费区需要通过闸机设备。一般车站设有多台进站闸机,单个闸

机的通行能力是固定的,可以控制开放进站闸机数量,来达到控制进站量的目的。
Xi≤nCi

 

闸机,i=1,2,…,n (3)
式中 n———开放的闸机的数量;

Ci闸机———第i个入口,一台闸机的通行能力,人/h。

1.3.3 楼扶梯能力约束

楼扶梯是站内客流最易发生拥堵的位置,楼扶梯要保证进站客流顺利到达站台;存在换乘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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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确保换乘客流也能顺利到达站台,以免在楼扶梯处发生长排队,产生安全隐患。对于双向楼梯,由

于出站客流的优先级高于进站和换乘客流,因此楼梯的通行能力要被出站客流占据一定的比例。此外由

于厢式电梯属无障碍设施,本模型不做考虑。

αk[∑
n

i=1
XiRk

i +∑
m

j=1
YjRk

j]
 

≤Gk,k=1,2,…,n (4)

(1-αk)[∑
n

i=1
XiRk

i +∑
m

j=1
YjRk

j]
 

≤βkHk,k=1,2,…,n (5)

式中 Rk
i———由i入口进站,走k组楼扶梯的比例;

Rk
j———换乘到第j个站台,走k组楼扶梯的比例;

Gk———第k个楼扶梯组中电动扶梯的通行能力;
Hk———第k个楼扶梯组中楼梯的通行能力;
αk———第k个楼扶梯组中选择自动扶梯的比例;

βk———第k个楼扶梯组中,双向楼梯受出站客流的影响,通行能力产生的折减系数。若为单向

楼梯,则不考虑折减。

1.3.4 站台容纳能力约束

站台是车站内部乘客形式最复杂多样的区域。出于安全角度考量,本文考虑最特殊、最危险的状

况,即为两方向列车同时到达,列车上的乘客下车进入站台,站台上候车乘客还尚未登乘列车的瞬间。
此瞬间为站台客流最大最危险状态。基于此建立的约束条件为:

hj

3600∑
n

i=1
XiRij+Yj  +(Uu

j +Ud
j)≤Sj

platform,j=1,2,…,n (6)

式中 hj———j站台列车的发车间隔,s;
Rij———由i入口进站,选择j站台乘车的比例;

UU
j、Ud

j———j站台列车上行方向和下行方向的下车人数,人/班次;

Sj
platform———j站台总的容纳能力,人。

1.3.5 列车能力约束

由于每一次列车到站,未必能将站台所有乘客全部载运,会产生乘客的二次等车或三次等车,故本

模型设计为每一个控流时段内,列车到站能将站台上的进站乘客和换乘乘客均载入列车,不致使站台客

流发生滞留积压到下一个控流时段,造成站台风险。因此本模型设置的约束条件为一个控流时段内,进

入站台的客流不大于到达列车的最大剩余能力。

Ku
j ∑

n

i=1
XiRij+Yj  ≤Cu

jτ,j=1,2,…,n (7)

Kd
j ∑

n

i=1
XiRij+Yj  ≤Cd

jτ,j=1,2,…,n (8)

Cu
j =Nj(1-Eu

j +Fu
j)
3600
hj

(9)

Cd
j =Nj(1-Ed

j +Fd
j)
3600
hj

(10)

式中 Ku
j、Kd

j———j站台列车上行、下行方向乘坐比例,Ku
j+Kd

j=1;

Cu
j、Cd

j———j站台列车上行方向和下行方向的剩余载客能力,人/h;

Ed
j、Eu

j———j站台列车下行、上行方向到站时的满载率;
τ———为下游车站乘客能登乘列车设置的留存空间系数,一般取值为0.8~0.9;

Fd
j、Fu

j———j站台下行、上行方向到站时的下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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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j站台列车的额定承载能力,人/列。

1.3.6 换乘比例约束

若进行客流控制的车站为换乘站,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均需要进行控制。但某些车站由于进站客流

量与换乘客流量差距较大,不能属于同一控制量级。因此需要设置一个比例系数来调控:

β2≤
∑
n

i=1
Xi

Ym
≤β1,m=1,2,… (11)

式中 β1、β2———进站量与换乘量的比例,可根据历史同期数据获得。

1.4 模型建立与求解

综上所述,单站客流控制模型为:

maxf=∑
n

i=1
Xi+∑

m

j=1
Yj

s.t.: 

Xi≤λBi,i=1,2,…,n
Xi≤nCi闸机,i=1,2,…,n

αk[∑
n

i=1
XiRk

i +∑
m

j=1
YjRk

j]
 

≤Gk,k=1,2,…,n

(1-αk)[∑
n

i=1
XiRk

i +∑
m

j=1
YjRk

j]
 

≤βkHk,k=1,2,…,n

hj

3600∑
n

i=1
XiRij+Yj  +(Uu

j +Ud
j)≤Sj

platform,j=1,2,…,n

Ku
j ∑

n

i=1
XiRij+Yj  ≤Cu

jτ,j=1,2,…,n

Kd
j ∑

n

i=1
XiRij+Yj  ≤Cd

jτ,j=1,2,…,n

Cu
j =Nj(1-Eu

j +Fu
j)
3600
hj

Cd
j =Nj(1-Ed

j +Fd
j)
3600
hj

β2≤
∑
n

i=1
Xi

Ym
≤β1,m=1,2,…,m


































(12)

  本模型为线性规划模型,且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均线性函数,无需进行线性转换等操作。可用

IBM
 

CPLEX、Python、Matlab、Lingo等多种软件求解,本论文选用Matlab进行求解。

1.4.1 一般线性求解步骤

在Matlab优化工具箱中,linprog函数是使用单纯行法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函数。

minf=cTx

s.t. 
Ax≤b
aeqx=beq
vlb≤x≤vub







 (13)

  它的命令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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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val  =linprog (c,A,b,aeq,beq,vlb,vub)
x,fval  =linprog (c,A,b,aeq,beq,vlb,vub,x0)

其中 A———约束条件矩阵;
b,c———分别为目标函数的系数向量和约束条件中最右边的数值向量;

vlb、vub———解向量的上界和下界;
x0———预设初始解向量

1.4.2 无约束规划问题的求解

无约束规划问题的求解一般会按照目标函数的形式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一元函数的一维搜索法,如

黄金分割法和插值法。另一类是求解多元函数的下降迭代法,具体迭代步骤如下。
(1)选取初始点x0,并令k=0;
(2)得到xk 后,选取一个搜索方向pk,使得沿此方向目标函数是下降的;
(3)由xk 出发,沿pk 方向选取适当的步长λk,使得fxk+λkpk  <fxk  ,由此得到下一个点

xk+1=xk+λkpk;
(4)检验新得到的点xk+1是否是满足精度要求的最优解,如果是则迭代结束,如果不是,则令k=

k+1,返回 (2)继续迭代。
常用的求解无约束规划命令是:x=fminunc 'fun',x0  ,其中fun函数应预先定义到M文件中,

并设置初始解向量为x0.

1.4.3 非线性约束的求解

约束非线性规划的一般形式为:
minf(x)

s.t. 
Ax≤b,aeq*x=beq(线性约束)

g(x)≤0,ceq(x)=0(非线性约束)
lb≤x≤ub







 (14)

其中 f(x)、g(x)———分别为多元实值函数何向量函数,且至少有一个为非线性函数。
在Matlab优化工具箱中,fmincon函数是用SQP算法来解决一般的约束非线性规划的函数,它的

命令格式为:
x=f

 

mincon('fun',x0,A,b)
x=f

 

mincon('fun',x0,A,b,Aeq,beq)
x=f

 

mincon('fun',x0,A,b,Aeq,beq,lb,ub)
x=f

 

mincon('fun',x0,A,b,Aeq,beq,lb,ub,nonlcon)

2 模型应用分析

2.1 车站内部结构概况

北大街车站为地下三层式结构。负一层为三跨十字结构的站厅层。负二层为1号线站台层,站台设

计为侧式站台,北侧站台去往后卫寨方向和南侧站台去往纺织城方向。负三层为三跨岛式车站的2号线

站台。1、2号线的换乘属 “十字换乘”设计,车站为其换乘设计了楼扶梯和升降电梯。车站内部结构

和换乘走行路径如下图1:
北大街站现在开放的入口有A1、A2、B、C1、C2 和D 六个出入口,为了方便获取数据,如下图

所示,依据站厅层进站闸机开放位置情况,将进站口分为1、2、3、4,4个进站口。依据西安地铁提供

397



图1 北大街站内部空间及客流流向示意图

的2018年12月20日 (星期四)的AFC刷卡数据,对北大街站早高峰客流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数据显

示西安地铁早高峰出现在7:00-9:30这2.5小时内。

2.2 模型参数

目标函数为:maxf=X1+X2+X3+X4+Y1+Y2

2.2.1 北大街站早高峰客流数据

数据采集北大街站2018年12月20日 (星期四)早高峰的各进站口的进站量和各换乘方向的换乘

量,如下表1所示。

表1 北大街站早高峰客流

早高峰 1 2 3 4 2换乘1 1换乘2

进站量 (人/h) 635 584 573 583 9121 13522

2.2.2 车站约束条件控制参数

(1)安检能力约束

北大街站厅布设4部安检机,每一入口设置了1部安检机,安检机实际通行能力约为1500人/小
时,增量系数取1.3,则安检通行能力为1950人/小时。

(2)闸机能力约束

通过现有研究和实地调研发现,一台闸机的通行能力约为1200人/小时。实地调研发现,每个进站

口均设有4台进站闸机。
(3)楼梯与扶梯能力约束

为了便于对每一台楼扶梯能力进行研究,现将北大街站8组楼扶梯组编号如下图所示,各楼扶梯的

布置形式和通行能力如表2所示。AFC数据结合现场调研分析得出各楼扶梯组的使用率如下表2~4所

示。不同进站口进站的乘客以及换乘乘客均按照就近原则选择楼扶梯。对于同时设置楼扶梯的情形,经

调查发现高峰时段选择电梯的比例为0.65。
各楼扶梯组的布置形式如下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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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车站楼扶梯尺寸及通行能力

楼扶梯

编号

扶梯 楼梯

布置形式 尺寸宽度 (m) 通行能力 布置形式 尺寸宽度 (m) 通行能力

A ↑ 1.17 6000 双向混行 1.8 5400

B ↑ 1.17 6000 双向混行 1.8 5400

C ↑ 1.17 6000 双向混行 1.8 5400

D ↑ 1.17 6000 双向混行 1.8 5400

E ↑↑ 1.17*2 6000*2 双向混行 2.35 7050

F ↑↑ 1.17*2 6000*2 双向混行 2.55 7650

G ↑↓ 0.87*2 5000*2 双向混行 0.9 2700

H ↑↓ 0.87*2 5000*2 双向混行 0.9 2700

各楼扶梯组使用率如表3、表4所示:

表3 进入1号线站台乘车选择扶梯情况

客流组成 进站口
选择楼扶梯组的比例

A B C D E F G H

进站

乘车

客流

1 0.20 0.20 0 0 0 0.10 0 0

2 0.19 0 0.10 0 0.21 0 0 0

3 0 0 0.20 0.20 0.10 0 0 0

4 0 0.10 0 0.19 0 0.21 0 0

换乘客流 0 0 0 0 0 0 0.44 0.56

表4 进入2号线站台乘车选择扶梯情况

客流组成 进站口
选择楼扶梯组的比例

A B C D E F G H

进站

乘车

客流

1 0.20 0.20 0 0 0 0.1 0.2 0.3

2 0.19 0 0.10 0 0.21 0 0.50 0

3 0 0 0.20 0.20 0.10 0 0.30 0.20

4 0 0.10 0 0.19 0 0.21 0 0.50

换乘客流 0 0 0 0 0 0 0.50 0.50

(4)站台容纳能力约束

1号线站台:早高峰时段,发车间隔240s,每一个口进站客流选择1号线的机率均等,为0.54。
换乘到一号线的换乘客流为8669人/h。1号线上行乘客的下车率为0.13,下行方向的下车率为0.16。
1号线站台属侧式站台,两侧承载能力均等,为1420人。

2号线站台:早高峰时段,发车间隔189s,每一个口进站客流选择2号线的机率均等,为0.46。
换乘到2号线的换乘客流为13425人/h。1号线上行乘客的下车率为0.11,下行方向的下车率为0.08。
2号线站台承载能力为1620人。

(5)列车能力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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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线站台:1号线列车6节编组,B型车,每节车厢4个车门,共24个车门,定员1468人。上

行方向的乘坐率为0.55,下行方向的乘坐率为0.45。1号线下行方向到站时的满载率0.72。1号线上

行方向到站时的满载率0.79。
2号线站台:列车编组同1号线列车相同。上行方向的乘坐率为0.38,下行方向的乘坐率为0.62。

2号线下行方向到站时的满载率0.82。2号线上行方向到站时的满载率0.74。
(6)换乘比例约束

经AFC数据分析得出,早高峰进站客流较低,换乘客流较大,比例范围如下:

进入1号线站台客流比例情况:0.23≤
∑
n

i=1
Xi

Y1
≤0.27;

进入2号线站台客流比例情况:0.20≤
∑
n

i=1
Xi

Y2
≤0.25。

2.3 模型求解

依据单目标线性规划的求解方法,基于Matlab编程平台,求解得出单站客流控制的最佳进站量和

最佳换乘量。

表5 最佳客流控制策略

控制点 X1 X2 X3 X4 Y1 Y2

最优值 (人/h) 525 481 536 495 7545 9214

2.4 客流控制方案

2.4.1 进站客流控制

(1)站内设置回形铁马。北大街站早高峰进站客流需求为2375人/h。而根据车站客流控制模型的

研究,各进站口在客流控制下,最佳进站量为:1号进站口人数为525人/h、2号进站口人数为481人/
h、3号进站口人数为536人/h、4号进站口人数为495人/h。早高峰北大街站的进站客流需求略微比

最佳进站量大一点,只需用回形铁马略微控制即可。
(2)人工控制。车站运管人员可在车站入口处用铁马限制乘客进站。
(3)进站流线上只设置楼梯,不设置自动扶梯,降低乘客的进站速度。
(4)此外还可以通过减少进站闸机数量,来降低进站量。

2.4.2 换乘客流控制

北大街站早高峰重点控制换乘客流量,1号线的换乘需求为9121人/h,2号线的换乘需求为13522
人/h。但模型计算的最佳换乘量,1号线为7545人/h,2号线为9214人/h。供给均不能满足需求。因

此,需要对换乘客流进行引导控制。
(1)换乘客流的控制一般通过设置回形铁马,增加乘客绕行时间,控制客流进入高峰站台。
(2)还可以通过将客流引导至站厅层,增加乘客等待时间,分批放行至站台层。
(3)北大街站1、2号线的换乘通道为双向通道,换乘2号线的客流明显大于换乘1号线的客流,

因此在换乘通道内的隔离栏杆设置时,可以适当给与2号线的换乘客流更多的行走宽度。
(4)当然以上的方法对站点的一般高峰客流有一定作用,真正的大客流仅靠单个站点控制是远远不

够的,严重的会使整个车站瘫痪,产生严重的安全隐患,常常需要使用多站协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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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真验证

单纯的计算分析不能准确地描述客流控制后整个地铁站系统的运行情况。客流控制模型是静态的,
缺乏可视化的。无法了解车站系统在动态连续变化时的运行效果。因此,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科学合

理性,需要采用软件对北大街站客流情况进行仿真[10~12]
 

。

3.1 仿真流程

本文采用Anylogic软件,借助社会力模型的行人库,对轨道交通车站行人进站乘车整个流程进行

仿真。仿真工作流程如下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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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仿真工作流程图

3.2 参数设置

模型相关参数主要为行人参数和列车参数两部分,行人参数主要输入为速度、半径;列车参数主要

输入列车编组数及定员、发车班次及停站时间。比例尺设置为4像素=1m。

图3 索引函数代码

对于楼扶梯,乘客以就近原则选择最方便搭

乘的楼扶梯。此处调用索引函数

楼梯的选择选择按照概率,电梯比例设置为

0.65,楼梯设置为0.35。
站台候车服务,基于Anylogic软件能够进行

智能体建模,本文把乘客乘车行为,封装成一个

新的整体智能体,称之为Gototrain 智能体。建

立doorline参 数 与 GoTocardoor 关 联,建 立

waitingarea参数与Gotoplatform 关联。通过写

代码的方式调用智能体里面的模块。如下图3
所示。

利用Rail
 

Library库建立列车逻辑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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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均占用面积小于0.35m2时,行人的走行将严重受限,与周围人产生不可避免的接触,基本无

法穿插或变向。故关键密度设置为3人/m2。

3.3 仿真结果输出

相比于站厅层、楼扶梯、安检机等处,站台客流是最复杂多样的区域。站台客流能否在一个控制时

段内消散,直接关系到车站客流控制效果的好坏。因此本仿真重点对站台处的仿真输出结果做出讨论。
当未进行客流控制时,在仿真运行一段时间后,站台客流的运动及密度情况如图4和6所示;按照1号

进站口人数为525人/h、2号进站口人数为481人/h、3号进站口人数为536人/h、4号进站口人数为

495人/h,换乘到1号线站台客流7545人/h,换乘到2号线站台客流9214人/h,作为仿真输入,仿真

运行一段时间时,站台客流的运动及密度情况如图5和7所示。

图4 1号线站台控制前 图5 1号线站台控制后

图6 2号线站台控制前 图7 2号线站台控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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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在运用模型计算的结果对车站进行控制之后,仿真运行一段时间后,1、2号线站台层

几乎没有红色区域,即客流几乎不存在拥堵,很快消散。说明模型计算的结果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对客

流控制起到了一定作用,即模型是有效合理的。

3.4 仿真校验

将模型的输入分别设置为减小10%、减小20%、原值输入、扩大10%、扩大20%,仿真设置站台

服务水平达到F级,即客流密度达到4人/m2仿真自动停止。若1、2号线仿真模型站台服务很快出现

变红拥堵,运行一段时间后模型停止,说明单站控流模型的输出结果已为最优值,继续扩大输入,站台

将无法在一个控制时段内消散客流,产生拥堵滞留,拥堵滞留的乘客不断累积,直至站台客流持续增加

到4人/m2,仿真自动停止。实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校验实验结果表

实验

编号

校验

数据

1h输入量

1进站口 2进站口 3进站口 4进站口
进入1号站

台换乘客流

进入2号站

台换乘客流

是否

停止

1 减小20% 420 385 429 396 6036 7371 否

2 减小10% 473 433 482 445 6791 8293 否

3 原值输入 525 481 536 495 7545 9214 否

4 扩大10% 578 529 590 545 8300 10135 是

5 扩大20% 630 577 643 594 9054 11057 是

4 结语

对于换乘站的客流控制,本文基于车站各设施和列车承载能力与进站和换乘客流的关系分析,提出

单车站层面的客流控制模型,定量计算出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的安全量。在复杂的换乘车站客流控制方

面,仅通过进站客流进行控制已经不能解决车站大客流问题,提出对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同时进行客流

控制。且依据车站客流的特性,将两种客流依据历史数据既定的比例关系设置,对车站客流的控制更具

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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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城市同城化背景下的公交一体化发展探索

蒋 源 邱崇珊

【摘要】 城市同城化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合作的高阶形态,在 “都市圈”及 “城市群”同城化模式之外,位于行

政边界区域城市也形成抱团同城化发展的强烈趋势。跨区公共交通一体化是同城化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促进人口往来的

活力纽带。作为边界城市同城化典型代表的彭什两地,在跨区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方面存在管理、运营、补贴、规划等

方面的实际困境,本文研究针对这些难题提出联合成立管理机构、多种运营模式并存、统筹制定补贴政策以及规划多级

公交体系的解决路径及思考,以期为相关规划和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共交通;同城化;一体化发展

0 引言

城市同城化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合作的高阶形态。从资源承载来说,同城化发展有助于扭合参

与城市的优势资源,整体提升资源竞争能力,同时协同促进重大发展项目的共同落地。从区域发展来

说,同城化有利于促进参与城市在产业体系、交通廊道、人居环境、生态保护等多方面的协同,形成

“优势互补、劣势互扶、特色互享”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在我国,同城化的发展主要有两大模式。一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协同周边紧邻城市发展的 “大都市

圈”形式,如广州—佛山同城化[1]
 

、上海—苏州同城化[2]
 

等。二是由多个大城市共同构成协同发展单元

的 “城市群”形式,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3]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4]
 

等。无论哪种模式,都离不开大城

市的深度参与。然而,受制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区位格局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少远离大城市、位于

行政区边界的 “小城市”难以进入到区域同城化发展的核心格局中。在同城化发展不断推进的大背景

下,行政区边界 “小城市”间形成抱团式发展的强烈愿望。

图1 广佛同城化及长三角城市群

公共交通一体化是推动同城化发展的关键要素[5]
 

。首先,公共交通的一体化发展有助于城市间人口

的互动往来。便捷、快速、高效的公共交通可以充分满足城市间居民的通勤、游憩、探亲、就医等多元

化出行需求,进而为城市间的产业体系融合、文旅资源共享、公服设施共建等提供活力连接纽带。其

次,相对比其他协同领域,公共交通的一体化发展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和调整灵活性[6]
 

,可以成为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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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中的重要抓手和先行示范工程。

图2 彭什两地区位分析

彭州市和什邡市同属县级市,两者紧邻,且分别位于成

都市域西北边界及德阳市域东南边界。受川西北地势地貌分

布影响,彭什两地均呈现 “山区—丘区—坝区”的空间分布

格局。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同处行政边界的

彭什两地显现出强烈的协同发展愿望。在此背景下,本文通

过借鉴已有文献针对 “都市圈”和 “城市群”同城化发展格

局中的公共交通发展研究思路和方法[5-7]
 

,以彭州市、什邡市

同城化发展为实例,针对彭什两地公交一体化发展面临的实

际问题,提供相关解决路径及思考,以期为相关规划和研究

提供参考。

1 彭什两地公交一体化发展面临的困境

1.1 行政区划造成的管理难题

行政区划使得城市区域管理效率大幅提升,但各为其政的治理思想往往阻碍城市间一体化发展的效

率。跨区域公共交通管理主体的确定及管理制度的制定受行政区划影响较大,其建设投资、维护成本、
资产归属、运营时段等极容易受到政府单体主管意志的影响。由于线路长度、车辆投入等存在差异,导

致城市间在城市公交一体化发展上的财政投入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不同城市在票价制定、班次安排、服

务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大幅降低城市公交一体化发展效率。

1.2 盈利压力造成的运营难题

彭什两地之间的客流往来需求是一直存在的,在两地公共交通一体化系统规划建设之前,民间客运

服务成为满足这种往来出行需求的主要方式。使用国营式的运营线路予以替代,会在线路、车辆、调度

等管理层面取得较大协同。然而,相较于大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而言,边界城市间的人口往来需求在空

间分布上存在极大的不均衡,国有化的运营模式容易在供给侧产生全面化、均质化,导致跨区公共交通

整体的实载率处于较低水平,进而直接导致公共交通运营成本的大幅上升,财政支出压力增加。

1.3 政策差异造成的补贴难题

目前,从国家层面的政策来看,跨区域公共交通开设的规划建设、运营成本尚未纳入政府财政补贴

范围内,但各地方却出台因地制宜的补贴策略。为促进平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成都针对跨行政区域的

公共交通线路制定补贴策略和方案以鼓励跨区公交线路的开通。彭州隶属成都市,尤其主营的跨区公交

线路自然在补贴范围之内。然而,隶属德阳市的什邡在跨区公交线路开设上鲜有可支持的补贴策略。补

贴策略的差异性势必会影响彭什两地跨区公交线路开设的可行性和效率。

1.4 非均衡需求造成的规划难题

根据现场调研及手机信令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从往来目的上看,彭州—什邡两地人口来往以探亲为

主要目的,其次为通勤、出差、购物、旅游,这部分产业活动占总量的49%。从空间分布上看,彭什

两地间的居民往来的主要集中在天彭—什邡主城区以及敖平—湔氐/师古/马井交界区域乡镇之间。往来

目的和空间分布特征致使彭什间跨区公共交通线路及其设施的空间规划布局应该充分考虑两地往来出行

需求的非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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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彭什两地往来需求特征分析

2 彭什两地公交一体化发展实践探索

2.1 联合成立管理机构, 明确统管主体

为高效促进协同发展,彭什两地联合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牵头的领导工作小组,在该领导工作小

组的治理框架中,彭什联合两地公共交通运营公司以及公路客运服务公司筹资组建彭什跨区公共交通管

理公司,作为两地跨区公交线路的管理主体。

图4 联合成立彭什跨区公共交通管理公司

联合管理公司的成立是跨区公共交通发展的决定性

因素。一是理清管理主体和责权,联合管理公司隶属于

协同发展领导工作小组,通过彭什两地筹资共同参与,
避免因行政区划造成管理主体分散、各自为政的难题。
二是统筹公交与公路客运服务资源,联合管理公司拥有

管理公交及公路客运的权限,使得跨区公交可在既有公

路客运服务线路的基础上沿用、优化,减少额外投入。
更为重要的是,联合管理公司避免公共交通与公路客运

的无序竞争,减少资源浪费。三是建立统一登记管理机

制,除对国营车辆进行登记管理以外,联合管理公司还

通过登记资金补贴等措施鼓励民间私营车辆实施登记管理,并给予其包含人员健康检查、车辆定位、车

辆检测、应急救援等多种同等于国营车辆的安全保障服务。

2.2 多种运营模式并存, 缓解财政压力

国营公交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但对财政支撑的依赖性极高。为缓解纯国有运营模式的财政压力,彭

什两地制定 “国营为主、多种运营并存”的运营模式制度。针对彭什两地往来客流量较高的区域,以国

营公交线路为主,同时鼓励民间车辆通过缴纳一定费用以 “挂靠”的形式参与运营。针对彭什两地往来

客流量较低的区域,鼓励已纳入登记管理制度的民间私营车辆以 “自负盈亏”的方式组织运营。通过多

种运营模式并存的组织方式,将国营公交资源进行合理布局投放,最大化资源配置效率,缓解了彭什两

地财政支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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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统筹制定补贴政策, 平衡区位差异

公共交通补贴政策的制定受地方财政状况的直接影响,无论从区位状况、财政情况等,彭州都具有

相对明显的优势。为平衡区位差异造成的公交补贴差异,在彭什跨区公共交通管理公司的统一领导下,
通过统筹计算运营成本、资产投入、收入概算等,按照 “谁拥有谁补贴”的原则,两市共同完成公交补

贴政策的制定。

2.4 规划多级公交体系, 满足往来需求

图5 彭什跨区公交廊道规划

按照公交廊道客运功能差异,依托彭什两地道路系统

资源,规划三级公交廊道体系。其中,一级廊道主要满足

彭什主城区间快速大量公交客运联系需求,依托成万高速

构建彭州—什邡城区全程不设站的直达线,采取 “统一管

理、统一运营,定班发车”的组织模式。二级廊道主要满

足现有高联系强度组团间及其沿线的公交客运联系需求,
依托什新路、S401、13号支渠线分别构建濛阳—三界—
马井—什邡廊道、彭州—敖平—湔氐—什邡廊道以及敖平

—隐峰—马井廊道,采取 “统一管理、多式运营,定班发

车”的组织模式。三级廊道主要满足两地山区组团客运及

旅游服务出行需求,依托第二进山通道、小夫路、银白

路、彭白路构建连接龙门山—通济—隆丰—丹景山—彭州

—白鹿—崟华—湔氐—师古—什邡廊道,采取 “统一管

理、自助运营,灵活发车”的组织模式。

3 结语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是城市同城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公共交通一体化有助于促进人口往来,进而促

进城市间产业、公服、文旅等多元资源互动。但实际中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存在管理、运营、补贴、规

划等诸多方面的难题,本研究针对这些难题提出联合成立管理机构、多种运营模式并存、统筹制定补贴

政策以及规划多级公交体系的解决路径及思考,以期为相关规划和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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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OD模式的BRT站点地区特征解析
———以厦门华侨大学与大学城站为例

崔 玥

【摘要】 为了解决城市空间增长及交通带来的问题,TOD模式正不断完善。公交导向与城市空间发展密切相关,TOD
模式因站点所处城市的不同功能区而具有不同特征。本文关注产学研功能地区的TOD应用,以厦门市BRT一号线路华

侨大学与大学城站为研究对象进行特征解析。研究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对站点地区的辐射范围加以界定,并选择合

适的方法对两站点的空间特征进行归纳;其次,从区位、土地使用、交通系统、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及外部空间五个方

面对站点辐射范围地区进行研究分析;最后,对两个站点的分析结果进行特征归纳。上述研究成果旨在功能导向较明显

的站点地区应用,为其他类似站点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 TOD、BRT站点、特征解析

0 引言

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空间尺度迅速扩张,使得日常出行距离日益增加。在城市交通供需矛盾升级

的背景下,发展大运量交通系统,并引导城市功能与交通功能的一体化发展是现行规划的探寻路径。
TOD模式通过对站点辐射范围内的土地进行高密度混合使用开发,整合城市功能,对实现公共交通支

撑和引导城市发展,提升站点地区空间环境品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所处区位不同,大运量交通站

点所承载的职能也不同,TOD模式在原则不变的基础上因站点位置而具有不同特征。因此,开展基于

TOD交通站点地区的特征解析具有现实意义。厦门市战略中心向岛外转移,功能区之间由BRT线路联

系。华侨大学与大学城站位于BRT线岛外段,属于具有产学研功能的站点,具有针对性。因此,本文

以厦门BRT线路华侨大学站与大学城站为研究对象,以TOD理论研究为借鉴,探讨站点地区的规划

布局,为产学研功能为主的站点地区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TOD理论模型表明,有效的TOD辐射面积为以站点为中心500~800m的范围区域,范围大小因

站点所处的线路位置及所在的城市区位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研究范围为以站点为中心,800m辐射半

径的约2km2的区域内。

1.2 研究方法

基于TOD模式的站点特征包括土地使用、交通系统、服务设施及开敞空间等多个方面,使用现场

踏勘与资料收集法,对站点进行相关数据收集。通过现场踏看加深对站点地区城市空间的认知及理性判

断;功能型BRT站点是一类站点的总和,因此使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来总结站点地区的空间特征。对比

分析可以避免特异性带来的认知偏差,得到较为公平普适的结论,对此类站点的建设提供较为可靠的理

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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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结果与对比分析

2.1 区位分析

2.1.1 宏观区位

厦门市近年发展以整合环西海域、拓展环东海域为主要战略目标。基于此背景,作为联系岛内外交

通的BRT成为发展的重要环节。BRT线路岛外段华侨大学站及大学城站辐射的周边地区向南距厦沙高

速约1.3km,距同集南路2.5km,是厦门市东西向联系廊道中的重要节点。站点距杏林湾路0.4km,
向西南方向联系海沧区,是环西海域的重要生活性廊道。因此在对城市发展关系上两站的交通优势

明显。

2.1.2 中观区位

从中观区位来看,由集美大道、厦沙高速、杏前路、杏锦路和杏林湾路围合的区域,将商务中心组

团、产学研组团、居住组团串联在一起,围绕文化教育、生态中心有序组织 (图1)。华侨大学与大学

城两站范围800m内的地区为上述区域的北半部分,周边覆盖华侨大学、兑山村、水晶湖郡居住区等,
在该范围内多以学习生活、休闲生活为主。

在环杏林湾的空间布局上,开放空间廊道使城市空间有节奏的开合。华侨大学站位于生态廊道中的

一条,具有空间区位优势。大学城站位于华侨大学产学研组团核心部分,直接联系其中的商业服务功

能,具有经济区位优势。

图1 环杏林湾水库地区城市空间结构解析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2 土地使用分析

2.2.1 用地比例

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教育科研用地占比约25%,水域所占比例约占18%。居住、商业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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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各占7%~9%,比例几乎为1∶1∶1。范围内有极其少量的二类工业用地及市政设施用地,说明在

BRT站点的TOD模式注重经济性,低效益的用地占比极低。

表1 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用地比例构成

用地类型 用地代码 用地比例

二类居住用地 R2 7.37%
商住混合用地 RB 4.18%
教育科研用地 A6 25.46%
商务办公用地 B2 7.40%
二类工业用地 M2 0.24%
供应设施用地 U1 0.35%

公共绿地 G1 8.96%
防护绿地 G2 2.58%
在建用地 — 24.98%

水域 E1 17.88%

表2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用地比例构成

用地类型 用地代码 用地比例

二类居住用地 R2 9.86%
商住混合用地 RB 3.16%
教育科研用地 A6 28.62%

商业用地 B1 12.97%
商务办公用地 B2 3.83%

公共绿地 G1 7.56%
防护绿地 G2 4.62%
在建用地 — 22.39%

水域 E1 6.97%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教育科研用地占比最高,原因是产学研综合链条中 “学”与 “研”是产业经

济的前提。教育科研用地应具备交通优势以向区域及城市传输人才及教育资源,因此在与站点联系最紧

密。其次,华侨大学师生数量庞大,周边居住区居民人数多,商业商务等服务业用地比重随之增长。集

美大道与杏林湾路交汇处的西北侧有大量正在建设的用地,以完善整个片区的功能需求。从用地比例

看,功能比重的大小分布满足TOD模式的一般规律,即站点辐射范围重视经济效应,因此商业服务或

教育资源比重居多。

2.2.2 用地布局及空间特征

从用地布局及空间特征来看,BRT线路与用地之间形成明显的互促关系,站点800m范围内的地

区更为明显。厦门BRT于2008年投入使用,因华侨大学为城市重要的教育资源及人才输出节点而设立

此站,可以说是用地功能影响了BRT站点的设立。BRT投入使用后,至今已成功将大学城的教育资

源、人才等与城市融合,反之强化了华侨大学的教育资源,使其不断壮大,并形成以此为中心的产学研

链条 (图2)。
华侨大学站集美大道南侧,办公用地与站点距离最近,其次是强化产业结构的商业服务、商住混合

用地及二类居住用地。市政设施及工业用地分布在站点800m范围的边缘地带,且比重极少,说明

TOD模式在站点辐射地区达到了效益最大化。公园绿地在TOD的基础上穿插其中,提升了人居环境

及学习办公等环境。大学城站,商业服务设施,向外功能不断变为商住混合、居住以及生态休闲。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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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两个站点在教育科研用地功能的影响下形成了以站点为中心的标准TOD布局模式 (图3)。

图2 华侨大学站站点周边土地使用现状图 图3 大学城站站点周边土地使用现状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3 交通系统分析

本文从步行系统及公共交通两方面对华侨大学站站点周边的交通系统进行解析。

2.3.1 步行系统分析

从步行连续性与舒适度的角度,将站点周边步行道分为,非常好、好、一般、差与非常差五个

等级。
华侨大学站点辐射范围的步行路径质量差异明显,城市主要道路的步行系统及校园步行系统质量较

好,周边居住区步行系统质量一般,城中村步行系统质量差或没有步行系统。通过步行系统的空间分布

可以看出不同质量等级的步行系统相对独立,缺乏交集,但集中于距BRT站点最近的位置开口以获得

最便利的交通出行条件 (图4)。大学城站点辐射范围的步行路径质量差较好,城市主要道路的步行系

统及周边居住区步行系统质量非常好,校园步行系统质量好。通过步行系统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不同步

行系统相互联系,渗透性强 (图5)。

图4 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步行系统质量分析图 图5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步行系统质量分析图

从步行系统质量的比例上看,两站均出现较明显的两极分化。步行质量好及以上的道路占总道路的

60%以上,非常差的道路占28%之多,主要原因是功能关系决定的。华侨大学校园面积大,内部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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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大量学生与职工的教学生活而道路通达性强,因此步行系统覆盖面积也较大。而兑山村密度高,道

路窄,步行系统差,又因自身顺应城市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与外界相连的道路,导致步行系统差的道路占

比大。
(1)步行道整体非常好

结合城市发展战略,未来华侨大学周边将成为产学研一体的综合知识型产业片区,故城市主要道路

的步行系统拥有较好品质可为未来地区的整体活力做铺垫。
集美大道、滨水路、杏林湾路、华大西门道路以及居住区的城市支路在两站辐射范围内属于步行道

质量非常好的道路。集美大道作为城市交通性主要道路,其红线宽度大,车速较快,步行人流较少。路

权设置上人行道与自行车道并置,两者与机动车道之间设绿化带及行道树阻隔。人行道与自行车道等

宽,宽度约为2m。从人体工程学角度分析,每个成年人行走时约为60~80cm宽,因此集美大道步行

道可供2~3人并排行走。2m自行车道使得非机动交通有足够宽度运行,在距离上与行人保持安全性

(图6)。集美大道沿线有高压线走廊,其基座巨大,步行道在一定范围内需要绕行增加通行距离,并且

在视觉上受到一定干扰,从而降低步行质量 (图7);水晶湖郡居住区的主要道路滨水路串联各期楼盘,
成为内生性的生活服务道路。其高品质的步行环境为已住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杏林湾路为城市次干

道,道路等级较集美大道低,车速较慢。且因其为商业服务的东西向生活慢行联系,景观质量较好。杏

林湾路的路权分配与集美大道相同,人行道与自行车道并置,有行道树分隔;慢行系统与机动车有绿化

带分隔,整体步行环境较好 (图8);华大西门道路与配套住区的自建道路为城市支路,道路北侧为商

业设施,为增强商业界面及积聚人气,建筑退后道路红线宽度较大,设置较宽的且品质较高步行空间

(图9)。

图6 等宽的且适宜的步行道与自行车道 图7 高压廊基座对人行道的影响

图8 不同路权的分隔,安全性好 图9 建筑退后形成高品质步行空间

(2)步行道整体好

018



步行质量好的道路主要分布在华侨大学内部,因高压走廊影响的集美大道步行道与因项目建设影响

的杏林湾路步行道也可属于步行道好的范畴。
校园主要使用群体是学生,其出行方式多为步行,因此校园步行系统较完善。除正建设或改动中的

用地,每个地块都设置有完整的人行道 (图11)。由于校园用地属性的原因其道路不具备额外的功能

(如商业、社会福利等),所以人行道的宽度及材质等只为满足学生流通行而设置,与城市级步行道相比

功能分区少 (图11)。

图10 校园完善的步行系统 图11 校园人行道较窄,无盲道。

(3)步行道整体一般

环杏林湾水库的居住区现状步行系统中,联系性的道路步行质量一般。联系性道路的作用是疏散与

引入居住区的机动交通,步行作用小,因此品质一般。住区内部商业可对大学形成吸引力,又因华侨大

学站的影响,居住区与大学的联系性道路步行性增强。
步行质量一般的还有联系各个地区步道的BRT站点地下通道。地下通道未与集美大道的人行道相

接,导致行人要跨越没有人行横道线的机动车辅道到达入口,增加了危险性 (图12)。另一方面,通道

缺乏管理监控,安全性较差 (图13)。综上几点联系通道的步行质量仅为一般,需要改进。

图12 地下通道入口设置在辅道与主道之间 图13 地下通道被商贩占据,步行宽度变窄

(4)步行道整体差

步行道质量差的路段在两站范围内所占比例最少,主要分布在水晶湖郡居住区的联系道路上。在道

路的北段功能逐渐转变,从居住向商住再向办公过渡,因此道路照顾步行者的功能越来越少。此外该地

区正在开发建设中,功能的不完善使得配套系统没有完全建立 (图14)。
(5)步行道非常差

兑山村步行系统较为特殊,村落道路原本就是慢行系统。硬化路面可以通车后因村庄密度关系无法

设置人行道 (图15)。兑山村的步行体系由传统的主街巷向外延展发展而来,后期与城市关系度提升后

新增较多道路与出口,使步行系统逐渐从尽端式向环网状变化。目前该道路系统正处于变化阶段,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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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建设中用地,功能不完善导致步行系统缺失

态更新的过程。村庄道路与周边城市道路连接生硬,打破了城市道路连续性 (图16);村庄靠近华侨大

学,市场作用下促使其功能定位为大学的日常配套 (廉租、小吃、成考、网吧等)。村庄道路因密度原

因难以调整,反而对大学的步行系统产生了反馈作用,出现了非正式性的开口,并极大地引导人流 (图
17)。由于城中村的地籍属性使得道路缺乏统一管理,村庄内部每户人家在门前随意停放车辆及堆砌物

品、广告牌等,影响步行的连续性;道路的宽度没有统一标准,使某些路段双向车辆无法通行造成拥

堵;道路缺乏指引性,使步行者易走错道路或绕进死胡同;路面不平整,坑洼严重且没有排水设施,当

降雨时雨水在路面直排,影响步行体验 (图18)。

图15 无人行道的兑山村道路 图16 打破城市道路的生硬连接

图17 功能渗透而设置的非正式性出入口 图18 非正式出口前的街巷,引导师生消费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的边缘地带存在少数质量非常差的步行道,主要为南侧正在建设的滨水路。站点

范围南侧的商务研发用地初具规模,功能完善与道路建设同时进行,因此在建成初期道路系统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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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道路仅满足小汽车的通勤需求,人行道基本不维护,因此步行系统非常差。

图19 华侨大学站点周边地区公交分布示意图 图20 大学城站点周边地区公交分布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3.2 公共交通系统分析

本文所指公共交通系统为公交车系统,并以公交服务半径、公交线路网密度、公交站台间距三个因

素作为参考。
(1)公交服务半径

到公交车站的步行时间为10min以内最吸引步行者使用公共交通,若按平均1m/s计算,则平均步

行距离为600m。公交服务半径指人到达公交站的空间距离,按实际步行距离的50%换算,可得到公交

平均服务半径为300m。若按覆盖面积来看在站点附近范围内没有达到全覆盖 (图19、图20)。
(2)公交线路网密度

公交线路网密度指每1km2城市用地面积上有公共交通线路经过的道路中心线长度,一般要求城市

中心区公交线路网密度应达到3~4km/km2。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公交线路网密度为1.1km/km2。
从密度来说使用者与公交的关联度较低。由于站点辐射范围用地功能较单一且单元划分大,且只有集美

大道一条城市主干道与滨水路一条城市支路,导致路网密度低进而影响公交密度。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

公交线路经过的道路中心线长度约为4.8km,故公交线路网密度大概为2.4km/km2,现已经接近中心

区的密度水平。由于站点南侧地区正在建设,未来道路网密度增大,公交线路会随之增加,因此从公交

密度来说地区使用者与普通公交的关联度较大,公交使用率高。
(3)公交站台间距

该项指标反应居民从公交线路上到达公交站点的便利程度。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华侨大学站与

滨水一里站距离约为650m,较为适中。华侨大学站距南侧的滨水小区站距离450m,而距北侧的大学

城站距离约900m,间距较远;在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普通公交大学城与产业研究院站距离约为

600m,较为适中。大学城站距南侧的华侨大学站距离880m左右。从杏林湾路角度,IOI棕榈城与华大

艺术街站的间距约为700m,距华大西门1000m。两站与周边站点的站距大的原因是站点辐射范围用地

功能较单一且单元划分大,主要功能分割与汇聚集中在华侨大学站周边。

2.4 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分析

2.4.1 整体概况

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商业分布数量最多,主要是个体自营的商业设施,其特点是规模小,更新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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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快,以餐饮及生活零售等业态为主。在集美大道南侧的居住区中商业为配套的底层商业,规模及环境

较兑山村好。兑山村历史悠久,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古宅、古树等,现存部分文化设施;行政及

服务设施主要分布于居住区及城中村内部,以居委会、基层派出所为主,满足市民及村民的日常需求;
教育设施主要为华侨大学,其余均为满足基础教育的社区幼儿园,地区内部教育等级差异巨大;医疗设

施数量少,等级较低,以个体自营的诊所及居委会卫生所为主。这些设施与行政服务设施一样分布于居

住区及城中村内部,满足居民需求为目的;华侨大学内部设置有较为齐全的体育设施,但对社会开放的

仅有体育场操场及其附属设施,相对而言比较封闭。沿杏林湾水库设置有供城市居民休闲健身的滨水慢

行系统。慢行道岸线较长且环境良好,与华侨大学的体育设施相比没有集中的活动空间,两者互补为地

区带来多样化的运动选择 (图21)。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商业分布数量最多,其特点是规模大,集聚度高,以餐饮及生活零售等业态为

主。在华侨大学西侧商业区有集中的商业空间,3层为主;站点北侧以教育及生活服务为主,因此金融

服务设施较少,而南侧可用腹地大,又有BRT线路,因此金融服务多设于此;行政服务设施主要满足

居民需求,数量少面积小;教育设施主要为华侨大学;华侨大学内部设置有较为齐全的体育设施,但对

社会开放的仅有体育场操场及其附属设施,相对而言比较封闭。沿杏林湾水库设置有供城市居民休闲健

身的滨水慢行系统。慢行道岸线较长且环境良好,与华侨大学的体育设施相比没有集中的活动空间,两

者互补为地区带来多样化的运动选择 (图22)。

图21 华侨站点周边地区商业及

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图

图22 大学城站点周边地区商业及

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图

2.4.2 空间布局特点

在华侨大学站和大学城站第一圈层的400m范围内集中分布着华侨大学、办公设施和居住区配套的

商业设施。他们共同特点是环境质量高,可为城市带来高价值教育、经济文化等的附加属性。在400~
800m的第二圈层分布着与社区相关的商业及服务功能。北侧为兑山村围绕华侨大学设置的一系列商业

设施及满足自身社区需求的医疗、教育、行政等设施。南侧为滨水居住区的商业、教育设施等。兑山村

商业的空间分布没有在BRT车站聚集,原因是主要服务对象为村民及华侨大学的学生,因此村庄主要

道路或与大学联系的道路成为商业分布的重点,并呈现带状分布的特征。

2.4.3 与BRT的可达性

根据以上特征描述,可将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的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分为兑山村 (东北部分)、
滨水住区 (东南部分)、办公研发 (西部)及华侨大学 (北部)四个组团,并依次分析各个组团服务设

施到达BRT站点的最短路线 (图23)。而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的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分可为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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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分)、商务研发 (东南部分)、商业金融服务 (南部)及华大西门商业 (北部)四个组团,并依

次分析各个组团服务设施到达BRT站点的最短路线 (图23)务 (南部)及华大西门商业 (北部)四个

组团,并依次分析各个组团服务设施到达BRT站点的最短路线 (图24)。
分析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与站点之间的关系,可知滨水住区的商业、华侨大

学以及研发办公等到达BRT站点的路径最短,用时均在5分钟左右,与BRT站点的联系最密切,可达

图23 站点周边地区商业及公共

服务设施到达站点路径示意图

图24 站点周边地区商业及公共

服务设施到达站点路径示意图

性最强;兑山村的商业设施到达站点的用时在6~10分钟左右,可达性一般;教育及服务类型的功能到

达站点的平均时间大于10分钟,可达性差。此类设施主要服务片区自身,对区域没有作用,与站点关

联性弱 (表3)。

表3 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与华侨大学站点

项目

设施名称
性质级别

实际距离

(m)
空间距离

(m)
时间

(min)

滨水小区商业 社区级 350~520 230~400 5min~8min

兑山村商业 私营 470~700 400~645 7min~10min

福建中烟工业公司技术中心 ——— 310 200 4.5min

集美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 社区级 760 660 11min

宅内古松公园 社区级 740 430 11min

滨水社区居委会 社区级 760 660 11min

华侨大学 市级 200 145 3min

英侨中心幼儿园滨水分园 社区级 780 750 12min

金豆幼儿园 私营 740 430 11min

新天地幼儿园 私营 700 645 10.5min

佃明西医内科诊所 私营 835 780 12.5min

兑山村居委会卫生所 社区级 700 645 10.5min

华侨大学体育场 区级 1000+ 800+ 15min+

杏林湾水库慢行道 区级 400 360 6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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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与站点之间的关系,可知万科云城以及未来的商业服

务设施到达BRT站点的路径最短,用时均在5分钟左右,与BRT站点的联系最密切,可达性最强;其

余商业服务功能到达站点用时均10min左右,表明地区整体到达站点的可达性强 (表4)。

表4 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与大学城站点关系一览表

项目

设施名称
性质级别

实际距离

(m)
空间距离

(m)
时间

(min)

华侨大学 市级 670~780 500 10min~12min

万科云城 ——— 230~400 260 3.5min~6min

华大西门商业区 ——— 780 680 11min

未来商业服务设施 ——— 310 250 5min

IOI棕榈城 ——— 700 630 10.5min

福建中烟工业公司技术中心 ——— 1000 800 15min

侨英街道办 社区级 1000+ 800+ 15min+

华侨大学体育场 区级 1000+ 800+ 15min+

杏林湾水库慢行道 区级 780 610 12min

2.5 城市外部空间分析

2.5.1 广场空间

2.5.1.1 街头广场

街头广场是指在城市街角有明确的范围界定,有一定的景观元素和休憩设施且能吸引人流的节点空

间。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街头广场主要集中分布于滨水路 (图25)。滨水路为居住区的商业服务道

路,适当的广场空间可以满足停车及周边居民交流的需求;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街头广场主要分布于北

侧靠近站点的大型商业及华大西侧的商业区上 (图26)。万科云城的商业空间万科里将建筑空间转角曲

折形成街头广场。经过空间处理及材质设置后的广场具有引导性,可以将人流引入内部商业界面。华大

西侧商业区的街头广场设置较为简单,与万科里一样退让空间引入人流。建筑空间的错落、景观的设置

及铺装铺设方法等使广场较为平淡。
2.5.1.2 社区广场

社区广场相对于街头广场要封闭,更多的是满足社区内部居民的休闲生活需求。社区广场环境质量

较街头广场要高,且规模比街头广场稍大。两站辐射范围内,滨水路沿线的居住区中都有集中成片的绿

地广场空间,使用率未知。华侨大学设有入口广场,主要应对特殊时段的学生流大规模集聚,宽大的尺

度也能形成学校特有的领域感,与周围设施在空间上区分,使用率不高。
2.5.1.3 街巷空间

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的街巷可分为特色街巷和一般街巷两种。特色街巷主要为站点北侧的兑山村

骨架型道路以及站点南侧的滨水路商业街。兑山村历史悠久,由自然村落生长发展而来,长期形成了鱼

骨形的不规则的自然街巷形态 (图26)。滨水路商业街街巷边界连续,且设置欧式风情的骑楼形成独特

的风貌。滨水路两侧的高层建筑使D/H值小于1,形成较为压抑的空间感受。骑楼及突出的底层商业

可以消解高层建筑的压迫感,达到步行者感知较为舒适的比例 (图27);一般街巷为集美大道、居住区

联系性道路以及兑山村的其他道路,主要以交通功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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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站点周边地区外部空间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26 蜿蜒自然的街巷形态 图27 欧式骑楼特色风貌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属于正在开发建设的城市新兴节点,整体风貌属于现代化的新城风格。集美大道

路幅宽,街巷D/H值大于2,给人空旷之感。为了减少这种较为荒芜的感受,沿中央BRT道路线种植

高大的树木将道路空间一分为二,降低D/H值。杏林湾路路幅较集美大道窄,且作为东西向联系地区

的商业服务道路,沿路绿植丰富景观良好,步行其中D/H约为1左右,街道空间使人舒适 (图28)。
大学城站点北侧的商业设施为吸引人流将建筑后退,结合小品、树木的分隔营造良好的步行街道空间

(图29)。

图28 杏林湾路舒适宜人的街道空间 图29 华侨大学西侧商业街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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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公园绿地

2.5.2.1 街头公园

华侨大学站点辐射范围道路等级高,且居住区较为封闭只有商业性道路,故街头绿地只在兑山村内

部散落,其中规模较大的为宅内古松公园。该绿地有砖砌的围栏围合,植被多样,空间感受较为封闭

(图30);大学城站北侧没有街头公园,原因是除大学外剩余用地需形成以站点为核心的TOD模式来与

非经济性的大学进行互补,本就寸土寸金的站点周边更不可能设置非经济性的绿地。大学城站南侧的商

业服务空间有绿色廊道将滨水景观引入内部,结合这些廊道或会设置街头绿地。
2.5.2.2 开放公园

站点辐射范围内的开放公园主要分布在杏林湾水库一带,是地区级的公共开敞空间。整个公园绿地

环水库设置,呈带状分布,内部设有慢行道路供附近居民休闲运动 (图31)。公园平均宽度约为50m,
可达到生态保护廊带的标准。公园距离两个站点的距离为400~700m,步行6~10min即可到达。

图30 兑山村较为封闭的街头绿地 图31 杏林湾水库的滨水开放空间

3 结论

区位上,无论在宏观区位还是中观区位,站点辐射范围都具有交通以及空间的区位优势,为周边地

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新的发展形势下,BRT站点辐射范围的转型提升是保障厦门

市城市发展战略的先决条件。
土地使用上,BRT站点辐射范围具有文化性及经济性的用地所占比例较大,而特殊区位使得某些

用地比例也会较多,如环境资源禀赋好导致水域及绿地面积大;生活配套用地所占比例适中,为TOD
模式带动人气;基础设施及工业用地最少或基本没有,说明TOD模式对资源的门槛需求高,从而促进

经济发展。功能总体上为经济效益由大到小的圈层扩散式分布,特征符合TOD发展模式的一般规律。
交通系统上,两站辐射范围内的步行系统较为独立,各自有着内部存在的空间逻辑。大学城站站点

辐射范围的步行系统较为完整,相互联系成为有机网络;两站辐射范围内的公共交通能力较强,其与

BRT线路站点接近,在BRT站点范围内换乘方便,BRT的区域交通与普通公交的地区交通联系性

较强。
商业及公共设施上,距离站点最近且可达性最强的为规模较大品质较好的设施,其经济性、公共效

益在站点辐射范围均最大。等级极低的商业设施无法直接与BRT站关联,而需要附属于与BRT站点直

接联系的其他功能。因此可以认为BRT站点带动的TOD模式具有空间的选择性,将高品质设施吸引

在周边,将低品质及低效益设施向圈层外推。
城市外部空间上,可知资源丰富、较有特色的空间相对集中于BRT站点周边,且布局形态都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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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展,穿插于不同功能关系之间。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城市特色的开放空间对BRT站点的TOD模式

起到提升作用,通过功能渗透穿插来组织各功能关系,是步行系统的载体,同时也是TOD模式的步行

友好环境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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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改革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李 信 汪惠兰 潘明辰

【摘要】 科学、合理的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能有效缓解城市公交企业运营困难和政府巨额财政补贴的问题,并能为

多层次公交体系实现各自职能分工提供有利条件。本文通过分析昆明市现状公交票制票价存在的问题,以及借鉴国内外

城市的经验,提出昆明公交票制票价改革的概念方案,建立多层次、差别化的票制票价体系。
【关键词】 公交优先;公交票制票价;分段票制;分区票制

0 引言

2013年交通运输部下发的 《交通运输部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

意见>的实施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 “完善公共交通定价和调价机制,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企业运

营成本、交通供求状况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科学制定城市公共交通票

价,根据服务质量、乘车距离以及各种公共交通换乘方式等因素,建立多层次、差别化的票制票价体

系,推行优质优价”。城市公共交通是兼具公益性与经营性的行业,公交票制票价制定的科学、合理直

接关系到社会效益、公众利益和企业利益,合理的票制票价体系能在实现公益性的同时,也使公交企业

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科学、可持续的公交票制票价体系已经成为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

环节。

1 昆明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1.1 昆明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现状分析

昆明全市共有7家城市公交企业,其中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服务于中心城,截至2018
年底昆明公交集团运营线路近473条,营运车辆5330台,日均客运量约200.71万人次。1952年昆明

公交正式成立,购票方式为车上人工售票员,1995年4月在5路、23路公交首先实施无人售票,后来

所有公交车均变成了无人售票,2005年昆明公交正式使用IC卡,乘坐公交可投币也可刷卡,2018年昆

明公交扫码乘车功能正式上线。
近年随着昆明公交线网结构优化调整工作的持续推进,基本形成了公交快线、干线、普线、支线普

遍成网,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有机协调,覆盖城乡的公共交通网络。昆明现状公交采用一票制,快速公

交线路每人次票价2元,干线、普通公交线路分为普通车型和豪华空调车,其中普通车每人次票价1
元,豪华空调车每人次票价2元,支线公交线路按普通公交线路 (普通车)票制票价执行。

现状昆明公交IC卡分为普通卡和优惠卡,乘客持公交IC普通卡首次刷卡乘车按法定票价的90%
优惠收费。乘客持公交IC普通卡首次刷卡乘座公交车后的1小时内 (首次上车刷卡正式计时)可享受

“换乘免付”和 “换乘减半”收费优惠,1小时后系统自动默认以首次刷卡计,具体为:2元票价公交车

一小时内换乘1元票价公交车 “免付”,2元票价公交车一小时内换乘2元或2元以上票价公交车 “减
半”。以下人员可免费乘坐公交车: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残疾人、癌症患者、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

庭、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奖的献血者可办理爱心卡免费乘坐公交车;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官凭军官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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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乘坐公交车。2018年,IC卡刷卡客流量中免票人群客流为83.97万人次,占日均公交总客运量的

44.57%。其中,爱心公交客流量持续增加,2018年达到76.56万人次/日,占日均免票人群总客运量

的91.17%。换乘免付客流量2018年达到7.41万人次/日,占日均免票人群总客运量的8.83%。

1.2 昆明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存在问题分析

1.2.1 昆明公共交通事业的属性定位长期忽视市场性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指出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城市

交通发展方式,突出城市公共交通的公益属性,将公共交通发展放在城市交通发展的首要位置,着力提

升城市公共交通保障水平。尽管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在价格、经营等方面受到政府的约束和监管,但归根

到底仍是一个企业,需要通过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 (即公共交通票价)弥补经营成本,且在维持生存和

发展的目标下,同样具有追求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营收入、改善经营状况、提高员工福利等企业经营

特征。因此,城市公共交通是兼具公益性与经营性的行业。低票价政策对落实政府公交惠民政策和吸引

广大市民采取公交出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昆明公交企业刚性成本的不断增加和市场因素的变化,
企业的各项运营成本还在不断上涨,政府财政压力还将不断加大。

图1 近年昆明公交亏损与补贴情况

1.2.2 一票制与昆明城市空间结构拓展、优化发展不匹配

十年前昆明呈现单中心空间结构模式,城市中心直径12km,单一票制较为适合,现阶段,城市空

间与规模呈现逐年扩张与发展的态势。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拓展,近几年昆明逐步优化公交线网结构,
基本形成了公交快线、普线、支线普遍成网的公共交通网络系统,但一票制不利于公交网线结构优化

调整。

图2 昆明城市空间结构拓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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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居民乘坐公交的出行需求特征意味着一票制缺乏公平性

居民出行特征呈现出行距离、时间变长、出行次数增加等特征,单一票制对短距离出行乘客不公

平,长距离乘客的出行成本不应只由公交企业和政府买单。主城区公交出行以中短距离为主,平均乘距

为7.4km,实行一票制对于不同出行距离的乘客是不公平的。

图3 昆明公交出行距离分布图

1.2.4 昆明现行票价水平与昆明城市经济增长水平不符

从1999年,昆明市区公交线路全部实行无人售票以来,公交票制一直实行单一票制,票价水平也

一直维持在一元,近19年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昆明市城市人均GDP逐年增长,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近5倍,但是昆明公交的票制票价一直未变,单一票制 (一票通乘)的矛盾逐年突显,
尤其近年来已成为阻碍公交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

国际公认的公共交通支出应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合理范围一般在5%至10%。根据昆明统计数据显

示,2018年昆明城镇居民月人均公共交通类消费支出约117元,则公共交通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27%。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公共交通票价还有微调的空间。

2 国内外城市经验借鉴

目前,国外城市多数采用多元化的公交票制,国内城市基本以一票制为主要票制。通过对国内外城

市经验的学习,总结如下。
(1)公共交通要实现公交服务的公益性同时兼顾企业经营的市场性,从城市公交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出发,确保公交公益性基础上的合理票价水平。
国外大部分城市采用市场导向的公共交通运营机制,采取政府和私营部门联合服务,通过激励措施

促使企业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合理使用纳税人的钱,确保符合公众利益。国内城市多考虑公交的公益性

质,以低票价为主,而北京2014年进行了公共交通票制票价调整,公交功能定位调整为坚持公益性的

同时兼顾市场性,在新票制条件下,政府、企业和乘客合理分担成本,减少了公共交通运营企业的亏损

额,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北京市财政负担。公交票价的制定要考虑居民收入、城市经济水平、城市交通

政策、公交运营成本、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等多个方面,理论上还应该考虑企业的合理利润。
(2)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根据居民的出行需求制定多元化的公共交通票制结构,方便乘客,体

现多乘多付费、差别化定价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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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大部分城市票制模式单一,多为一票制,北京于2014年进行了公交票制票价调整,调整为计

程票制,让乘客付费更加公平。国外大部分城市采用分区票制和计乘票制,票价根据不同时段、不同出

行距离和不同人群差别化制定,有效满足不同公交出行者的需求,充分利用价格调节出行时间、出行方

式。例如德国慕尼黑地区将城市分为4个交通区和16个交通圈,以穿行的交通区收费,车票种类多样,
成人票包括单程票、联票、天票,儿童票包含有天票、周票和月票,并且还有针对游客的票,以交通

圈、时间为依据定价,分为单人票和团体票。
(3)完善公交经营管理体制,政府加强公交服务监管,企业注重公交运营管理,优化财政补贴方

法,提高公共财政效率。
深圳2013年至今实施基于企业实际服务乘客量的公交财政定额补贴政策,制定 《深圳市公共交

通财政定额补贴政策实施方案》,政府与企业签订补贴协议,约定服务标准及规模,明确政府与企业

双方之间的责任、权利及义务。杭州从2014年至今采用基于成本规制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发布了

《关于政府购买城市公共汽 (电)车运营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确了政府购买公共交通服务

的原则、对象、内容和标准,并规定了资金拨付的方式,乘车所享受优惠 (减免)部分票价,政府

按标准进行购买,由于低票价政策实施,产生的政策性亏损补贴,进行成本补贴联动,建立多元化

经营收益分享机制。国外城市主要采用建立国家、地方共同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保障体系,
积极拓宽公共交通资金投入渠道,制定公共公交通企业税费减免政策,鼓励公共交通企业进行多元

化经营等策略。

3 昆明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改革方案研究

3.1 改革目标及原则

在强化公交系统吸引力、体现公交公益服务和公平性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空间布局和客流出行特征

制定多元票制模式,依据不同出行人群需求、不同出行距离特征、不同出行时段制定差别化票价体系,
有效满足乘客出行的多样性需求,并成为提升公交客流、调节出行方式结构、均衡交通时空分布、实现

信息化的重要手段。昆明公交票制票价改革遵循以下原则。
(1)城市发展协同原则:公交票制、票价与城市空间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坚持公交公益性原则:保持公共交通价格优势,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引导公共交通出行。
(3)促进公交发展可持续性原则:保障公交企业发展和财政投入可持续,适度考虑公交企业市场经

营性,并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激发公交企业运营活力。
(4)优化交通方式结构原则:通过多元票制和票价合理制定提升不同出行特征居民吸引力,满足乘

客出行的多元化需求,同时强化大公交系统内部各自职能分工。
(5)保障特定人群出行需求原则:对于特定人群的公交出行需求给予保障。
(6)操作方便简单原则:形成操作容易、识别性强、使用简单的付费模式。

3.2 公交票制选择及票价制定

3.2.1 票制选择

结合各个票制的优缺点,采用一票制、分段票制和分区票制三种方式进行昆明城市公交票制票价概

念方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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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公交票制优缺点情况

票制 一票制 计程票制———按里程计价 计程票制———分段计价 分区票制

内容

不论乘客乘坐距离

长短,都采用同一

票价的计价法。

严格按照实际乘坐距离,
以1km

 

作为基本计价单

位,累 计 加 价 的 计 程

票制。

以规定里程作为基本计

价单位,累计加价的计

程票制。

分区票制是指将公共交通线网

覆盖区域划分成若干区间,同

一区间上下车时只需支付该区

间规定的票价,若跨区间出行

则应按照规定计价规则额外支

付费用。

优点

乘客使用方便

管理运营成本较低

使用者争议少

能精确反映经营成本与

价格的关系。
可有效兼顾长、短途乘

客需求。

基本上能够反映价值与

价格的关系,操作相对

简单,设置的收费等级

较少,各区段票价可取

整,找零简便易行,计

费易于取整。
减轻了运营企业票务管

理和操作的复杂程度。
同时也方便乘客使用。

充分考虑了中心地带站距短,
边缘地带站距长的出行规律。
各区域票价根据客流量制定,
可反映营运成本,同时具备调

节客流的能力。

缺点

缺乏公平性

车票价格不能体乘

距与运营成本关系

计费难以取整,造成乘

客使用不便。
对中、长 途 乘 客 吸 引

力弱。
收费等级多变,管理和

实施较为复杂,需要一

定技术和设备的支撑。

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设备

支撑。

长短间距收费不合理

处于不同计费区的边缘地带收

费标准较难确定。
城市分区边缘流动性降低,若

无明显分区则难以吸引客流。

3.2.2 票价制定

昆明城市公交票价定价主要是综合考虑企业运营成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承受能力等多

因素。
(1)人次成本票价。根据近年昆明公交总成本和客流情况,测算出人次乘车成本逐年增加,2018

年公交乘车人次成本为3.15元。
(2)居民可承受票价。根据 《昆明市2018年统计年鉴》显示,2018年昆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582元/月,按照每人平均每天乘坐地面公交两次,毎天平均乘坐3条公交线路,每月22个工作

日计算,每人每月乘坐地面公交平均次数为66次。国际公认的公共交通支出应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合

理范围一般在5%~10%,在地面公交票价可承受能力指数上限为5%的情况下,测算居民可承受的票

价水平为2.7元/次。
(3)合理回报票价。参考国内外城市经验以及考虑昆明实际情况,确定昆明公交合理票价水平测算

模型如下。
P=C*(1+r)*(1+a*CPI+b*E+

 

c*L-X)
式中 P———为合理回报票价

C———为单位成本票价

r———为公交企业合理成本利润率

a———为除人工费用、燃料费用外其他费用在公交企业运营成本构成中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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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为燃料费用在公交企业运营成本构成中所占的比例

c———为人工费用在公交企业运营成本构成中所占的比例

CPI———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E———为燃料价格变化率

L———为平均工资变化率

X———为生产力变化

根据2018年昆明公交单位成本票价为3.15元/次,以及设置的参数值,可以计算出昆明公交合理

回报票价约为3.5元/次。
(4)昆明公交票价制定。根据昆明公交人次成本票价、居民可承受票价和合理回报票价的计算结

果,推荐昆明公交平均票价宜为2.5元/次,平均最高票价不宜超过3.5元/次。

3.3 概念方案

3.3.1 一票制概念方案

根据票价测算方法,昆明公交平均票价宜为2.5元/次,考虑操作便捷方式,票价取整,推荐一票

制时票价采用2元/次。

3.3.2 分段票制概念方案

(1)制定原则。分段票制制定采用 “短途减负、中途微调、长途增付、票价取整”的原则。
(2)票价方案。票价基价:票价基价的制定需要同时考虑乘客的接受程度以及可行性,在现有1元

基价的基础上可以基本持平或适当上调。考虑到70.6%乘客均集中在2<d≤14km区段,因此将票价

基价制定为1元,乘坐区间为≤2km。票价制定:根据阶梯计价原则以及尽量取整的计费方式,根据票

价基价及其乘坐区段。得到以下票价方案。

表2 分段票制票价方案

分段 0<d≤2 2<d≤5 5<d≤8 8<d≤11 11<d≤14 14<d

比例 16.5% 27.6% 23.5% 12.3% 7.2% 12.9%

票价 1 1.5 2 2.5 3 每增加5公里加0.5元

票价水平:按此分段票价方案,平均票价水平为2.08元/次,处于合理的票价水平范围内。
公交分段方案可考虑以公交主线、公交干线的分段票制为主,兼顾公交支线的一票制。

3.3.3 分区票制概念方案

(1)制定原则。分区票制制定采用 “区内减负、区间微调、跨区增付、票价取整”的原则。根据公

交OD分布特征、公交客流走廊的走向、城市空间结构、公交线网结构以及道路网规划等划分公交收费

分区。为便于公交分区,主要依托于自然界线如河流、城市道路等进行划分。城市公交高客流密集区域

分区规模控制在4~5km范围内,城市公交客流规模小的区域分区规模可适当拓宽,控制在7~8公里

范围内。
(2)票价方案。票价基价:票制分区平均直径 (或长度)约为7~8km,此距离为公交的平均出行

距离,同时也是大部分公交乘客的乘距。为了保证大部分人能享受到能承受且合理的票价,将票价基价

定为2元。票价制定:为了保证公交企业的合理利润空间,体现出行的公平性,实行 “多乘多付,少乘

少付”的原则,根据穿越公交分区的不同实行阶梯票价。建议分区票制实行以下票价方案。票价水平:
按此分段票价方案,平均票价水平为2.35元/次,处于合理的票价水平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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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分区票制票价方案

跨越公交分区 1(区内) 2 3 4 4个以上

比例 41.43% 47.63% 9.92% 0.94% 0.08%

票价 2 2.5 3 3.6 4

图4 昆明分区图

3.3.4 方案比选
 

乘客对交通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综合费用,票价的调整将对乘客的出行方式产生一定影响。采用多项

logit模型建立出行方式模型,使用昆明市2016年居民出行调查结果为数据源,选取合理的影响因素进

行模型的标定,在方式选择中,选取昆明市常用的出行方式。通过模型测算出昆明公交票价调整后公交

出行方式的变化情况,从而评估票价方案调整后的日均票款收入变化情况。综合比较分析各种方案的日

均票款收入敏感性评估、公平性、实施难度、社会效应,昆明公交票制票价推荐采用分段票制方案,分

段策略为以公交干线、公交普线的分段票制为主,兼顾公交支线的一票制。其他优惠政策包括刷卡打

折、特殊人群优惠将仍然有效。

表4 方案对比

票制 一票制
分段票制

全网分段策略 组合分段策略
分区票制

日均票款收入

敏感性评估
提高11.7% 提高12.69% 提高14.04% 提高12.8%

公平性

难以体现出行公

平性 (车票价格

不能体现乘距与

票价的关系)

极大程度体现出行公

平性 (车票价格能较

好地体现乘距与票价

的关系)

一定程度体现出行公

平性 (车票价格基本

上能够体现乘距与票

价的关系)

一定程度体现出行公平性 (车票

价格基本上能够体现乘距与票价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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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票制 一票制
分段票制

全网分段策略 组合分段策略
分区票制

实施难度
设备改造实施简易

公交线网调整小

需要改造设备 需要改造部分设备 需要改造设备

(设备改造包括:收费技术提升、对IC卡系统、公交车辆、
公交站台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公交线网微调 部分公交线网微调 公交线网调整大

社会效应

不可获取

公交OD数据

可获取公交

OD数据

部分可获取

公交OD数据
可获取公交OD数据

可较小程度

调节客流
可一定程度调节客流 可一定程度调节客流

可极大程度调节客流 (各区域票

价根据客流量制定,可反映出行

成本)

公众接受度高 公众接受度高 公众接受度高

公众接受度低 (可识别性低,处

于不同计费区边缘地带的收费标

准难确定)

3.3.5 制定多元辅助票制

针对昆明市民出行需求制定多样辅助票制票价,重点服务于昆明本地通勤客流需求,制定月票、季

票和年票,提出限次数和不限次数两种方案。针对昆明游客制定多样辅助票制票价,重点服务于来昆旅

游、出差客流,暂居昆明客流及昆明本地居民的非通勤客流需求,制定日票、三日票,分为地铁公交通

票和公交票两种类型,并对成人和儿童进行票价区分。针对特定人群的出行需求开行定制公交并制定相

应票制票价。

4 结语

虽然低票价政策降低了乘客出行费用,增加了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但是不利于公交企业的良性和可

持续发展。随着居民出行需求的多样化和出行品质的提升,优化城市公交票制票价势在必行。建立合适

的公交价格体系使公交企业在承担公益性任务的同时也能实现一定的自身经济目标,建立常规公交与其

他公共交通方式之间的合理比价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提高整个公共交通系统的效率。

参 考 文 献

[1]
 

许飒,张玉清,杜云柯.城市公交票价调节机制设计研究[J].交通运输研究.2016(3):23-29.
[2]

 

刘彤,綦忠平,王逢宝.新加坡公交定价模型对城市公交票价改革的启示[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7(10):46-47.
[3]

 

北京公共交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公共交通票制票价改革始末[J].人民公交.2015(12):35-38.
[4]

 

周华庆,杨家文.巴士公交财政补贴及服务供给效率:深圳改革的启示[J].中国软科学,2015(11):59-67.
[5]

 

吴槐庆,任方宏,肖春见,金通.杭州市公共交通票价体系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2):69-72.
[6]

 

张奎福.城市公共交通票价、票制问题刍议[J].人民公交.2013(6):38-41.

728



作 者 简 介

李信,女,工学硕士,昆明捷城交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工程师。电子信箱:454382855@qq.com
汪惠兰,女,工学硕士,昆明捷城交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工程师。电子信箱:195873722@qq.com
潘明辰,女,本科,昆明捷城交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电子信箱:2583688112@qq.com

828



关于杭州市域西南部三县市的轨道交通发展研究

陈小利

【摘要】 杭州在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城市和推进城市国际化发展背景下,大力践行拥江发展战略,以 “轨道上的杭州”

为发展目标。市域西南部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市是拥江发展轴上的关键节点,但地处丘陵、地广人稀、距离杭州中心

城区百余公里,传统的市区地铁线路难以实现网络化覆盖服务。本文结合地区发展特色,提出近远期相结合的轨道交通

发展模式。近期以需求引导,“枢纽+接驳”功能为主导,远期以需求满足,“枢纽+接驳+市域铁路”功能丰富为主,

通过构建高铁+市域铁路的双快通道,来推进城乡统筹和大市域的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 拥江发展;轨道;枢纽;市域铁路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交通强国的宏伟目标,杭州积极响应国家的战略决策部署,在推动城市国际

化发展的同时,开始创建交通强国示范城市,提出构建多制式融合互补、层级分明、功能完善的轨道交

通体系,高水平建设 “轨道上的杭州”。同时城市从 “跨江发展”向 “拥江发展”大跨越,在 “拥江发

展”战略的指导下,市域统筹、一体化联动发展是重点。以城带乡、以东带西,促进西南部地区山水融

城和乡村振兴是关键。
位于市域西南部的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市是拥江发展轴线的重要节点。地处山地丘陵,拥有优越

的自然环境资源,位于世界级的风景廊道上,但距离杭州中心城区达百余公里,需要依托多元复合、多

向通达的快速轨道交通方式来承接主城中心区的辐射带动,实现拥江下上游的联动发展。也需要依托便

捷高效、高品质的轨道交通来实现西南部生态、生产、生活的和谐共生与发展。因此,需要结合城市空

间布局特点和发展特色探索市域西南部的轨道交通发展模式。

1 城市空间发展认知

1.1 现状基础

近年来,随着富阳、临安的相继撤市设区,杭州市区面积由原来八区3068km2 扩大到十区

8003km2,一跃成为长三角地区市区面积最大的地级市。整个市域包括市十区和下辖的西南部桐庐县、
建德市、淳安县三县市,总面积1.66万km2,总人口1036万。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将杭州定位为特大城市。
整个市域形成大疏大密、东西分宜的格局,呈现 “西部山地丘陵,东部平原水乡”的地貌特征。市

域东北部为市区范围,地势较为平坦,是城镇、人口、经济的密集区,西南部为丘陵地带,山脉纵横,
河湖众多,有着严格的生态管控要求。西南部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市的总面积占到杭州市域面积的

50%,人口仅占到市域总人口的12%,呈现地广人稀的特征。
市域城镇化水平也基本呈现出东西的梯度落差态势。全市城镇化率78.5%,东部主城六区城镇化

率接近100%,西部三县市的城镇化率仅在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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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杭州行政区划调整图

1.2 规划条件

G20峰会后,杭州加快城市国际化,以建设独特韵味世界名城为目标。为进一步拓展优化城市发展

空间,适时提出了 “拥江发展”战略,即以杭州境内235km钱塘江为主轴,围绕 “三江两岸”打造城

市带、产业带、交通带、景观带、生态带和文化带,完善 “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生态型”的城市

框架,实现 “跨江发展”向 “拥江发展”的大跨越[1]
 

。市域西南部桐庐、建德、淳安都位于拥江发展主

轴上,是未来市域统筹发展的重点。

图2 杭州市域东西部地貌特征 图3 杭州拥江发展战略示意图

在 “拥江发展”的战略指导下,目前正在开展的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提出要推动市域空间结构、功

能空间一体化发展。按照以城带乡、以东带西的发展思路,构建市域 “1+4+3”大空间格局:包括1
个主城区、4个主城片区 (钱塘—空港、城北、城西、之江—富阳)及3个新城区,3个新城就是桐庐、
建德、淳安。并对 “3个新城区”赋予了高发展定位:

桐庐,依托距离市区较近、数字产业兴起的发展优势,重点做好与杭州市区联动创新的文章,打造

拥江廊道协同创新示范区。建德,借助建德站浙北枢纽的优势,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提升在杭州

西部地区的辐射能级,打造拥江廊道转型发展示范区。淳安 (千岛湖),基于千岛湖的生态环境优势,
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做好生态发展示范的文章,打造世界级生态魅力湖区。

在市域联动、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要求下,规划强化对市域西南部三县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强调

以交通为引领,作为实现市域联动、加快城市国际化发展、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城市的重要抓手,打造出

西南部生态型地区的美丽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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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交通发展认知

杭州以建设 “轨道上的杭州”为发展目标,围绕 “都市可达、市域快联、核心加密”的原则,正在

谋划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线网。市域快联的重点就是关注西南部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市与杭州核心区的

快联、直连,打造一小时交通圈,同时引导杭州多中心空间结构体系的实现,促进全市域统筹。但是由

于三县市的地理特殊性及发展空间的约束,在选择轨道交通模式时面临着更多的考虑。

2.1 空间尺度类比

杭州城市中心在整个市域范围内 “偏心”的特点造成西南部三县市与中心的距离过远。从空间尺度

上看,以杭州CAZ为中心,西部三县市均位于杭州主城中心50km圈层以外:桐庐位于70km圈层,
相当于杭州到嘉兴南的空间距离;建德位于120km圈层,相当于杭州到上海松江的空间距离;淳安位

于140km圈层,相当于杭州到上海虹桥的空间距离。
再对比上海南京,以上海虹桥为中心的140km圈层到杭州东站枢纽地区,以南京南站为中心的

140km圈层到安徽铜陵和湖州长兴。同样的空间尺度下,沪杭、杭宁轴带上均通过250km/h以上速度

的高铁组织联络 (现状宁安城际铁路设计速250km/h,宁杭高铁设计速度350km/h,沪杭高铁设计速

度350km/h)。140km圈层带上的跨区域高铁出行时效基本为40~50分钟。

图4 西南部三县市在杭州的空间尺度 图5 现状不同尺度空间下的沪杭、宁杭通道示意图

现状杭州西南部三县市境内也有设计速度为250km/h的杭黄高铁经过,线路直达杭州南站和杭州东

站,境内分别设千岛湖站、建德站和桐庐站。杭黄高铁基本能够实现桐庐、建德、淳安到杭州的1小时内

可达 (桐庐站到杭州东站历时30~40分钟,建德站到杭州东站历时50~55分钟,千岛湖站到杭州东站历

时50~60分钟),相比依靠杭新景高速公路2~3小时的出行,大大缩短了与杭州中心区的时空距离。

2.2 高铁服务缺陷

但是作为杭州市域内的三县市,高铁点对点而非网络化的服务方式对市域联动发展的带动作用十分受限。
首先,高铁站与城区的空间耦合欠佳。千岛湖站位于淳安文昌镇,距离淳安城区 (千岛湖镇区)达

23km。建德高铁站位于杨村桥镇,距离建德城区 (新安江街道)约20km,两个高铁站到城区的道路交

通平均耗时均在30min左右。桐庐站与城区的空间结合关系相对较好,位于城南街道,靠近城区靠边

缘。在高铁网络化发展、区域交通大提速的背景下,淳安、建德两地的站—城交通时效严重制约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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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现状杭州市域范围内至中心的小汽车出行时耗图

图7 现状三县市高铁站与城区的空间关系

的快速发展。
其次,高铁虽可以满足三县市与杭州主城高铁站的快速联系,但平均发车间隔为30min,无法满足

未来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公交化出行需求。另外,高铁设站间距一般达到30km,一城一站,难

以满足沿线城镇间的快速联系。

图8 三县市往杭州方向的高铁站点发车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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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轨道交通发展认知

3.1 圈层化轨道交通发展模式

结合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发展经验,基本上城市中心50km圈层是交通圈,该圈层

内的通勤出行特征较为明显,相应的轨道交通以普速地铁和市域快线为主;超出50km圈层的通勤出行

特征并不明显,主要以商务、旅游休闲及其他生活性出行为主。而相应的交通发展策略上也是以时间效

率为约束,体现圈层化差异化的轨道服务。基本上50km~150km圈层范围内以时速160km/h以上的

市域市郊铁路、城际铁路为主,超出150km的范围以250km/h以上的高速铁路、城际铁路为主。
西南部三县市位于杭州市中心70~140km圈层上,现有的高铁+道路的交通组织模式,呈现高速

(250km/h)和低速 (80km/h)两级分化的特征,且道路交通受客流、天气、事故等影响难易保证出行

时效,缺乏具备高效性、便捷性、舒适性,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能够实现交通引领城市发展的快速轨

道交通模式。

3.2 轨道与城市空间耦合

轨道与城市空间的耦合主要体现在与城市功能的充分深度融合,布局上要契合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

和用地布局,强化轨道对城市重点区域的串联和覆盖,最大限度发挥轨道的服务功能,通过站点与城市

功能紧密融合,实现轨道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同时取得较好的客流效益,实现双赢[2]
 

。
以南京城际轨道为例。南京都市圈内已开通运营5条城际轨道,分别是S1-宁高城际,S3-宁和城

际,S7-宁溧城际,S8-宁天城际,S9-宁高城际二期。其中,宁天城际、宁高城际、宁和城际多位于城

市40km半径圈层内,沿线均经过部分发展成熟片区,站点与城市空间结合相对较好,客流相对较高,
开通2~3年后日客流量在8万~10万人左右,客运强度0.24万人次/km。宁溧城际、宁高城际二期多

位于城市40-80km半径范围,超出城市通勤圈范围,站点与沿线城市功能区的结合相对较弱,沿线客

流较少,现状日均客流均不足2万人,客运强度只有0.03万人次/km。所以轨道交通只有与城镇空间

(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发展形成良好的耦合关系,才可实现可持续发展。

图9 南京现状开通城际轨道线路图 图10 近年来线路客流发展情况

3.3 国家层面鼓励发展多制式轨道交通

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发文提出要在都市圈层面统筹多层次轨道交通协调发展,实现多网融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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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加快市域市郊铁路发展,扩大交通有效供给,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核心区至周边主要区域的1
小时通勤圈。为了强化既有资源利用,还鼓励充分利用普速铁路和高速铁路等提供市域列车服务。作为

国家市域 (郊)铁路第一批试点项目,目前浙江省内已开通诸暨至杭州东的 “西施号”通勤列车。
诸暨至杭州东的 “西施号”列车是2016年诸暨市向上海铁路局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利用杭长高铁

的富于能力开行的通勤列车。早晚共开行四趟,列车采用16节长编组,载客量为1000人左右,全程直

达运行时间25分钟。西施号的开通,大大加快诸暨深度融入杭州实现同城化发展的步伐。

4 三县市轨道发展模式分析

从三县市与杭州中心的空间关系来看,三县市位于中心70~140km圈层,已超出传统的城市通勤

圈范围。目前规划的城市轨道快线位于中心50km圈层范围内,满足城市外围组团及功能片区与核心区

的快速直连。从时间效率上来讲,设计速度120km/h的城市轨道快线不具备继续向三县市延伸的可行

性和必要性。连接杭州市区与西南部三县市的轨道交通至少需要保证160km/h及以上的速度,才可以

一方面在时效性方面取胜,另一方面兼顾沿线城镇带的服务,与既有的高铁形成差异化服务,所以其功

能定位决定了应该是铁路制式,即发展市域 (郊)铁路。
三市县轨道交通发展模式的选择还需要从需求和功能两个方面统筹考虑。需求层面要符合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考虑多层次轨道满足多样化的出行,提供高品质的交通供给,同时客流效益反哺投入。功能

层面主要考虑要构建复合交通走廊,支撑西南部走廊发展,推进城乡统筹及市域一体化发展,同时整合

市域西南部片区,促进山水融城、乡村振兴。

4.1 基于需求及功能的分析

根据手机大数据分析,三县市与杭州市区的区间客流随着空间距离呈现递减规律:桐庐与市区之间

全天断面客流量为4.5万人次/天,桐庐与建德的区间断面客流量为2.4万人次/天,建德与淳安的区间

断面客流为1.1万人次/天。建德、淳安与市区的向心性客流较小,日均客流只有0.2万人次/天、0.3
万人次/天。桐庐紧邻富阳区,属于杭州市区的近郊区,城镇连绵发展区,与市区的向心性客流相对较

大,日均客流4.0万人次。

图11 现状西南部县市与杭州市区的日均客流量图

总体上来看,三县市与杭州市区的拥江发展轴带上客流量并不大。从城镇空间发展来看,过去十年

间,三县市的人口总量基本维持不变,未来的城乡建设用地和人口增幅也不大。但随着拥江发展轴带的

上下联动发展,西南部地区的发展将是一种依靠生态资源带动地区发展的新模式,走的是 “生态+”的

道路,未来的交通出行将更加多样化。轨道交通是聚焦综合性的功能,服务于拥江发展轴沿线的城市外

围重要城镇以及城镇组团之间的出行,以承担商务、休闲、旅游等功能为主,并充分带动沿线城镇的发

展。其需求是需要轨道交通来引导,最终实现城市东西部的均衡发展,所以需要的是高铁、市域快速铁

路双快通道。

4.2 轨道发展模式建议

基于现状分析和对未来发展的预判,认为杭州西南部三县市的轨道交通发展应该考虑近远期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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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近期,以需求引导为重点,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培育客流,以 “枢纽+”功能为主导;远期,市域一

体化发展,以需求满足为重点,更进一步丰富 “枢纽+”功能。

4.2.1 近期,需求引导,“枢纽+接驳”功能主导型

杭黄高铁设计通行能力为170对车,目前受制于杭州钱江铁路新桥能力限制,现状运行铁路班次不

多,仅36对,通道饱和度为25%,从能力来说,杭黄高铁完全具备利用富余能力开通公交化市域列车

的能力。建议近期在客流量不大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既有铁路资源,通过向上海铁路局购买服务的形

式,开行西南三县市至杭州的公交化市域列车。主要是与铁路运营部门协调重点时段区段短途运营班

次,提高班次密度。
考虑到淳安县域面积超4000km2,规划县域40万常住人口,20万旅居人口,建德市域面积超

2300km2,规划50万常住人口,都呈现地大、人少的空间特征,用地发展呈现散点型加点轴式布局,
难以形成网络化的交通系统,为全域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近期应该按照 “枢纽+”的模式,完善末

端接驳体系,扩大枢纽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实现整个空间的高效组织。
建议以高铁站点为枢纽,在区内完善自身的公交接驳体系,加强千岛湖站、建德站与中心城区及重

点乡镇的交通衔接。与中心城区的接驳可以研究采用新型中运量公交系统和常规的城市公交系统,与重

点乡镇的接驳采用城乡公交巴士。

4.2.2 远期,需求满足,“枢纽+接驳+市域铁路”功能丰富型

远期西南部三县市交通系统的谋划也不仅是服务县域数十万人,也要考虑为长三角数千万人提供方

便易达的条件,将自身景观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价值。所以长三角区域铁路网也在进一步发展完

善。未来西南部地区在现有的杭黄高铁基础上,将新增 “一横三纵”的区域城际铁路,“一横”指衢州

至杭州西站的杭建衢铁路,“三纵”分别是衢黄铁路、金建铁路和杭义温铁路。在淳安境内有衢黄铁路

增设汾口站;建德境内杭建衢铁路增设更楼站,金建铁路增设大洋站;桐庐境内有杭建衢铁路、杭义温

铁路增设桐庐东站。

图12 近期建德、淳安地区高铁枢纽的接驳体系规划图 图13 远期三县市地区高速铁路网规划图

区域城际铁路网的完善进一步增加了三县市对外的多方向通达性。随着拥江发展轴的上下游联动发

展,沿线交通联系强度加大,有必要同时丰富轨道交通层次。建议围绕市域用地和人口布局,新增直达

杭州市中心的市域轨道专线,串联西南部三县市中心城区。从功能上讲,线路匹配城镇发展廊道,直达

主城核心区,枢纽匹配城市公共中心,与城市功能紧密融合,满足沿线居民通勤、商务、休闲、旅游等

出行,兼顾部分接驳。
国内很多城市试图把市域快线断在城市外围,依靠普线衔接换乘,实践证明基本上是失败的,市域

快线必须直达城市中心[3]
 

。所以建议市域铁路线串联淳安、建德、桐庐及富阳中心城区,经过杭州三江

口地区直达城站火车站枢纽,并与多条城市轨道形成换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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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远期市域铁路规划通道布局图

4.2.3 既有铁路通道选择利用

受建成区的限制,线路在进入城区后,在通道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面临着诸多工程的不适应性,难以

适应复杂的城市空间环境,这也是市域铁路进中心面临的普遍问题,而充分利用中心区既有铁路通道资

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市域铁路在经过三江口地区,沿钱塘江北进入老城核心城站地区,沿线发展成熟,还涉西湖景区遗

产保护等问题,新建铁路通道存在很大困难。地区内有浙赣铁路线经过,规划上也是另作它用。根据

《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的内容:在浙赣新线建成的同时,将铁路望江门道口以南既有浙赣

线铁路以及所有场站设施转化为城市交通设施。所以建议充分利用既有的浙赣铁路线钱塘江以北段直达

城站,集约节约资源,减少投资[4]
 

。

图15 市域铁路进中心城区的通道沿线用地发展现状 图16 既有铁路可利用示意图

4.2.4 未来的互联互通

目前,针对杭州城市空间产业的逐步外迁趋势,杭州正在谋划研究普速货运铁路外迁,通过对货运

系统构建货运外环线,来承担杭州的过境货运功能,使既有的中心城区普速铁路能力得以释放,再进一

步研究利用既有铁路开行市域列车。总体上复合铁路主管部门提出的 “客内货外”的组织原则,也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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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基础 〔2017〕1173号文 《关于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 “鼓励具备条件城市

的内部铁路部分功能合理外迁,释放线路运输能力。结合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和铁路枢纽功能调整,优先

考虑利用既有资源开行市域列车”相一致。
所以,在铁路货运外迁的背景下,未来中心城区普速铁路将盘活成一张市域市郊铁路网,桐庐、建

德、淳安三县市至杭州的市域铁路直达杭州站,可以与整个市域市郊铁路网形成互联互通,再通过与市

区轨道网的融合,将大大提升三县市至杭州中心城区各方向的可达性。

图17 货运铁路外迁后,中心城区普速铁路利用示意图

5 结语

拥江发展背景下的大市域统筹是未来杭州城市发展的重点,市域大尺度的空间地理特点、西南部山

水资源特色以及地广人稀的空间布局,决定了交通系统谋划上要充分考虑近远期相结合。近期以需求引

导;“枢纽+接驳”功能为主导;远期以需求满足,“枢纽+接驳+市域铁路”功能丰富为主,通过构建

高铁+市域铁路的双快通道,来提供高品质的交通供给,支撑西南部走廊发展,推进城乡统筹及大市域

的一体化发展。同时,在通道选择上注重对既有铁路的利用,考虑未来与市域市郊铁路网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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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功能再组织的公共汽电车场站规划实施策略研究

周嗣恩 张 鑫 杨新苗 刘 欣

【摘要】 公共汽电车场站基础设施优先是落实公共交通优先战略、建设示范性公交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从

提升场站设施供给能力、提高场站配置效率、鼓励场站集约化综合利用等方面总结分析了破解公交场站规划实施难题的

普适性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折射出的场站功能组合配置需求。其次,全口径分析各场站类型的功能,并对各功能的配

套设施需求进行细分,形成场站功能矩阵和配套设施矩阵,用于场站功能的再组织优化。再次,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从

全域统筹、要素管控、供给侧改革等方面提出保障场站功能再组织的规划实施策略。最后,总结了北京公交场站功能再

组织的实践应用情况,并提出了公交场站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本文研究对未来公交场站的规划转型和持续发展具有

借鉴意义,也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对标和在城市交通领域的率先实践。
【关键词】 公交场站;规划实施;场站功能;再组织;要素管控;资源配置

0 引言

公共汽电车场站是为乘客提供上下车、候车、换乘等服务,并保障公共汽电车到发、停放、运营调

度、管理维护、能源保障等需求的场所和空间[1]
 

,是保障公共汽电车安全、有序运营的 “基石”,也是

灵活组织公交线路、开行定制公交等多元化公交服务的空间保障。从2005年国务院转发多部委 《关于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到2012年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 (国发

〔2012〕64号),以及201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均强

调了公交场站设施在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推进公交场站设施建设也是新时期 《交通强国

建设纲要》的内容之一。许多城市不断从政策落实、供给侧改革、规划编制等方面进行实践探索,推进公

交场站设施的规划实施,落实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以下共性问题。
(1)现状使用的公交场站多为租赁的临时场站,规划实施实现率不高,场站服务能力和稳定性不

足,影响公交线网的灵活、多样化组织[2]
 

;
(2)场站基础设施与城市功能协调实施难,场站基础设施 “邻避效应”显著。
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围绕新时期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契机,立足公交场站运营的本质需求,

结合北京市公交场站规划实施的经验,提出基于功能再组织的公共汽电车场站规划实施策略,进行公交

场站的全域统筹和用途功能重组,以协同公交场站功能与城市用地布局,破解公交场站规划实施难题。

1 公共汽电车场站发展趋势分析

针对上述共性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城市不断开展探索实践,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探索实

践的目的可概括为提高场站设施供给能力、提高场站配置效率、开展集约化综合利用等。

1.1 多措并举, 提高场站设施供给能力

在提高场站设施供给能力方面,主要的措施包括提高规划实施率、区域均衡供给、立体化发展扩能等。

1.1.1 提高场站规划实施率

提高场站规划实施率是场站扩能的普遍性做法。目前的途径包括:一是在城市功能区、城市新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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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过程中,加大场站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例如,北京副中心、雄安新区、北京新航城、北京新首钢

等一批功能区建设过程中,同步推进一批公交场站的规划实施。二是在城市更新和织补过程中,一批规

划公交场站用地进行了拆迁腾退,加快了实施进度。三是通过建设项目的代征和配套促进部分场站的规

划实施。例如,北京环球影城周边的场站设施,配合环球影城的建设,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并将同步

投入使用。四是为缓解局部地区公交服务薄弱、公众出行难的现状,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相关建设主体加

大民生关注公交场站的规划实施力度。此外,针对临时场站多的现状,北京、深圳等城市开展了临时公

交场站换变为永久性公交场站的政策研究和实践探索。

1.1.2 区域均衡供给,补足局部地区能力不足。

公交场站是公交网络化运营的重要节点,通过公交场站的功能联动、实现区域能力均衡是弥补局部

地区场站能力不足的重要手段。一是采取空间互补原则,即针对中心城区场站需求大,但场站用地不

足,且建设用地趋于饱和的特征,通过中心城与新城互补、新城与乡镇域集中建设区互补,弥补局部地

区公交场站不足的短板[2]
 

。二是场站功能与用地布局协调原则,适应和谐宜居城市建设要求,强化场站

功能与周边用地布局的协调性。对于老城地区以及核心景区的公交场站,不宜采取 “一刀切”的迁出做

法[3]
 

。应根据绿色发展理念保留必要的场站功能,可对部分保养维修功能、集中驻车功能等适当外迁,
并统筹区域场站供需均衡。

1.1.3 建设立体场站,提高场站服务能力

针对公交场站以平面单层为主的现状,部分城市由 “平面”视角走向 “立体”视角,通过多层立体

车场建设提高场站的服务能力。香港在多层立体车场建设方面具有代表性,例如荔枝角综合车场、九龙

湾综合车场、沙田车场等均采用立体车场,平均每车占地面积约为20m2,仅约为国内大城市类似场站
占地面积的约10%~15%[4]

 

,相当于同等规模用地条件下将场站能力提升约10倍。由此,深圳、北京

等城市开展了立体车场的实践,结合城市特征,在场站用地指标、布局、关键设计要素等方面不断总结

经验,以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案例经验[1,4]
 

。

1.2 功能统筹, 提高场站配置效率

在提高场站配置效率方面,主要是强化场站的功能统筹,实施场站功能的 “加减”法,提高场站的

服务能力、可实施性。

1.2.1 实施场站功能 “加法”,提高场站服务能力

实施场站功能 “加法”,是指将场站的功能进行叠加,以提高场站的综合服务能力。例如,北京将

保养场功能细分为低级保养与高级保养,而将低级保养与中心站功能结合,从而降低高频次低级保养绕

行的交通量,提高场站的组织效率和服务能力[2]
 

。此外,在当前5G与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强化场

站的智慧管理功能,提高场站的运营调度效率,也是提高场站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

1.2.2 实施场站功能 “减法”,提高场站的可实施性

实施场站功能 “减法”,是指剥离场站的部分功能而降低场站用地规模,并将剥离出来的场站与其

他合适的场站进行整合,从而化解部分地区场站需求大,但土地资源紧张且居民反对声音强烈的难题,
以提高场站的可实施性。例如,杨涛等[5]

 

在深圳公交场站的规划中,提出简化首末站功能,将公交车辆

夜间停放、维修清洗以及充电等生产性功能剥离至综合车场的新思路,在深圳公交场站的规划实施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

1.3 模式创新, 提升集约化综合利用水平

转变工作思路和发展模式,鼓励场站设施与居住、商业商务办公等结合的综合利用方式是破解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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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短缺问题、提高场站设施用地综合效益的有效途径。2012年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2〕64号)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提出加强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的指导意见。
许多专家、学者从综合开发类型[5]

 

、规划布局模式[6]
 

、审批流程与路径[6]
 

、社会资本参与方式[7]
 

、运营

管理方式[5]
 

、配套政策[5,6]
 

等方面对公交场站的综合利用进行了研究。而在实践应用层面,香港、深

圳、上海、北京、成都等城市都开展了公交场站集约化综合利用的探索,基本以公交场站与保障性住房

项目、商业开发项目、商务办公项目或其综合体为主。此外,北京等城市正在努力探索公交场站与公共

服务设施、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等的集约化综合利用[8]
 

,以提升场站集约化利用的效率。

1.4 小结
 

综上分析,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为破解公交场站能力不足问题,许多城市尝试通过创新的做法来

解决规划实施难题。而这些创新做法大都强调了场站功能的灵活组织,通过区域场站功能统筹、场站自

身功能再组织、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集约化利用等场站功能的统筹与再组织,以利用有限的场站空间最

大化资源配置效率。

2 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再组织方法

为了适应新时期场站功能的组合配置需求,并与场站当前的标准、规划与类型等相协调,本次研究

将不同场站类型对应的功能、以及相应功能所需要的设施等进行细分,用矩阵列表的形式进行描述。在

实践过程中,可根据实际需求对相应的功能进行再组织,以适应场站建设发展需求。

2.1 场站的功能和类型

公共汽电车场站的服务功能包括对乘客和车辆的服务。其中对乘客的服务以中途站、首末站、枢纽

站为主,为乘客提供上下车、候车和 (或)换乘等服务;对车辆的服务涉及所有类型的场站,包括车辆

到发、车辆停放、运营调度管理维护和 (或)能源保障等服务。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由于公交场站规

模不足以及人车分离等要求,许多首末站不具备对乘客服务的功能,而是将乘客服务功能迁移至周边的

道路两侧实现上下车或换乘等服务。
关于公交场站的类型,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15从站、

厂、场的角度将公共汽电车场站分为中途站、首末站、枢纽站、停车场、保养场、修理厂、调度中心。
但由于各城市公交场站的规划建设要早于行业标准的建设,形成了与城市场站规划建设实践相适应的地

方分类和术语标准 (见下表)。这些场站分类虽然在术语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各场站所包含的功能合集

上基本相同。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将调度中心作为首末站、枢纽站的基本功能;北京将保养场

和修理厂的功能进行了整合,合并为一类,统称为保养场;深圳将首末站、保养场等功能进行了整合,统

称为综合车场。此外,北京在公交运营实践中,考虑大长线路运营、公交运营调度灵活性、公交运营可靠

性等需求,提出了公交中心站的类型,相当于兼具有首末站、停车场以及保养场的低级保养等功能。

表1 行标及部分大城市公交场站类型

行标 北京 上海 深圳

场站

类型

中途站、首末站、枢纽

站、停 车 场、保 养 场、
修理厂、调度中心

中途站、首末站、中心

站、公交枢纽站、保养

场、驻车场 (停车场)

中途站、首末站、枢纽

站、停 车 场、保 养 场、
修理厂

中途站、首末站、停车

场、枢纽站、综合车场

此外,各城市在公交场站运营实践中,已打破以往关于场站类型的划分,而根据公交运营需求对场站的

功能进行组合配置和优化。例如,包括北京的许多城市,已几乎不存在单一功能的公共汽电车驻 (停)车场,
并且将首末站、保养场、修理厂的部分功能进行整合,建设与实际需求相匹配的综合性公共汽电车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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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场站功能的细分与配套设施需求

结合公交场站运营实践,以场站对乘客和车辆服务的功能为基础,将场站功能细分为上客与落客功

能、换乘功能、配套公共服务功能、便民服务功能、到发功能、调度功能、停车功能、维修保养功能、
能源保障功能、管理功能、信息服务功能、安全保障与应急功能等12项功能。每一项功能均有相对应

的配套设施,共45类设施[1]
 

,见下图。不同功能的组合和相应的设施对应六种类型的场站。

图1 场站类型、功能与设施映射关系

2.3 场站功能再组织优化

将场站类型与场站的功能交叉形成场站功能配置矩阵 (见表2),将场站功能对应的设施与场站类

型交叉,形成场站设施配置矩阵 (见表3),作为场站功能再组织的基本准则。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可

根据实际发展需求对场站的功能和设施配置进行再组织优化。例如图2所示,由于项目地块的开发建

设,A首末站具备规划建设的条件和可行性,但该区域需要公交中心站的功能,且规划有B中心站,
但B中心站不具备近期建设的条件,可通过分析论证进行A首末站和B中心站功能的组织优化,将B
的部分功能与A置换,兼顾近远期运营需求。

表2 场站功能配置矩阵[1]
 

功能 中心站 首末站 中途站 公交枢纽站 保养场 驻车场

上客与落客功能 ★ ★ ★ ★ — —
换乘功能 ★ ● ● ★ — —

配套公共服务功能 ★ ★ ● ★ ● —
便民服务功能 ● ● — ★ — —

到发功能 ★ ★ — ★ — —
调度功能 ★ ● — ★ — —
停车功能 ★ ★ — ★ ★ ★

维修保养功能 ★ ● — ● ★ ●
能源保障功能 ★ ★ — ★ ★ ★

管理功能 ★ ★ — ★ ★ ★
信息服务功能 ★ ★ — ★ ● ●

安全保障与应急功能 ★ ★ — ★ ★ ★

  注1:“★”—应设;“●”—可设;“—”不设;

注2:表中未列出设施依据规划条件确定。

注3:复合型场站按高一级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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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场站设施配置矩阵[1]
 

功能 对应设施 中心站 首末站 中途站 公交枢纽站 保养场 驻车场

上客与落客功能

站台 ★ ★ ★ ★ — —

人行通道 ★ ★ ★ ★ — —

无障碍设施 ★ ★ ★ ★ — —

换乘功能

换乘通道 ★ ● — ★ — —

候车区 ● ● — ★ — —

出租车待客位 ● ● — ★ — —

非机动车停车处 ★ ● ● ★ — —

配套公共服务功能

IC卡充值 ● ★ — ★ — —

公共卫生间 ★ ★ — ★ — —

公共信息栏、电子站牌等 ★ ★ ● ★ ● —

垃圾容器、照明设施等 ★ ★ ● ★ ● —

便民服务功能

自助银行、旅游信息服务、
便利店等

● ● — ★ — —

代建停车场等 ● ● — ● — —

到发功能
到发车位 ★ ★ — ★ — —

车行道 ★ ★ — ★ — —

调度功能
调度室 ★ ● — ★ — —

调度信息牌 ★ ● — ★ — —

停车功能
停车坪 ★ ★ — ★ ★ ★

回车道 ★ ★ — ★ ★ ★

维修保养功能

车辆维修车间 ★ — — — ★ —

车辆抢修车间 — ● — ● — ●

辅助车间 ★ — — — ★ ●

材料库 ★ ● — — ★ ●

洗车区 ★ ● — ● ★ ●

车辆安全检验区 ● — — — ★ ●

整流站 ★ ● — ● ★ ●

能源保障功能

加油设施 ● ● — ● ● ●

加气设施 ● ● — ● ● ●

充电设施 ★ ★ — ★ ★ ★

配电站 ★ ★ — ★ ★ ★

管理功能

票据室 ★ ● — ★ — —

办公用房 ★ ★ — ★ ★ ★

物业用房 ★ ● — ● ★ ★

会议室 ★ — — ★ — —

司乘人员休息室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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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能 对应设施 中心站 首末站 中途站 公交枢纽站 保养场 驻车场

管理功能

职业餐厅 ● ● — ● ● ●

门卫、传达室 ● ● — ● ★ ●

更衣室 ★ ★ — ★ ● ●

驻班宿舍 ● ● — ● ● ●

淋浴室 ● ● — ● ★ ●

信息服务功能
机房 ★ ● — ★ ● ●

出行信息服务处 ★ ★ — ★ — —

安全保障与应急功能

监控室 ★ ● — ★ ★ ★

治安室 ● ● — ★ — —

警卫、安保人员休息室 ★ ★ — ★ — —

  1.“★”—应设;“●”—可设;“—”不设;

2.表中未列出设施依据规划条件确定。

图2 场站功能再组织优化示意

3 面向功能再组织的公共汽电车场站规划实施策略

将公交场站的功能再组织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坚持公交场站功能的全域统筹,以场站的功能为

传导要素,总体规划、详细规划、规划条件逐层传导,实现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的融合,并通过场站要

素管控图则、政策机制保障场站功能组合优化的有序实施。

3.1 坚持全域统筹, 实现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协调融合

坚持全域统筹,宏、中、微观联动,保障场站功能和运营需求。宏观层面,在总体规划阶段,开展

专项规划,全域统筹功能布局,与城市发展战略和空间布局相协调,与非首都功能疏解、提质增效相适

应,与建设用地开发时序、城市更新改造计划相结合,重构老城的场站功能,优化老城外场站功能,稳

定中心城区外围场站功能。中观层面,在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开展专题研究,统筹各分区

场站功能布局和用地协调性,空间合一、时序合拍、系统协调,进行场站功能布局再组织,形成场站详

细规划图则。微观层面,在规划条件阶段,与一体化设计同步开展,预先校核场站功能设施布置,提出

场站规划设计基本要求,并在后续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进行跟踪反馈。

3.2 坚持场站要素管控, 落实功能用途

坚持场站管控方式创新,以要素图则的形式指引场站规划设计。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引入详细规划

图则的做法,制定公交场站分区分类的详细规划设计图则,通过规划图则指引公交场站的规划设计。其

中,中心城区进行逐个场站的图则设计,逐个场站标识,明确用地四至,纳入控规系统;新城地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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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尺度的布局和规模控制,纳入街区控规系统。

图3 场站管控图则[8]
 

3.3 坚持供给侧改革, 促进治理能力和水平跃升

坚持场站供给侧改革,通过公共政策的实施推进,保障场站功能的再组织优化。在规划编制层面,
落实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制定场站规划编制技术准则,实现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的协调。在土地利用保

障层面,制定用途管控管理办法,鼓励场站功能的再组织与混合利用,提高多种使用模式的可能性,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规划审批层面,纳入市区 “多规合一”工作平台,通过协同工作平台和联席机制,
为场站功能的再组织优化提供平台保障。在投资渠道保障层面,拓宽投资渠道,鼓励综合开发和利用社

会资本。在管理机制保障层面,加强组织领导,市级政府主要负责领导牵头,市区纵横联动,落实场站

规划与实施,试点 “站运分离”,纳入绩效考核。通过供给侧改革,推进场站功能的重组配置,以提升

场站的治理效能。

4 规划实践应用与反思

4.1 规划实践应用

北京一直在尝试公交场站功能再组织与集约化利用的实践探索,主要包括场站功能区域统筹、场站

功能自组织、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融合等。
在场站功能区域统筹层面,分别编制了中心城区、市域范围的场站专项规划,从市域层面进行公交

场站功能的统筹布置[2]
 

。同时,针对重点地区,进行场站功能的配置优化,例如,统筹配置老城与周边

地区场站的功能,弱化老城内场站的停车和保养功能,逐步剥离至外围地区[3]
 

。
在场站功能自组织层面,开展了场站功能的组合配置。在公交保养场规划中,采取 “高保集中、低

保分散”的思路,将保养场功能中的低级保养功能与中心站功能进行整合,实现低级保养的分散化组

织,提高场站运营组织效率[2]
 

。例如,大屯路公交中心站建设立体停车库,并配置保养车间提供综合服

务。在场站功能效益最大化方面,采用立体式停车的思路,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弥补配套服务等的

短板。例如,马官营公交中心站、首钢二通场站等采用公交立体停车的方式提高场站设施资源的利用

效率。
在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融合层面,开展了与城市便民商业配套、交通设施、城市活动中心等多类型

功能混合和集约化利用。例如东夏园公交枢纽、奥体南区枢纽等场站实现场站与便民商业配套功能的整

合,北苑北交通枢纽、郝家府首末站等场站实现场站与社会停车场的功能统筹,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等

场站实现场站与城市活动中心功能的协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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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几点思考

北京市发布了 《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对场站功能的再组织有较强的指引作用,但在实

践中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场站功能的集中与分散布置问题。各场站类型的空间布局隐含的是场站功能的空间布局和组

织。当前场站功能的布置方式中,比较典型的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场站功能集中式布置、以北京为代表的

功能分散式布置。前者剥离场站的停车、维修保养、管理服务等功能并集中布置,从而简化首末站等的

功能;后者将场站的功能分散、均衡式布置以提高场站组织效率。前者由于场站功能的简化而使单个首

末站的面积相对后者较小,但从全口径场站功能和布局的总体统计来看,两种模式下折算到单个场站的

面积相当。因此,宜在公交场站布局模式的基础上来分析看待单个场站的功能,而脱离场站功能的布局

模式来对比分析单个场站的指标和功能是不可取的,缺乏实践和指导意义。
二是用地权属问题。2012年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虽然明确了鼓励场

站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但并为出台具体的细则,对于综合利用情境下场站用地如何管理缺乏指导。在

实践中,场站功能与便民商业等的综合利用,往往因场站是划拨用地不允许经营性开发而搁浅。因此,
亟待出台公交场站综合利用的导则或细则,明确场站的用地属性、以及兼容的用地属性和审批管理的办

法。从政策源头破解场站功能再组织利用的制约因素。
三是临时场站与永久场站的转换问题。根据规划,目前北京大约有80%的临时场站,在公共交通

的运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保障了公交场站安全运营的需求[2]
 

。将临时场站进行分类研究,适合转

永久场站的临时场站,与周边临近的场站进行用地置换。不适合转永久的临时场站,建立临时场站使用

和管理办法,随城市更新改造和周边场站的规划实施,逐步迁移改造。此外,有必要推广 “站运分离”
的模式,成立专门的公交场站运营公司,与公交线网运营企业剥离,有序推进永久场站的规划实施,并

统筹管理临时场站。
四是公交场站的组织效率有待提升。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公交场站的车均用地指标约为250m2/

标台,高于上海的220m2/标台,深圳的不足150m2/标台,也高于国内大多数城市的平均水平。虽然存

在临时场站,但总体上场站的车均用地指标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但公交场站的客流量近年来逐年下

降,固然与轨道交通的成网运营有直接的关系。但如何利用既有场站资源,优化提升公交线网组织效率

是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大城市面临的重大挑战。

5 结束语

公交场站等基础设施的综合利用是当前热议的话题,而公交场站的功能组织是场站综合利用的基础

和依据。本文研究结合北京市公交场站的规划实践,学习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了对场站功

能进行再组织以提高场站资源利用效率的方法和实施策略建议,并进行了试点实践应用,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在后续工作中,将以场站功能再组织为基础,深化公交场站集约化利用的方法、模式和路径,并

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体系,以公交场站的功能再组织为路径,有序推进场站的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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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李福民 宗传苓 高 龙

【摘要】 当前时期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期。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持续保持大力发展趋势,目前整

体仍处于超常规发展阶段,规划、建设、运营规模以及投资额均保持高位增长。超常规发展短期内迅速缓解了各大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滞后的欠账问题,极大支持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但是,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值得深入反思的突出问

题,既有宏观上发展方向不确定的问题,也有微观上细节把握不到位的问题,有必要对其深入剖析并提出解决思路和发

展方向,聚焦持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保障大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投融资模式,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建立产站城融合

规划机制,促进产站城一体化发展;协调城际铁路多行政主体,共建共享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成果,力图寻求城市轨道

交通向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投融资;产站城融合;多行政主体协调

0 序言

当前时期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期。为了有力推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和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必须抢抓机遇强化城市轨道交通的基础支撑作用。近年

来,国家层面持续聚焦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问题,相继出台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

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国办发 [2018]
 

52号)[1]
 

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

圈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 [2019]
 

328号)[2]
 

,对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明确指出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规模需求与实际需求相匹配、建设节奏需与支撑能力相适应、发展机制需与产业结构相

融合。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持续保持大力发展趋势,目前整体仍处于超常规发展阶段,城市轨道交通规划、

建设、运营规模以及投资额均保持高位增长。城市轨道交通的超常规发展,短期内迅速缓解了各大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滞后的欠账问题,极大地支持了我国快速城市化发展进程,对提升城市公共交通供给质量

和服务效率、引导优化城市空间和产业结构布局、促进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具有直接推动作用。但是,随

着业内对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城市轨道交通超常规发展必然带来的一些问题,逐

渐暴露出来并引发深度思考。这些问题既包括宏观层面上发展方向不确定的问题,也包括微观层面上细

节把握不到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要不要持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如何创新投融资模式、如何建立产站

城融合规划机制、如何协调多行政主体下的城际轨道建设问题。
上述4个问题不仅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超常规发展阶段产生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制约其向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问题。问题的有效缓解,将进一步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

能力。基于此,本文探讨这四个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发展方向,力图破解现阶段发展难题,寻求城市轨道

交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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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保障大城市可持续发展

1.1 现实问题

1.1.1 城市轨道交通是支撑大城市高密度发展的唯一选项

  纵观东京、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会,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系统中居主导地位,轨道客流规模占比

非常大。换言之,正是凭借着轨道交通的基础支撑作用才有了上述3座城市今天的发展成就。我国大城

市人口密集、土地资源有限、生态环境脆弱、交通需求巨大、常规公交不具备同时大规模上下客的能力

且无法与小汽车竞争,这些因素最终决定了只有轨道交通才能保障大城市的高密度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国内层面,国家发改委明确规定在满足财力条件的前提下,城市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的城

市可以申报建设地铁,在150万人以上的城市可以申报建设轻轨。基于此,国内城市人口规模超过500
万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理应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特别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总体

规划相对独立,与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缺乏协调等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
据统计[3]

 

,截至2019年底,我国大陆地区❶共有65个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获批 (含地方

政府批复),其中,规划在实施的城市共计63个,规划建设线路总里程达7339.4km;开通运营的城市

共计40个,运营线路总里程达6736.2km。进入 “十三五”四年以来,我国共完成建设投资19992.7亿

元,年均完成建设投资4998.2亿元;共新增运营里程3118.2km,年均新增运营里程779.6km。此外,
四年来共有27个城市的新一轮建设规划或规划调整获国家发改委批复,获批项目初步估算总投资额约

25000亿元。

1.1.2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巨大,后期运营维护成本更大

单纯从投入角度来看,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集中、规模巨大,后期运营维护成本更大,对政府财

政产生较大压力。当前,国内大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已经进入网络化运营时代,后续再建工程的边际效

益逐步下降。过去十几年重建设、轻运营,重投资、轻效益,重工程、轻服务的模式亟需改变,必须从

轨道交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要不要持续快速建设、建设多大规模、如何确保投资效益最大

化、如何解决建设和运营资金安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城市轨道交通全生命周期总成本构成如图1
所示。

1.2 城市轨道交通效益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百年工程,更是体现一座城市综合治理能力的民生工程。虽然工程涉及面广、
技术复杂、审批事项多,但是运营服务年限长,因此应当从长远角度和外部效益角度综合评价城市轨道

交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城市轨道交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其带来的交通拥堵缓解、市民出行时耗减少、道路交通投

资节省、交通碳排放降低、交通噪声减少、交通事故降低、土地集约利用、沿线土地升值、城市品质及

环境提升等效益明显。因此,把这些外部效益加以量化再进行分析,才是决策 “该不该建设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多大规模城市轨道交通合理”的科学决策方法。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表明城市轨道交通所具有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接下来,采用深圳市实

际数据,分析测算 “通勤出行时间价值”和 “基建成本效益”,以便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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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轨道交通全生命周期总成本构成示意图

1.2.1 通勤出行时间价值

宏观经济学认为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通勤者理论上是固定职业者,通勤者出行时耗的节约可用

于国民生产,从而促进GDP的增长。依据2019年深圳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道路交通运行指数、机动

化出行分担率、社会平均工资等官方统计数据,按照深圳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303公里,轨道交通早晚

高峰通勤客流量约170万人次,平均通勤距离约14公里,轨道运行速度约35km/h,占机动化出行的

20.6%;常规公交运行速度约12km/h,占机动化出行的22%;小汽车运行速度约20km/h,占机动化

出行的46%;人均小时工资率约56元。最终测算得出,照比无轨道交通方式,轨道交通通勤客流日均

通勤时间节省约90万小时,年均通勤出行时间价值约133亿元。
远期,按照深圳市轨道线网规划总里程1335km测算,考虑轨道出行分担率上升和客流强度合理降

低,测算得出轨道交通通勤客流量约是现状的3.5~4倍,同时,即使远期不考虑平均工资增长,以及

轨网规模效应和可达性提高而导致的通勤时间减少的情况下,远期轨道通勤出行时间价值仍将达到466
亿元至532亿元,可见,城市轨道交通外部效益巨大。

1.2.2 基建成本效益

综合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规划情况,预计2035年市内日均机动化出行总量将由2019年的约

2000万人次大幅增长至约3400万人次。规划远期全市高峰小时公交分担率目标为75%,小汽车出行比

例目标为25%,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比例目标为70%。可以看出,未来深圳市日均机动化出行总量仍

将大幅增长。目前深圳市建成区道路网密度已接近10km/h,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已经无法再进行大

规模建设,未来新增道路里程非常有限。
因此,虽然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巨大,建设成本高,但是,一旦建成就是百年民生工程,这也决

定了只有城市轨道交通才是支撑大城市高密度发展的唯一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讲,轨道基建所带来的外

部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重大,直接关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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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投融资模式,减轻政府财政压力

近年来,一些城市对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对实际需求和自身财力把握不到位,
存在规划过度超前、建设规模过于集中、资金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导致地方政府背负了较重的债务负

担。当前时期,由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一些难

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如财政涨幅趋缓,未来政府财政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必须创新

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其主要目的在短期内是为了减轻政府财政压力,长远来看是为了保障城市轨

道交通规范有序和持续健康发展。
纵观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种类较多,且各自的优缺点比较明显,为创新投融资模式提

供了多种思路和可能性。同时,应该看到,深圳市在近20年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对创新投融

资模式进行了持续探索和成功尝试,但是一直面临着难以推广和持续应用的局面。究其原因,除了体制

机制问题以外,仍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共同探讨。

2.1 国际化城市的投融资模式

首先,分析典型的国际化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需要明确的是,在资本金筹措过程中,
政府需切实履行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该承担的资本金就一定要主动承担;同时,有条件引入社会资本

时,需要给予市场化运作必要的支持,使风险和利益适宜地分担,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共建共赢。国际化

城市主要涉及5种投融资模式,如表1所示。

表1 国际化城市的主要投融资模式分析

模式 模式特点 代表城市 (线路) 投资主体 运营主体

1 完全政府投资 伦敦、巴黎 政府 政府

2 政府投资建设+政府补贴下企业运营 纽约 政府 政府+企业

3 政府投资建设+企业市场化运营 东京、新加坡 政府 企业

4 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企业市场化运营
上海、深圳地铁4号线、

北京地铁4号线
政府+企业 企业

5 完全市场化投融资 香港 企业 企业

2.2 国内实施的投融资模式

目前,国内实施的投融资模式主要包括6种,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2 国内实施的投融资模式分析

序号 模式特点 特点

1 政府主导模式
利用财政资金建设和运营,能够较好地协调工期、质量、造价等问题,但投资主体单一、
融资渠道窄、使用效率不高

2 BT模式 “建设-移交”模式

3 BOT模式 “建设-运营-移交”模式,投资企业在协议期内通过经营来获取收益,并承担风险

4 TOT模式 “移交-运营-移交”模式,政府与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协议,一次性融资用于新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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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模式特点 特点

5 PPP合作模式

包含BOT、TOT等多种模式,但又不同于后者,更加强调合作过程中的风险分担机制

和项目的货币价值原则。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全过程,可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减轻财政

负担,降低经营风险

6 “轨道+物业”模式
属于PPP模式的一种,政府授予企业部分土地的开发权作为补偿,将沿线物业增值最大

限度地转化为轨道交通企业内部效益,形成自我造血、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PPP模式存在城市轨道交通重建设、轻运营的拉长版BT问题,建议未来应当

充分以运营为核心,以绩效为导向,推动PPP模式由重建设向重运营转变。

2.3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

截至目前,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共计开展了四期建设工程,经历了从政府直接投资到多元化投融

资,从建设资金到全生命周期平衡的有效探索,投融资模式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分析

项目 线路编号 总投资 (亿元) 投融资模式 解释

一期 1、4 106.5 政府直接投资 70%财政出资;30%企业融资;满足快速建设需要

二期
1西延、2、

3、4北延、5
622.9

BT、BOT、
“轨道+物业”

全面迎接大运会,工期紧张,政府短期资金压力巨大,
引入外资,构建适度竞争的运营格局,探索多元化投融

资模式

三期
6、7、8、

9、11
1034.7

作价出资

“轨道+物业”、
市区合作、PPP

政府资本金、融资还本付息压力巨大,坚持 “轨道+物

业”模式,进一步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模式

四期
6支、12、

13、14、16
1373.1

“轨道+物业”、

PPP、发行专项债

政府资本金、PPP引入社会资本、企业融资; “带条件

招拍挂”配置土地资源进行 “轨道+物业”开发解决融

资还本付息,探索全生命周期资金平衡

(备注:此处暂不探讨前四期所涉及的建设规划调整线路)

进一步,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进行总结分析:
(1)从单元化政府投资模式,到多元化市场投融资模式;从解决建设资金,到探索解决全生命周期

资金;从单一运营主体,到适度竞争的运营格局;
(2)从 “带条件招拍挂”到 “作价出资”再回到 “带条件招拍挂”的 “轨道+物业”开发模式,解

决了融资还本付息,有效保障可持续发展;
(3)针对未来建设工程,建议坚持 “轨道+物业”模式,并扩大PPP等市场化投融资规模,同时

通过政府专项债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

2.4 创新投融资模式的主要思路

国家发改委在 “发改规划 [2019]
 

328号”文中明确指出,支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吸引民

间投资,鼓励多元化经营,加大站场综合开发力度;规范开展本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通

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研究利用可计入权益的可续期债券、项目收益债券等创新形式推进市场化融

资,开展符合条件的运营期项目资产证券化可行性研究。基于此,提出以下几条创新投融资模式思路,
供业内讨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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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投融资模式测算机制,将城市轨道交通的外部效益估算出来,并运用到项目

建设和运营中;
(2)鉴于部分相关政策和法规难以适应当前发展需求,需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机制,为PPP融

资发展提供支持;
(3)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发展趋势,应采取多种手段吸引社会资本加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收

益与风险必须成正比,过分保障政府收益,不利于吸引社会资本;过分保障投资人的收益不利于轨道交

通投融资市场化;
(4)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将地铁沿线的物业增值进行回收。吸收借鉴我国香港地铁的土地转让方

式、地铁公司对大多数商铺和写字楼只租不卖等做法;此外,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好的经验,需要进一步

讨论;
(5)随着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对于区域城际轨道以及跨行政区的城市轨道而言,创新

投融资模式显得更加迫切。

3 建立产站城融合规划机制,促进产站城一体化发展

3.1 城市轨道建设与产业发展协调不足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的血脉,而产业则是城市的血液。目前,“站城一体化”理念已成共识,但对

“城”的理解并不清晰。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理应与城市用地规划及开发、产业布局规划及发展充

分协同,实现 “城市功能—产业选择—交通定位”协调匹配,“轨道建设—产业导入—城市开发”协同

推进,“轨道运营—产业发展—城市运行”互相促进的效果。
从实际效果来看,一些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特别是重大枢纽建成多年后,周边仍未形成符合其区位优

势的产业体系。枢纽周边开发基本限于商务办公、商业、居住等有限功能,在城市中心区外肯定不合

理,无法实现带动城市发展的目标,反过来也影响轨道交通运营效益。
例如,深圳北站建成9年来,周边开发及产业发展极其缓慢;坪山枢纽建成7年来,周边开发严重

滞后,产业升级无从谈起。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主要带动了外围片区大量住宅类房地产开发,加剧了

职住分离,刺激房价上涨的同时对外围产业发展造成挤出效应。

3.2 对产站城融合规划的思考

究其原因,主要在体制机制上,城市、产业和轨道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需要统筹用地

主体、产业主体、轨道主体等多方利益。其中,城市空间与用地规划归属规划部门,产业规划归属

发改部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归属交通部门。各部门受行政权限、不同规范标准差异、建设实

施主体及工期制约等因素限制,在城市空间规划、产业规划与交通规划之间统筹力度不够,导致

“产站城一体化”在规划层面的协调力度和深度不够,产业规划的深度仍局限于用地规划层面,实施

时序衔接不畅,最终出现实际运营后 “有站点无空间”或 “有空间无产业”现象,导致城市有限资

源的严重浪费。
为推动产站城融合规划建设落地,提出 “产业引导—规划统筹—轨道支撑”模式,开展 “产业—城

市—轨道”融合规划的机制和方法研究,重点针对制约产站城融合规划实施的用地规划调整及审批制

度、开发及交通用地出让和招拍挂政策、土地权属利益平衡、产业导入及培育政策、标准规范适用性等

进行研究,提出体制机制优化建议,制定不同层次规划互相协同、不同阶段审批流程互相衔接、建设实

施时序互相配合的产站城一体化操作实施方案。
同时,建立多专业合作机制,围绕轨道建设特别是综合枢纽建设,研究和落地产业布局,完善城市

和交通设施配套,实现城市发展目标。此外,鼓励探索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推进建设用地多功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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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枢纽规划涉及的主要专业

领域示意图

体开发和复合利用,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和集约用地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站城一体化”理念和规划方

法已比较成熟,但是 “产站城一体化”规划实施存在一定难

度,需要经历非常细致的研究过程,保持长期、耐心、持续

和滚动谋划,才能达到比较好的规划效果;同时,需要科学

的体制机制和高效的组织机构进行统筹、协调和推进,以及

完善的配套政策予以扶持和保障。

3.3 经典案例剖析-伦敦国王十字站及周边改造

接下来,通过经典案例分析来佐证笔者的上述观点,同

时供业内讨论和参考。

3.3.1 改造背景

伦敦国王十字站[4]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国王十字地区,建成于1852年,是英国南端大型铁路终点站,
曾经是繁荣的工业中心和货物集散转运中心。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工业经济逐步退出伦敦,该地区成为

低收入人群聚集、租金低、环境差的典型代表,面临着交通阻塞、经济乏力、区域形象不佳、废弃历史

建筑留存、公共空间匮乏、产业发展缓慢等一系列突出问题。1995年,“欧洲之星”国际列车终点站圣

潘克拉斯站在其西侧建立,促使国王十字街区改头换面,重焕生机。

图3 改造前的国王十字站示意图

3.3.2 改造方案

1996年,国王十字站及周边区域联动开发规划正式启动,改造总面积27公顷,总体规划历时7年

(1998~2005年),深入研究从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建设方案,到如何通过社会和商业的改变来强化车

站与周边大范围国王十字中心区、圣潘克拉斯车站、伦敦地铁以及城市环境之间的联系,涵盖重新利

用、复原和新建等三类工程。
值得我们借鉴的是,规划总目标定位为城市空间的重构与价值的重塑,具体包括:世界一流的城市

发展,伦敦的重要组成;更广泛区域的更新;交通枢纽的效益最大化;在实施中保护弱势群体;环境

(特别是能源)的可持续性;经济实惠的家庭住房;遗产 “平衡”—机会区与保护区;公共领域—采纳

与管控。

3.3.3 改造效果

发展至今,国王十字站重现生机,完美地从工业遗产蜕变成伦敦新地标,成为伦敦市区租金最高的

区域之一和周边区域整体开发的引擎,包括23栋办公楼,可承载35000名员工;13栋共2000多套新

住宅;50万平方英尺的特色商业;成功吸引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谷歌伦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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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国王十字站及周边区域联动开发规划示意图

部、巴黎银行房地产公司、路易·威登、LV、环球唱片、《卫报》等文化、教育及企业入驻;往来客流

中包括40%创客即年轻初创人才和中央圣马丁学院学生、20%游客即欧洲大陆及英国其他城市游客、
40%商务办公即成熟商务科技企业办公人士;经济结构逐步向科技和创新产业转型。

图5 改造后的国王十字站及周边区域示意图

与此同时,国王十字站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交通枢纽。2018年,该站客流量达到3391万人,圣潘

克拉斯站达到3463万人 (英国2018年总人口6657万人),与城市公交换乘十分方便,汇聚6条地铁线

路,通达伦敦每个角落;对内,可联系北方各城市门户车站,2小时到达牛津、剑桥;4小时到达爱丁

堡等苏格兰地区。对外,通过西侧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穿越英吉利海峡直达欧洲内陆,2小时到达巴

黎、布鲁塞尔,4小时到达阿姆斯特丹。

4 协调城际铁路多行政主体,共建共享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成果

当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5]
 

和深圳都市圈规划的推进,城际铁路处于大规模规划建设期,但

是,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值得共同探讨。结合深圳地区城际铁路发展现状,探讨多行

政主体下的都市圈城际铁路规划建设问题。
(1)体制机制方面:涉及行政部门多、统筹考虑因素多、多部门协调难度大、规划衔接程度低、协

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
(2)城市 (区域)与城市 (区域)之间:城市财政压力较大、利益分配不均、共建共享程度低、资

源浪费现象严重、部分城市积极性不高导致一些线路推进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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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国王十字站轨道通达示意图

(3)政府与市场方面:政府主导型强,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弱。
针对上述问题,探讨如下解决思路:
(1)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机制,囊括规划协调、政策协同、社会参与等方

面。建立城市间多层次合作协商机制,确保各地区、各部门协调配合、同向发力,并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特别是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建议,增强都市圈内各方共

同参与的认同感和积极性。
(2)加强规划衔接控制:加强城际铁路规划与综合交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衔

接,将已规划的铁路线站纳入上位规划,并预留通道资源;同时加强与城市轨道、公路、城市道路、民

航、水运等交通方式的衔接,统筹规划预留衔接点,促进形成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
(3)及早谋划前期工作:进一步加强与国家发改委、国铁集团等国家部门的沟通,对纳入规划的项

目及早启动前期工作和建设准备工作,同时,切实做好项目储备;省市建立健全项目前期工作协调机

制,加快办理项目前期专项审批工作,积极创造条件确保规划项目如期推进。
(4)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基础性支撑和引领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探索

以市场化运作为主的收益补偿机制,实现稳定合理投资回报;鼓励社会投资者以直接投资方式参与项目

全过程,探索 “轨道+土地”模式;研究引进险资、基金等社会资本以股权投资方式参与项目投资。
(5)积极开展土地开发:结合铁路线站选址做好开发用地控制,根据开发需求及时编制铁路站场周

边土地综合开发规划[6]
 

;进一步完善沿线土地开发机制和支持政策,推进TOD开发工作,促进城际轨

道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要不要持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如何创新投融资模式、如何建立产站城融合规划机制、如何协调多

行政主体下的城际轨道建设问题,是城市轨道交通超常规发展阶段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需要尽早明确

解决思路和发展方向,以指导城市轨道交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需要持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并且应当

从长远角度和外部效益角度综合评价和量化分析城市轨道交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科学决策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模;需要建立相应的投融资模式测算机制,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注重收益与风险

比例均衡,创新投融资模式,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利用 “产业引导—规划统筹—轨道支撑”模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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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城市—轨道”融合规划的机制和方法研究,建立产站城融合规划机制,促进产站城一体化发展;
建立都市圈城际轨道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城市间多层次合作协商机制,促进城际轨道交通健康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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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都市圈一体化轨道交通发展思考

姜 蕊 王均瑶

【摘要】 本文总结国内外都市圈发展经验,结合长春都市圈出行特征及现状轨道特点,提出长春都市圈一体化轨道交

通系统的构成,及都市圈不同交通圈层的轨道交通模式和设计标准,特别对原规划缺少的市郊铁路和市域快线层次进行

详细探讨,最后对标其他都市圈轨道交通衔接模式,提出长春都市圈市郊铁路和市域快线的接入模式,最终形成长春都

市圈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

【关键词】 长春都市圈;市郊铁路;市域快线;多模式轨道

0 引言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

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1]
 

。在分工上,各类产业错位布局,不同资源要素高效流动,为引导区域经济优

化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在功能上,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吸引着大量资源和劳动力要素,次级城市分工协

作,形成合力助力区域一体化发展。
为支撑都市圈内部大量客流集散,实现各城市间快速通达的交通联系,《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

意见》中明确指出 “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通勤圈,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纵观国内外发展较为成

熟的都市圈,如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广佛都市圈均规划了以轨道为核心的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
轨道交通是引导和促进都市圈发展形成的关键。

目前吉林省正在编制长春都市圈空间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建立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都市圈客运交通

系统,依托轨道交通满足都市圈各圈层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实现都市圈城镇间互联互通,助力都市圈高

质量发展。

1 长春都市圈概况

长春都市圈辐射面积约42000km2,人口总量约为1300万,经济总量约为9600亿元,都市圈城镇

体系结构如表1所示。

表1 长春都市圈城镇规模结构

城市等级 城区人口规模 城镇

特大城市 500万人以上 长春市区

Ⅰ型大城市 200万-500万人 ———

Ⅱ型大城市 100万-200万人 吉林市区

中等城市 50万-100万人 四平、辽源、松原

Ⅰ型小城市 20万-50万人 农安县、榆树市、德惠市、公主岭市

Ⅱ型小城市 20万人以下 永吉县、伊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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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现状问题

2.1 铁路层次能级较低

长春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由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速铁路和城市轨道等4个层次组成,但总体规

模及数量均较少,如高速铁路层次,都市圈内仅 “一横一纵”两条高铁经过,都市圈主要发展轴缺乏高

等级铁路带动支撑 (如长辽轴带)。而普速铁路层次,75%普铁线路为以单线,现状中等以上城市开行

列车数量少,整体运能偏低。

表2 长春都市圈现状轨道交通

层次 数量 名称 连通城镇

高速铁路 1 哈大高铁 长春,德惠市,公主岭市,四平市

城际铁路 1 长吉城际 长春市,吉林市

普速铁路 4
京哈铁路、长白铁路 (单线)、长图铁路

(单线)、长双烟铁路 (单线)
长春,德惠市,公主岭市,四平市,

松原市,农安县

城市轨道

交通
5

地铁:1号线,2号线

轻轨:3号线,4号线,8号线
中心城区

2.2 轨道系统模式不健全

对比国内外成熟都市圈的轨道交通模式,长春都市圈缺乏市郊铁路层次,而市郊铁路是服务都市圈

内部客运交通的主导模式,各大都市圈均依靠市郊铁路解决远郊城镇居民进出中心城区的通勤问题,如

东京都市圈的私铁线,北京都市圈S2线,上海都市圈金山铁路。
现状都市圈内部的长距离出行 (超过30km)仅通过小汽车和公路客运方式,出行时耗长,交通方

式单一,难以适应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2.3 国铁与城市轨道一体化程度低

现状国铁系统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二元体系,在长春市内融合程度较低。而东

京都市圈在中心区有多处枢纽实现铁路与轨道交通换乘,伦敦都市圈一些铁路与轨道交通实现共线运

行,协同程度较高。
目前长春都市圈除长春站、长春西站外,国铁在长春市内10余处车站均与轨道交通线路无法换乘,

国铁系统与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内部相互割裂,各自独立发展,尚未形成合力支撑都市圈客运交通

体系。

3 长春都市圈出行特征分析

3.1 以长春为核心的向心交通趋势显著

本次都市圈出行特征基于吉林省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上得出相关结论。
以长春为起终点的交通出行量占都市圈出行总量的58%,都市圈向心交通趋势已经出现,核心城

市对其他中小城市的辐射能力较强。
与长春联系度最强的城镇依次为九台、公主岭和农安,出行占比分别为20%,18%、

 

18%。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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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上,东北,西南和西北是都市圈主要客流方向,目前这三个方向轨道方向联系较弱,铁路发车对数

少,无城市轨道交通,进出长春主要依靠小汽车和公路客运方式。

图1 长春与其他城镇交通出行量比例分布

3.2 都市圈内仍以50km半径出行为主

在出行范围上,出现两类显著特点,第一,核心城市的出行半径主要以长春为核心的50km半径之

内,即长春市域范围。第二,其他中等城市对其邻近城镇的吸引力更强,核心城市对这类小城镇的吸引

力不高。
同时,都市圈出行中已经出现超过50km的一些跨市向心出行,如长春市与吉林市、长春市与公主

岭市一日出行量均超过2万人次。可以判断现阶段长春都市圈仍处于培育期,都市圈内部长距离出行以

长春市域范围的出行为主,还包括长春与其他中等城市的交互往来。

图2 长春都市圈出行OD图

3.3 毗邻地区通勤交通出行需求初显

在出行时间上,分别在8点,10点,17点和20点四个时间段分析出行规律发现,在8点和1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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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与九台,长春与农安,长春与公主岭呈现明显的峰值特性和高频度特性,显示出较强的通勤特征,
但通勤特征仅在长春市域范围内和长春毗邻地区较为明显,而长春与四平、辽源及吉林市等中小城市通

勤联系仍然不明显。

图3 长春都市圈各时段出行OD图

4 案例借鉴

4.1 多模式、 多层级轨道网络服务不同圈层

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等世界著名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建设起步较早,目前已经基

本形成了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距离中心城区30km以上的区域一般

依靠市郊铁路实现长距离出行,30km之内中心城市 (区)依托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方式完成短距

离出行。
北京、上海等国内以城市群为依托建设的都市圈为增强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交通联络,在

100km以上层次增加了城际 (客专)的模式。

表3 主要都市圈多模式轨道交通网络层级结构

名称 范围 轨道系统 长度 (公里)

东京都市圈

一都三县 (70km) JR国铁+私铁 JR国铁:887.2[2]
 

东京都 (30-70km) JR国铁+私铁 私铁:1208.3

中心区 (15km) 地铁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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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范围 轨道系统 长度 (公里)

巴黎都市圈

服务大于50km 高铁 (TER、TGV) 200[3]
 

半径30-90km范围 市郊铁路 1048

半径15-30km RER 624

半径15km的中心城区 地铁、有轨电车 285

伦敦都市圈
中心区与近、远郊地区 (20-50km) 市郊铁路 3071[4]

 

城市中心区 (半径20km) 地铁 402

北京都市圈

第三圈层 (半径100-300km) 城际铁路、客专 ———

第二圈层 (半径50-70km) 区域铁路 (含市郊铁路) ———

第一圈层 (半径25-30km) 地铁 (普线、快线) ———

上海都市圈

主城区与新城、近沪城镇 城际线 ≥1000

主城区 市区线 ≥1000

局部地区普通客流 局域线 ≥1000

4.2 市郊铁路在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中占主体地位

各都市圈均规划建设了大规模的市郊铁路用于带动都市圈内次级城市及中小城镇来往于中心城市的

通勤出行。市郊铁路在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中占绝对主体地位,东京都市圈和伦敦都市圈的市郊铁路在

整个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占比均超过了80%,在整个轨道交通系统中发挥骨架支撑作用。

图4 各都市圈市郊铁路占比图

4.3 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衔接方式多样

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作为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的两个部分,如何衔接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外

围城镇进出中心城市 (区)的效率。通过分析上述都市圈,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衔接的型式主要包括以

下三种:深入中心式、边缘枢纽式、多线多点式
 [5]

 

。
依据表4,各都市圈至少有一条市郊铁路深入城市中心 (如巴黎都市圈的RER线,伦敦都市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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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crossail铁路),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形态和市郊铁路在中心城区设站等因素,中止多条线路

的换乘站或者中心区边缘的大型客运枢纽,实现铁路与城市轨道无缝衔接,同时又可降低铁路对中心区

的分割和干扰。

表4 主要都市圈轨道交通衔接方式一览表

名称 轨道衔接方式 具体做法

东京都市圈 深入中心式+多点多线式
深入中心式:城市铁路与地铁共线进入市中心

多点多线式:部分铁路中止于JR山手环线

巴黎都市圈 深入中心式+边缘枢纽式
深入中心式:RER线路中止与核心区内部

边缘枢纽式:部分市郊铁路中止于外围的铁路站点

伦敦都市圈 深入中心式+多点多线式
深入中心式:规划的crossail、西伦敦线均深入市中心

多点多线式:原市郊铁路线终点位于地铁环线上

北京都市圈 深入中心式+边缘枢纽式
深入中心式:S1线 (石景山-北京西-北京-北京东-通州)

边缘枢纽式:S2线 (昌平+延庆线),S5(怀柔—密云线)

上海都市圈 深入中心式+边缘枢纽式
深入中心式:金山铁路

边缘枢纽式:机场联络线 (虹桥-浦东-长海东站)

5 长春都市圈一体化轨道交通布局思考

5.1 构筑多模式轨道交通网络, 满足不同圈层出行需求

对标东京、巴黎等大都市圈,本轮长春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中增加市郊铁路和市域快线两个层次,
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由国铁、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市域快线,城市轨道交通等多种模式构成。其中,
国铁服务于超过100km的对外长出行,城际铁路服务于长春与都市圈内部中等以上城市的点对点快速

出行,市郊铁路服务长春市域范围 (50km)中小城镇进出长春的通勤出行。市域快线服务于长春市域

内远郊区县的中长距离出行。城市轨道交通用于长春中心城区内部公共交通出行。

图5 长春都市圈轨道交通功能层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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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利用高铁通道开行城际铁路, 强化大、 中城市直连直通

利用哈大、长珲等现状高铁通道和铁路枢纽总图规划确定的长白高铁通道,规划新增长辽城际通

道,沿着主要发展方向构建长春都市圈集约高效的城际交通走廊,依托高速铁路实现都市圈内部以长春

为中心,中等以上城市点对点0.5小时通达的目标,强化城际铁路走廊的服务效率和能级基础上,实现

都市圈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和网络运营协同。

表5 长春都市圈城际铁路一览表

城际铁路 高速铁路通道 城市

长平城际 哈大高铁 长春、四平

长吉城际 长珲城际 长春、吉林

长辽城际 规划长辽城际通道 长春、辽源

长松城际 长白高铁预留通道 长春、松原

5.3 利用既有普速铁路走廊, 谋划市郊铁路网络

现状长春市域远郊城镇进出长春仅依靠国省干道,出行时间长,出行效率不高。为强化长春市域的

连通性,提升都市圈内中长距离交通能级,本次规划利用既有的普速铁路走廊,谋划以长春为核心的放

射型市郊铁路网络,实现50km半径之内各新城及重点镇3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中心城市的目标。利用

铁路的大运量特征,开行公交化的市郊铁路,通过改造、新建部分车站,满足远郊城镇内部日益增长的

向心通勤交通需求,其中市郊铁路设计速度为100~160km/h,平均站间距为10km。

表6 长春都市圈市郊铁路一览表

名称 起终点 普铁通道 途径站点 长度 (公里)站间距 (公里)

SJ1 长春东-双阳 长双烟铁路 长春东、英俊、泉眼、奢岭、鹿乡、双阳 60 10.0

SJ2 长春-九台 长图铁路 长春、长春东、卡伦、龙嘉堡、九台 54 9

SJ3 长春南-公主岭 京哈铁路 长春南、大屯、范家屯、陶家屯、公主岭 53 10.5

SJ4 长春-德惠 京哈铁路
长春、一间堡、长德、米沙子、沃皮、

布海、德惠
77 11

SJ5 长春-农安 长白铁路 长春、合隆、开安、华家、农安 65 13

5.4 增加轨道快线层次, 构筑市域城镇快速进出新通道

已经批复的 《长春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长春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等上位规划更关注中心

城区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而市域的近远郊城镇、重点片区的轨道延申研究尚为空白,双阳区虽然规划

了轨道线路,但制式为普线,至中心城区运营时长超过了1小时,出行效率较低。本次基于九台撤县设

区,公主岭由长春带管等行政区划变化,规划5条市域快线,从而实现市域重点区县半个小时到达长春

市中心的目标。五条快线中长春与大岭县的快线采用 “穿心”模式,终点为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其余

四条线路终点均为城市外围的大型客运枢纽。市域快线采用地铁系统,设计速度为80~100km/h,平

均站距约为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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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长春都市圈市域快线一览表

快线名称 起终点 线路长度 (公里) 设站数量 (个)

长双快线 永春枢纽-双阳 44 8

长九快线 东部枢纽-九台 40 9

长岭快线 人民广场-大岭 28 7

长范快线 西南枢纽-范家屯 52 7

长米快线 东部枢纽-米沙子 37 5

图6 长春都市圈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图

5.5 选择适当的都市圈轨道接入方式, 强化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

规划市郊铁路、市域快线有两类方式引入长春市区,一类是直接深入长春市中心,如长岭快线,该

方式乘客无需换乘即可到达城市中心,出行时间损失少,舒适度高,但缺点是对长春站,人民广场等客

流较大集散点带来更多的客流压力,造成车站更加拥挤。第二类是终点设置为中心区边缘的城市客运枢

纽,如将市郊铁路引入现状铁路车站 (长春东站,长春南站)或将市域快线引入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大型

城市客运枢纽,如长春东部枢纽,西南枢纽等。这种方式实施相对简单,与城市轨道交通接驳换乘容

易,更多的换乘客流能够盘活外围大型火车站及客运枢纽,但缺点是进入中心区需要与城市轨道交通二

次换乘,出行时耗较长、舒适度差,客流组织比较复杂。

表8 轨道交通加入方式一览表

接入方式 市郊铁路/市域快线 换乘站名称 换乘市区轨道交通线路

深入中心式

SJ2

SJ4

SJ5

长岭快线

长春站 1,3,4

人民广场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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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接入方式 市郊铁路/市域快线 换乘站名称 换乘市区轨道交通线路

边缘枢纽式

SJ1

SJ3

长双快线

长九快线

长米快线

长范快线

长春东站 4

长春南站 3,7

永春枢纽 1

东部枢纽 2,9

西南枢纽 5

6 结语

长春都市圈目前仍处于培育阶段,发展都市圈一体化轨道交通系统,是支撑长春都市圈发展形成的

必要条件,也是推动哈长城市群发展,加速东北振兴的重要抓手。长春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建设应充分

借鉴国内外都市圈经验,结合都市圈城镇体系结构,产业布局及自身交通出行特征,补齐短板,积极探

索市郊铁路和市域快线层次的实施路径,及与城市轨道交通的衔接换乘等问题,轨道交通与用地发展相

互协同,促进轨道上的长春都市圈形成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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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规划理论与实践

陶志祥

【摘要】 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要求提升轨道交通一体化水平,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轨道交通体系,推进轨道交通 “四
网融合”发展。本文提出基于 “空间、需求、供给”理论基础的 “四网融合”规划理念,并重点从网络一体化、通道一体

化、枢纽一体化、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四个方面开展 “四网融合”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都市圈;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U239.5 文献标志码： A

0 引言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

要平台。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h通勤圈为基

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近年来,我国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但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

协作不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为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国家发改委于

2019年2月印发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1]
 

,提出打造 “轨道上的都市圈”,推动干

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 “建设城市 (群)一体化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综上,开展都市圈轨道交通一体化 “融合”发展是当前推动都市

圈一体化规划建设的重要抓手。

1 理论基础

借鉴国际大都市圈发展经验[2-4]
 

,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机动化的迅速发展及都市圈

的融合发展,应加快推进都市圈轨道交通建设,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轨道交通体系,支撑都市圈空间

结构的形成及满足不同层次出行需求的需要。开展都市圈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规划,应明确都市圈空

间格局、交通出行特征下的轨道交通供给方式,以及轨道交通功能层次与技术特性,为 “四网融合”规

划奠定理论基础。

1.1 规划理念

本文提出 “空间、需求、供给”的三要素规划理念,以期在理论分析层面为 “四网融合”规划提供

支撑。本文提出的三要素之间互为逻辑关系。

1.1.1 “空间”要素

都市圈在不断发育的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功能,支撑其发展所需要的

轨道交通系统也是不同的:(1)全国国土空间下,都市圈应发挥其国家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引领功能,构

建都市圈与其他城市群的对外交流圈;(2)城市群空间下,都市圈应发挥其城市群内的辐射功能,构建

都市圈的城际交通圈;(3)都市圈通勤圈层空间下,应发挥其中心城市至外围城镇组团的同城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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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都市圈市域 (郊)通勤圈;(4)都市圈主城区或中心城区通勤圈层空间下,应发挥其主城区的交通

功能,构建主城通勤交通圈。

1.1.2 “需求”要素

都市圈不同的空间圈层会出现不同层次特征的出行需求:(1)全国国土空间下,出行需求为都市圈到

其他城市群的出行,客流以商务、公务为主,要求提供城市到城市的服务,出行时间目标为相邻城市群核

心城市间3~4h;(2)城市群空间下的都市圈出行需求表现为与城市群内其他中心城市间交流,客流以商

务、公务、生活为主,要求提供市区到市区的出行服务,出行时间目标为区域内1h;(3)都市圈中心至外

围的通勤圈空间下,出行需求为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周边城镇之间的通勤、生活、商务、公务客流,要

求提供片区到片区的出行服务,出行时间目标为都市圈范围内1h;(4)都市圈主城区通勤圈层,出行需求

为主城区内的通勤、通学客流,要求提供门到门的出行服务,出行时间目标为0.5~1h。

1.1.3 “供给”要素

依据都市圈 “空间”、“需求”特征,对于轨道交通供给服务功能要求是不一样的:(1)全国国土空

间下,需要提供时速在250km/h以上的高速铁路服务; (2)城市群空间下,需要提供时速在160~
250km/h城际铁路服务;(3)都市圈中心至外围的通勤圈空间下,需要提供速度120~160km/h的市

域 (郊)铁路服务;(4)都市圈主城区通勤圈层,需要提供速度80~120km/h的城市轨道交通服务。
都市圈不同空间、不同需求下轨道交通体系功能层次划分见图1。

图1 都市圈不同空间下轨道交通体系功能层次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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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四网” 特征

从我国都市圈的发展情况来看,逐步形成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张网”。依据 “空间、需求、供给”的理论基础分析,“四张网”的服务对象、功能层次、技术特性

不同,为 “四网融合”规划奠定了基础。

1.2.1 功能层次

从功能层次来看,干线铁路服务于全国范围内客货运输的铁路网,主要有高速铁路、普速铁路等,
在全国国土空间层面解决都市圈层对外的中长途客货运输;城际铁路服务于城市群空间范围内城市间公

务、商务、旅游等出行,在城市群空间下主要解决都市圈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之间的城际出行;市郊

(域)铁路服务于大都市圈 (区)外围到中心城内通勤交通,主要有市郊铁路、市域铁路等;城市轨道

服务主城区、中心城区内部出行通勤、通学、日常生活出行,有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

1.2.2 技术特性

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的技术特性不尽相同,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都市圈轨道交通体系技术特性

空间层次 分类 层次 制式 站距 (km) 技术标准 (km/h) 功能 线路举例

国土层次

半径150km及以远
远程

高速铁路

国家干线
高速铁路 50 250~350km/h

大都市圈对外联

系、过境交通

京广高铁

宁杭高铁

城市群层

半径50~150km
中程 城际铁路 城际铁路 10~20 160~250km/h 城市群城际交流

沪宁城际

广珠城际

都市圈层

半径30~50km
近程

市域 (郊)
铁路

市郊轨道、
市郊铁路

2~5 120~160km/h 都市圈通勤交通
大都市区市

郊铁路等

主城区

半径5~30km

短程

市内
城市轨道

地铁

轻轨
0.8~1.5 80~120km/h 市内通勤、通学等 地铁及轻轨

2 规划思路

针对我国都市圈轨道交通 “四张网”相对独立发展、一体化水平不高、融合发展不足等问题,基于

“空间、需求、供给”等理论研究,以 “功能互补,服务兼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导向,从网络

一体化、通道一体化、枢纽一体化、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等四个方面展开研究[5,6]
 

。

2.1 网络一体化

根据 “空间、需求、供给”理论基础,以空间和需求为导向,依据各层次网络的服务功能及技术特

性,推动四张网由相对独立发展向一体化融合布局。从综合一体化的角度,对现有规划进行再优化,从

“一张网”的角度统筹考虑各层次网络的组合供给,减少不同线网的功能定位重叠和重复建设,优化网

络布局。如市域 (郊)铁路穿心线,进入主城区会引起城区线网的优化调整;城际网进入城市核心区,
会引起共廊道的市域铁路布局优化;国铁干线新线引入城市,若新增客站,会引起城轨网、市域网及城

际网等布局优化调整。因此,网络一体化的核心理念即是以需求和功能为原则,审视现有规划网络,促

进网络一体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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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道一体化

依据都市圈各层次轨道交通网络规划,研究通道内各层次网络线路之间功能相互融合,资源合理配

置,提升服务水平,避免多条线路承担同一部分客流,造成资源浪费。根据城市空间尺度,通道可以分

为区域对外通道、区域内通道、市域内通道三个空间层次,每个层次可以根据区位关系进一步细分。通

道一体化的核心理念与网络一体化布局基本一致,强调充分考虑出行需求特征,发挥通道内各种方式的

组合效率,优化各方式资源合理配置;如某一通道内从核心区至外围组团,各网从各自规划角度布局有

城市轨道交通、市域 (郊)铁路和城际铁路,可能会出现城市轨道交通无限延伸,与市域 (郊)铁路功

能重叠;也有可能市域 (郊)铁路与城际铁路功能重叠,因此功能、技术特性和需求为首要考虑因素,
从发挥各自功能优势的角度,实现优化布局。

2.3 枢纽一体化

按照 “主辅清晰、衔接高效”的原则,规划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网络

之间的三级衔接节点体系。一级节点为四网融合节点,衔接
 

“四张网”,主要是中心城市大型铁路客站

和机场枢纽;二级节点为三网融合节点,衔接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中的

“三张网”,主要是中心城市或中型城市成熟的大型铁路客站和辅助客站;三级节点为两网融合节点,衔

接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中的 “两张网”,主要是地级市既有铁路客站和中

心城市城市公交枢纽。在三级节点分类的基础上,规划研究各类枢纽内网络之间的衔接关系,如换乘布

局、贯通运营[7]
 

。

2.4 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

力求破除管理体制壁垒,构建一体化的经营管理机构,负责统筹、协调不同层次轨道线网的运

营管理、运输组织及资源共享;研究客运联运服务,优化运输组织方案,实现轨道交通多网的客运

联运;研究客运 “一卡通”票务服务,推进多层次轨道交通间客票 “一卡通”服务;完善不同方式

之间客运 “安检互认”服务。构建客运 “一站式”全域出行服务,提供全网最优、最全的出行方式

规划,借助立体化的信息能力,为用户提供涵盖行前决策、行中选择、行后目的地服务的全域出行

解决方案。

3 理论实践
 

以本文作者参与的广州轨道交通一体化课题为案例[8]
 

,从网络一体化、通道一体化、枢纽一体化及

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等方面进行探讨。

3.1 网络一体化

广州市城市空间分为主城区、都市圈、区域、国家四个层次,分别对应主城通勤圈、市域 (郊)
通勤圈、大湾区城际交通圈、大湾区对外交流圈。依据前述规划理论,提出不同圈层采用不同的轨

道交通方式:主城通勤圈主要服务于广州主城区,建议采用城市轨道交通;市域 (郊)通勤圈主要

服务于广州市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周边城镇之间的交流,建议采用市域 (郊)铁路;大湾区交通

圈主要服务于广州市与大湾区其他城市间交流,建议采用城际铁路;大湾区对外交流圈主要服务广

州市与其他城市群之间的交流,建议采用干线铁路。从功能与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网络之间的融合

性,提出完善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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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州轨道交通系统层次划分示意图

3.2 通道一体化

3.2.1 区域对外通道一体化

广州市区域对外通道分为北向、东向、西向、西北向4个方向 (图3)。在既有及在建铁路的基础

上,依据客流规划新的线路 (北向规划永清广高铁、广河高铁;西向规划南深高铁;西北向规划柳广铁

路)。出行时效方面,基本实现广州至相邻省会城市3~4小时通达;能力适应性方面,各方向通道输送

能力均可满足运量需求。

图3 广州对区域外通道融合规划示意图

3.2.2 区域内通道一体化

按照广州市与区域内各城市间的位置关系,区域内通道可以分为广深港通道、广珠澳通道、广佛肇

通道、广惠通道、广清通道。根据客流进行通道规划并明确线路分工。由于通道数量较多,主要以广珠

澳通道为例进行分析 (图4)。广珠澳通道处于粤港澳大湾区西岸主轴区位,现状通道内有广珠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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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广珠澳通道一体化规划

广珠城际,但广珠城际技术标准偏低、近期能力紧

张,无法满足珠澳地区高速通达需求,且现状路网

缺乏对广州南沙副中心、佛山城区、江门城区、中

山北部等地区的纵向覆盖。为此,规划广中珠澳高

铁、广佛江珠城际、珠江肇高铁,规划后通道内线

路分工如下:(1)广珠铁路:是以货运为主的客货

共线铁路,主要承担沿线地区的货运需求同时兼顾

少量长途跨省长途客流;(2)广珠城际:主要承担

沿线地区广州市区 (不含南沙)、佛山顺德、中山

中心组团及西部组团、珠海香洲区、江门城区之间

的城际客流,同时兼顾少量沿线地区对外长途客

流;(3)广佛江珠城际:主要承担广州中心城区,
佛山大沥组团、龙江镇、九江镇,江门中心城区,
珠海斗门、金湾等区域间的城际客流;(4)广中珠

澳高铁:主要承担广州空港、知识城、番禺南部城

区、南沙副中心,中山中心城区、三乡镇、坦洲

镇,珠海中央商务区等区域的对外中长途客流以及

沿线间城际客流;(5)广湛—江肇高铁:主要承担

江门中心城区、鹤山市,珠三角新干线机场,肇庆

中心区等区域通往西北部地区的中长途客流以及部

分沿线城际客流。

3.2.3 市域内通道一体化

广州市域内通道可以分为主城区—花都—清远通道、主城区—知识城通道、主城区—佛山主城区通

道、新塘—东莞延伸通道。由于通道数量较多,主要以主城区—知识城通道为例进行分析 (图5)。主

城区—知识城通道既有线路有14号线 (含支线)、16号线,规划市域S5线。规划后,3条线路共同承

担的主城与东北部外围城区间交互客流上升至79.3万人次/日,占主城与东北部外围城区交互总量的比

例提高到28%;其中服务主城与东北部外围城区间通勤客流上升至41.8万人次/日,占轨道交通服务

主城与东北部外围城区间客流量53%。各条线路的覆盖如下:(1)轨道交通14号线:广州站、传统中

轴、太和镇、太平镇、从化城区;(2)轨道交通21号线:国际金融城、黄埔政文中心、九龙镇、增城

城区;(3)市域S5线:广州东站、新中轴、第二CBD、鱼珠高铁站、智慧城、知识城、从化、温泉度

假区,并通过与S3线互联互通联系琶洲、芳村等,辐射佛山城区。

3.3 枢纽一体化

基于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及相互间交换客流量,建议城际铁路与干线铁路通过联络线在主

要铁路客站实现互联互通,市域 (郊)铁路与干线铁路及城际铁路间采用换乘衔接,城市轨道交通与市

域 (郊)铁路间采用换乘衔接,与周边城市间打造广佛轨道一张网、穗莞多通道、其他邻穗城市中心直

达等。基于上述分析,规划形成以广州站、广州南站、广州东站、白云 (棠溪)站、佛山西站、空港枢

纽等为主要客运枢纽,以广州北站、新塘站、南沙站、鱼珠站位辅助客运枢纽,以知识城、庆盛、增城

为主要换乘节点的客运枢纽布局。广州市主要铁路车站均引入了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

交通线路等,充分发挥铁路枢纽的辐射作用。部分主要客运枢纽的布局规划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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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主城区—知识城通道一体化规划

图6 广州部分主要客运枢纽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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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

3.4.1 建设管理一体化

  项目建设方面,干线铁路由铁路部门与广东省为主导进行建设,广州市等地方政府参与共同出资建

设;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由相关地方政府为主进行建设,其中城际铁路的建设由

广东省为主导。
运营管理方面,考虑到干线铁路主要承担大区域间的交流,建议由铁路部门负责。考虑到城际铁

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主要承担区域内交流,公交化要求更高,高峰特征相对明显,建议

由广州市轨道交通集团负责。

3.4.2 运输组织一体化

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与国铁、城际铁路的功能定位、服务对象、系统标准、建设主体等

不尽相同,因此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与国铁、城际铁路间宜采用换乘衔接较为合理。广州市

境内城际铁路主要服务于大湾区内城际客流,虽然基本上采用国铁的系统标准,但原则上不组织与国铁

的跨网运输业务,相对独立成网,个别线路具备贯通运营条件的,可考虑开行少量跨线列车。广州不同

层次轨道交通间的运营组织衔接方式见表2。

表2 广州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输组织衔接方案

制 式 国铁干线 城际铁路 市域 (郊)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国铁干线 跨线+换乘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换乘 换乘

城际铁路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跨线+换乘 换乘 换乘

市域 (郊)铁路 换乘 换乘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城市轨道交通 换乘 换乘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3.4.3 资源共享研究

(1)车辆资源共享。广州市不同层次轨道交通车辆选型主要如下:(1)高铁采用交流25kV供电系

统,选用CRH系列动车组及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2)城际铁路速度等级为160~200km/h,采用

交流制式,车辆选型为CRH6A、CRH6F,具备与高铁线路互联互通、跨线运营的条件;(3)研究中

的广州市域 (郊)铁路速度等级为100~140km/h,推荐采用交流制式,车辆选型主要有CRH6F或市

域D型车;(4)城市轨道交通主要采用直流供电制式,车辆选型为A或B型车。因供电制式不同,车

辆重要性能参数与交流车差异较大,难以实现与国铁、城际线路的互联互通。综上,仅从车辆选型角

度,高铁、城际、市域 (郊)铁路均采用交流25kV供电制式的车辆,具备互联互通、跨线运营的

条件。
(2)车辆检修资源共享。国铁和城际铁路具备车辆检修资源共享的硬件条件。从检修能力分析,广

州枢纽各动车运用所能力偏紧,且受用地条件限制扩建困难。反之,珠三角城际动车运用所在建设初期

能力相对富余。在站段关系位置适宜、具备联络线走行互通的前提下可以分担部分高铁动车组的作业。
城际铁路和市域 (郊)铁路均由地方负责运营管理,在考虑车辆选型、线路互联互通、检修能力后可以

共享车辆检修资源。

3.4.4 售检票一体化

(1)票制一体化方案。随着电子客票的发展,国铁、城际铁路可逐步采用二维码等电子客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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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检票,为旅客提供购票、变更、乘车等服务。
(2)售检票一体化解决方案。以便于清分清算及运营管理为原则,对于国铁与地方独立运营城际铁

路共站站房,可根据流线及运营管理模式分别设置高铁场及城际场票务系统,方便城际票务系统地方自

行管理、制定和调整各项票务策略。对于车站内国铁与城际铁路共用站台及进出站通道的站房,可根据

流线及运营管理模式,国铁与城际铁路可共用一套票务系统平台,分设售票设备,检票设备上同时集成

国铁和城际铁路票制的识别功能。
(3)收入清分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建立综合交通一体化平台,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信息资源共享,

实现国铁票务系统、城际清分中心、地铁线路清分中心的互联,按照 “统一标准、统一接口”的原则,
分两个层面构建综合平台,一是中心级国铁票务系统、城际清分中心、地铁线路清分中心的联机接口,
二是车站现场设备之间的接口。

4 结束语
 

加快推进都市圈轨道交通建设,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轨道交通体系,对于支撑都市圈空间结构的

形成及满足不同层次出行需求的需要非常必要。本文提出基于 “空间、需求、供给”理论基础的 “四网

融合”规划理念,并重点从网络一体化、通道一体化、枢纽一体化、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四个方面开展

“四网融合”规划研究。网络方面,构建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轨道

交通体系,分别承担不同圈层的出行需求;通道方面,从对外通道、区域内通道、市域内通道三个空间

层次进行统筹规划研究;枢纽方面,按照 “主辅清晰、衔接高效”的原则构建三级衔接节点体系;建设

运营管理方面,推进运营管理、运输组织、资源共享、全程运输等。通过理论研究及广州市案例分析,
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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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网络评估技术研究

安 居 陈 锋

【摘要】 基于当前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方案评估的新需求和新形势,整合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对影响轨道交通客流

的因素进行识别和分类,突破轨道交通系统自身的局限性,不再 “就轨道谈轨道”,而是从城市发展、综合交通、轨道

交通多个层面着眼,设计轨道交通网络方案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建立相关城市基础数据库,并选取了天津、
成都、南京、武汉四个城市进行方法体系验证,以期对提升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规划等工作的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

做出有益尝试。
【关键词】 轨道交通网络评估;大数据分析;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

0 引言

过去十几年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集中快速发展期,截至2019年底,共有40个城市开通轨道交通运营

线路208条,运营线路总长度达到6736.2km。各城市轨道交通陆续通车运营或进入网络化运营阶段,线网规

模日益增加,系统日益复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评估作为轨道交通规划和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建立评估方

法体系,提升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对提高轨道交通规划工作的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 (国办发

〔2018〕52号文),对新形势下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建设门槛的同

时,强调了高质量发展。提出 “科学编制城市轨道交通规划”,
 

实现规范有序、持续健康发展。那么,
相应地轨道交通

 

“高质量发展”必然对评估方法体系的客观性、科学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国家数据开放等相关发展政策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为轨道交通网络评估方法的变革提供

了机遇。基于当前轨道交通网络方案评估的新需求和新形势,本文将遵循全面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

原则,整合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设计轨道交通网络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建立相关城市基

础数据库,并选取四个案例城市进行方法体系验证,以期对提升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规划等工作的

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做出有益尝试。

1 轨道网络评估技术发展的几次升级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评估技术的发展曾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1)唯里程论、唯客流论。轨道网络评估技术发展的最初阶段,核心思想是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越

长、承担客运量越大,说明城市的轨道交通网络综合水平越优。显而易见,该方法考虑因素单一,片面

性较强,科学性较差。
(2)DESES为代表的评价指标体系。DESES指标体系是中国轨道交通协会从全行业角度,提出的全面

衡量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通过建立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实现了评估技术的一次升级。其

优点一是注重权威性,采用协会统计数据和其他官方发布数据;二是系统性强,构建了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
但是,由于数据主要来源于运营企业上报数据,更多地从行业角度评估,评价指标选取受到一定限制,局限

于轨道交通自身运营效果,对与轨道交通系统密不可分的城市发展、综合交通层面关注不足。
(3)相关城市轨道网络运营客流效果评估实践案例。天津、无锡等城市围绕当前运营网络的客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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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轨网络运营效果评估技术的发展阶段

果,挖掘影响轨道交通客流效益的关键因素及深层原因,
从轨道交通与城区空间结构、用地布局符合性、线路与

沿线土地开发的匹配性、综合交通一体化、轨道交通设

计与运营服务水平等多层面进行了综合评价,为支撑城

市空间发展、提高综合交通整体效率以及实现轨道交通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上述案例实现了评估技术的又

一次跃升,运营效果评估的焦点从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延

伸到了城市发展、综合交通等层面。
本研究将在第三阶段评估技术的基础上,整合手机

信令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从城市发展、综合交通、轨道交通多个层面,设计轨道交通网络方案综合

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以期全面、客观反映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水平,提升轨道交通规划工作的科

学性。

2 新需求新形势下的评估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发展水平和综合效益的影响因素是轨道交通网络评估方法研究的前置条件,也

是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设计等方面的工作方向。基于对相关标准和规范、最新主管部门文件以及既

有项目研究成果的梳理,在新需求和新形势下,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发展应满足三方面的评估要求:
(1)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轨道交通和城市是相互作用的整体,是否与城市发展相协调是影响轨道交

通系统综合效益水平的关键所在。
(2)与综合交通的关系。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发展是否协调对整体交通运行效率的发挥具有重

要影响,是评估轨道交通是否良性发展的重要层面。
(3)轨道交通系统自身。轨道交通系统的客流效果和服务水平是其发展水平的最直接体现。
具体而言,轨道交通网络评价方法体系应突破轨道交通系统自身的局限性,不应 “就轨道谈轨道”,

而是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关注轨道交通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重视轨道交通在综合交通体系中

的地位和作用,丰富评价维度,在客流效益、服务水平等体现轨道交通系统自身发展水平的指标的基础

上,增加网络覆盖度、土地契合度、交通一体化等反映城市发展层面、综合交通层面的指标,以全面反

映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综合效益和真实发展水平。

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图2 评价指标体系层次示意图

基于上述评估要求,构建轨道交通网络评估指标体

系。城市轨网评估,一方面要求评价结果能够量化,能

反映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综合效益水平,另一方面,也

要求评价结果能够反映不同指标维度上的差异。基于以

上要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评价宜选择 “金字塔”形的

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

3.1 评价层次

“金字塔”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三层:顶层、
分项准则层、单项指标层。其中顶层代表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的综合效益水平,分项准则层代表轨道交通系统不

同维度的发展水平,单项指标层反映轨道交通系统某一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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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指标体系准则层

由于轨道交通客流效益的高低是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土地使用、经济发展、交通运行、出行

特征、出行结构、交通衔接、票制票价等众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多个角度

进行全面梳理,着眼于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与综合交通的关系、轨道交通系统自身三个层面,
最终确定了七个评价维度代表轨道交通网络不同方面的发展水平:轨道交通网络客流效果、运营服务水

平、线网规模、网络覆盖、土地契合、交通一体化、经济可持续性。
(1)客流效益、服务水平维度:体现轨道交通网络自身特征;
(2)线网规模、网络覆盖维度:体现轨道交通网络的总体规模水平和轨道交通网络在空间上的覆盖

程度;
(3)土地契合维度:体现轨道交通与周边土地利用的契合程度,是轨道网络评估向城市发展层面的延伸;
(4)交通一体化维度:体现轨道与其他方式的一体化发展特征,是轨道网络评估向综合交通层面的

延伸;
(5)经济可持续性维度:体现轨道网络在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特征。

图3 准则层构成

3.3 指标体系目标层

综合应用统计数据、现场调查及手机信令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影响轨道交通客流的因素进行识别

和排序,并遵循典型性、独立性、灵敏性、可操作性等指标选取原则,筛选出不同维度最具代表性的指

标,形成二级指标层 (即目标层)。现选取若干容易混淆但较为典型的指标进行分析。

3.3.1 全日满载率与高峰最大断面满载率

3.3.1.1 客流效益维度———全日满载率

轨道交通客流存在高峰和平峰上的差异,为全面反映轨道运输能力的利用率,选择基于周转量和客

位公里的全日满载率指标。而运力利用率越高,轨道的客流效益越好,该指标作为效益型指标 (即正向

指标),筛选为 “评价维度———客流效益”的代表性指标之一。
3.3.1.2 服务水平维度———高峰最大断面满载率

城市轨道交通服务水平主要包括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等内涵,高峰满载率作为评价指标之一,
是影响轨道交通服务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为体现线路间的差异,准确反映网络满载率水平,选择对各

条线路最大断面满载率进行客运量加权处理,得到城市平均高峰满载率作为评价指标,反映的是城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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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轨道交通客流时间分布 (北京)

流的整体平均水平。
城市平均高峰满载率是区间型指标,满载率过低,是对轨道交通资源的极大浪费,满载率过高,将

影响乘客的舒适度。因此满载率指标应处于一个合理的取值区间。

3.3.2 站点覆盖率和站点职住密度

3.3.2.1 网络覆盖维度———站点居住/岗位覆盖率

轨道交通站点覆盖人口的多少是轨道交通与城市是否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反映的是轨道交通网络

对居住/岗位人口的覆盖程度。站点居住/岗位覆盖率越高,说明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服务人群的覆盖水平

越高。例如香港约45%人口生活在站点周边500m范围,新界轨道交通站点周边2.5%的用地集中了高

达78%的就业岗位;而天津市中心城人口覆盖率只有25%,如果考虑外围站点则覆盖率更低。

图5 香港轨道交通站点覆盖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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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天津市轨道交通站点覆盖人口

图7 天津市轨道交通站点职住分布

站点居住/岗位覆盖率是轨道网络评价指标体系首次引入的新指标,
 

为增强指标计算的可靠性,站

点覆盖率指标的计算引入了手机信令大数据,相比传统手段,手机数据具有海量、真实、精度高、时空

连续性、更新速度快等诸多优势,可获取城市居住、就业、客流吸引及出行OD等详细信息。

3.3.2.2 土地契合维度———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职住密度

轨道交通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用地开发强度高低,是影响客流的直接因素。指标反映的是轨道交通

网络与服务人口的契合程度,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人口密度越高,说明轨道与人口的契合程度越高。以

天津和成都为例进行对比,天津市由于站点周边人口岗位聚集度不足,站点周边500m范围内天津的居

住和就业密度明显低于成都。

图8 天津和成都地铁站点周边居住、就业圈层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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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职住密度是轨道网络评价指标体系首次引入的新指标,同样利用了大数据的手

段,并体现了轨网与周边土地利用的关系,是轨道网络评估向城市发展层面的延伸。

3.4 交通枢纽覆盖率

城市轨道交通与对外交通枢纽 (火车站、机场)衔接是否便捷,是影响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一

体化程度的关键因素。指标反映的是轨道交通网络对外交通枢纽的覆盖程度,交通枢纽覆盖率越高,说

明轨道交通网络与交通枢纽的一体化衔接水平越高。例如,天津轨道交通线路覆盖全部对外交通枢纽,
交通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

图9 天津轨道线路对对外枢纽覆盖示意图

最终,经过综合考量和多层筛选,形成7维度、24项指标的轨道交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所示。

图10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注:不同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构成,可在遵循本研究所建立的评价维度的基础上,根据评价对象和应用场景进行增减。

4 评价方法确定

4.1 评价方法梳理

综合评价的具体方法很多,各种方法优势和应用场景不尽相同,但各种方法的总体思路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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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可分为了解评价对象,确立评价的指标体系,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建立评价的数学模型,评价结果

分析等几个环节。其中确立指标体系,确定各指标权重、建立数学模型这三个环节是综合评价的关键环

节。各评价方法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和适用对象,总结如下:

表1 各评价方法优缺点比较

方法名称 优点 缺点 适用对象

专家打分法

Delphi法
数据易处理 主观性比较强 简单的小系统

数据包络分析法 能够找出薄弱环节 无法评价单个方案 多输入和多输出系统

层次分析法 系统性好,计算简单 受主观倾向影响较大 分层次的多指标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法 结果清晰,系统性强 易受指标相关性影响 各种非确定性问题

TOPSIS法

充分利用原有数据信息,可

对每个评价对象的优劣进行

排序

当两个评价对象的指标值关

于最优、最劣方案连线对称

时,无法得出准确结果

分层次的多指标评价

4.2TOPSIS方法优势分析

TOPSIS法是系统工程中用于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例如,其在评价卫生质量、
医疗质量;评价企业经济效益、城市间宏观经济效益、地区科技竞争力、各地区农村小康社会等方面都

已得到广泛、系统的应用。较之其他方法,TOPSIS法具有以下优势:
(1)对数据分布、样本含量指标多少均无严格限制,既适用于小样本资料,也适用于多评价单元、

多指标的大系统资料;
(2)既可用于横向 (多单位之间,如多城市之间)对比,也可用于纵向 (不同年度)分析;
(3)能充分反映各方案之间的差距、客观真实的反映实际情况,具有真实、直观、可靠的优点。
因此,鉴于轨道交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的多维度、多指标、大系统的特点,现选择TOPSIS方法

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综合效益能力的评价。
TOPSIS方法的基本操作流程可概括为:指标同趋势化;归一化处理;寻找最优方案与最劣方

案;计算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间的距离;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依接

近程度对各评价对象进行排序,确定评价效果。TOPSIS评价方法的实际应用将在示范城市案例中得

以体现。

5 基础数据平台搭建

为满足不同类别指标数据 (统计类、大数据类、矢量类)的管理要求,实现不同类型数据 (不同格

式、坐标系统、统计粒度)的整合分析,建立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评价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旨在利用

GIS技术和手段,管理与展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地理信息和评价信息,实现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可视化

评价管理应用。具体如下:
(1)完成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评价信息管理系统设计开发,使其适用于数据管理需求;
(2)实现轨道交通线网地理信息数据、评价数据的管理、查询统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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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评价管理信息系统界面

6 示范城市应用

6.1 示范城市的选择

轨道交通网络评估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即不同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网络综合效益水平的对比。天

津、成都、武汉、南京四个城市的经济、人口、用地面积、空间结构、轨道发展规模较为接近,具有可

比性。因此,本研究选择这四个城市作为评估对象,对建立的轨网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验证。

表2 天津、成都、武汉、南京四个城市属性对比

市域 中心城区 轨道交通

序号
城市

名称

市域面积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万人)
面积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万人)
人口密度

(万人/平方公里)
轨道交通

里程 (公里)
日客运量

(万人次)
负荷强度

(万人次/公里)

1 天津 11946 1557 334 545 1.63 175 84.53 0.48

2 成都 14312 1604 540 650 1.15 106 170.72 1.62

3 武汉 8494 1091 696 512 0.74 179 196.32 1.10

4 南京 6587 834 884 443 0.5 224 227.58 1.01

  注释:以上数据为2016年数据

本次案例验证将把各城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轨道交通线网作为评价对象,即各评价指标采用的是各

城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数据。天津、成都、武汉、南京四个城市的中心城区范围如下图所示。

图12 天津、成都、武汉、南京四城市中心城区范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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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天津、成都、武汉、南京四城市中心城区范围 (二)

6.2 评价指标选择

本研究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基于不同评价维度,所确定的相对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是数据可

全部获取的条件下的理想的指标体系构成。其最大的意义是打破了以往评价指标体系在轨道交通系统内

部的局限性,建立了七个评价维度,体现了轨道交通、综合交通、以及城市发展不同范畴的典型特征。
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建议可将这七个评价维度作为重要的评价基础,再根据数据获取的难易

程度、成本、以及不同评价对象的实际特点,对本研究所建立的理想评价指标进行增减。
下表是针对天津、成都、武汉和南京四个城市的数据实际获取情况,对上述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再

次筛选,主要包含6个维度、14个二级评价指标。

表3 示范城市评价指标构成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1

2
线网规模

线网密度

万人线网拥有率

3 客流效益 客流密度

4

5

6

7

8

9

服务水平

高峰满载率

换乘系数

高峰发车间隔

运营时长服务率

票价支出占月可支配收入比例

乘客旅行速度

10

11
空间覆盖

站点居住覆盖率 (500m)

站点岗位覆盖率 (500m)

12

13
土地契合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人口密度 (500m)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岗位密度 (500m)

14 交通一体化 交通枢纽覆盖率 (对外)

  注:应用TOPSIS
 

法进行综合评价,对数据分布、样本含量指标多少均无严格限制,但不同规模城市,轨道交通的

功能定位存在一定差异,对于指标体系的各类指标应该给出合理的基础值。

6.3 评价结果分析

应用数据平台工具,对指标进行计算和处理。通过评价指标计算、正向化、归一化、计算、排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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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获取评价结果。

表4 示范城市评价指标正向化、归一化处理结果

序号
一级评

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类型

正向化 归一化

天津 成都 武汉 南京 天津 成都 武汉 南京

1

2
线网规模

线网密度 效益型 0.17 0.13 0.31 0.29 0.3530.2680.6500.617

万人线网拥有率 效益型 0.23 0.17 0.38 0.38 0.3820.2810.6210.624

3 客流效益 客流密度 效益型 5.94 13.07 8.33 8.33 0.3200.7040.4490.449

4

5

6

7

8

9

服务水平

高峰满载率 区间型 1.0001.0001.0001.000

换乘系数 成本型 0.74 0.71 0.72 0.66 0.5180.5030.5110.467

高峰小时发车间隔 成本型 0.0030.0060.0040.0050.3190.6270.4150.576

运营时长服务率 效益型 0.68 0.73 0.72 0.70 0.4810.5160.5100.492

票价支出占月可

支配收入比例
成本型 23.7022.9424.5323.150.5020.4860.5200.491

乘客旅行速度 效益型 35.0034.0034.2038.000.4950.4810.4840.538

10

11
空间覆盖

站点居住覆盖率 (500m) 效益型 0.25 0.21 0.24 0.17 0.5610.4880.5460.387

站点岗位覆盖率 (500m) 效益型 0.27 0.26 0.27 0.16 0.5520.5330.5510.327

12

13

土地契合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

内人口密度 (500m)
效益型 1.97 2.25 1.51 0.96 0.5650.6450.4340.276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

内岗位密度 (500m)
效益型 1.46 1.90 1.11 0.43 0.5460.7110.4140.161

14 交通一体化 交通枢纽覆盖率 (对外) 效益型 1.00 1.00 1.00 0.80 0.5240.5240.5240.419

根据各评价指标的归一化结果以及指标权重,计算加权判断矩阵,获取评价目标的最优、最劣理想

解如下:

表5 示范城市各评价指标的最优、最劣理想解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类型 最优理想解 最劣理想解

1

2
线网规模

线网密度 效益型 0.650 0.268

万人线网拥有率 效益型 0.624 0.281

3 客流效益 客流密度 效益型 0.704 0.320

4

5

6

7

8

9

服务水平

高峰满载率 区间型 1.000 1.000

换乘系数 成本型 0.518 0.467

高峰小时发车间隔 成本型 0.627 0.319

运营时长服务率 效益型 0.516 0.481

票价支出占月可支配收入比例 成本型 0.520 0.486

乘客旅行速度 效益型 0.538 0.481

10

11
空间覆盖

站点居住覆盖率 (500m) 效益型 0.561 0.387

站点岗位覆盖率 (500m) 效益型 0.552 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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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类型 最优理想解 最劣理想解

12

13

土地契合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

人口密度 (500m)
效益型 0.645 0.276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

内岗位密度 (500m)
效益型 0.711 0.161

14 交通一体化 交通枢纽覆盖率 (对外) 效益型 0.524 0.419

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劣方案的接近程度,依接近程度对各评价对象进行排序,确定评价效果。计算

结果如下:

表6 示范城市各评价维度的特征水平

评价维度 天津 成都 武汉 南京

线网规模 0.143 0.106 0.246 0.240

客流效益 0.160 0.352 0.224 0.224

服务水平 0.264 0.271 0.266 0.267

网络覆盖 0.216 0.198 0.212 0.139

土地契合 0.248 0.304 0.190 0.101

交通一体化 0.166 0.166 0.166 0.133

综合 0.501 0.606 0.539 0.476

对比天津、成都、武汉、南京四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发展水平,成都最高,综合发展水平达到

0.606;其次是武汉、天津;南京的轨道交通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约为0.476。
那么与其他城市相比,成都的轨道网络系统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下面具体分析四个城市在六

个评价维度上的表现。从雷达图上可以明显看出,与其他城市相比,虽然成都的轨道交通线网规模、以

及空间覆盖两个维度上均不占优势,但是它的客流效益以及土地契合度却处于最优。而天津与之相比,
虽然线网规模和空间覆盖均优于成都,但是轨道的客流效益、土地契合度、服务水平却落后于成都。

图13 示范城市不同评价维度特征水平对比
注:由于手机基站数据等数据资源获取渠道不同,难免会导致评价结果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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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评价维度体现的轨道交通特征水平高低,主要是由它下设的具体指标所决定,而具体指标

反映了轨道交通的某一特性。本研究对同一维度下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具体分析对比,文中不再一一赘

述,仅对空间覆盖、土地契合两个维度的评价指标进行简要分析。
对于空间覆盖这一评价维度,对比天津、成都、武汉和南京四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站点直接吸引范围

(500m服务半径范围)的居住、就业岗位覆盖率,可以发现,天津、武汉持平,而成都、南京的站点

覆盖率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城市,成都指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2016年线网规模未把成灌线 (94.2km)
统计在内,总量较少,直接拉低了轨网的空间覆盖率;南京指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站点周边用地开

发滞后。

图14 示范城市空间覆盖维度的具体指标对比

对于土地契合度这一评价维度,对比天津、成都、武汉和南京四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站点直接吸引范

围 (500m服务半径范围)的人口密度、就业岗位密度,可以发现,成都市指标明显优于天津、武汉、
南京等其他城市,说明成都轨网与周边用地开发的契合度相对较高,符合车站周边应建设高强度、高聚

集地块的规划原则。

图15 示范城市土地契合维度的具体指标对比

688



7 小结

本研究在 “DESES轨道交通发展水平指数”的研究基础上,实现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评估技术的

升级,主要创新点如下:
(1)明确提出将轨道交通与城市作为整体进行评价:在轨道交通客流效益等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

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等指标,体现了轨道交通支撑和引领城市发展的本质;
(2)将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引入城市轨道交通评价技术中: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各类基础数据的

开放,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增长轨道交通与城市职住分布空间关系等指标,以准确反映轨道交通的网络覆

盖和土地契合等特征;
(3)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打破了以往评价指标体系在轨道交通系统内部的局限性,体现了轨道

交通、综合交通、以及城市发展不同范畴的典型特征;
(4)构建基础数据平台:改变了 “复杂的数据整理分析”,形成了 “综合数据仓库”。满足了不同类

别数据管理要求,实现了不同类型数据的整合分析;
(5)选择四个城市进行示范应用和成果验证:选择天津、成都、武汉、南京等四个城市,对城市轨

道交通网络进行综合评估,对研究成果进行应用和验证的同时,全面反映了四座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优

势和短板,对相关城市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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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配置评估

曹雅萍

【摘要】 为了协调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一体化发展,以西安市现开通的轨道交通站点为对象,基于POI数据评估轨

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的现状,借助不同轨道线路开通时间分析随时间变化下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的配置状况,并使用多层

感知器验证了聚类结果的准确性。结果发现西安轨道站点的建设速度高于土地利用演变的速度,且74%的站点用地为商

服用地,一些首末站表现出较大的用地优势度;随着站点开通时间的推移,站点周边土地利用配置趋于多样化,且对于

土地利用优势度较大的站点,其土地利用特性变化较慢。文中的结果可以为拟建或新建的轨道站点周边的土地利用配置

规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城市轨道站点;土地利用;POI数据;K-means聚类;多层感知器;评估

0 引言

在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轨道建设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标志。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全

球50%以上的城市已建有轨道交通或正在建设规划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轨道交通的建设,微观

上改变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现状,宏观上影响了整个城市布局及土地规划,因此轨道站点周边区

域土地规划与管理将成为重点关注问题,尤其体现在轨道站点综合性开发建设的规划设计中。据中国经

营报2015年报道,西安地铁土地储备中心旗下握有居住用地1544.67亩,商业用地255亩。以2014年

当地土地平均售价匡算,西安地铁旗下地产土地市值达46亿元,挖掘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的特

性具有现实意义。
轨道交通站点的研究主要是划分站点类别,并使用出行距离或时间确定站点的影响范围,如秦观明

对哈尔滨地铁一号线车站进行了聚类分析,并建立了基于中心区可达性的客流吸引范围模型[1];李向楠

将成都地铁1号线车站聚为五类,选取出行距离的第80%分位值确定站点的直接吸引范围,结合广义

出行时间的可达性理论分析站点的间接吸引范围[2];段德罡等人则从土地利用优化视角对城市轨道站点

进行分类[3]。上述的研究只停留在站点特性,没有对站点影响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特性进行分析评估。现

公共交通导向下的土地利用主要是基于遥感影像和调查数据分析典型站点或线路周边土地利用的特性和

时空变化[4,5]。如何冬华等人分析了规划中的轨道交通环线周边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6],而刘诗奇等人

选取北京轨道交通典型站点,研究了其周边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特征[7]。这些研究侧重于土地利用的空

间结构分析,不能反映站点开通时间变化下其周边土地利用的变化。谭章智等人结合了遥感影像和POI
数据,揭示了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精细变化的时空规律[8],虽然注重了土地利用的变化,但忽视了土地

利用与交通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体现在不同开通时间节点上;且上述研究只选择典型站点或线路,不

能全面地反映整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周边的土地利用情况。
本文以整个西安市轨道站点为研究对象,基于现状POI数据对西安地铁车站进行聚类分析,评估

聚类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特性;利用西安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开通时间,分析站点周边土地利用随开通时间

变化的特征;最后,基于多层感知器验证了聚类结果的准确性。得到的结果一方面可以对现在土地利用

的评估指标阈值进行校核,并科学管理和控制土地的发展;另一方面对未来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规划

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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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轨道交通站点服务半径的确定

截至2019年末,西安地铁已开通1号线 (开通时间2013年9月15日)、2号线 (开通时间2011年

9月16日)、3号线 (开通时间2016年11月8日)和4号线 (开通时间2018年12月26日),是西北

地区首座拥有地铁运营线路的城市。采集了西安市2019年9月POI数据,以西安市现开通的88个轨

道站点为研究对象。
针对公共交通服务区域,Zhao

 

F等人采用经验法则将400m或800m确定为出行者选择公共交通的

可接受步行距离[9],不同国家的学者对该距离进行了有效性验证[10]。根据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

准》,常规公交车站服务面积以500m半径计算[11];而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中

规定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的服务半径范围是100~250m,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共享单车服务的最大步行半

径,但通常认为共享单车的服务半径小于常规公交站点的服务半径[12]。国内外关于轨道交通最大步行

半径的研究中,轨道交通服务半径范围从500m到2000m不等[10,13]。基于共享单车接驳轨道交通出行

越来越普遍,考虑共享单车和轨道交通的最大服务半径,本文选择轨道交通最大服务半径2000m为缓

冲区半径,基于缓冲区和泰森多边形确定站点的服务区域[14]。

2 基于POI数据的站点分类处理

2.1 站点周边POI数据的描述统计

利用ArcGIS软件统计落在不同服务区域内的POI个数,共计23类,描述统计如表1。统计结果

发现站点周边零售行业占比最多,且餐饮、科研教育、医疗服务、休闲娱乐、公司企业及公交站点集中

分布于站点周边。

表1 POI数据描述统计

POI名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餐饮类个数 0 529 115.32 113.845

科研教育个数 0 243 48.86 54.926

医疗服务个数 0 151 42.48 37.832

休闲娱乐个数 0 257 58.77 59.089

政府机构个数 0 107 22.74 24.772

住宅小区个数 0 137 35.56 31.030

停车场个数 0 128 15.33 19.185

商业大厦的个数 0 102 10.19 16.852

汽车站个数 0 6 0.45 1.193

汽车服务个数 0 124 24.24 27.534

零售行业个数 0 1284 232.38 243.891

金融服务的个数 0 144 34.93 34.532

加油站的个数 0 9 1.98 2.192

公园广场个数 0 9 1.33 2.137

公司企业个数 0 779 70.99 11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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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OI名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公共厕所个数 0 31 9.15 7.082

收费站个数 0 4 0.25 0.848

高速服务区个数 0 5 0.59 1.256

风景名胜个数 0 154 7.07 17.591

电讯服务个数 0 19 4.52 4.693

宾馆酒店的个数 0 132 21.12 26.129

综合信息个数 0 223 67.70 63.206

公交站点个数 4 352 112.69 75.100

2.2POI数据降维处理

根据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23类POI值汇总为5大类,分别

为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其中零售行业、加

油站、餐饮分布、宾馆酒店、金融服务、商业大厦、电讯服务、休闲娱乐、综合信息属于商服用地;汽

车服务和公司企业属于工矿仓储用地;住宅小区属于住宅用地;政府机构、科研教育、医疗服务、风景

名胜、公共厕所和公园广场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停车场、汽车站、收费站、高速服务区和公

交站属于交通运输用地[15]。对5大类POI个数进行标准化处理,结果如图1。

图1 轨道站点影响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分布

从图1可以发现,一部分站点周边商服用地的占比相对较大,一部分站点交通运输用地超过50%,
其余站点各类用地分布比较均匀,但住宅用地占比在10%以下,说明轨道站点周边住宅用地不是主要

的用地类型。因此,将站点周边用地分为三大类:混合用地类、商服用地类和交通运输用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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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站点的聚类分析

基于3.2节站点周边用地划分的三大类,利用SPSS对88个轨道站进行K-means聚类,聚类个数

为3个,其中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为变量,
分别是X1、X2、X3、X4、X5,得到下列结论,聚类结果分布如图2。

一类站点下的土地利用类型为混合用地:
F1=0.21x1+0.34x2+0.03x3+0.18x4+0.24x5 (1)

二类站点下的土地利用类型为商服用地:
F2=0.55x1+0.08x2+0.04x3+0.18x4+0.14x5 (2)

三类站点下的土地利用类型为交通运输用地:
F3=0.19x1+0.08x2+0.03x3+0.18x4+0.56x5 (3)

图2 聚类结果的空间分布

3 土地利用特性的评估分析

3.1 土地利用的主要指标

采用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来定量评估土地利用布局状况[16]。
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 (H):描述土地利用类型的丰富程度,反映了土地利用各类型所占的比例。

H =-∑
n

k=1
PklnPk  (4)

式中,n为土地利用类型的种类数量,Pk为第k类土地出现的概率。文中使用该类POI个数占整

个站点服务区内POI总个数的比例估算。对于给定的n,当各类用地的面积比例相等时 (即Pk=1/n),

H达到最大值,即Hmax=ln(n)。
土地利用优势度指数 (D):用于测度土地利用结构中一种或几种用地的相对数量,描述不同用地

间的空间组织关系。其值越大,表示站点影响范围内用地面积差异越大,对应于一类或少数几类用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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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

D=Hmax-H =ln(n)+∑
n

k=1
Pkln(Pk) (5)

土地利用均匀度指数 (E):用于描述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的分配均匀程度。其值趋于1时,
表示站点影响范围内用地分布越均匀。

E= H
Hmax

=
-∑

n

k=1
PklnPk  

ln(n)
(6)

3.2 土地利用特性评估

从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 (如图2),仅有7个站点周围土地利用属于混合用地,16个站点周围

土地利用属于交通运输用地,其余站点周边均为商服用地,占总站点个数的74%,说明站点周边对商

业类的土地分配吸引最大,混合类的土地分配最小。商服用地主要集中在中间站,形成了以钟楼、北大

街和大雁塔为中心聚集的商业区域;混合用地主要集中在首末站及其周边站点,尤其是西部后卫寨和鱼

化寨,以及运动公园等区域,这些区域工矿仓储,住宅,公园广场等用地面积所占比例均小于50%,
符合混合用地比例分布;交通运输用地则主要分布在东南部航天新城站,北部北客站和东北部的保税区

和国际港务区,这些区域交通设施需求量均比较大,整体满足现状的土地分布。
如图3,其中5代表换乘站点。从图中可以发现,一类站点中土地利用各指标比较集中,而三类站

点下的土地利用各指标较分散,尤其是东长安街、北客站、航天新城站,这些站点土地配置不合理,交

通运输用地的优势度太大,而土地利用的多样性不足。综合来看,各指标表现出明显的三个区段 (图中

红线),将各指标数值分为三段,阈值及区间范围如表2,目的是将表中数据与其他城市及现有研究各

指标值对比分析,一方面验证现有研究的准确率,一方面为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参考。

表2 土地利用指标分类值

土地利用指标 差 中 优

多样性指数 (H) 0.59-0.94 1.34-1.55 1.86-2.56

优势度指数 (D) 2.2-2.55 1.59-1.79 0.57-1.28

均匀度指数 (E) 0.19-0.3 0.43-0.5 0.59-0.82

地铁站点个数 3 8 77

此外,1号线上的站点和换乘站点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优势度和均匀度指数比较集中,没有出现

分散点,说明随着开通时间推移,1号线周边形成了稳定的土地利用分布,且土地利用配置较合理。2
号线中北客站各指标均较低,很明显的原因是北客站是首末站和高铁换乘的枢纽站,主要表现出交通的

优势度,多样性较低,说明土地利用配置的速度跟不上轨道站点建设速度,表现出明显不平衡。尤其是

4号线,基本形成三种类别的站点,可能原因是4号线开通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土地利用配置

还不完善,表明轨道站点的建设速度高于土地利用配置的速度。对比1号线、2号线、3号线和4号线,
发现开通时间越早,站点周边土地利用各指标越集中,但2号线上的北客站周边的土地特性变化较慢,
且土地利用优势度较大,表明站点周边土地利用配置时应避免单一土地布设,优势度太大不利于交通和

土地的协调发展,且在变化过程中可能以交通拥堵和自动演变时间为代价。

3.3 分类结果精度检验

为了检验土地利用各指标对K-means聚类结果评估的精度,构建各指标与土地利用分类结果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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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评价指标

层感知器。该模型网络共3层:输入层、隐层和输出层。输入层:line,H、D、E;输出层:k-means
聚类结果,1为混合用地站点,2为商服用地站点,3为交通运输用地站点。输出层激活函数:soft-
max;隐藏层激活函数:sigmoid。通过试错法,确定隐层为5个神经元。优化算法选择梯度下降,最

初学习率为0.4。得到表3分类结果和图4网络图。

表3 分类结果

样本 已观测
已预测

1 2 3 正确百分比

训练

1 0 4 2 0.0%

2 0 44 3 93.6%

3 0 2 10 83.3%

总计百分比 0.0% 76.9% 23.1% 83.1%

测试

1 0 1 0 0.0%

2 0 17 1 94.4%

3 0 1 3 75.0%

总计百分比 0.0% 82.6% 17.4% 87.0%

从表3可以看出,除一类站点用地样本量少预测精度低外,其余用地预测精度达到83.3%以上,
因此,用POI数据评估土地利用特性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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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网络图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POI数据对西安市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现状进行挖掘分析与评估,使用ArcGIS处理数

据,并可视化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特征,基于K-means对现状站点的土地利用特性进行分类,将站点

划分为三大类:一类站点土地特征为混合类,各类型土地所占比例均小于50%,其中工矿仓储用地占

比最高,达到34%;二类站点用地特征为商服用地,其比例约55%;三类站点用地特征为交通运输用

地,是其他土地面积的56%。使用土地利用的主要评价指标评估用地特征并挖掘潜在的特性。最后使

用多层感知器检验预测精度,结果证明,使用POI数据评价土地利用具有可行性。
整体发现,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站点周边混合用地程度不断地增加,表现为土地利用的多样

性增大而优势度下降。对比不同线路站点的开通时间,发现西安市轨道站点的建设速度高于土地利用配

置的速度,交通和土地利用表现出不平衡状态,自动演变时间又是站点和土地利用平衡的关键条件,如

地铁1号线。但若以时间推移自动调整交通与土地间的平衡必然会以交通拥堵、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

前提条件。因此,针对文中分析结果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合理评估轨道站点周边用地。根据公式 (1)、(2)和 (3)合理评估各类型站点用地,对比分

析表2和其他城市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指标值,一方面验证其他城市现有研究中土地利用指标的准确

率,另一方面为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参考。
(2)丰富轨道站点周边用地功能。随着开通时间的推移,发现开通时间越早,站点周边用地越平

稳,开通时间晚的站点周边用地表现出不平衡性,建议用开通时间早的站点周边用地调整新建的同类站

点周边用地,通过主动调控手段节省同类站点周边用地自动演变成本;此外,换乘站周边的交通运输类

的土地利用优势度比较大,但体现出商服用地的类型,建议在换乘站周边应加强交通设施的设置与

优化。
(3)轨道站点周边增加住宅用地。站点周围住宅用地比例小于10%,整体低于其他用地比例,不

利于开展慢行交通和TOD的发展模式。建议轨道站点沿线附近安排城市居民点,有利于增加轨道交通

的使用量,缓解交通拥堵,从而实现线性形式而不是传统的以辐射为中心的城市布局[17]。
(4)将商业和娱乐设施放置在始末站。文中发现土地利用优势度较大的站点主要分布在始末站,且

其土地利用特性变化较慢。建议主动调整用地优势度大的站点,增加始末站的商业和娱乐设施。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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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始末站周边区域的环境质量和舒适度与市中心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相结合,为始末站周边区域注入

城市核心元素,从而使该区域在非工作日也拥有客流,虽不如市区那样繁华和拥挤,但仍然生动而

实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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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国背景下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满意度提升策略研究

张哲宁 魏家蓉

【摘要】 “人民满意”是交通强国建设的根本宗旨,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人民满意的交通。首先,
通过乘客满意度调查、乘客投诉统计和网络舆情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乘客满意角度分析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服务方面存

在的问题短板,其次,对发展形势与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发展要求,最后,结合现状

问题短板和未来发展形势,以更好地满足日益发展的乘客出行需求为目标,提出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满意度提升策略。
【关键词】 交通强国;乘客满意度;服务提升;策略研究

0 引言

2019年底,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699.3km,运营线路23条,运营车站405座,换乘站62
座,日均客运量1086万人次。轨道交通在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功能定位、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支持城市

可持续发展中起到重要战略作用。
虽然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存在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短板,无

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例如,多条轨道交通线路高峰客流量大,高峰断面满载率高,车

内拥挤不堪,换乘站的站台、换乘通道和换乘楼梯客流密度高。迫于运力运量和既有设施的供需矛盾,
车站实施高峰限流等。

图1 2019年北京轨道交通线网图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的总目标。为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要求,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分析北京市

轨道交通乘客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更好地满足日益发展的乘客出行需求为目标,以补全问题短板为

手段,提出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满意度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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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交通强国建设的根本宗旨是 “人民满意”

1 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服务问题分析

通过乘客满意度调查、乘客投诉统计和网络舆情分析等研究手段,分析北京市轨道交通在乘客服务

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1 北京地铁服务问卷调查分析

通过网络问卷调查的手段,地铁乘客对北京地铁安全性、便捷性、时效性、舒适性进行满意度打

分,并具体描述北京地铁车站、线路存在的问题。
通过乘客满意度调查分析存在问题,乘客不满意主要集中在手机信号差、站台过度拥挤、不同线路

间换乘不便、安检排队太长四方面。

图3 问卷调查反映的北京轨道交通乘客服务存在的问题

1.1.1 手机信号差说明城市和轨道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

目前北京市轨道交通车站通过人性化设计,已经实现了手机信号的无缝覆盖,体现了 “予人方便”
的设计理念,但在线路层面,由于部分区段网络运营商基站尚未覆盖,造成部分区段手机信号差,影响

乘客体验。由于部分轨道交通线路区段与周边的土地开发进程不协调,周边的土地使用与规划的预期不

一致,导致部分线路区段周边的土地开发和一体化严重滞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设施无法满足乘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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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影响了乘客的使用。

1.1.2 安检排队太长说明车站设备设施能力与需求不匹配

地铁安检是进入地铁人员必须履行的检查手续,是保障旅客人身安全的重要预防措施。北京市自

2008年奥运起开始实施地铁车站进站安检,但由于1号线、2号线等线路车站建成时间较早,规划建设

之初未预留安检设施布置条件导致安检供需不匹配,13号线设计之初,功能定位是为新建的回龙观地

区服务,然而,线路建成后,回天地区持续开发,开发规模超过原定规划水平,导致区域内部分轨道交

通车站交通供需不平衡,安检排队较长。

1.1.3 不同线路间换乘不便说明网络形态直达连通性不足

北京市路网结构为典型的 “环+中心”放射型网络结构,沿主要道路布设轨道交通线路的布局模式,
虽然实现了每条线路尽可能覆盖更多地区的规划意图,但是城区线路间不得不以单点换乘的形式衔接,加

剧了车站客流集散、换乘压力。联系新城与中心城的郊区线不进入城区,在外围形成换乘节点,无法满足

外围新城向心客流需求,加大了进入城区客流的换乘次数和换乘时间,降低了乘客换乘便捷性。
此外,线路间换乘不便还体现在换乘距离长、被动换乘等方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标准》规

定,换乘距离不宜大于250m,换乘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而北京市地铁换乘距离超过250m车站共有

23座,占比超过40%,换乘距离最长的望京西站,换乘距离570m。北京地铁八通线是连接通州与中心

城的一条郊区线路,乘客目的地以CBD为主,但线路终点设置在距离CBD两站之外的四惠及四惠东

站,八通线终点站非该线乘客出行目的地,造成大量被动换乘,类似线路还有昌平线、房山线、亦庄线

等。以上线路早高峰被动换乘客流占高峰小时客流最大断面比例均超过70%。

1.1.4 站台过度拥挤说明车站设计能力与需求不匹配

车站客流规模超过车站设计能力导致车站站台拥挤。车站客流规模受周边用地类型、开发强度等因

素影响较大。根据车站客流类型,将北京市轨道交通大客流车站分为三类:
综合交通枢纽:如北京南站、北京西站、东直门、北京站,日均进站量/出站量均在6.5万人次以

上;办公商贸区:如国贸、大望路、西单、西二旗、西直门、朝阳门日均进站量/出站量均在5.5万~
6.5万人次左右;居住区:如宋家庄、天通苑北、天通苑等居住区周边车站日均进站量/出站量均在4
万~5万人次左右。

早高峰进出站规模主要受车站功能属性和开发强度影响较大,典型的交通枢纽区、居住区和办公区

早高峰进出站规模排序均居前列,上述车站设计能力与实际车站功能属性以及开发强度不匹配是导致站

台拥挤的重要原因。

1.2 乘客投诉统计分析

从服务角度可以将轨道交通乘客服务划分为进出站、安检、购票/充值、刷卡进出站、站台候车、
乘车、换乘与乘电梯、其他服务八个环节。将乘客投诉按以上八个环节进行统计分析,并按百分制换算

成不同环节的乘客满意度,得分最低的两个环节为安检和乘车环节,说明现状轨道交通安检和乘车服务

无法满足乘客需求。

1.2.1 “人物同检”的安全性与轨道交通的快捷性和高效性之间存在矛盾

北京市自2008年奥运实行地铁乘车安检,具体实行 “人物同检”的安检政策,即轨道交通进站乘

车人员及其携带物品均在安全检查实施之列。而北京市80%的车站在规划设计之初就没有设计可以容

纳大量乘客排队的安检区域,导致高峰期人物同检与大客流冲突很明显,部分大客流车站存在高峰期乘

客站外排队等候安检进站现象。而城市轨道交通主要是服务城市中长距离的通勤出行,通勤出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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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乘客投诉反映的北京轨道交通乘客服务各环节满意度

是存在明显的高峰时段,且在通勤高峰期内对于出行效率具有较高的要求。“人物同检”的安全性与轨

道交通的快捷性和高效性之间存在矛盾降低了乘客出行效率。

1.2.2 部分线路高峰时段车厢拥挤说明重点廊道发展不充分

乘车环节是乘客实现位移目的的最主要环节,也是乘客投诉最多的环节。对乘客投诉的各项问题进

行统计,高峰时段车厢拥挤导致乘客乘车过程的舒适性低。高峰时段轨道交通供需不平衡导致部分区间

满载率高、乘客乘车舒适性低。高峰时段轨道交通主要服务城市通勤需求,北京市中心城的岗位密度要

远远高于郊区,除了该中心城区居住人口和岗位的自我平衡外,周边郊区的部分居住人口也需要城市各

种交通设施前往城市中心城主要功能区上班,这样就产生了相当数量的通勤交通。而北京市连接郊区居

住组团和中心城主要功能区的主要通道内,轨道交通系统制式以6B编组的地铁普线为主,高峰时段轨

道交通进城通道供给能力与通勤需求不匹配。

图5 北京市轨道交通高峰时段最拥挤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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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北京市轨道交通主要线路系统制式

线路

系统制式

编组数 定员

(节) (人)
车辆类型

1号线 6 1428 B

2号线 6 1428 B

4-大兴线 6 1408 B

5号线 6 1424 B

6号线 8 1960 B

7号线 8 1960 B

8号线 6 1460 B

9号线 6 1460 B

10号线 6 1468 B

13号线 6 1428 B

14号线 6 1860 A

15号线 6 1460 B

16号线 8 2480 A

昌平线 6 1460 B

房山线 6 1460 B

亦庄线 6 1460 B

八通线 6 1428 B

机场线 4 448 L

S1线 6 1032 B

燕房线 4 960 B

1.2.3 标识引导不连续、位置不合理说明一体化设计以及人性化设计水平仍需提升

标志标识对于轨道交通乘客的快速便捷出行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北京轨道交通标志标识还存在一些

问题,如引导标识不连续、设置位置不合理、不易被乘客察觉、无法快速引导乘客便捷出行。《北京市

轨道交通公共标志和标线技术标准》对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内外客运标志的设置位置、数量、安装

形式、版面信息及尺寸等客运标志要素的设计与设置进行了规定,但标志标识设置更多考虑的是便于现

场运营组织管理,而对于乘客进出站流线的连续性完整性以及不同的线路特点和空间环境的适应性考虑

不足。标志标识与车站建筑结构的一体化设计以及考虑乘客个人感知和心理因素的人性化设计水平仍需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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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络舆情分析

搜集在互联网上流行的从乘客体验角度提出的北京市轨道交问题,主要集中在 “挤”、 “慢”和

“换”三方面。大客流拥挤和换乘不便捷在也是乘客投诉和问卷调查集中反映的问题,不再重复分析,
以下重点分析 “慢”的问题。

现状北京轨道交通网络层次以普速地铁 (30~40km/h)为主,缺乏快线,13号线、15号线、昌平

线和大兴线4条近郊地铁车站间距较大,行程速度能达到40~45km/h,除机场线速度达到70km/h外,
缺乏能够60km/h以上的地铁快线。轨道交通线路运行速度整体偏慢。轨道交通功能层次不健全,市郊

存在短板,国际大都市一般在通勤圈范围 (约50km半径)都拥有约2000km以上的市郊铁路,成为支

撑城市运转的重要基础,北京市郊铁路 (区域快线)网络层次明显缺失,成为短板。

图6 北京市轨道交通线路速度分布区间统计图

1.4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服务问题短板形成原因可总结为轨道与城市发展的平衡性、网

络形态的便捷性、层次结构的合理、建设规模的充分性、设计要求的舒适性以及安检服务的时效性等方

面存在不足。

2 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外部环境与发展要求分析

在分析完北京市轨道交通现状乘客不满意的问题短板后,对北京市下阶段轨道交通发展外部环境与

发展要求进行分析。

2.1 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外部环境

2.1.1 政治环境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以及全面落

实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有效治理 “大城市病”、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促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必须坚持公共交通主导战略,强化便捷高

效的综合交通支撑,支持更开放的国际枢纽门户建设,提高交通服务品质。建设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

109



城,必须加强公共交通对城市空间优化的引导作用,促进职住空间匹配。

2.1.2 社会环境

伴随着北京市城市规模的扩大,通州副中心、雄安新区的设立,北京市城市形态由单中心向多中心

发展。新城和新兴组团应运而生,将导致中心城与新城 (或组团)以及新城 (或组团)之间的出行增

多,引起了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通勤与通学的客流明显增多。随着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的优化

调整,长距离通勤出行需求以及新城、重点功能区组团内出行将会增加,区域间交通需求呈现个性化和

差异化特点,人民群众对交通出行品质的要求显著提高,需要依靠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融合高质量发展

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2.1.3 技术环境

随着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轨道交通运营模式由单方式相对独立运营管理逐步向多

方式综合运营管理的方向转变,形成了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的新局面。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自动驾驶、人脸识别、北斗等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服务注入新助力。科技

创新是实现轨道交通强国的重要途径,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领域,要继续推进创新技术的应用。

2.2 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要求

2.2.1 继续大力发展轨道交通

2019年9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时强调,城市轨道交通是现代大城市交通

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交通是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绿色城市、智能城市的有效途径。北京要

继续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构建综合、绿色、安全、智能的立体化现代化城市交通系统,始终保持国际最先进

水平,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

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2.2 多层级轨道交通融合发展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

协作。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

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年)》明确 “打造绿色高效便捷的 ‘轨道上的京津冀’”,提升区

域运输服务能力。北京市急需大力建设多层级融合发展的轨道交通网络,构建高效转换的轨道交通枢

纽,依托科技创新实现信息网与轨道网的有机融合提升,提供优质安全的轨道运输服务水平。

2.2.3 创新引领智慧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

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创新,
指出:“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轨道交通发展必须以创新引领智慧发展,通过大数据开放、信息共享形成用数据说话、决策、管

理、创新的治理模式,切实来提升行业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轨道交通的智慧化,是促进轨道交通与城

市发展有机结合的有力抓手,对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技术创新引领,进一步提

升北京轨道交通行业服务管理水平,实现北京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智慧轨道交通产业布局,打造

面向乘客、面向服务的智慧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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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结

当前,北京城市发展外部形势、城市本身的产业结构及城市空间布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作为

现代大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和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北京市轨道交通既要抓住机遇,也要迎接

挑战,以乘客满意为目标,多层级轨道交通融合发展为方向,以创新发展为指导理念,实现轨道交

通强国发展。

3 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满意度提升策略研究

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更好地满足日益发展的乘客出行需求为目标,以补全

问题短板为手段,提出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满意度提升策略。

3.1 既有改造挖潜

3.1.1 枢纽节点融合改造

2019年2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推动干线铁路、城际

铁路、市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201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交通强国建设

纲要》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枢纽节点作为网络融合的

重要环节,针对既有枢纽换乘距离长、枢纽数量少等问题,需要开展网络融合改造,缩短换乘距离,增

加换乘枢纽数量。

3.1.2 线路运能提升改造

目前,轨道交通既有运营网络的运力运量矛盾和车站换乘风险是当前路网最突出、最严峻的问题,
其中既有单线系统及车站能力不足的原因,也有线路车站之间能力匹配衔接方面的原因。对此,从运营

角度下期轨道交通路网规划中提出如下建议:1、客流预测时充分结合既有路网客流大数据,从网络整

体层面针对客流基本特征、发生、吸引、转移等规律情况 (OD)进行深度分析,此外要充分考虑到目

前运营采取的高强度限流措施对实际客流需求的抑制效果,尽可能提高客流预测精度,用科学数据指导

线路走向规划;2、坚持问题导向,从客流规律和数据分析出发,通过合理设置中心城加密线,真正起

到切实缓解或消除路网发展的瓶颈。

3.1.3 线路直达连通改造

针对既有区域线与中心城衔接的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优化改造:
1、对于向心通勤量大的新城,优先穿城快线,提供 “能贯能换,高峰贯、平峰换”的运营组织条

件;2、对于向心通勤量不大的新城,优先在城市外围打造多线多点衔接换乘;3、对于向心通勤量大,
有现状贯通运营线路但客流压力仍然巨大的新城,从线网层面加密线路,增加衔接换乘。

3.1.4 网络复合通道改造

加快市区快线的建设和改造提升。北京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均存在进城压力大,核心廊道运力

不足的问题。通过新建轨道交通快线即加密是解决供需矛盾最有效的方式,但是既有6B走廊占据了重

点廊道,受条件限制,相同路由或相邻路由往往无法加密。下一阶段规划在重点考虑加密快线,提供差

异化服务的同时,研究既有轨道交通运力提升改造实现部分市区快线功能。考虑到东西向走廊交通压力

大,对于沿既有1号线廊道贯穿城市东西向的市区快线应重点研究,在城市可承受范围内,应尽早决策

启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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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安检设备设施改造

老线安检点的改造中,应充分考虑客流组织、车站建筑结构、客流特点的等因素,以提升乘客服务

质量、提高乘客安检效率为目标,逐步开展改造过程。结合客流量、安检设备性能、安检员技能水平等

情况,一方面要根据客流量的大小、安检速度,做好安检工作量及工作效率的评估,改造要按照安检点

设置标准,结合实际情况,优先对硬件设施条件较差的站点进行改造,提高安检效率和服务质量,避免

乘客长时间侯检产生抵触情绪导致拒检等安全风险的发生。
针对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客运组织实际情况,追踪国内外快速安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参考和借鉴

智能、快速安检设备的成熟技术,研究探索适合地铁的快速安检、反恐防恐工作特点的新型技术手段,
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安检质量及地铁防恐防范工作水平。

3.2 新建少留遗憾

3.2.1 机制规范创新

地铁的客运量一般具有随城市发展逐步增长的规律,为保证地铁在建成后不至于长时期欠复合运

营,或短期内频繁扩容改造,相应的设计规范及标准应及时更新。在北京市轨道交通一期、二期建设规

划过程中,早期部分线路的设计就经历了由于设计使用的规范超前性不足,设计理念陈旧,设计原则标

准低导致部分车站土建规模无法满足需求。
学习香港先进经验,机制创新,在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引入公众参与。在国家标准规范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地方标准和各类图集等指导性文件,使规范图集文件更加系统化,提高设

计质量。

3.2.2 规划建设预留

由于大部分建设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都位于中心城区,线网换乘关系复杂、受沿线建筑、文物、管

线等制约因素多、拆迁推进困难,以及部分地区工程地质条件恶劣,极大地增加了近期项目的实施难

度,导致部分项目难以按预期目标开通运营。基于以上问题,先期规划建设线路区段,应考虑到中心

城、通州城市副中心规划重大调整,为线路走向预留灵活的延伸条件。同时,规划阶段应预留灵活的运

营组织条件。由于客流时间分布不均衡,尤其是典型的通勤线路,其高峰客流占比较大。应根据线路客

流特征,在规划期就考虑预留多线敷设条件,或预留灵活编组条件,提升平峰运营效率。

3.2.3 站城一体开发

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学习香港和日本公共交通指向型城市开发经验,大规模建设高速城市轨道,并

推进线路及车站周边房地产土地一体化开发,通过开发收益平衡轨道建设花费,通过开发创造经济需求

和客流需求。进一步强化站点与周边空间一体化建设,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将轨道交通站点

作为组织城市生活的有效工具。保障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落实 “以人为本”规划

设计理念,在建设规模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商业和居住布局,轨道车站的出入口应充分和周边

地块、公共建筑、商业办公楼、地下通道等公共设施有机融合,方便乘客使用,打造以站点为中心的城

市功能区域,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的引领与带动作用;研究确定一体化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各方面

各方特别是区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一体化建设。

3.2.4 网络融合设计

完善对外客运枢纽体系。提升北京机场综合交通枢纽与新机场综合交通枢纽作为国际级、国家级枢

纽的能级,依托区域城际铁路、市域铁路、轨道交通快线,完善衔接国家级枢纽的服务网络。布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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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站城一体化开发图

市主要交通主廊道上的区域级枢纽、形成都市圈枢纽体系,衔接城际—城市交通,提高各类功能中心对

都市圈全域的服务便捷性,使北京城市核心功能不因受制于交通服务能力而局限于市域范围。
市域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设计。北京市集中建设区实际上已经由中心城扩展至主城区,北京市

域内主城区—新城格局基本确立、并逐步形成多个城镇圈,必须以功能意义上多个城市紧密联系的

都市圈 (城市群)的空间组织要求构建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以促进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集

约型的空间格局塑造。北京市规划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的城乡体系、城市主中心 (中央活

动区)—城市副中心—地区中心—社区中心的公共中心体系,须依靠轨道交通实现出行成本可控和

交通结构优化。

图8 多层次一体化设计图

4 结语

“人民满意”是交通强国建设的根本宗旨,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北京轨道交通已实现网络化运营,日均客运量1086万人次。通过乘客满意度调查、乘客投诉统计和网

络舆情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乘客满意角度分析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短板,形成原因

可总结为轨道与城市发展的平衡性、网络形态的便捷性、层次结构的合理、建设规模的充分性、设计要

求的舒适性以及安检服务的时效性等方面存在不足。最后,结合现状问题短板和未来发展形势,以更好

地满足日益发展的乘客出行需求为目标,提出既有改造挖潜、新建少留遗憾的北京市轨道交通、提高乘

客满意度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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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应急公交接驳疏运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郑登科 刘桂海 邹胜蛟

【摘要】 随着我国各大城市轨道交通的不断建设与运营,轨道交通发生故障的频率也随之增加。轨道交通作为大容量

的城市公共运输系统,因为各种原因一旦发生故障或停运,积压的乘客会对本已不堪重负的轨道站点带来巨大的安全隐

患,因此需要通过常规公交来进行 “安全、快速、准确”的疏运。通过对相关文献的了解与梳理,本文以重庆市为例,
结合重庆市在应急接驳疏运方面的实际经验,总结了轨道交通应急情况下采用公交进行接驳疏运的特征,列出了接驳流

程,界定了接驳对象,明确了接驳前提与原则,并建立了公交专线所需车辆数的运力模型,提供了一种简化的公交车辆

运力计算方法。经过与实际案例的对比,该方法较准确地提供了所需公交车辆数作为参考。文本也为以后其他城市的轨

道交通应急公交接驳疏运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轨道应急;接驳;公交疏运。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各个城市轨道交通的陆续投入使用,轨道交通客运量也日益增加,轨道交通客运量在

整个公共交通系统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随之而来,轨道交通因突发事件停运而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

大。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关注到轨道交通应急预案的必要性,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如何发挥

公共交通体系优势,利用其他大容量的常规公交来妥善解决轨道因突发事件停运的乘客疏散问题。
轨道交通由于其封闭运行、运量大等特点,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将可能造成轨道交通中断运行,继

而造成大量乘客滞留,如2016年2月13日下午1点,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因列车故障,郑家院子—长

福路区间停运8个小时,造成了10万多乘客出行受阻,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虽然有关单位组

织常规公交在各个站点开展应急接驳输运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也暴露了目前轨道交通应急公交

接驳疏散的一些问题:
一是响应流程未经优化。受到故障排除时间预判、请示响应流程过多、相关部门现场制定接驳方案

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响应时耗过长,进而贻误时机、增加乘客滞留的时间,带来了不利的社会影响。
二是接驳公交线路筛选费时。轨道交通开通后,往往沿线的同向公交线路将进行大面积优化,与轨

道线路走向重复的公交线路明显减少,依靠现成公交线路自动接替完成滞留乘客疏散的难度比较大,通

常需要研究并开行接驳专线完成疏运任务,费时费力。
三是轨道站点的特殊性造成接驳方案各不相同。由于各个轨道站在轨道线网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当

发生情急情况时,轨道交通运行的交路方案也会不同,每个轨道站点所处的地形、周边道路通行条件各

异,应急疏运接驳的方案需要通盘考虑,量身定制接驳输运方案,保证疏运工作的高效开展

为此,如何根据城市公共交通中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关系,进行 “安全、快速、准确”的疏运研

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情况

根据 《2019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截止到2019年底,重庆市中心城区轨道交通

线路共有8条,里程328.5km,排名全国第六 (位于上海、北京、广州、南京和武汉之后),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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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通站点190个 (换乘站点按照线路数量计算),未开通站点5个,其中换乘站点20个,站均出入口

个数为3.21个。全线网日均客运量为285.4万乘次,较2018年同比增长50.3万乘次,增长21.4%,
持续保持较快增长趋势。

表1 重庆中心城区轨道交通开通运营情况一览表

线路 区间
最初开

通时间

线路长度

(km)

车站数 (个)

已开通 未开通
站均出入口数 (个)

一号线
小什字-尖顶坡 2011.7.28 38.9 23 1 3.25

尖顶坡-璧山 2019.12.30 5.6 1 0 3.00

二号线 较场口-鱼洞 2004.11.6 31.4 25 0 2.75

三号线
鱼洞-江北国际机场T2航站楼

碧津-举人坝
2011.9.29 67.1 45 0 2.93

六号线
茶园-北碚 2012.9.28 63.3 28 0 3.38

礼嘉-悦来 2013.5.15 12.6 5 0 3.20

五号线 园博中心-大石坝 2017.12.28 16.4 10 0 3.78

十号线 鲤鱼池-王家庄 2017.12.28 34.3 19 0 3.61

四号线 民安大道-唐家沱 2018.12.28 15.7 8 1 3.00

环线
重庆图书馆-海峡路 2018.12.28 33.7 21 3

海峡路-二郎 2019.12.30 9.5 5 0
3.0

合计 ——— ——— 328.5 190 5 3.21

据统计,截至2020年7月15日,重庆轨道交通因为设备故障或者外物侵入等运营共发生运营中断

10次,主要涉及通车时间较早的一、二、三号线,其故障发生概率已超过2019年全年 (2019年全年共

发生故障17次,2018年全年共发生26次)。可见随着轨道交通运营设备的长时间投用,发生故障的概

率也随之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为公共交通系统的常规公交车,就以其机动灵活,便于部署,运量

可观等优点,成为疏散人流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因此,研究并制定轨道交通应急
 

公交接驳疏运的形式

与方案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2 接驳特征

截至2019年我国包括港澳台共有40个城市开通了轨道交通,绝大部分都是经济实力大,客运需求

强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每个城市的轨道交通从建造形式到运营方式,从线网结构到站点

设置都各不相同。对于重庆,轨道交通的站点设置受到山地地形的影响,当发生轨道交通的故障事件

时,有着和其他城市相同或者特殊的特征。

2.1 时间特征

2.1.1 早晚高峰

重庆中心城区早晚高峰时段与其他城市类似 (早高峰7:00-9:00,晚高峰17:00-19:00),呈现

早晚高峰集中,流量集中于跨江通道,高峰离峰快等特征,轨道高峰小时的最大断面客流量为3.8万乘

次/小时,常规公交部分断面最大客流超过2万乘次/小时,受到组团式城市布局的影响,大客流的站点

在高峰时段分布较为分散,以各大换乘站和商圈核心站点为主,如轨道事故发生在早晚高峰时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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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拥挤对接驳公交的疏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2.1.2 白天平峰

白天平峰时段 (6:00-7:00,10:00-17:00,19:00-20:30)的各个站点客流比较分散,如果轨

道交通事故发生在此时,接驳公交较能快速响应并组织疏运。

2.1.3 夜间平峰

夜间平峰 (20:30-23:00)公共交通的客流较为稀少,由于重庆常规公交收班时间较早 (一般在

20:00至20:30),大部分公交车已收班停运,如此刻发生轨道交通事故,则可根据客流集中情况调配

备用或者已停运的公交车前往进行疏运。

2.2 运营特征

2.2.1 车辆调配

由于公交车辆在高峰期基本上都运行在路面上,属于高负荷运转,如发生轨道交通故障,需要现状

公交进行接驳输运时,空闲的公交车辆较少,车辆抽调的难度较大,需要进行提前预留,哪些线路需要

预留,预留多少台车辆,都需要通过应急方案来指导,同时需要通过交通广播通知,并且调动出租车、
网约车等其他交通方式进行疏散。

2.2.2 业务培训

目前所有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分布的公交线路数量不尽相同,存在现有的公交线路无法直接覆盖所有

站点需要接驳的终点,需要新增接驳专线,新增线路的责任单位需明确,落实相关的责任人或者责任驾

驶员,对线路进行提前熟悉与安排,在发生情况时,才可以更为迅速地开展接驳疏运工作。

2.2.3 接驳指引

对于重庆的轨道交通而言,有部分轨道站点收到地形 (如轨道三号线铜元局站)与道路 (轨道二号线

天堂堡站)影响,附近并无公交站点,当此类站点发生故障中断后,需要轨道部门和公交部门在应急输运

指南的指导下密切配合。按照彼此分工,给予疏散乘客明确的指引,才能完成顺利的接驳疏散任务。
从接驳时间和特征上看,由于各个站的周边的情况,条件,客流强度各不想通,需要用理论结合实

际的方法,对已开通运营的每个站点进行 “一站一方案”全覆盖的应急预案制定,才能在发生轨道故障

时,及时顺利启动公交疏运方案,节约人为判断调度时间,把轨道站内滞留的人员进行尽快地疏导。

3 接驳流程

根据 《重庆市主城区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公交接驳应急预案》(2018版)中的有关规定,在发生轨道

交通突发事件时应按照如下的流程进行接驳疏运。
当故障发生时,应第一时间判断事件的等级,根据 《应急预案》中的有关规定,事件分为低风险与

高风险两种,并以15分钟为界限,如果判断中断运营时间小于等于15分钟,则需要在站内或者列车上

用广播等方式迅速告知乘客,避免产生恐慌情绪,并且内部处理上报轨道集团。
如判断中断运营时间超过15分钟,由开投集团统一决策,启动应急接驳疏运工作,轨道站点值班

站长需要将信息上报至开投集团安全运营部,在了解事件的严重程度后,上报市运管局和市交委,并且

联系轨道、公交集团责任人,开展应急疏运工作。
在轨道方面,需立刻启动站点客流控制,防止客流激增,并立即做好信息宣传工作,引导乘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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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并且安排调整轨道交通的运营交路,做好其他运营区间的宣传工作。
在公交方面,在接到应急疏运的通知后,首先明确站点负责接驳的责任公交公司,其次预判待接驳

的客流,抽调车辆准备运力,按照应急预案明确的接驳起终点与线路展开疏运工作,加密现有的途径公

交线路班次,根据需求,开行公交接驳专线。
在接驳疏运的过程中需要及时开展动态调整工作,轨道持续进站内的客流引导与疏散,公交根据客流

变化情况进行运力的调配,开投安全运营部随时和轨道公交两家单位进行信息交互,并指导调整方案。
通过这一系列的接驳疏运工作,如客流疏运完毕,则标志着事件结束,最终形成事故分析报告,供

以后发生类似情况时参考,如还未疏运完毕,则反馈至开投集团进行决策,是否需要调整接驳疏运方

案,或者启动更大范围,更大运力的疏运工作。
相应的工作流程如图1。

图1 公交接驳疏运流程图

4 接驳要素

4.1 接驳对象

通过常规公交转运的乘客需要有明确的界定,才能作为运力配置的前提基础。根据重庆以往发生的

实际轨道交通故障情况先例,确定接驳对象主要为两个部分:因突发事件造成运营中断的列车里面的乘

客 (N1)以及已刷卡进站候车的站台上的乘客 (N2)。由于这些乘客都已通过轨道车站闸机,相关数

据可以直接 (轨道票务系统)或者间接 (模型推算)获得。在发生轨道暂停运营的情况后,陆续进站或

者站外等候的乘客由于随机性太大,故不在接驳对象的测算范围内。

4.2 接驳前提

轨道交通由于其设置和运营的特殊性,不管是某个区间或者某个站点发生突发事件后,其往往受到

影响的不止是这一个区间或者站点,而是整个一个较长区间和较多站点,所以在制定接驳方案时需要有

前提:假定轨道列车在某个区间或者站点发生突发事件之后,其余受影响的列车将就近停靠在轨道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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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乘客转运,轨道交通将结合交路方案,在其他未被影响的区间,开展 “小交路”的运营,尽量减

少因为轨道交通停运而造成的公共交通运力缺失。

4.3 接驳原则

在确定了接驳对象与前提条件下,结合常规公交的特点,便形成了如下两个原则:

4.3.1 就近原则

为减少接驳转运对象的行走距离,应选择距离事故轨道站点最近的常规公交站点作为接驳起点。考

虑乘客前往各自目的地的分布广泛性以及数量,应综合选择最近的轨道折返站、轨道换乘站、公交枢纽

站或者公交线路密集的站点作为接驳终点,以减少乘客转运过程中的步行距离与接驳时间,同时也可以

提供给乘客丰富选择来进行二次换乘。

4.3.2 同向原则

当中断的站点为多方向的换乘站时,选取的现状公交线路或者接驳专线公交线路应尽量与轨道交通

中断站点同向,来满足该方向的乘客出行需求,弥补由于轨道交通中断而缺失的运力。有的轨道交通换

乘站点,可能存在开往不同方向的去的接驳公交,需要安排不同方向的接驳公交。

5 运力测算

在经过接驳流程指导,确定接驳对象的前提下,应迅速开展应急疏运工作。在疏运过程中,常规公

交车辆的运力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运力配置过多,对现状公交的抽调难度增大,同时造成运力浪

费,如果运力配置过少,则疏运乘客效率不高,直接导致疏运不及时,乘客发生滞留。
针对应急情况下的常规公交运力测算,在之前相关的研究文献中已有一些研究,大部分研究以数学

模型为基础,通过建立乘客量与公交车辆数之间的关系得出运力配置的合理数值,并通过有关模型,推

算出接驳的实施路径。本文在总结以往国内外的有关计算方法基础上,结合重庆本地实际情况,建立以

下测算数学模型,可方便快捷的推算出发生应急疏运时,所需常规公交运力。
由前文接驳对象可知,接驳客流Q 由两个部分组成:因突发事件造成运营中断的列车里面的乘客

(N1)以及已刷卡进站候车的站台上的乘客 (N2),即:

Q=N1+N2

突发事件列车上的客流N1可以通过单列列车上的平均载客数P1 以及此刻受影响范围内的车辆数

T计算得到,即:
N1=P1·T

单列平均载客数P1可由小时断面客流Q1以及发车间隔t1 (min)得到,即:

P1=
Q1·t1
60

列车数T 可由站间距运行时间t2以及发车间隔t1得到,即:

T=
t2
t1

综上可得,突发事件列车上的客流N1与发车间隔t1无关,仅跟小时断面客流Q1 以及站间距运行

时间t2有关,即:

N1=
Q1·t2
60

通过对重庆市主城区平峰与高峰小时中已刷卡进站乘客的统计,平峰时间和高峰时间,已刷卡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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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分别大致为列车上客流的10%和20%,故:
Q=1.1N1或者1.2N1

根据不同站点各自途径公交线路的不同,部分轨道站点周边分布了可供利用的现状公交运力Y2,
故待接驳疏运的客流Y1如下:

Y1=Q-Y2

现有公交的运力Y2可通过途径公交的总运力Y,可用运力系数y (不同路段不同时段的公交满载

率是不同的,运力系数是浮动的,可根据每天各时段不同的满载率情况进行浮动调整,根据重庆的实际

情况常规公交的可用运力系数高峰取10%,平峰取20%),客流自我分流系数F,按照重庆一般情况取

30%,即有30%的人选择其他交通方式继续行程:
Y2=Y·y·(1-F)

如按照一标台公交车满载乘客80人,并满载运输计算,所需要配置的接驳公交车辆数X 为:

X=
Y1

80
为提高服务质量,每标台的公交车辆可不需要达80的完全满载程度,可适当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通过以上公式,即可算出在不同时段发生轨道故障时,疏散积压乘客需要抽调的接驳专线的公交车辆数

X。现状站点周边公交线路较多,富余运力较为充足是,现状公交运力Y2 大于待接驳的客流Q,则无

需抽调接驳专线进行疏运,只需对客流进行引导,通过现有线路进行疏运即可。当需要疏散的时间超过

1个小时,则可直接用断面小时客流Q1作为N1,进行一个小时所需的公交运力进行计算。

6 案例

2018年10月12日,重庆轨道6号线因蔡家大桥北桥头隧洞上方山体滑坡,影响运营安全,经勘

查论证后,为保证乘客的出行安全,暂停礼嘉—蔡家区间段的运营 (含曹家湾、金山寺两个车站),中

断运营的区间,由常规公交负责接驳和转运。

6.1 轨道应急疏运方案

根据轨道6号线可开行的交路情况,为尽量减少线路中断对乘客的影响,线路南段利用国博线联络

线,开行茶园直通悦来列车,线路北段维持蔡家至北碚交路运行,并在6号线各站点通过广播和张贴告

示的形式对乘客进行宣传,在由公交进行应急接驳的蔡家和高义口站,由站内工作人员专人负责对乘客

进行换乘指引,通过公交接驳,连续搭成轨道继续行程的乘客进出站可不用刷卡,轨道进行连续计费,
从费用上也减少了乘客的负担。

6.2 公交应急疏运方案

常规公交在接到应急疏运的指令之后,迅速确定由北部公交公司和两江公交公司共同承担本次接驳

疏运工作,抽调运力,开通轨道高义口站至轨道蔡家站的往返接驳车,全程约8km,一站直达,乘坐

免费。为配合轨道开收班时间,接驳公交的开收班时间也进行了统一,做到 “轨道不收班,公交不停

运”。

6.3 公交运力配置

6.3.1 需要接驳的客流Q

由于本次轨道中断事故持续时间比较长,常规公交接驳转运工作将持续数日,对于全天各个时段的

运力配置预测更为重要,故直接用各时段的小时断面客流Q1作为计算的基础。根据轨道6号线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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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重庆轨道交通6号线礼嘉至蔡家中断应急疏运接驳示意图

年9月度统计报表中当时的各时段的高峰小时断面客流,以及已刷卡进站乘客的预估比例,可得到中断

区间两个方向,早晚高峰,白天平峰及夜间所需要的接驳转运客流Q。

表2 中断区间不同时段需要接驳的客流统计

运行方向 礼嘉→金山寺方向 蔡家→曹家湾方向

客流数据
小时断面

客流Q1

已刷卡进

站乘客N2

需要接驳

的客流Q

小时断面

客流Q1

已刷卡进

站乘客N2

需要接驳

的客流Q

早高峰 3485 697 4182 4151 830 4981

白天平峰 1835 184 2019 1426 143 1569

晚高峰 3911 782 4693 2091 418 2509

夜间 1097 110 1207 442 44 486

小时断面客流Q1通过2018年9月的月度轨道客流报表得到,已刷卡进站客流按照小时断面客流Q1
的10% (平峰期)和20% (高峰期)进行预测,则可计算出每个时段一个小时内需要接驳的客流Q。

6.3.2 现有公交运力Y2

需要接驳的轨道高义口站和轨道蔡家站周边均分布有现状公交站点和公交线路,根据现状公交线路

不同时段的发班频率,可计算出现有公交运力可分担的一部分客流。
高峰期的可用运量比例以及自分流系数可根据公交线路的实际运行情况以及站点周边其他交通方式

的多样性进行确定,并不一定是固定数值。
本站点位于重庆主城区的城市新区,以一标台80人的运量进行计算,高峰期可用运量为10%,平

峰期为20%,考虑到一部分乘客可能会分流至其他交通方式,自分流系数为30%,根据前述公式,可

计算每个站点现有公交运力可分担的一部分客流Y2。

表3 轨道高义口站公交线路运力统计

公交线路
555(空港枢纽站-

碚都佳园)
572(博览中心北-

同兴工业园)
965(轨道园博园站-

万寿福居)

小时运力

(标台)

高峰 平峰 高峰 平峰 高峰 平峰

12 3 2 1 6 2

现有公交运力Y2(人次) 67 34 11 11 34 22

319



续表

高峰合计 (人次) 112

平峰合计 (人次) 67

表4 轨道蔡家站公交线路运力统计

公交线路
571(空港枢纽站-

碚都佳园)
576(博览中心北-

同兴工业园)
577(轨道园博园站-

万寿福居)

小时运力

(标台)

高峰 平峰 高峰 平峰 高峰 平峰

7 2 4 2 5 3

现有公交运力Y2(人次) 39 22 22 22 28 34

高峰合计 (人次) 90

平峰合计 (人次) 78

6.3.3 需要接驳疏运的客流Y1与所需车辆数X

各时段需要接驳疏运的客流Y1,应该等于接驳客流Q除去现状公交的运力Y2,由于重庆常规公

交收班时间较早,故不考虑夜间现状公交的疏运。
通过统计计算,如果按照满载标准车80人计算,礼嘉至金山寺方向在高义口站换乘的最大车辆数

为晚高峰的57台,蔡家往曹家湾方向在蔡家站换乘的最大车辆数为早高峰的61台。在实际运送过程

中,考虑到接驳乘客因故障换乘产生的情绪,接驳车辆的满载率不宜过高,按满载6成满载48人进行

计算,所需车辆数在早晚高峰时段分别达到95和102台。
实际上2018年10月12日-10月17日停运的五天半时间内,负责疏运任务的北部公交抽调应急运

力60台,两江公交抽调运力40台,共计100台,与方案测算的情况基本一致。由于协调安排妥当,无

论是高峰还是平峰时段,均未出现大规模乘客聚集情况,疏运准确、及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乘客的

影响,获得了乘客的支持与肯定。

表5 不同时段所需车辆数X

运行方向 礼嘉→金山寺方向 蔡家→曹家湾方向

运行时段

需要接驳的疏

运 客 流 Y1
(人次)

按满 载80人

计算所需车辆

数X (辆)

按6成48人计

算所需车辆数

X (辆)

需要接驳的疏

运 客 流 Y1
(人次)

按满 载80人

计算所需车辆

数X (辆)

按6成48人计算

所 需 车 辆 数 X
(辆)

早高峰 4070 51 85 4891 61 102

白天平峰 1951 24 41 1491 19 31

晚高峰 4581 57 95 2419 30 50

夜间 1207 15 25 486 6 10

7 结语

轨道交通在运营过程中发生故障后,如短时间无法恢复,其庞大的客流将对整个公共交通系统带来

巨大的疏运压力,如何通过灵活的常规公交车辆,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将积压乘客进行疏运就显得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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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本文以重庆市为例,结合2018年底实施的 《重庆市主城区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公交接驳应急预案》
中的接驳流程,分析使用常规公交进行接驳的时间特征与运营特征,提出接驳的对象、前提以及原则。
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简化版的公交运力配置算法,通过实际案例的验证,基本相符,可对未来发

生类似事件的公交接驳疏运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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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中心城区的就医公交专线———以长沙市为例

刘诗雨 孙雨敬 姜泽钿

【摘要】 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的健康理念日益进步,医疗设施在大众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日渐提高,人流量也与日俱增。

因此其周边的交通环境日益复杂,人、车混行严重影响了交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医疗设施的可持续发展。为

此,本文就改善医疗设施周围的城市交通展开研究。基于对有关医疗交通现状的问题总结和原因分析,提出构建 “中心

城区的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的设想,并建立 “1+N”的就医公交专线模型。此外,本文选取长沙市作实验案例,对

其市中心内以湘雅医院为核心的医疗设施聚集区模拟建立就医公交专线,从而为改善医疗交通问题提供一定的规划

建议。

【关键词】 医疗交通;就医公交专线;定制公交;长沙市;中心城区

0 引言

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渐突出。大众群体的健康理念不断进步,对医疗保

健的要求也与日俱增。据调查,2019年我国卫生总支出达到65195.9亿,占总GDP的6.6%。由此可

见,医疗服务早已成为国民日常生活的一个关键部分。
大城市的中心城区通常功能混合,包含商业、居住和办公等多种功能,因此交通压力非常大。而我

国大型医院的布局普遍具有 “中心化”特征,每日大量的 “就医”人群更是加重了市中心的交通负担,
导致拥堵严重、事故频发和停车位短缺等情况的发生,极大地制约了医疗设施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众就医

的便捷性。如何在有限的交通空间和大量的医疗出行需求之间谋求一种平衡机制,成为当代城市交通规

划的重要话题。

1 研究背景

1.1 现有医疗交通问题

1.1.1 私家车数量多,就医交通负荷大

近年来,私家车成为人们首选的交通出行工具。以湖南省为例,截至2019年底,民用车辆

1427.61万辆,比上年末增多89.64万辆,同比增长6.7%;而大型医院普遍聚集于城市中心范围内,
其主要原因在于城市交通规划的先天不足,集中的用地布局导致医院附近的道路网交通负荷较高。据调

查,湖南省三甲医院平均拥堵延时指数①高达2.019,位列全国第一。

1.1.2 停车供需矛盾严重

一般医院在早期建设时并没有规划过多的停车空间,当初预留的停车位显然已无法跟上时代的发

展。停车供需的矛盾严重,并且缺少合理的交通指示标志和停车服务引导,随之造成车辆乱停乱放等违

章现象,给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就医人员都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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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出入口设置不合理

医院在建设之初尚未考虑到周边的用地布局,随着城市发展,临近片区不断开发建设,对医院

原本道路通行造成了影响,导致如今衔接医院内部、外部的交通和其周围整体的城市交通之间经常

出现矛盾。医院的出入口的设置大多靠近城市主次干道,尤其是高峰时期出入的车辆对城市交通环

境影响较为明显。此外,出入口没有分类导致各类车辆进出集中,交通秩序混乱,甚至耽误病人的

及时抢救。

1.1.4 异地就医的交通接驳方式有待优化

著名医院除了服务于当地患者,常常还要接诊大量异地求医人群。以华西医院为例,据统计,2018
年其就诊患者中70%为非成都人口,其中50%来自四川省外。外来人口的涌入无形之中也给城市的交

通系统增加了负担,因此医院与机场、车站等交通站点之间的接驳方式非常重要。

1.2 医疗交通环境复杂的原因分析

1.2.1 优势医疗资源布局集中

我国80%的医疗资源聚集在大城市,其中30%集中在大医院,而城市中大型医院的布局多具 “中
心化”特征,因此优势医疗资源较集中,其用地局促和交错布局不利于医院内外的交通管制。国家统计

信息中心显示2019年1~10月期间,三级医院诊治人员增长率为7.4%,而基层医院仅为0.4%,并且

三级医院的病床使用率高达97.6%,基层医院却不到50%。由此可见人们普遍对大医院更为信赖,传

统就医模式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引发就医交通问题,也浪费了基层的医疗资源。

1.2.2 现代健康理念的提高

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健康理念,而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医疗服

务服需求持续增长。据调查,2019年1~10月内,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数量达到70.2亿人次,同

比增长2.8%②。

1.2.3 陪同看病的普遍现象

“一人看病,全家陪同”是我国常见现象之一。亲属重视和关心患者身体状况,有时医院也会要求

亲属参与病情相关的表决以及治疗后的照看护理。因此,大量的 “陪同亲属”也加剧了医院的拥挤程

度,进一步影响到医院内外的交通疏散。

2 定制中心城区的就医公交专线

进一步优化医疗交通对提升整个城市建成环境的质量至关重要。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大力发展公

共交通成为缓解交通拥堵的重要措施,其具有准时、便捷、快速和经济适用的优点。因此,将医疗出行

需求与公共交通系统相配合,会极大改善大医院周边的交通状况。

2.1 定制公交的概念

近年来,城区公共交通已基本具备一定规模,总体水平明显提高。大城市居民出行需求多样化,而城

市主要公共交通的覆盖范围有限且服务形式单一,由此为公交运营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机遇———定制公交。
定制公交最初是服务于城市外围居民,往返于居住地和城市CBD来提供通勤服务,在20世纪70

年代的欧美较普遍。其优势在于有效节约道路资源,降低环境污染。而今5G与大数据逐渐走入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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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为智慧交通定制提供了更多方向与途径。

2.2 定制中心城区的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

提高医疗交通的出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安抚患者的不适。为减少医院排队和拥挤等情况,北京卫

健委书记提出 “将就诊预约时间精准到30分钟以内”,以此分流医院的人群。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提出

在中心城区 “定制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的设想———根据中心城区的医疗出行需求特点,结合附近居

住区、地铁站、医院等设施的布局,在原有公交专用道基础上规划合适的就医公交专线,并通过相关管

理措施来实现 “一道多用”目标。

2.2.1 “1+N”模式的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

2.2.1.1 条主线

中心城区的医院分布较多,其中以三甲医院为主的大型医院就诊人群最多。因此,“30分钟就医公

交专线”的 “主线”主要用于连接中心城区的各类大型医院和居民点。这条 “主线”的特点是人流量

大、线路长,因此服务范围较广,可以满足较大区域内的医疗出行需求。为保证 “30分钟就医”,该主

线长度需合理控制于15~20km范围内。
2.2.1.2N条副线

除了 “主线”串联的大型医院外,中心城区中仍然存在大量低等级医院。这类医院交通吸引力相对

较小,但就医人群数量多且分布广。因此,“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的N条 “副线”主要用于连接中心

城区的其他低等级医院和居民点,其特点是人流量小、线路短,由于服务范围有限,因此长度控制在

8Km左右,尽量保证在15分钟内就近问诊。
1条主线和N条副线相互配合,构成中心城区的 “1+N”就医公交路线模式,并且主线和副线存

在少数线路重叠 (图1),“重叠”部分主要是大型医院,使其服务范围更广,且便于不同医院之间的联

系,满足患者转院、医疗合作以及医疗资源互调等需求。

图1 “1+N”就医公交模式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2.2 “骨干+接驳”的就医公交专线

目前,以高铁、城际铁路等为 “骨干”的远距离交通网络已成为各城市客运的主要承载系统[1]。而

外地患者群体通常有更明确的就医需求,线路单一、换乘不便的地铁系统不便于患者就医。而城市公交

接驳服务具有便捷、直达的特点,能够配合高铁等城际交通工具满足外地人员的 “一站式”就医需求。
因此设置就医公交专线,在异地就医需求多的城市构建 “骨干+接驳”的远距离 “一站式”医疗交通,
从而为外来患者提供便捷、可靠的直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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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就医公交专线的配套服务和管理

2.2.3.1 就医公交专线线路管理

根据就医人群的出行时间特征,分时段对小汽车开放就医公交专用道,合理安排发车时间,实现就

医专线错峰通行。同时应用实时信息传递系统把控公交运行情况,有助于就医公交使用人群在手机

App上进行预先查阅。
2.2.3.2 就医公交专线配套设施建设

就医公交专线沿途及站台配备座椅、摄像机、急救用品与急救电话,便于及时通报事故并发出求救

呼叫,另外选用患者友好的新型公交车,保证医疗设备顺利运送,为视力障碍者提供语音式报站牌和盲

文路线图等。在专用道上采取中心隔离措施,保证公交运行效率与行人安全[9]。
2.2.3.3 疫情期间就医公交的运行

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交通问题,可将公交乘车码与电子健康码结合,有利于精确掌控每

一位乘客的出行信息。若出现传染病患者,能迅速确定患者出行轨迹,制定应急措施。此外,就医公交

在疫情期间还能服务于医护人员的上下班需求。

3 以长沙市为例定制就医公交专线

3.1 长沙市医疗资源及交通概况

据长沙市2019年鉴统计,长沙市共有医院336家,其中以湘雅医院为代表的三级医院27所 (含三

甲15家),每千人病床数9.47张,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9.86人,其中每千人床位数在全国17个GDP
过万亿的大城市中居首位。本地和外地庞大的就医人群导致市中心医疗设施的交通吸引量过大,周边的

交通拥堵问题十分严重。

图2 长沙市三级医院位置分布及周边交通示意图

(图片来源:根据长沙市地铁规划线路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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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级医院的空间分布 (图2)来看,长沙市中心的高等级医院大多位于在 “五一路—黄兴路—解

放西路—湘江路—韶山路”一带。此路段为长沙市经济、交通发达的中心商业区,人流量较多,交通压

力大。
据统计,2019年长沙市内城区人口数达282.66万人。市中心高等级医院周边人口非常密集。而且此

路段在之后地铁建设中将面临频繁的修建性调整、步行型人流量过大等问题,未来交通压力会持续增长。

表1 长沙市中心城区较大医院接诊概况

名称 日均门诊量/人 床位数/张 占地面积/平方米 员工数/人

湘雅医院 5500 3500 16800 4640
湘雅二医院 6000 3500 17400 4916

长沙市第一医院 1200 1683 15300 1818
湖南省人民医院 1300 4000 19000 4800

省妇幼医院 2700 1050 13200 1313

  (表格来源:根据五所医院的官网数据整理绘制)

表2 长沙市中心城区较大医院交通情况

名称 交通评价 院内停车位/个 周边停车位/个 车流量/(pcu/d)

湘雅医院 73 1200 414 5000-6000
湘雅二医院 74 810 1106 6000

长沙市第一医院 82.5 190 1010 2000
湖南省人民医院 84 310 848 2000

省妇幼医院 83 200 1120 800

  注:交通评价根据权重计算:A:周边大型居民点距离 (0.4);
 

B:周边;现有医院距离 (0.3);C:周边公交站距

离 (0.15);D:周边地铁站距离 (0.15)
表格来源:根据五所医院的官网数据整理绘制

如表1所示,区域内的五所大型三甲医院中湘雅医院与湘雅二院日均门诊量较大,但交通评价较低

(表2)。同时,以500m为步行半径统计医院周边停车场车位基础数量,结合医院员工数与床位数,可发

现长沙市第一医院医院与湖南省妇幼医院周边车位数大于停车需求预测,存在停车资源过剩现象。

图3.2 长沙市中心医疗资源周边环境示意图

(图片来源:根据高德地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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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分析了长沙市中心相关设施的分布情况,可见区域内医疗资源呈南北纵向分布,而商业资源呈东

西横向分布,导致五一大道与芙蓉中路附近医院患者就医出行需从三级公路汇入省道,就医交通易受早晚

高峰车流影响。且根据路网显示,居住区连接主路多为T型路口,容易造成衔接段交通拥堵 (图4)。

图4 长沙市中心城区周边交通态势图 (2020.7.27周一8:00)
(图片来源:根据高德地图爬取交通态势)

3.2 长沙市居民就医交通选择的调查

本文对长沙市中心的市民做了问卷调查,共收到220份有效问卷。着重分析出行方式及其选择原因

等。其中对于五种出行方式的十三项影响因素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③进行评定。经分析发现居民对于就

医出行方式的选择仍然以私家车和公交车为主 (图5和图6)。

图5 长沙市中心选择不同就医交通方式的居民比例 (一)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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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长沙市中心城区居民选择就医方式的影响因素统计分析结果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注:满意度均值按Likert五级量表进行统计,均值越高说明此因素对满意度影响

越大,标准差反映居民对此类印象因素的共性认知情况,数值越大共性越大

为改善长沙市就医交通问题,加强就医公共交通建设,选取除私家车外居民出行选择频率较高的公

交系统进行优化,在市中心构建就医公交专线,着重改善满意度影响均值较大的因素,如加强配套医疗

设施建设以改善不适合病人乘坐的状况。
据长沙市2019医疗行业大数据分析报告,就医人群主要分为四部分,各自出行特征较为明显

(图7)。如就医和陪同人群通常在同一时段出行,主要分布于早高峰和中午时段。根据不同人群前往医

院的时间分布特点,可对就医公交的运行进行分时段管理。

图7 前往医院的不同交通流的时间分布特征

(图表来源:基于长沙市2019年医疗行业大数据分析报告绘制)

3.3 就医公交的具体线路规划

以 “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为前提,在长沙市中心城区进行就医公交专线的规划。在综合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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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数量、医院等级、交通通达性等要素后,拟定出就医专线 (图8),大致在 “湘雅路—芙蓉中路—
人民中路—湘江中路”范围内,总面积约为6.87km2,包含三级医院6所,大型居民区 (>800户)13
处,辐射范围覆盖人口28万人。并且该条线路包含部分1、2、6号地铁线,接驳高铁站与黄花机场,
在未来可以形成覆盖全市的 “就医公共交通”体系。

基于 “1+N”就医公交路线模式设想,长沙市的就医公交专线规划中建设了1条 “主线”,即串联

湘雅一院、湘雅二院等5所大型医院的1号专线,全长约10.2km,可以满足30分钟的时间控制要求。

图8 长沙市中心城区就医公交线路图 (图片来源:根据百度地图绘制)

图9 长沙市就医公交专线途径站点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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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的中心城区内除了几所重点大型医院之外,仍有不少低等级医院,对周边居民的医疗需求也

有重要意义。因此分别以湘雅一院与湘雅二院作为与 “主线”的重要 “重叠”点,规划出2条 “副线”。
湘雅一院所在的副线总长约4.0km,主要连接湘雅一院、长沙市第一医院、湖南省妇幼保健院3所大

型医院,并且辐射华盛新外滩、潮宗御苑等4处大型社区;湘雅二院所在的副线总长约6.6km,主要

连接湘雅二院、湖南省人民医院2所大型医院,辐射华远云玺、华远华中心等6处大型社区。综合主线

和副线的复合线路规划,在长沙市中心城区构造出 “1+2”的
 

“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

表3 就医公交主副线路详细信息

线路 服务对象 车型 票价 线路长度 运送速度 时耗

一号主线

二号副线

三号副线

就医人群

32座公共汽车 2元 10.2km 26km/h 30分钟

27座公共汽车 1元 4.0km 25km/h 15分钟

27座公共汽车 1元 6.6km 25km/h 21分钟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3.4 就医公交的运行模式

3.4.1 接驳医疗设施与重要站点,实现 “点对点”运营

就医公交专线主要连接医疗设施、居住区和地铁站等站点,因此停靠点有限,从而减少人们的路程

时间,并且就医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接驳也方便了远距离 “就医”的换乘,达成 “点对点”的运行目的

(图10)。此外,就医公交站点的设置需要结合周边设施的位置特点来确定,照顾到更多人群,步行至

站点的距离最好控制在300米范围左右[2]。

图10 就医公交使用流程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4.2 控制运营时间,节约道路资源

为节省城市早晚高峰时段宝贵的道路资源,就医公交的运营时间要严格控制 (表4和图11)。主线

运营时间大约在07:00-19:00范围内;副线数量较多,涉及区域小且复杂,因此不必要过长的运营时

间,大约在08:00-18:00范围内。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的发车间隙约为6分钟,周末的发车间隙约为

9分钟。相比于常规公交,就医公交运营时间较短[3]。

表4 就医公交的运营时间

线路 运营时间
工作日早晚高

峰发车间隙

工作日非早高

峰段发车间隙

周末早高峰

发车间隙

周末非早高

峰发车间隙

一号主线 07:00-19:00
二号副线 08:00-18:00
三号副线 08:00-18:00

6分钟 15分钟 9分钟 15分钟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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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就医公交线路、车站及运营时刻图 (图片来源:根据百度地图绘制)

3.4.3 严格控制专线线路使用权,非特殊情况不得占用

城市中的公交专用道普遍存在被其他车辆占用的情况,降低了公共交通的行驶效率。而本文设立的

就医专线主要是要为有医疗需求的患者服务,是一种生命通道,因此就医公交的行驶线路必须受到严格

管控,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占用。

3.5 就医公交的交通评价

定制的就医公交主要在长沙市高等级医院聚集的中心城区内环绕运行,主要服务于前往医院的人

群。而一般的公共汽车通常是为广大市民服务,因此它的运营范围常常贯穿城市的不同区域。相比之

下,就医公交运行目的性更强,主要体现在服务人群、运营范围、车辆配置等部分。

表3.5 一般公交与就医公交特点比较

交通方式 服务人群 运营范围 车辆配置 路程相关

一般公共汽车 广大市民 城市不同区域
按标准设计制造的普

通公共汽车

路程距离长且多站停靠,时

间不定

医疗 专 线 定 制

巴士

以前往医院的人群

为主

中心城区 (长沙高等

级医院聚集区)

基于原有公共汽车的

基 础 上,增 加 部 分

“医疗”专用配置

停靠站以医疗设施和居民点

为主,路程距离大约在15-
20km,时间不超过30min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分别从便捷性、舒适性、安全性、经济性和环保性5个方面来评价 “就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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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交通方式 (图12)。

图12 不同就医交通方式的特性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参考文献[3] )
注:图中数值是经过调查和访谈若干专家,经过多轮打分后计算取得的平均值,0~5表示了测评的相关指标从最差到最优。

通过图表分析,就医公交较为便捷。因为就医公交主要在中心城区环绕运行,途径站点以医疗设施

和居民点为主,并且路程控制在30分钟内。对比其他交通方式,其有助于在短时间内抵达目的地。此

外,由于就医公交主要服务于 “就医”人员,因此车辆上的人比一般公共汽车少,所以舒适性更高。由

于就医公交配置相关医疗设施,其在安全方面更具优势。
公共交通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它仅使用一个交通工具,就能满足若干人的行程需求,从而达到 “共享

行程和交通工具”的目的。在经济方面,大多公共汽车单程最高仅收费2元,并且经常需要去医院的老

人可使用 “长沙市爱心卡”免费乘坐就医公交。对比其他机动车交通方式,公共汽车的费用最低。此

外,“共享行程”在减少能耗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减少了CO2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具有环境效益,符合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4 结语

随着现代人们健康理念的不断进步,医疗设施在城市公共设施中的地位与日俱增,而医疗交通环境

的优劣将直接对医疗设施的发展产生影响,但要从根本上对医疗交通进行优化依旧任重道远。本文针对

城市中心区域内医疗资源集中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交通问题,提出了 “1+N”的 “30分钟就医公交专

线”模型,并以长沙市为例进行具体实践构想,提供了一种便捷、安全且经济的定制交通思路,对改善

市区的交通环境有着重要作用。公交主线和副线的分工运营有助于在符合相关时间和路程要求的基础上

实现 “就医专线”的全城区覆盖,进一步可接驳轨道交通,形成长沙市内更大范围的就医交通体系。各

城市可根据地区不同的医疗资源分布情况,结合具体的道路交通环境而制定出适合当地发展的 “就医公

交”专线计划,以便捷、经济、安全和环保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城市的医疗交通。

注 释

①
 

“拥堵延时指数”是城市拥堵程度的评价指标,即城市居民平均一次出行实际旅行时间与自由流状态下旅行时间

的比值。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③

 

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是属评分加总式量表最常用的一种。该量表由一组陈述组成,有 “非常同意”、 “同
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5、4、3、2、1,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

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总,这一总分可说明他的态度强弱或他在这一量表上的不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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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背景下辅助公交发展策略研究———以佛山为例

彭 丹 庄义彬 李 旺

【摘要】 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大城市经济出现衰退,为扭转经济,各大城市相继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特别是对受疫

情冲击较大的餐饮和旅游行业补贴优惠政策较大。为发挥交通对经济复苏的支撑引领作用,在总结国内外辅助公交发展

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以佛山为例,深入分析佛山辅助公交发展的现状问题和新形势,并通过公交大数据和手机信令

识别客流需求,提出了经济复苏背景下辅助公交三大发展策略,即完善轨道接驳、开行夜间巴士、发展旅游专线,并基

于三大策略制定支撑佛山经济复苏的辅助公交发展措施,最后,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为市民消费创造便利的公共交

通出行条件,推动经济发展。
【关键词】 疫情;消费;辅助公交;大数据;手机信令

0 引言

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第一季度经济同比下降6.8%,其中由于消费支出下滑导致GDP下降幅度

达4.3%。为刺激消费振兴经济,自3月疫情得到控制开始,各地政府相继开始发放消费券,到4月18
日,共有36个城市加入了这项行动,消费券总额高达

 

57.4亿,覆盖行业主要包括餐饮服务业和购物旅

游业等[1]。对消费券使用情况进行分析,30岁以下的中青年是用券主力军,约占30% (佛山消费券用

户年龄在30岁以下占37.8%)。根据中国乘用车 “用户年龄”分析结果,高房价、低结婚率、低生育

率等推动着中国车市的高龄化,30岁以下群体购车比重逐年下滑[2]。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外出消费

旅游主要依靠公共交通,因此在各地政府运用各种手段刺激消费的同时,公共交通必须根据需求变化提

供差异化的运输服务,充分发挥支撑引领作用,这便对辅助公交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1 辅助公交概述

辅助公交顾名思义是常规公交的一种补充,不同于常规公交它的运营模式更加多元化,其站点设

置、线路规划以及运行时刻表都更加的灵活多变,可根据客流需求适时调整或者进行个性化定制,而相

比于小汽车出行,辅助公交更加经济环保。
纵观国内外辅助公交研究成果,辅助公交大致可以分为辅助公交专线、定制公交、灵活公交、专项

公交、需求响应公交、面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公益公交以及面向特定客流群体的其他辅助公交七种模

式[3]。各种模式对于时效性、舒适度、便捷性等要求不尽相同,各城市可根据空间结构和客流特征、客

户需求等,因地制宜制的发展不同模式的辅助公交。

2 先进城市经验借鉴

纵观国内外辅助公交发展情况,美国辅助公交发展已经形成体系,关注各层次市民不同的出行需

求,运营模式多样,覆盖群体甚广。香港公共交通注重一体化发展,辅助公交对地铁、巴士等公共交通

的接驳换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常规公交竞争力不足,很多城市开始探

索规划辅助公交,大多数借助互联网采集需求进行定制公交,其中以通勤线、枢纽快线以及通学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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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目前发展模式还比较单一。

表1 国内外辅助公交发展情况

辅助公交类型 运营情况 特点

美国[4]

服务于非固定乘客群体的商业化辅助

公交;服务于大型企业或学校的专属

辅助公交;服务于员工的合乘类辅助

公交;服务于特殊人群的专属辅助

公交。

2010年在奥佐基县 (Ozaukee
 

Coun-
try),公共交通方式主要以巴士快线

和合乘出租为主,合乘出租车的年载

客量为74588人次,占公共出行总量

的39.6%。

服 务 类 型 多,覆 盖 群

体广

香港

旅游线、校车线、接驳、酒店接送

线、社区巴士、通勤线、其他 (合约

式出租服务)

占全方式公共交通比重18.2% (传
统巴士34.3%)。

非专营巴士及公共小型

巴士两种类型

北京
商务班车、快速直达专线、节假日专

线、就医专线和休闲旅游专线等

五年共开通378条线路,总客运量超

1700万 人 次,日 均 客 运 量3.7万

人次。

以商务班车和快速直达

专线为主

深圳 通勤班车、景区专线、片区微循环线

深圳定制公交线路占城市总公交线路

约62%。平均上座率达60%,在全

国位居首列。
以通勤为主

3 消费刺激背景下佛山辅助公交发展策略

3.1 现状问题与挑战

3.1.1 轨道发展滞后,公共交通竞争力不足

目前,佛山只建成了一条广佛线,其里程和线网密度在全国来看都位于倒数,市域范围主要客流走

廊缺乏大运量交通制式支撑。同时轨道站点周边公交站设置缺乏统筹协调,衔接方向不足,且站点分

散,大部分站点换乘的走行距离超过200m,导致公交接驳轨道便捷性不足,与青岛等大多数城市50~
100m的换乘距离标准相差较远。通过对全国各大轨道城市进行分析,佛山的轨道交通衔接率仅为

0.55[5],排名倒数第一。此外,轨道交通运营时间为6:00-23:56,但是常规公交大多数在十点前就

停运了。公交接驳轨道的不顺畅,导致难以有效的为轨道大运量交通喂给和疏散客流。

图1 轨道交通衔接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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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佛山积极创建公交都市,虽然建成了 “五纵九横”的骨干公交线网,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

是常规公交与小汽车相比竞争力依然薄弱。由于公交非直线系数和线网重复系数偏高、发班间隔大等问

题,高峰时段公交平均运行速度不足小汽车的70%,公交出行平均行程耗时是小汽车的2~2.5倍。

图2 高峰时段小汽车出与公交车出行全过程对比

公交服务水平低,竞争力不足,导致客流连续三年下滑,尤其是疫情期间,2020年2~4月公交日

均出行量约为55.23万人次/日,较2019年同期相比 (145.56万人次/日)下降62.1%。就全方式出行

结构而言,小汽车出行比例达35.7%,而公交分担率仅占8.3%,交通结构不合理,公交发展遭遇

瓶颈。

图3 2019-2020年佛山市常规公交日均客运量对比 (万人次/日)

3.1.2 辅助公交发展模式比较单一,对消费经济的支撑线路缺乏

佛山辅助公交发展起步较晚,自2018年辅助公交平台运营以来,相继开通了高铁快线、校园线、
考场线、展会线、徒步活动线等多种类型辅助公交线路,2018年客运量达76773人次。但是就日常运

营而言,辅助公交模式比较单一,主要以校园线为主,缺乏旅游线、夜游线、美食线等特色线路,对刺

激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的支撑作用还有待加强。

表2 2018年佛山辅助公交开行情况

线路 线路数量 班次 客运量 (人次)

常规线路

校园线 15 1452 44001

社区线 1 3682 12606

驾校线 2 768 5990

医院线 1 24 24

春运高铁快线 高铁线 18 1055 10152

大型活动线 50km徒步、潭州展会 18 - 4000

合计 55 6981 76773

3.1.3 经济复苏背景下,多元消费需求倒逼辅助公交转型升级

2019年国家出台 《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 (国办发2019 【41】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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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假日经济和夜间经济”、“提高消费便捷程度”“优化旅游交通服务,科学规划线路、站点设置,提

供智能化出行信息服务”。经济复苏背景下,各地政府多措并举刺激消费,如发放消费券、发展 “地摊

经济”等。多元消费需求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3.1.3.1 假日经济消费特征

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旅游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2019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6.63万亿元,同比增长11%,旅游经济增速高于GDP增速。《2019年在线旅游行业市场报告》显示,
国内旅游用户中,35岁及以下用户比例达到70.2%,25岁以下比例为36%,年轻人群是国内旅游用户

主体,00后成为旅游新势力[6]。

图4 国内旅游用户年龄分布

此外,五月以来旅游数据显示,本地游和周边游成为主流。受疫情影响,境外游进入冰冻期,跨省长途

游减少。本地游和周边游的比重明显提升,成为旅游的主流。由此可见,佛山休闲旅游需求还在持续增长。
3.1.3.2 夜间经济消费特征

分析夜间经济消费时段特征发现,出发时间18:00后,结束时间22:00左右为夜间消费高峰期,
而次高峰为19:00/20:00出发,23:00至次日01:00结束[7]。佛山作为 “夜间经济十强城市”,早

出晚归的客流特征更加明显。《阿里巴巴 “夜经济”报告》显示,23:00-24:00,佛山是小商户生意最

好的城市之一,尤其是餐饮商户超过83%的口碑商户还在营业。夜经济消费群体画像显示90、00后夜

经济消费行为高于七零、八零后。而夜间交通便捷度成为制约夜间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交通作为

促进夜间经济繁荣的重要的配套设施之一,必须做好充分的衔接。

图5 会导致游客不喜欢某个城市夜游的因素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大数据平台)

3.1.3.3 广佛消费存在 “虹吸效应”
广佛同城历经十年同城化水平不断深化,广佛线的引入拉近了广佛间的时空距离,但是由于两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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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发展水平不平衡,虹吸效应明显,存在 “佛山买房、广州消费”的现象。广州地铁发达,覆盖了北京

路、上下九、天河城等众多商圈,佛山市民通过广佛线换乘可达十分方便,因此不少市民会选择周末节假

日到广州休闲购物。但是佛山只有一条轨道,且只覆盖中心城区,中心城区商圈对广州市民吸引力不足,
外围景点公交出行极其不便,主要依赖小汽车,严重影响了无车一族到佛山游玩的兴趣。因此,在轨道未

成网之前,佛山辅助公交发展必须关注这类作为消费主力军的无车一族,为其消费提供便捷的出行方式。

3.2 需求分析

3.2.1 轨道接驳客流需求

由于公交接驳轨道的大部分站点分布较远、走行距离长、便捷性不足,市民若要乘坐广佛线,除了

短距离 (1km左右)采取步行、自行车等非机动化方式,中长距离市民大多采取网约车、出租车等,
一方面出行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对交通运行造成了压力。通过对禅城出租车下车客流数据进行分析,发

现广佛线部分站点接驳客流需求旺盛,依次为祖庙站、季华园站、魁奇路站、同济路站、雷岗站等。

图6 广佛线站点周边出租车下车客流热力分布

3.2.2 夜间出行客流需求

根据高德数据分析结果,从全国50个主要城市夜间公交地铁出行需求来看:佛山公交地铁的夜间出

行需求热度排名第二仅次于广州。根据公交客流分布情况,夜间客流覆盖了中心城区各大商圈,包括祖庙

商圈、桂城商圈、季华路商圈和魁奇路商圈,其中祖庙公交客流夜间聚集最高,达6699人次,其次是东

方广场达6350人次,再往后依次是东建世纪广场、南海广场、万达广场、世博商贸城以及新天地广场等。

图7 十大夜间公交地铁出行需求热度城市[8] 图8 公交夜间客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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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休闲旅游客流需求

佛山作为国家森林公园,各类5A和4A等景点广泛分布于全市五大组团。节假日中心城区客流出

行目的以休闲购物为主,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佛山以购物为目的的公共交通出行排名位列第三。而外围

主团则表现为旅游,如爬山、逛公园等。与此同时,佛山美食众多,尤其是顺德区享有 “世界美食之

都”的美誉,诸多网红打卡圣地吸引着周边乃至全国的游客。公交大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即使在当前佛

山跨区公交服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周末节假日客流在西樵山、湿地公园等外围景点聚集效应依旧比较

明显。由此可见,周末节假日佛山以休闲旅游为目的的出行需求十分旺盛,尤其在疫情恢复期本地周边

游成为主流,这种需求还在持续增长。

图9 以购物为目的的公共交通出行占比排名[8] 图10 手机信令在佛山各景点的分布情况

3.3 发展思路

坚持交通支撑经济复苏的发展理念,针对拥车率较低的中青年消费特征制定差异化、个性化的辅助

公交发展策略,从完善轨道接驳、开行夜间巴士、发展旅游专线等三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方案,为假日

经济和夜间经济消费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3.4 发展策略与措施

3.4.1 完善轨道接驳

由于公交线网和站点布局优化调整周期较长,因此近期建议通过发展辅助公交完善轨道接驳,
开行微循环公交可以有效解决乘客 “最后一公里”。夜间主要针对夜经济消费,完善轨道与主要商圈

和美食广场的接驳,如东方广场、印象城、创意产业园等;周末节假日主要加强轨道站点周边4km
范围内的公园景点等,如中山公园、五峰公园、南风古灶等。微循环公交开行时间应与轨道运营时

间和客流时段特征相协调。由于常规公交在夜间及周末节假日的发班间隔大,约为20-30min一班,
开行循环公交路程短、站点少、速度快,可以在运营成本增加不多的情况下,有效解决休闲娱乐乘

客的出行问题。

3.4.2 开行夜间巴士

由于佛山公交八点之后大约30分钟一班,服务水平低,而且收班时间早,大多数十点就停止运营,
而少数十点后还在运营的公交大都衔接枢纽站等,与夜间经济消费缺乏衔接。夜间辅助公交应根据佛山

夜间经济发展需求以及客流夜间消费的聚集特征,充分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分析手段,对线路进行合理

的规划,串联千灯湖、祖庙、文华里、季华商务带、南风古灶等地标景点、商圈和美食广场。运营时间

应根据消费时段特征适当延长,工作日夜间可延长至24:00,周末与节假日可延长至凌晨2:00,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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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需加强公交接驳的区域

图12 微循环公交串联商场公园与轨道接驳示例

考虑运营成本可略高于常规公交。

图13 夜间公交开行示例图

3.4.3 发展旅游专线

佛山作为一座森林城市,旅游业发达,但是由于只有中心城区一条轨道,且跨区跨组团公交线路

少,尤其是顺德、高明、三水,若通过常规公交前往,需要换乘多次,时间成本高,因此发展旅游专线

十分必要。扩大辅助公交平台知名度和影响力,开行外围组团旅游专线,如南海西樵山一日游、顺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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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山/逢简水乡一日游、三水森林公园/荷花世界一日游、高明美的鹭湖森林度假区一日游等。针对本地

游游客,发车地点可选择中心城区祖庙等大客流聚集地,针对周边游游客;发车地点可选择佛山西站、
广州南站等枢纽站。

图14 旅游专线开行线路示例

3.5 保障措施

经济复苏背景下辅助公交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还必须从完善体制机制、培育消费经济、建设配套

设施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保障措施。

3.5.1 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经营模式

佛山辅助公交采用TC公司主导经营的模式,有利于与常规公交统筹协调发展。建议不断完善政策

法规,明确各相关部门包括市交通局、发改、公安、财政局和法制办等,以及公交运营企业的职责,加

强行业监管,积极推进辅助公交多元化发展。由于辅助公交不同于常规公交,是以市场方式定价,但是

票价过高对客流吸引力不足,因此可考虑创新经营模式,例如与一些网红景点和餐饮店联合推出精品线

路,而景点和餐饮店以赞助的形式补贴一部分票价,实现辅助公交和消费经济的互利共生,进一步释放

市场活力。

3.5.2 培育消费经济,聚集客流需求

客流需求是开行辅助公交强有力的支撑,而客流需求与消费经济相辅相成,因此亟需培育夜间消费

经济以及周末节假日旅游经济。建议进一步落实 《佛山市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扶持办法》,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工业旅游,开发新兴旅游景点和项目,培育佛山特色的旅游经济,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同时贯彻

落实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入挖掘夜间经济,加快培育、建

设、提升一批高品质夜间经济集聚区、夜间经济示范点,打造 “夜佛山”城市品牌。

3.5.3 建设配套设施,优化运行条件

辅助公交的本质是公共交通,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辅助公交在运行过程中的行驶路权,完善经停站

点、首末站、标志标牌等配套设施。一是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早晚高峰期辅助公交可以在公交专用道行

驶。二是完善辅助公交站点设置,明确可以在常规公交站点上落客,此外在常规公交覆盖不足的站点,
允许在客流需求强劲有条件的点位增设辅助公交站点;对于辅助公交首末站,企业可利用有条件的既有

常规公交场站,也可设置于其他有条件的不影响交通通行和安全的地段。三是辅助公交车辆及其站牌应

统一设计,以便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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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疫情期间经济遭受重创,在疫情得到控制以来政府加大政策鼓励消

费以拉动经济,夜间经济和节假日经济作为重要一环,只有完善公共交通配套,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辅助公交作为常规公交的补充,应充分利用其灵活性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出行条件。本文通过剖

析消费特征以及佛山客流需求,提出经济复苏背景下辅助公交发展三大策略,并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

施,对促进佛山消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可为其他夜间经济繁荣和旅游业发达的城市提供一定的参

考,以实现交通与城市、经济、生活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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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下降背景下汽车客运枢纽规划与转型研究———以中山为例

吴超华 许谋为 卢顺达 朱 闯 陶毅杰

【摘要】 近年来,受到铁路和小汽车发展的冲击,全国各大城市的汽车客运流量逐年下降,场站和线路资源利用率低,

严重浪费。本文通过研究中山汽车客运站布局规划,探索在客流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根据客运量和场站资源数

据,结合存量土地和公交发展,按需规划和开发汽车场站资源,解决汽车客运站利用率低的困境,并总结经验,为其他

城市相似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 汽车客运站;客流下降;利用率低;整合升级

0 引言

汽车客运站作为城市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城市交通出行的必要基础设施。我国汽车客

运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每个城市都形成了基本的汽车客运枢纽格局。近年来,随着城市轨道和小

汽车的快速发展,汽车客运受到了重大冲击,客运量逐年下降,客运场站土地和线路资源出现了大量富

余浪费。在此背景下,如何根据客运量和场站资源数据,按需配置汽车场站和线路资源,已成为相关政

府部门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研究中山汽车客运站布局规划,探索在客流量逐年下降的背景下,如何根

据客运量和场站资源数据,按需规划和开发汽车场站资源,解决汽车客运站利用率低的困境,并总结经

验,为其他城市相似问题提供借鉴。

1 现状与问题

1.1 公路汽车客运总量和占比下降

从客运总量看,2018年,我国共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79.4亿人,同比下降3%,其中道路运输出现

严重下滑,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36.7亿人,同比下降6.2%,比2013年下降26.2%;旅客周转量9
 

279.7亿人公里,同比下降5%,比2013年下降17.5%。而与之相对应,铁路和民航客运量均有所增

长。表1为2013~2018年全国各交通运输方式客运量及占比,图1为2013~2018年公路客运量和客运

周转量变化情况,图2为2013年和2018年全国各交通运输方式客运量占比。

表1 2013—2018全国各交通运输方式客运量及占比

年份
铁路 公路 水运 民航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总

量/亿人

2013 21.1 9.9% 185.3 87.3% 2.4 1.1% 3.5 1.7% 212.3

2014 23.0 11.3% 173.6 85.5% 2.6 1.3% 3.9 1.9% 203.2

2015 25.3 13.0% 161.9 83.3% 2.7 1.4% 4.4 2.3 194.3

2016 28.1 14.8% 154.3 81.2% 2.7 1.4% 4.9 2.6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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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铁路 公路 水运 民航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总

量/亿人

2017 30.8 16.7% 145.7 78.8% 2.8 1.5% 5.5 3.0 184.9

2018 33.8 18.8% 136.7 76.2% 2.8 1.6% 6.1 3.4 179.4

  (注:数据来源于 《中国道路运输发展报告 (2018)》[1] )

 
图1 2013~2018年公路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变化情况

图2 2013~2018年全国各交通运输方式客运量占比

自从2017年国务院颁布 《“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以来,全国范围内的轨道线

网和体系日益完善,汽车客运受到严重冲击[1],各城市汽车客流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例如,京津冀铁路

开通后,天津至北京班线客流量大幅下降,日发送旅客人数不足高速铁路开通前的30%,由原日发182
班下降至61班,下降66.48%;京沪高速铁路开通后,天津至济南高速客运班线原日发送旅客310人

次减少至140人次,实载率熊77%下降至34%。城市部分公路客运受高铁影响案例如表2。

表2 国内部分城市公路客运受高铁影响案例

班线 里程/km 影响

济青线 387
2008年济青线列车动车组开通两年后,济南至青岛高速大巴由最初12辆车减少到

8辆车,平均实载率降了20个点,为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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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班线 里程/km 影响

深广线 105
2011年武广高速铁路深广段开通1个月后,广州发送东莞和深圳方向旅客同比分

别下降19.13%和30.32%

厦深线 514
2013年厦深高速铁路开通之后,从潮阳汽车站搭乘班车前往深圳方向的旅客量损

失10%

长娄线 114
2014年沪昆高速铁路湖南段正式运行1个月后,长沙汽车西站和南站去往怀化、
凤凰、娄底和邵阳方向的客流量分别下降超过50%和80%

成渝线 308
2015年成渝高速铁路开通之后,2016年春运第一天,内江高速公路客运中心当天

共输送乘客2400余人,与往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6%;成都、重庆方向影响最大,
客流量下降明显

从单个城市看,汽车客运场站客运量也在逐年下降。例如北京2018年底1447万人次,近五年

下降了45.78%,完成旅客周转量50.4亿人公里,相比于2014年减少了45.74%,客流下降极度严

重;上海2017年全市汽车客运站对外旅客发送量3420万人次,比2013年下降了300万人次,下

降8.06%。

 
图3 2014—2018北京汽车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变化情况

 
图4 2013年—2017年上海市汽车客运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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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低等级汽车客运站旅客发送量少, 场站资源设施富余

从汽车场站设施看,全国客运站总数达38.8万个,同比增长3.7%。其中,一级客运站和二级客

运站数量仅占14.14%,日均旅客发送量占全部等级客运站发送量的71.2%;三级、四级和五级客运站

数量占比高达85.86,日发送量仅占全部等级客运站的28.8%,场站资源设施呈富余状态。

图5 2018年全国各等级客运站日旅客发送量占比

图6 2018年全国各等级客运站数量占比

1.3 线路数量和发车班次逐渐减少

从线路数量看,班线开通数量逐渐减少,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开通客运班线16.6万条,同比减

少7770条,年平均日发班次133.7万次,同比减少12.7万次,减少8.6%。其中,跨省线路15581条,
同比减少969条,年平均日发班次47069次,同比减少9.6%;跨地 (市)线路35242条,同比减少

577条,年平均日发班次158758次,同比减少7.6%。

表3 2012—2018年全国客运班线开通情况

班线开通情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线路/万条 17.7 17.9 18.1 18.1 17.8 17.3 16.6

日发班次/(万次/) 176.4 169.8 170.9 164.8 154.8 146.4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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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班线开通情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跨省
线路/万条 1.8 1.8 1.8 1.8 1.7 1.7 1.6

日发班次/(万次/) 5.9 6.0 6.1 5.9 5.5 5.2 4.7

跨地市
线路/万条 3.7 3.7 3.8 3.7 3.6 3.6 3.5

日发班次/(万次/) 18.2 18.7 20.0 19.6 18.2 17.2 15.9

跨县
线路/万条 3.5 3.5 3.5 3.5 3.4 3.3 3.2

日发班次/(万次/) 34.9 32.9 32.6 31.3 30.2 28.0 26.1

县内
线路/万条 8.7 9.0 9.1 9.1 9.0 8.8 8.4

日发班次/(万次/) 117.3 112.3 112.1 107.9 100.9 96.0 87.0

  (注:数据来源于 《中国道路运输发展报告 (2018)》[1] )

图7 2012—2018全国汽车客运线路数情况

图8 2012—2018全国汽车客运日发班次情况

2 趋势研判

2.1 客运枢纽发展模式向轨道运输为主导的方向转变

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城市化发展水平提高,区域各城市之间大运量、高频率的需求联系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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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城市交通运输方式不断发生变化,枢纽与城市和融合程度也不断提高,不同时期客运枢纽的演化如

表4。

表4 不同时期城市交通运输体系与客运枢纽发展变化

发展阶段 时期 城市化发展水平 交通需求特征 综合运输方式 枢纽与城市的关系

阶段一 90年代以前
城镇化、点状联系

发展

以中长距离出行为

主,城镇之间的点

状联系

铁路居垄断地位,
公路为辅

主要考虑枢纽交通功能,
枢纽与城市分离

阶段二
90年代到

21世纪初

城市化、片状组团

发展

中短距离的城市间

需求快速发展

公路主导地位逐步

形成

以枢纽交通功能为主,
枢 纽 与 城 市 功 能 开 始

结合

阶段三 近十年
区域化、城市群网

络化发展

城市群各城市之间

的客 流 走 廊 形 成,
网状联系更趋密切

铁路/区域轨道地

位日益提升

枢 纽 和 城 市 逐 步 融 合

发展

以高速公路网为主体的运输网络难以支撑区域未来发展要求,需要建立高运量的城际轨道交通系

统。东京、纽约、巴黎和伦敦等国外几大都市圈,均形成了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综合运输体系。轨道方

式在通勤交通中的比例达到在60%~80%,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世界几大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演变情况

东京 巴黎 伦敦 纽约

长度 (km) 2865 1629 3070 1605

线网密度 (km/km2) 0.22 0.14 0.05 0.11

人口线网密度 (km/万人) 0.97 1.53 1.75 0.81

工作日进入中心区公共交通占比 87% 67% 72% 68%

工作日进入中心区轨道交通占比 86% 58% 65% 61%

珠三角在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后,综合运输将由 “公路运输为主导”向 “铁路/城际轨道运输

为重点”的方向转变。根据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预测,到2030年,随着区域高铁、城际轨道

交通网络的形成,区域综合运输中铁路/轨道方式比重将达到55%,公路运输方式比重将下降到40%左

右。如图9、图10所示,未来高铁、城际轨道将成为区域综合运输的核心。

图9 2015年广东省涉及湾区的范围的六市客运交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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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30年珠三角综合运输需求发展预测

2.2 客运枢纽向一体化和集约化转变

随着居民出行需求的多样化发展,公路客运站的功能定位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新型客运站是集多种

交通方式于一体、同时具有对外和对内交通功能的大型换乘枢纽[2]。例如香港九龙火车站,基于紧张的

用地条件,车站融合了密集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多层立体的交通系统,如图11所示。

图11 香港九龙火车站综合交通布局图

同时,未来综合性枢纽功能逐渐多元化,集商业、办公、居住、娱乐等为一体,形成高客流、高可

达性、高吸引力的城市生长点、增长极,枢纽内及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和价值也会大大被拉动。
图12图13为九龙站交通和功能一体化开发示意图。

图12 九龙站交通一体化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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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九龙站综合性开发功能布局示意图

3 发展策略

在客流下降和客运场站资源富余形势下,客运站的整合升级势在必行。在整合规划的过程以就近合

并原则、均匀分布原则和规模适当原则为指导[3],将距离较近的汽车站进行功能整合,取消多余的汽车

站,尽量均匀分布到全市各个部分,保证最大辐射范围。

3.1 化零为整, 围绕轨道和客运港整合区域各客运站资源

预计到2025年,我国铁路网规模将达到17.5万km左右,其中高速铁路3.8万km左右[4],汽车

客运枢纽依托轨道和客运港建设是大势所趋。依据客流大小,在保留每个区域覆盖的情况下,优先保留

高等级的客运站,低等级客运站向高等级合并,构建综合性枢纽。一方面依托轨道枢纽,提高汽车客运

站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轨道、水路和公路客运相结合,优势互补,可以充分挖掘枢纽作为综合交通方

式融合的功能。

3.2 多余客运站为公交场站, 化解公交场站建设难的困境

公交场站作为基础设施,对城市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目前国内公交场站普遍落实困难,主要表

现在缺乏公共用地、用地却被侵占,或拆迁困难。随着汽车客运站的搬迁整合,建设土地大量释放。将

原汽车客运场站改造成为公交场站,既可以合理利用原基础设施,减少整改成本;又满足了公交乘客的

需求,解决公交场站 “落地难”的问题,推动公共交通的发展。

3.3 以国土空间存量优化更新为主导, 推动汽车客运枢纽综合开发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入构建,城市的开发建设迈入存量发展阶段[5],公路客运站的功能定位发生

了一定的转变,发展TOD模式,主要从交通换乘和功能升级两个方面构建综合性复合枢纽,形成紧凑

型城市。汽车客运枢纽的集约化开发也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城市绿地和开发空间,提升城市景观品质,形

成大开大合、疏密有致的空间形态。

3.4 发挥汽车客运 “灵巧快” 的优势, 差异化运营
 

在轨道覆盖不足地方布设客运站:2018年底,全国35座城际累计建成投运轨道交通6766.6km,

449



营运规模超过100km的城市仅有17个,轨道仍存在覆盖不足,辐射力度不够的问题。对于综合交通体

系建设来说,铁路可以发挥 “交通大动脉”的优势,公路客运提供更直接的点到点服务,如 “毛细血

管”深入高铁覆盖不足的领域,串联整个交通运输体系。
旅游景点附近布设汽车客运站:据分析,汽车客运站5年内80%会变成来旅游集散中心,游客成

分会从现在20%上升为60%,汽车站要树立打造旅游大市场的理念,增加旅游发车区,让服务对象和

方式更加明确。可以推出以 “旅”字开头的旅游班次,根据实际情况开发城市旅游观光车、景点流水班

车、周末假日班车、自助旅游班车、团体旅游包车等。
客运车辆小型化和定制化发展:广东省大巴平均上座率约为55%,这意味着有45%的座位是空置

状态,出现 “班次过剩,乘客不满”的现象,营运客车小型化和线路定制化将成为未来的大趋势。针对

旅客对门到门、小批量、多批次需求的变化,政府部门应该推进营运客车小型化发展,解决出行最后一

公里问题。如江苏省13个设区市开行了机场专线、校园专线等各类定制班线150余条,投入车辆500
余辆,形成由点及面、由线及网的发展格局。同时,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客运包车企业合作,通过互

联网平台组织客源,灵活调度车辆。

4 中山汽车客运枢纽整合规划实践

4.1 中山现状问题

客运量严重下降:从2013年年客运量1348万人次下降至2018年的466万人次,降幅超过6成。
汽车客运行业受到严重冲击。近五年中山客运需求减小现象严重,如表6所示,除了坦洲汽车客运站和

大涌汽车客运站客流量略有增加外,其他客运站客流均大幅度下降,客运量下降比例超过4成的客运站

有7个。

表6 中山市近几年各客运站客流变化

客运站名称 等级 2014年客流 (万人) 2018年客流 (万人) 下降比例

中山市汽车客运站

小榄汽车客运站

三乡镇中心汽车客运站

1

315.5 190.7 39.56%

284.7 126.2 55.67%

56.5(2016) 44.5 21.24%

城南汽车客运站

南朗镇汽车客运站

东升汽车客运站

城东汽车客运站

古镇汽车客运站

民众客运站

坦洲汽车客运站

大涌镇大涌汽车客运站

3

4.6 2.5 45.65%

14.1 9.7 31.21%

4.1 1.7 58.54%

60.3 46.0 23.71%

32.4 14.6 54.94%

13.0 7.5 42.31%

5.0 2.0 60.00%

5.3 5.5 -3.77%

三角汽车客运站 4 15.2 9.1 40.13%

西区通安客运站 5 21.6 6.7 68.98%

总计 832.3 466.7 43.93%

利用率低,土地空间资源严重浪费:
 

根据规范 《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
 

200-2004》计

算,如表7所示,全市客运站平均利用率仅有21.34%,站点利用率小于均小于40%,整体偏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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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10%有5个,客运站亟需整合优化。

表7 中山市各客运站占地面积与利用率情况表

客运站名称 占地面积 实际需要面积 利用率

中山市汽车客运站 4.82 1.88 38.98%

中山市小榄汽车客运站 4.33 1.24 28.73%

中山市城南汽车客运站 4.67 0.02 0.53%

中山市三乡镇中心汽车客运站 3.99 0.44 11.00%

中山市南朗镇汽车客运站 2.65 0.11 4.00%

中山市东升汽车客运站 1.05 0.02 2.27%

中山市城东汽车客运站 1.70 0.63 37.04%

中山市古镇汽车客运站 1.28 0.20 15.63%

中山市民众客运站 1.43 0.10 7.16%

中山市坦洲汽车客运站 2.00 0.28 13.95%

中山市大涌镇大涌汽车客运站 2.00 0.08 3.76%

中山市三角汽车客运站 0.34 0.12 36.27%

中山市西区通安客运站 0.86 0.09 10.68%

总计 31.13 6.64 21.34%

功能单一,缺乏集聚吸引效应:中山目前的汽车客运枢纽设施建设相对落后,部分出现场站设施富

余现象,站场布局与城市空间结构以及综合交通格局已明显不相适应,不符合集约化、合理化、科学化

的枢纽规划理念,难以适应新时期发展的要求。
土地经营权属分离,整改合并难度大:中山目前客运站权属复杂,土地权属主要是国有资产,个人

或企业采取租赁的方式进行建设运营。受租赁合同的影响,对客运站进行整改难度大,容易引发权属

争议。

4.2 规划策略

结合公路客运站的规划原则和发展要求,采取化零为整的方式,将原来13个客运站进行整合升级,
取消其中的7个站场,保留6个站场,保证每个组团有1~2个客运站,将取消线路和功能整合到保留

的客运站,如图14所示。
从均衡布局、集约发展、功能组团方便服务的角度出发,近期每个组团保留一个客运站,远期依托

轨道和港口,在新铁路主枢纽中山北站和新客运港设置部分客运功能,形成综合性枢纽,并将小榄车站

和古镇车站分别搬迁到小榄站和古镇站。
取消的客运站将改作公交场站,释放多余的土地,满足乘客需求。保留的客运站采取集约化发展模

式,进行综合性开发升级。

4.3 具体行动

目前中山大部分客运站采取租赁的经营模式,属于市场行为,改造步骤如下:
(1)租赁合同到期后,由市里牵头,对原客运站逐个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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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中山市汽车客运枢纽整合方案图

(2)由于汽车客运场站的土地和经营权属关系复杂,采取补贴和优惠两种方式,引导公交公司对原

公交场站进行租赁再开发,具体措施如下表8所示。

表8 不同权属与经营模式的客运站整合措施

土地权属 经营者 经营模式 采取措施

市政府 个人 租赁 市政府给予公交公司一定的土地租赁优惠

国有资产

集体资产

企业资产

个人资产

个人 租赁
原合同到期后,给予公交公司一定的补贴,引导公交公司对土地

进行租赁

企业资产 企业 租赁
原合同到期后,给予土地权属企业和公交公司一定补贴,促进租

赁成功进行

国有资产

个人资产
个人 自有

与经营者沟通协调,给予一定补贴,引导经营者将土地租赁给公

交公司

4.4 规划效果

合并后用地平均用地占原土地面积65.12%,大大释放了富余的土地。从实际使用角度出发,整合

后需要土地占实际需要用地土地面积59.71%,比整改前利用率提高28.37%。各客运站利用率也均有

提高,其中古镇车站和三乡车站提升最为明显,分别增加了68.72%和67.94%。表9和图15表示客运

站整合前后利用情况。

表9 整合前后客运站利用情况表

客运站 等级 整合后面积/整合前总面积 整合前利用率 整合后利用率

中山市汽车客运站 1 60.95% 16.40% 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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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客运站 等级 整合后面积/整合前总面积 整合前利用率 整合后利用率

古镇车站 3 84.38% 15.62% 84.38%

小榄汽车客运站 1 76.55% 28.73% 70.87%

三角汽车客运站 4 80.67% 66.18% 33.82%

城东汽车客运站 3 60.89% 44.82% 55.18%

三乡镇中心汽车客运站 1 88.13% 16.03% 83.97%

合计 65.12% 31.34% 59.71%

图15 中山市汽车客运站整合前后利用率情况

5 结语

当前,汽车客运流量逐年下降,客运站面临资源富余的困境。本文总结了汽车客运枢纽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对客运枢纽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研判,并结合轨道、公交、国土空间和未来客运发展趋势提

出了应对策略,下一步还将继续探讨如何进行各种交通方式衔接和客流管理,扭转汽车客运枢纽的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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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公交补贴发展的变革———以深圳为例

曾文鼎

【摘要】 公交补贴是维持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但随着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公交客流量持续下滑,
政府财政出现难以为继的问题。本文以公交补贴的理论分析为基础,同时借鉴国内外大城市的案例经验,阐述公益与市

场的关系,之后通过分析公交发展面临的形势,以深圳新一轮补贴政策方案来践行公交补贴未来的改革方向,保障公交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公交补贴;公益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平衡;差异化

0 引言

公交补贴是城市公交发展的重要支撑手段,对实现公交优先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市民的角度来

看,公交补贴可以保障低收入市民享受公交服务,维持适度的公交服务水平;从公交企业的角度来看,
公交财政补贴作为企业运营的重要 “收入”来源,可以保障企业持续发展。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提高公

交财政补贴的绩效,保持在政府可负担的范围内,是维持城市公交运营活力的前提。但随着城市轨道交

通的迅速发展,交通结构主从关系发生变化,常规公交客流大幅下降,同时,人工大幅上涨,公交财政

补贴入不敷出日益加剧,如何选择合适补贴模式成为城市交通热议的话题。

1 公交补贴发展历程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人口增多、产业升级、城区扩张等的多重变化,尤其是在国家强化

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城市交通面临不断发展与挑战。近年来国家一直提倡 “公交优先”作

为基本国策,作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对策。为了贯彻公交优先,公交行业被打上了公益属性的烙

印,低廉的票价也让公交企业收不抵支,公交财政补贴成为保障公交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重要政策工具。
总结下来,公交财政补贴模式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1)成本 (规制)兜底

合理界定公交企业正常经营性成本及收入范围,建立行业单位成本标准,并据此测算补贴规制值及

核定公交运营补贴额度的方式。
(2)定额补贴

由政府和公交企业进行商议,按固定额度补贴公交企业,若干年保持不变。该模式操作简便,成为

目前大多数城市采取的主要补贴模式。对于企业发挥自身能动性、积极增收减支有一定的作用。补贴额

度的核定需要准确预判未来几年的公交服务规模,同时,需建立对应的补贴核减机制,其中核减标准是

关键。核减标准高了,企业可能不愿意减少低效服务的投入;核减标准少了,市民的基本公交服务保障

可能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为了增加下一轮补贴周期的固定补贴额度,公交企业在最后一个补贴年

度,存在做大运营成本的可能性,不利于城市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在成本 (规制)兜底和定额补贴的基础上,又衍生出车公里补贴和客运量补贴两种补贴模式。
(1)车公里补贴:按照企业实际运营载客里程核定补贴额度,补贴单位为 “车公里”。公交企业按

政府要求提供公交服务,政府按不同公交服务类型线路的实际运营载客里程对企业进行补贴,核心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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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核定科学合理的补贴标准。该模式可以有效保障冷僻线路的补贴金额,保护边远地区运量较低的运营

企业的服务质量和基本权益。然而,由于这种补贴模式不受客运量的影响,导致公交公司缺乏增收节支

的动力。
(2)人次补贴:按客运量核定补贴额度,补贴单位为 “人次”。该补贴模式可以有效地促进运营企

业提高运营效率,同时注重服务质量,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补贴的绩效。然而,这种补贴模式

无法保障偏远、冷僻线路的服务,存在企业消极经营此类线路的现象,市民利益可能造成损害。该补贴

模式还可以进一步衍生为 “人次公里”核定补贴额度,成本和营收双重挂钩,进一步要求企业更注重线

路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然而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影响着公交财政补贴模式的选择,很多城市在发展初期,都以成本兜底

的方式支持者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到了中后期,尤其是轨道交通的出现,为了提高公交财政补贴的绩

效,补贴模式出现了多样化发展。深圳2008年实施公交改革,采用成本规制的兜底补贴模式,较好的

保障了我市公交的公益属性,有效地促进了公交的快速发展。到了2013年,深圳轨道交通成网运营,
客流量大幅下滑,为了解决补贴额度迅猛增长及企业市场自主性不足的问题,改为采用定额补贴模式,
保障公交行业公益性和服务水平,管控企业成本,同时激励企业增收节支。该政策在行业实现全面纯电

动化、公交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客运量止跌企稳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也一定

程度上激励企业增收节支,保持补贴总额稳定。其他城市,如北京、杭州、苏州主要采取
 

“成本规制”
兜底的政策,较好的保障了公交公益性及司乘人员队伍稳定,但不利于财政补贴的高效利用;上海、广

州、南京、成都采取定额补贴,并在确定定额时提前考虑人工成本、客流情况的逐年变化,保障了司乘

人员队伍稳定;杭州2015年前采取 “按人次补贴”政策,但不利于冷僻线路的服务保障。
近年来,国家为了进一步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政策,又提出创建 “公交都市”计划,一时间,全国各

地兴起了公交发展建设的浪潮,为公交补贴的使用给予了 “合理”支持,也影响着公交补贴模式的

选择。

2 公交市场化发展的思考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公交补贴违反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抑制了企业的活力,出现了供给与需求

不匹配的问题,造成资源的浪费,也给财政不可持续的负担。因此,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城市,以及

香港、新加坡、首尔都采取以市场为主导的公交发展模式,来解决公交成本上涨、资源浪费、服务水平

下降的问题。所谓以市场为主导的公交发展主要是指公交企业以市场运作方式去竞争和满足市场的需

要,以成本和效益为优先考虑为原则。这种公交运营模式对交通规划、运营和管理要求很高,需要有完

善的政策支撑,该模式在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城市较为普遍。如香港的常规公交一开始就以市场运作

的方法来解决市民出行问题。香港的公交规划和设施的配置是以成本和效益为优先考虑原则,然后再考

虑各种交通方式的合理布置和分配,最后再研究提升公交服务水平的方法。政府在第一层次上定政策,
在第二层次上提供适当的引导,但是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应用发挥其优势。第三个层次则完全由企业根

据市场,自主运营。
虽然市场化的公交服务对不能支付公交费用的底层市民不公平,但公益的票价所带来的财政负担最

终还是由全体市民来承担。香港的例子明确说明不一定是需要大规模的补贴才能维持优质的公交服务,
没有补贴的公交企业越来越学会控制成本和不浪费资源。目前首尔、伦敦、新加坡采取 “合约购买”政

策,实施严格的服务质量考核办法,企业按照服务要求进行运营管理,票务、成本、资产全部由政府承

担,虽然需耗费一定的行政资源和行政成本,但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城市提供公交服

务是采取财政补贴的模式还是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这里关键是看能否提升整体的公交运营服务水平,企

业在运营上能否达到收支平衡和微利保本。企业运营有利润实际上和采用哪一种运作模式没多大的关

系,成功的公交运营,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能否在合理的票价和高效的管理下,给市民提供满意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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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服务。然而常规公交在国内城市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属于准公共产品,需要依靠政府财政来维持发

展,也就是说,公交的公益属性较市场属性更为重要,这是国家政策所决定的。政府作为城市公共交通

的 “大管家”,采用公益的票价为市民提供服务,再以兜底的补贴方式对公交企业进行财务保障,企业

在运营上的缺口基本由政府财政承担,简单来说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解决了市场失灵给公交行业带来

的影响。
因此,未来城市公交发展是否可以进行市场化改革是一种 “博弈”的交通管理决策问题,同时,要

在满足国家政策体制的框架底下才能考虑。目前,适度的市场化运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城市青

睐,预约类定制公交模式就是一个很好例子。

3 公交发展面临的形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城市交通系统也在不断地发展,未来将面临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1)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多层次发展,轨道交通迅速发展,与常规公交的主从结构发生变化,常规公

交客流逐渐下滑,但常规公交重要性依然无法替代。高密度城市有利于发展公共交通,大城市常规公交

分担率多在20%~30%。

图1

目前国内大部分轨道城市已经进入第三阶段,重点进行公交体系的整合,构筑以轨道交通委骨干的

一体化客运交通体系。
(2)受城市土地空间规划、轨道交通发展影响,以及市民个性化需求增加,在大公交发展的格局

下,常规公交出现多种类发展的趋势。
轨道接驳线路:随着线网优化和新轨道开通成长性极强,需要轨道交通强协同,有一定可替代性,

包括自行车和步行。
长距离快线:职住分离及轨道快线滞后使得需求较快增长,与轨道交通弱竞争,在轨道快线缺乏情

况下可替代性弱。
基本保障线路:轨道分流后基本保障客流量将明显回落,作为轨道交通补充,小汽车对其有部分替

代作用。
定制按需响应线路:需求差异化使得客流平稳增长,与轨道交通相关性弱,小汽车和出租车对其替

代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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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随着常规公交客流量逐年下降,维保、人工等刚性成本上涨的影响,公交行业财政补贴总额度

逐年上涨。一方面公交的公益化地位不容改变,另一方面,公交行业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市场压力,处

于两难的煎熬困境中,传统 “一刀切”的补贴模式难以为继。以深圳为例,常规公交纯电动化之后,公

交财政补贴上涨40%。同时,缺乏政府场站资源的保障,每年还要补贴一大部分的场站租赁费用,致

使每年公交补贴水涨船高。

图3 深圳历年公交补贴变化情况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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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深圳历年票款收入和人工成本变化情况 (亿元)

4 公交补贴变革的方向

公交发展在不能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公交供给与需求难以平衡,以及日益提高的财政

补贴压力的问题,公交补贴的改革方向需满足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这里通过深圳新一轮补贴政策方案

来践行上述关于公交补贴未来优化方向的观点。

4.1 差异性: 补贴模式应根据公交服务类型进行差异化的管理和补贴

近年来,深圳市的轨道运营里程大幅增加,轨道交通对常规公交的客运量分流作用明显,常规公交

的供需状况发生明显变化。公交财政补贴政策需按照平衡公交供给与需求的方向进行调整。

图5 深圳轨道交通的建设规模情况 (公里)

新一轮补贴政策全面总结了深圳以往公交财政补贴政策的成效与不足,吸纳国内外先进城市公交行

业不同补贴模式的优点,在全国率先探索并提出:深圳公交 “差异化”补贴政策———重点围绕市民出行

需求,精准甄别公交服务,将现有公交服务分为三类:政府主导类、企业自主类、市场化服务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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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轨道与常规公交客运量的变化情况 (万人次/日)

政府主导类主要保障公交公益属性,满足市民基本出行需求及冷僻、偏远区域的公交覆盖;企业自主类

旨在激发企业市场活力,充分发挥企业敏锐把握客流变化的优势,自主优化线路;市场化服务类主要是

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公交服务品种,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采取市场化票价。
(1)政府主导类

政府主导类主要保障公交公益属性,防止热门走廊、区域过度竞争,保障冷僻偏远地区基本服务。
政府主导类服务标准由市交通局确定,企业严格执行。每年市交通局还会结合市民需求,在保障市民基

本公交出行的便利性及服务水平不出现显著降低的前提下,政府主导开展线网优化,完善偏远地区覆

盖,逐年减少热门区域、走廊低效供给,提高财政效益和社会效益。该类服务以里程为单位核算补贴。
政府主导类线路补贴额度=L上×里程补贴标准-核减补贴额度

L上为政府主导类线路的上年度核定运营载客里程 (以下简称载客里程)。其结果等于上年度核定总

载客里程,与本年度企业自主类线路对应的上年度核定载客里程的差值。
里程补贴标准为补贴规制值除以上年度核定总载客里程

(2)企业自主类

企业自主类旨在激发企业市场活力,选择具有一定客流量且有潜力增长空间的线路,激励企业自主

优化线路,创造更多效益。运营服务标准则在满足基本服务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求给予较大的区

间。初期计划集中在较大客流通道 (高峰期2万人次/小时以上)。考虑深圳首次提出企业自主类线路按

人次补贴的模式,为保障新一轮补贴政策的顺利实施,公交企业的平稳过渡,结合深圳公交运营的实际

情况,初期阶段企业自主类线路规模设定为所有常规公交线路的10%。一方面,企业自主类线路的服

务规模不大,对企业的总体运营管理不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另一方面,10%线路规模最多能达到占市

级走廊线路的25%,可作为鲶鱼搅动不同级别的走廊,确保试点的全面性,未来总结经验逐步扩大规

模。该类服务以客运量为单位核算补贴,补贴额度与线路客运量挂钩,不与载客里程挂钩。
企业自主类线路补贴额度=Q本×客运量补贴标准,补贴额度不得超过Q上 与客运量补贴标准乘积

的110%。
Q本为企业自主类线路本年度核定客运量。
Q上为本年度企业自主类线路对应的上年度核定客运量。
客运量补贴标准为补贴规制值除以上年度核定总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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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精细性: 补贴模式应做到精准补贴, 补贴额度和补贴标准应做到有据可循

考虑深圳常规公交客流变化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保障企业合理和稳定的收入预期,促使企业平

稳转型,新一轮补贴政策取消了原有的补贴调整机制,改为按年度监审并规制企业成本收入,在合理分

析和审定各企业的成本及营收构成的基础上,确定下一年度的补贴额度及标准:一是当年度企业需根据

自身经营情况自负盈亏,进一步激励企业增收节支的动力,二是通过逐年评估测算,不断优化调整补贴

标准,使年度运营补贴越来越趋于合理和精准。
另一方面,对于政府主导类服务降低里程规模的部分,按变动成本 (与里程直接相关的成本)核减

补贴额度,保障公交企业平稳过渡。其中变动成本包括人员工资 (除管理人员外)及相对应的工资性支

出的50%、能源消耗费、车辆维修费、轮胎消耗费、行车事故费。
政府主导类线路核减补贴额度=单位规制变动成本× (L上-L本)。
L本为政府主导类线路本年度核定载客里程。

4.3 市场性: 补贴模式应鼓励企业拓展公交多样化、 个性化的市场化服务, 反哺公交的亏损

在满足以上两类常规公交服务的基础上,鼓励公交企业的利用富余运力提供高品质的市场化公交服

务,适应市民个性化出行需求,同时提升企业自我造血能力。此类服务原则上政府不补贴,采用市场化

票价。
深圳本次新一轮补贴政策未对预约类公交线路进行单独补贴,而是将其相关直接运营成本及相关收

入 (实际预约类线路未单独配车配人,该部分固定成本无法切分)在企业成本规制中予以剔除,鼓励企

业创新服务模式,通过高效运营调度产生的运营收入弥补开行预约类线路必需的直接运营成本,一定程

度上保障现有预约类线路的正常运营,满足市民个性化出行需求。此举可以鼓励企业提供高品质的市场

化公交服务,为企业富余运力提供政策性出口,引导公交企业转型升级。按照线网优化,里程滚动缩减

三年计划 (每年减少5%,约0.5亿公里),第一年公交企业富余运力约800辆,可用于开展市场化公

交服务。

4.4 导向性: 补贴模式应可以充分发挥指挥棒的作用, 引导公交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深圳新一轮补贴政策为我市线网优化创造条件,提供支撑,推动实现公交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政府

主导类线路:市交通局根据市民需求,逐年滚动实施公交线网优化工作,确定线路服务规模,企业严格

执行,减少非基本保障的低效供给服务。企业自主类线路:提出按客运量核算补贴的公交服务类型,进

一步激发企业主动优化整合大客流区域 (客流通道、走廊等)、与轨道线路高度重合的公交线路的原生

动力,逐步提高公交线网的运营效率,也为识别优化包括政府主导类线路在内的低效线路提供支撑。
其次,与上一轮补贴政策相比,新一轮政策采用差异化的补贴政策,通过第二类、第三类线路的补

贴政策鼓励企业通过提升服务、定制服务等方式提升企业市场活力。企业自主类服务:以客运量为计算

指标核定补贴,不与载客里程挂钩,同时鼓励企业自主优化线路,吸引客流。市场化公交服务:鼓励公

交企业提供高品质的市场化公交服务,适应市民个性化出行需求,采用市场化票价。

5 总结

公交财政补贴是政府一项政策决策行为,而不是纯粹的公交服务课题。城市空间的不断变化,公交

体系的不断发展,影响着公交补贴模式的选择。国家的政策导向也决定了公交行业是以公益发展为主,
采取公益的票价,因此公交补贴必不可免。但香港的例子也说明了良好的公交服务水平,不一定需要大

量的财政补贴去支撑。为了保障公交发展和财政都可持续,未来公交补贴必须在满足公益的前提下,进

行市场化的探索,提出差异化、精细化、市场化、引导性的公交财政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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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公交线网优化中的应用探讨———以佛山为例

万 君

【摘要】 随着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国内各大城市常规公交客流量逐年下滑,公交线网重构与优化成为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手段。本文阐述了目前常用的公交大数据的基本构成、局限性以及主要应用场景。同时,以佛山为例,利用公交刷

卡、公交GPS、手机信令等数据,评估线网可能存在的问题,作为后续公交线网优化方案设计的支撑。
【关键词】 线网重构与优化;公交大数据;公交线网优化;轨道短驳

0 引言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交系统的骨架,拥有运能大、速度快、准点、舒适等优势,承担了城市主要客

流走廊的市民中长距离出行,但由于投资巨大、工期漫长、线路固定、覆盖性弱的劣势,需要常规公交

补充、衔接。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有效衔接,对于充分发挥公共交通的

网络化优势具有重要意义[1]。公交线网作为常规公交服务的直接体现,是衡量城市交通部门行业管理、
企业运营水平的重要标杆。相比以往以人工经验为主的线网优化方法,公交大数据提供了更加全面、定

量的线网优化手段。但与此同时,公交大数据分析受数据质量、客观条件等限制,存在一定局限性,需

要因地制宜使用才能保障线网优化调整的科学性。

1 公交大数据基础

1.1 数据基本情况

目前利用较多的公交大数据主要是三种,分别是公交刷卡数据、公交GPS数据以及手机信令数据。
数据字段说明如下。

表1 刷卡数据字段说明

数据文件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字段示例

刷卡数据

CardID ic卡编号 5100001139040302

LineCode 线路编号 9016

BusCode 车辆编号 0032793

CardTypeCode ic卡类型 03

TxnDateTime 刷卡时间 2019-11-01
 

08:12:39

SubLineCode 换乘标记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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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GPS数据字段说明

数据文件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字段示例

公交车 GPS数据

(每隔5s记录一条

数据)

ROUTEID 线路编号 6028

PRODUCTID 车载机编号 61008919

ACTDATETIME 记录时间 2019/11/06
 

00:00:05

LONGITUDE 经度 112.840441

LATITUDE 纬度 23.19112

GPSSPEED 实时速度 1.0

表3 手机信令数据字段说明

数据文件 字段名称 描述

手机信令数据

MSID 手机识别号,IMSI或由IMSI单向加密的结果,唯一标识手机

TimeStamp 时间戳,信令成功的时间标记,精确到秒,GPS时间同步

LAC 栅格区编号

CellID 基站小区编号

EventID 事件类型

Cause 原因编码

AreaCode 手机所属归属地

1.2 公交刷卡数据、 GPS数据主要应用场景———公交站点上下客量识别

上车站点识别:单个乘客出行链的上客站点判断,主要通过公交IC卡数据对线路、车次、刷卡时

间进行排序,获得公交车辆IC卡刷卡时间,同时对公交GPS数据、公交线路站点信息进行预处理,进

行到站时间匹配,掌握公交车辆到站时间。利用公交车辆IC卡刷卡时间、公交车辆到站时间进行时间

匹配,最终单个乘客上车站点数据。

图1 基于单个乘客出行链的上车站点判断流程图

下车站点识别:首先清洗刷卡数据,筛选出单日刷卡2次以上且排除连续刷卡数据。单张IC卡刷

卡记录与下一条记录判断线路号,如果相同,则下车站点为第二条记录上车站点;如果不同,则判断下

一记录上车地点与本线路站点间的最短距离以及是否是该卡最后一条刷卡记录等,进行再次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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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单个乘客出行链的下车站点判断流程图

数据局限性:OD匹配过程中,主要受到四个方面因素制约,一是刷卡率,一般城市刷卡率在80%
左右,采用现金乘坐无法识别;二是存在车辆GPS数据缺失的情况,无法匹配到公交站;三是非单次

正常刷卡,如单日多次重复刷卡等情况;四是多次刷卡出行的情况,如去掉3次以上刷卡出行。受制约

影响,站点OD匹配率普遍在60%~70%左右。

1.3 手机信令数据主要应用场景———判断乘客出行集聚

1.3.1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数据重复。用户排序后,需对存在前后数据一致的数据进行删除。
二是重要字段缺失。首先进行用户寻找,可利用前后数据填补,无法成功则需要删除。
三是无法匹配基站。首先通过模糊识别进行判断,如果不成功则删除。
四是数据重复定位。移动通信设备会定期向基站报告当前位置,因此,需删除同一用户因长时间在

同一基站逗留而产生的重复定位数据,仅保留进入、离开基站的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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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数据虚假切换。通信过程中,因网络设置或特定环境可能产生虚假切换数据 (乒乓切换、错误

切换等),虽然用户的实际位置并没有改变,但是信令切换到了其他的小区,需要对其进行判断和处理。

1.3.2 数据分析

将清洗留存的数据进行算法分析,生成数据库若干中间表,基于GIS平台进行整合调用,得到空

间关联分析结果。
(1)算法层:剔除有杂质的数据,将Python语言编译的算法部署于Spark平台上,通过人口类别

的划分、居住地、工作地和出行识别,计算得到相应的中间表。
(2)中间层:中间表存放于PostGIS数据库中,用于后续应用层做分析时调用计算。
(3)应用层:通过ArcGIS和TransCAD将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
人口类型划分:根据手机用户停留日期、时间和位置总体上将用户划分为两大类型:常住人口 (须

考虑去除固定设备)以及流动人口。常住人口可按照停留时间>10小时,停留天数>23天计算。
居住地和工作地识别:判定用户在0~7点、19~24

 

点停留时间最长的基站为居住基站。9~17点

停留时间最长的基站,且在基站周围600m范围内停留时间大于3小时、天数大于等于60%天的为工作

地基站。
出行识别:1.轨迹点聚合:按600m的直线距离对个体出行的轨迹点进行空间聚合;2.停留点识

别:将停留时间超过30分钟的点作为一次停留活动点,两个相邻活动点为一次出行;3.出行链:得到

用户一天的出行链轨迹、出行次数和出行时间。

1.3.3 存在局限

一方面受数据传输识别影响,基站间的信令数据难以实现准确区分,期望的数据颗粒度越高,误差

则越大;另一方面受隐私保护等限制,电信运营商一般不会对外公布基站精度的手机信令数据,数据会

转换成500×500m或250×250m等尺度的栅格。由于以上限制,手机信令数据难以实现精细化的乘客

OD识别,乃至交通方式的划分。在实际数据分析中,虽然可以采用建筑开放量等方式估算栅格内的楼

宇出行,但计算精度及误差仍然较大。

1.4 数据融合使用

手机信令数据的优势主要在于对栅格精度的乘客出行规律的精准把握,而如何利用公交站点GPS
数据、公交刷卡数据乃至其他开源数据,尽可能细化手机信令数据的应用场景,是公交数据分析师不得

不关注的命题。
目前采用较多的方法是结合公交刷卡数据、地铁刷卡等数据,对手机信令数据进行识别、核对。具

体的方法上来说,在手机信令数据合理扩样后,利用地铁基站特殊标记,可以轻松识别出手机信令地铁

用户 (需考虑运营商影响,一般联通手机信令数据具有地铁基站字段,可以直接识别)。将手机信令识

别出的地铁用户数据与地铁刷卡数据相互比对,可以得到相对较为精确的地铁用户出行数据。同理,可

以利用公交刷卡数据、共享单车数据等,可以进一步划分交通方式。

2 大数据应用示例

2.1 应用一: 通过手机信令分析, 提升公交线网与人口匹配

以佛山市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可以轻松识别公交300m覆盖不足的片区,其次再对其人口、
岗位数进行判断,从而得到公交出行需求大于150人次/日的公交服务盲区还有40个,这些片区需要进

一步加强公交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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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佛山市全市及顺德区公交站点300米人口覆盖盲区图

以佳兆业—金域天下 (住宅小区)为例,该小区主要依托东侧外环路进行交通疏解,小区范围一公

里范围内外环路上未设置公交中途停靠站,小区公交出行不便。

图4 佳兆业—金域天下 (住宅小区)公交服务情况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可以识别出该小区的主要出行的方向是容桂街道内部,占比68%,其次为跨

街道出行的大良街道,占比14%。综合考虑小区既有公交线路运营情况,可以对927路进行延伸,覆

盖服务盲区,扩大服务范围,满足佳兆业在容桂街道内的公交出行需求。

表4 佳兆业金域天下全方式出行OD情况

OD 出行量 占比

容桂街道 14485 68.20%

大良街道 2933 13.81%

北滘镇 166 0.78%

伦教街道 164 0.77%

杏坛镇 120 0.57%

2.2 应用二: 挖掘公交发展潜力区域

以佛山市为例,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公交刷卡和GPS数据,全市各小区平均公交分担率约10%,
其中沙头村委会、青岐村民委员会等小区公交分担率较低,可以重点分析评估其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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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佳兆业—金域天下 (住宅小区)线路优化示意

图6 佛山市各交通小区公交分担率图

其中沙头村委会小区,通过公交服务评估,可以发现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既有公交线路发车间隔

长以及小区缺乏公交站点覆盖。既有公交线路270路、272路高峰发车间隔均在30分钟以上,公交

吸引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文贵村、富贵公寓等居住小区距公交站点步行距离超过1km,市民出

行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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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沙头村委会小区公交服务现状

2.3 应用三: 识别公交线网换乘枢纽、 节点

通过公交站点客流分析,佛山市公交换乘站点集中分布在佛山市中心城区,如购书中心、顺德客运

总站等公交站。基于站点换乘量,结合线网整体架构情况,可考虑对站点进行提升改造,打造大型换乘

枢纽,提升市民换乘体验。

图8 佛山市公交站点上客量分布情况

469



图9 顺德区公交上客 (左图)、换乘 (右图)前20站点

2.4 应用四: 识别城市交通需求走廊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佛山市顺德区碧桂路、乐龙路;禅城禅西大道交通出行量居高,但该走廊缺少

轨道交通覆盖,且地面公交发展薄弱,在公交线网优化过程中,应引起高度重视。

图10 佛山市公交发展潜力走廊图

2.5 应用五: 评估公交线路运力资源配置

受人口岗位分布影响,佛山市全天断面公交载客量差异较为明显,其中运力分布过剩的走廊主要集

中分布在佛山各区域外围镇街。朝安北路、中山路、禅港路、新明二路等路段单车断面载客量低,同时

公交车流大于500辆,需重点优化运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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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佛山全天断面单车载客分布示意图

3 主要结论

在一个城市交通系统中,公交线网是一种主要线路,通常对客流需求大的点进行连接,其运行

效率直接决定了整个城市交通运营的效率,是一个城市人口出行的动脉[2]。公交大数据分析受限于

数据质量、客观条件等限制,难以实现对市民出行规律的完全掌握,但宏观层面的辅助判断,是公

交线网优化工作的有力支撑和重要辅助。结合公交大数据的全局判断,深入片区调查市民实际出行

需求,充分了解一线运营企业的客观困难,才能够真正贴合市民需要,形成和轨道交通协同发展的

理想的公交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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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的公交运营补贴模式探索

叶钦海 谢明隆 周 荣

【摘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出行舒适度、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叠加城市功能结构调整、人口岗位分布变化

等因素,常规公交客流效益呈现下滑趋势,行业发展在公益性票价、客流效益下滑、财政压力大三重背景下受到严峻挑

战。因此,开展运营补贴政策研究,平衡公交服务的 “公益性”和 “市场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充分认识不同补贴

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结合东莞现阶段迫切需要以公交为支点破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但财政补贴压力大,企业精细化

管理不足等发展实际问题,以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创新补贴模式,强化补贴政策与运营效益的联动性,引导行业发展

良性互动,实现政企民共赢。
【关键词】 常规公交;资源配置优化;补贴模式

0 引言

常规公交作为城市大公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等优点,对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支撑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部委明确提出 “要建立规范的公共财政补贴制

度”;东莞新一轮交通发展白皮书以及近期重点宣贯的东莞品质交通千日攻坚战均提出 “引导优化常规

公交线网体系,提升城市中心区干线公交线网覆盖水平”;市政府常务会议也提出 “突出政策引导,将

运营状况、客运量、服务质量纳入考核指标,尤其要突出对客运量及其增量的考核,倒逼公交企业进一

步改进服务、优化线网”;此外近年公交资源整合后,东莞的公共交通由原来的 “一镇一公汽”转变为

“区域专营”的模式。自上而下公交优先发展政策的传导,叠加自身运营模式的改变,亟需新一轮补贴

方案引导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1 公交发展与运营补贴问题研判

在 “湾区都市,品质东莞”的总体发展目标下,东莞致力于公交补贴政策优化,希望立足东莞公交

发展阶段,创新补贴模式,制定引导性强、差异化的补贴实施方案以及针对性强、高标准的服务考核方

案,全方位支撑城市交通出行结构优化。本节从问题剖析入手,研判现阶段公交运营补贴的不足。

1.1 行业发展承压, 补贴政策对公交可持续发展的引领性不足

受制于机动车 “高拥有、高增长、高使用”,东莞公交分担率一直处于低位徘徊,十三五期间全方

式分担率不足5% (周边深圳、广州超过20%,佛山超过10%);自2012年公交客运量逐年下滑,截

至2019年,客流减少了将近50%,近两年更是呈现加速下降态势,在城市轨道并无大面积开通运营的

情况下,下降速度远超国内平均水平 (约3%);但公交资源投入却一直在增长,保有量近四年增长了

12%,而单车日均载客量下滑至130人次左右,不足全国重点一二线城市均值的50%,资源投入与公

交客流呈现严重 “倒挂”现象。
公交客流下滑,营收受压,而成本却随着车辆资源投入的增加以及社会经济成本的上升出现大幅上

涨,财政补贴逐年攀升,预计2020年补贴额度较2016年上涨接近80%,单人次补贴预计达到8.2元,
远高于国内海口、深圳等城市,财政压力逐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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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莞历年公交客运量、增长率以及2020年单人次补贴预计标准统计示意

近期,政府常务会议明确提出新一轮公交补贴政策要 “突出政策引导,突出对客运量及其增量的考

核”,可见新时期扭转客流下滑趋势、提升运营效益早已成为共识,如何破局 “政府着急、企业忧愁、
市民无奈”的形势成为焦点。运营补贴政策作为政府发展公共交通行业的引领性政策,东莞无论是初期

的 “兜底模式”,还是上一轮的 “购买服务,成本规制”政策,其均是 “就补贴论补贴”,与企业实际运

营效益关联度不高,整体的激励性有所欠缺,企业以完成服务规模为主,而对运营的实际效益 (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追求不高,主观能动性不强,对线网优化、车辆资源优化配置等一直处于 “一成不变”
的状态,导致供需关系随着城市发展逐渐偏离,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愈发突出,在 “成本增长—营收下

滑”的态势下,企业生存压力、政府财政补贴压力均剧增。因此,强化运营补贴政策与运营效益的联

动,引导行业发展良性互动已然成为本轮方案制定的重点。

1.2 线网系统性、 覆盖率不足, 保障补贴政策对基础公交推广的支撑依旧是重点

以中心区为例,公共交通万人拥有率超过10辆,公交线路126条 (不含跨镇线路),但线网密度

2.8km/km2,低于规范标准要求,且线网重复系数高达4.7,导致线网覆盖率不足20%。
在市域城镇体系下,过去依靠民营资本投入形成的 “三位一体”的公交发展模式,基本实现了 “一

镇一公汽,村村通公交”的目的,大幅提升了镇街公交服务水平;片区统筹后,区域内镇与镇之间的线

网协调性更好了,但线网覆盖率依旧不足,镇街面积占到全市面积的85%以上,但镇街运营的线路仅

约占50%,公交线网集中在镇内主要干道,而次支路以及偏远地区服务性较差。因此,进一步完善线

网覆盖,提升保障性公交服务供给,既是东莞让市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提升幸福感的体现,也是东莞

新一轮交通发展白皮书、品质交通千日攻坚战的要求 (2022年底前全市绿色出行分担率达到70%以

上),更是进一步落实国家部委优先发展公交的指示的重要举措。

1.3 运力资源投入供需不匹配, 有必要提升补贴政策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性

依旧以城区片区为例,主要客流走廊公交分担率低,莞城—东城、莞城—南城两大主要走廊,公交

分担率均不足10%,出行需求最旺盛的东城-南城,由于绕行严重等因素影响,分担率仅为3.6%。
从公交运力分布图来看,受制于场站布局问题 (市客运东站、市客运总站),公交运力集中在万

江—莞城段以及东城—莞城段,而东城—南城段较少,总体表现为线网系统性不足,运力投入与需求匹

配度不高。究其原因,以往围绕长途客运发展的公交模式对服务我市分散式的组团结构和人口布局具有

重要意义,能很好地服务外来务工人员,但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转型,内部出行结构变化,而公交线网

优化、公交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滞后,公交服务供给与需求严重脱节,叠加小汽车增长等外部因素,公

交出行逐步成为备选,客流下滑成为常态。
因此,重视资源配置供需匹配度,改变过往 “就补贴论补贴”的模式,将引导公交资源优化配置的

思想融入补贴政策,做好做强需求旺盛走廊的公交服务,提升资源利用效益,成为下一阶段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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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区全方式客流走廊以及公交走廊分担率示意图

图3 城区公交走廊及公交运力分布示意

1.4 公交服务均质化, 亟需以骨干公交提质为示范, 引领公交服务升级

现状早晚高峰平均发车间隔在18分钟左右,与平峰差异性不大,且车辆运行速度慢 (不足20km/
h)、绕行严重等,公交出行时耗超过小汽车出行时耗的2倍,叠加准点率低 (首末站约70%,中途站

约25%)、运营缺班、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突出 (车来了平台曾基于用户数据描绘城市等车 “快照”,
东莞位列随缘城市阵营,“候车不靠谱”的体验深深烙印在市民心中),导致公交服务竞争力不足。此

外,从全天的公交发车班次分布与乘客出行时间分布来看,匹配度也不高,整体服务呈现均质化,对通

勤出行需求吸引力不足。

图4 城区公交发车班次分布与公交出行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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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骨干公交是公交服务的核心,是扭转客流下滑趋势的关键,也是提升公交服务形象的重要举措,
对提升财政补贴效益,减轻财政补贴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亟需强化补贴政策中的引导作用,激励

企业主动优化管理,以点带面,改变过往均质化服务模式,实现 “骨干线路品质化、基础线路准点化”,
引领服务升级,全方位提升公交行业的社会效益。

综上,东莞正处于公交统筹发展的阵痛期,同时也是关键期,做好补贴政策设计工作,强化其

引领性,对实现东莞公交发展 “弯道超车”,切实发挥公交优先发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具有重要

意义。

2 东莞的公交补贴政策思路

2.1 模式借鉴

借鉴国内重点城市的公交运营补贴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事后补贴、事前补贴以及无补贴三种。

2.1.1 事后补贴

以北京为代表,主要采用事后结算、兜底补贴的方式,充分保障了公交行业的资金需求,对落实

“公交都市”战略,保障公交行业公益性以及从业人员团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保证财政投入合理

高效、激发公交企业增收节支方面具有一定缺陷。

2.1.2 事前补贴

相对事后兜底补贴,事前补贴通过事前约定的某种方式确定补贴额度,多亏不补,少亏不退。衍生出

来,典型的有几种,首先是人次补贴,以杭州2015年以前为代表,一方面激发了企业增收节支、保障了

财政投入合理高效,另一方面企业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将公交资源都投放到热线上,对冷线、偏僻线路

难以保障,因此在保证公交行业公益性方面具有一定缺陷;其次是标准成本法,即成本规制,目前上海、
杭州、苏州都在采用,初期对控制企业成本快速上涨具有一定作用,但在合理成本下,企业增收节支动力

不足,且需要每年与企业核算成本,在政企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行政成本相对较高,此外,企业在运营

过程中对客流的关注度并不高;最后是车公里补贴与定额补贴,两种均是按服务规模进行补贴,对激发企

业增收节支、保证财政投入合理高效方面具有一定效用,但其实施的前提是发展相对稳定。

2.1.3 无补贴

以香港为代表,公交发展处于相对成熟阶段,市场化票价,叠加多政策 (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支

持,高票价下公交出行依旧具有高吸引力,形成 “政府多渠道支持公交优先—企业高收入—市民公交出

行体验好”的良性循环。

2.2 基本补贴模式选择

补贴模式与城市公交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如何有机结合东莞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迫切问

题,通过制度设计,引导行业发展良性互动成为本轮补贴政策的关键。

表1 东莞公交补贴模式适应性分析

补贴模式
东莞适应性

说明 适应性

事后补贴 成本兜底
适应于发展初期,财政压力大,企业积极性不足,与东

莞现阶段不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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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补贴模式
东莞适应性

说明 适应性

事前补贴

人次补贴
能激发企业增客流动能,扭转客流加速下滑趋势是现

阶段东莞重点工作之一
√

里程补贴
能保障公交服务规模,进一步提升公交覆盖率,深化

落实 “村村通公交”政策依旧是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

成本规制

能一定程度保障公交补贴的合理性,但更多是从财政

的角度出发,而对企业运营的引导,特别是对客流的

关注度不够,且政企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管理行政

成本较高

○

定额补贴
能控制公交补贴总额,激发企业主动增收节支,但实

施前提苛刻,线网、客流应相对稳定
×

无补贴 ———
市场化运营,多政策、高客流、高票价叠加的结果,东

莞现阶段公交行业发展内外部条件均不符合
×

  (备注:√代表具有一定适应性,×代表不符合东莞现阶段发展,○代表中性)

在 “保基础,强公益,提骨干,优结构”的任务背景下,东莞本轮公交补贴方案设计的核心是建立

补贴政策与运营效益的联动机制,引导公交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政企民三赢。因此,在融合不同补贴模

式的优缺点以及适应性的基础上,平衡公交二重特性,创新补贴模式,建议推行基本公交服务按里程购

买,骨干公交服务按客流购买的模式。一方面保障公交公益性以及企业基本权益,另一方面激发企业主

观能动性,引导经营创新,将财政补贴的激励性作用充分发挥,逐步实现行业发展良性互动,引领东莞

公交服务升级。

3 以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的补贴方案设计

3.1 补贴方案概述

整个补贴方案含亏损补贴、利润补贴、考核调节、单项补贴、转移补贴五部分,即:
公共交通财政年度补贴=亏损补贴+利润补贴-考核调节+单项补贴+转移补贴

其中,亏损补贴中的基础亏损补贴为本方案的核心,即基于确定的基础线路 (非干线)、骨干线路

(干线)采取不同的补贴办法,即:
基础亏损补贴=核定单人次补贴标准×干线年度公交客流量+核定单公里补贴标准×非干线年度营

运里程

3.2 方案关于资源优化的引导性评估

基于企业视角,即 “调整后,企业获得的收入 (含政府补贴部分)不低于调整前”的总体思路,因

此企业在满足非干线运营基本要求上,对干线线路的配车数量、发车间隔、乘车环境等方面优化,以期

提高的干线客流,获取更多的财政补贴。以某片区为例,假定仅从车辆配置优化方面分以下两类情境进

行分析:
情境一:车辆资源从非干线调整至干线运营后,原属于该车辆的非干线客流随之消失;
情境二:车辆资源从非干线调整至干线运营后,原属于该车辆的非干线客流转移至线路其他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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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即车辆减少,但非干线客流不变;
分析的具体参数以某企业最新的运营数据为基础进行处理。
(1)情境一:
企业在车辆资源调整前后含补贴收入计算公式分别为:

y1=1170+1.44x1
y2=5.61x2+1.44x2
式中,y1;y2分别为企业相应车辆资源在非干线和干线上运营时含补贴的收入,元/日;x1 为该

车辆资源在非干线运营时的客流量;x2为该车辆资源调整至干线运营时的客流量;1170为该车辆资源

在非干线运营时按里程补贴的基础收入,即仅需完成相应的运营里程任务,政府就给予相应的财政补

贴,基于单公里补贴标准与日均单车行驶里程计算。

表2 车辆资源调整前后企业单日收入与客流关系分析

调整思路 非干线 干线 前后对比

调整 前 后,
企业总收入

(含 补 贴)
不变

初始客流

(人次/车)
初始政府

补贴 (元)
企业总收

入 (元)
调整后客流

(人次/车)
调整后政

府补贴 (元)
企业总收

入 (元)
增量客流

(人次/车)
政府补贴

变化 (元)

0 1170 1170 166 931 1170 166 -239

50 1170 1242 176 988 1242 126 -182

80 1170 1285 182 1023 1285 102 -147

120 1170 1343 190 1069 1343 70 -102

190 1170 1444 205 1149 1444 15 -21

209 1170 1471 209 1171 1471 0 1

250 1170 1530 217 1218 1530 -33 48

300 1170 1602 227 1275 1602 -73 105

基于上述测算,以单车为例,分析以下两个案例:
案例一:若某车辆资源在非干线运营时,客流为0人次/日,则将该车辆调整至干线运营后,其客

流达到166人次/日时,企业总收入维持 (含补贴)维持不变,而此时政府补贴该车的额度为931元/
日,比调整前少补贴239元/日,相对应的,若调整后客流达到209人次/车,则此时政府补贴不变,而

企业实现增收301元/日;
案例二:若在非干线运营时,单车日均客流为50人次,则调整至干线运营后,客流达到176人次/

日时,企业总收入维持 (含补贴)维持不变,而此时政府补贴该车的额度为988元/日,比调整前少补

贴182元/日,但若达到209人次/车,政府补贴不变,而企业增收229元/日。
综上,即在下图阴影区域,调整后,政府补贴减少,企业受益增加,而由于骨干线路进行了相应加

密,市民公交出行体验也更好,达到一个 “三赢”的状态。
(2)情境二:
调整后,原非干线客流转移至原线路的其他班次,即调整前后企业含补贴收入计算公式分别为:

y1=1170
y2=5.61x2+1.44x2

式中,y1;y2分别为某企业相应车辆资源在非干线和干线上运营时含补贴的收入,元/日;x2 为

该车辆资源调整至干线运营时的客流量。
与情境一相比,站在企业角度,情景二效益更好,因为车辆资源调整至干线后,只要高于在非干线

运营时的基础补贴,企业每增加1人次客流,其增加的收益为财政单人次补贴与单人次票务收入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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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情境一补贴分析

以上述企业为例,单车日均基础补贴为1170元,对应的基础客流为166人次/(日·车),若该车辆调

整至干线后,服务的客流高于166人次/(日·车),则每增加1人次客流,其收入增加7.05元。而站

在政府角度,情境一、情境二补贴情况一致。

图6 情境二补贴分析

综上,实际运营过程,原非干线的客流变化情况大概率介于情境一、情境二之间,即调整后,原属

于该车辆的客流可能会有一部分消失了,而另一部分可能转移至该车辆原所属线路的其他班次。以上述

情境一分析的案例二做进一步说明,若在非干线运营时,单车日均客流为50人次,则调整至干线运营

后,客流实际不用达到176人次/日,企业即能实现盈利,相对干线目前日均单车客流均值190人次来

说,企业实现的可能性较高。
可见,方案能较好激励企业主动优化调度管理,引导其完善内部评估机制,将非干线客流效益差的

车辆资源更多的调整至需求旺盛的干线上运营,实现车辆资源运营效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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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方案的配套机制设计

“激励措施、保障措施并行,权衡政府、企业利益”是本轮补贴政策设计的核心思路。

3.3.1 激励性制度设计

以 “优结构、提客流、提服务”为导向,方案通过设计激励性机制引导企业发挥运营的主观能动

性,提升财政投入效益。具体如下:
(1)利润挂钩收入,政企共赢。综合考虑公交行业的公益属性、财政补贴效益以及企业的积极性,

本方案采用利润直接挂钩收入的模式,票务收入的利润率参照国内大多数城市做法,取6%保证微利空

间,而非票务收入遵循 “政企共享”的理念,采取高利润率 (15%)激励企业优化管理,增加非票务收

入 (广告收入约为票务收入的25%),冲抵财政补贴,减轻补贴压力,有利于行业可持续发展。
(2)服务考核从严,提服务助力行业发展。围绕 “遵从标准,高于标准;精简体系,更具针对性;

安全保障,服务提升”优化运营服务考核指标,针对候车 “不靠谱”、安全生产意识不足等现实问题,
新增 “缺班考核”、 “驾驶行为违规”等指标,同时将考核结果挂钩亏损补贴,强化整个方案的考核

意义。
(3)主体责任落实机制,“危”中寻机。新增责任人联动机制,将责任人绩效挂钩运营指标以及服

务质量指标考核结果,强化企业危机意识,引导企业将行业发展、公交运营的主体责任逐级深化、细

化、具体化,健全内部责任分解传导机制、监督机制以及问责追究机制,强化整体危机意识,助力行业

可持续发展。

3.3.2 保障性制度设计

(1)驾驶员保障机制。考虑区域统筹初期发展不稳定,以及行驶证准驾车型问题、行业工作性质等

内外因素,对考核年标准人车比以下,基年人车比以上的驾驶员按标准薪酬待遇给予补贴。
(2)人工、维修费调节机制。考虑社平工资、物价水平以及东莞2019年集中纯电动化引起维修费

“前低后高”的实际情况,设计人工、维修费调节机制,给予一定调节幅度,保障企业人员队伍稳定以

及基本发展需求。
(3)车辆资源调整保障机制。整个方案以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度,对线网优

化 (微调为主)、车辆资源配置调整的引导性较强。为激励企业大胆尝试资源配置调整,调整首年,政

府依旧按非干线标准进行补贴,给予企业缓冲期来培育客流,真正实现提客流、提服务、优结构的

目的。

3.4 小结

综上,整个方案的设计基于 “资源优化为导向,多方利益综合,发展良性互动为目的”的理念进行

设计,具体通过差异化的补贴模式,以及多维度的机制设计,相互激励,相互保障,对完成东莞公交现

阶段发展任务,即 “保基础,强公益,提骨干,优结构”,具有较强的引导性。

4 结语

公交优先发展,完善公交体系,提升公交服务品质,是一项复杂但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补贴政策

作为公交优先发展的重要资金保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狭义的财政分配,而应该站在更广义的角度权

衡,落脚点应与行业在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高度契合,做好创新的同时,注重把握公交的二重特性,强

化政策引导,促进行业发展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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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征与发展阶段关系研究

麻旭东 杨应科 夏国栋

【摘要】 轨道交通发展起步较早与发展较晚的城市客流往往呈现出差异化特征,研究不同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变化特征

有助于我们掌握地铁客流变化的根源。本研究通过持续跟踪全国30个城市近两年的轨道交通客流数据,剖析客流的周

期变化特征以及节假日客流、成网阶段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客流特征等。归纳总结了呈现出不同客流特征的原因及

其与轨道交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研究结论可为后续规划设计、建造运营、客流预测、轨道交通发展趋势研判等相关

工作做出借鉴及指导。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影响因素

1 研究目的及意义

国内外针对地铁客流已有部分研究,例如万英针对西安地铁在成网阶段的特征进行了分析[2]。王学

贵借鉴北上广深的地铁客流预测了西安的客流[3]。徐昭针对宁波地铁客流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客流

培育建议[4]。但这些研究时间较早,当时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可供研究参照的城市较少,且类比的城

市与所研究的城市有所差异,因此分析研究的内容有限。
近年来我国城市轨道发展突飞猛进,数据变化日新月异,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40个城市开通城

市轨道交通,合计运营里程6736.2km,全国地铁每日总客流逾7300万人次。处于轨道交通不同发展

阶段的城市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为了研究客流差异背后深层的原因及客流与城市轨道交通发展

阶段的关系,本文着眼于近两年以来的全国30个主要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数据,分析研究客流变

化特征,总结出不同城市不同轨道交通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客流特征。研究结论对指导其他城市进行

轨道交通发展研判、校核阶段性客流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 轨道客流的影响因素

轨道客流背后是一套复杂的多影响因素,且多因素之间往往呈现一定的相关性。轨道交通客流培育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完善与提高,也因此轨道交通的客流增长较缓慢,比较容易

观察出规律特征及影响因素。详细来看,城市轨道客流的影响因素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地铁票价 (票价敏感性):地铁票价对客流有部分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在轨道交通开通前,相

关部门会针对定价制定严格周密的考量,通常来说地铁票价基本处于很容易接受的水平。对于日常需要

地铁来通勤的人来说,相比地铁带来的方便快捷,票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不可否认降价或者免

费可以正面促进地铁客流的上升。例如厦门地铁于2020年4月7日-6月30日期间推出了休息日及法定

节假日期间免费乘坐措施。免费乘坐措施开通后的第一个周末,客流以53万打破了记录。免费日之后

的工作日,地铁客流依旧维持在24万左右,远高于免费措施之前的日均18万,可以说厦门地铁的免费

措施的效果非常明显,极大地促进了原本处于 “犹豫期”的乘客转为地铁出行。
发车间隔:在轨道交通发展的初期,一般客流处于较低的水平,所以轨道运营方会根据客流情况调

整发车间隔,通常间隔比较长,例如东莞地铁2016年开通时发车间隔为高峰7分钟、平峰9分钟。犹

如等公交一般漫长的等待时间会带来较差的乘车体验,因此开通初期客流效益并不理想。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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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厦门地铁 “免费日”客流变化

移,后期客流逐渐上升,轨道运营方会进一步缩减发车间隔,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客流效益逐渐变

好。例如东莞地铁于2019年1月1日将发车间隔调整为高峰6分钟、平峰8分钟。客流也逐渐由2016
年日均11.5万上升至2019年的15.1万。

服务水平 (乘车体验):服务水平是一个多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例如,发车间隔、接驳距离、站

内设施便捷性、车厢乘坐舒适度等。我国目前已有约40城市开通了地铁,各地的服务水平有不少差异。
通常轨道发展较为初期的城市发车时间间隔较长、站点外公交接驳线路较少、站内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导

致乘车体验一般。而轨道发展特别成熟的城市因为车厢过于拥挤,进出站需要排队等因素,乘车体验也

一般。因此服务水平这个结果因城而异、因时而异,并无绝对结论。
土地开发强度:地铁覆盖的服务范围有限,因此周边土地开发强度的不同,覆盖的人口岗位密度不

同而带来的客流也是不同的,这是地铁客流的最直接影响因素。例如,快线或者郊区线、机场线等通常

通往较为偏僻的城市外围地区,覆盖的人口不如市区的核心线路,因此快线、郊区线、机场线等通常客

流非常有限且增长空间有限。

3 轨道客流成长规律特征分析

综合分析全国主要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可发现不同轨道交通发展阶段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特

征。轨道交通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呈现出轨道交通发展高级阶段所具有的特征,客流变化规律且明显。
而轨道交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城市往往呈现出另一类的特征。本研究完整记录了2018年05月-2020
年05月两年的全国主要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数据。因2020年受疫情影响客流波动较大,因此将2020年

客流作为疫情影响分析部分单独分析。其余分析部分均选取2019年01月-2019年12月期间的客流,具

体分析如下。

3.1 年度客流变化特征

2019年全年来看,全国28个主要城市年度总客流约265亿人次。全国28个主要城市日均客流

7277万人次。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全国每日乘坐地铁出行的人不足5%。
2019年日均客流较高的前五城市依次为:1.北京 (1082万)、2.上海 (1060万)、3.广州 (903

万)、4.香港 (868万)、5.深圳 (549.3万)。
客流分布不均,前四名城市占据了全国约53%的客流,前五名城市占据了全国约61%的客流。
经济上的基尼系数用来反映贫富差距,其取值区间为0至1。越趋近于0表示越平均。约趋近于1表

示越不平均。例如国际上习惯把基尼系数0.2及以下可视为绝对均衡,0.2至0.3代表比较均衡;0.3至

0.4代表相对合理;0.4至0.5代表差距较大,0.5以上时则表示差距悬殊。通常国际上将基尼系数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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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9年主要城市轨道交通日均客流

图3 2019年主要城市客流占全国比例树状图

作为警戒线,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代表各阶层收入及贫富差距较大,容易产生社会问题。

图4 基尼系数示意图

同理我们可以建立全国轨道客流的 “基尼系数”,即将全国主要城市的地铁总客流看为一个整体,
计算方法同经济上的基尼系数,用来反映地铁客流较高的城市与较低城市的差异大小。经过相关软件精

确计算得出轨道客流的基尼系数为 “0.6236”。这说明国内地铁发展较早的城市因为客流培育的相对成

熟,客流相对较高,占据了全国客流的绝大部分份额。而后开通地铁的城市客流比较低,占比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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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城市间的轨道客流差异巨大,很不均衡。

图5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界的 “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

3.2 月变化特征

从轨道客流月变系数来看,2019全年存在两个明显的高峰。第一个高峰为四月份,月变系数高达

102.49%。这也是春节之后企业均复产复工,生产力大大增加。导致地铁客流大大增加。后续五六月份

随着天气开始炎热,人们的休闲娱乐出行欲望有所疲软,地铁客流逐渐缓慢下降。

图6 2019年全国主要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月变系数

第二季高峰为七月份,月变系数高达106.49%。地铁客流会呈现一个大的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
1、大批应届毕业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开始投入工作。据统计近两年每年大学毕业生约830万人,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更是毕业生青睐的城市。社会生产力的突增无疑助力地铁客流进一步上涨。2、
七八月份为学生的暑假,大量学生在暑假外出旅游,休闲娱乐出行量大大增加。综合以上两个原因,休

闲娱乐出行叠加工作通勤出行共同创造了一年中客流高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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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月变化特征 (一线城市)

图8 月变化特征 (新一线及以下城市)

同时一年中有一个明显的低谷,即二月份。春节期间,全国普遍有10至15天的春节假期。受制于

春节假的影响,造就了二月成为全年的一个低谷月。
春节假期对不同城市的影响也不同。例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因为外来人口多,每年春节假期时

许多务工人员返乡回家过年,导致成为 “空城”,地铁客流也因此大幅度折减。根据数据显示,北上广

深等日均客流在500万以上的一线城市二月客流仅为全年月均客流的76%。而其他城市也会受到春节

假期的影响,其总体客流所受影响程度随着城市发展程度的递减而逐渐下降。例如日均客流在100万~
500万区间的城市 (包括成都、武汉、南京、重庆、西安、杭州、天津)二月客流为全年月均客流的

81%。日均客流在100万以下的城市 (包括郑州、苏州、沈阳、长沙、南宁、昆明、大连、青岛、合

肥、南昌、福州、哈尔滨、石家庄、厦门、东莞)二月客流为全年月均客流的85%。

3.3 周变化特征

将一周分为七天来看,差异明显。随机选取一个稳定的通勤周进行分析,即2019年0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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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受春节假期影响的二月客流折减程度

2019年04月21日 (通勤周为笔者自己定义,即:一周较为稳定,前后均无节假日。一年有很多稳定

的通勤周,客流特征稳定且相似,因此本文只选择一周进行研究)。

图10 轨道客流周变化特征 (2019年04月15日-2019年0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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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全国主要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周变系数 (2019年04月15日-2019年04月21日)

分城市来看,周变化具有明显差异。首先是高居榜首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部分城市日均客流

往往高于500万,其工作日五天客流在一周中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周五因为通勤客流叠加周五下班

之后的休闲娱乐客流会创造一周中的 “最高日”。周末通勤客流大幅下降,客流呈现 “断崖式”下降,
经统计北上广深四市周末客流均值仅为工作日的74.6%。这种周末出现明显下降特征也反映了这类城

市以通勤客流为主,轨道交通发展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
其次就是日均客流在500万以下,100万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处于中间水平,客流

也是以通勤为主,周末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不如北上广深明显。经统计这部分城市周末客流均值为工

作日的87.6%。这类城市仍以通勤客流为主,但未来仍有较大发展和提升空间。
再往下就是日均客流在100万以下的城市,这些城市往往轨道交通仅为一条线路或者几条线路在运

营,线路规模较小,对人们的吸引程度还不够高,未呈现出网络化运营效益,导致工作日通勤客流占比

较低,周末休闲娱乐客流占比较高,以致往往呈现出周末客流大于工作日的情况。例如,合肥、南宁、
昆明、南昌、东莞等城市。经统计这部分城市周末客流均值为工作日的104.2%。这类城市通勤客流占

比相对较少,轨道交通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后续亟需提高线路密度,提升网络化运营效益,未来有巨大

发展和提升空间。

图12 周末相对于工作日客流折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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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成网阶段变化特征

在轨道交通发展的初期阶段,尤其是仅有一条线开通的城市,后续开通第二条线路形成交叉线路后

对客流的促进效益巨大。
例如,2019年06月06日南宁开通第三条城市轨道线路,即南宁轨道交通三号线。线网规模由

53km增长到81km。开通第二日即打破了最高客流记录,开通当月日均客流由62万/日提升至近80万

/日,提升效果明显。
再如,2019年04月26日福州开通第二条城市轨道线路,即福州地铁二号线。线网规模由24km增

长到54km。开通后六天内三次打破客流记录。开通次月日均客流由18万/日增长至35万/日,提升效

果明显。

图13 成网阶段客流变化

图14 成网阶段客流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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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轨道发展初期阶段的城市,新线路的开通对客流促进效果明显。究其原因为轨道发展的初期阶

段线网规模较少,单条轨道的覆盖范围,因此客流有限。而当开通交叉线路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原线路

的辐射范围。
对于轨道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新线路的开通促进效果不如初级阶段明显,客流的增长有限,更有

甚者客流强度可能还会呈现下降趋势。

3.5 客流记录日特征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客流的最高记录日并非出现在五一、十一等大型节假日当天,
而往往出现在节假日的前一天。究其原因,是因为假期前一天为工作日,人们依旧乘坐地铁上班通勤,
贡献了很大部分的 “刚性通勤”客流。然而在下午下班之后人们就开始进入了假期,聚餐、逛街、购物

的欲望相比工作日上升很多,因此休闲娱乐客流也上升了。而在节假日当天因为刚性通勤客流的消失,
仅靠休闲娱乐客流很难打破记录。因此每年大型假期的前一天因通勤客流叠加休闲娱乐客流往往会打破

客流记录成为新的突破。

图15 客流构成示意

而在轨道发展较为初期的城市,因为通勤客流占比较少,客流的支撑部分主要还是休闲娱乐客流,
因此这类城市客流的突破日往往为节假日第一天,大量人们乘坐地铁出门购物游玩,休闲娱乐客流猛烈

增长,成为了新的客流记录日。

3.6 疫情等特殊情况影响程度分析

2020年一月份,我国遭遇了新冠肺炎的侵袭,全国经济生产活动进入了暂停阶段。地铁客流也进

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受疫情的影响,春节假期延长,全国经济生产活动复工缓慢。那么疫情究竟影响

程度如何? 对经济生产活动有多大影响? 本文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等城市从

2020年01月份至2020年05月份的客流数据,从轨道客流的变化一窥究竟。
不难发现疫情对地铁客流的冲击巨大,从大约1月20日开始全国地铁客流降至冰点,仅为正常水

平的8%,并且持续了约20天。02月10日开始第一批小部分企业逐渐开始了复工,但是客流并无突

增,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这说明02月10日开始复工企业较少,亦或者说明第一时间复工的人依旧选

择个体出行,非公共交通出行。
02月24日开始第二批企业开始了复工,轨道客流有了进一步的上升,但是仍然远低于去年同期正

常水平。此时的客流特征也出现较大变化,在周末的客流远远低于工作日,不足工作日的60%。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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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疫情对地铁客流的影响 (2020年1月1日至5月10日)

明,周末人们也尽量减少了休闲娱乐出行,仅工作日刚性通勤客流为主体客流。
05月01日开始为五一劳动节,但是可以看出劳动节期间的客流依然和本期周末的客流相当,这说

明2020年五一期间人们并未完全放开,依旧选择居家或者就近游玩。据不完全统计,五一选择长途游

玩的人不足25%,也证实了这点。
疫情对地铁客流的冲击巨大且影响时间长久。根据对疫情期间深圳市出行者通勤方式的调研显示,

约有30%的出行者通勤方式发生了变化。主要变化流向为公共交通转向小汽车和慢行。而地铁客流也

佐证了这一点,时值2020年五月底,地铁客流恢复逐渐趋于平稳,但仍未完全恢复,仅为去年同期的

七成左右。

图17 疫情期间通勤转移及其流向

4 结语

我国内地在1971年就有城市开通了地铁,至今已发展有49年。发展较早的城市轨道交通比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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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客流呈现出明显且规律的特征。而发展较晚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不同城市间的客流特征稳定

且具有差异化。本文深刻的研究了这些特征并总结出特定规律如下。
(1)客流差异客观存在且差异较大。借鉴学习客流发达城市的运营经验、组织模式等具有重要

意义。
(2)不同城市间的客流数据差异短期内一直存在,要正确看待客流差异。
(3)客流成长曲线受线网规模、发车间隔、票价以及城市发展阶段等多因素影响,客流预测过程中

切记不可机械式的计算,要结合多因素,全面统筹考虑综合判断。
(4)客流成长除跟随轨道发展外,还与城市发展、发达程度紧密相关。轨道交通是城市交通里的重

头,循序渐进、稳中求进地发展才符合发展规律。
分析这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研判轨道交通所处的发展阶段,帮助我们研判阶段性特征问题以及帮助

我们预测未来的趋势。对后续规划设计、客流预测、决策分析、建造运营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注 释

数据来源:

编号 数据 备注

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统计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官网

2 近两年全国主要城市地铁每日客流数据 微博@地铁客流及运输研究阿牛

3 通勤方式数据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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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公共交通法制化发展研究

杨 涛 何小洲 刘超平 柯靖宇

【摘要】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城市重要民生事业的公共交通服

务,是法制化发展的重点领域,从当前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阶段来看也迫切需要提升法制化水平。本文在分析大城

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公共交通立法经验和实践,提出了公共交通立法在规范性基础上

要考虑发展性、灵活性的观点,并分析了发展定位、顶层制度、发展模式、资源保障、经营管理等八个方面的关键要

点,可为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大城市;公共交通;法制化;法规

0 引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于2014年10月23日举行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形成完备的法律

规范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坚持依法行政,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要求加强重点

领域立法,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基本公共交通服务是城市重要的

民生事业,迫切需要加快法制化发展进程。当前我国公共交通领域的法制化发展还相对滞后,法制化的形

式仍然是以政府或部门规章为主,效力和权威性相对较低,难以发挥地方法规的战略引领作用,也造成公

共交通事业发展部门化倾向严重,公交优先战略难以落实到位。城市公共交通是一项综合的公益性基础事

业,作为交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与 “公交优先”相适应的法规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构建[1]。

1 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1 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必要性

1.1.1 大城市公共交通的特征与问题

大城市的人口、空间规模大,交通需求呈现规模化和多样化的特征,交通供需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系

统,而公共交通作为集约高效的交通运输方式,是空间资源相对紧张的大城市健康交通模式的必然选

择。基于城市与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大城市公共交通也具有较为复杂的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城市内部

分区差异性明显、乘客出行需求多样、公共交通供给模式多元、空间资源配置与市场经营环境复杂等。
我国从21世纪初开始就已经在推动公交优先发展,2012年国务院发文正式将公交优先明确为国家

战略,促进了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快速发展与改善,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发展改革已

经进入深水区,如公共交通在交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难以建立,个体机动化出行发展更为迅猛;土地、
路权等空间资源及财政资金等公共资源配置难以保障,公交场站、专用道等设施建设困难重重;公共交

通安全形势严峻,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多部门管理理念不一致,协调不畅等,公交优先战略的真正落实

缺乏法制保障和强有力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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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必要性

基于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特征与问题,当前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必须从顶层制度安排与

“有法可依”等方面着手,保障公交优先发展落到实处。“依法治国”和 “依法行政”是新时代城市治理

工作的根本要求,城市公共交通的立法既是顺应城市发展的新要求,也是落实公交优先、完善法规体

系、规范市场竞争、保障服务质量等的必然选择。
首先,城市公共交通立法是落实公交优先战略的根本保障。公交优先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受到社会认知、利益博弈、政策导向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需要通过立法确立城市基本公

共交通的公益属性及优先发展地位,巩固公交优先在社会各界中的共识,明确城市与交通中公交优

先的政策导向。一方面,从我国公共交通及类似行业的立法情况来看,存在面向管理的立法与面向

发展的立法等不同类型,一般来说后者包括前者,且内涵更丰富、意义更重大。当前我国公共交通

尚处于快速发展和变革的阶段,基础还相对较为薄弱,但同时也拥有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

新等方面的需要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公共交通立法不仅面向管理的规范化,更重要的是需要

全面促进公交优先发展和健康发展,重点解决阻碍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主要矛盾,寓管理于发展之

中。另一方面,需要以法律形式确立 “公交优先”的城市战略地位,扭转交通出行结构失衡的严峻

形势。当前,我国大城市普遍存在私人机动化快速增长和交通拥堵加剧的问题,部分城市出行方式

结构已经严重失衡,要改变当下的严峻形势必须将 “公交优先”上升为城市战略,并以法律的形式

加以确立和引导,从立法层面来彻底扭转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各界对公交优先的重要性、紧迫

性的认识,扭转当前小汽车主导的出行模式。
其次,城市公共交通立法是城市管理法规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城市公共交通立法是推动城市公共

交通事业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发展的核心抓手。《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
(国发 〔2012〕64号)明确要建立持续发展机制,规范重大决策程序,推进城市公共交通重大决策法制

化、民主化、公开化,并提出要研究出台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法规规章,地方人民政府推动配套制订和

完善地方性法规,为城市公共交通的资金投入、土地开发、路权优先等扶持政策提供法律保障。在此背

景下,交通运输部研究起草了 《城市公共交通条例》(送审稿),并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法制办、
司法部就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先后公开征求了意见。但法制化需要形成完备的法

律规范体系和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需要平衡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城市交通涉及

土地、税收、财政、安全、环保等国家大政方针,属中央政府事权,需要国家立法予以明确和规范,同

时,各城市交通发展具体模式、路径,具体管理和治理,又是各城市政府事权,应当因地制宜,由各城

市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适当的地方性法规。
再次,城市公共交通立法是建立公共交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许多大城市已

经在公共交通立法方面做了探索,但法制化的形式仍然是以政府或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为主,法律效

力、权威性和约束力等相对较低,也造成公共交通事业发展部门化倾向严重等问题。一是需要通过立法

解决公共交通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基础性、公益性和优先性地位,不仅仅依靠公

交行业本身的提升发展来维持,同时也需要财政、土地、路权、税费等城市资源供给侧方面的保障。但

是按照我国的立法权限规定,这些都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层次的立法规范进行规定,一般的规章约束范

围有限,只能对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内部问题进行约束,而不能对事关公交行业发展最核心、最重要的资

源保障问题进行法律设计。因此,需要通过地方性法规对公共交通资源保障问题进行详细的法律设计,
进一步规范和引导与公共交通相关的各项城市资源的落实和经营管理。二是需要通过立法确立公共交通

领域的依法行政和制度保障。公共交通发展涉及交通运输、自然资源、交通管理等众多管理部门,政府

部门规章立法位阶较低,一般主要是对规划交通主管部门提出约束及要求,而对其他部门的协调配合和

市民约束力度不足,容易造成部门化倾向严重的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地方性法规建立城市公共交通发

展的制度框架,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和要求,做到有法可依和依法行政,保障公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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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三是需要通过立法完善公共交通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政府部门规章较难形成完善的执

行监督体系,一般重点对公共交通运营企业等末端运营组织者进行法律责任界定和制定相应处罚措施,
但涉及规划建设过程中的土地、路权、财政等公共资源配置的相关政府部门,对其责任及违规处罚措施

则相对模糊。因此,需要通过地方性法规,加强对公共交通发展各个工作环节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

理,确保各项职责和工作落实到位。

1.2 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可行性

(1)设区市普遍取得了地方立法权。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

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出修改,地方立法权扩至所有设区的市,其第七十二条规定:设区的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

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城市公共交通是城乡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制定地方性法规的重要对象,因

此,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制度和程序可行。
(2)公共交通立法获得了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

见》(国发 〔2012〕64号)明确要推进城市公共交通重大决策法制化、民主化、公开化,提出要研

究出台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法规规章,地方人民政府推动配套制订和完善地方性法规,为城市公共

交通的资金投入、土地开发、路权优先等扶持政策提供法律保障。《交通运输部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

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交运发 〔2013〕368号)明确加快完善城

市公共交通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等,为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建设、运营、
管理、安全、应急和政策支持提供法制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要求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依法加

强和规范公共服务,并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

明法律制度。公共交通既是保障民生的重要公共服务,也是城市绿色低碳发展重要的交通子系统,
应当作为立法的重点领域。

(3)具有上位及相关法规良好的指导与借鉴基础。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道路

运输条例》、《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等上位法规和规章,以

及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征求意见稿)》
也已经公开征求了两轮意见,为大城市公共交通法规的制定的提供了有效的指导依据和借鉴价值。

(4)具备了较多的实践经验和工作基础。目前,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杭州、天津、济南、昆

明等国内很多城市已经制定了地方公共交通条例或政府规章,还有相当一部分取得立法权的城市也都在

积极开展城市公共交通立法工作。同时,在一些大城市已经从管理体制、财政、资金、用地、考核等各

方面,对公共交通的法制化做了较为全面的探索,为公共交通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较为成熟的基础

和经验。

2 国内外公共交通立法经验

2.1 国外公共交通立法情况

欧美、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公共交通法规体系,一般会形成公共交通的独立法案及

一系列的相关法案,涵盖的内容较为全面,包括财政、规划、建设、管理、公平、安全、环保等各个方

面,且法规条文规定非常具体,可执行度高。
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公共交通法规或条款,包括独立的 《城市公共交通法》、《城市

公共交通扶持法》,以及涉及公共交通相关内容的 《交通部法案》、《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等十几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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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公共交通法律法规体系,涉及资金供给、机构设置、权责划分、资金申请和评估、科

学规划、民主参与、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等诸多内容[2]。

表1 美国联邦政府主要公共交通相关法案一般表

类别 颁布年份 法案名称 主要内容

财政

1964 城市公共交通法案
首次在法律上明确联邦政府为公共交通提供财政资助以及资助的资金

来源

1974 公共交通援助法案
第一部规定联邦财政支持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补贴的法案,并初步确立

了系统的公共交通财政资助体系

1982 地面交通援助法案
将燃油税增加,并明确规定新增5

 

美分 (每年约55
 

亿美元)中的1/5
 

必须分配给公共交通

1998 21世纪交通平等法案

建立了 “资金保障机制”(Funding
 

Guarantee
 

Mechanism),在授权的

410
 

亿美元资金中,至少有360
 

亿美元在公共交通项目落实过程中给

予拨款,大大增加了公共交通资金使用的可靠性

规划 1966
示范城市和大

城市发展法案

建立区域性的规划机构,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在公共交通规划过程中系

统地考虑公平、环保、种族、民生、发展、经济和社会等问题

管理 1966 交通部法案
促成联邦政府交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对公共交通管理的职能划

分,成立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署

研发 1966
城市公共交通

法案修正案

明确了城市公共交通技术研究的资助条款,规定对于公共交通规划、
设计和管理的技术研究活动,联邦政府资助最高达总费用的2/3

公平 1990 美国残疾人法案
要求公共交通运营商 (无论其是否获得联邦资助)必须为残疾人提供

辅助公共交通服务

安全 2012 在21
 

世纪迈步前进法案
要求各州成立独立于公共交通企业的第三方安全监督机构,可对公共

交通系统进行定期安全检查

环境

1969 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成立了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将公共交通纳入国家环境保护战略层面

1970 环境质量改善法
作为 《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的配套程序提出,推动美国公共交通规

划、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有机关联

1977 清洁空气法修正案
设定了地方需要遵守的空气质量标准,并将当地的空气质量与联邦对

地方的交通项目拨款挂钩

1990 清洁空气法修正案 提出实施公交专用车道和高载客车辆车道,以降低交通对大气的污染

能源
1978 国家能源法案 规定交通项目 (包括公共交通项目)的实施需提交能源可持续规划

1992 能源政策法案 未来3
 

年每年将有3
 

500
 

万美元用于发展新能源公交车辆

法国政府先后颁布了 《国家内部交通组织方针法》、《大气保护与节能法》、《国家城市振兴协作法》、
《城市交通法》等公共交通相关法规,注重采取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策略,在城市规划、资金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体制、用地保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新加坡颁布了 《公共交通委员会法案》,规定了公共交通委员会的设立和章程、委员会的职能和权

利,公共交通基金的来源以及使用,公共交通票制票价及管理机制,以及安全管理等其他杂项。

2.2 国内公共交通立法情况

国内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无锡等对公共交通立法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出台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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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条例。对比国内城市出台的公共交通法规,呈现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形成了较为常用的结构体

系,主要包括规划和建设、经营许可 (或线路和线路经营权)、运营管理、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等;二

是 “重管理轻发展”,更加注重部门职责分工、线路和设施的管理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缺乏对长远发

展的战略政策、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等方面的考虑;三是条文规定相对宽泛,可执行性偏弱。
而从司法部发布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来看,从在国家层面开展城市公共交通

立法对保障公民的基本出行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法治意义,但对于立法定位和重点还值得探讨。一是不应

侧重于 “管理”,从当前我国公共交通发展阶段来看,重点还是要解决阻碍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主要矛

盾,应寓管理于发展之中;二是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将新的出行服务需求和新的科技手段背景下

产生的定制公交等多元化公交形式及市场化运营模式,纳入公共交通体系;三是要把握好上位法和下位

法的关系,预留地方制度和模式创新的空间,避免形成不顾地方差异的一刀切政策,如公交线路经营模

式,除特许经营外,TC (交通共同体)模式也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应给予发展空间。

2.3 国内外公共交通立法经验总结

从国内外公共交通立法对比来看,国内外法规体系结构存在较大差别。国外通过一系列的法案涵盖

内容更为全面,条款制定具体而细致,可执行度较高,内容上更注重对财政拨款、公共交通基金的设

立、管理体制、票制票价的订立等方面,但存在结构体系不明晰的问题。国内的公共交通以独立性法规

为主,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框架体系,但是具体内容规定较为宽泛,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执行不到位

等问题,内容上较少涉及财政资金、发展与模式等方面的内容,且其他相关法规中对公共交通考虑

不足。
因此,我国大城市新时代的公共交通立法应充分吸收国内外立法经验和教训,一是要形成较为完备

的法律法规体系,沿袭结构体系清晰的公共交通条例作为主体法规,同时与公共交通相关的如土地等其

他法规对相应内容也应加以明确。二是内容要更加全面,不仅是运营管理问题,更要注重发展问题,建

立符合地方实际的管理体制机制、发展模式和路径、财政及市场化政策等。三是法规条文应更加具体

化,提高可执行性,根据需要可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标准、指南等规范性文件。

3 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关键要点

3.1 立法的目标与原则

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基本目标和出发点应该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促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优

先发展,二是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安全有序运营,三是保护城市公共交通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四是发挥

城市公共交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公共交通立法也要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基本原则。一是立法必须符合城市公共交通发

展的客观规律,遵循科学原则;二是公共交通涉及社会各界及全体乘客的利益,必须坚持民主立法的价值取

向,使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立法的全过程;三是必须按照法定立法权限及立法程序立法,并避免与上位法及

相关规章冲突。同时,公共交通立法还应当充分吸收公交优先、以人为本、高质量发展等先进理念。

3.2 立法的总体框架

大城市公共交通法规编制应在遵循基本的立法原则和吸收先进理念基础上,研究立法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明确本市的立法目标,进而制定法规的主要框架与内容,建议一般包括总则、规划和建设、运营

管理、运营服务、应急与安全、财政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在主体法规外还需要形成配套的法规体

系。编制的关键要点应围绕确立公共优先的发展定位与政策导向,建立全民参与的公共交通的顶层制

度,构建开放灵活的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制定多方协同的公交资源保障措施,兼顾公共交通的公益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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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理顺符合市情的公交运营与管理模式,确定权责明确与监督完善的保障机制,逐渐形成精细化

标准化的公交法规体系等八个方面展开。

图1 公共交通地方性法规编制总体框架示意图

3.3 立法的关键要点

3.3.1 确立公共优先的发展定位与政策导向

城市公共交通立法首先应该要保障公交优先战略得以落实,通过法规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与交通系统

的优先地位和作用,并明确相应的优先政策支持,来凝聚全社会关于公交优先发展的共识。佛山市研究提

出了坚持公交都市发展路径,提供便捷、绿色、智慧的高质量全民公交服务,引导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

方式出行,逐步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在政策导向方面提出城市基本公共交通应当

突出公益性质,坚持公交优先原则,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城市规划、财政政策、用地供给、设施建设、
道路通行、安全防范等方面优先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并制定交通需求调控政策促进公交优先。

3.3.2 建立全民参与的公共交通的顶层制度

公共交通应该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社会团体以及公众全民参与的一项公共事业,在顶层制度设

计上必须保障公共交通优先作为一项城市与交通战略的全面推进,避免当前推进的责任和义务主要落脚

于公共交通主管部门的倾向。各级政府应当负责区域内公共交通发展总体统筹、政策与制度的制定、财

政资金投入及监督考核职责。各级公共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区域内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日常管理工作,但

涉及公共交通的自然资源、财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公安、工商、公路、税务、发展改革、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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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应急管理、工业和信息化、民政等管理部门,都应当按照各自职能做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相关管

理工作。鼓励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营,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应当依法经营,规范

服务,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乘客应当自觉遵守服务、安全、票务等方面的相关规定,文明乘车。
为强化公众参与,应建立城市公交乘客委员会制度,由公共交通乘客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

专家共同组成公共交通乘客委员会,参与公共交通行业运营服务监督,针对公共交通发展征求公众意见

并提出建议。

3.3.3 构建开放灵活的公共交通发展模式

随着公众出行需求变化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当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领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从运营方式来看,不仅有定点、定线、定时、定价的传统公交方式,也有借助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手段采

用预约模式的 “定制公交”方式,还有非定点、定线、定时的区域公交方式 (如四川宜宾等地运行的

“社区巴士”);从公共交通工具类型来看,随着技术变革和创新,出现了电动公交车、氢能源公交车等

新能源公交车辆。因此,公共交通法规中要为创新推动的多元化公共交通方式预留开放空间,从合法

性、价格机制及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佛山研究提出了鼓励发展多元化的辅助公共汽

电车线路,提供有别于常规公共汽电车线路的个性化高品质公交服务,其运营遵循市场化原则,采用市

场调节价,并提出了政府合理建设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设施和加氢设施等相关措施。

3.3.4 制定多方协同的公交资源保障措施

站场用地、通行路权及资金投入等是公共交通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源,也是立法中需要重点加以

保障的内容,应制定创新性政策与制度,扭转当前普遍存在的保障不足的问题。佛山研究提出了规划、
建设、管理等一整套的措施,规划层面形成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公共交通规划及其子系

统专项规划等规划体系,将公共交通规划作为控制编制的重要依据,控规审定时需核查公共交通规划中

的公共交通用地;建设层面引入公交场站配建制度,停靠站与新建、改建道路同步设计、同步建设,道

路新建、改建时需同步设计、建设公交专用道或预留空间,并鼓励公共交通用地依法进行综合开发建

设,可根据设施功能分层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层面明确市、区政府应当逐步加大对城市公共交通

的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公共交通发展专项资金,将公共交通投入政府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支出范围,利

用城市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的,土地出让金 (租金)按一定比例反哺公共交通发展。

3.3.5 兼顾公共交通的公益性与经营性

公共交通并非只有公益性,而应是公益性与经营性并存。公交行业发展完全没有经营性和竞争性会

造成经营模式的扭曲,政府补贴不断增加,财政最终不堪重负。因此,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

障基本公共交通的公益属性,又要不断强化市场要素在公共交通资源配置和模式创新中的作用。佛山对

常规公交运用模式采用服务质量招投标的方式确定公交运营企业,对于多元化的辅助公交线路运营则遵

循市场化原则,并鼓励和引导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盘活公共交通资源,提

高其利用效率。

3.3.6 理顺符合市情的公交运营与管理模式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5号)第十四条明确城市公共汽电

车客运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实行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财综 [2014]96号)第

十四条明确公共交通运输等基本公共服务应当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102号)提出了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 “负面清单”,未将公共交通运输列入采购服务范围,
由各省制定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上海、浙江、福建等省份已经将公共交通运输纳入了购买服

务指导性目录。2019年1月1日施行的 《重庆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第21条规定公共汽车客运经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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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许可制度,经营企业应当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目前出台的法规条文来看,对于公共交通

运输服务采取何种经营模式存在一定差异,从公共交通的服务、经营特性以及国内外实践经验来看,其

运营模式既适用于特许经营制,也适用于政府购买服务制,关键还是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上

位法规制定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性,为地方制度和模式创新预留空间。国内以佛山市为代表

的部分城市公交线路运营就实行TC (交通共同体)模式,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的方式向公交运营企业

购买公交线路运营服务,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3.3.7 确定权责明确与监督完善的保障机制

法规应细化和明确政府、企业、乘客等各自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建立相应的监督考核及惩罚机

制,保障法规实施的权威性。如政府应承建设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保障经营秩序、改善公共交通发展环

境等责任;公交运营企业的享有依法参与公平竞争、获得财政补贴等权利,也要承担按约定提供优质的

公交服务等责任;乘客依法享有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投诉监督公交服务等权利,也要承担支付票款、遵

守安全制度等义务。

3.3.8 逐渐形成精细化标准化 “1+N”的公交法规体系

公共交通行业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的全流程中,涉及的责任主体众多,工作内容繁杂,仅通过一项

公共交通条例主体法规难以涵盖全部内容,因此,需要在 “1”个主体法规,也就是公共交通条例的基

础上,形成 “N”个包括体制机制、规划、建设、管理等在内的一系列配套的规章、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技术标准等,并需加强与土地、路权、财政等相关法规的协调,在相关领域立法中引入公共交通要

素[3],落实公共交通发展的相关要求。

4 结语

从当前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阶段来看,公共交通法制化发展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制定地方性法

规的条件基本成熟,也迫切需要法规体系的完善来进一步促进和保障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但需要

认识到公共交通具有复杂性,也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发展要求,各城市在制定公共交通法规的过程

中,除了规范公共交通管理和解决主要发展障碍外,必须充分考虑地区特性,并为公共交通制度、模

式、运营等的创新发展预留足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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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公交出行规律探析与发展建议———以深圳市为例

张俊峰

【摘要】 公共交通是市民机动化出行的重要选择,挖掘特大城市公交乘客出行规律对于探析市民公交出行痛点、掌握

城市公交资源供需匹配情况、改善公交服务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全市公共交通刷卡大数据的深入挖掘分析,识

别全市公交常旅客、公交旅客出行换乘规律、全市主要公交廊道高峰满载率以及早晚高峰轨道交通主要通勤站点,深入

总结全市公交旅客出行特征规律,立足市民出行特征与需求,为针对性地制定公交发展策略规划、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

务水平,打造线网有序衔接、功能层次清晰的公交服务提供建议。
【关键词】 公共交通;出行特征;常旅客;刷卡数据

0 引言

公共交通是城市居民重要的出行选择,在城市人口、经济不断增长,职住分离持续加剧的背景下,
深圳公共交通服务面临转型发展挑战。一方面,常规公交放量发展模式达到瓶颈,投入产出效益进一步

下降,全市常规公交补贴持续增长,但难以扭转客流量与分担率持续下降的趋势[1,2];另一方面,受制

于公共交通服务的公益属性,为应对持续增长的出行需求,政府高度依赖建设运营成本高昂的轨道交

通。为探寻更加可持续的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减轻政府持续增长的财政压力,转变传统公共交通的

规模放量发展模式,亟需深入研究全市市民公交出行特征规律与实际需求,制定符合市民需求的城市公

共交通发展策略,提升公交服务水平,打造多元化的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服务。

1 深圳常规公交出行特征及问题

深圳市常规公交主要支付方式包括深圳通实体卡、深圳通二维码、银联卡、现金、单次卡等,深圳

市每月,其中深圳通实体卡和二维码占据超过75%的市场份额[3],是最主要的支付方式❶。深圳地铁支

持深圳通实体卡、乘车码、银联卡、单次卡等方式支付,并于2020年3月开始支持深圳通二维码方式

支付,深圳通卡约占据地铁1/3的市场份额 (2019年)。本文依托2019年某月深圳通公司的刷卡数据

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市民出行特征。

1.1 基本情况

截至2018年,深圳全市共有981条营运公交线路,11668个公交停靠站,日均客运量446.3万人

次,每天服务421.0万人次出行 (换乘系数1.06),公交站点覆盖率95.8%,实现了全市公交基本服务

的全覆盖[3]。但全市公共交通服务仍存在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一方面全市线路非直线系数达1.89
(国标1.4),公交车辆行驶绕行严重,拉长市民出行时长,降低市民出行服务体验;另一方面,深圳公

交车全部为纯电动汽车,受电池续航及充电时长影响,纯电动公交车的服务能力为同等级燃油汽车的

80%左右[1],为保证全市公交服务,需要配1.2~1.3倍的公交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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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公交数据源自深圳市智能交通设计服务项目、2018深圳市综合交通年度评估报告以及深圳通公司2019年某月刷卡数据分

析。



表1 深圳市常规公共基本指标情况[3]

指标 数值 指标 数值

运营线路总数 981条 站点500米覆盖率 95.8%

运营车辆 17177辆 万人公共汽车保有量 16.3标车/万人

年日均客运量 446.3万人次/日 线网重复系数 6.51

单车日均客运量 209.9人次/标车 线路非直线系数 1.89

1.2 常旅客出行特征

按照单月出行次数划分,深圳市低频公交出行旅客与高频公交出行旅客的出行总次数与人数倒挂关

系明显,62.1%的公交低频旅客仅完成了14.4%的公交出行,17.7%的公交常旅客完成了62.1%的公

交出行,另外,25.3%的乘客 (单月出行19次及以上)完成了74.3%的公共交通出行,近似贴合 “二
八分布”。

表2 公共交通乘客 (含地铁)出行频次分布

按照单月出行天数划分,57.5%的乘客一周使用公交出行的天数在5天以下,单月出行20天及以

上的公交旅客占比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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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公交旅客单月出行天数划分 (区间左闭右开)

深圳市平均机动化出行率0.96次/日,平均每人单月机动化出行29次。22.6%的乘客单月出行5~15
天,8.3%的旅客单月公交出行10~15次,该部分旅客对于公共交通出行不排斥但公共交通并非出行首

选。有62.1%的乘客单月出行次数在10次以下,57.5%的乘客每月仅有5天以下时间选择公交出行,
公共交通是日常出行 (通勤、通学等)的补充性交通工具。
70%的旅客单月公交出行次数在15次以下,80%的旅客单月公交出行天数在15天以下。公交出行

方式并非大多数市民的首选出行工具,分析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城市公交服务 (尤其是常规公交)运

营服务水平不高,高峰时段拥挤严重,平峰及节假日期间发车间隔过长,乘客乘坐体验不舒适,座椅过

硬、驾驶不平稳、座位不足等问题突出;二是城市公交运营服务模式单一,不能满足市民多样化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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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需求,定班定线模式仍为深圳市公交服务的主体形式,在票价敏感度日益降低的背景下,传统常规

公交服务吸引力不足。

1.3 公交廊道出行特征

深圳市自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以来快速发展,位于城市南侧、毗邻香港的罗湖、福田、南山最先

发展,形成了城市经济、人口集聚的主轴带。随着二线关取消、城市发展中心西移、外来人口持续增

长,原特区外的宝安、龙岗等地快速发展,形成了城市中心区 (南山、福田、罗湖)就业岗位逐渐增

加,原特区外居住人口逐步增加的发展形势。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地理位置即城市中心的中心辐射式城

市不同,深圳市形成了以城市西南侧为主轴,向外圈层辐射扩散的城市形态,由此深圳市的主要公交走

廊为东西向贯通城市中心区和联系中心区与外围居住区的形态。选取深圳市六条公交走廊,基于深圳通

刷卡数据进行扩样和出行OD反推得到公交车辆在各站点上下车人数,计算六条公交廊道50m范围内

站点所有公交车辆的平均满载率,早高峰 (7~9时)时段的满载率分布如图2、图3所示。

表3 断面满载率标准[4]

满载率>0.7
满载率

0.5~0.7

满载率

0.3~0.5

满载率

0.25~0.3

满载率

0.18~0.25

满载率

0~0.18

直观状态 很拥挤 初显拥挤 正常状态 较空 空 很空

判断依据

空间饱和度极

高,站立乘客

已拥挤至门边

满座,站立

10-20人

满座,站立乘

客不足10人

基本坐满,
几乎无空座

座位一般以

上有人坐

大量座位

为空座

三圈层依照深圳市出行交通属性划分,涵盖东莞市部分区域,不包含大鹏区东侧区域。

图2 深圳市三圈层早高峰公交廊道平均满载率

早高峰入关 (往中心城区)方向和西向客流拥挤度显著高于反向,中心区通勤方向公交供给能力不

足,而外围部分公交廊道车辆平均满载率仅18%~30%,一三圈层公交供需错配问题突出,公共交通

在第一圈层低速行驶、车辆拥挤,在二三圈层供给高于需求,整体线路绕行突出 (非直线系数1.89),
未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分析造成高峰时段公交运行不适配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府与公交企业出于运营经济

成本考虑,不可能按照早高峰运营能力配置公交运力和道路资源,中心城区高峰时段公交超负荷运营属

正常现象;二是深圳市公交车辆制式单一,对于出行需求较低的非中心区采用与中心区相同的大型公交

车辆,一定程度加剧了非中心区低载客率现象;三是跨线路调度运营能力有待提升,公交车辆单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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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深圳市三圈层早高峰公交廊道85分位满载率

营,势必造成早晚高峰线路双向供需不匹配问题;四是线路绕行问题突出,常规公交非直线系数达

1.89,线路绕行叠加早晚车辆列车化排队进站,热门线路为服务更多的出行主体设置更多停靠站点,加

剧早高峰线路拥挤程度。

2 深圳市轨道交通出行特征及问题

2.1 基本情况

截至2018年,全市共有轨道交通线路9条 (1条有轨电车),运营里程296.7km。

表4 深圳市轨道交通基本指标情况

指标 数值 指标 数值

运营线路 9条 地铁日均客运量 514.4万人

运营里程 296.7km 换乘系数 1.5

2.2 早晚高峰客流特征

深圳市轨道交通早高峰进站站点和晚高峰时段出站站点集中分布于第二圈层,早高峰出站站点和晚

高峰进站站点集中分布在第一圈层,职住分离特征明显。

表5 深圳市三圈层早晚高峰地铁进出站客流情况

早高峰 晚高峰

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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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早高峰 晚高峰

出站

图例

深圳地铁早晚高峰客流不均衡问题突出[5],早晚高峰大客流站点进站排队时间达数十分钟,分析主

要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客观的职住分离和城市形态问题,市民居住地集中在原特区外的宝安、龙岗、
龙华 (第二圈层),工作地集中分布在南山、福田、罗湖 (第一圈层);二是常规公交服务难以有效满足

出行者的通勤需求,通勤者愿意在高峰时期付出几十分钟的时间成本排队乘坐地铁,反应了常规公交服

务难以提供满足乘客要求的可靠、准时的出行服务。

3 深圳公交换乘出行特征及问题

定义地铁换乘、地铁公交换乘为刷卡出站和进站/上车的时间间隔在30分钟以内,公交换乘为两次

刷卡时间间隔在90分钟以内,深圳公交出行换乘特征分布如图4所示。公交线路间换乘占总出行的

6.3%,公交轨道换乘出行占总出行的7.6%,地铁站内换乘占总出行的29.9%。根据深圳市交通局及

深圳地铁数据,深圳市常规公交与地铁的发车时间间隔如表6所示。

1.3%

6.3%

7.6%

29.9%54.8%

J�J�0��

�������

J�����

00���

���

图4 深圳市公交出行换乘特征分布

表6 深圳市常规公交、地铁发车时间间隔

地铁 公交

平峰时段 5~10分钟 13~30分钟

高峰时段 3~5分钟 7~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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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深圳市公交换乘出行特征,发现常规公交出行换乘比例显著低于地铁,一方面全市共有981条

常规公交线路服务,远高于轨道交通在运营的9条线路 (含有轨电车),能够提供更好的直达出行服务;
另一方面,常规公交出行的换乘体验与地铁差距较大,乘客公交站点候车体验差、候车时间长问题突

出,市民常规公交换乘出行体验有待提升。深圳市域面积仅2000km2,同时建设用地面积为市域面积的

50%,是国内高密度发展城市的代表。2019年,全市步行分担率46.5%,小汽车、摩托车、电动车的

出行分担率达26%,高于公交 (常规公交、地铁)的18.4%[6]。在高密度开发模式下,以小汽车为主

体的交通结构会造成交通拥堵以及高昂的城市交通运营成本,单位旅客小汽车出行的综合成本远高于公

交出行,为保证城市交通系统的高效运营,有效服务1900万人口的出行,应进一步强化公交出行在全

市机动化出行中的主体地位[7]。匹配市民出行特征优化公交供给,以多样化的公交服务提升公交出行的

吸引力,注重服务质量与体验的提升,实现公交服务供给由传统放量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

型。综合深圳市市民公交出行特征的规律分析和问题研判,从以下方面给出深圳市公交体系发展的

建议。

3.1 贴合城市发展形态, 打造多元化公交服务

一是贴合深圳市 “轴带型+放射型”的空间发展布局,在东西向主要廊道和跨二线关通道提供快线

公交服务,形成快速公交干线网络,实现公交快线 “轨道化”运营,在早晚高峰降低发车间隔;二是建

立 “核心公交走廊+区域定班循环+按需响应巴士+定制化公交”的公交供给服务,削减重复系数高、
绕行严重、运行效益差的公交线路,以片区定班循环和按需响应巴士完善快速公交接驳,大力推行企业

班车、通学校车公交服务;三是推进城市道路交通资源向公交服务转移,践行 “公交以需定供,小汽车

以供限需”的发展理念,持续提升小汽车的使用成本,提升公交出行效率与服务体验;四是便捷跨市域

公交出行服务体验,在东莞、惠州临深片区提供跨市域公交出行服务,打通跨市公交运营、支付壁垒。

3.2 便捷出行服务体验, 提供一体化出行服务

一是重点关注换乘出行旅客,打通公交系统跨方式支付壁垒,优化公交系统出行支付、换乘体验,
提升公交出行相对小汽车出行的竞争力,吸引单月公交出行次数在15次以下的旅客转换为公交常旅客;
二是优化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接驳出行体验,优化公交换乘站点设计,考虑出站时间和出行热点区

域,精准对接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运营时刻表,打造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接驳服务。

3.3 创新公交考评机制, 引导高质量转型发展

一是转变城市单纯追求公共交通供给放量增长的发展模式,强化公共交通吸引力、运营效益、用户

满意度、可达服务水平及服务质量的考评,引导城市公共交通体系高质量发展;二是引导构建多层次、
差异化的公交服务,将服务体验与多元化公交产品体系作为考核企业的重要指标;三是进一步建立市场

化运营考核机制,将企业运营效益作为补贴发放的关键考评因素;四是加强推广常规公交 “换牌换线”
运行模式,缓和早晚高峰通勤客流不均衡造成的线路车辆配置压力。

4 总结与展望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追求放量发展模式的时期后,面对政府财政补贴逐年上

升、常规公交吸引力持续下降的困境,公交系统服务水平低下、出行体验差等问题突出,轨道交通系统

高昂的建设成本为地方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放缓、特大城市人口总量控制

趋严,人均收入水平与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提升,市民对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由能够送达目的地向追求更

好的出行服务体验转变,打造多元化、高质量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成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重焕城市公

交系统活力的关键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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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城际公交发展新思考

孙劲宇 钟哲一 陈志建

【摘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入全面提速新阶段,沪苏浙皖 “一市三

省”居民城际出行需求也必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构建科学、快捷、经济、优质的城际公交系统,服务居民城际出行需

求,提升城市间互联互通水平,对于实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国内城际

发展主要问题进行梳理,并基于人口时空分布大数据,洞察沪苏昆城际联动特征,从供需平衡、需求主动响应两个维度

探讨新型公交模式———城际公交的未来发展,以期对区域一体化客运系统的构建有所支撑。
【关键词】 区域一体化;城际公交;人口时空分布大数据

0 引言

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边界的概念不断被弱化,国内多地出现城市群并不断发展,其中

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城市群为代表[1]。长江三角洲区域 (以下简称 “长三角区域”)包

含沪苏浙皖 “一市三省”全部区域,是我国城镇集聚程度最高、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化地区。2019年

12月1日,国务院印发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速,城际之

间的交通联系也不断强化。
区域一体化发展对城际客运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城际客运方式已无法满足城市居民多元化出

行需求,在此背景下,新型城际客运方式———城际公交逐渐兴起[2]。传统城际客运交通主要包括铁路客

运列车和道路客运班车两类,二者由于受到班次计划、站台布设等限制,主要以服务商务、休闲性出行

为主,难以满足日常生活性需求对于时效性、直达性的要求。因此亟需推进站线布设、班次组织都更为

灵活的城际公交建设,以填补这一块空白,满足 “同城化”趋势下市民对客运交通系统提出的新要求。
本文对国内城际公交发展主要问题进行剖析,选取长三角区域内具有典型城际互联互通特征的沪苏昆

区域 (上海、苏州以及昆山)开展实例研究,探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城际公交未来发展方向。

1 城际公交发展主要问题

受管理体制、工作思路等限制,城际公交发展现面临困境,主要问题体现在服务模式与需求错配以

及需求响应滞后。

1.1 服务模式与需求错配

城际公交应主要服务于以通勤出行为主的 “常态化”出行需求,和传统城际客运在服务时间、服务

对象、服务范围以及运营组织模式上均存在较大差别,是一种基于传统城市内部公交系统衍生而来的新

型道路客运方式[3]。在缺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指导的情况下,既有城际公交管理组织上大多依旧沿用

客运班车的形式,无法合理供给实际需求。
供需错配主要体现在传统城际客运服务模式下高峰时期的供给不足及平峰时期的供给过剩。以通勤

出行为主的 “常态化”出行需求在时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早晚高峰时段,高峰时期需求大规模集中,而

平峰时间需求较少甚至完全消失。而既有城际公交常采用类似 “半小时一班”或 “一小时一班”的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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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运营组织模式,导致高峰时期供给不足而平峰时期资源浪费。

1.2 需求响应滞后

常见的城际公交由传统公交企业负责管理运营,以长株潭城际公交为例,由传统公交企业按常规公

交车管理,享受公交优惠政策,收取公益性票价,政府对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4]。城际线路的开设依据

有两种:一是线路开设前先确定大致范围 (例如昆山花桥—上海安亭),再开展公交出行意愿调查,最

终根据调查结果确定具体的线位和站点布设;二是基于对当地居民出行习惯的经验判断,先试点开设线

路,后续根据实际的客流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形成稳定的线路。
对于两种方式,线路的开设均可归纳为 “被动适应需求”,即在某个方向上由一定规模的乘客明确

提出城际公交出行意愿,才开设相应的城际线路。前期站点和线路的布设大多基于经验判断,容易造成

资源的浪费。在城际出行需求日益强化的当下,“被动适应需求”存在滞后性,既无法精准识别潜在的

实际出行需求,也可能导致潜在客流由于其他出行方式的固化而流失。
基于以上,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即为从促进供需匹配、提升需求响应效率的目标入手,对未来城际公

交的发展模式提出指导性建议。

2 沪苏昆区域联动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昆山市作为主要研究实例对象,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分析沪苏昆区域联动的特征,需求端为昆

山市民至上海、苏州的城际出行需求,供给端为昆山市至上海、苏州既有城际联系交通设施。昆山作为苏

州的重要板块,东临上海,承担着沪苏两地衔接重要战略支点的功能 (沪苏昆地理区位如图1所示)。

图1 沪苏昆地理区位图

2.1 基于人口时空分布大数据的城际出行需求分析

本文基于大数据技术手段,探究沪苏昆区域联动的特征。人口空间分布大数据,是指通过对移动定

位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建立个体、时间与空间紧密联系的数据架构,描绘人口流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常

用的数据来源包括手机信令数据、智能终端APP数据等,移动互联时代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保证了数

据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移动定位数据来源于用户在使用移动设备过程中被基站或系统后台记录

的包含地理定位的信息,主要字段包括用户编号、时间、地理位置等。
本文综合利用2018年10月昆山市移动手机信令数据、多个智能终端APP数据等移动定位数据,

更为科学地分析昆山市常住人口的时空分布规律。

2.1.1 城际出行特征分析

本文将昆山市民至上海、苏州的城际出行按照空间尺度进行分为中短距离出行 (10km以内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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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远距离出行 (超过20km的出行),从时间维度分析二者的规律 (图2所示)。研究发现,远距离

出行 (即城市核心区与周边城市的联系)存在明显的早晚高峰,而中短距离出行 (即城市边界地区的联

系)在早晚高峰仅略高于其他时间段,平峰时段仍存在较大比例出行。
基于以上,远距离的城际出行以通勤出行为主,而中短距离的城际出行目的较为多元化,除通勤出

行外还包含其他日常生活出行。

图2 不同类型出行的时间分布特征

2.1.2 城际职住联系识别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附加值产业部门向中心城市集聚,这种产业集聚带来中心城市产业类型和收

入水平的不可替代性[5],导致城际职住联系具有显著的方向性,即弱城市居民受强城市吸引,产生跨城

市的职住联系。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昆山市居民前往沪、苏两地就业的特征。
基于个体的时空分布规律推算城际职住联系,分析得到图3所示城际职住联系分布热力图。其中,

昆山市域蓝色越深的地区表示该地区在昆山市外就业的常住人口数量越多,上海、苏州市域红色越深的

地区表示该地区就业的昆山市常住人口数量越多。

图3 沪苏昆城际职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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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和苏州的职住联系如图4所示,居住端主要集中在昆山东部巴城镇、高新区以及张浦镇三个地

区,其中昆山城市中心地区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于苏州就业的人口,就业端主要集中在工业园区以及吴中

区毗邻昆山边界地区。
昆山和上海的职住联系如图5所示,于上海就业的昆山市人口大多居住在花桥商务区,而就业端除

毗邻城市边界的嘉定和青浦两区之外,上海市中心区域对于昆山居民也具有较强的就业吸引能力。

图4 苏州、昆山城际职住联系 图5 上海、昆山职住联系

综上,沪苏昆区域城际职住联系特征主要体现为近域性和强中心性。越是毗邻城市边界的地区,城

际职住联系越紧密,这一现象印证了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边界效应不断被弱化这一事实。此外,上海

中心城区对于昆山居民的就业吸引能力表明城市群之间的城际联动效应不仅仅局限于城市的边界地带,
对未来城际交通发展的思考也应站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下。

2.2 沪苏昆城际交通发展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除传统城际道路、铁路交通联系之外,沪苏昆区域 “同城化”交通发展主要体

现在城际轨道交通以及城际公交。
城际轨道交通方面,上海轨道11号线已经延伸至昆山境内,设置3处站点:花桥站、光明路站和

兆丰路站 (图6所示)。此外苏州市域轨道S1线建设正稳步推进,S1线为东西贯通昆山市的一条骨干

线,串联昆山西部副城中心、城市核心区、东部副城中心、花桥商务城中心,东西分别与苏州轨道3号

线、上海轨道11号线对接 (图7所示)。未来苏州S1线将成为沪苏昆区域的重要交通联络通道,对沪

苏昆城际交通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图6 上海市11号线线位图 图7 苏州S1线线位图

城际公交主要为公交公司开设的城际公交线路,目前昆山市城际公交包括两类,一类是发往苏州工

业园区以及上海嘉定区、青浦区的毗邻公交线路;另一类是由本身昆山市域内部公交线路延伸至苏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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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区及太仓市。现状昆山市城际公交线路分布情况如图8所示。

图8 现状昆山市城际公交线路

3 沪苏昆城际公交发展探索

基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新进程下对城际联系提出的新要求,结合国内城际公交发展现状,本文

从实现供需平衡和提高需求响应效率两个维度,探索沪苏昆城际公交的未来发展模式。

3.1 供需匹配

3.1.1 明确城际公交服务的功能定位

城际公交实为城市公交系统的组成。城际公交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新成员,应避免和城际客运

班车在功能上存在交叉重复。传统城际客运班车主要服务于城际的商务、休闲性出行需求,是城市对外

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际公交虽也服务城际出行需求,但应运而生于区域一体化背景之下,
“对外”概念被弱化,且城际公交主要服务于以通勤出行为代表的 “常态化”出行需求,应属于城市公

共交通系统向外延伸的一环。
城际公交应作为城际轨道交通的补充。未来苏州S1线建成,作为沪苏昆区域东西走向的重要公共

交通廊道,三城之间的距离将进一步被拉近。在此背景下,城际的出行需求必将进一步被激发,对于城

际轨道无法覆盖的地区,城际公交应主动承担 “替补队员”的重任,充分发挥自身组织灵活的特点,满

足轨道服务薄弱区域的城际出行需求,填补城际公共交通运输空白。
城际公交自身应结合服务差异化进行层级划分。未来城际公交的开设应充分考虑不同空间尺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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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分布规律,差异化灵活供应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建议将城际公交按照空间尺度划分为定

制公交和毗邻公交两个功能层级,定制公交主要服务早晚高峰长距离通勤需求;毗邻公交服务中短距离

通勤和日常出行需求。以沪苏昆区域为例,不同层级城际公交的服务范围如图9所示。

图9 昆山市城际公交服务范围示意

3.1.2 制定匹配需求的服务模式

城际公交供给模式主要考虑线路、站点、车辆以及票价四方面内容。
线路方面。定制公交应开设长距离、快速直达的运营线路,中途选择高、快速路为主要通道连接两个

城市,即路况组成为 “城市道路+高速公路或国省干线+城市道路”;毗邻公交应开设中短距离、运行速

度和服务密度兼顾的运营线路,中途可以依据城市道路设施条件选择互联互通的城际道路连接两个城市。
站点方面。定制公交应采用 “两头密集设站、中途不设站”的不均匀设站模式,起终点段站间距多

在100m~200m之间;毗邻公交站点布设可以参考区域内常规公交站点布设方式,结合沿线土地开发

情况以及实际客流需求,综合考虑布设站点。
车辆方面。定制公交由于需要途径高速公路或国省干线,应在保证 “一人一座”的前提下选择车辆

制式,优先选用旅游大巴,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部分选用车况较好的常规公交车辆;毗邻公交选用常规

公交车辆即可。
票价方面。定制公交建议采用 “起步价+分段式递增”票制,整体票价应高于常规公交票价体系,

低于城际客运班车票价体系;毗邻公交建议沿用常规公交的票价体系,保障其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公

益性。

3.2 主动响应需求

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精准识别居民出行需求成为可能。城际公交线路开设和调整应充分利

用新型技术手段,形成长效、定期的城际出行需求识别及城际公交线路调整机制,将城际公交线路的开

设由 “被动适应”向 “主动响应”甚至 “主动引导”转变。
例如,基于沪苏昆人口时空分布大数据,识别到昆山市花桥某住宅区至上海凌空SOHO园区存在

一定规模的 “点对点”通勤出行需求,建议开设早晚高峰单向定制公交线路,具体线位如图10所示。
利用高德导航数据,将定制公交出行方式与既有公共交通方式进行对比 (表1所示),可以发现,定制

公交能够大幅度减少通勤者出行时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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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花桥-凌空SOHO园区定制公交线位示意图

表1 花桥-凌空SOHO园区定制公交与既有公共交通方式对比

起点:花桥绿地国际家园
 

→
 

终点:上海长宁区凌空SOHO园区

需求量 识别通勤需求54条

现状公交方式

路线 昆山323路-地铁11号线-地铁2号线,52km

时间 1小时55分钟

费用 8元

定制公交方式

路线 绿地大道-G2京沪高速-S20外环高速,30km

时间 52分钟

费用 12~18元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供需平衡、提升响应需求效率两个维度,结合实例分析,对未来城际公交的发展提出些许新

的思考,以供相关管理部门及业内研究人员参考。
城际公交作为突破常规公交和城际客运交通的新生事物,发展必将面临各种体制瓶颈和利益诉求的

冲突。对于如何打破城市管理体制的障碍,形成多城联合管理的城际公交运营主体,并协调多方利益诉

求,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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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快线规划实施的问题与对策

李腾飞

【摘要】 在新一轮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中,北京、佛山、深圳等城市都提出了服务长距离组团间出行和跨区出行的

公交快线网络。但在公交快线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公交快线的发展遇到了明显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部分规划的

快线线路因为预期客流不足难以实施,部分公交快线在实施后由于效益不佳导致停运。对国内公交快线发展历程

进行回顾,提出公交快线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对公交快线规划和运营中遇到的困境进行分析总结。结合公交快线

优秀案例经验,提出 “借助通道、强化枢纽、重视运营、逐步成网”的规划思路,旨在改善目前公交快线规划的

思路与方法。通过公交快线规划路径的重新思考,最终实现最大程度发挥公交快线的社会效益,借助公交快线重

塑公交服务品质。
【关键词】 交通规划;公共汽车;公交快线;线网规划;规划实施

0 引言

随着城市建成区的不断扩大,以往城市公交站站停的单一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出行

需求。随着公交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北京、深圳、苏州等多个城市都开通了各具特色的公交快线服

务,提供了多样化的公交服务供给。相对于投资较大和建设周期较长的轨道交通,公交快线对于组团之

间快速通达和对外交通枢纽接驳服务等场景都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公交快线”全称为 “公共汽电车快车线路”, 《城市客运术语

 

第2部分:公共汽电车》GB/T
 

37113.2-2018中对快车线路定义为 “采用大站距运营的公交线路”。《公共汽电车线网设置和调整规

则》GB/T
 

37114-2018中对快线定义为 “为城市组团间和跨区出行提供快速运输服务的公共汽电车

线路”。一般地,“公交快线”与 “快速公交”分别为公共汽电车系统不同维度的分类方式,不应混

为一谈。
特别是仅在高峰时段运营的快线,分类时一般被视为多样化线路或辅助公交线路。高峰快线通常采

取与常规公共汽电车线路不同的管理方式。
综合相关标准对公交快线的定义和实际运营中的行业惯例,本文中所指的公交快线,是指 “采用长

距离、大站距的运输模式,主要为城市组团间和跨组团客流提供快速运输服务,全天运营时间一般超过

10h,发车间隔一般不大于60min”的线路类型。
国内多个城市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中提出了 “快、干、支、微”的常规公交线网结构,其中公

交快线一般处于线网结构中最高层级。但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部分城市规划的快线实施后出现运营效益

不佳甚至停运的局面。根据各地公交快线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实际,亟需总结公交快线作为独立线路

类型在规划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重新思考公交快线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1 国内公交快线发展历程

国内公交快线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由于各地公交运营水平和快速路网建设时序有较大差异,
三个阶段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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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典型城市公交快线体系建立时间表

线路番号特征 功能定位 首批公交快线线路 首批快线开通时间

香港

无 (站牌曾采

用黄底红字)
途经一般道路 (非快速公路或隧

道)而有限度停站的巴士路线
14* 1967年9月24日

1字 头、6字

头、9字头

红磡海底隧道路线、东区海底隧道

路线、西区海底隧道路线
101、102、103 1972年8月5日

700-789 港岛东区走廊特快路线 720、721、722、780、781 1984年6月8日

X字头、X字尾 停站数目极少的特快路线 中巴10X 1990年8月20日

W字头
高铁香港西九龙站特快接驳巴士

路线
W1、W2、W3 2018年9月23日

上海

部 分 2 字 头

(另短暂用过4
字头)

以现有线路减少停靠站点为基础节

约出行时间的大站快车线路
201 1975年12月25日

隧道X线 经隧道联系黄浦江两岸的线路
隧道专线 (后更名为隧道

一线) 1980年10月1日

大桥X线
经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联系黄浦江

两岸的线路
大桥一线、大桥二线 1991年12月1日

XX高速快线、

XX快线和部

分XXXB线等

沿高速路和城市快速路行驶的快速

联系组团之间的线路
251 1995年7月20日

北京

XXX快

以现有线路减少停靠站点为基础节

约出行时间的大站快车线路

沿高速路和城市快速路联系外围组

团和郊区的线路

103快 (1982年3月15
日)、104快

1982年3月1日

主要集中在6
字头

利用高速路和城市快速路,发展、
改造快车线路,构成地面公交准快

速网络

641、 677、 683、 686、

687、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特9

2007年9月16日

厦门

XXX 路 快 线

(原大站 快 运

快X线)

快速沟通主要对外枢纽和组团的

线路

大站快运快1线、大站快

运快2线、 2006年9月6日

快X线
快速沟通主要对外枢纽和组团的快

速公交线路
快1线、快2线、快3线 2008年9月1日

苏州 快线X号线
快速沟通主要对外枢纽和组团的

线路
快线1号线 2008年7月1日

深圳
E字头

(原K字头)

满足城市主次中心、口岸、综合换

乘枢纽,对外交通枢纽、轨道枢纽

之间的长距离快速出行需求

K354、K318、K384、K359 2008年9月16日

南京
D字头 大容量公交方式的补充 D1 2009年9月22日

K字头 大巴形式的点对点快线 K1、K2 2013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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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线路番号特征 功能定位 首批公交快线线路 首批快线开通时间

青岛

隧道X路
沟通市区与黄岛区途经胶州湾隧道

的大站快线
隧道1路、隧道2路 2011年6月30日

K字头
黄岛区内快速沟通主要对外枢纽和

组团的线路
K1 2014年9月30日

南昌

7字头 大站快线线路 701、703、704 2011年8月26日

高 铁 巴 士 X
号线

连接高铁站与市区主要组团的接驳

快线
高铁巴士1号线 2013年9月26日

西宁

3字头
连接市区中心与城市各主要交通方

向的大站距放射状线路
301、302、303、304 2012年6月18日

K字头
利用城市快速路和城市外围过境高

速的城市快客线路
K1、K2、K3 2019年9月11日

  *表中部分线路已更名或停运,或不再作为公交快线,下同。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1)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在常规公交线路上减少中途站点的公交快线开始出现。
国内最初的公交快线是在常规线路基础上采用大站快车模式运营的一种调度形式。随着公交快线需

求不断增加,快线逐步从常规线路的调度模式脱离出来作为独立线路运营,其走向和设站也会与原线路

有区别。如北京1982年开通的104快车,与104路的站点和走向均有所区别。
(2)20世纪90年代起,通过局部或全程利用城市 (高)快速路网形成公交快线线路。
随着大城市建成区的快速扩张和城市快速路的建设,大城市开始利用城市快速路发展公交快线,如

上海1995年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条途经高架快速路的高峰线路251路,之后部分高峰线路成为全日运

营的公交快线。随着城市中打破组团间自然地理隔离的桥梁和隧道通车,上海等城市陆续开辟了桥隧公

交线路,并作为独立的线路体系存在,这些线路也符合公交快线的特征。
(3)21世纪以来,公交快线开始作为公交线网体系中独立的线路类型存在

新一轮综合交通规划中,大城市陆续将公交快线作为一种独立的线网结构类型,并明确将公交快线

作为提升公交竞争力,完善公交运营服务的重要手段。如苏州市2008年启用了 “快线X号线”的快线

体系。

2 公交快线内涵和类型

《公共汽电车线网设置和调整规则》GB/T
 

37114-2018中明确了按照线路在线网中的定位、交通功

能以及对沿线的服务功能,宜将公共汽电车线网划分为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路和多样化线路五

个层级。
在公共汽电车线网结构中,快线相较于干线的突出差异性体现在能够实现城市各主要组团、大型客

流集散点和大型枢纽之间的快速联系。公交快线按照功能定位可以分为枢纽型公交快线、跨组团型公交

快线和兼具枢纽型特征和跨组团型特征的复合型公交快线。按照走廊设站特征划分可分为跳站型公交快

线和快速路型公交快线 (见表2、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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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公交快线的类型

分类标准 类型 特征 举例

功能定位

枢纽型公交快线
快速沟通城市主要枢纽与城市主次中心或其

他枢纽之间的长距离、大站距公交线路。
重庆888路、南昌高铁巴士1线

跨组团型公交快线
快速沟通城市各组团之间的长距离、大站距

公交线路。
上海116B路、苏州快线10号线

复合型公交快线
同时沟通城市主要枢纽和城市各组团之间的

长距离、大站距公交线路。
北京694路、佛山K3路

走廊设

站特征

跳站型公交快线
在非快速路行驶以减少部分路段的中途停靠

站点的方式形成的大站距公交线路。
洛阳D1路、西宁301路

快速路型公交快线
局部或全部利用城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形成

的大站距公交线路。
苏州快线1号线、深圳E1路

图1 公交快线分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1 按照功能定位划分分类

(1)枢纽型公交快线

枢纽型公交快线为快速沟通城市主要枢纽与城市主次中心或其他枢纽之间的长距离、大站距公交线

路。由于平均乘距长,部分枢纽型公交快线会选择采用客运客车车型,采用较高的定价策略。
(2)跨组团型公交快线

跨组团型公交快线为快速沟通城市各组团之间的长距离、大站距的公交线路。一般只有在组团间长

距离出行需求较强的区域才能够维持跨组团型公交快线的长期持续运营。
(3)复合型公交快线

复合型公交快线为同时沟通城市主要枢纽和城市各组团之间的长距离、大站距公交线路。复合型公

交快线保障了线路的客流来源,但需注意枢纽型快线和跨组团型快线之间的需求差异,针对具体线路合

理确定单程时间、运送速度等指标。

2.2 按照走廊设站特征划分分类

(1)跳站型公交快线

跳站型公交快线为在非快速路行驶以减少部分路段的中途停靠站点的方式形成的大站距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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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称作 “半直通路线 (Semi-Express或Limited
 

Stop
 

Routes)”。跳站型公交快线的运送速度受道路

通行条件影响较大。
(2)快速路型公交快线

快速路型公交快线为局部或全部利用城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形成的大站距公交线路,香港称作

“特快路线 (Express
 

Route)”。桥隧公交一般划为快速路型公交快线。由于城市快速路显著提升了

行车速度,快速路型公交快线的运送速度优势一般较为明显,一些城市甚至在快速路上设置了高峰

或全日的公交专用道,显著提高快速路型公交快线的竞争力。2011年,北京在京通快速路启用了国

内第一条快速路公交专用道,启用时途经快速路主路公交线路共18条,全日发车5522次,日均客

运量32.1万人次。

3 公交快线发展的问题

相对于有较高投资和施工周期的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系统,公交快线能在几乎没有硬件投入的

情况下短时间快速实现公共汽电车服务的大幅度提升。在此背景下,多个城市纷纷提出要大力发展公交

快线服务,一些公交快线规划粗糙,追求形式上的组团间连接,而对具体线路设计缺乏深入思考。部分

城市公交快线在实施阶段又过于仓促,甚至在没有做好充分调研和准备时就匆忙决策实施,实施后受到

了较大争议或客流严重不足,最终导致能够持续良好运营的公交快线凤毛麟角。公交快线规划与实施主

要存在以下困境。

3.1 公交快线线路方案规划与运营严重脱节, 缺乏客流预测分析

公交线网方案规划与实施之间的脱节长期存在,这是国内公交线网规划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原

因是国内目前的公交规划多关注于线路的走向和设站,较少涉及实际运营中发车间隔、首末班时间、票

价体系和运送速度等乘客更为关注的运营指标。如某市在线网结构定位中对公交快线发车间隔推荐为

2~5分钟,但实际上国内极少有公交快线能够达到这样的服务水平。
公交快线主要服务中长距离出行,实际运营中公交快线的平均运距会显著大于其他类型线路。《公

共汽电车线网设置和调整规则》中对于公交快线平均站距的推荐值为0.8~2km,高于公交干线的

0.5~0.8km。因为公交快线设站较少,一般公交快线的客流会低于相同长度的其他类型线路,往往通

过较高价格才能保持线路的正常运营。部分规划的公交快线希望达到组团间的快速通达,盲目减少设

站,但并没有针对线路进行客流预测分析。
实际上,即使公交快线所联系的组团间有大量出行需求,但乘客出行起讫点不集中在公交快线设站

附近,或没有较好的微循环线路及优惠换乘体系饲喂客流,公交快线开通后客流也很难达到预想水平。
若公交快线的平均上座率过低,公交运营企业则会逐步降低班次密度,直至线路停运。

3.2 公交快线运送速度没有明显优势, 部分城市公交快线无法利用城市快速路

单程时间是公交快线的重要运营指标,其与停站时间和运送速度密切相关。但大量公交快线在规划

过程中,缺乏对于运送速度的考虑。譬如行驶在主干道的公交快线,运送速度和干线没有明显区别。此

外,部分运营企业对于限速标准制定不够合理,进一步降低了公交快线的运送速度。
近年来,城市快速路网的建设由超大城市逐步拓展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但不少城市的快速路网建

设过程中缺乏对于公共汽电车运营的考虑。突出表现在快速路在规划设计中没有预留合理的公交中途站

站位,没有考虑公交运营和快速路出入口匝道之间的冲突等问题。部分城市甚至一刀切不允许公交线路

在城市快速路和高速公路运营,公交快线无法利用投资巨大的城市快速路系统,无形之中强化了城市中

个体机动车相对于公共汽电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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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规划中公交快线功能定位过于理想化, 实践中公交快线与公交干线有较多重叠

由于公交线网规划是自上而下的,在线网结构定位中,公交快线往往处于线网结构体系中的最高等

级。但各地在规划实施中发现公交快线与公交干线往往存在一定的功能重叠。部分公交线网规划中单纯

以平均站距或者理想化的运送速度作为公交快线与公交干线之间的区别。而由于道路通行条件等原因,
快线和干线的服务差异较小。

一些城市的城区组团间联系较为密切,现状已有较多公交线路,而组团间沿途均为成熟的城市建成

区,需要有设站密集的公交干线服务。一些公交快线规划试图将现有的公交干线服务减少停靠站点形成

大站距的公交快线,而忽视了对减少的停靠站点附近居民替代性出行方式分析,从而导致了严重的舆论

压力,在实施后不得不重新恢复中途设站。
而途经通道和站点相似的公交快线和公交干线如果同时存在,又极易导致较为严重的竞争关系。由

于多数公交干线的客流在沿途站点并非均匀分布,如果公交干线的客流集中在少数大站,那么会与只停

靠大站的公交快线在服务上接近。乘客则会综合考虑票价、运送速度和发车间隔等要素选择公交快线或

公交干线,极易造成公交运力浪费。

4 运营导向的公交快线规划策略

为了避免公交快线规划与实施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在公交快线规划过程中需要仔细分析城市空间

结构布局,并结合城市快速路网规划和建设时序,提出合理的公交快线网络结构和建设时序。结合国内

实施效果较好的公交快线规划和运营经验,针对公交快线规划策略确定为 “借助通道、强化枢纽、重视

运营、逐步成网”。

4.1 借助通道

公交快线实施效果较好的城市大多有效利用已建成的城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作为公交快线的重要走

廊。这类公交走廊特点是能够突出发挥公交快线运送速度优势,在目前城市交通方式日趋多元化的背景

下提升了公共汽电车的竞争力。
北京在京通快速路、京开高速、三环路、京藏高速和京港澳高速均施划了公交专用道,大大强化了

公交快线的优势。除了在快速路上施划专用道外,北京在部分快速路规划设计时就考虑了公交设站的条

件,如三环路辅道上的潘家园桥公共汽车站设置在垂直方向道路的立交桥下方,缩短了乘客的换乘距离

(见图2)。

图2 北京三环公交专用道和潘家园桥公共汽车站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在公交快线规划方案确定中,需要结合快速路网近期建设规划,确定可以同步实施公交快线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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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道。对于近期即将实施的城市快速路,公交运营企业可在快速路设计方案征求意见时向设计单位提

出公交快线实施的可能性,并提前与交通部门会商研究。同时建议快速路设计单位论证快速路近中远期

设置公交专用道的可行性并做出预留。还应当针对城市快速路公交行驶特点,对城市快速路辅道的公交

设站条件提出要求,并制定在快速路投用使用初期配套的公交快线规划方案。

4.2 强化枢纽

枢纽型公交快线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对外交通枢纽的服务水平。针对机场、高铁站等商旅客流集中的

对外交通枢纽,高服务水平的公交快线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形象。枢纽型公交快线的规划需要在枢纽开通

前确定实施方案并向社会公示,且线路方案需要考虑枢纽投用初期附近路网建设尚未完善的实际。
公交快线途经的枢纽往往成为重要的换乘站点,在规划设计中应当考虑线路运营中进出枢纽的流

线,以及与其他线路之间的换乘关系。枢纽型公交快线需要结合客流预测,妥善处理好枢纽投用初期客

流不足和必要的服务水平之间的矛盾。
佛山在佛山西站开通一年前就开展了高铁站枢纽配套公交线网的规划工作,对佛山西站枢纽与城市各组

团之间的公交快线和骨干公交线路进行规划。佛山西站配套公交线网规划方案经历了新闻发布会方案公示、
征求市民意见、多轮修改和最终实施等阶段,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佛山西站公交快线在规划设计上均采

用复合型公交快线,客流构成既有枢纽客流也有组团之间长距离客流,保障了线路运营效果 (见图3)。

图3 佛山西站配套公交快线网络 (运营中)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3 重视运营

公交快线对于运营的要求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线路。在公交快线规划时,需要结合当地公交运营实际

确定合适的公交快线服务品质。线路编号、车身颜色、票价体系、换乘策略、指引标识需要在规划时给

予指引。对于采用公交车型还是公路客运车型、高峰时单程时间能否保障预期等直接影响公交快线运营

效果的问题需要重点考虑。此外,公交快线规划需要重视公众参与,从线路走向和站点设置的公示,到

车身设计等尽可能充分吸取市民意见,培育市民对公交快线服务的认知。在线路开通初期需要做好宣传

(见图4),宣传重点是线路服务范围、开通时间与公交快线的优势,在客流预测时需要考虑公交快线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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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对于客流的影响。

图4 香港的公交快线宣传线路图

(资料来源:http://www.kmb.hk/lib/286C.pdf)

佛山西站公交线网设计时,在联系组团的重要线路采用了整百的线路番号,方便乘客识别记忆。由

于佛山全市多年来广泛推广下车提前按铃的运营策略,即使中途站相对于其他城市偏多,也不会明显影

响公交快线的运送速度。佛山西站配套线路采用更适合接驳高铁站的车型,结合每条线路特点选择采用

公交客车或公路客车,全新的涂装设计突出了公交快线的服务特点 (见图5)。

图5 佛山西站配套公交快线600路车型和涂装

(资料来源:庄梓钊
 

拍摄)

此外,为了拓展公交快线的服务范围,宜同步配套相应的微循环接驳线路。一般公交快线往往采用

较高的定价策略,在不提高乘客出行成本的情况下,可配套相应的票价优惠策略,提升微循环线路对于

公交快线的接驳功能。如宁波公交于采用了 “对于从高票价换乘到低票价的,换乘免费;对于从低票价

换乘到高票价的,换乘时按规定收取两者享受票价间差额”的换乘优惠政策,有利于拓展公交快线的服

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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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逐步成网

公交快线的规划技术路线应当首先确定需要覆盖的枢纽和组团,在实施引导时则应当提出公交快线

的近中远期实施目标,并确定合理的实施时序。其中,公交快线的实施时序需要特别注意结合综合交通

枢纽投入使用的日期、城市快速路网规划及建设时序和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的重点发展地区。结合近年来

公交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对于职住数据的精细化分析也有利于确定公交快线的实施时序。对于长距

离出行需求较为集中的组团之间,应及时开展公交快线规划。
除了枢纽型公交快线为了配合枢纽投入使用一次性开通外,其他类型的公交快线建议逐通道实施。

公交快线的规划、公示、修改与实施一般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这样才能保障线路规划的质量和市民的

充分认知。而线路实施的时机同样需要慎重选择,常见如公交快线配合快速路投入使用同步实施等。
苏州公交快线1号线于2008年7月1日开通,开通后单程运行时速32.5km/h,单程运行时间50

分钟,对跨区通勤客流及枢纽接驳客流有很大吸引力。从2009~2019年,苏州又陆续开通了9条公交

快线 (见表3)。苏州公交快线普遍保持全日运营且高峰期间不大于10分钟的发班密度,运营水平处于

全国前列。

表3 苏州公交快线开通时序和分类

开通时间 线路番号
里程

(km)
平均站

距 (m)
功能定

位分类

走廊设站

特征分类

串联组

团枢纽

2008年7月1日 快线1号线 30.2 1378 复合型 快速路型 高新区-南门汽车站-园区

2009年12月28日 快线2号线 21.5 1105 枢纽型 快速路型 苏州站-汽车北站-园区-独墅湖

2011年7月15日 快线6号线 24.2 1470 枢纽型 快速路型
苏州站-汽车北站-汽车南站-吴中-
吴江

2011年12月5日 快线3号线 30.7 917 复合型 快速路型 苏州站-高新区-镇湖

2011年12月9日 快线8号线 22.4 1493 复合型 快速路型 汽车北站-苏州站-西环-越溪

2017年5月18日 快线7号线 30.0 1499 复合型 快速路型 苏州北站-相城-园区

2017年6月26日 快线5号线 32.8 1312 复合型 快速路型 苏州站-汽车北站-园区-甪直

2018年7月15日 快线9号线 25.5 865 跨组团型 跳站型 平江新城-园区-园东

2019年2月15日 快线10号线 29.9 1195 跨组团型 跳站型 木渎-东山

2019年2月15日 快线11号线 40.8 971 跨组团型 跳站型 木渎-金庭

  注:里程和站距取上下行平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5 结语

作为公共汽电车线网结构体系中的最高层级,公交快线为城市组团间和跨区出行提供快速运输服务

的作用在多数城市尚未完全发挥。结合国内城市快速路大规模建设的现状,进一步开展对公交快线规划

和运营的深入研究极为迫切。
目前多数大城市已经开始了公交快线的规划实践,但运营效果不尽理想。这就要求在公交线网规划

中,需要充分利用公交快线实施成本低的重要优势,依照 “借助通道、强化枢纽、重视运营、逐步成

网”的思路将公交快线运营场景与公交快线规划相融合。将公交快线运营中乘客重点关注的运送速度、
票制票价、导视系统、班次间隔和运营企业关注的客流预测、平均满载率等问题前置并在线网规划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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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是公交快线发挥效益和带动公交供给整体提升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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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郊区轨道站点交通接驳配置研究
———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王 帅 谢加红

【摘要】 轨道交通是引导城市发展的主要交通方式,交通接驳设施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出行的配套设施,在提高轨道交

通服务水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郊区轨道站点接驳设施的缺失或不合理设置,大大影响了居民出行体验。本文总结特

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及交通接驳的特征,提出了基于交通接驳设施的郊区轨道站点分类方式,并提出站点接驳设施

配置的策略和相关指引。
【关键词】 轨道交通站点;交通接驳;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很多城市郊区也开通或规划了轨道交通,但由于郊区城市区位、交

通特征的不同,其交通接驳设施的配置往往不同于中心城区。目前在国家、城市层面已有相关接驳设施

的导则规范,但主要侧重城市中心城区,对郊区轨道站点的关注较少,相关指引作用不强。

1 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及交通接驳特征分析

1.1 区位特征: 城市外围地区, 空间布局分散

大城市郊区指中心大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周边区域中所形成的,其特征、结构和功能实质介于

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交叉地带。近

年来随着大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城市通勤范围大大增加,城市郊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系日趋紧密。
广州市增城区位于广州东部外围地区,在广州主城区30km~80km圈层范围内,属城市远郊区,区内形

成 “中南部一体化、北部生态化”的城乡空间发展格局。其中南部的新塘镇属经济强镇,交通便利,与中心

城区联系密切,开发了大量的居住小区,具有睡城的性质;中部的荔城区为区内传统政务中心,且距离广州

中心较远,相对较为独立;北部的派潭、小楼、正果三镇,为生态发展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稀少。

图1 增城区区位图 图2 增城区空间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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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轨道交通线网特征: 站点覆盖率低, 以尽端式放射线为主

增城区位于城市最东面外围地区,更多的轨道线路终止于区内。轨道线路主要沿区内主要交通干道

广汕公路、荔新公路等敷设,主要位于中部和南部。线网具有 “端头式”的特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不同于越秀、海珠、天河等中心区的均匀网格状线网,增城区内轨道交通线路主要为放射线。

增城区空间布局分散,土地利用强度相对较低,城市轨道线网密度较低,轨道站点步行覆盖区域有

限,增城区未来规划轨道站点800m辐射区域占城市开发边界范围内面积的20%,远小于中心城区 (环
城高速内)84%的站点辐射范围覆盖率。

图3 广州市核心区站点800m覆盖示意图 图4 增城区城市开发边界内站点800m覆盖示意图

1.3 出行方式及站点交通接驳特征: 机动化出行为主, 摩托车和电动车占比高

区内出行方式上,非通勤出行比例高,出行距离呈两极化,出行方式以个体机动化出行为主,摩托

车和电动自行车占比高。出行强度为2.41次/人日,低于全市的2.55次/人日;出行目的方面,相对其

他区,通勤 (上班、上学)出行比例低,文娱和购物比例达33%;方式结构上,公共交通占机动化

9.7%,小汽车占机动化45.7%,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分别占20.9%、20.7%;出行时耗上,20分钟

以内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58.5%;平均出行距离为7.5km。
增城区现状已开通的轨道站点接驳方式比例中,以步行和公交车为主,电动车/摩托车次之。其中

公交车为最主要的接驳方式,占到34.38%,远高于中心城区的8.4%;步行占27.08%,远低于中心

区的76.6%;电动车和摩托车占接驳方式比例的16.67%;小汽车、网约车等接驳方式比例分别为

7.29%、9.38%,远高于中心城区的比例。

图5 增城区现状机动化出行方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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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增城区与广州市区地铁站点交通接驳比例

2 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

2.1 既有分类标准

日本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对于轨道交通车站分类研究比较透彻,对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模指引

性较强。按照轨道交通车站区位划分为市区站和郊区站两大类,并据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的换乘特

性将上述两类枢纽各划分为3个不同等级 (详见表1),通过明确具体的接驳换乘交通方式例如公交、
步行、自行车、P+R设施等,可以明确需要配置的接驳设施资源。洛杉矶都市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

则较好地结合了城市空间结构、用地开发强度与类型等因素。由于国情的不同,国外的分类标准很

难直接应用。
国内目前还没有形成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轨道交通枢纽功能分级分类体系,国内各大城市基本上都

是将轨道交通枢纽根据其交通功能,兼顾站点的区位、土地利用开发等差异性特征分为三级或三类,但

对其划分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别,且分级分类指标中均缺少定量指标,存在主观性太强以及不好操作的缺

陷,对于交通接驳设施的配置指导意义不强。

表1 国内外轨道交通站点主要分类情况一览表

城市或相

关标准导则
考虑因素 站点分类

国外

东京

大阪

站点所在空间圈层、轨道交

通与衔接交通的换乘性

洛杉矶
城市空间结构、用地开发强

度与类型

市区型 中心站、通勤站、中间站

郊区型 地区枢纽站、中间站、轨道终点站

高密度市中心发展型、地区性中心型、走廊发展型、低

密度走廊型、主要独立发展型与纯住宅地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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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或相

关标准导则
考虑因素 站点分类

国内

北京
用地功能、交通服务范围及

服务水平
城市型、居住型、交通枢纽型

上海 衔接的线路数 大型换乘枢纽、换乘车站、一般车站

广州
站点区位、衔接方式、客流

指标
综合枢纽、枢纽、一般换乘型

深圳
衔接方式种类与土地开发

类型
综合换乘枢纽、大型换乘枢纽、一般换乘枢纽

杭州 站点功能、土地利用特征 综合型、中心型、一般型

南京 站点周边地区开发功能 市级综合型、公共中心型、交通枢纽型、一般型

成都 站点区位、周边土地开发
综合枢纽站、市级中心站、组团中心站、一般片区站、
城市外围站

重庆 站点区位、交通功能 枢纽站、中心站、组团站、端头站、一般站

住建部导则
用地功能、交通服务范围及

服务水平

枢纽站、中心站、组团站、特殊控制站、端头站、一

般站

2.2 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

国内轨道交通站点的分类标准主要考虑了站点的区位、功能、土地开发,客流规模、衔接方式等,
虽然部分分类标准已考虑了城市圈层等因素,但仍对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关注较少,分类不够细致。笼统

的分类导致大部分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功能定位不明确,对站点交通接驳设施的指导意义不强,郊区轨道

交通站点大多存在交通接驳设施不完善的问题。
本文参考国内外主要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方式,结合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区位功能、辐射范围、接驳特

性等因素,统筹考虑其交通服务功能、城市开发功能,建立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标准。将其分为区域

枢纽站、交通接驳站、中心服务站、其他站。区域枢纽站主要为片区的主要对外交通枢纽或大型交通换

乘站,辐射范围为区域级,交通接驳方式多样;地区接驳站通常位于郊区镇街,以及大型社区或居住区

周边,服务于一个组团,辐射范围一般在1~5km之间,交通接驳设施以小汽车、公交车等为主,对于

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一般还有较多的摩托车及电动车;中心服务站一般位于城市连绵发展建成区

内,站点周边开发成熟,开发强度较高,通常以步行或自行车接驳方式为主,服务半径一般在600~
800m;其他站主要位于城市郊区建成区边缘,主要位于城市开发区、大型工业区或学校周边,主要服

务特定的客流,服务半径在500~2km之间。

表2 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表

站点类别 区位功能 辐射范围 接驳特性 典型站点

区域枢

纽站

区位 优 越,主 要 为 机

场、铁路、港口、大型

客运站等为主导功能

服务整个增城范围、或片区

及周边区域,辐射范围达

10~20km

多线多占多类型交通枢

纽、交通方式多样、换

乘比例高

新塘站、增城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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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类别 区位功能 辐射范围 接驳特性 典型站点

交通接

驳站
主要位于城市郊区镇街

辐射站点周边主要大型社

区、村 镇,辐 射 范 围 为

1~3km

轨道服务空白期的公交

车、小汽车等利用者多、
外围住宅区接送用车多

中新站、凤岗站、增

城广场站

中心服

务站

城市连绵发展建成区

内,站点周边开发成熟

主要服务站点周边300~
800m范围内

步行及自行车比例高,
小汽车比例较低

白江站、挂绿新城站

其他站

城市郊区建成区边缘,
通常位于新区工业园周

边、高校以及景区周边

主要服务站点周边特定的工

业区或学校,服务半径在

500~2km之间

公交及小汽车比例较高,
服务对象较为单一

增城开发区站

3 基于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的交通接驳设施配置建议

3.1 交通接驳设施构成

交通接驳设施是轨道站点为实现交通转换基本功能而需设置的设施,主要包括对外交通衔接设施及

交通集散广场、非机动 (私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等)停车场、公交站场 (公交首末站、公

交停靠站)、出租车及K+R (小汽车、网约车等)上落客点 (区)、P+R (私人小汽车接驳轨道交通)
停车场等市内交通衔接设施。

目前国内住建部及北京、重庆、成都、南京等城市均已出台相关导则,对各交通接驳设施规模的计

算方式、设施的分类及设计要点进行了详细说明,但主要是针对中心城区,对于郊区轨道站点接驳设施

配置的指导意义不强。

3.2 郊区轨道交通站点交通接驳策略

郊区轨道交通站点由于站点的功能定位、土地开发模式、轨道线网模式、出行特征等均不同于中心

城区,因此有必要针对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制定交通接驳策略。

3.2.1 根据实际交通出行方式,设置摩托车场、电动自行车车场

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在大多数城市的交通接驳设施中考虑较少,大多数城市在中心城区均采取了

“禁摩”政策,但由于其灵活性、停靠方便、经济价格便宜等优点,但在增城等大城市郊区仍被广泛使

用。在增城全区现状出行方式中,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分别占机动化出行方式的20.9%、20.7%,远

高于公共交通的9.7%。
摩托车在城市中是被划为机动车进行管理,在场地布局时,摩托车停车场不应与自行车停车场同场

地布置,可在机动车停车场内考虑设置部分摩托车停车位,当摩托车停车量较大时宜考虑单独设施摩托

车停车场。摩托车停车场设计应结合用地条件、绿化设计等,合理安排停车区、通道及附属设施位置,
满足防火安全要求。摩托车停车场设计应结合用地条件选取适当的停放形式,摩托车场用地面积、车辆

停放形式、场地竖向及净高要求等可参考自行车。摩托车停车场出入口应与人行出入口分开设置。
电动自行车由于其在停发过程尤其是充电过程中易发生燃烧、爆炸等危险,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在设

计过程中应重点考虑其安全防火设计,结合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的特点,采取有效的防火措施,并应做

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使用便捷。电动自行车库应划分集中充电区域,充电设施应采用充

电柜。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内的充电设施应设有遮雨措施和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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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加大公交首末站和接驳巴士的配置,拓展轨道交通站点的服务范围

对于外大城市外围郊区中心服务站,其公交站点的设置可参考中心城区,以路边停靠站为主,道路

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设置为港湾式。
对于交通接驳站,应设置专用的公交总站,结合线路调整方案及周边现状和规划用地情况,改造或

新建公交首末站或公交枢纽站,公交场站可采用独立用地或结合地块综合开发形式进行建设。公交总站

的形式应根据场地条件、交通组织等灵活确定,宜设置在形状规整、偏向方形的用地上。对于偏向狭长

形的地块,可考虑设置港湾式或通道式的配建公交总站或配建停靠站;对于偏向方块形的地块,可考虑

设环绕式的配建公交总站。对于用地紧张地区的公交首末站,可考虑减少蓄车泊位,仅满足公交线路运

营所需的最少泊位数即可。轨道沿线大型居住区、商业中心等客流聚集地,宜新增微循环公交线路加强

与轨道交通的接驳。微循环线路路径应依据区域范围,吸引点布局等因素布设,长度宜为3~5km之

间。微循环线路站点应结合吸引点设置,主要客流吸引点宜在站点300m半径覆盖范围内。微循环线路

路网应以次干路和支路为主,公交车型以中小车型为主。

3.2.3 增加P+R停车设施的建设,加大停车管理力度

郊区轨道站点停车接驳设施普遍存在停车位紧张、占用机动车道、停放混乱、交通无序等问题。建

议综合考虑轨道交通站点区位、交通条件、土地开发等,从区域层面统一规划建设大型 “P+R”停车

点。已开通站点周边,充分挖掘周边可利用资源,增加停车设施规模。此外,规范停车收费,城市建成

区内阶梯收费形式,减少僵尸车占用;加强停车管理,加大乱停乱放处罚措施。

3.2.4 站点周边设置连续、舒适的慢行交通衔接网络

慢行交通网络包括骑行网络和步行系统。自行车的换乘客流来源一般在距车站500m~2km的范

围内,主要可以设置在车站出入口附近路侧、高架线路桥下、地下站厅同层一体化布局、站前交通

广场等位置。轨道站点周边应设置连续、通畅的非机动车骑行网络,保障非机动车行驶路权。鼓励

短途出行使用自行车,建设完善的自行车网络,在条件允许的道路设置自行车专用道,并作出明晰

的标记,在较为狭小道路的自行车交通也应当与行人交通一起共同设计,增加自行车交通的优先权

及安全性。
步行是轨道站点最主要的接驳换乘方式。站点周边所有的街道应设置步行通道,步行通道必须与地

铁附近核心商业区和公交站点保持便捷、明晰的联系;主要步行通道应当连接附近公园、广场、居住区

及商业区,应当避免步行通道穿越停车场;站内应具备连接出入口与站台之间的自动扶梯或满足高峰时

期人流的楼梯、走廊通道,还需要考虑残障人士使用的电梯以及其他无障碍通道设置,方便各种乘客快

捷出入车站。

3.2.5 遵循 “着眼现状和近期,综合考虑远期”的原则分阶段实施

大城市郊区轨道站点周边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开通,大多发展迅速,但由于郊区整体发展速

度慢于站点周边地区,交通接驳方式转换较慢,现状及近期仍是以换乘接驳为主。在具体实施建

设接驳设施时,应在明确各站点功能定位和站点分类的基础上,对接驳设施的类型和规模分步

实施。

3.3 换乘设施配置分类指引

基于以上对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标准以及站点交通接驳策略,综合考虑各出行方式的交通组织

特性、换乘设施配置的要点,形成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的换乘接驳设施配置指引,如下表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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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轨道站点交通接驳指引表

交通接驳设施类型 区域枢纽站 交通接驳站 中心服务站 其他站

公交总站 ○ △ - △

公交停靠站 △ △ ○ △

P+R停车场 △ ○ - △

出租车及K+R上落客区/点 ○ ○ ○ ○

摩托车场 × ○ △ △

电动车场 × ○ △ △

自行车场 △ ○ ○ △

  (注:○为一般应配置,△为可选择配置,—为一般无需配套,×表示一般不应配置;各类站点应根据实际需要逐

个确认,必要时作个性化调整。)

4 增城区轨道站点交通接驳优化研究

4.1 广州市增城区轨道站点分类及布局

根据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标准,对增城区内的轨道站点进行分类。区内新塘站和增城

火车站位区内两大铁路枢纽,是主要的对外枢纽,为综合交通枢纽站点。沙村、新沙、荔城北站位

于区内轨道线路的端点,是主要的接驳站点,服务周边区域,中新、凤岗、仙村、石滩西主要服务

区内的镇街,交通接驳需求大,新塘客运站、增城广场为两线换乘站,同时站点是主要的枢纽站,
服务覆盖范围大,同样为交通接驳站。增城开发区、沙埔、山田站周边为工业开发区或高等院校较

多,为其他站。白江、挂绿新城北、少年宫、荔城、朱村等站点主要位于城市建成区,周边开发强

度较高,为中心服务站。

图7 广州市增城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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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已开通站点交通接驳布局方案

目前,增城区已开通地铁13、21号线,根据站点分类,中新、凤岗、增城广场站位交通接驳站,
站点周边设有 “P+R”停车场和公交总站,沙村站位于区域对外出口处,设公交总站,由于其周边开

发强度较高,不设 “P+R”停车场。其他站点周边均设公交停靠站、摩托车停车场、电动车停车场、
自行车停车场和出租车/小汽车临时上落客点。

图8 增城区13、21号线轨道站点接驳配置示意图

4.3 站点交通接驳优化实例

增城广州站位于增城广场南侧,万达广场北侧。现状已开通五个地铁出入口。日均客流量约25000人

次,各出入口使用人数比例分别是A口占7%、B口占22%、C口占25%、E口占23%、F口占22%,除

A口外,其余出入口使用率相差不大。站点周边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过街设施不完善、慢行系统体

验较差。站点周边由东向南 (或反向)方向行走的大部分行人 (或载客的非机动车)选择距离较近的机动

车道而非人行道,存在安全隐患。分析发现,由东向南方向行驶的行人的主要目的地是站点A口附近的公

交站。②:P+R停车场、自行车存放场、K+R停车泊位等设施尚未落实建设;非机动车衔接设施缺乏。

图9 增城广场站现状及客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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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广场站为交通接驳站,站点客流量较大,服务范围广,且周边开发较为成熟,公交、小汽车、
摩托车、电动车等需求均较大。站点北侧为增城广场,是区域主要休闲游憩地,南侧为万达广场,为区

域主要商圈,南北行人过街需求较大。通过对站点客流进行分析,统一规划设计,在增城大道和荔景大

道东北角设公交首末站,荔景大道两侧设公交停靠站,站点西侧设2个P+R停车场,道路两侧设K+
R小汽车临时上落客区,站点各个出入口设自行车停车场和摩托车停车场。道路交叉口及主要道路上设

行人连廊。

图10 增城广场站周边交通接驳设施改善示意图

5 结语

由于站点功能、服务范围、出行方式的差别,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的功能分类、交通接驳设施

配置均不同于中新城区。本文以增城为实例,分析其城市区位、地区发展、轨道线网特征、出行方式和

轨道站点接驳方式的特征,根据交通轨道站点的区位、接驳特性、服务范围等对郊区站点进行分类,并

给出交通站点交通接驳设施的配置策略和相关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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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乘客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及调查实例分析

魏东洋

【摘要】 传统公交满意度调查指标过于简单,不适合新时期公交都市中对公交评价的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交满意度

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公交服务中乘客比较关心的各种影响因素,形成以乘客导向型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通

过调查实例,先根据权重调查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再根据满意度调查得出各级指标的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

【关键词】 公交满意度;乘客导向;评价指标体系

0 引言

城市公交乘客满意度是国家创建 “公交都市”示范城市的20个考核指标之一,为了更好地评估乘

客对公交服务的满意程度,进一步了解城市创建 “公交都市”的成果,需要开展年度公交满意度调查,
并为城市公交线网的优化调整提供数据支撑。

在创建
 

“公交都市”示范城市中指标体系中只涉及乘客对公交候车时间长度、换乘便捷度、服务态

度、出行信息服务、乘车舒适度、候车环境、车内卫生环境七个指标,该标准对于评价指标体系过于笼

统,指标量化单一,缺少对具体城市的适用性。
公交乘客满意度测评体系的建立和公交乘客满意度调查的开展,不仅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形象意识,

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对公交企业进行综合评价并发布评价结果,在强化公交企业的外部监督和社会监

督的同时促进企业改善运营水平。

1 研究目标

通过充分考虑公交服务中乘客比较关心的各种影响因素,提供逐级融合最终形成满意度评价指标体

系,并通过调查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最终根据满意度调查得出各指标的满意度和公交总体满意度。

2 研究原则

公交行业的服务水平不仅体现在公交乘客满意度等显性指标,也体现了在服务的实际能力等隐性指

标方面,覆盖公交服务的全过程,包括公交服务的基础能力,公交服务过程中的顾客感知,公交服务绩

效的达成等因素,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基于全面性原则、针对性原则、有效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考虑乘客感知的主观因素,也考虑公交企业的基础能力、公

交运行过程中的服务情况,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覆盖公交乘客坐车前,坐车过程中,坐车之后等公

交出行全过程的影响因素,综合融入到评价指标体系中去。
针对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应根据所评价行业和公交企业的特点进行针对性调整,凸显其适用性,

即着重考虑公交服务的基础能力评价、公交服务过程中的评价等作为评价的侧重点。
有效性原则:公交服务的评价因素应提炼为定性指标,定量指标;服务评价的结果符合各相关方的

总体期望,使不同公交企业的评价结果在客观上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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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指标体系及调查实施

3.1 体系构建

乘客接受公交服务的目的是比较单纯的,即需要准时安全地到达目的地,也就是更关注公交服务的

最终绩效,而公交过程体验则退居其次。我们以方便性、快捷性、可靠性、舒适性、经济性等五个指标

作为该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中则充分考虑公交服务中乘客比较关心的各种影响因素,提供逐级

融合最终形成公交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调查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在二级评价指标为基础,对各项指标的具体内容由乘客来对其满意程度进行评价,由乘客的评价数

据计算满意度,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二级评价指标的具体满意程度,再根据一级指标中给每个二级指标

确定的权重,计算得出公交评价体系中各个一级指标的满意度。本次将公交的各项指标共分为5个一级

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5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公交的方便性、快捷性、可靠性、舒适性、经济性,所得

各类指标权重如下表1所示。

表1 公交满意度评价指标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2

3

4

5

方便性

搭乘步行距离

公交服务时间

换乘步行距离

换乘次数

换乘设施设置

6

7

8

快捷性

候车时间

行程速度

最大出行时耗

9

10

11

12

可靠性

发车准点率

到站准点率

公交出行的安全性

公交出行信息可知度

13

14

15

16

17

舒适性

车内满载率

车内舒适度

车内整洁度

站台舒适度

司机的服务态度

18 经济性 公交的票制票价

3.2 调查实施方案

(1)各级指标的具体权重由乘客打分计算得出。
考虑到乘客对于不同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同,因此各个指标的权重由乘客打分获取。
(2)抽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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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都市中要求按照不小于市区人口的万分之五。
(3)调查问卷设计

首先,调查问卷设计要明确乘客满意度测评的目的。其次,将评价指标转化为问卷上的问题。这是

进行乘客满意度评价的核心内容。评价指标是便于计算的统计量,而问卷上的问题是要求乘客准确回答

的内容,要根据问卷设计的原则、要求、评价内容的本质特征以及乘客心理和行为特征,将关键的评价

指标转化为问卷上的问题,这也是乘客满意度指标评价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为了防止调查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对设计的问卷需要进行预调查。只需要较小的样本量,选取30~50

个样本就足够。对于这些样本的预调查尽量采用面访的形式进行,这样除了可以详细了解乘客对公交满

意度以外,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了解乘客对问卷本身的看法。根据预调查的分析结果可以对问卷进行修改

和完善。
(4)满意度指标计算

指标定义:公交乘客对城市公交服务的满意程度。
计算方法

 

:

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 ∑单份有效调查问卷得分
有效调查问卷总数×单份调查问卷满分×100%

公交满意度调查问卷得分计算方法:每项调查内容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四个等

级。非常满意为10分、比较满意为8分、一般满意6分、不满意为0分,调查问卷得分为各项调查内

容得分与满意程度权重的乘积之和。
(5)调查方法

乘客满意度调查可以采用线下调查和线上调查同时开展的方式进行,线下调查可以在公交站台或者

公交车上开展调查,线上调查可以将调查二维码贴在公交站台和公交车上,以便于乘客扫描填写。
线上调查可以提高效率,但是线上调查无法保证样本分布的均匀,因此可以先进行线上调查,根据

对线上调查的结果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在线下开展补充调查。

4 案例分析

4.1 指标权重

为了确定公交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需要开展公交指标权重调查,且每年在开展满意度

调查之前都需要重新调查,以分析乘客每年对公交评价指标权重的变化情况,本案例中各个指标权重调

查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公交满意度评价指标权重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1

2

3

4

5

方便性 24.0%

搭乘步行距离 5.72%

公交服务时间 4.96%

换乘步行距离 4.88%

换乘次数 4.33%

换乘设施设置 4.08%

6

7

8

快捷性 22.4%

候车时间 6.86%

行程速度 6.65%

最大出行时耗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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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9

10

11

12

可靠性 20.8%

发车准点率 5.18%

到站准点率 5.21%

公交出行的安全性 5.91%

公交出行信息可知度 4.53%

13

14

15

16

17

舒适性 17.9%

车内满载率 4.52%

车内舒适度 3.94%

车内整洁度 3.59%

站台舒适度 2.93%

司机的服务态度 2.95%

18 经济性 14.9% 公交的票制票价 14.93%

图1 公交满意度评价指标权重分布图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在5个一级指标中,乘客认为的重要性从高到低依次是方便性、快捷性、可靠

性、舒适性、经济性。

4.2 调查开展

本次调查按照抽样率共计调查4000份有效问题,采用线上与线下调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案。

4.3 结果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得出18个二级指标的程度如表3所示,再乘以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最终得出

公交的权重满意度为85.23%。在各二级指标满意度中,公交的票制票价满意度最高为91.94%。

表3 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表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权重

满意度

搭乘步行距离 5.72% 40.72% 39.14% 16.47% 3.67% 81.92%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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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权重

满意度

公交服务时间 4.96% 63.65% 23.96% 11.71% 0.68% 89.84% 4.46%

换乘步行距离 4.88% 48.57% 37.05% 12.09% 2.29% 85.47% 4.17%

换乘次数 4.33% 42.91% 41.20% 11.81% 4.07% 82.96% 3.59%

换乘设施设置 4.08% 44.19% 39.37% 13.47% 2.97% 83.77% 3.42%

候车时间 6.86% 40.12% 44.57% 11.66% 3.65% 82.78% 5.68%

行程速度 6.65% 34.79% 40.85% 21.12% 3.24% 80.14% 5.33%

最大出行时耗 8.83% 44.19% 35.65% 17.92% 2.24% 83.46% 7.37%

发车准点率 5.18% 36.38% 40.30% 20.54% 2.79% 80.94% 4.19%

到站准点率 5.21% 40.17% 34.06% 21.97% 3.80% 80.60% 4.20%

公交出行的安全性 5.91% 61.46% 26.17% 11.01% 1.36% 89.00% 5.26%

公交出行信息可知度 4.53% 56.01% 27.17% 13.07% 3.75% 85.59% 3.88%

车内满载率 4.52% 41.70% 39.39% 14.76% 4.15% 82.07% 3.71%

车内舒适度 3.94% 44.49% 35.80% 16.69% 3.02% 83.15% 3.28%

车内整洁度 3.59% 67.67% 22.72% 7.97% 1.63% 90.63% 3.25%

站台舒适度 2.93% 54.85% 28.63% 12.12% 4.40% 85.03% 2.49%

司机的服务态度 2.95% 54.88% 26.87% 16.44% 1.81% 86.24% 2.54%

公交的票制票价 14.93% 69.46% 22.98% 6.84% 0.73% 91.94% 13.73%

85.23%

图2 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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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交二级指标的满意度的分析结果,对公交一级指标的满意度进行统计分析,得出5个一级指

标的满意度如表4所示,其中经济性满意度最高为91.94%,快捷性的满意度最低,仅为82.26%。

表4 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占一级权重 总权重 二级指标满意度 一级指标满意度

方便性

搭乘步行距离 23.87% 5.72% 81.92%

公交服务时间 20.69% 4.96% 89.84%

换乘步行距离 20.35% 4.88% 85.47%

换乘次数 18.07% 4.33% 82.96%

换乘设施设置 17.02% 4.08% 83.77%

84.78%

快捷性

候车时间 30.71% 6.86% 82.78%

行程速度 29.77% 6.65% 80.14%

最大出行时耗 39.52% 8.83% 83.46%

82.26%

可靠性

发车准点率 24.89% 5.18% 80.94%

到站准点率 25% 5.21% 80.60%

公交出行的安全性 28.37% 5.91% 89.00%

公交出行信息可知度 21.74% 4.53% 85.59%

84.15%

舒适性

车内满载率 25.22% 4.52% 82.07%

车内舒适度 21.98% 3.94% 83.15%

车内整洁度 19.99% 3.59% 90.63%

站台舒适度 16.35% 2.93% 85.03%

司机的服务态度 16.46% 2.95% 86.24%

85.19%

经济性 公交的票制票价 100% 14.93% 91.94% 91.94%

图3 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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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通过构建以乘客为中心的公交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以方便性、快捷性、可靠性、舒适性、经济性

为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公交服务中乘客比较关心的18个影响因素,最终形成公交评价指标

体系,满足指标体系全面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原则。以实例分析,根据权重调查得出各项评价指标的

权重,再根据满意度调查得出各级指标的满意程度和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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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立体公交综合车场规划建设策略研究
———以深圳为例

胡家琦 周 军 梁对对

【摘要】2013年,深圳提出大力推动 “立体综合车场+配建公交首末站”发展模式转型,并规划形成基本覆盖全市的

26处公交综合车场。随着城市开发进入存量阶段,土地资源十分稀缺,规划的可实施性、用地集约高效和城市空间品质

要求不断提升,需要通过规划创新来推动公交综合车场高品质、高效率落地实施。本文基于深圳公交综合车场的规划建

设实践,围绕高品质可持续的城市空间和高效率推动建设实施发展目标,探索了高密度城市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开发建

设模式,提出了充分保障公交功能需求的规划策略,推动立体公交综合车场更好更快实施。
【关键词】 超大城市;立体公交综合车场;规划建设实践;开发建设模式;规划策略

0 引言

根据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综合车厂主要承担公交车辆的夜间集中停放、维护保养、充

电等功能,可同时兼作公交企业的管理中心、营运指挥调度中心。深圳市已确立构建 “以立体综合车场

为核心、配建公交首末站为网络”的场站服务体系,并在全市规划了26座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综合车

场将是未来公交场站设施体系的核心,是提升停车管理专业化水平,系统解决长期困扰深圳公交 “停车

难”、”充电难”等问题关键。本文在总结深圳近年来公交综合车场规划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高密

度城市土地资源十分稀缺背景下,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开发模式以及规划策略,指导立体公交综合车场

前期规划方案编制,促进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落地建设。

图1 综合车厂功能构成

1 深圳立体综合车场建设现状

深圳已进入存量发展时期,土地资源十分稀缺,立体公交综合车场选址更多是哪里有地就选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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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前期缺乏深入论证,因此规划26处综合车场用地条件普遍较差。既有规划公交综合车场选址用地

与法定图则、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冲突,或涉及占用基本生态控制线、橙线等,按规定

须先行开展相关规划调整程序,增加了项目前期规划协调难度,拉长了整个项目审批周期。
作为常规公交发展的重要基础,深圳公交场站建设严重滞后,大量公交车辆利用临时场地停放,公

交停车难现象突出。同时,市政府 《关于研究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会议纪要》(市政府办公

会议纪要 [2015]年222号)明确要求 “力争2017年底、确保2018年实现100%公交纯电动化”。根

据市交委及三大公交公司制定的投放计划,100%纯电动化后,全市纯电动公交车辆总规模将达到

16359辆,约需充电桩5902个。但是,截至2015年底全市仅建成公交充电桩2321个,公交场站及充

电设施匮乏,严重制约公交纯电动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表1 首批公交综合车场实施进展及主要限制因素总览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进展 当前限制因素

1 月亮湾综合车场 2017年4月开工建设 —

2 金牛东路综合车场 2017年5月开工建设 —

3 盐田北综合车场 2018年3月开工建设 —

4 民治综合车场 2019年2月开工建设 —

5 凤凰山综合车场 计划2019年开工建设 用地手续待完善

6 观澜大水坑综合车场 计划2019年开工建设 用地手续待完善

7 西乡综合车场 PPP实施方案报批 PPP实施方案待市政府审议

8 大运新城综合车场 方案设计审查 (暂停) 龙岗区政府坚持另行选址

9 大田洋综合车场 用地规划许可审批 法定图则未覆盖地区

10 布吉综合车场 用地难落实
 

(停滞) 土地整备

11 安托山综合车场 涉及超高压LNG管道 超高压LNG管道降压及迁移问题

12 上李朗综合车场 综合开发方案研究 土地政策限制

13 中山园综合车场 综合开发方案研究 土地政策、南坪快速路选线冲突

2 国内城市经验总结及新技术应用

综合前文公交综合车场规划实施难问题解析,焦点在于其开发建设模式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对于由

谁来投资、建设的形式,实施策略以及关键规划指标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难以指导车场实施。因此,
有必要借鉴国内先进城市发展经验,结合高密度超大城市发展条件,提出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开发建设

模式及规划条件研究。

2.1 灵活多元的投资建设模式

目前先进城市都在探索大型公交综合车场立体化综合开发,提高公共交通用地效率的同时,减轻政

府的财政压力。香港、上海和成都结合各自城市发展背景、土地政策、公交行业发展差异性,分别形成

了企业主导、多层立体,政府主导、综合开发和作价出资、综合开发三种模式。
香港公交综合车厂主要采用多层立体的建设方式,集公交车辆夜间停放、维修保养、加油清洗等功

能于一体,并兼顾公交车辆日常运营调度管理、司机培训以及公交企业日常办公等功能,充分发挥规模

效益。选址方面,香港综合车厂的选址一般相对远离城市中心区,避免对周边居民工作、生活的干扰;
同时基本位于巴士总站相对密集的区域,保障公交车辆能够在15分钟车程内到达巴士总站,减少空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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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降低运营成本。
上市采用政府主导的公交场站投资建设与运营管理模式。上海公交停车保养场在规划建设过程中,

根据地块大小 (一般4~5hm2以上)、区位条件等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了综合开发建设模式。在

优先确保满足公交场站功能与规模的前提下,把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性开发相结合,充分发挥

公交场站建设项目的综合效益,且相关物业只租不售,长效收益用于公交停保场的运营维护与保养,
“以站养站”,减少政府对公交停保场后期运营维护的资金投入与财政压力。

成都同样充分发挥政府在公交场站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就用地规划、土地移交、综合开发等方面均

给出具体政策,并将场站用地拆迁交地工作纳入专项目标进行考核,确保了公交场站建设进程。成都在

确保满足公交场站功能的前提下,把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性开发相统筹,充分发挥公交场站建

设项目的综合效益,采取政府国有公司自建的开发模式,减轻政府对公交投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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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主要城市综合车场建设案例

2.2 立体机械车库等新技术应用

大城市土地资源十分紧缺,可以用作建设大型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场地十分稀少。由于机械式车库

直接通过起重设备抬升,无须爬坡车道和平行坡道等,可以大大提高土地用地效率,降低公交车位单车

占地面积、经过测算,平均单车占地面积约16
 

m2。与传统立体综合车场25~40m2 的占地面积相比,
用地效率提升了接近一倍。首批西乡综合车场虽占地14316m2,但可利用的规整地块仅9000m2。为充

分利用该车场用地,同时创新公交停车装备充电技术,解决了地块太小的难题。

图3 西乡综合车场平面布局及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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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地制宜、多元创新”的开发建设模式

深圳作为高密度发展城市代表,其在立体公交综合车场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也有自

身的特殊性。普遍性方面,首先是高密度城市土地资源十分紧缺,且大多已进入存量发展时期,可以用

于大型公交综合车场选址的用地条件普遍较差,立体综合开发条件不好;其次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压力

大,土地供应紧张,独立占地交通设施用地综合开发是拓宽其用地来源的重要渠道;最后,传统立体公

交综合车车场综合开发通常还是针对面积较大的综合车场,通过贴邻分开建设的开发模式,提高公交场

站用地的效益,实现财政投入的可持续。但是深圳能供应给综合车场的用地区位普遍较差,面积较小,
停车规模需求又较大,传统综合开发模式难以适用。特殊性方面,由于缺乏在小地块进行立体公交综合

车场综合开发的经验,前期论证过程较为复杂,周期较长,且一般需要遵循先试点再推广原则。而深圳

公交全面电动化发展迫切性对公交综合车场的建设时序提出了加快建设的明确要求,因此开发建设模式

需兼顾车场建设的紧迫性。
基于上述考虑,适应高密度城市存量发展背景,结合立体机械车库技术的发展,深圳最终提出了政

府投资、立体建设,政府投资、综合开发 (配建保障房),企业投资、综合开发以及公私合营、机械车

库四类开发建设模式。

4 立体综合车场规划设计策略与思路

综上所述,深圳结合自身城市发展背景和特点,选择了多元化的综合车场开发建设模式。各类模式

的实施主体、开发建设形式及实施路径不同,规划策略上必须重视以下几点:首先,必须优先满足公交

功能的需要,尤其是涉及综合开发的综合车场,必须在先满足片区公交停车需求基础上,再考虑综合开

发需求。其次,公交综合车场用地是在土地资源十分紧缺背景下艰难争取下来的,应最大限度加以利

用,按照车场用地条件承载上限安排公交停车规模。最后,要坚持支持全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于有条

件配建保障房的综合车场尽量安排综合开发。但是要注重高品质开发,保障良好的居住条件。

4.1 优先保障公交车场功能需求的最小停车规模条件控制

深圳采用 “立体综合车场+配建首末站”公交场站发展模式后,公交车辆夜间停放主要依靠立体综

合车场解决,配建首末站不再提供公交车辆停车功能。优先保障公交车场功能需求核心就是要确保其规

划停车规模能够满足所服务片区公交停车需求。那么如何科学合理确定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停车规模?
一是要合理确定立体综合车场所服务片区的实际停车需求;二是要考虑立体综合车场用地空间竖向利用

的最大限制,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1)基于公交分区单元的公交停车规模论证方法。
首先以法定图则分区为基础,以全市规划公交综合车场和公交首末站数据信息为支撑,以综合车场

3~5km服务范围为基本边界,综合考虑全市公交综合车场的整体规划布局、周边片区规划建设情况、
高等级道路及山体水系分割等,划定全市26个公交综合车场的服务分区范围,形成26个公交分区单

元,作为各车场理论停车需求的计算基础。
停车需求计算方法上采用两种方法互相校核,按照最大化考虑公交停车需求原则,取二者之间大

值,得到各车场的理论停车需求。
①

 

公交客运量法:基于公交服务分区单元服务的人口与岗位,测算各车场的公交客运量分担率,
结合全市所有公交车辆总停车需求,推算各车场需承担的理论停车规模。

②
 

公交线路组织法:基于公交服务分区单元内的始发终到公交线路的运营组织特征,推算各车场

需承担的理论公交停车需求。因此,通过统计分析各公交服务分区单元内的始发终到公交线路条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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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平均配车数、夜间停车需分担比例等因素,推算出各立体综合车场未来需承担的公交停车需求。

图4 公交分区单元划分示意图

4.2 立体综合车场与配建人才住房一体化规划设计策略。

目前,国内外尚无立体多层公交综合车厂上盖开发的先例,既有综合开发均为平面贴邻或裙房塔楼

建设形式,用地面积通常在4~5hm2。针对深圳普遍2hm2以内大小的综合车场用地,必须探索全新的

立体综合车场与配建人才住房一体化规划设计思路。

4.2.1 贴临与上盖建设模式对比分析

以大运新城综合车场为例,对贴临和上盖两种模式进行了对比:贴临建设是指公交车库与其他功能

独立布置,保障房与车厂配套用房上下叠加独立布置。公交车库为地上7层,停车507辆;综合楼为地

上28层。上盖建设是指将所有功能置于一体
 

,车厂配套用房位于公交车库一角,保障房位于车厂配套

用房上部。公交车库地上6层,停车584辆;综合楼地上30层。
两种建设形式各有特点。但是在地块较小,公交停车需求又较大的条件下,局部上盖方式更能体现

优先保障公交功能的满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局部上盖形式地块基底全部满铺进行立体综合车

场建设,可提供更高的公交停车规模;第二,保障房上盖在车场物业管理用房上,其柱网结构对立体车

库的建筑布局影响较小,建筑兼容性更强。

 
CF�A �,�A

图5 不同建设形式对比分析

4.2.2 配套用房局部上盖模式下规划控制条件测算

根据优先满足公交综合车场的功能与规模需求的原则,基于车场配套用房局部上盖的一体化规划设

计思路,研究提出了前期规划阶段公交停车规模和配套保障房规模控制条件测算技术路线。具体如下。
首先,按照配套用房基底约占综合车场选址地块10%的设计经验,得到车场辅助用房及上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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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的最大基地面积。结合 《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按照配套人才住房,建筑限高100m (约)30层

的相关要求,研究提出人才住房理论上的最大规模,并通过容积率校核、交通及教育设施承载力分析,
论证人才住房规模的合理性。

图6 一体化模式下规划指标测算方法

5 结语

高密度城市存量发展背景下,立体公交综合车场规划实施面临用地条件紧约束和高效高质量开发的

客观要求。本文在全面解析规划立体公交综合车场实施难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先进城市发展经验及

深圳面临的实际条件,总结提出了深圳综合车场开发建设模式。基于全面保障全市所有公交车辆停车等

生产性需求原则,探索了适应深圳立体综合车场开发建设模式特点的规划策略,创新提出了优先保障公

交车场功能需求的停车规模统筹方法和立体综合车场与配建人才住房一体化规划设计思路,有助于推动

立体公交综合车场高效率、高品质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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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交通出行市民意愿调查分析

黄 臻 顾 煜 龙 力

【摘要】2017年上海成为首批 “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面向 “十四五”,上海要围绕建设 “人民城市”的主旨,
准确了解市民对公共交通系统的使用感受和改善意愿,让市民积极参与到 “十四五”规划中。本文通过上海公共交通出

行意愿公众号调查,分析了市民对公共交通的关注热点和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建议,为 “十四五”尤其是 “后
疫情”时期,进一步提高上海公共交通吸引力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 公共交通;出行意愿;问卷调查;十四五

0 引言

“十三五”期间,上海公共交通运输能力逐渐增强,公交都市建设持续推进,服务品质逐步提高。
2019年全市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达到1647万乘次,轨道交通占公共客运比重达到64.6%。轨道交通网

络不断完善,2019年轨道线网里程达704.9km[1]。地面公交线网结构持续优化,公共交通服务效率提

升,出行信息服务智能化水平日益提高。目前,正值上海全面编制 “十四五”规划之际,上海公共交通

系统面临着支撑打造卓越全球城市和建设人民城市的更高要求,公共交通在功能层次、运输效率和服务

品质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 “十四五”规划建

言献策。上海及时组织开展了 “十四五”时期优化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意愿调查,围绕市民日常公共交通

出行中的短板提出改善思路和对策,对 “后疫情”时期,加强上海公共交通韧性发展提供方向。

1 调查范围与内容

为更好地了解上海市民对未来五年公共交通的需求,2020年3月至5月,通过 “上海交通”公众

号开展上海公共交通 “十四五”出行意愿调查。调查通过线上平台开展,采取线上不记名的方式开展调

查,共计获得1422
 

份样本。经问卷筛选,最终用于分析的样本共1388个 (成功受访市民以下简称市

民)。调查具备一定的样本量,因此样本分布总体情况较好。调查样本年龄分布呈现近似于正态分布,
20-60岁之间占总量的89%。

受访者职业分布基本涵盖了各种类型,企事业员工占比最高为63%,学生占比14%,公务员占比

6%,个体经营者或自由职业者、离退休或无业人员分别占比5%,其他占6%。

2 主要调查结论

2.1 通勤交通方式

2.1.1 日常通勤以公共交通为主,出行时耗是影响出行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被调查市民通勤出行以轨道交通和公共汽电车为主。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最高,为82%,55%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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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调查样本年龄比例分布

图2 调查样本职业分布

访者采用公共汽电车,32%采用自驾车出行,25%、11%、23%的被调查市民分别采用自行车/共享单

车、电动自行车、步行出行。76%的受访者日常通勤选择2种及以上的交通方式出行。

图3 被访者日常通勤交通出行方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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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出行方式受出行时耗、出行距离、便捷程度影响最大。影响出行方式选择的各类因素中,“出
行时耗”、“出行距离”、“便捷程度”位居前三位,选择比例分别为70%、63%和54%。准点性的选择

比例是46%,选择费用价格是通勤出行影响因素占34%;另外分别有22%、18%的调查对象将天气状

况、安全舒适性列入对通勤出行的方式选择影响。

图4 影响被访者选择通勤出行方式的因素

2.1.2 “疫情”期间以个体交通出行为主,复工后轨道交通出行比重逐渐上升

“疫情”期间 (1月24日-2月2日),市民大大减少外出,出行以私家车和慢行交通为主,使用公共交通

方式出行比重下降明显。27%被调查的市民在疫情期间没有出行。疫情期间,使用自驾车出行比例最高,占

43%,比疫情前有显著上升。分别有28%、15%、10%的受访者分别以步行、自行车/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

等慢行交通出行。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比重较之前有明显下降,分别有20%、18%的市民分别使用轨道交通、
公共汽电车出行,约7%的市民采用出租车或网约车出行。2020年2月,市内交通客运量同比明显减少,轨

道交通日均客运量约为去年同期的17%,快速路网日均流量约为去年同期的一半。
“疫情”复工后 (2月3日后),轨道交通和自驾车为主要出行方式,公共交通出行比重上升较快。

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控制和企业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交通需求开始快速回升,复工后,公共交通出行

比重较之前上升明显,约有48%的市民选择轨道交通出行,
 

34%的选择公共汽电车出行,但对比疫情前

仍有较大降幅。使用自驾车出行比例较高,为40%;分别有27%、20%、11%的市民分别选择步行、
自行车/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11%的市民选择出租车/网约车。被调查市民,仍有7%没有出行。

2020年3月,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为443万乘次,为去年同期的40%;至2020年6月客流回升至829
万乘次,为去年同期的78%[3]。快速路工作日高峰流量接近常态,局部区段出现时段性拥堵。

图5 疫情期间、复工后交通出行方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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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上海的公共交通根据疫情发展动态,不断调整防控措施,有效保障城市交通的正常

运行。对于公共交通防疫的措施,市民认为复工后执行严格的车内安全标准、错峰上下班、高峰期间增

加运力投放、大数据识别乘客安全系数是加强公共交通运营管理的有效措施。针对复工后公共交通运营

管理效果的提升,75%的受访者认为 “执行严格的车类安全标准,做好消毒、关闭空调等工作”有成

效,分别有48%、43%、40%、39%的市民认为 “错峰上下班”、“高峰期间增加运力投放”、“车站体

温检测”、“大数据识别乘客安全系数”是有效措施。

图6 复工后加强公共交通运营管理的有效措施

2.2 轨道交通出行

2.2.1 轨道交通存在的不足

轨道交通乘坐的舒适度和轨道站点可达性是市民认为最应解决的问题。市民对轨道交通的意见主要

集中在五个方面,其中尤以对步行到站点距离远的意见最为突出,达到66%。同时,市民对车站/车厢

拥挤舒适性差、换乘距离远换乘不便的不足也超过45%。此外,轨道交通换乘次数多、等车时间、车

站信息不清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

图7 现状轨道交通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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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轨道交通 “最后一公里”衔接方式

除步行外,自行车、地面公交是轨道交通 “最后一公里”的主要接驳方式。74%的市民采用步行作

为轨道接驳方式,46%的市民采用地面公交作接驳轨道交通,分别有44%、25%的市民采用共享单车、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作为轨道交通 “最后一公里”的接驳方式。

2.2.3 轨道交通服务改善建议方向

缩短高峰等车时间、优化地面接驳公交和站内换乘是市民期待的轨道交通服务改善的主要方向。高

峰时段轨道交通部分区段运力紧张,地面公交和轨道交通换乘衔接仍有不畅。分别有61%、57%和

47%的市民选择 “高峰缩短等车时间”、“优化地面接驳公交”、“站内换乘更加便捷”作为对提升轨道交

通服务品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轨道交通运行可靠度有待提升,选择 “延长运营时间”、“信息发布更

及时、准确,发布形式更丰富”、“车站引导信息更加清晰”的市民分别有39%、23%、11%。

图8 被访者对轨道交通发展建议

2.3 地面公交出行

2.3.1 地面公交存在的不足

市民认为可靠性不足是地面公交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有70%、55%、49%的市民认为等车时间

长、道路拥堵速度慢、准点率不高是地面公交的不足;有33%、26%的市民将线路绕行、步行到站点

距离远列为地面公交的不足;另有17%的市民认为地面公交存在的问题还有 “车厢拥挤,舒适性差”,

15%的市民认为 “公交电子站牌预报时间不准确”,有些市民还认为公交换乘存在不便,“换乘距离远”、
“换乘次数多”。

2.3.2 地面公交改善建议方向

市民认为优化公交线路和站点的设置、提高发车班次和到站准点率是地面公交的主要改善方向。优

化线路设置、增加高峰发车班次、提高到站准点率、优化站点设置分别位列提升地面公交服务品质的建

议的前四位。此外,分别有26%、19%的市民认为地面公交应当提升到站信息准确率、提高车厢舒适

度;另有11%的市民认为应当丰富地面公交信息发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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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现状地面公交存在的不足

图10 被访者对地面公交发展建议

2.3.3 中运量交通和定制公交

对于中运量公交,市民期待提高其运营服务水平。“十三五”期间,71路中运量、奉浦快线、松江

有轨电车等多模式公交线路开通运营,其中,71路工作日日均客流达到5万乘次[4],每公里客流量负

荷为全市第一,是推动公交转型发展的良好示范。市民认为类似71路中运量公交应当提升运营车速、
增加高峰发车班次、提高准点率、提高车厢舒适度,可以更大范围推广中运量公交、增加运营线路。

市民期待开辟更多定制公交线路、通过定制公交改善与交通枢纽的衔接。对定制公交的发展建议

中,约70%的市民认为应 “利用大数据分析,开辟更多线路”,超过半数的市民选择定制公交 “改善与

交通枢纽的衔接”。此外,认为应建设预约平台、增加更多个性化选择、
 

规范定制公交运营的分别占受

访者的39%、30%和27%。
 

2.4 巡游出租车及网约车

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吸引力大体相当,网约车对中青年吸引力更大。从总体上看,在出租车和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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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比选中,选择出租车出行的占52%,较网约车略高。从职业上看,公务员、学生、离退休人员更

偏向选择出租车,而个体经营或自由者业者更偏向网约车。从年龄分布上看,20岁以下人群和40岁以

上人群偏向选择出租车,而20~40岁人群更多选择网约车。网约车、顺风车、分时租赁等多种新业态

对传统巡游出租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巡游出租车客运量持续滑落,出租车 “城市

名片”服务水准有所下降;而网约车日均上线车辆数和日均客流则逐年递增。
“更安全、规范”是市民选择巡游出租车的最主要理由,网约车在便捷度和价格上更具优势。选择出租车

出行的市民中,近80%认为出租车 “更加安全、规范”。而选择网约车出行的市民中,70%的市民认为网约车
 

“更容易打到车”,认为网约车 “更方便快捷”占比50%、45%的市民认为网约车 “价格更便宜”。
提高扬招出租车比例、缩短约车相应时间、提高服务质量是市民对传统出租车的主要期待。53%的

市民认为应该提高扬招出租车的比例,约45%建议传统出租车应该缩短约车响应时间、提高服务质量,
约30%的市民认为应当改善出租车文明驾驶习惯、增加出租车上下车侯客点、改善车厢环境。

图11 被访者对出租车发展建议

3 相关思考与建议

3.1 轨道交通

1.加快市域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注重市域范围与中心城、副中心和重点地区的快速联系,并做好与

城际轨道的规划对接,缩短市域范围轨道交通出行时耗。加强中心城外围地区、中心区和重点转型地区

联系的轨道服务。围绕新城和重点地区开发建设,开展轨道局域线网规划研究。
2.推进轨道和公交两网融合发展,加强与其他方式的换乘衔接。通过优化换乘时间、完善换乘和候

车环境等方式提高轨道公交两网融合力度。完善既有轨道交通站点配套交通设施,重点加强轨道交通

TOD开发;推进新建轨道车站与配套交通设施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促进轨道和公交及其他方式的

衔接,合理规划布局P+R停车场库,优化轨道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3.进一步提升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水平。进一步推进轨道交通高峰大客流线路的增能,根据轨道交通

客流规律及时调整轨道运营方案。提升轨道交通准点率;结合5G,加快智能维保、智能运营和智慧车

站等应用。

3.2 地面公交

1.构筑多层次的公交线网结构,加快推进中运量系统建设。加快构筑多层次、多模式地面公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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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形成骨干线 (中运量)、区域线、接驳和社区公交线、定制班线等构成的公交体系。鼓励具备条件

的主城区、新城、重点区域发展中运量公交系统,深化近期实施方案研究,适时推进相关线路建设。
2.优化区域公交线网,加强重点地区公交保障服务。提升区域线网与轨道交通和骨干公交线的换乘

便捷性,提升主城片区、郊区城镇圈公交线网覆盖面和便捷性。在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商务区、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浦东枢纽地区、北外滩等重点地区加大公交投入,率先开展公交顶层设计,明确骨

干公交通道网络构架,推进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和线网优化。
3.提升公交精细化服务水平。推进公交线路精准化运营,提高公交实时到站信息预报准确度。提升

公交专用道通行效率,开展MaaS在公交服务中的应用示范。完善无障碍公交基础设施建设或改造,满

足各类人群需求。

3.3 出租车

1.重塑出租车行业品牌形象。推进巡游车经营权、经营模式和运价等改革。加快信息化平台建设,
提升巡游车互联网服务水平。
2.引导网约车健康发展。落实网约车平台责任,加强对网约车规模动态管控、价格监控。制定运营

服务质量规范,引导其规范有序发展。

4 结语

上海公共交通已经拥有较好的发展基础,面向 “十四五”,新一轮的城市更新和越来越多元的出行

需求,更要充分吸纳公众意见和建议,发挥专业规划研究的支撑力量,进一步完善上海公共交通的功能

层次,提升公共客运的运营效率和服务品质,打造让人民满意的城市、让人民满意的城市交通。

参 考 文 献

[1]
 

2019年上海市综合交通运行年报
 

[R]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2020.
[2]

 

上海市“十四五”综合交通规划基本思路[R]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2019.
[3]

 

2020年上海交通运行半年报(轨道篇)上海交通指挥中心,2020.
[4]

 

上海市延安路中运量71路综合评估[J]交通与港航,2018(6):38-44.

作 者 简 介

黄臻,女,硕士,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
 

nicothuang@126.com
顾煜,男,硕士,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建设室主任,高级工程师。电

子信箱:chemistgu@163.com
龙力,女,硕士,上海市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工程师。电子信箱:496196205@qq.com

0501



基于步行可达性的轨道站点地区优化设计研究
———以南京市鼓楼地铁站为例

刘叶琳 陆筱恬

【摘要】 轨道交通作为当前市民出行的主要公共交通方式之一,行人能否方便且快速地到达轨道交通站点体现了

该地区人流集散与换乘的效率。本文以南京市鼓楼地铁站为例,通过对站域与站内的可达性现状调研分析,发现

鼓楼站域范围存在流线不连续、空间环境欠佳、导向标识缺乏的问题,站内存在流线混乱、地下-地上连通性差、

导向标识难识别的问题,基于此提出 “建立连续通达的步行系统”、“构建舒适宜人的步行空间”、“优化导向标识

系统”三大鼓楼站点地区设计优化策略,以期为步行可达性导向下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的规划设计提供一

定的建议。

【关键词】 轨道交通站点;换乘接驳;步行可达性;优化设计

1 研究背景

1.1 轨道交通成为城市市民出行的优先选择

伴随着快速城市化进程,交通拥堵、尾气污染等城市病纷纷涌现。公共交通依托客流量大、占用空

间小、空气污染小等优势,逐渐取代私家车成为城市中的主要交通方式。近年来 “修地铁”日益成为国

内众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据统计,至2019年我国城市的地铁建设里程是十年前的四倍,
共计已有33座城市开通地铁[1]。

1.2 提高站点地区的步行可达性有利于加强交通效率

轨道交通站点在给周边地区带来人气与活力的同时,往往还面临巨大的换乘接驳压力。当轨道交通

站点位于人流量较大的地区,例如中心城区,步行往往是人们从周边地区到轨道交通站点选择的的主要

交通方式。
可达性指从某地到达理想地点的容易程度[2],而步行可达性用以衡量行人能否方便且快速地到

达轨道交通站点,可表明轨道交通站点的步行可达范围内人流集散的效率。因此,以轨道交通站点

为核心,合理规划设计步行系统,有利于提高地铁站的交通接驳能力,也对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具

有重要意义。

1.3 南京市鼓楼地铁站承载着巨大的交通客流量

鼓楼地铁站位于南京市的中心城区,站点周边地区是南京市重要的城市生活、商业中心之一,车流

与人流均较为活跃。2005年,南京一号线的正式开通使鼓楼站成为南京第一批启用的地铁站之一;
2017年,随着四号线开始启用,鼓楼站成为一号线与四号线的换乘站,开始承载乘车、换乘多种出行

需求,交通压力同比剧增。据统计,鼓楼站的主要客流人群为周边办公楼的上班族、学生等,日均换乘

客流约10万人次,最高峰可达12万人次[3]。
综上所述,鉴于如此巨大的交通客流承载需求,鼓楼站对周边地区的步行可达性有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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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概况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城市中心区轨道交通站点的典型———南京鼓楼地铁站为研究对象。鼓楼站位于南京市鼓楼

区,是一号线与四号线的交汇站,一号线沿中山路、中央路南北向布置,位于地下三层;四号线沿北京

东路、北京西路东西向布置,位于地下二层,鼓楼站现设有7个出入口,分别为1、2、3、4A、4B、
5、6号口 (图1)。以往的相关研究多只关注地面空间,忽视了轨道站点的立体化交通特性,本研究则

将关注从鼓楼站的地面空间至站内乘车的整个步行过程的可达性。

2.2 研究与设计范围

本研究中地面空间的研究范围指站域范围,即以鼓楼站为圆心,以500m为步行可达距离半径划定

的圆形区域作为站域范围;地下空间的研究范围指站内范围,即鼓楼站的地下平面;设计范围则为以鼓

楼站为圆心,覆盖站点平面划定的圆形区域,面积约5hm2 (图2)。

图1 鼓楼站区位及平面 (作者自绘) 图2 研究范围与设计范围 (作者自绘)

2.3 研究方法与框架

本文首先通过现场观察、市民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分别对鼓楼站的地面空间与地下空间步行可

达性现状与公众诉求进行调研,后分别总结出站域与站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提出步行可达性导向下

的鼓楼站点优化设计策略 (图3)。

图3 基于步行可达性的鼓楼站点地区优化设计研究框架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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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楼站及周边地区步行可达性现状

3.1 站域步行可达性现状

3.1.1 站域交通换乘分析

鼓楼站站点位于五条城市主干道的交汇处,站域范围内城市道路四通八达,主干道、次干道、支路

体系完整 (图4)。站域内有11处公交站点,共有29条公交线路经过;聚集10辆以上共享单车的停放

点达25个,且共享单车聚集点与公交站点相近 (图5)。因此,鼓楼站站域范围内道路交通系统较为完

善,交通换乘点较多,给鼓楼站域带来大量的人流量。

图4 站域范围交通换乘分析 (作者自绘) 图5 站域范围道路系统分析 (作者自绘)

3.1.2 站域步行流线分析

鼓楼站域内主要的步行空间为机动车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以道路右侧的人行道为步行区域,调研统

计从鼓楼站域边界到达最近的地铁站出入口的步行流线,发现56.5%的步行流线需经过2个道路交叉

口,37.5%的步行流线需经过3个道路交叉口。此外,道路交叉口处的人行道常常被电动车、自行车等

非机动车侵占 (图6)。可见,站域内的步行空间被频繁打断,道路交叉口与非机动车占道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鼓楼站域范围的步行可达性。

3.1.3 站域导向标识设施分析

由于鼓楼站域范围内兼容公交、地铁、非机动车多种交通方式,需要明确可识别的导向标识设施帮

助前往地铁站的乘客快速辨明方向。然而,调研访谈显示,从公交站换乘至地铁站的乘客在寻找地铁出

入口时普遍存在一定的困难,认为导向标识缺乏,只能借助手机地图导航查询路线。鼓楼站共有七处出

入口,但目前仅在出入口处进行标识,并未在站外一定距离设置标识牌或导向设施,且有众多道路交叉

口未设有交通信号灯 (图7)。

3.2 站内步行可达性现状

3.2.1 站内步行流线分析

由于鼓楼站为一号线与四号线的换乘车站,可将站内流线可分为进站、出站以及换乘流线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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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站域范围步行流线分析 (作者自绘) 图7 站域范围导向标识分析 (作者自绘)

(1)进站流线指 “地面层的出入口空间—站厅层 (进站)—站台层 (上车)”的流线。从鼓楼站的

进站流线来看,站厅层位于地下一层,为一、四号线共用,一号线站台在地下三层,四号线站台在地下

二层。2个进站闸口服务于一号线,2个进站闸口服务于四号线,因而一号线与四号线的进站流线有明

显区分。但在从地面层到站厅层的垂直交通上,七个出入口都只有楼梯,仅于4号口与5号口附近设有

两部无障碍电梯 (图8)。可见鼓楼站的进站流线清晰,分流明显,但垂直交通便利性不足。
(2)出站流线指 “站台层 (下车)—站厅层 (出站)—地面层的出入口空间”的流线。从鼓楼站的

出站流线来看,3个出站闸口服务于一号线,2个出站闸口服务于四号线。在从站厅层到地面层的垂直

交通上,5、6号出入口有出站扶梯 (图9)。可见鼓楼站的出站流线分流较为明显,但一号线方向的出

站闸口多于四号线,四号线出站便利性略为不足。

图8 进站流线分析图 (作者自绘) 图9 出站流线分析图 (作者自绘)

(3)换乘流线指在鼓楼站内实现一号线与四号线之间换乘的流线。例如乘客要从一号线换乘至四号

线,应在从地下三层的一号线站台下车后,经上行扶梯至地下一层的站厅,随后根据导向标识指引设

施,再经下行扶梯至位于地下二层的四号线站台 (图10)。可见,通过站厅换乘可减少站台间的人流交

叉,避免两条线的列车同时到站时站台过于拥挤,但由于出站与换乘客流均向一个方向流动,站厅层存

在明显的流线交叉现象。

3.2.2 站内导向标识设施分析

由于鼓楼站的流线交叉主要集中在站厅层,因而主要研究站厅层的导向设施。经调研发现,鼓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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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换乘流线分析图 (作者自绘)

站厅层的导向设施主要为指向牌、地图、客服中心、人工辅助四类 (图11)。

图11 站厅层导向设施分布图 (作者自绘)

(1)指向牌是鼓楼站内应用最普遍的导向设施,主要以悬挂灯牌的形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

助大部分乘客明确方向。然而,调研访谈发现,老年乘客往往辨别不清指向牌示意的方向,甚至注意不

到指向牌。
(2)地图往往以告示栏的形式出现,分布于进出站的闸口或是换乘路线出入口处。调研发现,在地

图前停留的乘客多为年轻人。
(3)客服中心主要分布于鼓楼站3、6号口之间。调研发现,因迷路寻求客服中心帮助的乘客较少。
(4)人工辅助即工作人员身穿制服站在站厅中间为游客提供服务。由于相对醒目,乘客向工作人员

问路的频率较高,其中老年人占大多数。

3.3 鼓楼站及周边地区可达性问题总结

3.3.1 站域可达性问题

根据站域范围的现状分析可知,鼓楼站周边拥有较为完整的机动车道路系统与公共交通换乘体系,
给鼓楼站带来了众多人流量。然而,就站域范围的步行可达性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图12)。
(1)站域内步行流线不连续。站域范围的步行流线被机动车道路频繁打断,此外,由于鼓楼站的七

个出入口分布于北、西、南三侧,东侧没有地铁站出入口,沿北京东路前往鼓楼站的人群往往只能绕远

路到4B或1号口乘车。可见站域范围内步行流线的连续性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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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站域内步行环境欠佳。地铁站的部分出入口周边的人行道往往宽度狭小,乱停放的非机动车将

步行道压缩占领,影响街道整洁和行人的通行,对行人的步行舒适度影响较大。
(3)站域内导向标识缺乏。当前,地面空间指示地铁站出入口的导向标识较为缺乏,指向性较差,

且站域内多处道路交叉路口缺少信号灯及斑马线,这给乘客的出行与换乘带来不便,增加了行人走弯路

的可能性。

图12 站域范围可达性问题总结 (照片来源:作者自摄)

3.3.2 站内可达性问题

根据站内现状分析可知,鼓楼站站内空间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降低了站内人流的步行可达性

(图13)。
(1)站内步行流线混乱。由于站厅层为一号线与四号线共用,人流交织尤为明显,且站厅空间完全

贯通,每到上下班或节假日出行高峰,上下班、出游、换乘的人群在站厅内摩肩接踵,乘客难以在短时

间内明确方向,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乘客停留在站内的时间。
(2)地下—地上连通性差。鼓楼站的地下-地上联系只能通过地铁站出入口处的进出站实现,对于

以周边商场为目的地的鼓楼站乘客而言,必须要离开地铁站至地面方能前往商场,而不能从站内直达商

场,影响了出行效率。
(3)站内导向标识难识别。目前乘客对鼓楼站站内的导向标识设施利用程度不高,每当遇到问题

时,乘客多求助工作人员。尤其是老年乘客,他们面对复杂的导向标识设施,更加难以辨别与利用。

图13 站内可达性问题总结 (照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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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行可达性导向下的鼓楼站优化设计策略

4.1 建立连续通达的步行系统

4.1.1 降低车流对站域步行流线的干扰

鼓楼站站域范围内的机动车道路频繁打断步行流线。因此,为提高步行流线的连续性与行人过马路

的安全性,应注重加强站域范围内机动车道路车流的有序引导,适当降低车流对行人流线的干扰。对

此,设计提出限制鼓楼站站域的岔路口车速,以及增设减速带、窄点、斑马线、信号灯等设施

(图14)。

图14 鼓楼站地面流线设计优化 (作者自绘)

4.1.2 加强鼓楼站与周边空间的地下联系

目前站点与东侧城市空间以及周边商场的地下连通性相对较差,设计建议在中央路与中山路西侧的

鼓楼广场与邮政大厦前广场处增设地下通道出入口,既可使站点东侧的人流不过马路便可到达地铁站,
有效分离行人与机动车;也可连通周边商场的地下空间,加强与站点周边商业设施、公共绿地的联系,
使乘客可从地铁站直达周边商场。

4.1.3 地上-地下步行流线一体化

轨道交通站点往往承担 “站与站”之间的接驳,即地面 “站点”(如公交站、单车站、商场、小区)
与地铁站的接驳换乘,因此,构建地上—地下连续的的步行流线具有重要意义。鼓楼站现状的出入口多

为楼梯,不利于行动不便的人群出行,设计建议于地铁站出入口增设电梯、自动扶梯等设施,改善地上

至地下的垂直交通。此外,地下的地铁站厅层可通过合理设置移动式围栏,明确一号和四号换乘路线方

向,优化地下人行流线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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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鼓楼站地下站厅层流线设计优化 (作者自绘)

4.2 构建舒适宜人的步行环境

4.2.1 提高行人步行舒适度

提高行人步行舒适度有利于提高地铁站的步行可达性。鼓楼站周边道路人行道较为狭窄,且经常出

现非机动车侵占人行道的现象,行人的步行舒适度较低。对此,建议将非机动车与行人分流;于开敞空

间合理设置非机动车停放点、载重人行树,避免人行空间被非机动车或绿化树阻隔;同时在空间允许的

路段可适当拓宽人行道宽度。

4.2.2 节点空间优化设计

为构建舒适宜人的步行空间,设计对街道空间、街角公园以及地铁站出入口等节点空间进行详细优

化设计。其中,将街道空间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三部分,人行道作为主要的步行空

间,布置座椅、小型景观等街道家具;街角公园处主要设置供行人休憩、聊天的座椅,并为休闲娱乐、
康体设施的放置预留一部分空间;对于地铁站出入口,则在留出行人流线与人流疏散空间的基础上,设

置专门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 (图16)。

图16 节点空间优化设计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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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优化导向标识系统

4.3.1 构建地铁站内层级导向标识系统

针对鼓楼站站内标识复杂且难以识别的问题,设计构建 “出发点—路线—目的地”三级导向标识系

统 (图17)。其中第一层级以定位、乘车信息为主要信息,以定位、乘车信息提示装置作为标识设施;
第二层级以进站、出站、换乘路线为主要信息,以流线引导为标识设施,这一层级还可提供服务设施位

置、地铁站空间模拟等辅助信息帮助乘客判断;第三层级则以进站、出站、换乘指向为主要信息,通过

目的地指向标识设施呈现。层级导向标识系统将标识信息划分为三个层级,并对应设置标识设施,可以

使乘客能更为快速、便捷地获取需要的信息,且智能辅助设施关注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需求,体现了轨

道交通出行的公共性。

图17 地铁站内层级导向标识系统 (作者自绘)

4.3.2 构建以鼓楼站为中心的公交-地铁换乘导向标识系统

地上—地下的换乘接驳标识也是地铁站点导向标识系统的重要内容。在鼓楼站站域范围内,设计构

建一个可以实现公交与地铁无障碍换乘的导向标识系统。其中主要换乘路线为距离地铁站出入口最近的

公交站点到该出入口的步行流线,次要换乘路线为相对较远的公交站点到地铁站出入口的步行流线。在

该导向标识系统中,公交站点可通过定位提醒、公交到站提醒等设施提供当前位置信息与来车信息,并

通过手机软件、红绿灯语音提醒等装置提供到达最近的地铁出入口的步行路线;地铁站出入口处则通过

语音提示、立体地图等作为站内标识设施,引导地铁站站内人流 (图18)。

5 结语

综上所述,轨道交通站点是公共交通系统中的重要节点,兼具出行、换乘多种功能,如何提高站点

地区的步行可达性成为近年来轨道交通优化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南京市鼓楼地铁站为例,通过对站域空

间与站内空间的可达性现状与问题分析,试图提出基于步行可达性的站点地区设计优化策略,期望能为

可达性导向下的轨道交通站点地区规划设计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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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站域范围 (地面)公交-地铁换乘导向标识构想图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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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常规公交站点优化

陈 巍 林 涛

【摘要】 面对城市规模的迅速发展及客流的多样性变化,公共交通系统需要根据其服务对象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调整。
而作为乘客服务 “窗口”的公交站点将直接决定其服务质量。目前公交站点仅通过站点覆盖率进行评估,忽视了站点与

出行起终点之间的步行舒适性。基于公交IC卡和车辆GPS数据融合的研究,侧重分析公交客流的运营特征,缺乏服务

对象起终点分析。故本文将基于手机GPS数据和百度路径数据精准分析乘客出行位置与站点的空间关系,从而指导公

交站点的布局优化。
【关键词】 公交站点优化;手机GPS数据;百度路径数据。

0 引言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提出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实现城市管理精细

化,成为城市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时,进一步

提出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的要求。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进一步前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机动车保有量及比例逐渐提

升,但是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转型及建设始终难以完全满足居民出行需求,因而使得城市交通拥堵成为限

制城市发展、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重大阻碍。为了应对这一问题,除进一步加强道路配套设施建设、交

通需求管制等措施之外,完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公共交通系统覆盖率及服务质量,将更多的人引

入到城市公共交通中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
常规公交的公交站点规划通常在商业中心区、居民居住区等核心区域,沿主干道沿途设置站点。这

一策略能够在城市化建设初期使城市规划意图整体达到同步。但公交站点与出行目的地之间的步行体验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搭乘公交是否便利,目前公交站点的规划设计仅仅关注宏观层面的站点个数、站场选

址、用地规模技术标准,而忽视了站点与出行起终点之间的步行舒适性,包括步行距离、步行环境、过

街设施等。通过对乘客出行位置与站点的空间关系研究,有利于优化公交站点提升公交的最后一公里

服务。
目前IC卡数据和手机基站数据都无法识别乘客的完整公交路径,所以对于现状公交站点的优化也

忽略了客流与站点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在新数据环境下,通过手机GPS数据可以真实获取出行起终

点,基于百度路径规划数据可以识别乘客的公交路径,所以通过公交路径和出行起终点位置的空间对

比,能够准确地识别当前站点对乘客的服务是否便捷,从而指导公交线路的线路站点优化。

1 公交站点优化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公交站点站距优化及选址的研究方面,加拿大的S.CWirasinghe在文献[1] 中非常系统地讨论了

公交停靠站平均站间距的优化确定问题,研究在考虑公交运营成本及乘客的出行费用的基础上,以时间

为衡量单位建立了优化模型。Anthony
 

A.Saka在文献[2] 中提出了基于公交运营成本限制的平均站间

距优化模型。国内对于公交站点优化设置方面的研究要少些,目前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和系统的理论。
彭国雄与莫汉康[3] 针对城市公交停靠站设置的常见问题,给出了一些站点优化设置的解决方案。伍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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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4] 对公交站点处的道路通行能力、公交站点对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影响做了一些初步研究。王炜、杨

新苗[5] 提出了一种基于所有乘客出行时间最小的站间距优化模型。李娜、陈学武[6] 建立了计算公交停

靠站站长的回归模型。周智勇、黄艳君[7] 在公交站点的设置中考虑了交叉口间距和车道宽度的影响。
在公交站点的研究中,国内多侧重于公交站点与道路关系的研究,以及站点通行能力方面的优化。

针对公交站点的布局位置,国内外主要从公交站间距的角度出发进行优化,而很少从乘客出行位置与站

点位置的空间关系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从而使得公交站的优化仅仅是空间布局的优化,而不是基于乘客

出行角度的最优。

2 基于手机GPS数据的出行OD分析

2.1 手机GPS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的区别

手机信令数据由于其具有覆盖范围广、数据文档可靠、样本量大、空间解析度高以及动态性强等优

势,也常用于城市客流分布及出行特征的研究中。手机信令数据其原理是通过基站位置来代表人的位

置,所以不是人的确切位置。而往往基站的服务半径在200~500m,城市外延区其服务半径更大,所

以手机信令数据常用于城市、片区大范围的研究。受限于数据定位的精度,手机信令数据往往无法进行

个体的微观特征分析。
本文提到的手机GPS数据是在用户使用APP应用时所产生,其精度可定位到用户所在的某栋建

筑,基本反应了人的真实位置,其样例数据如下表1所示。

表1 乘客一天轨迹数据

cid_jid(用户标识) Times(时间) Poi(位置坐标)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13990 106.633957,30.452386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54706 106.634291,30.451999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54765 106.634191,30.451836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59734 106.634313,30.452105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0691 106.634044,30.452156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1438 106.633898,30.452378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1440 106.633898,30.452378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1647 106.633963,30.452442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2365 106.633963,30.452442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2813 106.634333,30.452135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5225 106.634231,30.452194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80207 106.633375,30.453002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89386 106.634029,30.451833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90360 106.634333,30.452135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91316 106.634333,30.452135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92272 106.633555,30.45231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93433 106.633999,30.452445

以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用户一天的轨迹为例,可以看到其从恩施到了重庆主城,
到重庆主城后又从礼嘉到了沙坪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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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乘客轨迹图 (大范围)

图2 乘客轨迹图 (小范围)

2.2 基于手机GPS数据的OD分析

乘客一天的轨迹点中,存在同一位置的重复点,以及小范围的步行轨迹点,故在OD识别中需将无

效点进行剔除。
(1)轨迹有效点提取

有效轨迹提取算法的逻辑如下图所示:
1)按照用户和时间升序进行排序;
2)当天第一个位置点标记为第一个有效点;
3)循环判断下一个点与上一个点的空间距离位置,若超过500米则标记为有效点,否则进行剔除;
(2)OD分析

出行OD的提取,基于有效轨迹算法提取的有效轨迹点,恢复居民一天完整的出行,算法如下图

所示。
通过OD分析可识别乘客一天的出行路径,下图为相关OD分析的应用,展示了渝北区的高峰小时

的出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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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有效轨迹提取算法流程图

图4 OD提取算法流程图

3 基于百度路径数据的出行方式分析

3.1 百度路径规划数据概述

在我们平常使用百度软件时,输入起终点用户可以看到当前时间或者选择出发时间的小汽车、公交

等不同方式的出行路径和出行时间。百度开发者平台也为数据研究提供了对应的API接口来调用其路

径规划数据,其数据格式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到,路径规划数据中包含起终点的完整位置点和时间数据,可视化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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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重庆渝北区高峰期OD分析图

图6 百度API路线规划数据

图7 百度API路线规划数据

5601



百度路径规划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城市交通路网模型,并能高度的在时间和路线上与人的实际

出行契合,这也是后续进行公交出行分析的重要数据支撑。

3.2 出行方式划分

为精准分析乘客的出行方式,本文采取了用户特征标记和出行时间相结合的算法进行分析,其具体

步骤如下所示:
(1)提取OD数据;
(2)对出行者标记年龄和是否有车两个标签,该标记信息通过用户的APP使用习惯进行的标记,

不涉及用户隐私;
(3)若用户年龄小于18岁或大于55岁,对实际出行时间和公交出行时间进行对比,若差值小于

10分钟,则判断该出行方式为公交出行;
(4)若用户年龄介于18~55岁之间,则分析该用户是否有车,若无车,对实际出行时间和公交出

行时间进行对比,若差值小于10分钟,则判断该出行方式为公交出行;
(5)若用户有车,对实际出行时间和小汽车出行时间进行对比,若差值大于30分钟,则判断该出

行方式为公交出行;

图8 出行方式划分算法逻辑图

3.3 乘客公交出行路径分析

在确定了出行方式后,通过百度API中的公交路线规划即可提取对应的公交路径数据。如下表2
所示,可以直接精准分析到个体出行中采取的哪一路公交,到该公交站点上车需要步行多少米,花费多

少时间。

表2 公交路线数据

bus_stop busline walk_distance walk_duration

财富中心站 624路 860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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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us_stop busline walk_distance walk_duration

动步公园站 145路 726 622

财富中心站 621路 375 321

财富中心站 859路 676 579

上丁公园站 870路 643 551

财富中心站 886路 28 24

新牌坊西站 886路 365 312

4 基于乘客出行的公交站点优化———以财富中心片区为例

图9 研究范围用地图

4.1 片区公共交通客流识别

本次案例选择城市核心区的财富中心片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发现片区公共交通出行占比达

52%,而公共交通出行中又以常规公共交通为主,占比39%。

图10 研究范围方式划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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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片区的公共交通客流分布来看,其客流来源主要集中在渝北区。与小汽车的出行相比,公共交通

的出行距离更短,这说明片区的公共交通出行较为便利。

图11 研究范围公共交通客流分布OD图

4.2 片区公交站点服务质量分析

4.2.1 公交站点客流量分布

研究范围内财富中心站、新牌坊西站和新牌坊北站的上下客较多,其公交上下客主要集中在新

南路。

图12 片区常规公共交通站点上下客数量

4.2.2 乘客步行距离分析

整体来看大客流常规公共交通站点的平均步行距离在300~500m之间,服务质量较好,但存在部

分乘客其乘车点较远,需要进行非机动车的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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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起点至公共交通站步行距离分析

图14 公共交通站至终点步行距离分析

4.3 片区公交站点的优化策略

4.3.1 线路站点位置调整

在前述的平均乘客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的研究结果中只能对服务质量的好坏做出评价,却不能直接

指导方案的优化。将公交站的乘客出行点可视化后,如下图15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北环维乐口腔分

院站有较多的客流分布在其西北侧,公交站点向西侧略微调整,能整体降低乘客的步行距离。

4.3.2 未辐射区新增公交站点

通常在城市核心区我们以300m的公交覆盖率进行要求,在下图的500m出行覆盖范围来看,依然

存在一些步行公交站较远的区域,特别是位于片区北侧的财富园办公区。从下图的空间分析可以明确的

指导我们应该在服务真空区域增加公交站点的辐射。

4.3.3 港湾或轨道等永久设施的慢行优化

当前城市公交站点均建议采取港湾公交站,故港湾公交站的位置调整存在工程的浪费。建议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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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出行点对公交站点选择分布 (部分站点示例)

图16 500m步行范围覆盖出行点

客流的方向分布,加强公交站点与客流之间的慢行联系,包括慢行道的改善以及增加共享单车等措施。
下图为研究片区财富中心轨道站的客流分布情况,从客流分布来看,主要客流集中在星光大道的南北两

侧,次要客流沿财富大道东西分布。故可通过在星光大道增加风雨连廊等措施提升主要到达客流的慢行

环境,而沿财富大道东西两侧增加共享单车停靠点,加强两侧客流与轨道站的联系,从而整体提升该轨

道站点的服务质量。

图17 财富中心站客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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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本文通过手机GPS数据和百度路径规划数据的结合精准识别某公交站的服务客流分布,从而指导

公交站点的优化。但应当指出的是,本文在公交出行方式划分中其出行时间和路径规划时间因记录时间

的差异,将会对数据结果造成一定的误差,还需进一步通过追踪个体的历史数据标记其出行行为特征从

而优化结果。
未来,随着城市管理进一步向精细化、智慧化发展,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精准识别问题

特征,将为城市交通管理提供更强大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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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TALs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分析———以杭州为例

李 渊 王 峰 李家斌

【摘要】 随着可达性规划理念的兴起,基于公共交通可达性概念的公交服务供给水平分析对于城市规划的重要性逐渐

显现。论文采用伦敦规划应用的PTALs框架,通过网络爬虫技术,结合高德地图API等实现杭州市轨道站点、线网、
地面公交站点、线网的多源数据的获取,利用Python进行多源数据融合、数据处理,并使用ArcGIS进行数据可视化,
进行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分析。同时结合杭州市商业、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住用地,对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和需求

的匹配度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PTALs;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杭州市

0 引言

在传统城市交通规划中,机动性是评价城市交通运行水平的重要指标,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

都作为城市交通规划改善的主要指标。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集聚水平的增

加,城市空间资源逐渐捉襟见肘,基于机动性的 “车本位”规划理念引起了反思,而基于可达性的规划

理念则逐渐兴起。
可达性从本质上来说是指个体完成空间活动的成本,主要可从四个维度对其进行描述,包括土地利

用维度、交通设施维度、服务时间维度以及个体属性维度。土地利用维度主要描述的是空间活动的起终

点 (居住点和目的地如工作地点、商场、医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之间的数量、质量以及空间分

布,其直接反映空间活动的供需基础;交通设施维度描述的是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设置形式、运

行方式等,其反映个体获取交通服务的成本;服务时间维度描述的是时间约束,主要反映交通设施的可

用时间、空间活动的时间冗余度等;个体属性维度主要描述个体的年龄、收入、教育水平、家庭情况等

基本属性,反映个体对于空间活动的出行费用、时间的偏好等。相对于偏向 “车本位”的机动性规划,
基于可达性的规划对于城市交通的解题思路则宽广了很多,其将解决思路拓展至用地布局、交通管理、
甚至交通环境。可以说,可达性不仅仅是一个交通规划的概念,也是一个城市规划的概念。

国内外城市在基于可达性的规划方面也有颇多实践,在诸多可达性应用中,伦敦公共交通可达性影

响最大,被广泛研究和借鉴。英国在1990年开始转变规划理念,从更关注 “机动性”规划转向更重视

“可达性”规划。1991年牛津大学交通研究小组发布研究报告 《交通:新现实主义》,首次对可达性的

重要性作出论述;1994年环境部与交通部联合发布 《规划政策指南:交通》(PPG13:Transport),在

其2001修订版中确定政策目标为在全国、区域、战略和地方层面全面融合交通规划与用地规划,可达

性成为交通系统与用地系统间的联系纽带;2003年社会排斥性研究组发布 《沟通:交通与社会排斥性

报告》,要求地方交通机构在2005年起的第二轮地方交通规划 (Local
 

Transport
 

Plans,LTP)中引入

全新的可达性分析框架。PTALs(Public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Levels)作为一种可达性分析指标,
本质上是在指定空间栅格尺度下对各栅格点的公交可达性的量化方法,偏向于从交通设施维度和时间维

度来反映公共交通的可达性,其主要针对该栅格点获取公共交通服务的过程,包括步行达到公交服务点

过程及在公交服务点中的公交服务获取便捷性等。其最早是在伦敦的汉默史密斯-富勒姆区 (Hammer-
smith

 

&
 

Fulham)试点,后来被深入和广泛地应用到伦敦的各种规划中,包括战略规划和区域规划等。
杭州市作为公交都市示范城市,公共交通在杭州市交通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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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公共交通资源的供给水平、空间分布状况都缺乏系统合理的分析,对公交供需关系的匹配性了解不

足,进而弱化对相关规划的支撑。本文拟基于伦敦PTALs分析框架,并进行适当的调整,通过采集多

源数据,并利用Python、ArcGIS工具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对杭州市进行系统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供给

分析。

1 多源数据采集与处理

1.1 多源数据采集

本研究需要获取杭州市内所有轨道站点的属性数据 (包括空间位置、所属线路、是否换乘等属性)、
轨道线网的运行时间间隔数据、地面公交站点的属性数据 (包括空间位置、停靠线路等属性)、地面公

交线路发车间隔数据等。
轨道站点和地面公交站点的属性数据主要通过高德地图的web

 

API获取,对于轨道站点,其返回

数据包含多个字段属性,包括名称、ID、线路、归属分区、经纬度等。轨道各线路高峰时期到站时间

间隔数据则通过相关部门获取。

表1 轨道站点数据结构

属性 数据内容

名称 火车东站站

ID BV10180630

线路 1号线;4号线

归属分区 江干区

纬度 30.291124

经度 120.212892

表2 轨道线路到站时间间隔数据结构

属性 数据内容

名称 1号线

运行时间间隔 2.25分钟

地面公交站点的返回数据包括站点名称、ID、站点停靠线路、经纬度等。各公交线路的发车间隔

则主要通过Python编写网络爬虫进行获取。

表3 公交站点数据结构

属性 数据内容

名称 吴山公交站

ID 330100011958020

线路
108路,212路,25路,288路高峰,35路,52H路,

大运河公交数字旅游专线3号线,51路,187路,327路

纬度 30.240433

经度 120.16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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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公交线路数据结构

属性 数据内容

名称 108路

发车间隔 正常情况下,单程60分,间隔6-10分

1.2 数据清洗

对于通过高德地图API以及网络爬虫所获取的轨道站点和地面公交站点的数据,需要对其进行数

据清洗,以清除无效数据和不完整数据。由于杭州市公交线路存在较多的不同时段的局部调整,因此存

在一些公交站点和公交线路的数据不匹配的情况,以及部分站点取消、调整等各类情况,需要对数据进

行多源校核和清洗,并做初步处理和GIS化。经过数据清洗和整理,最终得到92个轨道站点 (截至

2019年底)、8448个地面公交站点的多源属性数据、4条轨道线路以及1150条公交线路数据,其分布

情况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杭州市轨道及公交站点分布 (截至2019年)

图2 杭州市轨道及公交线网分布 (截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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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融合预处理

对于获取的杭州市轨道线网、轨道站点、地面公交线网、地面公交站点的数据,数据之间并没有形

成链接关系,在做后续的分析处理之前,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数据融合以及预处理。本研究主要使用

Python编写脚本,以轨道线路名称以及公交线路名称为索引,分别将将轨道站点和轨道线路数据、地

面公交站点和地面公交线路数据进行融合。

表5 轨道融合数据结构

名称 ID 是否换乘站 所属线路 所属分区
站点线路

运行间隔
站点经度 站点纬度

火车东站 BV10180630 是 1号线;4号线 江干区 2.25;2.75 120.212892 30.291124
… … … … … … … …

良睦路站 BV10780758 否 5号线 余杭区 8.5 120.007167 30.28564

表6 地面公交融合数据结构

名称 ID
站点停

靠线路
所属分区

站点线路

运行间隔
站点经度 站点纬度

吴山公交站330100011958020

108路,212路,25路,

35路,52H路,大运河公交

数字旅游专线3号线,

51路,187路,327路

上城区

6,10,4,

5,15,6,

10,5,10
120.163483 30.240433

… … … … … … …
骆家舍 900000071990017 427路 富阳区 20 120.113647 29.961779

2 杭州市公交可达性分析

2.1PTALs技术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参考了伦敦交通规划中的PTAL算法,并结合杭州市的特性对其进行了一些调整,
其技术方案主要包括9个部分。
1.定义POI,即兴趣点,是后续计算PTAL指数的各个位置点,本次规划为尽可能覆盖杭州市范

围内尽可能多的区域,以杭州市区最北、南的纬度及最西、东方向的经度为范围,以0.003度的经纬度

为间隔 (约300m),将杭州市区范围划分为超过20万个POI点的点阵。
2.获取杭州市所有常规公交及轨道交通站点的位置、线路及发车间隔信息等数据。本次研究中的常

规公交及轨道站点的位置、线路数据主要通过高德地图开发者api获取,发车间隔数据主要通过编写网

络爬虫爬取相关网站获取。
3.计算从POI到公交服务提供点的步行时间 (WT)。公交服务提供点主要包括常规公交及轨道交通

站点。步行距离为POI到周边公交及轨道站点的真实道路网络步行距离,同样通过高德地图开发者api获

取,并以步行速度4.8km/h计算步行时间。同时考虑到步行距离的限制,对于轨道站点,其搜索范围为

800m,即仅对POI周边800m范围内的轨道站点进行考虑,对于常规公交站点,其搜索范围为500m。
4.对于每一个公交服务点中的每一条公交或轨道线路,计算其服务平均等待时间 (AWT)。服务平

均等待时间即在高峰时间段乘客在该服务点等待该线路时间的平均值。由于乘客到站时间整体呈现正态

分布,因此其平均等待时间应为发车间隔的1/2,此外应考虑车次到站时间偏差。其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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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T=0.5×60f+K

其中,f为该线路高峰时段每小时的发班次数;K 为可靠性系数,即车次运行过程中的到站时间

偏差,常规公交取值为2分钟,轨道交通取值为0.75分钟。
5.对于所有POI,对在其搜索范围内的所有公交、轨道站点的所有线路计算对应的总体可达时间

(TAT),其计算方法如下:
TAT=WT+AWT

6.将TAT转变为等价的家门口的公交服务频率 (EDF),即将每条线路的步行时间计入公交等待

时间,计算从家门口出发的真实公交服务频率,其计算方法如下:
EDF=30/TAT

7.对于每一个POI,分方式计算其搜索范围内所有公交、轨道站点的线路的EDF值 (即轨道线路和

常规公交线路分别计算),其中最大值即为此方式最主要线路的等价家门口公交服务频率 (EDFmax),赋予

其权重系数为1,其余线路的EDF值权重系数为0.5,计算此方式的公交可达性指数 (AIm),公式如下:

AIm =EDFmax +0.5∑
其余线路

EDF

8.每一个POI点的PTAL值即为轨道的AI值和常规公交的AI值之和,
 

其计算公式如下:

AIPOI=K轨道 AIm轨道 +K常规公交 AIm常规公交

其中K轨道和K常规公交为轨道的AI值和常规公交的AI值的权重系数。伦敦规划中的PTALs计算并没有考

虑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线路之间的差异,其在计算中赋予了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同样的权重系数,都为1。

9.PTAL可视化制图。利用ArcGIS及Python技术,基于POI点阵的AIPOI值,进行插值绘制形

成杭州市公共交通PTALs图。

2.2 杭州市PTALs分析

本次研究参考了伦敦的PTALs算法,即轨道和地面公交采用了相同的权重系数1,计算杭州市的

PTALs值。同时PTAL值的分级间隔也按照伦敦算法分为9级,分别为0、0-2.5、2.5-5、5-10、10-
15、15-20、20-25、25-40、>40,并通过ArcGIS进行可视化,如图3所示。整体上来看,杭州市江北

PTAL值相对江南较高,其中江北老城区、萧山主城区、钱江新城、临平主城、临浦等地区PTAL值

处于较高水平,公共交通资源供给水平较高;而大江东、良渚、未来科技城、转塘等地区的PTAL值

相对较低,公共交通资源供给水平相对较低。

图3 杭州市PTALs值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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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各行政分区PTAL均值表

分区 PTAL均值

下城区 38.20

上城区 34.43

拱墅区 17.67

江干区 13.54

滨江区 12.53

西湖区 9.38

萧山区 4.40

余杭区 4.40

临安区 0.85

富阳区 0.77

市区均值 1.29

从行政区划上来看,上城区和下城区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其区域均值接近

最高等级;拱墅区、江干区以及滨江区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次之;西湖区由于存在西湖景区以及较

多的山区,因此PTAL均值也相对较低;萧山区和余杭区内部呈现明显的不均匀性,核心城区部分公

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较高,但由于存在较多的人口稀疏地区以及山区,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整体处于

较低水平;临安区和富阳区城区部分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尚可,但由于存在大面积的山区,因此

PTAL均值较低。
考虑到公共交通主要服务于密集人流量的设施和用地,而城市用地中商业、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住

用地为主要交通OD发生吸引点,是公共交通的主要服务用地。因此,对于杭州市商业、公共服务设施

以及居住用地结合PTAL分级进行空间匹配分析。

表8 杭州市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及居住用地PTAL分级占比

用地PTAL值分级 面积占比

0 3.4%

0-2.5 6.4%

2.5-5 12.3%

5-10 10.5%

10-15 13.4%

15-20 15.3%

20-25 12.6%

25-40 11.0%

>40 15.2%

合计 100.0%

可以发现杭州市的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及居住用地的整体PTAL值存在一个较为均匀分布的现象,
PTAL值大于20的———即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较高的———占比达到了38.7%,而PTAL值在10~
20区间的占比为28.7%,PTAL值低于10的———即公共交通供给服务水平较低的———占比为32.6%。

其中主城六区大部分的商业、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住用地的PTAL值都较高,低PTAL值区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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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杭州市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及居住用地PTAL值分布图

要集中于转塘、下沙等地区;萧山区中心城区用地的PTAL值同样较高,但周边地区如奥体博览城等

的PTAL值则有待提升;余杭区用地的低PTAL值地区主要集中于城西;临安区用地的低PTAL值区

域主要集中于青山湖科技城区域;富阳区用地低PTAL值主要集中于北部。对于这些低PTAL值的用

地,可以认为这些区域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与其需求不匹配,也是在相关规划中需要重点改善的

区域。

3 结语

本研究采用伦敦PTALs分析框架,通过多源数据采集、数据融合,结合Python进行数据处理,
通过ArcGIS进行可视化,并结合用地实现了对杭州市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的分析。结果表明,杭

州市主城六区整体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较高,供需关系匹配度较好;萧山区和余杭区次之,且存在较

多公共交通供需匹配度较低的情况;临安区以及富阳区则整体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有待提升,同样存

在较多公共交通供需不匹配的情况。

4 研究展望

本次研究中采用了伦敦规划中应用的PTALs算法,但伦敦规划中应用的PTALs并不考虑每个地

点到达目的地的能力以及不同公共交通本身特性如运量等的差别,因此以此方法计算的PTAL值可能

不能完全体现实际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考虑不同公共交通方式的属性差

异,如运量、运行速度、准时性、换乘便捷度等,调整不同公共交通方式之间的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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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典型街区轨道交通出行影响机理研究

高煦明 马 山 万 涛

【摘要】 街区是城市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城市街区的相关属性直接影响着居民的出行行为特征。近几年大数据获取手

段和处理方法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城市街区属性数据的批量化获取成为可能且愈发便捷,相关因素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机

理研究具备了良好的数据基础。本文基于此背景深入挖掘数据资源,以天津典型街区为例,探究街区属性特征与轨道交

通出行的关系和规律,总结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和数学关系。以新的研究角度,完善轨道交通出行与城市生活关系的理

论体系,为基于站点视角的微观交通规划的精细化开展提供技术支持,对具体站点因地制宜地开展 “一站一策”,精准

治理和未雨绸缪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典型街区;轨道交通;出行影响因素;精细化规划

0 引言

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工作的深入开展,多方合力打造 “轨道上的京津冀”,天津迎来轨道交通大

发展的契机,在建设 “轨道上的天津”的道路上加速前行。打造 “轨道上的京津冀”不能停留于项目的

宏观规划和建设,也需要结合对城市充分的认知,从每个站点的微观视角,开展精细化的规划和经营。
对具体站点因地制宜地开展 “一站一策”,精准治理和未雨绸缪。但是传统的轨道交通规划方法在诠释

轨道交通与城市生活关系、乘客的行为心理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需要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

进一步完善理论体系。故基于大数据资源开展此研究,以新的研究角度,为轨道交通规划等相关城市规

划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交通大数据的研究和分析工作近年来逐渐成为交通规划乃至城市规划工作中的热点和重点。在大数

据分析的过程中,“从理解生活的角度来研究交通出行”的观点被提出并广受认可。
街区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城市结构的基本组成单元。城市街区的相关属

性,尤其是生活或工作在街区内的居民的差异性,直接决定了街区及相关区域的交通出行特征的差异

性。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研究城市街区与交通出行的关系,尤其是街区尺度与道路交通出行等方面,但

城市街区中影响轨道交通出行特征的机理研究尚显匮乏。尤其是天津在这一领域本土化的规律研究尚为

空白。深入研究城市街区等微观层面对轨道交通出行的影响因素和相关机理,有助于精确定位轨道交通

的需求场景,给既有轨道线周边街区的发展提供微观层面的参考意见,是街区尺度精细化规划实现的有

力支撑,有利于提升天津市轨道交通系统的使用效率,提升客运量,解决当下面临的现状客流水平偏低

的问题和挑战。
本次研究即基于该观点,深入挖掘数据资源,以天津典型街区为例,探究街区特征与轨道交通出行

的关系和规律,总结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和数学关系。

1 典型街区的选取

此次研究,基于2017年天津市居民出行调查的数据。从中筛选出乘坐轨道交通的相关出行,统计

出行的起终点、到达离开轨道交通站的出行方式、乘坐轨道交通时的上下车站点,进而开展后续的所有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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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不同轨道站点的接驳规律并不相同,本章节先对中心城区的轨道站点进行分类,然后按类别

分析研究其服务范围的特征。

1.1 选取原则

通过分析梳理相关研究可以得到,城市街区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承载着城市公共生

活。当今国内城市干路在城市功能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基本遵循了以城市主要干路网络来营造

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的规划方法,因此由城市干路所围合的空间即成为构成城市整体空间的基本空间单

元;与此同时,街区的场所化属性也受到了重点关注,街区承载了日常最为集中的居民出行活动,为公

共生活提供了场所,是形成城市公共生活的基本核心单元。因此考虑上述街区特点,本文选取的城市街

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边界:街区边界通常主要由城市高等级干路、铁路或河流等水系或山体等自然地形等自然环境

因素所划定。
(2)组成:街区组成要素主要包含街道和街区单元,其中街区内的街道一般为生活性次干路或支

路,街区单元为建筑空间载体的地块;
(3)尺度:街区尺度应以满足人的基本活动需求为基准,满足适宜15分钟步行出行需求的尺度为

主要依据;
(4)功能:街区功能是城市形态结构的基本单元,是承载居民公共生活的基本单位,因此街区应当

具备空间与社会双重属性。
街区的选择依据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城市区位,如城市核心区、城市外围地区、城市中间地带,以及

不同的用地功能,如居住型街区、办公型街区和商业型街区等。每个街区具有不同的街区形态,出行环

境和地理区位。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街区,可为后期的出行影响因素分析和模式构建提供参考和

基础。

1.2 选取街区分布

本研究选取天津市中心城区内主要街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城市的不同区位和地段,以300×300m
 

为街区选择的基本尺度,结合现有的路网密度和街区开发利用现状,选取了6个典型样本街区,从居民

属性和街区属性两方面开展了详细的分析。

表1 各街区基本情况

街区编号 街区名称 形成年代 主要用地类型 主要道路

1 刘园 2010年 居住、医疗 辰昌路、龙门道

2 华苑 2000年 居住 迎水道、华苑路

2 屿东城 2010年 居住、商业 贺兰路、龙山道

3 体北 1990年 居住、医疗、商业 宾水道、环湖中路

4 小白楼 1990年 就业、商业 南京路、蚌埠道

4 南市 2010年 就业、商业 卫津路、慎益大街

其中,小白楼街区、南市街区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核心地区,其中小白楼街区建筑多数建设于
 

1990
 

年代,南市街区形成于2010年左右,功能混合多样,以商业办公为主。体院北街区位于天津市中

部地带,快速环线与中环线间,街区建成于1990年,属于早期传统社区,街道生活活动丰富,拥有丰

富的沿街底商和社区医疗设施。华苑街区形成于2000年左右,由大型居住社区和企业科技研发基地组

成;屿东城和刘园街区位于中心城区外围地区,为典型的城郊居住区,形成于2010年左右,拥有丰富

的商业和医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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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街区空间分布情况

1.3 街区属性数据获取

本研究涉及数据主要分为个体社会经济属性数据和街区空间环境属性数据。个体社会经济属性数据

包含年龄、个人收入等信息,主要来自百度慧眼数据;而街区空间环境属性包括街区所处的城市区位、
人口岗位数量、开发强度、用地类型、形成年代、距离地铁站步行距离、房价等多个要素的基本情况,
主要来自实地田野调查和网络数据的抓取。

1.3.1 个体社会经济属性数据

1.3.1.1 年龄

稳定的通勤出行行为需要有较为稳定的工作 (学习)目的。各街区居住人口多集中在18~42岁之

间,是主要的工作 (学习)群体。其中华苑和体院北街区居住人口平均年龄偏大,接近37岁。而屿东

城、刘园、新开发地区,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而小白楼街区虽形成年代较早,但多数人口已外迁,
用地功能已商业办公为主,平均年龄更为年轻。
1.3.1.2 月收入

华苑地区平均月收入最高,超过9000元/月,与居住在其中的中高收入人群有关,此外刘园、体

北、南市街区平均月收入较低,在6000~7000元范围水平。

1.3.2 街区空间环境属性数据

1.3.2.1 街区人口岗位数量

借助百度慧眼数据,精准定位各街区单元人口岗位分布情况并统计相关指标。其中各街区居住人口

方面,屿东城、刘园等街区人口规模较高属于大型居住社区,而位于核心区的小白楼和南市,由于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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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街区人口平均年龄

图3 各街区平均月收入

年大量人口外迁,居住人口规模较小。

图4 各街区居住人口情况

各街区工作人口方面,体院北街区人口规模工作岗位规模最高,与街区丰富的商业和医疗设施有

关,其余街区工作岗位规模接近。
1.3.2.2 用地性质

街区用地性质可通过街区各单元地块面积占比进行评估,如某一性质用地占比超过50%以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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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街区工作人口情况

认为该街区用地为单一性质用地,如街区内任意性质用地占比均未超过50%,则认为该街区为混合性

质用地,取排名前2名的用地性质为该街区的用地性质。
通过编写代码调用百度地图API接口,获取街区内相关地块边界 (Area

 

of
 

Interest,AOI),及相

关用地性质信息。

图6 Python语言调用百度地图API获取AOI

图7 通过AOI计算街区用地性质

1.3.2.3 用地开发强度

用地的开发强度通常用地块的容积率这一指标进行测算。结合调研街区的面积、现有建筑分布及层

数,可以粗略计算得出街区的建筑毛密度与毛容积率,有助于对街区开发形式 (高密度、低密度)以及

开发强度的分析。
通过ArcGIS对于现状地形图楼层数信息提取,获取空间建筑楼层信息,可以粗略计算得出街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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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容积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街区的开发强度。

图8 街区建筑楼层高度

图9 现状轨道车站周边容积率分布情况

1.3.2.4 建筑形成年代和房价

街区建筑年代及房价与出行方式选择具有较强相关关系。通过编写网络爬虫程序,抓取安居客网站

(房屋租赁网站)过于街区内房屋相关信息,包括项目名称、位置、建筑面积、建筑年代、单价等信息。

1.3.2.5 距离地铁站步行距离

居住区与地铁站的步行距离影响了轨道出行选择的决策,实际步行距离越便捷,选择轨道出行的比

例理应越高,因此分析居住区与轨道车站的实际步行距离,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编写代码调用百度地图API接口步行路径导航功能,获取居住区与地铁站间的实际步行距离,

评估轨道出行的便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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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房屋建筑相关数据信息

1.4 各街区基本情况汇总

将各街区划分为更细致的单元,并获取、处理、汇总相关属性数据。因论文篇幅限制,仅对刘园街

区和小白楼街区附上详细的划分图和数据表。

1.4.1 刘园街区

刘园街区位于中心城区外围地区,为典型的城郊大型居住区,形成于2010年左右,同时配套设施

完善,拥有丰富的商业和医疗设施。刘园地区拥有大规模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将刘园街区划分为11
个街区单元,统计各单元相关数据信息。

图11 刘园街区各单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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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刘园街区各单元指标统计

编号 单元
居住

人口

工作

人口

平均

年龄

平均

收入

用地

性质

步行

距离

楼层

高度

形成

时间
区位

轨道出

行率

1 刘园1 1153 5365 31.2 5116 4 459 3 5 1 0.28

2 刘园2 7138 1379 36.0 6175 1 1085 13 10 1 0.35

3 刘园3 1950 314 36.8 8985 1 1295 5 10 1 0.34

4 刘园4 682 615 30.3 6955 1 1415 13 2 1 0.30

5 刘园5 1946 498 35.1 8860 1 885 18 5 1 0.38

6 刘园6 2536 1219 35.1 7816 1 283 5 10 1 0.41

7 刘园7 5089 660 35.0 6621 1 672 5 10 1 0.39

8 刘园8 3705 1311 32.6 4990 1 1115 16 10 1 0.38

9 刘园9 3997 797 37.0 6752 1 1132 14 10 1 0.36

10 刘园10 5287 864 36.0 6229 1 888 14 10 1 0.39

11 刘园11 3107 556 35.7 6271 1 1289 5 10 1 0.38

1.4.2 华苑街区

华苑街区位于中心城区外围地区,形成于2000年左右,华苑地区拥有大规模居住人口,由大型居

住社区和企业科技研发基地组成。将华苑街区划分为7个街区单元,统计各单元相关数据信息。

1.4.3 屿东城街区

屿东城位于中心城区外围地区,为典型的城郊居住区,形成于2010年左右,拥有丰富的商业服务

设施。屿东城社区拥有大量的居住人口规模,整体收入位于全市中等水平。目前由于屿东城地铁站接驳

条件不便,造成部分街区单元轨道出行并不便捷。将屿东城街区划分为12个街区单元,统计各单元相

关数据信息。

1.4.4 体北街区

体院北街区位于天津市中部地带,快速环线与中环线间,街区建成于1990年,属于早期传统

社区,街道生活活动丰富,拥有丰富的沿街底商和社区医疗设施,街区内工作岗位需求较大。依

托于肿瘤医院地铁站,轨道出行比例较高。将体北街区划分为12个街区单元,统计各单元相关数

据信息。

1.4.5 小白楼街区

小白楼街区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核心地区,其中小白楼街区建筑多数建设于
 

1990
 

年代,功能混合

多样,以商业办公为主。近几年随着核心区的开发发展,大量人口外迁,街区内居住人口较少,工作岗

位占比较高。依托于小白楼地铁站,轨道出行占比较高。将小白楼街区划分为10个街区单元,统计各

单元相关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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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小白楼街区各单元分布图

表3 小白楼街区各单元指标统计

编号 单元
居住

人口

工作

人口

平均

年龄

平均

收入

用地

性质

步行

距离

楼层

高度

形成

时间
区位

轨道出

行率

1 小白楼1 153 2645 33.0 11821 2 536 57 5 4 0.61

3 小白楼3 1923 4457 30.8 8343 3 319 53 5 4 0.66

4 小白楼4 1047 3452 31.8 9363 2 417 47 5 4 0.69

5 小白楼5 123 280 32.4 8534 2 346 32 10 4 0.71

6 小白楼6 189 739 35.5 7219 2 293 31 10 4 0.74

8 小白楼8 151 1390 35.2 8690 3 480 47 10 4 0.65

9 小白楼9 65 839 36.3 6981 3 504 6 10 4 0.60

10 小白楼40 339 216 39.7 6936 1 434 18 10 4 0.64

1.4.6 南市街区

南市街区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核心地区,南市街区形成于2010年左右,功能混合多样,以商业办

公为主。依托于鼓楼地铁站,轨道出行占比较高。将小白楼街区划分为10个街区单元,统计各单元相

关数据信息。

2 轨道交通客流数据

此次研究主要使用2019年初地铁AFC数据、2018年乘客问询调查数据开展研究,并结合天津市

2017年居民出行调查数据、2018年手机信令分析数据等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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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地铁AFC数据

地铁AFC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数据,即地铁票务数据,包括分时段各站点进出站人数、
各时段全网出行起讫点矩阵、卡用户多日内的进出站时间和站点记录数据等三部分内容。

其中卡用户多日内的进出站相关记录需要进行一定的数据处理和挖掘。获取的原始数据为两周的卡

用户数据,具体包括脱敏后的卡编码、卡的种类、进站日期时间、进站站点、出站日期时间、出站站点

等字段。
基于通勤乘客 “常往返于固定的站点”的出行特点,可以从卡用户数据中识别通勤乘客。此次研究

通过对两周的卡数据进行处理,筛选出一周内不少于4天,存在往返于固定站点出行行为的卡用户,标

定其居住地站点和工作地站点,并统计其上下班时间等信息,开展后续分析。

2.2 地铁问卷调查数据

2018年5月我单位开展地铁乘客问卷调查,其中调查内容包括多个方面,此次研究主要引用其中

乘客信息和社会属性等内容。调查共收集本地居民答卷1.4万份,包括乘客信息内容有年龄、性别、学

历、年收入、所在行政区等内容。此次研究以行政区分组,分析了各行政区的乘客情况。

2.3 数据时间和对应运营线网状态

2018年天津地铁先后有三条线路开通,分别是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南段 (4月26日开通)、地铁5
号线 (10月22日开通)和地铁1号线东延线部分站点 (12月3日开通至李楼站)。三条线路均开通后,
全网运营里程为220km。此次研究所使用的地铁AFC数据为2019年5月数据,问卷调查时间为2018
年5月。乘客画像部分分析的主要数据时间对应于天津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南段开通后的网络,不包括

地铁5号线和地铁1号线东延线。街区客流特征与回归分析部分的数据时间对应于2019年的网络,包

含全部线路。

2.4 数据应用

相关数据主要用于确定街区中已划分的各个单元的具体轨道交通乘客数量,并计算得到轨道交通出

行分担率,以进行下一步的影响因素量化分析。

3 街区属性与轨道客流回归分析

本次研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以轨道出行率为因变量,街区的相关属性为自变量,开展数学

分析;结合使用SPSS软件,完成数学回归的相关工作。
根据获取数据的情况,共设置有7个自变量,获取有60余组样本。回归方程式拟定如下。
轨道交通出行率=α_1×平均年龄+α_2×平均收入+α_3×用地性质+α_4×距离轨道站步行距

离+α_5×楼宇层数+α_6×使用年限+α_7×区位位置+C
各组样本数据表格如下。

表4 回归分析数据表

街区

编号

居住

人口

工作

人口

自变量 因变量

平均年龄 平均收入 用地性质 步行距离 楼层高度 形成时间 区位 轨道出行率

华苑1 3725 1096 35.9 8971 1 945 5 10 2 0.34

华苑2 2966 1239 36.8 9597 1 373 5 10 2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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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街区

编号

居住

人口

工作

人口

自变量 因变量

平均年龄 平均收入 用地性质 步行距离 楼层高度 形成时间 区位 轨道出行率

华苑3 6666 1879 36.6 8490 1 1254 6 10 2 0.33

华苑4 3036 695 38.6 10427 1 680 6 10 2 0.36

华苑5 7642 2233 37.5 9534 1 918 6 10 2 0.34

华苑6 3991 1497 38.0 9849 1 2452 12 10 2 0.35

华苑7 3008 689 35.6 8195 1 2373 6 10 2 0.35

刘园1 1153 5365 31.2 5115 4 459 3 5 1 0.28

刘园2 7138 1379 36.0 6175 1 1085 13 10 1 0.35

刘园3 1950 314 36.8 8985 1 1295 5 10 1 0.34

刘园4 682 615 30.3 6955 1 1415 13 2 1 0.30

刘园5 1946 498 35.1 8860 1 885 18 5 1 0.38

刘园6 2536 1219 35.1 7816 1 283 5 10 1 0.41

刘园7 5089 660 35.0 6621 1 672 5 10 1 0.39

刘园8 3705 1311 32.6 4990 1 1115 16 10 1 0.38

刘园9 3997 797 37.0 6752 1 1132 14 10 1 0.36

刘园10 5287 864 36.0 6229 1 888 14 10 1 0.39

刘园11 3107 556 35.7 6271 1 1289 5 10 1 0.38

屿东城1 1422 1492 33.6 7975 3 914 4 10 2 0.30

屿东城2 3173 1263 37.1 9647 1 556 6 10 2 0.40

屿东城3 7446 2366 36.4 7743 1 281 6 10 2 0.48

屿东城4 9453 1533 35.7 6644 1 1126 14 10 2 0.35

屿东城5 942 804 30.0 6440 1 1082 22 5 2 0.34

屿东城6 2284 415 36.4 8787 1 865 6 10 2 0.36

屿东城7 3644 1227 37.2 9826 1 1023 10 10 2 0.34

屿东城8 2431 397 37.5 9257 1 1170 5 10 2 0.32

屿东城9 263 266 32.1 5690 1 1787 2 10 2 0.25

屿东城10 1642 340 30.7 8337 1 1438 22 5 2 0.25

屿东城11 4454 1185 35.9 8476 1 1349 5 10 2 0.26

屿东城12 5836 859 35.3 9922 1 1811 8 10 2 0.21

体北1 1817 10180 34.8 5659 4 43 20 10 3 0.40

体北2 2405 1698 37.7 5856 1 188 4 10 3 0.44

体北3 2707 853 38.4 6897 1 498 6 10 3 0.37

体北4 2586 655 38.3 7216 1 750 5 10 3 0.34

体北5 3502 1497 37.8 7195 1 748 6 10 3 0.34

体北6 1434 365 39.8 6805 1 1029 5 10 3 0.31

体北7 746 1060 34.0 7108 2 404 8 10 3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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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街区

编号

居住

人口

工作

人口

自变量 因变量

平均年龄 平均收入 用地性质 步行距离 楼层高度 形成时间 区位 轨道出行率

体北8 359 1398 34.5 6468 3 439 6 10 3 0.33

体北9 2679 1176 37.7 6412 1 645 5 10 3 0.37

体北10 5667 2091 36.1 6579 1 834 5 10 3 0.35

体北11 3026 1317 37.0 7302 1 671 6 10 3 0.37

体北12 3857 1753 37.3 6340 1 924 6 10 3 0.32

小白楼1 153 2645 33.0 11821 2 536 57 5 4 0.61

小白楼3 1923 4457 30.8 8343 3 319 53 5 4 0.66

小白楼4 1047 3452 31.8 9363 2 417 47 5 4 0.69

小白楼5 123 280 32.4 8534 2 346 32 10 4 0.71

小白楼6 189 739 35.5 7219 2 293 31 10 4 0.74

小白楼8 151 1390 35.2 8690 3 480 47 10 4 0.65

小白楼9 65 839 36.3 6981 3 504 6 10 4 0.60

小白楼10 339 216 39.7 6936 1 434 18 10 4 0.64

南市1 2832 8702 30.7 7999 3 93 5 8 4 0.74

南市2 36 63 33.5 5497 3 408 5 10 4 0.68

南市3 166 215 32.6 7344 3 523 3 10 4 0.64

南市4 285 716 35.6 5697 3 471 3 10 4 0.70

南市5 48 205 33.3 6798 3 232 3 10 4 0.71

南市6 257 447 37.1 4623 3 222 5 10 4 0.68

图13 回归分析曲线

经软件运算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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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出行率=-0.01043×平均年龄±0.000002×平均收入+0.009883×用地性质-0.000076×距

离轨道站步行距离+0.002808×楼宇层数+0.012993×使用年限+0.068608×区位位置+
 

0.535078
得到正相关因素包括:区位位置 (离核心区越近越好),楼宇层数,用地性质 (商业>就业>居

住),使用年限;负相关因素包括:距离轨道站点步行距离,平均收入,平均房价,平均年龄。

4 出行影响因素及相关性分析

回归分析中,T检验和F检验是用来判别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的主要方法。其中,F检验用来分

析多元参数统计模型,以判断该模型中的全部或一部分参数是否适合用来估计母体 (因变量)。t检验

推论差异发生的概率,从而比较单一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是否显著。
T检验的常用判断值为0.05,回归分析中P-value小于该值为显著相关。各自变量的P-value值和

相关性排序如表所示。

表5 回归分析自变量T检查数据表

回归系数 P-value 相关性排序

区位位置 0.068608 5.60E-05 1

步行距离 -7.60E-05 0.01341 2

楼宇层数 0.002808 0.032951 3

用地性质 0.009883 0.074671 4

平均收入 -2.00E-06 0.08239 5

使用年限 0.012993 0.168612 6

平均年龄 -0.01043 0.180851 7

小于0.05的因素为显著相关因素。各因素相关性以区位位置最为显著,平均年龄最不显著。显著

相关因素为区位位置、步行距离、楼宇层数三个因素。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将研究尺度精确到街区尺度,较以往交通模型精度更高。梳理了街区属性的获取方法,对街

区的属性和规定交通客流特征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得到回归方程式。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典型街区的各社会经济属性中,区位位置、距离轨道站点步行距离以及楼宇层

数是影响街区轨道交通出行率的三个最显著因素;同时与平均年龄、平均收入、房价呈负相关,与街区

使用年限呈正相关,业态上商业>就业>居住。
本课题还可以从以下角度开展进一步工作:此次所用数据源的精度受制约于手机信令数据的精度,

仍存在误差,待5g信令数据可以投入相关分析后可以得到极大提升。网络大数据仍存在一定的样本偏

差性,样本的扩样存在系统性误差。典型街区的数据量仍显单薄,下一步应研究更高效的批量化获取方

法,对全部街区开展研究,完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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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步行与自行车



黄浦江东岸公共空间共享单车管理对策分析

周晋冬 陈 龙

【摘要】 上海黄浦江东岸公共空间是融合漫步、跑步及骑行多功能的大型休憩开敞空间,是滨江空间重塑改造的典范,
但从交通管理角度,公共空间的性质不同于公园,规模较大且开放程度高,故需特别注意可能出现的内部共享单车混乱

无序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各类自行车流量及骑行者类型的调查,结合国内相似案例的经验,对其共享单车管理潜在

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内部共享单车总量控制和准入管理的总体对策,并提出 “加强准入控制及智慧东岸”等具体措施方

案,为其他大型公共空间内部共享单车管理提供指导性思路。
【关键词】 黄浦江东岸;公共空间;共享单车;配套方案

0 引言

2017年底,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黄浦江东岸滨江23km慢行通道、滨水休憩步道全面贯通,沿江

绿地已经基本建成;2018年底,通过特色主题演绎及文化项目建设,已初步形成亮点凸显、功能各异

的滨江区段,进一步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整体形成了 “一带、多点、多楔”的滨江绿地空间结构。
黄浦江东岸滨江公共空间内部贯通形成别具特色的跑步道、漫步道以及自行车骑行道 “三条道”,

将吸引非常多的各类健身休闲爱好者,但目前对于内部的骑行道尚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长效管理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针对东岸滨江可能出现的 “各类非机动车大量进入”、“共享单车无序管理”等问

题开展研究分析,提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1 现状调研及潜在问题

1.1 内部道路情况

目前,滨江东岸内部跑步道、漫步道、自行车骑行道 “三条道”已全线建成贯通,从北至南规划的

七个区段贯穿了杨浦大桥、新民洋地区、上海船厂、陆家嘴中央商务区、南浦大桥、世博园区、卢浦大

桥、后滩、前滩、三林、徐浦大桥等地区,沿江有许多重要的商务区、绿地和文化设施,具体可分为

15个节点 (见图1)。

1.2 出入口开放及流量特征情况

道路沿线大部分出入口已开放,分为常规出入口 (人行、自行车骑行进出)和人行专用口两类,未

限制进出自行车类型 (共享单车可进出),其中少量出入口配设岗亭和管理人员。
根据2019年3月调查数据,出入口流量分布特征如下:出入口自行车流量较少,共享单车及私人

车辆并存。另外,工作日和周末的沿线出入口流量分布情况也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如下:
(1)工作日出入口高峰时段流量

对于工作日,沿线出入口非机动车流量高峰时段为8:00-12:00,高峰时期人流量为50~90人次/
小时,自行车流量为20~30车次/小时。

(2)周末出入口高峰时段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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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浦东滨江东岸现状分段图

对于周末,沿线出入口非机动车流量高峰时段为10:00-18:00,高峰时期人流量为90~240人次/
小时,自行车流量为70~100车次/小时。

1.3 内部游客类型及特征

对滨江东岸内部三条道的游客进行现场调查并分析游客类型特征,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中老年活动者居多,其中包含个体骑行和组队骑行活动,特点是休闲骑行为主,速度较慢;
(2)少量专业骑行爱好者,其装备齐全,特点是骑行速度偏快;
(3)有部分家庭式 (带小孩)游玩,特点是主要以步行为主,且大部分集中在周末活动。

1.4 潜在问题分析

由于共享单车的野蛮生长,目前多数城市尚未规划具体的停车区域,且由于企业监管力度不足、景

区配套监管政策不健全等问题的存在,一旦共享单车在城市中大量投放,很容易导致共享单车塞爆景

区、无序泛滥等现象。
以杭州西湖为例,杭州西湖景区全长13.5km。早期对于共享单车持 “鼓励”态度,未对共享单车

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和管理政策,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骑行共享单车进入景区。随着共享单车使用量的

迅速增长,再加上缺乏相应的管理措施,加剧了景区的交通拥堵程度,让西湖景区瞬间 “沦陷”。基于

此,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城管委、西湖景区管委会四家单位联合发布了 《杭州市关于 “五一”
期间非机动车管理事项的公告》,对所有非机动车实行禁停、禁投放、禁骑措施,西湖景区的交通拥堵

和乱停乱放现象才得到明显的改善。
故针对黄浦江东岸公共空间,如不提前对共享单车进行管理对策研究,可能会导致出现以下问题:
(1)影响东岸滨江内部的正常秩序

(2)损害旅游环境及旅游品质

(3)对公共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目前,浦江东岸沿线开放空间处于初期,行人、自行车流量不大。随着沿线配套娱乐设施逐渐投入

使用,流量将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随着共享单车使用量的逐渐增多,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很可能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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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爆发。

2 类似案例分析

2.1 浦西滨江公共空间管理

目前浦西各区对于滨江公共空间的管理模式均不一致,且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具体管理情况如表

1所示。

表1 浦西各区对于滨江公共空间管理模式

所属区域 长度 (km) 管理单位 自行车进出管理方式

杨浦区 2.8 滨江集团 全部禁止

虹口区 2.5 北外滩集团 私人让进,共享单车不让进,电动车均不让进

黄浦区 8.3
城管成立专门的滨江中队,
和第三方聘用人员共同管理

设自行车道的区域让进,
不设的区域不让进

徐汇区 8.4 西岸集团 全部让进 (包括电动车)

2.2 绿道类自行车管理———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

武汉东湖绿道全长28.7km,目前不限制自行车进入,共有7个出入口,目前采取多方携手管理共

享单车停放的方式进行共享单车停放管理。
在景区开放运营初期,曾遭遇共享单车无序停放问题,后续该景区采取多方合力规范共享单车管理

的方式,对于景区共享单车实施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如:
(1)仍允许共享单车进入,不限品牌;
(2)东湖绿道公司组织专门队伍进行不间断停车管理 (每天15h);
(3)共享单车企业派专人驻守 (多家),负责规范集中停放,超量时及时外运;
(4)在东湖绿道驿站周边设置了12个公共自行车站点 (见图2),累计投放约1000辆公共自行车。
管理措施实施以后,景区共享单车无序停放现象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图2 东湖绿道共享单车规范停放点设置

2.3 公园内自行车管理———以东方绿洲 (青浦) 为例

目前,上海市内公园对于共享单车基本采取限制进入的措施,不允许私人车辆进入,且一般内部提

供多种租赁服务,仅供内部骑行使用。
以东方绿洲为例,其对于自行车管理办法为:禁止私人及共享单车进入,但内部提供自行车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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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现状租赁规模约为1000辆,并对自行车停放进行规范管理,提供多条线路 (短途、中途、长途)
和多种车型租赁 (单车、双人车、多人车),以适应不同人群和不同线路的使用需求。

2.4 专用道类自行车管理———以厦门空中自行车道为例

厦门市空中自行车道线路全长为7.6km,其设计峰值流量为单向2023辆/小时,设计时速为

25km/h,开放时间为每天06:30-22:30,且对于行人和电动车均采取限制进入的管理措施。
对于骑入自行车道的车辆,管理方与交警部门采取配套管控措施进行管理,具体管理办法为:完善

标识、启用广播和监控,出台详细规定、派警力执法。此外,交警也参与维持通行秩序,不定时安排警

力到空中自行车道上引导骑手文明骑行。

2.5 案例经验总结

结合各类型自行车道管理案例,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1)对于自行车道的管理,现在是东岸内部自行车管理规则建立的主动期,政府部门应与有关企业

一起,共商管治办法,制定自行车道长效管理方案,建立起应急机制与协同治理机制。
(2)现行各类型自行车道管理办法均没有上位文件,且管理办法不一,没有共识。基于此,有必要

对浦江东岸沿线自行车道进行深入研究,制定自行车长效管理方案。
(3)以先管理再实施方案的方法,尽可能对潜在问题进行预估,提前制定应急方案,问题发生后,

可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困局,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3 公共空间道路定性及使用对象分析

3.1 基于权属角度

滨江东岸内部道路是黄浦江东岸 “公共开放空间”的组成部分,滨江东岸内部道路不属于用于非通

勤的市政道路,也不属于专用道路 (非公园类的专用封闭空间),因此,不按照市政道路设计规范或公

园园路设计规范进行设计,相应的管理办法也无法按照既有的市政道路和园路进行。

3.2 基于功能角度

滨江东岸内部道路中的自行车骑行道,从功能角度上来说属于自行车专用道。控规[1] 中对滨江公

共空间非机动车行驶相关规定如下:
(1)对于可能超过15km/h的非机动车,如电动车、电踏车、变速自行车等,需采取限制措施。
(2)对于可能低于8km/h的非机动车,如多人自行车、儿童自行车等,也需采取限制措施。
(3)对于休闲骑行,需强调品质和安全,因此,有必要限制通勤、载货、快递、送餐等自行车

骑行。

3.3 小结

东岸公共空间道路的定性由控规、专项设计导则[2] 等明确,包括自行车骑行道的准入控制对象,
以及三条道的设计速度,并从道路功能角度出发,进一步明确了自行车骑行道的准入控制对象,总结

如下:
(1)根据道路定性情况的分析,对于自行车骑行道,仅供自行车通行,限制电动车、滑轮、滑板、

残疾人车等其他类型非机动车进入。
(2)自行车骑行道设计速度为8~15km/h,对于可能超过15km/h的非机动车 (如电动车、电踏

车、变速自行车等)、可能低于8km/h的非机动车 (如多人自行车、儿童自行车等)均需采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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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3)滨江公共空间内部道路功能定位为休闲骑行,因此需注重道路的品质和安全,限制通勤、载

货、快递、送餐等自行车骑行。
符合定性范围条件内的自行车类型:共享自行车、私人自行车,故仅从道路定性角度是允许共享单

车进入。

4 总体解决对策

4.1 总量控制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3],“景区接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
本次结合东岸滨江空间提出两种内部自行车承载量计算方法:

(1)按现状停车空间反算:
现状自行车停车位数量为x个,内部自行车有停和行两种状态,比例按照停 (1.5-2):行 (1),则

自行车承载量y=2.5x-3x
故东岸内部现状规划停车位点位40处,停车总数400个,则自行车承载量为400×2.5 (3)=

1000-1200辆。
(2)按行车空间反算:
骑行线路长度为x

 

km,自行车平均速度为v
 

km/h,车道通行能力为c
 

veh/h,负荷度 (服务水

平)为d,则自行车承载量y=x/v×c×d
故东岸公共空间沿线总长23km,自行车平均速度取8~10km/h,通行能力按照 《城市道路工程设

计规范》CJJ37-2012[4] 取平均值为1200veh/h,负荷度 (服务水平)按照该规范中的一级自由骑行标

准取0.4,则景区承载量为23/8(10)×1200×0.4=1104-1380辆。

表2 一条自行车道设计通行能力

机非分隔设施状况/
受交叉口影响情况

有机非分隔设施 无机非分隔设施

不受平面交叉口影响 1600veh/h~1800veh/h 1400veh/h~1600veh/h

受平面交叉口影响 1000veh/h~1200veh/h 800veh/h~1000veh/h

表3 自行车道路段服务水平

服务水平/指标 一级 (自由骑行) 二级 (稳定骑行) 三级 (骑行受限) 四级 (间断骑行)

骑行速度 (km/h) >20 20~15 15~10 10~5

占用道路面积 (m2) >7 7~5 5~3 <3

负荷度 <0.40 0.55~0.70 0.70~0.85 >0.85

基于上述两种计算方法,取相对较平均的值,建议东岸滨江公共空间内部道路自行车总量控制在

1100辆左右。

4.2 准入管理

(1)提高准入门槛,如车种、骑行者、车辆配备门槛等,对进入自行车道的非机动车、骑行者进行

限制。
(2)对于符合要求的自行车和骑行者,需以总量控制为基础,与单车企业合作,投放符合规定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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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专用车辆。可运用信息化设备,对车辆及公共空间进行智能化监管,如监控覆盖、智慧识别、过量预

警、过量管控等。
(3)对于管理方案的实施,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细化管理规定 (如:增加公共空间准入要求

等)、完善配套设施 (如设置停车区等)、增加风险提示标志等。

5 具体配套方案

5.1 加强准入控制及服务保障

5.1.1 提高公共空间进入门槛

控规中明确滨江东岸内部为自行车骑行道,从功能角度上属于自行车专用道,对此首先应禁止电动

车、滑轮、滑板、残疾人车等类型非机动车在自行车骑行道上行驶,同时对于自行车及骑行者也应提高

相应要求。
(1)提高车种门槛,提出以下三种方案,具体见下表4。

表4 车辆准入方案对比

方案一

(现杨浦滨江采用)
方案二

(现虹口滨江采用)
方案三

具体内容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禁止 禁止 允许1-2家

私人自行车 禁止 允许 禁止

优缺

点对

比

总量控制 容易 较容易 较容易

泊位需求 根据内部配套设置 潜在需求大 适量

停放管理 只有内部管理
政府派驻少量人员做好

私人自行车的停放管理

由企业自行管理,政府

派驻少量人员监督

内部空间政府管理成本 最低 较低 较高

32个道口需劝阻的

自行车类型
所有类型自行车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未被允许的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私人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

32个道口政府管理成本 一样高 一样高 一样高

整体形象

定制化骑行产品,特色

管理方式,开放度最低,
类似公园管理模式

较好,但需以规范管理

为基础,另限制共享自

行车无合理依据

较好,但需以规范管理

为基础,另限制私人自

行车无合理依据

(2)年龄限制 (强制性)
1)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5],自行车骑行者年龄需满12岁,未满12岁的上路骑行需家长看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四)未满十二岁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

行车、三轮车和推、拉人力车。”
2)专业团体活动需有条件 (如备案)才能进入,团体活动备案相关规定根据具体条件确定。
3)内部管理人员不得采取上述车辆进行巡逻管理。
4)活动策划企业需在活动前期进行风险评估分析,并在相关管理部门备案。
(3)骑行者需佩戴头盔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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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很多国家对自行车骑行者 “佩戴头盔”均有明文规定,如澳、美、加、新西兰等国均有立法规

定,骑行必须佩戴头盔,相关规定如下:
1)澳大利亚多个州法律规定,警察有权对未戴头盔的自行车骑行者处以罚款。
2)美国多个州立法案中明确骑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
3)加拿大过半省份规定骑单车必须戴头盔,否则将处以罚款。
4)新西兰规定骑行者必须佩戴头盔,否则将处以一定数额罚款。
我国交通法规规定驾驶排量50mL以上的摩托车,其驾驶员以及乘员必须佩戴头盔,但尚未对非机

动车使用者提出相关强制性规定,且一般人没有佩戴习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一项研究显示,自行

车驾驶人头部容易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在1990年7月1日关于骑自行车要佩戴头盔的法律正式生效以

后,该州头盔佩戴率从原先估计的31%上升到75%。在实施的第1年,骑自行车者头部受伤后死亡或

住院的人数下降了51%,相对应的头部未受伤的人数下降了24%;第2年,上述2个比例分别为70%
和28%。此外,国外总体自行车事故伤亡率相比国内也较低。事实证明,佩戴头盔可以极大减轻事故

对人体的伤害。
(4)提高车辆门槛

1)根据 《自行车安全要求》[6],车辆需设置前后及脚蹬反射器。我国自行车出厂时基本配有反射

器,包括目前的共享单车,这一条规定主要为夜间的骑行安全提供基本保障,同时,对老旧车辆 (反射

器损坏或缺失)起到限制作用。
2)车辆需配备自发光防炫目前灯,目前国外一些国家 (如德国、日本等)已将此项规定作为强制

措施,且规定所有的自行车车辆均必须配置,夜间 (或阴天)骑行时必须打开。

5.1.2 提升服务保障

对于符合要求的自行车,需以总量控制作为托底,根据设置的门槛完善内部服务保障,并采取一定

的管理措施,保障内部自行车总量不超过所设定的最大承载量。对共享单车采取限制但不禁止的措施,
可采取政企合作的方式,投放符合骑行门槛的内部专用车辆,具体方案如下。

(1)1~2家企业特许经营、高品质服务投放模式

通过公开招投标,以特许经营方式授权企业经营,并对投放数量进行控制,采用特许经营模式,打

造浦东东岸特色自行车服务。
(2)投放车辆需符合相应骑行门槛

初期车辆的投放规模需适度控制,满足内部空间承载能力;投放车辆必须配置基本的安全设施,如前

后反光器,夜间用车配置自发光前灯等;配套车辆需提供头盔租赁服务,如采用佩戴头盔进入的规则。
(3)对于车辆管理需有针对性方案

将车辆管理方案、车辆借取的方便程度、体验感、可控性、管理成本作为竞争附加条件;将车辆的

后续养护承诺作为车辆投放竞争附加条件。

5.2 建设智慧东岸管理系统

以智慧东岸为依托,实现对内部情况掌控、总量的及时控制、内部秩序的有效管理。具体有以下

措施。
(1)加强监控以及综合指挥平台,如图3所示。
(2)对于市场开发和活动策划需备案管理。
(3)采用大数据进行客流监控。包括手机大数据和探针、监控、人脸识别、客流采集器等途径收集

的大数据 (见图4)。
(4)智慧发布及控制系统。提供信息发布、信息互动、信息拓展功能,如:公共广播系统及紧急呼

叫系统、灯光控制系统 (尤其是夜间)、环境监测和控制系统 (可使用高清球机进行后台监控,掌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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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相关管控措施及指挥平台

图4 客流采集器和人脸识别系统

入口及重要节点的实时信息)、电子围栏系统等。

5.3 其他建议

5.3.1 制定细化的管理规定

提出针对 “三道”(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的通行规范,增加自行车准入要求以及自行车使用

倡导建议。

5.3.2 完善配套设施

(1)停车区分布位置应合理

目前停车规划点位平均间距约为600m,且基本分布在主要驿站附近、主要景点附近和主要出入口

附近。
(2)停车管理方式 (特许经营)
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专人值守,其具有管理成本较高的缺点;互联网技术,目前技术尚需完善。

5.3.3 危险区需提示到位

(1)宽度收窄

宽度收窄处多为骑行道不同设置形式对接处,常见变化为4m变3m。一般收窄如:民生码头绿地

独立骑行道接综合道时,骑行道宽度由4m变3m,极端收窄如:船厂绿地存在一处宽度突变,骑行道

宽度由4m变2.7m。在宽度收窄上游区域设置提醒标识牌 (见图5)。
(2)陡坡处

以纵坡大于2.5%作为危险提示识别指标。根据专项导则,骑行道纵坡范围为2%到3%为宜,不

超过8%。根据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非机动车纵坡宜小于2.5%,且坡长不宜超过

300m。如:杨浦大桥区域绿地存在7.9%极限纵坡的情况。
(3)交汇点

现状通过铺装变化来标识,且骑行道与广场、跑步道、慢步道均可能产生交汇。三种交汇情况下需

要设置警示牌,包括骑行道与广场交汇、骑行道与跑步道交汇、骑行道与漫步道交汇 (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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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宽度收窄上游区域设置提醒标识牌

图6 交汇点前方设置提示标志牌

6 结语

随着上海城市发展迈入转型升级、存量更新的新阶段,黄浦江东岸承载了上海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

升、生态环境优化和文化功能集聚等诸多诉求。故有必要在大型公共空间发展前期制定共享单车管理方

案,对内部骑行道提出具体管理策略,保障安全有序的慢行休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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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自行车系统实证导向性的规划方法研究

吴俊荻 王韡 朱林艳

【摘要】 自行车出行是绿色交通的重要一类,但自行车系统的规划建设往往缺少针对性的实证分析,自行车道通常是

随着道路建设同步实施的,从而存在骑行设施标准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伦敦的交通发展战略计划将伦敦打造为全世界

骑行最友好的大城市,并且自2010年开始,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伦敦自行车网络规划,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基础设施模型,有效提高了伦敦整体的日均自行车出行量。重点梳理自行车规划实证研究的

主要内容,包括骑行社会经济效益、骑行障碍分析、骑行潜力分析、设施实施效果评估等,分析其对系统规划的引导作

用,总结相关方法的经验,及研究意义。
【关键词】 伦敦;自行车系统;规划方法;实证导向

0 引言

作为一座空间尺度大的城市 (面积约1570km2),伦敦的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较大,15km以上的

小汽车出行占50%以上[1],其发展自行车交通的实践较为艰难。2000年左右,伦敦日均骑行出行次数

仅32万人次,只占全部出行的1.5%左右[2]。但近年来,伦敦通过实证为导向的自行车规划方法,充

分理解和分析了其自身的交通出行需求,针对性地提出与城市空间结构相适应的自行车系统,实施了以

自行车快速路、宁静道路为主的骑行路线项目,改善自行车基础设施,推广公共自行车的使用。至

2016年,伦敦每天骑行出行次数约为73万次,相对于2000年增长了131%;工作日早高峰,伦敦中心

区,骑车人的数量增长了223%,同时,开车出行的人数减少了57%[2]。为维持自行车良好的发展势

头,并实现伦敦市长交通战略中提出的目标———到2041年,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车三种绿色交通的

分担率的占比由目前的64%提高至80%,伦敦交通局于2018年发布了 “健康街道”体系下的 《自行车

系统实施规划》,继续拓展并统一伦敦的骑行网络,并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提升骑行 (包括自行车、三轮

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自行车)的便捷度和安全性,对系统的优化和完善有了更为全面的阐释。
相比自行车蓬勃发展北欧城市,如荷兰阿姆斯特丹 (220km2)、丹麦哥本哈根 (88km2),国内大

城市的空间尺度与伦敦更为类似,且均形成了以轨道、公交为主的多模式交通协调发展的交通系统。因

此,伦敦自行车系统以实证为导向的规划方法和经验,对我国城市自行车系统的优化和完善具有借鉴

意义。

1 实证研究在伦敦自行车规划体系中的内容和作用

伦敦交通局从2010年开始针对骑行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实证研究,全面、有针对性的了解骑行人

群的特征、需求和流量等实际数据,为2018年的自行车系统实施规划的全面制定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1.1 实证研究的主要内容

已开展的骑行基础研究主要包括骑行需求特征、骑行流量特征及设施影响监测、骑行对社会经济的

影响等三大方面。
其中,对骑行需求特征的研究,一是依据伦敦居民全方式出行调查数据对潜在的骑行需求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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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该数据是由伦敦交通局从2005开始每年对8000户左右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获得[1]。二是定期通过

电话、网络和现场的访问,对骑行人和非骑行人的态度、感受和意见进行调查,样本数量约2000个

左右[3]。
而骑行流量特征研究,则在伦敦中心区及其他重要的道路上,设置了约2500个观测点,采用计数

和摄像的方式,对骑行流量进行常年观测。2017年,在路网数据、骑行需求数据、网络调查数据、手

机信令数据等大量数据的积累下,伦敦交通局建立了Cynemon伦敦自行车网络模型,该模型可在战略

层面上估算整个伦敦的自行车路线,路程时间和流量,从而对骑行线路的安排和政策进行评估[4]。

1.2 实证研究的主要作用

图1 伦敦自行车规划研究体系框架图

这些研究不仅为实施规划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也从多个角度证实了鼓励骑行对社会健康发展的必

要性。
骑行需求特征调查细致分析了伦敦潜在的骑行人群、他们骑行需求的空间分布,以及阻碍更多人骑

行的障碍,其研究结论是规划策略、方案的有力依据。
骑行流量监测通过项目实施后采用监测点数据与模型数据对比分析,也是对骑行行为的进一步了

解,以对后续规划进行修正。此外,该模型还提供针对区域自行车可达性 (CTAL)的评估,也是相关

规划分析的重要依据。
骑行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从产业、医疗、住房市场等多个方面分析了骑行推广将带来的效益,

既强调了自行车规划的必要性,也为后续项目投资计划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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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证研究结论及对自行车系统规划的引导

在诸多实证研究成果中,对后续规划最具指导意义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不仅为伦敦自身的自

行车系统规划指明了方向,也对同类型大城市的规划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1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与规划目标

2.1.1 量化的骑行经济与社会效益分析

骑自行车人数的增加给英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多方面、连锁的,从全社会角度,可以减少在

健康和环境危害方面的数十亿花费;从城市层面,自行车道可以提升城市中心区活力,增加零售业销售

额 (多达30%);从企业角度,可以促进员工健康,减少由于生病的缺勤次数 (约27%);从个人角度,
骑行的花费较少,可以被更多人接受[5]。据统计,2010年自行车对英国经济的总贡献为29亿英镑。考

虑自行车制造、自行车及配件零售和就业等因素,每位骑行者每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可达230英镑[6]。

表1 骑行经济效益分类

角度 社会 城市 企业 个人

空间

拓展

提升高峰期道路通行能

力5%

提升临街和中心区零售业

销售额30%
吸引更多的业务和员工 —

用户

培养

减少由于健康问题和环境

危害方面的花费数十亿
—

减少由于生病的缺勤次

数27%

骑行花费少,可以提高

更多人的出行便捷度

而公众健康的分析显示,伦敦外围的区域,小汽车出行占主导地位,人们往往更少进行身体锻炼。
据估计,由于英国人不运动而带来的医疗成本每年约7.6亿英镑,且预计80%的男性和70%的女性将

超重[6]。如果每人每天至少骑车或步行20分钟,将降低1/6由于各种疾病造成的早死人数,且在未来

25年内可以节约17亿的医疗花销[5]。
这些量化的经济社会效益分析不仅能更直观表现推广自行车交通的必要性,也为规划目标的制定指

明了方向,即要从骑行空间环境的优化和用户群体的拓展两方面追求提升。

2.1.2 “骑行最友好大城市”的规划目标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伦敦自行车实施规划将自行车系统的规划目标总结为:把伦敦打造为世界上

“骑行最友好的大城市”。其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对市民而言,需要在伦敦的街道上提供完善的骑

行网络,让任何想选择骑自行车出行的伦敦人都能自信而舒适地骑行,实现每人至少20分钟步行或骑

行的目标;二是对城市而言,要实现80%出行都由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完成的目标,让骑行帮助

伦敦的交通更有效率、更少拥堵、更可达,空气质量和城市繁荣度都进一步提高。
为明确该目标,规划采用 “自行车网络覆盖人口比例”这一指标进行量化,较好的将空间拓展和用户培

养两方面的要求结合了起来。规划到2041年,让70%的伦敦人住在距离自行车网络400m范围内。近期的阶

段性的目标是,到2024年,该指标由2017年的8%提升至28%,日均自行车出行量由70万提升至130万[7]。

2.2 骑行障碍调查与规划策略

2.2.1 细分阻碍人们选择骑行的障碍

现有骑行人群数据显示,63%的骑行者为男性,64%的骑行者为白人,而24~44岁之间的人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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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段[8]。但骑行潜力分析显示,女性、少数种族,以及更年轻和更年长的人群同样有

很高的骑行可能性。因此,找到阻碍他们骑行的原因,是促进骑行量增加的必然要求。
通过定期调查市民对骑行的态度和认知,伦敦交通局发现阻碍人们骑行的障碍主要有几个方面:一

是安全性,约有一半的伦敦人担心骑行发生交通事故而不骑车;二是运动强度,约有20%不骑车的伦

敦人认为他们年纪太大或体力不适合骑车;三是骑行信心,由于对骑行环境、规则、路径的不熟悉而不

选择骑行;四是便捷度,30%不骑车的伦敦人更愿意选择其他交通方式;五是身份认同,约一半伦敦人

认为自己不像是骑行者,而实际上任何人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装备都可以骑车;六是骑行机会,约45%
的家庭没有车辆可骑;七是设施缺乏,16%的伦敦人由于没有好的骑行路径和停车场地而不骑行[8]。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打破骑行的障碍而言,改善人们对骑行的认知和骑行的社会环境,与优

化空间上的物理环境同样重要。

2.2.2 针对障碍的多角度规划策略

针对调查得出的骑行障碍,以及 “健康街道”以人为本的规划原则,伦敦自行车规划总体提出了三

大策略。

图2 系统规划策略及其涵盖内容框架图

一是关于路线空间,打造适宜骑行的街道,建设新的骑行路径、改造更加安全的交叉口、各区主导

的自行车网络延伸。二是关于骑行流程,让骑行车辆更易获得,出行更加方便,提供更多共享单车和自

行车停车场,建立数据库,方便更多人使用APP来规划行程。三是关于用户群体,为所有的市民改善

骑行环境,组织骑行训练、社区资助、以及庆祝骑行的活动,来带动市民的骑行热情。

表2 骑行障碍与规划策略对应解决关系[8]

骑行障碍
骑行规划策略

完善骑行空间 优化骑行流程 扩大骑行用户群体

1.对安全的担心 √ √

2.对体力的担心 √

3.没有信心 √ √ √

4.骑行不够方便 √ √

5.不认为自己是骑行人 √

6.没有车骑 √ √

7.缺乏骑行设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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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骑行障碍与规划策略的对应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出,仅依靠完善骑行空间是不能解决所有骑行障

碍。常规的自行车系统规划往往偏重骑行空间的布局,而忽视骑行作为一种城市公共服务的全流程的优

化。相比之下,伦敦自行车根据前期有针对性的骑行障碍分析,构建了更为完善的规划策略体系,加强

了骑行流程优化和用户培养方面的内容,不仅能促进骑行空间通行能力的有效发挥,且为未来自行车系

统的不断优化提供了长效的工作机制。
以优化骑行流程的策略为例,2019年,伦敦交通局启动了Cycling

 

Infrastructure
 

Database(CID)
项目,这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最全面的自行车基础设施数据库。其中,收集了伦敦每条街道的数

据,编目了近14.6万个自行车停车位,2000多公里的自行车道,5.8万个单车标志及道路标记[8]。同

时,交通局与各行政区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在新基础设施交付时保持数据的更新,并为数字骑行地图

等应用的持续更新完善打下基础。CID数据库的建立既给出行者提供有效的指引,也能给伦敦未来的规

划和投资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而在扩大骑行群体的策略中,伦敦交通局组织开展了一项名为STARS(Sustainable

 

Travel:Ac-
tive,Responsible,Safe)的项目,通过学校、托儿所和大学激励年轻人转变出行方式,采取可持续的、
负责任的和安全的方式去上学。据统计,采用STARS计划的学校,往返学校的汽车出行平均减少了

6%,而绿色 (步行、骑行、公交)的出行增加了4%[8]。

2.3 潜在骑行需求特征研究与骑行空间布局

骑行空间布局的基础是骑行需求的实证研究。伦敦交通局构建了一个综合多因素的骑行需求预测模型。
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常规的基于人口和岗位增长的背景骑行量的预测;二是基于现状和未来骑行特征,
对其他交通方式潜在的骑行转移量的预测;三是基于自行车网络规划方案带来的骑行需求增量预测。

预测工具是伦敦交通局建立的Cynemom自行车网络模型,其中融合了伦敦交通局路网的GIS数

据、Openstreetmap数据、全方式交通调查数据、公共自行车出行OD数据、伦敦中心区交通枢纽数

据、手机信令数据、网络调查数据,以及道路各种属性的赋值,如:道路类型、骑行设施状况、公交车

道、交通流量、坡度等。其中,最有针对性的数据研究,即潜在骑行需求的人群和空间特征分析[4]。

图3 Cynemonm模型骑行需求预测过程

2.3.1 潜在的骑行需求的人群与空间特征

与传统的单纯基于出行OD进行交通预测相比,伦敦自行车需求预测,重点考虑了其他交通方式可

能转移到自行车出行的潜在骑行需求。
2.3.1.1 潜在骑行增量

骑行潜力研究是以全方式交通出行调查数据为基础的。通过条件筛选其他交通方式可能转移为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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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行量。主要筛选标准有:出行是否载物;出行距离是否大于8km;转换为骑行后,出行时长是否

会增加20%以上;出行者年龄是否在5~64岁之间;出行时段是否在夜间;出行者是否为残疾人;出

行者是否采用卡车、飞机、船等不可能转换为骑行的出行工具[9]。
通过分析,伦敦2010年每日1850万次出行总量中,约有430万次有可能转化为骑行出行,占现有

机动化出行的34%。至2016年,每天有817万的机动化出行 (包括小汽车、摩托车、出租车)是可以

转换为自行车的,其中,60%是小汽车出行,其中,647万可以在20分钟以内用骑行的方式完成[9]。
上述数据说明,未来伦敦潜在的骑行增量非常可观。
2.3.1.2 潜在骑行人群特征

为研究潜在骑行人群特征,骑行市场分析把伦敦的家庭分成了7个类型,结合出行需求和骑行态度

调查,对不同类型家庭的骑行潜力进行了排序。骑行可能性从高到低依次是 “城市生活型”、“年轻夫妇

家庭”、“高收入专业人士”、“郊区生活型”、“经济拮据家庭”、“手工贸易型”、“舒适成熟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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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伦敦7类型家庭空间分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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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伦敦骑行市场倾向空间分布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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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居住在伦敦中心区和各区城镇中心的 “城市生活型”人群的骑行潜力最大,潜在骑行量约为

90万,其次是 “年轻夫妇家庭型”,潜在骑行量约为60万[9]。而结合不同家庭的空间分布,可以明了

的判断骑行潜力更大的区域。
2.3.1.3 潜在骑行的空间分布

同样是以全方式交通出行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潜在骑行量的筛选,进一步对潜在骑行需求的出行

OD进行分析。从自行车出行的整体空间分布看,外伦敦区域未来潜在的骑行数量较多 (54%),而内

伦敦区域的骑行密度较高,总量约占27%,跨区域的骑行量约占19%左右,包括伦敦以外和内外伦敦

的跨区域骑行[9]。结合数据分析可得,出主要的骑行起讫点与城市的空间结构关系密切,主要分布在中

心区、以及各区的城镇中心,明确了下阶段骑行路线的空间布局的规划方向。

图6 伦敦潜在骑行出行的空间分布 (右上出发点分布,右下目的地分布)[9]

2.3.2 自行车网络的空间结构和实施内容

Cynemom模型将基于路网特征数据、现状和潜在骑行流量,分别识别出了全网最具潜力的骑行路

线和亟待安全改造的路口。从而提出了全面建设全伦敦范围内的新自行车网络,包括穿越城市的主干线

路、改造更加安全的交叉口和各区主导的自行车网络延伸。

图7 自行车网络空间布局的分析过程

整体的自行车网络结构如图所示,主线道路是自行车快速路 (Cycle
 

superhighway),大容量,有

独立的空间,大部分位于主要道路上,以服务跨区域的通勤者为主;另一类重要连接线是宁静道路

(Quietway),稍微慢速,但路径也很直捷,一般位于交通流量小的支路,以服务休闲出行为主;伦敦

中心区,打造高密度、高品质的线路网络,并融合汇入中心城区的自行车快速路和宁静道路 (包括已建

成的南北、东西向的自行车快速路),服务高密度的骑行需求;而外围规划三个 “小荷兰”区域,分布

在外伦敦南部和北部的三个区,主要集中在相当小的区域内打造骑行友好的城镇环境,循序渐进的改变

郊区地带过分依赖机动车出行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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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伦敦骑行线路潜力分析图[9] 图9 伦敦自行车网络结构示意图[4]

不同线路的骑行潜力进行排序,还为后续的建设计划的安排提高了依据。规划的新骑行线路共计划

450km,结合道路实际情况,部分线路通过在现有道路上增加隔离来布置,部分线路是与低交通量的车

行道共享空间,且行人和自行车拥有优先的路权[9]。
同时,在节点的优化方面,通过安全路口计划,跟踪危险路口,并进行改造,降低路口的危险系

数,提供更安全的过街方式。伦敦交通局经过分析,已识别出73个最需要改进的交叉口[9]。此外,还

计划增加过泰晤士河的自行车专用通道,方便人们选择更直捷的路径,如在罗瑟希德和金丝雀码头之间

增加过河通道。

2.4 实施效果评估与导则标准的更新

2.4.1 设施建设的影响监测

设施建设的影响,从宏观层面,包括新设施建设,对总体骑行流量和骑行特征的影响;从微观层

面,包括各种新的技术措施对骑行行为的影响。
总体来看,伦敦日均骑行总量增加的趋势是较为明显的 (从2000~2016年增加了131%)[2]。尤其

是,2016年东西和南北两条自行车快速路的建成通车后,有效的分担了早高峰的交通压力。以南北向

快速路上黑衣修士桥路段为例,增加有隔离的自行车道后,每小时的客流量比自行车道前增加了5%。
与单位面积的车行道相比,有隔离设施的自行车道每小时的客流量是主要行车道的5倍。根据伦敦交通

局的交通模型测算,只占道路空间30%的两条自行车快速路,能够在主要拥堵地点运载近50%的出行

人数[2]。说明以自行车快速路为主线的自行车网络,可以有效促进骑行出行、提高交通效率。
然而,根据2019年骑行趋势分析,在总体骑行流量增加的情况下,骑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化不

大,仍以白人、男性、25~44岁、家庭收入7.5万英镑以上的人群为主[2]。进一步说明,空间设施的

更新对骑行群体的扩展作用仍然有限。需要更加注重设施的安全度、吸引力和包容性,对设施的设计和

运管标准进行动态更新。
此外,微观层面,通过对各类基础设施的新型设计方案的监测调查[11],进一步验证了这些设施在

改善骑行安全、提高骑行优先权等方面的作用,并为后续设计的优化和改进提供了思路和依据。

2.4.2 骑行设施的设计导则和质量标准的更新

为实现更安全、更包容的骑行环境,伦敦交通局于2015年发布了 《The
 

London
 

Cycl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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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LCDS)伦敦骑行设计标准》,2019年进行修订。更新后的LCDS首次引入了伦敦新自行车

路线的质量标准,包括骑行空间的宽度、骑行空间与路边装载空间的协调、共享街道的交通量和车速标

准等。它们将指导新自行车路线的发展,和整个网络预期质量的一致性。同时,它们也与伦敦 《健康街

道设计导则》的指标相对应,用来判断如何改造街道让它变得更好。
实施评估与标准更新的研究,使伦敦骑行系统具备了不断优化完善的机制。

3 伦敦自行车系统规划实证导向性研究的经验与启示

强调实证导向的伦敦自行车系统规划,构建了丰富、完善的自行车出行特征研究体系。其中,值得

借鉴的经验主要有,针对自行车需求特征的研究分析方法,以及实证研究对后续自行车系统规划策略的

指导意义。

3.1 实证研究的方法总结

3.1.1 传统调查手段与大数据平台的融合

自行车系统属于交通专项类规划,从研究的方法来说,除了需要宏观的大数据分析外,更需要对

中、微观的数据进行研究,如分方式出行OD、分车型路段流量等。虽然,目前国内多家共享单车公司

掌握如骑行量、出行距离、出行时间等用户使用数据,但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全面反映骑行特

征。从伦敦的各类骑行数据的调查方法来看,监测点分车型的流量调查、长期的出行问卷调查等传统的

调查方式仍然是研究中非常关键的手段。因此,只有传统调查与大数据平台两种手段相互融合,才能更

为精准的分析每个城市不同的骑行需求特征。

3.1.2 意愿调查与数据统计相结合

就调查分析的内容而言,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客观的流量数据;二是主观的各类人群的态度和意

愿。客观的流量、流向数据,可以直观反映人们的出行需求、对现有骑行设施的接受程度。就自行车出

行而言,不同人群的出行体验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别,而主观的态度和意愿,则更能反映现有的问题和障

碍,反映潜在的需求,从而指导规划优化的方向。因此,定期的、多角度的意愿调查,与客观的数据分

析需要相互结合,为自行车系统的规划提供更为精准的骑行特征反馈。

3.1.3 重视其他相关研究数据的关联分析

就研究领域而言,要全面理解骑行,不仅需要了解自行车交通本身的特征,同时,也需要了解其他

交通方式现有的特征和可能存在的变化,更需要了解骑行活动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以伦敦自行车

相关研究为例:机动车出行特征可推测潜在骑行需求;住房和其他物业的开发量可预测骑行量的背景增

长量;而与骑行相关的经济效益分析、健康分析等数据,能进一步对比骑行出行与其他交通方式在同等

投资下的社会经济影响,为规划决策提供依据。因此,重视相关领域的数据研究,也是进一步深化自行

车系统规划方案的必要手段。

3.2 实证研究对自行车系统规划的意义

就伦敦自行车系统规划的研究过程而言,骑行设施的规划经历了从绿道、快速路、宁静路到全市骑

行网络,从单一到全面的实践历程,而围绕自行车系统开展的实证研究却始终保持全面、多角度的分析

视角。实证研究的角色,也从支撑规划内容的被动角色,转变为引导规划方向、结论的主动角色。其对

于自行车系统规划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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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结合需求特征,提升规划项目的针对性

相对单纯的目标导向下的骑行项目建设来说,伦敦自行车项目建设更加具有针对性。例如,2014
年,伦敦对开展了4年的绿道项目进行评估分析后,发现虽然穿越公园、绿地的绿道范围内骑行流量上

升了18%,但主要骑行目的是休闲,对提升通勤出行的比例并没有明显的作用[12]。此外,研究显示鼓

励休闲骑行可以帮助人们克服人们尝试骑行的心理障碍,但休闲骑行并不是一个过渡手段,还需要多样

化的方法,来帮助通勤骑行克服各种障碍[13]。
因此,2014年后,伦敦交通局即终止了绿道项目,转而将重心放在服务更多人跨区域出行的自行

车快速路和宁静道路,以满足更多的日常通勤骑行需求出行。

3.2.2 多角度分析研究,提高规划的系统性

从用户、流程、设施等多角度的分析研究,有助于自行车网络自成体系,而非完全根据道路等级布

置分段的非机动车道。或者仅考虑了局部出行需求的自行车专用道。同时,从需求频率角度,提出的路

线骑行潜力分析,也为后续建设计划的统筹安排提供了依据。可以避免项目选择和实施时序安排不当,
从而影响系统效益的发挥。

3.2.3 长期数据跟踪,动态反馈评估,增强规划的时效性

骑行出行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其他方式较多,因此,规划项目的实施更可能出现前期难以预料的结

果。伦敦自行车规划反馈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机制,既能通过实际流量与模型流量对比,判断实施效果与

规划目标的差距,及时修正问题;也能随时应对变局,制定弹性的实施计划,兼顾短期效果和长期目

标。如本次新冠疫情相对平稳后,为了避免增加公共交通压力和道路交通量的反弹,在解封措施颁布

前,伦敦交通局结合自行车系统总体规划目标和安排,提出采用临时的空间改造,加快部分骑行路线的

实施计划[14]。这一举措既能及时应对自行车需求明显增长的新情况,也贯彻了系统规划的目标和策略,
保证了短期效果和长期目标的统一。

4 结语

在全球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大城市的绿色交通实践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而大城市空间

尺度、交通环境复杂,也让自行车、步行环境的提升相比小城市更为困难。伦敦十几年来渐进式的规划

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日均骑行总量翻一翻。相比之下,我国大城市自行车专用设施的规划建设,
还处在亮点项目引导慢行意识回归的阶段,如厦门自行车高架路、北京回龙观自行车高架路等,在全市

层面上仍然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对自行车出行特征的长期跟踪调研也有所欠缺。因此,伦敦注重实证引

导的自行车系统规划方法,对我国大城市自行车系统的规划和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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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以南京南站为例

谢 凯

【摘要】 由于以往 “车本位”的规划思路,很多既有火车站周边暴露出慢行空间预留不足、设计不合理等问题。本文

以南京南站为实践案例,通过梳理既有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的现状及问题,基于火车站日益增长的公交 (地铁)慢行接

驳需求优化、细化慢行需求预测模型,并从慢行通道、非机动车点布局、慢行空间整合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南京南站慢行

空间重塑的针对性解决思路,以期对其他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有一定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火车站;慢行交通;空间重塑

0 引言

铁路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方便了人们的长途旅行,对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但

是,铁路作为区域大型线性交通设施,其线站位布局对传统城市以及新兴城市的功能布局、设施规划都

提出了挑战。老城区内,为了修建铁路和车站,有些城市拆除了城墙和老建筑,而不断扩展的城市将原

来的火车站包围,火车站及铁路线的存在与周边的城市生活发生了冲突[1]。新城内,由于 “车本位”规

划思路,部分火车站规划未充分预留慢行跨铁通道,火车站与周边的慢行衔接也未得到充分重视。特别

是近年来,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兴盛,很多火车站都开通了地铁服务,致使火车站与周边区域的轨道慢

行接驳需求大幅增长,更加凸显了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的重要性。
南京南站地区既是广域交通系统交汇的枢纽地区,也是南京未来的城市副中心。南京南站作为该地

区的重要组成,包含火车站、轨道站、汽车客运站、公交场站等交通功能,对地区居民生活、交通出行

都具备极强的向心作用。近年来,随着南京南站地区的极速发展,地铁系统的高效运营,居住、办公入

住率逐渐提高,南京南站对周边的集聚效应日益显著,南站对外慢行衔接设施设计不合理、承载力不足

等问题逐渐出现,有碍于南京南站交通集散,以及南京南站地区功能定位的实现。
本文以南京南站为实践案例,针对周边慢行空间现状问题及发展需求,提出南京南站慢行通道设

置、非机动车停车点布局及慢行空间整合设计方法,为既有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提出解决思路。

图1 研究范围 图2 南京南站地区俯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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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南站周边慢行空间现状与问题

慢行交通是火车站的重要接驳方式,其具备绿色环保、出行成本低、占用资源少、灵活方便等一系

列优点[2],在绿色可持续发展和低碳交通建设方面,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但是,国内火车站建设往

往追求机动车的快进快出,而忽略了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的重要性,主要包含以下三个问题:
(1)处于附属地位

由于火车站周边机动交通的发展及道路资源的紧张,往往忽略慢行交通设施的规划及设计,甚至侵

占或者破坏慢行交通设施,不能给慢行出行者提供连续、舒适的出行空间。南京南站周边人行道较窄且

多处被机动车出入口阻断,且衔接区域基本无非机动车道,自行车行驶混乱。

图3 慢行设施现状 图4 江南路慢行设施现状

图5 人行道中断 图6 自行车道缺失

(2)缺乏需求评估

规划时期,缺乏对火车站及周边慢行需求的系统、针对性评估,导致投入使用后慢行空间不足、承

载力有限,慢行设施规模不足,慢行需求外溢,重要慢行节点、通道慢行交通量饱和。南京南站与周边

慢行主要通过四个平面信号交叉口衔接,高峰时期过街量较大,且存在行人、非机动车乱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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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平面过街量较大 图8 人行道拥挤

(3)出行品质不高

火车站周边慢行交通与交叉口、地下空间出入口处机动车相互干扰较为严重,舒适性、安全性欠

佳;慢行空间缺乏特色,针对性设计不足,与火车站及周边区域定位不符。本次针对南京南站周边慢行

空间建设开展了出行者问卷调查,不满意人群中主要认为现状存在进出站距离长、人行道较窄、过街时

间长、无非机动车道等问题。

图9 慢行满意度 图10 慢行问题统计

2 南京南站周边慢行需求预测

为测算火车站地区慢行交通需求,测试路网慢行承载情况,需要为慢行交通设施建设方案提供

定量支撑。本次预测采用成熟的 “四阶段”交通预测方法,以南京都市区模型为基础,细化南京南

站片区的综合交通模型,并融入出行琏模型,获得含接驳慢行的出行需求,进而为慢行空间重塑提

供决策依据。
由于南京南站处于核心地位及枢纽功能,公共交通分担率高于南京市规划预期水平。同时,公共交

通 (地铁)普遍存在慢行接驳需求,叠加纯慢行需求后将是南京南站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重点关

注。其中,接驳慢行交通为利用公共交通 (地铁)OD分配得到的两端接驳OD矩阵,按距离转移曲线

得出步行、非机动车接驳OD。
根据分配结果,步行方面,南站周边四象限与南站轨道站间的联系较强;南站南北方向步行联系较

少;南站西南角高峰步行压力最大,其次为东南角、西北角,最后为东北角。
非机动车方面,现状规划非机动车缺失,若未来无非机动车道优化设置,站厅南侧将集聚大量的非

机动车接驳客流,易造成多处局部混乱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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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早高峰步行需求分配 图12 早高峰非机动车需求分配

3 南京南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思路

(1)人车分离

适当布局行人立体过街通道,疏通、挖掘火车站周边核心区慢行通道,使慢行空间与机动车行驶空

间分离,保证慢行空间连续、安全、舒适。
(2)无缝衔接

合理布局非机动车停车点并确定规模,完善非机动车通道,加强远距离地铁非机动车换乘者与立体

过街设施的衔接,实现非机动车、地铁无缝换乘。
(3)品质提升

增强慢行空间与其他城市功能的整合设计,互相促进,实现节点交通和空间的一体化发展;加强慢

行空间的特色化打造,提升出行品质。

4 南京南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

4.1 新增立体过街通道

根据需求预测结果,南京南站周边的锦绣街、金阳西街、毓秀街、金阳东街行人过街量均超过立体

过街通道设置阈值,均需设置立体过街设施。结合人行带宽度和最大通行能力,建议锦绣街、毓秀街立

体过街通道宽度5m,金阳西街、金阳东街立体过街通道宽度6m。同时,根据步行流向,合理布局立

体过街通道出入口,提升行人过街便利性。

4.2 打通南北慢行通道

考虑到南京南站地铁站吸引力较大,未来有较远距离的地铁慢行换乘需求。借鉴日本大阪梅田站经

验,为进一步构建连续、安全、有效的地区慢行系统,满足相对较远地块地铁慢行换乘需求,建议打通

铁路桥下 (江南路、六朝路中段)慢行通道,重点服务远距离非机动车接驳需求,形成完整、连续的慢

行系统。

4.3 优化非机动车停车点布局

南京南站周边非机动车停车点布局原则:形成非机动车禁行区,在外围合理布设非机动车通道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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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南京南站周边新增立体过街通道示意图

图14 慢行通道优化示意图

图15 江南路铁路桥下慢行通道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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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点;优先结合过街通道出入口布设;优先习惯性停放位置布设,其次选择新址布设;充分利用树池、
高架桥下方闲置空间,通过相关指示标识等服务设施保证接驳的通畅性[3]。本次共规划非机动车停车点

19处,占地约4535m2。同时,综合考虑不同类型非机动车的数量、拥有权、管理难度、速度等特性,
建议共享单车尽量利用核心区外围停车点进行停放,避免造成核心区内部慢行通道和停车点的压力过

大,可采用电子围栏或人工进行管理;私人非机动车、公共自行车 (政府运营)可利用核心区内部即铁

路线线下的非机动车停车点进行停放。

图16 非机动车停车点布局示意图 图17 非机动车停车点管理引导图

图18 桥下停车点布局示意图 图19 墩柱间停车点布局示意图

4.4 慢行空间整合设计

结合立体过街通道、慢行通道优化,协调通道出入口与地块建筑、绿化、原人行道、非机动道的空

间关系,保证行人、非机动车流线顺畅,提升慢行品质。以南京南站东南角证大地块附近为例,合理安

排规划慢行道及建筑退让空间,建议将六朝路—博爱站街—中八路—金阳东街原人行道调整为非机动车

道,行人利用证大建筑退让空间集散,结合过街通道出入口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空间富余时结合地块

特色增加街头小品设计,提升开放空间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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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南京南站东南地块慢行空间整合设计示意图

5 结语

本文以南京南站为实践案例,分析了既有火车站以机动车为导向的规划思维下慢行空间存在的一系

列现实问题,优化慢行需求预测模型,并从慢行通道、非机动车点布局、空间整合设计等方面提出了针

对性的解决思路,对于其他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有一定参考和借鉴意义。既有火车站的慢行空间重

塑受制于用地权属、现状设施、工程难度等,实施有一定难度。未来应尽量从火车站地区规划时期起,
贯彻 “以人文本”理念,充分考虑、预留慢行设施空间,统筹慢行与周边要素的融合设计,避免后续不

必要的工程改造和经济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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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综合评分模型的深圳市自行车骨干网络规划

王 纯 林云青

【摘要】 深圳市自行车交通经历短暂复兴后进一步发展缓慢,且因既有自行车道网络规划未考虑片区之间的联系,导

致自行车出行主要集中在片区小范围内,中短距离出行需求被抑制。为进一步发展自行车交通,本文结合经验借鉴提出

规划自行车骨干网络,以发挥自行车中短距离出行优势,并通过研究构建多源大数据综合评估模型来辅助网络布局,从

而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确保方案可靠性。以期以更健康、安全、经济和高效的方式满足城市交通需求,
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自行车骨干网络;综合评分模型;自行车快速路;干线主廊道

0 引言

深圳自行车交通自1980年以来经历了由主导地位到快速萎缩、衰落过程,出行需求一度被忽视,
但近年随着交拥堵加剧、基建红利减少、城市居民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慢行交通发展诉求逐步

开始回归,然而由于道路空间资源有限,自行车交通遭遇进一步发展瓶颈,目前出行分担率仅8.2%,
距离15%的发展目标仍然有较大差距[1]。
2019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 “交通强国试点城

市”等系列重大事件赋予了深圳新的发展使命和任务,自行车交通作为绿色、品质的重要载体,再次迎

来了发展机遇,成为交通发展的战略抓手。在新形势新要求的背景下,自行车交通如何借力新型示范

区、交通强国试点城市契机进行提升和创新,打破发展瓶颈,成为深圳自行车交通发展面临的新要求新

挑战。

1 现状问题及需求分析

1.1 自行车道建设未考虑片区间连接通道, 跨区出行需求被抑制

一方面,既有 《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提出的自行车道网络规划主要为 “片区单元发

展”模式[2],未考虑跨片区自行车出行需求,因此在规划层面便缺少片区、组团间自行车连接通道;另

一方面,深圳市自行车道道路设置率仅14%,其中独立路权自行车道设置率不到3%,且已建自行车道

也受停车、沿街摊贩挤占,骑行空间得不到保障,机非混行严重,加之受高等级道路、立体过街节点,
山体水系等切割影响,跨片区出行不便,自行车交通无法较长距离、较长时间出行。基于上述原因,目

前深圳市自行车出行主要集中于片区内部,约80%骑行距离小于2km,且多围绕轨道站点发生,片区

之间的出行较少。

1.2 高峰道路交通拥堵严重, 主要轨道区间饱和, 自行车跨区出行潜在需求大

深圳市中心城区各区之间和中心城区与次中心区域之间出行距离多为10km左右,市民跨片区通勤

出行比例大。但高峰时段这些区域之间关键通勤走廊道路交通常发性拥堵严重,平均车速不足20m/h,
主要轨道区间也高度饱和,轨道站点拥挤严重,排队时间长,出行时间和出行品质却难以得到保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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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显示全市通勤出行平均距离8.5km,其中2~8km出行达到51%,中短距

离出行比例高,而通过对不同距离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费用进行比较,发现自行车在2~
8km内存在时间和费用上的优势,跨区出行具有较大的潜在需求。

2 经验借鉴

从综合交通的角度来看,宜将自行车出行作为中短距离通勤交通的重要补充,而既有规划的自行车

网络不足以支撑通勤功能的实现。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为解决这个难题,国内目前有北京、厦门等城市

开展了单条自行车专用道建设,但尚未有一套完整的网络布局规划经验;在国外,则有一些自行车发展

友好城市如柏林[3]、哥本哈根、东京等正在对这方面进行探索,这些城市在遭遇发展瓶颈后,为进一步

吸引中等距离出行转移到自行车交通中来,其不仅在不断完善自行车道主骨架的建设,且近几年在慢行

品质及战略提升的背景下,相继启动高速自行车网络规划。
如柏林自行车交通分担比例高达15%,目前共依托主要公路建成了15条骨干自行车道,2017年又

开展了自行车高速公路规划,在进行规划时,柏林通过对30个具有高流量、高吸引力并覆盖柏林办公、
商业、居住等人口和就业密度较高的自行车需求走廊进行了调研,对其从基础设施、开发潜力、成本效

益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1],选取排名靠前的10条作为自行车高速公路,该方法为柏林规划高速自行

车道提供了详实可靠的科学实证分析。

3 规划思路与研究方法

3.1 规划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与经验借鉴,深圳拟构建高品质自行车骨干网络,以吸引中等距离出行向自行车交通

转移,从而支持新功能和新目标实现。但由于自行车骨干网络兼具交通和休闲的双重特性,作为综合交

通出行方式之一,串联全市主要办公、居住中心,衔接城市重要轨道站点,可给通勤交通多一种选择;
作为城市重要的线性空间,串联全市重要公园、景点、商业等公共空间节点,将成为市民休闲活动的热

点区域。然而,无论哪一种特性,自行车交通均是以人的出行和活动为基础,这就需要分析骑行热力,
交通可达性、人口覆盖度及自然景观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同时还需考虑沿线的地形、地貌、地质

情况[4]。
因此,结合现状各级道路状况进行定性分级和线路布局的方法俨然已无法满足自行车骨干网络规划

的需求,本文通过借鉴柏林高速自行车规划经验结合对深圳自行车交通发展现状及规划影响因素分析建

立了一套符合深圳实际的多源数据综合评估模型。然后,结合模型影响因子及选线考虑因素对自行车骨

干网络进行初步布局选线;最后,通过对所选线路进行综合评分与排名,并根据评分优先顺序确定网络

分级,以实现理性化,定量化的科学布局。

3.2 研究方法

3.2.1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自行车综合评估模型建立

通过充分分析自行车出行影响因素,综合利用城市资源分布特征、城市空间结构、自行车出

行热力、手机信令等多源大数据建立一套综合评分模型,模型考虑要素包括现状基本情况、规划

链接对象、潜在竞争力、成本效益等四个方面[5]。其中现状基本情况包括现状客流、连接景观资

源数量2个评价指标,规划链接对象包括覆盖人口、岗位数量,链接重要公共交通数量2个评价

指标,潜在竞争力包括低行程1个评价指标,成本效益则包括节点改造效益和路段改造成本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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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图1 深圳市自行车骨干网络综合评分模型

3.2.2 综合评估模型评价因子权重确定

该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分,各要素、指标按照规划重要性进行赋值,每个因子的权重则结合自行车

道线形所连接与覆盖相关资源的程度按照5、3、1的标准进行等差赋值,一般而言,覆盖值越大,分数

越高,以此建立完整的评价体系[5],具体评分标准分析如下。
(1)现状基本情况:现状沿线高峰小时自行车客流作为初步筛选的基础,评价指标则根据自行车专

用道的路段设计通行能力并结合现状共享单车客流大数据进行分类赋值;另因兼顾休闲、健身功能,有

效衔接景观资源保证沿途风光也尤为重要,可按照线路覆盖公园景点个数分别按进行分类赋值;关于是

否沿河或滨海建设,则以沿线天然景观、改造景观,没有景观等分类进行赋值。
(2)规划链接对象:自行车骨干路主要服务对象是城市居民,因此自行车骨干线网覆盖范围应尽可

能靠近居住、商业、办公这些居民聚集地。首先参考人口活动特征按照居住>办公>商业进行权重分

配,然后结合现状百度POI数据及城市总体规划中心结构,根据线路覆盖办公中心、居住中心及各级

商业中心个数进行分类赋值;此外,重要公共交通站点作为城市人口和活动较为集中的区域,也是自行

车骨干网络需考虑串联的重要区域,可根据自行车骨干通道影响范围内线路覆盖轨道站点数进行分类

赋值。
(3)潜在竞争力:为确保自行车骨干线路的高吸引性,应充分分析其与小汽车、公交、轨道等

的竞争优势。低行程这一块首先根据吸引转移交通量对拥堵治理的效益小汽车>公交>轨道进行权

重分配,然后参考国际相关调查结果,按照自行车出行与小汽车、公交、轨道竞争出行时间比值进

行分类赋值。
(4)成本效益:自行车快速路定位高,修建成本高,在选线时既要注重使用效益也需平衡成本。一

方面由于高架节点通行不便对自行车出行影响极大,因此改造高架节点数量越多效益越大,根据现状全

市人行天桥 (445座)平均间距约3.2km/座的统计结果,可按照线路沿线平均改造数进行分类赋值;
另一方面路段改造困难程度对改造成本影响最大,可结合现状道路慢行空间按照是否全程需高架、部分

需高架、无需高架等进行分类赋值。
具体评分标准如下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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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深圳市自行车骨干网络综合评分法

要素层 指标层 因子层

内容 权重 内容 权重 内容 权重
评分方法

现状基

本情况
0.2

现状客流 0.12

连接景观

资源数
0.08

现状自行车发生吸

引情况
0.12

按照线路吸引客流数量较好 (超过

2000),一般 (1000~2000),较差 (低
于1000)为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覆盖公园景点个数 0.04

按照覆盖公园景点个数较多 (小于每

2km覆盖1个),一般 (每2~5km
覆盖1个),较差 (大于每5km覆盖

1个)为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是否沿河流、滨海、
景观大道建设

0.04
按照沿河或滨海 (天然景观),景观

大道 (改造景观),都没有为准按照

5、3、1进行赋值

规划链

接对象
0.4

覆盖人口、
岗位、
商业

0.3

链接重要

公共交通
0.1

规划串联居住情况 0.12
按照覆盖居住中心较多 (≥2),一般

(1),较差 (≤0)为准按照5、3、1
进行赋值

规划串联办公情况 0.1
按照覆盖大型办公中心个数为较多

(≥2),一般 (1),较差 (0)准按照

5、3、1进行赋值

规划串联商业情况 0.08

按照覆盖商业中心个数为较多 (≥1
个市级商业中心或≥2个区级商业中

心),一般 (1个区级商业中心),较

差 (无商业中心)准按照5、3、1进

行赋值

规划串联重要公共

交通点个数
0.1

按照良好 (平均每1公里覆盖1个),
一般 (每3公里覆盖1个),较差

(超过3公里覆盖1个)为准按照5、
3、1进行赋值

潜在

竞争力
0.3 低行程 0.3

自行车/小汽车出行

时间竞争
0.12

按照比值小于0.6,0.6~0.8,大于

0.8为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自行车/公交出行时

间竞争
0.1

按照比值小于0.6,0.6~0.8,大于

0.8为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自行车/轨道出行时

间竞争
0.08

按照比值小于0.6,0.6~0.8,大于

0.8为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成本效益

现状基本

情况
0.1

节点改

造效益
0.05 高架节点改造数 0.05

高架节点按照较多 (小于3km 一

个),一般 (3~5km 一个),较差

(大于5km)准按照5、3、1进行

赋值

改造成本 0.05 两侧慢行空间 0.05

按照慢行空间较差 (小于4米,需高

架)、一般 (大于4~7米,部分路段

需高架),较好 (大于7米,可不高

架)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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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构建

4.1 初步方案

4.1.1 多源数据融合分析结果

首先,对现状基本情况、规划链接对象、潜在竞争力、成本效益等4大类包括的评价因子 (见图

2)进行分类处理使其标准化,然后通过GIS处理后进行空间融合叠加分析,用以表征自行车出行热度

(见图3)。从叠加后的影响热力图来看,各区域中心出行热度相对更高,中心区边缘则相对较低,但区

域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自行车交通联系,如南山科技园—宝安西乡,南山—福田—罗湖,福田中心区—龙

华中心区,罗湖中心区—龙岗布吉等。

图2 自行车布局考虑因素 (评价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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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自行车评价因子融合热力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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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初步网络方案构建

结合上述热力分布特征,以优先保障各城市发展组团之间联系畅通,形成 “组团+串接”的完整网

络为原则,得到自行车骨干网需求廊道 (见图04)。再按照优先选择 《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

划》既有规划的各重点片区自行车主廊道、连通道等道路进行提升改造,而在没有规划自行车道,则选

择现状或规划道路贯通各片区主要廊道,可初步选出自行车骨干网络线路 (见图5)。

图4 深圳市自行车道骨干网络需求廊道 图5 深圳市自行车道骨干网络初步选线方案

4.2 最终方案

4.2.1 全市线路评估结果

根据上述综合评分方法,对所选出的线路按照跨城市功能中心为原则进行截短,截成36条8~
15km的线路进行统一评分,评分结果显示共6段线路排名靠前,且多为0.85分 (优秀)以上,评分

相对其他线路显著偏高 (其他基本低于0.8),通过上述方法发现越靠近中心城区的线路评分明显越高,
因线路基本跨区,所以评分优秀的线路大多为串联一圈层传统中心至二圈层准中心的线路。

图6 深圳市自行车骨干网络评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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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最终网络规划方案及分级体系

结合评分结果及前面自行车骨干系统功能分析,本次计划构建由 “自行车快速路、干线主廊道”两

个等级组成的高品质自行车交通出行、休闲健身骨干网络,与 《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既

有规划的廊道、连通道、休闲道形成了完整的骨干、片区、绿道三层网络,以吸引中等距离出行向自行

车交通转移,从而支持慢行新功能和新目标实现。因此,最终选取排名靠前的6条线路作为自行车快速

路,其他线路作为干线主廊道,共计469km。

图7 深圳市自行车道骨干网络最终方案布局及其断面示意图

其中,自行车快速路单独进行设置,为专用道路,承担中短距离跨片区通勤,休闲健身,兼顾接驳

功能,路口相交形式为立体交叉;干线主廊道主要是基于现状或规划道路,提升原规划中部分主廊道及

连通道,强化跨片区中等距离自行车出行功能,并采用护栏、绿化带等设施隔离,路口相交形式以平面

交叉为主,局部采用立体交叉。

表2 自行车骨干网络等级划分表

等级 功能定位 路权形式 路口相交形式

自行车快速路
中短距离跨片区通勤,休闲健身,
兼顾接驳

专用道路,单独设置 立交

干线主廊道
中短距离 通 勤、接 驳,兼 顾 休 闲

健身

路权独立,结合现状或规划

道路设置

平面交叉为主,交叉口处设

置信号优先

4.3 方案校核

经校核,网络方案串联城市绝大部分居住、办公热点以及各组团分区,同时链接了城市主要枢纽、
口岸及重要换乘站点,除坪西路、皇岗路、盐田盘山公路三条线路坡度较大其他线路坡度较小,并与既

有 《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进行了良好的衔接,基本实现自行车道骨干网络规划功能。

5 结语

随着城市绿色出行需求的日益增长,自行车交通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亟需切实有效地

解决自行车交通中短距离出行路段路权保障不足、立体过街节点衔接不畅、出行品质不佳等问题。深圳

市自行车骨干网络规划的探索正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创新尝试,其建设将给广大市民出行创造一个新的选

择,且自行车快速路的建设也可形成城市生活名片,对城市魅力的提升有着促进作用,同时这种建设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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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自行车骨干网络与重要居住办公、重要轨道站点串联情况、坡度对比校核图

式也适合向其他大中型城市推广。
深圳市自行车骨干网络的规划建设只是自行车交通环境改善的开始,还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

骨干网建设的经验和问题,从而丰富和完善自行车道骨干网建设理念,形成解决城市自行车交通问题的

切实有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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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核心区域品质化慢行系统规划研究
———以深圳市高新区北区为例

王梦洋 陈 磊 张贻生 代晨曦

【摘要】 近些年来,国内大城市职住分离现象日益严重,城市核心区作为岗位密集区域,面临越来越大的交通压力,
以 “公交+慢行”为主导的核心区交通发展治理模式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方面,慢行交通作为机动化出行的 “最后

一公里”,在综合交通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外一方面,慢行空间也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和生活场所,是城市

形象展示的窗口。目前城市核心区域普遍由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增量发展阶段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存量发展阶段转变,对

慢行交通的品质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在研究国内外优秀案例的基础上,剖析现状慢行交通发展问题,从慢行网

络、慢行空间、慢行环境和管理制度层面提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慢行交通品质提升策略,并以深圳高新区北区为

例,探讨慢行交通品质提升的技术设计要点。
【关键词】 城市核心区域;慢行系统;品质提升

0 引言

慢行交通,作为世界公认的低碳环保的交通方式,在完善与提升城市空间功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各类城市慢行设施空间属于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城市中最

易识别,最易记忆,最具活力的部分,往往形成人们对城市的基本印象。慢行交通的品质化提升,对改

善居民生活品质和增添城市魅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是政府高度重视和市民集中关注的民生问题,是

提高市民生活幸福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最主要的两个特点分别是城镇人口的快速

增长和城镇建设规模的快速扩大[2]。而随着城市新增建设土地的日益较少,我国城市正不可避免地从以

规模扩张为主的增量发展阶段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存量发展阶段转变。城市核心区域作为城市形象对外

展示的门户与窗口,应抓住发展机遇,实现由 “速度领跑”向 “质量领跑”、“品质领跑”转变。

1 核心区域的城市发展特征

城市的核心区域一般指的是汇聚大量商业办公以及文化设施,具备金融、贸易、服务、展览等多种

功能,并配备完善的市政交通条件,高度集中城市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的区域[3]。城市的核心区域

不仅汇集各类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还带来了大量的客流。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和密集的岗位布局决定

了核心区域的交通特征和交通发展模式与常规地区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对国内外重点城市核心区域的案例研究,发现核心区域在土地利用、交通需求和交通发展模式

上存在以下特点:
(1)用地混合开发以保持地区活力

成熟的城市核心区域均采用混合土地开发模式,不仅包含商业办公及文化设施配置,也包含了一定

比例的居住用地。混合土地开发模式有助于吸引不同产业入驻,形成多样化的功能组团,增强地区吸引

力和活力。增加居住用地,一方面避免核心区域在夜晚变为 “死城”,增加地区的生活气息;另外一方

面也能一定程度上减轻通勤交通带来的压力。

1311



(2)职住分离带来巨大的通勤交通压力

从城市核心区域各种业态开发配比来看,职住分离现象仍十分严重。以巴黎的拉德芳斯商务区为

例,商务办公用地占到了72%,居住用地仅为16%,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比例不足1∶3,导致通勤

交通在区域交通中占据主导地位。密集的岗位分布加上高度的职住不平衡,使得核心区域交通拥堵严

重,对外和内部的交通设施在早晚高峰通勤期间往往达到甚至超过其可接受的服务承载能力[4]。
(3)引导 “公交+慢行”的出行方式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本质上是交通设施能力与出行结构不匹配。存量发展阶段下,增加交通设施有

限。因此,调整交通发展模式,提升现有交通品质,引导市民采用 “公交+慢行”的出行方式,是核心

区域必然的交通发展趋势。

2 核心区域慢行系统研究

2.1 现状慢行系统发展困境剖析

在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增量发展阶段,注重城市建设速度和机动化交通运行效率,虽然迅速造就了一

大批的城市新中心,但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城市品质和慢行交通体验。在此阶段,囿于观念、制度和资金

等因素,城市核心区域的交通建设资源普遍倾向于轨道交通和道路交通,而对慢行系统投入不足,导致

慢行系统品质化水平整体不高,普遍存在慢行网络不健全、慢行空间没保障、慢行环境不宜人等一系列

问题。
进入质量提升为主的存量发展阶段之后,只有采用 “公交+慢行”的出行方式,优化现有交通品

质,提升出行体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状交通发展困局。
而无论是单纯的慢行出行,还是 “公交+慢行”出行,都是低碳、绿色、环保、综合效率最高和综

合成本最低的出行方式。打造高品质的慢行系统,对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交通体系至关重要。这就

要求现阶段老城核心区的城市更新改造和新城核心区的完善升级项目,都需解决慢行系统建设滞后的

“历史问题”,建设网络完善、空间舒适、环境宜人的慢行系统。

2.2 核心区域慢行系统构建策略

慢行交通不仅是一种交通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慢行系统除了承担交通功能以外,还涵盖了休

闲、购物、观光、交往、运动等复合功能。因此,在品质化慢行系统规划中不仅要注重其交通特性,也

要挖掘其在商业、娱乐、休闲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价值。

2.2.1 按照人的行为特征分类规划慢行网络

针对不同的出行目的[5],可将人在道路上的慢行行为分成两大类:通勤、购物休闲。因此,按照人

的行为特征可将慢行网络分成两大类:慢行交通通勤网络 (以交通功能为主)和慢行交通休闲网络 (购
物、休闲、健身等)。

高品质的通勤网络要求贯穿城市内重要的交通吸发点,关注轨道公交与目的地之间便捷的接驳需

求。高品质的休闲网络要求贯通连接城市公园与居住片区、行政办公区以及文体活动中心、购物商业娱

乐等区域,一方面依托城市绿道体系,提供足够长度和宽度的出行空间以满足市民漫游特性,另外一方

面在商业聚集区域构建三维立体慢行系统以满足畅游城市的需求。

2.2.2 强调慢行空间的生活体验和人文属性

包括传统街道在内的慢行空间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和生活场所,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的活力和

魅力。慢行空间的规划设计影响整个城市公共空间的质量、街道的繁华程度,以及城市形象和品质。存

2311



量发展阶段下,高品质的慢行空间规划应统筹利用好存量与增量空间资源,拓展各类公共活动和交往空

间,同时通过打造标志性节点、营造景观大道等方式,为慢行空间注入人文元素以丰富其内涵。
拓展公共活动和交往空间。充分利用现有建筑前区空间与相邻道路慢行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布置

开放空间用于补充街道通行,实现道路空间与沿线生活空间有机融合,打造 “快速通过+慢速游购”的

双重体验动线,拓展公共活动和交往空间的宽度;最大化整合碎片绿地,打造具有特色的口袋公园,为

市民提供尺度宜人、远离噪声,围合而有安全感的室外休息场所,拓展公共活动和交往空间的形式。
打造标识性节点及门户。具有设计感和体现城市特色的节点及门户,能够增加市民的亲近感和归属

感,也可吸引游客前来驻足观光[6]。以重要道路节点为抓手,在慢行空间内打造标志性的节点及门户,
既能起到集聚产业的作用,也能丰富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

营造主题特色风貌段。在不同的功能分区结合其特色采用差异化设计,通过对铺装布局的色调、附

属设施的质感以及绿化植被的品种等进行精细化设计,突出公共文化、商业文化以及安宁住宅等不同特

色,增强慢行空间的艺术性与互动性,营造富有鲜活生命力的高品质慢行景观走廊。

2.2.3 营造安全舒适的慢行出行环境

高品质慢行环境设计旨在从人文关怀角度,强调交通安全设计和舒适性。通过系统的硬设施和软设

施等稳静化措施,降低机动车对市民慢行出行环境的负效应,改变机动车驾驶员驾驶行为,提升慢行出

行安全。从路面铺装、遮挡环境、街道家具以及绿化环境等多方面改善出行环境,提供舒适的出行环

境,促进慢行系统效能的充分发挥。
稳静化措施处理以保障安全。探索采用稳静化措施,通过路段分区限速、交叉口窄点设计等措施手

段,降低核心区行车速度,减少交通事故率,保证行人安全。在道路交叉口处,采用精细化设计,于渠

化岛等候区处布置防撞设施,提高交叉口慢行等候区的安全等级;在建筑出入口处,通过在车库坡道上

设置地磁感应等措施,及时提醒车辆驾驶员减速或者停车让行,保障行人安全通行[7]。
慢行环境友好设计以提供舒适。结合地面轨道公交接驳通道,设置风雨连廊,打造全天候接驳通

道,在暴雨或者烈日时候,保障行人舒适、便利地通行。同时,慢行交通系统设计时还应考虑儿童和老

人等弱势群体实际需求,营造友好的步行环境。

2.2.4 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的发展理念

现状城市核心区域慢行交通品质化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小汽车违规停车侵占了慢行通道,使得本

就局促的慢行资源变得更加匮乏。存量发展阶段下,城市空间有限,在建设高品质的慢行交通系统后,
还需要借助高效的组织和管理手段,来保障慢行系统品质 “不走样”和 “不打折”。

3 案例———深圳高新北区慢行系统规划

高新区北区是深圳7大总部基地、17个重点开发片区之一,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地区。片区功

能以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技术转移和企业孵化,产学研一体化为主。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58km2,开发

总量约660万m2,预计可提供15万岗位,满足5.6万人居住需求。
为迎合城市的高定位,高新区北区在统筹改造实施规划中也突出强调慢行的品质化和便捷性,首先

在规划上采用土地功能混合利用开发,在职住层面需求最大化的平衡,这为活力街道的打造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片区及所属区域特征,提出适合本地区发展需要的慢行交通系统实施措施。
(1)构建地下、地面和空中三维立体慢行系统,紧密联系轨道站点、商务办公、居住区以及休闲绿

地等,服务不同出行需求。
地下慢行系统串联以地铁站点为支撑的地下商业设施,提供高效便捷的地下慢行交通功能,打造片

区地下步行通道,支撑整个地区绿色低碳发展。高新区北区内沿科苑路、朗山路、纵四路规划有地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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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新区北区法定图则

行通道,与地铁站点相连通,并在地下通道预设出入口衔接地下商业地块,强化慢行与轨道接驳,疏解

地面交通压力[8]。
地面慢行系统综合考虑需求分布、轨道站点、公交站点接驳要素,识别主要交通性步行通道,主要

服务1km范围内的中段距离出行。结合片区休闲带、绿地公园、城市绿心,构筑环形地面休闲环道。
空中慢行系统加强慢行系统与对外片区的联系功能,串联西丽枢纽、高新区中区,在主要商业区、

公共配套、公园绿地之间构建空中步行连廊,提供安全、连续,便捷通道,满足商务往来、休闲、健身

和中短距离慢行需求。

图2 地下慢行系统 图3 地面慢行系统 图4 空中慢行系统

(2)打造具有人文气息的慢行空间,增加慢行空间的吸引力和活力,引导市民积极采用慢行交通作

为短距离出行首选方式。
对人行道进行分区,形成步行通行区、设施带和建筑前区。沿街建筑底层为商业、办公、公共服务

等公共功能时,鼓励开放退界空间,与红线内人行道进行一体化设计,统筹步行通行区、设施带和建筑

前区空间。并以科苑大道为例,结合地下和空间慢行通道,进行一体化设计。

图5 地面街道一体化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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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道路立体空间一体化改造示意图

针对不同功能街区,采用与其特色相匹配的设计风格。文化商办街区采用庄重、沉稳、敦实的设计

风格,商业办公街区采用多彩、生动、热闹的设计风格[9],住宅街区采用安静、舒适、宜人的设计

风格。

图7 文化办公街区改造意向图

图8 商业办公街区改造意向图

图9 住宅街区改造意向图

(3)营造富有吸引力的慢行氛围,打造具有人文关怀、公平尊重的慢行文化。
轨道核心区范围内,人行道增设风雨连廊,改善轨道公交慢行接驳环境,有效延伸轨道公交服务范

围,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慢行出行环境,增强片区慢行可达性,引导市民慢行出行。
针对交叉口,车流量较小、以慢行交通为主的支路汇入主、次干路时,交叉口采用连续人行道铺装

代替人行横道。车流较少及人流量较高的支路交叉口采用特殊材质或人行道铺装,将车行路面抬高至人

行道标高,进一步提高行人过街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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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人行道增设风雨连廊示意图

图11 抬高式人行道布局示意图 图12 全铺装与抬高式交叉口布局示意图

4 总结

品质化的慢行系统规划需坚持 “绿色交通、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按照 “连续成网,便

捷接驳、空间复合、特色彰显”的原则,构建一个安全、连续、生态的城市慢行系统,满足市民日常出

行和休闲健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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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的人性化、品质化评估

曾德津 胡嘉晴

【摘要】 在广州地铁建设大潮背景下,地铁站点出入口发散布设往往结合城市道路格局设置,缺乏前期对地铁站出口

行人空间的统筹规划,基于此现象,文章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行人空间研究的范围、研究核心内容以及研

究思路。文章剖析了行人空间的组成要素,并分析了地铁站与城市用地空间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本文构建地铁

站域行人空间的结构层次,应用综合评价法建立评估行人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等级的评估模型。以广州市十八号线横沥

站为应用实例,运用文章建立的评估模型进行评估。初步验证评估模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 地铁站域;行人空间;评估模型;综合评价法

0 引言

我国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许多城市纷纷步入兴建城市轨道交通的大潮之中。在城市地

铁时代的大背景下,地铁站点的规划建设重塑了城市用地格局,缝合城市用地各功能区,强化城市交通

设施与用地功能区之间的联系。同一地铁站点对不同地块的辐射强弱程度,与地块区位有关,具体表现

为距离站点近的地块,受到站点辐射力强,土地效益高,土地开发强度也较高;距离站点较远的地块,
受到站点辐射力弱,土地效益低,土地开发强度也较低。从而呈现出一种由区位距离决定的城市开发强

度的梯度递减状态[1]。大城市核心区的地铁站点这种辐射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大城市核心区是集城市

商务办公,休闲娱乐,居住生活,交通转换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功能区。由于城市核心区功能的多

样性,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地铁站每日均有大量的客流集散,因此构筑城市核心区品质化、人性化的地铁

周边行人空间可以高效集散人流,打造休闲舒适的城市开放空间。

图1 轨道站点周边城市开发强度递减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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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对于行人空间的研究都是基于片区慢行交通上位规划做的设计,没有为行人空间做专项

的规划布局研究,也没有针对轨道站点周边等人流集散大的区域内做行人空间的规划布局。一般城市地

铁站辐射范围与站点周边开发强度、业态分布以及站点可达性等因素相关。通过对地铁站点影响范围的

研究发现,地铁站点步行区间为800m内范围,此范围为地铁站域范围[2]。本文将在地铁站域范围内分

析地铁站周边城市用地开发层次关系,搭建适宜的行人空间网络。通过行人空间这种中间介质衔接地铁

站与其他交通设施。分析站域范围内地铁站与城市不同用地类型之间的客流互动关系,根据不同用地与

地铁站的客流互动关系,构建地块与地铁站之间的行人空间通道形式。最后,以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

系统为应用实例,采用文章建立的评估模型对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的品质化、人性化等级进行综合评

价,初步验证评估模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1 地铁站域行人空间要素组成

1.1 步行网络

作为地铁站域范围内串联步行人流与地铁站之间的城市空间,行人空间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便是易达

成度高的步行通道。合理规划布局地铁站域内的步行通道,使之形成互联互通的步行道路网络,降低慢

行主体步行的非直线系数 (绕行系数),提升慢行主体体验步行通道的便捷性。因此,互联互通的地铁

站域步行道路网络是让行人空间满足人性化标准的重要要素。

1.2 通道宽度

步行通道宽度直接决定了行人空间的承载力以及集散能力。与道路交通系统一样,行人空间步行通

道越宽,步行通道通行能力越大。同时研究表明,人在宽敞的环境中时,开阔的环境视野会刺激大脑皮

层,越容易得到舒适愉悦的体验感。因此,步行通道的宽度也是行人空间满足人性化、品质化标准的重

要要素。

1.3 接驳通道

行人空间不仅仅只是衔接地铁站点与城市用地之间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承担地铁站与地面常规公

交、自行车、出租车 (小汽车)等其他交通设施接驳的交通功能,成为传递人流在地铁站与地面交通设

施流动的重要中间介质,延伸地铁站的服务范围。具备衔接地铁站与地面交通设施通道功能是行人空间

品质化标准的要素。

1.4 环境设施

具备人性化、品质化标准的站域行人空间不应只有步行通道要素,是否无障碍设施、照明设施、街

道家具设施、景观绿化、指引设施等环境设施也是进一步提升行人空间质量,达到整体行人空间系统人

性化、品质化标准的重要指标因素。

2 地铁站域与行人空间的互动关系

2.1 为地铁站客流提供舒适的活动空间

根据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显示,慢行交通占到出行交通总量的60%~80%,其中步行交通方式占到

全方式出行总量的40%。因此,慢行交通在居民日常出行中依然为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同时通过统

计数据显示,居民步行的可接受范围为2~2.5km,可接受出行步行时长不超过30分钟。慢行需求则

9311



主要集中在安全、舒适、优美等方面。
步行活动作为地铁站域范围内的主要交通方式,为步行提供安全舒适的活动空间,是非常必要的。

2.2 提升地铁站点服务品质

行人空间作为地铁站与城市用地之间日常互动的重要中间媒介,其最大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串联地铁

站与城市用地之间的客流交互。地铁站对客流具有磁力效应,呈现强集聚性、高吸引力和向心力[3]。
通过品质化、人性化的行人空间,可以从城市用地为地铁站提供强大的客流支撑,强化提升地铁站

域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支撑范围内城市轨道交通长期稳定的运营;同时地铁站点的平稳运作也

可以带动站点周边用地的高强度再次开发,引导城市用地形态的演变,激发和重塑城市活力。这种城市

小范围内的针灸做法,做出小尺度解决策略,能够激活城市地铁站域区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可持续更

新,形成双向互补的有效机制。

2.3 满足城市公共空间品质化, 人性化要求

影响步行适宜性的街道要素有,行人道有效宽度、是否机非分离、是否有围墙及缓冲区宽度[4]。行

人空间并非只有交通功能,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行为,它包括实现慢行路径过程中慢行主体 (慢行

交通使用者)所表现的一系列慢行行为,比如运动行为、休闲娱乐行为、商业行为、交通行为等。这需

要城市规划时充分考虑地铁站域空间范围内行人空间的人性化、品质化、舒适性要求,形成能满足慢行

交通诸多社会行为的行人空间。

3 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结构层次

通过构筑品质化和人性化的站域行人空间,可以进一步完善地铁站点周边的慢行系统,促进整个地

铁站区域形成互联互通的有机会整体,释放城市空间活力。而地铁站域行人空间是城市用地空间塑造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介质和溶剂。有了行人空间的融合,才能使地铁站点和城市用地之间产生接触反应。借

助站域行人空间与城市功能区的互相融合,形成便捷、高效、人性化的城市开放空间,在发挥轨道交通

的最佳交通功能的同时,同时实现站域行人空间和城市用地两者 “1+1>2”的效果。
由此可见,站域行人空间的品质化、人性化的构建,是地铁站点发挥最大效益必不可少的一环。文

章将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构建地铁站域行人空间。

3.1 宏观层面———基于行人空间串联地铁站域

通过行人空间的搭建,促使城市核心区地铁站域范围内各种类型地块之间形成互联互通的联动整

体。从宏观层面构建以地铁站点影响范围内行人空间网络,可以促进站域范围内的慢行交通系统的升级

优化。行人空间网络的布局规划应与地铁站点客流主流向相匹配,形成一套服务于地铁站与城市功能区

客流高效交互的行人空间网络。在行人空间网络布局引导下,城市核心区各个功能区将聚集到地铁站域

影响范围内,为慢行活动提供更多的空间支持。
在行人空间网络的串联之下,地铁站域范围内地下、地面、空中三个不同层面的城市空间维度将与

地铁站点建立互联互通的交通联系。

3.2 中观层面———以行人空间为介质实现其他交通方式换乘

解决出行 “最后一公里”是重要的交通难题,让行人空间成为地铁站点与其他交通方式转换的中间

媒介,同步做好地铁站点周边交通设施的布局规划,形成 “地铁+慢行+其他交通方式”的出行模式,
将有效解决出行 “最后一公里”问题。

“地铁+慢行+其他交通方式”一体化,中观层面即需要合理规划和设计城市慢行交通及其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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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构建地铁站与城市用地之间的行人空间

设施,又要考虑慢行交通与其他交通设施的协调设计和换乘便利[5]。因此,在做好地铁站周边其他交通

设施规划布局的基础上,还应协调行人空间与其他交通设施换乘的便利性。

图3 通过行人空间实现地铁站与其他交通设施的衔接

3.3 微观层面———细化用地类型搭配适宜行人空间

在微观层面,通过细化分类不同类型的地块,针对不同的类型地块设置适宜行人空间直联地铁站点

的形式,更能体现行人空间的灵活性。本文主要将地铁站域范围内的地块划分为商务商业和居住生活两

种类型,针对这两种类型,笔者认为商业商务综合开发体量较大,具有早晚高峰客流庞大,客流集中,
且平峰时段也具有一定的客流量,因此设置地铁站与商业商务用地的直联行人空间可以发挥更大功能,
而居住生活用地客流至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平峰时段客流较少,为其设置专门的连续行人空间,功能

过于单一。
同时,行人空间的规划设计理念应强调以人为本。在根据人的心理特征、生理特征、生活习惯、思

维模式等基础上,提供慢行交通正常通行所必需的活动空间,提升慢行交通设计水平,展现以人为本,
慢行优先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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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用地类型行人空间的构建

4 人性化、品质化评估体系的建立

文章采用综合评价法对地铁站域行人空间进行综合评价,评估人行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的等级。评

估体系确定了行人空间中步行网络密度、行人空间宽度、其他交通设施换乘、土地利用开发、空间设施

环境为评价的五个指标,接着对各个指标提出各自的赋分标准,标定指标权重,建立评估模型,对行人

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等级经行综合评估。

4.1 评价指标赋分标准

综合评价法采用五级进行评分,各个级别分别对应的评分值为90~100、80~90、70~80、60~
70、0~60。各项指标赋分标准如下文所述。

(1)行人空间步行网络密度C1
行人空间网络密度赋分标准如下表1所示。

表1 行人空间步行网络密度指标赋分标准 (单位km/km2)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步行网络密度 20-25 17-20 14-17 10-14 0-10

(2)行人空间宽度C2
行人空间宽度赋分标准如下表2所示。

表2 行人空间宽度指标赋分标准 (单位:m)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空间宽度 6-10 4-6 2-4 1-2 0-1

(3)其他交通设施换乘C3
其他交通设施换乘赋分标准如下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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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其他交通设施换乘指标赋分标准 (单位:m)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步行接驳距离 0-80 80-150 150-300 300-400 400以上

(4)土地利用开发C4
土地利用开发赋分标准如下表4所示。

表4 站域范围内容积率赋值标准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容积率 5-20 3-5 2-3 1-2 0-1

(5)空间设施环境C5
空间设施环境包括无障碍设施、照明设施、街道家具设施、景观绿化、指引设施,空间设施环境赋

分标准如下表5所示。

表5 空间设施环境赋值标准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空间环境品质 满足五项 满足四项 满足三项 满足二项 满足一项

4.2 确定指标权重

各项指标在本次综合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值标定如下表6所示。

表6 行人空间系统评价指标权重值标定表

指标 行人空间网络密度 行人空间宽度 其他交通设施换乘 土地利用开发 空间设施环境

权重 0.18 0.17 0.19 0.21 0.24

4.3 构建评价模型

综合评估模型公式如下所示:

C=∑5

1WiCi

其中C 为综合评价得分,Wi 为各指标权重,Ci为各指标赋分。
计算出综合评价值之后,对照设置的评估标准,得出具体的行人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等级。

表7 行人空间发展水平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等级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差

综合评价值C 90-100 80-90 70-80 60-70 0-60

5 广州实践———构建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

5.1 概述

地铁18号线在建段起始于南沙万顷沙枢纽,终止于天河广州东站,沿线串联南沙区、番禺区、海

珠区及天河区,线路全长62.7km,在南沙境内设横沥站及万顷沙站。横沥地铁站位于南沙区横沥岛,
横沥岛未来开发体量十分庞大,将聚集商务办公,居住生活,会议等多种城市功能,是未来南沙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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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根据既有控规测算,远期横沥片区开发规模较大,在横沥地铁站域范围内,受地铁辐射影响,
各个地块平均开发容积率超过5。

图5 广州地铁十八号线横沥地铁站区位示意图

18号线横沥地铁站已经进入建设实施阶段,根据拟设计方案,横沥地铁站远期将设置Ⅰ、Ⅱ、Ⅲ、
Ⅳ及Ⅴ出入口等五个出入口,同时其周边将同步规划布局P+R泊位,出租车及K+P泊位,公交车停

靠站,公交场站等交通设施。

图6 横沥地铁站站域范围地面交通设施示意图

5.2 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

宏观层面,在梳理横沥地铁站站域影响范围内的地块分布区位后,搭建七条专属行人空间的地下步

4411



行通道,其中两条为直联地铁站点的通道,另外五条是在直联通道基础上衍生进其他地块的间接联系地

铁站的通道。同时为加强各个地块之间的联系,根据地块类型设置地块内部联系通道或者空中廊桥,从

而形成横沥地铁站站域范围内行人空间网络。

图7 行人空间步行网络示意图

表8 行人空间步行网络通道长度及密度

步行通道 直联通道 间接通道 地块内部廊道 空中连廊 合计

长度 (m) 2788 2412 4702 3600 13502

密度 (km/km2) 17.8

中观层面,为实现 “地铁+慢行+其他交通方式”一体化出行模式,便捷地铁站与地面其他交通设

施的换乘那个衔接,在横沥地铁站与地面公交场站之间搭建行人空中廊桥,人流在地铁站与公交场站之

间交互可以直接利用空中廊桥,高效实现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根据站点周边地面交通设施布局规

划,地铁站通过步行走廊与地面其他交通设施换乘的步行距离均小于80m。

图8 设置地铁口与公交场站联系行人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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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通过梳理横沥站站域范围内用地类型,将其站域范围内的用地类型主要细分为居住生活

地块以及商业商务地块,在商业商务办公地块之间构建直联地铁站点的地下行人空间,其他居住生活地

块通过直联通道衍生间接联系通道,也可以实现与地铁站的联系。

图9 不同类型地块联系通道示意图

表9 不同步行通道宽度设置范围情况表

步行通道 直联通道 间接通道 地块内部廊道 空中连廊

宽度 (m) 8-10 4-6 4-6 6-8

为提升整体横沥地铁站域范围行人空间设计品质,突显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各个交通要素布局

完善后,对于每条步行廊道都相对应设置有无障碍设施、照明设施、街道家具设施、景观绿化、指引设

施等环境设施。

图10 无障碍设施 图11 景观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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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街道家具设施 图13 指引设施

图14 照明设施

5.3 评价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

应用文章第四小节建立的行人空间评价模型对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系统进行评估,确定构建形成

的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中行人空间网络密度、行人空间宽度、其他交通设施换乘、土地利用开发、空

间设施环境等指标的赋分如下表10所示。

表10 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各指标赋分

赋分指标 行人空间网络密度 行人空间宽度 其他交通设施换乘 土地利用开发 空间设施环境

赋分值Ci 83 86 95 93 96

通过文章构建的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得到本文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综合评价值为:
C=0.18×83+0.17×86+0.19×95+0.21×93+0.24×96=90.18

构建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人性化、品质化评估等级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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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站域行人空间不仅是单一的交通功能,他也是城市活力的公共空间,是人流在地铁站点与城市用地

之间交互的重要中间纽带。结合人行空间的组成要素,以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中行人空间的

构建层次体系,文章运用综合评价法建立了一套评估行人空间等级的评估模型。在实例应用中以广州市

十八号线横沥地铁站作为运用实践,针对构建的横沥站域行人空间系统进行评估。最后,研究初步表明

文章建立的综合评价模型对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系统人性化、品质化等级的综合评价具有一定的科学参考

性,可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
对于影响地铁站域行人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等级的要素,文章的研究深度存在不足。下一步工作

中,应该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用数据综合分析,深入研究影响行人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的决定要素,
同步修正评估模型,使评估模型更为科学、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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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研究
———以武汉市建安街地铁站为例

张 森 郭 亮

【摘要】 城市居住区植入地铁站点,在便利居民生活出行的同时,对站点周边空间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如

何优化周边慢行空间建设,实现住区公共交通与慢行交通的协同发展。本文以武汉市地铁7号线上居住型地铁站点为

例,总结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的基本特征;利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分析建安街地铁站点周边慢行

空间发展现状,基于慢行空间三大构成要素:慢行通道空间、慢行节点空间以及慢行接驳空间,探讨慢行空间优化原

则,针对性提出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
【关键词】 地铁站点;居住区;慢行空间;优化策略

0 引言

目前国内地铁站点分类原则多样,主要包括交通导向型、区位场所型、交通运营数据型及站点空间

形态型四类。按照区位场所型分类原则,可以将城市地铁站点分为:交通型、公共型、居住型、混合

型、工业型、文教型和景点型七大类[1]。其中居住型地铁站点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公共交通+
慢行交通”混合出行方式在居住区最为流行。但是居住区由于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稀缺等问题使住区

慢行空间建设发展受限,尤其是慢行交通流线不连续与地铁站点自行车停车难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通勤

出行效率。
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主要包括慢行通道空间、慢行节点空间和慢行接驳空间三大类。当下,国内

外有关地铁站点慢行空间优化研究多是聚焦于构成慢行空间的某个要素。如Marc
 

Schlossberg重视慢行

通道空间研究,基于GIS的空间量化分析对站点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的步行可达性进行测量,针对性

提出慢行通道空间优化策略[2];Asha选取美国不同城市同种类型地铁站点进行周边环境品质测度,从

优化慢行节点空间目标出发,认为便捷性、舒适性及安全性是慢行节点空间规划设计需要考虑的三大因

素[3];Ryan
 

Sherman
 

Park则认为提高站点周边道路连通性,降低步行绕路系数是优化慢行通道空间的

首要举措[4];国内学者相对而言,对地铁站点周边空间研究更注重商业空间活力的提升,如王维礼、白

云庆、陈懿慧等人利用大数据对城市地铁站点周边商业点进行量化研究分析,并提出周边商业空间优化

策略[5-7];当然,国内同样也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研究。彭俊以成都市中心区居住型地

铁站点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借鉴国外站点周边慢行空间经验,因地制宜提出系列优化建议[1];段

婷、运迎霞则通过对地铁站点周边慢行交通系统进行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系统性因素、设施因素分别

与步行、自行车环境适宜性关联最大[8]。牛彦龙、严建伟以天津、香港两城市地铁站为例,基于提高城

市活力来探讨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9]。不过总体来看,国内对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研究主要是

基于某点详细探讨,缺少系统化综合研究。
居住区作为城市中与人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区域,“植入”其中的地铁站点与住区慢行空间的协同

发展十分重要。本文以武汉市居住型地铁站点为例 (对武汉市7号线地铁站点进行梳理,居住型地铁站

点 (优势度大于50%)主要包括:瑞安街、建安街、北华街及纺织大街。以四个站点为圆心,500m为

半径范围分析周边用地及交通情况 (见图1),基于慢行空间三大构成要素,探讨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

慢行空间的基本特征,并选择建安街地铁站点具体分析,从慢行通道空间、慢行节点空间、慢行接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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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出发,探讨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以期为国内一、二线城市大型居住片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慢

行空间发展提供参考。

图1 7号线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土地利用图 (来源:作者自绘)

1 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的基本特征

1.1 慢行通道空间特征

道路交通系统是居住区发展的骨架。一般而言,居住社区交通系统以方格网组织形式为主;居住小

区内部道路组织形式多样化,如贯通式、环通式、尽端式等。小区内部道路与社区主要道路接驳顺畅与

否主要取决于小区出入口数量及位置。步行空间和自行车道沿社区道路布置,但由于我国城市慢行交通

系统发展缓慢及居住区道路普遍以 “窄、密”为主,所以国内居住区设置自行车专用道案例较少,并且

居住区非机动车道被电动车占领现象十分严重。居住区通勤出行早高峰明显,“共享单车/电动车+地

铁”交通混合出行方较为普遍,但由于居住区非机动车管理不佳,通勤出行早高峰交通拥堵及交通小事

故时有发生。共享单车停车位布置首要原则是停车位附近人流量大,对应居住区范围,其停车区域主要

位于小区出入口、地铁出入口和公交站点附近。据调查显示,建安街和瑞安街地铁站点附近公交站点附

近单车停车空位较多,且排放整齐;而地铁出入口与小区出入口附近单车停放杂乱且位置不够,尤其是

地铁出入口附近,大量步行空间被非机动车占领,出入口步行流线模糊,通勤早高峰拥堵现象极为严

重。图2反映了住区交通组织形式关系。

1.2 慢行节点空间特征

慢行节点空间主要包括地铁站点出入口慢行节点空间、居住区出入口慢行节点空间、公园绿地慢行

节点空间以及换乘节点空间。地铁站点出入口慢行节点空间分为独立式和共用式两种。位于居住区地铁

站点出入口慢行节点空间一般为独立式,极少数一线城市大型居住区与商业综合体共用;居住区出入口

慢行空间与换乘节点空间布置相似,都是以划分适度集散场地来疏散人流为主要目的,此种节点空间用

处最大,不过极易造成住区环境枯燥效果;住区公园绿地节点空间,即住区步行空间小节点,受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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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住区交通组织形式图 (来源:作者自绘)

传统居住区规划影响,住区景观节点等级分明,从居住区级到居住组团级,最后的结果是投入最少

的组团级景观节点与居民生活联系最为紧密,同时串联居住区级绿地与组团绿地中间的步行空间小

节点布置简单,导致居住区级公园绿地慢行空间节点使用率偏低,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图3、图4反

映当前不同等级绿地边界常见处理方式,从图中可以看出,该种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住区公共

空间使用。因此对住区慢行节点空间针对性改造十分必要,在提高居民出行品质的同时,也有利于

住区人居环境的改善。

图3 宅间绿地边界处理方式[10]

     
图4 中心绿地边界处理方式[10]

1.3 慢行接驳空间特征

居住区慢行系统接驳主要考虑的是慢行交通 (步行、自行车)与住区内外、公共设施、地铁站点的

接驳。通常情况下,人们步行活动自主性、灵活性较强,所以步行在城市空间主要沿 “面状”运动;自

行车受其行驶方式限制,一般呈 “线状”方式运动。两种不同运动方式决定了与其他交通方式、居住区

内公共设施的接驳方式不同。步行系统接驳较为简单,一般是通过布置适度集散小广场来疏散人流;自

行车系统与其他交通方式接驳主要体现在自行车停车位布置选择上,上文慢行通道空间部分对此已有说

明,此处不再赘述。

2 建安街地铁站概况及周边慢行空间现状分析

2.1 建安街地铁站概况

武汉市近年轨道交通发展迅速,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使人们开始注重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建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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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位于武汉南湖居住片区中心,其所在的轨道交通7号线是连接汉口和武昌的一条重要干线 (如图

5)。建安街地铁站周边500m范围内基础设施完善,站点所在位置的恒安路两侧各类商业设施高密度布

置。站点四个出入口位于道路交叉口的四角,其中A、D出入口紧邻道路交叉口,B、C出入口距离道

路交叉口分别约80m、130m左右 (如图6)。其中B、C出入口往北50m左右有中百超市,超市门前有

一较大社区广场。该地铁站承担了南湖居住片区中心地段居民通勤出行的重要交通任务,站点覆盖范围

大体上符合现状人流特征。

图5 轨道交通7号线示意图

(来源:网络)
图6 建安街地铁站点出入口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2.2 建安街地铁站周边慢行空间现状分析

2.2.1 站点周边慢行通道空间与步行绕路系数分析

以地铁站点四个出入口为圆心划定半径为500m的圆形范围,由此计算各出入口的步行绕路系

数,即PRD值。具体计算方法:将半径500m范围均分为8个象限,随机抽取每个象限中任意一条

街道,且这条街道必须与圆相切,计算每一个切点到圆心的距离,最后取8个距离的平均值,得出

的平均值与500的比为各出入口的步行绕路系数。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人们可接受的步行绕路系数

在1.2以下,1.0~1.2之间为绕路最高限度,基本满足人们绕路要求。经计算,建安街地铁站四个

出入口除了D出入口绕路系数在1以下,其他均在1以上,其中B、C出入口的步行绕路系数均超过

1.2(如图7)。

图7 建安街地铁站各出入口步行绕路系数值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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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站点周边慢行节点空间与人群活动特征分析

利用百度地图获取的建安街地铁站点周边500m范围热力图数据 (详见图8),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

度分析站点周边人群活动特征。从空间上看,居民活动空间集聚点主要集中于地铁站点出入口、沿街底

商地带以及小区公共活动场所等,且高热区集聚空间以地铁站点为中心分散布置。工作日与休息日不同

时段高热区活动场所有所不同;从时间上看,不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整体上高热区集聚点变化规律相

似,早晨至晚上呈上升趋势,21:00为高峰时段。但是也有差异存在,工作日9:00-15:00时段人群

活动强度明显低于休息日此时段,但是工作日17:00-21:00高热区集聚点多于休息日此时段。结合以

上特征,可知居住区整体人群活跃度较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住区公共设施附近。由此可知,住区慢

行空间建设十分重要,尤其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慢行节点空间。

图8 基于热力图数据建安街地铁站点周边500m范围内居民活动空间集聚变化 (来源:作者自绘)

2.2.3 站点周边慢行接驳空间与周边建筑关系分析

建安街地铁站点四个出入口与周边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出入口占用人行道型、出入口广场型
(建筑退让)。C、D出入口属于占用人行道型,出入口占用步行空间,没有设置尺度适宜广场来疏散人

流,而且出入口周围仅有空间被非机动车停车位占领,尤其通勤出行早高峰和晚高峰,出入口停车混

乱,拥挤度剧增。A、B出入口是利用周边建筑退让形成的广场型出入口,入口附近配有小尺度集散广

场,且没有占用慢行交通空间,小的集散广场结合尺度适宜的人行道空间一定程度了缓解了高峰期出入

口拥挤程度。具体站点出入口与周边建筑关系示意详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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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建安街地铁站出入口与周边慢行空间关系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3 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原则

3.1 路网便捷原则

路网便捷是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设计的首要原则。路网便捷主要体现在商业空间连

续、道路连通性高及慢行交通设施完善等。站点周边商业空间的连续布置,再辅以特色感强的店

铺门面设计,吸引行人注意力,行人从心理上感觉步行时间较短,进而认为步行路网便捷;道路

连通性高不仅适用于居住区交通发展,同样适用于城市中心区,开放式小街区的发展模式一直是

国内外城市发展目标,小街区路网布置如图10所示,住区因地制宜适当发展小街区模式,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提高街区道路连通性,居民绕路系数降低。慢行交通设施完善,尤其是慢行交通道路

空间专门化规划设计,提高行人出行效率同时,还能美化城市环境。图11反映慢行交通十字路口

过街示意。

图10 小街区路网布置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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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自行车过街方案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3.2 步行舒适原则

行人步行舒适与否主要和以下因素相关:丰富的步行空间;品质良好的街道空间;景观优美的绿化

空间。居住区老年人出门遛弯现象最为常见,老年人体力有限是影响他们实现步行舒适的重要原因。对

步行空间进行人性化设计,体现 “以人为本”设计理念,如增加街边座椅,布置清晰路标牌等,均有利

于提高居民步行积极性。街道品质体现在居住区底商的连续及有趣的商业界面,干净、整洁的沿街商业

吸引行人驻足,提高街区活力;街道绿化景观同样影响居民出行步行意愿。图12、图13反映住区部分

影响居民步行舒适空间改造示意图。

图12 住区围墙界面绿化改造 (来源:作者自绘)
    

图13 街道空间建筑立面改造 (来源:作者自绘)

3.3 接驳高效原则

高效接驳原则主要体现在系统化处理慢行交通系统与轨道交通站点、公共设施以及住区内外之间的

接驳,同时需注意不同模式慢行交通接驳方式有差别。如步行与住区内公共设施之间的接驳,主要是通

过设置适度集散广场来疏散人流;自行车与地铁站点之间的良好接驳,关键则是处理好自行车在站点出

入口附近停车问题。此外,地铁作为一种大运量交通工具,站点出入口与居住区慢行空间的系统接驳,
在考虑慢行交通系统与地铁高效接驳外,还需注意通勤出行早晚高峰期出入口人流大导致的拥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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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反映地铁站点周边自行车不同停放形式。

表1 地铁站点周边自行车停车形式汇总表

类型 形式 图示

地面划线停车

停车场集中式

空间利用式

地面固定停车

桩式 (无雨篷)

桩式 (有雨篷)

座椅结合式 (圆形)

座椅结合式 (线形)

地面立体停车

随墙式

重叠式

地下立体停车 重叠式

(来源: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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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安街地铁站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

4.1 慢行通道空间便捷化

4.1.1 加强周边商业空间连续性

连续性强的商业空间布置在提高街道品质的同时,有利于吸引行人注意力,行人从心理上感觉步行

时间较短,进而认为步行路网便捷。但是通常情况下,大部分街区商业空间连续性有待加强,尤其是居

住区范围内,封闭式管理的传统小区建设打破了住区范围内商业空间发展最初肌理。图15反映了建安

街地铁站点周边500m范围内底商分布示意图。由下图可知,站点周边商业空间布置比较零散,连续性

差。为解决此类问题,受限住区可以适当 “打开”街区,利用街区活力来保障住区安全;其次,对于必

须以围墙展示的街区,可考虑适当拓宽步行空间,布置规整有序的流动商贩位置来保证商业空间的连续

性;最后,商业空间的连续性除了在位置上体现,商业文化的一致性同样也十分重要,即住区范围内同

一平面上生商业空间应统一商业主题,从位置与视觉感受给行人带来双重统一,保证商业空间连续性。

图14 建安街地铁站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底商分布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4.1.2 提高站点周边道路连通性

步行绕路系数值最能反映道路连通性情况。由上文建安街地铁站点四个出入口步行绕路系数分析可

知,站点周边街道连通性有待提高。居住区街道连通性不够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传统小区的封闭式建设管

理造成的。如果适度在站点周边区域打造开放街区,“小街区、密路网”的形成可以降低站点步行绕路

系数。此外,不适合改造的传统封闭小区可以通过增加小区出入口来提高居民出行便利度。图15展现

建安街站点周边部分小区开放后道路规划。

图15 建安街地铁站周边路网规划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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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重视慢行交通线路规划

据有关研究显示,10分钟是人们能接受的适宜步行时间最高限度,假设50m/分钟的步行速度,以

瑞安街、建安街、湖工大三个地铁站点出入口为圆心,500m为半径查询地铁站点周边步行最佳范围

(见图16)。由图可知,湖工大与建安街两站点之间非步行最佳范围最大。因此,对站点周边进行慢行

交通线路规划十分重要。如设置自行车专用道、完善站点出入口步行流线等。此外,也应增强地铁站点

各出入口与周边商业建筑的联系,根据周边环境情况对出入口慢行空间合理规划。

图16 建安街站点周边慢行交通分析及规划路线图 (来源:作者自绘)

4.2 慢行节点空间舒适化

4.2.1 丰富步行空间

在不占用步行道面积的情况下,合理布置建筑小品、安置街边座椅、设置相关道路及建筑标示

等,在丰富步行空间的同时,为行人提供步行便利。尤其在居住片区,老年人出门遛弯、聚集聊天

现象十分常见,步行空间街边座椅的设置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老年人出门体力不足问题;布置与街

道景观相配的建筑小品可以美化丰富步行空间,提高居民步行积极性;道路及建筑标示的设置便利

居民出行。

4.2.2 增加街道品质

一般来说步行道与沿街商业相连最佳,增强街区活力同时保证街道安全。居住片区,封闭小区的建

设使得大部分人行道与小区实体围墙相邻,不仅街道活力不足,同时也使行人步行满意度有所下降。适

当开放沿街底商,有条件区域重新规划设计尺度宜人街道空间,严格控制高宽比。对于道路过宽街区,
可以通过对道路横断面的重新划分,定义不同道路横断面功能;现代城市居住区建设较多,对于临街建

筑过高现象,可以通过增加对立面建筑后退距离来缓解居民由此产生的压抑感,即街区严控道路两面临

街建筑高度均过高。详见图17。

4.2.3 增加街道绿化

街道绿化不仅具有景观观赏作用,还可以吸收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清新空气。增加慢行道周边的

绿化,首先在心理上可以减少机动车带给行人的不安情绪,其次,炎热夏天行道树可以为行人提供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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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16m、22m、30m街道剖面设计 (来源:上海街道设计导则)

作用。此外,居住区街道绿化与城市其他功能区相比景观设计相对单调,适当增加景观趣味性有利于提

高居民步行积极性。

4.3 慢行接驳空间高效化

地铁作为一种大运量且乘坐时效有保证的交通工具,使其成为多数居民通勤出行选择的首要交通工

具。因此优化地铁与其他交通方式的高效衔接,是提升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亟待解决的问

题。居住区的交通接驳主要涉及步行与地铁、自行车与地铁及公交车与地铁。步行与地铁之间高效

接驳主要体现在居住区步行流线的畅通和站点周边适度集散广场的设置;自行车与地铁之间的良好

接驳有一定难度,尤其是当下我国多数大中小城市 “共享单车围站”现象时有发生;解决自行车与

地铁之间的接驳问题短期上可以从整治地铁站点出入口附近单车停车区域入手,即提高政府城市治

理能力,如根据站点周围环境重新合理规划设计站点单车停车区域,探索自行车停车方式多样化,
严控单车乱停乱放。但长期需要解决的是提高城市居民使用个人单车的意识,当下共享单车的风靡

并不代表城市走向 “慢行城市”,共享单车只是起到对城市 “绿色、慢行出行”起到补充作用,鼓励

大家使用个人单车才是目的。个人单车使用率高,无形中提高大家停车素质;此外,为保证公交与

地铁之间的高效换乘,地铁站点出入口附近应设置公交站点,两类站点之间应规划安全步行流线,方

便居民出行换乘。

5 结语

居住区作为与人们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城市功能区,区域公共交通与慢行交通的协同发展对居

民出行品质提高十分重要。本文以武汉市南湖居住片区建安街地铁站点为例,基于慢行通道空间、
慢行节点空间及慢行接驳空间三大要素,对站点周边慢行空间进行现状分析,并提出居住性地铁站

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原则:路网便捷、步行舒适及系统接驳,结合设计原则与站点周边现状分析系

统化探讨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最终实现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便捷化、舒适化与安

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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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桩共享单车使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深圳为例

周 军 周青峰 马 亮 郭 莉

【摘要】 基于深圳市2017年9月份OFO
 

20万辆无桩共享单车的使用数据,通过网格划分,采用空间自相关技术分析

共享单车使用的时空格局,并使用空间回归模型从人口就业,土地利用和建成环境讨论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结果表

明:①深圳市共享单车使用空间分异显著,使用量高的地区趋于相邻,使用量低的地区也趋于相邻。深圳市共享单车使

用存在四个热点区域,整体空间格局围绕着四个热点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特征。②就业岗位在全天范围内对共享

单车的有影响,岗位密度大的区域是共享单车的发生和吸引的热点区域,而人口密度对共享单车的使用量影响作用弱于

就业岗位。③餐饮、公司和学校是共享单车使用量高的地点,且呈现出不同的使用特征。政府办公区,商店和娱乐休闲

场所不是共享单车的活跃区域,土地的混合利用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④城市路网中次干路对共享单

车的使用具有影响,公交与共享单车两者之间的换乘关系较弱,而地铁与共享单车的互动关系很强。⑤共享单车在城市

中有固定的 “呼吸模式”,人口与就业,土地利用和建成环境三者对呼吸模式的形成有影响。
【关键词】 共享单车;空间自相关;时空特征;土地利用;建成环境

0 引言

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机动化交通带来的拥堵影响城市生活质量和竞争力,人们认识到自行车交通

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很多城市开始修建公共自行车系统,全球大概有700个城市建设了公共自行车

系统 (Fishman
 

et
 

al,2016),其中我国约有400个城市和地区,成为全球整体数量第一和系统基础设

施规划最多的国家。公共自行车系统研究主要关注收支平衡、站点布局、高峰时段供需失衡与路径选择

等问题。姚遥等 (2009)分析杭州市公共自行车的运行数据,对系统规划和设施与人员的配备及运营进

行了讨论。李黎辉等 (2009)讨论了武汉市公共自行车租借点布局与公交点、公建点和校园点的规模之

间关系。刘智丽等 (2012)从公共自行车系统目标、租赁站点选址、费率和运营机制等4方面提出重建

北京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董红召等 (2009)针对公共自行车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衡的问题,研究了

调度过程中站点需求的动态特性。庄楚天等 (2017)定义站点活跃度等指标,通过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站

点数据,挖掘站点使用状况的时空分布特征。国外公共自行车研究关注站点状态数据,深入研究整个系

统出行需求在时空方面的波动,此外还关注出行记录数据,包含每次出行的起始、终点的时间和地点,
研究系统潜在的出行行为特征。Jensen等 (2010)分析了里昂公共自行车1160万次出行数据,根据站

点之间的数据,模拟自行车流在街道上的分布,为设计自行车道路网络提供了有用分析。Faghih-Imani
等 (2014)对纽约citibike公共自行车系统出行数据进行研究,主要探索共享单车需求的决定因素。
Kaltenbrunner等 (2010)利用西班牙巴塞罗那Bicing公共自行车出行数据探测城市移动的时间和空间

特征,推断居民的自行车活动在时间空间的分布。Vogel等 (2010)使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维也纳City
 

bike公共自行车的出行数据,发现了站点复杂的自行车活动模式,为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规划和经营决

策提供支持。Froehlich等 (2009)分析了西班牙巴塞罗那Bicing公共自行车出行数据,提出在公共自

行车的空间布局是影响活动特征的影响因素。Borgnat等 (2011)分析了里昂公共自行车在出行在时间

上分布,探讨了城市里的主要单车流向。Vogel等 (2014)考虑到不同用户的骑车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差异是显著的,以街区为单位,统计不同街区之间的自行车流分布。Brien等 (2014)发现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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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Bicing公共自行车车站,基于整个一天活动变化可以分为五个空间群。
已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定桩公共自行车的运行数据,主要存在特征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无桩共

享单车是具有自带定位系统实时显示位置、能够随借随还和 “随停随放”自由流动的公共自行车,2016
年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共享单车数量巨大,使用的人数及范围更加广泛。共享单车记录用户的使用

数据,可以理解用户的习惯以及反映其在城市区域内的移动状况 (Padgham,M,2012),在时间和空

间上反映了居民最真实、最准确的出行需求,能够弥补公共自行车出行研究的数据不足,但这方面的研

究目前还不多见。本研究基于深圳20万辆无桩共享单车的出行记录,划分空间网格单元,对共享单车

使用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识别不同共享单车出行的热点区域,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研究人口就业,
土地利用和建成环境对不同时段的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促使城市规划和空间更有利于自

行车,科学、有序地引导和推动公共自行车的健康发展。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深圳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毗邻香港,是国务院定位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城市,是

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辖区共有罗湖区、龙岗区、福田区、宝安区、南山区、盐田

区、龙华区、坪山区、光明区和大鹏区10个行政区。全市总面积1996.85km2,其中建成区面积为

900km2。2016年的常住人口为1190.84万。深圳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长夏短冬,气候温和,日照充

足,年平均气温23.0℃,适宜自行车出行。

1.2 数据描述

截止到2017年9月,ofo无桩共享单车平台在深圳共有228059辆单车运营,本研究每隔5min对

这些单车的工作状态进行扫描,最终记录了2017年9月第4周某一天工作日的单车状态数据。数据内

容如表1所示,包括单车ID,单车开始停止使用的时间和日期,以及单车位置坐标。一天的单车状态

记录数据大约有5760万条,针对某个单车ID,我们首先通过对比其位置是否发生变化来确定是否使用

了单车,获取单车的开始使用时间和位置坐标以及结束使用时间和位置坐标。然后根据单车平均的出行

速度和出行距离,将产出异常的单车使用记录进行剔除。最后利用arcGIS软件将单车OD映射到空

间中。

表1 共享单车工作状态的信息数据

Time Bike
 

ID X Y

2017-0321T00:13:21 7556118647 113.884828 22.857536

2017-0321T00:13:21 7556073013 113.884834 22.857274

… … … …

2017-0321T00:27:44 7556146932 113.896694 22.458407

全部数据处理完后,共获取到541156次的共享单车使用记录,图1是共享单车在每小时内的使用

次数汇总。从全天的使用量来看,共享单车使用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早高峰在08:00-09:00之间,晚

高峰为18:00-19:00之间。早高峰内,单车使用量超过了50000次,晚高峰的使用量稍低于早高峰,
超过40000次。同时也具有两个平稳期,在01:00-06:00时段,单车使用量最低且平稳,每小时约为

5000次,12:00-16:00时段是单车使用的第二个平稳期,每小时约为20000次。从晚间到午夜的20:
00-24:00时段,单车使用量平缓下降,从每小时40000次下降到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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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每小时的单车使用次数

1.3 空间与时间的尺度划分

1.3.1 空间尺度的划分

共享单车主要投放在建成区内,考虑到单车的出行距离,本研究将深圳建成区划分为1km×1km
网格,统计每个网格内的单车使用次数,删除单车使用量少于30的网格后,参与分析的共享单车占所

有共享单车的96.9%,能够代表共享单车的使用特征。参与分析的网格数为519个,其空间分布如图2
所示,福田区,南山区,罗湖区是深圳的中心区域,网格几乎全部覆盖了这三个区域的建成区,宝安

区,龙华区和龙岗区是深圳的次中心,网格覆盖了这三个区域靠近中心区域的建成区。整体上共享单车

的使用在深圳比较集中,在后续的分析中主要分析这六个区域。

图2 网格在深圳空间中的分布

1.3.2 时间尺度的划分

已有的研究中,考虑的时间尺度包括了分钟,小时,天,周,月,季度和年,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

性及数据处理的效率,本研究采用小时的尺度并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时段进行分析。以网格内每小时的单

车使用次数作为估计变量,使用核密度估计的方法绘制每个小时的使用量概率分布 (Rosenblatt
 

M,
1956),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24个时段的分布曲线主要分为三个簇群,分别对应夜间时段,白天高峰

时段和白天平峰时段。五条彩色的曲线是挑选出来代表性的时段。黑色曲线为凌晨02:00-03:00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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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内单车使用的分布情况,因为使用量少,所以曲线最靠左;蓝色曲线为早高峰08:00-09:00期间

网格内单车使用的分布情况,红色为晚高峰18:00-19:00时段。这两个时段曲线位于最右边;绿色和

黄色为两个平峰时段的代表,分为12:00-13:00和22:00-23:00,曲线位于中间。研究主要对早高

峰时段,中午时段 (12:00-13:00),晚高峰时段以及晚间时段 (22:00-23:00)四个时段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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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4个时段单车使用的核密度分布

1.4 研究方法

1.4.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用于衡量空间单元属性值在整体上的空间关联程度,本研究使用全域莫兰指数

I分析深圳共享单车的使用分布空间模式,判断深圳共享单车使用的是否存在空间差异性和相互依赖

性。计算公式为:

I=
∑n

i=1∑
n

j=1Wij(hi-h)(hj-h)

S2∑n
i=1∑

n

j=1Wij

(1)

S2=
∑n

i=1
(hi-h)2

n
(2)

式中:h代表单位时间内网格内的共享单车使用次数;h为均值;i和j代表空间中的网格,n是网

格总数;Wij 是空间权重阵。I的值域范围为 [-1,1],I>0并通过显著性检,说明网格间的共享单

车使用量存在空间正相关;I值越大,空间集聚程度越高。I<0说明网格间的共享单车使用量存在空

间负相关;I值越接近于-1,空间离散程度越高。I=0则说明网格间的共享单车使用水平没有空间相

关关系,即共享单车使用水平在网格之间间随机分布。

1.4.2 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域空间自相关用于度量每个空间单元属性值与其邻近空间单元属性值之间的关联程度,常用的度

量指标是局域莫兰指数Ii 和Getis-OrdG*
i 统计量。局域莫兰指数又称为局域空间关联指数 (LISA,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计算公式为:

Ii=
hi-h
S2 ∑

n

j=1Wij(hj-h) (3)

式中:Ii>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网格i与其邻近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量正相关,即共享单车使用水

平高的邻近网格相邻 (高—高相关,记为HH);或共享单车使用水平低的网格相邻 (低—低相关,记为

LL)。Ii<0则意味着网格i与其邻近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水平负相关,包括使用量高的网格相邻使用量低的

网格 (高—低相关,记为HL)和使用量低的网格相邻近使用量高的网格 (低—高相关,记为LH)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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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is-OrdG*
i 是进一步测度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的统计量,用以识别不同空间单元的高值簇与低值

簇,即热点区与冷点区的空间分布,计算公式为:

G*
t =
∑n

j=1Wij(d)hj

∑n

j=1hj

(4)

对Gi
*进行标化处理。Z (G*

i )=
G*

i -E (G*
i )

Var (G*
i )

式中,E (Gi
*)和Var (Gi

*)分别代表Gi
*的

数学期望和变异系数,Wij (d)代表空间权重矩阵,d为距离尺度。如果E (Gi
*)为正且通过显著性

检验,说明网格i的周边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量相对较高 (高于均值),属于高值县区集聚,即所谓的

热点区域。反之,若E (Gi
*)小于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说明网格i的周边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量

相对较低 (低于均值),属低值空间集聚,即冷点区域。

1.4.3 共享单车使用量的影响模型

根据研究文献 (Cervero
 

R
 

et
 

al,2003;Rodr
 

Guez
 

et
 

al,2004;Moudon
 

et
 

al,2005;Cervero,et
 

al,2009)人口经济、土地利用、建成环境和气候是影响自行车出行的四大主要因素。因此,共享单车

使用量的影响模型可写为:

hi=f(Pi,Li,Bi,Wi) (5)
式中:hi 代表网格i内的共享单车使用次数;Pi、Li、Bi、Wi 分别代表网格i内的人口经济特征、

土地利用、建成环境和天气因素。因为气候变量不可控,而且数据取自单日温和天气,本研究主要考虑前三

类影响因素,每一类指标又进行了详细分类 (Faghih-Imani
 

et
 

al.2014;Zhang
 

et
 

al,2017),如表2所示。在

土地利用一类中,本次研究利用了开放性数据POI(point
 

of
 

interest)对土地利用进行衡量,选取了七类与居

民生密切相关的变量:餐饮、公司、学校、办公、公园、零售、娱乐,并加入土地混合的变量。

表2 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变量及统计值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单位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方差

人口就业
人口—POP 1000/km2 0 312.12 18.05 23.50

就业岗位—JOP 1000/km2 0 6.86 0.94 0.85

土地利用

餐饮—Restaurant 个数/km2 1 1736 186.68 217.51
公司—Company 个数/km2 1 3506 178.13 299.36
学校—School 个数/km2 0 29 2.83 3.61

政府办公—Office 个数/km2 1 83 8.54 10.79
公园—Park 个数/km2 1 110 4.93 9.43

商业店铺—Shop 个数/km2 1 3049 263.63 361.12
休闲场所—Luxury 个数/km2 1 266 21.83 24.19

土地混合—Mix_use / 0 2.79 2.27 0.47

建成环境

主干路—M_Road km/km2 0 8.46 0.81 1.49
次干路—S_Road km/km2 0 17.40 5.71 3.46
支路—C_Road km/km2 0 13.91 4.61 2.94
公交站—Bus_S 个数/km2 0 31 8.38 5.71

地铁站—Metro_S 个数/km2 0 3 0.28 0.55
距最近地铁站长度—Dis km 0.072 11.45 1.80 2.03

可用的共享单车—Bike_N 个数/km2 30 1866 423.94 417.98

注:影响变量是以网格为单位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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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线性回归,多层回归,混合线性回归,非线性回归和时间序列模型等,是经常用来在研究公共

自行车使用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在分析涉及空间要素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处理空

间自相关的问题。无桩共享单车的使用在空间上可能存在有着强烈的自相关性,因此本文采用空间回归

模型分析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因素。空间回归模型通常包括两类模型,即空间滞后模型式 (6)和空间

误差模型式 (7),并且使用鲁棒拉格朗日乘数测试来选择合适模型。
Y=a+bX+λWY+e (6)

Y=a+bX+e(e=λWe+u) (7)
式中,Y 是每个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量因变量,X 是影响共享单车使用量的自变量,W 是空间权

重,e是误差,λ是空间自回归系数,WY 和We 是Y 和e的空间度量值。

2 深圳市共享单车使用的空间格局

2.1 总体格局及变化

为考察共享单车使用情况的总体格局,本文将网格内的共享单车使用次数,利用自然断裂法将网格

划分为5个等级,绘制共享单车使用的空间分布图。图4显示了四个时段的共享单车使用量的分布特

征。总体上,四个时段内的共享单车使用量空间分布特征较为相似:使用量高的网格主要集中在南山

区,福田区和龙华区的中心地带,以及罗湖区内与福田区邻接靠近罗湖火车站的地带;使用量低的网格

则分布于宝安区的北部,南山区的西部,龙华区的边缘地带以及龙岗区。从使用量最高的网格出现区域

来看,不同时段内有所变化:早高峰时段,使用量最高的网格主要位于龙华区和南山区;中午时段,使

用量最高的网格出现在龙华区,南山区,福田区;晚高峰时段,使用量最高的网格主要位于南山区和福

田区;晚间时段,使用量最高的网格则出现在南山区,福田区与罗湖区的邻接处。
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了共享单车使用量分布的空间关联性。早高峰时段,所有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

量的全局莫兰指数为0.5029,中午时段为0.5628,晚高峰时段为0.5296,晚间时段为0.5068,四个时

段全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四个时段内的共享单车使用都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即共享单车使用

量高的地区趋于相邻,共享单车使用量低的地区也趋于相邻。从四个时段的空间聚集性比较来看,差别

不是很大,全局莫兰指数都大于0.5,早高峰时段和晚间时段,单车使用在空间上的差异最大,空间集

聚程度最小,而中午时段是单车使用在空间上的差异最小,空间集聚程度最大的时段。

图4 不同时段的网格内单车量空间分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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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时段的网格内单车量空间分布 (二)

2.2 局域格局及变化

为直观地反映共享单车使用的局部空间特性,绘制共享单车使用量的LISA散点图,图5为早高峰

时段的LISA散点图。从散点图来看,四个时段的局部空间特征相似度特别高。早高峰时段,落入第一

象限 (HH)的网格有161个,占网格总数的31.02%;落入第三象限 (LL)的网格有257个,占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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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49.52%,落入第二象限 (LH)和第四象限 (HL)的网格数量分别有73个和28个。这说明,
共享单车使用量高的网格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共享单车使用量低的网格集聚也非常显著,即共享单车

使用量相似的网格在空间上呈现集聚格局。对其余三个时段四个象限的网格个数统计显示,结果仅与早

高峰时段存在微小的差别。表明了共享单车使用的空间分异特征非常稳固,空间集聚程度一直很高,受

时间变化的影响很小。

图5 早高峰时段的共享单车使用量LISA散点图

图6为共享单车使用的网格分布的LISA地图,彩色的网格代表通过局域莫兰指数显著性检验,可

以看出通过大部分彩色网格属于高—高和低—低两类,有少量的低—高类网格,不存在高—低类网格。
四个时段内,网格的局部聚集特征非常相似。对于高—高类的网格,聚集为四个主要斑块,宝安区,南

山区和龙华区内各有一个,最大的斑块横跨福田区和罗湖区 (除了早高峰时段内,福田区内存在零星的

高—高类网格)。而低—低类网格在空间上几乎没有变化,主要位于所有网格组成区域的边缘地带。再

次表明了共享单车使用的局域格局稳定,受时间变化的影响小。

2.3 热点区域及变化

计算四个时段深圳网格内单车使用分布的Gi*统计量,按照自然断裂法将其由高到低分成热点区、
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和冷点区4类,据此分析共享单车使用热点区域及其变化特征,如图7所示。可

以看出,深圳市共享单车使用存在四个热点区域,整体空间格局围绕着四个热点区域呈现出明显的

圈层结构特征。四个热点为南山区,宝安区,龙华区的邻近区域中心的地带 (图7中黑点为区政府

中心),以及和福田与罗湖的交界地带,向外至建成区边缘依次形成 “热点区域—次热点区域—次冷

点区域—冷点区域”的圈层分布。从四个时段来看,热点区域的变化较大。对于早高峰时段,热点

网格主要集中在南山,龙华和宝安核心区,罗湖和福田的交界处出现少量的热点网格。在中午时段,
热点网格则转移到南山区,龙华区的区域中心,以及福田与罗湖的交界处。在晚高峰时段,热点网格分

布与中午时段相似。在晚间时段,热点网格的数量有所减少,主要位于南山和罗湖与福田的交界处。从

整天的时段来看,南山和罗湖与福田的交界处一直都是共享单车使用的热点区域,次热点区、次冷点区

和冷点区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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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时段的共享单车使用量的LISA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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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四个时段内的共享单车热点及变化

0711



3 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别以网格内的共享单车发生量 (单车使用起点在该网格内总和,称为P)和共享单车吸引量 (单
车使用终点在该网格内总和,称为A)为被解释变量,形成了4个时段3类影响因素的24个实证模型。

3.1 人口就业因素

表3是分别将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和吸引作为因变量,人口和就业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空间误差模

型回归的结果。λ为空间误差自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

表3 人口和就业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分析结果

早高峰时段 中午时段 晚高峰时段 晚间时段

P A P A P A P A

λ 0.828* 0.7998* 0.8245* 0.8026* 0.827* 0.8470* 0.7964* 0.7676*

POP 0.0357* -0.0537* -0.0122 -0.0279 -0.035* 0.0334* -0.0147 0.0367*

JOB 0.6289* 0.7164* 0.6422* 0.6531* 0.6646* 0.6186* 0.6547* 0.5851*

AIC 1044.2 1159.4 1115.3 1166.2 1094.7 1010.4 1109.5 1109.5

Model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注:*、**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3中得知,人口因素对共享单车使用量影响在早、晚高峰和晚间三个时段具有显著性。早高

峰时段,人口因素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影响系数为0.0357,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系数为-0.0537,
表明早高峰时段人们从居住区使用共享单车出发去到工作地点或其他地点。在晚高峰时段,人口因素对

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量回归系数为-0.035,对共享单车使用量的回归系数为0.0334,表明晚高峰时段

居住区是共享单车的使用终点,反映了居民从非居住地点聚集地回到居住地的流动趋势。中午时段,人

口对共享单车的发生和吸引均为负影响,但不具有显著性。晚间时段,也呈现了居民从非居住地点聚集

地回到居住地的流动趋势。与就业因素相比较,人口因素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程度并不高,一个潜在

的原因是,深圳人口密度高的社区,为了方便管理,禁止使用共享单车进入,可能减低人口因素对共享

单车使用的影响作用。
一天四个时段共享单车的发生量和吸引量都与就业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就业岗位较多的地方共享

单车的使用频率越高。在早高峰和中午两个时段,就业对吸引的影响比发生大,而在晚高峰和晚间时

段,就业对发生的影响比吸引大,这些特征符合人们工作出行的规律。四个时段中,早晚高峰时段就业

地点对单车使用量的影响并没有明显高于其他时段,说明共享单车在就业岗位高的活跃度一直很高,这

些区域共享单车需求比较大。

3.2 土地利用因素

表4是土地利用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空间误差模型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4个时间段内不同因素

(除土地混合度外)对共享单车使用量的影响差异性较大,少数因素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餐饮店数量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早高峰和中午时段,餐饮店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

的发生量是显著促进作用,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影响作用不显著。说明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居民倾

向于步行到用餐地点,餐后更有可能使用共享单车去到下一个出行地点。在晚高峰和晚间时段,餐饮店

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表现为显著正相关,而就餐结束后人们使用共享单车的趋势并不显著。这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共享单车的使用用户在餐饮方面的习惯。网格内的公司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也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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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影响。在早高峰和中午时段,网格内的公司数量与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回归系数分别为2.26989和1.07205,表明了居民在这两个时段内倾向于使用共享单车到达工作地点,
且在早高峰时段,公司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影响作用更大。在晚高峰时刻,公司数量对共享单

车使用的发生量显著的正向作用,回归系数为1.7492,表明居民在晚高峰时刻大量共享单车从工作地

点出行。晚间时段,公司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和吸引均为显著的影响。网格的学校数量在4个时

段内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发生和吸引均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里的学校主要包括了大学。大学生时间相对

自由,且多采用公共交通和共享单车出行。因此共享单车的使用在学校周边特别活跃,尤其是在晚间时

段。说明了大学生是使用共享单车的重要群体。

表4 土地利用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分析结果

早高峰时段 中午时段 晚高峰时段 晚间时段

P A P A P A P A

λ 0.7988* 0.7794* 0.7958* 0.7710* 0.7998* 0.8036* 0.7576* 0.7375*

Restaurant 2.6925* 0.6635 1.4218** 1.1670 0.7159 2.0534* 1.1169 2.7566*

Company 0.0772 2.2698* 0.8838 1.0720** 1.7492* 0.0294 0.1048 -0.1974

School 0.7422** 1.1317* 1.0189* 1.3813* 1.2322* 1.0218* 0.8739** 0.8495**

Office 0.5622 0.2916 0.2590 0.5700 0.1943 0.3649 0.4438 0.5173

Park 0.6251 0.5723 0.5400 0.2760 0.6361 0.7012 0.5104 0.7179

Shop 0.3869 0.6192 0.3921 0.5954 0.5342 0.4687 1.1253** 0.7227

Luxury -0.1532 1.0280 1.4090 1.1617 1.2927 1.0966 2.5597* -0.0095

Mix _use 0.9605* 0.8706* 0.8339* 0.7772* 0.7844* 0.8360* 0.6236* 0.7902*

AIC 1224 1298 1124 1280 1245 1202 1252 1243

Model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注:*、**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政府办公机构数量与学校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作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4个时段内,其回

归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表明了政府办公用地对共享单车使用影响较小。有两个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
一方面在与其他用地性质相比较时,政府机构周边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较高,办公人员出行不会选择自

行车出行。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周边管理比较严格,不允许共享单车停放,造成使用共享单车使用不方

便,因此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数量不高。由于样本数据为工作日时间,因此公园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数量

并无显著影响。对于商业和娱乐用地,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影响有限,仅在晚间时段,对于共享单车的使

用发生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时段作用不明显。土地利用多样性在4个时段对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发

生和吸引均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一个区域内土地功能越混合丰富对共享单车使用的促进作用就越

明显,而且混合的土地区域也使得共享单车的发生和吸引更均衡。

3.3 建成环境因素

表5是建成环境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空间误差模型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4个时间段内几乎所有

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对共享单车使用量的都有影响。从模型的效果上看,建成环境因素是拟合最好的,其

AIC值与其他两大类因素比较是最小的。
在建成环境因素中,主干路的密度在早晚高峰时段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和吸引具有促进作用,而

次干路密度和支路密度在4个时间段与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和吸引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随着次

干路和支路的增加,意味着更小和紧凑的街区形态以及更高的可达性,人们更愿意使用共享单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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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结果也表明在早晚高峰时段,对共享单车用户来说,具有在主干路这样快速跨区域道路上进行骑行

的硬性通勤需求,而在非通勤时间内,城市主干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产生的安全,噪音与污染等不利因

素导致居民不倾向于在城市主干路骑行。此外,在分析的4个时间段内,次干路对共享单车使用数量的

影响更大一些,这是由于次干路在整个路网体系中承担着连接细碎支路与主干道的作用。次干道越密集

路网体系越通达,人们骑自行车出行也更便利。此外,对比车速过快且繁忙的城市主干道,以及道路空

间狭窄的支路而言,承上启下作用的次干路更适宜自行车出行。

表5 建成环境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分析结果

早高峰时段 中午时段 晚高峰时段 晚间时段

P A P A P A P A

λ 0.7677* 0.7157* 0.6626* 0.6553* 0.7136* 0.7602* 0.5709* 0.5403*

M _Road 0.0372* 0.0848* 0.0284 0.0558* 0.0605* 0.0397* 0.0315 0.0150

S _Road 0.0254* 0.1211* 0.0736* 0.0834* 0.0941* 0.0366* 0.0665* 0.0159

C _Road 0.0311* 0.0400* 0.0477* 0.0433* 0.0356* 0.0465* 0.0468* 0.0392*

Bus_S 0.0114** -0.0032 -0.0017 0.0058 0.0014 0.0104** 0.0068 0.0077

Metro_S 0.2940* 0.1368 0.2270 0.3134* 0.1163 0.2762* 0.1477 0.2612*

Dis -0.0831**-0.1579* -0.1257* -0.1039* -0.1583* -0.1296* -0.1352* -0.0389*

Bike
 

N 0.8828* 0.5888* 0.6945* 0.6652* 0.6449* 0.7982* 0.7244* 0.8985*

AIC 669 978 928 905 859 630 831 750

Model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注:*、**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地铁站是影响共享单车使用的重要因素。模型表明,在早高峰时段,地铁站的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

的发生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吸引量作用却不明显,说明人们倾向于从地铁站出站后换乘共享单车

到达最终目的地。在中午时段,晚高峰时段和晚间时段,地铁站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量的影响与早高峰

时段正好相反,这三个时段的共享单车的发生量不受地铁站点的影响,但是吸引量却与之呈正相关,人

们倾向于骑车去地铁站换乘,而出地铁站后是否选择骑行不受地铁站数量影响。通过观察可以解释为,
早高峰时由于前一天晚高峰时段共享单车聚集于地铁站周边导致居住区内共享单车数量较少,不能满足

通勤者骑车去地铁站的需求,人们更多的是从地铁站出站后换乘共享单车出行。而在早高峰结束后大量

的共享单车聚集于办公区域和其他活动区域,人们下班后更倾向于骑车到地铁站换乘。共享单车在一天

24小时内完成了规模化的迁移循环,迁移的趋势与人们一天的通勤流向相吻合。地铁站周边共享单车

的数量在一天内呈现涨消循环,早高峰时段原本聚集在地铁站周边大量的共享单车逐渐减少。而到了一

天中稍后的时段里共享单车再从周边区域内向地铁站聚集,完成一个循环。
地铁站周边环境比较复杂,存在不能把共享单车停放在距离地铁站点很近的情形,因此本研究加入

离地铁站的距离因素,考察其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四个时间段里,距离地铁站的距离与

共享单车出行发生和吸引数量都呈现负相关。这表明离地铁站点越近越促进通勤者使用共享单车进行换

乘,同时再一次表明地铁与共享单车的互动关系很强。而公交站数量变量仅在早晚高峰时段对共享单车

的使用有着微弱的影响。在这两个时段内,共享单车的使用特征与地铁类似,人们倾向于早高峰公交车

与共享单车换乘,而在晚高峰则是共享单车与公共车换乘,但从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公交与共享单车

两者之间的互动强度远远不如地铁。可以推断,对于深圳来说,共享单车促进常规公交出行的作用有

限,甚至可以说公共单车的出行与常规共享单车的出行之间是竞争关系。无论是共享单车的发生还是吸

引,在所有的建成环境要素中,可用的共享单车数量是影响共享单车使用最大的因素。这一结果很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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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地区存在越多的共享单车,使用共享单车就越方便,人们就有更大的可能性使用共享单车。

4 结论与讨论

共享单车渐渐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基本形成了符合人们出行需求和活动规律的出行方式。本

文采用深圳ofo共享单车2017年9月份的使用数据,研究了工作日一天内的四个时段内共享单车使用

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从人口与就业,土地利用和建成环境这三类因素分析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强度

和空间分布影响,结果表明三大类因素在不同的时段,其影响作用存在变化。主要结论如下。
(1)深圳共享单车的使用都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即共享单车使用量高的地区趋于相邻,共享单

车使用量低的地区也趋于相邻。四个时段的空间聚集性比较来看,差别不是很大,共享单车使用的空间

分异特征非常稳固,受时间变化的影响很小。深圳市共享单车使用存在四个热点区域,整体空间格局围

绕着四个热点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特征。南山和罗湖与福田的交界处一直都是共享单车使用的热

点区域,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和冷点区变化不大。
(2)对于人口就业因素,岗位数量在全天范围内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有着影响,工作岗位密度大区域

无论对共享单车的发生和吸引来说都是热点区域,这些区域内共享单车的流动频率很快。而人口密度对

共享单车的使用量影响作用没有就业岗位的强,表现为早高峰人们从居住地使用共享单车出发去到工作

地点或其他地点,在晚高峰及晚上居民从非居住地点聚集地回到居住地的流动趋势。
(3)对于土地利用因素,餐饮,公司和学校是共享单车使用最频繁的三类地点,且呈现出不同的使

用特征。早高峰段,餐饮店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量是显著促进作用。在晚高峰和晚间时段,餐饮

店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对于公司地点来说,共享单车的使用特征与餐饮地

点相反,早高峰段,公司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是显著促进作用。在晚高峰和晚间时段,公司对共享

单车使用的发生量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学校则是全天时段内的共享单车的发生和吸引热点区域。政府办

公区,商店和娱乐休闲场所不是共享单车的活跃区域。土地的混合利用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有着很大的促

进作用。
(4)对于建成环境因素,城市路网中次干路对共享单车用户更具有吸引力,早晚高峰时段存在主干

路这样快速跨区域道路上进行骑行的硬性通勤需求,需要对这部分需求进行引导。公交与共享单车两者

之间的换乘关系较弱,而地铁与共享单车的互动关系很强。在早高峰时段,通勤者倾向于从地铁站出站

后换乘共享单车到达最终目的地。在其他时段,人们在这三个时段更倾向于骑车去地铁站换乘。
尽管共享单车的使用次数在空间分异特征非常稳固,受时间变化的影响很小,但把使用量分为发生

和吸引后,发现在共享单车在城市中有固定的流势。总体上流势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节奏相协调,即早

高峰通勤者从居住区流向工作区,晚高峰时从工作区回流至居住或生活活动区。本研究识别出共享单车

在地铁站周边形成了独特的 “呼吸模式”:早高峰时段地铁站周边聚集有大量的过夜的共享单车,而此

时社区周边共享单车数量供不应求,因此共享单车流是由地铁站向工作区发散的,也就是地铁站向外

“呼气”。而晚高峰和午夜时刻,工作区在白天聚集的大量共享单车则向地铁站流去,也就是地铁站向内

“吸气”。这一呼一吸组成了共享单车与地铁站以自然工作日为单位的循环过程。呼吸模式的造成了共享

单车使用上时空差异,而人口与就业,土地利用和建成环境三者对呼吸模式的形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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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枢纽周边电子围栏的施划问题———以北京市为例

汤文倩 吕小勇

【摘要】 本文以共享单车停车矛盾突出的地铁枢纽周边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以国贸站、南锣鼓巷站、
金台路站、天通苑站等站点作为实地调研对象,获取目前北京市地铁枢纽周边电子围栏的设立与运行现状。剖析电子围

栏规划施划方面的问题与不足,从适用性、停放需求、地块条件、可达性等多个层面提出优化布局原则,力求为地铁枢

纽周边电子围栏的施划布设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电子围栏;地铁枢纽;运行现状;优化布局

0 序言

在城市公共交通的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方面,共享单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重

要出行方式之一。但是,共享单车杂乱停放饱受诟病,也造成了市容市貌差、通行受阻和通行安全等一

系列问题。为规范共享单车的停放,电子围栏应运而生。合理布设的电子围栏,可以促进共享单车的规

范停放,对于城市管理者、单车企业和使用者来说都将形成正向作用[1]。基于卫星定位和电子围栏技术

的结合,还可以实时记录车辆停放信息,便于各方准确获知共享单车的停放情况,适时调整车辆的投放

和提取[2]。

图1 电子围栏的积极作用

但是,从北京、上海、杭州等一批大城市的实际运营来看,电子围栏的使用效果并不理想。运营效

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笔者的使用感受来判断,电子围栏的施划区域不合理、导向系统不明确、
奖惩措施较模糊等因素都在制约电子围栏的使用,而电子围栏的施划区域不合理是前提问题,需要我们

重视并解决后,才能通过导向系统、奖惩措施[3] 等手段来引导车辆停放入位。

1 调研工作

1.1 问卷调研

为获取电子围栏运营使用的主要制约因素,不久前我们针对使用者对共享单车、电子围栏的使用情

况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数据3825条。
初步结论如下:
1.共享单车的主要出行目的是接驳其他交通方式,其次为日常通勤和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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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使用共享单车的主要目的

图3 共享单车的提取位置

图4 共享单车的停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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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享单车的停放问题是使用者最为关心,地铁站、公交站周边的共享单车停放压力最大,居住区

周边、商业设施周边、旅游景点等地区其次。
3.电子围栏的普及程度低,半数以上被调查者对其毫无所知,近3成表示 “稍有了解”。
4.仅有5%的使用者会将单车停放在电子围栏内,其他使用者更偏向于就近停放、不影响通行处或

非机动车停放聚集处。
5.近半数被调查者有意愿将共享单车停放于指定区域,但是普遍反映共享单车APP对于指定停车

区域的引导欠缺,对于按指定停放的行为奖励不足。
通过调研可以看出,共享单车的接驳需求旺盛,交通枢纽周边的停放问题突出,亟待解决。虽然使

用者具备电子围栏的使用意愿,但是由于电子围栏推广不足、引导欠缺等因素,因此整体使用效果并

不好。

1.2 实地调研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接驳其他交通方式是最主要出行目的,地铁、公交站点等交通枢纽周边的停车

问题最为突出,因此选取地铁站点周边作为调研对象。由于共享单车的主要出行目的还包括公务出行、
休闲娱乐等,停放矛盾突出的区域还包括大型商业区、居住区、旅游景区附近,因此分别选取国贸站

(商业办公)、南锣鼓巷站 (旅游景区)、金台路站 (商住混合)、天通苑站 (居住)为调研点,获取商业

用地、旅游用地、居住用地周边交通枢纽站的共享单车停放情况。
此外,由于共享单车以短距离骑行为主,大部分骑行距离在1km以内,因此我们选取地铁站点周

边直线距离500m以内作为研究范围,这样多数骑行者的行驶起终点都可以在范围内体现。

表1 北京部分地铁站的电子围栏使用情况

站点 国贸站 南锣鼓巷站 金台路站 天通苑站

区位

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核

心地段,建国门外大街

与东三环交汇处

位于北京中轴线东侧的

交道口地区,地铁站紧

邻旅游景点

位于朝阳区西部,朝阳

北路与甜水园街交叉口

位于北五环外的昌平区

内,地处北京最大体量

的居住区中

周边用地

周边用地以商业和办公

为主,东北侧地块尚未

开发,地铁站周边配有

多处公交枢纽站

周边分布大量国家级景

区、文娱产业、餐饮产

业及文化纪念馆,并且

存在大量传统居住区

周边用地性质以商住混

合为主,周边分布着多

个小区、教育机构及商

务中心

周边用地性质以居住用

地为主,周边分布着多

个住宅小区、教育医疗

机构、酒店及民宿

电子围

栏分布

周边500m范围内,共有

14个电子围栏,大部分

位于建国门外大街两侧。
包括地铁站出入口及公

交车站附近、办公写字

楼附近和沿街的便利处

周边500m范围内,共有

8个电子围栏,大部分位

于地安门东大街两侧

周边500m范围内,共有

8个电子围栏,均匀分布

在朝阳北路和甜水园街

两侧

周边500m范围内,共

有4个电子围栏,均匀

分布在立汤路两侧

停放情况

在早晚高峰期,只有国

贸中心一侧的电子围栏

利用效率较低,其他均

处于饱和并溢出状态,
尤其在与公交站接驳的

区域,停放混乱,车满

为患

节假日,周边的电子围

栏容量无法满足共享单

车的实际停放需求,停

放在围栏外的车辆无序

放置,对行人和非机动

车的通行影响很大

在早晚高峰期车辆的停

放明显增多,平峰期的

停放量也不少。但是电

子围栏停放情况存在明

显差异,甜水园街西侧

的停放需求较高,东侧

的停放需求较低

在早晚高峰期,停放需

求非常高,各个电子围

栏区都出现了不够停放

的情况,但是在平峰期

停放需求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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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站点 国贸站 南锣鼓巷站 金台路站 天通苑站

停放高峰
早高峰 (8:00-10:00),
晚高峰 (17:00-19:00)

节假日全天
早高峰 (8:00-10:00),
晚高峰 (17:00-19:00)

早 高 峰 (8:00-10:

00),晚高峰 (17:00-
19:00)

使用人群 通勤人士 游客及居民 通勤人士、学生和居民 居民

2 调研结果分析

2.1 停放高峰

除南锣鼓巷站外,其他地铁站周边的停放高峰都是早晚高峰时段。南锣鼓巷站周边分布着大量历史

文化景区、文娱产业和餐饮产业,还存在大量的老式胡同住宅,它的交通发生吸引高峰时段几乎是全天

的,尤其是节假日更为明显。其他地铁站周边,以商业、住宅用地为主,存在明显的停放高峰,反映出

通勤交通的出行特征。
可以初步判断,电子围栏使用的高峰时段是由地铁站周边的用地情况决定的。当地铁站点周边用地

以居住、商业设施为主时,其停放高峰时段为早晚高峰时段,与通勤高峰相契合,因为这其中大部分单

车的使用者是出于通勤需求。当地铁站点周边用地以旅游景区、公共服务设施、文娱休闲设施为主时,
其车辆停放没有明显的高峰特征,全天都有人停放和取用车辆。

2.2 停放需求

地铁站周边属于单车停放的高峰区域,但地铁站各出口之间存在需求差异,取决于周边地块的连通

性、用地类型、枢纽配备和车行流线等情况。
以国贸站为例,虽然国贸站早晚高峰时段,站点总体的客流很大,但是电子围栏的使用并不均衡。

建外SOHO前的诸多区域,有大量车辆随意停放,与之对比的是国贸中心一侧设置的多处电子围栏却

无人使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国贸中心与地铁站可以通过地下连廊直接连接,从国贸中心进出地铁站的

出行者可以纯步行直达,电子围栏的需求较低。然而,国贸站东北角区域,因为公建设施离地铁站存在

一定的距离,通勤人士大多需要借助共享单车才能快速到达地铁站,对电子围栏的需求较高。国贸站西

南角和东南角区域,均配置了公交枢纽,为方便地铁枢纽和公交枢纽的换乘,交通流非常复杂,电子围

栏的需求也很高。

图5 国贸地铁站周边的电子围栏分布及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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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电子围栏的使用情况,受地铁站与周边建筑联通性的影响。枢纽站与周

边建筑的连通性较好,例如有直连的空中连廊或地下通道,或者有品质优良的步行道,那么共享单车的

使用需求降低,则沿线的电子围栏使用效果较差。相反,枢纽站与周边建筑的连通性较差,其站点出入

口与建筑出入口的绕行距离较远,那么共享单车的使用需求提高,则沿线电子围栏的使用效果较好。
并且,如果地块内配备了公交枢纽,受公交站和地铁站的双重交通吸引,站点周边的单车停放需求

也会增多。
此外,经过交通流线分析发现,位于多条车行流线沿线的电子围栏,停放车辆多,使用效率高;偏

离主要车行流线沿线的电子围栏,停放车辆少,使用效率低。

3 施划原则

施划电子围栏的初衷,是为了规范车辆的停放问题,规定区域停车,整洁市容环境。基于上述调研

结果,我们认为地铁枢纽周边电子围栏的施划,不是围绕站点周边简单布设,需要考虑以下原则。

3.1 按适用性施划

由于自行车本身具备方便灵活的使用特性,则车辆停放也是灵活取用、零散停放的特点。但是,实

际上在停放需求特别旺盛的地铁枢纽周边,由于停放车辆众多,甚至在位于地铁站进出口的道路沿线设

施带均施划了电子围栏,其容量也无法满足停放需求,此时施划电子围栏的意义并不大,建议在适当位

置施划禁停区,保证周边的环境整洁和通行宽度。在停放需求非常低的地铁枢纽周边,零星停放的单

车,并不会对环境和通行造成不良影响,此时施划电子围栏,反而是限制了自行车出行的灵活性,不建

议再施划电子围栏。电子围栏最适用的是停放需求适中的地铁枢纽,一方面枢纽周边具有足够的空间可

以施划电子围栏,另一方面可以规范停放,保证枢纽站周边的停放整洁,避免占用通行通道。

3.2 按停放需求施划

电子围栏的规模,应该按照停放需求确定,满足高峰期的车辆停放。地铁站周边的用地不同,其停

放需求的高峰时段并不相同。地铁站周边为旅游景区、文娱休闲、商业零售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等,其

车辆停放的高峰为节假日全天,在确定电子围栏施划规模时,可参考节假日期间的车辆停放数量。地铁

站周边为住宅区、商务办公区等,其车辆停放的高峰为工作日早晚高峰,在确定电子围栏施划规模时,
可参考工作日早晚高峰时的车辆停放数量。此外,也要督促共享单车企业在高峰期增加车辆的调度和流

转,减少高峰期出现车辆溢出的情况。

3.3 按地块条件施划

施划电子围栏时应充分考虑地块的连接情况和空间情况。与地块步行连接性好的,如地块内设置了

空中连廊、地下通道等步行专用通道与地铁站直接相连的,则该地块周边不施划或少量施划电子围栏。
与地块连接性差的,如人流量较大的重点建筑出入口与站点出入口的绕行距离超过0.5km的步行承受

范围,需要设置电子围栏。一般情况下,电子围栏的设置位置在人行道设施带是最合理方便的,但是在

道路空间资源紧张的路段,人行道设施带部分也作为通行空间,此时需要将电子围栏移至地块内的建筑

退线空间,以保障交通枢纽出入口的最小通行宽度要求。

3.4 按可达性施划

在施划电子围栏时,需要对地铁枢纽周边的主要交通流线进行分析,电子围栏的设置位置应该与自

行车交通流线相契合,方便骑行者的寻找和停放。此外,由于隔离栏杆、路缘石高差等因素的影响,电

子围栏的可达性降低,因而需要合理设置隔离栏杆的开口位置,并设置路缘石坡道,从而减少骑行者的

0811



绕行距离和骑行难度,以提高骑行者的停放意愿。

表2 地铁枢纽出入口的人行道通行宽度要求

项目
人行道最小宽度 (m)

一般值 最小值

特殊路段
轨道交通出入口、长途汽车站、

快速公交车站所在路段
4.0 3.0

注:对行道树池进行平整化处理的,行道树绿化带的1/2宽度可计入人行道宽度。

4 小结

地铁枢纽周边的共享单车 “停车入位”一直是困扰着政府和企业的难题,电子围栏是解决停放难题

的新兴方法。根据适用性、停放需求、地块条件、可达性等原则来施划泊位,是从引导停车需求到适应

停车需求的转变。再配合app奖励、标识标线优化等相应的管理手段,能够有效降低骑行者的骑行难

度,切实提高他们的停放意愿,增加电子围栏的使用效率,真正利用好新兴方法来规范单车停车问题,
降低其对公共空间、市容环境的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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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改进logit模型的共享单车需求预测

谭旭平 陆思园

【摘要】2016年共享单车开始在国内兴起,并在短时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共享单车正在过渡取代传统有桩公共自行车

而成为主流。共享单车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盲目投放、大量占用公共空间等问题。为了解共享单车

的投放和停车需求,本文进行以下工作:首先,以广州市民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总共回收有效问卷数量为611,

有效率为95.9%。;然后基于改进logit模型对居民交通方式选择行为进行建模,得到共享单车选择概率模型,最后,根

据城市用地性质对不同交通强度的交通区进行共享单车的投放和停车需求预测。本文改进的logit模型考虑多种交通方

式的换乘衔接,得到共享单车的出行比例中除了仅选择共享单车的出行,还包括共享单车与其他交通方式组合的出行,

大大提高预测结果的精度。本文的研究可以为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共享单车准入市场的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共享单车;改进logit模型;需求预测;停车规模

0 引言

2012年起租车、拼车、专车和快车等移动端出行服务模式不断涌现。2016年,共享单车开始在国

内兴起。随着 “绿色、低碳、环保”理念的倡导和人们高品质出行的追求,共享单车受到市民的欢迎并

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发展。据统计,目前国内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高达70几家,投放数量超过2300万

辆,覆盖200多个城市,而且注册用户达4亿人,累计服务数量超过170亿人次。共享单车极大方便人

们的出行,对解决城市短距离出行以及与其他交通方式换乘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运营者向市场盲目

投放共享单车,极容易造成车辆乱停乱放、车身和二维码被损坏等不文明现象。以及共享单车大量无序

占用公共空间,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出行。因此,本文进行城市共享单车需求预测,对城市合理投放和停

放共享单车具有重要意义。

2007年,公共自行车系统开始被引进国内。早期这些公共自行车系统为传统有桩公共自行车,而

新兴共享单车最主要的特点为无桩式。人们对公共自行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中,与本文相关

的研究主要为公共自行车需求量预测。
国内外对公共自行车需求预测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分担率和时间序列的预测。非集计方法和集计方法

是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法。其中,非集计模型用于研究个体的选择行为,分为多项式logit模型和二元

Logit模型两种[1]。相关研究建立各种交通方式的效用函数,可以得到各小区公共自行车的分担率[2,3]。
另一种预测方法是基于时间序列的预测方法,前期主要用回归分析法[4-7] 进行预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

研究的深入,人工智能算法逐渐被应用于交通领域中。比如,基于贝叶斯网络的交通事件预测[11,12]、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交通标志识别[13,14]、基于时间差分学习的交通流短时预测[15] 等。人工智能方法进

行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同样应用于自行车的需求预测,比如ARIMA模型[8]、LSTM方法[9]、改进

的Elman模型[10] 等智能算法,大大提高预测结果的精度。
非集计方法计算简单、所需数据量少,但是很多研究在应用该方法时仅考虑出行者主要的交通方

式,导致预测误差大。智能算法需要依托大量的数据,预测精度较高。共享单车诞生至今时间较短,无

法获取大量的历史数据,导致共享单车需求预测结果稳定性不高。因此本文使用非集计方法和集计方法

结合进行共享单车预测,考虑多种交通方式选择并对logit模型进行改进,可以提高预测结果的精度。

2811



1 数据收集

1.1 问卷设计

本次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属性调查、实际出行情况调查和共享单车使用现状调查三大

内容。
(1)被调查者属性调查包括性别、年龄、月收入、学历、小汽车拥有和自行车拥有六个属性。
(2)实际出行情况调查主要包括出行特征调查和出行时的天气状况调查。其中,出行特征调查包括

出行方式、出行目的、时段、距离、时耗和费用6个项目。对出行时的天气状况的调查包括室外温度、
降水情况、风力和空气质量四个项目。

(3)共享单车使用现状调查主要包括共享单车使用特征和偏好选择。共享单车使用特征调查主要包

括共享单车的使用频率和时间、优点和现存问题;偏好选择的调查包括喜好的品牌和选择该品牌考虑

因素。

1.2 问卷实施

本次调查采取网络填写和纸质版填写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为广州市民,在2017年4月1日~
2017年4月30日期间进行调查。本次调查持续时间比较长,因此使各天气因素调查结果分布较均衡。
本次调查的方式是问卷这通过回忆进行出行行为的选择。调查者通过回忆的方式填写上一次出行的信

息。两种方式总共回收有效问卷数为611份,有效率为95.9%。

1.3 数据描述性分析

本次调查中男生占51.4%,男女生比例相当。调查者中月收入越高的人数占比越低,其中,月收

入低于3千元的人数占比为40.8%。本次调查定义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学历,表中显示本次调查对

象中高学历人群占比为75.7%,远大于低学历人群。此外,调查者的年龄分布相差不大,21~30岁阶

段的人群占比比较大,为39.7%。总之本次调查对象大体上能够反映各层次各阶层的人群,调查样本

具有代表性。

表1 调查者属性统计表

变量 属性 频数 百分比 (%) 变量 属性 频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生 237 51.4

女生 237 48.6
学历

低学历 112 24.3

高学历 349 75.7

月收入

3千元以下 188 40.8

3-6千元 130 28.2

6-1万元 81 17.6

1万元以上 62 13.4

年龄

20以下 90 19.5

21-30 183 39.7

31-40 131 28.4

40以上 57 12.4

2 各交通方式选择概率模型建模

2.1 效用函数理论

随机效用理论是指人们在选择商品时希望能在消费中获得最大利益。效用函数是一个随机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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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分解为固定项和概率项。根据随机效用理论,出行者n选择第i种交通方式的效用为Uin
[10],其

函数表达式为:
Uin=Vin+εin (1)

式中:Vin———函数式中固定项;
εin———函数式中的随机项。

An 为各交通方式的集合。第n个出行者选择第i种方式的概率可以记为Pin,
Pin=Prob(Uin≥Ujn,i≠j,j∈An)=Prob(Vin+εin≥Vjn+εjn,i≠j;j∈An) (2)

其中,0≤Pin≤1,∑i∈An
Pin=1。

当 (2)式中的随机项服从独立且同分布的Gumbel分布,且选择的方案为多种时,可以推导出多

项式logit模型 (ML模型)表达式为:

Pin=
exp(Vin)

∑j∈An
exp(Vjn)

(3)

2.2 多种交通换乘方式的处理

设A为各交通方式的集合,A= {i=1(公交车);i=2(地铁);i=3 (出租车/网约车);i=4
(私家车);i=5(自行车);i=6(走路);i=7(共享单车)}。

已有研究仅考虑出行者选择一种交通方式,因此会忽略多种方式选择中的其他方式的比例而造成结

果的误差大。本文考虑到出行者在一次出行中选择多种交通方式的情况,进行了多种交通方式选择的

处理:
(1)出行者交通方式选择为多种交通方式的组合形式,在进行问卷调查时,方式选择题项设计为

多选。
(2)假设出行者n出行交通方式选择矩阵为δn。其元素δin 取1或0,当δin=1时表示该出行者选

择第i种交通方式出行;相反则表示该出行者未选择第i种交通方式出行,则1≤∑i∈An
δin ≤7。

(3)根据本文对交通方式选择的处理方法。某个出行者分别选择这几种方式的联合概率为

∏i∈An
p

δin
in ,所有的人分别选择几种方式联合概率的同时概率

L*=∏N
n=1∏i∈An

p
δin
in (4)

例如某出行者方式选择矩阵为 [1,0,0,1,0,0,0],则δ1n=1,δ4n=1,其他δin=0,因此该

出行者的选择联合概率为P1n×P4n。参数的求解采用极大似然函数转换,求导并使用软件进行标定的

方法。

2.3 交通方式影响因素显著性分析

本文使用方差差异和t检验对被调查属性、出行特征和出行时天气状况进行差异分析,以筛选出出

行方式显著影响因素。显著性分析结果如下表,从表2中可知,年龄、月收入、出行距离和出行费用显

著影响大多数出行方式的选择,因此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表2 各交通方式有效因素显著性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出行方式

公交车 地铁 出租车 私家车 自行车 走路 共享单车

性别 √

年龄 √ √ √ √ √ √

月收入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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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影响因素
出行方式

公交车 地铁 出租车 私家车 自行车 走路 共享单车

学历 √ √ √ √

小汽车保有 √ √ √ √

自行车保有 √ √ √

出行目的 √

出行时段

出行距离 √ √ √ √ √ √

出行时耗 √ √

出行费用 √ √ √ √ √ √

气温 √ √ √

降水量 √ √ √

风力 √

空气质量 √

2.4 交通方式效用函数建立

本文建立各出行方式的效用函数。首先对ML模型进行似然函数的转化,再取对数极大似然函数,
然后用求得的对数极大似然函数对各带估计参数进行一阶偏导转化。最后使用软件对一阶偏导表达式进

行编程和参数标定。

2.4.1 变量取值

根据前面的分析,分别得到每一种交通方式的显著因素。对这些显著影响因素变量进行定义及取值

如表3所示

表3 各交通方式变量的取值和定义

因素 变量取值 未知参数

性别 (xin1) 男=1 女=0 θ1

年龄 (xin2) 20以下=1 21-30=2 31-40=3 40以上=4 θ2

月收入 (xin3)
3千元以下=1 3-6千元=2 6-1万元=3
1万元以上=4

θ3

学历 (xin4)
低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中专)=0
高学历 (大学及大专&研究生及以上)=1

θ4

小汽车保有 (xin5) 是=1 否=0 θ5

自行车保有 (xin6) 是=1 否=0 θ6

出行目的 (xin7)
刚性出行 (上班&上学)=1
弹性出行 (

 

购物&休闲娱乐&健身&其他)=0
θ7

出行距离 (xin8)
0-1km=1 1-2km=2 2-3km=3 3-4km=4
4-5km=5 5km及以上=6

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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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素 变量取值 未知参数

出行时耗 (xin9)
0-15分钟=1 16-30分钟=2 31-60分钟=3 
1个小时及以上=4

θ9

出行费用 (xin10) 0元==1
 

0-5元=2 5-10元=3 10-15元=4
 

15元以上=5 θ10

温度 (xin11) 14℃以下=1 14-18℃=2 18-22℃=3 22℃以上=4 θ11

降水量 (xin12) 晴天=1 多云=2 阴天=3 雨天=4 θ12

风力 (xin13) 无风=1 微风=2 中度风及以上=3 θ13

空气质量 (xin14) 空气优=1 空气良=2 轻污染及以上=3 θ14

2.4.2 效用函数确定

建立效用函数如表4所示:

表4 各交通方式的效用函数

公交车 V1n =θ1x1n1+θ2x1n2+θ3x1n3+θ5x1n5+θ6x1n6+θ7x1n7+θ9x1n9+θ10x1n10+θ12x1n12+θ13x1n13+C1

地铁 V2n =θ2x2n2+θ3x2n3+θ4x2n4+θ5x2n5+θ6x2n6+θ8x2n8+θ9x2n9+θ10x2n10+θ11x2n11+C2

出租车 V3n =θ3x3n3+θ8x3n8+θ10x3n10+C3

私家车 V4n =θ2x4n2+θ3x4n3+θ5x4n5+θ8x4n8+θ10x4n10+θ14x4n14+C4

自行车 V5n =θ2x5n2+θ4x5n4+θ6x5n6+θ8x5n8+θ10x5n10+C5

走路 V6n =θ2x6n2+θ3x6n3+θ4x6n4+θ5x6n5+θ8x6n8+θ10x6n10+θ11x6n11+θ12x6n12+C6

共享单车 V7n =θ2x7n2+θ3x7n3+θ4x7n4+θ8x7n8+θ11x7n11+θ12x7n12+C7

2.4.3 参数标定结果

本文求得未知参数的估计值如下表5所示。

表5 参数标定结果

未知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t值 未知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t值

θ1 0.0524 0.00090 1.747 θ11 -0.0695 0.00080 -2.457

θ2 0.0211 0.00010 2.110 θ12 0.0626 0.00040 3.130

θ3 0.0193 0.00010 1.930 θ13 0.1093 0.00090 3.643

θ4 0.0264 0.00020 -1.885 θ14 -0.0181 0.00008 -2.023

θ5 0.0118 0.00004 1.799 C1 1.0024 0.00080 37.207

θ6 0.0225 0.00010 2.250 C2 0.9984 0.00010 9.984

θ7 0.0295 0.00020 2.085 C3 0.9908 0.00010 9.908

θ8 -0.0215 0.00007 -2.418 C4 0.9784 0.00010 9.784

θ9 0.1055 0.00080 3.729 C5 0.9819 0.00010 9.819

θ10 0.0261 0.00020 1.845 C6 0.9836 0.00010 9.836

C7 0.9929 0.00010 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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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享单车需求量预测模型

3.1 共享单车个体选择概率

根据非集计模型方法确定出行者n选择共享单车的概率模型如下:

PPBn=
exp

 

(V7n)
expV1n  +exp

 

(V2n)+exp
 

(V3n)+exp(V4n)+exp(V5n)+exp(V6n)+exp(V7n)
 

(5)

3.2 共享单车分担率计算

为了得到共享单车选择概率模型的一般化模型,本文对个体选择进行集计转化。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根据公式 (11)得到每个样本共享单车选择的概率,将概率按照0~0.1,0.1~0.2,…,

0.9~1划分为10个区间,计算每类概率区间包含的人数占全部人数的比值。
(2)将每个区间的中位数概率与在这个区间上分布人数所占的比例相乘。对10个乘积求和,可得

到共享单车方式的总体概率 (如下式)。

PPB =∑10

i=1λiPi (6)

式中,PPB ———共享单车选择概率;

λi———每类概率包含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Pi———每类概率的中位数概率。
(3)上述方法为调查范围内共享单车选择的概率。在进行上述方法计算时对样本的要求比较高。样

本表现为整体性、独立性和具有代表性。

3.3 共享单车需求总量预测

假设城市居民人口基数为 Qn ,日人均出行次数为n。根据共享单车出行选择的概率公式,求得共

享单车出行总量 (单位:次)为:

QPB =PPB ×n×Qn (7)
式中,QPB ———共享单车日出行总量;

PPB ———共享单车方式选择概率;

Qn ———城市市人口基数;

n———日人均出行次数

4 共享单车投放和停车需求预测

4.1 城市交通区划分

包括新兴式共享单车在内的共享单车停放点布局应该考虑到以下原则。在一些自行车需求量比较大

的地方根据需求强度进行设置。比如公交场站、大型商业区等公共场所。这些地方的人流密度大,出行

需求大。并在新建的交通枢纽地区等,规划预留自行车停放区。
根据需求量不同对共享单车进行合理的布局。不同的用地类型,区域自行车交通强度不同。在此本

文引进一个概念———交通强度,即单位面积上居民自行车出行次数。
本文将共享单车布局在有比较大需求的区域上。根据城市用地类型不同,将城市行政区划分为居民

住宅区、商业区、办公区、医校区、旅游景区、交通站点、公共娱乐场所等7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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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共享单车投放和停车需求预测

4.2.1 每类交通区共享单车需求

根据交通强度不同将共享单车投放至不同类型的交通区上。
假设不同用地类型的区域对应的交通强度为αk (k∈ {1=居民住宅区,2=商业区,3=办公区,

4=医校区,5=旅游景区,6=交通站场,7=公共娱乐场),单位为次/(m2·h)。那么每类交通区共

享单车的日需求量 (单位:次)为:

Qk=QPB ×
αk

∑7

j=1αj

(8)

4.2.2 各类交通区高峰时段共享单车需求

设各类交通区自行车周转率记为βk1,停车周转率为βk2
 (k∈{1=居民住宅区,2=商业区,3=

办公区,4=医校区,5=旅游景区,6=交通场站,7=公共娱乐场)。有以下计算公式:

βk1=
单位时间共享单车借车次数
初始时刻共享单车的数量

βk2=
单位时间共享单车还车次数
初始时刻共享单车停车规模

考虑到满足用户的最大需求量,在确定共享单车初始量时,应该考虑高峰需求量。定义共享单车高

峰指数γk 为一日内共享单车平均高峰使用量与平均日使用量的比值。假设额高峰时段持续的时间为

T,则可得到下列公式:

Ak1=
Qk

24βk1
·γk·T (9)

Ak2=
Qk

24βk2
·γk·T (10)

式中,Ak1———交通区k高峰时段的初始分配量 (单位:辆);

Ak2———交通区k高峰时段的停车规模 (单位:个);

γk———交通区k共享单车高峰指数;

βk———交通区k周转率;
T———高峰时段持续时间。

4.2.3 各交通小区共享单车投放和停车需求

假设在每类交通区的个数分别为 xk,各类交通区中每个交通小区的初始量和所需停车规模分别相

同。则如下式:

Bk=
Qk

24βk1·xk
·γk·T (11)

将所有参数的表达式代入,可得到每类交通区中每个交通小区高峰时段共享单车初始量为:

Bk1=
n·Qn·αk·γk·T

24βk1·xk·∑
7

j=1
αj

·∑10

i=1λiPi (12)

同时可得到每类交通区中每个交通小区高峰时段共享单车停所需停车规模为:

Bk2=
n·Qn·αk·γk·T
24βk2·xk·∑7

j=1αj

·∑10

i=1λiPi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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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算例分析

5.1 共享单车出行总量计算

本文以广州为例,根据上文推导得到的共享单车概率模型,分别求出调查样本中每个样本共享单车

选择的概率,再对概率进行分类,并求出总体概率:

PPB =0.05×123461+0.15×338461=0.123

在本次网络问卷调查的461份样本中,共享单车出行次数为135,占比为11.46%。本文求得的共

享单车出行概率与调查得到的出行比例很相近。因此可认为本文方法求得的共享单车概率模型比较

可靠。
根据广州市信息统计局显示,2016年广州市总人口数量为1350.11万人。根据2010年数据,我国

主要城市人均出行次数为2.48。假设广州市人均出行次数没有发生变化。将数据带入公式,可计算得

到广州共享单车日出行总量为:
QPB =1350.11×2.48×0.123=411.83(万次/日)

5.2 各交通小区高峰时段停车规模

(1)高峰时段出行量 (万次/h)
根据对BRT沿线共享单车使用特征和分布规律的分析。工作日共享单车高峰指数 (高峰时段共享

单车平均使用量/平峰时段平均共享单车使用量)为2.98。在高峰时段计算得到共享单车的出行次

数为:

QPB1=
411.83
24 ×2.98×2=102.3(万次)

(2)各类交通区高峰时段出行量 (次)
定义各交通区的交通强度为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共享单车使用次数。假设每类交通区的交通强度如

下表6所示:

表6 各类交通区的交通强度 (次/100m2·h)

类型 居民住宅区 商业区 办公区 医校区 旅游景区 交通场站 公共娱乐场

αk 7.5 7.0 6.8 7.8 6.5 8.5 7.5

计算得到各类交通区高峰时段共享单车出行量如下表7所示:

表7 各类交通区共享单车高峰时段出行量 (万次/h)

类型 居民住宅区 商业区 办公区 医校区 旅游景区 交通场站 公共娱乐场

需求量 14.80 13.80 13.40 15.40 12.90 16.80 14.80

(3)各类交通区自行车初始量 (辆)和停车规模 (个)
根据各类交通区的现状周转率,可以求得每类交通区共享单车的初始量和停车规模。参考已有数

据,假设各类交通区周转率如下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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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各类交通区高峰周转率 (次/h)

类型 居民住宅区 商业区 办公区 医校区 旅游景区 交通场站 公共娱乐场

βk1 3.98 3.15 3.85 3.35 3.10 4.00 3.95

βk2 3.85 3.20 3.50 3.50 3.30 3.80 4.00

根据上表的周转率,计算结果如下表9所示。

表9 各类交通区高峰时段共享单车投放量和停车规模 (万)

类型 居民住宅区 商业区 办公区 医校区 旅游景区 交通场站 公共娱乐场

Ak1 3.72 4.38 3.48 4.60 4.16 4.20 3.75

Ak2 3.84 4.31 3.83 4.40 3.91 4.42 3.70

6 结语

本次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城市交通方式选择概率模型。并通过划分不同类型城市交通区进行共享

单车投放量和停车规模预算。本文考虑多种交通方式换乘衔接并对logit模型进行改进,得到共享单车

的比例不仅仅包含共享单车点对点的比例,还包括其他交通方式与共享单车的衔接部分的比例,提高预

测结果的精度。本文根据用地类型不同对共享单车进行需求预测,未来可以考虑需求预测更加精细化。
本文的研究可以为相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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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站点区域城市形态与慢行出行适配性研究
———以武汉市黄浦路地铁站为例

陈逸霖 钱佳欢

【摘要】 研究以慢行出行与中微观城市空间形态的相互影响关系为出发点,基于轨道交通站点区域,采用多元数据,
运用多种量化分析方法,如相关性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建立空间形态指标体系,并对空间

形态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如站点15min缓冲区处理、准则体系数据处理、问卷调查数据量化、数据熵值化处理等。慢

行出行以百度热力分布和共享单车轨迹进行分析,分析慢行出行与空间形态的相互关系,以武汉市黄浦路地铁站为例进

行检验与应用,探索相关空间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空间优化设计策略,从道路交通网、交通设施、空间功能和环境设施四

个方面提出其空间优化措施和改造建议。
【关键词】 轨道交通站点;慢行出行;城市形态;适配性

分类号:TU984

1 研究背景

在当前研究中,出行行为的研究在城市规划层面,多关注城市宏观空间结构与交通出行的关系。吴

娇蓉等[1] (2014)选取典型居住小区开展意愿调查,采用多项Logit模型建立居民非通勤慢行出行的个

体行为模型,得出合理的公共服务设施布置能够促进居民在非通勤活动中采用慢行交通出行方式的结

论。李聪颖等[2] (2011)基于活动分析法对慢行交通出行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种影响因素对

慢行活动的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弹性需求和短途交通活动条件下,慢行交通出行具有较大的优

势。柴彦威等[3] (2010)提出基于活动分析法的城市交通出行行为研究框架,指出城市交通出行行为是

在时间、空间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三个不同却相互联系的维度中发生。
随着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发展,围绕城市地铁站点区域的城市形态研究逐渐深入。朱炜[4]

(2004)认为地铁站点区域城市空间应以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结合公共空间和地下空间建设,完善尺

度适宜的支路网系统,以减少轨道交通乘客的步行距离。胡晶等[5] (2012)提出在土地利用方面采取多用

途混合式用地布局、基于珠链式开发模式确定开发强度、建立以站点为核心的地下空间组群,实现轨道交

通站点区域高度集约化发展。王成芳、孙一民[6] (2013)基于GIS平台数据库,从城市和街区两个尺度剖

析广州市现状110个轨道站点,提出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在城市开发或旧区复兴中扮演着重要的触媒角色。
对于历史街区或老城区,可充分通过对特定地点的小尺度介入,激活轨道交通站点的潜能,从而促进周

边地区更新发展。褚冬竹等[7] (2015)认为 “接驳”是城市空间与轨道交通的连接关键,通过调研重庆

等多个城市的典型站点,解析站点影响域、交通行为与非交通行为等多个基本要素,提出 “综合接驳”
的概念及安全、效率、舒适、愉悦四大层级目标,初步揭示了城市空间与综合接驳的关联机制。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为研究居民出行行为和城市空间形态提供新方法新思路。现阶段,应用于城市居

民出行行为和城市空间形态的数据类型多样:POI兴趣点数据、公交车刷卡大数据、手机信令大数据、腾

讯位置服务数据、大众点评数据、地铁刷卡大数据、百度热力图数据、出租车轨迹运行数据等。运用大数

据研究城市空间活力的方法多样:线性回归分析法、SPSS相关性分析法、ESDA法、层次分析法、GIS空

间分析法、空间句法、问卷调查法等。龙瀛[8] (2015)总结了公共交通刷卡数据在城市定量研究中的应

用,系统阐述了国内外公交刷卡数据研究的近况发展,涵盖了数据处理与起讫推算、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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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城市空间结构分析、出行行为与社会网络等四个方面。王德[9] (2015)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
从职住关系、通勤行为和居民消费休闲出行行为的微观个体视角构建城市建成环境的评价框架,以上海

市宝山区为例进行城市建成环境的综合评价,并对其空间调整优化和居民行为引导提出建议。

2 研究意义

在理论体系上,以轨道站点地区慢行出行与周边城市空间形态的相关性为视角,厘清地铁及其相关

慢行出行对空间形态的要求机理并确定研究范围,进而补充与完善城市形态研究的理论体系,为基于慢

行出行的轨道站点地区城市空间研究及规划、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如POI,百度热力图,共享单车等大数据,传统数据以及问卷调查数据多种数

据相结合,依托多种定量分析模型与空间分析模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

慢行出行对城市空间的需求及要求,为城市空间形态分析方法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
在实践应用上,当前全国各大城市正在快速建设轨道交通,轨道站点周边作为城市发展的重点区

域,轨道站点地区城市空间形态与居民出行一体化整合模式将是轨道城市发展的重要保障手段。选取典

型的轨道站点及城市空间作为试验性规划设计,将有助于进一步论证形态模式的合理性。为轨道站点周

边城市空间提供更加精细化的建设指引,同时为地铁城市建设起到示范及推广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获取方法

大数据采集法、PSPL调研法、街景数据抓取相结合,全面采集城市交通、规划、公共空间及生活等

相关数据资料。依托武汉市交通大数据平台采集共享单车数据、百度热力图数据等。PSPL调研法指Pub-
lic

 

Space
 

&
 

Public
 

Life
 

Survey,即 “公共空间—公共生活调研法”,采用地图标记法、现场计数法、实地考

察法,收集轨道站点地区与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有关的信息和数据。该方法能够有效弥补大数据在中微观

层面对具体研究对象刻画的不足,针对特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分析,为公共空间的设计与改造提供依据。

3.2 量化分析方法

对各类不同类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道路出行环境调研数据为基础,对相关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综合评价研究区域的空间现状,对比共享单车轨迹出行分布和百度热力人流分布,分析两者的匹配度。

(1)相关性分析法

相关分析是通过大量试验方式研究两组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次研究中,先通过查

阅相关文献与研究,确定了与交通出行行为有关的指标近40多种,需要通过相关性分析对数据进行降

维处理,删除一些相关性不高的指标,以提高研究的准确度。
(2)层次分析法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本次研

究中,主要借鉴层次分析法中的第一部分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根据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影响因素,以及

具体可统计可计算的指标等因素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3)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它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

响来决定指标的权重,相对变化程度大的指标具有较大的权重,此方法现广泛应用在统计学等各个领

域,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4)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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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了主成分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研究如何通

过少数几个主成分来解释多个变量间的内部结构。主成分分析是多元分析中处理降维的一种统计方法,
它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 (或样品)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

互关系,同时根据不同因子还可以对变量进行分类。

3.3 指标体系

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城市形态与慢行出行适配性评价指标。(表1)

表1 城市形态与慢行出行适配性评价指标 (来源:作者自绘)

总目标层 目标层 准则层 子准则层

城市形态与慢行

出行适配性评价

路径高效性

(影响区步行15分钟)

换乘便捷性

(核心区步行5分钟)

空间可达性

(核心区步行5分钟)

环境舒适性

(影响区步行15分钟)

道路网

自行车设施

步行系统

轨道站点出入口布局

自行车与地铁站点的换乘

公共交通与地铁

站点的换乘

土地利用与开发强度

站点与周边城市

空间的整合

街道空间

环境设施

环境主观感受

道路网密度

支路网密度

道路交叉口数量

道路交叉口形式

是否有自行车道 (有自行车道数的道路与道

路总数的比例)
是否机非分离 (机非分离道路与道路总数的

比例)
自行车道路密度

自行车道宽度与比率

自行车道连通度

步行道路密度

步行道有效宽度

步行道连通度

站点出入口位置与数量

自行车引导标识

自行车停靠点数量

自行车与地铁站点的换乘距离

公交车引导标识

公交站点数量

公交线路数目

公交站点与地铁站点的换乘距离

用地性质混合度

地下、地面、空中立体通道

空间形态整合度

街宽比

建筑贴线率

自然环境

道路是否有绿化带

道路绿化带宽度

道路交通

景观设施

建筑街道

公共生活

3.4 其他方法

本研究还运用了一些常规的研究方法,在此仅列名目而不作阐述。包括:文献综述法、分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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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踏勘调研法、环境评估法、网络调查法等。

4 研究数据与数据处理

4.1 研究数据

(1)问卷调查数据

准则体系的第四部分 “环境舒适性”是环境主观感受指标,需要对此部分指标进行定性分析,通过

在研究范围内所涉及的街道内分发问卷调查来获取当地居民或途径居民对该地区的主观感受。
(2)实地调研数据

实地调研数据包括了准则体系中的 “路径高效性,换乘便捷性,空间可达性”三个部分。其所涉及

的指标具有客观性和实际性,这部分的数据主要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实景拍摄来获得,如道路交叉口的数

量,道路交叉口形式,是否有自行车道,站点出入口数量等,同时会借助天地图和一些APP软件如户

外助手等来测度道路的长度和宽度等数据。
(3)道路网络数据

城市道路网数据来源于OSM开源数据,利用开源信息及QGIS和ARCGIS平台爬取黄浦路地铁站

路网数据,作为本次研究的基础。
(4)百度热力图数据

利用百度地图API接口,利用python爬取实时热力数据,数据处理为PNG格式。数据时段将选

择某周周一和周六的四个时间段: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6点、晚上11点,分析各个时间点的步

行热力分布。
(5)共享单车数据

共享单车数据主要获取共享单车路径数据以及停靠点的静态数据。用于分析轨道站点周边地区的非

机动车通行的状况。

4.2 数据处理方法

(1)站点15min缓冲区处理

本研究以ARCGIS为分析平台,建立黄浦路地铁站周边用地的交通网络模型,构建交通网络节点。
因本研究以慢行交通为研究出发点,故选择以步行速度为交通阻抗考虑因素,取步行速度为75m/min,
绘制站点15min可达性圈层范围。

(2)准则体系数据处理

在实际运用PSLP调研法的时候,有些数据可以直接获得,如道路交叉口数量、道路交叉口形

式、车道数、自行车道宽度、自行车停靠点数量等。而有些数据无法直接得到,需要进行相应的换

算才能获得,下面将对需要进行计算的指标进行分析。如自行车道宽度比率等于自行车道宽度除横

断面总宽度;自行车道连通度等于自行车道断点数除以自行车道总长度;步行道有效宽度等于步行

道宽度除以横断面宽度;步行道有效宽度等于步行道断点数除以步行道总长度;用地性质混合度用

不同种类POI点设施密度进行量化分析,当大于50%的时候定义为单一用地性质;交叉口形式分为

平面交叉和立体交叉,平面交叉又包括十字交叉路口和丁字路口,不同的交叉路口对步行和车行的

影响程度不同。根据相关资料等,本次研究中将十字路口赋值为3分,丁字路口赋值为2分。因此,
对于一条道路上的交叉口形式的影响,计算不同交叉口形式的分数并累加。是否类指标量化:对于

是否有机动车道,是否机非分离 (考虑分隔带)等指标,将是的指标量化为1,否的指标量化为0。
空间形态整合度:空间整合度越高,会带来更多的活力,因此在研究调查中,选择活力点的个数来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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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卷调查数据量化

在问卷调查中,选项设置为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五个等级,并分别赋值为

2,1,0,-1,-2。在对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分析的时候,根据打分结果和信息填写状况删除一些无效

问卷,对剩余的指标进行处理。由于问卷调查的题目分别对应着环境舒适性准则层下环境主观感受的四

个指标:道路交通,景观设施,街道建筑,公共生活。首先按调查区域将问卷调查按不同街道进行分

类。第二,对每一类数据分别进行计算,如先计算道路交通指标,采用几何平均值法计算道路交通指标

的几何平均值,最后将该道路上的所有问卷进行相加求均值。
(4)数据熵值化处理

根据熵的特性,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来判断

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因此,可根据各项指标的

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这个工具,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依据。
以道路交叉口数量指标为例,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在这个矩阵中,各个指标的量纲、数量

级、及指标优劣的取向有很大的差异,因此需要对初始数据 (表2)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3)。

表2 道路调研原始数据 (来源:作者自绘)

道路网

道路 (m) 道路交叉口数量 (j) 道路交叉口形式 车道数

中山大道 16 38 4

胜利街 10 23 2

沿江大道 6 16 8

长春街 9 27 2

解放公园路 1 3 2

五福路 3 8 2

五福小路 2 5 1

六合路 2 5 1

陈怀民路 3 8 1

山海关路 4 11 1

沈阳路 3 8 1

张自忠路 4 11 1

郝梦龄路 3 9 1

旅顺路 2 6 1

大连路 3 9 1

新兴街 1 3 1

永清路 2 6 4

永清小路 1 3 2

曙光小路 1 3 1

黄浦大街 2 6 8

卢沟桥路 5 10 8

武汉大道 3 8 8

京汉大道 5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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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道路交叉口初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来源:作者自绘)

道路网

道路交叉口数量 交叉口形式 车道数 综合得分

中山大道 0.33315205 0.332775882 0.524970391 1.190898324

胜利街 0.466412871 0.475394118 0.620419554 1.562226542

沿江大道 0.555253417 0.541949294 0.334072067 1.431274779

长春街 0.488623007 0.437362588 0.620419554 1.546405149

解放公园路 0.666304101 0.665551765 0.620419554 1.952275419

五福路 0.621883827 0.618012353 0.620419554 1.860315734

五福小路 0.644093964 0.646536 0.668144135 1.958774099

六合路 0.644093964 0.646536 0.668144135 1.958774099

陈怀民路 0.621883827 0.618012353 0.668144135 1.908040315

山海关路 0.599673691 0.589488706 0.668144135 1.857306531

沈阳路 0.621883827 0.618012353 0.668144135 1.908040315

张自忠路 0.599673691 0.589488706 0.668144135 1.857306531

郝梦龄路 0.621883827 0.60850447 0.668144135 1.898532433

旅顺路 0.644093964 0.637028117 0.668144135 1.949266216

大连路 0.621883827 0.60850447 0.668144135 1.898532433

新兴街 0.666304101 0.665551765 0.668144135 2

永清路 0.644093964 0.637028117 0.524970391 1.806092473

永清小路 0.666304101 0.665551765 0.620419554 1.952275419

曙光小路 0.666304101 0.665551765 0.668144135 2

黄浦大街 0.644093964 0.637028117 0.334072067 1.615194149

卢沟桥路 0.621883827 0.598996588 0.334072067 1.554952483

武汉大道 0.577463554 0.618012353 0.334072067 1.529547974

京汉大道 0.688514238 0.589488706 0.524970391 1.802973335

解放大道 0.33315205 0.579980823 0.429521229 1.342654103

5 实践案例

本研究实例选取武汉市黄浦路地铁站点,该站位于江岸区,武汉地铁八号线和一号线相交于此,是

武汉市重要的枢纽型站点,周边用地性质以居住、公共服务、商业、公共绿地为主。其东临汉口江滩,
南邻江汉路商业片区,西部是解放公园,城市环境及地理位置俱佳,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利用相关性分析法对地铁周边空间形态进行测度。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SPSS2.0进

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KMO统计量是0.802,介于0.8~0.9之间,这证明相关数据适合做

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Sig值为0.00,即概率P值小于0.05,所以接受备择假设,拒绝原假

设。以上分析表示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可提取公因子做因子分析,并确定因子的权重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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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模型系数与指标权重 (来源 作者自绘)

道路网
自行车

设施

步行

系统

轨道站

点出入

口布局

自行车

与地铁

站点的

换乘

公共交

通与地

铁站点

的换乘

土地利

用与开

发强度

站点与

周边城

市空间

的整合

街道

空间

环境

设施

环境主

观感受

模型系数 11.064 43.833 37.504 36.380 44.424 44.569 37.141 31.917 17.267 39.198 22.858
指标权重 0.030 0.120 0.102 0.099 0.121 0.122 0.102 0.087 0.047 0.107 0.063

5.1 站点空间形态数据可视化

由上述准则层指标权重可结算得出目标层的统计结果,从而可直观表达黄浦路地铁站的空间形态,
并从路径高效性、换乘便捷性、空间可达性和环境舒适性四个方面分析该站的空间形态特征。

5.1.1 路径高效性 (图1)

从图中可知,站点区域内主干道武汉大道、卢沟桥路、沿江大道路径高效性较大,中山大道、胜利

街路径高效性次之,解放大道和长春街最低。本区域西半部分内,道路东西方向的路径高效性需进一步

优化改善。

5.1.2 换乘便捷性 (图2)

从图中可知,地铁站点附近西南至东北方向的主要道路,如:解放大道、京汉大道,换乘便捷性较

好,西北至东南方向的道路,如:武汉大道、张自忠路等换乘便捷性较差。东西半部的换乘便捷性需要

进一步提高。

5.1.3 空间可达性 (图3)

从图中可知,长春街和张自忠路空间可达性较好,但是其到地铁站点的可达性较差,这些道路主要

是服务于附近居民的商业街道。未能很好地参与到地铁站点所带动的区域性商业开发。总体上来说,地

铁站点到周边道路的空间可达性不高。需要进一步优化,以提现地铁站点的土地升值带动作用。

5.1.4 环境舒适性 (图4)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永清路、长春街、大连路、张自忠路出行环境舒适性最高,解放大道、京汉

大道、中山大道出行环境舒适性最低。总体上东半部比西半部的出行环境舒适性好,两者的环境舒适性

紧密性较差,联通性需要进一步改善。

图1 路径高效性 图2 换乘便捷性 图3 空间可达性 图4环境舒适性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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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综合评价 (图5)

图5 综合评价 (来源:作者自绘)

对前四项指标进行叠加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地铁站

点至沿江大道的卢沟桥路、大连路评分最高。新兴路、郝梦龄

路最低。总体上,整个路网综合评价分不高,道路系统并未因

地铁站点的建设而呈现联系紧密的态势,西半部仍需优化提升,
地铁交通站点的空间功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2 站点区域共享单车轨迹分析

利用摩拜共享单车轨迹数据,对其分不同时间段进行可视

化 (图6),得到相应的轨迹图和静态分布图。总体上,区域内

摩拜单车的使用较为活跃。早上7:00—8:00以及17:00—
18:00是通勤早晚高峰时间,共享单车的轨迹主要集中在京汉

大道、解放大道、永清路、中山大道和卢沟桥路等,这几条道

路承载了大部分的自行车流量;从早上7:00至下午18:00,
是各主要路段摩拜单车使用最为活跃的时间段。其中西北至东

南方向的道路———卢沟桥大街、东北至西南方向的道路———解

放大道、京山大道、中山路最为活跃。考虑到现实状况,武汉

大道和解放大道交汇点为立交桥,非机动车道路不连续,图中

轨迹图也有很好地证实。
我们利用历史某一周全天各时段的摩拜单车停靠点数据,对其进行可视化并分析。从图中可以看

出,解放大道、京山大道、中山路、卢沟桥大街是停靠较为密集的街道,基本上位于地铁服务五分钟核

心圈内。

��������� ����������� �����������

����������� ��������� M���

图6 共享单车轨迹和静态分布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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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站点区域百度热力分布可视化

5.3.1 周六数据:

从上图看 (图7),研究区域内,早上8点,黄浦路地铁站附近活力分布较为均匀;中午12点,中

山大道和卢沟桥路交叉口附近、黄浦路立交交叉口附近,活力点成两核分布;下午6点,在黄浦路地铁

站附近形成一个活力 “核”,解放大道和京汉大道之间活力也较为活跃。活力分布形成 “一带一核”。晚

上11点,本区域活力明显减弱,解放大道和京汉大道之间活力相对活跃。综合来看,周六,活力带成

为活力分布的本底,在下午6点形成明显的活力带和活力核。

图7 百度热力周六数据 (来源:作者自绘)

5.3.2 周一数据:

从上图看 (图8),研究区域内,早上8点,黄浦路地铁站附近形成活力 “单核”,中国建设银行附

近形成 “单核”,总体呈 “双核”分布;中午12点,黄浦路立交处附近形成活力 “单核”;下午6点,
在黄浦路地铁站附近形成活力 “单核”,卢沟桥路和中山大道交叉处形成 “单核”。总体呈 “两核”分

布。晚上11点,在胜利街中国建设银行附近形成活力核,武汉舞剧院东侧,京汉大道附近形成活力核,
在地铁站点外成 “双核”分布。综上,可以看出周一,本研究区域活力核呈 “2-1-2-2”分布,具有较强

的规律性。其中地铁站附近是出现活力核最为频繁的区域。

图8 百度热力周一数据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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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适配度分析和空间改造建议

5.4.1 道路交通网

从整个研究区域来看,路径高效性有待提升。以主干道来分析,在路径高效性中,道路网状况与步

行系统差异性较小,而自行车设施的配置存在着明显差异,武汉大道、京汉大道和解放大道的自行车设

施的配置差距不明显,而中山大道,黄浦大道和沿江大道的自行车配置的得分显著高于前三者,这也是

造成武汉大道、京汉大道、解放大道路径高效性较差的重要因素。但其单车轨迹和百度热力分布密集,
道路空间功能和出行行为间的匹配性较差,主干道不应成为承载慢行交通的主要载体,但在黄浦路地铁

站周边,主干道承载的慢性交通压力偏大,故应将其交通流分散到东西向的横向道路空间上,增加东西

向道路连通度,适当设置主干道之间的低等级道路。

5.4.2 交通设施

研究区域公交站点集聚主要分布在主干道上,而在次干道和支路上分布较少,这造成了公交线路重

复系数偏大、部分主干道上交通压力过大,有限的道路上集聚了大量的自行车流、人流和公交车流。研

究建议将部分公交站点设置于次干道和支路上,分担主干道的交通流量,促进慢行交通。

5.4.3 空间功能

解放大道和京汉大道之间以居住用地为主,两条道路间的开放程度偏低,直接造成了两者间联系偏

弱。研究建议开放两条道路之间的居住小区,用路网联通两条主干道,增加道路空间开放性。

5.4.4 环境设施

解放大道、京汉大道、中山大道出行环境舒适性最低。总体上东半部比西半部的出行环境舒适性

好,两者的环境舒适性差异明显。建议可针对性改善道路环境设施,包括道路绿化带、街道立面、自然

环境设施等。

6 结论

我国城市空间的增长方式已从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增长型过渡,城市规划的重点对象由增量空间到存

量空间转型,城市研究更加突出关注城市局部空间及关键问题,强调运用精细化城市设计的方法推动城

市空间的健康发展。精细化城市设计是针对特定空间问题,以多学科视角与方法对特定空间、特定人群

及特定问题的深度细致的分析与解读,并最终对城市空间形态及人的行为活动进行详细的组织设计。武

汉现在正处于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的特殊时期,作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轨道交通只有与用地周边

的道路交通,环境影响以及居民的使用意愿相结合,才能够发挥轨道交通的最大化优势。
笔者以现象问题、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三方面出发,在多学科融合与新技术运用的背景下,从城市设

计的视角建立 “行为解读—关系分析—模式构建”的理论框架,本文对轨道站点地区城市空间形态与慢行

出行进行适配性研究,运用大数据对慢行出行特征及选择因素进行解读,依据站点地区慢行出行与城市空

间形态适配性的评价指标,将慢行出行调研数据与空间基础数据进行量化处理,完成站点地区慢行出行与空

间适配性评估,依据评估结果探索相关空间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空间优化设计策略。本研究以武汉市轨道交通

黄浦路站点为例进行实证的分析研究,并从道路交通网、交通设施、空间功能和环境设施四个方面提出其空

间优化措施和改造建议,以期未来能将其运用到武汉市乃至其他城市的轨道交通及空间的开发建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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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城市停车与充电设施



基于交通安宁化理念的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
停车规划研究

舒诗楠 阮金梅 彭 敏 罗丽华

【摘要】 由于停车设施供给有限,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停车占用胡同空间,破坏古都风貌、影响交通出行、威胁生命安

全。首先,分析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停车现状问题和症结,基于交通安宁化理念提出停车减量规划和打造安宁街区的目

标。其次,提出 “坚持规划引领、注重多元共治、调控停车需求、统筹停车资源、强化价格杠杆”五方面停车规划策

略。最后,以南锣鼓巷地区为例,分三个阶段提出停车规划方案和实施保障措施,并对规划实施进展进行跟踪介绍。
【关键字】 停车规划;停车治理;规划实施;交通安宁化;历史文化街区

0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北京老城更新改造的步伐也不断提速。北京共有33片历史文化街区,
不仅肩负着传承历史文脉、保护古都风貌的使命,同时承载着提升环境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任务。然

而,随着现代化的交通方式进入历史文化街区,在提供机动化出行的同时,也对其风貌保护、品质提

升、宜居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问题,已成为制约其整体保护和有机更

新的首要矛盾之一[1]。
由于土地稀缺、空间局促、设施匮乏、风貌保护等原因,老城往往是一个城市中停车问题最突出的

区域[2]。如何统筹考虑历史文化、土地资源、居民需求等诸多约束,在有限空间内解决停车问题,已成

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规划实施的难点。晏勇[3] 关注宏观层面停车策略的系统性,在分析黄石市老城区

的交通和停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老城区停车系统总体改善框架。努尔沙拉·巴得力汗等[4] 从老城

停车设施供给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差别化分区、一体化设计、提高停车效率等策略。高萍[5] 关

注对停车需求的调控,提出了新建地块停车设施供给的原则,从总量控制、设施共享、停车收费三方面

提出了停车改善措施。朱勋、刘晖[6] 针对宁波市镇海老城停车设施缺乏、停车难、停车无序等问题,
提出了 “免费、分享、共享”的措施,进一步对改善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

目前研究对于老城的停车问题越来越关注,然而聚焦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研究较少。历史文化

街区具有其特殊的特征,如以平房四合院为主、胡同街巷的路网格局,老城的停车策略和措施并非

完全适用于历史文化街区。此外,以往研究更关注停车设施的供给,对规划实施模式和实施保障措

施重视不足。针对历史文化街区停车规划目标不明确、实施路径不清晰、实施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本文以交通安宁化理念为指导,在总结历史文化街区停车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的

停车规划目标和策略。以南锣鼓巷地区为例,提出三个阶段的停车规划方案和实施保障措施,并跟

踪、介绍了规划实施进展,旨在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规划提供有力指导,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

治理提供有效借鉴。

1 交通安宁化的理念

交通安宁化的理念最初起源于1960年代欧洲城市市民对大规模修路计划的抗议,如今已成为欧洲

各城市广泛采用的小汽车交通限制措施[7]。交通安宁化并非是将历史文化街区完全的 “去机动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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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成大规模的步行街区,也不是将内部胡同作为交通微循环道路,引入外部交通。其核心理念是通过构

建多种交通方式之间平等、共享的交通空间,发展多方式城市交通体系,优先考虑慢行交通方式,削弱

小汽车在交通体系中的地位[7]。
交通安宁化的目标在于寻求机动车交通和慢行交通之间的平衡,寻求机动车交通通达和街道空间品

质之间的平衡,该理念能较好的指导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历史文化街区规划,让胡同居民过上现代生活的

同时,有效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针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问题,从交通安宁化的理念可引申出

交通需求管理、减量供给停车设施、绿色出行优先的空间分配等策略。交通需求管理方面,划定交通安

宁区,将不必要的非本地机动车停车和穿行排除在外。停车设施供给方面,控制内部停车位的供给总

量,减量化施划胡同停车位,积极利用区外公共停车场。空间分配方面,维护原有的街道尺度,实现机

动车通行空间最小化或空间共享,保障慢行交通优先,提升街区活力。

2 历史文化街区停车问题

2.1 现状问题

(1)停车设施供给有限

历史文化街区土地稀缺、空间局促、用地复杂,受历史原因、风貌保护等因素影响往往建筑配建停

车设施和公共停车场较少,供给停车设施十分有限,胡同停车现象严重[1]。
(2)停车供需表面失衡

历史文化街区内居住车位应优先保障多证合一的本地居民。有限的停车资源如果用于满足所有居民

甚至外来人员的停车需求,必然造成供需失衡的现象。在只保障多证合一常住人口停车的前提下,停车

不应想当然的认为供不应求,而应对每个历史文化街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调查判定本地区的实际

停车供需。
对历史文化街区停车供需的长期跟踪调查结果表明,部分街区的停车设施与本地居民的实际停车需

求差距不大,但由于认证停车需求不准确、外来车辆长期占用停车位、居民固定停车位使用率低、公共

停车场利用率不足等原因,造成表象上的停车供给不足。
(3)停车占用胡同空间

历史文化街区普遍面临的问题并非供需失衡,而是大量停车占用胡同空间。停车占用胡同公共空

间,破坏古都风貌,侵蚀了原本安宁的胡同氛围,有悖于老城保护的要求。停车占用胡同消防通道,带

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威胁生命安全。停车占用胡同通行空间,影响行人和自行车出行的安全性和舒

适性。

2.2 症结分析

(1)胡同停车免费或低价

部分胡同停车未落实收费政策,部分胡同停车价格过低。停车收费价格未能与停车设施类型、停车

步行距离等因素挂钩,未能建立起以价格杠杆为主导的停车收费机制,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机动车在

胡同内停放。
(2)停车资源缺乏统筹利用

社会停车资源未能充分用于缓解地区停车矛盾,企事业单位、企业等普遍缺乏停车位共享的意愿,
在推动共享上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支撑。

(3)居民合法停车意识淡薄

部分居民对于胡同的功能定位认识不清,认为胡同属于少数人拥有的公共空间,养成了利用胡同空

间就近停车、免费停车的习惯,未形成 “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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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车管理与执法力度不高

历史文化街区停车管理机制不完善,车辆进出管理不严。公安交管部门对于支路以下的城市道路区

域执法薄弱,未形成良好的停车秩序。

3 历史文化街区停车规划目标和策略

3.1 规划目标

(1)交通规划目标

在当前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内机动车过度使用、车辆停放无序、交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通过实施交

通安宁化打造安宁街区是当前历史文化街区的大势所趋,有利于还原安静的居住环境、改善居民出行环

境、提升胡同空间品质。
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应建设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兼具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安宁交通

系统。具体来说应体现在四方面:交通空间以静制动,停车秩序好起来,胡同街区静下来。交通方式快

慢相宜,绿色交通快起来,小汽车交通慢下来。交通风貌相依相融,交通与老城风貌、历史文化保护协

调。交通生活共存共生,交通空间与高品质、特色化生活空间共融。
(2)停车规划目标

历史文化街区机动车停车规划应由问题导向转向目标导向,由增量规划转向减量规划,打造安宁街

区。分成近、中、远三个阶段制定停车规划目标。
第一阶段:近期

基本满足多证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遵循减量化原则设置胡同停车位,开展部分胡同不停车工

作。挖潜现有公共停车场潜力,严格论证新建公共停车场的必要性,对于地下停车场的建设慎重考虑。
提高本地区单位停车的共享比例,适度利用腾退空间增加停车设施,实现胡同内机动车停车有序。

第二阶段:中期

逐步推行胡同日间不停车,加大周边公共停车场利用力度,大力推进共享停车,并逐步降低本地区

单位的停车需求,扩大胡同不停车范围。
第三阶段:远期

合理利用公共停车场,对本地区单位的停车位进行总量控制,基本实现胡同不停车。

表1 历史文化街区分阶段停车规划目标

项目 近期 中期 终期

胡同停车 部分胡同不停车 胡同日间不停车 基本实现胡同不停车

公共停车场

挖潜现状公共停车场潜力;
严格论证新建公共停车场的必

要性

加大周边公共停车场利用力度 合理利用公共停车场

单位停车 提高单位停车的共享比例
大力推进共享停车,逐步降低

单位的停车需求
对单位的停车位进行总量控制

3.2 停车规划策略

(1)坚持规划引领

历史文化街区应制定具有弹性和韧性的停车规划方案,统筹区域内的停车位资源,明确规划实施路

径。通过试点推动,逐步实施的方式,近中期实现胡同停车有序,稳步推进胡同不停车治理,远期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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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胡同不停车。
(2)注重多元共治

推行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自治、执法保障”的多元共治工作模式。明确各级政府停车规划

管理责任,深化 “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增强街道统筹协调力度。充分发挥社区力量,大力推行居民

停车自治,利用居民议事厅等形式,积极化解矛盾,加强沟通,做好矛盾预防和教育工作。善于借助市

场化力量和社会组织,推进停车规范化治理。不断强化停车执法力度,保障辖区内良好的停车秩序。
(3)调控停车需求

按照 “控拥有、限使用、差别化”的原则进行交通需求调控。采取交通需求管理措施,适度满足多

证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限制外来机动车在历史文化街区的停放,倡导绿色交通出行方式。
(4)统筹停车资源

近中期应以胡同停车秩序整顿为目标,减量化施划胡同停车位,通过停车空间置换的方式,将胡同

停车转移到公共停车场、单位共享停车位,逐步减少胡同停车。远期随着历史文化街区功能优化、人口

调控,基本实现胡同不停车。
(5)强化价格杠杆

逐步构建符合市场化规律的停车价格体系,发挥停车价格的杠杆作用,调控停车需求。近期可采取

政府定价和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停车收费价格。

4 南锣鼓巷地区停车规划研究

4.1 研究背景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坐落于北京北中轴线的东侧,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1993年划入北京

市历史文化街区范围,是北京市历史最悠久、最典型的传统居民区,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8]。南锣

鼓巷历史文化街区面积0.88平方公里,地区人口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具有老龄化率高的特征。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为 “鱼骨式”的胡同格局,以南北向的南锣鼓巷为轴线,两侧分布着16条

平行胡同,另有12组胡同群,一共有29条胡同[8]。区域内胡同宽度较窄,6m以下胡同占85%,机动

车行驶受限。外围公共交通发达,具有良好的公共交通主导条件。区域内机动车流量较小,步行和非机

动车流量较大。

4.2 停车现状

(1)居住车位使用无序

南锣鼓巷地区的现有停车设施包括居住院内停车位、企事业单位停车位、胡同停车位、公共停车场

和外围道路的路侧停车位,区域内合计供给停车位1354个,其中居住车位873个。其中胡同夜间停车

数明显高于胡同停车位数,而公建配建停车位闲置率高,如图1所示。
为判定实际的长期停车需求,研究对区域停车情况进行了连续两周、每日早晚的跟踪调查。结果显

示,两周内区域内有1523辆车停放,但每日停车数具有一定波动性,每周停放4天及以上的车辆仅

924辆,如图2所示,说明仅长期停车需求为924辆。
此外,研究通过对三证 (行驶证、户口本和房产证)的审查,对人、车、位进行了关联,明确实际

的本地居住停车需求为575个。胡同与小区内匹配到三证合一长期停放的车辆数如图3所示,349辆车

长期停放在区域内,但不满足三证合一要求,并非本地居民的停车需求。
目前的居住车位已能够满足多证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可满足约90%的常住人口停车需求。

然而,区域内仍存在大量机动车占用胡同空间违章停放的现象,表象上看似停车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主

要由于停车认证机制不完善、车辆进入管理不严、固定停车位使用率低等原因,导致下发停车证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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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类停车设施停车位数和夜间停车数

图2 每日早晚停车数量变化

外来车辆占用停车位、固定停车位空置,使得居民停车矛盾突出。
(2)停车占用胡同公共空间

南锣鼓巷地区施划胡同停车位297个,夜间停放车辆数达521辆,如图4所示。29条胡同中,设

有7条禁停胡同,5条胡同由于宽度限制没有停车,17条胡同存在违章停车。存在停车的胡同条数占比

达60%,被停车占据的胡同长度占比达45%。停车占用胡同空间,破坏古都风貌,威胁生命安全,影

响交通安全。
(3)停车场车位未充分利用

现状南锣鼓巷地区共有3处停车场,分别为南锣南口公共停车场、前圆恩寺胡同地下停车场和东不

压桥胡同西侧地下停车场。南锣南口公共停车场和前园恩寺胡同地下停车场夜间约有20%停车位空置,
东不压桥胡同西侧地下停车场目前处于自管自用的状态,未对居民提供夜间长期停放服务。

(4)停车位错时共享不足

南锣鼓巷地区内有办公、学校、酒店等建筑,自管自用停车位数量较多,占区域停车位总量的

30%。夜间单位自管自用停车位闲置率高,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仅5%的停车位对居民错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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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证合一停车需求匹配情况

图4 胡同停车位数和夜间停车数

4.3 规划方案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规划目标是通过停车减量规划,调控交通出行结构,提升历史文化街

区环境品质,打造精品安宁街区。结合南锣鼓巷地区停车规划目标和现状,采用循序渐进、分阶段实施

的策略,提出三个阶段的机动车停车规划方案。
(1)2019-2020年停车规划方案

2019~2020年,统筹地区停车资源,基本满足多证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充分利用现有居住

院内停车位,大力推进区域内单位停车位错时共享。适度挖潜公共停车场,对南口公共停车场进行平改

立。遵循严格控制和减量化设置的原则,重新校核胡同和路侧停车位,仅在宽度5.5m以上胡同施划停

车位,实现部分胡同不停车,并在外围道路施划夜间停车位。考虑居民停车可接受的步行距离,均衡设

置停车设施,2019~2020年度停车设施规划布局如图5所示。
(2)2021~2022年停车规划方案

2021~2022年,随着地区人口的疏解,根据停车需求的减少,减量规划停车设施,基本满足多证

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取消外围道路的路侧停车位,改善自行车交通出行环境。取消胡同日间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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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9~2020年停车设施规划布局

位,仅在6米以上胡同施划夜间停车位,实现胡同日间不停车。2021~2022年停车设施规划布局如图6
所示。

图6 2021~2022年停车设施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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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2025年停车规划方案

2023~2025年,停车需求持续减少,优先关注残疾人、老年人和幼儿家庭,适度满足多证合一常

住人口的停车需求。取消胡同停车位,实现胡同不停车,打造安宁街区。减少区域内单位停车位供给总

量,尤其是区域内中心地区停车位,鼓励通勤者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2023~2025年停车设施规划

布局如图7所示。

图7 2023~2025年停车设施规划布局

4.4 实施保障措施

(1)加强宣传教育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培育居民四个方面的意识。一是 “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责

任意识,二是 “占用胡同公共空间停车高收费”的公共意识,三是 “绿色出行”的交通意识,四是 “老
城保护”的文保意识。

提高属地单位的社会责任感和大局意识,以政府单位为表率优先实施车位共享,逐步推进本地区企

事业单位停车位的全面共享。
(2)加强居民自治管理

注重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建立以居民停车自治公约为约束的自治管理体系,形成街道办事处统筹、
社区牵头推动、专业机构指导、自治组织管理、居民参与的街巷胡同停车管理格局。

成立居民停车自管会,对区域内停车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进一步明确自治组织的职责范围和

工作方式,形成自治规程,充分发挥自治组织在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方面的重要作用。
(3)完善停车认证机制

逐步建立居住停车区域认证机制,明确认证工作流程、认证标准、职责分工。
建立停车动态监测系统,通过智能化手段动态监测机动车停放情况,明确实际停车需求的判定标

准,精准识别多证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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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停车认证结果和停车动态监测结果,对非长期停放的车辆,取消其停车认证资格。通过严格管

理本地区停车位使用,逐步实现停车设施减量的目标。
(4)建立停车收费体系

树立居民停车付费意识,落实胡同停车收费政策。遵循差别化收费的原则,停车收费价格与停车距

离、停车设施类型等挂钩,胡同内高于其他区域、近端高于远端、地上高于地下,逐步将胡同内停放车

辆引导到胡同外的其他停车区域,实现停车空间置换的目标。
街巷胡同内居民停车收费作为区政府非税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用于胡同停车治理,改善公共空间

环境秩序。
(5)运用市场化手段

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采取政府管理与企业服务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车辆准入管理、胡同停车管理、停车秩序维护、车位共享管理等工作。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物

业企业的作用,选择专业化组织实现自管会务实落地。
(6)强化停车执法

加强对区域内胡同、路侧等违章停车的严格执法。坚持街道吹哨、部门报道,由区公安交管部门落

实执法工作,停车监管人员协助。
推进执法的智能化、信息化建设,采取视频监控、非现场执法实现全地区、全时段的智慧化、人性

化管理,减少硬质隔离,营造良好的公共空间环境。
(7)制定停车设施使用细则

制定公共停车场、企事业单位共享停车位、胡同停车位、外围道路路侧停车位的使用细则,明确使

用对象、使用时间、收费价格等,提高停车设施的利用率。

4.5 规划实施进展

(1)发布首个历史文化街区停车规划

2019年,东城区发布了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机动车停车规划》,成为北京市首个正式发布的历

史文化街区停车规划。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将实现胡同不停车,把胡同公共空

间还给居民。未来的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将打造成有绿荫处、有鸟鸣声、有老北京味儿的胡同公共空

间,让居民重拾老北京的胡同记忆。
(2)形成多元共治停车工作组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依据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自治、执法保障”的多元共治工作模式,
形成了 “区政府统筹、街道为主体、各相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协助、居民参与”的工作组。

此外,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以社区为单位成立了停车自管会,制定自治公约,并委托物业公司管

理,为停车入位、停车有序提供了有力保障。

表2 南锣鼓巷地区停车工作组职责分工

部门 职责

东城区

人民政府

负责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停车设施规划、设置、使用及停车秩序、服务、收费的管理工作,推

进停车区域治理,监督有关部门开展停车执法。

东城区城管委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机动车停车管理的具体工作。

交道口

街道办事处

负责统筹辖区内的机动车停车管理工作,组织领导、综合协调、监督检查停车执法事项,将停

车纳入网格化管理范畴,确定监督、管理人员,建立居住停车机制,指导、支持、协调开展停

车自治和停车泊位共享、新增、禁停等工作。

东城交通支队 不断强化停车执法力度,保障辖区内良好的停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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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 职责

驻区单位
深化 “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增强街道统筹协调力度,强化对驻区中央、市属、区属单位的

统筹协调,推动共享。

社区居民
充分发挥社区力量,大力推行居民停车自治,利用居民议事厅等形式,积极化解矛盾,加强沟

通,做好矛盾预防和教育工作。

市场机构

和社会组织
借助市场化力量和社会组织,推进停车规范化治理。

(3)逐步实现胡同不停车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按照 “分步实施、试点推动”的思路,正分4个区域由南向北分步推进胡同

不停车。已利用地铁8号线交通织补用地建设成南锣鼓巷南口临时停车场,并实现平改立。同时大力推

动了单位停车位错时共享,向符合居民停车资质认证标准的车辆提供停车位。目前已在雨儿胡同内安装

机动车禁停标识和非现场交通执法设备,实现了包括雨儿胡同、福祥胡同、蓑衣胡同、炒豆胡同和前圆

恩寺胡同在内的5条胡同不停车,如图8所示,将逐步为居民营造更加安宁的街区环境。

图8 雨儿胡同不停车

5 总结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传承历史文脉、保护古都风貌的重点地区,停车已成为制约其环境品质提升、人

居环境改善的突出问题。近年来,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持续开展停车治理工作,但由于缺乏规划引领,各

街道仍以设施供给的思维为主导,胡同停车问题依旧突出。
本研究针对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停车现状问题,明确了停车规划目标和策略,并以南锣鼓巷地区为例

提出停车规划方案和实施保障措施。在规划的指导下,南锣鼓巷地区在规划、建设、管理全流程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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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历史文化街区停车策略,通过停车规划治理实践,缓解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改善了街区交通环境品

质。解决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问题,在关注设施供给的同时,更应关注需求调控和多元共治,从增量规

划转向减量规划,将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安宁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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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停车系统规划实践与思考———以海安市为例

李志鹏 何 鹏 刘瑞远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中小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机动化水平日益提高,大量私有车辆的快速增长给城市静态交

通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停车系统是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停车供需矛盾,对

城市交通秩序的影响更为突出。为更好地解决中小城市 “停车难”问题,有必要提前对中小城市的停车发展策略提出一

些战略性思考,因此本文以海安市中心城区的停车系统为例,从分析中心城区现状停车存在的问题与特征入手,提出了

海安市停车发展的思路与路径,并针对海安未来的停车发展的举措与政策给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中小城市;停车系统;停车难;停车发展策略

0 引言

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2019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60%[1]。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提高,城市机动化水平也在日益提升,给城市静态交通带来的压力愈

发增加[2]。对中小城市而言,原先的建筑物配建标准较低、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不足及缺乏相应的停车管

理政策,因此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停车供需矛盾显得更加突出[3]。随着中小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

快速增长,城市对停车设施的需求日益凸显,“停车难”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小城市的城市环境与交

通秩序[4]。因此,亟需通过深入研究中小城市的停车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应对方案,规范停车秩序,
来缓解中小城市由于停车引起的诸多交通问题[5]。依据国家现行标准,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

即为中小城市,而海安作为江苏省内的县级市,2019年末常住人口为86.30万,因此本文以海安为例,
对其停车系统规划进行研究。
2012年,海安编制了第一版停车规划,规划提出了一整套停车发展体系来指导当时海安停车发展,

明确了海安停车发展目标为 “差别供给、保障基本、高效管理、以静制动”。然而首版规划至今已有7
年时间,随着2015年来国家各项停车指导政策的密集发布和2018年江苏省 《关于推进实施 “停车便利

化工程”的意见》的发布,以及 《海安城市总体规划 (2012—2030)》的正式获准实施,当初的规划能

否积极响应新的城市总规,以及规划提出的停车发展策略、公共停车场建设等措施如今能否得到有效落

实,均急需一个系统性的评估。
同时,另一方面,2018年5月,海安撤县立市带来城市格局的新变化,赋予了城市发展的新

机遇。2018年,海安在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榜、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榜排名中,分

别列第7位、第28位,但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也带来了小汽车数量的激增,城市停车问题日益突

出。目前,海安市中心城区小汽车拥有量达到9.7万辆,千人拥有率将近220辆/千人,已处于快

递增长期的阶段,随着海安城市机动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未来海安的小汽车需求将进一步增大,
城市停车泊位的供应将面临更大压力。停车系统作为城市交通的重要抓手,海安急需提前全面、
系统地谋划停车发展方向和路径,提出改善停车秩序和环境的举措与政策,以实现城市与交通协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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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规划范围

1 现状停车问题与特征

当前,海安中心城区停车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 “局部地区、高峰时段”,当前重点面临的问题是公

共停车基础设施的薄弱与停车秩序的混乱。

1.1 路外停车建设不充足, 路内泊位大量施划

在上版规划编制实施后,七年内海安市中心城区的泊位总量由2.08万个增长到了12.49万个,共

增加10.41万个泊位,其现有的泊位总量已超过中心城区的小汽车保有量,车均泊位比达到1.29,但

从停车设施供应结构来看,海安市现状的泊位供给结构中,配建泊位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占比高达

89%。目前海安市总体的停车供应结构比例为建筑配建∶路外公共∶路内公共=89∶1∶10,占比过低

的路外公共停车泊位,难以适应未来海安市小汽车高增长率的发展模式,根据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在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中,公共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可占的比例为10%~15%[6]。

与路外公共停车泊位相比,海安市的路内停车泊位占比达到10%,而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中提

到路内停车泊位作为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的补充,不应超过供给总量的5%,“能划尽划”的路内施

划,不仅占据了大量的居民慢行空间,且免费的收费模式又会与路外停车收费形成价格倒挂,带来大量

的违章停车。

1.2 停车泊位利用不集约, 地面停车场占比较大

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一方面通

过基本原则明确 “坚持集约挖潜,鼓励既有停车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利用、充分发掘城市地上和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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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状路内停车泊位分布

空间资源,建设立体停车设施”。另一方面通过建设重点提出 “鼓励建设地下停车场、停车楼、机械式

立体停车库等集约化的停车设施”。因此,海安停车设施建设发展的大趋势是鼓励土地的复合利用,停

车设施的集约化建设。目前海安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总量已基本达标,但其建设的停车设施中地面停车场

的占比仍然较大,且老旧小区的地面一层车库多有挪用现象,机械式停车场占比仅为1%,因此在之后

的建设中,海安市仍需加强停车设施的集约化建设。

图3 中心城区配建停车型式分布图

1.3 重点区域运行不顺畅, 停车供需矛盾严重

从对海安市的配建停车场及公共停车场的运行情况调查来看,海安市的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及公共停

车场的周转率较低,且泊位供给不足,但并未影响大部分停车场的运转。
由于海安路内停车免费,其现状路内泊位的周转率仅为3.8次/日,在一些车流量较小的区域仍可

以正常运行,在学校、政务中心等车流量巨大的区域,便凸显停车问题,较低的停车泊位周转率加上巨

大的车流量,使得这些区域 “一位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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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公建类建筑泊位缺口分布图 图5 实验小学放学期间中坝路路况

1.4 停车价格体系不完善, 杠杆调控体系缺乏

海安市目前尚未出台机动车停放收费管理办法,其停车价格体系不够完善,各停车场收费标准不

一,较为混乱,且海安市的路内停车位长期处于免费开放状态,使得路内停车泊位周转率较低,有大量

的停车泊位被长期占用,这使得路内停车泊位的有效周转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路内停车免费,严重

降低了路外停车收费设施的使用率,带来了大量的违章停车,增加了停车执法部门的管理难度,也无法

达到价格杠杆调控停车需求的目的。

图6 路内停车场车辆停放时间分布 图7 路内违章停车分布图

1.5 建筑配建指标不适应, 部分类别与需求不符

由于海安市早期的一些建筑建设年代较早,原有的配建指标要求较低导致当前的停车供需矛盾日益

突出,历史欠账问题开始凸显,而且老旧小区既有配建的一层车库也存在较多的挪用现象。
近年来,海安市已开始重视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的问题,在2012年编制的 《海安停车场专项规划

(2012-2030)》中开展了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的专题研究,结合海安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适用于海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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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建标准。2015年,海安市进一步出台了单独的停车配建标准 《海安建筑物停车设施配建标准 (试
行)》,用来指导城市停车设施建设,从整体来看海安市一些建设时间较短的建筑物的配建基本可以满

足现状的停车需求,但通过对各类建筑的停车需求调查来看,海安市目前现行的一些建筑的配建指标与

实际需求并不匹配,如办公类指标远高于停车需求,需要针对性的调整和优化。

图8 海安市日间及夜间停车需求分布图

2 停车发展思路与路径

停车系统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大城市相比,我国的中小城市整个城市交通系统的正

常运转更容易受到城市停车供需矛盾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许多中小城市缺乏科学有效的规划管

理体系以及合理的规划方法,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城市属于 “单核”结构,交通方式相对单一。所以,
对于中小城市而言,不能盲目照搬大城市的做法,需要根据城市自身发展情况,提出合适的城市停车发

展思路与路径,为城市停车设施体系的构建提供指导。因此在本次规划中,梳理了江苏省内较为发达的

中小城市的停车管理、停车设施建设等先进的停车经验,以指导海安市的停车发展,如表1所示。

表1 同类城市经验借鉴表

城市
户籍

人口

全市小汽

车保有量
停车管理 设施建设 建设模式

昆山 86.2万 47.7万

1.对侵占人行道板公

共停车泊位开展专项

整治

2.出台配建标准、明

确停车收费标准

1.昆山中学地下停车场

2.琅环里停车场立体化改造,PPP
模式

3.市民文化广场地下停车场、采

莲街立体停车场

4.配载中心临时停车场、柏庐农

贸市场

独立占地

学校操场

立体化改造

广场地下空间

张家

港
92.9万 31.54万

1.出台政策,128家单

位内 部 停 车 场 对 外

开放

2.出台停车收费政策

1.市教育局少年宫空地和绿地

改造

2.云盘小学操场改建半地下停

车场

独立占地

结合公园绿地

学校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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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户籍

人口

全市小汽

车保有量
停车管理 设施建设 建设模式

太仓 48.7万 18.31万

1.出台政策,32家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停车

场向 周 边 居 民 错 时

开放

2.部分公共区域的收

费停车场试点智能收

费系统

1.中医院建成垂直升降的封闭式

立体停车库

2.闲置的园林桥周围空地改造为

公共停车场

3.拆除老乡政府大楼,挪出空间

改造为公共停车场

立体车库

闲置空地

废弃建筑改造

海门 99.8万 17.38万

1.出台停车收费标准

2.启动建设智慧城市

交通大数据管理平台

1.老公安局地块 (宅间空地)建

设临时地面停车场

2.长江新村社区 (宅间绿化)建

设为为社区生态停车场

3.开展老小区停车位的改造计划

废弃建筑改造

绿化空间改造

老旧小区改造

启东 111.6万 16.76万 —

1.移动公司西侧地块立体车库

改造

2.启东宾馆东南侧地块地面停车

场立体化改造

立体化改造

如东 102.8万 18.00万 — 1.广隆商场南侧立体停车库改造

2.掘港小学西侧生态停车场

立体化改造

结合绿地建设

省内中小城市的停车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停车发展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分区差别化供应与管

理手段,对停车需求进行调节,引导和改变城市居民停车习惯,减少特定区域停车需求,协调土地利用

开发,保持供需适度平衡,才是适合海安市停车发展要求的可行之路,也是海安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本次规划将海安停车发展的基本思路确定为 “一根主线,两条路径”。
“一根主线”是指停车供给侧改革。为解决海安停车难的问题,应当以停车 “供给侧”结构改革为

主线,对现有停车场进行完善和改造、适当增加建筑物停车配建比例、合理布局、利用市场化方式多渠

道提升现有存量资源的利用率,如推进错时共享、信息技术等方案的实施,并引导更多相关主体参与供

给,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
“两条路径”是指需求调控、挖存增量。除了对停车供给侧进行改革,对海安而言,还应该加快推

动公共交通的发展,大力发展替代性交通出行方式如慢行交通、新能源车分时租赁等。通过提高公共交

通的服务水平,鼓励海安市居民逐步转变出行方式和习惯,减少机动车出行比例,降低停车需求。同

时,要依据海安市动静态交通状况,进一步限制政府定价范围,构建完善的停车收费机制,通过市场化

途径调节停车需求;此外还应该利用新、改建及挖潜等方式,多途径合理增加停车泊位供给数量。
与大城市一样,中小城市中停车系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小城市停车系统的发展同样应该符合城

市整体交通发展的趋势。本次规划旨在研究制定与海安市整体交通发展战略相契合,与海安城市用地总

体布局和交通功能性质相紧密协调的城市停车设施布局规划,建立完整的停车设施体系。因此,总体而

言,本次规划的基本路径为八字方针:“三转三谋,三量三有”。“三转三谋”是指转化停车供给模式,
谋停车供给侧改革之路;转变全域均质发展,谋需求差别化调控之路;转型常规静态管理,谋停车智慧

化发展之路。“三量”是指旧区限量、新区适量、郊区足量。“三有”是指人有所行、车有所停、路有

所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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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划,海安市要建成以静制动、集约共享,健全 “规、建、管、控”四位一体的停车发展体

系,逐步构建 “旧区限量、新区适量、郊区足量”的停车供应结构,保障地区停车人有所行、车有所

停、路有所畅。

3 停车发展举措与政策

3.1 鼓励设施建设, 严控路内停车

3.1.1 多种渠道增加公共停车泊位

当前海安需放宽市场准入,挖潜存量资源,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采用多种方式增加公共停车位。针

对近期停车问题,海安需要继续加强以政府为主导的停车设施建设,对于有用地空间的,积极推进立体

停车楼、机器人停车库等新技术的应用,对于用地空间局促的,加强用地的综合开发、既有泊位的立体

化改造等,多渠道提高泊位供给。规划建议海安近期公共停车场建设可分为路外公共停车场和便民增绿

停车场两种模式建设,近期规划路外公共停车场8处,其中现状扩容2处,独立占地4处,结合仓储1
处,结合建筑物增配1处;规划便民增绿停车场7处。同时规划综合考虑常规停车需求分析、基于路网

容量制约下的停车需求分析对远期海安的公共停车需求进行了预测,为1.51万~2.01万个,因此本次

规划还为远期海安路外公共停车设施的建设预留了约1.6万个泊位。

3.1.2 动态评估调整路内停车泊位

路内停车泊位作为城市停车设施中的从属部分,其功能主要为服务车辆短期停车及作为夜间基本泊

位的补充为主。未来随着路外停车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周边道路交通流量的变化,路内停车应做相

应的调整。在部分地区如一类区 (老城区),由于主要道路交通流量较大,路内公共停车泊位的大量设

置已经影响到动态交通,应予以一定撤销,通过挖潜布局路外公共停车设施满足停车需求,对路内停车

泊位施划规模进行严格限制,本次规划建议近期逐步取消人民中路及长江路路等道路的部分路内泊位;
在部分新建地区及城区外围,由于周边土地的开发,会产生大量临时停车需求,结合周边交通环境,依

据相关规范标准设置路内停车泊位。此外,随着海安发展要求和交通状况的变化,每1~2年需要动态

评估路内停车的设置,实行撤销或新增等举措。

3.2 建设智慧停车, 推进停车共享

3.2.1 建设智慧停车系统

截止至2019年2月,海安市城区智慧停车系统建设项目已完成初步架构建设,已进入软件调试阶

段。海安城区智慧停车系统总体框架包括五层:自下往上看,第一层是前端设施层,用来收集人员、用

户、停车相关出入、计费、缴费等信息,提供基础数据资源;第二层是网络及通信层,用来将整个路

内、路外停车设施的数据集成到智慧停车平台上;第三层数据层,用来对各类信息资源进行维护和更

新,形成基础数据库和信息资源库;第四层是应用及服务层,是智慧停车系统的核心,由智慧停车管理

平台构成,主要包括停车大数据分析、运营管理、交通及停车设施管理的等子系统,提供与停车相关的

多方面能力,同时为停车场等相关主体接入提供方便;最后是用户层,通过多种终端用来提供智慧停车

成果展示,针对不同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3.2.2 逐步推进停车泊位共享

随着智慧停车平台的建设,以往分散的停车泊位信息以网络为媒介,消除车主和泊位资源之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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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系统架构与网络拓扑图

息壁垒,实现停车泊位信息的共享。在海安停车供给结构比例建筑物配建停车位高达89%,鼓励建筑

物配建停车泊位对外共享,不仅有利于土地资源的节约化,降低公共停车场的建设规模,又可以起到提

高停车泊位周转率的作用。因此本次规划建议海安通过两种共享模式来逐步实施,一种是结合海安智慧

城市APP“我的海安”,在其中增设 “停车预约”及 “停车共享”模块,从而实现停车场泊位资源的实

时发布及使用;另一种是在停车矛盾十分突出的地区,从政府层面推动具备条件的单位大院对外错时开

放内部公共停车场,服务于周边居民的停车需求,按照 “相对固定、先来后到”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

居民发放错时停车通行证,本次规划提出6个试点单位,未来应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单位大院开放共享。

3.3 优化配建标准, 加强政策引导

3.3.1 调整优化停车配建标准

作为城市停车场的主体,建筑物配建停车指标的选择和确定与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和交通发展息息

相关。由于海安市之前出台的配建停车标准时间较早,目前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海安市的停车需求,因

此本次规划配建指标的制定主要依据现状停车需求调查数据,分析海安市的现状需求,通过与同类城市

配建指标的横向对比可发现,海安市现行配建标准中的住宅类指标与同类城市相比偏低,公建类中办公

小类指标与同类城市相比偏高,而商业金融小类指标偏低,其余指标相差不大。同时规划根据建筑物停

车需求定量分析预测和配建分区分类研究,结合对各类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的定性分析和多次讨论比选

分析,提出了修订的建筑物配建指标,考虑了分区差别化,并进一步细化了以往的建筑物类别划分,其

中重点调整了住宅类、公建类中办公类、商业金融小类指标的停车配建指标。

3.3.2 出台配建标准实施管理政策

在修订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的基础上,还应该同步研究出台相应的配建准则要求和配套的管理

与处罚措施。其中,配建准则要求是配建标准与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配建标准执行的配套管理

与处罚措施是标准得以准确、严格实施的法律保障。本次规划在实施层面建议开发项目在建设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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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展交通影响分析,包括开发项目建成使用后的动静态交通系统的需求与影响评估,进一步明晰

配建指标。特别地,对一些建筑项目性质特殊的,需要具体分析预测该项建筑未来合理的停车需求,
在交通影响分析中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现。另外,规划建议海安市对配建指标滚动修编,在指标实施的

过程中,及时跟踪调查分析停车泊位需求的动态变化,做到与时俱进,精确地把握由于海安经济发展不

确定性带来的建筑物配建泊位需求波动,确保研究指标的适应性、科学性,更精确的控制动、静态交通

的协调发展。

3.4 坚持公交优先, 实施差别政策

3.4.1 坚持公交优先政策

海安作为中小城市,为应对停车问题,必须做到 “内外兼顾”。一方面,近期要着力缓解停车供需

矛盾,通过有效规范停车资源使用、保障基本停车泊位供应,满足机动车保有量日益增加带来的停车需

求。另一方面,要以更长远的目光看待停车问题,从国内外相关经验看,通过完善公交服务体系,制定

差别化的停车政策增加小汽车使用成本,走公交优先发展的道路,能从根本上有效减少小汽车的出行

量。将来,随着海安城市功能的有序建设和完善,未来海安的出行将主要集中在小汽车和公交的竞争

上,因此从长远看,海安必须以结构优化为导向,推动公交优先发展,滚动修订停车标准,坚持小汽车

的合理调控。规划建议海安未来结合公交发展政策,在核心区降低停车供给、提高停车收费价格,引导

出行方式向公共交通转化。

图10 规划建议海安市停车政策分区

3.4.2 实施分区差别调控政策

停车系统的发展需要坚持区域动静态交通协调平衡,构建体现区域差别的停车供应体系,保证核心

区适度控制、其他区域基本平衡。同时海安市作为中小城市,并不能完全照搬停车发展较好的大城市经

验,应当结合海安实际情况,对配建停车分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合理制定海安市配建停车分区规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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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规划和标准提出的停车政策区划的基础上,根据海安实际情况分析,以人口集聚、建筑开发强度、
公交服务为主导因素,兼顾片区发展为主要考虑因素,对现行停车政策区划进行了调整,划分成停车适

度发展区、停车一般控制区、停车严格控制区,针对三类停车分区在停车设施供给、配建标准、收费政

策等方面制订差别化的停车政策。

4 结论

解决城市 “停车难”的问题不仅仅是大城市才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对中小城市来说,日益突出的

停车供需矛盾已经越来越影响到城市的面貌和交通秩序,因此提前制定有针对性的停车系统发展策略是

十分必要的。而海安市作为中小城市,并不能完全照搬停车发展较好的大城市经验,需要确定适合自身

的停车发展思路与路径,以及停车发展举措和政策。本文通过对海安市中心城区停车规划发展实践的探

讨,希望能为其他中小城市停车系统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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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市治理的停车共享政策机制探索

张翼军 李炳林 宋洪桥

【摘要】 近几年兴起的停车共享是城市交通治理的重要手段,从全国和地方政府来看,目前仍未形成体系完善、功能

齐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顶层政策机制,各地城市停车共享仍处于粗放式发展的探索阶段。本文以停车共享内涵为切入

点,剖析其发展的本质特征,并对国内外城市实践进行分析和经验总结。从不同性质用地和相关主体两个维度分析了停

车共享的特性及与政策机制的关联性,构建了面向城市停车治理的停车共享机制框架体系,并从5个层面提出15大停

车共享政策机制策略,对每条策略的内涵和主要内容进行细化,形成具有通用性和可操作性停车共享政策机制,以湖南

金融中心为例进行实践,预期为全国各大城市停车治理提供新的路径。
【关键词】 停车共享机制;停车共享内涵;城市停车治理

0 引言

构建城市治理体系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下半场的典型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党的

十九大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很显然,城市静态交通治理是国家

和城市治理的具体工作之一。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小汽车已由稀有物品进入了千家万户,
小汽车自2000年的1600万辆增长至2019年的2.6亿辆,增长了近16倍,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发

展。但由于停车位缺口大、停车位利用率低,停车难、停车乱已逐渐发展成大城市的城市病,给社会经

济发展和生活带来了较大影响。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停车位缺口率达到50%,且全国9成以上城市车

位使用率小于50%,平均空置率达到51.3%,如北、上、广、深4大一线城市平均停车位缺口率位

76.3%,每城至少有超过200万辆车无正规车位停靠,而车位空置率却在40%以上[1]。停车位规模不

足和停车位利用率低是导致我国城市停车难、停车乱的根本原因。过去是十几年的实践经验表明,通过

差异化收费、增加社会公共停车场、提高停车位配建指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的停车问题,在大数

据、互联网、云计算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开展停车位共享,提高车位利用率和周转率是解决当前停车问

题的突破口。
本文以构建城市停车共享政策机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停车共享内涵、国内外停车共享实践、搭建

停车共享机制框架体系、制定停车共享机制策略以及实践分析,从理论到实践为新时代背景停车共享提

供一套可实施的停车共享机制。

1 停车共享内涵

停车共享始于美国,1983年美国发行的第一版 《共享停车场》拉开了停车共享的序幕,并在2005
年进行了更新,美国提出的理念侧重于在一定区域内利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高峰停车特性在各种用地性

质的停车吸引点间共同使用停车位,即传统的错峰停车。我国大城市在2000年后开始探索错时停车缓

解停车难问题,如杭州市从2004年开始实行错时停车,通过街道或相关部门牵线,停车共享单位或社

区之间签订 《资源共享协议》,政府同步制定 《错时停车管理规定》,错时停车政策效果明显[2]。上海市

在2007年开始实行住宅小区错时停车,并在2012版 《上海市停车场 (库)管理办法》明确提出推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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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范围内停车资源的措施利用。总体上,10年前的错时停车主要考虑1天内紧邻的2个或多个

停车场的空车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实现停车位错时共享。传统的停车位错时共

享通过协议的形式,可实现两个或多个停车场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共享机制简单、方便,但适用范围

小、信息难以实时共享、在全城范围普遍推广难度大。
近几年,移动互联网、智慧交通、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和5G的兴起为区域或城市范围内信息的实时

共享供了技术支撑,如传感器、影像感测、车牌识别技术发展为车位精准定位提供了技术支撑,停车诱

导系统引流车辆、移动电子支付提高付费效率、车位引导与反向寻车提高了进场和离场的速度。停车共

享已不局限于传统的线下协议式停车共享,也不局限于两个停车场之间的车位共享,而是向以云平台为

基础可实时动态查询车位信息,通过移动端实现查询、预约、导航、缴费全流程服务的区域或全城范围

的停车共享。未来停车共享将与自动驾驶、共享出行共同构成城市智慧交通系统,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
总体来看,现阶段停车共享有线下和线上两种模式[3],线下模式即传统的协议模式,线上模式即最

近几年兴起的平台模式,很显然,线上模式是未来停车共享的发展趋势。但线上模式涉及的对象更多

元、系统更复杂、信息量更大,传统的错时停车政策机制不适合线上式停车共享的发展。

2 国内外停车共享实践经验

2.1 国内外停车共享实践

2.1.1 国外实践

欧洲停车共享已发展10~20年,停车共享行业发展较为成熟,真正实现停车位共享与高效率使用。
目前较为成功的 “共享停车智能系统”为荷兰的Q-Park系统和法国的Indigo系统。其中Q-Park在欧

洲10个国家拥有6100个停车场、超过400万个停车位。Indigo公司为法国最大的停车场运行商,遍及

全球500个城市,跨越17个国家,在全球有4000多个停车场、超过200万个停车进行联网。在美国,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采取鼓励私人汽车交通的发展策略,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停车面临严峻的形式,各

州市采取经济、市场等停车管理措施以平衡停车需求。近几年,随着停车共享兴起,部分州市出台的停

车政策相关法案会涉及到停车共享,如2018年西雅图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停车政策改革法案,该法案

在停车位共享层面提出商业和住宅建筑的业主可以将个人停车位用于公共用途,将停车位出租给不在该

建筑内居住或工作的人,以提高停车位利用率。

2.1.2 国内实践

在政策层面,近几年国内多个大城市出台了停车共享相关政策文件。自2016年上海市出台了 《关
于促进本市停车资源共享利用的指导意见》,并将将停车共享项目列入市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

相关的实事开始。2018年深圳市和成都市分别出台了 《关于鼓励和支持停车资源共享利用工作的实施

意见》、《关于鼓励和支持停车资源共享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2019年北京市出台了 《关于推进本市停

车设施有偿错时共享的指导意见》。上述城市在率先出台了市级层面的支持发展停车共享的政策文件,
对停车共享的发展起到实质性推动作用。

在实施层面。2017年上海市将 “推动停车资源共享利用”列为 “十三五”重点任务,3年内将创建

500个停车共享项目,落实3万个共享泊位。如通过街道办牵头建立 《“潮汐式”停车公约》,制定措施

公开、资金透明、第三方监督、公众评议等机制措施,明确车位主和车主的权利和义务,不同物业如居

住-办公、居住商业、居住-学校通过签订协议,实现不同业态停车位共享,共享形式可根据车位时间和

空间上的使用差异,采用单日夜间停车、夜间包月停车或包月全日租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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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深圳市编制了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地下停车场智慧共享工作指引》,从停车设施改

造、数据采集标准、信息化管理和智慧停车云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规划建设指引。并以前海19单元3
街坊为例编制了城市设计,实现了多个地块的停车位共享,降低了开发建设成本、实现了多个地块停车

需求的平衡、减少地库出入口有效缓解了道路交通压力。
杭州的信息化处于全国前列,通过市城管委牵头,由城投公司打造城市级共享泊位平台,并将

全市停车场数据接入停车云平台,同时与第三方企业阿里巴巴合作,打造了城市级的线上停车共享

平台。通过采取一系列的细节措施如实名认证、信用、支付、线上运营等实现了全市几万个停车位

的线上共享。
盐城市停车共享分两步走。首先是管好路内停车,通过标准化设置路内停车泊位,开展僵尸车清

理、主干路停车整治行动,鼓励群众举报 “乱停车、乱施划”行为,实行路内收费高于路外,地上收费

高于地下等措施,实现路内停车规范化。其次是开展智慧停车建设,通过建设停车云平台、停车app、
停车数据云、停车智能前端4大系统,实现从车位安装视频、地锁、布置三级诱导屏、停车监控的全程

管理功能,提供车位查询、预约、导航、缴费全程服务和警务终端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违法抓拍、车

辆图片实时上传智能管控功能。盐城市通过上述措施基本建成了智慧停车系统。

2.2 经验总结

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停车共享发展实践分析,城市级停车共享涉及政府、企业、车主、车位主、物业

等多个群体,停车共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和公共政策,需形成组合拳才能实现各方面资源调动、信息流

通和车位共享。上述城市的实践经验对本文有3方面的启发,一是需要完善的政策机制作保障,通过政

府协调并制定面向政府部门、企业、车主、车位主、物业多主体停车共享政策,实现政府推动、企业主

导、市场运作的体制机制。二是需要实现停车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平台建设、信息共享、数据采集是

实现停车共享的重要抓手。三是制定面向落地的规划设计条件,充分考虑已建和规划未建停车共享的设

计标准,制定落实到用地出让、用地审批、竣工验收的操作细则。

3 面向停车治理的停车共享机制框架体系构建

基于对停车共享内涵的认识和国内外实践经验的总结,本文从不同性质用地停车特性和不同主

体停车共享特性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基于两个维度分析与停车共享机制的关系,搭建停车共享框架

体系。

3.1 不同性质用地停车共享特性分析

一般来讲,停车共享典型用地包括住宅、办公、商业、医院 (职工)、学校几类。以湖南湘江新区

为例,对全区814个停车场使用率和使用时间进行分析,住宅类停车场适合工作日白天对外共享,夜间

需求大。办公类停车场适合夜间对外共享,白天需求大。商业类停车场适合工作日白天及夜间10点后

对外共享,周末与用餐时间需求大。中小学校停车场适合夜间对外共享,早晚接送学生需求大。医院停

车场适合夜间对外共享,白天需求大。根据不同性质用地停车场高峰、平峰分布,常用停车共享方式有

5种,分别为居住与办公、商业、学校、医院共享,办公与居住、商业共享,医院与居住、商业共享,
商业与居住、办公、医院、学校共享,学校与居住、办公、商业共享。

3.2 不同主体停车共享特性分析

基于前文停车共享线下和线上两种模式的特点,停车共享核心相关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业、车位

主、车主和物业,其中,车位主、车主、政府部门是停车共享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和物业是停车共

享的间接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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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性质用地停车共享分类示意图

政府部门主要关注各主体能否依法依规、停车共享能否缓解停车矛盾 (社会)、能否促进行业发展

和经济发展,应从聚集停车资源、停车资源向社会共享、制定设施层面的共享条件、制定面向企业、车

主、车位主的制定政策。企业主要关注盈利水平、市场占有率和业务拓展等,应从设施标准、数据标

准、企业平台、行业标准、政策支持、运营监管制定政策。物业主要关注能否增加一定收入、是否便于

停车秩序和安全管理,应从利益分配机制、激励引导制定政策。车位主主要关注车主是否诚信、自身是

否有可观的收益、安全得到保障、便于发布车位消息,应从征信管理机制、价格激励机制、安全管理机

制、共享平台支撑制定政策。车主主要关注能否快速停车、取车、是否有稳定车位、收费可接受,应从

数据标准机制、停车诱导系统、价格机制、违章停车管理制定政策。基于不同性质用地停车特性和不同

主体停车共享特性两个维度的分析,通过关联分析,停车共享政策机制的制定应重点考虑设施建设、平

台建设、数据建设、诱导设施、政策保障等内容。

图2 基于不同用地和不同利益主体关于停车共享机制关联分析示意图

3.3 停车共享政策机制框架体系

基于不用性质用地停车场和不同主体关于停车共享诉求和政策方向的分析,从设施互联互通、平台

共建共享、数据标准统一、停车诱导成网、政策体系保障5个层面提出15大机制策略,形成以下停车

共享政策框架体系。

4 停车共享机制核心内容及应用实践

对每条机制策略的作用、主要内容、具体要求进行详细分析,形成规划部门、审批部门可操作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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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停车共享机制框架体系图

体条文,强化停车共享规划控制的作用,使停车共享理念在规划控制、用地出让、方案审批阶段落实,
指导地块建筑方案、交通工程方案设计,真正实现停车共享和停车治理。

4.1 设施互联互通

4.1.1 车场互联互通

面向规划未建停车场和已建且有条件改造的地下停车场,通过地下连通道打通多个地下停车场,合

理设置停车场出入口,地下停车场在物理上能实现连通共享,高强度、高密度开发区域停车场互联互通

纳入用地出让条件对于多业主停车场,采取以街坊为单位成立停车自治组织等多种形式,在一体化规划

建设基础上,公平协商推进停车场智慧化、一体化的运营管理工作,利用地下车行道连通,实现地下停

车设施之间的连通共享。对于单业主停车场,单个业主独立享有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停车场应结合周边停

车场统筹交通组织及出入口布局。

4.1.2 停车场分区设计

为方便场内停车诱导,精准识别共享车位,应当将停车场分区设计纳入停车场竣工验收要求。停车

场内以色彩或编号等形式在墙柱面进行分区设计,建立停车场内导视系统坐标系,对停车区与行车区进

行色彩区分,确定停车场内路权划分。

4.1.3 车位施划标准统一

强化车位主合规共享,强化车主规范停车,应当将车位施划标准统一纳入停车场竣工验收要求。车

位尺寸应各车位严格按照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和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所规定的标准车位、无障碍车位的尺寸设计施工,避免出现不规则车位。对于标志标线,停车场内地面

标线、导向箭头等交通标志标线应当严格执行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
 

51038-2015规

定的尺寸。

4.1.4 充电桩合理配比

停车场应按相关要求预留充电基础设施安装使用条件,确保变压器的容量满足充电基础设施的配电

需求,同时应预留充电基础设施的线路布设管道。对于新、改建住宅、大型公建配建停车场、商业办公

等商业性停车场,分别按配建停车位的100%、20%、10%配建充电桩或预留安装接口。应当纳入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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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竣工验收要求。

4.2 平台共建共享

4.2.1 搭建停车共享平台

整合停车共享基础数据,应实现交通管理、公众使用、车位智能、连接其他相关平台4大功能,建

议由政府推动搭建工作。如平台实现联通市级电子发票系统、社会信用体系,鼓励企业开发app接入平

台,平台可联通全市电子发票系统、征信系统,为共享停车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4.2.2 建立停车共享行为信用约束机制

强化对共享停车超时停车行为的约束,规范停车、文明停车。制定停车共享服务企业应建立并落实

用户信用约束机制,制定安全停车规范、停放守则、文明停车奖惩办法。并建立信息联网系统,企业建

立车主停放的信用记录,将用户严重失信行为依法纳入全市社会信用体系。

4.2.3 开展共享停车电子发票试点和推广

电子发票可实现无人共享,节省开票时间、快停快走,提高周转率,且保存可靠、报账便捷。建议

在停车共享中通过试点和推广应用电子发票系统,联通各停车场系统接口,推进停车共享行业发票开具

和纳税等便利化举措。

4.3 数据标准统一

4.3.1 鼓励进出场和车位数据采集标准统一

停车场系统基本信息采集应当包括停车场名称、所属地区、经营性质、地址、使用年限、收费标

准、产权单位、负责人、运营单位、配备充电桩数量、出入口数量及布局。进出场道闸数据采集应当包

括车牌号、入场图片、入场时间、出场图片、出场时间。除在出入口实现车辆信息采集外,鼓励停车场

内通过全视频检测等技术采集每个车位的实时精准使用数据,实时更新发布停车场内车位信息,促进车

位共享,提高车位使用率。停车场出入口闸机应具备进出车辆视频监控以及车辆号牌自动识别功能的,
所记录图像质量应当符合 《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 (GA/T833-2016)》、《道路车辆智能监

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T
 

497-2016、《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GA/T
 

832-
2014技术要求及地方城市相关标准。

4.3.2 停车场数据接入核心区停车共享平台

停车场对象应包含公共停车场、专用停车场 (配建)和道路临时泊位。停车场接入核心区停车共享

平台信息应当包括停车场基本信息、停车场经营单位信息、停车场从业人员信息、停车泊位信息、停车

收费信息、车辆进入停车场信息、车辆离开停车场信息、车辆预约信息等,并符合地方城市的相关

标准。

4.3.3 鼓励电子收费和预留第三方支付接口

实践表明,传统的人工取卡收费车道,车辆通过闸机的平均时间约15~20秒。而1条车牌自动识

别、自动收费车道通行效率相当于3~4条传统人工取卡收费车道,电子收费能实现无人共享,节省进

出场时间,提高通行效率,降低碳排放,降低人力成本,一般在停车场内部缴费、进出场闸机处缴费、

app或微信公众号自动缴费均能实现无人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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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停车诱导成网

4.4.1 建立区域级停车诱导系统

以控规为单元,建立片区三级停车诱导系统。一级诱导系统设置在市区主要交通干线上,应当实现

集停车信息、路网信息、交通运行状况、交通管控信息于一体的功能。二级诱导系统设置于停车场周边

区域的街道或节点处,应当提供停车场的名称、行驶方向及距离、实际车位状态等信息。三级诱导系统

设置于停车出入口附近,应当发布单个停车场的名称、实际车位状态、开放时间、收费标准以及其他规

定信息。

4.4.2 建立停车场内部诱导系统

以停车场为单位,建立五级诱导系统,实现车辆快速进场、快速停车、反向寻车、快速出场。其

中,一级引导为分区引导,引导车辆至目标楼层和内部分区。二级引导为车位引导,引导车辆至空车

位。三级引导为行人诱导,在人行交通集中处应当设置连续性人行诱导指引,引导行人找到目标电梯、
通道和目的地。四级引导为反向寻车,引导车主找到车辆。五级引导为出场引导,引导车辆快速找到排

队较短、道路顺畅的出口。

4.5 政策体系保障

4.5.1 建立面向政府部门的保障机制

要建立城市级的停车共享系统,政府应发挥推动作用,有必要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面向政府部门的

保障机制。首先是成立停车共享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定期沟通联动推进机制,加强对新区停车共享的协

调推进和监督指导,其次是实施目标考核,制定年度工作目标任务,针对各项重点任务的推进实施情况

进行年度考核,对于具备条件且主动探索取得成效的部门予以适当加分。此外,政府还应加强示范、宣

传引导,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首先对外共享,营造开放停车共享资源、协同共治交通问题、
培育发展共享经济的社会氛围。

4.5.2 建立促进停车共享行业发展的机制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停车共享的基本保障。首先应制定一套完善的停车共享服务行业标准规

范,如平台建设标准、数据标准、收费标准、企业经营准则等。其次要制定一系列支持停车共享企业发

展的政策,如税收优惠、资金支持、资源整合等,降低停车共享企业初期发展成本。此外,还应加大金

融扶持力度,鼓励国有投资平台先行先试,搭建基金对接平台,鼓励开发针对性金融产品等方面具体措

施,拓展停车共享企业融资渠道,解决融资难问题。

4.5.3 建立调动车主和车位主积极性的机制

调动车主和车位主是实现停车共享的必要条件。对于调动车位主的积极性,可通过制定创优评优,
积分奖励,优先完善共享车位周边慢行交通配套设施建设,激励各种停车位资源积极参与停车共享发

展。对于调动车主的积极性,可通过制定减免停车收费、积分奖励等办法,鼓励车主使用共享车位,对

路内停车进行严格界定,加强共享停车场周边违章执法力度,引导车辆使用周边共享停车场。其次,制

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是实现停车共享重要的经济手段,总体上,在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3
种定价方式下,应体现核心区高于外围区、路内高于路外、干道高于支路、白天高于夜间、长时高于短

时、高峰高于平峰的原则,停车共享体现市场运作、动态收费,具体收费标准应参考地方城市的相关

规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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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应用实践

4.6.1 总体概况

以湖南金融中心为例开展停车共享试点。湖南金融中心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将立足长沙打造中部

地区区域级金融中心,规划范围约1平方千米,金融办公开发量达150万平方米,未来将形成一带双心

两轴四片的空间结构。现状南中心雏形基本形成,现状已入驻300家企业,现状停车以配建停车场为

主,约1.4万个停车泊位。通过调查分析,一方面,现状路内违章停车占用大量道路资源,静态交通对

动态交通产生严重干扰,高峰期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另一方面,路内违章停车严重但路外配建停车场使

用率低形成停车难、停车乱的负面印象,与金融中心高定位的形象不符。

4.6.2 停车共享机制应用

片区力图通过停车共享试点提高路外停车场的使用率,以缓解湖南金融中心静态交通的矛盾。从停

车组织、停车共享、规范停车、规划审批4个层面提出9大策略,包括优化交通组织流线、调整出入口

设置、连通地下停车场、优化接送学生停车组织、开展不同停车场错峰停车、搭建金融中心停车共享云

平台、构建停车诱导系统、规范路内停车、加强停车管理和执法、强化规划层面停车共享审批试点等措

施。通过上述措施,研究范围地面机动车出入口减少20个,最堵的南北向滨江景观道交通运行水平从

E级上升至D级,使用车位可增加700~900个,停车位使用率可提升5%~10%。

图4 湖南金融国展中心停车共享策略框架图

5 结语

本文将停车共享作为一个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分析了停车共享特征的复杂性,包括不同性质用

地和不同相关主体停车共享的特性,分析了在实现停车共享目标下的政策机制支撑,并通过关联分

析,总结出停车共享机制5大体系。搭建了 “5+15”顶层政策框架体系,并在在框架体系下提出具

体的政策机制措施,具备较强的通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各城市停车治理工作提供了政策引导和工作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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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湖南金融中心停车场互联互通试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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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主城区停车问题综合改善对策研究

邸 晶 苏永帅 赵玉川

【摘要】 保定市位于华北中心,独特的区位优势使保定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承担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推动京津保

地区率先联动发展的战略任务,因而对其交通基础设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停车设施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将直

接影响到保定市交通的运输效率和城市功能的运转效率。以保定市停车设施普查为大数据支撑,客观分析主城区

现状存在的停车问题,并以问题为导向,以新增、提升、挖潜、共享等 “四个一批”的思路,从住宅类、医院类

等9个方面,分类分步骤提出提出近期停车综合改善对策。通过多元化整合发挥各类资源优势,通过精细化管理

提高停车资源利用率,以静制动,缓解主城区停车紧张问题,以期对其他城市解决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停车问

题有所启示。
【关键词】 停车治理;热力图;规范管理;错时共享;

0 引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保定市纳入中部核心功能区,随着雄安新区的推进和京津产业的更

多转移,保定市的交通需求将显著增加,停车需求将面临严峻的增长态势。但保定市主城区停车难问题

日益凸显,无处停车、无序停车不断挤占城市道路资源,不仅影响道路通行能力,也影响城市形象,已

经成为制约保定市发展的瓶颈。为了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促进城

市健康有序发展,保定市进行了停车设施普查,并进行了大数据分析,以存在的停车问题为导向,从资

源配置优化、合理使用角度出发,提出与保定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的改善措施,促进停车设施建

设和管理,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1 停车普查

根据停车普查,保定市主城区实际有停车的有效路外停车场共计3482个,规范停车泊位数量

共计23.17万个,其中配建停车泊位21.61万个,路外公共停车泊位0.30万个,路内停车泊位

1.26万个。
主城区拥有配建停车场共计3435个。其中以住宅类停车泊位所占比例最高,达60.37%;其次是

商业类,比例为15.85%;博览类、体育场馆类停车泊位所占比例最低,都在0.08%左右。
主城区仅拥有4个路外公共停车场。其中东湖停车场和高铁站西停车场是企业代建。由于公共停车

场建设资金较高,回收周期较长,经济效益偏低[1],政府财力不足,社会资本引入机制不灵活,导致公

共停车场建设停滞不前。
主城区现状有编号路内停车泊位12642个,基本位于三块板道路的非机动车道。主干路朝阳大街、

天威路、七一路居多,均超过1000多个,主干路路内停车泊位占到64%。大量路内停车泊位免费停

放,使车辆在路内停车严重,对道路通行能力有较大影响。应对路内停车泊位设置进行合理引导,路内

停车不宜设置在主干路,应主要设置在非交通性次干路和支路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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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主城区路内停车泊位分布

2 停车问题分析

2.1 汽车保有量增长速度与停车位、 道路网的建设速度不匹配

根据交警支队提供的数据,截止2018年保定市主城区机动车保有量38.2万辆,年均增长率达

16.5%,而近几年来,主城区路网大多是维修改造,新建成道路较少,道路网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
机动车保有量与停车位的比例也仅为1∶0.6,与相关规范推荐值1∶1.2左右相比,缺口巨大,道路

网、停车位建设明显滞后于汽车增长速度,历史欠账较多,供需矛盾突出。

2.2 停车供给结构失衡

根据停车普查,配建停车位、路外公共停车场、路内停车泊位的比例为93.25%、1.30%、
5.45%,相比合理的85%、10%、5%,配建停车场可满足停车需求,而路外公共停车场严重不足,主

城区规划的51处路外公共停车场仅实施4处。

2.3 停车时空分布不均

通过停车热力图分析发现,不同的时段,停车集中区域不同。主城区夜晚以北片居住区及茗畅园附

近停车最为集中,工作日以办公比较集中的长城、英利、政府机关等地的停车最多,节假日停车则体现

在商业区集聚的地段。

图2 主城区不同时段停车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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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停车缺口分布图来看,古城区为停车缺口最大区域,由于历史原因,古城区大多数建筑没有或只

有少量停车位,但是商业、学校等相对集中,停车需求大,造成此区域停车矛盾突出。而新建项目大多

位于外围新城区,大多按照规划预留了停车位 (库),停车压力相对较小,停车供给相对充足。

图3 各单元停车缺口分布图

2.4 停车泊位利用率低下

调查发现主城区各类停车场的停放饱和度平均为0.82,各停车场普遍利用率不高。住宅类地下车

库由于售价超过部分居民经济承受能力等原因,导致地下车库大量闲置。商业、办公类虽然白天停车设

施使用率较高,但夜晚停车泊位大量闲置。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错时共享停车方面的政策引导和信息平

台建设,造成现有停车资源未很好的发挥效应。
以大型商业综合体万博广场为例,分别对其2月17日 (大年初二),3月1日 (工作日),3月17

日 (周末)三个时期的停车特征进行调查。节假日商业类停车设施的停车集中指数、车位周转率要明显

高于平时工作日;白天停车设施利用率要高于晚上,为停车共享提供了基础。

表1 万博广场各时期停车特征表

日期
停车集中

指数

车位周

转率

停车场利用率

(全天)
停车场利用率

(7:00--24:00)
平均停车时长

(分)

2月17日 (节日初二) 1.16 5.23 0.53 0.75 146

3月1日 (工作日) 0.84 3.57 0.32 0.45 129

3月17日 (周六) 1.18 5.45 0.53 0.75 140

2.5 停车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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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万博广场各时期全天进场车辆数

图5 万博广场各时期全天出场车辆数

①
 

乱停乱放现象普遍:市民认知感较强的朝阳大街、裕华路等路段,存在大量的违章停车,占用

绿化带、人行道、广场等空间,另外沿街缺少必要的绿化或小品遮挡,影响城市形象。
②

 

停车泊位被挪作他用:金桥商城、中华小区等原配建有停车场,后被改作超市、售货亭等,挤

占了有限的停车资源,减少了停车数量,增加了交通吸引,造成此区域停车紧张。
③

 

智慧停车管理水平不高:主城区仅保百购物广场、长城哈弗技术中心等37处公共建筑停车场有

停车诱导信息牌,覆盖率仅3%,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明显偏低。

图6 保定市智慧车位覆盖率与其他城市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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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期停车改善方案

针对停车问题,近期停车综合治理从住宅类、路侧底商类、大型商业设施类、医院类、枢纽类、学

校类等方面,分类分步骤提出改善建议,着重解决目前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问题,重点缓解停车供求

矛盾突出区域停车设施供给瓶颈,缓解停车难问题。

3.1 住宅类

对住宅小区进行合理定位,老旧小区和新建小区在用地适宜、尊重小区的历史和经济状况的前提

下,适度改善停车状况。

图7 住宅类停车改善方案

3.1.1 老旧小区

大迪小区建于1996年左右,现约有804户居民,小区内现状无划线车位,车辆随意停放于道路两

侧、建筑楼前、楼侧等空地,现状停车约1000辆,经常发生由抢车位引发的邻里矛盾事件。
改造方案:首先应对小区内停车泊位进行标线施划,设置停车指引标志、配备监控、诱导装置等管

理设施;其次利用现状面积比较大的停车空地建设3层简易垂直升降式立体停车位。平时设备可沉入地

下,地面跟原来保持一致,在既有用地上,停车泊位数量可增加3倍,造价约1.5~2.5万/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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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大迪小区停车改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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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新建小区

秀兰城市美居,建于2013年,约5360户居民,停车泊位地下4000个,地面500个,但地下车位

售价最低12万/个,仅售出约50%,地面全部停满。
改造方法:建议未售出车位以租代售,以合理的价格提高现有停车位的利用效率;已售出但未停车

的车位建议实行错时停车,双方在公平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共享协议,公示泊位数量、停放区域、管理措

施等信息。

3.2 路侧底商类

保定市主城区底商划线停车位共计1.4万个,非划线停车1.70万辆,高峰实际停车总数达2.93万

辆,影响市容市貌,因此应对其进行分类规范化,统一施划停车泊位、统一的收费标准、统一的智能化

运营、统一由停车管理部门管理。

3.2.1 建筑退距较大时设置形式

建筑后退基准线20米及以上 (如朝阳大街七一路至盛兴路路段、长城大街七一路至复兴路路段),
停车带结合绿化带设置,停放形式应根据与建筑红线之间的距离而定,一般采用垂直树阵式方式,相应

的停车通道取值6m。

图9 退距至少20米时停车示意图

图10 朝阳大街市图书馆前停车改造示意图

3.2.2 建筑退距适中时设置形式

建筑退让城市道路距离在8~20米之间 (如永华大街东风路至双彩街路段),但是有停车需求

时应利用集约利用道路内空间,对其布置形式进行改造与优化,可采用垂直式或平行式布设一列

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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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退距小于20米时停车示意图

图12 永华大街 (东风路-双彩街)停车改造示意图

3.2.3 建筑退距较小时设置形式

建筑退让城市道路距离小于8米 (如石柱街等支路),确实不能设置停车位的,可在人行道上摆放

花坛、锥形桶或花亭式非机动车停放点,防止机动车进入,既美观又不影响交通。

图13 退距小于20米时停车示意图

图14 石柱街路侧停车改造

3.3 医院类

医院停车特征主要为对停车便利性要求较高,对停车需求更加紧迫,上午就医时间较为集中。因

此,停车场应临近出入口,且交通流线组织应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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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简称省医院)位于裕华东路和红旗大街交叉口西南侧,仅有一个出入口,
位于裕华东路,上午高峰期间,出入口车辆排队较长,路段拥堵严重。现状建设有立体停车库一座,
由于其位于医院内部,需绕行地面和地下车库,绕行过程中增加了随意停放的可能,到达立体车库

的车辆很少,立体停车楼停放饱和度仅不到50%,但出入口发卡数量已达到饱和,致使大量车辆排

队进场。

图15 省医院停车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省医院现有停车位1101个,其中立体停车楼241个,地下车库260个,地面停车

位600个。高峰期间地下车库和地面停车位停放率100%,立体停车楼仅不到50%,但出入口发卡数量

已达到饱和,致使大量车辆排队进场。
通过日门诊量和床位数对省医院停车需求进行预测,由床位数1698个,日均门诊量3800人次,可

得出停车需求约为970个泊位,供需基本是平衡的,因此对其交通组织进行优化。
现状立体车库由于出入交通流线不畅,致使立体车库利用率地下。因此建议立体车库北侧和南侧出

入口开放,供车辆进出使用;裕华路西侧出入口开放,供地面停放车辆进出使用,整个医院内部道路组

织单向交通,出入口车辆右进右出。同时在出入口处增加停车诱导信息牌,并接入智慧车场APP,有

效引导机动车的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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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交通组织对比图

3.4 学校类

长城小学系保定市首个结合操场下部空间建设的停车场项目。西侧车库位于地面层和地下一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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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层为操场。目前地面层停车位345个,地下一层规划停车位382个,共设3个出入口,均位于规划

四十五路。2016年投入使用,为学校教职工和接送学生服务,车库内设置学生接送区,刷卡出入,运

行良好,周边道路尚未拥堵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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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长城学校地下停车场

利用学校操场地下空间建设停车场,停车场与学校完全独立,既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又增加了停

车位。通过调研,对长城小学停车设施进行经验总结,选取了保定市第三中学进行试点改造。
保定市第三中学周边有河北小学、冀英学校、保定三中实验学校等中小学,还有书香门第居住社区

以及GOGO商务中心、那约文化广场等商业办公设施,停车矛盾异常突出,尤其是接送孩子时间,停

车缺口达700多个,车辆随意停放于路边,路段拥挤严重。
建议将三中操场地下规划为地下2层停车场。停车场共设3个出入口,分别设于操场北侧和南侧,

2个入口,1个出口。地面除出入口外,其余还原为操场。同时规划一座人行过街地下通道,供学生和

家长使用,可沿通道设置接送标志。建设完成后晚上也可供书香门第、金昌小区等使用。为了保证五四

中路的通行能力,建议各出入口采取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停车场出入口设置机动车限速、让行标志标

线和停车诱导信息屏。
解决停车难问题不只是建停车场,更在于交通组织以及周边配套设施的建设。
由于学校门前临时停车位有限,许多家长为了占到一席之位,不惜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学校。这样做

虽然方便了自己,但是给城市交通造成了更大的阻力。据调查,学校开学后的城市道路交通流量比假期

上升20%多。下午三点半开始各个小学门前基本上一直处于拥堵状况。三中操作地下改造完成后,建

议对周边进行停车及交通组织,改善周边交通运行状况。
建议书香门第底商门前车位对周边中小学开放,同时对那约文华广场门前车位进行规范化整

治,并对中小学开放。建议薛东路实施单行,并规划限时路内停车泊位,缓解永华大街交通压力。
尽快建立停车诱导系统,减少车辆寻找停车场的绕行时间以及由此带来的交通拥堵。同时高峰期

间,严格限制路内小汽车的停放时间,越靠近校门,限制停放时间越短,停放时间可控制在4~8
分钟。

3.5 大型商业设施类

北国、万博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停车泊位均在500个以上,但由于停车诱导系统的缺失,高峰

时车流量为平时的2倍,大量车辆聚集在出入口处,停车场进出困难,加之部分车辆为寻找车位绕

行,停车场内及周边道路拥堵严重。同时由于停车场规模大,构造复杂,车主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寻找自己的车位,找车时长是平均的1.5倍;出入口处采取人工收费的方式,加剧高峰时段拥堵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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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保定市第三中学操场地下停车场建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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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三中周边交通组织

表2 大型商业综合体停车设施情况

单位名称 停车位数量 (个) 停车位形式 管理方式 是否收费 收费方式

北国先天下 900 地下+地面 有工作人员 是 车牌照识别+人工收费

万博广场 1543 地下 有工作人员 是 车牌照识别+人工收费

茂业百货 76 地面 无人但有标志标线 否 0

茂业百货 737 地下 无人但有标志标线 否 0

华创国际广场 48 地面 无人但有标志标线 是 刷卡收费

华创国际广场 750 地下 无人但有标志标线 是 刷卡收费

建议对北国、茂业、华创等大型商业设施进行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建议在停车场入口处增加区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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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信息牌,在各楼层设置车位引导屏,指引车辆快速停车;离场时提供多种支付方式,停车出入无感支

付,并通过反向寻车系统、各出口拥堵信息发布牌等选择最优行走方案。

图20 场内快速停车系统

图21 反向巡车系统

3.6 交通枢纽类

交通枢纽类停车特征主要为接送旅客临时停车需求,停车时间分散,周转率高,具有停车区域划分

要求,近期对保定东站采取优化交通设计,改善停车状况。
保定东站,作为交通枢纽,是保定市最重要的对外窗口之一,根据调研发现,目前停车场的停车已

经比较紧张,停放率已经达到90%以上,引起周边的占道违停现象十分严重,影响交通通行,停车堵、
行车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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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保定东站停车场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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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东站现有临时停放区、过夜区以及公交停放区3个停放区,出入口4处。社会车辆停车位共计

1270个,但是目前地下停车场尚未完全开放,旅客进站不便。
近期建议保定东站地下停车场尽快启用,停车诱导信息屏尽快投入使用,进出站导向标志尽快完

善,对静态交通进行优化,提高停车场利用效率。同时建议开泰街 (顺通路至顺达路路段)实行区间限

时通过措施,车辆通过此路段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全路段禁止停车。驶入此路段后限时5分钟内驶离

该路段或驶入停车场,对违法车辆进行电子警察抓拍。

图23 保定东站近期停车优化图

3.7 绿地广场类

按照停车矛盾突出、建成后有一定示范效应的原则,近期选取大世界广场、世纪广场作为绿地、广

场地下空间停车设施示范点,同时根据周边地块开发情况,选择不同的停车场模式。

3.7.1 一体化开发模式

大世界广场周边有茂业中心、时代商厦、万博广场等大型购物中心,现状划线停车泊位2899个,
高峰时停车缺口将近200个。

大世界广场现状为围挡空地,规划为广场用地。东侧为大世界商业综合体片区,前期施工准备中。
近期建议大世界广场地下停车场与大世界片区一体开发建设,规划为地下2层自走式停车场。与大世界

片区共用车库出入口,地下交通系统规划采用地下交通主线与地下车库分区的方式。交通主线规划为

16m宽四车道。广场地面除出入口外,其余设置景观绿地。为了保证各出入口的通行能力,建议各出

入口采取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停车场出入设置机动车限速、让行标志标线和停车诱导信息屏。同时建

议商城南巷与朝阳南大街交叉口设置缓冲区,保障交通畅通。

3.7.2 集约开发模式

世纪广场周边有北国先天下、保百购物广场等大型购物中心以及美食山、华中、星光等餐饮酒店,
现状划线停车泊位2836个,高峰时停车缺口约150个左右。

近期建议世纪广场地下停车库规划为地下3层停车库,采用全自动平面移动类立体车库,速度最

快,运行效率最高。地面部分仅占地15米×6.5米,地面除出入口外,其余设置景观绿地。规划停车

库入口设置于朝阳北大街,出口设置于天鹅西路,出入口宽度为6米,允许双车道通行,并沿广场外侧

设环形车道,供排队车辆等候进场,立体车库为双面出入口,东进西出,并在出入口处设置停车诱导标

志。同时建议地块出入口采取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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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大世界停车场一体化开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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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世纪广场地下停车场集约开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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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共享类

根据停车普查,主城区对外开放的小汽车停车场数量较少,仅占普查中全部停车场的38.68%,主

要是因主城区发展较快,办公政府停车用地较多,这些所属类型基本不对外开放,加之现代建设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规范严格,也使得住宅类一部分不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停车场

资源的共享。
为盘活存量停车资源,提高停车位的使用效率,筛选出主城区可实行停车共享的29个停车场,包

括办公、商业、医院等不同类型,鼓励并引导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对外开

放。实行错时停车的,双方应在公平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共享协议,公示泊位数量、停放区域、管理措施

等信息。

表3 停车共享停车场一览表

编号 项目名称 位置
项目

类型

停车位

数量 (个)
共享时间 共享区域

CS1 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朝阳北大街与

鲁岗路交口西南
办公类 364 19:00-7:00 周边小学、居住

CS2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竞秀街与风帆

路交口东南
办公类 78 19:00-7:00 周边中学、居住

CS6 保百购物广场
朝阳北大街与

复兴西路交口西南
商业类 1057 22:00-8:00 周边居住

CS7 北国先天下
天鹅中路与朝阳

北大街交口东南
商业类 900 22:00-8:00 周边居住、办公

CS9 保定时代金球影城
向阳北大街与

东风西路交口西北
影剧院类 150 8:00-17:00 周边医院

CS18 河北大学
五四东路与长城

北大街交口两侧
学校类 245 18:00-8:00 周边居住、医院

CS19 河大医学部
裕华东路与

医苑路家口西南
学校类 270 18:00-8:00 周边居住、医院

CS24 竞秀区妇幼保健院
复兴西路与向阳

北大街交口西侧
医院类 140 19:00-7:00 周边居住

CS28 保定市第二医院
东风西路与向阳

大街交口东南
医院类 300 19:00-7:00 周边居住、影剧院

CS29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长城北大街320号 医院类 242 19:00-7:00 周边居住

3.9 古城静态交通改善类

保定市古城区是城市历史的主要承载地,同时又集聚了城市重要的商业、文化、医疗等资源,是城

市人口与功能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古城现状商场、百货、购物广场等大型商业设施布局过于集中,主

要分布于裕华西路两侧,从恒祥南大街至长城南大街1.5千米距离内,裕华西路两侧分布大型商场百货

十余家,对保定古城的交通系统带来巨大压力,造成交通的拥堵,停车的困难等问题。古城内有小学9
所、中学5所,且多为优质教育资源,中小学的过分集中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影响了保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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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休闲旅游氛围。
根据停车普查,古城区现状停车场362个,划线停车位仅4723个,缺口达1万多个。因此近期以

停车整治为主,取缔部分非法停车位,对符合规范的停车位进行重新划线,规范引导,同时恢复现有地

下停车场,挖掘现有停车设施的潜力,结合体育场、绿地广场等地下空间建设公共停车场,扩大供给;
远期主要对古城的商业功能、学校功能进行疏导,控制进入古城的机动车数量,减少交通和停车压力。

近期规划新建4出公共停车场,主要是利用地下空间,进行立体化开发,同时恢复金桥商城地下、
中华小区地下、大慈阁地下停车功能。

远期逐步疏解古城的交通功能,还原古城特色。规划裕华路、南大街为观光购物步行通道,改善步

行环境,逐步减少停车位数量,增加休憩等小品设施。规划将西大街、东大街、城隍庙街、北大街规划

为传统特色商业步行街,实施机动车通行分时控制,严禁停车。规划兴华路、穿行楼街为景观散步道,
严禁停车,营造历史氛围。

图26 古城近期停车场规划图

4 结语

近期针对保定市主城区停车位不足、停车位利用率不高、停车管理水平不佳、时空分布不均等问

题,分别通过立体化开发、智慧化改造、规范化管理以及错时化共享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紧张

问题。但停车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从规划控制、理念创新、政策引导、强化管理等多方面

入手,远近结合、软硬兼施、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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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共享泊位的预约分配及定价机制研究

张 勤

【摘要】 为充分利用现有泊位缓解区域内的停车难问题,基于预约的停车共享策略,以居住区空闲泊位为研究对象,
在分析共享机制中泊位使用者、泊位提供者及泊位管理者三方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以管理者利润率为优化目标的泊位分

配模型,设计图着色算法求解,并提出净收益、停车时长利用率、接受率三个评价指标。通过数值实验将模型与先到先

服务 (FCFS)模式的分配结果对比发现,本文模型将停车时长利用率和利润率分别平均提高了10.27%和8.57%,净收

益平均增长了253元,验证了本文模型更具实用性。最后,探讨不同的供需规模 (小、中、大型共享停车场)、停车价

格及泊位租购成本下共享泊位的效用,为管理者对居住区共享泊位分配和价格方案的制定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城市交通;停车共享;图着色算法;泊位分配;停车定价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汽车保有量不断地攀升,随之产生很多社会经济和交通问题。2009~2018年北京市

交通发展年报统计表明,北京市的停车泊位供应的数量远远小于机动车的保有量,截止2018年底,北

京市停车位缺口大于400万,城市停车需求与有限泊位供给之间的大量供需差使得停车难问题越发严

重。在泊位类型方面,北京市将备案泊位分为路侧占道、立交桥下、路外公共、公建配建、单位大院、
居住小区和其他6种类型,其中2009~2018年居住小区类的泊位占比均超过50%,是供给最多的用地

类型,而居住区车辆的潮汐出行特征使得小区泊位白天工作时间出现明显闲置,因此,充分利用居住区

白天空闲的停车资源,实施居住区泊位共享不仅可以提高泊位的利用率,也是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的一

种思路。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共享停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停车需求预测和共享泊位的管理两方面[1]。在需

求预测方面,薛行健[2] 与肖飞[3] 等学者们主要研究建筑配建停车位的指标,将泊位共享的理念与停

车生成率法相结合,提出停车需求预测及停车设施配建指标的调整方法。对于已建成用地共享泊位

的分配和管理,Ran[4] 与张文会[5] 分别以选择停车者平均满意度和泊位利用率等作为优化目标进行

泊位共享分配;Shao等[6] 提出通过运营管理者对私有泊位的空闲时间窗租购,进而对停车供需分

配,其假设提前已知所有预约的供需信息,建立以净收益为目标的共享泊位预约分配模型,在设定

的单一价格下,与先到先服务 (FCFS)模式对比,结果表明模型增加了管理者收益;姚恩建[7] 针

对给定的泊位供需,以提高泊位利用率为目标,构建居住区共享泊位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及图着色求

解算法,针对较小规模下已知的预约供需实现了提高充分泊位的目的;陈峻[8] 为了提升城市中心区

多类型用地配建停车设施的泊位利用效率,以综合占有率最小为目标建立了停车供需分配优化模型;
王鹏飞[1] 建立了泊位分配-定价-收益分配机制,其以政府机构为管理者,将停车费用全部作为泊位

提供者的共享收益。
既有研究针对预约的停车供需,主要是以提高泊位利用率、净收益、停车者平均满意度为优化目

标,但是仅对较小规模的停车供需分析,且价格方案中设定的停车价格单一,缺乏对泊位租购成本和不

同停车价格下收益因素的考虑。针对上述不足,本文以第三方 (如物业、私营企业等)统一管理的居住

区空闲共享泊位为研究对象,考虑泊位租购成本和不同停车价格因素,构建居住区泊位共享的分配模

型,以确保充分利用共享泊位的同时可使管理者获得合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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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描述与构建

1.1 基于停车预约的泊位共享机制

本文以第三方 (如物业、私营企业等)统一管理的居住区空闲共享泊位为研究对象,泊位共享的参

与方主要有三类:预约共享泊位的使用者 (记为:P-user)、共享泊位的提供者 (记为:O-user)及共

享泊位的管理者 (记为:Operator)。
预约共享泊位的使用者P-user是停车共享措施服务的重点对象,泊位共享的分配需要考虑P-user

的停车需求时间和停车价格。在停车需求时间方面,由于居住区私有停车泊位的异质性,其可利用

时间具有片段化的时间窗特征,如图1所示。在三个不同供给时间窗约束的泊位中,其可共享的起

始时间不同,且停车者自身的停车需求长、短时不同。因此共享泊位分配过程中,泊位的起始时间

窗约束是确定P-user能否接受该泊位的关键。另一方面,停车需求更多的被接受,即接受率越高,
P-user使用共享泊位的意愿也会越强。在停车价格方面,停车价格直接影响机动车出行者的出行成

本,是P-user选择停车泊位时重点关注的因素之一,短时、长时停车价格越低,P-user选择共享泊

位停车的意愿越强。

图1 共享泊位停车时间分配示意图

居住区共享泊位的提供者O-user将泊位共享不仅不会造成泊位本身的价值减少,还能使泊位提供

者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停车收益对泊位提供者的共享意愿有显著影响。作为泊位的业权拥有者也是共

享泊位的提供者,从停车收益的角度分析,若其将停车泊位以一定的租购价格出租给管理者进行共享管

理,即可实现对停车泊位的出租收益,而泊位闲置一定无收益。
居住区共享泊位的管理者Operator实施推广泊位共享措施的前提是理清成本风险和收益问题,研

究表明停车共享收益对管理者具有显著影响。除了高停车价格可以给管理者带来高收益外,接受的停车

需求越多,共享泊位越充分利用也可以增加停车收益,因此Operator主要考虑共享的管理收益与利用

率服务质量两个因素。管理者的利润率越高,参与共享管理的意愿越强。
考虑一个Operator管理的居住区共享停车场,假设O-user已知自有泊位空闲时段,提前一天将其

上传停车平台,平台中Operator以一定的价格租购管理空闲泊位,并将空闲的时间窗划分K 个时间间

隔 (k=1,2,...,K)。根据泊位预约共享机制,假设所有P-user根据自身的出行计划,提前一天向

Operator上传短时和长时停车需求时间信息以预约共享泊位。Operator在接收所有的预约停车和供给

信息后,对所有停车供需进行统一优化分配,完成后将结果反馈给P-user,共享泊位分配机制如图2
所示。

1.2 共享泊位的分配模型假设

假设某基于泊位共享平台的管理者Operator,通过租购O-user私有停车泊位资源在白天空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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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居住区共享泊位的优化分配机制图

窗的使用权,要求所有P-user提前一天预约停车需求,管理者如何根据停车泊位使用状态,在保证分

配结果满足停车泊位空闲的时间窗约束条件下,探讨模型的分配效率,制定或调整不同价格方案,使管

理者获得合理收益,并充分利用共享泊位,是本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对本文模型提出下面相关规则的假设:
(1)所有P-user对居住区停车场中的任意停车泊位都无特别偏好;
(2)所有P-user会根据其实际需求如实向系统提交个人相关的出行信息;
(3)P-user与O-user都严格遵守上传的停车时间信息;
(4)O-user一定接受管理者的泊位租购;
(5)所有P-user接受系统的分配结果,被拒绝的自行找车位,被接受的按时到达停车并离开。

1.3 共享泊位的分配模型构建

假设Operator从O-user处租购单个泊位的成本为Pb;Operator出售给P-user使用的共享泊位,
根据停车需求时间长短,将单个泊位停车价格P 分为短时停车价格Ps 和长时停车价格P's。总的停

车需求数为M,总的泊位供给数为N。P-user车辆的到达时刻服从泊松分布;车辆的停放时长服从

负指数分布。泊位可共享的时间窗被划分为多个等长的时间间隔K (k=1,2,...,K;例如泊位共享

的时间窗为9:00~17:00,每个间隔为1h,9:00-10:00就是一个间隔,全天的共享时间窗划分为

9:00~10:00、10:00~11:00…16:00~17:00,即K=12个时间间隔)。这里引入两个二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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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泊位供给矩阵用SN*K 表示,如式 (1)所示。

SN*K = snk  ,n=1,2,…,N;k=1,2,…,K (1)
泊位需求矩阵用RM*K 表示,如式 (2)所示。

RM*K = rmk  ,m=1,2,…,M;k=1,2,…,K (2)
针对P-user提前预约的泊位共享场景,以Operator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本文提出共享泊位分配模

型的目标函数是使管理者的利润率H最大,其值为净收益与总成本相比,如式 (3)所示。

maxH =
Ps*∑N

n=1∑
K
k=1ZnkTpm +P's*∑N

n=1∑
K
k=1Znk1-Tpm  -Pb*∑N

n=1∑
K
k=1Snk

Pb*∑N
n=1∑

K
k=1Snk

×100%

(3)
约束条件:

∑N
n=1Xmn ≤1,m=1,2,…,M (4)

xmn ∈ 0,1  ,n=1,2,…,N;m=1,2,…,M (5)

Znk=∑
M

m=1
xnm*rmk,n=1,2,…,N;k=1,2,…,K (6)

Znk≤Snk,n=1,2,…,N;k=1,2,…,K (7)

Tpm ∈ 0,1  ,m=1,2,…,M (8)
目标函数是为了使Operator利润率H最大化,其中分子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表示出售泊位获得的总

收益,分子的第三项和分母是租购泊位的总成本。约束 (4)表示任一停车需求应分配至多一个停车泊

位;约束 (5)表示当第m 停车需求可以停在第n泊位时,X 为1,否则为0;Z 为引入的预约二元参

量,如果在第k时间间隔内,第n泊位被占用,Z 为1;否则泊位空闲Z 为0;约束 (6)表示停车需

求占用矩阵;约束 (7)表示供给泊位的时间窗包含停车需求的时间;约束 (8)是引入的判断长短时停

车的时间参数,定义为:如果第m 个停车需求时间在 (0h,4h)内,则Tpm=1;否则大于4h内,

Tpm=0
[8]。

1.4 系统效用评价指标分析

国内外停车共享的系统效益指标包括净收益、利润率、停车周转率、车位利用率及接受率等[6]。本

文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利润率为目标函数,将净收益、停车时长利用率和接受率作为系统效益

指标。
净收益指标用π表示,由短时停车收益加上长时停车收益减去租购共享泊位的成本构成,如式 (9)

所示。

π=Ps×∑N
n=1∑

K
k=1Znk×Tpm +P's×∑N

n=1∑
K
k=1Znk1-Tpm  -Pb×∑N

n=1∑
K
k=1Snk (9)

停车时长利用率指标θ如式 (10)所示。根据相关研究及广州经验数据,魏文术采用经济平衡法,
确定公共停车场泊位的平均利用率为70%[9]。本文延用利用率70%作为共享泊位平均停车时长利用率

水平。

θ=
∑N

n=1∑
K
k=1Znk

∑N
n=1∑

K
k=1Snk

=
∑N

n=1∑
K
k=1
(∑M+M'

m=1xnm ×rmk)

∑N
n=1∑

K
k=1Snk

(10)

接受率指标用ρ表示,即接受的停车需求数除以总停车需求数,如式 (11)所示。

ρ=
∑M+M'

m=1xm

M +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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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着色求解算法

当共享泊位数较多,且停车需求数较大时,其可行解较多,需要搜索的解空间较大,所需时间较

长。而图着色算法广泛应用于规模较大的问题。因此,为了提高算法的求解效率,基于着色问题进行求

解。图着色算法是对多个顶点的无向图着色,任两个相邻顶点是不同颜色,求最少颜色种类的着色方

案。本文结合泊位分配模型的约束条件,设计图着色问题求解。
着色时需要服从以下规则:
(1)有边相邻的两个顶点需要附着不同颜色,即时间上有冲突的停车需求不能停在同一泊位上。
(2)顶点所着的颜色只可在各顶点的可着颜色集中选择。即由于居住区泊位可共享的时间窗具有片

段化特性,因此停车的时间应在泊位的供应时间内。
求解算法的基本流程如下:

Step1将停车需求时间按停车时长排序,从大到小生成顶点集合V= {v1,v2,…,vm};

Step2计算停车需求的邻接矩阵D 和可着色集C= {c1,c2,…,cn},并对可着色集排序;

Step3给第一个顶点v1着色:用可着色集c1第一个颜色给顶点v1着色,更新可着色集;

Step4给第vi (i≥2)个点着色:将vi 的可着色集去除已着色的颜色c1,用可着色集中第一个颜

色ci 给顶点vi 着色,更新可着色集;

Step5若未着色点的集合不为空,则转到Step4重复着色;当着色完成,输出着色结果;
Step9算法结束。

3 数值实验与结果分析

3.1 实验参数设置

在MATLAB
 

R2016b环境下,针对居住区泊位的闲置特性进行实验,参数假设如下:
(1)某居住区内有100个共享泊位,一天内使用该居住区共享泊位的总停车需求为0~1000个;
(2)4h为停车需求长短时的分界点,大于4h为长时停车需求,否则为短时停车需求;
(3)考虑到共享泊位要低于常规停车价格,参照北京市一类地区停车价格2.5元/15min,设置短

时停车价格Ps 为6~8元/h,长时停车价格P's为4~6元/h,共享泊位的租购成本Pb 为3~5元/h。考

虑要充分利用共享泊位,所以长时停车价格一般低于短时停车价格,且停车价格应高于泊位租购成本,
筛选出15种价格方案如表1所示;

(4)车辆的到达时刻服从泊松分布,车辆的停放时长服从负指数分布;
(5)停车场行业基准收益率经验平均取值为9%,其是企业或行业或投资者以动态的观点所确定

的、可接受的投资项目最低标准的收益水平,而一般可接受的利润率定为10%;
(6)实验采用对比的方式,与 “先到先服务FCFS(First

 

Come
 

First
 

Serve)”方法得到的分配结

果对比分析。

表1 价格方案 (元/小时)

短时停车价格Ps 长时停车价格P's 共享泊位租购成本Pb

6 4 3

7 4 3

6 5 3

4521



续表

短时停车价格Ps 长时停车价格P's 共享泊位租购成本Pb

8 4 3
7 5 3
8 5 3
7 6 3
8 6 4
6 5 4
7 5 4
8 5 4
7 6 4
8 6 4
7 6 5
8 6 5

3.2 实验分析

通过数值实验将本文的分配模型与FCFS方法分配的结果进行对比,实验表明停车时长利用率、利

润率和净收益得到了明显提高,如表2所示。

表2 本文模型和FCFS方法下泊位分配的系统效用评价指标表

停车需求数
停车时长利用率 (%) 利润率 (%) 净收益 (元)

FCFS 本文 优化率 FCFS 本文 优化率 FCFS 本文 优化值

0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0.00 -2952 -2952 0
50 14.93 16.05 1.12 -77.68 -76.65 1.03 -2293 -2263 31
100 26.51 28.02 1.51 -59.10 -58.90 0.20 -1745 -1739 6
150 39.92 44.21 4.29 -40.84 -37.08 3.76 -1206 -1095 111
200 47.39 53.75 6.36 -29.80 -24.66 5.14 -880 -728 152
250 53.87 57.22 3.35 -18.00 -14.10 3.90 -531 -416 115
300 61.41 64.11 2.70 -8.42 -4.62 3.80 -248 -137 112
350 62.43 68.17 5.74 -5.43 -1.22 4.21 -160 -36 124
400 62.95 72.68 9.73 -4.16 4.24 8.40 -123 125 248
450 61.28 75.14 13.86 -3.68 7.83 11.51 -109 231 340
500 63.98 77.13 13.15 -3.48 9.83 13.31 -103 290 393
550 64.52 79.40 14.88 -0.98 12.49 13.47 -29 369 397
600 64.22 80.33 16.11 0.43 14.06 13.63 13 415 402
650 65.36 81.30 15.94 1.28 15.30 14.02 38 452 414
700 65.86 81.58 15.72 2.56 16.13 13.57 76 476 400
750 67.04 82.75 15.71 4.30 17.63 13.33 127 520 393
800 67.43 84.57 17.14 5.26 20.01 14.75 155 591 435
850 68.18 85.92 17.74 7.48 22.14 14.66 221 654 433
900 71.90 86.10 14.20 10.87 22.31 11.44 321 659 338
950 72.63 86.51 13.88 13.27 22.54 9.27 392 665 273
1000 74.33 86.86 12.53 16.22 22.87 6.65 479 675 196
平均值 10.27 8.57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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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FCFS方法相比,本文模型分配结果将停车时长利用率平均提高了10.27%;在收益方

面,本文模型优化了管理者收益的收支平衡点。在上述实验中本文模型将收回成本所需的停车需求数从

600减少到400;使利润率平均增长了8.57%,相当于净收入平均增长253元,使管理者Operator更容

易收回成本,快速盈利。因此,在停车时长利用率、利润率和净收益方面,本文模型的泊位供需分配效

率更优,更具实用性。
根据数值实验结果,本文模型分配结果的利润率和停车时长利用率如图3和图4所示。根据变点理

论,图3表明随着停车需求数的增加,利润率曲线有两个变化点,使利润率曲线分为三个阶段快速增

长,缓慢增长和趋于稳定。在图3中,利润率曲线上的两个变化点分别是 (300,-4.62%)和 (850,
22.14%)。当停车需求数为0~300时,利润率随着停车需求数的增加而快速增长;当停车需求数量为

301~850时,利润率随着停车需求数的增加而缓慢增长。当停车需求数量超过850时,利润率保持稳

定,不再明显增长。当停车需求数超过350辆时,Operator可以收回租购共享泊位的成本,并开始盈

利。根据计算结果从图3可以得出,当停车需求数达到约500辆时,Operator可以获得一般可接受的利

润率10%。在停车时长利用率方面,根据图4的计算结果可得,当M达到约400辆时,通过本文模型

分配后的停车时长利用率可达到70%,即公共停车场的平均利用率水平。

图3 利润率曲线 (Ps=7,P's=5,Pb=4,M=0~1000,N=100)

图4 停车时长利用率曲线图 (M=0~1000,N=100)

模型变量主要有三类:价格 (Ps,P's,Pb)、共享泊位供给规模N 和需求规模M。下面对不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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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价格和泊位租购成本变量对泊位分配系统效用的影响进行数值实验,图5显示了在100个共享泊位的

情况下,共享泊位租购成本Pb 为3元/小时、4元/小时、5元/小时,15种定价方案 (Ps,P's,Pb)
下的利润率。

图5 100个泊位供给下不同价格方案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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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可以得出,在不同的定价方案下,所有的利润率曲线都有两个变化点,即在300和850个停

车需求处,利润率曲线被划分为快速增长、缓慢增长和趋于稳定三个阶段。以图5(a)为例,在100
个泊位的居住区共享停车场中,当Pb 为3元/小时,价格方案为 (Ps=8,P's=6,Pb=3),停车需求

M 为150时,Operator才能收回成本维持收支平衡,即利润率为0%。当价格方案为 (Ps=6,P's=4,
Pb=3),M为250时,Operator才能收回成本。当M 在175~350时,Operator通过选取其中不同的

价格方案,即可以获得10%的利润率。当M 超过350时,图5(a)中所有价格方案均可获得高于10%
的收益。Ps 为4元/小时和5元/小时的价格方案同理可得。

下面对共享泊位的不同供给规模N 和不同需求规模M 变量进行分析和讨论,参照 《城市停车规划

规范GBT51149-2016》,将居住区共享泊位分为小 (0~50)、中 (51~299)、大 (≥300)三类不同规

模共享泊位供给进行数值实验。实验采用0~300个共享泊位供给,0~1000个停车需求,以覆盖小、
中、大类型的居住区共享停车场。不同共享泊位供给和泊位需求下的停车时长利用率和停车需求接受率

的等高线图如图6所示。

图6 停车时长利用率和接受率的等高线图

从图6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70%的停车时长利用率曲线与50%和60%的接受率曲线相交,形成

两个交点。为了尽可能满足大多数P-user的停车需求,选择与接受率曲线60%交点处的供需规模。此

时的供需配置下居住区共享泊位达到70%利用率,即公共停车场平均利用率水平,表明模型的分配效

率较高,可以充分利用共享泊位。因此,本文选取此处的供需配置 (N=200,M=600)计算15种定

价方案下的利润率,如表3所示。为使管理者Operator获得10%一般可接受利润率,得出定价方案为

(Ps=8,P's=5,Pb=4)。此时,Operator的利润率为10.45%,约为一般可接受利润率。

表3 定价方案

短时停车价格Ps 元/h 长时停车价格P's元/h 共享泊位的租购成本Pb 元/h 利润率%

6 4 3 13.61

7 4 3 24.12

6 5 3 34.63

8 4 3 26.26

7 5 3 36.76

8 5 3 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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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短时停车价格Ps 元/h 长时停车价格P's元/h 共享泊位的租购成本Pb 元/h 利润率%

7 6 3 49.41

8 6 4 59.91

6 5 4 -5.31

7 5 4 2.57

8 5 4 10.45

7 6 4 12.05

8 6 4 19.94

7 6 5 -10.36

8 6 5 -4.05

4 结论

本文以居住区空闲泊位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共享机制对三个参与方的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以管理者

利润率为优化目标的泊位分配模型,设计图着色算法求解,实现居住区共享泊位的分配。通过将模型与

先到先服务 (FCFS)模式的分配结果对比分析,本文模型的停车时长利用率、利润率、净收益均明显

提高,验证了本文模型的实用性。通过探讨不同供需规模下共享泊位的效用,科学制定居住区共享泊位

的价格方案,使管理者获得了一般可接受利润率。在目前我国城市停车资源紧缺、共享停车政策推行较

慢的背景下,该方法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极大缓解停车压力,并为管理者合理制定价格方案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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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享理念的街区制停车配建探索

许 丽

【摘要】 本文系统总结了上海现行的区域差别化、上限控制以及泊位共享这三大停车配建政策,在充分肯定其发展成

就的同时,指出其在执行过程的不足。根据现阶段停车矛盾的不可消失性和不可放任性,并结合静态交通行业未来发展

趋势,提出存量社会下的停车供给要立足 “存量挖潜和精明供给”。在充分挖掘不同用地功能的停车时空分布特征的基

础上,总结居住、办公、商业等主要用地类型的可共享时段和寻求共享时段,继而提出以街区为基本单元的停车配建模

式以及该模式的总体操作思路,最后提出与该模式配套的居民自治及科技赋能措施。
【关键词】 停车配建;共享;用地;街区

0 引言

机动车出行始于停车也终于停车,据统计,每辆机动车平均95%的时间处于停放状态[1]。随着汽

车大规模进入家庭时代的到来,停车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由此衍生的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也日益凸

显。长期以来,上海停车坚持以 “配建为主、公共为辅、路内为补充”的供给体系,以及分区分类原

则,施以严格的停车秩序管理,总体适应了小汽车快速进入家庭的机动化进程,对优化交通结构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停车政策是土地利用政策和交通政策的结合点[2]。随着城市空间要素资源的集聚和城市活动的日益

丰富,城市用地开发呈现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多样化组合特征。不同用地功能停车需求特性各异,美国城

市土地研究所早在1983年编制 《共享停车》时就提出共享停车的概念,即可以利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

高峰停车特性在各种用地性质的停车吸引点间共同使用停车位[3]。

1 上海市主要停车配建政策

1.1 基于区域差别化的供给政策

上海于2014年对 《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 (场)设置标准》进行修编完善,制定基于

“区域差别化”的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将上海市域范围划分了三类区域,一类区域主要是内环内

地区,并适当兼顾了四个城市副中心及世博会地区;二类区域主要是内外环间地区,并适当兼顾

了新城、虹桥商务区和国际旅游度假区等重点开发地区;三类地区主要是外环外其他地区。同时

结合上海城市规划管理目前正在执行的土地分类、建筑分类及,在建设项目交通停车特征调查的

基础上,将建设项目分为11个大类和41个中类。随着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建筑工程配建机动

车停车场 (库)行政审批管理机制的通知》的落实,保障了配建车位作为停车供应的主体的持续

增长。截至2018年底,居住类配建停车位较2014年末增长18%,非居住类配建停车位较2014
年末增长33%。

1.2 基于总量控制的上限政策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执行各类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标准,基本执行了基于下限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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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建原则。从行业主管部门角度出发,避免个体开发项目停车需求外溢,减少对外部交通管理的负面影

响;从开发商角度而言,地块停车自给自足,既能提升投资吸引力,也能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停

车配建下限指标进一步刺激了小汽车发展,强化以车为本的出行理念,并直接导致城市摊大饼式的无序

扩张和蔓延。上海2014版的停车配建标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上限控制理念,尝试性在一类区域的办公

建筑中引入上、下限双向约束指标。

1.3 基于资源约束的共享政策

《上海市停车场 (库)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推进停车资源的错时利用,同时在2017~2019年上海

连续三年将 “创建停车资源共享项目”列为政府实事项目,一定程度上疏解了项目周边住宅小区、医

院、办公等地块的停车问题,截止2019年9月底,全市共完成149个停车资源项目、7996个共享泊

位,泊位数量达到计划总量的97%。

1.4 执行过程中的不足

一是对于上限政策的执行范围需要扩大。《上海市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 (场)设置标准)》
DG/TJ08-7-2014对不同功能的用地功能按照一类、二类、三类区域分别给出了强制性配置指标,除一

类区域的办公用地设置了上限值,其余指标均为下限值。随着2035总规规划形成 “主城区—新城—新

市镇—乡村”的城乡体系,以及 “中央活动区、城市副中心、地区中心”三个等级城市功能区的构建,
停车分区需要适应新的城镇体系,并在适当的区域考虑实行停车配建上限控制,强化基于公共交通的绿

色出行理念。
二是对于停车共享折减的分类及实施需要细化。从配建标准上看,2006版到2014版的停车场

(库)设置标准,体现出停车配建标准更精细化的供给特征,针对不同分区的居住、办公、商业、医院

以及餐饮娱乐不同用地功能的停车配建设定了最低配建标准,但停车需求不仅与区位和用地性质相关,
还受经济水平、交通设施供给水平、开发强度等因素影响。现行的14版配建标准仅针对轨道交通300
米范围内考虑一定的折减,折减因素过于单一,对于大型综合体的共享、交通资源丰富的TOD区域以

及自持租赁住宅等新型建筑形态的指导不足。

2 静态交通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

2.1 静态交通阶段性特征

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发展历程造就了与欧美日等国不同的停车管理环境,主要存在两方面的

差异:一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欧美等国家的机动车爆发式增长阶段早就成为过去式,现状交通需求

基本稳定,总体形成了与机动化相匹配的停车供给体系,而我国小汽车发展方兴未艾,机动车保有

量仍处于快速增加阶段,停车位的供需矛盾不仅面临着历史欠账的问题,更面临着供需增速的失衡;
二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政府对停车资源的调控主要是公共空间,而更多的停车问题是通过私人

产权的停车泊位市场化原则或法律去调节的,政府无需过多的介入停车问题的管理,而国内对停车

经济社会属性的认识仍比较模糊,无论是基本停车还是出行停车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均需依靠主

管部门的指导。

2.2 静态交通发展趋势

1.停车资源私有属性进一步清晰

截至2018年底上海市中心城居住配建停车指标占停车总数的59%,公建及工业配建占44%,其余

为公共停车场及路内停车场。由此可见配建停车设施是满足停车需求的主体。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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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配建停车产权一般附着于地块开发主体,具有较强的私人属性,且随着停车产业化的发展,其私有

属性将愈发明显。国际上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停车不是政府应该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是具有公共

服务性质的商品[4]。停车设施的社会服务职能和产权归属决定了其管理的难度,单纯从交通出发,难以

实现实质性的突破,需要依靠城镇布局优化、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动态交通理智发展等多专业融合,进

行多维治理。
2.停车供需失衡难以根本性消除

上海市居住区停车供应先天不足是供需总量失衡的主因,2000年前的居住小区,户均停车位配比

普遍在0.1辆以下 (中心城0.04),与户均0.2辆 (中心城0.12)的实际吸引率相差甚远,2000年以

后的小区,虽然配建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落后于机动车的增长水平 (据上海市历年交通运行年报,
2014~2018年,中心城小汽车年均增加32.3万个,中心城居住区配建停车位年均增长2.8万个)[5]。
由于老旧小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这一地区的停车供需矛盾更为显著。由此可见,即使按照2014版

新的停车配建标准 (内环内户均1车位/户),如不采用经济、行政等措施进行停车需求控制,即使严格

按照标准供给也无法满足无限增长的机动车停车需求。
为此,上海市积极探索存量资源挖潜,在审批流程、资金筹措、资源整合方面推陈出新,扩大停车

供给,综合均衡停车资源的利用效率。但随着存量社会的到来,街道空间和住房资源愈发稀缺珍贵。无

论是路内还是路网的停车资源都需要消耗大量的城市空间,停车位的供给尤其是在资源密集的中心区也

会愈发受限制。中心城停车问题的破解需要用更综合的手段来进行疏导,但从长期看居住停车矛盾难以

根本性消除,应形成合理的预期。
3.科技创新有望重构停车需求

科技将引发停车装备、管理和服务等全方位的变革,未来停车增长极主要体现在智能停车、科技执

法及预约定制服务等。智能停车整合了停车需求和供给信息,消除信息孤岛,提高匹配速度,对于车

主,可协助其完成车位引导、无感支付等泊车操作,既提升了服务效率也提升了服务品质;另一方面,
日渐盛行的共享经济整合互联网思维,使得停车共享的信息化整合成为可能,有效破解停车资源分布不

均,利用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高效利用既有资源,进而缓解供需矛盾。

3 基于共享理念的街区制停车配建模式

身处机动化和交通需求仍在增长的发展阶段,以及规划建设用地 “负增长”、交通设施建设用地空

间资源受限的局面,停车矛盾的化解需要多措并举,既要从存量上最大限度挖潜,也要从增量上进行精

明供给。

3.1 不同用地功能的停车特征

不同的土地开发形态、基础设施水平及发展定位等,形成了异质的停车吸引源,使得不同地块

的停车需求特性产生差异[6]。美国土地协会早在1983年、2005年分别出版了 《共享停车》统计了不

同混合利用项目的停车共享折减系数。本文对医院、商场、酒店、行政办公以及居住区等5类用地

的24小时停车泊位占有率进行统计,假设泊位占有率小于50%则为可共享时段,占有率高于90%
的则为对外寻求共享时段,则几类用地的可共享时段与寻求共享时段统计可知:酒店全天停车需求

饱满,几乎无明显可共享时段;居住及行政办公用地通勤特征明显,居住的可共享时段几乎与行政

办公的寻求共享时段以及居住的寻求共享时段与办公的可共享时段几乎吻合,两个可相互提供较为

稳定的车位错峰共享;商场及医院在营业期间均有大量的停车需求,可在深夜至清晨时段提供短时

共享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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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用地工作日停车泊位使用特征

图2 不同用地非工作日停车泊位使用特征

表1 工作日不同用地停车特征统计

用地类型 医院 商场 酒店 行政办公 居住区

可共享时段 21:00~6:00 21:00~9:00 — 18:00~7:00 9:00~16:00

寻求共享时段 10:00~15:00 10:00~20:00 — 8:00~17:00 17:00~8:00

表2 非工作日不同用地停车特征统计

用地类型 医院 商场 酒店 行政办公 居住区

可共享时段 21:00~6:00 21:00~9:00 — 全天 —

寻求共享时段 10:00~15:00 10:00~20:00 — — 全天

3.2 街区制停车配建模式

随着 “小街区”土地利用模式的回归,以及从居住区规划向社区规划的转型,体现城乡规划和实践

的人本需求转向。上海市2035总规明确提出以15分钟生活圈作为上海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的

基本单元,停车设施作为社区矛盾较为集中的问题之一,需要从供给模式及治理模式上进行整体设计。
既有规范遵循以地块为基本单元的供给模式,避免了单地块停车需求的外溢,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停

车资源时空上的浪费,导致停车资源的低效利用。随着以生活圈作为基本单元配置基本生活功能并构建

公共活动空间,可试点推行基于生活圈的集中配建停车泊位和汽车共享使用模式。即基于街区范围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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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用地停车生成和吸引的时空分布特征,按照步行可达原则,考虑街区内的停车需求平衡。考虑到现行

的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大多是以地块为单位,街区制停车配建模式仅适用于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进行总量

控制引导,具体思路如下:
(1)根据既有规范,确定每个地块需要配建的停车位,其总量之和作为停车配建上限;
(2)以满足基本停车需求为基本原则,确定各个地块可共享的停车位数量及时段;
(3)根据地块的共享适配性特征,按照步行5~10分钟划分停车单元,确定该停车单位内基于共享

车位的停车配建下限;
(4)考虑街区周边公共交通及其他交通基础设施配建情况,根据绿色出行目标,综合确定每个停车

单位的折减系数,并计算该停车单元的停车配建建议值;
(5)停车配建建议值与停车配建下限的差值作为共享泊位数量,选择合适地块进行集中配建,并逐

步推行智能化车位预约。

4 配套保障措施

4.1 引导居民自治

社区发育之初就不是一个门禁式的自我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自治单元,随着治理理

念的不断深入,重视和支持群众自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也是走向善治、政府转型的着力点。
自2018年起上海启动 “美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停车错峰错时共享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由于老旧小区存在缺乏管理主体、产权关系复杂等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矛盾多、进展慢等问题层

出不穷。在社区停车微管理工作中,管理部门需要切实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的同

时,鼓励成立停车自治组织,实现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互相监督”的停车管理模式。

4.2 强化科技赋能

2015年的艾瑞咨询 《“互联网+”城市智慧停车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北上广深”平均智能停车

场覆盖率仅为7%,而上海的智慧停车发展指数位列四大城市之尾[7]。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得

城市规划对于停车需求考虑明显不足,短期内难以单纯通过车位增量来解决停车难问题,利用信息化、
智能化的科技手段,创新停车管理,提升既有资源的高效配置、缓解拥堵和环境污染是大势所趋。“互
联网+”对交通行业不断深入的渗透,使得停车共享从效率较低的线下点对点模式转向以区域为单位的

高效信息化平台模式成为可能,也给停车供需调节带来了新的契机。科技与停车融合着力突破 “两联一

优”,两联即是实现碎片化的车位信息与车主信息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一优化即优化停车诱导、
反向寻车、无感支付、自主充电等全过程服务。

5 结语

面临着车辆使用强度居高不下的客观需求,以及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求与停车行业发展不充分的升级矛盾逐渐凸显。单纯基于需求的停车增量供给在缓解停车矛盾的

同时,忽略了停车位的成本效益,造成了资源和空间的浪费,间接引发了诸如开发建设成本上升、城市

空间无序蔓延、生存环境恶化等问题。停车配建政策作为联系用地和交通的政策纽带,是积极主动的政

策工具。而我国现阶段的停车矛盾具有不可消失性和不可放任性特征,在坚持 “管建并举”的基本原则

上,既要实现存量资源的最大限度挖潜,又要实现增量资源的精细化供给。
在充分考虑街区范围内不同用地的异质停车特征下,提出的基于共享理念的街区制停车配建模式可

在一定程度上集约节约用地,但是该配建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分布特征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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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用地组合带来的共享模式差异,合理确定共享折减系数。并需要构建自治共治综合治理格局,借力新

基建发展契机,提升停车治理的智慧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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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停车收费政策发展回顾与思考

黄 臻 施文俊

【摘要】 自1995年上海出台 《上海市收费停车场 (库)计费规定》以来,上海基本形成了 “路内高于路外、中心高于

外围”的差别化停车收费价格体系。本文通过对20多年来上海停车收费政策的回顾和分析,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明确

停车收费政策的目标定位,提出未来收费政策优化完善方向,以更好地发挥停车收费政策的效用。
【关键词】 停车收费;停车需求管理;停车政策;政策评估

0 引言

上海小客车拥有量和使用量持续增长,停车供给有限,停车缺口逐渐拉大。2019年上海市实有小

客车数量约为540万辆[1] (包括沪牌及长期在沪外省市号牌小客车),而配建停车泊位约412万个。上

海交通白皮书[2] 指出,建立统一的停车收费机制,明确停车收费的功能,停车收费既是调节停车设施

供需关系的经济手段,也是特殊的交通需求管理工具。停车收费政策作为有效的管理手段,直接影响到

市场停车需求,从而影响出行者交通选择,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上海公共停车收费政策发展回顾及效果分析

近三十年来,本市逐步建立了 “差别化”的停车收费管理政策,引导小客车合理使用,缓解 “停车

难”矛盾,并促进动态交通与静态交通协调发展。

1.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一直实施 “分区、 分级的差别化” 的停车收费政策

为加强对上海市经营性停车场 (库)的管理,规范服务收费,上海市政府于1995年颁布了 《上海市

收费停车场 (库)计费规定》。根据经营性停车场 (库)所在的地段、停车场 (库)的设施、设备状况实

行 “六等六级”的收费标准,每个等级按照政府指导价的方式,允许适当下浮,计费最小单位为1小时。

表1 上海市公共停车场 (库)机动车停放收费标准 单位:元/小时

      场(库)等别

地段级别      

一等停

车库

二等停

车库

三等停

车库

四等停

车库

五等停

车库

六等停

车库

一级地段 10 10 9 8 7 6

二级地段 10 9 8 7 6 5

三级地段 9 8 7 6 5 4

四级地段 8 7 6 5 4 3

五级地段 7 6 5 4 3 2

六级地段 6 5 4 3 2 1

2002年 《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确立交通区域差别化的战略地位,提出建立统一的停车收费机

制,根据交通区域、使用类型和停车时间的不同,采用差别化的停车收费政策,优化配置停车资源。

7621



《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2013版》进一步明确根据 “区域、时段、路内外”等不同类别,深化差别化的

停车收费管理机制。

1.22000年后确立 “路内停车价格高于路外” 的收费政策原则

2000年以前,本市道路停车收费低于公共停车场 (库)收费,造成了道路停车供不应求,而路外

停车场 (库)利用率较低,影响道路顺畅通行。2002年上海交通白皮书提出市中心区采用累进收费办

法,提高路内停车点高峰时段的停车收费标准。2005年 《上海市停车场 (库)管理办法》指出政府指

导价的停车服务应当按照同一区域道路停车高于路外停车的原则。
2005年,上海中心城区20平方千米范围内开展加强机动车停车管理试点,施行 《上海试点区域道

路停车场和路外公共停车场 (库)收费标准和计算办法》,规定试点区域道路停车小型车白天 (7:30~
19:30)停车首小时内按一小时计费,收费标准为15元;路外公共停车场 (库)最高收费不超过10元

/小时,路内停车场收费标准首次高于公共停车场 (库)。
2006年,实施 《关于全面规范和加强机动车停车管理的实施意见》,从重点区域、内环线内其它区

域到内外环间区域,进一步确立了路内高于路外的收费价格体系。

表2 路内停车场收费标准

区域

白天

人工收费 咪表收费

首小时内

超过1小

时后,每

30分钟

首小时内按

0-15
分钟

15-30
分钟

30-6
分钟

超过1小

时后,每

30分钟

夜间

包月 (夜间和

周六、周日、
国定假日)

重点区域 15元 10元 4元 4元 7元 10元 10元/次 400元/月

内环线内

其他区域
10元 6元 3元 3元 4元 6元 8元/次 300元/月

内、外环线间

(含外环线

外城镇)
7元 4元 2元 2元 3元 4元 5元/次 200元/月

图1 路内停车场收费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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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路内高于路外的收费政策后,路内停车为和路外停车位开始 “错位经营”,短时停放为主的功

能基本得到实现,道路停车的时长得到明显控制。2019年,76%以上的车辆停车时间在2小时内。

图2 白天路内停放时间历年变化情况

1.3 近年来收费政策推行 “逐步以市场化为导向” 的变革

目前本市各类停车设施采用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价价”三种收费管理模式。道路停车

收费执行政府定价收费标准,大型交通枢纽 (浦东机场、虹桥枢纽等)及P+R停车场 (库)执行政府

定价。其余主要由办公、商业、娱乐等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 (库)对外经营形成的公共停车场 (库)执

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价格管理模式,过去长期以来以政府指导价为主 (政府制定上限)。
上海交通白皮书[3] 指出要统筹协调各类停车场 (库)定价形式,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停

车场 (库)停车收费管理机制。2015年国家发改委[4] 提出 “坚持市场取向,逐步缩小政府定价管理范

围”的原则,及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停车服务收费机制。2016年上海市交通委[5] 提出要完善停

车收费政策,逐步缩小政府定价管理范围,进一步发挥价格杠杆对供需的调节作用。2016年上海[6] 提

出在外环线内聚焦交通矛盾突出区域,开展公共停车场 (库)收费管理区域试点,授权相关区人民政府

因地制宜制定停车收费政策,适度放宽政府指导价上限控制,扩大市场价适用范围。
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上海开始进行公共停车场 (库)机动车停放收费管理区域试点,推进停车场

(库)自主定价。2016年起,在杨浦、静安、闵行[7][8]9] 等10个区的19个重点区域实行试点,适度放

宽政府指导价上限控制,扩大市场价适用范围,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停车需求。根据评估,调价后停车库

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其中工作日停车总量明显下降,调价后对控制停车时长有一定效果,有效减少了停

车时长[10]。

图3 静安、杨浦、闵行试点地区工作日收费调整前后停车数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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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静安、杨浦、闵行试点地区工作日收费调整前后停车时长变化情况

2018年,上海市政府修订了政府定价目录[11],明确2015年12月15日以后社会投资建设的停车场

(库)首次开业营业的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建设停车设施除外)企业自主决定停车收费价格,不

纳入政府指导价范围。

1.4 制定重点交通枢纽的停车精细化管理收费政策

浦东机场T1、T2航站楼停车场执行政府定价,通过对调整收费标准,长时停车现象得到有效控

制。对于停放时间在24小时以内的车辆,2012年4月起,24小时内计费上限按8小时计;2015年2
月,收费标准上限按10小时计;2019年10月,收费上限按12小时计。

表3 浦东机场T1和T2航站楼停车场24小时内收费标准 (单位:元)[12][13]

2012年 2015年 2019年

1小时内 10

1-2小时 20

2-3小时 25

3-4小时 30

4-6小时最高 40

6-8小时最高 50

8-9小时

9-10小时

10-12小时

12-14小时

14-16小时

16-18小时

18-20小时

20-22小时

22-24小时

50

55

6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对于停放时间超过24小时以上的,停车收费标准逐步提高。2019年10月起,不设每24小时计费

上限,全部按照停放时间计费。这对提升停车周转率、更有效提高停车位利用率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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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浦东机场T1和T2航站楼停车场长24以上长时停车收费标准 (单位:元)[12][13]

2 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思考

2.1 停车收费的区域划分需要进一步统一和优化

目前上海市经营性公共停车场 (库)实行 “六级六等”收费分区,道路停车场按重点区域以及各环

线区域划分收费标准,停车收费区域划分不统一。不同分区标准不利于从整体上协调发挥停车收费政策

的调控作用。
另外,现实行的停车收费标准颁布已有多年,上海的人口分布、土地利用、交通设施情况均已产生

较大变化,原区域级差已与现状停车供需情况不符。[14] 远郊区的机动化水平已显著提高,停车矛盾也

日益突出,但目前的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仍重点集中在中心城,相关价格政策对郊区的指导作用不强。

2.2 “分时计费” 的精细化管理程度不够

首先是道路停车的计费单位时间间隔有待进一步缩短。现上海路内停车人工收费首小时计费以小时

计算,咪表首小时内计费单位为15分钟,首小时后计费单位为半小时;经营性停车场 (库)1小时后

计费单位也为半小时。而国内北京、南京等城市收费最小计时单位为15分钟,更有利于提高车位的周

转率和利用效率。
其次,目前尚未结合动、静态交通的供需平衡特点,对停车需求量存在明显区别的高峰、平峰、低

谷时段等,采取差别化的收费政策。停车收费管理的作用是平衡总体供需,引导停车需求空间、时间的

合理分布。需要更好地通过时段差别化的价格杠杆,来调节停车位的使用,并最终实现交通出行结构的

优化的目标。

2.3 路内外收费关系需重新协调

2006年以来,上海市一直坚持路内停车场收费价格高于路外场库价格的原则。2016年部分区域公

共停车场 (库)价格调整后,随着这些地区公共停车场库收费价格的提高,原定的收费原则将被打破。
如大宁地区,调整后路外停车场为10~12元/小时,周边路内停车首小时仅为7元/小时。

目前本市的道路停车已经实施较高的收费标准,并高于北京、深圳、广州等大城市。随着部分地区

公共停车场库收费价格的提高,同一区域内如果要保持 “路内高于路外”的原则,可能需要进一步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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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内停车收费价格,在操作性和可接受度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难度。

表4 部分区域路外停车场 (库)调价后,路内外收费水平比较[9]

编号 区域名称 调整后路外 (元/小时)
周边路内停车价格

白天停车1个小时 白天停车2个小时

1 静安区大宁 10~12 7 15

2 静安区新客站 10~12 10 22

3 静安区苏河湾 10~12 10 22

4 普陀区真如曹杨 15 10 22

5 长宁区虹桥古北 10~15 7 15

6 杨浦区沪东工人文化宫 8 7 15

7 杨浦区长海医院周边 10 7 15

2.4 实施市场调节价政策的公共停车场库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

2017年~2019年末,上海市共有299家场库试行了自主定价,约占全市经营性场库的9%。2019
年末,本市共有公共停车场库3163个,车位82万个。目前,除试行自主定价的场库和外资的场库外,
全市公共停车场库中仍有近60%的停车场 (库)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定价方式,即收费不得超过政府核

定的最高收费标准。而该最高收费标准根据场 (库)所处的区域和配备的设施设备情况确定,自1995
年以来未做调整,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建设和经营停车场库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更好发挥停车收费

政策的调节作用。
2019年国家发改委[15] 要求进一步清理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进一步缩减政府定价范围。形

成竞争的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能够区分竞争性领域或环节的,竞争性领域或环节的收费标准实行市

场调节;对市场竞争不充分、有垄断性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因此,上海现收费试点

调整区域范围和场库规模还有待进一步放开。

3 上海停车收费政策优化建议

3.1 政策目标

根据 “区域、时段、路内外”等不同类别,深化差别化的停车收费管理机制。通过综合实施差别化

的停车供给、收费和管理政策,缓解 “停车难”矛盾、引导小客车合理使用、促进动态交通与静态交通

协调发展。统筹协调各类停车场 (库)定价形式,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停车场 (库)停车收费

管理机制。

3.2 优化建议

3.2.1 优化调整停车收费区域划分,扩大区域收费极差

停车区域划分要考虑土地利用性质与开发强度、交通运行状况、交通出行特征、区域公共交通供应

水平等,实行差异化的停车。
和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和本市的配建停车标准的管理区域相衔接,建议将公

共停车收费区域进行重新划分,分为四类区域,并扩大各区域间的停车收费级差。重点地区和一类区制

定较高的停车收费标准,以引导中心地区交通量向外围地区转移,并优化交通出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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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停车收费区域划分建议

区域类别 区域范围 备注

重点区域
中央活动区、中央商务区、市

级中心

小陆家嘴、外滩、静安寺、人民广场、南京路、淮海中路、西藏

中路、四川北路、豫园商城、上海不夜城、世博—前滩—徐汇滨

江地区、徐家汇、衡山路—复兴路地区、中山公园、虹桥开发

区、苏河湾、北外滩、杨浦滨江 (内环以内)、张杨路等

一类区域
内环线内区域以及市级副中心,
世博会地区

根据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9个主城副中心:
江湾—五角场、真如、花木—龙阳路、金桥、张江、虹桥、川

沙、宝山、闵行

世博会地区 (世博后续开发区)分布于内环线两侧

二类区域

内外环间区域 (除重点区域和

一类区域外),郊区新城,虹桥

商务区、国际旅游度假区

郊区新城,虹桥商务区、国际旅游度假区均位于外环线外区域

三类区域
外环外区域 (除重点区域、一

类和二类区域)

3.2.2 优化停车收费和管理技术,促进实施 “精细分时”的收费政策

1.建立本市公共停车信息平台。将本市的公共停车场库和道路停车场库,全面动态联网纳入信息平

台,并统一、协调管理。加强新技术的应用,增加地磁、视频等设备的应用,并全面实现路内、外停车

收费的电子支付。
2.逐步建立更为精细化的停车收费标准。对高峰时段和非高峰时段、工作日和节假日、长时

停车和短时停车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原则上高峰时段收费标准高于非高峰时段,工作日收费标

准高于节假日。对于道路停车,白天长时停车收费标准应明显高于短时停车,并实行累进计费制。
对于重点区域和一类区域的路内、外公共停车,白天计费单位最小时间减少至15分钟,提高停车

周转率。

3.2.3 重新审视 “路内高于路外”的收费政策,并通过限时管理引导道路短时停车

对道路停车收费政策建议逐步调整为 “以控制停车时间为主,提高停车收费为辅”。对于重点区域

和一类区域的白天道路停车实施限时停车,重点区域白天道路停车时长控制每次不得超过1小时,一类

区域白天道路停车时长每次不得超过2小时。对超过停车时长的,按照违章停车,由交警执法;对于未

付、拒付驶离的,纳入征信系统。通过限制停车发挥道路停车的短时停车功能,促进路内、外停车协调

发展。

3.2.4 扩大市场调节价的实施范围,建立符合需求关系的停车价格体系

1.继续采用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收费方式。不同类型的停车场 (库)采用

相适应的收费方式,并逐步扩大推广以市场调节价为主的收费机制。
2.逐步扩大采取市场调节价模式的经营性停车场库 (库)范围。办公、商业、酒店、娱乐配建的停

车场 (库),停车需求有弹性,对道路交通有较大影响,需要通过市场价格平衡停车供需、调节动静交

通。近期应逐步推行市场调节价机制。
目前仍需继续采取政府定价模式的停车场 (库):P+R停车场 (库)、路内停车、大型综合交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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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的配建停车场 (库)。其中,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的配建停车场 (库)近期以政府定价模式,远期可根

据停车场 (库)运行情况采取政府指导价。
仍需继续采取政府指导价模式的停车场 (库):旅游景区、医疗机构、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机构

配建的停车场配建的停车场 (库)、在重点地区政府投资建设的独立社会停车库等,需求刚性较强,具

有公益性质,近期宜仍采用政府指导价。

表6 各类停车场 (库)推荐停车收费机制

停车场 (库)类型 近期 远期

配建停车场 (库) 公共建筑配建

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机场、
火车站、码头等)

政府定价

旅游景区 政府指导价 市场调节价

医疗等公益机构 政府指导价

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机构 政府指导价 市场调节价

办公、商业、酒店、娱乐 市场调节价为主 市场调节价

独立社会停

车场 (库)
P+R 政府定价

独立社会停车场 (库) 政府指导价 市场调节价

路内停车 政府定价

4 结语

在小客车拥有量和使用量持续增长、交通设施增量有限的背景下,上海停车收费管理政策能对小客

车使用起到积极的调控作用。结合对上海停车收费政策发展阶段的回顾,在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的同时,
提出政策在收费区域调整、精细化差别收费、收费机制发展方向的建议,为未来停车收费政策的优化完

善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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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中心城区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空间分布研究

成佳霖

【摘要】 随着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情况每况愈下,电动汽车因为自身低碳、环保的特点迅速发展起来。充电站作为电

动汽车的 “生命之源”,其布局关系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电动汽车的发展。文章以济南中心城区为例,应用ArcGis中的

密度分析工具对研究范围内公共充电站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行了直观反映,并用网络分析功能对研究区域内的公共充电站

进行了可达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济南中心城区内公共充电站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中部为核心、呈带状向外递减的分布

格局;从电动汽车出行舒适角度及公共充电站服务半径角度发现目前济南市中心城区总体充电站的布设数目严重不足、
可达性差。文章中公共充电站现状布局分析的结果可以为济南中心城区未来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的前期研究提供

参考。
【关键词】 济南中心城区;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空间分布;可达性分析

0 引言

燃油汽车的大规模使用引发了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严重、石油资源枯竭等问题,世界各地的不

少国家为此相继制定出 “禁售燃油车”计划,随着时间的推进,燃油汽车势必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在此

背景下,清洁低碳且环保的电动汽车应运而生,实现了交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国从2011年

开始相继颁发了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12—2020年)》《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的指导意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2015—2020年)》等一些列政策积极支持电动汽车的

发展。充电基础设施是电动汽车的 “生命之源”,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是推动电动汽车大力发展的

前提。
根据中国充电联盟统计,截止2018年年末,我国电动汽车保有量超过211万辆,与2017年相比增

长了70%,在2019年初我国充电基础设施与2018年相比仅增长了7%,数量为86.6万个[1]。对比增

长迅速的电动汽车数量来说,充电基础设施的数量增长速度显得十分缓慢。此外,在充电基础设施实际

使用中会发现有些充电桩已经成为无人问津的僵尸桩,而有些则需要电动汽车车主排队等候使用充电设

施,充电基础设施的布局存在不合理性。
目前对于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布局有多人研究,例如付凤杰等人基于汽车历史行驶路线进行充

电基础设施的布局优化[2];孙小慧从时空限制方面对充电基础设施进行布局[3];黄振森等人从服务容量

方面对充电基础设施的选址进行探讨。[4] 当前很少从现有充电基础设施的布设密度、可达性方面进行评

价,并对评价结果给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因此本文以济南中心城区为例,从充电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角度出发,运用ArcGis中的核密度分

析法与网络分析法对当前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行分析,最终对布局现状给出科学评

价并提出初步解决措施。

1 研究概况

1.1 研究区域

济南,别称泉城,是山东省省会、副省级市、济南都市圈核心城市,地处中国华东地区、山东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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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是环渤海经济区和京沪经济轴上的重要交汇点,也是连接华东、华北和中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

纽之一[5]。本次研究的区域为济南中心城区,其范围为巨野河、南大沙河、南部双尖山、兴隆山一带山

体及济莱高速公路、黄河及济青高速公路所围合的区域[6],范围内包括历下区、市中区、天桥区、槐荫

区、历城区和长清区全部 (图1)。

图1 本次研究范围

1.2 研究对象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EV
 

Charging
 

Infrastructure)系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相关设施总称,主要指

可以实现电可以通过电网交流在线向直流脱机存储的变换,为纯电动汽车以及插电混合动力汽车的行驶

提供直流电能供给的一类设备[7]。根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自身大小、建设规模以及使用性质的不同,
充电设施又可以划分为家用充电器、分布式充点设备、集中式充电站、集中式换电站。其中集中式充电

站 (EV
 

Charging
 

Station)指专门采用整车充电模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场所,应包括3台及以上电

动汽车充电设备 (至少有一台非车载充电机),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监控设备等配套设备[8],是新型的

城市基础设施。根据集中式充电站的对外开放程度,又可以分为专用充电站和公共充电站。其中公共充

电站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指专门为城市私家电动汽车进行服务的充电基础设施。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指用于计算点、线要素测量值在指定领域范围内的单位密度,能够直反映出离散测量值

在连续区域内分布情况[9]。通常对于采集到的POI数据用核密度分析法进行分析,其能够清晰直观的

反映出数据兴趣点的空间分布特征。
目前有不少专家学者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对城市进行分析,例如林梅花等人等人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分

析南京市居民日常活动时空分布特征[10];杨俊宴等人借助GIS平台分析大尺度空间形态,提出大尺度

城市空间形态研究方法[11];李胜男从时空行为方面出发,对商业网点的空间布局进行优化探究[12]。
本研究的中心为济南中心城区内公共充电站,通过对获取到的济南中心城区公共充电站POI数据

半径密度值进行估算,判断济南中心城区内各个区域公共充电站的布设密度大小,从而反映出济南中心

城区公共充电站到的空间布局情况。

1.3.2 网络分析法

网络分析是统筹学的主要分支,运用图论方法研究各类网络的结构及优化问题。一个基本网络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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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素包括中心、连接、节点及阻力[13]。通过设定出行时间、出行成本及出行距离等因素分析城市中

各项基础设施的可达性,从而评价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
例如,俞孔坚等人曾在1999年,利用ArcGis平台从居民步行速度角度分析城市公园绿地系统的可

达性[14];葛幼松等人基于ArcGis平台,采用平均出行时间作为杭州市主城区养老设施的单一有效服务

值分析杭州市主城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可达性[15]。
目前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刚刚起步,是新型的城市基础设施,其服务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电

动汽车车主的使用体验。有必要通过网络分析法对充电基础设施的可达性进行评价。本次研究的网络中

心为济南中心城区内各个区域内的公共充电站,连接为济南市中心城区路网,阻力为电动汽车车主驾驶

电动汽车到公共充电站能够接受的最远距离、公共充电站自身服务半径。

1.4 研究数据

POI(Point
 

of
 

Information),即为 “信息点”。每个POI包含四方面信息,名称、类别、坐标、分

类[16],在地理信息系统中,一个POI可以是一栋房子、一个商铺、一个邮筒、一个公交站等。本文以

2020年济南中心城区内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兴趣点数据作为本次研究的数据源,通过高德地图API接

口,使用Python爬取并清洗POI兴趣点数据。本文POI数据共170条。

1.5 矢量图绘制

通过QGis对Openstreetmap中的济南地图信息进行抓取,将抓取的济南道路网SHP文件加载到

ArcGis10.5平台中,并对济南道路网进行投影,投影坐标体系为WGS_1984_UTM_Zone_51N。其

次导入山东省各区县范围边界线SHP文件,通过按属性选择将济南市域范围内的历城区、天桥区、历

下区、槐荫区、市中区、长清区选择出来,并运用迭加分析工具中的裁剪工具将多余范围裁减掉,最终

得到本次研究的范围。最后将清洗过的济南公共充电站数据CSV文件加载到ArcGis10.5平台中,将其

进行X、Y数据显示并定义坐标系为 WGS_1984,并对其同样进行投影,投影坐标系仍为 WGS_
1984_UTM_Zone_51N (图2)。

图2 矢量底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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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空间特征及空间可达性分析

2.1 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空间特征分析

采用核密度法进行计算,其结果共分9个等级,其中1级密度最低、9级密度最高。从整体来看,
济南中心城区的公共充电站布设密度呈现出中部高度聚集、西部与东部片状分布、北部与南部布设密度

最低的特点,空间形态呈带状分布。这可能由于济南整体空间形态呈带状、主要以东西向的经十路为空

间发展轴所产生;同时反映出基础设施的布设与人口密度有关系。从片区分布来看,济南历下区电动汽

车公共充电站的布设密度最高,其次依次是槐荫区、市中区、历城区、天桥区,长清区的电动汽车公共

充电站的布点最为匮乏 (图3)。
历下区的古城片区内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的核密度值最高,古城片区内聚集了大明湖、趵突泉、泉

城广场等文化旅游景点,同时恒隆、贵和、世贸等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也在此片区内。东部地区的贤文

片区内的公共充电站密度值也颇高,该片区内集聚了浪潮集团、齐鲁软件园等大型集团以及舜泰广场、
汉峪金谷等大型商务办公场所。在济南中心城区范围内形成了商业休闲娱乐区、商务办公区高度密集的

布设规律。这一规律也反映出运营商设立公共充电站的心愿:“市民把车开到商务办公楼、商店、公园

等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然后逛逛公园、商店,做做自己的工作,玩完、办公完离开后,电动汽车的电就

充满了。”

图3 济南古城片区内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核密度分析图

2.2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空间可达性分析

城市公共充电站的服务半径计算公式:r=v×t  ÷λ。在这个公式中,V指车辆行驶速度,单位

为km/h;t系指用户最大找寻时间,单位为h;λ系指道路的曲度系数,即两点间的实际交通距离和直

线距离之比[17]。其中道路曲度系数的大小与道路网的连通性有很大关系,道路网连通性越差则道路曲

度系数越大,那么公共充电站的服务半径则越小。济南地处山东半岛鲁中南低山丘陵与鲁西北冲积平原

地带[18],地势起伏程度小,且道路网形式为棋盘式与自由式的混合形式,即连通性较好,所以取道路

曲度系数为1.3;考虑到车辆平均行驶5—10min内就能找到公共充电站,假设电动汽车车主最大找寻

时间为10min,济南市中心城区的交通高峰期间平均车速为20km/h,通过套用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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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半径计算公式可得服务半径为2km,因此将2km设为阻力值之一。当前国内市场上主流款型的电动

汽车续航里程多为150~200km,个别可达200km以上[19]。当电动汽车运行时电量剩余量小于等于

10%时,电动汽车会发出低电量警报。根据专家学者的多处统计电动汽车充电来回15km对电动汽车的

电能耗损很大,再加上电动汽车车主来往充电的时间成本,15km已经是车主能接受的最远充电距离,
因此将15km设为另一个阻力值。另外再取7km为阻力值,最终三组阻力值形成一个梯队。使用Arc-
Gis10.5软件的网络分析功能进行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4)。

图4 济南中心城区公共充电站网络分析结果

图5 阻力值为15km时网络分析结果

2.2.1 阻力值为15km时公共充电站空间可达性分析

从图5可以看出,济南中心城区的历下区、槐荫区、市中区与天桥区绝大部分在网络分析设置的阻

力值为15km范围内,而长清区与历城区只有小部分范围处于15km范围内,绝大部分不在此区域之

中,即历城区与长清区的可达性较差 (图5)。由于驾驶电动汽车行驶15km是电动汽车车主所能接受

的最远充电距离,当车主行驶到历城区与长清区时发生电量很低的情况时该问题在此区域很难得到解

决。同时该结果也反映出基础设施的布局与人口集中度有关。因此长清区与历城区在未来电动汽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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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布设时需要加大力度,增加批量公共充电桩。

2.2.2 阻力值为5km公共充电站空间可达性分析

从图6中可以看出,济南市中心城区内只有少许部分属于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2km的服务范围,
且主要集中在历下区的古城片区、山大路片区、英雄山片区及盛福庄片区,这些片区的公共充电站可达

性良好。然而,历城区、天桥区、长清区、市中区以及槐荫区绝大区域范围都不在覆盖范围内,公共充

电站的可达性差,因此在以后的公共充电桩布设时需要加大这些区域的布设,历下区可以暂缓公共充电

桩的布局 (图6)。

图6 阻力值为2km时网络分析结果

3 结语

3.1 研究结果

本文基于ArcMap10.5的网络模型与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核密度分析与网络分析的方法对济南市中

心城区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及可达性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发现:
(1)济南市中心城区的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中部为核心、呈带状向外递减的分布

格局,与人口密度的集聚程度、各项设施的分布状况呈现出高契合度;
(2)从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服务半径角度以及充电汽车车主驾驶电动汽车出行是否舒适角度研究公

共充电站的可达性,分析发现目前济南市中心城区总体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的布设数目严重不足,严重

影响电动汽车车主的使用体验,制约电动汽车的发展。历城区、天桥区、长清区、市中区及槐荫区的可

达性有待提升,尤其是长清区与历城区,需要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历下区可以暂缓

新增公共充电站,避免出现僵尸桩的出现。

3.2 讨论

本次研究虽然较完整的分析了济南市中心城区各区域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的分布情况,并指出了当

前所存在的些许问题,但是对以后的继续研究仍有不少可以提高的细节。
(1)由于能力有限,现阶段只能将研究范围锁定在济南中心城区且研究对象仅为为社会车辆服务的

集中式公共充电站。建设完善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任务迫在眉睫,在以后的研究中可将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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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在济南整个市域或乃至山东省域,而研究对象也可按照类型的不同,对分布式充电站、专用与公共

的集中式充电站、专用与公共的集中式换电站统一分析。
(2)由于使用网络分析法时无法考虑电动汽车车主驾驶路线的行为偏好、公共充电站的位置所在地

状况等因素,这些都会对最后公共充电站的可达性分析结果造成影响。此外,网络分析法无法将公共充

电站的供给规模与电动汽车车主的需求规模进行设置,而只是将一定面积内所能获得的充电资源进行分

析,其最后的分析结果会有些许偏差。
(3)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获取济南中心城区各区域居民点人口数量,运用两步移动搜寻法从供给

与需求方面研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的可达性,从而为济南充电汽车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的前期研究提供

参考。
(4)整理出济南市历年电动汽车车辆增长数与公共充电站建设数量,进而通过电动汽车车辆增长预

测模型与公共充电站建设数量预测模型,预测出未来几年济南市关于公共充电站的增长趋势,从而制定

出符合济南当地情况的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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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交　通　枢　纽



2035新时期下的城市铁路枢纽系统构建的思考
———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

张 鸿 朱方正 赵康平

【摘要】 自2017年以来,宁波已经开始深入研究未来城市发展新格局,启动了宁波2049战略及宁波2035总规前期研究,
到2019年,鄞州区也启动编制区域内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年),指导未来15年的城市建设,同时在2020年,
通苏嘉甬铁路工可获批,甬金、甬舟铁路也进入了实施性建设阶段。至此鄞州铁路系统进入了新的元年,迎来了新的战略

及空间的部署机遇期,因此在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铁路枢纽系统的构建,对鄞州打造交通强区极其重要,本文结

合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前期研究,通过对铁路及枢纽发展、铁路交通发展趋势、城市空间发展战略、铁路枢纽系统

布局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鄞州铁路枢纽系统构建的新思路,探索铁路枢纽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新关系、新格局。
【关键词】 空间引领;多枢纽;城际化;枢纽塑城

0 引言

宁波作为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经济水平位于浙江第二位,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南沿海重要

的港口城市,2019年,区域生产总值突破万亿。鄞州区作为宁波最强区,在行政区划调整后,新鄞州

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全市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教中心集聚在鄞州,东部新城、南部新城等精品城

区成形,金融、航运服务、会展等一批功能性平台也在鄞州,成为核中之核。但在对外交通发展上,鄞

州总体发展滞后,目前区内缺乏市级对外交通枢纽,对外交通不便。自2019年以来,新一轮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已经着手编制,城市空间迎来了新的探索时期,交通系统的发展成了鄞州亟需关注及重点发展

的问题,抓住机遇,打造优质的对外枢纽系统,是本轮规划的重点任务,本文结合新鄞州在新一轮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前期研究中,分享探索及所思考的相关问题及研究经验。

1 宁波市铁路及枢纽简述

1.1 现状铁路及枢纽情况

目前宁波中心城区内现状主要有2条铁路 (甬台温铁路及萧甬铁路),贯穿中心城区,并设置3个站

点,分别为宁波站、庄桥站及宁波东站。其中甬台温铁路是一条以客运为主、客货兼顾的国家一级铁路,
宁波段93.33km,设计时速为250km,建成实际运营时速为200km。萧甬铁路是一条客货运输的铁路,连

接杭州和宁波,全长147.32km。在铁路客货运方面,已经形成了沿海客运的主通道及连接北仑港的货运

主通道,其中货运主要连接浙江、江西、湖南等沿沪昆通道沿线,客运主要为北上广等沿海客运大通道。
铁路枢纽方面,目前主要依托宁波站,该枢纽承载了中心城区内95%的客运量,站点位于海曙区

老城区域,对外交通不便。鄞州区内现状为宁波东站,为原宁波站改扩建时期的临时过渡站,目前已退

出运营。
总体而言,宁波市域内客运枢纽及通道建设相对单一,客运集散十分集中,而现状客运枢纽基本集

中于老城区内,内外交通疏解能力十分有限,路网复杂;在建设标准上,现有铁路建设相对较早,标准

低,不符合未来沿海大通道建设要求,同时现有铁路贯穿中心城区,既分割了城市空间,同时也十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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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未来城市拓展的需要。

图1 现状铁路及枢纽示意图

1.2 既有规划情况

既有规划主要为原有2020年总体规划,宁波将在既有萧甬铁路、杭甬客运专线、甬台温铁路基础

上,新建金甬铁路,提升甬台温铁路服务能力,规划甬舟铁路、沪甬铁路和沿海货运通道,打造系统化

的城际铁路网,规划杭甬城际铁路、甬台温城际铁路,预留沪甬城际铁路通道,未来在宁波与周边主要

城市之间,依托铁路系统,基本实现高效的互联互通。
铁路枢纽方面,在现状基础上,2015综合交通规划谋划增设宁波西站 (位于宁波市海曙区),货运

方面仅增加邱隘货运枢纽。
总体来说,在既有规划,宁波的铁路枢纽依旧集中于城市西部区域,而城市人口大量聚集于城市东

部片区,枢纽于城市之间的关系协调度不高,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交通出行的不断提升,既有的

铁路系统规划已不满足未来宁波城市发展需求,也不适应现今城市发展趋势,亟待系统谋划。

图2 既有规划铁路及枢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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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铁路交通发展趋势

2.1 城际化、 市域化发展趋势

国家发改委与多部门在2017年联合印发了 《关于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以

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示范项目为抓手,强化规划衔接,鼓励发展多层次、多模式、多制式的轨道交

通系统,完善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地适应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新要求。同时在 《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纲要》中,提出了构建区域化的铁路系统网络,基本实现交通系统互通,至2025年,铁

路网密度达到50.7km/千km2,较当前密度水平增加约2倍,2035年铁路网密度也必将进一步增加。
至此宁波都市圈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经济产业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以

“高频率、低乘距、高成本敏感性”为特征的商务、休闲、通勤出行在不断增加,铁路系统也以由 “高/
普速铁路”逐步转变为 “区域高/普速铁路、城际高/快速铁路、市域铁路”的多层次系统化新模式,枢

纽系统由传统 “单站辐射广覆盖”的格局逐步转变为 “多站协作促直联”的格局,未来城市内部铁路系

统交通将逐步进入 “城际化、市域化”交通网络,站点枢纽将进行加密,并与城市内部快速交通网络融

为一体。

2.2 枢纽引领的发展趋势

铁路枢纽是一个城市对外交通的重要设施,也是城市重要的交通节点,串联各大城市,现有的

铁路枢纽在高速城镇化背景下,既有铁路枢纽所在区域,往往成为城市的中心区域。在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城镇更新、重点区域发展成了新主题,同时轨道交通的建设也促进了城镇空间一体,铁路

枢纽与城镇的一体化规划是十分必要及关键的。以铁路枢纽及配套衔接设施,来提高城市新区域的

交通可达性,提升区域城市活力,同时借助枢纽建设,提升区域城市功能,实现枢纽对城市空间建

设的引领。

2.3 多系统协同的枢纽趋势

铁路枢纽往往是城市重要的交通中枢,在系统布局上,构建多系统协同、无缝衔接是枢纽区域

交通集散的关键,同时也是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大趋势;枢纽决定着城市的对外格局,衔接体系的

建立,确立了内外交通的便捷度。2019年国家明确了建设交通强国战略,2020年浙江省也启动了交

通强省部署,未来的一段时间,一大批城际交通、枢纽系统项目将提上建设日程,而与枢纽的衔接

与融合,深化落实城市内外交通系统,构建多样化的交通衔接、一体化系统也已经势在必行。在宁

波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及综合交通规划中,建立多体系交通系统成了城市新交通、新格局的重要

任务。

3 交通战略及空间发展

3.1 交通发展战略

《宁波2049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将未来宁波交通发展总结为三大方向,分别为区域链接、枢纽整

合、空铁联运。在区域链接方面,全面深化开放共享,落实国家战略,强化链接沿海经济走廊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 (上海、舟山),强化链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长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 (义乌、上

海、杭州),拓展腹地资源。在枢纽整合方面,全面提升链接能力,强化节点地位,整合沿湾货运通道、
沿海货运通道、义甬舟货运通道,建设邬隘海铁联运枢纽,并与舟山联动,强化海铁运服务中心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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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空铁联运方面,整合航空枢纽和沿海客运枢纽,建设宁波西空铁枢纽港,强化栎社机场客运枢纽

功能,着力强化栎社机场客运枢纽功能,发展航空物流。
《宁波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了打造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系统谋划 “七通道、三枢纽、三体系”建设。全面建成 “一核七放射”的对外综合交通通道布局,
“覆盖全面的公路网+高铁连通的铁路网+连接世界的航线网”,宁波都市圈1小时通达,长三角城

市群核心城市2小时内通达,与我国 “一带一路”国际通道全面衔接。铁路方面,全面建成长三角

重要的现代化综合铁路枢纽,全面融入国家高速铁路网,铁路站场与其他交通方式有机衔接,形成

辐射全国、一体便捷、站城融合的现代化铁路枢纽,铁路场站旅客到发量突破3.5亿人次,铁路货

运量突破1.6亿吨。
铁路系统建设,是宁波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关键之举,也是破解宁波对外交通不足,区域联络欠缺

的重要方式。

3.2 城市空间发展

宁波2049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明确了宁波 “拥江、揽湖、滨海”的全新战略,鄞州也提出了 “一
核三带多点 (一核引领、三带联动、多点闪绕)”的全域格局。其中 “一核引领”为以东部新城、南部

新城、老城区为主体组成核心城区,发挥好龙头引领、组团带动作用。“三带联动”为以甬江奉化江右

岸组成滨江文化休闲带,以东钱湖周边镇组成滨湖生态旅游带,以鄞州经济开发区和大嵩片区组成滨海

海洋经济带,形成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生态化有机融合的复合型功能带。“多点闪绕”为以姜山、咸

祥、云龙、五乡等镇以及主要板块为依托,促进鄞西南、鄞东南、鄞中、鄞东北等功能板块特色化

发展。

图3 “一核三带多点”空间示意图

在鄞州区的中心城层面,形成 “两心两轴,一带一廊”的发展格局。“两心”为东部新城核心区和

南部新城核心区,强化极核功能,提升带动作用。“两轴”为东西向平行的城市复合发展轴线,串联了

宁波能级最高的城市中心。“一带”为鄞州区沿奉化江和甬江的滨江生态文化休闲带。“一廊”为福庆路

东侧城市生态走廊,以东部新城生态走廊为基底,北联国家高新区的杨木契公园,南接下应东部生态绿

地,以轨道交通和城市行政、文化、商务功能为强力支撑,是未来宁波城市核心区域独具魅力的 “中央

公园”,也是以生态绿色城市理念作为城市设计示范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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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心城 “两心两轴,一带一廊”空间示意图

4 铁路枢纽系统布局

4.1 谋划 “一城多枢纽” 的新型枢纽格局

在沿海大通道及宁波都市圈建设的大背景下,未来宁波将引入沿海高铁、杭甬城际、沪甬城际等重

大铁路建设,谋划城市多枢纽系统,线路的加密,城市的互联互通,必将改变现有枢纽的格局,打造多

枢纽体系,实现多点对接是未来新型交通模式关键。因此在新一轮铁路枢纽及线路规划的过程中,深入

探索枢纽布局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谋划与城市空间发展更加匹配的交通格局,是提升城市交通服务及促

进长三角一体化交通服务的重要举措。在鄞州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前期研究中,提出了构建新型城

市铁路枢纽的理念,按照 “城际化、市域化”的枢纽思路,推动城市轨道与铁路系统一体化规划,谋划

新增区域性2大铁路枢纽,分别为新东站及云龙站,保留利用老宁波东站,作为城际站补充。其中新东

站位于东部新城,定位为商务型车站,主要面向长三角城际商务客流,支撑核心区城市发展。云龙站位

于东钱湖新城范围内,邻近南部新城,是鄞州南部及两中心的主要对外服务枢纽,主要缓解宁波站运能

不足,服务象山、奉化城际客流,保障东钱湖会议、会展产生的高铁城际出行的功能,依托枢纽,带动

鄞南及东钱湖片区城市发展。

4.2 构建多系统协同的枢纽体系

打造多系统协同的枢纽体系是提升枢纽服务,提高出行品质的重要方式,在本次枢纽系统规划中。
新东站位于甬舟、沪甬及杭甬城际大通道上,枢纽系统接驳主要采用 “轨道+快速公交”形式,与城市快

速公共交通融为一体,站台设置参照深圳福田站模式,采用地下站,实现交通衔接地下空间互联互通。轨

道衔接上,有现状已建1号线,连接北仑、海曙,贯穿老城区核心,同时在远期新增轨道线网,与新东站

之间进行多向衔接。云龙枢纽方面,该枢纽近期可接入甬台温、萧甬、甬金、甬舟及通苏嘉甬等多条铁路

干线,远期具备接入沪甬、杭甬、甬台温、甬金等城际干线条件,是未来承载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联系

的重要节点,是服务商务客流,实现 “两中心”高端快捷出行的重要服务设施。在衔接体系方面,无缝对

接市域城际交通 (象山城际、宁奉城际、余姚城际)及城市轨道 (7号线、8号线及K2线),实现了一

站式无缝接驳换乘,在客运方面,整合鄞州客运总站及汽车东站,打造新东部客运集散中心;在高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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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鄞州2035铁路及枢纽前期研究示意图

图6 枢纽轨道衔接前期研究示意图

路网衔接方面,该枢纽紧邻绕城高速、甬台温高速复线、东钱湖快速路等多条快速通道。

4.3 营造 “枢纽塑城” 的空间引领

鄞州区在 “两心两轴,一带一廊”的中心城空间系统格局下,积极推进 “北优中聚东进南联”的区

域空间战略,打造”两高四好示范区”,加强一体化的交通网络支撑,以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枢纽系统

既是城市重要的交通设施,也是城市对外门户,在本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在打造城市新空间的同

时,重点落实好城市发展与枢纽之间关系,以枢纽服务城市,以枢纽带动城市发展。在新东站的布局

上,站点布置于东部新城区域,处于东部新城东片新建区,城市新的空间战略要地,枢纽规划统筹的同

时,同步进行区域路网、用地的配套优化调整,促进空间上的衔接。在云龙枢纽上,充分结合枢纽设

置,支撑东钱湖区域发展,打造东钱湖城市会客厅的发展要求,促进两中心 (国际展览中心、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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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内外出行,实现 “落一子、带一片、建一城”,联动东部新城、南部新城,打造世界级创智钱湖。
在此基础上,落实对周边区域的协调,以枢纽为新的城市核心,进行空间布局,打造枢纽门户及对外形

象新窗口。

图7 枢纽与空间关系示意图

4.4 打造面向多组团服务的交通强区

2019年的交通强国纲要中提出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

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由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的发展

思路。2020年的浙江交通强省中提出:到2022年,基本形成省域、市域和城区3个小时交通圈的宏伟

目标。在此基础上,鄞州区提出实施一体化极核打造行动,谋划推进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统筹

实施 “两中心一枢纽”建设,联动建设长三角战略交通网络的重要支点,打造交通强区的目标。
在枢纽的落实上,既要考虑服务区内对外出行,同时需结合都市圈建设的需要,面向周边区域,联

动奉化、象山,北仑,改善周边区块出行条件,总体而言,本次枢纽的战略部署,充分服务近300万人

的对外交通出行需要,包含南部新城、东钱湖、鄞南三镇、滨海、奉化及象山,服务范围广,城市及周

边县市区对外交通出行得到极大的改善与提升。

5 结语

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国土与规划整合后,鄞州区第一次土地与空间发展相互融合的规划,在

新一轮规划编制的同时,进行铁路系统及枢纽之间的前期战略研究,既是承上启下,落实国家及省市战

略的需要,也是构建新型城市空间发展的需要。本次研究在枢纽构建上,提出了多枢纽系统、衔接体系

协同、枢纽塑城模式及面向多组团服务的理念,同时本次研究也是基于现有空间及交通战略,未来在新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需要进一步深入城市边界、功能组团、产业布局等多系统研究,枢纽的布局也需

要结合空间发展关系,进一步深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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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市域铁路及枢纽总体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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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深圳港与湾区港口的协同发展研究

张道玉 聂丹伟 黄启翔

【摘要】 粤港湾大湾区发展背景之下,与湾区港口协同成为深圳港口发展的新方向。根据港口现状发展特征和发展

基础,将湾区港口分为三类:国际枢纽港 (香港港)、国家综合枢纽港 (广州港、深圳港)和一般港口 (湾区其他港

口)。通过对湾区各港口之间的基础设施能力和运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深圳港与三种不同类型港口间的不同协

同发展思路:与香港港之间的协同为港口产业集群发展及港口开放政策的协同,深圳港应争取和香港港一体化发展;
与广州港之间的协同主要表现在海向腹地和内陆腹地的协同,两港之间应该降低腹地相互竞争;与湾区其他港口之间

的协同主要为集疏运的协同,湾区其他港口通过水水中转为深圳港与腹地建立更强的联系,同时缓解深圳港后方陆域

的压力。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港;协同发展

0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1]。为支撑湾

区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代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湾区各城市之间需要优势互补,协调发展,降低恶

性竞争,以挺高城市群整体实力。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发展条件,湾区在发展

中形成了众多的港口。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各港口不断开拓市场、拓展自己的对内对外腹

地、提升自身能力。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恶性竞争的迹象:相互争夺市场、腹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源

浪费[2]。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给予了湾区港口提供了协调发展平台。深圳港作为湾区主要港口之

一,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集装箱港口。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港口腹地被蚕食、用地资源紧缺、航道

能力不足、公路铁路集疏运能力接近饱和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抓住湾区发展机遇,协同湾区

各港口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1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发展现状分析

1.1 湾区城市发展基本情况分析

1.1.1 湾区城市经济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省9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组成[1],面积、人口均超过了世界三大湾

区 (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5.6万km2,2019年总人口已达7265
万人。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2019年已经超过了1678亿美

元。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贸易较为发达,对外开放程度也较高,2019年出口额达到11075亿美元,进口

额达到971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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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经济发展情况

城市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万人) GDP(亿美元) 出口 (亿美元) 进口 (亿美元)

广州 7249 1531 3376 751 677

深圳 1997 1344 3847 2387 1866

珠海 11736 202 491 236 179

惠州 11347 488 597 260 127

佛山 3798 816 1536 533 157

东莞 2460 846 1355 1233 739

中山 1784 338 443 276 65

肇庆 14891 419 321 39 19

江门 9505 463 449 162 41

香港 1106 750 3824 5180 5734

澳门 33 68 543 18 113

(数据来源:各市统计部门,其中内地城市GDP、进出口额按照1∶7的汇率换算得来,香港GDP、进出口额按照

1∶8的汇率换算得来,澳门GDP、进出口额按照1∶7.5的汇率换算得来。)

1.1.2 湾区产业分析

粵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阶段差异大,优势不同[3,4]。按照城市产业发展现状,可将湾区城市分为

三类:(1)香港、澳门为纯服务经济体,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90%以上;(2)以广州、深

圳、珠海为代表的经济体,由第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过渡,第三产业占比在50%以上;(3)其余6
个城市仍处在工业经济阶段,第二产业是GDP贡献的主力军。

图1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2019年三次产业结构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各城市统计数据绘制)

湾区各城市均有自己的主导产业[5,6]。香港以金融、专业服务和物流仓储为主;澳门则以娱乐旅游

主导的文化产业为主;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为主,2019年,深圳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了71.9%和66.6%[7];广州形成以电子信息、医药健康、先进制造为主导的

产业结构;东莞被称为 “世界工厂”,制造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8]。珠海形成了

以电子信息为支柱的优势产业,医药产业体系也较为发达;中山大力推进九大产业平台的建设来促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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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制造业的发展;惠州承接了深圳转移的产业,形成电子信息和石油能源为主的产业;佛山保持了以纺

织业为主的传统工业;江门和肇庆工业和服务业相对较为薄弱,近些年也开始逐步承接湾区核心区域转

移的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转移。

1.2 湾区港口基本情况分析

1.2.1 湾区港口基础设施情况

由于具有发达的水系、具备优良的水深条件,湾区也建成了众多的港口和港区[9]。深圳港拥有东部

和西部共8个港区;广州港拥有4个海港港区和3个内河港区;香港港拥有15个港区;以及湾区其他

港口的众多港区。

图2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各城市管网相关数据绘制)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基础设施完备,货物吞吐量能力和旅客吞吐能力较强,同时具备较好的水深条件

和足够的高吨级泊位码头,支撑起了粤港澳大湾区港航相关业务的发展[10,11]。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基础

设施情况统计如表2所示。但随着湾区港口的建设,港口之间的竞争日渐激烈。根据各地区港口规划测

算,至2035年,湾区港口供给将会有2500万标箱的富余[12]。

表2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现状基础设施情况

港口 生产泊位数 (个) 千吨级泊位数 (个) 年通过货物能力 (万吨) 年通过集装箱能力 (万标箱)

深圳港 155 74 22032 2175

广州港 179 66 32000 1637

珠海港 156 28 16000 198

惠州港 52 21 10100 102

佛山港 290 191 12043 661

东莞港 215 120 13461 174

中山港 129 96 4452 184

肇庆港 87 43 4166 80

江门港 248 151 5932 134

香港港 24 9 25000 2000

澳门港 4 — — —

(数据来源:内地各城市统计年鉴,香港政府统计处、澳门统计普查局网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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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湾区港口运营发展情况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已形成了密布全球的航线网络,几乎涵盖全球所有国家[13,14]。其中香港港已经

成为远东国家航运中心,深圳港和广州港也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级集装箱强港,正在往建设国际航运中的

目标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湾区港口群成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

群[15]。2019年,深圳港、广州港和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在全球分别以2577万标箱、2283万标箱、
1836万标箱排名第四、第五和第七位。

表3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2019年吞吐量

港口
货物吞吐量

(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箱)
港口

货物吞吐量

(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箱)

深圳港 25785 2577 中山港 1547 144

广州港 60616 2283 肇庆港 4057 80

珠海港 13838 256 江门港 6834 113

惠州港 8353 21 香港港 26330 1836

佛山港 9636 390 澳门港 15 13

东莞港 19808 391

(数据来源:内地各市交通运输局官方网站数据、统计公报数据,香港统计年刊、澳门统计普查局资料)

长期以来,湾区港口货物吞吐量主要集中于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三个港口货物吞吐量占湾区

港口货物吞吐总量的60%以上。近几年,随着珠海和东莞的发展,珠海港和东莞港货物吞吐量占比也

逐渐地在提升,珠海港和东莞港也开始参与了湾区港口竞争。

图3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货物吞吐量结构变化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官方网站收集数据绘制)

1.2.3 湾区港口分类

根据港口所在城市的经济基础条件、产业发展状况、港口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港口运营情况,可将粤

港澳大湾区港口分为三类:以香港港为代表的国际集装箱中转港;以广州港和深圳港为代表的干线枢纽

港和以珠海港、东莞港为代表的普通港口。
香港港为国际集装箱中转港,其拥有发达的海运系统,联系着120多个国家的1000多个港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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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码头泊位的吨级、货物处理量,香港港都已跻身于世界大港之列,集装箱吞吐量一直保持在全球前

十范围。香港拥有较全的港口相关产业,包括金融、海事、法律、仲裁、船舶、经纪等业务,高端港航

服务业非常发达。
广州港和深圳港为干线枢纽港,与内陆直接相连,拥有广阔的腹地,为其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广州

港和深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至2019年,集装箱吞吐量已分别位于全球第四和第六。
广州港和深圳港与世界港口的联系也日益增强,其国际航运功能也逐渐凸显,国际贸易的比重也逐渐增

多。随着城市和港口的发展,深圳港和广州港也逐渐开始发展能源、船舶、经纪、法律等相关业务,均

有向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目标。
以珠海港、东莞港为代表的其他港口为普通港口。其港口规模和业务相对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

较低,主要以国内运输散杂货运输和东亚范围内的货物运输为主。除澳门港以外,其他7个港口均有广

阔的后方陆域,发展潜能较大。

2 深圳港与香港港的协同

2.1 香港港发展优势分析

香港港借助优良的港口条件和自身不断的发展,已经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集聚的港口产业、自由

的贸易体制和高效的运作模式。
基础设施方面,香港港建成了高效的港口基础设施和便捷的物流基础设施,为港口货物的中转和集

疏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拥有各类自动化设施和信息化系统,进一步提升了香港港口装卸效率。同时,
香港还拥有亚洲货柜中心和香港国际货运中心等大型仓储建筑,为货运仓储、中转等操作提供条件。

香港的航运交易市场、运输市场、租船市场、金融保险市场和航运信息市场都发育成熟,形成了集

运输、船舶、金融、保险、经纪、教育等港航相关业务一体的港航产业集群。
具有宽松自由的港口发展政策[16],实行对外完全开放的自由港政策,政府不干预航运企业的经营,

船舶开放登记等,使得香港港成为国际中转枢纽。

2.2 深圳港与香港港之间的协同发展

2.2.1 主动承接香港转移业务,与香港港共同推动港口产业集群发展

香港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导致土地资源紧张、港口用地紧缺,进而使得香港港长期面临着专用码头

泊位不足的压力。加之高昂的人力、土地成本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香港港口业务也逐渐开始转移到周围

其他港口。香港海事处相关数据显示,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自2011年开始,就开始逐年下降,至

2019年,集装箱吞吐量下降至1836万标箱,集装箱吞吐量排名也由2011年的第三位下降至2019年的

第八位。
深圳港作为香港相邻港口,同样拥有优良的水深条件和港口基础设施条件,是承接香港港口转移业

务的首选之地。深圳港应该提升自身基础设施能力、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承接香港转移业务,推动港口

产业集群的发展。
加快推进盐田港东部港区码头泊位建设,推进既有码头改造升级,加快推进港口出海航道的疏浚工

作,主动提升自身的航运能力,为香港港口转移的集装箱提供转移承接条件,为国际集装箱贸易提供中

转基础条件。
提升营商环境,为香港港口相关业务落地深圳提供成长的土壤。结合深圳市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任

务,大力推进商事登记、市政设施接入服务、纳税服务等环节的提升和优化。为航运、海事相关业务发

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与香港共同发展航运金融、保险、法律仲裁、经纪服务、船舶注册、加油服务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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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变化情况 (图片来源:根据香港海事处数据绘制)

关业务,共同推动港口海洋相关产业的集聚发展。

2.2.2 推动港口开放政策协同发展,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

推进深圳港与香港港的引航合作,加强两港在船舶通航和引航作业的沟通协调。优化引航服务合

作,推进深港引航互认,协调解决深圳港二次引航问题。
开展 “深港自贸通”试点,形成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与香港间的直通物流大通道。探索建设深港组合

港,实现两地港口物流服务一体化。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在深圳港开展有关自由贸易港试点工作,并根据国家授权实行集约管理体制,

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港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在东、西部港区实施高标准的 “一线放开”“二线安全

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最大限度简化通关程序,降低深圳港口与香港港口的自由程度差距。

2.2.3 共建港口信息化平台,推动港口智慧一体化发展

以信息化手段推动深圳港口与香港港口之间的合作,打破两港之间信息壁垒,推动深圳港与香港港

的深度合作。
积极推进中国 (深圳)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建设,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 “信息互换、监管互

认、执法互助”。推行 “联合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新模式,全面推进 “一站式作业”。推动检验检疫

企业备案与商事备案 “多证合一”,推广 “区港一体化”和 “预通关”模式。推进 “智检口岸”平台建

设,分步推进境内外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信息互换互认工作。同时,推进全国首创跨境电商生鲜进口关检

联合作业改革试点,打造生鲜进口快速通关渠道。

3 深圳港与广州港的协同

3.1 广州港发展优势分析

位于珠江入海口,水系发达,具有便捷的江海联运系统。广州港地处珠江入海口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中心地带,东江、西江、北江在此汇流入海,水系网络发达。通过珠江三角洲水网,广州港与珠三角各

大城市以及与香港、澳门相通。广州港通过西江联系中国西南地区,经伶仃洋出海航道与中国沿海及世

界诸港相连。
土地资源相对宽裕,港口后方陆域充足,港口扩容条件宽裕。广州市拥有7249km2 的面积,其中

建设用地面积1787km2,建设用地面积几乎和深圳总面积相当。广州港仅南沙港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就

达到53km2,具有广阔的港口后方陆域,以及充足的扩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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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具有广袤的经济腹地和相对繁多的货物种类。经济腹地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

南、贵州、四川以及河南、江西、福建的部分地区。珠江水系腹地内矿产资源丰富,工农业产品发达,
为广州港提供丰富的货物种类。广州港进出口的大宗货物有:煤炭、石油、金属矿石、钢铁、矿建材

料、水泥、木材、非金属矿石、化肥、农药、盐、粮食等。

3.2 深圳港与广州港的协同发展

3.2.1 港口错位发展,形成陆向腹地的协同

由于地理位置较近、集疏运体系公用等,广州港和深圳港的陆向腹地几乎重合,腹地涵盖广东、广

西、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高度相似的经济腹地造成了广州港和深圳港之间的腹地

竞争较为激烈。
为了降低港口之间的竞争,深圳港和广州港应从区位、集疏运体系、货物种类、以及货物去向

等方面形成错位发展。深圳港与广州港的分别位于珠江东、西岸,深圳港应该立足与发展珠江东岸

及以东地区的腹地,而广州港则应该立足于发展珠江西岸及以西的腹地,以减少交叉运输导致的资

源浪费。从集疏运体系来看,深圳港依托货运班列发展昆明、南宁、贵阳、成都、重庆、长沙、南

昌等地作为经济腹地;广州港依托珠江水系,发展珠江水系沿线的区域作为经济腹地,依托货运班列

发展源潭、河源、昆明、湖南、合肥等地区作为腹地。从港口货物发展种类来看,深圳港以发展集装箱

为主,将大宗散杂货市场让位于广州港,广州港则以矿产、金属、建材等大宗散杂货为主,同时利用南

沙港发展就近发展集装箱运输。就货物去向来看,深圳港应与广州港就自身海向腹地进行陆向腹地的

协同。

3.2.2 对外航线协调发展,形成海向腹地的协同

海向腹地方面,深圳港拥有220多条航线,联系着100多个国家300多个港口。深圳港与各大洲每

周联系次数由多到少分别为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大洋洲和南美洲。广州港拥有200多条航线,
联系着10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港口,广州港与各大洲每周联系次数由多到少分别为非洲、亚洲、大洋

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从每周联系各大洲的班次来说,深圳港与广州港已经形成了海向腹地的错

位发展。

图5 广州港、深圳港联系各大洲的周班次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锦程物流网站航线数据绘制,网站地址:http://www.jctran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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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深化协同发展,优化海向腹地,深圳港和广州港应深耕自身优势海向,充分根据城市发

展特点和对外联系程度,优化海上腹地,合作开发还未开通的航线,调整竞争较激烈的航线。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深圳主要对外贸易国家有:美国、韩国、日本、东盟、欧盟28国等。广州主要对外贸易国

家有:美国、欧盟28国、东盟、日本、韩国、俄罗斯等。结合深圳港和广州港现有航线,深圳港应着

重开发欧洲、北美洲作为经济腹地;广州港则着重开发非洲、大洋洲为经济腹地;两港合作发展亚洲运

输业务,共同开发南美洲业务。

4 深圳港与湾区其他港口的协同

4.1 湾区其他港口的优势分析

珠海等8港几乎处于湾区边缘,与湾区边缘城市或湾区外围城市有着直接联系。珠海港位于

湾区的西南部,能够为珠海发达的制造业提供运输服务;江门港和佛山港位于湾区的西部,通过

发达的水系直接深入联系湾区西部地区,通过道路网络辐射到湾区以西的区域;东莞港直接服务

于湾区北部地区;惠州港通过海港直接联系了湾区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内河港联系了湾区东部及

东北部地区。
除澳门以外,珠海港及其他6个港口所在市拥有绵长的岸线和广阔的港口腹地,珠海、惠州等6市

共城市面积55521km2,为港口、物流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保障。
除澳门以外,其他市由于土地资源宽裕,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使得土地使用成本相对较低、人

力资源成本较低,使得港口的发展成本相对低廉。
部分港口水深条件较好,珠海港高栏港区紧贴国际主航道,距离航道-27米等深线仅11海里。具

备建设30万吨级以上大型码头的条件。

4.2 深圳港与湾区其他港口之间的协同发展

4.2.1 通过水水中转模式降低深圳集疏运系统压力

随着深圳港口的发展,货物吞吐量不断攀升,港口集疏运体系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深圳港

通过和珠海港、惠州港等湾区其他港口之间的水水联运,可以将集疏运点分散,从而分散集疏运

系统压力。
珠海港、惠州港等利用其深入腹地的优势,将港口周围货物集聚,然后通过小型货船将其运至深圳

港,深圳港在根据货物去向将货物以大船运至目的地。货物到达时通过深圳港将货物转运至珠海港、惠

州港等港口,在通过各自港口就近将货物送至腹地。

4.2.2 推广发展组合港口,缓解深圳港后方陆域压力

港口组合发展有利于加强湾区港口一体化发展,提升港口运输效率,缓解深圳港后方陆域压力,带

动其他港口发展。深圳港已和惠州港口签订港口组合发展协议。加快推广复制组合港通关模式,在湾区

港口之间复制推广 “盐田—惠州组合港”模式。简化组合港海关监管模式,实现组合港和深圳港一体化

监管,进出口货物在组合港堆存和查验,并在启运港办理结关退税。

4.2.3 主动将大宗散货外溢至湾区其他港口

深圳港口以集装箱运输为主,但是其大宗散货运输相对较少。深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几乎接近湾区

港口总集装箱吞吐量的32%,而港口货物吞吐量只占湾区港口货物总吞吐量的15%左右。且随着城市

经济转型和大力发展高端港航服务业,疏解散杂货的变得越来越必要。深圳主动将散杂货疏解至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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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惠州港等湾区其他港口,既能带动湾区其他港口发展,又能降低散杂货深圳港口和城市所带来的压

力和影响。

5 结论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的基础条件和运营情况进行分析,将深圳港口划分为三类:干线枢纽港

(深圳港和广州港)、国际中转港 (香港港)、普通港口 (珠海等湾区9个港口)。然后根据各类港口具备

的优势特征,结合深圳港口自身情况,给出了深圳港口与湾区各个港口之间的协同发展策略。深圳港应

该推动与香港港的一体化发展:做到主动承接香港外溢业务,与香港港共同推动港口产业集群发展;推

动港口开放政策协同发展,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港口信息化平台,推动港口

智慧一体化发展。深圳港与广州港协调港口腹地发展,降低相互竞争:推动港口错位发展,形成陆向腹

地的协同;加强对外航线协调发展,形成海向腹地的协同。深圳港与湾区其他港口的协同主要为:通过

水水中转模式降低深圳集疏运系统压力;推广发展组合港口,缓解深圳后方陆域压力;主动将大宗散货

外溢至湾区其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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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机场客源腹地发展特征及拓展对策研究

欧阳新加 何少辰 孙盼峰

【摘要】 深圳机场正处于打造国际航空枢纽的关键时期,同时面临香港、广州机场的腹地竞争,需要提供更具竞争力

的机场交通服务,争取更多大湾区客源。本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和客流统计数据,精准分析深圳机场在大湾区内的腹地

发展特征及竞争态势。对比广州、香港、上海机场针对周边腹地所提供的交通服务,识别制约深圳机场交通服务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城市候机楼布局体系、完善出行服务功能、构建多式联运产品链等措施建议,为深圳机

场精细化拓展大湾区腹地客源提供支撑。
【关键词】 深圳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客源腹地;多式联运

0 引言

自2016年由区域枢纽提升至国际航空枢纽新定位[1],深圳机场大力拓展直通国际重要城市的航班

航线,加快推进机场第三跑道、卫星厅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更具辐射力的国际航空枢纽。为拓展深圳

机场地面辐射网络,深圳机场持续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推动城市候机楼布局建设,丰富直连珠江西岸主要

城市的水上航线,进一步拓展客源腹地。但与粤港澳大湾区内香港、广州机场相比,深圳机场在腹地范

围以及地面交通服务水平方面仍有明显劣势。
以提升深圳机场在大湾区服务竞争力为目标,分析深圳机场腹地服务现状与问题,研判深圳机场腹

地发展特征与竞争格局,借鉴国内主要航空枢纽腹地服务与拓展经验,提出深圳机场客源腹地拓展对

策,助力深圳国际航空枢纽建设。

1 深圳机场客源腹地服务现状与问题

1.1 服务网络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航空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区域之一,深圳、广州、香港等多个机场均在大湾区各

主要城市设置城市候机楼,以拓展机场客源腹地,为航空旅客提供出行服务。深圳机场自2007年起便

依托 “经深飞”项目在周边城市建设城市候机楼并配套空地转接服务。历经多年发展,深圳机场35个

城市候机楼已覆盖周边9个城市,交通联系方式也由传统地面巴士向水上快船、商务拼车等更加多元方

式发展。依托城市候机楼这一重要载体,深圳机场实现了航空服务的延伸,编织了覆盖大湾区的航空服

务网络。

1.2 旅客服务量规模与变化

从旅客服务量上分析,近两年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旅客服务量呈现增长的态势。根据深圳机场集团

提供的2018年和2019年城市候机楼旅客服务量统计数据 (见图2),深圳机场各城市候机楼在2019年

共服务旅客186万人次,整体增长率为1%。其中,旅客服务规模前十的城市候机楼中有8家实现同比

增长。但受香港社会局势影响,香港各城市候机楼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拉低了整体增长率。分区域来

看,深圳依然是深圳机场主要客源地。深圳市内各城市候机楼旅客服务量共122万人次,约占值机总量

2031



图1 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布局

的66%;东莞地区共34万人次,约占值机总量的18%。从个体层面分析,各城市候机楼发展水平差距

较大,值机业务量呈现多级分化的特点,除深圳龙岗和深圳湾口岸旅客服务量较高外,部分城市候机楼

年旅客服务量不足5000人次。

图2 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旅客服务量统计 (2018-2019年)数据来源:深圳机场集团

1.3 服务问题

基于2019年6至8月的实地走访调研,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服务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类主要问题。
深圳机场各城市候机楼发展基础与环境差异大,部分城市候机楼功能不完善,存在 “有设施、无服务”

的问题。在值机方面,由于深圳机场开放的值机权限不同,导致各城市候机楼未能实现值机功能全解锁。目

前城市候机楼无法实现国际航班值机,部分城市候机楼无法实现深航、南航、国航、春秋航空的国内航班值

机。对比而言,广州机场城市候机楼可以实现除廉价航空外主流航空公司的国内外航班值机。在值机环境方

面,部分城市候机楼因为场地条件限制,无法提供座椅等基本的候车设施,乘客候车体验较差。
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所提供服务相对传统且品质不高,存在 “有服务、无竞争力”的问题。在地面交

通方面,深圳机场各城市候机楼的地面运输营运主体不尽相同,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各运营商更多从自身

成本利润出发,在车辆运营时间和频次方面与广州机场空港快线相比明显竞争力不足。在行李托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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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专业人员和安检设备,运输车辆空间受限,机场行李衔接能力不足等多方面原因,深圳机场城市

候机楼无法提供统一的行李托运服务。而广州机场的城市候机楼已实现国内航班的行李托运服务。

2 深圳客源腹地研判

2.1 深圳机场在大湾区内的客源分布

为准确掌握深圳机场客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分布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拓展客源腹地,我们利用

2019年3月某日的中国移动手机信令数据进行了深圳机场旅客来源地栅格分析 (见图3)。根据分析结

果可知,深圳机场旅客具有较强本地性,来自深圳市的旅客占86%。东莞是深圳机场旅客来源第二位

的城市,占旅客比例为8.2%。广州虽然有白云机场,但依然是深圳机场旅客来源第三位的城市

(2.7%),高于惠州 (1.3%)。

图3 深圳机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客源空间分布

(数据来源;2019年3月某日周移动手机信令数据)

图4 深圳机场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客源比例

(数据来源;2019年3月某日周移动手机信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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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深圳机场客源腹地竞争分析

作为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国际航空枢纽,深圳机场与广州机场在大湾区具有较强的竞争关系,双方客

源腹地存在较大重叠。为进一步研究深圳机场与广州机场的腹地竞争关系,我们利用2019年3月某日

的中国移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了深圳机场和广州机场在大湾区内的客源空间分布,并以街镇或行政区为

基本单元归集数据结果并进行比较 (见图4)。我们定义,对于一个街镇或行政区,在手机信令数据所

覆盖的24小时内到达深圳机场的人数与到达广州机场的人数比值大于1.5,则认为该区域为深圳机场

的优势腹地;如果比值小于0.5,则认为该区域是深圳机场的劣势腹地;若比值介于0.5至1.5之间,
则认为该区域是深圳机场的竞争腹地。通过分析结果发现,深圳机场的优势腹地范围为深圳市、东莞南

部、惠州南部;竞争腹地为惠州惠东、东莞北部、中山和珠海部分区域;劣势腹地为广州、惠州北部、
佛山、江门、肇庆。

图5 基于移动手机信令数据深圳机场与广州机场腹地竞争分析

(数据来源;2019年3月某日周移动手机信令数据)

3 客源腹地拓展经验借鉴

3.1 香港机场打造便捷畅通的 “陆—海—空 “多式联运新模式

香港机场一直积极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多式联运,以提升香港国际机场对大湾区的辐射能力,巩

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目前,香港机场通过陆路交通服务可以连接110个内地城镇,通过快船服务

可以连接9个珠三角及澳门的口岸,这一多样化、便捷化、高品质的服务网络为香港机场争取了大量来

自湾区腹地的客源[2]。根据香港机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2017年珠三角旅客经各口岸来往香港国际机

场超过了1405万人次,占全年旅吞吐量近20%[3]。
近期,香港机场持续完善与内地的交通接驳网络,通过提供内地码头与城市候机楼的接驳巴士,进

一步延伸 “海天联运”服务链条,打造 “陆—海—空”多式联运新模式 (见图6)。“陆—海—空”模式

虽然需要经过两次换乘,但相比传统地面巴士仍然具有服务竞争力。首先,海上快船具有时间快捷、稳

定的优势。以近期新开通的广州东站香港国际机场城市候机楼为例,通过 “陆—海—空”联运,全程时

长由原陆上4小时缩减为3小时。其次,依托海天码头在香港机场禁区的优势,广州东站城市候机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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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旅客提供预办登机、行李托运等一站式服务,全程无缝衔接,无需入境香港。最后,广州东站的城

市候机楼相比莲花山港,拉近了服务终端与旅客的距离,并且依托广州东站的高铁网络可以进一步拓展

服务范围。

图6 香港机场 “陆—海—空”联运模式

3.2 广州机场集中资源打造空港快线服务品牌

广州白云机场空港快线是白云机场航空运输服务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共有26条线路覆盖

了广东省15个城市,是白云机场航空运输网络的地面延伸和重要补充[3]。空港快线由广东省机场管理

集团控股,在业务运作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和竞争力,更注重为广州机场旅客提供高水平

服务,而非运输线路本身的营收情况。空港快线运输公司可以充分掌握各线路的运营情况,统筹调配运

力,调整运价。相比于深圳机场的机场巴士,空港快线服务时间长,班次密集,与机场航班时刻匹配度

高,容易形成 “高频次—高客流”的良性循环。空港快线拥有统一的服务车辆、标准和流程,有助于行

李托运、航空快件等服务的实现。空港快线公司还与白云机场的城市候机楼制定了阶梯式的激励机制

(见图7),根据各城市候机楼全年的旅客运输量和增长率,最高可返还约20%的巴士票款销售额,有效

激发了各城市候机楼提升自身服务水平,吸引更多旅客使用城市候机楼服务。
白云机场空港快线依靠高品质的地面运输服务有力支撑了广州机场在大湾区的核心国际枢纽地位。

在与出租车、网约车、地铁等其他交通方式的竞争中,空港快线的市场占有率高达16%,相比之下,
深圳机场的机场巴士市场占有率仅为3.4%。

3.3 上海机场联合东航打造高品质联运服务

上海机场早在2011年建立的虹桥枢纽浦东远程候机楼和昆山城市候机楼时就坚持提供行李托运服

务,保障远程值机服务的完整和完善,满足高端客户需求,提升客流质量。上海机场还充分与主基地航

空公司东航通过战略合作来共同推动腹地服务业务的提升,充分发挥航空公司在拓展客源方面的积极性

以及在产品设计方面的灵活性。自2012年,东航与上海铁路局共同推出了国内首个空铁联运产品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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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广州机场空港快线与深圳机场巴士车票销售返点机制对比

铁通”,实现铁路与民航的代码共享[5]。旅客在购买东航机票的同时,便可以购买包含高铁 “虚拟航班”
的组合票,并可以享受价格优惠。“空铁通”服务的实现得益于上海虹桥枢纽铁路与机场紧邻布设的设

施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铁路和航空双方建立了一系列保障措施确保空铁联运的高效运作。例如,上海

铁路局和东航将分别在虹桥火车站和虹桥机场互设服务柜台,增设空铁中转引导标识,购买 “空铁通”
产品的乘客还可以在机场优先值机,实现快速便捷中转。此外,东航与上海铁路局在延误改签、应急互

补等配套服务方面取得了共识,“空铁通”旅客在发生航班或火车延误时,可享受航空公司与铁路的互

为免费改签服务[6]。

4 深圳机场客源腹地拓展对策

围绕旅客出行链的相关环节,从城市候机楼布局、服务功能、地面交通、联程运输四个主要方面,
提出深圳机场客源拓展的具体方案。

4.1 优化城市候机楼布局

对于深圳机场不同类型的客源腹地,所面临的客源基础以及与其他机场竞争情况是不同的,应采取

不同的城市候机楼拓展策略。针对优势腹地,在考虑现有运输线路和地铁线路竞争的基础上,挖掘有需

求但缺快捷交通联系的潜在片区,通过增设城市候机楼和配套交通补齐服务空白,完善城市候机楼布

局。基于手机信令分析结果,深圳市内的石岩、平湖、高新园北地区以及东莞市内的虎门、常平、塘

厦、凤岗地区都具有较高的旅客需求 (见图8和图9),但目前没有城市候机楼服务覆盖,可以结合穗

莞深城际站和汽车站增设城市候机楼。另一方面,应强化深圳机场与深圳市内核心交通枢纽的联系,在

福田站、深圳北站、罗湖站等主要城市枢纽设立城市候机楼,提供值机办理、航班信息、交通指引等航

空服务,强化城市门户间的互动联系。
对于竞争腹地,特别是珠江西岸地区,应充分考虑深中通道开通对于深圳机场可达性的影响。在深

中通道开通前,应充分发挥深圳机场福永码头水上航线对珠江西岸快捷可靠的服务优势,丰富水上航线

网络,并在对应港口设立城市候机楼。也可借鉴香港机场经验,在中山古镇及江门东区域设立城市候机

楼,通过巴士接驳中山港实现 “陆—海—空”联运。在深中通道开通后,深圳机场对中山、珠海的地面

可达性大幅提升,应进一步细分需求区域,加密在中山和珠海市内的城市候机楼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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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深圳市内城市候机楼服务空白区域识别

(数据来源;2019年3月某日周移动手机信令数据)

图9 深圳市周边城市候机楼服务空白区域识别

(数据来源;2019年3月某日周移动手机信令数据)

对于劣势腹地,虽然广州、香港本地已有较强的本地机场服务,但手机信令分析结果仍反映出一定

规模的往来深圳机场的旅客需求。应积极争取利用城际轨道站、长途客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布设城市

候机楼,进一步挖掘和激活旅客需求。

4.2 完善候机楼功能

值机是城市候机楼最基本的功能,深圳机场应保障设备投入,规范服务标准和考核机制,打通操作

平台,保障国内值机服务的全解锁,争取国际值机功能逐步放开。
推广行李直挂业务是提升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服务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通过较小的成本投入,能带

来较大的服务品质提升。目前,深圳机场东莞城市候机楼能够提供较为成熟的行李托运服务,该服务解

放了旅客的物理空间,免去了旅客在机场等候托运的时间,显著提升了旅客的满意度,也是其面对其他

城市候机楼和网约车挑战的核心竞争力。深圳机场应充分总结广州机场在东莞城市候机楼行李托运服务

流程和业务经验,充分考虑各城市候机楼现有条件和运输场景,设计行李托运业务的服务流程,明确服

务标准以及人员设备要求,在其他城市候机楼进行业务推广,全面提升深圳城市候机楼的服务品质。

4.3 强化地面交通能力

稳定可靠的地面交通服务是城市候机楼的核心竞争力,只有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才能保障客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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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东莞城市候机楼行李托运全流程示意图

深圳机场应重视地面交通接驳服务,加强资源投入和整合,分不同场景类型提升机场接驳交通服务

水平。
对于市内的交通联系,深圳机场应利用深圳机场330巴士改革契机,探索与专业运输公司开展330

线路的合作经营。以白云机场空港快线为标杆,借助专业运输公司打造深圳机场巴士服务品牌,提升服

务能力与范围,为市内城市候机楼提供公交化的地面交通服务。对于异地候机楼的地面联系,建议参考

香港模式,以单条运输线路为单位,通过谈判或公开招标的方式,设定明确的服务要求和考核标准,择

优选择具有资质的交通运输服务提供商,全面建立类似于香港永东巴士、冠忠环岛、港中旅多家服务运

营商构成的服务网络。对于具有品牌价值但市场需求较弱的异地候机楼,应由机场集团主导投入资源,
建立基本的地面运输保障。针对部分客源需求较小,不足以支撑固定服务班次的候机楼,可以借鉴e巴

士等定制巴士服务经验,允许专业运输公司在客流较低的线路或时段考虑辅以灵活性强的商务小巴或大

巴,为城市候机楼提供分层级的交通服务。

4.4 构建多式联运服务生态链

为打造高效便捷的深圳机场多式联运服务,除了加强设施联系、提升换乘效率外,应重点推动不同

交通运营主体间的合作,建立信息和运营共享机制,推出方便惠民的联运服务产品。
深圳机场应充分借鉴东航 “空铁通”、国泰航空 “海天一票通”和 “陆天畅行通”经验,支持与推

动航空公司与铁路公司、船务公司、地面交通运营商的代码共享业务,通过国际航协代码将航班信息、
船班信息、售票信息、旅客信息综合到电子业务平台上操作,实现客流全程电子化管理,并在代码共享

的基础上,设计和推广一票通产品,丰富全流程的出行服务产品。另一方面,深圳机场应整合不同航空

公司与交通服务提供商之间服务产品,搭建多式联运产品服务平台,实现多接驳方式的广覆盖,同时为

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图11 由机场搭建多式联运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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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提升地面服务网络品质并持续拓展客源腹地是深圳机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的必然选择。在粤港澳大

湾区多个国际航空枢纽腹地重叠竞争的格局下,深圳机场现有的城市候机楼及地面交通服务仍存在功能

不完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直接限制了深圳机场辐射范围和旅客服务水平。在学习借鉴国内其他机场

腹地拓展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城市候机楼布局和功能、强化地面交通服务、推动多式联运服务,将

有助于深圳机场提升地面服务网络水平,吸引更多大湾区内的旅客选择深圳机场出行,助力国际航空枢

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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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背景下组团城市综合型枢纽发展策略
———以佛山市高明高铁站为例

廖建奇 王琢玉 李健民

【摘要】 随着都市圈的迅速发展,相邻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协调发展是未来都市圈的发展趋势。组团

式城市是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产物,也是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进入高铁时代后,高铁枢纽布局及发展策略与城市

空间形态的关系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从都市圈发展入手,对组团城市的综合型枢纽发展策略及选址规划进

行探索,并以佛山市高明高铁枢纽站为例,通过分析都市圈发展趋势,识别机遇与挑战,制定出选址方案。
【关键词】 都市圈;组团式城市;综合型枢纽;发展策略;选址规划

0 引言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

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发改规划

〔2019〕328号),未来将 “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 (镇)同城化发展为方向,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

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近年来,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已取得一定进展,随着高速铁路时代的到来,城市时空距离大幅缩减,

时空可达性迅速提升,都市圈城市的联系更为紧密,同城化趋势日益显著。高速铁路站点不再是独立的

铁路客运站,逐渐成为城市乃至都市圈重要的交通枢纽,将高速铁路与城市交通融为一体,以交通功能

引导城市土地开发,带动城市发展。都市圈内的高铁枢纽相互连接形成功能各异的枢纽群,通过轨道交

通的管道效应,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由于高铁枢纽具有 “对上融入区域、对下服务城市”的功能特点,高铁枢纽选址及发展路线应结合

都市圈发展、城市空间形态、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综合考虑,既要融入都市圈发展格局、提升区域竞争

力,也要符合城市空间结构特点及枢纽自身定位,服务城市居民,提供便捷、集约化的综合交通服务,
支撑城市发展及土地开发。

我国的高铁发展时期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积极探索综合型高铁枢纽发展策略,
对带动城市结构调整和城市规模扩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城市形态分类

1.1 单中心城市

单中心城市是最为简单、原始的城市结构形态之一。城市的人口与就业岗位大部分分布于城市核心

区,城市拥有强核心的集聚效应,集中城市功能,带动和辐射周边区域发展。土地增值效应明显,地价

更高,但易造成人口分布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问题的隐患增加。对交通压力较大,潮汐式明显,但交

通设施使用效率更高,回报率更高。强核心容易吸附市郊地区的发展活力,造成发展的不均衡。

1.2 组团型城市

20世纪40年代,美国地理学者C.D.哈里斯 (Harris)和E.L.乌尔曼 (Ullman)在研究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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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空间结构情况之后,初步提出了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他们发现了除中央商务区外的城市

次中心的存在。他们认为,相较于中小城市而言,大城市具有更多、更专业化的城市中心。
20世纪70年代,Henderson等人认为:在交通模式一定的情况之下,单中心城市会随着交通拥挤

的增加和通勤费用的提升,迫使居民和企业搬出原有的市中心,同时远离城市中心的部分条件较好的地

区逐渐发展,从而形成越来越多的副中心,共同构成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因此,组团型城市是单中

心城市演化的产物之一。
组团型城市存在多个组团中心,人口分布均衡。各组团人口密度、就业岗位无显著差异,平均通勤

距离较短,交通出行以组团内部出行为主。就业岗位分布均衡,各城市各具产业特色,实现错位竞争和

分工合作。土地价值相对稳定,人口分布和城市服务均质化。
各区域均衡化发展会导致城市功能设施的重复建设,融合机制较为松散,缺乏资源整合的能力和意

愿,限制了整体的竞争力,通常以经济和工业发达构建自身的地区辨识度。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内众多大城市都呈现出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特

征,或者正在提出向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转变的空间发展战略。纵观国内外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

的发展历程,总体来说,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对破解大城市出现的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问题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

2 枢纽分类

根据轨道交通枢纽的功能定位,可将枢纽大致分为中心枢纽、综合枢纽、区域对外枢纽及新城通勤

枢纽四类,如下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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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枢纽分类示意图

中心枢纽一般位于城市中心区,是市中心的普速铁路车站。进入高铁时期后,通过改扩建的方式成

为中心城区轨道交通枢纽,如广州站、武昌站、深圳站等。
综合枢纽是城市扩张的产物。随着中心城区用地开发强度增加,许多城市开始谋划在集中建设区边

缘新建高铁站点,支撑城区扩张,带动城市发展。综合枢纽一般位于城市集中建设区边缘,如武汉站、
南京南站、广州南站等。

区域对外枢纽为依托机场建设的大型枢纽,集空、铁、陆于一体,主要承担城市对外的交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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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海虹桥站、首都国际机场站等。
新城通勤枢纽一般位于主城区周边的卫星城中心,主要承担卫星城与主城之间的通勤联系,如北京

亦庄站、广州南沙站等。
四种枢纽的选址、发展趋势、功能、引入线路类型如下表1所示。

表1 各类枢纽概述

枢纽类型 选址 发展趋势 功能 引入线路类型

中心枢纽 中心城区
与中心城区互动,集约

利用土地
主要服务于老城区

主要为普速铁路、城市轨道快线、城

市轨道普通线,兼顾高速铁路、城际

铁路

综合枢纽
集中建设区

边缘

与主城区融合,带动中

心城区适当扩张

主要服务于城市集

中建设区

主要为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

道快线,兼顾城市轨道普通线

区域对外枢纽 城区外围
带动城市扩张,适当发

展空港新城
主要服务于城市群

主要为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

道快线,兼顾城市轨道普通线

新城通勤枢纽 卫星城中心 促进卫星城发展
主要服务于组团及

周边地区
主要为城际铁路、城市轨道快线

3 案例分析———珠江肇高铁高明站

3.1 研究背景

高明区是广东省佛山市五个行政辖区之一,位于广东省中部,粤港澳大湾区西翼,是珠江、西江交

汇的重要节点。高明区东北隔西江与南海区、三水区相望,南与鹤山市相邻,西南与云浮市新兴县相

连,西北与高要市接壤。
根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珠三角枢纽 (广州新)

机场、珠江肇高铁高明站将落户佛山市高明区。为此,高明区将把握全新的 “机场+高铁”双枢纽发展

机遇,构筑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等级公路为主体的城际快速交通网络。
目前,珠三角枢纽 (广州新)机场选址已基本明确,位于高明区更合镇,北邻肇庆。未来高明区将

依托机场打造空港组团,与高明区中心城区的高明组团形成高明区的两大发展核心。

图2 高明区高铁及城际铁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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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高明组团与空港组团示意图

珠江肇高铁高明站选址目前处于前期研究阶段。广东省明确2020年12月开工建设深南高铁江肇

段,因此,需尽快确定高明站选址和线位方案,支撑佛山市空间规划临空组团和高明组团发展,力促高

明区成为广佛区域向粤西辐射的交通枢纽门户。

3.2 定位识别

根据前述的枢纽分类,高明站位于佛山市西部,距离佛山中心城区约17km,未来将引入广湛高

铁、珠江肇高铁、深南高铁与肇顺南城际,其中高速铁路承担对外交通联系,城际铁路主要服务于城市

群客运交流。因此,高明站是综合型枢纽,承担城市综合交通服务功能,集对外与城市交通枢纽于

一体。
本章将以高明站为例,对多组团城市的综合型轨道交通枢纽的选址原则及发展策略进行探索。

3.3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城市的空间形态与交通之间存在闭环反馈机制,城市的空间布局产生城市活动和交通出行,反之,
城市交通出行也将支撑城市空间拓展。交通枢纽的选址应基于城市空间形态考虑,既符合城市空间布

局,又能引领城市空间布局良性发展。
根据地租理论,时空可达性是联系城市空间与交通系统的决定性要素。轨道交通具有 “管道效应”,

图4 交通-空间闭环反馈机制

引领城市珠链式发展,轨道交通站点的时空可达性决定了其在城市空

间中的服务水平,是实现枢纽功能的重要支撑。
基于上述理论依据,高铁线站位规划应立足于城市空间的角度统

筹考虑,秉持 “先站后线,以站定线”的原则,强调站点对城市发展

的支撑、引领作用。在明确枢纽定位及其与城市空间关系的基础上,
借鉴成功经验,剖析枢纽功能与发展时机,制定发展策略及选址方案,
如图4所示。

3.4 案例借鉴———东京新宿站

东京新宿站位于东京都市区中心城区边缘,铁路枢纽和城市土地开发有很强的耦合性,公共交通和

土地资源紧密结合。其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为铁路枢纽组团与城市主中心融合发展。从六十年代至今,新

宿副中心逐渐与都心融合,从城市中心区边缘的节点发展成为中心城区边缘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支撑

中心区的扩张与城市的发展。
目前,新宿的经济、行政、商业、文化、信息等部门云集于商务区,金融保险业、不动产业、零售

批发业、服务业成为新宿的主要行业,人口就业构成已接近东京都中心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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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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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新宿副中心发展历程:处于城市中心区边缘,逐渐与都心融合

3.5 发展趋势研判

3.5.1 发展都市圈枢纽经济

从都市圈视角来看,广州市与佛山市将推进 “广佛同城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广佛极核,形成

广佛都市圈。广州未来将形成 “五主四辅”枢纽格局,与佛山共建湾区铁路枢纽群。广佛中心城区范围

内,佛山中心城区枢纽群 (佛山西站、佛山站)将作为广州主枢纽群 (广州南站、广州站、棠溪站)的

辅助,共同带动广佛核心区发展。
高明站作为综合型交通枢纽,是广佛都市圈的西南辅枢纽,将与机场站一起组成都市圈西部枢纽

群,带动都市圈西部的高明组团、机场组团以及西樵组团、九江—龙江组团发展。

3.5.2 融入市域综合交通网络

佛山市前三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着力于佛山主中心与顺德副中心,至2021年,高明站方有城市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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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广佛都市圈枢纽格局

道交通线路引入。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和建设计划调整的难度较大,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时序来看,高明

区相对被动,未来城市轨道交通资源有限。

图8 佛山轨道交通建设计划示意图

日前,国家正加快推进 “新基建”,高明站作为近期建设枢纽,应把握契机,全面、主动地融入市

域综合交通体系,进一步增强对城市的服务功能,带动区域发展。

3.6 应对策略

高明站的选址规划落后于市域综合交通规划,应采取 “对上支撑,对下融入”应对策略,对上支撑

空间结构,引领区域发展,对下全面对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顺应城市与交通发展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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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应对策略

3.7 枢纽功能分析

3.7.1 佛山枢纽群的危机———资源,也是竞争

佛山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均在广州枢纽群30km辐射范围内,可借助先天的地理优势共享广州枢纽

资源,也面临广州枢纽抢夺客流的危机。

图10 广佛现状枢纽格局

3.7.2 佛山市域枢纽站现状分析

现状佛山市域内的高铁枢纽站仅有佛山西站,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现状客运量偏低:佛山西站规划客运量高于广州东站,现状客运量仅为广州东站的21%;
2.现状利用率较低:佛山西站现状发车94对/日,仅占设计能力的18.3%。
佛山西站现状问题的主要成因为地铁接驳体系尚未形成,周边用地开发未能与核心区融合,导致佛

山西站现状客运量及利用率较低。

3.7.3 高明站的机遇与挑战

高明站主要服务于佛山西南部地区,位于广州枢纽群30km辐射范围之外,地理位置优越,广州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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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抢夺客流的风险不高。但高明站远期发车对数135对,远少于广州主枢纽,规模与客流吸引力有限。
根据苏州市经验,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是铁路枢纽客运量增长的新契机。苏州站近十年曾出现2次

客流骤增拐点。2013年,苏州站扩容,客流出现剧增。2014年,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建成通车,苏州

站2014年客运量增幅为5年内最高,如下表11所示。

图11 苏州站客运量及年增长率

为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根据高明站发展趋势的研判及相关城市经验,高明站亟需巩固佛山西南地

区的客流,与用地规划及城市综合交通结合,增强时空可达性,提升服务水平。用地规划方面,高明站

定位为综合型枢纽,应设置在建成区内,位于城市中心区边缘,枢纽站周边的高铁新城宜与上位规划中

的高明组团融合发展;城市综合交通方面,高明站应同时承担对外交通和对城市内交通的服务,应牢牢

把握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时机,主动融入城市轨道交通体系,提升客流吸引力。

3.8 枢纽选址方案

3.8.1 选址范围

国家发改委于2018年印发了 《关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 “新建车

站选址尽可能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成区,确保人民群众乘坐高铁出行便利。”
此外,佛山市已建及已规划的主、辅枢纽中,基本均位于城市各组团中心3km以内,如下图12、

表2所示。
表2 佛山市域范围内已建及已规划枢纽选址

枢纽名称 枢纽级别 选址 与组团或城市中心距离

佛山站 主枢纽 禅城区城北片区 位于主城区

佛山西站 主枢纽 南海区狮山镇 2.8km

新机场站 主枢纽 高明区更合北 位于空港组团

三水南站 辅枢纽 三水区洲边村 5km

顺德学院站 辅枢纽 顺德区欢乐海岸东侧 2.5km

在城市用地及空间形态方面,高铁站点在城市内部的服务范围一般为10km以内,根据国家要求及

其他枢纽选址经验,站点5km以内需要有效覆盖城市中心或组团中心。因此,建议高明站选址距离高

明组团范围0~2km,最远不超过5km。在城市交通接驳方面,高明站应与已规划的地铁站换乘,宜设

于地铁2号线站点周边800m范围内、有轨电车站点周边500m范围内。地铁2号线在高明区的3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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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广佛都市圈枢纽格局

划站点周边800m范围均位于有效覆盖组团中心的范围内,而有轨电车沿线500m范围内大部分为城市

建成区,土地开发强度高,无法控制枢纽用地。
综上,建议考虑将高明站设于地铁2号线二期3座站点周边800m范围内。

图13 高明站选址推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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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方案比选

梳理地铁2号线3座站点周边800m范围及地铁延伸范围内的用地条件,筛选出4个站点方案,分

别位于四方车辆公司东侧、西侧及有轨电车荷城站南侧、北侧。根据四个高明站选址方案分别制定线位

方案,如下图14、图15所示。

图14 四个选址方案

图15 四个线位方案

综合考虑征拆量、最低车速、用地规划协调难度及对城市景观的影响等因素,推荐选址方案2,如

下表3所示。

表3 方案比选

方案 站点选址
征拆量

(m2)
最低行车速度

(km/h)
协调难度

对城市

景观影响

方案1
四方车辆公司、地铁2号线西安站

西侧
159271.6 200 中等 较少

方案2
四方车辆公司东侧、地铁2号线高明

站西侧
128062.9 230 中等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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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案 站点选址
征拆量

(m2)
最低行车速度

(km/h)
协调难度

对城市

景观影响

方案3 有轨电车荷城站南侧 98714.2 230 较高 较大

方案4 有轨电车荷城站北侧 44658.8 230 较高 较大

4 小结

本文从都市圈发展入手,对组团城市的综合型枢纽发展策略及选址规划进行探索。以佛山市高明高

铁枢纽站为例,综合考虑广佛都市圈的发展、佛山枢纽群在都市圈中的功能定位、高明站的机遇与挑

战,归纳总结出高明站的发展策略,即在空间形态上与主城区融合发展,在交通体系上主动融入既有交

通规划,对上支撑城市空间结构发展与重塑,对下全面对接市域综合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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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同背景下组合港发展模式研究及对深圳港口的启示

钟 靖 周 军 邓 琪

【摘要】 组合港是指拥有共同的发展目标、腹地及标准,统一规划、建设、管理港口资源资产所形成的一体化的港口

组织或联合体,是政府统一管理、拓展货源腹地、对抗同类竞争等一系列因素下的产物,在实现资源整合利用、提升区

域港口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深入剖析国内外组合港发展历程基础上,总结了组合港发展模式与经验,分

析组合港发展驱动力及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结合深圳港口区位、设施、运营状况等因素,分析深圳建设组合港

的必要性,并结合 “惠盐组合港”经验提出深圳建设组合港的发展思路,可为组合港的规划建设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组合港;发展模式;区域港口协调

0 引言

港口是综合交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区对外贸易的关键节点,对支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工程技术不断进步,港口建设持续加速,数量与密度不断增加。港口腹地的交

叉性和码头功能的相近性,使得临近港口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导致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为整合区域

港口资源、提高区域港口竞争力、提升区域港口综合效益与效率,组合港应运而生。组合港并非港口间

的简单合作,而是拥有共同发展目标、货源腹地及经营标准,统一规划、建设、管理港口资源资产所形

成的一体化的港口组织或联合体[1]。。本文通过对不同模式下国内外组合港发展历程分析,总结得出组

合港发展模式特征、驱动力与实施障碍,并以深圳港为例,提出区域协同背景下深圳组合港的发展思路

与策略。

1 组合港发展模式分析

我国早在1996年就提出以组合港为核心的港口建设模式,旨在通过对已有港口资源的整合,加强

各港口之间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国外一些港口则联合周边城市港口形成同盟,对港口进行统一的规

划、建设、管理,以提高核心竞争力。结合以往实践,组合港可根据促成组合的主体大致分为政府主导

的组合港和企业主导的组合港[2]。下面将结合案例,对这两种组合港发展模式进行剖析。

1.1 政府主导的组合港

1.1.1 纽约—新泽西组合港

纽约新泽西港是美国东海岸第一大集装箱港口,是美国重要的产品集散地,也是全球重要的航运交

通枢纽。纽约新泽西港由纽约港和新泽西港组合而成,因两个港区均位于纽约湾沿岸,地理位置接近却

分属两个州,历史上两地曾因港口问题爆发过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使两港更好地发展,1921年4
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政府共同成立联合机构,将两港进行统一开发和管理,该管理机构于1972年正式

定名为 “纽约新泽西港务局”。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实施 “地主港”管理模式,即港务局拥有港口沿岸土

地征用权,有权建造、购买、出租或经营港区内所有设施,也可以向使用这些设施的人收费,通过该模

式为港口筹集建设所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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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东京湾港口群

东京湾区内现有6个重要港口,分别为东京港、川崎港、横滨港、千叶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
各港口分别承担不同职能,保持经营独立的同时优势互补以实现错位发展。东京湾港口群2019年货物

吞吐量5亿吨以上,超过香港与深圳港的总和,有效支撑了东京湾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东湾港口群协调发展得益于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年,为打破东京湾各港口各自为战、混乱

竞争的局面,日本政府制定 《港湾法》,规定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全国港口发展的长期计划,决定整个国

家港口发展的数量、规模和政策[3],各个港口则由地方港口管理机构在全国港口总体发展框架下制定各

自的年度预算和发展策略。为进一步促进湾区港口协调发展,1967年日本运输省港湾局提出 《东京湾

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将六大港口整合形成分工不同的广域港湾体系,有效解决东京湾区内部港口竞

争的同时提升了区域港口对外竞争力。2008年,东京与川崎和横滨三个市政府进一步合作,成立 “京
滨港协议会”,并制定 《京滨港综合规划》,按照各自优势相互补充,成为一个优势共享的整体。2015
年京滨港口群 (包含东京港、横滨港和川崎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752万标箱,超过了纽约新泽西港。

图1 竞争状态 (左)与整合后 (右)的港口群[3]

1.1.3 欧洲港口群

欧盟现有一千多个大小港口,分别属于20个国家,年处理货物超过50亿吨,承担欧盟与第二世界

国家贸易的90%,以及欧盟内部30%的交通运输量[4],在欧盟对外国际贸易与共同体内部贸易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协调欧洲地区港口发展、制定适宜各港口及欧盟整个区域的运输政策,欧盟于

1993年成立欧洲海港组织 (ESPO),其成员主要由欧盟各海港的港务局、港口行政部门以及港口协会

组成。欧洲海港组织通过议会的形式协调各港口之间的利益,其主要目标是参与制定欧盟海运政策,倡

导各港口有序自由竞争,不直接干涉港口的日常运营与建设。欧洲海港组织的成立推动了欧洲港口的整

合,使得欧洲各港口形成联系紧密、合理分工、有序竞争的整体,极大地增强了欧洲港口群的国际竞

争力[4]。

1.2 企业主导的组合港

企业主导的组合港主要由码头公司或跨国航运公司牵头,通过投资码头建设或船公司航线挂靠实现

跨区域港口之间的组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码头公司通过投资码头建设 (主要是集装箱码头),以资

金为纽带建立利益关系,实现各港口的集中统一管理与相关业务协调,典型案例有香港和记黄埔港口集

团。香港和记黄埔港口集团目前已经持有全球27个国家、52个港口的股份,其中包括全球集装箱吞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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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排名前几位的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及深圳港,以及欧美、中东、非洲、澳洲等地的大小港口。

图2 香港和记黄埔港口集团全球码头布局图 (图片来源:和记黄埔港口集团网站)

除港口企业直接投资外,船公司航线挂靠也能促使不同港口之间形成组合港,但这种组合关系可能

随着船公司航线变化而中止。如2001年马士基航运公司将其在马六甲海峡的班轮航线挂靠港由新加坡

转移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因此脱离该航线组合港行列。此外,还有港口间相互参股或通过码头公司直接

收购或兼形成港口组合的情形,如青岛港和威海港联合成立合资公司,将原本处于竞争状态的几个港口

联合起来共同经营业务,增强区域港口总体竞争力的同时巩固了青岛港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1.3 组合港发展模式小结

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是组合港的两种主要发展模式,两种模式有各自的优缺点,实际操作中同种模

式下也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在政府主导模式下,有些组合港是在政府推动下进行资产重组、以利益为纽

带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纽约新泽西港,有些组合港仍保持各自独立经营、仅因共同战略目标组合在一

起,如东京湾六大港口,有些组合港则与竞争对手相互联合以谋求更大的发展,如欧洲港口群。这种模

式的优势在于,政府部门是组合港的管理主体,能够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并协调各港口关系,抑或通

过制定政策对港口发展进行有意识的引导,但政府主导可能因偏离市场规律、无法满足企业实际需求导

致组合失败。
企业主导模式有企业投资码头建设、集装箱班轮航线挂靠、港口相互参股形成组合港等多种情况。

相较于政府主导的组合港,企业主导模式下促成港口组合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与发展

策略制定港口投资运营的最佳组合。此种模式充分贴近市场需求,能够最大程度调动市场积极性,但受

企业层次限制,无法从更加宏观的层面协调各方关系,也无法顾及全社会总体效益。
政府主导与企业主导两种模式各有优势且相辅相成,两种模式联合使用可能更有利于发挥组合港的

积极作用。

2 组合港发展驱动力及实施障碍分析

2.1 组合港发展驱动力

2.1.1 港口资源共享

将相邻港口组合实现资源共享是组合港发展的驱动力之一。相邻港口由于地理位置相互靠近,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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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地发生争夺岸线、航道、水域等资源的情况,而将相邻港口进行组合能够较好地解决这方面问

题。如纽约港和新泽西港均位于纽约湾区,共用纽约港湾和哈德森河航道,将二者组合较好地避免了两

地港口因争夺港湾和航道资源而持续爆发冲突,组合后统一开发建设的港口也提高了港口资源的利用效

率。国内上海、江苏、浙江三地也为统筹长三角沿海岸线资源成立上海组合港,江苏、浙江省还各自成

立了省级层面的港口集团以协调利用省内港口资源。

2.1.2 避免恶性竞争

实现腹地与客户资源共享、避免恶性竞争是组合港发展的驱动力之二。相邻港口不仅存在港口资源

相互争夺的情况,还存在腹地范围高度重叠、客户资源相互竞争的问题,将相邻港口进行组合并进行专

业化分工能够有效避免港口之间的恶性竞争。例如,东京湾六大港口均以东京湾区为腹地,整合前相互

挤占市场、内耗严重,直到日本政府将几个港口整合形成分工明确的广域港湾,各港口各司其职,共同

支撑东京湾区的社会经济运转,东京湾港口群也因此得到长足发展。

2.1.3 共同应对竞争对手

联手共同应对国内外强大竞争对手是组合港发展的驱动力之三。如瑞典哥本哈根和马尔默港口为应

对斯德哥尔摩等港口的竞争联合建设哥本哈根—马尔默组合港,纽约新泽西组合港在应对美国东海岸巴

尔的摩、弗吉尼亚等港口竞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1.4 优势相互补充

通过组合取长补短是组合港发展的驱动力之四。不同港口因区位、自然条件、所在城市性质等因素

具有不同发展特征,将优势互补的港口进行组合有利于提升港口总体效益。例如,纽约港位于经济中心

纽约,岸线与后方陆域资源相对紧张,而新泽西港土地资源相对宽裕,二者组合可以发挥各自所长,较

好地支撑纽约都会区发展。

2.1.5 资本促进组合

同属于某一码头公司控股或同为船公司某一航线挂靠港是组合港发展的驱动力之五。这一因素及其

作用在上一章 “企业主导的组合港”中已进行详细分析,此处便不再赘述。

2.2 组合港实施障碍

2.2.1 行政管理体制难以突破

港口组合并非港口本身的简单合作,这其中往往需要突破行政边界,涉及海关、边检、海事等查验

部门管辖范围的矛盾以及港口规划编制与审批的矛盾。

2.2.2 复杂利益关系难以处理

港口涉及国家、省、市等多级政府及港口企业本身的发展战略、目标与利益分配问题,港口组合需

要在各方利益中寻找平衡点。

2.2.3 公共基础设施整合难度较大

港口组合需要对航道、岸线甚至公路、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整合,或对组合港的价格、服务、
管理模式进行统一,实施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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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深圳建设组合港的思考

3.1 深圳港口概况

深圳港位于珠三角南部、伶仃洋东岸,毗邻香港,是华南地区重要的集装箱干线港之一,2019年

集装箱吞吐量2577万标箱,位列全球第四。深圳港由多个港区组成,包括东部的盐田、大鹏港区,西

部的南山、大铲湾、大小铲岛、宝安港区,其中现状集装箱业务主要由盐田港区和南山港区承担。深圳

各港区产权相对分散,如盐田港主要由香港和记黄埔港口集团和盐田港集团控股,南山港区的产权主要

由招商局集团掌控,大铲湾则主要掌握在盐田港集团及香港九龙仓手上。深圳政府负责制定港口发展规

划,不直接掌握港口产权,也不直接参与港口的日常经营。相对分散的产权导致深圳各港区基本保持独

立经营,在货源地、航线布置方面甚至存在相互竞争的情况。

图3 《深圳港总体规划》港区分布图

3.2 深圳建设组合港必要性分析

除深圳港外,粤港澳大湾区内现有多个港口,包括香港港、广州港、虎门港、珠海港等,其中深

圳、香港、广州三个港口承担了湾区95%以上的业务量,是粤港澳大湾区内三个主要的枢纽港。三大

港口中,深圳港是华南地区重要的集装箱枢纽港,目前集装箱吞吐量位居第一,以外贸业务为主,近年

业务量呈缓慢增长趋势;香港港口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枢纽港,均为国际业务,但近年受珠三角产业

转移、相邻港口竞争等因素影响业务量逐步下降;广州港是华南地区重要的枢纽港,目前内贸、外贸业

务各占半壁江山,因政府政策支持、靠近货源地等因素近年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迅速。深圳港与广州、香

港港口地理位置相互靠近、业务类型基本相似、腹地范围高度重叠,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竞争。另

外,深圳土地资源紧缺,港口后方陆域空间不足,已无空间扩建新的码头设施,深圳港口发展面临瓶

颈。在此情况下,与周边港口建立组合港成为破解以上问题的有效手段。

3.3 “惠盐组合港” 经验与思考

2019年10月22日,深圳与惠州共同体推进的 “惠盐组合港”正式开通,盐田港与惠州港正式形

成组合港。两个港口在功能组合、产业互补、港口合作的基础上,突破常见组合港形式实现了 “两港合

一”,即盐田港为枢纽港、惠州港为其支线港,盐田港将 “闸口”延伸至惠州港,企业将货物交到惠州

港视同交到盐田港,而惠州港作为盐田港的 “门户”和 “触手”,直接将其辐射带动能力向内陆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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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深圳、香港、广州港口历年集装箱吞吐量变化趋势

两港之间通过专用驳船进行运输。“惠盐组合港”的开通,有利于统筹利用盐田港和惠州港的码头资源,
降低惠州、河源以及广东东部地区、赣闽地区通过盐田港进出口货物的物流成本 (每个标箱运输成本将

减少300~500元),同时能够有效减轻盐田港进出口货物查验压力及后方疏港交通压力 (每年约减少

25万车次货柜车辆),在保持盐田港国际物流主通道地位的同时,为盐田区 “物流枢纽”建设腾出了

空间。
“惠盐组合港”的建设为深圳破解港口发展难题提供了一定解决思路,但其成功的背后存在一些其

他组合港难以复制的前提:惠州港与盐田港均为香港和记黄埔港口集团主要控股的港口,二者均位于深

圳海关所辖关区范围。从发展模式看,“惠盐组合港”属于政府和企业共同推进的组合港,两个港口在

业务往来、海关查验安检互认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推进 “两港合一”、“一关两港”的新型组合港过程中

较为顺利,若与其他港口组建组合港可能存在一些不可预知的障碍。

3.4 深圳建设组合港发展思路

从货源地分布看,深圳港位于珠江东岸,其现状货源主要来自深圳、东莞、惠州等珠江东岸临深城

市,珠江西岸及其他地区分布较少。“惠盐组合港”的成功组建可将深圳港货源地向惠州东部、潮汕等

粤东地区拓展,为进一步扩大深圳港在华南地区的辐射力,未来深圳港可优先考虑向珠江西岸城市拓

展,如与中山、江门等港口形成 “枢纽+支线”形式的组合港,以扩大深圳港在粤西地区的影响力。但

粤西地区已非深圳海关管辖范围,建设组合港需要突破行政管理体制与企业的双重障碍,需政府与企业

共同推动方可成功。

图5 深圳港口货源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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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组合港是不同港口的联合体,拥有共同的发展目标、腹地及经营标准,港口资源资产受统一的规

划、建设、管理,在整合港口资源、避免恶性竞争、推展货源腹地、提高总体效益等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政府主导的组合港和企业主导的组合港是组合港的两种主要发展模式,其发展驱动力包括促进港口

资源共享、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应对竞争对手、优势相互补充及资本促进组合等因素,但实施过程也可

能遇到行政管理体系难以突破、复杂利益关系难以处理、公共基础设施整合难度大等问题。本文在总结

国内外组合港发展模式基础上,结合深圳港现状及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深圳建设组合港的思路

与思考,为组合港规划建设提供了一定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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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更新改造策略研究
———以潍坊火车站为例

桑 珩 张晓明 魏增超

【摘要】 城市中心区火车站一般为普速铁路时代的主要对外交通枢纽,在以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为主导的新一轮城镇

化背景下,面临着带动城市融入城市群、重塑城市中心活力的重任,亟需解决积久而成的多重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中心

区铁路枢纽面临的站城关系割裂、枢纽规模受限、交通组织混乱等问题以及新一代铁路枢纽发展趋势,并结合国内外先

进枢纽建设案例加以印证,最后以潍坊火车站更新改造为例,从枢纽重新链接城市以及交通组织优化两方面,详细阐述

了中心区老火车站更新改造策略。
【关键词】 中心区铁路枢纽;更新改造;链接城市;交通优化

0 引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

镇格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大量城市依托高铁和城际铁路迈入了

共建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进程中。高铁、城际铁路大量引入老火车站后,站房规模不足、接驳设施不完

善、与新建高铁站之间缺少协同的问题凸显,各大城市相继开启了老火车站的更新改造,一线城市基本

已经完成,而大量二线城市刚刚进入改造进程。
依托此类项目,大量学者从用地开发、城市景观、交通接驳等不同的角度分析如何使老火车站与城

市整体相协调,带动片区发展[1-9]。但不同规模、不同发展水平城市枢纽改造方式有较大不同,经济发

达、客流规模大的城市基本是区域的核心,原有的老火车站规模与客流需求差距悬殊,改造方式以拆除

重建为主,如哈尔滨站、天津站。而城市规模相对较小、客流一般的二线城市,基本是在既有火车站的

基础上扩建。就目前来看,二线城市枢纽改造相关理论研究和经典案例相对较少,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是

工程案例的介绍,缺少从站城关系等较高视角的分析。本文从中心区铁路枢纽既有问题分析和发展趋势

研判入手,结合先进枢纽建设经验,探索二线城市老火车站如何优化交通系统,带动周边更新改造,重

塑站城关系。

1 中心区铁路枢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形势

城市老火车站具有配套设施全面、临近城市中心的优势,但单一集散、转换功能的火车枢纽已不能

满足当前城市的发展需求,亟需通过更新改造发挥其 “城市触媒”作用,带动枢纽功能升级和片区

发展。

1.1 问题分析

1.1.1 站城关系疏离,周边品质不高

老火车站建设时很少考虑火车站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主要关注交通集散、转换功能,由此产生两方

面的问题,一是我国大量城市采用线侧式火车站,基本为站房和站前大广场相结合的布局形态 (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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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铁路分割形成的两边片区发展极不平衡[10],站前广场一侧服务业、物流业活跃,而另一侧则处

于城市发展的背面,开发建设滞后。二是当高铁、城际引入,客流结构发生变化 (如图2所示),中短

途公务、商务客流增加[11],这部分旅客对时间十分敏感,需要火车站尽量靠近城市中心且有完善的配

套设施开展商务活动。就目前来看,城市中心区火车站虽然区位优势明显,但周边片区除交通设施外,
其他商业配套以快餐店、快捷酒店为主,品质不高,功能简单,难以带动周边的片区综合开发和土地

增值。

图1 城市中心区火车站布局形态图

图2 京沪高铁旅客出行目的比例图

1.1.2 枢纽规模不足,交通有待优化

近几年铁路大面积提速,铁路网覆盖面不断扩大,《铁路 “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
全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3万km,《城镇化地区综合交通网规划》中指出,到2020年,城际铁路覆

盖98%的节点城市和近60%的县 (市)。铁路客运量也大幅度增加,2011年到2019年间增长近1倍,
在春节、黄金周等客运高峰更是集中,2019年春运发送旅客较2011年翻一番,首次突破4亿人次 (如
图3所示)。城际客流增长迅猛,以广深城际为例,近10年旅客发送量增长近700万人次 (如图4所

示)。
城市中心区火车站建设时不能预见到高铁、城际的发展以及铁路运量的井喷式增长,站房容量、接

驳设施能力不足,对非节假日客流还可应对,春运、黄金周等特殊节点普遍超负荷运转。既有集散模式

也难以应对繁重的客流压力,站前广场平面集散的模式换乘距离普遍较远,地铁、轻轨等新交通方式接

入后也没有与火车站进行良好的衔接,各方向行人交织,旅客大量穿行机动车道。火车站片区俨然成为

城市的 “乱点”、“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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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1年—2019年全年、春运铁路客运量增长图

图4 广深城际铁路近十年旅客发送量及增长率图

1.2 形势分析

1.2.1 多枢纽格局正在形成,亟待理清枢纽功能

以高铁、城际的快速建设为契机,多枢纽的格局正在形成,面临新老火车站的功能分工问题。新建

火车站普遍位于城市外围,所以中心区火车站功能定位的转变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普速外迁,高铁进

城,例如厦门站专营动车,将普速列车全部迁至岛外的厦门北站。二是高铁外迁,普速、城际进城,例

如深圳站同时承担普速和广深城际,深圳北站是主要的高铁站,天津站主要承担普速和京津城际,大量

高铁迁到天津西站。三是普高共站,例如沈阳站、沈阳北站都是普高一体的车站。城际列车进入中心区

火车站能较好满足城市群快速联络和都市圈通勤需求,是目前的发展趋势,至于普速列车是否外迁、长

途高铁是否进城需要结合客流量、铁路枢纽布局等因素综合考虑。

1.2.2 城区更新正在推进,亟需重塑站城关系

经历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之后,大、中城市普遍面临空间紧约束的局面,当前,我国城市规划由

“增量”向 “存量”转变,城镇化发展由 “高速度”向 “高质量”转变,城市更新将成为未来城市发

展的主要模式。在此背景下,中心区火车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脱离外界环境、自身功能老化等问题,
成为城市更新的重点。尽管如此,老火车站的优势区位使其拥有巨大的人流基数和成熟的商业环境,
具备高强度开发和建设集交通、商业、服务于一体的车站综合体的条件,亟需基于 “站城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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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再开发,实现城市空间、交通系统的整合,拉近站城关系,成为城市新的

“增长极”。

1.2.3 集散需求快速增长,亟需优化交通体系

中心区火车站周边空间、土地资源紧张,已经不具备大规模新建路网和独立占地设施的条件,因此

必须通过改善交通体系结构,优化交通资源配置,实现设施效能的提升,提高枢纽集散能力。从方式结

构上,交通资源向集约化、高效率的公共交通方式倾斜,构建轨道、中运量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换

乘接驳体系,控制私人机动化出行的规模。从空间布局上,建设立体化枢纽,减少大面积独立占地设施

和平面站前广场的建设,简化换乘流线,缩短换乘距离。凸显公共交通方式的主体地位,给以最便利的

换乘位置。协调好与未来新接入交通方式的关系,统一布局,预留空间和接口。

2 枢纽发展实践

2.1 构建多枢纽体系, 差异化分工, 支撑城市空间结构拓展

上海市规划上海站、上海南站、虹桥站、上海东站4个主站及上海西站等多个辅站,从功能分工

上,基本符合城际进城、长途外迁的模式,市中心上海站普高共站,承担沪宁城际和京沪线客流,上海

南站为普速站,分流沪昆方向普速列车,虹桥站高铁动车专用,承担京沪高铁与沪昆长途高铁客流。从

布局上看,火车站布局与上海市规划 “一主、两轴、四翼;多廊、多核、多圈”的空间结构 (如图5所

示)相契合,主城区由上海站、上海南站分工联动支撑对外联系,虹桥、川沙、宝山、闵行4个主城片

区由虹桥、上海东两个主站及杨行站等辅站服务,特别是上海东站建成后将改变铁路枢纽布局偏西的局

面,外围新城也均有辅站覆盖 (如图6所示)。

图5 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图 图6 上海铁路枢纽布局图

2.2 紧密联系城市, 重塑站城关系, 提高地区价值

日本新宿火车站是东京西侧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日本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周边土地高强度开发,
容积率超过12,车站完全被城市建筑包围,设施建设无法大面积利用地面空间。因此,新宿站采用了

立体化布局,与周边城市空间一体化开发,并充分挖掘地下空间的交通和商业潜力。在站房布局上,线

路东西两侧都设置了站房和广场以减少铁路对城市的分割 (如图7所示),两侧旅客的跨线联系利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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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建筑联通的地下通道。站前广场采用立体化设计 (如图8所示),地面公交、地铁、火车以及其他

交通设施实现垂直换乘,最便捷的地面层布设公交车站。站前广场、站房地下层和城市的地下商业区连

为一体,构建了连续、开放的步行系统,使车站和城市紧密联系[12,13]。

图7 日本新宿站东西站房、广场布局图

图8 日本新宿站设施立体化布局图

2.3 优化交通组织, 提高集散效率, 打造高可达站点区域

香港西九龙站是一座现代化的轨道交通综合体,各种交通方式高效整合、高度一体,以立体化的方

式实现集散方式的有效衔接。西九龙站共5层,公共交通、私人交通、售票、候车、乘车分别位于不同

层次,垂直联系 (如图9所示)。地铁方面,西九龙站通过地下通道与九龙站和柯士甸站换乘,时间仅

约3~10分钟。地面公交方面,利用连廊和天桥从附近公交站步行到西九龙站时间不到1分钟。道路交

通方面,站前道路采用局部下穿的方式分离过境交通,减轻地面交通压力。行人组织方面,旅客可以通

过方便的垂直交通抵达各层,同时车站与站前广场、地铁站上盖开发之间设置步行连廊和天桥等立体人

行系统,实现人车分离[14]。西九龙站周边交通设施如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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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西九龙站立体化布局示意图

图10 西九龙站周边交通设施布局图

3 潍坊站枢纽改造策略

潍坊火车站多年来一直是潍坊市中心城区唯一的铁路客运枢纽,目前承担胶济城际、胶济铁路以及

部分往长三角、京津冀方向列车,兼具普速、高铁、动车的多重功能。设计标准高峰聚集人数为3500
人,经调查已达4000人,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如图11所示)。现状依靠北广场进行集散,小汽车停

车场、出租车待客区空间不足,公交接驳场站距离出站口远,枢纽集散交通组织效率低下,乘客换乘极

不方便,亟需进行升级改造方便旅客出行,提升片区活力和城市形象。

3.1 差异分工, 融入核心都市圈

潍坊中心城区将形成由潍坊站和潍坊北站共同构成的 “两主”铁路客运枢纽布局 (如图12所示)。
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多枢纽格局的发展经验来看,潍坊站借助胶济客专转型为城际车站是其必然发展

趋势,未来主要承担济青沿线上的城际客流,兼具既有的普速铁路客流,潍坊北站为我国高速铁路网中

横向济青石太大通道与纵向京沪二通道交汇的重要节点,主要为横向和纵向的高速铁路服务,定位为长

途高铁车站。潍坊站、潍坊北站分工如表1所示。总体上,潍坊站将打造为区域性交通枢纽,成为城市

对外的窗口和门户,承担环渤海湾区东西向与南北向转换枢纽的作用,加强与环渤海经济区特别是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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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潍坊站旅客发送量及进站排队状况图

南、青岛等周边城市重大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连接,推动潍坊积极融入青岛都市圈,服务城市间人

口、经济的密切往来。

表1 潍坊站、潍坊北站服务对象及客流构成表

铁路枢纽 服务对象 客流构成 联系方向

潍坊站 城际车站 城际客流为主,普速客流为辅,少量长途高铁客流 青岛、济南

潍坊北站 高铁车站 长途高铁客流 北京、上海

图12 潍坊站、潍坊北站区位图

3.2 链接城市, 重塑站城关系

城际铁路枢纽周边呈现圈层式辐射带动,重点发展高级的商务办公、高端酒店、金融等业态。以潍

坊站为中心,对周边产业一体化统筹布局,站南片区由近到远分别布局金融、商贸、会展等产业,实现

片区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站北片区紧靠老城商业区,与城区积极互动,提供集交通、商业、贸易等于

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如图13所示)。

3.3 优化交通, 提高集散效率

设施布局层面,按照 “南北统筹、功能主导、无缝衔接、集约用地”的原则,规划南北广场设施布

局。南广场服务铁路线以南市区范围,以及安丘等县市,加强长途客运接驳,配套设施有长途汽车站、
社会停车场、出租车待客区、地铁站、机场与社会大巴停车场以及与南站房和地铁站可实现无缝衔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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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潍坊站片区用地空间布局概念图

公交花园 (如图14所示)。新建南广场采用三层立体化布局,地面层主要为公交、长途客车等公共交

通,地下一层为换乘大厅和轨道站,地下二层主要服务社会车辆和出租车 (如图15所示)。北广场服务

铁路线以北范围,主要面向潍坊市区,衔接交通方式以公交、小汽车等城市内部交通为主,配套设施主

要有社会停车场、出租车待客区,并将既有长途汽车站调整为公交枢纽站。

图14 潍坊站规划设施布局图

集散组织层面,枢纽周边车流量较大,应尽量简化车辆流线,避免因流线过于复杂导致的车辆冲突

增加。行人通道管道化、立体化设置,减少行人流线的冲突,增强指引性、可识别性。基于以上原则,
提出南北广场交通组织方案 (如图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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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南广场分层设施布局图

图16 南广场交通组织流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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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通过分析城市中心区火车站普遍存在的问题和多枢纽布局、站城一体等发展趋势,结合国内外枢纽

改造开发的典型案例,以潍坊火车站为例,总结出城市中心区火车站片区更新改造的策略,包括与城市

关系的协调和集散效率的提升,为潍坊站未来转型发展和类似城市火车站片区的再开发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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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方向研究

卞芸芸 张润朋

【摘要】 新时代,转型发展与更新改造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文章以广州市为例,在分析广州存量铁路货

运站场用地现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利用现状、交通运输功能、布局规划符合性、利用效率四个方面构建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和特尔菲法相结合的方法划分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

区,在此基础上对现状保留型、退出改建型和逐步弱化型三种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提出更新改造方向和改造策略,以期为

城市铁路货运站场转型升级、更新改造及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类型区;改造方向;改造策略;广州

0 引言

面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的现象,自2004年起国家不断加大土地的宏观

调控力度,在土地节约集约、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等土地节约集约和盘活存量土

地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提高城乡土地的利用效率。在铁路用地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以及铁路高速化,2013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国发33
号文),该文件明确提出了 “加大力度盘活铁路用地资源,鼓励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支持铁路车站及线

路用地综合开发利用”等具体内容,进而为铁路改革与建设发展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引。
当前,全国铁路货运发展遭遇到瓶颈,煤炭、石油、钢铁等大宗 “黑货”运量严重减少,但 “白

货”等零散货物的运量反而持续增加。从运输市场、运输需求和运输站场等方面综合来看,传统的铁路

货运模式和场地遭遇新时代现实需求的新挑战,到了转型与更新改造的关键时期。从理论上看,国内外

学者对城市更新改造的理念、政策、模式、路径、方法、规划、趋势、管理等方面[1-5] 进行了全面深入

的研究,这其中包括对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等三旧改造[6-8] 的研究。对于铁路货运站场或铁路用地

更新改造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铁路货运业务的转型发展方面[9-12],对于铁路货运站场本身何去何从

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现实角度来讲,国家提出坚决打好 “蓝天保卫战”和 “交通污染防治攻坚战”两大

战役,传统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如何高效用地和发展,是值得思考的关键课题,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体现。

1 铁路货运站场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货运站场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分别是以传统货运站场发展为主导的

萌芽起步阶段、具有物流发展理念以集装箱中心站为主要节点的探索发展阶段、铁路现代物流中心规划

建设和运用管理一体化的系统化发展阶段。全国大多数铁路货运站场处于第三阶段的初期,以广州为

例,广州铁路枢纽现有货运站场21个 (图1),其中主要货运站场为大朗、石围塘、三眼桥、黄埔、下

元、棠溪等货场。21个站场中12个在广州市域内,9个在佛山市域内。广州市12处铁路货运站场用地

总面积为241.77hm2 (见表1)。其中,白云区有5处共114.52hm2,天河区有3处共60.75hm2,黄埔

区有2处,荔湾和花都区各有1处。其中,位于中心城区的铁路货运站场共11处,总面积为

207.09hm2,占到总面积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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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州市既有货运站场空间分布图

表1 广州铁路货运站现状分行政区用地面积

行政区 铁路货运站 货运站场面积 (公顷) 占比

白云区

郭塘

江村

江高镇

大朗

棠溪

114.52 47%

天河区

广州东

石牌

吉山

60.75 25%

荔湾区 石围塘 3.59 1%

黄埔区
黄埔

下元
48.23 20%

花都区 广州北 14.68 6%

合计 241.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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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识别

2.1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构建

在分析广州12个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用地现状、发展趋势和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
全面性、可比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则,从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现状、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交通运输功能、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布局规划符合性、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效率四个方面构建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四大类指标共包括12个评价子指标 (见表2)。

表2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

指标 指标计算 单位 指标属性

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

利用现状

容积率 铁路货运总建筑面积/总用地面积 正向指标

建筑密度 铁路货运建筑基底面积/总用地面积 % 正向指标

绿化覆盖率 绿地总面积/总用地面积 % 正向指标

土地闲置率 闲置土地面积/总用地面积 % 负向指标

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

交通运输

功能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在铁路货

运网络运行中的重要程度
正向指标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与周边交

通的协调度
正向指标

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

布局规划

符合性

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符

合度

铁路用地面积+物流仓储用地面积/站场

范围总用地面积
% 正向指标

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符合度
铁路用地面积+公路用地面积/站场范围

总用地面积
% 正向指标

与控规周边产业空间的契合度
邻接区域 (工业用地面积+物流仓储用

地面积)/邻接区域总用地面积
% 正向指标

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

利用效率

地均年营业收入 年营业收入/铁路货运站场总面积
万元/

平方千米
正向指标

地均货物处理量 货运周转量/铁路货运站场总面积
万吨公里/
平方千米

正向指标

地均就业人数 就业人数/铁路货运站场总面积
万人/

平方千米
正向指标

2.1.1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现状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现状反映其土地集约利用的水平,包括四项评价指标。其中,容积率是指货

运站场铁路货运总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值,容积率越高,铁路货运站场土地利用水平越高;建筑

密度是指铁路货运建筑基底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值,反映铁路货运站场建筑的密集程度;绿化覆盖率

是指铁路货运站场绿地总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值,反映铁路货运站场生态环境的保护状况;土地闲置

率是指铁路货运站场闲置土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值,土地闲置率越低,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土地利用

越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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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交通运输功能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交通运输功能反映其在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与周边交通的协调程

度。其中,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在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的重要程度根据 《广州市铁路货运站场及配套设施

建设用地规划》中各站场规划整合方案对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在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的重要程度进行评

估,评估结果按照非常重要、重要、一般重要、不重要进行打分;存量铁路货运站场与周边交通的协调

度根据 《广州市铁路货运站场及配套设施建设用地规划》中各站场规划整合方案以及12个站场的站场

等级等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按照非常重要、重要、一般重要、不重要进行打分。

2.1.3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布局规划符合性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布局规划符合性反映其用地功能的合法合规性。其中,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符合度主要是提取站场范围内部的控规用地,评估站场的控规用地符合程度,是指铁路用地面积和物流

仓储用地面积之和与站场范围总用地面积的比值,并依据控规符合度占比区间,对站场与控规的符合度

进行评分,评分结果包括符合、兼容、不符合;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符合度主要是提取站场范围内部的土

规用地,评估站场的土规用地符合程度,是指铁路用地面积和公路用地面积之和与站场范围总用地面积

的比值,并依据土规符合度占比区间,对站场与土规的符合度进行评分,评分结果包括符合、兼容、不

符合;与控规周边产业空间的契合度主要是提取站场周边邻接区域的控规与现状用地,根据用地属性对

站场周边产业空间进行评估,是指邻接区域 (工业用地面积与物流仓储用地面积之和)与邻接区域总用

地面积的比值,依据契合度占比区间,对站场与周边产业空间的契合度进行评分,评分结果包括非常契

合、契合、一般契合、不契合和非常不契合。

2.1.4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效率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效率反映其投入产出的水平与经济效益,包括三项评价指标。其中,地均年

营业收入是指铁路货运站场年营业收入与其总面积的比值,地均年营业收入越高,铁路货运站场经营效

益越好;地均货物处理量反映了铁路货运站场的土地荷载量,是衡量铁路货运站场的重要指标;地均就

业人数是指铁路货运站场就业人数与其总面积的比值,地均就业人数越高反映铁路货运站场吸纳就业的

能力越强。

2.2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划分

对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和特尔菲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赋权计算。
该方法将所研究的问题按照层次分解成各个指标集,通过专家给出的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并计算出各

指标的权重,最后计算各指标的综合得分,主要计算步骤包括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计算

权重向量、一致性检验和构建分层专家评价模型并最终计算综合得分。依据上述方法,邀请专家组构建

判断矩阵并邀请专家对每个评价因子进行打分,获得各层次权重得分,根据评价因子得分、评价因子权

重和权重之间的关系,推算出各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最终的得分 (见表3)。

表3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类型区评价得分

铁路货运站场 评价得分

郭塘 65

江村 63

江高镇 66

大朗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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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铁路货运站场 评价得分

棠溪 58

广州东 67

石牌 54

吉山 62

石围塘 57

黄埔 59

下元 90

广州北 52

对表3的评价得分结果通过聚类分析法划分为三种类型 (见表4),分别为现状保留型 (80~90
分)、退出改建型 (50~60分)和逐步弱化型 (60~70分)三种。

(1)大朗和下元等2个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较好,在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非常重要,与城市周边

的交通较为协调,与所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所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周边产业空

间的契合度均较高,货运站场利用效率也很可观,因此将其划分为现状保留型。
(2)棠溪、黄埔、石围塘、石牌、广州北等五个货运站场车站设施大多处于闲置状态,与城市

土地集约化要求矛盾凸显,且在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作用一般,与城市周边交通的协调性较差,大

多数货运站场与所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所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周边产业空

间表现出不符合或者不契合情况,与城市功能协调性不足,货运站场利用效率也较低,因此将其划

分为退出改建型。
(3)郭塘、江村、江高镇、广州东、吉山等五个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的传统用地模式与城市土地集约

化要求矛盾凸显,尤其是郭塘、广州东等车站设施利用效率较低,未达到集约用地的发展需求。在铁路

货运网络运行中当前均处于重要位置,与城市周边的交通较为协调,与所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大多数处于兼容状态,但与所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周边产业空间呈现不契合状态,货运

站场利用效率当前较好,因此将其划分为逐步弱化型。

表4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类型区划分

铁路货运站场 类型区划分

大朗

下元
现状保留型 (2个)

棠溪

黄埔

石围塘

石牌

广州北

退出改建型 (5个)

郭塘

江村

江高镇

广州东

吉山

逐步弱化型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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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规划

3.1 基本思路

根据对广州市铁路货运站场优化存量、做大增量的要求,结合 《广州铁路枢纽总图规划》中对各站

场的规划要求,采用 “分类引导”的思路对广州市铁路货运站场及周边用地进行优化设计。对于现状保

留型的站点通过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和调整、优化运输组织、对站场硬件和经营模式进行提升;对于退

出改建型的站点通过对站场用地的功能更新活化、推动片区功能更新和推动片区发展与周边地区发展的

交通协调三个方面来促进站场的发展;对于逐步弱化型的站点通过与城市产业发展的协调性进行逐步更

新改造。

3.2 现状保留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

3.2.1 改造方向

现状保留型的货运站场,一般站场土地利用效率较高,铁路货运功能在整个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显

得非常重要,与相关规划及周边产业发展契合度较高,货运站场产生的效率也较好,但其所承担的物流

发展模式与现代物流发展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对现状保留型的货运站场在改造方向上应注重恰

当的商业业态与物流有机结合,以商业促进物流中心发展,形成物流高效运作、物流企业主导、物流商

流结合的现代物流中心。在硬件更新改造方面,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属于改建更新的,按照规划管

理要求,保留建筑框架,进行内部资源的调整与组合来实现功能的提升;部分属于重建的,提升站场设

施、优化运输系统等,以达到站场优化发展的目的。同时应整理货运站场设施用地,在 “恰当的商业业

态与物流有机结合”的基本思路指导下,进行控规调整。

3.2.2 典型现状保留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改造策略与配套设施建设

在广州现有的12个存量铁路货运站场中,大朗和下元属于现状保留型站场。针对大朗货站运输压

力大,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同时货场在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与周边城市功能发生冲突等问题,以大

朗货运站场为例来阐述典型现状保留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改造策略与配套设施建设。
(1)改造策略。大朗位于白云区未来发展新重点的白云综合服务功能区核心区内,应充分整合现阶

段用地,以白云新城—大田现代物流中心—神山工业园/白云电器智能产业园等组团为发展轴的西部商

贸物流带,加速推进大朗站周边用地集约化和产城融合发展。
(2)用地规划与配套设施建设。针对大朗现状物流仓储用地与村庄建设用地交错混杂的情况,应对

现状的铁路货运配套的仓储物流用地进行土地功能置换,提高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效率,形成规范化、
现代化的铁路物流中心,提高物流运转效率;结合现代物流业向综合化、电子化的发展趋势,引入商业

商贸功能与物流业进行有机结合,以商业促进物流中心的发展,形成物流高效运作、物流商流结合的现

代物流中心;增加大朗站周边的产业配套、公共服务配套和市政公共配套设施,满足周边区域的现代物

流产业发展需求。同时考虑到铁路对两侧城镇居民带来的影响,规划进一步完善防护绿带建设,降低铁

路运输对周边不良影响,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品质。

3.3 退出改建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

3.3.1 改造方向

对退出改建型的货运站场应根据货运站场周边片区的城市功能要求重新统筹,为盘活土地资源,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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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朗站周边用地规划

集约利用土地的角度出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周边片区城市功能,转型发展为商业用地、商务

用地等其他类型用地,向商业综合体、新兴产业或生产性服务业方向发展。

3.3.2 典型退出改建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改造策略与配套设施建设

本文以石围塘货运站场为例来阐述典型退出改建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的改造策略与配套设施建设。
(1)改造策略。石围塘站曾是服务于广州钢铁厂的主要配套货运站场,随着广钢的搬迁和广钢新城

规划的出炉,运量急剧下滑。现状存在多为旧厂房,同时站场片区土地利用效率低,周边环境差,亟需

对该站场进行优化改造,进行功能置换,提高土地效率。根据石围塘站场在白鹅潭片区发展中作为西部

门户综合区的定位,站场将来的改造策略主要是通过旧站场用地功能的改造,承接白鹅潭片区中心商务

商贸的功能,对地铁站点进行一体化开发,打造商业综合体,进一步推进商业中心、交易中心和花卉中

心的发展,并保留铁路遗产,建设铁路历史印记园,打造白鹅潭片区珠江景观带中具有历史文化的三大

节点之一

(2)用地规划与配套设施建设。规划逐步对现状的铁路货运站场及仓储配套设施进行功能置换,结

合未来白鹅潭地区的整体开发和临近轨道站点的区位优势,进行TOD导向的土地综合开发,引入商

业、商务、文化、娱乐、休闲等现代服务功能,并考虑立体化的功能布局,从而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效率。此外,详细识别原货场中铁轨、门吊等体现铁路特色文化要素,结合石围塘车站、石围塘码头以

及核心绿地公共开发空间的营造,构建铁路文化遗产公园,并通过对废弃铁路进行合理的取舍,重新梳

理整合现状路网,完善内部路网,新增两横两纵次干道,提高道路网密度,并有效缝合周边区域交通

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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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石围塘站周边用地规划

3.4 逐步弱化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

3.4.1 改造方向

逐步弱化型的货运站场更新改造方向以公共配套及市政设施建设、服务于城市道路建设、现代商

业、物流配套服务基地等为主。

3.4.2 典型逐步弱化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改造策略与配套设施建设

本文以广州东站货运站场为例来阐述典型逐步弱化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的改造方向与改造策略。
(1)改造策略。近期对广州东货运站的改造策略以保留军供线路为基础,远期通过政府引导,对铁

路站场枢纽进行改造与转型发展,将沙河地区打造为转型升级示范点。
(2)用地规划与配套设施建设。鉴于沙河服装批发市场、濂泉路地区对广州东货运站周边用地所造

成的人车交通混杂的状况,规划对周边地区的功能进行理顺和疏解。以交通优化为导向对片区路网进行

完善,改善地区交通微循环,从而为地区用地的整理和再开发提供交通支撑条件。此外,广州东货运站

临近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广州城市中轴线等城市中心城区重要功能区,同时地铁站点的建设大幅度地提

高了片区交通可达性和人口的聚集度,规划利用腾挪出来的货运站场用地进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

设,提升片区公共服务水平,有序地引导该片区的改造。在交通优化方面,站场目前的交通受到批发市

场大量的人流、货流影响,五类车横行,严重影响了片区内部交通秩序,使得该片区道路通行能力低

下,道路服务水平偏低。为此,针对内部交通微循环的调整和优化,旨在与周边较为成熟的区域路网进

行衔接,同时,对货车通行时间实施分时段限制,做好区域货运和生活交通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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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广州东货运站周边用地规划

4 结语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传

统各行各业进行转型发展与更新成为应有之义。传统的铁路货运站场面临与城市功能、产业空间等空间

布局不匹配,货运站场土地利用不集约,货运经济效益逐渐萎缩,货运发展模式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等问题,在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时,传统铁路货运站场应积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认清自身的短

板,积极转型或更新改造,向现代物流发展和融入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浪潮,这是发展趋势也是发展必然

之路。
本文尝试从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现状、交通运输功能、布局规划符合性、利用效率四个方面构建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划分得出现状保留型、退出改建型和逐步弱化型三种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分类更新改造方向和改造策略,以期为城市铁路货运站场转型升

级、更新改造及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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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枢纽客流特征与城市交通衔接性分析

郑姝婕 程剑珂 张锦阳 陈学武

【摘要】 以南京南站高铁枢纽为例,综合利用铁路客流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地铁客流数据以及百度API的路径规划

功能,对高铁枢纽不同服务圈层的枢纽客流量及时空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圈层的客流特点和主要的交通接驳方式。

从路网密度、实际可达性、是否覆盖客流热点等多维角度对不同圈层与城市交通的可达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南京南站

主要服务区客流占比高达90%,而直接服务区客流强度极高。另外,直接服务区的东西向步行可达性有待提升,次支路

密度需要提高,部分区域需加强公交与地铁接驳。研究成果对提升高铁枢纽与城市交通的一体化衔接具有一定参考

价值。

【关键词】 高铁枢纽;客流特征;衔接性;圈层结构;南京南站

0 引言

随着我国区域一体化联系的增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铁路尤其是高速铁路在我国得到了飞速发

展。截至2019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4.0万km,全国铁路旅客客运量36.6亿人[1],相比于

2004年分别增长129.2%和227.5%。而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3.5万km,居世界第一。2019年国务院

印发的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指出,“要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 (群)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

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全国性、区域性交通枢纽,推进综合交通枢

纽一体化规划建设”。高铁枢纽作为铁路网络的重要节点,也是城市内外交通的转换节点,融合了城际

轨道与城市轨道、公交、出租等多种运输方式,其客流特征的研究与接驳衔接的有效组织、规划,对构

建便捷顺畅的城市交通网,提升旅客换乘一体化出行体验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关于枢纽客流特征的研究相对丰富,大多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对枢纽乘客的出行目的、出行频

率、集散客流高峰、集散方式结构等进行整体分析[2,3]。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手段的兴起,也有少部分

研究[4]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客流换乘进行了更精细的分析。枢纽与城市交通的一体化衔接是提升枢纽

服务水平、促进站城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在此方面,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枢纽内部的换乘设施布局[5],
而对于枢纽衔接城市交通的模式及不同方式构成的网络,相关文献较为匮乏。

本文考虑了高铁枢纽服务范围较广的特点,将高铁枢纽服务腹地划分为三个圈层,然后结合铁路客

流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地铁客流数据以及百度API的路径规划功能调用,对不同圈层的枢纽客流特

征和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性进行分析,为高铁枢纽与城市交通的衔接分析提供了一套可行的方法。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南京南站。南京南站是南京市的三大综合客运枢纽之一,于2011年6月底投入

使用。它是南京铁路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第一大高铁站,位于南京主城区的南部,江宁区与雨花

台区的交汇处,距离市中心新街口的直线距离约为8.2km,其区位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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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南京南站区位图

1.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南京市铁路客流数据、手机信令数据以及地铁客流数据。另外,调用了百度地

图开放平台API中的路径规划模块[6],获取不同栅格内的驾车及步行出发时间。
(1)铁路客流数据

铁路客流量数据包括了2018年5月南京与省内各城市、南京与各省份之间的月度客运量。数据结

构较为简单,包含的字段为上车车站名称、下车车站名称及对应的客运量 (单位:人)。可以用于统计

南京南站的铁路客流量,以及验证手机信令数据的分析结果。
(2)经处理的手机信令数据

获取为2019年3月、9月、10月的南京市内联通智慧足迹极智平台用户出行数据,是通过手机信

令数据处理得到的,主要内容为用户驻留和出行位置数据。可以通过判断出行起始位置和终止位置的网

格编号等信息,提取不同时段的南京南站客流量及客流在南京市内的分布。数据信息如表1所示 (部分

非关键字段已删去)。网格根据基站位置划分,每个网格都对应唯一编号及中心点经纬度。

表1 基于手机信令处理的用户出行数据

字段 类型 内容 示例

uid string 用户ID 9223261855108238592

move_id int 当日出行编号 0

stime timestamp 出现开始时间 2017/1/1
 

7:17

etime timestamp 出行结束时间 2017/1/1
 

7:29

start_grid_id bigint 出行起始位置网格编号 1.0014E+15

end_grid_id bigint 出现终止位置网格编号 3.0034E+15

distance bigint 距离 (米) 10960

speed int 速度 (km/h) 57

time int 时长 (秒)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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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字段 类型 内容 示例

province string 省份 011

city string 城市 (分区字段) V0110000

date int 日期 (分区字段) 20170101

(3)地铁客流数据

研究获取了2017年10月7日、9日、31日的南京地铁分时段OD数据,数据字段包括时间段 (以
小时为单位划分时间段)、起点站编号、终点站编号、客流量,记录了南京地铁每个小时每两个站点之

间的客流量,可以用于提取从南京南地铁站出发和到达南京南地铁站的客流,对南京南站的地铁网络对

枢纽客流的覆盖情况进行分析。

1.3 分析方法

本文的分析方法如图2的流程图所示。首先对高铁枢纽服务圈层进行划分,然后利用铁路客流数据

与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不同服务圈层的客流特征,包括客流量、到达时间分布、在市内的来源和目的地

等。依据客流分析结果和不同服务圈层特性,分析不同服务圈层适合的衔接方式,并利用地铁客流、百

度API的路径规划功能,从道路密度、可达性、对客流的覆盖情况等维度,分析不同服务圈层与城市

交通的衔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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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分析方法流程图

2 高铁枢纽服务圈层划分

高铁圈层理论中经典的圈层结构模型一般划分为三个圈层[7]。第一圈层为核心区域,距离高铁站约

5~10分钟的步行距离;第二圈层为影响区域,距离高铁站约10~15分钟的距离,前两个圈层的用地

开发都主要以商务办公、相关配套为主,开发强度较高;第三圈层为更远的外围影响区域,距离高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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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15分钟。传统圈层模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但是仍然可以发现在高铁枢纽周

边15min范围内的城市用地与周边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地区就是高铁枢纽最直接的影响范围。
高铁枢纽的辐射影响能力强、服务范围广,仅研究15min范围内的直接影响范围是不足的,有必

要对高铁枢纽的服务范围进行层次划分。有学者根据高铁枢纽服务地区距离枢纽的距离、客流强度、集

疏运方式差异性等因素,将高铁枢纽服务腹地划分为如下三个圈层[8]:第一圈层为高铁枢纽直接服务

区,一般按照10~15分钟的慢行交通可达范围结合周边过境交通的通道进行划分;第二圈层为高铁枢

纽的主要服务区,一般指枢纽所在城市的中心城区,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些城市的建成区范围越来

越大,因此还需要考虑空间距离、城市交通可达性等因素的限制,以及边缘地区到发客流量的占比。第

三圈层为高铁枢纽辐射影响区,一般指高铁枢纽周边区域城镇。三个圈层的服务范围空间层次关系如

图3[8] 所示。

图3 高铁枢纽服务范围空间层次划分图

根据上述圈层划分方式,南京南站的直接服务区为北部绕城公路,南部秦淮新河,东部宁溧公路,
西部机场路包围的围合,面积8.6km2;主要服务区为南京市建成区除溧水、高淳和部分浦口、部分六

合外的区域,面积5093.6km;辐射影响区包括溧水、高淳等相距较远的行政区及句容、仪征等周边卫

星城市及马鞍山此类相邻大城市。圈层划分如图4所示。

3 高铁枢纽不同服务圈层的客流特征分析

根据对南京南站的服务圈层的划分,本节基于铁路客流数据及处理后的手机信令数据对总体客流特

征及不同圈层的客流特征进行分析。

3.1 总体客流特征

3.1.1 客流量

(1)基于铁路客流数据

基于铁路客流数据对南京站和南京南站的铁路客流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南京南站2018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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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南京南站服务圈层划分

月的日均到发客流约为23.6万人,其中出发客流为11.7万人,到达客流为11.9万人,出发客流与到

达客流总数相当。

表2 2018年5月南京南站铁路发送量

出发客流量 (万人) 到达客流量 (万人) 到发总量 (万人)

省外 9.2 9.3 18.5

省内 2.6 2.6 5.1

总计 11.7 11.9 23.6

(2)基于手机信令数据

选取2019年3月13日 (周三)、16日 (周六),9月11日 (周三)、14日 (周六),10月1日-3日

(节假日)共八天的手机信令数据处理后的用户出行数据。获取南京南站客流结果如表3,南京南站工

作日的铁路到发客流总量为18.7万人,周末约为19.8万人,节假日达32.5万人,与铁路客流数据的

客流量 (5月日均23.6万人)进行对照,在客流总量上相近,且到达客流接近出发客流,说明手机信

令数据处理得到的结果较为可信,后续利用该数据进行客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析可行。

表3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获取的南京南站铁路客流量

出发客流量 (万人) 到达客流量 (万人) 到发总量 (万人) 出发/到达

周中 9.3 9.4 18.7 1.0

周末 10.3 9.4 19.8 1.0

节假日 15.3 17.2 32.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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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客流时间分布

客流在全日的分布如图5。工作日出发和到达的客流在全日的时间分布上较为接近,且在白天的客

流分布较为均匀,8:00-18:00都有6000~8000人/h的客流,而夜间客流较低。南京南站的节假日客

流在时间分布上与工作日较为一致,在白天客流量一直处于较高状态,但节假日的出发客流有明显的早

高峰,而到达客流则是在午间达到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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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全日到发客流分时段分布

3.1.3 客流空间分布

以9月11日为例对南京南站的出发客流来源在各行政区的分布和到达客流目的地在各行政区的分

布进行分析,见表4和图6。客流来源分布方面,从江宁区出发的旅客最多,约27094人,占总比的

25.6%,但客流强度最高的是秦淮区,其次为鼓楼区。高淳和溧水的客流为1000多人,占比约3.1%,
总体占比较小。客流目的地分布与客流来源较为一致。

总体而言,溧水、高淳的客流强度和客流比例明显较小,且距离南京南站较远,因此不将其划入主

要服务区。

表4 南京南站客流来源/目的地在市内各行政区的分布

县名 面积 (km2)

客流来源分布 客流目的地分布

客流

(人)
比例

客流强度

(人/km2)
客流 (人) 比例

客流强度

(人/km2)

秦淮区 49 15866 15.0% 323.8 11556 12.2% 235.8

鼓楼区 54 13032 12.3% 241.3 6971 7.3% 129.1

雨花台区 132 10559 10.0% 140.8 13159 13.9% 99.7

玄武区 75 9258 8.8% 114.3 7027 7.4% 93.7

建邺区 81 10719 10.1% 81.2 6209 6.5% 76.7

江宁区 1561 27094 25.6% 17.4 30935 32.6% 19.8

栖霞区 395 5519 5.2% 14.0 4140 4.4% 10.5

浦口区 914 7335 6.9% 8.0 6584 6.9% 7.2

溧水区 1067 3111 2.9% 2.1 3080 3.2% 2.9

高淳区 790 1466 1.4% 1.9 2024 2.1% 2.6

六合区 1471 1807 1.7% 1.7 3166 3.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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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南京南站客流来源/目的地在各行政区的分布

3.2 不同圈层的客流特征对比

由于辐射影响区的范围过广,囿于数据限制,本文对直接服务区、主要服务区以及南京市建成区内

的南京南站辐射影响区三个圈层的客流特征进行分析。

3.2.1 客流量与客流强度分布

三个圈层的客流量如表5所示。直接服务区的客流占比最少,占南京南站在南京的总客流的约

2%;主要服务区占据极大比例,达到90%以上;辐射影响区客流占比约5%。虽然直接服务区的客流

总量最低,但客流强度远高于其他两个圈层,每平方公里到发客流可达569.8人/天/km2,是主要服务

区的14倍,辐射影响区的69倍。

表5 三个圈层的客流量分布

圈层
客流量

(人/天)
比例

面积

(km)
客流强度

(人/天/km2)

出发

直接服务区 1699 1.5% 8.61 197.3

主要服务区 107596 94.1% 5085 21.2

辐射影响区 (南京市内) 5079 4.4% 1493 3.4

到达

直接服务区 3207 2.8% 8.61 372.5

主要服务区 102502 90.7% 5085 20.2

辐射影响区 (南京市内) 7282 6.4% 1493 4.9

到发合计

直接服务区 4906 2.2% 8.61 569.8

主要服务区 210098 92.4% 5085 41.3

辐射影响区 (南京市内) 12360 5.4% 1493 8.3

5531



3.2.2 客流到达时间分布

客流到达南京南站的时间如图7所示,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和主要服务区乘客的出发和到达时间的

分布有明显差异。直接服务区午间达到高峰,主要服务区整个白天客流都处于较高水平。

,���	 �?��	

图7 直接服务区和主要服务区客流时间分布

3.2.3 客流来源与目的地空间分布

市内客流来源分布和目的地分布的热力图如图8所示,根据热力图分析,客流目的地分布与客流来

源分布基本一致,客流主要都来自老城区、南京南站周边以及禄口机场。但不同的是,客流目的地在主

城的客流分布相对较少,在江宁的客流更多。比较直接服务区与主要服务区,前者被客流热点包围,而

几乎所有的客流热点都落在主要服务区内。

�#�$ �#,,

图8 南京南站客流来源/目的地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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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枢纽不同服务圈层与城市交通衔接性分析

根据上节的客流分析以及服务圈层本身的特性,总结高铁枢纽不同圈层的交通需求特征、适宜的交

通衔接方式如表6所示。不同的服务圈层具有不同的客流特征和交通需求,也有着各自优势的交通衔接

方式。本节从道路密度、可达性、客流的覆盖情况等多维度针对各服务圈层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性进行分

析,并提出一定的优化建议。

表6 高铁枢纽不同圈层的交通需求特征及主要衔接方式

服务圈层 出行距离 出行时耗 客流来源 适宜的交通衔接方式 主要的衔接网络

直接服务区 短距离
慢行交通

10-15分钟

枢纽内部及周边居民、就

业岗位的高铁出行需求

慢行交通,包括步行、私人

自行车、共享单车等;公共

交通;

机动车道路网络

慢行交通网络

主要服务区 中等距离 1小时以内
城市主要建成区的高铁出

行需求

小汽车

公共交通 (包括地铁、常规

公交、出租车等)

公共交通网络

机动车道路网络

辐射影响区 长距离 1小时以上
远郊、周边城镇的少量高

铁出行需求

小汽车

客运大巴;
公共交通 (主要通过换乘到

达);

市域轨道线

高速公路

4.1 直接服务区

4.1.1 机动车道路网络结构

高铁枢纽直接服务区具有城市乃至区域性经济中枢职能,建筑密度大、土地利用强度高,以及高层

化的积聚形态,导致交通出行总量较高,数据分析也显示其客流强度极大,需要高密度支路网来保证地

块的可达性,同时需要有衔接合理的路网结构保证车流由低一级向高一级的有序汇集,或由高一级道路

向低一级道路的有序疏散。
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的路网结构如图9所示,路网布局形态属于方格状路网。区域内的快速路有机

场高速、绕城公路、双龙大道和宏运大道,主干路有绿都大道和明城大道。

图9 南京南站高铁枢纽直接服务区道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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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各等级道路属性

道路类型 路段数量 道路总长度 (km) 路网密度 (km/km2)

快速路 48 14.15 1.64
主干路 21 3.72 0.43
次干路 50 9.71 1.13
支路 132 19.19 2.23
总计 251 46.77 5.43

计算各等级道路的长度如表7所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路网密度的比约为3∶1∶
2∶4,总体路网密度为5.43km/km2。可以看出,南京南站的快速路密度较高,而主干路、次干路、支

路比例较低。建议增加次干路和支路密度,并将部分断头路打通,与北部连接。

4.1.2 步行交通可达性

直接服务区的开发强度较大,客流强度较高,因此步行交通网络的便利与否尤为重要。通过栅格网

络调用百度API数据得到结果如图10所示。左图为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步行可达圈,颜色的深度分别

代表从南京南站出发步行的耗时,总体上呈圈层式分布。右图为15min步行可达范围。由于南京南站

南广场和北广场的存在,步行可达圈呈现分别以南广场和北广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趋势,由此可见,南

京南站南北向的步行通达性较好,而东西向的通达性相对较差。

!>	E� ��PLQ !>	E8�

图10 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步行可达情况

4.2 主要服务区

4.2.1 公共交通衔接性

公共交通是高铁枢纽客流的主要集散交通方式。经客流分析,90%以上客流的目的地或出发地位于

主要服务区,因此在主要服务区内建设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衔接网络极为必要。
(1)地铁网络分析

具有较强经济实力、轨道交通较为发达、公交网络健全的大城市一般采用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枢纽

衔接模式,南京南站的公共交通衔接网络即以轨道交通为主体。截至2019年12月,南京全市已开通运

营的地铁线路共有10条,线路总长378km,居中国第4、世界第5。直接接入南京南站的轨道交通线路

共有4条,分别为地铁1号线、地铁3号线、地铁S1号线 (机场线)、地铁S3号线 (宁和城际),布局

形式属于轮辐式。
南京市的地铁线路已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是否充分满足南京南站乘客的出行需求还需进一步验证。

为此,对南京南站客流在市内的分布与地铁客流的分布进行对比,观察地铁的集疏运效果。图11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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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客流目的地分布的对比,图12为市内客流来源分布的对比。
可以看到地铁线路基本覆盖了乘客的需求,但在城市的西侧仍存在覆盖不足的问题,而市内客流目

的地在城市西侧分布较多。另外,地铁线路终点站周围普遍存在较大客流需求,需要有良好的接驳公交

服务。右上角图为放大后的老城区及南京南站附近的客流分布对比,可以看到,老城区高需求的地铁站

点恰好位于总体客流分布的热点,说明地铁服务在这些地区具有较大优势。

图11 市内总体客流与地铁客流目的地对比

图12 市内总体客流与地铁客流来源对比

(2)公交网络分析

以南京南站为首末站的公交线路共有12条,分别为Y16路、D16路、Y27路、19路、27路、84
路、129路、190路、719路、791路、792路、机场巴士2号线,具体线路走向如图13所示,基本能

够满足南京南站周边中短距离的出行需求,也弥补了部分地铁线路无法覆盖的区域。但是对于江北西侧

的一些热点仍无法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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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南京南站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接驳网络,满足了大部分乘客的需求,但对城市西侧区域覆

盖不足,应注意采用服务水平较高的公交进行接驳和补充。

图13 市内总体客流与公交线路对比

4.2.2 机动车交通可达性

为了达到快速集疏运的目的,主要服务区需要形成以城市快速路为主,以交通性主干路和一般性主

干路为辅的多层次的道路集疏运网络,并以复合型通道的形式发挥整体功能。
通过栅格网络调用百度API数据,得到驾车可达圈如图14所示。底图显示了南京市的主要道路,

布局为轮辐型。通过对驾车可达圈的分析,可以发现南京主城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可以实现15分钟

可达,而秦淮区北部、建邺区、玄武区基本可以实现30分钟可达,到达市中心新街口和鼓楼区部分区

域的时间为30~45分钟。说明主要服务区的道路能较快地将客流带到市中心以及疏散到城内其他组团。
但是从南京南站到江北以及鼓楼区部分中心区域,仍需要45分钟及以上时间。江北由于地理因素可达

性较低,而鼓楼区由于部分区域大学较多,封闭地块较多,影响了驾车可达性。

4.3 辐射影响区

南京南站的辐射影响区包括周边的卫星城镇和都市圈范围内次级城市,具体有仪征市、句容市、溧

水县、高淳县和马鞍山市、芜湖市。其高速公路和市域轨道线的设置如表8和图15所示,可看出辐射

影响区的可达性较好。

表8 南京南站辐射影响区高速公路和市域轨道线信息

区县/城市 连接的高速公路 驾车出行时间 是否有市域轨道线

溧水区 宁萱高速、长深高速 44分钟 S7号线

高淳区 宁萱高速 72分钟 S9号线

仪征市 南京绕城高速 68分钟

句容市 沪蓉高速 52分钟

马鞍山市 宁芜高速 60分钟

芜湖市 宁芜告诉 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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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南京南站主要服务区驾车可达圈

图15 南京南站辐射影响区高速公路和市域轨道线信息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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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飞速发展,高铁枢纽与城市的一体化衔接愈来愈受到关注。本文以南京南站为

研究对象,融合使用铁路客流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地铁客流数据以及百度API路径规划功能,对不

同服务圈层的枢纽客流特征和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性进行分析,为高铁枢纽与城市交通的一体化衔接优化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技术方法,也为南京南站衔接城市交通的网络布局优化提供了一定数据支撑。研究主

要有如下发现。
(1)客流分布方面,南京南站的主要服务区客流占总体的90%,但直接服务区的客流强度极高,

约主要服务区的14倍。
(2)直接服务区快速路密度较高,但次干路及支路密度较低,步行可达性尤其是东西方向仍有待提

高。随着 “站城融合”理念引导下的枢纽综合开发,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的市内通勤、娱乐等出行量将

进一步增加,建议加强次支路建设和东西向慢行交通建设。
(3)主要服务区枢纽接驳城市交通的网络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公共交通网络的线路布设基本与客流

需求相吻合,但在城市西部仍有部分客流热点未覆盖,建议加强该地区公交接驳。道路网络布局基本合

理,能较快地将客流带到市中心以及疏散到城内其他组团,但鼓楼北部和江北可达性稍弱。
(4)辐射影响区设有市域轨道线和高速公路,整体可达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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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城一体理念下的铁路枢纽地区交通问题与改善研究
———以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为例

杨 柳 余启航 张凤阳 汪 斌 肖 飞

【摘要】 受益于沪宁、京沪发展轴线的交通区位优势以及沪苏昆同城一体化,昆山市作为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正在由独立走向融合,并且由 “中间城市”向 “节点城市”转变,逐渐在上海国际都市圈内扮演次中心的角色。昆山南

站,作为国内早期在城市中心区合并建设高铁、城铁车站的样本,是目前沪宁线上铁路客流量最大的高架形式的综合枢

纽,是目前昆山市唯一能发展枢纽经济的区域。本文在剖析昆山南站枢纽地区现存交通问题的基础上,以 “站城一体”
为核心理念,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和具体措施,将昆山南站枢纽地区打造成为昆山对外城市形象门户、商业商务集聚的

活力中心、沪苏昆同城化城际快捷交流的高效枢纽,来支撑枢纽经济的建设。
【关键词】 沪苏昆同城一体化;昆山市;昆山南站;枢纽经济;站城一体;交通问题;改善对策

0 前言

2018年4月28日举行的江苏省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上,省委书记娄勤俭深刻阐述了江苏解放思想的

主要方面和重点领域,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枢纽经济的发展[1]。同年5月2日娄勤俭书记率沿江八

市市委书记就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进行调研,调研中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枢纽经济、总部经济等,
做强做大现代服务业[2]。何为枢纽经济? 它是以交通枢纽、信息服务平台等为载体,以聚流和辐射为特

征,以科技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优化经济要素时空配置为手段,重塑产业空间分工体系,全面提升城市

能级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重要抓手则是以交通枢纽建设为切入点,着力完善城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打造现代枢纽功能区,促进交通、产业和城市融合是发展枢纽经济的核心要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3]。
昆山南站,作为国内早期在城市中心区合并建设高铁、城铁车站的样本,是目前沪宁线上铁路客流

量最大的高架形式的综合枢纽,是昆山对外城市形象的门户,也是昆山市近期重点打造的 “五区一线”
之一。区别于昆山其它四区一线重点开发区域,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发展的目标定位是展示城市对外形象

的城市门户、商业商务集聚的活力中心、沪苏昆同城化城际快捷交流的高效枢纽,是目前昆山唯一能发

展枢纽经济的区域。
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背景下,随着城际交通需求的不断增长,区域交通正朝着交

通一体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昆山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如何在新时期的发展态势中继续保持交

通条件的比较优势,以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作为重要战略支点,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枢纽经济,
实现与苏州、上海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当前阶段紧迫而又具有挑战的重要任务。目前,昆山南站

南广场区域正在整体更新,适时开展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城市空间整合研究,进一步提升枢纽地区城市与

交通环境,支撑枢纽经济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现状问题

1.1 昆山南站基本介绍

昆山南站,集沪宁城际、京沪高铁两站于一体,站台规模为4台12线。其中,沪宁城际站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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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启用,京沪高铁站于2011年6月启用,开创了高铁、城铁车站合并建设的先河,是全国唯一两

站共用的县级市。
2018年,昆山南站年旅客发送量929.04万人次,占全市铁路旅客发送量78.42%,日均旅客发送

量约2.54万人次,较2017年增长了1.7%。

表1 昆山市历年铁路旅客发送量一览表

年份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旅客发送量 (万人次) 762.64 867.13 948.72 991.38 1066.08 1162.93 1184.63

其中

城铁阳澄湖站 2.66 2.24 3.47 3.62 8.02 12.09 12.37

昆山南站 583.24 661.21 727.32 761.22 838.21 913.51 929.04

城铁花桥站 0.14 0.21 0.24 0.27 0.41 0.53 0.59

昆山站 176.60 203.47 217.69 226.27 219.44 236.80 242.63

(数据来源:昆山市铁路客运站)

图1 昆山南站历年铁路旅客发送量变化图

1.2 问题分析

昆山南站,位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南片区,昆山客运南站与昆山火车站中间位置。近年来,随

着铁南片区用地不断开发,铁路客流不断增长以及小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昆山南站枢纽地区用地更

新滞后、交通设施空间不足、交通组织混乱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成为制约昆山南站枢纽经济建设的一

大 “绊脚石”。

1.2.1 三大客运枢纽集聚,空间上呈三足鼎立缺乏协同

2006~2011年,昆山客站南站、昆山站南广场以及昆山南站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自2011年至

今,三大交通枢纽集疏运系统一直在寻求整合,但发展缓慢。
三大客运枢纽竖向呈 “三足鼎立”布局,彼此间距在1.5km左右,由于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各个

交通枢纽均需单独配置公交、出租、社会停车等交通设施,缺乏协同互补、有效整合,进而造成用地以

及交通设施资源上的浪费。此外,昆山在由 “中间城市”向 “节点城市”转变的过程中,昆山南站作为

沪苏昆同城一体化以及昆山对外交通联系的重点战略支点,仅依托铁路单一的对外交通方式难以发挥地

区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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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昆山铁南三大客运枢纽空间关系

1.2.2 南广场用地更新滞后,枢纽经济转型缓慢

从用地更新和枢纽转型层面来看,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仍存在大量工业用地、动迁小区,活力更新缓

慢,尚未形成紧凑、集约化用地开发模式,交通功能引领不足。
目前,昆山南站南北广场开发总量为总开发量为103.53hm2。其中,北广场地区总开发用地量

47.15hm2,保留用地量25.63hm2,已批在建用地量21.52hm2;南广场地区拟腾退总量约56.38hm2,
保留用地量31.8hm2,已征收用地量7.78hm2 (建筑量约3.34万m2),待征收用地量16.30hm2,空地

0.5hm2。用地更新的滞后不仅影响着枢纽经济的转型提升,也限制了昆山南站交通配套设施以及居住

区公共配套设施的布局与建设。

图3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用地开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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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交通设施空间不足,接送组织有待改善

(1)小汽车公共停车场位于高铁站房东西两侧,现有泊位约740个,平时需求约800个,周末需求

约1000个 (约4%~6%乘客选择停车换乘,停下需求约600~800个泊位),停车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停车难现象越来越突出。

(2)公交首末站位于站房西侧,始发以及进站经停线路达23条,但场站用地面积却不足1万m2

(需求约1.5万m2),难以满足公交车临时停放及始发需求。
(3)约47%~49%乘客选择乘坐小汽车和出租车,主要依托北广场地下通道组织接送,交通组织

混乱且通道容量无法满足接送需求,经常出现出租车 “排长龙”现场,进而造成周边道路的交通拥堵。

图4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交通设施布局

1.2.4 道路网络密度不足,难以支撑枢纽开发

(1)昆山南站以北片区路网基本成型;以南片区受用地条件限制,路网较为稀疏,密度仅

5.85km/km2,低于枢纽地区要求的8km/km2。目前,昆山南站枢纽地区机动化出行占比近90%,小

汽车出行比例约50%,加剧了道路交通压力,早晚高峰期间交通阻塞现象较为明显。

图5 昆山南站路网及高峰期道路交通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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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高速通道不足,小澞河路既有断面通行能力不足,难以支撑高铁南站到发交通出行需求以及

高铁南站与汽车南站之间的转换交通需求。
(3)昆山南站周边对外快速通道联系存在大量绕行,多条集疏运通道包括柏庐路、中华园路、朝阳

路、祖冲之路等均为断头路。对外快速交通联系的不畅,一方面限制了昆山南站门户枢纽功效的发挥,
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昆山南站集疏运体系的发展。

2 改善思路

《昆山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提出 “临沪先锋城市、江南宜居花园”的城市发展目标,昆山

未来将全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标杆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背景下,昆山应

以国家及区域交通发展构架为基础,主动构建高质量、一体化的沪苏昆综合交通体系,强化多方式联运

和集约化运输,加强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充分融入上海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全面提升昆山面向国

际、国内的区域辐射力,支撑城市产业经济发展。
昆山南站,作为目前昆山唯一能发展枢纽经济的区域,应该借助南广场城市更新的契机,着力以

“站城一体”理念为核心,整合枢纽地区城市空间,完善城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现代枢纽功

能区[4]。利用枢纽吸引大量的人流集聚的契机,将枢纽建设与城市用地开发整体协调,特别是对枢纽

周边地区的城市空间进行综合开发、联合开发,进而实现城市产业调整与升级,完善城市结构。

3 改善对策

3.1 整合交通场站资源, 打造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一是将昆山汽车客运南站整体搬迁至昆山南站,打造交通枢纽综合体。交通枢纽设置于南广场西

侧,利用下沉广场及地下通道实现与昆山南站无缝衔接;同时建设高架匝道直接联系汽车客运站与白马

泾路,减少对外客运交通与南广场内部交通冲突。交通枢纽综合体的打造,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扩大高

铁服务范围和公路客运功能,集中满足旅客长、中、短途出行的多样性需求,构建以高铁为干线运输、
公路客运为支线辅助运输的现代城市客运交通体系;另一方面有利于充分集约、节约利用交通设施用

地,共享交通设施资源,实现高铁、城铁、长途客运、城市轨道、常规公交、定制班车等多方式零换乘

的出行体验。

图6 客运南站整体搬迁至昆山南站南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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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拓展公路客运定制服务,建设公铁联运一站式的交通集散中心。(1)通过道路专线客运班车与

高铁站的列车时刻表无缝衔接,精准调度班车和发班间隔,实现 “班车公交化、运输直达化和时刻精准

化”的公路铁路无缝接驳;(2)借助 “互联网+”破除传统的 “厂包车”运营模式,大力发展定制班车

业务,为旅客提供定时与定线路的客运服务;(3)利用高铁站高端商务人流集聚的契机,拓展商务快客

业务,为旅客提供安全、舒适、快捷的高品质出行服务;(4)结合周边机场规划建设,借助高、快速路

网拓展机场快线业务,打造以昆山南站为枢纽的空铁联运发展模式;(5)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凭

借公路客运自身客运网络提供 “门对门”服务,发展旅游业,为旅客提供快捷的出行服务。充分结合现

代信息科技建设一站式交通集散中心,以旅客出行需求为导向,开展快速灵活的定制客运服务,有助于

“互联网+交通枢纽”逐步释放经济活力,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衔接的智慧型枢纽经济新形态[4]。

3.2 引入多元城市功能, 强化站城一体开发

一是构建 “一心、一轴、一带、多区”的总体空间结构。以昆山南站为核心,延续城市南北向发展

轴线,强化南北广场的功能整合。北广场采用传统封闭街区模式,主要功能为高端商务、商业、居住;
南广场采用开放街区、活力街区模式,主要补充综合交通枢纽、人才中介以及服务中小企业的创意创业

街区、青年社区等城市功能。通过南北广场功能整合,实现整个枢纽地区的协同发展,打造高品质城市

门户区。

图7 昆山南站枢纽空间结构布局

二是打造功能混合、复合化的特色空间体系。特色空间上,通过立体化的步行系统设计,实现高铁

站、综合交通枢纽与其他城市功能的畅通联系;同时打造中央活力绿谷,通过退台设计,有效放大中央

区域的景观界面,提升活力绿谷内部空间感受。南广场区域站前空间以城市阳台为主题,打破传统的

“大广场+大景观”方式,将站前集散空间与城市公园、现代商业融为一体,通过下沉广场与立体步道

系统完善交通组织,打造灵活的开敞空间,形成复合化的体验中心和城市形象展示区域。
三是采用整体规划建设的地下空间开发模式。在地下空间功能布局方面,根据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各

地块功能分布,确定各地块地下空间基本功能,以及地块之间地下联通的方式及位置。站前高强度开发

地区,充分利用轨道站点和公共交通网络快速疏解人流;商业办公核心区未来将以完善的地下空间网络

来疏散人流,并结合商业布局,融合体验功能。建设时序上,地块地下空间与轨道K1线、地下步行系

统建设时序统一,以节省整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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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昆山南站枢纽特色空间分布

图9 昆山南站枢纽地下空间功能布局

3.3 统筹交通设施布局, 优化交通流线组织

一是完善配套交通设施功能。大型铁路主导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应配套的交通设施主要有公路客运

站、轨道交通、公交枢纽站与中途站、出租车上落客区、社会车停车场以及非机动车停车场等;考虑未

来交通发展趋势,昆山南站枢纽地区还应统筹考虑共享汽车租赁点、旅游与定制包车、机场航站楼等交

通设施。以用地集约为原则对各类交通设施规模进行测算,站前广场总面积需求约3.5hm2;公路客运

站用地面积按3.0hm2控制,采取立体开发,将到客区、发车区、共享交通、旅游及机场大巴区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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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竖向布局;公交枢纽用地面积按3.0hm2控制;小汽车停车场用地面积按5.7hm2 控制;非机动车

停车场用地面积按0.6hm2控制。
二是优化轨道交通设施布局。(1)建议在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南广场新增一处K1线站点,与北广场

站距约710m;(2)K3线建议沿九华山路敷设,在北广场与K1线合并设置一处换乘站,乘客可通过站

厅、风雨连廊等设施步行到达昆山南站枢纽地区;(3)建议苏州快轨9号线沿南广场站前路敷设,并在

南广场设站一处,乘客可通过站厅与南广场地下空间,到达客运站、高铁站以及南北广场。

图10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轨道线网及站点布局

三是统筹布局各类换乘设施。站前南广场维持既有规模,结合高铁站进出站出入口在南广场设置集

中换乘的下沉广场,远期建议对高铁站出站口进行改造,调整至地下一层,方便与轨道交通换乘;公路

客运站设置在南广场西侧,采用立体开发模式,地下设置小汽车停车场,夹层设置出租车、社会车辆接

送区及人行地下通道,地上一至四层为汽车客运站功能;公交首末站位于高铁站西侧,整合现状首末站

及西侧社会停车场进行设置,可容纳30条公交线路;高铁站现状东侧社会停车场保留;高铁站北广场

出租车接送区保留;南广场地下设置社会车辆接送区。

图11 昆山南站枢纽换乘设施布局

0731



四是优化各类交通流线组织。以 “交通有序,人车分离”为原则,优化各类交通流线组织。公交车

以创业路、柏庐路为主要公交走廊;小汽车主要行驶至南广场地下社会车辆接送区接送乘客,或至小汽

车停车场停放;出租车主要至北广场地下高铁出租车接送区或汽车客运站地下出租车接送区接送乘客;
长途客车利用白马泾路和高架匝道进出客运站,避免与区域其他车流相互干扰;乘客可利用地下步行通

道或立体步道换乘各类交通方式,实现人车分离,保障人行安全性和便捷性。

图12 公交车流线

图13 小汽车流线

图14 出租车、长途客车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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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完善道路网络体系, 构建内畅外达网络

一是选择适宜的交通出行模式。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主要客流预计将由两部分组成,即昆山南站及客

运站乘客,以及南广场商务办公、商业、创新SOHO、人才中心等客流。根据交通需求预测结果显示,
在以 “常规公交 (45%)、小汽车 (40%)为主”的出行模式下,路网总体负荷度达到0.85左右,道路

网的总体负荷度比较高,部分路段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不利于枢纽经济的建设;以 “轨道交通 (30%)
为主导,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35%),适当控制小汽车 (20%)发展”的出行模式下,路网总体负荷度

为0.47,道路网负荷度有较大改善,总体运行良好。因此,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应积极引导形成 “以公

共交通 (含轨道)为引领、适当限制小汽车发展”的出行模式,支撑区域用地开发。
 

图15 以轨道交通为主导,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适当控制小汽车发展的

出行模式下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交通运行情况

二是加强区域对外通道建设。将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对外通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外快速通

道,即枢纽地区与昆山市域各城市中心和组团以及周边县市之间的快速联系通道,主要包括长江路和

G312;第二层次是内外联系通道,即枢纽地区与周边主要片区之间的联系通道,主要包括中华园路、
柏庐路、白马泾路;第三层次是相邻片区通道,即枢纽地区与临近地区之间的联系通道,主要包括创业

路、熊庄路、雁荡山路、小澞河路、珑庭路、黄山路。对外通道中,应着重推进白马泾路、黄山路南

延,增加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对外快速、便捷的集疏运通道。
三是完善高铁枢纽周边道路网络。结合昆山南站南广场区域用地更新,规划建设 “一横两纵”(中

华园路、白马泾路、柏庐路)的主干路网以及 “四横四纵”(九华山路、创业路、熊庄路、雁荡山路、
小虞河路、珑庭路、人民南路和黄山路)次干路网,加密支路网,规划路网密度将达11.88km/km2,
较现状高出6.03km/km2,且高于国内其他高铁枢纽区域。

四是近远期建设相结合,优化近期交通布局。优化思路为 “扩大停车,接送分离”,主要措施有:
①将昆山南站北广场地下接送通道调整为出租车专用接送区;②取消高铁站站房西侧的小汽车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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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对外通道示意图

图17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道路网规划

(停车泊位约200个),将其改造公交首末站;③目前,南广场已拆迁约6.0万m2,将其改造为社会车

辆停车场与送客区 (可设置约2000个临时小汽车停车位);④公交首末站及高铁站东侧停车场交通组织

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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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昆山南站近期交通设施布局及接送流线示意图

3.5 交通设施建设与交通管理相结合

一是结合交通组织方案,提出相应的交通管理措施。(1)根据路面机动车的饱和情况,适当地对私

家车或出租车限行,或者对周边路网和交叉口进行单行或禁左等管理;(2)停车管理方面,根据昆山南

站枢纽内泊位停车实施情况,通过停车管理系统发布诱导信息及时发布停车信息;盘活片区内停车资

源,规范停车管理,严格查处违法停车,全面整治停车秩序。加大机动车强占人行道的巡查、处罚,加

强处罚的执行。在区域内加强统筹停车系统规范化、立体化、智能化发展,配合推进昆山路内停车收费

政策以及方案的实施,规范路内停车。同时推动立体式社会公共停车场发展,配套增加停车场新能源充

电设施,推广智能诱导停车管理;(3)片区内支路和背街小巷管理方面,建立道路整治综合协调机制,
注重上下配合、条块结合。建立完善网络化、网格化管理体系,推动管理服务向社区基层延伸、向背街

角落延伸。加强支路沿线环境整治,整体设计、多措并举,统筹实施交通道路整治、建筑立面整治、市

政设施改造等;(4)加强昆山南站枢纽与周边道路网的交通信息化建设,为人流和车流提供更实时、合

理的引导;加强交通语言的系统性与连续性设计。
二是交通设施建设与交通管理手段相配合。针对昆山南站枢纽范围内改善条件较差甚至困难的道

路,可采用道路建设与交通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提升道路功能、匹配通行能力。近期交通设施尚能满足

需求,可不采取特别管理手段,未来随着机动车交通需求增长,视情况采取不同交通管理手段,如只允

许公交车和出租车等高乘载车辆利用地面道路行驶。

4 结语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作为昆山市近期重点开发的 “五区一线”之一,应该牢牢抓住用地更新的契机,
以 “站城一体”为核心,整合枢纽交通功能以及用地空间结构,通过打造现代交通枢纽、强化站城一体

开发、优化交通流线组织以及完善道路网络体系等措施,来促进交通、产业和城市的融合,更好地支撑

昆山南站周边地区枢纽经济建设,为昆山城市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树立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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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火车站枢纽综合交通方案研究

徐 曌 王宇俊

【摘要】 苏州火车站是苏州客流量最大的客运枢纽,是苏州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和门户空间,更是苏州市发展的核心

引擎。但是,其传统的集疏运体系与高速增长的交通需求无法匹配,有必要重新审视枢纽功能,从站城一体的理念缝合

车站与城市,理清枢纽与城市交通的关系,做强苏州站既有城际枢纽,提升中心城区枢纽转换能级。本文分析了苏州站

现状接驳场站布局方案,并发现存在的问题,通过未来客流量计算出苏州各接驳场站所需面积,重新合理布局接驳场

站,打造换成集成化、便捷化的新一代枢纽。
【关键词】 苏州火车站;站城一体;接驳场站;换乘集成化;换成便捷化

1 苏州火车站功能定位

苏州火车站位于城市地理中心、行政中心、人口岗位集聚区。是我国最繁忙交通走廊之一沪宁通道

的重要客源点,京沪铁路和沪宁城际均从此通过。苏州火车站汇集了铁路、城市轨道、公交枢纽、城市

道路交通,是一座复合程度高、交通流量大的现代化、综合性交通枢纽。
苏州北站则是国家级铁路枢纽,是市域高速铁路核心枢纽,具备多向连通能力,承担与国家中心城

市间的长距离高速客运联系。
苏州火车站是苏州诸多火车站中对外客运量最大的车站,同时也是长三角核心区域的城际枢纽,服

务苏州主城区与周边城市主要功能中心间高频次城际商旅、通勤出行,同时也兼顾中远距离的出行。

表1 苏州市铁路主要客站对外客运量预测

车站 2025年 (万人) 2035年 (万人)

苏州火车站 2058 2440

苏州北站 1445 1741

苏州园区站 408 490

昆山南站 456 540

张家港站 177 210

常熟站 223 264

太仓站 223 264

常熟新站 330 450

其他 880 1071

表2 苏州火车站与苏州北站发车班次对比

苏州火车站 苏州北站

南京 177 73

上海 181 78

北京 4 20

济南 1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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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乘客出行需求特征发生变化,更加倾向于中短距离出行,同时对出行体验有了更高的要

求,300km的中短距离的城际商务、旅游等客流逐步成为铁路出行需求增长的主体。随着出行距离的

缩短,车外时间比重越大,中短途高铁乘客的出行体验越差,苏州火车站相对于苏州北站有着明显优

势,未来将成为苏州市居民中短距离出行的首选。

图1 至临近城市火车站车外时间占比情况 (苏州市政府出发,等车时间15min)

通过苏州火车站和苏州北站的对比,可以发现未来苏州站将成为长三角都市圈出行的重要枢纽,将

会有更多的人们选择中短距离的城际出行,对苏州火车站的接驳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枢纽集散运现状分析

2.1 苏州火车站平面布局

苏州火车站位于新城与古城的交界处,南临护城河,北接平江新城,形成北主南辅布局,共同承担

客运功能,站房对称分布在站台中心上,南广场地面西侧是行包停车及公交,中部是步行广场,东侧为

社会车、出租车停车场,地下一层为社会车、出租车上课点和地铁出入口;北广场采用的是高架进站方

式,地面设公交车首末站和长途车场。地下2层为轨道交通2号线,地下3层为轨道交通4号线,铁路

出站后可直接在地下1层进行换乘。

图2 苏州火车站现状接驳设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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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交通组织分析

北环快速路在人民路和广济北路之间,下穿苏州火车站南广场,广济路上跨站场,人民路下穿站

场,北广场和苏站路平接,北环快速路的车流均能通过高架便捷的进入北广场。苏州火车站交通流线如

下图所示,车站南广场中公交车由北环辅路进出,在广场西侧设公交首末站,北侧社会车及出租车由人

民路经北环辅路进入广场东侧落客,古城来向社会车及出租车由北环辅路进入广场东侧落客,社会车及

出租车于南广场地下停车场上客后与北环辅路出入口驶出。车站北广场中公交车场集中设置在广场东侧

地面,长途车和旅游车在广场西侧进出,北侧社会车和出租车经高架驶入高架平台落客,古城来向出租

车和社会经人民路、平川路绕行至广济北路驶入高架平台落客,社会车和出租车车在北广场地下1层上

客后由苏站路驶离。

图3 苏州火车站交通组织流线图

3 枢纽设施规模预测

根据铁路部门预测苏州站未来客流数据并利用增长率法进行修正,得到远期苏州火车站客运量将达

到66000人次/天,乘以高峰系数1.1,得到苏州火车站客运量约为72600人次/天。
根据旅客出行特征及分析预测,苏州火车站客流集散应以公共交通为主,具体集散方式分担率如下

表3所示。

表3 苏州火车站集散方式分担率

交通方式 比例 (%)

公交 40

地铁 35

出租车 15

社会车 8

铁路换乘 2

以远期客流预测数据为基础,预测苏州火车站各种接驳设施的合理占地规模,结合铁路客流到达、
出发的特点,以及现状调研情况,高峰小时人流量按日客流量的1/6估算,得到高峰小时铁路双向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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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12100人/时。

3.1 常规公交场站

表4 苏州火车站常规公交场站面积预测

参数 标准 备注

Nbus 12100×40% 高峰小时铁路与公交之间的换乘客流量

Pb 100人/辆 国家标准

η 70% 现状步道50%,考虑远期公交优先政策的发展

td 2~3min 现状为5min,远期服务水平的提高,取值相应缩短

tu 3~5min 现状为10min,远期发车间隔的缩短,取值应缩短

sbus 90~120m2/辆 苏州市标准

Lp

标准A:50-100m 标准A:国际先进城市换乘距离及苏州居民期望距离

标准B:100-150m 标准B:苏州市居民可忍受距离

S 1.2人/m2 国家标准

v 1.1m/s 国家标准

sh

标准A:1.5m2/人 标准A:苏州市居民期望的较为宽松的候车面积

标准B:1m2/人 标准B:国家规范容许最小候车面积

sd 600~800m2 单车掉头所需空间面积

Sbus=
Nbus

Pb×η
× 1

td
+1tu  ×sbus+

LpNbus

1800sv+
Nbussh

tu
+sd

计算得苏州火车站所需公交场站面积为:标准A:Sbus=6800m2,标准B:Sbus=6500m2

3.2 社会车场

表5 苏州火车站社会车场面积预测

参数 标准 备注

Npark 12100×8% 高峰小时铁路与社会车之间的换乘客流量

tpark 120~300s 现状调查

tlast 1800~3600s 现状调查

apark 25~30m2/辆 经验值

spark

地面:25~30m2

地下:30~35m2
国家规范

Ppark 2.5人/辆 现状调查

βpark 6%~12% 经验值

Spark =
Npark(tpark+tlast/apark)spark

3600Pparkβpark

计算得苏州火车站所需社会车场面积为Spark=12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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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租车停车场

表6 苏州火车站出租车停车场面积预算

参数 标准 备注

Ntaxi 12100×15% 高峰小时铁路与出租车之间的换乘客流量

β 0.5~0.8 现状调查结合经验判断

staxi 25~30m2/辆 经验值

Ptaxi 1.5人/辆 现状调查

λ 3 经验值

Staxi =β×Ntaxi×staxi

λ×Ptaxi

计算得苏州火车站所需出租车车场面积为Staxi=10000m2。

3.4 轨道交通条数

表7 苏州火车站轨道交通条数预测

参数 标准 备注

Ct 12100×35% 高峰小时铁路与轨道交通之间的换乘客流量

θ 0.6~0.7 方向性系数

It 2~5min 发车间隔

Bm 5节 苏州地铁采用5节编组B型车

Jm 200人 国家规范

ηm 0.1~0.3 剩余满载率

Nt =
Ct×θ×It

60×Bm ×Jm ×ηm

计算得苏州火车站所需轨道交通条数为Nt=2.47条 (取整为3条)
结合上述预测结果,苏州火车站在下一步改造中需要满足公交场站6800m2,社会车场12000m2,

出租车场10000m2,轨道交通条数3条。

4 枢纽集散运体系优化

综合考虑苏州火车站目前存在的接驳问题以及对未来接驳场站规模的预测结果,提出苏州站高标

准、高规格、高品质的综合交通方案,完善枢纽对外交通运输体系,完善枢纽内部交通设施布局,打造

站城协调的优美空间,建成换乘集成化、智慧共享化的新一代枢纽。具体方案如下图。
公交场站设置于北广场西侧,接送客与进出站层同层布设,减少乘客换乘距离,同时靠近平江新

城,兼顾服务地方客流。
出租车场站设置于南广场东侧,借宿可与进出站层同层布设,减少乘客换乘距离,距离北环快速路

较近,做到快进快出。
社会车场分为近距离社会车场和远距离社会车场,近距离社会车场位于北广场东侧,服务近距离地

方客流,远距离社会车场位于南广场西侧,距离北环快速路较近,依托快速匝道快速集散。
非机动车停车场与共享车场设置于北广场最北端,服务苏州居民及外来游客,实现 “慢行+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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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苏州火车站接驳场站布置图

的无缝衔接。
新增一条东西走向轨道交通,方便苏州火车站与高新区、工业园区的直达客流,形成苏州火车站东

西南北四向的完善的轨道交通网络。

5 结语

本文先分析苏州火车站未来发展定位为苏州最重要的城际枢纽,承担着长三角都市圈的城市出行的

责任,对未来交通量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客流量计算得到配套公交场站、出租车场站、社会车场站所

需面积及轨道交通条数,并结合苏州火车站现状,优化场站布局,增加轨道线路,从而打造换乘集成

化、便捷化的新一代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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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铁路客运枢纽布局规划的探讨

徐士伟 房庆恒 叶树峰

【摘要】 铁路客运枢纽布局对铁路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具有重要意义,需遵循铁路运行机制,实现服务城市发展、
交通高效运行的目标。通过系统梳理和思考广州铁路枢纽规划建设运营实践,分析了铁路枢纽发展面临的问题,把握客

运枢纽在客源分布、方式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的发展趋势,相应提出了主城区扩容提质、外围城区多站布局、优化客

货运行组织、打造空铁联运枢纽等四方面的建议,实现铁路运行与城市发展的协同。
【关键词】 交通规划;铁路客运枢纽;枢纽布局;互联互通;空铁联运

0 前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间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的日益密切,高速铁路迅猛发展,铁路客运逐渐成为城市

重要的对外交通方式,客运枢纽布局直接影响城市综合效能的发挥。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

湾区核心城市,为更好发挥铁路客运枢纽对土地空间的集约利用、对城市开发的引导作用和对城市运输

的集散功能,需要梳理现状存在问题,顺应铁路和城市发展趋势,优化铁路客运的交通组织和空间布

局,以推动城市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1 广州铁路客运枢纽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广州是全国六大客运枢纽之一,现状共4座客运枢纽,分别为老城中心站广州站、新城中心站广州

东站、高铁中心站广州南站和北部门户枢纽广州北站,站场总规模达到30台54线。其中广州站、广州

东站位于城市核心区,广州站主要办理普速客车始发终到,广州东站主要承担区域动车始发终到列车作

业,广州南站主要办理高速铁路的始发终到作业[1]。2019年,广州铁路枢纽完成发送旅客量1.44亿人

次,日均发送量达39.5万人次[2]。铁路客运枢纽为服务城市对外出行、带动城市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现状布局不能适应高速铁路和城市发展的新要求、新趋势。

1.1 中心区普速客站功能弱化, 难以满足客运方式的转变

由于贵广、南广高铁等线路开通导致客流增长,以及高铁出行逐渐为旅客接受,导致普铁客流向高

铁转移。2010~2016年七年间,广州铁路枢纽普铁发送量占比从62%降低到29%,而高铁发送量从

10%增长到45%,取代普铁成为主流,广州铁路客运方式发生根本转变。
传统普速客站广州站和广州东站占据有利区位,配备了地铁、长途客站等优势交通资源,城市建设

成熟,周边集聚了大量人口。但由于客站规模较小、不具备办理高铁能力,导致其在铁路枢纽中地位逐

渐减弱,未能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因此,有必要调整普铁枢纽布局、优化货运组织,改造提升普速客

站,以利于整体枢纽功能的发挥。

1.2 副中心、 外围城区铁路客站建设滞后, 无法实现就近乘车

广州市辖11区,规划建设1个主城区、1个南沙副中心和6个外围城区[3]。目前南沙副中心仅运

营庆盛站,引入一条线路,每日开行对数少,且距离明珠湾区中心超过1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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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从化、知识城、空港经济区等外围城区尚无铁路客站,需至主城区广州站、广州东站乘坐普

铁,至广州南站乘坐高铁,如从化区距离广州站直线长度60km,距离广州南站超过70km,外围城区

无法就近乘车,出行不便。

1.3 高铁枢纽广州南站远离中心区, 制约高铁的时效性和便捷性

广州南站作为高铁枢纽,集中办理5条高铁动车业务,日均发送量已逐步增长至26.3万人次,超

过50%的客流目的地和来源地为中心区。由于距离核心区15km,导致城际间出行的在轨旅行时间反而

小于集疏运时间。据统计,广州南站40%的客流集疏运时间大于1小时,超过广州至深圳、香港、珠

海等地的铁路旅行时间。因此导致铁路全出行链时间压缩有限,高铁的速度优势和便捷性大打折扣。

2 广州铁路客运枢纽的发展趋势分析

近年来,伴随高铁、城际不断投入运营,广州铁路枢纽客运量以年均10%的比例飞速增长,预测

2035年铁路发送旅客将达到3.97亿人次,是2019年的2.8倍。铁路客运需求规模持续增加,客运枢

纽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2.1 客源分布呈现以主城区为主、 外围地区快速增长的特征

未来主城区仍然是广州人口和就业岗位的主要聚集地,也必然是铁路枢纽主要客源地。2018年末,
广州全市服务人口1700万,其中主城区人口占比达到67%。预计到2035年服务人口达到2500万人,
其中主城区占比仍超过一半;广州就业岗位900万个,其中主城区范围内超过600万个,远期占比也大

于一半。
外围地区是广州服务人口增加的主要承载地,承接外来迁入的新增人口和中心区疏解人口,必将带

来更多的铁路客运需求。南沙、增城、从化、花都现状人口约325万,未来增长至近800万;就业岗位

也增长1.5倍,达到370万个。因此,每个外围城区均相当于人口超过50万的中等城市,必然会带来

多个不同片区的铁路客运需求。

2.2 普速外迁、 高铁进中心是铁路发展共同趋势

全国各大城市铁路系统的发展和规划存在明显的 “动内普外”趋势。普速外迁是指将普速铁路客运

业务办理功能迁移至外围枢纽,迁移时机主要考虑客流量和区域集疏运网络。广州铁路客运枢纽的普速

客流主要来源于大湾区地区,随着大湾区城际铁路网的成网运营,外围铁路客站的区域集疏运体系逐步

完善,普速铁路外迁的时机已逐渐成熟。2016~2018年,伴随高速铁路网络完善和铁路出行方式转变,
广州普速旅客发送量由3000万人次递减至2600万人次,发送旅客还将持续减少。

动车内迁是指动车组列车导入城市内部、靠近城市中心的火车站。国家发改委 《关于推进高铁站周

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新建车站不宜远离城市中心,以更好地满足铁路旅客对出行便

捷性的需求。为方便旅客就近乘车,缓解城市接驳交通压力,实现幸福出行体验,焕发老城市新活力,
满足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提出的城市核心区紧密联系要求,落实广州与大湾区主要城市中心间1小时通

达目标,有必要将高铁线路引入广州中心城区。

2.3 多站布局、 互联互通是提升网络综合效率必由之路

国内外与广州枢纽规模相似的东京、巴黎、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城市,基本都在城市中心区

布局大型中心枢纽,以始发终到为主;同时分方向、分圈层布局多个铁路枢纽,就近服务城市各个组团

的铁路出行,并通过互联互通实现灵活运输组织。
如巴黎铁路枢纽布局通过6座车站分工把口,即北部车站连接法国北部、英、德等国家铁路,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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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法国东部、东欧和德国,里昂站可达法国南部、西班牙、意大利和日内瓦,奥斯特里茨站可至法国

南部与西班牙,蒙帕纳斯站可及法国西南部,圣拉查站可达法国西部和英国;同时各枢纽直接通过

RER线、地铁线进行衔接[4]。
北京规划8座客运枢纽,北京站、星火站、副中心站接发东北、东向始发终到列车,北京南站主要

负责东南方向的到发作业,北京西站和丰台站主要接发西南、南向列车,北站、清河站接发西北方向列

车。其中北京站与北京西站通过地下直径线,实现南北向互通[5,6]。
上海规划6座客运枢纽,也是分方向把口,如上海站主要负责北京、南京方向,虹桥站负责北京、

南京及杭州方向,上海南站主要负责杭州方向等,各枢纽借助联络线的方式实现互联互通[7]。

2.4 强化空铁联运成为未来空铁一体化网络布局重要规划方向

伴随高速铁路和民航飞机的发展,旅客远程多式联运出行比例将不断提升,对快速、便捷的出行要

求也将不断提高,空铁联运、枢纽中转在铁路客运中将越发普遍。高铁与民航之间的关系呈现竞争和合

作两面性,一方面高铁分流航空客流,另一方面又可作为机场的远距离集散工具,方便高铁沿线居民前

往机场,拓展机场腹地,增加旅客客源。根据相关研究,高铁对航空客流的作用呈现动态的过程,出行

距离小于500km/h,高铁优势明显,能够吸引大部分客流;500~1000km,航空出行开始显现竞争优

势,高铁对航空的两面性影响更加明显;1000~1500km,航空出行优势较大;1500km以上,航空出

行将占主导地位,高铁对航空的分流影响较弱。
因此,根据广州国际性航空枢纽的定位,白云国际机场的服务范围和中转枢纽功能将大大提升,建

设铁路与航站楼一体化枢纽,有效衔接国际机场航空运输网和高速铁路网,满足空铁一体化网络布局

要求。

3 广州铁路客运枢纽规划布局的建议

更集中的铁路客运枢纽布局方式,使得大型枢纽集中办理客运,有利于动车所、停车场等相关设施

利用,降低运营管理成本,但高度集中又将造成枢纽压力过大;过于分散的布局方式,各组团均规划建

设铁路枢纽,可方便就近乘车,但也导致铁路资源和管理成本增加。因此,建议广州按照 “多站布局,
大集中、小分散,分方向把口”思路,通过优化主城区、外围地区布局、加强互联互通等方式,围绕广

佛地区布局15座铁路客站,形成 “内五外五”总体格局[8]。“内五”指主城区内广州站、广州东站、广

州南站、白云站、黄埔站,“外五”指外围城区五个方向上的客站。

3.1 通过改造旧站、 新建客站, 实现主城区扩容提质

借鉴国内外中央火车站经验,改造广州站、广州东站,加快白云站建设,并新增黄埔站,提升广州

南站集疏运系统,打造广州主城区五个铁路枢纽。
纵观全球顶尖城市,均在城市核心区设置多个大型客运站,如纽约中央火车站,其建站历史长、处

于城市中央,场站规模大、发车线路全、客流量大,枢纽一体化无缝换乘、功能多元综合、彰显城市国

际形象。广州站、广州东站分别位于传统老城区核心、现代化CBD城区,区域位置得天独厚,已形成

优越的集疏运条件。因此,需要按照中央火车站标准建设,通过枢纽优化和站场改造,引入高铁线路,
提高车站设施能力,实现 “零换乘、一体化、万屋相通”,助推城市更新升级,提升车站和城市整体环

境,实现主城区高铁客流直达的目标。
黄埔站位于主城区东部,承担广中珠澳、广深第二高铁-广永干线等南北向铁路通过和始发终到列

车,分担广州东站的到发压力,进一步扩容提质,且就近服务第二CBD地区[9]。

3.2 通过多站布局、 互联互通, 实现外围城区就近乘车

结合引入广州主城区的干线铁路,在途经的外围城区设置高铁站,实现广州外围城区五个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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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州铁路枢纽总体布局规划图

就近服务组团在该铁路通道上的出行。
北部以广州北站作为复合组团枢纽,服务花都区、空港经济区;东北向规划T3高铁站、知识城

站、从化站,其中,T3高铁站定位为空铁联运枢纽,服务空港经济区及空铁联运客流,知识城站、从

化站为服务片区的单一组团枢纽;东向新塘站、增城站,新塘站服务东部的复合组团,增城站为服务荔

城片区的单一组团枢纽;南向广深港高铁、广中珠澳高铁途经的庆盛站、南沙站,二者服务南沙副中

心;西向贵广、南广、广湛途径的佛山西站、佛山站,二者为服务佛山地区的复合组团枢纽。
外围枢纽作为进入主城区线路通道上的站点,同一通道的连通性极其重要,广州北站至广州站联络

线、广湛高铁西向四线通道已启动建设,新塘至广州东站五六线、广州东站至广州站三四线正在开展可

研工作,广州南站至广州站联络线已纳入规划,广州南站至南沙站联络线规划研究,届时将基本实现外

围枢纽与主城区枢纽的互联互通、主城区五个枢纽间的互联互通。

3.3 通过普速外迁、 货车外绕, 提升枢纽运行效率

根据广州铁路枢纽总图,广州普速列车集中于白云站办理到发,在广州北站通过西向广珠铁路至珠

江西岸、粤西地区,通过东向的东北货车外绕线至珠江东岸、粤东地区。未来伴随铁路网、湾区城际网

络建设推进,广州北站衔接向粤西的广湛高铁、向粤东的广汕高铁,向珠江西岸的广中珠澳高铁、向珠

江东岸的广深第二高铁,同时有联系粤港澳大湾区的广佛环、穗莞深及广清城际铁路,通过城际网络化

运营,基本可实现与湾区各城市全覆盖,因此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广州北站作为普速铁路外迁的枢纽

选址。
加快东北货车外绕线、大田集装箱、增城货场的建设,将广州中心区线路的货运功能均转移至外

围,进一步有效提高内部运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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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通过打造空铁联运枢纽, 发挥 “支线航空” 功能

借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法国戴高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美国亚特兰大机场、日本东

京羽田国际机场、上海虹桥枢纽等国内外的机场铁路与航空转乘成功经验[10],航站楼和高铁站合建的

空铁联运模式是拓展机场腹地的有力举措。
规划白云国际机场高铁站,引入广河、广永等多条高铁线路,基本实现白云机场与广东省内地级市

1.5小时内互达,与长沙、南昌、南宁、海口等邻近省会城市3小时内互达。同时引入穗莞深、广佛环

等城际线路,辐射范围涵盖粤港澳大湾区8座城市与清远,基本实现对湾区主要城市1小时直达辐射。

图2 白云机场空铁联运示意图

4 小结

铁路客运枢纽布局对铁路运行和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开发、发展效能产生深刻影响,需要遵循管理

集约、节约高效的铁路运行机制,又要实现促进城市与交通发展的目标。本文从广州铁路客运枢纽实践

出发,对枢纽布局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通过改造旧站、新建客站实现主城区扩容提

质、通过多站布局、互联互通实现外围地区就近乘车等铁路客运枢纽布局与组织方面的建议,对促进铁

路与城市及整体交通网络的协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近日国家发改委批复了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

设规划》,建议以此为契机尽快启动广州铁路枢纽总图规划修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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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高铁枢纽道路交通支撑系统规划研究
———以天津南站专用通道为例

袁 扬 韩 宇

【摘要】 天津南站规划形成天津西南部地区对外铁路枢纽,现状道路交通集疏运系统无法支撑服务枢纽功能实现。文

章以分析现行南站道路交通支撑系统规划为基础,结合交通需求预测,重点论证南站专用通道的规划必要性和可行性,
提出规划增加南站专用通道,强化至中心城区的快速直连。笔者认为南站专用通道的规划对于支撑天津铁路枢纽建设、
南站商务区发展、高铁客流快速集散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南站专用通道近期实施自津沧快速路至枫雅道路

段,可作为南站地区与中心城区之间的主要联系通道,规划增加车道规模与出行需求相匹配,工程实施均位于公路红线

范围内,具备可行性;远期预留专用进出站通道已落实到控规调整中。
【关键词】 高铁枢纽;专用通道;必要性;道路功能;车道规模

0 前言

天津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己任,与北京一同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要

求强化天津铁路枢纽地位,便捷天津对外铁路出行。与其他大城市高铁枢纽的发展历程相似,高铁枢纽

发展初期的功能集中造成大型枢纽客流疏解难、枢纽内换乘距离长等交通问题日益凸显;为了缓解交通

压力,大城市高铁枢纽的发展呈现出功能分散的趋势[1],天津中心城区铁路客站规划形成 “3+3+X”
布局,中心城区边缘的南站、机场站和北辰站主要承担区域对外组织功能。根据 《京津冀核心区铁路枢

纽总图规划 (2019-2030年)》[2],天津南站规划拟引入津雄城际铁路和津沧城际铁路,可强化天津与

雄安、北京 (新机场)以及冀中南等城市的交通联系,服务天津对接区域协同,落实 “一带一路”、京

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
高铁枢纽对外道路交通系统在功能上,应实现枢纽到发交通与其他交通的相互分离;在结构上,应

利用高、快速路保障集疏运路网的快捷性,利用次、支道路提升枢纽及周边地块的可达性;在规模上,
应注意集疏运路网的设计标准、通行能力与枢纽规模相匹配[2]。同时,高铁枢纽对外交通组织应充分结

合交通流量需求与周边路网特点,明确进出高铁枢纽的主要通道,作为交通组织的设计基础;尽量采用

单向循环交通流线,避免不同交通目标流线的交叉冲突,减少灯控,提高交通组织的通行效率[3]。
为全面提升天津南站集疏运道路的设施供给和服务水平,支撑南站规划扩容,积极服务南站商务区

开发建设,增强地区交通出行的顺畅、便捷和安全,本文以南站地区对外道路交通支撑系统为分析对

象,重点研究南站专用快速通道规划,力求为城市交通和空间的规划决策提出参考意见。

1 规划背景

根据 《津沧高速公路 (津静公路立交-张家窝立交)改造工程道路规划》,津静高速公路收费站规划

迁移至张家窝立交以北约1km处,新收费站以北段改造为城市快速路;津沧快速路北、南两侧分别规

划有新风道、新锐道作为快速路辅路。津沧快速路主线可通过新收费站以北处规划的一对出入口匝道,
与新风道、新锐道连通,进而与枫雅道相接,实现天津南站及南站科技商务区与津沧快速路及中心城区

快速路系统之间的交通联系。2018年9月,津沧高速公路 (津静公路立交-张家窝立交)改造工程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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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实施。

图1 津沧高速公路改造工程规划示意图

根据 《京津冀核心区铁路枢纽总图规划 (2019-2030年)》,天津南站规划为天津市重要客运枢纽,
主要办理北京—上海方向动车通过作业,以及雄安、沧州等方向区域城际动车始发终到作业[2]。天津南

站在现状承担京沪高速铁路正线服务功能基础上,规划拟引入津雄城际铁路和津沧城际铁路,成为天津

西南部地区主要的始发终到车站。根据相关需求预测,天津南站2040年将承担旅客年发送量为0.2亿~
0.3亿人次,日均客流量为5.5万~8万人次,需要规划强化一套完善的交通支撑系统服务未来铁路客

运发展需求。

2 规划必要性分析

2.1 现状及现行规划道路系统难以实现车站快速通达

受荣乌高速公路和津沧高速公路的空间阻隔,天津南站及南站科技商务区现状集疏运进出通道仅有

2条,分别为津静路—京福支线—丰泽道—柳静路通道和津涞公路—祥和大道—枫雅道—柳静路通道,
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绕行距离远。

结合津沧快速路的实施,现行规划通过新风道、新锐道与枫雅道相接,经柳静路到离天津南站,新

增1条南站地区与中心城区间的联系通道,在减少绕行距离的同时,该通道更是与中心城区快速路系统

直接相连。但由于该通道与南站的交通联系需要通过商务区地面交通转换实现,考虑到南站到发交通流

与商务区用地集散交通流混合干扰,新增的津沧快速路—新风道、新锐道—枫雅道—柳静路通道难以完

全实现车站快速通达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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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天津南站现状集疏运道路通道示意图

2.2 现行规划道路系统难以满足新增交通需求

天津南站及南站科技商务区现行规划有7条对外集疏运通道服务地区进出交通,其中,津沧快速路

—新风道、新锐道—枫雅道通道为东部方向的主要通道,该通道内大部分路段规划为单向双车道,规划

机动车高峰小时 (单向,下同)交通量为1250pcu/h。
鉴于天津南站规划引入津雄城际铁路和津沧城际铁路,预测南站2040年规划客流量将增加至现状

客流量的3.5~5.5倍,随之带来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将增加1900~3180pcu/h。在假定南站商务区

规模不变的前提下,津沧快速路—新风道、新锐道—枫雅道通道规划机动车交通量将大幅增长,通道内

现行规划车道规模恐将难以满足新增交通流量的需求。

2.3 国内城市高铁枢纽普遍配置连通快速路的专用通道

国内大城市高铁车站道路交通支撑系统往往配置有进出车站的专用道路,比如天津西站 (见图4),
自西青道、复兴路、河北大街等道路至东、西两侧进、出站厅均设有高架或地下专用通道,尤其是自车

站南侧的西青道快速路,设置有专用匝道分别连通至高架进站厅和地下出站厅,实现车站铁路客流的快

速到发交通。
综上所述,天津南站专用通道的规划对于支撑天津铁路枢纽建设、南站商务区发展、高铁客流快速

集散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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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天津南站现行规划集疏运道路通道示意图

图4 天津西站集疏运专用道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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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需求预测

根据相关规划分析,预测天津南站2040年日均客流发送量为5.5万~8万人次,高峰小时客流发

送量为0.8万~1.2万人次。参考南站现状交通出行结构,预测南站2040年机动化出行比例为53%,
南站规划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为2550~3830pcu/h。

结合城市用地布局、人口和岗位分布等情况,预测南站规划客流分布的主要方向为东部 (与中心城

区的)方向,南站东部方向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为1680~2530pcu/h。该方向交通量由津沧快速路—
新风道、新锐道—枫雅道、宾水西道—才智道—瑞达路以及拟规划新增的津沧快速路—新风道、新锐道

—南站专用进出通道3条道路通道承担,其中,新风道、新锐道—南站专用通道承担机动车高峰小时交

通量为939~1408pcu/h,新风道、新锐道—枫雅道通道承担235~355pcu/h,其余由才智道—瑞达路通

道承担。

4 规划方案

天津南站专用通道 (如图5所示)规划利用与中心城区快速路系统无缝衔接的津沧快速路,自其最

南侧的匝道引出,与新风道交通合流,依次下穿赛达大道、荣乌高速公路后,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

为以逆时针方向下穿南站科技商务区并经过天津南站的专用通道,另一方向为与枫雅道自东向西方向顺

接;之后,专用通道和枫雅道自西向东方向的交通合流,依次下穿津沧高速公路、荣乌高速公路和赛达

大道后,与新锐道交通分流,通过匝道进入津沧快速路。

图5 天津南站专用通道规划示意图

4.1 快速通道与沿线集散功能复合

现行规划的新风道、新锐道为城市快速路辅路,兼具为进出主线的过境交通起到路网集散和为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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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出入交通起到对外联系的功能。
规划新增的南站专用通道需要实现中心城区方向客流快速通达南站的功能。通过专用通道与新风

道、新锐道交通合流,将车站客流快速直达和沿线地块对外集散两大功能复合到同一条道路上;通过控

制专用通道与宾水西道、赛达大道辅路和学府西路为右转进出的交通组织,实现不同功能的交通流线明

确可分离。

4.2 车道规模与交通需求相匹配

在现行规划中,津沧快速路匝道规划为单向单车道,新风道、新锐道规划为单向双车道,枫雅道规

划为双向六车道。
考虑到南站规划新增的交通需求,预测津沧快速路匝道规划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为666~

1406pcu/h和693~1433pcu/h,现行规划的单车道规模已不能满足规划新增的交通需求,应在匝道处

规划增加一条车道;专用通道与新风道、新锐道功能复合的路段规划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为1619~
2471pcu/h和2183~3035pcu/h,是现行规划对应交通需求的1.3~2倍和1.8~2.5倍,该路段应规划

增加两条车道,车道规模翻番;专用通道南站商务区地下路段规划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为939~
1408pcu/h,该路段应规划为单向双车道。

4.3 充分利用交通空间保证可行性

南站专用通道与新风道、新锐道合流路段的实施线位充分利用规划控制的高速公路红线内空间,不

涉及沿线周边用地规划的调整,近期顺接至枫雅道具备可实施条件;专用通道商务区地下路段充分利用

地下空间,未来进出南站的实施线位已在调整的商务区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实现了远期规

划的预留控制。

5 小结

鉴于天津南站拟引入津雄城际铁路和津沧城际铁路,规划新增南站专用通道,对于支撑天津铁路枢

纽建设、南站商务区发展、高铁客流快速集散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是十分必要的。南站专用通道

兼具中心城区高铁客流快速直达南站和道路沿线地块对外交通集散的双重功能,其规划车道规模、设计

通行能力与南站到发交通和地块集散交通的双重出行需求相匹配。专用通道近期实施路段的线位位于高

速公路规划红线范围内,不涉及相关规划调整,近期顺接至枫雅道的方案具备可实施性;远期预留路段

的线位已落实到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当中,随着交通需求的逐步增加,增设进出南站的地下专用通

道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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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河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规划研究与探索

朱芳芳 李海军 何 寰 李 琼

【摘要】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机场已不再是单一交通节点,通过与铁路、轨道、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的联运,以交通

一体化为龙头打造空铁联运综合枢纽引领下的航空新城,可以更好地集聚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为都市圈乃至城市群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经济安全的交通运输服务,也是当前国际化城市发展的趋势。本文深度剖析了上海虹桥枢纽、成都天

府枢纽等空铁枢纽规划建设的案例,基于交通枢纽引导区域发展的角度,研究提出了枢纽地区交通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指标体系,从对外交通可达性、空铁联运时效性、港城融合一体化、换乘衔接便捷性等四个方面提出交通一体化规划策

略;以武汉天河空铁枢纽为例,在区域用地布局、道路系统、轨道交通、空铁联运等方面提出规划方案,以期为国内同

类型规划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天河枢纽;空铁联运;港城融合;交通一体化;武汉

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化、跨区域、多方式、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日益增多,安全、质

量、效率、成本等日趋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价值取向,单一的交通方式已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多层

次需求,由飞机、高铁所承担的区域间出行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荷兰史基浦综合

枢纽、德国法兰克福枢纽等欧美城市发展历程分析总结来看,初级阶段机场仅仅是一个交通节点,转折

阶段发展成为多式联运综合枢纽,再到成熟阶段港城融合引领下的机场城市,是国际枢纽城市发展的主

要历程。
当前国内城市纷纷抓住高铁发展的重要契机,借鉴上海虹桥枢纽模式,提出高铁进机场战略,打造

一体化的空铁枢纽。全国旅客吞吐量排名前20的民航机场中,19个已经或正在实现与高铁的一体化布

局,旨在发挥出 “1+1>2”的协同效果,抢占生产要素,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1]。空铁枢纽交通一体

化即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缩短时空距离,形成机场、高速公路、城际快速通道和高铁客运专线相

互融通的多模式交通网络,实现交通运输效率的最大化,引导城市走向区域,促进都市圈乃至城市群协

同发展。

1 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的发展情况

在空铁联运枢纽自身交通属性特点的基础上,选取上海虹桥枢纽、成都天府枢纽作为研究对象,重

点对空铁枢纽的对外交通衔接、内部换乘设施以及枢纽对城市、区域发展的引导作用等方面进行深入探

讨分析,总结归纳空铁枢纽具备以下共性特征。

1.1 交通疏解便捷化

由于空铁枢纽具有客流量大、多方式的特点,因此对外交通需要专用疏解快速路以及大运量、多模

式的轨道交通进行快速疏解。上海虹桥枢纽通过构建 “一纵三横”的专用疏解道路接入城市快速路系

统,从三个方向分四个入口进入枢纽核心区,将区域过境性交通与枢纽集散交通分离,按照 “西进西

出、北进北出、南进南出”的原则引导高架快速道路交通流向。同时布局 “两纵三横、东西设站”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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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系统,通过机场联络线直达浦东机场、上海东站等对外交通枢纽,通过轨道2号线、10号线直

达中心城区,通过轨道5号线、20号线、17号线衔接外围城区[2]。

1.2 交通换乘一体化

空铁枢纽具备多种复杂性交通方式的特点,需要加强航空、铁路、轨道、公交、小汽车等不同

交通方式之间的转换能力,实现不同交通方式之间便捷换乘、安全高效。交通设施采用立体化布置,
以人车分离为基本原则,集中布局,通过空间的利用布置多个不同的交通功能层,实现垂直换乘目

标。上海虹桥枢纽汇聚了航空、铁路、磁悬浮 (规划预留)、城市轨道、长途客车、常规公交、出

租、小汽车等八种换乘方式,形成了多层面、多通道、多车道、多出入口的换乘格局,不同交通设

施间的到发分层,上下叠合功能安排,避免大流量旅客换乘拥挤,同时提供舒适的换乘空间,体现

了高度综合化的特点[3]。

1.3 城市功能聚集化

空铁枢纽作为大型对外交通枢纽,是城市门户形象的集中体现,也是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发展的

巨大引擎。因此,需要通过商业、办公、文化等多功能设施,逐步形成综合性的功能区、城市的新

地标,进而发挥枢纽地区作为城市中心地区的作用。如成都天府枢纽坚持 “引领航空枢纽经济的新

极核、支撑国家内陆开放的新枢纽、汇聚全球创新人才的新家园”战略定位,规划范围达483km2,
聚力打造天府国际空港新城;上海虹桥枢纽则定位为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面向长

三角、服务全国,助力上海经济东西联飞,同时带动苏州经济重心主动东移,实现苏州、昆山、上

海的连片发展。

2 空铁联运下交通一体化目标指标体系

2.1 规划目标

通过对空铁枢纽本身的交通属性分析及空铁枢纽发展趋势研判,提出空铁枢纽地区的交通一体化,
即在实现空铁联运的基础上,构建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一是加强枢纽快速高效的对外辐射、交通疏

解能力,最终实现区域的一体化发展;二是实现小汽车、轨道、常规公交、出租车、慢行、铁路以及航

空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和换乘,强化换乘设施的便捷、高效、舒适。因此,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

的规划目标,就是打造 “高效畅达、互联互通、立体舒适”的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系统。
其中:“高效畅达”,即实现空铁枢纽对城市各功能区的快速通达、全面辐射,促进枢纽港城一体

化、区域协同发展,同时发挥主要客流廊道的交通功能,实现全市重点功能区域的快速通达;“互联互

通”,即实现航空与铁路的直通,缩短空铁联运时效,充分发挥空铁联运效应,通过交通引领区域转型

发展,支撑打造国际化交通枢纽城市;“立体舒适”,即强调换乘设施的立体化、多通道、便捷化布局,
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乘客旅行体验,实现多种交通方式更加高效安全的无缝衔接、便捷换乘、深度

融合。

2.2 指标体系

为达到 “高效畅达、互联互通、立体舒适”的交通一体化目标,分别从高效性、可达性、时效性、
安全性、舒适性、便捷性等六类指标类型出发,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以引导空铁枢纽地区交通一体化

规划方案的制定,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布局落地提供指导意义。具体指标体系分类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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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交通一体化指标体系分类表

目标 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高效畅达

30分钟到达城市重点功能区

45分钟到达大型对外交通枢纽

1小时覆盖城市主城区

90分钟覆盖整个市域范围

2小时到达周边重点城市

可达性

便捷性

互联互通 空铁联运时效控制在15分钟以内 便捷性时效性

立体舒适

各种交通方式换乘步行距离不大于500m
各种交通方式换乘时效不超过10分钟

无障碍设施设置率100%
旅行体验满意度≥80%

舒适性

高效性

安全性

3 武汉天河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规划

3.1 规划背景

3.1.1 城市概况

武汉是湖北省省会、副省级市,中部六省的特大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全国

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自2009年武汉市被批准为中国首个综合交通枢纽研究试

点城市之后,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不断推进,2013年武汉被列为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之一,2017年国务院

印发的 《“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中将武汉定位为12个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

3.1.2 枢纽概况

天河机场位于武汉市黄陂区,距武汉长江大桥直线距离约26公里。天河机场目前拥有3座航站楼,
总面积64.98万m2,两条跑道长度分别为3400m和3600m。2019年天河机场共开通国内外航线200
条,其中国际 (含港澳台地区)航线63条,旅客吞吐量271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4.3万吨,目前已

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枢纽机场之一[4]。
根据在编的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草案),未来规划形成十二个方向 “米”字形高铁网,包括

既有的京广高铁、沪汉蓉高铁,在建的西武福高铁、沿江高铁以及拟新增的京九高铁、武贵高铁、武杭

高铁。其中,沿江高铁起于上海、止于成都,是位于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地区的重要通道,
也是连接长江经济带与汉江生态经济带最便捷的通道,不仅可以增强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关联度,实

现区域间的人才、技术、信息快速流动,还能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有效对接,融入全国发

展大格局。

3.2 规划策略

根据武汉城市发展战略要求,推进天河空港基础设施建设和提档升级,将沿江高铁线路直接引入天

河机场,建设集机场、高铁、城际轨道和城市轨道于一体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助力武汉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建设。基于上述交通一体化目标要求,为促进区域战略转型发展、扩大武汉经济辐射范围,提

升中部地区竞争力、提高武汉国际化水平,分别从对外交通、空铁联运、港城一体、站区换乘等四个方

面制定相应的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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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构建双快复合通道,促进港城融合

通过构建由专用快速路和城市轨道快线组成的 “双快”复合交通廊道,接入武汉市高、快速路和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辐射武汉市主城区、临空副城、车都副城、光谷副城以及东部新城组群的核心区域,
实现30分钟衔接汉口主城、1小时辐射武汉主城区、90分钟覆盖武汉市域、2小时到达武汉 “1+8”
城市圈的时效目标 (图1和图2)。

图1 天河枢纽高快速路系统规划图

图2 天河枢纽轨道快线规划图

3.2.2 建立机场捷运系统,缩短联运时效

当前天河机场与武汉站、汉口站等重大对外交通枢纽联系的高效性与便捷性不足,服务能级急需提

升。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出 “空—铁”换乘的最小衔接时间应在45分钟内较为合理 (包括

旅客和行李)。因此在枢纽站区内部需要建立以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为主体的机场捷运系统,衔接高

铁站、机场航站楼以及卫星厅,同时通过建立异地航站楼等方式,缩小空铁联运时效,强化高铁站与机

场的一体化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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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引领港城一体发展,实现区域转型

天河空铁枢纽以创新驱动、开放引领、聚焦高端、生态宜居为发展战略,树立中部地区港城融合的

发展典范。基于产业政策导向、地区发展趋势、区域协同联动、优势产业升级的四维选择,天河空港将

构建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两大产业体系。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据空港地区的产业圈层理论和

交通枢纽圈层理论,叠加分析得到武汉天河空铁枢纽地区的圈层产业布局模式,如图3所示。

图3 天河枢纽产业布局圈层模式图

3.2.4 立体集约垂直布局,便捷舒适体验

天河空铁枢纽集合航空、铁路、城际、地铁、机场捷运、常规公交、出租车、小汽车、慢行等多种

交通方式,涉及不同交通方式直接的换乘,换乘设施的布局直接影响枢纽的疏解效率与乘客的旅行体

验。天河枢纽宜采取立体、集约化、垂直的换乘方式,以实现各种换乘设施之间距离最短、用时最小,
保证旅客10分钟内能实现各种交通方式间的快速换乘,实现内外交通的无缝对接,为旅客提供舒适、
便捷的出行体验。

3.3 规划方案

3.3.1 港城融合方案

通过上述对综合交通枢纽布局模式的分析,同时考虑到门户形象、地块价值、交通要素、产业集

聚、机场噪音等相关影响因子,以及空港国际会展中心、体育中心、中日国际产业园等重要功能节点及

机场、铁路等重大设施布局,天河空港地区规划构建 “一港四区”的空间布局。其中,“一港”指天河

综合枢纽航空港;“四区”指临港高端服务功能区、机场北高端制造产业区、天河发展预留区、环后湖

生态景观区。
天河空港地区整体呈 “南城、中港、北园”的空间特征,周边集聚了天河国际枢纽、国际会展中

心、国家工业互联网示范基地、中日国际产业园、航空企业总部等重要功能区,是武汉国际化的门户和

窗口。受机场噪音线影响,机场东南侧80分贝 (临近绕城高速)内布局天河高铁及相关交通场站设施,
70~80分贝 (近庆云路-宋家港四路)内布局商业及商务、文化用地,70分贝以外布局居住、教育等生

活用地。

3.3.2 道路系统方案

根据中国民航总局批复的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总体规划 (2019年版)》,近期2030年旅游吞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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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区域空间布局结构图

图5 区域用地规划图

量达到6800万人次、远期2050年达到1.2亿人次 (包括500万空铁换乘量),旺季高峰小时客流量

将达4.7万人/小时,高峰小时交通量将达到1.01万pcu/小时,需要对机场周边集疏运系统重新

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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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枢纽周边道路交通需求预测表

方向
交通需求

(pcu/h)
需求车道

数量 (条)
衔接主通道

规划车道

数量 (条)

汉口主城 23200 29 汉十-岱黄高速、机场高速、机场二通道 30

阳逻、青山 5600 7 四环线 10

东西湖、汉阳 14400 18 机场西环线、绕城高速、四环线 22

长江新城方向 12000 15 绕城高速、四环线 16

黄陂方向 9600 12 机场二通道北延线 16

通过机场西环线、东环线、机场快速通道衔接汉孝高速、汉十高速快速接入武汉市高、快速路系

统,形成内环到发、外环保护的 “双环”快速路系统,即利用机场西环线、东环线、横天公路、汉孝大

道、东、西航站区专用通道形成综合交通枢纽的到发交通组织;利用绕城高速、福银高速,形成
 

“C”
字环线,分离天河空铁枢纽的过境性交通,实现对空铁枢纽区域的保护。同时对重要的立交节点进行改

造,保障进出枢纽方向车辆的高效疏解。

3.3.3 轨道交通方案

天河空铁枢纽区域形成由1条城际铁路、2条轨道快线、4条轨道普线组成多模式轨道交通系统。
其中,轨道快线17号线覆盖西南部、20号线衔接东部,7号线与13号线覆盖中心城区,实线全域轨道

快线结构性全覆盖,通过直达或一次换乘,覆盖市域城市空间结构,实现全市域重点区域1小时以内全

覆盖。

图6 区域道路改造总体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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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与对外枢纽轨道交通衔接图

空铁枢纽通过轨道快线直达或一次换乘,45分钟内通达五大火车站。其中,通过轨道17号线、20
号线、7号线直达新汉阳站、武汉站与武昌站;通过轨道一次换乘衔接汉口站、光谷站,出行时间控制

在45分钟以内。

图8 与重点功能区轨道交通衔接图

3.3.4 空铁联运方案

为了缩短天河空铁联运时效性,枢纽站区轨道交通实现 “东西四站、空铁直通”。引入自动旅客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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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系统 (APM),结合高铁站、航站楼以及卫星厅设置5处站点,运行3条线路。其中L1为空铁直通

线,长4.9km,衔接高铁站、T3以及T5航站楼;L2为第一航站区T3卫星厅直通线,长724m;L3
为第二航站区T5卫星厅直通线,长729m。同时,建议天河高铁站兼具机场值机功能,空铁换乘旅客

可直接通过捷运系统安检候机。

图9 机场捷运线路规划方案图

4 结语

本文结合武汉天河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规划案例,从交通引导区域转型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枢纽

区域交通一体化目标,并对港城融合发展、对外交通设施布局以及空铁联运衔接方案进行了探讨。后续

研究中还需要结合站城一体化,通过预测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对站区交通设施布局以及与周边城市公

共空间的关系进行细化分析。此外,在节假日以及春节期间特殊状态下,需要提出客流疏解应急预案,
保障枢纽区域高效、安全、便捷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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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评价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选址方法

周 顺 车 旭 刘静妍

【摘要】 未来城市群将持续作为我国主要发展模式引导区域城镇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由于城市群内

外客运需求急剧增长且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布局与城市群发展协调性不佳问题的凸显,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的布局问题

愈发重要。既有文献从决策者角度构建综合决策模型进行枢纽选址的研究较少,本文提出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理论,采用

模糊TOPSIS方法及模糊0-1整数规划模型构建二阶段枢纽选址模型,并通过算例验证本方法的实际适用性,以期在进

行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选址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选址;模糊TOPSIS;0-1整数规划

0 引言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中

提出我国应以城市群为主体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

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2018年)》[1] 指出,以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推动区域城市板块之间互动融

合发展。在国家重大政策支撑下,城市群将持续作为主要发展模式引导区域城镇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
随着国内既有城市群进一步发展和新生城市群的逐步形成,城市群内外客运需求急剧增长,对综合

客运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现状不合理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布局,无法有效地

促进城市群发展[2];并且综合客运枢纽的建设对于引导和支撑区域城镇空间结构、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综上,研究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布局对促进城市群发展、优

化区域城镇空间、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1 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相关综述

国内外针对城市群层面的综合客运枢纽研究较少,文献[2] 对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的定义是介于城

市与国家综合客运枢纽之间,由城市群内多种多个交通主骨架交汇集中所在位置,满足国际或国内、城

市群内外城市间、城市群内城际三级远、中、短程出行需求的客运基础设施。文献[3] 就枢纽所能满足

的出行需求将枢纽分为一、二、三级枢纽,其中一级枢纽可满足三级出行需求,其衔接交通方式以铁

路、公路、航空交通方式为主;二级枢纽可满足二、三级出行需求,其衔接交通方式以铁路、公路为

主;三级枢纽仅满足三级需求,衔接交通方式以公路为主,如表 (1)所示[2]。国内外针对客运枢纽选

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基于交通网络考虑广义出行成本 (出行时间及出行费用)、枢纽可达性、均衡布

局、用地成本等约束因素构建枢纽布局优化模型,而从决策者角度构建综合决策模型进行枢纽选址的研

究较少。

1.1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二阶段选址方法

1.1.1 方法架构

本次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选址方法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于模糊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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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进行备选综合客运枢纽排序,应用模糊TOPSIS[5,6] 实现,而由于阶段一只能得到考虑各候选站址自

身条件的优先排序情况,无法从城市群全局角度考虑其出行需求满足情况及总体投资控制情况,因此应

用模糊0-1整数规划实现枢纽选址的第二阶段优选。

1.1.2 选址方法

阶段一:模糊综合评价—备选综合客运枢纽排序

步骤1:建立客运枢纽选址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既有研究文献[7,8],综合影响枢纽选址的多方面关键性因素,形成如表2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

表1 客运需求层次划分[2]

枢纽分级 需求分级 类别 出行空间 出行要求

一级枢纽
二级枢纽

三级枢纽

一级需求 远程需求 国内或国际 快速、安全、便捷、舒适

二级需求 中程需求 城市群内外城市间 满足半日商务出行需求

三级需求 短程需求 城市群内城际 满足1~2小时出行需求

表2 客运枢纽选址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指标描述

J1 客运需求满足度
通过客运枢纽体系所覆盖人口占例及出行OD判断其满足城市群三级出行需求

的程度

J2 城市群空间结构支撑度
评判客运枢纽体系对城市群、(副)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城镇空间结构的支撑

程度

J3 网络均衡度 评判客运枢纽体系布局的网络、空间均衡度

J4 规划用地融合度 评判枢纽及依托枢纽规划的城市组团与既有规划城镇用地的融合程度

J5 既有客运体系衔接度
评判枢纽与既有城市公共客运系统 (轨道交通、中运量公交、常规公交)的衔

接程度

J6 集疏运体系便捷度 评判枢纽客流集散交通体系的便捷程度

J7 建设条件适宜度
评判枢纽周边地形、河流水系、基本农田、能源配套等其他基础条件和配套设

施的建设适宜程度

步骤2:定义模糊语言变量

本文用模糊语义词来表征决策成员对评价指标权重和指标值的模糊描述,并定义了2组模糊语义词

及各自对应的三角模糊数,如表3所示。

表3 三角模糊数对照表

模糊等级 指标权重模糊语义词 指标评价值模糊语义词 三角模糊数

1 VL 非常不重要 非常不满意 (0,0,0.25)

2 L 不重要 不满意 (0,0.25,0.5)

3 M 中等重要 一般 (0.25,0.5,0.75)

4 H 重要 满意 (0.5,0.75,1)

5 VH 非常重要 非常满意 (0.75,1,1)

步骤3:建立模糊决策矩阵

如果共有K个决策者进行群体决策,有I个候选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有J个方案评价指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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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kij 表示决策者Dk 针对候选枢纽Ci 的评价指标Fj 的模糊评价,wk
j 表示决策者Dk 针对指标Fj 的模糊

权重评价。则综合所有决策者的评价结果,通过公式 (1)和公式 (2)计算得到所有决策者对候选枢纽

Ci 的评价指标Fj 的加权模糊平均评价值eij 和指标Fj 的加权模糊平均权重wj:

eij=1K (e1ije2ij…eKij) (1)

wj=1K (w1jw2j…wK
j) (2)

则对应的指标评价决策矩阵及权重决策矩阵分别为:

E=

e11 e12 … e1n
e21 e22 … e2n
︙ ︙ ⋱ ︙

em1 em2 … emn




















(3)

W=[w1,w2,…,wn] (4)
这里的eij,∀i,j及wj,∀j都是由模糊语义词描述的,而且均可以由三角模糊数表示,即eij=

(aij,bij,cij),wj= (wj1,wj2,wj3)。
步骤4:建立加权标准化模糊矩阵

定义F 为模糊指标评价决策矩阵E 的标准化模糊矩阵。

F=[fij]m×n (5)
模糊数eij= (aij,bij,cij)可由公式 (6)、(7)完成标准化:

fij=
aij

c+
j
,bij

c+
j
,cij

c+
j  ,c+

j =max
i
cij,if j∈J1 (6)

fij=
a-

j

cij
,a

-
j

bij
,a

-
j

aij  ,a-
j =min

i
cij,if j∈J2 (7)

式中c+
j 为效益型准则中模糊数的最大端点值,a-

j 为成本型准则中模糊数的最小端点值。

考虑到不同评价指标的重要性不同,将指标评价的加权标准化模糊矩阵
 

定义为G,由公式 (8)计

算得到。

G=[gij]m×n,i=1,2,…,m,j=1,2,…,n

gij=fij×wj (8)
步骤5:确定正负理想解

采用重心解模糊法判断模糊数的大小,从而排序确定模糊正、负理想解。所用的公式有:

gij=gij1+gij2+gij3

3
gij=(gij1,gij2,gij3) (9)

进而计算得到模糊正理想解P+及模糊负理想解P-:

P+ =(g+
1,g+

2,…g+
n)

=(max
i

gij,j∈J1;min
i
gij,j∈J2)

(10)

P- =(g-
1,g-

2,…g-
n)

=(min
i
gij,j∈J1;max

i
gij,j∈J2)

 

(11)

步骤6:计算各候选客运枢纽与正负理想解的贴近度系数,并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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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 (12)、(13)可计算得到各候选方案与模糊正、负理想解之间的Hamming距离:

D+
i =∑

n

j=1
d(gij,g+

j),i=1,2,…,m
 

(12)

D-
i =∑

n

j=1
d(gij,g-

j),i=1,2,…,m (13)

其中d (.,.)表示两个模糊数之间的模糊距离,可由公式 (14)、(15)计算得到:

d(gij,g+
j)=

1
3
[(gij1-g+

j1)2+(gij2-g+
j2)2+(gij3-g+

j3)2] (14)

d(gij,g-
j)=

1
3
[(gij1-g-

j1)2+(gij2-g-
j2)2+(gij3-g-

j3)2] (15)

可由公式 (16)计算各候选枢纽方案与模糊正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

CCi=
D-

i

D+
i +D-

i
,i=1,2,…,m (16)

其中CCi 代表方案i的相对贴近度,值越大表示方案i越接近模糊正理想解,即方案优先程度

越高。
阶段二:0-1整数规划模型—综合客运枢纽体系布局方案

步骤1:建立模糊0-1整数规划模型

通过对各候选点的模糊贴近度评价,在阶段二中需要结合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资金投入、未来城市

群枢纽客运需求量及客运枢纽的客运容量约束等对多设施进行组合优化研究,为此建立如下的模糊0-1
规划模型:

min∑
M

i=1
xi (17)

Subject
 

to:

∑
M

i=1
cixi≤TC (18)

∑
M

i=1
βixi≥βmin (19)

∑
M

i=1
CCixi-CCave(∑

M

i=1
xi)≥0 (20)

xi∈ 0,1  ,∀i (21)

CCave=1M∑
M

i=1
CCi (22)

其中,

xi:xi=1,代表第i个候选枢纽被选择;xi=0,代表第i个候选枢纽未被选择;

ci:表示第i个候选枢纽的模糊建设成本;

TC:建设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的最大投资;

βi:第i个候选枢纽的最大客运容量;

βmin:未来城市群枢纽客运需求量;

CCi:第i个候选枢纽的模糊贴近度;

CCave:表示候选点的平均模糊贴近度值。
步骤2:解模糊数

再结合Tanaka
 

et
 

al[9] 的权重平均法和α截距集合法,可将约束 (18)和 (19)转化成确切系数的

约束,式 (23)和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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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i=1
[(1-w)(ci)Lα +w(ci)Uα]xi≤TC (23)

∑
M

i=1
βixi≥(1-w)(βmin)Lα +w(βmin)Uα (24)

其中,不同的w∈ [0,1]取值代表决策者对于上、下限的不同偏好程度,在不同的w 取值下,模糊

0-1整数规划模型转化为确定系数的模型,即可求解。

2 算例研究

假定某城市群需规划综合客运枢纽体系,由当地规划管理部门抽调1人,由熟悉当地情况的规划设

计单位抽调2人,组成三人决策小组,应用本文提出的二阶段方法拟从C1、C2、C3、……、C16等16
处候选客运枢纽中优选,组成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体系。

决策小组通过专家问卷调查法确定评价指标集,通过群体决策,应用表3所示的三角模糊数描述权

重值和指标值,见表4及表5,并应用式 (1)~ (16)进行处理得到各候选枢纽点的贴近度系数及排

序表如表6所示。

表4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
决策者

D1 D2 D3
权重

J1 客运需求满足度 VH VH VH (0.75,1.00,1.00)

J2 城市群空间结构支撑度 M L L (0.08,0.33,0.58)

J3 网络均衡度 M L M (0.17,0.42,0.67)

J4 规划用地融合度 H H VH (0.58,0.83,1.00)

J5 既有客运体系衔接度 M M M (0.25,0.50,0.75)

J6 集疏运体系便捷度 L VL L (0.00,0.17,0.42)

J7 建设条件适宜度 M L VL (0.08,0.25,0.50)

表5 各候选枢纽点的评价指标值

候选枢纽/
指标

J1 J2 J3 J4 J5 J6 J7

客运需求

满足度

城市群空间

结构支撑度

网络均

衡度

规划用地

融合度

既有客运

体系衔接度

集疏运体系

便捷度

建设条件

适宜度

C1 VH VH VH VH L L VH

C2 VH H H VH H H VH

C3 H H VH H M M H

C4 H M H H M M H

C5 H H M M H H H

C6 M M M M H H M

C7 M M L M H H M

C8 L M L M M M M

C9 M H M M M M M

C10 VH H VH VH M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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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候选枢纽/
指标

J1 J2 J3 J4 J5 J6 J7

客运需求

满足度

城市群空间

结构支撑度

网络均

衡度

规划用地

融合度

既有客运

体系衔接度

集疏运体系

便捷度

建设条件

适宜度

C11 H M H H M M H

C12 M M M H H H M

C13 M M M H M M M

C14 M H M M M M M

C15 L H H M M M L

C16 L H M M M M L

表6 各候选枢纽点的贴近度系数及排序表

候选枢纽 CC

C8 0.0997

C15 0.169267

C16 0.181295

C14 0.222556

C6 0.227617

C7 0.229824

C9 0.256272

C13 0.309799

C12 0.331948

C11 0.341288

C4 0.416067

C5 0.47979

C10 0.583014

C2 0.609956

C3 0.61157

C1 0.912847

各候选枢纽点的贴近度系数作为第二阶段的输入参数,另外假设某城市群建设综合客运枢纽总投资

TC为2000亿元,未来城市群枢纽模糊年客运需求量βmin为 (7500,8000,8500)万人次/年,各候选

站点建设投资及客运容量如表7所示,运用式 (17)~ (24)计算得到如表8的根据不同α,w 值下的

模糊0-1整数规划模型的求解结果。

表7 各候选枢纽点的建设投资 (亿元)及客运容量 (万人/年)

候选枢纽 Ci (亿元) βi (万人/年)

C1 (230,240,250) 1710

C2 (210,225,240) 1900

C3 (220,230,240) 1995

8041



续表

候选枢纽 Ci (亿元) βi (万人/年)

C4 (170,180,190) 2090

C5 (170,180,190) 2280

C6 (150,160,170) 1805

C7 (140,150,160) 1900

C8 (130,135,140) 2185

C9 (140,150,160) 1900

C10 (220,235,250) 1615

C11 (170,180,190) 1710

C12 (160,170,180) 1995

C13 (170,180,190) 2280

C14 (130,135,140) 2185

C15 (140,150,160) 1900

C16 (170,180,190) 2470

表8 不同α,w下的模糊0-1整数规划求解结果

w/α α=0 α=0.5 α=1

w =0 C2,C9,C13,C16 C1,C4,C6,C7,C11 C1,C2,C6,C7,C11

w =0.2 C1,C3,C6,C7,C11 C1,C6,C7,C9,C11 C1,C2,C6,C7,C11

w =0.4 C1,C7,C9,C13,C11 C1,C4,C6,C9,C11 C1,C2,C6,C7,C11

w =0.6 C1,C3,C6,C9,C11 C1,C6,C9,C13,C11 C1,C2,C6,C7,C11

w =0.8 C1,C10,C12,C13,C16 C1,C3,C9,C13,C11 C1,C2,C6,C7,C11

w =1 C2,C3,C9,C13,C16 C1,C2,C6,C7,C11, C1,C2,C6,C7,C11

最后,决策小组根据不同α,w 值下的求解结果确定C1、C2、C6、C7及C11组成城市群综合客运

枢纽体系。

3 结论

本文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具体提出模糊TOPSIS、模糊0-1整数规划组成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

纽的二阶段选址方法。该方法一方面能在参考信息不充分且模糊的决策条件下对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的

选址布局进行优选,另一方面能够同时考虑建设成本和客运需求的约束。另外,例子的应用分析说明本

文提出的二阶段设计方法可为城市群在综合客运枢纽的选址和布局优化过程中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在

后续研究中,将会对选址指标与交通网络的进一步结合等方面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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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高铁站点地区用地和产业规划研究

邵益晓 徐正全 叶道均 王宇俊

【摘要】 回顾高铁站点开发建设,发现中小城市高铁站点地区用地和产业规划存在定位过高、规模不合理、产业布局

与基础脱节等问题。本文从交通枢纽与土地利用一体化角度出发,总结归纳高铁站点周边用地开发与产业布局的规划思

路。结合高铁站点发展规律,从区域、城市、站点地区等多维角度分析影响站点地区开发的关键因素,提出圈层划分、
产业协同开发等方面的理论方法。结合宁波奉化火车站的案例,引发中小城市高铁站点地区发展规划思考。
【关键词】 高铁站点;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奉化火车站

0 引言

自2003年秦沈客专建成通车以来,我国高铁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截至2019年底,高铁里程达

到了3.5万km,占世界三分之二。高铁站点为城市带来人才、资本、信息等资源要素,加速了我国区

域、城镇之间的资源要素流动,改变了区域城市网络的空间关系。高铁快速建设的15年恰好是我国快

速城镇化的阶段,高铁改变空间格局的能力与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向外围扩张、形成多中心城市格局的诉

求不谋而合。因此,大中小城市纷纷将高铁站作为城市空间演变的助推器,围绕高铁站地区的高铁新城

开发成为城市建设的热点话题。
高铁带动新城发展的模式吸引学者了开展一系列研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高

铁新城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规律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高铁如何对城市空间、产业、人口产生影响的基本

理论研究[1-3]。二是结合近年我国高铁新城建设情况,利用统计手段对高铁新城发展现状进行量化评价,
总结分析高铁新城规划建设遇到的问题并反思原因[4-7]。三是基于实证分析的高铁站点对新城开发的影

响因素研究,包括城市发展水平、城市空间、车站区位、交通集散等多重因素的量化分析[8-11]。四是微

观层面对高铁站周边空间功能布局研究,包括商务区、产业空间、用地布局等多方面的研究[12-19]。以

上研究多以某条线路的站点或具体高铁站点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相似特征的站点的分类和细化研究。
本文针对中小城市高铁新城发展的困境,总结归纳此类高铁站点的规划建设面临的问题,根据高铁站点

发展规律,分析城市经济水平、站点规模、站点可达性、产业基础等特征对高铁站点地区发展的影响,
提出中小城市高铁的地区发展规划的理论方法。

1 高铁站点地区发展现状及问题剖析

我国高铁集中建设时期恰好是我国快速城镇化的时期,2003年至2019年期间,我国城镇化率由

40%提升到了60%。由于城市特殊的发展阶段,我国高铁站点地区的开发建设有自身的特色,也面临

独特的问题。

1.1 高铁站点远离城市中心

我国新建高铁站点普遍存在远离城市中心的现象。以发展最为成熟的京沪高铁为例,全线共设

置24个站,与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达到了9.6km,其中距离城市中心最远的宿州东站达到了

24.5km。与我国高铁建设的背景类似,20世纪70年代,日本建设新干线的时期也是处于快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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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中。日本新干线上约35%高铁站点选址存在远离中心城区的现象,但是日本高铁站点选址与

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相比我国较小,如新横滨高铁站距离城市中心约7km,新大阪高铁站距离城市

中心约6km。
我国新建高铁站点与城市中心分离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一是铁路部门对于提升高铁运行效率和降

低建设成本的考虑。高速铁路由于设计速度快,转弯半径大,对线路线型要求较高。引入城市建成区的

高铁线路受限于线型条件,一般需降速至200km/h以下,严重影响高铁时效性。此外,高铁建设基本

由铁路总公司主导,受限于城市中心地价较高,为减少拆迁成本,铁路部门选择牺牲城市居民的高铁出

行接驳时间,将线路和站点引入城市边缘地带。二是地方政府自身拓展城市空间,发展新城的诉求。在

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部分城市存在老城中心发展受限、亟需拓展新的城市发展空间的需求。地方政府

普遍把高铁站当成刺激城市经济增长,提升郊区土地价值,带动新城发展的催化剂。考虑到铁路部门和

地方政府的共同诉求,出现大批远离城市中心的高铁站点也不足为奇。

1.2 高铁新城定位高、 规模大

随着产业结构转型,信息密集型产业成为主流。作为信息承载载体的人,在空间上的高效移动更加

重要,对应的交通方式是航空和高铁[20]。高铁站点成为汇集汇聚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

的重要节点,也成为发展商业、商贸、商务、娱乐、医疗、教育等现代服务业的首选之地,往往能迅速

成为区域交通、产业、商业中心。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城市发展空间和提升土地价值,一般将高铁新城的

定位较高,最常见的定位是 “城市副中心”。但是由于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高铁新城对人流和产业

的吸引力差异巨大。大城市对于资源要素有强大的聚集能力,容易在高铁站点周边聚集人气,逐渐形成

新的城市中心。普通地级市、县级市的高铁站点通常仅能实现到交通枢纽的功能,甚至主要起到往外

输送人口和资源要素的作用,注定难以带动城市发展。因此,对于中小城市而言,高铁新城的定位

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此外,高铁新城的规模也不尽合理。有些中小城市的高铁新城规模动辄占

地数十平方公里,例如滕州是一个县级市,城镇常住人口约100万,建成区面积46km2,但是滕州

东站高铁新城规划面积达到40km2,定位为高端商务和研发新高地。这种高铁新城规模与城市人口、
城市建设面积完全不匹配的做法,往往会造成开发动力不足、开发进度缓慢的局面,甚至沦为 “荒
城”、“鬼城”。

1.3 高铁新城功能类似且单一

在实践中,众多中小城市为了分享高铁建设带来的红利,纷纷大刀阔斧开展高铁新城规划建设。由

于对于高铁新城缺乏足够的认识,功能定位往往较少考虑与城市特色和产业基础结合,造成 “千城一

面”的局面,诸如城市门户、商务区等字眼频繁出现在高铁新城定位中。大部分中小城市高铁新城的业

态都以商务、办公、休闲、居住等高附加值功能为主。由于商务、办公、休闲等功能需要足够的内生发

展动力和外部资源要素支撑,比较适用于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中小城市如果盲目效仿大城市高铁站点

的做法,往往会面临难以消化大体量商务办公用地,难以留住导入人口,易沦为 “鬼城”等风险。受土

地财政驱动,高铁新城的业态往往也比较单一,以住宅、商业、办公为主。其中,中小城市的高铁新城

普遍存在以居住用地为主的特征,如岳阳东站周边已开发用地中92%为居住用地,廊坊站已开发用地

中82%为居住用地。与欧洲、日本等成功的高铁新城开发以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优先的模式不同,只注

重短期利益的新城开发注定会困难重重。

2 高铁站点辐射空间层次性分析

高铁站区的影响范围和空间结构的研究普遍认为其影响范围有显著的空间层次性特征。Schutz,
Pol等人结合高铁站地区开发经验提出 “三个发展区”的结构模型[21-22]。由于高铁的辐射能力的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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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圈层的功能有显著的差异。根据步行可达范围划定圈层半径,核心圈层以步行10分钟作为圈层半

径,一般为500~800m范围,是商务活动、建筑密度最高的地区,其功能以餐饮、宾馆、商务办公、
信息业、旅游业为主;第二圈层以步行15分钟作为圈层半径,一般为800~1500m范围,主要为商务、
办公、信息业、居住、工业及配套功能;第三圈层是外围影响与带动地区,与高铁的运营没有直接的关

系,以城市功能为主。

图1 高铁车站辐射影响范围的空间层次示意

高铁带来的时空距离改变给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红利,但是,高铁站点周边地区发展除受到高

速效应的影响外,也与城市规模、人口、经济水平、站点区位和站点客流量等要素息息相关。根据研

究,50万~100万人口的中等规模测算高铁站点的影响范围与城市发展水平因素 (人口、人均GDP、
城镇化率)、车站自身因素 (客流量、集聚度、停靠列车数)、车站可达性 (与中心区的空间、时间距

离)高度相关[23]。
国内高铁新城建设实践显示,大城市高铁站的辐射影响范围通常较大。以京沪高铁沿线站点为

例,大城市如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站点增长幅度最大的圈层达到8km;而一般的城市的增长幅

度最大的圈层范围均较小,如廊坊、徐州、沧州等城市站点在4km圈层增长最大,济南、枣庄、镇

江等城市站点在2km圈层增长最大。从高铁站区核心区的建设来看,由于功能定位、规模不合理等

通病,一些中小城市的高铁新城建设成效并不理想。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 《关于推进高铁站周

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中小城市不宜过高预估高铁带动作用,避免照搬照抄

大城市开发经验,硬造特色、盲目造城”[24]。因此中小城市的高铁站点辐射范围需要结合城市和站点

现实基础合理确定。
本节以宁波市奉化火车站为例,说明中小城市应结合多种因素合理确定高铁站点核心区规模。城市

发展水平因素方面,奉化区规划人口约80万人,奉化经济发展实力与人口集聚能力在宁波市域中处于

后发位置,2018年度四项主要经济指标 (GDP总量、GDP增速、人均GDP、人均居民收入),在宁波

各县市区排名靠后。车站自身因素方面,奉化火车站远期年旅客发送量约为572万人次/年,日均客流

人次仅为约1.6万人次,属于中小型站点。车站可达性方面,奉化火车站距宁波中心区20km,距奉化

主城区6km,属于城市边缘站。根据奉化城市和高铁站点的这些特点,建议站区核心圈层规模取核心

圈层半径的低值,控制在站点周边500m范围,面积约0.8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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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奉化火车站在宁波市和奉化区的区位

图3 宁波各区县市GDP及增速

图4 宁波各区县市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

3 中小城市高铁站点开发模式选择分析

3.1 高铁站点开发模式概述

高铁站点开发可分为 “高铁+高端现代服务”驱动、“高铁+大型公共设施”驱动、“高铁+产业生

产”驱动三种模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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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铁+高端现代服务”驱动模式。此类模式适合于大城市中心区的高铁站点。由于大城市交

通枢纽汇聚了大量内外交通转化客流,有条件实现交通功能与城市功能的多元共生。大城市拥有较强内

生发展动力,利于高铁充分发挥改变时空距离的优势,围绕大城市形成 “半日、一日商务交流圈”,为

大城市集聚了周边地区的商务、旅游客流,在高铁站点影响范围内形成城市的商务、办公、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同时由于高铁枢纽引入的商务、旅游客流对服务和环境品质的要求较高,倒逼枢纽地区布局优

质的商业、休闲、居住、文化设施,形成交通枢纽和城市空间的良性循环。典型的案例站点如上海虹

桥、郑州东、南京南站等。
(2)“高铁+大型公共设施”驱动模式。此类模式适合于城市边缘区的高铁站点。城市边缘的开发

往往承接城市主城区人口和产业溢出,但是在公共设施配套方面相对滞后。高铁站点开发的同时,通过

政府投资建设大型公共服务设施,有效缓解郊区公共设施配套不足的问题,带动站区的商务商业开发,
促进城市边缘空间向城市功能中心转变,甚至形成城市副中心。典型的案例站点如济南西、沧州西、枣

庄、岳阳东站等。
(3)“高铁+产业生产”驱动模式。由于我国产业园区有布局在城市郊区和外围的特征,不少城市

将高铁站点的开发与产业园区开发相结合,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例如京沪、京广高铁沿线共计14个

高铁站与城郊产业园区结合布局。这种模式主要针对城市外围高铁站以交通单一功能为主的特点,通过

加强与城市各功能中心的交通联系,获得集聚大量区域客流的契机。通过培育和引进带动力强的战略性

产业,形成本地产业优势。同时逐步完善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形成产城融合发展空间。使高铁站点地

区从 “中转站”变为 “目的地/节点”,扭转边缘化格局。

3.2 “高铁+产业生产” 模式适应性分析

从实际的建设效果看,金融、商务、办公等高端服务业对 “门槛人口”的要求较高,中小城市规划

的高铁商务区发展都比较缓慢,为数不少的高铁站甚至没有任何开发建设。而与外围产业园区协同发展

的中小城市的高铁站点地区开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宿州东站距离城市中心达到24.5km,且站点

选址与原城市发展方向背离,曾经因为车站区位饱受诟病。但由于该站依托宿马产业园区的产业支撑,
车站地区的开发状况优于很多城市边缘站点。

图5 宿州东站高铁站区发展现状与规划对比

结合奉化火车站的案例进一步分析。奉化火车站地区位于城市边缘,可依托的城市资源条件一般。
但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建议采用 “高铁+产业园区”协同开发模式,通过产业园区的发展带动高铁站地

区的繁荣。
(1)新建产业园区的基础和诉求。
奉化近年的发展情况,工业园区建设品质不高、政策不够优厚等原因造成对外部企业吸引力不足,

又由于当地企业以民营企业居多,成长相对较慢,导致奉化的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发展缺乏实体经

济作为根基。优化城市产业空间供给已经成为十分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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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和甬台温沿海走廊两大开放通道的建设正在进行,作为地处两大通道交汇

处的节点城市,奉化的产业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火车站地区已有一定产业基础,现状产业类型与城市

产业发展的总体导向较为一致,且地区空间资源还未大规模开发,有条件回应城市产业发展的诉求,建

设新的城市产业增长极。

图6 奉化火车站地区现状产业构成

(2)高铁站点的设置为高铁站地区的产业园区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首先,高铁站良好的交通可达性有利于企业的对外商务合作,从而影响居民和企业的选址行为,对

城市居民、工商企业、办公机构等产生强大集聚力;且高铁站本身塑造了一个现代化、高品质的门户形

象,对于那些知识密集型、非常依赖面对面接触的业务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第二,人流、货流、信息流

的快速流动与汇集将促进站点附近第三产业的集聚与增长,为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生产服

务环境;第三,高速铁路物流的优质服务能够为市场提供高效物流供给,促进高速铁路物流与快递、制

造、商贸与金融等产业融合,提升产业园区的市场竞争力。

3.3 产业发展方向分析

3.3.1 遵循高铁站点地区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高铁是以客流运营为核心的区域性大运量快速交通设施,因此,相对于对第二产业贡献最大的高速

公路而言,高铁对第三产业的贡献更大。高铁站点对第二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促进第二产业从

传统产业向尖端产业升级上。此外,高铁具有高效、可靠、环保等突出技术优势,可以有效适应高附加

值、高时效性的货运需求,有助于构建发达的物流体系与完善的服务网络。

3.3.2 体现城市功能特色,力求与沿线城市错位发展

由于高铁沿线设站城市不止一个,如果每个城市都发展类似的产业,必然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不

利于城市总体的健康发展。每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且具有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等,从而形

成了不同的人文环境。因此,站点地区的产业选择要充分考虑铁路沿线站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既要能够

发挥自身的相对优势,在高铁站点周边地区形成以基础产业为依托又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又要充分利

用高铁的贯穿,实现与其他城市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以台湾高铁沿线站点产业发展为例,高铁沿线各站

点依托各自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差异化定位各自功能发展方向,避免与其他沿线城市形成直接竞争,
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桃园站、新竹站、台中站、嘉义站、台南站分别定为多功能运输中心、传播通讯

高科技商务园区、综合性运转咨询中心、养生旅游产业中心、台南科技门户。

3.3.3 与本地的发展基础与发展条件相契合,并与城市的其他地区整合互补发展

站点地区开发与城市空间发展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发展较为成功的城市高铁站点均十分注重站

点地区的功能业态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高铁站点地区产业的发展也必须根植于自身的发展

基础,与城市经济发展方向相一致。此外,大规模的站点地区开发必然对城市的其他地区产生影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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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台湾高铁沿线城市功能定位

合互补的发展策略一方面既能避免无序竞争,同时也能与其他地区共同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因此,
站点地区的开发也要强调与老城中心的整合。

3.3.4 案例分析

结合奉化火车站的功能定位和现实基础分析。从区域层面而言,奉化位于义甬舟大通道和甬台温产

业带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由于奉化传统制造业较为薄弱,应该考虑借助义甬舟大通道的后发优势,
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而非传统制造业,并实现与周边传统产业强市错位发展。从城市层面而言,宁

波传统智能制造产业位于城市北翼,且高铁站点地区空间容量有限,在承接传统产业方面不占优势。从

奉化本身而言,一方面奉化旅游业资源丰富,旅游经济发展显著,另一方面上位规划明确了火车站地区

发展高科技产业为主导方向。从高铁层面而言,一方面要发挥城市旅游业优势,另一方面要紧抓铁路通

道打通的契机,依托义甬舟大通道带动高铁站点地区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基于以上分析,奉化

火车站应优先发展以精品酒店、商业餐饮、百货零售等为主的旅游服务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材料

为主要导向,升级发展新兴制造业;大力发展研发、商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适度控制发展房地

产业。

4 结语

总体而言,我国高铁建设历史只有短短十几年,与建设城市需要的漫长时间相比,高铁带动新城开

发建设还是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高铁新城话题热度也逐渐降低,这时候的高铁新城建设也往往进入

务实阶段。特别是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面对空间资源底线管控和紧约束的要求,应结合城市现实基

础合理审视高铁与城市的关系。本文总结了近年来高铁新城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针对中小型城

市高铁站点地区开发的话题,结合规划实践,总结高铁站点辐射范围、开发模式选择、产业方向选择等

方面的思路和方法,以期引发对中小城市高铁站点地区规划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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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分析的铁路枢纽客流预测模型构建

闫蔚东 何小洲 刘 鹏 刘超平

【摘要】 在新时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高速铁路、城际铁路交织成网,铁路枢纽多点布局,传统的铁路枢纽

客流预测方法难以适应新格局下铁路枢纽的发展要求,本次研究以城市群尺度下的铁路枢纽为对象,探索铁路枢纽客流

预测新方法。在传统客流预测模型的基础上,以综合交通网络为介质,借助GIS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铁路交通枢纽客

流预测模型。基于综合交通网络对铁路枢纽进行服务区分析,同时考虑了铁路枢纽所承担的到发客流、换乘客流和诱增

客流,为全面预测铁路枢纽客流量提供了模型参考。
【关键词】 城市群;铁路枢纽;网络分析;客流量

0 引言

目前正值我国铁路发展的黄金时期,铁路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高铁网正在由 “四纵四

横”向 “八纵八横”跨步迈进[1],城际铁路的建设同时全面拉开,以高铁为骨干,城际铁路、区域快轨

为支撑,市效铁路、城市轨道为基础的综合轨道交通运输体系,在拉动城市群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随着后城镇化时代的到来,区域发展战略由都市圈上升至城市群,铁路交通扮演着城市群内大运量

快捷交通运输的主体作用。《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提出以轨道交通为骨

干构建一体化设施网络,基本建成 “轨道上的长三角”,铁路密度达到507公里/万平方公里[2]。《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络,完善大湾区铁路骨干网络,加快城际铁路建

设。铁路是未来长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铁路枢纽是铁路网的锚固点,承担着客流的集散与转

换,是城市对外交通的窗口,新时代铁路交通枢纽已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为拉近区域之间的距

离打开了 “穿越之门”。

1 研究意义

在城市群范围内必然存在多个功能层次不同,等级定位各异的铁路枢纽,在铁路交通的节点体系中

承担着集散客流,锚固网络的作用。当高铁、城际铁路在城市群尺度内布局相对集中,铁路成网;高铁

枢纽站每35~100km设站,城际枢纽每10~30km设站[3],铁路枢纽相对密集,如图1所示。传统的

大运量铁路交通客流预测往往是以一条铁路为研究对象,且受铁路规划建设时序的影响,难以综合考虑

铁路网络的整体效应,容易造成客流预测与实际发展存在偏差,不能对铁路枢纽的规模以及后续的站场

设计提供数据支撑,导致现实铁路枢纽存在客源不足或者超负荷运转的问题。本次研究在网络分析的基

础上从铁路枢纽的服务范围出发,自下而上地预测铁路枢纽所承担的客流需求,与传统方法相比更具直

观性和现实性。
铁路交通枢纽经历了4个时代,从传统的铁路客运站发展至综合交通体,进一步升级至城市综合

体,到新一代的4.0版本———枢纽场所,铁路枢纽站所承担的功能集交通、换乘、服务、体验于一体,
铁路枢纽的复合功能已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具备空间体验与智慧共享的特征,成为新的客流集中区,客

源呈现多元化、集中化、常态化。对4.0版本铁路枢纽客流需求的预测与传统铁路枢纽客流预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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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佛区域铁路线网及铁路枢纽规划布局图

存在差异,需要体现新时期铁路枢纽客流的多样性。

图2 传统铁路站北京站 图3 交通综合体北京南站

图4 城市综合体京都站 图5 交通枢纽场所高雄站

2 铁路枢纽客流预测方法

铁路枢纽客流预测最常用的方法是以 “四阶段模型”为基础[4],全面分析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土地开发利用情况,对现有的综合交通设施进行评价;开展大范围的调查,获取人口、岗位的分布

情况,了解居民出行特征;对规划年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解析,构建大范围的交通预测模型,根据特定

铁路及地区的特点对相关条件和参数进行修正。该方法具有成熟的模型体系,过程严谨,但在铁路所覆

盖的大尺度范围内收集完整详细的基础资料,并开展交通调查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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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俊、顾保南构建了大城市客运铁路枢纽客流分配模型[5],在已知城市各分区的铁路OD客流、铁

路发车班次和铁路枢纽布局的条件下,构建枢纽接驳综合交通网络,利用多项Logit模型和MSA算法,
求解不同时段到不同分区铁路枢纽的客流量。该模型体现了大城市内多个铁路枢纽的客流分配差异性,
但研究范围局限在城市尺度,没有考虑跨行政区域、城市群尺度的铁路枢纽客流分配问题。

周雪梅、张道智等人开展了基于路网容量约束的火车站客流规模确定方法研究[6],通过确保对铁路

枢纽周边道路网的有效利用,基于路网容量的约束,预测铁路枢纽的到发客流、换乘客流以及诱增客

流。该方法给出了铁路枢纽理想的客流规模,但缺乏对实际客流需求的检验,除了道路交通,城市轨道

交通更具有铁路枢纽的客流集散作用。

3 铁路枢纽客流预测与城市交通需求预测的关系

3.1 铁路客流生成总量

铁路枢纽主要承担了三类客流:对外到发客流、换乘客流 (铁路与铁路之间的换乘)和枢纽环境塑

造所产生的诱增客流。其中到发客流和诱增客流均由城市生成交通量产生,换乘客流由大范围内城市节

点之间的客流交换而产生,到发客流和换乘客流是区域铁路客流分布的局布表现。到发客流为整个城

市通过铁路枢纽转换的对外客流;诱增客流为因铁路枢纽及周边地块的开发,形成了新的城市客流

吸引源,相对于城市其他片区而产生的客流需求。因此交通小区的划分应当将铁路枢纽及周边的核

心商业办公地块单独作为一个交通小区,即枢纽小区,枢纽小区的客流吸发量即为诱增客流量。铁

路枢纽客流预测包括两方面:城市生成交通量预测和区域客流分布预测,枢纽的三类客流之间的关

系如图6所示:

图6 枢纽客流预测流程图

城市生成交通量采用原单位法:T=∑Tk,Tk=∑lak
lNl,其中ak

l 为交通小区l内出行目的为k
的平均出行次数,Nl 为交通小区l内的人口数,l为交通小区,k为出行目的,其中Tk 为出行目的为

k的生成交通量,T 为总的生成交通量。

区域客流分布预测采用修正的重力模型:Tij=K·
(Pi·Pj)t· (Ei·Ej)u

exp(V·Rij)
,其中Tij 为i,j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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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间的客流量,Pi,Pj 为两地的人口数量,Ei·Ej 为两地的人均国民收入,Rij 为两地之间的输运阻

力,K,t,u,V 为模型参数[7]。
如图5所示,步骤一、二、三已有成熟的研究方法可寻,本次研究不再赘述,方式划分的过程省

略,本文所提客流均为铁路出行客流量。诱增客流已经具体至某一个铁路枢纽;到发客流和换乘客流是

将目标城市作为节点预测的结果,是城市范围内多个铁路枢纽的客流总和,针对某一个铁路枢纽的客流

预测还需要进一步细分。

3.2 各枢纽客流承担量

假设某城市群范围内有五个紧密相关联的城市,分别是A、B、C、D、E,目标城市为C城市,五

个城市的位置关系如图7所示,城市间的客流分布如表1所示。

图7 城市群内五个城市位置关系示意图

表1 城际客流分布表

城际客流 A B C D E

A - TAB TAC TAD TAE

B TBA - TBC TBD TBE

C TCA TCB - TCD TCE

D TDA TDB TDC - TDE

E TEA TEB TEC TED -

到发客流由TAC、TBC、…、TCD、TCE (表1中深蓝区域)确定,假设城市C内有4个铁路枢纽,
分别用C1、C2、C3、C4表示,到发C城市的客流将被分配到4个铁路枢纽,分配客流的多少由枢纽

所承担的功能以及在城市综合交通网络中的位置决定。各铁路枢纽到发客流OD量如表2所示。

表2 到发客流OD表

到发客流 A B
C

C1 C2 C3 C4
D E

A - - TAC1 TAC2 TAC3 TAC4 - -

B - - TBC1 TBC2 TBC3 TBC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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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到发客流 A B
C

C1 C2 C3 C4
D E

C

C1 TCA1 TCB1 - - - - TCD1 TCE1

C2 TCA2 TCB2 - - - - TCD2 TCE2

C3 TCA3 TCB3 - - - - TCD3 TCE3

C4 TCA4 TCB4 - - - - TCD4 TCE4

D - - TDC1 TDC2 TDC3 TDC4 - -

E - - TEC1 TEC2 TEC3 TEC4 - -

换乘客流由TAB、TDA、…、TED、TBE (表1中浅蓝区域)确定,其他城市间的客流分布量分为

三种情况:一、客流由目标城市以外的铁路线承担,与目标城市之间不存在换乘关系;二、客流由经过

目标城市的铁路线承担,但该铁路线是直达线,与目标城市间不存在换乘关系,属于通过性客流;三、
客流由经过目标城市的铁路线承担,且不是直达线路,与目标城市存在换乘关系,属于换乘客流。目标

城市内铁路枢纽的换乘客流量由第三种客流决定,假设A、B城市之间必须经过C城市换乘,那么换乘

客流由TAB、TBA 确定,被重新定义为TACB、TBCA。因为城市C内有4个铁路枢纽,因此换乘客流将

一步细分为TAC1B、…、TAC4B、TBC1A、…、TBC4A,具体数值由4个铁路枢纽在城市群铁路网络中的位

置、铁路换乘关系确定。

4 基于网络分析的多枢纽客流预测模型构建

到发客流的分配由枢纽所承担的功能以及在城市综合交通网络中的位置决定,换乘客流由枢纽在城

市群铁路网络中的位置、铁路换乘关系确定。因此铁路枢纽的客流与它所承担的客流方向和它在城市的

位置两个因素确定。这两个因素由铁路网络和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决定,因此需要构建两个层次的交通网

络,分别是城市群铁路网和城市群地面综合交通网,两个网络由铁路枢纽点衔接,两个网络的运行机制

存在较大的差异。

4.1 网络构建

铁路网络的构建需要严格依据铁路网络的规划、开行列车的停靠点、铁路之间的换乘关系构建,因

为铁路网络不像道路网络在节点处可以随意转弯通行,到各个方向的通达性是由开行列车的起终点决定

的。部分节点因为转弯半径不够,或者客流支撑不足,导致开行列车不能直达,必须通过换乘来实现铁

路的通达。假设某城市群A、B、C、D、E五个城市的位置及铁路网络布局如图8所示,开行列车方案

为A↔C↔E、B↔C↔D、B↔E↔D。相对于目标城市C,城际之间客流分类如表3所示。

表3 相对于目标城市C城际客流分类表

城际客流类型 A B C D E

A - 换乘客流 到发客流 换乘客流 通过客流

B 换乘客流 - 到发客流 通过客流 -

C 到发客流 到发客流 - 到发客流 到发客流

D 换乘客流 通过客流 到发客流 - -

E 通过客流 - 到发客流 - -

地面综合交通网络的构建需要将城市内的各类交通,包括道路、公交、城市轨道纳入进来,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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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城市群铁路网络布局图

的交通网络单独建立,后续通过公交站点、轨道站点与道路网络进行衔接,形成综合交通网络。其中需

要重点关注不同层级道路之间转换的连通性和阻抗,道路网络以通行时间作为阻抗,公交和城市轨道网

络以时间和票价作为综合阻抗。最终地面综合交通网络与铁路网络通过铁路枢纽进行衔接,形成整个城

市的综合交通网,如图9所示。

图9 城市地面综合交通网络图

4.2 枢纽服务区分析

对于到发客流,具体分配至哪个铁路枢纽,由各铁路枢纽的服务范围确定。以目标城市C为例,
见表2,东西向客流可以通过C2和C3到发,不能通过C1和C4到发,则C1和C4不参与东西向客流

的分担,则TCB1、TBC1、TCB4、TBC4、TCD1、TDC1、TCD4、TDC4均为0;东西向客流最终会选择C2还

是C3,如何分配TCB、TBC、TCD、TDC 取决于哪个枢纽更方便。通过对参与东西向客流分配的铁路枢

纽 (参与枢纽)进行服务区分析,即在相同出行时间的条件下,利用地面综合交通网络参与枢纽所能覆

盖的城市范围,确定参与枢纽的服务区,如图10所示,服务区所覆盖的东西向铁路出行量即为该枢纽

参与客流 (东西向客流)的到发客流量。将铁路枢纽服务区与交通小区进行叠加分析,定义C2、C3各

自的服务区所覆盖的东西向铁路出行量分别为E2、E3,服务区范围内对应的交通小区东西向铁路出行

量之和即为该枢纽的参与客流到发客流量,E1=∑t
1O+∑t

1D ,其中t为交通小区编号,∑t
1O 表示

服务区E1覆盖的各交通小区东西向铁路出发量之和,∑t
1D 表示服务区E1覆盖的各交通小区东西向铁

路到达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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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向客流由C1,C3和C4承担,C2不参与南北向客流的分配,同上对C1,C3、C4进行服务

区分析,如图11所示,服务区所覆盖的交通小区内南北向铁路出行量之和即为对应的铁路枢纽南北向

铁路客流到发量,分别定义为S1,S3和S4。至此4个铁路枢纽的到发客流量计算结束,定义到发客

流量分别为D1,D2,D3,D4,其中D1=S1,D2=E2,D3=E3+S3,D4=S4。本次研究假设的

城市模型只有4个铁路枢纽,2个铁路分布方向,对于有更多铁路枢纽和更复杂的分布方向的情况,以

客运分布方向为基准,筛选每个分布方向客流的参与枢纽,分别进行服务区分析,最终将各方向的到发

客流量进行汇总得到各枢纽的到发客流量。

图10 东西向参与枢纽服务区示意图

图11 南北向参与枢纽服务区示意图

对于换乘客流,在获得城际客流换乘关系表的前提下,见表3,进一步确定城市内各铁路枢纽的换

乘功能,C1、C2、C4均不具备换乘功能,因此不承担换乘客流,换乘客流均由C3承担。即C1、C2、
C4的换乘客流为0,C3的换乘客流为TAB、TBA、TAD、TDA 之和,定义各枢纽的换乘客流分别为

H1、H2、H3、H4,其中H1=H2=H4=0,H3=TAB+TBA+TAD+TDA。对于假设之外的情况,
根据具体的铁路网络及列车换乘关系,确定各铁路枢纽的换乘能力,获得客流分类表,如表3所示。对

于具有多个换乘枢纽的情况,根据换乘枢纽的规模、等级、功能、换乘效率,以及接入铁路线的功能、

客流强度等因素,构建多元logit模型,Pc=
e

a0+a1x
1
c+a2x

2
c+…+akx

k
c

1+e
a0+a1x

1
c+a2x

2
c+…+akx

k
c
,其中Pc 表示换乘客流选择枢纽C

的概率,x1c、…、xk
c 表示枢纽C 的规模、等级、功能、换乘效率、接入线路数、线路客流量等因素,

a0、…、ak 表示参数。在明确各分布方向的换乘客流量的前提下,理清换乘关系,确定参与换乘客流

的换乘枢纽,计算各枢纽的换乘概率,即可得到相应的换乘客流量。以换乘分布方向为基准,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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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枢纽的换乘客流,最终得到各枢纽的总换乘客流量。
至此各铁路枢纽的到发客流、换乘客流和诱增客流均已得到,三类客流的合计即为各铁路枢纽的总

客流量。

5 案例分析

佛山地处粤港湾大湾区核心圈层,位于粤桂黔高铁经济带的前沿地带,定位为大湾区西部枢纽城

市,未来随着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佛山范围内规划形成5高铁5城际的铁路网布局,如图12所示,
包括24个铁路枢纽 (其中5个位于广州境内,临近佛山)。实现了佛山由大湾区西向枢纽向西部枢纽的

转变,实现全方向铁路通达。

图12 佛山铁路规划布局图

本次研究利用基于网络分析的铁路交通枢纽客流预测模型预测佛山区域各铁路枢纽的客流量。佛山

未来日铁路出行量约为19.9万人次,铁路客流分布分为4个方向,各方向的铁路出行参与枢纽见表4,
铁路出行量见图13。

图13 佛山未来铁路出行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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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佛山未来铁路出行分布及参与枢纽一览表

出行方向
参与铁路及枢纽

高铁 城际 普铁

广州东莞

深圳及以东

铁路线
贵广铁路、南广铁路、
广深港专线

广佛肇城际、佛莞城际、肇顺南城际 广茂铁路、广九铁路

参与

枢纽
三水南站、佛山西站

三水北站、狮山站、佛山西站、佛山站、
三眼桥站、张槎站、佛山新城站、陈村

站、广州南站、新机场站、高明北站、
高明站、九江站、龙江站、德胜站、顺

德学院站

佛山站、三水站

江门中山

珠海及以南

铁路线 广珠澳铁路 广佛江珠城际、广珠城际 广珠铁路

参与

枢纽

佛山站、丹灶站、高

明北站

三眼桥站、佛山新城站、龙江站、顺德

站、顺德学院站
丹灶站

肇庆云浮

及以西

铁路线
广湛高铁、贵广铁路、
南广铁路

广佛肇城际、肇顺南城际 广茂铁路、柳广铁路

参与

枢纽

佛山站、佛山西站、
三水南站、新机场站

三水北站、狮山站、佛山西站、三眼桥

站、张槎站、佛山新城站、陈村站、广

州南站、佛山站、新机场站、高明北站、
高明站、九江站、龙江站、德胜站、顺

德学院站

佛山站、三水站

清远韶关

及以北

铁路线 武广高铁、广清铁路 广佛肇城际、广清城际 京广铁路

参与

枢纽

广州南站、佛山站、
广州站、广州北站

佛山站、广州站、广州北站 广州站

以分布方向为基准,将参与枢纽纳入网络分析,分析各参与枢纽的服务区,计算各枢纽所承担的铁

路出行量。本次研究利用地理信息平台Arcgis构建广佛区域的综合交通网络,如图14所示。

图14 佛山区域综合交通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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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布方向的网络分析结果如图15-18所示,分别表示与分布方向对应的铁路枢纽及其铁路客运服

务区范围,将其与佛山交通小区进行叠加分析,进而得到各枢纽的客流量。

图15 东向承担枢纽服务区 图16 西向承担枢纽服务区

图17 南向承担枢纽服务区 图18 北向承担枢纽服务区

各铁路枢纽的客流量预测见表5、表6,分别表示各分布方向各类铁路线所承担的客流量比例,以

及佛山区域重要铁路枢纽的客流预测量。

表5 佛山区域铁路客流分布表

出行方向

出行分担量 (%)

铁路类型

高铁 城际 普铁

广州东莞深圳及以东 25.5% 34.0% 1.2%

江门中山珠海及以南 15.9% 6.8% 0.7%

肇庆云浮及以西 4.8% 5.5% 0.5%

清远韶关及以北 3.2% 1.6% 0.3%

表6 佛山区域重要铁路枢纽客流量

枢纽站名称 客流量比例 铁路客流量 (万人/日)

佛山火车站 20%~25% 4~5

佛山西站 18%~22%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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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枢纽站名称 客流量比例 铁路客流量 (万人/日)

广州站 2%~3% 0.4~0.6

广州南站 5%~8% 1~1.6

新机场站 5%~7% 1~1.4

其他站 27%~43% 5.4~9.2

6 小结

本次研究在现代区域城市群一体化的背景下,以区域铁路网和综合交通网为基础,探索在高速铁

路、城际铁路成网,铁路枢纽多点布局的格局下,新时期各铁路枢纽的铁路客流量预测方法。将枢纽客

流量划分为到发客流、换乘客流和诱增客流,在传统铁路枢纽客流量预测方法的基础上,结合GIS铁

路枢纽服务区分析,构建了基于网络分析的铁路交通枢纽客流预测模型,预测铁路枢纽承担的客流量。
在交通强国新时代,铁路发展必当先行,铁路枢纽客流预测对枢纽建设规模,交通衔接配套,枢纽

地区TOD开发具有指导意义[8],对拉动城市发展乃至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次研究为铁路枢纽客流

量预测提供了新思路,同时还存在几点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多点布局的铁路枢纽缩短了城际间的时间

距离,城市群范围内通勤圈进一步扩大,城际间的交通分布量将会产生重大变化,交通出行方式也相应

发生转变。因此铁路成网,铁路枢纽密集布局的条件下,交通预测模型的各阶段都将受到铁路交通的反

馈影响,必须全方位做出修正才能得到科学的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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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站交通接驳体系优化研究

郭可佳

【摘要】 北京西站作为综合交通枢纽在北京城市交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城市交通的不断发展,轨道

交通成为枢纽路侧交通集疏运的主要方式、网约车等新服务方式兴起,铁路客流的接驳分担比例不断变化,既有的交通

接驳设施和服务呈现出许多不足。首先研究各类接驳系统服务现状,论述北京西站交通接驳的特征并剖析问题症结。然

后对未来丰台站开通后北京西站的客流变化情况和交通接驳发展趋势进行阐述。最后,针对轨道交通运能不足、公交设

施规模冗余、网约车缺乏服务场地和夜间接驳交通能力不足等主要问题提出了改善建议。试图为北京西站不断演化为高

水平对外交通枢纽,实现交通接驳服务与铁路乘客出行需求相协调,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关键词】 北京西站;交通枢纽;交通接驳;分担率;优化措施

0 引言

城市铁路枢纽地区既是城市的主要对外交通门户,也是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更是城市管理优化的

重点区域。不断增强北京西站的服务保障能力,完善各类配套设施,提升交通接驳服务水平,构建智慧

交通体系,建设安全、高效、以人为本的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是丰台区分区规划中明确提出的发展

目标之一,对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首都对外交通联系提供坚实保障有重要意义。
本文针对北京西站现状交通接驳条件和问题症结进行研究,兼顾考虑西站枢纽未来的发展趋势,重

点针对轨道交通、公交系统和网约车等接驳方式提出优化措施,以期为未来北京西站提升改造、优化服

务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北京西站概况

北京西站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海淀区和西城区交界处,占地51万m2,总建筑面积约70万m2。共

设置站台18个 (其中1-11站台为普速站台,12-18站台为高铁站台),站台长度约550m,候车室13个

(其中7个普速候车室,6个高铁候车室)。
2018年北京西站图定列车已达181对 (普速旅客列车83对,高铁旅客列车97对),高峰期超过

210对,是全国铁路客车开行密度最大的车站之一,约占北京市铁路车站运力的40%,远超原设计客运

能力。根据2018年实际统计,北京西站铁路客流日均28.4万人,其中日均上车14.8万人,日均下车

13.6万人。

2 北京西站交通接驳服务现状

北京西站作为综合交通枢纽汇集多种交通方式,为铁路旅客提供集散服务同时也为城市交通服务,
在北京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纷繁庞杂的铁路客流,各交通方式在实际运营中

也存在许多不足,市民对于西站区域的城市交通服务尚有诸多不满。

2.1 各交通方式客流量

2018年北京西站区域的总体客流为日均63.2万人:其中铁路客流日均28.4万人、地铁客流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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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万人、出租车客流日均2.6万人、机场巴士客流日均0.13万人、停车场客流日均3.4万人、公交

车客流日均9.8万人。分析来看,除服务铁路客流外,西站地区的城市交通系统每天还服务了6万余人

次城市居民出行。

2.2 铁路客流交通接驳方式分担率

2018年数据显示,铁路旅客抵离西站以轨道交通出行为主,分担率达50%~55%;其次为常规公

交,分担率20%~25%;出租车10%~15%,小汽车 (含网约车)15%左右。从历史情况看,轨道交

通尚未建成时,西站主要接驳方式为常规公交。2008年公交分担率曾高达77%。随着7、9号线开通,
轨道交通逐步成为西站交通接驳的主力。但不论公交为主还是轨道为主,西站历年公共交通出行占比均

在70%左右,小汽车、出租车和慢行交通等合计占比30%左右。

图1 北京西站不同年度交通接驳分担率对比

2.3 现状接驳系统运行情况和典型问题

轨道交通方面,乘客进站排队时间过长一直是西站的突出问题。安检机是地铁设施通行能力瓶颈

点,高峰时间大量乘客排队等候安检往往长达半小时。而排队人数较少时,导行护栏未及时调整,增加

乘客走行距离。自2020年1月10日起,北京西站已经实现了铁路、地铁安检互认,换乘旅客只需一次

安检,排队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目前轨道交通系统存在问题主要是7、9号线客流量不均衡的问题。目

前有近80%的乘客均乘坐9号线,而仅有20%的乘客乘坐7号线。而9号线早高峰在六里桥东至北京

西站这一区间的满载率已经达到107%,车厢内过于拥挤、有乘客滞留站台的风险。
常规公交方面,目前线路数量过多、走向重复,运能方面有一定浪费。北京西站当前共有53条公

交线路,其中北广场始发线路17条、途径线路16条;南广场始发线路18条、途径线路2条。53条线

路中有夜班线路8条,分别去往大兴、丰台、海淀、石景山等区域。利用手机信令数据绘制北京西站乘

客去向和来源热力图并与西站公交线网图进行叠加,可以清楚发现公交线路实际走向与旅客集散目的地

并未很好吻合,部分线路过长,有必要对线路走向进行优化。根据2019年7月中旬开展的公交专题调

查,发现西站始发线路中每车上车人数少于10人的占73.5%,途经线路中每车上车人数少于10人的

线路占84.6%。线路条数过多,与乘客需求规模不匹配,有必要对线路数量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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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京西站轨道客流线路间分布示意图 图3 9号线客流断面示意图

图4 北京西站公交线路分布图

图5 早高峰旅客去向与公交走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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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早高峰旅客来向与公交走向分布图

图7 公交上车人数示意图

在出租车和社会车服务设施方面,北京西站均设有专用的调度场站和停车场,场站数量和规模较为

充足。站内共有4个出租车调度站,总计最多可同时储备出租车410辆,日均服务出租车1万余辆。但

目前各出租车调度站利用率不均衡。西站地区共有十余个社会停车场可供使用,车位近3000个,日均

服务小汽车3.2万辆。在所有停车场中,距离出站口较近P1~P3的停车场平均周转率较高,京都信苑

饭店、P15、P5和强胜停车场等较远的停车场周转率较低。
其他方面,北京西站地区的首都机场巴士2013年10月进驻,设南北站点共2个,日均运送旅客

1000人。各类共享单车日均投放300辆,服务旅客1600人。各公司网约车对西站的服务量近年来持续

攀升,但未有明确的统计数据,其中首汽约车公司日均运送旅客200人。目前西站还未规划专门的网约

车停车场。而北京西站站区环境较为复杂,外地乘客难以成功寻车。同时,大多数网约车司机与乘客都

将上车地点选择在P3停车场,私家车倾向于选择P3停车场,旁边还设有出租车调度站,由此造成P3
停车场极易拥堵。以上种种不便,都导致网约车司机对于前往北京西站进行接客的意愿较低,影响乘客

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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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北京西站场站分布图

2.4 夜间接驳情况

北京西站地区地铁7号线运营时间为5:10-23:15,9号线为5:20-23:19,无法满足西站23:00
后至第二天凌晨5:00前到达旅客的接驳需求,实际这一时间段内有11列列车抵达西站,高峰日到达

旅客约为5000人次。在春运、暑运期间还将增开临客,到达旅客约1.4万人。在没有地铁服务的情况

下,夜间旅客离站主要依靠道路交通系统的接驳服务,运力方面存在缺口、服务水平仍有待提升。夜间

公交线路较少、难以满足乘客点对点的交通出行需求,乘客大多选择乘出租车、网约车离开北京西站。
但目前出租车和网约车服务不够稳定,时而出现车辆缺口,造成夜间西站有大量黑车出没、带来治安和

社会秩序方面的诸多问题。
目前北京西站为鼓励网约车前往北京西站接客,在晚间23:00到次日2:00为正规网约车提供免

费停车服务,进一步加强运力保障。但目前只限于 “首汽约车”和 “北汽曹操出行”两家企业的网约车

停车免费,而北京市已获得网约车经营许可的企业有11家,免费服务尚不能覆盖大部分网约车平台。

3 北京西站交通接驳未来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公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北京铁路局的客运安排,未来随丰台站建成,北京西站所有普

速旅客列车都将移至丰台站开行,北京西站在2030年后将专司开行高铁列车,客运压力将明显缓解。
预计到2025年,北京西站年旅客发送量将重新回落到2009年水平,2035年旅客发送量则相当于2014
年的水平。

未来北京西站铁路旅客的交通接驳出行特征也将改变。现状北京南站以高铁客流为主,对比南站接

驳特征,预计未来北京西站交通接驳方面将有以下变化:1)夜间基本无高铁列车,夜间出发和到达的

旅客数量将明显下降;2)高铁旅客出行时间更为集中、在站候车时间将进一步缩短;3)高铁旅客对速

度、准时性的要求更为敏感,预计地面公交接驳分担率还将进一步下降;4)由于高铁旅客行李更为轻

量化,轨道交通接驳分担率还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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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北京西站铁路客运枢纽历年及规划年旅客发送量变化示意图

4 交通接驳系统优化措施建议
 

4.1 轨道交通线路优化
 

轨道交通的优化重点在于提升轨道系统服务能力,解决9号线北京西站车站前后区间线路满载高、
运能不足的问题,可以从优化既有轨道线路功能和新增轨道线路两个方面改善优化。

首先,优化既有轨道线路功能,具体为两项优化措施:1)7号线向北延伸。线路由北京西站向北

沿羊坊店路、西三环路延伸至在建16号线的万寿寺站,全长约5.7km,设站4座。可提高北京西站枢

纽集散可达性、分担9号线北京西站以北的客流压力,同时加强中关村科学城地区与北京西站的交通联

系。2)9号线与昌平线贯通。可形成贯穿中心城西部的南北向轨道交通骨干线,直接连通北京西站和

清河站两大铁路交通枢纽,快速集散枢纽客流。
其后,新增轨道交通线路,加快推进规划轨道交通11号线的工程实施。11号线是北京中心城南部

东西方向线路,西起石景山模式口地区,东至朝阳区垡头地区,直接串联北京西站、丽泽商务区城市航

站楼、北京南站三大交通枢纽,可有效提升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客流集散能力。

图10 北京西站轨道交通优化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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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交系统优化

与轨道交通不同,公交系统目前运力冗余过多。建议从优化公交线路数量和优化场站功能两个方面

开展改善。
可以根据3方面原则出发,优化公交线路数量:1)客流优先原则。对西站始发线路中乘车人数较

多的线路予以保留,而乘车人数过少的线路则进行调整;2)线路走向合理原则。对线路走向合理、客

流断面较高的线路予以保留,而与其他线路重复较长、达到40%以上的,则建议进行调整;3)精准服

务原则。对于主要用于服务西站集疏运的线路予以保留,对于主要运输服务目的地不是西站的线路进行

调整。研究建议可撤销6条始发公交线路,其中3条位于北广场公交场站,3条位于南广场公交场站,
详见下表1。建议西站增设连接六里桥公交枢纽的摆渡车、定制公交,把乘客集中送至六里桥枢纽。

表1 公交线路调整方案汇总

线路

名称
线路类型 所属位置

建议更换线

路始发站至

撤销理由

上车客

流较低

与其他线

路重复

西站不是该线路

重点服务区域

616高峰 始发
南广场

东南侧
六里桥北里 √ √

21路 始发
北广场

公交站场
木樨地西 √ √

50路 始发
北广场

公交站场
广安门内 √ √

394路 始发
北广场

公交站场
公主坟南 √ √

941路 始发
南广场

西南侧
六里桥西 √ √ √

968路 始发
南广场

西南侧
六里桥东 √ √

北广场公交场站共设5个站台、每站台容纳6辆单节车或4辆铰接车发车,历史高峰时期曾经供

15条始发线路使用,目前日间仅设置11条始发线路,场站面积有所富余。在公交线路数量调整后,公

交场站规模则更显过大,建议进行小规模改造。可保留北侧4个站台,而将南部第5个站台改为定制公

交专用站台,方便乘客乘坐定制公交。

4.3 网约车接驳优化

建议规划增设网约车专用停车场,提高网约车服务效率。目前P1停车场有242个停车位,且车位

利用率相对较低。可在P1停车场划定100个网约车专用停车位,并延长网约车辆免费时间,由目前北

京全市统一执行的15分钟内免费调整延长至20分钟内免费停车。通过开展网约车企业和司机的专项调

查发现,这一措施可以有效激励网约车司机前往北京西站接客,有利于北京西站到站旅客的快速疏散。

4.4 夜间接驳优化

西站夜间的交通接驳需求,难以通过地铁延时措施来进行改善。以往在春运客流高峰期和暑运列车

晚点等情况时,也曾临时启动地铁延时措施。但地铁延时的运营成本过高,属于极为特殊情况下采用的

疏解方案,不能作为常态化的优化方案。而夜班公交也不能较好的满足乘客需要,最为有效的办法还是

6341



图11 北广场公交场站改造示意图

图12 P1地下停车场建议调整增设网约车专用停车位

保证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充足供给。
夜间乘客对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需求比较大、乘客更多集中于北广场。建议通过手机微信服务号、出

租公司等渠道加强对出租车的服务调度,引导出租车来北广场出租车调度站接客。对于网约车,可将

P1停车场全部划定为网约车夜间停车场和上落客区,并进一步延长免费时间,23:00到3:00四个小

时内全部免费停放。这一措施能够有效鼓励网约车司机来西站候客、休息,改善夜间网约车在西站区域

不愿接单问题。

5 结论与建议

依据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年)》,首都核心功能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
北京将围绕2个国际航空枢纽、10个全国客运枢纽、若干个区域客运枢纽,构建 “2+10+X”的客运枢

纽格局。北京西站作为全国客运枢纽,是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的重要服务保障设

施,应当持续优化西站的交通接驳设施和交通组织方案,有效发挥其对国际交往和全国交流的支撑作用。
本文对北京西站的交通接驳服务现状、问题症结进行研究,根据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方案建议,为北京

西站交通接驳优化提供基础数据和解决思路。未来应持续跟踪,根据北京西站各种交通接驳方式的实际运

行情况和最新动态,特别是丰台站建成后北京西站的客流变化情况,提出可实施的交通接驳改善策略,持

续提升乘客换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舒适性,为提升北京西站的服务保障能力进行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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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458216401@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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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共性问题剖析与基本治理思路

林 旭 白同舟 刘雪杰 李 先

【摘要】 在我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高铁的出行需求愈加旺盛,铁路客运枢纽作为承接高速铁路进入

城市的重要节点,其重要性也与日俱增。高铁客流增加对在客运枢纽的软、硬件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使得铁路客

运枢纽的问题逐渐暴露。本文主要针对北京既有铁路客运枢纽进行研究分析,以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三个火车

站为典型代表,通过实地调研、部门座谈与数据分析,研究探讨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存在的共性问题及症结,初步将共

性问题总结为旅客进出站与换乘流线组织待优化,城市夜间接驳交通保障能力待加强,枢纽地区运营管理水平待提升三

类。本文结合各站区实际情况提出基本治理思路,为北京铁路客运枢纽的规划、治理工作提供依据与参考。
【关键词】 客运枢纽;高速铁路;客流组织;交通接驳;执法管理

0 引言

近年来,中国高速铁路建设进程快速推进,铁路客运枢纽已成为城市内外交通联络与衔接的重要节

点。铁路客运枢纽的建设对区域交通协同发展起到强大的支撑作用,且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高铁出行需

求,综合性铁路客运交通枢纽的规模也将日益增加,其建设也将越发受到重视。
2016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印发了 《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对于2016~2025年中国高速铁路网、普速铁路网与城市综合交通枢

纽作了详细的规划与要求,《规划》定义枢纽是铁路网的重要节点,要求进一步优化铁路客、货运枢纽

布局,形成系统配套、一体便捷、站城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实现客运换乘 “零距离”、物流衔

接 “无缝化”、运输服务 “一体化”[1]。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现代化、系统化的城市高速铁路综合交

通枢纽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铁路客运枢纽在满足人们对外交通出行需求的同时,也同样服务于城市内部交通,这对铁路枢纽的

规划选址、建设品质与运营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市作为全国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城市之一,
承担京广、京九、京沪、京哈、京广高铁、京沪高铁、京沈高铁等普速高铁线路,年客运量位居全国前

三[2]。在这样的客流压力下,北京铁路客运枢纽暴露出夜间到达旅客滞留车站、站区内外部秩序混乱、
换乘环境不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从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三个典型火车站存在的问题入手,
与火车站管委会、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交通委等多家委办局进行沟通协商,收集资

料,梳理高铁枢纽存在的共性问题、分析症结,并提出基本治理思路。

1 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基本情况

1.1 既有客运枢纽情况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的铁路客运枢纽主要有5座,分别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与

清河火车站。北京站建成于1903年,旧称 “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共8台16线,主要承担东北、
华东方向铁路运输任务,并有开往朝鲜、蒙古、俄罗斯的国际旅客列车,是首都重要的迎宾窗口;北京

西站于1996年1月21日正式投入运营,共10台20线,主要开行京,是北京乃至全国重要铁路交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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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北京南站于2008年8月1日由原永定门站改造完成重新启用,共13台24线,是北京的第二大火

车站,也是北京面积最大、接发车次最多的火车站,主要承担京津城际和京沪高铁;北京北站于2019
年12月30日随着京张高铁的开通整修完毕投入使用,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二等站,
共6台11线,是京包铁路、北京市郊铁路S2线的始发、终到站,同时是京张高速铁路始发、终到站;
清河火车站于2019年12月30日随京张高铁的开通改建完成投入运营,共4台8线,承担京张高铁部

分始发终到及中途停靠作业、京通普速始发终到作业。

表1 北京市已建成铁路客运枢纽基本情况

枢纽名称 站台情况 承接线路 高峰日客运量

北京站 8台16线 东北、华东方向铁路,部分国际列车 约27万人次

北京西站 10台20线 京广、京九、京包、陇海等方向列车 约30万人次

北京南站 13台24线 京津城际和京沪高铁 约34万人次

北京北站 6台11线 京张高速 约10万人次

清河火车站 4台8线 京张高铁 约15万人次

1.2 新建客运枢纽情况

截至2020年7月,北京市规划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主要有丰台火车站、北京朝阳站、城市副中心站。
丰台火车站位于北京市西南三环与西南四环之间,是我国首座采用双层立体车场的大型客站,也将是亚

洲最大的火车站。普速车场规模为11台20线,城际客运车场规模为6台12线,地面为普速车场,顶

部为高速车场。未来将承担从西站疏解出来的普速列车、京广高铁以及京港 (台)高铁,预计2021年

底丰台站将开通运营普速列车服务。北京朝阳站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四五环之间,该站是京包铁路、东北

环线的一站,是前往环铁必经车站,共7台15线,未来主要承担京哈客专始发终到作业和京张城际转

京哈高铁、京张城际转京哈高铁至京广高铁的通过作业,预计2020年底建成使用;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腹地,北运河与运潮减河之间,为8台16线地下车站,未来是京唐城际铁路和京

滨城际铁路 (京唐共线段)的设计起点以及建成初期的运营始发、终到站,同时也是城际铁路联络线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重要枢纽站。

图1 北京铁路客运枢纽布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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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铁路客运枢纽共性问题剖析

2.1 旅客进出站与换乘流线组织待优化

北京铁路客运枢纽作为北京市重要的对外交通门户,进出站效率以及换乘的便捷性会直接影响乘客

的出行体验。现阶段,北京铁路客运枢纽共同显现出旅客进出站效率低以及换乘流线不顺畅的问题。
其中北京西站在进站效率方面的问题更为显著,北京西站的售票厅与验票进站口分开设置,且进站

口附近未设置自助取票售票机,因此从西站南北广场进站旅客必须先抵达售票厅取票后再绕行验票进

站,乘坐地铁抵达西站的乘客需要先通过扶梯和楼梯抵达南北广场后再验票进站,折返绕行现象严重,
进站效率低下。

北京南站与北京站的问题更多体现在换乘流线不顺畅,北京南站地下一层换乘大厅曾经商业设施过

多,广告布置密集,矛盾信息百出,直接影响了旅客换乘体验,换乘地铁的重复安检也导致人流排队,
降低了换乘的便捷性与舒适度。北京站周边公交站点与北京站进出站口距离过长,且路北侧公交站需跨

越天桥方能抵达;出租车上下客区、地铁站口与进站口之间的旅客流线易被广场排队人流堵塞,导致流

线组织不畅,秩序混乱,换乘效率低。

图2 北京站公交站点布局示意图

2.2 城市夜间接驳交通保障能力待加强

铁路客运枢纽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解决城市对外交通与城市内部交通的衔接转换问题,目前北京铁路

客运枢纽在日间城市接驳交通保障能力较强,基本可以满足到发旅客的出行需求,夜间则存在较为严重

的交通供需矛盾,具体体现在夜间城市接驳交通承接客流的能力不能满足抵达客流的交通需求。
北京站作为1903年建成的老站,其配套交通接驳设施条件相对较差,公交站可达性较差,出租车

调度站面积狭小,因此在地铁2号线夜间停运后,公交夜班线与夜间运营的出租车难以满足到达旅客的

疏散需求,旅客滞留现象严重,还间接加剧了 “黑车”揽客现象的出现。
北京西站,目前作为普速与高铁混合的大规模火车站,旅客到达高峰时段与城市早高峰通勤时段重

叠,地铁7号线、9号线早高峰时段满载率高,富裕运力有限,导致早高峰期间地铁7、9号线难以承

接西站到达旅客的交通疏散需求,到达乘客不得不在地铁换乘大厅 “大排长龙”,等候进站[3]。
北京南站,作为典型高铁车站,具有朝发夕至的旅客到发特征,高峰日平均有9000名旅客于夜间

23:00地铁停运后抵达北京南站,公交夜班线覆盖范围与发车频次难以满足多样化的旅客出行需求,
等候出租车的旅客平均排队时间可达40分钟至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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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早高峰时段西站到达旅客排队进地铁 (左图)南站夜间旅客排队等候出租车 (右图)

2.3 枢纽地区运营管理水平待提升

铁路客运枢纽作为城市的重要客流集散区域,人员种类复杂,客流量大,这对枢纽地区的管理运营

水平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北京三个火车站共同存在着管理运营水平较低的问题。
管理水平方面,三站的执法力量不足,效率较低。症结主要在于火车站地区没有专门的执法力量,

存在着公安、交通执法总队以及城管 (火车站地区管委会)三家执法机构,分管不同的违法行为,却没

有有效的衔接配合机制,致使执法效率低下。以呲活揽客为例,交通执法部分无法进行有效执法,只能

进行劝离缺无权处罚,大大减小了对于违法行为的震慑力。
运营方面,铁路、乘客、城市交通三方信息缺乏沟通共享机制,信息互联不畅,视频设备分属不同

部门管理,未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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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火车站执法体制机制示意图

3 北京铁路客运枢纽基本治理思路

3.1 优化枢纽设施布局与旅客组织流线

结合到发旅客的交通需求,对铁路客运枢纽的功能布局进行梳理分析,以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

色优先为原则,结合区域现状与措施任务的可行性,调整优化既有的配套设施布局,进而优化旅客流线

组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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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8年、2019年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和北京站的整治工作为例,三大火车站均重点优化了设施

布局与旅客流线,北京西站在地铁换乘大厅与重要人流节点增设自助取票机,通过设置安检闸机打造

“干净区”实现大铁地铁安检互认,打造智慧化人性化引导标识,营造了便捷舒适的旅客步行环境;北

京南站对二层机动车落客区进行了设施布局优化,将原有的分隔车道人行护栏拆除改为低矮阻车桩,变

相增大了机动车的落客区面积,显著提升了二层落客区的落客效率;对地下换乘大厅商业设施布局进行

优化,关停部分商业,剩余商业设施仅保留必要的商业宣传信息与标牌,大幅度提高了换乘大厅的通透

性与引导标识的连贯性[5];北京站针对东侧天桥上下不便的问题增设了扶梯,并在广场设置引导标识与

引导护栏,使旅客的流线组织更加顺畅。

3.2 加大城市端接驳交通运力供给

实地调研,掌握夜间旅客的出行状况,结合运营数据得到夜间到达旅客的交通出行结构,分别统计

测算出不同接驳交通方式需要承担的夜间客流量,对比现状各交通方式的实际交通供给能力明确供给缺

口,有针对性地进行运力供给优化。
北京铁路客运枢纽,普遍存在的共性运力缺口体现在夜间地铁停运后的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不足,

夜间公交吸引力低这两方面。由于全市夜班出租车司机总体数量较少且前往中心城区内部火车站排队接

客意愿不强,建议采取行政手段调集巡游车来保障运营,并面向网约车施划出专门的停车区,为旅客的

个性化出行提供便利条件。对于夜间公交吸引力较低的问题,一方面要结合客流需求于旅客起讫点分布

优化夜间公交线路并加强信息组织引导,另一方面要推出定制公交等个性化的出行服务以满足不同类型

旅客的交通需求[6]。三大火车站实施上述举措后,三大火车站夜间旅客滞留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性缓解,
旅客平均疏散时间缩短了近60%。

3.3 整合管理执法力量,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理清站区不同区域执法管理权责,确定相关执法、运营部门,整合一支队伍,进行统一归口管理、
相互授权综合执法,实现一人执多法,提升执法效率,增大管理力度。积极利用人脸识别、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助力综合执法,提升非现场处罚比例,将各部门的执法管理视频接入统一平台,建立机制,实现

监测信息共享。
为解决北京市三大火车站管理运营水平较低的问题,2019年底北京市成立市重点站区管委会,

统一负责组织协调本市重点站区的管理服务工作,持续开展严格执法,将黑车、呲活揽客等违法行

为纳入打黑除恶行动中保持高压态势,针对出租运营车辆开展行业信用管理,同时整合火车站地区

视频等信息系统进行统一管理,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铁路、城市交通保障、乘客三方信息汇总

和共享。

图5 信息共享平台涵盖信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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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铁路客运枢纽规划、 建设与管理的三方沟通对接

目前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在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归三方部门统筹与管理,枢纽规划选址由市规划

自然资源委统筹,枢纽站房内部建设与管理归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推进,枢纽站房外区域管理则市站区

管委会负责,三方职责独立,未设置沟通对接机制,协商沟通对接成本较高。
为保障铁路客运枢纽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加的出行需求和品质追求,对于未来规划建设,最终需要

投入运营的客运枢纽,应当做到规划主体、建设主体与管理主体三方在枢纽建成前,建设中,建成后的

高质量沟通对接,确保铁路客运枢纽高水平建设,避免出现共性问题[3]。
规划选址阶段,规划部门应当充分考虑区位特征与周边用地属性,并结合区域现有的交通配套设施

与枢纽建设规模对未来交通接驳情况进行研判,还应当与建设方、管理方实时沟通,充分征求两方意

见,确保规划选址具备科学性与前瞻性。枢纽建设阶段,建设主体应当与规划部门深入对接,确保枢纽

主体按照规划稳步建设,确保规划落地,并且与站区管委会保持沟通,明确彼此需求,保证枢纽主体按

计划建成。运营管理阶段,站区管委会要与铁路方捋顺沟通协调机制,明确站房红线内外事宜责任

分工。

4 总结

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存在的问题可以划分成三类,一是旅客进出站与换乘流线组织待优化,二是城

市夜间接驳交通保障能力待加强,三是枢纽地区运营管理水平待提升。针对上述问题,城市管理者应当

从流线组织优化、供需矛盾缓解、管理水平提升三条基本治理思路出发提出解决对策。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迅猛发展,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承接的高铁线路越来越多,负担的客流压力也

逐年递增,因此高铁枢纽的运营管理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结合本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高铁线路的增加

对城市交通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需要更科学更先进的枢纽运营管理水平来与之匹配[7]。
本文借助实地调研、定量分析等方法,客观还原了当前北京铁路客运枢纽面临的客流压力与实际问

题,揭示了我国现阶段铁路枢纽运营管理的一些规律性特征与问题,以期对我国今后铁路枢纽的建设运

营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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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升级改造研究—以广州东站为例

苏业辉 余 梁 谢志明

【摘要】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建设年代久远,见证了城市的崛起和变迁,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普遍存在铁路枢纽

能力不足、设备陈旧、品质较差等状况,枢纽周边地区易出现交通拥堵、往往缺乏新的发展活力。本文总结城市中心区

铁路枢纽基本特征、存在问题和优化提升策略,结合广州东站发展机遇,从铁路枢纽能力、旅客流线组织、衔接设施布

局、站城一体发展等方面提出优化提升的设想,以期为广州东站改造工程和其他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改造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广州东站;升级改造

0 前言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铁路枢纽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铁路作为城市重要的对外交通方

式,铁路客站承担着城市门户功能,早期的火车站基本都选址建设在城市中心区,是一座城市的标志,
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迁[1]。中心区火车站在投入运营几十年后,往往会出现车站能力不足、站房设施老

化、车站环境脏乱、流线组织混乱、周边交通拥堵等问题,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全国铁路网络不断完

善,铁路枢纽客流发送规模高速增长,旅客对换乘效率和出行品质要求不断提高,中心区铁路枢纽的服

务供给与旅客出行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但火车站周边地区得益于交通条件便利,城市开发建设基

本成熟,车站扩建条件困难,因此,中心区火车站升级改造成为了解决中心区铁路枢纽供需矛盾的主要

手段。

1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基本特征分析

1.1 侧式站房为主, 衔接设施布局平面化

城市中心区铁路客站建设时期较早,基本是线侧式站房模式,通过站房衔接铁路站台和城市广场,
如京广铁路沿线的北京站、长沙站、广州站等建国后首批火车站[2]。公交、小汽车、出租车等交通衔接

设施均以平面布置在站前广场。

1.2 旅客特征与流线组织

铁路在提速以前,铁路旅客主要以务工、学生、探亲人员为主,出行频率较低,因此,车站旅客发

送规模不高,只在特殊节假期间集聚。站房内旅客流线组织以下进下出为主,以地道下穿铁路站场,然

后通过楼扶梯连接站台。

1.3 站城关系分割明显

一方面,受铁路站房形式限制,铁路车站和城市之间的在界限非常清晰,在两者之间还以站前广场

衔接过渡,然后在站前广场邻近区域才是依托铁路交通便利发展起来的城市产业。另一方面,考虑工程

造价、防洪等因素,城市中心区火车基本为路基形式,在车站两端以涵洞形式或者借助地形高差来建设

城市道路衔接铁路两侧,铁路对城市分割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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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发展趋势与优化提升策略

2.1 发展趋势

2.1.1 客流规模增长迅猛、客流构成变化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铁路网络不断完善,铁路旅客发送规模持续稳定增长,2000~2015年期间,
全国铁路客流平均增速为6.4%,这期间广州铁路枢纽客流平均增速为10.3%。未来在国家经济整体向

好、城市和城市群之间交往更加密切的背景下,铁路旅客发送规模将继续稳步增长,2019年广州铁路

枢纽旅客发送规模约1.45亿人次,根据广州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预测到2035年将达到4亿人次,平

均增速为6.3%。
近年来,“高铁进中心”的理念逐步得到认可和实践,甚至一度提出过 “动内普外”的口号,可见

未来中心区铁路枢纽的旅客将由以务工、学生、探亲等长途客流为主转变为以商务、商贸、旅游等中短

途城际客流为主。

2.1.2 旅客换乘高效

中心区铁路枢纽客流转变为以中短途城际客流为主后,其出行将呈现 “短、频、快”的特征,即候

车时间短、出行频率高、换乘衔接快。缩短旅客换乘距离、提高旅客出行体验是所有铁路枢纽的设计目

标,尤其是中心区铁路枢纽将面对公交化运营的旅客出行要求,枢纽旅客进出站流线、交通换乘流线需

要做到简短、清晰。

2.1.3 站城一体发展

城市中心区往往会由于用地资源紧张、环境品质较差而导致发展活力不足,在以存量发民为主导的

城镇化发展阶段,中心区城市更新受到各大城市的青睐[3]。而中心区铁路车站因其能力不足、设施老

化、环境脏乱等问题,对于车站升级改造也存在着迫切需求,因此,推进站城同步更新、一体发展,为

枢纽和城市同时注入新的活力,将是未来中心区铁路枢纽发展的主流方向。

2.2 优化提升策略

2.2.1 提升枢纽服务能力和水平

当客流规模大幅提升对于枢纽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中心区铁路枢纽候车空间

面积普遍偏小,且受侧式站房形式的限制,进站效率不高,在应对日常的旅客到发已经略显吃紧,特殊

节假日期间更是严重不足,常常需要在站前广场搭建临时候车棚、辅以蛇形围栏来控制旅客进入站房候

车的节奏。因此,在枢纽升级改造中,应重点考虑整合既有站房设施,甚至新建高架候车室,以提升枢

纽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2.2.2 优化交通衔接设施布局

平面化的交通设施布局难以实现人车之间,以及各种车流之间的有效分离[4],需要对既有交通衔接

设施布局进行优化,以铁路车站为核心,立体紧凑布局城市轨道、公交站场、长途客运、出租车场以及

小汽车停车场等,以相互之间旅客换乘量的大小来确定各要素间的相对位置,实现 “人车分离、车车分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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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完善枢纽集疏运系统

地处城市中心区,枢纽周边地区交通复杂,枢纽集散交通、地区交通、过境交通相互混杂重叠,高

峰时段主要路段和节点易发生拥堵,而中心区枢纽周边地区路网基本建设完善,路网骨架趋于稳定,新

建道路通道困难。为解决此问题,可结合枢纽改造,通过新建专用匝道、打通关键路段、优化关键节点

等措施来完善枢纽集疏运系统以及地区路网,尽量实现站城交通分离、过境交通与地区交通分离。

2.2.4 促进站城融合发展

围绕铁路站房,构建枢纽与周边地区连续、舒适的立体步行系统[5],弱化消除枢纽与城市的界限,
促进站城融合发展,并且通过立体步行系统连接铁路线两侧,起到缝合城市的功能。

3 广州东站改造实例研究

3.1 现状特征

3.1.1 站内空间品质较低

广州东站是广州中心区三大火车站之一,站房设计采用上进下出为主、下进下出为辅的旅客进出站

方式 (见图1),在首层布置少量候车空间供广深动车旅客使用,满足以长途普客为主、以广深动车旅

客为辅的流线组织需求。但广州东站自1996年投入运营至今已有20余年,其客流特征发生了巨大变

化,广深动车客流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约占东站总客流比例早已超过60% (见图2),且穗莞深城际和

广汕动车于2019年开通运营,动车和城际客流比例进一步上升,导致主要旅客集中在首层进出,而首

层候车面积仅占总候车面积的19%。另一方面,广州东站所有到达旅客均集中在一楼疏散离开,与进

站旅客流线冲突交织,导致旅客辨识性不强,空间品质有待提升。

图1 广州东站现状旅客组织流线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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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州东站近年客流构成变化

3.1.2 站外换乘流线混乱

广州东站交通衔接设施有公交总站、出租车上落客区、小汽车落客区、小汽车停车场等,基本以平

面形式集中布置在站房南侧,用车站无专用落客边,导致公交换乘客流需穿过出租车上落客区和小汽车

落客区,人车交织现象严重;出租车无蓄车区,利用站前通道完成上客和落客,到达和离开旅客混杂。
旅客在站外的衔接换乘流线混乱 (见图3)。

图3 广州东站交通设施平面布局

7441



图4 广州东站现状到达离开交通组织

3.1.3 枢纽集疏运系统存在瓶颈

东站周边地区道路网络基本已按规划建成,广园快速、天河北路、天寿路、广州大道路构成两横两

纵地区路网骨架,林和中路、站前路、林和西路、林和西横路及林乐路构建逆时针交通组织的 “微循

环”系统,基本满足了枢纽交通集散和城市交通运行的需求。但是所有交通均集中在南侧集散,导致部

分方向集散交通绕行较远,也增加了周边道路交通压力 (见图4)。

3.1.4 地形条件复杂,城市分隔严重

广州东站地区以铁路为界限,地形北高南低,南北相对高差约6~10m,地形条件比较复杂 (见图5)。
广深铁路为路基形式,呈东西走向,紧临铁路北侧为平行的广园快速路,整个广州东站地区被广深铁路

和广园快速分隔成南北两大区域。

3.2 发展机遇

广州东站一直以来都是香港与内地交往联系的重要门户枢纽,未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推进

和广州铁路枢纽能级提升,广州站至广州东站三线和四线、广州东站至新塘站五线和六线等线路的建

设,广州东站还将引入广汕客专、广深第二高铁、广中珠澳高铁、广湛高铁等线路,承担更多的高铁和

城际功能,可实现广州东站与南沙、白云机场30分钟内互达,与大湾区主要城市45分钟内互达,成为

粤港港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
而广州东站既有的旅客流线组织、候车空间环境、换乘效率与品质、集疏运系统等方面不能适应未

来发展要求,因此,引导枢纽服务高品质、高效率、枢纽与周边地区融合发展,全面升级改造广州东站

已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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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广州东站地区地形条件示意 图6 改造流线组织示意

3.3 改造构思

3.3.1 建设高架候车室,恢复原设计的上进下出旅客组织模式

广州东站远期功能以动车和城际为主,客流规模将达到4417万人次/年,是现状客流的两倍,对于

枢纽运行效率和出行体验要求更高。建议结合铁路站场改造,新建北站房和高架候车室,利用高架候车

室连通南北站房,恢复广州东站原有设计的上进下出旅客组织模式,有效解决现状旅客进出站流线混

杂、站内候车空间小、品质差等问题 (见图6)。

3.3.2 构建双交通中心,便于各方向交通集散

构建南北双交通中心,拓展广州东站服务面,便捷服务于城市各个方向客流,实现枢纽交通南进南

出、北进北出,与地区路网更加契合。一方面,改造广州东站南侧既有交通空间,建设高架落客平台和

上下匝道,释放地面空间,作为旅客换乘集散空间,形成南侧交通中心。另一方面,新建北侧交通中

心,设置西落客平台、长途客运站、公交总站、出租车场等功能 (见图7)。
 

3.3.3 搭建铁路线上平台,缝合城市空间

利用铁路站场东西两端咽喉区上方空间建设铁路线上平台,并以铁路车站为核心,构建立体步行系

统。往北跨过广园快速延伸至燕岭公园,往南与东站既有站房、南广场及周边建筑衔接,利用连续、立

体的步行系统缝合城市空间,消除因铁路和广园快速造成的城市肌理断裂 (见图8)。

9441



图7 双交通中心交通布局示意

图8 枢纽与周边地区立体步行系统联系示意

4 结语

中心区铁路枢纽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由于客流规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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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客流特征变化而呈现出候车面积不足、流线组织混乱、空间环境脏乱、站城分隔明显等问题,倒逼

火车站进行升级改造。本文围绕中心区铁路枢纽特征和存在问题,以广州东站为例,初探枢纽升级改造

的策略和要点,以期对未来相关工程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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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交通治理与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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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组织概念、方法及实践应用

毛志坚

【摘要】 交通组织是现代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交通先行与系统思维的科学理念,它

的任务是确保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本文梳理回顾了交通组织概念及发展历程,介绍了交通组织设计理念、方法与实

践应用案例,指出交通组织设计是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功能和体现交通管理目标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交通可持续发展

的灵魂、是基于交通科学规律来应对交通问题的方法和抓手,提出建立规范流程与形成长效机制,使其成为保障城市交

通功能与品质提升的技术支撑手段。
【关键词】 城市交通;交通组织;概念方法;实践应用;对策建议

0 引言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方式的多样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化,交通组织工作显得越来越重

要。在当今复杂的城市交通系统中,没有组织的交通会造成供需比例的失调和交通秩序的混乱,交通的

无序还会引发交通系统运行中的安全和效率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影响城市交通功能的发挥与城市文明品

质的提升。由此可见,交通组织是现代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交通先行

与系统思维的科学理念,它的任务是确保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它既要有前瞻性———落实到城市规

划、交通规划、交通设计环节,又要有连续性———贯穿到城市建设与管理环节,并应该适时在交通要素

与环境变化中不断优化调整。为此,探讨研究交通组织在应对城市交通问题的应用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本文将在梳理总结交通组织的概念方法、回顾分析交通组织在我国发展的历史沿革和存在问题的基

础上,结合具体实践应用案例对此作一些粗浅的分析探讨,以期抛砖引玉进一步推动深化国内城市交通

组织工作。

1 交通组织的基本概念

1.1 定义

交通组织是指为应对与解决交通问题所采取的各种软措施的总和。这里讲的软措施是指除了大规模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如新建、改扩建道路及交通枢纽)以外的各种措施。或者说,是指在交通基础

设施的主体结构状态 (含停车设施状态)不发生变化的情形下,为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保

障交通安全所采取的各种工程技术措施、数学方法、经济方法、交通政策和交通法规。这种解释是广义

的交通组织概念;狭义的交通组织主要是对现有城市道路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交通组织属社会管理学

组织的范畴,其发展应用水平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城市交通功能的发挥,成为制约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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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类

1.2.1 广义分类

广义的交通组织涵盖城市交通的方方面面,其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城市交通运行的秩序、安全与效

率,分类包括:①工程技术措施,如完整街道、道路改造、智能交通、MaaS平台等;②数学方法,如

车辆限购、车辆限行、错时上下班等;③经济方法,如停车收费、拥堵收费等;④交通政策,如TOD
模式、政府文件、分时段交通限制等;⑤交通法规,如城乡规划法及实施条例、道交法及实施条例、城

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计规范等。

1.2.2 狭义分类

狭义的交通组织主要涉及城市道路及停车场点,涵盖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公交优先、减少路侧

干扰、重点片区、停车场点、大型活动、施工作业、对外交通、区域管制等交通组织内容,其将直接影响

城市交通运行的秩序、安全与效率。按交通组织范围可分为宏观交通组织 (其主要是平衡城市交通系统的

供需关系)、中观交通组织 (其组织的对象是城市中的某块区域或重要通道)、微观交通组织 (包括交叉口

交通组织和路段交通组织)三类。应用场景包括:①区域交通组织;②交叉口交通组织;③路段交通组

织;④停车场交通组织;⑤公共交通交通组织;⑥占路施工作业交通组织;⑦大型活动交通组织。

1.3 发展现状

纵观我国城市的交通发展历程,城市交通组织先后经历了前期 (1949~1978年)、中期 (1979~
1999年)和后期 (2000~2019年)三个发展阶段,各阶段分别存在或混合存在自组织、合理组织及科

学组织等状态,其发展看似是一个自然进程,实则是交通文明进步的标志,与城市现代化水平相适应,
整体受交通工程学科建设应用水平所制约。

1.3.1 自组织

交通自组织又称原始组织。交通自组织实际上就是初级的交通组织形式,其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交

通组织状态。建国七十年前期 (1949~1978年),由于我国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缓慢 (见图1、图2),

图1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图 (1949-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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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的压力还不是很明显,交通是随着道路的建设延伸而吸引产生与消散,交通组织基本上是处在

自组织状态。

图2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变化图 (1949~1978年)

1.3.2 合理组织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籍华人交通工程专家张秋先生回国讲学,推动了我国交通工程学科的兴起,
使得交通工程学科从道路工程学科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把人、车、路、环境及能源等与交通有关的诸方

面综合在道路交通这个统一体中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同时为交通合理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期间即

建国七十年中期 (1979~1999年),随着我国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的加快 (见图3、图4),城市交通的

压力逐渐显现,对交通组织的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图3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图 (1979~1999年)

1.3.3 科学组织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明显加快 (见图5、图6),交通拥堵、行路难、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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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变化图 (1979~1999年)

车难等城市病不断加剧。为此,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建设部 《关于实施全国城市

道路交通管理 “畅通工程”的意见》,将交通组织纳入 “畅通工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考评推进;2010
年9月住建部行标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141-2010实施,推动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

价和交通组织工作;2017年2月 《城市道路交通组织管理实用手册》出版发行,具体指导交通组织实

践;2017年8月,公安部、中央文明办、住建部、交通运输部联合部署 《城市道路交通文明畅通提升行

动计划 (2017-2020)》,明确提出推进交通组织提升工程;2018年10月国家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

计规范》GB/T36670-2018发布,2019年5月正式实施,规范交通组织设计工作;2019年5月30日,公安

部交通管理局在成都召开全国城市道路交通组织优化工作现场会,部署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组织优化工作;
2019年7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印发 《关于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组织的指导意见》,不断推动提高城市道路

交通组织精细化水平。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城市交通组织正在逐步迈入科学组织的新阶段。

图5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图 (2000~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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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变化图 (2000~2019年)

2 交通组织存在的问题

交通组织是一项贯穿城市规划设计及建设管理各个环节的基础性技术工作。目前,我国城市交通组

织一般是由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既有路网和道路的交通流量、流向以及道路的宽度进行的,当交通条件发

生明显变化时要求及时跟进进行交通组织优化调整,但在一些城市和道路规划设计阶段往往忽视了交通

组织的作用,很多建设项目和道路建成投入使用后发现并 “不好用”,主要表现为 “只设计了项目及道

路,而没有设计交通”。由于缺乏交通组织,而使得项目及道路建设与实际需求脱节,或者不匹配,应

对交通问题大多还处在被动状态。究其原因,可以从如下各个阶段中找到。
(1)规划设计阶段

事实上,城市交通问题的产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多种影响因素日积月累的结果,这期间城市和道路

规划设计阶段的影响尤为重要,交通组织思想理念的缺失,会导致其前瞻性无从落到实处,实践中只能

是 “干完了再想,而不是想好了再干”,导致对交通的影响作用日益堆积迭加直至积重难返,最终形成

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交通拥堵、行路难、停车难等城市病。
(2)建设管理阶段

受前面环节交通组织缺失的影响,城市和道路建设管理阶段出现了以下问题:①城市及道路的交通

组织多是以机动车为主,忽略了公交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组织;②建设项目开口或道路开口位置

设置不合理,有的距离路口太近,驶入道路的机动车需要连续并线进入最内侧车道进行左转或掉头;③
公交站台位置设置不合理,有的公交站台设置在路口进口侧,且离路口偏近,公交车停站后需要并线进

入左转车道,严重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
(3)日常运行阶段

城市交通系统运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目前我国城市交通普遍存在 “院前 (医院门口)堵、校

前 (学校门口)堵”的现象,其客观上反映了医院、学校及其周边道路在规划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

需求动态变化的特点,同时日常应对管理还未能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其它交通堵点、乱点 (如商业中

心、行政中心、交通枢纽)也是此 “消”彼 “长”如出一辙,交通组织优化调整措施难于及时跟进实

施,只能是亡羊补牢、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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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组织设计

显而易见,对城市交通系统而言,科学合理的交通组织是保障系统运行畅通、安全及高效的基础条

件,交通组织越科学交通运行则越安全、越顺畅、越高效,且占用的资源更少,以通常的道路交通组织

优化来看,是在有限的道路空间内,通过设计科学合理地分时、分路、分车种、分流向使用道路,使道

路交通始终处于有序、高效的运行状态。

3.1 基本原则

道路交通组织设计是交通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贯穿城市发展始终的技术性工作,它既是一

种思想理念,又是一种技术手段,同时还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系统性、连续性、理

论性、实践性。它的关键在于依托精准的交通需求分析,科学的组织交通,从而充分发挥路网功能,保

障交通运行的有序、安全及畅通。为此,交通组织设计必须遵循公平性、管控性、分离性、均衡性、连

续性的基本原则。

3.2 常用方法

交通组织设计是一项专业技术工作,尤其是对城市既有路网和道路施行交通组织 “微优化、微改

造”可起到立竿见影、事半功倍的成效,目前常用的方法有:增加进口车道、信号绿波协调控制、设置

左转待行区或直行待行区、借道左转、左转车道右置或中置、禁止左转、右转提前分流、单向交通、可

变车道、潮汐车道、合乘车道、公交专用车道、公交车与右转车共用车道、设置交通隔离设施、单位开

口右进右出、行人非机动车二次过街、片区微循环等。

4 交通组织设计案例

近些年,国内不少城市运用交通组织设计理念和方法积极应对城市交通面临的问题,并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同时,有力的佐证了交通运行的有序、安全及高效是可以通过合理、巧妙的交通组织设计来实

现的。下面列举几个成功的交通组织实践应用案例。

4.1 借道左转交通组织

南昌市设置借道左转解决左转车道不足且左转流量大的案例。
(1)问题分析:赣江中大道世贸路口为丁字路口,其中南北方向为双向六车道,西方向为双向四车

道,南北向直行车流较大,晚高峰南向西左转流量较大,且只有一条左转车道无法满足通行需求,导致

拥堵。
(2)对策措施:①从路口分道实线端头位置开始,往后拆除15m中心护栏,作为机动车借道左转

的变道区;②借道左转实行信号灯控制,东西方向绿灯时,借道左转信号灯亮绿灯,引导机动车有序进

入可变车道等候左转;③由南向西左转绿灯亮时,可变车道内的机动车与左转车道内的机动车同时左

转;④由南向西左转信号灯还剩15秒绿灯时,借道左转信号灯转为红灯,禁止机动车驶入可变车道,
同时在左转信号灯绿灯时允许机动车掉头 (见图7)。

(3)实施效果:该路口晚高峰南向西左转通行能力明显提升,有效缓解了左转车辆排队压车较严重

的现象。

4.2 学校周边交通组织

宁波市德培小学规划设计建设学生地下接送系统解决 “校前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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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南昌市设置借道左转设计示意图

(1)问题分析:德培小学创建于1851年,地处宁波市鄞州区核心区域 (见图8),上下学时段家长

接送小孩比例高,学校门前道路接送学生车辆与通过性车辆交织严重,交通拥堵、停车难问题突出。

图8 德培小学区位图

(2)对策措施:针对存在的问题,学校利用改扩建的契机,科学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分析,超前规划

设计学校地下空间,建设 “人车分流、地下接送”系统 (图8),学生机动车接送上下学均从地下空间

进出学校,彻底解决了 “校前堵”顽症。①在上学期间,家长接送车辆统一由沧海路右转进入项目地

库,地库入口处设置道闸,采用牌照自动识别系统,车辆只需等待两三秒即可进入地下车库。进入地库

后,接送车辆在地下车库南侧下车区域即停即走,同时学校规定学生乘坐于车辆左侧,当车辆到达

下车区域后,有专职人员负责打开车门,将学生接送出来,学生沿地下通道步行至等待区,通过刷

卡进入教学楼。②放学期间,机动车接送的家长由沧海路的车库入口进入到地下车库,停放车辆后

步行至等候区等待。家长在等候区接到学生后,通过步行到达车辆停放位置,然后由地下车库出入

口驶离 (图10)。
(3)实施效果:该校建设学生地下接送系统实为 “一劳永逸”百年大计工程,彻底解决了 “校前

堵”交通顽症,社会效益显著,示范作用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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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学生地下接送系统示意图

图10 学生地下接送系统家长休息区

4.3 医院周边交通组织

西安市儿童医院综合施策治理 “院前堵”案例。
(1)问题分析:西安市儿童医院地处西安市莲湖区,周边街巷及院内道路狭窄,原均为双向通行,

停车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就医车辆常在院门口排队,影响通过性交通正常通行。
(2)对策措施:①院外院内道路设置单行 (图11),其中北马道巷实行限时单行 (每天8:30~12:

30由南向北单向通行),同时利用院内单行道空间增加180个停车泊位;②制定 《西安市儿童医院职工

停车管理办法》,鼓励帮助医院职工在周边小区、商场租赁车位,腾挪出职工自用车位供就医车辆使用;
③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发布医院周边交通状况和停车泊位使用情况,群众通过互联网及微信可预约挂号

和预约车位 (图12);④利用警示桩、隔离护栏等设施开辟专用就医车辆通道 (图13),减少就医车辆

与通过性车辆的相互干扰。
(3)实施效果:该院结合实际,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多方协同治理 “院前堵”交通顽症,基本缓

解了 “院前堵”矛盾,成效显著。

4.4 环岛路口交通组织

上饶市广丰区月兔环岛路口增设信号控制改善路口通行秩序与提升通行效率案例。
(1)问题分析:月兔环岛位于广丰区中心城区,交通地位显著,原先路口无信号控制,机非混行,

加塞严重,通行秩序混乱,高峰期经常发生拥堵,是主要交通难点之一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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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院外院内单行措施

图12 预约挂号与预约车位

图13 设置专用就医车辆通道

图14 无信号控制时路口通行状况

(2)对策措施:①环岛路口增设信号灯,各进口道与环岛内均进行信号控制,并根据各方向流量不

断优化信号配时,减少冲突点,提高通行效率;②增设机非隔离护栏,环岛内设置非机动车二次过街,
减少电动车、摩托车进入环岛影响机动车通行,提高通行效率;③对各进口道进行渠化设计,完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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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标线等设施,改善路口通行环境 (图15)。

图15 路口交通组织设计方案示意图

(3)实施效果:该路口实施交通组织提升改造工程后,路口通行秩序、安全、效率均有显著改善,
为环岛路口交通 “提质增效”提供了成功案例 (图16)。

图16 改善后环岛通行状况

4.5 交叉口慢行交通交通组织

锦州市市府路-中央大街交叉口慢行交通交通组织案例。
(1)问题分析:①改造前交叉口内没有非机动车等候区,非机动车随意停车等候红灯,导致机动

车、相交方向行人过街通行不畅;②非机动车道宽度较窄 (仅5m宽,并排等待4辆非机动车),等候

区面积较小,绿灯时间内通行效率较低;③当左转非机动车较多时,由于左转非机动车辆的阻挡,直行

非机动车通行效率更低;④车道、左转待行区标线施划不合理,一条左转待行道浪费,左转与掉头车道

共用一条车道,掉头与左转车辆延误均较大,且左转车辆需要压实线才能进入待行区;⑤人行横道过

长,未设置中央等待区 (规范要求超过16m需要设置中央等待区),行人一次过街困难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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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改造前路口的各种交通状况

(2)对策措施:①压缩进口车道宽度至3m,增加一条左转专用道;②实施左转非机动车二次过街

管理措施,设置非机动车停车等候区,明确非机动车、行人交叉口内路权,减少机非冲突,提高机动车

通行效率;③设置人行中央等待区,既保证行人安全又不影响机动车通行,同时提前设置掉头车道位

置,合理施划左转待行区,减少掉头车辆对延误的影响,提高左转车辆通行效率 (图18)。

图18 改造后路口实景图

(3)实施效果:该路口实施交通组织提升改造工程后,路口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交通事故降低

50%,通行能力提高30%,得到央视等媒体广泛报道,提升了锦州市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图19)。

4.6 公共交通交通组织

常州市快速公交 (BRT)交通组织案例。
(1)问题分析:随着城市机动车的快速增长,为应对交通拥堵、交通安全等问题,优化交通出行结

构,常州市基于公交优先的交通需求管理理念并结合快速公交的运行特点,进行了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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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改造后路口被央视报道截图

体运行效率的交通组织设计。
(2)对策措施:①公交线路采用了路中式交通组织设计,沿线中央硬隔离,沿线支路及单位开口实

行 “右进右出”;②交叉口交通组织设计采用进出口道渠化设计,能待行1至2辆机动车转角空间设计,
满足公交、社会车辆左转导流线设计,行人安全过街的中央驻足区设计;③路口信号控制上进行二次过

街信号分段控制,兼顾行人过街的安全性与效率性;④路段行人过街根据道路情况,尽量设计中央驻足

区,行人分段过街,并充分结合公交车停靠站设计 (图20)。

图20 快速公交BRT交叉口及站台二次过街设计

(3)实施效果:交通组织设计为建成运营常州市快速公交系统 (BRT)提供了可靠保障,较大的

提升了常州市公共交通服务品质,成为国内城市快速公交系统 (BRT)建设运营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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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梳理回顾了交通组织的概念方法、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并通过列举借道左转、学校周边、医

院周边、环岛路口、交叉口慢行交通、公共交通等交通组织实践应用案例,佐证了实施交通组织的重要

性和有用性。同时还表明,无论是在城市及道路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的哪个环节,交通组织都将

对改善交通运行状况产生重大的影响,都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技术工作。毋庸置疑,交通组织设计是

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功能和体现交通管理目标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交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是基于交

通科学规律来应对交通问题的方法和抓手。面对日益严峻的交通问题,交通组织思想理应贯穿于城市及

道路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各个阶段,与其相关的部门及单位应形成共识和合力,进一步促进深化

城市交通组织工作,交通组织设计应该通过制定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建立规范流程,并形成长效机制,
使其成为保障城市交通功能与品质提升的技术支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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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规模城市城区综合交通治理路径探索
———以山东省平度市为例

张晓明 桑 珩

【摘要】 中小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城市已总体进入城镇的下半场,但就中小城市而言,仍

有大量城市处于城镇化中间阶段。在此阶段,中小城市周边产业人口、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交通需求快速增长、交通结

构快速机动化,但就城市空间而言仍处于单中心或单中心向双中心的过渡阶段,大量出行仍围绕传统的城市中心展开,
呈现有限空间资源内交通急剧增长、方式快速机动化、运行状况急剧恶化的发展态势。2015年平度市列入国家中小城市

改革试点城市,提出积极探索适用于中小规模城市的城市治理模式。基于此种背景,本文从分析中小城市的空间结构以

及交通特征等方面入手,提出有限资源重分配和智慧管理提升设施效能的城市交通整体解决方案。期望平度市的治理实

践,能够为快速城镇化阶段的中小城市提供可参考、可借鉴的城市交通治理经验。
【关键词】 快速城镇化;中小规模城市;有限空间资源;交通治理

0 引言

根据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1],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城区常住

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据此标准,按照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8》[2] 的统

计,2017年底我国共计693个城市 (县级市及以上规模),50万以下小规模城市共计有493个,城区人

口共计1.1亿人,50万至100万人的中等规模城市98个,城区人口0.7亿人,两者城区人口占我国城

区总人口的42.8%,中小规模城市已成为我们城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中小城市的发展阶段差异较大,以山东省为例,少量城市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0%,进

入城镇化的后半段,而大量城市的城镇化率仍处在40%~60%,尚处于城镇化发展中间阶段,人口规

模、城市空间均会有较大变化。

图1 山东省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率分布图

相对特大城市、大城市动辄两小时的通勤时间而言,中小城市的交通问题可能并不突出,但就中小

城市本身来看,其交通问题已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影响其城市形象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研究者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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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城市交通问题的研究不多,分别从拥堵成因、精细化设计、公共管理等单一化的角度提出了中小

城市交通治理策略[3][4]。本文在充分借鉴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中心城市现阶段的城市交通

特征,并针对性的中小城市交通治理整体解决方案。

1 中小城市的特征分析

1.1 城市空间结构和用地特征

1.1.1 城市空间处在单中心向双中心过渡发展阶段

目前国内大城市基本完成城市空间结构层面的演化进程,但中小城市一般城市规模较小、能级

不高,其发展一直围绕传统城市中心向外扩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不断进入城市,老城

区受拆迁成本、公共服务等因素限制,承载力有限,因此各城市相继进入了跳出老城区范围新建城

市中心的发展阶段。如山东省平度市、即墨市。目前城市的空间处在过渡发展阶段,功能仍集聚在

老城区。

图2 平度市与即墨市现状用地和规划空间结构图

1.1.2 城区土地资源丰富,人口、岗位密度低,但老城区人口岗位集聚度较高

从中小城市的城区建设用地面积来看,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均较高,人口、岗位密度较低,以平度市

为例,2019年城区人均建设用地为140平方,人口密度为0.6万人/平方千米,岗位密度为2700个/平
方千米。但从老城区的土地指标来看,2019年老城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仅为73m2,人口密度为1.4万

人/平方千米,为城区平均人口密度的2倍,并且随着老城区的更新改造,人口会进一步集聚,人口岗

位的集聚度将进一步提高。

1.2 城市交通特征分析

1.2.1 交通出行单中心放射状分布,交通方式多样,小汽车高拥有、高使用

城市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交通需求持续扩张。中小城市的发展阶段与大城市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异

性,基本上仍处在城镇化的中间阶段,如平度市2019年城镇化率为40%、即墨市2018年城镇化率为

58.15%,与75%左右的规划城镇化率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当前阶段,周边乡镇人口、产业人口

快速进入城市,交通需求快速增长,如平度市2005年至2019年之间城区人口由25万增长值48万,每

年的增量都在1.5万人左右。
新城公共服务不完善,交通出行仍呈单中心放射。在出行分布方面,由于城市仍处在单中心向向双

中心过渡发展阶段,外围中心或组团规模不大、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完善,所以城区交通出行仍呈单中

心放射结构。新城区对老城区的疏解作用尚未发挥。
交通方式快速机动化、多样化特征明显。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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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快速进入家庭,并且由于缺少收费管理等措施使用频率很高,以平度市为例2019年城区私家车

保有量为225辆/万人,车辆日均使用频率在3次以上的达到50%。在其他方式方面,非机动车呈现多

样化特征,除自行车、两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也占了较大比例。公交方面,竞争力极

弱,以平度市为例,公交全方式分担率由2005年的8%下降至2019年的3%。快速机动化的发展趋势

对有限的城市空间资源带来了巨大挑战。

图3 平度市城市交通需求特征图

1.2.2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资源严重不足

与大城市类似,中小城市在交通供给方面也呈现规模不足的问题,以平度市为例,城区路网密度为

3.7km/km2,公交万人拥有量为10辆/万人,公交场站以停保场为主,首末站基本全部为路内临时停

放,公共停车场也基本以路内为主。对老城区而言供给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以平度为例,道路面积

率、人均道路面积均不足规范值的1/2。

表1 老城区道路用地指标表

Tab.1 road
 

land
 

index
 

tabel

指标 老城区指标值 规范值

道路面积率 8.78% 15%~25%

人均道路面积 6.44m2 15~20m2

表2 城区路网密度指标表

Tab.2 Road
 

network
 

density
 

index
 

table

指标 密度 规范值

主干路 1.73 0.8~1.2

次干路 0.64 1.2~1.4

支路 1.33 3.0~4.0

合计 3.7 5.0~6.6

1.2.3 交通管理不到位且效率低下

中小城市近年来相继启动了智慧交通方面的建设,基本实现了对营运车辆的GPS定位监测、对信

号灯的联网,但总体而言仍处在起步阶段,存在交通信息化程度不高、系统相互独立、管理和决策支撑

力度弱等问题。大量的交通管理工作仍依托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难到位且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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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平度市智慧交通系统构成图

2 中小城市交通治理思路

中小城市现阶段的交通问题可概述为:城市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交通需求在持续增长但分布较为

集聚,且交通资源有限、管理水平不高,由此导致城市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中小城市的交通治理

亟需建立起从空间到设施到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空间方面尽快完善新城区功能,疏解老城区压力;设

施方面优化配置,向公共交通等更集约化的方式倾斜,同时精细设计道路等基础设施,优化交通组织、
提高效率;管理方面更加精细化,提高有限设施的运行效能。

图5 中小城市综合交通治理思路图

2.1 疏解空间功能

中小城市交通问题的核心是交通出行过于集中在老城区,因此其治本之策在于持续推动新城区的建

设,并完善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人口和岗位向新城区集聚,在整个城区范围内均衡交通出行,疏解老城

区交通压力。
就交通系统而言,应构建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协调的交通体系,支撑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拓展,引

导城市功能向外疏解。在具体路径方面,一是要构建差异化的交通发展策略,老城区空间有限而需求较

大,因此应构建以公交和慢行为主导的发展环境,而新城区土地资源充足且城市财力有限难以做大规模

公共交通投入,因此应构建相对宽松的小汽车发展环境;二是要搭建起老城区与外围新城的骨干网络,
完善骨架路网,搭建快速直达公交干线,培育公交客流,避免区间小汽车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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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优化资源分配

交通资源紧约束背景下解决交通需求持续上涨的核心之一在于交通资源的重新分配。对中小城市的

老城区而言,必须将有限的空间资源向公交、慢行等集约化的交通方式倾斜,扭转小汽车快速增长

局面。
具体路径可以从两方面出发,一是加大公共交通发展的资源投入,扩大公交设施规模,同时保障慢

行空间,营造慢行发展环境;二是实施停车收费等管理措施,调控小汽车出行。
在资源方面优化分配,在交通土地资源紧约束的条件下亟需优化交通资源分配,向公交和慢行倾

斜,构建更集约化的交通发展模式。

2.3 提高管理水平

在硬件设施有限的条件下,向管理要效益,进一步挖掘有限的设施资源效能是保障城市交通健康可

持续运转。智慧赋能交通管理是其必然发展路径。
中小城市在智慧化管理方面有较大的局限性,政府财政有限、城市发展阶段有限,难以大规模的投

入建设完整的智慧交通系统,所以,必须明确其发展路径和功能诉求。
从国内智慧交通的发展进程来看,一般遵循设施智能化和交通信息化、统一数据基础的管理平台建

设、综合化的专业平台建设的发展路径[5],这种发展路径适应了城市交通的由设施建设主导、建管并重

和管理服务为主导的演进历程。
就中小城市而言,城区整体发展不均衡,老城区已经进入管理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新城区仍处在大

规模建设阶段。就智慧交通的发展来看,基础薄弱,建设较为滞后,交通信息化的程度很低,但老城区

又已经进入到以管理为主导的阶段,因此其发展路径应同步启动交通信息化和统一管理平台的建设。
在功能诉求方面,要从两方面出发进行考虑,一是要适应城市发展阶段,构建起与功能疏解和优化

资源分配相契合的智慧交通系统;二是适应现阶段的管理职能划分,构建相对独立的管理系统。

图6 智慧交通系统与空间功能疏解和资源分配协同规划图

3 平度市综合交通治理实践

3.1 城市特征分析

3.1.1 城市基本情况

平度市为青岛市辖县级市,位于青岛市北部,山东半岛核心区位置,市域面积3166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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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末市域常住人口137万人,且呈增长趋势,城镇化率4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主城区人口约

48万人。2019年,平度市实现生产总值684.67亿元,产业结构以二产为主,制造业较为发达。

图7 平度市区位图

3.1.2 城市交通运行状况

城市交通总体呈现交通堵、秩序乱、满意度低的状况。老城区交通拥堵已从点扩展至线和面,新城

区运行状况良好;由于交通方式多、管控不到位,秩序混乱;居民对交通服务的满意度低,2019年市

民投诉热线50%的事件与交通相关。

图8 平度现状道路运行状况图和交通实景图

3.2 综合交通治理策略

3.2.1 以交通为引导推动城市空间功能的疏解

总体策略方面,适应城市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构建分区发展策略,老城区在土地资源紧约束的背景

下坚持公交和慢行优先发展,外围城区空间资源相对充足、且城市难以提供良好的公交服务,采取公交

与小汽车协调发展或小汽车优先发展策略。在骨干网络引导城市空间拓展和功能疏解方面,完善城市骨

架路网,支撑空间拓展;同时根据城市客流走廊的分布,构建新老城区间骨干公交网络,在骨干走廊上

构建起与小汽车相比有竞争力的公共交通系统。

2741



图9 城区交通分区发展图 图10 骨干公交布局模式图

3.2.2 城市交通资源重分配

以公交体制改革重塑公交竞争力。平度市目前是两家私企运营城区公交,逐利导向运营导致公交发

展严重滞后。现阶段的重点任务在于以公交体制改革为核心重塑公交发展动力和竞争力,目前平度市已

启动公交体制改革,由国企回收现状私企的运营资产,以国企垄断经营的方式重新构建平度市公交发展

体制。在网络方面,优化公交线网层次,构建起干线和普线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公交场站布局方面,
加大对公共交通的倾斜,尤其是在核心城区内加大公交场站的建设力度,构建公交枢纽,提高公交可达

性,带动老城区的更新改造。
慢行交通方面,聚焦底线管控。中小城市慢行网络是相对完整的,但随着机动化的快速发展,慢行

空间受到双重挤压,路外受到沿街底商、市政设施的侵占,路内受到停车的侵占,慢行空间难以保障。
所以现阶段中小城市的慢行交通的核心是要对慢行空间进行充分保障,结合各条道路的等级、沿线用地

性质、慢行交通类型确定每条道路的步行道底线宽度、非机动车道的底线宽度,并形成有效管控。
道路方面,聚焦两方面工作,首先应结合城中村改造扩大路网规模,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其

次应着力进行路口、路段两个层面的精细化设计,在既有空间内进一步挖潜,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停车方面,推拉结合,挖潜和调控相结合。中小城市老城区存在巨大的停车缺口,所以首先还是以

共享停车等方式挖潜解决停车的基本诉求,同时结合收费管理政策,进行需求调控,避免吸引过多的小

汽车进入城区。

图11 平度综合交通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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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路口渠化示意图

3.2.3 城市管理智慧化提升

以顶层规划为引领,明确智慧交通发展路径。平度智慧交通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重点工作

一是要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并建设统一的数据存储和共享机制,支撑跨部门、跨

方式的多元异构数据的共享和调用,为未来城市智慧交通系统向管理和服务型主导的发展模式演进奠定

基础实现,二是要面向城市管理诉求搭建起智慧交通发展的功能体系。
在技术标准和安全管理体系方面现阶段有相对城市的规范标准,在此不再展开。在智慧交通功能体

系方面平度搭建了 “1+5+X”的智慧交通总体框架。1为一个智慧交通大脑,包括数据汇聚中心和分

析中心两大模块,5为建设五个业务板块,以智慧规划引领,管控、公交、慢行、停车等相互协同,搭

建起面向城市交通规划、建设和运行的全过程管理体系;并且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交通诉求的不断,
可以做X功能的延伸。

智慧交通大脑负责基础数据的汇集、存储、计算和分析工作,是智慧交通系统运行的支撑,是各个

应用系统的各种信息和数据集中展示、应用的资源交汇中心,集数据汇聚、行业监测、协同指挥于一

体,是智慧交通系统的最高决策指挥部门。
智慧规划考虑城市处在存量和增量并重阶段,存量的更新、重大设施的建设都需要科学的量化支

撑,因此智慧规划的核心功能是搭建起规划、设计、建设、评估、决策的全过程闭环支撑体系。智慧管

控通过路口信号灯的自适应控制或区域联动或单条道路的绿波控制,提升路网整体运行效率;智慧公交

除了公交的运行监控更重要的是识别公交的客流状况,有针对性的进行公交线网优化和运营计划的调

整;智慧化的停车管理,通过收费、诱导等手段实现有限停车资源的高效利用;智慧慢行,以智慧化的

手段保障慢行的安全性,规范慢行秩序,保障慢行空间不受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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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智慧交通功能架构图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中小城市现阶段的发展城市特征和交通特征,从空间协同、资源重分配以及智慧化管理

三个方面构建起适用于快速城镇化阶段中小城市的整体交通治理方案,并以平度市为例进行了应用实

践。城市的综合交通治理涉及方方面面,如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构建等,本文仅从空

间、设施和管理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其他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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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背景下的中小城市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设施
优化研究—以天津市武清区城际站为例

张红健 唐立波 李 科

【摘要】 城市群发展背景下,城际铁路已成为助推大城市辐射带动、加快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重要交通方式。中小城市

城际站作为融入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门户,其交通衔接的便利与否会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群中的融入度。本文首先梳理了中

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的主要特征及其配置要点,并以天津市武清区城际站为例,提出该城际站的交通衔接优化方

案,为城市群背景下的中小城市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优化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城市群;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

0 引言

城市群通常以1~2个大城市为核心,依托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辐射带动若干个空间距离较近、
经济联系密切、功能互补、等级有序的中小城市,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城市

群发展模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布局体现,在经济资源的集聚、高效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美

国近七成GDP集中在大纽约区、大洛杉矶区和五大湖区三大城市群地区;日本的东京、阪神、名古屋

三大城市群,集中了全国65%的人口和70%的GDP。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是拓展发展空间、释放发

展潜力的重要载体,其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区域参与全国甚至全球竞争的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群成为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十九大报告也明确了我国

未来城镇化的路径和方向,“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1]。城市

群可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助力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截至目前,
我国共规划了19个城市群。

图1 我国主要城市群分布[2]

6741



城市群协同发展背景下,要实现核心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发展带动,使产业、人口在城市群内部合

理的分布及分配,打造城市群内部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是关键。城际铁路以速度快、大运量、准点率高

等特点,成为推动中小城市快速融入城市群发展的最重要交通方式。中小城市城际站作为融入城市群发

展的主要门户,其交通衔接的便利与否会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群中的融入度。
因此,厘清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特征,合理规划站区交通衔接设施规模及布局,科学引导站区

交通组织,处理好枢纽衔接交通与城市交通的关系,有助于中小城市依托城际铁路融入城市群协同发

展,实现城市发展与经济腾飞。

1 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构成

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承担城市对外交通与对内交通的转换功能,是为乘客提供集散和换乘的城市交

通系统。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通常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交、出租车、私家车 “Park+Ride” (简称

“P+R”)、私家车 “Kiss+Ride”(简称 “K+R”)、非机动车等出行方式。中小城市因地方财政和客

流规模等条件限制,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通常不含城市轨道交通。

图2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构成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高速 (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系统规划工作起步较早,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多层次、多功能、
立体换乘的交通衔接模式。美国旧金山港湾枢纽采用6层立体布局形式,地下两层主要用于铁路、有轨

电车、出租车等方式的接驳换乘,地上一层为换乘大厅,其他地上层则主要解决城市公共交通问题[3]。
法国巴黎拉德芳斯枢纽同样采取立体布局,地下一层为公交和私家车站层,地下二层为换乘大厅,最后

两层是地铁层。国外高速 (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体系的配置具有 “公共交通主导,多层次立体换

乘,布局集中紧凑”[4] 特点。
我国大城市的城际铁路车站通常与高速铁路车站合并建设,其交通衔接系统规划目前已逐渐形成

“功能一体化、出行集约化、布局立体化、服务人性化”[5] 的发展趋势及设计原则,且被广泛应用于各

大城市城际铁路枢纽,如上海虹桥站等。城市群发展背景下,我国城际铁路大多设在中小城市,作为城

市对外交通和对内交通的重要转换环节,其衔接交通体系的配置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针对中小城市城际站的研究较少,大城市城际站的相关研究较多。但中小城市在城市规

模、经济发展、交通需求、居民出行特征等外部因素方面,以及城际站区位、城市交通结构及公共交通

发展水平等内部因素方面均有别于大城市,其城际铁路枢纽的交通衔接系统规划不能生搬硬套大城市的

建设经验。此外,因地理、政治、经济等基本国情方面的差异,国外同等规模城际站交通衔接体系的规

划经验也并不适用于我国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体系规划面临尚无成熟发展经验和案

例可供借鉴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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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

3.1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特征

城际铁路主要承担城市群内部中短途出行服务,其车站定位和功能、服务对象均有别于长途高速铁

路客运站以及传统铁路客运站。此外,受城市规模、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中小城市城际站的交通衔接

系统已形成其特有的属性。
1.交通衔接呈现个体交通主导

考虑城市发展带动、拆迁等因素,中小城市城际站大多选择在城市边缘或新区建设。由于未引入城

市轨道交通,中小城市城际站与城市核心区间的公共交通衔接主要依靠常规公交,但分担率通常不高。
一方面,中小城市城际站周边用地开发强度较差,支撑公交车高频次发车的客流需求不足,低频次及站

站停模式致使公交衔接时效性和吸引力不高[6]。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城区范围小,城际站主要服务的

区域有限,出行距离相对较短,因此常规公交与私家车、出租车相比不具备速度优势,加之中小城

市城际站在运营初期私家车停车场一般停车免费以及出租车随叫随到等优点,公交出行的吸引力更

显不足。因此,中小城市城际站的交通衔接通常呈现以出租车、私家车等个体交通方式为主导的

特点。
2.通勤客流特征明显

随着城市群和区域一体化的建设与发展,居民出行范围逐渐扩大,通勤时间和距离也有所增加。城

际铁路凭借其公交化、速度快、准时性高等优点,缩小了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其周边中小城市的时空距

离,使跨城 “职住分离”成为可能,即在大城市工作,在城际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居住。发展比较成熟

的城市群中,城际铁路承担了大量的异城通勤客流,包括周通勤客流和日通勤客流。其中,日通勤客流

为当日往返,具有明显的早晚高峰;而周通勤客流通常选择周末进行往返,时间相对灵活,没有明显的

高峰特征。
3.交通衔接设施供给与实际需求匹配存在偏差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设施供需不匹配主要表现为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与客流需求的不吻合。一

方面,我国城市群仍处于发展初期,中小城市依托城际铁路融入城市群发展进程不确定性较大,对城市

群发展研判的不足导致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的规划供给能力往往与实际客流需求之间存在偏差。另一方

面,现阶段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规划工作大多参考大城市 “公交优先”的规划原则及经验,但

二者在城市发展及交通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以大城市经验为蓝本配置的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

接系统供给结构与实际客流需求结构吻合度不高。

3.2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优化要点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设施的配置,要根据城市自身特点充分研判在城市群中的发展趋势,深入

结合车站区位和周边用地的综合开发、城市现有及规划的交通结构等因素,做到因时、因地制宜和灵活

配置。
1.注重快速通过型交通设施配置,提升系统集散效率

城际铁路 “公交化”运营模式下,城际站客流集散呈现高强度、高密度、即到即走的特征,城际站

交通衔接系统配置要优先考虑人流和车流的快速集散。为提高城际站集散效率和枢纽的通过性,适宜将

分担率较大和周转较快的交通衔接设施靠近车站进出口布置。如将私家车 “K+R”和出租车等周转速

度较快的衔接设施布置在车站进出口附近,同时做好与市政道路的衔接,实现车流和人流的快速换乘与

集散,提高枢纽的通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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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取生长型交通衔接配置策略,适时发展公交系统

从支撑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角度,枢纽宜优先配置公共交通主导型衔接模式[7],但此模式有赖于完

善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小城市城际站开通运营初期,其周边用地开发密度较低,配套的公共交通系

统尚不完善,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和分担率不足,乘客对于个体化交通衔接方式的依赖度仍然较高。因

此,中小城市城际站宜采取生长型交通衔接配置策略,在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别化配置手段。在融入城

市群发展初期,中小城市城际站宜优先保障个体化交通方式的有效衔接,不过分强调公共交通的主体地

位,但需要做好公共交通的预留;未来随着融入城市群发展的深入以及城市的综合开发,完善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逐步推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3.以供需匹配为导向配置交通衔接系统,预留弹性发展空间

随着中小城市融入城市群发展的逐步深入,其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需求总量及结构也处于动态变化

过程。要在充分研判中小城市与城市群发展融合度的基础上,对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需求总量及结构进

行预测,并以供需匹配为原则进行交通衔接系统规模及结构的合理配置。此外,还要预留弹性发展空

间,避免因对城市群协同发展趋势预判不足而导致的供需不匹配问题,以保证交通衔接系统对中小城市

融入城市群发展形成可持续性支撑作用。

4 武清站交通衔接系统优化

4.1 武清站区位

武清区是天津市下辖区,位于京津主轴中间节点,距北京市区约70
 

km,距天津市区约25
 

km,地

理条件优越。京津城际是我国第一条城际铁路,于2008年开通。武清站作为京津城际在北京南站-天津

站段的唯一经停站,可实现14分钟抵达天津中心城区,22分钟抵达北京市,极大地缩短了武清和京津

两地的时空距离。

图3 武清站枢纽位置图

4.2 武清站客流特征

武清站位于武清城区西南角,属于边缘型城际铁路枢纽,主要服务车站东北方向客流。
武清城区客流主要位于车站5km范围内,小汽车出行时间约10min,传统的公交出行由于候车、

速度等因素不占优势。武清站现状衔接交通以个体化出行为主,对于私家车和出租车的依赖性较强,二

者分担率之和达75%,其中私家车 “K+R”约占35%,出租车约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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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武清站区位图

表1 武清站衔接交通分担率

衔接交通方式 分担率

出租车 30%

私家车K+R 35%

私家车P+R 10%

非机动车 10%

公交 10%

慢行及其他 5%

武清站现状工作日经停列车46列,周末及节假日经停列车50列,约占京津城际列车总数20%。
京津城际公交化运营条件下,武清站日均到发客流已增长至近两万人,其中包含了大量持续有规律性的

通勤客流。

4.3 交通衔接系统现状

武清站作为京津城际中间站,站型较为简单,交通衔接系统采用线侧布置,为平面布局形式,占地

规模约7.5万平方米。各交通衔接设施分布于站房及广场东西两侧,其中西侧为2处免费社会停车场以

及非机动车场,东侧为出租车蓄车区和公交首末站。前进道是车站的集散交通要道,所有交通衔接设施

的出入口均设置在前进道上。

图5 武清站交通衔接系统布局

在客流大幅增长以及个体化交通衔接为主导背景下,武清站现状交通衔接设施系统供需不匹配问题

凸显。
1.以出租车为代表的交通衔接设施供给能力不足

武清站各类交通衔接设施承载力达到饱和,部分设施高峰时期外溢严重。其中,出租车高峰时期停

车需求约90辆,现状车场容纳能力仅50辆,出租车停车外溢常态化,前进道3车道变2车道,站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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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不通畅问题严重。此外,现状社会停车场不收费情况下,私家车 “P+R”成本较低,导致车辆周转

率不高,停车位紧张,车辆占道停放问题突出。

图6 武清站高峰时期出租车外溢占道

2.短时停车位及接送客通道缺失

武清站原有规划并未考虑车辆临时停靠需求,高分担率的私家车 “K+R”以及出租车送客无专用

场地,现状只能利用前进道机非高隔离护栏开口处违章停车下客,影响前进道交通秩序的同时,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

图7 武清站违章短时停车位置示意图

3.公共交通发展缓慢,缺乏吸引力
 

武清站已开通运营12年,其衔接交通系统发展缓慢。现状公共交通衔接仍然主要依靠常规公交,
衔接方向较少,发车频率低,可达性和时效性均难以保证,服务水平较低。同时,现状公交首末站尚未

配置乘客上下客站台,服务品质低,缺乏吸引力。

4.4 优化思路

结合武清站交通衔接系统存在问题,现阶段优化方案仍要重点配置个体化出行方式,加强私家车

“K+R”和出租车等高分担率以及高周转率交通方式的配置,以提高交通衔接系统供给能力和便捷度。
1.提高用地规模,提升交通设施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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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形条件限制,武清站难以向外拓展。在既有用地范围内,采取适当压缩其他类型用地,扩大车

站交通用地规模,提升交通设施供给能力。鼓励增加高分担率和高周转率的衔接交通方式的用地规模,
提升枢纽通过性和集散效率。
2.增设短时停车场,完善交通设施供给结构

针对目前武清站私家车 “K+R”需求较大,且尚未设置短时停车场和接送站专用通道的现状,新

增短时停车场,紧邻站房布置,为乘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的同时,提高枢纽集散效率。
3.改善公交首末站设施,提升公交吸引力

公交首末站增设上下客专用站台,在满足现状运营基础上,为接入新线和增加配车预留发展空间,
以便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吸引力,形成公交服务水平提升和公交分担率提高的良性循环。

4.5 优化方案

武清站交通衔接系统优化方案的设施布局如图8所示,社会停车场、公交首末站、短时停车场、非

机动车场布置在广场西侧,出租车场单独布置在广场东侧。

图8 武清站交通衔接系统优化方案

优化方案实现交通用地面积较现状提升近50%,各类设施规模和容量如表2所示。

表2 优化方案交通衔接设施规模及容量

序号 设施名称 面积/m2 规模 优化效果

1 社会停车场 17192 634车位 停车位数量增加41%

2 公交首末站 5020 13~16条 场站面积增加110%

3 短时停车场 6098 116+30 新增停车位146个

4 非机动车场 2381 -- 场站面积增加200%

5 出租车场 7810 182车位 蓄车容量增加260%

优化方案说明及效果评价:
现阶段武清站交通衔接仍以个体化出行方式为主导,考虑到私家车 “K+R”和出租车分担率大以

及周转速度快等因素,将短时停车场和出租车场分别靠近站房两侧布置,减少这两类衔接方式的换乘距

离,为大多数乘客提供便捷换乘服务。
(1)

 

短时停车场:新增短时停车场,重点解决了武清站私家车 “K+R”需求大,但无专用通道及

停靠场地的问题,完善武清站衔接交通供给结构;场地内分别设置短时停车位和专用接送客平台,精细

化配置交通设施供给,提高服务水平。
(2)

 

出租车场:结合武清站出租车分担率高及其高峰外溢占用前进道常态化的现状,将站房东侧场

地全部用于出租车衔接交通,场地规模在满足预测客流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预留;同时增设了港湾

式下客区域和专用入场通道,缓解出租车下客以及进场对前进道交通的干扰,改善站区交通环境。
(3)

 

社会停车场:通过车位尺寸及通道的标准化改造,场地利用率提高近20%;社会停车场出、入

口分离,有效减少社会车辆对前进道干扰。
(4)

 

公交首末站:改造成方形场地,有利于车辆运转;增设上下客站台,服务品质得到提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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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接入新线和增加配车等情况,场地进行充分预留。
(5)

 

非机动车场:在现状位置的基础上实施拓展,改造工程小;靠南侧布置对车站景观影响较小。

4.6 其他建议

结合武清站现状,配合武清站衔接交通设施优化方案实施,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适时研究停车收费方案,抑制车辆的停放需求,加速车辆周转,实现枢纽交通资源配置向 “高

周转率”交通设施倾斜,提高枢纽集散效率。
(2)逐步完善衔接公交体系建设,加强武清站与多方向公交的衔接,提高发车频率,实现公交服务

水平提升与分担率提高的良性循环。
(3)借鉴大城市铁路车站的运营管理经验,组建武清站综合管理办公室,实现多部门间的一体化运

营管理与协调。

5 结语

武清区作为较早依托城际铁路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地区之一,其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发展经验

对其他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融入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宜采取生长型

配置策略,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别化优化手段,才能为中小城市依托城际铁路融入城市群发展提供稳

定、可持续的交通衔接系统支持。
城际站作为中小城市融入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交通节点,其交通衔接系统的合理配置将直接影响中小

城市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融入度。我国大多数中小城市处于融入城市群发展的初期,且缺少成熟的中

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经验借鉴。本文通过分析城市群发展背景下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特征,提出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优化要点,并以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京津城际武清站为例进行说明,为城市群发

展背景下的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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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步行街设置的交通组织研究
———以青岛市中山路和太平路为例

刘淑永 秦 莉 高洪振

【摘要】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步行街,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促进老城区的更新复兴,青岛市拟将位于老城区的中山路和太平路打造成步行街。设置步行街的交通组织主要工作有科

学组织步行街与周边道路之间的交通衔接,合理调整步行街周边相关道路的功能与连接,方便人流和车流的集散与换乘

等。由于老城区已发展成熟,路网已经定型,受风貌保护、成本等因素的制约,拓宽、新建道路基本上不可行,本文对

改造步行街的相关交通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转移机动车交通、调整公共交通、合理布局公共停车场、优化旅游交

通组织、加强步行街和出租车及旅游大巴的衔接等方案提出措施和方案,并运用仿真模型和交通模型对方案进行测试和

评价,助力将中山路、太平路打造成步行街,使之成为引领老城区有机更新复兴的爆点。
【关键词】 老城区;步行街;交通组织;研究

0 引言

步行街是城市的亮丽名片、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以及消费供给侧改革的平台,对于提升城市消费、
促进消费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

若干意见》(中发 〔2018〕32号)要求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步行街,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201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要求 “健全便民市场、便利店、步行街、停

车场等生活服务设施”,将步行街的建设提升到重要高度。
中山路、太平路所处的历史老城区是 “最青岛”的地方,这里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欧陆风情、

市井里院每年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到此旅游观光消费。中山路、太平路是青岛历史老城区非常有代表性

的两条城市历史风貌道路,中山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直是青岛最重要的商业街,太平路是紧邻青

岛湾的一条交通性主干路,串联了栈桥、海军博物馆等著名景点,旅游旺季期间城市交通和旅游交通叠

加,交通拥堵严重,行人通行空间局促。

图1 中山路太平路在老城区的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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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青岛行政、经济中心的东移,中山路区域逐步衰败,突出表现为区域商

业活力不足、人居环境恶化。同时,太平路等前海一线旅游高峰时期拥挤局促的交通环境也亟待改善。
在历史老城区更新复兴进程中,政府承担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和交通服务水

平,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先导性、支撑性的,为此,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提出了将中山路、太平路打造成

步行街的设想,期待其成为引领老城有机更新复兴的 “爆点”。

图2 中山路、太平路步行街位置图

1 改造成步行街的相关因素分析

1.1 中山路和太平路承担的交通功能分析

中山路、太平路分别是城市次干路、主干路,承担着重要的城市交通功能。青岛是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太平路、中山路一带集聚了 “最青岛”的旅游元素,是青岛最具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特色的区域,
每年吸引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到此旅游观光,使得这两条道路还承担着重要的旅游交通功能。

中山路为南北向次干路,宽度24m,其中车行道15m,两侧人行道各4.5m,主要承担区域到发交

通出行。中山路截面高峰小时约520pcu/h,集散交通 (以中山路周边约1km2 区域为交通出行O点或

D点的交通)约占98%,过境交通约占2%。

图3 中山路交通量构成分析图

太平路为东西向主干路,宽度22m,其中车行道12m,两侧人行道各5m,旅游季节前海一线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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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30余万人次,人行空间局促;太平路交通主干路功能割裂了滨海岸线与北侧建筑、中山路商业街

区等历史街区的慢行联系,亟需通过道路功能的改善,提升区域的慢行品质。

图4 太平路现状断面

图5 滨海一线现状交通组织图

太平路主要承担前海区域交通出行。太平路高峰小时单向交通量约1600pcu/h,来自于胶州湾隧道

方向的约占总量的16%,来自于团岛西镇的约占总量的60%,来自火车站—中山路区域的约占总量

的24%。

图6 太平路交通量构成分析图

1.2 区域路网分析

中山路、太平路所处的老城区是1897年德国占领后在规划指导下率先发展起业的区域,路网具有

典型的 “窄马路、密路网”特征,道路密度为20.5km/km2,其中支路密度约11.94km/km2,区域道

路网面积率约34%。区域道路密度和面积率虽然是新城区的2~3倍,但由于支路占比较高等因素影

响,机动车容量有限,约只是新城的50%~60%,因此该区域适合于慢行交通,并不支持大量机动车

的通行,而且老城区相对比较成熟,路网已经定型,受风貌保护、成本等因素的制约,拓宽、新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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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不可行。
从路网布局可以看出,与中山路平行的贯通性好的道路资源较少,这对转移中山路机动车交通是个

重大不利条件;与太平路平行且贯通性较好的道路资源较多,有较好条件分担太平路改为步行街而转移

出来的机动车交通量。

图7 区域路网等级结构图

1.3 区域公共交通分析

中山路、太平路分别布设26条、22条公交线路,是重要的公交走廊,为保证公交服务水平和能

力,原则上不能因步行街的设置而截短或取消公交线线,同时,为保证乘客的便利性、服务支撑步行

街,应在尽可能靠近中山路、太平路的道路上布设因步行街设置而转移出的公交线路。

图8 区域公交线路分布图

1.4 区域机动车停车分析

同大多数其他城市老城区一样,中山路、太平路所处的区域机动车停车供需矛盾突出。根据2018
年调查,中山路、太平路区域停车位有6400个 (基本车位1500个、出行车位4900个),停车位缺口约

3500个 (基本车位缺口约1000个、出行车位缺口约2500个),违章占路问题突出。中山路、太平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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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为步行街,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旅游消费,区域机动车的停放也成为步行街打造时所必须直面解决的

问题。同时,旅游大巴的长时停放、临时停车上下客也需统筹安排好。

1.5 小结

中山路、太平路是地处老城区历史风貌道路,交通功能复合。同时,区域道路资源丰富、公共交通

发达,但是平行于中山路的贯通性道路缺乏,区域基本上不具备道路新建、扩建条件;区域停车供需矛

盾较突出,占路停车现象普遍存在。将中山路、太平路改造为步行街应当妥善转移动态交通、调整好区

域公交线路,做好各交通方式同步行街的衔接,并妥善解决停车问题。

2 步行街交通组织思路

(1)以人民为中心,打造步行交通示范区。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打造中山路、太平

路步行主轴,最终形成倒 “T”形步行交通示范区。
(2)充分利用区域路网特点,合理转移机动车交通。充分利用区域 “窄路密网”的特点,转移中山

路、太平路的机动车交通,采取配对单向行驶等交通组织措施,均衡路网交通负荷。
(3)合理调整公交线路敷设,保持公交服务水平。将中山路、太平路上运行的公交线路调整至邻近

的道路上,近期不因步行街的设置而致使公交服务水平降低。
(4)结合地块改造,在区域外围适当加大停车供应。增加区域对小汽车交通方式的容纳能力,并为

转移占路停车提供接纳空间。
(5)加强各类交通方式同步行街的衔接。利用步行街两侧动态交通功能弱化的道路,合理布设旅游

大巴、出租车路内临时停车位。实现步行街同城市人行道、轨道交通站的有机衔接。
(6)优化旅游交通组织。中山路、太平路所处区域也是旅游交通高度集聚的区域,主要采取优化旅

游交通组织等措施来适应步行街的设置。

3 步行街交通组织基本方案

3.1 转移机动车交通

根据区域路网布局、中山路和太平路现状交通量及交通构成,采用两大措施分别转移中山路、太平

路机动车交通量。
(1)打造 “O”形外围机动车交通环,形成 “人内车外”的交通格局。在区域外围形成 “O”形机

动车交通环,济南路—泰安路—郯城路—广西路+湖南路—安徽路—济宁路—禹城路—聊城路—胶宁高

架地面辅路组成该 “O”形环,作为过境交通的主通道,将中山路机动车交通转移至外围机动车交通环

和两侧的河南路、浙江路-安徽路。
为了形成外围机动车交通环,规划实施济南路 (该路不是历史风貌道路)拓宽工程。将济南路由现

状13m拓宽至18m,实现双向4车道通行,拓宽后济南路和泰安路、河南路、胶宁高架路桥下道路对

接,作为中山路区域过境交通的主通道。
(2)转移太平路机动车交通至北侧平行的广西路上,将广西路现状的机动车交通转移至平行的湖南

路,使广西路、湖南路成为配对单向行驶道路。同时,规划建设前海隧道分流前海东西向交通量,进一

步降低太平路改造为步行街后对相关道路的交通压力,前海隧道 (贵州路、费县路—汇泉广场、香港西

路)长约4.9km,双向四车道+紧急停车带/集散车道,叠层断面,隧道高峰小时单向交通流量约

1000-1400pcu,可有效分担前海地面机动车交通量,同时还可以将火车站南侧地块、奥特莱斯地块、汇

泉广场地下空间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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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山路步行街周边交通组织图 图10 太平路步行街所处的前海区域交通组织规划图

图11 太平路步行街配套工程———前海隧道示意图

3.2 留出必要的横过步行街的机动车通道

中山路步行街全长约1080m,完全不受机动车干扰的路段越长步行街效果越好,但为了保持东西

向交通畅通,部分横过中山路的道路应保持东西向贯通。根据相关道路承担的交通功能、交通组织、中

山路区域东西交通联系需求等因素,规划广西路、湖南路、湖北路、胶州路等在中山路改造成步行街后

仍需保持东西向机动车交通贯通。

图12 中山路步行街规划保持东西向贯通道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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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整公共交通

中山路、太平路改为步行街,现状行经这两条道路的公交线路需要调整到其他道路上。为了给步行

街集散客流、同时不降低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能力,规划将全部公交线路就近转移至相关道路上;将现

状行经中山路公交线路近期通过平移、横过、缩短的措施进行分流,重要的线路就近移至中山路西侧的

河南路;将现状行经太平路公交线路全部平移至北侧的广西路。

图13 中山路公交线路调整模式图

3.4 合理布局公共停车场

结合项目建设,在外围 “O”形机动车通道附近增加路外停车位供应,共规划8处公共停车场,其

中,新增3处、扩容3处、保留既有2处。可提供停车位约1390个,其中新增/扩容约740个。规划将

中山路区域的经营性停车场全部接入全市智慧停车一体化平台,打破停车信息孤岛,有效引导出行,提

升泊位效率。

图14 在步行街外围结合交通廊道设置公共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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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强步行街同出租车、 旅游大巴的衔接

规划在与中山路、太平路步行街相交且不横过步行街的道路上,在靠近步行街的路段分散设置出租

车 (含小汽车)临时停车上下客点、相对集中设置旅游大巴临时停车上下客点,以方便出租车、大巴车

乘客到达、离开步行街,使联系步行街的交通方式尽可能多样化。为便于车辆调头,在靠近步行街侧分

别设置不于小6m×6m、12m×12m的回车场。

3.6 优化旅游交通组织

中山路、太平路区域是外地游客来青旅游的必到之地。据统计,旅游高峰期间,出现在区域内大巴

车日均约2800辆,其中省外大巴占比53%,省内占比47%。由于旅游资源分布集中、旅游游览线路集

中、旅游停车资源有限、旅游交通缺乏有效组织等因素影响,旅游季节大巴车无序行驶和乱停放造成前

海一线交通压力较大。因此,结合步行街的设置,同步优化旅游交通组织势在必行。
考虑 “景在城中、景城交融”的实际,规划整合周边及外围大巴停车资源,将前海一线作为一个景

区进行统筹,按照 “核心区日间旅游大巴交通管制”、“周边及外围设置旅游换乘中心”、“开辟旅游接驳

线衔接前海景区和旅游换乘中心”、“依托信息平台,实现预约停放”的基本思路,通过实行停车预约、
加强交通管制、圈层有序组织,实现大巴车的有序行驶和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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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旅游大巴交通组织模式图

(1)管控区域和管控措施

将 “郯城路—湖南路—江苏路—太平路”围合的区域设置为旅游大巴管控区域,综合考虑景点客流

时变特征和道路流量时间分布特征,确定每年5月1日至10月15日,每日7∶00至19∶00,禁止旅游

大巴在管控区域和相关道路通行。
(2)旅游大巴停车资源的整合和功能调整

1)资源整合。在现状中苑海上码头大巴停车场、奥特莱斯大巴停车场、单县支路停车场、汇泉广

场大巴停车场的基础上,整合改造天泰体育场停车场、施划八大峡周边路内大巴停车泊位,一共提供大

巴停车位约270个。
2)功能调整。奥特莱斯停车场:不再允许旅游大巴车停放,调整为小汽车停车场和旅游接驳车

辆场站;八大峡周边路内大巴停车位、中苑海上码头停车场、单县支路停车场、汇泉广场停车场、
天泰体育场停车场:全部调整为大巴预约短时停车场,只准许旅游大巴车提前预约、短时间停车上

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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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旅游大巴交通管控区域图

图17 旅游大巴停车资源整合分布图

(3)加强旅游信息服务和管理

1)建立旅游大巴预约制度,提高大巴停车位周转效率,增强大巴车交通的计划性。建议制定旅

游大巴行驶路线信息等接入 “宜行青岛APP”的可行性方案,开发旅游大巴预约功能板块,整合大

巴停车资源和大巴使用需求,提供导航服务,并发布交通管制、停车收费等信息。通过旅游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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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将相关制度发布给旅行社,旅行社组织大巴车辆使用预约平台提前预约车位和按时停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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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旅游大巴预约制度基本框架示意图

2)加强旅游大巴秩序管理。加强旅游大巴秩序管理,研究并做好旅游大巴行驶路线、违停整治、
秩序优化、交通管控信息发布。同时,建议组织旅游交通调查,编制全市旅游交通专项规划,开展旅游

换乘中心、集散中心、旅游大巴接驳等方面的专题规划研究,优化全市旅游交通出行方式。
3)大巴预约短时停车管理。利用 “宜行青岛APP”按照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预约进入接驳场站时

间,每车免费停车上下客时间为30分钟。超时停车实行阶梯收费价格机制,由场站管理单位进行收费,
促进车位有序周转和旅游大巴车辆循环流动。

4 改造成步行街的交通评价

4.1 仿真评价

结合详细交通设计和信号配时方案进行交通仿真分析,结果为:(1)仿真范围内平均车速较现状降

低约10.6%;(2)仿真范围内车均延误较现状增加约9.1%;(3)仿真范围内调流方案西向东行程时间

增加约0.5~1min;东向西行程时间增加约0.2~0.7min。仿真结果表明,实施中山路、太平路步行

街,区域交通运行状况有所恶化,必须加强交通管理,优化交通秩序,同时,多措并举,进一步优化交

通结构,以降低实施步行街对周边道路施加的不利影响。

4.2 交通模型评价

基于现状 (只实施交通调流、不实施前海隧道工程),交通调流后广西路、湖南路交通饱和度较高

(0.8左右),交通高峰时段易产生交通拥堵。通过增加地铁运力、提升常规公交服务水平,适当调低载

客率较低的线路发车频次,严格交通执法,进一步优化区域交通方式结构,可以将区域主要道路的饱和

度控制在0.7以内,使相关道路处于较好的运行状态。
如果结合交通调流,并一并实施前海隧道工程,则太平路步行街工程实施后,区域交通状况比现状

还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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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实施交通调流并优化交通结构后区域交通饱和度图

5 结语

将老城区的主要道路改造成步行街必将对城市交通系统产生较大影响,在步行街周边采用合理的交

通组织势在必行,有效分离人流和车流并使之快速集散,是步行街得以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山路、太平

路步行街交通规划方案已经多轮次专家咨询、专家评审、各级汇报,已基本稳定,考虑到区域轨道交通

只通车3号线这一条线路,规划的轨道1号线、4号线计划分别在2021年、2022年通车,尤其是直接

服务本区域的1号线通车之前就实施中山路步行街,周边路网的交通压力明显加大,机动化出行保障能

力不足,因此中山路步行街最好在1号轨道线通车之后实施。太平路步行街迄今未实施的最重要原因是

改造为步行街后北侧建筑如何利用 (南侧为大海)、如何在旅游淡季 (每年约有6个月的时间)也能保

持步行街的活力和吸引力等问题还没有开展深入研究或未找到有效应对方案,因此,考虑可能引起的负

面舆情,政府部门迟迟下不了改造的决心。可见,步行街的改造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必须各方面研

究到位并提出合理可行方案,最后政府部门才能统筹决策实施与否和实施时机。

参 考 文 献

[1]
 

李静、张卫华.商业步行街交通影响分析及交通组织优化例[J],交通科技与经济,2008(1):100-102.
[2]

 

马清、刘淑永等.《青岛太平路步行街规划》
 

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9.
[3]

 

翟忠民.道路交通组织优化[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4.

作 者 简 介

刘淑永,男,硕士,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交通分院副院长,正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734141540
@qq.com

秦莉,女,硕士,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电子信箱:734141540@qq.com
高洪振,男,硕士,青岛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模型室主任,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734141540@qq.com

4941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在交通组织中的应用

郭 涛

【摘要】 交通拥堵问题在现阶段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研究过程中日益突出,在现有道路资源条件下通过资源的合理分配,
灵活组织车辆通行、设置 “潮汐车道”成为各大城市交通管理部门缓解交通拥堵的又一科技创新成果,此举有效保证了

城市交通有序、畅通。“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作为潮汐车道的升级版,不仅更多的帮助解决城市拥堵,交通安全,同

时对缓解汽车尾气排放污染、美化环境、提高生活品质、提升城市形象也有重要意义。“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在舜华

路经十路北口中的应用,充分论证了其在城市交通组织中所起到的良好效果。
【关键词】 交通;潮汐;车道;信号

0 引言

“潮汐车道”是指在城市人们早晚上下班、上下学集中出行时段,通过交通网络流量管理,对有条

件的道路,通过车辆信号灯指示方向不断变化,控制主干道车道行驶方向,来调整车道数,提高车道利

用率[1]。
 

以济南市经十路为例,由于交通的 “潮汐现象”,早晨有许多汽车从西向东行驶,即每天早上

东向的车流较大,反向的车流较小,而晚上西向的车流较大。对于这种情况,采取可变车道的道路交通

分流改造交通组织,早高峰时段通过借用对向车道设置西向东行驶车道的方式,缓解城市交通系统压

力,疏导交通,晚高峰时段,采取相对措施缓解西向车道车辆通行压力。
 

济南市舜泰广场写字楼集中,早晚上下班高峰时段,经十路与舜华路南北方向堵车严重,特别是北

向南直行车辆及北向东左拐车辆较多,车辆等待时间较长,约需15分钟才能通过路口,舜泰广场上班

人员及舜华路过境市民出行极为不便。经研究,采用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设置,通过对经十路舜华

路北口道路空间的分布和时间的合理分配,有效提升了交通通行能力,缓解了交通拥堵压力。

1 国外潮汐车道设置情况简介

许多西方国家都在研究、开发、使用可变潮汐车道,通过隔离带或隔离护栏变换、遥控器控制信号

诱导系统车辆行驶指示方向、移动屏障改变等组织车道变化。美国洛杉矶就设有潮汐车道,以双向六车

道为例,早上进城的车多,把进城车道由三车道管理变为四车道,也就是多征用他们对面出城的一条道

路车道,出城方向由三个车道变成两个车道,晚高峰则反向设置[2]。美国金门大桥采用潮汐车道设施的

自动化技术升级系统,进行自动化潮汐车道设置。英国在潮汐车道设置上也有较多的应用,他们通过改

变一条路的行进方向来缓解交通压力,不同时段设置不同行进方向。

2 国内潮汐车道设置应用

深圳市新洲路实行 “潮汐车道”智能控制模式:在早高峰时期,新洲路南北向交通流量小的接近中

央分隔带最内侧车道调整为潮汐可变车道[3]。2019年4月份,苏州市运东大道与云梨路路口正式启用

可变潮汐车道,原有的北向南四车道中间设置了一条具有液晶指示标识的可变机动车道,通行效率明显

提高。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在2014年初结合北苑立交改造和立汤路改造工程,朝阳路慈云寺桥至京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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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主路一条车道,由进城方向的改为出城方向机动车通过使用,其余时段按照原道路设置通行[4]。自

2013年起,济南市经十路沿线建设路、经七路、腊山北路路口等相继设置可变车道,车辆通行速度加

快,等待时间明显减少,出行速度明显加快。

3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应用及实例

3.1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设计

“四大安全行车区域”和 “四大信号控制系统”组成了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由传统的一个可变车

道拓展为多个车道的可变。“四大安全行车区域”分为容错区、拓展区、交互区、预设区;“四大信号控

制系统”包含容错区信号控制系统、拓展区信号诱导系统、交互区信号抓拍系统、预设区信号指示

系统。

图1 四个行程区域位置示意图

图2 四个行程区域设计图

容错区用于车辆临时驻车等待,当南向北直行信号红灯亮起时,为避免个别直行车辆尚未来得及驶

出拓展区而影响进入拓展区的左转车辆设置,保障直行意外滞留车辆正常清空。在下一周期北向东左转

相位开始时,尚未直行通过路口的直行车辆可以根据容错区信号控制系统提示驶入容错区等候。

图3

拓展区用于车辆二次排队,拓展区的三条车道供预设区直行车辆或左转车辆排队使用,通过龙门架

上拓展区信号诱导系统智能诱导屏指示,左转车辆也可以驶入传统意义上的直行车道进行等待,在左转

信号灯亮起时,拓展区内等待车辆可同时通过路口。
交互区与网状线功能相同,是预设区与拓展区之间的过渡区域,为避免预设区车辆变道受影响,车

辆禁止在该区域停留,否则交互区信号抓拍系统进行违章抓拍,车辆可以通过此区域变道驶入拓展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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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条车道。
预设区为设置于路段的停车等待区域,与传统路口停车线内车道设置一致,该区域内直行车辆与左

转车辆应严格按照道路标线排队等待,当预设区信号指示系统绿灯时车辆通过交互区变道驶入拓展区三

个车道。

图5

3.2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通过步骤

正常行驶通过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区域和路口时一定要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首先要看好三组灯,
守住两条线,用好一个区。三组灯分别是路口信号灯、拓展区信号诱导系统信号灯、预设区信号指示系

统信号灯[5];两条线分别是预设区停车线、路口停车线,不可越线停车;一个区是指拓展区,拓展区用

于二次排队,合理用好拓展区可以更好的提高效率。其次不论左转或直行,交互区内不能停车。未及时

通过路口可在容错区等候。
(1)左转车辆通过步骤

首先,车辆根据预设区信号指示系统驶入预设区排队等候,一般情况下左转车辆按照地面标线设置

常规在最左侧车道按顺序驻车等待。其次,当拓展区信号诱导系统左转向信号灯为绿色时,此时扩展区

域的三车道内已无停车车辆,车辆可进入扩展区域。然后,当十字路口南口信号指示灯左转灯亮,车辆

安全快速通过路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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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行车辆通过步骤

首先,车辆根据预设区信号指示系统在预设区直行车道排队等候;其次,待拓展区信号诱导系统直

行信号灯亮起时,拓展区内左转车辆正在有序驶出,预设区内直行车辆紧跟左转车辆后方驶入拓展区内

三条车道,直行车辆严禁超越前方左转车辆。然后,当十字路口南口信号指示灯直行灯亮,车辆安全快

速驶出拓展区通过路口[6];
经十路口南口左转信号灯、直行信号灯红灯亮起前,信号控制系统可以保证所有左转车辆均驶出拓

展区,给足清空时间,若左转车辆因特殊环境干扰未能在直行信号灯绿灯亮起前驶出,可在下一相位北

向车辆放行时驶出,避免阻挡直行车辆行驶。若直行车辆因特殊环境干扰未能及时驶出,可以按照诱导

屏指示驶入容错区等待,避免阻挡左转车辆通过路口,当直行信号灯绿灯时,车辆驶出容错区安全、快

速、有序通过路口。

4 结论

潮汐车道的应用已日趋成熟广泛,信号系统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可以通过手持遥控器来改变分向

行驶车道标志调整车道行驶方向;也可以固定输入转换时间间隔来自动变换标志调整车道行驶方向[7];
此外,交通管理部门还可以在控制中心通过监控使用远程控制对标志进行转换控制车道行驶方向。自从

经十路舜华路交叉口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运行以来,整个路口拥堵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车辆等

待时间大大降低,左转车辆通行效率约提高30%~40%,路口通行能力提高约5%。“拓展分区式潮汐

车道”的应用,通过错时改变车道行进方向调整车流通行,在现有道路资源条件下,合理资源分配、路

权分配,最大程度的利用了道路空间,缓解了交通拥堵状况,改善了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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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三方博弈分析

李 平

【摘要】 近年来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趋严重,有效治理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实现城市发

展刻不容缓的任务。为了实现城市交通拥堵协同治理,分析交通拥堵治理中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基于演化博弈理

论构建交通运输企业、政府和公众的三方博弈模型,分析在不同的交通拥堵治理政策下政府、企业、公众三者之间的博

弈,并对博弈策略的稳定性进行分析,最后利用 Matlab软件进行了仿真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

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小于消极参与所付出的成本时,能够达到三方策略的演化稳定;参与成本,补贴程度以及初期

政府的治理态度会影响企业和公众策略演化的速率。研究结果可为政府部门制定交通拥堵治理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交通拥堵治理;演化博弈;策略选择;协同治理;仿真

0 引言

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有限的道路交通资源和交通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凸显,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交通拥堵治理已

经成为城市交通管理的首要任务。国内外学者对交通拥堵治理开展了大量研究,Mineta[1] 提出加大

对公共交通的补贴力度,通过刺激公共交通出行来缓解交通拥堵;Lindsey等[2] 提出拥挤收费的方

法来缓解交通拥堵;徐弘毅[3] 对不同的交通拥堵治理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从正当性和合法性两个

方面剖析了各种治理方案的优缺点;赵蕾[4] 指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目前适宜将限制性

方案做为交通拥堵治理的切入点;周静等[5] 基于可拓学建立了交通拥堵治理有效性评价模型;吕稼

欢[6] 将时空消耗分析法引入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建立了城市的出行消耗模型,应用系统动力学进行

仿真并提出交通拥堵治理的政策建议;项园[7]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研究交通拥堵治理的对策,指出政

府作为单一的治理主体会出现职能上的缺位和错位现象,提出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城市交通拥堵多

中心治理主体的模式。但目前研究缺乏对交通拥堵治理中参与主体利益诉求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交通拥堵治理中参与主体的博弈模型,探讨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和策略

选择,探寻由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向协同治理演化的传导机理,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交通拥堵治理

政策提供依据。

1 演化博弈理论

演化博弈论 (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是一种将博弈理论分析与动态的演化理论相结合的方

法[8]。演化博弈论借鉴生物学理论观点,以有限理性为出发点,通过研究群体行为,阐释了生物进化的

动态过程,在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1.1 演化稳定策略

演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是演化博弈理论最基本的概念,将每一个生物种群

为了生存而表现出的行为看成是一种策略选择,如果一个群体中的所有参与者都采用了某种策略,而此

时其他任何一个小群体的突变策略都不能入侵这个群体的话,则此策略就被称为演化稳定策略。演化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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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策略的数学定义如下:
设在一个由N个个体组成的群体中,如果对任意y∈A 并且y≠x,存在一个εy∈ (0,1)使不

等式

u [x,εy+ (1-ε)x]>u [y,εy+ (1-ε)x]
对任意ε∈ (0,εy)都成立,则称x是演化稳定策略。其中A 是支付矩阵,y表示突变策略,εy 为侵

入界限,是一个与突变策略y有关的常数。

1.2 复制动态方程

复制动态 (Replicator
 

Dynamics)是演化博弈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博弈方动态调整策略的

一种机制,其核心是在群体中较成功的策略采用的个体会逐渐增加,从而群体中采用各种策略的博弈方

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复制动态方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dxv

dt=xv [u (v,s)-u (s,s)]

式中xv 是采用策略v的群体比例,u (v,s)是采用策略v的收益,u (s,s)是群体的平均收益。

2 交通拥堵治理三方博弈模型

2.1 模型基本假设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参与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建立三方博弈模型之前,首先分析各参

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对模型的主要参数作出如下假设:
(1)对于政府来说,如果积极治理交通拥堵,需要付出监管和治理成本M1;如果政府采取消极态

度,管理松懈,导致交通拥堵问题加重,则政府会遭到投诉和上访,并失信于公众,在此把政府因威信

受到影响等造成的损失称为政治成本,记为R1。
(2)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企业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则需要付出治理成本M2,同时企业会获得

政府发放的补贴,记为P1;若企业消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将企业损失的声誉和竞争优势称为声誉成

本,记为R2,同时交通拥堵将对交通运输企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损失,记为L1。
(3)对于公众来说,如果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记为M3,同

时会获得政府发放的一定奖励,记为P2;如果消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交通拥堵将对公众造成时间以

及出行舒适性等方面的损失,记为L2。
(4)政府部门选择积极治理交通拥堵的概率为x (0≤x≤1),选择消极治理交通拥堵的概率为1-

x;交通运输企业选择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率为y (0≤y≤1),选择消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

率为1-y;公众选择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率为z (0≤z≤1),选择消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

率为1-z。当三方参与主体中至少有两方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时,交通拥堵将得到改善。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主要参数及含义如表1所示。

表1 三方博弈模型的主要参数

博弈方 参数 含义

政府

M1 政府积极治理交通拥堵付出的成本

R1 政府消极治理交通拥堵的政治成本

x 政府积极治理交通拥堵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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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博弈方 参数 含义

企业

M2 企业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

R2 企业消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声誉成本

P1 政府发放给企业的补贴

L1 交通拥堵对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

y 企业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率

公众

M3 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

P2 政府发放给公众的奖励

L2 交通拥堵对公众造成的损失

z 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率

2.2 博弈模型的建立与稳定性分析

基于以上模型假设,构建交通拥堵治理中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参与主体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2
所示。

表2 交通拥堵治理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策略选择 企业
公众

积极参与z 消极参与1-z

政府

积极治理

x

消极治理

1-x

积极参与

y

-M1-P1-P2,-M2+P1,

-M3+P2

-M1-P1,-M2+P1,

0

消极参与

1-y

-M1-P2, -R2

-M3+P2

-M1-R1, -R2-L1
-L2

积极参与

y

-P1-P2,-M2+P1,

-M3+P2

-R1-P1,-M2+P1-L1,

-L2

消极参与

1-y

-R1-P2,-R2-L1
-M3+P2-L2

-R1,-R2-L1
-L2

接下来对博弈模型进行稳定性分析,设政府选择积极治理交通拥堵的期望收益为Ug1,选择消极治

理交通拥堵的期望收益为Ug2;企业选择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期望收益为Uc1,选择消极参与交通

拥堵治理的期望收益为Uc2,;公众选择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期望收益为Up1,选择消极参与交通拥

堵治理的期望收益为Up2,则有:

Ug1=yz (-M1-P1-P2)+y (1-z)(-M1-P1)+z (1-y)(-M1-P2)

- (1-y)(1-z)(M1-R1)

Ug2=yz (-P1-P2)+y (1-z)(-R1-P1)+z (1-y)(-R1-P2)

- (1-y)(1-z)R1

Uc1=xz (-M2+P1)+x (1-z)(-M2+P1)+z (1-x)(-M2+P1)

+ (1-x)(1-z)(-M2+P1-L1)

Uc2=-xzR2+x (1-z)(-R2-L1)+z (1-x)(-R2-L1)

+ (1-x)(1-z)(-R2-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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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1=xy (-M3+P2)+x (1-y)(-M3+P2)+y (1-x)(-M3+P2)

+ (1-x)(1-y)(-M3+P2-L2)

Up2=-x (1-y)L2-y (1-x)L2- (1-x)(1-y)L2

设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为Ug,则Ug=xUg1+ (1-x)Ug2,政府选择积极治理策略的复制动态方

程为:

Fg (x)=
dx
dt=x

(Ug1-Ug)=x (1-x)[(y+z-2yz)R1-M1]

设企业的平均期望收益为Uc,则Uc=yUc1+ (1-y)Uc2,企业选择积极参与治理策略的复制动

态方程为:

Fc (y)=
dy
dt=y

(Uc1-Uc)=y (1-y)[(x+z-2xz)L1+P1+R2-M2]

设公众的平均期望收益为Up,则Up=zUp1+ (1-z)Up2,公众选择积极参与治理策略的复制动

态方程为:

Fp (z)=
dz
dt=z

(Up1-Up)=z (1-z)[(x+y-2xy)L2+P2-M3]

对政府单方面策略的演化稳定性进行分析,当政府策略选择的的变化率为0时,有Fg (x)=0,
此时解得x=0或x=1。当 (y+z-2yz)R1-M1=0时,Fg (x)≡0,表示对任意概率的x,系统

都处于稳定状态,不会继续演化;当 (y+z-2yz)R1-M1>0时,有
dFg (0)

dx >0,
dFg (1)

dx <0,

根据微分方程稳定性的判别条件,当F' (x)≤0
 

时微分方程达到稳定状态,即x=1为演化稳定策略,

即政府会逐渐从消极治理策略向积极治理策略演化;当 (y+z-2yz)R1-M1<0时,有
dFg (0)

dx <0,

dFg (1)
dx >0,此时x=0为演化稳定策略,即政府会逐渐从积极治理策略向消极治理策略演化。

对企业单方面策略的演化稳定性进行分析,当企业策略选择的的变化率为0时,有Fc (y)=0,
解得y=0或y=1。当 (x+z-2xz)L1+P1+R2-M2=0时,Fc (y)≡0,此时对于任意概率的

y,系统都处于稳定状态,不会继续演化;当 (x+z-2xz)L1+P1+R2-M2>0时,有
dFc (0)

dy >0,

dFc (1)
dy <0,此时y=1为演化稳定策略,即企业会逐渐从消极参与策略向积极参与策略演化;当 (x

+z-2xz)L1+P1+R2-M2<0时,有
dFc (0)

dy <0,
dFc (1)

dy >0,此时y=0为演化稳定策略,即

企业会逐渐从积极参与策略向消极参与策略演化。
对公众单方面策略的演化稳定性进行分析,当公众策略选择的的变化率为0时,有Fp (z)=0,

解得z=0或z=1。当 (x+y-2xy)L2+P2-M3=0时,Fp (z)≡0,此时对于任意概率的z,系统

都处于稳定状态,不会继续演化;当 (x+y-2xy)L2+P2-M3>0时,有
dFp (0)

dz >0,
dFp (1)

dz <0,

此时z=1为演化稳定策略,即公众会逐渐从消极参与策略向积极参与策略演化;当 (x+y-2xy)L2

+P2-M3<0时,有
dFp (0)

dz <0,
dFp (1)

dz >0,此时z=0为演化稳定策略,即公众会逐渐从积极参

与策略向消极参与策略演化。
对三方博弈策略的均衡点和稳定性进行分析,当三方系统的策略选择变化率为0时,有Fg (x)=0,

Fc (y)=0,Fp (z)=0,通过解方程组可以求得系统的均衡点,在此只需要讨论E1= (0,0,0),
E2= (1,0,0),E3= (0,1,0),E4= (0,0,1),E5= (1,1,0),E6= (1,0,1),E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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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8= (1,1,1)这8个边界点的稳定性,其余的点为非渐进稳定状态,在此不做讨论。根据微分

方程的稳定性理论,当
dFg (x)

dx <0,
dFc (y)

dy <0,
dFp (z)

dz <0时均衡点为稳定点,接下来对8个边界

点的稳定性进行逐一讨论,分析每个边界点达到稳定状态需要相应满足的条件。
(1)对于E1 (0,0,0),当 M1>0,P1+R2-M2<0且P2-M3<0时,有F'g(0)<0,

F'c(0)<0,F'p(0)<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1是稳定点。
(2)对于 E2 (1,0,0),当 M1<0,L1+P1+R2-M2<0且 L2+P2-M3<0时,有

F'g(1)<0,F'c(0)<0,F'p(0)<0,满足稳定性条件,但政府治理交通拥堵付出的成本不可能为负,
即条件M1<0不成立,故

 

E2不是稳定点。
(3)对于 E3 (0,1,0),当 R1-M1<0,P1+R2-M2>0且L2+P2-M3<0时,有

F'g(0)<0,F'c(1)<0,F'p(0)<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3是稳定点。
(4)对于 E4 (0,0,1),当 R1-M1<0,L1+P1+R2-M2<0且 P2-M3>0时,有

F'g(0)<0,F'c(0)<0,F'p(1)<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4是稳定点。
(5)对于E5 (1,1,0),当R1-M1>0,L1+P1+R2-M2>0,且 P2-M3<0时,有

F'g(1)<0,F'c(1)<0,F'p(0)<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5是稳定点。
(6)对于E6 (1,0,1),当R1-M1>0,P1+R2-M2<0,且L2+P2-M3>0时,有

F'g(1)<0,F'c(0)<0,F'p(1)<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6是稳定点。
(7)对于 E7 (0,1,1),当 M1>0,L1+P1+R2-M2>0且 L2+P2-M3>0时,有

F'g(0)<0,F'c(1)<0,F'p(1)<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7是稳定点。
(8)对于E8 (1,1,1),当 M1<0,P1+R2-M2>0且P2-M3>0时,有

 

F'g(1)<0,
F'c(1)<0,F'p(1)<0,满足稳定性条件,但条件M1<0不成立,故E8不是稳定点。

3 仿真分析

为了描述和验证上述稳定性分析的结论,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分析。在-M2+P1<-R2-
L1和-M3+P2<-L2成立的条件下,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大于消极参与所

付出的成本,经过反复博弈后,企业和公众会趋向于消极参与,政府也会趋向于消极治理,系统演化过

程仿真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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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演化过程仿真

(R1=15,M1=23,M2=20,P1=6,R2=4,L1=7,M3=8,P2=2,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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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模型参数,增加政府对企业的补贴P1和对公众的奖励P2,保持其余参数不变,使-M2+P1>
-R2-L1和-M3+P2>-L2两个条件成立,此时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的收益大于消极参与的收益,
经过反复博弈后,企业和公众会趋向于积极参与。当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时,政府选择消

极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小于积极治理的成本,因此政府会趋向于消极治理,系统演化过程仿真

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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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演化过程仿真

(R1=15,M1=23,M2=20,P1=14,R2=4,L1=7,M3=8,P2=6,L2=4)

进一步对博弈模型的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改变参数P1 和M2 的取值,分析不同的政府补贴程度

和治理成本对企业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仿真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在满足-
M2+P1>-R2-L1的条件下,不同程度的补贴和治理成本均能使企业的策略选择趋于稳定,但补贴

力度越大,治理成本越小,企业的策略演化至稳定的速率越快,达到稳定的时间越短。同样,改变参数

参数P2和M3的取值,分析不同的政府奖励程度和治理成本对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仿

真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在满足-M3+P2>-L2的条件下,不同程度的奖励和治理成

本均能使公众的策略选择趋于稳定,奖励额度越大,治理成本越小,公众的策略演化至稳定的速率越

快,达到稳定的时间越短。因此政府可以加大对企业的补贴和对公众的奖励程度,设法降低企业和公众

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和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积极性。

��� ��� ��� ��� ��� ��� ��� ��� ���
�K

���

���

���

���

���

���

���

���

���

�
�
/
�
	
�
�
E
�
�
"
)
,
!
�

3� ��
3� ��
3� ��

图3 政府补贴力度对企业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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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治理成本对企业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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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政府奖励额度对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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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治理成本对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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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初期政府的治理态度对企业和公众参与程度的影响,改变初始时刻政府选择积极治理策

略的比例,即x (0)的取值,分析企业和公众选择积极参与策略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仿真结果如图

7和图8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在满足稳定性条件的前提下,政府一开始选择积极治理策略的比例越高,
公共和企业的策略选择达到稳定的时间越短,说明政府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政府应

率先积极治理交通拥堵,以提高企业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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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初期政府的治理态度对企业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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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初期政府的治理态度对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4 结论

本文分析了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中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交通拥堵治理的

三方博弈模型,对政府、企业和公众博弈策略选择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并利用Matlab进行了仿真验

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当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大于消极参与所付出的成本时,经过反复博弈

后,企业和公众会趋向于消极参与,政府也会趋向于消极治理,最终达到演化稳定策略 (0,0,0);当

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小于消极参与所付出的成本时,经过反复博弈后,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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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会趋向于积极参与,政府则会选择 “搭便车”的策略,趋向于消极治理,最终达到演化稳定策略

(0,1,1)。
(2)在满足稳定性条件的前提下,提高补贴和奖励,降低参与治理的成本均能使企业和公众的策略

选择演化至稳定的时间缩短,因此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

理,同时应设法降低企业和公众的参与成本,建立完善的参与机制,拓宽企业和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

的渠道,例如通过立项的形式使企业参与到交通拥堵治理中来,通过建立城市交通拥堵治理集成平台等

手段,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3)政府对企业和公众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初期政府若采取积极治理的态度,能够使企业

和公众的策略选择演化至稳定的时间缩短,因此政府应率先采取积极治理的态度,从而号召和引导企业

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形成多元协同治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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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叉口困境区驾驶选择行为研究

张晨骁

【摘要】 信号交叉口存在的 “困境区”使得机动车驾驶员在黄灯启亮时无法选择安全停车或安全通过交叉口,对交叉

口交通安全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大五人格量表 (The
 

Big
 

Five)对驾驶员的性格特质进行调查,邀请驾驶员在实际道路

环境下进行实车试验,并建立了交叉口困境区驾驶行为选择模型。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对驾驶员在困境区内选择通过或停

车的行为与驾驶员性格特质的影响进行讨论和分析。本文研究结果可应用于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和交叉口信号配时改善。
【关键词】 困境区;驾驶行为;交通安全;大五性格特质

0 引言

城市道路信号交叉口的进口道存在黄灯困境区,在此区域内,驾驶员按照道路限速既不能在停止线

前停止,也不能顺利通过交叉口,对交叉口的交通安全存在一定的影响。信号交叉口的安全性取决于许

多因素,包括交叉口的位置、进口道交通量、信号相位和时间、驾驶员和行人的行为。其中,由困境区

造成的直角碰撞和追尾碰撞是影响交叉口交通安全与效率的重要因素[1]。许多研究已经明确了困境区的

定义,并将困境区分为两类,即第一类困境区和第二类困境区。第一类困境区与车辆属性、交叉口属性

和信号配时相关,可由相关公式计算;第二类困境区实际上是一个选择区域,驾驶员在黄灯区犹豫不决

导致其陷入困境区[2]。图1为两类困境区的示意图。

图1 第一类困境区和第二类困境区示意图

驾驶员的主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在困境区的选择,即困境区具有一定的动态性质。许多研究

探讨了不同因素对困境区域内驾驶员选择行为的影响。接近终点线的速度越高,到终点线的距离越短,
会导致驾驶员停车概率降低[3]。研究表示驾驶员的性别对黄灯启亮时的驾驶行为选择概率有显著影

响[4]。如果在黄色阶段开始时到达交叉口的时间是1.6s,大多数驾驶员选择通过交叉口[5]。也有研究

建立了停车概率与车辆接近速度、驾驶员年龄和性别、到交叉口距离的函数,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研究的

结果[6][7][8]。驾驶员的闯黄灯行为与驾驶员的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通过驾驶模拟器研究年轻人与老年

人在黄灯启亮时的反应时间和闯黄灯行为,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了闯黄灯的行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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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9][10]。也有学者利用分类决策树的方法,得出车辆行驶速度、与停车线的距离,以及在交通流中的

位置是影响驾驶员闯黄灯的主要因素的结论[11]。研究发现,相同地区驾驶员的不同驾驶行为特性对道

路交通安全影响的程度离散性较高[12]。部分研究从驾驶员的性格、注意力、视野等方面对驾驶行为特

性与道路交通事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驾驶行为特性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13]。
综上,在交叉口困境区研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于困境区的形成机理、影响范围、影响程度等

方面,并从信号切换、交叉口几何设计改善等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改进意见。部分研究通过驾驶员性别、
年龄进行分析,而鲜有针对驾驶员性格特质等内在个人属性进行研究。研究不同类型驾驶员在交叉口的

驾驶行为,特别是在困境区内的驾驶选择行为是解决困境区问题的关键,驾驶员的性格特质是影响其在

困境区驾驶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通过实车试验的方式,研究不同性格特质的驾驶员在困境

区内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其在交叉口困境区内驾驶选择行为的影响机理。

1 数据采集及处理

1.1 实验参与者

本次研究的参与者是55名普通小汽车驾驶员,其中有37名男性,18名女性。参与者通过网络信

息从东南大学和南京市玄武区招募。受试驾驶员的平均年龄为28岁 (SD=3.41),平均驾龄为3年

(SD=1.19),受教育程度从初中学历至研究生学历不等,且过去三年内均未发生过严重的交通事故。
所有驾驶员的身体状况良好,无精神疾病或障碍。

1.2 性格特质调查

本文使用大五人格量表 (BFPI)调查驾驶员的驾驶特性。BFPI由5个人格因素组成,共包含44
项问题。这五个因素是:外倾性 (8项,例如 “我认为自己是健谈的人”),宜人性 (9项,例如 “我认

为自己是喜欢配合别人的人”),责任心 (9项,例如 “我认为自己是有人做了彻底的工作”),神经质

性 (8项,例如 “我认为自己可以喜怒无常的人”),和开放性 (10项,例如 “我认为自己是创造力

的人”)。每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分制 (1
 

=极不同意;5
 

=强烈同意),对五大人格因素分别计算总

分。BFPI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5个因子的克朗巴哈系数均在0.79以上,均值为0.83。同时,
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包含个人基本属性,如驾龄、学历、是否为职业驾驶员、近三年有无发生交通

事故等。
本次研究对55名驾驶员进行驾驶特性问卷调查,剔除掉无效问卷和不严谨、不积极配合的受试者

后,最后收集到42份有效问卷并确定了最终参与实验的驾驶员。其中男性27人,女性15人,年龄在

25~30岁的受试者数量最多,占65%,驾龄为0~3岁的受试者占55%,非职业驾驶员占82%,由于

大多数受试者从学校招募,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占69%。这42名通过问卷调查的受试者将参与实车

试验。

1.3 实车试验

对完成驾驶特性调查的42名驾驶员进行指定交叉口及路段的实车测试。试验车为普通小型轿车。
进行实验前,在车顶位置贴上蓝色标记物,方便后期在视频处理中对试验车进行辨识。

本次试验采用高空定点视频记录来获取试验数据,垂直拍摄高度为20m,拍摄位置可完全覆盖本

次试验观测的进口道路段。进行试验的交叉口选取原则是:进出口道均为平坡,交叉口视距良好,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流量较大,但未达到饱和状态。根据交叉口选取原则,本试验选取太平北路—中山东路交

叉口 (江苏,南京)进行观测,车道为东进口道的两条直行车道。所选交叉口进口道车辆限速为

60km/h,所观测进口道由1个左转车道、2个直行车道和1个右转车道组成。中山东路由东向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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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约为1100pcu/h,交叉口进口道宽度为25m,信号灯黄灯间隔时间为3s,信号相位周期为120s,共

有4个相位。交叉口为显示倒计时时间的信号控制。
为了控制车流量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本次试验选择平峰时段进行试验 (周一至周五,9∶30-

11∶30,14∶00-16∶00),即交通流为自由流的运行状态。在试验开始前,驾驶员已经对驾驶路线提前

进行熟悉。进行试验时,驾驶员驾驶实验车在摄像覆盖区域的交叉口内进行通行,并安排一名工作人员

在副驾驶位进行路线指引。路线设计的原则是行驶最短的绕行路程,以尽可能多次地通过所观测的进口

道进入交叉口,驾驶路线如图2所示。路线总长度1.3km,在平峰时段交通流状况良好,从试验起点

开始通过交叉口再返回至起点处平均耗时6min(SD=1.62)。试验时每位驾驶员连续行驶2h,在所观

测的进口道中,平均每位驾驶员通过了15次 (SD=1.41)。本次实验开展时间从2019.3.6至

2019.4.20,期间遇特殊天气情况 (如大雨等天气)未进行试验。

���APEE ���?#&

����PC4

�PC4
�P�		
?#E	F

图2 实车试验的车辆、设备及实验路线图

1.4 视频信息预处理

本文使用Tracker软件进行视频信息预处理,借助近景测量技术对实验视频进行软件解算。近景摄

影测量技术的基本处理流程是根据所拍摄的图像的二维坐标,结合选定的已知点 (已知点的图像二维坐

标和实际三维坐标均已知),建立与实际三维坐标之间的映射关系,进而达到测量物体空间位置的目的。
实验视频使用解析法标记位置的相对误差在5%以内,绝对误差为0.1m,精确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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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物理定义的困境区[14],XC 表示停止线的最小距离,X0 是停止线的最大距离。在GHM模型

中,XC 和X0表示如下:

XC =v0δ1+
v20
2a1

(1)

X0=v0τ+0.5a2(τ-δ2)2-W -L (2)
其中v0代表车辆接近停止线的速度;δ1和δ2 分别代表驾驶员停车和通过交叉口的感知反应时间,

其值分别等于1.0和0.8;a1和a2分别代表车辆最大减速率和最大加速率;W 代表交叉口宽度;L 是车

辆的长度。当XC>X0时,可以确定车辆进入困境区。实车试验中记录以上参数的数据,通过Tracker
标定困境区的范围。实验车辆的位置坐标对应于视频中交叉口信号时间。当绿灯闪烁最后一秒,黄灯闪

烁第三秒、第二秒和最后一秒时,实验车辆的位置坐标、到停止线的距离和速度均得到记录。该方法可

以判断车辆是否进入困境区,以及在黄灯时间内是否通过困境区。同时,异常的驾驶行为也被记录

下来。

������2 ����7UDFNHU��	�PE,EE��

����7UDF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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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在Tracker软件进行视频数据预处理

在本次试验中,共采集到687组实验车通过交叉口的数据,剔除受到车辆排队影响未通过交叉口、
与非机动车和行人产生冲突等无效数据,最终获取594组通行数据,对应于每位驾驶员至少获取了13
次有效通行数据。经Tracker处理后,共统计到152组困境区通行数据,对应于每位驾驶员至少2次进

入困境区,平均每位驾驶员进入困境区的次数为3次 (SD=1.32)。表1为根据性别和车辆速度划分的

在困境区停车或通行决策的分布情况。表2为驾驶员性格特质与困境区的决策和性别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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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驾驶行为按照速度分组和性别的分布情况

速度分组

(km/h)
停车总数

(男/女)
通过交叉口总数

(男/女)
通过率 (%)
(男/女)

样本合计

(男/女)

10~40 13(7/6) 1(1/0) 7.1(12.5/0) 14(8/6)

41~50 19(12/7) 36(31/5) 65.5(72.1/41.7) 55(43/12)

51~60 16(10/6) 32(26/6) 66.7(72.2/50.0) 48(36/12)

>60 7(4/3) 28(24/4) 80.0(85.7/57.1) 35(28/7)

总计 55(33/22) 97(82/15) 63.8(71.3/40.5) 152(115/37)

表2 驾驶性格特质按照驾驶行为和性别的分布情况

性格特质
停车的BFPI平均得分

(男/女)
通过交叉口的BFPI平均得分

(男/女)
总样本的BFPI平均得分

(男/女)

N神经质性 35.2(38.5/29.5) 70.4(73.0/65.9) 48.2(51.9/41.6)

C责任心 65.8(64.0/68.2) 51.9(50.0/53.7) 60.7(58.5/65.0)

A宜人性 66.4(64.2/70.6) 30.9(29.0/34.5) 53.3(45.4/60.4)

E外倾性 42.4(39.6/47.7) 48.7(51.2/40.4) 44.7(45.8/43.8)

O开放性 29.7(27.8/33.2) 67.1(71.0/60.1) 43.5(49.1/35.5)

从表1的数据可知,通过困境区的概率随着接近困境区的速度的增加而提高。当接近速度低于

40km/h时,通过困境区的驾驶员比例仅为7.1%,但当接近速度高于40km/h时,这一比例上升到

65.5%以上。这可以解释为,当接近速度超过安全停车速度时,短时间内紧急刹车可能会导致车辆追尾

或越过停车线而闯红灯。此外,在性别差异的影响下,男性驾驶员选择在困境区通过的概率远远大于女

性驾驶员,分别为71.3%和40.5%。表明在困境区,男性驾驶员比女性驾驶员更具有攻击性,即攻击

性驾驶员往往在困境区选择冒险通过交叉口停止线。
表2显示,选择通过困境区驾驶员的神经质性、外向性和开放性得分高于总被试。同时,男性驾驶

员的平均得分高于女性驾驶员。然而,根据这些数据,在困境区停车的概率与尽责性和亲和性得分呈正

相关,女性驾驶员的平均得分高于男性驾驶员。这说明女性驾驶员比男性驾驶员更谨慎、保守,而男性

驾驶员则更有冒险倾向。

2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是城市道路交叉口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其含义是驾驶员在进入困境区时如何进行选择,
包括停车和通过两种情况,本文研究重点针对驾驶员的性格特质,故影响因素为驾驶员的性格特性。以

驾驶员在困境区是否通过作为因变量,即当驾驶员通过困境区时取值为1,当驾驶员在困境区停车时取

值为0。对于二元离散现象的数量分析,常用模型有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本研究采用二元Probit
模型对驾驶员在困境区的选择行为进行分析。
Probit模型可由满足经典线性模型假定的潜变量模型推导:

y*=β0+β1x1+…+βkxk+ε
对于式 (1),y*表示观测不到的变量或潜变量,当y*>0时,表示驾驶员在进入困境区时选择通

过,有y=1;当
 

y* ≤0
 

时,表示驾驶员在进入困境区时选择停车,有y=0。在此,假定ε独立于解

释变量,且呈标准正态分布,从而影响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行为的
 

Probit
 

模型可表示为:

prob(y=1x1,…,xk)=prob(y* >0x1,…,xk)=Φ(β0+β1x1+…+βk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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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2)中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y*是不可观测的潜变量;y则是实际观测到的因变量,表示

驾驶员在困境区是否通过,0为不通过 (即停车),1为通过;x1,…,xk表示影响驾驶员在困境区选

择是否通过的因素;k为影响因素的个数。从而y的分布函数可表示为:

P(y)=Φ(β0+β1x1+…+βkxk)y[1-Φ(β0+β1x1+…+βkxk)]1-y

驾驶行为选择模型的建模过程会在下一节进行介绍。

3 困境区驾驶选择行为模型

3.1 建立模型

本研究采取基于驾驶员性格特质为影响因素的概率选择模型。为了避免各自变量间因存在多重共线

性关系而导致回归结果不理想,本研究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

容忍度为0.80~0.95,说明各自变量间共线性关系很小,可以同时纳入Probit回归模型。变量的符号

及其含义如表3所示。

表3 驾驶选择行为的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X1 Neuroticism 13 89 48.2 20.9

X2 Conscientiousness 20 88 60.7 15.8

X3 Agreeableness 11 88 53.3 21.6

X4 Extraversion 16 89 44.7 14.8

X5 Openness 12 91 43.5 21.9

在建立回归模型前,对模型中5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符

合要求。从驾驶员性格特质影响其在困境区的选择模型可以得出回归方程:

P=0.091X1+(-0.059)X2+(-0.042)X3+0.048X4+0.053X5

该模型给出了具有特定性格特质的驾驶员在困境区做出某一决策的概率,回归模型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模型变量和参数估计结果

Margin(dy/dx) Coef Std.Err. z P>|z|

X1 0.0034 0.0913 0.0329 2.77 0.006**

X2 -0.0022 -0.0587 0.0289 -2.03 0.042*

X3 -0.0016 -0.0424 0.0256 -1.65 0.098

X4 0.0018 0.0483 0.0219 2.20 0.028*

X5 0.0020 0.0530 0.0207 2.56 0.011*

Number
 

of
 

obs
 

=
 

152

LR
 

chi2 (5)
 

=
 

180.17              
 

   Prob>chi2
 

=0.0000

Log
 

likelihood
 

=-9.9457
 

          
 

 
 

   Pseudo
 

R2
 

=
 

0.9006

注:*代表在0.05水平显著,**代表在0.01水平显著,***代表在0.001水平显著。

3151



3.2 结果分析

对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如下:
(1)神经质性 (Neuroticism)对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通过有着很强的正向影响。该项性格特质代

表驾驶员焦虑、敌对的驾驶特性,导致其易冲动,倾向于攻击性驾驶,因此在困境区中,该项得分较高

的驾驶员倾向于加速通过停车线,具有很强的冒险心理。该项得分高的驾驶员对交叉口交通安全具有很

大的影响,在高速通过困境区时,更易造成交通事故。从该项得分超过平均值且选择通过交叉口的样本

中发现2例闯红灯违章现象。
(2)责任心 (Conscientiousness)对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停车有正向影响,但显著性一般。该项性

格特质代表驾驶员具有细心、思维缜密、谨慎的驾驶特性,该项评分越高的驾驶员,在进入困境区后会

考虑主动紧急停车,担心加速过线时间不够,来不及越过停车线造成违章。因此选择更为保守措施,即

在困境区停车。
(3)宜人性 (Agreeableness)对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停车也有影响,影响较弱。该项性格特质代

表驾驶员有礼貌、温顺、乐于助人且愿意配合他人的驾驶特性,即在驾驶中更多的表现为让车行驶、跟

车而不超车。因此在困境区中,该项得分较高的驾驶员,会考虑到加速过线可能会造成违章或事故,不

倾向于冒险通过,同时考虑到紧急刹车可能会导致后车追尾。在试验结果来看,该项评分较高的驾驶员

大多选择停车。从原始数据中也能看到,该项评分超过65分的驾驶员,在困境区中选择刹车或加速的

操作一般距停车线30m,已经到达困境区的边缘,这也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为考虑到后车行驶的因素,
不愿为他人带来麻烦,即因驾驶员自己急刹车导致后车紧急刹车甚至追尾,在犹豫中选择加速通过黄灯

区。由于在困境区该性格特质较强的驾驶员会考虑诸多方面影响,从而导致反应时间延长,来不及在黄

灯时间加速通过,极易造成违章,所幸在本次试验中,该项得分较高的驾驶员通过交叉口时,未产生违

章现象。
(4)外倾性 (Extraversion)影响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通过,且影响较为显著。该项性格特质代表

驾驶员的主见性和主动性、活跃、果断和爱冒险的驾驶特性。因此该类评分较高的驾驶员倾向于在困境

区时冒险通过停车线,对自身的驾驶技术较为自信。反之该类评分较低的驾驶员倾向于谨慎保守的驾驶

特性,在困境区中有很大的概率选择停车。
(5)开放性 (Openness)对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通过的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在0.001水平上显著,

该项得分越高的驾驶员,在困境区更倾向于通过。从边际效应的结果来看,该项性格特质对驾驶员在困

境区选择通过有着最大的影响。该项性格特质说明驾驶员具有想象力、创造性和求异性,因此可以解释

为驾驶员进入困境区时,不愿遵守惯例而更情愿寻求一些变化,故在困境区中倾向于加速通过。对应于

该项得分超过平均值且选择通过的驾驶员,其速度在距离停止线大于50m时会选择加速以通过停止线,
由此可见该项性格特质评分较高的驾驶员在困境区进行操作的决策反应时间短,在困境区中选择更为

果断。

4 结语

本文通过调查测试驾驶员性格特质并开展实车试验,构建了驾驶员性格特质对其在困境区驾驶选择

行为的回归模型,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同时对模型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验证了驾驶员性格

特质对其在困境区选择行为的影响作用。本研究结果可以应用于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对于神经质性和

开放性两项得分较高的驾驶员,对其进行识别及针对性教育,对于神经质性较强的驾驶员应作为重点教

育,使该类对交叉口有安全影响驾驶员在更多的时候选择谨慎保守的驾驶行为。同时本文研究结果也可

对信号交叉口黄灯设置优化及信号配时改善提供参考。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按照个人属性对驾驶员进行分组,考虑驾驶员年龄、性别及教育程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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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困境区行为选择的影响,扩大样本容量,以收集更多驾驶员在困境区的选择行为相关数据。本研究

分析了每种性格特质对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的影响作用,之后可对驾驶员五种性格特质对其选择行为的

综合影响,五种性格特质影响驾驶员选择行为的相互制约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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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市老城区交通微循环改善策略研究

张克新 孙岩松 孙丽莉 周业利

【摘要】 为了进一步落实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切实解决日益凸显的城市老城区交通拥堵、交通

品质不高等问题,实现建设宜居城市、提升城市品质的发展目标,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对新时代背景下老城区更新改造

过程中的交通微循环问题及改善策略展开深入研究,并从道路网系统、公交系统、慢行系统、交通组织等4个方面分析

了烟台市老城区交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交通微循环改善策略,并以烟台市火车站典型片区为例,从上述4
个方面提出交通微循环具体改善措施,为其他城市解决老城区交通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 老城区;交通微循环;改善策略;烟台

1 概述

1.1 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城市规模正在迅速扩张,相对于城市新区的建设,城市老城区具

有社会公共资源集中、道路网密集和交通设施陈旧等特征,在城市转入存量更新的旧城改造模式后,交

通供需关系间的不平衡现象越发显现,交通拥堵和交通通行秩序紊乱成为常态,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

量。因此,有必要结合老城区交通特征,寻求能够实现交通方式合理、交通运行高效的有效途径。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交通微循环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美国交通部专家
 

Han
 

Y
 

与Michael
 

D.Meyer
在 《二十一世纪之交通规划》中对美国居民社区和商业片区内部交通微循环进行了相关理论性研究;美

国加州市交通规划师王海燕在其论著 《防止交通拥挤的有效措施》中也研究了城市交通微循环系统;史

峰等人在2008年对交通微循环系统内涵做了辨析;李小会重点研究了大城市中心区交通微循环设置的

必备条件,通过构建模型和相应算法得出交通微循环设置所需的路网级配和道路间距等等。由此看来,
当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城市老城区交通微循环的相关研究应用不多,对交通微循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

概念原理、功能特性、影响因素、路网设计、交通组织等方面,交通微循环内容仍有较大的研究实践

空间。

1.3 研究意义

首先,是对国家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烟台老城区道路资源有限,道路沿线用地高度开发利用,老

旧交通设施改扩建代价较大,2016年2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城市道路网络布局需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新理念,为烟台老城区利用现

有资源解决交通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
其次,是新时代老城区更新改造的客观需求。国内大多数城市存在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从交通

层面来看,烟台老城区道路交通发展较为靠前,各等级道路网密度较高,交通设施也较为完善,但同时

也存在道路拥堵严重、道路设施亟待更新、慢行系统及停车系统不完善等多方面问题,导致交通已成为

老城区更新改造的制约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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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解决交通问题城市病的有效途径。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烟台市机动化水平也

在快速发展,道路拥堵问题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老城区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已由 “点”转向

“面”,由 “偶发”拥堵转向 “常态”拥堵。城市交通微循环逐渐成为改善交通拥堵问题、提升交通效能

的一种有效途径。

2 烟台市老城区交通微循环改善提升方案

烟台市老城区位于芝罘区的东北区域,东至二马路、南至红旗路/只楚路、西至福河路/新桥西路、
北至环海路/北马路,老城区包括幸福中路东段区域、芝罘屯路周边区域、烟台火车站区域、北马路周

边区域、大海阳周边区域、毓璜顶医院区域、环山路沿线区域等片区,面积约16km2。该区域对外交

通、医疗教育、商业办公等功能集聚,城市建设成熟,是全市性的经济、文化以及商办中心,是全市最

为活跃的区域之一。

图1 老城区范围示意图

2.1 老城区交通微循环现状问题

2.1.1 道路网连通度低,机动车微循环不畅

虽然老城区的道路网整体密度较高,但较多片区支路网密度偏低,路网连通度低。现状存在约30
处支路断头路,形成较多 “丁”字或 “L”字路口,缺乏差异化、精细化设计,交通微循环不能畅通

运行。
现状断头路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断头路由于现状支路尽头为已建成建筑物,共存在21处;第

二类断头路由于现状支路设置闸机作为地块内部道路,共存在6处;第三类断头路由于现状支路相交道

路存在高差,但步行可达,共存在5处。具体如下图所示。

2.1.2 支路缺乏差异化设计,慢行空间难以保障

现有支路未能结合周边用地功能及支路使用需求进行差异化设计,形式千篇一律,道路服务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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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芝罘区重点片区支路断头路分布图

低。同时,支路横断面过窄,车辆随意停放现象严重,慢行网络不连续,慢行空间难以保障,且行人与

非机动车、机动车混行,交通安全性与舒适性受到严重影响。

图3 青华街、西炮台东路现状

2.1.3 客流腹地难深入,支路公交覆盖度不足

由于支路通行条件差,老城区公交线路难以布设到支路上,全区现状仅15%的支路布设有公交线

路,大部分线路集中布设于主干路,导致公交线路重复系数高达6,个别道路如北马路重复系数超过

20,高峰时段串车现象普遍。支路覆盖不足导致全区公交站500m覆盖率仅77%,低于规范推荐的

90%,公交难以深入客流腹地服务。支路上多数公交站点仅设置简易公交站牌,缺少候车平台,顶棚,
座椅等基础设施,公交站点区域不明显,缺乏人性化考虑。

2.1.4 停车泊位缺口大,支路成公共停车场

老城区停车泊位缺口严重,造成老旧小区、医院及大型商贸区的周边道路违停严重。统计数据显

示,芝罘区全区现状泊位缺口达16.9万个,全区现状违停车辆数是路内泊位设置数的近4倍,部分支

路基本成为城市公共停车场,违停现象十分严重,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支路作为出行路径的可能性

大大降低,支路在道路网络中的功能难以发挥。此外,老城区仍缺少完善的停车诱导系统,目前仅在区

内关键节点设置了10处停车诱导屏,用于显示周边停车场空余泊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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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芝罘区常规公交线网现状布局、芝罘区现状布设支路公交的布局图

2.1.5 单行交通组织难以发挥效能,马路市场难以管理

芝罘区现状施行单行交通组织的支路共有27条,均为全时段单行支路,主要集中于老城区范围内,
但多数支路路幅狭窄、通行能力较低,且由于支路断头路较多,网络连通度不高,现状单行组织难以有

效实现道路 “微循环”交通,单行交通组织作用不显著。同时,现状支路占路摆摊经营的现象十分普

遍,马路市场对支路的运行效率及交通秩序产生较大影响。

C4�	

图5 芝罘区支路单行交通组织方案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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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因,为了完善与提升老城区交通微循环系统,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从道路网系

统、公共交通系统、慢行交通系统、交通组织等各个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2.2 老城区交通微循环系统改善提升策略

按照老城区道路交通特点,构建了包括完善支路网规模与布局、识别支路网功能体系、优化支路断

面空间分配、推进支线公交发展、加强停车资源挖潜以及提升支路交组织管理等14条具体实施措施的

治理体系,如图6所示。

图6 芝罘区支路交通治理体系

2.2.1 道路网提升策略

一是完善路网结构,打通断头道路。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结合道路周边城市更新项目及断头

路形成原因对老城区支路网约30处断头路分别制定改善措施,将打通断头路作为城市缓堵工作中的重

要措施,优先改善问题突出的或实施条件允许的断头路,对路网结构进行疏通连接,将断头路、尽端小

巷等进行网络织补。同时,制定打通断头路的年度计划,实现稳步推进,滚动完善,最终构建布局合

理、功能清晰的城市道路系统。
二是改造道路瓶颈,保证通行效率。针对现状支路路幅狭窄,部分瓶颈段制约道路通行能力的问

题,重点要结合现状交通流的需求特征,拓宽关键道路的瓶颈段以提升通行能力,比如与主干路平行,
并能够分流交通量的道路,做到 “拓宽一段,盘活一条”,精准提升道路运行效率,同时综合考虑人行

道、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设置,确定最终拓宽宽度。
三是优化节点设计,提升路网能力。对于道路节点进行优化设计,做到交通需求与设施供给相匹

配,通过开展精细化设计、优化信号配时等方案,尽可能减少道路网络在节点上的能力损耗,以真正提

升网络的承载能力。

2.2.2 公交系统提升策略

一是完善公交体系,推进支线建设。结合老城区近期规划与不同区域的需求,明确各类运营线路的

功能,合理布设运营线路,优化线路走向。
二是合理设计断面,服务公交运行。通过合理设计断面,有效改善老城区路幅狭窄且路内违规停车

0251



的问题,便于支线公交通行;结合支路通行条件合理设置公交车道标准,同时要做好与其他交通方式的

协调,合理分配断面空间。
三是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在公交站点处提供人性化设施,如座椅、站亭、电子显示屏及

非机动车停车位等。从等候开始全面改善乘客的出行体验,提升公交服务水平,真正地将公共交通从变

成 “大众欢迎的出行方式”。

2.2.3 步行与非机动车系统提升策略

加快推进老城区道路的慢行空间改造进度,对占用人行空间违章停车的现象进行集中治理,结合支

路周边用地类型对慢行空间提出差异化设计要求,保障慢行出行的连续、便捷、舒适、安全。同时要灵

活布置一般过街与对角过街形式,并考虑立体步行交通系统,形成的一套独立于地面街道的步行空间系

统,以避免人车混行,提供便捷可达的步行路线。

2.2.4 加强停车管理,优化单行交通组织

首先,围绕商业区、居民区、医院等交通供需矛盾突出、路网条件差的区域开展重点研究,分析不

同区域交通微循环单向交通组织的可行性,筛选科学确定单行交通组织方案。同时针对不同程度的停车

需求,采取不同措施,以刚性需求与非刚性需求科学进行停车管理,结合支路条件,通过交通测算等方

式论证路内停车的可行性,并提出相关要求。

2.2.5 其他提升策略

交通微循环的整体提升涉及到方方面面,必须要配套相应的治理机制,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才能顺利

开展工作。
一是要加强城市支路与背街小巷管理,建立综合治理体系。按照 “属地管理、错时执法、重点巡

查、严厉查处、以督促改”的原则,实施支路与背街小巷的集中整治,树立 “小街巷大民生”意识,形

成长效管理机制;同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升居民素质,培养 “城市主人翁”意识。
二是要开展道路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城市管理向智慧化迈进是必然的选择和

趋势。通过建设智慧城市管理系统,以信息化手段实现对老城区交通系统性、科学性管理,有效促进资

源优化整合,实现道路信息化与智慧化管理,并将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市实施。

2.3 典型片区交通微循环改善提升案例———烟台市火车站片区

烟台市火车站片区商业、办公集聚,存在多处老旧小区,交通类型复杂,是老城区的核心区域,下

面结合调研情况与交通微循环提升策略,从道路网系统、公交系统、慢行系统、交通组织等4个方面提

出火车站片区交通微循环具体优化方案。

2.3.1 通断头,扩瓶颈,优节点,提升道路网承载力

一是打通新安西巷,完善慎礼社区内的东向道路,服务社区集散出行,减少进出交通绕行周边主干

路;二是拓宽西大街,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发挥分流南大街与北马路两条主干路交通量的功能;三是改

造西盛街-爱睦里错位交叉口、华丰街T型交叉口,提高网络连通度,提升节点能力,盘活整体网络。

2.3.2 穿街走巷,深入服务,开行社区支线公交

结合道路网络的 “新、改、扩”建:一是开行火车站片区与邻近片区间的支线公交,直接服务中短

距离的公共交通出行,建议线路长度为8km~12km,平均站间距设置为200m~500m;学校、商场、
公司等客流量大的区域附近建议设置公交站点。二是开行社区微巴,主要服务片区内部的短距离公交出

行,重点利用支路实现深入社区内部客流点,建议线路长度为5-10公里,站点应结合客流需求灵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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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火车站片区道路网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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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新安西巷横断面改建方案图

置。三是优化公交停靠站,针对现状直线式公交站与路内停车相互影响的问题,将 “公交优先”作为设

计理念,充分利用道路空间进行港湾公交改造。

图9 华茂街浅港湾式公交停靠站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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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优化断面,完善设施,打造舒适慢行环境

西大街两侧建议结合建筑退界,丰富城市公共空间,设置更多的座椅、街道家具及城市小品,以提

升街道活力。同时优化华丰街、西盛街、爱睦里等集散道路的断面空间,保障慢行空间满足使用需求,
必要时应压缩或减少机动车道。在经纶街进行单行组织,将主要路权还给慢行交通,并完善标志标线,
其他住区街坊路也应对机动车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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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西大街慢行空间设计方案

2.3.4 加强违停管理,加大执法力度,规范道路秩序

将火车站片区划定为交通严管区,将北马路、南大街、西大街等重要道路划定为交通严管路,加强

路内违停管理。同时,合理设计经纶街、华茂街等道路的路内停车泊位,同步推进周边公共停车场的建

设,规范停车秩序。

2.4 老城区交通微循环优化方案实施效果

基于火车站典型片区的微循环改善思路,对老城区各功能片区进行逐区分析,最终提出可以通过提

升支路能级、打通支路瓶颈、优化集散支路等方式的三类共计30条支路/节点的规划建议,如表1
所示。

表1 老城区道路整体优化方案

序号 对应策略 支路/节点名称 优化方案

1

2

3

4

5

6

7

8

9

支路能级提升

西大街 拓宽支路提升通行能力

南洪街 优化断面空间,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华茂街 优化断面空间,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市府街 优化断面空间,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四马路 疏通并新建道路提升通行效率

三马路 疏通道路提升通行效率

南山路-进德路 疏通并拓宽道路提升集散效率

西炮台路 拓宽支路提升通行能力

前进路西段 优化断面空间,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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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对应策略 支路/节点名称 优化方案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打通支路瓶颈

西盛街/爱睦里 改造错位交叉口提升节点效率

振华商厦内部路 改造内部道路提升集散效率

青年路社区支路 打通断头路服务进出交通

河南崖 打通断头路服务进出交通

葡萄山路 疏通并拓宽局部道路提升集散效率

北河街-福来里街 疏通道路提升通行效率,打通断头路服务进出交通

辛庄街/南沟街/迎祥路节点 改造畸形交叉口提升节点效率

新桥路/西炮台路 改造错位交叉口提升节点效率

幸芝路 拓宽并打通提升集散效率

护校北路 拓宽并打通提升集散效率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集散支路优化

新安西巷 断头路向西打通至青年路

经纶街 疏通支路提升通行效率

青华社区支路 拓宽瓶颈段,疏通支路提升集散效率

毓璜顶西社区支路 改造内部路,优化交通组织提升集散效率

文化十四巷 优化交通组织提升通行效率

文化三巷 优化交通组织提升通行效率

光国巷 优化交通组织提升运行效率

裕顺巷 优化交通组织提升运行效率

环山路以南社区 改造内部支路,优化交通组织提升集散效率

中医南路 优化道路断面并拓宽

福海街 优化道路断面提升通行效率

通过建立交通模型对微循环改善提升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得出以下结论:近期支路优化

方案实施后,发挥了一定的分流主干路交通的作用,均衡网络交通流,高峰期拥堵路段里程下降约5%
左右,芝罘屯路、解放路及二马路等主干路的服务水平稍有提升,路网整体承载力得到优化。

图11 老城区实施微循环改造前后的规划道路运行状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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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路 “新、改、扩”建等优化方案中,横断面设计中以优先保留慢行空间为原则,减少了现状混

行道路的数量,实现重点片区内各区片的慢行网络连续化,为步行出行提供了更加安全、舒适、便捷的

环境,具体改善前后慢行网络的对比如表2所示。

图12 老城区实施微循环改造前后的慢行网络状况示意图

表2 老城区实施微循环改造前后的道路交通指标对比

指标 现状 规划

路网设施

路网密度 6.0km/km2 9.5km/km2

路网级配 2.56:1.04:2.42 3.18:1.84:4.47

路网连通度 3.14 3.56

路网容量 35000pcu/h 43000pcu/h

运行状况

平均运行速度 23km/h 29km/h

干道拥挤路段里程占比 40.6% 38.6%

不符合规范宽度的人行道里程占比 15.4% 5.6%

从表格对比数据可以看出,通过对老城区道路网系统、公交系统、慢行系统、交通组织等方面进行

改善提升,微循环系统各项指标均有明显好转,路网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交通运行效率得到了较大

提升。

3 结论

当前城市更新改造进程中,城市老城区将继续扮演重要的城市角色,其交通通行状况对城市整体的

交通服务水平仍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资源条件受限的基础上,尝试进行老城区交通微循环改善策

略研究,是提高城市老城区道路网络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本文依据 “窄马路、密路网”的道路布局理

念,分析了烟台市老城区交通微循环系统存在的问题,从道路网系统、公交系统、慢行系统、交通组织

等4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优化改善措施,为其他城市解决老城区交通问题提供了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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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道路里程分配的拥挤收费

全 威 孙 超

【摘要】 从解决交通拥堵的基本点出发,其通过分析传统拥挤收费政策在改变出行方式上的局限性以及对于带状城市

布局的适用性,提出基于道路里程分配的新型交通需求管理策略,以用户道路定额分配、超额收费作为指导思想。分析

该策略的实施背景以及理论基础说明其必要性及可行性,并给出该政策的实施步骤及框架。另外,结合道路实际拥堵情

况以及个人道路的使用量确定关键指标———定额里程量、已用里程量以及收费单价的计算模型。最后利用边际成本原理

对该策略的效果进行预测,该策略将会使得城市内交通流量下降而且能够弥补传统拥挤收费在公平性和适用性上的不

足。作为经济杠杆手段之一,该策略将为治理交通拥堵提供新的角度。
【关键词】 交通拥堵;拥挤收费;里程分配;交通经济

0 引言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拥堵问题愈发严重[1],对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拥堵产生的

原因在本质上反映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2]。总体上看,改善拥堵的措施主要分为三类[3]:①提高供

给量,通过改善通行能力来缓解拥堵,如道路基础设施改扩建等;②交通需求管理,通过减少交通流量

缓解拥堵,如拥挤收费、限购限行等;③智能交通系统管理,通过先进的智能控制既限制需求又提高通

行能力。本文在传统拥挤收费政策之上,提出一种新型交通需求管理策略———道路里程分配,可为治理

交通拥堵提供新的思路。
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手段,拥挤收费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Knight[4] 提出。过去的100年时间里,众

多学者围绕着定价方法、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公平性等角度展开论述。Lixin等[5] 从商业角度分析北京市

拥挤收费的可实现性;Marina等[6] 依托智能交通系统分析拥挤收费的可实现性;赵蕾[7] 以3个维度、

9个指标的作为评估框架,分析了拥挤收费的政策与现实基础。车国鹏[8] 通过复杂模型论证了拥挤收

费对于出行者选择行为的影响。同时,根据拥挤收费在伦敦及新加坡等地的实践可知拥挤收费确实产生

了一定的效果,包括交通流量的下降以及排队长度的减小等[9]。但是,传统拥挤收费没有在源头上减少

使用小汽车的需求,目标主体主要是用户对于出行路线和时间的决策而对于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较

小[10],而且许多大城市向着多中心的模式发展,拥挤的发生区域也从单一区域变为多区域[11],拥挤收

费在空间上的确定将变得困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它的作用。于是在此基础之上寻找另一种经济

调控策略,做到在事前改变通勤者对于出行方式的决策,从而控制交通需求,并且对于各种类型城市布

局均具有适用性。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车路协同、车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提出道路里程分配策略。从广义上来讲,该

策略将城市密闭为一个整体,利用车辆牌照识别系统以及全球定位系统追踪每辆车的活动轨迹信息,并

将其实时传送给交通管理部门。基于此,通过将道路的使用量理想化为商品,并建立道路里程数据库,
根据道路实际承载压力以及个人对于道路使用情况,分配给个人一定的道路使用量 (Qp)———亦即道

路里程数。在此权限内,个人可以自由使用道路,在每次出行结束后,系统会根据车辆的活动轨迹计算

本次所用里程量 (qu)并将其从个人定额量中扣除。当已使用总量 (Qu)超过个人拥有定额量时,个

人需要缴纳道路使用费Fu (道路使用费单价 (Up)与超额里程 (Qu-Qp)乘积),同时基于个人使用量

作为调整参数确定收费单价,致使用户出行的潜在成本上升,这就在不控制车辆拥有的条件下,利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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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杠杆预期实现对于交通需求的管理与调控。

1 理论基础

道路里程分配作为一种新的交通需求管理方法,无论从施行方法、施行主体还是施行目的上都明显

不同于传统的拥挤收费,能否对其理论基础进行准确的研究将关系到这一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的分

析。本文将根据传统拥挤收费的不足,结合济南市的城市整体规划布局和路网密度对该政策的理论基础

和需求背景进行讨论。

1.1 传统拥挤收费局限性
 

传统拥挤收费对于某个时间段内的某个区域的车辆进行调控,力图对交通流在时间以及空间上进行

分散和转移,降低道路的交通压力,同时引导通勤者向污染小而且容量大的公共交通转移,促进道路资

源的合理利用,从而实现交通需求的管理、缓解交通拥挤状况。但是传统拥挤收费仍存在许多局限性,
特别是对于如济南这种带状布局的城市而言,适用性十分有限。

(1)传统拥挤收费对特定时段内通行特定区域的车辆实行收费,目的是在时空上降低交通符合、减

小交通压力。一方面,由于交通本身的随机性和波动性,准确选择合理时间和空间的难度较大;另一方

面,从博弈以及杰文斯悖论的角度来看,当某个地区或某个时间较为拥堵甚至通行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地

区或者时段时,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除必要的通行外,任何人都会放弃对于这个地区或时间段的通行

选择。这就造成了 “必要的通行无法调控,非必要的通行无需调控”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拥挤

收费会增加其他地区或时段的通行压力,从而治标不治本。
(2)传统拥挤收费的影响主体更多是使用过程中的路径选择行为,对于出行前的出行方式决策的影

响相对较小,而小汽车一旦驶入道路,无论采取什么管控方式,都不能减少对道路的占用。通勤者没有

从本质上转变对于小汽车的依赖以及对于公共交通的态度,只是加剧了人和政策的博弈———如何最大限

度规避收费区。而且,传统拥挤收费没有充分体现公平性,因为其对所有人实行无差别化原则,而没有

考虑到不同人对于道路不同的占有情况。
(3)传统拥挤收费对于带状城市布局有着先天的不足。以济南来说,其属于典型东西延绵的带状城市

布局。这就造成了东西向的潮汐交通十分明显,早晚高峰时东西方向主干道通行压力巨大。基于此,济南

市若施行拥挤收费政策,收费区域的确定将十分困难,东西方向交通流量大而连接道路只有固定几条,收

费区域无论放在哪里都无法做到合理分流。收费区域设置不合理只会增添其他道路的通行压力,适得其反。

1.2 需求背景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收入增加而小汽车价格的下降,致使小汽车保有量呈现爆发

式增长,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愈演愈烈,下面将以济南为例进行说明。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城市,无论

在政治、经济还是对外交流都处在核心地位,但是据世纪高通发布的出行报告,近几年济南市拥堵状况

连续位于全国前列,这对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济南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根据济南市统计年鉴数据显

示,截止
 

2016
 

年底,济南市的常住人口达到了723.3万人,就业人口突破300万,同时小汽车保有量

也在激增。图1显示了济南市人口数量以及小汽车保有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济南市人口以及小汽车

的数量呈现稳态增长趋势。[12]

一方面,城市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区面积不断扩张,加之就业人数的上涨,通勤的空间被拉大而且数

量增加,更为严重的是,济南市道路建设落后,路网密度连续多年全国排名靠后。不只济南,国内许多

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以及私家车保有量都在呈爆发式上升,但是道路的建设却无法与其匹配,这使得能为

每位通勤者提供的道路资源有限,人们对于交通的需求远远大于交通的供给,拥堵状况逐年恶化,衍生

出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在传统拥挤收费存在诸多缺陷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一种新型有效的交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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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济南市人口及小汽车数量变化图

理和控制策略来控制交通流量,提高道路资源利用率。

1.3 理论支持
 

(1)交通需求源头管理。交通需求管理是指立足于交通需求,通过政策、经济手段对交通需求的产

生以及发展进行有效的管理与调控,对于空间以及时间上较为密集的交通需求进行合理分散,同时消除

不必要的需求、减少必要的需求,从而实现道路的理论承载能力与实际交通需求相匹配,交通系统处于

良好的运行状态,对交通拥挤问题产生积极作用,使得城市更加宜居。[13] 交通需求管理目前主要从两

个角度进行分析。一个是限制小汽车的拥有,例如限购以及限制挂牌;另一个是限制小汽车的使用,例

如单双号通行。而道路里程分配实际上是限制小汽车使用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之一。
(2)行为经济学理论。作为实用经济学之一的行为经济学,根据经济学、心理学以及行为学等,建

立了一套以风险最小、利益最大为原则的理论。[14] 作为核心思想之一的损失规避理论指出,当内心对

于一项活动的损失评估较大时,任何一个心智成熟的人都会最大限度减少其发生。基于损失产生的可

能,将损失遏制在损失发生之前,这是十分有效的损失管理技术。由此可见,由于里程限制的存在,当

道路的通行成本上升也就是潜在损失的风险加大时,从 “经济人”角度,通勤者会减少对于私家车的使

用,从而规避或转移这种该风险。
 

2 道路里程分配策略主体框架

道路作为社会公共设施,任何社会公民均有权力去使用,但公民在使用的同时,也增加了道路拥堵

以及环境污染水平,同样损害了其他公民的权益。因此,有必要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保证公民合理享有

对于道路的使用权,又把对于他人的影响降到最低。为此,通过增加乘客的出行成本,利用经济杠杆平

衡交通的供给与需求将显得十分之必要,但是目前的措施诸如传统拥挤收费体现的是一种拥堵转移,更

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对于大容量公共汽车的忠诚度,公共交通分担率仍然不会有太大变化。通过将道路的

使用量理想化为商品,根据道路实际承载的交通流压力,分配给个人一定的道路使用权限 (即分配给个人

行驶里程数),在此权限内,个人可以自由使用道路;若超过此权限,个人需要根据超出里程数的多少缴

纳道路使用费。同时根据个人和所有用户对于道路的占有情况确定收费单价,这就在不控制车辆拥有的条

件下,增加出行的潜在成本,利用经济杠杆实现了对于交通需求的管理与调控,在源头上减少交通需求。
同时,鉴于每个用户能获得的行驶里程数是一定的,随着使用里程的增多,潜在的附加成本将会不断上

升,当成本远远大于公共交通的出行成本时,用户将不得不向着公共交通转移,从而达到一种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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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思路为,将城市密闭为整体,并为每辆车建立里程数据库,利用车辆牌照识别系统以及GPS
采集每辆车的行驶轨迹,根据这些数据计算每辆车每次行驶的里程数,这些数据自动传到后台数据库进

行计算分析,为道路里程分配各个指标提供数据基础。后台经过计算,将里程量使用以及需要缴纳的费

用等情况通过手机终端反映给乘客,用户基于此做出出行决策,如图2所示。

图2 里程分配框架

基本实施流程如图3所示:划分收费周期→根据上一周期内道路拥挤程度以及个人对于道路的平均占

有情况分配一定行驶里程→开始当前周期→个人自由使用道路并累加行驶里程→判断累加值是否超过标准

值→若未超过可继续免费行驶;若超过则需要缴纳道路使用费→开始下一周期。图3为道路里程收费的流

程图。

图3 里程分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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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指标确定方法

道路里程分配实施过程中的关键在于计算每个用户所能获得的自由使用道路的里程数即定额里程量

(QP)、用户每次出行所用里程量 (qu)以及当用户超过定额之后每多行驶一公里所需要的费用亦即道

路使用单价 (Up),两者确定的准确性将影响到政策对于交通需求管理产生的作用大小。下面将结合多

种因素给出确定方法。

3.1 定额使用量的确定

定额使用量的确定要综合多反面考虑,分配过多无法产生应有的效果,分配过少则削弱了道路作为

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故该值的确定要既有实际意义又不会影响公平。该政策的出发点是解决拥堵,算

法中应当对此有所体现,因此本文首先给出城市道路拥挤指数这一指标作为计算定额使用量的参数,同

时给出一种路段拥堵指数计算方法。拥堵指数是反映车辆在一定的环境下拥堵程度大小的物理量,众所

周知,速度能够直接表征一定条件下车辆的行驶快慢,间接反映了拥堵状况,尽管速度是个客观物理

量,但是其受车辆性能及驾驶习惯等次要因素的影响,也不能表现道路条件以及其他车辆的干扰。因此

根据广州市道路交通评价体系[15],本文以拥堵指数作为确定道路定额使用量的重要参数,采用0-10评

分法,参照韦清波的理论[16],考虑道路实际运行状况,根据路段 (任何两个交叉口之间)的形成时间

比确定道路拥堵指数,行程时间比 (TTIi)计算公式如下:

TTIi=

li

vi

li

vfi

(1)

式 (1)中:li 为交叉口之间距离,km;
 

vi 为车辆在交叉口之间行驶速度,km.h-1;vfi 为车辆

的自由流速度km.h-1。而拥堵指数 (P)与行程时间比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两者转换关系根据公

式 (2)。

表1 拥堵指数换算标准[15]

拥堵级别 畅通 基本畅通 轻度拥堵 中度拥堵 严重拥堵

拥堵指数 [0,2] [2,4] (4,6] (6,8] (8,10]

运行时间比 [1,1.2] [1.2,1.4] (1.4,1.6] (1.6,1.8] (1.8,]

P=

(TTI-1)*10 TTI<1.8

8+(TTI-1.8)*207 1.8≤TTI≤2.5

10 TTI>2.5












(2)

将拥堵指数绝对量作为浮动参数进行里程分配,道路越拥堵,个人所获得的里程量越少,以一种负

反馈的关系进行调控,得到道路里程定额量的计算模型如下:
Qp =Q(1+α(4-p))

Q=E[∫
ti

ti-1
∑j

i=1bi(t)dt=∫
ti

ti-1

μ(t)dt







 (3)

式 (3)中:Qp为用户所能获得的定额里程量,km;α为调整因子;Q 为上一周期平均每个用户的

道路行驶里程数,km。鉴于所有j个用户行驶里程应当属于正态分布,故此处采用积分的方式求解平

均里程,∑j
i=1bi(t)为连续时间内所有用户的行驶里程总量动态变化值,km.min-1;μ (t)为连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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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每个用户行驶里程动态变化平均值,km.min-1;ti 为本周期开始开始时刻;ti-1 为上一周期开始

时刻;j为用户个数。
个人所获里程量的多少,应当考虑社会总体利益损失,以道路拥堵指数作为关键计算指标,从而体

现调控交通流量的根本目的,若上一周期拥堵严重则相应减少每个用户所能获得里程数,降低交通基础

设施和管理部门的压力,如式 (3)中所体现的,当上一周期城市道路平均拥堵水平在在拥堵及以上时,
用户所能获得的定额里程数将低于上一周期所有用户的平均行驶里程,并按相应比例减少;反之则可以

适当增加用户的里程数,以避免资源的浪费。能够预见,这种负反馈的机制在交通需求管理中对于交通

流量的调节效果将会十分明显,这也是传统拥挤收费政策所无法做到的。

3.2 个人使用里程的确定

传统拥挤收费中,对于不同时段以及不同路段的收费标准进行了区分[17],这是合理的,例如同样

的一次出行发生在高峰时段和平峰时段对于道路通行压力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因为高峰时段,道路交

通流量处于饱和甚至过饱和状态,此时拥堵指数处于高值区间,所增加的每一次用户出行都将进一步削

弱道路通行能力的弹性,损害道路的服务功能。同样,为了使得策略对于特定时段、特定路段的交通流

量具有更好的调节控制效果,当用户完成一次出行并计算本次出行所用里程 (qu)时,应当以实际行

走里程为基础,根据交通流的时变特性和空间分布特性进行一定调整。因此,将全天划分成6个时间

段,分别包括3个高峰时期 (①早高峰、②午高峰、③晚高峰),三个平峰 (④上午平峰、⑤下午平峰、
⑥夜晚平峰),计算使用里程量时根据六个时段的不同路段内的拥堵指数分别进行修正,以增大高峰时

段通过拥挤路段的惩罚性。从而用户每次出行所用的里程数可用式 (4)来计算。

qu=∑
m

i=1
li(1+β(4-pi,n)) (4)

式中:qu为用户每次出行所用的行驶里程,km;li 为用户驾驶汽车所经过的第i个路段长度,
km;β为调整参数;n为用户驾驶汽车进入第i个路段时所对应时间段;m 为用户所经过的路段个数;

pi,n 为上一周期第n个时间段、第i个路段的拥堵指数。
根据计算模型,用户每次出行所用里程量与实际行驶距离并不相等,若用户所经过路段拥堵指数较

高,那么用户所用里程量将远高于实际行驶距离,作为惩罚和激励作用,促使用户出行前做好路线规

划、避开拥挤,这也体现了传统拥挤收费中 “稀释”拥堵的思想。

3.3 收费费率的确定

鉴于每个人对于道路的占有情况不尽相同,收费费率采用以个人使用量为调整参数的 “动态定价”,
即使用量高的乘客费率要高,从而付出更多的成本,体现出一种惩罚效应,促进公平。基本模型表

达式:
Up =f(t)+C*Qe (5)

式中:Up 为收费费率,元.km-1;f (t)为基本费率,元.km-1;Qe 个人超额公里数,亦即Qu-
Qp,km;C 为边际成本,元。

每条道路的成本由两部分组成,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因此,在测算基本费率时应当将两者考虑在

内。同时根据所有用户对于道路的占有和使用情况计算边际成本。相关计算模型如下:

fi(t)=
TI
Wi

(6)

TI=∑
m

j
(Ij,0+∑

n

i
Ij,i/(1+r)i) (7)

C=ΔfΔQm
=
∑
m

j
Ij,i-∑

m

j
Ij,i-1

Qm,i-ΔQm,i-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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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I为整个城市路网的初始总投资,元;Ij,0为第j条道路的初始投资,元
 

;Ij,i 为第j条道

路在第i年的养护费用;r为利率;Wi 为第i年的汽车保有量。Δf 为第i年养护费用变化值,元;
ΔQm 为第i年里程数变化值,km。

4 预计效果分析

结合经出行的边际成本理论对道路里程分配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随着道路交通量的增大,污染拥

堵等不利状况将会加剧,也就是道路上行驶的每一辆车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也在增加环境成本与他人

的出行成本,称之为社会成本。但是对于每个用户而言其付出的仅仅是个人成本,对于给环境以及其他

用户出行成本造成的影响感知甚微,为了提高个人对这种影响的敏感度并增加惩罚,通过对超额使用的

里程进行收费进行调节,弥补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差距。[18] 如图4所示。

图4 交通量———成本关系图[19]

随着交通拥挤的加剧,用户所感知的道路基础设施服务水平以及出行体验将受损,可以接受的成本

将会下降 (ND 曲线),同时个人成本 (MPC 曲线)和社会成本 (MSC 曲线)都上升。在实行政策之

前,用户所实际承担的成本较低,即个人实际成本远小于社会成本[20],例如图中MPC 曲线与ND 曲

线之间交点F 即为施行政策之前的均衡点,此时的交通量为Q2,个人所承担的成本C2 与对应的社会

成本差距较大,交通量大、道路拥挤,此时采取道路里程分配,弥补这种差距。假设在施行里程分配之

后,平均每个用户所支付的里程费亦即剩余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与个人成本之差)为C1-C3,用户愿意

支付的个人成本将减小为C3,而社会成本C1即为用户支付的总成本,此时的交通量为Q1,相对于Q2

将远远减小,从而实现以经济手段调控交通流量的目的[21,22,23]。

5 结论

(1)本文首先对传统拥挤收费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在此之上提出另一种以经济手段为基础的交通需

求管理策略。通过将道路的使用量理想化为商品,定量分配给用户,用户在选择出行方式时考虑的将不

仅仅是看得见的成本,还要评估道路里程量的限制可能带来的隐含成本,从而在本质上增加了总的出行

成本。
(2)经济成本的提高将会促使用户改变出行方式,向着更加高效的公共交通转移。负反馈的调节机

制,既有利于动态控制交通需求、降低负荷,又避免了道路资源的浪费,为诸如济南这样的大城市缓解

交通拥堵提供新的思路。下一步应当结合仿真等技术进一步分析道路里程分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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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干路的长沙市禁左交通组织研究

伍 艺 刘 超

【摘要】 长沙市区机动车保有量以平均每年14%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而道路增长率仅在5%左右,交通供需矛盾大、
交通拥堵常态化,特别是早晚高峰的主干路,排队延误高、通行速度缓慢,未发挥主干路快速通达的作用。禁左措施作

为充分利用现有城市道路资源的一种经济、有效的交通组织方法,缺乏从网络层面研究干路多路口实施禁左的道路选择

方法。本文参考其他城市案例,总结干路禁左所选道路的特点,并结合长沙市道路条件及交通运行特点,选取长沙市芙

蓉路作为干路禁左的研究对象,筛选可实施禁左措施的路口,并提出各路口具体的禁左措施方案。通过仿真,得出禁左

措施实施后,芙蓉路晚高峰平均车速提高约10.5%的结论。
【关键词】 禁左;交叉口;干路;长沙市

0 引言

城市中平面交叉口是不同类型和不同方向交通流分流、合流、交叉的地方,交通情况复杂。据相关

资料统计,城市道路中80%以上的交通拥挤发生在交叉口或交叉口附近[1],交叉口是城市交通的 “瓶
颈”。因此,提高交叉口通行能力、优化交叉口交通秩序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关键之一。交叉口中左

转交通流与直行交通流的冲突点最多,是平面交叉口交通设计中需重点解决的问题,禁止左转可以减少

交叉口车流之间的干扰和延误,增加其他方向车流通行空间和通行时间,是充分利用现有城市道路资源

的一种经济、有效的交通组织措施。
目前长沙市已在城区多个路口实施禁止左转措施,但交通供需矛盾仍然严峻、交通拥堵常态化,特

别是早晚高峰的主干路,排队延误高、通行速度缓慢,未发挥主干路快速通达的作用。但国内目前对于

禁左交通组织措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单个路口禁左措施的交通影响、实施方法、实施条件[2-4],对

于包含多个交叉口的长距离路段的禁左研究较少。城市主干路要求快速通达,直行车流量往往较大、占

比最重,复杂的交叉口信号相位以及左转专用车道的设置,将浪费交叉口的通行时间和空间,降低交叉

口运行效率、拉低主干路运行车速。因此,改变以往 “仅在单交叉口层面考虑禁左措施”的研究思路,
从道路层面研究长沙禁左措施的适应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交叉口禁左相关理论

1.1 交叉口左转交通特性

1.1.1 左转车流是引起交叉口冲突的重要因素

交叉口内的交通冲突点包括交叉点、分流点、合流点,其中车流以较大角度交叉形成的交叉点对交

通影响最大,对于无管制的十字型平面交叉口,交叉点多达16个,与左转相关的交叉点有12个;若限

制1个方向左转,交叉点降至8个;若完全限制左转,交叉点降至4个。无管制交叉口相交道路条数与

交叉点的关系为:冲突点=n2(n-1)(n-2)
6

(其中n为交叉口相交道路条数)。可见,交叉口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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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十字平面交叉口禁左前后冲突点示意图

随相交道路条数增加趋近于几何级增长。

1.1.2 禁止左转是提高交叉口通行能力的手段之一

目前,对于平面交叉口左转车流的处理主要是通过设置信号灯,在时间上与其他车流进行分离。典

型的四相位信号控制,依次轮放不冲突的2个方向车流,消除左转车流与直行车流的冲突,大幅减少交

叉口内的冲突点。但是,多相位的信号设置一方面延长了总周期时长,多次相位转换增加了损耗时间,
每个信号相位可利用的有效绿灯时间减少,每条车道的实际通行能力降低;另一方面,一条直行专用车

道比一个左转专用理论上通行能力要高将近40%,对于直行车流占绝对优势的主干路,左转专用道的

设置占用了直行车流通行空间,降低了直行车流通行效率。因此,禁止左转能减少交叉口相位、提高车

道通行能力,进而提高整个交叉口的通行效率。

1.2 交叉口禁左优缺点分析

1.2.1 禁左措施优点

从单个路口来看,禁左措施能有效提高交叉口其他流向的通行能力、减少交叉口冲突点、简化交叉

口交通组织、提高交叉口效率并减少行车延误。从干路全线及区域路网来看,交叉口禁左主要有均衡路

网流量、交通堵点外移、提升交通效率三个作用。
(1)均衡路网流量:由于道路周边的土地利用性质不同、道路功能定位的差异、驾驶者驾驶习惯的

影响等,时常存在某条道路饱和度较高而周边道路饱和度较低的现象,均衡路网流量、提高路网整体运

转效率是城市交通管理的目标。通过禁左交通组织措施,合理限制部分路口的左转交通,将集中的交通

流量分散转移到周边交通压力较小的路段、路口,实现充分利用道路资源、均衡区域路网流量、疏解干

路交通压力的目的。
(2)交通堵点外移:常发性交通堵点的疏解是城市交通管理工作的重点,对于周边路网较完善且运

行条件较好的交叉口,通过禁左交通措施,拥堵交叉口的左转车流绕行到其他路口,减少交叉口的总流

量,进而缓解拥堵交叉口的交通压力,同时提高交叉口主要通行方向的通行能力及通行效率。
(3)提升交通效率:禁左措施能减少交叉口冲突点,简化交叉口的交通组织,通过与相邻路口的交

通组织协调,能提高交叉口效率并减少行车延误。例如西安市南二环禁左后,行程车速和行驶车速比禁

左前的行程车速和行驶车速分别提高了25%和47%,交叉口延误降低了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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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禁左前后车流转移示意图

1.2.2 禁左措施缺点

禁左措施对被限制左转的车流造成较大影响,需通过绕行实现左转,带来行程时间增加、产生无效

交通流、不利于原左转公交线路的运行等影响。实施禁左措施需结合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以下 “五大”
问题:

(1)车辆绕行问题:禁左后将增加左转机动车的行程距离,应设计好最优的绕行路线;
(2)拥堵转移问题:禁左后部分交通量将转移至周边路段和交叉口,必须分析分流道路或交叉口是

否有承载能力,避免产生新的交通拥堵点;
(3)公交车组织问题:禁左后将改变部分公交线路运营,需要明确受影响的公交线路,与交通运输

部门做好对接协调;
(4)车行导引问题:对长沙路况不熟悉情况的外地车辆的,应设置提前引导标识;对本地司机,应

加大禁左措施宣传;
(5)措施推进问题:禁左可能影响沿线居民区的出行和部分单位进出,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应充分

与人民群众沟通和协商。
针对禁左措施带来的不利影响,应重点研究禁左道路及交叉口的实施条件,优化禁左后交叉口的交

通组织方案,降低其不利影响。

1.3 左转车流绕行方式分析

禁左措施实施效果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禁左后原左转车流的绕行问题。绕行距离、绕行时长、
绕行环境等因素,即绕行阻抗,是影响绕行车辆通行的重要因素,绕行方式的选择必须结合绕行路段和

绕行交叉口的交通运行情况,绕行路段和绕行交叉口是否能承受绕行交通流的叠加。因此,应结合周边

路网条件,综合考量交通阻抗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绕行方式,为左转车流的绕行提供良好的通行条件,
均衡路网交通压力。

(1)街巷绕行式:利用干路两侧的密集街巷道路,左转弯车辆需先直行通过禁左交叉口,在下游交

叉口连续右转三次,完成左转,绕行距离为2(a+b)。
(2)提前绕行式:左转车辆在采取禁左措施路口的前一个路口连续右转、左转和左转,行驶至该路

口后变为直行车辆通过,绕行距离等于2c。
(3)直行回绕式:左转弯车辆直行通过交叉口,在禁左道路的路段隔离带或下一个交叉口处掉头,

7351



然后至该交叉口右转通过,绕行距离为2d。
 

(4)右转回绕式:左转弯车辆右转至相交道路上,利用相交道路的路段隔离带或下一个交叉口处掉

头,然后至该交叉口直行通过,绕行距离为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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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禁左后原左转车流绕行方式示意图

2 干路禁左实施条件分析

禁左措施利弊共存,在各城市的实施阻力较大。长沙市在主干路或区域中推行禁左措施,需参考其

他城市禁左道路选取的特点及条件,并结合长沙的路网条件及交通运行状况,选出合适的禁左道路及禁

左路口,保证禁左措施的实施效果。

2.1 案例研究

2.1.1 北京长安街

道路概况:长安街为横贯中国首都主城区的东西中轴线路,沿线分布有中南海、故宫等政治、文化

类建筑,远洋大厦、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西单、王府井等商业金融类建筑,长安街交通以公务交通流为

主,商务旅游交通流为辅,交通拥堵严重。长安街复兴门至建国门段全长6.7km,设11个信号灯控路

口,信控路口平均间距约560m;该路段为双向10机动车道或双向14机动车道,外侧车道为公交专用

道,中间采用护栏隔离。长安街距南北两侧的主干路约800m,周边支路网发达,街区的平均尺度约

250m×200m。
禁左措施:2004年,北京市政府要求 “交通流量要稀稀拉拉”、“不能出现拥堵”,长安街除了保留

公务交通相对集中的左转流向外,禁止8处路口、21个方向左转弯来削弱长安街集散功能,禁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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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为6时至23时。2015年11月,为缓解二环路桥交通压力,临近二环的闹市口、朝阳门南小街路

口东西双向禁左时间调整为6~9时、16~20时,同时放开西单、东单路口南北双向左转。禁左路口原

左转车流主要通过街巷绕行实现左转,平均绕行距离约700m。据相关报道,禁左措施实施后,长安街

高峰时段平均车速由17.3km/h提高至20.5km/h,东西向整体通行能力提高10%[5]。

图4 长安街 (复兴门-建国门)路口交通组织平面图

2.1.2 成都人民路

道路概况:成都人民路北起火车北站,途经文殊院、骡马市、后子门、四川省科技馆、天府广

场、华西坝、火车南站等成都历史、文化、商业地标,全长11.2km,是城市中轴线以及成都市 “第
一形象窗口”。人民路 (火车北站-火车南站)设32个信号灯控路口,双向8机动车道或双向6机动

车道,中间采用护栏隔离或无硬质隔离。人民路与15余条干路相交,周边路网密度较高,街区尺度

平均约370m×600m。
禁左措施:为优化交通秩序、打造城市中轴线,在北站西二巷、肖家村三巷等10个相交路口、16

个方向禁止左转;禁左路口平均间距约820m。其中8个路口进口道为分时段禁止左转、8个路口进口

道为全天禁止左转。禁左路口原左转车流主要通过街巷绕行或提前绕行实现,绕行距离平均约1100m。

图5 成都人民路 (火车北站-火车南站)路口交通组织平面图

2.2 干路禁左实施条件

(1)道路条件:禁左道路一般选择城市中具有中轴线性质或交通拥堵的重要主干路,打造城市形象

展示窗口;禁左道路周边路网应满足棋盘式布局;禁左后车流采用掉头绕行的,掉头道路路幅应满足掉

头要求。
(2)路网条件:禁左干路及路口周边区域的路网密度较高、行车条件较好,可提供较短的绕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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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控制绕行距离不大于1200m。
(3)流量条件:禁左路口及禁左方向应结合各进口道流量及禁左带来的不便程度综合确定。

 

(4)交通运行:禁左干路及路口周边区域的道路运行较通畅,保证禁左后绕行车流叠加不会产生新

的拥堵。

表1 国内城市禁左干路实施特点

道路名称 道路特点 道路断面
禁左路段

长度

信号交叉口

平均间距

禁左路口

平均间距

沿线街区

尺度

绕行方式、
距离

北京长安街
城市中轴线、交通量

大、交通拥堵严重

双向10车道/

14车道
6.7km 560m 770m

250m×
200m

街巷绕行,
约700m

成都人民路
城市中轴线、连

接城市双中心

双向8车道/

6车道
11.2km 350m 820m

370m×
600m

街巷绕行或提前

绕行,约1100m

3 长沙市干路禁左交通组织方案

3.1 长沙市交通概况

路网设施方面,至2018年末,长沙市城区现状城市干路里程1415.11km,面积56.31km2,干路密

度为3.25
 

km/km2[6]。禁左措施实施后,原左转车流主要是通过周边路网进行交通组织,故以长沙市

主干路围合区域为单元分析城区路网特征,如图7所示。长沙城区路网密度整体呈现 “中心区密、外围

区疏”的规律,在二环以内围合的中心区内,各分区路网密度普遍超过4km/km2,中心地段分区路网

密度超过8km/km2。

图6 长沙市现状路网 图7 长沙市城区现状分区路网密度

道路交通运行方面,长沙市二环内主要道路的晚高峰平均车速河东城区为19.6km/h,河西为

23.4km/h[6]。河东核心区由于是老城区,也是长沙中心所在,交通量需求旺盛,道路拥堵集中在商业

中心、医院、学校等交通生成量大的设施周边。
轨道交通建设方面,长沙市现状运营的城市轨道线路共计6条,分别是地铁1号线、地铁2号线、

地铁3号线、地铁4号线、地铁5号线以及中低速磁浮线。在建轨道线路为地铁6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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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长沙市禁左交通组织现状

现状长沙城区内共对61个路口实施禁左措施,其中48个禁左路口分布在二环以内。除人民路朝阳

路口、解放路朝阳路口、湘江路殷家冲路口、韶山路砂子塘路口等4个路口高峰期间禁左外,其余56
个路口禁左时间均为全天24小时。

图8 长沙市城区主要道路晚高峰车速分布图 图9 长沙市已建及在建城市轨道图

图10 长沙市现状禁左路口及禁左方向示意图

3.3 长沙市干路禁左方案

以均衡路网流量、缓解交通拥堵、提升干路车速、优化交通秩序为目的选取长沙市实施干路禁左的

道路,打造长沙城市对外展示窗口。根据禁左干路选取条件,选取长沙市交通拥堵的干路,且干路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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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条件较好、运行较畅通,为机动车提供可替代线路;此外,考虑禁左后机动车出行不便,地铁能为

沿线居民提供便捷,因此轨道覆盖也是长沙市禁左干路选取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3.3.1 禁左干路选择

结合禁左道路特点及长沙市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交通运行现状,本次研究选取芙蓉路作为全线干路

禁左研究道路。芙蓉路是长沙河东一条南北向道路,北接湘阴、南连株洲湘潭,途径湘雅医院、芙蓉广

场CBD、贺龙体育馆、中南大学、湖南省政府等政治、金融、文化中心,是长株潭城市群间联系的主

要通道,沿线敷设地铁1号线。芙蓉路北二环-时代阳光大道段全长21km,设30个信号灯控路口,信

控路口平均间距为724m,该路段已有11个路口实施禁左措施,为全线禁左打下基础。该路段途径长沙

主城区,周边路网较发达,除地理环境因素影响外,主干路围合区域路网密度大于3km/km2,晚高峰

最低车速低于20km/h。

图11 芙蓉路沿线干路围合区域路网密度

图12 芙蓉路晚高峰期间车速图

3.3.2 禁左路口选择

由图8可知,晚高峰期间三一大道-五一路、南湖路-新建路车速较低、拥堵严重。拥堵路段各交叉

口左转交通量及占进口道比例如表2所示,与芙蓉路相交的开福寺路南北进口、潘家坪路南北进口、湘

雅路南北进口、湘春路南北进口、营盘路东北进口、赤岭路南进口、北进口左转车流比例较低,均低于

20%。其中湘雅路口、湘春路口绕行条件较差,赤岭路口、新建路口相距约330m,为控制绕行距离,
应二者择一实施禁左措施。因此在原有11个禁左路口基础上,在开福寺路口南北进口道、潘家坪路口

南北进口道、赤岭路口南进口道新增禁左措施。

表2 拥堵路段各交叉口左转交通量及占进口道比例情况

相交道路

名称

总交

通量

南进口 北进口 西进口 东进口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开福寺路 3867 1320 102 7.7% 1963 97 4.9% 331 160 48.3% 253 47 18.6%

潘家坪路 3250 1081 67 6.2% 1986 132 6.6% 183 73 39.9% 0 0 0.0%

湘雅路 3873 1214 207 17.1% 2087 119 5.7% 572 89 15.6% 0 0 0.0%

湘春路 7340 1946 140 7.2% 3361 322 9.6% 910 255 28.0% 1123 54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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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交道路

名称

总交

通量

南进口 北进口 西进口 东进口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营盘路 7405 2400 600 25.0% 2030 200 9.9% 2017 0 0.0% 958 14 1.5%

五一路 12459 3398 905 26.6% 3690 758 20.5% 2466 362 14.7% 2905 558 19.2%

劳动路 3338 1038 549 52.9% 498 278 55.8% 598 120 20.1% 1204 487 40.4%

南湖路 4705 2971 971 32.7% 280 0 0.0% 1454 954 65.6% 0 0 0.0%

黄土岭路 5750 3000 0 0.0% 2500 500 20.0% 0 0 ——— 250 100 40.0%

赤岭路 4154 1725 225 13.0% 1854 0 0.0% 575 395 68.7% 0 0 0.0%

新建路 8608 3702 599 16.2% 2808 837 29.8% 667 235 35.2% 1431 594 41.5%

3.3.3 禁左措施实施方式及禁左效果评估

考虑驾驶者驾驶习惯,与长沙市现状禁左路口24小时禁左时间保持一致,优化禁左路口及其绕行

路口的渠化及信号配时。开福寺路口、潘家坪路口原左转车流主要通过右转回绕实现左转,新增绕行距

离约350m;赤岭路口原左转车流主要通过提前绕行实现左转,新增绕行距离约670m。此外,同步根

据定量测算及VISSIM仿真结果,开福寺路口南进口直行通行能力提升约
 

15%,潘家坪路口南口直行

能力提升约42%,赤岭路南进口直行能力提升约70%,芙蓉路晚高峰平均车速提高约10.5%。

表3 禁左路口实施方案及实施效果

路口名称 禁左方向 禁左方案 实施效果

芙蓉路开

福寺路口
南进口

将南进口内侧左转/掉头车道改为

直行车道;取消单放南口相位,为

使进出口车道
 

数匹配,东口设置右

转信号灯,与南北直行相位错开。

交叉口减少1个信号相位,南进口新
 

增1条直行车道,
南进口直行通行能力提升约15%,提高晚高峰期间车

辆由南往北出城效率;消除左转车流变道与直行车流

的交织。

芙蓉路潘

家坪路口
南进口

将内侧左转/掉头车道改为直行车

道;取消南北左转相位,东口设置

右转信号灯,与南北直行相位错开。

交叉口减少1个信号相位,南口直行
 

的绿信比由原来

的0.45提升至0.51,南口增加1条直行车道,南口直

行能力提升约42%,提高晚高峰期间车辆由南往北出

城效率;消除左转车流变道与直行车流的交织。

芙蓉路赤

岭路口
南进口

将内侧左转/掉头车道改为直行车

道;将南北进口单放改为南北进口

对放。

交叉口信号减少1个相位,南北直行的绿信比由原来

的0.42提升至0.71,交叉口南北直行能力提升70%。

�D��/�C	4>�� �E�%�C	4>�� �F�C�C	4>��

图13 禁左路口绕行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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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禁左措施作为充分利用现有城市道路资源的一种经济、有效的交通组织措施,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单点禁左路口的实施条件及实施方法,对于全线道路多路口的禁左条件及实施方法研究较少。本文基

于单点交叉口禁左的措施的优缺点,跳出 “仅在单交叉口层面考虑禁左措施”的研究思路,结合其他城

市干路禁左经验,从道路层面研究长沙市禁左干路选取条件。分析干路上禁左路口的选择方法、实施方

案及实施效果。后期应对采取干路禁左措施后对区域的交通影响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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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医院交通问题分析及改善对策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王召强 杨建中 王继波

【摘要】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性的增大,城市大型医院作为区域重要的医疗服务设施,吸引了大量

的交通,早高峰时段 “进院难、停车难”问题成了就医出行主要矛盾,也影响了医院周边的交通运行效率。本文以青岛

市部分大型三甲医院调查分析为基础,从停车问题、内外衔接、交通管理等方面综合分析了医院交通主要问题及症结,
并按照 “功能分离、快慢分离、重点保障”的原则,针对大型城市尽端型交通等特征提出医院交通综合提升对策,为相

关城市医院交通问题治理提供参考和指导。
【关键词】 大型医院;停车问题;内外衔接;交通管理;交通提升

0 引言

由于城市化发展及城乡二元结构体质,优良的服务设施集中于大城市,医院作为城市发展和居民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公共设施,也是大量交通出行的吸引点,因此,城市医院所在地区往往是城市最拥堵的

地区之一。而大型医院具有 “规模较大、科室齐全、设备先进、医疗水平高”等特征[1],吸引大量本地

及外地就医人员。“进院难、停车难”等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就医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也对医院周边的

交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李静等针对重庆山地医院的出行生成率、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出行时间分布进行分析,得出山地

中心区医院出行特征的一般规律,并对交通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建议[2]。吴志滢等以深圳市为例,
分析现状大型医院周边存在的道路交通问题和产生原因,提出完善周边道路交通设施、大力发展公共交

通、合理规划医院布局、建立科学有效的交通组织体系等改善对策[3]。刘俊以上海市三甲医院调研分析

的基础上,提出周边道路交通改善的新思路,通过制定相应的改善措施和配套政策建议,提高交通效

率,提升交通运行环境[4]。梁杰荣通过研究医院机动车的到达分布规律从而获得停车需求分析所需要的

特征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停车生产率预测模型对医院停车需求进行合理的预测,从而为医院停车设

施的配建提供了合理的依据[5]。
本文通过调研青岛市区主要大型医院交通特征,针对大型医院存在的通性问题及新老城区大型医院

交通特性问题进行分析,在充分探讨医院交通问题成因的基础上,以 “功能分离、快慢分离、重点保

障”的理念提出具体的改善策略和方案,为相关城市医院交通优化提供参考和指导。

1 医院交通调查与问题分析

根据调研,青岛市多数大型综合医院建设较早,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大多选址在城

市中心区,周边居住、商业以及办公、教育用地等开发密度较高,高峰期整体交通出行需求大,对交通

基础设施、交通运行组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青岛市医疗设施分布进行分析,利用百度地图POI数

据获取青岛市主要医疗设施位置,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医院、急救中心、牙科医院等,具体分布如图1
所示。目前,青岛市主要三甲医院集中于东岸主城区和西海岸新区。

1.1 交通需求来源

根据调查,医院交通需求按照流量大小主要分为病患就医、医院职工通勤和病患亲友探望及院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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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青岛市医疗设施分布

能性运输4大类出行,各类出行需求特征如下:
(1)病患就医需求:就诊人群由于身体处于病患状态,对诊断、治疗以及潜在风险未知,因而具有

焦虑、紧张、烦躁等心理,希望尽快就医处置,一般采用私家车、出租车方式出行;对于医院紧急救护

车辆需求,对道路畅通性尤其是急诊进出出入口畅通性要求比较高。
(2)医院职工通勤需求:医院职工作为日常工作出行,进出医院上下班对时间要求较高,且呈现出

一定的高峰规律性特征。
(3)病患亲友探望需求:对于探望需求,因一般与就诊者提前相约,因此对出行时间要求较为

宽松。
(4)院内功能运输需求:主要为医院氧气系统、二氧化碳系统、氮气系统等医疗设施,办公及配套

食堂货运需求,以及各类垃圾等运输需求,交通运输需求频率相对较低、运输时间一般为夜晚。

1.2 交通时空特征

(1)时间特性

根据调查统计,就医出行时间较为集中,交通高低峰态势稳定,高峰期主要集中在工作日,分为3
个高峰区间:7:00~9:30、13:30~15:00、17:00~18:00,最大交通需求出现在早高峰,占全天

总量25%~30%。在该时段内,交通出行需求种类多、总量大,主要包括病患就医现场挂号、上午诊

断以及医院职工通勤等。晚高峰主要为患者离院以及职工下班通勤等,占全天总量10%~1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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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交通需求相对较少。
(2)空间特性

就医出行距离与医院专业定位、科室设置及诊疗水平、区域可替代医院等相关。对于大型综合医

院,科室齐全、设备先进、医疗功能完善;对于专科医院,专业诊疗技术水平高,在地区拥有较高的名

誉。因此,就医出行距离也呈现远近结合、多样化的特征。其中:
①

 

门诊需求。主要立足服务周边片区,就医出行距离普遍较短。
②

 

住院需求。主要服务周边及较远区域,随着区域交通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中远距离的就医出

行比例逐步提高。

1.3 交通方式选择

影响医院交通出行方式的因素有很多,通过对青岛市大型医院交通方式进行调研可知:对于病患就

医交通需求,一般私家车、出租车等个体化出行方式占有较高的比例;对于医院职工通勤需求及病患亲

友探望需求,各类交通方式均占有一定比例。
受医院出行距离、现状可提供的交通方式、个人收入及私家车拥有情况等影响,总体来看,青岛市

大型医院早高峰时段各类交通方式比例中,小汽车比例最高,占30%~40%,出租车占15%~25%,
机动化出行中非公共交通比例较高。

1.4 院内交通特征

(1)对于病患就诊就医需求。根据门诊和住院不同需求,在医院内交通特征也不相同。①对于门诊

需求,因需要排队挂号、就诊,整体对高峰时间要求比较高,该部分需求量大、停车步行距离短、停车

周转率较高,院内停留时间相对较短,一般为上午检查、上午或下午完成诊断。②对于住院需求,需求

量相对小、停车时间较长、停车周转率低。
(2)对于职工通勤需求。总体出行量波动性不大、出行时间集中、停车周转率较低,院内停留时间

较长。
(3)对于病患亲友探望需求。出行一般不在高峰时段内,且在院内停留时间相对较短。
(4)对于院内功能运输需求。出行一般不在高峰时段内,且需求频率相对较低,运输车辆相比较

大,对道路通行空间及停靠空间要求较高。

2 医院交通问题总结

医院交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元性、综合性的,典型的拥堵原因主要在于医院的门诊量大、停车设

施不足、出入口布局及功能不合理、周边路网条件差及管理方式落后等。通过现场调研,总结青岛市主

要大型医院交通拥堵原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停车问题矛盾突出

(1)停车供给整体不足

停车矛盾突出问题几乎是所有大型医院存在的通病。随着青岛市城市经济水平发展和人口的不断攀

升,居民的就医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尤其集中在青岛市内几家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型医院。青岛市综合

实力较强的医院均建院较早,拥有悠久的建院历史和良好的声誉,且早期的老院区一直沿用至今,如青

医附院 (西院区)和青岛市立医院 (西院区)等。受历史条件、老城区的限制等因素影响,这些医院院

内及周边开发强度较高,建筑及各类设施密集,院内道路、广场等空间有限,停车资源严重不足。而对

于新城区部分新建大型医院,如妇女儿童医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停车泊位配置相比较高。青岛主城

区部分三甲医院配建信息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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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青岛市部分三甲医院配建信息

项目 青医附院 (西区) 市立医院 (西区) 妇女儿童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2 6.6 13.4 8.5

开放床位 (张) 1400 1000 700 1000

日平均门诊量 (人次) 7500 5000 5000 4000

可用停车位 (个) 410 260 1214 450

停车位标准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34 0.39 0.91 0.53

根据青岛市医疗设施停车泊位配建标准,三级医院在停车位配建标准下限为1.5~1.7个车位/百平

方米建筑面积[6],老城区现状配建车位远不能满足标准。
由于医院多选址在人流集中方便到达的重要区域,早期的医院多集中在老城区,即市南区、市北区

等。受区域地形和历史因素条件影响,医院周边区域呈现出道路宽度有限、路网分布不规则、人文历史

古建筑分布密集和地块开发强度高等特点。造成了医院周边区域整体停车资源紧张,路侧停车紧张,停

车设施的供给能力有限。对于新城区新建的大型医院,临近城市主干道,路侧一般未施划停车泊位,而

周边停车场以建筑配套为主,可提供的泊位数量有限。
(2)停车泊位类型及使用效率不高

一是院内地面停车比例较大,多采取 “混合停放、统一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停车未按功能分

区,门诊与住院停车混合,导致进出院区车辆混乱,寻找车位时间较久;且多数院区存在停车位施划不

规范、分布不均匀等问题,导致院内停车散乱、停车空间利用不充分。各类需求停车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医院停车特征

停车主体 停车目的 平均停放时间 (h)

病患就医
挂号+诊断 2.5~4

挂号+诊断+住院 3~5

医院职工 上班通勤 8~12

病患亲友 探望病患 1~2

院内功能运输 货运进出 2~8

二是管理方式落后,调查分析的各大型医院均未建立停车诱导系统,进出车辆多通过人工管理方式

进行总量控制,院内停车未划分不同功能片区,门诊区、住院区等不同功能区域停车泊位使用情况及停

车诱导相对较差。
(3)停车管理

考虑服务社会民生,目前青岛市对医院制定较低的停车收费标准。根据调研,青岛市大部分医院停

车收费标准为:小型车2元/半小时,日最高20元,凭当日挂号费及诊查费、门诊或住院押金及交费凭

证免费停车。医院停车收费的低标准,导致平均停车时间较长,车位周转率低,部分住院陪护家属车辆

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院内车位长时间占用,院区有限的停车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

2.2 高峰交通持久

(1)短时间集散客流需求大,与工作日早高峰时间重叠。
根据青岛市居民出行调查结果,青岛市中心城区全方式出行时间有明显的早高峰和晚高峰。居民出

行的早高峰时段为7:30~8:30,早高峰时段出行量占全天出行总量的18.4%[7]。
通过对青岛市区大型医院的交通调研分析发现,青岛市医院的就医需求高峰基本符合城市交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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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心城区全方式出行时间分布图

高峰时间分布情况,且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大型医院的就医高峰呈现 “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交通

拥堵严重”等特点。最大需求高峰出现在早上7:00~9:30之间,后续时间段内虽然就医交通需求有

所下降,但是依然持续较高的交通需求状态,直到中午11:00左右,就医交通量才有明显回落,节点

周边拥堵状况缓解。医院病患就医、工作人员通勤的早高峰时段与一般城市交通高峰的重叠,导致医院

出行车辆与社会车辆的叠加干扰,医院周边路网高峰持续时间较长[8]。

图3 医院全方式出行时间分布图

(2)医院区位选址

青岛城市南端濒临黄海,形成了尽端型路网体系,导致医院集疏交通集中于西/北/东三个方向,城

市核心位于前海一线,无法像内陆城市一样形成高效的 “环+放射”形路网体系,快速交通只能通过横

向和纵向路网进行疏解。
①

 

对于老城区大型医院,周边开发较为密集,道路网密度相对较高,但受地形和历史原因限制,
周边路网条件差、道路宽度窄、通行能力较低,早高峰时段医院周边区域路网交通拥堵严重。以位于西

部市南老城区的青医附院 (西院区)为例,医院周边路网及早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状况如图4所示。
②

 

对于新城区大型医院,因新城区路网建设整体呈现 “大街区、低密度”用地开发布局,且医院

地块规划一般位于快速路或主干道沿线,早高峰时段医院交通与周边过境交通叠加,导致医院进出节点

及主要路段交通拥堵严重。以位于崂山新城区的青医附院 (东院区)为例,医院周边路网及高峰时段交

通拥堵状况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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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青医附院 (西院区)路网及周边交通拥堵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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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青医附院 (东院区)路网及周边交通拥堵状况

2.3 衔接能力不足

(1)出入口功能布局缺乏整体性考虑,各进出功能有待系统性优化调整

通过调研,青岛市大多数大型医院存在出入口混用,人车混行、住院与门诊车辆混行、急救车辆与

社会车辆混行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出入口功能的发挥。
医院交通需求种类繁多,层次分明,救护车需要优先通过,对于部分急诊病人也需要优先,在高峰

期将会影响正常的交通出行。因此,对不同层次需求的交通组织是保障就医需求的关键。而目前的出入

口交通组织方式对差异化需求考虑较少,各类需求交通混行严重,人车、车车相互干扰严重,影响急救

车进出效率,也增加了社会车辆等候时间。
(2)各类交通衔接组织效率有待提升

医院就医客流来自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就医属性、就医心理、经济条件、心理素质、观念等,多

样化的客流需求,往往采取不同的交通方式。青岛市大型医院的交通出行方式主要有地铁、公交、私家

车、出租车、网约车等,使得医院节点周边道路交通组成复杂,不同方式交通特性的不同,也对医院周

边节点的系统交通组织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目前,青岛市大型医院周边往往缺乏高效的交通衔接组织:对于网约车、出租车,缺少专用的停车

落客区;对于地铁,目前尚未完全成网运行,且出站换乘步行距离较远,如青医附院 (西院区)步行距

离约850m,对于病患就医而言,在丘陵地带步行距离相对过长;对于公交停靠站位置及站台等缺少综

合性考虑,进出站台公交车辆与社会车辆干扰冲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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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各类出行交通方式比例

2.4 交通管理水平落后

青岛市医院节点普遍存在交通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院区内部交通组织管理和院区周边

路网交通组织管理两方面:
(1)院内交通组织管理

医院内部道路通行空间设置标准相对较低,道路宽度等相对较小,科室及部门相对分散,当交通流

量较大,内部存在较严重的交织,且人车冲突较为严重。
(2)院区周边交通组织管理

一是院区外部道路缺乏高效的交通组织,医院周边路网及节点交通运行紊乱;二是车车、人车隔离

设施配置不足,加大了交通管理难度;三是违章停车、占路经营等行为进一步加剧了道路通行能力的

发挥。

3 交通改善对策及建议

针对青岛市大型医院现状存在的问题,以 “功能分离、快慢分离、重点保障”的理念,从优化停车

供给、提升内外衔接、优化流线组织、提升管理水平和科技引领交通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改善策略和方

案,充分挖掘有限资源的潜力,满足医院交通需求。

3.1 优化停车供给

多渠道增加、优化停车资源,缓解根本矛盾。一是深度挖潜,对医院内部地上、地下停车空间进行

科学合理的停车规划,根据院区不同地段、空间条件,施划不同停车位形式,在空间允许的条件下,考

虑建设立体停车设施,达到充分利用院内空间,增加停车资源的目标。二是开发利用院外停车资源,对

周边大型公共停车场采用租赁方式,增加院外停车资源。三是对于老城区院区周边道路,结合周边的交

通组织,在保证道路交通需求通行能力的情况下,合理的规划路边停车,增加停车供给。

3.2 提升内外衔接

按照 “系统最优、内外统筹”的原则,优化医院进出交通与周边道路交通的协调,降低相互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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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协调医院出入口功能,按照人行出入口、车行出入口功能,并细化为职工出入口、门诊出入

口、住院出入口、急诊救护出入口等具体功能,分类组织各类交通,避免交通集中于部分出入口进出。
医院出入口的数量应保证各种流线尽量分开,通常不少于三个,同时还需按照功能进行管理,分散不同

性质的人流和物流,减少交叉和干扰。
二是按照 “车行方便、人行便捷”的原则,划定出租车、网约车停靠区,方便车辆停靠,行人步行

入院。

3.3 优化流线组织

按照空间分离、流线分离的原则,合理分离进院车辆、出院车辆、过境交通、救护车辆以及其他车

辆,降低干扰、提高效率,并为医院交通提供安全舒适的交通环境。
对于院内,一是结合出入口功能,按照 “功能分区、分类分流”的理念,根据院区内部功能划分和

空间分布,划分不同停车区域,将通勤、门诊、住院等需求车辆引导至就近的出入口;二是对院区内部

交通进行分类分流,尽量采用单行线、单向循环的方式,避免院内各种交通穿插绕行;三是通过人车分

离、立体交通将医院组织成多层次的交通体系,通过人行天桥、下沉市政道路、地面医疗功能广场和地

下机动车系统等设计,达到人车分流目的,并能与医院门诊、住院区形成便捷的无缝衔接,极大方便患

者、提高交通到发效率。

图7 青医附院 (西院区)内部分区交通组织示意

对于院区周边,①老城区结合路网条件采用单行线、微循环交通组织方式,提高路段通行效率,避

免交织拥堵;同时,通过微循环交通组织,可以通过优化道路横断面,为机动车提供更多停车空间。
②对于新城区,为降低进出医院交通对城市干道的影响,通过设置合理的诱导、分流、隔离措施,对院

区周边道路设置进院专用车道、排队路段等分离过境交通与入院交通,从上游减少相互交叉干扰,提高

运行效率。③对特殊救护车辆的分流组织,长期预留生命通道,保障急救车辆顺利入院就医。

3.4 提升管理水平

按照 “建管并重、增容提效”的思路,重点做好周边路口、路段的流线组织、交叉口渠化、信号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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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挖掘现有道路资源潜力,提升外围路网整理效率。
一是完善周边交通安全设施,包括隔离护栏、指引标识、车行、人行诱导标志等,通过相应管理设

施提高交通管理效率;二是加强执法力度,对周边违章停车、占道经营等行为进行严格处罚,保障路网

基础设施的有效利用。

3.5 科技引领交通

全面建设覆盖院区及周边的交通、停车基础数据采集和发布系统,发挥智能化手段对于提升行车、
停车的作用。一是在周边路网范围设置路径诱导,提示就医车辆院区出入口分布、路网及交通拥堵状

况,提醒入院交通合理安排路径。二是完善医院内部及和周边智能停车诱导系统,从 “干线路网-停车

库周边-停车场入口”三个层次合理设置停车诱导装置,保障医院就医、通勤等车辆高效、快速完成

停车。

4 结语

城市大型医院作为区域重要的交通吸引点,吸引了大量就医交通出行需求,本文在对青岛市大型医

院调研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交通需求,从老城区医院与新城区医院分别剖析了医院交通需求及交通问题

成因,并提出系统性改善对策。此外,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城镇化的发展,还应从规划层面将重要设

施迁入周边区市、分化优质设施布局,服务就近周边居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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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城市热点区域实时交通管控方法

张礼宁 刘 晨 蔡晓禹

【摘要】 随着山地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热点区域的出行需求量将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为缓解山地城市热点区域

及周边路网的交通运行压力,提高管控效率。本文利用RFID、高空视频、拥堵指数等多种数据,以在网车辆数为关键

参数,结合高德拥堵指数,分析并建立二者的量化关系模型,将时段在网车辆数与拥堵指数作为交通状态的表征指标,
确定分级管控目标阈值以及其对应的各级进环控制总流量,最终形成一套科学、系统的热点区域实时管控作战技术体

系。并选取重庆市观音桥环道商圈对该方法进行应用,结果表明:环道全日拥堵时长较2018年减少了2小时,警力减

少了18人次,确保了热点区域流量平稳可控,关联路网流量均衡。
【关键词】 山地城市;热点区域;在网车辆数;实时交通管控

0 引言

重庆市是我国典型的超大型山地城市,城市结构整体呈 “自由式组团”分布,组团间路网连通性

弱、组团内道路标准低、多模式交通协同难度大,在智博会、重要节假日、体育赛事等重大活动以及通

勤高峰产生的高冲击性出行需求,导致大型会展中心、核心商圈、景区等热点区域的交通系统面临巨大

挑战,无形增加了社会经济的损失和环境的污染。目前的管控方法多是依靠以往交通管控经验,多采用

“一刀切”的管控方法,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热点区域道路交通运行压力,但缺少交通数据支撑和科学

的管控方法为依据,导致周边被严控的关联道路交通运行情况急剧恶化。同时,目前所采用的交通管控

方式不能提前应对交通的实时变化,管控行动具有一定滞后性,因此,针对山地城市热点区域实时交通

系统管控关键技术开展相关研究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同时在城市缓堵保畅综合治理工作以

及提升城市品质方面具有重大创新意义。
目前针对实时交通管控方法的研究,国内外大部分学者都集中于实时在线仿真技术的探索,能够实

时还原路网的交通需求和运行状态,进行管控方案决策。典型代表包括:Hani
 

Mahmassani
 

教授团队开

发的DynaSmar[1];Moshe
 

Ben-Akiva
 

教授的团队开发的DynaMIT[2];周雪松团队开发的DTALite[3];
德国的PTV

 

Optima和亚利桑那大学的DynusT等等。在数据利用方面,朱沁[4] 基于轨迹数据的车联

网交通管控机制,改善整个道路网络的交通情况;王翔等[5] 利用动态OD数据,构建动态交通模型;
李家印等[6] 利用交通速度数据,提出了一种基于智能交通的隐私保护道路拥堵状态的实时监测算法;
陈振武等[7] 利用多源数据,完成了一套完整的实时在线仿真到短时交通预测的集成技术方法。本文将

利用RFID数据,其具有样本量大、易于获取、准确可靠等优点,并以在网车辆数为突破口,展开对热

点区域实时管控作战技术体系的研究。

1 研究基本思路

1.1 数据描述及获取

本文研究得到重庆市交巡警总队、重庆市江北区交巡警支队的大力支持,提取了2019年11、12月

份重庆市江北区的RFID (包含城投金卡数据)、高空视频、高德拥堵延时指数等多种类型数据,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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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的高峰时段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提取出在网车辆数,路网承载能力,拥堵延时指数等数据,并建

立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联系,为实时交通管控方法的研究提供数据基础。

1.1.1 在网车辆数

时刻在网车辆数 (L)是指在一定的交通状态下,某一时刻在道路网上的车辆数之和,可由高空全

景视频、无人机视频以及出入量法等方法获得,其中高空全景视频是最为直观,准确的方法,本文则通

过对多个高空全景视频进行处理分析,提取在网车辆数数据。
时段在网车辆数 (P)是指在一定的交通状态下,某一时段内通过道路网的车辆数之和,可由城投

金卡数据直接获得。

1.1.2 路网承载能力

路网承载能力 (C)是指在一定的交通状态下,一定时间 (日、小时)内,在道路网上所能服务的

最大标准车辆数。可通过城投金卡数据或者在网车辆数与卡口流量等数据处理分析获得,其中城投金卡

数据内在原理如下:
以车牌为关键参数,结合各通道进出口流量,15分钟为一节点,统计分析独立车辆数 (相同车牌

视为同一车辆),具体见公式 (1)。

P=(u15in+u15out+u15mid-N)×4 (1)
式中:P 为时段在网车辆数,辆/小时;u15in 为各通道进入区域流量和,辆/15分钟;u15out为各通道离

开区域流量和,辆/15分钟;u15mid为区域内部断面流量和,辆/15分钟;N为区域内检测的相同车牌数。

1.1.3 高德拥堵延时指数

高德采用拥堵延时指数 (TPI)作为城市拥堵程度的评价指标,即城市居民平均一次出行实际旅行

时间 (V实际)与自由流状态下旅行时间 (V自由)的比值,具体见公式 (2),评价等级标准详见表1。

TPI=
V实际

V自由
(2)

表1 拥堵延时指数评价标准表

类型 严重拥堵 拥堵 缓行 畅通

区域 >2.2 1.8-2.2 1.5-1.8 <1.5

道路 >4 2.0-4.0 1.5-2.0 <1.5

1.2 总体技术思路

以在网车辆数为关键参数,结合高德拥堵指数,建立关于山地城市热点区域实时交通管控方法与模

型,即首先确定路网承载能力,其次通过大数据挖掘分析,建立高德拥堵指数与时刻在网车辆数的关联

模型,将时段在网车辆数与拥堵指数作为交通状态的表征指标,进而确定分级管控目标阈值以及其对应

的各级进环控制总流量。根据各级管控目标、总流量,制定区域总体管控策略,确定各个方向进环道路

的实际控制流量和启动条件。最终建立起科学、量化、系统的热点区域实时的、精准的管控作战技术

体系。

2 实时交通管控方法与模型

设研究区域接入道路集合为U={U1,U2,U3,…,Un},则n个通道进入区域的小时交通量集合

5551



���	

.����5EE�

C5�G

�0P����	��
�5EE�,�2�

.��41�K�
E
5�#G��K�

.�	E5EF�L�
�#G

��1�

5),'��

P�����

C5P0��
?N��E4���P��!

�5EE�

.����5EE�

.�C5�G
�	C5���5EE�

��P�������5EE
��2

�0�2�

1�14��5EE�K���

5),'�5EE��P�����
�����

=	5),'�5EE���2�

P�����.�E)���

#G���J�

�4

�4

�4

.�	E5EF�L��#G

4A��	E5EF#G!�

��,#

A�#G

		��

4	�	141���,E5
�#G��K�	1�EF

4		E5EF#G!�

�	�!

�	P���

图1 研究思路流程图

为Uin={Uin1,Uin2,Uin3,…,Uinn};m个时刻区域在网车辆数集合为L={L1,L2,L3,…,Lm};
k个时段区域路网小时流量集合为P={P1,P2,P3,…,Pk}。

2.1 确定路网承载能力

根据所利用的数据不同,将有不同的方法确定路网承载能力,本文采用城投金卡、RFID卡口、高

空视频等数据,具体方法如下:
(1)方法一

利用城投金卡数据,提取k个高峰时段时段在网车辆数 (k≥200)依次进行排序,其中最大者确

定为路网承载能力,具体见公式 (3)。
C=MAX(P)=MAX(P1,P2,P3,…,Pk) (3)

(2)方法二

1)确定最大时刻在网车辆数

利用高空全景视频,提取m个高峰时刻在网车辆数 (m≥100,本文m 取200)依次进行排序,其

中最大者确定为最大时刻在网车辆数,具体见公式 (4)。
LMAX =MAX(L)=(L1,L2,L3,…,Lm) (4)

式中:LMAX 为最大时刻在网车辆数。
2)确定路网承载能力

提取研究区域1个月早晚高峰进入区域的RFID和卡口流量数据,共计60个小时流量数据,确定

路网承载能力,具体见公式 (5)-(7)。

Wi=∑
n

j=1
Uinj,(i=1,2,…,60) (5)

WMAX =MAX(Q1,Q2,…,Q60) (6)
C=LMAX +WMAX (7)

式中:Wi 为进入区域总流量,辆/小时;WMAX 为进入区域流量最大值;C 为路网承载能力。

6551



2.2 高德拥堵延时指数-时刻在网车辆数关系模型 (TPI-L)

高德拥堵延时指数TPI作为自变量,路网密度K作为因变量,根据热点区域历史数据,采用趋势

线拟合分布,建立二者的量化关系模型,本文采用了多种拟合分布,其中三次多项式拟合分布与对数拟

合分布所得到的精度最高 (决定系数R2较大),具体模型表达式如下:
对数拟合:

K=a×ln(TPI)+b (8)
式中:K为路网密度,辆/km;a、b为固定参数 (与选定的路网长度有关)。
三次多项式拟合:

K=ATPI3+BTPI2+CTPI+D (9)
式中:A、B、C、D 为固定参数 (与选定的路网长度有关)。
将路网划分为n个子区,路网总长度T,路网子区总长度为Ti,根据拟合曲线的结果,如图2、

图3所示,子区1对数拟合的决定系数R2=0.7491,三次多项式拟合的决定系数R2=0.7447;子区2
对数拟合的决定系数R2=0.8422,三次多项式拟合的决定系数R2=0.8421。二者的拟合程度相近,但

针对时刻在网车辆数的约束条件 (L≤LMAX),故最终确定以对数拟合作为高德拥堵延时指数与时刻在

网车辆数的关系模型 (TPI-L)表达式公式 (10)-(11)。

�D��	� �E��	�

图2 对数拟合分布

�D��	� �E��	�

图3 三次多项式拟合分布

L=∑
n

i=1
(Ti×(ai×ln(TPI)+bi)) (10)

T=∑
n

i=1
Ti (11)

式中:Ti 为路网子区长度,km;T 为路网总长度,km;ai、bi 为固定参数 (与划分的路网子区长

度有关)。

2.3 分级管控阈值与总流量控制阈值

分析城投金卡的时段在网车辆数以及拥堵延时指数等数据,参考高德拥堵延时指数的评价体系,将

管控等级分为3个级别,(一级为最高级)并确定不同管控等级时刻在网车辆数阈值。结合TPI-L关系

模型,利用公式 (12)确定以5分钟为单位的总流量控制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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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分级管控阈值及流量控制阈值表

管控等级
管控阈值 管控流量

时段在网车辆数P 拥堵延时指数TPI 控制总流量Q

三级 P三级 >γ,≤β Q三级

二级 P二级 >β,≤α Q二级

一级 P一级 >α Q一级

Q=P-L
12

(12)

式中:Q 为路网总流量控制阈值,辆/5分钟。

2.4 各通道实际控制流量

统计分析不同时段、不同拥堵延时指数情况下,n个通道进入研究区域的流量比例H。根据不同等

级管控方案的进入总流量控制阈值及管控通道,结合各通道进入流量比例,确定各通道实际控制流量

q,具体见公式 (13)。

qi=Qj×HI,(j=三级、二级、一级;i=1,2,…,n) (13)
式中:qi 为通道实际控制流量,辆/5分钟;Qj 为路网总流量控制阈值,辆/5分钟;Hi 为通道进入

流量比例。

3 应用实例

重庆市观音桥商圈为重庆江北区的热点区域之一,本次研究以观音桥环道为核心区域。如图4所

示,将观音桥环道划分为3个子区,子区1:观音桥环道 (东环),长度1.073km;子区2:观音桥环道

(西环),长度0.559km;子区3:观音桥环道 (建新西路-建新东路段),长度0.368km。

图4 观音桥环道子区划分

按照公式 (3-7),将二者取均值处理,最终得到观音桥的路网承载能力为8000辆/小时。根据公式

(10),确定观音桥环道的TPI-L关系模型为:

L=L子区1+L子区2+L子区3

L子区1=1.073×(130.45×ln(TPI子区1)+44.779)

L子区2=0.559×(208.74×ln(TPI子区2)+71.406)

L子区3=0.368×(223.55×ln(TPI子区3)+15.54)
同时根据公式 (12)确定观音桥环道的分级管控阈值以及管控以及总流量控制阈值,具体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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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分级管控阈值及流量控制阈值表

管控等级
管控阈值 管控流量

时段在网车辆数P 拥堵延时指数TPI 控制总流量Q

三级 7500 >1.5,≤2.5 600

二级 7000 >2.5,≤3.5 530

一级 6500 >3.5 400

利用多组数据,对日常建新南北路等7个通道的流量比例进行统计分析,将多组数据结果平均化处

理,最终结果如表4所示。最终按照 “先建新东路、西路,后建新南路、北路,确保通道”的总体控制

策略,利用公式 (13),确定各个通道实际进入环道的流量,并对各个通道进行信号或者警力调控,确

保观音桥环道通行畅通。

表4 各个通道的流量比例表

建新东路 建新西路 建新南路 建新北路 建北一支路 小苑路 兴塔路

0.13 0.09 0.16 0.26 0.1 0.15 0.11

应用结果显示:环道全日拥堵时长较2018年减少2小时,减少警力18人次。确保了重点区域流量

平稳可控,关联路网流量均衡。

4 结语

(1)本文最终形成了一套以数据为支撑,具有科学依据的实战调控方法。能够应对复杂、随机的交

通环境,为热点区域的交通管控提供借鉴经验。
(2)本文选取的RFID数据,其点位基本实现观音桥环道及进出通道全覆盖,能有效保证数据的准

确性,但仍存在10%左右车辆数据缺失情况,包括:内部道路进出流量、外地牌照车辆数据、停车场

进出车辆数。
(3)目前仅针对热点区域接入道路等小区域路网进行方法研究,后续将利用组团片区的交通数据,

探求大区域内路网的联动实时管控方法,并开展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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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HOV车道政策实施现状效果研究

孙淑亭

【摘要】 为解决 “公交优先”政策下公交专用道在交通高峰期出现空置的问题,改善道路通拥堵状况,引导道路资源

从交通供给向高效利用转变,重新分配道路资源通行权,大连市先后在多个路段的原有公交专用道的基础上设置了公交

专用 “HOV”合乘共用车道。本研究就HOV车道的使用现状、管理方法和社会反响对警民进行了调研,并利用交通仿

真模型定量分析HOV车道的使用效果,与实施后效果进行对比,依据规划方法与相关交通调查,对其存在问题提出优

化建议。
【关键词】 HOV车道;大连;现状调研;VISSIM仿真模型;实施优化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大连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城市土地混合度高、人口密度大、近距离出行多、快慢

交通方式混合、道路功能不清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大连市不断采取新的交通管理措施,将公交优先的

发展理念作为缓解城市交通的根本举措。截至2018年底,共建成和运行公交专用道74条,累计长度达

到147km,设置比例达到20.52%[1]。为进一步提高道路资源利用率,大连市自2018年1月29日起正

式开通 “公交专用HOV合乘共用车道”,首批规划4条公交车专用道进行试点。同年3月29日,在18
个路段的公交专用道正式启用公交专用HOV合乘车道。2019年11月,增设3条公交专用HOV合乘

车道。2020年6月,新增8条2+合乘车道。新建设的3+合乘车道与公交线路相辅相成,在保证公交

优先通行的同时兼顾合乘行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家车座位利用率低和公交道忙闲不均的现象,且具

备易于操作和建设成本低的天然优势[2]。
High-occupancy

 

vehiclelane,即HOV车道,又称共乘车道或多乘员车道,是仅供乘坐某一规定乘

客数的车辆通行的车道。能提高道路使用效率、缓解交通拥堵、促进交通节能减排而采用的交通管理措

施。特点是高效率,利于在有限道路空间内运输更多的乘客;满足道路需求,减少高峰时间内车辆对有

限道路空间供给的竞争;提供高速度并节省时间,减少行驶压力;预留未来交通发展空间。
2010年王维礼首先在国内提出合乘优先概念,从交通特性、因素和布局方法三个方面对HOV车

道进行了分析和规划[3]。随后,李春燕等通过运用vissim模型,对HOV车道设置的可行性进行了模拟

分析[4]。此后多位学者运用该模型对HOV车道的设计方案[5],交通效率[6] 等进行了分析。2014年后

随着国内第一条HOV车道的设置,出现了针对不同城市的HOV车道实施评价的研究,如陈鲁峰[7]、
向楠[8] 等,但基本都偏向于定性研究,还未有针对具体流量与模型对HOV实施后进行定量的研究。

目前国内实施共乘车道的城市主要有无锡市、深圳市、成都市和上海市。大连作为较早开始应用HOV
车道的城市,本文将通过对大连HOV车道的使用现状、管理方法和社会反响进行研究,并利用vissim交

通仿真模型分析HOV车道的使用效果,依据规划方法与相关交通调查,对其存在问题提出优化建议。

1 大连HOV车道政策措施

1.1 选线情况

大连HOV车道运行线路主要包括已试运行的黄河路、长春路、八一路、长江路的民主广场至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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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4个路段,以及新增的西北路、迎客路、五一路、西安路、长江路的黄河路至西安路等14个路段。
选线以车辆通行需求大、单乘员车辆比例大、公交车专用道使用效率低的路段作为标准。

图1 HOV车道大连市分布图

1.2 通行规则

启用时段于工作日早高峰6:30~8:30,晚高峰16:30~19:00,与该段道路的公交专用道启用

时间段一致。启用时段内,允许乘员数为3人及3人以上的车辆,执行任务的军用号牌车辆、警用号牌

车辆、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借用公交专用道通行。除公交车可在站点停靠外,其他车辆禁止在专用道内

停靠及上下客,不得影响公交车通行。出租车载客即可使用 “HOV合乘车道”。不符合条件进入专用

车道的车辆将处罚100元,不计分。由于违规成本较低,所以也出现紧急时不符合使用条件,也会占用

3+车道的现象。

1.3 管理体系

目前大连市采用的标识系统主要是电子屏幕、路测指示牌、地面涂刷标志等。走访调研过程中市民

反馈部分路段指示牌标识不明显,以及部分连续路段中3+车道不连续,易造成违规现象。电子监控是

交管部门管理HOV道路使用情况使用的主要手段,大连交警部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黑光监控设

备”,可透过车窗贴膜确认车内乘员人数。此外还有公交车车尾监控与交警监控。大连市对HOV车道

的管理,基本建立在摄像头识别技术和相应罚款机制上。但由于目前摄像头识别技术的不足以及罚款力

度较轻,这一政策的实施还依赖市民自觉守法和之前对公交专用道政策认识的惯性。

2HOV车道实施前后对比

2.1 总体道路通行能力

政策实施前整条路段早晚高峰时段通行车辆数量多、通行需求大、交通压力大,极易造成拥堵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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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通行的私家车辆中单乘员车辆比例较大,普通车道通行压力大,但整体效率较低。公交车专用道在

启用时段利用效率不高,道路空暇时间多。尤其在一些车道数量较少、通勤压力大的路段,道路的使用

潜力没有被发挥出来。HOV车道政策实施后通车数以及公共汽车运行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道路资源

更加合理利用。

图2 实施前后路况对比

2.2 对不同类型交通设施的影响

2.2.1 对社会车辆的影响

在四条试行路段的高峰时期,大部分路段的社会车辆在单位时间内的通行数量以及通行速度都有一

定程度的提高。表明措施提高了社会车流的通行效率。

图3 对社会车辆影响

2.2.2 对公交车的影响

我们统计并对比了政策实施前后,公交车到站时间。受影响较大的是有有轨电车或有缆电车线路的

道路。在四条试行路段的高峰时期,大部分路段的公交车在单位时间内的通行数量以及通行速度都有一

定程度的降低。表明设置HOV车道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公交车在高峰时期独享路权带来的高效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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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因实行措施公交延时情况

2.3 社会评价与推广

市民、交警部门、和公交部门对政策的态度有所不同。交警部门认为该措施只是暂时性的妥协,虽

然表面上有道路通行量的提升,但总体上的思路与推广公共交通的初衷相悖。只能算阶段性举措,未来

公交系统建设完善后可能会逐步取消。而私家车和出租车车主则表示该政策提高了通行效率和公交车专

用道的利用效率,上下班时间明显缩短,对公交车的影响也很小,是值得大力推行的措施。公交车司机

则表示该措施增加了工作负担,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在社会推广度方面,大连HOV车道使用时间以及使用条件较为合理,切实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

结合问卷整体结果,发现广大车主对该政策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该政策可以发挥一定的缓解交通压

力的作用,值得进行进一步优化与推光。但也有部分市民现阶段对HOV合乘车道的政策了解不足。
HOV合乘车道政策的推广方式主要为广播宣传,除此之外还有电视电脑、手机报纸、司机交流等常见

的推广方式。

图5 市民反馈问卷统计

2.4 基于VISSIM实施效果评价

本研究选取大连市黄河路段作为样例。黄河路为双向六车道,两侧均设置一条HOV专用车道。两

侧分布有公共交通系统,在工作日的早晚高峰时间段,车流量大,且多人出行模式丰富。在该路段,
HOV车道使用效应较强,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2.4.1VISSIM对比模拟

通过前期的调查和访谈,最终我们选择统计黄河路路口段东西向晚高峰16:30~17:30的车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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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黄河路平面图

通量和载客数。采用定点录像的方式,以15min为周期,统计时间为60min,按帧记录各车型数量与各

车型实际载客人数。假设条件为道路基础条件 (全部车道数)及交通需求不变,即总流量、车型比例以

及车辆实际载客情况都不改变。HOV车道改为公交专用道。统计结束后,将测得的相关数据导入VIS-
SIM进行交通仿真模拟,对比分析HOV车道设置前后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并做对比分析。

图7 现场实测数据

2.4.2 平均行驶车速提高

通过软件分析社会车辆的车速在设置了HOV车道后,车速由7.16m/s提高到了7.54m/s,具有

明显提升,而公交车则由7.1m/s变为7.08m/s,平均车速基本不变。这是由于原公交车道分担了高峰

期车流量。同时两者在单位时间行驶的距离均有所增加,社会车辆增设 HOV车道后1min内多行

驶22.8m。

2.4.3 延误时间变化

针对延误时间进行分析,社会车辆由政策实施前的2.84秒减少到了2.23秒,而公交车则由3.02
秒少量增加为3.3秒。HOV车道存在的时候,由车辆混行造成的运行延误是公交车延误的主要原因。

2.4.4 道路运输能力变强

道路对人的运输能力是指某一路段或交叉口单位时间内通过的人数。HOV车道运行后,道路对人

的运输能力的提高对于市民的通勤效率是有改善作用的,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如图8。此外,
对载客流量进行模拟,发现乘客不足三人与三人以上 (不含公共交通)载客的比例略高于2∶1。进一

步综合公交车的影响,黄河路上普通车道与HOV车道布置比例为2∶1是合理的。

2.4.5 车道交通效率提高

依据公式,交通运输效率M= nV
a*V/Q

,其中n:载客量 (人/辆),V:平均行驶车速 (km/h),

a:道路宽度 (m),Q:车辆数

5651



图8 道路运输能力 图9 载客流量比例

不设公交专用HOV车道:此种情况公交专用道上只有公交车。通行能力Qs =116辆/h,车速

Vs=25.56km/h,道路宽度as=3.5m,每车人数ns=75人,

M =
nsVs

as*Vs/Qs
=2485.7人千米/(m2·h)

设公交专用HOV车道:此种情况公交专用道上有两类车。通行能力Qd =1450辆/h,车速Vd =
27.144km/h,道路宽度ad =3.5m,每车人数nd =7.6人,

M =
ndVd

ad*Vd/Qd
=3148.6人千米/(m2·h)

可以看出,设置HOV车道后车道效率明显提升,模拟结果与实际结果基本相同。

2.4.6 污染排放量减少

依据公式,交通运输效率=∑4

i=1
(CiLQi), 其中C:污染物排放因子,L:车道路段长度 (m),

Q:高峰期路段交通量。设HOV车道后,在乘客总运送量一定的设定下,交通量降低,如图10。由公

式,速度增大,因子C增大,加上通行量降低,污染排放量降低。可以看出采取合乘方式在减排方面

起到很大的改善作用。有助于环境保护,尤其是减少排放污染。

图10 通行车量变化 图11 污染物排放量变化

3 问题与优化建议

3.1 目前大连HOV车道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3.1.1 政策与监管问题

目前大连市HOV车道路段标识设置方面存在短板。仅有少量路段有电子屏提示,而传统指示牌难

以起到良好的提示效果。同时由于车道违章相关规则没有细化,执法效率低下,检测系统不完善,难以

界定车辆在HOV车道上正常借道行驶和违章行为。市民的认知与合乘观念较为淡薄。

3.1.2 影响其他交通道路使用问题

大连具有特色的有轨电车101路,只能在上空架设有电线的车道上行驶。在101路行驶路段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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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市民在路边打车。由于101路公车是有缆电车,活动范围有限,无法在其他车道上行驶,所以遇到

前方有出租车停靠时,101路公车只能暂时停车等待。而且,开放HOV合乘车道后,出租车还可以在

公交专用道上行驶,故而政策开放后101路行车效率有显著降低。

3.1.3 道路周边环境状况复杂带来的通行阻碍

101路沿途经过福佳新天地、香榭里商业中心、紫航饭店等车流出入密集的地点,大量的车辆出

入、出租车集中停靠等行为都严重干扰了101路公交车的正常通行。

图12 101路周边示意图

3.2 优化建议

3.2.1 交通规划设施优化

深度扩展公交专用道线路,结合道路使用现状科学决定HOV车道实施路段,优化城市公共交通换

乘及行驶系统。如增加公交站台座椅数量,改善站台环境,增加公交电子定位系统,提高市民等候的直

观性;完善站台设施,提高雨棚普及率以及提升雨棚质量;促进各公共交通站点转乘一体化建设,减少

市民换乘过程中的步行距离,节约出行时间,提高通行效率等。同时完善配套设施,完善智能交通系

统、停车换乘中心、HOV电子提示屏等HOV车道相关配套设施;致力于更好地提供信息发布、车辆

管理等服务,提升HOV车道系统的安全性、舒适性。

3.2.2 策略实施优化

政府部门可联合网络公司推行手机APP,方便市民拼车,车主可通过与人合乘加快通行速率,并

可赚取部分油费,而其他市民可通过较低廉便捷的方式在高峰期通行。适当增加应用范围,如针对人流

较多的学校区域、商区、CBD、大型停车场等在高峰期出现拥堵情况的地区,可根据其情况有针对的改

进政策,在紧邻出入口一侧设置缓冲段。

3.2.3 宣传方式优化

对多乘员车辆在高峰期行驶有利的措施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公交线路的优化鼓励市民公交出行,而

对于不愿意接受通过公交出行的市民可以鼓励他们尽可能的乘坐多成员车辆,减少交通压力。通过交通

广播台、新媒体、交通官网等途径向市民普及HOV车道相关政策,倡导合乘出行,节能减排;对合乘

方式车辆进行奖励,通过正向反馈,促使更多的人选择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出行方式。

3.2.4 管理方式优化

加强对APP用户的监管力度,避免安全问题的出现,并通过限制每日拼车次数来避免牟利等其他

意图的发生。加强对道路状况的审查力度,严厉处罚不满足条件的进入公交专用
 

HOV合乘车道的车

辆。增加违规成本,对于违反交通法规行驶的车辆加大处罚力度。在联合执法的基础上,将交通违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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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对交通失信行为进行惩戒。增加HOV车道的应用车型,从而提升道路的使用率

和经济性。同时进一步完善监测系统,如利用视频,红外线,微波等技术进行监测。

4 结语

对于公交专用HOV合乘车道的利用,目前看来虽然是多方博弈的妥协,但在现阶段的推广应用上

仍有值得称道的点。一个新措施的推广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时,作为管理者的交警

部门要把控整体战略方向的同时让各方利益平衡。这一措施尚存在不完美之处,例如对公交系统的效率

存在一定的妨碍等等。我们应继续寻求改进方法,在不打破平衡的前提下继续完善这一措施,争取将各

方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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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江通道收费交通需求调控政策评估———以南京市为例

余水仙 彭 佳 杨 涛

【摘要】 随着城市化与机动化发展,过江交通拥堵问题成为跨江 (河)发展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其中,过江通道收

费这项关乎民生的重要政策成为多方关注的重点需求调控措施。本文以南京市为例,梳理了南京过江交通特征和存在的

问题,剖析了既有过江交通调控措施的实施效果,从经济社会、公众舆论、政策支持等多个角度分析了过江通道收费政

策实施的可行性,并以全周期动态跟踪评估收费案例实施效果与交通仿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收费政策对于缓解

过江交通拥堵的实施成效,最终提出近期审慎实施收费政策,远期作为储备措施,并建议通过综合施策而非单一收费政

策以实现促经济发展与控制交通拥堵的双赢。
【关键词】 过江通道;跨江拥堵;过江收费

0 引言

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市域范围被长江穿境而过,城市发展经历了由划江而治到拥江发展的多

个阶段。近年来,随着江北新区的不断发展以及机动化水平持续提升,南京过江交通需求也不断增长,
尽管南京市已经陆续建成多条道路与轨道过江通道,但单纯的设施供给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过江出

行需求,南京过江交通拥堵日趋严峻。因此,有必要采取有力的过江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以缓解交通供

需矛盾和道路交通压力。在提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围绕小汽车限行限购的刚性

调控政策不再可行,以过江通道收费政策为例的经济类调控措施逐渐成为多方关注的重点需求调控措

施,本文结合南京过江交通发展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重点研究了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可行性与有效

性,以期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1 南京过江通交通发展现状评估

1.1 南京过江交通发展特征

1.1.1 过江通道建设

近年来,随着南京江北新区的多轮提档升级,南京多条过江通道陆续投入建设,有效支撑了江北新

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已经建成长江大桥、八卦洲大桥、大胜关大桥、栖霞山大桥、定淮门隧道和应

天大街隧道共6条道路过江通道,以及3条轨道过江通道。为进一步应对城市空间的扩展,新一轮城市

总规规划总计25处28条过江通道,其中道路过江通道增加至15条,轨道通道增加至9条。南京过江

通道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现状已有5条道路过江通道同时在建,悉数在2020~2024年间建成,
而在建轨道通道只有1条,且在2023年后才能实现运营通车,轨道通道较之于道路通道建设未能抢占

先机,在南京市机动车保有水平和城市交通运行状况日益严峻的背景之下,南京市也将面临严峻的城市

交通管理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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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南京轨道过江通道与道路过江通道规划与建设情况示意图

1.1.2 过江交通特征

1.1.2.1 日均过江交通量

近年来,南京市机动化保有水平不断增长,小汽车发展迅猛,过江交通需求也处于稳步增长趋势。
据 《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1] 统计,2013~2017年,南京市日均过江交通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0%
左右,2018年日均过江交通量逐渐趋于饱和与稳定,日均过江交通量较上一年基本保持不变。从空间

分布来看,由于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隧道和定淮门隧道均为城市道路过江通道,主要联系城市核心区

域,因此交通量最为集中,其中应天大街隧道交通量高达11.5万辆/日;八卦洲大桥为高速公路通道,
兼顾城市交通功能与过境交通功能,交通量约为6.6万辆/日;大胜关大桥与栖霞山大桥为高速公路通

道,位于城市核心区外围,主要承担过境交通功能,交通量较小,均小于3万辆/日的水平。

表1 南京过江通道历年日均交通量统计 (辆/日)

通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值

长江大桥 35846 71100 74325 76986 79869 81218 90037 90799 75023

八卦洲大桥 25277 50541 56725 63831 71278 74156 75264 73683 69473 75761 85732 65611

大胜关大桥 8822 17699 20918 23662 26645 32746 29107 32889 33172 35462 35061 26926

栖霞山大桥 16026 22836 28685 29505 29723 28536 25886

应天大街隧道 11536 19005 49926 44578 49770 62839 97841 115213 118350 63229

定淮门隧道 87554 99267 87055 91292

合计 69945 139340 163504 183484 227718 248724 267014 288895 317545 355426 354734 347967

总量增长率 99.21%17.34%12.22%24.11% 9.22% 7.35% 8.19% 9.92% 11.93% -0.19%

(注:数据来源于南京市交通年报,表中空白处的日均交通为0,通道尚未建成或处于封闭维修状态)

1.1.2.2 高峰小时过江交通量

由于南京老城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集聚了大量的、优质的公共资源和就业岗位,而江北新区建

设时间相对较短,现阶段的功能尚不完善,使得居住在江北新区的市民多数工作依然在江南主城,职住

分离导致过江交通需求旺盛,尤其在高峰期间向心交通出行需求集中,潮汐现象显著,加剧了过江通道

的供需失衡与江南主城的交通负担。据调查,高峰期间,长江大桥与应天大街隧道的交通量分别约为6
千辆/小时与9千辆/小时,早高峰进城方向与晚高峰出城方向的饱和度接近甚至超过0.9,交通拥堵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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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极其严重。过江交通在高峰期间潮汐现象也较为显著,进城与出城方向的不均衡系数较大,早高峰进

城方向交通流量大,而晚高峰出城方向交通流量大,据调查,长江大桥的晚高峰不均衡系数高达1.32,
定淮门隧道的晚高峰不均衡系数达到1.3,高峰期间部分通道的过江交通拥堵集中在单一方向,过江通

道资源尚未得到精细化的配置与利用。

表2 南京过江通道现状高峰时段饱和度与不均衡系数统计

通道名称

早高峰 晚高峰

饱和度

(进城方向)
饱和度

(出城方向)
不均衡

系数

饱和度

(进城方向)
饱和度

(出城方向)
不均衡

系数

长江大桥 0.89 0.78 1.14 0.69 0.92 1.32

应天大街隧道 0.89 0.77 1.15 0.79 0.91 1.14

定淮门隧道 0.50 0.47 1.05 0.48 0.62 1.30

1.1.3 过江出行结构

据调查,南京现状过江出行结构中,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最高,为30.88%,小汽车紧随其次且与常

规公交基本保持齐平,小汽车出行占比约为27.52%,常规公交 (包括轮渡)占比约为24.45%。虽然

公共交通出行占据过江出行总量的主体地位,但是仍然低于南京主城区公共交通出行占比63.3%的水

平,与其他国内国际跨江 (河)发展城市也存在明显差距,纽约、东京和香港等跨江 (河)出行的公共

交通占比接近甚至高达90%。而现状南京市跨江公交服务水平较之于小汽车未能形成绝对优势,据调

查,南京市现状过江公交高峰期间载客率约为0.65,而轨道交通10号线的高峰断面载客率仅为0.15,
S3号线的高峰断面载客率仅为0.01,现状的跨江公共交通方式存在极大的挖潜空间,跨江公共交通系

统的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南京的跨江出行结构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图2 南京现状过江出行结构图

1.1.4 既有过江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分析

目前,南京市已经采用的过江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主要是在供给侧层面加大过江通道建设力度,在需

求侧层面实施过江通道收费、货车限行以及外牌限行等管控措施。在这种交通需求管理的组合拳出击的

情况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主城交通拥堵程度的加剧速度,但是仍然无法阻挡江南主城与过江交

通压力日趋严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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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道路过江通道建设

为了缓解长江大桥交通拥堵,南京于2016年1月1日开通运行了定淮门隧道,并且取消应天大街

隧道收费,据统计,定淮门隧道通车及应天大街隧道免费通行后,长江大桥的交通量下降仅0.8万辆/
日,而过江交通总量较定淮门隧道开通前却上升了3.9万辆/日,过江交通总量增长了13%,定淮门隧

道的开通对长江大桥的交通量转移作用有限,反而大量诱增了新的交通量。同时,定淮门隧道开通后对

其他出行方式的影响较小,据统计,过江通道交通量超过3成转移自其他过江交通方式,超6成来自全

新增长的交通量。

表3 定淮门隧道开通/应天大街隧道免费前后过江通道日均交通量统计 (万辆/日)

通道名称 开通前 (万辆/日) 开通后 (万辆/日) 变化量 (万辆/日)

长江大桥 9.1 8.3 -0.8

定淮门隧道 0 4.8 4.8

应天大街隧道 6.5 6.9 0.4

八卦洲大桥 7.8 7.5 -0.3

大胜关大桥 3.3 3.1 -0.2

栖霞山大桥 2.6 2.6 0

累计 29.3 33.2 3.9

1.1.4.2 轨道过江通道建设

据统计,地铁10号线开通后,同廊道的应天大街隧道出现短暂的小幅下降,1个月后又回弹至原

先水平并继续保持增长趋势,轨道过江通道的开通对机动车的出行有短期的抑制作用,但仍无法阻挡机

动化过江总量的增长趋势。轨道过江通道开通也会显著提升跨江出行总量,但不同于道路过江通道,轨

道通道的开通对于改善过江出行结构有重大影响,据统计,地铁3号线开通后3个月过江总量增加了

2.7万人次/日,机动车的出行占比下降了2.7%。

图3 10号线开通前后应天大街隧道日均交通量变化情况 (辆/日)

1.1.4.3 过江通道交通管控

南京市的过江通道收费主要集中在外围的四条高速公路过江通道上,而收费的目的主要用于回收通

道建设成本而非缓解过江交通拥堵,栖霞山大桥和大胜关大桥作为国家高速公路通道已纳入全国高速公

路联网收费系统,而八卦洲大桥暂时不具备股权回购条件。三条收费通道主要都以过境交通功能为主,
过江交通量较小,过江交通需求却主要集中在核心区的三条城市道路过江通道上,因此,南京现行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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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3号线开通前后 (三个月)过江交通出行结构变化

江通道收费政策与现状过江交通需求存在倒挂。南京市对外牌车和货运车辆的管控主要集中在核心区的

三条道路过江通道上,这也导致了超过九成的的货运与外牌过江交通量主要集中在八卦洲大桥、大胜关

大桥和栖霞山大桥等外围过江通道上,达到了过江通道货运与外牌车分流管控的目的。

2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实施条件分析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作为一种缓解交通拥堵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有一定的实施条件,发达的公共交

通系统是实施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前提,社会公众支持是实施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关键,政策及法律法

规的合规性是顺利实施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保证。

2.1 过江通道收费发展趋势分析

国内跨江 (河)发展的一线、准一线城市更多关注经济发展,为了促进城市发展,加强两岸的有机

融合,包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多个城市的过江通道也经历由收费到不收费的过程,而过江交通

治理往往采用被动的后适应模式。而国际城市往往采取一定的跨江 (河)通道收费政策,除了缓解跨江

(河)交通拥堵外,更多是收费还贷,用于回收私营企业用于投资建设的成本,并且与国内城市相比,
这些城市往往具有极其发达的跨江 (河)公共交通系统,跨江 (河)公共交通出行占据绝对主导优势。

2.1.1 上海市跨江通道收费政策分析

为了促进浦东新区的发展,上海陆续建设了多条跨江道路过江通道,并决策通过设卡收费的办法回

收项目公司投资的大桥建设费用。由于浦东新区的自我平衡是长期的,因为浦东的建设对浦西的依赖程

度较高,导致跨江交通出行需求旺盛,何翔舟 (2006)研究发现设卡收费活动无形中增加了私人组织、
公共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边际成本,不仅国内企业对浦东投资有了新的考虑,而且国际上的大型企

业集团来浦东投资也受到相应的影响[2]。实践中,政府管理人员、企业,以及社会公众意识到,当前阶

段,过江通道收费政策存在诸多弊端。一是极高的过桥费用成本导致市民生活不便,人们不愿意在浦东

工作和生活,不仅限制了浦东的发展,也加剧了浦西的交通压力和生活成本。二是拥挤的交通和昂贵的

过桥费用恶化了浦东新区的投资环境,这种情况直接导致浦东开发的作用不明显,降低了社会公众对浦

东开发的积极性。三是由于技术条件局限,在ETC还未普及之时,设卡收费降低了过江交通通行效率。
四是限制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过江通道设卡收费给浦东浦西来往交流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带来无形

限制,形成浦东浦西联动发展的障碍,导致浦东开发多年来,房地产开发没有形成应有的气候,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上海市GDP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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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过江通道设卡收费带来的诸多问题,1999年,在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

提议政府应该考虑过江通道收费问题如何定位,2000年5月1日,上海市取消了多年来的汽车过江设

卡收费行为。上海市取消设卡收费后,有效促进浦东、浦西之间的进一步社会经济融合,降低了浦东新

区的建设成本,短期内提升了过江通行效率。但收费取消后,由于过江交通量增长较快,而过江通道资

源有限,浦东浦西的跨江交通又面临新一轮的交通拥堵问题。

2.1.2 武汉市跨江通道收费政策分析

武汉市征收城市道路桥梁隧道通行费始自于1995年,本着收费还贷原则,武汉市对贷款建设的城

市道路桥梁隧道开始征收车辆通行费。2011年,为提高过江通道的通行效率,武汉市开始采取ETC收

费系统。2017年,武汉市政府发布 《关于停止征收 “九桥一隧一路”车辆通行费的通告》,自2018年1
月1日零时起,停止征收武汉市 “九桥一隧一路”车辆通行费。过江通道通行费的取消,有效降低了市

民出行成本和企业物流成本,市民可以共享武汉发展成果,提高了市民幸福感、获得感,也加快了武汉

市的三镇深度融合、一体发展、提升了城市集聚力,有利于促进城市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促进中心城区集聚、集约、集成、集群发展。武汉取消过江通道收费后并没有采取额外的过江交通管制

措施,过江交通组织方案也保持不变,但在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取消收费后的武汉市过江

总量依然保持高位增长趋势,过江交通压力依然较大。

图5 武汉市过江交通量历年统计情况

2.1.3 香港、纽约跨江 (河)收费政策分析

纽约和香港都是单侧功能集聚发展的城市,纽约曼哈顿岛与香港的香港岛都集聚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和就业岗位,因此跨江 (河)出行需求极其旺盛,纽约的过江出行需求占据城市总交通出行需求的比例

高达50%,香港也达到了40%,远超过南京现状14%的水平,但是纽约和香港的过江公交出行占比分

别达到90%和80%,也超过了南京市现状55%的水平。纽约和香港都极其重视跨江 (河)轨道交通的

建设,采用了抑制过江出行需求与提供发达的公交服务组合拳的方式引导过江绿色出行,收费只是辅助

政策,除了调控交通需求分布以外,也用于收费还贷,并且通道收费政策的实施是以发达的轨道通道服

务为基本前提,纽约和香港现状轨道通道数量与桥隧的比例接近甚至超过1∶1的水平,轨道通道密集,
间距均在4km以内,超过南京市现状1∶3与规划1∶1.3水平,也超过了南京市轨道平均间距现状

9.8km与规划6km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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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香港、纽约跨江通道与需求基本概况

城市 江、河及其宽度
两岸交通

联系强度

跨江公交

出行占比
道路通道数 轨道通道数

轨道通道

平均间距

南京 长江1300m~2400m 14% 55% 6 3 9.8km

香港 维多利亚湾1500m >40% 90% 6 6 2.2km

纽约 东河600m;哈德逊河1600m >50% 80% 18 22 4km

2.2 过江通道收费舆情民意分析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是关于民生的重要决策,因此收费政策的实施应该重视公众接受意愿在实施收费

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性,从国外的经济类交通需求调控措施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收费政策的实施必须要和

社会广泛沟通,以便公众能够接受。根据南京市过江通道的收费公众意愿调查结果,公众普遍支持过江

通道收费政策,取消收费降低出行成本成为普遍诉求,并且多数群众认为过江通道收费并不是解决过江

交通拥堵的必要途径。因此,虽然收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交通流量,但由于目前南京在过江收

费政策上的公众支持度较低,所以若要在南京实施过江通道交通收费政策,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来争取

民众的支持和理解,否则将面临较大的政策失败的风险。

图6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民意调查结果

2.3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支持分析

一方面,2016年1月1日起,南京已经对定淮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实行了免费通行政策。另一

方面,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公开表态过未来将积极创造取消过江通道收费的条件,为江北新区群众跨江

出行提供更多免费通道选择,2018年在南京网络问政平台上,针对八卦洲大桥何时免费的问题相关部

门已经给与了官方回应,指出南京市经过多轮研究及综合比选,在长江大桥不收费的基础上,对应天大

街隧道和定淮门隧道以及在建的长江五桥等城市内部通道实施车辆免费通行,同时积极创造八卦洲大桥

的股权回购条件,回购股权后将实施免费通行。2018年9月10日,南京市政府颁发了 《市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3],也要求逐步减免市内过江隧道通行费

5751



用以减免物流运输通行费用。此外,在国家需要提振经济,释放经济活力的当下,过江通道收费将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江南和江北的联动发展,过江收费政策面临的政策阻力巨大,再收费环境不容乐观。

3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交通影响评估

3.1 伦敦拥堵收费交通影响评估

英国伦敦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虽然拥有发达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但是在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收费

策略实施前,伦敦是全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交通拥堵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伦敦历届政府将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分析和研究,在2000年,城市交通拥堵收费实施策略通过

了伦敦交通白皮书等相关法案。于2003年,伦敦决定实施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收费。
伦敦当局以

 

“交通拥挤水平”衡量城市交通拥堵状态,它是单位里程的延误时间,一般用交通通畅

状态下每公里平均行驶时间与实际 “每公里平均行驶时间”之间的差额来表示。以交通拥挤水平为例,
伦敦中心区2002年基值为2.3min/km,实施收费后的2003年、2004年连续两年减少到1.6min/km,
之后逐年增加,到2007年,重新达到2002年的基值水平[4]。交通拥堵收费的实施效果表明,收费政策

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程度但效果不可持续。

图7 伦敦交通拥堵收费前后 “交通拥挤水平”历年变化情况 (min/km)

3.2 南京停车收费政策交通影响评估

为引导绿色出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规范城市停车收费管理,南京市在2014年实施了 《南京市

停车收费管理规定》。2014年政策实施后,在私人小汽车保有量持续稳定增长的背景之下,南京市私人

小汽车人均出行次数增长率显著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由2014年的3.3%下降至-1.7%,但是只维

持了仅一年,私人汽车出人均出行次数又开始反弹持续增长,因此,南京市在2018年又重新出台了

《南京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重新调整收费标准以强化停车收费调控效果,停车收费政策对

于小汽车的出行强度调控作用也是短期有效,长期不可持续。

3.3 重庆过江收费政策交通影响评估

2002年重庆市开始桥梁收费,其中长江大桥、嘉陵江牛角沱大桥、石门大桥三座早期建设桥梁不

收费,其他均收费;2018年1月1日内环内所有桥梁全部取消收费。过江通道取消收费前,长江大桥、
嘉陵江牛角沱大桥、石门大桥三座免费桥梁高峰小时交通量明显高于收费桥梁,不饱和度基本接近或超

过1,呈现严重交通拥堵状态。而收费通道高峰小时交通量明显低于免费通道,呈现中度、轻度交通拥

堵。这表明,过江通道收费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收费通道的交通拥堵,但是会加剧交通量分

布的不均衡性,使得部分交通量转移集聚到非收费通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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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南京停车收费政策实施时间轴与私人汽车人均出行次数变化图

表5 重庆过江通道取消收费前高峰小时过江交通运行情况统计

序号 桥梁名称 车道数
高峰小时交通量

(pcu/h)
饱和度 拥堵程度 是否收费

1 长江大桥 8 14500 1.01 严重 否

2 牛角沱大桥 8 17200 1.19 严重 否

3 石门大桥 8 13100 0.91 中度 否

4 黄花园大桥 8 10200 0.71 轻度 是

5 鹅公岩大桥 8 13100 0.91 中度 是

6 嘉华大桥 8 10500 0.73 轻度 是

7 高家花园大桥 8 10100 0.70 轻度 是

虽然过江通道收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过江交通压力,但是无法阻挡过江需求的增长趋势,据统

计,2013~2017年,重庆市过江通道交通量呈现逐年稳定上涨趋势,其中,收费通道日均交通量由

25.2万pcu/日增长至32.9万pcu/日,年均增长率为6.89%,免费通道日均交通量由26.2万pcu/日增

长至34.7pcu/日,年均增长率为7.28%,免费通道与收费通的日均交通量增长率相当,都呈现稳定的

增长趋势,过江通道的收费政策并不能阻挡交通量的增长趋势,一定时期以后,收费通道的交通量仍然

会逐渐增长至通道饱和,实施收费政策短期内对于缓解过江交通拥堵的成效将随着时间被逐渐填平。

图9 重庆过江免费与收费通道日均交通量历年变化情况 (万pcu/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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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南京过江通道收费政策效果评估

以南京为例,以在建道路过江通道基本建成而轨道通道还未能建成通车运营的2022年为预测年份,
对建宁西路、应天大街隧道、定淮门隧道、长江大桥、长江五桥同时进行收费的实施效果进行测算,预

测结果显示,早高峰五条过江通道的总交通量合计下降5822pcu/h,占五条过江通道总通行能力的

12%;其中长江大桥、长江五桥交通量下降最多,分别达到2794pcu/h和1223pcu/h,其他通道均在

500~700pcu/h间。收费后,部分交通量转移到外围通道过江,大胜关大桥、八卦洲大桥与和燕路过江

通道的交通量显著上升。在南京过江通道交通量年增长率为10%的背景下,测算得到5条道路过江通

道同时收费对于过江交通拥堵的缓解仅能维持1~2年,预计2023~2024年收费通道的交通量又将反弹

至收费前的水平。在过江通道收费措施将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成本的基础之上,实施效果的持续时间极

为有限,效益并不显著。

图10 南京市过江通道收费调控效果模型预测示意图

4 结语

综上,过江通道收费政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控收费通道的交通需求,优化资

源配置,同时可以缓解过江通道建设管理的投融资难题。但是从实施可行性来看,过江通道收费面临的

社会舆论压力较大,现阶段实施难度大,风险性较高;同时过江通道收费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跨江经济

发展,不利于城市建设与两岸联动发展。从实施效果上来看,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实施效果仅仅短期有

效,长期不可持续,收费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挡过江交通出行需求的增长趋势,短期内还会使收费通

道的交通量向非收费通道转移,一段时间后收费对交通拥堵的缓解效果又被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填平,
收费政策的实施成本往往较大,但实施效果的持续时间却极为有限。

近期南京实施过江通道的条件并不成熟,并且实施效果较为有限,因此南京市近期不宜采取过江通

道收费政策,未来内,若其他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过江轨道交通已经全部

建成通车,过江公交服务能力和水平均较为发达的前提下,可将过江通道收费政策作为缓解过江交通拥

堵的储备措施,并且建议从核心区向城市外围收费标准梯度化降低以均衡交通流的空间分布,减少核心

区的交通拥堵。由于新区的自我平衡都是长期的,过江交通拥堵也是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特征和必然问

题,建议从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以长江两岸的功能相对平衡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江北新区的功能,
从源头减少跨江出行需求;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特别是重点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主动引导跨江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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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转变;此外进一步对过江通道资源进行精细化配置,盘活通道资源存量,通过综合的过江通道交通

需求管理措施而非单一的收费政策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控制和缓解过江交通拥堵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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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交叉口借道左转交通治理措施研究

宋 康 魏鸿坤 林云青 吴超华

【摘要】 针对城市道路信号控制交叉口左转车道交通拥堵问题,提出在交叉口借道对向出口道左转的交通组织方法。
该方法在交叉口进口道对向车道设置左转可变车道,通过设置借道左转清空相位,清空借道左转车道的排队车辆,并对

交叉口信号相位相序进行优化,重新组织交叉口放行方式,提高交叉口左转通行能力。以深圳市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

口为例,使用Vissim对借道左转车道的应用效果进行仿真,结果表明借道左转车道的最大排队长度在30m以内,借道

左转车辆在10s清空相位内能够完全清空,不会与下一相位的对向车流冲突,有效提高了左转车流通行效率。
【关键词】 交通治理;借道左转;信号相位;信号交叉口

0 引言

交叉口是作为城市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其畅通性对城市路网顺畅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
针对某些高峰时段左转车流过度饱和的交叉口,由于交叉口道路空间资源有限,在左转和直行车流均较

多的情况下,不能采用空间渠化的方式增加车道来缓解左转交通压力。为缓解交叉口左转车流过多导致

的交通拥堵问题,学者提出了多种交通组织方法,如禁止左转[2]、左转待行区[3]、钩形转弯[4] 等,并

得到实际应用。近年来,国内有城市实施了一种借道对向车道左转的交通组织方法来缓解信号交叉口左

转车辆的排队过长问题[5],对提高交叉口左转车道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学者们对此

进行了深入研究。陈松等人[6] 建立了交叉口信号控制方案优化模型对借对向出口车道左转交叉口交通

控制方案进行了优化。关昊天等人[7] 通过建立交通波模型,以交叉口整体延误的时间效益为评价指标

对借道左转的开口位置进行了研究。罗丹丹等人[8] 基于车流波动理论和VISSIM软件仿真分析,研究

了交叉口适宜设置借道左转车道的车流量临界条件。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们对 “借道左转”的研究偏向于理论方面,往往基于仿真、建立数学模型等对

交叉口借道左转控制方案进行优化和评估,应用于实际中的交通改善还比较少。现实交叉口由于交通流

和几何条件的复杂性,借道左转方案还需要考虑信号相位的优化以及配套交通辅助设施等。本文结合借

道左转车道已有理论基础,总结出借道左转车道设置的适用条件和保障方案,并以某实际交叉口为例,
研究了借道左转车道的车道设置长度、相位优化方案和配套设施方案,并使用Vissim对借道左转车道

的应用效果进行了仿真和评估。

1 借道左转交通组织方法

1.1 借道左转交通组织流程

“借道左转”是利用对向一个或多个出口道,设置为进口道左转车道的一种交叉口管控方式。在中

央隔离带上距交叉口停止线一段距离的位置开口,供左转车辆驶入对向车道左转待行,在开口处增设左

转导向车流线,设置交通指示牌,同时设置预置信号灯,与交叉口主信号灯进行联动控制,引导左转排

队车辆适时进入借用待转车道[5]。
借道左转交通管控流程可分为4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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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借道左转交通组织方式几何示意图

Step1:左转车辆到达交叉口前,提示前方有左转车道,驾驶员按照交通指示行驶;
Step2:车辆前行至借道左转入口处,醒目提示是否可进入 “借道待转车道”,如显示绿色 “允许借

道”,则可转向借道区待转;
Step3:车辆通过豁口进入左转待转车道后,在待转区等待交叉口信号左转;
Step4:交叉口左转信号灯亮,左转车辆按灯走,利用 “借道待转车道”顺利通过交叉口,完成借

道左转。

图2 借道左转交通组织流程

1.2 借道左转适用条件

“借道左转”主要是针对左转车流量大的路口借助出口道内侧车道实施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因借

道车辆占用出口道通行空间,处理不当将产生新的拥堵,增加安全隐患,降低通行效率,所以应明确适

用条件,优化资源配置。通常借道左转车道设置的适用条件有[9-10]:
(1)交叉口为定时信号控制交叉口,存在左转专用相位;
(2)出口道车道数不少于3个;
(3)左转借道后进出口车道数依旧匹配;
(3)借道左转可变车道应满足左转车转弯半径的要求;
(4)进口道饱和度较高且左转交通量较大,不能采用空间渠化增加车道来缓解左转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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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障条件

为保障设置借道左转可变车道后交叉口车辆运行安全、畅通,发挥空间与时间协调配合优势,应完

善相应保障条件:
(1)完善配套设施:借道预置信号控制与提示,借道车道等标志标线;
(2)规范过街行人与自行车,临近路口处设置隔离护栏;
(3)合理确定借道车道数量与长度:一般1条,长度要保证不影响借道左转车道的功能发挥和交叉

口附近车辆的安全 (一般长30m~70m,优先将正常左转车道用满);
(4)优化相位相序:交叉口至少为四相位控制,四个方向存在单独的直行相位和单独的左转相位。

先左转后直行放行,以逆时针循环放行方式为主,保证与下一相位车流不冲突。典型的四相位信号交叉

口逆时针循环的单口放行方式如图3所示[11],左转车辆可以在上一个相位期间进入对向车道等待,即

如南进口左转车辆 (相位1)可以在西进口相位 (相位4)期间进入左转车道等待,然后在相位1期间

放行通过交叉口。

图3 四相位信号交叉口逆时针循环单口放行方式相位图

2 实例分析

以深圳市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为例,研究信号交叉口采用借道左转交通治理措施对改善交通口

交通运行效率的效果。

图4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现状渠化

2.1 交叉口现状分析

深圳市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为2条主干道相交

的信号交叉口。交叉口东西两侧分别为高新技术区、
休闲居住片区,互通交通量大。白石路为两侧主要联

系通道,高峰期间承担较大的交通压力。现状东进口

包括2条专左车道、2条直行车道和1条右转车道,
南进口包括2条专左车道、3条直行车道和1条右转

车道,西进口包括2条专左车道、2条直行车道和1
条右转车道,北进口包括2条专左车道、3条直行车

道和1条右转车道。
交叉口高峰期间信号控制整体呈现东西、南北轮

放形式,信号周期为170s,信号相位如下图所示。
经调查,交叉口晚高峰西进口交通拥堵比较严

重,左转车流饱和度为1.27,服务水平为F,存在二

次排队现象。左转车流存在车道通行能力不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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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信号配时图

表1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高峰小时交通流量和服务水平

进口道 方向 流量 (辆/小时) 饱和度 服务水平

东

左转 116 0.31 B

直行 191 0.30 B

右转 95 0.30 B

西

左转 505 1.27 F

直行 529 0.81 D

右转 64 0.20 A

南

左转 148 0.39 B

直行 392 0.68 C

右转 21 0.05 A

北

左转 318 0.63 C

直行 424 0.55 C

右转 64 0.15 A

2.2 借道左转车道设置方案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晚高峰西进口左转车流占进口道车流的46%,西进口对向出口道车道数为

3个,左转借道后北出口车道数为4个,能够匹配西进口借道后左转车辆和东进口右转车辆通行需求。
综合上述条件,考虑在西进口对向车道设置一条借道左转车道,以缓解西进口高峰期间左转车流交通

压力。
(1)借道车道数

经过调查,现状晚高峰期间西进口左转二次排队车辆数为3~6辆,故设置一条借道左转车道。
(2)借道左转车道长度确定

借道左转车道的长度要保证不影响它的功能发挥和交叉口附近车辆的安全。若设置过短,对增加左

转通行能力意义不大,若设置过长,会影响出口道的正常使用,且存在安全隐患。通过调查,现状一个

信号周期内左转车辆数约24辆,2条左转车道等候长度约68m,以一条车道最大排队长度计算,总排

队长度约需要168m,故借道左转车道至少应不低于32m。为保障交叉口整体通行安全,适当较多容纳

高峰期间左转车辆,此次借道左转车道长度取约40m。

2.3 信号相位优化方案

(1)确定 “借道车道”最小清空时间

为避免借道左转车辆与下一相位借道空间运行车辆冲突,应保障在该相位时间内清空 “借道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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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车辆,车辆在借道内最大时间为车道长度与左转车辆驶离借道左转车道的行驶速度之比,提前关闭以

此为依据。经实际测速左转车辆驶离速度约为14.4km/h,计算得到最小清空时间约为10s。
(2)信号相位优化方案

基于 “借道相位”对交叉口信号相位相序进行优化,仅调整西进口相位及路口相序,其他相位时长

维持现状,信号周期保持不变,保证设置借道左转车道后对其他相位不产生影响。优化后的信号相位如

下图所示。

图6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优化后相位图

2.4 配套设施方案

为保障设置借道左转可变车道后交叉口车辆运行安全、畅通,保证借道左转车道能够行驶到北出

口,应完善相应的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方案。
(1)在可变车道入口上游增设提示牌提醒驾驶员 “借道左转注意前方”,在入口处增设借道左转提

示信号灯并增设禁止掉头标志标识,增设地面指示标志标线。
(2)规范过街行人,在右转车道南侧设置隔离护栏;
(3)为保障借道左转车辆转弯半径要求,北进口停止线、人行横道向后迁移约4.8m,同时移除乔

木一颗,拆除二次过街安全岛约18.21cm2,并对人行道铺装进行改善。改造后交叉口西进口借道左转

车辆转弯半径为15m。

图7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设置借道左转车道交通改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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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效果评估

交叉口通过设置借道左转车道后,西进口左转车道通行能力提升了50%,左转车流服务水平由F
提升到D。

表2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优化后高峰服务水平

进口道 方向
流量

(辆/小时)

饱和度 服务水平

优化前 优化后 优化前 优化后

东

左转 116 0.31 0.31 B B

直行 191 0.30 0.30 B B

右转 95 0.30 0.30 B B

西

左转 505 1.27 0.84 F D

直行 529 0.81 0.81 D D

右转 64 0.20 0.20 A A

南

左转 148 0.39 0.39 B B

直行 392 0.68 0.68 C C

右转 21 0.05 0.05 A A

北

左转 318 0.63 0.63 C C

直行 424 0.55 0.55 C C

右转 64 0.15 0.15 A A

结合现状高峰小时交通量,对设置借道左转车道后的交叉口进行Vissim仿真,仿真效果如图8所

示。仿真结果表明,实施可变车道之后,借道左转车道的最大排队长度在30m以内,一个信号周期内

左转车辆都能通过交叉口,借道左转车辆在10s清空相位内能够完全消散,不会与下一相位的对向车辆

冲突。

图8 仿真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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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针对高峰时段城市特定信号交叉口左转专用车道的拥堵问题,将左转专用可变车道这一交通组织改

善新思路应用到该类交叉口。分析了借道左转车道的交通组织流程、适用条件和保障措施,以深圳市白

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为例,通过仿真分析了信号交叉口设置借道左转车道对左转车流交通改善的实际

效果,即借道左转车道的最大排队长度在30m以内,借道左转车辆在10s清空相位内能够完全消散,
不会与下一相位的对向车辆冲突,有效缓解了左转车道交通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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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光明区城中村交通治理规划思考

王 依

【摘要】 为了改善城中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环境,促进城乡空间与社会的融合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深圳市光明区提

出了开展城中村交通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本文将通过随机采访、问卷调查等形式分析片区城中村居民出行特征和诉求,
通过实地走访发现村内存在的交通问题,以光明区的一个自然村为例,提出具有针对性、满足居民需求、切实改善城中

村交通环境的交通治理规划方案,也为其他地区的城中村治理提供借鉴案例和参考。
【关键词】 光明区;城中村;交通治理规划;

0 引言

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建成区内形成的,已经被城市建设用地包围,但在土地权属、户籍等管理体制上

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地区[1]。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种普遍现象,城中村在城市经济发展、城乡社

会空间融合、保留民俗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然而,城中村在城市建成区内形成的复杂城乡二元格局,在土地利用、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

治安管理等方面都与城市有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矛盾[2]。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城中村开始阻碍城市空间

发展规划的实施进程,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都带来不良影响,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整

体形象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然而,对城市来说,一次性全面拆除城中村并不是当前解决问题的办法。交

通作为与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环境品质密切相关的因素,高效合理因地制宜地治理城中村的交通问

题,才是解决眼下城中村问题的最好途径。
对深圳市来说,城中村是深圳城市发展的特殊载体和重要单元,在促进特区经济社会发展、完善规

划布局、调节城市功能、増进多元供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城中村以17%的空间容纳了深圳

市45%的人口,村内人口密度高,基础设施不完善,安全隐患图除、居民居住环境差,生活品质低。
人民逐渐提高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和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政府对城中村现状进行

治理。
为响应习总书记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的号召,按照市政府”打造更高品

质、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的要求,光明区提出了开展城中村交通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根据行动计划,
光明区拟通过三年时间对114个城中村进行综合治理。

本文选取的自然村为光明区光明办事处光明社区的新围、旧中学村。
本文将通过实地走访城中村片区,以区域发放调查问卷、采访居民的形式获取城中村片区居民出行

特征和诉求,通过现场勘探发现村内存在的交通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满足居民需求、切实改善城中

村交通环境的交通治理规划方案。

1 现状调查与分析

本次调查共走访光明办事处和新湖办事处共5个社区16个村,发放123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198份。
对问卷结果统计发现,各城中村片区在居民构成、出行特征、交通问题等方面存在共性。在接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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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居民中,占比最大的为外来务工人员,为30.48%;其次为本地村民,占比24.6%;个体商业户的

比例为21.33%,自由职业为10.4%,政府工作人员为6.9%,离、退休职工为5.18%,学生

为2.97%。
在小汽车拥有量方面,居民人均小汽车拥有量为0.78辆。其中,42.32%的居民没有小汽车,

41.01%的居民拥有1辆小汽车,12.64%的居民拥有2辆小汽车,拥有3辆及以上小汽车的居民

为4.03%。
从居民出行方式来看,私家车、电动自行车、步行和公交成为居民主要出行方式。42.21%的居民

通过私家车出行,38.14%的居民采用电动自行车出行,步行和公交的比例分别为27.72%和20.23%,
自行车的比例为9.96%,出租车或网约车的占比为8.77%。

从出行距离来看,片区之间的中短距离交通和片区内部短距离交通为居民的主要出行交通特征。
46.67%的居民日常出行为周边社区及附近,40%的居民日常出行需要去光明新区其他地方,12%的居

民日常出行为深圳市内,仅1.3%的居民每日出行需要去深圳市外。
从出行目的来看,上下班、接送小孩和休闲娱乐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目的。55.87%的居民的

出行目的为上下班,30.34%的居民出行目的为休闲娱乐,28.43%的居民出行目的为接送小孩,仅

6.05%的居民出行目的为上下学。
通过以上出行特征调查,我们可以得知,光明城中村的主要居民为外来务工人员、个体商业户和本

地居民,其中,拥有小汽车的居民和没有小汽车的比例约为60%和40%。居民出行主要方式为私家车、
电动自行车、步行和公交,目的多为上下班、接送小孩和休闲娱乐,出行距离多为片区之间的中短距离

交通和片区内部短距离交通。

图1 职业、小汽车拥有量、出行方式及目的调查结果扇形统计图
 

同时,调查问卷中也包含了居民对村内交通现状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当前交通的主要问题为:
行人和自行车出行不方便;小汽车停车设施不足;公交出行不方便;交通管理和宣传教育力度不大;村

内道路网络不完善。
结合现场勘探和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城中村片区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交通问题:(1)道路

建设标准低,路面状况差;(2)公交、慢行、停车交通配套不足;(3)交通组织混乱,秩序安全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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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出行距离调查结果扇形统计图
 

图3 交通问题调查结果扇形统计图

2 思路及策略

2.1 治理目标

城中村交通治理需要从居民出行特征、现状问题及村民诉求出发,完善、优化交通设施,高品质打

造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与居民诉求相匹配的、有地方特色的幸福宜居、宜行社区,满足居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增加社区吸引力。

2.2 治理原则

根据以上目标,提出下列治理原则:
(1)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城中村市政配套不足、交通秩序较差等问题。
(2)坚持以人文本:从 “人”的体验出发,构筑便捷、舒适的道路系统。
(3)近远期相结合:结合城中村存在的问题,提出项目库,分近远期适时推进。

2.3 治理思路及策略

(1)优化道路设施空间布局,挖掘街道潜力空间。
(2)打造结构清晰、功能合理的道路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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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便捷、连续的慢行系统,连接公交站台、地铁口等其他主要人流吸引点。
(4)精细化设计交通设施,与周边环境设施相融合,并融入当地文化元素。

3 城中村交通规划治理方案

3.1 城中村概况

本文选取的新围、旧中学村是光明区光明办事处光明社区的一个自然村,位于华夏路以北,碧园路

以东,其北侧为光明高级中学与光明小学,与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各自分布于华夏路南北两侧。总

面积为2.1万平方米,现居住人口为1500人,村内共有楼房166栋。

图4 新围、旧中学区域位置图

3.2 基本现状

(1)周边用地

该村周边生活条件便利,分布有美景花园、新围花园等居住用地;光明高中、光明小学等学校用

地;以及华夏路南侧分布有中科大深圳医院等医院用地。
(2)道路交通

该村周边路网较为完善,主要依托华夏路、光明大道等城市主干路去往光明重点片区及深圳其他各

区,道路交通状况良好,片区与片区之间的中短距离交通较为便利。
该村的对外主通道为碧园路,双向2车道,车道总宽度6.5m,两侧几乎无人行道,学校路段受建

筑边界限制仅5m宽且无法拓宽。该村仅有一处出入口。村内主通道为一号路,双向2车道,车道总宽

度较窄仅有4m。同时一号路北侧设有路边停车带,宽度为2米,共20个停车位。村内部巷道围绕居住

区呈围棋盘状布设,巷道沿建筑周边密布,宽1.5m~3m,供居民步行及非机动出入使用。
(3)公交设施

该村周边目前暂时没有地铁站,轨道6号线 (光明线)预计2020年通车,离该村最近的地铁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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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新围、旧中学周边用地示意图

图6 新围、旧中学周边路网示意图

为光明大街站,距离约1.2km。公交站点在该村周边分布仅有两个,分别为国科大医院东院区公交站

和美景花园公交站,距离约200m~400m,线路较多,与周边设施接驳良好,整体设施较新,去往光明

其他片区交通便利。
(4)停车和充电设施

村内共设有2处机动车停车场,其中1处为路边停车场共设20个停车位,另一处设有11个停车

位;村外社区内设有1处机动车停车场,约有10余个停车位。由于居民在城中村片区内电动自行车使

用频率较高,周边共设有三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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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碧园路现状照片 图8 一号路现状照片

图9 出入口现状照片 图10 巷道现状照片

图11 该村周边停车、充电设施分布示意图

3.3 存在问题

(1)出入口进出不便,主通道交通压力大。
新围、旧中学村唯一对外通道碧园路与华夏路交叉口仅允许右进右出,村民片区进出需要绕行,出

行不便。且该村北侧有两所学校,仅有一个出入口,出行较为集中,高峰时期碧园路交通压力大,易发

生拥堵。
(2)机非混杂,对外主通道人行道不连续且不宜行。
通过实地走访与交通调查问卷的发放,可以看出该村慢行系统条件较差,机动车、非机动车、人混

行严重,高峰时期主通道拥堵严重,交通安全隐患大。同时,碧园路两侧的人行道不连续,一号路南侧

无人行道,慢行条件较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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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村内道路建设标准低,路面状况差。
通过现场勘察村内道路和询问周边村民,我们了解到,村内巷道多数为自家铺砌的水泥路面,很不

平整,路面状况很差,坑坑洼洼,部分巷道非常狭窄,仅为1m~2m的宽度。同时非机动车即电动自

行车和自行车占道情况严重,缺少非机动车停车位。
(4)交通管理设施有所欠缺。
通过实地走访与交通调查问卷的发放,村民常反映的问题为停车位配备不足,按照1户1栋或多

栋、50%有车推算,夜间停车需求约为44个,现状车位31个,略有不足。现场调查时发现部分停车位

被施工等其他情况非法占用,导致车辆在主通道上随意停放,影响居民出行的通行效率和出入口交通景

观。同时,主通道的标志标线交通设施等不够完善,部分标线已经破损或缺失。

3.4 规划治理目标

根据实地走访所发现的交通问题和问卷调查中村民的反馈和诉求,我们可以得出新围、旧中学村需

要改善的问题:对外主通道交通压力大,车流量大,交通运行状况高峰拥堵;村内巷道、慢行系统条件

差;停车位不足;交通管理措施不到位,机非混杂导致安全问题严重。
 

针对这些城中村普遍的问题,此次的规划治理目标为:通过一系列规划治理改善措施,丰富新围、
旧中学村的公共空间,配套公共设施,优化交通组织,统一建设标准,强化交通管理,保障交通秩序,
为居民提供宜居宜业的居住环境。

3.5 规划治理方案

根据此次城中村规划治理的目标,同时合理结合村内现状情况、村民诉求等,运用前文所提到的治

理思路和策略,提出此次新围、旧中学村的规划治理方案。
(1)措施一:优化交通组织,加强交通管理

新围、旧中学村周边分布有大量人流集散点,如学校、医院等,主要依托碧园路出行。碧园路学校

路段受建筑边界限制仅5m宽且无法拓宽,建议在上下学高峰时期学校路段改为往北的单向车道,实行

高峰时期车辆管制,同时增设标志标牌,实现人车分离。
(2)厘清慢行网络,完善慢行系统

打造 “一横一纵”的慢行交通网络,结合新围、旧中学文化特色,全要素、人本化制定慢行通道方

案,提升街道活力。碧园路可通过合理设置横断面,调整慢行空间,采用标线等措施避免机非混行。现

状一号路仅北侧设有人行道,南侧建筑前有约8m宽的绿化带或空地,可结合慢行系统打造公共活动空

间,设置桌椅、锻炼设施等。

图12 碧园路规划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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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设停车位,加强停车管理

新围、旧中学村现状停车场旁边有较大块废弃空地,可利用该废弃空地对现状停车场扩容。同时,
在车行道路面设置禁停标志标牌,同时交警人员加强巡逻,对不按规定停放的车辆进行处罚管理。对于

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用巷道及消防通道的问题,则在空地处统一规划非机动车停放点,对乱停乱放车

辆予以罚款或扣留车辆等处罚

图13 新围、旧中学村停车场位置规划 图14 非机动车停放点位置规划示意图

(4)精细化设计,提升社区品质

1)修缮碧园路和1号路

修复现状碧园路和1号路破损路面后统一进行沥青罩面,完善道路标志标线,道路北侧新建1.5m
人行道。人行道、路缘石、平缘石材质、铺装等可结合村内民俗文化或社区文化统一铺装。
2)调整巷道铺砌

修复现状不平整巷道,严禁非机动车占道,可结合村内民俗文化或社区文化统一铺装。
3)通道出入口人行道提升

村子的出入口 (碧园路-1号路)进行路口人行道抬起式设计,保障慢行系统的连续性,降低机动

车车速,完善无障碍设计。

图15 改造后巷道效果示意图 图16 路口处人行道抬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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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对于深圳市大部分城中村来说,道路和慢行条件差,交通组织混乱,交通配套设施如停车位等不足

是主要存在的交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提出有针对性、切实

可行的交通规划治理方案,同时,方案实施时需加强沟通协调,统筹建设时序,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原

则,避免反复开挖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城中村规划治理的目的在于改善城中村居民的生活和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和持续的

自我发展能力,以新市民、新风尚、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的 “五新”为标志,加强村内道路、水

电、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使城中村也能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

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文明和谐、与城市共同进步发展的新村。城中村规划治理不仅是社会进步和

发展的需要,是关注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同时也是适应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需要,是改善城市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需要,是加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人民幸福感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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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创新与实践

吴欣悦 李伴儒 张青山 邱柏枨

【摘要】 深圳城市发展正迈向 “质量时代”,新的城市发展转型期要求深圳亟需以打造高效能、高融合、高品质的城市

交通运行体系为目标,运用精细化交通治理手段推动精准治堵,实现交通系统化综合治理。本文以深圳市罗湖区交通综

合治理为例,分析罗湖区交通拥堵现状特点及成因,结合提出了 “完善道路交通设施建设”、“提高公共交通运行效率”、
“增加慢行系统设施供给”、“改善交通出行服务品质”和 “强化智慧交通管理水平”等治理手段,并针对现有综合治理

机制和模式的不足,创新性提出了 “由下至上”的治理新模式,开拓了交通治理的新思路。
【关键词】 交通综合治理;精细化;创新实践;深圳

0 引言

2019年2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和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等重大战略部署,深圳入选为国家首批交

通强国建设试点城市。系列重大事件赋予了深圳新的发展使命和任务,深圳交通发展和交通综合治理面

临新要求和新挑战。面对 “双区驱动”的重大历史时期,深圳市交通综合治理需要践行高质量发展要

求,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综合交通服务品质。随着城市土地资源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增加交

通设施供给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出行需要,交通综合治理急需向精细化治理方向转变。通过充分

挖潜存量交通,提高交通环境品质和服务水平,实现精准治堵。

1 深圳交通综合治理回顾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早从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进

行交通综合治理,至今已经先后开展了五轮交通综治。在机动化交通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有效保障

了交通服务水平,满足了城市发展的基本要求[1-2]。
第一轮 (1994~1997年):主要以节点、站点改造为重点,重点围绕交通设施供给不足问题展开整

治,以 “交叉口拥堵改善”为主要策略,提高了道路运行效率。
第二轮 (1998~2001年):本阶段交通供需水平变化较小,重点针对公交大巴列车化的问题,对道

路进行系统改造,设置公交专用道,配套公交站台,以缓解主要干路的交通通行压力。
第三轮 (2002~2007年):随着深圳城市的快速发展,需求与供给不平衡的问题逐渐显现,拥堵由

局部节点向区域路网拥堵发展,供给能力不足是交通问题的主要成因。因此,加快骨干道路扩容,推动

轨道交通建设是本轮综治的主要策略。
第四轮 (2008~2011年):深圳城市发展进入一体化阶段,原特区内外交通需求增长迅速,常规公

交的市场运营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本轮综治重点推进公交系统改革,开展 “片区改善”为重点的交通

系统挖潜。
第五轮 (2012~2019年):骨干路网规模和布局基本定型,轨道二期红利消失,面对交通需求的快

速增长、城市空间土地缺乏和轨道三期建设的形式,重点推动以公交优先为核心、交通组织精细化管理

等手段并重的全系统综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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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内涵与理念

随着小汽车出行需求的不断增加,城市道路交通压力日渐严峻。传统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主要是通过

新建或改建道路等增加交通供给的方式缓解交通压力,但受城市用地、经济效益、生态保护等因素限

制,单纯注重机动车通行的交通治理方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交通拥堵,与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理念背道而驰[3]。
近年来,深圳市政府提出要全面提升 “综合性智慧化交通管理水平”,实现 “综合交通服务品质

化”,交通拥堵综合整治逐渐由粗放化管理往精细化管理方向转变,通过关注城市交通微观层面的问题,
充分挖潜存量交通设施服务能力,从而达到缓解交通拥堵,提升交通服务水平的目标。

“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从规划理念、关注对象、品质提升、智慧管控等角度,
统筹考虑交通拥堵形成原因,全方位加强对道路空间和交通的精细化治理,从而达到投入少、效果好、
代价低的交通综合治理目标。交通精细化治理的具体内涵与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2.1 规划理念

交通精细化治理要求从过去注重 “单一交通功能”的粗放式交通规划理念向 “注重街区发展”的精

细化规划理念发展,实现空间的多样复合功能,将道路的线性交通空间与生活性的组团空间的有机融

合,增强街区活力[4]。不是 “在交通言交通”,而是从整个交通系统和道路空间进行统筹考虑,塑造人

车双尺度线性道路空间,兼顾交通通行效率和街道活力发展。

2.2 关注对象

交通精细化治理强调关注对象从 “以车为本”向 “以人为本”的转变,注重从人的感受出发统筹资
源分配[5]。在当前的道路规划与建设中,如何保证机动车畅通安全成为了重点,“以车为本”的规划思

想导致道路规划往往忽略了其他交通参与者,包括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行车者的出行感受。因此,交通精

细化设计强调转变规划关注对象,从而关注更广泛的区域和社会群体,关注不同年龄、类型群体路权公

平,从而扭转近些年城市交通规划中 “以车为本”的错误倾向[6]。

2.3 品质提升

道路设施是展示城市发展辉煌成就、体现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道路设施品质提

升的手段可以为市民创造更舒适、更美观的道路交通环境。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是未来城市的核心竞争

力,交通精细化治理旨在通过设施品质的全面提升,追求城市道路的精细化设计,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

城市印象。

2.4 智慧管控

借助智慧交通手段,充分挖潜交通设施服务能力是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交通

问题分析和交通治理需求,以交通大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人流、车流、物流、环境等要素的全方面综合

分析,提高决策者对综合交通系统复杂规律的认知,从而精准定位交通问题生成原因,通过智慧管控手

段赋能精细化城市治理[7]。

3 深圳市罗湖区交通综合治理实践与创新

3.1 罗湖区交通治理回顾

从90年代起,深圳市先后开展了五轮综治行动,治堵重点逐渐由道路设施整治到以公共交通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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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综合整治转变,取得了一定成果。罗湖区交通规划建设较早,交通状况滞后于城市发展,为提

高交通运行效率,罗湖区一直滚动开展交通综合治理工作,认真落实市交通综治考核任务,以打造高效

能、高融合、高品质的城市交通运行体系为目标,推动交通出行方式结构优化,使交通拥堵日益恶化的

趋势得到一定延缓。2018、2019年市政府下达给罗湖区的交通综合治理任务各项考核指标完成率均

为100%。

3.2 现状交通问题分析

2018年和2019年罗湖区分别推进了76和82项具体交通综合治理工作,交通出行环境恶化的趋势

有一定缓解,但随着社会、经济、交通的形势不停变化,现状交通仍存在各种问题。

3.2.1 道路交通问题

根据罗湖区手机信令大数据分析,罗湖区交通出行主要以15km以内的中短距离为主,其中内部占

比约47.9%;对外出行约占52.1%,主要是往福田及龙岗方向,占比分别为16.2%及12.3%。大量通

过性交通造成罗湖区骨干交通设施供应不足,加之区内骨干道路瓶颈问题突出、内部为循环不畅,导致

交通拥堵常态化。

3.2.2 公共交通问题

罗湖区轨道站点500m覆盖率42.5%左右,整体资源供给不平衡,关键走廊高峰时段压力巨大。公

交线路重复系数达8.2,空车跑趟、高峰期列车化现象严重;公交线网与轨道协同发展不足,42%的轨

道站点公交接驳不足,且部分新增轨道尚无接驳线路。

3.2.3 静态交通问题

罗湖区内建筑相对老旧,执行的停车配建标准低 (约0.43泊位/户),停车缺口大。由于政策限制,
立体机械停车库建设进度慢,导致违停现象频出,且社区与周边办公、商业片区融合度不高,停车场资

源未能共享,导致停车难问题凸显。

3.2.4 慢行交通问题

由于建区时间较早,在建设过程中只考虑了道路本身,而忽略了慢行和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导致慢

行路权保障不足、人车混行的现象严重。目前罗湖区存在着整体慢行系统品质差、相关设施破损严重的

问题,导致整个慢行系统舒适性不足,街道环境缺乏人文关怀。

3.2.5 出行品质问题

罗湖区出行服务整合困难,融合缺乏基础条件。已实施品质提升工程的道路占道路总里程比例较

低,仅有24.1%;公共交通 “门到门”出行链关注不够,运营服务整合困难。罗湖口岸枢纽内部乘坐

公共交通排队久、安检流程长、步行时间长、无障碍、友好人性化不足等问题突出。

3.2.6 智慧交通问题

罗湖区现状智慧交通设施相对较少,现状电子警察 (满配率仅26.3%,高清仅11个)、高清卡口
(22个,密度为0.08个/km,为福田区的一半)配置率低,视频监控设备老旧 (144个、标清的老旧设

备占80%)问题突出;主要干道尚无高点监控和违停抓拍设备,导致违停、乱变线等问题突出,事故

频发。

3.3 罗湖区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创新措施

近年来,罗湖区交通综合治理强调要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综合治理交通拥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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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人的出行服务与体验提升转变,更加关注人的体验,强调绿色、活力、舒适、品质等。针对罗湖区

交通拥堵问题,罗湖区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治理措施,重点介绍以下几方面

内容。

3.3.1 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精细化治理措施

通过大数据分析手段,精准定位常发性拥堵点,识别交通拥堵片区,并针对城市道路微观层面的各

类交通问题,进一步在交通拥堵、需求集中的片区通过压缩车道宽度、交叉口渠化改造、优化交通组

织、调整信号配时、实施单向交通组织、开通潮汐车道等精细化治理手段进行改造提升,提高内部路网

整体服务水平。
片区交通呈现典型的假日交通特征,节假日较为拥堵,主要拥堵时间段为早上10:00~11:00点

和下午18:00~19:00点,进出片区游客量出现明显的阶段性拥挤特征,并且拥堵区域主要集中在大

望桥两端。
针对假日拥堵问题,通过精细化优化大望梧桐片区交通组织,节假日8:00~22:00时段实行逆时

针路段单向2车道行驶行交通组织,限制车辆从望桐路进入景区,减少车辆交织引起的拥堵,非节假日

仍按双向行驶。

图1 大望-梧桐片区各时间段交通需求分布

图2 优化拥堵片区交通组织

①
 

大望梧桐片区实例:准确把握旅游客流出行时间特征,精细化设置假日单向交通组织

②
 

嘉宾路实例:精准识别交通拥堵关键节点,开展 “短平快、微创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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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全时空、多维度对道路沿线高峰期交通运行状况进行持续观测,嘉宾路部分路口掉头车辆与对

向直行车辆交织,降低了路口的通行效率;嘉宾路通过桥下涵洞横穿广深铁路,现状由和平路南行转嘉

宾路东行的车流量较大,排队车流往往溢出排队车道,导致嘉宾路东行车辆与之交织形成拥堵。
嘉宾路 (宝安南路-东门南路)沿线路口执行禁止掉头禁令,提高路口通行效率;对嘉宾路与和平

路、建设路和人民南路沿线共3处灯控路口进行绿波控制,优化信号相位配置,缓解铁路桥下方排队溢

出的情况。

图3 嘉宾路拥堵时空分布图

图4 嘉宾路车辆掉头问题及改善方法

图5 嘉宾路排队问题及改善方法

3.3.2 公共交通运行效率精细化治理措施

推动主要客流走廊常规公交运行精准优化。基于智能网联技术,结合5G车联网的车路协同,围绕

“场站-线路-站点”智慧提升,选取重要公交走廊试点推动常规公交运行精准化,从而提高公交运行效

率,提升公交服务质量。
推动设置智慧公交站台。现状大客流站台乘客秩序混乱影响车辆进站,通过设置智慧公交站台,提

供清晰、智慧的线路信息,提前匹配到站车辆停靠位与候车位。
推动公交精细化优先设计。主要包括交叉口公交精细化设计、推广公交车外置左转专用道、连续通

行车道、公交精细化信号优先设计等手段。通过开展公交大客流通道交叉口公交精细化优先组织研究,
持续提升公交运行效率,保障高峰公交优先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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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公交精准运营技术路线示意图

3.3.3 增加慢行系统设施供给精细化治理措施

精细化识别慢行出行空间分布及时间特征,通过持续完善片区慢行交通路权与停放设施保障。针对

保障房等自行车出行集中的片区,包括东湖片区东湖路、东晓片区太白路、莲塘片区长岭路和人民南片

区,通过道路断面改造、设施优化等手段增设自行车路权、优化步行条件,增加自行车停放设施。

图7 慢行出行空间分布和出行热力图

图8 慢行系统完善措施

3.3.4 改善交通出行服务品质精细化治理措施

推动交通枢纽交通服务提升。通过开展火车站枢纽详细规划,实现站城一体;滚动开展综合枢纽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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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交通运行评估及相应改善研究;通过加强接驳服务、简化安检流程、完善综合信息发布、增强人性化

设施保障等手段滚动提升区内交通枢纽的服务水平。
打造儿童友好、老人关爱、适宜全年龄人群的慢速友好街区。针对大型居住区、学校医院等老人小

孩或病患出行集中区 (金三角片区、笋岗-清水河片区)以及节假日游客量大的片区 (仙湖植物园片

区),通过优化完善慢行指引标识、限制车速、智能调控行人过街控制、完善无障碍设施等手段,打造

慢速友好街区。

图9 慢行系统完善措施

开展二次过街岛、渠化岛专项整治。在日常养护维修工作中,利用养护资金,按照轻重缓急,对易

发生事故、人流密集如学校、医院等位置和宽度不足1.5m的二次过街岛,面积不足20m2 的渠化岛优

先进行整治,取消因空间受限而无法进行改造的二次过街岛、渠化岛。

3.3.5 强化智慧交通管理水平精细化治理措施

完善人车检测设施及信号控制系统,提升路口通行效率与安全水平。持续通过完善信号控制系统、
车检器、行人检测器、行人按钮等设施,针对性地实施 “新建信号控制系统、人车冲突路口人-车感应

控制、升级改造信号控制系统、完善灯控路口交通流采集设备、持续推动溢流路口综合治理”等全新控

制策略,全面提升罗湖路口通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推动协同治理平台建设。应用视频智能分析、多源数据融合等高新技术,完善道路智能感知与服务

设施,构建交通智能管控体系,形成区级交通协同治理平台。

3.4 深圳交通综合治理体制创新

针对目前综合交通治理机制尚未调动更广泛的力量,且工作灵活性快速响应不足的问题,需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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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新建和升级改造信号控制系统路口分布图

图11 智慧交通大数据平台应用场景

推动综合治理模式与机制的创新与现代化转变。因此本次交通综合治理将研究年限由一年扩展至三年,
方向由关注道路交通设施建设转向提升轨道、枢纽、出行服务品质、智慧水平,关注更广泛的区域和社

会群体,调动更多主体主动灵活参与交通治理。为了更好地针对各辖区区内的交通问题,提高综合治理

有效性,本次综治由过去的 “上传下达”改成了 “自下而上”的机制,提高了工作灵活度,持续推动综

合治理模式的创新与转变。

4 结语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深圳城市建成区已进入存量发展阶段,通过增加交通供给的粗放式交通拥堵治

理模式难以为继,交通综合治理急需向精细化治理方向转变,向关注人的出行服务与体验提升方向转

变[6]。基于新形势新要求,交通综合治理需要充分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做到精准治堵,从根

源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本文主要梳理了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在规划理念、关注对象、品质提升和智慧管

控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并结合深圳市罗湖区交通拥堵现状,提出了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的策略和体制

创新手段。本次研究主要针对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的措施和手段,但对如何利用智慧手段引领精细化交

通综合治理、如何通过机制改革落实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等问题未做深入研究,下一阶段将有针对性地进

行研究,保证精细化交通综治手段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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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应分析的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风险分析

龙 漫 李方卫 张素禄 吴昌伟

【摘要】 交通违法行为是影响交叉口安全与秩序的重要因素,研究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产生的安全风险对于提升城市

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有重要意义。已有的交通违法行为研究往往仅限于一般的数据统计分析,缺乏深层次的数据挖掘处

理,不同违法行为产生的安全风险等级不明。本文基于对应分析方法,以违法行为高发点为关联点建立违法类型与事故

等级数据联系,研究具体交通违法行为与事故等级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实现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风险分析。结果

表明,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交通安全风险最高,通过交叉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口以内的

交通安全风险次之,机动车通过有灯控交叉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交通安全风险最小。
【关键词】 交通违法行为;事故等级;对应分析;安全风险

0 引言

据统计,我国约有33.93%的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于交叉口[1]。交通违法行为是影响交叉口交通

安全与秩序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会诱发交通事故 (如闯红灯、右转不礼让行人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

会导致交通拥堵产生 (如实线变道、不按导向标志行驶等违法行为),增加交叉口交通安全风险。
交通违法行为包括闯红灯、不按导向标线行驶、超速等一系列不遵守交通法规、危害交通安全的行

为,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通常通过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关系来表征。研究表明,交通违法行为

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日常驾驶中违法越频繁的驾驶员其发生事故的概率越大[2-4]。张喆[5],
刘林等[6] 发现交通事故类型与交通违法类型间相关性显著。杨春风等[7] 对驾驶员各类违法违法行为与

交通事故4项指标作相关性分析,发现无证驾驶、违法超车、超速行驶以及不按规定让行4类违法行为

与事故相关性较高。薛慧娟等[8] 认为超速影响驾驶员视觉与车辆性能,研究发现超速行驶所造成的事

故量比其他违法行为少,但是事故严重度比较高,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较多。
现有的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研究大多利用人工记录数据,随着城市智能化发展与智能交通管理平

台建设,违法数据日益丰富,需要深层次的数据分析方法挖掘交通违法数据中的潜在信息。同时,研究

方法侧重于探究全类型违法行为的风险以及违法行为类型与事故类型之间的关系 (无法获取违法行为风

险大小),忽略了不同类型违法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差异,难以为精细化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指导意

义。因此,本文利用城市交叉口自动抓拍违法数据,从空间维度以违法行为高发点为切入点建立违法行

为类型与事故严重等级之间的关系,探究不同类型违法行为的交通安全风险。

1 交叉口安全影响区域定义

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分析需要获取交叉口主要交通违法类型数据以及与交叉口相关的事故

等级数据。在交通事故数据记录和交通安全研究中,通常会指定距交叉口中心的默认半径范围作为判别

事故是否发生于交叉口或者受交叉口影响的距离标准,该默认半径所形成的区域又称为交叉口安全影响

区域 (safety
 

influence
 

area[9] )。
在美国,许多州采用距交叉口中心的某个半径值来判断事故发生是否受到交叉口影响。例如,佛罗

里达州将距交叉口中心半径50feet作为事故发生于交叉口内的判别依据,将距交叉口中心半径250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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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事故发生受交叉口影响的判别依据。印第安纳州发布其前5%的最危险交叉口时,所采用距离标准

为距交叉口中心半径250ft。在交通安全研究中,Harwood等[10] 在评估平面交叉口左转和右转安全影

响时,认为距每个交叉口250ft范围内的事故是交叉口相关事故。为研究空间变量对交叉口事故发生的

影响,Mitra等[11] 采用交叉口事故概念,其中交叉口影响区域设定为距交叉口250ft范围。
基于以上交通管理经验与交通安全研究成果,本文采用距交叉口中心半径76.2m (250ft)所形成

区域作为本文交叉口安全影响区域,认为在该区域发生的事故为交叉口事故或受到交叉口影响而发生的

事故。

图1 交叉口安全影响区域示意图

2 对应分析方法

2.1 定义数据结构

2.1.1 数据准备

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分析以违法行为高发交叉口为关联点探究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的相关性,数

据要素主要有:交叉口主要违法类型、与违法类型相对应的高发交叉口、违法高发交叉口安全影响范围

内事故等级数据。
1)交叉口主要违法类型

交叉口主要违法类型记为vi (i=1,2…N,N 为违法类型种类数)。
2)与违法类型相对应的违法高发交叉口

违法高发交叉口可能不是相互独立的交叉口,而是互有交叉。如违法类型A高发于交叉口a,b,
c,违法类型B高发于交叉口b,c,d,违法行为A、B共同高发于交叉口b,c。当对共同高发交叉口

进行研究时,无法明确风险来源于哪一违法类型,因此当交叉口存在多类违法共同高发现象时,选

取仅存在一类交通违法行为高发的交叉口,作为该类违法行为的特征识别点,如交叉口a为违法类

型A的高发交叉口、交叉口d为违法类型B的高发交叉口。将违法类型vi 相对应的违法高发交叉口

记为Cij (i=1,2…N,N 为违法类型种类数;j=1,2…M,M 为仅有交通违法类型vi 高发的交叉

口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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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违法高发交叉口安全影响范围内事故等级数据

第一步:原事故数据点位散布于全区,需根据交叉口安全影响区域筛选出与交叉口相关的事故数据。
第二步:基于第一步的筛选结果,统计各类违法高发交叉口相关事故的等级aijk (i=1,2…N,N

为违法类型种类数;k=1,2,3,4,与事故的四个等级对应 (我国于1991年发布 《道路交通事故处

理办法》,其中根据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不同将事故分为轻微事故、一般事故、重大事故以

及特大事故4类,为方便后续表达,本文将事故严重程度用一、二、三、四级表示,其中一级代表特大

事故,二级代表重大事故,三级代表一般事故,四级代表轻微事故)[12],j=1,2…M,M 为仅存在vi

高发的叉口数目)
第三步:对属于同一违法类型的高发交叉口相关的事故分等级求和:

aik=∑
M

j=1
aijk (1)

2.1.2 数据结构

设事故等级数据集合为A=(a1,a2,a3,a4),a1对应事故等级一级,依此类推。交通违法类型

集合V=(v1,v2…vN),N 为违法类型种类数。则各类违法行为在其高发交叉口所对应事故等级统计

矩阵为:

W =[aik]4×N (2)
式中,aik 表示违法类型vi 高发的交叉口安全影响区域内发生事故等级ak 的次数。

2.2χ2 检验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关联性

通过χ2检验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整体关联性,χ2值计算公式如下:

Wi=∑4

k=1aik (3)

Wk=∑N
i=1aik (4)

m=∑N
i=1Wi=∑4

k=1Wi (5)

χ2=m[∑(aik
2/WiWk)-1] (6)

对照卡方分布表查显著性水平p,当p满足要求则认为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整体存在关联性。一般要求

p<0.05,认为在95%置信度下,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整体存在关联性。

2.3 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对应分析

对应分析由弗伦奇提出,该方法可将频数或者计数表中的各种联系用图的形式表示出来,其目的为

在同时描述多个变量类别间的关系时,将多个变量类别降维到二维平面进行关系描述,此外,该方法能

将不同量度的变量进行统一,从而能将所有变量在一张图中展示。

2.3.1 惯量与坐标计算

定义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轮廓分布矩阵如下:

X=

x11
x12
x13
x14

…
…
…
…

xN1

xN2

xN3

xN4





















(7)

式中,xik=wik/Wk。
对矩阵X 分别按行和列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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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4

k=1xik (8)

Xk=∑N
i=1xik (9)

n=∑N
i=1Xi=∑4

k=1Xk (10)

T=∑4

k=1∑
N
i=1xik (11)

对矩阵X 进行变换,得到对应变换矩阵Y:

yik=
xik-xi·xk/T

xi·xk

(12)

Y=

y11
y12
y13
y14

…
…
…
…

yN1

yN2

yN3

yN4




















(13)

计算事故等级协方差矩阵H=YYT,特征根按从大到小排序为λ1,λ2…,λp,p∈(m×n)。利用

累积贡献率大于80%的前q个特征根计算累积惯量:

λl=∑4

q=1λq∑p
i=1λi (14)

求解对应特征向量μ1,μ2…,μs,并计算事故等级坐标矩阵R= [R1R2…Rs]:

Rs=μs· λs (15)
计算交通违法类型协方差矩阵L=YTY,特征向量为υ1,υ2…υs:

υs=YTμs (16)
计算交通违法类型坐标矩阵Q= [Q1Q2…Qs]:

Qs=υs· λs (17)

2.3.2 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相关度计算

交通违法某类型与事故某等级之间的相关度计算公式为:

rik=(1-τ)(giη+gkη)/2 (18)
式中,η为事故等级ak 或交通违法类型vi 的主要解释维度;
τ为二者在η上的坐标距离;

gkη 为事故等级ak 主要维度惯量;

giη 为交通违法类型vi 主要维度惯量。

2.3.3 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评价

当rik>0.5时,认为相较于其他违法类型,违法类型vi 在其高发交叉口处更易于引发事故等级为

ak 的事故。其中,相关度大小表征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特定事故的概率相对大小,事故等级表征在该概

率前提下的事故损失。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分析思路如下:
1)提取所有相关度大于0.5的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组合,认为各组合中的交通违法类型与事

故等级之间存在相关性;
2)将各组合按事故严重程度从高到低排序,认为事故严重程度越高的组合所对应交通违法类型风

险越高;
3)当存在多类交通违法行为对应同一类事故等级时,认为相关度越高的交通违法行为其安全风险

越大;
4)当存在多等级事故对应同一类违法行为时,取相关度最高的一类组合替代原来的多对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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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算例分析

3.1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江苏省苏州市某区交警大队,包括信号交叉口违法自动抓拍数据81508条,人

工记录全区交通事故数据35169条。其中,城市信号交叉口主要违法行为有三类:机动车通过有灯控交

叉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 (代号1208)、通过交叉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

口以内 (代号1211)、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代号16252)。

3.2 检验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关联性

事故等级数据集合为A=(a1,a2,a3,a4),a1对应事故等级一级,依此类推。交通违法类型集

合V=(v1,v2,v3),v1对应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v2对应代号1211的违法行为,v3对应代号16252
的违法行为。各类违法行为在其高发交叉口所对应事故等级统计矩阵为:

W =

2
0
5
20

1
1
5
94

2
0
0
2





















根据χ2=m ∑ aik
2

WiWk
-1  计算χ2值,得χ2=32.92,显著性水平约为0.0001,因此在95%置

信度下,认为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存在关联性。

3.3 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对应分析

表1、表2给出了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对应分析结果,该输出结果包含数据的 “最佳”二维表

征、被标绘各点的坐标值以及每个维度所保留信息量的一个量度 (称为惯量)。

表1 交通违法类型对应分析结果

违法类型
维数坐标值 维数对点的惯量

1 2 1 2 总计

1208 0.357 -0.877 0.259 0.741* 1.000

1211 -0.236 0.198 0.751* 0.249 1.000

16252 3.554 0.927 0.969* 0.031 1.000

注:*表示对应违法类型主要解释维度

表2 事故等级对应分析结果

事故等级
维数坐标值 维数对点的惯量

1 2 1 2 总计

一级 3.360 0.279 0.997* 0.003 1.000

二级 -0.523 0.927 0.403* 0.597* 1.000

三级 0.134 -1.592 0.015 0.985* 1.000

四级 -0.152 0.117 0.780* 0.220 1.000

注:*表示对应事故等级主要解释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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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通违法类型协方差矩阵与事故等级协方差矩阵,以及对应分析结果表,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

等级对应分析图如图2所示。

图2 二维对应分析图

据图,二维图中纵坐标Dimension2 (18.3%)表示与第二维相联系的惯量,该惯量占总惯量的

18.3%,横坐标的Dimension1(81.7%)表示与第一维相联系的惯量,该惯量占总惯量的81.7%。两

个维度的惯量之和为18.3%+81.7%=100%,说明该问题正好由二维点来表示,不存在信息缺失的现

象。因此,这些点是多维行点集的 “最佳”二维表示,同时也是多维列点集的 “最佳”二维表示,且

100%的惯量和说明该表示对数据的拟合满足要求。

3.4 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分析

根据表1,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其主要解释维度为第二维,代号1211的违法行为其主要解释维度

为第一维,代号16252的违法行为其主要解释维度为第一维。根据表2,一级事故其主要解释维度为第

一维,二级事故其主要解释维度为第二维和第一维,三级事故其主要解释维度为第二维,四级事故其主

要解释维度为第一维。
结合表1、表2以及图2,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与事故等级相关度进行计算:
1)由图2,代号1211的违法行为与四级事故距离较近,说明二者关联性强。由表1得代号1211

的违法行为在其主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g21=75.1%,由表5-2得四级事故在其主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

g41=78.0%,二者在主要维度第一维上的距离为τ=0.084,二者相关度r24=0.701,相关度较高。对

应分析图与相关度计算结果均表明,与其他类型违法行为相比,代号1211的违法高发交叉口安全影响

范围内四级事故较易发生。
2)由图2,代号16252的违法行为与一级事故距离相对较近。由表1得代号16252的违法行为在

其主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g31=96.9%,由表2得一级事故在其主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g11=99.7%,
二者在主要维度第一维上的距离为τ=0.194,二者相关度r31=0.792,相关度较高。对应分析图与相

关度计算结果均表明,与其他违法行为相比,代号16252的违法高发交叉口安全影响范围内一级事故

居多。
3)由图2,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与三级事故距离相对较近。由表1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在其主

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g12=74.1%,由表2得三级事故在其主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g32=98.5%,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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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维度第二维上的距离为τ= -0.877- (-1.592)=0.715,二者相关度r13= (1-0.715)×
(0.741+0.985)/2=0.246,相关度不高。与其他违法类型相比,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与事故等级相

关度小,无明显引发事故倾向,该违法行为交通安全风险较小。
综上,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代号16252)的违法行为与一级事故相关度0.792,

交通安全风险较高;通过交叉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口以内 (代号1211)的违法行为与

四级事故相关度0.701,交通安全风险较小;机动车通过有灯控交叉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

车道 (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与事故等级无明显相关性,即无明显引发事故倾向,与其他两类交通违

法行为相比安全风险最小。

4 结论

主要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存在关联性,三类交通违法行为按交通安全风险从高到低排序为:驾

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通过交叉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口以内、机动车通过有

灯控交叉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苏州市该区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治理

工作可根据信号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级别有针对性地精准开展,重点关注高风险交通违法行为

高发交叉口。对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12个高发交叉口进行重点整治,分析交叉口驾

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致因,从源头处进行治理,有效提升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水

平。其次,对通过交叉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口以内的9个高发交叉口进行治理,关注交叉

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口以内的违法行为诱发因素,提出相应整改措施,进一步提升城市道

路交通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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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通影响评估的轨道施工期交通疏解对策
———以昆明市为例

杨 洁 苏镜荣

【摘要】 近年来,各大城市都掀起了建设轨道交通的热潮,大部分轨道所经区域均为土地开发强度大,道路交通拥挤

的城市中心区且施工周期较长,往往由于缺乏科学的交通疏解对策而给周边市民生产、生活出行带来了严重影响。以昆

明市中心城区轨道4号线同期建设工程为例,通过构建交通需求模型,研究不同施工阶段下交通需求特性变化,从交通

需求影响、交通流量转移情况及公共交通等评估对城市交通影响程度,在中宏观层面从城市交通系统配套政策、交通疏

解工程、交通管理疏解措施三方面提出强化公共交通基本服务保障、保证机动化交通可达性、保护步行自行车交通等七

大交通期疏解对策及具体措施,并落实至微观层面的施工区域交通工程精细化设计,形成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指导性的研

究方法和对策措施。

【关键词】 轨道交通;交通疏解;交通影响评估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以绿色、低碳、集约的模式不断深化城镇化进程,转变传统的个体机动化交

通模式,大力发展轨道交通TOD成为了各大城市的必然选择,各地都掀起了建设轨道交通的热潮,截

至2019年底,全国累计新开通轨道线路44条,约830.8km。因大部分轨道在所经区域均为土地开发强

度大、道路交通拥挤的城市中心区,部分线路与城市干道同走廊且施工周期较长,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会占用到本已十分有限的道路资源,给市民生产、生活出行带来严重影响,单纯地通过交警部门的

经验判断制定疏导方案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施工前后的机动交通需求变化。为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周边居

民出行的影响,保障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行,目前行之有效的措施是针对既有建设方案进行客观、科学的

交通影响评估,从中宏观层面制定系统性的施工期交通疏解对策及具体措施,并在微观层面精细化落实

至各施工站点、路段的交通疏解方案,需在施工前高度统筹。
本文以昆明市中心城区轨道4号线及同期建设工程为例,详细解读轨道交通施工期间交通疏解对策

及编制要点。

1 昆明市轨道交通工程概况

昆明轨道交通远景线网方案由14条线路形成 “放射普线网 (1—9号线)+穿越快线 (东西、南北

快线、3条预留线)”的线网形态,市域范围内轨道交通线路全长561.8km。自2008年试验段开工建

设以来,持续大力推进轨道交通网络建设,截至2019年底,昆明已运营轨道交通线路4条 (段),形成

“十”字型网络架构,里程约88.7km。在建轨道线路5条 (段),共计97.2km,其中轨道4号线2016
年5月开工建设至今,同期施工6条轨道线路,77个站点,单站点平均施工周期24.7个月,按车站主

体施作方式不同采用明挖法、盖挖法和暗挖法,工期长、线路长、站点多,涉及昆明大部分建成区。历

时3年的工期长时间占用紧张的道路资源,对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转提出严峻挑战。因此,高度重视并制

定多位一体的轨道施工期交通疏解方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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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昆明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图 图2 2016—2019轨道同期建设工程示意图

2 轨道施工期间交通影响评估

在机动化保有量快速增长及轨道施工共同影响下,与轨道施工前相比,影响区域出行强度、出行方

式结构、出行时空分布以及城市发展活力均会有一定程度改变,通过构建符合实际交通情况的模型评估

受影响区域在不同施工阶段下的各类交通需求特性变化,重点评估对交通需求量影响、交通流量转移情

况及对公共交通影响可对后续有侧重地制定交通疏解方案提供依据。

2.1 影响阶段及范围

根据各条轨道线各站点的位置及具体施工时间安排,可判断轨道施工影响阶段。

图3 2016~2019年昆明各月份轨道施工站点数量示意图

当轨道交通进入施工状态,对相关道路的侵占导致道路交通不畅,交通流将寻求其他的路径,或利

用其相邻平行道路,或在出行时利用远离施工区域的道路。在选择绕行道路时,与施工路径平行的交通

流将首选相邻交通走廊且平行的快速路、主干道;与施工路径垂直交通流,首选出行路径附近的未施工

区域通过施工线路,其次选择高快速路通道跨过施工区,甚至会放弃机动车出行。因此,轨道交通的施

工将使得一定范围内与施工道路相关的平行、垂直道路路段交通负荷增加,对其他区域产生随距离递减

的影响,当递减至一定区域道路的交通负荷与施工前基本相同时,认为以该道路为界线是本次轨道交通

施工期间的交通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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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6—2019昆明轨道交通施工影响阶段分析

阶段一 阶段二 阶段三

2016年4月至12月 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 2018年7月至2019年8月

站点施工情况:4号线、5号线、2
号线2期、6号线2期陆续开工建设,

1号线西北延3站点开工,3号线在

建站点持续施工,共计施工站点48
个,对城市交通的冲击开始显现。

站点施工情况:4号线、5号线、2
号线2期、6号线2期,1号线西北

延所有站点均全面开工建设,3号线

3站点结束施工,共计施工站点65
个,对城市大范围、各重要路段产生

重大、持续性影响。

站点施工情况:5条轨道线均陆续有

站点结束施工,3号线结束施工,同

期最多施工站点共计27个,对城市交

通的影响逐渐减小至恢复正常交通

秩序。

图4 昆明轨道交通施工期影响范围示意图

2.2 影响交通需求量

轨道交通施工期间影响的交通需求包括直接影响交通需求和间接影响交通需求。前者指出行起点

(或终点)在施工道路沿线的利用施工道路出行的客流,因为该客流不能较便捷的利用其他道路来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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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给予优先保证和满足;间接影响需求是指出行起终点均不在施工道路沿线的利用施工

道路出行的客流需求,这部分客流是间接影响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加以疏导。

表2 不同施工阶段影响交通需求量分析

阶段一 阶段二 阶段三

8.93万车次 10.01万车次 3.97万车次

昆明轨道施工期间在高峰时段 (8:00~9:00)中心城区域小汽车在驶量22.3万车次。在施工的

第一、第二第三阶段,受影响的小汽车出行量为8.93万车次、10.01万车次、3.97万车次。5号线和2
号线站点沿线机动车出行影响较明显,由于第二阶段施工路段最多,小汽车出行受影响最大。

2.3 道路流量转移

由于施工道路及垂直道路的通行能力降低,道路交通量相应向其他道路转移,交通量增加的道路成

为很重要的交通流量转移的通道,在施工期间发挥重要作用,需提前做好通道能力提升和组织优化。对

于评估后交通流量增加明显的道路,在后续交通组织中可从断面优化、清理路边停车、交通秩序管理等

方面提升主要承接道路的承载能力。

表3 昆明不同施工区域道路流量转移情况

西昌路区域 菊华立交区域 景明北路区域

交通流量向西园路、丹霞路、大观

路、东风西路、新闻路、瓦仓南路等

路段转移。

交通流量向二环东路、金马路、贵昆

路、归十西路等路段转移。
交通流量景明北路附近主次支路转移。

注:绿色为交通流量减少、红色为交通流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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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共交通影响

根据施工期间受影响的线路数及客流量、公交线路与施工道路的重叠比重可评估地面公交线路受轨

道施工的影响程度。施工区域道路通行能力下降甚至断交都对公交可达性及运营效率带来负面影响,公

交服务水平明显下降,公交刚性出行需求向其他方式转移、弹性出行需求下降。由表4和表5见,在影

响最大的第二阶段全市42%的公交线路均经过施工区域,约13%的公交客流受影响,这就需在全市层

面统筹施工期间的地面公交线网和运力优化,受影响的线路需要投入更多的运力保障公交的服务水平。

表4 不同施工阶段受公交线路分布

阶段一 阶段二 阶段三

影响线路数:153条

影响的客流量:163031
占全市公交客流比重:12.20%

影响线路数:177条

影响的客流量:182770
占全市公交客流比重:13%

影响线路数:175条

影响的客流量:166203
占全市公交客流比重:12.19%

表5 不同施工阶段公交线路影响统计表

影响程度 影响小 影响较大 影响严重

利用施工道路比重 0—5% 5%—10% 10%—30% 30%—50% >50%
合计

第一阶段公交线路数 52 58 43 0 0 153

第二阶段公交线路数 72 54 51 0 0 177

第三阶段公交线路数 69 55 51 0 0 175

3 总体交通疏解对策研究

3.1 疏解原则

1.系统最优。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应在保证对整体交通状况无太大影响的前提下,保证单点或单线

交通效益的最优化。
2.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案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相结合。稳定指施工期间交通疏解总体策略及中宏观层

面方案不能轻易更改,微观层面可根据各站点工程进展情况以及工作实际及时对围挡范围及其对应的交

通组织方案进行调整、优化和细化,对于交通影响评估及疏解方案编制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并体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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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1]。
3.保证公共交通和行人、非机动车优先通过。交通疏解应体现 “以人为本”的原则,施工期间应保

证沿线公共交通的运行效率,提升慢行、步行在交通方式中 “弱势”地位,保证轨道沿线慢行、步行的

出行效率和出行安全。
4.重交通秩序、重机动交通可达性。对施工沿线,应重可达性轻通过性,注重施工沿线单位、小区

的基本出入交通功能不受太大影响,以此来保证区域交通运行的稳定。
5.精细化交通设计。对施工沿线的施工围挡范围、施工工法、施工时序、交通工程设施设计等应优

化,以达到对交通影响程度降至最低[2]。

3.2 轨道施工期交通疏解对策

交通疏解的总体目标是在确保轨道交通施工顺利建设和按时完工的前提下,把施工期交通影响降至

最低程度。应着眼于交通需求侧的引导、调控、管理和交通供给侧的结构性完善,通过 “三大城市交通

系统配套政策”从源头上调控交通需求总量,通过 “两大交通疏解工程”建设维持交通系统承载能力,
通过 “三大交通管理疏解措施”均衡交通需求时空分布,保障城市生产生活的基本运行效率。

3.2.1 三大城市交通系统配套政策

1.控制交通总需求,降低城市整体交通负荷

轨道施工期间,城市道路网交通承载能力大幅下降,难以完成以个体机动车出行为主的综合运输任

务,应着眼于交通需求侧的引导、调控、管理,在城市交通发展政策层面多管齐下调控交通需求总量。
一是可在轨道施工期间择机实施主城区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及交通限流控制政策及措施,同步提高公共交

通运力供给及优化公交网络强化公交承接转移客流能力;二是对施工沿线部分交通状况较差且有分流替

代通道的公交客运走廊实施小汽车 “准入通行证”限行措施,仅允许公交车和沿线通行单位正常出行,
不再作为城市主要机动化交通走廊;三是轨道施工期实施严格的货运交通禁行交通政策,按客走内环货

走外环的策略合理组织城市客货运,充分发挥城市环路的交通疏导作用[3];四是运用经济杠杆抑制弹性

出行需求,如鼓励错峰出行,施工期间公交免票制度相应调整,早高峰期间不再免费,大幅提升核心区

轨道施工沿线停车收费标准,抑制非必要出行,有效平衡交通供需矛盾。
2.强化公共交通,确保城市骨干客运系统,确保城市基本出行

公共交通能否在轨道施工期间发挥主导作用将是交通疏解成败的关键,施工期间城市交通政策应向

公共交通倾斜,加强公交优先和扶持政策。一是提高公交运营部门在轨道施工期间的补贴费用,避免公

交运营部门消极不作为。二是确保轨道施工道路公交路权、公交设施及运力水平,发挥轨道施工期公交

主客运走廊功能。三是原则上不因轨道施工调整轨道施工区域的公交线网走向,原则上不减少现有公交

站点数量并结合施工空间位置优化施工期间公交站点的位置,满足市民日常出行习惯,尽量按原站规模

重新设置路侧港湾公交站台。四是公交运营企业应优化轨道施工期间公交运力,按客流量分级,制定梯

度发班频率,为错时交通出行者延长早晚公交发车班次时间和增加发车频率,并积极推行定制公交,开

行社区巴士。从政策、设施、运营等多维度保障轨道施工期间公交基本服务,确保轨道施工期间公交客

流不回落。
3.保护步行、自行车交通,确保短距离出行的独立出行空间

轨道施工期间,围档沿线道路断面分配必须以行人、非机动车空间为首要控制要素,而非以机动车

道条数和宽度为控制要素,在编制各轨道站点施工期间交通疏解时必须保障行人、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

道空间分离。
在慢行空间宽度考虑上,应按轨道站点所处区位、现状交通构成、机动车及行人交通量考虑不同慢

行空间标准,昆明轨道4号线交通疏解慢行空间保障按表6标准区分,以更好地适应不同区域轨道站点

差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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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轨道施工期间公交站点迁改示意 (昆明4号线金鼎山站一期)

图5 轨道施工期间公交站点迁改示意 (昆明4号线苏家塘站一期)

表6 昆明轨道4号线站点慢行空间标准划分

站点区位 站点名称 交通构成及交通量 慢行空间标准

核心区

金鼎山、苏家塘、火车北

站、东华站、大树营、菊

华站

位于城市重要主干道,机动车、
行人及非机动车量均较大,高

峰小时交通量普遍在2000辆

以上。

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应小于2.5m,人行

道宽度不应少于2m,单侧非机动车+
人行道宽度不应少于4.5m。

一般区域及

城市外围区

大塘子、昆明东站、麻苴

站、云大西路、斗南站

位于外围主干道,以通过性机

动交通为主,行人及非机动车

量较少。

单侧非机动车+人行道宽度不应少

于3m。

待建区或物

流区

陈家营、大河埂、牛街庄、
羊甫站、螺蛳湾北站、螺蛳

湾站、赛马场南站、联大街

站、呈贡东站

位于物流区域或待建区,机动

车流量较少,非机动车、行人

量均非常少。

单侧非机动车+人行道宽度不应少于

2.5m,可视流量情况在围档对向单边

组织,断交施工站点须在围档周边留

出慢行便道,双向宽度不小于4m。

充分利用沿线道路空间、城市绿化空间、沿线单位退让空间等,构建连续的步行网络,确保轨道施

工沿线自行车、行人具有独立、连续的专有路权,尽可能满足过街需求,结合行人集散要求、公交站点

位置等,设置人行横道,确保轨道施工沿线道路平面与竖向交通的连续性与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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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慢行交通平面的独立性、连续性 (昆明4号线苏家塘站一期)

道路断面分配必须充分保证慢行、步行交通连续、独立、环境友善及基本通行空间,提升慢行、步

行交通品质,维系城市基本活力空间和商业氛围,如核心商业区、CBD地区等。优先保证城区内人流

较大的重要节点慢行交通的连续性,尤其是轨道施工周边区域关系到民生供应的节点,必须预留通往大

型菜市场的人行通道。

3.2.2 二大疏解工程

1.建筑拆迁及管线、绿化改迁等工程提前开展

轨道施工期间,道路资源严重匮乏,进行管线绿化改迁、建筑拆除建筑等可还空间于道路交通,提供

最大可能的疏解空间。其中,轨道车站两侧拆迁条件相对良好的站点与其它工程交织,或轨道车站位置占

用现有建筑,现状道路绿化空间可用于组织交通的,都应尽快开展拆迁工作,创造道路交通疏解空间。

图7 轨道施工期绿化迁改示意图

图8 轨道4号线轨道站点拆迁线

2.特殊施工节点灵活运用钢结构简易便桥

对于施工条件困难,不易拆迁、交通疏解空间有限的中心区重要施工站点,借鉴国内其他城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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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昆明轨道2号线中心区轨道站点钢便桥工程示意图

验,可搭建施工节点简易钢便桥工程,钢便桥层主要用于疏解与轨道施工道路相交道路的机动车通过性

功能,同时可释放桥下空间用于到达性机动车交通及慢行交通。

3.2.3 三大交通管理疏解措施

1.优化区域交通组织,保证施工沿线机动化交通可达性

轨道交通施工期间疏解方法论主要包含针对站点的施工期间交通疏解及区域交通疏解两套体系,区

域交通疏解是从施工通道的阶段提出区域交通分流及绕行通道,提出保障轨道施工期间施工影响区域路

网可靠性措施[4]。优化区域交通组织,一是轨道施工期应实施完备的区域小汽车交通分流诱导措施,诱

导车辆避开施工区域提前绕行。按照诱导信息范围的不同层次,建设施工区域外诱导标志 (施工点两公

里范围外)和施工区域 (施工点前两至三个街区)诱导标志两级系统,提供给车辆多条可选路径,充分

给予司机选择通路的自主权,施工影响区域外不进行强制性的交通组织,诱导为主,管制为辅。二是充

分保证施工沿线机动化交通可达性,施工区的交通设计及渠化方案应首先保障沿线道路、小区单位出入

口、地下车库出入口正常通行,车道曲线应缓和,尽可能避免形成急转弯,并在沿线出入单位设置指示

标牌提示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图10 轨道4号线呈贡东站一期施工区域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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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轨道4号线苏家塘站站一期施工区域沿线单位交通组织图

2.施工节点交通组织优化及精细化管理,动态适应工程进展需求

站点施工疏解主要是工程角度的施工点位的渠化设计及交标志标线的调整方案[4]。一是各轨道站点

施工围档分期需综合考虑站点施工进度及交通疏解的协调,围挡应优先保障必要的交通通行空间并随交

通流线而同步调整优化,同步保障围挡沿线单位出入口正常使用,如图12。二是对于存在占用巷道路

段,巷道沿线单位居民向端头组织情况,需对围档范围进行再论证并与消防部门、交通管理部门沟通,
在能确保防灾疏散的前提下才能展开围档。三是在进行轨道施工围挡时仅设置必要的功能区,将部分功

能转移出围挡外 (如办公区、生活区)。施工期间围挡宽度不得随意拓宽,侵占道路空间,在施工作业

区、施工便道外围临近城市道路一侧,其安全距离不应大于1.5m。四是精细化管理轨道施工道路,确

保施工道路设施的完好及标志、标线的动态更新,制定 《施工期间路面、标志、标线维护标准》并推进

实施。

图12 轨道4号线云大西路站点二期施工组织优化

4 结语

昆明轨道交通建设工程从交通区位、沿线影响、施工方案等各方面来说都是一项具有较强代表性的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在重公交、重慢行、重秩序的理念下,从城市交通系统配套政策、交通疏

解工程、交通管理疏解措施三方面提出交通疏解对策,基本可满足施工期间沿线公共交通、机动交通、
慢行系统等各类交通需求的正常运转。希望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对策措施对于同类项目产生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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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在满足基础设施建设要求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城市基建对城市交通出行的影响,科学引导城市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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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赋能的港城交通综合治理体系研究与探索

徐 丹 林钰龙 谢武晓 孙 超

【摘要】 港口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枢纽,是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交汇点,对于提高区域辐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由于港口和城市发展的不一致性,港城路线功能与周边用地性质不协调,容易诱发集疏运通道交通拥堵、港口

停车资源不匹配以及信息服务不足等典型港城交通问题。本文从我国港口建设现状及信息化需求出发,研究借鉴国外

货运智能运输系统规划布局、港城智能交通综合体应用及一站式港口服务模式,结合新时期信息化技术在港口应用发

展趋势,从顶层规划、业务管控、智慧决策、行业征信、应用服务及制度保障等维度,探讨采用智慧赋能手段缓解港

城交通矛盾的思路,以期为新时期港城交通综合治理及一体化服务提供有益参考,发挥港口产业对于区域发展的带动

作用。
【关键词】 港口;港城交通;智慧赋能;综合治理;一体化服务

0 引言

当前我国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

放红利,国家相关政策为港口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部委发布 《关于

推进港口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智慧港口示范工程的通知》《关于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指导意

见》政策,强调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出要推进智慧港口示范应用,实现港口

服务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提高港口物流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国际运输市场化带动现代物流业飞速发展,港口已不仅是物流运输的中

转中心、配送中心和仓储中心,更是区域和腹地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借助一带一路契机,
结合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科技手段,通过智慧赋能港口发展,已经成为各港口提高自身竞争

力、抓住发展机遇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相关港口的信息监控、物流对接、业务服务、港务管理等能

力也面临更高要求,各大港口向创新化、科技化、智慧化转变的改革势在必行。在已有信息化建设成果

的基础上,通过数据驱动和信息化、智慧化手段全面提升港口物流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是港口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方向[1-3]。本文从我国港口建设现状及信息化需求出发,借鉴国外港城交通治理模

式和先进经验,结合新时期信息化技术在港口应用发展趋势,利用智慧赋能打通港口作业、物流运输、
停车服务等港区作业信息,从顶层规划、业务管控、智慧决策、行业征信、应用服务及制度保障等维度

提出探讨思路,以期为港城交通综合治理及一体化服务提供有益借鉴。

1 我国港口建设现状问题及信息化需求

1.1 我国港口建设现状问题

1.1.1 港城发展不协调,疏港道路极易发生拥堵

港口活动和城市活动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港城集疏运通道连接港城与腹地,是港城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外部条件。然而由于我国港口和城市发展的不一致性,港城道路以及货运交通路线功能难以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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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用地性质相协调,导致港口和城市不能相互融合协调发展。港城集疏运通道在缺乏系统规划和引导

下,城市内部交通易与疏港交通重叠、交织,尤其是在主要进港通道上客货混行严重,货运车辆与社会

车辆驾驶行为和运行特征的不一致性极易造成疏港道路拥堵,诱发交通安全隐患[4]。亟需精准掌握主要

进港作业通道的货车运行时空特征,强化货运引导,实行客货分离,通过智慧化道路交通管控手段降低

客货冲突。

1.1.2 港口系统独立分散,作业链信息缺乏整合

目前,国内港口船舶、生产、库场、设备、人事、财务、货源等业务管理系统大多未实现集成化和

信息共享,系统数据分散导致 “信息孤岛”存在,区域物流枢纽数据交换不畅[5]。由于进港作业排队信

息、道路运行路况信息、提还柜信息等作业信息不共享,港口作业与后方交通管理不协同,导致提还柜

难和无序排队。
以深圳市盐田港为例,由于港口预约作业普及不高、港口货柜车作业信息不对称,导致空车比例高

达34%,增加了道路压力和路边临时停车需求,根据作业链从司机取单进港到出港全过程至少出现2
次进出闸、1次空箱跑和1次临时停车,亟需打通作业信息,解决信息 “孤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实现基于信息平台的智慧化港口管理和决策[6],优化作业链,提升效率。

图1 盐田港货车提还柜物流作业全流程 (资料来源:盐田区智慧交通系统总体规划项目资料)

1.1.3 货车停车供需不匹配,缺乏精准资源调控

由于港口货运作业性质,停车一直以来是港口作业的一大主要需求。以盐田港为例,货运司机作业

主要有单提重柜、单提空柜、单交重柜、交重提重、交重提空五种业务,在货柜车司机等待进港、堆场

作业、监管仓作业、进保税区,以及路侧拿单的过程中产生弹性停车需求。由于港口系统停车信息采集

渠道单一,手段落后,信息量不够全面,传输渠道不畅通,对采集的停车信息加工处理能力薄弱,使得

停车信息资源使用不均衡。亟需通过货车停车管理,均衡停车供给,并强化货源地管理,转移辖区停车

需求。

1.1.4 物流产业链条联动不充分,信息服务不足

港口作为枢纽体系,面向港口物流链上下游企业、口岸单位、政府监管部门、港口客户,港口服务

功能逐步提升到供应链的整个平台,使港口成为供应链网络众多资源的集聚者、整合者和控制者。我国

港口在改革开放的近40年里,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港口基础设施和装备的建设,已

无愧于世界港口大国的称号。但在现代信息化技术的运用、现代物流供应链理念的提升、港口核心竞争

力的打造等方面,发展还很不平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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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国港口信息化需求

1.2.1 货运数据库建设需求

信息化建设是港口提高其服务质量和水平、强化整体竞争实力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按照政府部门

和企业主体实时接入人、车、路、企业、环境等基础交通数据,包括道路运行数据、货运企业信息、货

运车辆状态、货运驾驶员信息、停车信息、港口货运量数据,安全生产信息以及征信数据,实现数据开

放共享;另一方面,构建基础数据平台环境,支撑港口货物运营管理,为各业务模块提供底层数据

支撑。

1.2.2 一体化监测管控需求

强大的感知和监控体系能实现港口全面感知智能化、态势监测可视化、事件预警可控化和应急联动

一体化。根据交通数据中枢所汇聚整合的全区交通运输各领域数据资源,包括道路拥堵状况、道路货车

比例、提柜预约数据、码头预约数据、货车车速识别、事件信息等数据,综合运用数据可视化展示技

术,通过一体化监测系统呈现港口交通运行态势,动态监测全市道路运行、货车停车状况、港区作业状

态、重大枢纽及周边道路与人流等综合信息,为港口道路交通管控、停车资源调控、进出港作业服务提

供支撑。

1.2.3 行业管理决策需求

以顶层宏观和跨部门协作的交通决策为导向,基于平台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反映交通行业内在逻辑

本质,为管理部门精准治理提供数据支持,实现交通决策管理闭环,协助解决行业效率低问题。一是基

于交通大数据支撑,构建港口货运交通运输数据决策中台,实现数据特征管理、IT资源管理、知识图

谱、AI分析等功能,为企业行业规划决策提供支撑。二是基于码头和提柜预约数据,分析预测疏港通

道关键路段的高峰情况,结合目前的交通状况预测未来拥堵情况,实现拥堵预警决策。三是分析停车场

不同时段的利用率,对比分析同一时段附近路段的违停情况,实现停车信息决策。四是分析各个环节的

运作效率,堆场提还柜数量、闸口进出数量等,计算并展示各堆场、码头等作业效率,实现产业链分析

决策。

1.2.4 货运信息服务需求

推动政府部门和交通行业的数据对接,整合综合交通运输服务各类信息,通过微信、百度、高德等

第三方信息发布平台向市民提供综合性、个性化、定制化、“点到点”的全链条货运服务。搭建一体化

数据开放共享环境,通过数据交换的方式获取高德、百度等导航数据,道路交通事故、拥堵等信息数

据,支撑交通日常监测和管理,实现货物运输服务信息发布、港口作业信息预约、港口停车预约和收费

及货运政策规划信息发布。

2 国外先进港口治理经验借鉴

作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美国奥克兰港和利用率最高的国际大港新加坡港,港口智慧化建设和

发展总体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深度剖析美国奥克兰港和新加坡港发展模式和特点、港口存在的问题及解

决方案,对我国港口的交通治理和建设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1 美国奥克兰港港城交通治理模式分析

作为美国十大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奥克兰港有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货运需求。2016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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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40万个20英尺标准箱,处理了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99%的集装箱货物。然而港口具有明显的道

路通道和内部流通限制,港口码头前面平交路口与干线交通冲突,面临港口内拥堵常发、排队时间长、
长时间违规停车、交通事故响应效率低等挑战。尤其是海事街、7th街及中港路由于交叉口上的货运卡

车穿越闸门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诱发严重的交通拥堵[8]。

图2 奥克兰港7th街平交路口与I-880铁路的交通冲突 (资料来源:《Port
 

of
 

Oakland》)

为有效解决港城道路交通问题,奥克兰港 “Goport”项目共投入2亿多美元用于港口问题整改,旨

在将奥克兰港打造成一个全新的港口交通管理中心,汇聚旅行者信息、交通信息、移动卡车信息、铁路

等级警告和终端队列等信息,依托智能交通体系,应用智慧化手段赋能港口物流和交通,全面提升港口

运行效率,缓解港城矛盾。
首先,为解决疏港道路拥堵问题,在7th街道分隔西段新建一条支线铁路,将7th街道与海事街交

叉口隔离和分级,最大程度地减少铁路、社会车辆、行人、骑自行车者之间的交通冲突。同时,替换I-
880与海事街之间的现有铁路地下通道,以增加卡车通行空间并改善行人和自行车路径[9]。

其次,利用信息技术和智慧化手段赋能港口交通,构建港城智能交通综合体实现港城协同。采集监

测港口作业、货运车辆动态和周边道路路况等信息,协调中央控制系统、自适应信号系统以及先进的交

通管理系统,动态调控周边道路信控,实现从 “被动管理”向 “主动治理”转变。排队检测系统提供卡

车在码头的实时排队信息,预测货车排队时长,对接协调海上、卡车运输和铁路运行联运设施,提高货

物运输效率[10]。
最后,打造一站式港口服务升级港口治理运营水平。依托交通管理中心 (TCM)和应急中心

(EOC)收集的数据,满足货物运输、港口出行车信息发布、交通事故管理等业务需求。利用GoPort
 

APP,集成港口信息、交通信息、停车信息以及酒店旅游信息,提供港口通行预约、排队等待时间预

测、停车位信息、停车预约等一站式港口服务和出行系统[11]。

2.2 新加坡港智慧化建设实践和经验启示

新加坡是亚太地区最大的转口港,作为世界上最繁忙、利用率最高的国际大港之一,新加坡智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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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奥克兰港ITS整体布局 (资料来源:《Global
 

Opportunities
 

at
 

the
 

Port
 

of
 

Oakland》)

口建设和发展总体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新加坡港以打造全球性枢纽港和国际航运中心为战略目标,积极

创新推进港口自动化、智能化。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港率先建立互联互通的E

 

DI网络系统 (PORTNET),打通港口物流链上

下游环节的数据链,基本实现了数据化、信息化、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提供航运、船舶动态等信息服

务和危险品申报、靠港申请和出港预报等自动化通关服务。同时,与贸易网络 (TradeNet)相连,实

现 “两网融合”,构成了政府部门、港航企业、货代公司、物流公司之间便捷、畅通的信息化沟通

平台[12]。
近年来,新加坡港进一步完成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港区、码头、堆场、商务运作等的数字化、

网络化提供完备的基础支撑。依托港口大数据中心,整合港口物流数据资源,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基础设

施建设、生产运营、客户服务、市场预测、业务创新等应用,提出大数据治港理念,创新商业模式,为

港航生态圈中的货主、物流公司、航运企业等提供更具价值的优质服务。

2.3 经验总结

国外先进港口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和目标,借助新技术、新理念采取合适的智慧化手段赋能港口发

展。一是重视港口数据共享和融合分析。数据共享是实现跨部门业务协同的基础,依托港口交通管控中

心,汇聚各类交通、港口、停车等信息,为管理部门判断交通态势和制定战略提供支撑;二是加强道路

主动管控。针对进港通道客货混行严重道路,通过智慧信号控制手段实行道路主动管控措施,提升港城

交通安全水平;三是注重港口作业链管理。综合利用数据化、信息化管理手段,以人-车-路-环境整体为

基础,流程化、电子化全方位全链条监督港区物流作业管理;四是提升一站式港口服务。集交通出行、
港口作业、停车服务等于一体,为公众出行和港区作业者提供全方位的实时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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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赋能的港城交通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3.1 顶层规划建立全港统一数据中心

针对港口管理系统集成困难、信息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建议从顶层进行规划,在进行应用系统开

发和软件平台构架之前,先建立全港统一标准的数据中心,解决现阶段生产调度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

统、办公系统等信息资源分散等问题[13]。整合各系统原始数据库和业务应用,进行信息资源规划,为

港口生产、管理、服务各业务流程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建议采用IRP信息资源规划方法,用 “职能

域-业务过程-业务活动”分层次描述业务功能结构,实现港口业务交流梳理,为构建港口物流集中管理

系统和对外服务平台提供数据资源基础。

图4 数据资源共享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2 港口业务流程一体化监测管控

整合交通视频信息资源、港口物流涉及重要节点 (堆场、码头、停车场)视频资源、货柜车GPS
位置信息资源,建设闸口排队监测预警模块,实时监控后方陆域路况、道路事件、货运车辆停车及港口

作业等,并对道路拥堵和特殊事件、闸口排队溢出及违停行为进行预警,形成预案响应机制,协助监管

部门实时全面掌握当前交通状况和集装箱车辆、重要场所的作业状态,为交通治理或应急指挥提供辅助

决策支持。

3.3 精准预测需求和智慧评估决策

决策分析系统将彻底改善使用人工处理方式进行信息统计,利用数据库技术和计算机强大的信息处

理能力。针对面 (区域)、线 (道路)、点 (场所/车辆)三维度从现状、效率 (速度)、安全三方面进行

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通过道路运行预测、交通拥堵评估、作业效率评估、停车利用率评估,精准预测

需求和评估决策,为港口一体化监测管控、行业全要素监管、智慧服务等功能板块提供数据分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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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智慧评估决策业务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4 货运行业全要素征信信息监管

通过对货运行业人、车、货、企业、信用全要素,以及出现前、出行中、过闸作业全过程在线监

测,协同执法和征信管理,实现货柜车规范作业化和安全驾驶,并同步征信信息管理。一是实现预提柜

预约监管、预约过闸监管、预约失信监管,并通过电子围栏和电子通行证,规定货运司机在规定时间、
规定线路前来作业,在规定停车场停车,均衡停车资源;二是实行道路主动管控,针对特定时段和特定

车道推行动态限速管理,提升货车安全预警能力和港区作业秩序管理水平;三是实行行业征信监管,将

违规进港行为纳入征信管理,倒逼物流企业加强管理、货车司机按规作业,营造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

图6 行业监管业务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5 对外差异化港口信息服务体系

随着外部企业对港口物流信息开放需求日益强烈,构建港口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对外部单位提供信

息共享和交互非常必要。接入出行信息数据、道路运行状况数据、货柜车停车数据、预约作业数据,基

于预约进闸、作业、停车、出行等监测数据,结合港口码头实际容量进行动态调配,通过APP、企业

网站、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提供道路运行、作业预约、停车预约和诱导等行业相关政策和规划信息查询

和发布服务,并将信息实时推送给司机和企业。

3.6 适应港口管控服务的制度保障

配合信息系统建设,相应建立涵盖港口各业务域、业务过程、业务活动的制度保障体系,并根据业

务发展和内外需求变化定期完善,保证业务管理、设备管理、人员管理、信息服务等有据可依、有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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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结合信息化建设合理优化机构职责,深入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培养各级管理人员、生产工作人员信

息化意识。

4 结语

本研究从我国港口发展现状问题和信息化需求出发,借鉴美国奥克兰港港城智能交通综合体应用和

一体化服务模式及新加坡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实践,结合新时期信息化技术在港口应用发展趋

势,以港城交通矛盾和港口企业内外需求为导向,以加强港口物流信息服务功能为主线,以制度建设和

体制改革为保障,建立港口内外信息传输通道,实现港口生产经营控制系统与管理系统的无缝对接和数

据共享,充分发挥港口在物流信息汇节点和物资交换枢纽作用,从顶层规划、业务管控、智慧决策、行

业征信、应用服务及制度保障等维度提出探讨思路,以期为港城交通综合治理及一体化服务提供有益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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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升级转型时期交通改善研究
———以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为例

李 华 缪江华 杨锐烁

【摘要】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长期受服务人口规模效应影响,高度集中在越秀、荔湾、海珠、白云四个老城区,造成大

量人口、交通、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周边用地开发强度高,更新改造推动难度大,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专业批

发市场交通问题日趋复杂,并有加剧之势,传统道路交通设施扩容解决交通问题的方式投资成本巨大且短期难以快速见

效,有必要对升级转型升级阶段广州专业批发市场段短期交通改善进行研究。以中大批发市场为例,对广州专业批发市

场转型升级过渡阶段交通改善方法进行探讨,梳理专业批发市场交通特性、存在问题及优化策略,从道路空间优化,交

通组织、交通管理等方面重点阐述中大批发市场交通改善思路和提升的方法。

【关键词】 老城区
 

;
 

转型升级
 

;
 

专业批发市场
 

;
 

交通改善

1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交通特性及问题分析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形成历史悠久,总体发展经历了萌芽复苏阶段、商圈商群形成阶段、外围拓张发

展阶段、电商转型升级共四个阶段,当前正处于电商转型升级阶段,出现基于互联网、电子商务的物流

配套模式创新,功能开始出现强化创意设计、展贸、电子商务、培训咨询、金融结算、信息发布、文化

体验等内容,空间上出现批发功能与物流功能分离,并在周边廉价城中村产生大量 “淘宝村”。至2019
年初,广州市专业批发市场已形成713个专业批发市场,包括20个专业批发市场群和567个单个市场

(位于20个专业市场群外),其中11个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1]。

1.1 交通特性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多以自发形成为主,中小型专业批发市场为主,存在大量的沿街业态的小型批发

市场,功能分区混乱,周边大量的住宅改为商铺或仓库,且形成的商铺或仓库基本集仓储、加工、住宿

于一体的 “三合一”场所。同时专业批发市场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现货、现场、现人”的交易方式

带来了巨大的人流和货运需求。主要存在如下交通特性:
交通需求多样化。专业批发市场作为货物交易场所,包括 “物流、客流、信息流”,其中物流为

“分拨中心-专业批发市场-分拨中心”的集散货运交通,具体交通方式包括大中小货车、改装货运面包

车、电动车、手推车等,客流包括通勤客流、消费客流,具体交通方式包括小汽车、常规公交、共享自

行车、步行等,量大且各异的交通方式集聚极易形成冲突点。
出行时空层叠性高。专业批发市场有高度集聚的就业岗位、大量的消费客流、高频次的终端物流,

市场内部的交通表现为时空的高度重叠,同时专业批发市场大多位于中心城区,且一般具有较为良好的

交通区位,依托高等级干道实现交通集散,内部的客货集散交通与外部过境交通具有高度重叠,地区交

通需求强烈,供需矛盾突出,全天候高峰特征明显。
内部货运量大分散。专业批发市场以小型铺位租赁形式运营且临街商铺多,客户主要以小型订单客

户为主,批发市场的商业特性决定大量的商铺对应不同的厂商、不同的客户、不同的货运公司,物流表

现为货运量为小批量、小载具,货运次数则为整体货运,不大但较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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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共性问题分析

(1)地处中心城区,用地开发强度高,交通设施扩容难度大

由于广州专业批发市场长期受服务人口规模效应影响,高度集中在越秀、荔湾、海珠、白云四个老

城区,周边用地开发强度高,受老城区用地高成本的限制,交通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设施投资建设成本

极高,批发市场及周边地区交通设施普遍不完善,主要表现为道路整体按规划建成率低,既有道路通行

条件不佳,地区通达性差。
(2)配送体系不完善,终端货运占比高,货运运输效率低

现有在老城区的专业批发市场仅能提供价格供求信息,广告促销等交易功能,缺乏展示拍卖、物流

配送等服务功能,地方物流发展滞后,配套的专业货运站场严重缺乏,终端配送依赖 “五类车”,物流

企业各自为战,货车在 “分拨中心-专业批发市场-分拨中心”重复运送,空载率高等方面,货运运输效

率低。

图1 专业批发市场货运物流

(3)既有道路空间利用不合理,各交通方式冲突严重,道路通行效率低

专业批发市场以五类车作为终端配送运载工具,由于道路交通系统缺乏专门规划的道路通行空间,
大量五类车占用人行或机动车道进行货运,与行人、机动车冲突严重,同时由于缺乏五类车和共享自行

车停放场地,大量五类车和共享自行车占用人行道作为停放点或随意停放,进一步侵占道路空间,逼迫

行人在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道上通行,道路通行秩序混乱,各交通方式冲突严重,导致道路通行效

率低。
(4)交通管理精细化不足,交通组织不合理,进一步降低道路通行能力

专业批发市场货运环节多、参与者众多,但缺乏统一有效的时空管理,在各工作时段各交通方式均

可进行货运,且存在占道装卸货现象,导致客货运相互干扰严重,同时由于批发市场主要货运通道沿线

开口众多,车辆随意进出不仅干扰路段车辆通行,且导致行人通行连续差,高峰时段大量行人滞留阻碍

机动车通行,进一步降低道路的通行能力。

2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改善策略解析

2.1 改善目标

交通改善研究主要以广州专业批发市场为对象,与远景蓝图规划衔接,匹配升级转型阶段的短期交

通诉求,主要的改善目标为:要求深挖既有交通系统的潜力,提升交通设施通行能力和强化交通管理有

效性,解专业批发市场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

2.2 改善思路

专业批发市场短期改善以 “微改造”措施为主,“源头治理、配套同步”措施为辅的思路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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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 “各方平衡、交通分离、通行有序”的理念,在现有交通基础上从交通组织、交通设施、交通管理

等方面综合施策,对各交通要素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组织[2]:
1.各方平衡、分级优先

不同交通方式的交通特性和使用范围不同,在专业批发市场交通资源短缺情况,优先考虑资源占用

少,交通效率高的交通方式,将这类交通方式优先安排。
2.人车分流、客货分离

结合交通特性和路网条件,严格划分车行区域和人行区域,力求人车分离,保证交通秩序。同时做

到客货尽量时空分离,保证各种交通方式的快速集散。
3.控制冲突,优化节点

以安全为第一要素,尽量减少冲突点,变随机为固定、变常发为偶发、变交叉为交织,消除安全隐

患,通过网络优化、断面改造、节点改善等方法来提升整体的路网容量。

3 广州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交通改善与提升案例

3.1 项目背景

中大布匹市场商圈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是全国最大的布匹专业批发市场,现有商户2万多户以及制

衣厂、作坊、店铺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过40万人,年交易额超过2000亿元。中大布匹市场商圈不仅

是海珠区就业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同时也是居住人口最高的区域,随着广州地铁10号线中大南门站

和11号线五凤站地铁的先后施工建设,该地区交通拥堵日益严重,且有加剧之势,亟需进行交通改善

提升。

图2 中大布匹市场商圈业态分布图

3.2 改善策略及措施

项目从交通设施、交通组织、交通管理等方面提出3大策略,共10大项,45小项交通改善措施,
主要针对重点措施进行分析介绍[3]:

改善策略一:挖潜既有交通设施承载能力,提升交通系统整体通行能力

(1)针对内部道路微循环不畅的问题,局部打通路段,提高道路利用率

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整体道路的建成率低,内部道路微循环不足,无法有效分担主要干道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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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地铁中大南站及五凤站区位图

压力,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改善,一是通过梳理现行控规道路,对于贯通方案投资大、难实施但交通

功能重要的道路,寻找避让拆迁的通道进行整治;二是征拆低矮的楼房或厂区等,贯通易实施、投资小

的道路,本次改善主要对瑞纺路、凤康西路等次支路进行贯通。
(2)针对电动车占人行道停放的问题,重组道路空间,提升道路资源利用率

利用地铁施工期间瑞康路交通组织调整为南往北单向通行的空档期,通过重新调整机动车道空间分

布,利用两侧空余车道空间作为五类车停放和装卸货区域,避免五类车占用人行道停放现象和缓解装卸

货区域不足的问题;同时结合人行道上停放电动车转移,优化调整报亭、垃圾桶等市政设施,瑞康路人

行道基本可实现行人通行空间不少于6m[4],保证行人的通行空间,避免交通秩序混乱。

图4 瑞康路道路断面调整方案图

改善策略二:优化控制冲突,提升交通系统整体通行效率

(1)针对人行横道过多、电动车过街不便的问题,规范过街设施设置和优化布局

瑞康路等主干道的人行过街设施布置仅考虑市场通行便利,存在人行横道布置过近、过多情况,高

峰时段过多的人行横道导致机动车通行不连续、效率低,同时由于人行过街横道竖桩的隔离,电动车等

运载工具过街不便,加剧人行过街处的秩序混乱,降低通行效率。通过合并临近的人行横道,加宽人行

横道,区分行人和电动车通行区域等措施,提高非机动车、行人通行效率。

5361



图5 人行横道过街优化前 (左)后 (右)方案图

(2)针对干道出入口过多的问题,调整交通组织减少车辆双向进入

瑞康路、逸景路等主要疏散通道布置过多商场出入口和次支路出入口,大小汽车、电动车、各类货

车等大量的机动车频发进出,导致路段的通行效率低,各时段均易导致交通拥堵。通过利用单向交通组

织和调整商场进出交通组织,减少出入口双向进出的交通干扰,减缓对路段的主线的干扰,同时强化内

部交通组织循环,改善内部交通秩序,从而缓解干道交通压力。

图6 干道沿线出入口优化前 (左)后 (右)方案图

(3)针对干道节点交通拥堵问题,调整交通组织减少交通冲突点

干道瑞康路和逸景路交叉口是是中大批发市场主要的拥堵点,高峰时段由于电动车、机动车、人行

相互交织严重,导致交叉口进口道高德平台拥堵指数超过了5,运行速度仅为5km/h,交通拥堵严重。
调整交通组织,减少交叉口进口道车流,从而减少冲突点,保证主线车流,同时优化信号配时、标志标

线及新增相应的配套标识标牌等,通过空间换取时间,保证通行秩序和效率。
(4)针对信号灯优化不足的问题,进行信号协调联控,提高通行效率

瑞康路单行交通组织后,信号未联控,同时各信号预留的红灯过街清空时间不足,导致车辆多次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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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瑞康路道路断面调整示意图

车和滞留排队。通过优化瑞康路沿线信号灯控制相位差并对沿线信号灯进行协调控制,保证车辆快速通

行,同时行人过街相位之前增加全红人行清空时间,减少人行和电动车过街对车辆的干扰。
改善策略三:采取需求总量控制,保证交通供需的相对平衡

(1)针对专业批发市场货运不规范的问题,强化货运的时间管制

当前中大布匹批发市场货运参与者众多,各时段各类型货运交通运载工具均可进行物流,结合广州

市区货运交通管制措施,规范各类交通参与者货运时间,根据物流的特性实现错峰货运,避免各类货运

之间、客货之间相互干扰。

图8 货运时间管理示意图

(2)针对电动车等五类车管理的问题,采用规范化方式进行管制

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电动车数量大,存在停放困难、僵尸车占道、通行相对无序容易造成交通拥

堵等问题,通过采用登记方式进行管理,可以有效清理僵尸车辆,同时对通勤和货运电动车进行分别区

分,划定内部和外部停放区域,采用货运电动车内部停放,通勤电动车的管理方式,加强对电动车管

理,同时减少进入批发市场的电动车数量,减缓道路的交通压力。
(3)针对共享自行车管理难的问题,采用外围节流和公交接驳方式改善

共享自行车可以很好的解决 “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但由于共享自行车量大、停放设施不足、停

放管理困难,进入批发市场后加剧道路秩序混乱。通过在主要出入口路段的人行道及空闲路段停放共享

自行车,与共享自行车运营商协调设置禁停区域,截流共享单车进入批发市场,同时新增循环巴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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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接驳电动车、共享单车停放点,减少进入市场车辆。
(4)针对批发市场货运终端 “五类车”的问题,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管理

中大批发市场电动车内部机动化占比达70%以上,大量机动车多频次、无序货运不仅占用道路资

源,加重道路交通压力且运输效率低。结合广州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加快推荐广州市物流园整

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的要求,研究制定中心区域划定绿色配送区域试点区域,并通过建立绿色集约平

台,整合分散低效的仓储、物流企业,实现统一规范化管理,仅允许新能源物流车配送运营,推进市场

配送绿色集约化,同时鼓励末端应用 “共享共配”等新模式促进运输效率的提高。

图9 配送模式整合示意图

3.3 效果与评价

本次改善方案提出的优化道路断面、转移电动车停车等措施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已落实,实施效果良

好,其余大部分措施已准备开展立项与建设实施。

4 结语

本文主要对广州市专业批发市场的主要共性问题和改善策略进行总结,并以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

的改造提升进行了实例应用分析,以期为此类交通改善研究提供参考。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当前正处于转

型升级的过渡期,交通改善应与远景蓝图规划衔接,同时注重匹配升级转型阶段的短期交通诉求,确保

改善措施的落地性,从而促进交通不断发展,维持专业批发市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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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 “小改小革”策略研究———以虹口区为例

顾 煜 刘 梅 许俊康 朱 浩

【摘要】 上海中心城人口密度高,土地资源有限,大规模新建交通基础设施来缓解交通拥堵的难度越来越大, “十四

五”上海城市更新过程中,交通 “小改小革”将成为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措施。本文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针对

典型的拥堵区域,从公共交通优先、道路设计改善、交通组织优化等方面,提出交通改善的主要思路和策略。
【关键词】 小改小革;交通改善;上海;虹口区

0 引言

上海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面积约6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00万左右,作为上海打造 “卓越全

球城市”的核心功能地区,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与升级,尽管中心城已经拥有了约380千米轨道

交通和3500千米道路,但人口和岗位集中、老旧城区集中、交通出行集中,导致了交通压力居高不下。
受制于土地资源有限、大规模新建的难度大、代价高,通过大规模新增交通设施的方式来解决交通供需

矛盾已经难以持续,只有依靠更科学的设施能力挖潜、精细化的公交优先和交通组织管理,才能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保障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以上海中心城虹口区为例,选取了三个典型的交通拥堵区域,包括凉城地区 (城市高密度老居

住区)、四川北路沿线 (传统商业区)和北外滩东大名路沿线 (城市新开发建设区域),作为交通 “小改

小革”措施的试点地区开展研究。

1 虹口区交通基本情况分析

1.1 人口和岗位

虹口区位于上海中心城东北部,全区面积23.45km2,常住人口约81万左右,人口密度约3.43万

人/km2,是全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区 (全市内环内中心区约3万人/km2),全区就业岗位44.7万个,岗

位密度1.9万个/km2。虹口区也是城市功能复合的中心城区之一,土地使用混杂度较高,仅南部的北

外滩地区和北部的江湾凉城地区有相对单一的用地。

1.2 道路交通

虹口区道路网络长度189.5km,路网密度8.17km/km2,其中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比例

约为1∶2.2∶2∶10.8,路网结构不合理,次干路缺失较为严重,且贯通性差,特别是南北向次干路。
支路系统密度高,但道路大多狭窄,线型不顺,畸形和多路交叉路口多,整体路况和通达性较差,分担

交通作用不足,不能充分发挥网络分流效应[1]。

1.3 公共交通

虹口区轨道交通线网密度0.93km/km2,低于中心区1.4km/km2 的水平,高于中心城0.56km/
km2的水平,轨道站点600米的面积覆盖率55%,其中,中南部轨道交通较发达,北部凉城、江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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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虹口区区位和现状用地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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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虹口区现状道路网

区轨道交通欠缺,轨道出行条件有待改善。地面公交线网密度4.4km/km2,重复系数5.2,重复系数

偏高,受限于地面道路交通,公交车速较慢,轨道与公交接驳存也在不足。

1.4 主要问题

(1)中长距离出行比例高,过境交通压力较大

虹口区区内部出行约占27%,区外出行占73%,过境性的中长距离出行比重较高。以虹口区凉城

地区为例,位于宝山、静安、虹口、杨浦四区交界处,区位决定了会有较多的过境交通。同时,凉城地

区是上海较早的大型居住社区,居住人口约18.84万,居住用地比例约为40%,小汽车出行比例达

31%,交通潮汐性特征明显,早高峰时段道路交通压力较大。
(2)路网结构不合理,交通设施不完善

虹口区路网结构不合理,次干路缺失较为严重,且贯通性差,特别是南北向次干路。凉城地区区域

内受铁路、水系分隔以及规划衔接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道路供给不足,缺乏南北向贯通性道路,缺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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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凉城地区区位图 图4 凉城地区交通分布图

干路,级配不合理,支路网布局不成体系,疏解功能较弱。
(3)公共交通服务仍有不足,公交接驳条件较弱

虹口区中南部轨道交通较发达,北部凉城、江湾地区轨道交通欠缺,轨道出行条件有待改善。其

中,凉城大部分区域距离轨道站大于1千米,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站点换乘线路不足,公交车受道路交

通运行情况影响,运行速度较低。

图5 凉城地区现状路网布局 图6 凉城地区轨道交通站点1km覆盖情况

(4)重要道路和交叉口通行能力不足

虹口区四川北路是传统的商业街,沿线有虹口足球场、鲁迅公园、多伦路文化街等人流集聚地,不

仅承担交通通行功能,也承担市民日常活动功能。高峰时段单向机动车流量600-700pcu/h,较为拥堵。
现状四川北路-海宁路交叉口存在机非混行、互相干扰,行人二次过街需求大,进口道通行能力不足、
标志标线不清晰等问题。凉城地区凉现状凉城路-场中路畸形交叉口受铁路及跨线桥墩柱的影响,交叉

流线畸形,导致通行效率低,高峰小时延误达到65s,服务水平低。

2 虹口区交通 “小改小革”的总体思路

交通 “小改小革”的目标是在交通基础设施基本建成的情况下,通过小工程或交通管理措施的优

化,以挖掘基础设施的潜能,提升道路交通运行的品质。“小改小革”除了要改善道路交通运行状况外,
还须保障两个方面,一是确保公交优先,在道路空间资源已经成熟情况下,坚持公交优先提高整体通行

效率;二是保护慢行,交通设施的改善需保障慢行交通的通行安全、舒适、便捷。
交通 “小改小革”的选点原则有三个,一是主要拥堵区域;二是重要拥堵的公共设施周边,例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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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学校等区域;三是重要的道路。
交通 “小改小革”常用的措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工程措施为主,包括畸形交叉口改造、交叉口

设施优化、公交港湾式车站建设、增设中间隔离带、人行二次过街等。第二类是以非工程措施为主,包

括单行道、可变车道、信号灯的配时优化、公交优先道、人行横道线等。结合上海的实施经验,在虹口

区适用的对象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图7 凉城地区轨道交通站点

1km覆盖情况

(1)地面路段改善:a.通过缩减车道宽度、缩小绿化带、
港湾式公交站改造等措施进行路段优化调整;b.在双向交通

流量具有明显差异的路段上设置可改变行驶方向的车道,依

据不同时段交通流量流向的特点,对流向进行灵活调控,变

换车道的行驶方向,缓解交通压力,需同时设置信息板指示

当前的车道方向;c.设置隔离带、栏杆等设施将非机动车交

通与机动车交通之间分隔。
(2)地面交叉改善:a.通过左转、右转车道拓宽设计对

进口道渠化;b.充分利用交叉口空间、实施待行区,分离左

直车流、减少左转车通过交叉口的时间、提高交叉口整体通

行效益;c.对于同一进口道的不同车道,根据直行、左转、
右转车辆比例合理划分车道功能,使进口道的空间资源得到

合理利用,避免出现某方向车道饱和而其余车道闲置率较高

的情况;d.根据交叉口流量特征合理设置周期及相位相序,
在允许的范围内需要尽可能减少相位,从而减少周期时长及

排队长度。在高峰小时及平峰小时流量相差较大的交叉口,还需要根据交通量的变化制定多个信号配时

方案,以适应交通流量的变化。

图8 地面路段交通改善措施示意图

图9 地面交叉口交通改善措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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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虹口区交通 “小改小革”的主要策略

3.1 提高公交服务水平, 优化出行结构

改善高密度居住区交通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对于凉城地区,加快轨道交通19号线

和20号线的建设,提高轨道交通分担率,同时增加主要居住区与轨道交通站点之间的短驳线路,加强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配套实施建设,构建舒适、安全的步行交通环境,便捷、安全的非机动车交通系统。

3.2 改善交通微循环, 提高路网容量

打通地区断头路。针对凉城地区水电路断头于场中路,导致水电路往北的交通需要经场中路绕行至

凉城路继续向北,导致凉城路交通拥堵严重,因此建议按照规划,打通水电路 (场中路以北)段,分流

凉城路南北向交通。
形成有效的单向交通组织。凉城地区北部大型居住社区彩虹湾三、四期即将投入使用,届时将新增

大量交通,需要对出行方向进行有效引导,采用由北向南单向通行,高峰小时小区出入口实行右进右

出,引导车辆通过平行的江杨南路出行,缓解对已经拥堵的凉城路的影响。

 
图10 水电路向北延伸规划示意图 图11 彩虹湾三、四期交通分流示意图

3.3 扩容重要通道, 提升关键节点通行能力

1.实施可变车道,缓解潮汐压力

通过对凉城地区调查,水电路、凉城路早晚高峰交通流量不均衡系数平均均达到0.7和0.8,符合

设置可变车道标准。考虑通过设置潮汐可变车道,降低道路整体行程时间和延误时间。水电路和凉城路

在现状2快2慢的基础上,适当压缩机动车道宽度和非机动车道宽度,设置3根机动车道,将中间车道

设置为可变车道,在路段进出口使用通行方向引导标志对路段通行方向进行调整。
2.优化调整交叉口设计,提升节点通行能力

1)凉城路-场中路畸形交叉口受铁路及跨线桥墩柱的影响,交叉流线畸形,通行效率低,同时交叉

口非机动车交通量大,机非矛盾突出,交叉口有6根流线集中于14m墩柱间,大交通量和交通流线不

顺畅,严重影响转弯车辆通行效率。具体改造实施中以缩小交叉口面积,扩大进口道宽度,优化非机动

车停止线,优化信号配时,交通分流措施来提升车辆运行效率。包括:(1)交叉口东、西进口取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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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水电路实施可变车道标准横断面 图13 凉城路实施可变车道标准横断面

转;交叉口流线由现状12根流线减少至10根流线,特别是进入墩柱的流线由现状的6根减少至3根。
(2)为了减少机非干扰,将非机动车停车线提前,机动车停车线退后;在交叉口信号配时上,非机动车

信号早于机动车启动,进一步减少机非冲突。(3)交叉口信号相位设置为6相位,其中有三个为非机动

车专用,提前释放非机动车辆,减少机非干扰;周期全长110s。(4)由于交叉口东进口道及西进口道

禁止左转,需在外围做好分流措施。东进口道禁止车辆左转,在场中路-水电路交叉口做好提示,约有

30pcu/h交通量需要在水电路节点提前左转。西进口道禁止车辆左转,在场中路-广粤路交叉口做好提

示,约有3puc/h交通量需要在广粤路节点提前左转。

 
图14 现状交叉口交通流线图 图15 改善后交叉口交通流线图

图16 凉城路-场中路节点外围交通分流示意图

2)四川北路—海宁路交叉口

现状交叉口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流量大,缺乏机非隔离设施,机非混行,交通秩序混乱,节点通行能

力低,南进口道通行能力严重不足,由于机动车道比较宽 (28.4m),行人由二次过街需求。现状交叉

口延误时间为75.6s,服务水平评价为四级。具体改造实施中以增加南进口道车道数,交叉口段机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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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设置隔离护栏、增加行人二次过街安全岛等措施来提升交叉口通行效率。

 
图17 现状交叉口交标准横断面 图18 改善后交叉口标准横断面

图19 改善后交叉口平面示意图

3.4 优化道路标志标线, 改善道路通行状况

现状东大名路、杨树浦路、海门路、霍山路交叉口存在车道划分不明确,东大名路西进口道直行和

右转容易混淆,指示标牌不清晰的问题。具体改造实施中进行标志标线优化,标志标线清晰、超前提

示。(1)在交叉口前,指路标志牌西侧增加分向行驶车道标志牌。(2)地面标线增加路名,如在右转车

道地面增加东大名路标线。

图20 改善后交叉口平面示意图

6461



4 结语

城市密集区往往交通历史欠账较多,交通改善诉求较为强烈,本文初步结合上海市虹口区城市密集

区现状存在的一些特征与问题,提出了交通改善的思路和策略。交通改善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工作

中应灵活应对,制定进远结合、可操作性的计划方案,切实缓解交通问题,提升居民出行的便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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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民感知的拥堵调查和精准治理初探

陈俊彦 李 薇

【摘要】 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伴随着繁荣的交流活动,缓解道路拥堵便成为全球各大城市普遍面临的公共管理工

作。通常而言,拥堵治理的政策重视面上的缓拥堵和消除堵点,但小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和道路资源供给有限之间的矛

盾难以调和,基于拥堵指数表征的缓堵政策边际效应低,政策设计和目标都不够精准。本文基于中宏观的综合治堵政策

体系和基于微观的市民感受调查,多维度的分析、评价上海的治堵政策,初步发现了市民对拥堵的感受和态度与面上的

拥堵指数反应已产生分异,这也为精准治堵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拥堵治理;市民感知;公交优先

0 引言

当前全球大城市在城市交通管理上都面临着道路拥堵的问题,尤其对于我国尚处于机动车需求快速

增长的阶段,拥堵治理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多年来,上海得益于持续推进的公交优先战略、综合

交通补短板和交通精细化管理,对城市交通综合施策并系统完善,使得城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

市出行量持续上升的背景下,道路拥堵总体仍然处于可控状态。在长期跟踪城市道路运行的工作中,上

海形成了以拥堵指数为基础的道路运行状况表征体系,同时近期开展了典型拥堵地区的市民意愿调查,
初步发现市民对拥堵的感受和态度已经产生分异,这也为下一步更精准地制定治堵措施提供了新的

思路。

1 上海中心城道路拥堵态势现状

纵观全球城市,内伦敦地区的晚高峰平均车速从2015年开始已降至20千米/小时以下 (晚高峰略

高于早高峰)[1],2018年中央伦敦的干道车速降至12.8千米/小时 (8
 

mph)[2];纽约从2010年以来,
曼哈顿地区的车速从15千米/小时降至11.4千米/小时[3];上海中心城的道路运行水平基本与这些全球

城市相当,甚至略高于国际发达城市的水平,早晚高峰干道平均车速分别为17.8千米/小时和19.2千

米/小时。比较健全的道路设施网络和不断成熟的交通管理政策对此发挥了较强的作用。

1.1 快速路系统发挥了骨架作用, 但拥堵压力持续增加

上海中心城快速路路网全长306千米 (含S20外环线),占中心城道路长度的4%,却承担了18%
的道路周转量[4],可以说上海的快速路 (高架道路)承担起了中心城机动车出行的骨架作用,快速路的

排堵保畅工作直接影响了全市机动车运行的效率。从拥堵指数的长期跟踪来看,上海快速路运行状态总

体可控,浦西高架道路总体接近饱和,射线道路的拥堵压力持续增加。2020年的道路运行报告显示,
全年平均早、晚高峰拥堵指数同比保持上升,拥堵区段同比继续增加,常态拥堵区段的拥堵时间有所延

长,2019年的拥堵指数变化特征延续了2018年的变化趋势。
在快速路16个常发性拥堵区段中,外环线外侧五洲大道-同济路路段工作日累计拥堵时间达到9.9

小时,为16个区段中最高,南北高架西侧、南北高架东侧、延安高架路南侧等路段也都达到了9.2小

时、9.2小时、7.6小时,已经形成了若干个固定的、常态的拥堵区段。从流密速关系上分析,当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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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9年上海快速路拥堵指数示意图

路车速下降到一定阈值以下,快速路系统的周转量将受影响,以上海的延安路高架为例,其保持最高周

转量的车速范围约为40千米~60千米/小时。因此,从理论上看,根据拥堵指数和车速的大致关系推

算,上海快速路系统高峰拥堵指数总体保持在30-50(示意图中为蓝色)的范围,道路效率达到最高。
总体上,目前本市快速路系统拥堵压力虽然在持续增加,但总体仍然在可控状态。

1.2 地面道路通达性较好, 但受多方面影响拥堵波动变化

根据全国城市路网密度报告所披露的数据,上海城市道路网密度为7.15千米/平方千米[5],考虑建

成区规模、城市形态等因素,路网密度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窄马路、密路网,对于疏解通行压力具有

较强的作用。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上海地面道路的拥堵态势波动变化,根据上海综合交通运行年报,
上海地面道路运行状态总体稳定,中心城拥堵时间略有减少,近郊区域运行压力增加。受重大项目施工

影响,如北横通道、武宁路快速化改造、军工路快速化、S26入城段、北翟路高架、轨交14号线、15
号线、18号线车站施工、架空线入地工程等,上半年地面道路早、晚高峰拥堵指数同比上升,下半年

拥堵指数同比下降。随着城镇体系功能完善,市民出行习惯和出行方式的转变,中心城拥堵区域的拥堵

时间有所缩短,同比平均减少约1个小时,但近郊人口、商业集中发展地区的交通压力日益增加。

1.3 受结构性因素影响, 道路拥堵状况日趋复杂

除了路车供需关系的直接影响以外,道路拥堵日益受到经济发展、城镇体系拓展、公共交通发展等

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拥堵形势和影响因素日益复杂。总体上看,上海城市道路拥堵特征逐渐发生了变

化,快速路和地面道路的拥堵状态开始产生了差异。快速路作为支撑中心城区中长距离的出行,使用需

求持续处在高位,快速路道路资源长时间处于饱和状态。历年快速路对外牌小客车限行政策的调整,削

减的外牌通行量都很快被诱增的沪牌小客车出行所填补。在既有的条件下,快速路拥堵状况将持续。地

面道路的拥堵状况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总体上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较大:一是中心城过度集中的人

口、岗位逐步向外围和新城疏解,以及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的主体作用不断增强,中心城区小客车集中

出行的压力有所缓解;二是上海持续开展高强度的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工作,已经形成了交叉口机动车礼

让行人的良好风尚,路口通行能力变化一定程度释放了路段流量压力,主次干道更为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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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9年上海地面道路拥堵指数示意图

2 上海拥堵治理政策体系现状

近年来,上海在道路拥堵治理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公交优先策略、机动

车全号牌管理策略和精细化管理策略的 “治堵三策”。
对于超大型城市而言,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和效率最优的原则,实施公交优先发展,不断提高公

交方式出行比重。其中包括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促进轨道交通快速成网、不断提升地面公交的服务水平、
加强轨交和地面公交的网络整合、通过财政补贴保障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上海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达

17条,全网运营线路总长度达705千米。地面公交方面,公交车辆数达17447辆,线路条数达1496
条。公交优先战略为市民选择集约化的出行方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小客车快速进入家庭,汽车保有量持续增加,道路拥堵、安全秩序等问题开始凸显,在综合交

通体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本市在机动车发展起步阶段即实施总量调控政策[6]。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始于

1986年,1994年开始首度对新增客车额度实施拍卖政策,1997年颁布的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明确规定 “本市对车辆号牌的发放实施总量控制”,2002版、2013版两轮交通发展白皮书都提出对小客

车实施管控,为本市实行机动车总量控制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本市非经营性机动车以 “市区号牌有

限额度拍卖与郊区号牌区域差别通行权相配套”的政策,成为国内其他城市学习和模仿的重要管理经

验。经营性机动车则通过许可或备案等准入制度实现总量控制,运营也比较规范。近年来,本市注册机

动车年均增长率始终保持在8%左右,千人保有率为245辆/千人 (含长期在上海行驶的外牌小客车),
已经接近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城市[7]。

市交通委牵头的 “完成60处缓拥堵”项目作为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设施的精细化挖

潜在缓解道路拥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市路政局负责实施的长宁路/凯旋路增设可变车道等23个项目

已全部完成,中心城区及进博会周边项目也已按照既定目标全部完成,有效地增强了交通调蓄能力。比

如殷高西路增设可变车道及交叉口完善工程完工后,实施改造前,东西向早、晚高峰不均匀系数达1.5
以上,重交通方向分别是早高峰西向东方向、晚高峰东向西方向。可变车道增设后,重交通方向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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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上海小客车实际保有量变化情况

分别由1.14与0.90降至0.76和0.60,高峰小时重交通方向的通行能力增加50%;服务水平分别由F
级和E级提升至D级和C级;殷高西路-逸仙路交叉口车均延误由104.7秒缩短至86.5秒,降低了

17.4%,缓解了高境地区交通拥堵状况[8]。上海在道路维管工艺上的创新,采用0.6厘米的精细磨耗层

覆盖原有标线后施划可变车道标线,确保了道路的整体效果和质量。

3 基于典型拥堵区域的市民拥堵感知及政策意愿调查

3.1 调查区域的选择和执行情况

为深入分析典型拥堵区域的特征和市民意愿,调查区域的选择考虑以下三个条件:(1)高峰平均拥

堵指数达到拥挤水平、(2)拥堵指数上升幅度较大、(3)拥堵时间明显拉长的区域。结合上海中心城道

路历年拥堵指数的情况,选择徐家汇区域作为调查范围:北至淮海路、南至中山南路、西至中山西路、
东至东安路。区域内主要的吸引点包括徐家汇商圈、交通大学、上海体育场、龙华医院、肿瘤医院、上

海图书馆等,主要的居民小区包括徐家汇街道、枫林路街道、天平路街道等。
针对徐家汇地区分别开展3000份吸引点调查和1000份居民调查,吸引点调查点为区域内主要的商

办写字楼和购物中心;居民调查包括200份入户调查、800份位于公交站点开展的调查。

3.2 调查发现和主要结论

3.2.1 该地区市民可持续出行方式比例高,调查实际拥堵感受低于预期

从市民对拥堵的感受程度来看,统计发现该区域的市民,无论是在吸引点调查中还是在居民调查

中,对拥堵的感受度低于调查预期。这也体现出个体对地区交通拥堵的感受和系统指标所反映的情况有

差异。吸引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徐家汇地区不拥堵或一般;居民调查结果显示,一

半的受访者认为徐家汇地区比较拥堵;总体上看,该区域市民对拥堵的感受要好于调查预期。
市民个体对拥堵感受和拥堵指数反映的拥堵程度有所差异,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

民对拥堵原因的分析主要为私家车过多和驾驶不文明现象等客观的、临时性的原因,这些因素并不影响

市民对区域拥堵的预期。同时,设施供给、管理疏导、道路设计等其他因素并不是市民所认为的造成拥

堵的首要因素,相关政策或工程的缓堵效果空间不大,也决定了市民对该地区的拥堵不会有更高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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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徐家汇地区市民调查拥堵感受统计结果

期,总体上接受了目前的拥堵状况。更重要的在第二方面,在既成拥堵事实的情况下,前往该地区的市

民和该地区的居民更倾向于使用集约化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该地区公交主要走廊都布设了公交专用道,
公交和地铁受拥堵的影响较小,这也解释了该区域市民对拥堵的感知和评价低于调查预期。调查显示,
来此区域的市民主要选择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开车来此区域的仅占5%,该区域居民不拥车的比例更

是达到了69%。

图5 徐家汇地区市民调查拥堵原因统计结果

图6 吸引点调查受访者来此处的出行目的 (左)、发生点调查受访者拥车情况 (有)

3.2.2 道路拥堵状况持续增加为公交优先战略提供更好的推进时机

从城市层面上看,公交优先战略能够促进出行方式优化,通过集约化的组织方式在有限的城市空间

和道路资源上支撑更大的出行量[9]。同时,在区域性交通组织上,公交优先也能够为挖掘道路资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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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改善地区拥堵压力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本次调查亦能发现最为关键的是,在拥堵区域实践公交优

先,至少为公交车辆的通行免受拥堵,对该区域内大部分的出行主体降低了拥堵影响。调查显示,该区

域的市民对公交服务水平基本持正面的态度,当地市民认为公交服务较好的方面是乘车环境,较差的方

面是等候时间。

图7 徐家汇地区市民调查公交服务评价统计结果

图8 徐家汇地区市民调查公交服务积极评价统计结果

调查还显示,市民对于增加公交专用道、减少机动车道以增加慢行空间的意愿较强。从市民对相关

缓堵政策的接受度调查来看,徐家汇区域的市民对增加区域内公交专用道的支持度非常高,近70%的

市民支持增加区域内的公交专用道。

图9 徐家汇地区市民调查公交专用道支持度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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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早晚高峰时段集中的通勤出行更加依靠集约化的出行方式

影响道路拥堵的因素非常多,既可能存在路网结构和渠化设计的缺陷所导致的设施性拥堵,也可能

存在区块功能单一和潮汐集中出行所导致的功能性拥堵,但究其核心是在有限的道路空间被集中占用。
阿里巴巴集团通过杭州城市大脑统计出,高峰时段全杭州288万机动车保有量中仅30万辆实时在行驶

途中,即使数量不大但车辆集中同时出行也将造成拥堵。制定拥堵治理措施,不能一味地增加道路设施

来满足路车平衡,大数据分析的结论也显示其中缺口巨大。
从吸引点调查来看,徐家汇地区功能综合,交通吸引力强。前来该地区的目的为工作的占57%,

其次为娱乐和购物,分别占17%和12%。同时该地区的交通吸引也存在频次高的特征,每天前往该地

区的人占53%,而来此区域频率较少的比例仅18%。而较大的交通吸引力,也决定了该地区必须依靠

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出行结构模式,调查显示该地区公交占机动化方式的分担率达88%,可持续的出

行方式 (步行、骑行、公交)占比达到91%。
 

图10 吸引点调查受访者来此处的频率和目的

从居民入户调查的分析结果来看,该地区的居民早晨出行时间非常集中,分布曲线显示7:00~8:30
集中了该地区居民全天出行的73%,而这一时间段也正好为公交专用道通行规则生效的前90分钟。
再看出行方式选择,公共交通是该区域市民出行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比驾车出行的比例高10个百分

点。同时,徐家汇轨道交通站三线交汇,地区轨道交通便利,在该区域轨道交通出行的比例高于地面公

图11 居民入户调查的出门时间和方式结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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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居民入户调查的回家时间和方式结构分布

交一倍以上。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该区域约10%的居民使用电动自行车出行,电动自行车作为上海特

色的出行方式,目前是上海居民介于公共交通和步行之间的中距离出行所采用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有

限的道路空间条件下延迟机动化进程的重要缓冲方式,目前上海累计注册电动自行车已超过1000万辆。
总体来看,徐家汇地区居民的出行特点和其他区域不同,由于公共交通发达便捷,使得该区域具有

很强的可达性,出行选择公共交通和驾驶小汽车相比更具优势,因此总体上该地区公交分担率高,选择

公交出行的市民并未受到道路拥堵对出行带来太大影响。因此,在制定区域缓堵政策时,可以探索转变

既有的政策定位和对政策效果的预期,逐步将管理目标从 “道路拥堵指数下降”转向 “提供可靠、便捷

的公交出行服务和规范机动车行驶秩序”,确保该地区中出行者的主体人群不受拥堵困扰,对缓堵政策

的效果预期也从 “消除机动车堵点”转向 “以提供畅通的公交出行为底线改善出行体验”。

4 结论与缓堵精准治理建议

本文通过对上海中心城道路拥堵指数的跟踪分析和徐家汇典型拥堵地区的市民感受度调查,从整体

面上和个体感受度两个层面分析了上海道路拥堵的现状特征。研究发现,通过综合施策,上海不断引导

市民形成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出行方式结构,并以小客车分号牌、分区域的差异化管控和道路精细化管

理挖潜为辅助手段,总体上保证了城市道路有序运行、拥堵总体受控。在典型拥堵区域的市民感受度调

查中,观察对象从小客车的出行效率转向居民对拥堵感受,从小汽车驾驶者拓展到所有的出行参与者,
得到了有趣的结论:由于更多的市民采用公共交通的方式出行,因而对拥堵的感受度和实际指数监测的

拥堵状态形成分异,即当地居民对拥堵的感受低于客观指数所反映的拥堵程度;而公交优先策略在出行

的可靠性上逐步建立起相对于小汽车出行的优势,将进一步影响市民的预期,助推公交优先战略形成更

广阔的市民共识。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供制定精准的缓堵政策参考:
一是加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用多元出行方式系统疏解出行需求。小客车使用需求增长是伴随着城

市化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改善的必然结果,一味地增加道路供给无法满足个体机动化方式的

集中使用。建议针对拥堵区域,从完善综合交通系统的角度出发,通过多样化的出行方式选择,来降低

市民对机动车的依赖,避免高峰时段机动车的集中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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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持公交优先战略,保障集约化出行方式的可达性和出行效率。拥堵区域路车矛盾显著,便更

要求对有限的路网资源进行精准化的分配,公共交通具有公共性和集约性的特点,是提高地区交通运行

效率重要交通组织方式。建议针对拥堵区域,加强对公共交通的路权保障,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形

成公交优势和公交优先的良性循环,实现被动挤公交向主动乘公交的转变。
三是加强市民参与和意见反馈,了解管理痛点和主要需求。在拥堵区域中,出行结构上的驾车少数

派却成为了造成拥堵的主因,选择轨道、公交、慢行、错峰的出行多数派的出行需求不应被遗忘在治堵

方案中。建议针对拥堵区域,多开展市民意愿调查和情景分析,了解管理痛点和民生需求,从改善区域

整体交通服务水平出发,完善区域的公交服务和慢行设施水平,使治堵政策更精准地符合市民整体

需要。
四是持续跟踪道路运行指标,完善拥堵治理政策。从以上分析看到,综合考虑结构性因素和特定性

因素的治理方案,有时比简单地细化数据、细化方案,更能准确的满足人民需要。但是,设施的精细化

挖潜在缓解道路拥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精细化管理本身依然是治理拥堵的科学方法之一。建议针对拥

堵区域,仍然需要重视结构性因素和特定性因素相结合,吸收精细化管理的有益经验,结合系统优化进

一步放大道路精细化挖潜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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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双修和品质提升背景下的交通修补
———以抚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李光红

【摘要】 随时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交通带来问题及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越发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发展,

尤其是老城区尤其严重。如何有效改善城市的交通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和市民的重要关注点。开展城市双修和城市品质提

升工作是治理城市遗留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重要举措,是城市发展转型的必经之路。抚州市在城市双修和城市品

质提升过程中非常重视交通的治理工作,本文通过对抚州城市交通的现状分析研究,贯彻交通转型发展理念,协调当前

问题与目标导向的过程关系。从路网优化与道路功能性调整,停车设施供给与管理的引导调控,公交网络的全面优先发

展,独立完整路权和空间品质的打造等方面提出系统性的修补措施,制定三年项目库和示范工程方案,指明近期实施路

径,指导抚州中心城区交通设施更新建设并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城市双修;城市品质提升;交通修补;抚州市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化进程进入转型发展阶段[1]。中国的城市病普遍存在,
严重制约城市发展模式和治理方式的转型;城市存量发展时代的来临,要求城市工作重点由增量空间建

设向存量空间优化转型,同时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城市从外延粗放扩张向内涵提质型

转变。
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提出 “城市双修”的概念,这是新时期国家对城市发展的新要

求,标志着我国城乡规划建设进入新阶段[2-4]。随着各批试点城市双修工作的深入,改变传统 “撒芝

麻”式的城市更新改造模式,以高复合度的 “重点示范项目”为抓手,通过领导挂帅、部门合作的

模式,快速提升城市面貌、攻坚城市民生顽疾,构建城市特色空间骨架,引导城市后续更新改善走

上正轨[5]。
抚州市城市双修工作按照 “一完善、两提升”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把抚州打造成为环境

优美、出行便捷、服务周全、管理有序的公园城市。要与 “三城同创”和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相

结合,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在此背景下,城市交通修补工作从看准问题,找准方向;合理引导,有效缓

解;明确路径,提供示范等三个步骤为线索;从公众反应问题最为突出的交通秩序乱、停车难、电动车

烦恼、公交不便捷、步行环境差等问题入手;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重点修补内容:一是城市道路网方

面,注重路网功能结构的合理性发展和道路功能与用地功能的协调性发展,强调路网优化与道路功能性

调整。二是停车方面,抚州正处于机动化发展初期,未来停车需求发展空间巨大,当前追随型的停车供

给模式难以解决停车难问题,很多大城市发展经验表明小汽车发展需要一定的控制引导,而停车管控

是有效的手段之一,强调停车设施供给与管理的引导调控。三是公交方面,公交优先要有破釜沉舟

的决心去解决设施与管理层面的问题,在热衷于大中运量系统建设的同时,更要重视多层次公交优

先网络的提升,强调公交网络的全面优先发展。四是慢行交通方面,非机动车交通要有独立完整的

通行路权网络,而步行空间不仅是通行空间[6],也是生活活动场所,强调独立完整路权和空间品质

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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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修补任务解析

1.1 规划范围

抚州市位于江西省的东部,东邻福建,南与赣州市毗连;西通吉安、宜春两市;北临鄱阳湖与南

昌、鹰潭两市接壤,水路可直达九江港。内有向莆、沪昆铁路,三条国道,福银、沪昆两条高速;是南

昌大都市区副中心城市,赣闽台经济走廊上重要的新兴产业高地和绿色生态城市,以临川文化为特色的

历史文化名城,地源优势明显。
本次城市双修研究范围:与 《抚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范围一致,约150平方千

米。重点设计范围约61平方千米,安石大道以北,抚河以西,福银高速以东。

图1 城市双修研究范围图

1.2 当前交通症结

(1)交通拥堵有限,关键在于 “乱”,道路通行效率低

抚州市中心城区高峰时段道路负荷度不高,拥堵不明显;同时汽车保有量低,居民出行以非机动化

为主。交通混乱的表象主要体现为路权空间不合理导致的路段机非干扰;路权不清晰和行驶行为不规范

导致的人非干扰;路内停车对非机动车的影响导致动静干扰以及城区内较多小型货运造成的客货干扰。
而混乱深层次的原因为城市道路结构性的问题和道路功能定位不清问题,道路交通管理较为粗放,市民

交通行为意识较弱。

图2 早高峰道路负荷度图 图3 道路交通秩序混乱-机非混行、人非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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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道路网结构、级配不合理,交叉口缺乏精细化设计

通过汇总整理分析发现,在干路系统中,城区道路一块板道路占比54.3%,迎宾大道以北的老城

区占比达到73.6%。目前路网骨架初步形成,但局部存在结构性问题 (断头路,五岔路口)。路网结构

不合理,尤其老城区主干道占比不足。主干道的间距不满足规范,同样在老城区最突出,南北向2条。
主干道功能与道路条件不匹配,如大公路。干路功能混杂 (交通性+服务性),如大公路、赣东大道等。
交叉口节点存在异形、多路相交等问题严重。

现状城区路网密度为3.4km/km2 (国标5.5~6.6km/km2)。道路系统整体呈现 “倒金字塔”型的

级配特点,干路∶支路=1.8∶1.1(国标2.5∶3)。部分道路路段缺少标识标线信息和交叉渠化信息。
交叉口信号灯比率低,老城区有信号灯交叉口的比例仅为32%。

图4 研究范围各街道的刚性停车供拥比图

(3)停车难问题———停车供需矛盾突出

抚州城区机动车保有量5.65万辆,小汽车保有量

4.45万辆,有泊位数6.2万。供拥比分别是1.1和

1.39(国内正常水平1.2~1.5);空间分布不均,古城

缺口大,老城和新城富余;停车泊位利用率方面,公共

停车场为0.4~0.6,路内停车0.9~1.0,配建为0.6~
0.7;停车管理现状表现为全城路内停车不收费,老城

内公共停车场收费偏低,违停管理力度不足等问突出。
(4)电动自行车烦恼———道路交通组织没有真正关

注过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问题

目前抚州市交通工具拥有量是小汽车0.33辆/户,
摩托车0.41辆/户;电动自行车0.82辆/户;居民出行

方式非机动化占78.4%,电动自行车是城市居民出行主

体,短期内将客观存在。而现状道路通行条件,全城

54.3%的一块板道路,主要依赖划线分离;全城76%的道路非机动车道宽度2.5m以下;交叉口渠化未

考虑电动自行车合理过街问题;非机动车的停放空间缺乏交待;缺少过街组织,路段开口不合理。

图5 非机动车道现状问题

9561



(5)公共交通问题———公交线网和站点覆盖率低

公交系统特征数据方面,抚州公交线网密度为1.42km/km2,远低于国标3-4的要求,线路布置重

复系数1.78,万人拥有量仅6标台,(国标要求7~8台),停保场站车均面积
 

110平米/标台 (国标要

求200~250平方米/标台)。线网与设施方面,老城区95%以上的线路集中于干路布设,老城无港湾

站、无公交专用道。
(6)慢行交通建设长期被忽视,出行环境差

道路通行条件方面,老城45%的路段步行通道不连续,人行道被电箱、电线杆、垃圾桶等市政设

施;交叉口渠化未考虑步行合理过街问题;缺少过街组织,路段开口不合理;路面铺装普遍差。通行环

境方面,街道空间的业态占用现象普遍;与市政、绿化设施的干扰。

图6 中心城区现状公交车站覆盖率情况 图7 慢行交通系统现状问题

2 交通修补方案

2.1 交通修补转型发展理念

抚州市呈现出中小城市典型的规模居民出行特征,机动化交通发展处于初期,城市车辆保有率低,
小汽车增长率却很快。而抚州市无院墙密集居住街区的城市肌理,丰富的街巷空间提供密而不通 (车)
的支路系统,同时较窄的道路尺度均有利于绿色生活方式打造。

抚州城区的道路面积率水平、停车泊位的占比水平决定了一段时间内提升空间不大,而机动化发展

初期,行车和停车需求仍会大幅提升,一味追随需求来提供供给的模式行不通。很多大城市经验表明机

动化发展中后期的城市,城市交通模式转型的成本巨大、周期漫长,抚州恰处于交通模式转型发展的关

键时期,而出行模式的转变必须通过设施和管理两个方面进行集约化引导。因此,本次交通修补的理念

是以 “便捷出行+生活营造”为核心,构建绿色、低碳、和谐、宜居的城区综合交通体系。

2.2 道路网优化与功能性修补

道路网优化和修补的总体策略是通过整合完善现有道路体系,构筑分工明确、结构清晰、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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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的道路网络。首先结合道路两侧用地和业态的梳理,理清道路功能,完善路网结构,满足不同层

次的交通联系需求;其次承接上位规划,优化完善道路网体系,构建高效畅达的道路交通体系;再与绿

道网和水网充分融合,打造特色道路交通空间,提升道路交通出行品质,最后构筑起布局完善、等级合

理、功能清晰的一体化城市道路网络,形成 “外畅内达”的骨架路网、支撑城市发展和产业布局及客货

分离的道路网络结构。

2.2.1 道路网优化

按照道路功能来划分街道体系,并以街道功能体系为纲,进一步梳理和优化老城区的用地和空间布

局,从服务人角度对城市道路网进行了梳理,分为交通性道路、公共性道路和景观性道路。
2.2.1.1 道路网规划

(1)北侧规划新增一条对外连接通道,对外连接通道大公路,串联起抚北镇。
(2)打通陆象山大道,往北延,跨过凤岗河与梦湖东路相连,同时对梦湖东路进行拓宽改造为双向

6车道,然后与晏殊大道连通,形成一条南北向贯通的重要交通干道。
(3)临川区与中心城区现状只有临川大道和安石大道联系,两条通道通行能力有限,急需增加一条

新的东西向联系通道,建议将钟岭大道西延与临川区的才都大道连上。
完善支路网体系,将老城区的若士路、穆堂路与十字街贯通、东岳观路北延与河滨路连通、公园路

东岳与荆公路连通、泰山背路西延与赣东大道连通、抚印路建设工程 (断头路)、背山路与赣东大道交

叉口 (断头路)。临川区将洲下路、华源路和熊博路打通。

 
图8 道路网规划方案 图9 新增道路规划布局图

2.2.1.2 道路修补

结合现场踏勘情况,总结形成道路设施问题库,整合形成问题分类代码,形成5个大方面,包括车

行交通、人行交通、街道绿化、交通市政设施和街道空间,每个大类又细分为6个方面的小类,构建道

路评估体系,对全城的道路进行问题汇总。并对抚州老城现有67条道路 (交通性15条、公共性43
 

条、
景观性9条道路)进行全面评估。结合感知因子和各项评价因子权,进行定量的评估分析,综合打分后

得到总分较低需修补的道路如下表所示。
2.2.1.3 交叉口节点改造修补项目库

结合道路网评价体系思路,我们依据交叉口问题类型所占不同权重,梳理出需优化的交叉口共计

24个,并就部分路口的具体改造实施进行了详细的交通工程和景观效果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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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道路修补实施项目库

公共性干路

•
 

赣东大道、大公路

•
 

环城南路、曾巩大道

•
 

青云峰路

景观性干路

•
 

抚河大道

•
 

汝水大道

•
 

燕归路

交通性干路

•
 

抚北路、临川大道

•
 

河滨路局部 (提升为交通性道路)

•
 

学府路局部 (提升为交通性道路)

公共性支路

•
 

背山路

景观性支路

•
 

湖滨路

交通性支路

•
 

瑶坪路

表2 交叉口修补实施项目库

交叉口存在

的问题类型

A交叉口设置

形式问题

B渠化设计

不合理

C机非

混行严重

D交叉口

拥堵严重

E交叉口

尺度过大

F行人过街

设施缺乏

G信号配时

有待优化

评价权重 25% 20% 18% 15% 10% 6% 6%

以洋洲立交桥改造为例,修补方案将立交桥拆除后改为平面交叉口设计。根据交通需求确定车道功

能,其中北进口设置为2左转+2直行+1右转车道;南进口设置为2左转+2直行+1右转车道;西进

口设置为1左转+2直行+1右转车道;东进口设置2左转+2直行+1右转车道。同时预留BRT通道

及公交场站设置;文昌大道中央侧道路宽度设置4米,为远期BRT环线预留通道;在交叉口的西北角

预留BRT公交场站出入口增加行人、非机动车车过街安全设施;增设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过街安全

岛、彩色非机动车通行带;增加相应的标志标线。设置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信号灯。

图10 洋洲立交桥改造前后效果对比图

2.3 停车供给调控与建设修补

2.3.1 停车调控修补———建管结合

通过梳理,从停车泊位结构来看,利用新增公共停车的方式来缓解古城地区的停车缺口问题,已经

2661



达到极限。从停车泊位的利用来看,粗放的管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停车泊位效率较低。因此必须探求新

的思路,提出解决老城停车绝不是一味供给追随,而要同步加强管理和推动共享。
同时,对于抚州主城区范围,按照停车泊位的供拥比特征,划分为古城、老城、新城三个分区,对

应不同的停车修补策略。对于中部老城和新城而言,现有供拥比满足合理要求,交通修补应着重于对弹

性停车的管理精细化。通过调研发现,古城停车欠账较大,是本次修补的重点,修补方向应建设和管理

相结合。

图11 中心城区停车分区图 图12 古城停车修补实施策略

按照建管结合的思路,经过系统的梳理和调整,各街区的停车结构比例有了很大的改善优化提高,
如下图13所示。

图13 各街区停车泊位结构比例调整前后对比图

2.3.2 停车设施修补

2.3.2.1 公共停车场规划

结合老城棚改机遇用地,近期尽快落实新增公共停车场,抚州城区共规划公共停车场58
 

处,新增

泊位10634个。近期新建或改造停车场29处,新增泊位约5874个,其中中心城区涉及26处,新增泊

位约5474个。
2.3.2.2 路内停车场规划

路内停车泊位按全天停放和夜间停放两类进行考虑。根据道路功能定位,调整道路路内停车布局方

案:一是取消临川大道、金巢大道、玉茗大道等路内停车;二是通过调整路内停车泊位尺寸,增加泊位

数;最后调整完善后古城范围内全天可提供停车泊位1450个,夜间可提供停车泊位共18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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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公共停车场规划布局图

2.3.3 停车政策修补

制定和实施停车需求登记制度公共停车场。根据房产一户一车位的原则,实施停车泊位需求登记制

度。三证一书齐全的车辆,可根据意愿进行登记确定私人泊位使用权。对于拥有泊位使用权的车辆,仅

征收较低的停车管理费;未取得泊位使用权的车辆,视情况征收较高的停车收费标准或违章处罚。可考

虑划区逐步推行 (优先在老城区实施)并尽快立项研究具体政策及实施操作办法。

图15 路内停车 (全日)设置道路分布方案 图16 路内停车 (夜间)设置道路分布方案

制定和实施差异化停车管理制度 (收费及路内停车),对于非使用权登记车辆的停放收费。推动街

道管理体制改革,鼓励街道停车的社区自治治理;建立市级层面的综合停车建管平台,打破目前多元管

理局面,由市政府成立专门的综合执法载体,强化停车监管;尽快研究制定共享停车管理政策,鼓励共

享停车平台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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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老城区绿色交通修补

2.4.1 公交优先

一、公交专用道网络化,并进行公交支线网络建设

公交专用道网络化:符合条件的各类道路全面实施。规划在临川大道、迎宾大道、钟岭大道;玉茗

大道、赣东大道、文昌大道、陆象山大道+晏殊大道设置公交专用道。
支线网络建设:支线小公交、社区公交、绿色专用支路 (小汽车限入,公交通行)。根据居民出行

需求在次干路、支路设置社区公交支线,主要服务于居民日常生活出行。
二、落实规划公交场站的建设

城区规划公交枢纽5个,分别为抚州站公交枢纽、抚州南站公交枢纽、临川客运站公交枢纽和洋山

公交枢纽。规划公交首末站12处,用地规模1.07公顷;停车场和停保场共计11处,总用地规模11公

顷,其中公交停车场9处,用地6.5公顷,停保场3处,用地4.5公顷。

图17 公交专用道规划方案 图18 公交场站规划方案

2.4.2 慢行空间路权整治

一、非机动车道空间

根据现状交通特征、城市道路功能及断面、周边建筑和环境等要素将非机动车道分成三级。对于不

同等级的通道,非机动车道的宽度和隔离方式应综合考虑自行车道等级,干路保障非机动车通行空间,
断面设计上要优先于机动车,进一步保障城市道路上非机动车路权。分级路网图如下图19所示。

二、步行空间

通过梳理路边业态和设施,构建通畅、安全的步行空间,打造完整连续、安全友好的慢行网络,注

重环境提升和人性化设计。街道步行空间需重点整治的道路如下图20所示。

2.4.3 绿色交通优先区示范工程概念方案

针对老城区当前自身的问题,积极发展公共交通,鼓励步行、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出行,为打造绿

色交通优先区的生活方式提供便利条件。因此需重点打造:
公共交通:大力发展既要保证居住区与城市公共交通有良好的衔接,又要建立公共交通导向的土地

利用形态,引导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性。慢行交通:打造连续的非机动车路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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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非机动车道分级设置 图20 步行空间重点整治道路

道,提供舒适的慢性出行环境。确保合理的停车位:在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基础上,限定停车位数量,
倡导汽车共享制度,既减少汽车的使用率。

本次绿色交通优先示范区范围是由赣东大道以东,瑶坪路和河滨路以西,环城南路以北,环城北路

以南围合的区域。
2.4.3.1 公共交通方案

结合BRT线路、常规公交线路设置示范区公交支线;支线公交与BRT站点接驳,服务于示范区域

内居民出行需求;支线公交点位设置灵活,根据居民出行需求灵活设置停靠点。

 
图21 绿色交通优先示范区范围 图22 示范区公交线路规划方案

2.4.3.2 慢行交通方案

(1)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结合BRT站点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点位,实现居住区、工作点与BRT之间的公共自行车交通连

接。租赁自行车点位设置宜规模小而点位多。

6661



图23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规划布局图 图24 非机动车道分等级规划方案

(2)非机动车道

按照交通修补总体的非机动车道分级策略,梳理出不同道路对应的等级,并按照相关导则构建完善

的非机动车道路等级体系。
(3)步行空间改造

针对老城区路面破损、配套设施不完善、步行环境较差等特点,提出对慢行品质提升[7] 的改造原

则,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出行满意度。具体措施包括更新人行道铺装并设置盲道;路段、交叉口设置无障

碍设施;增设相应的附属设施,例如增加垃圾桶并布置于设施带,调整现有垃圾桶布设位置,样式统

一;人行横道和其他标线的施画,对冲突区及警示区彩色铺装,可以结合道路空间设置为绿色或者

蓝色。

图25 道路设施建设效果图

2.4.3.3 停车方案

通过调查梳理,通过周边的公共停车场1823个停车泊位可部分解决居住区内刚性停车需求。同时

在部分路段施划路内停车泊位,只允许夜间停车,注明停车时间段,可提供530个停车泊位。总计可提

供停车泊位2353个,大于刚性需求2156个,如下图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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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路内停车设施布局方案

3 交通综合整治项目库

抚州城市双修工作提出了 “8+4”的行动计划,响应 “生态文明、文化复兴和城市提质”三大理

念,助推 “三城创建”,其中8为八大重点示范项目,4为四大民生保障系统。交通修补作为四大民生

保障系统的一块重要内容,以聚焦重点,突出老城区的改造和主城区的提升;破解难题,着重解决老百

姓急需解决的问题;彰显特色,突出戏剧文化和名人文化;要明确近期建设任务,全力做好基础性工作

等方面为纲,从交通出行提升方面,包括道路网优化工程、出行环境提升、交叉口节点工程、公共交通

场站、公交专用道建设;服务设施提升方面,包括停车设施、道路整治等方面提出了三年行动计划,分

类型、分部门、分不同阶段推动项目的落地实施,稳步开展城市病治理、人居环境改善的工作。

4 结语

在城市双修和城市品质提升下的大背景下,城市交通修补通过对抚州现状问题的梳理分析,以改善

居民出行条件为价值导向,在对老城区进行提质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缓解交通拥堵,激发老城活力。
以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方式,弥补交通设施欠账,关注所有道路的使用者,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公交优先,保障慢行空间和尺度,确保人的出行舒适、便捷,解决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提升中

心城区的城市品质,打造绿色、低碳、和谐、宜居的城区综合交通体系,为持续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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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视角下的交通治理与管控研究

艾冠韬 宋 程 陈嘉超 李彩霞

【摘要】 为支撑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与管控,提出了基于互联网数据的交通拥堵点识别、基于卡口与拥堵指数数据的

车流溯源与道路承载力分析、基于交通可达性等数据的交通管控边界划分三个层面的分析体系。以广州市为例开展应用

实践,建立数据分析体系,开展道路常发拥堵点识别、拥堵点车流来源分析、拥堵路段最大承载力分析、城市发展边界

划分,以数据治理支撑城市交通治理与管控措施制定,探索大数据分析指导下精细化交通治理与管控的模式。
【关键词】 大数据;交通治理;交通拥堵;车流轨迹

0 引言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交通面临设施与需求的不均衡问题,城市中心区域交通设施难以承载集

聚的交通需求。随着国家提出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智慧化治

理与管控逐渐成为城市交通问题的破题之道。
我国城市早期对交通治理与管控多停留与交通管理层面[1],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利用数据分析

指导城市交通治理管控的理念逐渐普及,但现状大数据对交通治理的支撑大多通过较为单一的指标体

系,如城市交通运行状态的监控与评价[2]、道路事故与拥堵趋势预判[3]、道路拥堵指数构建与空间分布

特征[4]、拥堵预测与评估[5,6] 等,缺乏从交通治理与管控实际可操作性层面的多层次数据分析体系支

撑,实用性欠佳。
随着现有数据收集与分析技术的进步,使得多源、多角度、可落地的交通治理与管控数据分析成为

可能。本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多方位城市交通运作分析,从拥堵点、拥堵路段、管理区域三个层次入手,
研究探索支撑城市交通治理应用与管控边界识别的技术体系,并以广州市为例进行实际应用。

1 大数据技术支撑交通治理与管控体系

目前城市治理与管控的主要着力点为城市中心城区拥堵的疏导,基于城市管理部门设施 (卡口、闸

机、GPS等)与城市交通公众平台 (手机运营商、互联网等)的数据,通过深度挖掘从城市拥堵点识

别、拥堵点车流溯源分析、重点道路交通阈值识别、管控边界动态识别等方面构建支撑点 (拥堵点)-
线 (车流路径与道路流量阈值)-面 (管控边界)全方位一体的交通治理与管控的数据分析体系。

(1)拥堵点识别。交通拥堵是当前城市交通治理的重点议题,拥堵点识别为交通治理与管控的基

础。拥堵点的识别依赖于车辆速度的判定,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手机传感器[7]、浮动车GPS[8]、道路测

速设备[9] 等样本数据开展拥堵点识别研究,样本数据仅能从样本角度对城市全域交通运作状态进行描

述,受限于数据覆盖率,对城市整体交通运作的反映易出现失真。相较之下,互联网位置数据提供了长

周期、高覆盖的车速数据,可对城市广域范围内的交通有更为全面与准确的反映。本研究采用基于互联

网位置数据获取的车速数据对常发拥堵点开展识别与梳理。
(2)车流溯源与路网交通量阈值识别。支撑城市道路智能化疏解治理,需对道路截面交通量、车辆

行程时间、车辆路径等有精确掌握。由于该分析需精确至车辆级的出行轨迹分析,对车辆身份特征信息

要求较高,目前仅有城市道路中覆盖范围较广的卡口识别数据可支撑相关分析,目前研究[10,11] 大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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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道路卡口数据中的地理、时间、车牌和车型信息开展车辆行驶路径分析。本研究基于广州市高密

度卡口数据对重点路段开展车流溯源与道路交通量阈值识别分析。
(3)城市交通管控边界识别。城市空间结构是交通管控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是城市经济与社会结

构的综合反映。基于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研究[12,13] 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布局边界划分研究,
分析城市中各类设施分布的空间规律,并识别城市的空间布局。本研究结合广州市城市特点,提出基于

多指标的核密度法城市交通管控边界识别。

2 研究方法

2.1 基于互联网数据的常发拥堵点识别

利用互联网数据获取的城市道路车速数据,定义道路拥堵指数并统计规定时段内拥堵次数:

Rkt=
lk/vkt

lk/vkd
(1)

sk(t)=
1, Rkt≥r
0, Rkt<r (2)

Sk=∑sk(t) (3)

式中,Rkt 为路段k在时刻t的拥堵指数,lk 为路段k的长度,vkt 为路段k在时刻t的实际行驶速度,vkd

为路段k的自由流速度;sk(t)为路段k在时刻t是否拥堵标识,r为拥堵判断标准,如Rkt≥r为拥堵,
sk(t)记为1,否则记为0;Sk 为某一统计时段内sk(t)累加,反应统计时段内路口k发生交通拥堵的次数。

拥堵点识别分析数据源于高德车速数据,基于高德的广域数据,可获取指定路段k不同时间颗粒t
的路段车速vkt,将全日获取的vkt车速数据集合从小到大排序,取95%分位车速vkd 定义为路段k的自

由流车速,以此计算该路段的拥堵指数R。结合高德拥堵指数相关定义,拥堵标准r取值为3;结合城

市道路运行特征,以月平均Sk 值大于15次的标准判断路段k为常发性拥堵点。

2.2 车流溯源分析与路网交通量阈值识别

基于车辆卡口序列和时刻序列可识别指定检查点,如常发拥堵点路段,车辆经过的卡口位置和顺

序,从而分析特定时间段中抵达和离开检查点采用的路径,对车辆开展溯源追踪分析。
定义分析时段 [tx,ty],指定分析路段上的卡口A0,以此对被卡口识别记录的每辆车的卡口序列

进行条件判断。如果某辆车记录的卡口序列包含A0,且时间序列包含在指定分析时段 [tx,ty]内,
则提取该辆车卡口记录。例如某辆车的卡口位置序列为 {A-3,A-2,A-1,A0,A1,A2,A3},相对

应的卡口通行时刻序列为 {t-3,t-2,t-1,t0,t1,t2,t3},将车辆卡口位置序列与卡口位置匹配,则

可获取通过制定卡口A0车辆的路径与时间信息。
对于指定时段 [tx,ty]与指定路段

 

[Ax,Ay],基于卡口数据挖掘结果获取运行车辆数n,基于

高德数据获取拥堵指数C,确定拥堵临界拥堵指数C0。通过车辆数n与拥堵指数C 间关联回归分析,
确定在拥堵临界指数C0状态下,路段交通量阈值n0。

2.3 城市交通管控边界识别

城市运作主要受人口分布、道路便捷性、个体活动集聚性影响,提出人口密度、POI密度、与城市中

心间可达性、商务休闲活动驻点密度四种指标体系,并基于核密度法对城市重点交通管控区域进行识别。
为综合反映四个指标,需采用一定权重进行加权融合,研究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调

查20位城市规划领域相关专家,四个指标最终权重分别为0.22,0.18,0.33,0.27。确定指标权重后

采取阈值对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将某一城市划分为若干个交通分区计算某一指标值,然后从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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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绘制分布曲线,采取80%分位值作为该指标的阈值,则某一区域的该指标归一化值为指标计算值

与阈值的比值。人口密度、POI兴趣点密度、商务休闲活动驻点密度均为正影响值,但与城市中心可达

性值采用出行时间反映,出行时间越大可达性越差,为负影响值,采取倒数进行归一化处理。据此计算

各分区的综合指标如下式所示:
Aij=Aij/θj (4)

λi=∑
n

j=1
Aij*βj (5)

式中:Aij 为交通分区i指标j的归一化值;Aij 为交通分区i指标j的计算值;θj 为指标j的阈值;λi 为

交通分区i的综合指标;βj 为指标j的权重系数。
归一化处理后,根据每个交通分区内综合指标的核密度值估计其周围密度,并通过对不同搜索半径

下的核密度分析结果进行比较,从而选取适合本研究的最优搜索半径。核密度函数计算公式如下:

f(x)=∑n
i=1
1

πr2φ
dix

r  (6)

式中:f(x)为x 处的核密度估计值;r为搜索半径/km;n 为样本总数/个;dix 为分区i与x 的距离

(km);φ为距离的权重。研究基于综合指标,利用核密度法进行城市发展边界识别。

3 广州市实例分析

3.1 常发拥堵点识别

基于高德历史长周期车速数据开展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广州市主城区高峰时段常发拥堵点共计

53处,为交通治理提供点位选取指导。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1 广州市主城区常发拥堵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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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车流溯源分析与路网承载力分析

基于广州市全市约3400个卡口数据进行车牌追踪识别,以内环路一处常发性拥堵点高峰时段车流

溯源分析为例,分析显示该处拥堵点车流主要来源为珠江大桥、珠江隧道、人民桥三处跨江通道,主要

去向为北向白云区方向。基于拥堵路段的车流来源与去向分析,为拥堵点疏解治理提供智慧化的数据基

础,辅助过境分流、抵离引导、地区微循环等交通管理的智慧决策。

图2 广州市内环路一处拥堵点车流溯源分析

基于卡口车辆运作数据与高德拥堵指数数据,以广州市现状常发拥堵的环城高速路段为例,测试道

路的承载力极限。获取环城高速各小时车流量与拥堵指数数据,回归分析显示两者呈现线型相关关系,
临界拥堵指数C0 取值为2.2,确定环城高速路段单小时最大通行能力为33.4万辆车。通过明确道路最

大承载力,结合卡口数据对路段车辆数的实时反馈,辅助重点道路拥堵预警,并为道路治理管控措施提

供定量支撑。

图3 环城高速路段车辆数与拥堵指数回归分析

3761



3.3 交通管控边界识别

基于四种指标数据,依据城市发展程度划分交通管控边界,为交通管控措施的城市面域覆盖范围提

供依据,实现城市交通管控与城市发展态势的匹配。依据核密度算法,根据计算结果并适当考虑城市现

状路网分割,划定广州市中心活力区范围为广园路-科韵路-新港路-珠江-环路围蔽区域,主城区范围为

华南快速三期-科学大道-赤岗路-金山大道-广佛边界围蔽区域,以此可针对不同区域可采用更有针对性

的交通治理与管控措施。

图4 广州市活力区和中心城区边界划分

4 结语

基于大数据技术,从交通拥堵点识别、车流溯源与道路承载力分析、交通管控边界划分三个层面着

手,从点、线、面三个层次对支撑城市交通治理与管控的精准化与智能化。以广州市为实例,对三个层

次的分析进行应用实践。研究提出了一套多层次的数据指标体系,用以支撑城市交通治理与管控措施制

定,探索城市运作数据指导精准性交通治理与管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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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背景下的经开区交通提升策略研究
———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毕晓萤 陈 玮 马鑫俊

【摘要】 当前阶段经开区已经由传统的产业导向逐渐向服务导向转型,亟需引导既有的交通发展模式转型,从而支撑

新时期经开区的高质量发展。本文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从对外交通、道路交通、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层面分析苏州

工业园区交通发展成就及问题。同时针对园区综合交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构筑重要交通枢纽、实现公交整体

提升、优化完善道路网路、注重慢行品质改善、强化交通管理水平等五方面提升策略,为我国产业转型时期的经开区交

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经济开发区;产业转型;交通提升

0 引言

自1984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12个城市建立了14个国家级开发区至今,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

经过了超过30年的发展历程。经开区的功能定位由最初大项目导向下的工业新城逐步演化为新时期的

创新产业引导的高科技园区、人才汇聚的商务中心[1]。随着经开区功能定位的转变,区内产业形态不断

趋向多元化,不同的业态及岗位特征决定了其日趋多样化的交通出行需求。交通是城市的骨骼与血脉,
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2]。因此,经开区的交通提升必须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同步进行,才能更好地

支撑经开区高质量发展。

1 苏州工业园区案例分析

1.1 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概述

苏州工业园区隶属江苏省苏州市,位于苏州市城东,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中国和新

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被誉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 “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在

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苏州工业园区连续四年蝉联第一,并跻身科技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

列。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图所示的4个主要阶段:
2013年,苏州工业园区进入深化转型阶段,园区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拔高,目标是成为国际领先的

高科技园区、国家开放创新试验区、江苏东部国际商务中心。

1.2 苏州工业园区交通发展成就

1.2.1 对外交通系统初步建立,但对外辐射不足

园区已建成城际车站1座;高速公路28.0km,出入市境道口7个;内河泊位数为46个,其中吴淞

江码头开通了苏州园区至上海港的内贸集装箱 “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至宁波港 (经乍浦港中转)
的集装箱外贸 “陆改水”业务,至上海外高桥港区集装箱外贸 “陆改水”业务,至太仓港的集装箱外贸

“陆改水”业务;通用航空机场总建筑面积6万m2,可保障约60架直升机起降停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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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苏州工业园区发展阶段概述

苏州工业园区作为江苏东部国际商务中心、苏州现代化生态宜居城区、国际领先高科技园区,
是苏州市对外联系的重要窗口。作为园区主要对外联系门户的苏州园区站,现状区域级的铁路线仅

有沪宁城际线,日发车班次较少 (仅有37班),与南通、杭州等长三角重点城市均缺少南北向直接

联系的铁路。根据大数据分析显示园区工作日日均对外铁路出行3.92万人次/日,仅16.6%的人经

园区站出发。但根据微信意向调查显示,不考虑发车班次、到达的便捷性等外部因素,有54.1%的园

区居民愿意选择从园区站出发,可见园区站现状难以满足园区高频率、高强度的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客流

出行需求。

表1 园区居民对外出行情况调查

高铁站 现状出行实际选择的高铁站比例 出行意愿选择的高铁站比例

苏州站 65.9% 38.3%

苏州北站 17.1% 7.3%

苏州园区站 16.6% 54.1%

其他站 0.3% 0.2%

(数据来源:现状出行特征来自于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出行意愿调查结论来自于微信问卷调查)

1.2.2 道路骨架网络已经构建,但关键通道仍需完善

园区城市道路合计总长945.4km,规划快速路网中的 “三横一纵”已经建成,总长度43.2km。快

速路、主次干路建成率已达到规划的86.4%,路网密度约4.9km/km2,仅CBD、CWD等中心范围超

过国家8km/km2的要求,整体仍需提高。快、主、次、支道路比例关系约为0.2∶1∶0.8∶1.3,次干

路、支路存在一定缺失。
跨娄江、跨高速、跨湖等关键通道尚存在不足,南北向的星湖街、东西向的娄江快速路、独墅湖大

道等局部路段、交叉口存在明显的潮汐性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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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园区现状道路分布图

1.2.3 多层次公交体系初步建立,但主导地位尚未形成

园区已经初步构建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微巴多层次公交体系。截至2019年底,在园区范围内运

营的轨道线路有1号线、2号线及3号线,园区段总长度37.3km,总站点数33个。轨道5号线、6号

线、7号线、8号线、S1线五线同时在建。为打造宜居、宜业生活圈,苏州工业园区创新公交运营模

式,推出园区微型巴士新思路。2018年8月,首批微巴线路顺利开通。园区微巴是苏州公交 “多样化、
人性化、一体化”服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解决园区居民出行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苏州自贸片区 “一区四高地”
 

功能定位决定了园区高层次产业汇聚、高端人才集聚的特点,对公交

出行服务效率及品质的要求随之提高,但园区公交主导地位尚未形成。2019年,园区私人小汽车千人

拥有率达318千人,居全省首位,使用率超过90%,私人小汽车的 “高增长、高使用、高集聚”三高

特征明显,造成园区小汽车分担率高居不下,2019年小汽车出行分担率34.5%,远高于同类城市及苏

州市其它区水平。园区公交 (含轨道)分担率仅占机动化的27.4%。负责中、长距离、高标准服务的

轨道交通尚未成网,无法发挥骨干和主体作用。服务末端接驳的微巴系统刚刚起步,覆盖还明显不足,
各级公交衔接尚需加强,难以与小汽车交通相竞争。

1.2.4 慢行绿道稳步建设,但慢行品质仍需提高

截至2019年底,园区全域日常慢行网络密度为6.6km/km2,其中CBD、CWD内的慢行共享路径

较完善,慢行网络密度达17.2km/km2和13.3km/km2。此外,园区环金鸡湖、环阳澄湖等慢行绿道已

建设完成,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慢行空间。截至2019年底园区共建成休闲慢行道140.9km。
园区高标准开展道路设计、建设工作,充分保证了道路的慢行空间,但步行、自行车道仅作为道路

的附属空间存在,具体位置的精细化还存在可优化的方面,例如交叉口斜坡行人过街横道与行人道被路

缘石隔断、交叉口行人等候空间不足等,缺乏以慢行出行的视角,从实际居民出行、休憩、交流需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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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园区公交线路分布图

发的完整精细化设计。

2 苏州工业园区交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1 高质量发展新目标下, 园区交通发展模式亟需转型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 “交通强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交通

提供给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强调发展质量而非数量。目前园区交通系统建设已经初具规

模,但以设施供应为发展主导的思路尚未根本改变,园区定位为综合商务城、服务集聚区,面向高质量

发展,亟需确定新的交通发展目标、统一认识与行动,引导既有的交通发展模式转型。目标上,园区交

通系统应以1日通达全国、1小时直达沪、宁、杭长三角中心城市、1小时联通市域、45分钟实现城市

通勤、15分钟满足生活需求作为可感知的目标。行动上,应强化部门协作、充分发挥公众参与作用,
共同推动,成为交通转型发展的示范。

2.2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下, 园区交通结构面临习惯转变的巨大挑战

园区交通发展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小汽车分担率、使用率、集中度居高不

下,但公交的分担率一度停滞在13%左右,交通结构不平衡,公交、慢行局部地区发展不充分明显。
单一的小汽车交通在初期为园区吸引了大量的人员集聚,可是,进入新发展阶段,路网供应可增长空间

已极为有限,交通拥堵激增,大量人力、物力被机动车拥堵、停车问题所消耗。既有形成的小汽车使用

习惯,以缓解小汽车拥堵为主旨的缓堵思路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变,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与推拉结合的

措施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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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区域协调发展变革期, 园区对外联系的不足将制约辐射与影响力的提升

十九大报告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发展由单一城市向城市群网络化转型,长三角正处于以城市群

为主体的网络化发展转型期[3]。在网络化发展背景下,枢纽城市的优势将更为突出。从园区来看,随着

通苏嘉甬通道的建设,园区地处传统的东西向沪宁发展轴和南北向通苏嘉甬轴线的交叉位置,区域位置

优越。同时,园区也兼具经济中心优势,具备成为新一轮区域中心和枢纽中心的基础和条件。为此,园

区在新一轮区域发展中能否顺利对接通苏嘉甬铁路,强化枢纽地位,打造枢纽城市,成为影响园区发展

的关键之一。此外,受到新一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牵引,苏州市各版块将呈现轴线连绵、毗邻对接的发

展态势,人口岗位将向东西主轴、南北次轴、沿江发展轴聚集,城市出行重心将由姑苏向姑苏+园区转

移,同时,近年来园区发展成果显著,就业岗位大量在园区集聚,通勤范围将进一步扩展,园区作为新

兴重心,能否向全市各地区实现直达交通辐射至关重要,需要全面加强与市区各区和市域各板块联系。

2.4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发展, 园区综合管理能力面临新的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我国科学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
交通模式的创新、多种方式的协调、绿色交通由附属走到主导地位、强调开放、共享交通[4] 等每一项

都是全新的尝试,少有先例可循,这对园区交通的综合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交通涉及各个部

门,部门之间一旦出于自身要求,方向不一,将互相掣肘,影响交通的整体发展。因此,园区应走综合

管理的道路,统筹各部门,发挥部门协同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从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

3 苏州工业园区交通系统提升策略

3.1 构筑重要交通枢纽

作为改革开放、国际合作的先行区,对外交通是园区实现国际、国内合作的基础,需抓住三大方面

工作、主动争取、大力做强。
一、提升枢纽地位。苏州园区站不仅是园区对外联系的交通节点,更是园区积极融入区域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纽带,是落实交通强国战略,构建现代立体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抓手,是苏州开放再出发的重

要窗口。园区应积极争取提升园区站为苏州市一级综合对外枢纽、长三角区域性城际枢纽,提高江苏自

贸区 (苏州片区)交通便利性,支撑自贸区高质量发展。积极争取通苏嘉甬高铁南北联络线,按原通苏

嘉城际线位接入苏州园区站,实现与沪宁城际的互联互通,支撑江苏自贸区 (苏州片区)融入国家战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二、争取班次增加。以研究方案为支撑,结合本轮苏州市总体规划和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以轨道3

号线通车为契机,积极争取从战略层面将苏州工业园区站提升为区域重要枢纽。积极争取园区列车发车

班次的增加,争取尽早实现通苏嘉甬铁路与园区站联络线的设置,利用好本次通苏嘉甬铁路的建设契

机,进一步扩展辐射力。
三、强化轨道快连。加强园区内部与园区站、苏州站、苏州北站、机场的轨道快速直连条件,结合

已开展的轨道线网规划研究成果,积极对接苏州市轨新一轮的道线网规划,建议增加星湖街轨道快线,
串联苏州北站、园区站、CWD地区、太湖新城。

3.2 实现公交整体提升

园区常规公交已较为发达,但始终竞争力欠缺,需要重点从两端入手,通过完善顶端轨道交通网、
末端微巴公交网、多级衔接枢纽、公交优先支撑,实现公交整体的提升。

轨道交通方面,大力推动成网建设。目前轨道5号线、6号线、7号线、8号线、S1线五线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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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需要作为近期的工作重点保证顺利实施。同时,前瞻性完成2035轨道线网规划修编工作,加强枢

纽快联,加密线路覆盖,为未来公交主导打好基础。
微巴系统方面,不断深入推进落地。在已开展的微巴服务基础上,进一步详细调查研究末端衔接需

求,根据居民实际需求完善微巴网络,合理布设微巴站点及发车班次,特别是等公交服务薄弱区的微巴

线网,克服困难,推进具体项目落地,服务社区出行和轨道换乘。
换乘枢纽方面,进一步优化轨道站点周边换乘设施。结合已开通的轨道交通运营情况,对各运营各

站点换乘设施进行评估与优化。同时,结合轨道交通建设情况,开展待建线路地下空间和交通一体化规

划工作,打造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一体化换乘枢纽、城市特色步行空间,提升公交系统服务水平与竞

争力。
公交优先方面,开展公交专用道近期实施方案研究。分析公交专用道设置的实施条件、重要性排

序,做好公交专用道的标准化设计工作,重点推进主要客流走廊公交专用道建设,并做好与相邻片区公

交专用道的衔接协调。

3.3 优化完善路网系统

整体来看,园区路网已由增量发展转向增量与存量并重发展阶段,对于既有路网结构的完善成为路

网优化的重点。增量上,园区应重点研究跨组团、跨高速等关键截面通道及对外联系打通,优化道路关

键节点。存量上,园区需差别化建立路网发展标准,优化路网结构,包括完善局部区域路网,结合城市

更新的契机,退二进三区域项目变迁,地块改造,进行次干路、支路网加密。

3.4 注重慢行品质改善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政府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交通的精细化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

一环[5]。
园区应坚持落实慢行系统规划,以环金鸡湖慢行步道、沿阳澄湖自行车道等项目的建设为先导继续

向外延伸绿道网络,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化绿道系统、提高生活环境品质,也为创新人才提供更具活力

的生活氛围。
结合轨道线路建设,继续同步开展轨道站点周边一体化与地下空间研究,扩展研究范围,覆盖最后

一公里网络整体,同时进一步改善轨道站点周边慢行网络条件。
结合 “城市双修”、结合地下空间、枢纽地区一体化等要求,对供需矛盾突出的枢纽地区、品质要

求高的CWD/CBD/BGD/产业园地区、建设水平偏低的居民集中区三类地区,深入推进重点片区道路

交通、慢行交通等设施标准化、精细化设计,实现功能要求,提升服务品质,打造魅力活力街区。

3.5 强化交通管理水平

园区发展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应具备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交通服务,包含
 

“+互联网”和 “互
联网+”两个过程。

“+互联网”要求园区将信息化技术应用到既有交通系统,根据已编制的智慧大交通规划,构建园

区模型平台,建设覆盖整个园区、链接苏州市的中观模型平台,建设中央商务区精细化、可仿真的微观

模型;进一步推进综合交通数据库提升,利用大数据新技术结合模型,分析园区交通发展现状与态势,
实现智慧管控;进一步推进智慧停车、智慧公交等系统的建设;逐步实现全息感知、智能管控与智慧

决策。
“互联网+”要求将互联网技术与交通相结合,不断创新交通服务。与苏州市的管理政策充分衔接,

合理引导与推进例如网约车、定制公交等 “互联网+”交通服务方式在园区健康发展,形成园区特色的

智慧交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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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经开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发展过程中时常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向新时代,经开区

必须以更高的起点、更宽的视野和更新的理念,超前思考、研究和谋划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体系的新任

务与新举措,充分发挥其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本文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从对外交通、道

路交通、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层面分析苏州工业园区交通发展成就及问题。同时针对园区综合交通发

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构筑重要交通枢纽、实现公交整体提升、优化完善道路网路、注重慢行品质

改善、强化交通管理水平等五方面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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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公交客流专用进口道精细化设计研究

周玉田 朱加喜 刘先峰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拥堵问题越发严重,成为城市当前急需解决、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

题。本文重在解决城市交通治理背景下,低公交客流城市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所面临一些问题,提出公交专用进口道的精

细化设计研究。本文结合城市公交、社会车流量与道路条件特征提出一系列创新的公交专用进口道精细化设计,包括公

交专用可变车道、“直右”式公交专用进口道和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等,并研究方案的适用条件、设计细则和注意事项

等。创新的公交专用进口道精细化设计,对于低公交客流城市落实公交优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交通治理;公交优先;低公交客流;公交专用进口道;精细化设计

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呈现出小汽车拥有量和使用率

“双高”的态势。与此同时,由于道路资源供需失衡而导致的城市交通拥堵越发严重,成为城市当前急

需解决,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我国学者和专家在总结其他国家先进拥堵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我国解决

交通问题的重要途径。2012年开始国家制定并出台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相关政策,2013年国务院发

布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明确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战略性地位。设置公交专

用道保障路权优先是落实公交优先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国内众多城市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一些公

共交通发展滞后的城市来说,短期内仍将处于低公交客流的状态,即公交客流低于公安部颁布的 《公交

专用车道设置 (GA
 

T
 

507-2004)》标准中所规定的公交专用车道的设置条件的低值,道路路段公交客

流低于4000人次/小时且公交车辆100辆/小时标准。
低公交客流条件下,公交车发车频率低,公交专用道利用率低,道路资源浪费严重,尤其是对于道

路交叉口,原本就是道路交通的瓶颈点,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将进一步加剧路口交通压力。如何落实公

交优先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之间的实现平衡,对低公交客流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重点针对公交专用进口道的设置模式展开研究,提出一系列针对交叉口处公交专用进口

道的精细化措施,达到保障公交优先发展,同时提高交叉口的通行效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目的,供

同类城市交通治理参考。

1 国内外现有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模式分析

公交专用道作为发展公交优先的重要措施,国内外已发展多年,国内外专家对公交专用道设置模式

已开展大量研究工作,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管理模式。结合国内外现有研究,公交专用道在交叉口处

的设置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模式一:公交专用道在交叉口的设置分为直接设置到停车线处和终止于第一组导向箭头处,并根据

公交专用道在路段设置位置的不同分为外侧式和内侧式:
模式二:在路段设置公交专用车道的道路交叉口处,应根据道路条件及车流情况设置公交专用导向

车道;对无法单独设置公交专用导向车道的路口,可设置公交车与其他车辆共用路口导向车道;在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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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模式一公交专用道交叉口处设置方法

道公交专用道外侧设置有导向车道时,应在允许转向车辆变道的公交专用道上施划借道区。

图2 公交专用导向车道

图3 公交专用导向车道

模式三: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按照路段的路侧公交专用道、路中公交专用道对交叉口处公交专用进

口道做出不同的处理。主要有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左转公交专用进口道两类,针对不同情况做了详细

分类规定。

图4 路侧式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 图5 路侧式左转公交专用进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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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路中式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 图7 路中式左转公交专用进口道

结合公交专用进口道的设置,国内外很多城市在信控交叉口处设置公交优先信号,为公交优先提高

双重保障,都取得不错的成效,如新加坡、巴黎、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目前国内还在进行对公交

优先信号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交叉口的公交优先信号控制方法和公交优先效果评价方法。[2]

现有的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模式主要分为直行式和左转式,现有研究中无论是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

还是左转公交专用进口道,均会导致另一转向车辆在交织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降低交叉口通行效率。
并且公交专用进口道均需单独占用进口道,对于公交低客流的城市来说,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可能造成

道路资源浪费。
低公交客流城市无论从道路条件还是公交客流情况上都有其自身特点,故公交专用道设置上需根据

城市自身的特点,在国家标准及各先进城市地方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公交专用道设置细节,以适

应低公交客流城市的发展。
一方面低公交客流城市的中心区域多为老城区,现状道路多为双向六车道或双向四车道,因历史遗

留问题,条件受限道路拓宽困难,城市交通拥堵严重。另一方面低公交客流城市因其出行距离和出行观

念等各种原因导致公交客流增长缓慢,很多道路无法达到公安部颁布的 《公交专用道设置 (GA/T
 

507-
2004)》行业标准,公交客流远达不到4000人次/小时且公交车辆100辆/小时标准,难于落实公交优

先。因此国内已有一些城市,针对各自的城市的特征研究符合当地特征的公交专用道设置标准,如佛

山、珠海等城市。但各地的标准中大都未对公交专用进口道的设计进行精细化,关于交叉口处的公交专

用道处理仍然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以适应低公交客流城市道路条件和客流双重不达标,无法按照常规

设置公交专用进口的情况,以达到真正落实公交优先并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目的。

2 低公交客流城市公交专用道精细化设计研究

2.1 公交专用可变车道设计

按照国内现有的常规做法,在路段设置路侧式公交专用道的道路,交叉口需要设置直行公交专用进

口道时,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也设置于路侧,位于最外侧车道或紧邻右转车道内侧车道。

图8 常见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方式

当交叉口进口道左转公交线路较多时,设置此类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会存在左转公交连续变道切线

问题。尤其是公交站与交叉口距离较近时,左转公交车辆连续变道切线的现象更加突出,切线问题会直

接影响进口道直行社会车辆通行。这种现象在早晚高峰期时更加严重,影响交叉口通行能力,导致小汽

车与公交车效率双低,因此对于左转公交线路过多的交叉口常规的路侧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存在很大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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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左转公交车辆切线问题

为解决切线问题,本文提出公交专用可变车道,即在平峰时期为普通直行进口道,早晚高峰期为直

左公交专用进口道,并增设公交专用信号相位,左转公交车辆可直接通过公交专用进口道进行左转。
若路口全天公交车直左车辆多,左转公交车辆与直行社会车辆冲突严重时,则可考虑设置全天公交

专用的直左车道。

图10 车道指示牌 (可变车道为公交专用道)

参照 《佛山市公交专用道设置标准和设计指引》中的相关规定,交叉口进口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时,应设置一条公交专用进口道:
a)路段设置公交专用道,交叉口单向直行进口道车道数≥2条,且高峰时段交叉口直行公交车流

量≥60辆/小时,应设置一条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
b)路段设置公交专用道,交叉口单向左转进口道车道数≥2条,且高峰时段交叉口左转公交车流

量≥50辆/小时,应设置一条左转公交专用进口道。
公交专用可变车道设置条件为:路段设置公交专用道,交叉口单向直行进口道车道数≥2条,且高

峰时段交叉口公交车流量≥60辆/小时,并且高峰时段左转公交车流量占总公交车辆的比例≥40%条件

下,研究设置可变公交专用进口道的条件。

图11 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后

公交专用信号相位与本进口信号相位协调。社会车辆直行 (或直左)与公交专用直行同时放行,公

交专用直左与社会车辆左转同时放行,提高路口的通行效率。公交专用信号相位绿灯时长t1 按照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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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确定。

t1=
T
3600×Qc×tc (1)

式中 t1———公交专用信号相位绿灯时长 (s);
T———信号周期 (s);

Qc———高峰小时公交专用进口道公交车数量 (辆);
tc———此交叉口公交车平均车头时距。

 

图12 公交专用信号灯放行示意图

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的优点是可以很好解决左转公交车切线问题,贯彻公交优先发展理念,规范

交叉口秩序。但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也存在一些问题,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需单独增加公交专用信

号相位,于是整个交叉口的信号周期就会增加,周期的增长会导致其他进口道效率有所降低。所以在研

究可变车道设置条件时,需充分考虑信号周期变化对其他交叉口以及直行公交车辆的影响,当左转公交

切线的影响大于公交专用信号相位对交叉口及直行公交车辆的影响时,考虑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
采用情景对比分析,将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的通行能力C2 与不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的通行能

力C1进行对比,当C2>C1时,设置公交专用可以车道能有效提高交叉口通行能力。交叉口通行能力

可按式 (2)计算:

C=∑n
i=1Ci

Ci=∑n
i=1Cj

Cj=Si×λi

Si=kS0×N
λi=tg/Tc















(2)

其中,C———交叉口通行能力;

Ci———交叉口各进口道的通行能力,备注:不设公交可变车道且公交左转切线严重的进口道需乘

以切线折减系数,切线折减系数需通过大量交通调查结合道路条件实际确定;

Cj———交叉口进口道各车道组的通行能力;

Si———进口道饱和流率,即假定进口道在全绿灯的条件下所能通过的最大流量;

k———各种修正系数乘积,包括车道宽度修正系数,引道坡度修正系数,停车修正系数,地区类

型修正系数,左转修正系数,右转修正系数等。

S0———车道在理想条件下的饱和流率 (pcu/h);

N———车道组中的车道数;

λi———绿信比 (有效绿灯时间/周期时间);

tg———有效绿灯时长 (s);

Tc———周期时间 (s),备注:设置公交专用相位后周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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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直右” 式公交专用进口道设计

对于大部分道路只有双向六车道或双向四车道,公交客流无法达到公安部标准设置公交专用道流量

的低公交客流城市,单独设置一条公交专用进口道会造成较大资源浪费,甚至降低交叉口整体通行效

率。故考虑在条件受限的交叉口设置 “直右”式公交专用进口道,即为道路交叉口右转专用道改为社会

车辆右转和公交车辆直行专用。
交叉口设置 “直右”式公交专用进口道多为不满足国家规范要求,即交叉口单向直行进口道车道数

≥2条,且高峰时段交叉口公交车流量≤60辆/小时。在此条件下研究设置 “直右”式公交专用进口道

使用条件。
1)防止公交红灯排队影响右转车流,右转车辆需有足够排队空间。按照最不利条件进行分析,右

转渠化长度需满足下列模型。
T
3600

·QC*NC + T
3600*QB*NB <L渠 (3)

式中 L渠———右转渠化长度 (m);
T———信号周期 (s);

QC———高峰小时右转排队小汽车数量 (辆);
NC———小汽车长度 (m);
QB———高峰小时公交车数量 (辆);
NB———公交车长度 (m)。

2)消除行人干扰行人流量临界条件

直行绿灯时,右转车辆受行人干扰,会影响直行公交车辆通行,因此设置右转机动车与行人临界值

的计算基于如下假设:在临界状态下,相同时间内通过交叉口斑马线冲突区的行人与通过同一区域右转

车辆数 (可根据行人换算系数转化为车辆来比较)相等。即首先计算行人通过该冲突区所需时间,再计

算该时间内通过冲突区的右转车辆数,按照换算系数转换为行人数量。

t人 =
n人

S人 *B+l人冲/v人

n右 =t人/t右

n,
右 =n人 *k












(4)

其中:t人———行人通过冲突点的时间;
n人———绿灯初始时刻的人流量;
S人———行人饱和流率 (人m/s);
B———斑马线宽度 (5m);

l人冲———行人停留点至冲突点距离 (m);
v人———行人速度;
t右———右转车车头时距;
n右———进口道一个信号周期绿灯时间内右转车通过流量

 

;

n,
右———行人换算成车辆的流量;
K———换算系数,行人换算成车辆。其值受人的通行速度、前后左右行人间隔、行人与车辆安

全距离、行人与机动车之间的穿越空档,机动车启停损失等因素影响。
根据上式,将行人换算成车流量,使得行人的当量车流量小于右转的车流量,推导出:

n人 <
S人 *B*l人冲

v人 *B*S人 *k*t右-v人
(5)

即当行人满足上述公式计算条件时,可消除行人对右转车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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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 “直右式”公交专用进口道条件

直行公交车前面右转车辆通过冲突点的时间:
t=t右 +l车冲/v车 (6)

式中 t———右转车辆平均冲突时间;
l车冲———右转车辆距冲突点平均距离;
v车———右转车辆平均速度。

t*n右 <ΨT (7)
式中 Ψ———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方向绿信比。

由于 (4)、(5)式得:

n右 < ΨT
t右 +l车冲/v车

 (8)

即当进口道一个信号周期绿灯时间内右转车通过流量满足 (6)式计算值时,可设置 “直右”式公

交专用进口道。

图13 “直右”式公交专用道设置示意图

2.3 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设计

在公安部颁布的 《公交专用道设置 (GA/T
 

507-2004)》行业标准中公交专用道在交叉口的设置方

法有一种为终止于第一组导向箭头处,此种设置方法对于低公交客流影响下的城市来说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在此设置方法下,第一组导向箭头至停止线的路段,社会车辆也可使用,能有效提高交叉口处公交

专用道的利用率。但行业标准中统一标准为止于第一组导向箭头处,此距离未进行细化和适用性研究。
故本文借鉴行业标准的设计方法,在行业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研究公交专用道在交叉口处的

设置方法,重点研究公交专用进口道与停止线距离。提出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概念,即公交专用道在交

叉口处止于停止线前某位置,在公交专用道停止位置与停止线之间施划蓝色区域,供社会车辆和公交车

共同使用。

图14 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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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单向直行进口道车道数≥2条,且高峰时段交叉口直行公交车流量≤60辆/小时,或每周期

公交专用进口道公交车辆小于2辆/周期时,可考虑设置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蓝色区域长度及变道区

长度按照如下公式确定:

Lc= T
3600×Qc×Nc

Lb=tb×Nb

tb=t2-
T
3600×Qc×tc













式中 Lc———变道区长度,即公交车可停车排队长度 (m);

T———信号周期 (s);

Qc———高峰小时公交专用进口道公交车数量 (辆);

Nc———公交车长度 (m);

Lb———蓝色区域长度,即共停区长度 (m);

tb———可供小汽车使用绿灯时长 (s);

t2———交叉口此进口道总绿灯时长 (s);

tc———此交叉口公交车平均车头时距 (s)。

3 案例分析

以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一路与汾江南路交叉口为例,分析论证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和公交专用可变车

道设置。
1)交叉口现状调查情况

现状交通设施:汾江南路主线为双向6车道,辅道布设非机动车道,北侧辅道为公交专用道;绿景

路为双向6车道,最外侧为公交专用道。
现状交叉口早晚高峰拥堵严重,根据现场调查,东进口公交车左转切线问题严重。
北、西进口高峰每小时直行公交车小于60辆/小时,东进口高峰每小时公交车大于60辆/小时,且

左转公交车占比44%。考虑北、西进口设置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东进口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

图15 常规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图 图16 蓝色公交专用道和公交专用可变

采用情景对比分析,北进口和西进口设置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之后,理论上高峰期每周期最少多通

过9辆社会车辆,一小时可多通过近180辆社会车辆,能直观改善交叉口交通拥堵;东进口设置公交专

用可变车道,能有效规范行车秩序,缓解左转车辆切线问题,减少对社会车辆的影响,也能进一步发展

公交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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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车道设置图

进口道 东进口 西进口 南进口 北进口

转向 左转 直行 左转 直行 左转 直行 直左

交通量 443 784 420 1202 487 684 1312

原饱和度 1.10 1.16 0.81 1.06 1.00 0.85 1.23

改善后饱和度 0.80 1.05 0.95 1.08 0.88 0.87 1.01

4 结论

交通治理背景下,既要保证公交优先,又要保证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缓解交通拥堵的目的,鉴于

低公交客流城市自身的公交客流及道路条件,传统的为保障公交优先的公交专用进口道设计不能完全适

用,本文提出结合公交客流及道路条件的精细化公交专用进口道设计,包括公交专用可变车道、“直右”
式公交专用进口道和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等,落实公交优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为同类城市交通发展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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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研究

刘 坤 周玉田 尹海军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城市尺度的扩张,原本乡村的范围被纳入至城区或发展为城区,完善的配套设施及

繁荣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人流及车流,这对该区域的道路提出新的要求,服务对象应由纯粹的车辆交通转变各个交通

参与者,面向行人、机动车及非机动车;然而这部分区域介于乡村及城市之间,道路功能也处于公路及城市道路之间,
这使得改造标准也介于两者之间,由于相关规范未对这个阶段的道路进行定义,如果对区域内道路完全进行市政化改

造,按照城市道路标准规范来进行改善,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若保持原状,交通安全隐患较高;在城乡结合部交通事

故频发背景下,本文从道路基础设施更新与完善、道路条件优化、交通组织优化、交通安全意识提升及科技力量辅助管

理五个方面出发,以 “时间短、见效快、持续改”为原则,对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隐患进行排查及改造,提高道路交通

安全性;同时结合佛山及深圳项目试点应用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 交通安全;事故分析;基础设施;城乡结合部;慢行系统;

0 引言

城乡结合部是指具有一定城市特征的乡村区域,由原有的乡村区域发展而来,区域经济的提升促进

道路功能转变,从单一车辆交通服务提升为所有交通参与者,道路不仅仅是交通功能,还承担慢行休闲

功能。由于服务对象的转变,原有粗犷的公路断面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车流、人流需求,交通安全与城

市扩张矛盾越来越明显,城市快速扩张使交通事故量急剧上升,对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保障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需要以人为本,本着道路为人服务的原则出发,对道路进行交通安全改善提升,保障交通参与者

出行安全。
由于城乡结合部与城区发展差异,城区道路交通安全远高于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的紧迫

性及次重点也不同,这要求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工作时,应针对城乡结合部现状条件,因地制宜。
(1)交通事故高死亡率要求城乡结合部立即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及改善工作,数据显示,每年在

交叉口或交叉口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占到全年总事故的19.8%,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经济损失总

额的17.6%。而交叉口交通事故当中,城乡结合部交叉口交通事故占到了53.1%[1],从交通事故十万

人口死亡率来看,2017年,深圳、上海、广州、佛山中心城区分别为2.8、3.1、3.1、3.3,而以佛山

市乐平镇为代表的城乡结合部十万人口死亡率高达18.3,交通安全形势严峻。
(2)城乡结合部亟需一套适合自己的交通安全改善措施,要求时间短、投资小、见效快;城区交通

事故死亡率能够保持稳定且低的水平,这得益于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交通组织、较高的安全意识、
全面的执法系统、系统的救援体系,故城区交通安全改善重点在于设施更新升级,并全面实现智慧管

理、多维管理,这个过程投资大、时间长、见效慢,是通过持久改善工作实现低事故率和零死亡率;反

观城乡结合部,发展时间短、设施缺失,交通安全意识低、救援系统缺失、执法力量不足,在安全形势

严峻条件下,不允许大投资、时间慢、见效慢的工作降低事故发生率,城乡结合部需要更快地解决交通

事故高事故率及高死亡率现状,故城乡结合部更需要符合自己现状特征的交通改善措施。
(3)汽车保有量增长快,摩托车和货车比例高,交通结构复杂,潜在交通事故风险大,城乡结合部

车多路少,各类交通集中,道路混行严重,其中货车及摩托车相较城区管控不严,交通占比接近30%,
道路安全隐患相较城区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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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安全状况与事故特征

本文收集了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2016~2018年交通事故数据,三年间,三水区一般及以上事故约

790起,其中一般事故乐平镇占比32%,死亡事故占比30%,交通安全形势严峻,通过对乐平镇交通

事故分析,了解城乡结合部安全和事故特征的典型情况。

图1 三水区各镇街轻微及以上事故对比图

图2 三水区各镇街亡人事故对比图

从乐平镇近三年交通事故分析显示,城乡结合部事故特征在时间、空间、事故人员、事故成因等方

面具有典型的规律性分布。

1.1 事故率特征

图3 国内外城市十万人口死亡率对比图

事故率特征表现为发达城市十万人口死亡率低

且稳定,城乡结合部十万人口死亡率高。数据显示

2017年国内外如深圳、上海、东京等发达城市十万

人口死亡率稳定在1~3之间,说明发达城市交通安

全得到有效控制,而乐平镇十万人口死亡率为18.3,
为发达城市6倍以上,死亡率过高。说明城乡结合

部与发达城市交通安全存在较大的差距,亟需开展

相关的改善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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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事故时间分布特征

事故多发于4~11月及早晚高峰时刻。数据显示4~11月为事故高发月份,期间主要为生产活动高

峰期,工商业吸引大量人流及车流所致,此外城乡结合部多为第二产业集聚地,货运比例高更加剧了事

故风险;其次死亡事故多发于7:00~8:00及18:00~21:00,基本与上下班时期重合,这与期间人

流、车流集中涌入道路有关,加之道路缺乏基本安全设施,交通冲突点集中在机动车道,道路安全隐患

急剧上升。

图4 死亡事故月份分布图

图5 死亡事故时间分布图

图6 各等级道路亡人事故统计

1.3 事故空间分布特征

亡人事故多发于干线公路,且呈现路段高于交叉口特征。
数据显示,亡人事故主要发生于省道和县道干线公路,事故

占比约72%,道路等级与交通事故存在关联性,且道路等级

越高,事故严重性越高,这与国道、省道、县道等干线道路

速度快、沿线地块接入口多、交叉口无信号控制、交通秩序

混乱有关,此外这类道路多为公路断面,缺乏慢行设施,服

务性质差,当人流增多时,交通安全隐患也逐渐增加。

表1 各等级公路设计速度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设计速度 (km/h) 120 100 80 100 80 60 80 60 4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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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事故点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路段,一类为交叉口,并呈现路段高于交叉口特征。数据显

示,城乡结合部亡人事故路段约占55%,交叉口约占45%,而城乡结合部交叉口事故占全年交叉口事

故的53.1%[1],这与路段速度较高、绿化茂密,视距较差,道路辨识度低有关,导致出现突发状况时,
交通参与者来不及反应,进而造成事故。交叉口由于车流的特殊性,相较路段存在更多的冲突点,由于

交通量达不到信号灯设置标准,现状多无信号控制,使交叉口成为第二大事故发生点。数据显示,交叉

口亡人事故发生点位多位于交叉口中央分隔带端部合围区域,约占交叉口事故量的50%,主要由于该

区域为车流冲突点集中区域,当缺失信号管控时,混乱行驶的车流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其次为停止线与

中央分隔带端部合围区域,约占22%,这部分区域为渠化岛、二次过街安全岛、车止石、行人过街斑

马线等设施区域,车辆容易与设施碰撞或与行人发生冲突,进而造成事故;第三为停止线至展宽段部分

合围区域,该区域主要存在大量横跨车道违反交通规则车辆,容易发生碰撞事故。

图7 交叉口冲突点分布图 图8 不同位置亡人事故比例

1.4 事故成因特征

城乡结合部死亡事故成因主要有无证驾驶、酒驾、不礼让行人、驾驶员操作不当、侵犯路权为主,
其中无证驾驶最多,其次为酒驾及驾驶员操作不当,故城乡结合部应加强对驾驶员的技术培训及考核等

相关管理,加强对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培训。

图9 事故成因

在死亡事故责任方中,责任方主要以货车与摩托车为主,约占82%,这与城乡结合部第二产业较

大,货运需求高,客货混行严重有关;其次城乡结合部对摩托车管控措施相较城区较少,过高的速度及

较低的安全防护加剧摩托车事故死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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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事故责任方特征

1.5 事故人员特征

数据显示,事故责任者多集中于22~49岁年龄段,占总事故数的约81.91%,尤其30~39岁年龄

段事故占比最高,达38.9%。事故责任者平均受教水平高中及以下学历占91%;说明安全意识低是事

故诱发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

2 事故原因分析

2.1 城市化进程加快, 道路设施更新缓慢

城乡结合部事故远高于城区的原因,主要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迅速扩张,道路

设施更新速度低于城市发展速度造成的;道路市政化改造作为一项长久性工程,时间跨度2~5年,且

投资较大,加上道路功能定位未及时转变,仍然停留在交通功能上,未考虑慢行出行需求,慢行无空间

可走,只能人车共用,进而造成事故;其次,城乡结合部道路原来主要为公路,交通设施主要按照公路

设置,当公路向城市道路转变时,由于该道路定位处于公路与城市道路两者之间,未有相关规范指引,
导致设施设置出现过多或过少问题,如原有公路速度限速为80km/h,转变为城市道路后,一般为40~
60km/h,故城乡结合部按80km/h管控时,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死亡。

2.2 第二产业比重大, 道路功能复杂, 交通组织混乱

城乡结合部一般为城市第二产业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在人流较少时,主要承担交通功能,服务对

象主要为车,当转变为城区一部分过程中,人流增加,道路功能转变,道路出现人、非、机、货混行现

象,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其次由于城乡结合部交通量较小,原来未设置信号灯,交通量增大以后,交

叉口交通组织较为混乱,进而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第三由于原有公路为服务周边村庄,道路开口较为

随意,城市化后,小距离的路中开口导致行人、机动车、摩托车随意横穿,不仅影响道路交通运行,更

增加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2.3 执法收益趋于极限, 未辅助科技力量进行执法

城乡结合部警力相对城区较少,其次电子警察等辅助科技力量更是缺失,导致片区警力日均处理事

故较多,压力较大,用于交通安全宣传等时间较少,整体收益趋于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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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分析来看,乐平镇警力少,电警安装点位与事故多发点位不匹配,交警日均处理事故较多,
基本用于处理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改善是一个系统工程,交警作为道路交通的管理者,处理事故只

是其中一个过程,应对事故原因进行辅助分析,多方面制定改善方案,以追求收益最大化。

2.4 救援体系不完善, 过程损失时间长

城乡结合部相较城区医院较少,甲级医院更是缺失,发生事故后,救援车辆需从城区或城乡结合部

其他区域行驶过来,过程中损失时间长,极易造成错过救援关键时刻问题;其次城乡结合部医院由于医

疗体系相较城区完善程度不足,缺乏专门响应交通事故常备人员,这也是导致时间损失的一个因素。

2.5 宣传活动少且不成系统, 效果差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作为交通安全改善的一项关键措施,只有通过提高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交通安全问题。
城乡结合部由于警力少,针对特殊人员进行交通安全培训工作少,宣传工作不足,这是导致交通安

全改善收益较差的一个因素;特殊人员主要有货车驾驶员、快递员、外卖配送人员、学生、村民等,从

收集的资料显示,城乡结合部针对这类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较少,且不成系统,产生作用较少。货车及

摩托车事故是城乡结合部的参与者事故,针对货车司机及摩托车司机教育培训,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3 城乡结合部交通安全改善策略及措施

3.1 改善策略

城区道路交通安全改善主要采用 “4E”策略,即工程、执法、救援、教育,工程是改善的基础,
以强化防护性能、降低潜在风险为核心,提升重点道路交通设施安全性;执法是手段,通过加强科技设

施投入和执法力度,实现安全管理全时空覆盖;救援是保障,通过完善交通救援机制设施投入,加强应

急救援保障和处置能力建设,减少过程损失时间,提高救援的及时性;教育是关键,加强对交通参与者

的宣传教育,提高交通安全意识,从源头减少交通安全隐患,这个改善体系更系统,更有效。
城乡结合部相较城区存在较大差距,若完全按照 “4E”策略进行改善,在安全形势严峻情况下,

收益较小,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和死亡率,从现场调查来看,城乡结合部近期道路安全面临的核心

问题为交通安全设施缺失,其次为执法投入,最后为救援体系及教育宣传。从效益最大化来看,城乡结

合部交通安全改善应集中在交通安全设施完善方面,通过 “时间段、见效快、投资少”手段完善道路安

全设施,解决交通安全事故率高居不下问题;其次对镇区学校、工厂生产人员、外卖及快递员等特殊行

业人员进行定期安全教育,以点至面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最后,针对救援建立紧急救援体系,建立

交警、专用医护人员救援体系,保障救援及时有效,进而形成基础设施更新-执法教育-救援-基础设施升

级改善闭环。

3.2 改善措施

3.2.1 基础设施更新及完善

俗话说 “要致富,先修路”,道路作为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是城市快速发展的根本,对于道路来说,
高效安全出行是道路的根本,只有安全的道路才能带吸引人流,吸引车流,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大动

脉,而道路的安全的基础就是交通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的第一要务就是完善与城区道路相适应

的基础设施。常见的交通安全设施主要为交通标志标线、护栏、防撞桶、反光设施、路灯、警示灯、黄

闪灯、信号灯、天桥等且设置标准应符合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2],只有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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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构建安全道路骨架,才能够有效较低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

3.2.2 道路条件优化

道路条件改善主要包括设置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修剪绿化、交叉口渠化、增大转弯半径、设置二

次过街安全岛、优化畸形交叉口等措施,由于涉及土建,工程量较大,改造过程中应先简后难,短期改

善与持续改善结合原则,即修剪绿化以改善视距短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应立即进行,针对部分节点

未渠化、未设置二次过街安全岛等涉及少量土建工程应短期开展,针对完善慢行通道,增加人行道

与非机动车道等大土建、高投资工程应持续进行,通过解决道路自身因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提高

出行安全。

3.2.3 交通组织优化

交通秩序的好坏决定道路安全的上限,交通通行秩序越好,道路越安全,安全隐患越低,交通秩序

越混乱,道路越危险,安全隐患越高;交通参与者交通行为是决定交通秩序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人活动

具有随机性与难控性,只有通过强制性措施对交通参与者进行硬性交通组织,才能改善道路的交通秩

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具体化的分区分段限速,针对公路限速过高问题,结合道路两侧用地及需求,进行限速,在保证道

路高速通行条件下,对局部路段速度进行控制,消除 “一条路一个速度”现象。
细分道路功能,打造客货通道,分离各类交通流,公路功能主要强调交通可达,城市道路功能不仅

要求交通可达,更要求人可停留;这要求道路要将路过的人吸引下来,让交通慢下来,进行消费;要求

道路人、机、非、货分流,各行其道,道路既能快速引流,亦能快速疏散;其次,城乡结合部工业发

达,货车量大,应设施专用货车通道对进出货车集散,避免城市客货混行现象,现状城乡结合部货车责

任死亡事故为主要责任人主要在于道路未区分道路功能,客货混行严重,一旦发生事故,严重性相较其

他较重。
优化道路路口接入管理,对路口过近开口进行封闭,减少道路车流冲突频率,一般来说,有中央分

隔带道路,按照前后交叉口相距500m进行控制,对过近开口进行封闭,对地块接入口,按150m距离

进行控制,合并过近的出入口,减少分流合流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并对进行渠化拓宽组织,减少车流的

横向碰撞。

3.2.4 交通安全意识提升教育培训

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高低是道路安全的决定因素,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观因素,交通参与者能够通

过自我调整控制事故发生的概率,只有提升交通安全意识,才能减少违规驾驶、横穿马路等现象,从而

决定事故是否发生。
其中城乡结合部交通安全培训教育需重点关注村民、外卖员、快递员、货车司机、摩托车司机、学

生等对象,针对货车司机,制定责任连带制度,货车管控与工程联系起来,通过奖惩机制打造双管控机

制,工厂管控为辅,政府管控为主的机制;针对学生,创新交通安全授课形式,提高学生参与度,通过

师生互动、采用多样化教学手段、案例讲解、小组协同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高教育效果[3]。

3.2.5 科技力量辅助管理

城区交通管控现状以电警等科技设施管控为辅,交警管控为主,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城乡结

合部管控更多以交警力量为主,科技力量较少,在警力投入收益达到极限的条件下,应对事故多发点位

设置电子监控等设施,解决违规行驶等现象,规范出行行为;其次,适度应用智能交通技术能够有效减

轻事故伤害,如救援车辆信号交叉优先等,通过制定高效救援路线,减低救援时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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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分析

引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三花公路 (乐平大道至新政路)段780m内三个交叉口及路段探讨城乡结

合部交通安全改善问题。
(1)道路基本情况:

表2 交叉口基本信息表

交叉口

基本信息       
三花公路-乐平大道 三花公路-金缸路 三花公路-新政路

交叉口形式 十字信控 十字无信控 十字信控

道路等级 省道交县道 省道交乡道 省道交乡道

距下一路口距离/m 410 370 480

车道数 双四交双六 双四交双二 双四交四

限速情况km/h 80与80 80 80

亡人事故情况 1 4 1

(2)事故原因分析:数据显示,
 

三花公路-金缸路交叉口及其100m范围内是事故高发区域,三年

共发生4起,此外为三花公路-新政路交叉口,事故原因:1)交叉口缺乏信控管理,交通秩序混乱,
2)交叉口缺乏二次过街安全岛3)道路缺乏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交,4)交叉口及道路周边缺乏标志标

图11 三花公路-金缸路现状交通流量图

线等设施5)地块接入不合理,车辆进出随意,6)路

段速度过高,事故风险高,7)叉口视距差,道路辨识

度低。
根据事故原因及现状问题,采取以下改善措施:
1)三花公路、乐平大道限速至60km/h,新政路

限速至40km/h,金缸路限速至30km/h,并设置电警

等设施进行管控;2)金缸路口改为信控路口,并与前

后信控口进行绿波控制,保证路段交通畅行,根据调

查,三花公路高峰小时双向交通量为2064pcu/h,金

缸路为715pcu/h,符合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

规范》GB
 

14886-2016的设置要求[5];其次设置二次

过街安全岛及无障碍设施,保障行人过街安全;第三,
修剪绿化,保证交叉口满足视距要求;第四,优化交

叉口周边地块接入口,保障交叉口通行秩序。

表3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设置信号灯流量条件

主要道路单车

车道数/条
次要道路单向

车道数/条
主要道路双向高峰小时

流量/(PCU/h)
流量较大次要道路单向

高峰小时流量/(PCU/h)

≥2 1

900 340

1050 280

140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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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三花公路-乐平大道交叉口信号放行方式,由东进口放行、西进口放行、南北进口同时放

行改为东进口放行,西进口放行、南进口放行、北进口放行,减少南北方向各向交通冲突,提高交叉口

安全性;其次修剪交叉口周边绿化,保证视距要求;第三,渠化岛端部设置分道牌及防撞设置,提高道

路辨识度;第四,增设二次过街安全岛,完善周边标志标线。
(4)完善三花公路-新政路标志标线,增设二次过街安全岛;其次修剪交叉口周边绿化,保证视距

要求。 
(5)路段增设前方路口等标牌,修剪沿线绿化,提高道路辨识度,并对三花公路、乐平大道增设人

行道及非机动车道。

图12 交叉口改造平面图 (左1新政路口、中间金缸路口、右1乐平大道路口)

5 结语

城乡结合部交通安全问题归根结底为设施缺陷、道路条件缺陷、交通组织混乱、交通参与者安全意

识低问题,是交通安全改善的第一个阶段,城区部分交通安全改善先进措施在城乡结合部收益大多较

低,如触摸式行人过街红绿灯、天桥等,在事故频发的形势下,城乡结合部亟需一套 “时间短、见效

快、投资少”的一套改善措施,才能有效控制事故发生率,减少事故发生,达到收益的最大值,并在事

故发生率稳定后,才能逐步引入深圳、上海等发达城市相关治理措施,进行道路基础设施升级更新,实

现道路交通安全智慧管理、多维管理。
交通安全改善关乎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更是国家安全生产,以人为本的体现,只有道路出行安全性

提高,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血液,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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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地组团城市出行分布演变规律研究

吴祥国　高志刚　张建嵩　于海勇

【摘要】 出行分布是反映城市居民出行特征和规律的关键指标，研究城市交通出行分布演变规律有助于研究交通空

间与城市空间协同建设发展的互动关系，从而实现城市交通精准治理与服务决策。本文以重庆市主城区作为山地组团

城市的典型研究对象，主要基于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的居民出行调查及其相关基础数据资源，采用

交通模型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总结了居民出行次数、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分布、出行分担率、出行时耗和出行距

离的变化特征，结合用地与道路网络建设深入研究了组团间出行分布和组团内部出行比例的演变规律及其出行目的、

出行方式的变化特征。最后，初步探索分析了影响出行分布演变规律的因素，包括区位与用地面积、人口岗位、用地

开发和职住比。

【关键词】 交通规划；山地组团城市；出行分布；演变规律

１ 城市与交通概况

山地城市是借助地理学中山地、平原概念在建筑、城市规划领域的引用，尤以重庆市为典型代

表，具有地势起伏、坡度大 （一般大于５％）、建设难度高以及城市空间布局依山就势、道路网络自

由不规则等显著区别于平原城市的特征［１］。因此，居民出行方式几乎没有自行车，步行与地面公交

出行占据较大的比重。“组团”一词来源于形态类型分析法，是一种紧靠成组的聚落布局形式，常用

于城市规划中城市形态结构的表述［２］，如在 《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 （２００７～２０２０年）》 （２０１４年深

化）中，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空间结构为 “一城五片、多中心组团式”，城市建设用地分为２１个

组团［３］。　　

重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于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２０１９年，主城区常住人

口８８４．４万，城镇常住人口８０６．７万，城镇化率９１．２％。受四山、两江的阻隔影响，主城区在城市空

间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承 “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形态发展理念，从而减少山体阻碍、两江阻隔带来的城

市发展瓶颈。从近代主城区空间发展来看，自渝中半岛、江北嘴 （清末）逐步拓展至南岸的弹子石、南

坪以及沙坪坝的三角碑地区 （１９４０年），进一步拓展至内环以内的五大商圈区域 （１９９５年），并在近二

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断跨越山体、两江实现主城九区用地全面铺开建设，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

特征初露峥嵘［４］。

受城市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的影响，主城区人口和岗位主要集中于内环以内区域，约占主城区

总体的５０％左右 （见图１），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也主要集中于该区域。主城区工作日高峰小时运行车

速２２．９ｋｍ／ｈ，道路交通运行指数４．８，总体处于缓行状态；内环以内区域运行车速１９．８ｋｍ／ｈ，道路

交通运行指数５．６，总体处于拥堵状态。主城区轨道线网日均客运量２８５．４万乘次，内环以内区域轨

道线网日均客运量１９３．１万乘次，占比高达６８％；轨道线路客流拥挤区段也集中分布在

该区域［５］。　

由此可见，主城区用地开发进程决定了人口岗位及其职住分布的特征，进一步决定了主城区的交通

出行分布特征。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居民出行特征特别是出行分布特征，分析主城区居民出行的演变规

律，可为进一步开展规划建设和模型预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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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现状主城区人口岗位分布示意图

２ 基础数据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的基础数据资源包括２００２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及其相

应年份的人口、用地、各类型道路、公交、轨道网络以及交通流量调查数据［５１２］。此外，采用部分年份

的手机、ＲＦＩＤ、公交ＩＣ卡和轨道闸机等大数据进行补充分析。

以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相应交通小区的人口扩样分析，构建四阶段交通模型，进行道路

和公共交通模型分配，并采用交通流量调查数据开展模型校验与反馈迭代，直至模型分配结果满足校验

标准。同时，采用大数据资源挖掘的出行特征对交通模型进行融合应用，如完善人口岗位分布、修正出

行分布和出行结构等。

重庆主城交通小区的覆盖范围和数量均发生了变化，其数量由２００２年的４０６个、２０１０年的８０９个

逐渐增长至２０１４年的１３３０个、２０１８年的３０４４个。为了深入研究主城区出行分布的演变规律，均以总

体规划确定的２１个组团为基本分析单元对四个年份的出行演化特征进行分析。从居民出行调查的样本

分布量来看，调查样本总量基本稳定在３万户，６岁以上调查人口７万～８万人，核心区域组团的调查

样本量逐步减少，外围区域逐步增多，见图２。

３ 出行分布演变规律

３１ 居民出行特征变化

３．１．１ 出行次数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城区居民人均出行次数逐步增加。常住人口人均出行次数从２００２年

的１．９１人次／日上升至２０１８年的２．１９人次／日，其中６岁以上居民人均出行次数由２．０５人次／日增长

为２．３９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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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主城区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居民出行调查样本量分布

３．１．２ 出行目的

从出行目的来看，自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８年，上班出行增加，上学出行下降，其他目的出行变化不大。

特别是从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来看，各类型出行目的基本无差异，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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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主城区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出行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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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出行时间分布

自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８年，早、晚高峰小时出行系数均呈增长趋势并趋于稳定 （见图４），其中早高峰

小时系数由１５．２％增长至１９．４％，晚高峰由１０．０％增长至１５．２％，而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的早晚高峰小时

系数基本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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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主城区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出行时间分布变化

３．１．４ 出行分担率

从主城区全方式出行结构变化趋势 （图５ａ）来看，出行变化特征如下：（１）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８年的步

行出行比例快速下降，但自２０１０年以来，下降趋势逐渐趋缓。（２）步行大量转移至小汽车和公共交通。

（３）在轨道交通尚未成熟阶段，地面公交吸收了大量步行转移人群，分担率逐年增长；随着轨道出行的

增加，地面公交出行分担率不断下降。进一步分析主城区机动化出行结构变化趋势 （图５ｂ），可知：

（１）小汽车出行比例稳步增长，已逐步达到高位。（２）出租车和地面公交出行比例稳步下降，出租车转

移至小汽车，地面公交大量转移至轨道 （２０１３年较为明显）。（３）随着轨道线网逐渐增加，轨道出行比

例交通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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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主城区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出行分担率变化 （一）

５０７１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8) *E) +6.1 .+ 8<
2002 2008 2009 2010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b.0,/*?,+5 

图５　主城区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出行分担率变化 （二）

３．１．５ 出行时耗

根据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８年的调查，主城区全方式平均出行时耗基本稳定在３０３３分钟 （图６ａ），说明

居民可承受的平均出行时耗相对稳定。从各方式出行时耗变化来看，步行、地面公交、出租汽车出行时

耗略有降低，小汽车、轨道出行时耗增长较为明显。从全方式出行时耗分布 （图６ｂ）来看，３０分钟以

下的出行时耗占比明显降低，３０～８０分钟之间的出行时耗明显增加，这也体现了机动化出行所消耗的

时间明显增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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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主城区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出行时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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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 出行距离

分析主城区各方式出行距离变化特征可知，自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８年，主城区全方式平均出行距离由

３ｋｍ增长为５．９ｋｍ，机动化由６．７ｋｍ增长为９．８ｋｍ。在各类交通方式中，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持续增

长，由７．１ｋｍ增长为１１．６ｋｍ；地面公交略有增长，基本稳定在６．６～７．６ｋｍ之间；轨道交通由２０１０

年的６．３ｋｍ增长为２０１８年的１２．９ｋ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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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主城区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出行距离变化

３２ 出行分布变化

３．２．１ 组团间出行分布

组团间出行分布主要体现各组团之间的跨组团中长距离机动化出行，采用全方式组团间出行分布量

进行表征。主城区组团间出行分布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连片、南向联系阶

段 （２００２）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连片、南北向拓展阶段 （２０１０）中部槽谷南北向轴线拓展阶段

（２０１４）中部与东西向轴线拓展阶段 （２０１８）。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主城区出行分布的演变规律，结合

不同阶段的用地分布、道路交通设施进行研究。

在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连片、南向联系阶段 （见图８），城市用地和道路网络主要集中在内环以内

区域；绕城高速尚未建设，对外通道主要包括渝武、成渝、渝长、机场高速等；穿山隧道也以对外高速

a.A+,) b.*?,)8=?

图８　主城区２００２年用地与出行分布期望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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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隧道为主如中梁山隧道、渝武高速北碚隧道、铁山坪隧道、真武山隧道和南泉隧道。出行交换量主

要集中在以渝中组团为中心的观音桥、大杨石、南坪组团之间，日均交换量分别为２３万人次、２１万人

次、１８万人次；其次，在以沙坪坝、大杨石为中心的观音桥、南坪、大渡口组团之间日均交换量１０万

人次；第三，沙坪坝西永、南坪李家沱之间的日均交换量４万人次。

在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成片、南北向拓展、重点北向发展阶段 （见图９），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中

部槽谷，特别是内环以内区域以及机场路沿线，两山以外的用地发展相对独立。城市道路先于用地开发

进行布局，西永、礼嘉、茶园、蔡家等组团均已开展道路建设；绕城高速也已建成，并新增了渝邻、遂

渝、渝黔、渝湘等对外高速联络通道；穿山隧道也分别增加了３座。与上一阶段相比：（１）核心区域五

大商圈组团之间的出行交换量增加明显，特别是沙坪坝、观音桥、大杨石组团之间，由日均８万增长为

１８万人次；（２）南北向轴线拓展明显，特别是北向联系，如大杨石大渡口、观音桥人和、人和空港

组团之间的交换量分别由１０万、３万、１万增长为１９万人次、２０万人次、５万人次；（３）部分相邻组

团如大杨石李家沱、南坪李家沱、西永沙坪坝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交换量增长。

a.A+,) b.*?,)8=?

图９　主城区２０１０年用地与出行分布期望线

在中部槽谷南北向轴线发展阶段 （见图１０），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中部槽谷，并逐步向礼嘉、蔡

家、悦来等组团拓展；两山之外的西永、茶园、鱼嘴等组团用地开发也逐步增多。西永、礼嘉、悦来、

蔡家、茶园、龙盛等组团的道路建设逐步成网，对外高速公路通道新增成渝环线高速、沪渝南线高速和

渝蓉高速３条，而穿山通道仅在铜锣山新开通了铜锣山隧道、南山隧道２座。在此期间，五大商圈连片

发展并趋于稳定，南北向轴线也日益明显，并逐步跨越两山发展。从交换量来看：（１）继续北向发展趋

势明显，如人和空港之间的日均交换量由５万增长为１２万人次。（２）跨越两山发展趋势明显，如西永

沙坪坝、茶园南坪的交换量由５万、２万分别增长为９万人次、６万人次。

在中部拓展与东西向轴线阶段，城市用地在中部槽谷进一步向礼嘉、蔡家、悦来等组团拓展；两山

之外的西永、茶园、鱼嘴等组团用地开发也明显增多，西永、礼嘉、悦来、蔡家、茶园、龙盛等组团的

道路网络连片发展。对外高速公路通道新增了九永高速、渝广高速２条，中梁山穿山隧道也由５座增长

为８座。在该阶段，五大核心商圈组团连片发展态势趋于稳定；中部槽谷南北轴线方向进一步发展，并

逐步向沿线组团拓展；东西向发展轴线也趋明显。从交换量来看：（１）中部槽谷南北向出行交换量进一

步增长，人和观音桥、人和空港、大杨石大渡口交换量分别由２０万、１０万、１９万增长为２６万人次、

１４万人次、２１万人次；（２）中部槽谷南北向轴线向沿线组团拓展明显，人和礼嘉、空港悦来、南坪

李家沱交换量分别由３万、２万、６万增长为８万人次、９万人次、１０万人次；（３）穿山出行交换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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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增加，西永沙坪坝、茶园南坪的交换量分别由９万、６万增长为１１万人次、８万人次。

a.A+,) b.*?,)8=?

图１０　主城区２０１４年用地与出行分布期望线

a.A+,) b.*?,)8=?

图１１　主城区２０１８年用地与出行分布期望线

总体来看，其演变特征如下：（１）在核心区域五大商圈组团的人口快速增长并趋于稳定后，核心区

五大组团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基本形成连片发展并趋于稳定。（２）随着中部槽谷人口快速增长，逐步

形成了明显的南北向发展轴带，如空港人和观音桥大杨石大渡口发展轴。（３）东、西部槽谷与中部

槽谷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西永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茶园的发展轴带。（４）随着人口的增

长，中部槽谷其他区域如空港悦来、人和礼嘉之间的联系也在增强。（５）东西部槽谷内部的南北向联

系初露峥嵘，主要体现在西永西彭、茶园界石之间。

３．２．２ 组团内部出行

组团内部出行绝对量大且组团内部出行比例高是体现多中心组团城市特征的核心指标，本文重点采

用组团内部出行比例来表征组团内部出行的演变规律。分析主城区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８年的组团内部出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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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总体如下：（１）全方式组团内部出行比例总体趋势下降并略有回升，机动化略有下降并趋于稳定，

小汽车快速下降。（２）公共交通组团内部出行比例稳步增长，其中地面公交持续增长，轨道快速下降并

逐步回升。进一步分析主城区不同出行方式的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值，总体趋势为全方式比例值＞地面公

交比例值＞机动化、公共交通比例值＞小汽车比例值＞轨道比例值，这与相应交通方式的出行距离具有

较强的负相关性，见图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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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主城区各方式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变化

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８年的全方式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变化趋势来看，主城区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呈现下降

的趋势，但近几年略有回升。不同区位组团的内部出行比例变化特征略有不同：（１）中部槽谷发展相对

成熟的渝中、沙坪坝、观音桥、南坪、大渡口、李家沱组团，特别是空港组团均呈下降趋势。（２）东西

部槽谷的鱼嘴、西永、西彭、北碚组团也略有下降。（３）快速发展中的人和、悦来、蔡家组团的内部出

行比例增幅明显。

与全方式组团内部出行比例总体趋势较为相似，主城区机动化出行比例略有下降，但近几年基本保持

不变。不同组团的变化规律如下：（１）发展最成熟且面积最小的渝中组团呈持续下降趋势。（２）中部槽谷

发展较为成熟的大杨石、沙坪坝、南坪、观音桥组团呈增长或基本稳定态势。（３）基数较低而处于快速发

展中的人和、礼嘉、唐家沱、蔡家组团呈快速增长态势。（４）基数较高而处于快速发展中的西永、茶园、

大渡口、空港、悦来、鱼嘴等组团处于快速下降态势。（５）发展较为独立的北碚、西彭组团略有增长。

与全方式和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变化趋势不同，主城区小汽车出行比例呈持续下降态势，近几

年降幅趋缓。而从各组团的变化特征来看，不管是发展较为成熟的渝中、沙坪坝、南坪、观音桥、大渡

口、李家沱、空港等组团，还是外围发展中的北碚、西永、茶园、鱼嘴、龙兴、唐家沱等组团，均呈快

速下降趋势。此外，小汽车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并不会无节制的下降，达到一定极限值后将逐步趋于稳

定，如渝中、大杨石、南坪、观音桥等核心区域组团的早高峰小汽车出行比例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与主城区小汽车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变化相反，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呈逐步增长态势，主要表现为中部

槽谷的大杨石、沙坪坝、南坪、大渡口、李家沱、观音桥、人和、礼嘉、唐家沱等组团呈持续增长态

势。而中部槽谷外围的悦来、空港、水土以及东西部槽谷的西永、茶园、鱼嘴、龙兴、界石等新开发区

域的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呈下降态势。这与主城区地面公交出行比例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此外，受轨道

交通线网开通进程的影响，主城区轨道交通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呈先下降后上升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核心

区域的渝中、大杨石出行比例有所降低，而其他的如沙坪坝、南坪、李家沱、北碚、西永、空港、悦来

等出行比例均有较大的增长。

３．２．３ 其他出行分布特征

组团内外部出行在出行目的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组团内部出行以上班、上学、购物娱乐出行为

主，组团对外出行以上班为主。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８年的变化趋势来看，上班出行在组团内部与对外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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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占比均增大，且在对外出行中的增幅更大，由２４．８％增长为３５．７％；上学在组团对外出行中的占

比降幅较大，由５．５％降低为１．９％；购物娱乐出行在组团内部出行中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在对外出行

中的比例由９．７％降低为６．０％。

在出行结构方面，组团内外部出行也有较大的差异。组团内部出行以步行、地面公交出行为主，步

行比例逐年下降，地面公交增加，小汽车逐年增长；对外出行以地面公交和小汽车为主，地面公交出行

比例持续下降，小汽车和轨道持续增长。从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１８年的变化趋势来看，步行在组团内、外出行

中的占比均有所减少；小汽车在组团内、外出行中的占比均有大幅增加且在对外出行中增幅更大，由

５．１％增长为３７．１％；地面公交在组团内部出行中占比增加但近期略有下降，而在对外出行中持续减

少，由７５．９％降低为３２．２％；轨道交通主要承担组团对外交通且持续增加，由２０１０年的０．９％增长为

２０１８年的１８．４％。

４ 影响因素初探

影响组团内外部出行比例的因素繁多，涉及社会经济、用地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公服设施、组团

功能定位及区位特征等。其中，社会经济因素可采用人口岗位、职住比等指标进行表征，用地开发可结

合建设用地面积及其结构比例进行体现，交通基础设施指标包括道路 （桥梁、隧道）、轨道、地面公交

的通车长度，组团功能定位与区位可结合其产业发展变化以及是否在核心区域进行研究。

４１ 区位与用地面积

不同区位与用地面积的组团，因其发展历史和阶段不同，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出行分布演变特征。渝

中组团是重庆最早发展的地区，区域面积最小，且位于城市中心，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逐年降低并

趋于稳定。观音桥、沙坪坝、大杨石、南坪组团用地面积均在４０～５０ｋｍ２左右，位于城市中部核心区

域，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逐步提高并趋于稳定。快速发展中的人和、礼嘉组团，位于城市中部槽谷

北侧区域，区域面积均６０ｋｍ２左右，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仍在快速增长中。处于城市外围且快速

发展中的西永、茶园、大渡口、龙兴用地面积均较大，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处于快速下降趋势中。

外围发展较为独立的北碚、西彭组团用地面积在４０～５０ｋｍ２左右，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略有增长。

４２ 人口岗位

主城区常住人口自２００２年的６００万增长为２０１８年的８７５万。但不同组团人口的变化，导致职住特

征发生较大改变，从而影响组团的出行分布特征。渝中组团人口持续减少，岗位不断增加，职住特征日

趋不平衡，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由３６％下降为２６％。大杨石、南坪、观音桥、沙坪坝组团人口岗

位基数高且稳步增长，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略有增长。人和、西永、大渡口、空港组团人口岗位快

速增长，近期出现了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逐步增长的情况。快速开发中的悦来、茶园、鱼嘴、龙

兴、水土组团，人口基数低且增长缓慢，岗位提前布局，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快速下降。外围稳步

发展的李家沱、北碚、西彭组团，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基数高且相对稳定。

４３ 用地开发

城市建设用地自２００２年的２３３ｋｍ２增长为２０１８年的６５９ｋｍ２。２００２年，城市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

中部槽谷内环以内区域；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城市建设用地重点向北侧发展，并逐步向两山之外拓展；

２０１８年，城市建设用地呈各组团全面布局的态势，主要布局在中部槽谷北部、南部、西永和茶园组团。

不同组团居住用地与商务、公服用地的增减变化，导致了人口岗位的变化，影响了组团的职住平衡

特征和组团出行分布规律。渝中组团居住用地减少，商业用地增加，导致人口逐步降低岗位逐步增加，

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不断下降。位于核心区域的大杨石、沙坪坝、南坪、观音桥组团居住用地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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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地增加明显，人口岗位大幅增加，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稳步增长。快速开发中的人和、礼嘉组

团，在居住用地面积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商业、医疗、中小学用地也同比例增长，形成良好的职住平衡

态势，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不断增长。

４４ 职住比

职住比主要反映了人口和岗位的配比情况，过高和过低均会导致职住的不平衡问题，从而造成大规

模、跨组团、长距离、潮汐出行现象，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也较低。渝中组团职住比不断升高，组

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日益降低。人和、唐家沱职住比过高时，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处于较低的水

平。礼嘉、蔡家职住比过低时，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也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当职住比在０．５～０．６

之间时，机动化出行比例一般维持在５０％以上，处于相对较好的职住状态。

５ 结论

结合重庆市的历史发展进程可知，重庆市主城区具有典型的多中心组团城市特征，是分析山地组团

城市特征的典型研究对象。基于多年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及其相关基础数据资源，采用交通模型技术进

行深入的数据挖掘分析，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

（１）从居民出行特征来看，居民出行次数逐步增加；上班出行目的略有增加，其他目的出行变化不

大；早、晚高峰小时出行系数均呈现增长趋势并趋于稳定；步行出行比例快速下降，小汽车和轨道逐年

增长，地面公交出行分担率不断下降；全方式平均出行时耗基本稳定在３０～３３分钟左右，步行、地

面公交、出租汽车出行时耗略有降低，小汽车、轨道出行时耗增长较为明显；主城区全方式与机动

化平均出行距离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全方式由３ｋｍ增长为５．９ｋｍ，机动化由６．７ｋｍ增长

为９．８ｋｍ。

（２）从组团间出行分布来看，主城区经历了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连片、南向联系阶段 （２００２）核

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连片、南北向拓展阶段 （２０１０）中部槽谷南北向轴线拓展阶段 （２０１４）中部与东西

向轴线拓展阶段 （２０１８）的出行分布演变。从组团间内部出行比例来看，全方式总体下降并略有回升，

机动化略有下降并趋于稳定，小汽车快速下降，公共交通稳步增长，其中地面公交持续增幅明显，轨道

快速下降并逐步回升。从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值来看，总体趋势为全方式＞地面公交＞机动化、公共交

通＞小汽车＞轨道，这与相应交通方式的出行距离具有较强的负相关性。此外，小汽车组团内部出行比

例并不会无节制的下降，达到一定极限值后将逐步趋于稳定。

此外，本文对影响山地组团城市出行分布演变规律的因素如区位与用地面积、人口岗位、用地开发

和职住比进行初步的探索分析，但定性分析内容较多，定量研究成果较少，下一步需结合更多的定量因

素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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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边缘组团不同发展阶段交通特征研究

张朝峰　游　历

【摘要】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是 “城”、“乡”过渡的重要地带，也是城市空间增长和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区域，本文首先明

确了边缘组团的定义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交通供需关系，判断每个阶段最迫切的交通需

求，并给出行之有效的交通供给策略，研究总结出边缘组团不同发展阶段交通系统特征规律。以西安港务区为例，通过

详实的现状调研和需求预测，准确判断组团所处发展阶段和交通发展态势，提出对外提速扩容、对内跨越式品质提升的

交通发展策略，在大容量公交系统超前布局的基础上，规划适用于港、城、乡三位一体空间结构、主次轴线二分展开、

与中心城连绵一体的道路交通系统，支撑港务区城市未来发展框架和基本格局。

【关键词】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发展阶段；交通系统

０ 引言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作为城乡交融区，是城市空间扩展、土地利用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交通系统作

为边缘组团发展的重要支撑，也呈现出了独特的特征规律。因此，研究选取组团不同发展阶段的交通需

求总量、职住分布特点、出行距离特征和交通方式构成比例等要素，总结出对应的交通系统供给策略和

要求，以期为边缘组团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

１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的界定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与传统的城市边缘区概念较为接近，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康敬［１］采用 “康维斯

断裂点”分析法界定了现阶段天津市中心城区边缘区的大致范围；翟国强［２］提出我国现阶段中心城区边

缘区的具体区域范围界定方法。陈成［３］通过区位、用地、经济结构、发展条件四个方面对中心城区边缘

区进行了定性的界定，主要特征包括：

（１）区位—处于城市近郊区

考虑与中心城区交通、产业联系等空间关系，对边缘组团范围界定为：位于中心城区建成区之外，

最靠近中心城区近郊区的范畴，距离建成区约１５ｋｍ范围以内的空间区域。

（２）用地—大部分已用于城市建设或规划为城市建设用地

距离中心城区较近，土地处于非建设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阶段，或者有重大事件的发生带动组团

的快速发展，这些区域大部分用地已用于城市建设或规划为城市建设用地。

（３）经济—承接中心城区功能外溢

边缘组团紧邻中心城区，受其辐射带动强，也是中心城区功能外溢的首选之地，尤其像商贸服务、

零售批发等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已成为边缘组团典型的经济形态。

（４）发展—具有良好或重大的机遇

边缘组团是具有潜力或优势未来与中心城区连绵一体发展的地区，或通过便捷的交通枢纽，吸引城

市功能集聚，或受运动会、博览会等重大事件的推动完善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这些组团跨越式发展。

综上所述，本次中心城区边缘组团定义为：位于近郊区，成为中心城区功能外溢的首选之地，大部

分已规划为城市建设用地，受重大事件的推动成为最易发展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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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边缘组团发展阶段

按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边缘组团的发展也经历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在各个时期

具有各自的特征。

（１）起步期—城乡结合部特征明显

用地特征：大部分是非建设用地，临近中心城区的村庄吸引大量外来人口租赁租住，村民违规建设

小高层，成为典型的城中村。同时在一些环境优美或交通便捷的区域，会建成成熟的现代化居住社区。

开始有小型村镇企业的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重要的用地类型。

产业结构：依靠独特的区位和便利的交通，大量劳动力转向商贸、运输、物流、建筑、工业等产

业，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人口特征：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多样化，收入差距大。

成长期—借助机遇实现更新改造、产业升级

用地特征：受重大事件推动 （成立高新区、经开区或交通枢纽、大型运动会），相当一部分用地由

非建设用地规划为建设用地，逐步推进城中村和零散村镇企业升级改造，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居住、

工业、物流、商业商务用地。

产业结构：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向高端零售、信息化物流、加工设计、创意设计、商贸商务金融等

高端产业转变。

人口特征：推进农业人口转城市人口，流动人口转本地人口。

（２）成熟期—与中心城区连绵一体发展的成熟组团

用地特征：大部分用地已建设完成，城市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完善提供多样化居住空间，打造宜居新区。

产业结构：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为本区域提供充足的就业，完成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提供可比拟中

心城区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

人口特征：本地居民、外地就业人口和中心城区疏解人口级配合理，各得其所。

３ 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交通需求特征

交通需求特征主要包括交通需求总量、职住分布特点、出行距离特征和交通方式构成比例，中心城

区边缘组团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以下特征。

（１）起步期—交通需求总量小，内部短距离非机动化出行为主

边缘组团起步期主要以本地农业人口为主，活动范围小，活动频次低，主要在组团内部以步行、自

行车和电动车出行为主，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和临近中心城区村庄吸引外来人口租住的增加，这部

分人的长距离机动化出行会不断增长，但总体来看，起步期还是以内部短距离非机动化出行为主。

（２）成长期—交通需求总量井喷式增长，职住不平衡现象明显，对外长距离机动化出行逐渐占据主

导地位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和规模化、集约化用地的规划建设，交通需求总量呈现井喷式增长，由于

这个阶段组团内部城市配套还不齐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设施都刚刚起步，增加的交通需

求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中心城区居住边缘组团就业，例如高新区、经开区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人员都是这类出行；另一类是边缘组团居住中心城区就业，这是由于边缘组团房

价低于中心城区而又离中心城区不远，成为很多年轻人买房区位的首选，这类人除居住外，其他上班上

学商业商务出行都与中心城区密切联系。

以上新增的交通需求主要以长距离的机动化出行为主，同时由于成长期开始阶段公共交通的不便

利，地铁的建设速度难以匹配出行的需求，最后一公里的便捷换乘也很难实现，因此对于这种长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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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化出行，人们往往会选择小汽车，并且小汽车出行习惯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例如西安高新区

１９９１年成立，目前发展处于成长期的中后期，根据２０１９年的居民出行调查可知，小汽车在机动化出行

比例中达到５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主要的机动化出行方式，远远高于西安市中心城区水平。

同时所有出行中，对外出行与内部出行的比例为７∶３，职住不平衡现象短期内不会改变，早晚高峰潮

汐现象较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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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西安高新区机动化出行方式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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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西安市中心城区机动化出行方式比例图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西安市高新区２０１９年居民出行调查）

职住不平衡在短期内很难消失，而对外的机动化出行需求将越来越强，边缘组团在这个阶段如何规

划发展自身的交通系统，将变得至关重要。

（３）成熟期—交通需求总量稳定，对外长距离机动化出行和内部短距离非机动化出行比例适中

成熟期大部分用地已建设完成，城市配套设施齐全，产业结构升级改造为本区域提供大量就业。这个阶

段交通需求总量趋于稳定，职住不平衡现象有所好转，增加了部分边缘组团居住边缘组团就业人口，但边缘

组团与中心城区联系依旧很强，通勤出行依然旺盛。同时随着高品质、多样化用地的形成，人们对提升慢行

出行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因地制宜，提升生态效益，创造宜人空间成为此阶段的交通改善重点。

４ 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交通供给策略

针对以上边缘组团不同发展阶段交通需求特征，交通系统的供给策略和水平也要因地制宜，满足支

撑边缘组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１）起步期—对外依托既有交通干道，内部道路不成体系

边缘组团的起步一般都依托中心城区对外联系的重要交通干道，沿干道两侧聚集了大部分的城市功

能，距离干道越远，城市活动越弱，村庄零散无规律的分布于组团的各个位置，道路自发形成，不能体

系。起步期的对外出行主要集中于既有的交通干道上，与过境交通叠加，客货混行，交通安全性差。

（２）成长期—优先提升对外道路系统和大运量公交系统

成长期的交通需求总量呈现井喷式增长，面对井喷的增长，交通系统该如何构建和发展面临着多种

选择，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独立发展模式，以组团内部的道路网和公交系统构建为主，

这种模式基于的判断是成长期初期出现的长距离机动化出行增长，职住不平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组团

内部用地、交通系统和市政配套还不完善，只要加速发展内部组团，拥有了完整的交通系统、居住小

区、商业服务，市政配套，组团内部的职住平衡就很容易形成，到时候长距离的机动化出行将会大大降

低，转变为组团内部的出行；另一种是连绵发展模式，以对外的道路系统和大运量长距离公交系统构建

为主，这种模式基于的判断是边缘组团与中心城区的区位关系决定了二者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强，即使边

缘组团内部发展成熟，实现了小部分的职住平衡，但长时间大部分的出行依然是对外机动化出行，因此

在成长期发展的初期，要先优化提升对外的道路系统和构建大运量长距离公交系统，只有这样理顺需求

与供给的时空矛盾，才更有利于边缘组团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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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心城区边缘组团在成长期应选择与中心城区充分对接、连绵一体的发展模式，优先构筑

通达的对外道路系统和大运量长距离公交系统。只有这样，交通供给才能匹配日益增长的长距离机动化

交通需求，交通成为促进组团发展的优势而不是瓶颈。

图３　边缘组团交通系统独立发展模式图

　

图４　边缘组团交通系统连绵发展模式图

（３）成熟期—组团内部慢行空间、街道品质跨越式提升

成熟期对外交通和内部交通系统基本框架已构建，交通供给能匹配稳定的交通需求，此时对交通系

统的要求不再是简单的有无，而是对精细化、品质化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交通要兼顾效率和居民出行幸

福感，从通行能力、慢行、公交、景观和智慧五大方面进行品质提升，让城市道路成为城市生活的空间

载体。

５ 以西安港务区为例

西安国际港务区是陕西省、西安市为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设立的经济先导区，组建于２００８年，

位于西安东北方向，是依托绕城高速发展的中心城区边缘组团，也是大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东部新

中心和第十四届全运会主场馆所在地。

图５　西安国际港务区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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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国际港务区自组建以来，按照 “先建内陆港、后建开发区、再建东部新城”的发展路径，从成

立之初的西部大型商贸物流产业聚集地逐步提升定位为支起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内陆开放高地。

目前港务区正处于从 “产业新城”到 “港城并举的西安新中心”提升的成长期，借助承办２０２１年全运

会、献礼建党１００周年的契机，全面加快城市建设步伐。

图６　日新月异的西安国际港务区

本次综合运用用地规划、手机信令、全天连续视频采集、无人机拍摄、货运企业走访调研、互联网

数据等多元动静态数据，对港务区城市与交通发展需求特征进行全面预测，最终得到规划年 （２０３５年）

港务区客货运需求总量及其方向与比例。可以看到，规划年交通总量将会达到现状的６．８倍，港务区与

南部中心城区长距离机动化出行依然是最旺盛的，占到总出行量的一半左右，这说明港务区职住不平衡

现象短期内不会改变、潮汐现象较为明显，小汽车出行相当时期内依然是主要的机动化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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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现状道路交通单向高峰小时需求 （ｐｃｕ／ｈ）

基于港务区发展阶段和交通需求特征的精准判断，提出对外提速扩容、对内跨越式品质提升的交通

发展策略，对外提速扩容方案包括两部分，在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方面，港务区已超前布局，串联中心

城区与港务区的地铁３号线于２０１６年通车运营，服务于全运会的地铁１４号线已在施工建设中，预计

２０２１年开通运营；在整体道路网优化方案中，本次提出港、城、乡三位一体空间结构需交通系统主次

轴线各自二分展开，呈 “井字形”空间布局。南北主方向与西安中心区连绵一体发展，东西次方向加强

与空港、客运枢纽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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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规划年 （２０３５年）道路交通单向高峰小时需求 （ｐｃｕ／ｈ）

基于对未来交通发展需求的判断，仅依靠快速路系统不能充分实现与中心城区充分对接、连绵发展

的要求，本次构建通行能力与运行效率明显高于普通主干路的结构型主干路，与快速路共同支撑路网整

体结构框架。

对内跨越式品质提升近期主要针对即将举办全运会的奥体片区，兼顾强调交通系统效率与居民出行

幸福感，从通行能力、慢行、公交、景观和智慧五大方面进行道路品质提升，从 “有道无街、以车为

本”转向 “开放友好、以人为本”，打造西安市城市道路 “样板间”，让城市道路成为城市生活的空

间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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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港务区道路网系统构建方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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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柳新路道路铺装设计方案

６ 结语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的特殊区位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与中心城区的长距离机

动化出行，而原始的依托几条干道与中心城区连接的交通系统必然无法满足快速的交通增长需求，造成

主要进城通道上大面积长时间的拥堵，希望本文对边缘组团不同发展阶段交通供需关系的研究能为规划

建设者提供参考和依据，实现交通系统支撑用地组团更好更快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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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柳新路精细化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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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分化下的交通需求差异化研究

郭轶博　孔令斌

【摘要】 我国特大城市在当前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已呈现出阶层分化现象，不同阶层人群的交通需求也存在明显差异，

然而传统的交通规划仍然依托于平均化的指标进行资源配置，导致预测结果与实际需求出现偏差。本文从阶层分化的角

度出发，以北京市轨道交通网络为例研究不同阶层人群差异化的交通出行需求。在此基础上定义 “当量人口”的概念量

化差异化的交通需求，并引入 “洛伦兹曲线”对现状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人口的适配性进行评价，同时对比分析了以阶

层分化为基础的差异化交通需求与传统以均值人口为基础的交通需求的计算结果差异，并探索了交通需求预测中引入差

异化交通需求的方法，以期提升交通规划的可靠性。

【关键词】 社会阶层；交通需求；轨道交通

０ 引言

在当前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不同人群的经济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原有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

阶层分化体系被打破，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日趋显著。特别是对特大城市而言，由于新世纪以来我国

城市发展资源倾向于优先向大城市配置，使特大城市就业机会优势突出，成为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

动的主要承载地。大量人口源源不断地集聚导致特大城市的阶层分化现象尤为严重，加之在城市规

模扩张、房地产开发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城市中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群在交通出行特征上呈

现出了差异。

然而我国现行的交通设施和服务的规划仍然以城市用地、开发强度等要素为基础，以平均化的人口

指标作为配置依据，在居民社会属性上往往仅区分了本地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忽略了不同阶层人口在

交通出行特征上的差异，使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交通规划与实际交通需求难以匹配。

本文以北京市轨道交通网为例，充分考虑不同阶层人群在城市不同地区对轨道交通的需求差异性，

对比分析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差异化交通需求与传统以均值人口为基础的交通需求估计差异，并探索

了交通需求预测中引入差异化交通需求的方法，以期优化交通规划方法，提升规划结果的可靠性。

１ 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对交通出行需求的影响

１１ 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市场经济飞速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了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原先的 “按劳分配”也转变为 “劳动、技术、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

配”的分配体制。社会经济政策的转变、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利益结构的改变，社会阶层分

化现象也逐步显现。北京作为特大城市是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入的重要接纳地，容纳的人群更为多样

化，阶层分化现象也更为显著。

目前社会学领域对于阶层的划分尚且没有统一标准，本文选取李君甫等人［１］提出的阶层划分方

法———根据社会资源配置情况进行阶层划分，即以职业作为划分依据。以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２］

的数据资料为基础，对北京市居民进行阶层划分。其中高阶层人群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企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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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等职业，中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职业，低阶层包括商业与服务业人员、工人、

农民等职业。

考虑到北京的房价筛选作用尤为显著，城市快速环线的建设更是强化了各个环线内的极差地租，造

成不同环线内集聚的阶层人口存在一定差异。同时也为了排除不同区位人群不同的交通出行距离对交通

方式选择产生的影响，本文在阶层划分时以北京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为大的交通分区，并对各个交通

分区内的阶层人口进行统计，得表１．１。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市现状社会阶层分布呈现出 “金字塔型”，

即大多数为低阶层人群，高阶层最为稀少，中阶层人群占比居中。

表１．１　阶层划分与社会阶层空间分布统计表 （％）

功能区

高阶层 中阶层 低阶层

国家与社

会管理者

阶层

企业负责

人阶层
小计

专业技

术人员

阶层

办事人

员阶层
小计

商业、服

务业人

员阶层

工人

阶层

农业

阶层
小计

全市 ０．４８ ２．４９ ２．９７ ２０．３９ １５．４６ ３５．８５ ３３．８２ ２１．５４ ５．８１ ６１．１７

首都核心功能区

（二环以内）
０．７４ ２．４９ ３．２３ ２７．２４ ２５．０３ ５２．２７ ３４．６５ ９．７８ ０．０７ ４４．５０

城市功能拓展区

（二环五环）
０．４５ ２．７１ ３．１６ ２４．４４ １７．７５ ４２．１９ ３８．６７ １５．３２ ０．６６ ５４．６５

城市发展新区

（五环六环）
０．３７ ２．３９ ２．７６ １５．０７ １１．２１ ２６．２８ ２９．７１ ３１．８９ ９．３６ ７０．９６

１２ 社会阶层分化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社会阶层代表了居民的经济水平是其可支付能力的决定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到其交通出行行为。对

于高阶层人群而言，消费能力较强，小汽车的拥有率相对较高，在交通方式选择上相较于经济成本而

言，更注重时间成本的消耗，同时对交通出行过程中的舒适性和便捷性的要求也更高，造成其在交通出

行方式选择中，公共交通对高阶层人群的吸引力相对较弱，特别是中长距离的交通出行。而中低阶层人

群在交通出行选择中，由于自身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较大以及具有较高的价格敏感性等特征，更倾向于

支付较少的经济成本，选择公共交通作为主要的交通出行方式的可能也就更大。不同阶层人群在交通出

行选择上重点考虑的影响因素不同，也就造成了不同阶层人群的交通需求存在一定差异。这在之前一些

学者的研究中已有类似的结论，比如姜伟等人［３］利用苏州市工业园区的具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不同阶

层人群的出行特征存在较大差异。黄娟等人［４］对比了南京市边缘地区低收入人群于主城区的交通出行情

况，发现边缘地区低收入人群的公共交通分担率远高于主城居民。

轨道交通具有快速、大容量、绿色安全等特点，是特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骨干。同时较小汽车而

言轨道交通的经济成本相对较低，获取服务的难度较低，其服务对象是全体居民，可以同时兼顾到高、

中、低各个阶层的出行权益，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故而在既有数据及资料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北京市

轨道交通网为研究对象，对阶层分化所引发的交通需求差异进行研究。

为了获取不同阶层人群使用轨道交通的实际情况，对北京市六环范围内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最终

收到５５１份有效的调查问卷。对调查结果进行阶层划分并统计，见表１．２。可以看出不同区位、不同阶

层的人群利用轨道交通出行的频率存在一定差别：中阶层人群较其他两个阶层而言使用轨道交通的频率

普遍更高，更加依赖于轨道交通；城市外围地区的高阶层人群使用轨道交通的频率明显低于中心城区的

高阶层人群，主要是由于出行距离的增加使其倾向于小汽车出行；低阶层人群使用轨道交通的频率相较

于同区位的中高阶层人群更低，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轨道交通的价格较高，二是

使用不便、换乘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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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２　不同区位及阶层人群的轨道交通使用频率调查表

圈层 阶层 平均轨道交通使用频率 （次／周） 当量人口换算系数

二环内

低 ５．９ １．１４

中 ６．８ １．３１

高 ５．４ １．０５

二环五环

低 ４．３ ０．８３

中 ５．３ １．０２

高 ５．５ １．０７

五环六环

低 ３．７ ０．７２

中 ６．１ １．１７

高 ４．７ ０．９

为了能够反映不同区位、不同阶层人群对轨道交通的实际需求，参照标准车辆换算系数的计算

方法，在此定义 “当量人口”的概念：以整体使用轨道交通的平均数为基准，取其系数为１，根据不

同区位、不同阶层人群使用轨道交通的频率分别计算对应的换算系数，使用轨道交通较为频繁的人

群意味着对轨道交通的需求性和依赖性相对更高，对应的换算系数也就会较高，具体计算结果

见表１．２。

２ 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人口分布适配性整体评价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５］引用了经济学领域用于评价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是否公平的指标

——— “洛伦兹曲线”来分析公共资源配置的问题。“洛伦兹曲线”最早由美国统计学家Ｍ．Ｏ．洛伦兹提

出，通过图解的方式直观地评估某地财产分配是否平等的问题。本文亦引申 “洛伦兹曲线”的概念对北

京市的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人口分布情况的适配性进行评价。“洛伦兹曲线”不仅可以对现阶段北京市

轨道交通网络资源的配置情况进行宏观评价，同时也可以量化的对比差异化交通需求与传统规划中的均

值人口计算结果之间的差异。

２１ 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以街道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计算并对研究范围内每一单元

的人均占用情况按照由低至高排序，人口数量等分为十级，计算每级内总人口占用轨道交通网络资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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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洛伦兹曲线 （当量人口）

例之和，累加得到洛伦兹曲线。在轨道交通网络资源与人

口布局完全适配的情况下，洛伦兹曲线为由坐标原点引出

连接对角的直线，即绝对适配线，一般而言在公共资源的

分配中绝对平均线是不存在的，而洛伦兹曲线越是偏离绝

对适配线就代表着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人口分布的适配性

越低。按照１．２中的换算方法计算北京市各个社区的当量

人口总数，并计算当量人口下各街道的轨道交通网络资源

占用情况，代入得到当量人口的洛伦兹曲线，见图２．１。

根据图２．１和表２．１可知，洛伦兹曲线较绝对均衡线

的偏离程度较大，统计显示前３０％的人口人均占用轨道

交通网络资源较低，仅为２％，而后３０％的人口占用高达

６８％。可以说现状北京市的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当量人口

分布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错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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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１　洛伦兹曲线累计表 （当量人口）

当量人口累计比例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轨道交通网络资源累计比例 ０％ ０％ ２％ ５％ １１％ ２０％ ３２％ ４５％ ６４％ １００％

２２ 差异化交通需求与均值人口的计算结果差异

为了量化的对比差异化交通需求与传统规划中的均值人口计算结果之间的差异，在此计算北京市轨

道交通网络与常住人口分布之间的洛伦兹曲线，并对比当量人口与常住人口的计算结果，见图２．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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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洛伦兹曲线对比

现代入当量人口的计算结果较常住人口而言更加远离绝

对适配线，即在增加对不同阶层人群差异化交通需求的

考量后，北京市的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人口布局的适配

性更加不理想。

考虑到目前北京市尚且没有出现非常显著的阶层分

化及居住隔离问题，不同阶层基本上仍然保持着混居的

状态，同时洛伦兹曲线是在宏观的尺度上进行计算的，

数据之间存在了相互抵消的可能从而导致部分问题未能

完全显现出来，在此情况下，当量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洛

伦兹曲线仍然显示出了差别，足以见得忽略阶层差异化

交通需求的传统交通规划方法对社会空间引发的交通需

求考虑不足。

３ 阶层分化下交通规划的优化建议

３１ 阶层分化下传统规划的不足

现阶段我国特大城市已呈现出社会阶层分化的大趋势，但交通规划尚且没有做出积极的反馈，还延

续着以城市空间为核心的传统需求预测方法。在传统交通规划需求预测中，交通需求量与用地类型、开

发强度、人口密度、岗位数等特征高度相关，并简单地利用平均化指标生成交通出行量。这就意味着交

通设施的布局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及其周边等人口、岗位较为密集的区域，往往造成城市边缘地区的路网

不成系统、公共交通缺失等问题。这样的规划方法缺乏对居民社会属性的考虑，忽略了由阶层分化引发

的差异化交通出行需求，从而造成对于社会阶层分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交通问题关注甚少，交通规划的预

测结果与实际需求出现偏差，这正是造成了大城市公共交通投入大而收效不佳的根本原因之一。

特别是在轨道交通规划中，采用均值人口作为配置指标带来的问题更为突出。相较于私人机动化交

通而言，轨道交通作为公共交通具有极强的社会效益，其服务是面向全体居民的，是为各个阶层的人群

获取其他社会资源提供机会的重要交通方式。近年来北京中心区的房价越来越高，大量中低收入阶层和

新增的外来人口为了寻求可支付性住房而逐渐向城市外围集聚，然而北京市目前仍然呈现为单中心的发

展格局，主要提供就业岗位的第三产业多在城市核心区，这就造成了高峰时段的潮汐通勤现象。虽然近

年来北京的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但是受到传统规划方法的限制，外围地区仍然存在明显的服务供给

盲区。根据 《北京市综合交通规划设施评估与对策》［６］中的数据有：“２０１３年北京市早高峰有１６％的轨

道交通车站进行限流，限流车站主要集中在外围地区。”外围地区的轨道交通需求量大，却未能得到有

效供给，这种错配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对差异化交通需求的忽视。能否准确识别差异化交通需求并将其

纳入到交通规划中直接影响到规划方案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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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优化方法

在阶层分化日趋显现的今天，交通规划需要做出一些积极的反馈。在交通需求预测中引入非集计模

型是最贴合实际需求的方法，然而建立非集计模型需要巨大的数据支撑，工作难度极高且适用性较低，

很难在实际的工作中推广。

故而基于本文上述研究，考虑到在所处区位及阶层相近的居民在交通出行特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对传统交通规划预测方法加以改进：在交通调查中增加对居民社会属性 （职业、家庭收入等）的调

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阶层划分，在计算交通发生量时引入 “当量人口”的概念进行需求折算，同时

还可以根据阶层集聚情况增加对方式划分等步骤的同步优化，从而得到能够反映差异化交通需求的预测

结果，使其更加贴近真实需求。

４ 结语

在我国大城市阶层分化问题日趋显著的大背景下，在交通规划中增加对于阶层问题考量可以有效反

馈交通需求差异化问题，有助于提高交通规划与实际需求的适配程度，以期进一步提升交通规划的

可靠性。

本文引入 “当量人口”的概念试图将阶层分异所引发的差异化交通需求简化并反馈到交通需求预测

中。未来可考虑依托大规模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对优化后的交通需求预测模型的实际应用进行更加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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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香港跨界客流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肖　胜

【摘要】 客流特征是跨界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基础和依据。已有跨界客流研究主要集中在客流特征分析和需求预

测方法上，缺乏对客流长期演变特征的研究。本文选取近２０年跨界客流数据，运用增长率、变化指数、方向分布系数、

地理集中指数等数学计量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跨界客流演变特征，为内地与香港的跨界交通设施规

划建设和跨界客运组织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跨界客流；时空演变；香港；粤港澳大湾区

０ 引言

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至今，在 “一国两制”政策框架下，内地与香港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跨界客

流量持续增长。为了应对客流需求，２０余年间深港陆续开通深圳湾口岸、福田口岸和西九龙口岸，莲

塘口岸也已建成并即将开通运营。随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业界普遍认为两地人

员往来将更加密切，加快推动新的跨界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势必在必行。但是，由于缺乏跨界客流定量分

析，相关设施仍停留在规划思路层面，难以推动政府决策落实。

为了定量化掌握跨界交通变化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每间隔一年开展一次

跨界旅运调查，并发布 《北往南来跨界旅运统计调查》报告。深圳则从２０１３年开始，与香港交替开展

跨界交通特征调查，并形成数据共享机制。但是，无论香港还是深圳，其调查报告主要内容是跨界客流

的统计。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跨界客流预测方法［１２］和某年或某几年客流总量、出行目的、

交通方式等统计分析［３４］，较为缺乏对客流演变特征的深度挖掘。

本文基于１９９９～２０１９年深港跨界客流相关统计数据，运用年增长率、变化指数、方向分布系数、

地理集中指数等数学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挖掘客流在时间和空间纬度的演变特征。研究方法和研究

结论可为跨界客流预测、跨界客运组织管理和跨界交通设施规划建设等提供参考，也可为相关边境地区

出入境客流研究提供借鉴。

１ 时间演变及特征分析

１１ 年际变化与演变阶段

根据香港规划署公布数据，从近２０年平均每日跨界旅客人次总体保持增长状态。除了２００３年 “非

典”疫情和２０１９年香港修例风波导致跨界客流降低外，其余年份日均客流均较上一年度有所增长。跨

界旅客总量从１９９９年的２７．２万人次／日增长到２０１８年６７．７万人次／日，二十年间增长了近２．５倍，平

均每年增长４．９％。为了便于研究，将２００３年和２０１９年客流量作为异常数据剔除，按照客流增长速度

指标，以近２０年平均增长率４．９％为界，将跨界客流演变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１）１９９９～２０１３年：高速增长阶段

１９９７年７月，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各方面的交流日趋密切。２００３年７月，中国商务部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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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政府签署ＣＥＰＡ，当年年底开始实施 “香港个人游计划”（俗称 “香港自由行”），首先由广东省四

个城市 （东莞、中山、江门及佛山）开始，逐步向内地其他城市推广，访港的中国内地居民人数快速增

长。２００９年４月，深圳实施一年多次往来香港的旅游签注措施 （即 “一签多行”个人游签注），再次掀

起个人游的热潮。这段时期内，内地与香港跨界客流年平均增长率为６％。

（２）２０１３年至今：中低速增长阶段

随着大量内地游客访港，所带来的巨大商品和服务需求刺激了香港经济增长。但是，香港人也注意

到内地游客的巨大需求不但很快改变了产业格局和发展方向，而且大大改变了香港市民原来日常生活空

间的面貌、甚至影响到本地的日常供给，渐渐出现限制内地旅客数量的呼声。因此，自２０１３年后，香

港既没有扩展个人游城市，也没有对内地旅客推出更便利化的签注制度安排，事实上放慢 “香港个人游

计划”的实施速度，因此，跨界客流增长速度逐步放缓。２０１５年４月，深圳户籍居民的 “一签多行”

个人游签注调整为 “一周一行”个人游签注，内地与香港跨界客流进入相对缓慢的增长期，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客流年均增长率约１．４７％，其中，２０１７年增长率仅为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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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近２０年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总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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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近２０年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总量增长率变化情况

１２ 周变化特征与方向分布

《北往南来跨界旅运统计调查》以一周为统计周期，发布一周内每天的跨界客流量，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

按周内每天及方向划分的往来香港及内地的平均每日旅客人次见表１。其中，周ｉ的跨界客流量为：

犙ｉ＝
全年所有周ｉ的日跨界客流量总和

全年周ｉ的总天数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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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按周内每天及方向划分的往来香港及内地的平均每日旅客人次

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７年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星期一 １８６４００１８８３００２３４３００２３９７００２３６８００２４２３００２６８６００２７１５００２８９７００３０２３００３０５２００３０４５００３１５１００３０７４００

星期二 １６５６００１７８１００２１６０００２２７３００２２６５００２２８７００２５１１００２５４０００２７４３００２７５２００３０３１００３００１００３０１３００２９５４００

星期三 １７０７００１７０４００２１９４００２１７７００２３４６００２３０４００２５２８００２４８５００２８１３００２７４０００３０１６００２９８０００３０３１００２９３７００

星期四 １７４８００１７４７００２２４３００２２０５００２３２５００２３２４００２６３２００２６０４００２８００００２８１４００３０２０００３０４６００３０４７００３０２７００

星期五 １９５９００１９６５００２４８１００２４７０００２５５２００２５６８００２９１７００２９４０００３１５８００３１３２００３２９１００３３８７００３２９４００３４７９００

星期六 １９９７００２５３８００２６３８００３１９６００２７５０００３２３２００３１１６００３５８２００３３１９００３６６８００３５１６００４０５７００３７５６００４２８５００

星期日 ２５２６００１７２４００３１９４００２３９４００３１７０００２４１１００３４０９００２７０２００３６００００２８８３００３８５６００３１１９００４２４３００３３７５００

　　本次利用周变化指数，分析跨界客流在一周的变化情况。周变化指数是以一周客流量的平均值为基

准数，然后用此基准数去除每日客流量所得的商，用来说明一周内每日客流差异的相对量，计算

公式为：

犢ｄ＝
犙犻

１
７∑

７

犻＝１
犙犻
×１００％ （２）

　　犢ｄ为ｄ年的周变化指数，犙犻为ｄ年度内周ｉ跨界客流平均值；Ｙ值越趋近于１００％，说明该类客流

的周变动越小，客流越稳定；而值过大或过小，则表明客流周变动越大，客流越不稳定。

根据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跨界客流数量及公式 （２），计算得出该时段跨界客流的周变化指数，并绘制成

折线图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近２０年跨界客流的一周变化特征基本类似，周二～周四最

小，客流较为平稳，从周五开始增多，周六达到峰值，是周二～周四客流量的１．２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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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往返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的周变化指数

往来内地及香港的旅客具有 “从内地到香港”和 “从香港到内地”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的客流量

在较长的时间内是平衡的，但是在某段时间内，可能是某几天，也可能是一天中的某个时段，两个方向

的客流量会有明显的差异。采用方向分布系数犓ｄ，衡量往来内地及香港两个方向客流特征的差异性，

计算公式如下：

犓ｄ＝
大客流量方向的客流量

双向总客流量 ×１００％ （３）

　　犓ｄ越接近５０％，表示客流方向分布越均衡；犓ｄ越大，客流方向分布越不均衡。计算结果通过可

视化图形表达如下，可以看出，近２０年跨界客流的一周变化特征基本类似，周一周五两个方向的客流

基本是均衡的，周六、周日客流不均衡性较显著，周日的客流方向分布系数在一周中最大。

９２７１



62%
60%
58%
56%
54%

50%
52%

48%
46%
44%

2003 201120092007 2013 20172015
?8A ?8, ?89 ?8; ?8> ?84 ?89

图４　往返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的方向分布系数

１３ 节假日客流特征

跨界客流节假日特征显著，内地和香港的节假日期间 （如清明节、佛诞节、国庆节、万圣节等），

大量香港居民返乡探亲、内地旅客赴港观光旅游，跨界客流较平日大幅增长。本次以２０１９年几个典型

节假日为例，利用日变系数，定量分析跨界客流在节假日的变化情况。

日变系数是观测日客流量除以全年平均日客流量的商，计算公式如下。结果显示，假日期间平均客

流变化较大，最大日变系数达到２．１３，最小为０．９２。

犢ｄ＝
观测日客流量

全年平均日客流量×１００％
（４）

表２　２０１９年典型节假日客流量和日变系数计算表

清明节期间 佛诞节期间 国庆节期间

４月

４日

４月

５日

４月

６日

５月

１１日

５月

１２日

５月

１３日

９月

２８日

９月

２９日

９月

３０日

１０月

１日

１０月

２日

１０月

３日

全年

平均

跨界客流量

（人人次）
９９．８ １２６．６ １１６．１ １２１．２ １１３．９ １１１．８ ８０．５ ７２．６ ７３．１ ５４．４ ６８．４ ６９．８ ５９．４

１．６８ ２．１３ １．９５ ２．０４ １．９２ １．８８ １．３６ １．２２ １．２３ ０．９２ １．１５ １．１８ １．３４

２ 空间演变及特征分析

２１ 空间分布格局及占比变化

根据客流起讫点分布特征，香港规划署把内地划分１１个交通小区，其中，广东省内包括深圳、东

莞、广州、中山、珠海、佛山、惠州、江门、肇庆及广东省其他地区共计８个交通小区，广东省外分上

海、北京及内地其他地方共计３个交通小区。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各调查年份的客流量分布如表３。

表３　按在内地的起讫点划分的往来内地及香港的平均每日旅客人次

在内地的起讫点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深圳 ２４９８００ ３１８９００ ３３８９００ ３９６４００ ４３５０００ ４４６８００ ４５８１００

东莞 ４４０００ ４５０００ ３６６００ ３１３００ ３７６００ ４２３００ ４３０００

广州 ３２４００ ４７４００ ４７２００ ４５３００ ４１７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４７５００

中山 ８９００ １２９００ ９６００ １０７００ １０１００ １０５００ １１５００

珠海 ６７００ ９１００ ５８００ ７９００ ７０００ ９４００ １１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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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在内地的起讫点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佛山 ６１００ ９５００ ７３００ ９８００ ８７００ １３０００ １１７００

惠州 ５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５７００ ５５００ ５３００ ６５００ ６８００

江门 ３５００ ６２００ ７１００ ５０００ ６８００ ６９００ ６６００

肇庆 ６００ ７００ １７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

广东省其他地区 ５８００ ８６００ １０５００ ９５００ ９９００ １４３００ １６１００

上海 ４１００ ８０００ ８２００ １０４００ ８７００ ９４００ １２５００

北京 ３８００ ３７００ ５７００ ５２００ ６８００ ５８００ ５７００

内地其他地方 １２０００ １４７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２４５００ ２６７００ ３２８００ ３４３００

合计 ３８２７００ ４９０９００ ５０４３００ ５６２１００ ６０４９００ ６４８７００ ６６６８００

　　为反映研究时间范围内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在内地侧的分布情况，采用平均分布率这一指标。

平均分布率即内地各交通旅客人数与当年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总数比值的平均值，计算公式为：

犓ｉ＝
近２０年起讫点在交通小区ｉ的日均客流量

近２０年平均日客流量
×１００％ （５）

　　根据表 （３）和公式 （５），计算各交通小区的平均分布率。如图５，结果显示，深圳平均分布率

（０．６８５）独占鳌头，广州 （０．０８１）和东莞 （０．０７２）分别排在第二、三位，即近２０年来这三个地区的

跨界游客人数最多，占到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总人数的８３．８％，粤港澳大湾区九 （Ａ深圳ｂ东莞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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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

流在内地侧的空间分布

广州ｄ中山ｅ珠海ｆ佛山ｇ惠州ｈ江门ｉ肇庆）的客流比

例达到９０．３％，广东省内部占到９３．２％。因此，可以看

出，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呈现 “高度集聚”的空间格局，

以深圳、广州、东莞为主。

选取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７年作为主要

年份，进一步分析跨界客流的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如

图６所示，可以看出以下特征。一是深圳凭借毗邻香港

的独特区位优势，深港在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领

域的交流最为频密，４个时间段的跨界客流人数一直处

于首位，占据接近三分之二的客流，其中，２０１７年较

２００３年占比上升３．４％；二是东莞、广州在历史和人文

上与香港联系密切，在这四个主要年份中占比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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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主要年份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在内地侧的空间分布变化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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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主要年份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在内地侧的空间分布变化情况 （二）

第三，但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３年这三年中占比逐步下降；三是内地其他地区 （广东省以外地区）客

流比例逐步上升，从２００３年占比５．２％上升到２０１７年７．８７％，显示内地其他地区与香港的跨界联系仍

有较大空间。

２２ 空间集聚与演变特征

为了测算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程度，本研究引入了地理集中指数并进行定

量分析。地理集中指数计算公式为：

Ｇ＝１００× ∑
ｎ

犻＝１
（犖犻／犜）槡 ２ （６）

　　公式 （３）中，Ｇ为地理集中指数；犖犻为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旅客在ｉ地区分布的客流量；Ｔ为往

来内地及香港跨界旅客总人数；ｎ为内地侧起讫点的个数 （本次划分１３个，ｎ＝１３）。Ｇ值越趋近１００，

表示跨界客流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度越高；Ｇ值小则反之，表示跨界客流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越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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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地理集中指数

将上述公式 （４）计算的结果绘制成如图８所示，近２０年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的地理集中指数

在６６．５６～７２．７４范围内，平均值为６９．４１。结果显示，２００３～２０１７年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的地理

集中指数观测值较为稳定，整体上呈现出相对较高的地理空间集聚程度，且集聚程度有所增加。

３ 结论

１．近２０年跨界客流经历了由高速增长低速增长的演变过程，自２０１３年至今，客流一直处于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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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状态，特别是２０１９年香港修例风波、２０２０年新型冠状病毒等特殊事件导致跨界客流下降明显。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香港将进一步深化与内地的合作交流，预计随着疫情结束和社会恢复正常状

态，跨界客流增长状态可能发生变化。需进一步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发展和客流演变特征，制定跨界政

策和跨界交通设施规划。

２．跨界客流在时间分布和方向分布上不均衡，给跨界客运组织管理带来挑战，需要做好高峰期客

流组织应急预案。比如在候检客流组织上，扩大检验大厅区域面积，科学规定各类旅客的行进路线，减

少各种客流之间的交叉干扰，确保口岸区域客流有序流动；增加高客流方向的检验通道数量，减少低客

流方向的通道数量；在新口岸规划设计环节，更加注重查验通道、交通接驳设施的弹性预留。

３．跨界客流在地理空间分布上高度集聚于粤港澳大湾区九市，特别是深圳，且近二十年集聚程度

有所增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港创新合作区、口岸经济带的规

划建设，深圳的跨界客流地理集中指数可能进一步增加，需要更加重视深港跨界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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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桥国际商务区核心区客流特征分析研究

龙　力　顾　煜　朱　洪

【摘要】 虹桥商务区客流由枢纽、会展、通勤、商务、旅游等多重客流叠加，随着虹桥枢纽客流规模逐年增加、国家会展

中心客流规模屡创新高，开展核心区客流分析十分必要。针对核心区从业人员、行政办公来访人员、商业来访人员及酒店

宾馆来访人员进行客流调查，采集通勤出行、商业出行和商务出行等相关信息。结合调查数据，对客流来源分布、出行方

式结构、出行时耗等进行分析，总结核心区主要客流特征。结合分析结果及核心区发展定位，提出交通优化策略建议。

【关键词】 虹桥商务区；客流调查；客流特征；交通策略

０ 引言

２０１９年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上海虹桥国际商务区列为三个重点片区之

一，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贯彻落实，虹桥商务区被赋予了新定位、新功能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关于加快虹桥商务区建设：打造国际开放枢纽的实施方案》正式公布，进一步明确了

虹桥商务区的定位和目标，实现１５１．４ｋｍ２商务区整体协调发展。到２０２２年，达到国际一流中央商务

区水平，成为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到２０２５年，虹桥商务区服务长三角、联通国际的

枢纽功能不断提升，基本建成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国家会展中心等重大项目相继投入使用，日常运行平稳，虹桥国际商务区也已

经初步构建了以总部经济、会议展览、商务商贸、科技研发等现代生产生活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虹

桥商务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周边青浦、闵行、长宁等区域的快速发展，也正在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

节点地区。商务区的客流特征也较十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枢纽、通勤、商务、旅游、会展多重客流叠

加，对商务区的交通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图１　虹桥主城片区区位图

　　　

图２　虹桥商务区区域图

１ 虹桥商务区基本情况

１１ 商务区基本情况

虹桥商务区 （主城片区）总范围８８ｋｍ２，分为主功能区及主功能区拓展区。规划人口４５万人，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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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７０～７５万个。虹桥枢纽、国家会展中心、核心区是虹桥商务区的三大重点区域。

虹桥商务区汇集枢纽、会展、核心区等功能于一体，不同功能体的交通需求与过境交通相互叠加，

为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虹桥商务区的最主要客流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枢纽交

通、会展交通和核心区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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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虹桥商务区区域构成

１２ 虹桥枢纽主要客流特点

虹桥枢纽自２０１０年开始投入运营，客流规模逐年增加。２０１９年，虹桥枢纽对外旅客到发量达到

１．８６亿人次，日均对外客流达到５０．９８万人次，达到规划规模的８５％。其中航空占２４．４％，铁路占

７３．９％，长途客运占１．８％。近五年，对外客流年均增长率为１０．５％。

２０１９年，虹桥枢纽集散客流达到６４．４７万人次／日，达到规划规模的１２９％。近五年，集散客流增

长率达到１１．８％，略快于对外客流的增速。枢纽客流的集散结构上，集约化交通比例达到５７％ （轨道

４８％，公交９％），个体机动化交通比例４３％ （出租车１５％，社会客车２８％）。

１３ 国家会展中心主要客流特点

国家会展中心从２０１４年运营起，每年举办的展览数量与面积持续增长，展览面积年增长率约

１５％。由于展览类型规模多样，各会展客流的波动性较大，历次展会日均客流５～８万人次，对于车展、

医药展、进博会等客流规模较大的展览，展会期间日均客流超１０万人次。第二进博会最高客流达到

２０．１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不同类型展览，客流来源构成不同。其中消费类型展会如车展、家具展等，客流来源以上海本地较

多，一般６０％～７０％来自上海本地，２０％～３０％来自长三角，１０％～２０％来自国内国际等其他城市或地

区。专业类型展会如医药展、进口博览会等，客流来源以上海以外地区较多，一般为７０％～８０％来自长三

角、国内国际等其他城市或地区，国际展览中国际客流相对较多，上海本地客流一般为２０％～３０％。

不同类型展览客流集散方式不同。进博会集约化出行比例８０％左右，对于有组织的展会，团队巴

士占比普遍较高。商业展个体出行比例４０％，小客车出行占比较高。

２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客流调查

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是虹桥商务区最主要的三大功能。现状虹桥商务区正在加快建设优质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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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载体、营造良好的商务环境，招商引资和企业入驻进入高峰期。核心区是承载商务区大商务功能的重

要地区。为掌握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的客流特征，开展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客流调查。

２１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总体情况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面积３．７ｋｍ２，其中一期１．４ｋｍ２，二期 （南北片区）２．３ｋｍ２。核心区定位为面

向长三角的商务中心，市级商业中心，发展总部办公、商业贸易、现代商务等。规划建筑面积约４５０万

ｍ２。现状核心区各地块已基本建成，２０１８年底已入驻企业３０００余家。现状投入运营的商办面积达到

１１４万平方米，占商办总量的４６％。

图４　核心区用地规划图

２２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客流调查总体情况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的主要用地类型包括商务办公用地和商业服务用地，主要客流包括通勤客流、商

业和商务来访客流。因此，此次分别针对地区从业人员、商务来访人员、商业来访人员和酒店宾馆来访

人员开展调查。考虑客流总体构成，样本选取上从业人员和商业来访人员比重较高。

调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下旬至９月中旬开展，各项调查均采用调查人员问询填表的方式进行，共回收

有效问卷５０００份。其中，从业人员及商业来访人员调查的有效问卷数量分别为２６６７份和２０５７份。调

查总体情况详见表１。考虑不同调查对象的出行特点，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上，调查内容各有侧重，具体

调查指标设置详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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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调查总体情况

从业人员

出行调查

商务来访人员

出行调查

商业来访人员

出行调查

酒店宾馆来访

人员出行调查

调查地点

中骏广场、龙湖中

心、阿里中心等商

务办公楼宇

中骏广场、龙湖中

心、阿里中心等商

务办公楼宇

虹桥天地、龙湖天

街等商业集中点

新华联索菲特酒店、康得

思酒店

调查时间 工作日 工作日 休息日 入住人数较多的日期

有效问卷数量 （份） ２６６７ ２０４ ２０５７ ２５２

表２　各项调查的调查指标设置情况

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 具体调查指标

从业人员

人员基本情况 年龄、性别、收入水平、职业身份、居住地址

通勤出行情况
上下班出发地点、上下班到达地点、上下班出发时间、上下班到达时

间、上下班出行方式

商务来访人员

商业来访人员
来访出行情况

出行目的、来访前出发地、出发时间、到达时间、到达出行方式、离开

出行方式

酒店宾馆来访人员 来访情况
职业身份、来访目的、来源地、停留天数

出行方式选择情况

３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交通设施情况

３１ 道路网络密度较高

核心区内部道路基本按照规划建成，核心区路网密度为８．８ｋｍ／ｋｍ２，已达到静安、徐家汇、陆家

嘴同类型商业中心的水平，道路交通服务水平总体较为良好。

表３　核心区道路网密度表

区域 面积 （ｋｍ２） 道路网密度 （ｋｍ／ｋｍ２） 干路网密度 （ｋｍ／ｋｍ２）

核心区一期 １．４ ９．９ ５．１

二期北片区 １．４ ８．６５ ３．０

二期南片区 ０．９ ８．６８ ６．５４

合计 ３．７ ８．８ ４．６５

　　对外集散通道方面，由于枢纽高架系统为核心区一期主要进出通道，进出车流与枢纽的到发车流有

所重叠，进出通道交通压力较大。

３２ 轨道交通站点缺失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内部尚无轨道站点，步行范围内轨交站点为２号线和１０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徐

泾东站。核心区一期在轨道步行６００ｍ服务范围内，南北片区部分地区在轨道２公里服务范围以外。

３３ 缺乏远距离公交线路

目前核心区内设站公交线路１０条 （虹桥商务区２路为内部循环线路），线网密度为５．６７ｋｍ／ｋｍ２

（国标城市中心区３～４ｋｍ／ｋｍ２），线路重复系数为２．５４（１．２５～２．５建议值）。公交线路以联系周边长

宁区、闵行区，及商务区内部为主，和北部主要居住区联系较弱，缺乏远距离公交线路。核心区内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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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个公交站点，３个首末站，２６个中途站。公交站点３００ｍ公交覆盖率８５％，５００ｍ公交覆盖率９９％，

基本实现全覆盖。

图５　核心区周边主要轨道站点服务范围

３４ 停车供需矛盾较大

从核心区控规来看，核心区一期规划公共停车场库１个，配建停车位总量控制在１２０００个，按标准中

内环线以外停车配建标准的７０％计算；核心区二期规划公共停车场库２处，配建停车场 （库）根据标准中

规定的内环线以外停车配建标准的８５％计算。现状节假日核心区龙湖天街、虹桥天地随着客流吸引力的逐

渐增加，停车需求矛盾日益凸显。随着地块开发建设、企业入驻完成，停车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３５ 步行连廊条件较好

步行交通方面，现状核心区通过二层步廊与虹桥枢纽和会展中心实现区域连通。商务区核心区二层

步廊全部实施，枢纽、核心区商圈、国展中心实现了全连通。

图６　虹桥商务核心区二层步廊

４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客流特征分析

４１ 调查样本特征情况

１．从业人员总体情况

根据被调查从业人员情况统计，性别构成上男女比例无明显差异；年龄偏年轻化，４０岁以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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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高达８７％；总体收入水平较高，月收入５０００元以下人员仅占１７％，１００００元以上占比２０％；职业

构成上，以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为主。

表４　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统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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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酒店宾馆来访人员总体情况

来访人员的主要出行目的为公务和旅游，分别占４１％和４４％。从职业身份上看，以政府和各类企

事业单位员工为主。到达和离开方式以飞机为主，到达和离开分别占比６０％、５５％，以火车方式到达

和离开约占３０％，此外，到达和离开商务区的酒店宾馆来访人员中，采用私人小客车占比１０％左右。

表５　酒店宾馆来访人员基本情况统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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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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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人员来源地分布

根据手机信令推算，居住地位于商务区内部和中心城的从业人员分别占比４０％、３２％。本次被调

查从业人员居住地主要位于商务区内部 （占４２％），居住地位于中心城的占３０％，总体分布与手机信令

数据基本一致。

根据来源地统计分析，商业来访人员也主要来自商务区内部，占比５０％，中心城商业来访人员占

比２８％。

本次调查时间为暑假，从宾馆酒店来访人员的来源地统计上看，国际友人占比６％，长三角人员占

比２２％，华北、华南、西南、西北地区人员分别占比１９％、１１％、１２％和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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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从业人员居住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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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从业人员居住地和商业来访人员来源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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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商业宾馆来访人员来源地分布

４２ 主要出行特征分析

１．出行方式结构

地区各类出行活动的方式结构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的交通供需特征。以下主要对不同出行活动

的出行方式构成、不同地区与核心区之间出行的方式构成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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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三种主要出行类别的出行方式结构比较

从工作日的通勤出行和商务来访出行在机动化方式的选择上来看，通勤出行主要以公共交通为主，

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出行比例均达到２５％，个体机动化出行 （小客车＋出租车）比例为２１％。而工作

日商务来访人员到达核心区则主要以个体机动化出行为主，比例高达４０％。一方面与出行活动类别相

关，通勤出行为日常规律性活动，对出行成本较为敏感，相较而言，商务来访出行属于偶发性活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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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成本的敏感度相对更低，对出行舒适度和出行时耗要求更高。另一方面与出行时间有关，通勤出行

的出行时间相对固定，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时间，道路交通运行状况不稳定使得个体机动化方式可靠度

降低，向轨道交通等可靠度更高的出行方式转移，而商务出行在出行时间上自由度更高，可根据道路运

行情况提前安排出行，更有利于出行者偏向选择快捷舒适的个体机动化出行。

慢行交通出行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出行距离，从工作日的通勤出行和商务来访出行在慢行交通方

式的选择上来看，商务出行慢行交通比例较高，达到３５％，可反映出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内部及周边地

区的商务联系较为紧密。

商业来访人员的出行方式选择中，个体机动化出行比例最高，达到４５％，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为

３６％。到达虹桥天地、龙湖天街等商业集中点的商业来访人员，出行目的以购物、餐饮或娱乐休闲为

主，这类活动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因此对个体机动化方式的依赖程度较高。同时也可发现，地面公交出

行的比例也较高，达到２１％，与通勤出行中地面公交比例 （２５％）相当，说明在时间弹性较高的情况

下，商业来访人员选择地面公交的出行意愿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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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各地与核心区之间出行的方式结构

从不同来源地的通勤出行方式结构上看，居住于虹桥商务区内部的人员通勤出行慢行交通比例高达

５２％，其中电动自行车比例到达２３％，电动自行车较大出行距离范围内与地面公交形成有力竞争，可

从侧面反映商务区内部地面公交服务的竞争力较弱；居住于中心城区的人员通勤主要选择轨道交通

（５７％），而地面公交出行比例不高 （１４％），一方面是由于中心城区轨道线网密度大、服务较为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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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因为到中心城区的地面公交线路较少、联系较弱。居住于嘉青松闵四区的人员通勤出行中较

为突出的特征是班车出行比例较高，达到７％，说明这类地区的相关公共交通配套存在空缺，因此需要

以企业班车或定制班车的服务形式作为弥补，今后提升的方向可考虑加强公共交通服务或优化增强定制

公交服务；居住于其他地区的人员通勤主要依靠轨道交通，这部分人员出行距离长、可选择出行方式受

限，到达核心区往往需要换乘多次轨道交通，而现状核心区范围内无轨道站点，约一半人员到达目的地

后仍需采用其他接驳工具，导致通勤出行便利度下降、出行时耗进一步增加。

从同类来源地的通勤和非通勤出行方式结构上看，有几个较为显著的特征。一是来源于虹桥商务区

内部的人员通勤出行和非通勤出行的地面公交出行比例一致，而研究表明，通勤出行这类生存性活动相

较于其他活动，更偏向于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进一步印证了商务区内部地面公交服务服务通勤的竞争力

不足。二是来源于其他地区的人员，非通勤出行和通勤出行的轨道交通出行比例分别为３２％和６１％，

与其他三类地区的同指标相比，差异显著，且该地区非通勤出行的小客车选择比例较通勤出行高出４５

个百分点，也进一步说明，在轨道联系较弱的情况下，对该地区而言，到达核心区的通勤出行选择轨道

交通实为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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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宾馆来访人员出行方式选择

此外，本次调查还针对酒店宾馆人员进行了出行方式选择意愿调查，从前述统计可知，这部分人员

的出行目的主要为公务和旅游，在出行选择上更倾向于个体机动化方式，其中出租车的选择意向高达

３４％，出租车是城市服务形象的展示窗口，虹桥商务区作为虹桥枢纽门户首当其冲的承接地，更加需要

提升出租车服务，擦亮出租车名片。

２．出行时间分布

从通勤出行时间上看，核心区从业人员上下班时间与全市早晚高峰时段略有错峰。早高峰９：００后

到达的人员达到５４％，晚高峰１９：００以后离开的人员达到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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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从业人员通勤时间分布

３４７１



３．出行时耗

出行时耗是反映地区交通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同地区到达核心区的平均出行时耗反映出这些地

区与核心区交通联系的便利程度。

从出行时耗的统计分布上看，核心区人员通勤出行时耗３０ｍｉｎ以下的占４５％，３０～６０ｍｉｎ的占

３６％，１９％的人员出行时耗超过１ｈ，其中５％超过９０ｍｉｎ。从非通勤出行的时耗统计分布上看，核心区

主要吸引出行时耗在３０ｍｉｎ内范围的非通勤出行活动，对６０ｍｉｎ以上出行时耗范围的区域吸引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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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被调查人员出行时耗统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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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各地区到达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平均出行时耗

根据调查分析，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的通勤出行的出行时耗为４４ｍｉｎ，与全市总体水平相当。不同地

区与核心区之间的通勤出行平均出行时耗上，商务区内部２６ｍｉｎ、嘉青松闵四区５０ｍｉｎ、中心城５９ｍｉｎ、

其他地区９０ｍｉｎ。通过同地区通勤和非通勤出行的平均出行时耗对比可发现，商务区内部和中心城区的

差异较小，分别相差３ｍｉｎ、７ｍｉｎ，而嘉青松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差异则较大，分别相差１４ｍｉｎ和２５ｍｉｎ，

主要由于长距离出行中机动化方式在出行时耗上的优势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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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从业人员采用不同出行方式通勤的平均出行时耗 （ｍｉｎ）

各出行方式的平均通勤时间上，步行和非机动车３０ｍｉｎ以内，个体机动车、班车４０ｍｉｎ左右，公

交４６ｍｉｎ，轨道６７ｍｉｎ，采用两种及以上交通工具平均出行时间１ｈ以上。

５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客流特征总结

特征一：从业人员上下班时间与早晚高峰有错峰

半数人员早高峰９：００后上班，近三成人员晚高峰１９：００以后下班，。核心区产业定位较高，以总

部经济、科技研发、商务商贸等高端现代服务业为主，入驻核心区的企业层次较高，部分企业实行弹性

上下班制，部分从业人员通勤选择错开早晚高峰时间。

特征二：高端商务特征明显，对交通服务的要求较高

酒店宾馆以公务为目的的商业到访人员酒店到访人员以及行政办公楼的商务到访人员层次较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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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高端外籍商务人士，这部分人员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高，对交通服务的要求较高，方式选择上，出租

车和小客车比例较高。

特征三：核心区与商务区内部联系较为紧密

核心区从业人员居住地以商务区内部为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状商务区职住较为平衡。核心区商

业地块的商业来访人员也以商务区内部为主，说明核心区与商务区内部的各类交通联系较为紧密。行政

办公楼宇的商务人员中，采用慢行交通出行比例较高，反映出核心区与商务区内部的商务联系同样较为

紧密。

特征四：通勤出行以公共交通为主，非通勤出行个体机动化比例较高

从业人员通勤主要采用公共交通，但从使用交通工具的情况进行统计，使用轨道交通方式通勤的从

业人员仍有一半需要采用其他交通工具与轨道进行接驳。从通勤出行时耗上看，单独采用轨道交通出行

的平均时耗已超过１ｈ，采用接驳方式的轨道交通出行时耗则更长，反映出通勤出行使用轨道交通方式

的不便利。较通勤出行，商务来访和商业来访等非通勤出行小客车、出租车等个体机动化出行比例明显

较高。

６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交通优化策略建议

策略一：构建多层次的商务区地面公交系统

推进中运量规划落地实施，强化南北向公交服务，公交线路串联重点功能区与轨道站点、公交枢

纽，与青浦、嘉定、闵行、长宁区各区对接；对接长三角示范区中运量系统；加快落实规划未建的公交

枢纽及公交首末站；同步调整优化内容公交线网；加强片区与周边１０公里临近地区公交联系。

策略二：推动虹桥商务区轨道交通布局优化，开展相关轨道交通延伸方案研究

研究利用原１７号线预留通道，规划新轨道线路；研究预留平行２号线的分流加密通道；研究预留

新增商务区轨道快线通道 （南何外环铁路线发展市郊铁路、预留中心城快线通道）；市郊线尽可能伸入

中心城区，减少衔接线路和换乘站点压力。

策略三：完善核心区内部道路，增强核心区对外道路交通联系

进一步完善核心区内部道路，增加对外交通通道，与枢纽交通适度分离。为适应 “大商务”功能定

位新要求，更加注重交通管理水平，加强核心区道路交通组织，强化内部交通诱导，实现动静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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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需求预测

李兴东　侯　佳

【摘要】 科学合理高质量的核心城市对外交通规划是加强城市群经济联系与区域凝聚力的 “牵引力”和 “助推器”，

城市群交通尤其是核心城市对外交通规划的理论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无论交通需求特征，还是多方式多层次的交通

构成都无法直接应用既有的城市交通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进行分析，目前具有实践指导作用的方法与成果还十分有

限。本文以国家级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其涵盖南宁、海口、湛江等三个省份多个重点城市，位于全

国 “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中沿海纵轴最南端，在 “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下，是作为渝新欧陆路通道和海

上丝绸之路的纽带。南宁市作为核心城市，城市群区域内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相较其他沿海省份较低，南宁的集聚和

辐射效应不足，因此如何借助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和合理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核心城市首位度是北部湾城市群交通

规划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南宁市与其他城市对外交通线网为研究对象，在城市群层面扩展传统的 “四阶段”规划

方法的应用，剖析既有交通线网的不足，引入经济学中社会经济指标和城市间经济吸引强度作为重要衡量因素，保障

基础设施对城市群经济产业联系的支撑和引导作用。根据不同客货运方式的特点，应用相适宜的预测模型，需求预测

包括核心城市对外交通客货运需求总量预测、各方向运量比重预测和各方向分方式的客货运需求量分布，最终得到核

心城市各目标年对外交通不同方向的交通量预测数据。为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需求预测提供可操作的理论

与方法。

【关键词】 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规划；交通需求预测

０ 引言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国家对城市群建设进行了详细部署，提出了 “充分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

作用，加强分工合作”的重点工作。核心城市的对外辐射是指从核心城市到区域内其他城市的人流、信

息流、技术流和货物流的过程，促进了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快速经济增长。因此，要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

辐射驱动作用，必须科学制定核心城市对外交通发展战略，合理规划核心城市对外交通线网。

“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顺利开展，为北部湾城市群充分发挥独

特区位优势，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和以开放促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国家新型城镇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深入实施，为北部湾城市群发挥政策效应，做大做强各类城市，拓展发展新空间提供了更强劲动力。国

内消费结构升级和供给体系优化，为北部湾地区发挥生态海湾优势，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更广阔市场。

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进入产业转型升级新阶段，为北部湾地区发挥后发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夯实产业基

础提供了更有力支撑。

南宁地处中国西南，位于东西部的交汇处，是唯一与东盟陆海相邻省份的首府，是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城市，是连接东盟区域国际通道的重要节点，是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区、大湄公河次区域、泛珠三角地区等经济圈的辐射区域地区。

南宁在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和区域经济合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区域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的交流和合作为南宁发展带来了机遇。近年来，随着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国—东盟合

作进入 “钻石十年”合作加深、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步伐加快，南宁市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建设，一大批对外合作项目陆续进驻南宁，南宁正积极向中国—东盟合作交流 “桥头堡”的角色进

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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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南宁战略地位示意图

作为城市群的主体，核心城市的对外交通需求为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通过对城市

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需求进行预测，可以确定每个方向上不同规划期内各个方式所承担的交通量，以便

保证规划线网能够满足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对外交通需求。

１ 北部湾城市群交通发展现状

１１ 城市群交通发展状况评述

根据北部湾城市群综合交通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城市群内由于行政区划、经济发展、文化、地理空

间等因素，目前发展状况，城市间运输网络不完善。交通枢纽的作用尚未得到加强，城市群综合竞争力

仍需得到改善。

城市群城市之间的联系较密切。高速公路网络基本上是完善的，城际铁路正在起步阶段，城市群内

的城市之间交通效率不高，城市群的交通模式需要调整，运输设施的布局也需要被优化。暂时还没有完

善的综合运输体系，同时物流运输通道也是不畅的。城市群对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改善。交通基础设施

薄弱的基础设施限制了核心城市通过交通与其他城市群、经济圈的经济联系。

１２ 核心城市交通发展现状评述

南宁市在北部湾城市群中的对外交通分布和辐射带动作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１）尚未建立与东盟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通道

南宁连接东盟地区、粤港澳地区、大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北上地区、沿海沿边地区与周边城市的

运输通道仍不完善，通道数量仍然不足，通道通行能力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居民出行与货物运输

的时间成本仍相对较高，南宁作为区域性交通枢纽与物流中心的发展职能受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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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北部湾城市群交通现状

图３　南宁市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分布图

（２）尚未形成快速完善的公路铁路网络，出海物流通道不畅

高速铁路网络尚不完善，与凭祥等方向尚未建立快速联系。南昆线、南防线等普速铁路扩能改造工

作仍有待进一步推进。南宁与玉林、崇左间尚未形成高效的高速铁路通道，北钦防与玉林、崇左之间现

状缺乏铁路联系。高速公路网络仍不完善，如南宁至柳州方向广昆高速段已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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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南宁市与其他省际城市间缺少高效便捷交通通道

湛江、海口孤立发展，与南宁、北钦防等城市的交通联系不足，省际城市交通运输现状各自为政、

尚未形成统一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

（４）枢纽布局尚不完善，各方式之间缺乏协同

现状公路、铁路客货运枢纽尚不完善，且枢纽之间缺乏融合，复合化程度不高。各港口现状主要依

托公路集疏运，方式单一，未能实现与铁路等方式的联运。南宁机场集疏运方式单一，与北钦防等地区

的联系主要依托公路，与面向区域城市的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运输方式缺乏衔接。多式联运发展相对

滞后，空铁联运、空铁公联运、公铁联运、公铁水联运发展尚待推进。

２ 核心城市对外客货运需求总量预测

２１ 对外交通趋势分析

北部湾城镇群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然而南宁滨海城镇发展主轴尚未形成。南宁市作为北部湾核

心城市，将强化南钦城镇发展主轴，将其建设成为引领北部湾跨越发展的先锋地区，加快北部湾空间一

体化发展。

结合２０１６年南宁市批复的 《南宁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南宁市将构建 “一个中心城区、两个发展片

区、六大发展带”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引导区域资源的空间整合与结构优化，发挥中心城区统筹城乡

发展的引领作用，转变过去的单中心发展模式。南宁将强化其区域交通枢纽功能，构建北部湾一体化交

通体系。强化南宁与北部湾港口群的快速联系，构筑复合型骨架轴线；完善南宁、港口群 “双极”放射

的交通网络：以南宁为中心，实现高速公路对外 “七向放射”，覆盖区内主要城市及城镇节点。

图４　南宁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中的大都市区空间布局

参考 《南宁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南宁市作为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发展将立足于完

善出海大通道建设，拓展区域腹地，强化南宁枢纽地位。规划年对外通道建设将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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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完善北部湾城镇群与西南、中南腹地的交通大通道，打造南宁成为联动珠三角，沟通腹地的区

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快云桂 （昆明南宁）、贵南 （贵阳南宁）等高速铁路建设，推动南昆、湘桂线

改造升级；完善与昆明、贵阳、成都、重庆等西南主要省会城市之间的多通道便捷公路联系，提升南宁

区域性交通枢纽的中心性。疏通西南腹地与北部湾港口群间的快速交通联系，强化港口群的辐射和吸引

能力。

与珠三角联动发展，使南宁与珠三角间形成复合化、多通道的交通格局。进一步加强南宁与珠三角之

间的联系，除了目前提出的珠江西江沿线通道外，构建南宁北部湾珠三角沿海通道，连通广东、广西两

省沿海发展廊道，同时将北部湾地区纳入南宁与珠三角联动发展的轴带中，形成南宁与珠三角间以高速公

路、高铁、内河航运为基础的复合化、多通道格局，实现粤桂两省紧密对接，提升沿线节点区位条件。

对外交通需求结合对外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可分解为北、东北、东、南、西南、西这六个方向客

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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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南宁市对外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图

研判南宁市对外交通发展的战略方向，确定重点发展方向，在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下，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应该不单单以交通建设为考量，根据城市群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关系的定性分析，社会

经济发展与城市群交通运输密切相关，经济发展应与交通建设相协调，并且将经济因素引入交通建设中

可以为城市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并保证基础设施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促使核心城市对外交通科学有

序高质量协同发展。因此进行核心城市对外交通需求预测中，在南宁市对外交通发展战略导向下，在传

统四阶段法交通需求预测基础上，考虑社会经济指标等重要因素，以提升核心城市经济辐射以及增强交

通枢纽地位为重要考量。

２２ 客运需求总量预测

在公路客运量预测中，利用综合指标法考虑影响客运需求总量的几个社会经济指标，并对指标进行

权重划分，最终根据不同目标年的指标变化确定不同的客运需求总量；而在铁路客运量的预测中，将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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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用回归分析法、年平均增长率法、回归分析法等方法结合 《南宁枢纽总体规划》的内容对铁路客运

总量进行预测。

２．２．１ 公路客运量预测

公路客运总量受经济、人口、机动车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在公路客运量预测中应综合考虑经济总

量、人口增长以及机动车增长等因素，应用综合指标法和专家打分法，对不同的因素进行权重分析，进

而得到不同目标年的公路客运量。

采用综合指标法 （指整体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般的定量以及定量关系反映出的各种各样的统计指标

的使用方法。）进行分布权重的判断，主要综合考虑城市人口、经济指标、机动车增长等因素，选取

ＧＤＰ、区域人口、机动车增长等指标制定分析体系，采用专家打分确定权值具体取值表１所示。

犠 ＝
∑

狀

犻＝１
犠犻

狀

其中，犠 为评价对象的权重；

犠犻为第ｉ个专家的打分；

狀为专家人数。

表１　交通客运量影响指标权重划分

指标 具体指标 （权重）

经济发展 ＧＤＰ（０．５）

社会发展 区域人口 （０．４）

机动化发展 机动车增长 （０．１）

　　结合权重划分，确定目标规划年内公路客运量。

２．２．２ 铁路客运量预测

可以预见，随着贵南高铁、南宁至凭祥 （南凭高铁）相继建设运营，南宁铁路客运量将出现大幅度

增长，远期铁路客运增幅将明显加大。在此采用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年增长率对铁路未来客运量

进行预测，并结合 《南宁枢纽总图规划》预测结果对预测值进行局部调整。

表２　南宁市铁路客运量预测结果

预测方法 预测模型 变量解释 相关系数
预测结果 （万人）

２０２５ ２０３０ ２０３５

时间序列法 狔＝４１１．０４狓－８２７２００ 狔表示预测值；狓表示时间 ０．９４ ３１００ ７２００ ９２６６

回归分析法 狔＝０．６８１狓＋１９７７．５
狔狋表示预测值；犡 表示相应

年份的ＧＤＰ
０．９２ ４０００ ７１２２ ９１１０

年平均增长系数法 近４年平均增长系数１０％ ３７００ ６７００ ９３９７

《南宁枢纽总体规划》

预测结果
２９４５ —

推荐值 — — — ３５００ ７０００ ９２００

２３ 货运需求总量预测

对于核心城市对外货运需求总量的预测不同于客运需求总量的预测，由于货运量的发展有一定的规

律，因此在公路货运量的预测中主要应用时间序列法、年平均增长系数法进行预测，并与 《南宁枢纽总

体规划》预测结果进行对应修改；在铁路货运需求总量预测中应用年平均增长系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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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１ 公路货运量预测

２０１７年全市共完成公路货运量３１２１２万吨，比上一年 （２８６７２万吨）增加２５４０万吨，增长率为

８．８６％。公路交通的日渐发达，公路运输凭借其快速、便捷、灵活的运输优势，巩固其对外运输的中坚

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货运流通量也将进一步提升，公路运输量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态势。公

路货运需求预测在此采用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年增长率等相关方法对未来货运量进行预测，并结

合相关规划预测结果对预测值进行局部调整：

表３　公路货运需求预测分析

预测方法 预测模型 变量解释 相关系数
预测结果 （万吨）

２０２５年 ２０３０年 ２０３５年

时间序列法 狔＝－０．００６８狓
２＋４４．２６５狓－４２５４７

狓表示相应年

份的ＧＤＰ
０．８２ ４５２３０ １０２２００ １３２０００

年平均增长系数法
近４年平均增长

系数１０％
４１５４３ ８９６８９ １３１７８２

《南宁枢纽总体规划》

预测结果
４５２３０ １０７６００ —

推荐值 — — — ４２０００ ９００００ １３０１２２

２．３．２ 铁路货运量预测

虽然现阶段南宁市铁路货运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按照铁路相关规划，随着南宁对外的湘桂

线、南昆线以及黎湛线等的扩能改造的完成，南站货场、玉洞站等货场的改造和建设完成，其货物吞吐

能力将有大幅提升，预计在２０２０年前受设施能力的影响，其运量缓慢回升，２０２０年货运量在３３５万吨

左右；而２０２０年之后，随着这些新建和改建设施的完成，以及总体货运需求的大幅提升，其运量将大

幅增长，２０３０年预测达到８６９万吨，２０３５年预测达到１３９９万吨。

２４ 各方向运量比重预测

对核心城市对外交通各目标年的需求总量进行预测后，为了能够科学的将需求总量按照各个方向进

行交通分布，需要对核心城市对外交通各个方向的运量比重进行预测。基于核心城市在北部湾城市群的

地位、与周边城市的联系以及对于国家交通大通道的对接等作用上，明确重点谋划与湛江、茂名等的横

向联系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加强南宁市与桂林、柳州、北海、防城港的纵向联系保证国家一带

一路陆海通道衔接，并且协调其他方向的共同发展，在相应的空间分布基础上，根据社会经济因素得到

各个方向各目标年的比重分布。

２．４．２ 空间发展分布

２．４．２．１　客运交通空间分布

（１）综合指标法计算

采用综合指标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布权重的判断，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等的因素，

选取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总人口、职工平均工资、旅游接待人次等指标制定分析

体系。

南宁对外交通空间分布为：向南与广东联系方向比重最大为３５．６％；向东北与柳州桂林联系方向

比重次之２２．４％；向西与凭祥等城市联系方向比重最少约为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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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２．２　货运交通空间分布

（１）综合指标法计算

采用综合指标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布权重的判断，主要综合考虑城市人口、经济指标等因素，

选取ＧＤＰ、区域人口、工业总产值等指标制定分析体系，并考虑区域空间联系紧密度的分级影响，确

定区域物流空间分布。确定货运发展比例为向南与北钦防联系方向比重最大为３４．４％；向东与广东联

系方向比重次之１９．６％；西南与凭祥等城市联系方向比重最少约为１．５％

２５ 客运需求分布

区域交通网络作为各城市之间的连接网络，各个城市通过它进行物质、技术和信息的交流，是保证

整个城市群成为有机整体的必要条件。南宁市作为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应强化其区域交通枢纽功

能，构建北部湾一体化交通体系。因此在城市地理位置已定的情况下，通过分析各城市个体与南宁之间

的经济吸引强度，根据经济吸引强度权重对南宁市对外客货运需求进行分布，从而指导交通运输通道及

交通网络的布局。由于交通运输通道布局多指陆上交通，因此仅对陆路交通需求进行分布。

２．５．１ 南宁市与其他城市间经济吸引强度

随着全球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在一定地域内发展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被强化，地域内及地区

之间的社会和经济的关系更紧密且复杂。地区经济联系的强度，即相互作用的强度，可以直接定量表

现。本文通过城市间的相互作用的重力模型使得到城市间的经济关联的强度的比例，分析核心城市和其

他城市的经济联系的方向。

分别选取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计算目标规划年南宁与北部湾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客运经济吸引强度。

公式如下所示：

犚犻犼 ＝
犘犻犌槡 犻× 犘犼犌槡 犼

犇２犻犼

犉犻犼 ＝犚犻犼 ∑
狀

犼＝１

犚犻犼

其中，犚犻犼为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犉犻犼为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占区域经济联系强度总和的比例，即经济系隶属度；

犘犻、犘犼为两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数 （之所以不采用市区总人口，是因为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一

些城市的市区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乡村人口）；

犌犻、犌犼为两城市市区的ＧＤＰ；

犇犻犼为两城市的距离。

将不同目标年各城市社会经济指标 （表１１）根据经济吸引强度公式，得到各城市与南宁市之间的

经济吸引强度 （以柳州、桂林、梧州为例）。各城市社会经济指标带入经济引力强度公式，得２０２５年各

城市与南宁市间经济吸引强度 （以东北方向柳州、桂林、梧州为例）（表１２）。

表４　２０２５年各城市与南宁市经济吸引强度

方向 城市 经济吸引强度 （２０２５）

东北方向

柳州 １．９８

桂林 ０．７０

梧州 ０．２２

２６ 需求分布及交通方式划分

各城市与南宁市间经济吸引强度反映了两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进一步反映两城市间交通联系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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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客运与货运的经济吸引强度一致，根据各城市经济吸引强度权重对南宁市目标规划年按比例将对外

交通预测总量进行分布，并按照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两种方式进行交通方式划分，最终得到目标规划年

的交通需求状况 （以２０２５年为例图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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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２５年南宁市对外客运总量分布

２７ 小结

南宁作为区域性交通枢纽中心以及北部湾核心城市，从目前南宁交通流向特征、所处空间位置以及

交通需求越策判断，区域交通需求主要空间构成以及基础设施配置策略为：面向东盟国家的交通需求，

这是未来各区域间最主要的交通需求，积极建设综合型货运枢纽，加大高速公路、高铁等线路建设，推

进货运通道高效便捷；面向华南经济圈的交通需求，包括珠三角和部分东部沿海地区的交通需求，为次

要交通需求，升级现有基础设施，增建高铁、高速公路等高等级线路，积极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

移，促进人才、经济等的交流；面向中部地区的交通需求，包括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补全高等级线

路空缺，保证客货运通道的畅通，预留未来发展空间；面向西南经济圈的交通需求，包括云南、贵州、

四川等西南地区，甚至西部地区的交通需求，提升线路质量，初步建设高等级线路，保证基本的客货运

运输。

在交通需求预测基础上结合城市群以及南宁市城市定位与发展，规划应达到内畅外通、便捷高效的

城市群交通运输网络骨架，南宁、海口、湛江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加强与东盟国家陆路互联互通，

推进跨境公路建设，对接泛亚铁路，提升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互联互通水平，提升边境口

岸集疏运能力实现边境口岸与城市群内部多通道高效联通；畅通对接 “三南”陆路通道，建设南北陆路

新通道，推进高速铁路建设，强化与成渝、黔中、滇中等西南地区城市群的联系，提升外联中南地区的

能力，积极加强与珠三角城市群的联系；构筑城市群内快速交通网络，以南宁、海口、湛江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为支点，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通铁路等多层次轨道交通和高等级公路为骨干，构建 “两

横两纵一环”综合交通网络，实施国省干线公路提级改造，加强地区间互联互通，提升交通网络覆盖范

围和连通程度，推进边境公路提级改造工程。

３ 总结

城市群具有将各种生产要素流动汇聚与扩散的功能，已成为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

潜力的地区，是生产力布局的增长极。北部湾城市群在 “发挥地缘优势，挖掘区域特质，建设面向东

盟、服务 “三南”（西南中南华南）、宜居宜业的蓝色海湾城市群”战略思想指导下，在国土空间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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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下，城市群核心城市应积极响应城市群战略方针，发挥首位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需要研判重点建

设方向和需求分布特征。

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规划与传统的省会城市对外交通规划有明显差异，为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

投入满足重点方向的建设，本文在对外交通需求预测中引入社会经济指标和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经济

发展引导对外交通建设重点方向，同时对于客货流交通量的特点，分别选取相对应的预测模型，作出符

合实际发展规律的交通需求预测。论文研究构建了区域发展格局对外交通战略规划对外交通需求预测

之间的量化反馈关系，能够支撑在战略目标下确定重点方向的建设规模。南宁市对外交通需求预测为城

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规划需求预测提供了具有应用价值、贴合战略导向的示范性技术方法，是以交通

科学探索支撑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规划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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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天气下基于ＶＩＳＳＩＭ仿真的交通诱导与交通控制研究

潘　杰　南斯睿

【摘要】 为了更好地引导不利天气下的交通流情况，提高城市交叉口的运行效率，本文首先分析了不利天气与正常天

气相比下的交通流运行参数，在对车辆的交通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不利天气下将交通控制与交通诱导相结合的

思想。最后通过ｖｉｓｓｉｍ仿真，对交叉口的服务水平和延误进行评价，得到车均延误和车均停车次数明显降低，对交叉口

设计和信号配时方案和提高车辆运行管理的效率来说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 交通诱导；交通控制；交通仿真

０ 引言

与正常天气相比，阴雨天气下路段的通行能力有所下降，车辆在交叉口的延误增加，城市干道

拥堵的路段和交叉口数目也将增加。因此，不利天气下交通诱导显得尤为重要。智能交通系统包括

城市交通流诱导系统 （ＵＴＦＧＳ）和城市交通控制系统 （ＵＴＣＳ）。城市交通流诱导系统的主要目标是

通过调整驾驶员的行驶路线，使得路网交通流分配达到所希望的状态，实现路网交通流的均衡分配。

交通分配是制定交通诱导策略的理论基础，它在诱导控制中具有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交通分配依

据用户最优或者系统最优的均衡原则，得到最优的交通流量分布模式，为交通诱导系统提供诱导决

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交通诱导通过为驾驶员提供建议性信息来改变车流的空间分布，本身就是交

通分配的实现过程［１］。诱导控制和信号控制结合，可以实现绿波带控制，用相位差来实现绿波，诱

导信息提供车速，更有利于拥堵区域内主干道放流。Ｌｉ等
［２］提出了一种基于仿真方法来解决ＶＭＳ与

信号控制系统的协同问题，Ｐａｚ等
［３］将自适应信号控制算法嵌入基于仿真的动态交通流分配模型中，

研究了实时控制与动态诱导的协同，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于不利天气下的交通参数做了研究。１９９５

年Ｂｅｒｎａｒｄｉｎ等人通过对雪天信号交叉口的研究，提出了冰雪天气下传统的信号配时参数是不实用

的。２００４年，李维对冰雪条件下交叉口和路段的交通量状态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冰雪天气下基于路

口拥堵和基于交叉口拥堵的路网交通拥堵扩散范围的估计方法［４］。２０１１年贾丽霞分析我国城市主干

道在各种恶劣天气情况下交通拥堵现象及原因，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加强基础建设、实施公共交通

系统优先发展和优化交通管理的对策与建议［５］。

１ 数据的采集

１１ 数据的来源

本文以四川省顺庆区铁昌路和麦秀路交叉口的历史数据为研究基础，其路段的示意图如图１所示。

选取视频监控的相关数据，其监控位置位于道路的右上方，如图１所示。

１２ 数据处理

根据视频监控情况，对铁昌路与麦秀路的交叉口进行统计，其交通量的统计结果如表１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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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路段示意图

图１２　铁昌路麦秀路交叉口

表１１　交通量的统计

进口时间
铁昌路西进口 铁昌路东进口 麦秀路进口

左转 直行 右转 右转 直行 左转 左转 右转

１７：３０～１７：３５ ５ ７０ １８ ２ ８０ ２１ ２０ ２７

１７：３５～１７：４０ ６ ７３ １６ ０ ９０ １９ １９ ２３

１７：４０～１７：４５ ６ ７６ １９ １ ８１ ２２ ２４ ２８

１７：４５１７：５０ ７ ６５ １６ ０ ８４ ２０ ２１ ２９

１７：５０～１７：５５ ３ ７５ １５ ０ ７５ ２３ １６ ３０

１７：５５～１８：００ ５ ７３ １７ １ ８０ ２５ １７ ２１

１８：００～１８：０５ ６ ６８ １３ ２ ８２ ２６ ２３ ２２

１８：０５～１８：１０ １ ６７ １７ １ ８７ ２５ ２５ ２２

１８：１０～１８：１５ ４ ７９ １３ ０ ９０ ２６ １６ ２４

１８：１５～１８：２０ ３ ６９ １９ ０ ７９ １８ １９ ２５

１８：２０～１８：２５ ５ ６４ １２ ３ ８７ ２６ ２３ ２７

１８：２５～１８：３０ ６ ７４ １４ ０ ８８ ２９ １６ ２２

合计 ５７ ８５３ １８９ １０ １００３ ２８０ ２３９ ３００

　　注：以上数据分别为晚高峰时期的交通量，且均进行了交通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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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搭建模型

２１ 不利天气下路阻函数的确定

路阻函数又称道路交通阻抗函数，是指交通网络上路段或路径之间的运行距离、时间、费用、舒适

度或这些因素综合的函数。一般情况下，由于出行者在路径选择时，以时间最短为目标，所以一般以行

驶时间为参数建立阻抗函数。路阻函数反映了路段行驶时间 （交叉口延误）与路段 （交叉口）交通负荷

之间的函数关系，它是交通网络分析的签础，是网络动态交通分配的关键，为路径选择提供了依据［６］。

交通网络中的路段阻抗由路段阻抗函数和交叉延误函数两部分组成。目前经常使用的是美国联邦公

路局阻抗函数模型，模型函数为：

Ｔ＝狋０ １＋α（ ）犞犆［ ］
β

式中：Ｔ———实际通过该路段所需要的时间

ｔ０———路段自由行驶时间

Ｖ———通过该路段的交通量，单位ｐｃｕ／ｈ

Ｃ———路段的实际通行能力，单位ｐｃｕ／ｈ

α，β———模型的待定参数，简易取值０．１５，０．４

该模型适用于正常天气下只考虑机动车交通负荷的影响。在降雨强度下，通行能力降低。杨中良［７］

等人得出在小雨天气下，通行能力折减６％～８％。在中雨天气下，通行能力折减在１０％～１１％。在大

雨条件下，通行能力折减１３％～１５％之间。小雪天气下，通行能力折减２０％～２２％。在中雪天气下，

通行能力折减在２５％～２７％。在大雪条件下，通行能力折减３０％～３２％之间。因此，不利天气下路段

的阻抗函数为：

Ｔ＝狋０ １＋α（ ）犞犆［ ］
β

式中：犆１代表小雨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０．９３Ｃ

犆２代表中雨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０．９０Ｃ

犆３代表大雨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０．８６Ｃ

犆４代表小雪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０．７９Ｃ

犆５代表中雪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０．７４Ｃ

犆６代表大雪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０．６９Ｃ

２２ 自由流速度下降

天气状况越差，自由流速度下降幅度也越大。据统计，其雨天下降０～１０％；雪天且路面湿滑下降

１３％；路面湿且泥泞下降２２％～３０％；下雪且雪黏附在车轮上下降３５％；下雪且雪堆积下降４２％。

２３ 起动损失时间增加

路面湿滑会引起轮胎与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下降，起动损失时间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关于增加的程

度已有研究却存在差异。在美国，安克雷奇市的观测结果表明，起动损失时间无明显变化；有关的研究

观测结果表明，其起动损失时间从２ｓ增长到３ｓ。

３ 交通仿真

为对交叉口设计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及评估，了解交叉口设计的效果，本文对交叉口进行了交叉口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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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仿真。通过计算机仿真技术对交叉口的运行情况进行模拟。Ｖｉｓｓｉｍ是由德国ＰＴＶ公司开发的一款微

观交通模拟软件。该软件是一种基于时间间隔和驾驶行为的仿真建模工具，可分析在特定车道特性、交

通组成、交通信号灯等条件下的交通运行情况。Ｖｉｓｓｉｍ不仅能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实时运行情况进行模

拟，还可以以文件的形式输出各种交通评价参数，如行程时间、排队长度等。是分析和评价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中各种方案的交通适应性指标的重要工具。本文主要采用ＶＩＳＳＩＭ中的节点评价对改善前后的交

叉口进行评价。

３１ 实施方法

１）分别对不利天气的现状以及通过一定有交通诱导和交通控制之后的交叉口进行仿真。

２）交通诱导部分采取放置部分可变信息版等设施，其可以达到一定的分流作用。

３）交通控制部分采取对交叉口实现点控和线控，从而提高交叉口的运行效率。

３２ 节点评价设置

节点是指路网中的分叉路径，即通常意义上的交叉口。点击工具栏中的 “节点”，选择需要评价的

节点［８，９］。由于本文涉及到两个交叉口的线控，所以选择麦秀路和铁昌路的交叉口以及火车站的交叉口

进行评价。在节点评价对话框中依次添加 “节点、车流、车辆数量、人均延误、延误时间、Ｓｔｏｐｓ、停

车延误、平均排队长度、最大排队长度。如图３１所示。交叉口的实际平面图以及三维图如图３２

和图３３所示。

图３１　设置节点评价

图３２　二维运行示意图

　

图３３　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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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评价结果

对现状交通情况进行仿真。得到其服务水平，平均延误，见表３１、表３２。

表３１　现状延误表

交叉口 方向 平均延误 （Ｓ） 服务水平

铁昌路麦秀路

军供小区方向 ０

铁昌路东进口 ２．９

麦秀路南进口 ９．３

铁昌路西进口 ５４．８

Ｃ

火车站

铁昌路进口 ４０．３

铁荣路进口 １１．９

铁欣路进口 ４１．４

Ｄ

表３２　现状排队长度表

交叉口 方向 平均排队长度 最大排队长度

铁昌路麦秀路

军供小区方向 ３６ ３８．６

铁昌路东进口 ４４２．３ ４４４．３

麦秀路南进口 ７．７ １２

铁昌路西进口 ３７８．４ ４０２．２

火车站

铁昌路进口 ５０．４ ７７．６

铁荣路进口 ７７．３ ３３７．５

铁欣路进口 ７７．７ ２１０．８

对改善后的交通状态进行仿真。得到其服务水平，平均延误，见表３３、表３４。

表３３　改善后延误表

交叉口 方向 平均延误 （Ｓ） 服务水平

铁昌路麦秀路

铁昌路东进口 ７

麦秀路南进口 １５

铁昌路西进口 １６．９

Ｂ

火车站

铁昌路进口 １５．２

铁荣路进口 １４

铁欣路进口 ３０．１

Ｃ

表３４　改善后排队长度表

交叉口 方向 平均排队长度 最大排队长度

铁昌路麦秀路

铁昌路东进口 １７．２ ５２

麦秀路南进口 １５．１ １１２．２

铁昌路西进口 ３１．１ ８０．２

火车站

铁昌路进口 ３１．５ ５３．６

铁荣路进口 ３０．５ ８０

铁欣路进口 １１０．５ １３３．８

０６７１



４ 结论

经过仿真，看出诱导效果显著：

（１）各个交通流向上交通流的运行状况得到极大改善，车均延误和车均停车次数明显降低；

（２）通过合理的交通诱导对交通流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有利改善不良天气下的交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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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百度指数的城市群网络联系特征研究

刘丙乾　李　星

【摘要】 区域信息流是刻画区域城市网络特征的重要表征，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进步，研究区域城市网络特征也出

现了新数据类型和新维度。本文通过百度指数，获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４个城市群搜索指数数据，模拟城

市间民众关注度信息流。从中心度、联系度等维度，分析４个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特征。结合城市群之间的横向对比，

探索各个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的差异性，指出城市群内部网络结构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促进城市群良性发展的政策

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 城市群；百度指数；网络特征

０ 引言

空间关系是认识区域的基本视角［１２］，而信息的空间流动是区域空间联系的重要表征。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普及和推广，区域城市间信息流发生强度和交换频次越来越高，致使研究城市间网络联系的传

统方法，愈加难以准确、及时的对城市间网络联系进行量化研究。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推广，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等数据的获取变得更加方便和及

时。百度指数就是百度公司提供的一项网民搜索服务大数据平台，其基于网民搜索关注度数据，模拟城

市间网络联系。研究者基于百度指数数据，分析城市群城市信息联系网络特征［３８］；研究城市群空间网

络时空变迁规律［９１０］；此外，研究人员综合运用多源数据，结合企业组织结构，构建以信息流为基础的

区域城市间网络特征分析方法［１１］；结合人口流动峰值，分析网络关注度与客流之间的关系［１２］；结合引

力模型，构建区域流结构模型［１３］。

本文基于百度指数，从信息流角度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４个城市群城市间网络联系特

征进行研究，量化分析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特征，进一步探索不同城市群网络联系特征的差异性。

１ 数据来度与分析方法

１１ 数据来源

通过百度指数平台，获取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４个城市群城市间百度

搜索指数，构建城市群城市间多值矩阵。

１２ 研究思路与方法

１．２．１ 研究思路

基于城市群城市间多值矩阵，从城市群城市间网络中心度、网络综合中心度和网络联系度等方面进

行分析，研究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 （表１）。

（１）城市群网络中心度：

网络中心度是测度城市群整体网络中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点度中心度 （ｐｏｉｎ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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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ｙ）进行量化分析，点度中心度是指城市群中某个城市的度数中心度，即该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信息

联系强度。其中，相对出度 （ｎＯｕｔｄｅｇｒｅｅ）是指某城市关注其他城市的相对强度，即城市关注度

（Ｏｎ）；相对入度 （ｎＩｎｄｅｇｒｅｅ）是指某城市被其他城市关注的相对强度，即城市被关注度 （Ｉｎ）；城市综

合关注度 （Ｄ）是指相对出度与相对入度之和，即Ｄｎ＝Ｏｎ＋Ｉｎ，ｎ为城市群名称简称。

（２）城市群网络综合中心度：

网络综合中心度是在网络中心度基础上，横向对比分析各个城市群城市在整个城市群体系中中心度

能级，反映某个城市在４个城市群联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即通过网络联系能级，划分城市群中具有相

同特征的城市。

（３）城市群网络联系度：

网络联系度是指城市间信息联系的强弱，直观反映城市群城市间网络联系状况，并基于城市群城市

间联系度等级体系，分析各个城市群的网络特征体系。

表１　４个城市群城市分布

城市群 城市

京津冀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保定、唐山、廊坊、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邢台、

衡水），１３城

长三角

上海，江苏省 （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 （杭州、宁波、

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 （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

宣城），２６城

!

港澳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广东省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

庆），１１城

成渝

重庆市 （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等２７个区／县，以及开州区、云阳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 （成

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 （除北川县、平武县）、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

达州 （除万度市）、雅安 （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１６城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１．２．２ 研究方法

通过百度指数平台，获取４个城市群２０１１～２０１８年的城市间搜索指数数据。

步骤一：构建多值矩阵。基于百度搜索指数数据，形成城市群两两城市间的搜索矩阵。

步骤二：矩阵二值化。利用ＵＣＩＮＥＴ６，对城市群城市间搜索指数数据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 （通过

计算矩阵的平均数，如果矩阵中某元素大于平均数，则赋值为１，反之则赋值为０）；

步骤三：城市群网络中心度分析。基于二值化矩阵，分析城市间点度中心度，建立区域网络中心度

分析体系；

步骤四：城市群网络综合中心度分析。根据二值化矩阵，获取各城市综合关注度平均值，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构建城市群中心度横向对比等级体系。

步骤五：城市群网络联系度分析。根据城市间多值矩阵，构建起城市群两两城市间的网络联系度，

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构建起城市间网络联系度可视化模型。

２ 分析结果

２１ 城市群网络中心度分析

基于城市群城市点度中心度，从城市综合关注度 （Ｄｎ）、关注度 （Ｏｎ）、被关注度 （Ｉｎ）等角度，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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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城市网络中心度分析体系 （表２）。

表２　城市信息联系强度能级体系

类型１ 综合关注度 （Ｄｎ） 类型２ 关注度 （Ｏｎ） 类型３ 被关注度 （Ｉｎ）

中心城市 Ｄｎ≥１．５ 一级关注度城市 Ｏｎ≥０．８ 一级关注度城市 Ｉｎ≥０．５

次中心城市 ０．５≤Ｄｎ＜１．５ 二级关注度城市 ０．３≤Ｏｎ＜０．８ 二级关注度城市 ０．２５≤Ｉｎ＜０．５

节点型城市 ０．２５≤Ｄｎ＜０．５ 三级关注度城市 ０．１５≤Ｏｎ＜０．３ 三级关注度城市 ０．１５≤Ｉｎ＜０．２５

一般型城市 Ｄｎ＜０．２５ 四级关注度城市 Ｏｎ＜０．１５ 四级关注度城市 Ｉｎ＜０．１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１）京津冀城市群

综合关注度方面 （Ｄｊ），北京、石家庄和天津综合关注度处于领先地位，说明三城在区域网络中属

于中心城市。保定、唐山和邯郸次之，属于城市群中的次中心城市。沧州、承德和秦皇岛等城市综合关

注度一般，属于城市群中的节点型城市。衡水综合关注度最低，属于城市群中的一般型城市 （表３）。

关注度方面 （Ｏｊ），北京、石家庄和天津关注其他城市相对强度最高，说明三城为京津冀城市群主

要的关注源城市，即一级关注度城市；保定和唐山相对出度次之，为二级关注度城市；沧州、邯郸和廊

坊相对出度较低，为三级关注度城市；承德、衡水、秦皇岛和邢台相对出度最低，为四级关注度城市。

被关注度方面 （Ｉｊ），北京、石家庄和天津同样是城市群中被关注度最高的城市，即一级被关注度

城市；邯郸和秦皇岛相对被关注度次之，为二级被关注度城市；保定、沧州、承德、廊坊和唐山相对被

关注度一般，为三级被关注度城市；衡水和邢台相对被关注度最低，为四级被关注度城市。

从京津冀整体网络来看，区域基本形成 “一核双城多点”的联系网络，即以北京为中心，天津和石

家庄为次中心，其他城市为节点的网络联系体系。

表３　点度中心度

城市 北京 石家庄 天津 保定 唐山 邯郸 沧州 廊坊 秦皇岛 邢台 承德 张家口

Ｏｊ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４２ ０．３３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８ ０．００ ０．００

Ｉｊ ０．５８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３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４２ ０．１７ ０．２５ ０．２５

Ｄｊ １．５８ １．５０ １．５０ ０．６７ ０．５８ ０．５０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２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２）长三角城市群

综合关注度方面 （Ｄｃ１），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综合关注度处于领先地位，说明四城属于整个城

市群网络的中心城市。合肥、宁波、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和南通次之，属于城市群中综合关注度仅

次于上海和苏州等四城的次中心城市。嘉兴、泰州和台州等综合关注度较为一般，属于城市群中的节点

型城市。滁州、马鞍山和安庆等综合关注度最低，属于城市群中一般型城市 （表４）。

关注度方面 （Ｏｃ１），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关注度相对强度最高，说明四城是长三角城市群主要

的关注源城市，即一级关注度城市；合肥、宁波、无锡和常州相对强度次之，为二级关注度城市；南

通、镇江和金华等城市相对强度较低，为三级关注度城市；盐城、安庆、舟山和马鞍山等城市相对强度

最低，为四级关注度城市。

被关注度方面 （Ｉｃ１），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同样为城市群中被关注度最高的城市，即一级被关

注度城市；除合肥、宁波、无锡和常州四城被关注度次之外，扬州、镇江和南通被关注度明显上升，为

二级被关注度城市；泰州、盐城和湖州等城市相对被关注度一般，为三级被关注度城市；金华被关注度

明显下架，与盐城、安庆、舟山和马鞍山等城市并列为四级被关注度城市。

从长三角整体网络来看，区域围绕上海、苏州、杭州和南京，形成 “一核多极多点”的联系网络，

即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和杭州为次中心，合肥、宁波和无锡等城市为节点的多极化、扁平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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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体系。但相较于上海、浙江和江苏，安徽除合肥外，其他城市与区域联系度不足，亟待强化边缘区

域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空间联系。

表４　点度中心度分析

城市 上海 苏州 南京 杭州 合肥 宁波 无锡 常州 扬州 镇江 南通 嘉兴 泰州

Ｏｃ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８８ １．００ ０．７２ ０．５２ ０．４８ ０．３２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１６

Ｉｃ１ １．００ ０．７２ ０．７２ ０．５０ ０．３２ ０．４０ ０．３２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３２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２４

Ｄｃ１ ２．００ １．７２ １．６０ １．５０ １．０４ ０．９２ ０．８０ ０．６８ ０．６０ ０．５２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４０

城市 台州 盐城 芜湖 绍兴 湖州 金华 滁州 马鞍山 安庆 宣城 舟山 池州 铜陵

Ｏｃ１ ０．１６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０８ ０．１６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Ｉｃ１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４ ０．１２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２ ０．０８

Ｄｃ１ ０．３６ ０．３６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２８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４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２ ０．０８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３）粤港澳大湾区

综合关注度方面 （Ｄｙ），广州和深圳综合关注度处于领先地位，说明两城属于整个城市群网络的中

心城市。东莞、佛山、惠州、珠海和香港次之，属于城市群中综合关注度仅次于广深的次中心城市。澳

门综合关注度较为一般，属于城市群中的节点型城市。肇庆、江门和中山综合关注度最低，属于城市群

中一般型城市 （表５）。

关注度方面 （Ｏｙ），广州和深圳关注度相对强度最高，说明广深是粤港澳地区主要的关注源城市，

即一级关注度城市；东莞和佛山相对强度次之，为二级关注度城市；惠州相对强度较低，为三级关注度

城市；香港、澳门和中山等城市相对强度最低，为四级关注度城市。

被关注度方面 （Ｉｙ），广州和深圳同样为城市群中被关注度最高的城市，此外，香港被关注度显著上

升，三城并列为一级被关注度城市；珠海、澳门和惠州被关注度次之外，为二级被关注度城市；东莞、佛

山和中山等城市相对被关注度一般，为三级被关注度城市；江门被关注度最低为四级被关注度城市。

从粤港澳整体网络来看，区域围绕广州和深圳，形成 “特区＋双城”的联系网络，即以广深为中

心，港澳特区为支撑，佛山和东莞等城市为节点的多极化联系体系。

表５　点度中心度分析

城市 广州 深圳 东莞 佛山 惠州 珠海 香港 澳门 肇庆 中山 江门

Ｏｙ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２０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Ｉｙ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３０ ０．４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０

Ｄｙ １．５０ １．５０ ０．７０ ０．７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４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４）成渝城市群

综合关注度方面 （Ｄｃ２），成都和重庆综合关注度处于领先地位，说明两城属于整个城市群网络的中

心城市。绵阳和南充次之，属于城市群中综合关注度仅次于成都和重庆的次中心城市。德阳、广安和乐

山等城市综合关注度较为一般，属于城市群中的节点型城市。眉山、资阳和雅安综合关注度最低，属于

城市群中一般型城市 （表６）。

关注度方面 （Ｏｃ２），成都和重庆相对强度最高，说明两城为区域主要的关注源城市，即一级关注度

城市；绵阳和南充次之，为二级关注度城市；德阳和宜宾相对强度较低，为三级关注度城市；泸州、达

州、眉山等其余城市相对强度最低，为四级关注度城市。

被关注度方面 （Ｉｃ２），成都和重庆依旧处于最高地位，说明两城同样为城市群中被关注度最高的城

市，即一级关注度城市；绵阳、达州、遂宁相对被关注度次之，为二级关注度城市；德阳、南充、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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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安相对被关注度一般，为三级关注度城市；内江、自贡、眉山和雅安等其余城市相对被关注度最

低，为四级关注度城市。

从成渝城市群整体网络来看，区域基本形成 “双核多城”的联系网络，即以成都和重庆为区域两大

中心城市，绵阳、德阳和南充等多城联动的网络联系体系。

表６　点度中心度分析

城市 成都 重庆 绵阳 南充 达州 遂宁 德阳 泸州 广安 宜宾 内江 自贡 乐山 眉山 雅安 资阳

Ｏｙ 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Ｉｙ １．００ ０．８０ ０．２７ ０．２０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０．１３

Ｄｙ ２．００ １．８０ ０．６７ ０．６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３３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０ ０．２０ ０．２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２２ 城市群网络综合中心度分析

从４个城市群整体出发，将城市综合关注度平均值，按照０．１以下、０．１～０．２５、０．２５～０．５和０．５

以上，依次划分城市综合中心度等级 （见图１、表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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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城市群点度中心度综合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表７　城市群综合中心度结构体系

城市群 中心城市 城市网络结构体系

京津冀

城市群
北京、天津、石家庄

北京、天津、石家庄为一级中心城市，保定、唐山、邯郸为二级中心城市，形成

北京单核＋津石双城＋多节点的城市群网络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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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群 中心城市 城市网络结构体系

长三角

城市群

上海、苏州、杭州、

南京、合肥

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合肥为一级中心城市，宁波、无锡、常州等为二级中

心城市，泰州、金华等为三级中心城市，城市群多极化体系已基本形成。

!

港澳

大湾区
广州、深圳、香港

深圳、广州为一级中心城市，佛山、东莞为二级中心城市，结合香港和澳门特

区，形成特区＋广深的多极化体系。

成渝城

市群
成都、重庆

成都、重庆为一级中心城市，南充、绵阳为二级中心城市，形成成都＋重庆双核

城市群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从４个城市群点度中心度平均值空间分布来看，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呈现极化现

象，即城市间层级分化严重。而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特征呈现扁平化、多中心化现象。其

中，空间分布特征如下：

（１）一级中心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苏州、成都、杭州、南京、重庆和合肥等

城市，这些城市主要为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

（２）二级中心城市包括保定、邯郸、宁波、无锡、佛山、东莞和绵阳等城市，这些城市主要为省级

节点城市和与中心城市连绵发展城市 （或同城化城市）。

（３）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城市网络体系不完善，存在严重的层级分化。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中，虽

然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城为一级中心城市，但北京单极化态势明显。成渝城市群中二级中心城市严重

断层，存在大量的三、四级中心城市。

（４）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多极化明显。其中，长三角围绕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和合肥，

形成省会城市与直辖市 “多极鼎立”态势。粤港澳则围绕广深、港澳，形成 “特区＋中心”的 “２＋２”

的多核模式。

２３ 城市群网络联系度分析

根据城市间多值矩阵，构建起城市间两两之间的网络联系度，利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构建起城市间网

络联系度可视化模型，其中：

（１）基于城市群城市间搜索指数平均值，通过自然分级法，构建起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度等级体

系，即高联系型城市、一般联系型城市和低联系型城市，并进一步分析出区域密集联系型城市 （图２、

表８）。

（２）从城市群网络联系度横向对比角度，对４个城市群进行对比分析，按照１５０万以下、１５０万～

３００万人、３００万～５００万和５００万以上，综合分析城市联系度，并据此分析城市群整体网络特征 （图３）。

２．３．１ 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度

从４个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度来看，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群，而长三角和粤港

澳大湾区为典型的多中心城市群。其中：

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为中心，向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京邢邯等方向扩散的网络联系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围绕上海形成 “上海———南京”与 “上海———杭州”两条网络联系走廊，其中，

“上海———南京”走廊包含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和合肥；“上海———杭州”走廊则包括上海、

嘉兴、杭州。

粤港澳大湾区，围绕广州和深圳，形成同城化联系走廊，即围绕广深中心，形成广佛、深莞等区域

网络联系结构。

成渝城市群，围绕成都形成 “成都———重庆”单轴与 “成都”单极的 “点轴”网络联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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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城市群网络联系度分析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表８　城市联系度层级划分

类型 （搜索指数平均值） 城市

高联系型城市

１．京津冀 （北京、石家庄、天津）；

２．长三角 （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合肥、无锡）；

３．!

港澳 （广州、深圳、香港）；

４．成渝 （成都、重庆）。

一般联系型城市

１．京津冀 （张家口、邢台、保定、唐山、沧州、邯郸）；

２．长三角 （常州、嘉兴、绍兴、泰州、宁波、南通、盐城、安庆、扬州、金华、

湖州、泰州、舟山、芜湖）；

３．!

港澳 （东莞、佛山、珠海、澳门、中山、惠州、肇庆）；

４．成渝 （德阳、眉山、绵阳、南充、达州、泸州、宜宾、遂宁）。

低联系型城市

１．京津冀 （衡水、秦皇岛、承德等）；

２．长三角 （池州、铜陵、滁州、马鞍山、宣城）；

３．!

港澳 （江门）：

４．成渝 （内江、资阳、乐山、自贡、雅安）。

密集联系型城市

１．京津冀 （北京———天津）；

２．长三角 （上海—苏州、上海—无锡、上海—杭州、上海—合肥、上海—南京、

扬州—南通、杭州—宁波）；

３．粤港澳 （深圳—东莞、广州—佛山、广州—东莞、深圳—香港、深圳—广州、

广州—香港）；

４．成渝 （成都—德阳、成都—雅安、成都—眉山、成都—宜宾、成都—自贡、成

都—内江、成都—重庆、成都—达州）。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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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联系度层级划分可知，（１）四个城市群中，高联系型城市主要为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２）

一般联系型城市主要为次中心城市，以及距离中心城市较近的二、三线城市。（３）低联系型城市主要为

三、四线城市，这些城市往往分布于城市群的边缘区域。（４）密集联系型城市主要为中心城市之间，以及

中心城市与其同城化城市之间。以粤港澳地区为例，密集联系型城市中，深莞和广佛即为同城化城市。

２．３．２ 城市群综合网络联系度

从城市群网络联系度横向对比来看，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空间网络联系度变化最为明显，其中，京

津冀城市群中，北京与石家庄之间的联系度明显上升；而成渝城市群中，除成都与重庆之间的联系度保

持不变外，其他城市间的联系度明显下降。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网络联系度变化不明显。城市群

综合网络联系度空间分布特征如下：

京津冀城市群，围绕北京形成以北京为核心，“京津”、“京石”为两轴的 “放射型”网络联系格局。

成渝城市群，则围绕成都与重庆，形成 “双城单轴”的网络联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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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城市群综合网络联系度分析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３ 结论与讨论

３１ 结论

本文通过百度指数数据，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４个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特征进行深入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城市群城市间联系呈现 “向心”（中心城市）聚集的明显特征。城市间联系强度围绕城市群中

的中心城市向周边节点城市逐渐衰减，城市间信息流在空间上沿着中心城市之间形成的廊道进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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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城市群空间网络特征差异化明显。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网络联系呈现明显的单一化现象，其

中，京津冀为明显的单极化，成渝为明显的单轴化，这导致城市群城市联系层级分化、过度集聚现象突

出。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群网络联系呈现多极化、扁平化的特点，其中，长三角围绕 “沪苏杭宁合”，

形成中心城市集聚廊道，粤港澳则围绕 “特区”和 “广深”，形成 “特区”＋ “双核”的多中心结构。

（３）城市群内同城化城市间网络联系强度明显较高。其中，广佛、深莞、成德眉资、沪苏、京津等

城市间联系密集。

（４）区域城市间联系层级分化严重，协同发展能力亟待提升。以成渝城市群为例，成都的极化现象

明显，导致城市间联系层级出现断层，这与成渝 “双核”协同发展的基本要求不相称，也严重影响未来

城市间的均衡发展。

（５）强化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以长三角为例，要将强上海、苏州、南京和合

肥等中心城市与皖南地区城市的空间联系，优化城市群网络结构特征。

３２ 讨论

百度指数是以百度网民海量搜索数据为基础进行的二次开发数据，数据类型相对较为单一，且与真

实城市间信息流联系有一定出入，因此，在数据的多样性和准确性等方面存在一定误差。未来研究需要

进一步拓展数据类型，开展多源数据分析，结合人口迁徙数据、企业联系数据等进行综合研究，强化分

析研究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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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ＬＢＳ数据的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特征

———以长株潭为例

刘　令

【摘要】 传统对外交通分析依赖于操作难度大、成本高、精度较低的传统调查数据，手机信令、互联网ＬＢＳ等大数据

的出现为城市对外交通联系分析提供了新的基础数据和技术方法。本文探索了基于互联网ＬＢＳ大数据的交通分析方法，

构建长株潭三地的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模型，并将模型应用在 “全国”、“省域”以及 “区县”等三个层面，用于分析长株

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特征。研究表明，互联网ＬＢＳ大数据在城市宏中观研究分析中具有较大应用价值。研究主要结论

包括：长株潭地区 “西向”联系带亟需加强以成为 “一带一部”重要过渡带；长沙仍为湖南省多圈层空间结构的单中

心，株洲、湘潭尚未成为区域中心城市；长株潭三市人员交流联系强度未达预期，一体化进程较为缓慢。

【关键词】 互联网ＬＢＳ大数据；长株潭；对外交通联系

０ 引言

城市交通规划中的对外交通现状分析，目前主要依赖传统交通调查，如居民出行调查中的公路出行

ＯＤ调查、对外交通枢纽人员出行调查等。但上述传统调查方法存在操作难度大、调查周期长且成本

高、调查数据结果精度低等问题，使得实际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对外交通现状与发展趋势部分得不到精准

分析，甚至导致错误的判断。而成本相对较低、数据质量更高的城市时空大数据的出现，给城市群或区

域交通分析带来了更高质量的数据基础以及更加高效的技术方法。

国内学者目前大多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来研究城市对外出行联系特征。２０１４年，毛晓汶
［１］通过提取

通信运营商的手机信令数据，并挖掘出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区域间的ＯＤ数据，并对该区域分布模型进行

了标定和更新。２０１７年，陈先龙
［２］等融合手机信令及交通运行监测数据，对广佛同城背景下两城之间

的交通联系特征进行了分析。２０１８年，周永杰
［３］等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构建了基于实时 “关系型”数据

的城镇联系强度模型，对珠三角的城市群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钮心毅［４］等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测算了深

圳与周边城市的人流和通勤联系，进而研究区域空间结构，中心城市的腹地划分，评估了区域交通廊道

和同城化程度等内容。手机信令数据运用于城市宏、中观层面的交通分析已经相对成熟。

移动互联网公司定位数据的数据挖掘原理同手机信令数据类似，其优势是数据获取价格相对低廉，

获取周期较短，这使得移动互联网公司定位数据成为手机信令数据的替代品。本文即基于某地图服务商

的时空位置大数据，建立城市 （区域）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模型，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分析其对外交通

联系特征。

１ 模型构建

地理要素资源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性，不同城市和地区为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发展需要，相

互之间存在物质、能源、资金、人力资源、信息等要素的频繁交换和联系，由此产生不同城市与地区之

间的空间相互联系。本研究采用国内外学者常用的基于引力模型的空间联系分析方法［６］，基于长时间的

人口迁徙数据，构建长株潭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模型。

引力源于万有引力定律，该模型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地理学第一定律，即地理事物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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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分布上是相互关联的，且这种关联符合地理衰减规律。在本研究中，引力模型被用于分析城市间

交通联系的强度和方向，既能体现研究区域对其他城市的辐射能力，也能体现其他城市对研究区域辐射

能力的接受程度。

城市或区域对外交通联系强度与城市对外交通联系量呈正相关，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成负相关。本次

模型的构建中，城市对外交通联系量主要用迁徙数据流出量、流入量和总人口表征。基于此，建立长株

潭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模型：

犜犻犼 ＝
犘犻犞犻槡 犼· 犘犼犞犼槡 犻

犇２犻犼

式中，犜犻犼表示城市犻和城市犼之间的交通联系强度，犘犻、犘犼分别表示城市犻和城市犼的人口总量，本研

究采用统计年鉴或国民经济发展报告中的常住人口；犞犻犼和犞犼犻分别表示从城市犻至城市犼的迁徙流量与

城市犼至城市犼的迁徙流量；犇犻犼表示城市犻与城市犼之间的经纬度距离 （欧氏距离）。

２ 长株潭在全国的交通区位特征分析

自１９９７年实施 “一体化”发展战略以来，长株潭 （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地的一体化发展，特别

是交通一体化发展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如长株潭城际铁路已串联三市，城际公交、城市干道已实现三市

连通。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中国湖南省中东部，为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

市，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 “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小于

４０ｋｍ。长株潭三市总面积２．８万ｋｍ２，与周边岳阳、益阳、娄底、常德、衡阳等市共同构成环长株潭

城市群 （即湖南省 “３＋５”城市群）。

图１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城市群空间分布
［５］

通过构建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模型，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在全国的交通区位特征。首先，将全国范围内

分为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和华中地区 （本节研究的华中地区不包括湖南省）。其次，调用地

图Ｗｅｂ服务ＡＰＩ，获得数据源中各城市的地理位置坐标。最后，将长株潭对外交通联系量结果输入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进行绘图并进行空间匹配 （ＳｐａｃｉａｌＪｏｉｎ）分析。本文的基础数据既包括从长株潭去往外地

的交通联系量 （外出量），也包括外地迁入长株潭的交通联系量 （到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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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长株潭对外联系省外城市

对外联系ＴＯＰ１０排名可反映长株潭城市群与哪些城市联系最为紧密。在全国范围内的省外城市

中，长株潭与广州、深圳两大珠三角城市交通联系量最大，可见长株潭与粤南大地有着最为广泛且紧

密。长江中游城市群范围的武汉和萍乡排名前四，宜春、南昌也进入前十，说明在人员与产业交流层面

长株潭地区正快速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并对萍乡、宜春有一定辐射带动作用；北京、上海两大中心城

市联系强度排在第五和第六，东莞和重庆分列第八和第十。省外城市联系强度ＴＯＰ１０排行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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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长株潭城市群与省外城市交通联系强度ＴＯＰ１０

２２ 长株潭对外联系与全国产业带分布耦合分析

长株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方向呈现明显的 “十字型”分布，其中，“北向”联系带以京广高铁沿

线带为主，从湖北武汉区域连绵至北京；“南向”联系带主要流向为珠三角城市群 （广州、深圳、佛山、

东莞等城市）；“东向”联系带以沪昆高铁沿线为轴，从江西宜春延申至杭州上海。“西向”联系带稍弱

且相对分散，主要是沪昆高铁沿线和成都重庆。可见，长株潭城市群处于全国城镇体系的中心区域，交

通区位优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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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长株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强度分布 （全国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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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系强度来看，长株潭城市群同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华中地区联系最强，而与西南地区、西北

地区及东北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弱。将交通联系强度分析结果与全国产业带进行对比也可发现，长株潭城

市群作为长江产业带与京广产业带的结合部，现阶段已经成为京广产业带重要组成部分，但与长江产业

带的西部联系不足。未来长株潭须结合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提出差异化协同发展新目标及

新举措，更好地融入长江经济带，成为连接 “一带一部”发展战略中东部和西部地重要过渡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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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长株潭城市群在全国产业带上的区位

３ 长株潭在湖南省内的辐射强度分析

提取长株潭对外交通联系强度的湖南省内部分，用于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在湖南省的交通区位特征与

对外辐射强度。借助可视化手段，在ＡｒｃＧＩＳ中展示湖南省内各城市与长沙、株洲和湘潭的交通联系强

度期望线。

３１ 湖南省 “单中心三圈层”空间结构特征

长株潭与省内各城市的联系强度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湖南省具有 “单中心三圈层”的空间结构特征。

“单中心”是指长沙在湖南省仍是单核，对各城市起着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而株洲、湘潭尚未成

为区域中心城市。未来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后，长株潭将成为湖南省单中心极核。“三圈层”是指长株潭

为中心圈层，岳阳、益阳、常德、娄底和衡阳等环长株潭城市形成第二圈层，除上述城市外的张家界、

湘西州、怀化、邵阳、永州和郴州等城市形成了第三圈层。圈层现象说明长株潭现阶段的辐射范围有

限，主要辐射到环长株潭城市，而对第三圈层的城市带动作用不足。长株潭与第二圈层城市组成的８大

城市正是湖南省提出的 “３＋５“城市群，这也说明 “３＋５”城市群边界的合理性。

３２ 湖南省 “一带两轴”交通联系走廊

由于省内其他城市之间交通联系量的量级较小，本文以长株潭对外交通联系量为基础研究湖南省交

通联系主要廊道。基于长株潭与省内城市间交通联系强度分析可发现 “一带两轴”交通联系走廊，如图

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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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长株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强度分析图 （省域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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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长株潭三地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期望线 （从左至右：长沙、株洲、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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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一带”：以长株潭为核心的南北向京广发展联系带 （岳阳长株潭衡阳）是省内交通联系最为

紧密的发展带，长沙与株洲、湘潭、岳阳、衡阳等城市的产业、旅游和设施联系都较强，未来将支撑长

株潭城市群整体提升的功能集聚带。同时，京广发展带是向北联系岳阳、武汉融入长江中游、向南联系

郴州融入珠三角的重要联接廊道。

（２）“两轴”：以长株潭为核心的北部渝长夏联系轴较强，正在推进长株潭与益阳、常德及张家界等

地区之间产业合作、旅游联系；中南部的沪昆联系轴相对较弱，未来应重点引领娄底、邵阳等地区发

展，同时加强长株潭与上海、贵阳和昆明等城市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４ 长株潭节假日对外出行联系

４１ “十一黄金周”首日长株潭对外联系最强

十一期间，从长沙去往外地的人数在首日即达到高峰，随后逐天递减。而从外地去往长沙的人数从

首日逐渐上升，十月六日达到高峰。总体来看，长沙人喜欢在假期首日外出，而在假期末段形成返

程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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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十一”长沙对外联系量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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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十一”株洲及湘潭对外联系量周变

株洲湘潭也是在黄金周假期首日形成出行高峰。与长沙不同的是，假期首日株洲湘潭的到访量大于外

出量，而假期后半段外出量明显大于到访量。这说明株洲湘潭存在较多的在外工作人员假期返乡群体。

４２ 假期首日：省内城市为城市主体，到访量

十一黄金周是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最佳时段，假期首日最能反映该特征。长株潭外出与到访长株

潭的群体中，省内各城市占比超过了７０％。将外出量与到访量进行对比发现，长株潭到访量中省外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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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更高，武汉、深圳及广州三个城市排名提升显著，萍乡、南昌和北京也超过了部分省内城市。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长株潭有较多去往一线城市及强二线城市工作或学习的人群，体现了国家一线中心城

市对长株潭人才较强的吸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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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十一”期间长株潭对外联系热门城市 （左：长株潭外出；右：到访长株潭）

４３ 各区县对外联系强度：岳麓区、雨花区最大

长株潭对外联系的区县空间分布中，长沙岳麓区、雨花区外出及到访量最大，其次是潭范围内的雨

湖区、岳塘区和芦淞区。岳麓区有岳麓山风景名胜区，还拥有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等著

名学府，节假日到访量及外出量绝对量最大。雨花区坐拥高铁长沙南站，是长株潭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

一，节假日经长沙南站外出或到访的人数较多，该人群可能会识别为雨花区的对外出行量，这是雨花区

对外出行量大的一个原因。

５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基于用户定位长时间的人口迁徙数据，对长株潭城市群的基本现状和对外交通联系特征

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研究。研究主要结论有：

（１）长株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呈现明显的 “十字型”分布，其中，“北向”、“南向”和 “东向”

联系带较强，而 “西向”联系带较弱。长株潭未来须结合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更好地融入

长江经济带，成为连接 “一带一部”东部和西部地重要过渡带。

（２）长株潭与省内各城市的联系强度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长沙处于湖南省 “单中心三圈层”空间

结构体系的 “单中心”，对湖南省各城市起着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而株洲、湘潭尚未成为区域中

心城市。

（３）十一假期首日长沙外出量大于到访量，返乡人群大于外出旅游人口，可见长沙对周边地区的人

才有一定吸引力。株洲湘潭到访量大于外出量，说明株洲湘潭人才外流工作现象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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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十一”期间长株潭各区县对外联系强度

现阶段，长株潭正处于高质量、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 “一带一部”、“长江经济带”等大背景

下，长株潭一体化协同发展也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研究的长株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特征，

可为今后长株潭相关空间体系规划的编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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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精细化交通规划的交通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

邓　进

【摘要】 交通规划在向精细化发展的过程中，对规划决策支持模型的精细化水平提出了新要求，针对标准四阶段模型

在精细化建模方面的不足，本文探索了基于活动链理论的交通规划模型构建方法。在活动链模型的体系下，模型构建引

入人口合成模型对人群进行多维度精细化分组，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构建多样化出行链集合，对不同需求组合的出

行率、出行目的地选择、出行方式选择等模型参数进行差异化标定，旨在提升模型的精细化水平。基于上述交通模型构

建方法，本文以郑州市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该模型体系的应用对交通模型精细化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城市

交通规划、建设乃至管理工作的精细化决策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 交通模型；活动链；人口合成模型；目的地／方式联合选择模型；精细化交通规划

０ 引言

交通模型作为交通规划 （特别是城市交通规划）工作中最主要的技术支持工具，在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及各类专项交通规划及设计等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经典的交通模型建模理

论，如 “四阶段法”等在交通规划领域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并得到广泛应用及验证。然而，随着规划

行业向精细化方向的转型以及大数据应用能力的不断提升，交通规划工作对交通模型在精细化水平等方

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标准四阶段体系构建的交通模型已无法为精细化交通规划工作提供有力的支

撑，而基于活动链理论的交通模型能对多样化、差异化的出行需求及出行选择行为进行更加精细的建

模，在可服务宏观交通战略规划的同时也可有效支撑各类精细化的分析需求。

１ 基于活动链的交通模型构建方法

１１ 传统交通需求预测技术的不足

传统交通需求分析预测模型的代表是 “四阶段”模型，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国家。

“四阶段”模型由于其清晰的思路和模型结构、相对简单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在随后几十年在世界各地的

交通规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它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它存在着一些缺憾［１］［２］，例如：

（１）出行生成、分布、方式划分和分配模型各自分别使用不同的模型假设，这种不一致性无法体现

交通出行者出行过程中考虑各种因素的同时性和各次出行之间的关联性。

（２）模型通常处理单个、单方向的出行，却忽略了出行间的相关性。例如，交通分布模型将基家出

行与非基家出行人为割裂开，而忽略了各次出行之间的首尾连续性及出行目的地选择关联性；方式划分

模型中忽略出行者一天中第一次出行的方式选择对后续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

（３）模型通常是基于２４ｈ出行调查数据预测某一时段的出行，如早高峰或晚高峰，且过度关注基家

出行 （通勤类出行为主），无法充分考虑一天中各次 （各类）出行时间分布的差异性，特别是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以生活类出行为主的非基家出行比重不断提升，这种建模方法的不足更加凸显。

尽管 “四阶段”模型在实际使用中还在不断改进，但其对出行关联性、多样性考虑的不足使其无法

满足精细化交通规划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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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原理

１．２．１ 与标准四阶段模型的差异

基于活动链的模型与传统标准四阶段模型在交通分配模型部分没有明显的差别，主要差异在于需求

模型的构建，相比标准四阶段模型，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是非集计、行为导向的需求模型［３］。

表１　标准四阶段模型与基于活动链的模型的差异

内容 模型阶段 标准四阶段模型 基于活动链的模型

需求模型

需求组成
基家出行：ＨＢＷ、ＨＢＳ、ＨＢＯ

非基家出行：ＮＨＢ

出行生成
出行产生

出行吸引

出行分布 重力模型

方式划分 方式选择

活动链：ＨＷＢＨ
（家上班公务家）

出行生成

（预测活动链生成率）

目的地／方式

联合选择模型

分配模型
二者理论方法相同

（受需求模型的不同，分配模型的细分程度不同）

１．２．２ 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框架

１９７０年Ｈａｇｅｒｓｔｒａｎｄ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地理学理论
［４］，认为人的活动受到一系列的个人或社会约

束，Ｃｈａｐｉｎ的理论则认为生活的基本需要产生活动需求
［５］，Ｈａｇｅｒｓｔｒａｎｄ和Ｃｈａｐｉｎ的理论是活动理论

的基石。活动理论将出行看作活动的附属产物，通过将交通问题的研究转变为个人活动的研究来解释交

通产生的本质。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框架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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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框架

１．２．２．１　出行链构建

在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 （以下简称活动链模型）中，出行需求计算的基础是出行链的构建。在

传统四阶段模型中，将出行者一天中所有的若干次连续出行分为基家出行、非基家出行两类，分别进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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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不考虑各次出行间的前后连续性特征。在活动链模型中，将出行者一天从家出发、经历若干次中间出

行、最终回到家的闭合出行链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建模，不同出行者的出行链固然不同，为便于建模及参

数标定，需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提炼出共性出行链，进而标定各出行链的出行生成率参数。例如，在

四阶段模型中，某出行者全天的３次出行分别为：Ｈ （家）－Ｗ （单位）、Ｗ （单位）－Ｏ （商场）、Ｏ （商

场）－Ｈ （家），这三次出行将被归类为２次基家出行 （Ｈ－Ｗ、Ｏ－Ｈ）和１次非基家出行 （Ｗ－Ｏ）分别

进行建模，而在活动链模型中，出行链Ｈ－Ｗ－Ｏ－Ｈ将被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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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活动链模型中的一个典型出行链示例

１．２．２．２　人群分组

以上对出行链的细分是为了更准确地对差异化的出行特征进行建模，而在此过程中人群组的细分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特定的出行链仅对特定的人群组有效，如人群组划分太粗，则出行链模型体系的优势

将无法发挥，故传统四阶段模型中对人群组的划分方式无法满足活动链模型对数据的要求。人口合成模

型是一种对人群进行精细化分组的方法，可有效支撑活动链模型的构建。

１．２．２．３　出行生成

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对不同人群组与不同出行链交叉组合的出行率进行标定，进而可按不同人

群组的人数及交叉组合出行率对各种出行链的出行量进行预测。

１．２．２．４　组合的出行分布／方式划分

在基于活动链的模型中，出行分布模型与方式划分模型不是相继独立运行的，而是相互嵌套执行

的，且出行分布采用的是目的地选择模型 （而非重力模型）。出行分布与方式划分的相互嵌套具体指，

如对于小区１的出行链ＨＷＬＨ，包含Ｈ－Ｗ、Ｗ－Ｌ、Ｌ－Ｈ三次出行，根据出行次序，首先计算第一

次出行Ｈ－Ｗ的目的地选择，在得到Ｈ－Ｗ的ＯＤ矩阵后紧接着计算ＨＷ的方式划分，至此完成第

一次出行ＨＷ的目的地／方式联合选择。然后，以前一次目的地选择的结果为起点进行下一次目的地

选择，同时，活动链模型中各次出行的方式选择具有关联性，如早上从家出发选择驾驶私人小汽车方

式，则晚上回家也将采用这种方式，且一天中的其他出行也将优先选择该方式，在模型构建中通过建立

可转换的出行方式、不可转换的出行方式来实现。［６］［７］

２ 郑州市交通模型构建及应用

２１ 建模需求分析

郑州市曾于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期间构建了 “郑州市中心城区综合交通模型”和 “郑州市城镇密集区综

合交通模型”，均为四阶段框架的交通模型 （均采用ＥＭＭＥ软件构建）。近年来，郑州市城市及交通特

征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城市空间结构显著变化，中心城区层面 “郑东新区”已然崛起，市域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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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一城三区四组团”城镇布局结构正在加速形成。另一方面，轨道交通已告别空白时代 （２０１３年开

通首条线路），现已形成由５条线、９６座车站构成的约１４６千米的轨道交通线网；城市交通系统格局正

在不断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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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组合的出行分布／方式划分模型原理

面临城市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加之近年来交通大数据、交通模型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上一代交通

模型已无法满足郑州市当前城市规划建设工作的需要，同时未来城市规划向精细化方向的转型对郑州交

通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此，郑州市新一代交通模型的构建引入基于活动链的理论、人口合成模型

等多种新方法、新技术，旨在提升交通模型的精细化水平。

２２ 模型构建

２．２．１ 模型框架

新一代郑州市综合交通模型主要包括既有模型分析评价及本次建模需求分析、交通模型数据库构

建、基础模型构建、主体模型构建 （包括需求模型、供给模型）、模型应用测试及模型更新维护等部分。

为支撑活动链模型的构建，本次郑州交通模型构建采用德国ＰＴＶ公司的ＶＩＳＵＭ软件。

其中需求模型分为：常住人口需求模型和外部需求模型两部分，针对常住人口需求模型本次建模采

用基于活动链的建模方法，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构建具体过程如下。

２．２．２ 基于人口合成模型的人群分组

人口合成模型是一种基于给定的人口样本库和控制量生成目标数量的人口个体的方法，并可基于模型

生成的人口个体的详细社会经济属性，进一步统计出各种属性交叉组合的人口分组数据，较传统四阶段模

型中按单一属性维度分组的人口数据更为详细。采用人口合成模型计算详细分组的人口数据主要包括五个

阶段，包括：①人群组构建，②人口样本库构建，③控制变量选择，④人口生成，⑤分组人口统计。

其中人口生成计算大致可分为两个步骤，分别为：①通过样本数据及控制量数据合成人口属性的联

合分布，②根据联合分布从样本库中抽取个体样本。其中，联合分布的计算采用ＩＰＵ算法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Ｕｐｄａｔｉｎｇ，迭代比例更新算法），相比传统的ＩＰＦ算法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ｆｉｔｔｉｎｇ，迭

代比例拟合算法），改进后的ＩＰＵ算法可同时满足家庭和个人分布特征的控制要求；在此基础上采用蒙

特卡洛模拟法进行随机抽取样本，最终得到目标数量的人口个体数据。［８］

人群组的构建首先需要确定出进行人群分组的维度，分组维度的确定是从人口的各类社会经济属性

中选择对居民出行特征存在主要影响的因素，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包括：性别、职业、年龄、学历、收

入、家庭状况等诸多人员及家庭层次因素，但综合考虑出行生成模型等后续模型标定的可行性及基础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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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可获取性，从上述众多影响因素中选择出居民出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包括：人员职业、家庭小

汽车数量及家庭所处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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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郑州市综合交通模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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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人群分组基础维度确定

维度 序号 类别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代码 备注

职业

Ｓｔａｔ．

１ 企事业单位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 Ｅ

２ 小学生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ｔｕｄｅｎｔ ＰｒＳ

３ 中学生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ｓｔｕｄｅｎｔ ＳｃＳ

４ 大学生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ｔｕｄｅｎｔ ＵｎＳ

５ 无业 Ｕｍ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Ｕ

６ 退休 Ｒｅｔｉｒｅｄ Ｒ

人员变量

有无车

Ｃａｒ

１ 有车 Ｙｅｓ Ｃ

２ 无车 Ｎｏ ｎＣ
家庭变量

区位

Ｌｏｃ．

１ 中心城区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

２ 外围区 Ｓｕｂｕｒｂ Ｓ
家庭变量

　　按３个维度变量的类别划分进行不完全交叉组合，共形成２０个人群分组，此外，上述人群组中不

包括６岁以下学龄前儿童，将其单独定义为１个人群组，共２１个人群组如下。

表３　２１个人群组

ＮＯ ＰｅｒｓｏｎＧｒｏｕｐ ＮＯ ＰｅｒｓｏｎＧｒｏｕｐ ＮＯ ＰｅｒｓｏｎＧｒｏｕｐ ＮＯ ＰｅｒｓｏｎＧｒｏｕｐ

１ ＥＣＣ ７ ＵｎＳＣ １３ ＰｒＳＣＳ １９ ＵｎＣＳ

２ ＥｎＣＣ ８ ＵＣＣ １４ ＰｒＳｎＣＳ ２０ ＲＳ

３ ＰｒＳＣＣ ９ ＵｎＣＣ １５ ＳｃＳＣＳ ２１ Ｕｎ６

４ ＰｒＳｎＣＣ １０ ＲＣ １６ ＳｃＳｎＣＳ

５ ＳｃＳＣＣ １１ ＥＣＳ １７ ＵｎＳＳ

６ ＳｃＳｎＣＣ １２ ＥｎＣＳ １８ ＵＣＳ

　　以人口样本数据及控制数据为输入，采用基于ＩＰＵ算法的软件平台ＰｏｐＧｅｎ进行人口合成计算，

通过人口合成模型计算得到目标数量的人口个体数据，在此基础上统计得到各交通小区分人群组的人口

数据。

图６　人群分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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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出行链构建及出行生成模型构建

基于郑州市第五次城市综合交通调查居民出行专项调查数据库，在全部的５００多种原始出行链的基

础上，考虑原始出行链的出行率、共性、代表性等因素，提炼出２５种典型出行链，２５种出行链与２１

种人群组不完全交叉组合形成１９４个组合 （下文称为需求组合），对１９４个需求组合的出行率进行标定。

在此基础上，可结合不同规划方案下的人口数据计算出各种出行链的出行量，并根据需求汇总得到总出

行量。

图７　需求组合出行率标定

２．２．４ 出行目的地／方式联合选择模型构建

在目的地选择模型中，目的地选择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是：①其起点之间的出行阻抗，②目的地的

吸引力。在本次建模中，出行阻抗采用复合阻抗，综合考虑道路及公交设施供给及服务水平，用道路阻

抗与公交阻抗构成的复合阻抗来表征出行阻抗，与单纯的道路阻抗相比，复合阻抗更能准确的反映出公

共交通服务水平提升时出行阻抗的变化。

狋犻犼＝［（狋
犮犪狉
犻犼 ）

－１＋（狋狋狉犪狀犻犼 ）
－１］－１

其中：狋犻犼———ｉ小区和ｊ小区之间的出行阻抗

狋犮犪狉犻犼 ———ｉ小区和ｊ小区之间的道路阻抗

狋狋狉犪狀犻犼 ———ｉ小区和ｊ小区之间的公交阻抗

目的地的吸引力与出行目的相关，如：与上班 （Ｗ）相关的吸引力为ｗｏｒｋｐｌａｃｅ（工作岗位数），与

生活类出行 （Ｌ）相关的社会结构属性为Ｌｅｉｓｕｒｅ，Ｌｅｉｓｕｒｅ根据生活类出行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商

务金融、其他商服、文体娱乐、公共设施等类用地的关系回归得到。

图８　目的地的吸引力参数设定 （吸引力在ＰＴＶ软件中称为社会结构属性）

方式选择模型采用Ｌｏｇｉｔ模型，并引入出行成本模型，利用居民出行时间价值 （ＶＯＴ）进行出行费

用和时间的转换，刻画不同层次各交通方式的广义费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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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出行分布模型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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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方式划分模型计算结果

２．２．５ 高峰模型或指定时段模型

在四阶段模型中，在全日模型构建完成后，高峰模型往往是通过对全日出行矩阵乘以统一高峰系数

处理方式得到高峰需求 （基家出行考虑ＰＡ转ＯＤ的方向不均衡性，非基家出行一般乘以统一的系数），

进而进行交通分配。但活动链模型中对高峰模型的构建进行了更加精细化的考虑，充分考虑了一个活动

链中各次出行时间的前后时序性及各次 （各类型出行目的）出行自身的出行时间分布特征，在通过全日

模型出行需求计算高峰模型出行需求的过程中，更精细化地考虑了不同出行的时间分布特征差异，设定

差异化的时间分布参数，保证了高峰模型的精细化和准确性。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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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 9:00 24h

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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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活动链模型中高峰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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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模型应用测试

２．３．１ 交通分配及模型校核

交通分配是在交通需求计算的基础上将出行需求 （及出行ＯＤ）分配到各种交通网络上，包括道路

交通分配和公共交通分配两部分。在交通分配的基础上一般还需结合交通运行数据对交通模型进行校

核，如根据核查线流量对ＯＤ进行反馈迭代校核等，对出行需求进行进一步修正。交通分配结果显示基

于活动链体系构建的出行需求模型，对提升模型的精细化水平、准确度方面有重要作用。

b...1=,7a.+51=,7

<60
<70
< 80
< 90
<100
>100

>D-/,

图１２　郑州交通模型交通分配结果

２．３．２ 交通模型应用测试

交通模型是交通规划中确定定量依据的重要技术工具，可为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规划、轨

道线网规划等重大规划，以及交通建设项目评估、交通影响评价等具体项目提供有力支撑。

+51=-/

+51=44

.+1=44

*?+;?
1=2*? 1=A0,

图１３　服务重大规划编制

３ 相关建议

３１ 城市交通模型更新注重向精细化的转变

在交通规划行业向精细化方向转型的过程中，交通模型在为规划工作提供定量化、精细化支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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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绝大部分各城市的交通模型均基于传统四阶段模型体系构建，这类

模型在精细化水平提升方面已凸显出一定的不足，为有效支撑城市交通规划、建设乃至管理方面精细化

决策需求，未来城市交通模型的更新应注重模型精细化水平的提升，积极探索活动链模型等一系列交通

模型新技术的应用。

D*.)1:?6 1:8 1:/

1:/44 2)9B ;.80 44DA

图１４　服务重大工程建设

1=A?80 1:8 1:/

3;16 ?644 1)/44

图１５　服务交通影响评价

３２ 交通调查内容及机制的调整

交通调查数据是构建交通模型的基础，活动链模型的建模体系与四阶段模型不同也决定了其对交通

调查数据的要求不同，如服务于活动链模型构建的交通调查关注更加细致的人员社会经济属性、出行者

的日活动模式、目的地选择模型所需的出行选择行为数据等。城市交通调查与交通模型构建是紧密相

关、相辅相成的两项工作，城市新一轮交通调查工作的策划应充分考虑交通模型向精细化发展的需求。

３３ 面向精细化交通规划的交通大数据挖掘

在数据海量化趋势日益凸显的发展趋势下，对各类新型交通大数据的挖掘及应用，对于优化传统交

通模型体系、提升精细化交通规划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利用通信运营商的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城

市人口、岗位分布特征及居民出行特征等，同时，也应探索大数据与交通模型的结合，一方面发挥交通

模型的校核作用，提升大数据分析成果的可靠性，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丰富交通模型的适用性、提升

交通模型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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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居民职住通勤的空间分布特征

江裕林　刘　倩

【摘要】 随著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张，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大量建设和出行工具机动

化程度越来越高使得居民出行范围变大以及中心城区就业岗位集中化和多样化速度高于住房建筑开发速度而形成居住外

迁郊区化局面，职住不同步性和出行机动化使城市交通压力和居民通勤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城市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品

质。基于此，本文利用手机数据对深圳市居民的职住通勤进行分析，了解深圳市居民日常职住通勤的真实面貌以及不同

区域人群的通勤效率，主要发现有五点并对背后原因进行讨论，为城市规划提供较为可靠的决策依据，引导城市组团式

空间布局，减少机动车通勤出行比例，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提升居民职住通勤效率。

【关键词】 手机数据；通勤特征；空间分布；区域组团

０ 引言

通勤、居住和就业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支撑并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品质。自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城市用地快速扩张、规模变大，使得居民通勤范围越来越大；城市用地功能置换，居住、

就业分散化以及机动化交通方式的普及，使得城市的职住空间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通勤变得越来越复

杂，带来长距离通勤、交通拥堵等问题，而且财富的增加和交通工具的进步使得人们愿意为更好的居住

条件和小汽车出行而承担更大的通勤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塑造高质量生活是推动城市人居环境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关于城市通勤的众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影响因素方面，尤其是通勤时间或通勤距离的影响因素分

析。如研究分析年龄、性别、收入、家庭特征、就业情况、职业、教育水平、种族等个人特征属性对通

勤时间与通勤距离的影响［１６］；而关于交通方式作为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文献表明，

相比非机动方式出行，开车的人通勤距离更长；而通勤时间或通勤距离最长的通勤方式通常是公交出

行，因为公共交通往往伴随着较长的步行时间［７９］；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职住分离的现象日益明显，城

市空间结构特征与通勤之间的研究也越来越多，集中在职住空间平衡、土地利用特征与通勤时空特征关

系上［１０１２］。通勤效率可以用来评估居住、就业区位与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合理性，因而也引起较大关

注，提出了过度通勤、随机通勤、通勤潜力等概念［１３１５］。这些文献更多关注通勤的基本特征、城市通

勤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等的研究，研究的尺度多以宏观尺度集计分析为主，也有研究认为应该基于人和物

两类维度来开展城市规划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的市民画像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城市规律和不同人群的需求

和时空间行为［１６］。

手机数据是手机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位置、时间以及相关用户特征信息，通过手机数据

可以获得某用户匿名的某一时刻的位置或者随着时间的移动情况。本文以某移动通讯运营商所提供的手

机信令数据 （分别记录了用户的基础属性、位置信息、位置类型、时间戳和交通方式等关键字段，其中

交通方式分为公路、铁路、飞机、地铁及其他共五种方式。一次出行 （两个驻留点之间是一次出行）只

能被判定为一种出行方式。）研究深圳市居民真实的生活状态和通勤状态，从个体角度分析深圳居民日

常通勤中不同通勤效率的人群的需求、通勤特征和职住特点；判断有多少人享受了 “高效通勤”，而又有

多少人不得不忍受 “低效通勤”，识别出通勤中出于弱势地位的人群，进而为城市建设、新区开发和交通

系统的优化提供参考，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从而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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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居民通勤特征分析

１１ 通勤指标的特征关系

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和通勤工具是众多反映通勤特征指标中最基本的三个，且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

是职住研究中常用的表示通勤成本的基础性指标，也是直接反映道路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个人生活质量

的重要指标［９，１７１９］。通勤时间是指居民从居住地到工作地所用的时间，通勤时间的长短以及样本总的通

勤时间除以样本数得到的平均通勤时间可反映城市居住地与工作地间的时距、出行便利程度、城市就业

岗位的空间分布［１８］；通勤距离是居住地到就业地的距离，体现通勤的主要空间特征，通勤距离越大，

表明居民通勤成本就越高，城市需要更高效的交通系统支撑［２０］；通勤工具作为通勤的载体，直接影响

着通勤的范围大小，通勤工具的选择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经济收入有着密切的关联。通勤时间和

通勤距离是定量指标，通勤工具是定性指标，定量指标体现通勤强度并影响通勤工具的选择，定性指标

反映距离而制约时间，从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通勤的基本特征［１７１８］。以波士顿和洛杉矶为例的实证研

究发现，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的关系是二次函数关系；而以首尔和苏州为例的实证研究发现，通勤时间

与通勤距离的关系则是二次函数关系幂函数关系，但都表明了二者的关系实际上不是简单的线性关

系［１３１５，１９］；通勤速度是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关联的主要指标，其随通勤距离的增加而线性增加，亦即通

勤距离可以通过选择使用更快的交通工具来克服［２１］。在综合考虑通勤距离、通勤方式、交通状况等因

素之后，人们会将通勤时间的长短作为居住、工作区位决策中通勤方面的主要因素，因而通勤时间相比

通勤距离更常用来描述通勤成本，体现通勤效率。

１２ 居民出行主要特征

深圳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经济实力雄厚，交通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大，机动化程度高

且公交运输系统发展良好。２０１６年全市共有机动车３１４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２８０万辆，达到０．６１

辆／户；《２０１８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深圳市居民人均ＧＤＰ高达１８．４万元；作为与之密切

相关的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会进一步作用于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从深圳市２０１６年居民出行大调查结果中

的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变化表可知，２０１６年机动化出行方式比例最高是小汽车，其分担率为４５．７％，常

规公交与地铁分担率分别为２４．２％和１４．０％；对比２０１０年调查结果发现，地铁的增长客流基本上是源

自常规公交的转移，全市的公交分担率并未增长［２２２３］。

２ 职住通勤的空间分布特征

２１ 职住通勤类型分析

以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８日 （周一至周五）５个工作日作为研究时间，得到未扩样的样本数为

１２５３２２１。深圳市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为２５．２ｍｉｎ，通勤时间在１９．５ｍｉｎ和３５．６ｍｉｎ内的通勤人次累计

百分比为５０％和７５％，居民通勤时间长度的峰值时段出现在４～８ｍｉｎ，占比１６％；而深圳市居民的平

均通勤距离为１０．３ｋｍ，通勤距离在４．０ｋｍ、７．４ｋｍ和１３．０ｋｍ的通勤人次累计百分比分别为２５％、

５０％和７５％，居民通勤距离分布的峰值区段出现在２．５～５ｋｍ，占比２６％。根据数据的特点将深圳居民

的通勤时间划分为三个时段：２０ｍｉｎ内、２０～４０ｍｉｎ和４０ｍｉｎ以上；通勤距离划分为四个区间段：５ｋｍ

内、５～１０ｋｍ、１０～１５ｋｍ及１５ｋｍ以上。

依据上述划分标准进一步分析，深圳市居民通勤时间三个时段的累计人数比例分别为４８．２０％、

３１．４５％和２０．３５％，通勤距离四个区间段的累计人数比例分别为３５．５０％、３０．１２％、１６．８７和１７．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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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其中，从同一通勤时间不同通勤距离角度看，通勤时间在２０ｍｉｎ内的通勤距离小于５ｋｍ和大

于１５ｋｍ的累计人数比例为５４．６１％和６．０２％，通勤时间在２０ｍｉｎ～４０ｍｉｎ的通勤距离小于５ｋｍ和大于

１５ｋｍ的累计人数比例为２４．５２％和１９．２１％；通勤时间大于４０ｍｉｎ的通勤距离小于５ｋｍ的累计人数为

７．２２％；从同一通勤距离不同通勤时间角度看，通勤距离在５ｋｍ内的通勤时间小于２０ｍｉｎ和大于

４０ｍｉｎ的累计人数为７４．１４％和２．４７％，通勤距离在５ｋｍ～１０ｋｍ间的通勤时间小于２０ｍｉｎ和大于

４０ｍｉｎ的累计人数为４７．７４％和１６．３３％，通勤距离在１０ｋｍ～１５ｋｍ间和大于１５ｋｍ的通勤时间小于

２０ｍｉｎ的累计人数为２７．２７％和１６．５６％。

表１　工作日深圳市居民不同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累计人数比例 （％）

类别
通勤距离

＜５ｋｍ

通勤距离

５ｋｍ～１０ｋｍ

通勤距离

１０ｋｍ～１５ｋｍ

通勤距离

＞１５ｋｍ
总计

通勤时间＜２０ｍｉｎ ２６．３２ １４．３８ ４．６０ ２．９０ ４８．２０

通勤时间２０～４０ｍｉｎ ７．７１ １０．８２ ６．８８ ６．０４ ３１．４５

通勤时间＞４０ｍｉｎ １．４７ ４．９２ ５．３９ ８．５７ ２０．３５

总计 ３５．５０ ３０．１２ １６．８７ １７．５１ １００．００

　　通勤工具是反映居民通勤和城市交通的主要指标之一。参照 《交通规划原理》中关于各种交通方式

的合理出行距离以及考虑城市、区域和路网等因素，给出本文用于区分机动化和非机动化通勤的出行距

离和平均行程速度的特征范围［２４２６］。通勤方式的统计结果显示，深圳居民地铁通勤人数比例为２５．３％，

机动化 （汽车＋巴士）通勤人数比例为４８．９％，慢行 （步行＋自行车）通勤人数比例为１６．１％；结合

上述深圳机动化出行分担率的特征可推断，公交通勤比例最大但小汽车仍是深圳市居民主要的通勤工

具。而且，居民的通勤时间集中在４０ｍｉｎ内，通勤距离主要分布在距居住地１０ｋｍ的范围内；平均通勤

距离１０．３ｋｍ除以平均通勤时间２５．２ｍｉｎ，得到居民的平均通勤速度２４．５ｋｍ／ｈ，在数值上未与以小汽

车为主要通勤工具相对应，即低于小汽车的常见平均时速，一定程度上反映深圳市现有道路系统运行效

率和居民通勤工具的选择偏好［２７］。

２２ 职住通勤空间分布特征解析

根据居民职住通勤时间和距离的居住地和就业地在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６中的空间分布特征，将人口密度最

高一级的交通小区单元分别作为职住通勤的居住地和就业地中心。同时，罗湖、福田、南山为中心城

区，宝安、龙岗、龙华、盐田、光明、坪山、大鹏为外围区，中心城区与外围区的面积比例为１７．２％

和８２．８％。

２．２．１ 通勤就业地中心的分布特征

从职住通勤就业地的角度看，外围区居民的职住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中心城区居民的通勤效率以及

中心城区职住更不平衡。分别有３０．８８％、４０．５５％和３８．５９％的居民集中分布在通勤时间小于２０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４０ｍｉｎ和大于４０ｍｉｎ的通勤就业地中心；分别有２６．２９％、３９．７９％、４３．９８％和３４．７６％的居民

集中分布在通勤距离小于５ｋｍ、５ｋｍ～１０ｋｍ、１０ｋｍ～１５ｋｍ和大于１５ｋｍ的通勤就业地中心。其中，

图１表明了外围区居民通勤时间小于２０ｍｉｎ和通勤距离小于５ｋｍ的比例最高，为７７．５２％和７０．５２％且

高于中心城区的３９．６７％和２５．７４％；即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分布结构都揭示了外围区居民的通勤成

本较低且比例高于中心城区，也就是外围区居民的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中心城区。而且，外围区和中心

城区职住通勤时间的就业地中心的职住比分别为１．７１和４．７０；外围区和中心城区职住通勤距离的就业

地中心的职住比分别为１．６８和４．４９，均高于职住平衡的合理范围０．８～１．２，但中心城区职住通勤就业

地中心的职住比更高，即中心城区和外围区的职住通勤就业地中心职住不平衡且中心城区职住更

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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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职住通勤就业地中心的比例特征

２．２．２ 通勤居住地中心的分布特征

从职住通勤居住地的角度看，中心城区居民的职住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外围区居民的通勤效率以及

外围区职住更不平衡。分别有３３．７９％、３５．１７％和３６．２７％的居民集中分布在通勤时间小于２０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４０ｍｉｎ和大于４０ｍｉｎ的通勤居住地中心；分别有１１．６９％、３８．５７％、４３．２３％和３５．７７％的居民

集中分布在通勤距离小于５ｋｍ、５ｋｍ～１０ｋｍ、１０ｋｍ～１５ｋｍ和大于１５ｋｍ的通勤居住地中心。其中，图

２表明了中心城区居民通勤时间小于２０ｍｉｎ和通勤距离小于５ｋｍ的比例最高，为６４．１０％和３６．６５％且

高于外围区的３６．８６％和３．６３％；即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分布结构都揭示了中心城区居民的通勤成本

较低且比例高于外围区，也就是中心城区居民的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外围区。而且，中心城区和外围区

职住通勤时间的居住地中心的职住比分别为０．５１和０．３０；中心城区和外围区职住通勤距离的居住地中

心的职住比分别为０．５５和０．２３，均低于职住平衡的合理范围０．８～１．２，但外围区职住通勤居住地中心

的职住比更低，即中心城区和外围区的职住通勤居住地中心职住不平衡且外围区职住更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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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职住通勤居住地中心的比例特征

２３ 职住通勤中心空间分布的结构

居民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职住通勤中心的空间分布中，通勤就业地中心形成四个较为集中的组

团，呈现出 “３＋１”的空间结构；通勤居住地中心空间上分布较为分散，呈现出圈层轴线的结构 （图

３）。其中，通勤就业地中心的四个组团中的粤海南山、福田中心区与华强北金三角通勤就业地中心组

团分布在中心城区，居民职住通勤各类型较为均衡，属于通勤就业地中心Ⅰ型组团；位于外围区的龙华

坂田组团主要为居民职住通勤时间小于２０ｍｉｎ和距离小于５ｋｍ的通勤就业地中心聚集而成的组团，居民通

勤成本较低，划为通勤就业地中心Ⅱ型组团，及其就业通勤效率整体水平高于Ⅰ型组团。而通勤居住地中心

空间分布形成的圈层轴线结构中的一圈层主要指地铁５号线以南的中心城区大部分建成区，二圈层则是沈

４９７１



海高速以南一圈层外的外围近郊区，三圈层则是除一、二圈层的外围远郊区。轴线主要指罗湖、福田和南

山城市中心联系而成的东西轴线以及中心城区沿地铁３号线、４号线和１１号线向外围区延伸而形成的放射

轴线。一圈层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网络更完善、道路网密度及公交可达性更高，居民的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

往往较短，二、三圈层主要为外围区，二圈层出行强度较大、三圈层轨道未覆盖，小汽车具有明显竞争优

势，居民职住通勤成本高的比例较大，相比一圈层的中心城区其居住通勤效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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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职住通勤就业地和居住地中心的空间结构 （上图：通勤时间，下图：通勤距离）

深圳特区成立时空间结构表现出以港口、口岸为基点，产业空间为主，居住、商业及配套为辅的特

征，工业区分布在与城市中心区有一定间距的城市边缘地区，城市中心区功能较为完备，居住与就业临

近布置，基本实现职住平衡，居民通勤成本较低。

历经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和２０１０版总规的实施，深圳市实现从带状组团式空间结构到轴带结合、梯度推进

的组团结构再到网状组团结构的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同时，城市中心区出现向西转移过程［２８］。连贯

的规划引导以及宏观政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道路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各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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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稳步发展，但功能逐渐出现分化，中心城区内组团各产业不断集聚，就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职

住平衡被打破，跨组团交通量增加［２９］。

另外，城市各组团根据不同的产业发展机遇进行建设，如南山区借助高新技术产业的契机建设高新园

区；福田区和罗湖区发展成熟，商业、办公业、行政、文化等抢占城市中心使得ＣＢＤ的功能更加综合；

原特区附近的街道作为城市中心区的功能拓展区，依靠 “三来一补”等优惠政策发展工业建立了坂雪岗等

大型工业区。土地所有制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促使城市建设机制向市场体制转型，推动大规模城市扩张与

改造。近年来，“中心区覆盖＋东中西放射”网络结构的轨道交通的建设重视中心区网络密度与西部轴带

确立，中心城区与外围区的通勤联系更紧密，快捷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使得居住选择有更多

可能性；大量的居住建筑在轨道交通附近地块进行开发且更多位于外围区，办公建筑的增量更多位于中心

城区，就业集中化和居住郊区分散化，职住平衡被打破和跨组团交通需求的增加使得居民通勤成本上升。

３ 结果讨论

在咨询和文献的基础上，确定职住通勤就业地中心主要为四种类型：高新技术区、中央商务区、商业

中心区和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区主要分布在南山区和福田区，聚集了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金融投资、

科研机构等单位，如粤海南山组团的科技园 （包括深圳大学）、西丽大学城；中央商务区分布在福田中心

区，以写字楼、豪华酒店、公共建筑和行政机构为主要特征；商业中心区主要指城市商圈，分布在城市中

心区，如海岸城、华强北、罗湖金三角等；工业园区主要分布在外围郊区，以大型工业区为主，聚集大批

工厂企业，如龙华坂田组团的坂雪岗工业区和富士康 （图４）。高新技术区、中央商务区、商业中心区三

类就业中心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产业以办公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如金融行业、软件信息行业、物流珠

宝行业、餐饮住宿等；外围区就业中心以为工业园区为主，发展产品制造、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产业。

而且，一般而言中心城区的岗位规模和集聚程度要高于外围区，但通勤距离也更长［３０３１］。

b.D@:>9:-<D?

c.:AD?9:966:9 d..AB9:4/-;2

a.-?0;9:6:20B

图４　职住通勤四类典型就业地中心鸟瞰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ｓｚ．ｃｈａｃｈａｂａ．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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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住通勤居住地中心也分为四种主要类型：老旧社区、高档住区、厂区宿舍和郊区新开发小区 （图

５）。老旧社区包括传统的村庄、旧的单位小区、服务不足的租赁单元、毗邻大学校园的居住单元和早期

建设的小区等，分散于城市各地且外围区更多；高档住区主要是一些多功能住宅区，建设年代较晚，毗

邻公园环境品质好，交通便利，拥有教育机构、高端公寓、医院等配套设施，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

厂区宿舍主要指工厂配套宿舍以及四周毗邻厂区的居住单元，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工业区及其附近；郊

区新开发小区位于外围郊区的低密度发展地区，这些地方有相对便宜的住房单元。

b.-+D9

c.)9;: d.19?2,?9

a.32:9

图５　职住通勤四类典型居住中心鸟瞰 （图片来源：ｈｔｔｐ：／／ｓｚ．ｃｈａｃｈａｂａ．ｃｏｍ／）

老旧社区由于建设年代早、环境品质低、权属复杂和交通可达性差等因素房价、房租和物价低廉，

收入水平较低的居民和应届毕业生为主体对象，他们往往以合租方式减轻负担；这些居民因为内部提供

较少的就业机会或住宅供应与就业者居住需求不匹配而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工作，从而难以实现就近

通勤。高档住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交通便捷、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居民多从事收入水平高的职业，

如研究员、教师、医生和公务员等，而这些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学校、高新科技园、商务区和行政中

心，居民通勤成本低、效率高。厂区宿舍为各大工厂企业的附属配套设施，供员工居住使用，居民职住

通勤距离短、成本低，从而通勤效率高。郊区新开发小区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交通可达性较

低，房价低于中心城区，居民住房可负担性更高，主要是住房的居民区只为当地居民提供有限的就业岗

位，居民需要在中心城区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职住分离加剧增加了居民的通勤成本，降低通勤效率。

４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获得了较大的样本量，了解深圳市居民日常职住通勤的真实面貌以及不同

区域人群的通勤效率。主要发现有以下五点：第一点，深圳市居民职住通勤整体效率较高，通勤时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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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２０ｍｉｎ的累计人数比例将近一半 （４８．２０％），通勤距离小于５ｋｍ的累计人数比例为３５．５０％。第二

点，公交通勤比例最大但小汽车仍是深圳市居民主要的通勤工具和居民平均通勤速度２４．５ｋｍ／ｈ，表明

有待进一步提高公交的竞争力和抑制小汽车的发展，提升现有道路系统运行效率。第三点，职住通勤就

业地中心与居住地中心的通勤效率不匹配，外围区就业地中心居民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中心城区；中心

城区则居住地中心居民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外围区。第四点，通勤就业地和居住地中心的职住都不平衡

且中心城区通勤就业地中心的职住比外围区更不平衡，而外围区通勤居住地中心的职住则比中心城区更

不平衡。第五点，职住通勤就业地中心的空间分布形成四个较为集中的组团，呈现出 “３＋１”的空间结

构；通勤居住地中心空间上分布较为分散，呈现出圈层轴线的结构。通勤就业中心地过度集中和居住地中

心郊区分散化，组团内部的职住平衡被打破，跨组团交通量增加，可能会增加居民通勤对小汽车的依赖。

在外围区通勤就业地中心就业的居民多数在工业园区就业，在厂区宿舍或附近老旧社区居住实现就

近通勤，而中心城区通勤就业地中心岗位规模和集聚程度高，居民就近居住比例低。中心城区居住地中

心因路网密度高、交通便捷等因素，低成本通勤的居民比例要比外围区居住地中心的高。作为职住通勤

就业地中心和居住地中心，职住不平衡在所难免，而外围区通勤就业地中心岗位规模和集聚程度低于中

心城区，职住比小于中心城区；而中心城区通勤居住地中心建设规模大、密度高，相比外围区能为本地

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职住比高于外围区。土地所有制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建设机制向市场体

制转型，以办公为代表的服务业的增加主要在中心城区，而居住人口增量主要分布在外围区；加之连贯

的规划引导，宏观政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道路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等内在因素综合作用，呈现通

勤就业地中心集中化和通勤居住地中心分散化现象以及通勤就业地中心 “３＋１”结构和通勤居住地中心

圈层放射结构。

本研究的启示有：１）深圳市可作为居民高效职住通勤的示范城市，同时要继续保持公共交通的良

好发展态势并适当抑制小汽车的发展和重视慢行交通的引导。２）加强中心城区通勤就业地中心与外围

区通勤居住地中心之间的直达联系，如推动交通 “快线”建设，提高中心城区居民的通勤效率。３）在

外围区通勤居住地中心提供更近的工作机会，可有选择地提供税收减免和低息商业贷款，鼓励小型雇主

就近开展业务，也可以鼓励郊区居民的自主创业，并为他们提供在职培训；在中心城区通勤就业地中心

宜增加合适比例的可负担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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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技术在交通影响评价环节中的应用

———以温州市滨江商务中心单元为例

钱任飞　卢应东

【摘要】 本次研究是基于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应用型研究。本次研究以温州市滨江商务中心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将

该单元规划路网、轨道交通和城市公交等条件矢量化处理为数据源，使用地理信息系统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网络分析模块，

量化分析规划单元地块轨道站点辐射范围、公共交通服务范围和规划路网系统整体出行时间成本。然后，本次研究综合

考虑地块可达性影响因素，确定因素影响权重和合理赋值，计算规划单元地块交通可达性分值；再结合交通可达性与地

块规划用地性质、开发强度相互关系，提出对于在编控规的意见和建议。本次研究结果与直观认知契合度较高，规划单

元内临近轨道站点用地、道路等级较高 （快速路和主干路）的道路两侧地块交通可达性明显高于距离轨道站点较远、周

边道路等级偏低的地块。

【关键词】 交通可达性；ＡｒｃＧＩＳ网络分析；站点辐射；出行时间

０ 引言

地块交通可达性是指地块在道路网布局方式、交通运输条件和土地使用影响下的通达程度，与规划

土地利用性质、地块利用强度、区域路网行程时间和行程距离存在较为直接的关系。在城市综合交通规

划体系中，可达性被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用以描述居民到达目标地块过程中所需克服空间的阻力大小，

常用时间、距离和费用等指标来衡量；但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阶段，目前还没有得到重视和应用。

滨江商务中心单元地块交通可达性的研究是基于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应用型研究，主要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网络分析拓展模块，分析各个目标地块的规划交通条件，从而量化地块所受公共交通系统

辐射强度、地块相互之间出行时间等指标。

１ 项目概况

滨江商务中心单元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东北区位，该单元东北面为瓯江，南至学院东路，西至加州

路，总用地面积约２．１５公顷。滨江商务中心单元规划城市轨道线路、中运量公交 （ＢＲＴ）和常规公交

网络布局密集；规划路网系统形成 “四横四纵”的骨干路网结构。从路网指标统计来看，干路 （快速路

和主干路）道路密度为２．３２ｋｍ／ｋｍ２，满足规范要求；总体路网密度为１２．７４ｋｍ／ｋｍ２，满足商业区路

网密度规范要求。

滨江商务区中心单元位置及规划及规划交通系统布局如图１所示。

２ 研究思路

本次研究以地块出行为主，将规划道路网、轨道交通、中运量公交 （ＢＲＴ）等交通设施对地块辐

射影响为研究指标。规划道路网车行交通主要考虑地块外部大区 （如西面中心城区和城市动车站、东面

洞头区和机场，以及南面大型居住区等）往返路网的通行时间；轨道交通、中运量公交 （ＢＲＴ）则是

考虑其线路站点在路网中的辐射、服务范围，站点与地块之间步行距离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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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滨江商务区中心单元位置及规划交通系统布局示意图

３ 模型构建和分析结果

３１ 数据预处理

为更好把握区域路网特征，本次研究将规划单元路网干道向外延伸，将研究区域扩展至惠民路锦

绣路机场大道会展路瓯江合围区域，研究范围面积约为１２．０５ｋｍ２。本次研究采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首

先对研究区域内道路路网进行配准并矢量化，得到研究目标的矢量路网图；然后使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 “网

络分析”拓展模块，生成约５８２个路口节点；其次根据轨道规划、中运量公交 （ＢＲＴ）线路和站点规划

资料，添加规划轨道站点和ＢＲＴ公交站点至交通网络数据图中，并修改上述站点与道路要素的连

通属性。

完成矢量图构建后，本次研究进一步调整模型交通网络数据属性。模型中需要定义的属性包括：①路

程成本 （如道路机动车限速、非机动车通行速度、行人步行速度等）；②道路交通条件 （如道路是否限制

机动车通行、是否单行道等）；③交叉口通行条件 （如是否禁止特定方向转弯、红绿灯等待时间惩罚等）。

３２ 地块可达性评价指标和结果

３．２．１ 轨道、公交站点覆盖范围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ＧＢＴ５１３２８２０１８）条文说明中指出：一般以轨道站点覆盖范围按

步行不超过１０分钟，公交站点覆盖范围按步行不超过５分钟来计算。条文说明同时指出：现有公共交

通规划中常以公交车站一定空间直线距离 （３００ｍ和５００ｍ）为半径形成的圆形区域作为公交站点覆盖

范围，进而求得所谓区域 “公交站点覆盖率”；但由于居民实际到达公交站点需要依托道路网络，而受

路网条件影响，实际的步行距离和空间直线距离存在一定差异性。

不同于传统的站点服务半径得出站点服务区域 （简称 “画圆法”，如图２．１所示）的方法，本次研

究通过交通网络模型，使用 “网络分析”模块的 “新建服务区”功能，来计算站点设施在一定步行时间

内能覆盖的区域，分析结果如图２．２所示。由图可知，采用 “网络分析”方法得到的服务区是不规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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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形，而不是传统方法认为的圆形。而且本次研究范围中，绝大多数的规划地块处于轨道站点５００ｍ步

行距离内 （图２．２中深色部分）；少部分地块处于站点５００ｍ～８００ｍ步行距离内 （图２．２中浅色部分），

仅有２处边角地块 （图中以红圈标明）与轨道站点步行距离超过８００ｍ。这就表明，该两处地块轨道站

点覆盖能力偏弱，需要增加中运量公交和常规公交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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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常规方法模拟常规公交站点服务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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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网络分析法”模拟轨道站点５００ｍ和８００ｍ步行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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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地块机动车出行成本

使用软件 “网络分析”功能将量化评价区域路网机动车出行交通便捷程度成为可能。由于该阶段地

块机动车出入口位置尚未确定，本次研究采用最小出行时间作为路网阻抗参数，将矢量路网图中所有的

路口 （节点）机作为机动车出行点，也作为机动车目的点；同时计算各个路口到其他路口及外部大区的

平均最短时间，以此来衡量路口到其他任意位置 （包括外部大区）的交通便捷度；此后进一步汇总各个

路口出行时间的平均值，可以得到整个规划路网的整体机动车出行平均时间。得出每个交叉口平均机动

车出行时间后，采用 “反距离权重”插值法计算空白区域数据值，最后生成完整的区域路网机动车出行

成本图。

在实际操作中，本次研究将地块机动车出行分为①单元内地块外部大区和②单元内地块单元内地

块两块进行。单元内地块与外部大区又可以分为单元与东面、南面和西面三部分。以单元内地块与西面

大区出行时间成本为例，如图３所示：深绿色区域表示交叉口到西部大区各处机动车平均出行时间在５

分钟以内。易见与西面距离越近的交叉口，其与西面大区机动车出行成本越低，到达西面大区越为便

捷；但随着交叉口与西面大区出行距离增加，其机动车出行时间也相应增加。在研究区域东面，其交叉

口到达西面大区平均机动车出行时间已经高于３０分钟，这表明该处地块与西面大区机动车出行成

本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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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规划单元及周边区域与西面大区交通出行时间成本示意图

规划单元内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成本见图４所示，所得结果较为符合直观认知。仅从出行成本考

虑，区域居中的地块到达边界地块最为便捷，出行时间总和最少，适宜作为商业、公园绿地等服务型用

地；而边界地块与其他地块出行距离较长，出行时间较高，适合作为学校、展览馆等功能性用地。

综合考虑规划单元外部大区和内部地块出行交通权重，汇总计算得出规划单元内每个交叉口到其它

交叉口的平均出行时间成本。经计算，规划单元内交叉口到达另一处交叉口或外部大区的平均出行时间

为２８．６分钟，而且接近９０％的交叉口控制在３５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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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规划单元内部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成本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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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规划单元内部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成本示意图

３３ 地块可达性评价结果

３．３．１ 可达性影响因素和权重

地块可达性影响因素和权重的确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①普适性，即服务人群越多的影响因

素权重因子权重越高；②引导性，即区域未来交通出行结构占比越大的交通方式权重最高。根据相关规

划内容，滨江商务中心单元规划公交资源丰富，规划有两条轨道线路在区域内部交汇，因此，本次研究

将轨道站点辐射范围权重制定为最高级 （４０％），城市公交系统 （包括中运量公交ＢＲＴ制式和常规公交

制式）和城市道路网各占３０％。

本次研究对地块交通可达性影响因素量化赋值见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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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范围内地块交通可达性性影响因子量化一览表

影响因子 权重 指标 赋值

轨道站点 ４０％

步行距离低于５００ｍ １０

步行距离处于５００ｍ～８００ｍ之间 ８

步行距离处于８００ｍ～１０００ｍ之间 ５

ＢＲＴ站点 ２０％

步行距离低于３００ｍ ８

步行距离处于３００ｍ～５００ｍ之间 ６

步行距离处于５００ｍ～８００ｍ之间 ４

常规公交站点 １０％
步行距离处于０～３００ｍ之间 ４

步行距离处于３００ｍ～５００ｍ之间 ２

道路系统 ３０％

地块周边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低于２０分钟 ８

地块周边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处于２０～４０分钟之间 ６

地块周边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处于４０～６０分钟之间 ４

地块周边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高于６０分钟 ２

３．３．２ 地块交通可达性评价结果

综合地块影响因素量化赋值结果和因素所占权重，得出规划单元各主要地块 （剔除防护绿地）的交

通可达性强度图 （见图６所示）。总体而言，本次研究结果与直观认知契合度较高，规划单元内临近轨

道站点用地、道路等级较高 （快速路和主干路）的道路两侧地块交通可达性明显高于距离轨道站点较

远、周边道路等级偏低的地块。

=3
./3;5 ./.+C+ 2*?D>+3
./D-5 2*?-+3 2*?1)+3
./*-5 2*?1-+3 2*?)+3
./D5 2*?D++3

图６　规划单元地块交通可达性强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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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 本次研究对于在编控规的建议

地块交通可达性的高低是控规阶段地块用地性质以及土地开发强度重要参考指标。根据上位规划，

规划单元用地功能主要包括商务、商业、行政办公、居住、教育、文化娱乐、公园绿地等。如仅考虑地

块交通可达性因素，对于交通可达性高或较高的地块，应当优先用于商务、商业、医院等交通到发量

高、对外辐射功能强的用地，并可适当增加其开发强度 （容积率指标）；对于交通可达性中等的地块，

可用于布局居住、行政办公和教育用地，并适当限制其开发强度；而对于交通可达性较差的地块，建议

用作公园绿地、设施用地等。对于现状已建设的可达性较低，但交通到发量偏高的地块，应增加城市公

交线路的辐射，或调整周边路网等级，使其交通到发更为便捷。

４ 下一步工作

本次研究使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使用矢量数据网络分析方法对控规修改阶段规划用地可达性进行量化

评价，以期对控规阶段用地布局和开发强度提供一定的参考。影响地块可达性的因素除了本文提到的轨

道站点、公交站点、规划路网等因素，还需考虑非机动车出行、道路环境情况、道路拥堵程度等，需要

在后续的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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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博会展业态交通特征分析与交通预测方法的改进探讨

靳来勇

【摘要】 会展业已成为我国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展业客流吸引密度高，做好会展项目前期的交通规划设

计以及会展运行期间的交通保障方案尤为重要，客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是该类业态相关交通规划与交通保障方案制定的

重要前提条件。本文以农博会展业为重点，通过分析该类业态客流特征数据指标，研究了客流量与会展选址的敏感性关

系，对多种客流指标参数的波动性以及对客流预测结果的敏感性、客流时空分布、客流高峰、出现方式等进行了深入的

统计分析，提出客流吸引率指标波动性最大，不宜作为客流预测的核心指标，地铁虽然是客流出行方式中的重要构成，

但是小汽车的出行比例仍较高，必须重视小汽车出行的动静态交通组织问题，最后提出了多情景条件下客流预测的参数

选择与预测方法改善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会展；交通特征；客流预测；客流吸引率

０ 引言

会展是指会议、展览、大型活动等集体性的商业或非商业活动的简称，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不断推

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农博会展业的发展已经进入相对成熟发展期。国内北京、上海、

广州、昆明、大连、长春、沈阳、呼和浩特、西安、成都等城市先后举办过多次不同等级的农博会展。

农博会展业态吸引的人流密度高，需要的交通支撑条件高，在对农博会展项目进行项目选址、规划设计

以及会展期间交通保障方案制定中，交通专题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交通需求预测内容是做好相关交通

研究的重要前提。

针对农博会展的交通需求预测研究，目前还较为欠缺，然而针对各类会展的交通需求预测研究，国

内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李克平 （２００５）通过分析日本大阪世博会、德国汉诺威世博会等会展的客

流分布曲线来预测上海２０１０年世博会客流量
［１］；陈磊等 （２０１７）提出通过客流吸引率和会展面积来预

测会展期间客流量的方法［２］；于洪亮 （２０１７）提出大型会展期间的日均客流量可以通过单位建筑面积客

流吸引率指标进行，通过客流出行链预测出行方式构成，其认为客流预测受政策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较

大［３］；谢恩怡等 （２０１８）认为通过多情景条件下的交通设施供给水平来反推客流量的客流预测思路
［４］；

张贻生等 （２０１９）认为大型会展客流客吸引率范围浮动较大，客流分布、层次差别较大，需要全过程咨

询不断优化调整相关预测结果［５］；路超 （２０１９）提出会展客流量存在增长的问题，客流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提出以交通设施供给水平为上限反推客流量的思路［６］；谢辉等 （２０１９）认为同一城市的会展项目

通过数学统计模拟和手机信令等方式可以较好的预测该会展项目今后的客流特征［７］；刘大均等 （２０１９）

在利用大众点评网络平台的会展大数据挖掘的分析后，认为中国会展客流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深、

成渝为中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会展客流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会展发展水平是影响客流的

首要因素［８］。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于会展业态的交通需求及交通规划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学者已经提出

会展客流存在浮动较大的问题，但是在交通规划实践领域，以客流吸引率、会展建筑面积作为客流预测

核心指标因素的方法仍较为流行。本文通过国内农博会展业态的客流特征分析，对预测中的多个指标因

素的波动性进行了分析，对农博会展业态的客流预测方法进行了反思，并对客流预测的方法与相关参数

选择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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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农博会展业态的客流量特征

１１ 客流总量从大幅跳跃走向稳定增长

我国农博会展在地域上存在明显的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为农业会展的主要举办地。我国农博

会展业态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无序增长期、品牌培育期和发展稳定期。在无序增长期，会展数量、面

积与参展人次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客流总量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进入品牌培育期以后，农博

会展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开始注重特色化、专业化、品牌化，参展商和游客数量逐步稳定。２０１５

年以后农博会展整体成熟度持续提升，会展数量相对稳定增长，参展人数规模基本处于可以预测的

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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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国内农业会展数量、展览面积以及地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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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国内典型城市农博会客流统计图

１２ 客流量与会展面积没有必然的线性关系

以国内典型农博会展客流数据作为数据来源，会展举办期间的日均客流是爆发式的增长，各个农博

会展的定位、知名度不同而导致客流差异较大，长春农博园日均客流可以达到１４万人次／日，广东农博

园日均客流约为５万人次／日。会展期间日均客流强度 （客流量与展馆面积的比值）差异很大，广东农

博园可以达到２．５万人次／万平方米，西安的沛东农博园仅为０．３万人次／万平方米。在非会展期间，工

作日客流相对较少，约０．５万人次／日，周末和节假期期间日均客流约０．５万人次至２万人次，非会展

期间的日均客流量波动相对较小，但是若是客流吸引率指标来进行统计分析，则该指标的波动非常大。

因而以展馆规模作为变量因子来预测农博会展客流量的方法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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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内其他农业博览园经验数据

博览会名称
展馆面积

（万平米）

非会展期间客流情况 会展期间客流情况

工作日日均客流量

（万人次）

周末日均客流量

（万人次）

日均客流量

（万人次／日）

日均客流强度

（万人次／万平方米）

昆明农博园 ５ ０．５４ ０．８５

７万人次／日；主会场＋
两个分会场，均含休闲

旅游功能

１．４

广东农博园 ２ ０．４３ ０．６２
５万人次／日

（广交会展馆举办）
２．５

辽宁沈阳农

博园
６．５ ０．５６ ０．９

８万人次／日 （沈

阳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１．２

２０１８年长春

农博园
９．７ ０．６ １．０ １４万人次／日 １．５

丹江口农

博园
／ ０．５ ０．７６

开幕首天４．０万

人次／日
—

沣东农博园 ７．４ ０．４８ ０．８
２万人次／日，本身为

４Ａ级景区，位于西咸新区
０．３

１３ 单位面积的客流量波动最大，不宜作为预测的主要指标参数

分析历届四川农业博览会的客流数据，可以发现会展期间总体客流量与会展规模没有明显的相关关

系，总体客流量与会展举办的时间长度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会展期越长，总体客流量越大；日均客流强

度与会展规模也没有明显的相关系数，并非是会展规模越大，日均客流强度越高；因而以会展规模和日

均客流强度作为双因子来预测会展日均客流量的方法从实证角度看也不科学。

表２　四川省历届农博会客流数据统计表

年份 地址
会展规模

（万平方米）

总人流

（万人次）

日均客流

（万人次）

日均客流强度

（万人次／（日·万平米）

第七届四川农博会 ２０１９ 西博城 ６ ２０ ５．０ ０．８

第六届四川农博会 ２０１８ 西博城 ３．５ １０ ２．０ ０．６

第五届四川农博会 ２０１７ 西博城 ６ １０ ２．０ ０．３

第四届四川农博会 ２０１６ 世纪城 ３ ３０ ６．０ ２．０

第三届四川农博会 ２０１５ 世纪城 １０ ２２ ４．４ ０．４

第二届四川农博会 ２０１４ 世纪城 ３．５ １２．８ ２．６ ０．７

第一届四川农博会 ２０１３ 世纪城 ３ １２．６ ２．５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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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四川农博会历届日均客流量与客流强度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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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农业会展业态日均客流量与各个农博会展的定位、知名度以及组织经营者的组织水平等

因素密切相关，以四川农博为例，在会展规模、总客流量、日均客流量、日均客流强度四项数据指标

中，变异系数最大的是日均客流强度，表明日均客流强度的波动程度最为显著。变异最小的是总客流量

与日均客流量，因而针对农博会展业态，根据其定位、知名度、组织经营者的水平以及历年日均客流量

来预测估计评价年的日均客流量是一个较为科学的客流预测方法。

表３　四川省历届农博会数据统计分析

会展规模 总客流量 日均客流量 日均客流强度

均值 ５ １６．６ ３．４６ ０．８

中位数 ３．５ １２．８ ２．６ ０．７

标准差 ２．５７ ７．４４ １．５７ ０．５６

变异系数 ０．５１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７０

　　备注：变异系数是以其数学期望为单位度量随机变量取值波动程度的特征数，是一个无量纲的量。

１４ 会展选址区位因素对客流的影响较小

以四川农博会为例，自２０１３年以来已经举办了七届，其中前四届在成都世纪城会展中心举办，近

三届在西部博览城举办。从距离中心城区的空间距离上，世纪城的区位条件要优于西博城，其中西博城

距离市中心的距离比世纪城多１５ｋｍ；从两个会展基地与机场、火车站的距离上看，世纪城也要远优于

西博城，西博城距离火车东站的距离是世纪城的２．４倍，西博城距离双流机场的距离是世纪城的１．６

倍；从公交系统的接驳条件看，世纪城途径的普通地面公交线路有２１条，西博城仅３条，地面普通公

交的衔接条件世纪城明显优于西博城，两个会展基地均为地铁１号线沿线，均设有地铁站，地铁接驳条

件基本一致。因而从整体交通条件角度看，世纪城要明显优于西博城。

;0)

>))

图４　农博会展选址区位分析图

表４　农博会交通区位条件比较

世纪城 西博城

区域 武侯区 天府新区

相关指标对比分析

（西博城／世纪城）

距离市中心距离 （ｋｍ） １１ ２６ ＋１３６％

从市中心驾车时间 （ｍｉｎ） ３５ ５６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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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世纪城 西博城

区域 武侯区 天府新区

相关指标对比分析

（西博城／世纪城）

距火车东站 （ｋｍ） １０ ２４ ＋１４０％

距火车北站 （ｋｍ） １６ ３１ ＋１９３％

距双流机场 （ｋｍ） １２ ２０ ＋６６％

距最近的高快速路 （ｋｍ） ０．６ ２．１ ＋２５０％

距高速路出入口 （ｋｍ） １．１ ４．８ ＋３６３％

临近建成的地铁线路 １号线 １号线 一致

距规划地铁站点 （ｋｍ） 紧邻 紧邻 一致

途径普通公交线路数量 ２１条 ３条 －６００％

　　从日均客流量上看，世纪城连续举办四届四川农博会，其会展期间的日均客流量均值为３．８万人次

／日，西博城连续举办三届四川农博会的日均客流量均值为３万人次／日，世纪城的日均客流量要略高于

西博城，然而这种略高的幅度与两者之间的交通优劣势差异的幅度不相匹配。从单次的客流量看，没有

显示出世纪城要明显高于西博城的特征，２０１９年第七届农博会，西博城的日均客流量要高于之前在世

纪城连续举办了四届中的其中三届的日均客流量。因而可以认为，同一城市不同区位条件对会展业态日

均客流量有一定的影响，然而该种影响没有带来日均客流量量级的改变。

究其原因，与农业会展业态的客流来源、举办的频率所影响的客流出行交通特征有很大关系，农博

会展业态的客流来源不仅仅来源于本市，这种外地客流对农业会展业态在一个城市中的选址因素并不敏

感；由于农业会展业态举办的大型会展频率也较低，一年一次或者几次而已，对于本市游客而言并非刚

性出行，在会展期间前往农博展区可以认识距离的相对较远，因而其对交通区位因素敏感度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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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四川农博会展览规模和客流分析图

２ 客流分布空间特征

２１ 客流的主体来自本省

以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为例，从２０１５年到２０１８年连续四届的游客来源地数据，会

展游客有５０％以上来自于会展举办地北京市。

从２０１７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为例，会展客流中６０％左右来自北京市，河北

省、天津市的客流占了总客流的１０％左右，其他外省游客较少，约占２９％。

湖南省连续七届的农博会客流数据表明，本省游客占到了客流总量的８０％以上，随着该省农博会

举办的规模、知名度的逐步提升，省外客流有了快速增长，但是省外客流占比仍低于２０％。四川农博

会的参展商来源分布数据看，省内参展商占地了５０％以上，省外参展商占了４０％～５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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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历届游客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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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２０１７年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客流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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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湖南农博会客流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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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四川农博会参展商来源分布

国内几个典型农博会展的数据分析显示，农博会展客流的主体来自会展地的就近区域，其中农博会

展的参展商来源也呈现该种分布特征。

２２ 客流在农博会展城市的住宿地选择

以２０１６年在成都世纪城举办的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为例，以客流在城市的住宿地选择数

据分析，其中５８％的客流选择在世纪城以北的中心城区住宿，１８％选择在世纪城以南的天府新区住宿，

这两项占了客流总量的７６％，即客流在农博会展期间主要的住宿选择在城市中心城区。

究其原因，由于农博会展期间，整体的客流量非常大，农博场馆附近的酒店不具备如此大的接待能

力，因而造成农博会展中的大部分客流选择在会展场馆区域以外的城市中心城区住宿，且大量沿能直达

农博场馆的地铁线的沿线选择住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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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客流分布

３ 客流出行时间特征

农博展会一般会跨越周六周日，举办期在两天以上，以第六届四川农博会为例，展期为５天，跨越

了周六和周日。从单日客流分布特征来看，存在客流高峰日，周六和周日客流基本相当，都高于其它日

客流，高峰日客流与日均客流相比一般在１．１～１．２倍之间。

根据第六届四川农博会举办期间其紧邻的地铁站西博城站的地铁闸机客流数据，会展期间客流到达

高峰在９：００～１０：００，这个时间段内的吸引系数约为０．２８，发生系数约为０．０１；客流离去高峰在

１７：００～１８：００，这个时间段内的发生系数约为０．３３，吸引系数约为０．００９。离去高峰大于到场高峰，

全日在场客流高峰时间段为１２：００～１４：０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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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流数据上看，农博会展业态的存在高峰日，一般为周末日，存在明显的早晚高峰小时，但是高

峰小时与城市的高峰小时并不完全一致，且离开高峰小时的客流量更集中，因而从交通承载力角度看，

关注农博会展业态离开高峰小时的交通问题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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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第六届四川农博会临近地铁站客流数据统计分析

４ 客流出行方式特征

以２０１８年的第六届农博会为例，依据地铁闸机以及地面普通公交客流数据分析，农博会展期间，

通过地铁方式参加农博展馆的客流比例约为是２１．６％，地面普通公交约为６．５％，而小汽车出行方式约

为６０％。

表５　第六届农博会客流出行结构

出行方式 地铁 公交 小汽车 出租车及网约车 其他

出行比例 ２１．６％ ６．５％ ６０．２％ １０．１％ １．６％

　　成都市交管局发布了会展期间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针对社会车辆的管制措施如下：

（１）开幕式期间，东至梓州大道 （不含），西至天府大道 （不含），南至广州路 （不含），北至宁波

路 （不含），实行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该区域内的单位及个人机动车凭 《机动车行驶证》或相关证件通

行，无证车辆请绕行。

（２）会展期间，社会车辆经天府大道、红星路南延线前往西博城，到达西博城后经现场执勤人员引

导进入相应停车区域停放车辆。

按照成都市交管局的临时交通管制方案，开幕式期间对会展场馆的周边主要道路采取社会车辆禁限

措施，会展期间采取的是社会车辆引导停放方案，从实际效果看这种临时交通管制方案保障了会展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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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会展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对区域的道路交通正常运行的干扰也较小，是一种相对灵活且较为成功

的交通管制方案。然而客流出行分担率数据显示，即使采取了交通管制方案，会展客流中地铁的交通方

式分担率也仅为２０％左右，仍大幅低于小汽车的出行比例。

26;804;
1=.D,>

.0)3)

图１２　第六届四川农博会开幕式社会车辆临时交通管制范围

长春农博园位于城区边缘，紧邻绕城高速，周边公共交通发达。地铁３号线的农博园地铁站距离长

春农园仅５００ｍ。在这种区位条件和便利的公共交通接驳条件下，长春农博园在农博会展期间客流出行

方式中地铁占到３８％，小汽车占４０％，小汽车出行比例仍然要高于地铁出行比例。

图１３　长春农博园区位及其与地铁站的距离关系图

表６　长春农博园客流出行方式

出行方式 地铁 公交 私人小汽车 出租车及网约车

出行比例 ３８％ １５％ ４０％ ７％

　　从国内农博会展的客流的出行结构分析可以看出，在采取交通管控的条件下城市轨道交通出行比例

仍不占明显优势。究其原因，与农博会展的选址以及客流来源分布有密切关系，由于农博会展展馆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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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较大，因而展馆一般位于城市新区，一般会临近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从城区、城市以外到会展

展馆小汽车的出行时耗与地铁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由于客流主要来自省内区域，很多客流会选择

驾车来参加会展，这也进一步提升了会展客流的小汽车分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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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小汽车与地铁以农博园场馆为中心的出行势力范围对比图

因而，在进行农博会展业态交通专项规划或制定交通保障方案时，人为主观的认为地铁应当占据项

目客流出行主体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必须对项目的客流来源特征、周边交通设施规划、出行时耗等相

关因素做出深入分析之后，再考虑可能的出行方式分担率来进行预测才较为合理，科学且谨慎的做法应

当是进行多种情景条件下的交通预测与供需分析。

５ 对农博会展业态交通预测方法与参数选择的反思

５１ 采用单位面积客流强度作为客流量预测核心指标的方法有待商榷

采取单位面积客流强度作为客流量预测核心指标的方法是一种较为直观且看似非常合理的预测方

法，然而国内几个典型农博会展的客流指标数据显示，单位面积的日均客流量 （万人次／万平方米）从

０．３～２．５不等，差别非常大。连续七届四川农博会单位面积的日均客流量从０．３～２．０不等，从数学统

计角度看，该指标的均值０．８，标准差为０．５６，变异系数为０．７，该指标的变异系数 （波动幅度）明显

高于客流总量和日均客流量的变异系数。

５２ 场馆面积与客流量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

并非场馆面积越大客流量就越大，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２０１５年第三届四川农博会，展

馆面积为１０万平方米，日均客流量为４．４万人次，２０１６年第四届农博会展馆面积为３万平米，日均客

流量为６万人次。

表７　四川历届农博会会展面积与日均客流量

会展规模 （万平米） 日均客流 （万人次）

第七届四川农博会 ６ ５．０

第六届四川农博会 ３．５ ２．０

第五届四川农博会 ６ ２．０

第四届四川农博会 ３ ６．０

第三届四川农博会 １０ ４．４

第二届四川农博会 ３．５ ２．６

第一届四川农博会 ３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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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会展选址区位因素对客流的影响较小

由于会展客流量不仅来源于本市，其大型会展举办的频率也不高，因而客流对会展在一个城市的区

位选址并不敏感，区位因素对本市的游客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农博会展总体客流的影响不显著，因而

在客流预测中，区位因素可以考虑，但是不应作为客流预测的核心敏感度指标。

５４ 会展知名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客流量的首要影响因素

农博会展的知名度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商业活力等因素是影响会展客流的首要因素，商业越发

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农博会展吸纳的会展客流越多。因而针对农博会展的客流预测时，首

先应当考虑的是城市与区域因素，而不仅仅是会展展馆的规模与举办会展的等级问题。

５５ 有必要采取多种情景下的客流量预测

客流量直接关系到交通设施的供给水平以及交通服务响应的水平，因为客流量指标至关重要。在相

关的客流量的表达中，存在总客流量、日均客流量、单位面积客流强度等多个指标，从四川农博会连续

七届的客流数据上看，波动幅度 （变异系数）最小的是日均客流量，但是该指标的变异系数已经达到了

０．４５，这说明农博会展业态的客流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和随机性，因而采取多种情境条件下的客流量预测

非常必要。

５６ 需要注重对场馆周边高速公路出入口、快速路的承载力预测与评估内容

对农业会展业态的公交支撑体系，特别是与地铁的接驳关系，目前已经引起了充分的重视，然而从

农博会展的客流来源以及出行方式分担率等实证角度看，小汽车出行仍在农博会展业态客流出行中占有

重要比例，有些城市的大型农博会展期间小汽车的出行比例还要高于地铁的出行比例。因而，对场馆周

边的主要节点和主要通道的交通承载力评估与合理组织仍应当作为农博会展业交通专项规划或交通保障

方案中的主要内容。

５７ 合理做好场馆周边的停车安排仍是交通预测与交通保障方案中的重点内容

与动态交通的运行相匹配，由于小汽车在大型农博会展期间仍为重要的交通出行方式，且大型会展

期间与小型会展期间客流量差别巨大，完全按照大型会展期间的停车需求来配置场馆的小汽车泊位会导

致停车泊位利用率较低，造成投资的浪费，同时也会造成交通供需矛盾集中凸显在场馆周边，因而在大

型会展期间，充分利用场馆周边合理范围内的路内临时泊位，商业、办公等建筑的配建泊位是解决大型

农博会展期间停车问题的一种可行性较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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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力模型的城市道路可达性分析

刘青云

【摘要】 为了引导城市交通网络的建设，为城市道路规划与土地利用开发提供参考依据，基于常规的重力模型提出了

一种新的城市道路网络可达性优化算法方法。首先在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考虑用户属性和道路属性，对道路

网的可达性进行了定义；再次从交通系统、土地利用及出行者个人属性等角度对城市路网可达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析，提出以规划路网属性、出行距离作为出行阻抗评价指标，以土地利用性质测度为目的地的吸引力，以重力模型为研

究基础，提出了一种城市道路网络可达性优化算法。最后以西安市西咸新区新中心新轴线为例，对其可达性进行了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轴线南部能源金茂区和高铁片区可达性较高，北部昆明池片区受土地开发强度影响，可达性较低；

规划路网总体可以满足未来出行需求。

【关键词】 城市交通；路网可达性；重力模型；土地利用

０ 引言

随着城市交通的不断发展，道路网络逐渐完善，区域路网可达性已经成为衡量交通发展水平、影响

居民出行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城市区域具有较高的可达性时，可以吸引人们的出行，带动

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土地利用的开发，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状态；相反，当路网可达性处于较低水平

时，居民出行不便，往往成为抑制经济发展得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的发展，交通系统的建设

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因此基于规划的城市道路网络和土地开发状况前景，对区域路网可达性进行测

量，及时发现规划中存在的不匹配问题，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提高，对于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达性是可以用于反映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系统之间协调性的指标，受到道路网络、土地性质及个

人属性的影响，具有时间和社会经济意义的空间概念，当前是影响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路网规划的重要

因素。在国外研究中，Ｈａｓｅｎ为了描述各个交通节点之间相互作用的大小，提出并定义了可达性概

念［１］。Ｑ．Ｓｈｅｎ等以Ｈａｎｓｅｎ提出的势能模型为基础，在考虑出行者的需求基础上建立了Ｓｈｅｎ势能模

型［２］。Ｋ．Ｋｏｃｋｅｌｍａｎ等结合案例对可达性含义、计算方法、用户条件等进行分析，梳理出可达性的影

响因素除与出行者特征、交通出行方式有关外，还与出行者的出行目的、出行活动有关［３］。Ｂｅｒｔｏｌｉｎｉｎ

等将可达性定义为人或物在一定出行时间或出行费用条件下，抵达出行终点的出行量或方式类别［４］。国

内关于可达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如：黄晓燕等结合区域不同系统的开放性视角，剖析区域可

达性引起的区域经济效应［５］；孙言涵在前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效用模型与潜力模型结合的组合模型研

究公共交通的可达性［６］；李晨曦、吴克宁等人基于城市中心智能强度指数分析，应用和改进潜力模型对

唐山市各区县的可达性进行测算，揭示现状市域空间和交通网络结构中存在的问题［７］；马书红、葛永等人

基于效用模型，建立包含出行起终点间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出行费用、服务质量及出行者属性，综

合分析区域交通可达性［８］；王宇环、靳诚等人基于Ａｒｃｇｉｓ平台可达性计算的网络分析与栅格分析方法，分

析了在步行＋共享单车＋地铁新型低碳出行方式下景点的可达性
［９］；李灵杰、吴群琪采用成本距离等空间

计量分析工具，并将栅格数据与矢量数据结合对青海省路网可达性和覆盖度进行综合分析［１０］。

可达性从简单的测算空间距离已经发展到表示空间中节点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可达性计

算方法也逐渐被提出和完善，当前可达性研究模型包括重力模型、竞争模型、时空约束模型、效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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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络模型等。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主要是对现状节点间的可达性进行建模分析，缺少从规划路网与城

市土地利用性质角度考虑，没有对城市未来的可达性进行分析，不具备前瞻性。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

将城市路网可达性定义为城市中两点间相互作用的便利程度，基于规划路网出行结构、出行时间等的不

确定性，以出行舒适度、出行距离构成广义出行阻抗，综合考虑节点间所有等级道路的道路断面形式，

使模型更贴近路网实际特征。

１ 城市交通可达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１１ 城市路网可达性概念

当前对可达性概念的研究中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宏观上可达性表达了一般出行者利用现

有的多模式交通方式从出发点到终点的便利程度，同时也表现了人们接近并参与活动的机会。微观上，

可达性表示出行者在时间和空间因素的作用下，出行者使用交通基础设施的便捷程度，体现人们对交通

基础设施和交通管理资源的利用情况。对于笔者所研究的城市交通可达性，其含义是指出行潜在目的地

的吸引力及到达该地的便捷程度，其中潜在目的地的吸引力体现在城市土地利用因素 （土地利用性质、

开发强度等）；由于规划路网不同出行方式的出行时间、费用不确定，因此定义便捷程度与城市路网系

统因素 （道路属性、出行距离等）有关。基于此，笔者将城市交通可达性定义为：在一定的城市土地利

用和交通系统中，出行者通过不同等级的道路网到达目的的便捷程度。

１２ 城市路网可达性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达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交通系统、土地利用及出行者个人属性等，但

基于本文可达性定义，城市交通可达性的因素有：①交通路网情况。道路网是影响节点连通性的主要因

素，其服务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出行效用，主要表现在道路网络越密集的地方，可达性越好；道路网等级

越高可达性越好。②出行目的地吸引力。出行目的地的吸引强度与区域内土地利用性质、不同利用性质

的土地面积有关。当土地利用性质为商业、办公等能较多吸引人流出行的土地属性使，可达性越高。

２ 可达性模型

２１ 城市路网模型的选取

目前常用的可达性模型包括：空间阻隔模型、累积机会模型、效用模型和重力模型等。空间阻隔模

型用两点间的距离或某点到达兴趣点集的距离衡量可达性水平，不能反映土地利用对可达性的影响；累

积机会模型通过对出行目的点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分析确定吸引点的可达性，但未考虑机会随着距离衰

减情况，且阈值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主要应用于不同时空条件下土地利用变化、交通设施改善等情况；

重力模型认为可达性不仅与两点间的空间阻隔有关还与目的地活动规模的大小有关；效用模型通过对不

同出行者个体差异分析可以更好的表征出行行为活动的情景效应，但对于土地利用对可达性的影响较

弱。因此笔者结合现有模型存在的优缺点，以重力模型为基础，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和规划路网属性对可

达性的影响，进而分析规划路网结构的合理性。

２２ 路网可达性模型建立

２．２．１ 传统的重力模型

重力模型最初由 Ｈａｎｓｅｎ提出，旨在计算居民至区域范围内不同目的地的相互作用，模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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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为：

犃犻＝∑
犼

犗犼
狋α犻犼

（１）

　　犃犻———小区犻的可达性；

犗犼———为小区犼所具有的发展机会，由岗位数、人口、容积率等因素表征；

狋α犻犼———为小区犻和犼之间的阻抗函数，由出行时间、费用和距离等因素表征。

２．２．２ 重力模型的改进

（１）综合交通阻抗

通常节点间的道路不止一条且道路等级也各不相同，不同等级道路间的行驶时间、出行距离等均存

在差异，因此将节点间路网的出行阻抗定义为出行距离、出行舒适度两者的函数，取同一节点间所有道

路广义阻抗的最小值作为模型的综合出行阻抗。其具体形式如下：

犆犻犼 ＝犔犻犼·犉犻犼 （２）

式中：犆犻犼———小区犻和小区犼间的综合交通阻抗；

犉犻犼———小区犻和小区犼间出行舒适度；

犔犻犼———小区犻和小区犼间出行距离。

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可知，影响舒适度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道路自身因素、道路配套因素、外在因

素的影响，考虑数据获取的可能性和处理的便利性，本文选取道路宽度、机非隔离情况、车道数设置表

征舒适度。

犉犻犼 ＝∑
犽

α犻犼犽·β犻犼犽·γ犻犼犽 （３）

式中：α犻犼犽———小区犻和小区犼间采用第犽条道路的自行车影响系数，设置物理机非隔离带为１，设置划

线隔离为０．８，未设置非机动车道的０．６；

β犻犼犽———小区犻和小区犼间采用第犽条道路的车道宽度影响系数；

γ犻犼犽———小区犻和小区犼间采用第犽条道路的车道数。

其中车道宽度影响折减系数如表１所示。

表１　车道宽度折减系数

车道宽度 折减系数 车道宽度 折减系数

３．５ １ ３ ０．８５

３．２５ ０．９４ ２．７５ ０．７７

　　 （２）吸引强度

不同开发性质和开发强度的土地利用对出行者的吸引力均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经济、资源、产业

布局等方面。

犇犼＝∑
狊

狆犼狊·犪犼狊·狇犼狊 （４）

式中：狆犼狊———小区犼第狊种土地利用性质的容积率；

犪犼狊———小区犼第狊种土地利用性质的面积；

狇犼狊———小区犼第狊种土地利用性质的吸引率。

（３）路网可达性模型

将上述因素及其构成的关键参数代入重力模型，整理得到城市路网中节点可达性的优化模型，如式

（５）所示。

犓犻＝
犇犼

∑
犼

犆犻犼
＝

∑
狊
狆犼狊·犪犼狊·狇犼狊

∑
犼
∑
犽

犔犻犼犽·α犻犼犽·β犻犼犽·γ犻犼犽
（５）

１２８１



３ 案例分析

大西安新中心新轴线是 “西部开发开放创新发展示范区”和 “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重要节点，

现代化大西安新中心新轴线不仅是西咸新区乃至大西安的世纪大轴线，也是科技创新引领轴，更是产业

轴、交通轴、形象轴的叠加统一，丰富的经济、产业、自然景点条件为大西安新中心新轴线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故以陕西省大西安新中心新轴线为例，应用本研究的可达性优化模型对该区域规划路网可达性

进行分析，判定规划路网是否满足规划需求。

以项目规划的交通路网为主，同时借助ａｒｃｇｉｓ１０．２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首先对研究区域的

小区进行划分，参照土地利用性质将研究区域划分为９４个交通小区。通过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控规得到

各小区土地利用性质、面积、容积率数据，并利用 《交通出行率手册》得到不同土地利用的出行吸引

率，利用式 （５）计算出各小区的吸引强度如表２所示。在得到各个小区吸引指标后，根据式 （２）、

（３）、（４）利用软件计算出每条道路的出行阻抗，并通过ｇｉｓ进行小区质心点间的最短出行阻抗测算，

得到小区间的最短出行距离矩阵，如表３所示。

表２　各交通小区吸引强度计算结果表

小区编号 吸引强度 小区编号 吸引强度

１ ９２６２．８６ ５ ７３７２．５１

２ １７１６５５．４ ６ ２０１７８．５６

３ ４３２２．４ … …

４ ３５８４．２５ ９４ ２４５４．３

表３　各交通小区间出行阻抗矩阵表

Ｏ／Ｄ １ ２ ３ ４ ５ … ９４

１ １．２２９ ３．１７２ ５．５８０ ４．２８５ ４．９６１ … ６７．５００

２ ２．９３９ ３．４２６ ３．２２２ ７．４８０ ５．０７１ … ５８．５５０

３ ５．４１９ ３．０３７ １．７１６ ６．５９４ １２．５８７ … ４９．７７８

４ ４．００１ ７．６３８ ６．７０８ ４．８９８ ３．３７０ … ５０．５１３

５ ４．８４１ ５．１８８ １２．９３９ ３．２４７ ２．６２０ … ４８．７６９

… … … … … … … …

９４ ６８．８９６ ６０．２３９ ４８．９０５ ４９．７８６ ４７．２３４ … １２．５６６

表４　各交通小区可达性计算结果

小区编号 可达性 标准化 小区编号 可达性 标准化

１ ９９４．７３４ ０．６９２ ５ ７１９．６１２ ０．５００

２ １３０８．９１１ ０．９１０ ６ １０６１．０３３ ０．７３８

３ ５８６．４２１ ０．４０８ … … …

４ ４７９．６０２ ０．３３４ ８８ ７８２．２５４ ０．５４４

　　由图１可知，可达性较高的小区集中在北部片区，尤其是能源金贸区和高铁站周边区域。南部片区

随着距城市中心距离增加而逐层递减，这是由于北部片区为昆明池规划片区，相对于南部土地利用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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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交通小区可达性图

程度较低。可达性计算结果与大西安新中心新轴线区域土地利用开发情况较

为吻合，规划路网能满足城市未来开发和规划。

４ 结语

笔者针对城市规划路网能否满足城市未来开发需求，选择从交通属性和

土地利用性质两个方面来分析，以重力模型为基础建立城市交通可达性模型。

考虑不同道路网的宽度、断面形式等表征综合交通出行阻抗；同时根据不同

土地属性和出行吸引率表征对可达性的影响，较为全面的反映城市区域交通

可达性指标。研究成果有助于合理确定规划路网对不同开发区域的可达程度，

分析规划路网欠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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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实验—仿真实验的路径多阶段动态决策研究

余　豪　陈　坚

【摘要】 为解决路径选择研究中缺少在出行个体单次出行过程中路径动态连续选择过程的微观描述的问题，基于累积

前景理论实现出行路径多阶段动态划分与路径选择建模，引入行为实验理论与仿真实验理论，搭建考虑不同信息水平的

路径多阶段选择行为实验模块，实现出行者路径选择行为的再现与轨迹记录，以多智能体模型为基础，开发动态阶段路

径选择行为的仿真模块，与行为实验模块数据同步交互，开展数据校核与分析。实验结果表明：１）不同信息水平的受

验者在出行路径选择行为实验表现出显著水平差异。相较无信息受验者，具有信息的受验者平均耗时下降１４．３％、平均

收益提升１３５．９％。２）路径动态多阶段模型更够较为准确地描述出行个体微观出行路径选择过程，各信息情形下路径动

态多阶段决策模型相对精度分别为９６．７％、６７．６％；３）在路径选择行为实验过程中受验者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决策行为

与个体异质性。

【关键词】 城市交通；多阶段决策；路径选择；前景理论；行为实验

０ 引言

路径选择是一类典型的复杂网络系统问题，从微观层面关系到个体出行决策的经济性，从中观层面

关系到路网配流预测的合理性，从宏观层面关系到交通行为政策、法规制定的科学性。不管是中观的路

网配流预测还是宏观政策、法规的制定，其本质仍是微观个体出行方案的不确定性选择。这种不确定性

体现为个体出行决策过程的动态性、决策依据的实时性以及决策方法的有限理性。目前已有文献主要集

中为路权编辑、模型优化以及实证方法创新三个方面：张玺［１］、Ｒｉｎａｌｄｉ
［２］、Ｔａｎｇ

［３］、李梦［４］等分别基

于路段流量与密度呈现梯形函数关系、路网退化连续性、个体对路网形状结构存在显著态度、路网路段

流量历史时变规律与路网乘客生成率具有显性关系以及出行活动均为收益性质的假设实现了不确定环境

下路径效用多维度编辑；Ｗｅｉ
［５］、王凯［６］、Ｈｕａｎｇ

［７］、刘诗序［８］、田丽君［９］等引入前景理论分别从参照

点选择优化、路径估计函数异质性改良、前景值函数编辑等方面实现了路径选择模型非集计化，更加接

近实际；刘凯［１０］、赵磊［１１］、Ｗｕ
［１２］等在路径选择研究中先后单独地引入行为实验理论或仿真实验理论，

定量分析了不同因素对路径选择结果的影响程度。

已有研究在路径选择方面研究较为系统、成熟，但仍存在不足。在影响因素方面侧重于从客观因素

向主观心理因素拓展，忽视了社交信息媒介等新情景对路径选择的定量分析；在模型丰富方面大多在个

体同质的假设上对路径选择模型与理论进行优化，呈现路径选择结果一次性、路径选择决策静态性、个

体路径选择方案同质性的不足，缺乏对异质个体的微观单次出行以及单次出行过程中的路径动态连续选

择过程的微观、详细描述；在实证方法创新方面，已有研究大多独立使用交通行为实验或交通仿真实

验，并且缺乏信息新环境条件下的实验场景和实验流程设计，导致使用交通行为实验的研究缺乏结果的

预测，在使用交通仿真实验的研究缺乏真实数据的支撑，使得已有研究实证结果可解释性存疑。

１ 数学建模

１１ 参照点设置

在大样本下，路径行程时间均满足正太分布，如公式１所示。在此基础上，引入体现出行者群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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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特性的心理安全界限时间犿犘犗犿犇，通过加权的方式构建犗犿犇间可选路径参照点如公式２所示，其中心

理安全界限时间犿犘犗犿犇一般定义为满足出行时间可靠性要求的最小时间，其取值可通过极小值规划求解。

犜犘犗犿犇∶犖狋
犘
犗犿犇
，δ犘犗犿（ ）犇（ ）２ （１）

犜犇犲犗犿犇 ＝
１

∑犘
∑
犘

狋犘犗犿犇 ＋犿
犘
犗犿

（ ）犇 （２）

１２ 效用函数构建

设目前出行者已在第ｍ个决策节点犗犿，之前每个决策阶段决策实际耗时为犜犻，犻＝１，２…，犿－１。

背景要求出行者完成整体出行的最大用时为犜犇。此时出行者的主观效用狓犘犗犿犇由延误费用、出行费用以

及参照点费用３部分组成，其中延误费用为犛１、犛２，分别表示出行者从该决策节点通过某一路径早到

终点或迟到终点的损失；出行费用为犛３，表示出行者从该决策节点通过某一路径到达终点预计耗时的

损失，是包含时间、费用乃至路程的综合；狓０犗犿犇表示在该决策节点处参照点的效用值。具体如公式３７

所示。

狓犘犗犿犇 ＝犛１（１－μ）＋犛２μ＋犛３－狓
０
犗犿犇

（３）

犛１＝θ（１ 犜犇－∑
犻＝犿－１

犻＝１

犜犻－犜
犘
犗犿 ）犇 （４）

犛２＝θ（２ －犜犇＋∑
犻＝犿－１

犻＝１

犜犻＋犜
犘
犗犿 ）犇 （５）

犛３＝θ３犜
犘
犗犿犇

（６）

狓０犗犿犇 ＝θ１（犜
犇犲
犗犿犇 －犜

犘
犗犿犇
）（１－μ）＋θ２（－犜

犇犲
犗犿犇 ＋犜

犘
犗犿犇
）μ＋θ３犜

犇犲
犗犿犇

（７）

　　由公式３至７可得出行者通过路径犘实际效用函数如下所示：

狓犘犗犿犇 ＝θ（１ 犜犇－∑
犻＝犿－１

犻＝１

犜犻－犜
犇犲
犗犿 ）犇 （１－μ）＋θ（２ －犜犇＋∑

犻＝犿－１

犻＝１

犜犻＋犜
犇犲
犗犿 ）犇 μ＋θ３ －犜犇犲犗犿犇 ＋犜犘犗犿（ ）犇 （８）

　　由于θ１ （犜犇－∑
犻＝犿－１

犻＝１
犜犻－犜

犇犲
犗犿犇
）（１－μ）＋θ２ （犜

犇犲
犗犿犇＋∑

犻＝犿－１

犻＝１
犜犻－犜犇）μ为一固定常数，不妨

令θ３犕＝θ１ （犜犇－∑
犻＝犿－１

犻＝１
犜犻－犜

犇犲
犗犿犇
）（１－μ）＋θ２ （犜

犇犲
犗犿犇＋∑

犻＝犿－１

犻＝１
犜犻－犜犇）μ，则公式８等价于公式

９，在公式９的基础上，主观效用函数相较实际效用函数呈现一定的扭曲，其表示形式如公式１０所示。

狓犘犗犿犇 ＝θ３ －犜
犇犲
犗犿犇 ＋犜

犘
犗犿犇 ＋（ ）犕 （９）

犞（狓犘犗犿犇）＝
犞＋ （狓犘犗犿犇）＝（狓

犘
犗犿犇
）α当狓犘犗犿犇 ≥０时

犞－ （狓犘犗犿犇）＝－λ（－狓
犘
犗犿犇
）β当狓犘犗犿犇 ≤０

烅
烄

烆 时
（１０）

１３ 权重函数构造

由公式９可知，实际概率权重函数等同犜犘犗犿犇的概率分布函数，具体如公式１１所示。在实际出行选

择过程中，由于出行者的不完全理性的心理特性，与路径的客观选择概率有着较大的偏差。具体体现概

率的确定性效应 （当概率从确定性变为不确定性或从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时，主体的人感知概率差异最

为敏感，体现为一定的数学扭曲），具体如公式１２所示。

犘狉狅（狓犘犗犿犇）：犖（狋
犘
犗犿犇
，（δ犘犗犿犇）

２） （１１）

狑（犘狉狅）＝

狑＋ （犘狉狅）＝
犘狉狅γ

犘狉狅γ＋ １－（ ）犘狉狅（ ）γ
１
γ

狑－ （ ）犘狉狅 ＝
犘狉狅τ

犘狉狅τ＋ １－（ ）犘狉狅（ ）τ
１

烅

烄

烆 τ

（１２）

１４ 前景值构造与路径决策方案

ＯＰＴ理论由于概率函数过于离散化 （即前景值只有０、收益值以及损失值三个值组成），造成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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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对个体行为解释有余但对社会总体解释不足的缺点。在此背景，国外学者提出了ＣＰＴ理论。ＣＰＴ

理论认为结果集合狓犘犗犿犇并不只是包含狓
犘－
犗犿犇
，０，狓犘＋犗犿犇三个元素，其效用应为有效分散分布的，按照正负

以及从小到大排放具体可划分为收益子集狓犘＋犗犿犇、损失子集狓
犘－
犗犿犇
以及０子集，其中狓犘＋犗犿犇＝｛狓

狆
１，狓狆２，…，

狓狆狀－１，狓狆狀｝，狓狆－犗犿犇＝｛狓
狆
－犿，狓狆－犿＋１，…，狓狆－２，狓狆－１｝，则狓狆犗犿犇＝狓

狆－
犗犿犇∪ ｛０｝∪狓狆＋犗犿犇＝｛狓

狆
－犿，狓狆－犿＋１，…，

狓狆－２，狓狆－１，０，狓狆１，狓狆２，…，狓狆狀－１，狓狆狀｝。

令π
＋
狀 ＝狑

＋（狆狀）；π－狀 ＝狑－ （狆－犿），此时事件主观权重概率分布如公式１３、１４所示：

π＋犻 ＝狑
＋ （狆犻＋狆犻＋１＋Ｋ＋狆狀－１＋狆狀）－狑＋ （狆犻＋１＋狆犻＋２＋Ｋ＋狆狀－１＋狆狀） （１３）

π－犻 ＝狑
－ （狆－犿＋狆－犿＋１＋Ｋ＋狆犼－１＋狆犼）－狑

＋ （狆－犿＋狆－犿＋１＋Ｋ＋狆犼－２＋狆犼－１） （１４）

　　当狀→＋∞且犿→＋∞时，设犎 （狋）为主观权重累积概率函数，则ＣＰＴ模型下路径Ｐ的前景值如

４２９所示：

狌犘犗犿犇 ＝∫
－犕＋犜

犇犲
犗犿犇

－∞
犱（犎（狋））（狓犘犗犿犇）

α犱狋＋∫
＋∞

－犕＋犜
犇犲
犗犿犇

犱（犎（狋））（－λ（－狓犘犗犿犇）
β）犱狋 （１５）

　　由于路径决策行为的多阶段划分与决策过程的动态性，依据最优取值的原则，每个决策阶段均会基

于当前决策节点与Ｄ点的主观效用函数与主观概率函数构建有效路径前景值，形成当前决策阶段决策，

具体入公式１６所示。各决策阶段决策构成出行路径决策方案，具体如公式１７所示。

狌犗犿→犇犗犿犇 ＝犕犪狓狌
１
犗犿犇
，狌２犗犿犇，Ｋ，狌

犘－１
犗犿犇
，狌犘犗犿（ ）犇 （１６）

犝犗→犇 ＝∑
犿＝狀

犿＝１

狌
犗犿→犇
犗犿犇

－狌
犗犿＋１→犇

犗犿
（ ）

犇
（１７）

２ 实验设计

２１狕犜狉犲犲软件

ｚＴｒｅｅ是一款由瑞士苏黎世大学开发设计的一款进行个体行为实验的软件。ｚＴｒｅｅ设计的初衷为了

进行在没有太多经验情况下的经济行为实验 （例如公共物品游戏、结构化的谈判实验、市场报价实验以

及双重拍卖实验等），由于其优异的性能、灵活的配置以及多种功能的普适性，随后推广到欧美行为学

实验领域。目前ｚＴｒｅｅ也是交通行为学实验 （例如路径选择行为实验、出行方式选择行为实验、出行

时刻选择实验等）的热门方法。ｚＴｒｅｅ软件由ｚＴｒｅｅ和ｚＬｅａｆ两部分组成。ｚＴｒｅｅ是设计实验的主体

部分和核心，主要包括程序编写、人员设置、实验分组等内容，是实验人员操作行为实验的主机。ｚ

Ｌｅａｆ是用于建立多个子节点，是受验人员进行行为实验的终端。ｚＴｒｅｅ和ｚＬｅａｆ均由连接在以太网的

ＰＣ机 （ＰＣ机的处理器性能不能低于４８６ＥＲ处理器以及ＰＣ机的ＲＡＭ不低于１６ＭＢ）上实现。

２２ 实验共性设置

（１）实验目的

１）通过行为实验验证路径选择过程中是否存在多阶段决策行为与和个体异质性，为仿真实验分析

与精度校核奠定基础；２）通过单轮交通仿真实验，描述基于决策阶段、决策节点的路径选择多阶段决

策的微观过程；３）通过交通行为实验结果，与交通仿真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量化路径选择模型与

出行者实际路径选择间的精度。

（２）实验场景设置

实验场景为同出发时刻、同终止时刻以及同ＯＤ通勤出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交通信息水平

的路径选择行为实验。根据实验需求，需要在ｚＴｒｅｅ程序中内嵌路径选择模型为内容的交通仿真模

块并实时仿真。正式实验共有３０轮，每轮代表一次实际出行路径选择过程。当上轮实验结束后需对数据

进行整理，反馈完毕后再进行下一轮实验。当受验者单轮实验出行时间超过６０分钟时将受到较大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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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实验目标是尽可能早的到达出行终点，实验客户端会记录每个受验者的路径选择、通行耗时以及该

轮奖惩得分。实验服务器会对客户端的受验数据进行汇总，并通过相应的机制进行总得分与实验报酬

计算。

（３）奖赏机制设置

实验中受验者报酬由两部分组成：基础实验费与实验奖罚金。基础实验费是指当受验者完成实验所

有轮数均可获的费用，本实验中所有受验者基础实验费为５０元／人。实验奖罚金根据受验者在实验表现

给出的奖金或罚金，它的值为受验者３０轮累计得分。当受验者实验罚金大于基础实验费时，拒绝向受验

者提供报酬。关于每轮的得分：受验者每提前一分钟达到出行终点得１０分，反之，每迟到一分钟到达到

达出行终点扣３０分，每轮结束，ｚＬｅａｆ客户端会对每人的得分进行累加计算，每１００分可兑换８元。

（４）实验流程

在国内外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实际需求，将交通行为实验流程设置为以下３个阶段：１）实验准

备阶段：实验开始前，利用编程完成对ｚＴｒｅｅ和ｚＬｅａｆ实验背景 （路网设置、通行时间设置）、可视化

页面以及统计分析的编程，并将交通仿真模块内嵌至交通行为实验平台；通过有偿的方式完成对受验人

群的招募、培训与预实验。２）实验进行阶段：实验开始后，按照实验手册要求逐轮进行路径选择并进

行记录。在实验过程中，实验人员应派专员对受验人群进行巡回监督，防止实验过程出现交头接耳、偷

偷交流等情况，破坏实验的效果。３）实验结尾阶段：实验结束后，实验人员对受验结果进行及时公布

并按照成绩给与受验人群报酬；待一切完毕后，进行数据统计和相应的结果分析。

２３ 实验异性设置

（１）受验者设置

通过线上校园贴吧、微信等社交方式以及线下校园公示板等途径收到实验意愿者５７名，结合已有

文献受验者人数设置，经过相关条件与实验要求筛选确定本文实验受验者２１名。通过问卷调查可知，

具有信息接受行为的受验者有１４人，随机编号为１至１４，其中１至７号标记为Ａ组，８至１４号标记为

Ｂ组；不具有信息接受行为的受验者７人，随机编号为１５至２１，标记为Ｃ组；ＡＢ组与Ｃ组形成基于

信息水平的对照。本章实验共有３１轮，除了１轮预实验外，正式３０论实验均按照受验者实际信息水平

状况确定受验者的路网背景认知信息。此外，实验设计要求所有受验人员以前均为未参加过类似项目，

且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以及实验过程中也不允许存在任何交流。在正式实验之间，实验人员将会对受验人

员进行培训以及进行预实验，待受验人员合格无误后方可进行正式实验。

（２）实验路网与道路通行时间分布设置

D

7

5

6 3

4 1

2 O

图１　实验路网图

在国内外有关路径选择研究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设置满足Ｄｉａｌ算

法的实验路网如图１所示。通过对实验路网分析可知：实验路网共设置９

个节点，编号分别为Ｏ，１，２，３，４，５，６，７，Ｄ；实验路网共设置１２

个有向路段，编号分别为Ｏ１，Ｏ２，１３，１４，２４，２５，３６，４６，４７，５７，

６Ｄ，７Ｄ；实验路网共形成４个决策阶段，其中第１决策阶段含有１个可

能决策节点 （Ｏ节点），第２决策阶段含有２个可能决策节点 （１、２节

点），第３决策阶段含有３个可能决策节点 （３、４、５节点），第４决策阶

段含有２个可能决策节点 （６、７节点）；实验路网共形成６条出行路径，

分别为Ｏ１３６Ｄ、Ｏ１４６Ｄ、Ｏ１４７Ｄ、Ｏ２４６Ｄ、Ｏ２４７Ｄ、Ｏ２

５７Ｄ。通过对路网设置分析，可以得到该实验路网满足本文实证需求。

在路段通行时间分布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假设的基础上，路段预计通行时间均服从正太分布，其实际

期望值由基础期望以及选择系数两部分组成。基础期望是指道路在无人选择情况下的通行时间期望，而

选择系数是指在路段每增加一个出行个体选择时通行时间期望增长情况。为了加强随机性，在每轮当前

阶段随机从２１人中抽取１４人的上一阶段决策方案构成该轮当前决策阶段的实际通行时间分布 （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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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路网分布从各出行者的预选路径中抽取）。此外，根据相关经验将路段预计通行时间分布的方差设置

为期望的０．３倍。

表１　路段、路径基础期望值与选择系数

路段名称 基础期望值 选择系数 路径名称 基础期望值 选择系数

Ｏ１ ８ ０．５ Ｏ１３６Ｄ ３２ ６．０

Ｏ２ １２ １．５ Ｏ１４６Ｄ ３６ ５．０

１３ ８ ０．５ Ｏ１４７Ｄ ４０ ４．０

１４ １０ １．０ Ｏ２４６Ｄ ４０ ４．０

２４ １０ １．０ Ｏ２４７Ｄ ４４ ３．０

２５ １２ １．５ Ｏ２５７Ｄ ４８ ２．０

３６ ８ ０．５

４６ １０ １．０

４７ １０ １．０

５７ １２ １．５

６Ｄ ８ ０．５

７Ｄ １２ １．５

　　在大样本下，道路通行时间均值趋近于通行时间函数期望。但在个体单次出行路径决策过程中，方

差的存在使得个体实际通行时间相较期望存在一个较为显著的波动，为了减少函数波动带来的路径实际

通行时间的影响，基于行为实验后台将个体单次选择的路径实际通行时间选取介于路径实时期望与其２

倍标准差之间 （使得小事件发生概率小于０．０５）。

（３）仿真编程设置

结合行为实验ｚＴｒｅｅ软件，通过菜单栏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ＮｅｗＳｔａｇｅ建立相应仿真模块，并通过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ＮｅｗＰｒｏｇｒａｍ在已建好的Ｓｔａｇｅ进行路径决策ＣＰＴ模型编程、封装，并内嵌至交通行为实验平

台，并在行为实验过程中进行实时仿真。

图２　ｚＴｒｅｅ与ｚＬｅａｆ

３ 实证分析

３１ 数据信效度分析

在正式实验开始前进行了１轮预实验以便熟悉软件、界面以及环境，此后共经行正式实验３０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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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有效数据６３０条。通过ＳＰＳＳ软件进行 “分析描述统计描述”与 “分析量度可靠性分析”的操作

对６３０条有效数据经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可靠性分析，其结果如表２所示：由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本

文数据满足一般数据统计要求，具有较好的数据分布特性；由可靠性分析可知，本文数据Ｃｒｏｎｂａｃｈ系

数均大于０．６，即行为实验数据具有较高可信度，可进行深层次数据计算与分析。

表２　描述性统计与数据信度

实验场景 Ｎ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系数

耗时

Ａ ２１０ ４６．３ ５８．７ ５１．９ ．４９５２ ２．７１２１

Ｂ ２１０ ４５．７ ６０．３ ５２．２ ．７０８３ ３．８７９５

Ｃ ２１０ ４８．２ ６６．８ ５９．２ ．７６８２ ４．２０７７

０．６９５

收益

Ａ ２１０ ４１ １２３ ８１．２ ４．９７２ ２７．２３５

Ｂ ２１０ ２９ １０４ ７８．４ ９．９４１ ５４．４４７

Ｃ ２１０ －１９１ １０９ －１９．２ １３．８７０ ７５．９６７

０．６６３

　　运用ＳＰＳＳ软件 （“分析描述统计探索绘制正态分布”）通过数据分布正态性检验后，通过 “分

析比较平均均值单因素ＡＮＯＶＡ”操作对６３０条有效数据经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如表３５所示：

针对耗时情况分析可知，其单因素同质性显著性为０．２５２大于０．０５，三组的耗时数据具有方差齐性的

特征可进行多重比较分析，通过不同组的多重比较可知，Ａ、Ｂ、Ｃ三组之间耗时关系具有显著地非线

性差异，可认为行为实验获取的耗时数据真实可靠；针对收益情况分析可知，其单因素同质性显著性为

０．０００小于０．０５，三组的得分数据不具有方差齐性的特征不能进行多重比较分析，于是通过 “分析非

参数检验旧对话框Ｋ个独立样本”进行多个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其显著性为０．０００小于０．０５，Ａ、

Ｂ、Ｃ三组在得分情况具有显著非线性差异，可认为行为实验获取的得分数据真实可靠。

表３　单因素同质性测试

Ｌｅｖｅｎｅ统计 ｄｆ１ ｄｆ２ 显著性

耗时 １．４００ ２ ６２７ ．２５２

收益 ９．２９９ ２ ６２６ ．０００

表４　多重比较 （耗时）

标准场景 对照场景 平均差异 标准误 显著性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Ａ
Ｂ －４．２５００ １．０３１８ ．０００ －６．１２７ －２．３７３

Ｃ －７．４３６７ ０．８３６０ ．０００ －９．３１３ －５．５６０

Ｂ
Ａ ４．２５００ １．０８０６ ．０００ ２．３７３ ６．１２７

Ｃ －３．１８６７ １．１４７１ ．００１ －５．０６３ －１．３１０

Ｃ
Ａ ７．４３６７ １．３１５８ ．０００ ５．５６０ ９．３１３

Ｂ ３．１８６７ １．４３４９ ．００１ １．３１０ ５．０６３

表５　ＫｒｕｓｋａｌＷａｌｌｉｓ检验 （得分）

实验场景 Ｎ 平均等级 卡方 Ｄｆ 显著性

Ａ ２１０ ６６．４５

Ｂ ２１０ ６１．７０

Ｃ ２１０ ２６．２２

３６．４９１ ２ ．０００

９２８１



３２ 行为实验结果分析

（１）对照分析

在数据可信可靠的基础上，通过对照的方式分别对无信息组与具有信息组的平均耗时、平均得分进

行整合与梳理，其结果如表６，其方案选择经济差如图３所示：１）在平均耗时方面，相较无信息组，

信息组平均耗时下降幅度为１．１％～３０．０％之间，平均下降幅度为１４．３％，表明受信息背景影响，信息

组在行为实验路径出行选择更为经济、耗时更短。２）在平均得分方面，相较无信息组，信息组平均得

分上升幅度为１０．６％～６１４．３％之间，平均上升幅度为１３５．９％，表明基交通信息能够显著提升出行个

体路径决策的质量与水平。３）相较无信息组，具有信息组的平均耗时下降１４．３％，平均得分上升

１３５．９％，两者比率为９．５。这表明在具有信息情况下，小幅度的耗时下降将会带来大幅度的出行成本

（时间、费用、体验等）的改善，具有显著的经济性。

表６　对照分析

轮数
无信息 有信息

平均耗时 平均得分 平均耗时 平均得分 耗时下降 得分上升

１ ５８．７ １３ ５３．５ ７０ ９．７％ ８１．４％

２ ６２．７ －８１ ４８．９ １１１ ２８．２％ １７３．０％

３ ６０．１ －１ ５７．１ ２９ ５．３％ １０３．４％

４ ６１ －３０ ５６．０ ４０ ８．９％ １７５．０％

５ ５０．８ ９２ ４８．６ １１４ ４．５％ １９．３％

６ ５４．９ ５１ ５１．１ ８９ ７．４％ ４２．７％

７ ６３．７ －１１１ ４９．０ １１０ ３０．０％ ２００．９％

８ ５５．４ ４６ ５１．８ ８２ ６．９％ ４３．９％

９ ６５．６ －１６８ ５４．８ ５３ １９．７％ ４１７．０％

１０ ６１．６ －４８ ５０．６ ９５ ２１．７％ １５０．５％

１１ ６４．６ －１３８ ５３．９ ６１ １９．９％ ３２６．２％

１２ ５９．５ ５ ５５．２ ４８ ７．８％ ８９．６％

１３ ６４．９ －１４７ ５２．９ ７２ ２２．７％ ３０４．２％

１４ ５７．６ ２４ ５０．２ ９８ １４．７％ ７５．５％

１５ ５５．９ ４１ ５３．７ ６３ ４．１％ ３４．９％

１６ ６１．２ －３６ ４８．１ １２０ ２７．２％ １３０．０％

１７ ５９．４ ６ ５４．５ ５５ ９．０％ ８９．１％

１８ ５９．１ ９ ４８．７ １０８ ２１．４％ ９１．７％

１９ ６３．４ －１０２ ４８．８ １１２ ２９．９％ １９１．１％

２０ ５３．８ ６２ ５０．５ １００ ６．５％ ３８．０％

２１ ４９．３ １０７ ４８．０ １２１ ２．７％ １１．６％

２２ ５５．４ ４６ ４９．３ １０８ １２．４％ ５７．４％

２３ ５９．５ ５ ４９．３ １０７ ２０．７％ ９５．３％

２４ ６６ －１８０ ５６．６ ３５ １６．６％ ６１４．３％

２５ ６２．５ －７５ ５０．０ １０１ ２５．０％ １７４．３％

２６ ６０．８ －２４ ５５．１ ４９ １０．３％ １４９．０％

２７ ５８．５ １５ ４９．４ １０７ １８．４％ ８６．０％

２８ ６０ ０ ５１．２ ９３ １７．２％ １００．０％

０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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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数
无信息 有信息

平均耗时 平均得分 平均耗时 平均得分 耗时下降 得分上升

２９ ５４．１ ５９ ５３．５ ６６ １．１％ １０．６％

３０ ６０．５ －１５ ５６．４ ３７ ７．３％ １４０．５％

平均 ５９．４ －１９．２ ５１．９ ８２ １４．３％ １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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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对照分析

（２）决策过程多阶段性分析

通过３０轮行为实验记录不同个体 （ＩＤ）在路径决策过程中决策次数如表７、图４所示，其中多次

决策表示超过１次的轮数，动态决策率表示超过２次的轮数，对其分析可知：１）信息组多次决策率介

于９６．７％～１００．０％，均值为９８．８％，显著高于无信息组多次决策率 （介于２３．３％～４６．７％）均值

３２．９％，这表明一般出行场景中大部分出行个体在出行活动中均具有多次决策的特征，且这一特征在具

有信息的出行者中更为显著；信息组完全动态决策率介于９３．３％～１００．０％，均值为９６．４％，明显高于

无信息组多次决策率 （介于０％～２０．０％）均值１１．４％。这表明相较无信息组，具有信息的个体在出行

活动中具有基于信息内容实时调整自身出行决策的特征。２）各出行个体的完全动态决策率均不大于多

次决策率。当出行个体不具有信息时，两者差值相较具有信息组呈现更大的偏差，这表明具有信息的个

体在出行活动中倾向于完全动态决策，而不具有信息的个体在出行活动中尝试过多次决策，但以一次决

策为主。３）通过色阶图分布可知，具有信息组在实验初期尝试过低频率决策 （一次或两次），后期均为

高频率完全动态决策，这表明相较决策成本，出行者更在意出行成本；无信息组的高频率完全动态决策

集中在实验中期，这表明出行成本的增加驱使出行者需要增加决策成本 （决策次数）以实现出行成本下

降的目的，但受个体信息水平的限制，当决策成本增加不能优化出行成本时，出行者恢复为低频决策以

减少决策成本。

表７　决策次数分析

ＩＤ
１次决策

轮数

２次决策

轮数

３次决策

轮数

４次决策

轮数
多次决策率

完全动态

决策率

是否具有信

息水平

１ ３ １３ １５ １００．０％ ９３．３％ ８３．３％ 是

２ ３ １８ １０ ９６．７％ ９３．３％ ８６．７％ 是

３ ２ １７ １１ ９６．７％ ９３．３％ ９０．０％ 是

４ ２ １９ ９ ９６．７％ ９３．３％ ８３．３％ 是

５ １ １３ １７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是

６ ０ ２１ 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是

７ ０ １７ １２ ９６．７％ ９６．７％ ９０．０％ 是

８ ０ １１ １９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是

１３８１



续表

ＩＤ
１次决策

轮数

２次决策

轮数

３次决策

轮数

４次决策

轮数
多次决策率

完全动态

决策率

是否具有信

息水平

９ １ ２２ ７ １００．０％ ９６．７％ ９０．０％ 是

１０ ２ １８ １０ ９６．７％ ９３．３％ ８６．７％ 是

１１ １ １８ １２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是

１２ ０ ２４ ６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９０．０％ 是

１３ ２ １９ ９ １００．０％ ９３．３％ ８３．３％ 是

１４ ３ １６ １３ １００．０％ ９６．７％ ８６．７％ 是

１５ ４ ５ １ ３０．０％ ２０．０％ ２０．０％ 否

１６ ９ ３ 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否

１７ １２ ０ ０ ２３．３％ ０．０％ ０．０％ 否

１８ １２ ４ ０ ３３．３％ １３．３％ １３．３％ 否

１９ １５ １ １ ４０．０％ ６．７％ ３．３％ 否

２０ １７ ６ ０ ４６．７％ ２０．０％ ２０．０％ 否

２１ １３ ３ ０ ２６．７％ １０．０％ １０．０％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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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多次决策分布色阶图

（３）决策过程异质性分析

通过３０轮行为实验记录不同个体 （ＩＤ）的路径决策方案如表８所示，其中ＩＤ１１４为具有信息的个

体，ＩＤ１５２１为不具有信息的个体，通过对两种信息水平状态中的不同个体路径选择方案进行对比分

析，可知：１）不同信息水平状态下，出行者之间路径选择方案存在显著的水平差异。２）在同一信息水

平状态下，出行者路径决策方案整体具有趋同性，但部分个体方案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体现为路径决

策过程中出行个体对路网感知状态存在个体异质性。

表８　各受验者各轮路径决策方案汇总

ＩＤ轮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１ ６ ４ ６ ５ ６ ３ ６ ４ ６ ６ ５ ２ ６ ６ １ ２ ２ １ ５ １ ３

２ ２ １ ２ １ ３ ５ ４ ４ １ １ １ ３ １ １ ２ ２ １ ３ ４ １ ５

３ １ ４ ４ ４ ３ ４ ３ ３ ４ １ ４ ２ ４ ４ １ １ ２ ５ ５ ３ ４

２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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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Ｄ轮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４ ４ ３ ４ ２ ４ ３ ３ ３ １ ３ １ ３

５ ４ ３ ２ ２ ３ １ ３ ６ ４ ３ ２ １ １ ３ １ ３ １ ２ ３ １ ４

６ ５ ４ ５ ３ ５ ４ ３ ３ ５ ２ １ ５ ５ ５ ３ １ ３ １ １ ３ ２

７ ２ ２ ４ ２ ２ ２ １ １ ２ ２ ３ ２ ２ ３ １ １ ２ ５ ４ ５ ５

８ ４ ４ ４ ４ ３ ４ ４ ３ ４ ４ ２ ４ ４ ４ １ ５ １ ２ ３ ３ １

９ ４ １ ４ ２ ４ ４ ４ ６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３ １ ３ １ ３ ２ ３

１０ ６ ６ ４ ６ ４ ６ ６ ３ ６ ６ ２ ６ ６ ６ ２ １ ５ ２ １ ６ １

１１ ５ ６ ６ ４ ６ ６ ２ ６ ６ ４ ６ １ ６ ６ １ １ ２ ２ ４ ２ ３

１２ ５ ６ ６ ２ ６ ６ ６ ２ ６ ３ ６ ５ ５ ４ ５ ３ ２ ４ １ ５ １

１３ ４ ４ ４ ４ ３ ４ ４ ５ ４ ４ ４ ４ ４ ４ １ ３ １ ２ １ ３ １

１４ ５ ６ ６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４ ５ ５ ５ ５ １ ４ １ ２ ２ ６ １

１５ ４ ４ ４ ３ ４ ４ ３ ４ ４ ２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２ ３ ２ ３ １

１６ ３ １ ３ ３ ３ ２ ３ ３ ３ ３ ３ ４ ３ １ １ ２ ２ ４ ３ ５ １

１７ ４ ２ １ ４ １ ４ ４ ５ ４ ４ ４ ４ ３ ３ ６ ６ １ ６ ６ ６ １

１８ ５ ５ ５ ５ ４ ５ ４ ５ ３ ５ ３ ３ ２ ４ ４ ３ ２ ４ １ １ ５

１９ ６ ６ ５ ６ ５ ６ ４ ６ ４ ６ ２ ６ ５ ６ ２ ２ ３ １ ２ １ ３

２０ ２ ２ ３ ２ ２ １ ２ ３ ２ ２ １ ２ １ ２ １ １ ２ １ ２ ６ １

２１ ３ １ ３ １ ３ ３ ３ ３ ５ ３ ３ ４ ３ ３ ６ １ １ ３ ２ ６ ５

２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２ １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６ ３ １ ２ １ ２ １

２３ ５ ５ ４ ５ ５ ４ ５ ５ ２ ５ ２ ２ ５ ２ １ １ ３ ４ ３ ２ ５

２４ ２ ２ ２ ４ ２ １ ２ ２ １ ４ １ ２ ２ ２ ４ ６ １ １ ２ １ ６

２５ ３ ４ ３ １ ３ １ ３ ３ ３ ３ １ ２ ２ ３ ４ １ ４ １ ４ ２ ２

２６ １ ６ ５ ５ ６ ４ ６ ４ ６ ６ ４ ６ ６ ６ ２ ４ ５ ２ ３ １ １

２７ ６ ５ ６ ５ ６ ４ ５ ６ ５ ６ ５ ６ ６ ６ １ １ ２ １ ２ ２ ６

２８ ５ ６ ５ ５ ４ ５ ５ ４ ５ ５ ６ ５ ６ ５ １ ６ １ ２ １ ２ １

２９ ４ １ ４ ３ ４ ３ ４ ３ ４ ３ ４ ２ ６ ４ ６ １ ２ １ ２ ３ １

３０ ４ ４ ４ ４ １ ４ ４ ４ ３ ４ ３ ４ ４ ４ １ ２ ４ ３ ３ １ ６

　　注：将路径Ｏ１３６Ｄ、Ｏ１４６Ｄ、Ｏ１４７Ｄ、Ｏ２４６Ｄ、Ｏ２４７Ｄ、Ｏ２５７Ｄ分别命名为路径１、２、３、４、５、６

３３ 仿真实验结果分析

（１）单轮仿真过程分析 （以预实验为例）

一次出行路径决策需经过５个决策节点、４个决策阶段完成一次出行路径决策，决策过程种采用分

支选择的方法进行决策。本小节仿真实验以预实验为例，各决策阶段仿真结果示意图如图５所示，实验

结果如表９所示。在第一个决策阶段，从Ｏ点出发共有６条路径通往Ｄ点，其通行时间期望分别为７７、

７２、６２．５、６２、５２．５、５２．５，其前景值分别为－２２．１、－１９．３、－１０．６、－８．７、５．２、５．２。基于前景

值最大原则，本结果仿真结果以通过路径５或路径６从Ｏ点到达节点２，路段耗时１３．８，累积耗时

１３．８。在第二个决策阶段，从节点２出发共有３条路径通往Ｄ点，其通行时间期望分别为７７、７２、

６２．５、６２、５２．５、５２．５，其前景值分别为４４．５、４２．５、４１．５。基于前景值最大原则，本结果仿真结果

以通过路径６从节点２到达节点５，路段耗时１４．２，累积耗时２８．０。在第三个决策阶段，从节点５出发

共有１条路径通往Ｄ点，其通行时间期望为２９．５。基于前景值最大原则，本结果仿真结果以通过路径６

从节点５到达节点７，路段耗时１４．１，累积耗时４２．１。在第四个决策阶段，从节点７出发共有１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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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Ｄ点，其通行时间期望为１６．５。基于前景值最大原则，本结果仿真结果以通过路径６从节点７到

达Ｄ点，路段耗时１６．９，累积耗时５９．０。本轮最终仿真出行路径为Ｏ２５７Ｄ，耗时５９．０，得分１０。

表９　单轮实验仿真

基于第一节点 基于第二节点

路网状态

路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预选次数 ６ ３ １ ２ １ １ ３ ３ ４ １ １ ２

通行期望 ７７ ７２ ６２．５ ６２ ５２．５ ５２．５ — — — ４４．５ ４２．５ ４１．５

前景值 －２２．１－１９．３－１０．６ －８．７ ５．２ ５．２ — — — ２．３ ３．４ ３．７

仿真说明
通过路径５或路径６从Ｏ点到达节点２，路段

耗时１３．８

通过路径６从节点２点到达节点５，路段

耗时１４．２

基于第三节点 基于第四节点

路网状态

路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预选次数 ３ ２ ５ ０ ２ ２ ３ ２ ５ ０ ２ ２

通行期望 — — — — — ２９．５ — — — — — １６．５

前景值 — — — — — ２．６ — — — — — １．９

仿真说明
通过路径６从节点５到达节点７，路段

耗时１４．１

通过路径６从节点７到达节点 Ｄ，路段

耗时１７．３

　　注：将路径Ｏ１３６Ｄ、Ｏ１４６Ｄ、Ｏ１４７Ｄ、Ｏ２４６Ｄ、Ｏ２４７Ｄ、Ｏ２５７Ｄ分别命名为路径１、２、３、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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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各决策阶段仿真结果示意图

（２）仿真结果与行为实验结果对比分析

在行为实验过程中，结合编程对每轮各对照场景下的路径选择条件进行仿真预测，仿真模块共进行

３０轮实验仿真，收集仿真数据６０条，详见表１０、图６所示。通过对仿真数据整合梳理可知：１）针对

具有信息的受验群体实际路径选择，模型仿真相对精度为９６．７％，绝对精度为８６．９％，表明在信息完

全接收且使用的情形下，仿真结果贴近实际选择结果，即路径选择模型在此情形下可解释性与预测性良

好；２）针对具无信息的受验群体实际路径选择，仿真相对精度为６７．６％，绝对精度为５０．４％，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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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信息接受情形下，仿真结果与实际选择结果相差略大，即路径选择模型在此情形下的可解释性与预测

效果一般；３）两种信息水平情形下仿真模拟结果的绝对精度均高于相对精度，这表明在实际选择过程

中存在一些其他因素 （学习行为、博弈机制等）对个体出行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

表１０　各轮行为实验与仿真实验对比

轮数
有信息 无信息

最多选择路径 频率 仿真路径 频率 最多选择路径 频率 仿真路径 频率

１ ６ ８ ６ １４ １ ３ １ ７

２ １ ７ １ １４ １＼２ ２ １ ７

３ ４ ８ ４ １４ １＼５ ２ １ ７

４ ４ １１ ４ １４ ３ ５ １ ７

５ ３ ５ ５ １４ １ ３ １ ７

６ ５ ７ ５ １４ ３ ３ １ ７

７ ２ ９ ２ １４ ５ ３ １ ７

８ ４ １１ ４ １４ １ ３ １ ７

９ ４ １１ ４ １４ ３ ３ １ ７

１０ ６ １０ ６ １４ １ ３ １ ７

１１ ６ ９ ６ １４ ２ ３ １ ７

１２ ６ ７ ６ １４ １＼５ ２ １ ７

１３ ４ １２ ４ １４ １ ４ １ ７

１４ ５ １１ ５ １４ １ ３ １ ７

１５ ４ １１ ４ １４ ３ ４ １ ７

１６ ３ １０ ３ １４ １＼２ ２ １ ７

１７ ４ ８ ４ １４ ６ ５ １ ７

１８ ５ ７ ５ １４ １＼４ ２ １ ７

１９ ６ ８ ６ １４ ２ ３ １ ７

２０ ２ ９ ２ １４ １ ４ １ ７

２１ ３ １０ ３ １４ １＼６ ２ １ ７

２２ ２ １０ ２ １４ １ ３ １ ７

２３ ５ ８ ５ １４ １＼３ ２ １ ７

２４ ２ ９ ２ １４ １ ３ １ ７

２５ ３ ８ ３ １４ ４ ３ １ ７

２６ ６ ９ ６ １４ １＼２ ２ １ ７

２７ ６ ８ ６ １４ １＼２ ３ １ ７

２８ ５ ９ ５ １４ １ ４ １ ７

２９ ４ ７ ４ １４ １ ３ １ ７

３０ ４ １１ ４ １４ １＼３ ２ １ ７

相对精度 ９６．７％ ６７．６％

绝对精度 ８６．９％ ５０．４％

5;
>AA?,2,

AA2,2,
AA?,2,

>AA2,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图６　精度对比色阶图

５３８１



４ 结语

通过编程将路径选择模型进行封装并内嵌至行为实验平台进行仿真，选择信息水平作为交通行为实

验场景对照变量，招募２１位受验者通过ｚＴｒｅｅ软件进行３０轮交通行为实验并在后台进行实时仿真。

实验结果表明：１）不同信息水平的受验者在出行路径选择行为实验表现出显著水平差异。相较无信息

受验者，具有信息的受验者平均耗时下降１４．３％、平均收益提升１３５．９％。２）路径动态多阶段模型更

够较为准确地描述出行个体微观出行路径选择过程，各信息情形下路径动态多阶段决策模型相对精度分

别为９６．７％、６７．６％；３）在路径选择行为实验过程中受验者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决策行为与个体异质

性。此外，路径多阶段动态决策模型不能完全描述每个出行个体路径决策，且实验对照设置较为简单、

未考虑信息交互以及个体学习行为等其他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后续研究可进行相应的优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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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ＲＦＩＤ数据的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研究

吕　亮　徐建川　蔡晓禹

【摘要】 精准掌握车辆的出行特征是能够有效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前提之一。针对现有出行路径选择方法受到模型的

局限性，无法深入挖掘出行者的出行特征来研究出行行为的格局。结合ＲＦＩＤ数据可靠度高、完整性强以及准确性大的

优势，构建了车辆出行特征指标体系，基于高斯隐马尔可夫混合模型对车辆出行特征进行建模研究，提出了通过结构方

程模型表征路径级阻抗影响因素的流程和思路。并提出通过验证道路流量，来验证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的技术流程。

【关键词】 出行路径选择；ＲＦＩＤ数据；出行特征；影响因素建模

０ 引言

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社会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但随着近年来汽车保有量的

增加，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对国民经济造成较大冲击，甚至已上升为制约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根据中国交通部发表的数据显示，交通拥堵带来的经济损失占城市人口可支配收入的２０％，相当

于每年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损失５％～８％，每年达２５００亿元人民币。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内的全

国１５个大城市中发生的交通拥堵，每天的相关处理费用达到１０亿元人民币。交通拥堵问题大多以城市

交通拥堵为主，研究车辆的出行路径，找到拥堵的源头，能够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近年来，随着交通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综合交通数据汇聚已初具规模。为追寻交通拥堵的根源

所在，借助交通大数据的优势追踪车辆的出行，能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状况。因此，大数据驱动下的车辆

出行路径选择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１ 现有出行路径选择方法

目前国内外对出行路径选择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方法有非集计模型、基于 “有限理性”的

理论、基于 “蚁群算法”理论等方法。

１１ 非集计模型

非集计模型又称离散选择模型，主要分为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ｌｏｇｉｔ模型。它是以出行者个体为研究单位，

充分利用所得数据综合考虑出行者的心理活动及经验习惯，使得模型能更精确的反映个体的出行特征。

ＭｃＦａｄｄｅｎ
［１］基于出行方式选择行为，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非集计理论体系，并对模型的应用条件及特性

进行了补充了；刘诗序等［２］综合考虑出行者的方式选择与路径选择行为，建立了基于分层Ｌｏｇｉｔ的多方

式随机用户均衡分配模型；路峰瑞［３］建立了非集计二项Ｌｏｇｉｔ模型来预测出行路径选择对习惯和路况的

依赖程度。Ｌｏｇｉｔ模型的理论基础是随机效用理论，能对个体和群体行为进行分析，所需数据量小，易

于求解。但Ｌｏｇｉｔ路径选择方法假定每条出行路径是彼此独立的，并不能反映出每条路径中重叠路段的

独立性。其次，Ｌｏｇｉｔ路径选择方法中的选择概率仅仅以各条路径之间的阻抗绝对差来确定，难以较好

反映实际情况。Ｐａｌｍａ和Ｐｉｃａｒｄ
［４］利用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分析了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行程时间的不确定性比期

望的行程时间对路径选择的影响更大。刘贵谦［５］建立了基于计量经济学的行人选择偏好的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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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不同因素对人们过街选择的影响。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优点就是通勤方式间即使不是相互独立的也可以

使用，但是其计算较为复杂，因此使用Ｌｏｇｉｔ模型的研究更加广泛。

１２ 基于 “有限理性”的理论

有限理性是一种介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的状态，是基于出行者的生理、心理能力提出的一

种假设。指的是出行者在面临不确定的环境时，评感觉和判断选择最优的路径决策方法。基于 “有限理

性”的理论主要有 “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以及 “后悔理论”。

期望效用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模型，重点刻画出行者的理性出行行为，解决的问题是 “应该怎

样决策”。Ｄｉｃｋ和Ｈａｒｒｙ
［６］基于 “期望效用理论”建立了出发时刻选择概念模型，证明了出行者在出行

过程中受到出行感知时间和出行信息两方面的影响。伍速锋、杨晓光等［７］引入风险型决策中的期望效用

理论和贝叶斯推理，对已知交通信息条件下的出行行为进行分析，构建了定量计算交通信息效用的模

型。研究表明该方法为分析与预测交通信息条件下的出行行为等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实际出行者决策

时，会受到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出行选择机理，因此国内

外对 “期望效用理论”的研究较少。在对其进行补充、发展后，有了后来的 “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是在风险决策方面的描述性理论模型，主要描述出行者的实际出行行为，适用于不确

定条件下个人的实际决策行为分析，解决的问题是 “实际怎样决策”。Ｍａｎｌｙ
［８］从认知、记忆力、偏好

等多方面研究出行者的路径选择，该方法能更真实的反映出行者的实际路径选择行为。赵凛［９］首次利用

“前景理论”阐述出行者在一日内出行的路径选择行为模型，并给出了出行者决策 “参照点”的定义以

及连续型路径属性离散化的方法。钱晨等［１０］应用前景理论对个体决策风险进行评估，研究分析了出行

者的路径选择行为特征。王燕［１１］全面对比分析了 “期望效用理论”和 “前景理论”，分别基于两种理论

对出行者的出行路径选择结果进行计算，验证了前景理论能够更真实的描述出行者的出行决策行为。由

于交通具有随机性和时变性的特点，前景理论在不确定环境下比期望效用理论更符合决策者实际的基本

原则。在前景理论中，参照点的设定是一个实证问题，影响因素较多。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更多的

场景，对每个参数进行全面的估计。

与 “前景理论”相比，后悔理论的模型简单、涉及参数少，更适用于交通出行路径选择行为的研

究。该理论认为出行者追求与其后悔最小化出，能根据出行者的行为特点及心理偏好更有效地描述出行

路径选择行为。Ｐ．Ｙｕａｎ和Ｚ．ｊｕａｎ
［１２］探究出行者 “后悔程度”与 “环境风险程度”之间的影响，基于

“预期后悔理论”建立了出行路径选择模型，得出后悔程度会随环境风险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栾琨等［１３］

提出了基于随机后悔最小化的出行路径选择行为分析模型，对比其他模型，得出出行者在做决策时尽量

避免未选择方案比已选择方案表现的更好。金宝辉［１４］假设出行者选择后悔最小的路径进行出行，构建

了基于 “后悔理论”的理想ＤＵＯ动态交通分配模型，并通过案例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后悔

理论相对前景理论较为简单，是因为其没有严格的数学推导，因此它的规范性和实证性存在一定的不

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１３ 基于 “蚁群算法”理论

“蚁群算法”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模拟真实蚁群的行为对路径进行优化的一种算法。它的最大特点

就是采用概率选择方式，根据路径的信息化程度和路径长短来选择。张福龙［１５］考虑出行者在出行过程

中受到的影响因素，利用蚁群算法模拟不同属性的出行者在节点处的选择过程。结果表明引进的蚁群算

法能有效降低出行成本。陈艳［１６］通过蚁群算法在交通最优路径选择中的应用，将其应用在出行者的路

径选择上。该算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和高并行性，但是搜索时间较长，算法较为复杂，容易出现停

滞情况。

１４ 其他方法

除上述方法外，关于出行路径选择的方法还有基于 “博弈论”、基于 “马尔可夫过程”、基于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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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等。Ｐｓａｒａｆｔｉｓ和Ｔｓｉｔｓｉｋｌｉｓ
［１７］以路段的旅行时间为节点处的环境变量，基于马尔可夫过程，构建

了随机时变交通网络下的出行者自适应路径选择问题。马军娟等［１８］基于博弈论研究了驾驶员的出行路

径选择效益问题，给出了驾驶员在选择不同策略时的收益，实现了博弈双方的利益最大化。潘振渊［１９］

通过统计学的方法研究交通信息的变化，对出行者路径选择行为的影响。

１５ 现有方法的缺陷

从以上总结的方法可以看出，现如今国内外对出行路径选择方法主要有以下缺陷：１）研究主要是

基于各类模型和算法，仅仅只是基于理论的研究，实际效果是否可行还有待商榷；２）对研究结果的验

证往往也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或者利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分析，难以对研究方法进行客观评价；３）现

有的出行路径选择方法考虑的影响因素不多，然后实际中出行需求是多样性的，研究出行路径选择行为

需要从 “个体群体”的角度出发，探究出行路径选择行为的一般特征规律；４）探究路径选择方法时往

往未能结合出行者的出行特征，只是考虑了出行者的偏好以及出行成本等因素，没有考虑到出行的目的

需求以及出行途中的相关影响因素，难以符合实际情况；５）随着交通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出行产

生了海量的交通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没有很好地应用在路径选择方法研究上，难以揭示出行者的真正出

行目的，为研究带来了挑战。

２ 研究热点与面临的挑战

２１ 研究热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当下的研究热点已经逐步从传统的模型理论方法转向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新

型数据挖掘方法；研究的对象也不仅限于个体出行者，而是发生 “个体群体”的转变；研究数据也开

始逐渐地融入了各类出行大数据，为大数据时代的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２２ 出行路径选择面临的挑战

随着出行路径选择研究的深入，当下面临的挑战也逐渐增多，结合研究的现状以及当下的环境，总

结出了以下三点挑战：

（１）城市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众所周知，城市干线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主动脉，承担了城

市大量的交通出行。而城市交通又具有随机性和时变性的特点，很难精确地掌握每个出行者的出行特

征，使之能够与其路径选择行为相匹配。同时，天气、道路情况、交通管控措施等条件也是影响出行者

出行的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为探究出行者的路径选择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２）未深入结合出行产生的大数据。尽管现如今研究的热点已经逐渐转向结合大数据进行研究，但

是研究的很多数据没有代表性，不能反映出出行者的特征规律，从而探究的方法难以适用于多数条件。

数据是需要进行挖掘，并对挖掘出来的信息进行分析，发现一般规律，从而能够为下一步决策提供指

导。有些数据的选取虽然具有代表性，但是在研究中没有深入挖掘数据的内在含义，因此未能真正揭示

出行的内在机理。

（３）客观、准确的，结合出行特性的路径选择方法研究。尽管国内外的学者们在出行路径选择方面

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都是基于各种理论模型，考虑的因素往往多是出行者的出行偏好以

及出行成本等，忽略了天气、道路条件等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导致所研究的理论模型准确度不够高。同

时没有考虑出行者的出行机理特征，因此，所研究的方法往往不够客观、准确。

综上所述，结合目前所面临的热点与挑战，提出一种ＲＦＩＤ数据驱动下，考虑多影响因素的出行路

径选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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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ＲＦＩＤ数据字段表

检测点位方向 车辆ＩＤ 车辆通过检测点位时间 车型代码 使用性质 号牌种类

松石大道龙溪，红旗河沟方向 ３２２９２５８ ２０１８０８１９　００：１１：２２．６５８０００ Ｋ３１ ０２ Ａ

五红路 （江南花苑），红土地方向 １０２８１７ ２０１８０８１９　００：０６：４６．５９００００ Ｋ３３ ０２ Ａ

建新东路 （东方灯饰广场），

鲤鱼池路方向
３８８８８０４ ２０１８０８１９　００：０８：３３．４２５０００ Ｋ３３ ０２ Ｄ

五红路，五里店方向 １８５１９１０ ２０１８０８１９　００：１１：０４．４６９０００ Ｋ３３ ０２ Ｄ

黄泥磅立交，红旗河沟方向 ４６８６５１ ２０１８０８１９　００：１１：０３．２４４０００ Ｋ３２ ０２ Ａ

３ 出行大数据环境

３１ 出行数据

随着交通大数据的发展，城市已经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交通信息采集系统，为各类出行数据的采集

提供了可靠的平台。如ＧＰＳ数据、手机信令数据、ＲＦＩＤ数据、车联网ＯＢＤ数据等，可以很好的为研

究提供数据支持。

３２ 犚犉犐犇数据

近年来，以ＲＦＩＤ为代表的各类物联网技术因为成本低、识别范围广、识别速率快等优势进入了大

家的视线。ＲＦＩＤ又称射频识别技术的，目前在交通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公交射频卡、智慧

停车、电子不停车收费等。本次研究所使用的ＲＦＩＤ数据包含采集编号、采集点位、采集时间、行车方

向等关键字段。具体字段及格式如表１所示。

３．２．１ ＲＦＩＤ数据的特征

相比于手机ＧＰＳ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其他交通信息的数据，ＲＦＩＤ数据有以下的特性：

（１）数据样本量丰富。从重庆市主城区ＲＦＩＤ数据来看，ＲＦＩＤ检测器基本能够覆盖重庆市主城区

的所有主要道路，高峰时段１ｈ内的数据量可达数十万条。ＲＦＩＤ检测点位分布见图１。

图１　ＲＦＩＤ监测点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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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数据的完整性。相比于手机信令以及ＧＰＳ浮动车数据，ＲＦＩＤ数据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并且

系统全天候工作，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同时数量也会逐步累积，数据完整性较高。

（３）数据的准确性。ＲＦＩＤ检测点位一般安装于电子警察杆上，位置相对准确，更容易提取车辆的

轨迹而无需进行地图匹配。下图为ＲＦＩＤ检测的车辆区域过车轨迹图。

图２　车辆区域过车轨迹图

（４）数据的实时性较高。检测到车辆信息后，能够实时上传各点位的数据并且全天候的工作。

（５）数据处理速度快。能够快速对获取的车辆信息进行处理，实时传输到后台。

３．２．２ ＲＦＩＤ数据的优势

ＲＦＩＤ数据能够通过可视化技术展现出车辆的运行轨迹，有利于分析车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规

律。只有精准的掌握了车辆的出行要素，才能有效的研究车辆的出行行为。加上ＲＦＩＤ数据的完整性与

准确性，使得数据的可靠度较高，研究结果更加精确，对城市道路而言，为其出行特征以及路网运行状

态等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

４ ＲＦＩＤ数据驱动的路径选择方法

４１ 研究思路

研究出行者的出行路径，首先要探究出行者的出行特性，即借助大量ＲＦＩＤ数据对出行者的出行要

素度进行提取、分析，并与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关联。研究的主要思路分为出行数据的提取、路径级阻抗

影响因素研究及建模、路径选择模型的建立 （图３）。

４２ 基于犚犉犐犇的出行特征分析

４．２．１ 出行特征指标分析

城市交通系统本质上是一个由大量出行行为聚集在一起而组成的宏观系统。因此对城市交通进行管

控的前提，就是研究个体微观出行者的出行选择的一些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出行者内在以及外

在影响因素，内在影响因素往往和出行者的需求有管，外在因素往往和出行环境有关。直接分析出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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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行行为往往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可视化技术，结合出行数据，将出行者的出行行为展现为

出行轨迹，通过对轨迹数据的定性分析能够得到不同群体之前，出行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再通过对原始

轨迹的分析，可以得到能够表征出行特点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意义的向量值，这些向量值经过转化后，就

是出行的特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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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技术路线图

４．２．２ 出行特征指标提取

图４为某一辆车经大数据平台可视化技术展示后的运动轨迹。通过对多种轨迹的定性分析，结合各

图４　车辆运动轨迹图

类车辆运行的分布特征规律以及ＲＦＩＤ数据的特点，基于

数理统计分析思想，建立了在网时间、出行频次、出行时

段，轨迹重复率、活动偏好区域、干线影响区偏好等多位

一体的特征指标体系。出行者的出行行为往往具有很大的

重复性，因此对出行特征指标提取往往需要大量样本。

４．２．３ 出行特征指标模型建立

１９０７年由俄国数学家Ａ．Ａ．马尔可夫提出马尔可夫随

机过程，该过程有以下性质：在一个指定的时间点，未来

时间的状态只与现在有关，跟它的过去没有关系。标准的

马尔可夫模型要求观测集合往往为一维离散数据，本文出

行特征指标研究中涉及多维连续函数问题，为了实现离散

状态与连续观察值之间的概率联系，引入了高斯算法，使

得模型变存在连续观测值的隐马尔可夫模型。

观测状态概率的表示方法，此时由于观测状态是连续值，我们无法像离散隐马尔可夫模型一样直接

给出矩阵Ｂ，而是采用给出各个隐藏状态对应的观测状态高斯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的参数，表达形

式如下：

犫犼（０）＝犮犼犖｛０，μ犼，σ犼｝，１≤犼≤犖 （１）

式中：犫犼（０）表示为Ｂ的概率分布矩阵；犖｛０，μ犼，σ犼｝表示以μ犼为均值，σ犼为方差的高斯分布。

因此得到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ＨＭＭ模型的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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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犃，μ，σ，Π） （２）

　　总的来说，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ＨＭＭ模型中观测序列是连续值，无法直接给出观测概率矩阵Ｂ，需要采用给

出的各个隐藏状态对应得观测状态得到各个观测参数的高斯分布得概率密度函数参数。

４．２．４ 结果及分析

本文选取私家车、货车以及出租车三种类型的车辆各４０００组ＲＦＩＤ数据，提取各自的出行指标参

数并基于高斯隐马尔可夫模型进行分类，将所有的样本数据进行求解，得到模型的预测结果，并与实际

值进行比较，具有良好的效果。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的出行指标可以较好的表征这３类车辆的出行特

征状况。

４３ 路径选择行为研究

４．３．１ 路径级阻抗影响因素研究

出行者的影响因素分为内在影响因素和外在影响因素，内在影响因素由出行者的出行需求决定，而

外在影响因素则与出行环境有关。车辆的外在影响因素主要有道路条件、交通流量以及交通管控条件

等，只有将这些影响因素量化处理，才能定量的分析路径选择行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道路条件取决于道路等级，而交通流量则与城市规模、机动化水平有关。在本文中，研究影响因素

时，可以对不同的条件进行不同的定义。如交叉口某个转向禁行，我们则认为该交叉口的转向延误是无

穷大；面对单向交通则考虑路网的容量并设置一个上限值，这样就能避免路段的交通流量超过了路段的

容量。在确定了路径级阻抗的影响因素后，找到能够表征路径级阻抗的参数后建立相关模型，才能研究

各类影响因素的影响范围和强度。

４．３．２ 路径级阻抗影响因素建模

本文选取结构方程模型来处理多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社会科学验证性统计方法，在交

通出行选择行为方面，已有多个学者进行了研究［２０］。基本的结构方程由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２个部分

组成，其中，测量方程 （式 （３）～（４）），表示了潜变量与观测指标之间的关系；而结构方程 （见式

（５）），表示了潜在内生变量和潜在外生变量之间的关系。

ｘ＝Λ狓ζ＋ω （３）

ｙ＝Λ狔η＋ε （４）

η＝Ｂη＋Γε＋δ （５）

式中：ｘ为测量变量所组成的向量；ｙ为潜变量所组成的向量；Λ狓为ｘ在ζ上的因子负荷矩阵；Λ狔为ｙ

在η上的因子负荷矩阵；ω和ε是误差项；Ｂ和Γ是系数矩阵；δ为结构方程残差项。

本次研究中，选取出行者的不同路径选择行为，以及不同的外在影响因素作为变量，通过结构方程

揭示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表征路径级阻抗影响因素，从而进行路径选择行为研究。

４４ 道路交通流量分配

本文建立的影响因素模型是从微观角度分析出行者个体的路径选择过程，往往真正进行研究路径选

择的过程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群体路径选择行为。从出行者群体路径选择的结果来看，其过程就是交通

量在路网上的再分配。

为了验证本文中路径选择方法的准确性和可行性，采用全有全无、容量限制分配、随机分配、用户

平衡、随机用户平衡５种分配模型，分别进行路网流量分配。选取重庆市干线影响区，利用上述方法建

立的模型对影响区内的主要路网进行流量分配，将各模型分配结果与道路的实际流量值进行对比，从而

对模型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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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语

近些年对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阶段一主要是以个体出行者的自身活

动与心理认知为研究对象，基于离散选择模型，有限理性理论等传统的理论方法描述出行者的出行决策

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阶段二主要以出行的相关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引入蚁群算法、博弈论以及统

计学等方法进行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的研究。

出行者的出行路径选择行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传统的路径选择方法因受到模型的限制，无法客观

挖掘出行者的出行特征。为了研究更贴合实际的出行选择方法，本文引入了大数据手段和可视化技术，

通过ＲＦＩＤ数据以及大数据平台分析车辆轨迹的溯源，挖掘出行者的出行要素并分析其特征，为探求出

行路径选择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何结合交通大数据探求准确的出行路径选择方法将成为未来研究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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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实时调控的山地城市干线子区划分方法研究

谭景元　马　力　蔡晓禹

【摘要】 山地城市干线承载了道路交通较大比例的出行需求，单一且固定的管控手段难以适应当前复杂的交通环境，

需要采用协调控制。交通控制子区划分作为协调控制的首要任务，影响着管控效果的优劣。当前子区划分研究重点已从

静态转变为动态交通控制子区划分，主要集中在关联度指标计算、子区划分算法等方面。针对目前子区划分方法与实际

应用关联度不足，且不太适用于山地城市干线的局限，本文分析了山地城市干线多维不均衡性，并从数据库构建、关联

度建模、子区划分算法等方面提出面向实时调控的山地城市干线子区实时调控划分算法思路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关

键技术。

【关键词】 山地城市；交通控制子区；不均衡性；关联度指标；子区划分算法

０ 引言

山地城市干线的不均衡性对交通管控提出了新要求，单一且固定的管控方法难易满足当前日益增长

的交通需求。交通控制子区作为协调控制的重要单元，是指在对路网进行协调管控时，将交通特性相似

的相邻节点或路段划分到同一控制区域，将交通特性差异性较大的节点或路段划分为不同的控制区域，

以此将路网分为多个控制区域，针对不同控制区域实行适合该控制区域交通特性的管控方案。交通控制

子区划分结果将直接影响管控方式及其实施效果的优劣。

ＷａｌｉｎｃｈｕｓＲ．Ｊ．
［１］最先给出了交通控制子区的概念，建议将行政区划、路网条件、交通流特性等影

响因素是否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作为交通控制子区的划分依据。目前，交通控制子区研究集中在静态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和动态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上。本文重点总结静态划分方法以及动态划分方法领域

中关联度指标计算与子区划分算法部分，分析山地城市干线多维不均衡性，同时提出相应算法思路和关

键技术，结合交通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对未来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领域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１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现状

１１ 静态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

静态交通子区划分研究主要通过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如道路几何条件、历史交通流参数等，进而进

行交通子区划分，当子区划分方案确定后，原则上不再进行改动。ＴＲＡＮＳＹＴ
［２］与ＳＣＯＯＴ

［３］是典型运

用了静态子区划分方法的控制系统，结合路网条件、交通流量、信号控制方案等影响因素，实现了对控

制子区最原始的静态划分。ＳｔｏｃｋｆｉｓｈＣ．Ｒ．
［４］、ＫｅｌｌＪ．Ｈ．

［５］与ＰｌｉｎｅＪ．Ｌ．
［６］提出了典型的静态交通控制

子区影响因素，包括交叉口间距、交通流特性、交通流离散程度、信号方案等。Ｗｈｉｔｓｏｎ
［７］、Ｃｈａｎｇ

［８］

等学者以及ＳＹＮＣＨＲＯ软件内的协调系数
［９］等明确了控制子区划分算法模型中的关联度计算指标以及

交叉口间的合并阈值等关键技术，进一步量化了路网条件、交通流特征、信号控制方案等影响因素对子

区划分的影响。静态控制子区划分方法大多依靠人为经验主观确定各因素对控制子区划分的影响程度。

国内学者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莫汉康［２８］、别一鸣［１０］等为代表总结并提出了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

中三个重要原则［１０］：

６４８１



１）周期原则：交叉口信号周期差异性过大，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交通状态的差异，因此同一个子

区内的信号周期建议保持一致；

２）距离原则：交叉口间距是影响车队离散性的重要因素，故同一子区内内相邻交叉口距离不能过

大，否则车辆过于离散；

３）流量原则：相邻交叉口间流量相似，表示交叉口交通状态相似，同时存在紧密联系，可以划入

同一控制子区。

利用静态控制子区划分方法，可以简单快速得到子区划分方案，但由于对影响因素定量的分析相对

缺乏，难以量化影响因素对子区划分的影响程度。道路交通状态复杂多变，仅凭借静态子区划分方法，

难以获得最佳的子区划分方案。

１２ 动态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

动态子区划分方法利用实时交通流数据，根据道路交通状态的变化自动调整划分方案，使协调控制

区域始终保持着最佳的子区划分。国外学者对动态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研究开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并取得一定成果。当前研究热点聚焦在关联度指标计算与子区划分算法。

１．２．１ 关联度指标计算

计算关联度指标可以量化相邻节点划入同一交通子区的适宜程度，为子区划分奠定基础。Ｙａｇｏｄａ

Ｈ．Ｎ．
［１１］提出交叉口关联度概念及计算方法，建议将关联度大于０．５的交叉口划为同一控制子区进行协

调控制。ＣｈａｎｇＥ．Ｃ．Ｐ
［１２］在充分考虑道路交通状态时变性和交通流离散性等动态交通因素，以０．３５为

交叉口合并阈值，建立了交叉口关联度模型，实现了动态子区划分。Ｐａｒｋ
［１３］主要研究了交叉口服务水

平以及各交叉口间的交通流量关系，提出了基于分布式车路协同的控制理论，并以０或１为分离阈值确

定交叉口间的关联度。

国内关于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面的研究直到２０００年之后才开始，但是研究进展迅速，成果丰富。

高云峰［１４］以下游交叉口排队长度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建立了最大流量与各路径总流量比的路径

关联度指标。马万经［１５］考虑交叉口间距、信号相位、排队以及路径流量不均匀性，建立了路径关联度

模型指标。杨晓光［１６］、卢凯［１７］建立了基于绿信比优化的相邻交叉口关联度计算模型，在提高过饱和路

网通行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控制子区划分。梁杰［１８］、别一鸣［１９］［２０］基于国内交通状况的特殊性，建立车队

离散程度量化模型，同时提出基于策略层、理论层、算法层的控制子区划分思想策略，并在考虑周期差

异的基础上提高交叉口关联度计算精度，为控制子区的划分提供依据。

１．２．２ 子区划分算法

城市道路交通路网存在众多不均衡性，关联度模型虽然能够量化相邻节点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但道

路交通路网复杂多变，在计算出交叉口关联度同时，仍需要利用划分算法将各个交叉口划入不同控

制子区。

Ｍｏｏｒｅ
［２１］提出了利用聚类方法，分析交叉口进口道流量比进而划分子区，该方法相比最初仅用交

叉口关联度划分考虑更加全面。ＬｉｎＬ．Ｔ．
［２２］［２３］［２４］建立了交通控制分区影响因素的定量模型和基于搜索

算法的控制分区方法，实现了交通控制分区的全动态划分。ＴｉｎａＺ
［２５］建立了基于启发式算法的交通控

制子区划分方法，证明了３～５个交叉口组成一个协调控制子区时协调控制效果最佳，实现了绿波带宽

最大化。Ｆａｎ、Ｔａｎ
［２６］［２７］通过比较分析三种分类方法，即双指标、吸引程度和相关因素划分，确定最合

适的系统的划分方法，基于协调效益计算出交通控制子区的边界交叉口。

２１世纪初，莫汉康
［２８］基于诱导条件提出了控制子区的自动划分方法。基于距离、周期、流量三大

划分原则分别建立了的控制子区自动划分方法，提升了交通系统整体运行效率。李瑞敏［２９］提出基于协

调程度系数的定周期的对协调区域进行控制子区划分。段后利［３０］提出了基于超图模型的动态子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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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在保证控制子区划分实时性同时，能够有效地对超大规模路网进行处理。陈宁宁［３１］基于三大原

则，以协调控制为目标，提出了一种基于由大到小关联度的路网搜索算法，建立了考虑交通流状态变化

和控制效果的子区划分方法。卢凯［３２］采用了遗传算法和降维两种方法快速优化控制子区方法，解决了

在最优方案计算中维数过高问题，实现了交通协调控制子区的快速动态划分。田秀娟［３３］以区域协调控

制为目标，综合考虑了道路长度、流量等，提出了改进Ｎｅｗｍａｎ算法，实现了路网动态子区划分。

目前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已有了丰富研究成果，但关联度模型算法在科学性、客观性方面还有少

许不足，仍然过多依赖主观性的关联度阈值确定，缺少了系统性的理论支持，在面对实际交通问题中难

以直接应用，亟需建立一种科学的、客观的、精准的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

２ 山地城市干线多维不均衡性分析

２１ 路段及立交位置条件标准

与平原城市地形平坦且规则相比，山地城市道路条件复杂多变，山川曲折，沟壑纵深，地形地貌均

不规则。山地城市道路的修建因此受到复杂地形限制，城市往往被山水大量分隔，城市结构整体呈 “自

由式组团”分布，组团间联系不畅，需要靠大量桥梁隧道相连，而瓶颈路段及立交节点在多方面都是不

均衡的。

<+1(,3;5D?

图１　干线车道标准不统一

重庆市典型干线机场路，作为城市快速路，承担组团之

间交通衔接，但由于地形条件等限制，存在道路标准不同统

一，造成路段瓶颈，如图１所示，在桥隧路段连接处，车道

数不统一会导致通行能力不同，饱和流量存在差异。机场路

全线长２６ｋｍ，穿越多个城市组团，共有９处立交，间距小

的仅为１ｋｍ，间距大的超过３ｋｍ，且立交等级不一，如人和立交为等级较高的全互通立交，石盘河立

交等级较低。道路位置条件标准不统一要求协调管控之前必须进行子区划分，且划分结果将影响管控方

案实施效果。

２２ 交通运行状态

山地城市干线上的道路交通运行状态在时空分布上差异性往往较大。如图２所示，早晚高峰交通状

态多为拥堵，其余时间为缓行或者畅通；在道路条件较好，车道宽且车道数多，饱和度不高的路段，交

通状态通常为畅通；在立交匝道交织区，桥隧衔接处等瓶颈路段，交通状态通常为拥堵；多数时候，城

市道路交通状态呈现为缓行。不同的交通状态应对应不同的管控措施，畅通状态下，通常不会采取管控

措施，多以情报板发布警示信息为主；缓行状态下，通常进行诱导防止拥堵；当拥堵产生后，根据实际

需要采用外围路网协调管控等方案。山地城市干线上的交通状态分布通常较为复杂，且交通事故、施工

占道等突发性因素会改变交通状态，单一且固定的管控方式已不适合当前需求，这对交通控制子区划分

提出了高要求。

(b) 8�159B1=D<(a) 8�009B1=D<

图２　机场路干线及其沿线交通状态时空分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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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8�309B1=D<  (d) 8�459B1=D<

(e) 9�009B1=D< 

图２　机场路干线及其沿线交通状态时空分布 （二）

２３ 出行需求分布

山地城市干线全线的交通出行需求是不均衡的，由于城市地形及发展原因，会导致某些区域、路

1(9

BD9

;.341
2489

6'9

图３　出行需求重叠

段、节点承担大量交通出行需求。以重庆市内环快速路与

学府大道相交的四公里立交为例，如图３所示，由于主城

区由南往北交通出行必须途经四公里立交，此处承担南岸

区、巴南区、九龙坡区往北大量的交通需求，导致交通量

巨大，常年处于拥堵状态，而内环快速路与学府大道其他

路段，由于出行路径可替代，交通状态相比之下运行良好。

２４ 管控要求

山地城市干线全线重要程度存在差异，重要程度决定

着管控要求。人和立交至金渝立交段，由于承载大量交通

需求，在机场路上重要程度及管控需求较高，而某些路段

管控需求相对就低一些。同时干线承担着警保卫等特殊任务，在不同位置所要求的管控措施也不相同。

３ 面向实时调控的干线子区划分关键技术分析

面向实时调控的干线交通控制子区划分，即建立一套可以根据干线交通状态自动将干线划分为最适

宜管控的若干控制子区的方法，技术路线如图４所示，主要分为数据库构建、相邻节点关联度建模、子

区划分建模、模型优化４个部分。

３１ 数据库构建

构建完备的数据库，是后续开展相邻节点关联度建模以及子区划分建模的基础。数据库由交通静态

数据与交通动态数据构成，交通静态数据主要描述干线道路结构，是干线道路结构组成关键因素，同时

对相邻节点间关联度产生重要影响，主要包含相邻立交节点间距、立交节点等级、路段车道数、车道宽

度等；动态数据主要表征干线交通流特性，主要包含流量、速度、排队长度、行程时间、通行能力等。

最后采用多源数据融合处理，包括了不同数据格式的归一化、数据清洗筛选等，得到适用于子区划分的

交通参数，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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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技术路线

３２ 节点关联度建模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最终为协调管控服务，可以用干线上路段、立交节点是否需要进行协调管控来说

明是否将其划入同一子区的必要程度，利用协调系数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ｆａｃｔｏｒ，ＣＦ）来表征节点之间是

否需要进行协调控制的必要程度［３０］，ＣＦ值越大，表示节点越有必要进行协调控制，即需要将相邻的节

点划入同一个交通控制子区，ＣＦ值越小，则表示没有必要进行协调控制。本文综合考虑距离ｄ、交通

流量ｑ、交通流构成ｏ三个影响系数，基于多影响因素权重法计算协调系数ＣＦ。

３．２．１ 距离影响系数犇犉

山地城市干线存在多维不均衡性，相邻立交节点间距差异性突出，节点间距对于协调控制影响显

著，相邻节点间距小，一般认为节点间关联度大，需要进行协调控制，则将其划入同一子区的必要性

大；相邻节点间距大，车辆离散性也会随之增大，导致车辆交通特征不稳定，协调控制必要性也较小。

利用距离影响系数犇犉来表征节点间距对干线协调控制必要性的影响：

犇犉＝

１ 犱≤犱犿犻狀

１－
犱－犱犿犻狀
犱犿犪狓－犱犿犻狀

犱犿犻狀 ＜犱＜犱犿犪狓

０ 犱≥犱

烅

烄

烆 犿犪狓

式中，犱———相邻节点间距 （ｍ）；

犱犿犻狀———最小关联间距 （ｍ），即节点间距小于最小关联间距时，认为距离影响系数ＤＦ为１，认为

相邻节点之间进行协调控制必要性大，需要划入同一个交通控制子区；

犱犿犪狓———最大关联间距 （ｍ），即节点间距大于最大关联间距时，认为距离影响系数ＤＦ为０，认为

相邻节点之间没必要进行协调控制，不需要划入同一个交通控制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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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交通流量影响系数犙犉

山地城市干线主线承载大量交通流量，且差异性不大，但相交道路等级不一样，包括高速路、快速

路、主干路和次干路等，相交道路流量对干线有冲击，且流量越大，冲击越强。外部干扰较小时，干线

适合进行协调控制；外部干扰较大时，干线协调控制必要性反而较低。利用交通流量影响系数ＱＦ来表

征相交道路流量对干线协调控制的必要性：

犙犉＝

１ 狇≤狇犿犻狀

１－
狇－狇犿犻狀
狇犿犪狓－狇犿犻狀

狇犿犻狀 ＜狇＜狇犿犪狓

０ 狇≥狇

烅

烄

烆 犿犪狓

式中，狇———相交道路流量 （ｐｃｕ）；

狇犿犻狀———最小干扰流量 （ｐｃｕ），即相交道路流量小于最小干扰流量时，认为交通流量影响系数ＱＦ

为１，认为节点进行协调控制必要性大；

狇犿犪狓———最大干扰流量 （ｐｃｕ），即相交道路流量大于最大干扰流量时，认为距离影响系数为０，认

为相邻节点之间没必要进行协调控制；

３．２．３ 交通流构成影响系数犗犉

直行通过下游节点的车辆数所占直行通过相邻上游节点车辆数的比例ｏ，同样可以刻画协调控制的

必要性，同时该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干线上车队的离散性，用交通流构成影响系数ＯＦ来表示：

犗犉＝１－狅

式中：若犗犉值越大，则干线需要进行协调控制的必要性越大，反之则必要性越小。

３３ 子区划分算法

利用多影响因素权重的计算方法，计算协调系数ＣＦ：

犆犉＝α·犇犉＋β·犙犉＋γ·犗犉

式中：α、β、γ分别为ＤＦ、ＱＦ、ＯＦ的影响权重，根据实际路网情况而定。

表１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案表

判定条件 协调控制必要性 是否划为同一控制子区

犆犉≤０．２ 低 相邻立交节点路段将划为两个交通控制子区

０．２＜犆犉≤０．４ 较低 不建议将相邻立交节点路段将划为同一交通控制子区

０．４＜犆犉≤０．６５ 较高 建议将相邻立交节点路段将划为同一交通控制子区

犆犉＞０．６５ 高 相邻立交节点路段将划为同一交通控制子区

　　注：由于可能存在某个影响系数较大或较小，而影响到ＣＦ值大小，此类情况需要根据实际交通情况决定控制子区

划分。

３４ 子区划分模型优化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以利于交通协调控制方案的实施为目标，确定相邻节点是否为同一子区只是干线

交通控制子区的初步划分，进而需要确定各个交通控制子区的边界。车辆运行情况在干线上可以用交通

状态表征，交通状态一般分为畅通、缓行和拥堵。每一个控制子区都应该包含至少一个控制节点，优化

节点关联度模型，以各节点的交通状态为依据调整子区边界，优化控制子区划分。干线交通控制子区划

分的优劣最终需要管控的效果来检验，对管控后的干线交通状态进行评价，反馈优化干线交通控制子区

划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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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从诞生至今已有５０余年，从最初依照行政边界、道路几何条件、交通管理

者经验等较主观的、粗犷的静态划分方法，经过对节点关联度指标计算、子区划分算法的研究，发展到

当前可根据交通实时状态的改变而相应改变的动态划分方法，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子区划分理论体系，更

加满足当前精细化交通管控的需求。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交通管控效果，传统的节点关联度阈值确定缺乏理论支持，无

法避免子区划分结果带有主观性质。山地城市交通环境复杂，以缓解实际交通问题为目标导向，基于交

通大数据并配合交通管控系统，建立客观、准确的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体系将成为未来研究重点。

参 考 文 献

［１］ＷａｌｉｎｃｈｕｓＲＪ．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ｕｂ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ｉｎｇ［Ｊ］，Ｈｉｇｈｗａ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Ｒｅｃｏｒｄ，１９７１，

（３６６）：２０２８．

［２］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ｎ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ＮＳＹＴ７Ｆ Ｕｓｅｒ Ｇｕｉｄｅ［Ｍ］．Ｇａｉｎｅｓｖｉｌ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Ｆｌｏｒｉｄａ，１９９１．

［３］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Ｄ．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ＹＴａｎｄＳＣＯＯ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Ｉ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６，５６

（１）：３６４０．

［４］ＳｔｏｃｋｆｉｓｃｈＣＲ．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ｉｇ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ｓ．Ｔｒａｆｆ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ＴｒａｆｆｉｃＥｎ

ｇｒ，１９７２，４４（１）．

［５］ＫｅｌｌＪＨ，ＦｕｌｌｅｒｔｏｎＩＪ．Ｍａｎｕａｌ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１９９１．

［６］Ｔｒａｆｆ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ｌ，１９９２．

［７］ＷｈｉｔｓｏｎＲ．Ｈ，ＷｈｉｔｅＢ，ＭｅｓｓｅｒＣＪ．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ｖｅｒｓｕｓ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ｏｎｔｈｅｍｏｃｋｉｎｇｂｉｒｄ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Ｒ］．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ＣｉｔｙｏｆＤａｌｌａｓ．Ｔｅｘａ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Ｄａｌｌａｓ，Ｔｅｘａｓ，１９７３．

［８］Ｃｈａｎｇ，Ｅ．Ｃ．Ｐ．Ｈｏｗｔｏｄｅｃｉｄｅ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ｏｌａｔｅ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１９８５Ｗｉｎｔ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ｎ．Ｓ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１９８５：４４５４５３．

［９］Ｔｒａｆｆｉｃｗａｒｅ，Ｌｔｄ．ＳＹＮＣＨＲＯＳｔｕｄｉｏ８ＵｓｅｒＧｕｉｄｅ［Ｍ］．ＵＳＡ：Ｔｒａｆｆｉｃｗａｒｅ，Ｌｔｄ．ＰＯＢｏｘ４９９ＳｕｇａｒＬａｎｄ，２０１１．

［１０］别一鸣，王琳虹，王殿海，宋现敏．城市路网交通控制子区动态划分策略［Ｊ］．中国公路学报，２０１３，２６（０６）：

１５７１６８．

［１１］ＹａｇｏｄａＨ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ＥＨ，ＶｉｃｋＣＥｅｔａｌ．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ｓｉｇｎ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ａｒｅａｓ．Ｔｒａｆｆｉｃ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ｓｔＴｒａｆｆｉｃＥｎｇｒ，１９７３，４３（１２）．

［１２］ＣｈａｎｇＥ．Ｃ．Ｐ．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ｓ．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１９８６，１５（１）：１３７１５６．

［１３］ＰＡＲＫＪＹ．Ｎｅｔｗｏｒｋｗｉｄｅ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ｗｉｔｈ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ＲｅａｌｔｉｍｅＴｒａｖｅｌＤａｔａ［Ｄ］．Ｉｒｖｉｎ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

ｎｉａ，２００９．

［１４］高云峰．动态交叉口群协调控制基础问题研究［Ｄ］．上海：同济大学，２００７

［１５］马万经，李晓丹，杨晓光．基于路径的信号控制交叉口关联度计算模型［Ｊ］．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

３７（１１）：１４６２１４６６．

［１６］杨晓光，黄玮，马万经．过饱和状态下交通控制小区动态划分方法．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３８（１０）：

１４５０１４５７．

［１７］卢凯，徐建闽．交通信号协调控制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华南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０．

［１８］梁杰．车队行驶离散特性分析及其在协调控制中的应用．华南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１３．

［１９］别一鸣，王琳虹，王殿海等．城市路网交通控制子区动态划分策略．中国公路学报，２０１３，２６（６）：

［２０］别一鸣，卢凯，王琳虹．相邻交叉口周期时长差异对关联度指标的影响．北京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１１）：

１６３０１６３７．

２５８１



［２１］ＭｏｏｒｅＪ．Ｅ，ＪｏｖａｎｉｓＰ．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ｕｂａｒｅａ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１９８５，１１１（３）：２０８２２３．

［２２］ＬｉｎＬ．Ｔ．Ａ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Ａｉｄ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ｆｏｒＳｉｇ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２８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９９５，

２３９２４６．

［２３］ＬｉｎＬ．Ｔ，ＴｓａｏＳ．Ｍ．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ｏｎＳｉｇｎａｌＧｒｏｕｐｉｎｇｆｏｒＡｒｅａｗｉｄ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ｉｚｅ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ｙｓ

ｔｅｍ．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ｏａｒ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２０００，４８５４９８．

［２４］ＬｉｎＬ．Ｔ，ＨｕａｎｇＨ．Ｊ．Ａ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ｗｏＡｄｊａｃｅｎｔＳｉｇｎ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Ｍｏｄｅｌｉ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４（２）：１６２１７３．

［２５］ＴｉａｎＺ，ＵｒｂａｎｉｋＴ．Ｓｙｓｔｅｍ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ｆｆｉｃ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１３３（２）：１１９１２８．

［２６］ＦａｎＷＤ，ＴｉａｎＺＺ．Ａｒｔｅｒｉ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Ｔｉｍｉｎｇａｎｄ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ｒａｆｆｉｃ

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１０，２０１０：３３８．

［２７］ＴａｎＧ，ＬｉＸＬ，ＷａｎｇＫ．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ｆｔｒａｆｆｉｃｓｉｇｎ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ｖｏｉｄｉｎｇ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ｏｎ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ＴＡＩＣ），２０１１６ｔｈＩＥＥＥＪｏｉ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ＥＥＥ，２０１１，１：３６１３６５．

［２８］莫汉康，彭国雄，云美萍．诱导条件下交通控制子区自动划分［Ｊ］．交通运输工程学报，２００２（０２）：６７７２．

［２９］李瑞敏，陆化普，史其信．交通信号控制子区模糊动态划分方法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

２００８，３２（３）：３８１３８４．

［３０］段后利，李志恒，张毅等．控制子区动态划分模型［Ｊ］．吉林大学学报（工学版），２００９，３９（ｓｕｐ２）：１３１８．

［３１］陈宁宁．信号控制子区动态划分及区域自适应协调控制研究［Ｄ］．广州：中山大学，２０１０．

［３２］卢凯，徐建闽，李轶舜．基于关联度分析的协调控制子区划分方法［Ｊ］．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９，

３７（７）：６９，２０．

［３３］田秀娟．非饱和状态下交通信号控制优化方法研究［Ｄ］．长春，吉林大学，２０１８

作 者 简 介

谭景元，男，硕士，重庆交通大学，初级工程师。电子信箱：７６４４７２３０８＠ｑｑ．ｃｏｍ

马力，男，本科，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高级工程师

蔡晓禹，男，博士，重庆交通大学，山地城市交通系统与安全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电子信箱：ｃａｉｘｉａｏｙｕ

＠ｃｑ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３５８１



车牌识别数据在城市综合交通调查中的应用探索与实践

王兴飞

【摘要】 随着车牌识别系统的广泛应用，海量车牌识别数据的挖掘分析逐渐得到交通模型工程师及交通决策管理人员

的重视。本文结合滨海新区综合交通调
!

项目，通过对滨海新区车牌识别数据的挖掘分析，从机动车保有量估计、车辆

时空分布特征分析、车辆路径提取及区域过境车辆识别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应用与实践。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交

通决策者合理制定交通政策及措施具有一定重要意义。

【关键词】 车牌识别数据；综合交通调查；机动车保有量；路径提取；过境车辆识别

０ 引言

随着智慧城市等建设项目的大力推进，智能交通系统在各大城市被广泛应用，通过这些设备获取的

交通数据量庞大、精度高、获取成本低，为深层次研究城市交通的发展态势和规律提供了可能性和支撑

点［１２］。以往对交通数据采集以浮动车为主，但浮动车数据样本率低，难以满足大范围的数据需求。目

前主要以地感线圈为主来采集交通流量、速度、占有率等信息，但地感线圈覆盖率低、维护成本高等直

接影响其数据的大面积推广应用［３］。

基于视频监控的车牌识别数据能够较准确获取车辆的车牌信息、时空信息，具有连续性强、样本量

大、数据精度高、可靠性好、容错率高等优点，应用价值较高［４］。同时，滨海新区目前慢行交通环境发

展较为滞后，机动化出行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摸清道路运行特征更有利于对城市交通的管理。基于此，

本文通过对海量车牌识别数据的挖掘，获取数据中包含的有效信息，研究交通出行的内在规律性，并在

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应用与实践，以期对交通管理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科学合理的管控措施提供

一定借鉴。

１ 车牌识别数据获取及预处理

１１ 数据获取

本次研究中共收集到两份车牌识别数据，下文分别称作数据１及数据２。

数据１采集了２０１８年９月１号９月６号共计６天的数据，包括４个工作日及２个双休日的数据记

录，覆盖了滨海新区大部分城区的主要道路，能够较为全面地反应滨海新区路网的交通状况。

数据１包含可用监控点位２４００个，其中日均数据约８５５．９万条 （其中车牌识别成功数据约７４９．７

万条，识别率８７．６％），图１是滨海新区电子监控点位示意图，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汉沽、大港老城区

以及油田新城区域。

数据２采集了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１１日１月２日共计２３天的数据，包括１６个工作日，４个双休日和３天

元旦节假日的数据记录，可以反应节假日、工作日和双休日等不同时段的车辆运行特征。共计包含可用

监控点位４４个，图２是中新生态城电子监控点位示意图，集中在生态城核心区域。

两份数据具有相同的字段信息，监控路口名称、车牌号码、号牌颜色、车辆颜色、车辆类型、车辆

经过时间，其中数据１的时间精度较低 （仅精确到小时）。数据２则拥有较高的精度 （精确到秒）。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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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中对时间精度要求较高的部分应用实践以数据２为例进行相关分析。

图１　滨海新区监控点位示意图

　　

图２　中新生态城监控点位示意图

１２ 数据预处理

源数据字段中只有监控点位所处的位置文字描述，而缺乏具体的坐标信息，因此无法直接在对数据

在空间维度上进行分析。同时，系统识别出的部分车牌号码也存在较为明显的错误，需要进行筛选。

１．２．１ 匹配监控所在位置坐标信息

源数据中对监控的位置描述不标准，需要先对位置描述进行格式化修正处理，如 “和畅和风”应该

为 “和畅路与和风路交口”，然后编写算法调用百度ＡＰＩ得到该位置描述的ＢＤ０９坐标，然后经过坐标

转换算法将百度坐标转换为ＷＧＳ８４坐标，从而可以用于后续的空间分析。

１．２．２ 车牌号码筛选

根据机动车号牌编码规则及相关国标中的规定，制定如下筛选规则：

１）删除部分非民用号牌，如警、学、使、ＷＪ等特殊号牌；

２）删除号牌中含字母 “Ｉ”及字母 “Ｏ”的车牌；

３）删除以 “津Ｅ”开头的车牌，即所有出租车号牌；

４）删除号牌中字母数量超过两个的号牌，例如 “津ＡＢＭＷ８３”；

５）当号牌位数为６位时，若首位或末尾是字母 “Ｆ”或字母 “Ｄ”则保留，不是则删除。例如 “津

ＡＤ０８９９８”为电动号牌，号牌保留，“津Ａ０８９９８３”则大概率为系统识别出错，进行删除操作。

２ 车牌识别数据挖掘实例

２１ 机动车保有量估计

对车牌数据预处理后，结合综合交通调查相关指标进一步测算滨海新区机动车保有量，估计结果之

间互相校验，保证机动车保有量估计结果的可信度。

由表１中统计数据可知，滨海新区范围内，除周六、日的出行车辆规模相对较低外，工作日的出行

车辆规模基本稳定在１３０万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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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每日在滨海新区范围内出现的车牌号码数

日期 车牌数量 （去重后）

当日出现车牌号码数量

１号 （周六） １２７８４２２

２号 （周日） １０２１８８９

３号 （周一） １２９３５５９

４号 （周二） １３１７０１２

５号 （周三） １３２０５５３

６号 （周四） １３１４２８９

根据移动平均趋势线，定义六天内在滨海出现四天及以上的车辆为活跃车辆，活跃车辆总规模约

５１万辆。其中，根据车辆类型及车牌号归属统计分析，活跃小客车约为３９．８万辆 （含津牌２９．４万辆，

占比为７４％），较高比例的外埠活跃车牌也为天津市施行 “区域性”车牌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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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有出行天数对应车辆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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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分车型车牌归属地构成

结合滨海新区交通管理局提供数据，截至２０１７年底，滨海新区机动车保有量为４０．７万辆，其中小

型汽车３５．４万辆。参照天津市机动车保有量中小型客货车比例，推算２０１７年底津牌小型客车保有量为

３２．３万辆。

综合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及车牌识别数据分析结果，津牌车占比约为７２％～７４％，同时，考虑一定

增长率 （７％～８％），估算２０１８年滨海新区小型客车保有量约为４７万～４９万辆。

表２　小客车保有量校验表

测算方式 小客车总量 （万辆） 津牌车辆 （万辆） 外牌车辆 （万辆）

居民出行调查扩样 ４７．９ ３５．０ １２．９

车牌数据＋交管局数据 ４８．０ ３５．５ １２．５

误差 －０．２％ －１．４％ ３．２％

　　如表２中所示，根据滨海新区综合交通调查扩样测算结果，滨海新区内小客车保有量为４７．９万辆，

其中津牌小客车３５．０万辆。对比两种方式测算得到的结果，误差率分别为－０．２％、－１．４％，测算结

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２２ 车辆时空分布特征

时段分布上，可以发现在途车辆存在较为明显的早晚高峰，早高峰占比略高于晚高峰，中午存在一

个瞬时小高峰。观察可以看到晚高峰出现在１６点至１８点，较国内其他地区的晚高峰相对提前，可能是

滨海新区存在大量居住在中心城区以及环城四区的工作人群，企业下班时间较早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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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在途小汽车数量分时段分布

在空间分布上，对滨海新区核心区区域的小客车出行分布进行了分析。经过对比，工作日及双休日

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其中工作日，车辆主要集中在滨海新区开发区以及中心商务区等就业较为集中的

区域。双休日期间，小客车的分布则较为分散，分布在开发区、塘沽老城区、以及中新生态城等区域，

分散的区域具有较多的商业娱乐、公园景区场所，可能的原因是双休日期间居民的外出出行目的多为休

闲娱乐。

图６　工作日小客车出行分布图

　

图７　双休日小客车出行分布图

２３ 车辆行驶路径提取

对车牌识别数据按照车牌号码进行分组，同一车牌号码的所有记录按时间戳排序可以得到对应车辆

的出行链，同一辆车在整个出行链中可能存在多个行程，需要结合监控点位间的时空关系设定合适的阈

值将不同段行程分离，随后结合ＴｒａｎｓＣＡＤ对监控卡口构建最短路矩阵，根据最短路原则补齐中间缺

失部分路径，从而提取得到完整行驶路径。

将同一时段内的所有车辆的轨迹匹配到对应路段上，可以得到该时段内道路交通流量情况，结合道

路交通流量分析，可以对现状道路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价，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包括但不限于设置单

行、设置潮汐车道、高峰期禁止左转的等交通管理策略，以期提高道路运行效率。

本文中取工作日中数据量最大的一天 （１２月２０号）进行分析。取车牌号为津Ｍ１３６的小汽车在

当天的出行数据为例，根据卡口数据进行路径提取后得到其早晚高峰走行的路线。如图所示，该辆车早

晚高峰分别选择经由中央大道及中新大道进出生态城区域；同时，早晚高峰均在小外 （滨海小外中学

部）的卡口点位有一定时间的停留，考虑可能为车主在上班途中接送孩子上下学。

以早高峰为例，提取出该天７点至９点内出现的所有车牌数据，对于部分在７点初始及８点末尾出

现的部分车辆，需要向前或向后追溯完整数据，保证出行路径的完整性。随后，通过遍历的方法，运用

最短路矩阵对不同行程的路径进行提取；最后，根据车辆走行的路径，在车辆经过的每一段道路上计

数，从而得到早高峰生态城区域路段的流量情况，根据道路的通行能力，绘制道路路网饱和度的大致示

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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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某小客车早高峰出行路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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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某小客车晚高峰出行路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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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路网饱和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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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拥堵点位实拍图 （早８点）

根据图１０中，可以看到早高峰期间，生态城两条对外通道均具有较高的饱和度，其中中央大道的

通行能力因为地铁Ｚ４线施工围挡而大幅降低。另外，和风路以及中津大道是联系区域内部及对外通道

的重要线路，在早高峰期间也较为拥堵，早高峰在现场的实拍图 （图１１）也验证了上述现象。因此，

通过车牌识别数据的路径提取可以较为准确的判断区域内的拥堵路段，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的采取对应

的管控措施来缓解高峰期时段的拥堵。

２４ 区域过境车辆识别

过境交通，指经过城市某一区域而起迄点不在该区域的交通行为。由于过境交通必然要经城区而

过，它对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行以及城市工作、生活环境均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规划及设计过境交通走

廊时，应考虑到这一因素。

中新生态城相对较为独立，现状对外通道较少，过境交通对生态城具有较大的影响。为进一步评估

过境交通对生态城对外交通的影响，利用视频联网监控平台的车牌识别数据，针对中新大道、中央大道

等主要对外通道，对生态城过境车辆进行识别，分析过境交通特征，从而可以针对性的采取管控措施。

如图１２所示，对外通道监控点主要有汉北路与泰八路交口、中新大道与和风路交口、永定新河桥

进出生态城等３个监控点，监控点位均为进出生态城区域的最后一个监控卡口。点位１和点位２可以识

别经由中新大道的过境车辆，由于中央大道北侧出生态城方向缺乏监控点位，因此，本文中以中新大道

为例，通过三个点位对两个方向的过境车辆特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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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对外通道监控点位示意图

以点位１为北侧监控点，点位２及点位３作为南侧监控点，依次经过两侧监控点的时间分别为犜１

及犜２，则经过两侧点位的时间差为Δ犜＝｜犜１－犜２｜，根据两侧监控点距离及路段平均速度，取３０ｍｉｎ

作为过境交通的阈值。车辆经过两个点位的时间差小于该阈值，则认定该车辆为过境车辆。

表３　推算点位２过境车流占比

Δ犜取值 从北向南 从南向北

１５ｍｉｎ ７．０８％ ６．７２％

３０ｍｉｎ ９．２１％ ７．４２％

４５ｍｉｎ ９．５８％ ７．７３％

６０ｍｉｎ ９．７６％ ７．９２％

８０ｍｉｎ ９．９８％ ８．０８％

１００ｍｉｎ １０．０３％ ８．２０％

１２０ｍｉｎ １０．１１％ ８．３１％

无限制 １１．３７％ ９．２７％

　　如表３所示，分别统计两个方向经过点位２的的过境车流占该点位总车流的比例。由于中央大道北侧

监控点的缺失，只能识别出完全经由中新大道过境的车辆，自北向南的过境车流占比略高于反方向。

对于点位１的统计，则还需要考虑点位３的分流作用，经由点位１的车流可能来自点位３或者将要

经由点位３过境。经过统计测算，经由点位１的过境车流较高，其中从南向北方向过境车流高达３８％，

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滨海新区现有南北通道较为缺乏的现状。

表４　推算点位１过境车流占比

Δ犜取值 从北向南 从南向北

１５ｍｉｎ ２４．１９％ ３３．６９％

３０ｍｉｎ ３３．５３％ ３８．１１％

４５ｍｉｎ ３５．８０％ ３９．９４％

６０ｍｉｎ ３７．１４％ ４１．１９％

８０ｍｉｎ ３８．００％ ４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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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Δ犜取值 从北向南 从南向北

１００ｍｉｎ ３８．４８％ ４３．８９％

１２０ｍｉｎ ３８．８６％ ４４．３７％

无限制 ４７．６２％ ５０．３３％

　　如图１３１４所示，对比工作日及节假日过境车辆不同时间占比构成可得，工作日过境车辆在晚高峰

其间具有一个明显的峰值，其他时间相对较为稳定。而节假日则在上午９点１０点有一个高峰，中午时

段较为平稳，下午５点左右存在一个小高峰，随后则持续降低。可能是因为节假日游客上午出行较为集

中，下午回归时间则比较分散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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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工作日过境车辆分时段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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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节假日过境车辆分时段占比

３ 结语

本文研究结合滨海新区综合交通调查项目，对车牌识别数据的应用场景进行了探索，分别在机动车

保有量估计、车辆时空分布特征、车辆行驶路径提取以及区域过境车辆识别等方面进行了实例分析，相

应结论对综合交通调查的科学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在未来的研究中，对车牌识别的研究还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拓展，可以进行通勤车辆车主职住地识

别、出租车特征分析及新能源车辆特征分析等针对不同群体的特征分析，也可以开展路段速度分析、车

型构成比例、信号灯配时等道路交通流相关研究，综合分析城市交通运行规律，为交通管理部门制定相

关管理措施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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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轨迹数据下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方法

刘福平　张贻生　曾云祥

【摘要】 移动通信定位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海量、高精度的居民活动时空轨迹数据，为复杂交通网络的全面感知提供了

可能。以交通网络关键节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已有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挖掘方法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基于手机信令时空

轨迹数据具有 “五大特征”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关键节点定义，以及 “六步法”识别提取城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的方

法。通过实证案例成功地提取出长沙市城市道路交通网络节点 （８５１个）中的关键节点 （７２个），并提取结果进行了信

息融合的可信度判别，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与可靠性。研究为复杂道路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挖掘提取提供了新途径、新方

法，这对强化道路交通网络应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城市交通；交通网络；手机信令；轨迹数据；关键节点

０ 引言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的可靠性和脆弱性是由节点 （交叉口）和路段共同决定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不

断延伸拓张，其面临的灾害风险也不断加大，在各种灾害面前，交通网络的一些节点和路段受到冲击和

破坏后，会造成大面积交通网络级联失效，甚至整个网络瘫痪崩溃。这些相比于道路网络其他节点而言

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网络的结构与功能的一些特殊节点既称为交通复杂网络的关键节点［１］［３］。因此，

精准高效地识别提取城市复杂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对于城市交通网络性能评估、交通诱导、拥堵预

警、紧急疏散、可靠性及应变能力提升都有具有重要意义。

１ 各类方法对比分析

１１ 方法分类

对复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挖掘提取方法学者们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站在各自的立场，根据所研究

复杂网络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几十种复杂网络的关键节点挖掘识别方法，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整理及

归纳，总体可分三大类［１］［８］：

（１）基于网络物理拓扑结构的识别方法

这类方法是从图论演化而来的，基本出发点是抽象图中的拓扑结构或连通关系。此类道路网络关键节点

识别挖掘方法多来源于复杂网络分析理论，多以节点的度、拓扑距离、中介中心度、最短距离、集聚系数等

参数来评估每个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重点是研究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连接作用和对网络形态的影响。

（２）基于交通需求及交通流的识别方法

这类方法是基于一定城市环境下研究道路网络的关键点，由于每个节点的关键程度不仅与其静态拓

扑结构有关，还与其道路容量、承载的交通量等动态指标密切联系。因此，需综合考虑道路网上的交通

流分布，通过交通流运行指标与静态拓扑结构相结合来识别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如拥堵时长及频

率、延误时间、排队长度等。

（３）基于居民真实出行轨迹数据的识别方法

随着定位技术的发展，使得获取大量的真实出行轨迹成为可能，由真实居民出行轨迹出发得到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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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关键点反映的是城市空间的关键位置的现实使用情况。大规模覆盖范围广的浮动车轨迹数据能很好的

探测城市的交通信息，实时的出租车轨迹反映了司机主动行为选择的时空变化，根据浮动车轨迹的聚集

程度和空间聚集点，可以动态提取出路网中控制城市大部分车流的关键节点。当前基于居民真实出行数

据的识别方法尚在探索尝试阶段，但具有很好的前瞻性。

上述三大类方法，其中的每一类方法中又包含着许多细分方法。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汇总分析，得

到了关键节点识别方法分类的大致框架，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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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交通网络关键节点识别方法分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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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不同方法对比分析

上述得到交通网络关键节点的挖掘提取方法大致可分成三大类，这三类挖掘提取方法具有各自的优

缺点，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类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方法优缺对比

类别 典型 优点 缺点

　基于网络物

理拓扑结构的

识别方法

　基于行程时间的介数、

节点的连接度、集聚系

数、平 均 路 径 长 度

变化率

　抽象成网络图易于理论，结果直

观明了，静态图的分析方法比较成

熟，计算量相对较小。

　没有考虑道路网络的特殊性，

缺乏动态性、不能真实反映网络

的运行状况。

　基于交通需

求及交通流的

识别方法

　道路网络效率、脆弱

性、可靠性、交通仿真

　既考虑了静态的道路网络拓扑结

构又考虑了网络中动态的交通流量

及交通需求影响，运用交通仿真对

交通网络运行进行模拟仿真。

　依然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考虑

多重因素计算较为复杂，交通流

和交通需求缺乏个体属性，不能

反映不确定性选择，在时间粒度

上比较粗糙，仿真模拟与真实还

有很大的差距。

　基于居民真

实出行轨迹数

据的识别方法

　基于浮动车轨迹数据、

基于出租车轨迹数据

　最真实地反映道路网络实际运行情

况，能够表达出行者的个性选择，自

然地涵盖了拓扑结构关系，连续长时

间实时地反映关键节点的功能状况，

具有连续性、动态性。

　居民真实出行时空轨迹数据规

模庞大、计算存储量巨大、数据

具有典型的交通大数据 “５Ｖ”属

性，数据获取费用高、花费时间

长，精确度与数据源有很大关系。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基于居民真实出行时空轨迹数据的关键节点挖掘方法最能反映城市交通网络真

实情况，获取的关键节点更准确、可靠。随着手机信令定位技术的发展，使得获取海量、高精度带有时

空粒度的居民真实出行轨迹数据成为现实，手机信令获取的居民出行时空轨迹数据样本远远大于浮动

车、出租车，能够较好避免数据失真、以偏概全等问题。为此提出运用城市手机信令时空轨迹大数据下

的城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挖掘提取方法。

２ 时空轨迹数据下关键节点定义

不同的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挖掘提取方法，对于关键节点的定义有所差异，有的从道路交通网络物理

拓扑关系定义中心介度、连接度高的节点为关键节点［９］；有的则从道路网络节点抗毁性或鲁棒性出发，

将那些具有高抗毁性且一旦受损则难以修复对网络造成巨大损失的节点定义为关键节点；此外还的研究

以交通拥堵的为出发点，把道路网络高频发生交通拥堵且不易消散的节点定义为关键节点［１０］。

在海量的定位时空轨迹数据下，上述关键节点的定义均不适用，需要重新给定轨迹大数据框架下交通

网络关键节点的定义。在借鉴出租车时空轨迹大数据下关键节点相关研究文献的定义基础上［１１］，本文给出

手机信令轨迹数据下的关键节点定义：关键节点是城市交通道路网中具有以下特征的道路交叉口节点：

◆ 交叉口节点的通行轨迹频次高。高轨迹通行量的节点在路网中被频繁使用因而具有较重要的地

位，即其承担的交通转换量大；

◆ 影响范围而言，交叉口节点的服务范围广，即服务的半径大；

◆ 从路网的结构而言，交叉口节点有较好的通达性，即连通度较高。一般而言具有高连通度的节

点对于整个路网都有较大的影响；

◆ 在交通转换便捷性上，节点运行轨迹多样即能够 “四通八达”，具体表现为经过交叉口的轨迹模

式具有复杂性、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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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节点通行的轨迹总数超过区域交通网络节点轨迹数８０％以上，即关键节点数量截取满足

‘二八定律’。

道路交通网络众多交叉口节点只要满足上述 ‘五大’特征，即为城市复杂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每一个特征对应的具体特征指标如下：

（１）节点的通行轨迹频次

节点通行迹频次是指在单位时间 （小时或天）内交叉节点各方向通过轨迹总条数，即表示节点集散

转换交通大量的大小。通行的轨迹频次越高，说明节点在路网中被使用的越频繁，即反映出其在路网中

的地位越重要。这里假设节点 （狀犻）单位高峰小时内通过的所有轨迹的频次为犉狉犲狇 （狀犻），将通行频次

大于一定值 （犪１）的节点作为候选节点提取指标，如式 （２．１）所示：

犉狉犲狇（狀犻）≥犪１，（犪１≥０，犪１∈犣） （２．１）

　　 （２）节点服务半径

节点的服务半径是指在交通状况理想条件下，一定时间狋内到达或者离开路网交叉节点的一系列点

编接线闭环区域的半径 （狉犻）。节点的服务范围测定采用手机信令数据测定。利用手机信令定位连续追

踪活动个体从节点离开狋时间后到达的轨迹点，然后将轨迹点连线，绘制服务范围图 （图２），即可求出

节点的服务覆盖的区域半径。

图２　手机信令轨迹追踪不同时间狋内节点的服务范围示意

将节点 （狀犻）的服务半径 （狉犻）大于一定阈值 （犪２）的节点作为候选节点选取的一个指标，见式

（２．２）：

犛犲狉狏犻犮犲（狉犻）≥犪２，（犪２≥０，犪２∈犣） （２．２）

　　 （３）节点的网络影响度

由复杂网络理论中可知，对于越复杂拓扑结构的交叉节点，其通达性比一般节点要好，既有较高的

连通度。研究表明［１２］具有高连通度的节点对于整个路网都有较大的影响。假定交通网络犌 （犞，犈）

中，设犆为网络犌的邻接矩阵，犔为各顶点对相邻顶点的影响度向量，犔＝
１
犱１
，１
犱２
，…，１

犱（ ）
狀

，其中

犱犻（犻＝１，２，…，狀）为交通网络节点的度数。将向量犘＝犔ｇ犆＝ （狆１，狆２，…，狆狀）定义为各顶点对交

通网络Ｇ的影响度向量，简称网络影响度，影响度向量中的分量狆犻定义为节点 （狀犻）的网络影响

度［１２］。将节点 （狀犻）网络影响度大于阈值 （犪３）作为候选关键节点，见式 （２．３）：

狆犻≥犪３，（犪３≥１，犪３∈犣） （２．３）

　　 （４）节点轨迹变异系数

城市交通网络中通常存在高等级道路与低等级道路交叉的情况，例如城市主干路与支路相接，快速

路与次干路连接，还有过江通道连接低等级道路等等。

这些节点虽符合服务半径大、高通行频次和高连通度特征，但节点运行轨迹单一，如图３（ａ）所

示，此时节点连通的其中两条路段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轨迹频次，即总的运行轨迹方向比较单一的。相

反，在两条或多条高等级路段的交叉点，轨迹模式较多样，如图３（ｂ）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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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06; (b) -B.06;

图３　通过节点的运行轨迹模式示意

为了识别提取轨迹分布多样的关键节点，引入节点轨迹变异系数ＣＶ。变异系数又称离散系数，是

统计学当中的常用统计指标，这里主要用于描述节点连接路段的轨迹频次在平均值范围的离散程度［１３］。

设定节点 （狀犻）的轨迹变异系数为犆犞（狀犻），其计算如式 （２．４）所示：

犆犞（狀犻）＝
犛犇［犾（狀犻，犪３］

犕犖［犾（狀犻，犪３］
≤犪４，（０≤犪４≤１，犪４∈犚） （２．４）

　　式 （２．４）中，犛犇［犾（狀犻，犪３］表示节点 （狀犻）连通的道路路段中，服务半径不小于犪３条件下，通

过各个路段轨迹频次的标准差；犕犖［犾（狀犻，犪３］节点 （狀犻）服务半径不小于犪３条件下，通过各个路段轨

迹频次的平均值。

节点变异系数犆犞（狀犻）值越趋近于０，表示离散程度越小，即节点连通各路段中通过的轨迹频次变

化不大，轨迹分布具有多样性，如图３（ｂ）所示；犆犞（狀犻）值越趋近于１，表示离散程度越大，说明节

点连通路段通过的轨迹频次变化差异较大，轨迹分布具有单一性，如图３（ａ）所示。设定相对较低的

变异系数阈值 （犪４），来确保关键节点通行的轨迹频次分布相对均衡，即保证关键节点的活动个体运行

轨迹模式复杂、多样。

（５）关键节点同行轨迹总数

关键节点轨迹通行总数是指所有候选关键节点 （狀犻，１≤犻≤犖）单位小时内通过活动轨迹频次的总

和，用犛狌犿 （狀犻）表示，其具体计算如式 （２．５）所示：

犛狌犿（狀犻）＝∑
犖

犻＝１

犉狉犲狇（狀犻） （２．５）

　　设定犛狌犿（狀犻）大于等于单位小时内一定区域道路网络上所有运行活动轨迹的８０％ （犪５）作为关键

节点数量截取数，如式 （２．６）所示：

犛狌犿（狀犻）＝∑
犖

犻＝１

犉狉犲狇（狀犻）≥犪５ （２．６）

　　犖表示上式取等号时节点数量值，即为区域交通网络中候选节中筛选出关键节点的最小截取数。

上述通过设定合适的犪１～犪５参数来筛选城市道路网络中轨迹频次高、服务范围广、连通性好、轨迹

模式多样、交通贡献率大 （承载路网８０％以上的交通集散转换）的交叉口节点作为城市路网的关键节点。

３ 轨迹数据下关键节点提取方法

３１ 挖掘提取总流程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在计算机上的存储通常上都是采用 “节点弧段 （ＮｏｄｅＬｉｎｋ）”模型。在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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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把城市的交叉路口存储为节点，道路段被存储为弧段。一些十字、环形或立体交叉口被分解为多个节

点和弧段分别存储，破坏了交叉路口的整体性。为了在城市宏观尺度上分析城市中大型交叉路口的影

响，保留大型交叉路口的完整性，本文将空间聚集的节点和弧段集合作为一个节点整体对待。手机信令

居民真实出行时空轨迹大数据下，路网关键节点的挖掘提取总流程如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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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关键节点识别提取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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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挖掘提取步骤

根据上述总流，建立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关键节点的提取方法的六个步骤：

Ｓｔｅｐ１：建立交通网络模型

运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系统建立城市区域现在道路交通网络模型，模型中道路交叉节点采用 “实体节

点”存储，即把大型交叉口、立交枢纽等节点当成一个整体节点考虑，且每个节点具有基本属性，如图

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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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交通网络结构模型示意图

Ｓｔｅｐ２：轨迹频次的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分析 （ＫＤＥ，ＫｅｒｎｅｌＤｅｎｓｉｔｙ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是可视化系统分析的重要方法之一，在传统的空

间分析和区域分析中应用广泛，主要用来描述点的空间数据分布情况。核密度的方法通过生成一个连续

的概率密度表面来反映样点的空间分布密度和聚集度，从而发现空间范围内的热点 （ＨｏｔＳｐｏｔｓ）区

域［１３１４］。点越聚集的地方，核密度值越高，反映在图上颜色越深；反之点稀疏的地方，核密度值越低，

反映在图上颜色越浅。

30min 20min 10min

图６　节点１０ｍｉｎ、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时刻

的ＧＩＳ等时线

Ｓｔｅｐ３：等时线过滤与确定服务半径

因手机信令定位具有连续定位追踪功能，所以研究中

采用手机信令数据标定等时线及服务范围。标定方法为道

路交通条件理想状况下，连续追踪居民从某一路网交叉节

点出发沿各主要道路行驶方向活动轨迹，在特定时间间隔

下，如１０ｍｉｎ、２０ｍｉｎ、３０ｍｉｎ不断记录个体到达某一位置

的轨迹点，将在统一时间刻度下的记录的一系列点编接成

闭合曲线，从而得到不同时间狋内的等时曲线，曲线闭合区

域即为时间狋内该节点的服务范围，如图６所示。

在理想道路条件下，可以获得不同时刻 （狋）下的等时

线，为了进一步获得服务范围内的半径，需要对等时线进

行过滤，过滤等时线的目的是剔除部分时间过短还停留在

原地点 （发生拥堵）或者时间过长早已到达目的地的点，

经过实地的试验测定，得出在离开节点时间狋＝２０ｍｉｎ内的

等时区域是最理想的服务半径确定区域。

服务半径提取的区域过滤后，需要进行服务半径的确定，服务半径确定方法采用均值法，即某一节

点的服务半径为节点最小服务半径与最大服务半径之和的平均值，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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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犲狉狏犻犮犲（狉犻）＝
犕犻狀（狉犻）＋犕犪狓（狉犻）

２
（３．１）

20min

Service(ri)
Min(ri)

Max(ri)

图７　节点２０ｍｉｎ等时区域服务

半径示意图

式中，犕犻狀（狉犻）表示等时区域内轨迹点至节点 （狀犻）之间空

间直线距离的最小值，犕犪狓（狉犻）表示等时区域内轨迹点至节

点 （狀犻）之间空间直线距离的最大值。通过式 （３．１）得到节

点的服务半径，如图７所示。

得到节点的服务半径后，通过设定的阈值犪２，即可过滤

剔除服务范围小的节点，从而提取出服务范围广，即服务半

径大的候选关键节点。

Ｓｔｅｐ４：交通网络分析

交通网络分析目的是进行节点影响度计算，假设交通网

络犌中有狀个顶点狏犻（犻＝１，２，…，狀）其邻接矩阵为犆＝

（犮犻犼）如果顶点狏犻同狏犼相邻则犮犻犼＝１，反之则犮犻犼＝０，犱犻 （犻＝

１，２，…，狀）为交通网络节点的度数
［１２］。节点影响度计算

按以下步骤进行：

步骤１：判断交通网络图犌是否为连通图；

步骤２：若犌为连通图，写出邻接矩阵犆＝（犮犻犼）；

步骤３：计算各顶点对相邻顶点的影响度向量，犔＝
１
犱１
，１
犱２
，…，１

犱（ ）
狀

步骤４：计算节点的网络影响度向量犘＝犔ｇ犆＝（狆１，狆２，…，狆狀）；

对于大规模的交通网络，可以运用计算机进行网络分析，进行实现各个节点的网络影响度计算，得

到各个节点 （狀犻）的网络影响度狆犻后设定筛选阈值犪３，将大于犪３的高影响度即连通性好的节点保留。

Ｓｔｅｐ５：轨迹模式筛选

通过节点的活动轨迹模式是多样的，有的轨迹线式单一的，即一个方向上的集中，有的则是四面八

方复杂多样的轨迹线。为了区分轨迹模式是单一还是复杂引进了节点变异系数 （ＣＶ）。通过节点变异系

数值的大小既可以筛选出带有复杂多样轨迹分布属性的关键节点。

由公式 （２．４）可知，节点的变异系数等于通过节点连通的道路各个路段轨迹频次的标准差与各个

路段轨迹频次的平均值的比值。为了筛选出复杂多样的轨迹模式的关键节点，即变异系数值小的节点，

需要进行以下过程：

（１）统计不同节点的各连通路段的轨迹数，统计方式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节点单位小时的各连通路段轨迹统计一览

节点名称

路段名称
交叉节点１ 交叉节点２ … 交叉节点Ｎ

方向１ ｘ１１ ｘ２１ ｘＮ１

方向２ ｘ１２ ｘ２２ ｘＮ２

方向３ ｘ１３ ｘ２３ ｘＮ３

方向４ ｘ１４ ｘ２４ ｘＮ４



方向Ｍ ｘ１Ｍ ｘ２Ｍ ｘＮＭ

节点频次 （∑）

标准差 （ＳＤ）

均值 （ＭＮ）

ＣＶ （变异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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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计算各个统计参数

均值： 犕犖（狀犻）＝
∑
犕

犼＝１

狓犻犼

犕
（３．２）

标准差： 犛犇（狀犻）＝
∑
犕

犼＝１

狓犻犼－犕犖（狀犻［ ］）２

槡 犕
（３．３）

　　 （３）利用 （３．４）比较变异系数值，筛出数值小的节点

犖
犻 ＝ｍｉｎ｛犆犞（狀犻），犆犞（狀犻）Ｌ犆犞（狀犻）Ｌ犆犞（狀犖）｝ （３．４）

　　Ｓｔｅｐ６：截取关键节点

经过上述五个步骤后的提取，已经识别获得了连通度好、轨迹频次较高、服务半径大且路段轨迹频

次变异系数小的道路交通网络候选关键节点，最后就是要对候选关键节点进行进一步的截取。为了能够

有效地取舍候选节点，先要对候选节点进行排序，节点的排序根据候选关键节点的轨迹频次大小依次递

减排序：

犉狉犲狇（狀１）≥犉狉犲狇（狀２）≥Ｌ犉狉犲狇（狀犖）

　　根据公式 （２．６）得到所有犖个候选节点的轨迹频次总和，当其轨迹频次总和超过一定区域道路网

络上所有运行活动轨迹的８０％时，即满足 “二八定律”时，作为关键节点数量最小截取数。最终从候

选关键节点中截取出犖个关键节点。

４ 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长沙市城市道路交通网络为对象，手机信令数据源自于长沙市移动通信商的后台数据，结合手

机信令获取的长沙市道路交通网络居民活动时空轨迹数据，挖掘提取道路网络关键节点并进行可信度评估。

４１ 实例概况

４．１．１ 区域交通网络发展现状

本研究以长沙市三环线以内的次干路等级以上路网为研究对象，范围内有高速公路５条、快速路７

条、主干道路８５条、次干道２０６条，高、快、主、次干道共１８８５段，交通网络中连通节点共计８５１

个，交通网络拓扑节点如图８所示。

４．１．２ 手机信令数据相关说明

研究区域范围内手机信令数据量巨大，２Ｇ／４Ｇ产生的数据量约为４０亿条／天，其中２Ｇ信令占比为

４．２３％；４Ｇ信令占比分别为９５．７７％。长沙市总活动人口为７６４万，移动用户数６２９万，移动用户占

比高达８２．２９％，即基于手机信令获取了全市８２．２９％的居民出行样本，详见表３。

表３　移动手机信令样本数据量一览

用户数 总用户 （万） ４Ｇ用户 （万） ４Ｇ用户占比

长沙市总人口 ７６４．５ — —

长沙市移动用户数 ６２９．１ ４６４．９ ７３．９０％

移动用户占比 ８２．２９％ — —

　　数据采集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８日至２０１７年８月２５日共７天的数据，采样时２４小时连续不间断采

样。经过手机信令技术提取分析，获得了长沙市三环线区域内移动手机用户出行轨迹约１５５８万条／日，经

过１６００条路段的道路测试匹配后得到研究范围内交通网络总的活动运行轨迹频次约１１００万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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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长沙市三环区域内道路交通网络拓扑结构

４２ 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

根据前述基于时空轨迹大数据下城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的定义以及提出的 “六步”识别提取交通网

络关键节点法，结合长沙市交通网络模型；运行轨迹提取结果数据；手机信令追踪用户活动的节点服务

２０分钟等时服务半径；计算得到的节点变异系数以及三环区域全网络轨迹总频次等数据。运用ＧＩＳ系

统的提取分析、核密度分析及表面分析等功能进行长沙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识别提取，具体识别提取流

程如图９所示。

Stepl:141==56? Step2:.08*/5,.0 Step3:+;?.59,->'2

Step4:1==5,>Step6:19.01+ Step5:.06;:@

图９　长沙市三环线内关键节点提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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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市城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识别过程中，关键节点提取特征指标阈值设定，如表４所示。

表４　长沙市三环区域内关键节点提取阈值设定一览表

指标名称
节点轨迹频次

Ｆｒｅｑ／（条／ｈ）

节点服务半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ｒｒ（ｋｍ）
节点影响度ｐｉ 变异系数ＣＶ

关键节点活动

轨迹总数ｓｕｍ

阈值代码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４ ａ５

设定阈值 ５５００ ７．５００ １．８０ ０．１０８ ８０４８４０

备注
主干路与主干路

相交最低值

主干路与主干路

相交最低值

主干路与主干路

相交最低值
四路交叉最低值 计算得到

　　由上表４给出的 “五大”关键节点特征指标阈值，最终识别提出得到长沙市关键节点７２个，在上

述提取识别过程中节点演变过程如图１０所示。

851
-
1
+

150
-
1
+

328
-
1
+

111
-
1
+

72
-
.
0
1
+

85
-
1
+

:@ :@ :@ :@ 19
�80%CVpirFreq

图１０　关键节点提取数量演变进程

长沙市三环线内提取识别的关键节点结果如图１１所示，关键节点数量占总节点数 （８５１）的

８．５％，观测发现其中高速公路节点１０个，快速路节点１６个，主干路节点４６个。７２个关键节点高峰

小时内集散转换的运行轨迹总频次达到８１３４４８条／ｈ（大于８０４８４０条／ｈ）。

28.350

28.300

28.250

28.200

28.150

28.100

28.050
112.800 112.850 112.900 112.950 113.000 113.050 113.100 113.150 113.200

图１１　长沙市三环线内关键节点提取结果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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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结果可信度判别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提取识别得到了长沙市 （三环线内）交通网络的７２个关键节点，对于７２个关键

节点是否可信需要进行可信度判别。以 “实时交通监测数据；交警检测数据；天网监测视频数据；人工

调查数据”构建多元数据融合的可信度判别体系［１５］。

运用上述 “四大数据源”对于关键节点特征指标进行计算，将其与对应的基于手机信令提取的关键

节点特征指标进行对比，然后利用ＳＰＳＳ软件测算各数据源对应关键节点同一特征指标的可信度，信度

指标采用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α＜１）系数衡量，α系数越大，结果可信度越高，各数据源与手机信令数

据对比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如表５所示。

表５　各数据源与手机信令数据对比的各自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

数 据 源

特征指标
监测数据 交警检测数据 天网视频数据 人工调查数据

轨迹频次 （Ｆｒｅｑ） ０．７４１ ０．９２０ ０．５９２ ０．７４５

影响度 （ｐｉ） ０．８７４ ０．９３９ ０．９９９ ０．９５９

服务半径Ｓｅｒｖｉｃｅ（ｒ） ０．９１６ ０．５６５ ０．７３６ ０．５７２

变异系数 （ＣＶ） ０．７９２ ０．８１１ ０．８５６ ０．９２７

关键节点总轨迹和 ０．５９９ ０．６２１ ０．６０５ ０．６７５

　　通常将信度分为：低信度 （α＜０．３５）；中信度 （０．３５＜α＜０．７０）；高信度 （０．７０＜α）三个等级，

由表５可知，对比数据中最低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值为０．５６５，说明总体都具有良好的信度，多元数据的对

比校核结果证明手机信令提取得到的长沙市城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结果有良好的可信度。

５ 结论与展望

（１）结论

在借鉴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手机信令时空轨迹大数据下的具有 “五大特征”的交通网络

关键节点新定义，同时建立了 “六步”提取关键节点的科学方法，并运用此提取关方法成功地提取出长

沙市城市道路交通网络节点 （８５１个）中的关键节点 （７２个）。对网络关键节点提取结果进行多元数据

融合的可信度判别，信度指标表明关键节点具有较好可信度，这充分证明了提取方法对于大规模城市复

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具有可行性、可靠性及高效性。研究为挖掘及保护大规模复杂城市交通网络关

键节点提供了新的途径。

（２）展望

研究采用的是基于手机信令时空轨迹数据，数据定位精度和道路匹配精度决定了关键节点提取结果

的准确性。当前手机信令定位与高精度的ＧＰＳ定位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信

令定位技术的发展，手机信令轨迹数据的定位精度将会得到大幅度提升。此外，实证案例运用的手机信

令数据，是获取的长沙市连续一个星期的数据，其处理方式是线下人工处理，有一定时间的滞后性，过

程中道路交通条件会发生一些变化，如交叉口施工、改扩建、交通管制等，可能对结果的真实性造成影

响。在实际运用挖掘中，可接入实时移动通信商数据，通过后台程序算法在线上计算分析，实现交通网

络关键节点实时、动态识别挖掘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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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模型的人群出行特征分析

易法彬　纪铮翔　胥　晴

【摘要】 从个体诉求出发，分析人的出行特征，指导交通服务提升方向。采用用户模型作为理论基础，以居民访谈作

为分类依据，将深圳市宝安区分为北、中、南三个组团，分别对应产业工人、租房白领、家庭户三类主要人群；构建用

户模型，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人群出行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三个组团的人群特征与出行诉求差异较大，交通方式上分

别偏好慢行、公共交通和私家车。人群画像分析可应用于实际规划项目中，根据人群特征采取差异化的措施，提供精准

的交通服务。

【关键词】 人群画像；出行行为；用户模型；需求特征

０ 引言

居民出行规模增长的同时，对安全、品质、公平、宜居的需求日益强烈，出行场景日益多元化。传

统的规划理论和方法多基于集聚分析，关注出行规模与交通流组织，忽视了个体的移动。近年来，交通

从业者不断探索交通治理的新理论、新方法，规划思路由传统的 “四阶段”等方法，转向以人为本的交

通规划模式，挖掘个体诉求。

深圳市宝安区正开展路网优化及高快速路衔接规划编制，结合传统规划和大数据分析对宝安区整体

交通设施、重大基建有了总体把握。但随着 “粤港澳大湾区”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国

家战略的提出，规划转变成综合交通发展纲要，应从关注设施转向关注人的出行诉求。

人群画像在图书情报学、互联网、电商、交互设计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常用于精准营销、

推荐系统的基础性工作。借鉴这一概念，将居民视为整个交通系统的用户，分析用户出行模式和特征，

能够更好地理解人在出行过程中的核心诉求，优化交通系统的整体服务水平。因此，本文以深圳市宝安

区为例，从人群的角度出发，分析特定群体出行特征，指导规划编制工作。

１ 模型与方法

相关研究采用人群画像分析方法，针对电动自行车、公交客流分配、出行分布等内容，选取不同的

关键指标进行分类研究，如表１所示
［１６］。定性用户画像方法，如访谈、经验判断等，可以快捷地识别

行为动机，但缺乏数据验证。定量用户画像方法以聚类和统计分析为主，有数据充分验证，可以分析获

得用户比例和特点，但是难以挖掘用户的态度倾向和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

表１　交通领域人群画像相关研究综述

作者 研究内容 样本量 分类方法 关键指标 分类类型

邹小健 （２０１６） 电动自行车 ９３９人 聚类 职业、收入

工厂工人、高收入企事业员工、

中收入企事业员工、低收入企事

业员工

吴世友 （２０１０） 北京二代移民 ８人 访谈、象限模型
居住地区位、

来京年限

市中心时间长、市中心时间短、

市郊时间长、市郊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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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研究内容 样本量 分类方法 关键指标 分类类型

林早 （２０１８） 出行分布 ３０００户 统计特征
出行链特征、

职业
工作者、非工作者、学生

狄迪 （２０１６） 公交客流分配 １０００人
经验判断，

统计特征

职业、收入、

出行目的
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个体商人

于涛 （２０１８）
城市发展动力与

治理
／

综合成本推算法，

收入比例法
职业、收入

高、中、低收入群体；高端、主

流、普通人才。

王卓然 （２０１７） 城市更新 ３４４人
访谈、统计特征、

单因素方差分析

家庭规模、

房屋类型、

建筑面积

“高需求”人群、“低需求”人群

　　用户模型 （Ｐｅｒｓｏｎａ）是ＡｌａｎＣｏｏｐｅｒ提出的研究用户的系统化方法
［７］。它是产品经理、交互设计

师了解用户目标和需求、与开发团队及相关人交流、避免设计陷阱的重要工具。该模型方法将定性分析

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通过定性访谈细分用户类型，推测目标动机，通过定量的数据进行验证，最后修正

用户模型，形成用户群体划分。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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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Ｐｅｒｓｏｎａ用户模型研究方法

１１ 人群分类

总结相关人群画像研究，多以职业和居住指标作为关键分类依据 （表１）。职业和居住指标是影响

不同群体安居乐业需求的关键因素，人本视角下城市发展动力提升的治理路径是关注不同群体的生活空

间需求［５］。

宝安区呈现北、中、南分组团发展格局，在区位上分别对应深圳市的第三、二、一圈层。北部集聚

新兴产业园区，中部为过渡区域，南部逐渐开发为成熟的商办类中心区。产业、区位、用地性质等因素

导致不同类型的人群在各组团聚集。以职业和居住特征为主要依据，结合访谈与经验判断发现宝安区人

群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北部以产业工人群体为主，中部以租房白领群体为主，南部以家庭户群体为主。

１２ 构建用户标签

构建用户的标签体系，将个体属性抽象为群体特征。用户标签分为四类，包括职住标签、基本信息

标签、用户行为标签和用户偏好标签。

１．２．１ 职住标签

职住标签用于描述用户的工作、居住状态。职住分布决定出行的起终点、交通服务水平、距离、时

间、费用等出行因素。本文选用职业、住房类型、居住规模关键标签，作为人群分类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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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基本信息标签

用户的教育程度、家庭拥车等基本信息标签奠定了用户的决策基础。教育程度反映人才结构的多元

化，高端创新型人才助推经济发展，主流人才是构成城市活力的主要群体，普通劳动力是维持稳定和多

样性的关键因素［５］。家庭拥车情况决定出行的可选择性。

１．２．３ 用户行为标签

受职住特征和个人属性的影响，不同个体形成相对固定的出行和活动模式，从而对交通设施和活动

场所产生一定的诉求。在人群分类下，这种诉求会呈现差异化特征。本文将人的出行和活动分为工作日

通勤、午间休息、下班后和休息日四个时间点，识别人群在不同场景下的出行和活动场所诉求。

１．２．４ 用户偏好标签

选取地铁、常规公交、小汽车、自行车、步行作为五种常用的交通方式，对于每一种交通方式，构

建三级评价量表，由受访者根据自身使用习惯选择各种交通方式的关注程度，三级量表分为非常关注、

一般关注和不关注，以此分析不同人群的交通方式偏好和态度表现。非常关注表示受访者经常使用该交

通方式并急切希望得到改善，一般关注表示该交通方式的服务水平可能影响受访者的决策，不关注表示

受访者基本不会考虑使用交通方式。将地铁、常规公交合并为公共交通，将自行车和步行合并为慢行交

通，受访者选择其中最期待改善的交通方式，对关注度加以验证。

１３ 调查过程

为了初步划分人群画像，对３０人进行了访谈，主要了解他们的出行模式和出行关注点。围绕四类

用户标签和预调查进行调查问卷设计，问卷内容包括职业、教育程度、拥车情况、住房类型、居住规

模、通勤交通方式、休闲活动方式、交通方式偏好等。通过纸质问卷的形式，针对三个组团的目标人群

发放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８６份，其中，工作日５０份，非工作日３６份。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职住分类与基本信息

按照职业和住房类型确定人群分类，问卷中职业分为工人、白领和其他，住房类型分为自有产权、

租房和公司宿舍。职业选填工人则划分为产业工人，住房类型选填自有产权则划分为家庭户，其他类型

均划分为租房白领。根据职住分类汇总不同人群的基本信息 （如表２所示），识别比较明显的特征包括：

（１）家庭户小汽车拥有率较高，产业工人自行车拥有率较高；（２）产业工人活动范围集中在宝安区北部

内部，通勤距离小于３ｋｍ；租房白领多在中部居住，在南部或市中心区工作，平均通勤距离１０．５９ｋｍ；

家庭户多在南部居住，在市中心工作，平均通勤距离１２．７７ｋｍ。（３）产业工人受教育程度多为高中及

以下，租房白领和家庭户多为本科及以上。

表２　受访者的职住特征与基本信息汇总

变量 标签 产业工人 （２４） 租房白领 （３４） 家庭户 （２８） 总体 （８６）

职业

白领 ０ ３０（８８％） ２１（７５％） ５１（５９％）

工人 ２４（１００％） ０ ０％ ２４（２８％）

其他 ０ ４（１２％） ７（２５％） １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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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标签 产业工人 （２４） 租房白领 （３４） 家庭户 （２８） 总体 （８６）

居住类型

自有产权 ０ ０ ２８（１００％） ２８（３３％）

租房 ９（３８％） ３４（１００％） ０ ４３（５０％）

公司宿舍 １５（６２％） ０ ０ １５（１７％）

居住规模

独居 １４（５８％） ８（２４％） ０ ２２（２６％）

合租 ８（３３％） １９（５６％） ０ ２８（３３％）

两口之家 ２（９％） ７（２０％） ６（２１％） １４（１６％）

与父母子女同居 ０ ０ ２２（７９％） ２２（２６％）

职住分布

（居住－工作）

北部－北部 ２４（１００％） ０ ０ ２４（２８％）

北部－中、南部 ０ ７（２１％） ０ ７（８％）

中部－中部 ０ １２（３５％） １（４％） １３（１５％）

中部－南部、市中心 ０ １２（３５％） ４（１４％） １６（１９％）

南部－南部 ０ １（３％） ８（２９％） ９（１０％）

南部－市中心、中部 ０ １（３％） ７（２５％） ８（９％）

市中心－宝安区 ０ １（３％） ８（２９％） ９（１０％）

学历

高中及以下 ２４（１００％） ５（１５％） ７（２５％） ３６（４２％）

大专和本科 ０ ２７（７９％） １２（４３％） ３９（４５％）

硕士及以上 ０ ２（６％） ９（３２％） １１（１３％）

交通工具

小汽车 １（４％） ４（１２％） ２４（８６％） ２９（３４％）

自行车 ３（１３％） １（３％） ０ ４（５％）

电动自行车 ２（８％） ３（９％） ０ ５（６％）

无 １８（７５％） ２６（７６％） ４（１４％） ４８（５６％）

平均通勤距离 — １．０６ｋｍ １０．５９ｋｍ １２．７７ｋｍ ８．６４ｋｍ

２２ 行为特征

本文将人的活动分为工作日通勤、午间、下班后和休息日四个时间点，识别人群在不同场景下的出

行和场所诉求。在通勤方式选择上，产业工人以慢行为主，租房白领以公共交通为主，家庭户以私家车

和公共交通为主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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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受访者通勤方式选择

午间休息时间，２８％的受访者在公司内吃饭、午睡，不产生外出活动；７２％受访者会回家、去附近

餐馆吃饭、在附近公园休憩或在附近商场闲逛，产生外出活动。

下班后，近一半受访者选择直接回家休息，４０％的受访者选择去附近公园健身休闲，１２％的受访者

选择去商场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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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受访者休息日主要活动模式

单双休反映工作强度和可支配时间，受访者中单休和

双休各占一半，而产业工人单休更多，占到７５％。休息日

的主要活动模式如图３所示，３９％的受访者在家休息，

４４％的受访者选择附近商场、公园等近距离活动，１７％的

受访者选择较远的大型公园和商场作为休闲活动场所。其

中，产业工人和租房白领以近距离活动为主，选择远距离

活动的主要是家庭户。

２３ 交通方式偏好

通过交通方式关注度标签分析受访者的交通方式偏好，

表示其使用某种交通方式的倾向性。构建三级评价量表量化关注度，对非常关注、一般关注和不关注分

别赋值３、２、１，分别计算三类人群平均关注度值，数值越高表示该类人群越倾向于使用该交通方式，

计算结果如图４所示。产业工人对于步行和骑行关注度高，主要是因为居住在集体宿舍或就近租房，职

住距离近，步行和骑行方便快捷，主要关注点是机非混行导致的慢行空间不足和安全隐患问题。租房白

领关注地铁和步行，在通勤中，中部租房白领多是以 “轨道＋步行”为主要交通方式，其关注点是进站

排队长和车内拥挤问题，希望改善出行体验。而家庭户明显更加关注私家车，同时也比较关注步行，其

关注点主要是道路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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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三类人群交通方式关注度

将地铁和常规公交合并为公共交通，步行和骑行合并为慢行交通，小汽车分类为私人交通，受访者

选择其中最迫切希望得到改善的交通方式，统计结果如图５所示。产业工人大多数活动都依赖于步行和

自行车，对慢行改善的期望较高。租房白领是忠实的公共交通使用者，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受职住条

件、经济条件的限制，即使现状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不高，但公共交通还是其出行的最优选择，因此租房

白领迫切希望公共交通得到改善。家庭户使用私人交通最频繁，最希望私人交通得到改善，一部分家庭

户同时也希望公共交通得到改善，以提供一种替代的可能性，对于慢行交通，家庭户大多表示自己对于

现状南部步行环境已经很满意，基本满足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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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三类人群最希望改善的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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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与建议

３１ 人群特征分析

３．１．１ 产业工人

产业工人多数为初中或高中毕业，基本无小汽车，自行车拥有率高；职住距离近，多住在产业园区

３ｋｍ以内的宿舍或租房；出行以自行车为主，通勤骑行２０分钟内可达；工作强度高，活动受时间制约，

自由休闲时间相对较少，活动范围小，下班后多选择回家休息；每周休息一天，工作内容高度重复，生活

相对枯燥，出行模式单一。产业工人注重友好、安全的慢行通行环境，需要就近的休闲活动空间。

３．１．２ 租房白领

租房白领教育程度多为本科及以上，拥车率较低，平均职住距离约１０ｋｍ；上下班乘坐公共交通，

接驳时间约２０分钟，总通勤时间约１小时；午间休息时间长，需要散步和休憩空间；工作强度较高，

下班后选择直接回家休息；周末休两天，相对独立自由，活动形式丰富。租房白领注重通勤效率和通勤

体验，工作之余有较大的消费、休闲和运动需求，需要就近的、有吸引力的休闲活动空间。

３．１．３ 家庭户

家庭户中的工作人员以本科学历为主，拥车率较高，平均通勤距离约１３ｋｍ；上下班以私家车为

主，会把公共交通作为备选方案；午间休息时间长，部分人选择回家吃饭与休息；时间相对自由，有一

定休闲时间，下班后多选择直接回家；每周休１至２天，以陪伴家人为主，活动形式丰富。关注畅行的

道路，休息日会去停车方便的大型商场、公园或游乐园。

３２ 潜在趋势分析

在调查分析过程中，还发现少量受访者分类与组团主要群体不一致，可识别潜在变化的趋势。（１）宝

安区产业升级，工厂由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北部片区普通工人比例减

少，会吸引更多技术人才。出行模式有向租房白领出行特征变化的趋势，出行方式更加丰富。（２）随着

房租上涨，租房白领居住地向宝安区北部迁移，其通勤距离和时间均增加。（３）随着宝安区产业发展，

居住在市中心来宝安区工作的人员逐渐增多。

３３ 规划建议

产业工人、租房白领、家庭户三类人群分别对应北、中、南三个组团，应突出分区人群特征，制定

组团间的差异化发展策略。

非机动车管理的差异性。北部组团应该满足产业工人非机动化出行需求，解决机非混行问题，保障

安全、友好、有序的非机动车通行环境；中部组团以满足非机动车接驳为主要目标，在接驳通道上保障

非机动车通行空间；而南部组团非机动车需求不强烈，可以优先提升道路交通和步行品质，适当限制非

机动车出行。

公共交通的差异性。北部应优先完善公共交通接驳设施，利用社区微巴等强化轨道交通接驳，快速

联系南部和市中心；中部组团聚集大量租房白领，为满足其高效通勤需求，可以开设公交快线提升通勤

效率；南部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较高，可结合品质化的诉求采取智慧公交、风雨连廊等措施。

活动场所需求差异性。除了交通设施，不同人群对于活动场所的需求也不一样。可以考虑在办公楼

附近配套游泳馆、健身房、健身步道等设施，在工厂附近开发小型公园等临时休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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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启示

在交通规划中运用人群画像分析，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可以分析不同群体的诉求，解析交通方

式选择背后的机理，从而在规划中体现 “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调研和分析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结

论，对人的行为有更深的理解，将分组团差异化的发展作为规划策略是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本文是对人

群分析的简单应用，后续不断尝试不同的人群画像方法，将人群分析运用到规划项目中，总结深化形成

一套理论是值得探索并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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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信令数据与传统居民出行调查的对比及扩样方法研究

———以深圳为例

郭　莉　周　军　梁宇豪

【摘要】 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分布以及出行ＯＤ分析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手机数据为非定制数据，需要通过扩

样，解决无手机、一人多机、不同市场占有率、不同运营商之间数据壁垒等问题。本文首先从职住分布于交通出行两个

方面对比了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与居民出行调查的结果。其次结合居民出行调查，分析人均手机拥有情况，不同年龄、职

业、行业、区位的运营商市场占有率，以此作为手机信令数据扩样校核的参数，并改进了职住和ＯＤ扩样的技术方法。

【关键词】 手机信令；居民出行调查；职住分布

０ 引言

手机数据在城市规划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核心主要在于职住分布以及出行ＯＤ。如罗名海

等［１］使用联通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了武汉市职住密度，以此为基础分析城市圈层结构；并通过居民通勤

特征，反映城市内部交通的出行格局。而张晓春等［２］则使用某城市２个运营商５个工作日数据，采用相

同的算法，分别计算了交通规划常用的人口分布和居民出行等信息，得出不同运营商获得的人口分布和

交通出行均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将手机信令分析结果与居民出行调查分析得到的结果进行对比是非常有

必要的［３］，但相关研究较少。张天然［３］在较大尺度 （行政区）层面对比了手机信令分析结果和出行调查

的职住空间分布，通过对四个新城居民的就业岗位空间分布对比，证明两者具有较好的吻合度，说明了

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职住空间的可靠性。李明高等［４］的研究结果表明，手机信令数据存在对短距离出行

识别误差较大的不足，但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得到的居民出行特征规律与居民出行调查得到的结果基

本吻合，通过分析手机数据可较准确地掌握城市居民出行特征规律。

相关文献研究较少的重要原因在于真实母体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人口抽样调查和居民出行调查均５年

才开展一次，通常也较难实现精细颗粒度的数据共享。深圳市于２０１６年开展了全市居民出行调查，获取

了６．８万户居民入户调查，并同期开展了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为多源数据的对比校核提供了研究基础。

１ 手机信令与传统调查数据对比分析

１１ 手机信令数据特点

手机信令分析依托基站实现手机信号定位，从而进行用户停留分析。手机信令数据获取成本低，覆

盖范围广。但由于不同运营商的市场占有率以及获取数据信息的程度有所不同，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与传

统居民出行调查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

（１）位置不确定性：表征的不是用户的真实位置，存在基于基站分布特征的误差。

（２）影响因素多样性：原始数据的清洗、扩样和校核模型较为复杂，涉及到的参数依赖于其他相关

数据。往往由于缺少精细化的扩样校核数据，导致数据准确性受到影响。

（３）非定制性：由于依托基站对于手机信号定位进行用户停留分析，较传统居民出行ＯＤ调查缺少

属性字段等定制化数据，需对获取数据进一步处理才可进行特定对象等针对性强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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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相关定义与参数

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规划领域主要应用于职住及出行ＯＤ分析。将手机位置数据转化为居民居住地

和工作地的过程，则需要设置一定的判别条件，目前并无统一标准。本次手机信令数据采用了６１天的

数据，包含４４个工作日。平均每天采集记录数据４．２６亿条，６１天共收集手机数据２６０亿条。在统计

分析过程中，相关定义假设如下［５］。

表１　相关名词解释

名词 手机信令分析定义 传统调查定义

常住人口
全部分析天数中，２０：００～８：００，某用户

在某小区，停留天数超过半数。
在此地居住半年以上人口

工作人口
全部分析工作日中，９：００～１８：００，某用

户在固定小区工作，停留天数超过半数。
在此地实地工作的人口

通勤出行
从家到工作地 （学校）、从工作地 （学校）

到家的出行

以上班、上学为目的的从家到工作地 （学

校）的出行

基于家的其他出行
出行一端在家，另一端在非工作地 （学校）

的出行
出行一端在家，且出行目的非通勤的出行

基于工作地的其他出行
出行一端工作地 （学校），另一端不在家的

出行

出行一端在工作地 （学校），且出行目的非

通勤的出行

从其他到其他的出行 出行两端均非家庭端或者工作地 （学校） 出行两端均非家庭端或者工作地 （学校）

１３ 职住分布对比分析

对比研究的空间尺度分为大区 （１０个行政区）、中区 （７５个街道办）和交通小区 （１０７６个常规小区）

三个层次。鉴于手机信令数据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在总量上有明显差异，不便在数量上进行直接比较，故

本文采用片区占总体比例的偏离度，分别对两类数据在就业、居住两方面进行比较，具体公式如下：

Ｊｏｂｉ＝
Ｊｍ，ｉ／Ｊｍ，ａｌｌ
Ｊｈ，ｉ／Ｊｈ，ａｌｌ

（１）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
Ｒｍ，ｉ／Ｒｍ，ａｌｌ
Ｒｈ，ｉ／Ｒｈ，ａｌｌ

（２）

式中：Ｊｏｂｉ，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分别表示第ｉ片区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的就业岗位、常住人口占比相对于居民出行

调查的偏离度；Ｊｍ，ｉ，Ｒｍ，ｉ表示第ｉ片区的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的就业岗位数、常住人口数；Ｊｍ，ａｌｌ、Ｒｍ，ａｌｌ表

示手机信令数据的就业岗位总数、常住人口总数；Ｊｈ，ｉ、Ｒｈ，ｉ表示第ｉ片区的居民出行调查的就业岗位数、

常住人口数；Ｊｈ，ａｌｌ、Ｒｈ，ａｌｌ表示居民出行调查的就业岗位总数、常住人口总数。

下图分别显示了居住人口和工作人口的偏离度。总体上看，偏离度较大，且常住人口偏离度大于工

作人口。

;0/2+
0.21�0.59
0.59�0.83
0.83�1.10
1.10�1.52
1.52�2.20

N

图１　居住人口偏离度

　

;0/2+
0.28�0.58
0.58�0.87
0.87�1.22
1.22�1.77
1.77�2.42

N

图２　工作人口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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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出行犗犇对比分析

出行ＯＤ对比分析研究的空间尺度也分为大区、中区和小区三个层次。常住人口大区层面出行ＯＤ

对比见表２。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手机信令分析ＯＤ大区内部出行比例明显大，跨区出行偏小，尤其是

长距离出行；原特区内手机信令分析ＯＤ总量大于居民出行调查；原特区外 （宝安、光明、龙岗、龙

华）手机信令分析ＯＤ总量小于居民出行调查。

表２　大区ＯＤ对比 （手机信令／居民出行调查）

行政区 罗湖 福田 南山 宝安 龙岗 盐田 光明 坪山 龙华 大鹏 全市

罗湖 ０．７７ ０．８０ ０．３８ ０．５１ ０．６０ ０．４１ ０．３１ ０．２５ ０．５０ ０．５９ ０．８３

福田 ０．９３ ０．８９ ０．６１ ０．６７ ０．７３ ０．７９ ０．３７ ０．２４ ０．６８ ０．８０ ０．７０

南山 ０．４５ ０．６５ １．０３ ０．３９ ０．３４ ０．８０ ０．７１ ０．１８ １．３５ ０．２７ ０．９１

宝安 ０．４９ ０．６３ ０．３６ １．３８ １．８５ ０．３７ ０．２９ ０．６６ １．０３ ０．４４ ０．７０

龙岗 ０．７３ ０．５５ ０．２４ ０．６７ ０．７３ ０．３５ １．２７ ０．６１ ０．７６ ０．５２ １．１２

盐田 ０．４３ ０．８０ ０．９９ ０．３４ ０．３９ １．１８ １．３８ ０．３６ ０．５１ ０．２０ １．１７

光明 ０．２６ ０．５８ １．２１ ０．３３ １．６３ １．２４ １．４０ ０．０９ ０．９６ ０．２９ １．０１

坪山 ０．２３ ０．２３ ０．１５ ０．６１ ０．３３ ０．４８ ０．０９ １．０４ ０．１８ ０．４７ ０．８９

龙华 ０．７４ ０．８８ １．２４ ０．９７ ０．６０ ０．６６ ０．９４ ０．２１ １．０５ ０．２４ １．２９

大鹏 ０．５４ １．７８ ０．２４ ０．５０ ０．５４ ０．２３ ０．３８ ０．４６ ０．３８ １．０８ ０．９４

全市 ０．８４ ０．７１ ０．９１ ０．７２ １．１１ １．１６ ０．９９ ０．９１ １．３０ ０．９３ １．００

　　进一步分析内部出行比例，采用内部平衡率衡量内部出行量。内部平衡率定义：针对一个分析单

元，包括内部到内部出行 （ＩＩ），内部对外出行 （ＩＥ）、外部对内出行 （ＥＩ）三种类型。

ＩＩ％＝
ＩＩ

ＩＩ＋ＩＥ＋ＥＩ
（３）

　　对比发现，手机信令数据 （简称 “手机”）分析得到的大区内部平衡率低于居民出行调查 （简称

“居调”）十个百分点，且龙岗、大鹏两个东部片区差距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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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大区内部平衡率对比

中区和小区层面主要通过相关系数法进行对比。相关系数的具体计算方法为：

Ｃｍ，ｈ＝
∑ｉ，ｊ

（Ｒｉ，ｊ，ｍ－Ｅ（Ｒｍ））（Ｒｉ，ｊ，ｈ－Ｅ（Ｒｈ））

∑ｉ，ｊ
（Ｒｉ，ｊ，ｍ－Ｅ（Ｒｍ））槡 ２

∑ｉ，ｊ
（Ｒｉ，ｊ，ｈ－Ｅ（Ｒｈ））槡 ２

（４）

式中：Ｃｍ，ｈ表示手机信令数据、居民出行调查在小区层面出行的相关系数，Ｒｉ，ｊ，ｍ，Ｒｉ，ｊ，ｈ分别表示手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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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数据、居民出行调查中第ｉ小区到第ｊ小区出行量占各自出行总量的比例；Ｅ （Ｒｍ），Ｅ （Ｒｈ）表示两

类数据小区出行的占比均值。

大区层面相关系数达到０．９９，街道层面相关系数达到０．９３，小区层面相关系数达到０．８９，相关系

数相对很高，说明手机信令分析出行ＯＤ的量级相对关系较为合理。

１５ 出行距离分布对比

手机信令数据与传统居民出行调查获取的ＯＤ在出行距离分布上一致性显著。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00%

100.00%

80.00%

60.00%

40.00%

20.00%

0.0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0
;0C( 2+C( ;030C( 2+30C(

图４　出行距离分布对比

１６ 出行时间分布对比

以一次出行的时间中间值统计全天出行时间分布。对比发现，手机信令数据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时

间分布差异显著。手机信令出行ＯＤ在时间分布上更缓和，夜间出行比例高，高峰出行比例远低于居民

出行调查，这一比例与公交轨道刷卡数据、道路流量数据反映的时间分布均差异较大。初步推断可能的

原因在于夜间手机信令信号漂移，在数据分析时产生了虚拟的出行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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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全方式出行时间分布对比

２ 手机卡拥有特征

２１ 人均手机卡数量

整体看来全市 （不含４岁及以下）人均手机卡数量０．９３，全市 （含４岁及以下）人均手机卡数

量０．８９。

２２ 运营商市场占有率

（１）各年龄段占有率

全市移动市场占有率７８％、联通１５％，电信７％。各年龄段有一定差异性，但差异性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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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各年龄段人均手机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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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各年龄段运营商市场占比

（２）各行业人群手机占有率空间分布特征

各类行业人群的手机运营商占有率情况差异不大，以移动为例，在６８％～８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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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各行业运营商市场占比

（３）手机运营商占有率空间分布特征

受基站分布等影响因素，手机运营商的市场占有率在空间位置上差异较为显著。相对来看，中心城

区移动市场占有率较高，联通在西丽、大学城片区，莲塘、光明片区占有率较高。电信市场占有率在空

间分布上基本无规律，相对来说差异较大。因此在职住扩样上，采用整体扩样会导致较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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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运营商占有率空间分布 （从左至右依次为移动、联通、电信）

３ 手机信令数据扩样方法研究

３１ 既有扩样方法

联通及电信手机运营商相关的咨询服务结机构缺少权威的人口及出行数据，扩样方法较为简单。首

先，扩样至所有手机用户，即包括手机关机用户及手机通话较少之类的不活跃用户；再扩样至所有人

群，即包括老人、小孩等无手机群体，最终得到全体人群的出行情况；再按照全市一个统一的运营商市

场占比扩样到总体。以联通手机信令数据扩样校核为例［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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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改进扩样方法

考虑不同片区的人均手机拥卡数以及运营商占有率情况，对以上扩样方法进行改进。分别对就业岗

位和常住人口进行分区扩样。由于出行ＯＤ已经是基于小区的统计数据，无法实现与人口个体的关联扩

样，因此采用Ｆｒａｔｏｒ法进行扩样校核
［７］。从家到工作地、从工作地到家采用常住人口和岗位的扩样系

数，进行双约束扩样。从家到其他和其他到家的出行采用常住人口的扩样系数进行单约束扩样。其他到

其他的出行，采用其他四类出行的平均扩样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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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改进扩样方法流程图

４ 结语

手机信令ＯＤ数据在大区、中区和小区层面的分布均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出

行距离分布一致性程度高。因此，手机数据可以反映出行的空间分布，进而在此基础上开展城市空间结

构等研究。但职住分布以及出行时间分布差异较大。

通过调查数据中手机卡拥有特征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结构、不同片区人均手机拥有情况以

及不同运营商市场占有率有一定的差异。但调查同时显示，近五年仅有１０％的家庭户有过搬家行为，

也就是说即使深圳这样流动性很强的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也相对稳定。因此，通过居民出行调查获取的

人口属性数据及手机卡特征数据，在近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经过精细化分层分类扩样后的手机数据，

结合人口属性数据，可以反映近期的职住分布以及出行活动。另外，手机信令数据也可以补充人口动态

变化情况、周末以及流动人口的出行情况。但由于本次手机信令数据并未保留原有的出行链信息，因而

不能实现个人和出行的关联扩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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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住平衡率与通勤出行的关联性实证研究

张　科　马小毅　罗友斌　李彩霞

【摘要】 职住平衡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理念，但衡量职住平衡的指标目前尚无统一标准，为挖掘职住平衡与通勤出行

之间的内在关联规律，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和互联网地图出行时空数据，构建了职住平衡通勤出行基础数据库，提出了３

种表征职住平衡率的指标，以广州市５５个交通大区为例，分析了３种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出行特征之间的关联规律，

通勤出行特征包括通勤时耗、通勤距离、高峰小时通勤量占比等，发现职住平衡率与上述通勤出行特征之间呈现较为显

著的关联性，且３种职住平衡率指标中，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关联性最强，用地开发职住比关联性相对最弱，最后总结

了不同职住平衡率指标对实现通勤出行目标的差异性，研究成果对国土空间规划及职住功能配比规划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关键词】 职住平衡率；通勤出行；手机信令数据；用地规划

０ 引言

随着我国城乡规划工作全面进入国土空间规划时代，土地利用进入存量发展时代。提升土地利用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以便从源头缓解交通出行供需矛盾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职住平衡概念在城市和交通规划

领域备受关注［１４］，是打通土地利用交通之间互动反馈通路的核心抓手。提高职住平衡率以便从源头降

低通勤出行距离和出行时耗、缓解交通拥堵，越来越成为规划领域的共识。但是职住平衡率这一指标在

目前的实际操作中尚存在若干问题有待解决，一是职住平衡率指标采用何种算法缺乏统一标准。二是职

住平衡率对通勤出行的实际影响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规律缺乏定量实证研究。三是职住平衡的研究片

区范围缺乏明确标准。

既有研究对职住平衡率指标的定义提出了多种算法，较为常见的包括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岗

位人口比、用地开发比等［５６］，但目前尚未有统一标准，且各类指标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指标的

适用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对职住平衡率与通勤出行特征之间的关联影响规律缺乏实证研究验证。主

要原因在于缺乏精细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如职住平衡率指标测算，需要较高精细度的人口和岗位

分布数据或者分区用地开发规模数据，又如通勤出行需要分方式分片区的通勤出行时耗和通勤距离

数据，在缺乏大数据的时代，人口岗位往往只有行政区级的统计数据，而通勤出行更是只能依靠５

年一次的抽样调查数据，且数据处理周期较长，数据精度和时效性往往难以满足分析要求。此外，

职住平衡的测度范围缺乏明确标准，不同范围的片区，对职住平衡的高低标准以及难易程度都不相

同，举例而言，一个地级市范围内的职住分布往往被认为是基本平衡的，但是行政区范围内实现职

住平衡较市域范围要难，而进一步缩小范围至组团级、片区级乃至地块级，实现职住平衡的难度越

来越大，显然讨论职住平衡这一概念时无法脱离片区范围而论，但目前研究中对片区面积如何影响

职住平衡及其作用规律缺乏相关研究。

因此，针对职住平衡目前存在的指标定义不统一、与交通互动机理不清晰及片区范围对指标的影响

等核心问题，有必要开展实证研究，借助多源大数据构建的精细化交通模型数据底盘，深入挖掘职住平

衡率与通勤出行间的内在关联规律，基于规律建立定量分析模型并总结规律用于指导空间规划和土地利

用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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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数据基础介绍

１１ 研究分区

本次采用广州市交通模型中划分的５５个交通大区作为研究对象，对职住平衡率与通勤出行特征之

间的关联规律进行实证研究。５５个交通大区涵盖不同规模的面积、人口和岗位。５５个片区平均面积为

１２９．３ｋｍ２，最大值为１０５８ｋｍ２，最小值５ｋｍ２；平均人口规模３２．７万人，最大值１３４．９万人，最小值

２．１万人；平均岗位规模１５．７万个，最大值５５．３万个，最小值１．１万个。５５个片区的面积、人口、岗

位规模分布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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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５５个分区面积、人口、岗位规模累计分布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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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职住数据

传统职住数据的获取有两种途径，一是抽样调查［７８］，二是基于公交ＩＣ卡等智能采集数据，但不可

避免的存在样本覆盖不足、数据精度不够的问题。大数据技术为获取大样本职住对应关系提供了有效途

径，从而能从个体层面了解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布和对应关系。

一般而言，可采用长周期移动信令数据通过特定算法获取职住分布特征［９１１］，确定单一移动信令源

的职住数量及分布，然后利用互联网位置数据获取不同区域的移动信令市场份额进行扩样，最后结合人

口年龄结构 （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校核无手机人员数量，得到城市最终的职住分布及对应关

系矩阵。广州市交通模型对于职住数据的获取目前采用的算法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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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职住地判别算法流程图

１３ 通勤出行数据

通勤出行的主要特征数据包括通勤出行ＯＤ （全日和高峰）、通勤时耗、通勤距离、通勤出行高峰

小时占比 （即某一研究范围内高峰小时通勤量占全日通勤量的比例）等，主要用于分析通勤出行对交通

时空资源的占用。传统的数据获取方法是通过５到１０年一次的居民出行调查，对样本数据进行扩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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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ＯＤ点对之间分出行目的、分方式的出行量、出行时耗和出行距离矩阵，进一步聚合处理可得到某

一片区范围内的通勤出行时耗、通勤距离和通勤出行高峰小时占比等。传统方法的核心问题在于抽样率

过低 （往往仅有１％～２％），无论采用何种扩样方法，对于出行时耗、距离等特征数据均会产生较大偏

差，加上被调查者对一天全部出行存在漏报误报等现象，因此高峰出行占比数据精度也较差。广州市交

通模型通过前述的职住判别算法获取长周期内一天２４小时的通勤出行ＯＤ，同时基于互联网地图应用

获取了各起终点之间各出行方式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距离，再结合前述长周期移动信令数据获取的职住人

口分布和通勤出行矩阵，即可得到较为精确的通勤出行基础数据。

２ 职住平衡率指标定义

为对比不同的职住平衡率指标与实际通勤出行之间的关联性强弱，根据职住平衡率的内涵，提出３

种表征职住平衡率的指标，分别为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岗位人口比、用地开发职住比。

２１ 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

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是指某一给定的片区范围内，从业人口 （指居住在该片区的人口中有正常工作

的人口，不含未参加工作和退休人口）在本片区内就业的比例。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指标的计算方

法如下：

ρ犻＝
犾犪犫狅狉犻犼

∑
狀

犻＝１
犾犪犫狅狉犻犼

（１）

　　式中，ρ犻为片区犻的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犾犪犫狅狉犻犼为居住在片区犻、就业在片区犼的从业人员数量。

很明显，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的最大值不会超过１００％，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越高，代表片区从业人口

在内部通勤的比例越高，这与职住平衡率的实质内涵是较为吻合的。

２２ 岗位人口比

岗位人口比的概念相对简单清晰，指某一片区内的就业岗位数量与居住人口的比例。计算方

法如下：

狆犲犻＝
犲犿狆犻
狆狅狆犻

（２）

　　式中，狆犲犻为片区犻的岗位人口比，犲犿狆犻为片区犻的就业岗位数量，狆狅狆犻为片区犻的居住人口数

量。片区内的就业岗位既有居住在片区内，也有可能居住在片区外，同理，片区内的居住人口，既

有可能在片区内就业，也有可能去片区外就业。该指标无法反映上述的空间分布，只是数量规模的

比值。对于较大的行政范围 （如市、行政区一级）而言，狆犲犻往往不会超过１００％，但对于较小规模

的片区而言，狆犲犻可以超过１００％。一般而言，岗位人口比越高，该片区的职住功能混合度越高，某

种程度上职住平衡率相对也高，但是经验表明，超过某一阈值后，也会造成反向失衡，即就业功能

过强而居住功能相对弱。

２３ 用地开发职住比

城市用地规划是交通发生的源头，但城市规划无法直接调控人口和岗位布局，而是通过用地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等手段，通过调整用地开发强度从而间接实现人口和岗位的布局调整。如下图所示，通过

对广州市现状居住类和就业类用地开发规模和人口岗位的回归分析，发现人口岗位和用地开发规模有一

定的相关性，但各片区也存在一定差异，人口岗位和用地开发是一种间接联系。

因此，有必要单独提出用地开发职住比，作为衡量职住平衡率的重要指标。用地开发职住比是指某

一片区内，就业类建筑规模与居住类建筑规模的比值，其中居住类建筑规模包括了城镇居住和村居住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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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用地的合计建筑规模，就业类建筑规模则是所有提供就业岗位的各类性质用地的建筑规模之和，包

括商业、办公、餐饮、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工业、物流仓储等，但不包括绿地水耕用地、市政交通

用地。具体测试方式如下：

狆犲＿犫狌犻＝
犲犿狆＿犫狌犻
狆狅狆＿犫狌犻

（３）

　　式中，狆犲＿犫狌犻为片区犻的用地开发职住比，犲犿狆＿犫狌犻为片区犻的就业类建筑规模 （单位为平方

米），狆狅狆＿犫狌犻为片区犻的居住类建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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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各片区建筑开发规模和人口、岗位相关性图

３　职住平衡率指标对通勤出行特征影响实证研究

提高职住平衡率以改善城市交通拥堵，是通过降低通勤出行时耗、出行距离等，以实现减少通勤出

行对城市交通资源的占用。因此，在本次实证研究中，选取通勤时耗、通勤距离、高峰通勤出行占比

（高峰小时通勤出行量占全日出行量的比例）三个参数，作为职住平衡率指标的影响对象。此外，样本

片区的面积显然会对片区出行的特征参数产生影响，因此在实证分析中引入面积参数。

３１ 职住平衡率对通勤时耗的影响

分别对５５个大区的３个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时耗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关联结果如下图所示。可

以看出，在将片区面积纳入影响因素后，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时耗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相关性，总体

而言，职住平衡率与通勤时耗呈现负相关关系，片区面积与通勤时耗呈现正相关关系，即职住平衡率越

高，通勤时耗越低，而片区面积规模越大，通勤时耗越大。同时，３个职住平衡率指标中，从业人口内

部就业率与通勤时耗的关联性最强，其次为岗位人口比，再次为用地开发职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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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５５个片区职住平衡率、面积与通勤时耗的回归分析结果

３２ 职住平衡率对通勤距离的影响

分别对５５个大区的３个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距离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关联结果如下图所示。可

以看出，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距离也呈现出较为较高的相关性，但相关程度不及职住平衡率与通勤时

耗间的相关度。同样，职住平衡率与通勤距离呈现负相关关系，片区面积与通勤时耗呈现正相关关系。

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与通勤距离的关联性最强，其次为岗位人口比，再次为用地开发职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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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５５个片区职住平衡率、面积与通勤距离的回归分析结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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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５５个片区职住平衡率、面积与通勤距离的回归分析结果 （二）

３３ 职住平衡率对高峰通勤量占比的影响

分别对５５个大区的３个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高峰通勤量占比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关联结果如下图所

示。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高峰通勤量占比呈现出高度显著的相关性，其相关程度显著高于与通勤时耗、通

勤距离间的相关度。职住平衡率与高峰通勤量占比呈现正相关关系，片区面积与高峰通勤量占比呈现负

相关关系，即职住平衡率越高，高峰通勤量占比越高，片区面积越小，高峰通勤量占比越高。３个职住

平衡率指标中，岗位人口比与通勤距离的关联性最强，其次为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再次为用地开发职

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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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５５个片区职住平衡率、面积与高峰通勤量占比的回归分析结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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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５５个片区职住平衡率、面积与高峰通勤量占比的回归分析结果 （二）

３４ 关联模型建立

通过前述实证研究的结果分析，发现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指标与通勤出行的相关性最强。采用从业

人口内部就业率作为职住平衡率的代表性指标，建立职住平衡率与通勤出行特征之间的关联模型，并进

行分析。

对于给定片区，由前述回归关系得到片区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和片区通勤出行各特征指标之间的关

系如下：

犜犮＝１５．６１７
ρ犻烄

烆

烌

烎ａｒｅａ

－０．１８７

（４）

犇犮＝２．１６０８
ρ犻烄

烆

烌

烎ａｒｅａ

－０．２６４

（５）

犳犮＝０．８２７２ρ
１．１４９３

犻 ａｒｅａ－
０．１４９３ （６）

　　其中，犜犮为片区平均通勤时耗，犇犮为片区平均通勤距离，犳犮为片区通勤出行高峰小时占比，ρ犻为

片区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ａｒｅａ为片区面积 （单位ｋｍ２）。

３５ 规律分析

基于建立的关联模型，计算得到广州市不同面积的组团在不同的职住平衡率 （用从业人口内部就业

率表征）下的通勤出行时耗、距离和高峰占比。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平均通勤时耗对应表

平均通勤时耗 （ｍｉｎ）
职住平衡率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片区面积 （ｋｍ２）

５０ ４０．７ ３８．５ ３６．９ ３５．７ ３４．７ ３３．８

１００ ４６．３ ４３．９ ４２．１ ４０．７ ３９．５ ３８．５

２００ ５２．７ ４９．９ ４７．９ ４６．３ ４５．０ ４３．９

３００ ５６．８ ５３．９ ５１．７ ４９．９ ４８．５ ４７．３

４００ ６０．０ ５６．８ ５４．５ ５２．７ ５１．２ 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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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平均通勤时耗对应图

８９８１



测算结果显示，提高职住平衡率能够较为显著地降低片区的平均通勤时耗。以１００ｋｍ２规模的片区

为例，职住平衡率由３０％提升至５０％时，平均通勤时间由４６．３分钟下降至４２．１分钟，降幅９．１％，职

住平衡率由５０％提升至７０％时，通勤时间由４２．１分钟下降至３９．５分钟，降幅６．１％。同时可以看出，

职住平衡率的提升对于平均通勤时耗的下降效应是边际递减的，下降的幅度逐步趋缓。对不同大小的片

区呈现出类似的效应，总体而言，同等职住平衡率的两个片区，片区面积越大的，平均通勤时间越长。

表２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平均通勤距离对应表

平均通勤距离 （ｋｍ）
职住平衡率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片区面积 （ｋｍ２）

５０ ８．３ ７．７ ７．３ ６．９ ６．７ ６．４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３ ８．８ ８．３ ８．０ ７．７

２００ １２．０ １１．１ １０．５ １０．０ ９．６ ９．３

３００ １３．４ １２．４ １１．７ １１．１ １０．７ １０．３

４００ １４．４ １３．４ １２．６ １２．０ １１．５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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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平均通勤距离对应图

表３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通勤高峰小时占比对应表

通勤高峰小时占比
职住平衡率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８０％

片区面积 （ｋｍ２）

５０ １１．６％ １６．１％ ２０．８％ ２５．６％ ３０．６％ ３５．７％

１００ １０．４％ １４．５％ １８．８％ ２３．１％ ２７．６％ ３２．２％

２００ ９．４％ １３．１％ １６．９％ ２０．８％ ２４．９％ ２９．０％

３００ ８．８％ １２．３％ １５．９％ １９．６％ ２３．４％ ２７．３％

４００ ８．５％ １１．８％ １５．２％ １８．８％ ２２．４％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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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通勤高峰小时占比对应图

同样的效应也出现在通勤距离。以１００ｋｍ２规模的片区为例，职住平衡率由３０％提升至５０％时，

平均通勤距离由１０ｋｍ下降至８．８ｋｍ，降幅１２．６％，职住平衡率由５０％提升至７０％时，通勤距离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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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下降至８ｋｍ，降幅８．５％。同样地，职住平衡率的提升对于平均通勤距离的下降效应是边际递减的。

通勤高峰小时占比则随着职住平衡率的提高而增加，主要原因在于上下班时间相对固定的情况下，

某一群体的平均通勤时耗越小，则该群体的出发时间越集中，相应地出行者通勤出行叠加的比例越大，

因此通勤高峰占比越高，反之平均通勤时耗越长，则该群体的出发时间越分散，通勤出行叠加的比例越

小，因此高峰占比越小。以１００ｋｍ２规模的片区为例，职住平衡率由３０％提升至５０％时，通勤高峰占

比由１０．４％提高至１８．８％，增加８．４个百分点，职住平衡率由５０％提升至７０％时，通勤高峰占比进一

步增加至２７．６％，增加８．９个百分点。

进一步统计分析不同规模的片区职住平衡率提升带来的通勤出行特征变化幅度，得到如下表所示。

可以看到，随着片区规模的增大，职住平衡率提升带来的通勤出行时耗降低、通勤距离降低幅度也随之

增大，而带来的通勤高峰小时占比的提高幅度则是收窄的。例如对５０ｋｍ２规模的片区而言，职住平衡

率每提升１０个百分点对应的通勤时耗下降１．３６分钟、通勤距离下降０．３８ｋｍ，通勤高峰小时占比提高

４．８个百分点，对４００ｋｍ２规模的片区而言，相应的变化幅度则分别是下降２．０１分钟、下降０．６６ｋｍ、

提高３．５个百分点。

表４　各规模片区职住平衡率每提升１０个百分点引起的通勤出行特征变化

职住平衡率每提升１０个百分点引起的通勤出行特征变化

平均通勤时耗变化

（单位：分钟）

平均通勤距离变化

（单位：ｋｍ）

通勤高峰小时占比变化

（单位：百分点）

片区面积 （ｋｍ２）

５０ －１．３６ －０．３８ ＋４．８

１００ －１．５５ －０．４６ ＋４．４

２００ －１．７７ －０．５５ ＋３．９

３００ －１．９０ －０．６１ ＋３．７

４００ －２．０１ －０．６６ ＋３．５

４ 结语

通过以广州市为例对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出行特征的关联规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了三类职住平

衡率指标与通勤出行时耗、通勤出行距离和通勤高峰占比均呈现较为显著的相关性，且对于不同规模的

片区，职住平衡率提高带来的通勤出行特征变化程度不同。

从３类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出行特征的关联性来看，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指标与通勤出行的相关

性最强，岗位人口比次之，用地开发职住比关联性最弱。因此，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宜采用从业人口内

部就业率作为职住平衡率的表征。于此同时，从城市规划工作实践的角度来看，三类指标在管控性和可

预测性则正好相反，即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最难管控和预测，因为人口和岗位的双向选择不仅受规划供

给影响，还受房价、租金、交通可达性等市场因素影响；而岗位人口比相对容易管控，但由于人均居住／

岗位面积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要精确预测也不容易；用地开发职住比则相对容易预测，可通过总体规

划和详细规划等手段进行规划管控。

从职住平衡率和片区面积对通勤出行特征的影响来看，职住平衡率与通勤出行时耗、通勤出行距离

呈现负相关关系，与通勤高峰占比呈现正相关关系。而片区面积则与通勤出行时耗、通勤出行距离呈现

正相关关系，与通勤高峰占比呈现负相关关系。且随着片区规模的增大，职住平衡率提升带来的通勤出

行时耗降低、通勤距离降低幅度也随之增大，而带来的通勤高峰小时占比的提高幅度则是收窄的。从广

州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对于５０ｋｍ２大小的片区而言，职住平衡率每提升１０％，片区平均通勤时耗下

降１．３６分钟，平均通勤距离下降０．３８ｋｍ，通勤高峰小时占比则提高４．８个百分点；而对于４００ｋｍ２大

小的片区，相应的变化幅度分别是下降２．０１分钟、下降０．６６公里以及提高３．５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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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的摩托车需求估算

彭亚成　佘文晟　林　龙

【摘要】 摩托车限牌与限行政策已经在全国约２００个城市实行，但是部分限摩区居民由于周边公共交通欠发达、道路通

行条件较差等因素存在一定的使用需求。为制定合理的摩托车管理政策需要对使用需求进行估算，本文以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回归模型为基础，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得到居民使用摩托车出行的基础数据，利用ＳＰＳＳ１９．０标定回归模型关键参数，确

定居民是否选用摩托车出行的影响因素，判定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获得摩托车出行的效用函数，将非集计结

果集计化确定不同人群的出行概率，并结合各辖区人口数量估算出需求总量。需求估算结果显示在部分地区存在摩托车

使用需求，可以考虑对摩托车管理政策作出适当调整。

【关键词】 摩托车管理政策；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影响因素；需求估算

０ 引言

摩托车由于价格经济实惠、驾驶方便、机动性强等特点在公共交通欠发达的区域被广泛使用，是居

民出行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但是摩托车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也对道路交通运作、交通安全造成了较

大的负面影响［１］。由于安全系数低、驾驶者安全意识较差摩托车易诱发交通事故，以广州市为例，２０１９

年全市摩托车保有量仅占机动车保有量的２．５％，但是涉及摩托车的交通事故宗数却占全市比例的

４３％。为了避免驾驶摩托车引发的交通事故与秩序混乱，全国接近有２００个城市采取了摩托车限牌或限

行政策［２］。对摩托的严格管理有效的缓解了因摩托车导致的交通问题，但是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

例如部分地区摩托车政策采用 “一刀切”的方法，未充分考虑到无可替代工具的居民出行需求，部分居

民被迫采用无牌或假套牌摩托车出行，导致交通管理更加困难，为精准制定摩托车限牌与限行政策，需

要了解居民使用摩托车出行需求。

本文拟采用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估算摩托车使用需求，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最初用于医药统计

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随后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该模型的因变量为二元选项 （有或无，发生或不

发生），协变量为可能影响二元选项的一系列因素，利用ＳＰＳＳ、ＳＡＳ、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等数理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后能较好地筛选出对因变量有统计学意义的协变量并估计在不同因素组合下发生该事件的可

能性［３］。以该回归模型为基础通过设计问卷，对被调查者的摩托车使用意向进行分析能够获得影响摩托

车使用的关键因素并得到相应模型参数，进一步结合基础人口数据估算出需求总量。

全文的结构如下：在第一节主要介绍问卷调查的内容，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被调查者的基本

特征；第二节建立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通过ＳＰＳＳ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摩托车出行影响因素，

并对各项参数进行解释；第三节根据得到的回归系数确定效用函数方程，将非集计结果集计化确定不同

人口属性有摩托车使用需求的概率，结合人口基数对摩托车出行需求总量进行估算，最后一节对摩托车

管理政策给出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１ 摩托车使用问卷调查

１１ 因素分类与指标选取

本文以是否有摩托车出行需求作为因变量，无出行需求用Ｙ＝０表示，有出行需求用Ｙ＝１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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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协变量的选取，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初步选定影响居民出行是否使用摩托车的３大类因素，

即个人与家庭特征、出行特征与周边交通特征，在此基础上细化出９小类因素供被调查者选择，具体因

素如表１所示。

表１　影响居民出行是否选择摩托车的因素

类别 具体因素

个人与家庭特征 性别、户籍、常住区、年龄、职业、收入

出行特征 出行距离

周边交通特征 ５００ｍ内是否有常规公交、５００ｍ内是否有轨道交通

　　根据上文确定的影响因素设计问卷，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广州市花都区常住居民。花都区位于广州

市西北部，下辖４个街道６个镇，目前已经停止摩托车注册登记业务但未对摩托车限行。将制作的问卷

以二维码的形式发放给居民填写，最终回收１１８４０份问卷，其中１１５７９份问卷有效，合格率为９７．８％。

回收问卷涵盖影响因素的各个层次的选项，具有良好的随机性与有效性，能够较为全面反映出居民出行

是否选择摩托车及相应影响因素。

１２ 调查结果的描述性分析

１．２．１ 个人与家庭特征

被调查者中性别方面：男性比例与女性比例分别为５５．７％、４２．３％；户籍方面：以本地城镇居多，

占总样本量的３９．９％；常住区域方面：各街镇分布较均匀，花东镇、新雅街道、新华街道占比较多；

年龄方面：受访者的年龄主要分布在２５～４５岁之间，占总样本量的６８％；职业分布主要为农民与公司

职员，占比分别为２８．３％与２４．５％；家庭月收入方面：平均月收入在２５００～５０００元的人群占受访者比

例的４３．７％，具体情况见表２。

表２　个人与家庭特征调查结果统计

属性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６６７６ ５７．７％

女 ４９０３ ４２．３％

户籍

本地城镇 ４５５２ ３９．３％

本地农村 ３４２０ ２９．５％

外来人口 ３６０７ ３１．２％

常住区

花城街道 １００９ ８．７％

新华街道 １４３５ １２．４％

新雅街道 １６６４ １４．４％

秀全街道 ８４０ ７．３％

狮岭镇 １２１１ １０．５％

炭步镇 １１７５ １０．１％

花山镇 ７２２ ６．２％

赤坭镇 ４６７ ４．０％

梯面镇 １１４９ ９．９％

花东镇 １９０７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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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年龄

１８～２５岁 １１１４ ９．６％

２５～３５岁 ３０５３ ２６．４％

３５～４５岁 ４８１３ ４１．６％

４５～５５岁 ２０１３ １７．４％

＞５５岁 ５８６ ５．１％

职业

农民 ３２７８ ２８．３％

工人 １８０２ １５．６％

个体经营 １７９９ １５．５％

机关单位 １３０９ １１．３％

公司职员 ２８３２ ２４．５％

其他 ５５８ ４．８％

月收入 （元）

２５００＜ ４２２３ ３６．５％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 ５０５６ ４３．７％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１７１２ １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５８８ ５．１％

１．２．２ 出行特征

出行距离上主要集中在２～５ｋｍ，占总样本的３４．９％，说明居民出行以中短距离为主；２ｋｍ以内的

出行占比２１．８％，５～１０ｋｍ的出行占比２７．６％，１０ｋｍ以上的出行占比１５．７％。

１．２．３ 周边交通特征

周边交通特征中，居住５００ｍ范围内无常规公交的样本占总样本的４４．１％，有公交线路的样本占比

５５．９％；居住５００ｍ范围内无轨道交通的样本占总样本的８５．４％，有轨道交通的占比１４．６％。区域常

规公交覆盖率较高，而常规公交覆盖率偏低。

２ 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分析

２１ 二元犾狅犵犻狊狋犻犮模型建立

出行者出行方式的选择总是倾向于选择效用最大的方式。根据现有的研究，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

作为一种非集计模型，通过引入可能影响出行者行为的因素，能够较为准确的分析出行选择的有效特征

变量［４］。

对于任意个体狀，其出行选择集合包含选项犻和选项犼两种出行方式，对应的效用方程为
［５］：

犝犻狀 ＝犞犻狀＋ε犻狀；犝犼狀 ＝犞犼狀＋ε犼狀 （１）

式中：犞犻狀与犞犼狀是选项犻与犼效用方程的确定项；ε犻狀与ε犼狀是选项犻与犼效用方程的随机项，服从Ｇｕｍｂｅｌ

分布。

效用方程确定项与对应影响因素一般采用线性方式表示：

犞犻狀 ＝θ′犡犻狀 ＝∑
犓

犽＝１

θ犽犡犻狀犽 （２）

式中：θ′为参数向量；犡犻狀为特征向量；犓为特征变量的个数；θ犽为第犽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犡犻狀犽为

出行个体狀选择出行选项犻的第犽个特征变量。

而个体狀选择犻出行会在犝犻狀＞犝犼狀时发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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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狀（犻狘Ω）＝Ｐｒ犝犻狀 ＞犝犼狀，犻∈［ ］Ω （３）

式中：Ω为选项集合，求解上述不等式求得在给定特征向量下个体选择犻的概率为：

犘Ω（犻）＝
１

１＋犲θ０＋∑
犓

犽＝１
θ犽犡犻犽

（４）

式中除θ０表示回归截距外，其余参数与上述参数表达意义相同。参数θ犽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算，并

进行检验最终实现参数标定。结合实际情况，整理调查数据得到相应参数及取值如表３所示：

表３　特征变量参数统计表

特征变量 编号 参数 取值

性别
男 参考变量

女 狓１ θ１ １，其他０

户籍

本地城镇 参考变量

本地农村 狓２ θ２ １，其他０

外来人口 狓３ θ３ １，其他０

常住区

花城街道 参考变量

新华街道 狓４ θ４ １，其他０

新雅街道 狓５ θ５ １，其他０

秀全街道 狓６ θ６ １，其他０

狮岭镇 狓７ θ７ １，其他０

炭步镇 狓８ θ８ １，其他０

花山镇 狓９ θ９ １，其他０

赤坭镇 狓１０ θ１０ １，其他０

梯面镇 狓１１ θ１１ １，其他０

花东镇 狓１２ θ１２ １，其他０

年龄

１８～２５岁 参考变量

２５～３５岁 狓１３ θ１３ １，其他０

３５～４５岁 狓１４ θ１４ １，其他０

４５～５５岁 狓１５ θ１５ １，其他０

＞５５岁 狓１６ θ１６ １，其他０

职业

农民 参考变量

工人 狓１７ θ１７ １，其他０

个体经营 狓１８ θ１８ １，其他０

机关单位 狓１９ θ１９ １，其他０

公司职员 狓２０ θ２０ １，其他０

其他 狓２１ θ２１ １，其他０

月收入 （元）

２５００＜ 参考变量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 狓２２ θ２２ １，其他０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狓２３ θ２３ １，其他０

＞１００００ 狓２４ θ２４ １，其他０

出行距离 （ｋｍ）

＜２ 参考变量

２～５ 狓２５ θ２５ １，其他０

５～１０ 狓２６ θ２６ １，其他０

＞１０ 狓２７ θ２７ １，其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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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变量 编号 参数 取值

常规公交
无 参考变量

有 狓２８ θ２８ １，其他０

轨道交通
无 参考变量

有 狓２９ θ２９ １，其他０

２２ 模型参数标定与结果分析

根据上节对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的介绍，结合影响居民出行的特征变量，利用ＳＰＳＳ软件对数据进行

回归分析。主要利用ＳＰＳＳ对模型进行参数标定，剔除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的特征变量，确定方式选择

概率模型的回归参数，得到不同特征变量下居民选择摩托车出行的概率。将数据导入ＳＰＳＳ１９．０，得到

各参数的标定结果如表４所示。表的第一列为特征变量，其余各列分别为相关系数犅（θ）、标准差Ｓ．Ｅ、

Ｗａｌｄ值、自由度、Ｗａｌｄ统计检验显著性值 （Ｓｉｇ．）与比值比，其中相关系数犅（θ）、显著性值Ｓｉｇ．与

比值比为较为重要的参数。

表４　模型参数标定

特征变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性别 （１） －．８７３ ．０７８ １２４．１６６ １ ．０００ ．４１８

户籍 ７８．１０５ ２ ．０００

户籍 （１） ．４０６ ．１２７ １０．２６２ １ ．００１ １．５０１

户籍 （２） －．８７２ ．１０１ ７５．０５８ １ ．０００ ．４１８

常住区 １３１．９５５ ９ ．０００

常住区 （１） ．１８２ ．２２４ １．５８５ １ ．００８ １．１９９

常住区 （２） ．１９３ ．２１５ ３．３３４ １ ．００８ １．２１３

常住区 （３） ．０４２ ．２８０ ．０２３ １ ．０１０ １．０４３

常住区 （４） ．４５８ ．２２６ ４．１３３ １ ．０４２ １．５８２

常住区 （５） ．５６８ ．３０２ ３．５２６ １ ．０４０ １．７６４

常住区 （６） ．８７９ ．２１９ １６．０８８ １ ．０００ ２．４０９

常住区 （７） ．８４３ ．２３７ ３．４９８ １ ．０４１ ２．３２４

常住区 （８） １．６７８ ．２６３ ４０．６６６ １ ．０００ ５．３５６

常住区 （９） １．３２６ ．２０２ ４３．２６１ １ ．０００ ３．７６７

年龄 ８．５６３ ４ ．０７３

年龄 （１） －．２１６ ．１６７ １．６７１ １ ．１９６ ．８０６

年龄 （２） －．３４７ ．１６６ ４．３８６ １ ．０３６ ．７０７

年龄 （３） －．３９３ ．１７５ ５．０６１ １ ．０２４ ．６７５

年龄 （４） －．４６２ ．２０２ ５．２２７ １ ．０２２ ．６３０

职业 ５０．９１８ ５ ．０００

职业 （１） ．００５ ．１０９ ．００２ １ ．００６ １．００５

职业 （２） －．５２６ ．１３３ １５．７７４ １ ．０００ ．５９１

职业 （３） －．６８９ ．１５８ １９．０３２ １ ．０００ ．５０２

职业 （４） －．４０３ ．１０７ １４．２６５ １ ．０００ ．６６９

职业 （５） －．４６７ ．０９５ ２４．０１１ １ ．０００ ．６２７

收入 １１．３３１ ３ ．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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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变量 Ｂ Ｓ．Ｅ Ｗａｌｄ ｄｆ Ｓｉｇ． Ｅｘｐ（Ｂ）

收入 （１） －．０７６ ．０７７ ．９７５ １ ．３２３ ．９２７

收入 （２） －．３５５ ．１１４ ９．６７５ １ ．００２ ．７０１

收入 （３） －．３２５ ．１８１ ３．２０６ １ ．０７３ ．７２３

出行距离 ２１．４９２ ３ ．０８４

出行距离 （１） －．４０３ ．１０２ １．８０４ １ ．２３０ ．６６８

出行距离 （２） ．０４６ ．０６３ ８．８０４ １ ．１０１ １．０４７

出行距离 （３） －．１６９ ．０００ ３．６２２ １ ．０１９ ．８４５

常规公交 （１） －．３９５ ．０８７ １１．６９８ １ ．０００ ．６７４

轨道交通 （１） －．８９９ ．１４０ ４．２５７ １ ．０００ ．４０７

常量 －１．４１７ ．２６０ ２９．７６０ １ ．０００ ．２４２

　　从表４可以看出对居民是否有摩托车出行需求的影响因素有性别、户籍、常住区 （街镇）、职业、

周边是否有常规公交及轨道交通 （显著性值Ｓｉｇ．小于０．０５的特征变量），对应解释如下：

（１）性别方面，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有摩托车出行需求的概率为男性的０．４１８倍；

户籍方面，本地农村人口有摩托车出行需求的概率为本地城镇人口的１．５０１倍，外地人口为本地城镇人

口的０．４１８倍。

（２）常住区 （街镇）方面，参考变量为花城街道，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新雅街道、秀全

街道、狮岭镇、炭步镇、炭步镇有摩托车出行的概率为花城街道的１～２倍，花山镇、赤坭镇、梯面镇

与花东镇为花城街道的２倍以上，其中梯面镇的概率最高为５．３５６倍。

（３）职业方面，工人与农民采用摩托车出行的概率较为接近；其他职业如机关单位、公司职员等为

农民使用摩托车出行的０．５～０．７倍。

（４）周边交通方面，５００ｍ范围内有常规公交采用摩托车出行为无常规公交的０．６７４倍；５００ｍ范

围内有轨道交通采用摩托车出行为无轨道交通的０．４０７倍。

本文采用Ｈｏｓｍｅｒ和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对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显著性水平为０．１０４（大于０．０５）

说明统计结果不显著，不能拒绝零假设，该模型对结果拟合较好。伪Ｒ２值主要为区别于线性回归中的

Ｒ２值，其值大小无明显意义，但正确百分比表示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的一致的比例，本次模型正

确百分比为８５．７％，说明预测的精度较好。对应具体的参数值如表５所示。

表５　模型检验系数表

Ｈｏｓｍｅｒ和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 伪Ｒ２检验

卡方 ｄｆ Ｓｉｇ． Ｃｏｘ＆ＳｎｅｌｌＲ２ ＮａｇｅｌｋｅｒｋｅＲ
２ 正确百分比

１３．２３３ ８ ．１０４ ．０９２ ．１６６ ８５．７

３ 使用需求估算

３１ 摩托车出行效用函数

将公式 （４）进行转换，得到摩托车效用函数公式 （５），式中各参数意义均相同
［６］：

ｌｎ
犘Ω（犻）

１－犘Ω（犻（ ））＝θ０＋∑
犓

犽＝１

θ犽犡犻犽 （５）

　　结合式５与表４可以得到广州市花都区居民使用摩托车出行的效用函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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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
犘１
１－犘（ ）

１
＝－１．４１７－０．８７３狓１＋０．４０６狓２＋…－０．３９５狓２８－０．８９９狓２９ （６）

式中：犘１为个体使用摩托车出行的概率，狓１～狓２９为特征变量 （不含 Ｗａｌｄ统计检验显著性值大于０．０５

的特征变量）。通过该公式能得到确定属性 （性别、户籍、常住区、职业、周边是否有公交、周边是否

有轨道）下的个体采用摩托车出行概率。

３２ 非集计结果集计化

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模型本质上是非集计模型，公式 （６）求得的是单个出行者使用摩托车出行概率，为

估算区域整体摩托车出行需求需要将非集计模型集计化［７］。本文按照常住区分类将区域内人口进行分为

１０类，分别为花城、新华街、新雅街、秀全街、狮岭镇、炭步镇、花山镇、赤坭镇、梯面镇与花东镇，

结合公安局户政支队提供的人口属性表获得不同街镇的人口数量。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街镇人口选择摩

托车出行概率的均值分别计算出行需求，最后将所有需求相加求得最终的摩托车使用需求：

犖＝∑
１０

犻＝１

（犖犻·犘１犻） （７）

式中：犖犻为各街镇人口数量，犘１犻为各街镇人口使用摩托车概率出行的平均值。

最终得到各街镇摩托车需求如下所示，其中秀全街道摩托车使用概率最小为０．０１４，梯面镇使用概

率最大为０．１２１；使用需求梯面镇道最小为１５４６人，狮岭镇最大为１４５４３人，全区总需求约

为６６９２３人。

表６　各街镇摩托车使用需求表 （单位：人）

辖区 花城街 新华街 新雅街 秀全街 狮岭镇 炭步镇 花山镇 赤坭镇 梯面镇 花东镇

人口 １４４７１１ ３６６６６７ １３２９７０ １４４７７５ ２９９８６７ ８１６７７ １３０２４１ ６４５４２ １２７３７ １７５２７８

概率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８ ０．０４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５２ ０．１２１ ０．０８３

需求 ３６８９ ９２４８ ５６３６ ２０６０ １４５４３ ３６６３ ８６８１ ３３４８ １５４６ １４５０７

４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获得被访者的特征属性，结合二元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确定影响居民采用摩托车出

行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通过Ｈｏｓｍｅｒ和Ｌｅｍｅｓｈｏｗ检验，说明模型拟合情况较好。模型参数显示性

别、户籍、常住区等因素会影响居民是否使用摩托车出行，其中女性使用摩托车出行概率为男性的

０．４１８倍；本地农村人口使用摩托车出行概率为本地城镇人口的１．５０１倍，外地人口使用摩托车出行概

率为本地城镇人口的０．４１８倍；梯面镇使用摩托车出行概率为花城街道的５．３５６倍。在得到效用函数的

基础上，通过将非集计模型集计化，计算区域约有６６９２３人有摩托车出行需求，其中梯面镇道需求最小

为１５４６人，狮岭镇需求最大为１４５４３人。估算结果显示辖区内仍然有一定的摩托车出行需求，而现在

实行的摩托车管理政策为禁止摩托车注册登记业务，因此可以考虑恢复被盗窃摩托车上牌、主动注销报

废摩托车可上牌、开通微循环公交、农村农作物货运集约化等政策解决摩托车出行需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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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卡口数据的机动车出行分析及应用研究

郑淑鉴

【摘要】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收集大样本综合信息能力的交通信息设备被广泛应用，其中交通卡口设备包含

了大量的检测数据，通过构建一套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辅助交通管理决策。基于交通卡口设备，提出卡口数据的基

本处理方法，从三个方面提出一套宏观的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重点根据外市籍车的出行特性研究其分类方

法，最后通过案例说明指标体系能有效发现城市中机动车的出行特征规律，能定量化辅助交通管理措施的制定。

【关键词】 信息技术；卡口数据；机动车出行特征；外市籍车

０ 引言

随着城市的经济不断发展，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增加，城市交通状况日益恶化。掌握城市交通中机动

车的出行特征，成为交通管理者必须掌握的关键信息；交通管理者通过分析机动车出行特征可以辅助制

定交通管理措施，实现精细化交通管理的目的。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收集大样本综合信息能力

的交通电子设备被广泛应用，其中高清卡口设备在各大城市中应用较多；卡口被安装在城市的主要道路

中，包括高快速路、主次干道等，检测数据包括了经过的车辆信息、时间、地点等，数据有着多维度、

大样本和高可靠性等特征，可作为城市交通研究的数据基础。

１ 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基于信息技术已开展了一些卡口数据的研究。其中Ｔａｍ、Ｆｅｘ分别基于车牌识别数据提

出了路段行程时间的估计方法［１２］，柴华骏、Ｎａｎｔｅｓ、付凤杰等利用车牌识别数据研究了车辆在道路上

的旅行时间的可靠性及分布问题［３５］，江迎基于长沙市的车牌识别数据分析出长沙市区路网的外地车辆

分布和构成、反映出外地车在城市中的交通运行状态［６］，姜桂艳、刘聪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基于卡口车牌

识别数据判别交通状态的方法［７８］，张云云基于Ｈａｄｏｏｐ技术分析卡口数据在交通上的应用
［９］，龚越基

于车牌识别数据提出了一套识别通勤车辆以及分析车辆轨迹的的方法［１０］，王蓓论证了卡口数据分析在

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对城市交通规划、交通建设和交通管理的作用和重要性［１１］，杨帅面向深圳市高

快速路网中的卡口数据提出了一种基于Ａｐｒｉｏｒｉ算法的通勤车辆识别方法
［１２］，周韬基于快速路卡口数据

提出了一种车辆出行ＯＤ路径的计算模型
［１３］。目前已有基于卡口数据分析机动车出行特征的研究，但

却未提出完整的机动车分析特征指标体系，对机动车的分析未全面、客观和科学，且针对外地车对城市

的交通影响也没有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卡口数据提出一套系统的机动车 （含本市籍车和外市籍

车，以下分别简称 “本地车”和 “外地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且重点分析外地车的特征属性，

并举例说明研究成果在实际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２ 卡口数据概况及数据处理

２１ 卡口数据概况

交通卡口的数据一般包括两个数据表，其中一个为实时检测的过车记录表，一个为静态的卡口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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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表。

（１）过车记录表

过车记录表一般包括检测到的车辆车牌、车牌颜色、卡口点位编号、检测时间、检测方向等信息，

部分城市能精确到检测的车道编号等信息。该数据表为动态更新表，一般随着检测车辆数的增加而不断

增加，数据量较大。

（２）卡口点位信息表

点位信息表主要记录卡口点位的编号、名称、经纬度信息等，该表为静态表，需要时才进行更新。

２２ 卡口数据处理

卡口因设备老化、车牌污损、恶劣天气等各种原因影响，过车数据存在噪声数据、遗漏数据和前后

不一致数据等，故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提高数据质量，数据处理的主要方法为［７］：

（１）数据清洗。根据噪声数据产生的原因以及存在的形式，利用一定的方法和技术对噪声数据进行

清洗，并将其转换为满足分析精度要求的可用数据，从而提高基础数据质量；车牌识别数据的主要问题

是缺位、车牌号异常、车牌位数不正确、未识别等。

（２）数据集成。将消除冗余数据后，将数据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整理，并将所有数据统一存储在数

据库、数据仓库或文件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集。

（３）数据转换。主要对数据进行规格化操作，如将数据值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

（４）数据规约。把那些不能够刻画系统关键特征的属性剔除掉，从而得到精练的并能充分描述被挖

掘对象的属性集合。

３ 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研究

３１ 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

如上所述，基于卡口数据能够识别车辆的基本信息、经过的卡口位置及时间等，其中通过车牌可以

判断车辆是否为本地车或者外地车，为蓝牌车、黄牌车等等，通过深度挖掘这些数据信息可以构建一套

完整的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以从宏观上分析城市的机动车出行特征。

在宏观上，可以从车辆的出行强度、出行频率和出行结构等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城市的机动

车出行特征，具体指标如下。

３．１．１ 出行强度指标

机动车出行强度指标体现的是城市路网中承载的机动车数量以及对道路的使用强度等，主要的指标

包括了出行车辆数、出行车次数、日均出行量等。

（１）出行车辆数

出行车辆数是指在城市道路网中出现的车辆数，其将被多个卡口重复检测的同一个车牌进行了去

重，一般以小时、天或者月为统计间隔对车辆进行去重处理，对应反映的是不同统计间隔出现的车辆

数。该指标能掌握道路网络中的在网车辆数，但却无法反映道路的实际负载。

（２）出行车次数

出行车次数是将道路网中所有的卡口检测过车数进行汇总加和，与出行车辆数不同的是，该指标能

间隔反映车辆的行驶里程，车辆行驶里程越多、被卡口检测的次数越多、出行车次数指标越大，对交通

的影响也就越大，故该指标能一定程度上反映道路的实际负载，但当卡口分布很密集时，该指标将多次

记录同一辆车，指标数据将明显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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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

（３）日均出行量

为了避免上述两个指标的缺隙，提出了日均出行量指标，该指标以某一时间间隔为单位 （一般以一

次出行时间为间隔，如１小时），统计每个时间间隔里被卡口拍到的出行车辆数，同一时间间隔内被不

同卡口抓拍到多次仅算一次出行。该指标避免同一车辆被卡口多次检测时的重复计数、又避免了同一车

辆出行多次的去重计数，能更加真实地反映道路的实际负载，但受统计间隔的影响，该指标仍有一定的

误差。

上述三个指标各有优缺点、侧重反映的情况也有所不同，综合三个指标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机

动车的出行强度情况。

３．１．２ 出行频率指标

机动车出行频率指标体现的是车辆的使用频率，车辆使用频率越高、对交通的影响也就越大，包括

了出行天数、日均出行次数两个指标。

（１）出行天数

出行天数一般以周、月或者年为统计间隔，分析车辆在统计时间里出现的天数，反映了车辆统计间

隔里的出行频率。

（２）日均出行次数

日均出行次数是指车辆在一天当中的出行次数，可由日均出行量和日均出行车辆数计算得到，计算

公式如下：

犜犆＝
犜犙
犜犞

（１）

式中：犜犆表示全部车辆的日均出行次数，犜犙表示日均出行量，犜犆表示日均出行车辆数。

３．１．３ 出行结构指标

出行结构指标指的是道路网络中的车辆组成，从来源地分析，可以分为本地车和外地车，外地车可

以再细分为本省市车、外省市车等；从车辆的类型分析，可以分为蓝牌车、黄牌车、绿牌车、特殊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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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结合交通管理的需求，可以分析本地车或者外地车的交通出行占比、不同车辆类型的交通出行占比

两个指标。

（１）本地车／外地车交通出行占比

根据不同的衡量指标，本地车／外地车交通出行占比可以分为出行车辆占比、出行量占比，具体计

算方法如下：

犓犞本 ＝
犜犞本

犜犞本＋犜犞外

（２）

犓犞外 ＝
犜犞外

犜犞本＋犜犞外

（３）

犓犙本 ＝
犜犙本

犜犙本＋犜犙外

（４）

犓犙外 ＝
犜犙外

犜犙本＋犜犙外

（５）

式中，犓犞本、犓犞外 分别表示本地车和外地车的出行车辆占比，犜犞本、犜犞外 分别表示本地车和外地车

的出行车辆数；犓犙本、犓犙外 分别表示本地车和外地车的出行量占比，犜犙本、犜犙外 分别表示本地车和

外地车的出行量。

（２）不同车辆类型交通出行占比

一般以出行车辆数来衡量不同车辆类型的交通出行占比，主要的计算指标可以有：

犓犞蓝 ＝
犜犞蓝

犜犞全

（６）

犓犞黄 ＝
犜犞黄

犜犞全

（７）

式中，犓犞蓝、犓犞黄 分别表示蓝牌车和黄牌车的出行车辆占比，蓝牌车一般指小客车、小货车等车辆类

型，黄牌车一般指大客车以及中型以上的货车等车辆类型；犜犞蓝、犜犞黄 分别表示蓝牌车和黄牌车的出

行车辆数，犜犞全 表示全部的出行车辆数。

３２ 外地车出行特征分类研究

在城市中，一般是以本地牌照车辆为主，但像北京、上海、贵阳、天津、杭州、深圳、广州等城市

实施了中小客车总量调控政策，中小客车上牌需要通过摇号或者竞价的方式，限制了中小客车上牌的自

由度，为规避政策限制，有部分居民会选择上外市籍牌照而在本地使用的情况，这也使得这些城市的外

地车辆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交通管理部门而言，这些外地车辆是必须重点关注及管控的对象，需要通

过卡口数据对这些车辆的出行特征进行分析。

通过上述的机动车出行特征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析出外地车辆的交通出行特征，但外地车作为

中小客车管控城市的特殊群体，需要单独地作为分析。在城市中运作的外地车，总体上可以分为

三大类：

① 过境车辆：指借道经过城市的车辆，该类车辆一般只在某天出现过、前后没有出行记录，具有

偶发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征，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小；

② 短期到访车辆：指临时到城市办事、探亲等的车辆，该类车辆对城市交通影响小，具有临时性、

偶发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征；

③ 长期使用车辆：指长期在城市使用的车辆，该类车辆出行频率高、对交通的影响大，具有一定

的规律性，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一般而言，可以使用车辆的出行天数、出行车次数、日均出行量等三个指标来具体判定外地车的使

用类型，如出行天数多、出行车次数和日均出行量多的车辆为长期使用车辆，出行天数少、出行车次数

不多等的为短期到访车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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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外地车出行分类研究

４ 应用研究

以某市的卡口数据为例，结合上述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关键指标分析外地车的出行特征：

① 外地车出行车辆数多

该市近年来外地车月均出行车辆数从４５０．５７万辆增长到６２０．６６万辆，增加３７．７％，外地车出行

车辆数持续增加，加重了道路的交通承载压力。

② 外地车出行占比高

工作日外地车全天的出行量占比平均为２９．３％，其中出行占比低峰出现在７时至８时、占比为

２１．３％，出行高峰出现在１９时至２０时、占比为３２．８％。非工作日上外地车平均占比为３０．３％，略高

于工作日的情况。总的来看，外地车的出行占比较高，对交通的影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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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外地车出行量占比时间分布图

③ 长期使用的外地车辆多

结合外地车的运行特性，可以分析出长期在该市使用的外地车辆从２０１５年的２２．９４万辆增长至

２０１７年的４７．８万辆，增幅达１０８．４％。

从全天来看，长期使用的外地车总量约占外地车总量的６４．３％，长期使用外地车是中心城区主要

的出行外地车。

进一步，分析这些长期使用外地车的出行天数，可以看出这些车辆月平均出行天数为１４．０２天，出

行天数在７天的车辆最多，月出行天数在１０天及以上的车辆占６５．７５％。总体上看，长期使用的外地

车月出行频率较高，对交通的影响较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外地车的出行车辆逐渐增加，对该市的交通造成较大的影响，其中以长期使

用的外地车对交通的影响最大，需要重点研究管控措施限制长期使用的外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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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长期使用的外地车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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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工作日各类型外地车出行时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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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长期使用的外地车月出行天数分布图

５ 结论

随着城市智能交通设备的不断完善，交通卡口设施的布设越来越多。交通卡口的检测数据包含了大

量的交通信息，如经过的车辆信息、时间、地点等，数据有着多维度、大样本和高可靠性等特征，可作

为城市交通研究的数据基础。本文基于城市的交通卡口设备，从出行强度、出行频率、出行结构三个方

面提出一套宏观的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重点针对机动车中的外地车根据其出行特性研究了其

分类方法，最后通过案例说明指标体系能有效发现城市中机动车的出行特征规律，能定量化辅助交通管

理措施的制定。目前各大城市中基本有卡口数据，本研究的成果可以推广应用于各大城市，用于辅助交

通管理者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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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数据的交通承载力计算

彭亚成　郑淑鉴　胡少鹏　徐容容

【摘要】 传统的交通承载力计算方法存在着模型参数难以标定、求解较为困难等不足，提出一种利用城市交通多源数

据计算交通承载力的方法。通过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Ｐｙｔｈｏｎ获取车辆运行速度、路段与路口流量等基础数据，采用历史数据

法与箱型图法等方法对缺失与异常数据进行清洗，获得符合要求的交通流数据。利用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克服传统聚

类算法中心选取的随机性问题，对道路处于畅通、缓行与拥堵不同的运行状态进行识别。将路段处于拥堵状态时的在驶

车辆数定义为该路段的最大承载力，结合交通流理论与路段长度获得单条路段承载力在此基础上获得整个片区交通承载

力。最后本文以广州市中心城区越秀区为例，对算法进行全面的说明。

【关键词】 交通承载力；多源数据；Ｋｍｅａｎｓ＋＋聚类；交通流理论

０ 引言

承载力最初源自于工程力学，其物理学定义是构件在不发生变形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内力。随后由于

其适用性、直观性与形象性，承载力的概念被不断延伸与拓展，被用于生态环境学、经济学与道路工程

学等一系列学科。在现有的研究中对交通承载力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依据研究的侧重点从人

口、环境等不同角度对城市交通承载力进行了定义。陈昊［１］将道路网交通承载力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在

符合城市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前提下，城市道路网满足一定交通服务水平和环境等级要求时

所能承载的最大机动车标准车次。詹歆晔、郁亚娟等［２］指出城市交通承载力是城市交通系统在可供利用

资源和环境达标的前提下所能支持的最大交通活动 （交通工具数量或交通运输能力）。齐?与张贵祥［３］

定义交通综合承载力为交通系统在满足居民出行需求的基础上，在区域交通资源、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以及资源环境约束下，正常发挥功能和健康发展的支撑能力。虽然表述的方式有所差异，但以

往研究表达的内涵基本类似，即交通承载力为城市交通系统的阈值，当道路行驶的车辆超过这一阈值交

通系统的功能与运作将会恶化，对城市生态造成较大影响。基于此本论文定义交通承载力为在规定的时

空区域内，在现有路网属性、交通方式、交通资源与管理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保证城市道路不发生拥堵

时的道路网所能够容纳的最大标准车辆数。

目前对于承载力估算方法的研究较少，在已有研究中马尚［４］提出了时空资源消散法，该方法认为道

路整体的时空资源总量相对固定，每个个体出行会占用一定的时空资源，通过资源总量与个体消耗即可

估算出承载量。邓娜、赵永胜［５６］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时研究时段、拥堵路段、折减系数标定提出改进时

空资源法。吴爱明［７］将公共交通、轨道交通的承担纳入交通承载力，以 “人／ｈ”对承载力进行估算。

侯德劭［８］提出一种双层规划模型确定交通承载力，模型上层以路段车流最大为目标以道路设施容量、尾

气排放等为约束条件，下层为平衡交通流分配问题。

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总结发现对目前对交通承载力的估算存在着一定不足，如时空资源消散法所需

要的参数如车头时距、交叉口折减系数、车道综合折减系数难以进行标定。双层规划模型ＯＤ矩阵难以

获得、求解过于理论，与实际道路交通运作状况出入较大。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多源交通数据对道

路承载力进行估算的方法，该方法以互联网数据、卡口流量数据为基础，通过聚类分析对交通运行状态

进行判别，获取单条路段下车辆的临界速度与对应流量，结合交通流理论获得单个路段下的车辆承载

力，以此路段承载力为基础求得片区的路网承载力。采用该方法能够克服以往研究中模型参数难以获

得、求解较为困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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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多源数据介绍

１１ 互联网＋数据

互联网＋数据主要通过浮动车获得车辆行驶信息并存储在相应文件中。文件包括路段自由流速度、

行驶时间、路段长度、拥堵指数、拥堵长度、车辆行驶速度、路段名称及方向等信息，通过上述信息可

以获得指定时间区间内任意一条路段的行驶速度。

表１　互联网＋数据信息

ＦＲＥＥＳＰＥＥＤ ＴＩＭＥ ＩＤ ＣＯＤＥＬＥＮＧＴＨＣＯ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ＴＯＴＡＬＥＮＧＴＨＳＰＥＥＤ ＮＡＭ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５３．４１３９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２３：５８１０００７３４４０１００ ４５２０ １．２４２３ １７５３２ ４２．９９４６白云大道北

从永平友谊路到

白云大道南由

北向南

５８．２６２９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２３：５８ ２７０ ４４０１００ ４３７６ １．０４５２ １６３３６ ５５．７４３６ 东风东路 由西向东

４６．３０３９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２３：５８ ９３７ ４４０１００ ６１７８ ２．６９４１ ２２９１６ １７．１８７５ 机场路
从解放北路到联

合东街由南向北

４５．８９３６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２３：５８１０００９３４４０１００ ６２２６ １．５５２４ ２２７３６ ２９．５６２７ 机场路

从联合东街到三

元里大道由北

向南

４７．３４７６ ２０１９１２３１２３：５８９８９８４４０１００ ５１５ ２．９２３５ ２６８４ １６．１９５８ 机场路 由南向北

１２ 卡口数据

卡口数据包括两部分内容，分别为卡口点位信息表与卡口过车记录表。其中卡口点位信息表记录了卡

口布设点位的详细信息，包括编号、路段名称、经纬度，而卡口过车记录则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点位

信息、通过时间、转向等信息。通过这两表连接查询可以获得任一时间区间内通过某一路段断面的流量。

表２　数据库中卡口点位信息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ＮＡＭＥ ＱＵ ＪＩＮＤＵ ＷＥＩＤＵ

１１００１ 东风东路烈士陵园路段 越秀区 １１３．２８１３８０６ ２３．１３３４３０５６

１１００２ 东风中路越秀桥路段 越秀区 １１３．２６８４ ２３．１３１５４４

１１００３ 先烈中路黄花岗剧院路段 越秀区 １１３．２９６３１ ２３．１３８４４１

１１００４ 东风西路广州医学院路段 越秀区 １１３．２４９１３０６ ２３．１３５１８８８９

１１００５ 恒福路恒福中学路段 越秀区 １１３．２８６０７ ２３．１４５６５７

表３　数据库中卡口过车记录

ＣＡＲＰＬＡＴＥ ＰＬＡＴＥＣＯＬＯＲＴＡＩ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Ｉ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ＩＭＥ ＤＲＩＶＥＲ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粤Ａ９Ｆ０Ｌ５ ０ １８１０３ ２０１９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１２．０ ２

粤Ａ０Ｕ０Ｖ６ ０ １７０２０ ２０１９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７．０ ０

粤ＡＳ３５０１ １ １８０５６ ２０１９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１２．０ ３

粤Ａ１ＬＥ１４ ０ １７０４４ ２０１９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１３．０ ３

粤ＡＷ６Ｚ１８ ０ １６０３８ ２０１９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１２．０ ３

１３犛犆犃犜犛数据

ＳＣＡＴＳ区域机以特定的时间间隔收集所有路口机所检测的交通流量，每天组织一个二进制文件存

８１９１



储，并上传至中央服务器备份。每个时间间隔内该区域机管辖的所有路口交通流量都汇总成一条记录存

储到该文件中。每条交通流量记录可分为一个时间段和多个流量数据段，时间段长度固定为９个字节。

表４　ＳＣＡＴＳ基础数据存储方式表

字节 数据 Ｂｉｔ７ Ｂｉｔ６ Ｂｉｔ５ Ｂｉｔ４ Ｂｉｔ３ Ｂｉｔ２ Ｂｉｔ１ Ｂｉｔ０

１～２ 长度 描述不包含该两字节的记录长度

３～４ 路口ＩＤ 路口编号，低位在前

５ 流量 流量数据的低８位

６ 线圈 高５位为线圈编号 流量的高３位

…

ｎ
每个线圈检测的数据占用两字节

２ 承载力算法介绍

本论文对道路交通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步骤计算：

步骤一：路段匹配。城市道路分为快速路、主干道与次支路，计算不同等级的道路承载力需要采用

不同的数据源。浮动车布设在各等级道路因此通过互联网＋数据可以获得地区各等级道路的速度数据；

卡口主要布设在城市快速路、主干道及中心区出入口位置，通过卡口可以获得地区主要干道的流量数

据；ＳＣＡＴＳ主要布设在部分主干道及次支路的交叉口，通过ＳＣＡＴＳ可以获得部分干道及次支路的流

量数据。基于此，快速路与主干道承载力主要通过互联网＋与卡口数据获得，次支路承载力主要通过互

联网＋与ＳＣＡＴＳ数据获得。

步骤二：数据清洗。获得初始流量速度数据后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是目前应用广泛

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具有使用方便、可伸缩性强的特点而Ｐｙｔｈｏｎ由于代码库完善、数据计算功

能强大等优势因此本论文选用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Ｐｙｔｈｏｎ对数据进行处理。数据处理的方法主要采用以下两

种方法：

１．历史数据法。采用该方法主要对部分时间段交通流量缺失ＳＣＡＴＳ路段进行修正，利用历史同一

时间段的多个数据取平均值来推算缺损数据，在历史数据相对较多的情况下对缺损数据进行填充。

２．箱形图法。采用该方法主要对流量异常的数据进行剔除，将同一速度区间下对应的流量从小到

大进行排列，获得下四分位数与上四分位数犙３与犙１，定义四分位距犐犙犚＝犙３－犙１，若数据大于犙３＋

１．５犐犙犚或小于犙１－１．５犐犙犚则属于异常值，将该数据剔除。

通过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对数据筛选与清洗即可得到基本符合要求的流量速度散点图。

步骤三：聚类分析。传统的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聚类存在着聚类簇数难以确定与初始聚类中心随机选

取的缺陷，因此本文采用Ｋｍｅａｎｓ＋＋依照流量与速度对交通状态进行聚类，对应算法如下
［９］：

１．从数据集中随机选取一个样本作为初始聚类中心犮１；

２．计算每个样本与当前已有聚类中心之间的最短距离，记为犇（狓）；接着计算每个样本被选为下一

个聚类中心的概率 犇（狓）２

∑
狓∈犡

犇（狓）２
；按照轮盘法选出一个聚类中心；

３．重复步骤２直到选择出犓个聚类中心犆＝｛犮１，犮１，…，犮犽｝；

４．针对数据集中每个样本狓犻，计算它到犓个聚类中心的距离并将其分到距离最小的聚类中心所对

应的类中；

５．针对每个类别犮犻，重新计算它的聚类中心犮犻＝
１
犮犻
∑
狓∈犮犻

狓

６．重复步骤４～５直到距离中心的位置不再发生变化。

通过上述步骤，根据聚类结果判断路段在畅通、缓行、拥堵与严重拥堵等不同状态下对应的车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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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步骤四：承载力计算。通过步骤三获得的拥堵状态下获得的速度流量，结合交通流理论获得每条路

段的拥堵密度，结合路段长度获得路段的承载力。

犆犆＝
犙ｍａｘ
犞犮狉犻
犔

　　其中：犆犆为路段承载力，单位为狆犮狌；犙ｍａｘ、犞犮狉犻为聚类中心的最大流量值与对应的临界速度，单

位分别是狆犮狌／犺与犽犿／犺；犔为该路段长度，单位为犽犿。

在路段基础上获得片区道路交通承载力：

犆犆ｔｏｔａｌ＝∑
３

Ω＝１
∑
犻∈Ω

犆犆

　　其中：犆犆ｔｏｔａｌ为片区承载力；Ω表示路段集合，１、２、３分别代表快速路、主干道与次支路集合；犻

表示每个路段集合下对应的子路。

通过上述步骤最终得到路段与片区的交通承载力，对应的技术路线如图１所示：

89)B4

3;5 D-+ *D5

5,87

22;2 SCATS;2

/4=+;2 ;29>

23,>;,/44:+=

5,)B4
)B40<

图１　承载力计算技术路线图

３ 案例分析

以广州市越秀区为例，对基于多源数据的交通承载力算法进行实现。越秀区东至广州大道、西至人

民路、南至珠江前航道、北至白云山，面积约为３３ｋｍ２，道路长度共１５７ｋｍ，其中快速路１２ｋｍ，主干

路４８ｋｍ，次支路９７ｋｍ。近年来通过不断建设，布有５７个卡口、１０３个ＳＣＡＴＳ路口。由于地区承载力

的基础为路段承载力，首先以东风中路西东方向为例计算路段承载力。东风中路为片区东西向主干道，

全长约为１．７５ｋｍ，断面形式为双向八车道。

３１ 数据预处理

通过卡口与互联网获得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１５日数据，数据统计颗粒度为１０ｍｉｎ，共计２１６０个数据

对，其对应的流量速度散点图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车速主要分布在３０～５０ｍ／ｈ，断面流量主要分布

在５００～５５００ｐｃｕ之间。

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采用箱形图识别异常数据。以１ｋｍ／ｈ为速度区间，将该速度区间内的数据

从小到大进行排序，获得各区间数据的上四分位数与下四分位数，绘制的箱形图如图３所示。可以看出

散点图异常数据主要集中于３８～４１ｋｍ／ｈ区间内，而其他速度区间内异常点零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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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处理前流量速度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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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原始数据箱形图

在集成开发环境Ｐｙｃｈａｒｍ中利用Ｐｙｔｈｏｎ中的ｐａｎｄａｓ数据分析包对异常值进行剔除，部分代码如

下所示。

图４　Ｐｙｃｈａｒｍ剔除异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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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据清洗得到最终的流量速度散点图，通过数据可以看出车辆行驶的主要速度区间为３３～

５２ｋｍ／ｈ，对应的路段流量区间为５００～５５００ｐｃｕ／ｈ，此时路段处于畅通或缓行状态。当速度小于３０ｋｍ／

ｈ时，路段流量在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ｐｃｕ／ｈ之间波动，此时虽然交通流量较大但车速已经快速下降，说明路

段已经处于拥堵或严重拥堵状态。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0

10 20 30 40 50
;,(km/h) 

4
4

(p
cu

/h
) 

图５　处理后流量速度散点图

３２ 犓犿犲犪狀狊＋＋聚类分析

采用Ｋｍｅａｎｓ＋＋对应流量散点图进行状态分类，首先利用轮廓系数法确定簇数Ｋ，轮廓系数法综

合考虑了簇的密集型与分散性两个信息，对应的算法如下［１０］：

犛（犻）＝
犫（犻）－犪（犻）

ｍａｘ｛犪（犻），犫（犻）｝

　　其中：犛 （犻）为轮廓系数，区间为 ［－１，１］，越大说明样本犻分配的越合理；犪 （犻）为簇内的聚

集性，代表样本犻与同簇内其他样本点距离的平均值；犫（犻）为簇间的分散性，它的计算过程是计算样

本犻与其他非同簇样本点的平均值，再选取平均值中的最小值。采用该算法绘制轮廓系数与簇的个数变

化曲线图如下所示，可以看到当簇数犓取３的时候对应的轮廓系数最高为０．６９，因此聚类簇数为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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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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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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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轮廓系数随簇个数变化曲线

簇数犓为３时对应的轮廓系数图如图７所示，可以看到对应的大多数节点都有较高的轮廓值，说

明该分类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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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簇数为３时轮廓系数图

对散点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结果如图８所示，可以看到聚类的结果分为三类，对应的聚类中心

１、２、３分别为 （３０．４ｋｍ／ｈ，５０３４ｐｃｕ／ｈ），（４０．７ｋｍ／ｈ，２６９６ｐｃｕ／ｈ）与 （４８．２ｋｍ／ｈ，９１０ｐｃｕ／ｈ），这

三种聚类中心对应的运作状态认为是畅通、缓行与拥堵。对聚类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当路段流量未

达到阈值时与经典的流量速度图类似，车速随着流量增加不断减少；当路段流量达到阈值后却与经典

的流量速度图表现出不同，即车速虽然在降低但是断面流量却不会大幅下降维持在４０００～６０００ｐｃｕ，

说明此时路段不会发生因拥堵导致路段完全阻塞车辆无法行驶的状态。通过上述分析，选定聚类中心１

为路段的犙ｍａｘ与犞犮狉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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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结果

３３ 承载力计算

根据４．２计算结果，当断面流量达到５０３４ｐｃｕ／ｈ后虽然不断有车辆驶入但是路段断面流量并不会显

著增大，同时车速会迅速降低因此将该聚类中心对应为路段的最大流量与临界速度。获得最大流量与临

界速度后，根据交通流理论得到对应路段的临界密度为１６５．６ｐｃｕ／ｋｍ。结合路段长度，得到对应的路

段承载力为２９４ｐｃｕ。

以路段为基础获得不同等级道路承载力的结果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出越秀区路段主干道道路承载力

最高约为１４５１５ｐｃｕ；次支路虽然长度最长但承载力较低约为１１２２７ｐｃｕ；快速路每公里承载力最大，合

计约为４２９４ｐｃｕ，整个区域道路承载力约为３００３６ｐｃ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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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越秀区路段承载力

路段 快速路 主干道 次支路 合计

长度 （ｋｍ） １２ ４８ ９７ １５７

承载力 （ｐｃｕ） ４２９４ １４５１５ １１２２７ ３００３６

４ 结语

随着城市交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相关部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交通运行数据。以此为基础，本文提

出了一种整合互联网＋、卡口、ＳＣＡＴＳ等多源数据对城市交通承载力进行估算的方法。以广州市越秀

区为例，利用ＳＱＬＳｅｒｖｅｒ＋Ｐｙｔｈｏｎ对数据进行筛选与清洗，通过Ｋｍｅａｎｓ＋＋聚类算法对交通状态进

行识别。以聚类中心为阈值获得单一路段的承载力，并以路段为基础获得片区承载力。该方法能够避免

以往研究中相关参数难以获取、求解过程过于复杂等问题，为计算城市交通承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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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方法研究

吴振宇

【摘要】 传统的施工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为交通标志标牌、临时人工诱导、交通信息诱导屏、媒体宣传 （电视、报纸、

网络）等，传统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主要为 “广撒网、覆盖全”，但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宣传精确性差、民众后知后

觉”。时下多源大数据在交通领域的技术应用已较为成熟，本文以嘉兴市禾兴路道路改造项目为例，通过多源数据融合，

筛选甄别施工道路所影响的交通方式、关键路径及关键用户，结合手机短信息推送等手段，提出一种 “传统＋新型”的

施工道路信息发布模式，提高施工道路信息发布的受众率和有效率，让施工道路的关键使用者更加及时精准的掌握道路

施工信息及绕行信息，降低施工道路所带来的民生影响和交通影响。

【关键词】 施工信息发布；多源数据；精准宣传

０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阔步前行及城市交通拥堵现象的日益爆发，城市道路施工项目日益增多，受

制于工程的施工内容及施工工艺，道路施工期间所产生的交通影响及交通问题同样也日趋严重。传统的

施工信息发布渠道为交通标志标牌、临时人工诱导、交通信息诱导屏、媒体宣传 （电视、报纸、网络）

等，传统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主要为 “广撒网、覆盖全”，但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宣传精确性差、民

众后知后觉”。时下多源大数据在交通领域的技术应用已较为成熟，本文通过多源数据融合，筛选甄别

施工道路所影响的关键路径及关键用户，结合手机短信推送等手段，提出一种 “传统＋新型”的施工道

路信息发布模式，提高施工道路信息发布的受众率和有效率，让施工道路的关键使用者更加及时准确的

掌握道路施工信息及绕行信息，降低施工道路所带来的民生影响和交通影响。

１ 道路施工信息发布模式研究

１１ 现有道路施工信息发布模式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道路施工信息的发布模式的重视程度逐渐增高，发布信息的主要模式包括临时

的交通标志标牌、临时人工诱导、可变交通信息诱导屏及媒体宣传 （网络、报纸、电视）等。上述传统

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各有利弊，概况如下。

１）临时的交通标志标牌：道路施工期间的交通标志标牌的设置一般按照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

线设置规范》（ＧＢ５１０３８２０１５）。施工道路的临时标志标牌的信息发布标准性强，但其施工信息的发布

速度、发布效率等方面较差，受影响群众往往是后知后觉。

２）临时人工诱导：道路施工的临时人工诱导是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施工影响的程度而派驻现场交

通指挥人员。临时的人工诱导与临时的交通标志标牌的问题类似，其施工信息的发布同样存在滞后性。

３）可变交通信息诱导屏：可变交通信息诱导屏的施工信息主要依据交通诱导屏的布点位置发布。

这种信息发布的模式受制于诱导屏的位置等因素，存在覆盖面窄、信息发布受众面小等问题。

４）媒体宣传 （网络、报纸、电视）：道路施工信息的媒体宣传主要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官方媒

体进行公告，这种信息的发布模式受众面广，信息及时，但由于其 “广撒网”的发布模式无法保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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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关键使用者的施工信息精确到达，没法实现点对点的信息发布。

图１１　传统道路施工信息发布模式

１２ 城市道路施工项目的类型划分

城市道路施工项目可依据施工占用道路的范围分为全封闭施工、部分占道施工以及不占道施工。根

据交通影响区分，全封闭占道施工交通影响面最大，特别是城市的主要交通廊道，其交通吸引量大，全

封闭施工势必会影响城市的区域交通运行。因此，针对全封闭占道施工的施工信息发布是必须的，且应

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施工影响降到最低。本文提出的 “传统＋新型”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主要针对 “全

封闭占道施工”的情景。

表１１　城市道路施工项目类型划分

施工类型 占用道路情况 交通影响

全封闭占道施工 全封闭路段进行施工，道路交通完全阻断 小汽车、公共交通、出租车、非机动车及行人

部分占道施工 占用部分车道施工，其余车道供车辆通行 基本不影响正常交通通行

不占道施工 施工区域位于道路外，基本不占道施工 不影响交通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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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研究

２１ 研究数据说明

本次研究综合了各种交通方式所产生的ＬＢＳ数据及政府相关的信息系统数据，通过多源数据的融

合，综合确定各种交通方式的施工信息发布技术方法。研究所引用的数据包括机动车牌照数据、公交

ＩＣ卡刷卡数据、非机动车ＦＲＩＤ数据、车辆信息登记数据、公交ＩＣ卡实名登记信息、非机动车车辆登

记数据及出租车车辆管理信息数据等。

２．１．１ 机动车牌照数据

机动车牌照数据为城市交管部门的流量监测系统所产生的数据，其数据主要字段包括号牌号码、车

辆类型、车道编号、地点描述及行驶方向等。通过该数据的挖掘，分析机动车的行驶路径、流量流向、

出行次数等特征。

表２１　机动车牌照数据字段示例

设备编号 号牌号码 过车时间 车辆类型 车道编号 地点描述 行驶方向

３３０４０２１２２５ 浙ＦＸＸＸ
２０１９０５１２

２３：５８：３１

０１（０１代表

小客车）
１（交叉口最左

侧车道啊）

中山路～禾兴路交

叉口东进口
东向西

２．１．２ 公交ＩＣ卡刷卡数据

公交ＩＣ卡刷卡数据为城市公交运营部门通过公交刷卡信息及公交车ＧＰＳ信息联合所产生的数据，

其主要字段包括外卡号、线路名称、刷卡时间、站点名称等。该数据可分析公共交通的用户出行特征、

刷卡次数、换乘信息等。

表２２　公交刷卡数据字段示例

卡列号 线路名称 刷卡时间 卡类型 站点名称 经度 纬度

６０２５６９１３３ １路
２０１５０７０５

１４：１１：３６．０００
城际通卡 市妇幼保健医院 １２０．７８０４ ３０．７３９４

２．１．３ 非机动车ＦＲＩＤ数据

非机动车ＦＲＩＤ数据主要为城市交管部门的非机动车牌照所产生的定位数据，其数据主要字段包括

设备编号、上传时间、经度及纬度等。该数据可分析非机动车的行驶路径、流量流向、出行次数等。

表２３　非机动车ＦＲＩＤ数据字段示例

设备编号 上传时间 经度 纬度

１８１８８００２１ ２０１９０５１８０７：０１：４６ １２０．５６９２ ３０．６３６９０２

２．１．４ 车辆信息登记数据、公交ＩＣ卡实名登记信息、非机动车车辆登记数据及出租车车

辆管理信息数据

　　这类数据属于政府单位的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其一般为交通工具使用者的身份信息、住址信息、手

机号码等。这类数据主要通过交通工具特有的编号，与个人进行信息的联系，进而准确定位至个人。如

通过机动车车牌号码、公交ＩＣ卡列号、非机动车设备编号等信息精确定位至车辆使用者，并通过登记

的手机号码进行施工信息的精确短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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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不同交通方式信息发布技术研究

全封闭占道施工其影响的交通出行方式主要包括小汽车交通、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出租车交

通及行人交通，不同道路施工所带来的影响对各种交通方式各有差异，道路施工信息的精准宣传同样各

有差异。结合时下大数据手段及通信技术的应用，在全封闭占道施工状态下，提出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发

布宣传至各交通方式使用者的技术手段。

２．２．１ 小汽车交通 （不含出租车）

小汽车交通的施工信息精确发布宣传主要通过５个步骤完成，包括数据准备、关键路径的判断、关

键路径下关键用户的判别、不同关键路径的施工信息定制及手机短信的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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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小汽车交通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路径图

１）数据准备：小汽车交通的施工信息精确发布主要依托道路的车牌数据及车辆登记信息系统，通

过两个数据的融合，实现关键路径判断、关键用户判别及短信推送等关键技术。

２）关键路径的判断：通过车牌数据路径搜索技术，分析施工道路的主要流量及流向比例，依据流

量流向比例，确定施工道路精确宣传的关键路径。

３）关键路径下关键用户的判别：通过车牌数据的出行次数统计技术，分析关键路径下不同车牌号

的出行次数，统计的时间范围一般为半年度或者一年度，通过不同车牌号出行次数的统计，甄别出关键

路径的主要通勤用户，确定施工信息精确宣传的通勤车牌号码。

４）不同关键路径的施工短信定制：不同关键路径其施工信息的宣传信息差异在于车辆的分流引导

信息差异。如因禾兴路道路封闭施工，为避免长时间拥堵，交警提示您可沿纺工路东方路三元路绕

行；或为禾兴路道路封闭施工，为避免长时间拥堵，交警提示您可沿中环东路中环北路绕行。

５）施工信息短信推送：通过车牌号与车辆登记信息系统的联系，通过短消息将道路施工信息及分

流信息推送至关键用户，达到施工信息的精确发布宣传。

２．２．２ 公共交通 （常规公交）

公共交通的施工信息精确发布宣传主要通过４个步骤完成，包括数据准备、施工道路沿线公交站点

的公交刷卡数据分析、沿线公交站点的关键用户判别、施工信息短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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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公共交通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路径图

１）数据准备：公共交通的施工信息精确发布主要依托公交刷卡数据 （包括支付宝及微信支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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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ＩＣ卡的实名登记信息，通过两个数据的融合，实现刷卡数据分析、关键公交通勤用户及短信推送

等关键技术。

２）施工道路沿线公交站点的公交刷卡数据分析：通过公交刷卡数据，分析施工道路沿线受影响公

交站点的用户刷卡特征，掌握沿线公交出行特征。

３）沿线公交站点的关键用户判别：通过公交刷卡数据的出行次数统计及站点定位等技术手段，分

析不同卡列号的出行次数，统计的时间范围一般为半年度或者一年度，通过不同卡列号出行次数的统

计，甄别出施工道路沿线公交站点的主要通勤用户，确定施工信息精确宣传的卡列号。

４）施工信息短信推送：通过卡列号与公交ＩＣ卡的实名登记信息的联系，通过短消息将道路施工信

息及引导信息推送至关键用户，达到施工信息的精确发布宣传。

２．２．３ 非机动车交通 （电动车）

非机动车交通包括电动车、自行车及其他，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次非机动车交通的分析主要针对电

动车。非机动车交通的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路线与小汽车交通类似，只是所分析的大数据有所差

别。非机动车交通的施工信息精确发布主要依托非机动车ＦＲＩＤ数据及非机动车辆登记信息系统，通过

两个数据的融合，实现关键路径判断、关键用户判别及信息推送等关键技术。由于非机动车交通工具出

行距离的局限性及出行路径的不可控制性，施工期间的车辆引导信息推送有别于机动车，其引导信息的

推送以提示信息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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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３　非机动车辆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路径图

２．２．４ 出租车交通

出租车交通的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相对简单，由于出租车的交通路径存在较大的随机性，其

交通出行路径较难把握，其道路施工信息的精确宣传以出租车管理信息系统为数据源，进行出租车司机

短信推送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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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出租车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路径图

２．２．５ 行人交通

由于行人交通一般其出行距离及出行时间均较短，且行人交通路径选择权较大，因此，道路全封闭

施工对于行人交通的影响相对较低，同时受制于行人交通其相关的定位数据缺失，较难实现施工信息的

精确定位宣传，因此本次道路施工信息发布模式研究中将行人交通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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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施工信息精确宣传的项目应用

３１ 禾兴路施工概况及交通特性分析

围绕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化品质的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这个目标，嘉兴市大力开展城市道路、沿街

立面、街道景观、城市家具及绿化亮化等提升工作，重点开展了 “一环四路”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包括

环城路及环城路以内的中山路、勤俭路、禾兴路及建国路。由于整个一环四路工程的施工周期仅为２

年，部分道路均是重叠施工，且施工道路均为内环内主要的交通干道，承担了大量的过境交通及到发交

通。因此整个工程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及施工信息发布宣传均存在极大难度。

(a)?6,)= (b)5=1.=

图３１　一环四路项目分布及路网结构图

３．１．１ 施工概况

禾兴路段 （环城南路环城北路）施工内容包括市政道路、管线及建筑立面的改造，施工时长约１

年时间，施工期间采用全开挖，全封闭施工交通组织。即小汽车交通、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出租

车交通及行人交通全部断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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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２　禾兴路施工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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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交通特性分析

１）内环重要的南北向交通要道。由于历史原因，嘉兴老城区建设格局呈椭圆形，外围环城河环绕，

且老城区其他道路通行能力提升扩容条件有限，老城区内形成了 “一环一横一纵”的骨干路网，禾兴路

承担了老城区内南北向主要的交通流。

２）过境交通占主导地位。根据车牌数据分析，禾兴路的过境交通流量占比高达６５％，现有道路规

模与其承担功能严重不匹配。

３）内环重要的公交客流廊道。老城区内已基本形成了 “一纵一横”的公交客流廊道，禾兴路现有

公交线路十余条，高峰小时公交断面客流可达５２００人次／时／双向，高峰高断面仅次于中山路。

(a�.-5== (b).124,6=

图３３　老城区骨干路网及公交客流断面图

３２ 禾兴路施工信息精准发布宣传

禾兴路施工前期在传统道路施工信息发布的基础上，针对小汽车交通、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及

出租车交通均进行了大数据相关分析，并结合分析成果进行禾兴路施工信息的精确发布宣传。具体成果

如下。

３．２．１ 小汽车交通

１）关键路径的判断：通过２０１９年５月至１０月半年度车牌数据的路径搜索分析，对经过禾兴路车

辆的路径走向进行分析研判，小汽车车流的关键路径主要包括如下五个路径：到发交通的东向西 （西向

东）方向、南向西 （西向南）方向、过境交通的南向北 （北向南）方向、东向西 （西向东）方向、南向

西 （西向南）方向。这五个路径的流量比例占据了禾兴路所有路径流量的８７．２％。这些路径既是道路

施工影响较大的车流走向，也是施工信息发布需重点宣传的对象。

表３１　禾兴路车辆路径占比分析表

交通流类型 流量比例 方向 流量比例 路径定义

到发交通量 ３１．０％

南向北 （北向南） ２．５％ ———

东向西 （西向东） ７．４％ 关键路径

南向东 （东向南） ２．２％ ———

南向西 （西向南） １２．３％ 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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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交通流类型 流量比例 方向 流量比例 路径定义

到发交通量 ３１．０％
北向东 （东向北） ４．０％ ———

北向西 （西向北） ３．０％ ———

过境交通量 ６５．０％

南向北 （北向南） １６．８％ 关键路径

东向西 （西向东） ２７．８％ 关键路径

南向东 （东向南） ２．７％ ———

南向西 （西向南） １３．５％ 关键路径

北向东 （东向北） １．０％ ———

北向西 （西向北） ３．０％ ———

内内交通量 ４．０％ ——— ４．０％ ———

合计 １００％ ——— １００％ ———

35.2%(+,:12.3%;.213.5%)

16.8%(.216.8%)

35.2%(+,:7.4%;.227.8%)

图３４　禾兴路小汽车交通关键路径示意图

２）关键路径下关键用户的判别：通过车牌数据，分别针对禾兴路的５个关键路径所检测到的车牌进

行出行次数的统计，通过出行次数统计，判断路径中的小汽车通勤用户。通勤用户按照车牌号月出行次数

≥１５次定义。根据计算，禾兴路关键路径的通勤用户车牌号的平均比例约为５３％，通勤用户车牌数总量

约为１．９万个，这１．９万个车牌号即为通过大数据甄别出的道路施工信息精准发布的小汽车用户。

表３２　关键路径通勤用户统计表

关键路径 路径检测车牌号总数 （个） 通勤车牌号数量 （个） 通勤用户比例 （％）

到发交通
东向西 （西向东） ３３０８ １８８６ ５７％

南向西 （西向南） ５０６７ ２７３６ ５４％

过境交通量

南向北 （北向南） ７５３７ ３６９３ ４９％

东向西 （西向东） １３７３１ ７００３ ５１％

南向西 （西向南） ７１３９ ３７８４ ５３％

合计 ——— ３６７８２ １９４２１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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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　关键路径车辆出行次数统计分布图

３）不同关键路径的施工信息定制：由于关键路径的车流引导信息各有差异，需针对各个关键路径

的通勤用户定制道路施工信息发布内容，通过短信推送的模式精准推送至用户手机。

表３３　不同关键路径短信推送信息表

关键路径 定制短信推送信息

到发交通

东向西 （西向东） 　禾兴路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沿南溪路、三元路、中环南路等外围道路绕行

南向西 （西向南） 　禾兴路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沿中环南路、昌盛路等外围道路绕行

过境交

通量

南向北 （北向南） 　禾兴路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沿纺工路、东方路、中环北路等外围道路绕行

东向西 （西向东） 　禾兴路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沿南溪路、三元路、中环南路等外围道路绕行

南向西 （西向南） 　禾兴路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沿中环南路、昌盛路等外围道路绕行

３．２．２ 公共交通

１）施工道路沿线公交站点的公交刷卡数据分析：禾兴路施工其主要影响了５对公交站点，分别为

禾兴南路勤俭路 （８６８人次／天）、禾兴南路小西门横街 （７５８人次／天）、禾兴南路戴梦得 （１３４７人次／

天）、禾兴南路斜西街 （９８５人次／天）及市社保局 （１５８９人次／天）。通过刷卡数据分析可知，禾兴路沿

线受影响的公交站点其承担了较大的公交客运量，有必要针对公共交通发布道路施工信息。

图３６　嘉兴市公交站点客运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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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沿线公交站点的关键用户判别：通过对历年公交刷卡数据分析可知，嘉兴市公交持卡人数随着

刷卡次数的增加基本呈现单边下降趋势，其中年刷卡次数≤１００的持卡人数 （即非通勤用户）占到了

６４．２％，年刷卡次数＞１００的持卡人数 （即通勤用户）占到了３６．８％。从持卡人占比来说，非通勤用户

占到了较多的比例，但从施工信息发布的角度出发，３６．８％的通勤用户是需精确发布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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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７　嘉兴市刷卡次数分析图

参考嘉兴市全部ＩＣ卡刷卡次数的特征分析，针对禾兴路沿线受影响的５对公交站点进行通勤用户

甄别 （年刷卡次数≥１００次）。经计算禾兴路公交站点的通勤用户的平均比例约为３２．９％，通勤用户卡

列号总量约为１．０万个，这１．０万个卡列号即为通过刷卡数据甄别出的道路施工信息精准发布的公

交用户。

表３４　公共交通通勤用户统计表

公交站点 站点检测卡列号数 通勤卡列号数 通勤比例

禾兴南路勤俭路 ５３４０ １７３６ ３２．５％

禾兴南路小西门横街 ４７９０ １６５３ ３４．５％

禾兴南路戴梦得 ７７３５ ２３５９ ３０．５％

禾兴南路斜西街 ５９２５ １６９５ ２８．６％

市社保局 ８９４５ ３４５３ ３８．６％

合计／平均 ３２７３５ １０８９５ ３２．９％

　　３）施工信息短信推送：通过卡列号与公交ＩＣ卡的实名登记信息的联系，通过短信将道路施工信息

及引导信息推送至公共交通通勤用户。

表３５　公共交通通勤用户短信推送信息表

公交通勤用户数量 （个） 定制短信推送信息

１０８９５

　禾兴路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起封闭施工，禾兴路段 （内环内）的公交站点停止使

用，沿线公交线路绕行至其他道路，为了不影响正常的交通出行，嘉兴交警提示您

及时查阅嘉兴市公交公司网站或微信号，提前规划出行路径

３．２．３ 非机动车交通

１）关键路径的判断：通过２０１９年５月至１０月半年度ＦＲＩＤ数据的路径搜索分析，对经过禾兴路

非机动车的路径走向进行分析研判，非机动车的关键路径稍有别于机动车，主要包括如下五个路径：到

发交通的东向西 （西向东）方向、南向西 （西向南）方向、过境交通的南向北 （北向南）方向、东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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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东）方向、南向西 （西向南）方向。这五个路径的流量占据了禾兴路所有路径非机动车流量的

６４．８％，非机动车关键路径流量占比稍小于机动车。

表３６　禾兴路非机动车路径占比分析表

交通流类型 流量比例 方向 流量比例 路径定义

到发交通量 ４７％

南向北 （北向南） ５．５％ ———

东向西 （西向东） １３．４％ 关键路径

南向东 （东向南） ３．５％ ———

南向西 （西向南） １５．０％ 关键路径

北向东 （东向北） ６．２％ ———

北向西 （西向北） ３．４％ ———

过境交通量 ４８％

南向北 （北向南） ９．８％ 关键路径

东向西 （西向东） １８．０％ 关键路径

南向东 （东向南） ３．６％ ———

南向西 （西向南） ８．６％ 关键路径

北向东 （东向北） ４．６％ ———

北向西 （西向北） ３．４％ ———

内内交通量 ５％ ——— ５．０％ ———

合计 １００％ ——— １００％

　　２）关键路径下关键用户的判别：通过ＦＲＩＤ数据，分别针对非机动车５个关键路径所检测到的非

机动车设备编号进行出行次数的统计，通过出行次数统计，判断路径中的非机动车通勤用户。通勤用户

按照设备编号月出行次数≥１５次定义。根据计算，禾兴路非机动车关键路径的通勤用户比例约为４６％，

通勤用户设备编号总量约为２．６万个，这２．６万个设备编号即为通过大数据甄别出的道路施工信息精准

发布的非机动车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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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８　非机动车关键路径出行次数统计分布图

表３７　非机动车关键路径通勤用户统计表

关键路径 路径检测设备编号总数 （个） 通勤设备编号数量 （个） 通勤比例 （％）

到发交通
东向西 （西向东） ５１６１ ２４８７ ４８％

南向西 （西向南） ７９０５ ３７９４ ４８％

过境交

通量

南向北 （北向南） １１７５７ ５２９１ ４５％

东向西 （西向东） ２１４２０ ９４２５ ４４％

南向西 （西向南） １１１３７ ４７８９ ４３％

合计 ——— ５７３８０ ２６１８８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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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施工信息短信推送：通过检测到的非机动车设备编号与交管部门的非机动车实名登记信息相联

系，通过短信将道路施工信息及引导信息推送至非机动车通勤用户。

表３８　公共交通通勤用户短信推送信息表

非机动车通勤用户数量 （个） 定制短信推送信息

２６１８８
　禾兴路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起封闭施工，禾兴路段 （内环内）所有车辆均禁止通

行，为了不影响正常的交通出行，嘉兴交警提示您提前规划出行路径

３．２．４ 出租车交通

出租车交通的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相对简单，截止２０１９年底，嘉兴市共计１０７３辆出租车，

在岗驾驶员２０８０人。根据出租车管理信息系统，对２０８０人的在岗驾驶员进行施工信息的短信精准发布

宣传。

表３９　出租车交通短信推送信息表

出租车在岗驾驶员 （人） 定制短信推送信息

２０８０
　禾兴路自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５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提前规划出行路径

３３ 实施效果评估

禾兴路封道施工之前，交警部门联合电信服务商，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施工信息短信精确推送，推送

人数达到５．８万左右。通过 “传统＋新型”的施工道路信息发布模式，大大降低了道路施工所带来的交

通影响，通过现场的实地观察与以往道路施工的对比，主要效果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１）大面积交通拥堵事件发生概率大大降低。传统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由于施工信息的滞后性，

往往在道路施工前期极易发生大面积的交通拥堵事件，通过此次短信推送的精确宣传，禾兴路正式封闭

施工的前期均未发生大面积交通拥堵事件。

２）大大减轻了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压力。主要道路的施工前期，交管部门一般会多配警务人员进

行现场交通管理，在警务人员极度紧缺的状态下，往往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通过前期短信的精确宣

传，本次禾兴路施工期间的交通管理人员较以往减少了约４０％。

３）大大降低了道路全封闭施工所带来的舆论压力。主要道路的全封闭施工往往很难得到民众的认

可，道路施工的前期网络媒体经常会出现较多的负面新闻，通过微信、微博等媒体抱怨的信息时有发

生。禾兴路施工期间通过前期的精确宣传，民众的理解程度大大增加，且网络媒体基本少有抱怨的新闻

发生。

图３９　禾兴路施工首日现场交通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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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总结

通过多源数据融合，筛选甄别施工道路所影响的交通方式、关键路径及关键用户，结合手机短信息

推送等手段，创新的提出了 “传统＋新型”的施工道路信息发布模式，大大提高施工道路信息发布的受

众率和有效率，降低施工道路所带来的民生影响和交通影响。未来随着交通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不断提

高，智慧出行及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施工道路信息发布模式实现如何更为精确、更为快速、更

为简便仍是将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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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深莞惠都市圈跨城通勤特征探究

谢　琛　杨　良　李　岩

【摘要】 近年来国内都市圈跨城通勤现象显著，深莞惠都市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点区域，跨城通勤对都市圈

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组织都起到决定性作用。本研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分别从街道、网格粒度对深莞惠都市圈内

高频跨城通勤特征进行探究，并对大都市圈的跨城通勤模式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深莞惠都市圈内跨城通勤呈现出双向对

等的特征，空间上沿行政边界带状分布，深圳中心城区没有呈现出核心吸引作用。当前的通勤模式尚处在边缘到边缘的

初级阶段，但其发展潜力大，在深莞惠都市圈的未来发展规划中应重视城际铁路、轨道交通的一体化建设。

【关键词】 都市圈；跨城通勤；手机数据；深圳

１ 引言

１１ 都市圈跨城通勤现象

都市圈的概念最早来源于１９６１年戈特曼提出的大都市区 （Ｍｅｇａｌｏｐｏｌｉｓ）
［１］，１９８４年周一星等学者

将大都市概念引入我国［２］。当前，在我国城市规划实践中，都市圈的概念一般认为是由一个综合功能的

特大城市以及其扩散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大中小城市共同组成，是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城市功能区［３］。近年

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大城市的城镇化进程趋近饱和，产业经济和城市功能外溢，其周边城

市承担其外溢效应，共同形成联系紧密的大都市圈。

居住和就业是城市空间结构的两个核心组成要素，通勤行为作为居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类型之一，

其空间组织的合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交通的组织起决定性作用［４］。城市中大部分的通勤都在同一

城市内进行，但在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圈内，存在居住和工作分散在两个城市的通勤现象，这种现象被定

义为跨城通勤。

跨城通勤行为不仅影响着双边城市的交通组织和城市空间结构，也是都市圈一体化交通的重要研究

内容。在国外大都市中跨城通勤现象较为普遍，伦敦、东京、纽约、洛杉矶等城市每天都有大规模通勤

者从周边城市至核心区钟摆式通勤。近年来，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都市

圈通勤现象日趋显著［５７］。

１２ 深莞惠都市圈发展现状

深莞惠都市圈是广东省重点推进建设的三大都市圈之一，也是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点区域。

经过深莞惠三市多年的规划合作建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快速连接，

使得城市之间的人口要素流动更加便捷。从邻深片区的土地利用情况看，深圳—东莞—惠州三市边界处

的都市连绵区正在迅速形成，城镇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连绵成片，相互间已经不存在明显的行政界限。

从城际交通发展现状来看，都市圈内部主要靠道路交通联通，深圳西部宝安大道、广深一级公路 （１０７

国道）、广深高速公路、沿江高速通往东莞西部，中部梅观高速公路、丹平公路通往东莞中部和东部，

东部深惠一级公路 （２０５国道）、深惠高速公路、深汕高速公路通往惠州。

针对城市内部的通勤研究，各城市会进行由政府主导的交通调查，但是由于跨城通勤涉及到多个城

市，尚未有官方对其进行大样本交通调查，目前我国对跨城通勤出行的调查大部分都是研究者自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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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规模问卷调查［８］。而手机大数据的兴起为跨城通勤的识别和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调查替代。因此，本

研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从不同空间粒度的视角来探究深莞惠都市圈的跨城通勤特征，探讨不同都市圈

的跨城通勤模式差异，为深莞惠都市圈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２ 数据及识别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范围为广东省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的市域范围，基础数据使用的是某移动运营商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日至３月３１日共３１天的三市匿名手机信令数据，包括２Ｇ、３Ｇ、４Ｇ用户。

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去除漂移之后，进行用户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识别。现有的职住地算法有累积时间

法、特征时间点法、阈值法、信息熵法等［９］，本研究采用累积时间法，以用户在白天停留时间 （９：００

１８：００）最长的空间位置作为其工作地，在晚上停留时间 （１９：００次日８：００）最长的空间位置作为

其居住地，聚类距离?采用６００米。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在深莞惠三个城市范围内共识别到常住用户３４１０．３万，其中工作地和居住地不

同地的用户１６７６．１万。

３ 深莞惠都市圈跨城通勤特征

３１ 跨城通勤总体特征

从深莞惠三个城市的职住结果表中，分离出居住在深圳、工作在东莞惠州以及居住在东莞惠州、工

作在深圳的用户，各方向通勤人数结果如表１。东莞惠州同深圳的跨城通勤往来总人数达到５４３０５人

数，其中从深圳到周边城市东莞、惠州工作的有２８２８８人，略高于深圳吸引东莞惠州前来就业的２６０１７

人，流入流出比为０．９２，即居住在东莞惠州前往深圳就业的人数是居住在深圳前往东莞惠州就业的人

数的０．９２倍。深圳同东莞、惠州的通勤呈现出双向对等吸引的特征，深圳并没有因为其经济实力强大

而呈现出强大的跨城通勤吸引核心特征。

分开比较东莞和惠州的吸引就业结果 （图１ａ），东莞同深圳的功能联系强于惠州，东莞同深圳的通

勤联系量是惠州同深圳的２．５倍。除此之外，深圳具有弱输出型城市特征，出深圳到东莞和惠州上班的

人数多于来深圳上班的人数。

研究还分析了深圳中心城区同东莞、惠州的通勤联系情况 （图１ｂ），中心城区的范围根据 《深圳市

城市总体规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定义的中心城区范围划定，即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从东莞、惠州到

深圳中心城区上班的有９５８人，占到深圳总流入人数的３．６８％，其中到南山区工作的比例最高，其次

为福田区，最少的为罗湖区，没有识别出深圳中心城区到东莞惠州上班的用户。可以表明深圳的中心城

区对周边城市存在通勤吸引作用，但作用效果十分微弱。

表１　深圳与东莞惠州跨城通勤人数统计 （人）

从深圳流入 流出到深圳 总计

东莞 ２０２０１ １８８３１ ３９０３２

惠州 ８０８７ ７１８６ １５２７３

总计 ２８２８８ ２６０１７ ５４３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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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类距离指的是将一定距离范围内基站视为同一个基站的范围值。进行基站聚合的主要原因是用户在同一位置停留但记录的基

站位置可能在附近的不同基站之间切换，导致无法达到识别为停留地的时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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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基于街道粒度的跨城通勤特征

将跨城通勤职住地结果汇总到街道单元，分别测度了从东莞惠州来深圳上班的流入通勤联系特征和

出深圳到东莞惠州上班的流出通勤联系特征。

３．２．１ 来深圳上班通勤特征

空间分布上 （图２），出行量较大的通勤ＯＤ集中在邻深片区，且空间上呈现出组团特征，分别为

深圳西部中心与东莞滨海湾新区，深圳观澜、平湖与东莞凤岗塘厦清溪以及深圳龙岗坪山惠州惠阳

共三个组团。从联系强度来看，通勤联系最强的为东莞的长安镇与深圳宝安区的松岗街道，其次为惠州

的秋长街道与深圳坪山区的坑梓街道。

从街道的流入流出结果可以看到 （图３），来深圳上班的跨城用户的居住地主要集中在东莞的长安

镇、凤岗镇和塘厦镇，惠州的秋长街道和大亚湾西区办事处，共占到８４％。而他们前往深圳的工作地

集中在龙岗区的松岗街道、坪山区的坑梓街道和平湖街道、宝安区的沙井街道、龙华区的观澜街道等，

共占到７０％。

总的来说，来深圳上班通勤的人群的居住地和工作地主要沿行政边界带状分布，呈现出组团特征，

联系集中在深圳的西部中心与东莞滨海湾新区，深圳观澜、平湖与东莞凤岗塘厦清溪以及深圳龙岗坪

山惠州惠阳共三个组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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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从东莞惠州来深圳上班通勤ＯＤ图 （隐藏通勤量小于２０人的Ｏ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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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结果更好地呈现出主要的跨城通勤ＯＤ特征，将小规模的通勤ＯＤ隐藏，其对结果的无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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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通勤量排名前１５街道的占比

３．２．２ 出深圳上班通勤特征

空间分布上 （图４），出深圳上班的用户的居住地主要分布在深圳的宝安区、光明区、龙华区、龙

岗区和坪山区，居住范围较广，而工作地则主要集中在邻深片区，如东莞的长安镇，惠州的秋长街道。

相较于来深圳上班人群的通勤，出深圳上班通勤联系方向更多，城镇之间的联系方向更多元化。空间聚

集度上，出深圳上班通勤也形成了多个组团，如深圳宝安区东莞长安镇大岭山镇、深圳光明区东莞黄

江镇、深圳龙华区东莞塘厦凤岗、深圳坪山龙岗惠州惠阳区，除此之外，从深圳坂田街道到东莞松

山湖工作的强通勤联系现象主要是由于一些企业员工的跨园区通勤造成的。从联系强度来看，联系最强

的是深圳松岗街道与东莞长安镇，深圳坑梓街道与惠州秋长街道，其次为深圳沙井街道与东莞长安镇、

深圳平湖街道与东莞凤岗镇、深圳观澜街道与东莞塘厦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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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出深圳到东莞惠州上班通勤ＯＤ图 （隐藏通勤量小于２０人的Ｏ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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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各街道的流入流出结果 （图５），出深圳上班的用户居住地主要集中在深圳的松岗街道、坑梓

街道、沙井街道、观澜街道和平湖街道，占到总流出人数的７１．１％，而他们在东莞惠州的工作地主要

集中在东莞的长安镇、凤岗镇、塘厦镇，惠州的秋长街道、大亚湾，共占到８２．５４％。

总的来说，出深圳上班人群在深圳的居住地范围较广，但工作地集中在邻深片区，出行的方向性相

较来深圳上班的人群更加多元化，但联系最强的通勤依旧位于邻深行政边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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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通勤量排名前１５街道的占比

３３ 基于网格粒度的跨城通勤特征

将用户的职住地的经纬度位置属性汇总到５００ｍ·５００ｍ网格上，将从网格粒度的视角来分析跨城

通勤的空间分布特征和通勤距离特征。

３．３．１ 空间分布特征

来深圳上班人群的居住地和工作地空间分布如图６，可以看到大部分人都居住和工作在市域边界

处，呈现出带状分布特征，核心聚集地为深圳同东莞靠西的交界线附近、深圳同惠州的中部交界线附

近。居住地离城市边界处平均距离?为１０２９．７８ｍ，而在深圳的工作地离城市边界处平均距离为

７１６．６１ｍ，这说明跨城通勤者居住地在莞惠住得较远，而选择的深圳工作地则更加紧邻边界处。

出深圳上班人群在深圳的居住地距离边界的平均距离为１１１５．４ｍ，而他们在莞惠的工作地距离边界

的平均距离为６４１．６７ｍ，这也说明他们居住在离边界较远的地方，而跨城到距离边界较近的地方工作。

从分布特征可以看到 （图７），核心聚集区同来深圳上班人群特征一致，都集中在深圳同东莞交界的西

部交界线、深圳同惠州交界的中部交界线处，但出深圳上班的通勤者居住地相对更加分散。

对比双向通勤工作地特征，前往深圳工作的人有一部分前往福田区、南山区等中心城区工作，但几

乎没有居住在深圳中心城区的用户前往东莞或者惠州工作的。

总的来说，深莞惠都市圈的跨城通勤者的工作地和居住地都集中分布在行政边界附近，而居住地相

２４９１

? 边界距离指的是用户的工作地或居住地到东莞深圳或惠州深圳交界边界的直线距离



对来说离边界较远，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深莞惠边界处的工作岗位较多，产业发展较好。

表２　平均边界距离

居住地 工作地 工作地平均边界距离 （ｍ） 居住地平均边界距离 （ｍ）

深圳 东莞、惠州 ６４１．６７ １１１５．４

东莞、惠州 深圳 ７１６．６１ １０２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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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来深圳上班人群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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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出深圳上班人群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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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跨城通勤距离特征

基于通勤职住表的经纬度位置数据，测度了跨城通勤者的平均直线通勤距离，即从居住地到工作地

的直线距离。从深圳到莞惠上班的用户平均通勤距离为７．７８ｋｍ，从莞惠到深圳上班的用户平均通勤距

离为７．７４ｋｍ。利用互联网地图ＡＰＩ?，计算了住在深圳到东莞、惠州工作以及住在东莞、惠州到深圳

工作的跨城者的网络通勤距离 （表３），从深圳到莞惠通勤的平均网络通勤距离为１２．４５ｋｍ，从莞惠到

深圳通勤的平均网络通勤距离为１１．６２ｋｍ。从惠州到深圳上班的跨城网络通勤距离较东莞长１．５ｋｍ，

而从深圳到惠州上班的跨城网络通勤距离较东莞短０．８６ｋｍ，说明惠州的跨城通勤者较东莞对于距离的

敏感性较弱，而从深圳出发的跨城通勤者到东莞的距离敏感性较惠州弱。

表３　平均跨城网络通勤距离

从莞惠到深圳上班的平均通勤距离 （ｋｍ） 出深圳到莞惠上班的平均通勤距离 （ｋｍ）

东莞 １１．２ １２．６９

惠州 １２．７ １１．８３

平均 １１．６２ １２．４５

　　从通勤距离分布图来看 （图８、图９），呈现出对数正态分布特征，通勤距离多集中在０～１０ｋｍ以内，

随着通勤距离的增大跨城通勤的人数减少。虽然存在长距离的通勤者，但是这样的通勤者数量很少。

总的来说，深莞惠都市圈跨城通勤的平均通勤距离为１２ｋｍ，据住建部发布的 《２０２０年度全国主要

城市通勤监测报告》? 显示深圳市的平均路网通勤距离为８．１ｋｍ，本研究识别的深莞惠跨城平均通勤距

离为１２ｋｍ，较深圳市内的平均通勤距离长４ｋｍ，由于手机数据无法识别到短距离小于５００ｍ范围的通

勤，因此事实上跨城通勤的平均通勤距离同深圳市内的通勤距离的差距小于４ｋｍ，深莞惠都市圈内没

有呈现出远距离跨城通勤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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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居住在深圳工作在东莞惠州的平均网络通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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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居住在东莞惠州工作在深圳的平均网络通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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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百度地图ＡＰＩ的路径规划功能，可以通过输入起点终点坐标返回不同交通方式的网络出行时间和出行距离。

该报告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百度地图慧眼联合发布。报

告选取３６个中国主要城市，借助百度地图位置服务和移动通讯运营商数据，报告内容包含通勤范围、空间匹配、通勤距离、幸福通勤、

公交服务、轨道覆盖６个方面。



４ 都市圈跨城通勤模式探讨

跨城通勤现象近年来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都市圈的跨城跨界通勤模式做了

许多探讨，钮心毅等连续跟踪长三角城市圈跨城通勤现象并发布了上海都市圈跨城通勤报告［１０］，李颖

等研究了广佛地区跨界出行的职住特征［１１］，庄筠等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格局下广佛同城交通发展现

状［７］。对比不同都市圈的跨城通勤特征差异，可以总结出都市圈的跨城通勤模式特征。因此，基于深莞

惠的跨城通勤特征研究结果以及其他研究者进行的都市圈跨城通勤相关研究的结果数据?，如上海都市

圈［１０］和广佛肇都市圈［１２］，对都市圈通勤特征差异和发展模式进行探讨。

４１ 跨城通勤特征差异

综合不同都市圈的跨城通勤研究结果，将从都市圈核心城市的流入流出比?、中心城区同周边城市

的通勤联系强度、平均通勤距离三个方面进行跨城通勤差异的对比。

流入流出比上 （表４），上海的流入流出比最大为２．１，说明上海具有比较强的核心吸引力，其次是

广州为１．５１，说明广佛同城化中广州依旧占据更为核心的地位，而在深莞惠都市圈中，流入流出比接

近于１，呈现出双向对等通勤的特征，也说明深圳就业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没有扩散到周边城市。

中心城区的联系强度上 （表４），可以看到佛山同广州中心城区的联系十分紧密，超过一半的跨城

通勤者居住或工作在广州中心城区，上海中心城区同周边城市的联系也已经显现出来，占到跨城通勤量

的２４．２％，而深圳中心城区同周边城市几乎没有通勤联系，这说明深圳就业中心的辐射效应尚未扩散

到周边城市。

表４　各都市圈指标对比情况

广州 上海 深圳

流入流出比 １．５１ ２．１ ０．９２

中心城区通勤总量占比 ５０．５％ ２４．２％ １．８％

　　注：中心城区通勤总量占比指的是各核心城市的中心城区同周边城市的通勤往来量占总跨城通勤量的比例。广州中

心城区的范围定义为荔湾、越秀、天河、海珠区，上海中心城区的范围定义为上海２０３５总规中的主城区范围，

深圳中心城区的范围定义为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

平均通勤距离上，上海同周边城市之间的整体平均直线跨城通勤距离为２０ｋｍ
［１０］，远高于上海市域

内的平均路网通勤距离９．１ｋｍ
［１３］，上海都市圈内的跨城通勤呈现出以远距离通勤为主的特征。而深圳

市域内部的平均路网通勤距离为８．１ｋｍ
［１３］，深圳同东莞惠州的跨城通勤平均网络距离为１２ｋｍ，略高于

市域内部的通勤距离，没有呈现出远距离通勤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跨城通勤都集中在城市边

界处附近。

４２ 跨城通勤模式划分

根据跨城通勤者在两个城市的居住地和工作地所处的城市区位，可以将跨城通勤分为边缘边缘型、

核心边缘型和核心核心型三种类型 （表５）。边缘边缘型指的是两个城市的人流联系集中在两个城市

边缘交界处，这种类型是最普遍最原始的模式。核心边缘型指的是从两城市的交界处的一侧同另一城

市的中心区的联系，这种类型伴随着核心城市的快速城镇化，土地价值的快速增长而发生。核心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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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研究参考的许多数据结果也是基于手机数据测算的，数据的可靠性参见相关文章。由于不同数据源的市场占比

有所不同，因此不做数量规模绝对值的对比，尽量用占比来进行比较分析。

流入流出比指的是从周边城市流入到核心城市工作的人数比上从核心城市流出到周边城市工作的人数。



型指的是两座城市人流联系集中体现在两城的中心城区之间的流动，这种类型通常在同城化程度较高的

两个城市之间发生。

表５　跨城通勤类型及各都市圈模式划分

类型 边缘边缘型 核心边缘型 核心核心型

示意图
D? D?

(B (B

);A );B

D? D?

(B (B

);A );B

D? D?

(B (B

);A );B

特点
通勤距离短，人流在城市边

缘处对流

通勤距离居中，从一个城市

的边缘向另一座城市的中心区

流动

通勤距离长，人流在

两个城市的中心区之

间流动

上海都市圈 太仓上海 嘉兴上海 苏州上海、昆山上海

广佛肇都市圈 广州清远 佛山肇庆 广州佛山

深莞惠都市圈 深圳东莞、深圳惠州 无 无

　　而不同都市圈由于包含两个以上的城市，因此一个都市圈内不同城市之间的跨城通勤模式类型也会

存在差异。根据对上海都市圈和广佛肇都市圈的研究结果分析总结［１０、１２］，将不同都市圈内的跨城通勤

类型进行划定 （表５）。上海都市圈中，太仓与上海的通勤特征属于边缘边缘型，而嘉兴同上海的联系

属于核心边缘型，苏州、昆山同上海的通勤联系最强，属于核心核心型。广佛肇都市圈中，广州和佛

山同城化程度高，属于核心核心型，佛山和肇庆的通勤联系属于核心边缘型，而广州同清远的联系多

集中在边界处，属于边缘边缘型。在深莞惠都市圈中，基于通勤特征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深圳同东

莞和惠州的通勤联系主要集中在边界处，因此都属于边缘边缘型，尚未显现出核心边缘和核心核心型

的跨城通勤模式。

４３ 跨城通勤模式差异解释

２０１６年国务院批复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了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除了政策之外，历史上

上海同周边城市的联系也十分紧密，这是由于各城市都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程度高、经济发

达、历史悠久，城镇之间陆运、水运交通便利。周边城市的产业、公共服务、城市政策、文化等的多样

性也使得上海都市圈内部高频的跨城通勤模式多样化。

广佛肇都市圈中，广佛同城已经成为同城化的典型案例，在相关规划编制上，两城在２００６年就联

合编制了 《广佛两市道路系统衔接规划》，２０１５年联合编制了 《广佛两市轨道交通衔接规划》，交通一

体化的发展极大地方便了跨城联系，也促进了广佛同城化的进程。

深莞惠都市圈跨城通勤人口集中于深圳外围与莞惠邻深地区，深圳中心城区与周边城市的联动极其

微弱，这也跟都市圈的发展规划、政策、产业发展息息相关。深莞惠三市历史上城市化水平较低，改革

开放后三个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伴随着深圳的不断扩张蔓延，邻深片区产业发展加快，行政边界上

建设用地连绵，几乎没有地理阻隔，因此在边界处显现出高频次的跨城通勤联系。

５ 结论与展望

５１ 跨城通勤呈现出沿行政边界带状组团分布特征

本文首先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测度了深莞惠都市圈内部的跨城通勤特征，结果表明深圳同东莞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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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城通勤呈现出明显的双向对等、沿行政边界线带状聚集的空间分布特点，并遵循空间距离衰减性，其

中东莞同深圳的联系两倍于惠州同深圳的联系。从街道粒度结果来看，跨城通勤主要集中在三市相邻城

镇之间，且几乎没有同深圳中心城区的跨城通勤往来，空间上呈现出组团特征，分别为西部中心与东莞

滨海湾新区、观澜、平湖与凤岗塘厦清溪以及龙岗坪山惠阳共三个组团。从网格粒度结果来看，跨城

通勤者的工作地距离边界的平均直线距离为１ｋｍ，居住地距离边界的平均直线距离为０．７ｋｍ，呈现出沿行

政边界线带状聚集的空间分布特点，且平均通勤距离为１２ｋｍ，没有呈现出远距离跨城通勤的特征。

除此之外，对比跨城通勤研究的空间粒度结果，可以发现粒度越小，发现的出行规律和特征就越准

确，信息量越大，且可以满足多尺度分析的需求，也有助于对影响机制的定量探究。

５２ 深莞惠都市圈跨城通勤模式为单一边缘边缘型

本文对都市圈跨城通勤模式进行了探讨，将跨城通勤模式划分为边缘边缘型、边缘核心型和核心

核心型。深莞惠都市圈尚停留在较为原始的单一边缘边缘型模式，而上海都市圈和广佛肇都市圈由于

历史和规划等原因，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跨城通勤特征。

５３ 重视跨城城际快速铁路、轨道交通一体化建设

深莞惠都市圈目前尚处在都市圈跨城通勤的初级阶段，但是深圳与周边城市的跨城通勤联系不能被

城市和交通规划者所忽视，都市圈内部高频的跨城通勤也是都市圈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深圳同周边城

市的产业升级和交通一体化建设，未来深圳同周边城市的跨城通勤规模增长潜力很大，城市交通规划者

在规划实践中要重视城际快速铁路的建设、跨城轨道交通一体化建设。

在２０１９年国务院发布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要加快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随着

穗莞深城际铁路的开通以及未来深中通道、深珠城际、深惠城际等区域交通项目的建成，珠江西岸城市

同深圳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未来深莞惠都市圈如何发展，深圳同周边城市的跨城通勤模式如何演变，

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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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卡口数据的快速系统交通运行状态分析

尹安藤　张　灵　王叶勤　宁伯瑾

【摘要】 随着城市机动车出行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对局部交通的分析和管理往往难以解决交

通拥堵这一全局性问题，由视频监测产生的卡口数据覆盖面广、精度高、数据量大，为更大尺度的交通运行状态分析提

供了可能。本文采用ｐｙｔｈｏｎ对近５亿条卡口数据进行处理，评估了昆明市城市交通总体运行情况，发现昆明市本地车和

外地车活跃度差异大，且车辆出行存在明显的高峰。对昆明市快速路系统进行分析，发现７１９点快速路系统拥挤时段达

到８３％，呈现拥堵常态化特征，高峰时车速只有１０２０千米／小时，存在部分中短距离通行。进一步通过卡口数据对快

速路系统对出入匝道流量和车辆ＯＤ分析，确定了各区域联系强度，将分析结果用于仿真模型，为快速路系统匝道控制

提供了研究基础。

【关键词】 卡口数据；快速路系统；交通运行状态；昆明市

０ 引言

城市交通是衡量一座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活动的重要指标，在目前各项城市评分中，交通所占据权重

日益增大。但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与机动车保有量大幅度持续增加，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无法满足

日益增加的机动车出行需求，交通拥堵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发展与城市吸引力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交通系统是多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性系统，从局部入手治理，往往难以解决这一系统性问

题。通过固定卡口设备对机动车进行拍摄、记录与处理的交通监测系统，能全天候，大范围的监测城市

道路系统的车辆通过情况，为系统性评估交通运行状况，解决交通问题提供了可能。

目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将机动车卡口数据用于交通运行状态的分析、ＯＤ推导、道路交通分析框架

确立等方面，熊满初通过杭州市快速路卡口数据评估快速路系统的交通运行状态［１］；龙小强等通过卡口

车牌识别数据，挖掘了广州市路网车辆出行特征与规律［２］；王蓓等确立了卡口数据道路交通分析框架，

并对湖北省宜昌市毗邻区域交通量、车流轨迹、道路运行状况等进行了分析［３］；马柱通过卡口车牌数据

获取路段流量、转向流量、路段平均行程时间、车辆ＯＤ等指标，了解交通特征，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

交通拥堵改善方案，以千岛湖镇新安东路改造为例阐述具体分析过程［４］。

由于卡口点的布设密度、拍摄环境条件的影响，导致难以获取机动车出行准确ＯＤ位置，因此机动

车卡口数据在城市层面的交通需求分析中应用不够广泛。对昆明这类规模的城市和快速路系统这一系统

的研究也较为有限，因此笔者通过昆明机动车卡口数据，对昆明市城市交通整体运行状况和快速路系统

进行了分析，为后期交通管理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研究基础。

１ 数据概况及统计分析

１１ 昆明市机动车卡口数据概况

昆明市近年在交通信息化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通过部署智能交通系统来提升交通管理水平，从而

解决交通问题，在智慧交通设施建设上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在数据治堵和数据

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是缺乏 “研发———建设———应用”一体化的反馈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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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昆明市机动车卡口点约有１４００多个，覆盖全市主要快速路、主干道以及部分次干道，但是有

数据的点位仅有４８９个点，主要集中于昆明三环系统内，对城市次支干道的覆盖不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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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卡口点位置分布及覆盖评估

通过交通模型软件ｅｍｍｅ的计算，目前昆明市机动车出行中，约有５３％的车辆出行被车辆拍到，

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卡口覆盖度不足，难以支撑精细化ＯＤ矩阵的推导，但是相比于传统的车辆调

查，机动车卡口数据获得量和获得效率均大大提高了。

图２　部分卡口点设置情况

本文对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２０日的昆明市机动车卡口数据进行分析。采用ｐｙｔｈｏｎ

对近５亿条数据进行清洗，在剔除车牌丢失样本后，对数据进行分析。

１２ 基于卡口数据的昆明市城市交通总体运行情况评估

通过对有效样本进行分析，昆明目前日均运行车辆为９６．１万辆，通过车牌识别，本地车辆７２．５万

辆，外地车辆２３．６万辆。机动车卡口捕捉到约１８０万车次出行，车均出行次数２．０８次，本地车辆出行

次数为２．２８，外地车辆出行次数１．４３次，本地车辆的活跃度高于外地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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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机动车出行次数统计 （本地车 （左）、外地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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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机动车出行时辰分布

从时辰分布来看，昆明市机动车出行早高峰为

７：００～９：００，午高峰为中午１点，晚高峰为１６：００～

１９：００，晚高峰持续时间长，晚上２４点有一次出行夜高

峰，主要与晚上出租车出行量的增加，以及昆明二环核心

区与呈贡新区之间的夜间联系增强有关。

为了校核机动车卡口的数据的准确性，采用人工调查

数据进行校核，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机动车卡口数据的

结果数据与调查数据基本一致，说明上述分析结果可

靠性好。

表１　机动车卡口数据与调查数据对比分析

卡口点编号 卡口点名称 卡口流量 （辆） 调查值 （辆） 误差

５６４１ 沣源路龙头街 ３７４４ ３３８１ １０．７％

１２８２ 北京路与金色大道交叉口北 １５６３ １７９１ －１２．７％

２０７ 环湖东路与珥季路交叉口东 （东向西） １５６７ １３７１ １４．３％

１１９１ 北京路与环城北路交叉口北 １２６５ １５７０ －１９．４％

２１２ 昆安高速碧鸡关隧道口 （西向东） ４３９９１ ３８３５６ １４．７％

１０４１ 二环南路与民航路交叉口西向东 ２３２７ ２１１８ ９．９％

１２３ 二环南路与民航路交叉口东向西 １９２１ １８９９ １．２％

２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机动车卡口数据分析

前文通过机动车卡口数据对交通运行状态进行了评估，但是由于目前昆明机动车卡口覆盖不足，因此

在全市机动车ＯＤ矩阵推导方面存在精度不足的问题。由于快速路体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且目前在

在快速路出入口各匝道上卡口覆盖率高，为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的精细化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数据基础。

２１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概况

昆明市二环快速系统全长约２７．０８ｋｍ，由东、南、西、北四段构成，二环快速路系统作为昆明市主城

区道路交通网络中的重要骨架系统，起到了穿越截流、进出分流和内部疏散的功能。昆明市二环系统共设

置约６０余个卡口点，包含了主要上下匝道和主要对外高速匝道，部分出入口匝道缺乏卡口点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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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卡口点布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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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交通运行状态评估

通过对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机动车卡口数据筛选，根据匝道类型分为出口匝道及入口匝道两类；

以车牌为标识符，结合时间字段对每辆车的行为进行分析，筛选无法形成入口至出口闭环的车辆，出现

只有入口记录缺乏出口记录和只有出口记录缺乏入口记录的两种情况，对于缺少出口记录的车辆，分析

起后续出行轨迹，通过昆明路网拓扑结构，倒推其出口匝道位置，同时删除其中由于车辆在二环地面层

匝道行驶时被卡口错误记录的车辆；对于缺乏进口记录的车辆，通过分析二环快速路系统路段匝道记录

以及前序卡口记录，推导其进口匝道位置。

２．２．１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交通量特征

在对整理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日均通过车辆５１．０８万车次，在工作日高峰

小时流量能达到４万辆小汽车；二环快速路系统最大瞬时交通量为６４０２辆，二环快速路系统长度约为

２７．０８ｋｍ，按双向６车道计算，平均每公里车辆数为４１辆／ｋｍ，属于不稳定车流，车辆相互制约，说

明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在 （７：００～１９：００）拥挤时段已经达到８３％，呈现常态化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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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道路交通量

２．２．２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运行车速分析

昆明二环设计车速约为６０ｋｍ／小时，通过对二环全线以及部分点的车速进行分析，在平峰时，昆

明二环快速路系统的运行车速基本维持在４０～６０ｋｍ／ｈ之间，在高峰时，部分路段会出现车速断崖式下

降的情况，高峰时段的平均车速小于２０ｋｍ／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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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道路车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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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平均出行距离运行车速分析交通量特征

目前二环快速路系统车辆的平均出行距离为８．２ｋｍ，多数车辆平均出行距离小于１０ｋｍ，同时５ｋｍ

以下的出行比重约４５％，这说明了二环快速路系统目前存在大量短距离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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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道路车速分布图

２．２．４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主要出入匝道流量

昆明二环出入口按其所连接的道路类型，主要分为地面层出入口和高速出入口两种类型。

入口流量排名前三的均为高速入口，最大的为石虎关立交入口车辆为５．７万车次／日，其次为昆曲

高速入口为５．４万车次／日，昆安高速入口和昆曲高速入口基本处于同一量级，京昆高速入口量最低为

１．４万车次／日。

地面层入口中南二环宝海路入口匝道入口车辆最高可达到３．３万车次／日，其次为二环北路马村立

交入口、黄土坡立交和兴苑路立交都达到１．５万车次／日以上。

表２　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主要匝道入口流量

卡口编号 卡口名称 车辆数 匝道类型

６１０７ 南二环Ｂ线石虎关汕昆高速入口 ５６５５８ 高速

５９７７ 昆曲高速东二环Ｂ线上层入口 ４３３９９ 高速

６１０６ 南二环Ａ线上层明波立交昆安高速入口 ４２５６８ 高速

１０８５４ 南二环宝海路入口匝道 ３２６２１ 地面层

５９８１ 虹桥路东二环Ａ线入口 ２５７８３ 地面层

６１２２ 二环北路下层马村立交桥金星入口 ２１１６９ 地面层

５９４２ 北二环Ｂ线地面小屯立交桥入口 ２０１５２ 地面层

５９４４ 西二环Ａ线地面黄土坡立交入口 １６２７３ 地面层

５９４７ 西二环Ａ线地面兴苑路入口 １５８０６ 地面层

５９７９ 东二环Ｂ线地面小庄立交入口 １４８５６ 地面层

５９７２ 东二环Ａ线二层彩云北路入口 １４６５６ 地面层

６１０５ 西二环Ａ线上层小屯立交京昆高速入口 １４３２５ 高速

５９６８ 虹桥路东二环Ｂ线上层菊华立交入口 １３４８７ 高速

１１０７０ 昆安高速融创文旅城入口 １２７３６ 地面层

５９４６ 西二环Ｂ线地面科医路入口 １２４０６ 地面层

５９８９ 昆曲高速北二环Ａ线上层马村立交入口 １０１８５ 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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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卡口编号 卡口名称 车辆数 匝道类型

５９９１ 北二环Ｂ线教场立交入口 ９５９１ 地面层

５９９２ 北二环Ａ线马村立交龙泉路入口 ９４５４ 地面层

５９７１ 东二环Ｂ线地面白云路入口 ９１０７ 地面层

５９８３ 北二环Ｂ线地面盘江路入口 ８９９４ 地面层

　　高速系统出口流量的特征和入口基本一致，最大的为石虎关立交入口为６．７万车次／日，其次为昆

曲高速入口为５．１万车次／日，昆安高速入口和基础高速入口基本处于同一量级为３．３万车次／日和２．８

万车次／日，京昆高速入口量最低为１．２万车次／日。

在地面层出口中，金星立交出口车辆最高可达到２．４万车次／日，其次黄土坡立交、小屯立交、兴

苑路、云安会都出口、春城路出口和石闸立交出口都达到１．５万车次／日以上。

表３　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主要匝道出口流量

卡口编号 卡口名称 车流量 匝道类型

７４２６ 南二环Ａ线石虎关汕昆高速出口 ６７３５５ 高速

６１０４ 南二环Ｂ线上层明波立交杭瑞高速出口 ３３４８１ 高速

５９８６ 东二环Ａ线上层小庄立交出口 ３１３８６ 地面层

５９８０ 北二环Ｂ线上层小庄立交２００ｍ门架 ２８６７８ 高速

６１２６ 二环北路下层马村立交桥金星出口 ２４２０５ 高速

５９４５ 西二环Ｂ线上层黄土坡立交出口 ２０５１９ 地面层

５９４１ 北二环Ａ线上层小屯立交出口 １９８０２ 地面层

５９５１ 西二环Ｂ线地面兴苑路出口 １９６５９ 地面层

５９６９ 东二环Ｂ线上层大树营立交出口 １７６５０ 地面层

１０３９０ 杭瑞高速云安会都出口 １７４２７ 地面层

１０７９０ 石虎关立交春城路关上出口 １５３６７ 地面层

５９８２ 东二环Ａ线上层石闸立交出口 １５１７３ 地面层

５９６５ 东二环Ｂ线上层菊华立交出口 １４６８４ 地面层

５９４８ 西二环Ａ线上层西苑立交出口 １４３０６ 地面层

５９９０ 北二环Ａ线上层盘江路出口 １３９３３ 地面层

１０８５１ 南二环Ｂ线福德立交出口 １２５６５ 地面层

５９７５ 东二环Ｂ线上层石闸立交出口 １１６８２ 地面层

５９７６ 东二环Ａ线上层大树营立交出口 １１３１６ 地面层

５９７３ 东二环Ａ线上层金马立交出口 １１０４８ 地面层

２．２．５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ＯＤ分析

根据二环快速路系统出入口的类型，将二环快速路系统的交通需求分为过境需求、对外联系需求和

二环快速路系统内部需求三类，其中入口是高速出口也是高速的为过境交通，入口或出口是高速，另一

个为地面层的为外部联系交通，出入口都是地面层的为内部联系交通。通过统计分析，二环快速路系统

过境需求占比为２８．２７％，对外联系需求为５５．９１％，二环快速路系统内部需求为１５．８２％。在昆明二

环快速路过境需求中，南二环明波立交出入口至石虎关汕昆高速出入口和石虎关汕昆高速出入口至昆曲

高速北二环出口的联系最为密切，约为１．１万辆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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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ＯＤ期望线分析

３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中观仿真模型

在对二环快速路系统进行分析后，采用ｉｎｒｏ公司的Ｄｙａｎａｍｅｑ中观软件，对二环 （出入口匝道、转

向匝道）卡口点进行梳理，依托二环卡口数据，建立二环快速路系统全日中观仿真系统，模拟二环快速

路系统交通运行状况，并进行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相关评估。

Vehicles
0�25km/h
25�50km/h
50�75km/h
75�125km/h07:06:06

图１０　中观交通仿真模型

在对道路通行能力标定和道路拓宽渠化后，建立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中观仿真模型，并对同卡口数

据的路段检测点，与模型监测点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模型数据基本与卡口监测点对比分析，Ｒ方

基本都在０．９以上，仿真与真实值基本吻合。说明卡口数据对二环快速路系统的仿真结果较好，为二环

快速路系统匝道控制提供了前期研究基础。

表４　中观交通模型与卡口点数据检验

卡口名称 Ｒ２ 相关系数

南二环Ａ线明波立交入口 ０．８５６２３６ ０．９２５３３

西二环Ａ线黄土坡立交中段至兴苑路入口 ０．８８０６８８ ０．９３８４５

西二环Ｂ线兴苑路出口至黄土坡立交中段 ０．９２７５１９ ０．９６３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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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卡口名称 Ｒ２ 相关系数

北二环Ｂ线加油站 ０．９６８０２９ ０．９８３８８５

北二环Ａ线加油站 ０．９５０２４７ ０．９７４８０６

东二环Ｂ线小庄立交至石闸立交 ０．９７５１０３ ０．９８７４７３

东二环Ａ线大树营至石闸立交 ０．９７８９７４ ０．９８９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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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模型监测值与卡口监测值对比分析

４ 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目前昆明市整体交通运行现状和二环快速路交通运行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针对高峰时段二环快速路车辆运行速度下降比较快的情况，对快速路系统进行匝道控制，通过

卡口点动态获取路段交通量及运行状态，控制进入快速路的交通量，保证二环快速路系统在高峰时候的

运行车速。

二是根据二环快速路系统过境需求、对外联系需求和内部需求的比例，通过新增通道等方式对现有

快速路车辆进行分流。特别是要做好地面层和高架层的衔接，提升现有地面层的资源利用率。

三是可以利用现有对二环快速路系统的仿真分析基础，对不同的匝道控制策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

适用于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的控制策略。以二环快速路交通需求ＯＤ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在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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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口布置，提高卡口数据精度后，制定全市交通控制策略，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这一系统性问题提供了

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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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张量分解的交通流数据补全方法研究

李?康

【摘要】 在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的当下，尽管交通流数据的获取方式趋于多元化、规模不断扩大，但由数据采样率不

足与传输紊乱导致的数据质量问题普遍存在，进而对后续的数据挖掘和模型构建带来很大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张量分解的稀疏交通流数据补全方法。首先基于实际的城市道路交通流速度数据，验证了交通流的时空相关性；在此基

础上改进了基于ＣＰ分解的加权优化方法，通过合理地加入拟合交通流时变特性和路段特性的正则化项，提高了方法在

不同数据缺失程度下的补全效果，为城市道路交通状态感知与预测提供了重要支持。

【关键词】 城市交通；数据缺失；数据补全；张量分解

０ 引言

作为智慧城市的焦点课题，城市道路交通状态感知与预测是实现城市交通智能化的核心关键之一，

其主要工作则建立在数据挖掘工作的基础上。在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的当下，尽管交通流数据的获取方

式趋于多元化、规模不断扩大，但由数据采样率不足与传输紊乱导致的数据质量问题普遍存在，进而对

后续的数据挖掘和模型构建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对缺失的交通流数据进行精准修复极具现实意义。

现有交通流数据的缺失值补全一般采用基于传统统计学理论的方法，这其中主要包括平均值法、中

位数法和插值法［１］。平均值法与中位数法的基本思想是以一段时间路段交通流速度的平均值或者中位数

对缺失的数据进行填补。插值法则是通过已知观测值拟合出一条直线或曲线，进而对缺失时间间隔内的

速度值进行预测［２］。研究表明，基于统计学理论的方法在数据缺失率较小的情况下具有不错的效果，但

是随着数据的稀疏性增大，其补全精度和稳定性会显著下降。

张量分解方法在图像恢复、缺失值修复上具有广泛的应用，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首先

将多维张量展开为二维矩阵，然后再对该矩阵进行矩阵分解的方法。如Ｌｉｕ
［２］提出了高阶张量低秩分解

（ＨＡＬＲＴＣ）方法，通过使用张量轨迹范数将张量分解构造为凸优化问题；Ｔａｎ
［４］考虑了严重的交通速

度波动，并采用ＨＡＬＲＴＣ方法来恢复缺失值。另一种方法是对高阶张量直接进行分解，由于减少了张

量展开过程，因此在效率上要优于前者，但往往需要依托于特殊的分解结构，这其中主要包括ＣＰ分

解［５］和Ｔｕｃｋｅｒ分解
［６］。如Ａｃａｒ

［７］制定了一个名为ＣＰＷＯＰＴ （ＣＰ加权优化）的ＣＰ分解模型，该模型

开发了用于解决加权最小二乘问题的一阶优化方法；Ｗａｎｇ
［８］采用塔克分解对潜在因子矩阵的时空特征

进行低秩逼近，以提高分解的准确性。此外，一些研究人员还致力于将贝叶斯模型与张量分解相结合以

提高数据补全与实际场景的契合度。如Ｔａｎｇ
［９］采用完全贝叶斯和吉布斯采样来控制模型的复杂性并自

动调整超参数；Ｚｈａｏ
［１０］将贝叶斯概率模型添加到ＣＰ分解过程中，对张量秩的选取进行优化。

城市道路交通流具有典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在空间上可以分为点、路段、区域三个层次，在时间上

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时段、日、周等等层面。结构化后的交通流时空数据可以组织成多维张量的形式，这

为张量理论在对交通流数据补全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本文依托从浮动车数据提取的路段交通流速度数

据，对交通流的多模式相关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ＣＰＷＯＰＴ方法的速度补全优化模型，提

高了算法在不同缺失程度下的精确性和鲁棒性。

１ 交通流多模式相关性分析

数据补全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数据内部的结构性和相关性。相关性指的是两个随机变量间的关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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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交通流之所以在时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是由交通出行者们的出行规律所决定的，而交通流的

空间相关性与道路上行驶的前后车辆间的相互作用有关。为了挖掘交通流速度在时空上的多模式相关

性，从浮动车轨迹数据中提取了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１日至２０１８年５月２８日南京南站周边地区区域的路段交

通流速度样本选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衡量相关程度，其计算方法为：

狉＝
∑
狀

犻＝１

（狓犻－狓）（狔犻－狔）

∑
狀

犻＝１

（狓犻－狓）２∑
狀

犻＝１

（狔犻－狔）槡
２

（１）

　　相关系数狉的取值范围为 ［－１，１］，根据该值的正负可以对数据间的相关性进行初步判断，即当狉＞０

时为正相关，狉＜０时为负相关，｜狉｜＝０时说明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狉｜＝１时表示完全线性相关。

在实际应用时，往往还会根据｜狉｜的大小来对线性相关程度进行分级，一般来说，当｜狉｜≤０．３时不存在线

性相关，０．３＜｜狉｜≤０．５为低度线性相关，０．５＜｜狉｜≤０．８为显著线性相关，｜狉｜＞０．８为高度线性相关。

１１ 时间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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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某路段一周内不同天的速度变化曲线

图１和表１分别是某路段在一周内不同天的交通流速度变化曲线图与相关系数矩阵。从图１中可以

看出，该路段在５个工作日上交通流速度呈现出相似的变化特征，在上午和下午出现两个明显的速度低

谷时段。从整体上来看，夜间的路段平均速度水平普遍高于白天，且速度波动相对白天波动情况较大，

这是因为夜间路段上多为自由流，车辆速度受驾驶员驾驶习惯影响较大，表现出更加离散的特征。另一

方面，周日时的交通流速度并未出现明显的低谷，且整体数值水平明显高于工作日，说明该路段可能是

重要的通勤路段，在休息日的出行需求要显著低于工作日，所以道路交通状态良好。结合上述数据，计

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得到不同日间交通流速度的相关性矩阵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日间交通流速度相关性矩阵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周一 １．０００ ０．６５０ ０．７１８ ０．７３６ ０．６７９ ０．４８１ ０．５６９

周二 ０．６５０ １．０００ ０．７２７ ０．６３６ ０．５０４ ０．５６１ ０．３５６

周三 ０．７１８ ０．７２７ １．０００ ０．７３９ ０．５９８ ０．７０２ ０．５４６

周四 ０．７３６ ０．６３６ ０．７３９ １．０００ ０．５６６ ０．５６８ ０．５５１

周五 ０．６７９ ０．５０４ ０．５９８ ０．５６６ １．０００ ０．４０１ ０．６６０

周六 ０．４８０ ０．５６２ ０．７０３ ０．５６８ ０．４０１ １．０００ ０．４７５０

周日 ０．５７０ ０．３５６ ０．５４６ ０．５５１ ０．６５９ ０．４７５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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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１可知，一周内五个工作日之间的相关性系数都大于０．５，表现出显著相关。周日与其它的相

关性较低，与上述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见，不同天的交通流速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１２ 空间相关性分析

城市路网中路段与路段相互连接与交织，路段交通状态会受到其上下游及邻近路段的影响，因此，

路段与路段之间往往会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图２和表２分别表示该条道路上相邻五条路段在某工作日

的交通流速度变化曲线与相关系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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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某工作日相邻路段速度变化曲线

从图２中可以明显看出，五条路段在变化趋势上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在上午的第３０到第４０个

时间窗之内 （早高峰时段）出现了明显的速度值下降，其中，路段４和路段５在速度变化上表现出了高

度相似性，而路段１、路段２、路段３虽在变化趋势上相近，但在数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地图上来

看，因为路段１、路段２、路段３处在匝道上游处，车辆的驶出会使得该处的车辆存在一定的减速行为，

使得下游路段速度水平相比上游路段有所下降。结合上述数据，进一步得到相邻路段交通流速度相关性

矩阵如表２所示。

表２　相邻路段交通流速度相关性矩阵

路段１ 路段２ 路段３ 路段４ 路段５

路段１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３ ０．８０６ ０．９０７ ０．８９９

路段２ ０．８６３ １．０００ ０．８８３ ０．８０３ ０．８１７

路段３ ０．８０６ ０．８８３ １．０００ ０．７７６ ０．８３２

路段４ ０．９０７ ０．８０３ ０．７７６ １．０００ ０．９４３

路段５ ０．８９９ ０．８１７ ０．８３２ ０．９４３ １．０００

　　由表２可知，所选路段间的相关性系数基本都大于０．８，表现出高度相关。其中，路段４与路段５

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达到０．９４３；路段３与路段４的相关性相对最低，只有０．７７６。从路段所处的位置

上来看，路段２与路段３位于匝道出口的上游，路段４与路段５位于匝道出口的下游，车辆的分流使得

上下游路段间的交通流相关性降低。综上所述，交通流速度在相邻路段上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而路网

结构会对前后道路交通流速度的相关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２ 基于ＣＰＷＯＰＴ方法的交通流速度补全

２１ 张量构建

上一节分析结果表明交通流速度在路段与路段之间、同日之间表现出了显著的多模式相关性。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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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张量表示

在数据组织层面体现这一结构特征，充分利用交通流的多维特性，

建立了图３所示的大小为Ｍ·Ｎ·Ｌ的张量χ，其中Ｌ表示路段的数

量，Ｍ表示天数，Ｌ表示每日的时间窗个数，元素ｘｉｊｋ代表路段犽在

第犻天第犼时间段的平均速度观测值。

２２ 犆犘分解

ＣＰ分解 （ＣＡＮＤＥＣＯＭＰ／ＰＡＲＡＦＡ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结合了

ＣＡＮＤＥＣＯＭＰ方法和ＰＡＲＡＦＡ方法，将一个高阶张量分解成若干

个一维或多维的因子矩阵［１１］。例如，三阶张量可以分解成３个一维

的因子矩阵，对于给定一个大小为狀１·狀２·狀３的三阶张量χ，其ＣＰ

分解可以表示为：

χ＝∑
犚

狉＝１

犃（：，狉）犅（：，狉）犆（：，狉） （２）

　　其中，矩阵犃，犅，犆的大小分别为狀１·犚，狀２·犚，狀３·犚，被称为因子矩阵 （Ｆａｃｔｏｒｍａｔｒｉｃｅｓ），

符号 “”表示外积。张量χ在任意位置 （犻，犼，犽）上的元素估计值为：

狓犻犼犽≈∑
犚

狉＝１

犪犻狉犫犼狉犮犽狉 （３）

a1

b1

c1

a2

b2

c2

aR

cR

bR

+++≈

图４　张量的ＣＰ分解

２３ 犆犘分解加权优化方法

由于张量分解的方向是不确定的，为了使恢复后的张量最接近真实值，需要对分解过程中的因子矩

阵的更新进行设计优化。若将该低秩逼近问题转化为一个无约束优化问题，以恢复后的张量与真实值的

残差平方和作为目标函数，其形式为：

犳（犃，犅，犆）＝
１
２∑

狀１

犻＝１
∑

狀２

犼＝１
∑

狀３

犽＝１

狓犻犼犽－∑
犚

狉＝１

犪犻狉犫犻狉犮（ ）犻狉
２

（４）

　　对目标函数中的决策变量犪犻狉，犫犻狉，犮犻狉分别求偏导数，得到：

犳（犃，犅，犆）

犪犻狉
＝ ∑
犼，犽：（犻，犼，犽）∈Ω

狓犻犼犽－∑
犚

狉＝１

犪犻狉犫犼狉犮（ ）犽狉 －犫犼狉犮（ ）犽狉 （５）

犳（犃，犅，犆）

犫犼狉
＝ ∑
犻，犽：（犻，犼，犽）∈Ω

狓犻犼犽－∑
犚

狉＝１

犪犻狉犫犼狉犮（ ）犽狉 －犪犻狉犮（ ）犽狉 （６）

犳（犃，犅，犆）

犮犽狉
＝ ∑
犻，犼：（犻，犼，犽）∈Ω

狓犻犼犽－∑
犚

狉＝１

犪犻狉犫犼狉犮（ ）犽狉 －犪犻狉犫犼（ ）狉 （７）

　　根据梯度下降法 （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ｄｅｓｃｅｎｔ），在每次迭代过程中的更新公式为：

犪犻狉犪犻狉－α ∑
犼，犽：（犻，犼，犽）∈Ω

狓犻犼犽－∑
犚

狉＝１

犪犻狉犫犼狉犮（ ）犽狉 －犫犼狉犮（ ）犽狉 （８）

犫犼狉犫犼狉－α ∑
犻，犽：（犻，犼，犽）∈Ω

狓犻犼犽－∑
犚

狉＝１

犪犻狉犫犼狉犮（ ）犽狉 －犪犻狉犮（ ）犽狉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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犮犽狉犮犽狉－α ∑
犻，犼：（犻，犼，犽）∈Ω

狓犻犼犽－∑
犚

狉＝１

犪犻狉犫犼狉犮（ ）犽狉 －犪犻狉犫犼（ ）狉 （１０）

　　这里的α表示梯度下降的步长，又称为学习率。正常的稠密矩阵即可按照上述更新公式逐步更新

犪犻狉，犫犻狉，犮犻狉等参数，在目标函数小于某个值的时候终止迭代，从而输出全部结果。ＣＰ分解采用的是交

替最小二乘法来进行迭代，即通过固定其中两个方向的因子矩阵，去优化剩余方向的因子矩阵，该过程

交替进行，最终达到收敛。然而对于稀疏矩阵来说，根据式 （４）来计算所有位置的目标偏差是不准确

的，因为这样计算得到的梯度方向会偏向于填补空值而设定的初始值方向，所以必须要对稀疏矩阵进行

特殊处理。假设ω是与原始张量χ尺寸相同的加权矩阵，则加权后的张量狔为：

狔＝ωχ （１１）

式中：表示矩阵对应元素相乘的Ｈａｄａｍａｒｄ积，在加权矩阵ω中，数据缺失位置的元素值为０，反之

为１。加权后的目标函数更正为：

犳（犃，犅，犆）＝
１
２∑

狀１

犻＝１
∑

狀２

犼＝１
∑

狀３

犽＝１

ω犻犼犽（狓犻犼犽－∑
犚

狉＝１

犪犻狉犫犻狉犮犻狉（ ））２
（１２）

　　ＣＰＷＯＰＴ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使用上述目标函数，利用原始数据张量中存在观测值位置的估计误差

来进行优化，而对于其他的缺失位置则不单独进行更新。ＣＰＷＯＰＴ的基本计算步骤概括为：

步骤１：提前计算加权原始矩阵：狔＝ωχ

步骤２：对原始矩阵进行ＣＰ分解：χ＝犃
（１），Ｋ，犃

（犖），对恢复后的张量加权：狕＝ω犃
（１），

Ｋ，犃
（犖）

步骤３：计算目标函数：犳狑＝‖狔－狕‖２，该目标函数可展开为：犳狑＝‖狔‖２－２〈狔，狕〉＋‖狕‖２

步骤４：每次迭代过程中对每个分解后的张量犃
（狀）重新计算梯度如下：

犌
（狀）
＝－２犢（狀）犃

（－狀）＋２犣（狀）犃
（－狀）

式中：犌
（狀）为第狀个张量的更新梯度，犢（狀）为第狀个张量的原始值，犣（狀）为第狀个张量的恢复值。其中的

犃
（－狀）的计算方法如下：

犃
（－狀）＝犃

（犖）ｅＫｅ犃
（狀＋１）ｅ犃

（狀－１）ｅＫｅ犃
（１）

　　步骤５：逐渐迭代更新犃
（狀），并且在目标函数达到要求时可以提前终止程序。

２４ 目标函数优化

ＣＰＷＯＰＴ方法在图像恢复等领域已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为了提高方法在不同场景下的鲁棒性和

精确性，可以将先验知识以约束的形式添加到在分解因子中，常见的约束包括平滑约束、正交约束、非

负约束和稀疏约束等。本节主要研究交通流数据补全中的先验信息提取方式，并对原ＣＰＷＯＰＴ方法进

行改进。

假定犻为加权后的原始速度矩阵，为相同尺寸的恢复后的加权速度矩阵，犃为分解后的星期因子矩

阵，犅为分解后的时间因子矩阵，犆为分解后的路段因子矩阵，原始的ＣＰＷＯＰＴ的计算损失函数如下：

犾狅狊狊犳狑 ＝－
１
２
‖、－‖２ （１３）

　　根据对交通流变化特征的分析，交通流除了存在明显的时空相关性外，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序性，

即在固定的早高峰和晚高峰会有明显的速度降低的趋势，同时路段上的速度也受到道路类型和周边路网

结构的影响。因此考虑在原目标函数的基础上加入体现路段的时变特征和限速特征的正则项，包括拟合

星期特性、时段特性和路段特性三种约束，此外还需要加入防止过拟合的正则项以提升算法在未知数据

的补全效果。在加入多种上述正则项后的损失函数可以表示为：

犾狅狊狊犳狑 ＝－
１
２
‖、－‖２＋

λ１
２
‖犃－犜犃‖

２
＋
λ２
２
‖犅－犜犅‖

２
＋
λ３
２
‖犆－犜犆‖

２
＋
λ４
２
‖犆－犜犮犾犪狊狊‖

２

＋狆（‖犃‖２＋‖犅‖２＋‖犆‖２）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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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犜犃 为星期特性矩阵，由所有路段每天的平均速度计算得到；犜犅 为时间段特性矩阵，由所有天内

所有路段的该时间段平均速度计算得到；犜犆 为路段速度特性矩阵，用该路段的所有速度均值来表示；

犜犮犾犪狊狊为路段等级特性矩阵，用该路段的道路等级来表示 （为１到５的整数来表示）；λ１，λ２，λ３，λ４，狆

是各部分正则项的权重系数。

３ 案例分析

为了验证ＣＰＷＯＰＴ＋方法在实际数据补全上的效果，本节选用研究范围内共１２５３条路段一周的交通

流速度数据进行实验，并与传统的数据补全方法进行比较。实验采用１５ｍｉｎ的时间间隔对路段平均速度进

行统计，并组织成犜犻犿犲·犇犪狔·犔犻狀犽的三阶时空张量，最终得到的张量形状大小为９６×７×１２５３。

３１ 超参数选取

实验运用ｐｙｔｈｏｎ中ｔｅｎｓｏｒｌｙ．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工具库进行张量分解，并实现上述改进过后的ＣＰ

ＷＯＰＴ＋方法，通过将预处理过后的待恢复速度张量作为初始输入参与到迭代过程中，运用Ｈｙｐｅｒｏｐｔ

模块对包括张量秩在内的六个超参数进行调优。Ｈｙｐｅｒｏｐｔ是一种通过贝叶斯优化来调整参数的工具，

该方法具有较快的速度和较好的效果，实验中以５００次迭代后的损失函数的值为优化目标，得到的结果

如图５所示。

从图５中可以看出，秩的设定对误差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秩的增大，补全效果有所提升，且提升

效果在秩小于４的时候最为明显，之后则趋于平缓，这也验证了交通流数据的低秩性特征；此外，由于

秩的增加会导致计算效率的下降，因此需要综合考虑算法的效益和效率来确定该值。实验最终得到各超

参数的最优值如表３所示，在此设定下，执行迭代１２００次，实验数据的训练误差与验证误差的下降曲

线如图６所示，可以看出，当迭代到４００次左右时，趋近于收敛，最终的验证误差为０．１４８。

0.1650

0.1625

0.1600

0.1575

0.1550

0.1525

0.1500

0.1475

lambda_2

0 20 40 60 80 100

0.1650

0.1625

0.1600

0.1575

0.1550

0.1525

0.1500

0.1475

lambda_3

0 20 40 60 80 100

0.1650

0.1625

0.1600

0.1575

0.1550

0.1525

0.1500

0.1475

lambda_1

0 20 40 60 80 100

0.1650

0.1625

0.1600

0.1575

0.1550

0.1525

0.1500

0.1475

penalty

0.0 0.2 0.4 0.6 0.8 1.0

图５　超参数选取实验结果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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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超参数选取实验结果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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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迭代误差变化趋势图

表３　最优超参数设置

超参数 ｌａｍｂｄａ＿１ ｌａｍｂｄａ＿２ ｌａｍｂｄａ＿３ ｌａｍｂｄａ＿４ ｐｅｎａｌｔｙ ｒａｎｋ

最优值 ３６．８０２ ９．５１４ ５６．０５２ ３８．６３６ ０．１１７ ６

３２ 补全效果对比

本实验通过设定不同的数据缺失率 （１０％～６０％），对原始交通流速度数据进行随机缺失处理，用

于分析改进的ＣＰＷＯＰＴ＋方法在缺失程度不同下的补全效果变化，并与经典的数据补全方法进行比较。

这里主要选用了历史平均法和线性插值两种常用方法进行对比。此外，考虑到数据缺失方法是随机缺

失，因此在不同数据缺失水平下，每种补全方法都将独立进行５次重复实验，计算其平均ＲＭＳＥ作为

最终补全效果的评价指标。实验得到各方法的补全结果对比图如图７所示。

从图７中可以看出，随着数据缺失程度的增大，各类方法的补全效果都有所下降。其中，基于张量

分解的数据补全算法的补全效果整体要优于历史平均法与线性插值法，尤其在数据缺失程度不是特别高

的情况下 （小于４０％），表现出了更好的补全效果。经典数据补全方法中，线性插值的方法效果最差，

分析其可能是因为过多考虑了局部信息，难以适应交通流的动态变化；而均值方法补全效果一般。此

外，改进后的ＣＰＷＯＰＴ＋方法与普通ＣＰＷＯＰＴ方法在数据缺失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具有差不多的效果，

但在缺失程度较高的情况下，ＣＰＷＯＰＴ＋方法表现出更强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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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数据缺失程度下各方法的补全效果对比

４ 结论

本文对交通流数据的补全方法展开了全面的研究。通过对实际路段的交通流数据进行时空相关性分

析，验证了纯数据驱动的张量分解方法在交通流数据补全上的可行性，并进一步分析了ＣＰ分解相对于

其它分解结构在交通流数据补全中的优势。在此基础上，改进了基于ＣＰ分解的加权优化方法 （ＣＰ

ＷＯＰＴ＋），通过合理地加入拟合交通流时变特性和路段自身特性的正则化项，以提高了数据补全算法

在不同稀疏程度下的效果。最终的实验表明，所提出方法可以大幅度提升交通流数据补全的精度和鲁棒

性，对改善城市交通数据挖掘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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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通大数据多元长效特性的循证决策方法

王卓群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及科技发展推动，数据采集设备的完善，可利用的数据内容体系已历经几轮的迭代升级，

从传统基础数据体系中以常规统计数据和小样本调查数据为主体升级到大数据体系中以互联网大数据融合常规统计数据

的多元长效数据为主体。数据体系的日趋完备使得对问题剖析研判并辅助决策的方法手段可以从过往依赖于集计化模型

的推演结果优化到灵活利用常规数据与大数据属性特点，从数据结果现象出发，用数据步步推证整体现象的本质原因或

实际作用生成机理。利用有效推证结果辅助政府决策这一数据到论据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循证决策。本文从基础数据体系

迭代升级出发，探寻数据间逻辑关联，探讨循证决策的核心价值，探究以数据推论据的思路方法。使基于多元长效交通

数据的循证决策方法可为监测或挖掘城市发展进程中普遍性或趋势性问题提供有效帮助，为导向城市精准治理、辅助政

府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大数据应用；数据体系；城市治理；服务决策

０ 引言

随着数据资源的丰富多元，数据表达信息的完整长效，利用数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辅助政

府精准决策的思路方法成为现实可能。过往传统数据受限于数据自身属性完整度与精细度的不足，难以

通过数据间互证得出有力结论支撑城市决策。而当前大数据体系中兼备统计数据宏观性表征性特点与大

数据精细化个性化特点，使观察对象从群体集聚性细化到个体独特性，观察维度从独立分散化到综合体

系化，观察角度从表征趋势层深入到本质机理层。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交通运输部印发 《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中明确

提出 “以数据资源赋能交通发展为切入点”，积极推动大数据与综合交通运输深度融合。利用不同数据

所包含的信息内容，通过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推论出数字指标背后，实际的出行行为与真正的出行需求

从而辅助政府精准决策。这一过程也是本文核心要义，数据循证决策方法。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通过梳

理基础数据迭代升级的历程总结目前可利用数据的特性特点及其之间的关联逻辑，提出循证决策方法的

思路核心，着重讨论基于大数据多元长效等特点的循证方法，为数据治理赋能城市发展提供有效手段。

１ 数据体系的迭代升级：从单一调查到多元长效

１１ 数据体系完备历程

第一阶段：数据来源单一分散，依赖传统模型推演出行需求

在利用数据推寻交通问题的初级阶段，数据来源以常规统计数据及人工小样本调查数据为主，数据

内容多反应各交通方式的营运情况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特征。各交通方式的常规统计数据彼此独

立且仅能在宏观趋势上反映其发展变化，对于进一步了解各交通方式彼此作用下对城市交通运行整体影

响，需要常规统计数据＋调查数据结合，应用传统 “四阶段”模型推拟广域出行空间分布结构等特点，

进而推演城市交通的运行机理。

常规统计数据之间存在统计口径、统计时间不一致问题，调查数据存在样本量偏小，调查对象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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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人工准确度有限等问题，使得常规统计数据＋调查数据的数据体系缺乏数据之间连贯性与统一

性，缺失推演逻辑链中需利用的数据片段。利用初级阶段数据体系构建的交通模型，其准确度较依赖于

模型师的主观经验，对模型结果解读提出解决对策和发展策略同样依赖决策者自身能力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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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传统数据体系架构

第二阶段：数据资源多方共享，逐步建立逻辑互补的数据体系

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人们对城市运行机理窥探深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可利用数据的规

模及数据间关联性质量，循证中若缺乏必要关联数据，则存在有限的数据导致错误推论的可能。城市交

通运行规律不单一反应在交通运输运行所直接产生的营运数据，交通流数据和基础设施数据等当中，与

交通运输相关领域的数据也具备佐证交通运行规律的价值，如管控政策内容，假日天气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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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共享机制下完善的数据体系架构

丰富数据资源，夯实基础数据底座有利于数据导向论据的过程成熟，提高推论准确性。建立 “一主

导，多协作”的多部门数据统筹组织架构是健全循证决策机制中保障数据链完整性的重要一环。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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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年报为例，初期年报做为内部总结参考资料，数据来源为内部年度项目所收集分析的数据，年

报编制的内容需论据当年数据内容调整变化。后年报作为面向业内人士及市民的年度官方报告，逐步建

立了如今深圳交通运输局主导，联合生态环境局、交通警察局、香港运输署等单位的数据统筹组织架

构。完备的数据统筹组织保障数据稳定来源，同时丰富了与交通出行相关的影响因素，使年报内容框架

综合稳固，分析评估的内容趋于有理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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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深圳市综合交通年报数据共享组织架构

第三阶段：数据内容多元长效，初步具备数据循证决策基础环境

大数据具有海量样本数据基础，具备不同测度，多种观察角度自由调换的数据属性，支持既可以连

续追踪长效趋势性信息又可以任意锁定特定精细化片段，至此数据内容不再是片段式组合拼接，而是能

够连贯融合［２］。

大数据采集设施设备的完善及各类交通数据资源协调统筹的环境为传统数据与大数据融合利用提供

契机，大数据弥补了传统数据存在的粗颗粒度，单一维度的不足，传统数据也为大数据清洗校核提供纠

偏指引。稳固的数据底座是循证决策方法可用的基础，洞察数据背后的信息是循证决策方法的核心，用

科学严谨的数据循证决策机制推断论据从而辅助城市治理，缓解了最初依赖个人经验的不足，采用事实

说话，关心更丰富的属性群体，针对性提出管控策略，社会治理步入精细化时代。

以深圳综合交通年报中城市人口指标为例，以往统计指标仅获取常住人口，但实际管理人口是影响

城市出行服务供给能力或是公共资源配置规模的重要因素，年报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推算全市实际管理人

口超２０００万，并根据驻留点信息掌握居住人口及岗位数量空间分布，常规数据＋大数据分析手段，掌

握常住人口与管理人口的比例，为城市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等提供决策方向。

１２ 数据间关联逻辑

数据体系是从数据到论据的根基，是循证决策方法的基座。数据资源的丰富和可用性高保障了从数

据到论据分析链条中链环的完整性，而数据间关联逻辑如同将链环搭扣，使独立的链环找到对应的链环

并彼此锁扣上，形成一段段链结。最后提出的循证决策方法则如同将一段段分散的链结串成完整链条，

形成从数据到论据的逻辑链。

以 “一单位主导，多单位协同”的数据共享机制，以常规统计数据＋互联网大数据的数据资源是当

前超大城市基础交通数据体系架构。已有的数据基本分为四类：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这类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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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文本型数据，以记录建设里程，计算诸如路网密度数据为用，一种是空间地理信息

数据，可展示多层次线网的空间布局；二是交通调查数据，目的在于获取居民出行意愿及出行需求，掌

握不同属性群体的出行行为特征，或针对特定事件展开调查如轨道线路开通对周边居民出行方式影响，

主要通道交通流量构成等为特定分析评估做针对性数据补充；三是常规统计数据，用于掌握综合交通各

个指标阶段性总量情况，总量数据的长效追踪，横纵向对比可用来确定城市发展进程的缓慢，发现城市

交通发展动力尚且不足，结构性可能失衡之处。四是交通运行数据，以大数据分析为主，可良好支持精

细化，深度化挖掘特定群体的出行特征及规律。这四类数据实际上分别从交通运行的供给端、需求端、

营运特征和运行特征上阐明年度交通变化，其中供给端数据结合需求端数据可针对营运特征的普遍性趋

势性问题做出分析，运行特征数据侧重于内在问题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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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循证决策方法核心：从数据到论据

多元数据代表着数据来源丰富，数据维度各异，数据信息万千，极大增加了利用数据之间交叉关联

等分析方法得到有效论证的可能。长效的特性意味着单一的数字信息在时间的长河中被赋予趋势性规律

的价值，在纵向拓展维度中有了更灵活的发挥空间。基于多元长效数据特性的循证方法含义在于为独

立，片段的数据找到互相联结，逐成体系的逻辑通路，能够让数据成为论据从而支撑有限理性决策模

式。本节总结了多元长效数据循证决策过程中三个核心阶段，分别是认识数据本质—时间赋予数据的生

命力，掌握使用方法—数据赋予分析的生命力，合理解读结果—分析赋予决策的生命力，以便于更好理

解从数据到论据的循证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２１ 数据积累：时间赋予数据生命力

数据长效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历史数据，数据的历史回顾及关联分析助于有效支撑决策。

以深圳为例，深圳全市高峰期交通运行环境在超大城市中处于较好地位，２０１９年全市高峰期运行

速度为２６ｋｍ／ｈ，运行等级为 “基本畅通”。单从某一年数据来看深圳交通运行良好，似乎不必紧迫研

究其他交通管控措施，而在时间线上延伸，深圳的交通运行情况呈现：一是高峰期速度逐年下降态势。

二是结合城市道路运行等级空间分布图来看，拥堵节点已从原散点分布式发展为连绵成片式并沿重要廊

道向外延伸。由此推测虽全市层面交通目前运行水平良好，但趋势处于下行未来并不乐观。运行水平分

布不平衡，中心区交通压力尤其突出，研究制定管控措施，或针对性的片区治理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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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深圳市晚高峰拥堵路段空间分布示意图

２２ 精准分析：数据赋予分析生命力

时空多维度数据融合，支撑分析结论从传统数据凭经验 “拍脑袋”到科学精准。通过循证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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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的论据更有效支撑决策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例如２０１５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８月，深圳市先后出台三轮外地车管控政策，限外时间均为工作日早高

峰７：００～９：００，晚１７：３０～１９：３０，限外区域逐步扩大至全市范围 （除高速公路及进出口岸路段

等），利用车牌识别数据分析得出管控效果，早晚高峰在外地车管控政策约束下，外地车出行得到有效

限制，高峰时段外地车出行车辆数占高峰时段全路网车辆总数的不足２％。但随着时间推进，外地车出

行特征有所变化，原有的政策管控也许面临作用收紧的效果。

１．外地车出行规模有所增加

２０１８年日均路网外地车出行车辆数为８６．０万辆，比２０１６年增加约８．６万辆，２０１８年日均路网外

地车出行车辆数占全路网行驶机动车车辆总数的３３．８％，比２０１６年 （３２．３％）增加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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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日均出行外地车数量占比

２．外地车高峰出行时间段与本地车重合度提高

根据外地车全日分时出行规模分布来看，９：００～１０：００间外地车出行规模达１０．８万辆，占路网

通行车辆总数的２９．３％。１６：３０～１７：３０间路网行驶外地车车辆数达１３．３万辆，路网通行车辆总数的

２３．１％。这段时间根据路网运行指数来看，同样为本地车高峰出行时间段，由此在本地车外地车双重作

用下，路网运行压力骤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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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外地车出行规模时间分布

２３ 科学决策：分析赋予决策生命力

顺延上节有关外地车的案例分析，得到外地车的出行特征后，考虑管控思路原则为一、释放拥堵时

段道路资源，缓解交通拥堵；二、约束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均衡城市资源分配；三、保证外地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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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商务、旅游等出行，保持城市开放性。

在基础原则上，针对外地车运行规律及出行规模特征，综合考虑城市交通拥堵，兼顾城市包容性

后，提出建议外地车限行时段由早高峰７：００～９：００调整至７：００～１０：００，晚高峰由１７：３０～１９：

３０调整至１６：３０～１９：３０，并评估该措施可减少２０万～２５万辆外地车通行，能有效缓解城市高峰运

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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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深圳市外地车出行时间分布与交通指数分布

３ 循证决策方法例证

大数据在交通分析中的价值无外乎有四种［２］，大样本优势，可连续追踪信息，不同测度的观察，多

种观察角度的互补。前两种优势与本文强调的数据多元长效的特性相近，是数据属性的优势。后两种则

是数据属性带来分析方法的升华。循证的技巧在于如何使用数据，观察数据以得到合理的问题解释。循

证的方法多样，本文仅从分析对象—群体至个人，分析角度—集聚总量到空间分布，分析的逻辑—多项

指标关联比较这三个案例出发，说明循证决策的过程应用。

３１ 常规数据与大数据互补，从群体趋势到个体特性

常规数据因其数据本身属性限制，一般用于对集聚性群体做趋势性判断分析，趋势性意味着常规数

据优势在于具备时间维度的长效性，而劣势在于仅能反馈较粗颗粒时间维度的信息。大数据的加入使数

据分析对象个性化全面化，分析维度可以有更精细的时间维度也可以扩展到空间维度。以常规数据为主

构建的宏观模型结合大数据后，测算的结果和分析的观察角度更加细致，对应的决策目标与决策对象也

更具象。

大数据分析：掌握现状出行规律

战略规划中常用通勤出行时间在６０分钟以内的人群比例作为出行高效可达的检测指标之一。国内

多城市远景规划借鉴国际一流城市取值经验设定该目标值为８５％，然而是否每个城市在当下各自发展

阶段适合８５％的指标？又该如何推进８５％指标的实现？这就需要常规数据构建的宏观模型结合大数据

共同分析。

以深圳机动化出行时间分布为例，利用机动车车牌识别数据，匹配车辆出行路径可以得到现状机动

化车辆单程通勤时间分布，由此可以掌握进入６０分钟以内的通勤人群出行占比，进而掌握８５％目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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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优化哪部分的通勤人群。

如深圳的数据表示约７５％通勤出行分布在６０分钟以内，假设能够实现８５％目标，则要推动１０％

出行人群进入６０分钟以内。通过估算出行规模总量，考虑高峰时间道路运行环境，初步框定采用道路

交通通勤出行的人群中出行距离在３５ｋｍ以下的是重点调控对象，其中２５～３０ｋｍ出行距离对象为积极

可争取对象，调控目标要求是使高峰期平均出行速度在２５～３０ｋｍ／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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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全市与中心城区相关的通勤出行不同出行时间机动化出行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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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深圳市与中心城区相关的地面机动化通勤出行大于６０分钟下不同出行距离下出行量占比

模型＋大数据：精准掌握调控方向

在大数据挖掘出行人群特征属性上结合模型研判目标人群的出行空间分布，发现该部分出行基本分

布在中心城区与对外中长距离走廊带上，由此推测若想达到实现８５％目标，则要在提高中心城区与对

外廊道的出行速度，如南山宝安，福田宝安，福田龙岗的交通走廊。

图１３　地面机动化单程通勤时间大于６０分钟出行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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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集聚变量与空间分布相关联，从表征含义到内里本源

指标反映的是数字集成总量，反应的是某一程度上的份量，指标的数据偏于宏观，不能反馈数据背

后所蕴藏的信息。如机动车保有量数据指标，机动车保有量是城市掌握用车需求，推算用车强度，估算

城市供需矛盾缺口，针对性制定诸如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的重要表征指标，保有量数值的大小是否可直接

做为衡量保有量达到饱和或者做为需采取必要管控措施等论据，以深圳的机动车保有量数据为例，答案

是否定的。

集聚变量反应表征信息：小汽车处于保有量高位增长

深圳市机动车２０１８年全市小汽车保有量２９７万辆，小汽车千人保有量为２５８辆／千人，存量基数较

大，逼近国际一流城市千人保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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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代表性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及千人机动车保有量

空间分布折射内在原因：小汽车拥车呈现 “内密外疏”特征

中心城区 （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户均拥车数量为１．０辆，外围区域户均拥车数量为０．７辆，

中心城区户均拥车水平与国际城市相当。深圳拥车空间分布呈现 “中心城区密，外围区域疏”特征，与

国际一流城市 “中心区疏，外围密”的特征正相反。

表征含义到内里本源：机动车保有量的实际影响非在量级高位增长，在于空间分布失衡

深圳机动车保有量处于国内高水平，国际中水平。但国际上如东京等城市处于拥车保有量中高水平

上，城市交通运行矛盾未如国内城市突出且能够深入落实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交通发展。究其原因在于深

圳拥车为空间结构不均衡问题，集中分布中心城区，同时中心城区也是轨道建设最完备的区域，拥车情

况与轨道公交供应水平不匹配，导致公交的发展建设也未能降低小汽车使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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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深圳不同行政区户均拥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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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伦敦人均小汽车拥有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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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东京拥车比例空间分布

图１８　空间结构：中心区密，外围疏 图１９　空间结构：外围区密，中心区疏

单从保有量这一集聚指标层面上易认为采取小汽车增量调控措施，减缓车辆增量速度以缓解城市交

通运行压力是有效的。这一措施不具备精确施策的特性，无区别管控对象与作用人群使得增量调控措施

边际效应减弱。结合拥车用车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性根据空间布局管控车辆使用，建立以经济杠杆为主

要手段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体系，打造服务品质和效率人民满意、交通服务与生活模式更加贴合的地面

公交体系，是有效缓和市民购车需求的途径之一。

３３ 综合指标交叉对比分析，从信息融合到论据集合

数据体系汇集了多维交通数据，单一观测某一方面数据不足以窥探交通系统的运行特征，利用数据

代表群体间差异对比分析，更可能挖掘真实作用原因。如城市分担率常用于分析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和

小汽车等多种城市道路交通出行方式的使用情况，以此判断公共交通的发展态势。同时也常作为推动公

共交通发展相应对策，提出相应目标的重要论据之一。

综合信息融合突出基本问题：出行结构优化进入瓶颈期，小汽车吸引力依然强劲

以深圳为例，通过对城市分担率计算，发现小汽车机动化出行占比始终维持在４０％以上，小汽车

出行需求居高不下。同时，轨道交通出行占比逐年攀升，常规公交出行比例连年下降，但公共交通 （含

出粗车）出行总量占比基本稳定。从分担率中推断问题可能存在，一是出行结构优化进入瓶颈期，小汽

车出行占比居高不下。仅通过限制小汽车购买，大力推动轨道建设发展公共交通对出行结构的变化影响

有限。二是常规公交出行量逐年下降程度与轨道交通出行上升程度相近，推测轨道交通发展更可能是将

客流从常规公交转移至轨道交通，为公共交通内部化转移，非方式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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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０　深圳市历年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论据集合探寻内在规律：

１． “用者自付”机制尚不完善，小汽车使用成本过低，使用强度持续增加

小汽车使用过程中分别产生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其中负外部性成本考量中，交通拥堵、交通事

故、交通噪音、大气排放所造成的负外部性成本为最主要的四大因素，而因交通拥堵带来的时间损失成

本又占负外部性总成本８０％。小汽车内部成本指的是包含车辆的购置费、燃料费、停车费等拥车用车

时个人需明确支付的可感知成本，国内一线城市的小汽车综合使用成本相较于国际城市较低，深圳的日

拥车成本约占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１．６％，日用车成本约占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１．０％，深圳

市的小汽车综合使用成本在国内一线城市中继续处于中下水平。由于小汽车使用内部成本较低且外部成

本尚未纳入计量中，使得小汽车使用时产生内外部全成本中个人需承担的成本非常有限，相对诱发提升

小汽车出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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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国际城市小汽车综合成本占拥车家庭月人均支配收入比例

２．相对公共交通，小汽车交通的出行时间具有较大优势

以深圳道路运行环境为背景测算不同距离下小汽车出行时间与公共交通出行时间的比值，短距离出

行０～５ｋｍ，常规公交出行时间为小汽车３倍，轨道交通为小汽车２．３倍。中距离５～２０ｋｍ下，常规公

交出行时间为小汽车２倍左右，轨道交通为小汽车１．５倍，更长出行距离中，轨道交通优势突出，但出

行时间仍在小汽车时间的１．３倍左右，常规公交在１．７倍左右。深圳市小汽车出行距离在１２ｋｍ左右，

该距离下小汽车花费的时间相较于公共交通具有明显优势，且小汽车具有使用灵活，门到门服务等特

性，让更多人出行依赖于小汽车。

４ 结论

数据是反应城市发展特征，反馈城市决策效果的直观工具。本文从数据长效价值数据分析价值决

策应用价值层面上论述循证决策方法的核心，从常规数据与大数据结合应用掌握个体出行特征、单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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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集聚化指标分解在空间层面上转为多维度信息及综合数据差异比较理清影响论据这三个方面论述循证

决策方法。为发掘分散片段数据所蕴藏的信息，建立从数据到论据的决策机制提供参考，让有限理性决

策模式趋向客观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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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２０１９年深圳市不同出行距离下不同出行方式的通勤出行时间（单位：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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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通运行特征的东莞近期交通发展思考

成见开

【摘要】 作为高密度道路网络支持下的组团式网络型结构城市的典型代表，东莞市交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简

要分析了东莞市基本特征，并重点从出行方式结构、职住分布和通勤交通以及新冠疫情期间道路车速发展变化等方面对

东莞市城市交通运行特征进行了解析，提出了东莞城市交通面临的关键问题。最后通过对东莞市城市交通近期发展趋势

研判，从区域交通协调发展、理性公交分担率指标和小汽车保有量规模控制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交通运行特征；职住；通勤；新冠疫情；区域交通协调发展；公交分担率；小汽车保有量

０ 引言

东莞市作为珠江三角洲镇域经济发展形成的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代表，较高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小汽

车保有量高和较短的平均出行距离，这使得尽管具备较好的公共交通覆盖，但在方式竞争中处于弱势地

位，公交分担率仅保持在５％左右。从绿色出行角度来说，这无疑处于较低的水平。为了促进东莞城市交

通系统效率的提升，学术界和工业界开展了多项研究。赵野等［１］以东莞为例开展了快速城市化地区公共交

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刘伟等［２］通过分析总结深圳、香港、首尔、库里蒂巴、新加坡和东京等城市的

先进公共交通发展经验提出了东莞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策建议。李福坤［３］结合东莞市公共交通调查分析了对

东莞市公共交通面临的问题及成因。李亚敏［４］等基于分区分级的网络规划模式和布局方法结合东莞市的实

际提出了公共交通线网规划的关键问题。成见开［５］等通过对香港轨道交通发展经验的解读提出了东莞市轨

道交通发展对策建议。李磊等［６］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提出了东莞市城市交通发展对策。孙霄汉［７］从

城市治理的角度提出了东莞市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冯志新等［８］结合路网密度与新增用地强度变化关系开展

了交通网络格局对城市空间扩展影响研究。王思煜［９］和吴俊泉［１０］等对东莞市轨道交通和ＴＯＤ的建设发展提

出了建议。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为东莞城市交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增量

规划发展到存量发展规划阶段，城市发展逐渐趋于稳定，新的国土空间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高密度

路网、相互独立的组团式空间结构、高强度的个体机动化出行的东莞城市交通发展方向需要进一步探讨。　

１ 东莞市城市特征概况

历史的发展造就了东莞成为世界工厂，也产生了其独特的人口特点、产业模式和城市空间模式。首

先，东莞是中国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最大的城市。２０１８年末常住人口８３９．２万，户籍人口２３１．６万，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为３．６∶１。从业人口数６６７．２万，占常住人口０．７９５，也说明整体年龄结构的年

轻化和城市的活力。其次，东莞市３００ｍ×３００ｍ网格职住高达０．６９４，即网格内６９．４％的人口在本网格

内就业，这反映了现状制造业 “宿———厂”毗邻情况比较显著的特点。同时各街镇主导产业较为独立，

这也使得街镇间联系较弱，这使得东莞市通勤平均出行距离较短的特点更加显著。第三，道路网络高度

发达，通车道路网络密度省内排名第二 （图２ａ），仅次于深圳。超高的路网密度也使得个体机动化出行

便捷度高，促使了小汽车使用的发展。第四，人口密度高 （常住人口密度省内排名第二，图２ｂ）且相

对分布较为均匀的分布态势使得东莞市除莞城外呈以镇为中心的组团式均布发展的形态，市内街镇间交

通走廊较为清晰，但街镇内部出行分布较为均匀，不利于形成大客流走廊。第五，深莞、广莞同城初步

显现。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深莞日交互交通量超过１４０万人次，广莞日交通交通量超过６５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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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达的经济、高强度的道路网络、高密度的人口、独特的产业模式、活跃的流通模式，这是东莞的

特点，也决定了东莞在城市交通发展需要探索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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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东莞市街镇分布示意图

表１　２０１８年东莞市街镇常住人口 （万人）

街镇 常住人口 街镇 常住人口 街镇 常住人口

东城街道 ５１ 横沥镇 ２１．９ 长安镇 ７２．９

南城街道 ２９．１ 东坑镇 １２．８ 望牛墩镇 ５．５

莞城街道 １２．３ 企石镇 １１．６ 万江街道 ２６．４

寮步镇 ４２．５ 石排镇 １９．２ 石龙镇 ９．９

大岭山镇 ２６．６ 黄江镇 ２１．３ 中堂镇 １２

大朗镇 ４７．５ 樟木头镇 １５．７ 麻涌镇 １０．３

茶山镇 １８．５ 清溪镇 ２９．８ 石碣镇 ２３．３

松山湖 ９．６ 塘厦镇 ４９．２ 高?镇 １５．５

常平镇 ３９．３ 凤岗镇 ３４．９ 道蟯镇 １２

谢岗镇 ８．１ 虎门镇 ６３．９ 洪梅镇 ３．９

桥头镇 １７．９ 厚街镇 ５０．３ 沙田镇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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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东莞城市交通运行解析

２１ 出行方式结构

发达的经济支撑了东莞城市客运交通组成中的私人机动化的较高水平，２０１５年居民出行调查结果

显示小汽车机动化分担率达５６％，处于珠三角乃至全国的领先水平。与之对应的是公共交通分担率较

低，约占５％，且全市各组团仅有中心城的公交分担率在５％以上，也仅为９．２％，在国内同等城市中

处于较低的水平。此外，公交客运量呈逐年下降态势，且主要公交线路高峰发车间隔大，基本都在１０

分钟以上，这使得公共交通在交通方式选择竞争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出行方式结构是交通方式市场自

由竞争选择的结果，个体机动化分担率高公共交通分担率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东莞整体道路交通服

务水平较好，此外，公共交通服务供给可能也存在优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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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东莞市各组团出行方式结构组成

２２ 城市职住与通勤交通

从市内通勤来看，东莞的产业模式对其人口组成和职住分布影响显著。人口分布相对较为均匀，形成

了环大岭山的 “Ｃ”形走廊带，而就业则相对集中，在莞城、虎门和常平聚集。此外，受制造业职住毗邻

特征的影响，城市通勤出行距离较短，全市通勤平均出行距离仅３．３６ｋｍ （不含住宿和厂房一体的就业人

口）。较短的通勤距离不利于吸引公共交通出行客流，再加上公交发车间隔较大，这也导致了公共交通在

出行方式结构中的劣势明显。从短期来看，城市格局没有大的改变的前提下，这一特征将会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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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通勤方面，深莞和广莞通勤已经具备一定规模。２０１９年深莞通勤人口约约１９万人，广莞通勤

人口约７万人，且均呈双向对等的态势。随着２０１８年华为搬迁松山湖，可以预见深莞通勤将进一步增

强，城际通勤交通的研究需要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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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通勤距离分布

２３ 疫情回溯看道路交通运行

２０２０年的疫情给了城市一个摸底的机会，综合分析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的东莞市道路车速

可以发现，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东莞市道路交通车速已经基本恢复至疫情之前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的水平。从工

作日各时段的车速来看，虽然部分道路在高峰小时呈现一定的交通拥堵，但道路车速水平整体较高，白

天路网平均车速基本维持在３５ｋｍ／ｈ的水平。此外，疫情高峰期东莞市路网平均车速为４０ｋｍ／ｈ左右，

整体略高于平日夜间平均车速，且全天持平。这个指标可以理解为东莞市道路网络的极高值车速约为

４０ｋｍ／ｈ，而现状白天平均车速约３５ｋｍ／ｈ，仅晚高峰１８：００～１９：００时车速约３０ｋｍ／ｈ，这说明了东莞

市整体道路交通服务水平较高，也佐证了出行者对个体交通的偏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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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５月东莞市域晚高峰道路车速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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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５月东莞市域晚高峰道路车速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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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工作日东莞市城市道路平均车速变化

３ 近期发展趋势研判与思考

３１ 区域交通协调发展方面

如前文所述，深莞、广莞客流交互规模大，且城际通勤已经初具规模，这要求东莞在交通规划建设

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东莞自身的需求，还需要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来开展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建

设。根据 《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３５）》的要求，未来都市圈平衡范围将承接深圳１５０万～

２００万的通勤人口，大部分位于东莞市境内，这将严重影响东莞未来城市基础设施布局。所以必须在满

足区域协同的基础上，以东莞的视角理性思考未来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方向。与其被动接纳，不如主动对

接落实，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 《广东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 （２０２０～２０３５年）》的要

求，以谋求更多的主动。

３２ 公交分担率

调查数据显示，东莞公交分担率仅占５％左右，且公交客运量呈下降趋势，因此有必要去分析和挖

掘问题成因，从公共交通的运营、管理和服务以及乘客的出行需求及意愿等方面进行全面解读，有针对

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引导公交出行的途径。避免陷入客流低到减少发车班次到客流更少的新循环。此

外，避免盲目制定公交分担率目标指标，既有目标到２０３０年公交分担率从５％提升到３０％只在理论上

存在可行性。

从轨道来看，东莞轨道交通２号线目前承当的客运总量较低，客流密度较小。这主要是因为现状为

单线运营，服务辐射范围有限。其次，沿线土地利用开发强度缺乏ＴＯＤ建设理念的优化调整，这使得

线上通勤客流较少。目前东莞市推进的 《东莞市轨道交通站场ＴＯＤ综合开发规划》的编制，土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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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同步调整有利于轨道交通客流的培育。另一方面，需要重视乘客出行习惯的培养，充分发挥轨道

交通准点、可靠的优势，引导乘客在可能的条件下优先选择轨道交通出行，以期在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

初期及发挥最大的效率。此外，需要结合东莞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特点，结合轨道交通网络的开通运

营，开展常规公交线网优化和调整，加强衔接线路的规划建设以增强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

３３ 小汽车保有量

２０００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小汽车快速进入家庭，东莞市汽车进入高速增长期，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８年年均增长率为１７．５％。从总量来看，按照东莞市常住人口规模和户籍人口户均人数计算，

千人保有量达３１２辆，户均拥有达１．１５辆，这说明小汽车已经基本普及，机动车保有量增速将变缓。

事实上２０１７年起，小汽车增速也呈下降的趋势，且可以预见下降趋势将会持续。但鉴于目前邻莞城市

深圳和广州均采用了限牌和限外政策，东莞处于政策的洼地。特别是随着深莞同城化的加剧和深圳人

口、就业的外溢，东莞小汽车发展可能会带来新的增长点，进而带来车辆拥有规模的激增。为此，有必

要开展针对性的研究，明确为了东莞市小汽车保有量的合理规模，以支持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

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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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东莞市机动车增长变化

４ 结语

城市交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交通运行的影响因素涉及方方面面。本文从城市的区位特点、人口

特点、产业特点、交通系统特点等方面对东莞城市特征根进行了解析，并结合东莞城市交通运行情况，

从出行方式结构、职住分布和空间联系以及疫情期间道路交通系统运行状况等方面，对城市交通系统运

行指标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解析，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对城市近期发展趋势研判，从区域协调发展、公交

分担率有和小汽车保有量等方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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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梯度下降的重型货车实时交通流监测方法研究

王　磊　朱　洪　刘登国

【摘要】 伴随着城市化、机动化进程不断加快，道路交通排放持续上升，重型车在汽车拥有量中占比虽少，但其排放

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却远高于轻型车，加强重型柴油车排放的监控力度刻不容缓。本文从重型车动态排放清单实时监测

的需求出发，利用１２吨以上重型车的实时轨迹，在复原车辆出行路径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二次校正能力的动态流量测

算模型，为进博会期间增强重柴车的实时监管能力，以及评估机动车排放污染提供支撑。

【关键词】 机动车排放；重型货车；实时监测；批量梯度下降

０ 引言

机动车是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相比于工业排放，机动车排放更加贴近地面，属于低空排放，

对城市的空气质量和市民健康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重型车的排放在大气污染中始终占据较高比重，其

排放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远高于轻型车，加强重型柴油车排放的监控力度刻不容缓。

为了满足交通部门和环境部门对于机动车排放管理的政策评估需要，以及进博会期间对全市机动车

污染排放的实时监测及决策需求，２０１８年环保部门和上海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合作构建了上海

市机动车污染实时排放预警系统的信息化平台。２０１９年随着重型车数据条件的逐渐成熟，我们开展了

针对１２吨以上重型货车的实时监测及相关演算技术的研究，结合环境部门的相关排放因子库，共同实

现对重型货车的排放测算。本文介绍的即是为满足实时测算重型车排放的应用和监管需求，利用重型货

车ＧＰＳ轨迹数据开展交通流量的实时演算技术研究，借助梯度下降法的加持，提高量化精度。

１ 问题和挑战

在上海市运管部门登记的１２吨以上重型货车的总量为９万余辆，均按交通部的统一规定实现了全

过程轨迹上报。重型货车ＧＰＳ数据包含了日期时间、车辆编号、经度、维度、车型等字段，数据不描

述车辆的载重状态。车辆的轨迹回报间隔为３０秒，装卸过程中回报不间断。

１１ 问题

缺失是数据使用的首个问题，直接增加了设计阶段的复杂程度。在系统层面，车辆的ＧＰＳ轨迹从

产生到入库，通常会在卫星信号接收、车辆轨迹传输、数据入库等阶段受到外场干扰，呈现到的质量问

题主要如，ＧＰＳ轨迹飘逸，轨迹缺失和信号遮挡。１）轨迹飘逸，轨迹的定位由车载设备、卫星和地面

接收站共同完成，通常，道路周变的高楼会引发 “峡谷效应”，导致车辆定位偏移，同时车辆在低度运

行及静止状态也容易引发车辆定位摆动性偏移。２）轨迹缺失，车辆定位数据的入库流程由车载定位设

备、通讯线路及中心库按序完成，传输过程中如遇到信号不佳、通信量拥堵溢出、车载设备缓存溢出等

现象均会导致定位数据无法入库，以致回放缺失。３）信号遮挡，车辆行驶中，受外场建 （构）筑物遮

挡，不能有效接收定位信号及传输数据，形成定位判断失真，如车辆在地面、高架复合区域及滞留隧道

时，入库数据易发位置判定失误的问题。

此外，人为因素引发轨迹缺失，常常导致数据难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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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系统层面的轨迹数据问题图示

１２ 挑战

随着大数据采集和传输能力的增强，以及精细化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技术层面的挑战主要在于，

利用实时接入的车辆轨迹，开展 “自下而上”的车流全样本量化监测，结合与之对应的排放因子，计算

机动车排放的时空分布，以满足快速评估、决策等应用需求，以及不断缩短的时延需求。

离线分析向实时监测需求的转变。为增强进博会期间对重型货车实时监测和现场决策的快速响应能力，

探索开展不同类型重型车ＧＰＳ数据等交通信息整合、动态运行监测、精细化排放测算的技术支撑研究。

抽样特征提取向全样本量化的转变。按照机动车动态排放清单的要求开展 “自下而上”的排放测

算，需从微观角度以单个路段单个车型为基础，计取车队构成、运行工况、通行量等清单内的指标，准

确量化计算周期内 （本例的更新周期为３０ｍｉｎ，下同）各路段、各种车型的交通量，为机动车排放的准

确估算提供全样本测算基础。

２ 传统的交通流特征识别算法

在抽样数据环境下建立的传统算法仍是必要的，它能解决出行特征识别的问题，但不能满足全样本

量化的需求，需要校正环节的加持。首先传统算法是，基于批量采集的车辆ＧＰＳ轨迹，测算车辆的出

行ＯＤ、路段车速、通道流量等指标，获取道路运行、车辆运行等常态特征的主要途径。它的运算过程

大体为：通过识别车辆的出行链，从个体层面拆解出 “停留地在途行驶停留地”等活动序列，为车辆

分类画像提供聚类基础；采用动态轨迹、静态线网及相关知识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回溯机制支撑的路径

提取策略，量化路段的汇总车流。

２１ 停留点识别

１２吨以上重货车的车型可粗略分为集卡和１２吨以上普货两类；依据车辆的业务类型及限行要求，

出行特征各有差异：集卡的停留地多集中在外围工业园区、港区、堆场等装配有大型集装箱吊装设备、

专有装卸车等设施条件且相对固定的区域；重型普货的业务范围因对接建筑、工业、食品等多个行业的

运输需求，到发区域相对分散。停留区域的装卸条件限制了车辆在停留区段的行驶车速、停留时长及全

日出行次数等特征的数值上限，从而构成对停留点判别的基本逻辑。

出行序列拆解后显示，重型货车的停留地识通常附有提箱、装箱、卸货、中途休息、加油等事件标

签，是一次出行的终点或关键节点。

２２ 行驶路径识别

利用车辆上下游轨迹的时序位置，结合静态路网等相关设施数据构建处理模型，实现车辆行进路径的推

断，达到区分地面道路与高架、快速路主辅路的效果，以及解决识别路径不连贯等问题。过程可简述为：

１．构建路径的备选路段集。根据轨迹点的时序位置拼接车辆的行驶范围，累加备选路段集。有效

连接行驶范围中的离散区域，形成全连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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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路径搜索。基于Ｆｌｏｙｄ等路径算法，在路段集合中寻找ＯＤ间的连接路径。累加行驶轨迹的长

度和，是备选路径的约束。

３．基于道路模型标定的ＶＤＦ值，参与区分路径。

实际测算时，可将周期内的一次出行轨迹链作为最小运算单元，进行线程资源的调配，以提高演算

效率。其次，行驶路径识别需要与静态可计算路网的有机融合，其中的路径算法是参考了Ｅｍｍｅ文档

的算法章节，并做了本地化改写。

３ 重货车辆运行特征

传统算法的统计结果显示，在重型货车轨迹库中，共包含有５８个细分车型，其中集卡的４．２５万辆占

４２％，栏板车１１％和厢货２１％。集卡的规模与综合交通年报中的登记量基本相当。实际运行中，上海市

域内每日有２．６万辆集卡和３．６万辆大货 （１２吨以上）上线。双休日的平均出行车辆数是工作日的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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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重型货车的期望线分布 （左：普货　右：集卡）

目前针对重型货车 （持通行证除外）的限行政策是，中心城 （外环线以内）７～２０点禁止通行；集

卡和大货有不同领域的业务出行需求，分时曲线显示了它们对禁行政策不同的敏感度，大货的入城需求

多对禁行的政策更敏感；集卡则基本没有，分时曲线在限行时段没有明显的出行量折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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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重货车的时间分布 （左：周变　右：时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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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重货车的时间分布 （左：周变　右：时变）（二）

流量分布 （可参看图６）显示了重货的主要通行走廊和通道权重，如Ｇ１５沈海高速、Ｇ１５０３郊环、

Ｓ３２申嘉湖高速、Ｓ２０外环、Ｓ４沪金高速，应不同时段的需求而呈现不同的流量规模及分布。

对重型货车的车辆规模、车队结构、出行分布及时间分布规律等静态特征的分析，将有助于完善对

重型车的静态估算，为实时监测过程提供静态参数支撑。

４ 构建二次校正

校正是传统算法 （第２章节）的后延，解决传统算法无法全样本量化的问题。

４１ 必要性

传统的识别逻辑为适应车辆轨迹数据的不稳定性状，在处理全过程中参杂了若干门限条件，紧密连

接的批流程在导出成果的同时，也丢弃了很多 “非标准化轨迹数据”。所谓 “非标准化”是指：因信号

遮挡、信号干扰、终端故障及驾驶员非意愿关闭等原因引起的区域性、间歇性、较长时间的数据缺失，

以及类似的数据残缺。从技术层面来看，完整的轨迹更易于识别，非标准化的则易丢弃。不同的应用需

求，对成果缺失程度的容忍度不同，在重型车排放的实时监测需求中，车流量需要全样本量化。如何解

决 “非标准化轨迹”的流量缺失？

４２ 度量缺失

在重型车的主要通道上设置围栏区，如下图所示，较长的围栏通道设置可确保过车车辆的轨迹抓取

大概率不失。在计算周期内通过框取、去重车辆的从简方法，获取定点流量，可规避全过程数据质量非

标准化的问题。

校验结果显示：

总识别量存在遗漏。基于围栏区的过车流量统计值普遍高于传统算法识别的流量值，大量 “非标准

化轨迹数据”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既定算法的测算结果出现遗漏。

多点存在缺失现象且空间分布不均、程度不同。通过一段时间的跟踪监测，发现多个监测点有流量

缺失情况，且存在出现频率不一致和比例不均的特点。

预设围栏区可有效发现过车流量的漏检现象，也可成为研究二次校正方法，为过车流量构建有自我

监督能力的重要支撑点。

４３ 基于梯度下降的二次校正

校验可知，在实际演算环境中，传统的识别算法可完成八成的车流轨迹回溯，余下部分的估算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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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校正。针对损失函数的优化方法有很多，批量梯度下降是可行的方法之一，梯度下降算法是一种非常

经典的求极小值的算法，通过最小二乘法构造损失函数，在迭代中不断将损失压缩，解析局部最优解。

常用的梯度下降法有三种：批量梯度下降法 （ＢＧＤ）、随机梯度下降法 （ＳＧＤ）和小批量梯度下降法

（ＭＢＧ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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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围栏区设置分布图 （左）及在线校验结果 （右）

ＢＧＤ的每一次迭代都要对所有样本进行计算，在大数据量的运算中效率不高。本例中共预设了２００

＋个控制点 （围栏区），对区域内的４００＋个路段实施在线监测，过程中只需求解损失函数的一阶导数，

借助ＣＰＵ的并行算力，总体延时是相对可控的，因此本例使用批量梯度下降法进行二次校正。通过迭

代逐渐缩小与控制点 （围栏区）过车流量的差距，达到最终结果与控制点过车量拟合的效果，即损

失最小。

二次校正旨在借助数学方法，在分布结构可动态获取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拟合丢失的出行量。

与经典的ＯＤ反推拟合出行分布和道路分配量的方法不同，计算周期对车辆出行的截断随机性大，

通常无法在周期内获得常规意义的完整ＯＤ，且动态环境下的Ｏ、Ｄ量亦未知，缺少Ｏ、Ｄ量对迭代

的有效约束。

４．３．１ 初始矩阵

ｌｉｎｋｉ的流量可表述为：

ｌｉｎｋＶｏｌｉ＝δｉ１·θ１＋δｉ２·θ２＋δｉ３·θ３＋…＋δｉｍ·θｍ

式中：

δｉｊ＝
１　ｌｉｎｋｉ，是路径ｊ的途经路段

０　ｌｉｎｋｉ，不是路径ｊ
烅
烄

烆 的途径路段

　　θｊ指路径ｊ的流量，路径是对每辆车单次出行的详细描述，数据结构上是相关ｌｉｎｋ的集合，如：

｛ｌｉｎｋ１，ｌｉｎｋ２，ｌｉｎｋ３，…，ｌｉｎｋａ｝。

由此，围栏区的多条ｌｉｎｋ的流量可表述为：Ａ ［ｎ＿ｌｉｎｋ，ｎ＿ｐａｔｈ］·Ｘ ［ｎ＿ｐａｔｈ］的矩阵

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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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１１，δ１２，δ１３， δ１４， δ１５， ……，δ１ｍ

δ２１，δ２２，δ２３， δ２４， δ２５， ……，δ２ｍ

δ３１，δ３２，δ３３， δ３４， δ３５， ……，δ３ｍ

δ４１，δ４２，δ４３， δ４４， δ４５， ……，δ４ｍ

……

δｎ１，δｎ２，δｎ３， δｎ４， δｎ５， ……，δ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ｎｍ

·

θ１

θ２

θ３

θ４

θ５
…

θ

烅

烄

烆

烍

烌

烎ｍ
式中：

ｎ＿ｌｉｎｋ是计算周期内有监测量的路段数，ｎ＿ｐａｔｈ是个体路径数。

４．３．２ 校正

目标函数。依据本例的校正需求，构造的是多变量一阶式，预设的目标函数形式如下，前项可由泰

勒一阶式展开，后项是在线性回归的目标函数中加入了Ｌ１正则项：用以保证线性回归模型的稳定性和

外延性：

犑（θ）＝
１
２犿∑

犿

犻＝１

（犺θ（狓
犻
－狔

犻））２－λ∑
犿

犻＝０

θ犻

　　梯度更新。使函数沿着某点的导数方向可以最快速度到达极值处，该方向导数可称作为该函数的梯

度。每次迭代沿负梯度方向前进，η是迭代步长，函数形式如下：

θ犻＋１＝θ犻－η·!犳（θ犻）

　　迭代结束条件。迭代次数小于预设次数或梯度更新小于ε。

４．３．３ 本地化调整

作为重型车流量识别的二次校正，模块在．ｎｅｔ框架的环境中开发和运行，与前一部分 （传统算法）

无缝对接，包括：

初始矩阵Ａ ［，］于各计算周期中动态构建，Ａ ［，］的大小将根据实际捕获车辆的情况动态调节。

如：个体路径由传统算法的识别模块在线生成，各周期内车辆行驶路径的路段集不同；所以，各计算周

期内初始矩阵Ａ ［，］的大小及分布等均是变量。

个体路径权重θｊ基于前部分的识别结果汇总，调整后的系数值虽理论上不应小于１．０，但实际情况

是围栏区同样有小概率误检，如：车辆轨迹跨越围栏区或围栏区计入非监测路段的过车车辆等，因此个

体路径权重θｊ的值域约束设置需根据实际情况微调。

监测路段数与个体路径数是决定初始矩阵Ａ ［，］大小的关键因素。基于传统算法获取的个体路径

差异化明显，可大概率保证Ａ ［，］的满秩；围栏区能有效检出车流识别不全的问题，但３０个检测围栏

区的数目显然不能满足二次校正对车辆的覆盖需求，因此在校正环节，监测围栏区的数目有大幅度的增

加，而限于围栏区的最低面积要求及高密度路网间的矛盾，部分围栏区会出现导入临近路段非相关车辆

的小概率事件。

算力分担。计算周期内重货车辆的实采路径总数较大，基于批量梯度下降的校正过程对算力消耗

多，有时需要ＧＰＵ的算力分担。

４．３．４ 校正结果

为了反映最终的校正效果，我截取了某一计算周期的实际迭代过程图示，左图显示了各监测段 （围

栏区内）在迭代过程中的流量分次逼近的过程，预设值引起了部分监测段在初期呈现了 “之”形的调整

形态，后期的优化过程则相对平稳。

校正后，Ｒ２等指标显示了较好的拟合效果，各段的监测总量与识别总量基本相当，回归参数显示

了校正获得了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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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拟合效果图示

５ 进博期间的实时监测应用

在进口博览会期间，由重型车实时动态计算模型提供的全路网量化测算结果，通过进博会空气

质量保障现场指挥部召开的评估协商会议和工作简报两种形式，向决策层和相关专家发布，有效支

撑了本市大气污染排放实时总量跟踪评估工作的开展。为相关政策和管理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

数据支撑。其中，外高桥港区等重点区域作为重型货车主要集散地，监测监控修订至每天必报

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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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语

机动车交通排放污染状况和减排政策研究是交通和环境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内容，上海市采用交通

研究机构和环境研究机构合作开发的模式，从交通和环保双方的共同需求出发，共同开展机动车交通排

放实时测算平台构建、验证和应用工作。此次因数据便利优先应用的原则，单独就１２吨以上重型货车

数据开展深化应用研究，作为机动车交通排放实测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经以单独模块的形式应用

于进博会期间的现场决策和常态监测评估中，是开展相关工作的基础工具。

研究显示，重型货车交通流实时监测的精度保障，既需要传统算法对车辆 “标准化轨迹”的准确识

别，也需要二次校正模型，以及为避免出现过拟合或拟合不够的现象而投入算力。总体来看，尽管二次

校正有助于最终解决全样本量化的问题，但传统算法为二次校正输入可靠的分布结构和尽可能小的微调

空间，比借助Ｌ１正则化约束过拟合，更能真实反映实际的分布情况，两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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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进博会期间重货车流实测及分析图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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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进博会期间重货车流实测及分析图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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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化背景下出租车定价与数量的研究和探讨

李柏城　宋　朝　罗　钦

【摘要】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逐渐普及，国内许多城市均开始推动出租车电动化，即将传统的燃油动力出租车

替换为纯电动出租车。本文通过一个考虑了电动车市场渗透率的出租车集计模型，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化为目标，

定性地给出了不同电动出租车市场渗透率下的出租车定价与数量，并以深圳市出租车市场为例，定量分析了影响出租车

定价和数量的关键参数，为相关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模型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出租车市场的

电动化需要伴随相应的价格和数量调整以确保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最大化。电动化前后的出租车最优价格与数量的变化

则与电动车的占比 （渗透率）、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和充能时间密切相关。

【关键词】 出租车；纯电动汽车；交通政策

０ 引言

出租车在城市交通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城市常规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随着网约车软件在内

地兴起及其对出租车加盟的许可，出租车得以同时兼容扬召和电召两种模式，从而更好地服务大众

出行。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国内许多城市也开始推动出租车电动化，即将传统的燃油出租

车逐步替换为纯电动出租车，以促进城市交通绿色可持续发展。例如，２０１９年９月，深圳市２１６８９辆

出租车实现了全面的电动化。凭借此举，深圳成为全球纯电动巡游出租车运营数量第一的城市。表１列

出了全国几个主要城市截至２０１９年或２０２０年的电动出租车投放情况以及各自的预期目标，各市均有大

幅增加电动出租车数量的计划。由此可见，电动出租车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一种，有逐渐取代燃油出租车

的趋势。

表１　国内主要城市电动出租车投放情况

城市 统计年份 电动出租车数量 电动出租车渗透率 预期目标

北京 ２０１９ ２０００ ２．９０％ ２０２０年底，电动出租车数量将达到２万辆

上海 ２０２０ ４５００ ９．２０％ ２０２０年内，新增出租车中电动出租车占比不低于８０％

广州 ２０１９ ３１９０ １３．９０％ ２０２０年底实现出租车电动化

深圳 ２０２０ ２１６８９ １００％ 已实现出租车电动化

　　资料来源：文献 ［１４］。

电动出租车的进入给传统出租车市场带来了新的管理问题。众所周知，电动车与燃油车存在着运营

成本上的显著差异。例如，电价与油价的差异、电动车替换电池的成本、汽车充能时间 （加油、充电），

等等。在这一系列差异的影响下，出租车市场的电动化面临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为电动化的出租

车市场设定新的价格 （乘车费用）和数量，以确保出租车市场在电动化后依然能够实现出租车市场总剩

余的最大化。第二，电动化过程中影响出租车定价和数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一个的考虑了电动车市场渗透率出租车集计模型，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最大化为目标，对比了以燃油动力车和纯电动力车为主要车型的出租车市场定价与牌照数量，并明确了

影响出租车定价和数量的关键因素，为政府部门提供了若干决策依据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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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考虑电动车市场渗透率的出租车集计模型

本文采用的出租车集计模型引用自文献 ［５］。该模型使用若干集计变量和参数表征一定研究区域内

出租车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具有较为良好的数学可追踪性，从而为定性找出影响出租车市场定价和数量

的主要因素提供条件。该模型自提出以来，被众多关于出租车 （文献 ［６７］）和网约车 （文献 ［８９］）

的政策研究所引用，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模型。鉴于此，本文亦引用该模型描述出租车市场的供需关

系，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出租车的充能时间 （加油或充电时间）以及电动出租车 （以下简称

“电动车”）和燃油出租车 （以下简称 “燃油车”）共存的市场情况。模型具体内容如下。

出租车集计模型以一小时为建模时间维度，假设在均质区域路网内有出租车和私家车两种机动车。

表２给出了集计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和参数的信息。

表２　集计模型主要变量及参数

变量及参数 意义 变量及参数 意义

犙 出租车出行需求 犖ｎ 私家车数量

μ 乘客出行总成本 τ 乘客出行时间成本

犉 出租车出行费用 γ 乘客等待时间成本

犠 乘客等待时间 犉ｆ 出租车起步价

犜ｔ 出租车出行时间 β
ｄ 出租车里程费率

犜ｎ 私家车出行时间 β
ｃ 出租车计时费率

犖 出租车数量 犚１ 电动车每小时充电时间

α 电动车市场占比 （渗透率） 犚２ 燃油车每小时充电时间

犖ｖ 出租车空载总时长

　　考虑到出租车市场中不同的汽车类型，本文在与文献 ［５］的基础上，将出租车进一步分为燃油车

和电动车两类。假设乘客对出租车种类无偏好，其出行总成本 （效用）μ可表示为

μ＝犉＋τ犜
ｔ
＋γ犠 （１）

式中：

犉为出租车出行费用；

犜ｔ为出租车出行 （载客）时间；

犠 为乘客等待时间；

τ和γ分别为乘客的出行和等待时间成本。

假设出租车出行需求犙为乘客出行总成本μ的减函数，满足：

犙＝犙（μ）＝犙（犉＋τ犜
ｔ
＋γ犠） （２）

　　其中，出租车出行费用犉采用目前国内主要城市较为常见的计价方式计算得出，即犉由出租车起

步费、里程费和停等费组成：

犉＝犉
ｆ
＋β

ｄ犔ｔ＋β
ｃ（犜ｔ－犜０） （３）

式中：

犉ｆ为出租车起步费；

β
ｄ代表出租车里程费率；

犔ｔ代表出租车出行距离；

β
ｃ代表出租车计时费率；

（犜ｔ－犜ｔ０）代表出租车出行的拥堵延误 （或因拥堵、信号灯产生的停等时间），其中犜ｔ０为自由流状

态下 （无拥堵）的出租车出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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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出行时间犜ｔ由路网交通密度决定并随着交通密度增加而上升。令犖、犖ｎ为路网内出租车

和私家车的数量，路网交通密度可表示为 犖ｎ＋（ ）犖 ／犔 （犔为路网道路总长度）。则出租车出行时间犜ｔ

可表示为

犜ｔ＝犜
ｔ 犖

ｎ
＋犖（ ）犔

（４）

　　并通过交通流关系式计算得出。私家车的数量犖ｎ等于私家车的出行需求犇ｎ与出行时间犜ｎ的乘

积，即犖ｎ＝犇ｎ犜ｎ。假设私家车出行需求犇ｎ已知且与出租车出行需求犙相互独立。私家车的出行时间

犜ｎ亦表示为路网交通密度 （犖ｎ＋犖）／犔的函数，与式 （４）类似，有

犜ｎ＝犜
ｎ 犖

ｎ
＋犖（ ）犔

（５）

　　乘客等待时间犠 为出租车的空驶总时长犖
ｖ的减函数，越多的空载出租车意味着乘客的等待时间

越短。犠 表示为

犠 ＝犠（犖ｖ） （６）

　　式 （６）满足犠′＝犱犠／犱犖ｖ＜０。本文考虑了出租车的充能时间以及电动车和燃油车共存的市场情

况，使得犖ｖ的计算方式与文献 ［５］不同。已知市场内出租车总数为犖，令α∈ ［０，１］为电动车的市

场占比 （渗透率），则燃油车占比为１－α。此外，假设每台电动出租车和燃油出租车每小时的充能时间

分别为犚１和犚２。在此基础上，犖ｖ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在一小时的建模时间内，所有出租车的运营

总时长为犖·１，并有以下三种运营状态：载客、空驶、充能。对每一台出租车，三种状态的累计时长

等于一小时。因此，所有出租车三种状态的总时长等于所有出租车的运营总时长犖·１。其中，出租车

的载客总时长为犙犜ｔ （即出租车需求与出行时间之积），电动车和燃油车的总充能时间分别为α犖犚１和

（１－α）犖犚２。因此，一小时内所有出租车的空驶总时长可表示为

犖ｖ＝犖·１－犙犜ｔ－犖（α犚１＋（１－α）犚２） （７）

　　式 （７）说明，不同的电动车渗透率和出租车充能时间将对出租车的空驶总时长犖ｖ产生直接影响，

进而影响乘客的等待时间犠。

基于以上设定，本文假设出租车起步价犉ｆ和出租车数量犖为决策变量?，在其他所有参数给定的

情况下，对任意犉ｆ≥０和犖≥０，可通过联立方程 （１）至 （７）求得出租车出行需求犙、出租车出行费

用犉、出行时间犜ｔ和犜ｎ，进而计算出租车市场的社会总剩余，为政策制定提供评估依据。

２ 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化的出租车定价与数量条件

本节从政策制定部门的角度出发，以出租车起步价犉ｆ和出租车数量犖为决策变量，给出出租车市

场总剩余最大化的模型

ｍａｘ
犉
ｆ，犖

犛＝∫
＋¥

μ
犙（狑）犱狑＋犉犙－犮１α犖－犮２（１－α）犖－τ犙ｎ（犜ｎ－犜ｎ０） （８）

式中犛为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由以下部分组成：

∫
＋¥

μ
犙（狑）犱狑为消费者剩余；

犉犙为出租车总营收；

犮１α犖和犮２ （１－α）犖分别为电动车和燃油车的总运营成本，其中犮１和犮２分别为每辆电动车和燃油

车一小时的运营成本。犉犙－犮１α犖－犮２ （１－α）犖表示生产者剩余 （出租车总利润）；

τ犙
ｎ （犜ｎ－犜ｎ０）为私家车的拥堵延误成本，其中犜ｎ０为私家车在自由流状态下的出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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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式 （３）定义的出租车收费规则，对出租车定价的调整可以通过调整起步价、里程费率和计时费率中的一个或若干个实现。

本文以出租车起步价为例进行探讨，相关的模型推导亦可被应用在对里程费率和计时费率的讨论中。



式 （８）为无约束最优化问题，可由联立方程
犛
犉

ｆ＝０和
犛
犖
＝０推导出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化的

条件：

犉＝
犮１α＋犮２（１－α［ ］）

１－α犚１－（１－α）犚２
犜ｔ＋

犜ｔ

１－α犚１－（１－α）犚２
τ犙

ｎ犜
ｎ

犖
－（τ犙＋犙２γ犠′）

犜
ｔ

［ ］犖 （９）

　　式 （９）给出了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化为目标的出租车定价犉的表达式。由式 （９）可见，

出租 车 定 价 由 两 部 分 决 定。第 二 部 分，即 式 （９）等 号 右 侧 第 二 项
犜ｔ

１－α犚１－（１－α）犚２

τ犙
ｎ犜

ｎ

犖
－（τ犙＋犙２γ犠′）

犜
ｔ

［ ］犖 ，与边际出行时间犜
ｔ

犖
和犜

ｎ

犖
有关，其实际意义不容易通过观察得到，在

此不展开详细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式 （９）等号右侧第一项
犮１α＋犮２（１－α［ ］）

１－α犚１－（１－α）犚２
犜ｔ。该项与电动车渗透率、出租车运营

成本和充能时间有关。当市场中只有燃油车 （α＝０）或电动车 （α＝１）时，该项变为犮２
犜ｔ

１－犚２
或

犮１
犜ｔ

１－犚１
，其中１－犚１和１－犚２代表燃油车和电动车除去充能时间后的运营时间 （为方便叙述，以下称

为 “有效运营时间”）。因此，犮２
犜ｔ

１－犚２
和犮１

犜ｔ

１－犚１
代表每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运营成本与载客时间占有

效运营时间之比的乘积。此外，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和相对充能时间也对出租车市场定价起

着重要作用。当燃油车和电动车有着相同的运营成本和充能时间时 （即犮１＝犮２，犚１＝犚２），

犮１α＋犮２（１－α［ ］）

１－α犚１－（１－α）犚２
犜ｔ不会受到电动车渗透率α的影响。然而，上述状况很难在现实情况中出现。一方

面，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运营成本不同 （包括购入成本差异、电价和油价差异、电动车电池更换成本等）。

另一方面，由于电动车的充电特性和充电设备建设尚处于发展阶段，燃油车的加油时间比电动车的充电

时间明显要短。

３ 模型数值模拟———以深圳市为例

本节通过对前述模型的数值模拟，展示了不同电动车渗透率下出租车的最优定价和数量；探讨了电

动车和燃油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和相对充能时间对出租车最优定价和数量的影响。为了能更加准确地反映

出租车市场的实际情况，本节主要依据深圳出租车市场的现状，尽可能地依据现实为模型参数赋值。需

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目前部分关键函数 （如：机动车出行时间、乘客等待时间和出租车需求）缺乏通用

的计算方式，本节分别使用了较为简单的函数形态对它们进行计算。

３１ 参数设置

３．１．１ 机动车出行时间

机动车出行时间包括出租车出行时间犜ｔ和私家车出行时间犜ｎ，均由路网交通密度决定。根据交通

理论中交通流量、密度和速度间的关系，假设狓为机动车自由流速度，犽＝ 犖ｎ＋（ ）犖 ／犔为机动车密度

（犔为道路总长度），使用一个简单的线性速度密度模型狏＝狓－犫犽 （犫为模型参数）可推导出犜ｔ和犜ｎ

的表达式为：

犜ｔ＝２犔
ｔ
狓－犫

犖
犔％ ＋ 狓－犫

犖
犔（ ）％

２

－４
犫犙ｎ犔ｎ

犔槡（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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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ｎ＝２犔
ｎ
狓－犫

犖
犔％ ＋ 狓－犫

犖
犔（ ）％

２

－４
犫犙ｎ犔ｎ

犔槡（ ）％
（１１）

　　其中犔
ｎ为私家车出行距离。参考 《深圳市综合交通 “十三五”规划》［１０］，取犔％＝７５００ｋｍ；参考

《２０１８深圳交通运行数据》
［１１］和 《德勤城市移动出行指数》［１２］，取私家车出行需求犙ｎ＝４４００００人次／小

时。另外，假设自由流速度狓＝４５ｋｍ／ｈ；出租车平均出行距离犔ｔ＝８ｋｍ；机动车平均出行距离犔ｎ＝

１２ｋｍ；模型系数犫＝０．６７ｋｍ２／辆·ｈ。

３．１．２ 出租车需求

出租车需求由以下函数得出：

犙＝犙犲
％－θρ＝犙犲

％－θ（犉＋τ犜
ｔ
＋γ犠） （１２）

　　式中θ为乘客对出租车出行总成本的敏感度系数；犙％非私家车出行总需求。针对乘客敏感度系数θ

以及时间价值τ和γ，目前深圳市缺乏相关的参考数据。因此，本节参考香港特别行政区 《二零一一年

交通习惯调查－研究报告》
［１３］，取θ＝０．０３；τ＝４５元／小时；γ＝６０元／小时。对出租车收费犉＝犉ｆ＋

β
ｄ犔ｔ＋β

ｃ （犜ｔ－犜０），参考深圳市出租车市场现状计费标准，除了设为模型变量的起步费犉ｆ，取里程费

率β
ｄ＝２．６元／ｋｍ；计时费率β

ｃ＝４８元／小时
［１４］。参考 《２０１８深圳交通运行数据》和 《德勤城市移动出

行指数》，取非私家车出行总需求犙％＝５０００００人次／小时。

３．１．３ 乘客等待时间

乘客等待时间由以下函数得出

犠 ＝
Φ
犖ｖ
＝

Φ
犖（１－α犚１－（１－α）犚２）－犙犜ｔ

（１３）

　　式中Φ为模型参数，设为Φ＝４００。对电动车充电时间犚１，参考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２０１９

年关于缓解出租车 “充电难”的建议》［１５］，取电动车每日总充电时间为３小时，平均至一日２４小时中

每小时的充电时间约为犚１＝３／２４＝０．１２５小时。对燃油车加油时间犚２，假设燃油车每日总加油时间为

１小时，则犚２＝１／２４小时。

３．１．４ 出租车运营成本

出租车一小时内的运营成本有若干组成部分，包括车辆购置成本、能源价格、车辆保险、过路费、

车辆维护成本、电动车电池损耗成本等等。在缺乏统一衡量标准的情况下，本节假设电动车和燃油车的

每小时运营成本分别为犮１＝１２３元和犮２＝１４３．３元。

３２ 电动车渗透率与出租车最优定价和数量

以３．１节的参数设置为基础，本节通过求解优化模型 （８），给出了电动车渗透率从０（无电动化）

到１（完全电动化）的不同取值下，出租车的最优定价 （起步价和总价）和数量 （图１），与之相对应的

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在图２和图３中给出。

图１表明，随着电动车在市场中的占比的增加，社会最优的出租车定价会呈下降趋势，而出租车数

量却会增加。另外，图２表明出租车市场的电动化会带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提高。消费者剩余随着电

动车渗透率升高而上升，而生产者剩余 （出租车总利润）却因电动车渗透率升高而下降。

上述结果表明：在３．１节的参数设定下，出租车市场实现完全电动化能达到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

化。在完成电动化的同时，政府应当相应地下调出租车定价，并增加市场中出租车的数量。此外，完全

电动化将同时降低乘客 （消费者）的乘车总成本和出租车总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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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电动车渗透率下的出租车最优定价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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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电动车渗透率下的最大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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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电动车渗透率下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

３３ 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对出租车电动化的影响

４．２节的结果显示出租车电动化会带来更大的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该结果是

在假定电动车运营成本低于燃油车的情况下获得的 （见３．１．４节）。因此，本节进一步探究当燃油车运

营成本相较于电动车运营成本变化时，在市场完全电动化时出租车的定价和数量会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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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节在３．１节的参数设置基础上，令燃油车的运营成本犮２从１１３．３递增至１４３．３（以５元为

间隔），并给出不同犮２取值下，电动车渗透率为０（无电动化）和１（完全电动化）时所对应的出租车

最优定价 （图４）、数量 （图５）以及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图６）。在图４、图５和图６中，实线和虚线分

别对应了电动车渗透率α为０和１两种情况。其中，三条虚线均为水平直线，因为当出租车市场完全电

动化时不存在燃油车，出租车定价、数量和市场总剩余均不会受燃油车运营成本影响。虚线所对应的值

可作为衡量市场电动化前后相应指标变化的基准。

由图４和图５可以看到，燃油车与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会对最优定价和牌照数量产生关键影响，

出租车电动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定价的下降和牌照数量的上升。如图４所示，当犮２＜１２３．３时，完全电动

化的出租车最优定价将高于无电动化的最优定价。图５则表明当犮２＜１３８．３时，完全电动化的出租车最

优数量将将低于无电动化的最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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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不同燃油车运营成本下的出租

车最优定价 （起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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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不同燃油车运营成本下的出租

车最优数量

在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方面，如图６所示，当犮２＜１３８．３时，完全电动化将导致出租车市场总剩余降

低。这意味着从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角度而言，出租车市场电动化对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影响亦与燃油

车运营成本有着密切关联。

３４ 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充能时长对出租车电动化的影响

本节探讨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充能时长对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影响。与３．３节类似，本节在３．１

节参数设置的基础上，令电动车充电时间犚１由１／２４递增至３／２４，并得出电动车渗透率α为０（无电动

化）和１（完全电动化）情况下的最大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图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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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燃油车运营成本下的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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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不同电动车充电时间下的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由图７可知，当α为０时，市场内无电动车，图中与之对应的实线为水平直线。另外，通过实线和

虚线的对比可知，出租车市场电动化将带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提升。然而，该提升的幅度将随着电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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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充电时间的增加而逐渐下降。由该下降趋势可预测：当犚１继续增加时，电动化会导致出租车市场总

剩余下降。

４ 总结与探讨

本文针对近年来国内主要城市出租车市场电动化的趋势，通过一个考虑了电动车市场渗透率的出租

车集计模型表征城市出租车市场的供需关系，并通过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化的模型，定性给出不同电

动化程度 （电动车渗透率）下出租车市场的最优定价和数量的制定方法，确定了影响出租车最优定价和

数量的关键参数。同时，本文以深圳市出租车市场为例，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定量探讨了电动车渗透

率、燃油车的运营成本以及电动车的充电时长对出租车市场的最优定价和数量的影响。

从定性分析的结果看，出租车市场在普及电动车的同时，需要注意同时调整出租车的定价和牌照数

量以实现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最大化。这其中，电动车的渗透率、燃油车与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和充

能时间均会对出租车的最优定价和数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基于定性分析的结果，本文以深圳市出租车市场为例、通过数值模拟，进一步确定了出租车市场电

动化后的最优定价和数量，并探讨了电动车的渗透率、燃油车的运营成本以及电动车的充电时长对出租

车市场的最优定价和数量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给出的政策制定参考意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４１ 电动车渗透率

电动车渗透率 （电动化程度）对于出租车最优定价和数量有着决定性作用。从数值模拟的结果看，

不同的电动化程度对应了不同的最优定价和数量。因此，从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角度看，政府应在推动

市场电动化的同时，调整定价和牌照数量。例如，深圳市在２０１９年底已实现出租车市场完全的电动化。

在此基础上，乘客也不再需要支付原有的２元燃油附加费
［１４］。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除了降低收费标

准，政府亦可同时增加出租车牌照数量以确保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最大化。又如，上海市计划２０２０年

底实现电动车渗透率８０％的目标，则政府可相应对定价和牌照数量做出调整。

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当出租车电动化带来更低的乘车价格和更多车辆牌照时，出租车总利润将会

降低。这种情况下，政府应酌情对燃油车的替换和电动车的购置予以补贴 （如国家和地方推出的新能源

汽车购置补贴），以确保车企在市场电动化的过程中的利润。

４２ 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

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将直接影响到出租车最优定价和数量的变

化。当燃油车的运营成本较电动车低时，市场电动化将要求更高的乘车费用和更少的牌照数量，而这将

进一步导致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下降。反之，当燃油车的运营成本较电动车持平甚至高于电动车时，市

场电动化将带来更低的乘车费用以及更多的牌照数量，从而带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提升。因此，若要

使出租车电动化带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提升，政府应当尝试降低电动车对燃油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可

行的方法包括出台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对电动车设置优惠电价等。

４３ 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充能时间

除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二者的相对充能时间也会对电动化后的出租车市场总剩余产

生直接影响。目前，充电桩、充电站等基础设施尚在全面发展建设阶段，加之电动车的电池损耗带来充

电频率的增加，电动车的充电耗时明显高于燃油车的加油耗时。过长的充电时间将使得司机总体收入下

降，并增加乘客的等待时间，造成一种对司机和乘客双输的局面。根据数值模拟结果，随着电动车充电

时长的增加，出租车电动化后的出租车市场总剩余呈下降趋势。当充电时间足够长时，电动化甚至会带

来更低的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相较于无电动化）。因此，在出租车市场电动化的同时，政府应同时致力

于降低电动车的充电时间。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充电桩的建设。如文献 ［４］中提及，深圳市在推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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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电动化的同时，计划同步新建 “深圳蓝”出租车快速充电桩６１００套，同时配套建设深圳蓝电动出

租车充电管理服务平台，提高充电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和车企应制定针对电动车的灵活充电方

案，结合出租车历史时空需求数据，对不同时间、不同区域、不同剩余电量的出租车，为出租车充电提

供辅助决策意见 （如是否需要充电、去往何处充电），从而分散电动车的集中充电需求 （往往集中在交

班时刻），尽可能地减少电动车排队等候充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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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下关键路段风险评估指标与方法

李　岩　陈　君　刘守阳

【摘要】 交通网络面临诸多未知的风险可能使得部分网络失效，其中的关键路段一旦失效将影响整个城市的交通网络

运行。面对重大突发事件，风险管理相比应急管理具有经济性、前瞻性等优点，其中对关键路段的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

的重要环节。然而，现有路网的风险评估更多聚焦在工程领域和交通安全领域，以路网运行为切入点进行关键路段风险

评估的研究较少。

通过考虑路网的结构和运行两个层面的性能，提出了重大事件下关键路段风险评估的指标和计算方法，以路段失效

后对每个ＯＤ对有效路径的影响和受到影响ＯＤ对数量为影响因素，构建了路段结构风险指标并提出了计算方法。以路

段失效后对路网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为影响因素，构建了路段的运行风险指标并提出了计算方法。最后通过Ｓｉｏｕｘ

ＦａｌｌｓＮｅｔｗｏｒｋ作为计算示例。

【关键词】 重大事件；关键路段；风险评估；结构风险；运行风险

０ 引言

城市交通网络的高效和稳定运行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支撑，而决定城市交通网络运行效率

的往往是一些关键网络和关键路段，如城市的快速路网、越江桥隧等。城市交通网络又是各类突发交通

事件的主要载体，以上海为例，快速路网平均每个月发生２３００起各类交通事件。对于关键路段而言，

一方面高强度的使用使其受到破坏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发生异常事件后的影响范围大、时间长，

使交通网络的运行效率严重下降。

因此，保障城市关键路段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路网的风险管理是一条重要途径。风险管理包括很

多环节：风险源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理等，其中风险评估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即评估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后的影响。以往交通领域的风险评估更多关注的是工程建设阶段，但对道路网

络这样的基础设施而言，风险是一个贯穿全生命周期的问题。特别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骨干路

网的建设已基本成型，主要任务已成为保持交通状况的稳定运行。对已建成的骨干路网进行风险评估，

特别是关键路段的风险暴露后对整个路网的影响评估，对于制定路网的风险管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国内外对风险的定义［１～５］，认为风险是不确定性和这种不确定性产生的后果。风险评估即在风

险识别的基础上确定风险水平，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二是风险事

件发生后果和损失有多大、怎样度量。

综合考虑风险定义、属性以及对路网风险评估的研究，对路网风险解释为：路网中可能遇到的各类

事故引发的路网性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可能性。其中，路网的基本性能包括结构上的连通性和和交通

流运行的稳定性。因此，可将路网风险划分为结构风险和运行风险。其中结构风险指：由路网拓扑结构

性质引发的路网功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可能性。运行风险指：路网在迭加了交通流后，由于路网供给

变化引发的路网运行功能遭到不同程度损害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能造成路网中关键路段失效的往往是重大交通事件，其发生的可能性及位置难以准确预

测，但对路网性能的影响则可以通过计算进行衡量。下文将从关键路段失效后对路网结构和运行两个层

面的影响入手，提出的风险评估的研究指标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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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键路段风险评估指标构建

１１ 结构风险指标构建

衡量路网中某个路段失效后对路网结构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常用的做法是利用图论和复杂网络里的

方法和指标。通过路网连通性、复杂网络、通信等领域中的指标来反映路网结构性能［６～１２］。

１．１．１ 结构风险指标的影响因素

当路段失效后，将会使路网中经过该路段的ＯＤ对连通性下降。因此，路段的结构风险体现在两个

方面：

ａ．路段失效后受到影响的ＯＤ对数量

若某个路段失效后，受到影响的ＯＤ对越多，则说明该路段失效后的影响越大，即结构风险越大。

该影响因素可用路段失效前，经过该路段的ＯＤ对数量来表示。

ｂ．路段失效后对ＯＤ对有效路径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路段失效后，该ＯＤ对减少的有效路径数量，其二是该路段失效后，

是否还存在可替代的有效路径。

路段承担的有效路径数量越多，一旦失效后减少的有效路径数量也越多，ＯＤ对间连通性被破坏的

可能性越高，连通性下降的也越多。因此，可以将该路段在某ＯＤ对中承担的有效路径数量作为路段失

效后有效路径的减少程度。

路段在有效路径中的不可替代性可以用该路段承担的有效路径数量与总有效路径的比值衡量。当该

比值接近１时，说明该ＯＤ对的大部分有效路径均经过该路段，则一旦该路段失效，可供选择的替代路

径较少。比值越高，ＯＤ对间连通性被破坏的可能性越高，连通性下降的也越多。

１．１．２ 结构风险指标的构建

将路段ａ失效后，ＯＤ对 （ｒ，ｓ）有效路径受到的影响，通过一个路段不可替代性指标 （犛犪狉狊）表

示，表达式如下。

犛犪狉狊 ＝
犖犪狉狊
犖狉狊

（１１）

式中：

犛犪狉狊是路段ａ在ＯＤ对 （ｒ，ｓ）的不可替代性指标；

犖犪狉狊是ＯＤ对 （ｒ，ｓ）经过路段ａ的有效路径数量；

犖狉狊是ＯＤ对 （ｒ，ｓ）间的有效路径数。

将两种影响因素综合考虑，则路段ａ的结构风险指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ｉｓｋＩｎｄｅｘ，犛犚犐犪）如下：

犛犚犐犪＝∑
犖
犪
狅犱

犻＝１
犛犪狉狊 ＝∑

犖
犪
狅犱

犻＝１

犖犪狉狊
犖狉狊

（１２）

式中：

犖犪狅犱是路网中有效路径经过路段ａ的ＯＤ对数量；

犛犪狉狊是路段ａ在ＯＤ对 （ｒ，ｓ）的不可替代性指标，将有效路径经过路段ａ的所有ＯＤ对的犛犪值累加

之后，就得到了路段ａ在路网中的结构风险值。

以下通过一个简单的示例解释路段结构风险指标。假设存在如下网络，共６个节点，７条路段，路

段阻抗均为１，经过路段ａ和路段ｂ的ＯＤ对有ＡＣ和ＢＣ，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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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路段结构风险指标示例

假设以ＯＤ对间的最短路径作为有效路径，则ＡＣ的有效路径数

量为３条，阻抗均为３，经过ａ的有效路径为１条。此时，路段ａ对

于ＯＤ对ＡＣ的不可替代性指标即为１／３，一旦路段ａ失效，则ＡＣ

之间仍存在２条有效路径。

ＢＣ的有效路径为１条，经过路段ａ的有效路径即为１条，阻抗

为２。此时，路段ａ对于ＯＤ对ＢＣ的不可替代性指标即为１，一旦路段ａ失效，则ＢＣ之间将不存在

最短路径为２的有效路径，需要重新对最短路径进行搜索。

将经过路段ａ的两个ＯＤ对的不可替代性指标求和，便得到路段ａ的结构风险指标，为１．６７。对路

段ａ的结构风险指标计算表格如下。

表１．１　路段ａ的结构风险指标计算表格

ＯＤ对 有效路径 有效路径阻抗 总有效路径数量
经过ａ的有

效路径数量

不可替代

性指标

结构风险

指标

ＡＣ

ＢＣ

１２３６ ３

１２５６ ３

１４５６ ３

４５６ ２

３ １ ０．３３

１ １ １

１．３３

　　同样的方法计算路段ｂ的结构风险指标为１．６７，说明在现有的ＯＤ对下，路段ｂ的结构风险比ａ

大，即路段ｂ一旦失效，对路网的结构性能影响较大。

１２ 运行风险指标构建

１．２．１ 运行风险指标的影响因素

关键路段失效后对路网运行状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路网的受影响范围和受影响程度上。因此路段运

行风险指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Ｉｎｄｅｘ，简称犗犚犐犪）应包括影响范围指标 （ＩｍｐａｃｔＳｃｏｐｅＦａｃｔｏｒ，简称

犐犛犉犪）和影响程度指标 （ＩｍｐａｃｔＤｅｇｒｅｅＦａｃｔｏｒ，简称犐犇犉犪）。其中，影响范围指标应具备如下特征：

（１）影响范围指标应体现事件影响范围与整个路网的关系；

（２）应能对比不同路段失效后的影响范围；

影响程度指标应具备如下特征：

（１）该指标应能对比不同路段失效后的影响程度；

（２）该指标应能反映路段失效后路段行程时间的增加程度；

（３）该指标应能反映路段失效后其余路段负荷的增加程度；

根据以上指标要求，构建路网运行风险指标。

１．２．２ 运行风险指标的构建

假设路网Ｇ中，共有ｎ个路段，犌犪为受到路段犪失效后的影响的路段集，狀犪为路段犪失效后受到

影响的路段数量。

根据以上特征，本文将路段犪失效后的影响范围指标 （犐犛犉犪）的表达式定义为：

犐犛犉犪＝
∑

犿犪

犾＝１
犽犾

∑
狀

犻＝１
犽犾

（１３）

式中：

犽犾：路段犾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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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路段犪失效后的影响程度指标 （犐犇犉犪）的表达式定义为：

犐犇犉犪＝犪·犛′犪＋（１－α）·犜′犪 （１４）

犛′犪＝
１
狀犪
·∑

狀犪

犾＝１

狇′犾
犮犾
－
狇犾
犮犾

狇犾
犮犾

（１５）

犜′犪＝
１
狀犪
·∑

狀犪

犾＝１

狇′犾·狋′犾－狇犾·狋犾
狇犾·狋犾

（１６）

犪：相对重要度系数，本文取０．５；

狇犾：正常状态下的路段犾的流量；

犮犾：路段犾的通行能力；

狋犾：正常状态下的路段犾的行程时间；

狇′犾：为路段ａ失效时交通流重分配后路段犾的交通量；

狋′犾：为路段ａ失效时交通流重分配后路段犾的行程时间；

该式中，犛′犪表示路段犪失效前后各路段饱和度相对变化的平均值，犜′犪表示路段犪失效前后各路段

总行程时间相对变化的平均值，二者通过相对重要系数犪进行相加。

根据影响范围因子和影响程度因子的计算公式，该路段的运行风险指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Ｉｎｄｅｘ，

简称犗犚犐犪）将是二者的结合，公式如下：

犗犚犐犪＝λ·∑
狀犪

犾＝１

狇′犾·狋′犾－狇犾·狋犾
狇犾·狋犾

·犽犾＋（１－λ）∑
狀犪

犾＝１

狇′犾
犮犾
－
狇犾
犮犾

狇犾
犮犾

·犽犾 （１７）

λ：相对重要度系数，本文取０．５；

该指标考虑了当路段ａ失效后的受到影响的路段的长度，以及该路段相对饱和度的上升，以及相对

行程时间的增加。该指标越大，说明路段失效对路网运行的影响将越大，即路段的运行风险越高。

２ 关键路段风险评估指标算法

２１ 结构风险指标算法

借鉴国内外对搜索有效路径的思想，包括通过搜索有效路段来得到有效路径［１３～１５］、通过计算路径

阻抗与最短路径阻抗的差值来得到有效路径等［１６］［１９］，本文采用的有效路段和有效路径的判定标准如下。

对任意一个ＯＤ对 ［ｒ，ｓ］来说，路径Ｋ是否为有效路径，只要满足以下条件
［１７］：

约束一：路径Ｋ的阻抗不大于 ［ｒ，ｓ］最短路径阻抗的 （１＋犎狉狊）倍。

约束二：路径不允许走 “回头路”，即路径中的每个节点都不可重复，也就是说在每条路径中都不

能存在回路。

路段 ［ｉ，ｊ］是否为其有效路段，只要满足以下条件：

约束一：由起点ｒ经过该路段的两个端点 ［ｉ，ｊ］至终点ｓ的最短路径的阻抗不大于 ［ｒ，ｓ］之间

的最短路径的 （１＋犎狉狊）倍。

约束二：路径不允许走 “回头路”。

即，当路段 ［ｉ，ｊ］满足以下公式，即为有效路段。

犔犿犻狀（狉，犻）＋犇（犻，犼）＋犔犿犻狀（犼，狊，－狀狉－犻犿犻狀）≤（１＋犎狉狊）犔犿犻狀（狉，狊）

式中：

犔犿犻狀（狉，狊）：从起点狉到终点狊的最短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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犔犿犻狀（狉，犻）：从起点狉到路段的第一个端点犻的最短路权；

狀狉－犻犿犻狀：从起点狉到路段的第一个端点犻经过的所有节点；

犇（犻，犼）：路段 ［ｉ，ｊ］的路权；

犔犿犻狀（犼，狊，－狀狉－犻犿犻狀）：在不走 “回头路”的情况下，从路段的第二个端点ｊ到达终点狊的最短路权；

根据以上对有效路段和有效路径的定义，借鉴ＭｅｎｇＱ
［１８］等人提出构建子网络的思想，以及赖数坤

等［１９］遍历有效路径的算法思想。

首先构建三个初始矩阵，分别为节点邻接矩阵犝＝（狌犿狀）｜犖｜×｜犖｜，一个阻抗矩阵犠＝（狑犿狀）｜犖｜×｜犖｜，

ＯＤ矩阵犕＝（犕犿狀）｜犖｜×｜犖｜表达式如下：

狌犿狀 ＝
１ 节点ｍ和ｎ直接相连，

０｛ 其他
，ｍ，ｎＮ （２１）

狑犿狀 ＝
狋犿→狀 节点ｍ和ｎ相连，阻抗为狋犿→狀

０
烅
烄

烆 其他
，ｍ，ｎＮ （２２）

犕犿狀 ＝
１ ｍ、ｎ之间存在ＯＤ对

０｛ 其他
，ｍ，ｎＮ （２３）

　　首先构建每个ＯＤ对 ［ｒ，ｓ］的子网络犌狉狊，该子网络下包含该ＯＤ对所有的有效路段，计算流程图

如下所示。

(3<AOD,[r,s]

2;

;9412C8�E22C:�
2',2C0

0<=5E,52CLmin[N·N]

(3<A5,[i,j]

D(r,i,j,s)= Lmin(r,i)+ D(i,j) + Lmin(j,s,�nmin)
r-i

If D(r,i,j,s)��
(1+Hrs)Lmin(r,s)

5,[i,j]>A?5,�0
9D=5Gr,s  (Nr,s,Ar,s)

;-E/A
-5,?

;-E/A
-OD,?

-

-

;

;

;*-OD,+D
=5*r,s

1;

图２．１　判断有效路段及构建子网络流程图

８００２



得到子网络后，再遍历该子网络里所有的路径，并根据有效路径的阈值条件判断该路径是否为有效

路径，将有效路径搜索出来后，便可计算路段结构风险指标所需要的变量，计算流程如下：

(3<AOD,[r,s]

2;

;9412C8�E22C:�
2',2C0

0<=5E,52C

:-1+r�D+>s

+81+*;/�4i=r

5EMD<
0�

j;->D
+s?

i;->-
1+?

-

-

-

-

;

;

;

,/:A)1+i(/;)

1;

0<->D(<?A+(
4�Nrs�Nrs�Srs

05A?52

(3Bi?4+1+j

;-E/A
-OD,�

;

4i=j

a a

0<->D(<?A+(
4�Nrs

a

图２．２　搜索有效路径及计算指标变量流程图

将以上计算结果，代入路段结构风险指标及其计算公式，即可计算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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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运行风险指标算法

根据路网运行风险指标，需要对路段失效后的交通流进行重分配，涉及到的主要模型及算法分

别是：有效路径搜索算法、路径选择模型以及道路阻抗函数。其中有效路径搜索算法采用上文

的算法。

（１）Ｌｏｇｉｔ路径选择模型

Ｌｏｇｉｔ模型是一种典型的概率分配模型。根据随机效用理论，从多个选择项中挑选效用最大的路

径。但传统Ｌｏｇｉｔ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其认为路径选择概率是由路径间阻抗的绝对差决定的，这会造成

分配产生不合理的结果。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国内有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改进，采用路径间阻抗的相对

差计算路径选择概率［２０］，将Ｌｏｇｉｔ模型改进为：

犘狉狊犽 ＝
ｅｘｐ（－θ犆狑狉／犆狑）

∑犽
ｅｘｐ（－θ犆狑犽／犆狑）

　犽，狉，狊 （２４）

式中：犆狑为ＯＤ对ｗ间所有路径阻抗的均值，θ表示离散的分配参数，与供选择的有效路径条数有关，

实际运用中，一般取值为３．０～３．５之间。

（２）道路阻抗函数

道路阻抗函数中应用最广泛的是美国公路局结合大量路段的交通调查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到ＢＰＲ

函数。通过路段ａ的行程时间和该路段流量存在以下关系：

狋＝狋０ １＋α
狇（ ）犮［ ］

β

（２５）

式中：狋０为自由流时的行程时间，狇为路段流量，犮为路段通行能力，α和β为参数，美国公路局推荐为

分别为０．１５和４。

根据交通流三参数关系，对应于同一个流量值ｑ的车速值ｖ不是唯一的，而是与交通流状态有关。

然而，ＢＰＲ函数是严格单调递增函数，只能计算非拥挤状态下某个流量值ｑ对应的车速值ｖ；另外，

ＢＰＲ阻抗函数在使用时无法确定ｑ是否大于或等于ｃ值，在路网模拟过程的某一时刻很可能会出现某一

路段被分配的交通流量超过了其通行能力，当网络中多个路段在接近通行能力条件下运行时，最易出现

上述情况。

为了克服ＢＰＲ函数的不足，国内学者根据大量实测数据，推导了超负荷时的车速流量关系模型

（指数曲线）。参考该公式，将设计车速对应的行程时间记作犜０，则当路段交通量为Ｑ时的行程时间通

过以下公式得到：

犜（犙）＝犜０［１＋（犙／犆）β］

β＝α２＋α３（犙／犆）
烅
烄

烆 ３
（２６）

式中：

犜 （犙）：表示路段交通量为Ｑ时的行程时间；

Ｑ：交通量 （ｖｅｈ／ｈ）；

Ｃ：单车道基本通行能力 （ｐｃｕ／ｈ）车道，道路、交通条件不满足标准时需修正；

α：回归参数，其含义是实际自由流车速与道路设计车速之比，与道路等级和大型车比例有关；

α２、α３：回归参数，α１、α２、α３的具体取值见参考文献
［２１］。

（３）路网运行风险计算流程图

根据上文研究，每次进行交通分配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根据路网运行风险指标的构建，指标的计算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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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４　运行风险指标计算流程图

３ 关键路段风险评估计算示例

３１ 结构风险计算示例

以常用的ＳｉｏｕｘＦａｌｌｓＮｅｔｗｏｒｋ作为计算示例，该网络共有２４个节点，７６个路段，如下图所示。

首先构建邻接矩阵犝
⌒

＝ （狌
⌒
犿狀）４１×４１和阻抗矩阵犠

⌒

＝ （狑
⌒
犿狀）４１×４１，如下表所示。

表３．１　邻接矩阵犝
⌒

＝ （狌
⌒

犿狀）２４×２４

编号 １ ２ ３ … ２２ ２３ ２４

１ ０ １ １ … ０ ０ ０

２ １ ０ ０ … ０ ０ ０

３ １ ０ ０ … ０ ０ ０

… … … … … … … …

２２ ０ ０ ０ … ０ １ ０

２３ ０ ０ ０ … １ ０ １

２４ ０ ０ ０ … ０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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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ＳｉｏｕｘＦａｌｌｓＮｅｔｗｏｒｋ示意图

表３．２　阻抗矩阵犝
⌒

＝ （狌
⌒

犿狀）２４×２４

编号 １ ２ ３ … ２２ ２３ ２４

１ ０ ６ ４ … ０ ０ ０

２ ６ ０ ０ … ０ ０ ０

３ ４ ０ ０ … ０ ０ ０

… … … … … … … …

２２ ０ ０ ０ … ０ ４ ０

２３ ０ ０ ０ … ４ ０ ２

２４ ０ ０ ０ … ０ ２ ０

　　由于路段结构风险需要考虑路网中所有潜在的交通需求，因此计算前需要进行一些简化与假设。

（１）路网中的任意一个节点，均可作为Ｏ点或Ｄ点，同一个节点不能同时作为Ｏ点和Ｄ点。

（２）不考虑ＯＤ对之间的出行量。

根据以上假设，在２４×２４的矩阵基础上，除去相同的节点，得到共５５２个ＯＤ对，通过２．１的计

算方法，可计算得到路网中所有ＯＤ对之间的有效路径数量，每条有效路径经过的路段，每个路段中经

过的有效路径数量，如下表所示。

表３．３　全路网ＯＤ对有效路径计算结果

ＯＤ对编号＼路段编号 １ ２ ３ … ７４ ７５ ７６

１ １ ０ ０ … ０ ０ ０

２ ０ １ ０ … ０ ０ ０

３ ０ １ ０ … ０ ０ ０

… … … … … … … …

５５０ ０ ０ ０ … ０ １ ０

５５１ ０ ０ ０ … ０ １ １

５５２ ０ ０ ０ … ０ ０ １

２１０２



　　得到以上计算结果后，可通过式１１计算每个路段在每个ＯＤ对下的连通重要度，将所有ＯＤ对累

加后便得到路段的结构风险指标，按照风险指标由大到小进行排序，得到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３．４　路段结构风险指标计算结果

路段节点１ 路段节点２ 经过的有效路径数量 ＯＤ对数量 结构风险指标 结构风险指标归一化

１６ １８ １６３ ９６ ９３．４１ １

１８ １６ １６３ ９６ ８８．３１ ０．９５

７ ８ １５４ ７７ ６５．２７ ０．７０

８ ７ １５４ ７７ ５９．３２ ０．６４

２０ １９ １４５ ６８ ５１．９１ ０．５６

… … … … … …

９ ８ ６１ ３０ １５．１０ ０．１６

８ ９ ６１ ３０ １１．３２ ０．１２

１ ２ ４０ ２０ １０．６３ ０．１１

１０ １７ ８１ ３９ ９．９４ ０．１１

２ １ ４０ ２０ ９．８８ ０．１１

　　根据得到的结构风险指标值，对路段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首先将结构风险指标进行如下归一

化处理：

ＳＲＩ′犪＝
ＳＲＩ犪－ｍｉｎ（ＳＲＩ）

ｍａｘ（ＳＲＩ）－ｍｉｎ（ＳＲＩ）
（３１）

式中：

ＳＲＩ′ａ：路段ａ归一化后的结构风险值；

ｍｉｎ（ＳＲＩ）：所有路段的结构风险最小值；

ｍａｘ（ＳＲＩ）：所有路段的结构风险最大值。

将风险值归一化后，同样将结构风险根据指标计算结果划分为五个等级，指标在０．８～１．０为５级风

险，０．６０．８为４级风险，０．４０．６为３级风险，０．２０．４为２级风险，００．２为一级风险，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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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２　路段结构风险空间分布

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在路网结构上，风险等级较高的３级、４级和５级风险路段集中在自由流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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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路段，这些路段的自由流阻抗均在５以内。一般而言，在不考虑ＯＤ量的情况下，阻抗越小，经

过该路段的有效路径数量越多，说明这些路段在结构上的重要度较高，对支撑整个路网的结构起到最重

要的作用，一旦失效对路网连通性的下降最大。

其余风险水平较低的路段大多数位于路网的边缘地带或路网中间但阻抗较高的路段，失效后仍有较

多可替代路段，因此风险水平较低。

３２ 运行风险计算示例

仍采用ＳｉｏｕｘＦａｌｌｓＮｅｔｗｏｒｋ作为计算示例，７６个路段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３．５　ＳｉｏｕｘＦａｌｌｓＮｅｔｗｏｒｋ的路段信息

路段起点 路段终点 通行能力 长度 自由流时间

１ ２ ２５９００ ６ ６

１ ３ ２３４０３ ４ ４

２ １ ２５９００ ６ ６

２ ６ ４９５８ ５ ５

３ １ ２３４０３ ４ ４

… … … … …

７ １８ ２３４０３ ２ ２

８ ６ ４８９８ ２ ２

　　根据２．２中的算法，将ＯＤ矩阵拆分为１０个分矩阵分配到路网中，根据改进后的道路阻抗函数和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交通分配，可得到各个路段的流量、阻抗及饱和度，各路段饱和度的空间分布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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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　初始分配各路段饱和度分布

假设当路段１０１５失效，该路段原有需求２０９７８，饱和度为１．７。由于已经假设了异常事件发生前

后需求不变，出行者不改变其出行频率、出发时间、出行方式，改变的仅仅是其路径选择行为。因此，

利用失效后的网络再进行一次分配，得到路段１０１５失效后的分配结果，如下表所示。

对比两次分配结果，可以发现路段失效后，由于采用模型计算的方法，所有路段的行程时间和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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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变化，但考虑到模型分配的路段流量可能存在误差以及正常的波动，不能直接判断流量增加是由于

路段的失效引起的。考虑到流量的波动幅度一般不超过５％ （见下文），因此，本文将某一路段失效后，

其余路段是否受到影响的标准定义为：行程时间或流量的变化大于±５％。

表３．６　１０１５路段失效后的分配结果

路段起点 路段终点 原流量 失效后流量 流量变化率 原行程时间 失效后行程时间 行程时间变化率

１ ２ ３１１２ ３７２４ １９．６５％ ６．００ ６．００ ０．００％

１ ３ ７２６８ ６９３１ －４．６２％ ４．０１ ４．００ －０．０２％

… … … … … … … …

１０ ９ １８９３０ ２２６０３ １９．４０％ ４．５４ ６．１３ ３５．０４％

１０ １１ １７６７６ ２０２９３ １４．８０％ １２．３２ １７．７２ ４３．８０％

１０ １５ ２０９７８ 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２３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 １６ １１４７８ １４１８５ ２３．５９％ ２２．７４ ４７．７３ １０９．８６％

１０ １７ ８３７９ １１４０７ ３６．１４％ １７．５１ ４０．６８ １３２．２９％

… … … … … … … …

２４ １３ １１６６０ １１７５５ ０．８１％ ２０．５１ ２１．０５ ２．６５％

２４ ２１ ９３３１ １００３９ ７．５８％ ８．９９ １１．０２ ２２．６３％

２４ ２３ ９０８６ １０７１３ １７．９２％ ５．０７ ７．９４ ５６．５３％

　　因此，路段１０１５失效后，受到影响的路段的空间分布如下图所示。

可以发现路段失效后，流量增加的路段，往往是失效路段的替代路段，流量减少的路段，这些路段

往往是与失效路段相关联的上下游路段，行程时间也是如此。

从运行风险的角度来说，流量增加意味着风险增加，流量减少意味着风险降低，行程时间同样如

此，因此，在判断路段失效后的对路网造成的影响时，更关注的是不利影响，即会导致风险增加的影

响，因此将路段受到不利影响定义为：行程时间或流量增加５％及以上。

受到不同程度不利影响的路段分布如下。

12

1

6

2

4 53

10

9 8 7

1816

17

15

11

1914

23

2413

22

21 20

(/,,)

0.05~1.00
�0.05~0.05
�0.05~�1.00

图３．４　受影响的路段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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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５　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路段分布

根据上文构建的各项指标，以其受到的不利影响进行计算。路段１０１５失效后的影响范围因子

（ＩＳＦ）应为受到不利影响的路段里程与总里程的比值，计算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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犐犛犉１０－１５＝
∑

狀１０－１５

犾＝１
犽犾

∑
狀

犾＝１
犽犾
＝０．４８４１

　　该指标表示有４８．４１％的路段受到了路段１０１５失效的影响。影响程度指因子 （ＩＤＦ）的计算结果

如下。

犛′１０－１５＝
１
狀１０－１５

·∑
狀１０－１５

犾＝１

狇′犾／犮犾－狇犾／犮犾
狇犾／犮犾

＝０．２１５８

犜′１０－１５＝
１
狀１０－１５

·∑
狀１０－１５

犾＝１

狇′犾·狋′犾－狇犾·狋犾
狇犾·狋犾

＝０．７９４０

犐犇犉１０－１５＝０．５·犛′１０－１５＋（１－０．５）·犜′１０－１５＝０．５０４９

　　表示路段１０１５失效后，在受到不利影响的路段范围内，各个路段饱和度的平均变化率为２１．５８％，

行程时间的平均变化率为７９．４％，影响程度指标为二者的平均值５０．４９％。

其运行风险指标 （ＯＲＩ）的计算结果如下。

犗犚犐１０－１５＝０．５·∑
狀１０－１５

犾＝１

狇′犾·狋′犾－狇犾·狋犾
狇犾·狋犾

·犽犾＋（１－０．５）∑
狀１０－１５

犾＝１

狇′犾／犮犾－狇犾／犮犾
狇犾／犮犾

·犽犾＝９１．３６

　　该指标可视为将受影响的路段里程按影响程度加权的结果，为９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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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６　路段运行风险等级分布

按上述方法，可以依次得到不同路段失效后的运

行风险指标，依据结构风险指标的归一化方法，将运

行风险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对风险进行分级，如

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发现，运行风险最高的是１０、１５、

２２三个节点之间共４条路段，这些处在网络的最中

心，日常承担的交通需求较大，一旦失效，将会对整

个网络的其他路段造成大范围、严重的影响。运行风

险较低的路段以处在边缘的路段为主。其次是，节点

４５、１８２０和１１１０这六条路段，其中４５和１１１０

位于路网中心区域，但其中１８到２０位于路网边缘，

是由于１８到２０直接相连，自由流阻抗仅为４，而次

短路径则需要经过１８１６１７１９２０，自由流阻抗为

１１，因此该路段虽然处在边缘，但由于其承担了大量

的流量，因此一旦失效后对路网影响较大。

将结构风险和运行风险这两个指标绘制在一张表

中就可以比较风险的大小，如下表所示：

表３．７　路段风险矩阵表

路段结构风险

路
段
运
行
风
险

５ ４ ３ ２ １

５ 低 低 低 中 较高

４ 低 低 中 较高 高

３ 低 中 较高 高 极高

２ 中 较高 高 极高 极高

１ 较高 高 极高 极高 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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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本文从路网风险的内涵出发，构建了重大事件下关键路段风险评估的指标和计算方法。以路段失效

后对每个ＯＤ对有效路径的影响和受到影响ＯＤ对数量为影响因素，构建了路段结构风险指标并提出了

计算方法。以路段失效后对路网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为影响因素，构建了路段的运行风险指标并提出

了计算方法。

对关键路段的风险评估研究，有助于分析重大事件对路网产生的影响，为事故发生后的疏散方案制

定提供支撑。综合各方面风险指标，可以划分重大事件下路网中不同路段的风险等级，制定相应的风险

保障措施，有助于提升路网的风险管理水平和韧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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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轨迹数据的负二项交通冲突预测模型研究

蒋　威

【摘要】 传统的交通安全评估方法主要是以交通事故为指标。但是以交通事故为指标存在数据滞后、数据分析不真实、

不准确等问题。本文以交通冲突为指标，采用视频识别方法采集了南京市仙林东南某区域的交通冲突数据，识别并预测

了车辆运行轨迹，用车辆轨迹来判别交通冲突的发生，并建立了全新的加入交互变量的ＭＬＥＮＢＲ预测模型。模型拟合

结果显示传统泊松模型预测结果平均误差为３１．５０％，ＭＬＥＮＢＲ模型预测结果平均误差为２２．１５％。精度提高了约

３０％。当直行交通量、车流速度、交互变量三项参数各自独立提升１％时，模型结果即冲突频次分别增加０．７８％、

０．６５％和０．５６％。

【关键词】 交通冲突；视频识别；负二项分布；极大似然估计

０ 引言

传统的交通安全评估方法主要是以交通事故为指标。但是以交通事故作为指标的评估模型存在样本

少且数据采集滞后的问题，统计数据存在大量误统漏报和数据统计分析的不真实、不准确。因此，交通

冲突作为新的交通安全评估指标，具有样本量大、数据即时的优点，逐渐取代交通事故成为研究热门。

为了避免与碰撞数据相关的限制，交通冲突技术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交通事件前后安全性评估研究

中。与实际碰撞相比，交通冲突发生的频率更高，可以被清楚地观察到，并且可以洞悉导致碰撞的故障

机理。

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ＭＬＥＮＢＲ交通冲突预测模型，通过对变量交互性的检验与分析，降低

变量交互性带来的误差的同时，通过视频识别技术精确采集大量数据，针对路段实际特征选择模型变

量，提升了预测模型的精度。本文的研究，对于交通冲突统计领域及交通安全问题分析与对策的研究具

有一定改良和推进意义。

１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交通安全问题的研究已久，对于交通事故的统计、判定、对策等研究相对成熟。但是在

交通冲突领域的研究尚未成熟，对于交通冲突的判定、致因、统计、对策等研究不够完善。由于交通冲

突和交通事故均属于交通安全统计指标，两者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因此，对于交通冲突的研究可

以充分参考交通事故领域的研究。在统计算法方面，主要参考计数模型方面的研究。

成卫等［１］通过分析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建立灰色关联模型，确定了人和车辆中的各种要素对交通

冲突的影响程度；马艳丽等［２］结合匝道合流区车辆运动状态，结合车辆实际尺寸，构建了基于ＰＥＴ算

法的冲突识别模型；曹雨等［３］利用临界间隙法，将减速度作为判别冲突的指标，并计算其临界值；郭伟

伟等［４］在分析冲突主体运动状态的基础上提出了临界冲突区域的概念，并建立了临界冲突区域计算模

型；ＡｎｎａＣｈａｒｌｙ等
［５］通过提出一种通用的安全评估方法论来解决车辆随意变道的情况，利用车辆的精

确位置及其宽度来确定所有类型车辆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用现有的ＳＭｏＳ修改后的碰撞时间 （ＭＴＴＣ）

从这些关键的交互中进行冲突判定；ＭｉｒｉａｍＲｏｃｈａ等
［６］提出了一种框架，该框架可使用自组织映射

（ＳＯＭ）来依靠相似的配置文件和因素来对交通冲突进行分组，根据非线性主成分分析 （ＮＬＰＣ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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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开发了一种全新的变量显著性指数，通过ＤａｖｉｅｓＢｏｕｌｄｉｎ（ＤＢ）指数评估聚类质量。

邓晓庆等［７］针对出租车行车视频，将人为主观观测和模型交互验证相结合，建立全新交通冲突识别

模型；王俊骅等［８］采用视频背景消减法，对区域特征进行跟踪捕捉，实现对运动中车辆的提取与跟踪；

曲昭伟等［９］利用运动检测与跟踪技术，用以提取采集目标的时间、空间运动和变化轨迹；曾炎盛等［１０］

将冲突判别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交通参数的视频检测、坐标变换和冲突最终判别３个阶段；Ｍｏ

ｈａｍｅｄＥｓｓａ等
［１１］针对信号交叉口的信号周期水平，记录了位于加拿大两个城市的六个信号交叉口的交

通视频数据。ＨａｎｇＳｈｉ等
［１２］提出了一种视频分析程序，以从记录的视频中收集每个信号周期的后端冲

突和各种流量变量，并使用广义线性模型 （ＧＬＭ）方法开发基于冲突的安全性能函数 （ＳＰＦ）。

郭延永等［１３］用ｖ／ｃ（ｖ为实际交通流量，ｃ为基本通行能力）将交通流状态划分为４种场景，构建

了多元泊松对数正态分布的交通冲突模型；林兰平等
［１４］针对高速公路合流区交通冲突，分别建立了主

线双向八车道和主线双向四车道合流区严重冲突、一般冲突、轻微交通冲突和冲突总数预测模型；郝志

国等［１５］运用Ｔｒａｃｋｅｒ软件对换道数据进行提取和处理，选取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建立换道冲突预测模型；

Ｌｏｒｄ等
［１６］总结了事故建模中常用的方法及其相应的使用条件和优缺点；Ｇｕｏ等

［１７］为人行横道设施建立

了一个负面的两阶段交通事故模型；ｄｏｎｇ等
［１８］在公路上使用零膨胀模型，量化了道路几何设计对卡车

交通事故的影响。ＥｌＢａｓｙｏｕｎｙ等
［１９］构造了基于碰撞频谱光学变量的两层交通事故模型，利用泊松回归

模型预测了交通冲突发生的频率。Ｓａｃｃｈｉ等
［２０］使用Ｐｏｉｓｓｏｎ模型建立了后端冲突与流量之间关系

的模型。

２ 冲突数据采集及分析

２１ 视频采集

数据采集区域为南京市仙林区，仙隐北路—仙林大道—仙境路—文苑路—围合区域。在交叉口、路

段中部分别设置摄像机采集录像，每个摄像机持续采集４ｈ的视频 （从１０：００～１２：００以及１６：００～

１８：００），每个摄像机采集５ｄ，９个路段共采集了１８０ｈ的视频。为保证数据采集的完整和持续，采集均

选择在晴天、工作日进行。采集数据中的冲突类型包括所有机动车与机动车的冲突。

图１　视频采集示意图

２２ 视频识别

基于视频识别技术的交通冲突自动识别系统主要包括两个一级模块，一级模块由多个二级模块组

成［２１］［２２］。其中一级模块有计算机视频识别模块和事件分析模块。计算机视频识别模块是从图像序列中

０２０２



识别道路使用对象，即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并且对道路使用者进行分类，最终提取出道路使用者的

行为，即一系列点的时间和位置坐标组合。事件分析模块的关键技术是生成期望运动轨迹 （简称 “轨迹

预设”），用来预测道路使用者的交互事件。本文采用的基于视频识别技术的交通冲突自动识别框架如图

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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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视频识别框架示意图

２３ 车辆追踪

本过程通过Ｐｙｔｈｏｎ中的ＰＩＬ和ｐｙｔｅｓｓｅｒａｃｔ库以及ＯＣＲ图像识别接口来实现。ＰＩＬ （ＰｙｔｈｏｎＩｍａｇ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是Ｐｙｔｈｏｎ平台上的图像处理标准库，功能非常强大。Ｐｙｔｅｓｓｅｒａｃｔ是图像识别库，需要安装ｔｅｓ

ｓｅｒａｃｔｏｃｒ引擎。光学字符识别 （ＯＣＲ，Ｏｐ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是指对文本资料进行扫描，然后对

图像文件进行分析处理，获取文字及版面信息的过程。本文的车辆目标识别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获取单张车辆图片的轮廓特征并记录；

 将下一张车辆图片与上述记录进行对比，如果相似度很高计算机即视作一类图像即车辆；

 建立一组训练集训练要识别的车辆图像来进行轮廓特征提取并保存到模型中，再通过摄像头返

回的图像进行处理并输出记录结果。

设置检测速度＝ “ｆａｓｔ”，最小相似百分比概率＝７０。

car 96.670

car 79.964

car 70.491

car 87.133 car 89.872

car 77.616
car 93.23

图３　车辆追踪示意图

２４ 轨迹预测

在进行冲突判定之前，需对跟踪的目标车辆进行轨迹预测［２３］［２４］，以选定车辆预期轨迹。由于在进

行轨迹预测时，车辆存在多条可能轨迹，因此需要引入预设轨迹，将预设轨迹与车辆多条可能轨迹。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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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轨迹预设示意图

配，其中匹配程度最高的一条可能轨迹即设置为车辆的预

期轨迹，用来进行冲突判定。预设轨迹的设置方法与图像

识别方法类似，都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手段实现。

２５ 冲突判定及提取结果

选用ＴＴＣ时间距离法作为交通冲突判定指标。设Ａ、

Ｂ两个目标车辆在狋犪 时刻的两条预期轨迹分别为犔犃 和

犔犅，轨迹上任意两点犾犻和犾犼距离为：

犱（犾犻，犾犼）＝ （狓犻－狓犼）
２
＋（狔犻－狔犼）槡 ２ （１）

式中：（狓犻，狔犻）和 （狓犼，狔犼）分别表示轨迹犔犃 和犔犅 上

任意两点的坐标。若犱（犾犻，犾犼）＞０恒成立，则两车轨迹并

非碰撞轨迹。反之，两车预期轨迹将会发生碰撞。设假想

碰撞点犾犮坐标为 （狓犮，狔犮），设目标车辆Ａ、Ｂ在ｔ０时刻的速度分别为犞犃０和犞犅０，则两车到达假想碰撞

点的时间差即犜犜犆为

犜犜犆＝狘狋犃－狋犅狘＝
（狓犃犻－狓犮）２＋（狔犃犻－狔犮）槡 ２

犞犃０
－

（狓犅犻－狓犮）２＋（狔犅犻－狔犮）槡 ２

犞犅０
（２）

　　通过比较犜犜犆和预设阈值的大小，便可以判定冲突是否发生。

本文数据采集设置ＴＴＣ阈值为３ｓ。最终在所有采集视频中，选取９个路段共１６２ｈ的有效视频，

预设ＴＴＣ阈值３ｓ，共识别并提取交通冲突３５６５起，ＴＴＣ范围为０．０８ｓ～２．９８ｓ，均值为１．９８ｓ，平均

每小时交通冲突２７起。选择３０ｍｉｎ为计数单位，样本量为３２４个。

３ 冲突预测模型建立

３１ 模型前提与假设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本文的研究核心是区域交通冲突产生次数、发生概率的预测，而非车辆安全预

警方面的微观预测。微观上来看，单次交通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因此，交通

冲突预测的相关研究，只有在宏观上才有意义。宏观上来看，交通冲突是随机事件，受各种不同的随机

因素影响才会发生。因此，可以对区域交通冲突的产生建立预测模型。现对交通冲突预测模型建立如下

假设：

 宏观上在同一区域，如外界条件固定，交通冲突发生概率是一定的；

 在不相重叠的时间段内，单次冲突发生的事件相互独立；

 忽略不同严重程度、不同类型的冲突发生的原因差别。

在此假设基础上，可以探讨冲突预测的基本特征和基础模型。

３２ 犕犔犈犖犅犚冲突预测模型构建

３．２．１ 基础泊松模型

为深刻理解计数模型的机理，并为下一步模型推广做准备，现对泊松模型进行推导。泊松分布的产

生机制可以通过如下过程来解释。

设所观察的这段时间为 ［０，１），取一个很大的自然数ｎ，把时间段 ［０，１）分为等长的ｎ段：

犾１＝ ０，
１［ ］狀 ，犾２＝

１
狀
，２［ ］狀 ，…，犾犻＝

犻－１
狀
，犻［ ］狀 ，犾狀＝

狀－１
狀
，［ ］１ （３）

２２０２



　　我们做如下两个假定：

（１）在每段犾犻内，恰发生一个事故的概率，近似地与这段时间的长
１
狀
成正比，可设为λ

狀
。当ｎ很

大，１
狀
很小时，在犾犻这么短暂的一段时间内，要发生两次或者更多次事故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犾犻这段

时间内不发生事故的概率为１－
λ
狀
。

（２）犾１，…，犾狀各段是否发生事故是独立的。把在 ［０，１）时段内发生的事故数狓视作在ｎ个划分

之后的小时段犾１，…，犾狀内有事故的时段数，则按照上述两个假定，狓应服从二项分布犅 狀，
λ（ ）狀 。于

是，我们有：

犘（犡＝犻）＝
狀（）犻

λ（ ）狀
犻

１－
λ（ ）狀

狀－犻

（４）

　　注意到当狀→∞时，我们有：

狀（）犻
狀犻
→
１
犻！
，１－

λ（ ）狀
狀

→犲
－λ （５）

　　因此：

犘（犡＝犻）＝
狀（）犻

λ（ ）狀
犻

１－
λ（ ）狀

狀－犻

＝
犲－λλ

犻

犻！
（６）

３．２．２ 泊松模型推广负二项分布模型

泊松回归并不关注方差异质性。泊松模型中的指数化参数对响应变量的影响都是成倍增加的，而不

是线性相加。除此之外，泊松回归还会出现过度离散［２５］。

如果要用泊松模型对交通冲突数据进行拟合，必须对泊松模型进行推广。在对第ｉ个个体进行观测

时，通过引入观测不到的非齐次项τ犻，假定个体之间以随机的方式呈现彼此的差异，原因在于可观测的

协变量不能完全解释不同个体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此种情况可用以下的式子来呈现，见式 （７）：

Ｅ（狔犻狘狓犻，τ犻）＝μ犻τ犻＝犲
狓′犻β＋ε犻 （７）

　　在式 （７）中，观测不到的非齐次项τ犻＝犲ε犻独立于自变量向量狓犻。于是，可得狔犻条件均值和条件方

差均为μ犻τ犻，其密度函数为：

ｆ（狔犻狘狓犻，τ犻）＝犲狓狆（－μ犻τ犻）（μ犻τ犻）
狔犻／狔犻！ （８）

　　令ｇ（τ犻）为τ犻的概率密度函数，可以推导出：

ｆ（狔犻狘狓犻）＝∫
∞

０
犳（狔犻狘狓犻，τ犻）犵（τ犻）犱τ犻 （９）

　　在式 （９）中，当τ犻服从伽马分布时，其积分的结果存在解析解，这个解就是负二项分布。为了确

定分布的均值，当模型中包含常数项时，必需假定犈（犲ε犻）＝犈（τ犻）＝１。因此，假定τ犻为服从犵犪犿犿犪（θ，

θ）分布且其均值和方差分别为犈（τ犻）＝１和犞（τ犻）＝
１
θ
，其概率密度函数见式 （１０）：

犵（τ犻）＝
θθ

Γ（θ）
τ犻θ

－１ｅｘｐ（－θτ犻） （１０）

　　在式 （１０）中，分母的伽马函数见式 （１１）：

Γ（狓）＝∫
∞

０
狕狓－１ｅｘｐ（－狕）犱狕 （１１）

　　θ是一个正参数。

于是，在给定了狓犻的条件下，推导出狔犻的概率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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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狔犻狘狓犻）＝∫
∞

０
犳（狔犻狘狓犻，τ犻）犵（τ犻）犱τ犻＝

θθμ犻
狔犻

狔犻１Γ（θ）∫
∞

０
犲－

（μ犻＋θ
）τ犻τ犻θ＋狔犻

－１犱τ犻

＝
θθμ犻

狔犻Γ（狔犻＋θ）

狔犻１Γ（θ）（θ＋μ犻）
θ＋狔犻 ＝

Γ（狔犻＋θ）

狔犻１Γ（θ）
θ

θ＋μ
（ ）

犻

θ
μ犻
θ＋μ
（ ）犻

狔犻

（１２）

　　此时，随机变量狔犻的条件均值和方差分别为μ（１＋η
２
μ），其中η

２＝１／狔犻，是对条件方差超出均值程

度即离势程度的衡量。

３．２．３ 参数估计和检验方法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ＭＬＥ）实现计数模型的参数估计，而估计参数的检验主要通过 Ｗａｌｄ检验

完成。参数检验有助于对抽样总体的均值做出一些推断。Ｗａｌｄ检验假设为犎０：β犼＝０。建立ｔ统

计量为

狋β犼 ＝β
＾
犼／狊θ（β
＾
犼） （１３）

式中：β
＾
犼为所要检验的参数估计值；狊犲（β

＾
犼）为一列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ｔ统计量在大样本的情况下近

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模型的精度利用对数极大似然函数值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ＬＬ）进行评判，值越大说明模型越精确；

利用ＡＩＣ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ａ）评价模型好坏，一般要求ＡＩＣ越小越好。

本文使用上述技术方法得到分析预测模型，由于利用了泊松模型的推广负二项回归模型，并引入

最大似然法以进行参数估计，使模型的精度及拟合优度得到提升。

３．２．４ 变量交互性处理

在此引入方差扩大因子，用以反映各个解释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参数估计犪犽 为例，

犪犽的方差为：

Ｖａｒ（犪犽）＝
σ
２

犛犛犜
· １
１－犚

２
犽
＞
σ
２

犛犛犜
（１４）

　　其中的因子１／（１－犚２犽），是第ｋ个解释变量与其它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导致方差ａｋ扩大的倍数。

我们把这个因子称为方差扩大因子。这个方差扩大因子正是反映各个解释变量与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对参数估计方差和模型有效性影响程度的关键指标，可以用来检验变量交互性的存在及根源。

根据Ｊｒｅｓｋｏｇ和Ｙａｎｇ的研究，检测完变量存在交互性后，处理交互性以减少交互性带来误差的方

法主要有两种：指标中心化和加入交互变量［２６］。指标中心化后建模，既减少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又简

化了模型。Ｌｉｔｔｌｅ等人提出了一种将乘积指标正交化的策略
［２７］。

设犡１，犡２为具有交互性的变量，做乘积项犡１犡２对犡１，犡２的回归，残差项

犗犡１犡２ ＝犡１犡２－（犫犪＋犫１犡１＋犫２犡２） （１５）

　　与犡１，犡２都是零相关 （即正交）。利用此残差项建立方程则完全消除了交互项与一次项多重共线

性的可能。考虑到模型复杂程度，本文模型构建只考虑双变量交互。

３．２．５ ＭＬＥＮＢＲ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内容，现构建极大似然估计负二项分布 （Ｍａｘｉｍｕｍ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Ｂｉ

ｎｏｍｉａｌ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ＬＥＮＢＲ）交通冲突预测模型。模型结构如下：

犢＝犳［犈犜（犡，犡犐犖）］ （１６）

式中：犢为因变量矩阵，即交通冲突次数：

犢＝［狔１，狔２，…，狔狀］ （１７）

　　犡为协变量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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犡＝

狓１１ … 狓１狀

  

狓犽１ … 狓

熿

燀

燄

燅犽狀

（１８）

　　犡犐犖为交互变量矩阵 （双变量交互）：

犡犐犖 ＝犗犡犻犡犼 ＝犡犻犡犼－（犫０＋犫１犡犻＋犫２犡犼） （１９）

　　犈为模型参数矩阵：

犈＝［狓１，狓２，…，狓犽］ （２０）

　　令犅为交互系数矩阵，则：

犅＝［犫０，犫１，犫２］犜 （２１）

　　其中，因变量狔犻概率密度函数：

ｆ（狔犻狘狓犻）＝∫
∞

０
犳（狔犻狘狓犻，τ犻）犵（τ犻）犱τ犻＝

Γ（狔犻＋θ）

狔犻！Γ（θ）
θ

θ＋μ
（ ）

犻

θ
μ犻
θ＋μ
（ ）

犻

狔犻

（２２）

４ 样本数据代入拟合

４１ 初始变量选取

将部分数据代入模型进行拟合，把众多自变量代入模型，并将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Ｒ２按照大小

进行排列，结果表明：部分变量影响不够显著，不能拒绝其系数为０的假设；有些变量系数有悖于常

理。最终选取初始变量及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初始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交通冲突数，Ｙ １１．００ ０ ３４ ８．０２

直行交通量／ｐｃｕ，Ｘ１ ２２３．２６ ３０ ４８６ ８４．１２

转向流量，Ｘ２ ６１．７５ ２０ ３７３ ２７．５６

路段平均车流速度ｋｍ／ｈ，Ｘ３ ３３．５６ ８．４７ ６２．９８ １４．９５

支路汇入车辆数，Ｘ４ ５６．６８ １３ ２２７ １８．４２

大车数量，Ｘ５ ４１．９８ ０ １０２ １０．７８

　　注：表格中车流量均指道路双向平均交通量，直行交通量指路段进口处交通量，车流速度也为双向平均速度，而交

通冲突数指双向冲突总数。

４２ 加入交互变量

将１０ｈ的视频采集数据代入模型进行变量交互性检验，得到各可能存在交互性的变量间方差扩大因

子如表２所示。

表２　变量交互性检验结果

变量／方差扩大因子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１ １．７３ ２．２３ １．１４ ２．１６

Ｘ２ １．５６ １．０７ １．３８

Ｘ３ １．４８ １．９７

Ｘ４ １．５５

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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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选取交互性最为显著的Ｘ１与Ｘ３，即直行交通量与车流速度两个变量进行新的交互变量设置：

犡犐犖 ＝犗犡１犡３ ＝犡１犡犪－（犫０＋犫１犡１＋犫２犡３） （２３）

　　同样将１０ｈ视频数据代入模型进行拟合，得出交互变量系数矩阵为

犅＝［２７７．３９，１９．０２，８５．５７］犜 （２４）

　　将原数据处理即可得到交互变量。新的变量统计描述如表３所示。

表３　新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交通冲突数，Ｙ １１．１０ ０ ３４ ８．０２

直行交通量／ｐｃｕ，Ｘ１ ２２３．２６ ３０ ４８６ ８４．１２

转向流量，Ｘ２ ６１．７５ ２０ ３７３ ２７．５６

路段平均车流速度ｋｍ／ｈ，Ｘ３ ３３．５６ ８．４７ ６２．９８ １４．９５

支路汇入车辆数，Ｘ４ ５６．６８ １３ ２２７ １８．４２

大车数量，Ｘ５ ４１．９８ ０ １０２ １０．７８

交互变量，ＸＩＮ ９７．０９ ７５．３５ １１２．９４ ９．１６

４３ 模型拟合精度分析

本次模型求解使用Ｒｓｔｕｄｉｏ软件，Ｒｓｔｕｄｉｏ软件具有完备的编程、数据分析功能。模型拟合过程如下：

（１）将全部３２４份样本数据录入数据库。

（２）利用Ｒｓｔｕｄｉｏ内置函数求出Ｙ均值和方差分别为１１．１０和６４．３２，方差约为均值的５．７９倍，

属于较严重的过度离势。

（３）进行拉格朗日乘子检验，以明确是否存在明显过度离势现象。

表４　拉格朗日乘数统计量

参数 卡方 Ｐｒ＞卡方

离散度 ５５３．６０７８ ＜０．０００１

　　 （４）编写程序对过度离势进行校正后再构建传统泊松模型，拟合优度输出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泊松分布拟合优度评价指标表

准则 自由度 值 值／自由度

偏差 ３３１ ９９２．０１８８ ２．８８０２

调整后的偏差 ３３１ ３３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 ３３１ １３１１．１２２６ ３．９６１１

调整后的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 ３３１ ３９７．３０９９ １．２００３

ＡＩＣ（越小越好） １６９９．９５０９

ＡＩＣＣ（越小越好） １６９９．９６６３

ＢＩＣ（越小越好） １７０４．８４３８

　　以上是采用传统泊松分布模型拟合采集数据得到的拟合优度评价指标结果。具体拟合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泊松分布拟合结果表

自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Ｚ值 Ｐ值 Ｗａｌｄ９５％

截距 －０．２１３８７８ ０．３４２９５３ －０．８６５４０７ ０．３９３３ ０．０３５６

Ｘ１ １．６８５８４８ ０．３２１６５６ ７．６４２５４７ ＜０．０００１ ０．４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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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Ｚ值 Ｐ值 Ｗａｌｄ９５％

Ｘ２ １．２２４９９６ ０．３６２５１７ ３．３１３７５１ ０．０００５ ０．２０９６

Ｘ３ ０．９６８０６５ ０．３８１４３２ ３．５１８７９５ ０．３８２２ ０．１７９８

Ｘ４ ０．８７７４６５ ０．４２６６７８ ５．２２３７４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３１７４

Ｘ５ ０．９８７７６０ ０．３７７８４２ ２．３９９８７２ ０．００８７ ０．１８１８

ＸＩＮ １．１３７４６４ ０．１９２１７１ ３．９２６５３５ ０．０００４ ０．１１３６

ＬＬ －１２６．４７５

　　 （５）在过度离散情况下构建推广后的负二项回归模型，拟合优度指标及拟合最终输出结果如表７、

表８所示。

表７　ＭＬＥＮＢＲ模型拟合优度评价指标表

准则 自由度 值 值／自由度

偏差 ３３１ ３３４．３１３６ １．０１００

Ｐｅａｒｓｏｎ卡方 ３３１ ３５８．１８７４ １．０８２１

ＡＩＣ（越小越好） １３０５．８２５８

ＡＩＣＣ（越小越好） １３０５．８３３０

ＢＩＣ（越小越好） １３１１．５３４３

表８　ＭＬＥＮＢＲ模型拟合结果表

自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Ｚ值 Ｐ值 Ｗａｌｄ９５％

截距 －０．３２４５３５ ０．１８９９４６ －１．４８７９７６ ０．１４４７ ０．０４６２

Ｘ１ ２．０９０３３５ ０．３５６４９９ ７．０５４８５９ ＜０．０００１ ０．３９１８

Ｘ２ ０．９４５６２２ ０．３４２８４１ ３．７４３４９５ ０．００３０ ０．１７８６

Ｘ３ １．６５５９８９ ０．８７６６４２ ４．３４７６６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９３２

Ｘ４ ０．８７９９６５ ０．４１６５６５ ３．５８７８６６ ０．０００７ ０．１５５９

Ｘ５ １．３７５６４７ ０．３２１６３８ ３．３２０４４８ ０．０００２ ０．１０３９

ＬＬ －１０１．７７７５

α ０．７２３９

　　α是负二项分布的回归参数，用来表示数据的过度离散程度，α越大代表数据越离散 （方差大于均

值），α为０时，数据服从泊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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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模型拟合精度分析 （线性检验、正常性检验、同方差检验、异常值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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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传统泊松模型与ＭＬＥＮＢＲ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可以明显看出新模型的各项指标都有一定

提升 （ＬＬ较大，偏差变小，ＡＩＣ、ＡＩＣＣ、ＢＩＣ都相对较小）。

针对新模型拟合结果分析，根据变量参数估计值可以看出，每项变量均对结果有显著影响，其中直

行交通量、车流速度与交互变量对冲突发生次数影响最为显著。当直行交通量、车流速度、交互变量三

项参数各自独立提升１％时，模型结果即冲突频次分别增加０．７８％、０．６５％和０．５６％。

４４ 模型预测效果检验

为检验模型实际预测效果，将未纳入样本的１８ｈ数据作为检验算例，以０．５ｈ为单位，获得３６组冲

突数据。分别对ＭＬＥＮＢＲ模型以及传统泊松模型代入数据进行预测。由前文可得，两种模型参数系

数估计值如表９所示。

表９　泊松模型参数系数估计值表

参数／估计值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Ｘ５ ＸＩＮ 截距

泊松模型 ２．０９０３３５ ０．９４５６２２ １．６５５９８９ ０．８７９９６５ １．３７５６４７ ／ －０．３２４５３５

ＭＬＥＮＢＲ模型 １．６８５８４８ １．２２４９９６ ０．９６８０６５ ０．８７７４６５ ０．９８７７６０ １．１３７４６４ －０．２１３８７８

　　将３６组数据代入模型求解，分别绘制两种模型的结果对比图如图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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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两种模型预测结果图

计算两种模型预测结果误差，绘制误差图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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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两种模型预测误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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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模型是一种宏观统计模型，在样本量较小时误差相对较大。但通过计算得出，传统泊松模型预

测结果平均误差为３１．５０％，ＭＬＥＮＢＲ模型预测结果平均误差为２２．１５％。精度提高了约３０％。

５ 结语

本文选取南京市指定区域 （文苑路、仙林大道、仙隐北路、仙境路所围区域）所有路段进行数据采

集，根据航拍及摄像视频提取车辆轨迹，选定基础计数模型，建立 ＭＬＥＮＢＲ冲突预测模型，根据采

集数据选取模型变量，拟合分析各变量的相关度及交互作用，确定交互变量。用Ｒｓｔｕｄｉｏ编写程序，设

计合适的算法，用新的变量组合建立模型并与数据拟合，最后对拟合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当直行交

通量、车流速度、交互变量三项参数各自独立提升１％时，模型结果即冲突频次分别增加０．７８％、

０．６５％和０．５６％。传统泊松模型预测结果平均误差为３１．５０％，ＭＬＥＮＢＲ模型预测结果平均误差为

２２．１５％。精度提高约３０％。

本文以通过实际视频识别数据建立交通冲突预测模型为研究重点，并比较了新模型与传统模型的拟

合精度，但模型中未进行冲突严重程度的甄别，且仅选取了交通流相关变量，进一步研究应该将冲突严

重程度加入模型结构中，更细致地分析区域交通冲突的产生；加入道路几何设计变量，使模型精度更

高，更贴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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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广州市普通住宅出行率研究

胡志赛　周清雅　张晓明

【摘要】 出行率是城市交通定量化研究的基础性数据，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国内外持续对各类建筑物出行率开展研

究。本文创新性应用手机信令数据，反映大样本量、高时效性的居民活动特征，结合传统建筑和用地数据等，利用Ａｒｃ

ＧＩＳ软件进行基于交通小区的出行率研究，对广州市现状用地比例最高的居住用地及普通住宅开展分析。针对工作日早

高峰时段，对７４８个居住型交通小区进行统计，并参考广州相关研究结论剔除了异常值，最后得到除从化之外的１０个

行政区出行率建议值，并选取了居住人口作为关键指标构建回归方程。广州市普通住宅建筑出行率推荐取值范围为０．９６

～１．２６人次／１００ｍ２，将广州市普通住宅出行率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交通生成量的测算取值更加精准，同时本研究发现

城市中心城区出行率较高，城市外围的出行率相对较低。

【关键词】 交通规划；交通模型；手机信令数据；出行率

０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导致道路交通拥堵日益频繁，且成

为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交通拥堵问题是城市交通系统在当前发展阶段问题的集中反映，

包括城市规划滞后，路网建设先天不足；公共交通发展滞后，交通出行结构不合理；交通管理水平

滞后，管理方法简单粗放等各方面。如何有效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推动城市交通从

“末端管理”向 “前端治理”延伸？深入研究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的相互关系，建立城市交通模型，

开展交通评估与预测，为城市交通战略选择及交通供给能力预判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已经成为国内

外先进城市的普遍做法。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美国芝加哥市在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ｒｅａ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ｕｄｙ中提出的 “四阶段”模型交

通预测理论和方法被广泛应用。其中，交通出行生成模型可基于城市未来社会人口规模和土地利用情

况，预测每个交通小区每天或每一高峰时段所生成的交通出行量。交通出行率正是该模型的关键参数，

它反映了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产生与吸引的交通量。

１ 出行率研究概况与意义

建筑物交通出行率是反映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相互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能直接描述建筑自身特征

和交通特征之间的量化规律，是交通预测模型中首要环节，是城市交通规划、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等

工作中定量分析的基础参数。针对典型建筑物出行率，国内外均在开展持续性研究。

（１）以美国为代表的 《出行生成手册》从１９７６至２０１７年持续更新至第１０版，但出行率单位主要

以单位面积的小汽车出行数量统计，该基础数据不能直接应用于我国城市交通模型中。

美国交通工程师协会 （ＩＴＥ）从１９７６年开始发布 《Ｔｒｉｐ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ｕａｌ》（出行生成手册），作

为权威的技术指南，用于指导美国的出行生成研究，目前已经更新至第１０版
［１］。它按照人们在城市里

的活动规律，将城市土地利用分为若干类型，提供了几乎所有类型的物业设施的出行率。对于比较常用

的物业设施类型，该手册还给出了出行生成的回归计算公式。但是该手册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城市调查收

集的数据，且采样基本依靠小汽车出行，而我国城市现阶段小汽车出行比例相对较低，因此并不宜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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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该手册中的结论。

（２）我国以北京为代表在２００５年编写 《交通出行率手册》，此后住建部及地方城市出台的 “交通影

响评价技术标准或指引”中均对出行率取值给出推荐范围，但存在不同城市差异较大，选取样本较少，

未持续更新等问题。

《交通出行率手册》［２］基于北京１３大类，３６小类典型建筑物的出行率调查，获取了近千个建筑的调

查数据，计算得到了各类型建筑物的交通出行率推荐值。在住宅方面共采集２７２个建筑数据，早高峰小

时人流生成率为１３～４０２．５（人／万ｍ２），出行率范围较大。２０１０年，我国城乡建设部出台 《建设项目

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ＣＪＪ／Ｔ１４１２０１０）》
［３］，按照用地类型、建筑物使用性质、交通出行特征对建设

项目进行分类，并针对每一类项目提供了典型建筑物出行率的推荐范围。除了国家标准之外，国内学者

针对建筑物的出行率也已经开展了丰富研究，研究的对象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

京、天津等大城市。由于我国各城市发展阶段存在明显差距，各地区建筑物特征、居民出行特征等差异

较大，且出行率在推荐范围区间较大，因此各城市研究成果并不具备普遍性。

（３）城市信息化发展为出行率研究提供更加多元数据和方法，可以开展大样本、强时效的不同类型

建筑出行率研究工作，本文以广州市用地类型占比最大的居住用地为例，介绍以手机信令为基础出行率

取值研究。

与传统的调查手段相比，手机信令大数据能提供全样本、实时性、动态化的居民活动信息，使城市

出行率研究定量化、精准化成为可能。结合广州市实际情况展开各类建筑物出行率研究以获得准确出行

率数据，是精准量化城市交通的必要条件和基础性工作。广州市现状居住用地２４６ｋｍ２，占城镇建设用

地比例２３．４％，规划至２０３５年提高至２６％，在城乡各类建设用地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因此本次研究以

居住用地为例开展典型建筑出行率。

２ 本次研究技术路线介绍

本次研究主要分为３大内容。首先是基础数据采集与处理，包括广州市范围建筑物图层 （主要含建

筑面积数据）、现状土地利用图层 （主要含现状用地面积与性质）、手机信令５００ｍ网格图层 （主要含高

峰小时出行人次）。本次研究使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关联以上３个图层，将数据集聚到交通小区层面，并

选择全市居住性质高的交通小区作为后续分析样本。其次，采用平均出行率法、回归分析法两种方法，

计算广州１０个区的出行率，并得出平均出行率推荐值。最后，基于国家标准及２０１６年广州开展的出行

率课题调查结果，对本次研究的结果进行校核，最终给出各个行政区居住用地的出行率推荐值。具体技

术路线图如下所示：

（１）基础数据采集与处理

现状建筑物图层：广州市域现状已建的各类建筑物，主要的有效字段包括建筑层数、建筑面积、占

地面积。

现状土地利用图层：广州市域各类现状土地性质与面积。将土地利用数据的分类与国标 《建设项目

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ＣＪＪ／Ｔ１４１２０１０）》中的分类进行对应，最终将土地利用数据中的土地利用类

型划分为１１大类、３６中类。本研究中，针对 “住宅”大类下的 “普通住宅”中类开展分析。

手机信令网格图层：本研究所采集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移动公司，数据采集时间为２０１８年９月１９日

（周三）早高峰小时７：００～８：００，利用ＡｒｃＧＩＳ将广州市划分为５００ｍ×５００ｍ的网格，根据信令数据

所属基站地理坐标，将原始的手机信令记录数据脱敏处理，集聚到网格层面，每个网格含该地理位置范

围内的高峰小时出行人次。

广州交通小区图层：本研究将广州市划分为６０９１个交通小区，作为最终的数据集聚单元，主要字

段包括交通小区ＩＤ、所属行政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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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主要采用数据 （二）

（２）广州各行政区出行率计算

首先运用ＡｒｃＧＩＳ软件将建筑物图层、土地利用图层、手机信令数据图层与交通小区图层进行空间

关联，统计得到每个交通小区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建筑面积，以及每个交通小区的交通量。进一步，

根据中国移动公司提供的市场份额占比，对交通量数据进行扩样处理。

居住型交通小区选取。为准确计算住宅建筑的出行率，需要选择住宅建筑面积占比高、土地利用性

质较为单一的研究单元。因此，本研究定义住宅建筑面积占比指标ＲＲ，作为选取典型样本的指标。

ＲＲ＝
普通住宅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１００％

选取ＲＲ≥９０％的交通小区作为典型研究样本。由于从化区的建筑量数据采集不足，数据缺失较多，

因此在后续分析中不予采用；仅对广州市域的其他１０个行政区开展分析。最终，共计挑选出７４８个典

型小区样本，其普通住宅建筑面积占比ＲＲ均值达９５．０７％，最大值达１００％。

各小区出行率计算。对于所选取的７４８个典型交通小区，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出行率：

出行率（人次／１００ｍ２）＝
高峰小时出行量（人次）
建筑面积总量（１００ｍ２）

　　 （３）与此前出行率取值校验

为剔除异常值，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借鉴了其他研究和国家标准对初步试算的结果进行

筛查。参考标准主要有如下两项：

１）２０１６年广州市住宅建筑出行率调查的研究
［４］，广州市住宅建筑出行率取值范围为０．４２～２．１６

人次／１００ｍ２。

２）国家标准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ＣＪＪ／Ｔ１４１２０１０）》，其中对于普通住宅建筑出行

率的推荐值为０．８～２．５人次／户；结合广州市户均人口３．０５人／户的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广州市２０１８

年统计年鉴），和广州市人均住房面积３６．９５ｍ２／人 （数据来源广州市住建委），按如下公式将户均出行

率换算为百平方米建筑面积出行率：

＝
户均出行率（人次／户）×１００

户均人数（人／户）×人均住房面积（犿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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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选取广州市居住性质交通小区分布 （天河区为例）

换算得到国标的出行率推荐值范围为０．７１～２．２２人次／１００ｍ２。

综合２０１６年广州市住宅建筑出行率调查研究的结论和国标建议值，确定本研究的异常值筛选阈值

为０．４２人次／１００ｍ２和２．２２人次／１００ｍ２。即，将出行率计算值小于０．４２或大于２．２２的交通小区样本

视作异常的无效样本，从最终统计样本池中剔除。最终，获取了５０８个有效样本，用于计算出行率推荐

值。中心城区的海珠、越秀、天河、荔湾四区有效样本量较多，而黄埔、南沙、白云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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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出行率初步试算结果频率分布及有效样本各区分布

３ 广州市各区出行率研究结果

本研究针对广州市除从化区以外的１０个行政区分别计算普通住宅建筑物出行率，借鉴北京市住宅

建筑交通出行率研究，采用两种方法分析建筑物出行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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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平均出行率法

平均出行率法即直接采用初步试算中的出行率计算公式，计算得到各交通小区的出行率，再依据交

通小区所属行政区进行分类，对每一类的出行率求平均值，即得到了各行政区的平均出行率。

全市的出行率范围为０．９６～１．２６人次／１００ｍ２，其中增城区最低，为０．９６人次／１００ｍ２；而黄埔区

最高，为１．２６人次／１００ｍ２。总体而言，从空间分布上，出行率最高的地区并非中心城区，而是中心城

周边的黄埔区和番禺区；其次是中心的荔湾、海珠、越秀、天河四区；越往城市外围，出行率呈现降低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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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广州市内各出行率平均值分布

（２）回归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是用出行生成量与相关指标构建数学模型，采用回归方程进行拟合的方法。

指标选取。本研究在交通小区层面采集了建筑面积、道路长度、人口、交通设施等多项与交通生成

相关的指标。为确定影响交通出行量的关键指标，采用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对出行生成量与所采集的指标

进行分析。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的显著性用来衡量所分析变量间相关关系在统计上是否显著，显著性指标

Ｓｉｇ＜０．０１表示所分析的变量在０．０１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系数的值可用来衡量不同变量

间的相关性大小，一般将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０．５的变量作为出行率标定的回归变量。

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人均建筑面积、道路长度、工作人口、居住人口和交通设施数均与交通出行

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仅工作人口和居住人口的相关系数在０．５以上，且居住人口与出行量的相关系

数较高，达０．９５９，故最终确定以居住人口作为自变量，与交通出行量开展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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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分析结果

总建筑面积 人均建筑面积 道路长度 道路密度 工作人口 居住人口 交通设施数

出行量

Ｐｅａｒｓｏｎ相关性 ．０２８ －．３２５ ．２７２ －．０２０ ．８４３ ．９５９ ．４５３

双尾显著性Ｓｉｇ ．５２４ ．０００ ．０００ ．６６６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个案数 ５０８ ５０８ ４９０ ４９０ ５０８ ５０８ ４８７

　　在０．０１级别 （双尾），相关性显著。

回归分析结果。针对不同行政区分别开展居住人口与交通出行量的回归分析，拟合效果良好，Ｒ２

均在０．８５以上。回归结果和公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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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广州各区出行总量与居住人口回归分析

针对所研究的交通小区，进一步统计其出行率方向系数，发现：进入量占比较高的交通小区主要集

中在中心城区；越秀区和天河区的交通小区出行方向以进入交通量为主；荔湾区、南沙区交通小区的进

出交通比例基本相当；其他行政区内的交通小区则以外出交通为主。

针对样本量进行对比发现，２０１６年出行率研究调查采集的样本量小，均低于１０，且个别行政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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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个调查样本，研究结论受个体特征、随机性影响大，数据代表性稍显不足。而本研究所采用的手机信

令数据具有数据量充足、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得到的统计样本量较大，结果更具有统计意义。

对出行率均值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手机信令数据的范围更小、结果更为精准。２０１６年针对广州市

的调查研究得到的出行率范围是０．４２～２．１６人次／１００ｍ２；国标中推荐值是０．７１～２．２２人次／１００ｍ２。

而本研究采用手机信令数据计算的出行率结果０．９６～１．２６人次／１００ｍ２，更加精准地明确了推荐

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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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语

本研究基于中国移动手机信令数据，探索了广州市普通住宅建筑出行率的建议值范围，是大数据分

析技术在交通规划领域重要基础性应用。针对工作日早高峰时段，通过大样本量统计分析，并与其他相

关研究结论进行了对比并剔除异常值，最后得到不同行政区出行率建议值。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普通

住宅建筑出行率推荐取值范围为０．９６～１．２６人次／１００ｍ２；中心城区出行率较高，而城市外围的出行率

相对较低。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对交通需求预测、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估中的出行率取值具有较高参考价

值。由于建筑物数据更新较慢，现有数据并非最新，故本文的研究结果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今后尚需

加强对基础数据的更新和补充，以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和可靠度，增强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参

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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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ａＳ实施路径和深圳应用实践

严　治　黎旭成

【摘要】 本文阐述了ＭａａＳ（出行即服务）系统的内涵、特点、相对传统运输的优势，重点分析了ＭａａＳ项目的实施路

径，包括运营主体、服务模式、推广路径、政策需求等。分析了ＭａａＳ系统在深圳的应用实践情况，包括ＭａａＳ的发展

模式和定位、发展路径和实施的试点项目，包括深圳湾科技生态园试点项目和东部景区试点项目。深圳市现有的ＭａａＳ

系统均是以服务于小片区的公交出行为主，暂未延伸到其他出行方式，暂未实现全市大范围推广。迫切要求政府提供政

策支持和数据共享环境，更进一步的推动多种运输模式在信息、支付、服务商的一体化，改善出行服务品质，以期为

ＭａａＳ系统在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的应用推广提供参考。

【关键词】 ＭａａＳ（出行即服务）；运营模式；实施路径；政策需求

０ 引言

ＭａａＳ的英文名称为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ａＳｅｒｖｉｃｅ，中文名称为 “出行即服务”。其定义为：通过电子交互

界面获取和管理交通相关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出行要求。其旨在深刻理解公众的出行需求，在将各种

交通模式全部整合在统一的服务体系与平台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进行决策，以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居民

出行需求，并通过统一的ＡＰＰ对外提供服务。

ＭａａＳ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共享，要求数据全面整合和共享；二是整合，各种交通模式

高度整合，基于主动交通需求管理的思路调控交通需求，并实现支付体系一体化；三是服务，提供无缝

衔接、安全便捷和舒适的全链条出行服务；四是引导，扩大绿色出行比例。ＭａａＳ服务致力于为用户实

现四个方面的 “最小化”：出行准备时间的最小化、等待时间的最小化、响应时间的最小化、状态切换

时间的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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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ＭａａＳ概念在２０１４年赫尔辛基的欧洲ＩＴＳ大会上首次被提出以来，它在全世界已有五十余款应

用。它们基本都综合多种出行方式，部分系统可实现统一支付；主要应用于欧洲、北美、远东的部分城

市和地区，国内已在上海、台北和高雄有应用；运营主体主要为企业，部分为政府；用户数量从数百人

到数万人不等。

目前，关于如何推广ＭａａＳ系统各国还没有形成一套成体系的方法和路径，各城市均是在实践中不

断摸索。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已有ＭａａＳ系统的发展经验进行梳理，并对比深圳的实践经验，以明确

下一步ＭａａＳ系统在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的实施路径。

１ 实施路径

纵观国内外已有的ＭａａＳ系统实践，可以看出现有的ＭａａＳ系统主要在服务模式上主要有票务的整

合、支付的整合、信息服务集成等；推进步骤上主要分为单一出行方式交通整合、多出行链方式整合、

数据和支付的一体化、延伸服务等；运营主体主要有科技企业、交通运营商、政府部门等；政策支持主

要有支持和鼓励公交市场的改革，支持５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互联的自动驾驶汽车市场的

发展等。

１１ 运营主体

运营主体主要有科技类企业、交通运营商、政府部门等。

从现有ＭａａＳ服务运营主体看，现有的 ＭａａＳ系统主要由科技类企业运营，约占６０％，如荷兰

Ｗｈｉｍ的运营主体为ＭａａＳＧｌｏｂａｌ公司，主要由于他们在构建ＭａａＳ服务系统软件平台、获取交通运营

商数据、打通实现支付一体化方面有优势。

部分运营主体为交通运营商，约占３０％，如德国Ｑｉｘｘｉｔ的运营主体是德国铁路公司，主要得益于

他们原本就是交通市场的参与主体，有能力整合上下游的运输资源，实现交通出行一体化。

另有少部分运营主体为政府部门，约占１０％，如新加坡Ｂｅｅｌｉｎｅ的运营主体是政府代理商Ｉｎｆｏ

ｃｏｍ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土地管理局等，主要由于其在获取交通运行数据，获取交通政策优惠上

有优势。

除此之外，个别运营主体为图商、车企等。

１２ 政策需求

由于ＭａａＳ系统的推广会打破现有城市交通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其推广过程一定程度上会受到

市场的阻力。从现有的ＭａａＳ系统来看，不同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的政策支持主要有倡导出行一体

化、推动交通数据开放共享、支持以公交为代表的绿色出行、财政部门补贴、将交通运营商结

成联盟。

表１　政策需求案例

政策 政策作用 案例

　倡导出行一体化

　各出行方式的整合是ＭａａＳ出行服务的核

心，此项政策将有利于ＭａａＳ运营商协同整

合不同的出行方式。

　Ｕｂｉｇｏ缘起于瑞典，是由科技企业、政府、学

术机构、公共部门等联合发起的Ｇｏ：Ｓｍａｒｔ项

目。项目初期政府的推动作用在降低探索一种降

低市民机动化出行、提升绿色出行比例和强度的

新兴交通服务模式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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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策 政策作用 案例

　推动交通数据开

放共享

　ＭａａＳ系统的建设有赖于不同交通出行方

式、交通出行者之间实现数据共享。此项

政策将有利于ＭａａＳ运营商获取载运工具数

据，便于将其进行整合；有利于ＭａａＳ运营

商获取交通出行者的出行特征数据，便于

向其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出行服务。

　中国交通运输部 《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中

提出，鼓励平台型企业深化多源数据融合，整合

线上和线下资源，鼓励各类交通运输客票系统充

分开放接入，打造数字化出行助手，为旅客提供

“门到门”的全程出行定制服务。

　支持以公交为代

表的绿色出行

　ＭａａＳ出行的目的是引导市民使用绿色出

行方式，实施节能减排。此政策的实施将

有利于ＭａａＳ目标的实现。

　丹麦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具备较好的信息化基

础，软件Ｒｅｊｓｅｐｌａｎｅｎ最初从公共交通入手，整

合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实现出行

的票务预订和行程规划，可以在全国范围

内使用。

　财政部门补贴

　通过政策向交通运营商进行补贴，可以

吸引更多的企业将运力提供到ＭａａＳ出行服

务中来；通过向出行者进行补贴，可以吸

引更多的出行者使用ＭａａＳ出行服务。

　深圳计划实施的ＭａａＳ系统中除对公交运营企

业进行补贴外还将对出行者进行补贴，以吸引更

多的市民使用此系统，改变出行习惯和增加客户

的粘性。

　将交通运营商结

成联盟

　ＭａａＳ系统的长期运营要求其具有市场营

利性，联盟是在交通运营商之间共享资源、

知识和风险，并提高相互进入共同市场的

能力。联盟的建立将有利于保护交通运营

商，以便在短期和长期带来收益。

　在荷兰Ｈｅｙｅｎｄａａｌ的 ＭａａＳ试点项目中，在政

府倡导下各交通运营商建立联盟。在试点项目的

发展过程中，联盟不将具有类似能力的竞争对手

纳入联盟，减少了市场竞争；联盟提供了学习行

业专业知识的机会；在利润清分中考虑所有相关

合作伙伴的利益。

　　除此之外，ＭａａＳ的推广过程中还需要交通、卫健、商务、科创主管部门提供多项支持政策，主要有：

对企业实施交通运输方面的创新展开咨询，以减小私人投资ＭａａＳ创新的风险；鼓励通信技术的发

展，支持５Ｇ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智慧道路、智慧公路，加大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和市场推广的

投入；对ＭａａＳ运营商前期给予必要补贴，鼓励将其载运工具提供整合；通过使用ＭａａＳ服务，改变出

行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与ＭａａＳ服务商合作，完善国内病人和国家医疗救助服务出行；通

过为ＭａａＳ服务用户提供更多选择，带来更多创新和增长，尤其是在共享经济方面。

１３ 服务模式

ＭａａＳ服务商通过提供集成的交通服务进行运营，最理想的ＭａａＳ服务商需要提供一些服务。

一是票务的整合，通过全程一张票／一张卡实现全程出行，并实现无缝换乘。二是支付的整合，在

出行前或者出行后一次支付，实现全程费用支付。三是信息服务集成，通过打通不同出行方式之间的信

息 （包括载运工具信息、发车时间表等），使用户能从单一ＡＰＰ操作界面了解全交通方式信息，实现出

行全程的一体规划、查询与支付。四是运营机构整合，即面向用户，由一家企业整合交通服务商以提供

出行全程的交通服务。另外，出行购买模式包括ＭａａＳ交通出行购买的模式包括私人出行服务包购买和

随用随付的购买模式。

１４ 犕犪犪犛推进步骤

从国内外已有的ＭａａＳ系统项目经验看，ＭａａＳ出行服务的推进步骤主要包括单一出行方式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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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行方式整合、数据和支付一体化和延伸服务：

单一出行方式整合。多数ＭａａＳ服务商最初仅整合单一的交通出行方式，且由公共交通开始。如丹

麦软件Ｒｅｊｓｅｐｌａｎｅｎ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实现出行的票务预订和行程规划，可以在

全国范围内使用；印度Ｋｏｃｈｉ市最早由地铁有限公司 （ＫＭＲＬ）发起的 “Ｋｏｃｈｉ市无缝出行”项目整合

全市的地铁出行开始。

多出行方式整合。ＭａａＳ的核心在各种交通方式的高度整合，从而为公众提供无缝衔接、安全便捷

和舒适的全链条出行服务。如使用最广的 Ｗｈｉｍ共整合了出租车、租赁汽车、公共交通、共享单车等

多种出行方式；德国Ｑｉｘｘｉｔ软件则整合了包括火车、长途大巴、飞机等在内的２１种交通方式。

数据和支付的一体化。多出行方式的高度协同离不开不同方式间数据打通，这就是数据处理、数据

打包和数据公开，这些数据包括公共数据和私人数据。支付的一体化在于ＭａａＳ服务商通过手机界面为

用户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ＭａａＳ服务商需统筹银行、公交卡和微信等其他移动支付方式，实现支付一

体化，并综合需考虑各运营商的成本和在出行服务中的贡献来进行利益分配。现阶段，部分系统可实现

支付一体化。如芬兰和瑞典的ＭａａＳ服务通过整合不同模式之间的信息和支付，实现模式间的竞争弱化

和合作共赢。

延伸服务。通过打通出行与目的地活动数据信息，实现行程预订、费用支付、减少等候时间一体

化。此类的延伸服务有 “ＭａａＳ＋就诊”、“ＭａａＳ＋餐饮”等。如中国台湾打造的 “出行＋生活”ＭａａＳ

服务实现了城市文娱、旅游等吸引力的有效提升，整合周边城市娱乐与服务信息，打造 “出行＋生活”

的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

２ 深圳实践

为推进深圳交通运输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提升公众出行服务品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资源压力，

促进城市发展与城市交通的良性互动，亟需建立完善的城市交通出行服务系统。

２１ 整体思路

（１）ＭａａＳ的发展模式和定位

深圳ＭａａＳ具体做的工作，也是借鉴欧洲等城市的经验，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政府指导，政府

从政策、制度以及跟企业的关系上，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在线网规划、运输的政策方面。同时各

类企业，运输企业、科技企业也都参与到里面来。总体来说，希望通过服务、信息两方面的整合，把大

中小的各种交通方式集合在一起，同时在政府指导下通过支付的整合形成一套完整的ＭａａＳ体系，为市

民提供一体化的出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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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深圳ＭａａＳ系统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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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ＭａａＳ具体做的工作，也是借鉴欧洲等城市的经验，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政府指导，政府

从政策、制度以及跟企业的关系上，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在线网规划、运输的政策方面。同时各

类企业，运输企业、科技企业也都参与进来。总体来说，希望通过服务、信息两方面的整合，把大中小

的各种交通方式集合在一起，同时在政府指导下通过支付的整合形成一套完整的ＭａａＳ体系，为市民提

供一体化的出行思路。

（２）ＭａａＳ发展路径

深圳各个部门都是非常支持，目前做的是包括ＭａａＳ的顶层设计，在发展的环境上，比如说政府在

提供一些科技研发的支持，在一些公交运营模式、公交服务模式政策的放宽上都给予了非常强有力的支

持。目前深圳的工作主要是由下到上、由点到面的阶段，开始选择单一的场景，选择一两种交通方式进

行衔接，提供两种或者三种方式的一体化服务。场景上也希望不断拓展，以后开始面向通勤，后面面向

日常的出行，再后面正在拓展的也是多个场景，片区级或者各种类型的出行模式，也是不断完善

的过程。

２２ 深圳湾科技生态园试点项目

科技生态园是深圳的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它能提供大概２０万的就业岗位，出行总量大概是２０

万人次／日，其中百分之十都是采用公共交通出行。

科技生态园的出行痛点是离地铁站比较远，最后一公里通常靠步行或共享单车完成。但是步行的时

间比较长，需要１５～２０分钟左右，而且雨天、高温下出行体验差。而骑行呢，由于出行人数较多，早

晚高峰共享单车 “一车难寻”，而且大量共享单车的停放，已对园区周边道路的步行空间和机动车通行

能力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此外，这些地铁站不只服务于这个园区，周围还有大量的通勤需求，所以地铁

站出入站非常拥堵，排队时间很长。所以亟需开通一些服务来满足用户最后一公里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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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深圳湾科技园出行痛点

本次试点进行两个方面的需求分析，首先对周围五个地铁站进行交通调查发现，高新园和科苑在早

晚高峰需求非常集中而且需求量非常大，乘客进出站压力大且延误时间长，但其他地铁站的出行人数就

较少，地铁的疏运压力非常不均衡。然后在用户出行意愿调查方面，发现在４元高票价下仍有过半数受

访人群愿意使用高品质公交服务。

在实施方案方面，针对早高峰大量的通勤需求，提供一种 “半固定”式的接驳服务，即确定线路但

不确定车辆排班，项目组根据用户实时的需求来具体确定班次和线路，利用这种半固定式动态调度来降

低用户等待时间、优化服务资源配置。目前在早晨８：１０９：３０的时间段，投入了六辆车来跑高新园、

科苑、红树湾南三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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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早高峰地铁站接驳班车线路

用户通过微信小程序ＳＯＧＯ出行来进行购票和出行信息阅览，服务是由项目组和巴士集团合作来

提供的，项目组负责数据的分析挖掘，线路站点的规划，后台的整体技术支撑，由深圳市巴士集团来负

责车辆和人员的调配。

由于高新园地铁站与科苑地铁站的接驳服务水平不同，科苑站的等待时间与车内时间仅为高新园站

的６０％，导致部分可在１号线与２号线间自由换乘的用户，选择从高新园转移到科苑站出站。截止目

前统计，已有约２０３人下车地铁站点从高新园改为科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新园的出站压力 （出站时

间８～１０分钟），实现了轨道站点平衡的效果。

表２　项目实施前后对比

实施前 实施后

早高峰出站时间 １０～１５分钟 ５～１０分钟

最后一公里出行时间 １５～２０分钟 ５～１０分钟

共享单车使用便利性 “一车难寻” 容易获得

２３ 东部景区试点项目

东部景区自１９９９年开放景区游览，一直是深圳市民周末出行娱乐的聚集地，但随着出行人数越来

越多，导致出行时间变长，出行体验不佳，２０１６年为了改善出行现状，采取了预约限流的出行政策，

但是出行人数还是居高不下。不同起点、不同模式的出行路径最终都会汇合至同一段路径。经由罗芳立

交桥沿罗沙路／惠深沿海高速 （公交专用道）抵达大梅沙景区，交通问题严重。

节假日的游览需求是工作日的２．２倍，而且有大量的需求因为人多拥挤、交通不便等问题而放弃。

出行时段又集中在１０点至１８点，在节假日时常常是长达１２个小时的拥堵。对于自驾出行而言，当车

辆到达景区之后，还要面临找车难的问题，９０％的停车资源长期爆满。

通过分析了一个实际案例发现，在２０１７年７月的暑期，前往东部景区的机动车共１７万８千辆次，

其中小汽车占比９３．５％，公交承担率不足７％。为了分析公交分担率低的原因，对东部景区周围的公交

状况进行分析：前往东部景区的直达公交一共有１３条，但是线路的发车间隔相对较长，同时停靠的站

点数有很多，运营速度较慢。在此情况下，需增强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让人们享受到舒适、快捷的公

共交通出行，同时也缓解交通拥堵。

针对东部景区的问题，本次试点提出一站式信息服务和一站式出行服务信息服务方面。首先，基于

海量数据融合，构建面向用户的信息服务。围绕一个完整出行链条的三大要素，基于人流信息，推荐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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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出发时间；基于抵达时的停车位信息，推荐经停位置；基于路况信息，推荐行驶线路，最终完成一站

式、个性化的行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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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节假日需求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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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高峰期拥堵严重

出行服务方面，与巴士运营方合作，提供基于数据挖掘的按需响应公交，指导公交运行模式创

新，满足多样化的旅游出行需求面向公交出行的用户，在推荐公交信息的基础上，根据离用户最近

最方便的公交线路，提供末端动态响应的巴士服务。面向自驾出行的用户，不用再面对车辆预约失

效的问题，基于全市范围的停车场数据，动态地调度响应巴士，无缝接驳用户，往返于停车场

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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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东部景区项目服务界面

通过此次试点，东部景区部分节假日公交出行可达性不足处得到了运力补充，公交出行痛点得到较

好缓解，出行拥堵状况有了较大好转，公交站台游客滞留情况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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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项目实施前后对比

实施前 实施后

景区小汽车出行分担率 ９３．５０％ 约９０％

最后一公里出行时间 ２０分钟 ５分钟

游客滞留现象 时有发生 没有发生

３ 展望

深圳市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建立多元化公交服务体系，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提升市民全过

程公交出行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努力和探索，在公共交通体系、科技创新资源、交通信息化及智慧化、移

动支付体系上已积累大量经验，为公众出行服务优化打下坚实基础。深圳市现有的ＭａａＳ系统均是以公

交出行为主，以建立 “以公交为核心”的多模式协同和智慧化的出行即服务体系，暂未延伸到其他出行

方式；从服务范围上看，也都仅服务于小的片区，暂未实现全市大范围推广。

为满足市民对出行高品质服务体验的需求，需要从对公交服务进行优化改善，打通公交与长距离出

行 （轨道、城际铁路）在关键枢纽点的耦合着手，并逐步扩展到公交与慢行、出租车等的耦合，同时建

立一体化出行服务平台。建立出行即服务的数据共享环境，创新交通运输服务模式，探索更大范围、更

多出行方式的ＭａａＳ本地化实施路径，实现各出行方式之间数据的有效互通，更进一步的推动多种运输

模式在信息、支付、服务商的一体化。同时逐步建立多方式下的准入机制、补贴调控政策、主动需求引

导策略，为ＭａａＳ系统的建设落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以提升交通运行效率和城市竞争力，实现高

效、高品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出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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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主动管理与服务系统 （ＡＴＭａａＳ）框架体系

杨晓光　郝正博　杨　正　王佳谈　王一?

【摘要】 出行即服务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ａｓ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ＭａａＳ）概念的提出，为推进面向出行的智能交通科技和产业的发展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并在世界范围不断实践。出行服务广泛地涉及到服务需求、服务条件、服务形式、服务技术和服务保障

等，因此，本论文从出行需求和其服务与保障出发，整合出行服务所涉及要素的基本关系，特别在研究整个出行和移动

过程的协调与管理问题基础上，创新地提出面向出行的 “先进的交通管理即服务”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ａｓ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ＴＭａａＳ）的概念。论文基于交通出行服务需求，深入地解析了交通出行链、服务链和管理链的有机

关系，给出了ＡＴＭａａＳ的框架体系、信息流等重要组成结构。研究成果对于新一代智能交通科技及其应用和产业的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关键词】 智能交通；主动管理与服务；框架体系；一站式出行服务；预约出行

０ 引言

出行即服务 （ＭａａＳ）
［１］，主要由交通出行者、交通运营商、政府管理部门、ＭａａＳ服务商、数据服

务商及其他利益主体组成，整合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服务资源，提供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全过程服务：

出行规划、票务预定、出行导航、费用支付、服务评价、增值服务 （保险、酒店等）［２４］，即 “一站式出

行服务”，如图１所示，并已在世界各地逐步应用：芬兰赫尔辛基的 Ｗｈｉｍ、瑞典哥特堡的ＵｂｉＧｏ，美

国波士顿的Ｂｒｉｄｊ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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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ＭａａＳ系统相关利益主体

随着车／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到来，交通运输系统已从传统系统 （１．０）逐步演变为由互联网／物联网、智能车辆、智能设施、车路

联网与协同系统 （ＣＶＩＳ）、全息感知环境、智能决策等要素组成的新一代交通运输系统 （交通运输系统

２．０）———广义的智能交通运输系统 （ＩＴＳ），相应的知识体系也逐步进入交通工程２．０时代
［６］。交通管

理系统从人工经验决策转向基于数据的智能决策，利用主动管理手段调节系统的供需关系和时空资源。

数据与信息科技为服务科学的推广运用提供了可能， “服务科学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科技日报》，２００７年５月９日），因此ＭａａＳ的提出也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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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是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从中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活动。因此ＭａａＳ是基于高度的信息、

智能技术和服务平台，为出行者提供便利、高效 （用户最优）有偿或无偿服务。然而在满足用户最优同

时，如何确保多模式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最佳运行 （系统最优），并最优地实现和保障出行者需求与系

统供给最佳协同？仅靠ＭａａＳ是难以达成的，因此基于交通与运输需求、法律、规定和实际状况，运用

信息与智能技术等手段合理有效地限制和科学地组织、指挥交通，并与交通服务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

效确保ＭａａＳ的实现，更能极大程度地高性能与高品质地改善交通运输系统。

因此，本文特提出面向出行服务的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的概念，亦即先进交通管理乃服务 （Ａｄ

ｖａｎｃｅ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ｓａ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ＴＭａａＳ）。这里的 “先进”不仅是交通管理与出行服

务的先进性和智能化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还有管理与服务的主动性 （Ａｃｔｉｖｅ）之意，以及预约出行服务与管

理等。以下将分别论述ＡＴＭａａＳ系统建设的必要性与充分性，系统基本构思与需求分析，以及系统框

架体系、信息流等，研究成果对于新一代的智能交通主动管理与服务系统 （ＡＴＭａａＳ）、发展新一代的

智能交通科技、全面提升交通服务与管理水平、切实改善交通和出行乃至发展智能交通产业具有极其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１ 交通出行新特征与发展趋势

在共享出行、预约出行等新兴出行模式推动下，辅以互联网和工业智能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崛起，中国

智能交通建设在出行服务、交通管理等方面成效显著。着眼于服务人的出行需求，传统出行服务正从模式

单一、服务过程断裂、供需失衡向精准出行、精准服务、精准管理方向转变，产生诸多出行新特征：

① 出行距离与次数增多，大城市日均出行量和出行距离较９０年代增长了１５％～３０％
［７］。

② 出行方式多元组合化，新出行模式不断丰富综合交通运输系统，显著优化了出行结构。

③ 出行目的多样化，旅游、购物等非通勤需求日渐增加，非通勤出行比例由３２％ （１９９５）增至

５２％ （２０１４）。

④ 出行过程精准化，基于实时路况、动态导航等服务可较大提高出行可靠性。

同时，我们应注意到未来出行将展现出以下特点：

① 出行过程一体化，规划、预定、导航、支付、评价、增值服务等将融为一体，构建 “一站式出

行”方案。

② 出行服务品质化，先进交通管理与信息交互服务有机整合，可保证出行服务的品质化。

③ 出行支付便捷化，扫码支付、指纹支付、无感支付等新技术将带动出行支付变革。

④ 技术应用集聚化，车／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将集成应用，形成新需求与新经济。

２ ＡＴＭａａＳ基本构思与系统需求分析

２１ 犃犜犕犪犪犛基本构思

理想条件下ＭａａＳ
［８］可整合多种交通方式资源，提供个性化、机动化和门到门的服务，代表从拥有

出行工具到将出行作为可消费服务的转变。但单纯整合出行资源不能实现对出行过程的全方位保障，缺

少交通管理的介入，无法保证服务的可靠性与连续性，即特殊交通 （救护车等）的用户最优，以及兼顾

用户最优的系统最佳协同 （即系统供需平衡水平不得低于最低临界值）。

２０１５年Ｊｏｓｈｉ
［９］曾提出应用于车联网络中的交通管理即服务 （ＴＭａａＳ）。２０１９年Ｓｅｍａｎｊｓｋｉ

［１０］等提

出解决中小城市出行问题的ＴＭａａＳ系统，整合政府、用户终端等资源，提供交通控制诱导，多方式路

线规划等服务。然而，既有的ＭａａＳ、ＡＴＭＳ（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和ＴＭａａＳ，与出行服务存在着不

协调之处：①ＭａａＳ着重提高个人出行服务水平，力求个体最优，无法保证系统同时最优；②ＡＴＭＳ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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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升系统效率，缺乏面向出行服务的全过程管控；③ＴＭａａＳ可缓解已发生的拥堵现象，但存在管理

与服务系统性整合不足，且被动服务、被动响应及被动改善等问题。

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出行者大概率选择其认为效用最大的出行策略，较少考虑对其他出行者

的影响，因此在没有管理手段介入时，个体最优往往与系统最优相悖，易导致高峰时段近乎瘫痪的交通

拥堵，而平峰时段服务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的现象。

ＡＴＭａａＳ的服务目标不止实现出行者在空间位置上的高品质位移 （便利、舒适等），同时在服务供

给资源约束下，整合多种系统要素，结合主动交通需求管理 （ＡＴＤＭ）与主动交通系统管理 （ＡＴＳＭ）

手段［１１］，实现出行者服务需求与系统服务供给之间的最佳协同，在改善出行便利性及舒适性同时，提

高管理效率与建设水平 （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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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ＡＴＭａａＳ系统概念图

２２ 业务需求分析

当代城市是由居住、工作、游憩，以及通勤［１２］、出差、旅游等出行活动构成的复杂系统。按照出

行方式不同，出行模式划分为慢行出行模式 （如图３Ａ）、公共交通出行模式 （如图３Ｂ）、私人机动化

出行模式 （如图３Ｃ）、共享型机动化出行模式 （如图３Ｄ）以及各模式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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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居民出行模式划分

将出行过程解析为慢行过程、候车过程［１３］、乘车过程、安检过程、机动车停取过程、机动车驾驶

过程以及服务定制过程 （查询、支付等）七项基本要素。每种出行组合策略都对应一种由其中若干要素

构成的出行过程 （如图４），每种策略的效用均由子要素的效用进行加权而得，既受到出行者自身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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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受到系统服务供给条件影响 （停车条件、交通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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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居民典型出行服务过程解析

以自驾出行 （图５）与组合出行 （图６）为例，出行者根据自身属性预约出行策略。ＡＴＭａａＳ辅以

交通预测预报等管理手段对出行服务进行全过程保障，基于ＡＴＳＭ组织服务供给资源，提升出行便利

性、高效性，借助ＡＴＤＭ对出行行为合理诱导 （路径诱导、方式转移等），进一步实现用户最优与系

统最优的最佳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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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自驾出行模式

１５０２



5?+/

.34

-
>
4

*
?
4

B?'*52./

,;=0 DD/)

+CB)

8>B,

8?->

8>->

+*B)

>)<?

:5->

=)A+

1)/)

+CB)

)4D<)4D<

8<=0

8>->

+*B)

>)<?

:5->

5?+/

->80

(>/2+

);->

8>D-

80
.3

BD
.3

)>
.3

=)
.3

>?
,>

>?
,>

D-
.3

?/
2D)C

BA

)C
BA

?/
2D

?>
.3

B)
B(

B;
ED

4)
8>

8/
,>

B)
B(

9>
-D

图６　组合出行模式

２３ 信息需求分析

ＡＴＭａａＳ的用户包括出行者 （乘客、驾驶员）、交通服务商、政府管理部门，以及技术和工程服务

者等，出行者的信息需求如表１所示，按出行前、中、后三阶段进行划分，乘客是享受他服务的主体，

驾驶员是享受自服务的主体。

表１　出行者信息服务需求

出行者 出行前 出行中 出行后

乘客

（他服务）

出行策略信息

联程票务信息

车辆拥挤信息

发车计划信息

行程时间信息等

实时交通状态信息

交通管制信息

可换乘地铁／公交信息

换乘导航信息

铁路／民航票务信息等

目的地信息

支付信息

保险／酒店信息等

驾驶员

（自服务）

出行策略信息

交通状态信息

交通管制信息

停车场信息等

实时路况信息

停车换乘信息

可绕行路径信息

维修／加油信息等

目的地信息

保险／酒店信息

停车场信息等

　　交通服务商的信息需求主要包括①服务需求信息 （出发终到位置、预约出发时刻等）；②服务供给

信息 （车辆位置、车辆拥挤等）；③票务信息 （余票信息、联程票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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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部门所需要的信息则包括①交通网络状态信息 （流量、公交断面客流量等）；②车辆位

置信息 （社会车辆、特种车辆、公共汽车等）；③停车位信息 （停车位空／满等）④交通管制

信息等。　

技术及工程服务者面向复杂服务与系统需求，研发并实施相应的技术，提供后台结算与运维服务。

２４ 性能需求分析

ＡＴＭａａＳ作为多主体频繁使用的服务管理平台，有海量存储，高频交互等特点，在满足上述需求

同时，还要满足性能需求 （可靠性、安全性等），性能指标包括查询平均响应时间、最优性能需求等。

３ ＡＴＭａａＳ框架设计

３１ 系统框架体系

ＡＴＭａａＳ系统的框架体系包括多维数据采集、多元数据融合、交通信息提取、交通数据应用、信

息服务推送五大层次，以及四大子系统：先进出行交互系统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ＡＭＩＳ）、先进交通控制系统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ＣＳ）、先进公共交通系统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ｕｂｌｉｃ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ＡＰＴＳ）及先进事故管理系统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ＡＩＭＳ），如图７所示，实现系统最优与用户最优的最佳协同。

（１）多维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层

采用 “云网端”多维立体信息采集、传输、处理模式，借助ＡＰＰ、智能车辆、智能设施等终端采

集海量数据，通过ＤＳＲＣ等通信手段与云端计算资源进行数据交换，为上层应用提供算力支撑。

（２）多元数据融合层

引入交通服务商调度信息 （高铁、公交等）和个人特征信息 （如个人属性、有无行李等），与其他

系统要素多元数据进行融合，形成参数级基础数据。

（３）交通信息提取层

通过下层基础数据提取出可用于数据共享和基础应用的特征级信息 （如实时交通状态），在保障信

息安全的前提下向其他运输管理等部门提供初级数据接口服务。

（４）交通数据应用层

基于特征级数据建立原始数据库、基础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为ＡＴＭａａＳ中的先进出行交互系统

（ＡＭＩＳ）、先进交通控制系统 （ＡＴＣＳ）、先进公共交通系统 （ＡＰＴＳ）及先进事故管理系统 （ＡＩＭＳ）

四个子系统提供决策级数据支撑，并向上位或其他城市交通管理系统等高等级部门提供高级数据接

口服务。

（５）出行信息交互层

融合政府媒体、交通服务商平台、出行者自媒体等媒介，与出行者、服务商等进行信息交互和展示

功能。

３２ 系统信息流图

ＡＭＩＳ、ＡＰＴＳ、ＡＴＣＳ、ＡＩＭＳ四个子系统在ＡＴＭａａＳ体系架构基础上相辅相成，ＡＭＩＳ作为交互

平台接收出行者需求与预约信息，为其生成出行策略并提供全过程服务。ＡＰＴＳ与ＡＴＣＳ作为公共交

通管理与道路交通管理两大抓手，融合外部信息，支撑常态下出行服务。ＡＩＭＳ基于非常态下交通管理

手段，促进系统向供需平衡状态转移，其信息流图如图８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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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ＡＴＭａａＳ系统框架体系

４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创新地提出ＡＴＭａａＳ基本构思，并深入解析了出行链、服务链和管理链的有机关系，从框架

体系、信息流、关键技术、有待突破的基础理论等角度阐述了ＡＴＭａａＳ基本架构。研究成果对智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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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科技应用及产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用价值。ＡＴＭａａＳ借助车／物联网、大数据、智能ＩＴ

技术、决策支持等技术，为个体出行服务、运输组织决策、交通管理控制提供预测预报服务，以支撑系

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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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ＡＴＭａａＳ信息流图

同时，应认识到ＡＴＭａａＳ的出现，使得既有的行为决策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系统均衡理论等不

再适用于预约出行新场景，为实现考虑用户最优的系统最佳协同目标，亟需突破有关基础问题。鉴于系

统复杂性和篇幅限制，详细成果将陆续加以发表。希望本文能够提升交叉学科理论研究对于交通管理与

出行服务改善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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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期城市对外交通政策研究

———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全国７８个城市交通政策经验借鉴

胡汪洋　姜　策　韩胜风

【摘要】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期城市交通具有矛盾的双重性，既要保障医疗救助和基本生活的运输需求，又要通过

切断交通来阻隔病毒的传播，本次研究选取受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７８个城市作为样本，寻找这些城市受疫情影响

“风险程度”的规律，并结合目前这些城市实行的交通管控政策，“因地制宜”“因需制宜”的制定疫情期间城市对外交

通政策，以期对日后类似事件以及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修订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对外交通管理政策

０ 引言

自２０１９年岁末由湖北武汉暴发、并迅速蔓延到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传播速度快、感染范

围广、防控难度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鉴于本次暴发的新冠病毒本身传染性强、且暴发在春节返

乡的高峰时段，各地为防止病毒输入的风险，在城市对外交通方面均实行了程度不等的管控政策。疫情

期间———特别是疫情的暴发期，城市交通具有双重责任，既要保障医疗救护和基本生活的物资运输，又

要通过切断交通来阻隔病毒的传播。由于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相关文件对次管控尚无

具体的规定，使得本次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有些疫情较轻地区也采取了 “挖路断路”、设卡拦截的

“硬核”措施，极大地影响了医疗救护和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本文选取受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的７８个城市作为样本，结合目前这些城市实行的交通管控政策，因地制宜、因需制宜的制定疫情期间

城市对外交通政策，以期对日后类似事件以及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修订提供经验

借鉴。

１ 受疫情影响城市风险程度分析

１１ 典型城市风险程度分析

受限于资料获取难度，本研究选择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不再细分到农村地区和县级市。根据疫情影

响程度的不同选择城市：湖北省作为疫情发生区域，将其全部地级市 （１２个）均纳入研究；广东、河

南、浙江、湖南、江西及陕西省，受疫情影响大，根据累积确诊人数将各省市５个典型地级市 （共３０

个）纳入研究；安徽、山东、北京、上海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１０个省，各省选取２～３个地级市作为研

究对象；福建、广西、云南等１７个受疫情影响较小的省份，选取省会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以上原

则，选取了７８个地级市 （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

经查阅国家及地方卫健委数据，本次研究选取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各城市累计确诊病例数量
［注］，

并通过查询政府官网及统计数据，得到各城市２０１９年的常住人口数。（注：由于国家及各城市均未提供

累计确诊病例历史数据，因此暂按最新累计确诊病例数量作为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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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各研究城市累计确诊及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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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城市的累计确诊病例除以常住人口数量，得到各城市患病人口密度ｄ，对该密度进行１０×ｌｎ

（１＋ｄ）的平滑和放大处理，将其结果定义为城市风险程度ρ。考虑各城市受疫情影响的实际程度，将

城市风险程度分为４类，其中ρ＞１０的城市为高风险城市，１０≥ρ＞２为较高风险城市，２≥ρ＞１为中风

险城市，ρ≤１为低风险城市，各城市的风险程度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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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各研究城市风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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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城市风险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由分析图可以看出，城市风险程度ρ与该城市与武汉的距离有关。湖北省内的各地级市城市风险程度

ρ均大于１０，距武汉较近的鄂州和孝感，城市风险程度ρ均超过２０，而与武汉距离超过６００ｋｍ的城市，其

风险程度基本小于１。但也存在特例，比如上海、北京、温州、三亚等，虽然距离武汉较远，但其风险程

度也非常高，我们考虑可能是由于旅游、经商和务工等原因，这些城市与武汉有比较密切的人员来往。

因此本次研究选取该城市 “与武汉距离”和 “占武汉迁出人口比例”两个指标来分析与城市风险程

度的关系。与武汉距离可以利用百度地图获取，并利用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中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至１月

２４日 （武汉封城前）这一时间段，武汉迁往这７８个城市的人口各自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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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武汉迁出人口各研究城市占比情况

利用ｏｒｉｇｉｎ软件，对数据进行非线性曲线拟合，多次迭代直至拟合收敛。分析这７８个城市的风险

程度ρ和该城市与武汉的距离ｘ及该城市占武汉迁出人口的比例ｙ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公式。

ρ＝３８．３４５＋０．００８ｘ＋０．３６６ｙ＋０．００５ｘｙ－１２．７２８ｘ
０．２

　　ρ———城市风险程度

ｘ———城市与武汉的距离

ｙ———武汉迁出人口比例

Ｒ２作为公式中的判定系数，又叫决定系数，反应因变量的全部变异能通过回归关系被自变量解释

的比例。判定系数是一个解释性系数，回归分析中判定系数Ｒ２是评估回归模型好坏的指标。在统计学

中Ｒ２的计算公式如下：

犚２＝
犛犡犢

犛犡犡犛槡（ ）
犡犢

２

　　其中，犛犡犢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离差积和，犛犡犡为自变量的离差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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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２的取值范围也为０～１，当趋势线的Ｒ２值越接近１其可靠性越高，反之越低。比如本项目拟合

公式的Ｒ２等于０．８４，那么表示，此回归模型对预测结果的可解释程度为８４％。一般认为，Ｒ平方大于

０．７５，表示模型拟合度很好，可解释程度较高。

１３ 疫情地图即全国城市风险程度

利用各城市 “与武汉距离”及 “占武汉迁出人口比例”两个指标，可以计算出我国２７１个地级市的

风险程度，由于新疆、西藏、青海、吉林、辽宁五个省与武汉的距离均大于１５００ｋｍ，省内城市的风险

程度较小，因此这些省份 （自治区）不再细分至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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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全国各地级市城市风险程度预测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城市的风险程度与该城市与武汉的距离密切相关：湖北省内除神农架外，均为

高风险地区，与武汉距离在２００ｋｍ以内的城市均为较高风险地区；与武汉距离在２００～５００ｋｍ间的城

市为中风险地区，与武汉距离大于５００ｋｍ的区域基本为低风险区域。

同时也能看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广西北海；浙江台州、温州；广东广州、深圳及珠海；山东济

宁及黑龙江双鸭山、鸡西；海南三亚等城市，与武汉的距离均大于５００ｋｍ，但这些城市均为较高风险

地区，可能与这些城市与武汉之间有密切的劳务、商务或旅游有关。

２ 本次疫情期主要城市对外交通政策分析

通过网络、报纸和电视等多种途径，获取上文７８个研究城市的对外交通管控政策，对照各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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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险程度，总结分析其规律。

从管控措施面向对象上，可分为货运交通和客运交通。各城市对货运交通管控措施基本一致，

即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发放通行证等措施保障疫情防控物资、重要生产生活物资的高效畅通运输。

如交通部发布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物资和人员应急运输优先保障工作的通

知》，应急运输车辆持证通行可享受 “三不一优先”，即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并优先便捷通行；

如浙江、江苏、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发布了 “长三角疫情防控交通运输一体化货运车辆通行证”，持

证货运车辆在长三角区域内可便捷通行，持证货运从业人员返回上海后，无须再次隔离１４天等。有

别于货运交通，各城市对外客运交通管控政策差异较大，以下分别从铁路、机场、长途客运和公路

道口两方面进行分析。

２１ 铁路、机场、长途客运管控措施

铁路、机场、长途客运的管控政策主要分为 “关闭”“限制”和 “正常”三种类型。其中 “关闭”

是指全面停止客运服务或者日常运行；“限制”是指减少该类型交通方式的服务时空范围，比如停运部

分线路、减少发车班次等；“正常”是指在采取必要的体温检测、信息登记等防疫手段下，该类型交通

方式正常运营。

对于铁路和机场，高风险地区城市统一采取了 “关闭”的措施，其余较高、中和低风险地区绝大多

数城市采取了 “正常”的运行措施；对于长途客运，所有城市统一采取了 “关闭”的措施。各城市针对

铁路、机场和长途客运采取的交通政策，综合考虑了受疫情影响的风险程度和该交通方式的重要程度，

体现了区域的差别性。但也有一些城市的交通管控政策值得商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较高风险地区多数城市对铁路和机场管控措施为 “正常”，增加了阻断疫情传播的难度，而

且疫情期间这几种交通方式本身的上座率也不高，极大地浪费了运能。只有信阳、温州、三亚等不到

２０％的城市采取了限制的措施，其余诸如温州、深圳、信阳等大多数城市，已被各地列为人口流入管制

的城市，但这些城市的铁路和机场仍然正常运行。

其次，低风险地区少数城市对铁路和机场控措施为 “关闭”或 “限制”，可能会影响到城市正常的

对外沟通需求。例如绥化，该城市累积确诊病例４７例，属于低风险地区，却采取了关闭火车站旅客进

出通道、禁止旅客上下车的措施；贵阳累积确诊病例３６例，属于低风险地区，却停运了大批终点站为

贵阳的列车。银川累积确诊病例３３例，属于低风险地区，却采取了关闭部分机场航站楼的措施。这些

措施不仅给客运企业带来损失，更影响了城市的正常运转。

最后，所有城市统一 “关闭”长途客运，政策缺乏灵活性。考虑到长途汽车与铁路、航空相比，本

身客流需求较少，而且疫情溯源难度较大，因此所有城市统一暂停了省级和市际的长途客运服务。长途

客运是进城务工人员等低收入人群的主要交通工具，该政策会极大地影响低风险地区企业复工期间正常

的人员流动需求，这也是浙江、江苏等劳务输入城市组织包机、包车接工人的重要原因。

表１　铁路和机场交通管控政策汇总

铁路管理措施汇总

关闭 限制 正常

高风险地区

（Ⅰ级）

武汉、孝感、黄冈、

荆州、鄂州、随州、

襄阳、黄石、宜昌、

荆门、咸宁、十堰

无 无

较高风险地区

（Ⅱ级）
无 信阳、温州、鸡西

深圳、广州、珠海、台州、长沙、岳阳、蚌埠、

南昌、新余、九江、济宁、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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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铁路管理措施汇总

关闭 限制 正常

中风险地区

（Ⅲ级）
无 无

东莞、佛山、郑州、南阳、驻马店、商丘、杭

州、宁波、邵阳、常德、株洲、合肥、六安、上

饶、宜春、南京、重庆、哈尔滨、北京、上海、

西安、海口、儋州

低风险地区

（Ⅳ级）
绥化 贵阳

金华、青岛、济南、苏州、无锡、成都、达州、

南充、唐山、保定、石家庄、福州、南宁、安

康、汉中、咸阳、渭南、昆明、天津、太原、沈

阳长春、兰州、乌鲁木齐、银川、西宁、拉萨

机场管理措施汇总

关闭 限制通行 正常运行

高风险地区

（Ⅰ级）

武汉、孝感、黄冈、

荆州、鄂州、随州、

襄阳、黄石、宜昌、

荆门、咸宁、十堰

无 无

较高风险地区

（Ⅱ级）
无 长沙、三亚

深圳、广州、珠海、台州、岳阳、蚌埠、南昌、

新余、九江、济宁、信阳、温州、鸡西

中风险地区

（Ⅲ级）
无 无

东莞、佛山、郑州、南阳、驻马店、商丘、杭

州、宁波、邵阳、常德、株洲、合肥、六安、上

饶、宜春、南京、重庆、哈尔滨、北京、上海、

西安、海口、儋州

低风险地区

（Ⅳ级）
无 银川

金华、青岛、济南、苏州、无锡、成都、达州、

南充、唐山、保定、石家庄、福州、南宁、安

康、汉中、咸阳、渭南、昆明、天津、太原、沈

阳长春、兰州、乌鲁木齐、西宁、拉萨

２２ 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道口管控措施

本文主要研究城市对外的高速公路及国省公路道口管理政策，城市内部各县级市或农村地区之间的

道口不在研究范围内。

城市对外公路道口主要依据车辆所属地区来管控，对本地车辆基本不管控，对外地车辆的管控主要

分为：“全部禁止”“分类管控”和 “正常通行”三种情况。其中 “全部禁止”指除特种车辆外，其余外

地车辆均禁止进入本地区；“分类管控”是指根据外地车辆所属地区疫情的严重程度区别对待；“正常通

行”是指在采取必要的体温检测、信息登记等防疫手段下允许所有外地车辆进入本地区。

相比铁路和机场，城市对外公路道口管控难度相对较大，而且对城市正常运行影响较大。除湖北省

内高风险地区城市全部选择 “全部禁止”外，其余地区城市对政策的选择比较分散，可能原因是大家的

认识不同，也可能原因是各个城市的情况有差别。规律总结如下。

首先，采用 “全部禁止”的城市，除了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地区的城市外，金华、青岛、达州、南

充、绥化、咸阳等低风险地区的城市，最高确诊人数为５５人，也采用了 “一刀切”的管控措施，如绥

化封闭了所有高速及国省道出入口，其他城市则禁止一切外牌车辆进入，除了影响城市对外沟通，也引

起人员不必要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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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采用 “正常通行”的城市，除了中低风险地区城市外，三亚、珠海风险程度在较高风险城市中

分别排到了第二、第四位，广州更是人员大量流动的城市，疫情相对严重，甚至对疫情发源地武汉也敞开

了大门，即使后期武汉多地封城，但由于未能把控前期人流的涌入，给疫情防控造成了较大的压力。

最后，“分类管控”的措施，在精细度上也有所差别。有的城市通过识别车辆牌照进行管控，对湖

北等疫情重点地区车辆进行劝返，如岳阳、济南等多数城市，有的城市则结合大数据分析，对车籍地为

湖北但长期在外行驶的车辆予以放行，如深圳。根据公安部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道路

交通保障工作的通知》：“对来自其他省份、或者车籍地为湖北等疫情重点区域但长期异地行驶，未途经

疫情重点区域的车辆，除对车上人员防疫测温等必要查验外，不得擅自设限、劝返”。

表２　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道口管控政策汇总

全部禁止 分类管控 正常通行

高风险地区

（Ⅰ级）

武汉、孝感、黄冈、荆州、鄂州、

随州、襄阳、黄石、宜昌、荆门、

咸宁、十堰

无 无

较高风险地区

（Ⅱ级）
台州、蚌埠、济宁、鸡西

深圳、信阳、温州、长沙、岳阳、

南昌、新余、九江
广州、珠海、三亚

中风险地区

（Ⅲ级）
宁波、六安、南京

郑州、南阳、驻马店、商丘、杭

州、邵阳、常德、株洲、合肥、

宜春、重庆、北京、上海、西安

东莞、佛山、上饶、哈尔

滨、海口、儋州

低风险地区

（Ⅳ级）

金华、青岛、达州、南充、绥化、

咸阳

济南、苏州、无锡、南宁、安康、

汉中、渭南、昆明、贵阳、兰州、

拉萨

成都、唐山、保定、石家

庄、福州、天津、太原、

沈阳、长春、乌鲁木齐、

银川、西宁

３ 结论

选取受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７８个城市作为样本，寻找这些城市受疫情影响 “风险程度”的规

律，并结合城市风险程度来分析这些城市的对外交通政策，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城市的 “风险程度”与该城市 “与武汉距离”和 “占武汉迁出人口比例”两个指标密切相关。

通过对７８个城市进行样本分析及公式拟合，得到全国各城市风险程度地图。除个别城市外，与武汉距

离超过５００ｋｍ的城市均处于中、低风险程度。

（２）在疫情暴发期，城市对外交通管控基本采取了 “因地制宜”和 “因需制宜”的灵活政策。

（３）根据城市风险程度的不同，采用了 “禁止”“限制”和 “正常”的不同措施。湖北省内高风险

城市，绝大多数采用了封城、关闭等 “禁止”措施；中、低风险程度城市则采取了 “限制”和 “正常通

行”的政策。

（４）根据不同交通方式的重要程度和其管控难度，各地也制定 “因需制宜”的政策。机场和铁路是

城市对外联系的骨干、出行轨迹可寻，因此除高风险城市采取 “关闭”措施外，其余地区应尽可能采取

“正常”或 “限制”措施；长途客运由于运输量相对较低，各城市均采用了 “关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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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期武汉市城市建设发展的规划思考

刘　凯

【摘要】 新冠疫情冲击下，武汉市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措施，城市建设工作全面暂停，而疫情后期城建工作的开展

除了实现复工复产，还承担着支撑城市经济活动复苏、弥补疫情暴露出的城市建设短板等多重任务。本文详细分析了疫

情对于武汉市城建工作的影响，从原有城建计划实施时序、疫情暴露出城建短板、以及疫情对城建工作重点和方向的影

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以相似的非典疫情为例，研究了非典后期主要城市城建工作应对方案，总结疫后城建工作开展的成

功思路。结合武汉实际，提出了城建工作优化调整的五个重点方向，按照 “一优两增”的思路谋划疫情后期武汉市城建

工作的优化调整，并就具体实施措施、城建重点项目安排等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 新冠疫情；城市建设；城市短板；一优两增

中图分类号：Ｕ４９１　　　文献标识码：Ａ

０ 前言

２０１９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

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早期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武汉市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新冠疫情初始，到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３日采取史无前例的 “封城”举措，再到４月８日 “解封”后的逐步复工复产，历经１００

多天，武汉市方始取得抗疫的阶段性胜利。

疫情对武汉市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２０２０年一季度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 （ＧＤＰ）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下降达４０．５％
［１］，其中作为投资主力之一的城市建设工作全面暂停。为发挥城建工作在

城市经济活动中的顶梁柱作用，促进城建复工、经济复活，对于疫情后期城市建设工作地发展也需要进

行优化调整和思考。疫情后期城建工作地发展，既要加快推动城市的复工复产，消除疫情负面影响，助

推社会经济快速恢复；同时也要针对疫情期间暴露出的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主动优化调整城建工作方

向，全面补齐城市设施建设缺口，并具体谋划一批有分量、快见效的城建项目推进实施，以提升城市的

吸引力，打造武汉市健康、宜居、活力的现代城市新形象。

１ 疫情对武汉城建的影响分析

疫情对城市城建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导致年度城建计划的实施周期被压缩近

４个月，大量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被迫滞后；二是疫情期间的特殊需求或集中需求，暴露出历史上城市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上存在的一些 “短板”。

首先是原有城建计划的实施难度加大。２０２０年的年度城建计划实施周期被压缩近三分之一，打乱

了原计划城建项目的推进节奏和建设时序。具体表现包括前期工作滞后，导致项目开工延迟，尤其是原

定上半年开工的项目难以按预定的时间推进；复工复产困难，由于进出城通道管制时间延续较长，大量

项目均存在工人返场时间不确定的突出问题，影响老项目快速复工复产，新项目尽快投产；资金筹措困

难，城建口本就紧张的财政资金紧张加剧。

疫情暴露出来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城建工作的重点和方向需要做出及时调整，以弥补城市公共卫

生、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薄弱之处，重振城市形象。此次疫情中突出的问题较多，在环卫方面如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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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共设施体系建设不完善，城市污水、环卫设施能力不足等；在基层治理方面包括社区综合治理存在

明显短板，社区规模不合理、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基层防疫、救助等欠缺，医疗和生活保障能力不足；

在城市布局方面体现为疫情在主城区人口高密度、环境卫生差的区域易传播蔓延，防控难度大等。

２ 疫情后期城建应对工作研究

知往可以鉴今。对２００３年非典期间重灾区的北京、广州两座城市在非典后期城建工作发展进行了

研究，其中有不少共同之处可供借鉴。尽管时过境迁，当年与目前从全球经济形势到城市发展阶段均存

在诸多不同，但城建推进思路仍有相通之处。

一是力争国家支持，争政策、抓机遇。非典后期，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税费减免、财政补

贴、贷款贴息等各项措施，并针对疫情重点区实施了信贷倾斜，如北京新增贷款２３．６％，约４００亿，

重点支持公共卫生、住房、基础设施等方面，年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２１５７．１亿元，增长１８．９％
［２］。

北京、广州及时抓住国家政策机遇，确保了当年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资金及时到位。

二是发挥城建保经济、促发展的作用。北京、广州等城市在非典当年均保持基础设施建设高强度投

入，以赢得 “防非典、促发展”的双胜利。广州提出全力保证基础设施投资照常执行、千方百计增加投

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１６．２％；北京当年确定的６０个重大工程全部有序推进。

三是有针对性加大城建项目落实力度，特别是抓重点项目进度。广州在疫情后加大项目建设强度，

提出半年干完一年的活的目标，加速推进轨道交通、机场、高速公路、污水处理等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工

程建设进度，超额完成了当年城市建设投资的目标。北京大力推进以轨道交通、快速路等为重点、构建

城市骨架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应对疫情有调整，补城建短板，消发展痛点。非典后期，广州、北京均在疫情后加大了医疗设

施建设力度，增加了城市生活污水设施、管网改造、医疗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资，加大城市公园

绿地、水环境建设力度。广州新上马了传染病医院 （预防中心）等７大公共卫生项目，增加污水项目投

资，大大提升了水环境治理在城建项目中的比重；而广东省在２００３年以后１０年间，各级疾控中心的改

建项目就达到了１０９个
［３］。

五是溯源城市规划，全面优化优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广州针对老旧城区疫情较重的问题，优

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快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力度、积极改善基础设施，引导人口向新城聚集，减少老城

区的人口密度。

３ 疫情后期城建优化工作思路

根据疫情评估和案例研究，结合武汉市的实际状况，按照保经济消影响、抓大放小、增减结合、近

远兼顾的总体思路，围绕国家项目拉投资、市级项目除痛点、医疗市政补短板、社区治理优环境、亮点

区块提形象的方向，就武汉疫情后期城建工作的开展提出了 “一优两增”的优化策略。具体来讲，一优

就是根据最新的外部条件对原有的城建工作计划，从项目安排、时序安排、区域安排等方面进行优化调

整。两增，一是力争增加国家级项目，尤其具有长远性、复合城市功能定位的新基建类项目；二是针对

城市基础设施缺口，加大力度增加补短板项目。

３１ 对原城建工作安排的优化思路

遵循聚焦重点、聚焦成效，增大成熟项目建设强度，适当减少项目数量的思路，根据具体城建计划

工程的前期进展，加大综合交通、生态环境、水务设施等重点板块中重点项目的投资强度。对于续建项

目以及前期工作完善的项目，按照疫情结束即开工的思路，建立审批部门协调机制、缩短前期工作周

期，尽量挽回时间损失，稳定年度城建工作基本盘。对于社会经济影响大、投资规模大的新开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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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城市交通枢纽等关键工程，采取部门联动、加快前期审批手续，为项目尽早开工创造条件。加大环境

卫生类项目的建设力度，谋划生态环境、韧性市政、区域统筹方面的具体项目。

３２ 谋划增加国家级项目

国家级重大项目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功能等方面具有见效快、后劲足的

效果，疫后城建发展也必须紧跟国家政策大方向，谋划新项目。武汉市作为国家交通枢纽城市，正应该

争取国家层面在高铁、高速、轨道交通、大型市政设施等方面项目和资金倾斜，打造祖国立交桥。

以高铁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计划铁路项目的实施，助推城市交通效率的提升和城市重点区域的建

设，夯实城市枢纽地位和提升城市功能。加大国高网的建设力度，按照城市圈 “互联互通”的发展要

求，推动高速公路新建、改扩建，形成 “四通八达”的城市物流网络。按照国家 “新基建”政策，加大

新轨道线路建设计划的报批和实施，推进武汉市地铁城市目标。针对武汉市能源消耗逐年增长的特点，

增加特高压、超高压变电站，城市电网升级等相关项目，加大区域性能源设施建设力度，保证城市供应

储备和安全。

３３ 新增补齐设施短板项目

针对本次疫情的影响，规划从城市救治、城市运行、城市管理等方面着手，聚焦在医疗卫生、市政

设施、社区治理、亮点区块、城市更新等五大板块谋划重点项目，着力补齐设施短板、提升城市形象。

在医疗卫生方面，按照 “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思路，近期聚焦解决疫情暴露出的部分设施短

板、监测网络等难点问题，强力推动医学科研、健康产业等相关领域建设发展，选址建设一批涉及综合

医疗服务、临床医学研究及培训、监测预警网络的新增重大项目，推进建设一批疾控、急救、医疗等公

共卫生项目达标，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具体措施包括，首先是补齐设施短板，提升医疗卫生救治能力，

适应武汉三镇布局的独特城市结构，按照 “三镇均衡”的思路，弥补汉阳、武昌地区在传染病医院方面

的空白，增强全市平战结合的传染病房储备，推进疾控、急救、血液等公共卫生设施的达标升级改造。

二是强化监测网络，提高公共卫生早期预警能力。依托市、区疾控中心，打通突发流行病涉及的 “人、

时、地”相关数据瓶颈，运用大数据、５Ｇ、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公共卫生信息监测网络，实现数据

监测、分析共享、防控预警等功能，做好监测网络向应急指挥平台的 “平战转换”预案。三是充分发挥

武汉Ｐ４实验室、医学教育基地等独特资源优势，强化科研、临床、防控一线协同攻关，建设国家临床

医学研究和培训中心。四是科学利用临时救治场所资源，谋划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完成临时救治任务后

相关医疗设备用于传染病医院建设，而方舱内医疗设备可转用至社区基层医疗机构。

在市政设施方面，按照 “不留死角、全面提升”的原则，聚焦环境卫生和污水收集处理系统短板，

集中推进区域性市政设施工程建设，大力提升市政设施系统保障水平。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大幅提升城

市垃圾处理和收运能力，推进主城外围一体化综合处理站建设。二是加快外围地区污水设施建设力度，

补齐旧改片区污水管网短板，增加新城污水处理设施，搭建全市污水系统水质预警监控平台。三是加强

市民卫生意识和习惯培养及源头防控，实施垃圾分类，推进菜场、社区餐厨垃圾分类点建设，促进源头

垃圾减量化；对主城区公厕进行全面改造提升。

在社区治理方面，着力打造宜居、健康、安全的社区。通过创新完整社区建设模式，提升公共服务

覆盖水平，补齐社区卫生短板，强化网格化、数据化治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宜居、健

康、安全社区。具体措施包括，一是统筹各类建设计划，按照住建部２０１９年提出的 “六个一”（即一个

综合服务站、一个幼儿园、一个公交站点、一片公共活动区、一套完善的市政设施、一套快捷的慢行系

统）的完整社区标准，以功能区模式建设完整社区。二是补齐社区卫生服务短板，建设健康社区，谋划

各区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提标升级工作。三是完善基层公共服务配套，打造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

四是强化信息化治理，创建智慧社区，依托 “疫情地图”平台，加强社区问题量化分析。

在亮点区块方面，在各功能区筛选并优先启动一批特色空间品质提升项目，通过武汉品牌再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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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城市形象与面貌。重点实施一批历史街区综合更新项目，通过精致街区再营造，增强城市自信心与

吸引力；稳步推进一批产业优化升级的示范项目，通过新功能业态再铸造，再现城市活力与实力。

在城市更新方面，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环境，按照 “‘留改拆’并举”的原则，统筹国家棚改新政和

本地特征，全面保障民生类棚改、城建重大工程、重点功能区建设等项目，保障民生配套、提升城市品

质、充分展现城市风貌特色。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全面实施各类大型市场整治，整体提升区域用地、环

境、交通等功能。二是全面梳理疫情严重的三旧拆迁区域，针对环境卫生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区域优

先实施改造。三是加快推进旧区综合整治，按照 “动静分区”原则，降低老旧小区改造成本，采取 “微

改造”方式改善老旧小区环境品质，创新 “城中村”改造方式。

４ 结论

武汉市已于２０２０年４月８日解禁，历时７６天的封城画上句号，城市各方面正快速步入正轨。城市

建设工作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影响到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本文作者均为城市规划从业人员，文章主要

是从规划角度，对疫情后期城市建设工作的优化调整提出自己的思考，从疫情影响、经验借鉴、调整优

化思路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中或有不足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对于武汉市城市建设的恢复与发展也

将继续观察总结，希望能为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人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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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后深圳轨道客流变化及相关因素分析

杨心怡　郭　莉

【摘要】２０２０年初，新冠肺炎的暴发对全国人民的交通出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在后疫情时期背景下，通过对比

深圳市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与２０２０年４月的轨道刷卡数据，结合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经济普查数据及建筑普查数据等多源数

据，从轨道站点５００ｍ范围内建筑功能性质、产业结构、居民平均年收入水平、常住人口比例、学历、拥车比例等不同

角度分析刻画居民在疫情前后的轨道出行变化。研究发现，轨道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大的站点有办公类岗位占比较高、

２１～６０岁劳动力人口占比较少、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占比较高、常住人口比例较高及拥车比例较高等特点。工业类建筑

功能占比较高、家庭年收入在１０万元／年以下的人群占比较高的站点，轨道出行需求较为刚性。

【关键词】 后疫情时期；多源数据；轨道客流

０ 引言

随着疫情向好，企业陆续复工，但居民出行方式较疫情前发生了较大改变。由于公交、地铁人群聚

集度高，公共交通客运量相比疫情之前下降明显，地铁客运量仅为疫情前的一半。自疫情以来，已有关

于共享单车出行、小汽车出行、枢纽客流疫情前后变化的相关研究。文献 ［１］分析了疫情对当前交通

运输行业的影响，文献 ［２］通过共享单车大数据分析了武汉封城前后日骑行量的变化。而人群出行方

式的选择目前也有许多相关研究，如文献 ［３］建立了关于通勤行为、出行时间和费用的二项ｌｏｇｉｔ模

型，文献 ［４］通过交叉分层ｌｏｇｉｔ模型指出居住地与轨道站点的距离、收入等因素对轨道出行方式选择

影响较大。此类研究多通过量化建模分析影响出行方式选择的因素。本文通过对比疫情前后实际轨道进

出站量的变化，将站点分类，从人口和用地等多角度分析对比不同类别站点客流变化影响因素的差异。

为避免单源数据带来的潜在样本偏差或片面性，本文将深圳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经济普查数据与建筑

普查数据等多源数据通过ＡｒｃＧＩＳ软件进行融合，通过在空间上进行关联，使得数据可以在轨道站点半

径５００ｍ范围的分析单元上进行比较与分析。然后，选取２０２０年４月轨道刷卡数据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刷

卡数据进行轨道站点进出站量的对比，结合多源数据，研究深圳市居民复工后的轨道出行行为变化，并

做出相关分析。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意义：１．将居民出行调查、建筑普查、经济普查等市域大调查数据与轨道

刷卡数据融合，实现了多源数据融合；２．多源数据的融合集成了不同数据源数据的优点，弥补了单一

数据来源潜在的片面性；３．从多个角度刻画分析深圳居民轨道出行行为疫情前后的变化，并分析其原

因，为出行方式选择的研究提供支撑。

１ 数据来源与研究区域

本文使用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为２０１６年全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抽样数据经扩样后形成以交通小

区为最小单元的数据库，字段包括以户为单位拥车数量、收入情况，以及个人学历、职业、行业等特征

数据。

建筑普查数据为２０１７年建筑普查数据，字段包括建筑功能类型及建筑面积。原数据中将建筑功能

分为１７类，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对数据中个别用地类别进行合并，最终分为办公、工业、商业、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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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宅及其他共６大类。

经济普查数据为２０１３年全市经济普查数据，内容包括社区单元内各行业法人单位数量、各行业从

业人员数量以及各行业营业收入。本文使用数据为社区单元内各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以此计算社区单元

内的行业结构。为了更好地对比与分析，本文将行业由１９类合并为４大类，分别为办公、工业、商业

及其他。其中办公类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商业类包括批发零售业及住宿餐饮业；工业

包括制造业，其余１０类行业则归为其他。

织网工程数据中包含楼栋单元内各学历、各年龄段的常住人口数量，为了更好地对比与分析，本文

将数据中学历由１１类合并为４类：本科以上、大专中专、技工及高中以下；将年龄段由１２类合并为３

类：２０岁以下、２０～６０岁、６０岁以上，以更好的区分学生、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

考虑到受春节影响，２０２０年１月已有部分企业停工，客流可能受到影响，因此选取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初工作日轨道刷卡数据作为疫情前客流数据。并且考虑到深圳从２０２０年３月开始逐步复工，轨道刷卡

数据受复工企业数量影响较大，而４月深圳已全面复工，因此选取２０２０年４月中上旬工作日轨道刷卡

数据作为疫情后的对比数据。

表１　数据源信息对比

数据 数据基年 数据精度 使用数据 分析角度

居民出行调查 ２０１６ 全市抽样后扩样至街道 拥车量、本地车数量 拥车比例，本地车比例

建筑普查 ２０１７ 楼栋 建筑功能、建筑面积 建筑功能结构

经济普查 ２０１３ 社区 行业从业人口 产业结构

织网工程人口数据 ２０１９ 楼栋 （全市共３９万栋）
常住人口量、学历、

年龄

常住人口比例、各学历比例、

各年龄层比例

轨道刷卡数据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站点 进出站量 进出站量降幅

因数据来源不同，且时间、精度上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数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理与融合。文

献 ［５］中将数据融合定义为：将不同来源的数据信息，对其进行归类处理。根据数据的类型选择合适的

处理方式，进而达到改善物体几何精度这一效果，促使提高数据质量的实现。本文中对于各轨道站点

５００ｍ范围内的属性，采用面积加权法计算得出。

２ 分析结果

２１ 总体变化

自疫情渐渐得到控制，深圳于２０２０年３月开始逐步复工，其中４月份各轨道线路客运量变化如下

图所示。可以看出客运量于工作日上升，于周末下降，且整体客运量并随着时间稳步增长，说明疫情对

于居民选择轨道出行的影响在逐步下降，进出站量正在逐步恢复。

为了对比疫情前后的轨道出行情况变化，本文选取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工作日轨道刷卡数据与２０２０年４

月工作日刷卡数据进行对比。由于机场北站平均日均进出站量低于１０００，因此做异常值考虑，不参与

本文的分析。剔除机场北站后，深圳市１６５个轨道站点全日进出站量平均下降３７．３％。其中降幅最高

站点为福田口岸站，进出站量下降８１％；降幅最小站点为长岭陂站，降幅为９％。从图中可见大部分位

于南山区、福田区与罗湖区的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大，而位于宝安区、龙华区与龙岗区的站点进出站量

降幅较小。本文将站点分为５大类，其中除机场、口岸等７个枢纽相关站点单独归为一类站点 （第五

类）外，其余站点根据进出站量降幅分为４大类。第一类为进出站量降幅大于等于５０％的共１４个站

点，第二大类为进出站量降幅小于５０％但大于等于平均值３７．３％的站点共５２个站点，第三类为进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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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幅小于３７．３％但大于２５％的７８个站点，第四类为进出站量降幅小于等于２５％的站点共１４个。因

疫情期间市域对外交通受影响较大，第五类站点将单独分析，并对其余四类站点进行不同视角下的对比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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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深圳市轨道２０２０年４月进出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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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深圳市轨道站点 （除机场北站）进出站量降幅分布

２２ 多视角分析

２．２．１ 口岸枢纽类站点分析

第五类口岸枢纽站点包含：福田口岸站、皇岗口岸站、机场站、罗湖站、蛇口港站、深圳北站、福

民站。福民站虽然不是口岸站点，但其距离福田口岸及皇岗口岸均只有一站的距离，因此与香港跨界客

流量关联较大，一并归为第五类站点。由于口岸暂时关闭，因此客流大幅下降。福田口岸站与罗湖站进

出站量降幅较大，分别达到了８１％与７７％。深圳北站口岸功能最弱，轨道进出站量降幅最小为３８％，

接近于平均值。对比此类型站点的建筑功能发现，深圳北站周边５００ｍ范围内约３７％的建筑功能为办

公，这区别于其他６个站点的建筑功能分布。办公类建筑随着逐步复工，岗位带来了进出站量，也说明

深圳北站是一个混合类站点，而福田口岸、罗湖站则功能相对更集中于边境口岸与枢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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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第五类站点进出站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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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第五类站点５００ｍ范围建筑功能结构对比

２．２．２ 建筑功能性质

根据２０１７年建筑普查中楼栋的建筑功能，将站点周边５００ｍ范围内的建筑功能归纳为六大类，分

别为居住、私宅、办公、商业、工业、与其他。将除第五类站点外的四类站点周边建筑功能进行对比可

见，站点进出站量降幅最大的第一大类站点居住比例为四大类中最高，私宅比例则为四大类中最低；且

随着居住类建筑占比下降，私宅类建筑占比上升，进出站量降幅缩小。同样，工业类建筑的平均占比的

上升与进出站量降幅的缩小也呈现出较强的关联。

表２　各类别站点周边５００ｍ范围建筑功能占比对比

站点分类 居住 私宅 办公 工业 商业 其他

１ ６４％ ３％ ７％ １％ １４％ １１％

２ ５９％ ５％ ８％ ２％ １６％ １０％

３ ４９％ １３％ ７％ ８％ １５％ ９％

４ ３４％ ２７％ ５％ １５％ １０％ １０％

２．２．３ 产业结构

有别于通过建筑普查数据得到的建筑功能，产业结构数据来源于经济普查数据中各行业从业人数，

能较好地体现出分析单元内各行业的岗位结构。因经济普查数据所提供的是基于社区层面的数据，所以

在分析站点５００ｍ范围时会出现一个站点覆盖了多个社区的情况，本文采用面积占比法，根据该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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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ｍ范围内各社区所占面积的权重，计算出该站点最终的产业结构数据。

从下表可见，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大的第一类站点的办公类岗位占比高达４０％，工业类岗位占比

仅１０％；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小的第四类站点的办公类岗位占比仅占１９％而工业类岗位占比为４７％。

商业类岗位与其他类岗位的占比在四大类站点中较为相似，因此公办类岗位与工业类岗位的占比对企业

复工率影响较大。考虑合并行业类别时，办公类岗位包括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办公地点相对弹性的行

业；而工业类岗位为制造业，办公地点较为刚性，因此工业类岗位占比较高的站点轨道出行需求量偏

高，进出站量降幅较小。

表３　各类别站点周边５００ｍ范围产业结构对比

站点分类 办公 工业 商业 其他

１ ３９％ ７％ ２５％ ２９％

２ ３８％ ７％ ２６％ ３０％

３ ２７％ ２９％ ２４％ ２１％

４ １８％ ４７％ ２２％ １４％

２．２．４ 居民年收入

站点５００ｍ范围内以户为单位的家庭年收入来源于２０１６年全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采用面积占比

权重法，得到各类站点周边家庭年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４　各类别站点周边５００ｍ范围居民年收入对比

站点分类
年收入

小于１０万元／年

年收入

１０万～２０万元／年

年收入

２０万～３０万元／年

年收入

３０万～５０万元／年

年收入

大于５０万元／年

１ ２１％ ４２％ ３０％ ６％ ２％

２ ２７％ ４３％ ２４％ ５％ １％

３ ３３％ ４５％ １８％ ４％ １％

４ ３７％ ４３％ １６％ ３％ １％

从表中可见，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大的第一类站点的年收入为四大类站点中最高，年收入小于１０

万元／年的占比均值为２１％，远低于第四类的３７％。年收入在１０万～２０万元／年的占比在四类站点中

分部较为平均，而年收入大于２０万元／年的平均占比分布则与小于１０万元／年的占比分布相反，其中年

收入在２０万～３０万元／年的分布差异较为明显。可推测年收入小于１０万元／年的人群的轨道出行需求

较为刚性，而收入位于２０万～３０万元／年的人群的轨道出行需求则较为弹性。

２．２．５ 年龄

由织网工程获得的年龄数据为了便于对比合并为三大类：２０岁以下，２０岁到６０岁及６０岁以

上。这三类年龄群体的人群通勤的目可大致区分为上学、上班及其他。２０岁以下人群多为学生，工

作日的出行多为以上学为目的的出行，而疫情期间学校停课，使得这一出行需求下降。６０岁以上人

群多为退休老人，日常出行多为休闲、购物等弹性出行需求，疫情期间居民纷纷减少出行，因此许

多弹性出行需求降幅较大。这一趋势在站点分类上得以体现，进出站量降幅较为明显的第一类站点

２０岁以下人口平均占该类站点周边总人口的１９％，为４大类中最高；其６０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占比

为８％，同样是四类站点中最高。出行需求较为刚性的则是以上班通勤为目的的出行，而２１～６０岁

人群中这一出行需求较多，这一特点与拥有最高２１～６０岁人口平均占比的第四类站点的进出站量的

较大降幅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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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各类别站点周边５００米范围年龄结构对比

站点分类 ２０岁以下 ２１～６０岁 ６０岁以上

１ １９％ ７３％ ８％

２ １８％ ７６％ ６％

３ １７％ ８０％ ３％

４ １３％ ８５％ ２％

２．２．６ 学历

将织网工程的学历数据由１１类合并为４类后，分为本科以上学历、大专中专学历、技工及高中以

下学历。其中大专中专及技工占比各类站点间较为均衡，第一类站点拥有最高的本科以上学历平均占比

以及最低的高中以下学历平均占比，联系站点的进出站量降幅可推测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较高的站点周边

群体对于轨道出行的需求较为弹性，而高中以下学历占比较高的站点周边群体则有较刚性的轨道出

行需求。

表６　各类别站点周边５００ｍ范围学历结构对比

站点分类 本科以上 大专中专 技工 高中以下

１ ２９％ ２２％ １％ ４８％

２ １９％ ２３％ ２％ ５６％

３ １７％ ２２％ ３％ ５８％

４ １８％ ２４％ ３％ ５５％

２．２．７ 常住人口比例

常住人口比例同样来源于织网工程数据，从下图可见第一类站点周边常住人口比例的均值最高，为

９５％。第四类站点的平均常住人口比例最低，为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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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各类别站点常住人口比例对比

２．２．８ 拥车比例及本地车牌占比

站点周边居民拥车比例数据及本地车牌比例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６年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经过面积占比

权重计算后各类别站点均值如下表所示。可发现第一类站点周边平均拥车比例最高，为４０％，在有车

人群中，本地车牌比例同样为最高。第四类站点的无车人群比例均值则达到了７２％，这与第四类站点

进出站降幅偏低的特征相吻合。虽然深圳因疫情没有实施禁止外地车牌小汽车行驶，但从数据占比上

看，外地车比例总体偏低，因此对轨道出行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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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各类别站点所在街道拥车比例与本地车牌占比对比

站点分类 有车比例 无车比例 本地车比例 外地车比例

１ ４０％ ６０％ ３９％ １％

２ ３３％ ６７％ ３２％ １％

３ ２９％ ７１％ ２７％ ２％

４ ２８％ ７２％ ２５％ ３％

３ 结论

通过对深圳市１６５个站点疫情前后的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进行分类，本文将站点分为五大类，并从多

角度进行对比与分析，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１．疫情期间深港大部分口岸处于封闭状态，跨界交通相关的第五类站点出现了较大的降幅。其中

站点功能较为集中的福田口岸站降幅最大，站点周边建筑功能更为多样化的深圳北站，因不止服务于跨

界交通，同时还存在一定办公岗位需求，所以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小，与平均降幅持平。

２．除第五类站点外，全市站点进出站降幅整体呈现出靠近市中心的站点降幅较大，距市中心较远

的站点降幅较小。且进出站量降幅较小的站点从建筑功能上看整体工业功能占比较大，从产业结构方面

看工业从业者占比也偏高。因此判断工业相关行业如制造业的岗位需求较为刚性，员工远程居家办公的

可能性较小，导致进出站量变化较不明显。

３．站点周边５００ｍ范围户年收入小于１０万元／年的人群轨道出行需求较为刚性，而收入位于

２０万～３０万元／年的人群轨道出行需求则较为弹性。收入位于１０万～２０万元／年的占比分布较为均衡，

对于轨道站点进出站量的影响还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４．年龄位于２１～６０岁的居民轨道出行需求较为刚性，因２１～６０岁处于工作年龄，工作日出行需

求为上班通勤。相比之下，２０岁以下人群工作日出行目的多为上学，因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出行量下

降较大。６０岁以上人群出行多为休闲购物，较为弹性，因此２０岁以下及６０岁以上人群占比较高的站

点进出站量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５．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对于轨道出行的需求较为弹性，相比之下，站点进出站量变化不明显的第

四类站点周边高中以下学历的人口占比均值较高。

６．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大的站点周边拥车比例均值较高，而站点进出站降幅较小的站点拥车比例

较低。

诚然，居民的出行方式选择是受多样化的因素影响的，正因为如此才有诸多学者致力于出行方式选

择的研究。本文虽然通过多个角度对比刻画了后疫情时代深圳的轨道出行变化并分析其背后潜在影响因

素，但仍有许多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及研究。如：

１．虽然本文将居民出行调查，经济普查，建筑普查与刷卡数据等多元数据融合后进行分析，但因

各调查实施年份不同，将这些数据用于分析２０２０年的出行特征原因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２．虽然企业陆续复工，但外贸、旅游、餐饮行业受疫情影响巨大，仍有大量企业未能完全复工。

轨道进出站量是出行总需求与出行方式结构选择综合影响的结果，但缺少复工企业数据来验证其影响程

度。后续可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分析出行方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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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地铁客流特征分析及管控———以深圳地铁为例

罗　炯　黄靖翔　周溶伟　龙俊仁

【摘要】２０２０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袭，轨道交通客流组织模式发生较大转变。对疫情影响下的地铁客流特征

进行科学的复盘分析，有助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制定更加具备韧性的运营管理策略。本文以深圳地铁为例，基于地

铁ＡＦＣ刷卡数据以及疫情期间地铁用户出行特征调查数据，分析疫情期间地铁线网、线路以及站点层面客流特征情况。

研究表明，疫情影响下地铁客流规模同比减少６０％以上，但大型就业、居住类站点在高峰期出现客流集聚现象。最后总

结了运营管理存在的不足，并从高峰期客流管理、智慧化联防联控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 疫情；地铁；客流；客流管控

０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

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信息显示：截至６月１４日，全国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８３１８１例，累计死亡病例４６３４例
［１］。疫情发生后，我国政府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采取了

有力的控制措施［２］，依法、科学、有力、有序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为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城市轨道交通作为

大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具有点多、线长、面广、客流密集、空间密闭的特点，是市民日常出行的主要

交通方式，稍有不慎容易成为疫情传播通道，导致大面积、多区域、群体性交叉感染的严重后果［３］。为

了切断疫情传播途径，自１月以来，国内已开通城市轨道交通的４１个城市均已出台临时防疫规定，除

了严格执行体温检测及消杀工作之外，还先后实施了包括停运、关站、调整运营时间或行车间隔

等措施。

自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之后，国内就有学者开始研究交通与疫情控制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过程

中疫情控制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较少基于客流数据分析总结疫情对城市轨道系统的影响。２００３年张殿

业等［４］提出了交通运输通道疫情控制模型；２００４年郭寒英等
［５］研究了病毒扩散与交通运输的关系；

２０１１年尤?
［６］研究了交通运输与疫情传播之间的关系；２０１５年施红生等

［７］提出了铁路客运过程中的疫

情控制模型；２０２０年牛凌等
［８］提出利用信息化手段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协同联控系统的概念。

现阶段，随着防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行各业已基本完成复工复产，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也逐渐恢

复到常态化水平。收集整理疫情暴发至复工期间深圳地铁客流的ＡＦＣ数据，复盘总结此轮 “春节＋新冠

疫情”的双特殊时期对深圳市地铁运营工作产生的影响，总结提炼与全市复工节奏相匹配的客流演变规

律，对于国内特大城市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制定应对此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运营策略将大有裨益。

１ 新冠疫情背景下深圳市地铁客流总体变化趋势

自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０日晚间钟南山院士对外公布新冠病毒可 “人传人”以来，全国进入 “警戒状态”。

１月２３日广东省启动一级应急预案，深圳开始进入 “休眠状态”。随着全国、省市各级疫情防控措施的

有效实施，２月１５日后深圳市疫情得到初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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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选取了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０日至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１日深圳地铁全网共８条运营线路进出站客流刷

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涵盖了春运人员节前离深到陆续返深复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疫情

开始出现到被稳定控制的过程。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节前后，深圳市轨道交通客流持续低位运行，总体趋势与往年相比发生了较大

变化，由往年的 “Ｖ”形变为 “Ｌ”型，具体呈现以下４个阶段。

１１ 节前下降期：放假返乡，客流明显下降

除夕前２周，地铁客流随返乡旅客陆续离深、节前陆续开始放假而持续下降，其中除夕前１周离深

返乡及开始放假最为集中，地铁客流相应下降最快，至除夕当天下降至９６．１万人次。今年１月２０日

（节前５日）新冠病毒 “人传人”得到权威证实，１月２３日 （节前２日）广东省启动一级响应，全市公

共交通 （含轨道交通）客流下降幅度进一步加大，但节前客流量总体仍然略高于往年，变化趋势及节奏

与往年基本相同。

１２ 节间下降期：春节宅家，客流继续减少

往年春节期间客流在除夕达到最低，随后逐日回升，达到日均１５０万～２００万人次。然而今年由于

疫情的影响，春节期间的探亲访友、聚餐、购物、休闲娱乐等需求被抑制，非通勤出行大幅减少，地铁

客流具体表现为：除夕后继续逐日下降，至正月初六下降至５３．３万人次，呈现出与往年截然不同

的规律。

１３ 低谷期：尚未复工，客流滑入低谷

往年正月初七即开始全面复工，两周内地铁客流基本恢复至全年常态化水平，并进入每周的常态化

客流周期。今年春节假期后，由于疫情仍全国范围持续发展，各地务工人口返深进度相对缓慢，各企事

业单位现场复工率低，通勤客流相应不足。同时，居住社区严格执行封闭管理，购物、餐饮、娱乐场所

及公园等均处于关闭状态，非通勤出行亦持续压抑。总体上，地铁客流滑入低谷，在日均５０万人次以

下持续低位运行，并于２月５日 （正月十二）达到工作日的低值３４．０万人次。

１４ 复苏期 （２月１７日起）：复工开启，客流逐日回升

随着全国防疫形势日趋明朗、深圳市本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２月１７日起，全市开启全面复产复

工进程，通勤需求陆续激活，地铁客流开始复苏。至３月２０日，单日线网客运量回升至接近３００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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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历年春节前后地铁客流总体变化趋势 （单位：万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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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线网层面客流特征分析

２１ 疫情暴发期，全网客流 “断崖式”下降超过八成

防疫复工背景下，受通勤出行恢复不足、非通勤出行持续压抑、乘客对公共交通信心不足等影响，

全网客运量较往年大幅减少，在２月创下自２０１７年１月以来的最低点。

从地铁客流数据来看，２月份主要为春节后未复工期间的少量非通勤客流及复工后逐渐增长的通勤

客流。今年２月全网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６２．６万人次，同比去年２月下降８４．２％，环比上月下

降８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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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深圳地铁全网月度日均客运量 （单位：万人次／日）

２２ 进入复工期后客流 “阶梯式”回升，伴随一定程度的常旅客向其他出行方式转移

随着深圳市取消企业复工核实备案审批制度，工作日地铁客流开始走出谷底并逐周递增，工作日日

均客流平均每周增长超过５０万人次，总体呈现 “一周上一个台阶”的态势。与此同时，购物、餐饮、

娱乐场所及公园等陆续重新开放，非通勤出行相应开始回暖，周末地铁客流亦相应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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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防疫复工期间地铁客流总体变化趋势及往年同期对比 （单位：万人次／日）

结合同期开展的轨道乘客出行调查结果，２９％疫情前以地铁为主要出行方式的被访乘客近期转移至

其他方式出行，其中，１０％的乘客 （９６％为家庭拥车１台及以上）转移至小汽车出行；８％和５％的乘

客 （家庭无车比例占７７％）分别转移至常规公交和出租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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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常态化以地铁、常规公交为主要出行方式的乘客近期出行转移分布

２３ 全网客流以刚性需求为主，全日分布向早晚高峰进一步集中

防疫复工期间，通勤出行逐渐恢复，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近期地铁乘客主要以上、下班通勤 （占比

６１％）、外出购置生活必需品 （占比１８％）的刚性出行目的为主，对于休闲娱乐，商务公务，对外出行

赶飞机、赶火车等非刚性出行的比例较常态化运营有较大幅度降低。

疫情影响下，一方面全网全天客流进一步向高峰时段集中，早、晚高峰 （７～１０时、１７～２０时）进

站量占全网进站量超过６０％，比去年同期增长约５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错峰上下班倡议带来的削峰

效应显著，部分进站客流从原本的８～９时推迟至９～１０时，部分晚高峰进站客流也相应从１８～１９时推

迟至１９～２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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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常态化运营与近期客流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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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９年、２０２０年典型工作日全网全天进站客流分布

（单位：万人次／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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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线路层面客流特征分析

３１ 疫情暴发期间，各线路客运量缩水，复工后大幅回升

回顾全网各线路的客运量变化情况，呈现节后复工前低位运行、全面复工后稳步回升，变化趋势与

全网整体基本一致。

２月１日１６日，各线路客运量持续低位运行，日客运量均在１０万人次以下。２月１７日全面复工以

来，全网各线路客运量与线网整体客运量增长特征基本保持一致，其中５号线、１号线、３号线的客运

量占比相对较高，三线客运量占全网之比超过５０％。此外，随着复工进程的推进，各线路工作日日均

客运量平均每周增长１０万人次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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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深圳地铁各线路每日客运量 （单位：万人次）

３２ 复工后关键断面客流回升迅速，高峰大客流压力逐步凸显

随着企业的逐步复工，早高峰小时客流迅速回升，复工首周 （２月１７日２１日）至第五周 （３月２３

日２７日）期间，线网各区段早高峰小时平均断面客流增长率达６０８％。高负荷断面的特征已与正常运

营状态基本一致。

全面复工第３～４周，早高峰最大断面客流从３月３日的７３７３人次 （９号线，梅景—景田）～２１９５２

人次 （１号线，大新—桃园）逐渐增长至３月１０日的９１８９人次 （９号线，梅景—景田）～２６９２７人次

（４号线，民乐—上梅林）人次，满载率从２６％ （９号线，梅景—景田）～４９％ （１号线，大新—桃园）

逐渐增长至３３％ （９号线，梅景—景田）～６６％ （４号线，民乐—上梅林），恢复率 （即防疫复工期间客

运量与正常情况下客运量的比值）达到正常情况下早高峰水平的６０％左右。

跨二线关断面是深圳市轨道交通的热点断面，以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数据为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断

面客流量恢复率集中在５５％左右，与全网平均恢复率基本一致———即跨二线关的轨道通勤客流特征与

平日基本相同，未发生结构性变化，仅在绝对规模上有与复工率相关的等比例收缩。需要指出的是，由

于５号线南延工程及９号线二期工程于２０１９年底开通，导致５号线承担了更多西部跨二线关作用，因

此５号线在西部断面的恢复率也领先于其他跨关线路，达到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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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疫情暴发至复工期间工作日早高峰小时线网断面满载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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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全面工第３～４周各线路早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 （人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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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全面复工第３～４周各线路早高峰小时最大断面满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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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不同时期早高峰小时跨二线关进关方向断面客流 （单位：人次／时）及恢复率

４ 站点层面客流特征分析

４１ 疫情暴发期间，地铁主要承担对外交通枢纽集疏运以及服务居住区周边的市民出行

疫情暴发期，各车站集散量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全网单日车站集散量为４７．６万人次，仅为２０１９年

春节同期的７％，期间地铁主要服务城市对外枢纽以及市民外出购置生活必需品的刚性出行，客流主要

集聚在对外枢纽站与大型居住型站。

表１　疫情暴发期站点集散量前二十车站及排名 （单位：人次）

车站 深圳北站 五和 布吉 清湖 坪洲 固戍 大剧院 龙华 丹竹头 车公庙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

日集散量
２２１６０ ８２１３ ８１６２ ８１４６ ７７４１ ７６０３ ６９７１ ６６２４ ６６２３ ６５００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

集散量排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集散量排名
１ ５ １４ ７ １０ １２ ８ ２１ １９ ２

排名变化 — ↑３ ↑１１ ↑３ ↑５ ↑６ ↑１ ↑１３ ↑１０ ↓８

车站 西丽 民治 机场 高新园 上梅林 龙胜 黄贝岭 深大 会展中心 后海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

日集散量
６４７８ ６１５０ ６０２４ ５９８２ ５９３８ ５９１９ ５８６０ ５８４７ ５７３９ ５４３２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１日

集散量排名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集散量排名
１６ １５ ７５ ３ １７ ２４ ２３ ６ ４ ９

排名变化 ↑５ ↑３ ↑６２ ↓１１ ↑２ ↑８ ↑６ ↓１２ ↓１５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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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复工复产期间，居住类、就业类车站客流集散量增速较快

随着深圳市各企业逐步恢复复工复产，各站集散量以较快速度增长，客流集聚的热点车站以大型居

住区、就业中心、对外客运枢纽站点为主。

=3
.+?5
1*C4

14.4=0

=3
.+?5
1*C4

6.3=0

图１２　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６日 （左）、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 （右）全市轨道站点客流热力图

４３ 复工复产期间，热点车站客流进一步向高峰时段集聚

防疫复工期间，就业类热点车站 （如车公庙、高新园等站）早高峰集中出站、晚高峰集中进站的特

征较正常运营情况下更为明显。

以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高新园站的数据为例，７～１０时出站客流量占全日的７０％，１７～２０时进站

客流量占全日的５２％，均较去年同期增长近１０％。疫情影响下，早高峰期间，部分乘客出于对高峰

期车站人流过于集聚的担心，主动调整出行时间，原本８～９时的部分进站客流推迟至９～１０时，使

得早高峰集聚时段进一步拉长，一定程度上对尖峰客流起到削峰作用；晚高峰期间，疫情影响使得

更多乘客下班后选择立即乘车回家，２０时之后的进站客流及其占比迅速下降，使得晚高峰集聚时段

相对缩短。

居住类热点车站 （如坪洲、五和等站）早高峰集中进站、晚高峰集中出站的特征较平日更为明显。

以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０日坪洲站的数据为例，７～１０时进站客流量占全日的６３％，１８～２１时出站客流量占

全日的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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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不同时期就业类热点车站分时进、出站客流对比 （单位：人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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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不同时期就业类热点车站分时进、出站客流对比 （单位：人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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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不同时期居住类热点车站分时进、出站客流对比 （单位：人次）

５ 深圳地铁客流管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５１ 存在的问题

疫情及复工期间，深圳地铁加强了乘客进站检查防护，实行了车站及列车的全面消毒，同时全面推

行实名制乘车，在全线网建立了 “同乘信息系统”，覆盖了所有乘客的乘车信息和出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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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于前文的分析结论，以及疫情复工期间对深圳地铁乘客出行特征的调查结果来看，深圳地铁

在疫情期间的客流管控措施仍存在以下问题。

（１）高峰时段热点车站客流不受控，存在进出站人流密度过高的集聚风险。由于防疫复工期间，绝

大多数市民选择了准点上下班，不在公共空间过多逗留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诸如车公庙、高新园等就业

类热点车站出现了较以往更加明显的早高峰集中出站和晚高峰集中进站的特征。

（２）乘客对轨道交通的出行信心还待恢复。从复工期间对地铁乘客出行方式选择的调查结果来看，

超过六成的地铁常旅客对地铁的出行环境安全表现出较强烈的担忧，转而选择更加私人化的交通方式，

并表示疫情解除之前不会考虑转移回常以地铁出行的模式。由此可见，市民对于选择轨道交通出行的信

心还需较长时间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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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疫情前常以地铁出行近期转移至其他方式出行乘客转移回地铁常旅客意愿分布

（３）乘客与运营单位之间存在一定信息壁垒。从乘客对地铁运营服务建议的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

乘客对于服务信息获取的需求较为迫切，其中６２％的乘客希望获取车站、列车实时满载情况信息。而

且在信息的实时性、准确性等方面也提出了要求。但目前深圳地铁还未建立一个能将以上运营信息与乘

客实时交互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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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被访乘客期望获得服务分布

（４）缺乏与高风险区域的客流数据联动机制。随着疫情逐步被控制，市民的生活娱乐需求也将逐渐恢

复，同期地铁出行调查结果也显示，超过四成的乘客希望获取考虑地铁出行时间、排队时间及拥挤度等因

素的全路径规划信息，约两成的乘客对站点周边设施，如公园、商场、饭店等营业情况有一定诉求。但目

前地铁运营单位仍然缺乏对大型办公楼、住宅区及商圈等高风险区域客流动向的感知手段和管理联动机

制，因此地铁车站的一系列客流管控措施都存在被动性和滞后性，不利于整体运营管理工作的开展。

５２ 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结合智慧轨道、智慧城市等行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提出以下应对策略，以

期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制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运营策略提供参考，保障轨道交通应服务的整体

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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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进一步加强应对高峰客流集聚的管控措施，完善应急预案。针对全面复工背景下地铁常旅客持

续回流、高峰时段客流更加集聚的挑战，应继续加强对客流集聚高风险区域的管控力度，对各线路高峰

断面及热点车站客流密度进行重点监测，匹配运输能力，保障基本运营安全。

（２）打造可追溯、可信任的防疫协作体系。继续实施实名制乘车措施，确保乘车行为可追溯、异常

情况可排查、感染风险可预警，打造乘客与运营企业相互可信任的防疫协作体系，实现群防群控，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严控反弹风险。后续可推广形成面向普适性应急管理的常态化协作机制，提升轨道交通

日常运营的智慧化管理水平。

（３）构建打通乘客与运营单位之间信息壁垒的实时动态交互系统。通过车站广播、社交媒体、导航

软件等多种媒介，创新具体表现形式，加强客流信息推送的实时性、精确性，打通乘客与运营单位之间

的信息壁垒，引导乘客优化出行选择。

（４）完善针对高风险区域的常态化精细化监测预警体系。推动建立与多源社会大数据 （大型商圈、

办公楼、住宅等的人群流量监测数据等，共享单车、常规公交运营数据等）的融合共享机制，形成片区

级、城市级客流动向监测与预警联动。通过实时监测数据与历史数据相结合的客流推演方法，实现对实

时客流的短时预测及预警。后续可通过基于可识别个人属性的票务数据进行出行轨迹追踪，深度融合全

出行链数据，在长期数据积累的基础上对出行行为进行预判，实现对客流的主动预测。

６ 结语

本文基于深圳地铁ＡＦＣ刷卡数据，对疫情及复工期间地铁线网、线路以及站点等层面的客流特征

进行了总结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深圳市轨道交通客流受疫情影响较大，客流规模较同期减少６０％以

上；在逐步复工的进程中，大型居住类、就业类站点高峰期出现了明显的客流集聚现象，存在防疫管控

方面的风险。最后，文章对疫情背景下深圳地铁客流管控措施及效果进行了反思，并从 “加大高峰客流

防控力度”、“打造可追溯的客流管理体系”、“构建实时信息交互系统”、“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等角

度，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客流管理策略提出了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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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超大城市外地车使用特征及调控政策研究

郑　健　江　捷　吴晓飞　王卓群　张程瀚

【摘要】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社会生产生活的重创，人们对私家车的依赖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考虑

疫情期间复工复产的防疫需要，各地纷纷暂停 “限外”政策，保障外地车的顺畅通行。以往受限于规划思维与分析手段

的局限，外地车未能在交通规划和治理中予以充分考虑，疫情期间让我们发现外地车对城市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

面通过车牌识别等多源数据分析发现，疫情期间超大城市外地车出行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何做好后疫情时代的外地

车常态化管控是保障城市活力、重振社会经济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限外”政策作为 “限购”政策的重要补充，在

国家多部委频频要求放宽 “限购”政策背景下，“限外”政策又该何去何从？此次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外地

车管控政策的契机，亟需探索外一套外地车管控的长效机制。本研究充分借助车牌识别等大数据分析手段，深入分析疫

情前后外地车出行时空特征变化，甄别出行特征演变规律，针对后疫情时代重振经济复苏与保证交通运行效率的实际需

求，提出了两种外地车需求调控政策场景，并探索不同场景下外地车的需求调控策略。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超大城市；外地车；出行特征；调控策略

０ 引言

自２０２０年初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汉暴发以来，对城市经济发展与市民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考虑

到公共交通存在较大疫情交叉感染风险，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意愿大幅降低，人们对私家车的依赖程

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随着疫情不断得到控制与持续向好，各部门积极推动复工复产。为了保障防疫

工作不松懈，重振城市活力与经济复苏，各地纷纷暂停外地车限行政策，确保外地车畅通出行。疫情期间

让我们发现外地车对城市交通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以往受限于规划思维与分析手段的局限性，未能在交

通规划和交通治理中予以充分考虑。如今随着大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的普及，可以对外地车出行特征进行

精准分析，进而对城市规划、交通治理等提供更精准的决策支撑。通过车牌识别等多源数据分析发现，疫

情期间外地车出行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步形成了新的出行习惯。后疫情时代如何做好外地车常态化管

控是保障城市活力与道路交通通行效率的关键工作。此外，２０１９年以来国家多部委频频要求放宽限购政

策，引导车辆需求调控由限制拥有向引导使用转变。２０１９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十部委联合发布了 《进一

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 （２０１９年）》
［１］。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２］。两个文件都提出了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促进二手车流通、

释放汽车消费潜力的意见。广东省率先响应，增加了广州市、深圳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同时要求其他

地市不得再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贵阳市也随后发文，直接取消了汽车限购政策。作为 “限购”政策的

重要补充，在限购逐步放开的大背景下，“限外”政策又该何去何从？

疫情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反思机会，在后疫情时代与后限购时代的大背景下，综合考虑城市活力、

交通效率与经济复苏，亟需探索一套外地车管控的长效机制。本研究通过车牌识别等大数据分析手段，

深入分析疫情前后外地车出行特征变化，甄别存在问题。针对后疫情时代重振经济复苏和保障交通运行

效率的实际需求下，探索了不同场景下外地车的长效管控机制，并提出具体需求调控策略。

１ 疫情前后外地车出行特征分析

１１ 全天外地车的出行需求得到释放，日均出行规模超过往年同期

通过分析车牌识别数据发现，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间深圳市日均路网外地车出行车辆数由５８万辆增至

１９０２



８６．０万辆，年均增长约６．３万辆。以２０１３年数据为例，“限外”政策实施前，日均外地车出行车辆数

占全路网行驶车辆总数的３３．０％；２０１８年日均外地车出行车辆数占全路网行驶车辆总数的３３．８％，外

地车出行需求持续回升并超过 “限外”政策实施前水平。疫情期间考虑到公共交通疫情交叉感染风险，

外地车成为复工、复产、复学的重要交通方式。通过车牌识别数据分析发现，疫情期间外地车日均出行

规模进一步增加，全天日均外地车出行规模较疫情前同期增加了接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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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深圳市日均出行外地车车辆数占比全天机动车车辆总数比

（数据来源：历年深圳市道路卡口数据）

１２ 由 “削峰填谷”向 “增峰填谷”转变，出行特征与本地车保持同步

自 “限外”政策实施以来，有效调节了全市高峰期间外地车出行需求。常态化下深圳市全市范围早

晚高峰禁止外地车通行，除高速公路及进出口岸、机场的部分道路。根据政策要求，限行时段有出行需

求的外地车，必须提前一天提出申请，每月只能申请一次，且只能申请第二天及下个月的日期。高峰时

段外地车出行车辆数占高峰时段全路网车辆总数的比例不足２％。高峰期限行路段车流量主要是自主申

报和非限行外地车辆，还有少量的违规通行车辆外地车出行主要集中于非高峰期间。

疫情期间，通过对比历年２４ｈ卡口检测数据发现，复工复产期间与常态化下的曲线形态较为相似，

均呈现早、晚明显出行高峰的 “马鞍状”，外地车出行规模特征与本地车保持同步。以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１

日为例，早高峰全市路网出行车辆总规模达８６万辆，其中外地车规模约２４万辆，环比增加４．６％。通

过车辆规模２４ｈ时变图可知，全天高峰及非高峰时段包括外地车在内的更多的出行者选择小汽车出行，

整体特征由 “削峰填谷”向 “增峰填谷”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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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疫情前外地车出行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历年深圳市道路卡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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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疫情后机动车全天２４ｈ出行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历年深圳市道路卡口数据）

１３ 常态化向非工作日转移特征明显，疫情期非工作日出行明显减少

疫情前常态化交通运行下，外地车出行特征呈现由工作日向非工作日转移特征。根据车牌识别数据分

析，２０１８年深圳市非工作日日均外地车出行车辆总数为８９．３万辆 （其中周六９１．９万辆，周日８６．６万

辆），比工作日日均外地车出行总数多４．９万辆。占全路网机动车车辆总数３６．２％，比工作日提高３．５％。

与２０１６年相比，２０１８年非工作日外地车出行车辆总数不降反增，外地车出行向非工作日转移趋势明显。

而疫情期间，考虑到外地通行加大疫情感染风险，外地车出行特征以通勤出行为主，商务、旅游、休闲等

出行受疫情影响严重，出于安全考虑，非工作日外地车出行规模相比常态化出行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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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常态化外地车出行规模周特征分布 （单位：万辆）（数据来源：历年深圳市道路卡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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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常态化与非常态化双休日交通指数 （数据来源：深圳市交通指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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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规模持续提升，疫情期通勤加剧本地化使用

根据历年车牌识别数据分析发现，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规模逐年提升。受疫情影响，以通勤出行为主

的外地车出行进一步加剧了本地化使用特征。根据粤Ｂ车辆每月通行情况，确定 “本地化使用”外地

车标准［３，４］。常态化下每辆粤Ｂ牌机动车每月工作日 （按２２天计算）通行天数中位数为１３天，平均数

为１２．７天，将外地车 “本地化使用”天数标准取整定为１３天。按此标准测算，２０１８年外地车 “本地

化使用”达到３４．７万辆，比２０１６年增加８．９万辆。常态化下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规模持续提升。疫情期

间暂停 “限外”政策，释放了高峰期间对外地车的限制。考虑到公共交通存在较大感染风险，外地车拥

车用户的通勤特征进一步加剧了外地车的本地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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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本地车工作日出行天数分布 （数据来源：历年深圳市道路卡口数据）

２ 后疫情时代外地车管控策略探索

２１ 延续限行的行政管控手段，从不同维度优化既有政策

短期内考虑到暂停 “限外”期间交通压力持续加剧，以及持续保障 “限购”政策的时效，可继续推

行外地车管控政策。但为了提升外地车需求管控效果，以及兼顾城市包容性与运行效率，建议从优化管

控时长、实施总量调控两个角度推进既有 “限外”政策优化。

２．１．１ 既有政策优化原则

在借鉴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天津等城市 “限外”政策经验的基础上［５］，梳理国内各城市

“限外”政策特点。结合深圳当前外地车出行特征与既有政策特点，明确 “外限外”政策优化思路与

原则。

表１　主要城市外地车调控政策梳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城市
管控时段 管控区域

高峰时段 非高峰时段 全市 部分区域

周六日

限外措施

通行总量管

控措施
额外条件

深圳
４ｈ（早晚

各２ｈ）
无 全市 Ｎ／Ａ 无 无 无

北京
５ｈ（早２ｈ；

晚３ｈ）
尾号限行 Ｎ／Ａ 五环 （含）内 无

全年最多８４天，１２次申请

通行证，每次最多待２天
申请进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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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管控时段 管控区域

高峰时段 非高峰时段 全市 部分区域

周六日

限外措施

通行总量管

控措施
额外条件

上海
８ｈ（早３ｈ；

晚５ｈ）
Ｎ／Ａ Ｎ／Ａ 高架路 无 Ｎ／Ａ Ｎ／Ａ

广州 Ｎ／Ａ Ｎ／Ａ Ｎ／Ａ
越秀区等部分

区域
无

连续行驶时间最长不超过４

天，再次驶入须间隔４天

以上

Ｎ／Ａ

杭州
４ｈ（早晚

各２ｈ）
尾号限行 Ｎ／Ａ

绕城高速内＋萧

山区部分区域
无 Ｎ／Ａ Ｎ／Ａ

天津
５ｈ（早２ｈ；

晚３ｈ）
尾号限行 Ｎ／Ａ

外环线 （不含）

内部区域
无 Ｎ／Ａ Ｎ／Ａ

（１）缓解交通拥堵，减少拥堵时段外地小汽车对交通压力冲击。交通拥堵时段强化外地车出行管

控，释放拥堵时段道路资源，缓解交通拥堵，保障全市道路交通高效运行。

（２）均衡城市资源，合理调节本地车与外地车交通资源分配比重。对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进行适

当管控，减少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过多占用全市交通资源，均衡城市资源分配。

（３）保持城市活力，保证外地车来本市必要的商务、旅游出行。以保证外地车必要的商务、旅游等

出行为前提，对外地车进行适当管控，为外地车提供适当便利性与灵活性，保持城市开放性与包容性。

/11=A,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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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外地车需求调控政策优化原则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２．１．２ 优化管控时长，进一步调节高峰期市内道路交通资源分配

当前全市外地车出行特征呈现向非高峰转移加剧现象，尤其是早晚高峰前后一小时内，外地车出行

相对集中，导致城市交通出现 “二次拥堵”。据此，建议根据外地车出行时间特征分布与交通拥堵特征

时间分布叠加，适当调整外地车管控时长，改善 “二次拥堵”。综合考虑实施效果和操作难度，分别提

出高、中、低三个方案供决策选择。

（１）高方案 （早７：００１０：００，晚１６：００１９：３０，早延长１小时，晚延长１．５小时）

通过车牌识别数据分析发现，早高峰限外时段过后的一个小时 （９：００１０：００）内外地车出行规模

持续增加，达１０．８万辆。该时段通行外地车辆对 “二次早高峰”的贡献度达到２９．３％。下午１６：００

全市交通状况开始进入拥堵状态，晚高峰限外时段前的一个半小时 （１６：００１７：３０）内外地车辆对该

时段的交通拥堵贡献度达到了２４．７％。因此建议对既有限外时长 （早７：００９：００，晚１７：３０１９：３０）

进行适度延长，延长至早７：００１０：００，晚１６：００１９：３０，早延长１小时，晚延长１．５小时。

通过模型分析，早高峰将限外时段延长至７：００１０：００时，“二次早高峰”平均拥堵指数将由４．０

下降至２．７，达到基本畅通等级；晚高峰限外时段延长至１６：００１９：３０时，晚高峰平均拥堵指数由

４．２下降至３．０，达到基本畅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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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外地车管控时长调整高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２）中方案 （早７：００１０：００，晚１６：３０１９：３０，早晚各延长１小时）

早高峰限外时段过后的一个小时 （９：００１０：００）内外地车出行规模持续增长，达１０．８万辆，该

时段通行外地车辆对 “二次早高峰”的贡献度达到２９．３％。１６：３０１７：３０间路网行驶外地车车辆数达

１３．３万辆，该时段路网拥堵指数维持在４．３（拥堵等级），该时段内通行外地车辆对交通拥堵的贡献度

达到２３．１％。因此建议对既有限外时长 （早７：００９：００，晚１７：３０１９：３０）进行适度延长，延长至

早７：００１０：００，晚１６：３０１９：３０，早晚各延长１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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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外地车管控时长调整中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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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型分析，早高峰将限外时段延长至７：００１０：００时，“二次早高峰”平均拥堵指数将由４．０

下降至２．７，达到基本畅通等级；晚高峰限外时段延长至１６：３０１９：３０时，晚高峰平均拥堵指数由

４．２下降至３．２，达到基本畅通等级。

（３）低方案 （早７：００９：３０，晚１７：００１９：３０，早晚各延长０．５小时）

早高峰限外时段前半个小时 （９：００９：３０）内外地车出行数量增长迅猛，增量达到６．４万辆，本

地车出行量减少７．９万辆。分析发现，但该时段内出行外地车在 “二次早高峰”时贡献度达到了

１７．６％。晚高峰限外时段前半个小时 （１７：００１７：３０）内路网拥堵指数维持在４．３（拥堵等级），该时

段内通行外地车辆对交通拥堵的贡献度达到２０．６％。因此建议对既有限外时长 （早７：００９：００，晚

１７：３０１９：３０）进行适度延长，延长至早７：００９：３０，晚１７：００１９：３０，早晚各延长０．５小时。

通过模型分析，早高峰将限外时段延长至７：００９：３０时，“二次早高峰”平均拥堵指数将由４．０

下降至３．０，达到基本畅通等级；晚高峰限外时段延长至１７：００１９：３０时，平均拥堵指数由４．２下降

至３．４，达到基本畅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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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外地车管控时长调整中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综合考虑三个方案在缓解交通拥堵、外地车管控力度，以及城市包容性程度三个角度对比，推荐中

方案 （早７：００１０：００，晚１６：３０１９：３０）

表２　高中低方案优劣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方案 缓解拥堵程度 外地车管控力度 城市包容性程度

高方案 高 高 低

中方案 中 中 中

低方案 低 低 高

２．１．３ 实施总量管控，进一步提高外地车出行需求灵活性与弹性

针对外地车规模与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规模双增长，通过外地车通行总量控制，保证外地车必要

的商务、旅游等出行同时，重点对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进行管控。减少该类外地车因过多占用城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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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资源，增加交通运行压力。分别以季度、月度、周为周期提出外地车总量管控方案。

（１）季度方案 （每个季度工作日最多通行３９天）

重点对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辆进行管控，每个季度 （工作日）每辆外地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

３９天，下一季度开始，上一季度天数自动清零。超过行驶条数按照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

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罚。初步测算，该方案实施下，每个季度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

地车出行约减少１．２亿车公里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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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季度方案”出行天数确定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２）月度方案 （每个月工作日最多通行１０天／１３天／１５天）

根据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辆使用标准，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１３

天，从方便车主操作与政府监管角度，对该方案细化为三个可选子方案：一是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

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１０天；二是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１３

天；三是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１５天。下一月开始，上一月天数自动

清零。超过行驶条数按照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罚。初

步测算，该方案实施下，每个月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出行约减少２０００万～７０００万车公里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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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月度方案”出行天数确定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综合考虑 “常态化外地小汽车”管控效果，以及方便外地车主操作和政府监管，对三个子方案进行

评估，月度方案下综合推荐子方案一：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１０天。

表３　三个子方案效果比选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子方案 （１） 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１０天

效果评估
该方案实施下，每辆外地小汽车每月可在本市实际通行天数为１８天 （工作日１０天＋非工作日８

天），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出行约减少７０４６万车公里周转量。

子方案 （２） 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１３天

效果评估
该方案实施下，每辆外地小汽车每月可在本市实际通行天数为２１天 （工作日１３天＋非工作日８

天），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出行约减少４１４５万车公里周转量。

子方案 （３） 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１５天

效果评估
该方案实施下，每辆外地小汽车每月可在本市实际通行天数为２３天 （工作日１５天＋非工作日８

天），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出行约减少２０７３万车公里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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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周方案 （每周工作日最多通行３天）

每周 （工作日）每辆外地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３天，下一周开始，上一周天数自动清零。超过

行驶条数按照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罚。初步测算，

该方案实施下，每周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出行约减少１０３６．１万车公里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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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周方案”出行天数确定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考虑三个方案在监管技术要求、外地车集中天数出行弹性、负面效应等角度综合对比，推荐方案二

（月度控制，每月工作日最多通行１０天）。

表４　三种方案优缺点比选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方案 优点 缺点 推荐星级

方案一

（季度控制）

◆ 弹性较好，可以保证季度内的集中

连续出行

◆ 周期长，车主天数统计相对困难；

◆ 以季度为单位，监管数据规模较大，

技术要求相对较高

★★★

方案二

（月度控制）

◆ 弹性较好，可以保证月内集中天数

连续出行；

◆ 以月为单位，监管数据规模较小，

技术要求相对较低

◆ 周期较长，车主天数统计相对困难 ★★★★★

方案三

（周控制）

◆ 周期短，车主出行天数统计容易；

◆ 以周为单位，监管数据规模小，技

术要求相对较低

◆ 弹性较差，对超过三天的连续出行

无法保障；

◆ 以周为单位容易促进外地车每周用

满三天

★★★★

２２ 逐步取消 “限外”政策，采用经济手段本地外地一视同仁

２．２．１ 建立车辆 “用者自付”体制机制，实现小汽车外部成本内部化

实现小汽车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 “用着自付”计算方法体系［６８］。历年来小汽车出行的竞争优势

依旧明显，究其原因是由于小汽车出行尚未完全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用者自付”机制尚不完善。小

汽车使用过程中支出成本也远远没有与实际成本挂钩。对于一辆私家车而言，私家车的出行成本主要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私家车主支付过的内部成本，另外一部分是私家车主没有支付的，而是由社会上其

他人承担的成本称作外部成本 （或者称为外部性或 “隐藏成本”）。精准计算小汽车负外部成本，建立小

汽车 “用者自付”机制，持续监测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小汽车负外部成本，是精准制定经济杠杆调节

政策的重要前提。结合国际经验，小汽车负外部成本通常包括交通拥堵负外部成本、交通事故负外部成

本、空气污染负外部成本、噪音负外部成本以及温室效应负外部成本。以深圳为例，２０１９年全市范围

高峰期小汽车负外部成本约１８元／人次。经济杠杆调节政策需要在小汽车出行中收取相应负外部成本，

来减少不必要的小汽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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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小汽车负外部成本计算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２．２．２ 选定经济杠杆调节的政策载体，实现精准时空、精准对象调节

经济杠杆调节小汽车出行需求政策的目的之一，即实现小汽车外部成本内部化，减少不必要的小汽

车出行。让小汽车使用者为其出行过程中的所有成本买单，进而促进小汽车出行向绿色交通转移，提高

道路资源利用效率。当前小汽车调控政策未能加载小汽车外部成本，一方面导致小汽车机动化分担率居

高不下，公共交通相对竞争力不足，一定程度制约了公交都市建设；另一方面，小汽车出行成本过低进

一步促进小汽车使用强度的提升，进一步加剧了道路资源分配的失衡。基于小汽车负外部成本计算机

制，需要选定合适的经济杠杆调节政策，作为实现 “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政策载体。当前国际主流的调

控使用的经济杠杆措施包括交通拥堵收费、低排放区、停车收费等。提高停车收费虽一定程度能够反映

外部成本，但与国家当前鼓励市场化收费导向不符，且较大比例非经营性停车场占比在３０％以上，将

停车收费作为负外部成本的承载政策，可操作性相对较弱。综合考虑时空精准调控能力、全局对象调控

能力以及实现小汽车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精准程度，拥堵收费具有较明显的精准调控能力。拥堵收费具备

对对燃油车、新能源等不同车辆类型，高频车、低频车等不同出行特征车辆，以及通勤出行、非通勤出

行等不同出行目的车辆根据实际需要实现精准需求调控能力。与此同时，拥堵收费政策落地实施仍需要

一些突破。深圳市可借助经济特区的独立立法权，以及广东省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权下放至深圳的契机，

推进拥堵收费政策方案，在全国输出深圳样板。

２．２．３ 探索收费费率的动态调节机制，动态调节交通拥堵与资源闲置

借助经济杠杆手段调节外地车出行需求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收费，而是希望通过提高外地车

使用成本，引导外地车合理使用、理性购车，促进城市交通出行结构优化调整，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除

了上一节提到的经济杠杆手段，还要注重与动态交通结合，建立收费费率与交通运行的动态调节机制。

在此作用机制下，收费政策也会改变以往市民对政府收费政策 “只增不减”的刻板印象。当交通运行优

于控制目标时，政策启动下调收费标准；而当交通运行情况出现恶化，远离目标值时，会适当提高收费

标准。充分借鉴新加坡等国际先进城市经验，每个季度定期对交通运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估。格局评估结

果，以所在片区交通负外部成本是否偏离控制目标为调控收费标准依据，实行双向调控，即负外部成本

高于目标阈值，则提价；反之，降价。通过动态调节机制，是道路交通处于既不拥堵也不致出现道路时

空资源闲置状态。建立路网速度与小汽车负外部成本的关联关系，将收费费率与路网车速关联。路网速

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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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小汽车负外部性越低；反之，越高。根据路网车速对拥堵收费费率进行调节，调节周期为每个

季度调节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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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经济杠杆调节政策载体比选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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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费率动态调节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２．２．４ 启动收费政策试点实施方案，“以点带面”走通法律、技术流程

拥堵收费等经济杠杆调节手段，是关系市民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虽然具备较好的调控能力，

但政策落地实施仍面临一定困难。一是政策实施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需要修订相关法律，为政策实施

提供法律保障。以深圳为例，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可修改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２０１７

１０１２



年广东省将行政事业性收费审批权力下放至深圳，为深圳实施拥堵收费提供了收费依据。二是拥堵收费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收费区域、对象、费率、时段、技术等均需要较长时间的论证过程。三是民众

对政策的支持力度直接决定了政策的成败［９］，需要给群众一个了解和接受的过程。因此结合斯德哥尔摩

等国际城市经验，建议优先启动拥堵收费政策试点工作，按照 “先试行—见实效—再实施”的原则，让

老百姓逐步理解和认可拥堵收费政策，为后续全市范围推广做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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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拥堵收费政策试点区域选取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３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纷纷暂停外地车限行政策，充分保障外地车通行。疫情为我们提供了反

思外地车管控政策的契机，随着疫情防控进入 “后半程”，外地车出行需求该如何调控？与此同时，国

家多部委频频要求放宽 “限购”政策背景下，作为 “限购”政策的重要补充，“限外”政策又该何去何

从？后疫情时代在重振城市经济与保障交通运行的前提下，亟需探索一套外地车需求调控的长效机制。

本研究基于车牌识别等大数据，深入分析疫情前后外地车出行特征变化。针对未来政策发展不确定性，

提出两种外地车管控政策场景：一种是继续沿用过往限行的行政手段，但需对 “限行”政策进行优化；

另一种是逐步取消 “限外”政策，采用经济手段调控出行需求，与本地车一视同仁。第一种场景下，结

合外地车出行特征，从优化管控时长和实施总量管控两个维度提出优化方案。第二种场景下，建议建立

“用着自付”的方法体系，实现小汽车外部成本内部化。比选不同经济杠杆调节手段选定政策载体，实

现车辆精准时空、精准对象调节；为了保证道路运行与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建立费率动态调节机制，

并启动试点实施工程，以点带面推进全市外地车需求调控政策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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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深圳市对外物流发展思考与建议

周略略　安　健　朱启政　何少辰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产业链停工停产且恢复难以预期，城市产业园区、居住小区 “封闭”，从供给

侧到需求侧、从国内扩大到全球范围，不同领域物流环节深受冲击。本文通过剖析疫情爆发阶段深圳生产、流通等领域

的变化，进一步预判疫情对外物流的正负面影响，预判城市对外物流的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并对后疫情时代深圳物

流行业发展方向、发展策略、重点布局领域等提出建议。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对外物流；供应链；影响评估；发展策略

０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自２０２０年１月暴发以来，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数据
［１］显示，截至４月３０日全球病毒

感染病例累计确诊３１０万余人，２１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其影响。各个国家相继颁布居家隔离禁令，大部

分企业不得不停工停产，全球交通运输中断、各类商业活动被限制，各个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２］报告一文指出，全球２／３

的贸易只涉及中间产品，其上下游产业链分布在全球各个区域，特别是汽车、计算机和电子及机械行

业，其在全球贸易占比中达３５％。疫情全球暴发，中间产品供给侧、需求侧、运输侧均受到影响，电

子、机械设备和汽车产业尤为明显。深圳市物流业作为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进出口贸

易经济的重要支撑，其外向性特征明显，受疫情影响也较为明显。

为了明确新冠疫情对深圳对外物流的影响程度，本文在分析疫情引发物流发展环境、物流需求等变

化的基础上，评估深圳市以海运、航空和干线公路 （高快速路）运输方式为主的对外物流系统 （本文对

外物流主要考虑深圳市与外部城市、地区间的货运交换，不包括深圳市城市内部物资流动）受疫情影响

程度。结合疫情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对深圳市对外物流未来发展方向、发展策略及重点布局的领域

提出相应建议。

１ 疫情影响下的深圳市对外物流发展变化

１１ 对外物流市场需求变化

作为服务城市生产、生活物资流通的第三产业，深圳市物流业主要为农业产品、工业产品、进口货

物以及邮政行业快递等提供运输及仓储服务，其中工业产品和进出口货物的物流总额占比近９７％
［３］，

是对外物流的重要货物来源，因此工业、进出口外贸经济是影响外物流需求的重要因素。而疫情发生以

来，深圳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大幅度下降，２０２０年一季度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为５７８５．６０亿元，

同比下降６．６％
［４］，整体发展环境不佳，同时工业和进出口经济态势也在不同程度下降，给下游的对外

物流造成较大的货源压力。

１．１．１ 制造业市场疲软引发货运需求下降

制造业一直以来是深圳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占ＧＤＰ比重接近４０％。２０２０年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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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１３．７％
［４］，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下降１０．２％和９．５％
［４］，制造业市场活力下降。根据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开展的 《疫情下的行

业调研系列报告》［５］，疫情发生后，新能源汽车、物联网、半导体、机械、氢能与燃料电池等工业产品

产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如９５．８％的物联网硬件终端供应商反映订单减少、４８．５％的氢能与燃料电池

企业反映市场整体停滞或下滑。市场疲软带来工业产品流通需求下浮，货物运输需求呈现下降趋势。

１．１．２ 对外贸易短期冲击明显，货物进口、出口需求波动

２０１９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为２９７７３．９６亿，超过了当年的ＧＤＰ总量，经济对外依存度达１１０．６％
［６］，

是我国典型的外贸大市，因此其深圳受国外需求影响进出口贸易波动幅度较大。２０２０年一季度全市进出口

总额为５７４７．８亿元，同比下降１１．７％，进出口货运量３８９７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９％
［４］。４月份略有好

转，货运量逐步回升，但仍未恢复到疫情发生前水平。出口 “大头”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

面临考验，２月份出口额分别为３９７．８、２８１．５亿元，仅为去年同期的一半
［４］。尽管３、４月份略有回升，

但总体上看进出口贸易发展态势不稳定，下游进口、出口等中转需求将呈现一定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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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深圳市货物进出口金额月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数据来源：《深圳统计月报２０２０》）

１２ 对外物流通达性变化

１．２．１ 海运国际货运航线停航

各国相继切断交通联系，国际商品贸易量锐减，进而导致国际航运市场需求减少，削减运力已成为

２０２０年国际航运市场的主旋律。航运咨询机构ＡｌＰｈａｌｉｎｅｒ在５月初的报告中称，截至４月２９日全球范

围内停航艘次总数已经升至２６５ＴＥＵ
［８］，停航比重占到了正常运力的１１．３％。其中涉及深圳港的线路

约１６条，主要包括深圳—亚洲、深圳—北欧、深圳—北美、深圳—美国东海岸贸易航线。而欧盟、美

国作为深圳最大的贸易伙伴，航线停航对外贸出口制造企业产生较大冲击。

表１　疫情暴发以来深圳港航运线路停航线路数 （单位：条）

深圳港航区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航线 ２０２０年３４月份停航线路条数

北美 ３０ ４

南美 １２ １

欧洲 １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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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深圳港航区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航线 ２０２０年３４月份停航线路条数

地中海 １５ ２

亚洲 １１３ ４

　　 （数据来源：搜航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ｆｒｅｉｇｈｔ．ｃｏｍ／ｎｅｗｓ＿４２４５６．ｈｔｍｌ）

１．２．２ 航空运输通达城市减少

为坚决遏制境外疫情输入风险高发态势，自３月２９日起，民航局规定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

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１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１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

航线只能保留一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超过１班
［９］。

疫情爆发前深圳国际通航国家６０个，全货机线路１９条，航空货运结构中客机腹舱带货占比达

５５％以上，客机停飞导致货运能力受到较大影响。截至４月底，货机恢复到疫情前水平１９个，客运航

线依然停摆。多家航空公司利用客机资源开通 “客改货”航线，累计运营 “客改货”航线超过２０

条［１０］，主要通达区域包括东南亚曼谷、吉隆坡、新加坡，东亚大阪，北美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等

城市，但恢复程度仍不及疫情暴发前的一半。

１．２．３ 公路运输网络保持通畅

疫情暴发前期，各城市执行不一的交通管制标准，部分城市限制非属地车辆通行，出现车辆到达目

的城市后不能下高速的情况。２月１５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２月１７日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全国

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的通知，深圳市所有高速公路货运车辆均免费通行，并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

之际，免费通行政策在５月６日０时结束
［１１］。

因此公路运输网络方面，早期受末端出入口通行不畅、后期高速公路收费站需接受防疫检测等因素

影响，货车在运输通行时间上略微增加，但总体上公路通达性基本保持良好。

１３ 对外物流服务效率变化

疫情暴发前期，不同区域、城市为防控人员流动增加传染采取了不同管制措施，物流从业人员复工

不确定性增加。加上疫情高峰期从业人员往返国内不同省份间需居家隔离１４天，部分物流业务开工时

间无法预估，整体对外物流工作效率受到影响。

疫情在全球各个国家相继暴发后，空运和海运运输渠道受阻，在运输时间上相较以往增加更多不确

定性，同时各国在货物检验检疫更严格，除增加货物检测次数、设置防疫消毒站点外，截至３月５日至

少２４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货物贸易采取管制措施
［１１］。层层关卡降低了物流流通效率，物流整体服务效

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１４ 不同运输方式物流量变化

疫情引发经济发展疲软，深圳市物流业务量骤降，疫情最高峰时期 （今年２月份），全市对外物流

为１７１６．５万吨，仅为去年同期的６４％
［７］。此后以集装箱运输为主的海运量虽有小幅上升，但仍难恢复

至疫情前水平，航空、公路物流量经历短暂下降逐步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并呈略微上升态势。

１．４．１ 港口物流量大幅下降

深圳海运行业今年前４个月港口吞吐量同比下降近９％，集装箱吞吐量下降１３．４％，尤其是国际货

物运输业务下降明显。盐田港以汽车、家具、机电等为主的远洋货物运输降幅超过五成，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开票总金额较２０１９年同期下降３３．５１％，海运贸易颓势呈蔓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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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港口集装箱吞吐总量月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深圳市城市交通运行月报 （２０２０年）》）

１．４．２ 航空物流需求逆势增长

深圳航空货运行业受疫情影响分为２个阶段，第一阶段为１～２月份，我国疫情严重时，航空货运

下降明显，跌幅超过５１％。第二阶段为３月初国内疫情初步控制后，大量企业复工复产，国内航空货

运量逐渐恢复，此外该阶段国外疫情暴发防疫物资出口需求增加，在 “客改货”政策的支持下，国际货

物量增长明显，３、４月份以来保持高速恢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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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机场货邮量及国际空运货物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深圳市城市交通运行月报 （２０２０年）》）

１．４．３ 公路物流承担经济流通主要角色

疫情高峰时期，深圳市公路物流降幅明显，较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近５０％。但自３月份物流企业复

工复产以来，公路物流开始高速增长，３、４月份公路货运量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其中４月份环比增

长３０％，说明国内物流需求仍然较为强劲，而公路物流承担深圳经济流通的主要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引起深圳市对外物流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如市场需求缩减、对外联通度锐

减、物流企业运营效率下降，具体有以下三点变化。

一是整体上对外物流市场需求萎缩，尤其是以汽车、机械等大宗货物为主的生产、消费量下滑，加

上海运线路通达性降低、铁路设施短板难以短时间补齐、出口查验手续流程增加，海运为主的国际大宗

货物运输出现明显下滑。二是航空货运市场高附加值的货物结构发生转变，出现以电子产品为主的进出

口下降、防疫物资出口上升为主的现象，并且在国家系列航空政策鼓励下，国际性的航空运输物流逐步

回升。三是国内贸易经历短暂的下降后，各类产业相继复工复产，公路物流经历短暂波动，但基本维持

原有服务能力和水平。

７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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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深圳市公路货运量月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深圳市城市交通运行月报 （２０２０年）》）

２ 后疫情时代对外深圳市物流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２１ 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特征

疫情全球暴发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打乱了世界经济运

行的整体节奏，实体经济供需两端受损。疫情控制之后，各个国家要花费较长时间修复疫情给经济造成

长期的、严重的损害，国家之间的产品、服务贸易等将不同程度下降。虽然面向外贸市场，深圳市通过

完善出口退税、加大信贷和保险支持等措施稳定外贸，但是提升其他国家需求是当前难以跨越的难题，

因此外贸经济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缓慢复苏。

面向国内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方面，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 “新基建”，鼓励５Ｇ基建、特高压、城际

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发展，

以５Ｇ为代表的 “新基建”投资兼顾短期拉动经济和中长期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作用，成为点亮经济发

展未来的新希望；另一方面国内疫情逐渐稳定后，工厂和员工相继复工复产，在人们生产生活逐渐恢复

到正轨之际，国家鼓励城市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居民消费 （如免费发放消费券），以刺激消费快速恢复。

总体上看，过去外贸、消费和投资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三大引擎，未来一段时间内该结构将发生

变化，经济提升将主要依靠投资和消费拉动。对于外向型经济突出的深圳市来说，其对外物流服务市场

面临同样的挑战和机遇。

２２ 深圳市对外物流主要面临挑战

２．２．１ 国际物流市场不稳定性长期存在

疫情在全球蔓延，深圳市产业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突出表现为电子信息、机械设备、医药等全球

性生产产业影响巨大。深圳自日韩进口主要以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为主，疫情发生后日韩

降低此类产品出口，导致原材料及产成品涨价或供应短缺，对汽车、消费电子、半导体等下游产业产生

负面影响［１３］。深圳电子信息行业的存储器、通讯芯片、高端显示器件、各类传感器等设备主要来自美

国、中国台湾［１４］，疫情影响叠加中美贸易战，导致多数产品和原材料供应稳定性难以保障。深圳物流

发展过程中，凭借服务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等产业，逐渐向产业供应链、供应链金融等高附加值业态延

伸。疫情引发全球生产型产业链上的企业业务不稳定性将长期存在，服务于该类产业的物流业务同样面

临严峻挑战。

８０１２



２．２．２ 国内物流市场需求波动幅度大

疫情对于物流需求主要带来两方面的不稳定，一方面经济下行，居民、企业在汽车、电子、纺织服

装和商贸零售等行业的需求受到压缩，面向国内市场的大宗货物物流、零担专线物流需求下降明显。另

一方面人们居家隔离，蔬菜、肉类原材料等生活基本消费，以及基础防疫用品 （口罩、消毒液等）、营

养保健品等线上消费增长明显，带来快递、快运需求增加。以深圳市为例，疫情中消费者选择垂直电商

网站、ＡＰＰ（如盒马 ＡＰＰ、每日优鲜）以及社区微信点单的占比，分别比疫情前增加了６．６％和

４％
［１５］。消费市场的此消彼长、疫情不稳定因素长期存在，会引发生产、生活等不同领域产品流通需求

起伏不定，国内物流业务需求在较长时间内也会上下波动［１６］。

２．２．３ 物流综合成本提高

延期复工期间，物流企业仍需承担租金、水电、工资、社保、银行利息等刚性成本；顺利复工后，物

流企业为保证人员健康，需要为员工配置防疫物资，同时为保证疫情不影响业务运作，企业需对仓库进行

消杀消毒等，企业运营、仓储成本增加。此外，传统海运运输渠道受阻，在运输时间上相较以往增加更多

不确定性，空运航班取消率高，舱位紧张且运价上涨，汽运市场资源少运费上调；各国、各地区货物检验

检疫更严格，清关时间增加，这些不同环节的物流成本增加，最终都将导致物流综合成本的上涨［１７］。

２３ 深圳市对外物流发展主要机遇

２．３．１ 疫情期间线上消费助力物流智能化发展

疫情期间消费者购买生活用品时选择传统渠道的占比减少，更多的转移到线上渠道。其中，无接触配

送?等模式的推出，为智能化配送营造了良好的技术环境。以丰巢为龙头的智能快递柜、以大疆为首的无

人机配送模式，其受市民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以此为代表的城市智能化配送获得新一轮的市场发展动能。

２．３．２ 航空物流发展优惠政策紧密出台

３月份以来，为了满足全国生产消费物资需求，国家各级部门总共提出１０余条具体优惠政策，促

进航空货运发展。从航权、航线、时刻等资源向货运倾斜，到鼓励企业增加新货机、发展全货机航线，

再到减少审批环节、提升审批效率，航空货运政策全面优化。深圳市航空物流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

期，一直以来国际货运航线、时刻资源不足的问题，未来将得到不断优化，航空物流发展将具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

表２　国家各部门关于促进航空货运发展的重点支持政策

日期 国家部门 意见 相关内容

２０２０．３

２０２０．４

民航局

支持货运航班使用

部分 机 场 的 白 天

时刻［１８］

开设航线航班审批绿色通道，简化国内货运航权审批，实施航班备

案制；放宽国际货运航权管理，扩大一类国际货运航线颁发国家经

营许可的范围；研究晚间部分时段的货运时刻，不计入调控总量范

围、支持货运航班使用部分机场的白天时刻、优化货运高峰期的临

时加班审批等措施。

《关于进一步优化货

运航线航班管理政

策的通知》［１９］

提高我国航空货运能力，增强我国物流行业国际竞争力，减少审批

环节、提升审批效率，帮助各航空公司更加灵活、高效地安排货运

航班计划。

９０１２

? “无接触配送”是指快递员在配送过程中，将包裹投递智能快递柜或指定位置，从而避免接触，减少病毒的传染。



续表

日期 国家部门 意见 相关内容

２０２０．３ 国务院

对疫情期间国际货

运航 线 给 予 政 策

支持［２０］

一要加强国际协作，畅通国际快件等航空货运，对疫情期间国际货

运航线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增加货机，发展全货机运输。

二要完善航空货运枢纽网络。对货运功能较强的机场，放开高峰时

段对货运航班的时刻限制。

三要健全航空货运标准，建立航空公司、邮政快递、货站等互通共

享的信息平台。升级改造现有机场设施，完善冷链、快件分拣等设

施。推进以货运为主的机场建设。

２０２０．４ 国家邮政局

支持邮政等有全货

机快递企业开辟国

际新航线［２１］

国家邮政局将继续支持邮政、顺丰、圆通等拥有全货机的邮政和快

递企业通过开辟国际新航线、增加新货机等方式来扩充运能。继续

指导企业用足用好现有的国际航空货运、中欧班列、海运快船，以

及周边国家陆路运输的相关运力资源。

２．３．３ 新基建为深圳物流绿色化、智慧化创造新的发展动力

深圳市在新能源、５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布局广泛，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截至２０１９年，

深圳市新能源物流车数量达７．６万辆
［３］，居于全球首位，其对充电桩的建设需求强烈。同时深圳物流与

供应链服务企业纷纷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和智能设备的研发应用，不断提升物流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以技术巩固企业的市场优势。而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５Ｇ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等为代表的新基建项目投资，也将为疫情后深圳物流更加绿色化、智慧化发展提供动力。

３ 后疫情时代对外物流发展思考与建议

３１ 持续拓展物流业发展网络

３．１．１ 拓展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促进航空物流高端化发展

疫情叠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国家通过系列更为优惠的发展政策扶持航空货运发展。深圳市

在此过程中应争取更多航权和时刻资源，主动对接国际知名航空公司，持续拓展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网

络，积极布局一带一路、中东欧、东南亚等区域货运航线，夯实深圳航空货运基础。同时注重提升国际

货运竞争力，吸引大型综合物流服务商、货运航空公司进驻，依托深圳大空港地区临空经济发展和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高端航空服务业、航空智造与临空尖端产业、临空高端服务业的等高附加值产业物流服

务，全面促进航空物流高端化。

３．１．２ 加快铁路能力提升改造，夯实 “一带一路”市场

欧洲、北美等航运线路停运带来深圳海运市场贸易业务下降，海运时间长加上港口工作人员到目的港

后需要隔离１４天，严重影响贸易交易效率。为保证深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市场的服务市场和能力，

对于欧洲、中东等长途跨地区运输，建议加快发展海铁联运等多式联运业务，充分利用港口集疏运体系与

铁路进港资源，加强统一调度与协作，合理调配运力，保持运输通道畅通。同时推进平盐铁路盐田站扩能

改造工程，配备现代化的中转设施，实现货运换装 “无缝衔接”，夯实 “一带一路”深圳市场。

３２ 创新物流发展模式

３．２．１ 大力发展末端无人化配送

发挥深圳市科技产业优势，鼓励末端不同商业配送模式发展创新。扩大现有依托于高精度地图数据

０１１２



＋智能导航系统的无人车配送模式应用范围，解决社区或园区内 “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同时鼓励

无人车配送交付模式更先进、更人性化发展，推进无人车在障碍物、崎岖地形、电梯、楼梯等场景应

用，实现无人配送至办公室、到用户住宅，形成智慧配送深圳模式，实现全国推广。

３．２．２ 扩大绿色货运成效

依托目前深圳电动物流车的推广成效，进一步加大纯电动货车充电设施土地保障、信息化平台建设

力度，扩大新能源车城市配送网络化效应；强化电动自行车末端配送管理，在有条件的区域设置特定时

段电动车专用通道，打造城市绿色经济配送车辆体系，建立具有深圳特色的绿色货运发展模式。

３．２．３ 布局智慧物流枢纽

深圳市应抓住新基建的政策机遇，依托５Ｇ、人工智能优势，鼓励物流物业、物流地产开发企业全

面推进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数字化，积极布局智慧物流枢纽、物流园区工程。加速推进前海物

流园区、机场物流园区等物流枢纽智慧化发展，打通物流枢纽、物流园区上下游业务运作，实现如行为

管理、风险识别、场地管理等具体的流程变革，打造集运营管理、安全管控和数据分析为一体的智慧物

流园区管理平台。依托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建造包括运作监控、安全监控、智能传感、自动应急响应

及园区数据分析平台的综合性智慧物流园区，以科技全方位助力园区智慧化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市场竞

争力、引领业务高效发展的物流枢纽示范。

３３ 提高物流抵御风险能力

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疲软，外加国际贸易局势动荡，深圳市物流产业未来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建议政府引导企业从全局出发，制定战略规划和政策部署，建立一整套全面风险管控体系，密切监控和

专人研究宏观经济、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市场竞争格局情况，前瞻性规划和调整物流业发展规划、布局和

政策制定，最大程度降低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对深圳物流企业业务影响，营造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和政策

环境。

４ 结语

新冠疫情作为２０２０年开局之初的 “黑天鹅”，同２００３年的非典疫情一样，给深圳物流业发展带来

了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 “机遇”。本文在此背景下，通过分析深圳物流业发生的变化，提出深圳物流

业后疫情时代应发挥产业基础优势，通过优化物流网络、积极布局商业发展模式、提高物流抵御风险的

能力等措施，助力物流业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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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相对安全的自行车等个体化出行方式受到青睐，尤其随着疫情好转和天气逐渐回暖，共

享单车的使用量恢复较快。公共自行车及共享单车骑行量在５月迎来快速增长，超过１０％去年同期骑

行量，远超公共交通的恢复水平。由图２可见，如非受到６月上旬疫情影响，自行车出行很可能保持强

劲增长势头，承担大部分原有公共交通分流。个人代步工具成为在疫情期间的首选出行方式，且对未来

交通运行特征产生持续影响。相较于自行车，出租车出行强度恢复也较为缓慢，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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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疫情发生后间北京各出行方式同比变化率

相较于公共交通及自行车，小客车的出行强度受疫情影响最小，且强度恢复速度远超其他交通出行

方式，于５月初恢复到去年同期出行水平，见图３。数据显示，疫情恢复期周末的交通指数差异比去年

同期更加明显，进一步表明了民众非必要出行需求的减弱。

２ 疫情中后期交通运输发展的国内外经验及启示建议

交通的运输流通属性决定了其为疫情传播中关键的因素之一，按照新冠疫情的发展特性，未来几年

全球居民生活可能都将处于交通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形之下。世界上许多城市标志性的城市规划和交通

方式革新都出于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１９世纪的英国霍乱，１９１８年在纽约和墨西哥爆发的西班牙流

感都对城市交通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１］；巴黎更是在２０世纪初期为应对鼠疫、天花、霍乱等卫生威胁，

对城市道路结构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扩宽改造［２］。而此次疫情中，英国、法国都在疫情防控指导中提出对

于未来城市交通转型的要求，意大利和美国的一些城市更是在疫情期间直接落实了道路改造及慢行系统

升级政策［３］。由此可知，新冠肺炎疫情为交通系统发展及变革带来了新的需求和方向，此次疫情中后期

的韧性交通系统及健康城市交通规划都将进一步推动城市交通的发展与革新。

２１ 积极推进交通慢行网络构建，重塑健康城市的街道空间

疫情期间，慢行网络的需求被不断放大。谷歌地图疫情报告显示，在新冠肺炎暴发中，美国居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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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为目的地的出行数量不降反增，同比增长超过５０％，这说明疫情及疫情后人们对健康生活及良好

自然环境的需求极大增加，对公园可达性的优化提出要求［４］。新加坡从１９９２年便开始规划建设 “公园

连接道系统”，为居民提供直达公园的步行／骑行道路网络。截至２０２０年，新加坡 “公园连接道”总长

超３００ｋｍ，连接全岛超５０个公园，体现了慢行交通系统与公共空间结合的重要性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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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疫情期间北京交通指数变化

同时，纽约交通局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纽约骑自行车出行人数同比增加超２０％
［３］，以汽车和公

共交通为主导的出行方式正在面临绿色化转变。比利时布鲁塞尔将建设城市人力交通基础设施视为疫情

后最首要的交通措施，将实施行人和骑行者优先措施，仅保留３条机动车道并将市区汽车速度限制在

２０ｋｍ／ｈ以下。伦敦交通局同样将慢行网络构建视为疫情后交通建设的主要内容，在疫情期间额外投放

１７００辆城市公共自行车及１４个额外的自行车停泊点位以支持自行车及步行网络构建，并将疫情视为一

场交通革命的起点［６］。

疫情进一步催生了对慢行交通，个性化交通的需求，坚持慢行优先，鼓励采用绿色、低碳的出行方

式是我国城市交通发展方向。疫情期间城市慢行路网的建设作为对于现有交通网络结构的补充，在未来

持续推动社区交通网络完善发展。城市交通规划应紧抓这一契机，重塑城市街道空间，街道空间应该为

每个人提供更好、更安全的选择，街道空间应倾向于支持步行、骑行和高承载率的交通工具，每个想步

行的人，都有安全宽阔的人行道，每个想骑车的人，都可以使用专门的自行车道，逐渐将民众疫情期间

养成的绿色出行习惯延续下去，实现城市交通的绿色转型。

２２ 加快推进十五分钟生活圈的交通体系构建

由于疫情下居民出行方式选择受到较大影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可达性受到极大挑战。当前疫情

情况下，全球许多城市重新强调了十五分钟甚至五分钟生活圈的体系构建要求，巴黎在此疫情下不断强

调十五分钟城市生活圈的重要性，推动紧凑型生态城市的建设，减少行程时间更长的汽车在城市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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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７］。新加坡也在最新的交通发展战略中提出了步行、骑行２０分钟可达区域邻里中心，公交４５分

钟可达工作地点的交通发展目标［８］，着重强调社区内的交通效率及多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无缝衔接。

从交通规划方面看，十五分钟生活圈的建立涉及几个方面。一是推进 “小街区、密路网”道路结构

转型，加强社区内部交通网络的优化，提升道路密度及质量。谷歌出行报告显示，疫情期间英国及新加

坡住区范围内的短途出行比例不降反增，为所有出行目的地中的唯一增长点，说明居民在疫情影响下散

步需求及社区服务需求增大，其中新加坡社区短途出行比例同比提高了２０％。在此背景下，可协同老

旧小区改造政策，深化老旧小区道路改造升级，打通 “断头路”、持续推进路侧停车规范化，适当开放

封闭小区及校园内部道路，增加空间渗透性及日常生活出行道路选择。二是提高自行车专用道延展性，

可通过在部分社区路网原有街道基础上压缩机动车车行空间的方式将自行车专用道由主干道向次干道及

社区道路延伸，并将车道引入住宅区，构成住宅区低流量高密度网络，落实骑车到家、步行到家的小街

区城市道路理念，用提升骑行步行效率的方式提升生活出行可达范围。三是针对社区服务点分布情况对

周边道路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升级，以确保社区服务中心、邻里中心等生活配套设施的覆盖范围和可达

性，对于周边生活配套设施较远的住区进行有针对性的步行道及自行车道补充，并通过公交线路补偿性

改线等措施对于该住区进行生活出行支持。

２３ 构建预约出行模式，倡导需求响应式公共交通服务，提升交通韧性和灵活性

疫情期间公共交通出行受到极大冲击，公共交通出行的恢复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借机提高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效率，许多城市从公共交通出行的各环节开展了多项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的

吸引力。自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地铁沙河站、天通苑站、草房站已陆续作为试点，施行高峰时段乘客预

约进站，预约乘客扫码后可快速进站，平均每人减少３～５分钟排队时间。通过构建地铁、公交专用道

等出行预约系统，运用信息引导、经济鼓励等综合手段，有效地调节出行需求时间分布，让人们不必在

路上排队，按照预约 “时刻表”准时、可靠、高效出行，引导市民有序按约出行。出行预约系统有助于

实现多模式交通网络互联互通、供需平衡，将多模式交通服务时刻表互相衔接起来，在交通运营与管理

中实现 “出行即服务”理念，达到交通系统由 “低效无序”到 “优化有序”的转化。

结合既定公交线路，通过大数据分析及具有独特参数的连续计算算法，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公交运营

商实现了疫情期间定制公交对传统公交线路的全面替换，按需调整线路及服务［９］。需求响应式公共交通

服务是先需求、后响应的预约定制型公交，是为出行起终点有一定关联性的出行提供预约出行，定制线

路，提供集约化、定制化、响应式、高品质的公共交通服务。在疫情期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杭州、成都、重庆等多个城市相继推出了需求响应式定制公交服务，作为多样化公共交通服务的重要组

成之一，将有利于推动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策略，提升交通韧性和灵活性。

２４ 积极应对疫情中后期交通发展的新转型，推动未来交通长期可持续发展

结合我国在非典时期的交通发展规律，在经历过疫情时期出行不便及安全感缺失的影响后，个人出

行比例将持续保持上升趋势，个人代步工具 （ＰＭＤ）及私家车市场可能迎来消费升级趋势。大量有中

长距离通勤需求的居民将从轨道交通中分流出来，成为新车主，刺激入门级汽车市场的发展。因此，应

积极利用此次机会，加大新能源车辆推广力度，推动整体汽车保有量快速从 “油车”向 “电车”转化，

实现可持续绿色转型。

此次疫情将推动交通大数据及交通智能化进程。新加坡通过其陆交局官方软件Ｍｙ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ＳＧ对

私人交通公司及公共交通数据进行整合，并在移动端平台提供所有交通相关的服务和即时资讯，向公众

提供平台化服务，平台对整体交通数据有全面把控，对疫情期间的交通行程回溯及疫情预警有着极为重

要的支撑作用。且平台数据可以用于进行城市交通数据综合分析，有助于高效统筹不同交通方式，优化

交通资源及城市结构。德国政府通过汉堡数字枢纽物流中心向物流企业提供官方数据支持，以提高疫情

期间的物流效率，满足疫情期间暴增的物流交通需求［１０］。疫情期间智能物流成为城市韧性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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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５Ｇ技术的成熟，自动物流及自动驾驶将成为未来主流交通方

式。无人配送车在疫情期间不仅提供了生活物资的配送服务，更承担了许多向高危地区输送医疗物资的

任务，后疫情时代的交通规划势必要全面考虑对未来交通方式的开放性及适应性，为未来智慧城市发展

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

３ 结语

２０２０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城市和生活都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依照新冠病毒ＣＯＶＩＤ１９

目前的发展特性，未来几年内人们生活可能都将处于疫情常态化的情形之下。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城市

及交通如何运转，以疫情为鉴，努力补足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短板，深入研究和把握北京作为

首都和超大型城市交通的运行规律，把韧性、健康嵌入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全过程，提

高运行服务保障水平，建设韧性城市交通、健康城市交通显得尤为重要。城市交通规划应在应对挑战的

同时抓住机遇，建立包容性、灵活性更强的城市交通体系网络，高效引导未来交通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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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拥堵大数据的后疫情时代深圳限行政策分析

段　帅

【摘要】 小汽车限行政策逐渐成为大城市缓解交通拥堵的必备选项，且有常态化实行的趋势。疫情前深圳市实行工作

日早晚高峰外地车牌在全市范围内限行的政策，疫情的暴发使限行政策被暂停。在当前疫情还未远去、经济尚未恢复的

情况下，道路交通运行情况缺乏准确评估，限行政策合理性和必要性也缺少确切的数据支撑。基于深圳道路交通运行指

数系统拥堵大数据，从全市、中心城区、福田区、深南大道四个层面，采用拥堵指数、拥堵里程、拥堵里程占比及机动

车平均速度四项指标，对比疫情发生前后实施和未实施限行政策时的道路拥堵情况，并从疫情对出行方式以及经济发展

的影响两方面，分析疫情前后道路拥堵变化的成因。基于推动经济恢复和研判交通出行需求两个角度，提出后疫情时代

小汽车限行政策实施建议，并从推动交通方式转移、改善道路交通秩序、优化道路拥堵瓶颈、试点新型交通方式、打造

韧性交通系统等角度，提出可替代限行政策的交通拥堵治理建议。

【关键词】 疫情；拥堵；大数据；限行政策

０ 引言

近年来，大城市小汽车保有量增速远超道路基础设施供给，各大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并

呈现愈演愈烈趋势。交通拥堵的日益加剧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此种

背景之下，各大城市相继采取小汽车限行措施，以期通过政策手段控制小汽车出行，缓解道路交

通拥堵。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深圳市首次发布限行通告，此后每年初都会发布新年度的限行实施方案，２０２０年初新

冠疫情暴发后，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深圳市暂停实施限行政策，直至７月２３日恢复。在限行政策暂停

实施期间，深圳市内道路交通拥堵变化特征，可以作为后疫情时代对限行政策进行分析与论证的重

要依据。

１ 道路限行政策概述

１１ 道路限行政策起源

西方国家较早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其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实施道路限行政策的主要推力。道

路限行政策起源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雅典等城市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在

高峰时间施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墨西哥城在１９８９年开始施行尾号 （每天限行２个数字）限行政

策；１９９５年圣保罗开始实施道路机动车限行政策，并于１９９６年将限行政策写入相关法律；波哥大市从

１９９８年开始，在高峰时间实施尾号限行 （每天限行４个数字）政策；２００５年，麦德林也开始实施与波

哥大市相同的尾号限行政策。然而，限行政策并不能持续有效降低道路拥堵，甚至产生部分副作用。如

墨西哥城每周一天的限行政策最后导致新车和二手汽车交易增加，加剧了非公共交通出行，交通拥堵情

况并未缓解。

１２ 我国道路限行政策

我国多个大城市由于交通拥堵严重，已采取不同形式的限行政策。北京、天津实行尾号限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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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日两个尾号数字车牌限行，范围为整个行政区域。上海实行工作日早晚高峰时间外地号牌车辆

在局部高架限行的政策。广州、贵阳实行外地牌照车辆区域限行政策，外地牌照车辆在管控区域内连续

行驶不得超过４天，再次驶入必须间隔４天以上。杭州实行西湖景区节假日单双号限行政策，外地牌照

车辆在工作日高峰时段禁止进入限行区域，本地牌照汽车每周１天按尾号在高峰时段限行。成都、郑州

等城市实施区域尾号限行政策，每天本地车牌和外地车牌两个尾号数字的车辆在绕城高速以内所有道路

限行。西安、兰州等城市实行外地车与本地车同权的尾号限行政策，每个车牌尾号每周限行一天。深圳

实行外地号牌车辆早晚高峰全境限行政策，即外地车牌在高峰时间禁止在全市范围内的所有道路 （高速

公路及疏港道路等除外）通行。总结来看，全国已实施的小汽车限行政策主要有：（早晚高峰时间）外

地车牌限行、（早晚高峰时间）外地车牌区域限行、（早晚高峰时间）外地车牌高架限行、工作日按尾号

限行 （不区分本地外地车牌）及多种限行方式结合的政策。

由于小汽车在全市范围内限行对居民出行有较大影响，部分城市在实施限行政策前会对交通需求特

征进行详细分析，制定精细化的限行策略，通过合理的政策达到缓解道路拥堵的目的。如成都市一环内

路网密集，内部出行距离较短，交通运行情况良好，限行就未覆盖一环内区域；杭州市根据市民出行距

离差别不大、出行时间集中的特点，制定了早晚高峰时间的限行政策，在城市缓堵和便捷出行之间寻求

最佳平衡点。

２ 疫情期间交通拥堵特征分析

２０１９年底至２０２０年初迅猛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社会运行几乎停滞。２０２０年２月下旬开始企业

逐步恢复生产，到２０２０年６月份全社会绝大部分企业完成复工复产。以２０２０年２～６月作为后疫情时

代的开始，对该段时间道路拥堵大数据展开分析，从全市、中心城区、福田区、深南大道等四个层面，

采用道路拥堵指数、道路拥堵里程及占比、机动车平均车速四个指标与２０１９年同期进行对比，分析疫

情后未实施限行情况下的道路拥堵情况，并根据交通运输及经济发展数据分析道路拥堵变化的原因。

２１ 全市道路拥堵情况

疫情后早晚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指数 （３．４、５．１）略高于去年同期 （３、４．８），其他时段基本一致；

早晚高峰时段道路拥堵里程疫情后 （１１１．９ｋｍ）略高于疫情前 （１０１．２ｋｍ），而在平峰时段疫情后

（１２３ｋｍ）却显著低于疫情前 （１３９ｋｍ）；疫情后 （３．１％、５．０３％）高峰时段道路拥堵里程占比略高于

疫情前 （２．７％、４．８３％），而平峰时段略低 （－５．５％），整体呈现与拥堵里程类似的变化趋势；机动车

平均车速在疫情前 （高峰２７ｋｍ／ｈ、平峰２７．８ｋｍ／ｈ）和疫情后 （高峰２６．２ｋｍ／ｈ、平峰２８ｋｍ／ｈ）差异

不大，呈高度一致趋势。结果表明，疫情后未限行情况下，高峰时段道路交通运行情况略有恶化但不明

显，平峰时段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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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中心城区道路拥堵情况

中心城区是全市经济发展较快和出行需求较大的福田区、南山区和罗湖区。疫情后中心城区早高峰

道路拥堵指数略高 （＋９％）于疫情前，平峰和其他时段都相对较低 （－６．７％）；疫情后早高峰拥堵里

程有略微增加 （＋５．９％），但其余时间有明显降低 （－１３．３％）；疫情后早高峰拥堵里程占比略有增加

（＋６％），平峰略有降低 （－６．７％），其他时段基本一致；平均车速在疫情前后无明显变化。结果表明，

疫情后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运行情况与全市基本一致，高峰时段略有恶化，其余时段有明显向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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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８　中心城区道路机动车平均速度

２３ 福田区道路拥堵情况

福田区是全市核心区域，疫情前后道路交通拥堵指数总体趋势与去年同期相近，早高峰比疫情前有

所升高 （＋１３．９％），其余时间基本一致；疫情后早高峰拥堵里程比疫情前略有增加 （＋０．６％），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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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明显低于疫情前 （－１２．３％）；疫情后早高峰拥堵里程占比高于去年同期 （＋１３．６％），其余时间段

基本持平；疫情前后平均车速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结果表明，疫情后早高峰时段福田区交通运行情况有

所恶化，其余时间略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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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深南大道拥堵情况

深南大道作为全市纵贯城市核心区东西的一条主干路，其拥堵数据能显著代表核心区骨干道路运行

情况。疫情后早高峰深南大道两个方向的拥堵里程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东到西方向增长３９．８％，西到

东增长４１．６％；晚高峰拥堵里程增长幅度较小，都不超１５％。机动车平均速度在疫情前后变化不明显。

结果表明，疫情后未限行情况下深南大道高峰时段道路交通运行情况有明显恶化趋势。

综上，疫情前后实施限行和未实施限行两种情况下，深圳市道路交通运行呈现两种特征：一是区域

层面，疫情后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情况相比去年同期变化不明显；二是核心区骨干道路层面，高峰时段道

路交通拥堵情况出现恶化。上述特征表明，疫情后未实施限行政策的情况下，道路交通需求出现极化趋

势，核心区骨干道路交通拥堵加剧，非核心区骨干道路交通拥堵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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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３　深南大道拥堵里程 （东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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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疫情后拥堵成因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疫情前后区域层面小汽车出行需求总量变化不大，而核心区骨干道路小汽车出行需

求增加。从疫情对出行方式转移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两个层面分析上述情况产生的原因。

２．５．１ 从区域的视角

疫情后未限行情况下道路机动车出行总量并没有显著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防控及未实施限行政

策，疫情后道路交通出行结构有所变化，部分出行从公共交通向小汽车转移。但数据显示，疫情后全市

道路客货运交通量、地铁客流量都大幅下滑，说明疫情期间全社会交通需求总量出现下降，抵消了小汽

车分担率上升对其出行总量的影响。这是区域层面道路交通拥堵情况变化不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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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深圳统计月报数据，进一步分析全社会交通需求总量下降的原因，发现深圳全市及多数行政区

的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写字楼租金等指标同比均有较大幅度下滑，而全市写字楼空置率大幅上

升，说明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降低了交通出行需求总量。

10000.00

8000.00

6000.00

4000.00

2000.00

0.00

+
9
:
)
D
D
(A
B
)

9
;
/
0
-
<
9
5
/
9
@
<
9
6
:
9
(
'
9
4
-
9
4
/
9
8
:
9
.
6
9

*
7
?
9

8.0
0.0
�8.0
�16.0
�24.0
�32.0
�40.0
�48.0

3
0
=
(
(%
)

+9:)DD(2020610,30)

�6.6

5785.60 �3.0
�7.4

1.1
�6.4

�9.9

�4.6

�9.6

�9.9
�7.4

�6.2

1043.58
526.21 151.86

1421.63
767.78 975.96 465.47 145.89 202.51 74.81

2,D(AB) 30=(±(%)

图２．１８　２０２０年第一季度地区生产总值与去年同期对比 （数据来源：深圳统计月报）

２２１２



10

5

0

�5

�10

�20

�30

�15

�25

�5.6
�3

�17.2

�26.8

�6.3

�13.6

�1.3
�4

�7.1

�0.4

5.4
9
;
/
0

-
<
9
5
/
9
@
<
9
6
:
9
(
'
9
4
-
9
4
/
9
8
:
9
.
6
9
*
7
?
9

.6A:.AB0D30=((%)(202061�5B)

图２．１９　２０２０年１～５月份工业增加值与去年同期对比 （数据来源：深圳统计月报）

40

30

20

10

35

25

15

5
(2 :/ .D :G

2D5(%) =(±(%)

16.2
20.9

7.3

2.4 2.4 25.4

9

6.7

10

6

2

�2

�6

�10

20206:'6A?);?D52D5

300

400

200

250

350

450

150
(2 :/ .D :G

20206:'6A?);?D5E1
�4

�12

�20

�28

�36

�44

�52

358.5

251.9

184.5
222.9

�13.6�4.8�6.5�7.6

=(±(%)82E1(%)

图２．２０　２０２０年上半年一线城市写字楼空置率和租金对比 （数据来源：戴德梁行）

２．５．２ 从核心区骨干道路的视角

核心区土地开发强度大、产业密集，疫情对其产业发展影响小，局部小汽车出行需求变化小。核心

区骨干道路跨度大、高承载、交通功能强、沿线开发强度大等特点，对交通流的吸引力更强，疫情后未

限行时吸引更多到发及过境交通量，因而高峰时段拥堵情况有所恶化。

３ 后疫情时代限行政策及相关建议

３１ 后疫情时代限行政策

３．１．１ 后疫情时代道路交通需求分析

后疫情时代初期，企业逐步复工复产，道路交通出行量的同步增加会导致道路拥堵加剧，然而疫情

引起的经济衰退会导致道路交通需求总量在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疫情期间

广泛推广的远程办公、远程会议等商务形式会在后疫情时代产生一定的惯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

疫情时代的商务出行量。同时，越来越严峻的居住和营商高成本导致的企业外迁、疫情导致的企业破产

等情况也会在后疫情时代降低岗位提供和用工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道路交通出行需求。因此，

后疫情时代中期，道路出行需求总量大概率无法超过疫情之前。然而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和小汽车保有量的增加，道路出行需求仍然会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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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后疫情时代道路限行政策

根据上述后疫情时代道路出行需求分析，建议短期内避免全市范围限行，可采取类似上海的高峰时

间部分高架限行政策，对部分拥堵严重的核心区骨干道路实行早晚高峰限行，保障重要通道畅通的基础

上减少限行范围，以推动经济快速恢复增长。

中期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可在对经济恢复情况及交通运行情况准确研判的基础上，在交通拥堵严

重的核心区域实施限行政策。建议采取本地牌照无限制，外地牌照早晚高峰时段单双号限行的政策，不

建议采取对外地牌照车辆实行一刀切的区域全天限行政策，以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

长期来看，本地牌照机动车保有量大幅上升，既有限行政策下交通拥堵情况依然严峻，建议采取外

地牌照车辆高峰时间在核心区域及骨干道路限行的政策或本外地车牌同权的车牌尾数单双号高峰时间限

行的政策。

总体而言，不建议实施全区限行政策，应秉持缓解骨干道路拥堵、挖掘一般道路通行能力的宗旨，

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运行和居民出行的影响。

３２ 可替代限行政策的拥堵治理建议

限行政策本质上是为了降低道路交通拥堵，而小汽车数量增加只是交通拥堵产生的原因之一。一线

城市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会抵消限行政策的缓堵作用，在习总书记提出了 “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

加汽车号牌配额”的要求后，城市小汽车保有量更会迎来迅速增长。从法律的角度，限行政策也存在侵

犯汽车拥有者合法使用权的争议。目前来看，限行政策是用降低小汽车出行需求的手段掩盖了交通拥堵

产生的其他原因，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政府和社会对拥堵治理的动力，导致真正影响交通拥堵的问题迟迟

得不到解决。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限行政策只能作为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长期政策。

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探索转型期，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完全用科学和

理性的手段推进社会文明的发展，限制小汽车的使用只是解决交通拥堵的过渡性政策。在更长远的未

来，我们需要从全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通过更精细化、智慧化、人性

化的手段，最大程度挖潜道路资源，提高出行效率，改善出行品质，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３．２．１ 推动交通方式转移

缓解城市道路拥堵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推动出行结构向公共交通转移，其最主要手段是提高公共交通

出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一是优化公交线网结构。首先，通过大数据手段进行客流路径回溯，在高负荷客流走廊提供高频

率、高时效的快速公交，结合轨道交通构建快速公交骨干网络；其次，配置密布骨干公交线路两端的高

频率、舒适的社区级接驳公交线路，构建高效率、高品质、一体化快速公交出行路径；同时，试点公交

线性布站方案，打造网格型公交线网结构，在降低交通拥堵的同时提高公交出行效率。

二是数据驱动精准交通组织优化。充分利用深圳道路交通大数据平台，准确研判道路交通需求时空

分布特征，开展道路方向级需求分析，实施路段级交通组织优化，在流量不均衡路段采取潮汐车道，在

大流量通道开通多乘员车道、公交专用道、ＢＲＴ等，辅以严格监管保证公交优先，强化公交对小汽车

的效率对比优势。

三是提升公共交通服务品质。提高公共交通换乘便捷度、人性化程度，通过打造接驳公交和骨干线

路同站台便捷换乘、设置地铁站周边近距离公交车站、公交地铁换乘风雨连廊、地铁站内换乘精准、

连续的导向标识等措施，以点带面吸引小汽车出行向公共交通转移。

３．２．２ 改善交通秩序

深圳市道路存在大量机动车路侧违停、公交车站违停、机非混行等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管治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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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时间严重影响道路通行能力。深圳市现状大部分道路断面采用慢行一体化设计，慢行空间不足、断面

高差大、不连续、人非冲突等原因导致大量非机动车占机动车道行驶，机非冲突降低了机动车通

行效率。

一是加强违停监管。核心区大流量道路外侧车道、公交车站、地铁站临近道路等区域广泛设置标识

标线禁止停车，并通过电子警察、违停球等设备严格监控，提高违法停车成本，推动文明停车，改善交

通秩序，提高道路运行水平。

二是降低机非冲突。通过压缩机动车道、借道绿化带、优化慢行道等措施，完善骑行网络，构建机

非分离的高效道路系统。加强非机动车违章监管，提高道路交通秩序，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３．２．３ 治理拥堵瓶颈

深圳市道路设施基础良好，路段通行能力强，但由于组织不当、管控不足，节点和匝道交通秩序混

乱，高峰时间易产生拥堵瓶颈，显著降低道路通行能力。拥堵瓶颈治理，是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的重

要手段。

一是广泛在路口、辅路及匝道实施实线变道抓拍，严控加塞、插队等行为，约束驾驶员行为，保证

高峰期车流有序、高效通过道路节点，降低拥堵。

二是路幅较宽道路、骨干道路等通过标识标线区分快慢车道，降低匝道、辅路汇入车流对主路车流

的影响，提高整体通行速度。

三是多车道左转路口禁止右侧左转车道掉头，提高路口通过能力；避免路段设置掉头开口，减少掉

头车辆导致的对向车流疏散造成的迟滞。

四是优化信控方案，骨干道路广泛实施动态信号控制，尽量避免单口轮放形式，最大程度减少配时

浪费。采用线性信号控制方案，避免等级较高道路在单一路口形成局部瓶颈，造成严重拥堵。

３．２．４ 推广新型出行方式

深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改革开放桥头堡，应主动引领新型交通方式的研发和

推广应用，探索缓解道路拥堵的新路径。

一是开展无人驾驶、小型自动驾驶等新型交通工具的研究、试点，并逐步向全市推广，提高道路交

通智慧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出行效率，降低道路拥堵。

二是开展立体交通网络研究，释放空域和地下空间资源，打造多样化、多层次交通服务系统，并通

过空中交通网络和小口径快速导轨隧道的试点、推广，推进低空交通系统和小汽车地下隧道系统的普

及，提供高效率交通出行方式，满足不同出行时间要求和出行成本接受主体需求，分流道路交通需求

量，缓解道路拥堵。

三是持续深入开展ＭａａＳ出行模式研究和推广使用，联合全社会的出行服务提供者共同构建交通领

域新型供需关系组织平台ＭａａＳ平台，以数字信息为核心生产要素，对各类交通方式进行一体化供需即

时组织优化，实现交通供需的动态均衡和精准匹配。通过大数据分析＋多平台服务接入＋全运营商参与

的模式精准匹配供需，优化客运路线，提供更快、更好的出行服务，精准、高效地满足每个出行者的全

过程出行需求，促进全社会出行效率的提高。

３．２．５ 打造韧性交通

此次新冠疫情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都远超以往，在未来仍有较大可能卷土重来，后疫情时代要为疫

情的反复到来做准备。疫情期间居民出行向小汽车转移，此种情况下限制小汽车出行与疫情防控背道而

驰。要解决疫情防控对小汽车的使用需求及道路拥堵对小汽车的限制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提高城市交

通系统韧性，提升交通系统快速应对不可控灾害影响的能力，保证紧急情况下城市交通出行可用性、多

样性和可靠性。打造韧性交通，最主要是提供高品质、可接受的多元化交通方式，实现出行者在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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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成本选择考量下的多种交通方式可选，培育出行者日常多方式出行选择意愿，避免出行者对单一出

行方式的习惯依赖，实现紧急情况下的交通方式自然切换。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数据表明：中国大城市有接近半数的通勤出行距离在５ｋｍ以内。因

此，打造高品质的５ｋｍ乃至１０ｋｍ骑行通勤环境，在日常培养出行者的骑行通勤习惯或骑行通勤接受

心理，当不可控灾难来临时可迅速摆脱对机动化出行的依赖，无障碍切换通勤方式，有助于维持全社会

的稳定运行。

４ 结语

通过对深圳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系统拥堵大数据分析，从全市、中心城区、福田区、深南大道四个层

面，采用拥堵指数、拥堵里程及占比、机动车平均速度四项指标，对比疫情前后有无限行政策下的道路

交通拥堵情况，发现疫情前后区域层面道路交通拥堵变化不明显，这源于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导致的交

通出行总量降低。在后疫情时代，应根据经济社会的恢复情况以及交通运行特征的变化，在短期、中

期、长期分别采取不同的限行政策。但限行始终不是治堵的根本之道、长远之策。未来深圳需要推动出

行结构向公共交通转移，强化监管以改善道路交通秩序，通过精细化的交通管控疏解拥堵瓶颈，试点新

型交通方式，打造韧性交通系统，逐步替代道路限行政策，从根本上缓解道路交通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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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上海市春运客流的影响分析及启示

江文平

【摘要】２０２０年的新冠疫情对上海市春运期间城市内外交通的运行特征造成重大影响。为阻断疫情进入城市，对外交

通枢纽和公路道口成为第一道防线，客流研判是做好交通运输保障和疫情防控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对比疫情期间和往年

同期的客流特征差异，分析疫情给交通系统带来的新影响和新要求，提出后疫情时代增强交通系统韧性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春运；出行特征；交通保障；疫情防控

０ 引言

上海是一座常住人口２４００多万，实际服务人口３０００多万的超大型城市。２０１８年末上海市常住人

口２４２４万，其中本市户籍人口１４４８万，外省市常住人口９７６万
［１］。根据对外交通枢纽抽样调查，离沪

客流中常住人口占７５％～８０％，流动人口占２０％～２５％
［２］。据此推算，上海市实际服务人口总量达

３０００多万。春运期间 （农历腊月十五至次年正月廿五），节前返乡客流、节后返程客流，与旅游和探亲

客流、通勤和商务客流叠加在一起，考验着城市内外交通的运输组织水平，其保障能力和服务质量关乎

着全市交通系统的平稳运行和旅客运输的安全有序，对提升出行体验、促进社会和谐至关重要。

２０２０年临近春节，武汉暴发新冠疫情，由于疫情的传染性强和潜伏期长，以及武汉 “九省通衢”

的地理位置和正好处于春运的时间节点，约有５００多万人离开武汉，９００万人留在城内
［３］ （武汉市常住

人口１１２１万，加上流动人口，服务人口约１５００万），导致疫情快速扩散，进而席卷全国。面对严峻的

疫情形势，各地纷纷采取延长假期、推迟复工复学时间、对居民出入进行测温和管控等一系列措施，有

力防止了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随着节后返程大客流的启动，对外枢纽和公路道口的查控和交通运输保

障尤为重要，既是疫情防控体系的前沿阵地和首道防线，也是及时疏散客流、防止人流聚集导致疫情二

次扩散的必然要求，对后续安全复工和恢复经济的意义不言而喻。

对节前返乡客流和节后返程客流开展预测分析和研判，既是政府部门优化交通保障措施的基本前提，

也是布置疫情防控工作、制定交通管控方案的必要基础。通过分析疫情期间城市对外交通和市内交通的运

行特征及与往年的差异，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也为今后灾害情况下的城市交通组织提供量化依据。

１ 对外交通客流分析

１１ 节前净流出量

２０２０年节前１５天净流出约８００万人次，其中，集约交通 （铁路、民航和长途客运，水运由于量小

忽略不计）４４６万人次，公路道口３５４万人次。去年同期净流出约７８０万人次。

表１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春运节前对外交通到发量 （单位：万人次）

交通方式

２０２０年节前１５天

（２０２０．１．１０至２０２０．１．２４）
２０１９节前１５天

（２０１９．１．２１至２０１９．２．４）

进沪 出沪 净流出 进沪 出沪 净流出

铁路 ３４５．２ ６９０．２ ３４５．０ ３０４．２ ６５３．３ ３４９．０

民航 ２３７．３ ２８１．２ ４３．９ ２２９．０ ２７２．０ 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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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交通方式

２０２０年节前１５天

（２０２０．１．１０至２０２０．１．２４）
２０１９节前１５天

（２０１９．１．２１至２０１９．２．４）

进沪 出沪 净流出 进沪 出沪 净流出

长途

客运（１）

班线 ６７．０ ８７．１ ２０．１ ７０．７ ９５．９ ２５．２

包车 １１２．５ ３７．５ １０３．０ ３４．３

道口（２）

高速道口 ３２０．６ ３０５．５

对应车次 ２５７．６万 ３８５．８万 １２８．３万 ２３１．６万 ３５３．８万 １２２．２万

地面道口 ３４．０ ２５．３

对应车次 １４４．７万 １６１．７万 １７．０万 １４１．８万 １５４．５万 １２．６万

合计 ８０１．２ ７８２．３

　　注：（１）长途客运分为长途班线和长途包车，其中长途班线节前发送量８７．１万人次，到达量６７万人次，净流出２０．１
万人次。长途包车节前客运量１１２．５万人次 （双向），推算净流出约３７．５万人次。总净流出５７．６万人次。

（２）高速道口流量根据门架ＥＴＣ数据扩算，免费期间根据牌照识别数据扩算。地面道口流量从交调线圈获得。

地面道口车流量约占道口总车流量的三分之一。车辆载客人数按测温开始后的人车比，高速道口２．５，地面道

口２．０。

实际上，返乡客流早在节前１５天之前就已经启动 （主要是铁路客流启动较早，其他方式差别不

大），另外，由于存在反向春运，真实的返乡客流等于净流出与反向春运之和。据推算，上海市节前返

乡客流预计达到１０００多万人次。

１２ 节后返程特征

节前离沪客流特征基本与去年同期相符合。节后受疫情和假期调整影响，返程客流特征与去年同期

有显著变化。

至２０２０年春运结束 （２月１８日，节后第２５天），合计有５５％返沪，去年同期９６％返沪。其中，铁

路３９％返沪，去年同期９７％返沪；民航７５％返沪，去年同期９３％返沪；高速道口８４％返沪，地面道口

４９％返沪，去年同期１００％返沪。长途班线停运，去年同期３３％返沪 （节前乘坐长途班线离沪，节后转

移到其他交通方式，因而名义上返沪比例低）。

表２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春运节后对外交通到发量

２０２０年节后２５天

（２０２０．１．２５至２０２０．２．１８）

进沪 出沪 净流出

返程

比例

２０１９年节后２５天

（２０１９．２．５至２０１９．３．１）

进沪 出沪 净流入

返程

比例

铁路 ２０３．１ ６８．８ １３４．４ ３８．９％ ９７４．９ ６３５．９ ３３９．０ ９７．１％

民航 ９６．１ ７５．６ ２０．５ ４６．７％ ４５１．７ ４１１．９ ３９．８ ９２．７％

长途

客运

班线 — — ０
（１） ０％ ８９．７ ８１．３ ８．４ ３３．３％

包车 — ０
（１） ０％ １４８．８ ３４．３ １００％

（２）

道口

高速
１９９．９

万车次

９１．８

万车次

２７０．２

（１０８．１万车次）
８４．３％

５０６．０

万车次

３８３．８

万车次

３０５．５

（１２２．２万车次）
１００％

地面
５５．５

万车次

４７．１

万车次

１６．８

（８．４万车次）
４９．４％

２３０．１

万车次

２１６．９

万车次

２６．５

（１３．２万车次）
１０５％

合计 ４４１．８ ５５．１％ ７５３．５ ９６．３％

　　注：（１）节后第３天开始长途客运 （班线和客运）停运。

（２）长途包车根据运营特征，返程比例为预估。

根据上海市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安排，各类企业不早于２月９日２４时 （节后第１６天）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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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各级各类学校２月１７日 （节后第２４天）前不开学。以１月３０日 （节后第６天，春节假期结束）、

２月９日 （节后第１６天，次日复工）、２月１８日 （节后第２５天，春运结束）、２月２９日、３月３１日五

个时间节点分析返程客流回沪比例。

表３　不同时间节点的返程客流分析

交通方式
节前

净流出

节后第６天

（１．２５～１．３０）

节后第１６天

（１．２５～２．９）

节后第２５天

（１．２５～２．１８）
２月底 ３月底

铁路
２０２０年 ３４５万 ７．２％ ３１．８％ ３８．９％ ４５．８％ ６２．２％

去年同期 ３４９万 １２．７％ ７５．６％ ９７．１％

民航（１）
２０２０年 ４４万 流出为主 １６．９％ ４６．７％ ８１．１％ １７３．７％

去年同期 ４３万 进出平衡 ７３．７％ ９２．７％

长途班线（２）
２０２０年 ２０万 ０ ０ ０ ０ １４．４％

去年同期 ２５万 ２０．６％ ３３．３％ 进出平衡

长途包车（３）
２０２０年 ３７万 ０ ０ ０ ４．２％ ７．８％

去年同期 ３４万 ３８．５％ ９７．１％ １００％

高速道口
２０２０年 ３２０万 ２３．１％ ７０．３％ ８４．３％ ９７．７％ １０４．８％

去年同期 ３０５万 １８．７％ ８４．８％ １００％

地面道口
２０２０年 ３４万 １１．４％ ２６．７％ ４９．４％ ８７．９％ １０４．７％

去年同期 ２５万 ７．０％ ５２．７％ １０４．６％

全部
２０２０年 ８００万 １１．５％ ４３．９％ ５５．１％ ６７．２％ ７９．６％

去年同期 ７８０万 １５．６％ ７７．９％ ９６．３％

　　注：（１）随着境外疫情的爆发，春运结束后民航客流仍以净流入为主。超出部分不再计入返程客流。

（２）长途客运班线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１５日恢复运营。

（３）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起，允许企业采取省际包车方式组织员工返沪。

截至３月底，返沪客流约８０％，其中，民航、道口已经全部返沪，铁路、长途客运合计约５４．７％

返沪，主要是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约６０万高校在校生等尚未返回，还有部分规模以下企业尚未复工。

这部分客流职住接近，且出行有错峰现象，对城市早晚高峰交通拥堵的贡献度不高。

１３ 分方式返程特征

节前返乡时间特征基本与往年相似，但返程时间特征与往年迥异。铁路方面，往年返程有两个高

峰，一是节后第５天开始，客流集中返沪，高峰显著，持续一周时间；另一个是节后第１５天元宵节后

的小高峰，持续５天时间；至春运结束节后到发量基本平衡，恢复日常。今年由于假期延长，从节后第

４天开始至节后第１６天 （复工日的前一天），持续返程高峰近两周时间，但受疫情影响，旅游探亲、通

勤商务等客流稀少，总客流量始终位于低位，单日最大到达量不足１４万人次，仅为去年同期６２万人次

的２３％，此后返程趋势变缓，至３月底到发量基本平衡。

民航方面，往年从节后第５天至节后第１５天 （元宵节）客流集中返沪，至春运结束时到发量接近

平衡。今年民航返程客流启动延迟，至节后第６天，客流仍以净流出为主，从节后第１０天开始，进入

返程高峰，之后随着３月份境外疫情的爆发，仍以净流入为主。

高速公路道口方面，往年返程特征与铁路客流相似，有两个高峰，一是节后第５天开始，持续一周

时间；另一个是节后第１５天元宵节后的小高峰，接近春运尾声时道口进出量基本达到平衡。今年因疫

情原因，为防止输入性病例，多地发布公告，声称对道口进行管制，导致返乡客流担心封城，提前启动

返程。自节后第２天开始进入返程高峰，一直持续至节后第１６天 （复工日前一天）。此后返程趋势变

缓，至２月底，道口进出量率先达到平衡。进入３月份，随着国内疫情形势好转，多地下调公共卫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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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响应等级，防控重点从道口转移至口岸，高速道口流量稳步回升，至３月底率先恢复至去年同期水

平。但实际上，道口车流量并不是完全恢复，而是承担了铁路、长途客运的部分转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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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春运期间及节后，铁路客流日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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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春运期间及节后，民航客流日变图

２ 市内交通客流分析

２１ 轨道客运量特征

工作日轨道交通全网客运量超过１２００万乘次／日，较去年１１００万乘次／日增长５％。节前特征与往

年相似，从节前一周开始客运量逐渐下降，至除夕达到最低，假期７天结束后第一周恢复至节前的

８０％～９０％，第二周完全恢复。节后受疫情影响，客流断崖式下降，假期７天结束后基本未见增长迹

象，客运量仅为节前正常水平的７％～８％，复工日 （２月１０日，节后第１７天）客运量有小幅回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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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节前正常水平的１０％。之后客流缓慢回升，至２月尾接近节前正常水平的四分之一，至３月底达到

节前正常水平的５０％～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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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春运期间及节后，民航客流日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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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春运期间轨道客流日变图

从工作日轨道交通进站客流来看，复工后客流稳步回升。高峰时段客流增幅要大于平峰时段，反映

出平峰时段弹性客流受疫情影响更大。工作日轨道全网平均乘距从１５．６ｋｍ／人次增加到１６．４ｋｍ／人次，

反映出轨道中短距离出行比例减少，预计部分中短距离客流向非机动车等慢行交通方式转移。

２２ 快速路流量特征

节前浦西快速路日驶入量与去年同期持平，约２４０万车次／日。去年假期７天结束后，第一周恢复

至节前的８０％，第二周恢复至节前的９０％。今年节后受疫情影响，假期７天结束后，驶入量为节前的

３０％～４０％左右，复工日 （２月１０日，节后第１７天）后，驶入量增加至节前的４０％～５０％，至２月底

恢复至节前的６０％，至３月底恢复至节前的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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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轨道客流进站量时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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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春运期间及节后，浦西快速路驶入量日变图

时间特征上，工作日早高峰从７～８点延后至８～９时，至２月底，高峰小时流量达节前９０％，平

峰为节前５０％～６０％，同样反映出疫情对工作日平峰时段弹性客流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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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浦西快速路驶入量时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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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网约车特征

节前的网约车订单数为１４０万～１５０万单／日，较去年同期１１０万～１２０万单／日增长约３０％。去年

假期７天结束后，第一周恢复至节前的８０％，至春运结束后基本恢复至节前水平。今年节后受疫情影

响，假期７天结束后，第一周仅恢复至节前的１０％左右，至２月底恢复至节前的２０％左右，至３月底

恢复至节前的５５％ （是去年同期的７０％）。网约车具有与出租车类似的属性，是具有公共属性的个体交

通方式，客运量受疫情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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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春运期间及前后，网约车成功订单数日变图

３ 启示与建议

３１ 客流研判是做好交通保障和疫情防控的基础和前提

对外枢纽和公路道口查控是阻隔病毒进入城市、打赢疫情阻击战的首道防线，在 “逢人必测、逢车

必检”的同时，必须保障枢纽集散和道口畅通，有效防止人流聚集导致疫情二次扩散。客流研判是交通

保障和疫情防控的必要基础和前提，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客流预测和跟踪分析，完善枢纽场站和公路

道口的疫情检疫和运输保障方案，加大车辆调度供应，严格控制车辆满载率，防止枢纽人群聚集和道口

排队拥堵扩散疫情。

３２ 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完善道路网，提高交通韧性

疫情期间公共交通客流下降、恢复缓慢，而私人交通方式快速回升、率先反弹至往常水平，这是新

冠疫情等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决定的，最基本、最有效的处理措施就是 “隔离和阻断”［４］，大幅

降低流动性和聚集性，从而导致公共交通客流断崖式下降，道路交通凸显出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作用。

公共交通优先仍然是必须坚持的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我国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控制在

１００ｍ２／人左右，对应人口密度约１万人／ｋｍ２，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城市建设区空间密度比较高的一

类，是紧凑节约型的发展模式［５］。这种密度下，公共交通优先是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途径，即便在

疫情期间，公共交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保障了无车族中长距离出行的机动性，而且特殊时期的交通

需求也不可能常态化。

为了增强 “后疫情”时代的交通韧性，一是提高公共交通服务形式和服务水平。拥挤不堪的公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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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无法满足群众对出行质量的要求，更无法满足疫情防控的要求，在追求客流效益和舒适性上取得平

衡，控制合适的满载率。二是完善道路网。除小汽车外，公交和慢行也要以道路网为载体，大部分轨道

线路也是沿着道路敷设。纵观国际先进城市，在公共交通发达的同时，道路网密度高达１５～２０ｋｍ／

ｋｍ２，道路面积率２０％～３０％。完善道路网，优化路权分配，形成以公共交通为主，各种交通方式协调

发展的格局，满足平常时期高频出行需求的同时，亦能保障灾害时期的基本出行需求。三是更加关注慢

行交通。上海总体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３５）提出以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组织紧凑复合的社区网络，强化基本服

务功能１５分钟步行可达，促进生活、就业、休闲融合。有利于形成鼓励慢行交通出行、减少机动化出

行的环境，不仅方便市民日常生活，提升幸福感，还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提高交通网络对基本民

生的保障能力。

３３ 重视新技术在交通需求管理中应用

新冠疫情使得以往停留在纸面的交通需求管理手段，例如视频会议、网络教学、远程办公、弹性上下

班等一一付诸实施。２月１０日复工后，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仅为平常的１０％，快速路流量不足平常的

５０％，主要原因就是除了部分企业未如期复工外，不少企事业单位都采取了远程办公的形式。随着疫情形

式好转，通勤交通开始恢复，快速反弹至往常水平，表明现阶段这些手段尚不成熟，未被社会广泛接受。

适合远程办公的行业主要是电子商务、金融业、咨询行业、科学研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工作模式

相对灵活的行业，但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例如，住房是否具备居家办公的条

件；工作效率如何得到保证；工作流程是否实现无纸化；移动互联、云计算、远程控制等技术能否满足

情景式视频会议、即时在线办公的要求。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远程／在线办公的工

作方式前景可期。

４ 结语

新冠疫情对生产、生活和交通出行特征产生了重大影响，出行需求下降，出行方式向私人交通方式

转移，道路交通率先恢复拥堵。专家预测，新冠病毒将会长期存在，可能还会卷土重来。城市交通系统

如何应对突发灾害事件，保障社会和经济运转，成为 “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规划必须面临的问题。在

规划阶段要提前考虑应急场景下的交通对策，评估规划方案在突发事件下的应急交通保障能力，构建各

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高交通系统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坚持公共交通优先战略，

调整公共交通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特殊时期的出行需求。重视新技术在交通需求管理、出行

全过程服务的应用，减少不必要的出行，优化出行链，以Ｍａａｓ（出行即服务）为导向，实现交通设施、

运行、管理的一体化和无缝衔接，提高出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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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城市应急物流设施体系完善的思考

刘　琦

【摘要】 应急物流设施是应急物资存储、中转、配送的空间保障。本文结合应急物流内涵，分析不同阶段应急物流设

施需求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在兼顾应急保障有效性和资源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政府救灾物资储备设施与商

业应急物流配送设施相结合的新型城市应急物流设施体系完善建议。

【关键词】 应急物流；救灾物资储备设施；应急物流配送设施

突发公共事件已经严重危及城市公共安全。２０２０年春节期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一次凸

显应急物资储备和及时送达对应对突发灾害性公共事件的重要性。而仅仅依靠传统的应急物资储备仓库

难以满足大量、快速、复杂的应急物流需求，将商业物流设施与应急保障相结合是必然趋势，尤其是针

对大型或特大型城市用地资源紧缺且应急保障压力大的，依托商业物流资源为应急救援服务，对提升需

求物资的快速反应能力、提高应急救援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应急物流的内涵

应急物流是指在突发事件下，为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而提供的特殊的物流活动，其目标是最大化时

间效益和最小化灾害造成的损失。与一般商业物流不同，应急物流本身具有不可预知性、强时效性和短

期性的特点。

（１）不可预知性：指的是发生启动的时间难以准确预知，突发事件的类型和物资需求难以准确预

知；且随着突发事件的社会关注越来越高，企业、社会组织或团体、个人等的捐赠物资数量、品类等也

难以预知。

（２）强时效性：指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救援抢险装备、基本生活保障物资等必须快速送达指定地

点，以尽可能减少损失。

（３）短期性：指应急物流一般自突发公共事件发生起数日至数月内存在，随着突发公共事件逐步得

到控制，应急需求降低，应急物流逐渐被商业物流取代。

基于以上特点，可以将应急物流的基本问题总结为：如何在未知的情况下，保障一定的应急物资储

备，并在有限的时间内，依托必要的设施空间实现各类应急物资的高效中转和配送。

２ 应急物流设施需求及现状

２１ 应急物流设施需求特点

应急物流的内涵决定其设施功能主要为存储、中转、配送等，这与一般商业物流设施一致，但应急

物流设施需求与突发公共事件影响程度及所处阶段密切相关。一方面，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程度，

应急物流设施需求规模不同，且影响程度越大，应急物流设施需求也越大；另一方面，对应突发公共事

件的不同阶段，应急物流设施需求也不尽相同。

在突发事件发生前，为保证事件发生后应急物资供应的高时效性，需要结合城市安全风险预判提前

做好应急物资储备。该阶段，应急物流设施需求相对稳定，以仓储功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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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数日内，事件影响程度和范围基本明确，各类应急物资需求达到顶峰，应急

物资来源更加多元化，除政府供给外，还包括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的捐赠，应急物资的有效配送直

接影响事件处置效果。该阶段，应急物流设施需求增加，以中转、配送功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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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应急物流设施分阶段需求特点

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数月内，随着社会生产、生活逐渐恢复常态，应急物流需求逐步向商业物流转

化。该阶段，应急物流设施需求较上一阶段大幅减少，应急物流设施功能逐渐被各类商业物流设

施取代。

２２ 传统应急物流设施现状及问题

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我国应急物流设施的规划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直至２００３年 “非典”疫情

暴发后，国家才开始系统推进应急物流设施体系建设。２０１５年，民政部等９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

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 “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救灾物资储备

体系，并同步推进各级应急物资储备设施的建设。

截至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１９个中央级应急物资储备库为骨干，３２个省级储备库、３１８个市

级储备库和１７８３个县级储备库为延伸的应急物资储备网络，为有效应对地震、洪涝等一系列重特大自

然灾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日益复杂严峻的灾害形势和社会各界对减灾救灾工作的要求和期待相比，

也面临一些问题。

（１）服务功能：侧重于 “静态”仓储功能，对物资 “动态”流动考虑不足。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不同阶段，对应急物流设施功能需求各不相同，但总体来看，各类应急物资

的收集、分拨、转运和配送的及时性、有效性是应急物资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既有的国家、省及地方

政府编制的各类应急预案及相关政策文件中，更多地强调对于应急物资的储备，要求按照 “自然灾害发

生１２小时之内，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初步救助”的基本要求进行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布局，对于应急

物流设施中转、配送等功能考虑不足，缺乏现代化的物流操作设备和信息化调度配送系统等，物资分

拣、配送效率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应急救援的有效性。如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大量的社会

捐赠物资汇集武汉，但由于分拣、配送等效率不高，导致短期内各类应急物资积压，难以及时送达各需

求点 （如医院、受灾点等）。

（２）设施规模：库容面积不足，难以满足城市安全风险防范和应急需要。

目前，各类应急物流设施建设标准主要根据 《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标准》（建标１２１２００９），各级

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规模按照所辐射区域内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三级响应启动条件规定的紧急转移

安置人口所需的储备物资规模来确定。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库的建设规模如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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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规模分类表

规模分类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数 （万人） 总建筑面积 （ｍ２）

中央级 （区域级）

大 ７２８６ ２１８００２５７００

中 ５４６５ １６７００１９８００

小 ３６４３ １１５００１３５００

省级 １２２０ ５０００７８００

市级 ４６ ２９００４１００

县级 ０．５０．７ ６３０８００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集聚，及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化，城市面临的安全风险更加复杂

多样，除自然灾害外，各类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风险加剧。既有的救灾物资储备

设施规模主要考虑自然灾害需要，对其他城市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考虑不足。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

例，虽不涉及转移安置人口，但为控制传染可能采取封城等措施，仅依靠传统的救灾物资储备仓库无法

满足大城市基本救灾和生活物资保障。此外，从历年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情况来看，灾害发生后，各类社

会组织或团体、企业、个人的捐赠物资会在短期内迅速集聚，而既有的城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普遍规

模较小，难以满足短期大量、集中的物资储运需求。

（３）建设模式：采用政府自建模式，对既有商业物流设施整合利用不足。

应急物流设施具有较强的公益性，我国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按照中央省地方政府权责分工，

采用分级建设模式，其中县 （区）级及以上储备库采用政府投资、独立建设运营模式，县 （区）级以下

采用政府投资、与其他民政设施合建模式。但由于应急物流本身具有不可预知性、短期性等特点，决定

了应急物流设施需求规模难以准确预测，如按照极限最大值来考虑设施规模，可能造成用地等资源的浪

费，对于部分用地资源紧约束的城市，规划落地性也难以保障。从日本、德国等物流业发达国家经验来

看，普遍采用政府＋商业物流设施的方式，以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下应急物流空间需求。

随着我国物流业发展日趋成熟，各城市围绕机场、港口等大型交通设施建设的物流园区、分拨中心

等商业物流设施不断完善，但由于用地开发模式、管理机制及征用补偿标准等方面的问题，大量的商业

物流设施在应急物流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而既有的政府自建的救灾物资储备设施受规模、物流设施设备

等制约，难以满足各类应急物流需求。

３ 新型城市应急物流设施体系构建

３１ 体系构建的目标

根据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原则，结合应急物流设施需求特点，建立政府应急物资储

备设施＋商业物流设施相结合的城市新型应急物流设施体系，以进一步提高应急物流效率和资源利用效

率，尽可能降低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对城市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３２ 体系的构成及功能定位

新型城市应急物流设施包括救灾物资储备设施和应急物流配送设施两大类，其中：

（１）救灾物资储备设施

主要从应急救灾物资 “存储”的角度考虑。依据现有国家、地方相关法规、政策、标准设置，主要

包括中央、省及市、县 （区）、乡镇 （街道）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和储备点，主要满足救灾物资的长期、

稳定存储，保障灾情发生１２小时内的紧急物资供应。

此类设施公益性较强，且属于长期、稳定型设施，以政府自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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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应急物流配送设施

主要从物资 “流动”的角度考虑。依托城市各类物流设施节点构成，主要满足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过

程中，政府短期集中大量采购以及社会组织或团体、企业、个体捐赠的应急救援物资的集中存储、分

拨、转运、配送等。

此类设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临时性，以政企合作建设或企业建设、政府协议使用等方式解决。对

于大城市，考虑配送效率，并兼顾物流配送成本效益，应结合城市交通设施布局建立多级应急物流配送

网络。

１）区域应急物流配送中心：依托市域内机场、港口码头等大型对外交通枢纽设置，主要承担市域

外应急救灾物资的收集、储备、分拨转运。

２）二级应急物资转运中心：依托城市组团或片区对外交通枢纽或配送中心设置，主要服务城市内

部组团或片区的物资储备、转运。

３）末端配送站：围绕１５ｍｉｎ社区生活圈，结合社区公共设施布局一并考虑设置，服务于 “最后一

公里”配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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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城市应急物流设施体系构成示意图

３３ 各级设施的空间组织关系

根据突发事件对城市的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等，城市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响应，

不同应急响应下对应急物流的需求不同。一般而言，应急响应级别越高，应急物流需求规模越大、覆盖

范围越广、复杂程度越高，应急物流设施网络的稳定性和系统效率要求越高。

表２　各级设施空间组织关系表

响应

级别

应急物流设施

体系构成
空间组织关系

Ⅰ级

响应

五级政府救灾物

资储备库＋三级

应 急 物 流 配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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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响应

级别

应急物流设施

体系构成
空间组织关系

Ⅱ级

响应

四级政府救灾物

资储备库＋三级

应 急 物 流 配 送

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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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深圳的实证分析

４１ 应急物流设施概况

深圳位于东南沿海地震带，多低山丘陵，致灾因子多 （如台风、洪涝、滑坡等）；且作为全国人口、

经济大市，地域空间相对狭小，城市承灾体密集。目前深圳已根据国家、省及市应急预案及相关政策、

标准要求，建立了市—区—街道三级救灾物资储备设施网络，各类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储备点共计

约１２０２个，其中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１处，兼具市级救灾物资捐赠中心功能，总面积约５０００ｍ２；其余

为区级和街道救灾物资储备库／储备点，单个设施建筑面积约２０１００ｍ２。总体来看，深圳既有各类救灾

物资储备设施规模基本满足现阶段常住人口应急需求。

根据规划，至２０３５年，全市常住人口约２５００万人，较现阶段 （约１３４４万人）增长约１倍，突发

公共事件下各类应急物资需求 （如帐篷、防潮垫、医疗用品等）将大幅增加，既有应急物流设施空间难

以满足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城市用地资源紧约束进一步加剧，难以通过独立占地方式满足各类应急物

流设施空间需求。因此，依托商业物流设施解决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应急物流需求，是深圳提高应急

物流效率，保障应急救援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的必然之路。

４２ 物流设施建设规划情况

目前，深圳依托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等大型交通枢纽建设了包括机场物流园、盐田港物流园、前海

９３１２



物流园、平湖物流园等六大综合物流园区及２２处公路货运场站。根据 《深圳市货运物流场站评估及对策研

究》（２０１９年），未来深圳将规划建设综合物流枢纽＋二级转运中心＋末端配送站的三级物流枢纽体系。

４３ 新型应急物流设施规划建议

结合深圳市应急物流需求及既有物流设施规划，建立并完善以政府各类救灾物资储备设施为主的应

急物资储备体系，及以商业物流设施为主的应急物资配送体系，并明确各类设施在应急物流中的功能及

布局要求。

（１）应急物资储备设施体系

功能：专门用于各类应急物资储备，并兼具物资分拨、配送等。

构成：市、区及街道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储备点。

布局：利用城市仓储用地，结合各类应急物资储备需求规划新增建设。

（２）应急物资配送设施体系

功能：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启用，主要满足各类应急救灾物资的临时性存储、中转、分拨和配

送等。

构成：结合三级物流枢纽体系形成区域应急物资配送中心、二级应急物资转运中心和末端应急物资

配送站。

布局：评估各类节点在应急状态下的可用程度，在规划建设中预留相应的应急物流作业功能空间，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类型、影响程度及响应级别，启动应急物资配送设施功能，形成可覆盖全市的高效的

应急物资配送网络。

５ 小结

总体来看，新冠疫情后，各地政府更加重视应急物流保障，而应急物资的储备、中转、配送等的效

率与设施空间保障密不可分，直接影响到救灾工作效能。本文结合应急物流特点，分析了应急物流设施

在突发公共事件不同阶段的需求特征，提出了建立以政府应急物资储备设施与商业化应急物流配送设施

相结合的新型应急物流设施体系的设想，但实际操作中，为保证商业物流设施中的应急功能得到充分发

挥，需在商业物流设施规划建设阶段明确相应的建设要求及配套响应机制、补偿标准等，同步提高应急

物流的信息化水平，统一各类设施调度，避免信息壁垒影响应急救援物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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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公交在厦门市的发展及在疫情中作用的思考

陈保斌　胡晓丹　王秀明　柯博欣　刘诗棠　黄国苏

【摘要】 定制公交从运行时间、站点、乘车环境等方面弥补了常规公交的不足，提高了市民公交出行的舒适性和便利

性。本文对定制公交的发展背景和主要特征进行总结，同时以厦门市的定制公交为具体研究对象，收集了其运行参数并

对其进行分析，这是首次对厦门市定制公交运营的归纳分析。此外，在疫情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期间，定制公交发挥其优势，

提高了市民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安全性。但运营上仍存在问题和不足，本文对问题进行归纳，有利于为后续对定制

公交的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 定制公交；公共交通；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１ 定制公交的发展背景及意义

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人们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带动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根据官方数

据显示，全国的民用汽车保有量从２００９年的７６１９万辆
［１］，已飞速增长到２０１９年的２６１５０万辆

［２］。

汽车出行降低了恶劣天气对居民出行的影响，提高了出行的舒适性。此外，汽车出行是起始位置到

目的位置点对点的方式，大大缩短了路程时间，提高了出行的便利性。正因如此，道路上的汽车数

量不断增加，随之引发的是道路交通拥堵不堪和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的问题。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

励绿色交通出行成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有力措施之一。公共交通相比较于私人汽车具有乘客运量大、

出行费用低和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优势。但也因为普通公共交通等待时间长、站点数量多和高峰时期

因乘客人数多而拥挤杂乱的问题使得部分人放弃选择这一交通工具出行。随着互联网不断渗透到居

民的日常生活中，公共交通的站点和实时位置查询、手机支付和出行路径智能规划等服务也随之变

得便利。这些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普通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但普通公交站点数量多和乘客

数量多导致的行程时间长和乘坐舒适性低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也使得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不足以促使市民选择绿色的公共交通工具代替私人汽车出行。在上述的大背景下，定制公交应时而

生。定制公交提供了相较于普通公交更为便利、舒适和省时的乘车环境，同时相较于私人汽车更加

经济的出行特征。健全完善的定制公交体系有利于鼓励居民选择绿色交通出行，使交通拥堵和日益

严重的环境质量问题得到缓解。

２ 定制公交的特征及发展现状

定制公交是指将个人的出行需求信息进行收集和整合，为出行起始位置和目的位置、出行时间相似

的群体提供定制的公共交通服务［３］。通过梳理，归纳总结出定制公交具有以下特征。

（１）出行时间：定制公交的服务对象虽无限制，但是因为它具有定点出发的特征，而通勤者的出行

时间大多固定，所以定制公交的服务人群多数为通勤者。出行时间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某一时段的出行需

求。公交公司主要通过网上线路意见征集的方式，引导有所需求的居民填写自己的出行信息，主要包括

有：起点位置、终点位置、出行时间、预期达到时间、每周日程、开始和结束日期等。公交公司将根据

所收集的信息，确定出行时间。

（２）线路和站点：线路和站点的确定主要也是通过意见征集的方式，通过获得的起终点信息，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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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路线和站点的规划。当路线和站点确定后，公交公司会通过线上发布待开通班次预购的服务，当

预定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相对应的线路会启动运营。相较于常规公交，定制公交具有线路直达

性好和站点数量少的优势。乘客乘坐定制公交出行可减少行程时间，达到省时的目的。

（３）乘车环境：定制公交的乘车环境优于普通公交，高峰时期普通公交车厢内拥堵现象严重，但定

制公交基本采用一人一座的服务方式，乘车环境宽敞。定制公交车辆上还配置有空调、ＷｉＦｉ（Ｗｉｒｅ

ｌｅｓｓＦｉｄｅｌｉｔｙ）等服务设备，增加了居民乘车的舒适感。

（４）路权：为了鼓励居民绿色出行，全国多数城市已实施了公交专用道的规划和运营，并且，全国

公交专用道的公里数仍在持续增加。定制公交和普通公交一样享有公交专用道的路权，定制公交与社会

车辆分隔开，提升了运行效率，节省了行程时间。对于高峰时段的通勤者，行程时间是出行方式选择的

重要参数之一。

（５）价格和购票方式：定制公交的票价根据里程数量决定，一般长期连续乘坐可以享有优惠。定制

公交的出行费用高于普通公交，低于私家车和出租车。定制公交主要通过网站预订和ＡＰＰ （应用软件）

内等线上预订的方式进行购票，简化了线下购票的流程。

定制公交弥补了普通公交高峰时期车内拥堵、行程时间长和部分站点距离最终目的较远等不足，同

时因为定制公交享有公交专用道的路权、直达性好和费用低于私人交通等优点，定制公交成为居民日常

出行更优的选择。

３ 厦门市定制公交的运营分析

３１ 基本特征

厦门主要由思明区、湖里区、海沧区、集美区、翔安区和同安区６个行政分区组成，其中思明区和

湖里区合称为厦门岛。厦门岛对外共有６大交通通道，包括厦门大桥、海沧大桥、集美大桥、杏林大

桥、翔安隧道和高集海堤 （如图１所示）。２０１９年，厦门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１６６万辆，“四

桥一隧”（除高集海堤的其余５条通道）的日均流量相较于２０１８年上升了６％
［４］。厦门岛内的经济相较

于岛外更繁荣且就业岗位多，所以厦门岛内每日活跃的交通量大且岛内外的交通联系密切。受日益增加

的交通量和进出通道数量局限性、通道指向性的影响，厦门岛内和进出岛通道的交通拥堵已成为高峰时

期的常态。为了解决这一拥堵严重的现象，政府正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定制公交拥有和普通公交一样运

力大的特点，且因优势明显而被鼓励。

厦门定制公交从２０１６年７月份开始试运营，现共有４１条线路在运营，其中有１９条线路在工作

日高峰时间段运行。其中，因轨道２号线开通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５日）后，定制公交的上座率大幅下

降，为降低线路与轨道２号线的重复率，提高车辆利用率，取消了部分定制公交线路。通过分析，

工作日高峰时间段运营的车辆多停靠于居住区和商务办公区，而周末时间段运营的车辆多停靠于居

住区、商业区和休闲娱乐场地。由于工作日定制公交的运营数据较齐全，且工作日的运营情况叠加

了城市高峰时段的交通量，对交通的影响最大，所以本次着重对工作日定制公交的运营数据进行分

析。本次运用ＳＰＳＳ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分析订购人数与站点数量、订购人数与是否跨岛等

的关系。

表１　厦门市主要进出岛通道日均出岛车流量 （单位：辆／日）

年份
本岛海沧方向 本岛集美方向 本岛翔安方向

海沧大桥 杏林大桥 厦门大桥 集美大桥 小计 翔安隧道
合计

２０１６ ７４８７０ ４２６７９ ３６２７５ ３７５５６ １１６５１０ ４６２１１ ２３７５９１

２０１７ ８１８２１ ５４７０６ ４６０５６ ３６７１５ １３７４７７ ４７９８９ ２６７２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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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厦门市分区及进出岛通道示意图

表２　厦门市定制公交工作日运行情况表

公交

线路
起点 终点

是否

跨岛

站点

数量

运行

时间

已订购

人数

订购时间

区间 （天）

Ｄ１ 和通路口 观音山商务区 否 １０ 工作日７：３０ １０５０ ３４

Ｄ６ 宁海站 观音山运营中心 是 １０ 工作日７：１０ ９４６ ３４

Ｄ７ 宁海站 观音山运营中心 是 １０ 工作日７：０５ ３３６ ３４

Ｄ８ 软件园 宁海站 是 １０ 工作日１７：５５ ４６７ ３４

Ｄ１１ 杏林长途车站 观音山营运中心 是 ８ 工作日７：１０ １１３９ ３４

Ｄ１２ 软件园 锦园中医院 是 ８ 工作日１７：５５ ３２９ ３４

Ｄ１３ 宁海站 观音山商务区 是 ７ 工作日７：２０ ７６９ ３４

Ｄ１４ 和顺里 软件园 否 １１ 工作日７：４５ ５２７ ３４

Ｄ１５ 和顺里 软件园 否 １１ 工作日７：５０ ７４７ ３４

Ｄ１６ 软件园 和顺里 否 １１ 工作日１７：４５ ３９２ ３４

Ｄ１７ 宁海站 市金融中心 是 ５ 工作日７：２０ ５７７ ３４

Ｄ２０ 鱼孚路 软件园东二门 是 １１ 工作日７：１０ １２０９ ３４

Ｄ２１ 禾缘社区 思北路口 否 ８ 工作日７：０５ ６５１ ３４

Ｄ２２ 嘉美花园 禾缘社区 否 ８ 工作日１７：３５ ３８３ ３４

Ｄ２７ 县后公交场站 软件园 否 ８ 工作日７：４０ １１１６ ３４

Ｄ２８ 禹州大学城 软件园 是 ８ 工作日７：３０ １３２５ ３４

Ｄ２９ 软件园 鱼孚路 是 １１ 工作日１８：２０ ８９９ ３４

Ｄ７４ 嘉庚体育馆 海沧区政府 否 ９ 工作日６：４５ ２１１６ １１６

Ｄ７５ 海沧区政府 红树康桥 否 １０ 工作日１７：３５ １９５７ １１６

　　（注：日均订购人数＝已订购人数／订购时间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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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数据分析

３．２．１ 起终点用地类型分析

表３　厦门市定制公交工作日运行情况表 （起终点用地类型）

公交线路 起点 终点 起点用地类型 终点用地类型 运行时段

Ｄ１ 和通路口 观音山商务区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Ｄ６ 宁海站 观音山运营中心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Ｄ７ 宁海站 观音山运营中心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Ｄ８ 软件园 宁海站 商务 城市道路 晚高峰

Ｄ１１ 杏林长途车站 观音山营运中心 交通枢纽 商务 早高峰

Ｄ１２ 软件园 锦园中医院 商务 医院 晚高峰

Ｄ１３ 宁海站 观音山商务区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Ｄ１４ 和顺里 软件园 住宅 商务 早高峰

Ｄ１５ 和顺里 软件园 住宅 商务 早高峰

Ｄ１６ 软件园 和顺里 商务 住宅 晚高峰

Ｄ１７ 宁海站 市金融中心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Ｄ２０ 鱼孚路 软件园东二门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Ｄ２１ 禾缘社区 思北路口 住宅 城市道路 早高峰

Ｄ２２ 嘉美花园 禾缘社区 住宅 住宅 晚高峰

Ｄ２７ 县后公交场站 软件园 交通枢纽 商务 早高峰

Ｄ２８ 禹州大学城 软件园 住宅 商务 早高峰

Ｄ２９ 软件园 鱼孚路 商务 城市道路 晚高峰

Ｄ７４ 嘉庚体育馆 海沧区政府 体育场馆 行政办公 早高峰

Ｄ７５ 海沧区政府 红树康桥 行政办公 住宅 晚高峰

厦门市的定制公交，工作日高峰时间段运营的车辆多停靠于居住区和商务办公区，而周末时间段运

营的车辆多停靠于居住区、商业区和休闲娱乐场地。针对不同班次定制公交的运行情况，分析起终点的

用地类型。通过分析 （表２），早高峰运行车辆的起点多位于城市道路和住宅区等，终点用地类型呈现

一致性，绝大部分为商务区。晚高峰运行车辆的起点多为商务区，终点多为住宅区。此分布符合城市通

勤的特征，早高峰由住宅区前往办公区，晚高峰则反之。

３．２．２ 运营班次分析

从表２分析，在工作日运营的定制公交，早高峰发行的班次多于晚高峰，且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日均

订购人数分别约为２５和１５人，说明早高峰定制公交的出行需求多于晚高峰。

３．２．３ 定制公交是否跨岛运行与日均订购人数的相关性分析

思明区和湖里区是厦门市就业岗位较多、经济发展较好的两个下辖地区。部分居民需要在通勤高峰

时期进出岛内工作，此时交通需求最大。分析定制公交的跨岛运行与日均订购人数有无关系，可用来指

导定制公交路线的规划。是否乘坐定制公交跨岛为定类型变量，日均订购人数为定距型变量。对于一个

连续变量和一个二分类变量间的相关分析，使用点二列相关法。在ＳＰＳＳ中，可直接计算两列变量的皮

尔逊相关系数即可［５］。通过分析 （表４），显著性的值为０．４０１＞０．０５，故认为日均订购人数和定制公交

是否跨岛运行之间无相关关系。厦门市跨岛通勤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有地铁、ＢＲＴ （快速公交）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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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公交，其中地铁和ＢＲＴ服务人群的比例较大。此处分析认为，跨岛运行的定制公交并无因为跨岛公

共交通的不便而带来乘坐人数的增加。

表４　定制公交是否跨岛运行与日均订购人数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日均订购人数 是否跨岛

日均订购人数 皮尔逊相关性 １ －．２０５

显著性 （双尾） ．４０１

个案数 １９ １９

是否跨岛 皮尔逊相关性 －．２０５ １

显著性 （双尾） ．４０１

个案数 １９ １９

３．２．４ 停靠站点数量与日均订购人数的相关性分析

定制公交与普通公交相比，具有停靠站点少、行程时间短的优势。分析停靠站点与日均订购人数的

关系，可以用来指导定制公交停靠站点的规划。停靠站点数量与日均订购人数均为定距型变量，对停靠

站点数量和日均订购人数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对于停靠站点数量 （表５），样本数量为１９，根据夏皮洛

威尔克检验结果，显著性的值为０．０１８＜０．０５，故不满足正态分布；对于日均订购人数 （表６），显著性

的值为０．２０８＞０．０５，故满足正态分布，采用斯皮尔曼检验法检验两者的相关性
［６］。结果如表７，显著

性的值为０．８５９＞０．０５，因此认为停靠站点数量与日均订购人数无相关关系。这主要考虑停靠站点是在

市民提供出行需求的基础上进行规划，且强调此数据是针对现有数据的分析。

表５　停靠站点数量正态性检验结果

正态性检验

柯尔莫戈洛夫·斯米诺夫ａ 夏皮洛·威尔克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站点数量 ．２１９ １９ ．０１７ ．８７５ １９ ．０１８

　　ａ．里利氏显著性修正

表６　日均订购人数正态性检验结果表

正态性检验

柯尔莫戈洛夫·斯米诺夫ａ 夏皮洛·威尔克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日均订购人数 ．１３７ １９ ．２００ ．９３４ １９ ．２０８

　　．这是真显著性的下限

ａ．里利氏显著性修正

表７　停靠站点数量与日均订购人数的相关性分析

日均订购人数 站点数量

斯皮尔曼Ｒｈｏ 日均订购人数 相关系数 １．０００ －．０４４

显著性 （双尾） ． ．８５９

个案数 １９ １９

站点数量　　 相关系数 －．０４４ １．０００

显著性 （双尾） ．８５９ ．

个案数 １９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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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疫情背景下定制公交的优势

４１ 疫情期间定制公交的运营优势

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持续开展流感及相关疾病监测，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均诊

断为病毒性肺炎／肺部感染。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２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其命名为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７］。２０１９

ｎＣｏＶ主要经飞沫传播，同时也可通过接触传播
［７］。２０１９ｎＣｏＶ在春节期间传播迅速，政府通过强有力

的应对措施使得疫情的传播得到有效的管控。在疫情进入到平稳期后，各地也陆续开始了复工潮。正常

时期，选择公交车出行的人数较多。但在疫情期间，大部分人在选择公交车出行时较为谨慎。造成这种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①公共交通作为密集型交通工具，特别是在高峰时期，车厢内拥挤度较高。虽然乘

坐者被强制性要求佩戴口罩，但如果有患病者乘坐此车，仍然存在近距离接触或触碰扶手被传染的可

能；②乘坐普通公交人员的具体情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③多地区在疫情期间取消了多条公交线路，

这也使得原本布局较为密集的公交线路和站点变得稀疏，公交出行随之变得不便。上述存在的问题，使

得复工人员的通勤出行变成问题。但定制公交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定制公交在疫情期间的

运行相较于普通公交存在以下优点：①定制公交具有 “一人一座”、可控制满载率的特点，可以保证安

全的间隔距离，减少不必要的接触；②乘车者事先通过网上服务订购车票，订购者的信息可查询、可追

溯，有利于对乘车人员信息的管理，保障安全的乘车环境。③定制公交是在征集完市民的通勤需求基础

上开设班次。此措施可以避免普通公交的运力浪费和服务范围不全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取消了多条路线

的疫情期间，定制公交可以更加精准地服务有出行需要的人群。定制公交在疫情期间大大提高了市民公

交出行的安全，同时也保证了公交系统的有效运营，节约了运营成本，达到双赢的局面。

４２ 疫情期间定制公交运营情况引发的思考

定制公交在疫情期间的服务，保障了市民的健康安全，提高了出行效率。但在运营的过程中仍然存

在问题。

（１）发车班次少且服务人群有限：现阶段定制公交主要服务出行特征较为一致的通勤者，发车时间

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对于市民日常出行的服务较为不足。在疫情期间，定制公交的优势较为突

出，可考虑在平峰时段收集有出行需求市民的信息，增加在平峰时间的发车班次，提高市民的出

行效率。

（２）普及和宣传的程度不足：定制公交的运营已有一段时间，但市民对于定制公交的熟悉程度仍较

低。相比于普通公交，定制公交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市民对于定制公交的概念、如何订购、乘坐以及

具体的运营路线都没有全面的了解。因此，建议政府和运营部门加大对定制公交的宣传，让市民对其有

进一步了解，增加出行方式选择的多元化，方便市民出行。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定制公交的运营可以准

确地服务有需要的人群，提高服务效率。

（３）订购渠道单一：定制公交一般只能通过网页或者手机应用定制，虽然现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

及度已经较高，但仍有部分人对这种订购方法较为陌生。在疫情期间，上述人群若要使用定制公交出行

将变得不便，因此可以考虑社区提供代订购服务，登记好需要出行者的信息，确保疫情期间公交出行的

安全性和便利性。

定制公交在疫情期间发挥了优势，若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定制公交的普及度和运营效率

将会得到提升，有利于提升市民公交出行的效率。

５ 总结

本文阐述了定制公交的发展背景及特征，再以厦门市定制公交为具体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了定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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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起终点的用地类型、运营班次、订购人次与跨岛运行、停靠站点有无关系等，此研究是对厦门定制公

交发展的总结分析，同样可以为后续的规划提供指导。此外，由于新型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的影

响，市民对于在复工期间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较为谨慎，定制公交弥补了常规公交的不足，发挥其优

势，在复工期间提高了市民公交出行的安全性。但其运营也存在问题，本文对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有

利于后续定制公交的运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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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前后南京共享单车服务变化分析

华明壮　陈学武　郑姝婕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城市交通受到重大影响，提供安全可靠、充分保障的交通服务成为关键挑战。相对于

公共交通的封闭空间，开阔环境中运营的共享单车有着较低传播风险和发挥了更大作用。本文以南京为案例，融合分析

了共享单车用户调查和监管平台订单数据，探讨了新冠疫情前后的共享单车服务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疫情暴发剧烈冲

击了共享单车服务，出行量下降了８２％。出行需求的早晚高峰现象变弱，共享单车提供了更高比例的中远距离出行服

务。疫情期间，用户骑行目的主要是上下班和生活购物，共享单车主要是替代了公共汽车出行。现在的车辆运营周转状

况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本研究对如何在疫情期间提供共享单车服务有一定启发意义。

【关键词】 新冠肺炎；共享单车；出行特征；用户行为；南京

０ 引言

２０１７年初以来，以摩拜单车为代表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俗称 “共享单车”）在南京大量投放，以

其使用方便、外观时尚等优势，吸引了众多用户使用。但投放初期共享单车公司的恶性竞争以及无序停

放对城市管理造成不良影响，也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关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城市管

理局和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了 《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经营服务评价指标》 （宁交客

［２０１７］８６３号），构建南京共享单车企业经营服务评价综合指标体系，每半年进行一次南京市共享单车

企业经营服务评价工作［１］，并委托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开展经营服务专项调查。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开始，迄

今已开展六轮半年度调查。

过去的前五轮调查有效辅助了南京市把握共享单车的发展形势和存在问题。２０１８年的调查摸清了

南京市场的车辆总规模，发现当时市场上的ｏｆｏ小黄车、摩拜单车、哈单车三家企业存在较严重的违

规投放现象。２０１９年４月，滴滴旗下的青桔单车获得５万份牌照，正式 “登陆”南京［２］。摩拜被美团

收购并推出了新款美团单车，哈发展势头良好，而小黄则由于自身经营不善和押金风波而接近退出市

场运营［３］。２０１９年的专项调查真实地反映了市场的变化，并针对运营区设置、调度费收取、非机动车

停车秩序、车辆堆积疏散等关键问题搜集了市民的意见。截至２０２０年６月，南京市场上运营的共享单

车企业共３家，美团单车、哈出行和青桔单车。

新冠疫情期间，城市交通供求关系突变，因主动或被动防疫，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出行目的、出行强

度、出行方式、出行时空分布等出行特征突变，共享单车用户的出行行为也会有所变化。而且相较于公

共交通，共享单车的病毒传播风险较低［４］，在抗击疫情的交通保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武汉市 “战

疫”期间，共享单车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出行需求［５］。因此我们在２０２０年５月南京共享单车用户问卷调

查中，增加了疫情期间单车运营服务的内容，包括骑行目的、频率、替代的交通方式等，同时搜集了南

京共享单车监管平台的订单数据。通过综合运用监管平台的订单数据和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分析结果，对

疫情前后南京市共享单车的运营服务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１ 问卷调查与平台数据

１１ 问卷调查

考虑到新冠疫情影响，市民出于对安全问题的担忧，对于线下的面对面询问可能存在抵触心理，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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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问卷发放存在困难。因此本次问卷调查采取网络问卷形式，依托问卷星平台，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等

方式，邀请南京市民进行填写。调查的对象包括用户与非用户，通过关联跳题设置的方式，为不同的调

查对象提供不同问题设置的问卷。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主要调查基本信息、单车投放意向、对常用单车

企业的满意度、江苏疫情防控一、二级响应期间 （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４日～３月２７日）
［６］单车使用情况；对

于共享单车非用户，主要调查基本信息、单车投放意向以及对各家企业的满意度。

问卷调查范围覆盖南京市各行政区，包括玄武、鼓楼、建邺、秦淮、栖霞、雨花台、江宁、溧水、

高淳、浦口、六合。并且在６月１日～２日第一轮问卷发放结束后，对问卷样本量偏少的行政区开展了

补充调查，保证各行政区均被覆盖。调查地点共计１３８个，类型涵盖各个行政区的重点居民小区、商业

办公区、休闲区和地铁站点，图１１为调查地点的分布 （紫色点表示调查地点）。

图１１　调查地点分布

１２ 监管平台数据分析

除了开展问卷调查，本研究还结合了南京市共享单车监管平台的数据进行分析。该平台自２０１８

年１０月投入运行
［７］，在动态监管南京市共享单车的运营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截至２０１９年６

月１５日，平台共接入车辆３５０６４２万辆，包括摩拜１０２６７９辆，哈１６０２１０辆，青桔８７７５３辆。本

次分析获取了２０２０年１月５日～１８日及２０２０年２月２日～１５日新冠肺炎爆发前后各两周的订单数

据共计约４７５万条记录，订单数据包括订单编号、车辆编号、公司名称、出发到达时间、出发到达

地点；还获取了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１９年１１月和２０２０年５月的运营统计表格，表格包括接入车辆数、

当月日均订单数量、周转率等指标，对疫情前后南京市共享单车的整体车辆运营状态进行比

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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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共享单车出行特征变化

２１ 出行量变化

２．１．１ 疫情暴发前后对比

从监管平台获取了疫情前后两周的南京市共享单车订单数据，经处理后，疫情前两周２０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１／１８共计２９９６６１４条记录，疫情后两周２０２０／２／２２０２０／２／１５共计５３６８８４条记录。可以看出，疫

情暴发后，南京共享单车出行量下降到疫情前的１７．９％。在相同时段的公共自行车数据分析表明，疫

情暴发后南京公共自行车出行量下降到疫情前的３１．４％。相比公共自行车而言，共享单车下降幅度更

大，即受到疫情冲击更剧烈。

选取疫情管控前的一周 （１．１２１．１８，周日周六）和疫情管控后的一周 （２．０９２．１５，周日周六）

的数据进行每日骑行量的分析，如图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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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１　疫情前后一周用户骑行量分布

从疫情管控前的一周的数据可以看出，工作日的骑行量明显大于周末，但周三、周四两个工作日骑

行量低于周末，原因是这两天有雨夹雪，不适宜骑行。所选取的两周中，均在周一达到骑行量峰值，但

疫情管控后的骑行量仅为疫情管控前的１／６左右，进一步说明受疫情影响，骑行量骤减。

选取疫情管控前某典型工作日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３日）和疫情管控后某典型工作日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０

日），分别做热力图，对比骑行热点的分布，如图２２所示。可以看出骑行量明显降低了一个等级，建

邺、栖霞和江北的某些片区地区不再是热点，只有老城区的中心地区还维持着５００人／平方千米以上的

骑行密度。虽然骑行量骤减，但其在全市的总体分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略微向主城收缩。说明疫

情管控期间全城范围内仍有共享单车的出行需求，共享单车在疫情期间仍在居民出行中占有一定地位。

２．１．２２０２０年５月及疫情前对比

获取了２０１９年６月及１１月、２０２０年５月的运营统计表格对当前单车运营状态和疫情前的状态进

行对比。三个时间段各企业活动车数量的对比见图２３，活动车周转率的对比见图２４。活动车数量方

面，摩拜还未恢复到疫情暴发前水平；哈基本恢复，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的数量持平；青桔由于新增了一

批车辆投放，活动车数量相比于２０１９年几乎翻倍。各企业活动车数量与车辆调查结果中车辆比例基本

一致，印证了车辆调查结果的可信度。活动车周转率是利用当月订单数量除以当月活动车数量得到的，

摩拜和哈均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而青桔目前的周转率与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份相近，但未恢复到去年

同期水平。总体来看，目前的车辆运营周转基本都恢复到了疫情暴发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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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２　疫情前后一周用户骑行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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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出行时间变化

根据对平台数据的分析，分别选取疫情管控前的１月１３日和疫情管控后的２月１０日 （均为周一）

作为典型工作日，分析工作日分时段骑行量，如图２５所示。疫情管控前，分时段骑行量双峰特征明

显，分别在７：３０９：００和１７：００１８：３０达到峰值，早高峰期间骑行量聚集程度更高且峰值高于晚高

峰，与城市通勤特征吻合。疫情管控后，骑行量锐减，虽也有早晚高峰，但高峰时间的骑行量与非高峰

期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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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５　疫情前后典型工作日分时段骑行量

２３ 出行距离变化

根据对疫情前后各两周的平台数据的分析，共享单车的平均出行距离由１．２５ｋｍ增加到１．４５ｋｍ，

平均出行时长由９．５分钟增加到１３．１分钟，骑行速度基本不变。而根据相同时段的公共自行车数据分

析，公共自行车的平均出行距离由１．３２ｋｍ增加到１．７４ｋｍ，平均出行时长由１４．５分钟增加到１８．３分

钟，骑行速度也是基本不变。疫情后，共享单车的平均出行距离增加了１６％，低于公共自行车平均出

行距离３２％的增长幅度，但共享单车中长距离出行比例增加的趋势依然十分明显 （如图２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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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６　疫情前后共享单车出行距离变化

３ 共享单车用户行为变化

３１ 用户目的分析

由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如图３１所示，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目的主要为上下班和生活购物。２０２０

年６月调查相比２０１９年调查，目的为公务的用户比例明显增多，由约１０％上升至３９％。而目的为探亲

访友、旅游的用户比例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该调查结果符合疫情期间实际情况，为尽量减少与他人接

触，除基本通勤、基本生活等必要出行外，居民尽量减少非刚性需求，外出就餐、探亲访友、休闲、游

乐等出行大幅减少，甚至完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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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１　疫情前后用户骑行目的分布情况

３２ 用户频率变化

由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如图３２所示，南京市民认为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共享单车骑行频率大多为每

周４７次，每天都使用的用户也占据一定比例，可见疫情期间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频率较高。对用户骑

行频率变化的调查结果统计如图３３，约６０％的用户认为自己在疫情期间骑行频率增加。但注意到平台

数据分析结果，疫情后共享单车出行量下降了８２％，真实的用户出行频率应该是下降的。用户之所以

误以为自己疫情后骑行频率增加，可能是不能准确回忆起自己出行行为和对疫情期间共享单车服务印象

深刻，导致出现了这种感知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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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３　疫情期间用户骑行频率变化情况

３３ 替代其他交通方式

由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如图３４所示，南京市民疫情期间使用共享单车主要替代的交通方式为公共

自行车和公共汽车，而替代地铁、私人汽车、出租车的用户比例较低。该调查结果也符合疫情期间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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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行特征：疫情期间，为减少人员接触，有条件的出行者更偏向于主动选择乘员少、私密性好的私人

汽车或出租车，对于无车市民但有长距离出行需求的，地铁是难以替代的；而公共自行车和公共汽车主

要满足中短距离出行需求，与共享单车承担的任务有一定重合，因此替代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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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４　疫情期间用户替代其他交通方式情况

４ 结语

本研究基于南京共享单车用户调查，融合分析监管平台数据，探讨了新冠疫情前后的服务变化。疫

情暴发后，共享单车受到剧烈冲击，出行量下降到原来的１７．９％。但出行需求的空间分布范围上仍然

与疫情前接近，说明共享单车在疫情期间仍在居民出行中占有一定地位。用户出行的早晚高峰现象变

弱，出行时间分布更加均匀。用户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长显著增加，共享单车提供了更高比例的中远距离

出行服务。用户疫情期间使用单车的目的主要为上下班和生活购物，主要用单车替代了公共汽车出行。

当前车辆的运营周转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暴发前水平。

此外，根据监管平台数据及南京市公共自行车公司提供的数据分析，疫情期间南京市公共自行车出

行量下降了６９％，其下降幅度显著小于共享单车。尽管在常态下，共享单车因其随停随放、使用方便、

机动灵活而更受用户青睐，但公共自行车相较而言仍有以下几点优势：（１）公共自行车的受众较为特

殊，且用户黏性较高。 （２）采用 “缴纳押金后免费骑行”模式，公共自行车在价格上具有显著优势。

（３）公共自行车的固定桩点借还在管理上具有较大优势，在突发状况下如疫情期间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新冠疫情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 （包括地铁和常规公交）因为病毒传播风险受到巨大冲击，导致市

民出行需求未能充分满足。而且疫情的长期化趋势和小规模反弹带来了持续挑战，公共交通服务难以全

面恢复和长期稳定，共享单车有可能承担起补充满足一部分中长距离出行需求的重要任务。因此需要建

立疫情下多源数据驱动的共享单车安全防控保障机制。比如构建数据驱动的共享单车用户的风险预测模

型，研究病毒传播风险的主动防控技术，完善卫生健康风险追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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