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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0 居住区共享泊位的预约分配及定价机制研究 张 勤

1261 基于共享理念的街区制停车配建探索 许 丽

1267 上海公共停车收费政策发展回顾与思考 黄 臻 施文俊

1276 济南中心城区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空间分布研究 成佳霖

08 交 通 枢 纽

1284 2035新时期下的城市铁路枢纽系统构建的思考

 ———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 张 鸿 朱方正 赵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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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2 深圳机场客源腹地发展特征及拓展对策研究 欧阳新加 何少辰 孙盼峰

1311 都市圈背景下组团城市综合型枢纽发展策略

 ———以佛山市高明高铁站为例 廖建奇 王琢玉 李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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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9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更新改造策略研究

 ———以潍坊火车站为例 桑 珩 张晓明 魏增超

1339 新时代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方向研究 卞芸芸 张润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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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 站城一体理念下的铁路枢纽地区交通问题与改善研究

 ———以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为例 杨 柳 余启航 张凤阳 汪 斌 肖 飞

1376 苏州火车站枢纽综合交通方案研究 徐 曌 王宇俊

1382 关于广州铁路客运枢纽布局规划的探讨 徐士伟 房庆恒 叶树峰

1388 城市边缘高铁枢纽道路交通支撑系统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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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3 基于模糊评价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选址方法 周 顺 车 旭 刘静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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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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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0 北京西站交通接驳体系优化研究 郭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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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4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升级改造研究

 ———以广州东站为例 苏业辉 余 梁 谢志明

09 交通治理与管控

1454 城市交通组织概念、方法及实践应用 毛志坚

1467 中小规模城市城区综合交通治理路径探索

 ———以山东省平度市为例 张晓明 桑 珩

1476 城市群背景下的中小城市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设施优化研究

 ———以天津市武清区城际站为例 张红健 唐立波 李 科

1484 老城区步行街设置的交通组织研究

 ———以青岛市中山路和太平路为例 刘淑永 秦 莉 高洪振

1495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在交通组织中的应用 郭 涛

1499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三方博弈分析 李 平

1508 城市道路交叉口困境区驾驶选择行为研究 张晨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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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7 基于道路里程分配的拥挤收费 全 威 孙 超

1535 基于城市干路的长沙市禁左交通组织研究 伍 艺 刘 超

1545 城市医院交通问题分析及改善对策研究

 ———以青岛市为例 王召强 杨建中 王继波

1554 山地城市热点区域实时交通管控方法 张礼宁 刘 晨 蔡晓禹

1561 大连市HOV车道政策实施现状效果研究 孙淑亭

1569 过江通道收费交通需求调控政策评估

 ———以南京市为例 余水仙 彭 佳 杨 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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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7 深圳市光明区城中村交通治理规划思考 王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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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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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3 基于交通影响评估的轨道施工期交通疏解对策

 ———以昆明市为例 杨 洁 苏镜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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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2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升级转型时期交通改善研究

 ———以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为例 李 华 缪江华 杨锐烁

1640 上海交通“小改小革”策略研究

 ———以虹口区为例 顾 煜 刘 梅 许俊康 朱 浩

1648 基于市民感知的拥堵调查和精准治理初探 陈俊彦 李 薇

1657 基于城市双修和品质提升背景下的交通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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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 产业转型背景下的经开区交通提升策略研究

 ———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毕晓萤 陈 玮 马鑫俊

1683 低公交客流专用进口道精细化设计研究 周玉田 朱加喜 刘先峰

1692 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研究 刘 坤 周玉田 尹海军

10 交通分析与信息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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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4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不同发展阶段交通特征研究 张朝峰 游 历

1722 阶层分化下的交通需求差异化研究 郭轶博 孔令斌

1727 内地与香港跨界客流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肖 胜

1734 上海虹桥国际商务区核心区客流特征分析研究 龙 力 顾 煜 朱 洪

1746 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需求预测 李兴东 侯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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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2 基于百度指数的城市群网络联系特征研究 刘丙乾 李 星

1772 基于LBS数据的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特征

 ———以长株潭为例 刘 令

1780 面向精细化交通规划的交通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 邓 进

1791 深圳市居民职住通勤的空间分布特征 江裕林 刘 倩

1800 网络分析技术在交通影响评价环节中的应用

 ———以温州市滨江商务中心单元为例 钱任飞 卢应东

1807 农博会展业态交通特征分析与交通预测方法的改进探讨 靳来勇

1819 基于重力模型的城市道路可达性分析 刘青云

1824 基于行为实验—仿真实验的路径多阶段动态决策研究 余 豪 陈 坚

1837 基于RFID数据的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研究 吕 亮 徐建川 蔡晓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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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 车牌识别数据在城市综合交通调查中的应用探索与实践 王兴飞 芮晓丽 朱海明 郑海星

1863 时空轨迹数据下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方法 刘福平 张贻生 曾云祥

1876 基于用户模型的人群出行特征分析 易法彬 纪铮翔 胥 晴

1883 手机信令数据与传统居民出行调查的对比及扩样方法研究

 ———以深圳为例 郭 莉 周 军 梁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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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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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0 基于卡口数据的机动车出行分析及应用研究 郑淑鉴

1917 基于多源数据的交通承载力计算 彭亚成 郑淑鉴 胡少鹏 徐容容

1925 城市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方法研究 吴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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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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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 基于张量分解的交通流数据补全方法研究 李喆康

1966 基于交通大数据多元长效特性的循证决策方法 王卓群

1978 基于交通运行特征的东莞近期交通发展思考 成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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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 电动化背景下出租车定价与数量的研究和探讨 李柏城 宋 朝 罗 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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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重大事件下关键路段风险评估指标与方法 李 岩 陈 君 刘守阳

2019 基于轨迹数据的负二项交通冲突预测模型研究 蒋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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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 MaaS实施路径和深圳应用实践 严 治 黎旭成

2048 智能交通主动管理与服务系统（ATMaaS）框架体系 杨晓光 郝正博 杨 正 王佳谈 王一喆

11 防疫与韧性交通

2058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期城市对外交通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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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7 疫情后期武汉市城市建设发展的规划思考 刘 凯

2071 疫情前后深圳轨道客流变化及相关因素分析 杨心怡 郭 莉

2079 疫情下的地铁客流特征分析及管控

 ———以深圳地铁为例 罗 炯 黄靖翔 周溶伟 龙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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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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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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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8 基于拥堵大数据的后疫情时代深圳限行政策分析 段 帅

2127 新冠疫情对上海市春运客流的影响分析及启示 江文平

2135 后疫情时代城市应急物流设施体系完善的思考 刘 琦

2141 定制公交在厦门市的发展及在疫情中作用的思考

陈保斌 胡晓丹 王秀明 柯博欣 刘诗棠 黄国苏

2148 新冠疫情前后南京共享单车服务变化分析 华明壮 陈学武 郑姝婕

2156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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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定制客运线路存活率分析及发展策略研究

吴娇蓉 刘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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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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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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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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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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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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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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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定制客运；通勤；存活率；运营特征；发展策略

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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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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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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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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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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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城市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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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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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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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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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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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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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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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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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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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应的解决思路和发展策略。

1 定制客运概念及国内发展模式

1.1 定制客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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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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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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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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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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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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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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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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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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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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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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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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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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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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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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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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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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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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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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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潜在用户数量后，运营方会发布新线路，并通知相关用户进行预定。

1.2 交通运输部对开展定制客运服务的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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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同时在行驶速度、凌晨2时至5时通行限制上都有一些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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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格，客运驾驶员应当取得相应从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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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点，报原许可部门备案，并提前向社会公布，方便乘客上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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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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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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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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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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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参照相关旅游包车产品的定价方式，确定基本票价。

1.3 定制客运的两种主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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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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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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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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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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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市场主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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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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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政府主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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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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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增强其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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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织管理、运营服务等方面的政策干预如何维持市场公平性成为必须解决的难题。

2 定制客运分类线路运营特征

2.1 定制客运线路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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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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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实现乘客接送 “门到门”，上下车地点、时间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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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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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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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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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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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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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不限，如定制旅游包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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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车型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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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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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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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客运线路也是本文主要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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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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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校园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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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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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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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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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拢趋势。

2.2 面向通勤的分类定制客运线路运营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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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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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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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三类定制客运线路的特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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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枢纽线 22～36（中位数30.8） 约30 35～55 3～12

商务/科技园区线路 18～65（中位数35.2） 30～100（中位数69） 约40或约20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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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枢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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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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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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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空白区域的中长距离出行服务。线路长度在22～36公里内，站间距大，票价为12～20元 （约0.5

元/km）。定制客运线路长度明显大于上海常规公交线路 （平均长度15.9km）。

图2 上海虹桥枢纽周边定制客运线路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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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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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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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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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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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时段线路比例 11% 22% 15% — 7% 45% —

平峰时段线路比例 — — 11% 4% 26% — 59%

2.2.2 两类园区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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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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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度大于20km，票价12～20元 （0.4～0.5元/km），平均站间距3～5km，在居民区和公司门口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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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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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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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制公交线路有多种开设模式，因此每公里票价费率相差大，最低0.3元/km，最高1.8元/km，票价

为3～10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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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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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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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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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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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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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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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峰开设班次外服务通勤人群以外，在平峰时段也会定时开设班次。

图3 科技/商务园区线路分布情况

 

图4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分布情况

表3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高峰和平峰时段发车频率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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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时段线路比例 20% 20% 30% 20%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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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分类定制客运线路存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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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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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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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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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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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路则为 “关闭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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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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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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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4 三类定制线路存活率对比

线路数 （条） 存活线路数 （条） 存活线路占比

枢纽线 41 27 66%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 27 8 30%

商务/科技园区线路 137 52 38%

3.1.1 虹桥枢纽线路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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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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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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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条。因此2016年12月至2019年11月，新开41条线路，存活27条线路，存活率为66.7%。

图5 虹桥枢纽线存活情况

3.1.2 科技/商务园区线路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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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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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存活率为38%。

图6 科技/商务园区线存活情况

3.1.3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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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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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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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存活率为30%。

图7 工业/物流园区线存活情况

3.2 存活及关闭线路发车班次与满载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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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座计）对比分析，不难发现：

（1）各类存活线路发车班次、满载率水平要高于关闭线路，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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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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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满载率不超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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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的班次满载率低于10%。

8



（2）存活线路每班次客流平均值对比结果为商务/科技园区线路23人＞枢纽线16人＞工业/物流园

区线7人。

表5 三类线路发车情况和平均满载率

线路类型
存活线路 关闭线路

发车班次 （班/日） 平均满载率 发车班次 （班/日） 满载率

枢纽线 2～64 35% 8 ＜25%

科技/商务园区线路 2～6 51% 8～10 10%～35%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 8～10 15% 8～15 ＜10%

表6 三类线路每班次客流平均值

每班次平均客流 （人次/班次） 存活线路 关闭线路

枢纽线 16 10

科技/商务园区线路 23 11

工业/物流园区线路 7 2

3.3 存活线路盈亏平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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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定制客运线路票价费率按照0.5元/km计，测算三类存活线路单车日效益盈亏情况，见表8。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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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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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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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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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

表7 各类线路单车单日成本测算表

线路类型 枢纽线 商务/科技园区线 工业/物流园区线

基础资料

车型 宇通12米 宇通12米 宇通12米 宇通7米

购车费用 （元） 640000 640000 640000 300000

实际核定载客人数 （人） 45 45 45 23

每班次运行里程 （km） 35 35 15 15

日运行班次 （班） 10 2 4 4

日总行程 （km） 350 70 150 150

测算依据

折旧年限 8 8 8 8

燃料 （升/百km） 24 24 24 16.5

燃料单价 （92号汽油）（元/升） 6.72 6.72 6.72 6.72

成本项目

（单日）

人员工资、维修、保险、

折旧等费用 （元）
1034 1034 1034 852

燃料费 （元） 564 113 97 67

成本合计 （元） 1598 1147 1131 919

  注：人员工资、维修、保险、折旧等费用按照上海市场上的每日包车费用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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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8各类线路的每日运行班次和班次里程，线路票价费率按照0.5元/km计，进一步测算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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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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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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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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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满载，仍然亏损。

表8 三类存活线路单车日效益盈亏分析表

线路类型 枢纽线 商务/科技园区线 工业/物流园区线

核定载客人数 45 45 45 23

实载率 35% 51% 15% 30%

客流人数/班次 16 23 7 7

日运行班次 （班） 10 2 4 4

每班次运行里程 （km） 35 35 15 15

票价 （元） 17.5 17.5 7.5 7.5

营收/日 （元） 2800 805 210 210

成本/日 （元） 1598 1147 1131 919

毛利/日 （元） 1202 -342 -921 -709

表9 盈亏平衡下测算各类定制客运线路满载率

线路类型 枢纽线 商务/科技园区线 工业/物流园区线

核定载客人数 45 45 45 23

测算满载率 22% 73% 84% 100%

客流人数/班次 10 33 38 23

票价 （元） 17.5 17.5 7.5 7.5

营收/日 （元） 1750 1155 1140 690

成本/日 （元） 1598 1147 1131 919

毛利/日 （元） 152 8 9 -229

4 结合存活率的通勤定制客运线路发展策略

4.1 存活率较好的定制客运线路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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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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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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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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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较好的，该类线路发展策略建议为：

01



（1）对于存活线路，运营企业应保证高峰和平峰时段的发车频率、维持可靠的行程时间，通过提供

类似于常规公交的持续性服务，吸引客流的同时，保持客流黏性。

（2）新开线路，应注意在客运需求精准分析基础上进行线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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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97.2% 的用户表示有兴趣使用定制客运，62.9%的用户表示会经常使用
[11]。可见，该类线路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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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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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 “用户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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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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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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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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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情况，城市建成区公交专用道的持续建设有助于该类线路保证行程时间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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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科技/商务园区的线路规划设计必须应用多元数据融合分析技术。

（3）市场定价、多元票制措施及政府监管政策同枢纽线。

4.2 存活率低的工业/物流园区定制客运线路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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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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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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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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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区提高公交服务品质仍需依靠定制客运服务。

目前，工业/物流园区定制客运线路运营模式主要分为如下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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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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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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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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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票价低于第一种模式，有利于吸引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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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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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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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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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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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承担了部分运营成本，员工承担的票价远低于第一种模式，有利于吸引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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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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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的环境。因此，工业物流园区定制客运线路发展策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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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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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或园区管理委员会应承担发起协商、邀请各方参与、组织购买定制客运服务谈判等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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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方政府或园区管理委员会、企业应结合客运需求共同规划定制客运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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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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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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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好市场环境，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4.3 面向通勤的定制客运行业发展思考

4.3.1 定制客运的功能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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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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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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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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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定制客运的服务供给要素总结

定制客运的10个服务供给要素汇总于表10。

表10 定制客运的服务供给要素

构成要素 要素内容

服务类型 为少数人提供服务，为城市外围地区服务

目标市场
缺少常规公交服务的乘客 常规公交服务难以满足需求的出乘客

特殊出行目的的乘客 其他服务模式难以满足出行需求的乘客

目标区域 所有地区，尤其是常规公交服务缺乏或不足的区域

车辆类型 大巴 中/小巴，7座商务车

服务运营特征 根据既有交通走廊确定运行路径 根据需求到达服务区域内的任何点

与常规公交服务

之间的关系

独立运营 联合运营

常规公交的补充服务

预约系统
互联网预约 自动电话预约

公交站点预约 多种方式的整合使用

收费系统 网上预售票

收入来源
乘车费用收入 管理部门提供的资金补贴

非运输部分收入

财务基础 如没有公共资金支撑，运营机构希望从票款收入和用户增值收益回收资金

4.3.3 规范市场经营行为，营造公平法治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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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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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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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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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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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对现有的管理机制、模式做出与时俱进的适应性的调整和变通。没有政府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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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和协助，定制客运可能难免 “昙花一现”的命运[11]。建议行业管理部门从防范市场失灵的角度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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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5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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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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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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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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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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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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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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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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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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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规模城市依托绿道的自行车通勤出行研究

———以浙江省金华市清风绿道为例

龚迪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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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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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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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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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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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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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自行车交通；城镇型绿道；通勤出行；路权划分；衔接；金华市清风绿道

0 研究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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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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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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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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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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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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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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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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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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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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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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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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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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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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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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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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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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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中等规模城市依托绿道的自行车通勤可行性分析

1.1 城市空间与交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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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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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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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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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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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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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拥堵。

1.2 依托绿道的自行车通勤优势

1.2.1 骑行者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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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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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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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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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基金会的研究表明，经常骑自行车———即每周32.2km （相当于通勤单程3.22km），最多可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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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素质的作用。

1.2.2 城市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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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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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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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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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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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利用道路空间资源均十分有利。

图1 清风绿道的区位分析

2 金华市清风绿道自行车通勤出行实践与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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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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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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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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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察、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以其中最典型的

一段———清风公园绿道 （以下简称 “清风绿道”）为

例，分析通勤骑行者的出行特征、选择绿道通勤的原

因、出行需求、现存问题和改善意愿等，并在此基础

上提出优化提质的思路和具体方案。

2.1 清风绿道概况

清风绿道是金华市三江六岸绿道中连接城市东北

部居住片区和江北城市中心的一段，东起环城东路，

与建筑艺术公园绿道相连，西至古子城历史街区，与

八咏公园绿道相接，全长约1.6km （图1）。该绿道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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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婺江江堤的一部分建设，于2017年向公众开放，是三江六岸所有绿道中最早建成开放的一段。

图2 清风绿道周边公交车站300m半径覆盖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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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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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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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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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仅为66% （图2）。

表1 人民东路 （东市北街———环城东路段）影响骑行安全的节点与影响范围

路段

因素 沿线单位出

入口
公交车站 路侧停车带 平面交叉口 总影响范围

人民东路

（北侧）

9处，影响范围

270m

3处，影响范围

126m

2处，影响范围

210m

5处，影响范围

260m

741m （含重复段），

占总路段的46.3%

人民东路

（南侧）

5处，影响范围

150m

3处，影响范围

126m

1处，影响范围

110m

5处，影响范围

260m

646m （含重复段），

占总路段的40.4%

  清风绿道断面宽度在5.5～7.8m之间，除下穿跨江道路处存在凹曲线线形或其他高差连接方式外，

其余路段整体较为平整，纵坡在0.3%以内。清风绿道与住区北侧的部分城市次支道路通过清风公园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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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宽度在1.5～2.5m之间，现状使用者包括步行和自行车骑行者，流量大时相互干扰情况较为突出。

2.2 自行车通勤出行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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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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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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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道中心2.7km的范围内，单程通勤的平均距离为5.1km，骑行路径的平均非直线系数为1.45。就骑

行者的工作地点而言，31.8%位于江北商务商业中心、10.6%位于江南商业中心，57.6%位于除上述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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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通勤骑行者的收入、年龄、居住和工作地点分布

34.9%的骑行者需经过一定路程的绕行才能骑至清风绿道，他们认为绿道骑行的吸引力在于 “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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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依托绿道的通勤骑行出行效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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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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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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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转移，值得深入研究。

3 问题剖析

3.1 绿道的路权划分与衔接

3.1.1 路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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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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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中，有18.7%的骑行者认为 “缺少行人与自行车间的隔离措施”是重要的潜在问题之一。随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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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应对措施。

此外，在复兴桥至环城东路段，平行于清风绿道的公园游径上，虽宽度 （仅为1.5～2.5m）明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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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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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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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服务标准和目标人群，规范行人和骑行者出行路径。

图5 清风绿道现状实景

  

图6 公园游径现状实景

3.1.2 绿道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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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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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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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安全和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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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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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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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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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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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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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宽度仅为1.2m且线形曲折，推行不便 （图7）；与西侧的八咏公园绿道衔接时，采用的是台阶加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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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通勤骑行的潜在安全隐患点。

3.2 绿道沿途设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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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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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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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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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清风绿道与跨江城市道路衔接的现状

图8 通勤骑行者的需求层次及其在调查中所反应的设施配置问题

表2 骑行者对沿途设施配置的需求分级

需求层次 设施类型 具体设施

初级需求 骑行中频繁需要的交通服务设施 交通标识、避雨设施、自行车停放区

中级需求 骑行中偶尔需要的交通服务设施 电动自行车充电桩、自行车维修点

高级需求 骑行中偶尔需要的生活服务设施 小型餐饮点、自动售货机

3.2.1 初级需求对应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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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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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以明确区分，导致部分路段的人非冲突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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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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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行经历会导致未来选择绿道通勤的意愿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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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公园小路与住区出入口、公共建筑相连的节点处，均未设置自行车停放场地，难以满足通勤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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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末端或中途购物的合理停放需求。

3.2.2 中高级需求对应的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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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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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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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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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绿道与住区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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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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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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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需绕行才能到达清风绿道，56.3%的被调查者 （基本来自复兴桥以东的住区）认为应考虑居民出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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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采用台阶相连 （图9），但台阶阻碍了骑行的连续与顺畅性，被调查者中有43.7%的骑行者 （基本来

自复兴桥以西的住区）认为该衔接方式难以接受。

图9 绿道 （公园游径）与住区的位置关系及衔接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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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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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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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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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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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绿道与城市非机动车道路网的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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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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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逆行现象严重；与复兴桥下道路 （复兴街）连接处并没有设计相应的通道，目前仅依靠1.5m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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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道衔接不便是目前骑行中遇到的典型问题。

图10 清风绿道与城市干路非机动车道的连接现状

4 优化思路与方案

4.1 骑行需求层次与绿道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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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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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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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在安全保障方面仍有所欠缺，亟需补齐短板外，已可满足基本骑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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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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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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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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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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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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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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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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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绿道的路权划分与衔接

4.2.1 绿道的路权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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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南侧4.5m宽的双向非机动车道，北侧2.5m宽的人行道，两者之间设置15cm高差并采用不同材质

铺装以实现人非分离，保障两者拥有相对独立的路权。绿道联络线至少保证2～2.5m宽的双向非机动

车骑行空间，是否设置步行空间视具体行人流量流向而定 （图11）。

图11 优化后的绿道干线、绿道联络线横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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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绿道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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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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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动车坡度限值要求和便捷、舒适的骑行需求。

以清风绿道穿越复兴桥的改造设计为例，现状起坡点前的路段与桥面下高程相差2.4m，改造后桥

下路段净空设为3m，坡度为2.5%，两侧坡长各为24m，满足非机动车坡度建设标准 （图12）。跨越环

城东路与建筑艺术公园段的衔接亦采用类似方法，改造后坡度为2.5%，坡长为124m （图13）。

图12 绿道穿越复兴桥处改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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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北街的通道，将台阶改造为连贯的下穿式坡道，宽4.5m，坡度为2.5%，坡长延长至240m，以满足

非机动车坡度建设标准 （图14）。

图13 绿道穿越环城东路处改造方案

  

图14 绿道衔接八咏公园段改造方案

4.3 绿道沿途设施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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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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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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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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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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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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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车停放区和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方便骑行者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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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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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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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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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可同步查询到上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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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绿道与周边住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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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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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状与绿道联络线有高差的小区出入口处增设自行车坡道，如清风公寓出入口现状为宽3.6m的台阶，将

其改造为左右两侧各0.8m、铺设有防滑条的坡道供居民推行自行车使用 （图16），远期若能与公园管

理者达成共识，可进一步改造为纵坡2.5%的坡道。

图15 清风绿道与周边住区、道路衔接优化方案示意

图16 住区出入口衔接改造示意

4.5 绿道与城市非机动车道路网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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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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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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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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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叉节点，图15）。两种方法均需确保匝道或联络线的宽度不小于2.5m。

图17 绿道与环城东路非机动车道的衔接改造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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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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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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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成为中短距离通勤出行的主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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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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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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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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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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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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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从根本上提升自行车出行竞争力和分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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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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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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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自行车绿色出行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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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进口道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适用性研究

周 洋 何 清 张 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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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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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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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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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时提供技术参考。

【关键词】 左转车道外置；掉头半径；交通安全

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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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可以按照左转信号灯掉头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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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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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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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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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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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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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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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对于更好地发挥城市交叉口的功能、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力十分重要。

1 交叉口掉头车辆分析

1.1 掉头含义及转弯半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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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的最普遍的形式。对于车辆掉头的位置，信号控制方式均有专门的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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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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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秩序造成较大的影响，并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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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复杂，一般由直线、圆曲线和缓和曲线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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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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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自身）3.5个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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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小型车掉头轨迹几何分析图 （一次顺车掉头）

1.2 车辆掉头对交叉口的影响

1.2.1 对安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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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较一般车辆变道多，是一种较为危险的车辆运行方式。

1.2.2 对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影响

一般来说，连续掉头车流的饱和车头时距为2.5～3s，比一般左转车和直行车饱和车头时距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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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头车辆所占总流量比例越大，该折减比例则越高。

1.2.3 对其他方向交通通行效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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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角处形成一个复杂的冲突区，会对交叉口通行能力造成较大的影响。

1.3 车辆掉头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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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分析 “交叉口内部掉头”的两种不同设置方式。

表1 不同掉头形式适用条件及优缺点

常规设置 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

图

示

适
用
条
件

 适用于有左转相位，且转弯半径满足车辆通行掉头

需求

 中央分隔带较窄或无分隔带，车辆掉头转弯半径不够

或掉头交通流来源靠近右侧进口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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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常规设置 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

优

点

 ① 符合一般的驾驶习惯

 ② 信号控制方式灵活：左转/直行独立相位、单进口

全放、双向全放等

 ① 确保左转和掉头车辆有足够的转弯半径

 ② 减少相交道路右转车辆与掉头车辆的冲突

缺

点

 ① 当中央分隔带较窄或无分隔带，同时出口道数较

少时，车辆较难掉头

 ② 当掉头比例较高时，掉头通行效率降低，且会影

响对向直行以及相交道路右转

 ① 进口道无法采取单进口放行的方式

 ② 增加左转车辆通过交叉口的距离

 ③ 由于采取非常规车道功能划分，驾驶者极易走错

车道

2 考虑左转 （掉头）的交叉口通行效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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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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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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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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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基于饱和流率的道路通行能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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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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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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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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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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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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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交通设施及对交通流没有障碍，道路交通流中只有小汽车且车道宽度为3.5米坡度为0，信控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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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计算模型如下：

Ci=Si
gi
Tc

Si=S0NfLUfLTfRTfu

  其中，Ci为车道组i的通行能力；Si为车道组i的饱和流率；gi为绿灯信号时间；Tc为信号周期时

长；S0为理想的饱和流率，国内通常的取值为1800pcu/gh/l；N为车道数量；fLU 为车道利用修正系数；

fLT 为左转车修正系数；fRT 为右转车修正系数；fu为掉头车辆占比的修正系数。

2.2 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对饱和流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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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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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3600
h

  其中，S为饱和流率，pcu/h；h为饱和车头时距，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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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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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统计及计算的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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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内、外置左转 （掉头）车道饱和流率分析

交叉口编号 车道位置 样本量 均值 左转饱和流率 直行饱和流率 流率比值

1
内置 96 2.31 1558

外置 132 2.46 1463
1678

0.93

0.87

2
内置 77 2.29 1572

外置 85 2.44 1475
1689

0.93

0.87

3
内置 159 2.32 1552

外置 67 2.27 1586
1666

0.93

0.95

4
内置 210 2.42 1488

外置 124 2.39 1506
1648

0.90

0.91

5
内置 117 2.21 1629

外置 88 2.34 1538
1721

0.95

0.89

6
内置 125 2.26 1593

外置 106 2.45 1469
1705

0.93

0.86

7
内置 96 2.31 1558

外置 58 2.37 1519
1685

0.92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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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头）车道的饱和流率高于内置车道。内置左转 （掉头）车道的饱和车头时距数值范围在2.21～

2.32s，与之相对应的饱和流率数值范围在1552～1629pcu/h/l；外置左转 （掉头）车道的饱和车头时距

数值范围在2.27～2.46s，与之相对应的饱和流率数值范围在1463～1586pcu/h/l。

2.3 掉头车辆占比对饱和流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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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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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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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因素，并进一步讨论掉头车辆占比对左转车道组的饱和流率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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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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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
hu
hi

hu=
∑huij
N

  其中，Eu为受左转掉头影响的车辆折合成左转标准小型车的当量值；hi为饱和车头时距，秒；hu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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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车头时距之和，秒；N为参与车辆掉头以及受掉头影响的车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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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转小型车饱和车队中，并且只受掉头因素的影响，其计算公式及推导结果如下：

fu=
hi·n

hu·Pu·n+hL·PL·n
=

1
1+Pu Eu-（ ）1

  其中，fu为掉头车辆修正系数；n为饱和车队中通过的车辆数；Pu、PL分别为饱和车队中掉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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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车辆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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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车辆修正系数如下表。

表3 掉头车辆修正系数表

Pu（%）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fu 0.98 0.96 0.94 0.93 0.91 0.90 0.88 0.87 0.85 0.84

Pu（%） 55 60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fu 0.82 0.81 0.80 0.79 0.77 0.76 0.75 0.74 0.73 0.72

3 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的适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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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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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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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交道路右转车流的影响；⑤判断常规左转掉头方式是否能够满足掉头半径的要求。

3.1 交叉口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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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等角度进行分析，表4中标记颜色的为运行后交通改善较为明显的进口道。

表4 部分交叉口交通信息统计

序号 进口道位置 出入口数量
掉头交通量

（pcu/h）

掉头占左转掉头

总交通量比例

（%）

相交道路右转

交通量

（pcu/h）

掉头位置出口

道车道数
改善效果

1 1-北 3 120 43.5 165 2 显著

2 2-南 4 120 43.5 216 2 显著

3 2-北 1 36 12.0 172 2 显著

4 3-北 2 60 38.5 172 2 显著

5 3-南 1 96 42.1 85 2 不显著

6 4-南 1 36 23.1 78 2 不显著

7 4-北 1 204 44.7 185 2 显著

8 5-南 2 95 32.0 116 2 不显著

9 6-南 3 120 41.7 60 2 显著

10 6-北 2 72 28.6 72 2 不显著

11 7-南 0 60 23.8 132 2 不显著

12 7-北 4 180 40.9 708 3 显著

13 8-南 3 72 27.3 72 3 不显著

14 8-北 4 84 20.0 360 3 显著

15 9-南 3 168 50.0 192 3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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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仿真软件模拟上述路口左转 （掉头）车道调整位置前后的道路运行情况对比，基于路口延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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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前后路况实际观测效果基本相同。

图2 部分交叉口仿真对比前后延误冲突对比分析

3.2 左转掉头车道外置适用性条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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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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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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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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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所处位置出口道车道数小于3车道，建议左转掉头车道右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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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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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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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于3车道，相交道路右转大于120pcu/h时，建议左转掉头车道右置。

3.3 交叉口左转 （掉头）车道外置的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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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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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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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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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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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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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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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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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丙乾 熊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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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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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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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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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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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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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街道步行友好性空间特征和提质重点。

【关键词】 生活圈；北京副中心；步行友好性

0 研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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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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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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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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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础设施建设的安全可靠；居住生活环境的舒适宜居，进而满足居民的差异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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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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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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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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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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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作用，也对于疫情之后城市健康、韧性发展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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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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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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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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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失，进而影响到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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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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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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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区，本次研究范围为六环内区域 （如图1所示）。

1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与街道步行友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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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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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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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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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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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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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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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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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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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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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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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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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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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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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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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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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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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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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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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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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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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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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团队结合街景图像数据对城市活力中心步行友好性进行评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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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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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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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等，2019年；杨滨源
[18]等，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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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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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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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的关键。

2 街道步行友好性测度体系原则与指标

2.1 测度体系原则

2.1.1 连通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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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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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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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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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街道步行连通性水平越高，街道步行友好性越强。

2.1.2 便捷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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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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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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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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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则代表街道步行便捷性水平越高，街道步行友好性越强。

2.1.3 安全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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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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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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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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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街道步行环境安全性水平越高，街道步行友好性越强。

2.1.4 舒适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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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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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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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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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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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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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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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

表1 街道步行友好性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计算公式 解 读

连通性

步行路网整合度 Ii=
2（MDi-1）

Dn（n-2）
 MD表示系统的平均深度；Dn 为钻石结构的对称性，

n表示钻石型结构的元素数量；i为单元空间

步行路网选择度 Ch =
Choice（i）

Total-depth（i）
 Choice （i）为第i个结点的选择度；Total-depth

（i）为该点的全局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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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捷性

街道功能混合度 D功能 =-∑
n

i=1

（Pi×lnPi）
 n为该街道POI的类别；pi为某类POI占所在街道

POI总数的比例；i=1，2，……，n

街道功能密度 F=Cpoi
 Cpoi代表街道道路中心线缓冲区范围内POI兴趣点的

数量

街道步行指数 Ws= ∑
m，n

i=1，j=1

（Wi×Di，j）

 Wi代表某类设施的影响权重；Di，j代表该类设施的距

离衰减规律；i表示不同类型设施，j表示不同类型设施

的步行距离

安全性

街道机动化程度 MO =∑
i=1

Sbi+SMi+Ssi
S（ ）总

 Sbi为某条街道第i采样点断面中机动车要素像素面

积；Smi为该点断面中摩托车要素像素面积；Ssi为该点

断面中三轮车 （老年代步车）要素像素面积；S总为该

点街道断面总像素面积；i为采样点

街道人行道占道 Q=Cb  Cb为某条街道人行道上机动车数量之和

街道人流密度 Sp=
SP
S总

 SP为某条街道n个采样点断面中行人的像素面积之

和；S总为该条街道对应采样点断面总像素面积之和；n

为采样点

舒适性

街道绿视率 SG =
Sg
S总

 Sg为某条街道n个采样点断面中植物要素的像素面积

之和；S总为该条街道对应采样点断面总像素面积之和；

n为采样点

街道天空开敞度 Ss=
ST
S总

 ST为某条街道n个采样点断面中天空要素的像素面积

之和；S总为该条街道对应采样点断面总像素面积之和；

n为采样点

街道围合感 W =∑
i=1

SAi+SWi+Sgi
S（ ）总

 SAi为某条街道第i采样点断面中建筑要素像素面积；

SWi为该点断面中墙体要素像素面积；Sgi为该点断面中

行人的像素面积；S总为该点街道断面总像素面积；i为

采样点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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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处理

3.1 路网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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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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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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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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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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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街道性质、品质等物质要素和感知要素。

图3 路网数据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2 POI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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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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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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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6个，占副中心区域POI兴趣点的84.3% （如表2所示）。

表2 副中心区域与研究区域临街POI业态统计表

一级职能 二级职能 三级职能
副中心区域

POI数量
占比

研究区域

POI数量

与副中心

POI占比

市政公用

交通站点

公用设施

公交站点 616 4.31% 437 3.06%

地铁站点 61 0.43% 49 0.34%

公厕 366 2.56% 287 2.01%

停车场 1765 12.35% 1639 11.47%

体育文化

体育设施 健身场馆 322 2.25% 288 2.02%

文化设施 文化场馆 195 1.36% 59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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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职能 二级职能 三级职能
副中心区域

POI数量
占比

研究区域

POI数量

与副中心

POI占比

公园绿地 公园景点

广场 34 0.24% 18 0.13%

公园 35 0.24% 26 0.18%

景点名胜 81 0.57% 43 0.30%

基础教育
学校

培训机构

幼儿园 183 1.28% 159 1.11%

小学 46 0.32% 35 0.24%

中学 23 0.16% 16 0.11%

1073 7.51% 864 6.05%

医疗服务 医院

综合医院 77 0.54% 64 0.45%

专科医院 72 0.50% 69 0.48%

诊所 145 1.01% 119 0.83%

福利养老
养老 养老服务 26 0.18% 17 0.12%

老年大学 1 0.01% 1 0.01%

金融服务 金融网点
银行 125 0.87% 113 0.79%

ATM取款机 156 1.09% 137 0.96%

商业服务

餐饮

购物设施

办公设施

生活服务

4021 28.14% 3440 24.08%

综合市场 395 2.76% 334 2.34%

超市 405 2.83% 345 2.41%

便利店 513 3.59% 417 2.92%

五金建材 1008 7.06% 822 5.75%

86 0.60% 42 0.29%

休闲娱乐 171 1.20% 152 1.06%

生活服务设施 1061 7.43% 944 6.61%

美容美发 1225 8.57% 1110 7.77%

合计 14287 100.00% 12046 84.31%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3 设施权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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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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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最高，赋予权重为1；使用频率最低，权重为0（如表3所示）。

表3 服务设施综合权重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综合权重

权重 合计

市政公用

交通站点

公用设施

公交站点 1

地铁站点 0.8

公厕 1

停车场 0.6

景点 0.3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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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综合权重

权重 合计

体育文化
体育设施 健身场馆 0.5 0.5

文化设施 文化场馆 0.4 0.4

公园绿地 公园景点

广场 0.9

公园 1

景点 0.3

2.2

基础教育
学校

培训机构

幼儿园 0.9

小学 0.9

中学 0.5

— 0.4

2.3

0.4

医疗服务 医院

综合医院 0.6

专科医院 0.6

诊所 0.8

2

福利养老
养老 养老服务 0.3 0.3

老年大学 — 0.2 0.2

金融服务 金融网点
银行 0.3

ATM取款机 0.2
0.5

商业服务

餐饮

办公设施

生活服务

— 0.5

综合市场 0.5

超市 0.7

便利店 0.9

五金建材 0.3

— 0.3

休闲娱乐 0.5

生活服务设施 0.6

美容美发 0.2

0.5

2.4

0.3

1.3

总计 — — — 17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4 街景图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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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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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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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街道步行友好性分析

4.1 步行连通性

图5 街道步行连通性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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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步行路网整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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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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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征句法中心性越高，可达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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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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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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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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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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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最好；低值街道主要分布于研究区域外围。

4.1.2 步行路网选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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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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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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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穿行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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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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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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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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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 步行路网相对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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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一般也被称为是步行实际宽度，该指标是保障步行者通行的最低标准。

从空间整体层面来看，研究区域步行路网相对宽度表现一般，存在大量人行道宽度不足1.5米的人

行道。其中，人行道相对宽度小于1.5米的街道占比约44.7%；相对宽度在1.5～2.5米之间的街道占

比约45%；只有约10.3%的街道宽度在2.5米以上。

4.1.4 街道步行连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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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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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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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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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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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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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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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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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街道主要集中于研究区域外围。

4.2 步行便捷性

4.2.1 街道功能混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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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POI功能业态进行测度，POI种类越丰富，街道功能混合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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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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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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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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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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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2 街道功能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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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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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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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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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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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整体表现一般。

4.2.3 街道步行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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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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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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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获得街道步行指数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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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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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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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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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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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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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

4.2.4 街道步行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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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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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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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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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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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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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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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区域街道或待建区域街道步行便捷性水平低，其余街道则表现一般。

4.3 步行安全性

4.3.1 街道机动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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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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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条街道机动车交通量越低，步行者受干扰程度越小，街道步行安全性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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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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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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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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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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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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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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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 街道人行道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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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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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步行安全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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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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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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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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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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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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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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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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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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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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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水平相对较高。

4.3.3 街道人流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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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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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空间断面中行人要素的像素占比，来表征街道人流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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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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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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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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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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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街道步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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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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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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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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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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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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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则表现一般。

4.4 步行舒适性

4.4.1 街道绿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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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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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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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进行语义识别，获取街道空间断面中植物要素的像素占比，来表征街道绿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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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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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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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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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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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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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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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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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街道天空开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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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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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空间断面中天空要素的像素占比，来表征街道天空开敞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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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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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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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3 街道围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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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素的像素占比，来表征街道围合感。街道围合感=0.5是空间感知的转折点，当围合感＞0.5时，空

间感知逐步封闭；围合感=1，即街道步行空间被完全封死；当围合感＜0.5时，空间感知逐步宽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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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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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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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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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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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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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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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主要为部分桥隧路段。

4.4.4 街道步行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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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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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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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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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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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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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路等）。其余街道步行舒适性则表现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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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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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基础。

5 街道步行友好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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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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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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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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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和不连续变化 （Thom，1975）
[22，23]，Su

[22]等 （2019）在街道可步行性研究中指出，突变模型更适宜

分析于多种评价指标的多维研究，可以极大的提升研究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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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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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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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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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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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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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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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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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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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研究区域步行 “毛细路网”，进一步完善了区域街道步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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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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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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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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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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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组团的骨架步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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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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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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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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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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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组团南北向步行交通联系，缓解区果园环岛区域的交通压力，完善步行骨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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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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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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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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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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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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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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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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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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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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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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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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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 伟 王 峰 高 奖 毛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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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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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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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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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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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规划；交通空间互动；杭州钱塘新区；公共交通可达性

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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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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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开发区 （以下简称下沙），总面积531.7km2。为深入落实钱塘新区 “世界级智能制造产业集群、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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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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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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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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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规划体系下的综合交通研究也一直在探索中不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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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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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总结提炼新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综合交通发展思路。

1 钱塘新区的空间基底

1.1 分散开发，合力不足的用地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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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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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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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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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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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下降、政府债务收紧，持续的高额投入难以为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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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km2，最小组团1.6km2，最远组团相距20km，最近组团相距4km。总体上钱塘新区的用地发展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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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钱塘新区现状用地布局示意图
[2]

1.2 江海交汇、水绿交融的生态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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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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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7km2，占比21.5%。基地内以生态田园为基底，基本农田保有面积198.4km2，占比37.1%，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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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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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鸟类迁徙路线之一[2]。

图3 钱塘新区现状水系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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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承载重任、摇摆不定的开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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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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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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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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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紧约束下的110km2 （初步方案）。

图4 钱塘新区用地规划示意图对比 （左：原控规拼合图；

右：新一轮国土空间背景下用地规划示意图[2]）

2 钱塘新区的交通本底

2.1 优越的地理空间区位与匮乏的区域交通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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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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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区东部门户枢纽，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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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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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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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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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钱塘新区区位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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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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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沙历经二十余年发展已初具规模，轨道1号线运营7年，内部路网基本建成，密度达到4.5km/km2，

干道实施率达到77%；而大江东地区城市建设刚起步，路网密度仅2.8km/km2，且受制于土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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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行。

图7 钱塘新区现状路网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2.3 理想的公交优先战略与现实的机动交通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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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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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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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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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比例高达44%，与杭州市区18%的公交出行分担率形成鲜明对比。

3 钱塘新区交通发展思路探索

3.1 空间资源紧约束下，区域设施与城市设施的界限逐步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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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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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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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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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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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设施成为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下钱塘新区交通规划的研究重点。

3.1.1 高铁站与城市中心耦合的选址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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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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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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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和时间价值将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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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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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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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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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应与城市中心耦合这一理念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下越发重要。

图8 江东站选址对比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1.2 都市圈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快线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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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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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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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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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营、共线运营、过轨运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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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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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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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

3.1.3 高速公路网与城市快速路网的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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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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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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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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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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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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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钱塘新区多层次轨道互联互通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分离式衔接模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绕越式衔接模式

3.2 大尺度空间发展背景下，审慎选择交通发展引导模式

3.2.1 不同特色片区强调相应的交通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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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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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片区。各组团用地类型和既有的交通条件都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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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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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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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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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设计”转变、从 “强调交通功能”向 “促进城市街区发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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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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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使用”四大发展策略[4]，通过构建高轨道化、低个体机动化的综合交通体系，支撑站城深度融合、高

45



图12 钱塘新区规划空间结构示意图
[2]

强度综合开发的站城一体化地区发展理念，满足多样化交通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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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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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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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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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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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企业实际需求调整或取消，同时合并两侧地块。

3.2.2 轨道快线与轨道普线的选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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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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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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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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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承担片区间的快速联系。

图13 钱塘新区现状小汽车出行时耗分布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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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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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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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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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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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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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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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出行需求。

3.2.3 构建集约化的交通廊道，切忌均质化的 “摊大饼”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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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的健康发展，而一旦选择错误的发展模式，基于交通设施的不可逆性，所承担的负面成本将是巨

大的。

对于钱塘新区而言，轨道交通的建设有时序性，人口和用地的集聚也需要时间，因此不宜用远期轨

道线网审视交通的构建，交通与用地应处于实时互动的阶段。因此城市空间轴的发展离不开现状及在建

轨道线网，城市用地空间应重点投放于既有轨道站点周边，而钱塘新区现状轨道站点800m范围内仍有

相当比例的农村及非建设用地。在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土地空间的优化整合是重点，城市建设

用地应优先布局于轨道站点周边，切忌均质化的 “摊大饼”发展模式，这样一方面能塑造集约化的城市

空间合理布局，另一方面也能源源不断地为轨道输送客流，实现用地与交通的双赢。

图15 钱塘新区现状用地分布与在建轨道交通线网关系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3 交通与用地的实时耦合，注重过程式与蓝图式发展的差异性

3.3.1 重视交通设施建成后的锁定效应，促进三生空间融合

交通、产业、空间作为城市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 （Transit-Industry-Space），相辅相成、互为制约。

在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的背景下，以实现交通与城市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协调发展为目标，充分

发挥交通设施建成后 的锁定 （Lock-ineffect）效应
[6]。

对于重大客运枢纽，如钱塘高铁站，应充分重视大 “TOD”的引领作用，秉承 “站城一体、三生

融合”的理念，打造 “高强度，高密度，高复合”枢纽综合体。

对于重大货运枢纽，如江东物流园，在既有国际性物流功能的基础上，鼓励发展国际货运代理、报

关报检、金融保险、融资租赁、电子支付、物流咨询、信息交易、电商服务等现代物流服务业，发展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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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经济，促进大型交通基础设施由 “邻避”变 “邻利”，将消极空间转化为出新出彩空间。

对于轨道站点，应推动站点周边用地功能优化与生活空间品质提升，同时围绕轨道交通走廊优化生

产资源配置，培育交通干线创新驱动型产业集群。

3.3.2 围绕公共交通高可达性地区更新存量用地和投放增量用地

我们试图寻找一种用地与交通完美契合的媒介工具，借鉴伦敦城市发展经验，将可达性指标融入交

通规划，PTALs（PublicTransportAccessibilityLevels）是表达交通可达性的 “公共交通本位”评价

指标[7，8]，在大伦敦地区已有近30年的应用历史。高值地点通常具有以下特点：高公交站点线路覆盖、

高轨道站点线路覆盖、高公交发车频率。

结合钱塘新区现状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发展情况，绘制其现状PTALs图，假设三期轨道线网建成

时 （2022年），常规公交保持不变，绘制其2022年的PTALs图，如图16所示。可以看出，轨道三期

建成后，站点周边的公交可达性显著提高。PTALs值高的地区意味着总体的公共交通可达性高，也是

未来发展机遇较高地区。对于下沙而言，用地处于较为成熟地区，未来应优先引导轨道站点周边的用地

转型；对于大江东而言，处于发展的起步期，未来新增用地应优先布局于轨道站点周边，清晰地沿着轨

道站点谋划发展轴线，提升站点周边开发强度，摒弃均质化、“摊大饼”式的用地发展模式。同时对于

PTALs值较低地区，应强化与周边轨道站点的快速衔接，提升整体公共交通品质。

图16 钱塘新区PTALs指标示意图 （左：现状，右：轨道三期建成后）（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3.3.3 重视物流枢纽与产业布局的互动，提升物流设施空间的产出效益

从交通角度，以交通、物流、信息等枢纽平台为载体，强化对经济活动和信息流动的集聚与辐射，

可以形成枢纽偏好型产业体系与产业集群，从而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也形成重要影响，这也就是枢纽经济

发展的根本出发点；而单就交通对产业发展的反馈来看，可以认为是一种物流导向的开发模式 （logis-

tics-orienteddevelopment，LOD）。

从航空、铁路、公路、水运网络及其枢纽布局来看，钱塘新区均具有发展LOD导向的枢纽经济的

优势，如图17所示。航空方面，钱塘新区紧邻萧山国际机场和临空经济示范区，钱塘新区未来重点发

展的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信息等产业；铁路方面，未来钱塘新区将规划建设铁路钱塘站、铁

路杭甬货运通道江东货站，有条件成为浙江乃至长三角南翼地区向世界进出口货物的集结中心与分拨中

心；水运方面，钱塘新区既坐拥江海联运的内河航运便利条件，又具有浙江内河航运枢纽的区位条件，

即可借由水路运输实现对自身钢铁、矿建材料大宗货物的需求以及出口商品的外运，降低物流成本，也

可以内河航运为基础的金融、保险、货代等现代物流服务业；公路方面，钱塘新区横跨杭州绕城高速公

路东线和杭州都市区第二绕城高速公路东线，同时位于杭州湾南北两岸双U型高速公路通道顶点，未

来可与绍兴的滨海新区、宁波的前湾新区发展上下游产业链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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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钱塘新区江东物流园区位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4 结语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尤其是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后，城市

群将呈现出以都市圈为单元的竞合发展，城市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对交通出行时间的要求跨越传统的

空间距离限制。在新时期应充分发挥交通作为不同类型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的纽带，从跨行政区域、跨

行业边界的角度，实现与用地、产业的融合。本文从区域设施与城市设施的功能融合、不同类型功能片

区的交通引导模式、交通与用地的实时互动等三方面探索了杭州钱塘新区的交通规划思路，认为应从区

域设施与城市中心融合、制定适应片区特色的交通模式而非一味强调某种交通方式的绝对优先、以及应

注重发展蓝图指引下交通设施的布局应与用地实时耦合。

国土空间是城市的稀缺资源，尽管钱塘新区幅员辽阔，但也不可能无穷无尽地提供国土空间应用于

交通设施。因此如何发挥国土空间规划对交通的指导和约束，优化存量资源配置，实现交通资源的按需

分配、精准供给和动态平衡[9]，是新时期国土空间紧约束下交通规划亟需探索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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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空间品质视角下的步行系统定量评价

———以重庆市渝中半岛为例

李棠迪 雷强胜

【摘要】 步行是人们出行的基本方式，在城市机动车迅猛增加、道路不断扩张的当下，随着 “以人民为中心”和绿色

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城市规划建设逐步转向以空间品质提升为目标，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本

文从城市空间分布形态的视角尝试对步行系统进行定量描述，利用相关规划资料和数据，运用量化及空间分析手段，较

为系统地考察了重庆市渝中半岛城市空间结构与步行系统的现状，描述了城市吸引点等城市空间结构与步行通道之间的

匹配度，研究了轨道交通站、公交站点等与步行通道的可达性，并分析了步行通道线密度与地块容积率之间匹配关系；

最后根据以上研究分析，提出了相关研究意见和建议。以期对如何利用量化分析技术，支撑、指导城市步行系统整体规

划，积累实证分析基础并建立监测分析模型，支撑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问题导向策略，进而为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并改善人

民生活，提供参考与建议。

【关键词】 步行通道；可达性；城市空间；定量评价

0 引言

步行交通方式由于其自由灵活、低碳环保、生态健康等特点，在城市道路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的

今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以重庆为代表的典型山地城市，地形复杂、坡度高差大，自行车交通和

摩托车交通相对较少，具有明显的出行方式上的两元化特征，尤其在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尚不发达的区

域，步行出行占比就更为突出。山地城市特有的地形特征、城市形态和原生路网结构，使得步行出行在

山地城市中的作用远大于平原城市。

随着 “以人民为中心”和绿色发展理念的不断深入，城市规划建设逐步转向以空间品质提升为目

标，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因此，从城市空间品质的视角对步行系统进行定量描

述，对于科学优化城市步行系统、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和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步行出行

占比较突出的山地城市。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近年来，相关学者针对步行交通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对于指导城市步行系统的科学规划具有重要借

鉴意义。1991年建设部颁布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对城市中人行道最小宽度做出了明确规定。1995年

实施的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进一步规定了人行道宽度的计算方法，并明确了路段人行横道或

过街通道的间距、人行天桥或地道的设置条件等。在此之后，大量研究聚焦于步行设施的设置方法、选

用依据和人性化设计等方面 （周旭，李松年，王峰，2017
[1]；吴家颖，2014

[2]）。

在步行系统规划方法方面，主要结合老城区、中央商务区、特色街区等开展相关研究。张丽杰等[3]

（2016）从步行空间划分、步行路径和网络规划、步行环境设施设计三个方面研究了城市更新背景下的

步行系统规划策略。陈小韦 （2014）
[4]考虑商业街区步行系统的整体性和步行者的步行感受，从提升步

行环境、合理打通步行路径、加强步行连续性和增加步行认知度等几方面对宿迁市老城区中心商业区步

行系统规划提出了几点建议。钱林波等 （2011）
[5]围绕宏观的特色化分区、中观的特色化单元、微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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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空间，连续的步行网络和步行通廊，精细化的步行设施等内容，从规划和设计层面，详细阐述了

中小城市步行系统规划体系内涵。胡珊 （2010）
[6]在借鉴国内外优秀人行天桥规划案例的基础上，从区

别联系对象的主次关系、确保系统的连续性和高效性、实现与公共交通的无缝连接、增强步行舒适性等

方面对广州珠江新城核心区的二层步行系统进行了规划。钟艺萍 （2010）
[7]着重从步行系统体系层面探

讨了高层密集区立体化步行空间的规划塑造问题。魏晓云 （2008）
[8]从步行通廊和步行通道两方面探讨

了厦门市步行系统的宏观结构规划，并从中观层面分别针对城市中心区、居住区和工业区制定了步行系

统的规划控制要求。

针对步行交通出行品质提升问题，王鹤等 （2014）
[9]针对镇江市山水花园的城市定位，着重研究了

休闲性步行系统的规划问题。王悦等 （2017）
[10]通过构建可识别的步行环路、打造新城地铁站门户广

场、激活封闭小区周边的街道界面、重视开放街区内部道路环境品质、增设日常活动公共空间节点等策

略和方法，提升上海市嘉定新城中心区活力。毛应萍等 （2011）
[11]以深圳市罗湖金三角片区为例探讨了

全天候步行系统规划实践。

不少学者还针对山地城市步行系统规划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汪勇等 （2017）
[12]以重庆市主城区为

例，探讨了山城步道与公共交通、历史文脉的结合。韩列松等 （2016）
[13]以重庆渝中半岛为例，分析其

特殊的地形条件，确立了无缝对接城市公共交通、串联各类城市 “吸引元”、增强步行系统设计指引的

策略，以期构建 “安全、公平、便捷、连续、舒适、优美”的步行交通系统，引导人们建立绿色健康的

出行方式。雷诚等 （2008）
[14]从系统框架层次化、环境功能一体化、生态与景观并重三个方面诠释了山

地城市步行系统规划方法。

从国外相关研究来看，英国交通研究室与伦敦交通局提出的步行环境评价体系 （PedestrianEnvi-

ronmentReviewSystem，PERS）从6个方面选取了53个指标，集成开发了PERS软件，帮助决策者

更好地了解步行交通系统现状[15]。Leyden
[16]等人通过研究得出了高合度的POD （即以行人为导向Pe-

destrianOrientedDevelopment）社区能够促进居民更多的进行社会交往，提高公民素质。Newman以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各大城市数据为例分析了TOD模式与POD、GOD模式之间的耦合协同关系。E-

wing
[17]等人提出了与步行出行相关的城市形态3D指标，即土地使用多样性 （Diversity）、交叉口密度

（Density）和目的地可达性 （Destination）。

既有研究从不同层面和视角较为系统地研究了步行系统规划方法和理念，但鲜有研究深入探讨步行

系统规划方案的定量评价问题。少量关于城市步行系统定量评价的研究，目前也主要聚焦于微观层面

（滕爱兵，韩竹斌，李旭宏，等，2016）
[18]，对规划的指导意义不够突出。因此，本文结合 “以人民为中

心”和绿色发展的理念，以重庆市渝中半岛为例，从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视角，对专用步行通道规划方

案的宏观评价问题展开定量研究，以期为制定更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提供数据支撑。

2 研究基础数据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渝中半岛为对象进行实例研究，具体规划范围为东至朝天门、西达鹅岭、北滨嘉陵江、南临

长江，总面积约为9.5平方公里。

渝中半岛是重庆市的城市核心地区，人口稠密，地形高差大，空间资源严重短缺。根据最新的统

计，渝中半岛9.5平方公里范围内，人口密度达到了5.5万人/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了上海的陆家嘴和

纽约的曼哈顿中心区。目前，渝中区正全力打造高品质都市旅游，2018年 “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吸

引客流再创新高，作为全国热门旅游目的地，也给城市交通系统带来了压力和挑战。

着眼于统筹交通运行和旅游配套，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利用好渝中半岛的步行系统本底，有利于

彰显重庆 “山城”“江城”特色，为市民和游客提供高品质城市环境。因此，本文针对渝中半岛的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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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设施、开敞空间和历史遗存等步行交通 “吸引元”，采用空间分析技术，重点对山城步道等专用步

道的现状分布及其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进行定量评价。同时，结合研究的具体要求，必要时考虑道路

两侧人行道系统。

2.2 现状专用步行通道

以解放碑CBD商业步行街、洪崖洞民俗风貌区、文创园区、滨江亲水步道、人民广场、山城步道

以及一系列社区公园等为代表的步行街区建成投用，为渝中半岛地区构建起了步行系统的雏形，目前规

划建设有多条长江与嘉陵江的联系步道，并建成了其中3条。根据建设计划，到2019年年底，渝中区

还将新建成重庆古城墙遗址传统风貌区步道、渝中区步道系统示范段、嘉滨路步道、佛图关公园人行步

道4条，新建和提档升级7座人行天桥与地通道，为市民提供安全、便捷、舒适、优美的出行环境，逐

步形成高效、安全、便捷的人行过街系统。

图1 渝中半岛现有各类专用步行通道示意

通过布置休闲步道、景观步道和山城步梯等步行专用道，串联城市道路人行道，联系教育、医院、

文化、广场公园、商业中心及历史文物古迹等城市中人流大且最能充分展现城市魅力的 “吸引元”，形

成一张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步行网络。与此同时，规划专用步行通道尽可能衔接常规公交站、轨

道交通站点、观光BUS停靠站和游客服务基站等
[13]。步行通道现状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2.3 步行交通 “吸引元”

梳理渝中半岛主要的商业办公、文化体育、学校教育、医疗卫生、公园、城市阳台、公共交通站点

和历史遗存等步行交通 “吸引元”，并统计得到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开敞空间和历史遗存分别包含75

处、38处和112处。其中，公共交通站点包括地面常规公交站点和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两大类。获取各

个 “吸引元”的空间坐标数据，绘制步行交通 “吸引元”的空间分布图 （见图3）。

2.4 城市规划用地

收集渝中半岛各地块规划用地性质，提取容积率等关键指标数据 （如图4所示），并计算得到各地

块的加权平均容积率约为3.8。可以看出，解放碑周边地块容积率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与此同时，由于

渝中半岛分布着大量的公园绿地、历史遗存等，大量地块的容积率较低，因此整个研究范围的建设强度

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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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专用步行通道空间分布

图3 步行交通 “吸引元”空间分布

图4 规划用地性质及地块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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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与模型

各类专用步行通道 （以下称步行通道）对城市空间品质提升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步行通道作为提升城市出行品质的重要基础设施，应区别于城市道路两侧人行道。后者主要服

务于周边居民日常的慢行交通出行需求，而前者主要服务于公共服务设施、开敞空间和历史遗存等。因

此，规划步行通道应主要集中于城市空间品质较高 （或容积率较低）的区域。

二是步行通道在高品质区域的均衡分配问题。一般而言，吸引元密度越大的地方，应该规划越多的

步行通道。

三是步行通道的可达性问题，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应该能够方便地到达步行通道，这也是对步行通道

的基本要求。

3.1 匹配度分析

步行通道与 “吸引元”、建设用地开发强度之间的高度匹配，意味着公共服务设施、开敞空间、历

史遗存等集中的区域，或规划地块容积率较低的区域，对应的步行系统也相对集中。也就是说，步行通

道密度应与 “吸引元”密度分布正相关，而与地块容积率负相关。

相关分析是研究两个或两个以上处于同等地位的随机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可用于评

价 “吸引元”、地块容积率与步行通道的匹配程度。本文采用相关系数来表征，其取值区间在-1到1

之间，数值越趋近于0表示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越弱。计算公式如下：

rxy =
sxy
sxsy

（1）

  式中：rxy表示 “吸引元”密度 （或地块容积率）和步行通道密度两个变量对应样本的相关系数，sxy

表示两个变量对应样本的协方差，sx表示 “吸引元”密度 （或地块容积率）对应样本的标准差，sy表示

步行通道密度对应样本的标准差。

sxy =
∑
n

i=1

Xi-X（ ）
-

Yi-Y（ ）
-

n-1
（2）

sx =
∑
n

i=1

Xi-X（ ）
-

2

n-㊣ 1
（3）

sy=
∑
n

i=1

Yi-Y（ ）
-
2

n-㊣ 1
（4）

  针对具体的地块，重点评价 “吸引元”与步行通道的匹配问题，对应的匹配度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D=S1/S1-S2 （5）

  式中：D表示匹配度，当其取值较小时，说明地块周边步行通道密集而 “吸引元”稀疏或步行通道

稀疏而 “吸引元”密集。本文认为D＜0.50时 “吸引元”与步行系统不匹配；S1、S2分别表示 “吸引

元”和步行通道的归一化点密度或线密度。

3.2 可达性分析

可达性是评价交通系统能否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能否达到充分、高效、平衡、协调这一基本要

求的一项综合性指标。

定义距离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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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i（ ）j =

L11 L12 … L1n

L21 L22 … L2n

  ⋱ 

Lm1 Lm2 … L

㊣

㊣

㊣

㊣mn

（6）

式中：Lij———从第i条步行通道到第j个公共交通站点的最短步行距离 （m）。

定义居民出行OD矩阵：

M=（Mij）=

M11 M12 … M1n

M21 M22 … M2n

  ⋱ 

Mm1 Mm2 … M

㊣

㊣

㊣

㊣mn

（7）

式中：Mij———从第i条步行通道到第j个公共交通站点的出行需求 （人次）。

则第i条步行通道的可达性指标Si为：

Si=∑
n

j=1

SijMij/∑
n

j=1

Mij （8）

  Si表示第i条步行通道上居民到达周边公共交通站点的平均最短步行距离 （m），该值越高，说明

该步行通道的步行可达性越差，反之可达性则越好。

4 实例分析

以重庆市渝中半岛为例，定量描述规划步行通道的城市空间服务品质。

4.1 步行通道与 “吸引元”、用地开发强度的匹配度分析

以公共服务设施、开敞空间、历史遗存等为基础，计算 “吸引元”的点密度，并进行栅格化处理，

结果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吸引元”集中区域对应的步行通道也相对密集，但也存在个别 “吸引元”

附近无步行通道分布的情况。

图5 渝中半岛 “吸引元”点密度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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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以渝中半岛规划步行通道为基础，计算对应的线密度，同样进行栅格化处理，结果如图6所示。可

以看出，部分 “吸引元”周边缺少步行通道分布，但均紧邻城市道路。

图6 渝中半岛步行通道线密度示意

同时考虑城市道路两侧的人行道和规划的步行通道，在对步行通道线密度和 “吸引元”点密度进行

归一化处理的基础上，采用栅格叠加分析技术，识别 “吸引元”与步行系统不匹配的区域，结果如图7

所示。可以看出，大部分区域对应的吸引元与步行通道之间均匹配得较好。与此同时，匹配度较差的节

点也被清晰地识别出来，建议后期针对这些节点增加步行通道 （如图7虚线圆框所示）。

图7 “吸引元”与步行通道之间的匹配度

提取每个用地栅格归一化后的吸引元点密度和步行通道线密度数据，并绘制两个变量之间的散点

图，结果如图8所示。根据公式 （1）～公式 （4），计算得到 “吸引元”点密度和步行通道线密度两个

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rxy =0.88，同样说明 “吸引元”与步行系统分布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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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吸引元”点密度和步行通道线密度之间的关系

同理，分析步行通道线密度与地块容积率之间是否匹配。如图9所示，步行通道集中区域对应的规

划地块容积率均较低，用地性质以公园绿地、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等为主，说明规划步行通道主要

服务于休闲等高品质出行。

图9 步行通道与地块的匹配关系

4.2 步行通道的可达性分析

基于ArcGIS生成各个公共交通站点对应不同距离的影响区 （见图10），并采用空间叠加技术，将

缓冲区间距缩小到0.5m，对应得到每条步行通道至周边公共交通站点的最短距离，结果如表1所示。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暂不考虑步行客流分布。

图10 公共交通站点缓冲区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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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步行通道与公共交通衔接不畅的情况，建议增加地面常规公交站点，开行社区巴士或接驳公

交，以充分发挥步行通道的功能和作用。

表1 规划步行通道至周边公共交通站点的最短距离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m）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m）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m）

1 92.5 39 59.5 77 63.0

2 25.0 40 89.5 78 85.0

3 214.0 41 63.5 79 88.0

4 177.5 42 59.5 80 149.5

5 117.5 43 30.5 81 62.5

6 26.0 44 57.5 82 33.5

7 61.0 45 63.5 83 28.5

8 60.5 46 31.0 84 61.5

9 91.5 47 26.5 85 34.5

10 90.0 48 33.5 86 270.5

11 59.0 49 89.5 87 58.5

12 33.0 50 56.0 88 64.5

13 26.0 51 33.5 89 60.0

14 85.0 52 122.0 90 55.5

15 60.5 53 59.0 91 61.0

16 32.5 54 61.0 92 56.5

17 153.5 55 85.5 93 61.5

18 57.5 56 88.5 94 25.5

19 30.5 57 56.0 95 64.0

20 64.0 58 28.5 96 153.0

21 63.5 59 25.0 97 28.0

22 59.0 60 63.5 98 59.5

23 85.5 61 91.0 99 122.5

24 30.0 62 59.5 100 28.0

25 92.5 63 120.5 101 60.0

26 64.5 64 31.0 102 26.5

27 92.0 65 56.5 103 269.0

28 30.5 66 33.5 104 86.5

29 34.5 67 29.0 105 58.5

30 28.0 68 116.5 106 56.5

31 31.0 69 34.0 107 90.5

32 28.5 70 28.5 108 26.5

33 63.5 71 61.5 109 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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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m）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m）
步行通道编号

至公共交通站点的

最短距离 （m）

34 58.0 72 64.0 110 64.0

35 93.0 73 28.5 111 62.0

36 117.0 74 115.5 112 63.0

37 87.5 75 31.5 113 118.5

38 89.5 76 121.0

  统计得到公共交通站点与规划步行通道之间最短距离的频率直方图，如图11所示。可以看出，平

均最短距离约70m，说明规划步行通道与公共交通站点结合较好。超过95%的规划步行通道距公共交

通站点不足150m，即步行时间不超过3min。

图11 公共交通站点与步行通道之间最短距离的频率直方图

5 结语

规划建设完善的步行系统对于公共空间打造、场所营造等都有着重要意义，是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

手段之一。本文较为系统地描述了步行通道与 “吸引元”、用地开发强度的匹配度关系。并以重庆市渝

中半岛为例，计算得到 “吸引元”与步行通道之间的匹配度为0.88，匹配度相对较好；归纳得出步行

通道线密度与地块容积率之间成反比关系，即步行通道集中区域对应的规划地块容积率均较低，现有步

行通道的布设主要还是依托公园绿地、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等为主，在新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等

应考虑公共步道的布设并加强与现有通道的联系；与此同时，本文识别出需要增加步行通道的节点。在

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评价了步行通道的可达性，超过95%的步行通道距公共交通站点在150m范围

内，步行时间不超过3min，但部分区域仍需增加地面常规公交站点，开行社区巴士或接驳公交。

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本文未对步行通道服务的行人流量、景观环境、安全性等进行评价，可以通

过进一步深入调查、完善城市特征数据资料，开展更为详细的定量评价，并通过实证分析建立的监测分

析模型，形成智能化的动态监测手段，支撑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问题导向策略，不断提升城市空间品质。

参 考 文 献

[1]周旭，李松年，王峰，等.探索城市地下空间的可持续开发利用—以多伦多市地下步行系统为例[J].国际城市规划，

2017，32（6）：116-124.

96



[2]吴家颖.高密度城市的步行系统设计—以香港为例[J].城市交通，2014，12（2）：50-58.

[3]张丽杰，杨熙宇，陆峥嵘，等.城市更新背景下的步行系统规划策略研究[J].城市交通，2016，11（3）：27-31.

[4]陈小韦.城市中心商业区步行系统规划研究—以宿迁市老城区中心商业区为例[J].城市运行管理，2014，3：39-41.

[5]钱林波，叶冬青，曹玮，等.苏南发达地区中小城市步行系统规划体系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J].城市交通，

2011，9（5）：39-50.

[6]胡珊.城市中央商务区二层步行系统规划设计—以广州珠江新城核心区为例[J].规划师，2010，26（7）：36-40.

[7]钟艺萍.高层密集区立体化步行空间的规划塑造—以广州市珠江新城核心区步行系统规划为例[J].规划师，2010，

26：147-150.

[8]魏晓云.厦门市步行系统规划研究[J].城市交通，2008，6（6）：21-26，32.

[9]王鹤，孙兴堂.基于山水花园城市定位的步行系统规划—以镇江市为例[J].交通标准化，2014，42（11）：25-28，32.

[10]王悦，姜洋，韩治远.面向提升新城活力的步行系统规划策略研究—以上海市嘉定新城中心区为例[J].上海城市规

划，2017，（1）：80-87.

[11]毛应萍，符林丽，林涛.区域性全天候步行系统规划方法—以深圳市罗湖金三角为例[J].城市交通，2011，9（3）：

45-51，77.

[12]汪勇，徐慧芬.山城步行系统规划建设研究[J].城市道桥与防洪，2017，11：25-28.

[13]韩列松，余军，张妹凝，等.山地城市步行系统规划设计—以重庆渝中半岛为例[J].规划师，2016，32（5）：

136-143.

[14]雷诚，赵万民.山地城市步行系统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以重庆市主城区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08，175（3）：

71-77.

[15]ClarkS，DaviesA.IdentifyingandprioritisingwalkinginvestmentthroughthePERSaudittool[C].Walk21Proceed-

ings，10thinternationalconferenceforwalking.NewYork.2009（7）：11.

[16]NewmanP.A.TransportPlanningforMitigationandAdaptationSpatialPlanners，2009（2）：70.

[17]EwingR，CervreoR.Travelandthebuiltenvironent：ameta-analysis[J].JournaloftheAmericanplanningassocia-

tion，2010，76（3）：265-273.

[18]滕爱兵，韩竹斌，李旭宏，等.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评价指标体系[J].城市交通，2016，14（5）：37-43.

作 者 简 介

李棠迪，女，硕士研究生，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litangdi@163.com

雷强胜，男，硕士研究生，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litangdi@163.com

07



北京市居住区停车问题分析及治理策略研究

潘 璐 刘春雨 曹天恒

【摘要】 协调城市建成区内不同时段不同类型停车供给的不均衡一直是城市交通管理领域重要的研究课题。城市更新

的过渡阶段，一方面建成区低效利用空间存在大量的路外停车挖潜空间，另一方面路内停车占用严重，这种并存现象也

是众多大型社区停车问题的缩影。本文以北京市停车供需现状及项目实例为基础，通过调研访谈及文献研究，指出当前

路内停车问题诱因及基层停车治理面临的政策机制局限、审批监管繁琐、经济属性模糊、社会资本参与度低、社会治理

薄弱等普适性困境。结合北京市停车规划实践，阐述通过更新改造、社区治理、公众参与等方式实现停车共享共治的框

架流程，缓解停车供需矛盾；通过提高居民自治水平，高效协调管理部门、社区利益相关方及市场化投资运营平台等多

方主体也将是新时期城市停车治理、改善停车问题需不断摸索提升的关键。

【关键词】 经济属性；政策法规；停车治理；社区决策；公众参与

  城市公共空间与道路资源作为居民休憩活动、交通出行的重要承载，也是城市风貌品质的关键

要素。但在北京中心城区外围居住功能组团内，路内停车挤占公共空间及道路资源的现象较为普遍，

既影响城市风貌同样威胁慢行交通安全。此类型居住社区与中心城老旧小区相比，存在三方面典型

特征：一是居住小区相对较新，以2000年之后建筑为主；二是社区内部存在较多低效利用空间及可

更新用地；三是居住小区或公共建筑存在较多停车位余量。由于公众对停车付费意识不足、缺乏常

态化严格的监管措施、基层停车治理权限薄弱，道路及公共空间成为现阶段最易被停车违规占用的

区域。

本文以北京市朝阳区L社区为实例，探讨路内停车现状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及交通治理举措。结合

北京城市层面的停车治理现状、政策引导及市场运作，从居住社区基层停车治理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

社区决策、公众参与对缓解同类型区域停车矛盾的积极作用，为社区停车规划提供近远期发展策略及实

施路径，减少路内停车比例、优化配建车位共享、提高公共停车位占比，实现社区停车的共建、共治和

共享，推动停车与城市风貌品质的协调融合，营造良好的社区生活品质。

1 现状居住区停车治理困境

1.1 停车设施经济属性模糊

由于缺乏具体明确的规范依据，不同类型停车设施隶属于公共产品或私人产品一直存在不同观

点。配建停车依据居住户数或建筑物面积规范进行建设，满足居住、公共建筑的刚性使用要求，一般

具有公共产品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点[1]，但潜在的对外共享收费使其又具备准公共产品的属性。

城市公共停车同样因建设主体、运营收费方式的不同而具有私人产品、准公共产品的差异。针对路内

停车供给，国外部分城市存在路内配建标准———路宽政策，但北京缺乏相应的路内配建标准[2]，道路

设计规范[3]对于道路红线宽度的定义同样不包含机动车停车的说明，因而路内停车应具有较强的公共

产品属性。

停车设施相对模糊的经济属性往往也导致路内停车最先被机动车低成本违规占用，尤其是在具有较

多出行车位缺口的既有建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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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共停车的辅助作用不明显

1.2.1 公共停车场建设总量有限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及分区规划均明确指出停车供给方式以建筑物配建为主、公共停车场为辅、

路侧停车作为补充。部分行政区结合国内外研究经验提出建筑配建停车85%以上，公共停车10%左

右，路内停车5%以下的发展目标。由于不同区域建设更新速度不同，建筑配建供给的出行车位与实

际出行车位需求存在空间分布的不匹配，李爽[4]等人依据用地规划及不同地区建筑开发规模开展北

京中心城社会公共停车场需求预测工作，结果显示2020年出行车位缺口 （即公共停车需求总量）超

过20万个。

依据2019年北京市交通发展年报，全市机动车保有量608.4万辆，私人机动车达489.4万辆，工

作日私人小汽车出车率约70.2%，工作日小汽车占全方式出行比例约23%。同时期全市备案停车位总

量189万个，其中备案的路外公共停车位总量仅33.9万个，难以满足大量出行车位的停车需求。

1.2.2 现阶段公共停车难以填平基本车位的历史欠账

另一方面，城市外围大型居住社区存在较大的停车设施配建短板。2013年 《北京市居住区停车设

施配建标准》出台前，北京市三环以内居住区按0.3车位/每户、三环以外按0.5车位/每户配建，与居

民拥车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基本停车位的历史欠账也是公共停车难以快速缓解停车供需矛盾的重要

因素。

1.2.3 提升配建停车共享效率比新建公共停车作用更为明显

以北京市停车资源普查报告为例，尽管夜间居住区停车需求缺口约49万个，但公建类停车有超过

89万个富余，配建类停车供给总量充足，共享效率低下是停车问题严重的关键因素，夜间路内占道停

车占比超13%。因此大型居住社区停车问题的缓解更依赖于提升公建类配建停车共享，对新建独立占

地公共停车的需求较低。

图1 不同类型车位与夜间停车需求分布情况

1.3 政策指导与实际应用存在一定脱节

针对公共停车设施而言，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国土部门相继出台了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

2010年住建部、公安部及发改委联合发布 《关于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计管理的指导意见》；2015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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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改委颁布 《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发行指引》；2015年8月发改委等七部门颁布 《关于加强城市

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2016年住建部、国土部发布的 《住建部、国土部关于进一步完善城市停车

场建设及用地政策的通知》，均从社会参与、放宽市场准入、简化审批程序、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等方面

鼓励社会公共停车位建设。

但在实践过程中，不同权属、不同类型停车设施在共享及挖潜新建时面临较多困境，主要表现为：

（1）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对外共享申请手续涉及多部门，经营范围划定较为复杂

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对外共享在经营许可申请、运营管理等环节需协调众多监管部门，后续运营收

入如何计税、是否有税收优惠等具体经营事项都需要协调多个主管部门。以 《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

例》为例，要求明确指出 “市交通行政主管部门统筹，公安机关交通管理、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住房

城乡建设、规划与自然资源、发展改革、财政、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按各自职责，负责机动车停车管

理工作”。现阶段缺乏针对本类型停车共享的许可申请、经营监管等流程指南，影响设施共享工作的

推进效率。

（2）停车设施界定、审批流程及协调周期较长

停车设施的类型划分、产权界限具有模糊性，基层社区管理者统筹区域内停车资源并按对应的类型

申请共享、对外经营等手续会面临多部门不同规章制度限制。例如依据 《关于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计

管理的指导意见》（建城 [2010]74号），既有小区在自有土地内或周边闲置空地内建设临时停车设施

时不仅需要停车监管部门许可，同样需在园林绿化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申请优化小区绿化模式，不能占

用城市绿化用地；物业地下车位开放需协调民防主管部门、街道办事处；建设机械式停车设备完成后再

申请质量技术监管部门检验，停车设施投入运营的协调周期较长。

（3）公共停车产业化发展滞后

《关于城市停车设施规划建设计管理的指导意见》（建城 〔2010〕74号）早在2010年即提出公共停

车场作为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需完善用地供给、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等措施。但国土资源部 《划拨

用地目录》中城市基础设施用地暂未包括公共停车场用地，《北京市机动车停车停车条例》（2018年5

月施行）明确 “独立设置的中心城区配套停车设施、换乘停车场、公共汽电车场站等公益性停车设施可

实行划拨或协议出让”已属国内城市前列。短期内大多数公共停车场用地仍以招拍挂等有偿出让方式为

主，而现有投资政策环境在税费及规费优惠、容积率奖励、定价机制、停车位产权证办理等方面仍不明

晰，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停车场建设。以北京市为例，2019年电子停车改革后，政府指导价管

理的停车场收费仍维持2011年标准，小型车白天路内停车为0.5～2.5元/15分钟，夜间1元/2小时；

白天路外露天停车场为0.5～2元/15分钟，夜间价格1元/2小时；按照平均一个车位12小时停放时间

估算，一个平均建设成本15～25万的停车位平均需11.6年才能收回成本，收费价格在全国重点城市中

相对偏低，较低的违停成本也使得采用市场调节价管理的停车场更难获得盈利。

以上共性问题是北京及其他城市居住区停车治理普遍面临的困境，2017年北京市政府组织多家国

企共同注资成立了北京静态交通投资运营有限公司，涵盖投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等多领域；同时在

2019年分批实现中心城区及外围新城路内停车电子收费改革，从城市层面摸索新时期停车治理工作，

对于居住社区停车规划有一定的引领作用。

2 社区停车治理探索

2019年上半年，项目组调研了北京市朝阳区L社区 （用地面积约10km2，常住人口约18万）周边

路内停车、公共停车及居住类配建停车情况。作为北京市重要的外围组团，区域内城市支路、尽端道路

及街坊路存在大量路内停车，占据慢行交通及公共活动空间，与生态人居示范区、和谐宜居卫星城的发

展愿景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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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现状停车问题诊断

2.1.1 路内停车数量大、停车秩序混乱

调研统计范围内路内停车数量超9900辆，存在横列式、竖列式、斜列式的多种组合形式的违规停

车，严重挤占人行及非机动车行驶空间。

图2 不同形式的路内停车示意图

2.1.2 路内停车占用道路面积比例大

为定量判断路内停车严重程度，引入道路面积占用比例的判断参数。通过各路段停车数量、停车位

面积与道路面积的比值估算，量化白天、夜间路内停车分布情况。白天及夜间均存在大量固定停车，众

多路段道路面积占用比例超40%，影响机动车正常出行及行人安全。

2.1.3 居住小区及公共建筑配建余量充足

区域内居民登记车辆总数约39600辆，居民配建车位总数约34200个，居住区停车位/汽车保有量

比例约1：1.16，与北京市整体比例相较良好。居住小区内尚有超过3800个地下车位剩余，周边商业、

办公等公共建筑夜间存在较多泊位空余，北部新建区路内停车严重与内部车位剩余并存现象更为突出。

2.1.4 路内停车监管较松，违规成本较低

尽管本区域停车参考北京市三类地区标准收费，居住小区停车收费标准多为600—1000元/月，公

共停车收费同样相对较低。但由于现阶段支路及以下等级城市道路路内停车监管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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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白天 （左）及夜间 （右）时段路内停车占用道路面积比例

图4 白天 （左）及夜间 （右）路段停车数量及居住小区剩余车位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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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处委托的监督管理人员劝阻、告知为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执法频率相对较低，违规成本较低

导致路内停车数量较多。

2.2 停车规划及治理策略

针对现状问题及社区停车治理困境的分析，具体开展以下停车规划及治理工作。

（1）统筹社区发展目标，明确停车供给策略

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共同参与街道停车整治提升，明确社区内居民停车供给优先级为 “小区地下停车

余量＞车位共享＞路内停车”，结合朝阳区道路停车改革，适当提高居民认证、自治管理的 “白虚线停

车位”收费价格，与居住区内部地面及地下停车收费价格相匹配，引导 “路内高于路外、地上高于地

下”的自治管理收费机制。

（2）强化停车治理措施，提高违规停车成本

强化交通型及景观型道路两侧治理措施，划定禁停线及临时停车位标志线，部分路段设置临时栏杆

保障非机动车道空间。近期通过利用居住小区闲置资源可大幅减少多排路内停车，部分片区路内停车下

降幅度达55%。

图5 停车治理前后各片区路内停车下降幅度对比图

（3）利用低效空间建设 “复合、共享、立体”的社区中心，提升风貌品质

中远期更新改造低效利用用地，建设集社区服务、公共停车于一体的社区活动中心；配合智能共享

停车辅助设施、立体停车场的建设集约更新改造用地。

（4）梳理停车设施建设审批流程，提升基层管理部门参与度

提升基层管理部门的停车治理参与度需协调各主管部门完善停车设施报批及运营管理流程，项目组

结合北京市政策规范要求梳理了针对停车场用地、居住小区自有土地、临时公共停车、机械式立体停车

库等停车设施梳理相应的审批建设流程。

针对停车场用地及低效利用闲置用地，梳理内部改造项目、现状扩建项目等立体停车库建设审批流

程，推进公共停车场建设；明确可按质监局特种设备登记审批、开工告知、监督检验等流程建设机械式

立体停车库的具体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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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荷兰拉德休斯广场停车场改造为市民活动广场前后对比图

图7 北京市不同类型用地内停车设施建设审批流程图

（5）创新社区治理及共治体系，明确社区营造愿景

L社区内有着不同年代的居住小区，包含了多种传统及新型物业管理方式：房管为主、街道办事处

为主、街道牵头开发商/派出所成立管理委员会、市场型专业化管理等模式。规划积极探索创新社区治

理及共治体系，统筹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社区决策、停车治理，发挥社区单元在挖潜区域内外停车资源的

积极效应。

规划提出构建 “多元主体、多元平台、多元服务”的社区共治平台，提供较宽泛的自主权，便于统

筹社区内不同开发商、物业公司、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社区居民与停车设施意向投资者、停车设施监

管部门，协调各自对停车产业发展的不同诉求；探索委托专业停车行业管理机构代为行使部分审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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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北京市规自委关于项目建设行政审批流程

与公众自发形成的居民停车自治管理委员会、静态交通投资运营平台统筹管理停车设施，提高直接利益

相关方同监管部门的沟通效率，高效共享使用不同类型停车设施。

图9 社区自治参与停车治理模式示意图

（6）提升社区公众参与度，形成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

2019年12月L社区上线了 “聚力朝来”微信小程序，有效地提高了公众参与社区治理及公共空间

营造的积极性，形成了良好的问题反馈机制。增强公众对 “以人为本，绿色出行优先”和社区发展愿景

的认同感，充分认识停车设施特殊的经济属性，能有效地推动停车治理工作。

3 居住区停车规划及治理措施

针对停车治理发展困境，北京在政策引导、停车规划及治理等方面开展多项实践工作；结合L社

区停车共治探索，本文也从创新市场管理机制、简化审批管理手续、社区自治监管体系、公众参与等方

面提出具体建议，以期为同类型居住区停车规划及治理提供实施思路。

3.1 创新市场管理机制

通过更新试点的形式发挥城市停车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像其他公交、市政设施等城市公共事业享

受贷款、征地、拆迁、税收等方面优惠措施；考虑其经济属性的特殊，适度放宽示范区域内政府指导价

限制，引入市场定价机制，贯彻 “路内高于路外、地上高于地下”的收费原则制定分区分时差异化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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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体系，提高违停成本。例如居住区、商业中心区周边低效存量用地可结合绿地广场、体育场下方建设

公共停车，允许配套设置一定的商业、文化体育设施等经营空间；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停车场建筑面积

可作为构筑物不计容积率，免除部分土地出让金。

在四级分类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划分的基础上，针对停车供需矛盾突出的居住社区给予一定的公建类

配建奖励，新建公共建筑物参考 《公共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上下限要求的同时鼓励新增少量对外

开放共享停车位，提高停车共享的市场积极性。

3.2 继续简化停车设施审批管理

应用新技术、网络审批管理、街道自我监督制度等措施减少部门重复监管环节，实现审批及报批程

序进度可视化，由专业的、具备全方位管理主导权的停车行业管理机构统一协调。引入第三方市场主体

进行合规性监管，最大程度消除因剧烈市场竞争产生的车位垄断、价格恶性竞争等问题，提升停车设施

综合管理水平。

通过静态交通投资运营公司平台吸引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停车设施建设运营的市场运作，政府管理部

门结合城市可持续、绿色交通发展目标引导制定停车供给上限建议值后，可适度下放审批管理权限，例

如部分类型、小规模停车设施建设和经营许可审批，给予基层办事处自我管理、自我负责的权利和义

务，提升停车治理水平。

3.3 创新社区停车自治及监管体系

改善社区停车自治监管效果需具备高效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充分发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统筹辖区机动车停车管理工作，积极探索与区人民政府、市级监管部门良好的协调管理体系。例如北

京市探索建立的居住区停车认证机制，依据车辆行驶证、驾驶证、房产证、户口本等多证件匹配情况确

定居住区路内划线停车位分配原则。鼓励基层社区建立停车治理联盟，制定街区内停车资源分布及管理

措施宣传册，明确社区停车治理工作责任主体、实施主体及监督管理平台。

3.4 多元丰富的公众参与

对于同类型居住社区层面的停车治理和街道提升而言，规划设计团队、社区管理部门需积极探索更

多元、丰富的公众参与机制，组织街道责任规划师、社区代表定期参与圆桌会，互相交流反馈现状问

题，统一社区规划畅想；通过案例解读、展览宣传等形式提升公众对停车管理困境认知度以及实施路径

的认可度。满足居民近期迫切交通需求的同时考虑中远期对高品质公共绿地空间的向往，形成长期有效

的公众参与机制。通过停车共享获取的盈利需合理返还给社区，用于支持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提升、开展

公众参与等活动。

4 结语

改善城市区域停车供需不均衡问题是城市发展重要的长期工作，减少路内停车比例、以市场为主体

推动社会停车产业发展也是未来停车供给的发展趋势。在发展的过渡期，挖潜停车资源共享不仅需要管

理部门积极有效的政策引导、专业化的投资运营平台统筹，同样需要长期高效的社区治理体系以及深度

多元的公众参与。在以居住为主的既有社区组团周边，城市更新改造及社区治理对提升城市交通品质、

缓解停车供需矛盾意义重大，未来城市不同类型的社区发展也亟需探索停车规划、建设、管理等各个环

节的弊端，提升政策指导、统筹发展目标、增强公众参与的及时有效性，既要提升停车产业市场化水

平，同时也需加强停车监管及停车治理工作，推动停车与城市风貌健康、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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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通大数据的城市路网运行监测方法研究

王 磊 纪书锦

【摘要】 路网运行指标是科学编制交通规划、制定交通管控策略的重要依据。通过综合应用手机信令轨迹数据、线圈

感应数据及视频卡口数据，利用交通模型及路网匹配技术，实现对城市路网交通量、饱和度，行程速度等指标的实时监

测，并以镇江市中心城区为例进行实例分析，对技术可行性及准确性进行验证。利用该技术实现瓶颈路段及节点快速识

别，提升交通改善方案的针对性及有效性。

【关键词】 交通大数据；手机信令；交通流量；交通模型；路网匹配；

0 引言

近年来，“互联网+交通”的智慧交通模式逐渐成熟，并在城市交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快速、

准确的获得城市路网运行指标，如交通量、运行速度、饱和度等指标，是研究道路运行规律，制定交通

管控政策的重要基础[1]。随着现代交通采集技术的进步，使得对城市交路网运行进行全面的连续观测成

为可能，从而为城市交通管理、决策提供交通数据资源和信息支撑[2]。

本文以 “基于交通大数据的道路运行监测及交通治理应用研究”课题为依托，通过利用手机信令数

据、结合地磁线圈及卡口视频等交通大数据形成综合性的路网运行指标监测方法，从而实现对镇江市中

心城区路网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测。

1 方法简介

1.1 交通数据选择

城市交通大数据是指由各类传感器、GPS系统、手机信令和社交媒体等工具收集的用户位置和速

度等结构化数据及事件和情感、文本影像等非结构化数据的海量数据集合，按照变动频率可分为静态交

通数据及动态数据两大类[3]。静态信息采集频率较低，主要用于描述城市交通系统在一段时间内的发展

情况及发展趋势；动态数据则可用于表达在时间和空间上连续、实时的变化情况。

根据采集方法的不同，动态交通数据可以分为固定型交通采集数据及移动型交通采集数据两类。固定

型交通数据是指利用安装在道路固定地点的交通检测器设备获得道路运行数据，目前使用较多的有地磁线

圈流量数据、测速雷达速度数据、视频监控图像数据等。移动型交通数据则包括车辆GPS数据 （出租车、

公交车、两客一危等）、公交刷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4]，各类数据内容及应用范围表1所示。

表1 动态交通数据类型及内容

类型 名称 数据内容 应用范围

固定型交通数据

地磁流量数据 道路车流量、占有率 城市路网运行状态

测速雷达速度数据 车辆瞬时速度、行程速度 城市路网运行状态

视频监控图像数据 现场图像，车牌、车型数据 车辆行驶轨迹，机动车OD调查等

卡口数据
城市内、外重要核查线交通流量、

车型数据
城市对外交通量分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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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型 名称 数据内容 应用范围

移动型交通数据

车辆GPS数据
重点车辆 （出租车、公交车、

两客一危等）运行轨迹及浮动车数据

路网运行、出行特征、城市功能、

乘客画像

手机信令数据
区居民出行特征、时空分布

及OD数据

城市静态发展指标、交通出行OD，

客流路径、城市运行状态实时监控等

公交刷卡数据
居民公交出行刷卡OD及时空

分布数据

城市功能识别，出行调查，

规划实施评估等

  固定型交通数据主要利用固定在道路的检测器进行数据采集，方法成熟，数据准确，应用普遍，但

考虑其覆盖率及维保难度，其主要应用于局部片区及路网节点的交通信息采集，并不能全面地反映城市

整体路网的交通状态。而移动型数据则利用可移动式的检测器进行数据采集，但存在数据准确性和样本

量问题，难以真实、客观的反映城市路网运行状态。结合一般城市实际建设情况、各类大数据实际特点

及适用范围，课题组提出利用 “移动型动态交通数据为主、固定动态交通数据为辅”的城市路网运行监

测方法，即利用移动型交通大数据获得全市主要道路的运行状况，并通过局部固定性交通大数据作为校

核的方法，通过反馈优化，获得较为准确的城市主要道路运行状况。

表2 各类交通数据采集方式

类型 采集工具 优缺点

固定型

地磁线圈
优点：采集技术成熟、监测精度高

缺点：采集设备寿命短，易损坏、后期维护困难

测速雷达速度
优点：采集技术成熟、监测精度高

缺点：采集设备寿命短，易损坏、后期维护困难

视频监控
优点：全天候、连续性强，车辆不需要安装其他设备

缺点：检测精度受天气影响较大

卡口数据
优点：范围广、数据可分车型统计

缺点：连续性较差、人工统计误差较大

移动型

车辆GPS
优点：全天候，大范围，成本低、效率高

缺点：需要车辆安装GPS接受设备、易受电磁干扰。

手机信令
优点：覆盖率高、精确度高、成本低、适用性强

缺点：连续性较差、人工统计误差较大

1.2 监测方法概述

随着手机终端的普及，基于手机轨迹数据服务成为一种新兴的动态交通数据采集方式，手机信令数

据具有样本量大、信令数据实时性高、数据可靠、采集范围广、成本低等优势[5]，通过全市出行手机用

户的轨迹数据来分析城市交通路网运行状况具有较强的可行性，结合城市道路检测器的普遍情况及各类

检测器的特点及适用范围，课题提出采用 “手机信令数据+线圈数据+视频轨迹数据”的城市路网运行

监测方法，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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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路网运行状态监测方法示意

2 监测方法设计及实例研究

传统的手机信令数据主要通过基站空间位置来大致确定用户所在的范围，因此其确定的是用户所处

的模糊范围，而精确的个体位置。随着4G基站定位精度的提升以及高级路网匹配算法的出现，对于复

杂路网下用户的轨迹识别成为可能。因此，研究基于模糊范围定位和路网匹配两种思路分别提出交通模

型分配法及路网匹配法。

2.1 模型分配法

2.1.1 方法概述

传统的交通模型是基于城市用地的四阶段法，即交通生成、交通分布、方式划分和交通分配。其中

现状交通生成及分布需要大量的现状调研及居民出行调查计算获得。根据手机信令数据特点，可利用手

机基站直接获得高精度的现状居民出行OD数据，可用于替代现状交通出行的四阶段法中交通生成及交

通分布步骤，从而利用传统的交通模型技术，获得城市路网交通量及饱和度数据，从而反映城市路网的

运行状态，具体思路如图2所示。

图2 交通模型分配法思路

计算步骤包括分区采样、路网建模、数

据获取、筛选、分配、反馈优化等六个步骤。

第一步，根据手机基站分布、城市规划分区

及用地规划方案，划分交通小区。第二步，

建立与现状及交通小区分布匹配的路网模型

（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第三步，利用

手机信令采集准实时 OD数据 （15分钟间

隔），并对数据进行清洗、降噪。第四步，利

用平均出行速度等指标对机动车OD进行筛

选，获得机动车出行 OD。第五步，利用

transcad软件对机动车OD矩阵进行分配，并

结合实地调查数据，折算为道路交通量。最

后，利用核查线、卡口、主要交叉口交通量

数据及高德地图数据对分配结果进行检验，并利用机器学习技术，不断对模型分布及分配参数进行标定

和优化，具体计算流程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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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交通模型分配法流程

2.1.2 实例分析

研究选取中国移动提供的2019年某工作日镇江市中心城区居民出行轨迹数据，对镇江市中心城区

早晚高峰路网运行进行了计算。综合考虑交通小区划分面积及实际路网运行监测需求，选取主干路及主

要次干路监测对象，并根据现状中心城区道路实际建设情况，构建现状路网模型，早晚高峰的路网运行

分配结果如图4、图5所示。

图4 早高峰中心城区骨干路网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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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晚高峰中心城区骨干路网分配结果

2.1.3 数据校验

交通模型法主要基于交通模型分配算法，用于预测道路交通流量，对道路运行速度计算误差相对较

大。因此，研究结合交警支队提供的路段线圈数据以及核查线卡口数据，对计算获得的路段交通量及核

查线交通量2个指标进行比对分析，用以检验模型分配结果的准确性。

2.1.3.1 主要道路交通量

主要道路交通量方面，模型分配法与路段线圈流量数据总体误差较小，早高峰模型分配交通量与线

圈数据误差在2.0%～15.5%，晚高峰误差2.0%～14.0%，G312误差最低，谷阳路误差最大。分析其

原因主要由于G312为快速路，道路相对封闭，且为新建道路，设施完善，检测精度较高；而谷阳路由

于年久失修，道路条件较差，线圈损坏率较高，线圈数据严重偏低。

图6 早高峰主要道路交通量比对结果

2.1.3.2 核查线交换量

模型分配法数据与核查线卡口数据总体匹配，早高峰模型分配交通量与线圈数据误差6.5%～

12.0%，晚高峰误差在8.0%～15.0%之间，戴家门核查线误差最低，解放路核查线误差最大。分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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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晚高峰主要道路交通量比对结果

原因主要由于戴家门核查线位于主城区外围，南徐大道、金润大道及S243均为公路性质道路，交通流

量稳定且受干扰较小；解放路核查线涉及道路较多，且位于老城区中心，道路交通量干扰因素较大。

图8 早高峰城市主要核查线断面流量

图9 晚高峰城市主要核查线断面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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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路网匹配法

2.2.1 方法概述

随着近年来4G基站的普及，高精度位置数据可以更为精确地对出行者所在地进行定位，并通过

HMM （隐马尔科夫模型）算法、ST-Matching算法等高级路网匹配算法，实现居民出行轨迹与路网的

拟合。一般城市快速路间距为1500～2500m，主干路间距在700～1200m，次干路间距为350～500m，

这样的间距基本已经达到跨基站出行的范围，可以被有效识别，采用4G信令轨迹数据直接对居民出行

位置进行连续定位，继而获得其出行轨迹链，并采用路网匹配算法，对其最大概率的出行道路进行识别

和匹配，从而获得城市主要道路的交通量，匹配原理如图10所示。

图10 出行轨迹路径匹配原理

计算步骤包括采样、数据清洗、路网建模、轨迹识别、数据补全、路网匹配、数据筛选、反馈优化

等十个步骤。首先，利用4G手机信令数据，对用户进行基站维度的定位，并获取用户位置信息。第二

步，对获取的手机信令数据进行清洗、降噪，过滤所需字段，统一数据源统一数据结构。第三步，建立

与现状匹配的路网模型 （快速路+主干路）。第四步，对于出行路径进行简单识别，与城市路网模型进

行快速匹配，对于匹配度较高的轨迹数据进行直接投影。第五步，对于匹配度较低数据进行二次轨迹划

分，通过蜂窝化处理，对其轨迹进行精细化处理，获得高精度的出行轨迹。第六步，对于出行轨迹数据

不全用户，结合历史出行轨迹进行数据补全。第七步，利用高级路网匹配算法对复杂用户轨迹进行路网

匹配。第八步，结合出行轨迹、速度、出行距离等指标对其出行方式进行识别，提取机动车出行用户轨

迹。第九步，根据各主要路段的人车折减系数，将出行人次转化为交通量数据。最后，利用核查线、卡

口、主要交叉口交通量数据及高德地图数据对识别结果进行校核，若误差在接受范围内，则输出识别结

果；若误差较大，则重新对识别算法参数进行训练、优化后进行结果计算，直至结果满足误差需求，具

体计算流程如11所示。

2.2.2 实例分析

经过多次测试，该方法目前在城市主要对外道路精度较高，而在城市内部路网密集区误差较大，因

此，研究优先对镇江市主要对外的道路进行匹配，匹配结果如图12及图13所示。

2.2.3 数据校验

路网匹配法由于目前在城市路网密集区识别精度较为一般，匹配结果缺失部分主干路数据，其无法

获得准确的核查线数据，但该方法获得的出行轨迹较为连续，可用于道路行程车速的计算，因此，研究

结合交警支队提供的路段线圈数据以及高德公司提供的主要道路行程车速数据，对主要道路交通量及行

程车速数据2个指标进行比对分析，用以检验路网匹配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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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路径匹配法处理流程

图12 早高峰主要对外道路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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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晚高峰主要对外道路运行状况

2.2.3.1 主要道路交通量

路网匹配法对受道路间距及相交道路数量影响较大，早高峰匹配法计算交通量与线圈数据误差

5.8%～12.7%，晚高峰误差3.2%～10.4%，G312匹配误差最低，丁卯桥路匹配误差最大。分析其原

因在于G312位于城市外围，周边路网间距较大，且为高架形式，道路较为封闭，在进行路网拟合精度

高；丁卯桥路位于城市中心，周边路网密度较大，且道路存在地面辅道，路网拟合干扰较大，精度相对

较低。

图14 早高峰主要道路交通量比对结果

 

图15 晚高峰主要道路交通量比对结果

2.2.3.2 主要道路行程车速

早晚高峰车速变化与高德地图车速基本一致，误差整体在10%以内，精度极高。早高峰模型计算

车速与高德地图车速数据误差在1.6%～9.7%之间，晚高峰2.9%～11.5%之间。G312误差率最低，

南徐大道误差率最大，分析其原因，G312为快速路，位于城市外围，过境货运交通为主，手机信令定

位及高德采样精度均较高；南徐大道位于城市内部，主要以通勤交通为主，受高德地图样本量影响，数

据可能存在误差，且道路两侧相交道路较多，路网匹配精度误差，但车速误差率在10%左右，仍处于

可接受范围内。

两种方法各具优缺点，模型分配法在当前条件下对城市整体路网交通量的监测上精度更高，且可对

主城区的主要道路做到准实时 （15分钟级别）的动态监测，并且随着样本数据的增加，可进一步提升

模型分配参数的准确度，从而提高模型分配的精度。但该方法受道路阻抗函数、车速算法、信号灯延误

等因素制约，其对于道路行程车速的监测误差整体较大，无法用该方法实现对路段行程车速的监测。路

网匹配法受现状基站布局位置及分布密度等因素影响，其对于城市外围主要道路运行状况监测精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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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对城市内道路监测误差则相对较大；但该方法直接基于用户位置信息 （基站位置）进行轨迹追

踪，因此，其对于道路的行程车速计算准确度较模型分配法更高。

图16 早高峰城市主要道路行程车速对比

 

图17 晚高峰城市主要道路行程车速对比

3 结论

本文研究了基于交通大数据的城市路网运行监测方法，提出了交通模型分配及路网匹配法两种方法

对道路运行指标进行监测。该方法具有覆盖范围广，维护成本低，数据精度高等优点，可克服局部检测

器盲区或损坏等问题；与百度、高德等等互联网地图路况信息相比，该方法可获取指标更为丰富，且精

度更高，可实现对城市路网运行状态的实时、立体的监测，从而实现路网堵点，瓶颈路段的快速识别和

预警，为交通治理改善方案的制定及交通管控政策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撑，实现城市路网的 “靶向优化”，

大大提升路网运行效率。未来将进一步对两种方法进行融合，从而形成更为准确的城市路网运行监测

方法。

参 考 文 献

[1]赵静.公路网运行监测分析指标抽取方法研究[D].陕西：长安大学，2012.

[2]詹益旺.基于手机信令的道路交通状态识别及预测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7.

[3]唐嘉立.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分析的路网运行监控系统[J].中国交通信息化，2015，（12）：115-117.

[4]冉斌.手机数据在交通调查和交通规划中的应用[J].城市交通，2013（1）：72-81.

[5]郭岱.基于大数据的城市交通路况时空分析及可视化系统研究[D].辽宁：辽宁师范大学，2017.

[6]周南，齐远，龙科军.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道路交通量预测中的应用[J].公路工程，2018，43（5）：85-88，175.

[7]镇江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江苏省移动公司.基于移动大数据的镇江市中心城区居民出行特性调查研究 [R]，2019.

[8]镇江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基于交通大数据的交通运行监测及交通治理应用研究[R].2019.

作 者 简 介

王磊，男，硕士研究生，镇江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电子信箱：455762953@qq.com

纪书锦，男，本科，镇江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467330317@qq.com

09



城市交通系统进化与规划变革之路

全永燊 潘昭宇

【摘要】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城市交通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基

于城市交通系统进化机理分析，结合城市交通具体案例，阐述城市交通系统的特征和演化规律，明确新时期城市交通系

统创新发展需要重点关注的若干问题，并对城市交通规划变革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 城市交通；系统进化；关注点；交通规划；变革

0 引言

中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城市发展模式、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科技发展模式均在

转变中，城市交通系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外部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1]。

一是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变革。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要求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

流动和高效集聚，城镇化发展由中心城区向都市圈和城市群等扩展。二是社会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更

加重视创新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将从依靠资金、土地、人力等要素驱动向依靠知识创新、技术进步、管

理制度变革等创新驱动转变。三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进一步推进国家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变政

府职能，更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四是社会治理模式变革。

传统的政府与社会高度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社会治理

更强调持续的互动过程，强调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协调。五是科技发展模式的变革。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引领的科技创新潮流，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促使新业

态不断涌现。

综上各方面发展模式的变革，重要的共同点在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其次，注重

和谐，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体性和谐发展；再次，突出创新驱动、高质量发

展，注重以创新驱动的内涵改造，而非以数量、规模为着眼点的外延扩充，并以质量、效益、品质为核

心；最后，强调市场的作用，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毫无疑问，时代的发展要求城市交

通系统及规划进行一场系统变革。

1 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规律探析

1.1 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趋势及机理

1.1.1 城市交通系统进化趋势及表征

根据系统科学理论，系统的进化是指某一类系统受外界环境影响，经过内在的积累、酝酿而后发生

突变、飞跃的过程，从而实现系统整体的优化和发展，以求对外部环境变化相适应的生存能力。系统的

进化始终朝着系统适应生存发展环境变化的方向，以求得更强的生存发展能力，呈现由简单到复杂、由

低级到高级的特征，体现在其内在结构的复杂化和功能层次的精细化。

众所周知，城市空间规模扩展、功能布局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大气环境变化、科技发展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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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会对城市交通系统带来外部环境影响。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正是在与城市人文社会环境的互动作

用下，内部子系统数量规模相应扩展、子系统内部组成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发生突变，从而实现系统整体

的功能结构的改进和服务效能的提升。城市交通系统进化最主要表征是城市交通系统的演化与城市发展

模式、城市功能结构及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与协调。具体表现在：城市交通系统能力扩充对外部物质资

源依赖性渐趋弱化，更多转向对信息与智力支持的依赖；相对于规模效应，系统外延扩充的结构效应更

加凸显；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形态与格局演变，交通系统的边界约束弱化，不同时空范畴、不同服务模式

的交通网络高度融合。城市交通系统进化不仅是系统规模与城市空间的匹配，还体现在系统功能单元

（子系统及构成子系统的组成要素）的层次结构、资源配置、要素组合、运行模式等与外部供需环境变

化的适配。当然，城市交通系统进化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客货运输服务的优化，表现在交通工具、服务类

型、服务模式等改进，如交通工具的发展演变如图1所示。

图1 城市交通工具进化示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城市交通系统客货运输服务的优化，除了表现在交通工具的发明改进上，更为重要

的是体现在运输服务组织模式的创新。比如，随着信息技术及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共享单车、网约

出租车以及可预约 （或可订制）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无疑是对传统交通服务资源配置与利用模式发起

的革新挑战，必将推进城市交通系统的整体进化。除此之外，借助以现代信息通信技术 （ICT）与人工

智能为支撑的全息感知、智能网联、自动驾驶、电子商务等应用领域创新成果，传统的客运与物流运输

模式也必将发生质的变化，可预期的趋势是以更加高效与节约的方式，更为精准地契合实时、多层次、

差异化社会需求。

1.1.2 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机理

与其他系统进化一样，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也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是外部环境和内部各要素共

同作用的结果。

1.1.2.1 城市外部环境的变化是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前提

城市交通系统是城市功能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子系统。城市功能系统及其他的子系统，成为城

市交通系统的外部环境要素。因此，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前提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果没有外部环境的

变化，也就不会有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

1.1.2.2 外部触发和赋能是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外部动力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无时无刻不在与外界发生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在不同

时空范畴城市交通系统一直处于非同质化、不均衡状态。同时，系统本身内在能量与物质消耗 （基础设

施老化与组织管理机能衰减等）是不可逆的，从而呈现出一种无序 “熵增”的趋势。因此，城市交通系

统必须与外部环境保持活跃的互动交换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源于外部环境变化的触发与赋能机制，城

市交通系统不断吸收来自外部物资、能量与信息构成的 “负熵流”，抵消系统自身的 “熵增”，使系统得

以维持 “有序—无序—更高级的有序”正常螺旋式演化进程。

1.1.2.3 系统自组织是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内在动力

所谓系统自组织是指系统在内在协同机制的驱动下，各个子系统之间乃至子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

（功能单元及构成要素等）为适应大系统整体目标要求，按照某种相互之间默契的规则，通过合作或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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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方式，不断调整自身组织结构和运行模式，提升环境适应能力，从而实现系统自动地从低级到高级、

从无序到有序的动态演化过程。系统自组织的表征，一方面是系统内部各主体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和自我

调整，另一方面是系统内部各主体相互之间的非线性作用，从而产生倍增效应。纵观城市交通系统演化

发展历史进程，不难发现无论在系统需求侧还是供给侧，自组织机能在实现系统供需模式匹配、系统功

能级配结构调整以及系统组织模式优化方面所发挥的巨大能动作用。毋庸置疑，正是依赖这种基于 “优

胜劣汰”进化法则的内在竞争-合作交互作用协同机制，自组织成为系统适应外部环境而不断进化的内

在动力。

1.2 决定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系统固有属性

自从国内30年前钱学森先生创立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方法
[2]以来，这一理论方法被应用到医学、

金融、社会管理、企业培训、旅游等很多专业领域，并带来深远影响。城市交通系统也具有开放性、多

组分、多层次性，不同的组分和层次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关系，无论在时间、空间还是

功能维度上，都始终处于非均衡且不断变化的状态，即 “远离平衡态”。这些系统固有属性完全符合耗

散结构典型特征，故而近年来有学者也将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理论等引入交通系统规划与治理

领域[3-5]。

1.2.1 城市交通系统的开放性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开放系统，无论是交通参与者、还是服务提供者，包括城市交通的外部天气、

社会经济、用地开发等外部环境都是开放的。它与外界不断地发生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城市交通

系统与城市功能大系统的人居子系统、经济子系统、环境子系统、社会子系统等都有很强的关联度。

以城市交通系统的参与者为例，既包含供给侧的规划、建设、运维管理人员，也包含需求侧的交通

服务对象。他们既是系统内在的组成要素，又是对系统介入和干预的外部要素，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

变换着功能角色。城市各类人口作为出行主体，出行行为决策既受客观约束，也有主观随意性，对交通

系统而言无疑是复杂的随机过程。例如北京在 “十二五”期间，常住人口保持每年约50万人的增长，

图2 北京中心城区绿色交通方式比例变化

就出行总量 （人次/天）而言，总体需求增量不难把握 （130万人次左右），然而要准确把握出行需求构

成变化以及在系统内各组成子系统 （乃至子系统功能基元）的具体加载状况就不那么简单了。这是因为

在开放环境下，系统状态与出行行为选择存在非线性交互作用，每一个出行主体对系统的认知以及不同

出行主体之间的协同既受制于自身主观因素，又有来自系统客观态势反馈因素影响，无疑是非唯一

解的。

再以城市交通系统的供给为例，近年来城市交通系统对外部环境变化同样变得越来越敏感和活跃。

社会经济形态变革与科技新潮的任何一点微小的变化都

会引发城市交通系统供给模式与状态的改变。近年来

“共享经济”新潮萌动以及 “社会资本”在交通领域试

水，确实为城市交通经营服务供给模式带来多元选择，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交通系统的竞争局面。例如，传

统的以政府为供给主体的供给模式下，北京市曾殚精竭

虑力图扭转自行车出行持续萎缩态势，历经数年仍不见

成效，不曾想有社会资本介入背景的共享单车引入后，

犹如神助，多年难除的痼疾就此 “药到病除”，自行车

出行比例大大提升 （如图2）。

1.2.2 城市交通系统的复杂性

城市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在于系统构成的非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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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多层次性、子系统及其功能基元非线性交互作用关系和动态演化过程。

城市交通系统从属于城市功能大系统，在外部环境关系上与城市的人居、经济、社会人文、生态环

境等功能子系统间有着双向反馈协同互动关系；其内部则是由众多相互依存的功能基元 （组分要素）组

成的多层级结构，各层级之间以及每一层级组成基元之间均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关系，系统结构如图3

所示。

图3 城市交通 “复杂巨系统”系统构成示意图

城市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决定城市交通系统也具有 “涨落”和 “突现” （或称 涌现）”[6]的典型特

征。由于外部和内部的原因，子系统经常会出现一些随机起伏的扰动，尽管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却是

频繁发生的。这种发生在系统微观层面上的扰动，绝大多数情况下会逐渐衰减而平息，不至于对系统宏

观态产生影响，在耗散理论中把这称之为 “涨落”。然而正是由于系统内非线性交互作用机制的存在，

通过相干放大 （倍增）效应，在系统相变临界点附近，涨落的积累达到某一阈值，便会触发系统整体宏

观态的改变，即系统相变 （耗散理论中的 “涌现”）。

城市交通系统由于系统的开放性、非平衡性和非线性作用机制以及大量的随机作用等，在系统内外

必然产生一系列随机波动 （涨落），比如城市人口的变迁、经济发展的波动、交通基础设施的拆建、新

技术新业态 （网约车、共享单车等）的参与和撤离等，这些涨落现象的变动推动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和

演变。伴随社会、经济和生活水平的发展，城市交通系统各个子系统的运动状态也在发生改变，城市交

通整个系统的状态，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主要通过随机的涨落来实现。

从系统进化战略着眼，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只是某一子系统微观层面的局部涨落，而是要以极为敏锐

的洞察力，关注各个子系统状态参量之间的关联性，区分控制参量中的 “快变量”（衰减快的局部性波

动变量）和在系统处于状态的临界区可引发相变的 “慢变量”（即 “序参量”），找出某种系统宏观状态

临界阈值。

以城市交通方式结构为例，过去20年来我们投入大量精力推行 “公交优先”战略，力图尽快优化

出行方式结构，然而就某几个相关子系统 （例如：公共交通、道路、步行及自行车出行系统）而言，各

子系统内的涨落从未停止过，但城市交通系统方式结构的整体宏观状态却难见预期的改观。甚至局部的

某一子系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 （例如，大规模的轨道交通建成，轨道方式占比大幅提升），非但未能

触发城市出行结构向预期目标进化，反倒与此相悖，小汽车出行需求势头未得到预期的抑制，步行与自

行车出行比例持续萎缩 （见表1）。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决定城市交通系统出行结构演化并非只在于公

交子系统，而是受制于其他多个子系统 （小汽车出行子系统、步行与自行车子系统、需求管理子系统

等）之间的交互作用。即便就公交单一子系统而言，也有众多交互作用因素存在。既然出行结构这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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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由多个因变量构成的非线性关联性决定，就不会有唯一解，而是存在多解的不确定性。

表1 主要城市历年交通方式变化 （除步行）

序号 城市 年份

出行结构

公交 轨道 公交合计 小汽车 出租车 自行车 其他 合计

1 北京

2000 23.0% 3.6% 26.6% 23.3% 8.8% 38.5% 3.0% 100.0%

2005 24.1% 5.7% 29.8% 29.7% 7.7% 30.3% 2.5% 100.0%

2010 28.2% 11.5% 39.7% 34.2% 6.8% 16.4% 3.0% 100.0%

2 上海

1995 28.6% 11.3% — 55.3% 4.3% 100.0%

2004 29.3% 6.0% 35.3% 18.3% 12.9% 31.9% 1.5% 100.0%

2009 23.3% 11.8% 35.1% 25.7% 12.2% 26.5% 0.8% 100.0%

3 南京

2001 33.2% 33.2% 0.0% 1.4% 55.8% 9.7% 100.0%

2005 29.8% 29.8% 4.0% 1.7% 54.2% 10.3% 100.0%

2010 23.6% 7.2% 30.8% 10.7% 3.2% 49.1% 6.1% 100.0%

4 成都

2000 14.7% 14.7% 11.1% 4.9% 63.3% 5.9% 100.0%

2005 20.2% 20.2% 17.2% 10.4% 49.5% 2.7% 100.0%

2010 28.0% 1.0% 29.0% 28.1% 7.6% 32.6% 2.7% 100.0%

5 宁波
2005 25.7% 25.7% 14.2% 2.2% 48.6% 9.3% 100.0%

2010 41.2% 41.2% 17.9% 2.1% 34.4% 3.4% 100.0%

6 长沙

1998 25.6% 25.6% 2.7% 45.0% 24.8% 100.0%

2002 42.3% 42.3% 6.6% 28.0% 23.2% 100.0%

2009 35.8% 35.8% 17.4% 10.6% 29.1% 6.7% 100.0%

  即便就城市公共交通子系统内部，地面公交系统与城市轨道系统之间也有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关

系。近年来国内各大城市地面公交客运量普遍下滑 （如图4所示），既有地面公交吸引力不够、服务水

平不高等客观原因，也有城市轨道交通规模扩展的同时与沿线地面公交并未很好衔接匹配有关。因此，

轨道交通规模的扩张，并不必然带来公共交通分担率的提升，最终影响整个城市交通系统的运行效率。

综上所述，我们数十年坚持不遗余力推行公交优先战略，期望通过发展公共交通吸引小汽车方式的

转移，终因忽略子系统以及系统内相关功能基元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而未能如愿。

1.2.3 城市交通系统的非线性与自组织性能

如前所述，城市交通系统通过 “涨落”与 “涌现”不断实现由一种不稳定状态到另一种新的稳定态

的转变，形成新的更高层次有序结构。这种动态演化过程的原动力除了来自系统外部的物资、能量与信

息交换之外，就是基于系统内在组成要素非线性作用和正负反馈机制的自组织性能。由于城市交通系统

的各个功能子系统大多具有自我感知、自诊断、自调节、自修复、自适应环境变化的自性能，加上各子

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城市交通系统呈现分叉、突变、滞后等非加和效应，表现出放大或抑制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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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国内主要城市公共交通客流量变化

系统功能的非线性特征。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影响它的各个因素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加，而是呈非线性

函数关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是由于受到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在前面所举例子

可以看到，出行方式结构优化并非单纯靠提升公交出行占比，而公交占比的提升也并非只靠扩大轨道网

络规模就能如愿。只有充分认识并尊重城市交通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规律，方能运用好系统自组织性

能，不断调节系统功能状态以适应环境变化，演化出有序结构。

其次，要重视系统在适应环境变化的动态演化过程中 “规模效应”与 “结构效应”并存，且共同作

用的客观规律。以城市道路网子系统建设为例，城市道路网承载能力与运行服务水平不仅取决于空间尺

度，还在于拓扑结构、功能级配结构、运行管理以及与其他子系统的协同关系等多重因素影响。道路网

规模扩充与道路网承载能力提升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例如，100km的道路网，靠简单增加30km的道

路规模并不能直接带来路网承载能力30%的提升，而要更加关注路网结构的改善。所以，过去以来对

于道路设施建设，我们一直呼吁在扩充路网规模的同时，还要注意内涵改造，包括完善路网级配结构、

优化节点衔接、改善路权分配等，这背后都体现的是城市交通系统的非线性特征。

如果把视野扩大到城市轨道交通领域，也会有同样的发现。中国大陆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模与速度

为世界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史上前所未有。北京与上海等一线大城市已经投入运营的轨道线网规模已经跻

身世界最前列。然而，在长期一以贯之的 “重规模效应，轻功能效应”的发展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网

络功能结构残缺失衡的状况依然如故。即便是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

重点还只局限于中心城范围内的地铁网络，区域轨道交通网络的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群的发展需求[7]。

显然这种残破失衡的结构体系必然无法从 “结构效应”获得应有的投入产出效益，不仅无法提供高效的

出行服务，更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 。

不仅轨道交通系统客流量与线网里程规模非简单线性关系，运营效益指标与诸多关联因素 （自变

量）之间的非线性特征也非常明显。诸多自变量中，轨道网络里程规模之外，轨道网络布局及建设时

序、沿线土地开发状况、轨道站点周边交通接驳条件、运营组织水平、换乘便利程度等无一不影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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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协同效应。国内不同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规模效益存在的显著差异，以及近年来普遍呈现的规模边

际效益下降趋势便是例证，如图5所示。

图5 2018、2017年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强度变化
[8]

2 新时期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点

基于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趋势及机理，新时期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要更多关注系统的进化，尊

重系统进化客观规律，转变城市交通系统的目标导向，调整城市交通系统发展机制，规避系统退化风

险，维护城市交通系统平稳进化过程。

2.1 城市交通系统的战略着眼点转向系统 “有序—无序—更高层次有序”进化

长期以来，城市交通系统都以供需平衡为发展目标导向，即以交通设施供给满足一定服务水平的交

通需求，把交通系统的 “供需平衡态”当作交通规划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与之相应，交通规划的具体指

标设定往往拘泥于 “承载力约束”与 “时空均衡”理念等。

根据前文所述，城市交通系统作为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上并不存在所谓的 “平衡态”。按照耗散

结构理论，非平衡态才是系统进化的前提。因此，城市交通系统需要转变观念，实现从过去追求的 “供

需平衡”向系统 “持续进化”的目标导向转变，关注城市交通系统 “有序—无序—更高层次有序”的动

态演化规律，引入系统工程学基于耗散结构理论和协同学的 “综合集成”理论方法，即：定性与定量结

合，充分融合现代信息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高度智能化的人—机结合方法系统，建立有关系统动态演

化的 “序参量”、“相变临界点”、“控制参量阈值”的关联分析模型。总之，要始终把系统进化机理与动

态演化规律作为交通系统规划关注点。

2.2 城市交通系统要高度重视 “系统协同”效应

根据协同学理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从无序到有序转化的关键在于组成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之

间的协同作用。协同学理论指出，系统在外参量的驱动下和在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下，以自组织的方

式在宏观尺度上形成空间、时间或功能有序结构，并引入序参量来表征系统的有序化程度。

城市交通系统整体协同效应不仅体现在内部交通设施、交通管理、交通运行等要素的协同，还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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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交通系统与外部环境 （城市形态和功能、经济形态与发展水平、社会治理结构与法治环境、人文

历史与社会价值体系、资源与环境、科技发展等）的协同，如图6所示。

图6 城市交通系统整体协同效应示意图

2.3 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机制要 “兼顾他组织和自组织”

2.3.1 城市交通系统既需要自组织，也需要他组织

城市交通系统是有人参与的社会复杂巨系统，是自组织与他组织的对立统一。在特定时空环境下，

作为行为主体的人以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对系统运行状态实施干预 （例如：有关制度、机制、规则的

设定或修改），这便是系统的他组织。但作为系统内在组分之一，人已融入系统动态演化每个功能环节

（基元）中，与其它有形或无形的组分 （例如，各类物理实体及规则体系）所扮演的角色并无不同，在

足够长的系统演化进程中，各类涨落现象都是源自系统自组织机制，并不受制于人的意志，以超乎预料

的方式和状态出现。正确有效的他组织行为必须尊重和顺应自组织作用规律。他组织和自组织是相辅相

成、协调共济的两个方面。他组织主要赋予系统良好的初始组织架构、组成要素和初始值，形成良好的

子系统之间的约定和运行规则，使系统产生最初的组织行为。由于系统与外界之间以及系统内各子系统

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构成自组织运行保障机制的协同规则 “僵化”，完全靠系统内各功能基元或

子系统自发行为去把握系统整体目标难免导致系统整体行为异常波动，而这种波动可能被系统自身和环

境的非线性因素放大，导致系统失稳甚至崩溃[9]。在系统自组织过程中施加适当的他组织作用，有利于

限制和克服自组织的缺陷，使系统产生出最佳的整体涌现行为。因而，城市交通系统既需要自组织，也

需要他组织。近年来大陆许多一线城市遭遇的网约车和共享单车大潮冲击，曾一度出现的混乱无序局

面，以及通过干预矫正得以重新回归有序，就是一个好的例证。

过去的城市交通规划无论在供给侧还是需求侧，都过于偏重他组织，主要以增加交通设施供给，强

化交通需求管理和运行秩序管理来干预系统运行状态和走势。由于缺乏对系统自组织机能和自适应自调

节的规律的认识，既无端损害系统自组织机能，又无法避免干预的盲目性对系统进化进程的负面影响。

2.3.2 积极发挥城市交通系统的自性能

未来随着技术进步，把握城市交通各子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作用规律提供了可能。城市

交通系统与外部环境子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各个子系统间的信息、能量交换通道变换更具自感性，系统

自诊断、自我功能修复，系统之间的协同互补，自组织能力提升，需要特别关注城市交通系统及其子系

统的自性能。借助5G、物联网等现代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 （AI）技术，不断增强各个子系统的自我感

知、自我诊断、自我修复调节能力，进而实现城市交通系统宏观整体的自我感知、自我干预和自我调

节。比如，一直困扰城市交通行业发展的城市交通发展与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调节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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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随着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有望变得可实时动态地感知与调节。

2.4 城市交通系统要重视技术和组织创新

长期以来，城市交通供给模式过分依赖资源驱动 （土地、能源、资本等国有资产），而忽视制度创

新和技术创新对供给增长的创新驱动。结合城市交通系统的系统进化规律，要通过技术手段和组织模式

的创新，积极引导系统进化、及时干预系统退化。

2.4.1 加强技术理论创新，突破交通领域既有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技术理论创新，要对城市空间功能结构演进与交通发展的互动规律、出行结构演变规律与优化

途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市与区域综合交通功能融合及结构体系的重塑、服务需求与供给的自适应与

反制双向作用理论、基于出行行为与空间特征映射关系的规划模型体系、交通子系统运行水平关联性理

论及系统内外影响因素关联度量化评价等技术理论进行研究，突破制约行业发展的理论困境。

2.4.2 加强组织模式创新，积极应对新业态新场景

加强组织模式的创新和制度变革，未来城市交通服务供给的可持续增长必将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和资

本驱动模式转为创新驱动模式，也意味着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及服务各领域都需要面临一系列

变革。

3 城市交通的规划变革

基于城市交通系统的进化机理、系统属性特征认识，新时期城市交通系统的关注点要发生重大转

变。与之相应，城市交通规划内容及规划师的着眼点也需要作出调整。重点包括：城市交通系统 “有序

稳定”目标的评价指标及分层级的控制参量阈值；规划目标实施及跟踪评估路径；城市交通系统自组织

的触发与保障机制；城市交通 “区域—城市”结构体系及资源整合的具体路径；城市交通组织模式创新

与体制机制创新的具体内容等。毋庸置疑，城市交通规划需要一场系统变革，城市交通规划编制内容、

编制方法都需要进行重大调整。

3.1 编制内容变革

城市交通规划的编制内容，除过去传统的城市交通发展现状、交通需求预测、交通发展战略目标、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近期建设规划、规划方案实施评价、局部地区交通改善规划等内容外，建议要从发

展目标和评价指标、体系结构和服务范围、自组织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变革。

3.1.1 城市交通的发展目标和评价指标

城市交通规划的目标体系和评价体系需要重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社会的价值体系

在不断变化，引发了城市交通系统发展的价值体系、目标和评价体系的重大变化，建议交通发展战略价

值取向和评价指标要调整，重点从 “供需平衡”向 “有序稳定”转变，具体指标可以考虑引入交通系统

的可靠性、稳定性等具体度量指标。

3.1.2 城市交通的体系结构和服务范围

城市交通体系结构正在变化，与交通需求的空间尺度变化相呼应，城市交通系统服务的范围由传统

中心城区向都市圈、甚至向城市群扩展，如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明确提出分圈层

的空间结构和交通体系，如图7所示。

因此，必须重构 “区域—城市”综合交通运输结构体系，打破体制和权属关系藩篱。一方面，新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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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综合交通体系结构必须实现不同空间圈层多种交通方式功能兼容互补、服务需求共担的高度融合，而不

只是界面上的 “握手”衔接。另一方面，不同空间圈层交通需求构成是决定未来系统功能结构的唯一依

据。不同的客流特征构成决定了不同的服务标准要求，进而决定了与之适配的运营模式和系统制式。

图7 北京市域空间结构规划图

3.1.3 城市交通的治理及政策

交通规划不仅是空间资源配置和功能组织，更多还涉及社会公平正义、利益平衡关系。交通规划带

有很强的公共政策属性，涉及交通的主要内容不应仅关注重大交通枢纽和重大交通工程网络，还应强化

交通治理、交通主体互动、交通权益分配等公共政策。因此，交通规划的成果体现既包括空间资源配

置，更包括空间资源背后的投资、价格、权利等方面的政策因素。

3.1.4 城市交通的韧性

结合这次新冠疫情带来的教训，为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疫情传播等环境影响，城市交通规划

要补充交通韧性的相关内容。交通韧性一方面要关注交通设施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社会环境，具有较

高的可靠性和必要的冗余性，且能承受、应对突发事件并实现快速恢复，应重点从抵抗力、可靠性、冗

余性、恢复力等主要角度着眼[10]。另一方面，还应特别制定紧急状态下的应急交通预案、交通保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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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并落实于城市交通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各个阶段，比如极端气候、疫病传染、恐袭事件、地区动

荡等[11]。

3.1.5 城市交通的市场化与产业化

城市交通是一个产业，城市交通规划应当有产业的认知。新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不应回避产业和市

场，而应思考如何拥抱新业态，研究交通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市场培育、市场秩序等问题。国土空间

规划和交通规划的规范、指南、导则等均应纳入产业和市场要素。建议从深度和广度上推进城市交通市

场化，建立与城市开发模式融为一体的交通发展模式，建立城市交通产品体系、创新经营模式、优化营

商环境、改革支持政策等，并注意推进市场化的风险防控举措。

3.1.6 城市交通规划的体系协调与传导

从规划传导机制的要求来看，城市交通规划应当逐级落实上位规划及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

容，实现与其他相关专项规划的衔接与协调，对下位规划及详细规划发挥约束、管控与引导作用。从编

制深度的需求来看，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应当严格落实同级别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做到承上启下作用，

为国土空间规划方案的确定提供交通系统支撑依据，并要明确提出对下层次交通规划及详细规划的分解

落实要求。

3.2 编制方法变革

3.2.1 “经验主义”转向 “定性定量结合”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解决开放复杂巨系统问题目前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定性

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2]。应对城市交通的量化支撑的变化，要改变过去以经验主义为主的规划

方法，结合城市交通系统本身的专业知识理论，加上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定性方面，从

复杂巨系统的角度，总结提炼城市交通系统的各方面特征，支撑规划方案及相关政策制定。定量方面，

在传统交通需求分析模型基础上，引入大数据等新兴手段，客观全面反映交通系统特征，兼顾城市交通

整体及个性化。

未来的模型应该不再是基于特定时间段人群虚拟集合体在三维物理空间的移动OD及某些行为特征

（目的、方式选择等）的非实时集计分析模型，而是针对行为个体在虚拟空间与实体三维空间里实时

“五维”时空环境下，行为特征差异与环境 （主观与客观）条件的交互作用，探求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规

律。模型涵盖的空间应不再受行政边界约束，要建立多层级嵌套集成模型，适应多圈层一体化发展的客

观形势需要。

交通规划模型创新的另一重点任务是针对系统自组织机制作用，在国内外既有的 “多智能体”

（Multi-Agent）理论模型研究成果
[12]基础上，开发系统协同效应仿真模型，以期真实反映系统自组织

与他组织交互协同作用下的运行与动态演化规律，充分满足未来城市交通规划变革的需要。

3.2.2 “固定规划”转向 “动态规划”

应对城市交通的系统属性变化，以 “持续规划”和 “动态调整”的新理念，取代 “一张终极蓝图定乾

坤”的传统旧观念；对传统的 “调查—分析—预测—规划”的方法和工作模式要有针对性的合理扬弃。

3.2.3 “封闭规划”转向 “开放规划”

应对城市交通的治理模式、编制内容的变化，要关注不同利益群体的政策内容，城市交通规划要转

变以前相对封闭、仅由政府决策者及少数精英阶层参与规划制定，未来的规划方法要向更强调互动过

程，强调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协调，公众参与度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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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方式拼盘”转向 “系统整合”

城市交通体系规划并不是各交通专项规划的机械罗列，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应侧重于战略性的顶层设

计。城市交通规划要由过去主要关注各交通子系统，再进行拼接、拼盘构成综合交通体系，转向新的城

市综合交通体系结构，实现不同空间圈层多种交通方式 “功能兼容互补，服务需求共担”的高度融合，

而不只是界面上的 “握手”衔接，以系统整合的方法从整体上进行规划。

3.2.5 “结果导向”转向 “过程导向”

过去的城市交通规划往往侧重于规划的终极目标和蓝图规划，缺乏对规划实施过程的关注和管控。

比如对于实现远期目标的投资规模与政府财力、资金来源等缺乏跟进和关注，最终导致规划方案与实际

发展相去甚远。应对城市交通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城市交通供给要坚持市场化的发展路径，城市交通

规划不仅关注最终的规划方案、规划结果，还要关注规划的分阶段实施。

4 结语

本文基于外部环境变化对城市交通系统的影响，主要从城市交通系统进化的角度，分析探讨了城市

交通系统的进化趋势及机理、城市交通系统的固有属性，以及新时期城市交通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关

注点，基于此提出城市交通规划的内容和编制方法需要变革。文章提出的观点属于探讨性内容，未来仍

需结合新时期的交通规划实践检验予以修正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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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换乘共享单车骑行特性及影响区分析

郝 俊

【摘要】 共享单车解决了城市轨道交通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有效地拓展了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的时空影响范围。为

了进一步促进 “轨道交通+共享单车”绿色出行模式的发展，有必要定量地分析换乘骑行特性并界定轨道换乘影响区

域。本文以南京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轨道换乘共享单车骑行数据的时空特征，验证了共享单车在轨道 “最后一公

里”中承担的重要作用。基于高峰时期驶入驶离特性将轨道站点划分为：早进晚出型，早出晚进型，早晚双峰型，全日

均衡型和换乘稀疏型五种类型。在此基础上，通过城市道路网、轨道线网、共享单车，POI兴趣点等多源数据定量界定

了轨道交通车站换乘影响区的时空范围。提出了综合应用Voronoi图理论、服务区分析、网络空间叠加理论的轨道换乘

影响区的界定方法，为 “轨道交通+共享单车”出行模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决策支持。

【关键词】 轨道交通；共享单车；骑行特性；换乘影响区；多源数据

0 研究背景

近年来共享单车在国内城市发展迅猛，其方便快捷和随用随骑的特点极大地满足了短途出行的需

求，成为城市轨道交通最灵活的换乘衔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轨道交通站点的影响范围[1]。为了

进一步促进 “轨道交通+共享单车”这一绿色出行模式的发展，有必要定量地界定轨道站点的共享单车

换乘影响区域。

国内外基于自行车与轨道交通的衔接换乘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2，3]，换乘骑行影响因素以及换乘骑

行时空特性各有不同侧重点。其中针对典型站点的问卷调查[4]、统计分析[5]、回归模型[6]等较好地反映

了自行车换乘骑行影响范围的大小受到轨道站点密度、周边土地利用、道路密度、公共设施分布等相关

因素的不同程度影响[7]。但是基于城市多源数据的支持，针对新兴共享单车换乘骑行特性以及影响范围

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8]。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如何基于订单数据挖掘不同轨道交通站点的换乘骑行特性，有差别地界定轨道

交通换乘影响范围亟待进一步分析和研究。本文将面向多源数据驱动，依据共享单车换乘骑行的高峰时

期需求时空特征，对轨道交通站点进行聚类分析，得到不同换乘出行特征下的轨道交通站点类型；在此

基础上，通过深度挖掘城市道路网、轨道线网、共享单车、POI兴趣点等多源数据，综合应用Voronoi

图理论、服务区分析、空间叠加分析理论界定轨道交通站点换乘影响区的时空范围。

1 多源数据的获取与处理

1.1 共享单车换乘骑行数据

本研究的原始数据时间跨度为2017年9月18日至24日，地理范围是南京市域，其中有效的单车

出行数据总计3618994条。为了保证提取的换乘骑行数据更为贴近实际情况，基于ArcGIS平台以每个

轨道站出入口为中心构建半径为50米的圆形缓冲区，如图1所示。该范围中的骑行数据认为与轨道交

通站点有一定关联的骑行数据，在大体量数据的支持下，可近似认为是共享单车换乘轨道交通的骑行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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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与轨道交通站点有关联的骑行数据范围划定图

根据上述方法，以一天数据为例从62.20万条订单数据中，采集得到14.25万条共享单车换乘轨道

交通的数据，占比为22.91%。

1.2 城市道路及轨道网数据

OpenStreetMap（以下简称OSM）数据库是众源地理信息数据的代表之一，OSM数据是当前全球

范围内最为精确和完善的矢量地理数据集[9]。OSM数据包括点、线、面等诸多要素，内容涵盖了交通

道路网、土地利用类型等多种类型。

本文中南京市道路网络是通过Python包OSMnx从OpenStreetMap获取。导入ArcGIS最终路网

包含31169个节点和45774个路段，如图2所示。

1.3 城市POI设施点数据

POI（Pointofinterests）是表示真实存在地理实体的点状数据，区域内的POI类型和数量能在很

大程度上反映该区域的土地利用性质[10]。在地理信息系统中，POI设施点通常被认为是城市出行的起

点或目的地。高德地图提供API接口为用户获取POI数据提供便利。

本文运用Python编程语言编写网络爬取工具，通过高德API开放接口爬取所使用的POI数据。数

据包括名称、类型、地址、纬度和经度等信息，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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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OpenStreetMap的南京市道路网络图

表1 POI数据结构说明表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Name 兴趣点名称

Type 兴趣点类型

Address 兴趣点地址

Longitude 兴趣点经度

Latitude 兴趣点纬度

2 轨道换乘骑行特性分析

2.1 时空特性统计分析

对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骑行的时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图3所示。

由图可知，在骑行时间的分布上，各个站点出站口周边的共享单车的骑行时长主要在4～8分钟左

右。由此可见，76.6%出行者使用共享单车的时长均在10分钟之内，进一步验证了共享单车在短途换

乘衔接城市轨道交通站点 “最后一公里”中承担的重要作用。

对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骑行的借还时间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图4所示。

由图可知，工作日站点周边共享单车骑行时段有两个明显高峰期，其中7：00～9：00定义为换乘

骑行的 “早高峰”，17：00～19：00定义为换乘骑行的 “晚高峰”，其他时段的出行量明显低于高峰时

段的出行量，定义为 “平峰”。由此可见，共享单车早晚高峰时段骑行量占全日骑行总量的比重远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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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换乘骑行时长分布图

图4 换乘骑行借还时间分布图

平峰时段，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和不平衡性。

对轨道交通站点换乘骑行的距离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如图5所示。

对站点周边共享单车出行距离进行分析得出，83.2%的出行者换乘骑行距离在1.5km内，仅有

16.8%的出行者换乘骑行距离超过1.5km。由此可见，共享单车的换乘骑行距离比较短，使得出行者

对于步行寻车距离的容忍度比较低，说明界定合理的共享单车换乘影响区域对于促进 “轨道交通+共享

单车”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轨道交通站点早高峰时期不同距离范围内骑行产生和结束的频数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形成四条与

距离相关的特征曲线，分别为：早高峰起点频数、早高峰终点频数、晚高峰起点频数、晚高峰终点频

数。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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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换乘骑行距离分布图

图6 早晚高峰轨道站点周边骑行起止点空间分布特征曲线图

由图可知，距离轨道交通站点100～200m左右出现一个骑行OD聚集区，为共享单车换乘衔接城

市轨道交通的聚集区域，一般分布在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附近，该区域也决定了共享单车的使用效

率及整个出行系统的连续性。当距离轨道站点600m及以上，出行起止点的数量随着距离的增大逐渐减

少。因此，适宜在以地铁站点各个出站口布置集中式大容量的共享单车停放点，且考虑在轨道站点影响

区范围内合理覆盖共享单车设施点。

2.2 轨道站点聚类分析

在对交通数据的分析中能够发现，交通类数据具有一定高斯分布特征[11]。混合高斯模型即多个高

斯分布函数的线性组合，理论情况下混合高斯模型可以拟合任意类型的分布。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不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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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市轨道站点高峰时期换乘骑行特性的差异，本文选择混合高斯聚类模型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分类。

基于混合高斯聚类模型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是使用后验概率测评分类精度的方法，能给出车站

从属于某一特定类型的概率，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车站的混合类型[12]。通过对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每

一类车站均由一个单高斯分布生成，然而具体车站属于哪个单高斯分布未知，因此假设每一个车站分别

由K个单高斯分布的混合模型表示，即轨道交通车站由混合高斯模型生成的概率密度函数为：

P（x）=∑
K

k=1

p（k）p（x|k）=∑
K

k=1

πkη（x|μk，σk）

  式中，x为维度为d的向量，k为单高斯模型的数量，πk为第k个单高斯分布被选中的概率，μk，σk为

第k个单高斯分布的均值和方差被选中的概率，η（x|μk，σk）为第k个单高斯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可表

示为：

η（x|μk，σk）=
1

2πσ㊣ k

e-
1
2
（x-μk

）Tσ
-1（x-μ）

  利用混合高斯模型进行聚类的一般步骤如下：

（1）估计数据由每个单高斯分布生成的概率，对于每个数据xi来说，它由第k个单高斯分布生成

的概率为：

πi（k）=
pkη（xi|μk，σk）

∑
k

j=1

pjη（xi|μk，σk）

（2）估计每个单高斯分布的参数，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求出对应的参数值：

μk =
1
Nk∑

N

i=1

πi（k）xi

σk =
1
Nk∑

N

i=1

πi（k）（xi-μk）（xi-μk）
T

pk=
Nk
N

Nk=∑
N

i=1

πi（k）

  式中，N为样本集中样本的数量。

（3）重复迭代以上两步，直到似然函数的值收敛为止。

综合考虑全天换乘骑行情况、早晚高峰时期共享单车借还特性的影响，选取以下4个因素作为聚类

分析的初始变量。各个变量的编号及主要反映的车站客流信息如下：

F1：工作日早高峰共享单车换乘流入量/工作日全天共享单车换乘流入量；

F2：工作日晚高峰共享单车换乘流入量/工作日全天共享单车换乘流入量；

F3：工作日早高峰共享单车换乘流出量/工作日全天共享单车换乘流出量；

F4：工作日晚高峰共享单车换乘流出量/工作日全天共享单车换乘流出量；

这4个变量主要反映轨道站点工作日早晚高峰的共享单车客流特性，结合特性分析早高峰取7：00-

9：00，晚高峰取17：00-19：00。

在进行站点聚类前，需要对参与聚类的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本研究采用Z-Score法标准化，如下

所示。

xij =
xij-αj

βj

  式中，xij为第i个样本的第j个指标，αj为第j个指标的均值，βj为第j个指标的方差。

整理上述数据指标，并且编写Python程序，实现混合高斯聚类分析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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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聚类分析结果对比

根据上述聚类变量，使用混合高斯聚类模型进行聚类分析，结合CH指标 （Calinski-Harabasz）判

定划分类别的个数，如图7所示。

图7 轨道站点的混合高斯聚类结果图

由图可知，Calinski-Harabasz指标在随聚类簇数逐渐增大，在聚类簇数等于5时达到峰值，此后逐

渐减小。考虑到Calinski-Harabasz值越大则聚类效果越好，因此，最佳分类方案为分为五类。

轨道站点的混合高斯聚类结果如图8所示，分类结果如下：

图8 轨道站点的混合高斯聚类结果图

通过对每类轨道站点4个初始聚类变量进行横向对比，分析早晚高峰期间每类轨道交通站点共享单

车换乘骑行流入流出的差异性，将五类站点划分为：早流入—晚流出型、早流出—晚流入型、早晚双高

峰型、全日均衡型、换乘稀疏型。各类站点聚类变量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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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轨道站点高峰时期共享单车流入流出情况表

站点类型
早高峰换乘流入/

全天换乘流入量

晚高峰换乘流入/

全天换乘流入量

早高峰换乘流出/

全天换乘流出量

晚高峰换乘流出/

全天换乘流出量

早流入晚流出型 34.13% 21.63% 22.57% 28.16%

早流出晚流入型 21.72% 27.04% 28.53% 21.65%

早晚双高峰型 28.28% 26.52% 27.80% 26.47%

全日均衡型 23.76% 22.40% 22.13% 21.86%

换乘稀疏型 27.19% 24.53% 25.18% 23.49%

  综合分析以上图表，五类站点的换乘骑行驶入驶离以及用地特征如表3。

表3 五类换乘骑行轨道站点特征表

站点类型 驶入驶离特性 对应用地特性

早流入—晚流出型  早高峰流入多，晚高峰流出多
 多为以居住为导向的车站，高峰时段特征与

用户的通勤行为紧密相关

早流出—晚流入型  早高峰流出多，晚高峰流入多
 这类站点多为以就业为导向的车站，多为通

勤用户早高峰目的站点

早晚双高峰型

 早晚高峰流入流出车辆均呈现双高峰态势，

高峰时段同时存在较大的流入车辆和流出

车辆

 既是通勤出发站点又是目的站点，表现出较

为明显的职住错位属性

全日均衡型
 早高峰及晚高峰特征相对不明显，通勤性

质不突出，全天流量较为均衡
 大型商业区站点、景区站点和交通枢纽站点

换乘稀疏型  共享单车换乘骑行数据匮乏

 多为郊区站点，不在共享单车投放范围，但

仍存在少量单车，或者单车投放数量较低的

车站

  根据上述的分类结果，由于换乘稀疏轨道站点在五类轨道站点中属于特例，涉及的骑行数据体量与

其他四类轨道站点差异较大，不适合直接做比较分析，在剔除换乘稀疏型轨道站点数据的基础上，对其

他四类轨道站点历史骑行数据的骑行时间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各类轨道站点周边共享单车出行时空范围表

轨道站点类型
百分位骑行时间 百分位骑行距离 （单位：米）

50% 70% 90% 50% 70% 90%

早流入—晚流出型 0：06：46 0：09：24 0：15：31 850 1214 2214

早流出—晚流入型 0：06：16 0：08：44 0：14：18 724 1104 1943

早晚双高峰型 0：06：40 0：09：17 0：15：14 829 1181 2026

全日均衡型 0：06：23 0：09：01 0：14：27 779 1126 1995

  由表可知：

（1）在早流入—晚流出型轨道站点无论在骑行时间还是骑行距离分布上均是最大的，这是由于该类

型站点周边的建成环境以居住区为主，大部分分布于城市外围地区，轨道站点设置间距较大，换乘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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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接受的时间和距离也相应较大。

（2）早流入—晚流出型轨道站点在骑行时间和骑行距离均为最小值。这是因为早高峰时段在早流

出—晚流入型轨道站点取车骑行者的出行终端大部分为工作地，作为最后一公里的换乘方式，这种出行

模式对时间和距离具有较高的敏感性。

（3）全日均衡型轨道站点大部分位于城市中心区，换乘骑行时间和距离相对较小，这是由于混合型

轨道站点周围的建成环境相对比其他两类轨道站点更为成熟的原因导致的，骑行者在这样的建成环境下

只需骑行较短的距离和时间即可达到目的地。

（4）早晚双高峰型轨道站点的换乘出行时间和距离和早流入—晚流出型轨道站点接近，该类站点周

边的用地性质相对复杂，同时拥有居住和就业属性。

3 轨道换乘共享单车影响区分析

3.1 轨道站点Voronoi划分

考虑城市中心区轨道交通邻近站点距离较近，换乘影响区可能存在重叠的问题，因此，首先以居民

出行选择距离最近的轨道交通站点为原则，将研究范围划分为不同的范围。基于此原则，引入Voronoi

图理论。Voronoi图是由荷兰气候学家A·H·Thiessen提出，由一组连接两相邻控制点线段的垂直平

分线组成的连续多边形组成，一个Voronoi图内的任一点到构成该多边形的控制点的距离小于到其他多

边形控制点的距离，且位于Voronoi图边上的点到其两边的控制点的距离相等
[13]。

本文采用Voronoi图分割整个研究区域，界定相邻站点的服务范围。其中，离散点即为轨道交通站

点，每个Voronoi图即为此轨道交通站点所承担换乘骑行需求的空间范围。轨道站点的Voronoi图划分

结果如图9所示。

图9 南京市轨道交通站点Voronoi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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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轨道站点时空圈层界定

传统的骑行时空圈层采用以轨道站点为圆心，百分位出行距离作为半径的多环同心圆。该方法简单

明了便于理解，但是忽略了骑行过程中出行者实际受到道路网络的约束，出行起讫点距离可能会因为路

网状况而增加。本文基于ArcGIS平台的服务区分析功能，以研究区域道路网络为研究基础对换乘影响

骑行时空圈层进行分析，与之对应的分析结果不再是规则图形，而是一定时间范围内出行者通过道路网

所能抵达的范围。

在本研究中，通过导入已经获取的南京市轨道线网数据、OpenStreetMap抓取的南京市城市路网数

据，选取南京市共享单车早晚高峰平均骑行速度8km/h，以骑行时长设置阻抗值，结合第二章南京共

享单车换乘骑行的特性分析，确定以各类站点50%百分位骑行时间、70%百分位骑行时间、90%百分

位骑行时间为中断值，充分体现各类站点的换乘骑行时空特征，如下表5所示。

表5 各类轨道站点周边共享单车出行时空范围表

轨道站点类型
百分位骑行时间 百分位骑行距离 （单位：米）

50% 70% 90% 50% 70% 90%

早流入—晚流出型 0：06：46 0：09：24 0：15：31 850 1214 2214

早流出—晚流入型 0：06：16 0：08：44 0：14：18 724 1104 1943

早晚双高峰型 0：06：40 0：09：17 0：15：14 829 1181 2026

全日均衡型 0：06：23 0：09：01 0：14：27 779 1126 1995

  基于轨道站点周边的路网数据，绘制相应换乘骑行时空圈层图。参考上述步骤，以早流入—晚流出

型兴隆大街站、早流出—晚流入型元通站为对比，生成相应轨道站点的时空圈层，绘制结果如图10

所示。

图10 南京市典型轨道交通站点时空圈层对比图

3.3 构建换乘骑行指标体系

通过地理信息系统服务区分析获取的时空圈层不考虑供给设施点数量和骑行环境，只考虑路网的出

行阻抗，不能直接作为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14]。因此，综合利用城市道路网、POI设施点、共享单车

等多源数据支持，构建考虑交通通达度、空间多元度、骑行活力度影响的轨道站点共享单车换乘骑行指

标体系，如图11所示。利用层次分析法对该指标进行加权，作为换乘影响区域时空圈层修正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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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骑行指标体系图

3.4 网络空间叠加分析

在轨道交通开发相关导则中，街区尺度均控制在200m内
[15]。结合南京实际情况及换乘影响区精

度，本文提出将南京城区划分为边长100m的大方格网作为交通计算网格，统计每个方格网内交通设施

数量、交叉口数量、道路网长度、骑行订单数量、餐饮设施、休闲设施、购物设施、生活服务设施及公

园景点设施POI数量，并且归一化处理指标参数。

考虑到轨道交通站点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力随距离增加而有规律地衰减，即各个影响因子的影响力与

距轨道交通站点的距离成反比。结合换乘骑行特性分析中出行距离的累计分布曲线，通过换乘骑行使用

率与距离之间的衰减函数计算其中的内在联系程度，衰减函数计算方法为：

U=
100

397.43e-0.468d
/㊣

㊣

㊣
100

d≤500m

d＞500m

  结合上述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各因子权重。网络叠加分析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Ti=t1×MiUi-t2×NiUi+t3×RiUi

Pi=p×DiUi

Si=s1×CiUi+s2×LiUi+s3×BiUi+s4×KiUi+s5×GiUi

Fi=a1×Ti+a2×Pi+a3×Si

  其中，i为第i个方格网，U为影响率衰减系数，M、N、R、D为交通设施数量、交叉口、道路网、

共享单车骑行量归一化数值。C、L、B、K、G为餐饮、休闲、购物、生活、景点POI数据归一化数值；

T为交通通达度，P为骑行活力度，S为空间多元度，F为基础骑行指数。ai为交通通达度、骑行活力度、

空间多元度指标的权重系数。

Qtotal =β1Qi+β2Fi

  式中，Qtotal为换乘影响区综合指数，Qi为时空圈层指数，根据上一节的时空圈层分析结果，通过

ArcGIS平台将Voronoi图层文件与时空圈层相交，划分相邻站点的时空圈层归属，再分别将处于三个

圈层内的方格网赋值90、70、50，其余为0。β1和β2是时空圈层指数与交通通达度、骑行活力度、空间

多元度指标之和的权重系数。

针对各轨道交通站点时空圈层与换乘骑行指数叠加结果，通过使用ArcGIS平台自然间断点分级法

处理工具进行分级分组，分别得到核心圈层、辐射圈层与外围圈层。其中，核心圈层内主要完成共享单

车与轨道交通的换乘衔接，辐射圈层内换乘骑行相比较其他换乘轨道交通出行方式优势明显，外围圈层

是 “轨道交通+共享单车”组合出行模式的最大影响区范围，三个圈层共同组成各个站点的换乘影

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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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影响区界定结果与分析

参考上述步骤，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初步划分结果如图12所示。

图12 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初步划分结果图

由图可知：轨道站点影响区范围主要表现为面状扩散，其特点为出行者骑行行为呈面状均匀扩散趋

势，其影响范围接近同心圆形状。少部分轨道站点表现线状扩散。其换乘影响区的特点是出行者骑行行

为呈沿道路线状扩散趋势，其影响范围呈现出线性或分支形状。此外，受到轨道站点间距与密度的影

响，城市中心站点换乘影响区范围较小，而城市外围轨道未成网区域，换乘影响区范围较大。

为了验证划分结果的合理性，本研究利用摩拜单车订单数据，选取天印大道站、龙眠大道站和中国

医科大学站对结果进行验证。通过提取摩拜单车用户换乘骑行数据，绘制换乘骑行的行程数据OD线，

如图13所示。

图中显示了轨道交通站点换乘共享单车骑行的实际空间范围，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换乘影响区

的界定范围与实际骑行情况相似。其中核心圈层中OD线非常密集，完成了大部分共享单车的传输和连

接。辐射圈层中OD线均匀分布，在此范围内的换乘共享单车的骑行相比步行、公交、小汽车换乘出行

更具优势。外围圈层基本覆盖了所有可作为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共享自行车设施布局配置的空间边界。

由此可知，影响区划分结果验证了影响区域划分的合理性，具有实际指导意义。

为了使研究结果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结合各类站点实际使用特点及周边城市建设情况，基于初步界

定的影响区，依照影响区包含完整地块的原则，对站点影响区初步划分结果进行修正。选取典型站点为

例界定换乘影响区，其中兴隆大街站为流入—流出型典型站点，元通站为流出—流入型典型站点，对应

换乘影响区如图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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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高峰小时城市轨道交通站点骑行OD分布图

图14 南京市典型站点换乘影响区界定结果图

4 小结

本文以南京市为研究案例，通过数据清洗筛选获取换乘骑行订单数据，结合 “借还次数”、“骑行时

间”和 “骑行距离”等指标进一步验证了共享单车在换乘衔接城市轨道交通站点 “最后一公里”中承担

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与轨道交通站点衔接的共享单车中，骑行时间小于10分钟的换乘骑行量占

总量的76.6%，骑行距离小于1.5km的换乘骑行量占总量的83.2%。另一方面，通过对高峰期间不同

类别轨道交通站点共享单车的需求波动性、潮汐性进行分析，确定设施布局配置的关键时段及相关参

数，并且通过混合高斯聚类分析将站点分类，进行了差异化时空分析，基于混合高斯聚类分析，选取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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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高峰期的共享单车换乘进出量。南京轨道交通站点可分为早流入—晚流出型、早流出—晚流入型、早

晚双高峰型、全日均衡型和换乘稀疏型五种类型。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之上，通过多种渠道获取城市道路网、轨道线网站点、POI设施点以及共享单车

骑行订单等多源数据。通过对多源数据深度挖掘，构建了轨道站点换乘骑行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各站点

周边交通可达性、设施多元性及共享单车骑行活力度之间的影响。依托地理信息平台计算轨道交通站点

共享单车换乘骑行的时空圈层，对换乘骑行指标与换乘骑行时空圈层进行网络叠加分析，将轨道站点的

共享单车换乘影响区划分为：核心圈层、辐射圈层和外围圈层，并以典型站点为例，验证其可行性和有

效性。本系统阐述了城市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域的分析方法，并通过南京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和典型站点

验证了该方法的适用性，为确定共享单车换乘骑行设施的布局和配置边界提供了一种实用方法。在后

期，如果可以进一步进行网络建模和分布，就可以从更深的角度揭示城市轨道交通换乘影响区共享单车

设施的内部机理和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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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城市交通治理的经验借鉴及思考启示

丁思锐 安 健 朱启政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超大城市的空间规模、产业结构、人口教育水平、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等大幅提升，交通

发展工作重点也逐步从“要素驱动、规模增长”阶段转向“创新驱动、内涵提升”的新发展阶段。当前，我国超大城市、大

都市圈的交通发展面临一系列共性问题与挑战，以交通设施规模扩容为主的供给模式难以为继，亟需推动交通结构、功

能与品质的全方位提升。本文系统梳理国内外在空间治理、政策治理、服务治理、数据治理四大板块的研发热点和前沿

趋势，为推动深圳市交通决策能力、管控能力、服务能力以及共治能力的全面升级提供经验支撑和建议思考，进一步发

挥深圳的先行示范作用，为“中国之治”贡献智慧和力量，跑出迈向全球标杆城市的“加速度”。

【关键词】区域协同；空间治理；政策治理；服务治理；数据治理

0 引言

进入21世纪，中国城镇化、机动化进程不断加快。2000～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由36.2%提高至

60.6%，城镇常住人口由4.6亿人增至8.5亿人。北上深等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均超过300万，全国民用

汽车保有量从1609万辆增至26150万辆。我国超大城市的空间规模、产业结构、人口教育水平、交通

基础设施水平等大幅提升，但同时也面临一系列共性问题与挑战：以交通设施规模扩容为主的供给模式

难以为继，亟需推动交通结构、功能与品质的全方位提升。随着现代信息技术性能全面突破、全息感知

体系逐步建立，未来交通发展格局逐步明朗，阶段工作重点逐步聚焦区域协同、资源紧约束下的城市空

间治理，实现从“要素驱动、规模增长”向“创新驱动、内涵提升”的转变。

区域协同层面，跨越行政边界、跨交通方式、跨利益主体的多元协同需求凸显，交通设施共享水平

及协同发展能力亟待提升。空间约束方面，重大交通战略设施建设及运营服务模式面临转型升级，交通

设施的建设运营模式亟待转型，在有限交通空间内寻求价值最大化。品质诉求方面，超大城市出行需求

持续增长，出行目的日益多元化，对个性化出行服务和宜居环境的诉求日益强烈。科技驱动方面，未来

15～30年，共享移动性、汽车电气化、自动驾驶、新型公共交通、可再生能源、新型基础设施、物联

网将得到飞速发展，城市交通的设施供给模式、服务组织方式与管理范式将发生颠覆性改变。

在编的新一轮《深圳市交通交通白皮书》指出深圳交通已进入增量和存量并进时代，未来将以打造现代

化交通治理体系为主线，由此，亟待以区域、城市交通融合发展、出行品质效益提升为目标，围绕空间治

理、政策治理、服务治理、数据治理四大板块构建面向未来城市的城市交通综合治理体系，系统收集、梳

理全球研发热点和前沿，推动深圳市交通决策能力、管控能力、服务能力以及共治能力的全面升级，进一

步发挥深圳示范引领作用，为“中国之治”贡献智慧和力量，跑出迈向全球标杆城市的“加速度”。

本文从更精准的空间规划、更加精确的政策调控、更加精细的运营服务、更高性能的智慧治理等角

度出发，对国内外经验和典型案例进行梳理。

1 精准的空间规划布局

1.1 城镇群与都市圈协同规划

  我国城镇化进程已进入“下半场”，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体系逐渐形成。纵观全球，国内外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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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机构针对城镇群与都市圈协同发展和整体规划研发出了多种规划产品，如同济大学城规学院，基于

手机信令数据，开展客流分布、城市势力范围、空间廊道、辐射竞争力等分析[1]，其成果已实践于上

海、深圳等多座城市的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当中。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通过构建“中国城市轨

道TOD发展指数”为轨道和城市之间的协同关系指明了方向，已对中国26座轨道城市的2113个轨道站

点进行了计算[2]。

上述城市规划工具已在政府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极大节约了规划时间。但与此同时仍存在以下

几方面问题：城市与城市间存在时间、空间等数据口径不统一、准确率参差不齐，受制于成本和计算性

能等原因，多采用片段数据，不能实现持续跟踪；技术路线尚未固化，存在“一事一议”现象，国际国内

均未出现工具包和商业产品。

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交通专项规划已基本形成，但多从行业角度和深圳本市空间范围出发，未多

方位结合湾区区域特性、土地利用、产业发展需求和人的出行规律开展深入分析，较难支撑精细化的区

域协同发展及城市产业升级。亟待实现从粗空间颗粒度向细空间颗粒度的转变、统一数据口径及标准规

范，建立面向大湾区交通综合治理研发大数据分析与推演计算平台，在如下三方面力争实现关键技术

突破：

1.针对城市群、都市圈、城市以及枢纽地区等多个空间层次，实现人群、车辆移动和迁移特征观

测分析，从碎片化、片面化向持续、全面系统转变。

2.基于多源异构大数据融合，实现人、车活动轨迹的还原与出行规律提取。

3.发展大都市圈、城市及片区层面的产业、经济、土地与交通协同发展评估技术，精准把控城市

群发展水平及实施路径。

1.2 基于空间网络的规划升级

传统城市交通规划存在方式单一、要素简单、规划周期长的痛点，为此国内、外已形成了较为成熟

的技术体系和平台工具，在压缩规划时间、提升规划效率、应对大规模网络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突破。如

国内的TranStarV2.0（城市交通版）平台，支持规划与土地利用、交通基建规划、公交规划与管理、信

号管控、政策评估，已在国内开展小范围应用[3]。

图1 美国公交科技公司remix研发的RemixforPublicTransit

国际上相关规划平台工具的应用已较为成熟，如美国公交科技公司Remix，通过研发Remixfor

publicTransit，实现公交线网覆盖于基础数据关联分析、客流登降情况可视化，基于可达性分析的公

交线网评估等功能，目前已于全球300多座城市开展使用
[4]，其中在新西兰奥克兰公交线网优化项目

中，方案编制的耗时从252小时缩短至20小时；美国西雅图都市区中长期公共交通项目中，规划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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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年所见至1年。谷歌旗下SidewalkLabs研发的Replica，基于手机数据的行为活动数据库和非集计

模型，量化分析设施改造或者政策对市民出行与活动特征的影响[5]。

深圳交通当前已进入复杂巨系统的发展阶段，基于四阶段的传统规划工具已难以满足超大城市多层

次空间治理的需求，亟待系统梳理空间治理应用场景，建立完善的数据体系平台，研发城市交通规划自

动化评估与决策支持平台，具备特征规律把握、问题诊断、态势推演、多视角评估等功能；以决策者便

捷使用、个性定制为原则，支撑区域、城市的综合交通规划、专项规划、交通战略及政策、轨道建设规

划、片区改善与综合提升等板块。

1.3 片区与街道的精细化提升

街道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亟需开展精细化、定量化的分析。通过街景数据、手机信令数据、

POI等多元异构数据的采集，以及面向市民征集举报与提案等方式，开展设施特征、街道特征、人的活

动特征分析，识别品质盲区，形成较为成熟的片区及街道规划工具，为街道品质提升提供决策支持。

目前国内外团队已基本形成基于街景数据的街道空间规划工具：百度慧眼利用2013年以来的百度

地图街景数据，利用AI技术对街景数据进行结构化后，对街道景观品质开展评价，并与中规院等开展

合作、西城区街巷整治等[6]。北京数城未来科技的“路见PinStreet”微信小程序通过建立政府—市民双

向反馈平台，收集市民对过街设施、步行空间、自行车道、自行车停放、占道停车等设施及问题的举报

提案，加强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公众参与，目前已在北京、深圳、重庆、济南等城市开展20余次实践
[7]。

图2 “路见PinStreet”微信小程序

深圳在街道品质目前仍存在较大短板，慢行设施在空间资源占比较低且品质不高、非机动车道未连

续成网、街道空间的无序占用以及安全隐患突出等不足成为制约城市街道活力最大短板，亟待开展精细

化的街道空间治理及设施品质提升。基于街景数据、全息感知视频采集数据以及传统交通数据研发城市

超大规模街道品质评估计算平台，建立全市1434km主干路、1033km次干路、4896km支路道路数据

库，为街道品质提升的现况调查、短板甄别、与改善评估提供高效的评估手段，结合手机信令数据、

POI等数据，精准揭示差异化人群的活动规律，实现街道功能与空间设施品质的精细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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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确的政策调控实施评估

2.1 面向未来交通模式的多智能体城市交通模型

交通电气化、自动化发展已成必然趋势，新基建的加快部署、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对城市传统规划体

系提出更高要求，主流规划方式在面对未来交通带来的新格局时存在思维局限、研判不全的现象。目前

针对车辆网、自动驾驶、IoT、5G等领域的研判仍停留在出行结构演化趋势阶段，而基于Agent-Based

等建立理论技术方法体系尚不多见，且在模型中从城市发展沿革、人的时间价值、不同方式服务成本、

运营组织模式创新等角度系统梳理未来可能出现的若干场景的研究和技术方法尚属空白。

世界经济论坛、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建立了Agent-Based仿真模型，针对波士顿城142km2范围进

行了自动驾驶汽车影响的模拟，发布《如何实现自动驾驶：波士顿及其他城市的经验》研究报告。其搭建

的Agent-Based模型，基于波士顿城的实际城市、设施、机动车保有、交通出行特征等，对不同场景下

自动驾驶对在途车辆数、行驶距离、所需停车空间、平均出行时间、交通拥堵状况等的影响进行了仿真

模拟[8]。

图3 自动驾驶汽车影响研究关键指标（来源：世界经济论坛，BCG分析）

深圳将于2022年底前在建275公里轨道通车，届时常规公交运营体系将受到较大冲击，其中受到

不同程度影响的公交线路超过800条、班次逾10万班/日、影响超过178万人次/日的常规公交出行量，

占现况线路、班次、出行总规模的94.7%、97.8%和38%，常规公交发展重新布局已成必然，亟待开

展面向未来交通出行模式的研判。基于Agent-Based等成熟方法，构建面向未来交通模式的多智能体城

市交通模型，从居民选址、城市出行特征、路网运行、设施需求特征等角度出发，研判未来交通方式对

城市交通的影响。开展影响人群、企业、政府财政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公共空间、能源、环境

代价等多维度、全方位推演，研判未来5～10年差异化交通政策调控的实施效果。

2.2 更精准的新能源车监测管理

机动车能源结构颠覆性调整，为交通能源监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但同时也带来新一轮的

行业监管挑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18年共发生新能源汽车起火事件40余起，亟待开

展新能源车大数据监测平台的建设，实现对新能源车运行安全的持续跟踪监控，为政策精细化调控提供

重要前置条件。

表1 各国“禁燃时间表”（作者自绘）

禁燃区域 提出时间 提出方式 禁售时间 禁售范围

荷兰 2016 议案 2030 纯汽油/柴油乘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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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禁燃区域 提出时间 提出方式 禁售时间 禁售范围

挪威 2016 国家计划 2025 纯汽油/柴油车

巴黎、马德里、雅典、

墨西哥城
2016 市长签署行动协议 2025 柴油车

德国 2016 议案 预计2030 内燃机车

法国 2017 官员口头表态 2040 汽油/柴油车

英国 2017/2018
口头表态/国家计划

（RoadtoZero）
2040 汽油/柴油车

英国（苏格兰） 2017 政府文件 2032 汽油/柴油车

印度 2017 官员口头表态 2030 汽油/柴油车

美国（加州） 2018 加州政府法案 2029 公共汽油/柴油大巴

爱尔兰 2018 官员口头表态 2030 汽油/柴油车

以色列 2018 官员口头表态 2030 进口汽柴油乘用车

意大利（罗马） 2018 官员口头表态 2024 柴油车

中国（海南） 2018 政府文件和官员口头表态 2030 汽油/柴油车

  北京理工大学、电动车辆国家工程实验室、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心，2017年完成国家新

能源车大数据监测平台建设，可实现经济性指数、环境适用性指数、可靠性指数和安全性指数等综合性

能评价指数，目前已具备200万辆服务能力。

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中心监控平台已实现车辆位置数据、电池数据、发动机数据、报警数据

等61项数据的实时上报
[9]，针对新能源汽车单车，依据历史运行轨迹，按照日、月、年进行里程的核

算和统计，开展包括安全、能耗、个人驾驶行为等分析，评价新能源汽车的经济性、环境适用性、可靠

性、安全性，可支持设施规划、能源管理、交通需求的精细化管理等决策支持。依据历史运行轨迹，按

照日、月、年进行里程的核算和统计充电热力图分析。

深圳作为全国绿色城市，已实现地面公交全面电动化、出租车基本电动化，开展新能源车政策研

究、实现新能源车的全面监控迫在眉睫。通过研发区域、城市级的系能源车大数据监测平台，实现实

时、全方位的新能源车运行监管，为未来交通政策的精细化调控奠定基础。

图4 深圳新能源小汽车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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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交通安全综合预警及自动化评估

国内外交通安全事故评价技术基本成熟，而事前预警和事后自动化评估分析技术体系尚未建立。德

国PTV公司的Vistad离线交通事故及评估分析软件，针对交通事故数据的采集、验证和分析提供一个

优化集中的平台，可供多个用户（如交警、交通局）共享使用[10]。上海市道路交通事故分析预警系统已

实现事故统计、违法统计、黑点（段）管理、事故、违法叠加分析，交警总队事故防范处理[11]。

目前深圳已基本实现全市核心区域的交通安全监测，但在城市微空间、都市圈层面仍缺乏全方位的

交通安全监测，实现“零死亡”愿景仍待进一步采取有效行动。通过研发区域和城市级的交通安全监测、

预警以及分析评估大数据平台，开展全时空、全方式的交通安全监测，重点针对车辆运行、道路基础设

施、枢纽场站、高速路和快速路重要点段、停车场和学校周边等重点区域开展实时监测；重点完善恶劣

天气、重大事件的状态预警、轨道故障情况下公交应急调度、重大节假日大路网运行状态预警及组织、

重大节假日对外交通枢纽运行状态监测及组织的应急预案，甄别事故多发点段，基于机器学习提取特征

开展全网风险评估，进一步研判各点段风险程度。

3 精细化的运营服务

3.1 高效协同的综合运输管控

随着枢纽在城市功能定位的强化升级，多地城市结合自身需求逐步搭建枢纽综合管控平台。已实现

车流、客流、路况、交通环境等交通全要素的感知采集，实现枢纽区域内的人群、车辆的动态监测与协

调组织优化。但总体来看仍存在较大缺陷，主要集中在规划设计方法方面：缺少高起点一体化设计、空

间预留和多系统兼容，后期协调难度大。电话沟通、人脑判断，多交通方式间的智能化应急联动与预案

启动平台尚未建立。

广州智慧春运3.0系统主要分为综合枢纽、高速公路、长途客运、城市交通、春运简报、预警中心

等六大主要板块[12]。该系统对人、车、路、交通环境、天气等涉及春节旅客交通运输的各个主要的交

通要素进行全面采集关联分析和趋势预测，实现对城市交通车流、客流、路况、交通环境等交通全要素

的感知采集，为交通管理部门提供多维度、动态化、全流程的交通信息，并通过多部门信息联动与数据

共享，自动生成春运保障工作简报。

图5 广州智慧春运3.0系统

深圳高铁、城际枢纽多结合城市轨道形成全市辐射的轨道网络，受深圳自身区位及高人口流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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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各大型轨道枢纽常态化面临高客流运营压力。以深圳北站为例，枢纽客流日均客流已突破60万

人次，部分节假日日均客流已奔80万人次大关。深圳未来将重点打造“五主四辅”的铁路枢纽体系，结

合深圳人口流动特点及枢纽发展定位，亟待开展搭建集全息感知、高起点设计、多维度协调的智能化应

急联动与预案启动平台，面向枢纽3.0，实现枢纽人群活动特征实时监测、在线推演、动态预警、自动

疏散引导以及多方式智能协同联动，构建“基础设施—运营组织—全息感知—在线推演—闭环管控—服

务体验”强耦合的枢纽规划设计体系，在规划设计中融入对智慧化管理、运营、服务的全方位考虑，抢

占枢纽3.0完整解决方案制高点。

表2 枢纽不同发展阶段的规划理念和要求

枢纽1.0 枢纽2.0 枢纽3.0

定位
组织人在不同交通方式/线路/

方向间换乘的地方
+商业功能 +承载多元生活

设计理念 安全+能力 +高效+品质 +资源效率最大化+服务个性化

规划重点 载运工具组织+客流组织 +不同交通方式空间协同
+不同交通方式运营协同+

空间环境

智能建设 班次级时刻表
+智慧管理+智慧运营+协同

调度+一体支付

+全息感知（生物识别）+在线推演

+闭环管控+服务体验

设计体系 以设施定运营，站城分离
+设施以运营组织为导向+站城

一体化

+“基础设施-运营组织-全息感知

-在线推演-闭环管控-服务体验”

一张图

3.2 组合出行服务与系统评估

按需响应的MaaS出行服务在世界范围内已正式进入研究布局阶段。各地陆续出台面向MaaS的离

线和在线仿真平台，支持MaaS体系下的交通运行、出行行为影响评估、方式结构预测，以及MaaS车

辆的调度优化。但基于一体化支付的出行服务套餐模式，但仍停留在尝试阶段，对于“MaaS解决了什

么交通发展的痛点”并未予以深入思考。

德国PTV公司通过建设MaaS离线仿真平台：VisumMaaS，MaaSModeller，MaaSSimulator等，

预测按需相应公交、共享汽车等多重模式的发展，评估对基础设施等带来的影响。其MaaSCotroller、

MaaSOperator平台对在线车辆和硬件进行实时控制、交通预测、路径优化、信号优化、车队的管理

等，成功分析了在巴萨罗那地区配置共享车辆的效果和益处。

PTVMaaSModeller（离线）平台已实现对差异化的路网规模、乘客上下车站点规模、可接受候车时

间、车型结构等进行离线推演，并对差异化的MaaS运营组织模式、车队规模、价格体系下的综合效率

和社会经济效益进行评估[13]。

目前深圳的MaaS平台已在部分重点居住区域开展试点，但其服务体系尚未完善，功能相对单一和

片面，仅凭现有数据体系无法进一步构建全市范围的多维度MaaS平台，亟待打通城市各交通管理部门

的数据壁垒，以深圳地铁、公交、（网约）出租车、共享单车的定位、订单数据为基础，搭建平行环境，

研发基于Multi-AgentBasedModel的离线MaaS仿真平台，结合居民出行调查，建立组合出行背景下

的选择行为模型，标定参数，作为MaaS离线仿真平台的基本输入。建立差异化的MaaS方案库，如月

租方案、车队方案、按需响应公交的运营组织方案、票款清分方案等，实现综合方案比选、最优方案选

取等功能。建立多维度的MaaS综合评估体系，实现对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城市空间、运营成本、环境

等社会经济效益的评估以及市民出行体验的评估以及运营企业绩效的评估等。

321



图6 PTVMaaSModeller模型仿真案例

3.3 基于CIM的智慧管理提升

传统的CIM和BIM平台更注重规划和运维管理，但存在平台专业兼容性较差、缺乏智慧化分析和

智能管控等涉及人工智能邻域的问题。诸如Bentley，Autodesk，DassaultSystems等平台虽已广泛应

用于水电、建筑设计和汽车制造业等领域，但其系统平台相对独立，数据接口、解决方案在不同平台间

共享需进行二次开发。

国内基于CIM的智能交通管理平台已开展相关应用，实现交通管理功能在三维数字底板下的可视

化呈现，将交通物联网设备与系统进行对接。其中班联数城的CIM平台实现对四川九绵高速各区段交

通运行状况监测，合理安排疏导工作；其研发的“城市之眼”集成BIM、GSD、IoT、云计算、大数据等

技术，支持上百平方公里城市级别，园区、楼宇和住户级别的各形态的“规、建、管”全流程全要素的各

类数字应用。通过1：1复原真实城市空间信息，为智慧城市应用提供可视化大数据管理的数字

底板[14]。

图7 班联数城CIM平台及总体框架

421



深圳未来将着重打造18个重点发展片区，并同步开展大规模的城市更新以及土地整备工作。目前

基于全方位、多要素的全息感知体系尚未建立，交通基础设施的评估体系仍较依赖传统的人工养护及反

馈，运维管理缺乏智慧化分析和智能管控，亟待通过搭建深圳智慧交通CIM平台，开展道路、桥梁、

轨道等基础设施安全运维以及动态评估，结合未来市政和湾区建设需求，实现规划—建设—管理—养护

的全生命周期闭环。

3.4 面向未来的车路协同管控

国内研究机构先后研发了智能网联环境下的路网仿真模型，多基于跟驰模型的调教、小规模路网、

简单交通组织方案进行研究。在湾区、都市圈层面的网联仿真尚属空白。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国家智能交通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ITSC）构建自动驾驶测试体系

与测试评价方法，构建自动驾驶软件仿真、缩微平台，对差异化车队组合场景下的驾驶行为、交通运行

状况、路网通行能力等进行仿真评估和预测。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区域交通的辐射能力和智慧交通的布局推动作用仍有待提升。通

过搭建基于粤港澳大湾区及深圳都市圈和都市圈路网的智能网联仿真平台，实现差异化场景下的评估测

试，综合从路网承载能力、停车泊位需求、周转效率、线控、面控策略的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差异化

交通组织策略下的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交通运行安全风险等角度开展评估分析，实现湾区、都市圈车

路协同规划的超前布局。

4 高性能的城市交通智慧治理

国内外的交通运行监测调度平台（TOCC）已基本实现了对城市交通运行状况的实时监测、在线调度

以及预测预警，但与城市交通决策之间缺乏双向回馈，亟待加强交通精细化治理中的数据—决策转换

能力。

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TOCC大数据平台，汇聚了海陆空铁数据。德国PTV公司Vistro离线信

号管控评估、VisEPICS单交叉节点的远程实时自适应控制，可实现交叉口服务水平、优化交通信号配

时、多场景管理、自动生成报告[15]。PTVOptima在线仿真平台，迭代周期5—10分钟，预测未来60

分钟的交通网络状态[16]。腾讯云平台的超大规模图数据存储、查询、计算一体化的分布式图引擎，已

在全量数据导入、一阶关系查询、海量边的出入和更新、图算法等领域开展较为成熟的实践[17]。

图8 深圳交通中心在线仿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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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在线仿真平台已基本实现交通事件预警及应急仿真、枢纽片区的信号优化和紧急预案的评估

及优选等功能，但存在数据碎片化、片面化等情况，全方位的数据分析和长期推演仍较为薄弱，难以支

撑城市交通巨系统的精细化治理，亟待开展现有监测调度平台的智慧化升级。通过开发大规模复杂网络

交通智能治理云计算平台、攻克跨媒体数据融合与大规模分布式知识图谱技术等手段，建立全新的城市

交通复杂巨系统数据知识体系。在“短期状态—中长期态势”互馈的复杂系统推演技术的基础上，打造全

新推演方法体系。基于全链条自主可控技术，打造城市交通智能计算平台建设的全新模式，构建共创、

开放的计算生态。形成城市交通智能治理闭环，针对城市交通精细治理提出主动服务的全新模式。

5 结语

伴随全国超大城市的辐射能级提升，以城镇群和都市圈为体系的城市空间发展格局正逐步形成，传

统的交通规划工具和治理理念已难以满足高品质的区域交通需求和精细化的空间资源利用。深圳作为粤

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亟待以科技作为驱动力，开展更精准的空间规划、更精确的政策调控、更精细

的运营服务和更高性能的智慧治理。本文通过解析国内外研究重心和经典案例，结合深圳过去40年的

发展创新经验，发挥先行探索精神、突破现有发展障碍，为深圳在湾区和都市圈进一步发挥规划引领作

用提供借鉴方案、为解决全国性交通发展痛点提供参照和范本、为全球超大城市交通治理树立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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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全球城市目标下的上海空海枢纽发展审视与建议

郭旭健 黄 伟 李 娜 葛盼盼

【摘要】 “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定位对上海空海枢纽的发展提出更高的标准，要求提升上海面向全球的资源聚集能

力。经历上一阶段的发展，上海机场与港口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是面向新时期的高定位，空海枢纽面临着发展势

能递减的趋势，亟需战略转型注入新动能。本文通过对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空海枢纽的发展经验梳理，结合上

海自身面临的关键问题，从枢纽发展模式、策略、手段等方面对上海空海枢纽提出发展建议方向。

【关键词】 全球城市；枢纽；机场；港口

1 发展定位与要求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后，中国和沿线国家的发展迎来巨大的机遇。随着我国与世界经济交流合作

的需求日益增长，我国开放格局迫切需要由东向海路单边开放，向东西双向开放格局转变，打造沿海开

放带与内陆开放带之间的海陆连通走廊。上海作为我国与全球联系的重要窗口和节点城市，强化双向联

系需求的转换功能尤为重要。

随着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以中心城市所引领的世界级城市群逐步成为代表国家参与

全球竞合的主体，城市群内部基础设施的融合发展成为必然趋势。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纲要明确提出围绕

世界级机场群、港口群建设，巩固提升以上海为中心的国际航空枢纽和国际航运中心。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提出 “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要求上海充分发

挥服务全国、联系亚太、面向世界的作用，建设成为更开放的国际枢纽。通过强化亚太地区航空门户地

位和推动国际海港枢纽功能升级，提高上海市面向全球的资源配置能力。[1]

空海枢纽作为上海参与全球竞合的关键基础设施，面向全球化联系的枢纽能级提升是下一阶段的重

要发展方向。

2 上海空海枢纽发展成就

2.1 空港发展

当前，上海虹桥机场拥有2条跑道和T1、T2两座航站楼，上海浦东机场拥有5条跑道、T1、T2

两座航站楼和S1、S2两座卫星厅。两场共覆盖全球278个通航点，国际通航点占36%，国际航线主要

由浦东机场承担，航线网络通达性处于亚洲门户机场领先水平。2019年，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为

7614.8万人次，虹桥机场旅客吞吐量为4565.0万人次，在全球的城市机场系统旅客吞吐量中，上海两

场排名全球最繁忙城市机场系统第四位，仅次于伦敦、纽约和东京。2019年，上海两场航空货邮吞吐

量达到405.3万吨，其中浦东机场为363.4万吨，货邮吞吐量全球排名第三位，仅次于中国香港机场和

美国孟菲斯机场。
表1 上海两机场通航点

通航点数量
中国 （含港
澳台）

亚太 （不含
中国）

欧洲 （不含俄罗斯
和独联体）

北美 中东 全球

浦东机场 105 48 17 14 5 203

虹桥机场 73 2 0 0 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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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世界主要机场情况对比[2]

2019年旅客吞吐量

全球排名
2018年旅客吞吐量

全球排名
机场 2019年旅客吞

吐量/万人次
同比增长率

/%
跑道条数

1 1 亚特兰大 11053.1 2.9 5

2 2 北京首都 10001.1 -1.0 3

3 4 洛杉矶 8806.8 0.6 4

4 3 迪拜 8639.7 -3.1 2

5 5 东京羽田 8510.6 -2.3 4

6 6 芝加哥奥黑尔 约8450.6 1.4 9

7 7 伦敦希斯罗 8088.9 1.0 2

8 10 巴黎戴高乐 7617.1 5.4 4

9 9 上海浦东 7614.8 2.9 5

10 15 达拉斯沃斯堡 7506.7 8.6 4

46 48 上海虹桥 4565.0 4.6 2

图1 全球货邮吞吐量排名前三机场对比

2.2 海港发展

在世界主要港口中，上海港的设施规模遥遥领先。2019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330万

TEU，连续十年排名世界第一，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世界排名正在稳步提升
[3]。

图2 世界主要港口设施规模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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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变化趋势

3 新时期的发展困境

面对新时期全球城市发展定位下的提升枢纽能级的发展要求，根据上海机场与港口现状的发展特征

及趋势，空海枢纽的发展面临着一些关键的困境。

3.1 航空客运发展困境

3.1.1 两场设施供给与需求规模的发展出现错位

虹桥机场得益于其优越的区位条件及便捷换乘高铁实现对长三角区域的高可达性，近年来旅客吞吐

量的增长幅度不断提高，表现出小幅度加速上涨的趋势。但是虹桥机场设施资源条件受限，未来的客运

吞吐量规模必然受到设施服务能力饱和的限制。浦东机场的设施服务能力近年显著提升，第三、四、五

跑道和卫星厅相继建成投入使用。按照发展规划设想，浦东机场未来仍将持续新增跑道和航站楼设施，

以实现2035年1.2亿人次旅客吞吐量的目标。但从现阶段的发展趋势上来看，旅客吞吐量的增长趋势

落后于预期水平，增长势能逐渐衰弱，按此趋势发展难以为继。

图4 上海两场旅客吞吐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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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机场陆侧集疏运体系的效率制约腹地拓展

虹桥机场依托铁路虹桥站，具备实现空铁联运的基础条件。但是铁路虹桥站当前接入的线路服务仍

以沪宁和沪杭发展轴沿线的城市为主，缺乏与都市群层级及市域层级轨道的衔接，导致都市圈范围内主

要节点的集疏运效率较低。浦东机场现状陆侧集疏运体系的集散效率更是远低于虹桥机场，根据网络地

图爬取的数据，浦东机场采用公共交通方式联系上海中心城的时长约为2小时，联系上海以外的区域基

本超过3小时。浦东机场较低的集散效率导致上海本地客源在可选情况下将不会优先考虑浦东机场，客

源腹地难以向上海以外的区域拓展，特别是对近沪地区的潜在客源覆盖严重不足。

图5 上海两机场都市圈公共交通可达性分析 （左：虹桥机场，右：浦东机场）

3.1.3 空域资源紧缺与管理不精细限制拓展

我国当前的空域管理以空军为主体，民航可使用空域不足全部空域的30%。华东地区以全国1/9

的空域资源，承担了全国1/3的运量，上海两场的空域资源紧缺更是成为制约机场未来实现容量和质量

进一步提升的关键因素。通过分析上海市浦东、虹桥两机场运行数据、进离场航迹投影图形，上海两机

场进离场航迹整体扩展范围大，航迹聚合度较低，部分航迹存在绕飞特征，应精细化管理空域资源，挖

掘空域潜力，提高使用效益。

3.2 航空货运发展困境

3.2.1 点对点直达式货运模式影响吞吐量

航空货运主要存在货机专线运输和依托客运航线的客机腹舱带货两种方式。虹桥机场受限于设施服

务能力和宵禁时刻的限制，在客运航班时刻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难以编排货机航线与航班，货运方式全

部为客机腹舱带货，航空货物运输受限于客运航线服务标准与要求。浦东机场现状航空货邮吞吐量占上

海两机场总量的约90%，未来也是上海航空货运的主要承担机场，但是近年来，浦东机场和两场总量

的货邮吞吐量在增长率上均出现了负增长的趋势。浦东机场货邮吞吐量距离全球排名前两位的中国香港

机场和美国孟菲斯机场仍然具有显著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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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上海两场货邮吞吐量变化

  探究浦东机场货邮吞吐量难以进一步实现突破的原因，一方面是受限于点对点式的直达运输模式，

另一方面是由此进一步造成的难以适应腹地需求收缩的局面。

航空货运主要具有三种发展模式：以美国孟菲斯机场为代表的枢纽网络中转运输模式、以香港机场

为代表的航空货运点式中转模式、以及上海浦东机场现状的航空货运直达运输模式[4]。枢纽网络中转运

输模式主要依托大型运输服务商，服务商根据其市场来选择对其有利的节点机场，设置为国际或区域转

运中心，提供全程物流运输服务。航空货运点式中转模式以一个枢纽机场为中心，多个通航点机场为终

端，充分利用通航点间的航线网络优势，实施航空货运中转。航空货运直达运输模式通常依托基地航空

公司的航线网络，开展基地机场和通航点机场之间的两点运输。浦东机场现状约80%的货物为国际货

物，但大多数以点到点的直达式货运为主，中转比例仅为5%，货物中转率远低于其他国际航空货运

枢纽。

3.2.2 中转模式不成熟难以适应产业及需求腹地转移趋势

低货物中转率表明货源需求腹地必然以机场临近地区为主。事实上，浦东机场的货源需求腹地

以长三角区域为主，但是近年来受到沿海工业、制造业等产业向内陆转移的影响，未来浦东机场所

能够直接服务的货运腹地的需求将会持续收缩，货运中转不足将成为限制机场货运进一步发展的关

键短板。

表3 全球主要货运枢纽机场货运指标一览表

机场 货运吞吐量 （万吨） 年增长率 国际比例 货运中转率

香港机场 512 1.4% 98% 50%以上

孟菲斯机场 447 3.1% 5.5% 50%以上

浦东机场 377 -1.5% 77% 5%

仁川机场 295 1.0% 97% 39.8%

樟宜机场 220 1.4% 98%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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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港口发展困境

3.3.1 港口群联动发展程度低制约核心港口的功能提升

上海港在全球港口体系中的影响力近年来不断提升，但想要形成稳定的世界航运中心地位，扩大全

球航运话语权，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随着全球联系与交流的日益紧密，各大港口均不断发力以扩大在

全球航运体系中的影响力。在外部区域，环西太平洋地区香港、新加坡、高雄、釜山和横滨等大港林

立，随着亚太区域在世界航运市场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各个港口均积极争取在亚太航运框架中的有利

地位，形成了对中国沿海集装箱运输的弧形竞争圈。在内部区域，经过上一阶段的港口建设热潮，长三

角港口群内部竞争不断加剧，结构性矛盾突出，仍未形成有效的港口群合作发展模式，各港口均以扩大

运输服务规模为关键任务，未实现港口群体系下的功能错位与优化发展。对于身处长三角港口群中的上

海港，当前的港口服务仍然以运输服务为主，相比较而言，依托港口航运发展的海事仲裁、航运保险和

保赔、中介服务、船舶经济、航运金融及衍生品等业务竞争力不足，导致在全球航运体系中话语权

薄弱。

表4 航运保费市场份额和国际船舶航运经纪人对比[5]

航运保费市场占有率 （2013年） 航运经纪人数量 （2013年）

伦敦 20.1%

东京 10.6%

伦敦 5000人

纽约 7.6%

汉堡 5.4%

香港 2130人

上海 1% 上海 135人

3.3.2 低效集疏运体系与产业及需求转移趋势不匹配

上海港当前的货物中，长三角地区的货量占货物总量的比例接近80%，与公路集疏运方式可支撑

的服务腹地基本相吻合。以上海港口为中心，公路6小时所能够覆盖向外发散约400km的范围。当前

上海港的货物集疏运以公路方式为主，海铁联运比例不足1%。未来随着工业、制造业等产业逐步向国

家中西部转移，大量货源需求也将跟随产业调整向内陆迁移，低效的公路集疏运方式将难以支撑上海港

货源腹地进一步拓展，中远距离货物运输上，铁路运价及时效性的优势将逐步凸显。

表5 全球主要港口海铁联运比例

港口名称 海铁联运比例/%

欧洲三大港

鹿特丹港 7-8

安特卫普港 15

汉堡港 17-20

美国
纽约-新泽西港 10

洛杉矶-长滩港 28

中国

全国港口 （平均） 1.8

上海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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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上海港公路货运的主要服务范围

4 全球城市空海枢纽的发展趋势

发展水平较高的全球城市在持续提升自身空海枢纽的能级和影响力方面，采取了一些做法，值得上

海借鉴。

4.1 纽约都会区：多核机场群的功能细化

纽约都会区航空出行需求密集，以5座机场构成了区域范围尺度下的多核机场群体系。其中，

肯尼迪机场、纽瓦克机场、拉瓜迪亚机场间的距离较近，均在50km以内，大西洋城、斯图尔特机场

距离核心区位置较远，约为150km。在发展定位及航线分布上，机场群面向共同腹地的客流需求进

行功能差异化分工，实现由一座机场服务一片腹地向多座机场服务共同腹地的服务模式转变，促进

机场群协同发展。其中，核心机场重点服务本地的客源需求，以及都市区范围客源的国际航空出行

中的中转功能。

431



图8 纽约都会区机场群布局与主要机场航线网络分布

4.2 东京：轨道交通支撑机场腹地拓展

成田机场位于千叶县成田市，距离东京都市中心约57km，主要运作国际航线；羽田机场位于东京

都大田区东南端多摩川河左岸，距离东京都市中心约15km，羽田机场主要运作国内航线和少量国际航

线。两座机场均接入不同制式的轨道交通，通过轨道交通线路的互联互通及开行不同方向的特快列车服

务不同尺度范围的客流集散需求。

成田机场有3条铁道联系市中心不同方向：JR成田线和京成本线、京成电铁成田空港线等。Sky-

liner列车约40分钟可达上野站，最高时速可达160km/小时；ACCESS特快列车约60分钟可达东银座

站；成田特快联系成田机场和东京市内主要车站，约50分钟可达东京站。在时效、舒适性及经济性上，

轨道交通均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成田机场通过轨道交通集散的客流比例达到40%左右。

羽田机场有2条铁道联系市中心：京急空港线和东京单轨电车。京急空港线开行多种方式列车，包

含机场快特、快特、特急、机场急行、普通站站停等。单轨电车联系滨松町站和羽田第二大楼站，开行

机场快速、区间快速、普通站站停等不同类型列车，其中快速列车全程仅需18分钟。

4.3 香港：强化航空货运链中转服务

自2010年以来，香港国际机场连续九年成为全球最繁忙的货运机场，是全球重要的航空货运枢纽。

在全球航空货运节点的空间分布上，香港机场本身并不具有空间区位的优势，因此必须以突出的货

运中转服务提升枢纽能级。香港机场通过订立高标准服务目标，持续优化货运链及设施布局，提高高价

值货物运输的服务标准，确保以最具高效畅顺的方式营运货运服务，其中机场中转货物在机坪上1小时

即可完成全部处理过程。

表6 香港机场货运服务标准

非禁区货运服务标准 货运区内货物拆卸时间服务标准

服务类型 服务表现 机场目标 服务类型 服务表现 机场目标

货车轮候时间 30分钟 96% 一般货物 客机 航机抵达时间+5小时 96%

接收出口货物时间 15分钟 96% 一般货物 货机 航机抵达时间+8小时 96%

提取进口货物时间 30分钟 96% 鲜活货物 航机抵达时间+120/105分钟 96%

交收空置货箱时间 30分钟 96% 速递货物 航机抵达时间+120/90分钟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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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东京：广域港湾协同发展

纵观全球港口发展，基本呈现出港口职能随城市定位与产业发展而不断转变，核心港口功能升级，

服务制造业的运输功能向外围疏解的趋势。东京湾港口群是一个 “广域港湾”，对内独立经营，职能分

工明确，对外作为整体参与竞争，提升整体竞争力。港口之间职能与城市发展定位、产业功能息息相

关。东京港职能由早期服务制造业发展演变成输入型港口及国际邮轮中心，而京滨一带港口也发展成与

后方腹地高端制造业功能定位相呼应的大港，京叶一带港口则发展成以服务石化、钢铁等重化工业

为主。[6]

图9 东京港口群发展功能示意

表7 东京港口群职能梳理

港口 城市 港口职能 城市发展定位、产业功能

东京港 东京
 输入型港口、主管内贸、以

生活物资进出口为主

 日本最大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

航运中心

横滨港 神奈川-横滨
 国际贸易港、对外贸易为主、

东日本最大汽车吞吐点

川崎港 神奈川-川崎
 能源供应港口、企业专用码

头为主

横须贺港 神奈川-横须贺
 军用港口兼商用港口、服务

当地企业

 京滨工业区、日本重化工业基地、商业和国际

交流；以电子信息、精密制造为主，东京首都圈

产业研发中心

千叶港 千叶
 最大工业港口、石化工业、

钢铁业原材料供给据点

木更津港 千叶-木更津
 地方工业港口、钢铁港口，

铁矿石进口量占日本的10%

 京叶工业区、日本重化工业基地、国际空港、

工业集聚地；以石油炼化、钢铁等工业为主，世

界最大规模的液化石油储备基地、日本最大的材

料与能源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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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空海枢纽发展建议

面向上海空海枢纽的发展要求，立足于上海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关键困境，参考发展成熟的全球城市

的既有经验，提出以下建议，支撑上海全球城市建设目标下的空海枢纽能级提升。

5.1 机场发展建议

5.1.1 明晰机场群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上海航空枢纽定位

上海大都市圈及长三角范围内机场较为密集，且未来的航空出行需求仍具有较大的增长潜力，具备

作为机场群协同发展的条件。在区域机场群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结合上海两场的功能要求，在航空客运

层面，进一步明晰虹桥和浦东机场的发展方向。虹桥机场以国内航线服务为主，服务上海大都市区范围

的国内航空客源需求；浦东机场以国内航线和国际航线并重，国内航线分流虹桥机场压力，服务上海大

都市圈的范围尺度，国际航线的服务需求尺度进一步扩大至长三角区域，借助国际航线网络的优势，注

重对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国际航空客源需求的服务。在航空货运层面，以浦东机场作

为关键节点，以设施服务能力扩容为前提条件，以航线网络为关键依托，打造航空中转枢纽。

5.1.2 依托多种运输方式融合发展拓展陆侧腹地空间动能

目前长三角各机场的腹地尚未表现出融合特征，基本上仍维持一机场对应一腹地的空间关系。从空

间可达性角度分析，受限于公路交通运输技术水平，公路系统支撑的上海两机场的最佳腹地仅到苏锡

常、杭嘉湖区域。因此，强化高速铁路、城际轨道等多层次区域轨道交通导入，完善空铁联运网络成为

拓展上海机场腹地的关键措施。特别是浦东机场，通过两场联络线实现与虹桥枢纽的对接和提高上海市

域空间范围的集散效率，通过高速铁路实现对长三角主要城市节点的覆盖，通过区域轨道网络实现对近

沪地区的腹地覆盖。

表8 都市圈航空系统比较

城市区域
航空出行人次

（亿）

人口

（万）

GDP

（万亿美元）

人均航空

出行次数
机场数量

上海 1.17 2424 0.54 4.82 2

上海大都市圈 1.51 7070 1.53 2.14 7

纽约都会区 1.30 1373 2.63 9.46 5

图10 长三角机区域主要机场公共交通出行可达性分析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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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长三角机区域主要机场公共交通出行可达性分析 （二）

5.1.3 精细化空域管理拓展空侧发展空间动能

面向下一阶段的发展需求，需要积极推动军民航融合共享空域资源、优化空域结构、提升空域容

量、改善运行效率。其中，重点推进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提升空域容量：加强与军方、民航空管局沟

通，争取对长三角空域资源进一步开放和优化；开放低空空域管制，统筹协调地方政府、军方、民航，

强化空域系统领导及技术协作，明确划分低空空域范围。二是探索动态空域配置：从静态空域转向动态

资源分配，生成动态的飞行线路，进行空域调整和计划更改，确保空域间的分离或合并，实现高效率和

高灵活性的空域调整。

5.1.4 提升货运中转能力支撑航空货运枢纽建设

新时期进一步提升上海航空货运的发展水平，围绕提升中转能力的关键要求，提出三项重点建议。

一是完善货运航线网络：依托浦东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优势培育国内货运航线网络，重点沿 “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长江经济带”布局，促进西北、西南、华中地区国际货物经上海实现空空中转，放大航空货

运优势。二是提高货运中转效率：围绕降本增效目标对航空货运链进行优化设计，提高机场各类货运设

施集成度与智能化水平，重点引导向电子商贸物流，冷链运输等业务倾斜设施资源配置，提高面向高附

加值货运业务的服务能力。三是强化政策环境支持：优化通关环境，改善海关、检疫、货代、航空等地

点分散独立运营，促进信息共享。

5.2 港口发展建议

5.2.1 港口群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上海港功能优化

上海港当前的主要业务以运输服务为主，未来应注重引导 “广域港湾”协同发展，协调区域港

群分工，积极构建港口经济圈，对外作为整体参与国际竞争。上海港作为核心港口，应以提高国际

航运话语权为主要目标，重点往贸易、港航服务等方向发展，积极培育船舶经济、航运金融等高端

航运服务功能，打造高能级航运服务集聚区，在运输港的基础上，扩大服务港的影响力。港口群内

的其他港口结合自身城市产业，以服务当地城市的运输需求为关键功能导向。上海港既有设施运输

功能的利用在服务长三角的基础上，应注重适应产业向内陆转移的趋势，实现货运需求腹地向长三

角以外的区域延伸。

5.2.2 积极发展海铁联运提高国际海港枢纽辐射能力和集疏运效率

通过海铁联运，未来上海港的腹地将深耕长三角，同时将向长江中游、成渝方向拓展。重点通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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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港口群腹地分布示意

下三项措施提升海铁联运服务竞争力。一是建立

协调平台：构建高效顺畅的海铁联运协调平台，

面向交通、商务、海关等地方和中央直管部门以

及船公司、港口、铁路、集卡、货代等企业协调

解决海铁联运发展过程中重大问题。二是优化运

输组织：开行海铁联运 “定点、定线、定车次、

定时、定价”的五定班列，提高服务水平，近期

主要发展近沪及长三角区域等短距离班线，同步

开展安徽等方向的中短线业务，逐步培育华中区

域、西南区域等长线业务[7]。三是落实政策支

持：铁路、港口、船公司等实现不低于其它港口

海铁联运享受的优惠幅度，围绕全周期构建海铁联运服务竞争力。

6 结语

经历上一阶段的发展，上海的空海枢纽在设施和服务规模上均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面向新时期

“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发展定位，机场与港口发展需要持续注入动能的要求与现阶段枢纽所表现出的发

展动能逐渐衰减的趋势形成矛盾。因此，基于城市群发展内涵的不断深化，新时期上海的机场与港口必

须探索新的发展路径以支撑枢纽能级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围绕区域重大设施协同、枢纽服务腹地拓展以

及枢纽功能优化升级等重点方向。本文在结合上海的实际发展情况，参考发展成熟的全球城市的经验，

为上海市空海枢纽的下一阶段发展提出了相关方向的建议，未来应在这些重大方向下对相关措施持续进

行细化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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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发展阶段中心城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

陶晨亮 翁旭燕

【摘要】 随着城市发展进入了以存量优化为重点的发展阶段，交通基础设施由快速建设扩张逐渐向以存量优化为主导

的发展阶段转变，在城市中心城区，城市发展最为成熟，部分道路设施往往难以按照既有规划道路红线实施落地。本文

以无锡市中心城区为例，研究了城市成熟发展地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的思路与方法。首先，提出了分圈层差异化的

交通组织模式，针对不同圈层制定不同的交通系统发展策略及道路红线优化调整思路；其次，在道路功能分析的基础

上，根据不同圈层分段提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建议，包括取消规划道路与修改规划道路红线，并结合交通模型对红

线调整后的路网交通运行水平进行测试评估；最后，提出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的实施机制与保障措施建议。

【关键词】 道路红线优化调整；城市存量发展；多圈层交通组织模式；窄马路密路网

0 引言

近年来，各大城市正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增量发展阶段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存量发展阶段转变。根据

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城镇化率达到75%后城镇化速度才会放缓，我国从目前到未来一段时期仍将保

持较高的城镇化速率，但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速则将进一步趋缓，城市存量用地的改造将成为城市建设的

新增长点。相比于增量规划，存量规划更为注重即有设施的利用效率，通过提升交通资源的价值，在环

境、能源、土地等资源日趋紧张的约束环境下，实现用地、交通设施、空间与网络资源的集聚集约利用。

城市中心城区作为最为成熟的发展地区，最先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同时是公共活动最活跃、人流集

聚程度最高，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 “城市病”最为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着路网系统不完

善，道路设施建设的造价与拆迁难度陡升，导致既有道路设施难以实施落地。路网系统特别是次支路系

统的不完善难以保障公共交通的通行路权，同时也无法为步行与自行车提供友好的环境，推进交通模式

的转型。因此，城市中心城区往往存在着由于交通设施供给的受限，道路交通越来越拥堵以及交通空间

体验不佳等问题，是交通设施完善与提升需求最为强烈的区域。

本文针对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城市中心城区面对既有规划道路难以实施的问题，结合不同区域的交

通发展模式、城市综合交通组织体系以及路网布局要求，提出分区分段差异化优化来调整难以实施的规

划道路红线。在以上发展策略指导下，制定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的技术路线，为城市中心城区等成熟

发展地区的规划道路红线优化提供技术参考。

1 中心城区规划道路难以落实带来的问题剖析

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城市中心城区一般作为全市最成熟发展区域，与一般地区相比，交通资源更为

紧缺、交通问题更复杂、交通矛盾更尖锐、交通设施改造的难度与敏感性更为突出。由于城市建设与规

划的不协调，以及部分地区实际的建设困难，城市中心城区普遍存在着未按规划红线贯通建设以及实际

道路断面未按规划道路红线实施。道路设计在规划控制和推动实施方面存在着矛盾，无法按照规划落

实，往往会带来以下问题。

1.1 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设施无法及时提升与改善

城市中心城区高峰时段周边主要处于饱和状态，特别是随着城市发展能级的提升，交通吸引力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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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增强，在近中期交通出行结构未实质改变的前提下，道路交通的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中心城区往往

留给交通设施扩建的空间极其有限，随着即有规划道路设施难以落地实施，交通供需矛盾愈发突出。

同时，由于历史原因，中心城区普遍存在着路网设施不完善的情况，包括存在着 “断头路”、片区

路网密度不足等问题。规划道路无法按即有规划实施落地，导致路网系统无法完善与提升，造成道路设

施总量不足，道路等级结构倒挂等问题。针对跨片区道路，往往造成片区之间联系通道不足；针对片区

级道路，往往造成片区路网集散能力不足。

1.2 难以构建 “窄马路、密路网”体系，营造活力街道空间

2016年2月公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

称 《意见》）提出，优化街区道路网结构、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建设快速路、

主次干路和支路给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打破传统的宽马路、大街区思路，规划形成小尺度、密路网的

活力街区，道路网的加密优化已经成为新时期存量规划背景下道路网规划的重要任务之一。规划道路难

以实施落地，特别是一些次支路网的打通与完善，导致片区难以形成 “窄马路，密路网”的规划路网体

系，优化中微观交通组织，同时影响步行与自行车网络的完善[1]。

1.3 难以支撑中心城区向绿色交通出行模式转型

城市道路网的规划实施保障是城市道路空间各要素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不仅为机动车提供通行条

件，更是为公共交通的优先通行创造路权保障，以及为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提供友好的环境。城市中心城

区往往交通设施资源有限，且交通需求密集，要求逐渐向 “公交+慢行”优先交通出行模式转变。然

而，由于规划道路的难以实施落地，将会影响常规公交，特别是支微公交线路的路权保障，以及构建环

境友好的步行和自行车环境。

2 难以实施道路红线优化调整思路与策略

2.1 道路红线优化调整总体思路

站在综合交通组织体系角度，制定分区差异化的优化调整策略。首先根据城市不同地区的交通特

征，明确综合交通体系内不同交通方式的功能定位和优先规则。其次，制定不同交通方式的协调策略和

布局规则，组织方式与资源配置要求。根据综合交通组织策略，明确不同区域路网系统的发展要求，包

括路网的布局形态，给配结构以及空间分配要求等。最后，在差异化的路网发展要求下，分区域分段提

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要求。

图1 难以实施道路红线优化调整总体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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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策略

2.2.1 识别交通发展模式

根据不同城市和同一城市不同地区的交通特征，差异化确定交通体系内不同交通方式的功能定位，

明确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优先次序，需要优先发展哪些交通模式。对于城市中心城区，特别是老城及周

边地区，应优先发展 “公交+慢行”的出行模式，控制个体机动化发展。而针对其他地区，在优先发展

公交的同时，适度发展个体机动化方式[2]。

2.2.2 明确综合交通组织策略

在识别了不同区域的主要交通发展模式之后，需要明确综合交通组织策略，确定不同交通方式之间

的关系是什么，制定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布局与协调策略，以及组织方式与资源配置要求。

在老城区应优先发展 “公交+慢行”的交通模式，控制个体机动化方式。大、中运量公交或多层次

的普通运量公交系统提供网络化的服务。构建完善的步行与自行车网络，衔接轨道与公交站点，保障公

共交通服务的可达性，同时控制个体机动化方式进入老城区，减少老城区的交通压力，避免对老城区即

有肌理的改变和破坏。

而在其他片区，在优先发展公交政策的导向下，个体机动化应适度发展。骨干公共交通系统按轴带方

向布局，覆盖主要公交客流走廊，满足中长距离客运交通需求。多层次的普通运量公交系统，按鱼骨状的

形态布局，对主要公交走廊提供接驳服务。在公共交通服务覆盖较薄弱的区域，或者针对个性化、差异化

交通需求较高的区域，如商务、休闲娱乐区域，可适当发展小汽车交通，满足多样化的交通出行需求。同

时完善中心城区周边轨道站点的 “P+R”服务，提供个体机动化向公共交通服务的转换与衔接。

2.2.3 确定道路系统发展要求

在明确不同综合交通组织策略下，确定不同区域的道路交通系统发展要求，主要包括路网布局、给

配结构与空间分配等几个方面。

针对老城区，在老城外围通过构建城市干道环路，构建老城过境分流体系，将穿越老城过境交通分

流体系，将过境交通疏解至老城区外围。老城区内部需要构建 “窄马路，密路网”的路网布局模式，将

主要空间资源分配给公交与慢行，保障公交与慢行交通的优先出行，同时通过稳静化措施，降低机动车

的行驶速度，保障行人安全。

老城区与外围组团的联系道路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通过快速路、Ⅰ级主干路承担老城与外围组

团的中长距离交通联系，这类道路根据不同的功能，可划分为公交优先走廊、小汽车优先走廊或机动化

复合通道。第二类是通过Ⅱ、Ⅲ级主干路以及次干路承担老城区与相邻组团以及毗邻地区的联系。

2.2.4 制定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策略

根据不同区域的路网系统发展要求，通过划分圈层，分区域分段优化即有规划难以实施的道路红

线，主要优化调整思路和策略如下：

对于老城区内部，因为需要构建 “窄马路、密路网”的高密度小尺度的路网布局模式。由于历史原

因，对于那些不能按既有规划要求落地实施的道路，首先需要评估原规划路网的合理性，原规划道路的

密度与布局是否能达到 《意见》的要求，中心城区的规划路网密度能否达到8km/km2。根据评估结果，

优化调整规划道路红线，第一类是根据道路两侧的实际用地情况，缩窄规划道路红线，降低道路等级，

寻找规划道路周边的平行道路，分流原规划道路的交通需求；第二类是优化调整道路线位，通过多条平

行低等级道路，承担原有规划道路功能，同时完善及加快实施片区内部的次支路网，完善微循环网络，

降低红线调整后对片区集散交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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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老城区外围的道路，首先需要分析道路承担的功能，如果是承担中长距离跨片区或者是与相邻

片区毗邻地区的跨片区交通联系功能，应保留这些道路的规划红线。例如，无锡中心城区预留了部分跨

运河与跨铁路的通道，虽然一般这些道路等级不高，但是承担了联系运河、铁路两侧跨片区的交通联

系，所以应保留这些通道，如果近期难以实施，则远期预留控制。如果承担片区内部集散功能，与老城

区内部道路红线优化调整思路类似，通过压缩或调整原有线位和多条低等级的道路来承担原来道路的集

散功能。

3 无锡中心城区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实践

3.1 概况

无锡市地处沪宁发展轴中苏锡常都市圈的核心地位，是长三角城市群中重要的节点城市，城市综合

竞争力和吸引力持续增长。无锡一度是全国最畅通的城市，但近年来部分片区和路段开始出现用高度，

且呈现快速蔓延和常态化发展的态势，拥堵形势日益严峻。无锡中心城区以中心老城 “龟背城”为核

心，包括整个梁溪区及周边区域，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也是无锡市目前的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3]。

3.2 主要交通问题

3.2.1 个体机动化需求高速增长，公共交通吸引力不足

小汽车保有和使用 “双高”，2018年市区私人汽车保有量达到92.6万辆，千人保有量近234辆，

近五年年均增长11%。轨道交通未成网，部分重点片区覆盖不足，如山北、黄巷、惠山等重点片区轨

道覆盖，对外辐射范围有限，对外通道以道路交通为主。与小汽车相比常规公交竞争力不足，考虑公交

两端接驳及候车时间，公交全程出行时间基本在小汽车出行的2倍以上。轨道、公交、慢行 “三网融

合”尚待进一步深化，需提升三网之间的衔接与契合关系，提高公交全过程出行效率[3]。

图2 无锡现状建成轨道1、2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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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现状常规公交全程出行时间约为小汽车的2倍

3.2.2 交通设施建设滞后，路网给配倒挂

以梁溪区为例，2018年道路总里程为389.9公里，占全市11.4%，路网密度5.45km/km2，与

《意见》里面中心城区路网密度达到8km/km2还有较大的差距。同时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的

密度之比为1∶7∶2∶9，主次干路比例倒挂，造成干线道路功能混杂，支线道路集散能力不足
[4]。

表1 2018年梁溪区各等级道路里程与密度

里程 （km） 密度 （km/km2） 里程 （km） 密度 （km/km2）

高速公路 30.96 0.18 次干道 45.3 0.63

快速路 20.6 0.29 支路 179 2.50

主干道 145.1 2.03 总计 390 5.45

3.2.3 既有规划道路难以实施落地，加剧了中心城区道路交通供需矛盾

由于城市建设与规划的不协调，同时考虑到部分地区实际的建设困难，目前存在部分未按规划红线

贯通建设以及建设断面宽度未达到规划红线要求两种问题。以梁溪区为例，未按规划红线贯通建设，钱

皋路等27条道路，主干路约为3.5km，次干路约为33.6km，支路约为9.7km。宽度未达到规划红线

要求，兴源路等6条道路，主干路约为0.8km，次干路约为11.1km，支路约为0.6km。

3.3 规划道路红线调整思路与技术路线

制定分圈层差异化的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策略，在传统的龟背城解放环路与快速路内环之间新增

核心区保护环 （由太湖大道—兴源路—春申路—运河东路构成）。其中，一、二圈层 （核心区保护环内）

应尊重老城既有肌理，优化调整对老城既有肌理影响较大的规划道路红线，保证路网通达；三圈层 （核

心区保护环至快速路内环）总体保留规划道路红线，局部优化，并推进梁溪创新新城等重点地区规划道

路实施落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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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根据不同圈层制定差异化的交通政策

圈层 基本政策导向 城市公共交通发展要求 个体机动化发展要求 路网发展要求

一、二

圈层

（1）优先发展公

共交通；

（2）减少小汽车

的使用。

（1）城市公共交通网络、

站点、首末站高密度布局；

（2）保障公共交通路权；

（3）优先保障城市公共

交通枢纽周边接驳场站

用地；

（4）以轨道交通为核心，

“公共交通+慢行”一体化

的交通发展。

（1）控制出行停车位

规模，降低个体机化交

通出行需求和使用强度；

（2）优先研究拥堵收

费的等需求管理政策。

（1）构建 “窄马路+密

路网”的布局模式；

（2）由太湖大道—兴源

路—春申路—运河东路构

成核心区保护环，分离中

长距离过境交通，构建老

城过境交通分流体系。

三圈层

（1）适度发展小

汽车；

（2）加强与公交

优先发展地区的一

体化交通衔接。

（1）公共交通走廊实施

公交优先，保障公共交通

走廊上公共交通站点的接

驳场站用地；

（2）以轨道交通为主导、

常规公交等一体化发展。

（1）控制出行停车位

规模，调控高峰时段个

体机动化通勤交通需求。

（1）完善老城与其他片

区的跨片区道路联系，缝

合城市空间；

（2）完善梁溪创新新城

等重点片区内部路网。

图4 构建多全圈层的交通组织模式

  在此思路和梳理的未按规划实施道路基础下，制定红线优化调整的具体技术路线。第一步，识别实

施难度较大的规划道路；第二步，分析道路功能，是跨片区交通联系还是片区内集散交通联系；第三

步，根据分圈层的思路提出红线优化调整建议；第四步，基于交通模型进行交通运行测试，若符合要求

则确定红线优化调整方案；若不符合要求则优化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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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道路红线调整技术路线

3.4 典型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

根据以上调整思路与优化策略，近期调整7条道路，本文重点介绍2条典型的道路的规划红线优化

调整。

3.4.1 崇宁路东延 （解放路—长江路）

崇宁路东延功能为承担龟背核心与广益片区的东西向交通，并增加东西向跨铁路平行通道，分流人

民路、学前街东西向交通量。现状解放环东路西侧现状道路已建成，为双向两车道，宽约20m；解放环

路外至绿塔路段有长约140m、宽约10m的支路，且周边有较多成熟地区；其余路段无现状道路。崇宁

路东延为双控线位，定位次干路，长约1.4km，规划道路红线宽30m。

图6 崇宁路位置示意图

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崇宁路东延段规划为双控线位控制，涉及沿线 （国税局等）成熟地区的大量

拆迁，实施难度大。若按照既有规划实施，将会破坏老城肌理，容易引起社会问题。因此，本次规划建

议取消塘南路以西段规划道路，塘南路—长江路段按规划实施。塘南路以西段利用地块内部支路新增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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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规划崇宁路周边控规用地情况

路一连接规划星海路，红线宽为20m；同时北侧新增规划跨线桥 （宽10m）连接规划支路一，通过2条

支路承担东西向交通功能。其中北侧新增的跨线桥为慢行桥，慢行桥东侧相连接的支路为机动车道。

图8 崇宁路东延段红线调整示意图

图9 原控规 （左）、红线调整后 （右）的路网交通运行情况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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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新生路东延 （解放路—长江北路）

新生路东延功能为承担龟背核心与广益片区的东西向交通，并增加东西向跨铁路平行通道，分流人

民路、学前街东西向交通量。现状解放路以西为新生路，双向两车道；解放路—槐古路段名为槐古支

路，长250m，宽约12m；槐古路以东无道路。规划道路红线宽20m，长约1.9km。规划路段位于二圈

层，龟背核心周边，沿线用地成熟，近期道路沿线无城市更新，规划实施难度大。取消红线会降低风华

里、朝阳菜场等沿线地块的东西向对外交通以及东西向贯通性交通联系。现状已预留了规划新生路的跨

铁路通道。

图10 新生路东延位置示意图

图11 规划新生路周边控规用地情况

本次规划建议，槐古支路段根据现状调整为步行道路，红线宽12m。槐古支路—羊腰湾段增设步行

桥，红线宽12m。羊腰湾路—塘南路段取消规划道路。塘南路以东段按规划红线实施，其中塘南路—兴

昌路段根据预留的跨铁路通道推进实施，兴昌路—长江北路段在现状惠巷路基础上提升为次干路。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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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东路、永乐路承担东西向对外交通联系，打通并灵活设置地块内部支路，加强与学前东路、永乐路的

衔接，完善片区内部微循环系统。

图12 新生路东延段红线调整示意图

图13 原控规 （左）、红线调整后 （右）的路网交通运行情况预测

3.5 实施机制建议

针对城市道路规划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权责不明，难以落实的问题，通过明确政府职能部门的职责，

理顺道路用地规划、投资、建设等全过程的协调实施机制。通过成立市级领导小组，统筹市、区两级政

府工作，由市主管领导牵头，各区县政府、市发改、财政、规划、住建、交通等部门共同参与，并建立

规划统筹实施考核机制及评价指标体系。

4 结论

城市道路网的规划实施保障是城市道路空间各要素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不仅为机动车提供通行条

件，更是为公共交通的优先通行创造路权保障，以及为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提供友好的环境。本文针对进

入存量发展阶段，城市中心城区面对既有规划道路难以实施的问题，结合不同区域的交通发展模式、城

市综合交通组织体系以及路网布局要求，提出分区分段差异化地优化调整难实施的规划道路红线。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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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展策略指导下，制定规划道路红线优化调整的技术路线，为城市中心城区等成熟发展地区的规划道

路红线优化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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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区轨道站点交通与土地使用协同性评价

王欣宜 汤宇卿

【摘要】 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站点片区是城市活动大量聚集与发生的场所，拥有比其他片区更集中的城市活

动要素，通过对此片区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进行评价，有利于对站点片区进行精细化治理，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与空

间网络体系，提升城市竞争力。本文利用节点———场所模型，构建评价指标，对上海市杨浦区轨道交通站点片区进行交

通与土地使用协同程度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将研究站点划分为城市中心型、社区中心型、园区型、新城社区型以及城

郊边缘型五大类，在空间中体现为江湾———五角场与控江一北一南的双中心空间格局，并分别对上述五类站点片区提出

高质量发展的优化建议与对策，作为旧城更新与新城建设的参考。

【关键词】 节点—场所模型；轨道交通站点；土地使用；杨浦区；规划评价

0 前言

在高速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城市交通问题始终是制约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之一，早年间以道路

建设为核心的交通发展理念与城市形态带来的雾霾、交通拥堵等问题影响了城市的高效与健康运转，城

市交通与用地两套子系统关联度较低，交通提升带来的片区公共价值提升也难以通过土地使用进行反

馈。土地使用功能是城市活动发生的场所，也是交通发生的场所，决定了城市的交通结构；而交通又是

连接城市活动的必要手段，影响着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功能、开发强度以及土地价值[1]。城市轨道交通

站点片区是城市活动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一方面，利用轨道交通的高可达性，能够吸引人流与信息流的

聚集，为大量城市活动提供了场所空间；但另一方面，城市活动的聚集也可能为片区交通组织带来了巨

大压力，若无法协调交通功能与活动聚集的关系，可能会降低轨道交通站点的正外部性，不利于土地的

集约与精细化使用。对于特大城市而言，轨道交通网络结构也影响着城市的空间结构体系，《上海市城

市总体规划 （2017 2035）》中强调 “突出交通骨架引导作用，打造网络化、多中心的空间体系”[2]，因

此，对轨道交通网络在城市空间中的作用进行评价，尤其是对站点片区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进行评

价，有利于完善地区公共中心体系构建、有利于优化特大城市局部空间结构、有利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

与可持续性。

1 节点—场所模型

1.1 基本模型的提出

节点—场所模型为贝托里尼 （Bertolini）于1995年在对火车站及周边地区改造复杂性的研究中基

于空间流动而提出的一套评价地区公共交通与土地使用协同程度的模型[3]，如图1。模型假定评价地区

既为交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也是城市活动的发生场所。其中，y轴为节点指数 （Nodeindex），反映

该地区对外联系的难易程度，节点指数高则可达性高；x轴为场所指数 （Placeindex），代表以该地区

为中心的片区吸引能力强弱，场所指数高则反映片区的活动强度与多样性较高。因此，在轨道交通站点

片区，以节点指数反映交通属性，以场所指数反映土地使用属性，利用两者在坐标轴上的相对位置关系

来反映其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水平，可划分为压力型 （Stress）、平衡型 （Accessibility）、附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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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ndency）、节点失衡型 （unsustainednode）以及场所失衡型 （unsustainedplace）五类，其中前三

者分别为在高强度、中强度、低强度下的协同型空间，后两者为失衡型空间。

图1 节点—场所模型图示 （来源：参考文献[3]）

1.2 模型应用与相关研究综述

节点—场所模型明确了评价方法但未限定具体的指标组成，提供了五种空间类型但未设定划分规则

与界限。基于此，不同学者在研究不同区域时，常根据地区特征及研究目的对评价要素指标与评价结果

进行重新定义与划分。

对于评价要素指标，最早由Zweedijk与Serlie分别在1997与1998年的研究中提出，并由Bertolini

于1999年在对阿姆斯特丹与乌得勒支的火车站及周边地区改造复杂性的研究中进行了使用，其中节点

类指标共包括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小汽车、自行车四大类交通方式的线路数量、发车频率、旅客量

等，场所类指标包括居民数量、零售业、公共服务业、行政办公、工业四大类工作数量以及土地利用混

合度[4]。此后，Lyu（2016）在利用此模型对北京地铁站进行类型学研究时，通过文献整理将之前研究

者所提出的指标进行汇总，共得到94项指标，并通过德尔菲法与主成分分析法浓缩为18个符合北京特

点的指标[5]。

对于评价结果，既有按照基础模型所提出的五类进行的划分[6]，也有依据评价指标的主成分进行的

分类[7]，除此之外，将评价结果的节点与场所指数通过层次聚类进行划分也为部分学者所用[8]。李立峰

（2018）将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各站点片区评价结果依据定量函数划分为基础模型的五大类
[6]；麦地

那·哈尔山、母睿 （2018）在对乌鲁木齐市部分轨道交通与BRT站点的研究中依据评价指标所涉及的

维度将评价结果划分为行政区、混合区、城市社区、郊区社区、远郊社区以及交通枢纽区六大类[7]；

Kamruzzaman（2014）在对布里斯班轨道交通站点TOD导向的研究中，基于 《东南昆士兰地区区域规

划 （2009 2031）》中提出的原则以及布里斯班轨道交通站点评价聚类结果，将研究站点分为四大类：

中心型TOD、社区型TOD、潜在型TOD以及非TOD区域，并分别提出用地类型与开发强度对策
[8]。

2 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测度

2.1 研究对象

基于上述总结，本文以上海市杨浦区建成与在建的轨道交通站点为对象进行研究。《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 2018）划定的站点周边服务半径为800m，而Bertolini所提出的原始模

型中测算半径为700m，经计算杨浦区已建成轨道站点的平均站距为950m，站点周边半径700m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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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m覆盖面积差距不大，因此依据原始模型，以700m为半径构建缓冲区，利用节点—场所模型进行

指标评价，研究各站点缓冲区内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程度。考虑到杨浦区作为上海中心城区，其行

政边界周边存在跨行政区的城市活动，因此扩大研究范围至杨浦区边界700m缓冲区内的全部站点。研

究站点片区数量共计34处，其区位与基本信息分别如图2与表1所示。

图2 研究站点片区区位 （来源：作者自绘）

表1 研究站点基本信息

站点序号 站点名称 途径线路 位置 状态

1 江湾镇 3号线

2 大连路 4号线、12号线

3 杨树浦路 4号线

4 四平路 8号线、10号线

边界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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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站点序号 站点名称 途径线路 位置 状态

5 鞍山新村 8号线

6 江浦路 8号线、18号线

7 黄兴路 8号线

8 延吉中路 8号线

9 黄兴公园 8号线

10 翔殷路 8号线

11 嫩江路 8号线

12 市光路 8号线

13 同济大学 10号线

14 国权路 10号线、18号线

15 五角场 10号线

16 江湾体育场 10号线

17 三门路 10号线

18 殷高东路 10号线

19 新江湾城 10号线

20 江浦公园 12号线、18号线

21 宁国路 12号线

22 隆昌路 12号线

23 爱国路 12号线

24 复兴岛 12号线

25 国帆路 10号线

26 政立路 18号线

27 复旦大学 18号线

28 抚顺路 18号线

29 平凉路 18号线

30 丹阳路 18号线

内部

运营

运营/在建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在建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在建

运营

运营

运营

运营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

在建

31 曲阳路 8号线

32 长江南路 3号线、18号线

33 淞发路 3号线

34 国权北路 18号线

缓冲区

运营

运营/在建

运营

在建

（来源：作者整理）

2.2 评价指标构建

杨浦区范围内无机场与对外铁路交通，因此对于节点类指标，本研究共涉及城市轨道交通、常规公

共交通、停车场数量以及道路设施等7项指标，场所类指标包括常住人口数量、零售业、公共服务业、

行政办公、商业商务四大类工作岗位密度、公园绿地数量以及土地功能混合度等共7项指标。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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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通过网络地图开放平台接口采集以及杨浦区统计年鉴，采集时间为2020年6月中旬，其中N7、

P1、P7三项指标需经原始数据加工获得。指标的具体内容与测度方法如表2所示。

表2 评价指标体系

类别 指标序号 评价指标 数据解读与测度方法

节点类

指标

N1 轨道线路班次  该站点每日途径或始发的轨道班次数量 （单向）

N2 轨道站点出入口  连接该站点的出入口数量

N3 公交站点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公交站点数量

N4 接驳距离  距轨道站点最近的公交站点接驳距离

N5 接驳线路数量  距轨道站点最近的接驳公交站点的线路数量

N6 停车场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停车场数量

N7 路网密度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路网密度 （支路及以上），由交叉口数量估

算得到

场所类

指标

P1 常住人口数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常住人口数，由统计年鉴各街道常住人口数

量估算得到

P2 零售业工作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零售业POI数量

P3 公共服务业工作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公共服务业POI数量

P4 行政办公工作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政府机关POI数量

P5 商业商务工作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商业商务POI数量

P6 公园绿地数量  轨道站点缓冲区内的绿地POI数量

P7 土地功能混合度  由P2、P3、P4、P5、P6以及居住类POI数量经离差标准化计算

得到

  （来源：作者整理）

2.3 数据标准化与指标权重

考虑到所采集数据的量纲不一致且指标存在正负向差异，因此在进行指标权重计算前先通过极差法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为了尽量降低共线性指标对协同性评价结果的影响，故对节点类指标与场所类

指标分别进行主成分分析，通过其特征根计算各指标权重。经计算，7个节点类指标可提取出两个特征

值大于1的主成分，KMO=0.675；7个场所类指标同样可提取出两个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KMO=

0.766，均适宜。表3所示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结果。

表3 评价指标权重

类别 指标序号 评价指标 权重 类别 指标序号 评价指标 权重

节点类

指标

N1 轨道线路班次 0.132

N2 轨道站点出入口 0.179

N3 公交站点数量 0.185

N4 接驳距离 0.074

N5 接驳线路数量 0.105

N6 停车场数量 0.153

N7 路网密度 0.172

合计 1.000

场所类

指标

P1 常住人口数 0.135

P2 零售业工作数量 0.139

P3 公共服务业工作数量 0.151

P4 行政办公工作数量 0.145

P5 商业商务工作数量 0.156

P6 公园绿地数量 0.123

P7 土地功能混合度 0.151

合计 1.000

  （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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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表3，可构建研究片区的节点属性评价模型N与场所属性评价模型P。

N=0.132N1+0.179N2+0.185N3+0.074N4+0.105N5+0.153N6+0.172N7

（模型1）

P=0.135P1+0.139P2+0.151P3+0.145P4+0.156P5+0.123P6+0.151P7

（模型2）

3 交通与土地使用的协同性评价

3.1 模型计算结果

以各站点节点指数N为纵坐标、场所指数P为横坐标将评价结果置于N-P坐标系中，利用SPSS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y=x作均衡线，分别以点 （1，0）与点 （0，1）作半径为1的四分之一圆

（其方程分别为y= x （2-x㊣ ）与y=1- 1-x㊣ 2，两条四分之一圆曲线围合的部分即为交通与土地使用

的协同区域，如图3；将各站点的节点指数与场所指数反映到空间层面如图4所示。

图3 协同性测度结果坐标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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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研究站点节点指数与场所指数 （来源：作者自绘）

3.2 整体回归分析

如图3与图4，全样本的回归拟合曲线为y=0.56x+0.15，回归拟合优度R2=0.637，调整后的

R2=0.625，回归方程的显著性Sig＜0.001。其中回归函数的k=0.56＜1，即对于全样本而言，以轨

道交通为主的交通发展水平目前滞后于土地使用的发展水平。因此，作者认为完善杨浦区轨道交通

网络建设对上海市在迈向 “卓越的全球城市”过程中的竞争力提升有促进作用。新江湾城与殷高东

路站尚处于纺锤形曲线外的非均衡区域，为节点失衡型，即站点片区对外联系的通达性较强但对于

临近片区的吸引能力较弱，反映到实体空间上即为片区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配置水平暂时领先于

片区场所中心性的塑造，站点周边聚集城市活动的能力尚较弱，体现了城市新片区的活力塑造滞后

于交通设施的特性。上述两站点均位于新江湾城片区，为江湾机场旧址更新改造地区，是杨浦区最

后一块土地存量资源较为完整的片区，目前处于城市再生阶段，这与我们的认知与体验是相同的。

除此之外，其他32处站点均位于协同区，其中15处位于y=x均衡线左上侧，1处位于均衡线上，

16处位于均衡线右下侧。

对全部34处站点节点指数N与场所指数P的计算结果分别进行倒序排列得到图5。可以发现，节

点指数N自第4位起便急剧降至0.50以下，之后缓慢下降；而场所指数P在前20位里下降均比较稳

定，仅在第21和第22位时出现了 “断层式”降低。体现为大部分站点交通基础设施的配置水平相对落

后于其土地使用的发展水平，与前述观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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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研究站点节点指数与场所指数的降序位次排列 （来源：作者自绘）

3.3 个体聚类分析

对站点全部样本进行基于邻接空间权重中层次聚类，考虑相邻站点对城市空间的叠加影响，通过查

看聚类树，当聚类数量n=5时，组内差异最小、组间差异最显著。因此，将杨浦区站点分为五类能更

准确地体现不同类别的差异性。聚类结果如图6与图7所示，每个聚类的相关信息如表4。

图6 聚类结果坐标图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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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研究站点聚类结果 （来源：作者自绘）

表4 各聚类属性

类别
样本数量

与比重

聚类中心

节点指数

聚类中心

场所指数

组内的距离

平方和
描述 空间分布

第1类
6

（17.7%）
0.580 0.670 0.1564

 高节点属性、高

场所属性

 西南部与虹口区交界处、

五角场副中心

第2类
10

（29.4%）
0.404 0.479 0.04333

 中高节点属性、

中高场所属性
 主要集中于南部各街道

第3类
5

（14.7%）
0.304 0.356 0.02384

 中节点属性、中

场所属性
 分布较为随机

第4类
8

（23.5%）
0.275 0.130 0.0558

 中低节点属性、

中低场所属性
 主要分布于五角场以北

第5类
5

（14.7%）
0.130 0.080 0.0124

 低节点属性、低

场所属性

 北部与宝山区交界处、少

量沿黄浦江

  （来源：作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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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类为城市中心型站点，包括中央活动区北外滩至大连路段、江湾—五角场地区与控江地区三个

区域，为发展较早、目前较为成熟的城市副中心或地区中心片区，体现为杨浦区 “一北一南”双中心格

局。此类站点对外交通条件较优异，且站点片区自身中心性较强，足以吸引周边丰富的城市活动类型，

交通功能与城市活动功能的一体化程度较高。对于位于新城、新区或旧城更新地区的站点而言，轨道交

通站点的开通与站点片区活力的聚集之间存在时间差，常体现为在轨道交通开通的一段时间内其节点指

数高于场所指数，随时间推移其差距逐渐减小趋于均衡，江湾体育场与大连路站正是如此。除江湾体育

场与大连路站外，其他四个站点均表现为场所属性值高于节点属性值。通过对比历年遥感影像图，发现

这四处站点中有三处位于2007年开通的8号线上，只有五角场站位于2010年开通的10号线上，且这

四处站点周边均未进行过较大范围的城市更新 （五角场站中心位于五角场环岛西南300m处，且五角场

地区的更新大量发生于环岛以北），属于传统意义上本地居民 “用脚投票”自发形成的中心。在现代城

市中，由于交通技术的更新与城市交通工具速度的提升，不少传统地区中心失去了其在以中低速道路交

通方式为主导时期的交通区位优势，或因城市更新过程中片区功能置换的时间过长等原因逐渐失去了其

中心地位。对于此类地区，在片区功能培育成熟的基础上，通过解决不同时期的规划遗留问题，弥补高

速对外交通网络来维持地区的中心性以及高竞争力的中心体系。

第2类为社区中心型站点，主要位于杨浦区南部平凉路至控江路区域，为老杨浦区的核心区域。与

第一类相比，此类站点多为服务附近社区的社区中心，站点周边以传统大院式城市社区与社区型商业与

公共服务业为主，拥有较多的人口与适量的工作岗位。同样地，除江湾镇站外，其他站点均为场所属性

值高于节点属性值，加强站点与邻近片区的交通接驳辐射能力、增加站点片区的可步行路径是此类站点

片区可继续优化之处。

第3类为园区型站点，包括杨树浦路、黄兴公园、嫩江路、国权路、抚顺路等五处站点，其节点指

数与场所指数的相对差异为五类中最小，在杨浦区的空间分布无明显集聚现象。这类站点周边大多为高

等院校、公园以及杨浦滨江园区，主要用地类型为较为单一的非居住与服务业用地，路网密度较低。通

过提供差异化且多样性的公共服务可使此类站点维持更高水平的协同。

第4类为新城社区型站点，主要分布在8号线、10号线以及12号线远离市中心的一侧，包括用地

类型、用地混合度较为单一的站点以及新江湾城街道内三处周边处于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站点。这类站点

拥有巨大的发展与更新潜力，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以其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支撑的规模合理配置片区服

务业的规模，使其向社区中心型站点演化，避免产生对外交通条件优越而站点对周边城市片区吸引力不

足的节点失衡情景。

第5类为城郊边缘型站点，包括复兴岛、国帆路、国权北路、长江南路与淞发路站，位于杨浦区边

缘。除国帆路与国权北路站为在建站点外，另外三处站点周边均存在高架城市轨道交通、快速路、铁路

轨道与站场或黄浦江等实体空间屏障，较大程度上阻碍了片区交通与土地使用的一体化发展。

4 总结

交通与用地的协同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现阶段国内大多数城市仍处于轨道交通网络大规

模规划与建设时期，应合理利用轨道交通站点的交通区位与速度优势，带动城市空间结构转变，因此，

本研究的分类结果可作为政府开发定位与旧城更新的参考。但本文也存在待深入研究之处，如本文所获

取的大多为静态数据，且研究的是位于某一时间截面上的站点类型，对于轨道站点开通或城市更新完成

的时间累计与研究站点节点指数或场所指数的变化仅进行了定性预测，尚未进行与时间序列相关的定量

分析。之后的研究者可通过引入动态时间数据抑或是反映站点联系的 “流空间”数据优化评价指标，为

不同站点提出更精确的差异化发展对策。

061



参 考 文 献

[1]杨进原.基于Node-Place模型的深圳市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关系研究 [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8.

[2]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M/OL].2018，01.

[3]BERTOLINIL.Nodesandplaces：Complexitiesofrailwaystationredevelopment[J].EuropeanPlanningStudies，

1996，4（03）：334-346.

[4]BERTOLINIL.SpatialDevelopmentPatternsandPublicTransport：TheApplicationofanAnalyticalModelintheNeth-

erlands[J].PlanningPracticeResearch，1999，14（2）：199-210.

[5]LYUG，BERTOLINIL，KARINP.DevelopingaTODtypologyforBeijingmetrostationareas[J].JournalofTrans-

portGeography，2016，55：40-50.

[6]李立峰.基于节点—场所模型的轨道站点地区交通与土地利用协同性研究 [D].重庆：重庆大学，2018.

[7]麦地娜·哈尔山，母睿.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发展评价 [J].城市规划，2018，42（07）：86-92.

[8]KAMRUZZAMANM，BAKERD，WASHINGTONS，TURRELLG.Advance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typology：

casestudyinBrisbane，Australia[J].JournalofTransportGeography，2014，34：54-70.

[9]任利剑，运迎霞，权海源.基于 “节点—场所模型”的城市轨道站点类型及其特征研究———新加坡的实证分析与经

验启示 [J].国际城市规划，2016（01）：109-116.

作 者 简 介

王欣宜，男，硕士研究生在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电子信箱：bjtuwxy@126.com

汤宇卿，男，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电子信箱：tyqtju@163.com

161



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试点实践与后评估

李海军 王韡 马成喜 何寰 朱林艳

【摘要】 街道作为城市活动最为密集的公共场所，是城市风貌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空间品质最直接的展示面。近年来，

武汉市将街道全要素的规划设计理念融入道路规划建设项目中，通过开展一系列街道改造试点与逐步推广，打造了一批

活力、共享、绿色、品质街道，同时在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与教训，不断丰富具有武汉特色的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体

系。三阳路 中山大道是武汉市统筹建筑边至建筑边完整街道的首次实践，也是武汉迎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街道

全要素改造工程，建成后社会各界和媒体反响良好，但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为此，积极开展试点实践总

结与街道建成后评估，对于丰富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经验、助力城市品质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街道全要素；后评估；三阳路 中山大道；武汉

0 引言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城市转型发展，打造充满活力、公平和谐、管理有序的宜居城市，已成为

21世纪全球城市的共同目标，世界各大城市先后投入到街道规划设计的理论完善和改造实践中。《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 “推动发展开放便捷、尺度适

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加强自行车道和步行道系统建设，倡导绿色低碳出行。我国城

市建设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更加关注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城市道路的规划设计与

建设也从仅仅满足通行功能向交通通行与品质提升并重转变。当前，武汉市正处于 “增量发展”向 “量

质并重”转变的关键转型期，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打造慢行友好城市、建设以人为

本的现代化宜居城市，是新时代背景下武汉城市发展的新目标；而作为城市活动最为密集的公共场所，

街道则是城市风貌重要的构成要素和空间品质最直接的展示面。

1 街道全要素理念发展情况

近年来，世界各大城市掀起了街道空间重塑的浪潮，并提出了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理念。街道全要

素突破传统道路工程设计思维，以街道全空间为设计对象，对车行道、人行道、绿化带、建筑前区、街

道设施、微型公共空间等 “全要素”进行统筹考虑，开展精细化设计，构建以人为本、充满活力的城市

街道空间，全面提升城市街道空间品质，提升市民在城市快速发展中的幸福感、归宿感和获得感。

1.1 街道全要素理念在国内外发展概述

2006年，美国规划学会 （APA）发布了 《美国城市规划和设计标准》，是美国城市规划、城市设计

及城市产品开发研究领域最全面的参考书。该标准提出将街道、街区和建筑作为整体来进行设计，是对

欧美多年来街道设计方法和管理经验的总结与体现，为街道规划设计提供了设计标准，反映出美国街道

设计活动的多样性、步行的网络化、视觉的美观性、地域的特色化和生态的可持续性等趋势。2008～

2015年，洛杉矶、纽约、伦敦、旧金山、波士顿、新德里、阿布扎比等多个城市先后发布结合自身特

色的街道设计导则。至此，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的理念得到世界各大城市的认可并付诸实践。

2016年10月，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上海市交通委联合发布了国内首个 《上海市街道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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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导则》，其规划导向是推动 “道路”到 “街道”的转变，形成以人为本的价值认同，将安全、绿色、

活力、智慧作为价值导向，指导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与维护等相关工作，将城市街道塑造成为高品

质公共空间，复兴街道生活。同时，在传统 “快、主、次、支”道路分类的基础上，按照街道使用功能

具体划分为 “商业、生活、监管、交通、综合”五类，并提出了街道矩阵图，分别给出街道设计指引。

2017年，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 《广州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设计手册》，根据广州市道路功

能与特点，在综合考虑土地使用、建筑功能、交通特性、街道景观基础上，将街道规划要素细分为六大系

统、90项要素，为城市道路设计提供精细化指南。其中，六大系统分别为车行道、人行道、城市家具、植

物绿化、建筑立面、退缩空间。同时，在 “一区一示范路”的街道改造实践中，建立健全 “设计工坊”模

式，让规划师全程参与街道的 “规划—设计—实施”全流程，确保刚性规划要素的有效传导。

综合来看，世界各地相继完成的街道空间人性化、品质化改造的实践经验表明，成功的街道设计均

以街道全空间、全要素为对象，从人的角度出发，基于人的活动需求重新界定街道功能，激活城市空

间，激发城市活力，提高城市品位。因此，人行、非机动车等慢行空间规划要素的落实情况是城市街道

品质升级的关键因素。

1.2 街道全要素理念在武汉的发展情况

武汉是住建部批准的全国城市设计试点城市之一，为体现城市特色，打造与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

市、全球城市目标相匹配的高品质公共空间，自2016年以来武汉市将街道全要素的规划设计理念融入

街道改造工程中，践行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基于实践经验总结与反馈，编制

完成了 《武汉市城市道路全要素规划设计导则》（以下简称 《导则》）中，丰富了具有武汉特色的街道全

要素规划设计指引和标准，并推广至后续街道工程建设，形成了 “理论—实践—理论”的良性循环。

1.2.1 武汉市街道规划设计全要素体系框架

《导则》是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理念的集中体现。该理论体系立足武汉城市发展阶段，以人

的视角看待街道空间，推动实现 “精致化设计、品质化建设、精细化管理”，将街道的设计范围由道路

红线拓展至两侧建筑边，以此为基础将街道空间划分为慢行空间、车行空间、交叉口空间、活动空间、

绿化空间及街道设施空间六大类要素，并以此细分为45种小类规划设计要素 （包含控制性要素14个和

指导性要素31个），分别针对各个要素提出了设置标准、推荐布局和设计指引。

表1 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要素一览表

大类要素 （6） 小类要素 （45）

慢行空间 （11）

 人行道标准、非机动车道标准、无障碍设计标准、公交站点布局、地铁出入口布局 （注：加

粗字体为控制性要素，下同）、地块开口设计、人行横道布局、非机动车道布局、立体过街布

局、自行车停放布局、材料铺砌设计

车行空间 （7）
 车道宽度标准、交通分隔带标准、公交专用道布局、路内停车布局、高架道路布局、地下道

路布局、机动车开口设计

交叉口空 （7）
 小转弯半径标准、慢行过街标准、进出口车道宽度标准、路口渠化设计、自行车过街带设

计、导流岛设计、路口竖向设计

活动空间 （6）  建筑前区、建筑界面、街道微型公共空间、公共艺术小品、围栏围墙、广告牌匾

绿化空间 （5）  绿地率、行道树绿化带、景观绿化带、立体绿化、海绵城市设计

街道设施 （9）
 箱柜集并、多杆合一、交通设施、照明设施、市政设施、市政管线、检查井盖、服务设施、

环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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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武汉市街道全要素空间管控示意图

  同时，《导则》着眼于沿街活动及街道功能，采用 “道路等级+街道功能”的二维分类方法，按照

交通型、生活型、商业型、景观型、历史风貌型对全市街道进行重新定义，对街道分级形成补充，促进

了街道与街区功能空间融合发展。针对5种不同类型的街道，分别明确路权划分的优先级以及街道不同

空间内各个设计要素的刚性管控、弹性要求，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不同类型的街道断面设计指引，以确保

品质化街道核心功能的有效落实。

1.2.2 街道全要素理念在武汉逐渐发展成熟

武汉正处于城市建设转型发展的新时期，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草案）提出了建设以人为本的

宜居城市目标。其中，街道空间品质提升是促进城市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城市道路的规划和建设也从

仅仅满足通行功能向交通通行与品质提升并重转变。为顺应城市转型发展的要求，武汉市已相继实施了

中山大道、三阳路、新华路、东湖绿道、黎黄陂路、沿江大道等一系列人性化的街道改造实践，取得了

良好的示范效果。

2019年6月，以 《导则》为基础，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市发改委、市城建局和市公安交

管局发布了 《关于加强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建设的通知》（武自然资规发 〔2019〕148号），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对街道全要素空间品质化提供了技术指导，其中对人行道、非机动车、无障

碍设计、慢行过街、小转弯半径、箱柜集并、建筑前区、绿化景观等15个主要规划要素提出标准和要

求。同时，为全面推动城市街道品质提升，从源头上对街道规划设计进行把控，武汉市申报了地方标准

《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标准》，并获市场监管局正式立项，目前正在开展地方标准的制定工作。

1.3 街道全要素理念与传统理念的比较

街道全要素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以人的视角看待街道空间，切实转变车行主导的交

通模式与传统道路工程设计思维，全面统筹道路交通与用地空间的和谐发展，提出了街道 “全要素设

计、全空间建设、全流程管理”的全生命周期治理思路，推动实现 “精致化设计、品质化建设、精细化

管理”。相较于传统街道规划设计，街道全要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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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设计理念转变，从 “重点关注机动车通行”转向 “全面关注人的活动需求”，优先考虑慢行友

好与公交优先，塑造尺度宜人的街道空间，还原街道本真，实现通行、休憩、娱乐、交流等各类沿街活

动的统筹布局和安排。

二是设计范围转变，由 “道路红线范围”转向 “街道全空间范围”，将道路红线内外管控范畴与内

容统筹考虑，精心规划、同等设计便利舒适的街道设施与景观环境，实现道路空间、建筑前区以及沿街

建筑功能的整体塑造。

三是设计内容转变，从 “道路工程设计”转向 “街道全要素设计”，突出街道的人文景观特征、人

性化尺度，实现交通通行、市政设施、景观环境、街道家具等各类要素的精心设计，全力打造活力、共

享、绿色、品质街道。

2 武汉市街道全要素设计实践与后评估

2.1 三阳路—中山大道全要素设计方案

三阳路—中山大道位于武汉市核心区域，是武汉长江公铁隧道的配套工程，于2018年10月1日建

成通车。该项目规划理念上从纯粹工程建设转向街道空间营造，是武汉市统筹建筑边至建筑边完整街道

的首次实践。该工程由三阳路和中山大道两条道路组成，其中三阳路为东西向垂江街道，全长约

1240m，道路红线宽度为45～50m，建筑边至建筑边宽度为35～65m，形成双向4～6车道规模；中山

大道为南北向顺江街道，全长约850m，道路红线宽度为40m，建筑边至建筑边宽度为28～50m，形成

双向2～4车道规模。总体上，三阳路 中山大道基本按照规划形成了独立的自行车道、人行道与连续的

街道空间。

图2 三阳路 中山大道工程设计总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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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通过打造从 “功能恢复”转向 “功能与品质双提升”的样板工程，同步实施

配套路网、景观提升，实现城市 “成片建成”。道路规划方案由传统的道路设计方案转变为道路沿线街

区精细化设计，修补武汉长江公铁隧道施工中出现的道路创面，优化提升街道肌理，并结合建筑退距营

造公共开放空间，激发街道活力。

2.2 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建成后评估

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建成后，社会和媒体反响良好，较好的街道品质对出行体验有大幅提升，获

得了社会各方好评，标志着武汉城市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进一步丰富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

理念体系，实现武汉市街道品质的全面提升，按照 《导则》实施标准的要求，对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

实施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归纳总结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不足，进一步强化街道全要素设计理念在实践中

的运用，打造高品质、人性化的街道，助力国际化、现代化、生态化 “三化”大武汉高质量发展。

2.2.1 街道建成后评估要素选择

基于三阳路—中山大道车行空间良好的建成基底，本文主要以路段内慢行空间为重点评估对象，按

照 “织补、提升、人性化、易操作”四大原则进行评估要素选取，评估后可按改善方案进行优化提升，

从而修补项目实施中的缺陷，提升慢行空间出行体验。根据以上原则，选取四大类、17个要素作为重

点评估要素。

表2 三阳路 中山大道工程建成后评估要素表

类别 重点评估要素

路段慢行空间 慢行空间宽度、地块开口、非机动车停放点、公交站点

交叉口空间 小转弯半径、路口缘石坡道、非机动车过街带、二次过街安全岛

街道设施设置 箱柜、杆件、道路栏杆、阻车柱、检查井盖、环卫设施

绿化及活动空间 树池、绿化景观带、街道微型公共空间

2.2.2 街道建成后综合分析评估

2.2.2.1 路段慢行空间

三阳路—中山大道路段内的慢行空间主要针对慢行空间宽度、地块开口、非机动车停放点、公交站

点等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总体上，路段慢行空间总体建成情况良好，仅局部路段需进行优化提升。

① 慢行空间宽度：受拆迁、施工围挡等影响，路段内约8%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宽度不足。其中三

阳路慢行空间有170m不满足最小宽度要求，占三阳路全长7%；中山大道慢行空间有150m不满足最

小宽度要求，占中山大道全长9%。

② 地块开口：路段内共计16处地块开口，其中9处出入口慢行空间连续，7处单位出入口未落实

无障碍要求，造成慢行出行不连续。对于7处慢行空间不连续的地块出入口，应落实全宽式或抬升式建

设要求，确保慢行空间连续性，提升慢行出行体验。

③ 非机动车停放点：路段内仅设1处非机动车停车点，位于中山大道中信建筑院对面。该非机动

车停车点未结合树池间设施带设置，侵占了非机动车道空间。其他区域缺乏非机动车停放引导，无序停

车占用慢行空间情况较为严重。综合考虑非机动车停车需求和停车点位均衡性，建议非机动车停车位规

划新增22处，改造1处。

④ 公交站点：路段内共计3处公交车站占用慢行空间，其中三阳路1处、中山大道2处，公交站

点侵入慢行空间，影响通行连续性。后续应整改公交站台，腾挪非机动车空间，确保非机动车道最小通

行宽度和通行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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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三阳路公交站点现状建成图 图3-2 三阳路公交站点优化方案示意图

2.2.2.2 交叉口空间

路段内共计交叉口16处，主要针对小转弯半径、路口缘石坡道、非机动车过街带、二次过街安全

岛等方面进行评价。根据调研分析，交叉口空间内各规划设计要素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粗放式施工导

致的人性化、精细化程度不够较为明显。

① 小转弯半径：按照 《导则》要求，针对生活型功能为主的道路交叉口，宜采用5～10m小转弯

半径，路段内有8处路口未落实，如公安路路口通过小转弯半径的设计，可以大大减少人行过街距离。

② 路口缘石坡道：路段内16处交叉口路缘石无障碍实施均不到位，未按照全宽度、零高差的标准

实施优化提升。

③ 非机动车过街带：路段内16处交叉口均未设置非机动车过街带，非机动车行驶路径混乱，应增

设醒目的非机动车过街带，规范行驶路径。

④ 二次过街安全岛：按照 《导则》要求，车行道空间超过16m，需要设置二次过街安全岛，路段

内16处路口均未实施，转弯车辆容易侵入过街等候区，存在安全隐患。

图4-1 中山大道 二曜路路口

现状建成图

图4-2 中山大道 二曜路路口

改造示意图

2.2.2.3 街道设施设置

街道设施主要对箱柜、杆件、道路栏杆、阻车柱、检查井盖、环卫设施等设施进行评价，总体上街

道设施较以往街道建设有较大提升，但是箱柜、杆件建成情况与规划设计要求存在较大差距，需进行重

点优化提升。

① 箱柜：路段内共计24处箱柜，箱柜未集并、占用慢行空间、距离路口不足20m、未进行美化，

建议进行箱柜集中设置，并结合周边环境进行立面美化。

② 杆件：路段内路口杆件设置凌乱，摆放随意，应落实 “多杆合一”要求，提升区域道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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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城市环境景观。

③ 道路栏杆：三阳路全段设置中央栏杆，局部路段设置多层栏杆，与绿化带重复设置，影响道路

景观，应移除隔离栏杆。

④ 阻车柱：路段内多处慢行空间的阻车柱风格杂乱、样式不统一，景观效果差，同时应避免阻车

柱过多，占用慢行空间。

⑤ 检查井盖：路段内多处慢行空间受地下管线、井盖的影响，铺装不平整，未进行一体化铺装，

慢行体验差。

⑥ 环卫设施：路段内垃圾箱摆放随意，占用慢行空间，应布设于设施带中，结合街道氛围对垃圾

箱进行艺术化设计，并注明垃圾分类。

图5 三阳路 中山大道街道设施布局示意图

2.2.2.4 绿化及活动空间

绿化及活动空间是城市街道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针对树池、绿化景观带、街道微型公共空间

等方面进行评价，总体上路段内绿化和活动空间基本实现了建筑边到建筑边的统筹规划设计，仅部分节

点需进行景观提升或增加配套休憩设施。

① 树池：路段内树池与慢行道、周边环境均未能一体化设计，形象及体验有待提升。对于普通树

池，应优化树穴盖板，使其与树穴尺寸一致，与人行道铺装面保持平整，方便行人通行；对于抬升式树

池，应结合周边环境进行一体化设计，增加美感和舒适性。

② 绿化景观带：路段内绿化景观初具规模，已形成较好的休憩空间，但未设置相应配套活动设施；

绿化带中覆土普遍存在高于路面铺装的情况，未落实海绵城市设计要求。

③ 街道微型公共空间：中山大道局部路段存在建筑前区设立围墙、利用建筑前区停车、红线内外

高差大等问题，街道的一体化程度不高，未完全形成开放性的公共活动空间，街道空间的连通度与交往

性可进一步优化提升。

图6-1 中城国际建筑前区现状图 图6-2 中城国际建筑前区改造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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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三阳路—中山大道建成后评估总结

综合上述评估，对于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中街道全要素未达标的原因进行剖析。基于工程项目的

规划、设计、实施各阶段图纸，对比分析修规图纸、可研图纸、初设图纸、施工图纸及现场实施情况，

核查各阶段规划设计要素的落实情况，组织参与本项目的规划、设计、施工、监理、图审等单位的相关

人员进行深入沟通和研讨。归纳总结街道全要素部分未达标的原因存在于规划设计、施工方案、拆迁拆

违、项目协调等四个方面：

（1）规划设计阶段：原规划体现了建筑边到建筑边的 “完整街道”设计理念，但对于 “全要素”精

细化考虑不足，使得后续建设阶段缺乏上位指导，如非机动车停车点的设置考虑不够全面，共享单车、

私人单车等停放较为随意，影响街道空间。

（2）施工方案阶段：根据道路和排水修建性详细规划，后续的初步设计、施工方案对街道全要素规

划设计理念及方案落实不到位，导致原有的慢行空间连续性、无障碍设计等细节处理不够，部分小转弯

半径欠考虑，路口渠化、导流岛不够细致。

（3）拆迁拆违阶段：道路施工建设涉及沿街部分建筑的拆迁拆违时序安排及周边用地开发建设项

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街道改造工程要求的落实，导致慢行空间不足、街墙立面、绿化小品等无法一

次性到位，如一元路、五福路、苗栗路口等。

（4）项目协调阶段：街道建设相关的管线、杆件、箱柜、环卫等设施涉及多个行业主管部门，从

“规划—设计—实施”全流程而言，由于项目协调推进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脱节，导致 “多杆合

一”、“箱柜集并”等街道设施尚未达到标准。

表3 街道全要素评估未达标原因分类一览表

阶段划分 路段慢行空间 交叉口空间 街道设施 绿化及活动空间

规划设计阶段 非机动车停车点
非机动车过街带

小转弯半径
— —

施工方案阶段

慢行空间宽度

地块出入口

公交车站

小转弯半径

路缘石降坡

过街安全岛

道路栏杆

阻车柱

树池

绿化景观

公共活动空间

拆迁拆违阶段 慢行空间宽度 — — —

项目协调阶段 — —

箱柜集并

多杆合一

垃圾箱设置

—

3 思考与展望

本研究立足三阳路—中山大道工程现状建设情况，回溯了规划设计、施工建设与竣工验收全过程，

对照街道全要素规划设计导则开展了综合评估，通过全面剖析 “规划—设计—实施”各阶段的规划设计

要求落实情况，进一步优化工程监管机制，推动了地方标准出台，并在后续城市道路规划建设中推广应

用。同时，通过分析评估工作，进一步界定了相关部门在道路工程可研、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及各类

交通设施设计审查阶段的职责，明确了责任主体与时序安排，完善项目建设的全流程管控机制。

此外，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规划价值理念的更新，城市道路建设已由过去原有的传统工程建设转

变为现代化综合空间塑造，需要在同一街道空间内满足交通通行、市政设施、景观环境、街道家具等多

方面的需求，涉及到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的互动反馈，也是规划设计实践与价值理念深层次互动生

成的过程。因此，项目在规划、设计、施工等各阶段需要多领域专家共同参与，以期实现街道空间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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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上的协调统一。本文认为，城市街道建设应鼓励更多的专家学者、设计机构参与进来，不断完善公

众参与制度，建立专家智库咨询机制，共同打造 “精致武汉”“美丽武汉”，为步行者、骑行者、机动车

驾驶者等所有的参与者打造一个安全、绿色、共享、舒适的街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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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OI的天津历史街区活力分析及策略研究

曹 钰 李 科 东 方 马 山

【摘要】 历史文化街区活力挖掘与提升是推动城市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机动车的快速发展，街道建设多以

交通性功能为主，慢行空间缺失、商业空间品质体验下降等问题凸显，街道活力丧失。本文以天津历史文化街区作为研

究对象，基于街区内不同类型POI业态数据的空间分布，分析历史文化街区空间活力，应用GIS技术对街区内不同类型

POI业态要素进行可视化分析，结合街区路网特征，辨识影响街区活力的主要路段，并对街区进行活力分区，提出街区

活力提升的改善建议，为历史文化街区的业态开发与活力提升提供借鉴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 历史文化街区；POI数据；活力提升；改善策略；GIS技术

0 引言

历史文化街区具有推进文化特色发展、塑造城市良好形象的重要作用。历史文化街区多位于城市核

心区地带，商业开发程度高，人流密集，如何协调机动交通与慢行交通、街区保护与商业开发是历史文

化街区发展过程中的难题。街道已不仅是居民出行所需的公共活动场所，也寄托了居民对于街道生活和

城市魅力的向往。片面注重机动车通行的道路已不能满足居民出行高品质化的要求，因此，提升街道活

力、关注街区业态要素配置、打造孕育城市文化底蕴的街道至关重要。

目前关于历史文化街区活力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街区保护与商业开发的定性研究，重点在于探究商业

开发对街区发展带来的影响与发展策略，多从街区整体的角度对街区活力进行分析，涉及街区内不同类

型POI业态分布与街区道路活力关系的研究很少。李和平等对历史街区商业化理论、实践、效应等多

角度归纳梳理，分析历史街区商业化动力机制并提出了街区商业化营造的规划引导方向[1]。陈濛等以宁

波市三大历史文化街区为例，从空间、文化、经济、社会、设施等多方面提出街区商业化绩效评价体

系，提出街区保护与商业化改造的对策[2]。李山石等基于文化创意产业提出了历史街区提升与改造策

略，建议历史街区应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展[3]。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再生方面，陈钢亮等以慢行系统为

切入点，分析慢行交通与街区活力表现的关系，提出街区活力再生对策[4]。尹波宁等以什刹海历史街区

为研究对象，通过人工调研、GIS分析等手段对街区业态与活力进行相关性分析，提出促进街区商业化

健康发展的建议[5]。陈蔚镇等以苏州老城区与工业园区为例，利用图解分析的方法初步建立城市路网肌

理与功能活力的关系，提出城区活力与秩序制衡的议题[6]。本文以天津历史文化街区为例，综合考虑其

内部路网特征与空间要素POI分布，利用GIS技术探究街区POI要素的分布特性，辨识影响街区活力

的重要路段，并为天津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提升提出改善对策。

1 天津历史文化街区现状特征

1.1 历史文化街区概况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天津历史文化街区，《天津城市总体规划 （2005 2020）》确定了14片历史文化

街区，如图1所示，南北向长约6.6km，东西向长约3.2km，位于城市核心区，人口和工作岗位密集，

其中10个片区位于天津中心城区内环线以内，海河街区部分范围、估衣街街区、五大道街区和解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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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街区位于天津内环线与外环线中间。历史文化街区总面积约9.9km2，街区尺寸不尽相同，14片历史

文化街区的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图1 天津市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分布图

表1 历史文化街区现状基本情况

街区编号 街区名称 街区面积 （km2） 街区尺寸 （m×m）

01 估衣街 0.10 800×100

02 老城厢 0.67 1200×600

03 古文化街 0.18 340×550

04 一宫花园 0.55 880×770

05 海河 4.17 6600×1200

06 鞍山道 0.40 1100×550

07 劝业场 0.04 220×210

08 承德道 0.16 500×420

09 中心花园 0.10 330×250

10 赤峰道 0.17 750×250

11 解放北路 0.45 1100×310

12 泰安道 0.49 900×530

13 五大道 1.91 2000×1100

14 解放南路 0.51 1800×400

  注：街区尺寸以 “长边×短边”形式表示，其取值为街区长边或短边的最大值。

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商业、旅游资源丰富，文化景观类型多样，对外交通以公共交通为主，内部以

步行交通方式居多。现状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包含142个公交站点和10个地铁站点。街区内公交站点

300m覆盖率较高，达到了96.3%，其中估衣街、古文化街、一宫花园、鞍山道、劝业场、中心花园和

赤峰道街区实现公交站点300m全覆盖；现状地铁覆盖率一般，街区地铁站点500m覆盖率为42.4%，

有待提升，其中劝业场、承德道、中心花园3个街区实现地铁500m全覆盖，各街区公交和地铁覆盖程

度示意图如图2和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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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状街区内公交站点300m覆盖范围 图3 现状街区内地铁站点500m覆盖范围

1.2 路网特征

对街区内路网密度进行统计，14片历史文化街区整体路网密度为11.98km/km2，超过天津综合交

通体系对城市生活空间路网密度的目标值 （10km/km2），借助ArcGIS对研究范围内路网密度进行可视

化，如图4所示。不同街区的路网密度差异较大，其中老城厢街区的路网密度相对较低，为9.28km/

km2，劝业场和中心花园街区路网密度相对较高，超过26km/km2。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不同等级道路

的空间分布如图5所示，街区次干路与支路占比相对稍高，街区内部以步行和非机动车出行较多。

图4 研究范围内路网密度示意图 图5 街区范围内路网等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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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历史文化街区活力分析

2.1 历史文化街区POI空间分布

POI（PointofInterest），可译为 “兴趣点”，是表征各类日常生活设施空间要素的数据，包含名

称、经纬度位置坐标、分类等信息。结合城市用地标准与历史文化街区周边用地性质，将街区涉及的空

间要素分为餐饮、购物、酒店、休闲娱乐、旅游景点、住宅、办公、中小学和幼儿园、医院9类，各类

型空间要素及其涵盖的用地分类与POI关键字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类型空间要素及POI关键字统计表

空间要素类型 城市用地分类 POI关键字

餐饮 B13  中餐厅、外国餐厅、小吃快餐店、咖啡厅、酒吧、茶座、蛋糕甜品店

购物 B11、B12、B4、B9  购物中心、百货商场、商铺、市场、超市、集市、便利店、零售等

酒店 B14  公寓式酒店、快捷酒店、民宿、星级酒店

休闲娱乐 B31  休闲广场、电影院、剧院、网吧、KTV、游戏场所、度假村、农家院

旅游景点 A7、G
 文物古迹、风景区、公园、游乐园、植物园、动物园、水族馆、博物

馆、寺庙、教堂

住宅 R  宿舍、住宅区

办公 A1、A6、A8、B29
 公司、行政单位、写字楼、各级政府、园区、厂矿、公检法机构、涉外

机构

中小学和幼儿园 A2、A3  中学、小学、幼儿园

医院 A5  医院、诊所、急救中心、疗养院、疾控中心

  本文采用的POI数据为2020年6月天津历史文化街区POI业态数据，通过拾取历史文化街区内不

同类型设施的POI属性并对其空间要素的数量进行统计，如图6所示，14片街区的餐饮类和购物类空

间要素分布较多，居住类空间要素在街区内分布很少，生活休闲是街区主要承担的功能，将餐饮、购

物、酒店、休闲娱乐、旅游景点五类空间要素合并为生活休闲类POI，利用ArcGIS对街区生活休闲类

POI的核密度进行可视化，如图7所示，劝业场 （街区编号07）与承德道 （街区编号08）交界处，以

及古文化街区 （街区编号03）生活休闲类POI最集聚。部分街区内办公类要素也分布相对较多，如一

宫花园、海河、五大道街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承担生活休闲功能，但部分街区仍

存在中小学、幼儿园和医院分布于街区内部且分布较为集中，如老城厢、赤峰道、五大道街区，由此产

生的刚性交通需求不可忽视，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街区活力。

图6 街区内不同类型空间要素POI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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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街区内生活休闲类POI的核密度示意图

2.2 基于POI分布的街区活力分析

已有研究多以街区的客流量来表征街区活力[7，8]，其数据来源多为出行调查数据、微博签到点或百

度慧眼客流量数据。由于14片历史文化街区尺度不一，客流量分布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选取客流量密

度表征街区活力，利用百度慧眼获取2019年9月各片街区的日均客流量继而计算各街区的客流密度表

征街区活力，如表3所示。对比图7中街区生活休闲类POI的空间分布特征，其总体分布形态与客流

密度高低走向基本一致，劝业场、古文化街、老城厢、解放北路等街区的生活休闲类POI分布相对密

集，其客流密度也较高，可认为其街区活力较强。

表3 各街区客流密度统计表

街区编号 街区名称
街区面积

（km/km2）

工作日日均客流量

（万人次）

客流密度

（万人次/km2）

01 估衣街 0.10 1.62 15.99

02 老城厢 0.67 20.18 30.24

03 古文化街 0.18 7.18 39.44

04 一宫花园 0.55 11.68 21.38

05 海河 4.17 99.04 23.76

06 鞍山道 0.40 10 24.76

07 劝业场 0.04 1.64 45.56

08 承德道 0.16 2.2 13.64

09 中心花园 0.10 2.79 28.29

10 赤峰道 0.17 2.48 14.23

11 解放北路 0.45 13.68 30.49

12 泰安道 0.49 14.84 30.16

13 五大道 1.91 39.93 20.87

14 解放南路 0.51 13.32 2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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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地，选取分布较为密集的空间要素 （生活休闲类、办公类、学校类和医疗类POI），分别对

14片历史文化街区不同类型POI的空间分布进行可视化，总体上基于POI的空间分布将14片历史文

化街区分为4类，如表4所示。街区类型一特征表现为完全以生活休闲为主；类型二为以生活休闲为

主，兼顾办公功能；类型三为以生活休闲为主，兼顾通学与就医功能；类型四为以生活休闲为主，兼顾

办公、通学与就医功能。

表4 基于POI空间分布的街区功能类型划分

功能类型 街区名称 街区各类型POI分布示意图

 类型一 （生活休

闲为主）

 估衣街、古文化

街、劝业场、承德

道、中心花园、泰

安道

 类型二 （生活休

闲为主，兼顾办公

功能）

 鞍 山 道、解 放

北路

 类型三 （生活休

闲为主，兼顾通学

与就医功能）

 老城厢、赤峰道

 类型四 （生活休

闲为主，兼顾办公、

通学与就医功能）

 一宫花园、海河、

五大道、解放东路

  注：POI分布示意图中图例分别为：绿色为生活休闲类、蓝色为办公类、橘色为住宅类、粉色为中小学和幼儿园、

黄色为医院类

另外，街区内常规公交的覆盖程度较高，基本实现全覆盖，而现状地铁的覆盖率并不高，根据最新

天津轨道网控制方案，未来街区内规划地铁站点16个，地铁站点500m覆盖率为68%，相比现状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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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26%，沿海河一带地铁覆盖程度较高。假设按现状POI统计，现状街区地铁站点500m服务范围内

覆盖了4490个POI，规划地铁站点500m步行服务范围覆盖了7056个POI，相比现状提高了57.1%。

随着地铁站点的规划实施，未来轨道交通将进一步带动街区的活力提升。

2.3 重要道路辨识与活力区划分

根据不同空间要素类型POI的空间分布与街区客流密度大小，对街区活力进行初步预判后，进一

步对街区内逐条道路周边的POI分布情况进行判定，以辨识POI分布密集的重要路段。为判定街区内

道路周边的POI空间分布情况，需要提取道路周边一定阈值范围内的POI数据，该阈值范围内的POI

数据可认为是与相应路段有关联的空间要素。已有研究多以街区为对象探究整个街区的POI空间分布，

少有研究从微观的角度探究街区内路段周边POI的分布，且对道路周边阈值范围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确

定界限。由于历史文化街区内以步行与非机动车出行方式为主，且大部分道路为已按规划实施的次干路

和支路，为提高识别影响街区活力的重要路段的精度，本文提出利用多环线形缓冲区的方法确定与道路

相关联的阈值范围。

借助ArcGIS软件，以街区内道路中心线为中心，以5m为间隔作为线形缓冲区半径的增长值，即

设定线形缓冲区的半径分别为5m、10m、15m，以此类推，设置最大的线形缓冲区半径为50m，构建

多环线形缓冲区，如图8所示。分别提取统计分布在各环线形缓冲区内的POI数量，并逐环计算相应

缓冲区内POI数量相比上一环增加量的增长率，图9为多环线形缓冲区范围内POI增加数量与增长率

变化统计图。可知，POI的增加量在线形缓冲区半径20m处达到峰值，且POI增加量的增长率在此处

之前均不小于1。也即，在道路中心线两侧20m线形缓冲区范围内，POI较为集中，20m范围外POI

数量大幅下降，其空间分布逐渐分散。因此，可将街区内道路中心线两侧20m线形缓冲区内的POI近

似看成与相应道路一定关联的空间要素，街区内该路段的活力强度与其20m阈值范围内的POI显著

相关。

图8 街区路网多环线形缓冲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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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街区路网多环线形缓冲区内POI数量增长情况

采用核密度分析法对街区内各路段20m线形缓冲区范围内的POI数量及其密度进行统计，如图10

所示，“蓝—绿—黄—红”色带表示路段周边所有类型POI分布由疏到密，由实际各路段的客流强度比

对发现，与街区整体类似，各路段周边的POI分布与相应路段的客流强度基本一致，可认为POI分布

密集的路段是影响街区活力的重要路段，是建议保持并有可能提升的路段；POI分布稀疏的路段是街区

内有待重新激活活力的路段，对14片历史文化街区内的道路周边的POI分布情况进行梳理，并基于

POI的空间分布，对街区进行活力划分，如表5所示。

图10 街区内路段20m范围内POI核密度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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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各街区道路POI情况梳理与活力区划分

街区编号 街区名称 POI密集路段 POI稀疏路段 活力分区

01 估衣街  北马路  北门外大街、金钟桥大街 复兴激活区

02 老城厢  鼓楼西街、鼓楼东街
 北城街、南城街、城厢东路、城厢

西路
提升保持区

03 古文化街
 古文化街、宫北大街、大狮

子胡同
 水阁大街、通北路 提升保持区

04 一宫花园
 平安街、胜利路、建国道、

民生路、自由道
 民权路、兴隆街、庆安街 提升保持区

05 海河
 六纬路、兴安路、海河东路、

和平路、滨江道

 八经路、大直沽西路、福安大街、

进步道、三条石大街、通南路、元

纬路

复兴激活区

06 鞍山道
 鞍山道、山西路、万全道、

多伦道
 包头道、察哈尔路、宁夏路 提升保持区

07 劝业场  哈尔滨道、和平路  滨江道 提升保持区

08 承德道  赤峰道、大沽北路  营口道、承德道 复兴激活区

09 中心花园  新华路、和平路、辽宁路  丹东路、花园路 提升保持区

10 赤峰道  赤峰道、山东路  陕西路、河南路 提升保持区

11 解放北路
 解放北路、承德道、吉林路、

台儿庄路
 保定道、大连道、合江路、长春道 提升保持区

12 泰安道  泰安道、烟台道、建设路  安徽道、保定道、沧州道、浙江路 复兴激活区

13 五大道
 重庆道、马场道、睦南道、

成都道、大理道、常德道

 广东路、合肥道、衡阳路、津港路、

绍兴道、永安道、湛江道
复兴激活区

14 解放南路
 解放南路、台儿庄路、江

苏路

 蚌埠道、奉化道、开封道、曲阜道、

徐州道
复兴激活区

3 历史文化街区存在问题及思考建议

3.1 存在问题

（1）街区路网密度较高，但等级级配与路权分配不合理。街区位于城市核心区，路网密度较高

（11.98km/km2），呈现较为规整的方格网形式。街区次干路路网密度高于支路路网密度，且高于综合

交通体系规划的建议值 （1.5 1.9km/km2），路网等级级配有待优化。同时，街区范围内一半以上道路

红线宽度在20m以下，大部分街道由租界开埠保留至今，主要保证机动车的通行，忽视了街道两侧的

慢行交通。而街区内出行方式以步行和非机动车为主，慢行空间受限，便捷性与安全性较低，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街区活力。

（2）轨道覆盖率较低，步行可达范围内涉及的空间要素较少。现状轨道交通站点500m覆盖率不足

50%，站点500m服务范围内包含的POI要素也不足2/3，存在部分客流是潜在的小汽车使用者，进出

街区的潜在小汽车流量增加了街区内道路的负荷程度。

（3）街区内部分巷道消失，停车问题严重。部分巷道由于商业小贩摆摊、停车占用等原因已缺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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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功能，如图11所示，一些体现街区传统文化特色和文化形象的巷道也丧失了原有的活力。街区内停

车设施供应严重不足，车辆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或巷道里，路边非法停车现象严重，慢行交通空

间受限，空间视界被破坏，如图12所示。

图11 街区内部分街巷实拍图 （街巷被摊贩、停车占用）

图12 街区内路边停车实拍图 （占用慢行空间）

（4）文化休闲环境不佳，商业类型单一雷同。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承担生活休闲功能，尤以餐饮类和

购物类空间要素POI分布密集。据数据显示，街区内商业业态以零售为主，很难体现当地文化特色，

商业业态过于单一，对街区活力与特色文化识别具有负面作用。

3.2 改善策略分析

（1）慢行与公交主导，提高通行效率。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街区街巷资源，开放老旧小区的内部通

道，并设置相应指示便于辨识，加密慢行网络，建议街区慢行网络密度超过15km/km2，提高街区路网

的可达性和连通性，优先慢行路权。尽快推动轨道交通站点规划实施，据天津最新轨道线网规划，规划

站点500m服务范围覆盖率较现状可提高26%，同时完善慢行交通与轨道交通的接驳设施布局配置。

（2）还原街区巷道系统，合理设置路内停车。明确街区内各道路的功能与服务对象，结合现状道路

横断面形式、交通流量、周边不同类型空间要素POI的分布特征等因素对道路分级分类，恢复街区巷

道系统，对于生活休闲型街道结合本地文化特色，打造兼具休闲生活与文化体验的空间环境。同时，基

于特征时段设置不同类型路内停车泊位并进行细分，如对于慢行空间充足的路段可设置全天可停放泊

位；对于停车供应严重不足的老旧小区周边道路设置仅夜间可停放泊位；对于商业功能较强的道路可根

据客流特征分时段停车供应等。

（3）丰富街区商业业态，打造适宜的临街商业界面。引入商业元素对街区活力发展重要意义，结合

街区内部公共空间与现状景观体系，探寻街区的商业潜力和适宜业态。对于餐饮类与休闲娱乐类业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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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应注重提升服务品质，满足居民与游客多样化需求；对于旅游景点类业态设施，应融入区域文化特

色要素，提升文化竞争力；对于办公类、学校类与医疗类分布相对集中的文化街区，结合居民出行的时

空分布，建议分时段、分车道从分别从时间和空间角度进行交通管控，缓解进出街区主要干道的交通状

况。另一方面，以影响街区活力的主要路段为切入点，根据街区道路阈值范围内POI的空间分布，建

议对 “提升保持活力”街区内POI分布稀疏的主要路段进行优先提升；对于 “复兴激活活力”街区

POI分布密集的路段，建议进一步发挥其在所在街区的引领作用，带动周边道路活力提升，以点带面激

发街区活力。

4 结语

本文以天津历史文化街区为例，从街区POI空间分布的视角探究了不同片区的街区活力。一方面，

本文提出了多环线形缓冲区的构建方法以识别影响街区活力的重要路段，确定了提取道路周边有关联特

征POI的阈值范围；另一方面，基于道路周边POI的分布特征及影响街区活力的道路辨识，对街区进

行活力分区，提出了相应的提升街区活力的优化策略。然而，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街区活力受多重因

素影响，以街区客流密度或客流强度表征街区活力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并不全面。另外，本文基于街区

POI的空间分布辨识了街区内部需重点提升的路段，后续研究中可结合本次研究成果进一步规划街区内

部慢行片区，提出精细化慢行街道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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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出行在北京轨道站点客流管理中的实践

王 倩 郭继孚 葛 昱 梁 超 缐 凯 刁晶晶 张 磊 马毅林

【摘要】 轨道交通由于其快速、准时、大运量的特点，已成为大城市通勤出行的主要方式。然而，高峰时段过度集中

的通勤客流也是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工作中的一大挑战，北京市部分站点不得不依据同时段历史客流状态，采取站外限流

的措施防止进站人数过多。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对列车和站内人流密度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客流量不确

定性高，客流管理难度加剧。为提前掌控客流情况，有效调控客流量，减少乘客聚集风险，创新性地在北京轨道交通大

客流站点开展预约实践，减少传统限流措施造成的站外排队和人员聚集，并保障轨道交通满载率控制和精准溯源的要

求。实践首批选取的两座车站，每日早高峰预约用户约6000人，总计可为乘客节省约240小时站外排队等待时间。实

践证实了预约出行的有效性，也为探索预约模式下新型交通组织方式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 预约出行；轨道站点；客流调控；平衡供需

1 实践背景

预约出行是在交通运输系统中，利用移动互联网、无线通讯等科技化手段，依托全局供需优化算

法，为出行者提供一种需求响应式出行服务的模式。其思想是借鉴预约就医、预约就餐、预约车位等模

式，通过对供给和需求的调节，解决因为需求过量集中造成无序和低效等待的问题。已有研究已通过理

论算法、仿真模型、应用实践等多种方式，证实了预约有助于调节供需、提升通行效率。Koolstra
[1]在

2000年的研究中，基于拥堵收费调节模型构建了预约出行模型，仿真结果表明预约可减少50%左右的

因无效等待造成的损耗。Lamotte
[2]基于对其市场占有率的分析，如一部分自动驾驶车辆使用预约出

行，可降低至少15%的高峰时段出行费用。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通过对北京市回龙观桥早高峰通勤者

预约调节出行时间后，每个用户通过堵点的时间可减少17～39分钟，交通系统平均节约76～97分钟的

拥堵时间[3]。然而，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预约、预约停车、预约公交等方面，没有在城市交通

系统中，尤其是针对高峰通勤客流的实际应用，其中一个原因是城市交通系统的开放、随机性。现阶

段，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先进科技成果在交通领域的广泛应用，在某种程度使得交通系统更加可控、

信息更加透明，给利用预约出行缓解供需失衡的状况提供了契机。

预约出行的核心特点之一在于系统级客流精细化管控。借助于预约出行，可在需求旺盛的高峰时段

调节需求分布，将在时空上高度集中的出行需求分散化，避免出行过度集中造成无序拥挤。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由于快速、准时、大运量的特点，高峰时段承载了大量的通勤客流，部分站点的高峰瞬时客流甚

至超出其轨道运输及站点容纳能力，出现供给与需求极不均衡的状况，站方为了避免站台和站内拥挤，

通常采取站外限流措施，利用限流围栏控制站内人流密度，乘客只能通过拥挤排队来保证高峰出行的权

利。2019年北京轨道交通全网常态化限流站点共92个，以地铁5号线天通苑站为例，常态下工作日早

高峰进站量约2.6万人次，严重超出站点容纳能力，站方通过站外导流围栏和分批进站的方式控制进站

人数，乘客通常站外平均排队时间达10～20分钟。如借助预约的理念，在限流站点实施预约出行，事

先调节客流的到站分布，即可缓解站外排队现象，为乘客节约大量的排队等待时间。

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对人流密度和车厢满载率提出了更高要求，给轨道客流管理带来更大挑战。

一方面，由于疫情形势变化存在不确定性，无法预知潜在增长的客流需求，如客流激增情况下，在断面

满载率要求下站外限流同样会造成人员聚集，不利于疫情防控；另一方面，乘客无法提前知晓地铁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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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启动限流的时间及站外排队情况，需要到达地铁站后才能获悉实际情况，存在长时间站外排队风险。

如借助于预约的手段，则可提前掌控需求，实施客流精准调控，合理安排运力和客流组织，不仅可以提

升乘客出行体验，也有助于疫情防控工作的快速溯源管理。因此，北京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选取了地

铁大客流站点开展预约进站的实践工作，依托预约出行思路，通过预约将乘客在站外的排队转变为线上

排队，减少站外集聚风险。

2 地铁预约出行系统设计

为实现地铁站点通过预约出行控制客流，可基于实时通信和定位技术，利用可扩展的通用云平台构

建预约出行服务系统，对出行需求及交通资源实施综合管理。出行者事先向系统传达未来时刻的出行需

求，系统经供需匹配计算生成优化出行方案，反馈给出行者并按此安排运力。对于需求集中的时段和地

点，通过合理有效的机制分配系统余量，鼓励用户调整出行方案；对于需求量不大的平峰时段，按照需

求调度车辆、安排运力，按需提供灵活的交通服务。

预约进站实施难点在于如何合理安排系统余量管理的粒度，即预约时段的间隔，既要做到客流精准

调控，又能方便乘客出行。时段过细，乘客很难精准控制到站时间，预约效果会大打折扣；时段过粗，

则失去了客流精准调控的意义，难以改变高峰时段人员聚集的现象。因此，系统需对轨道交通全网客流

大数据分析，研究乘客出行习惯和时间规律，并通过仿真模型预先评估效果，对客流到站分布进行精准

管理、合理调节，保证预约出行的乘客能够随到随走、安全有序进站乘车，提升乘客出行体验。

综上，预约系统主要由用户平台、数据平台、仿真计算平台、系统优化平台、云服务器、云数据库

等部分构成，包含供需匹配、动态仿真、全网配额计算集群、核验服务等关键功能模块。其中，全网配

额计算集群模块主要根据地铁运力数据、历史进站客流数据，使用面向全网的配额算法，开展预约配额

计算，并根据站点实际客流情况动态调整配额。计算得到的预约配额会定期同步到预约服务平台进行发

放。核验服务模块供验证使用，核实用户是否按照约定进站，实现对预约用户的管理，并将核验信息同

步至预约服务，为后续的出行记录、预约配额提供依据。

图1 地铁预约出行系统设计架构图

3 北京地铁预约出行的实践

3.1 实践车站选择

考虑疫情期间地铁限流车站的客流规模及实施条件，选择北京地铁昌平线沙河站和5号线天通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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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批实践车站。沙河站和天通苑站是北京地铁网络中工作日进站客流最大的2座车站，早高峰进站

量高达3万人次左右，高峰小时进站量1.2万人次/小时。这两个站常态工作日早高峰均采用站外限流，

乘客在站外排队长度可达500m，需10～20分钟才能进站。实施初期，北京地铁各站点客流均未恢复日

常水平，而这两个站点的客流回升速度较快，远超过轨道网络的平均水平，随着客流进一步增加，其面

临的防疫压力相对较大。

图2 试点车站位置示意图

3.2 实施规则

在保障实践工作顺利实施的同时，不影响未参加预约乘客正常进站乘车的基本原则下，在实施前制

定了相应的规则，包括预约服务的时间及对象、预约名额分配、预约通道管理办法等。

3.2.1 时间范围及对象

考虑到实践车站客流高峰分布情况，选取工作日早高峰 （6：30 9：30）时段开展预约出行实践工

作。从实施当日起，在选定站点工作日早高峰时段经由实践车站进站的乘客，都可通过预约进站乘车。

实践车站的预约出行并非强制措施，完全由乘客自愿参加。未参与预约出行的乘客仍可按照以往方

式正常进站乘车。不熟悉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和其他特殊人群不需要提前预约也可以从预约通道进站

乘车。

3.2.2 预约通道设置及管理

为保证乘客在约定时间到达后可直接进站乘车，在实践车站单独开辟了专供预约乘客使用的进站通

道，并在通道入口处安装核验设备，以检查乘客是否预约，以及所使用的预约当前是否有效。

根据优化算法和仿真结果，只要有用户参与预约，即使不再单独的开辟通道，也能通过系统对参与

用户的需求的合理调节，从系统层面上实现减少乘客排队等待时间，避免不必要排队 （如图3所示）。

为验证不同通道设置方式的效果，便于在更多车站推广应用，实践过程中根据站点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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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设置预约进站通道。其中，沙河站利用常态高峰封闭进站口，将其设置为预约专用进站口，未预约

的乘客需从其他进站口进站；天通苑站则仅在普通进站口增设一条预约核验通道，预约乘客不用在限流

围栏处排队，但需与其他乘客由同一个入口进站乘车。

图3 不同参与率下乘客排队时间仿真

3.2.3 名额设置及分配原则

预约出行系统依托大数据仿真模型，根据站点高峰时段进站总需求量及各时段实际进站量分布，按

照地铁运营能力和车厢满载率控制的要求，以实践车站各时段实际进站能力为基础，按照预计参与预约

人数占比，基于全网进行实践车站早高峰配额计算，保证在不影响其他乘客进站的前提下，让预约乘客

不排队进站。同时，根据实际参与预约乘客占比的变化，动态调整各时段预约进站名额，确保乘客按照

预约时间到达就可以直接进站乘车。

实践过程中以10分钟为间隔分时段设置预约进站名额。系统提前一日计算好下一个工作日各时段

的名额，开放预约。时间间隔设置的依据主要是在客流精准调控和满足乘客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

分析乘客历史刷卡数据，分析总结乘客的出行规律，包括常旅客比例、进站时间稳定性，出行时间弹

性，结合不同粒度下客流调控的效果，最终选取10分钟的间隔粒度。

图4 地铁乘客到站时间分布示意图

3.2.4 预约方法及流程

工作日早高峰期间在实践车站进站乘车的用户，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或北京地铁APP、亿通行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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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个途径，使用手机进入系统，查看各时段可用预约进站名额，预约有空余名额的时段。预约成功

后，系统将在约定的可进站时段显示出进站二维码，乘客凭借二维码，由预约通道核验二维码快速进站

乘车，不受站外限流排队影响，二维码仅限一人一次使用。

通过大数据分析乘客的进站习惯，同时考虑乘客的接受度，系统在预约时段前后各预留了10分钟

弹性时间，乘客只要在弹性时间范围内到站，二维码均有效。举例来说，某乘客预约了8∶00～8∶10

由沙河站进站，只要在7∶50～8∶20之间到达沙河站的预约通道均可以核验进站。没有成功预约的乘

客，以及错过预约进站时段的乘客，不能经由预约进站专用通道进站，需要从其他进站通道排队

进站。   

3.3 预约仿真效果与配额计算

3.3.1 地铁预约进站仿真模型

首先通过现场调研与视频监控等手段，收集限流车站相关数据，包括不同日期不同时间的到站人

数、安检通过人数及进站人数。通过数据处理分析，计算出站台、车辆的承载能力限制、安检进站能力

限制、不同时间段进站客流量以及站外限流排队人数、队列长度、平均排队时长。

其次，基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构建限流地铁站仿真模型，利用仿真模型模拟乘客进站排队过程，

对比不同预约场景下地铁进站限流排队的情况，验证不同参与比例下预约出行的实施效果，包括无预

约、一部分乘客预约、全部乘客预约等场景 （如图5所示）。

结果显示，在一部分乘客参与预约的情况下，预约乘客按照约定时间到达站点，可节省排队的时

间，同时非预约乘客进站时间基本不受影响。参与预约的乘客比例越高，节省站外排队时间的效果越显

著。当预约比例占全部进站人数30%时，整体站外排队时间可以减少22%，队列长度缩短23%；预约

占比为50%时，整体站外排队时间可以减少44%，队列长度缩短38%；预约占比为80%时，整体站外

排队时间可以减少78%，队列长度缩短64%。

图5 不同预约情景下排队时间对比

3.3.2 预约配额计算

配额计算是满足轨道网络断面满载率要求下，计算不同时段进站名额的过程。配额计算遵循系统效

益最大化 （即在满足控制目标的前提下，尽可能利用轨道交通的服务能力，实现出行效用最大化，包括

周转量、乘客错峰程度等）、动态调整 （根据轨道运力及客流需求变化进行动态调整）、公平性和可达性

（保证轨道网络在每个时间段、每个站点对之间均有配额）原则。

配额计算原理是根据乘客出行需求的时空分布及轨道网络内乘客路径选择，计算单位时间间隔内进

681



站客流对于瓶颈断面客流量的边际贡献。在瓶颈断面客流量满足满载率控制目标的前提下，按照车站对

关键断面的边际贡献度，在效用最大化前提下，通过优化算法计算不同车站的限流要求，进而计算各站

在单位时间间隔内的进站量配额。在计算得到每个时段的总配额量基础上，按照预约参与比例，设置各

时段预约名额，并根据预约参与度变化动态调整预约名额数量。

3.4 试点效果

地铁预约进站工作实践开展以来，参与人数不断增加，预约出行服务逐渐受到更多乘客认可。实践

开展不足半年，预约系统总注册用户超6.8万人，累计预约56万余人次，实际预约进站43.2万人次，

日最高预约进站6600人次。

图6 预约进站总量实践开展以来变化情况

实践过程中，选取车站的进站客流随疫情得到控制逐渐恢复，沙河站和天通苑站的常规进站通道均

已出现站外排队现象，限流排队长度增加，截至2020年7月，早高峰平均限流排队时间为4～7分钟。

对比预约进站通道，由于预约配额根据每日的客运量和预约通道能力随时动态调整，预约乘客均按照预

定时间到站就可以无排队快速进站。相比之下预约乘客均没有站外排队时间，结合同时间段预约进站人

数计算，两站每日高峰时段为预约乘客节省的总进站时间约240小时。随着轨道客流进一步恢复，预约

将在限流车站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了验证预约出行对于个体出行的作用效果，又在实践过程中，通过微信平台面向地铁预约进站用

户开展了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750份，其中沙河站用户为648份 （占有效问卷的86%），天通苑站

102份 （占有效问卷的14%）。

结果显示，尽管设置了弹性调整时间，大部分情况下，乘客出行过程中基本能够按照预约时段进

站，对预约实践开展后用户到站时间分析表明，用户到站时间符合泊松分布规律，其中55.7%的用户

会在所预约时段内验码进站，20.2%的用户在预约时段前10分钟进站，24.1%的用户在预约时段后10

分钟内验码进站，说明实践所选取的时间间隔比较合理。

与此同时，实践表明实施预约后，确实有一部分乘客的出行习惯被改变。通过进一步分析预约实践

开展前后乘客的出行习惯，发现预约可以有效地调节出行者出发时间，减少乘客进站时间。在所调查到

的乘客中，42%的用户预约后的出发时间晚于预约前，77%乘客因预约后不用排队而减少了进站时间。

对沙河站预约进站乘客的来源地分析，有44%的乘客在实施预约出行之前从其他进站口进站乘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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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预约乘客分预约时段到站时间分布图

明通过适当的管理手段，乘客愿意改变原有出行习惯。

4 总结与展望

此次疫情防控期间，北京轨道交通预约出行实践工作，改变传统粗放式的限流管理，通过更精细化

的客流管理，减少乘客站外排队，提升出行体验，取得了良好效果。实践结果也表明，乘客对预约出行

认可度较高，大部分用户认为预约出行确实方便了高峰出行，希望这种模式能够延续。进一步证明了预

约模式不仅可以用于疫情防控期，疫情过后也用于常态限流车站，作为精准控流的手段。

预约出行是一种新型出行服务模式，能够在交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手段精准地匹配供

需，代表着未来交通发展方向。除轨道交通外，城市交通中道路、公交等多个子系统同样面临需求时空

分布不均、供需失衡的问题。如在道路系统实施预约出行，可以提升供需信息透明度，避免焦虑造成的

盲目出行导致通行能力下降；公交系统中预约出行，可灵活安排线路、站点和运力，以更低的成本提供

更符合需求的出行服务。因此，未来可进一步探索预约在不同子系统中的研究及实践，逐步提供全网

络、全系统的预约出行服务模式。

随着无人驾驶、智慧化路侧设备相关技术飞速发展，未来在居民的出行习惯、智能运载工具以及基

础设施信息化发展共同推动下，未来预约出行将会更加方便，更加融入日常生活，预约出行将会变得越

来越容易，逐渐成为出行常态。在此趋势下，可从技术研究、标准规范制定等多个层面深化预约出行的

研究，进一步扩大实践的范围，开展多场景下的预约出行服务，不断提升预约出行的接受度。借助于预

约的手段，探索让乘客更广泛地参与交通治理的途径，推进未来交通系统有序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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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圈下慢行交通差异化供给和评价指标体系

刘 亚 杜小玉

【摘要】 慢行交通是一种主要依靠人力驱动的绿色环保交通方式，同时也是城市活动系统的组成部分，承担着居民中

短距离出行的重要作用。生活圈作为打造社区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慢行在圈层范围内是主要的交通出行方式，本文从

分析圈层内慢行交通出发，探讨慢行交通规划策略和方法，并分别针对老城区、新城区、新规划区提出慢行交通差异化

指标。然后从慢行网络、慢行空间、慢行环境等角度出发，提出对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最后以南京某社区生活圈为例，

对慢行交通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应的改善措施。

【关键词】15分钟生活圈、慢行交通、差异化、评价指标

0 前言

慢行交通可分为步行交通和非机动车交通两部分，是城市中短距离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慢行系统

主要由慢行网络、空间和环境等组成，网络层面应保证连续性，空间层面应主要依据需求量来定，环境

层面应呈现多样性和人性化。慢行交通系统是联系居民生活、娱乐和出行的重要载体，可提供丰富多样

的出行体验，隐含着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慢行系统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城市的发展，直接影响

人们的日程生活和出行，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城市的交通出行结构[1]。

15分钟生活圈最初是由 《上海市15分钟社区生活圈规划导则 （试行）》提出，其含义是在15分钟

步行可达范围内配备生活所需的基本服务和公共活动空间，形成安全友好的社会基本生活平台，是打造

社区生活的组成单元[2]。生活圈内能基本满足居民的吃喝玩乐文体医等方面的基本服务，能有效减少居

民的长距离出行。15分钟生活圈规划在各地逐步展开，同时生活圈规划也出现各种问题，其规划处于

探索阶段。

15分钟生活圈是城市社区生活及居民出行的基本单元，圈层内的出行距离较近，交通方式主要为

慢行交通。生活圈内的慢行交通不仅是居民日常出行和活动的主要方式，而且是与公共交通接驳的主要

方式，因此生活圈内慢行系统的规划应注重满足内部出行便捷和交通接驳的需求。

1 生活圈下的慢行交通

15分钟生活圈内，生活教育文化娱乐等公共资源较为丰富，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可在短距离完成，

短距离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为慢行，而且慢行交通是优先于公共交通和小汽车的绿色出行方式[3]，应鼓

励慢行交通，保证慢行路网的密度，以提高便捷性。

2016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对街区路网格局提出

要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布局理念，也即城市道路需要考虑从宽变窄、由疏变密的转变，对于

生活圈内的城市级道路更适合这种路网布局理念，慢行交通可依托密路网构建高密度的慢行网。此外对

于生活圈内居住单元的社区级道路应该保证慢行的通行空间，尽量做到人车分流或者人车通行空间有效

隔离，保证慢行的优先性。

对于生活圈内居民的对外长距离出行，应注重慢行系统与公交站点的有效衔接，使得居民通过步行

或非机动车等出行方式接驳轨道、公交等中长距离的出行方式，形成 “慢行+公共交通”的出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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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解决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问题，提高公交的吸引力，促进绿色交通的发展[4]。

2 慢行规划整体分析

生活圈内的慢行系统包括城市级道路和社区级道路的慢行系统，城市级慢行道主要为生活圈与外围

系统的连接，如生活圈内主次干路的慢行通道；社区级慢行道主要连通圈层内的各个建筑物和居住单元

门前，连通到户起到毛细血管的作用。

2.1 城市级慢道

2.1.1 提升慢道密度，保证慢行空间

基于密路网的理念，构建高密度的慢道网，对于各类慢行设施的网络密度不宜低于8km/km2，应

注重慢行道路的连续性，并可结合河流公园景点等设置专供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行驶的慢行绿道。对于慢

行空间，应根据具体的人流需求进行测算，一般情况下人行道宽度不应低于2m，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应

低于2.5m，对于慢行空间应充分保障避免停车占道或者街边设施占道问题。

2.1.2 公交优先，完善慢行接驳

城市应优先发展公交系统，鼓励生活圈内居民乘坐公交，同时应完善慢行交通体系，解决最后一公

里问题。城市应通过营造优美宜人的街景，结合公交站点和静态交通，完善标志导引，创造出慢行友

好，安全稳静，环境优美，充满活力的出行环境，形成适合骑行和步行的交通设施。

2.1.3 优化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系统

现状公共自行车和共享单车发展较为迅速，共享单车对于促进生活圈慢行交通发展有较大帮助，但

考虑到站点、商业、公建区域共享单车集中停放，以及车辆的损坏无法及时清理对交通和环境品质造成

不良影响，因此应加强对其的管理，合理设置停放点，完善优化运营体系，达到与交通和环境和谐发展

的目的。

2.1.4 构建开放连续的街道，激发街区活力

生活圈内街道是慢行的主要载体，通过对沿街设施的整合，并结合建筑退界构造良好的街道界面。

通过街道整治，打造连续街道里面，引入活力元素激活街道活力，吸引居民慢行出行；从街道功能角

度，应在基本的集散等公共功能的基础上，发展游憩娱乐等服务功能，满足日常生活需求。道路慢道设

计可利用建筑退界空间统一规划设计，达到道路环境与建筑协调，保证慢行空间的目的。

2.1.5 社区级慢道

社区级慢行道是建筑物和居住单元门前连通到户的途径，能起到毛细血管的作用。应保证社区内慢

行交通的连续性，对外能顺畅的接入城市级慢道，对内能连通到建筑单元，应充分利用建筑间的空间设

置慢行道，尽可能做到慢行空间与车行空间的分离。对于社区级慢道的空间，应保证基本的人行和非机

动车通行的要求，一般情况下宽度不宜低于2.5m。

考虑到社区级慢道存在被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停车占用的现象，故应对停车应综合进行管理，如通

过设置立体或者地下停车场，清理停车占道，保证内部慢行的连续可达性。此外社区级道路注重稳静化

措施，如设置减速标志、减速垄、道路S形设计、控制道路宽度等，以保证慢行交通的安全性。

社区级慢道不仅要发挥本身具备的交通功能，还应具备公共空间的交流性能，结合社区的公园绿地

广场水系等，设置健身绿道、游憩设施，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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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慢行交通差异化供给策略

3.1 老城区

根据对老旧小区慢行交通的调研，总结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连通性差，老旧社区的部分道路经

过汽车导向的改造后，慢行网络连续性受限，尤其是非机动车网络，部分道路未设置非机动道，致使慢

行网络不连续，无法顺畅的到达目的地。二空间受限，由于老旧城区道路空间受限，慢行通道空间本已

十分局促，再加之部分社区交通管理松懈，机动车停车和商贩占道现象严重，行人和非机动车被迫行驶

至机动车道，机非混行现象较严重，造成安全隐患。三设施缺乏，部分步行空间仅设置必要的市政设

施，缺少供人休憩的人性化设施；四慢行环境枯燥单一，缺少吸引力。

基于老城区街区尺度小、人群活动密集、空间资源紧张，且相应的公共服务和商业等较为分散。故

建议老城区生活圈划分尺度变化较大，面积2～6km2，人口规模5～9万人为宜。慢行道密度不宜低于

12km/km2，间距宜110～200m，社区级慢道宽度不宜低于1.5m。

对于老城区内道路空间受限，多数情况下新建道路不现实，为保证慢行交通的空间和通畅性，老旧

社区内部的道路应适当缩减车行断面宽度，充分挖掘既有空间，控制路边停车，保证慢行空间。

交通组织方面利用部分道路组织单行交通，形成内部循环，如此可实现减少内部交通冲突点以及利

用节约的空间设置慢行空间的目的。

3.2 新城区

新城区一般情况下城市空间尺度较大，大多数新城区在规划建设阶段注重车本位思想，形成了大街

区、宽马路的情况。大街区下的大型居住区，致使道路间距较远，路网密度较低，不利于慢行交通的发

展。宽马路致使交叉口处道路转弯半径设计过大，增加慢行过街距离，并且车辆快速行驶也对慢行交通

造成威胁。新城区的宽马路虽保证了慢行的通行空间，但存在机动车停车占道停车问题，且慢行空间与

道路退界空间分开设计，致使整个道路沿线显的单调无聊。

基于新城区的尺寸和发展状况，其生活圈划分时面积宜4～10km2，人口规模为4万～10万人为

宜。对于慢行交通，宜打开大型居住区，充分利用原内部通道设置开放的慢行网等措施，保证慢行网密

度不宜低于12km/km2，间距宜140～200m；新城区城市级慢行道空间保证较好，但应加强停车管理，

鼓励慢行空间与退界空间一体化设计，对于社区级慢道宽度不宜低于2.5m；此外应控制道路交叉口转

弯半径，鼓励缩小路缘石半径，以减少过街距离和慢行安全。

图1 沿街开放退界空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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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新规划区

新规划区生活圈宜平衡居住、医疗、商业、办公等用地布局，基于TOD理念，围绕轨道站点或者

公交换乘站，构建一体化的服务设施，使生活圈内居民基本的生活需求能在步行或骑行范围内满足，因

此新规划区的生活圈尺寸相对新城区宜小，面积宜3～5km2，人口规模宜4万～8万人。新规划区在

“窄马路，密路网”的理念下，合理布局路网和控制红线。

对于新规划区的慢行首先应该在规划层面控制慢行网络的密度和空间，在密路网的基础上，慢行网

络密度不宜低于14km/km2，慢行网间距宜90m～160m，其次在窄马路的基础上，对于城市道路要充

分保证慢行的通行空间，一般情况下人行道宽度不应小于2.0m，且应与车行道之间设置物理隔离，非

机动车道宽度不应小于2.5m，具体的宽度应根据流量调整，对于社区级慢道，宽度不宜小于3.0m。

对于生活圈内的道路应保证适宜的红线倒角半径，以保证慢行安全和降低过街距离，主干路与其它

道路交叉口倒角半径宜10～20m，次干路与次干路或者支路倒角半径宜10～15m，支路与支路交叉口倒

角半径宜不大于10m。

此外对于轨道站和较大型公交站点要做好慢行接驳，此外对于大型服务和商业设施等应加强沿街公

共功能，与人行道和沿街小品等一体化打造，构建有特色的慢行环境。

综上对于不同的城区类型，根据一些既有特征进行分析，对生活圈内慢行提出不同的指标建议。

表1 生活圈慢行差异化指标建议表

指标 老城中心区 新城区 新规划区

生活圈尺寸 2～6km
2 4～10km

2 3～5km
2

人口规模 5～9万 4～10万 4～8万

慢行网络密度 12km/km2 14km/km2 16km/km2

间距 110～200m 100～180m 90～160m

内部慢道宽度 ≥2.0m ≥2.5m ≥3.0m

4 慢行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4.1 指标体系的选取与建立

生活圈内慢行交通分担率较高，基本出行需求均可通过慢行实现，因此应注重慢行的连续性和便捷

性，同时考虑到慢行出行的舒适性，对慢行的空间环境也提出对应的要求。根据国内外研究情况，选取

连续、便捷、空间和安全四个一级指标，为更好的评价生活圈范围内慢行系统，从系统性、科学性和可

操作性原则出发，逐步选取二级指标，并给出对应的评价指标[5-8]。

表2 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表

连续

指标 计算方法

慢行道设置率 人行道或非机动车道长度/市政道路长度

慢行道间断率 慢行道间断长度/慢行道总长

慢行道占用影响 慢行道受停车、商贩、施工等占道影响通行长度/慢行道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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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捷

指标 计算方法

过街平均等待时间 分析信控交叉口慢行过街等候时间

过街设施间距 过街设施间的平均间距

人行道密度 人行道长度/研究区域面积

非机动车道密度 非机动车道长度/研究区域面积

绿道网密度 绿道长度 （含内部绿道）/研究区域面积

公共自行车站点覆盖率 公共自行车站点/研究范围面积

非机动停车区覆盖率 非机动车停车区面积/研究范围面积

空间

人行道宽度 人行道平均宽度

非机动车道宽度 非机动车道平均宽度

道路铺装平整度 平整路面的长度/慢行道总长度

路缘石缓坡设置率 慢行道出入口设施缓坡数量/慢行道出入口数量

商业公建设施座椅设置率 大型商业公建设施街边是否布设休憩设施

安全

道路事故率 与行人相关事故量/慢行道总长

道路隔离情况 慢行道物理隔离长度/慢行道长度

人行道出入口阻车桩占比 人行道出入口阻车桩设置数量/人行道出入口数量

信控交叉口人车冲突比例 人车冲突交叉口数量/总信控交叉口数量

中央岛设置比率
中央岛数量/车行道过街设施数量

（对于车行道宽度大于20m的道路）

路缘石半径 分干支路进行评价

4.2 评价指标赋权

本文主要通过德尔菲法对各维度赋予权重，同时考虑指标的可操作性，对部分指标予以排除，得出

专家打分结果，基本能较客观的反应各指标在慢行系统评价中的重要性。评价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 评价指标权重表

权重 指标 权重

连续 35%

慢行道设置率 50%

慢行道间断率 25%

慢行道占用影响 25%

便捷 25%

过街平均等待时间 15%

过街设施间距 15%

人行道密度 20%

非机动车道密度 20%

绿道设置率 10%

非机动车停车区覆盖率 10%

公共自行车站点覆盖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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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重 指标 权重

空间 25%

人行道宽度 30%

非机动车道宽度 30%

道路铺装平整度 20%

路缘石缓坡设置率 10%

休憩设施设置率 10%

安全 15%

机非隔离情况 25%

人行道出入口阻车桩占比 20%

信控交叉口人车冲突放行比例 25%

中央岛设置比率 15%

路缘石半径 15%

4.3 评价指标赋值

主要参考国内外相关规范和标准，确定指标取值范围以及函数关系。对于指标函数的表达，采用线

性和间断方法。如路缘石半径r，对于支路与支路相交的交叉口，交叉口倒角宜6～10m，当r＞10m

时，赋值为0分，当6≤r≤10时，赋值80～100分，可采用插值法进行计算，即f（x）=f（x0）+

f（x0-f（x1）

x0-x1
（x-x0）。

5 案例分析

5.1 现状概况

锁金村街道地处南京市东北部，位于玄武湖畔，紫金山麓。锁金村街道片区紧邻城市干路龙蟠路与

板仓街，沿街以公建、宾馆及商业门面房为主，区域内部为集中建设的居住区，人口密度超过1万人/

km2。由于片区整体开发较早，内部道路网贯通性差、道路宽度窄，慢行空间极度受限，且存在停车问

题，整体上动静态交通矛盾较为突出。

图2 片区道路和用地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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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问题分析：道路交通混乱，道路断面设置不尽合理；由于是老旧片区，停车位存在缺口，致使

路侧停车较为混乱，占用慢行空间停车；道路空间受限，慢行道设置严重受限；片区内存在一个大型的

菜市场，菜市场门口机非混行现象严重；现状锁金北路组织单行致使锁金南路交通压力大，存在交通堵

塞问题；片区内居住的中老年人较多，慢行交通出行比例较高，慢行需求与慢行供给严重失调。考虑到

片区的情况，可基于十五分钟生活圈的理念下进行慢行改善。

图3 锁金北路断面和现状图

5.2 慢行改善措施

打通断头路，打开大型小区，设置连续便捷的慢行网。针对断头路，打通锁金巷和诚意路，构建内

部微循环；其次，打开大型小区构建生活圈内高密度的慢行网络。改善前后慢行网密度由7.2km/km2

提高到13.7km/km2。

图4 慢行网改善示意图

清理路侧停车，改善道路断面，保证慢行空间。由于片区内部道路空间相对局促，大多机动车道与

非机动车道为混行组织模式，致使交通混乱，建议清理锁金南路、锁金中路和锁金六村路的路侧停车，

通过利用十三中锁金分校的地下空间设置公共停车场或者利用部分空间设置立体停车，填补停车缺口，

并利用原有的路侧停车空间设置慢行空间。锁金北路北侧缺乏非机动车道空间，导致非机动车与道路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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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问题较为突出。建议断面改善以保障非机动车道空间，并将锁金北路设置为双向通行，以减缓锁金南

路的交通压力。

合理组织道路交通，保证慢行安全性。考虑到农贸市场段道路非机动车和行人较多，与机动车冲突

较大，建议取消农贸市场段道路的车行功能，同时利用原有空间划定非机动车道、非机动停车区和并设

置供休息的座椅，以保证慢行优先和街道活力。

其他改善措施包括利用建筑退界打造完整街道，结合公园绿地设置漫游绿道；划定非机动车停

车区域，加强共享单车管理，合理设置公共自行车停车区；完善片区内道路标志标线，减小路缘石

半径等。

图5 锁金北路和农贸市场节点改善示意图

5.3 慢行改善后评价

运用上节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该生活圈进行评估，改善前生活圈慢行系统的评价得分为62分，改

善后慢行系统的评价得分为75分，改善后慢行网的密度得到显著提高，方便居民的慢行出行。

表4 改善前后评价指标表

指标 改善前得分 改善后得分

连续

慢行道设置率 75 96

慢行道间断率 65 75

慢行道占用影响 45 60

便捷

过街平均等待时间 60 60

过街设施间距 75 85

人行道密度 60 80

非机动车道密度 60 80

绿道设置率 0 20

公共自行车站点覆盖率 80 80

非机动车停车区占比 75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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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指标 改善前得分 改善后得分

空间

人行道宽度 55 70

非机动车道宽度 45 65

道路铺装平整度 70 75

路缘石缓坡设置率 20 30

休憩设施设置率 30 40

安全

机非隔离情况 40 50

人行道出入口阻车桩占比 30 50

信控交叉口人车冲突放行比例 80 80

中央岛设置比率 80 80

路缘石半径 50 70

合计 62 71

6 总结

本文从十五分钟生活圈出发，首先总结了生活圈内慢行交通的规划重点，分别针对老城区、新城

区、新规划区提出慢行交通差异化指标以及对应的规划策略，重点针对老城区生活圈层内慢行存在的连

通性差、空间受限、安全性差等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应的改善措施。其次根据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和

调查分析，针对生活圈内慢行交通连续、便捷、空间、安全等角度出发，提出18个评价子指标，提出

适合评价生活圈尺度的慢行交通指标体系。最后以南京锁金社区为例，对其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分析，

提出对应的改善措施，并运用评价指标系统对改善前后的慢行交通进行评价，慢行系统得分得到较大的

提升。本文提出的生活圈层面慢行交通差异性规划指标和策略，能为生活圈慢行交通发展提供帮助，并

基于可操作性给予的慢行评价指标，能系统性的对生活圈慢行发展整体情况以客观评价。但是由于影响

慢行系统的指标很多，部分指标获取困难较大，未纳入指标体系，后期的研究应进一步丰富指标系统，

而且指标赋值时主要采用插值法，需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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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融合背景下市郊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策略研究

张哲宁 王书灵 胡 莹 仝 硕

【摘要】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 （群）交通网，建设城市群一体化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在研究国内外大城市圈网络融合发展经验和分析北京市既有铁路

资源服务城市功能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四网融合背景下市郊铁路服务城市功能相关目标，并从技术融合和服务融合

两个层面给出具体对策建议。最后，以北京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为研究对象，开展市郊铁路服务水平提升案例研究。

【关键词】 交通强国；四网融合；市郊铁路；服务提升

0 引言

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明确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而区域一

体化轨道交通网络是满足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实现区域空间布局和产业优化提升的重要支撑。建设功

能层次结构完善的区域轨道交通系统是适应城市群发育和发展的客观形势，满足不同区域范围、不同功

能定位、不同服务标准出行需求的必然选择。《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京津冀协同规划纲要》《北京城市

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交通运输部等7部委关于加快推进旅客联程运输发展的指导意见》等

文件，均提出了构建高效密集轨道交通网、促进各种运输方式服务融合、建立分圈层交通发展模式、利

用铁路资源服务城市通勤等要求。

（1）国家层面要求推进 “四网融合”

201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纲要在基础设施布局完善、

立体互联部分提出：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 （群）交通网，建设城市群一体化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

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

（2）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构建 “轨道上的京津冀”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指出，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在交通领域率先突破，构建 “轨道上的京

津冀”。京津冀区域层面适应区域协同发展，轨道交通需求也呈现新的特征：出行需求总量增长，跨行

政区域出行增加，人民对出行效率要求更高，服务需求呈现差异化。

（3）城市自身发展需要，提供不同层次轨道交通服务

伴随着北京市城市规模的扩大，通州副中心、雄安新区的设立，北京市城市形态由单中心向多中心

发展。中心城与新城 （或组团）以及新城 （或组团）之间的出行增多，引起了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通勤

与通学的客流明显增多。伴随城市范围的扩大，乘客的乘车距离也因此而增加。普通城市轨道交通造价

较高，用以解决此类客流较为浪费，而铁路资源具有运量大、运距长、工程造价和能源消耗低、安全性

高、环境友好、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等优点，能够满足由于郊区化和新城、外围组团的建设所产生的客

流需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年-2035年）》提出：提供不同层次轨道交通服务，构筑多层次轨

道交通体系，加强枢纽的节点建设，促进四网与城市功能结合，实现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网络的融合

发展。

（4）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利用铁路资源服务城市通勤

2017年6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联合发布了 《关于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

见》。市域 （郊）铁路是城市中心城区联接周边城镇组团及其城镇组团之间的通勤化、快速度、大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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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轨道交通系统，提供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是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市域 （郊）铁路

发展，对扩大交通有效供给，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促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本文在国家大力推进建设城市群一体化轨道交通网，促进 “四网融合”背景下，通过研究国

内外大城市圈网络融合发展经验和分析北京市既有铁路资源服务城市功能存在问题，提出四网融合背景

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相关目标，并从技术融合和服务融合两个层面给出具体对策建议。

图1 不同层次轨道交通功能层次、服务对象及技术特征

1 铁路服务城市功能经验与问题分析

通过研究四网融合国内外典型城市经验，梳理巴黎、东京、伦敦等城市利用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在网

络、线路、站点等层面以及在规划、运营组织和客运服务等各环节上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分析北京市四

网融合存在的问题，从规划、建设、运营管理、投融资等方面，分析北京市郊铁路、城际铁路、高速铁

路在融合方面存在的问题。

1.1 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国际经验与启示

城市交通问题与城市规模有关，选取与北京城市规模类似城市，或具备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层次。

从城市面积看巴黎大都市区、伦敦大都市区与东京都市圈与北京类似，从轨道交通网络层次看，以上城

市均建立了不同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巴黎大都市区 （巴黎市中心，近郊、远郊），伦敦大都市区 （伦

敦市及附近郊区的11个郡），东京都市圈 （一都三县+茨城南部）。

表1 国际经验分析选取城市基本情况

城市名称 圈域km 面积km2 城市人口万人 运营里程

北京 70 16412 2154 636.8地铁+203市郊

巴黎大都市区 60 12072 1113 215.9地铁+1700大铁

伦敦大都市区 60 11427 1200～1400 410公里地铁+3071大铁

东京都市圈 70 15734 3608 291.3地铁+2013大铁

（1）城市发展过程中轨道交通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巴黎、伦敦、东京三座城市的发展均经历了：“强核、外溢、布网、叠加、整合”五大阶段。城市

发展外溢过程中，快速大容量的轨道交通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2）铁路层级在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发挥了重要作用，里程及客流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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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轨道交通在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东京、纽约、伦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一般在通勤圈范围 （约50km半径）都拥有约2000km以上

的铁路来服务大规模的城市通勤出行。

图3 铁路服务城市通勤出行的规模及承担客流情况

（3）硬件方面通过枢纽节点换乘为不同层次轨道交通提供便捷衔接

巴黎铁路与地铁衔接的两种形式：RER线贯穿城市并可与地铁多站换乘以衔接中心城，Transilien

线通过直达城市内部铁路车站而衔接中心城边缘；伦敦市域 （郊）铁路与地铁通过多点换乘实现协同连

接。在市中心边缘附近设置有较多终端车站，通过这些换乘站实现与伦敦地铁的协同连接；东京都市圈

轨道交通主要通过轨道环线设置枢纽进行轨道间衔接换乘，由于地铁大铁统一制式，东京13条地铁，

有9条与外围近1200km的线路直通运转 （过轨运营）。但东京的直连直通是以统一的技术标准及制式

为前提。需要轨距、站台长度一致、限界一致或包容、供电方式 （架空、刚体、第三轨）统一、通信及

控制系统统一或相互兼容、车辆制式一致或相互兼容和互联互通线路的断面客流量级基本一致。

因此，需要重视通过枢纽节点在不同层次网络中提供便捷的换乘衔接。例如巴黎拥有7座火车站，

均能实现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或RER线路衔接换乘，伦敦有10座火车站，均提供城市轨道交通衔接，

部分车站多线换乘。

图4 枢纽节点为四网提供便捷的换乘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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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软件方面通过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统一管理，促进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融合

为更好利用铁路服务城市交通，铁路与地铁系统统一管理。在此基础上，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网络间

运营时间相互兼容，票制统一，东京更是基于统一制式做到了多元化的运营组织。

图5 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统一管理机制

1.2 北京市铁路资源基本情况

2019年2月，《国家发改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

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四网中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均属于铁

路层次，根据服务范围和旅行速度对北京市四网中的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进行定义分

类如下。

表2 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技术特征

指标 干线铁路 城际铁路 市域 （郊）铁路

服务范围
 提供北京市与其他距离

大于300公里城市间联系

 提供北京市与周边各相邻城

市之间的联系 （线路起点终点

均在京津冀范围内）

 城市中心边缘与市域 （郊）之间的

联系或市中心与外围组团副中心之间

长运距运输

平均速度 ≥250km/h 250km/h
 运行速度高于城市轨道交通，平均

运行速度50～80km/h

干线铁路：北京市现状开通京沪、京广两条干线铁路。京沪、京广北京段长度均为50km左右。根

据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远期规划干线铁路中跟北京相关的有：京九、京沪、京沈、京张、京广，北京

市域内长度合计295km。

城际铁路：目前北京市开通京津城际一条城际铁路。线路全长120km，其中北京段约50km。根据

《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预计2020年开通9条线路约1100km。

市域 （郊）铁路：截至到2018年底，北京市郊铁路运营线3条，包括副中心线、S2线和S5线。

目前北京市正在编制市郊铁路建设计划，预计2025年完成1100km。

1.3 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存在问题分析

对比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现状与国际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先进城市，发现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存

在四方面问题：功能结构层面铁路层次存在 “短板”、体制机制层面铁路缺乏明确的权责分工机制、硬

件设施层面铁路换乘城市轨道交通不便捷，换乘距离长，枢纽数量少、软件服务层面四网运营服务缺乏

协同，乘客体验感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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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结构层面铁路层次存在 “短板”

我国城市群发展以及区域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均处于初级阶段，轨道交通建设的重点还局限于城市中

心城范围内的地铁网络，区域轨道交通的建设明显滞后于城市群的发展需要。2008年起北京城市快速

发展，郊区新城发展迅速，此时北京市大规模发展地铁制式服务郊区新城，而同时期利用铁路服务城市

功能发展缓慢。2018年，城市客运各种交通方式中城市轨道交通分担城市客流49.5%，而市郊铁路仅

有0.1%。

图6 北京市人口增长与城市轨道交通、市郊铁路里程增长对比

图7 2018年不同交通方式承担客流比例

（2）缺乏明确的权责分工机制

目前北京市利用既有铁路资源开行市郊的市郊列车是基于北京枢纽铁路资源的布局特点以及北京市

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模式。其目标是使之成为北京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四

网运营主体分属不同主管部门，地方政府通过购买服务方式利用既有铁路资源开行市郊列车，路地双方

缺乏明确的权责分工机制，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合作。

既有的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是北京枢纽内的国铁资产仍由铁道部所有，由北京铁路局负责运营管

理。铁路资源的所有权和经营不发生变化，仍由北京铁路局作为经营主体，与北京市内其他主体不发生

所有权和经营权变更关系，便于管理。但是，这种运营模式不利于协调与北京市公交系统的关系，难以

与现有的公交网络合为一体，两个交通系统各自经营，从各自部门利益出发，很难融合为一个有机的运

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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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管理机制

（3）铁路换乘不便捷，换乘距离长，枢纽数量少

作为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换乘系统是一

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对整个轨道线网的运营管理、经济效益及服务水平等均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作

用。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存在换乘距离长、数据数量少的问题。换乘距离长：北京站铁路乘客

需地面出站后，步行超过300m换乘地铁并进行二次安检，黄土店站换乘地铁步行距离绕行，步行时

间15分钟；换乘枢纽数量少：目前北京市市郊铁路与地铁仅有三座换乘站，干线铁路、城际铁路仅

有四座枢纽。

图9 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换乘距离长、便捷性差

（4）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缺乏协同，乘客体验感差

四网运营服务分属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及北京铁路局，运营服务中的安检流程、运营时间等服务缺乏

协同，导致乘客体验感差。

图10 北京市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服务缺乏协同、乘客体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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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目标及策略研究

2.1 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目标

在分析国内外经验后，从功能定位、层次结构、硬件设施、软件服务等方面总结国际先进经验，并

对比北京市现状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存在问题，并参考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北京铁路服务城市功

能发展目标：基于合理的功能级配结构体系与硬件兼容条件，通过多元化的运营组织模式，实现 “功能

互补，服务兼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一体化服务。

功能互补是指四网通过各自承担的不同分工职能，共同支撑和促进都市区一体化的发展。服务兼顾

是指都市圈层面，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除承担本身服务范围内的功能需求外，还为其他网络提供服务，

扩展各自网络的通达深度。虽然各圈层各有服务侧重，但实际上四网在特大城市中，各自的辐射范围有

所重合，四网服务可以服务兼顾。互联互通是指通过市域枢纽节点转换和部分区段的跨线直通运行等手

段，实现四网之间的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主要是指四网通道资源的共享利用和维修资源共享等。

图11 北京市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范围重合、具备服务兼顾的可行性

2.2 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策略

基于以上发展目标，从硬件设施与软件服务两方面提出相应政策。硬件层面：技术融合，便捷顺畅

的基础网络，加强四网的高效衔接，提高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组合效率；服务融合，乘客满意的一体服

务，从运营时间、票务、安检、信息服务等方面提升服务。

图12 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技术融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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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服务融合政策

3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服务水平提升

根据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目标及政策要求，选取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为试点，开展

完善轨道交通多层级网络、提升市郊铁路乘客出行服务案例研究。

3.1 线路基本情况

北京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是为了加强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之间的快速联系，利用既有铁路和地下直径

线修建的一站式、大容量、高速化、低票价的通勤列车，2017年底开通。开通设置北京西站、北京站、

北京东站、通州站4座车站，2019年6月20日，乔庄东站开通运营，2020年底，副中心线西延至

良乡。

图14 市郊铁路副中心线线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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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特征及需求分析

运用问卷调查、手机大数据分析、现场踏勘、乘坐体验等分析方法，分析市郊铁路副中心线沿线需

求及乘客使用特征、乘客出行意愿以及副中心线供给情况。

（1）使用副中心线通勤的比例较低

对来往中心城和副中心的通勤客流开展问卷调查，其主要采用的交通方式为地铁、自驾车和定制公

交，这3种方式占全部的90%。使用市郊铁路副中心线通勤的客流仅占1.4%。

图15 调查样本出行方式分布

（2）不乘坐的原因———两端接驳困难为主

分析乘客不使用市郊铁路副中心线通勤原因，主要由于出发地及目的地距离车站太远、无直达公交

至市郊铁路车站、全程出行时间太长等。

图16 不乘坐副中心线原因分析

（3）客流来源站点周边2km为主

北京西站为市郊铁路副中心线的一座车站，选取北京西站作为典型车站分析车站周边5km范围内

乘客样本，发现居住地在距西站2km的六里桥附近居民区分布最为集中，约一半样本使用地铁通勤，

使用副中心线不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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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北京西站5km内样本通勤方式

图18 副中心线北京西站客流来源分布

（4）乘客出行意愿与发车间隔不匹配

从调查情况分析，早晨北京西首班车发车时刻需求主要分布在7：00-7：20之间，三个时刻差异

不大，晚间对18：00发车的需求高度集中。

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供给与需求意愿错位，三对车中有一对不停西站，早晨仅有一趟车位于

意愿时段内，晚间通州首班车发车时刻比调查意愿时刻晚半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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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早晚高峰发车时间选择意愿分布

表3 调查期间副中心线早出城晚进城3对车实际时刻表

方向 车次 北京西 北京 北京东 通州

北京西 （北京）

→通州

S101 — 7∶10 7∶19/7∶24 7∶38

S103 7∶11 7∶26/7∶31 7∶40/7∶45 7∶59

S105 7∶42 7∶57/8∶02 8∶11/8∶16 8∶30

方向 车次 通州 北京东 北京 北京西

通州→北京西

（北京）

S104 18∶30 18∶44/18∶49 18∶59/19∶04 19∶19

S106 19∶00 19∶13/19∶18 19∶28 —

S108 19∶30 19∶43/19∶48 19∶58/20∶03 20∶18

（5）乘客出行需求与发车能力不匹配

副中心线服务的城市东部区域有大量进城需求：在国贸CBD附近显著聚集，同路由地铁运能接近饱

和：现状通勤以地铁为主，但拥挤严重且速度慢，市郊铁路供给有限：与需求相比，高峰时段市郊铁路供

给能力较低。副中心线1列车定员1471，高峰小时3对，地铁6B编组定员1440，高峰小时发车30对。

图20 城市东部区域大量前往CBD区域的通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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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服务提升建议

结合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目标策略以及乘客乘车特征和需求意愿分析结果，提出

以下三项服务提升建议。

（1）开行接驳公交，提升站点通达性

由于两端接驳困难导致乘客不乘坐副中心线。为更好服务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优化接驳服务，2019

年北京市在北京西站和乔庄站开行接驳公交，方便北京西站和乔庄东站周边乘客接驳副中心线。

（2）缩短发车间隔，增加出行效率

发车间隔与乘坐概率呈反比，发车间隔越大乘客使用意愿越低。为增加乘客出行效率，2019年市

郊铁路副中心线通过列车提速、增加通车班次等手段提升服务水平，但距离公交化运营仍有一定差距。

由于既有铁路通道高峰时段富余能力较小，进一步缩短发车间隔存在困难，后期北京市铁路客运和货运

外环线建设及大型货运站功能外迁后，将释放铁路既有线路运力。在通道能力得以释放后，建议副中心

线早晚高峰增加发车班次，提升服务质量，建议其发车间隔应小于15分钟。

（3）线路延伸站点增加，扩展服务范围

通过乘客的居住地分布可以看出，城市副中心线的乘客主要集中在站点周边2km范围之内。为完

善多层级的轨道网络，扩大城市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北京市推进实施城市副中心线西延工程，预计6

月30日开通。副中心线西延后，其服务范围扩展至良乡区域，将进一步完善多层级的轨道网络，扩大

城市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

4 结语

本文梳理了国内外典型城市经验，对比国际先进城市和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能现状，发现北京市

在市郊铁路层次存在 “短板”、铁路层面缺乏明确的权责分工机制、四网换乘不便捷，换乘距离长，枢

纽数量少和四网运营服务缺乏协同，乘客体验感差四方面问题。结合国际经验、北京市铁路服务城市功

能存在问题以及相关政策要求，明确了四网融合背景下铁路服务城市功能发展目标，并从技术融合和服

务融合两个层面给出具体对策建议。最后，以北京市郊铁路副中心线为研究对象，开展市郊铁路服务水

平提升案例研究，提出提升站点通达性、增加出行效率、扩展服务范围三方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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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国背景下城市交通治理关键问题及策略

龙志刚 郭小壮 郭文奇 蒋文静

【摘要】 新背景、新理念、新形势下，城市交通治理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与特征。对标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甄别当

前城市交通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城市交通治理的创新性应对方式，具体包括持续完善城市交通治理理论、加强数据驱

动的城市交通治理转变、推动城市交通治理一体化体系建设和积极探索多方参与的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并指出城市交通

治理变革的保障措施，让城市交通成为城市人民出行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可靠的支撑。

【关键词】 交通强国；城市交通治理；城市交通政策

0 引言

城市交通治理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石，也是城市文明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表征。2017年10月，在我

国各交通系统的共同努力下，最终首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汇聚为 “交通强国”这4个字的战略愿

景[1]。而2019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则标志着交通强国建设进入实质性

阶段。《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也要求通过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尊重城市自身发展规律，以提

升城市交通系统服务水平。因此，提升城市交通治理水平，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实

现交通强国这一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

伴随着改革开放发展的步伐，我国城镇化水平和城市交通服务水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

城市规模的急剧扩张以及以小汽车为主导的出行方式给城市交通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特别是城市交通

拥堵带来的一系列负面问题，如城市交通的能源消耗增加，物流、交通运营企业的成本上升，以及应急

能力水平下降等[2]。而我国城市交通治理手段和水平也随着城市交通问题的发展发生着阶段性变化，但

是城市交通治理似乎进入一个 “拥堵-治理-缓解-拥堵”的怪圈，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仍难以得到共

识，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推动多年收效甚微[3]。需要值得反思的是，对标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城

市交通治理存在哪些差距？如何做到城市交通发展与生态环境、资金需求、用地规模等刚性外部约束协

调发展？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新理念对应下的城市交通发展策略如何提升？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

主旨。

1 当前城市交通治理存在的现状问题

城市交通是城市内部一切空间位移活动以及对外交流的载体，与人们的就业、外出、探亲访友等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是体现出行权益与社会公平、公正、共享的焦点场域[4]。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以及城市

综合承载能力的提升，城市交通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支撑作用。但是，在城市交通快速发展

的同时，也显现出一些令人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1.1 注重供给，忽略需求

面对城市交通快速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传统性的城市交通治理策略热衷于扩大城市道路的通行能

力，通过改建、扩建、新建等模式扩大道路的通行能力，以满足人们城市空间位移活动需求。但是根据

212



当斯定律以及国外相关城市交通治理经验来看，新的交通供给会诱发新的交通需求，如若政府对交通需

求不加管理，那么新建道路的通行能力很快将达到饱和。

根据相关数据，1978～2019年间我国公路里程增加了5.6倍，而小汽车拥有量却增加了一百二十

多倍，加之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空间不断延伸，城市交通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静态失衡和由于节假

日、上下班等时间、空间不均匀造成的交通资源配置动态失衡引发的各种城市交通问题，已经成为制约

城市发展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尽管有部分特大城市针对交通拥堵问题出台了如小汽车限行、限购等城

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但是仍然是治标不治本。

1.2 注重效率，忽略公平

当前，众多城市规划或者交通发展战略中提出了类似于 “一小时交通圈”的量化指标。但是，此类

指标大多数是以小汽车的通达时间为基准，忽略了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出行中的作用，纵然有的城市规

划中提出了到一定年限公共交通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出行比例，却忽视了小汽车出行对城市公共交通出行

的影响，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在落实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系统、不连贯的问题[5]。

在道路空间以及城市公众出行需求上，过度强调小汽车出行需求，也经常使用小汽车运行指标来衡

量道路整体通行能力，欠缺对城市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城市交通出行方式发展的整体考虑。实际上，

一辆小汽车在道路的运行时间远小于这辆车的停放时间，这就不禁令我们反思：在城市中，究竟需要一

辆车？还是需要更大尺度、更广范围、更加便捷的城市交通出行服务？小汽车的长时间停放，不仅会占

据稀缺的道路资源，更严重者，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严重影响城市居民的出行品质。

1.3 注重规模，忽略协调

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巨大交通需求具有高强度、多样化、高频率和及时性，这给城市交通运输系统带

来了新的挑战。发展多层次、多模式、可靠性高的城市交通综合运输网络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

途径[6]。但是目前不少城市交通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城市新区与老城区之间互联互通的交通服务较为

欠缺，小汽车成为主要出行工具；二是缺乏立体互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导致公共

交通系统衔接不畅；三是一味的追求城市交通规模，忽视了城市交通系统内部的有机协调。

近几年，很多城市规划修建地铁、城铁等轨道交通，但是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相互作用的机理

机制并不清晰，无法达到集约、高效的发展目的。由于公共财政资金的短缺以及社会资本的创新和高

效，公私合营 （PPP模式）已成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最受欢迎的投融资方式。然而随着政府财

政风险防范等外部刚性约束的加强，城市交通建设和发展将受到一定制约。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不仅要求各子系统内部达到协调，而且要求子系统与子系统

协调，达到整体优化。从城市交通规划层面来看，各交通运输方式的规划分属各个部门，不利于协调；

且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部分高等级公路实际上已向城市道路功能转变，但是由于养护资金来源以及管

理主体不同，城市内部分公路与城市道路实行二元化管理，也不利于运输资源最大效益的发挥。

1.4 注重行政，忽略市场

面对城市交通顽疾，目前主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上的管理模式，缺乏市场机制和多方参与决策机制，

政府部门和市场的边界并不清晰。互联网科技革命带来网约车、共享单车等交通服务模式的变革，一定

程度上提升了闲置资源的利用率。但是，在新业态、新技术、新理念不断推出革新的情况下，政府管理

手段单一和管理策略滞后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政府部门对其认识和管理手段的滞后，加之资本市

场的逐利本性，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其野蛮发展，导致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问题不断。因此，政府包建包管

的交通管理手段，既不能解决旧矛盾，也无法应对新问题[4]。

当前，我国已进入城镇化新时代，供给侧改革与高质量经济发展同时进行，城市交通治理也面临着

新形势、新要求。对城市交通管理者而言，在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和新技术、新业态、新理念的交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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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模式的时候，如何做到转变城市交通监管模式，合理引导新运输服务提供模式发展，避免发生 “市场

失灵”，促进城市交通多元化发展，优化城市空间环境也是摆在城市交通管理部门的一个难题。

总之，现如今的城市交通治理问题也不是瞬间出现的，既有在城市规模极速扩张和发展过程中的遗

留问题，也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引发的新问题，新老问题交织，很多问题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

互有关联。关键在于对标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把握未来城市交通发展趋势，改变当前城市交通治理

模式，完善城市交通治理顶层设计。

2 城市交通治理问题的创新性应对

以城市交通问题为导向，《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为指引，注重 “五个坚持”和 “三个转变”，构建安

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五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尊重城市自身发展规律，提升出行品

质，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信息科技技术在城市交通管理、发展等方面的应用，强化节能

减排，完善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扩大社会公众参与度，健全公共决策机制。

图1 大数据分析技术对交通治理的支撑

2.1 持续完善城市交通治理理论

城市交通治理理论是城市交通治理的基础支撑。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经历了从供给管理向需求管理再

向协同治理[7]的转变，涉及多个学科，研究方法包括因子分析[8]、问卷调查[9]和复杂网络[10]等。可以

看到，城市交通治理理论的发展是随着城市形态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当前，我国城市群正在广泛而密

集地发展，逐渐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的极点。空间形态、土地利用、产业布局、人口分布和运输结

构同时发生着很大的变化，并不断地调整和发展，这不仅会改变城市群中居民出行和货物流通的时空尺

度，而且会深刻影响城市间相互交流的等级和耦合关系。居民出行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变趋势具有大跨

度、多尺度、多模式、高度随机性和动态性等特点，比单个城市的居民出行行为要复杂得多，给城市交

通治理也带来了挑战。因此，从城市群角度出发，夯实区域一体化交通治理合作机制，持续完善和深化

城市交通治理相关理论，为城市交通治理奠定

基础。

2.2 加强数据驱动的城市交通治理转变

正在进行的 “数字革命”为城市交通专业

人员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 “实时数据”，依托这

些 “实时数据”可以从无规律的个体出行行为

中汇总群体出行行为的规律特征，从而为他们

在管理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和提供优质交通服务

方面做出更好的决策提供了机会 （图1）。当前，

在城市交通治理大数据应用的实践中，描述性、

预测性分析应用多，决策指导性等更深层次分

析应用偏少[11]。未来，应充分发挥 “数字革命”

在城市交通治理中更深层次的应用，从为决策

者提供更好的决策支持和个性化的交通出行服

务，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运营和自动化管理，

再到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城市交通治理

合作模式，从现阶段的辅助决策向以数字驱动

的城市交通治理模式转变，为城市交通治理模

式的转变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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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推动城市交通治理一体化体系建设

城市交通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系统，这里面不光有大量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还包含着具有出行需求

的人、货物以及为其提供空间位移活动的交通工具。城市交通的发展不仅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还受到

诸多外部因素影响，如城市土地规划、经济发展和财政、科学技术发展等。因此，城市交通治理也很难

从单一角度出发，应着眼于未来城市形态的变化，尊重城市交通和城市客观发展规律，构建城市交通治

理一体化体系，实施城市交通治理一体化战略。具体包括：

（1）促进交通内部一体化协同发展。促进城市交通内部各种交通运输方式的协调，提升城市综合立

体交通运输服务机能，构筑集约化、一体化发展模式；

（2）促进交通与外部环境一体化协同发展。提高城市交通与城市经济发展、财政水平、土地使用等

外部坏境的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提升城市规划和城市交通规划的协调水平，积极推动TOD模式在城

市交通发展中的应用，探索新的投融资模式和土地集约化利用机制；

（3）促进区域交通一体化协同发展。建立城市群、都市圈以及相邻城市间的交通协同治理机制，建

设以政府部门主导、市场机制为辅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重大协商机制；

2.4 积极探索多方参与的城市交通治理模式

城市交通治理需多方参与，政府部门、市场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缺一不可。多方参与下的城市交通

治理模式和过程中，政府部门都应发挥主导作用，来保障城市交通运输服务均等性和公平性。城市交通

基础设施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决定了城市交通治理只能由政府部门主导，市场机制和社会公众参与为

辅。但是，城市交通治理以政府部门为主，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可以 “越界”，应厘清政府部门和市场

的权责关系。政府部门应从推进简政放权和提升自身治理能力出发，不断适应新理念、新技术、新要

求，做好城市交通治理顶层设计，提升监管手段和治理方式，优化发展环境，注重多元化参与，加强市

场机制和社会公众在城市交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改变以往单一监管治理模式。

3 城市交通治理变革的保障措施

交通强国建设背景下，对城市交通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城市交通治理目标的实现，

须提出相对应的保障措施来保障城市交通治理模式取得实效。

3.1 完善城市交通治理法制建设

法制化与城市交通治理水平的提升与现代化为互为依存、互促互进的关系，城市交通治理法制化是

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3]，是城市交通治理合作多元化关系构建的根本保障。以大数据等新

兴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例，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的出现给城市交通治理带来难得的机遇，但是

数据来源与共享机制的不完善使得个人隐私信息被泄露的情况时有发生，各种利益相关者对数据的利用

正日益引起公众的关注。相较于国内，英国早于2017年出台的 《数字经济法》体现了数据共享和集成

方法的重要性[14]，该法案部分旨在促进受保护的数据共享，在不损害公民数据隐私的前提下向政府部

门提供必要的信息，促进其治理水平的提升。

3.2 建立城市交通治理动态评估机制

城市交通治理动态评估机制的建立能够科学、公正的评判过去一段时间城市交通治理政策的效

果，及时发现并纠正过去一段时间内城市交通治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偏差，提升城市交通治

理决策水平。由于每个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各不相同，城市交通治理动态评估机制应

根据城市自身发展状况、未来发展趋势、土地使用和财政情况等相关因素来制定，做到精准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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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评估的内容则应聚焦于城市交通政策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所带来的效果，具体包括社会效应、城

市交通水平等。新兴信息技术为构建城市交通治理动态评估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但是具体实施

效果还有待检验。

3.3 构筑区域交通治理一体化协调机制

区域交通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先行条件[15]，区域交通治理协调水平是区域交通一体

化水平的重要表征。交通科技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人们出行空间范围不断扩大，时空距离不断缩减，

同时也使得人们的出行行为越来越复杂化、多元化，交通出行的区域地理边界正在逐渐被打破，城市群

内部交通交流成为交通出行的 “新常态”。因此，须构筑区域交通治理一体化协调机制，加强政府部门

在交通治理方面的横向协调合作，搭建政府部门、市场和社会公众协同治理平台，建立城市群、都市圈

以及相邻城市间的多方参与交通协同治理机制。

4 结语

对标新时代交通强国建设需要以及国家成立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城市交通治理被赋予更多的内涵与

特征。智慧交通、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信息技术为城市交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法制

化建设的完善为城市交通治理合作多元化关系构建提供了根本保障，城市交通治理动态评估为更加精细

化的城市交通治理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城市交通治理水平的提升是我国实现交通强国建设目标的关

键，也是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路径，让城市交通成为城市人民出行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

为可靠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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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目标下的天津铁路发展路径研究

韩 宇 袁 扬

【摘要】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对铁路网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同时给天津铁路枢纽布局优化和作用提升带来

了新的契机。针对现状京津冀铁路网发展存在的瓶颈，文章在对天津铁路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天津铁路枢纽存在的

问题，结合城市群发展目标，对天津客运铁路枢纽和货运铁路枢纽提出规划提升建议。笔者认为天津客运铁路枢纽应强

化与区域对外通道的联通，便捷与周边城市的联系，合理确定枢纽定位，提升市郊客流出行服务，依托车站打造综合交

通枢纽；天津货运铁路枢纽应实现与北京货运枢纽的合理分工，拓展天津港港口腹地，完善港口铁路集疏运通路，加快

绿色物流配送体系建设，预留高铁货运服务。

【关键词】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铁路枢纽；发展路径

0 引言

当前，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指导下，京津冀在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不断发展和完

善。城市群是城市化的高级阶段，城市群的本质特征是网络化与动态化、链接与开放、聚集与扩散。世

界级城市群是城市群建设的高级阶段，主要表现为拥有世界城市，城市高度密集、人口众多、经济发

达，城市间联系紧密，具有全球影响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纵观国际上已有比较公认的

世界城市群，东海道环海湾城市群建立了以东海道新干线为主的快速轨道交通网，它可在4小时之内将

京滨、中京、阪神工商业地带及中间城市有机地连接起来，促进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中心城市辐射能力

的发挥；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也极为重视城市群交通体系建设，轨道交通是城市群内交通联系

的主要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也使人口郊区化趋势日益凸现，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津作为北方重要国际港口城市和区域重要枢纽节点，随着 “轨道上的京津冀”不断加快推进，铁

路在城市发展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不断完善铁路网络对于支撑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促进城

市群互联互通，强化对区域腹地的辐射带动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更好地落实 《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京津冀城际铁路网规划》和 《京津冀核心区铁路枢纽总图规划》，天津的铁路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契

机，为实现世界级城市群定位，强化天津铁路枢纽地位，便捷天津对外铁路出行，本文针对现状天津铁

路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开展了天津铁路发展路径研究，以期能更好地发挥天津铁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格

局中的枢纽作用。

1 天津铁路发展现状分析

1.1 铁路网现状特征

1.铁路路网初具规模，路网密度、质量全国领先。

目前，天津市铁路网基本形成 “十字”型客运枢纽，初步实现京津保唐1小时交通圈，京津冀主要

城市1～2小时通达。

截至2019年12月份，天津市铁路运营里程达1285km，其中高速、城际铁路运营里程310km；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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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密度为10.80km/百平方公里，居全国城市之首。按地区人口计算，天津铁路网密度为0.81km/

万人。

图1 天津市现状铁路网

2.客运量不断提升，网络日趋完善，京津冀协同发展稳步推进

天津市铁路客运与京津冀和沿海地区联系逐步增强，客运发送量稳步提升，铁路客运方式比例不断

增加，2018年铁路旅客发送量超过5000万人次，方式比例达到25.8%。

图2 天津市铁路客运量方式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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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天津市铁路客运量分析

  3.海铁联运蓬勃发展，“公转铁”运输成效显著，港口铁路集疏运不断完善

为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发展，优化运输结构，促进天津港健康发展，天津市铁路运输网络正不断进行

优化调整，建成进港三线，新港北集装箱中心站等一批港前专用线和港前站。铁路集疏港比例已由

17%提高至20%以上。

图4 天津港铁路系统规划图

1.2 天津铁路网主要存在问题

分析现状天津市铁路客货运网络，结合天津市发展趋势及城市功能布局，考虑客货运整体需求，主

要还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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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铁对外通道能力紧张，制约天津客运枢纽地位提升。

途径天津的国家铁路网通道中，受京沪高铁、津保高铁等对外通道能力不足和标准不匹配等因素制

约，对外通道难以满足天津城市发展需求，天津缺少与国内主要城市群快速直达的铁路通道，8小时铁

路交通圈仅覆盖全国一半的省会级城市。

图5 天津与区域重点城市通达时间分析图 （数据来源：网络整理）

2.京津冀城市群城际交通联系需求增强，已有通道不能满足发展需要。

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目前，天津仅与北京之间有城际铁路交通联系，而与周边其他城市城际铁路交

通联通不足。根据对现状天津铁路对外客流情况进行分析，天津铁路对外客流中，与京冀间的交通联系

是客流的主要方向，占60%以上，因此京津冀城市群城际交通需进一步强化。

图6 天津铁路对外客流分析图

3.货运铁路对外通道不畅，铁路货运组织能力待提高。

天津货运铁路对外通道缺乏直通西部腹地的铁路通道，与欧亚大陆桥等战略通道联系不畅，现有西

部通道需途径北京或绕行多条线路，不仅增加了北京铁路货运交通组织压力，而且大大提高了运输距

离，同时线路能力也难以保障。

4.铁路专用线覆盖不足，影响 “公转铁”运输结构优化。

根据对现状天津铁路专用线进行调研，天津现有铁路专用线约160条，长度合计近800km。但由于

天津港口和产业发展迅速，部分港区和产业园区铁路专用线尚未覆盖，不利于发挥铁路运输优势，“公

转铁”运输结构需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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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天津货运铁路对外通道分析图

2 世界级城市群与铁路网发展分析

2.1 世界级城市群需要铁路网的支撑

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需要更加完善的铁路网络给予支撑，随着交通强国 “全国123出行交通

圈”目标的提出，城市群内需要打造2小时通达的交通体系，这对铁路网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

过对现状京津冀城市群间铁路通达时间进行分析，目前城市间城际交通发展尚不平衡，部分城市间的通

达时间大于2小时。天津与京津冀主要城市通达时间小于2小时的城市约占一半。因此可以看出现有的

铁路网络仍不能有效的支撑世界级城市群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铁路网系统，强化城市间铁路交通联

系，缩短城市间通达时间，进一步提升交通一体化水平。

图8 现状京津冀主要城市间通达时间分析表 数据来源于网络整理

2.2 世界级城市群需要优化铁路网组织功能

通过分析可见，现有的铁路网络组织仍存在北京功能过于集聚的现象，这恰恰是世界级城市群通过

功能疏解，系统优化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由于多条铁路干线在北京形成尽端车站，大量的到发交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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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境交通均需进入北京，这给铁路交通和城市交通均带来了较大压力，如北京南站、北京西站等车站在

节假日高峰期压力不堪重负。铁路货运运输组织中，目前华北地区最大的铁路货运编组站是丰台西编组

站，随着近些年北京城市的快速发展，已处于北京城市核心范围内，由于大量的货运交通进入北京城

区，这对城市环境形成较大的影响。因此，在世界级城市群建设下，应该充分发挥各个城市的功能优

势，利用北京周边城市进一步疏解北京的铁路运输组织压力，同时带给周边城市更多的发展机会。

3 天津铁路发展路径探讨

天津作为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支点城市，是海陆联系的重要节点，天津铁路枢纽作用提升是加

快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建设的新要求。虽然从铁路网密度等指标看，天津已具备较好的铁路基础设施条

件，但从客货运量和运输组织角度分析，天津的铁路发展还未能达到发展目标要求，因此，需要在现有

基础上，不断优化铁路网络功能，承担更多的区域运输组织职能，从世界级城市群角度进一步发挥天津

铁路枢纽的作用。

3.1 客运铁路枢纽提升发展建议

（1）完善高效便捷的铁路运输网络。强化天津与区域对外通道的连通，便捷与周边城市的城际铁路

联系。在现状与京广高铁、京沪高铁和津秦客运专线等通道连通的基础上，进一步与规划的京 （津）沪

二高铁、京港台高铁、京 （津）昆高铁、京张高铁和京沈高铁通道连通，充分提升天津铁路枢纽客运对

外通道能力。

图9 京津冀客运铁路网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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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京 （津）沪二高铁引入滨海新区并设站，强化滨海新区与沿海城市的联系，充分发挥滨海新区产

业带动作用。充分利用规划津雄城际铁路衔接京港台高铁和京昆高铁，形成天津的西部通道和南部通

道。通过规划的新机场联络线和环北京城际铁路贯通与京张高铁通道的联通，疏解北京在西北和华东铁

路运输组织中的过境功能，拓展天津与西北方向的铁路直通联系。通过规划的津承城际铁路，实现天津

与京沈高铁通道的贯通，形成天津与东北方向联通的一条新通道。此外，通过津沧城际和环渤海城际铁

路，进一步强化天津与周边城市的城际交通联系。通过铁路网的优化将天津城际铁路组织功能和区域通

道组织功能进一步提升。

（2）疏解北京铁路枢纽运输组织功能，合理确定天津铁路客运枢纽定位。目前北京作为全国铁路客

运主枢纽，各大客运站之间的联通性较差，各客运站始发列车方向单一，不同方向间旅客列车中转较为

困难，不能实现多点集散，对北京市内交通带来较大压力。另外，北京枢纽呈单中心、放射状形态，不

同方向间旅客交流需要进出北京市中心，无法通过外绕环线有效疏解，这对北京铁路枢纽带来巨大压

力。天津铁路客运枢纽具备距离北京近、联络线发达等优势，从铁路客运枢纽功能上应该更多承担通道

过境交通组织功能，尤其是东北方向与西部、华东、华南地区通道和华东沿海方向与西北、东北通道的

运输组织功能，成为疏解北京过境交通组织的重要枢纽。

（3）提升市郊客流出行服务水平。铁路通常作为城市间出行的选择方案，但随着城市市域范围扩

大、城市带动周边城镇发展等，城市与市郊城镇间的交流需求逐渐增强，利用铁路既有设施开行市郊列

车是解决城市内部客运压力的有效途径。建议天津铁路在现状开行天津北至蓟县市郊列车的基础上，在

其他具备条件的线路上开通市郊铁路；如天津至武清利用既有京沪线，天津至宁河利用既有津山线，天

津至静海利用既有京沪线。

图10 天津客运市郊铁路网示意图

（4）依托铁路车站建设，加强土地综合利用，打造综合交通枢纽，促进周边产业发展，带动土地增

值。优化铁路枢纽设计，加强客运枢纽 “零距离”换乘，推动客运联程联运，形成一体化服务格局；打

造大型综合性交通枢纽，引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并做好同期实施工作，合理设计其他方式交通接驳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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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做好车站内部及对外交通流线设计，完善指示标识，方便居民出行。在现状天津站、天津西站、天

津南站等已形成铁路、城市轨道、长途汽车等多种方式为一体的城市综合交通枢纽基础上，对新增的北

辰站、大港站等客运车站，结合周边城市开发和土地利用，统筹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一体化综合交通

枢纽。

图11 天津客运铁路网规划示意图

3.2 货运铁路枢纽提升建议

（1）实现北京、天津铁路货运枢纽合理分工。北京枢纽主要货流流向为丰沙、京原线与京沪、京哈

线及京哈、京通线与京广、京九、京沪线间的交流。大量的铁路路网中转货流通过北京城区，对北京的

城市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不仅影响了城市环境，同时也制约了铁路在城市交通中作用的发挥，不利于

市郊铁路的发展，这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要求不符，也不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对铁路运输服务的

要求。通过布局调整，实现技术作业的合理分工，对各方向货流归类、分流，减少单个枢纽或车站的压

力，共同发展。根据发展趋势和要求，建议天津在铁路货运枢纽方面要主动承担起北方地区铁路货运组

织中心职能，打造铁路货运中心。具体建议是结合区域规划新增疏解北京货运环线，将现有丰沙、京

原、京哈、京通、京广、京九线等对外通道引入天津枢纽，结合天津铁路枢纽南仓编组站外迁，建设新

南仓区域性路网编组站，承接丰台西等现有编组站功能，做大做强天津铁路货运运输组织功能。

（2）拓展天津港港口腹地，完善港口铁路集疏运通路。铁路运输相较于公路运输，按单位运输量计

算，其能耗、占地及碳排放等指标都是最低的，是 “环保型”、“低碳型”的运输方式。发挥铁路在绿色

环保方面的作用，应完善港口集疏运方式及后方通路，减少公路运输及转运次数，对对外交流通道进行

布局调整，达到能力合理利用的目的。结合现状天津港对外铁路通道运营情况，存在对外主要依托的干

线通道能力趋于饱和、大量货运交通需穿行北京 （每年至少2700万吨）、港口对外通路 “通而不畅”以

及市域环线尚未形成、内部流线运输组织复杂、部分货运仍穿越中心城区等问题。为改善上述问题，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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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加快建设环北京货运环线，在改善路网运输组织的基础上，打通天津港西部通道和北部通道，便捷与

腹地的铁路联系；天津枢纽内建设汉双联络线和汊周铁路，搬迁南仓编组站，完善货运环线组织。天津

港与区域铁路组织规划形成 “双环”结构。

图12 京津冀货运铁路网规划示意图

（3）加快绿色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打好京津冀污染防治攻坚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铁

路货运产品多元化需求、货运服务品质化要求日益强烈；调整运输结构、提高铁路运输份额，加强生态

环境保护、打好京津冀污染防治攻坚战，均要求加快建设以铁路为骨干的绿色物流配送体系，在城市生

产、生活、战略性物资配送中充分发挥铁路的优势。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要求和产业布局调整需

要，遵循集约化、规模化、高效化原则，充分利用区域铁路物流基地资源，促进铁路从传统的运输、装

卸业务向仓储、配送、全程供应链管理等现代物流业务转型，实现 “门到门”运输。按照 “服务为先、

有序疏解、创新驱动、绿色低碳”的发展思路，结合产业结构优化和疏解方向等，融入社会现代物流理

念，推进区域专业物流升级，加强多式联运，依托铁路绿色运输优势以及城市内货场资源优势，构建由

“铁路物流基地+物流配送中心+末端配送网点”组成的以铁路为主导的 “外集内配”定制化城市智慧

绿色物流配送体系。建议天津枢纽在规划汊沽编组站基础上，在新港北和西堤头分别规划集装箱站；结

合功能需求规划布置新港、北塘西、静海、唐官屯等铁路货运场站，满足港口、城市与工业生产需求。

进一步支持天津港发展海铁联运，增加和推进一批港区铁路专用线项目。

（4）应对新型市场需求，预留高铁货运服务。建议天津枢纽结合高铁网络建设，在有条件的高铁车

站预留高铁货运服务功能。为更好的支撑航空物流中心建设，在机场站、北辰站预留高铁货运功能，实

现机场与高铁货运的无缝衔接；结合天津南站扩建，预留高铁货运功能，服务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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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天津货运铁路网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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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融合发展对策研究

———以浙江湖州为例

祁 玥

【摘要】 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演进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实现交通融合发展将是新时期的城市交通治理的核心理念之

一。本文意图研究在区域一体化和城市转型发展背景下，城市交通融合发展的主要策略导向，并以浙江湖州为例，分析

识别该城市交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基本态势，在此基础上提出区域与市域的跨界融合、交通与空间的协同融合、绿色交

通网的功能融合以及交通规建管的体系融合等四方面融合发展对策。

【关键词】 湖州；南太湖；交通治理；融合发展；城市区域化

0 引言

“山从天目成群出，水傍太湖分港流，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这既是元代诗人戴表元

对湖州最宜人居环境的赞誉，也是今日南太湖地区的真实写照。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湖州居中、区位优

势十分明显，是连接长三角南北两翼和东中部地区的节点城市。作为 “两山”重要思想诞生地，湖州经

济社会正持续快速协调发展，业已成为新时期生态文明发展的领跑者。

但是，湖州城市与交通发展矛盾日益凸显：区域对外交通辐射能力偏弱、市域高等级交通网络亟待

建立、适应城市区域化发展的多层次交通服务体系不足、城市交通系统效益下降、个体机动化为主的交

通模式难以为继。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包括湖州在内的各城市均面临新的发展契

机，而南太湖地区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综合交通体系的服务与支撑。

1 政策背景和发展要求

1.1 区域战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2019年12月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提出到2035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达到较高水平，现代化经济体系基本建成，城乡区域差距明显缩小，公共服务水平趋于均衡，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全面实现，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整体达到全国领

先水平，成为最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同时，《纲要》明确提出区域综合交通一体化发

展指引，包括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提升省际公路通达能力、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协同推进港口航

道建设等，重点是要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协同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

1.2 城市使命：湖州打造 “六个城市”总体框架

为推进新时代湖州高质量赶超发展，湖州市委八届四次全会提出了聚焦 “一个目标”、突出 “四个定

位”、打造 “六个城市”。“一个目标”即加快赶超、实现 “两高”的奋斗目标，“四个定位”包括大湾区的

绿色智慧走廊、大花园的全域美丽标杆、大通道的现代综合枢纽、大都市区的城际重要板块，“六个城市”

是指紧紧围绕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生态型滨湖大城市，全面融入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打造生态样板之城、

绿色智造之城、滨湖旅游之城、现代智慧之城、枢纽门户之城、美丽宜居之城。其中，建设枢纽门户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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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为 “六个城市”的打造提供重要的交通支撑，也是湖州参与国际竞争和区域合作的重要载体。

2 湖州城市交通发展态势

2.1 整体格局：城市区域化发展态势显现

2.1.1 交通需求：市域交界地区离心化

与区域中其他城市不同，湖州市域主要由多个分散布局的小规模城镇组团构成，其城乡均衡发展程

度在全国居前，而中心城市的交通联系中心性相应不高。而周边杭州、苏州、无锡等城市对湖州的吸引

力正不断增强，一定程度上造成湖州市域交界地区呈离心化态势。譬如，南浔城区与苏州吴江、嘉兴桐

乡联系较为紧密，德清与安吉的对外联系以杭州方向为主。

图1 德清、安吉、南浔对外交通联系分布图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

2.1.2 交通走廊：城际走廊与市域走廊基本叠合

基于湖州城镇空间格局和交通联系需求特征，本研究识别出五条主要交通走廊，这些走廊既是湖州

市域内部交通出行的主要集聚廊，也是其与周边城市联系的主要通道。具体而言，长兴-吴兴-南浔走

廊与环太湖交通走廊基本重合，串联了长兴县城区、吴兴区、南浔区，并与无锡宜兴、苏州吴江相衔

接；吴兴-德清走廊与湖州-德清-杭州城际走廊叠合，串联了吴兴区、德清县城区，并与杭州余杭区

衔接；吴兴-安吉走廊与湖州-安吉-杭州城际走廊叠合，串联了吴兴区、安吉县城区，并与杭州城西

板块衔接；南浔-练市走廊与湖嘉城际走廊叠合，串联了南浔区、练市镇，并与桐乡、嘉兴城区衔接。

图2 湖州市域与城际交通走廊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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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交通：绿色交通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2.2.1 当前个体机动化为主模式难以为继

截至2018年年底，湖州市区千人机动车保有量近370辆、千人汽车保有量约277辆，正处于机动

化普及膨胀期。一方面，表明湖州社会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滋生了更多的机动车使

用需求；另一方面，应对高速度机动化发展有所警惕，尽量避免居民对个体机动化出行的依赖。

图3 城市机动化增长阶段

根据国内外城市经验，机动化发展一般可分

为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为雏形起步期，机动车增长主

要以摩托车的快速增长为特点，千人机动车保有

量在50辆左右；

（2）第二阶段为普及膨胀期，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提高，机动化发展加速，机动车增长主

要源于私人小汽车，千人机动车保有量在50～

400辆之间；

（3）第三阶段为成熟饱和期，机动车保有量与私人汽车保有量相对稳定，千人机动车保有量将维持

在500辆左右。

与此同时，私人小汽车出行比例快速增长，电动自行车由于价格低廉、使用方便，其出行比例大幅

上升。根据2019年初的城市交通调查数据，湖州中心城市私家车出行比例由2013年的21.2%增至

37.7%，增长近八成，有车家庭的小汽车出行占比近半，无车家庭一半人选择电动车出行。在现有交通

发展模式下，随着跨组团出行占比的进一步提升，城市主要交通截面的高峰小时饱和度均将超过1，处

于严重过饱和状态，交通整体面临系统性崩溃。

2.2.2 绿色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湖州作为 “两山理论”发源地，应当率先践行绿色交通发展，全面建设生态文明时期的绿色交通典

范，以优化提升公共交通、慢行交通服务为重点，并合理引导个体机动化出行需求，为城市居民提供友

好、舒适、幸福的出行体验。

图4 “公交+慢行”绿色出行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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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融合发展对策

3.1 区域与市域的跨界融合

突破行政界线的空间和交通组织，可能是未来长三角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1]。目前，都市圈层级的

轨道交通体系正在加速布局，湖州处于上海大都市圈、杭州都市区、宁杭生态经济带及环太湖地区等多

个区域协同发展地区，必须要提前谋划区域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以适应区域和自身发展要求。

重点借力城际轨道建设，谋划湖州开放格局。环顾苏锡杭嘉等周边城市，均积极开展高速铁路、城

际铁路和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并将逐渐形成互联互通的区域轨道网络格局。在区域网络分布趋于

均衡的基本态势下，城际铁路运能将逐步得到释放。同时，鉴于湖州市域城镇走廊与城际交通走廊存在

高度叠合关系，建议采取城际铁路、市域轨道一张网的发展策略，借力城际铁路服务市域城镇对外出行

需求。随着湖嘉杭绍线 （南太湖城际）、水乡线、湖嘉城际等一系列城际铁路项目加速推进，南太湖地

区的全域开放格局可期。

图5 湖州与周边地区轨道交通网络融合衔接图

3.2 交通与空间的协同融合

3.2.1 站城融合：构建站城一体的高铁枢纽

随着城际铁路新基建的持续推进，湖州正面临新一轮的铁路建设热潮，未来通过铁路直连，其与周

边城市和重点地区间的时空距离将大幅缩短。同时，高铁枢纽片区将会成为铁路建设红利的直接受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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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采用站城一体的发展模式是必然选择[2]。譬如日本京都站，拥有1条新海道新干线和4条JR线

（类似城际铁路），并接入一条地铁线路，车站与周边用地融为一体，围绕枢纽打造商业中心、休闲娱乐

中心等，成为京都市内重要的城市功能节点。

图6 湖州与区域重点片区时空距离缩短

3.2.2 构架融合：骨干交通支撑城市空间发展

图7 城市轨道与快速路布局模式

多年以来，湖州城市空间不断发展，正逐步

形成 “长兴县城区-湖州中心城区-南浔城区”

的大尺度带状组团城市，轴向距离约60km，纵

向距离在5～15km范围，利用主干路和常规公交

系统来支撑城市运行的难度越来越大。未来应重

点谋划轨道交通和城市快速路系统，充分提升对

城市空间的组织效率。

图8 围绕轨道站点进行用地集约化开发

3.2.3 组织融合：探索交通引领的土地综合开发

随着城市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应积极探索公交场站的用地复合利用综合开发，实现场站功能、交

通、景观、土地、商业收益一体化。一是与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场站，二是对原有公交场站进行升级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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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获得开发收益反哺城市公交。

此外，以轨道站点为核心的TOD发展模式
[3]将是实现空间集约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轨道

站点的集聚效应可有效促进城市中心节点的形成，依托轨道交通站点，集聚大量人口、岗位，能够有效

支撑城市功能中心的打造。

3.3 绿色交通网的功能融合

3.3.1 塑造小规模轨道骨干网

根据城市规模的不同，带状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的服务模式一般可采用 “轨道骨干+公交补充”、

“轨道成网+公交衔接”、“中运量主导”等三种模式。

对于湖州这样的中等规模带状城市而言，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补充的发展模式，更加契

合其城市空间和居民出行需求特点[4]。同时，以实现网络效益最大化为目标，避免过高的轨道设施供

给，而是匹配合理规模的轨道线网，充分发挥轨道交通速度快、运量大的优势，串联带状城市发展主

轴，并以地面公交服务次级走廊，实现与轨道交通站点的高效衔接。

表1 带状组团城市公共交通组织模式分类表

交通模式 适用范围 特点 代表城市 模式图

轨道骨干+

公交补充

 城市呈典型带状分布，

向心客流集中且与外围

组团联系强度较大的

地区

 线网规模适中 （90～

200km之间），轨道交通

解决组团间长距离出行

与核心区内部主走廊

出行

兰州、铂斯

轨道成网+

公交衔接

 城市呈多中心带状分

布，各组团规模较大，

客流 集 中，线 网 负 荷

度大

 线网规模在200km以

上，一般布有快线，轨

道交通承担城市大部分

公交出行；公交承担补

充与衔接功能

深圳

中运量主导

 城市组团分散，城市

框架较小，客流强度低，

相邻组团联系为主，长

距离出行较少

 中运量覆盖城市主走

廊及客流次走廊，常规

公交衔接支撑

法国尼斯、

德国佛莱堡

3.3.2 构建多层次一体化公交服务体系

建立轨道交通为骨架，中运量为支撑，常规公交为主体，辅助型公交为补充的多层次公交体系[5]。

轨道交通———提前谋划、适时建设，主要服务湖州中心城市长距离居民出行联系需求，同时串联城

市主要组团和功能片区；

中运量公交———地面公交骨干系统，兼顾服务居民日常出行和旅游交通需求，作为轨道交通系统的

补充与衔接；

常规公交———提供中短距离、定班化公交出行服务，与公交骨干系统相衔接，扩大公交整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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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辅助型公交———鼓励社区公交、水上巴士、出租车、分时租赁自行车及定制公交等发展。

图9 湖州多层次公交系统组织模式

3.4 交通规建管的体系融合

探索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新模式。加强与完善交通规划管理体制，建立规划、交通、土地、

建设管理等部门的联动机制，保障湖州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正确执行与实施。拓展投融资的建设新渠

道，构建多元化资本结构的交通基础设施，并促进各类发展要素的整合、融合，为综合交通融合发展提

供动力源泉。搭建信息互联共享的公共信息平台，为出行者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运输服务。

4 结语

城市交通融合发展既是国家和区域的发展战略导向，也是顺应城市交通演变规律的必然要求。在长

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治共享成为发展主旋律，包括湖州在

内的长三角各城市均争相谋划城际交通网络和枢纽新格局，以期获得新一轮经济发展红利。同时，随着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有序推进，城市空间和交通转型发展已成必然，绿色交通体系塑造和出行结构调整对

于城市正常运行至关重要。

本文以中等规模平原城市湖州为例，识别该城市交通发展主要特征和基本态势，并提出相应的交通

融合发展对策。整体格局方面，湖州城镇分布散、规模小，交通需求呈现出城市区域化的发展态势，市

域交界地区交通联系离心化，同时城际交通走廊与市域城镇走廊高度叠合，因此对于湖州而言，市域交

通一体化和城际间协同发展将同等重要。城市交通方面，当前个体机动化为主的发展模式将不可持续，

绿色交通转型是湖州城市交通发展的关键导向。因此，本文认为湖州未来应着力构建开放一体的交通网

络格局，秉承交通引领城市绿色发展理念，支撑湖州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重点在于区域与城市的跨界

融合、交通与空间的协同融合、绿色交通网的功能融合以及交通规建管的体系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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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阶层、空间、交通互动视角解读交通规划

郝 媛 王继峰 于 鹏 徐天东

【摘要】 现行的交通规划理论基于均质化假设，并未充分考虑社会阶层以及不同阶层在职住关系、出行自由度方面的

差异。城市交通发展中日益明显的设施错配、方式错配问题反映了特定阶层的交通出行需求与交通供给的不匹配。文章

首先梳理了阶层、空间、交通三因素之间的关系，三者的不协调导致了设施错配和交通贫困，反映出交通规划和管理中

存在 “空间弱区”和 “政策弱区”。其次，结合城市综合交通调查数据，对阶层、空间分异、出行自由度、“错配”、交

通贫困、交通弱区、政策弱区等概念内涵及指标进行了解析。最后，建议在交通规划理论和实践中充分考虑阶层因素并

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关键词】 阶层；错配；交通弱区；交通贫困；政策弱区

0 引言

在交通规划理论和实践中，缺少对社会结构的关注是造成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原因。城

市是由属于不同社会阶层、利益诉求各异、出行习惯差异的 “社会人”构成，传统交通规划的四阶段模

型是建立在集计分析基础上，以统计上的平均特性代表交通小区的整体特性，忽略了不同阶层的构成和

需求异质性，如果规划研究将其简化为诉求一致的 “平均人”，可能带来城市交通建设的错配[1]。

在交通规划中考虑阶层需求差异、阶层空间分异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很多概念源于社会学。本

文基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阶层分异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及政策研究》课题，旨在借鉴社会学、城市规划

中关于城市社会空间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在城市交通规划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梳理和解析城市功能

空间、社会空间、交通需求、交通政策的内在逻辑，并试图从交通的角度明确研究概念及指标，从人和

空间两个角度梳理阶层分异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及政策研究的思路框架。

1 阶层、空间、交通关系解析

阶层、空间、交通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两个方面的关系。第一，阶层在空间上呈现居住空间分异

和职住失衡。高收入阶层的住房位置选择自由度大，而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位置选择自由度较低，由

于阶层以及城市级差地租的存在，城市居民存在主动或被动的职住失衡。第二，不同阶层之间存在

交通出行自由度的差异。高收入阶层的机动车拥有比例一般明显高于低收入阶层，其出行方式中小

汽车分担率也明显偏高。而对于低收入阶层，机动车拥有率低，选择公交出行比例高，也难以承担

频繁打车成本。

由于存在职住失衡和阶层间的出行自由度的差异，就导致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从空间角度看，

存在交通设施错配，或交通方式错配。一些机动车出行比例高的高端社区往往也是公交设施配置完善的

地区，而对公交依赖度高的低收入群体聚集的城中村地区、城市偏远地区往往是公交线网布局的薄弱地

带。第二，从人的角度看，出现了交通贫困或交通不公平。对于公交服务不到位的低收入群体居住区，

尤其是职住分离的那部分人，其出行条件较为艰难。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现有交通规划理论和实践的两个缺陷。第一，存在一些特定的区

域，现有和规划的交通供给，包括道路系统、公交系统等，无法匹配该区域某类人群或主导人群的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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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出行需求，即存在空间上的 “弱区”。第二，虽然社会人群的收入差距、购买力差距不可消除，但

交通弱势群体的基本出行需求和在某些方面出行存在困难的人群，其出行便捷性需得以保障，即政策上

的 “弱区”需要弥补。

阶层、空间、交通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如图1所示的逻辑图。下文将针对其中涉及的主要概念的内

涵、现象、研究意义、指标等进行具体说明。

图1 以交通规划和政策为施策对象的阶层、空间、交通关系梳理

2 主要概念内涵、特征及指标

2.1 阶层及其空间特征和交通特征

2.1.1 阶层

社会分层 （socialstratification）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社会分层是指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因社会资

源占有不同而产生的层化或差异现象，尤其是指建立在法律、法规基础上的制度化的社会差异体系。社

会资源是指对人有价值的全部资源的总称，包括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等[2]。当然，在社会资

源中最核心的还是包括财产、收入在内的经济资源。社会学家通常采用三分法，把社会阶层分为上、

中、下三个阶层[3]。

从文献研究中可以看出，阶层的划分与居民的收入、职业、财产拥有情况关系最为密切。在阶

层及2.1.2节将提到的居住空间分异的研究中，大多是利用人口普查数据，也有的利用因特网查询

的住房、租房房价信息。在综合交通规划的交通调查中，收入、职业、车辆拥有情况都是必须的调

查信息，也适宜用来研究阶层构成及各阶层的交通特征，虽然涉及家庭隐私的信息可能与实际情况

有些偏差。

例如，通过对西安在2011年的综合交通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石家庄低收入、中收入、高收入

家庭占整体比例分别为18.71%、68.13%、13.16%。见表1。

表1 西安居民家庭收入的分级

基于收入的阶层划分 收入水平 总比例

西安 （2011）

低收入 ＜2000 20.45%

中收入 2000～6000 68.53%

高收入 ＞6000 11.02%

  进一步分析不同收入水平的职业构成。西安市按照职业类型，分为低阶层 （商业服务业人员、

工人、司机、农民）、中阶层 （教师医务人员、文艺体育人员、科研设计单位人员、企事业单位人

员）、高阶层 （公务员）。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高，高阶层和中阶层的占比也随之增加，低阶层随之减

少。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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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西安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其职业构成情况

基于收入的阶层划分 收入水平 高阶层 中阶层 低阶层

西安 （2011）

低收入 ＜2000 2.10% 17.46% 80.44%

中收入 2000～6000 6.77% 34.75% 58.48%

高收入 ＞6000 13.03% 51.85% 35.13%

整体 6.75% 33.97% 59.27%

2.1.2 居住空间分异

居住隔离 （residentialsegregation），又被称为居住空间分异，很直观的就是由于不同职业、生活

习惯、文化水准或财富差异等关系，类似的聚集于特定地区，不相类似的集团间彼此分开，产生隔离的

作用，有的甚至彼此产生歧视或敌对的态度。

根据顾朝林[4]、周春山[5]、杨上广[6]、李珂[7]、李静[8]、陆佩华[9]等学者对北京、广州、上海、郑

州、大连、南通等城市的研究，我国大城市的居住隔离现象已经比较明显，而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也初步

呈现。

我们利用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中的收入信息，研究了鞍山市 （2013年）的居住空间分异情况。通过

聚类分析，低收入家庭主要居住在老城工业区周边、中心城区边缘地区，高收入家庭主要生活在靠近城

市核心的城市新区。而从家庭拥有小汽车来看，高收入家庭所在区域也是拥有率最高的区域，如图2

所示。

图2 鞍山市高、中、低阶层空间分布情况

2.1.3 出行自由度差异

（1）概念及解读

各阶层由于拥有交通工具情况不同、对出行成本的可承受能力不同，其出行自由度存在明显的差

异。本文提到的 “出行自由度”，指在特定目的的交通出行中可选择的交通工具的种类和费用、服务水

平的可接受程度。这其中涉及到两个方面。第一，交通工具隔离。因购买力、驾驶技能等因素造成的某

些人群并不能选择所有常用城市出行交通工具的现象。第二，交通方式依赖。某个地区的某类人群通常

依赖某种交通方式出行，其他方式出行不便或使用费用高，或没有其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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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特征

利用2016年石家庄市和2016年无锡市综合交通调查数据，分析不同职业阶层的出行方式构成。可

以看出，不同职业阶层与出行方式的选择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整体呈现出以下规律：从低收入阶层到

高收入阶层，居民出行选择步行、自行车、公交车的比例逐渐下降，选择出租车、私家车、单位小汽车

出行比例逐渐上升。如图3。

图3 石家庄市 （左）、无锡市 （右）基于职业类型阶层的居民出行方式构成

2.2 “错配”与交通弱区

2.2.1 空间错配

（1）概念及解读

“空间错配”也可以理解为 “职住失衡”。就业中心和大型居住区的空间分离会带来大量单侧的潮汐

交通流，如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周江评[10]等对 “空间错配”理论的缘起与发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

述。“空间错配”的研究对象从最开始的少数弱势群体，逐步拓展为规模较大的工薪阶层。

由于阶层、城市极差地租的存在，完美的职住平衡是不存在的，每个城市都存在职住失衡现象。从

人的角度来讲，职住失衡有主动的，有被动的。

对于高收入阶层，其住房所在位置的选择范围更广，由于拥有私家车，或居住地有良好的公交服务

（如轨道），或是工作时间较为灵活，这类人群可以认为是 “主动式”的职住分离。对于收入中低收入人

群，其住房位置选择的自由度相对较低，尤其是在房价高的一线城市。例如，初入职场的单身大学生往

往选择就近租住，但成立家庭后往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包括住房问题，就随之出现了 “被动式”的职

住分离，通过付出更多的出行时间和出行成本换取住房的低成本。

（2）目的及意义

空间错配研究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在符合城市空间发展规划和城市管理政策的前提下，重点关注对

长距离通勤人群交通出行条件的改善。二是结合城市居民出行需求分布，寻找需求与供给错配的 “交通

弱区”，见2.2.3节。

（3）特征及指标

表征空间错配最直接的指标是通勤目的的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当然，日常购物 （如买菜）的出行

距离也能够反映社区基本生活配套的完善程度。

2.2.2 方式错配

（1）概念及解读

交通方式错配，指城市某些区域内某些人群主导出行方式与城市该区域提供的交通出行方式不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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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或是该方式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与需求不匹配。

徐建[11]研究的上海宝山区一个动迁安置小区就是空间错配和方式错配的典型案例。原住在旧城区

的居民被动迁安置在郊区，而居民就业地却未发生变迁。搬迁后该小区居民单程平均通勤时间是98分

钟，而上海平均通勤时间为38.5分钟，接近九成的社会阶层单程通行时间不超过1个小时。现有的公

交线路走向并没有考虑居民的实际通勤需求，由于公交线路几乎无法直达目的地，一部分居民选择骑电

瓶车，但必须带一块备用电池以保证返程；部分居民选择公交换乘，月通勤费用200元左右，而大部分

人月收入仅有1000左右。即使该地区开通地铁，其交通成本仍不会降低。

（2）目标及意义

方式错配的研究目的有两个：一是使主导交通方式方便。某个区域某类人群主导出行的常用交通方

式，特别是通勤出行方式，应尽可能保障其基本的出行需求。二是其他交通方式可选可接受。除了主导

的出行方式，需要保障至少有一种可替代方式可以接受。

（3）特征及指标

表征方式错配的指标主要涉及不同阶层依赖的交通方式，以及该种交通方式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

对于居住在城市郊区的依赖机动车出行的人群来讲，道路的等级、设计速度、拥堵情况可以表征方式错

配程度；对于依赖公共交通出行的中低收入人群来讲，公交换乘次数、公交等待时间、公共交通费用，

可以表征方式错配程度。

2.2.3 交通弱区

（1）概念及解读

“交通弱区”是为了描述阶层、空间、交通的关系和矛盾提出的一个概念，是综合评价不同阶层在

空间上的分布、主导的交通方式、出行需求、享受到的交通服务之后，识别出的某一阶层或全部阶层交

通供需错配发生的空间。交通弱区不仅是一个位置概念，还是一个阶层概念，同时也是一个相对的概

念。例如，A片区对于中低收入阶层是交通弱区，主要体现在他们所依赖的公交出行十分不便；B片区

对于所有人群是交通弱区，因为其对外联系道路常发性拥堵严重。

（2）目标及意义

识别交通弱区，是从空间上识别交通设施水平明显较低的地区，且对某一阶层的出行服务明显低于

全体均值的地区，补强这些地区的交通设施，并针对最不利阶层提出改善对策，以期对传统交通规划理

论方法进行局部修正。

（3）交通弱区的识别方法

第一步：划分评价单元。首先划分用地功能大区，例如老城区、城市新区、城市外围地区；再对功

能大区进一步划分用地功能中区，作为基本的评价单元。

第二步：研究评价单元内的阶层特征。主要内容包括：阶层及分布，可以按收入分为两档或三档；

拥车情况及分布，区分为有车家庭和无车家庭；阶层分异度，可采用模糊评价等方法。

第三步：研究评价单元内不同阶层交通出行特征的差异。主要指标包括：不同阶层的交通方式偏

好；出行时间，出行距离，出行成本；出行便捷性，如公交换乘次数；出行期望偏差，如可接受的最大

通勤时间，期望的通勤时间。对其中参数进行标准化，以便相互之间进行比较。

第四步：评价单元的交通设施水平及服务水平。主要的指标包括：路网密度及标准化的路网密度，

并考虑到不同分区人口岗位密度的差异，认为路网密度在大区之间可以存在差异；对外道路拥挤度；轨

道站点数量或密度；公交站点密度；公交设施的网络中心性，指位于网络核心地区、一般地区、网络边

缘；公交服务便捷性，包括与最近地铁站、公交站的距离，公交候车时间等。

第五步：针对每个评价单元，评价交通设施水平和服务水平对不同阶层的影响度，从中识别 “方式

错配”问题、“空间错配”问题，以及交通弱区。根据上述评价指标，可对每个评价单元进行打分 （绝

对值或标准化值），再评估该指标的评分值对各阶层影响度的大小。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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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评价单元内各指标对不同阶层影响度

指  标
评价单元

打分

对各阶层的影响度

（5分制，或大、中、小）

高收入 中收入 低收入

对外道路拥挤度

轨道站点平均服务半径/轨道站点密度/轨道站点服务人口

公交换乘次数

平均通勤时间

2.3 “公平”与政策弱区

交通贫困和交通公平主要从人群的角度研究当前交通、阶层、空间的矛盾，用以识别交通政策的

“弱区”。交通贫困主要用于识别需要救助的是哪类人群，交通公平用于衡量对这类人群的交通服务改善

到何种水平。

2.3.1 交通贫困

（1）概念

交通劣势 （无私人汽车、公交服务水平低等）与社会劣势 （如低收入、无就业等）在相互作用中产

生 “交通贫困 （transport poverty）”，从而导致居民被商品、服务、社会网络、城市规划与决策过程

等资源所排斥，进而引发一系列不平等现象[12]。关于交通相关的社会排斥研究，目前存在三种理论视

角：可达性视角、社会资本与能力视角、时间地理学视角，其中可达性得到较高的关注。另外弱势群体

是重点关注对象，如残疾人、老年人、儿童，居住在乡村或者城市边缘地区的居民。

（2）解读

交通贫困的人群，不全是社会阶层中的弱势群体，还包括对于实现其主体出行需求 （如通勤）难度

大、选择度小、成本难以承受的人群。例如前文中提到的动迁小区的人群，居住在燕郊上班在国贸的人

群，居住在北京回龙观、天通苑需乘坐地铁而又不得不面临长时间排队进站、即使进站也无法一次上车

的人群，或是居住在交通异常拥堵地区进出困难的人群。这其中不仅有低收入阶层，也可能有高收入阶

层。因此交通贫困不仅有社会因素，如收入、技能，也有交通因素，如机动车拥有情况、公交服务水

平，还有城市因素，如超大社区、功能单一的城市组团等。

（3）初步分析

基于上述解读，我们尝试着分析城市中的 “交通贫困”人群，方法是多样的。例如，根据收入、职

业、车辆拥有情况对调查数据进行更细化的分类，采用多因子交叉划分共产生18个类别，如表4所示。

低收入无车阶层、中收入无车的中低职业阶层是交通出行能力相对欠缺的阶层，应作为城市交通规划和

政策关注的重点群体。相对应的交通宽裕阶层则包括高收入阶层、中收入高职业阶层、中收入有车的中

低职业阶层和低收入有车阶层。

表4 鞍山的交通贫困与交通宽裕阶层划分

收入 职业 车辆 数量 比例 分类

低收入

中收入

低阶层

中阶层

高阶层

低阶层

中阶层

无车

348 4.9%

43 0.6%

5 0.1%

3420 48.5%

947 13.4%

交通贫困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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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收入 职业 车辆 数量 比例 分类

低收入

中收入

高收入

低阶层

中阶层

高阶层

低阶层

中阶层

高阶层

低阶层

中阶层

高阶层

有车

有车

无车

有车

无车

有车

无车

有车

无车

有车

13 0.2%

3 0.0%

0 0.0%

441 6.3%

381 5.4%

129 1.8%

98 1.4%

394 5.6%

162 2.3%

246 3.5%

307 4.4%

37 0.5%

72 1.0%

交通宽裕

32.4%

合计 7046 100.0% 100.0%

2.3.2 交通公平

（1）概念

交通公平是城市交通政策分析中不容回避的话题，包含了交通规划与设计、政策评估与管理实施的

各个方面，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无障碍交通设计、拥挤收费、弱势群体社会排斥、交通政策公众参与

等方面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交通公平的内涵可以从横向交通公平与纵向交通公平两个层面进行分

析，前者着眼于不同交通方式之间以及特定居民群体内部的交通公平问题，后者则主要从不同居民群体

类别、不同区域或不同代际的角度考察城市交通公平。

图4 西安外围片区公交出行OD （全部人群通勤）

（2）解读

社会学、城市规划、交通等专业的研究人员对交通公平十分关注[13～16]。关于 “公平”，我们认为不

是绝对的公平，而是相对的公平。例如，“可达

性”是常用的评价指标，并不是各个评价单元

的可达性达到同一水平才叫公平，应该考虑不

同功能区之间的差异性，考虑各功能区内部评

价单元之间的出行需求分布，这种出行需求分

布并不是各向同性的。例如图4是西安市中心

城区的外围片区公交出行OD，每个片区对外联

系方向都是有主次之分的，因此对于某一个分

区，并不要求与所有分区的可达性都达到同一

水平，只需要重点保障主要联系方向可达性

提升。

同理，我们识别了交通贫困阶层，需要将

其出行服务提高到何种级别才能使其脱离贫困？

这个问题可能很难有统一的答案，我们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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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进行衡量。第一，横向对比，同等区位交通服务水平的对比。第二，纵向对比，改善后和改善

前的对比，是否达到期望水平。第三，其他因素 （如级差地租、防止城市无序蔓延、防止贴边发展）影

响下允许绝对差异的存在。例如，居住北三县地区、在国贸上班的人群，必然要承受较本市居住本市工

作人群更高的出行成本。

2.3.3 政策弱区

（1）概念

“政策弱区”，是为了描述阶层、空间、交通的关系和矛盾提出的一个概念，指当前的交通政策体系

无法保障 “交通贫困”阶层尤其是交通弱势群体的出行条件、便捷度、可达性。研究政策弱区，识别对

某种交通方式高度依赖而该种交通方式在当前或短期内仍然无法提供高效服务的人群及其所处区域，作

为政策救治的对象。

（2）解读

我国现有的城市交通政策分别体现在相关的法律法规、政府文件以及一些发展规划和计划当中，归

纳起来大体上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土地政策、城市规划政策、汽车产业政策、节能和环保政策、城市公

共交通政策、城市交通管理政策、城市交通科学技术政策。为了能够缓解城市交通拥挤提高居民交通效

率，目前大多数城市开始制定并实施相应的城市交通政策，如公交优先、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禁限、

错峰上下班与拥挤收费等，并建立了相应的城市交通政策体系。

伴随着城市交通政策的实施，必将涉及到居民的切身利益，对不同交通方式、不同群体的影响差异

很大，特别是政策实施所造成的交通公平问题日益受到重视。然而，这些既有的交通相关政策中，并没

有多少涉及体现 “阶层救助”和 “交通公平”的内容。希望通过识别交通贫困阶层和明确交通公平标

准，弥补现有交通相关政策的 “弱区”。

3 考虑阶层因素的交通规划理论与实践的完善

考虑阶层因素的目的是对传统交通规划理论的局部修正，在被 “平均化”的供需关系基础上，补强

被忽略的阶层和错配的空间的交通出行供给。目前，国内外一些城市已经在某些方面进行了较为成功的

实践，而有些方面的研究还在继续。

（1）考虑个体差异需求的多途径补强措施

对于交通弱区，最直接的措施就是增加设施供给。例如，增加公交线路，减少公交换乘次数；针对

轨道交通站点服务范围过大的情况，重点补强与公交线路的接驳；或是发展定制公交、社区公交。

（2）合理的通勤距离和合理的通勤时间

职住失衡现象不可避免，必然出现长距离通勤人群。职住失衡对城市道路交通运行和长距离通勤人

群自身都会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是城市管理者力求改善的方面。那么，除了在土地政策、用地布局、

商品房政策等方面的作用之外，交通规划方面有什么作为空间值得思考。此外，我们如何判定职住失

衡，认为长距离通勤人群的通勤时间控制在多少较为合适，如何缩短其通勤时间？这些标准的选择，除

了考虑出行规律，还必须要考虑级差地租、住房/租房成本与交通成本 （费用、时间）的均衡、可接受

的通勤时间的差异。

（3）针对 “交通贫困阶层”的政策保障

目前，一些地区已经采用经济手段，对某些人群的交通出行进行了补偿，但尚未上升到政策层面。

例如，天津市为解决中心城区与滨海新区通勤联系问题，与铁路部门协商，将京津城际天津站 （位于天

津中心城区）至滨海站 （位于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于家堡）之间的票价打五折，时间30分钟，二等座

票价12元，从而有效的改善了双城快速联系问题。此外，还可以考虑对中心城区外围利用小汽车通勤

的人群，有条件的减免高速公路费；对低收入阶层使用打折公交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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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建议

本文讨论的内容是一个跨界的话题，对于这一话题，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学者、交通学者都已经有

了一定的探索。本文以交通规划理论及实践为最终的作用对象，梳理了阶层、空间、交通的相互作用关

系，并重点识别了其中的不协调问题，以 “交通弱区”和 “政策弱区”为改善现行交通规划理论及实践

的两个抓手。而如果从社会学或城市规划学作为最终作用对象，得到的结论及关键控制要素可能是不一

样的。

本文始终贯穿着 “相对”的概念，例如对 “错配”与 “适配”、“弱”与 “强”的判断，对 “公平”

的衡量，这是研究此话题的一个难点。我们认为的 “公平”和 “均衡”，应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例如，

我们并不追求每个片区均衡的可达性，而是要考虑交通需求的实际分布情况，重点提升某几个方向的可

达性。此外，还要考虑到级差地租的影响和城市管理政策，不追求城市不同圈层均等的可达性 （或通勤

时间），而是允许存在一定的差距。

目前，笔者对该话题的研究刚起步，还处于定性研究阶段，一些主要的指标如何量化还需要在后续

研究中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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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系统共生机理研究

葛程燊 李 威 李桂波

【摘要】 城市空间的拓展会不断影响城市对外交通设施布局。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稳定又会形成新的城市空间结构特

征，两者关系互利共生。滨海城市空间拓展界面有限，土地资源珍贵，城市对外交通特征明显。如何明确滨海城市空间

结构与对外交通系统的共生关系，是研究的重难点。本文主要以深圳市大铲湾片区为例，提出了基于空间拓展、需求分

析与对外交通系统设施功能相适应的研究方法，按最理想的条件引导、最可能的条件规划、最不利的条件校核，实现滨

海城市空间结构与对外交通系统的共生发展。

【关键词】 滨海城市；城市空间；对外交通；共生机理；交通需求分析

0 引言

随着城市更新和用地开发的加速推进，城市空间布局和用地功能均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新

中心的崛起，使得城市空间布局由单中心向双中心、多中心发展，城市结构也同时向组团式空间布局发

展。由此产生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变化必将带来城市对外交通模式的变化[1]。滨海城市其独特的城市空

间结构及对外交通系统特征，也决定了共生关系的特殊性。通过研究临滨海城市功能结构、空间布局与

对外交通规划的相互作用关系，明确在城市更新和用地开发建设不断加快的进程中，如何在满足超高强

度交通需求的同时，使得滨海城市空间更好地为对外交通系统服务，亦使得对外交通系统更好地满足城

市空间发展的基本需求。

1 滨海城市特征分析

1.1 城市空间结构

港城融合是滨海城市最显著的特征。在城市提质发展和港口容量不断扩充的背景下，港城融合成为

滨海城市再生发展策略。港区固有功能与城市功能的相互渗透，形成滨海城市区域内人口、产业及空间

之间的平衡。滨海城市不同于一般城市，港区作为其直接腹地，城市空间布局的确定及演变直接受到港

区的功能定位、发展趋势等因素影响。随着新型港城关系建立，对城市交通、用地布局、配套设施均会

产生较大的影响。

用地界面受限是滨海城市空间结构的外在表现。由于滨海城市与水域相接，依赖于土地资源的城市

空间拓展界面会受到压缩，加上陆域地形地貌等地理特征的不规则属性，通常表现为一面、两面或三面

环海，从二维角度决定了滨海城市空间结构和形态特征。

远期可能的填海工程带来了滨海城市空间发展的不确定性。随着远期城市规模不断增长，有限的用

地空间不能满足发展需求。通过填海方式增加用地空间是滨海城市发展需要考虑的问题，如天津滨海新

区、唐山曹妃甸、温州瓯江、深圳前海等都进行着大规模的填海实践，以弥补土地空间资源稀缺的短

板[2]。但远期填海工程导致了城市用地布局的不确定性，填海可塑造出形式丰富的、组合多样的平面形

态，城市空间结构亦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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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对外交通系统

对外进出通道界面有限是滨海城市对外交通系统最显著的特征。滨海城市对外交通布局同样受到海

域、山体等地理因素影响。陆域对外进出通道有限，疏港交通难以实现高效有序运行。新建跨海通道也

会增加投资成本、工程复杂性，其研究、论证、建设和运营往往涉及到多部门、多领域，时间和空间跨

度难以掌控。

可持续、高融合、一体化是滨海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发展方向。在高密度开发的滨海城市，建设城

市轨道交通会占用城市稀缺土地资源，必要时涉及跨海、跨湾建设，各项施工难度较大，需与道路系统

综合协调建设，建立与土地利用相协调、规模充足、布局合理的轨道交通系统。

水上客运交通是滨海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重要补充。水上客运具有公共交通特性，同时也是城市旅

游功能的重要支撑。但船舶靠离泊较陆路交通工具耗时长，换乘的时间成本较高，航线固定、航班灵活

性差[3]。因此滨海城市水上客运交通主要以旅游休闲为主、商务通勤为辅，在水上客运交通的规划中可

以将对外交通衔接进行远期的适当预留。

1.3 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相关关系

城市空间的拓展会不断影响城市对外交通设施布局。受自然、社会、经济等因素影响，大城市通常

形成单中心、多中心和带状三种典型空间结构。这一结构的对外交通路网分别呈现出单点放射状、多点

发散状和网格状格局。在城市向外拓展过程中，对外交通设施布局表现出相应的圈层递推的发展趋势，

居民出行次数和出行距离呈增加态势，机动化出行需求剧增。高密度开发的城市倾向于往容量大、速度

快的公共交通进一步发展，从而推动对外通道建设、优化对外交通功能布局。

对外交通系统的形成和稳定进一步影响城市空间功能演变。在城市发展历程中，对外通道的建设能

迅速提高区域可达性，降低居民出行成本和企业的运输成本，引导土地开发集中在交通沿线两侧聚集。

而容量大、速度快的轨道交通建设，对区域可达性的改善效果远比修建道路所带来的影响大得多。轨道

沿线尤其是轨道站点周边形成大量的商业区、住宅区，促进城市空间沿着轨道方向成规模性发展。建设

轨道交通成为城市改善交通出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手段。当城市整体可达性都得到提高之后，

市民和企业将会有更加广阔的选址空间，居住、就业、生活配套设施将会在更大空间层面内布设，从而

推动城市空间规模不断向外拓展[4]。

图1 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互动反馈闭环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在对外交通系统与城市空间布局相互作用过程中，存在着土地使用需求与对外交通能力之间的平

衡[5]。对外交通的发展支撑着城市功能演变，但也受限于城市发展规模而趋于动态稳定。城市空间的拓

展推动着对外交通设施建设，同样也依赖于对外交通辐射能力而呈现协同发展。所以，城市空间布局规

划离不开对外交通系统合理配置，对外交通规划也要在城市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进行协调，双方都不能离

开任何一方而独立发展。这种相互依托关系类似于生物学里的共生现象，也称为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的

共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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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深圳前海对外交通网络形态与城市空间共生演变案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深圳历次城市总规梳理）

2 共生机理方法研究

2.1 共生机理基础模型

滨海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系统同属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共生机理的本质是城市空间与对外交

通的趋优平衡。两者之间的共生作用是基于自然物理环境与人类社会主观意愿，受区域政治、经济

发展等激化因子影响，作用于土地开发强弱、人口岗位增减所产生的化学效应，同时伴随着城市功

能布局演变与交通体系骨架稳定。由于滨海城市经济社会受到海域等自然地理环境阻隔影响，其空

间拓展趋势往往有着鲜明的经济发展战略性空间结构作为方向指引。通过解读上层次规划，结合滨

海城市区位特征分析，可推演其空间功能布局，运用数模手段及交通需求分析技术可以建立城市空

间布局与对外交通体系之间的数量关系。由此进一步研究基于空间拓展、需求预测分析的对外交通

规划方案，经过 “方案评估-反馈优化-再评估-再优化”反馈优化流程，实现滨海城市空间结构

与对外交通系统的共生协同。

图3 共生机理基础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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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共生机理研究思路及技术框架

基于共生机理基础模型，本文以深圳市大铲湾片区为例，提出滨海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共生机理的

研究思路。这一思路主要分为基于对外交通需求的城市空间拓展趋势研判、基于城市空间拓展的对外交

通设施布局规划以及城市空间结构与对外交通布局评估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相关资料搜集，结合城市及交通规划等上位规划解读，研究滨海城市对外交通需求，

明确城市空间布局与周边区域结构关系，研判城市空间拓展方向可能性及挑战。

第二部分基于第一部分的对外交通需求多情景模式分析，提出 “按最理想的条件引导、最可能的条

件规划、最不利的条件校核”的对外交通设施的布局思路，主要包括轨道、道路、常规公交、枢纽、货

运交通、水上交通等，使得对外交通设施的布局方案适应城市功能定位及满足远期交通需求。

第三部分需要重点思考的是，基于城市空间拓展、需求分析提出的对外交通设施布局方案是否能最

大限度实现与城市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和适应性，而不会损害城市空间功能的发挥作用，以及规划方案的

可实施性和建设计划该如何把控。

图4 共生机理研究思路及技术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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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分析———以深圳市大铲湾片区为例

3.1 基于对外交通需求的城市空间拓展趋势研判

3.1.1 区位特征分析

大铲湾片区位于珠江口东岸矾石水道东南部、大铲湾湾口北岸，与前海合作区、宝安中心区三者共

同构筑前海湾片区，是深圳沿珠江东岸发展带的重要战略节点和深圳双中心之一，也是粤港澳湾区的核

心片区之一，腾讯 “互联网+”未来科技城规划在此。由于地处深圳市宝安区西部陆域尽头，且三面环

海，对外集散界面严重受限，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通道的布局规划。

图5 大铲湾片区区域位置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1.2 对外交通需求分析

（一）用地开发强度

大铲湾片区现状以港区为主，当前居住人口较少。未来大铲湾片区总开发规模达到471万平方米，

主要以商业办公用地为主，占比约50%。

表1 大铲湾片区规划用地一览表

用地名称
用地开发 （万平方米）

办公 公寓 商业 物流 公共设施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辅建配套区 47 45 11.3 96.6 6.1 206

未来科技城 160 70 17.5 0 17.5 265

总计 207 115 28.8 96.6 23.6 471

（二）多情景模式分析

基于大铲湾片区未来用地开发强度，依据不同测算标准得出规划人口岗位高、中、低方案。同时参

照前海片区交通内部平衡率指标，提出大铲湾片区交通内部平衡率高、中、低三个可能方案，即50%、

40%、30%。通过组合就业岗位与交通内部平衡率不同方案，对大铲湾片区对外交通需求进行多情景模

式分析。

总结为以下三种重点关注的情景假设组合：1）最理想情形：低岗位+高平衡模式，此种情景下，

大铲湾片区对外交通需求最小；2）最可能情形：中岗位+中平衡，此种情况下，片区内部就业与居住

较为平衡，对外交通需求适中；3）最不利情形：高岗位+低平衡，此种情景下，片区产生大量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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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需求，职住不平衡现象尤其严重。

表2 大铲湾片区主要情景假设组合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情景模式 组合方式 人口 （万人） 岗位 （万个） 交通内部平衡率

最理想 低岗位+高平衡 4.6 7.5 50%

最可能 中岗位+中平衡 5.7 10.2 40%

最不利 高岗位+低平衡 6.4 14.6 30%

（三）对外交通需求分析

出行总量。大铲湾片区对外交通需求分别基于人口岗位 （6.4万人口、14.6万岗位，即最不利情景

模式）、建筑面积 （471万平方米开发规模）两种方法进行测算。

基于深圳模型人口岗位测算，按出行产生率1.7人次/日、吸引率2.1人次/日、高峰小时占比

16.8%，得出片区机动化单向最大出行量为4.7万人次/高峰小时。

基于用地开发面积测算，办公、公寓、商业、物流、公共设施的出行率分别按3.0、3.0、10.0、

4.0、4.0（单位：人次/百平米）计算，得出全方式单向对外出行总量为8.2万人次/高峰小时，则单向

机动化出行总量5.7万人次/高峰小时。

出行分布。大铲湾片区未来出行分布向深圳中西部转移，其中大空港及光明地区占比22%，宝安

中心区 （新安、西乡）占比36%，龙华方向占比13%，南山方向为19%。未来新增居住供给主要集中

于宝中、沙井、福永、松岗、光明、龙华等。出行距离中，3千米～6千米约占35%，6千米～15千米

约占32%，15千米～30千米约占23%，30千米以上约占10%。

图6 大铲湾片区对外交通出行分布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1.3 基于对外交通需求的空间拓展趋势及挑战

（一）内涵式空间拓展与职住平衡问题

城市空间拓展可分为城市用地所占据的地表面积发生变化的外延式拓展，以及用地性质和开发强度改

变的内涵式拓展[6]。大铲湾片区经过多年填海造陆，外延式拓展空间有限，未来将以内涵式拓展为主。未

来科技城的规划建设，将彻底改变大铲湾片区用地性质及开发强度。按最不利情景分析，远期规划人口

4.6万～6.4万人次，岗位14.6万个，职住比约32%～44%。职住不平衡问题将产生大量的对外交通需

求。外来就业比重较大，高峰时段大铲湾片区将吸引高达5.7万人次/高峰小时的单向机动化客流。如何

缓解职住不平衡带来的交通压力，是大铲湾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共生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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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前海湾片区规划意向图 （资料来源：前海合作区综合规划）

（二）主要联系方向论与对外交通设施供给问题

对外交通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对于空间的使用情况，描述了城市空间结构的社会特征。在城

图8 大铲湾片区主要联系方向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市空间拓展规律中，周一星教授提出了主要联系方向论。该

理论认为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系统，城市空间拓展除了受到城

市内部因素影响之外，还受到城市区域对外联系的影响。在

大铲湾片区交通出行分布中，未来主要联系方向以中部及西

北部为主，城市空间拓展将往中北部转移。大铲湾片区三面

环海，现状整体用地宽度仅1千米，既有规划的对外通道供

给不足。如何确定与大铲湾城市空间拓展相适应的与对外交

通设施供给规模，成为破解滨海城市空间拓展困境的重要抓

手，也是共生机理研究的着力点。

（三）港城关系融合发展与疏港交通组织问题

港城融合是滨海城市空间与对外交通共生发展的重要一

环。港城关系及未来开发规模的不确定性，对滨海城市空间

拓展、交通设施布局、疏港交通组织均产生较大的影响。大

铲湾片区主要对外通道除了承担一定量的对外客运交通，还

承担了疏港货运交通。在对外集散界面有限的情景下，需进

一步统筹港城关系，合理规划疏港货运交通组织，实现港城融合发展。

图9 规划疏港交通组织与大铲湾片区示意图 （资料来源：西部港区疏港交通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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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于城市空间拓展的对外交通设施布局规划

3.2.1 交通发展目标

在港城关系不稳定的滨海城市空间动态演变过程中，对外交通设施作为城市空间拓展延伸的表现形

图10 与滨海城市功能相匹配的

交通发展目标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式，应按最理想的条件引导、最可能的条件规划、最不利的

条件校核。未来科技城的规划建设将导致对外交通需求特征

发生结构性变化，需建立与其城市功能相匹配的对外交通体

系。打造以轨道+公交为主导模式、高效畅达的对外交通系

统，强化与区域重大交通设施衔接，预留水上客运交通发展

设施；统筹疏港交通与城市发展，协调滨海城市景观；提高

职住平衡率，提升居住配套开发面积。实现城市空间与对外

交通共生发展。

3.2.2 对外交通设施规模

（一）出行结构分析

结合功能分析、需求预测及其他滨海城市对外交通发展

经验借鉴，大铲湾片区对外交通出行方式主要为城际轨道交

通、高快速路、水上交通，其中城际轨道交通承担70%～

80%交通出行，道路交通占比20%～30%，水上交通在2%～5%之间。

（二）设施规模测算

通过上述对外交通需求的多情景模式分析，以 “最不利情景”作为对外交通设施布设的条件。大铲

湾片区全方式单向对外出行总量为8.9万人次/h，包括区域交通、城市交通、旅游交通。轨道交通为

4.8万人次/h，按照每条轨道干线到发线5万人次/h估算，每条轨道可服务区域内客流供给约为总供

给40%，则片区轨道设施规模宜为2条城市轨道线和1条中运量轨道线。道路交通为1.9万人次/h

（实载率1.4万pcu/h），常规公交为1.5万人次/h，以主干路车道通行能力600pcu/h、公交专用道通过

能力3500人次/h测算，则片区对外通道设施规模为20条机动车道、至少5条公交专用道。慢行交通

（非机动车）为0.8万人次/h，按非机动车道通行能力以600人次/h，对外非机动车道规模至少需

13条。

3.2.3 基于城市空间拓展的对外交通规划方案

（一）对外轨道交通规划

轨道9号线自前海西延大铲湾，并继续延伸至宝安中心区与轨道快线11号线、穗莞深城际线进行

换乘，为大铲湾提供了多层次的轨道交通服务，同时将大铲湾纳入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格局之中；15号

线敷设于妈湾通道东侧，在宝安中心区与轨道1号线等轨道干线换乘，强化了大铲湾与其它片区的轨道

交通联系。大铲湾片区范围内轨道线路总里程约7.5km，两条轨道线在大铲湾共设置5个站点
[7]。

（二）对外道路交通规划

结合对外交通出行分布，大铲湾出行距离15千米以上约占33%，这使得大铲湾片区需充分利用好

周边丰富的高快速路资源 （沿江高速、海滨大道、西乡大道、南坪二期等），通过新建快速联络通道衔

接高快速路，加强往第二圈层西北部的中长距离交通联系。而大铲湾片区与周边策略性发展地区 （如前

海、宝安中心区等）的短距离交通联系，主要通过主干路来解决。结合区域路网布局、空间位置关系、

工程可行性等因素，大铲湾片区对外道路总体形成 “三桥三隧”的规划方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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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对外轨道交通布局示意图

（资料来源：大铲湾片区对外
交通系统综合规划研究）

图12 大铲湾片区对外道路规划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大铲湾片区
对外交通系统综合规划绘制）

（三）水上客运交通规划

水上客运交通是大铲湾对外交通系统的重要补充，需强化与区域重大交通设施衔接，统筹水上客运

发展空间。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等一流湾区围绕湾区核心城市构建了发达的水上交通系统，主要定位

为区域对外交通补充及旅游观光等。粤港澳湾区水上交通网络初具规模，但整体呈现 “南密北疏”。在

湾区跨海通道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大铲湾应结合滨海景观及山海通廊修复，合理发展水上客运交通。

图13 水上客运规划示意图 （资料来源：前海蛇口片区水上客运系统规划）

3.3 城市空间结构与对外交通布局评估

3.3.1 以对外交通需求分析校核城市用地空间及人口岗位布局的适应性

高强度开发必然带来高强度交通需求。大铲湾片区办公和商业用地集中，职住不平衡将产生大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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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通，为片区对外及内部交通系统带来巨大压力。根据大铲片区对外交通规划确定的通道方案分析，

规划对外通道总体基本满足创智港及科技城地块高强度交通出行需求。

图14 大铲湾片区用地与规划人口岗位示意图及适应性评估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3 大铲湾片区新增对外联系通道适应性评估一览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对外主要联系方向 新增道路 道路等级
自平衡率0.3

需求 供需比

西北部

往宝安区中北部、光明区、

东莞及广州方向

沿江高速 （向北匝道） 高速公路

海滨大道 （匝道）） 快速路

金湾大道 （地面道路） 主干路

3385 0.87

合  计 3385 0.87

中部

往宝安中心区

往龙华、龙岗

西乡大道 主干路

新安六路 主干路

海澜路 （地面道路） 主干路

裕安路 主干路

海澜路 南坪快速 快速路

西乡大道 （地下快速） 快速路

4868 0.75

2015 0.75

合计 6883 0.75

东部

往福田、罗湖 海滨大道 （匝道） 快速路 838 0.84

往前海蛇口片区及香港方向

沿江高速 （向南匝道） 高速公路

妈湾通道 快速路

新增跨海通道 主干路

3051 0.85

合计 3912 0.85

总计 14181 0.80

3.3.2 以用地开发及人口岗位产生的交通需求校核对外交通设施布局的合理性

大铲湾片区面积约等于北京朝阳区、深圳福田区。从综合规划确定的基准开发规模来看，总体建筑

规模约为朝阳区的一半，净地块平均开发强度与伦敦、巴黎、东京相差不大。大铲湾片区未来职住比与

纽约、福田区、深圳前海片区相当，是伦敦、朝阳区的1.5倍。从人口规模来看，大铲湾片区总人口规

模与朝阳区相当，约为前海的3/5，略高于福田区；平均人口密度总体低于伦敦、东京。根据对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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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方案，大铲湾片区共规划25条对外车道、5条公交专用道、18条非机动车道。通过校核，各方向

设施规模均能满足未来出行需求，对外交通设施布局与大铲湾片区空间拓展方向耦合。

图15 大铲湾开发强度、人口密度与世界级城市核心区比较图及合理性评估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4 大铲湾片区空间结构与对外通道布局合理性评估一览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空间结构 对外通道

规划情况 需求情况

车道数
公交

专用道

非机动

车道
车道数

公交

专用道

非机动

车道

西

北

部

往宝安区中北部、

光明、东莞及

广州方向

海滨大道 2 1 — 1 1 —

金湾大道 3 — 3 3 — 3

沿江高速 2 — — 1 — —

合计 7 1 3 5 1 3

中

部

往宝安中心区

西乡大道 3 — 3 2 — 2

新安六路 2 1 3 2 1 2

海澜路 （桥梁） 2 1 3 2 1 1

裕安路 2 1 3 2 1 2

往龙华、龙岗 海澜路 （隧道） 2 — — 2 — —

合计 11 3 12 10 3 7

东

部

往福田、罗湖 海滨大道 2 — — 1 — —

往前海蛇口片区

及香港方向

沿江高速 2 — — 1 — —

妈湾车道 2 — — 2 — —

兴海车道 1 1 3 1 1 3

合计 7 1 3 5 1 3

总计 25 5 18 20 5 13

4 主要结论

4.1 滨海城市对外交通系统应与城市空间布局协调统一

在对外交通系统与滨海城市空间布局共生发展分析中，需深入研究滨海城市空间发展趋势与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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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系统需求特征，构建与城市功能区相匹配的对外通道设施规模，使对外交通系统与滨海城市功能深度

融合[8]。城市对外交通系统的功能与本质决定了与城市空间格局的共生性，城市空间拓展离不开对外交

通系统的合理配置，对外交通规划也要在城市空间格局的基础上进行设置，只有两者协调统一才能实现

共生发展。

4.2 科学合理的需求分析是研究滨海城市空间和对外交通系统的基本手段

一方面是对城市功能及发展形势的分析，在考虑城市用地开发、功能布局、人口岗位规划等信息的

基础上，明确区域及城市的发展形势。另一方面是对外交通需求的分析，根据未来城市和周边区域发展

前景分析，运用交通需求预测手段建立城市空间布局与对外交通体系之间的相关关系。在交通需求分析

部分应考虑到区域未来城市开发强度存在一定的弹性，需结合不同的空间布局方案和不同的开发强度，

进行多情景下的交通分析，对各交通方式进行交通需求预测，主要研究道路、轨道、公交等客流，按最

可能前景规划、按最不利前景校核对外交通设施。由于交通规划工作与产业规划、空间用地规划同步开

展，并考虑滨海城市的地理位置特殊性，交通承载测试评估应成为对外交通规划与城市空间拓展的重要

内容。

4.3 共生模型的精度和适用性还需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本文所建立的共生模型所基于的变量相对较少，主要是通过基于城市功能的相关信息预测交通发展

的趋势，再通过 “方案评估-反馈优化-再评估-再优化”反馈优化流程校核滨海城市空间结构与对外

交通系统规划的适应性和合理性。缺少在中间过程中对主要变量和参数的适时调整，存在一定的缺陷。

但在宏观分析和论证城市空间布局和对外交通系统的相关关系方面也能起到了一定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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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背景下市域 （郊）铁路沿线综合开发策略研究

周金健 王 晓 敖卓鹄 刘君君

【摘要】 国内城镇化进程进入以都市圈为主要形态的新阶段，要求进一步加强市郊联系、提升都市圈外围空间价值与

活力。东京都市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建成了一批基于轨道交通沿线综合开发的外围新城。以多

摩田园都市为例，分析东京都市圈协同发展背景，研究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驱动沿线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的理

念、开发历程、运作模式、成果经验等，总结提炼高品质开发、客流反哺、土地整备与置换、多元化可持续经营等关键

开发策略，梳理归纳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政策工具包、商业工具包，提出对国内推进市域 （郊）铁路建设及沿线综

合开发、支撑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启示。

【关键词】 都市圈；市域 （郊）铁路；土地政策；综合开发

0 引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内超大城市呈现以都市圈为主要形态的发展特点，要求高质量、多层次、可

持续的轨道交通体系为此提供支撑。然而，服务20km～50km范围、主要承担通勤功能的市域 （郊）

铁路在各大都市圈均较为缺乏，难以承载外围组团与中心城区的快速联系需求，难以支撑中心城区对都

市圈更广范围的辐射带动。国家发改委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 〔2019〕

328号）、《关于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发改基础 〔2017〕1173号）等顶层设计指出，

加快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推动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

合”，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核心区至周边主要区域的1h通勤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京都市圈外围区域开始快速城镇化，吸引了大量外来或从中心区疏解而来的

就业人口，同步新建、改扩建了大量承担市郊通勤功能的轨道交通线路，并进行以沿线居住及配套为主

的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形成了线网规模巨大、经济效益良好的都市圈轨道交通体系。东京都市圈

在空间尺度、人口密度、建设用地特征等方面与国内都市圈及其超高密度超大规模中心城市相似性较

高，对都市圈轨道交通体系构建与综合开发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 东京都市圈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概述

1.1 发展背景

战后，东京依靠地缘政治优势和港口资源，经济与城市建设全面复苏，人口岗位快速聚集。1954～

1970年间，东京都市圈每年新增人口25万以上，增量远超大阪和名古屋都市圈。

土地紧约束下，快速增长的住房需求难以在城市中心区得到足量、高品质的满足，亟需开发郊区土

地、加大住宅供给。作为日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京城市职能过于繁复，各类社会资源日趋紧

张，中心区 “大城市病”日益突出，部分公共部门与非核心功能亟待疏解，疏解区亟需设施与功能配

套。面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资本密集型、人才密集型产业为实现产业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对都市圈

外围区域开发诉求强烈。

然而，城镇化热潮下，都市圈外围区域呈现粗放开发、无序蔓延态势，低质量的建设透支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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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日本三大都市圈人口增量变化 （万人，1954年～2018年）
[1]

空间。因此，都市圈空间组织方式、功能划分、高质量发展路径亟待探索。

1.2 发展特点

1960年代起，东京都市圈为缓解土地紧约束、承载持续的人口增量，利用近远郊开发程度低、

发展潜力大的片区，陆续建设了多摩田园都市、多摩新城、千叶新城等十数个居住型新城，多数采

取沿线物业开发、打造围绕轨道交通站点的居住区的开发模式，解决住房需求、串联公共服务、提

供生活配套；针对核心区城市职能过于繁复、社会资源与公共服务压力巨大的问题，建设了以筑波

科学城为代表的产业型新城，将相关机构及就业岗位迁出都市圈核心区，疏解中心区功能、形成特

色产业集聚区。

表1 东京都市圈四大新城基本情况[2]

新城
距都心距离

（km）

规划面积

（km2）

规划人口

（万人）
开业年份

多摩田园都市 15～35 31.6 42.0 1966

多摩新城 25～35 28.84 28.59 1971

千叶新城 24～45 19.3 25.3 1979

筑波科学城 45～60 284 27 1972

  都市圈外围新城开发与轨道交通 （尤其是市域 （郊）铁路）关系密切。多摩田园都市通过新建配套

市域 （郊）铁路的方式连接都市圈核心区，东急电铁田园都市线建设与沿线的土地综合开发及新城建设

同步进行，并于1966年同步开通开业；多摩新城采用既有线建设支线的模式提供市域列车服务，轨道

建设与新城开发同步开展，但轨道开通晚于新城开业；北总铁道北总线同时、同步配合千叶新城开发和

成田机场建设，1979年，千叶新城开业、北总线部分区间开通；筑波科学城建设之初并未专门规划配

套线路，直到开业数十年后才建成直达都市圈核心区的市域快线系统。

四大新城开业年份相近、轨道交通至都市圈核心区通达时间基本相同，多摩田园都市在轨道建设与

新城开发协同、人口集聚、客流效益、片区营造等方面较其它新城成效更为突出、特点更为鲜明，可作

为东京都市圈 “轨道-新城”开发的典型案例进行重点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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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四大新城轨道开通及人口发展情况[3]

新城 开业年份
轨道交通

开通年份

至都市圈核心轨道通达时间

（min）

规划人口

（万人）

开业20年居住人口

（万人）
2010年居住人口

（万人）

多摩田园都市 1966 1966 40 42.0 39.9 60.0

多摩新城 1971 1974 40 28.6 14.1 20.0

千叶新城 1979 1979 35 25.3 12.6 15.0

筑波科学城 1972 2005 45 27.0 17.6 21.6

2 多摩田园都市开发理念

战后快速复苏的社会经济和多摩走廊适宜的地理条件，为 “田园都市”这一经典城市规划理论的实

践提供了土壤；结合承载人口增长、改善人居条件的城市发展需求，形成以市域 （郊）铁路建设驱动沿

线居住及配套开发的理念。

2.1 思想基础与理论体系

多摩田园都市的思想基础主要来自实业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及其在19世纪初进行的

一系列社会试验 （工厂管理改革实践 （1791～1820年）、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1820年）、“新和谐公

社”与 “新和谐移民区”试验 （1824年）等）。

理论体系源于景观与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于1899年提出的 “田园都市 （GardenCity）”

规划理论体系，涵盖规划建设、经济体系、社会治理等维度[4]，核心理念是通过有序的空间组织和土地

政策，整合城乡各自优势，营造具有便捷、健康生活环境与复合多样经济体系的集合城市形态。田园都

市构想对现代城市规划具有重要启蒙作用，对后续 “有机疏散”、卫星城镇等理论影响巨大。

2.2 空间特征与基础设施概况

多摩田园都市是日本民营主体开发的最大规模新城，涵盖东急田园都市线 （中央林间站至沟之口站

区段）沿线、距东京站15km～35km，约20km长、规划面积近40km2的带状区域。该区域为浅丘地

形，原产业形态以农业生产和生态涵养为主，原居住人口稀少 （约2万人），暂无高等级道路等基础设

施，既有城镇化水平较低、至都市圈核心区距离适中、开发潜力大。

图2 东急电铁线路覆盖范围与多摩田园都市开发范围示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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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急田园都市线为都市圈西南方向的市郊放射线，联系涩谷核心区与都市圈西南部多摩田园都市走

廊，全长31.5km，设站27座。一期工程 （长津田站-沟之口站）于1966年开通，经玉川线、沟之口

线直通至涩谷；二期工程 （长津田站-中央林间站）于1984年开通，经新玉川线直通至涩谷，与地铁

半藏门线直通运行；2004年进行线路整合，中央林间站-涩谷站全线整合为田园都市线，继续与地铁、

私铁直通运行。

图3 东急电铁线网演化示意图
[6]

2.3 开发理念

依托市郊铁路，建立城市中心区与都市圈近、远郊片区的快速联系，在轨道沿线土地开发中低密

度、高品质居住区及配套设施。

对都市圈及城市而言，轨道交通及沿线综合开发可盘活外围片区土地供给，扩大中心区就业岗位于

公共服务辐射范围；依托住房供给增量，助力中心区居住人口疏解，缓解中心区土地与交通压力，改善

生活水平；形成轨道-都市圈空间的良性互动，探索都市圈外围区域高质量发展模式。

对轨道交通企业而言，主动主导轨道交通建设及综合开发，可搭乘经济起飞、人口增长、行业景气

的顺风车，依托外围片区相对低廉的地价，拓展地产开发、自有零售、物业管理等经营范围、优化业务

结构；同时通过改善型居住供给，锚固中高收入人群，提升轨道交通附加值及沿线物业与公共设施

价值。

3 开发历程与运作模式

多摩田园都市从筹备、开工、开业到发展成熟，经历了长达30年的多阶段开发历程。梳理各阶段

背景、关键措施与成果，总结提炼全流程整体开发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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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开发历程及关键措施

3.1.1 早期 （1918年～战后初期）

1918年，田园都市会社 （东急电铁的前身）创立，主营东京西南角土地收购与住宅建造，并于

1920年建成市郊铁路目蒲线、东横线与大井町线，1930年收购池上、玉川电气铁道。1923年，关

东大地震造成东京地区 （原东京府）约20.6万座房屋损毁、上百万人无家可归；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东京地区再次遭受巨大打击。灾后、战后重建与经济复苏进程催生郊区开发与市郊铁路建设

需求。

3.1.2 准备阶段 （1953～1959年）

房地产市场急速发展，居民对生活环境和品质的要求日益增长。1953年，东急电铁会长五岛庆太

发布 《城西南地区开发意向书》，提出开发东京西南部土地、打造 “第二东京市”的构想。在土地区划

整理模式指引下，东急电铁主导开展以土地整备和沿线属地利益协调为核心的建设准备工作。

3.1.3 初期建设阶段 （1960～1966年）

1960年，东急田园都市线开工建设，沿线以住宅为主的土地综合开发同步进行。东急电铁与沿线

地方、土地所有者共同成立土地区划调整协会，实施新城开发与轨道建设一体化、土地事项统一代办模

式，东急电铁掌握土地运作与建设实施的绝对主导权。

1966年，田园都市线一期开通，田园都市新城首批居民入住。

3.1.4 继续建设阶段 （1967～1984年）

田园都市线二期工程参照新城开发进度协同推进，结合沿线开发强度分布，在鹭沼、多摩广场等车

站建设商业综合体并自主经营，助力打造城市外围组团次级核心。

1984年，田园都市线全线贯通，并与东急电铁新玉川线、东京地铁半藏门线直通运行，实现从新

城到东京都心的便捷直达。新增住宅供给有序推进，持续吸引居住人口，入住率超过90%
[7]。

3.1.5 成熟阶段 （1985-）

田园都市线沿线土地开发持续进行，结合开发进度、入住率和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情况，精准研判土

地开发价值，调控土地出让策略及房地产开发、销售节奏，稳步吸引居住人口。另一方面，在部分枢纽

站点加大开发强度、加强综合商业开发，提升沿线城市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品质；进一步完善公交接驳

体系，拓展轨道交通站点服务范围。

3.2 开发运作模式

多摩田园都市轨道交通建设及沿线综合开发采用民营轨道交通企业牵头的交通、物业全过程一体化

开发机制。

实施主体方面，由东急电铁牵头、联合沿线地方及土地所有者成立土地区划调整协会，实际运作以

东急电铁为主。

土地方面，土地所有者向东急电铁提供土地使用权，通过土地入股获得开发权益，参与开发与

利益分成。东急电铁落实新城开发与轨道建设一体化理念，在主导整体规划设计方案的基础上，统

筹自购土地与沿线地方参股土地，统一代办土地区划整理事项，完成对交通设施及地产开发建设用

地的整备。

资金方面，东急电铁以自筹资金 （自有资金和自主融资）全资投入开发建设；除土地入股外，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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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及土地所有者无需额外资金投入。

建设、运营阶段，东急电铁把握建设、开发、销售策略及进度，负责主要交通设施与自有物业运

营，沿线地方及土地所有者仅在部分利益相关领域进行协同配合。

图4 土地及资金运作模式示意图

 

图5 建设及运营模式示意图

4 开发策略与经验

多摩田园都市在轨道交通建设与运营、住宅及商业物业开发、多元化业务拓展等方面的成就堪称东

京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的典范。通过剖析多摩田园都市开发历程与模式，总结提炼以下核心开发策

略与经验，供国内都市圈轨道交通综合开发参考借鉴。

4.1 高品质轨道服务重塑城市空间、出行结构与生活方式

田园都市线通过开行快速列车，压缩沿线组团与城市中心区的时空距离，支撑中长距离通勤需求，

15km～30km圈层的郊外居住区域仅需20分钟～40分钟就可到达涩谷副中心就业集中区域。此外，早

高峰 （6～9时）田园都市线上行方向100% （40列）与地铁半藏门线直通运行，减少枢纽站点的大量

换乘，直达都心内部各热点区域，巩固提升轨道通勤功能定位与服务水平。

图6 田园都市线各节点至涩谷副中心的时空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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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田园都市早高峰直通运行示意图

  以市域铁路为核心的便捷、高品质公交服务推动城市空间重组与功能结构优化，形成市郊放射轴带

和沿线开发模式，提升核心区公共服务辐射范围，促进都市圈外围空间有序开发，支撑高吸引力住宅供

应、沿线土地价值提升与功能完善。2011～2016年，田园都市线沿线住宅土地价格平均增长10%以上，

劳动适龄人口数量保持平稳，明显优于东京都市圈外围区域整体水平。

图8 2011～2016年东急电铁沿线住宅土地价格 （左）、劳动适龄人口 （右）变化示意[8]

4.2 高活力、高入住率新城社区反哺客流，保障轨道交通经济效益

通过市域铁路沿线中低密度的开发，在距离就业中心的一定时间可达范围内增加高品质住宅供给，

丰富职住选择范围。住房条件改善方面，市区住宅供应紧张，典型的2DK （小两房）公租房，仅满足

基本居住功能，居住品质受限；田园都市线沿线开发大量4～5LDKg（大四/五房）独立住宅，拥有足

够的居住和功能空间，满足更高品质的家庭生活需要。此外，自有住房带来安全感和财富增值的期望有

利于吸引居住人口；轨道交通支撑下有限、适度的职住分离以及中低密度的居住空间带来从工作中解

脱、回归生活的心理体验，同时助力营造良好社区氛围与邻里关系。

通过高品质住宅开发与环境营造支撑高层级的需求满足与幸福感获得，锚固中高收入人群，构建高

活力、高入住率新城社区，聚集人气、刺激需求、反哺客流，保障轨道交通客流与经济效益。2008年

田园都市线日均客流强度达3.53万人次/千米、进出站客流量超过90万人次
[9]。

图9 中央林间片区中低密度开发布局 （左）及典型独立住宅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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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土地区划调整”模式保障用地需求

采用预先收储与集约置换相结合的 “土地区划调整”模式保障田园都市线及沿线综合开发的土地需

求。一方面根据开发意向提前谋划，1953年 《城西南地区开发意向书》发布的同时，东急电铁以170

日元/m2的价格收储沿线大量零散、低价值土地，作为直接开发或土地置换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

1957年起沿线土地相继列入城市规划区，各片区陆续成立由东急电铁牵头、联合沿线地方和土地所有

者的土地区划调整协会，开展围绕土地供应、置换与回报的利益协调。

图10 “土地区划调整”模式示意图[10]

土地-物业置换回报模式以 “地上权等价”为核心，东急电铁以建成后等价的地上物业置换地权者

提供参与区划调整的土地及原物业价值，同时开发后的共有土地由东急电铁与原地权者按份共同持有。

地权者 “零成本、低风险”获取土地增值收益，有效激发了沿线地权者支持、参与综合开发的积极性。

图11 基于 “地上权等价”的土地-物业置换回报模式示意图
[11]

4.4 “有序开发、分段供应、业务多元”的可持续经营模式

根据开发进度和市场需求，采取宅基地出让、商业用地出让、物业预售 （含居住、商业）、物业现

售等多样化销售模式，分阶段持续推进土地整备，结合开发进度、入住率和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情况，灵

活调控土地出让策略及房地产开发、销售策略，保障稳定健康的现金流及再开发再建设资金。

依托轨道综合开发建设，以东急电铁为代表的民营轨道交通企业大幅拓展房地产、酒店、物流、零

售等业务板块，突破传统的物业出售模式，开张大规模自主经营，与轨道交通的客流效益相辅相成，扩

展业务维度、提升品牌价值。东急电铁主要业务板块及特点如下：

（1）轨道交通板块。主要包括轨道交通票务收入和广告等直接收入，是东急电铁整合城市服务、集

聚人气、串联各板块业务的基本盘和重要盈利点，轨道交通板块利润占总利润的32%，营业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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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6%
[12]。

（2）房地产板块。主要包括土地运作与流转、居住和商业地产租售等，是转化吸收轨道交通综合开

发及其土地价值的最主要抓手。房地产板块以15%的营业额占比创造了48%的利润占比
[13]，是全业务

范围内最主要的盈利板块。

（3）物流与零售板块。主要包括基于自有物业自主经营的商业综合体 （东急百货）和车站配套零

售，直接转化吸收出行相关及诱增的消费需求。虽然本板块利润相对较低 （占比仅11%），但营业额占

比高达49%
[14]，有效发挥了挖掘全出行链经济价值、刺激多元化出行需求的功能。

5 启示与反思

5.1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政策工具包

国家、区域、城市多层级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总体规划、标准规范等形成了支持轨道交

通建设及TOD开发的政策工具包，为东京都市圈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基础

和清晰指引。主要政策工具包括：

表3 东京都市圈TOD政策工具包

名  称 类别 范围 主 要 内 容

 国土交通 “大部制”

行政

体制

改革

国家

 交通、建设、国土等部门整合为国土交通省，管理范围涵盖TOD

涉及的规划、土地、开发建设、运营管理等核心内容，可作为牵头单

位，主导政府TOD开发项目，或高效承担民营TOD开发项目的主要

监管与服务作用

《大都市区住宅开发与

铁道整备一体化推进特

别措施法》（“宅铁法”）

法律

法规
国家

 对轨道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及其配套开发的规划建设给予土地政策

等方面的支持，允许适当突破现有框架和限制的，在特定情况下赋予

强制征地权

《建筑基准法》
法律

法规
国家

 TOD配套城市设计、景观建筑设计的法律基础，在多摩田园都市

的实践中衍生出指导具体片区的 《建筑规范协议》和 《街区景观设计

指南》

 站点周边开发解禁 法规修编 国家
 允许轨道站点1km范围内，突破 “绿带”等用地限制，进行城市

化开发

《首都圈整备法》
法律

法规
区域

 确定东京首都圈范围及其在国家整备政策、区域总体规划中的法律

地位，是 《首都圈基本计划》/《首都圈整备计划》（新）等区域规划

的法律基础。提出将首都圈按照建成区、近郊整备区、城镇开发区等

三个圈域，分别制定相应的规划目标

《首都圈整 备 计 划》

（原 《首都圈基本计划》）

总体规划

及配套
区域

 首都圈唯一的法定规划。总体规划层面包含提出未来规划远景 （包

括人口规模等），制定首都圈发展战略 （包括土地利用的基本方向，

其他基本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等）；近期建设规划层面，对土地利用、

基础设施和环境等提出具体的发展策略和实施方案；实施计划层面发

布整备年年度报告

《第三次东京都长期计

划》、《东京规划1992》

总体

规划
城市  提出将副都心和业务核心都市作为开发的核心内容

《集合住宅建设相关的

指导纲要》

行政

意见
城市  要求轨道新城、大规模住宅开发必须配建中小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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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轨道-新城”综合开发商业工具包

以东急电铁为代表的民营轨道交通企业在牵头主导 “轨道-新城”开发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形成一

系列涵盖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利益协同与投融资、物业开发、多元运营的商业工具包，对新型城镇化背

景下我国都市圈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综合开发具有一定程度的参考意义：

表4 东京都市圈TOD商业工具包

名  称 主 要 内 容

 土地区划调整
 以 “地上权等价”原则进行利益协同，有效整合轨道交通企业与沿线地方、地权者的土

地资源，保障开发建设用地需求；以整备土地为资产基础进行融资，获取开发建设资金。

 牵头单位全权代办

 利益协同与充分信任下，轨道交通企业在开发全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主导规划设计编

制，全权代办土地整备事宜 （包括土地区划调整、土地利用性质变更等），全资投入轨道

交通建设及主要物业开发，保障了规划意图和利益分配模式的成功实践。

 开发与销售的时空节

奏控制

 空间上以轨道站点为核心，分圈层推进物业开发；时间上根据轨道交通建设进入、地价

变化情况、居民入住情况，灵活调配宅基地或物业预售供给，调控供需关系，实现综合利

益最大化。

 沿线价值创造与维护

 以公园绿地和公共配套完善居住环境构建，以微循环公交网络提升轨道交通服务覆盖范

围，以学校、综合商场等大型集客设施创造大型公共服务需求与反向客流，综合提升沿线

价值。

 适应市场变化的灵活

策略调整

 坚定把握 “用轨道提升、保持生活的便利性”根本出发点，研判市场需求变化与政策导

向，在中低密度开发的原则下适当提升部分区域的开发密度、丰富公共服务功能，挖掘潜

在经济效益

5.3 对国内都市圈市域 （郊）铁路综合开发的启示

充分借鉴东京都市圈由轨道交通企业主导的 “轨道-新城”沿线综合开发模式，结合国内各大都市

圈中心城市及其轨道交通发展阶段特点，以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为抓手，带动外围片区发展、有机

疏解中心城区功能，支撑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

（1）加大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力度。充分认识以市域 （郊）铁路为主的20km～50km空间范

围内快速轨道服务对远距离组团空间的激活作用，灵活采取新建市域 （郊）铁路、市域轨道交通快线、

利用既有线开行市域 （郊）通勤列车等多元化供给模式，着力提升远距离、跨组团时间可达性，拓展重

点片区的 “时间腹地”，配合多样化住房供给机制，提供更丰富的职住选择；重点研究利用高可达、远

距离组团打造大规模、高品质居住区；

（2）总结检讨、全面推广 “轨道+物业”建设模式。总结检讨既有 “轨道+物业”建设模式实施经

验，根据具体区域、线路、站点特征，重点研究丰富物业开发模式、明确回报机制，力求挖掘收益潜

力，充分实现轨道交通外部效益的内部化；

（3）轨道交通企业全面承担轨道交通综合开发职责。发挥传统轨道交通企业作为大型国企的体制机

制优势，一方面在长周期、大投入的开发全过程中保持战略定力，合理控制风险，坚定贯彻执行城市规

划和政府的发展意图；另一方面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以市场化手段推动建设、运营、管理与资源调度、

利益协同，达成良好的开发效果和社会经济效益，保持财务可持续；

（4）扩展轨道交通企业业务范围，打造复合经营模式。轨道交通企业组建专门的投融资、物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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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物业运营团队，提升对综合开发意图的贯彻落实能力以及对开发全过程的主导能力。运营自有商业

物业，提升自主盈利能力；直接面对公众，提升品牌价值。

6 结语

准确把握都市圈协同发展阶段性特征，适时推进市域 （郊）铁路规划建设及沿线综合开发，引导都

市圈多元化空间布局优化。策略重点一是创新土地整备、属地利益协同机制，保障建设及综合开发用地

需求；二是以高品质的住宅、商业、公共服务全要素开发吸引人气集聚，实现综合开发与轨道交通客流

效益的良性互动；三是创新轨道交通企业多元化经营模式，实现轨道交通外部效益内部化以及综合开发

收益可持续。

都市圈背景下市域 （郊）铁路及其综合开发的落地实施还有若干问题待深入思考：一是在我国市域

（郊）铁路建设明显滞后于城镇化和都市圈一体化进程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与沿线既有开发建设及相关

利益的关系；二是如何有效实现综合开发的多样化、全要素，避免单一的高密度 “卧城”式住宅开发；

三是针对都市圈跨行政边界市域 （郊）铁路，如何打破行政壁垒、协调属地利益，以及采用什么样的建

设报批模式和运营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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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高密度城市低空空间综合开发利用的思考

陆晓华 郑 林 张 奇

【摘要】 随着国内各大城市立体综合交通网络快速发展，城市低空空间的合理利用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务院

中央军委2010年下发 《关于深化我国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意见》，低空空域管理改革的深入推进，为释放通用航空低空

飞行需求，探索建立城市空中交通网络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如何在空域管理改革的背景下，处理好城市低空空间资源与

空域环境、城市垂直生长之间的关系，成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低空空间特性与开发价值，结合

空域管理体制和现状使用问题，从空域协同管理、飞行通道划设、飞行服务保障等方面提出思路与建议。

【关键词】 低空空域；城市空间；空域管理；低空飞行

0 引言

当前各地正在开展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强调 “多规合一”[1]。高密度城市为破解资源困境，通过

不同形式提出三维立体空间复合开发，统筹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利用的理念。随着近年来我国通用航空业

的持续快速增长，城市低空飞行活动日益频繁，直升机空中游览、医疗救护、无人机物流配送等新兴业

态迅猛发展，对于低空资源开发使用的需求十分强烈。低空空域是国家重要战略资源，一直以来由国务

院、中央军委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 （简称国家空管委）统一领导全国低空空域使用管理工作。城市低空

空域 （空间）的综合开发利用一方面受到现有管理体制机制的约束，另一方面其价值也尚未得到足够

重视。

1 城市低空空间特点与开发价值

1.1 城市低空空间的特点

我国低空空域多按高度划分，2014年国家空管委 《低空空域使用管理规定 （试行）》（征求意见稿）

提出低空空域原则上指真高 （相对于平均海平面的高度）1000m （含）以下的区域，2016年国务院办

公厅 《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将低空空域范围扩展至真高3000米以下。而国际上多以

空域所提供的服务作为划分标准，例如国际民航组织提出的E、F、G类空域
[2]，根据飞行活动要求逐

步放松对目视飞行的限制。城市低空空域 （空间），其运行和使用除了受高度影响外，还受到机场起降

航路和服务保障能力的影响，一般具有以下三方面特点：

第一，位于人口稠密的城市建成区上空，空域范围相对紧张，传统运行模式难以满足需求；

第二，城市机场飞机起降航路对空域占用较多，部分空域还受到军事活动、核电保护区等其它

限制；

第三，低空飞行服务保障需求较大，需要提供飞行情报、气象等相关服务以提高空域利用率和安

全性。

1.2 低空空间利用适应城市垂直生长趋势

城市垂直空间的利用成为现代高密度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城市垂直生长主要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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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一是向地下垂直生长，建造地铁、地下道路、地下商城等设施。另外一种趋势是向城市上空垂直

生长，包括高层建筑、空中连廊、交通枢纽上盖综合开发等。城市低空空间的利用，可以更好地利用空

中资源缓解地面空间日益紧张的问题。通用航空飞行器利用城市低空飞行，以直升机为代表的旋翼机

型，其起降场地对城市用地占用较少，且一般可通过改造高层建筑楼顶等满足飞行要求，飞行航路的划

设与城市开发之间冲突较小。以纽约为例，曼哈顿地区的三个公共直升机场总共占地不足3000m2，每

天能够承担多达250架次的飞行任务，具有较高的用地效率
[3]。

图1 曼哈顿中心直升机场 （图片来源：http：//bbs.zol.com.cn/dcbbs/d232_190470.html）

1.3 低空空间利用是构建立体综合交通网的需要

随着城市地面交通拥堵指数不断上升，交通参与者 （特别是超大城市的交通参与者）正在不断探索

利用立体的交通方式提供更为快捷方便的出行选择。相较于城市地下道路系统和城市轨道交通，低空飞

行具有灵活、方便、快捷的特性，而且基建投入较小。未来城市空中交通可以充分利用空中资源提供点

对点的便捷出行，覆盖交通不便地区，提供更多高品质、个性化交通解决方案，为构筑立体综合交通网

打通最后的闭环。政府机构层面，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和新加坡民航局为代表的机构正推

动城市空中交通体系的建立。2019年5月，中国民航局 《关于促进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发展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在2035年之前，建立包括载人在内的无人驾驶航空交通运输系统。

1.4 低空空间利用是满足现代化城市公共和生活服务的需要

近年来，通用航空在抢险救灾、医疗救护、空中巡查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关

注与认可。在高密度城市公共民生发展中，通用航空亦可担当不可替代的社会服务使命。我国城市规模

不断扩大，社会管理制度日趋完善，北京、上海、深圳等国内一线城市目前已基本具备空中警务、应急

救援等综合服务的社会基础和发展环境。空中应急救援体系随着通用航空 “放管服”理念不断深化，正

逐步融入到公共民生保障工作中。此外伴随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低空消费配套服务的完善，以空中游

览、个人娱乐为主的消费类飞行活动呈快速增长趋势。2020年6月，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

好交通运输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推进交通运输与旅游体育产业融合，推动低空飞

行旅游。

1.5 低空空间利用是通用航空与运输航空协调发展的需要

通用航空是民航 “一体两翼”重要组成，可以实现与运输航空的资源共享、协同运行、功能互补。

2019年7月民航局印发 《关于加强运输机场保障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有关工作的通知》，鼓励有条件的运

输机场分设通用航空专用通道，结合机场实际规划通用航空飞行进离场航线、程序。目前深圳宝安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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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均航班起降已经突破900架次，进近管制压力较大。即便如此，深圳机场仍然在国内率先开通了深圳-

澳门、深圳-香港的跨境直升机航线，在机场控制区设置通用航空站坪，拓展了通用航空服务范围。因

此只有开放运输机场和低空空域的使用，鼓励多场景应用，低空飞行服务才能充分体现其价值。

图2 深圳宝安机场东航站区外的福永直升机场 （图片来源：深圳东部通航公司）

2 城市低空空域使用与管理现状

2.1 城市低空飞行类型

低空飞行器种类多，应用范围十分广泛。2018年我国经营性通用航空作业类型就多达26种
[4]，可

以归纳为飞行培训、工业作业、农业作业、消费体验、交通服务和应急救援六大类。随着通用航空业的

快速发展和低空空域管理的逐步松绑，低空飞行正在逐步融入现代都市生活，应用场景变得日益丰富。

图3 全国通用航空部分新兴类型飞行量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民航科学技术研究院

《中国通用航空2019年度报告》）

低空游览增长明显。我国已初步形成一批以

城市及景区空中观光为核心的低空旅游示范项

目。比如2014年被国家旅游局授牌的全国首个低

空旅游示范基地———北京密云机场低空旅游示范

基地，开通七条观光航线。天津、西安、武汉、

株洲、三亚、海口等城市也开通了观光为主的低

空旅游项目。民航局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

低空游览飞行时间2.16万小时，相比2018年增

长32%。

航空公共服务需求开始显现。通用航空在城

市公共服务领域主要应用于安全管控、消防灭

火、抢险救灾、医疗救护、测绘航拍等。成立于

1993年的香港飞行服务队，隶属于特区政府保安

局，是城市航空公共服务的典范，每年仅直升机的飞行时长就可达到5000小时。自1993年武汉市组建

我国第一支警务航空队，至2020年初，全国已组建39支警务航空队，以无人机和直升机为主体，在防

恐处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航空公共服务能力已成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

商务包机和运输类服务趋于常态化。以直升机和小型固定翼等机型为主，短途运输和包机运输形式

逐步受到高净值人群的青睐。短途运输 （商务包机）作为个性化出行方式，成为城际综合交通的有益补

充。例如，香港至澳门、澳门至深圳开通了直升机航线，其中港澳之间航线已经运行近30年，深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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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直升机跨境飞行也于2019年6月试飞成功。

2.2 占用城市空间情况

以深圳市为例，城市低空飞行活动对于城市空间的占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地面起降点布局和

低空飞行航线划设。

起降点多集中于高密度城区，以建筑高架及临时性设施为主。直升机起降点的分布与飞行活动类型

及强度密切相关。通常直升机起降点的建设需要占用少则400m2，多则结合保障服务功能超过近

1000m2的面积。而城市中心区用地资源紧张，固定式的表面型直升机起降点选址十分困难，因此现有

起降点多位于楼顶、操场、市政公园等开放性区域，并且以临时性设施为主。例如深圳市现状直升机起

降点多由市场主体开发建设，主要集中于福田、南山、罗湖等人口密度较高、经济产业发达区域。

图4 深圳市直升机起降点现状分布 （图片来源：《深圳市直升机起降点布局规划》）

城市空域整体呈现大流量单一空中通道结合零散自主飞行的空间利用形态。结合深圳通用航空飞行

业务总量来看，大流量飞行活动主要由海上石油服务产生，空中通道由深圳南头机场至市区北侧坂田、

横岗、坪山至大鹏后延伸至海上石油作业平台组成，年飞行近12000小时
[5]。其余低空飞行活动主要由

集中于宝安机场、后海片区、福田中心区以及东部华侨城等高需求区域的自主目视飞行构成，由于目前

飞行频次较低，与城市空间使用之间的矛盾冲突尚未显现。

图5 深圳市现状低空飞行网络形态示意图

2.3 城市低空空间利用的问题

低空空间开发与城市发展需要统筹协调。城市空间开发过程涉及多个用户主体，包含运输机场、通

用机场以及诸多城市起降点的净空限制，以及城市高层建筑、核电站防护、生态区域管控等诸多的城市

发展需要。目前的城市空间开发过程尚未建立弹性的空间共享理念，以深圳为例，大亚湾核电站周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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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5km空域禁止一切空域航线开发，宝安机场起降航路所要求的安全间隔又对可用低空空域造成较大

压缩，而噪音管控也进一步制约了通用航空飞行器在城市内的飞行活动。城市低空空间多个用户共同挤

占有限的空域资源，相互制约又缺乏协调共享，形成低空空间开发过程中诸多掣肘现象。

城市低空空间管理体制机制亟待理顺。高密度城市向上垂直开发利用或可成为解决城市空间扩容的

有效途径。但对于目前我国空域资源管理权限统一归口至军方，民航部门负责飞行运行管理事务，同时

地方政府也需要在建筑限高、环境噪音、交通体系等多个方面开展协调管理工作。在低空空域管理和通

用航空分类管理体系尚未理顺的情况下，低空空域划分、飞行任务及计划等审批流程复杂，城市低空空

间的开发利用面临根本性制约。

城市低空空间开发利用的保障体系有待健全。目前服务于低空飞行活动的飞行计划、航空气象、航

空情报、告警救援以及其他保障体系尚未健全，通用航空器无法实现如同运输航空一样系统性高效开展

飞行活动。面向商业化运营的城市低空飞行运行规则和安全管控机制亦尚未建立，无法做到区域规模化

飞行的统筹协调，给通用航空飞行与公共安全带来不可控的风险。

3 城市低空空间开发的策略思路

3.1 加强低空资源协同管控

合理划设协同管理空域。目前城市低空飞行仍沿用运输航空的管理规定，并未充分考虑通用航空的

飞行数量、高度、速度，以及安全管控能力。通用航空飞行器的通讯、导航以及高度保持能力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飞机的安全飞行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已经具备严格按照规定的航线或者范围进行

作业的能力，在实际飞行服务过程中对于空域使用的条件不应构成制约因素。而且在当前空域管理中，

军民航各方对空域使用的限制较为刚性且相互制约，缺乏优化使用空域的协调机制。因此，可以根据当

前通航飞行量以及运行特点，由地方政府组织各相关管理方通过联合办公或者远程办公的形式协同管理

空域，在满足现有的管理规定前提下，在城市地区合理划设协同管理空域，在该空域中采用混合使用的

方式允许通用航空与军民航融合运行。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采用目视自主飞行，以提高空域使用效率。

动态使用城市低空空域，并保障空域可及时回收。在现有的空域管理体制下，采用动态使用空域的

方式，充分利用当前军民航各方使用较少的空域，特别是城市低空空域，建立协同管理空域。在协同管

理空域无特殊飞行需求的情况下，允许低空用户在空域中自主组织飞行，并对飞行的安全负责，同时通

过专用频率与空域用户保持通讯联系，协同管理空域中的运行信息实施传送至军民航监管机构。在军方

或其他空域用户对空域有使用需求时，军方单位可通过监视手段掌握空域内的航空器动态，并通过专用

频率或其他通讯方式及时组织各方退出空域，保障在特殊情况下空域的可回收性。

3.2 划设飞行通道并建立安全运行规则

合理划设低空目视飞行通道。飞行通道的划设既要充分考虑空域管理的规定以便获得许可或授权，

也要根据城市功能区和建筑物分布选择满足飞行用户需求的最优方案。因此，可以从城市低空飞行活动

特点出发，综合考虑国土空间、空域情况、用户需求等多重因素，采用三维叠加设计方法，综合确定目

视通道的方案。其中，空域限制是通道划设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一般在通道划设起始阶段就充

分考虑限制空域以及军民航活动的影响，以保证通道运行的可行性。

明确目视自主飞行规则和安全责任。参照国际民航组织关于目视飞行规则的建议条款，明确在特定

空域条件下由飞行员采用目视自主避让规则，确保符合包括安全间隔以及超障高度等要求。在指定空域

目视飞行规则下，一般来说空防安全责任主体是军队，飞行安全的责任主体是通用航空经营者和航空器

驾驶员，公共安全责任主体是地方政府。在民航推行 “放管服”的背景下，深化民航管理部门的责任边

界重塑，并推动军航管理方的责任边界调整，消除相关管理方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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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目视通道划设三维导图

简化飞行计划审批流程。通过军、民、地三方建立协调机制，进一步简化飞行计划审批报备程序。

逐步实现在管制范围以外的通用航空飞行活动，军民航管理单位将不再分别对飞行计划逐一审批，而是

按照事前备案管理。军方可以通过审批备案平台随时调取相关的审批备案资料，并通过监视平台对低空

用户的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视，并发布相关的空域使用限制或临时性要求，保证空防安全。

3.3 强化飞行服务保障

与运输航空相比，通用航空低空飞行具有机动灵活、快速高效等特点。但是目前通用航空飞行服务

多数采用 “独立运行，个体保障，自给自足”的方式，没有系统的飞行服务基础数据，没有成型的基础

服务产品，没有信息交换和发布的渠道，整体服务能力较弱。为适应通用航空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需

求，根据不同类型通航活动的特点和需要，应提供更广泛、更精细的差异化服务。以城市低空飞行为

例，在目视飞行规则下自行保持安全间隔，对飞行员的间隔判断、障碍物避让、危险天气识别提出新的

要求。为此，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是满足低空空域有效开发利用的需要，可以从技术上为主管部

门的运行监控和通用用户的安全飞行提供有效支撑。在建设模式上，低空飞行保障体系可以由地方政府

和民航部门联合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建设和运营，民航部门主要负责运行规范和标准，负责技术支

持和行业监管。

3.4 将城市低空空间纳入国土空间规划

城市低空空间作为城市重要资源，建议纳入城市国土空间规划范围，以健全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

度。首先在体制上，明确城市低空空间利用属于国土空间规划事项，授权指定城市人民政府进行统筹规

划。其次在权威性上，把握低空空间规划的刚性管控和弹性指导，在运输机场和通用机场净空保护基础

上，应对低空空间利用设置一定的保护机制，对低空飞行密集区域的新建高层建筑报批设定审查程序，

以保护城市低空空间的安全利用。再者在协调性上，低空空间规划离不开地面配套设施的支持，建议以

既有城市直升机起降场地和高层建筑楼顶为基础加以改造，并通过建立可回收装置实现起降场地的多用

途设计，以实现起降场地的动态利用。最后在环境保护方面，城市低空开发利用还需通过规范低空飞行

线路，规定直升机飞行高度以及飞行器起降操作流程，以减少噪音影响，同时积极鼓励使用低噪音的电

动飞行器。

4 结语

随着通用航空飞行器的快速发展，未来城市空中交通模式是综合立体交通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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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由地面、地下转变为全方位、立体式的发展。在现有空域管理制度下，建议采用多方协同管控

的空中交通模式，打破多头管理、静态调配的方式，明确安全责任，通过新型空域管理方式为城市空中

交通提供足够的空间。同时，探索将低空空间列入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开发低空资源，保证低空空

间开发的安全有序。可以预见，一旦我国低空空域资源得到释放，对于城市空间利用和开发，将在空间

形态、组织模式、管理形式等方面产生革命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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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赋能下的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思考

黄愉文 孙 超 张永捷

【摘要】 面对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及疫情全球化的冲击，国家着力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智慧交通作为新技术与

交通运输深度融合的主要载体，迎来战略发展机遇。首先，通过 “新基建”发展态势分析，从数据感知体系更精准可

靠、管理决策体系更智能协同、出行服务体系更精细舒适等方面研判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前景。其次结合 “新基建”建

设特性，提出按需建设与适度超前相结合、顶层设计与重点示范相映射、市场主体与政府作用相促进的交通运输智慧化

发展基本原则。最后，围绕交通信息基础设施升级、行业治理与服务应用创新，以设施数字化和数字设施化为主线，以

智慧道路等 “硬”新设施、交通大脑等 “软”新设施、集成示范为核心提出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思路。

【关键词】 “新基建”；交通运输智慧化；“硬”新设施；“软”新设施

0 引言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持续演进，伴随疫情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被视为拉动

经济增长、支撑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关键举措。交通运输作为经济发展的先行官，着力推

进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积极建设交通运输新型基础设施引领智慧

交通发展势在必行。

自2018年提出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来，智慧交通
[1]、智慧城市[2，3]建设逐步推进，但整体上以人工

智能、5G、区块链
[4]、自动驾驶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应用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新型基础设施推动下的交通

行业治理能力体系、治理模式、建设思路、重点建设领域仍然有待研究，如何科学布局交通运输新型基础设

施建设、推动新技术赋能下的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是谋划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的核心环节。本文旨在基

于分析 “新基建”赋能下的交通发展前景，理清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原则，最后聚焦交通行业治理和服务能

力创新升级，围绕设施数字化和数字设施化，从智慧道路等 “硬”新设施、交通大脑等 “软”新设施、集成

示范三个层面提出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思路，以期为高质量智慧交通建设提供参考。

1 “新基建”赋能下的交通发展前景研判

“新基建”建设是国家重要战略部署，被视为对冲疫情冲击下的经济下行压力、推动科技创新、助

力经济转型的核心举措，也是推动高新技术与城市治理协同发展的关键载体。“新基建”从5G、人工智

能、物联网、大数据中心等领域为交通运输发展注入新的支撑要素和要求，将推动交通行业数据采集和

传输、关联分析和精准治理、综合性和个性化出行服务等关键环节升级完善，助力交通智慧化发展。

表1 “新基建”相关政策

时间 会议或文件 相关内容

2018年12月 中央经济会议  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2019年3月 政府工作报告  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1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  出台信息网联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支持政策，推进智能、绿色制造

2020年2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  推动生物医药、医疗设备、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加快发展

2020年3月 中央政治局会议  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注重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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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一代网络传输体系加速建设，交通数据感知体系更精准可靠

5G、物联网、卫星定位网是新型基础设施的重要建设内容，将极大赋能数字连接，助力交通行业

海量前端感知数据高可靠、高速率回传，支持局部区域车路人交互协同，并为智慧灯杆、智慧锥桶、移

动监测车、智能单兵设备、无人机以及ETC门架等智能化新设备设施提供基础支撑。当前各省市陆续

推出5G等新一代网络传输体系建设计划，例如上海提出三年内新建3.4万个5G基站，在实现全市覆

盖的基础上，持续推进重点区域深度覆盖和各区功能性覆盖、形成有规模效应的应用。

（二）新技术基础设施加快融合应用，交通管理决策体系更智能协同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应用范围逐步扩大，将极大赋能数字分析，助力交

通行业区域间、城际间、城市内等多层复杂运行规律挖掘，支持短时运行态势精准推演，为主要交通廊

道、重点交通集聚片区、异常交通事故等大规模人流、车流应急疏散提供精细化引导支持，为优化资源

配置、强化业务联动提供强有力支撑。如江苏省提出通过交通运输大数据驱动行业治理，开展交通流分

析、交通供给需求匹配分析、交通拥堵特征分析等，为城市公交线网优化提供支撑。

（三）融合基础设施体系规模化落地，交通出行服务体系更精细舒适

以智慧高速、智慧枢纽、智慧港口、智慧道路等为代表的融合基础设施加速规模化落地，将极大赋

能出行服务，助力车道级驾驶引导、站点级室内导航、全出行链多方式无缝衔接，无人驾驶出租车、无

人驾驶公交车等智能移动空间服务重构出行定义，出行上升为办公、娱乐、休憩等多活动综合载体，融

合基础设施推动推动下出行服务体系更精细舒适。如浙江省提出沪杭涌高速公路智慧化提升、杭绍甬智

慧高速公路等建设工程，实现面向个体车辆的诱导与安全辅助信息推送，为行车用户提供综合路网

服务。

2 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基本原则

“新基建”建设推动下，交通运输新型基础设施加速走向落地，新一代科技与交通运输加快融合，

但考虑到新技术应用及建设模式尚处于探索阶段，传统基础设施补短板需求强烈，有必要提出新旧共

融、顶层规划、协同共治等基本发展原则，科学有序推动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

图1 交通运输智慧化发展基本原则

2.1 坚持新旧共融，促当前利长远

坚持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旧式基础设施协同发力，共同推进交通运输转型升级。当前我国道路资

源、铁路资源、枢纽资源等传统基建仍然存在不足和欠缺，基础设施资源错配、使用饱和度低等问题依

然存在，有待进一步完善和转型升级。“新基建”以数据流动、精准分析、主动控制为核心，强化交通

管理服务智能决策能力的同时，能够有效推动传统基建数字化转型，催生智慧高速、智慧道路等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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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新模式。因此，新旧基建应融合发展，坚持按需建设与适度超前相结合，双擎驱动交通智慧化

建设。

2.2 强调统筹规划，高站位优落地

显然，新型基础设施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技术发展进程、建设路径、运营模式等缺乏成熟的可借

鉴案例，为避免盲目建设、减少错误教训，应从战略发展的高度明确交通运输新基建核心功能体系、实

施时序、建设重点等顶层设计方案，注重新旧基建的统筹衔接，同时结合城市发展需求及新型基础设施

技术发展态势，在顶层方案的指导下，科学有序推进 “新基建”集成示范应用，实现顶层设计与重点示

范相映射，高质量促进新基建推动下的交通运输智慧化转型升级。

2.3 注重协同共治，聚合力建生态

以新型基础设施为核心的交通智慧化建设，应充分借助基础核心技术研发、关键产品生产、交通运

营、出行公众等多类型主体力量，实现技术创新、运营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等交通运输管理服务

关键环节的持续提升，实现交通运行管理全链条相关参与要素的协同共治。同时，通过逐步完善有关体

制机制，畅通社会资金进而 “新基建”多样化渠道，灵活应用PPP、使用者承担费用等投融资模式，

实现建设资金的多源头、多形式筹集，形成全行业联动发力的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格局，保障智慧交通

可持续健康发展。

3 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初步设想

以着力提升交通治理和服务质量为目标，顺应5G、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趋势，围绕

设施数字化和数字设施化，提出构建泛在连接、主动感知的 “硬”新设施，构建高效协同、智能决策的

“软”新设施，打造融合创新、重点引领的集成示范等三个方面的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初步设想。

3.1 设施数字化：构建泛在连接、主动感知的 “硬”新设施

用数赋智，聚焦交通运输数据链构建，以人-车-路-环境-设施等全交通要素运行态势的协同感

知、精准感知为核心，推动城市道路、高速公路、枢纽场站、通信网络等物理硬件设施数字化转型，建

立与现实平行的数字映射模型，实现交通运输形势一图感知。

（一）聚焦数字赋能，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充分发挥新型基础设施在数据传输、数据存储、数据运算等交通运输数字化建设基础关键环节的核

心赋能作用，合理布局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网络传输体系、北斗
[5]定位基准网及云化虚拟信息中心。

一是构建新一代全域-局部分层耦合的网络传输体系。加快推动5G、LTE-V2X
[6]车联网在交通

领域的创新应用，优先选择枢纽、局部道路车路协同和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等集中应用场景，通过5G

移动网络传输体系实现全域数据互联、全程伴随式信息服务，通过短程车路组网实现局部场景的特定交

通运行信息交互，有力提升异常情景下的交通安全保障。二是北斗定位基准站建设，充分利用北斗高精

度定位、导航、授时等关键能力，支撑无人驾驶、极端天气下的精准救援，实现行程路径的无差别回

溯，为自由流收费筑牢基础条件。三是云化虚拟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交通行业云资源中心，与政务

云对接关联的同时，向行业科研机构、运输企业、公众等社会主体提供一体化、一站式的交通大数据存

取、基础机理分析等通用服务，助力行业共治共享。

（二）聚焦数智融合，推进传统基础设施升级

面向交通全要素三维数字化呈现，重点推动路网、枢纽、港口、机场等既有传统设施运行数据网联

化、运行状态数字化，搭建交通数字孪生体，助力交通运行态势精确感知、资源要素高效配置、跨部门

高效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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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核心内容

一是高速公路智慧化，合理布设高精度传感器、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智能锥桶、无人机等设备设

施，实现全线交通流态势实时监测及短时推演，支持车道级智能诱导及区域协同控制，提供基于位置及

个人偏好的伴随式综合信息服务，远期允许无人汽车编队行驶。二是枢纽设施智慧化，围绕客流组织、

票务运营、工作人员调度、运力协同、设备巡检、环境监测等枢纽业务场景，借助5G高精度蜂窝定位

及高可靠物联网连接能力，精准识别乘客、工作人员、设备设施状态。三是港口智慧化，聚焦自动化运

营及审批，强调水铁、水陆、水水高效联程联运，大力推广5G、无人集卡、自动AGV、区块链等技术

应用，推动货柜高效装载转运。四是城市道路智慧化，面向行人优先、公交优先、区域协同管理、精准

执法等现代化治理要求，科学应用视频识别、智慧道钉、云边一体信控体系等先进设备，实现道路状态

全面感知、信息融合协同、运行综合管控。

3.2 数字设施化：构建高效协同、智能决策的 “软”新设施

顺应新技术基础设施发展趋势，重点解决当前系统孤岛、协同处置欠缺、关联分析不足、机理挖掘

不够等信息化建设问题，前瞻性应对超大规模数据在线分析、全出行方式精准调度、城市级交通运行协

调管控等现代化治理要求，建设覆盖政府交通治理、企业运营、公众出行服务的信息软件设施，实现数

据驱动、智慧赋能的交通行业决策支持及运营服务。

（一）建立共融开放的数据资源体系，支持交通大数据高效存储分析

一是建标准、促汇聚。建立统一的交通行业数据标准，明确数据类型、数据内容、数据质量等要

求，形成分类型、分层级的数据资源目录，并升级数据校验流程及规则，建立数据清洗、加工、脱敏机

制，强化数据勘误和整理自动处置能力。二是建制度、促开放。面向不同用户，建立数据分级、分权限

共享机制，实现数据高效上传及下发，形成有序共享环境，确保关键核心数据安全。三是建接口、促应

用。按照业务主题形成系列数据库，制定行业数据接口，支持按业务类型逐级查找，支持按关键字的快

速搜索，并实现数据资源批量调整，有效提升数据资源获取便捷性，促进行业协同创新。

（二）建立主动精准的行业治理应用，推动交通管理体系智能升级

面向交通管理部门公共交通、客货运输、基础设施、道路管控、综合执法等交通治理业务，重点建

设精准监控、智能决策、主动控制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一是智慧公交，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动态分析线路、站点、重点区域客流情况，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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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企业、线路运行质量，助力精准考核、补贴决策优化、线路调整完善。二是智慧运输，强化运行规律

分析，注重运行态势预测，强调运行体征在线监管，挖掘违法行驶重点路段、重点企业，提炼时空分布

特征，建设全程主动的客货运输防控体系。三是智慧设施，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高危边坡、重大桥梁

等基础设施病害识别、监测预警与维修保养等方面应用，构建全生命周期闭环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四

是智慧管控，借助大数据、5G、CO2传感器等技术设备，加强道路交通运行态势及环境监测，智能识

别常发拥堵和环境质量低的道路路段，推动区域协同管控。五是智慧执法，拓展视频集群分析能力，实

现基于多路视频拼接追踪的出行轨迹回溯，推进以自动识别、流程化处置为核心的执法体系建设。

（三）建立高质高效的企业运营应用，实现运输资源智能调配

围绕输送效率、服务质量、安全保障和运营效益提升，建立全息感知、实时分析、科学决策、精准

执行的运输管理体系。一是打造智能识别、实时预警的客流精准监测，利用图像识别技术，实现人群密

度、人员滞留、人群轨迹等信息的智能检测、自动预警，支撑客流的及时引导与疏散。二是打造动态协

调、全景管控的车站组织管理，基于客流精准预测，结合站内人群分布态势，精准分析瓶颈站内瓶颈路

线、热点区域，助力客流组织优化。三是打造跨方式协同的大客流应急体系，突破公交、地铁、出租行

业数据壁垒，精准对接多方式供需匹配态势，实现跨方式精准协同，提升行业运力资源利用率。

（四）建立按需响应的出行服务应用，提供全出行链、时刻表级服务

以MaaS体系建设为核心，向公众提供全链条、一站式出行定制服务，着力提升公共交通出行体

验。一是全交通方式串联，汇聚航空、高铁、港航长途班车、高速路况等城际交通和地铁、公交、水

巴、出租、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城市道路路况等市内交通运营服务资源。二是城市级运输资源调度模

型，在建立个体出行画像的基础上形成城市级出行需求时空分布规律，形成一般性运力资源部署，同时

在此基础上，面向临时性出行需求，实现最优的邻近出行资源调度匹配，保障常态及临时出行需求。三

是支持票证一体化，为公众出行提供更加个性化的全过程出行服务。

3.3 应用智慧化：打造融合创新、重点引领的集成示范

当前5G、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自动驾驶等新兴技术基本处于小范围应用或试验阶段，新技

术、新模式尚未完全成熟，有待进一步实践。此外，单一技术难以满足交通运输行业多方式协同、多部

门业务联动、复杂多维数据深层挖掘、大规模资源高效配置等高性能要求，多技术协同发展是推动交通

管理服务能力转型升级的关键。因而，围绕新技术集成示范，结合不同空间层次的交通管理服务需求，

提出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集成示范方案。

一是城市群尺度下的交通运输智慧化集成示范。推动智慧高速建设，选取城际间高速公路联系核心

通道，前期以数据采集、智能识别、信息推送等功能建设为主，充分实践和完善以视频识别、运行态势

分析、个体出行画像、异常事件预警等技术体系，进而逐步推动高速公路与城市群内部道路协同控制、

车道级运行诱导、设备设施主动维保等功能建设，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道路建设范式。

二是城市尺度下的交通运输智慧化集成示范。推进智慧道路建设，融合应用基于大数据深层挖掘的

交通流预测、基于在线仿真模型的运行态势推演、基于知识图谱的多要素运行规律分析等关键技术，重

点打造安全舒心的行人过街体系、自适应公交优先体系、区域协同管控体系、秒级盘点的基础设施维保

体系。推动智慧地铁建设，结合历史客流数据，分析客流时空分布规律，实现热点区间、热点线路、瓶

颈站点等关键环节识别，助力运力资源智能调配，支持基于区间拥挤度发布的主动客流引导。着力应用

5G、WiFi嗅探、智能移动终端等技术，实现高速稳定的车地无线传输、精准的客流组织及人员调度。

三是片区尺度下的交通运输智慧化集成示范。推进无人驾驶短途接驳应用示范，选择居住特性、或

办公特性较明显的片区，划定地铁站+办公地、地铁站+居住地、地铁站+购物娱乐场地等5km以内

的固定线路，开展载人接驳商业化运营探索，前期以免费体验为主，实现场景适应的同时逐步培育公众

搭乘量，进而逐步实现非限定路线的按需响应式接驳服务，有效解决 “最前/最后一公里”公共交通出

行困境，大幅提升公共交通出行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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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当前处于国家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关键阶段，交通运输智慧化建设应顺应5G、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发展趋势，聚焦数据感知、智能分析、主动决策等关键环节的协同创新，在充分考虑交通运输新型基础

设施发展态势、建设思路、重点建设领域等基础上，紧扣以坚持新旧共融、强调统筹规划、注重协同共

治为核心的发展策略，明确智慧道路等 “硬”新设施、交通大脑等 “软”新设施、集成示范三个方面的

建设思路，进而逐步建成治理主动精准、服务高质高效的智慧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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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企业创新联系网络及交通支撑体系

沈子明 安 健 宋嘉骐

【摘要】 我国城市已经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期，交通运输面临转型升级，以更好地支撑创新经济发展，适应创新

人才出行需求。为更好地推动深圳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融入国家创新网络，亟需构建与创新经济体系、创新活动

需求相适应的交通支撑体系，满足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创新要素自由高效流动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深圳创新企

业70强及其子公司分布，对深圳创新联系网络进行实证研究，并分析创新产业人群对外出行特征。根据创新联系网络

“以城市群为联系主体，多中心、网络化联系模式”特征，创新产业人群对外出行 “高频次、高时效性要求”特征，提

出全国层面构建直连直通、1日往返创新交往圈，粤港澳大湾区层面构建 “广深港+珠深惠”十字型创新经济走廊，市

域层面构建 “枢纽经济+创新经济”高度耦合的空间格局。

【关键词】 深圳；企业创新；联系网络；创新型城市；交通支撑

0 前言

随着科技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日趋凸显，全球各国先后将创新作为国家的核心战略[1]。

2016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推动区域间共同设计创新议题、互联互通创新要素、联合组织技术攻关”。

深圳坚持把创新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制定出台全国首部国家创新型城市总体规划，率先发布

促进科技创新的地方性法规，先后出台自主创新 “33条”、创新驱动发展 “1+10”文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及未来产业规划等系列政策，从财政金融支持、人才支撑、创新载体建设、科技服务业发展等各个

方面，全面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支持力度，形成了覆盖自主创新体系全过程的政策链[2]。2020年1月，

深圳成为继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合肥之后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说明国家对深圳创新活力、能

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3]，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居民出行行为特征都将发生相应的变化，交

通支撑体系需要进一步与创新型城市发展需求相适配。本文以深圳为例，构建形成深圳与全国的创新联

系网络，分析创新联系模式及交通需求特征，并提出相应的交通支撑体系发展策略。

1 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

深圳在全国率先探索形成 “以产业为基础、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自主创新之路，企业

成为深圳城市创新的主要动力源泉，推动深圳成为一座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1.1 深圳迈入全球创新城市前列

深圳作为首个国家创新型城市，首个以城市为单元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始终把创新作为城市发

展的灵魂，已成为一座充满魅力、动力、活力、创新力的国际化创新型城市[4]。

根据仲量联行发布的 《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报告 （2019年）》，深圳跻身全球创新城市20强，位列第

14。各分项指标中，深圳20到40岁之间的年轻人口比例位列第1，专利申请数量位列第2，风险投资

和研发支出分别位列第12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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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全球创新城市20强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排名 城市

1 旧金山 6 圣何塞 11 上海 16 悉尼

2 东京 7 巴黎 12 洛杉矶 17 多伦多

3 新加坡 8 纽约 13 慕尼黑 18 柏林

4 北京 9 波士顿 14 深圳 19 阿姆斯特丹

5 伦敦 10 首尔 15 西雅图 20 斯德哥尔摩

  数据来源：《全球创新城市指数报告 （2019年）》

根据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

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19，深圳排名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报告显示，深圳的创新总指数为

80.41%，其中创新投资指数和创新活动指数均排在第1位，是深圳的优势所在；创新影响指数排在第

3位；企业R＆D经费支出与GDP比值、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工业企业万名就业人

员发明专利拥有量、每十亿GDP的PCT专利申请数、每十亿GDP的美国专利拥有量等指标均排在参

评城市的第1位
[5]。

1.2 深圳自主创新 “四个90%”

深圳已基本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具体表现在 “四个90%”，即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

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生产于

企业[6]。

自2015年以来，深圳企业不断加大创新力度。2018年来自企业的R＆D资金高达1091亿元
[7]，是

2015年的1.6倍。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R＆D活动企业达3489个，有研发机构企业达4348

个[7]，分别是2015年的2.7倍和5.2倍。

图1 深圳R＆D资金来源 （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活动情况 （右）

数据来源：深圳统计年鉴 （2019年）

1.3 深圳创新企业70强

目前，深圳拥有超过1.7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涌现出一批引领行业发展的知名企业。根据时

代商家杂志社、深圳商报＆读创APP以及深圳市时代新经济发展研究院共同发布的 “深圳创新企业

70强”，榜单上包括华为、腾讯、招商银行等世界500强企业，大疆、比亚迪、迈瑞等行业龙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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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上榜企业涌现一大批 “隐形冠军”，比如全球无线设备市场占有率连续9年稳居全球第一的普联技

术、太赫兹领域全球领先的华讯方舟等等[8]。

图2 深圳创新企业70强榜单

2 企业创新联系网络特征

本文以深圳创新企业70强在内地城市子公司个数代表深圳创新企业与该城市的创新联系强度，形

成深圳创新企业与内地城市间的创新联系网络。

2.1 深圳创新企业70强子公司覆盖内地约1/3的城市

根据 “企查查”搜索，深圳创新企业70强在内地共设有468个子公司，分布在内地98座城市，占

到全国所有地级市的1/3，伊宁、喀什、阿克苏、红河等边疆地区亦有子公司分布。70家创新企业与

98个地级市组成一个70×98的联系矩阵，具体如下表所示，表中数字为企业 （列）在城市 （行）的子

公司数量。

表2 深圳创新企业与内地子公司分布城市联系矩阵

城市

企业
北京 上海 南京 武汉 宁波 西安 杭州 广州 成都 东莞 …

华为 1 2 1 1 0 0 0 0 0 2 …

腾讯 5 1 1 1 0 0 0 0 1 0 …

比亚迪 1 1 0 0 0 2 0 1 0 0 …

华讯方舟 4 1 2 2 0 2 0 1 1 0 …

大疆 1 1 1 0 0 1 0 0 0 1 …

… … … … … … … … … … … …

合计 66 40 22 21 21 20 17 17 16 12 …

根据子公司个数，将98个城市分为五个等级，其中：Ⅰ级城市 （子公司个数≥40）共2个，分别

为北京、上海；Ⅱ级城市 （40＞子公司个数≥20）共4个，分别为南京、武汉、宁波、西安；Ⅲ级城市

（20＞子公司个数≥10）共6个，分别为杭州、广州、成都、东莞、惠州、重庆；Ⅳ级城市 （10＞子公

司个数≥5）共12个；Ⅴ级城市 （子公司个数＜5）共49个，占总城市数量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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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创新企业70强子公司在内地城市分布情况

2.2 以城市群为创新联系主体，寻求与优势创新资源强强联合

将子公司根据城市群进行归纳，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成渝、关中平

原、山东半岛、北部湾八大城市群的子公司共410个，占所有子公司比重高达88%。

深圳企业创新联系呈现出 “创新资源导向”的特征，突破空间距离限制，主要联系方向以产业发

达、高校集聚的地区为主。从空间分布上来看，呈现出 “东强西弱”的特征，东部沿海四个城市群子公

司共300个，占八大城市群子公司比重为73%。从空间距离上来看，呈现出 “远强近弱”的特征，与

深圳空间距离超过1000公里的五个城市群子公司共303个，占八大城市群子公司比重为74%。

图4 深圳创新企业与八大城市群联系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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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与各个城市群形成多中心、网络化联系模式

各个城市群基本有2个及以上的中心城市，与深圳创新企业形成紧密的创新联系，如长三角城市群

有7个中心城市 （上海、南京、宁波、杭州、苏州、合肥、无锡），粤港澳大湾区有4个中心城市 （广

州、东莞、惠州、珠海），长江中游城市群有3个中心城市 （武汉、长沙、南昌），京津冀、关中平原、

成渝城市群均有2个中心城市。

图5 深圳创新企业与八大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结构

根据首位城市创新联系强度、创新联系城市个数划分，深圳创新企业与城市群联系联系模式主要有

四种：一是强中心强网络模式，包括长三角、京津冀、长江中游、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二是弱

中心强网络模式，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三是强中心弱网络模式，包括关中平原城市群；四是弱中心弱

网络模式，包括北部湾城市群。

表3 深圳创新企业与城市群创新联系模式

模式 城市群 首位城市联系创新强度 创新联系城市个数

强中心强网络

长三角城市群 40（上海） 21

京津冀城市群 66（北京） 7

长江中游城市群 21（武汉） 9

粤港澳大湾区 17（广州） 8

成渝城市群 16（成都） 8

弱中心强网络 山东半岛城市群 8（青岛） 6

强中心弱网络 关中平原城市群 20（西安） 3

弱中心弱网络 北部湾城市群 5（南宁） 2

2.4 湾区内形成十字型创新走廊，深圳都市圈创新产业一体化程度较高

在广东省内部，深圳企业主要与湾区城市形成创新联系，呈现十字型网络特征，其中南北向纵轴上

与广州、东莞形成强联系，联系强度达33；东西向横轴上与惠州、珠海形成强联系，联系强度达23。

东西向横轴上，创新联系突破珠江屏障，西向跨江联系强度与东向联系强度基本相当，西向与珠海、中

山、江门的联系强度为11，约占东西向总联系强度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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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都市圈范围内，东莞、惠州均与深圳创新企业形成强联系，联系强度与广州、杭州、成都、重

庆等省会级城市处于同一级别，表明深圳都市圈内创新产业一体化发展程度较高。

图6 深圳与湾区城市创新联系网络

3 创新产业人群对外出行需求特征

创新产业人群具有高频次、高时效性要求的对外出行特征，目前深圳对外高铁、城际轨道网络还很

不完善，难以完全满足创新产业人才的对外出行需求。

3.1 频次更高，年均对外出行约6.37次，是一般从业人员的1.6—2倍

根据2019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
[9]，创新产业❶人群一年中至少有一次有对外出行行

为的比例更高，其中有出国行为的比例为10.2%，有赴港行为的比例为30%，有出省行为的比例为

63%，有去往省内其他城市行为的比例为72%，是第二、三产业整体水平的1.5-2倍。

图7 深圳不同产业人群对外出行比例 （%）

数据来源：2019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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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创新产业包括深圳四大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根据深圳政府在线网站，四大支柱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金融

业、现代物流业和文化创意产业，战略新兴产业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生物医药产业、数字经济

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海洋经济产业，未来产业是生命健康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机器人产业、可穿戴设备产业和智能装备产业。



同时，创新产业人群对外出行的频次更高。去往省内其他城市行为中，创新产业人群一年中出省次

数超过3次的比例高达28%，远高于二产人群的15%和三产人群的13%。出省行为中，创新产业人群

一年中出省次数超过3次的比例高达16%，远高于二产人群的8%和三产人群的6%。

图8 深圳不同产业人群去往省内其他城市 （左）、出省 （右）行为频次

数据来源：2019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

创新产业人群年均对外出行次数约6.37次，远高于二产、三产人群的3.16次和3.88次。

图9 深圳不同产业人群年均对外出行次数 （次/年）

数据来源：根据2019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数据整理形成

3.2 时效性要求更高，倾向于选择更加高效、直达的交通方式

省外出行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人群更倾向于采用航空出行，占比高达48%，明显高于第二、三产

业的21%和33%。目前深圳高铁网络尚不完善，主要依靠深圳北站单枢纽组织，城市轨道1h仅能覆盖

全市约40%的人口和岗位，与贵州、广西、湖北等省份联系的高铁由广州南站通过广深港高铁接入，

发车班次较少，高铁出行的优势尚未完全体现，难以完全满足创新产业人群对高时效性的要求。

省内其他城市出行中，战略性新兴产业人群更倾向于采用小汽车和高铁出行，占比高达93%，高

于第二、三产业的81%和86%。目前深圳联系湾区中心城市的城际轨道网络还很不完善，仅有一条穗

莞深城际，难以满足湾区出行 “公交化”的要求，这也导致省内出行中小汽车、高铁比例较高。

782



图10 深圳不同产业人群省外出行交通方式比例 （%）

数据来源：2019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

图11 深圳不同产业人群去往省内其他城市出行交通方式比例 （%）

数据来源：2019年深圳市居民交通行为与意愿调查

4 创新型城市交通支撑体系发展策略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深圳创新产业发展和创新人才规模增加，将对城市对外交通出行体系提出更高

的要求，亟需构建与多中心、网络化创新联系模式，高频次、高时效性要求对外出行特征相适配的交通

支撑体系。另外，如何将创新发展战略落实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是新时期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领域

的重要命题。

4.1 以机场、高铁为纽带，构建直连直通、1日往返的全国创新交往圈

一是加密深圳机场干线航空枢纽网络，加强深圳与创新联系强度大的城市间航空联系。现状日均双

向航班量达20班以上的城市，如北京、上海、西安、杭州、成都、重庆、无锡，鼓励航空公司结合自

身经济效益、运力安排，均衡航线时刻安排，争取全日进出港航班均衡分布。现状日均双向航班量不足

20班的城市，如武汉、宁波、天津、合肥、青岛、西宁、长沙，鼓励、支持航空公司适当增加公商务

航线航班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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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创新联系强度前20的城市子公司数量❶及日均航班量❷对比

二是构筑面向全国主要城市群的八大高铁通道体系。向东加快建成深圳至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深汕高

铁，接入国家沿海高铁联系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谋划新增深圳至河源高铁，接入广杭高铁

形成联系长三角城市群的第二高铁通道。向北推进赣深高铁建设，接入京福高铁，联系长江中游、长三

角、山东半岛、京津冀城市群，与既有京广高铁构成北向高铁双通道体系。向西加快建成深茂铁路，谋

划新增深圳至南宁高铁，打通深圳联系北部湾城市群的高铁通道，并通过接入贵广高铁联系成渝城市

群；谋划新增深永高铁，经永州、襄阳联系关中平原城市群。

图13 深圳面向全国主要城市群的八条高铁通道

三是加强重大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间交通联系，构建重大枢纽 “一次换乘、1小时可达”集散体

系。以轨道快线为骨架，轨道普线、城际轨道、市域 （郊）铁路为补充，实现重大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

间联系时间不超过1小时、换乘不超过1次。以深圳机场为例，通过轨道11号线，换乘6号线、13号

线、14号线、18号线、21号线、深汕城际实现对全市18个重点开发区域的高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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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前20的城市不含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广州、东莞、惠州、珠海四个城市。

航班量数据根据https：//maptemp.airsavvi.com/stat查询整理，为2019年10月深圳至该城市直飞及经停的双向航班量。



图14 深圳机场与创新产业片区的轨道快线联系

4.2 以城际轨道为纽带，构建 “广深港+珠深惠”十字型创新经济走廊

一是做大做强广州—东莞—深圳—香港创新走廊。规划形成三条南北向城际走廊，新增港深西部快

轨，在深圳机场接入穗莞深城际，形成串联广州、东莞、深圳、香港的滨海创新走廊，并实现大湾区三

个国际航空枢纽的快速轨道联系；新增深广中轴城际，实现深圳、广州中心区的直连直通；新增深莞城

际，串联广州知识城、东莞松山湖、深圳光明城、西丽、深超总等创新产业片区。

图15 深圳地区城际轨道规划布局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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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培育壮大珠海—深圳—惠州创新走廊。规划形成三条东西向城际走廊，新增深珠城际、深惠城

际，实现珠海、深圳、惠州中心区的直连直通；新增中深惠城际，串联翠亨新区、坂雪岗科技城、坪山

中心区等创新产业片区，并实现深圳机场与惠州机场的快速轨道联系；新增深汕城际，形成串联深圳、

惠州、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滨海创新走廊。

三是推进城际轨道公交化运营。研究探索由深圳主导建设的城际铁路采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模

式，加密高峰时间客车开行密度，制定规律化的客车开行方案，简化城际铁路进站、验票、候车流程，

保障湾区城际出行 “随到随走”。

4.3 以枢纽为中心，构建 “枢纽经济+创新经济”高度耦合的空间格局

一是统筹全市高铁、城际轨道、口岸等枢纽，构建枢纽-创新产业集群。结合国家铁路建设优化完

善面向全国的主枢纽，结合城际轨道、口岸建设完善面向湾区的辅枢纽。优化枢纽、创新产业、城市空

间布局，构建东部、中部、西部、西北部四大枢纽-创新产业集群，充分发挥枢纽引领作用，加强枢纽

经济与创新经济联动发展。

二是加强枢纽-创新产业集群内城市轨道快速联系。对于中部、西部集群，完全可以依托密集的城

市轨道网络实现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间的快速联系。对于东北部集群，依托轨道18、20、26号线，即

可实现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的快速联系。对于东部集群，创新产业片区布局较为分散，且枢纽集散轨道

交通较少，坪山站仅有轨道16号线，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间的轨道联系不便，其中国际生物谷坝光核

心启动区缺少对外联系的城市轨道，仍需进一步强化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间的轨道联系。

三是推动枢纽-创新产业-城市一体化综合开发。坚持 “建枢纽就是建城市”的理念，按照 “一体

设计、统一联建、立体开发、功能融合”的原则，重点围绕深圳北站、光明城站、五和站等枢纽，结合

枢纽功能集聚枢纽偏好型产业，统筹新增 （改建）枢纽、创新产业片区开发时序，协调一体化规划、建

设机制，将交通、创新产业、空间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规划建设，推动枢纽与创新产业片区多元

融合。

图16 深圳市四大枢纽———创新产业集群空间格局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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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深圳率先建立起 “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形成与全国广泛联系的创新网

络，调查结果显示，创新产业从业人员年均对外出行次数是一般从业人员的1.6～2倍，且对出行时效

性要求更高。为更好地建设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融入国家创新网络体系，亟需构建与创新经济体

系、创新活动需求相适应的交通支撑体系，适应多中心、网络化的创新联系模式，高频次、高时效性要

求的对外出行特征，从全国、区域、市域等不同空间尺度构建与创新经济发展相匹配的交通运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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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引导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策略研究

赵 昕 邹 楠

【摘要】 目前，国内城市面临高质量转型发展的诉求，但是在国内大多数城市的规划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相关政策

的引导以及成熟的规划体系，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些区域发展不均衡，城市发展、交通规划建设及土地开发相互脱节等问

题，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成为当前缓解城市交通矛盾，引导有序扩展和土地整体开发的有效手段。本文以吴江区为

例，探讨轨道交通在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中对城市对外可达性、空间结构、土地集约利用等方面的影响，首先解读了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然后从区域可达性、城市空间结构、轨道交通4号线沿线土地利用情况等方面分析了吴江区轨道

交通与城市发展的现状和问题，最后针对吴江既有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城市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策略。

【关键词】 轨道交通；城市高质量发展；空间结构；用地开发；一体化

0 引言

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空间扩张以谋求更多土地资源建产立业成为大城市激活经济

促进发展的手段之一，然而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 “摊大饼”式、孤立分散式等不均

衡的发展模式，引发一系列用地短缺、职住分离、交通拥堵等社会问题。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我国经济

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

期[1]。”城市也迫切需要高质量发展转型，扭转当前无序发展、空间失调的局面。

城市发展，交通先行。2018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底印发的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实现长三角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轨道上的长

三角。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在区域发展中谋求更有利的资源和环境成为长三角城市的普遍诉

求，而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既是响应长三角一体化战略要求的重要举措，也是引导城市高质量转型的有效

手段。

目前城市高质量转型的研究普遍集中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升级、优化资源利用等领域，

较少探讨轨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文以苏州市吴江区为例，结合其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特殊地位，

借助通苏嘉高铁与沪苏高铁湖在吴江交汇，交通区位提升的良好契机，研究轨道交通促进吴江高质量转

型发展的策略，在解读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以及轨道在其中所承担角色的基础上，针对目前吴江区存

在的问题提出高质量转型发展的相应策略，推动吴江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打造高质量发展

的标杆城市。

1 内涵解读

明确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是引导城市发展转型的前提，国内外不同专家学者已经对城市高质量发

展的内涵提出过自己的定义，例如：单卓然、黄亚平将公平、幸福、转型、绿色、健康和集约确定为新

型城镇化的六个核心目标[2]。方创琳将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内涵解读为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

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

一[3]。张文忠等认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要为居民营造更高效活跃的经济环境、更便捷舒适的居住环境、更

公平包容的社会环境以及更加绿色健康的自然环境[4]。以上分析普遍从城市自身角度对高质量发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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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结合轨道交通能发挥的作用，本次研究认为，轨道引导下的高质量城市应该具备开放、有序、协

调、绿色、可持续这五大特质。

开放即秉持交通先行理念，以轨道交通为突破口，加快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以及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构建互联互通、多网融合的轨道交通体系，全面提升吴江面向长三角、面向另外两个示范

区嘉善和青浦以及面向苏州其他区域的可达性；有序强调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秩序，通过构建通达的交

通网络，带动城市空间的延伸和扩张，引领形成与轨道网络耦合度高的城市空间结构以及与枢纽体系耦

合度高的城市中心体系；协调针对交通和土地这两个城市重要组成元素之间的关系，通过构建以轨道交

通为核心土地利用模式，促进交通与用地协调发展，一方面引导轨道交通线路延伸城市发展轴，形成

“珠链式”的土地开发模式，另一方面，围绕站点进行站城一体综合开发设计，将轨道交通站点打造为

与周边建筑、地下空间、接驳交通一体发展的城市公共空间，提升站点存量空间品质；绿色即构建环境

友好的城市客运体系，优化城市交通结构，充分发挥轨道交通高能级、高运量、高效率、高品质、低能

耗的特点，引导个体机动出行方式向轨道交通出行方式转移，逐步提高公交出行比例，通过轨道交通站

点一体化的交通衔接构建以轨道为核心，主次分明、协调高效、环境友好的城市客运体系；致力于将轨

道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作为长期政策纳入城市规划建设机制，从而促进城市长久可持续发展。

2 现状分析

2.1 城市对外可达性

交通条件与城市对外可达性密切相关，随着城市空间尺度扩大以及对外出行量的增加，速度快、运

量大的轨道交通在对外出行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服务水平成为决定城市对

外可达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得益于苏浙沪三省市交界的优越地理位置，吴江与周边嘉兴、上海、湖州、

杭州等城市往来频繁，日均客流量约40.8万人次，目前吴江对外交通主要依托高速公路，结构单一，

铁路运输服务明显不足，存在供需矛盾。未来吴江通过规划的2条高铁线路沪苏湖高铁、通苏嘉高铁以

及2条城际线路如苏湖城际、示范区线成功接入了全国铁路网中的华东二通道和沿海通道，能够直达上

海、苏南、浙北城市，大幅提升了面向区域的可达性。

图1 吴江铁路及主要枢纽布局

2.2 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

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存在良性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线网支撑城市空间结构和枢纽耦合城市中

心体系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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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布局方面吴江区规划的南北向重要通道通苏嘉甬高铁以及对接上海的沪苏湖高铁的交汇站苏州

南站位于黎里镇 （汾湖），偏离吴江核心城区，两个城际站分别位于核心区的吴江开发区与盛泽镇，核

心区西部太湖新城与外围重点发展的平望镇没有枢纽支撑，从规划来看，吴江区总体枢纽布局与城市功

能中心结合不够紧密。

图2 吴江空间结构及4号线线位

轨网布局方面，吴江下辖松陵、江陵、横扇、八坼

4个街道和外围黎里、盛泽、七都、桃源、震泽、平

望、同里7个镇，空间结构呈现 “一核引领，两带联

动，三点并进”的格局，由于外围城镇分布较远，吴江

区整体空间结构相对分散，核心区的集聚特征不明显，

难以形成发展合力，这样的空间结构需要强有力的交通

系统作为纽带衔接核心区与外围城镇，带动不同区域的

联动发展。然而，目前吴江区内仅布设4号线一条轨道

交通线路，覆盖北部核心区的松陵、江陵两个街道，整

个吴江区线网密度0.017km/km2，远低于苏州其他区

域，核心区东太湖CBD，老城中心以南、开发区中心

片、同里景区、汾湖高新区存在轨道的服务空白，外围

盛泽、黎里等7个承担不同产业及功能的城镇也缺少连

通核心区的轨道交通线路，极大制约了副中心、外围组

团的发展以及吴江多中心网络化格局的实现。

从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角度分析，吴江目前存

在轨道枢纽布局与城市功能中心耦合度不足，轨道线网

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支撑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等问题，需要

通过规划的调节，改善两者之间的匹配程度，促进城市空间结构有序发展。

2.3 轨道交通与城市用地的关系

图3 吴江区法定图则及现状土地利用情况

2.3.1 建设用地开发情况

据统计，2018年吴江区建设用地面积353km2，接近2020年国土指标面积的366km2，剩余可用土

地指标极端有限。同时，353km2用地中，仅218km2在法定规划内，38%的用地超过了法定图则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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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开发不规范，与既有规划存在较大误差。

上述结果说明，吴江区建设用地一方面已经由增量发展转变为存量提质阶段，需要转变既有粗放型

开发模式，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在用地开发过程中应该严格参照法定图则的要求，规范化用地

开发的范围与规模。

2.3.2 站点周边土地开发强度

吴江区4号线沿线共计12个站点，目前站点周边500m核心影响区范围内用地类型以居住和公共

设施为主，居住生活区主要分布在太湖东岸的滨湖生态宜居片区，由品质优良的新建高层小区和老式低

层住宅共同组成；商业办公用地占比15%，以6层以下商业综合体为主，分布集中在苏州湾东站和吴

江人民广场站附近，其中人民广场站周边聚集着大量综合商贸、商务办公、文化休闲设施，配套设施较

为完善，是吴江最重要生活娱乐中心；工业制造业区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在庞金路站周边，以3层以下

的工业厂房为主。

图4 4号线站点周边现状用地类型

图5 4号线站点周边容积率分布图

从土地开发强度看，4号线沿线站点周边土

地容积率相对较低，以0.5以下及0.5～1.5之

间为主，占比高达82.81%，容积率在3.5以上

的高密度开发用地仅占比2.2%。

目前，吴江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强度和混

合程度都未能满足站点周边的开发要求，整体开

发强度较低，用地类型相对单一，商业办公用地

占比明显不足，职住平衡水平较差。虽然轨道交

通站点周边尽量以中高强度开发为主，用地布局

力求集中、紧凑，特别是站点周边500米范围

内，倾向于采用居住、商业、办公、休闲娱乐多

类型混合用地的开发模式，但是受开发时序、规

划用地要求以及工程条件等的影响，站点与用地

协调性有待重新梳理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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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站点一体化水平

吴江区交通发展已经从以交通功能为主转向交通和城市功能并重的新阶段，作为沟通轨道交通与乘

客的媒介，站点的一体化规划设计是有机结合其与周边环境，以精细化设计理念实现品质提升、功能优

化、服务改善的有效手段。

本文站点一体化设计着重分析空间一体和交通一体两个方面，空间一体强调站点与周边环境设施衔

接的便捷程度，目前4号线沿线站点与城市空间融合性较差，站点出入口与市政道路基本采用简单结合

的方式，与周边公共空间、商业设施等处于分离状态，基本没有人行天桥、地下通道等衔接设施，导致

周边建筑可达性较低，与轨道交通互动不足，例如吴江人民广场站2号出入口距离附近的万宝财富商业

广场直线距离小于200m，但是由于规划阶段缺乏对联络通道的考虑，乘客需出站后经由人行道绕行约

350m抵达商场，增加了出行的复杂程度。

图6 吴江人名广场站一体化设计缺失

交通一体强调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

接换乘水平，主要包括步行、非机动车、公交以

及小汽车几种交通方式，4号线沿线站点基本位

于有充足空间的人行道，步行空间连续性强、安

全性高，仅个别站点存在接驳设施占用步行道的

现象；每个站点出入口附近均设置了非机动车及

公共自行车停放设施，但是由于缺少人员协调维

护以及停放区域标志标线不明晰，苏州湾东站等

部分站点周边存在非机动车乱停放的现象；公交

接驳配套相对完善，部分站点换乘距离略长，4

号线每个站点周边均设置了公交车站，200m范

围内共计28个，单个站点可换乘线路多至10

条，但50m以内的公交站点仅占比46%，超过

半数公交站点换乘距离稍长；小汽车换乘方面，首先站点周边道路通达性较好，4号线站点中11个均

位于交叉口附近，具有良好的汽车集疏散条件，仅花港路站位于支路，由于周边正在施工以及个别路内

停车问题，存在拥堵现象，此外，三分之二的站点200m范围内设置了停车场，包括专门的P+R停车

场以及周边商场、办公大楼配建车场，停车换乘设施充足。

综合以上结果分析，吴江站点一体化水平问题主要集中在空间一体方面，需要加强站点与周边市政

道路、建筑、公共空间的有机结合，按需设施衔接设施，提升站点人性化设计水平，交通一体可结合站

点具体情况进行局部优化完善。

3 策略研究

通过前文对吴江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现状的剖析，总结出目前轨道与城市在空间结构、用地开发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结合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以及轨道交通集中规划建设的客观背景，提出吴江区轨道

交通引导城市转型发展的策略，以期改善现状的同时为未来新线与城市的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3.1 结构重塑

目前吴江区的轨道对城市空间结构及中心体系的支撑薄弱，城市发展北强南弱，空间结构松散、交

通交往薄弱的问题依然严重，从轨道交通支撑和引导城市空间结构优化的角度，未来吴江区需要重点从

三方面加强轨道枢纽锚固城市中心体系。

（1）通过合理布局轨道交通枢纽及线网，支撑城市空间布局。重视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发展相互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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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共生关系，以不同等级轨道交通线路支撑相应等级发展轴带。核心区进一步加密既有线网，实现副

中心的全覆盖，提升城区的轨道交通服务水平，进一步巩固中心城的核心地位；通过快线与普线相结合

的方式串联核心区与外围城镇，特别是黎里、盛泽两个重点发展城镇，将孤立发展的地区纳入城市发展

体系，通过中心城的辐射带动作用激发外围城镇的发展潜力，形成多中心分散发展的格局。

（2）对已锚固的重大交通枢纽，结合枢纽布局协调城市中心体系。上海虹桥枢纽曾因枢纽能级提升

改变在城市中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作为虹桥商务区成为上海主城区内重要功能板块。黎里镇 （汾湖高

新区）规划了未来吴江最主要的对外客运枢纽之一———苏州南站，建议未来考虑将黎里镇打造为吴江副

中心，发展自身高新产业的同时承接更多城区功能，提升行政及经济地位，同时，优化苏州南站换乘接

驳服务，扩大其辐射范围。

（3）对已明确的城市中心体系，结合枢纽的不同交通功能重新科学选址。枢纽布局普遍遵循 “长途

枢纽均衡覆盖全域，城际枢纽直接进入中心城区”的规划理念，城际枢纽主要服务于对时间敏感的商

务、通勤客流，枢纽选址应以可达性高、最大限度节约出行时间为目标，规划的吴江城际站是吴江核心

区内唯一的对外枢纽，目前选址位于核心区东部的吴江开发区，建议根据吴江城际客流分布情况以及规

划城市客运系统，在工程可行的前提下筛选出城际客流最集中且换乘接驳便捷的地点进行科学选址。

3.2 功能协调

由于当前吴江城市增量空间有限，已经从城市规模扩张阶段转变为优化提升存量空间品质的更新改

造阶段，但是站点周边开发强度和混合程度都未能满足开发要求，一体化设计水平有待提高，需要加强

轨道与城市用地融合共生。

（1）基于既有用地规划和轨道规划情况，对用地与线路、站点耦合性展开详细评析。在上层次规划

轨网的线路选线方案基础上，全面分析轨道沿线土地利用条件、人口岗位覆盖规模、交通衔接状况。

（2）针对评估问题，对于未稳定的线路优化局部线位及站点，服务耦合度较高地区。通过对具体轨

道规划的线路路由或站点选址做局部优化调整，减少线路对沿线用地的负面影响，同时增加轨道对人口

及岗位的覆盖。

（3）针对评估问题，在控规允许的范围内调整站点周边用地以及一体化开发水平，改善出行体验。

对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功能混合度指引，确定站点开发类型，进行用地功能调整；通过划分不同交通方式

的衔接方式和服务范围，配套相应的接驳设施规模和布局，保证站点客流能够快速、高效的集疏散；通

过衔接设施设置，地下空间营造以及环境营造等手段，提升站点一体化设计水平，改善站点服务质量。

（4）探索水乡特色轨道与城市用地协调发展模式。吴江水系纵横，土地被众多河流、湖泊分割开

来，可供城市化、工业化利用的集中连片土地空间并不十分充足，且土地开发强度较低，鼓励通过轨道

交通串联被水系分隔的零散建成区，削弱自然元素对城市空间的割裂作用，在跨水域地区修建滨水景观

线，围绕站点打造水乡风情公共空间，营造生态宜居环境。

3.3 有序建设

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主体、编制时间不同，因此在建设阶段容易导致

轨道与城市开发契合不足，需要重新梳理站点与用地的建设时序，保障轨道与城市更新及重点地区协同

建设。

（1）对现状土地资源摸查，梳理可开发的潜力用地。

（2）构建评分体系筛选出近期重点站点，引导沿线用地有序开发。结合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各个站

点周边潜力用地情况、城市更新以及重点发展地区等影响因素，提出站点及土地开发的实施时序建议。

3.4 机制保障

规划理念需要完善的政策、制度约束和控制，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是确保轨道引导城市发展作为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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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政策纳入城市规划建设体系，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1）建立轨道建设决策机制。成立专门部门统筹轨道建设日常事务，轨道规划工作由规划部门牵头

开展，工程设计阶段由地铁公司牵头。

（2）完善规划设计流程。加强线网规划与工程设计中间环节，在线路工可研之前增加详细规划环

节，通过规划落实轨道线站位和周边用地，带动轨道沿线交通系统一体化整合，指导工程设计。

（3）建立资金保障机制。借鉴香港 “地铁+物业”经验，将地铁建设、地铁运营和沿线物业开发相

结合，结合土地摸查中潜力地块识别结果，对有开发价值土地进行物业开发，实现地铁效益内部化。

4 结语

通过梳理吴江区现状轨道交通与城市对外可达性、空间结构、用地开发的情况，并解读轨道引导城

市高质量转型的内涵发现，虽然目前吴江区规划的铁路网能够基本实现打造开放的吴江，但是距离构建

有序、协调、绿色、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目标仍存在一定差距，轨道交通对城市引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基于以上问题，分别从结构重塑、功能协调、有序建设以及机制保障四个方面对吴江区轨道引导城市转

型发展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希望能够通过有效的策略引导，提升城市与轨道交通的融合共生关系。考虑

到轨道交通与城市规划建设是长期性、多专业、跨领域的大型基础项目，涉及不同业务主体和管理部

门，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面临落地实施困难的问题，需要国家及地方政府出台相应的保障政策

和措施，整合既有力量，共同推动规划理念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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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南沙交通发展策略

杨锐烁 张海霞 李 华

【摘要】 南沙作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需着力谋划好交通布局，引领区域协同发展。在分析大湾区交通问题和南

沙城市特征的基础上，预判大湾区及南沙交通发展趋势，明确南沙构建大湾区交通中心的发展目标，并提出高标准建设

南沙机场、提升南沙航运综合服务功能、构建区域放射型轨道网络、统筹加密珠江口过江通道四大发展策略，形成航

空、航运、铁路、公路 “四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引领大湾区交通一体化协同发展。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综合交通；南沙；交通中心

0 引言

2017年的 《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中特别提到，推进广州南沙、深圳前海、

珠海横琴等重大粤港澳合作平台的开发建设，充分发挥其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合作中的

试验示范和引领带动作用。在建设中国 （广东）自贸试验区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家战略层面，南沙分别

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和试验示范区被特别提出。交通网络的构建决定了城市在区域中的地位，是重塑区域

空间结构的重要力量[1]。为进一步凸显南沙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和发展使命，有必要以粤港澳

大湾区的全局视角，审视南沙交通发展定位，建立立体、开放、协同的交通格局，为大湾区提供更大发

展空间。

1 粤港澳大湾区交通发展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活跃的创新经济、较高的国际化水平，发展潜力巨大。虽然大

湾区目前基本形成了通达世界的国际航空、航运枢纽，以及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络，但在大湾区大规模、

高品质的客货运输要求下，交通基础设施未来将呈现出几方面的短板：

（1）民航出行需求大，机场群运输能力面临饱和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有7个民用机场，包括：香港、广州、深圳、澳门和珠海五大民用机场和

佛山、惠州两个军民合用机场，2019年大湾区机场旅客吞吐量约2.23亿人次，年货邮吞吐量806万

吨，其中香港、广州、深圳三大国际机场客运量占大湾区90%以上。大湾区目前人均航空出行次数较

少，仅为纽约湾区的1/4，伦敦湾区的1/5，未来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但现状主要机场面临饱和

状态：广州白云机场客运量7339万人次，趋近设计容量8000万人次；深圳宝安机场客运量5293万人

次，已超过设计容量4500万人次，限制了大湾区对外交往能力。

（2）港口群密集分布，但竞争激烈，用地日趋紧张

粤港澳大湾区现有香港、广州、深圳、东莞、珠海、惠州、中山、江门、澳门等9个沿海港口和佛

山、肇庆等内河港口，2019年港口货物吞吐量约17亿吨，集装箱超过8000万标准箱，其中香港港、

广州港、深圳港均在全球集装箱港中排名前十。大湾区虽拥有密集分布的港口群，但投资管理主体不

一，区域港口功能、产业结构趋同，腹地高度重叠、同质化竞争激烈。同时深圳港、香港港用地日趋紧

张，而港口用地投入产出与高科技、金融等行业相比处于劣势，港航进一步发展面临瓶颈。

（3）轨道覆盖偏低，城际通道技术标准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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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已开通武广、贵广、南广、广深港、厦深等国家铁路，广珠、佛肇、莞惠等城际铁

路，整体呈现以广州、深圳两大铁路枢纽为核心的放射形态。2019年底大湾区轨道运营总里程3313km

（含高铁、城际、地铁），整体密度仅5.9km/100km2，远低于东京湾区的26.4km/100km2和纽约湾区

的39.8km/km2。已开通的广深城际、广珠城际设计速度均在200km/h以下，线路能力利用率超过

85%，趋于饱和；佛肇、莞惠城际铁路与国铁干线尚无跨线客车，连通度不足，换乘成本高
[2]。

（4）高速公路成网，但跨珠江通道不足

粤港澳大湾区初步形成了以广州为核心的 “三环十二射”的环形放射状高速公路网格局，2019年

底粤港澳大湾区高速公路网总长达到4776km，高速公路密度8.5km/100km2，高于东京湾区的

6.9km/km2和巴黎都市圈的6.5km/km2，居全球城市群前列
[4]。但受珠江天然屏障限制，珠江口东西

岸联系不便，已建成跨江通道目前仅有3座，跨江通道平均间距23km/座，相比旧金山湾区

（14km/座）、纽约湾区 （5km/座）差距较大，导致虎门大桥、南沙大桥交通压力大，交通拥堵频发。

2 从大湾区看南沙城市及交通特征

2.1 南沙城市特性

2.1.1 地理中心区位

南沙位于广州市域的最南端、珠江入海口，距香港38海里、澳门41海里，2005年广州实施行政

区划调整后，南沙成为独立的行政区。因为远离广州市中心区，南沙长期扮演 “边缘城市”角色，主要

依赖港口发展工业生产。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南沙临近港澳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方圆

100km范围内汇集了大湾区全部11座城市以及五大国际机场、三大国际港口，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地理

中心，是连接珠江两岸城市和港澳地区的重要节点。

2.1.2 土地资源充裕

与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尤其是环湾城市深圳、香港等相比，南沙有着较强的空间承载能力，现

有建设用地159平方km，与中国香港、新加坡建设用地面积相当，适宜建设用地面积超过300平方

km，占土地总面积的40%
[5]，远超其他城市的环湾重点平台。因此，南沙这个待定的区域是大湾区的

主要增量所在，而机场、港口、铁路等大型交通基础设施需要相当规模的用地支撑，充裕的土地空间将

为大湾区交通设施的大发展提供保障。

2.1.3 省会副中心职能

2016年中共广州市委十届九次全会中提出，建设枢纽型网络城市，加快建设广州南沙新区城市副

中心。广州是广东省省会，同时也是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这赋予了南沙对外交往的功能及协调地区

发展的责任：作为省会的广州与港澳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为南沙加强与港澳合作、支持港澳融入国家

发展大局提供条件；作为全省的 “带头大哥”，广州肩负着平衡区域发展，缩小各地差异的重任，面对

大湾区东强西弱的局面，南沙作为省会副中心将发挥在大湾区中承东启西的核心功能作用。

2.2 南沙交通短板

2.2.1 对外联系通道少，影响区域可达性

南沙仅有广深港客专一条铁路通道，可直达广州和湾区东部的东莞、深圳、香港，但每日仅17趟

车次，平日客流量仅500人左右，且缺乏至湾区西岸铁路通道；现状日均过境交通量达到54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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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连接湾区东西两岸的高速通道少，导致虎门大桥、京港澳高速等通道常发性拥堵；内部无机场，航空

出行主要通过公路至深圳机场 （≥70分钟）、白云机场 （≥2小时），出行时间长，可靠性较差。

2.2.2 港航设施通过能力不足，现代航运体系发展滞后

2019年南沙港集装箱吞吐量1678万标箱，货物吞吐量达到3.3亿吨，但港口大型化、专业化码头

少，年设计通过能力仅2.2亿吨，现有港口基础设施生产能力不足十分明显，出海航道能级为10万～

15万吨级，无法适应船舶大型化趋势。航运金融、保险、法律、交易、经济、现代航运物流与供应链

服务未形成规模，航运集聚区产业集聚效应薄弱，港城联动发展效应不明显。

图1 大湾区视角下南沙交通现状

3 粤港澳大湾区与南沙交通发展趋势

3.1 以交通支撑大湾区参与全球竞合

依托香港、澳门作为自由开放经济体和广东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优势，粤港澳大湾区与全球建立

了广泛的经贸文化联系，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高水平参

与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平台。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需要现代化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提供强力支撑：突出

提升大湾区机场群、港口群的国际枢纽地位，重点打造面向大西南、东盟的综合运输通道，发挥大湾区

对国际、内陆两个扇面的辐射，实现区域双向开放，构筑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接

融汇的重要支撑区。南沙作为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将参与共建机场群、港口群，积极对接国际

贸易大通道，建设我国南方重要的对外开放窗口。

3.2 交通高速化重塑大湾区空间关系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其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非常

203



显著，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未来大湾区将形成极点带动、轴带支撑网络化空间格局，发挥

香港-深圳、广州-佛山、澳门-珠海强强联合的引领带动作用，依托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等级

公路为主体的快速交通网络与港口群和机场群，构建区域经济发展轴带，形成主要城市间高效连接的网

络化空间格局。南沙是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需要打造直达湾区主要城市中心区及重大枢纽的高快速

交通走廊，实现与湾区城市互联互通，发挥承东启西、协同港澳的核心功能作用。

4 大湾区视角下南沙交通发展策略

在大湾区交通发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的背景下，南沙凭借空间承载能力强和中心区位的优势，应积

极承接国家、湾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地，形成航空、航运、铁路、公路 “四位一体”的现代化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大湾区共享型综合交通枢纽，打造高效服务大湾区的交通中心，构建 “半小时交通

圈”，引领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

4.1 高标准建设南沙机场，共建大湾区世界级机场群

从密度上看，大湾区机场密度仅1.25个/万平方千米，与纽约湾区的1.86、旧金山湾区的1.68相

比有较大差距，理论上可有3～4个机场增量；从需求上看，粤港澳大湾区航空旅客吞吐量将从现状的

2.15亿人次增加至4.5亿～5亿人次
[6]。湾区三大国际机场均面临不同程度的饱和，为疏解粤港澳大湾

区机场群运输压力，南沙应高标准规划建设南沙机场，为大湾区居民提供高效便捷的航空出行服务，优

化航空资源配置，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机场群提供强力支撑。

南沙机场应注重与轨道交通全面联通、一体发展。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城际线网规划，做好机场与国

铁、城际、地铁各层级轨道交通之间接口的控制预留，实现空铁联运以拓展辐射腹地，通过轨道与深圳

机场、珠三角干线机场等直接联通，提升大湾区多场之间联通便捷性。

4.2 提升南沙航运综合服务功能，共建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

面对大湾区港口用地日益趋紧张、港城矛盾凸显的局面，南沙港应着力提升航运综合服务功能，与

周边港口协同发展，共建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

面向国际航运市场，南沙港应提升枢纽能级，加快布局国际运输网络：建设自动化深水码头、拓宽

出海航道、扩建公共锚地，全面提升港口通过能力；优化现代航运多式联运体系，构建以南沙港为核心

的珠江-西江江海联运枢纽，依托南沙港铁路接入全国铁路网，构建通往西欧、中亚的国际大通道，发

挥海港和空港叠加优势，建设南沙港区、广州深圳香港国际机场的海空联运通道；大力开辟国际班轮航

线，加强与国际班轮联盟和班轮公司合作，争取美洲、欧洲、地中海方向进口货源。

面向大湾区，应深化区域港口群协同发展。一方面南沙港要与香港港、深圳港错位发展，深化与香

港在航运资讯、航运金融、物流业的互动交流，探索将香港自由贸易港功能延伸至南沙港，加强与深圳

在港口物流、航运服务领域合作共赢，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港口、航道、集疏运等基础设施建设，简

化一体化通关流程，推动运输和通关便利化、一体化；另一方面要以广州港 （南沙港）为龙头港，通过

合资合作等市场化方式加强与周边港口合作，稳步推进珠江口内和珠江西岸港口资源整合。

4.3 铁路：构建区域放射型轨道网络，发挥南沙承东启西的核心功能作用

突出提升南沙枢纽站能级，充分预留铁路站场规模，引入大湾区高速磁悬浮、高速铁路、城际铁

路、城市轨道等各层级轨道线路，实现轨道交通网一体化衔接，打造大湾区铁路主枢纽。

为强化大湾区与粤西、广西等地区的快速辐射，应提升肇庆-顺德-南沙通道的建设标准，按高铁

制式建设，接入南深高铁通道，形成南沙至南宁的高速铁路通道，融入国家 “一带一路”建设。引入深

茂铁路、京九高铁，全面接入国家 “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络，通达国内主要城市。推动广中珠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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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深茂铁路、中南虎城际建设，形成南沙3条铁路过江通道，引导深圳轨道交通经过南沙至大湾区西

岸，推动湾区东岸带动西岸均衡一体化发展。进一步研究将湾区西部快轨引入南沙枢纽，预留广深港高

速磁悬浮通道 （设计速度600km/h），实现南沙自贸区与前海自贸区、广州香港中心的直达联系。最终

形成以南沙为核心的9条对外放射通道，强化南沙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枢纽功能。

图2 南沙对外轨道规划示意图

4.4 加密过江通道，强化东西岸跨江直连

根据需求预测[7]，跨珠江口两岸单向高峰交通总量约达到3.17万pcu/h，在现状及在建通道的基

础上，尚缺14～17条车道规模，其中80%以上需求集中在深中通道以北。

深中通道在南沙以南，未能很好服务南沙，反之对南沙中心区位有一定弱化，因此南沙要积极建设

南中特大桥-万顷沙连接线，与在建深中通道、中江高速衔接，强化与深圳、中山快速直连。另外，南

沙要积极谋划深中通道以北过江通道建设，一要加快建设狮子洋通道，缓解虎门大桥、南沙大桥交通压

力，增强南沙城区与东莞城区的跨桥直达性；二要做好虎门大桥与深中通道之间远期过江通道的战略预

控和协调工作。

珠江出海口密集分布广州港、香港港、深圳港三大国际港口，过江通道应加强规划统筹，通航净空

高度应满足船舶大型化趋势下的通航需求，减少对伶仃航道、巩石航道等大湾区出海航道的影响，为粤

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港口群建设预留发展空间。

5 结语

作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南沙的示范作用需要强有力的交通系统支撑。南沙应发挥中心区位、

土地资源充裕、省会副中心的特点，建设高标准综合交通枢纽，形成航空、航运、铁路、公路 “四位一

体”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服务大湾区的交通中心，推动大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

此外，粤港澳三地在经济制度、法律体系、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在交通设施

互联的基础上，还需破除行政壁垒、行业藩篱，创新南沙与港澳跨区域跨部门的交通运输服务体系，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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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统一的法律法规、管理政策、标准规范、运营模式，推动形成粤港澳一体化交通运输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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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及指标体系构建经验借鉴

赵珺玲

【摘要】 现阶段我国的交通发展已经从建设交通大国转向建设以人民为中心的交通强国，因此需要对以往发展战略目

标和评价指标进行修正。本文梳理了我国交通发展面临的新要求，重点介绍了纽约、伦敦、东京、北京、上海等世界级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主要思路和其中值得借鉴的指标内容，为我国城市交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

【关键词】 世界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指标体系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交通事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交通基础建设位居世界前列，高新技术达到世界

先进水平，新形式交通出行和智慧物流引领世界潮流，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但同时，我

国交通发展 “大干快上”成为常态，形成了以追求规模、速度为导向的指标体系。现阶段我国的交通发

展已经从交通大国转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交通强国，要把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新发展理念作为硬性

要求和基本遵循，因此需要对以往的发展战略目标和评价指标进行修正。面对这样的转型，不能只强调

规模与速度，更要强调效率与品质，亟需构建基于新理念的评价指标体系。

1 城市交通发展的新时期、新要求、新变革

1.1 交通强国战略背景下交通发展的新时期

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交通强国战略成为指导交通发展的

总纲领。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推动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式相对独立发展

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打造一

流设施、一流技术、一流管理、一流服务，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

1.2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交通发展的新要求

在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国土空间规划对交通起到指导和约束的作用，同时交通是空间规划

融合中的关键专项。新时期的交通规划应更加注重与统计国土空间规划同步编制、相互反馈，更加注重

对生态、农业及城镇空间的协调与保护。在资源紧约束的背景下，交通规划要实现更高质量、更加效率

的发展。[1]

1.3 智能交通技术背景下交通发展的新变革

不断迭代的信息技术及其衍生的新业态正在重塑未来的城市交通。伴随着城市生产模式和人的生活

方式改变，城市交通需求发生显著变化，交通系统的服务模式、基础设施利用方式和交通治理体系都将

发生颠覆性改变。[2]

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城市交通的未来的发展，要精准把握新时代、新形势、新要求，需要对以往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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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交通发展战略目标和评价指标进行修正。

2 世界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及指标体系构建

2.1 纽约：实现 “零死亡愿景”

纽约市每年约有4000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250人死亡，为提升城市交通安全水平，纽约市首次

在2013年提出 “VisionZero”零死亡愿景行动计划，旨在消除交通死亡和事故重伤，将每年因交通事

故死亡人数降至191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零愿景的前提下，纽约市又发布的 《纽约2050：建立强大而公正的纽约 （OneNYC2050

BUILDINGASTRONGANDFAIRCITY）》中，主要面向2050年提出了八个目标和30个倡议以保护

城市的未来，其中第七个目标即高效的交通。

报告中提到每天都有数以百万计的纽约人出行———去上班，送孩子上学，拜访家人和朋友，或者到

机场赶飞机。尽管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城市的交通总能到达想去的地方。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情况

发生了变化：即使纽约人任何时候都拥有各种交通方式选择，但按时去看医生，上班或打球却变得更加

困难；地铁经常延误、拥挤且时间不可靠；公共汽车卡在拥挤的街道上，小汽车和卡车的通行对社区公

民有害；更多的人需要在人行道上争夺步行空间。为改善这些状况，报告提出以下几个指标：

表1 《纽约2050》中部分交通指标

指标 最新现状 目标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出行比例 （包括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 68% （2017） 80% （2050）

全市公交平均速度 7.4英里/小时 （2017） 到2020年末增长25%

交通意外死亡人数 220（2019） 0

距离自行车路网1/4英里的覆盖率 80% （2016） 90% （2022）

全市机动车保有量 2189374（2017） 降低

图1 2000年～2019年纽约市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统计

（资料来源：https：//vzv.nyc/）

纽约以可靠、安全、可持续及通达为目标，重点关注可持续发展模式交通，增加自行车路网的覆盖

率、增加公共交通平均速度、降低机动车保有量等指标来确保交通事故零伤亡及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出行

比例。通过这些指标，城市街道更适于漫步及骑行，成为更吸引人的健康街区。

自2014年以来，纽约市利用相关政策和治理手段来改善每个行政区和每个社区的街道安全，并扩

大了执法范围以应对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进行广泛的公众宣传和沟通以及立法议程以增加对危险驾驶

员的处罚等，使纽约逐步掌握街道的安全。

703



实施 “零愿景”之后，纽约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由1990年的701人下降到2018年的历史最低水

平，为205人。纽约市已成为全国和国际公认的安全街道设计方面的领先创新者。

纽约市交通系统强调安全文化和 “零死亡愿景”，这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和计划，而且还需要基层

市民采取行动。除此之外，纽约市在交通安全基础数据采集、新兴技术研发利用、职能部门联动协调以

及政策措施公众参与等方面都有值得我国城市交通借鉴之处。[3]

2.2 伦敦：建设健康活力街道

2006年11月伦敦交通局发布了 《2025长远交通规划 （Transport2025—TransportVisionfora

GrowingWorldCity）》（简称T2025规划），展望了伦敦未来20年的交通远景，T2025规划的愿景是创

造世界一流的交通系统，提供安全、可靠和高效的人员和货物运输，增强伦敦的经济、环境和社会包

容性。

为应对伦敦面临的主要人口和就业增长带来的重大交通挑战，其中特别关注了公共交通旅客里程，

公共交通容量能力 （包括可靠性影响），拥堵延误时间，拥挤程度等指标，在关注伦敦城市交通通达性

的同时，关注城市交通的舒适度和绿色交通的分担比例。

除了远景规划，伦敦每两年会发布一次 《伦敦市长交通战略》。2018年 《伦敦市长交通战略》对伦

敦交通的发展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伦敦市中心是世界上人脉最畅通的地方之一，但伦敦外围地区的部分

地区却因糟糕的地铁，铁路和公交线路而无法享受伦敦所提供的便利条件，交通资源分配严重不均，也

造成居民对小汽车的严重依赖，挤压了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的发展空间。交通不便会限制工作、教育和

培训的机会，从而损害经济公平性。反过来，不够完善的交通也会隔离人和社区，导致社会融合程度较

低。交通、居住和就业压力随人口增长持续增加。根据官方预测，伦敦市人口将在2041年从现在的

870万上升至1080万人。

针对以上问题，2018年 《伦敦市长交通战略》中分析到，潜在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良好的

互联互通。因此整个城市都需要高质量的公共交通服务与慢行系统，以 “无缝连接”形式向更加健康、

更有效率的绿色出行方式转变，以减少城市居民对小汽车的依赖，将运输系统视为一个整体，相互联系

是解决伦敦当前和未来挑战的关键。战略要求改变目前运输方式，将有助于消除道路危害，限制该城市

对气候变化的反面贡献，并有助于发展有吸引力的当地环境，通过创建有活力的街道重新连接社区，吸

引国际企业到更加宜人的城市中心。最终将伦敦打造成一个街道有活力、交通有效率、空间有魅力的宜

居城市，实现2041年城市绿色出行比例 （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达到80%的目标。

表2 《伦敦市长交通战略》中部分关键指标

任务目标 指标 目标及时间节点

交通结构调整 出行分担率
小汽车分担率从37%降到20% （2041）

绿色交通分担率达到80% （2041）

健康街道打造

活力出行

交通事故伤亡

中心城区交通量

交通排放

每天至少20分钟 （2041）

公交车交通事故零伤亡 （2030）

交通事故零伤亡 （2041）

降低早高峰货运量10% （2026）

降低总体交通量10-15% （2041）

新增出租车零排放 （2018）

新增租赁车零排放 （2023）

新增公交车零排放 （2025）

新增车辆零排放 （2030）

新增其他车辆零排放 （2040）

交通系统零排放 （2050）

公共交通建设 铁路工程
启用Crossrail2（2030）

持续推进伦敦城郊地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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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包容的交通系统和健康、宜人街道设计是伦敦市 “健康街道、健康居民”策略实现的基本要

求，尤其强调街道活力、安全与绿色的塑造。

活力：要求打造宜人慢行空间，实现居民至少20分钟 “活力出行”，培养居民对慢行的依赖。具体

措施包括改善推广慢行网络；开发自行车共享租赁系统；在健康街道的规划和设计中融入无障碍设

施等。

安全：要求营造安全交通系统体系，实现2041年城市交通零伤亡。伦敦将通过交通安全体系的打

造，提高居民出行的安全性，具体措施包括固定区域内车辆限速、街道改善将空间还给行人等。

绿色：要求建设城市绿色低碳交通体系，实现伦敦市交通系统零污染。伦敦市计划于2050年实现

伦敦市交通系统零排放的战略目标，包括分周期建设超低排放区 （对老旧的大排量汽车增收税费，提高

出行成本，倒逼车主淘汰旧车，或选择更绿色的出行方式）等。

目前，我国的城市街道建设仍聚焦于城市道路及交通网络的构建，强调道路的快速通行效率，忽视

道路作为日常生活空间的价值。未来，借鉴伦敦经验，我国需重新定义街道的本质，打造更宜人、更具

活力、更 “慢”的城市街道。[4]

图2 《未来的东京战略》里部分交通战略

2.3 东京：助力成功的奥运会

2014年东京都政府颁布了新一轮城市规划——— 《创造未来———东京都长期展望》，该规划提出了建

设 “世界最好城市”的宏伟目标。2019年12月发布了东京都 《未来的东京战略愿景》东京把自己定位

为未来之城，并希望借助2020奥运会及残奥会再次提升城市能级，打造国际领军城市。

根据该规划对东京都的交通发展的判断，东京着眼于面临的一系列交通问题：包括公共交通换乘的

设施不充分，指南信息庞杂，造成乘客选择路径时比较困难；没有充分的安全、舒适的行人空间，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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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和行人的拥堵，提升了交通事故的危险性；机场交通和船运的有效利用不够充分等。

东京的城市发展目标和策略以基础设施建设、游客友好、全球影响力提升等八大目标为导向，选取

了港口集装箱通过能力、建设无缝对接的便捷公共交通网络、日均客流10万以上地铁站无障碍化率、

自行车专用道里程、沿河步道里程等近20项交通发展指标。

这些交通发展指标一方面为举办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和残奥会，并通过这一重大国际性赛

事的举办助推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为实现解决东京都面对的高龄、少子、人口减少及其带来的各种问

题，实现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和居民品质化出行。[5]

2.4 北京：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将综合交通承载能力作为

城市发展的约束条件。坚持公共交通优先战略，着力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加强交通需求调控，

优化交通出行结构，提高路网运行效率。完善城市交通路网，加强静态交通秩序管理，改善城市交通微

循环系统，塑造完整街道，各种出行方式和谐有序，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

体系。

表3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中部分交通指标

目标 指标项 2020年 2035年

 促进交通与城市协

调发展，提高交通支

撑、保障与服务能力

 建立分圈层交通发

展模式，打造一小时

交通圈

 保障交通基础设施

用地规模

 全力提升规划道路

网密度和实施率

 轨道交通里程  1000km  2500km

 公路网总里程  22500km  23150km

 铁路营业里程  1500km  1900km

 全市交通基础设施

用地 （含区域交通基

础设施）

 700km
2

 850km
2

 建成区道路网密度

 新建地区道路网

密度达到8km/km2，

城市快速路网规划

实施率达到100%

 集中建设区道路

网密度力争达到

8km/km2，道路网

规划实施率力争达

到92%

 坚持公共交通优先

与需求管理并重，提

高交通运行效率和服

务水平

 提供便捷可靠的公

共交通

 中心城区公交专用

道里程
 1000km  1500km

 实施差别化的交通

需求管理

 小客车出行比例和

车均出行强度降幅
 10%～15%  30%

 提升出行品质，实

现绿色出行、智慧出

行、平安出行

 建设步行和自行车

友好城市

 城市绿色出行比例  75%  80%

 自行车出行比例  10.60%  12.60%

《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评价指标体系中交通指标体系

重点从坚持共享发展方面选取了集中建设区道路网密度、轨道交通里程和绿色出行比例3个核心评价

指标。

2.5 上海：令人向往的创新、人文、生态之城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将引领上海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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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之城、生态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总体规划突出交通骨架引导作用，

以区域交通廊道引导空间布局，以公共交通提升空间组织效能，规划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面积约为

640km2，约占规划建设用地的20%。

表4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中部分交通指标

指标 2020年 2035年

平均通勤时间 （分钟） 中心城不超过40分钟

城区干线公交线路平均运营速度 20km/h

新城至中心城和重要交通枢纽的道路交通出行时间 控制在1小时内

全路网密度 （km/km2）
10（中央活动区）

8（中心城）

10（中央活动区）

8（主城区、新城）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 30% 40%左右

对10万人以上新市镇轨道交通站点的覆盖率 （%） 70% 95%左右

城区干线公交线路平均运营速度 （km/h） 20km/h左右

中心城轨道交通线网密度 到1.1km/km2以上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实施监测指标表中交通指标体系重点从更具活力的繁荣

创新之城、更具魅力的幸福人文之城方面选取了航空旅客中转率、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对10

万人以上新市镇轨道站点的覆盖率、全路网密度4个核心评价指标。
[6]

3 战略转型需要构建新的指标体系

纵观纽约、伦敦、东京、北京、上海等世界级城市的交通规划战略指标体系导向，一方面着力提升

枢纽城市地位和国际联通水平，包括国际枢纽港的连通度和港口的通过能力提升等；同时另一方面关注

居民出行安全、交通品质、绿色健康以及可持续发展。例如纽约重视城市交通安全最终实现零死亡率；

伦敦注重健康街区建设打造活力出行；东京为举办成功的奥运会和关注老龄化问题实现以人为本的品质

交通；北京、上海将成为卓越的国际一流城市提倡和谐、宜居理念。

当前，中国城市正在快速发展，在成为优秀城市的过程中，交通的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这些问题：

例如大城市如何筑牢交通安全 “生命线”，如何倡导绿色出行，如何打造城市的活力街区，如何应对

2050年前后中国老龄化带来的交通出行方式的改变，这些都可以借鉴世界级城市的交通战略应对对策。

面对新要求新形势，基于新理念的交通指标不能再强调规模和速度，更要关注出行的效率与品质。

指标体系中指标的选取也不再是单一性的，需要多维度的考虑建立交通指标体系，为城市交通发展的评

估和展望提供依据。同时，随着不同地域的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和人们对安全交通、健康交

通、绿色交通等内涵理解的不断加深，指标项会不断删减变化，权重赋值亦会被不断地调整和修订，指

标体系的建立最终指引建设一个更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交通系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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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航空货运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

———对上海巩固提升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经验启示

孙世超 陈志翀 杨 晨 逄 莹

【摘要】 民航是战略性产业，是打造 “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 “全球123快货物流圈”的重要支撑，航空货运是民航

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航空货运枢纽，促进航空货运发展，对上海深度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施、

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民航强国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和上海实现全球卓越城市具有重要意义。2020

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能力，努力稳定供应链。本文对全球和国内航空货运发展现状

进行梳理，通过总结国际航空货运发展经验借鉴，进而对上海巩固提升国际航空货运枢纽提出建议。

【关键词】 航空货运；枢纽；经验启示

0 引言

在 “全球低碳经济”和 “速度经济”理念的带动下，经济发展依托的物流通道模式已转变为时间变

量最优模式，运输的货物向着更小的体积、更轻的重量、更高的价值演变。航空运输以其高效、迅速、

便捷的特性在货运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民航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我国要形成高效、通达的现代

航空物流服务体系，支撑国家产业体系高端化、国际化发展。上海机场提出要打造成为全国 “最全业态

功能、最快通关效率、最强空地网络、最优服务品质和最佳智能化平台”的世界级航空货运枢纽。虽然

国内各地发展航空货运的热情和期望很高，但我国航空货运发展仍然存在诸多不足，特别是国际航空货

运能力存在明显短板，因此有必要通过对中外航空货运发展现状的比较分析，得到国内航空货运发展，

特别是针对上海建设品质领先的世界级航空枢纽、建设智慧高效的航空货运枢纽的相关经验启示。

1 国内外航空货运现状

1.1 总体情况

从全球航空货运情况来讲，2018年全球航空货运市场增长速度已明显放缓，增长率仅为3.5%，低

于过去五年的平均增长率4.6%；而2019年全球航空货运需求 （以货运吨公里计算）下降了3.3%，这

是自2012以年来的首次货运量下滑。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下行、升级为贸易战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国际

航空货运的需求大幅降低，且全球贸易的疲软使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减弱。

从国内航空货运情况来讲，2019年境内机场吞吐量达到1710万吨，较2018年增长2.1%，增速明

显放缓。

航空货运作为现代服务业，对市场与消费者的依赖性较强。目前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增大，中美贸易

关系前途未卜，航空货运形势严峻，面临更多挑战；但从长远来看，国内经济稳中向好发展，国内市场

消费需求强大，国内电商、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不断发展，各地出台政策大力支持，航空货运发展仍然存

在诸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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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内历年机场吞吐量

1.2 全球主要货运机场

2019年世界机场货邮吞吐量20强排行榜显示，香港国际机场、孟菲斯机场和浦东国际机场位列全

球机场货邮吞吐量排名前三甲。

就全球区域布局而言，亚太地区上榜的机场最多占8席，北美地区占6席，欧洲地区占4席，中东

地区占2席；就国家分布而言，美国和中国所占席位最多，分别占6席和5席。

从机场性质分类来讲，前20名机场中有3座专业货运机场，分别是孟菲斯国际机场、路易斯维尔

国际机场、安克雷奇国际机场，它们的货客比指标远超100（一般货客比指标大于100的机场为专业货

运机场），其他基本上都是综合性机场。其中，孟菲斯国际机场和路易斯维尔国际机场是FedEx和UPS

的全球性枢纽机场，以国内货运为主。

表1 2019年世界机场20强货邮情况

排名 机场名称
2019年货邮吞吐量

（万吨）

货客比

（万吨货邮吞吐量/千万人次）

1 香港国际机场 481 67

2 孟菲斯机场 432 1179

3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363 48

4 路易斯维尔机场 279 1279

5 首尔仁川国际机场 276 39

6 安克雷奇国际机场 275 1089

7 迪拜国际机场 252 29

8 洛杉矶国际机场 231 26

9 多哈国际机场 222 59

10 台北桃园国际机场 218 45

11 法兰克福国际机场 213 30

12 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 210 28

13 迈阿密国际机场 209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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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排名 机场名称
2019年货邮吞吐量

（万吨）

货客比

（万吨货邮吞吐量/千万人次）

14 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204 46

15 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 201 29

16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196 20

17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192 26

18 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176 21

19 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 159 20

20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国际机场 157 22

1.3 主要航空物流运营商

美国联邦快递FedEx、美国联合包裹UPS、德国敦豪国际公司DHL是全球快递型航空公司典型

代表。

FedEx是联邦快递集团公司快递运输的中坚力量，提供隔夜快递、地面快递、重型货物运送、文

件复印及物流服务，总部设于美国孟菲斯，通常只需一至两个工作日，就能迅速运送时限紧迫的货件。

UPS是全球最大的快递承运商与包裹递送公司之一，同时也是专业的运输、物流、资本与电子商

务服务的提供者。

DHL是全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公司，它专业的运输、物流服务，是全球最大的递送网络之一。

DHL是最早在我国开启国际快递业务的企业之一，目前，DHL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快运供应商，中

国也是DHL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
[1]。

2 国际航空货运发展的经验分析

图2 世界货邮吞吐量20强排行榜机场

2.1 航空货运发展与区域经济性密切相关

从全球航空货运吞吐量20强机场的分布来看，航空货运机场一类是拥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以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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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为主导，一般位于全球 （区域）城市，城市是传统的产业中心、金融中心或政治、文化中心，比如

韩国仁川机场，韩国本国生产的高精尖产品商品中半导体占世界份额的61%，电视占36%，这类产品

附加值高、时效性强，出口依赖当地航空货运的发展，仁川国际机场应运而生[4]。一类是拥有优越的地

理位置成为洲际或区域性的转运中心，如有 “全球空中交通十字路口”的美誉迪拜国际机场是阿联酋航

空的中转基地，是连接西方和东方的关键枢纽，也是欧洲经北非到西亚的交通要道，在承运其往来于中

东80%以上的货物之余，同时还通达到非洲大部分国家。

2.2 航线网络和货运航班时刻的优势

香港机场国际航线网络十分丰富，连接全球约180个航点，超过100家航空公司在机场营运，

每天提供约1000班航班
[3]。香港国际航线如此发达是因为它是国泰航空公司的枢纽，而国泰航空公

司又是亚洲唯一一家加入寰宇联盟的航空公司，该联盟的航空公司成员主要分布在南北美洲、欧洲

及大洋洲，国泰航空公司成为亚洲连接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桥梁，因此香港机场成为寰宇联盟在

亚洲的枢纽。

图3 香港机场国际网络航线图
[3]

仁川机场模式是航空公司投资拥有并经营航空物流，同时向货代公司出租设施，因此航空公司能够

致力提供优质顾客服务，航班时段编配灵活，物流服务一体化运作，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4]。

2.3 合理的运营管理水平和高效的通关效率

合理的管理、运行策略和较高的通关效率，是货运机场受航空物流运营商青睐、获得成功的关键

所在。

香港国际机场被航空货运杂志 《AirCargoNews》评选的全球最杰出货运机场，机场高度自动化

的货物处理系统和单证一条龙的高效服务使得货物可以快速准确得运到世界各地。香港机场 “超级一号

货站”由全自动化的航空货箱贮存系统 （CSS）、散货箱贮存系统 （BSS）、散货分发系统 （BCDS）以

及工作台等高度自动化系统控制，每年空运货物处理量高达350万吨。香港机场专门成立客户服务大

堂、海关验货大堂和办公室，机场内的货车轮候时间不超过30分钟，货物接收时间不超过15分钟，每

10000次处理不超过一次差错
[3]。

仁川国际机场使用了普适的海关系统 （UNI-PASS），将通关时间缩短到两分钟，还实现24小时通

关服务办理，实现了100%的无纸化通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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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国内外航空货运机场通关时间对比

航空枢纽 通关时间

香港机场 货物可在运抵3小时之前办理清关手续

韩国仁川机场 货物到港与出港平均时间为12分钟和16分钟

上海浦东机场 货物中转时间约48小时

新加坡樟宜机场 货物中转时间约24小时

北京首都机场 快件通关最快需40分钟

  资料来源：根据各机场公布的年报信息整理

2.4 航空物流运营商的经验

国际航空物流集成商和大型国际货运航空公司是货运枢纽机场做大做强的前提。FedEx、UPS、

DHL以其完善的航空货运网络、强大的运输能力、对技术革新的重视成为三大国际货运巨头。

三家公司都在总部所在国内设有超级转运中心，并在各大洲设立洲际枢纽中心，通过这些枢纽连接

全球各地的转运中心，形成了一张完善通达的航空货运网络。

表3 国际货运巨头设立航空货运枢纽情况

国际货运巨头 全球性枢纽 亚太地区枢纽 国家级枢纽 区域分拨中心

FedEx 美国孟菲斯 广州白云 杭州萧山-中国地区枢纽

深圳 （中南）

杭州、上海 （华东）

北京 （华北）

UPS（TNT）
美国路易斯维尔

（荷兰阿姆斯特丹）

深圳宝安

（香港机场）
上海浦东—洲际地区枢纽

广州 （中南）

上海、厦门、青岛 （华东）

大连 （东北）

DHL 德国莱比锡 香港机场 上海浦东-东北亚地区枢纽
广州、深圳 （中南）

北京 （华北）

完善运输网络的基础，是它们强大的运输能力。例如FedEx拥有多达660辆全货机空，家和地区

的航权。与之相比，作为国内快递行业中首家拥有自有全货机的公司———顺丰快递仅拥有66架全货机，

是FedEx的十分之一。

表4 国际货运巨头飞机数量和业绩情况

国际货运巨头 飞机数量 （架） 年收入 （亿美元） 运送包裹 （万/日）

FedEx_ 681（自有639架，租赁42架）（截至2019.5.31） 697 1500

UPS 261（截至2020.2.24） 650（2018） 2190

DHL 270（截至2020.1.31） 750 411

  数据来源：2019年三大国际快递综合服务商数据统计

运输能力的发挥离不开先进的科学管理模式。三家公司都致力于技术革新，为货运业务提供保障。

FedEx积极应用高科技、信息化技术和供应链管理系统，注重资金支持；DHL依托集团服务网络基础

设施与技术，依托高科技扫描枪进行快件作业，并实现了快件的自动化分拣作业，并面向用户做好信息

反馈；UPS每年在研发新技术上的投资超过了十亿美元，先进的信息系统可提前6年来安排最佳的航

班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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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上海巩固提升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启示

3.1 构建分工明确、功能齐全、连通顺畅的货运机场体系

上海已经初步建成亚太地区大型航空枢纽，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长三角要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货运枢纽集群就需要构建准确定位、错位分工的货运机场体系，通过 “一主两辅三精”的发

展格局实现机场的准确定位和错位分工[5]。其中 “一主”是浦东机场，打造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的核心

枢纽，“两辅”是杭州萧山机场和南京禄口机场，“三精”是在合肥、嘉兴和淮安建设航空货运枢纽。

3.2 构建世界级枢纽航线网络，优化配置航班时刻

提升上海全球城市的国际通达性，优化航空网络布局结构和品质，推动形成航线广度和厚度的均

衡，打造国际和国内并重、中枢辐射与点对点结合的骨干货运航线网络，大力发展国际中转集拼业务。

在时刻配置上，民航主管部门优先支持基地航枢纽运作，优先支持客运中远程航线开拓，优先支持货运

枢纽网络打造，放开高峰时段对货运航班的时刻限制，精细化配置国际和国内不同航线类型以及不同区

域市场的时刻资源，最大程度地优化枢纽航线网络结构以适应世界级枢纽高效运作的要求。

3.3 优化货运设施布局与海关监管模式

改善上海两场货运设施条件和货运产业布局，增强各类物流的分拣和通关处理能力。优化综合监管

环境，推动货运监管服务便利化，整合海关、检验检疫、海事、民航、商务、银行等相关主管部门的监

管职能，整合空港信息、港口信息、物流监控、货物监管等系统，探索关、检、港业务 “并联”操作，

通力合作建设货运枢纽大通关基地，实现港务及申报准备阶段、通检阶段、通关阶段的并联放行，简化

通关程序，增加通关效率，实现7×24小时通关。坚持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来延伸拓展保税物流监管过程

链，实现对中转集拼货物各监管环节点的紧密衔接，达到货物通关运作的快速简便。

3.4 支持航空物流运营商打造货运枢纽

建设聚焦国际、辐射国内、国际一流的国家邮政处理中心。加强与区域物流枢纽公司和国际知名物

流企业的合作，推动DHL、UPS、Fedex三大国际转运中心和国内主要货运航空公司在浦东机场开展

国际中转集拼业务。

3.5 建设智慧化货运枢纽

加快科技创新，推动大数据和云计算、人工智能、智能终端、5G技术、智能安防、融合通信等新

技术在货站的应用和实践，打造空运业务全流程智能化信息服务体系，拓展上海空港口岸与国际相关航

空口岸数据互联互通，打造全流程自助服务候机楼，全面推广电子运单。

3.6 促进形成与临空经济相互推动、相得益彰的局面

推动临空经济发展，形成 “以航空物流产业为主、航空特色产业为辅”的航空服务产业集群。加强

货运枢纽机场与自贸区空港片区、全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之间的联动发展，加强与快递业、跨境电

商、冷链物流及综合物流服务商等新兴业务企业的合作，促进空港物流多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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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夜间经济发展历程及城市交通对策初探

周 岩

【摘要】 十九大之后，夜间经济成为近两年的热点话题，各大城市纷纷出台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文件。本文首先梳理

了我国各城市关于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文件精神和内容，阐明了我国夜间经济的发展历程。然后从城市交通角度入手，

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夜间交通政策和措施的研究，提出了夜间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城市交通系统的应对思路和方法。提

出公共交通应作为服务夜间经济的主导交通方式，着力发展夜间公交，并根据夜间经济发展水平选择适当的运营时间和

车型；着力提高出租车的服务水平，通过电子围栏引导客流；灵活利用道路和空间资源增加停车供给，增强居民的夜间

出行意愿。另外分析了夜间交通安全的影响因素，提出要加强夜间道路交通设施和城市监控系统的建设，提高夜间出行

的安全性。最后，阐明夜间经济是市场主导的产物，要顺应市场需求，在交通供给上适度超前，支撑夜间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 夜间经济；夜间交通；夜间公交；夜间停车；动态管理

0 引言

1999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4元，至2009年达到17175元，2019年到已达到30733元，年

均增长率达到21.2%。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直接刺激了我国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尤其是一线二线城市，在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第三产业比重逐步攀升，娱乐、餐饮、购物、旅游等

消费需求的增长在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改变着城市的作息时间。夜间十点，大多数三四线城市

和二线城市市郊的居民大多已熄灯入睡，但是一二线城市才刚刚进入一天之中消费最活跃的夜间经济时

间。北京的后海、成都的九眼桥和广州的上下九，各大城市的夜间活动甚至会持续到凌晨三四点钟，彻

夜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交通，夜间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对城市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近年来各大城

市纷纷出台促进夜间经济发展文件的背景下，城市交通系统如何助力夜间经济的发展可能会是未来很长

一段时期的研究热点。

1 夜间经济的发展

1.1 夜间经济的定义

20世纪70年代，英国经济发展缓慢，城市的扩展导致中心老城区逐渐萧条，为了改善这一问题，

经济学家提出了夜间经济这一概念，用以提高中心老城区的经济活力，改善时下所面临的消费不振、城

市活力下降的问题。夜间经济 （Night-timeeconomy）一般指发生在傍晚18：00至凌晨6：00时间段

内的以消费为主的经济活动，其主体为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主要经济活动包括餐饮娱乐、购物休闲、

旅游文化活动等等。

1.2 我国夜间经济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夜间餐饮行业的兴起，我国夜间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萌芽阶段，随后经历了

以餐饮业为代表的延长营业时间阶段，以洗浴、歌舞厅、棋牌室为代表的多业态的粗放经营阶段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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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成熟的集约化经营阶段。目前，夜间经济已经被视为衡量一座城市生活质量、消费水平、开放度、

活跃度、投资软环境及经济文化发展活力的重要指标[1]。进入21世纪后，我国主要城市开始从政府层

面自上而下的提出大力发展夜间经济，自2004年至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2.1 初步探索阶段

2004年青岛出台了 《关于加快发展我市市区夜间经济的实施意见》[2]，成为我国首个以政府文件形

式明确提出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城市；随后，2006年杭州市发布 《杭州市晚间娱乐休闲生活发展报

告》[3]，成为首个探索夜间经济活动并发布城市夜间经济活动调查报告的城市。

1.2.2 自主发展阶段

2010年以后，夜间经济进入自主发展阶段，河北、辽宁、宁波、重庆等省市纷纷出台发展夜间经

济的文件。2010年，河北省发布 《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城市夜经济的指导意见》，将夜间经济

发展目标列入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体系进行综合考核[4]。2012年，辽宁省召开政府工作会议，对全省

“夜经济”发展做出全面部署，提出建立由旅游、文化、物价、金融等11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发展 “夜经

济”工作联席会议制度。2014年6月，重庆市印发 《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夜市经济的意见》，提出

到2020年，全市市级夜市街区达到80条以上，创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并打造出具有全国影响的

夜市品牌[5]。2014年8月，宁波市发布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展月光经济的指导意见》，提出 “一核

四轴多节点”的夜间经济发展空间格局[6]。

1.2.3 全面推进阶段

十九大之后，我国夜间经济的发展进入全面推进阶段。2017年10月31日，南京市发布 《南京市

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0年，力争夜间经济试点区域新增经营

性收入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4%左右，将 “夜金陵”打造成全国知名的夜间经济品

牌[7]。2018年4月，西安发布 《关于推进夜游西安的实施方案》，提出构建 “品牌化、全域化、特色

化、国际化”西安夜游经济，构筑西安夜游经济 “一极两轴五板块多节点”的发展格局[8]。2018年11

月，天津市印发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要在2019年底

前打造形成6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经过3至5年的努力，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

管理规范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9]。2019年4月15日，上海商务委等九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上海推动夜

间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围绕打造 “国际范”“上海味”“时尚潮”夜生活集聚区的目标，鼓励业

态多元化发展，不断创新监管方式，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切实推动本市夜间经济繁荣发展，创造美好

生活环境[10]。2019年7月，北京市印发 《北京市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明确

到2021年底，在全市形成一批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各具特色、功能完善的 “夜京城”地标、商圈和

生活圈，满足消费需求[11]。2019年9月，成都市发布 《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全市夜间经济

促进消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大力发展夜间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完善夜间公共服务，切实提升

夜间经济活力，全力助推成都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12]。2019年11月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

布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夜间旅游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2年，基本形成布局合

理、富有活力的夜间旅游发展格局[13]。

与此同时，2019年8月27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

的意见》，提出要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大投入，打造夜间消费场景和集聚区，完善

夜间交通、安全、环境等配套措施，提高夜间消费便利度和活跃度[14]。

从消费规模来看，夜间经济已切实成为消费经济主体。随着中国各地政府对夜间经济扶持力度加

大，中国的夜间经济发展规模将呈现爆发式增长，并在2020年突破30万亿元
[15]。然而，现阶段大部

分城市提供的夜间消费资源、消费模式和消费环境尚不能很好的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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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消费产品形态比较单一，消费市场布局不够广泛，公共配套设施不足，管理水平较低，整体仍处于夜

间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特别是公共交通、安全保障、服务保障和警力配备等需要进一步加强。可以预

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夜间经济将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点，而相应的城市配套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方

法将成为研究热点。

2 服务夜间经济的城市交通对策

2.1 夜间城市交通方式

夜间经济活动的交通特征与白天通勤娱乐出行的交通特征具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夜间出行在道路

交通环境上由于视野受限，注意力和反应速度下降，事故发生的概率更高；其次，夜间出行在人身财产

安全方面的隐患更大；最后，夜间消费活动往往是人们忙碌一天之后的放松，饮酒的比例大幅提升，所

造成的不稳定因素上升。因此，选择小汽车出行和慢行交通方式的比例相比白天会有很大比例的下降，

公共交通和出租车成为夜间出行的主导方式。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地铁日均运营时间为16.35小时，其中以北京市17.3小

时的日均运营时间最长。艾媒咨询[15]认为，地铁等公共交通的夜间运行时长与夜间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地铁运行时间仅能满足18∶00～22∶00的出行需求，而22：00之后的出行需求

绝大多数只能通过出租车解决。随着夜间经济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的运营时间

将会随需求延长。

图1 2018—2019年中国城市地铁运营时间对比 （数据来源：艾媒数据中心）[15]

然而，公共交通的社会公益性造成了其常年亏损的现实，政府补贴是绝大部分城市的公共交通得以

持续运营的根本保障，运营时间的延长也必然导致亏损的增加，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和市场行为引导平衡

夜间经济对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和公交服务的财政亏损是决定夜间经济能否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因素。

2.2 国内外城市夜间交通对策

2.2.1 国外城市夜间交通对策

2.2.1.1 伦敦

1995年，英国于正式将发展夜间经济纳入城市发展战略，伦敦市政府为了保证居民的夜间出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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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专门增加了300万英镑的预算用于加强城市的治安管理。2016年8月，在伦敦市政府的推动下，

正式在每周五和周六两天推出夜间地铁服务，目前伦敦11条地铁线中有5条线路在周末24小时运行。

伦敦交通局计划到2023年，要将夜间地铁服务扩展到其他线路上，此举为减少非法出租车的使用、缓

解交通拥堵、延长企业营业时间创造了条件[16]。

2.2.1.2 墨尔本

从2016年开始，墨尔本在周末实行所有公共交通24小时服务制，称为 “NightNetwork”试验，

原本只打算试运行一年，但由于项目太受欢迎，2017年4月，政府最终决定将此项目一直持续下去。

据政府的数据显示，在 “NightNetwork”的乘客里，有20%是上夜班的人，剩下的都是享受墨尔本夜

生活的本地人和游客[17]。

2.2.1.3 巴黎

Noctilien是巴黎的一项夜间公交项目，运营时间为每天0∶30～5∶30，由40多条线路构成一个完

整的网络，串联了公交枢纽、文化中心、博物馆、香榭丽舍、巴士底广场等重要场所，为全大区居民提

供了便利的夜间出行服务。

2.2.2 我国城市夜间交通对策

我国城市在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文件中，均明确提出要加强夜间城市交通的服务水平，包括优化夜

间公共交通服务，加密夜间运行班次，延长公交运营时间，增加路内限时停车位，鼓励企事业单位、商

务楼宇的停车场在夜间向社会公众开放，建设智能监控系统和信息服务平台，强化交通信息引导，加强

交通组织，试点夜间分时制步行街等等。

2.2.2.1 北京

2019年7月，北京 “夜间交通”系统全面升级。地铁1号线和2号线将周五周六的运营时间延长

至0∶50，同时，适当缩短既有25条夜间公交的发车间隔，提高发车频次，另外新开通7条夜间公交

线路，进一步提高夜间公交的服务水平。首汽约车平台则通过设置电子围栏奖励措施引导网约车前往地

标、商圈附近接单，更好地满足市民夜间出行需求。

2.2.2.2 成都

成都目前已开通12条夜间公交线路，运行时间与常规公交无缝对接，周日至周四的运营时间为

22∶00～00∶30；周五周六的运营时间为22∶00～01∶00；同时，车辆到站时间与商圈客流集散时间

相适应，避免出现公交线路早于商场打烊时间收车的问题。

2.2.2.3 香港

香港的通宵巴士运营时间为00∶00～06∶00，共计40余条线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香港的通宵

巴士以单层巴士为主，并且根据客流量大小会选择一些24座的小型巴士，夜间公交的票价也比常规公

交票价有一定程度上涨。

2.3 夜间城市交通对策研究

2.3.1 公共交通对策

2.3.1.1 轨道交通

北京市目前已将地铁1号线和2号线在周五周六的末班车时间调整到0∶50。东京作为亚洲排名第

一的城市，其都营地铁和Metro地铁的运行时间通常为5∶00～0∶40，即使夜间经济如此活跃依然没

有实行24小时运营。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24小时运营在地铁维护和调度上存在困难，二是为了保

障出租车在夜间的运营效益，避免对出租车司机的收入造成影响。

地铁作为大运量的城市公共交通方式，在早晚高峰承担了近半的公共交通出行需求，但运营成本高

和单位运量大的特点决定了轨道交通对夜间经济这种需求分布不均匀的出行活动的不适应。因此只有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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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京这类夜间经济非常活跃的城市，才有可能采取适度延长地铁运营时间的措施。

2.3.1.2 常规公交

常规公交由于运营成本较地铁低廉，调度和线路调整更加灵活，因此能够更好地适应夜间经济活动

的出行特征。从目前各个城市的经验来看，采取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四类：①延长既有公交线路的运营时

间，长沙市为服务 “夜经济”，将部分公交线路的末班车时间从22∶00调整至23∶30。②增设独立的

夜间公交线路，成都在既有公交线路之外，开通全新的12条夜间专用公交线路，运营时间从22∶00～

01∶00。③增设通宵公交线路，同样独立于一般公交线路，但运营时间覆盖整个夜间，与一般公交线路

共同构成覆盖全天24小时的公交服务网络，如香港的40余条通宵巴士，运营时间为0∶00～6∶00，

北京开通了34条夜班公交线路，运营时间为23∶20～4∶50，发车间隔在20到40分钟不等。④采用

中小型车辆，夜间公交尤其是通宵公交客流量通常不高，甚至会出现空车的情况，因此采用常规11米

以上的大型巴士存在资源浪费的问题，因此，在客流培育初期建议采用载客量16-24人的小型巴士。

2.3.1.3 出租车/网约车

长久以来，出租车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对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的一个强有力补充。近年来，网约

车通过补贴和顺风车的形式进一步刺激了这部分出行需求。但是网约车在监管上存在的弊端决定了其目

前尚不适合承担夜间出行的重任，应着重加强出租车对夜间出行的服务水平，原则上禁止网约车的夜间

运营。在运营服务上可以通过电子围栏内接单奖励的方式，引导出租车前往客流量较大的区域，更好的

服务出行需求，同时能够集中客流，便于管理。

2.3.2 私家车对策

2.3.2.1 道路交通设施

夜间交通不同于日间交通，道路环境因素和人体生理因素共同决定了其存在更大的安全隐患。行车

方面，夜间驾驶的行车视野主要取决于道路照明条件和车辆照明条件，其中道路照明条件的影响因素又

包括灯光照度，路灯间距，绿化遮挡，标志标线反光系数等，丰富的夜间出行需求对道路交通设施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车辆的照明则取决于自身的光照强度和角度，远光并不适用于照明条件较好的城市道

路，但主观或非主观开启的远光灯会严重影响对向车辆的行车视野和驾驶安全，应加大对这类行为的查

处力度。另外，夜间驾车有更大概率出现疲劳驾驶和饮酒驾车，在通过警力布控和强化执法力度降低此

类安全风险的同时，大力发展智能交通设备，驾驶员状态监控，来降低此类安全风险。

2.3.2.2 停车管理

排除疲劳驾驶和饮酒驾车两个危险驾驶行为，出于人身财产安全的角度，私家车出行仍然是目前夜

间出行的首选方式。因此，在夜间经济活跃的中心地区，由于公共交通供给的不足，私家车出行产生的

停车需求随之上升。如何增加车位供给成为需要关注的另一个问题。一是采取停车共享措施，灵活利用

周边闲置停车资源，鼓励商圈附近的商务楼宇在夜间向社会开放自有停车场；二是通过交通量调查，挖

掘商圈周边的闲置道路资源，在路内施划夜间限时停车位。通过满足停车需求来提高居民的夜间出行

意愿。

2.3.2.3 街道动态管理

在交通设施供给之外，通过街道的动态管理同样可以促进夜间经济的发展。例如东京银座大街在每

周日下午会举办步行者天堂活动，禁止车辆进入，将街道还给行人，极大促进了街道沿线的消费活动。

这类措施同样可以应用于夜间经济，由于夜间道路交通量的下降，选取商圈中的某几条道路，划定为夜

间步行街，提供更加广阔和自由的街道空间，丰富夜间经济活动的形式，拉动消费增长。从城市规划和

管理的角度，需要制定完备的交通组织方案和管理措施，避免因为道路禁行导致周边道路产生拥堵。

2.3.3 治安管理对策

夜间出行不可避免地对城市治安管理提出挑战，偷窃、醉酒闹事、女性和儿童人身安全隐患成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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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夜间出行的心理负担。纽约夜间经济消费者担忧因素分布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情况，安全隐患和

警力布设成为影响消费者是否参与夜间经济活动的两个重要因素。因此需要我们的城市提供更加安全的

夜间出行环境，不仅局限于道路交通安全，更重要的是居民的人身财产安全。①建立全覆盖的城市安全

监控系统，通过形成威慑力降低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几率，通过高清录像识别提高对犯罪分子的抓捕成

功率。②通过开放式的街道界面形成街道眼，让居民成为安全监督体系的一份子。③在夜间经济商圈增

加警力布设，实时监控，及时出警。

图2 2017—2018年纽约夜间经济消费者担忧因素分布

（数据来源：NYC夜生活经济报告，艾媒数据中心）
[15]

3 结论与展望

夜间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认清夜间经济是受市场主导的经济

行为这一本质，只有城市经济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夜间经济活动才会因为需求的增

长而快速发展，要避免盲目跟风出现的生搬硬套式的政府行为和政策干预，不适时宜的交通政策和措施

可能造成更大的财政负担和公共资源浪费。

夜间经济政策的制定需要我们深度挖掘真实的市场需求和城市经济活动特征，而关于夜间交通对策

的研究也要充分结合城市夜间经济的现实与规划情况，通过适度超前的供给发挥交通系统对城市经济发

展的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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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实施路径演变探讨

杨 涛

【摘要】 基于公共交通为导向 （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TOD）的理念，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及沿线的土地

进行一体化的综合开发的模式，由于其对于城市空间、土地利用以及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发明的重要作用，受到越来越多

的重视和实践。深圳已经开展了四期的轨道交通建设，在每一期轨道建设过程当中，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的背景、主

要目的、主要实施路径既有延续性也有所变化。本文尝试探讨和分析自轨道一期工程至四期工程发展的过程中，深圳轨

道沿线土地一体化综合开发经历的几个主要变化阶段，以及不同阶段沿线土地综合开发的不同背景、主要实施路径的演

变及其内在的逻辑，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国内其他城市的实践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路径演变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城市经济、人口、产业的高速发展，很多超大城市、大城市都

进入了轨道交通的大规模建设阶段。在以公共交通为导向 （TransitOrientedDevelopment，TOD）的

理念的指导下，对城市轨道交通沿线的土地进行一体化的综合开发的模式，由于其在提高轨道沿线土地

使用价值、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品质以及缓解轨道建设投融资压力方面的巨大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并被积极实践。

深圳是国内轨道交通建设起步较早的城市之一，也是较早在轨道交通规划建设过程中探索和实践轨

道交通沿线土地一体化综合开发的城市。这其中有以政府规划引导、国有地铁建设单位为主体的沿线土

地一体化综合开发模式，也有市场主体在招拍挂取得站点周边土地后围绕轨道站点开展的一体综合开发

模式。考虑到深圳既有的轨道沿线土地一体化开发主要以第一种模式为主要特征并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和示范性，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第一种模式的讨论。

1 深圳轨道交通建设发展基本概况

深圳市的轨道交通建设始于1999年，是中国大陆地区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后第5个拥有地

铁系统的城市。轨道一期工程主要包括1号线东段和4号线南段，主要集中在原特区内的两条主要交通

走廊，全长21.6km，于2004年建成通车。

轨道二期工程筹划始于2003年，主要包括1号线续建工程、2号线、3号线、4号线续建工程以及

5号线，总长约155.2km。二期工程除了继续加强原特区内主要客流走廊轨道服务以外，重点是增加了

对城市东、中、西三个主要发展走廊上的轨道交通服务，进一步拓展了轨道交通的辐射范围。

轨道交通三期工程筹划始于2005年，主要包括6号线、7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11号

线和部分线路延长线，总长约254.7km。三期工程主要是适应深圳经济特区范围扩展至全市域，除了

继续加密原特区内的轨道线路密度，重点仍是加强原特区内外主要轴线的轨道服务以及对重点开发片区

的服务。

轨道交通四期工程筹划始于2016年，主要包括12号线、13号线、14号线、16号线等，主要是加

强原特区外主要组团中心与原特区内罗湖-福田和南山-前海两大城市主中心的联系，目前已全面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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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预计2022年底建成通车。

截止2020年初，深圳已经开通运营轨道线路8条、共计303.4km，日均客运量突破550万人次/日。到

2022年底轨道四期工程建设完成，深圳预计将形成超过500km的轨道网络。

2 深圳轨道交通沿线用地开发的阶段性及特点

自深圳开展轨道建设至今这二十年以来，正是TOD理念在国内逐渐被认识、被重视、被实践的二

十年。深圳也是TOD理念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之一，结合这一探索实践过程中轨道沿线土地一体化

开发的主要实施路径的变化和不同特点，笔者将深圳轨道沿线土地综合的过程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2.1 第一阶段：轨道一期工程，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的探索起步阶段

2.1.1 背景和特点

从城市发展来说，轨道一期工程，深圳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腾飞起步阶段，深圳城市中心仍在罗

湖，福田中心区正在规划建设当中。一期工程线路位于深圳重要的发展轴上，联系罗湖商业中心区、华

强北商业中心区、福田中心区、车公庙商业办公区、华侨城休闲娱乐区、罗湖火车站综合交通枢纽区及

皇岗口岸等城市重要的发展区域，沿线是深圳市地价最高，发展最为成熟的城市片区。

轨道一期是深圳第一次开展轨道建设，政府财政资金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出资额占总建设投资

的70%，轨道建设资金压力相对较小。由于对沿线土地一体化综合开发的认识和经验不多，且沿线

均为城市已开发成熟片区，可以由政府规划主导的一体化综合开发的白地较少，因此这一阶段真正

以前瞻性规划为引导、一体化实施的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的案例并不多，主要以个别站点的探索

和尝试为主。

2.1.2 主要实施路径

一是为避免轨道建设注重工程方案实施而留下遗憾，轨道一期工程在轨道线路初步设计已经完成的

情况下，由规划部门牵头，围绕一期工程的主要片区和站点通过城市设计进行局部优化，提升沿线轨道

站点城市建设的品质和一体化交通接驳水平。

图1 轨道一期工程沿线重点规划片区及重点车站交通接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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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结合轨道一号线建设的契机，对以罗湖口岸为代表的重点枢纽进行综合改造，进行地上地下一

体化整治，实现地上地下的综合开发以及交通换乘的无缝接驳，成为轨道一期建设工程轨道交通与用地

开发协调开发的个案经典。

图2 轨道一期工程罗湖口岸地区综合改造案例

三是结合轨道工程建设形成的自然地下空间进行一体化同步开发，如罗湖口岸地下综合体、金光华

商业广场、华联及中信地下商城、华强地铁电子中心、福华路地下商业街等等。但这一阶段的地下空间

开发相对零散，缺乏统筹安排，地下空间之间的连通未完善，整体综合效益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图3 华强路地下空间开发示意图

 

图4 福华路地下商业街开发示意图

2.1.3 小结

总体来看，轨道一期工程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轨道一期工程是从网络规划直接过度到工程设计，以工程实施为主导。虽然通过城市设计以及

重点枢纽地区的改造，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工程主导带来的遗憾，也起到了提升沿线开发建设品质的效

果，但总体来说是被动式、修补式的。

二是轨道一期工程沿线用地受法定图则控制影响较大，由于沿线法定图则编制较早，且轨道交通建

设与沿线土地开发是分开进行，土地开发未能和轨道交通规划紧密结合，轨道对提高沿线土地利用效益

的作用未得以充分体现。

2.2 第二阶段：轨道二期、三期工程，轨道沿线用地开发的发展和成熟阶段

2.2.1 背景和特点

从轨道二期工程到轨道三期工程这十多年间，深圳进入高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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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规模和交通出行需求不断增大，城市开发重心由原特区内逐渐向原特区外拓展，城市发展骨架不断

拉大。为了适应和支撑城市发展的需要，这一阶段轨道交通建设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一方面不断完善原特

区内的轨网布局和提高线路密度，另一方面不断加大深圳主要南北向发展走廊上轨道交通的建设，支撑

原特区外主要组团中心的发展。

由于轨道建设规模的迅速增长，相应的建设投资规模也迅速增加，由一期工程的106亿元上升到二

期工程的748亿元和三期工程的812亿元，轨道建设资金压力持续不断加大。

此外，有了轨道一期工程的建设经验，从轨道二期开始，城市规划部门加大了轨道交通建设与沿线

土地利用开发统筹的力度，并通过规划编制体系的不断完善，更加主动的引导轨道沿线土地的综合开发

利用。

2.2.2 主要实施路径

从轨道二期工程开始，除了吸取轨道一期工程好的做法和经验外，在沿线土地一体化综合开发方

面，最突出和重要的创新就是借鉴香港地铁TOD开发的成功经验，有目的引导和实施 “轨道+物业”

的一体化开发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推进 “轨道+物业”这一路径的实施方面，具体来说是由政府规划部门结合轨道沿线站点设置和

车辆基地布局，选取沿线区位条件较好、规模较大、有较大开发潜力的空白用地 （以轨道车辆基地上盖

及周边用地为主）作为一体化综合开发的主要实施对象，通过深入的规划研究确定地块的用地功能、开

发强度等重要开发指标，再通过带特定条件的招拍挂方式，以相对较低的地价将土地出让给地铁公司，

由地铁公司取得相关物业土地开发权，并由其作为轨道建设和物业开发的同一主体进行同步规划、建

设、开发和运营，实现轨道建设和沿线用地的一体化综合开发。同时政府以注册资本金形式将按规定上

缴的地价返还地铁公司，缓解了政府对轨道建设的投资压力。

以深圳前海湾车辆段上盖开发为例，深圳地铁公司通过特定条件招拍挂的形式获得车辆段上盖用

地，由其结合下放轨道车辆段的建设统一设计、统一建设。项目涵盖了居住、商业办公、酒店、保障性

住房等多种功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图5 前海车辆段上盖开发示意图 图6 前海车辆段上盖开发实景图

轨道三期工程随着建设投资压力的进一步加大，深圳又进一步发展了 “轨道+物业”模式，通过探

索土地作价出资的方式，将出让的土地规模和地价与轨道建设所需的公共资金规模挂钩，以100%的土

地投入代替政府财政直接投入，作为政府投入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的资金。具体来说，政府规划部门共选

取了7个轨道沿线具有开发潜力的地块作为作价出资地块，通过地块规划研究和地价评估，确定了7块

用地的总地价，将此总地价作为政府的财政直接投入以土地形式注入地铁公司，由其结合轨道建设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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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和运营。

2.2.3 小结

轨道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中上述 “轨道+物业”路径模式得以成功推进实施并获得成功，与以下三

个基本要素密不可分：一是轨道建设投融资压力加大，依靠财政投资难以持续，有需要借助沿线土地综

合开发取得收益来缓解轨道交通建设资金压力的需求；二是轨道线路建设由原特区内成熟建成区沿城市

发展走廊拓展到原特区外，轨道沿线政府可以拿出来同步一体化综合开发的用地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三

是以分层确权和出让、特定条件招拍挂、作价出资等为代表的一系列土地管理和出让政策的创新，为这

一模式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基础保障。

总体来看，轨道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中实践的以政府规划为引导、以土地政策为保障、以同一主体

同步设施为核心的 “轨道+物业”的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模式，是政府推动轨道沿线土地利用一体化

开发较为合理和可行的路径，一方面缓解了大规模轨道建设带来的巨大的政府财政支出问题，另一方面

提高了沿线土地的开发价值和品质，同时还解决了大量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需求，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

会效益。

2.3 第三阶段：轨道四期工程，轨道沿线用地开发的逐渐转型发展阶段

2.3.1 背景和特点

轨道四期建设工程规划建设时期，新增土地资源愈加紧约束，深圳以完全进入了以城市更新和土地

整备为主要手段的存量发展阶段。在存量发展阶段，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继续推进 “轨道+物业”开发

的模式都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深圳城市已经高密度建成，不断加密的轨道交通建设面临大量的拆迁

实施难问题，同时轨道建设规模仍不断扩大，四期工程投资总估算超过1300亿元，投融资压力也一直

是轨道建设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已经高度建成，新建设的轨道线路主要以服

务建成区为主，沿线可同步规划和开发建设的空白用地越来越少。虽然和轨道二期、三期工程一样，深

圳仍寻求利用一些车辆基地选址用地进行一体化上盖开发，但同样由于城市可建设用地极为紧张和征地

拆迁的巨大成本，很多的车辆基地选址于城市公园绿地，受城市规划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越来越多的

车辆基地选址用地难以进行上盖开发。

图7 轨道14号线大运枢纽站及周边拓展区综合开发方案示意图

2.3.2 主要实施路径

轨道四期工程，深圳仍然坚持 “轨道+物业”的开发模式，但由于土地资源的紧约束以及土地政策

的变化，除了继续寻求轨道二期、三期工程所采用的 “作价出资”方式外，积极寻求更加多样的轨道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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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土地一体化开发模式。这些多样化的路径包括：

一是在保障轨道交通功能、布局合理性的前提下，一方面由地铁公司对站点核心片区潜力用地进行

高强度综合开发；另一方面地铁公司与沿线区政府及相关用地单位对站点一定范围内的拓展区、城市更

新区进行合作开发，实现轨道交通外部效益的内部化。

图8 轨道13号线科苑路地下空间

一体化开发方案示意图

二是结合轨道建设，加大力度统筹轨道沿线地上、

地下空间。结合沿线城市功能特点和需求，加大地下空

间的一体化开发力度，积极拓展综合开发的空间资源。

与轨道一、二期不同，四期工程地下空间开发不仅局限

于轨道建设自然形成的分散的地下空间，而是结合轨道

建设有目的、成规模的进行地下空间开发，最为典型的

代表是高新园13号线科苑路的地下空间一体化开发。

高新园是深圳乃至湾区的创新核心区域，科苑路是高新

园的核心轴，现状交通拥堵严重，沿线以办公用地为

主，缺乏公共服务配套设施，轨道13号线的建设是科

苑大道地下空间开发建设唯一的契机。通过规划研究确

定了科苑路地下空间开发主要以交通接驳功能为主，其

次兼顾解决片区配套商业和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的问题。

通过统筹规划，一体化规划了2.16km的地下开发空

间，涉及13号线5站4区间，初步判断地下空间总体

客流规模可以达到85万人次/日。

三是更多的尝试利用城市更新、土地整备、整村利用利益统筹等二次开发阶段主要手段拓展轨道沿

线土地综合开发空间，进行站城一体的高强度开发。以轨道四期工程13号线与6号线换乘站上屋北站

为例，由于枢纽两侧旧村高密度建成，轨道建设带来大量的拆迁以及受拆迁居民的安置问题。为了推进

轨道建设、解决拆迁安置问题、提高枢纽周边的土地利用效率，政府规划将枢纽周边更大范围内的用地

纳入利益统筹范围内，围绕枢纽打造高强度的站城一体化开发空间，增加一定的商业、住宅以及学校等

配套设施，即通过利益统筹的方式，来盘活更多轨道沿线潜力用地，更好的发挥轨道建设与沿线土地利

用协调发展的作用。

图9 轨道13号线上屋北站利益统筹范围与规划方案示意图

2.3.3 小结

这一阶段，深圳仍坚定不移的推动 “轨道+物业”的开发模式，但在具体的实施途径上，一方面由

于轨道沿线可供一体化开发的新增建设用地越来越少，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土地政策的制约，轨道建设企

业不得不逐渐探索更多的路径去获取更多的轨道沿线土地开发资源，在具体实施路径上最主要的特点就

是更加主动的探索成规模的地下空间开发、更多的依赖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二次开发的手段来推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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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轨道沿线用地的综合开发。

3 深圳轨道交通TOD开发实施路径演变的主要特点和逻辑

通过对深圳已经开展的四期轨道交通建设过程的回顾可以发现，以政府规划为引导、以轨道建设企

业为主体实施的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发，解决轨道建设的融资问题是主要的出发点之一，通过对轨道车

辆基地和轨道枢纽周边用地的统一开发，客观上促进和实现了TOD理念的落实。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

体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这一阶段性与每一发展时期城市的主要发展特征、城市和轨道建设的主要矛盾

以及土地政策息息相关，既有延续性，又有拓展和演变。

3.1 与城市的发展阶段的特征紧密相关

首先，深圳城市发展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由以原特区内向全境拓展的过程。城市开发

建设以原特区内为重点的阶段，轨道建设也主要集中在原特区内。由于原特区内沿线多为高密度成熟建

成区，土地权属又相对分散，政府可掌控的可以与轨道一体化开发建设的用地较少，轨道沿线的用地一

体化开发更多的是在既有土地利用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局部小规模的尝试，以及结合部分枢纽站点的建设

对片区进行改造重建或对因轨道建设自然形成的地下空间进行适当开发。在城市进入全境拓展的阶段以

后，轨道的建设规模快速扩大，并由原特区内扩展到原特区外，轨道沿线除了枢纽和轨道站点周边，处

于城市核心区外围的车辆基地用地，为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其次，深圳城市发展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由以增量开发为主过渡到存量开发为主的阶

段。在还是以增量为主的轨道一、二、三期工程阶段，轨道沿线还可以提供较多的白地 （车辆基地和轨

道站点周边）用于综合开发，政府和规划主导的作用比较强；但进入存量为主的发展阶段，由于城市高

度建成、可建设用地减少、城市对于稀缺的绿地资源的管控，轨道沿线难以提供较多的白地进行综合开

发，更多的需要依赖市场化的手段，依赖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市场化的手段以及主动结合轨道建设开

发地下空间等手段，来拓宽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的渠道。

3.2 与不同阶段轨道建设面临的突出矛盾紧密相关

第一阶段 （轨道一期工程）是深圳第一次建设轨道交通，政府高度重视并提供最大的财政资金支

持，财政出资额占建设总投资的70%。因此投融资压力较小，重点在于做好工程建设本身，在保障工

程建设的同时兼顾对沿线土地利用的引导开发和品质提升的引导。

第二阶段 （轨道二期工程和三期工程）由于城市重点发展空间的扩展和交通需求的增长，来带轨道

交通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轨道建设所需的建设资金规模也不断扩大，单纯依靠政府资金投入难以继续

支撑，轨道建设投融资压力突出。为了缓解轨道建设的投资压力，以 “定向招拍挂”和 “作价出资”等

方式，将轨道沿线具有开发潜力的用地出让给地铁集团，由其实施同步一体化开发建设和运营，并利用

收益反哺轨道建设，既解决了轨道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又促进了轨道沿线土地利用价值和效益的提

高，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第三阶段 （轨道四期工程），城市进入存量发展阶段，由于轨道沿线可供与轨道一体化开发建设的

用地越来越少。对于轨道建设来说虽然投融资的压力依然存在，但如何寻求和拓展轨道沿线更多的可开

发用地资源的重要性也越来越高。因此除了继续探索 “作价出资”等方式获取轨道沿线土地资源的同

时，也越来越多的探索与城市更新、利益统筹等方式结合以及拓展地下空间开发等更多元化的手段来拓

展沿线综合开发用地的来源。

3.3 与土地管理政策的变化紧密相关

轨道二期工程时，深圳启动了 “轨道+物业”的模式，其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突破了当时既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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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要求经营性土地必须经过市场竞价的政策，通过带特定条件的招拍挂方式以较低的价格将土地出让

给地铁公司，一方面保障地铁公司能够顺利拿到轨道车辆基地上盖物业开发用地，另一方面也保障土地

出让成本不会过高，极大地降低了深圳地铁公司土地综合开发的前期成本，激励了地铁公司参与 “地铁+

物业”开发项目。

轨道三期工程时，国土资源部正在开展土地改革试点工作，深圳作为试点城市，在编制试点大纲过

程中，加入了探索土地作价出资的内容，这一创新得到了国土资源部的认可，使得深圳成为国内首个试

点将政府土地作价出资应用于城市轨道建设项目的城市。正是利用这一政策的创新，深圳弥补了轨道二

期工程通过带特定条件出让土地给地铁公司的做法存在的弊端，更加系统、全面的铺开了 “地铁+物

业”的模式。

轨道四期工程时，由于国家关于土地管理和出让政策的进一步完善，轨道二期、三期工程时所利用

的土地创新政策已经较难适用。深圳一方面也在积极争取可以复制轨道二期、三期工程的做法，另一方

面也不得不寻求更加多元的手段获取土地资源来实现轨道沿线 “地铁+物业”模式的延续。可以说土地

管理政策是轨道沿线用地综合开发实施路径一个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4 未来展望

深圳目前正在开展第五期轨道建设规划的编制工作，同时也在加大城际轨道的建设力度，短期内深

圳的轨道建设规模还将迈上一个新台阶，轨道建设所需的资金规模还将进一步增大。可以预见通过轨道

沿线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带来的效益来弥补轨道建设所需的资金，仍将是未来深圳轨道沿线土地综合开

发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

在具体的实施路径上，一方面深圳应该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为契机，利用特区立法

权，争取能够在土地政策上继续争取创新，为沿线土地利用的一体化开发提供更有力的基础支撑；另一

方面，可以预见在轨道沿线增量土地资源越发紧缺的大背景下，通过拓展地下空间开发、积极参与轨道

沿线的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等路径来实现轨道沿线土地利用的一体化综合开发的模式在未来将会占到越

来越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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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系统特征及发展启示

刁晶晶 程 苑 王 倩 缐 凯 蔡乐乐 马毅林

【摘要】 城交通系统是一个包含经济属性、地理属性、社会属性等多重特征的综合复杂巨系统，涉及的内容数量庞大、

类型众多、关系复杂，具有开放性、不均衡性、有限稳定性、自组织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逆性等多种特征，其发展特征

符合系统论的规律，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演化的过程。在交通系统衍化过程中，科技水平、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交通拥

堵等系统自身面临的问题都是其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交通系统本身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呈现螺旋上升的发展态

势，在发展过程中逐步通过突变和适应化解各类问题。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理性对待交通系统的突变性和不确定性，增加

对自我感知能力的建设，逐渐朝着自感知、自修复的智慧化系统方向进步。

【关键词】城市交通；系统特征；突变；自我感知；发展

0 引言

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成果转换的推动下，我国交通系统近年来持续快速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和出

行需求都成倍增长，经历了从马车到自行车，再到小汽车，自行车出行需求又缓慢回升的发展过程。在

自身发展能力和资源、能量、信息条件约束下，交通系统不断经历发展、突变再到稳定的过程。

在发展的整体过程中，运输需求始终是与国民经济发展是互动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交通运

输需求和品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交通运输需求的层次和品质也就越高，运输需求伴随着国名经济与

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而具有相应的规律，从而运输发展也具有规律性[1]。实际上交通运输是人不断追求的

过程，随着技术经济变化，形成一种不断演进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不断改变的[2]，因而交通发展的规律

也是在不断前进生长的，在每个变化阶段所经历的时间不断改变，进化周期逐渐缩短。从马车时代到自

行车时代经历了上百年的探索，而从自行车时代到小汽车时代只用了几十年，当下在短短几年间又实现

了自行车的部分回归，而现阶段的自行车使用特征已与上世纪末的截然不同，处于一个全新的发展

过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交通运输体系的变化也日益错综复杂，其突出表现是运输需

求更加瞬息万变，运输市场的供给需求矛盾更加激烈，运输问题日益严重[3]。究其根本，交通系统的变

化是基于系统本身的特征，在内外影响因素的推动下，遵循着一定的系统发展规律变化的。在发展过程

中，系统同时不断 “积累经验”和 “学习”，并不断修正，在复杂环境下不断提升适应性，系统处于不

断从无序到有序、有序到无序的动态演化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组成层级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内

部的协同自组织也越来越精细，整个系统螺旋向上发展。本文总结了交通系统作为一个复杂巨系统所具

备的基本特征，指出会引发系统突变的若干因素，探寻未来系统变化的重点，以从中获得未来发展

启示。

1 城市交通系统特征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综合性、交叉性、整体性的复杂巨系统[4]，是复杂、开放的大系统，高度随机

且又可控，具备一定的自适应性和系统整体协同性[5]，包含多层次结构，由多个子系统构成。作为由无

数个微观个体构成的宏观巨系统，其具备包括开放性、不均衡性、不确定性在内的复杂系统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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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1.1 开放性

城市交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交通是城市的基本职能之一，服务于城市内部的人和物的交换。

这决定了其公共产品的属性，就要求城市交通在资源允许的情况下是非排他的，赋予其开放性的特征。

城市交通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展现出开放性，需求上，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随意进入系统；供给上

体现在新技术的应用、输入门槛低，大量技术都可以自由进出。开放性特征决定了城市交通系统是动

态、随机的，时刻处于不断的变化过程中。

1.2 复杂的综合巨系统

城市交通系统包含大量的出行需求，涉及的路网和车辆数巨大，且其量级会伴随系统发展一起扩

张。其间包含大量个体及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微观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系列系统的宏观现

象，微观个体的行为始终与宏观系统的状态密切联合，而个体之间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除此之外，其

内部构成要素之间的连接、转变也极为复杂，比如路网连接、运载工具与基础设施的结合等，是一个多

层次结合的复杂系统。

作为一个巨系统，其要素、结构、层次、对象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其功能、内涵、结构的多

元性。

1.3 不均衡性

城市交通的不均衡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供给不均衡。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本

高、工期长，其建设和投资与潜在的客流需求量息息相关，不可能做到均衡分布，完全的均衡分布也是

不合理、不经济的。第二，需求不均衡。城市居民生活具有一定规律性，决定了出行需求也具备相应的

规律，呈现出一定的高峰规律，主要体现在早晚高峰期间通勤出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高度集中，这也是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微观层面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三，供给与需求的不均衡。基础设施供给具有一定的刚

性，由于投资成本高，建成后非必要不会有大的变动；而需求的随机性决定了交通供给很难完全与需求

适配。供给与需求的不均衡主要体现为高峰拥堵和平峰资源浪费并存。

除此之外，城市交通的不均衡性还体现在管理水平、技术条件的不均衡，以及各子系统的结构，以

及不同子系统之间的不均衡。

1.4 有限稳定的自适应系统

尽管城市交通系统的组成要素均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但其在一定期限内具备相对固定的运行规

律，城市交通系统仍具有有限的稳定性，比如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成型后，一般情况下不可能去改变，

居民的出行需求在一定时期内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在出行量、出行结构、出行分布上具备相对稳定

性。但是其稳定性是一种脆弱的稳定，随时可能受事故或其他突发状况影响，引发拥堵，且拥堵会迅速

破坏稳定系统，快速蔓延、传播，因此这种稳定是有限的稳定。

与此同时，在外部环境突变发生时，系统内个体会不断积累经验，通过自我调整去适应新的外部环

境，最终会形成另一个有限稳定的状态。不同子系统又通过协同作用，在宏观上呈有序状态，形成具有

一定功能的自组织、自适应的结构机理。

1.5 不确定性

城市交通系统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各类影响因素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各因素对系统

影响关系的不确定性；系统突变方向的不确定性。

首先，城市交通系统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复杂系统，其影响因素包含人口、资源、环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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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条件等多个方面的上百种因素，各类因素都是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的，其变化趋势具有不确定

性。同时，这些影响因素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城市用地布局调整、居民出行距离变化和交通行为改

变，使城市交通系统运行中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复杂，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5]。

其次，城市交通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各类因素与其存在一定的非线性关系，而这种非线性

关系也并非是稳定的，一些在过去影响很大的因素，随着外部环境变化，其影响力可能会被削弱。最直

接的例子即小汽车出现以后，大大削弱了距离因素对出行需求的影响，区域内新建的轨道交通设施又进

一步削减了距离因素的重要性。

第三，城市交通系统作为一个巨系统，其变化是内部因素共同累加的结果。对于单一因素来说，即

使自身产生极大的变化，但是在整个系统当中相对来说平均值很小，会被系统耗散掉，系统最终回到平

均值附近，但是在系统状态临界点的时候，即使很小的变化也会被系统不断放大，产生突变。各类因素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影响交通系统的变化具有不确定性，而临界点上是也存在分岔的，会朝着哪个方向变

化，或许可以预测到大致的方向，但是具体的变化是不可预知的。这个不可预知的方向存在一定规律

性，然而此规律很难预见把控，并且规律也是在动态变化的。

1.6 不可逆性

交通系统的进化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除了大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可逆因素外，还体现在系统演

变方向的不可逆性。比如现阶段部分大城市的自行车使用量回升，有人认为是回到自行车王国的时代，

但实际上现在对自行车的使用意图、使用方式、功能定位都和之前是不一样的，是在之前的发展基础之

上的更高层次的状态。现阶段对非机动化的推动，是处于对资源条件的新的认知过程，现在对机动化的

否定并不是要回到之前的非机动化时代。

2 引发交通系统突变的因素分析

城市交通系统发展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演变的过程。跨领域、动态的多种复杂微观因素的运动变化共

同推动了宏观系统的变革[6]。各因素引起系统变化的主要机理是影响系统与外界的交换，包括物质、能

量和信息的交换，逐步增加系统的确定性。

总体来说，系统演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动力：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需求驱动力和系统内部反应

力[7]。或者说，包括系统主动发展和被动变革。其中主动发展包括利用科技创新成果提高交通服务水

平、供给侧改革、交通精细化管理的各种主动措施；被动变革主要是需求变化，交通系统管理和供给水

平为适应新的需求或者是新的理念、新的工具所发生的变革，还包括交通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的城

市交通体系的变革。

其中，目前最明显、亟需重点关注的交通系统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科技水平进步、人口结构变更，以

及交通系统内部面临的行车难、停车难、出行难等问题。

2.1 科技水平是影响交通系统突变的直接因素

科技水平对交通的影响所占比重最大，影响最具不确定性。其对交通系统的影响包括：交通工具的

发明、交通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交通信息的获取和传递，城市发展过程中交通系统的突变都是由科技

因素直接引起的。

2.1.1 新的交通工具产生

科技发展给人的出行方式提供了更多样化的选择，交通不再以 “走得了”为主要评价标准，转向对

“走得好”的追求。在高品质、多样化交通工具发展推动下，未来对交通的需求将更偏向于舒适性和私

密化、尊严化的出行方式。无人驾驶更是推动出行向着无感化的方向发展，逐步弱化出行距离的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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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未来交通工具发展将从出行距离、出行结构、出行评价体系等多个方面引发交通系统的变革。

2.1.2 交通资源利用效率提升

资源是制约交通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更高科技水平的保障下，涌现出共享出行、预约出行等多种出

行理念和出行方式，推动交通资源整合与协同，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满足更大量、更多样的出行需求，

引发交通需求管理和出行模式的革新。

2.1.3 多源交通信息获取与传递

多源交通大数据的获取、处理，为交通研究和交通管理提供了新的手段。随着相关技术进步，可获

取的信息包含出行前信息、行程中服务信息、路径规划和诱导、驾驶员信息等全链条交通服务信息，为

一体化的交通管理和服务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提升交通系统的确定性，公共交通时刻

表编制、道路拥堵治理更加有理有据，更有针对性。

2.2 人口结构衍变引发交通系统变革

人是交通的根本，既是交通系统的服务对象，也是服务提供者和交通系统管理者。人口结构变化对

交通系统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出行需求的变化，也体现在交通行业从业人员的变化中。其中，人口的

地域结构、年龄结构等方面的任一变化都会引起交通系统的变革，目前世界各大城市首要关注的是人口

年龄和家庭结构的影响。

2.2.1 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

世界各大城市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对于交通服务，不同年龄阶层的需求大不相同，老

龄化结构下，对便利化、少换乘、舒适化的出行服务提出了更高需求，推动交通系统向着提升服务品质

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导致交通从业人员数量下降，交通系统不得不向着无人化、智能化

衍变。

2.2.2 人口家庭结构变化

我国家庭结构的主要变化特点是从家长式大家庭转变为核心家庭为主的小家庭，在二孩制度全面放

开的影响下，幼子家庭数量又呈现出增长态势，对探亲、亲子活动等目的出行需求居高不下，产生多人

口组合的多样化出行需求，从出行目的、出行方式上引发交通系统变革。

2.3 交通系统面临的问题迫使系统变革

城市交通问题积累到一定阶段，必然会从内部迫使交通系统突变，以适应或解决各种问题。目前交

通系统面临汽车保有量不断增加，城市道路拥挤、交通事故频发、环境污染加重等问题，交通系统所面

临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更加激烈，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竞争加剧，投资代价增加，系统运行成本不断

提高，交通系统正在朝着远离平衡态的状态发展，迫使交通系统从内部探寻化解各类交通问题的途径，

从而产生交通系统的被动突变，恢复有限稳定的状态。

3 交通系统衍变特征的启示

城市交通系统复杂巨系统的特征，决定了其属于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的有限稳定的、非平衡态的动态

系统。在不同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交通系统在从无序到有序，再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过程中产生突变，

逐步呈现出螺旋向上发展的态势。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应当理性看待交通系统的突变，及时修正评价

标准，并在发展中不断增强系统的自我学习能力和自适应、自修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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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理性看待城市交通系统的突变

交通系统的每一次突变都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而究其原因，突变是在外部需求和内部矛盾共

同作用的结果，因而每一次突变实质上都是为了解决某类问题或者适应某种需求，都是推动交通系统向

前发展的。在面对交通系统的突变时，应当积极利用新事物、新业态，促进系统的有序化。同时，理性

看待交通系统中产生的无序状态，出现无序之后就会打破原有的状态，然后再通过 （物资、能量、信

息）调节到有序的状态，完成对上一个状态的升级。

3.2 及时修正对系统的评价标准

任何评价指标体系都有其产生的背景和适用条件，在系统发生突变后，原有的评价体系就会失去意

义，应当根据系统发展态势不断修正。例如对于原有资源利用效率下的交通承载力指标，在资源利用方

式、利用效率转变后就失去了原有意义，应当用评价系统有序性的指标逐步取代以系统容量为目标的评

价方法。

3.3 在发展中提升系统自组织能力

增强系统自我学习能力，积极利用各类信息的反馈，包括正向反馈和负面反馈，不同在学习中实现

交通系统自组织、自修复，朝着自我感知风险并主动修复的方向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交通系

统。这一点是有实现的希望的，例如传统概念中的公交都是集约、定时、定点的，难以兼顾实时客流和

定制化的门到门服务，而在人的消费观念、出行需求变化驱动及信息手段支撑下，已能够实现定制化的

公交服务，用智能化的客流需求调查和供给调节提升公交系统的服务水平，产生从被动响应型转向主动

服务型交通模式的突变。在包括公共交通系统在内的子系统逐渐突变后，必然引起整个交通系统的

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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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新型交通服务的智能推演与影响分析

朱雪莹 李燕敏 张 瑞 张 帆

【摘要】 近年来，随着城镇人口逐渐增长，城镇化所从引发的城市交通问题日益加剧，现有配套资源无法满足城市居

民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为了解决长期困扰城市交通管理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一系列按需出行的新型交通服务应运而

生。但尚无法预判大规模的新型交通方式推广与应用，是否可切实解决城市拥堵等城市困境。因而，本文建立了面向未

来城市的客流预测模型，在全深圳范围开展了基于多元交通时空大数据的中观模拟仿真。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

构建了面向异构、高维特性的大数据感知融合与智能推演平台。分析了34个智能推演方案的可能性，发现微型交通可

助力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自动驾驶可满足整个区域路网的供需动态平衡分布，优化拼车的等待和绕路时间可提高居

民的拼车意愿等相关结论，本文可为政府的应急决策和高品质管理提供必要支撑。

【关键词】 交通仿真；微型交通；共享出行；自动驾驶；低碳限行区域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人口超过14亿，

其中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常住人口有8.484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60.6%，且每年以2000多万新增人

口持续增长。预计到2050年我国城市化率预计将突破80%。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我们所面临的交

通问题和挑战也日益突出，如城市交通管理的流量预测难、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难、实时出行服务的效

率提高难等问题。特别是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交通强国的建设，更是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

使深圳这一创新之城，如何利用新兴技术突破为未来交通生态带来重塑与变革成为一个热点关注的问

题。在这一背景下，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对异构、多模、高维特性的城市交通时空数据开展

“高效感知、多元融合、关联分析、深度挖掘、智能推演”全流程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基于面向未来的新型交通服务的智能推演与影响分析有如下创新：

1）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对时空城市交通大数据进行全面认知建模与精准预测。本模型基于传统的

“四阶段”模型的基础上添加政策分析，土地规划，人口变迁等城市数字特征，构建特大城市背景下的

复杂交通场景动态预测模型。将海量千万级出行特征信息与时空特征关系引入到预测模型中，提高预测

的准确率。

2）面向超大型城市进行全市智能仿真推演。尽管，在过去几年在中，全球各城市开展一系列不同

程度的宏观、中观、微观仿真研究。如2020年4月国际交通论坛 （ITF）发布 《共享出行仿真模拟报

告》，以法国里昂都市圈为例探讨了新的共享服务将如何改变里昂的通达性。于2017年到2018年期间，

在都柏林、赫尔辛基、奥克兰等地相继开展了共享出行服务的仿真研究。但其路网复杂程度和城市面积

与我国超大型城市相差程度较大。而城市出行的复杂程度更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呈指数增长，这也为

面向未来的多源多模数据的信息传输与并行计算提出了更高、更具挑战性的要求。

3）将微型交通、共享出行、无人驾驶和低碳区限行等纳入出行体系，构建更为全面的综合交通的

影响分析。如2019年4月，PTV和COWI联合推出以奥斯陆为实例的 《无人驾驶将如何改变城市出

行》研究报告，仿真结果表明共享的无人驾驶服务可以缓解城市交通流量和减少运营车辆。2018年9

月，西门子发布的 《共享电动化出行报告》中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时间维度对共享化和电动化对城市的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了乐观的预测。然而，以上国际研究皆以某一种新型交通为单一研究对象，尚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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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新型交通方式构建成完整出行体系，即缺少在不同分担率变化情况下对全区域范围内的出行进行

多维度影响分析。因而有必要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特大型城市的未来出行预测模型及仿真推演方案，提

出适合未来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型出行服务模式的探索与思考。

1 深圳交通现状与面临挑战

1.1 城市居民出行需求日益增长，现有配套资源无法满足

截至2019年末深圳市 （含深汕）常住人口1343.9万人。比上一年末增加41.2万人。全年全市的

居民出行总量稳步增长，2019年平均每日出行总量3872万人次。其中，全市日均共公共交通客运量

1，105.6万人次，同比上升3.4%得益于新修地铁线路的开通。目前，地铁作为主要公共交通方式占

50.1%，高于公交的39.4%。尽管疫情期间大中小城市的整体出行需求均成下降趋势。但长远来，随

着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深圳市居民出行需求依然呈稳步增长态势。

图1 历年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及增速变化 （单位：万人次/日）

图2 超大城市换乘系数及换乘比例

1.2 现有公共交通系统换乘频次较高且平均步行距离较长，便捷度较低

但早晚高峰出行中，公共出行的主要痛点是换乘频次较高。以深圳2019年早高峰地铁通勤乘客为

例，17.1%的乘客需要换乘2次及以上，46.7%的乘客并无直达目的地的地铁线路。同样的换乘问题也

发生在公交与公交间换乘、公交与地铁间换乘。根据高德2020年第二季度的 《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

报告》显示，超大城市公交系统的平均换乘系数皆有所上升，深圳公交的换乘系数为1.4，直达比例只

有50%，有11%的出行需要多次换乘。而特大城市公交系统中的平均步行距离为1062m，较去年同期

（989m）同样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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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超大城市公交系统的平均步行距离

1.3 拼车服务行业有序发展，但无法被大众广泛接受

截至2019年，深圳市已有首汽约车、神州专车、滴滴出行、飞嘀打车、斑马快跑、AA租车、曹

操专车、万顺叫车、等18家平台取得深圳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较去年增加4家。全市已

核发 《网络预约出租车汽车运输证》62313张，已核发驾驶员证85517张。2019年网约出租车平台日

均上线车辆为5.8万辆，下半年上线量明显高于上半年。

出于出行安全考虑，目前拼车服务不再接受夜间拼车，以滴滴拼车的早七点至晚10点运营时间为

例，拼车服务工作日的日均拼车量仅为2.5万单，而专车可提供二十一倍的出行服务。从每公里的服务

价格、乘客等待时间和在途时长三个维度进行数据分析，可见拼车服务的等待时间和在途时间都更长，

这也说明了拼车无法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拼车出行效率较低。尽管其价格与专车服务相比

略有优势，但价格差异并不大，约每千米1～1.5元。因而，在价格相当情况下，乘客会更倾向于选择

更优质的专车服务而非拼车。

图4 专车与拼车服务分析

综上，随着城镇化和经济的发展，我国居民的出行需求正在不断攀升，而城市基建无法继续走增量

建设的老路，因而未来的供需矛盾将会更为突出。此外，针对现在的公共交通系统存在换乘及首末一公

里出行痛点问题。为一定程度上缓解公共交通系统的承运压力及突出问题，今年5月，广东省提出 《广

东省公共交通条例 （征求意见稿）》，强调提倡发展多元化公共交通。于2020年3月，交通运输进行智

库联盟提出在疫情过后应加快推动求响应型公交 （DRT）的服务建设。并表示了对国外一种依据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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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实时产生线路和站点 （无固定线路、七座小车）的动态拼车服务肯定，如Via、GrabShuttlePlus。

但通过以上对深圳拼车服务的特征分析，新型交通方式是否可以成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有效途径，传

统业态与新业态之间该如何做到平衡发展，特别是对于超大型城市，要如何进一步优化城市的出行结

构，该提高多少步行、共享自行车、需求响应性公共交通、需求响应型小巴、需求响应型出租车的分担

率更为有效。为解决该一系列量化研究的疑问，我们以深圳市为例，引入了交通仿真建模的研究方法，

来对新型交通出行进行深入研究。

2 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仿真模型的构建

当前，我们可收集到深圳市所有公共交通、网约车、共享单车数据，为了模拟真实交通现状，我们

需要私家车OD分布，所以我们采集2000辆私家车行车记录仪的GPS数据作为样本，进行扩样。进而

得到完整的交通方式OD，包括所有的公共交通OD、网约车OD、共享单车OD及扩样后的私家车OD。

另外，由于当前没有新型交通出行的数据，如无人驾驶、共享踏板车等。因而我们基于历年的交通数据

的分析结果，建模预测2030年的客流变化。

为了研究按需出行和无人驾驶服务，实现车辆及道路的最大化利用率，我们嵌入拼车算法来将可配

对的OD进行行程匹配，从而实现车辆的多人共享。最后，基于预测和拼车的算法结果，我们通过su-

mo仿真软件进行未来新型交通方式的模拟和影响分析。整个研究流程如下图所示，接下来3.1和3.2

将分别详细介绍我们提出的客流预测方法和拼车匹配算法。

图5 模型整体流程 图6 仿真结果可视化 （颜色代表道路拥挤度）

2.1 面向未来的城市客流预测模型

2.1.1 面向短时客流预测

根据历史客流数据、站点地理位置经纬度数据、节假日、天气数据等等，用实时客流数据进行短时

客流预测。日期特征包括星期一至星期日和节日D，历史客流数据包括站点s、站点经纬度x、相邻站

点n、时间粒度g、时间段t、站点客流量c、附近区域公交巴士客流量b、气温T和小时降雨量r，运

用集成学习的GBDT算法和XGBoost算法分别训练得到客流预测模型，训练模型包括：通过目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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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GBDT模型

段前两个小时、前一个星期同期、相邻站点前两个小时

的客流量和天气数据，根据历史客流数据按日期特征分

成工作日、非工作日和节假日三大类，再根据不同站点、

不同时间段训练不同出的模型。

算法模型，GBDT是一种迭代的决策树算法，通过

构造一组弱学习器 （树），并把多个弱学习器的结果累加

起来作为最终的预测输出。

测试数据的平均百分比误差 （MAPE）是14.2%。当天的平均百分比误差 （MAPE）为分别为

7.38%和12.2%，其中红线为实际客流量，蓝线为预测客流量。

图8 预测结果对比

图9 群体出行密度栅格图

2.1.2 面向长时客流预测

对于长时的客流增长的影响来自各个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区域人口密度，未来交通规划，土地规

划，人口性质的变化。所以对于未来片区的客流预测，基于宏观交通模型，在 “四阶段”模型的基础上

添加政策分析，土地规划，人口变迁来预测出交通出行量、交通分布、方式划分及分配。

对于出行密度分布预测表述，基于现状做空间增长

模型后，对空间进行插值。

1.空间插值得到群体出行密度面数据

对群体出行密度数据中每个字段进行IDW （反距离

权重）插值得到群体出行数据 （栅格图如图所示）。

具体方法：首先根据插值范围和群体出行密度栅格

图空间分辨率确定栅格图中每个像元的坐标，然后栅格

图中每个像元的中心位置是已知的，记为 （x0，y0），待

预测群体出行密度为D0，其与周围已知群体出行密度点

的距离为d1，d2，…，dk，周围点群体出行密度为D1，

D2，…，Dk，权重与反距离的m次幂成正比 （默认m=

2），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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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
∑
n
k=11/dmkDk
∑
n
k=11/dmk

栅格图逐个像元循环可得到全区域的群体出行密度。随着位置之间的距离增大，测量值与预测位置

的值的关系将变得越来越不密切。为缩短计算时间，将不会对预测产生影响的较远的数据点排除在外。

因此，通过指定搜索邻域来限制测量值的数量。我们利用指定点个数变半径搜索。这里采用的是指定点

个数 （3）变半径搜索，即对于每个待预测点，根据经纬度计算距离 （distance）找出离待测点最近的3

个点。

2.群体出行密度辐射域数据进行高斯平滑

其中Pxi，Pyi为i区域的经纬度，对每个小区人口密度数据进行高斯平滑。对于所有小区而言：

hg（x0，y0，Pxi，Pyi）=
e-

[（x0-Pxi
）2+（y0-Pyi

）2]

2σ
2 ，‖（x0-Pxi，y0-Pyi）‖＜b，

         0，
㊣
㊣

㊣ 其他

S（x0，y0，Pxi，Pyi）=
hg（x0，y0，Pxi，Pyi）

x0 y0hg（x0，y0，Pxi，Pyi）

D（x0，y0，t）=∑
i

Ci，t×S（x0，y0，Pxi，Pyi）

2.2 基于随机森林的实时拼车算法

本拼车算法通过历史行程的OD经纬度和出发时间以及网约车的订单创建时间，训练预测出发时间

以及目的地的出行模型。为了预测出发时间，为每个用户构建一个随机森林。每个随机森林都存储用户

的出行习惯及出行模式，以及从训练数据中得到的每个变量信息熵裂变点。数据经过随机森林的训练得

到，每一颗决策树，输入待预测的数据，经过每棵树预测出多个结果，对于所有结果进行投票选出最优

的结果，作为模型的输出。

图10 随机森林算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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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拼车匹配算法说明

而后对订单进行匹配，匹配算法的中心思想是以司机为核心，遍历所有乘客，把乘客逐个加入到司

机行程，调用地图API获得时间与路程，绕路的时间与路程成本在阈值范围内的乘客保留，作为匹配

备选项。

2.3 小结

基于深圳市路网及OD交通小区信息，以城市中的居民出行信息和车辆的轨迹信息作为输入，建立

面向未来的城市短期及长期客流预测模型。嵌入基于随机森林的拼车算法，快速匹配目标车辆与目标出

行人群。进一步将拼车匹配结果作为SUMO仿真的输入，最终实现了全深圳范围进行中观仿真，并输

出面向用户、运营商和社会的重点关注指标。

3 仿真结果及结论

3.1 微型交通可以助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在所有微型出行方案仿真结果中，效果最好的为共享自行车、共享电动车和共享踏板车/滑板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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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分别在2km、5km和10km范围内代替私家车、出租车的出行。可减少17%的平均出行时间和

77%的总行驶里程。共享按需出行的微型交通不单对城市友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还可以缓解城市

的拥堵，减少停车位的需求。为未来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显著的好处和更多的可能性。

图12 仿真场景一：微型交通

3.2 优化拼车的等待时间和绕路时间是共享出行的首要任务

未来交通发展的方向将逐渐由私家车为主的出行方式，转向按需出行的共享模式，从用户出行来

看，可以节约11%的出行时间和15.4%的行驶里程。从运营商角度出发，提高车内载客率可以减少车

辆规模，从而节约相应的运行成本。而社会角度来看，最大化的利用现有资源也可以缓解城市拥堵和环

境污染问题。当然，对于深圳来说，电动公交车和电动出租车的已得到了全面推广与普及应用，其本身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就很小。

图13 仿真场景二：按需出行

3.3 自动驾驶出租车可能实现运力和订单匹配之间的平衡

自动驾驶方案是当前研究非常关注的一大应用场景，不同无人驾驶的车辆 （2人座、4人座、6人

座、12人座和20人座），哪一种自动驾驶车型的投放可以更好的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通过仿真结

果我们发现：最佳的解决方案是私家车、出租车和专车被自动驾驶出租车代替，可节约17%的平均出

行时间和减少15.4%的总行驶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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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仿真场景三：自动驾驶

3.4 减少自动驾驶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可提高行驶效率

选取两个相似的替换方案进行对比，保留现有地铁和公交系统，替换当前私家车、出租车和专车为

无人驾驶出租车和传统出租车。这两个方案不同只在无人驾驶车辆间的安全距离变得更小。

结果发现：总行驶里程的变化相似为15.4%，但平均出行时间相比差异很大。替换为无人驾驶的

四座拼车模式可以减少更多的平均行驶时间，约17%，而传统的四人座拼车仅能减少11%。因此，可

以大胆预测未来收集更多的传感器信息，可实现车路协同，万物互联，将实现对无人驾驶车队更智能的

控制与管理，更将大大提高城市出行效率。

图15 仿真场景三：自动驾驶

3.5 单设定低碳排放区域远远不够，需要完整的一体出行化系统协助

在深圳城市范围内，考虑人口密度和功能分析选取两个限行区域为试点区域。左边蓝框小区域

26km2为南山区科技园，右侧蓝框大区域面积约为48km2为罗湖主城区。仿真默认为无缝换乘，即出

行者一旦进入排放限行区域则换乘公共交通方式。

制定区域限制试点方案，不能单单针对区域内的出行，而需要考虑区域内外的联动性，例如，如何

设置停车区域可以实现更合理的P+R，从而避免区域内外停车换乘造成拥堵。如何提升公众参与的积

极性，满足出行者安全便捷的换乘而抵达目的地，以实现服务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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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低碳限行区域选取

图17 仿真场景四：低碳限行区域

4 面向未来新型交通方式出行的特大城市关键探讨

4.1 新型交通方式的出现可能为跨城出行新带来机会

当前的城际出行主要借助铁路系统，而信息不透明性是铁路跨城出行的主要问题，如、出行人员通

常在到达车站后才能得知火车晚点或取消的信息；此外，在检票管理上，欧洲铁路系统可任意搭乘到同

目的地的不同车次。而在我国，当乘客购票班次与同目的地其他班次不符时，即使其他班次有位置，也

不允许上车。这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客流信息的不透明性，使得一票式出行无法实现。而未来MaaS出行

有望将公交、地铁、出租车、网约车、共享单车、航空及铁路系统等所有出行方式的数据链整合到一体

化出行平台之上，形成完整数据池，希望做到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百姓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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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空中客车的出现可能满足部分商务群体的跨城户型，如何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非传统意义的

公共出行方式，是需要地方交通管辖部门和空中管辖部门需要共同探讨的问题。目前空中客车 （中国）

创新中心在深圳落成，已与华为、柔宇等多家深企进行合作。深圳交通局也相继开展了对小型飞机运送

乘客相关技术的深入研究。

4.2 完善的管理制度可以保障新型交通的顺利实施

在新型交通方式的广泛被应用前，通常在城市交通出行中占得较低的比例。因而在初期，当其不影

响机动车安全的情况下并不会被纳入监管体系，政府可能持较为开放的管理方式，任其发展的支持态

度。我们以当前共享单车为例。截至2019年底，深圳的共享单车运营企业主要是摩拜、ofo和哈啰单

车三家，市内共有42万辆共享单车，而实际可用约为37万辆。共享单车市场逐渐暴露出五大问题：一

是高峰期供应不足、地区分布不合理，特别是在需求较高的地铁口。二是行业盈利模式不清晰，可持续

发展面临挑战，同时进入和退出市场的机制不完善。三是违规骑行、乱停乱放现象严重。四是由于小

区、校园等较为封闭的区域禁止共享单车进入，从而使得共享单车的微循环目的并未达成。

当地交通管理部门针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案。根据城市空间承载力及市民需求，预测需

要投放车辆数，协助共享单车相关企业对各区域内车辆投放数量进行规划，提高其使用率；同时，当共

享单车盈利模式逐渐成熟时，改变其市场定位，将共享单车逐渐转化为保障性出行交通工具；并规划化

共享单车的停放区域，重点考虑达到最后一公里出行的目的和区域管理之间的平衡；此外，将建立使用

人群的信用体系，以确保减少使用者对共享单车做出恶意破坏。

4.3 前期的广泛宣传与及时反馈是居民接受新型交通的必要条件

市民接受新型的交通方式有一定的过程。我们以定制公交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交通服务模式为例，

在投入初始阶段，许多市民虽然知道其为一种定制服务，但却不确定这种模式的可行性和便捷性以及应

用的流程。因此，需要前期做足宣传工作，强调其相对传统公交固定线路的优势，突出其灵活性与个性

化服务。并根据乘客的出行需求反馈来及时调整出行路线。同时未来面向乘客群体的多元性、技术更迭

快速等因素，在设置定制公交时，应当考虑不同收入、不同年龄的用户群体反馈而迭代产品。如向更加

动态化、循环化、小型化和灵活性的转变。并做好长期培养市民改变出行习惯的打算。

5 总结

由仿真结果可知，未来不同种类微型交通组合可以更好的助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为解决城市出行

问题带来的新希望。同时，拼车服务若想更广泛的被大众接受需要优化其等待时间和绕路时间。对于无

人驾驶的多种车型仿真可知，四座车辆可以更好的实现运力和订单匹配之间的平衡，同时车辆距离的缩

短可以提高行驶效率。最后，对于低碳区域单设定某一区域内的限行是远远不够的，需最完整的城市级

的一体化出行系统更好地协助。同时，我们相信更多新型交通方式的出行可以为城际间出行带来更多的

机遇与活力，健全的管理制度可以保障新型交通方式的顺利实施，前期的广泛宣传与及时反馈才能让居

民更好的接受新型交通方式。

另外，本论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来可将本模型在国内其他一线城市进行试点应用，针对不同地

区的出行特征对参数进行优化调整。同时考虑进一步搭建城际间出行模型，如满足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

群出行圈需求。并对无人驾驶场景进行全面优化，不单从车辆行驶距离及车型上有别于传统车辆，而从

一体化角度实现车路协同，从更完备的技术层面上实现无人驾驶的交通仿真。并且应结合面向未来的不

确定性，如突如其来的疫情等应急情况，发挥城市宏观预测模型和新型交通方式的独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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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十四五”的综合交通发展指标体系国际经验

王新宁 潘昭宇 刘 花

【摘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实现交通强国的重要阶段，指标体系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的 “指挥棒”。本文在梳

理回顾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比选美国、德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从国家、城市群、

都市圈、城市等四个层面，分析发达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关注热点及发展趋势。从基础设施、运输结构、运输服务、安全

韧性、可持续发展等五个方面，总结发达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设置经验，为构建我国 “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

展指标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 十四五；综合交通；指标体系；国际经验

0 引言

经长期发展，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规模不断扩大，运输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公路、铁路、水

路客货运量居世界前列，交通运输业与世界一流水平的差距快速缩小，部分领域已实现超越。“十四五”

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期，是全面推进交通强国建设

的第一个五年。现阶段，摸清全球综合交通发展热点及趋势，研究发达国家建立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

体系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及交通发展实际，完善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指标体系，对支撑我

国 “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编制、落实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促进经济

社会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盼、促进交通运输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我国现代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体系回顾

总体来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指标体系经历了从关注基础设施建设到重视综合交通运输发展、从注

重规模增长到促进能力提升、从直观数值统计到综合质量评估的重要转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尚未形成常态化的规划编制机制，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建立综合交通专项规划体

系，指导综合交通运输有序发展。“六五”至 “九五”4个五年规划对交通基础设施进行顶层设计，其

中 “八五”“九五”公路、水运建设发展规划相继出台。从 “十五”至 “十三五”，编制了4个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发展五年规划。“十五”首次将交通发展重点以专项规划的形式体现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

年规划中，公路、水运建设发展规划过渡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十一五”为首个综合交通体

系五年规划，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包含综合运输、公路交通、水路交

通、民用航空、邮政服务及城市客运管理等内容；“十三五”规划集中力量加快推进综合交通、智慧交

通、绿色交通、平安交通的发展。

自 “十五”开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指标体系逐步建立，引导综合交通规划科学有序实施。“十五”

规划提出扩大运输网络的要求，着重填补基础设施空白，明确7项建设重点，但未设置规划指标。“十

一五”规划从网络规模与能力、运输服务、技术装备水平、安全保障和资源节约等六方面设立24个指

标。“十二五”规划针对基础设施发展任务设置了综合交通网总里程及各交通方式基础设施规模等13个

指标，首次纳入 “国家高速公路里程”、“国内高等级航道里程”等体现设施等级能力的指标，并对旅

客、货物运输量及周转量等指标设立规划数值。“十三五”规划 “硬约束”和 “软预期”相结合，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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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运输服务、智能交通、绿色安全等维度设置24个主要指标，在 “十二五”的基础上新增支撑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包括 “三通”，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青 （水泥）路、通班车和通邮；

“三覆盖”，综合交通网对城市的覆盖、城市公共交通的覆盖、综合交通信息服务的覆盖；“两降”，交通

事故下降、交通运输碳排放量下降；“两提升”，客运和货运服务水平提升。

2 发达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发展关注热点

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关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开放、竞争力、可持续、安全。美国、德国、荷兰、

日本等国家注重全国性空间格局综合规划，大力推进多式联运发展，积极推动智能交通的应用，强调提

升综合交通国际竞争力。欧盟持续倡导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德国注重既有设施建设及维护升级，日

本提出 “安全、安心”的交通运输发展理念，重视提升交通基础设施 “韧性”，保障交通运输体系安全、

可持续发展。

表1 发达国家交通发展规划关注热点及政策核心

国家 关注热点 运输政策核心

美国

 · 提高出行效率、降低运输成本

 · 加强新技术的使用和监管

 · 重视气候变化

 · 整合资金渠道、平衡投资需求

 · 整合资金渠道、平衡投资需求

 · 加强新技术的使用和监管

日本

 · 重新规划、整合、完善现有交通基础设施

 · 重构地域交通运输体系，打造无障碍出行体系，

提升运输服务品质

 · 构建国民关心的安全、便捷、可持续运输体系

 · 构建便捷、高效、安全、可持续发展、具国

际影响力的新交通运输体系

德国

 · 地方政府的支持

 · 强调交通基础设施维护与升级

 · 发展可持续交通

 · 加大交通信息化建设

 · 更重视减排、环保、改善生活

 · 注重维护既有设施

 · 增强竞争力

 · 加强安全性及移动性

欧盟

 · 构建一体化的交通运输体系

 · 优化能源结构、提高替代能源使用

 · 鼓励低碳出行、发展低排放、零排放车辆

 · 完善欧洲运输网络

 · 建立多式联运系统

 · 实现运输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群层面，发达国家关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一体化、多层次、协同创新。货运方面，各大世界

级城市群重视调整货物运输结构，实现运输网络协同高效。同时关注多式联运基础设施设备配套升级，

促进多式联运快速发展；客运方面，国外世界级城市群关注优化城市群客运结构，提升铁路客运竞争

力，提高公共交通通勤比例，提升轨道客运地位，着力构建多层次、多样化的轨道交通体系，进一步支

撑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如欧洲西北部城市群铁路网络发达，包含欧洲之星、大力士高速列车 （Thalys）、

法国高速铁路 （TGV）、德国城际快车 （ICE）等多种形式列车，多样化的铁路线网高效支撑城市群内

主要城市间的交通往来，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见图2-1。

都市圈层面，发达国家关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同城化、可持续、安全、高效。巴黎、东京、纽约

等世界各大都市圈重视同城化协调发展，分别编制区域协同发展规划文件，关注重点清晰，发展目标明

确。纽约大都市区经历区域与发展协会四次规划，分别关注缓解交通拥堵、实施公共交通规划、提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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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欧洲西北部城市群多样化铁路线网布局图

通设施安全性、展望未来发展趋势等；东京都市区由日本国土厅制定五次规划，依次延续规划思路，重

视都市圈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大都市圈注重多层次轨道交通分工、完善枢纽体系、提升服务水平、强

化运营组织，全面提升都市圈轨道交通一体化水平，促进都市圈同城化、协同、高效发展。

表2 世界各大都市区交通远景目标

国家 都市区名称 远景目标 远景年

美国

纽约大都市区  可持续发展 2035

旧金山港湾区  繁荣、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经济、健康安全环境、公平 2035

波士顿区域
 系统保护、现代化、高效、机动性、安全、公平、环境友好、合理

土地利用和促进经济发展
2030

巴尔的摩区域  高效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 2035

波特兰大都市区域  安全、多模式、环境友好 2035

加拿大
大温哥华都市区

 建立一个环境友好、安全安保、可达性好、以轨道交通为导向、高

效的道路网体系并且有可靠财政保障的交通系统
2040

渥太华都市区  提高生活质量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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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都市区名称 远景目标 远景年

英国 伦敦都市区
 世界级卓越交通系统：为所有企业和人民提供出行通道，实现最高

的环境标准
2031

瑞士 苏黎世都市区  改善生活质量

澳大利亚

悉尼都市区  机动性高、可达性好、高效整合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交通系统 2035

墨尔本都市区

 建立多模式的、可达性好的交通运输通道

 充分利用现有的道路网提高公交出行，形成更多的公交出行选择改

善安全提供交通信息

2030

城市层面，关注提升城市活力、可靠性、可持续性及安全水平。以伦敦、纽约为代表的大城市重视

激发城市、街道活力，更加注重居民出行体验，着力打造优质、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同时，世界

各大城市关注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大力推广绿色交通，提倡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为优先的出行

选择，倡导可持续发展，着力构建适应社会发展的城市交通体系。

表3 世界各城市交通发展规划关注重点

城市 发展规划 关注重点

伦敦

 2000年、2010年、2018年三

轮 《伦敦市长交通战略》

 健康街道与市民、优质公共交通体验和打造新住房和就业三大交通

发展战略

 要将伦敦打造成一个街道有活力，交通有效率、空间有魅力的宜居

城市

《伦敦风险管理和韧性提升》

 跨领域交叉问题分析

 气候变化下各类风险对基础设施 （交通运输、能源和固体废弃物）

的影响

新加坡 《新加坡2040陆路交通发展》
 打造更四通八达的公共交通服务，实现 “20分钟市镇、45分钟城

市”的愿景

温哥华
《温哥华最绿城市行动规划

2020》

 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成为优先的出行选择

 通过更新交通规划、改善人行道安全性、土地利用政策来支持交通

规划等综合措施达成目标

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总体规划》
 在既有项目中延伸行人街道，改善自行车道，减少道路空间

 提升人们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比例

3 发达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设置经验

现阶段，发达国家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的设置重点，已从基础设施建设向多维度提升综合交通运

输发展水平转变，不仅关注优化设施网络，还关注调整运输结构、提升运输效率、推进智能交通、推广

绿色出行、增强安全韧性、改善出行体验等多个方面的目标指标。同时，在不同国土空间尺度上，关注

侧重不同、层次差异明显。

3.1 注重基础设施维护，提升区域可达性

在各国定量评价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的指标中，基础设施 “数量、密度、结构 （空间和等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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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运量、周转量”等指标被广泛采用。德国重视既有设施维护升级，制定 “新建、维修比例”等指

标，目标为2030年道路维修投资107亿欧元，69%资金用于现有网络维护改造；美国注重完善跨区域

交通联系，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设定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比例、各交通方式大型项目比例”等指

标，2020年目标分别为1.62亿美元、80%；欧盟着力加大高等级基础设施网络密度，设定 “高速铁路

网密度、枢纽设施个数”等指标，计划2030年高速铁路网规模长度达到现在的3倍，建成全功能泛欧

道路运输核心网络；2050年建成高品质、高能力的基础网络。

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重视区域发展，关注提高国土空间不同密度结构下的交通可达性。在都市

区域或中心城区维度，注重 “居民通勤时间”等交通指标，着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打造世界级城市群；

在其他区域维度，侧重关注 “交通覆盖率、可达性、公平性”等指标。

3.2 重视优化运输结构，发展货物多式联运

德国为优化投资结构，详细制定了2030年 “各交通方式设施的投资比例”，分别为公路52%、铁

路43%、水路5%。美国、德国为优化客货运结构，分别预测了2045年和2030年的客货运量及周转量

结构。同时，欧盟关注制定 “300km以上货物运输公转水、公转铁比例”等指标，推进公路运输向铁

路、水路等环境友好的运输方式转变，并明确，到2030年将30%300km以上的公路运输转移到水路运

输，到2050年转移50%。

为推动多式联运提速，美国交通运输部 《2020年运输指南》中提到大力发展铁路为骨干的多式联

运，计划到2045年 “铁路多式联运货运量占铁路货运量比例”达28%。日本国土交通省历年发布 《土

地、基础设施、运输和旅游白皮书》，提倡促进多式联运发展、鼓励使用标准集装箱，并为购买集装箱

用于铁路运输提供经费补贴。欧盟为加快机场、港口等枢纽节点联运建设和装备升级，计划2050年实

现所有核心网络机场与铁路网络 （最好是高速铁路）相衔接，确保所有的核心港口与铁路货运充分连

接；重点关注 “铁水联运量占港口集装箱吞吐量比重”、“货物多式联运占总货运量比重”、“铁路集装箱

运量占铁路货运量比重”等指标；倡导城市绿色货运，关注 “城市生产生活物资运输中公铁联运比例”。

3.3 关注运输降本增效，改善旅客出行体验

美国关注智能技术应用的推广，统计 “智能交通在各领域应用数量及比例”、“自动驾驶、无人机等

技术的应用比例”等指标，并制定了2045年大数据、手机信息发展水平目标值。

为促进交通运输降本增效，世界银行发布全球物流绩效指数 （LPI），关注 “清关效率”、“基础设

施”、“物流服务竞争力”、“货物追溯能力”、“物流运输实效性”、“国际联运能力”等指标。美国关注

“国际枢纽机场中转时间 （MCT）”等效率指标。欧盟关注 “各方式运输生命周期成本降低比例”、“社

会物流总费用占GDP比重”、“人均交通消费占收入比重”等运输成本相关指标。

为改善旅客出行体验，美国重视基础设施守时性，关注 “航班、铁路等准点率、可靠度”等指标，

并设定2020年航班准点率达88%，州际可靠度达83.7%，短途城际客运铁路准点率达86%。日本为

适应老龄化社会要求、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无障碍化，要求2020年 “旅客设施无障碍化比率”全面达

100%。纽约、伦敦、新加坡等都市圈提出 “20分钟市镇、45分钟城市”的愿景，关注 “居民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平均45分钟通勤距离以内的就业岗位数”、“45分钟通勤距离内的居民占全部居民比例”等

指标。

3.4 着力减少事故伤亡，加强基础设施 “韧性”

为提高交通设施的可靠性、减少交通事故和人员伤亡，美国设置了地面及航空运输事故死亡率评价

指标体系，统计 “各交通方式事故伤亡率”等指标。日本国土交通省提出 “安全、安心”的交通运输发

展理念。欧盟把交通运输 “零死亡”作为发展愿景。

美国重视交通基础设施可靠程度，设置 “桥梁、公路、跑道等维持最佳、良好或正常状态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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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基础设施良好状态的可用资金”等指标评价基础设施可靠度，2020年目标为 “桥梁处于较差状

态比例”减小至5%、“运行环境较好的高速公路运行里程比例”达62.3%、“跑道处于最佳、良好或公

平状态的比例”达93%。

日本为支撑新形势下国家安全的需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网络 “韧性”，建立了较为完善的交通基

础设施 “韧性”指标体系，注重提高基础设施抵抗力、加强基础设施恢复力、延长交通设施使用寿命

等，关注 “损坏比例、恢复费用、经济社会损失”等指标，并明确2020年首都内陆、南海海沟线路抗

震化比率达100%；生活道路斜坡设置等造成的伤亡事故比2014年降低3成。

此外，在应对如疫情等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方面，部分发达国家关注 “交通网络 （航空、铁路）的

执行率”、“现有设施的替代路径或富余能力”等指标。

3.5 重点推广绿色出行，促进交通节能减排

为进一步发展绿色运输，欧盟关注 “铁路等环保运输方式比例”等指标。以伦敦、温哥华、纽约、

哥本哈根等城市为代表，关注 “绿色交通 （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分担率”、“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等指标，并分别制定了未来不同发展阶段的目标值。

交通节能减排不断得到重视，美国关注 “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充电桩个数”、“燃油经济标准”、

“铁路电气化改造”、“新能源汽车的开发进度及应用率”等指标，设定目标为2030年15%的能源替代，

5%的能源效率提升；2045年燃油经济标准为54.5MPG。欧盟关注 “各交通方式碳排放量及比例”，并

提出2050年交通运输碳排放减少90%。德国制定了明确的碳排放量指标，2030年直接排放量相比

2010年降低20%。此外，伦敦、温哥华、纽约、哥本哈根等城市制定 “城市交通碳排放量”、“汽车使

用率降低比例”、“使用清洁燃料的小汽车占比”、“使用清洁燃料的重型车占比”等指标，并明确未来不

同发展阶段的目标值，逐步实现城市交通零排放。

4 结语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日益健全，绝对规模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仍与

国际先进水平、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要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十四五”时

期是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应在充分继承现有指标体系合理成分的基础上，统

筹考虑国家战略要求、交通发展阶段特征、全球潮流热点、不同区域差异等多方面因素，总结借鉴发达

国家先进经验，聚焦交通运输更好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按照填补空白、弥补弱项、提升效率

的总体思路，有针对性地补强和完善我国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体系，为 “十四五”阶段我国综合交通

运输发展指明方向。

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基础设施布局不够均衡。为优化交通投资结构，补齐区域层级一体化设施网络

短板，加大既有设施维护升级投入，建议借鉴德国等发达国家经验，将 “交通运输方式投资结构”、“基

础设施维护改造投资比例”等指标纳入 “十四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指标体系。

运输结构方面，我国铁路客运占比不高、城市交通轨道占比较低，货运各方式衔接不畅、多式联运

发展滞后。为推动多式联运发展、完善区域层级设施网络、改善出行体验，建议借鉴美国、新加坡、日

本等国经验，新增 “多式联运货运量占全社会货运量比例”“各交通设施无障碍化比例”等指标。

安全韧性方面，我国道路安全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海上、空中应急救援设备密度较低。为进

一步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可靠度，提高 “韧性”，建议借鉴美国、日本等先进经验，设置 “道路、桥梁、

铁路等抗震化率”等指标。

智能交通方面，我国新兴智能技术在交通领域的应用相比日本等发达国家尚不成熟，为推动城市智

慧交通发展和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升级，建议借鉴美国等国家先进经验，新增 “在交通领域智能技

术的应用比例”等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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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中主要城市发展市郊铁路必要性分析———以天津市为例

魏 星

【摘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开始逐步进入以长将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为首的

城市群时期。近年来通过建设市郊铁路来解决城市群中核心城市与远郊地区交通联系，促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呼声日

益高涨，但同时，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群核心城市已经建设的市郊铁路在实际运行中均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

题，因此有必要对城市群落中处于不同阶层的城市空间布局及交通出行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其各自市郊铁路系统建

设的必要性、布局模式及启动建设阶段，以更加科学的方式推动市郊铁路的逐步发展。本文即以天津市为分析研究对

象，通过分析其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所处地位和未来应承担的功能，利用百度慧眼大数据分析现状空间联系分布情况，对

其建设市郊铁路的必要性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

【关键词】 城市群；市郊铁路；大数据

0 引言

根据美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斯皮罗·科斯托夫的观点，“城市总是集群出现的。一座城市不会在于

其他城市毫无联系的情况下孤立存在，因此城市总是处在某个城市系统或城市等级体系中。”

有资料表明最早的城市聚落出现于新石器时代，之后在公元前3500年第一批真正的城市出现于幼

发拉底河与狄格里斯河流域出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时至今日，全球公认的城市群有五个，包

括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美国五大湖沿岸

城市群、英格兰城市群。我国的长三角城市群目前逐渐的成长为世界第六大城市群。

我国在自从建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口已从建国初期的5.4亿人发展到目前的14亿

人口，城市人口更是从5700万发展到现在的8亿人，城市化水平从10%提高到目前的接近60%的水

平。在这其中城市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对社会经济发展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这70年的发展过程中，我

们的城市从大城市到特大城市进而演变为超大城市，在这些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引领带动下又和周边

地区形成了密切的经济往来，从而构成了以特大和超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随着各个都市圈的壮大，

我国开始逐步进入以长将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地区为首的城市群时期。

城市的高度聚合发展离不开便捷的交通，正是高效、快速、便捷的交通方式拉近了各个城市之间的

时空距离，从而形成了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协作。有些城市群落呈现出中心城市为中心向外围扩散，有

的城市群落呈现外围向中心聚集的情况。无论是向外扩散还是向内聚集都离不开交通体系的支撑。在都

市圈发展阶段中，超大及特大城市都建立了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基础的城市交通区域化和区域交通

城市化的 “双高”交通体系，链接了目前城市群内部主要的节点城市。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

态，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不断加强。近年来通过建设市郊铁路来解决中心城与远郊地区交通联系

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近年来北京、上海等城市群核心城市已经建设的市郊铁路在实际运行中均出现

了客流规模较低，与城市功能区衔接准确性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整体倡导存量规划，智慧规划，提倡

系统资源有效利用的今天，也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对市郊铁路建设的热潮产生了担忧，如果通过巨额投

资建成的市郊铁路无法产生较好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将成为城市发展中的新的负担。

因此有必要对城市群落中处于不同阶层的城市空间布局及交通出行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确定其各自

市郊铁路系统建设的必要性、布局模式及启动建设阶段，以更加科学的方式推动市郊铁路的逐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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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以天津市为分析研究对象，根据其在京津冀城市群中所处地位和未来应承担的功能，对其建设市

郊铁路的必要性进行相关的分析研究。

1 天津市在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概况及趋势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是以北京为核心的我国社会经济综合实力最强的三大城市群之一，主要包括两个直辖

市和一个省，即：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13个城市，即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唐山、秦皇

岛、廊坊、承德、邯郸、邢台、衡水、张家口、沧州。

根据相关研究成果，长期以来在京津冀范围内，京津两市以外的河北省其他地区是京津双城的矿产

资源、工业原料、水资源、电力和农产品的供应地，其中邯郸、唐山、邢台等地提供煤、铁矿石、炼钢

生铁、玻璃和水泥等建筑材料，张家口、承德和秦皇岛、唐山地区是保障京津两市淡水供应的水库的主

要径流形成区和水源涵养区。供应京津两地的主力发电厂也都位于河北省。[1]

天津市在建国以后，和北京一样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都不断地在争取大型和工业类的重点项目，

且一直居于北京之后，工业基础在较长的时间内都未能得到很好的发挥。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天津在装

备制造业和大型钢铁及化工产业方面发展迅速，开始确立了北方重要航运中心的城市地位。近年来开始

成为中国华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航运中心之一，是中国进出关及京津冀与华

北及西北内陆的铁路交通枢纽之一。但就经济总量而言，天津仅属于全国第二梯级大都市范畴；就产业

特点而言，天津明显以第二产业为主体 （53%）。因此，天津的经济辐射力和影响力在国内基本上是大

区域性的。

北京市在近些年正在成为以高端服务业为主体的国家经济中心，聚集了大量的企业总部和各类金融

机构，全球企业500强企业云集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总产业增加值的75%，未来

随着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除了与首都定位的 “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

心”相关的四大功能以外的其他功能将向周边地区进行疏解。同时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过程中，应

立足于多年来的先进装备制造业的基础优势，着重发展包括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精细化工、精密

仪器、生化制药等产业的研发创新。

因此作为京津冀城市群中次中心城市的天津有理由在这次城市群产业变迁过程中提升自己的第三产

业结构，完成发展转型。加强对港口资源的有效利用，扩大港口腹地规模。发展服务于北京及周边城市

的服务行业。

2 天津市外围地区空间联系情况分析

在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城市产业的升级和发展，外来人口的迁入迁出都会带来城市空间

布局上的变化，随之而来必然影响到城市交通出行的特征变化。在分析发展市郊铁路必要性之前，势必

先要掌握城市整体空连联系情况。本文尝试通过百度慧眼大数据对天津市市域范围内的各地区对外空间

联系强弱进行分析，由于市郊铁路基本上以联系外围地区与城市中心区为主，因此本次空间联系分析未

包括中心城区以内的市内六区。

根据百度慧眼数据平台提供的数据平台模式，本次分别分析了天津市辖区范围内的西青区、北辰

区、东丽区、津南区、静海区、滨海新区、宁河区、宝坻区、武清区和蓟州区的现状常住人口O-D空

间分布情况和市域范围外外来人口来源情况。各地区常住人口市域范围内O-D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

根据百度慧眼提供的数据，通过分析整理可以得出天津市域范围内各行政区的内部及对外出行量分

布情况，通过图2，可以看出市内六区与环城四区和外围地区相比，内部出行比例呈现由低到高分圈层

逐步递增的趋势，越靠近城市核心的地区内部出行比例越低，相应的与其他区域联系的比例越高。越是

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内部出行比例越高，与其他区域联系的需求越低。从环城四区的OD分布可以看

到，西青区与南开区联系程度最高，其次为津南区、北辰区和红桥区；北辰区与红桥区联系程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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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为西青区、武清区和南开区；东丽区与河东区联系程度最高，其次为滨海新区、河北区和津南区；

津南区与河西区联系程度最高，其次为河西区、滨海新区和东丽区。环城四区基本上和其接壤的市内六

区联系最强。远郊五区的情况与环城四区基本相同，其内部出行比例均在90%以上，对外联系需求相

对最弱。因此从常住人口的活动空间分析，如果从世界级城市群次中心城市的角度来说，天津市的核心

聚集和辐射能力还需要通过较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达到相应的要求。仅从百度慧眼数据分析 （图3），环

城四区中的西青和东丽两区和城市核心联系相对更为紧密，作为国家级新区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的滨海新区与城市核心区的联系强度甚至不如静海区，天津市之间的双核结构显得相对各自独立，地区

之间活力明显不足，远郊五区与城市中心联系进一步减弱。

图2 天津市各行政区内部出行比例示意图

图3 滨海新区、环城四区和远郊地区市域内联系强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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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天津市区内常住人口出行特征进行分析，尝试对环城四区和远郊五区的外来客流分布情况进行

分析，各地区外来客流情况如图4所示。

图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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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二）

表1 天津市环城四区及远郊五区外来人口主要来源地分析

区名 客流主要来源地

西青区 沧州=0.6 廊坊=0.48 德州=0.34 邯郸=0.26 唐山=0.15

北辰区 德州=0.3 沧州=0.27 廊坊=0.25 唐山=0.18 邯郸=0.16

津南区 沧州=0.33 德州=0.24 邯郸=0.23 唐山=0.16 滨州=0.12

东丽区 沧州=0.35 唐山=0.26 德州=0.24 邯郸市=0.19 滨州=0.1

滨海新区 沧州=1.4 唐山=1.0 德州=0.7 滨州=0.3 邯郸=0.2

静海区 沧州=1.0 廊坊=0.4 德州=0.26 齐齐哈尔=0.2 绥化=0.15

宁河区 唐山=1.2 北京=0.08 廊坊=0.07 沧州=0.06 秦皇岛=0.05

武清区 廊坊=1.9 北京=0.6 沧州=0.27 唐山=0.15 德州=0.12

宝坻区 唐山=0.4 廊坊=0.3 北京=0.13 秦皇岛=0.06 张家口=0.05

蓟州区 唐山=0.8 廊坊=0.3 北京=0.13 承德=0.09 赤峰=0.04

  注：表中数字单位为：万人次/日，数据来自于百度慧眼大数据平台。

根据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天津市环城四区和远郊五区的外来客流主要集中于沧州、德州、唐

山、廊坊等京津冀地区内的与天津市接壤地区，相对距离较远而又联系密切的还有德州、邯郸这两个城

市。通过与前面常住人口OD分布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心城区外围地区某些方向对外联系强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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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各区之间的联系还要紧密，武清区与廊坊市、蓟州区与唐山市、宁河区与唐山市、滨海新区与沧州

市、唐山市等城市的联系强度接近甚至超过各自与市内六区的联系强度。可以看出行政区划与各地区实

际生产生活中的经济往来在越远离城市核心的地区越不具正向相关性。

图5 滨海新区、环城四区和远郊地区对外联系示意图

根据上述分析，基于目前的数据，天津市中心区与西青、东丽、津南、静海方向具备一定规模联系

需求。滨海新区与沧州和唐山、武清与廊坊、宁河与唐山方向具备一定的跨行政区联系需求。

3 国内其他城市市郊铁路发展现状

为了尽量避免市郊铁路建成初期客流规模低，增长缓慢的情况，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内相关市郊铁路

客流规模及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再与天津现状情况进行对比，尝试对天津市郊铁路的发展给出相关的建

议。本文通过网络检索，主要找到了北京市和上海市相关的数据。

北京市目前正在运营的市郊铁路共有S2线、副中心线、怀密线3条线路，其中，S2线开通运营最

早，其客流基本呈增长趋势。2011年之前，S2线按铁路模式运营，年旅客发送量在50万人次以下，客

流规模相对较小。2011年6月30日S2线调整运营模式后，旅客年发送量迅速增长至155万人次，至

2015年达到最高309万人次。2016年11月S2线列车调整始发站后，S2线客流随之降低。截至2018

年，旅客发送量为223万人次/年，相当于6000人次/日。北京市副中心线于2017年开通，北京城市副

中心线西起石景山衙门口站，东至通州站，全长38.8公里，沿线设有北京西、北京、北京东和通州4

站。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是北京市政府为缓解市区至城市副中心间的通勤压力，利用既有国铁繁忙干

线线路资源，通过线路及站台改造，利用高速动车组开行的市郊通勤线路。该线路目前客流规模较小，

2018年客流量为16.6万人次，日均客运量不足500人。怀密线是联系中关村科技城和怀柔科技城的轨

道交通，由于该线路站点设置及开行对数少等原因，该线路的客流量很少，2018年1月至12月怀柔-

密云线累计发送旅客1.9万人次，日均客运量仅不足60人次，运营效果不理想
[2]。

上海市的金山铁路是我国首条实现公交化运营的市郊铁路，2012年10月开通运营，全长56.4千

米，金山铁路有40%左右的客流为通勤客流，金山铁路运营亏损较为严重。由于采用了低票价和短发

车间隔的公交化运营模式，运营成本较高，金山铁路目前亏损严重。金山铁路日均客流为1.7万人次，

远未达到最初设计的10万人次。运营亏损使得铁路和地方都承担了巨大的补贴压力。
[3]

通过国内北京上海的实际案例可以看出，市郊铁路虽然在盘活既有铁路资源，提供低碳交通方式方

面具有发展潜力，但是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大多处于客流规模较低的发展阶段，并且众所周知，即使客

流达到一定规模，市郊铁路系统也是需要政府补贴的一项公用事业。即使在北京、上海这种等级的城市

内，具有大量长距离通勤客流的基础上，仍然普遍存在客流规模较低的情况。虽然上述部分线路在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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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车班次后客流规模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但是总体上市郊铁路在现阶段无法通过客票收入实现线路运营

盈利，仍需要政府通过购买运输服务的方式对线路进行补贴，通过降低票价和加密运营班次吸引客流。

4 天津市发展市郊铁路的必要性及相关建议

通过对天津在京津冀城市群内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分析、现状地区内部交通联系特征及国内相关城

市发展市郊铁路的经验总结，关于天津市未来发展市郊铁路可以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

1.发展市郊铁路是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需要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不断深化，非首都功能逐步外迁，必然将有一部分产业及人口进入天津

市，包括一些高能耗产业、非科技创新型企业和一些创新成果转化型企业一级高端制造业的生产加工环

节为代表的一般性产业和物流基地、区域批发市场、第三产业的呼叫中心为代表的区域性专业市场和部

分服务行业都有可能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由北京向天津及河北省转移。这些产业聚集了大量人口，考虑

到土地价格、与区域中心城市及交通枢纽时空距离、城市配套等相关因素，这些产业有可能进入环城四

区及远郊五区内。上述地区与区域主要城市及区域交通枢纽的联系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因此发展市郊铁

路可以加强外围地区与城市核心的联系便捷程度，方便外围地区人口利用中心城区。虽然从现状天津市

的OD空间分布看，单纯从客流规模角度可能无法说明市郊铁路修建的必要，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心

城区—西青区—静海区、以及滨海新区与唐山、沧州、武清与廊坊、宁河区与唐山现状的联系已具备一

定的强度，目前应对上述方向上市郊铁路通道进行前期研究及规划控制，结合区域发展适时启动项目

建设。

2.发展市郊铁路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站在历史和全局的战略高度，对推进新时代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了全面部署。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其中明确了生态建设是基础。

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9月印发实施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了要构建安全、便捷、高

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明确提出了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 （群）交通网。建设城市群一

体化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市郊铁路与目前区

域间联系的公路交通方式相比在安全、高效、绿色、经济等方面均优于小汽车交通。因此是京津冀城市

群未来主要应发展的交通方式。

3.发展市郊铁路是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发展的必然结果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空间格局普遍经历着 “城市中心区—铁路沿线—公路沿线”模式的演变过

程。[4]而国内大城市的城市空间格局基本是以城市中心区为建设重点，在小汽车快速普及阶段，经历了

国省道干线公路高速发展时期，大区域背景下的高速铁路高速发展时期和在城市中心区内以地铁为代表

的轨道交通高速发展时期。

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具有不同的目的。高速公路和干线公路的网络建设，解决

了城乡之间交通联系不便的问题，满足了小汽车交通的发展需求。高速铁路网络主要联系了区域重要节

点城市，满足了城市群与城市群主要城市之间的便捷联系，但是也需要看到，城市群中未处于高铁沿线

的一些中等规模城市未能享受到高铁带来的便利，对于历史上因铁路而兴盛的一些地区，也由于不在处

于高铁站点沿线而变得没落。城市中心区轨道交通建设主要围绕城市核心地区，由于轨道交通线路运营

特征所限，其无法兼顾城市近郊和远郊地区。因此市郊铁路是缝合高速铁路网络、普通干线铁路、城市

轨道交通的一张网络，是推进城市群内城镇化水平提高的有效方式，是解决既有铁路资源有效利用的需

要，也是综合交通网络发展的必然趋势。

4.相关建议

经过上述分析认为，天津市未来发展市郊铁路是一种必然趋势，然而需要把握好其建设阶段，为了

避免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需要提前做好相关管理政策、配套措施、规划前期等各方面的研究，建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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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研究：

1）在京津冀城市群视角下，结合高速铁路网络、普通干线铁路网络、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确定天

津市市郊铁路的总体布局模式和规模，从目前的地区内部及对外联系情况分析，市郊铁路不一定局限于

中心城区与郊区之间的联系，也有可能是郊区与市域外地区的联系方式。

2）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且为了吸引客流，线路建成初期往往会通过低票价来培育客流，

因此以单纯的票务收入是无法实现市郊铁路运营收支平衡的。想实现市郊铁路建设项目的收支平衡，必

须要通过 “线路运营+土地开发”的模式，通过市郊铁路站点周边的土地开发实现资金回笼，用于偿还

建设贷款和补贴线路运营。[5]

3）充分利用既有铁路闲置资源和剩余运力通过既有设施改造和新增站点，尝试与既有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形成初步融合。发挥现有资源潜力，盘活既有线路沿线土地资源。目前天津市中心城区及周边的

部分铁路及站场随着铁路货运功能的外迁，部分铁路运输能力得到释放，有条件尝试开通客运铁路。

4）市郊铁路的建设不能唯客流特别是预测客流论，市郊铁路的建设初期均需通过客流预测验证其

项目建设的经济可行性，但是由于基于远期的规划用地及人口规模距离项目建设初期较远，其分析预测

的基础能否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得到实现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如果认为只有客流达到相应规模

才能启动项目建设，则有可能最终无法实现目标。市郊铁路的客流效应只是简单的表面现象，通过线路

建设可以拉近地区之间的时空距离，为经济往来更加密切创造便利条件，其社会效应并非单一的通过客

流规模就能做出评价结论的。且市郊铁路本身作为交通服务的工具，本身并不能以单一的盈利为其建设

主要目的，因此在评价市郊铁路建设必要性的还应从更加多源，广泛的领域去加以考虑。

5 结语

本文尝试通过分析对天津市建设市郊铁路的必要性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通过百度大数据对目前天津市内部及对外联系情况来看，目前建设市郊铁路其客流规模必定无

法保障。

2.市郊铁路的发展是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城市生态建设、综合交通网络完善等多方面发展的必然

趋势。

3.研究认为不能单纯以客流规模作为评价市郊铁路项目成败的标准，而应从国土空间集约有效利

用、调整城市空间结构，方便居民出行等多角度及进行综合评价。并应通过 “线路运营+物业开发”的

模式带来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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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背景下武鄂地区综合交通协同发展研究

李海军 李 琼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都市圈已成为 “城市-区域”一体化高效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同时也对区域

交通协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武鄂地区是武汉 “1+8”城市圈一体化发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呈

现出明显的 “核心+轴带”空间特征。本文深入剖析武鄂地区现状交通条件与发展趋势，对比借鉴国内外都市圈交通发

展经验，依托武汉天河国际机场和鄂州顺丰机场两大空港，研究提出 “临空圈层布局、交通轴带串联、城市多点支撑”

的区域交通布局模式；通过情景模拟分析与多式联运体系构建，提出了高快速路网、轨道交通网、市域 （郊）铁路网、

城际铁路网 “四网融合”方案，以期实现武鄂地区多模式、多层次 “1小时交通圈”，促进武鄂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都市圈；综合交通；协同发展；一体化；武鄂地区

0 引言

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目前已成为我国城镇化空间的主体形态。

2019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发改规划 〔2019〕

328号），在国家层面首次明确都市圈的概念，提出推动统一市场建设、基础设施一体高效、公共服务

共建共享、产业专业化分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共治、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任务，要求以促进中心城市

与周边城市同城化发展为方向，以1小时交通通勤圈为基本范围，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这将对

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和区域协同发展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为顺应新的发展形势和战略要求，加快武汉 “1+8”城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进程，武

汉市国土空间规划提出大都市区战略，主动谋划临界地区空间统筹，划定了四个战略协同区①。其中，

武鄂战略协同区作为建设高度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协同区，依托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向东衔接鄂州，

共同规划建设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也是湖北省、武汉市推动实现 “一芯两带三区”区域和产业战略布

局的重要载体②。为此，基于武鄂地区同城化的现实基础与优势条件，谋划研究综合交通系统与经济社

会之间宏观协调关系，确保两者在发展目标、规模及发展战略上的协调性、统一性，进而获得自然资

源、社会资源使用的合理性，并以此展开综合交通系统发展战略研究，构建适合武鄂地区长远发展的交

通支撑体系，助推武鄂地区高质量发展。

1 都市圈交通的研究基础与发展趋势

1.1 都市圈综合交通的研究基础

都市圈 （Megalopolis，又称都会区、大都市区等），是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联

系通道为依托，吸引及辐射周边城市和区域而形成的城镇群体空间组合[1]。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都市

圈为代表的区域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突显，成为推动城市与区域接替演进的必然产物和有效手段。交通

则是都市圈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良好的交通系统可以引导都市圈有序发展，健全的都市圈运作需要便

利的交通支撑。

国外发达国家的经济、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都市圈发育明显，其理论体系建设与研究方法相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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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形成了相对完善的规划方法并指导实践，但重在都市圈专项交通规划、协调机制研究方面[2]。欧美

学者认为，交通系统在都市圈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与单个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随着需要逐步进行交

通规划和建设有着本质的不同[3]。日本政府和学者多次对都市圈进行识别界定，充分考虑都市圈所处的

发展阶段，注重经济发展水平、土地空间布局、人口分布等因素分析，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适度控制私

人交通，重视出行方式构成的分配，以合理的交通模式引导交通设施建设与区域一体化发展[4]。

我国都市圈出现相对较晚，国内学者对于都市圈交通规划理论体系的研究起步也较晚，大多停留在

交通理论基础研究阶段，主要基于上海、广东等城市连绵区迅速发展的现实，运用系统科学、经济学基

本原理建立针对交通运输规划的 “整体协调法”，从城市间互补动力学角度论证 “城群交通”的存在性，

提出 “1小时交通圈”评价都市圈交通的服务水平
[5]。由于国内都市圈出现比西方发达国家晚，因而针

对都市圈交通体系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缺乏对都市圈交通系统、用地布局和经济社会之间的宏观协调

关系研究[6]。

综合来看，西方发达国家都市圈发展起步较早，如巴黎大都市区、纽约都会区、东京都市圈等 （图

1），其交通运输体系历经了数十年建设发展，现已相对成熟和完善，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等方面积累了较

为丰富的经验。随着近年来我国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及 “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区域重大战

略的深入推进，长三角 （如沪苏昆地区，图2）、珠三角 （如广佛同城化地区）等区域都在进行都市圈

探索和实践，从而推动城市走向区域，发挥核心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实现区域更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

图1 东京都市圈多模式交通示意图

  

图2 沪 （苏）昆地区多模式交通联系示意图

1.2 都市圈综合交通的发展趋势

一般地，都市圈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形成的圈层经济区，随着城市空间不断扩展和经济功能外溢输出，

通过各种人流、物流、经济流、信息流等方式，将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地区联系在一起，逐渐融合形成都

市圈形态，其综合交通呈现交通网络高速化、交通枢纽国际化、交通运输与城市发展相融合等趋势。

1.2.1 都市圈交通网络具有高速化发展趋势

随着机动车规模飞速发展，传统以公路运输为主体的运输结构难以支撑都市圈空间拓展。由于城市尺度

扩大，人们出行距离的增加，原有交通设施难以支撑都市圈的交通联系，必须通过高速的交通设施来满足人

们对空间联系的需求。由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快线、高快速路等构成的高速网络将有效支撑都市

圈的辐射带动作用。因此，以公路运输为主导的都市圈交通运输结构需要积极寻求转变，以快速客运专线、

城际铁路、城市轨道快线为依托的多元化高速运输结构是都市圈交通网络发展的重要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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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都市圈交通枢纽具有国际化发展趋势

都市圈立足于区域化、全球化视野，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建设区域性开放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化发展区，

在全球范围内吸纳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都市圈综交通系统是开放的多元系统，都市圈的国

际化需要发挥交通先导作用，构建国际性的综合交通枢纽，适度超前规划，体现 “理想”的发展追求。因此，

发达的空港、海港、铁路港和内陆港，是国际化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标志，是都市圈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及

对外交往中承担综合交通枢纽功能的重要载体，也是支撑都市圈国际化的基础要素。

1.2.3 都市圈交通与城市具有融合发展的趋势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城市经济、城市环境、城市安全、城市能源及城市法规等多个领域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与实践表明：城市交通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城市空间形态不合理有关，交通和

土地利用是一种互为反馈的关系，土地利用产生交通需求，交通设施的完善又会刺激土地利用开发强度和模

式。都市圈应着眼于交通运输与空间用地布局融合发展，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同步转型升级，以交通运输

和城市发展相融合促进都市圈空间拓展，实现都市圈与交通运输的集约化和高质量发展。

2 武鄂地区综合交通协同发展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部地区崛起、武汉 “1+8”城市圈 “两型”社会建设、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深

入实施，武鄂黄黄地区基本形成了连绵板块化空间格局，武汉与鄂州一体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聚光成谷、由点到面，西联东进、一路向东，沿武九铁路、武黄城际铁路、武鄂高速、武黄

高速、高新大道、轨道11号线等多条交通廊道簇团状呈 “核心+轴带”东西向拓展延伸，逐渐与武汉

主城区、鄂州葛店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形成连片发展态势。2016年4月顺丰机场落户鄂州，聚力打造湖

北国际航空货运枢纽，2019年初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提出武鄂联动打造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为

武鄂一体化发展带来新的重大机遇。

2.1 武鄂地区研究范围识别

本研究以武汉、鄂州两市行政辖区为研究范围，面积约10165平方km，其中武汉市域面积8569平

方km，鄂州市域面积1596平方km。研究重点依托天河机场、顺丰机场两大空港枢纽，沿机场高速、

二环线、雄楚大道、高新大道、武鄂高速等交通联系轴划定的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协同发展区和核心

区③，长度约120km、宽度约5～25km （图3）。

图3 武鄂地区规划研究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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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现状综合交通问题分析

综合分析来看，武鄂地区布局天河、顺丰两大机场枢纽，1000km半径辐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

角、成渝地区等四大国家级城市群，以及辽中南、关中平原、海峡西岸、北部湾等七个区域性城市群；

京广高铁、沪汉蓉高铁 “十”字形高铁网络已基本形成，西武福高铁、沿江高铁正在推进实施，2小时

可到达郑州、长沙、合肥、南昌等城市，3小时可到达南京、成都、广州等城市；武黄城际铁路已开通

运营。长江黄金水道 “645”整治工程深入实施，助力武汉航运中心发展；“环+放射”高速路网络形

成，京港澳高速、沪蓉高速、沪渝高速、武英高速等多条放射型高速公路连接周边各大城市，交通设施

条件优越。

与此同时，武鄂地区交通也存在诸多问题：武鄂地区交通一体化以道路衔接和铁路联系为主，两市

之间主要有武鄂高速、武黄高速等对外联系通道，交通流较集中，负荷水平较高，主要城市功能节点及

路段拥堵时发，次支路网衔接有待加强，微循环道路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高铁站点分布不均，城际铁路

发车频率低，作用未能发挥，服务能力不足；天河、顺丰两大机场间距过大，可达时间均超过1小时，

无法形成客货联运体系。武汉与鄂州两市之间的公交一体化发展相对滞后，连通线路少，且准点率较

差、服务水平低，轨道交通主要集中在武汉主城区，覆盖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及向鄂州延伸不足，相较于

长三角沪苏昆地区、珠三角广佛地区，武鄂地区的交通一体化发展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图4）。

图4 武鄂地区现状交通网络分析图

2.3 综合交通发展目标与策略

都市圈是一个人流、物流、信息流等高度流通的城市化地域，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轨道等基

础设施共同组成了都市圈的联络线、生命线。针对武鄂地区现状对外交通枢纽能级不够、重大货运场站

衔接不畅、交通设施与产业用地空间衔接不畅、路网密度相对较低等问题，借鉴长三角沪苏昆地区、珠

三角广佛同城化地区的综合交通发展经验，为实现 “交通枢纽0.5小时可达、功能组团1小时互联互

通”的都市圈交通一体化目标，本研究提出三大规划策略：

一是提升对外枢纽能级，构建多模式交通体系。充分发挥天河国际客运枢纽与顺丰国际货运枢纽的

辐射带动作用，构筑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高快速道路 “四网融合”的多模式、

多层次 “1小时交通圈”。

二是强化多式联运，加强外部交通联系。依托两大空港枢纽与物流中心构筑客流、物流快速大通

173



道，打造 “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行体系，推动陆空联运、铁水联运、水水中转，打造长江中游

城市群多式联运功能示范区。

三是交通与用地融合，优化内部交通系统。结合武鄂一体化发展趋势及产业布局态势，坚持交通设

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策略，优化和完善功能组团路网体系，全面推进区域一体化与空间布局、用地功

能协同深度融合发展。

2.3.1 提升枢纽能级，构建多模式交通体系

天河机场、顺丰机场两大机场距离城市功能节点距离较远，服务能力较弱，在四环线与外环高速立

交附近增加1处光谷通用机场；新增南北向联系京九高铁、西武福高铁的铁路连接线，并接入顺丰机

场，实现空铁联运，提升枢纽能级 （图5）。重点打造 “天河机场—阳逻港—鄂州顺丰机场”江北区域

物流走廊、“吴家山铁路集装箱站—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鄂州顺丰机场”江南区域物流走廊和南部物流

通道，提升对外交通枢纽集疏运通道，打造 “通道+枢纽+网络”的物流运行体系，将区位优势转化为

发展动能 （图6）。

图5 武鄂地区规划新增高铁、枢纽示意图

 

图6 武鄂地区区域物流通道示意图

结合西武福高铁走向，规划建设光谷南站，衔接葛店南站；规划预控超高速铁路廊道衔接葛店南站

和顺丰机场，将葛店南站和顺丰机场打造为机场、高铁、超高铁相融合的多模式高能级枢纽；武黄城际

铁路延伸至九江，可开行区域高铁，停靠光谷站、葛店南站，提升城际铁路使用效率，提高光谷站等城

际站点能级 （图7）。

2.3.2 强化多式联运，加强外部的交通联系

依托现有普铁、城际铁路，推进城际铁路、普铁、都市圈轨道快线 “三网”融合，建设 “天河机

场—葛店南站—顺丰机场”市域铁路快线A线与B线，实现区域陆、空枢纽快速衔接、互联互通。其

中，市域铁路A线长度约130km，B线长度125km，时速达到80km/h～90km/h，1.5小时互通直达

畅；普铁、城际铁路时速100km/h～120km/h，1小时可实现 “站到站”，快速联系两大机场与铁路车

站、城际站点 （图8）。

通过轨道快线衔接武鄂地区主要对外交通枢纽，近期通过轨道11号线串联葛店南站、光谷站、武

昌站、武汉西站，轨道19号线、20号线串联光谷南站、武汉站、天河机场等枢纽；远期通过延伸轨道

11号线串联顺丰机场，建立高效、便捷的枢纽联运系统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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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武鄂地区多模式交通枢纽示意图

图8 武鄂地区市域铁路方案示意图

图9 武鄂地区轨道交通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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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交通与用地融合，优化内部交通系统

按照高快速路平均间距3km～5km的标准，武鄂地区规划构建 “轴向放射、区域成网”的高快速

路网，在现有高快速路基础上增长46%，保障区域和高能级枢纽的快速多通道衔接。武鄂临界地区新

增东湖-南湖 “两湖”隧道、南湖通道、东湖隧道东沿线等通道，并提升高新大道东段等道路通行能

力，形成 “七横九纵”网络化骨架路网体系。其中，“七横”包括现状的武鄂高速、武黄高速、雄楚大

道，新增的吴楚大道延长线、武冈快速通道、南湖隧道及延长线、武阳高速；“九纵”包括现状的二环

线、三环线、光谷大道、绕城高速、鄂咸高速，新增的创业大道、临港大道、光谷七路、两湖隧道 （图

10）。

图10 武鄂地区高快速路网方案图

此外，按照 “纵横成网、自成体系”的思路，高标准规划构建与用地布局相适应的主、次、支级配

合力的道路网络体系，合理引导机动车交通出行；加强两市常规公交线网布局，拓展公交服务范围和覆

盖率，实现跨区、城乡之间公交服务多样化与均等化。同时，完善各功能组团内部的道路体系，打通各

类 “断头路”，增强道路的可达性和公共性；重视慢行系统、蓝绿网络系统建设，特别是在非城镇集中

建设区域，结合生态旅游、康养休闲、现代农业等功能，营造丰富多样的滨江临湖绿道休闲网络与旅游

步道系统。

3 展望与思考

都市圈是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建设具有竞争力都

市圈、带动经济增长的现实要求。快速便捷的区域交通网络不但有利于强化都市圈内各城市之间的联

系，加快人才、资金、物资、信息流动，推动都市圈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且也有利于拓展城市发展空

间，加速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武鄂地区是武汉 “1+8”城市圈重要的城镇连绵发展轴带，目前已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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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时交通”都市圈发展的基础。近年来国家多项重大战略叠加聚焦中部地区、湖北武汉，武汉需要

发挥更大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引领武汉城市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武汉、鄂州新版国土

空间规划都提出了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特别是顺丰国际航空货运枢纽、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等战略的实

施，为强化武鄂地区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

本研究基于都市圈战略背景下武鄂地区的综合交通现状分析，通过案例比较总结都市圈交通网络高

速化、交通枢纽国际化、交通运输与城市融合发展的趋势。一方面，通过对武鄂地区交通发展趋势研

判，研究提出促进区域一体化的综合交通发展策略，提高区域核心竞争能力，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

撑；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越来越深入，城市和区域间从衔接融合到一体化发

展趋势愈来愈明显，武鄂地区打破行政壁垒约束，推动区域城市合作与跨界管治，将是实现跨区空间合

作与协调发展的重要尝试。因此，本研究希望能够助力武汉城市圈打造 “1小时交通”都市圈的创新示

范样板，也为武咸、汉孝、武仙洪战略协同区一体化发展提供参考。

注 释

① 《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8～2035年）》（征求意见稿）提出，以1小时交通通勤距离为基础（60—80公里半

径），综合考虑通勤、经济、人口、生态、重大基础设施等要素，联动周边县（市）地区构建武汉大都市区，范围面积约

2.1万平方千米，重点在武（汉）鄂（州）、（武）汉孝（感）、武（汉）咸（宁）、武（汉）仙（桃）洪（湖）等发展方向划定四处战略

协同区，发挥武汉的辐射带动和功能引领作用，促进廊道拓展，强化节点支撑，推动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

②2018年12月，湖北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区域

协调、城乡融合、产业协同、特色分工原则，努力形成“一芯驱动、两带支撑、三区协同”的高质量发展区域和产业发展

战略布局。其中，“一芯”指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成长型产业；“两带”指长江绿色

经济和创新驱动发展带、汉随襄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带；“三区”指鄂西绿色发展示范区、江汉平原振兴发展示范区、鄂

东转型发展示范区。

③2019年初，为深化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湖北省关于加强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等要求，

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组织开展了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总体建设规划工作，依托天河、顺丰两大空港枢纽和武鄂两市

东西向基础设施廊道链接多个城市功能节点或片区，划定科技创新大走廊协同区与核心区，聚力打造科技创新引领的示

范功能带、世界一流的科技创新枢纽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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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康养片区交通提升策略思考

———以昆明古滇旅游文化城片区为例

高云雯 杨丽辉 朱 宁

【摘要】 在昆明大健康产业示范区发展背景下，近年来大健康产业布局及重点项目建设步伐加快。康养产业及用地功

能布局规划使交通需求发生改变，开发业态、人群特征、交通行为特征等均发生变化。旅游康养出行特征带来的交通变

化将会呈现新的需求特征。以昆明古滇旅游文化城片区为例，根据片区产业功能定位与规划对路网系统、轨道交通、公

交系统、停车系统、慢行系统和片区交通组织等各交通子系统进行分析，从提出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控制停车泊位规

模、提升慢行交通品质等方面提出交通提升策略，构建契合旅游康养发展需求的交通体系。

【关键词】 康养旅游；交通策略；昆明市；古滇文旅城

0 引言

2016年1月，国家旅游局出台 《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标准并将康养旅游纳入国家发展战略。

在健康和旅游的双重需求下，国家政策着重支持 “康养+旅游”新型旅游发展模式。昆明作为旅游城市

和养老圣地，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吸引不少省外人士到昆明购房养老、定居。在大健康产业示范区发

展背景下，近年来大健康产业布局及重点项目建设步伐加快。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昆明文化旅游行业造

成了巨大的冲击，但也是对昆明文化旅游改革发展带来的一次优化结构、扶优扶强、转型升级的良好机

遇和巨大挑战。康养旅游作为旅游新业态，在促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全域旅游建设进程中发

挥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围绕昆明滇池及周边县区，康养项目相继落地，目前正处于开发建设热潮。

大规模的康养新片区开发不仅对城市未来发展建设带来影响，也将带来新的交通出行特征，目前旅

游康养正处于规划建设的关键时期，如何针对该类片区开发提出契合发展的交通策略将是影响片区乃至

城市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1 康养旅游类型片区交通特征

1.1 康养旅游概念

康养旅游是近年来发展产生的一种健康养生的旅游活动，随着发展，从仅仅关注旅游者自身的生

理、心理体验，到逐渐开始强调人与周围的互动关系。当前的理论研究和政策规划倾向于鼓励各地方政

府筛选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作为康养基地或者康养小镇等加以建设发展，以吸引康养旅游者[1、2]。各地

区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主要与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及人文景观因素有关。主要特点为依托特色资源，

结合相关产业文化融合开发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同时注重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开发。所以康养旅游

对自然生态环境、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社会交际方面需求较高。康养项目的建设标准为：

康养小镇年均PM2.5值小于或等于50。

该区域的负氧离子标准浓度大于或等于5000个/每立方厘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清新空气的

负氧离子标准浓度不低于1000～1500个/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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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环境优美，干净整洁。

附近100千米之内有高铁、机场、高速，交通方便。

活动范围在3平方千米以上。

1.2 康养类型交通特征

1.2.1 康养类型群体特征

根据不同的服务群体，康养旅游分为养老、休闲农业、度假休闲、体育产业等各种类。目前国内开

发典型的康养小镇面对人群越来越向年轻化、多样化转移。在万科随园嘉树康养小镇中，重要客户人群

为40～50岁中年人士，并不是以养老为主，更多是一种对高品质生态生活得需求，因此对交通的需求

也不同于一般的城市地区。

以其他城市康养项目为例，对人群特征进行描绘：

（1）杭州万科随园嘉树

被业内认为是万科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健康养老项目。分为75m2、100m2、111m2三种户型，共575

套房源，其中75㎡户型占比60%。社区还配有地下车库11073m2，提供230个车位，车位配比约为0.4

车位/户。

（2）浙江省宁国市白云山养生社区

打造慢行网络体系，慢行路径结合机动车道路以曲线型展开，同时通过人行道上绿化的空间划分，

保证居民在慢行活动中不受机动车交通的影响，塑造了良好的慢行环境。邻里支路一般不与城镇的对外

交通干道直接相连，也尽量减少或者避免与车行道路的交叉与重复，减少机动车带来的干扰和污染，在

保证其独立性和安全性的同时也要保证连续性和主要节点的可达性。

（3）美国佛罗里达太阳城

入住人口每年都有大幅度增长，年龄也呈现低龄化，但主力人口还是以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主。

（4）日本银座太阳城

银座太阳城总户数为362户，机械停车数88个，车位配比约为0.24车位/户。

（5）世界各国慢城总结

表1 世界各国慢城特点总结

城市名称 地位 发展方式 城市规模 交通方式

意大利

奥尔维耶托
第一个慢城 历史主导 小 步行为主

德国

Marihn村
最小的慢城 民间主导 很小 步行为主

英国

勒德罗
最繁华的慢城 产业主导 小 多种、看不到小汽车

韩国

曾岛
亚洲第一个慢城 项目主导、资源主导 小 多种、免费自行车

高淳

桠溪
中国第一个慢城 产业主导 小、多个园区组成 多种、部分路通汽车

由上述案例可总结得到康养项目特点如下：

（1）以中老年人群为主，购买能力增强，在一地居住时间长和重复消费比例高，市场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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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地人群购买和使用为主，并具有 “候鸟式”居住特性。

（3）对环境要求较高，不适宜配备污染较大的元素。

（4）开发规模小，出行距离短，停车泊位配比需求低。

1.2.2 交通需求特征

（1）康养类型主要服务于外地人群，且中老年人居多，通常具有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对外交通便利

的特征。

（2）区内出行以中短距离出行为主，交通方式以步行和非机动车为主，尽量减少机动车交通对慢行

交通的干扰。

（3）以高品质的生活居住环境与便利的出行条件要求为主，地块开发应以人车分流，地块开发尺度

较小，便利的路网条件、公共交通服务条件，高品质连续的慢行条件为主，符合老年人体质的步行

需求。

（4）短距离出行占比较高，对个体机动化出行的依赖不高，机动车泊位配建数量较少。

1.3 交通发展理念

1.3.1 以公共交通为主导

对于片区康养功能，需要保持良好的大气环境，对交通碳排放较为敏感。康养类型片区开发通常会

结合文化、当地特色产业等功能开发，出行需求特征多样。根据康养旅游类型的开发通常位于公共交

通、对外交通条件优越，人群以外地候鸟式居住人群为主，该类型片区开发应结合公共交通站点以

TOD发展模式为指导，形成以轨道线路为轴线、以站点为核心的珠链式土地开发模式，使松散型土地

资源由均值化转向集约化，重点发展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以契合康养功能对环境要求。

1.3.2 强化慢行交通系统

康养项目居住人群的出行特征在出行强度、出行分布和方式划分等方面较一般人群有较大的不同，

呈现出行强度高、出行距离短和以步行为主等的特征。对于片区内交通，首先应处理好穿越性交通和可

达性交通的关系，理顺各地块内部路网形态，优化片区道路服务功能，打造高品质商业步行街区，并完

善商业轴线与景观轴线的步行衔接，增加公共集散空间，为以步行为主的出行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

条件。

1.3.3 控制机动车泊位

康养旅游以外地游客和中老年人为主的客源特征，“候鸟式”旅游消费的交通需求特征，以及游客

对于环境和服务品质的要求，都决定了项目的停车需求不应按照常规功能开发进行判断。居住人群到离

交通主要依赖航空、高铁等对外交通方式，机动化方式占比较小。而康养片区开发较重视公共服务设

施。对于区内出行，主要依赖轨道、公交、步行、租车等方式，对机动车泊位需求较小。同时借鉴国内

外类似项目经验，因地制宜地考虑机动车泊位配建数量，根据片区各地块自身实际停放需求，适当削减

配建机动车位的数量，通过减少静态交通设施的 供给，“以静制动”地缓解片区未来开发成熟后周边道

路的交通压力。减少过多机动车带来的噪声、空气污染等，以低碳交通为主发展，为康养开发营造良好

的生态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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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昆明古滇旅游文化城片实践

2.1 片区概况

昆明古滇旅游文化城片区，位于晋宁东北部，滇池东岸，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50公顷。片区依托

气候、人文资源、滇池山水宜居环境优势，规划以康体养生、文化休闲、艺术创意功能为主，兼有居

图1 片区交通区位图

住、商业、办公等功能的复合型城市地区，

未来将是晋宁区重点发展片区。最新昆明国

土空间规划在战略地位及发展目标提出昆明

为中国健康之城，国家大健康产业示范区，

在城市新的目标及国土空间格局要求下，更

加突出昆明古滇国历史文化旅游项目等重大

项目示范带动作用，再次强调了 “七彩云

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项目重要性。

由于昆明国际地位的提升，晋宁区撤县

设区等外部条件的变化 ，根据现状资源，

研究区域增加文创产业和康养产业运用慢城

理念，协调处理生态保护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关系。

在新的发展背景与要求下，片区产业功

能定位由原来以旅游文化休闲功能为主转变

为以康体养生、文化休闲、艺术创意功能为

主，人口、岗位及交通必然呈现新局面。片

区属于未来昆明市晋宁区重点发展的新区，

待整个区域开发建设完成后必然导致人口集

聚量大幅增加，由此引发的相关的出行不仅

是结构性地扩大交通需求，同时也是交通总

量的增长。

2.2 交通区位特征

片区对外交通便利。向南通过富有立交，可与昆玉高速进行衔接，北侧通过经三路衔接环湖南路，

与主城、晋宁方向具有便利的连接条件。距离高铁站晋宁东站3.6km，对外交通便利。

公共交通条件良好。项目南侧周边规划南北快线、西侧轨道9号线支线经过，根据 《昆明市城市快

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 》，9号线为新增的呈贡新城-晋宁新城方向上的骨干线，沿都市区南北向发

展轴敷设，连接了经开区、呈贡新城、马金铺高新区、晋宁新城。晋宁线 （南北快线远景线）：服务主

城-呈贡新城-晋城-昆阳方向的快速出行，线路在主城沿普吉路、昆沙路、西园路、永明路、永平路

敷设，沿老民航路进入巫家坝副中心，与南北快线形成换乘枢纽，之后沿南绕城高速、昆玉高速进入呈

贡，向南穿过马金铺、晋城，止于昆阳。南北快线在马金铺南站预留延伸至澄江的条件，未来片区发展

具有良好的轨道交通支撑。但规划两条轨道线在项目北侧相交，未设置换乘站，应深化统筹片区路网与

南北快线关系，为在片区形成换乘站提供有力条件。

随着新区的发展，区域内的城市规划道路也将得以建设完善，形成等级分明、结构合理的片区路

网，且相对老城市路网密度较高，因此未来研究区域内的道路容量将得到大幅提高。但随着周边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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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片区公共交通系统分析图

开发建设及投入使用，同时会有更多的吸引发生交通量增加到这个路网中，如何处理好土地利用与交通

承载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图3 片区道路网系统分析图

083



2.3 客流特征

根据规划定位，将建成以 “健康生活目的地”为愿景，集医疗康体、养生养老、休闲娱乐、旅游度

假、文创教育、主题商业、商务会展、体育运动、生态宜居于一体的环滇池大型文化旅游康养生态新

城。在功能布局上，未来片区开发依托 “国立艺专”打造文创中心；依托 “轨道站点”形成片区商业中

心，共分为艺术文化创意区、中央公园活力区、康体养生花园区、绿色宜居生活区4个分区。艺术文化

创意区以文化产业以文化艺术、创意办公为主；中央公园活力区为集休闲、娱乐、文创、康养为一体的

绿色综合体；康体养生花园区以康养度假、休闲养生为主；绿色宜居生活区以生态居住为主。

图4 片区功能结构

片区不同功能的客流时间与空间分布具有各自特征规律，内部交通特征差异明显。旅游康养生态住

宅居民与一般性住宅居民出行特征有较大的不同旅游康养生态住宅的住户的入住率具有候鸟特征，以冬

季和旅游旺季为主，其出行特征与一般旅客出行特征有一定的相似，但在出行时辰、出行方式和出行目

的上有较大不同，人群及需求特征分析如下：

表2 交通特征分析

功能 交通需求
客流特征

时间 空间

 艺术文化创意、中央

公园休闲

 旅游、休闲为主的周

末、节假日交通
 周末、节假日

 服务周边片区居住、昆明

市及外地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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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能 交通需求
客流特征

时间 空间

 康体养生

 以旅游、休闲为主的

周末、候鸟式居住、节

假日季发性交通

 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周末、

节假日期间，游玩交通骤然增

加，有较强突发客流聚集特点

 面向云南省、全国等外地

人群

 居住
 居住、就业为主通勤

交通
 平常日的早高峰和晚高峰  一般居住人群

图5 片区土地利用规划图

根据昆明市近年来的购房人群比例情况分析，随着昆明城市环境提升和国际旅游城市的建设，外地

在昆购房人群比例呈快速上升趋势。据此合理推测未来项目住宅购买人群中，将有很大比例为外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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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昆明市近年购房人群比例

年份 省外 云南省 （除昆明市） 昆明

2015 15% 20% 65%

2016 25% 25% 50%

2017 36% 24% 40%

2018 40% 30% 30%

针对该片区康养性质和定位，将人群及停车需求特征分析如下：

（1）客流来源主要为外地，省外人群占40%，省内 （除昆明市）占30%，昆明本地人群占比约

30%，因此片区内大部分客流将主要以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方式出行。

（2）片区内交通量及停车需求多在节假日出现高峰，其余时间需求较少，呈现 “候鸟型”特征，停

车需求呈季节性变化。

（3）客流人群以中老年为主，约占70%，对环境、资源及服务的品质要求较高，因此需要结合项

目自然环境打造慢行交通为主的绿色、低碳交通体系，控制片区内机动车的数量，减少环境污染，可采

取 “以静制动”的方式，通过减少配建泊位数量的方式降低机动车出行需求，营造绿色、宜居、人性化

的康养旅游环境。

片区业态及交通特征具有鲜明特征，同时作为文化旅游、大健康产业重大示范项目，片区发展应根

据发展及需求凸显自身特色，达到 “区域差别”的要求。

3 交通提升策略

根据规划，未来片区用地规模、开发规模、人口规模和停车规模较大，为促进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

的协调发展，平衡交通需求与交通设施供应，合理有效配置土地利用与空间资源，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用地，加强片区的交通系统构建，包括路网系统、轨道交通、公交系统、停车系统、

慢行系统和片区交通组织等。

3.1 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随着片区的开发建设，交通需求也将随之显著上升，片区人口发展已超出原规划人口，可预见文化

旅游城用地在节假日出行量将迎来爆发式增长，片区路网提供的承载能力难以完成以个体机动车交通为

主的综合交通运输任务。应结合交通承载力优化片区规划，进一步明确轨道线位控制、轨道站点用地的

预留；公交枢纽、公交首末站用地落位；建设慢行交通网络，完善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和交通基础设施。

通过优化片区路网系统，统筹公交、慢行、水运等大运量运输方式，构建高效、合理、多层次的片

区交通体系，提供多种出行方式选择。形成丰富多元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满足康养旅游、休闲、居

住、通勤等各类人群的出行需求。

3.2 提升公共交通服务

3.2.1 轨道交通

七彩云南古滇文化旅游名城片区是昆明重点发展和打造片区，应加强轨道交通的服务功能，支撑片

区的文化旅游和康养建设的开发。根据目前已有的研究方案，在经三路上设置了9号线古滇王国支线以

及3个轨道站点。目前昆明市政府正开展第三轮 《昆明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修编》工作，应结

合目前片区规划，统筹控规与轨道线网规划，深化落实9号线古滇王国支线的线位和站点，在片区形成

轨道换乘站，充分利用好轨道交通优势，增强对片区服务。并结合轨道站点以TOD发展模式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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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减少机动车出行和停放需求，降低交通碳排放，营造旅游康养良好的出

行与居住环境。

3.2.2 常规公交

在片区内合理规划公交首末站，可结合片区路网条件、客流集散通道分布和各地块功能布局情况合

理设置常规公交站点，提高公交站点覆盖率，为片区逐步开发预留公交运行条件。

统筹片区与其他区域的交通联系，特别是与铁路客运枢纽晋宁站之间的交通联系。根据用地功能布

局和划分情况，将片区道路对地块的服务功能分为机动车交通服务功能 （通过性）及生活服务功能 （可

达性）。经三路为片区南北向重要交通性干道，也是重要公共交通服务轴，未来根据该道路功能对路权

进行重新划分，设置公交专用道，提升公交运行效率和运载能力。结合出行需求通过常规公交线网体

系、定制公交、特色旅游公交、包车等多元化公交服务，吸引出行人群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满足未

来人群对舒适化、个性化交通服务需求。

3.3 提升慢行交通品质

建议结合全市绿道网规划及片区内河网布局，建设步行和自行车专用网络，提供良好的康体旅游休

闲交通系统。完善人行过街设施，特别是连接环湖路两侧人流聚集用地的过街设施，可采用分离式的立

体人行过街设施，新增地道应保证与路侧人行系统相连接，形成连续的人行通道。

根据各地块规划业态功能与道路功能，结合 《昆明街道设计导则》优化U型街道空间设计，重要

公共交通服务轴设置公交车站、自行车停车、指示标识、座椅等设施，活化退红线空间。生活服务轴道

路对人行道与建筑前区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设置口袋广场、林荫座椅、公交站台等设施，提供高品质

的综合服务街道。

3.4 控制停车泊位规模

3.4.1 TOD模式下停车需求

片区有较好的公共交通支撑，包括轨道9号线、轨道南北快线和湖滨有轨电车，此外片区未来开发

定位为晋宁区核心片区，晋宁区位于昆明市城市外围区域，《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虽能为其

相关规划建设指标提供一定参考，但以呈贡低碳示范区和巫家坝片区为借鉴，古滇王国片区同样需要建

立符合自身实际的指标体系，因此建议项目停车配建系数在 《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的基础上

进行适当折减。

图6 各类型用地停车需求分析

3.4.2 泊位共享与智慧停车下的停车需求

片区内部有住宅、商业等多种性质用地，不同用地的停车需求高峰时段不同，已目前已确定规划的

两个康养地块做分析如图6所示。若将片区内各种用地的高峰泊位需求量进行简单叠加，所需泊位总量

如图7所示。若将各种用地泊位需求时变曲线叠加寻找最大值，则所需泊位总量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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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片区内不同用地停车需求高峰值叠加 图8 片区内不同用地停车需求变化曲线叠加

根据2016年 《昆明城市停车调查报告》，居住用地的停车需求主要分布在夜间，商业用地的停车需

求主要为下午和晚间，办公和公共建筑用地的停车需求则与住宅大致相反，主要分布于白天，夜间需求

很小。再由后续补充调查得到：昆明市中心城区商业办公建筑的停车场全天平均空置率约为30%，夜

间空置率普遍在40%以上。基于这一特点，项目所在片区住宅、商业、商务等不同用地的车辆可实现

较好的错峰停放，使泊位能够在一天之中的不同时段为不同用地的车辆提供服务，从而提高泊位周转率

和利用率，实现泊位共享，因此片区所需泊位总数将低于各种性质用地所需泊位数的总和。

项目片区开发定位为康养度假区，借助政府及相关机构对 “一部手机游云南”的支持和推广，未来

片区内停车场应顺势接入平台，依托各种新技术实现 “一键找位”“一键停车”“一码通行”“一键缴费”

的全方位全景式服务，将大大提高片区内泊位的共享性，进一步提高泊位利用率和周转率，降低片区所

需泊位数总量。

3.5 重点研究环湖南路交通管理和交通组织

结合交通专项规划确定路网结构，对环湖南路的交通管理及组织进行优化。支撑片区交通的重要道

路环湖南路，未来将承载旅游交通、沿线用地到达交通、区域间的过境交通等多重功能，根据目前的断

面设置，以及沿线地块出入口的设置，目前该条道路除了交通拥堵问题外，还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应开

展关于环湖南路在研究区域的断面设置、交通管理、交通安全设施设置、沿线出入口设置等研究。

4 结论

目前康养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正在我国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昆明作为旅游康养圣地，康养旅游项

目的规划建设不仅影响片区自身发展，对昆明大健康产业、旅游业发展也将带来很大影响。本文根据古

滇旅游文化城片区的规划，提出契合片区开发建设的交通提升策略。主要根据功能业态布局分析客流特

征，对交通条件、交通需求进行分析，提出各子系统交通提升策略。公共交通服务方面通过加强轨道站

点、公交站点服务，并结合TOD理念优化规划开发，慢行交通方面结合康养旅游人群需求与功能布

局，加强步行空间的精细化设计，提供连续、舒适的慢行系统；静态交通根据区位特征、结合需求引入

共享停车理念进行泊位控制、并注重交通组织与管理，契合康养人群对环境、出行、居住需求。为未来

该类片区的开发提供交通规划策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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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开放街区理念的大学与城市交通耦合发展

———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

王婷婷 赵守谅 陈婷婷

【摘要】 虽然起步较早，但现今开放式街区的发展仍比较缓慢。而大学校园作为典型的 “大院街区”之一，其开放式

发展对城市交通改善将有重大意义。故而本文以华中科技大学为例展开具体研究，意在找到一定的途径，在缓解校内交

通矛盾的同时，实现校园与城市交通的耦合发展，也为其他高校的开发性发展提供新的借鉴。本文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

空间句法等，从校园外部和校园内部两个层次展开了交通问题的研究。其中校园外部着重于校园为城市交通带来的压

力，校园内部则着重于交通出行需求问题导致的交通矛盾。最后基于校园现状分析、校内人员需求分析与相关案例参

考，本文探索了校内公交与城市公交耦合发展的具体方法，划定了步行区域，并提出了机动车管理策略。

【关键词】 开放式街区；大学校园；校城耦合；公共交通

0 引言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借鉴苏联的城市建造模式，城市发展呈现出 “大街区、大尺度、低密度”的特

征。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开发的蓬勃发展，私有化的封闭式小区这一模式逐渐普遍化[1]。封闭小区成

为房地产开发商提供优质服务的产权边界，也成为了 “高档小区”的必备条件。然而随着交通需求量的

不断增加，城市中各类大院街区带来的交通问题逐渐凸显，例如对周边道路施加的巨大交通压力等。在

这个关键时刻，《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开放街区理念的提出无疑为城

市交通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思路。

大学校园作为 “大院街区”的典型代表，近年来交通问题频发且难以解决。故而本文以华中科技大

学为例，尝试以开放街区理念去重新审视高校 “大院街区”在交通发展中的种种深层矛盾点，以为未来

校园与城市公共交通的耦合发展、校园开放性的提高提供理论新视角。

1 开放街区理念下的城市交通发展

1.1 开放街区的发展

2016年，中共中央正式颁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一文，由此开

放街区理念正式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尽管之前已有关于小尺度街区的相关研究[2]，与开放街区理念也似

乎不谋而合，但总体比较零散，且仅限于学术界的内部研究。《意见》中提到已建成的居住小区和单位

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等内容，故而一经公布便引起了广泛的社会争议。

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学术界对开放街区的特征形成了一些共识，例如开放街区尺度较小、道路网密

度较高、能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以及开放街区土地功能混合、公共空间开放性高、能有效避免城市

资源浪费等内容。其中，王守研等提出开放街区采用适度适当的开放模式能使其可实施性提高，例如实

施 “小区开放，组团封闭”的改造模式，避免为街区内部居民的生活带来不良影响[3]。查满宇等提出开

放式街区不意味着无限度地开放，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专门化研究，进而打造适宜道路网密度的生活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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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4]。曹诗怡等提出高通达性的网格状道路有利于开放式街区的建设以及城市道路网系统的完善[5]。

故而本文将开放街区总结为 “适度”开放的街区模式，应根据不同情况下适宜的街区尺度，进行

“大开放、小封闭”的改造。开放街区尤其应对城市支路系统做出贡献，有效分担城市交通与日俱增的

压力。（如图1）

图1 大院街区的改造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1.2 大学与城市交通的耦合

耦合是一个物理学概念，意指两个或以上的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现象[6]。耦合概念在交通领

域应用广泛，但多用于交通系统与其他城市系统的相关研究，例如旅游经济、居民出行或城市空间结构

等[6]-[8]。大学校园交通系统与城市交通系统具有很高的类同度，原本应紧密联系发展，然而人为的封

闭强硬地打断了两者之间的联系。故而在开放式街区发展下，重建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将是一个有效的

着力点。

然而近年来，开放街区的学术研究似乎 “有意”略过了大学校园，居住街区的相关探索却比比皆

是。现今国内有关大学校园交通的研究中，多从校园自身问题或规划设计策略视角展开[9]-[12]。其中与

街区开放理念有关的文章则较少，且多从宏观理论层面展开。小范围的校园内部交通改造只能解决局部

的症结，城市交通的毛细血管系统仍将处于堵塞状态。故而从大学校园与城市交通的耦合发展角度去探

索开放街区的实现将具有一定的学术与实践意义。

1.2.1 交通耦合实践

尽管国内相关交通发展模式的理论研究较少，但国外大学校园的开放性建设实际上已经较为成熟。

在国内大学校园开放性发展尚且处于萌芽阶段的情况下，国外校园超前的建设经验必然具有一定借鉴

意义。

例如美国高校与城市公交系统之间结盟的方式被称 “U-pass”。“U-pass”系统即校园公交通行卡系

统，通常是由高校与地方公交运营机构签订协议，然后以一定价格按年支付校内学生和教职工人员的交

通出行费用。校内人员可以凭借学生证等有效证件，乘坐包括校内城市公共交通在内的所有地方公共交

通工具。这种系统能加强校园与城市交通的联系，同时也能促进城市公共交通的扩展。与此同时，由于

其满足了校内人员的大部分出行需求，所以可以降低他们使用其他私人交通工具的可能性，进而减少校

内交通矛盾。

此外欧洲校园道路网大多与城市联系较紧密。但与此同时，校园的开放性发展也带来机动车通行量

的增长。对于这些问题，这些校区大多对机动车通行采取了一定的限制，以保证校园的生活环境不受到

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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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利物浦大学的道路系统直接由城市道路网构成[13]。通过在入口处或教学楼周边设置停车场，

其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机动车在校园内穿行的可能性 （图2）。维克多利亚大学则采用了 “核心教学区交

通环路”的布局，其提倡公共交通、非机动车和步行出行方式[9]。核心区四周的交通环路是机动车干

道，其将内部步行、非机动车区与外部机动车区隔离开来，进而减少机动车对校园学习环境的影响。

（图3）

图2 利物浦大学 （资料来源：

《小区慢速交通研究》）

图3 维克多利亚大学

（资料来源：《机动化背景下我国大学校园交通的优化策略研究》）

1.2.2 交通耦合模式

本文将校城交通耦合模式总结为 “小封闭”模式下的交通联动系统，即校园内部分道路可考虑作为

城市支路系统的一部分，其交通规划伴随城市交通规划的改变而改变。此外出于校园特殊生活环境与城

市公共交通发展的考虑，交通 “联动因素”应进行一定的限制，即鼓励城市公共交通与校园交通的耦合

发展，同时限制机动车的通行。（图4）

因为开放街区对于国内大学校园来说仍是 “陌生”理念，故而为了提高其可实施性，本文以华科主

校区为代表展开具体研究。

图4 大学校园与城市交通的耦合发展模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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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院街区———华中科技大学现状分析

2.1 校园外部———校园与城市的联系

2.1.1 校园内道路封闭性高

华科是一个传统的 “大院街区”，由原华中理工大学、同济医科大学、武汉城市建设学院合并成立。

本文主要研究范围为华科主校区，即其中的原华中理工大学范围。（图2-1）总体来说，华科内自建立

之初便保持了棋盘式路网，校内也一直实行传统的封闭式管理，校门的通行有严格限制 （图2-2）。

图2-1 1953年华中工学院布局 图2-2 华科校园出入口

（资料来源：《大学校园交通系统初探》）

2.1.2 校园与城市交通割裂

由于不能分担城市交通压力，华科与城市道路网便形成了割裂。以道路网密度为例，选取紧邻华科

的部分城市道路网计算，其约为6.9km/km2。（图2-4）而包含华科范围在内，一定范围的道路网密度

则直接下降至4.91km/km2。（图2-3）华科等大斑块街区、自然湖泊等直接影响到道路网密度的大小。

图2-3 华科在内的城市道路网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4 华科南边的普通城市道路网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故而每到上下班高峰期，周边道路就会出现严重的堵塞现象。尽管现在对鲁磨路和珞雄路都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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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加宽了道路的宽度，但是加宽道路并不是解决交通拥挤的最佳办法，其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机动

车出行。

2.2 校园内部———校园自身交通问题

2.2.1 交通出行需求———校园公交无法满足

华科校车的容量仍然较小 （图2-5），此外现状仅有三条线路 （表2-1），校车路线也比较单一，学

生常常需要排队乘坐校车。问卷结果显示，有80%的人都认为校车不够方便，存在数量不够等问题。

（图2-6）

图2-5 校车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2-6 人们对校车的看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表2-1 校车线路及站点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线路1  紫菘—汉口银行—科技楼—经管 （集贸）—喻园—东九教学楼—韵苑

线路2  南大门—图书馆—大学生活动中心—经管 （集贸）—喻园—东九教学楼—韵苑

线路3  南大门—图书馆—幼儿园—校医院—喻园

图2-7 人们到校车乘车点能接受的

最远距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8 人们在校园内常用电动车或自行车的

原因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因为学生从日常生活区域到乘坐上公交，有78%的人所能接受的最远路程为10分钟。（图2-7）行

人一分钟步行约40m～70m，大致取中间值50m，即最远约等于500m。故而本文以500m为半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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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主校区中公交站点的服务范围，得到其为84%。（图2-9）但因为校车容量太小等原因，能服务的人

数其实有限。有43%的人是因为校车不能够满足出行需求，才常常使用自行车或电动车。（图2-8）

故而尽管校车有优化线路和站点的需要，但本文更多考虑通过结合城市公交来填补不足。在增加开

放性、改善城市交通的同时，也可达到改善校内公交服务的目的。

图2-9 校车线路、站点及在主校区的服务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2 交通出行方式———非机动车占比较大

校车无法满足校内人员的出行，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非机动车交通出行方式占比较大。校园内有

44%的人常常使用电动车，有22%的人常常使用自行车。（图2-10、2-11）而非机动车因为行驶流线自

由、数量大，有时就会与行人形成冲突，进而为校园内多交通方式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在城市尺度内，提倡绿色交通工具有利于保护环境。然而在校园这种相对较小的尺度内，无限制地

提供共享电动车、共享单车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它们减少了部分潜在的购买者，但这部分人群的

数量实际并不多。相反它们激发了人们使用这些工具的积极性，原本采用步行方式的人可能会转向使用

这些工具，最终导致校园内电动车和自行车数量反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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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校内人员日常出行方式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11 校内大量非机动车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2.2.3 交通出行问题———各交通方式的冲突

实际上现今校园内机动车辆并不是交通主要矛盾点，有56%的人认为其有一定影响，但仅有11%

认为其影响很大。（图2-12）

图2-12 机动车是否对日常出行

有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2-13 华科内人车及步行流线

（资料来源：《大学校园交通系统初探》）

相反，更多是机动车流线造成了影响。学校通过收取停车费等措施限制车辆进入，却很少限制其通

行区域，导致车辆几乎能在整个校园内通行，进而造成一定矛盾。（图2-13）

此外由于校园内存在多种出行方式，加之机动车数量庞大，也就造成了多种交通方式的冲突。特别

是在上下课高峰期，多种交通方式共存会给校内人员带来不安全感。（图2-14）有67%的人认为它们影

响到步行时的安全感或与行人有较大冲突。（图2-15）校内多种交通方式的冲突实际上可以总结为行人

与其他各种私人交通工具的冲突。这也可以说明降低私人交通工具数量，提倡占据道路资源更少、通行

效率更高的公共交通工具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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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校内各种交通方式冲突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图2-15 非机动车是否存在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3 小结

一方面，大学校园类的封闭式 “大院街区”与城市普遍存在一定割裂，但华科的网格状路网有足够

潜力去进行校园开放性的发展。另一方面，校内交通出行需求不能满足，一定程度上导致交通出行方式

中非机动车的占比，故而引发本文所研究的交通问题。校外与校内层面的分析研究表明了城市公交与校

园交通耦合发展的可能性及必要性。

3 开放街区———华科与城市交通的耦合

3.1 校园与城市公交的耦合

3.1.1 校园内人员的需求

因为校内人员是增设公交后最直接的使用者，所以在思考校内交通与城市公交结合办法前，首先考

虑了校内人员的需求及意愿。近50%的人不太愿意校内结合城市公交，但也有近50%的人认为，只要

不影响其日常生活，并不太介意城市公交的入驻。（图3-1）由此可以得出，校内人员会担忧城市公交

影响其日常出行。但通过避开大部分日常活动区域和步行流线，即保证校内人员生活不受干扰，可以提

高他们对这种交通方式的接受度。

图3-1 人们对校内增加城市公交的看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2 校内日常活动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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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人员现在主要的生活区域为教学楼、宿舍和食堂。（图3-2）此外，考虑到其他需求，在本文

中也适当考虑图书馆、菜市场等活动区域以及相应的步行主流线。（如图3-3）

图3-3 主校区中主要活动区域及主要步行流线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依照人们的生活习惯划分划分4个主要生活区域，即最左侧西操场附近的生活区域、北侧喻家山旁

的宿舍区域、中间图书馆到校医院的生活区域，以及东侧东区宿舍和东一食堂处的生活区域。进而选择

主要活动区域较小、主要步行流线较稀疏的中间区域作为城市公交线优先选择区域。本区域也是教学楼

的集中区域，仅分布有少量宿舍。（图3-4）

图3-4 城市公交线优先选择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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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校园内道路的状况

校园内道路规整，对于城市公交引入有一定优势。在划分出公共路线的优先区域后，本文分析了校

园内道路的现状条件，进而判断哪些道路可达性更高，更适合作为公交线路。具体来说，本文中利用空

间句法分析了主校区道路的连接值和集成度。空间节点的连接值越高，就表示其空间的渗透性越好。而

集成度越大也代表空间单元的可达性和渗透性更好。

因为连接值和集成度分析中，颜色越暖的部分值越高，所以可以判断出可达性较高和渗透性较好的

道路。再去除其中集聚人群最多的部分，进而判断出较适宜作为公交线路的部分。（图3-5、图3-6）。

图3-5 主校区道路连接值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6 主校区集成度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例如南大门后区域，尽管可达性很高，但由于是礼仪性步行大门，并且道路弯折较多，不适宜作为

通车区域，故不考虑。同理，北侧和东侧部分道路可达性也较高，但由于是活动核心区域，也不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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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最终得到优先路线。（图3-7）

图3-7 公交优先路线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1.3 校外公交线路现状

除了校内人员需求、校内道路潜力外，也需考虑主校区附近现有公交线路或站点的分布状况，以考

虑公交线路的结合方式。其中校园外南边临珞瑜路，下铺设有轨道交通二号线，并设有珞雄路站和华中

科技大学站和光谷大道三站。珞瑜路临近华中科技大学主校区的路段上设有五个站点，而右侧喻家湖路

则设有三个站点。校区西侧由于出入口不多，外加是步行区，不能结合校内公交线路，所以不予考虑。

（图3-8）

图3-8 主校区旁公交站点现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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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雄路上珞雄路站和叶麻站直接靠近主校区，而其他站大多在在路对面。加之道路较宽，不能随意

转换方向，故而主要考虑与这两站的对接。喻家湖路上由于公交站点皆在校区一侧，且靠校区侧道路方

向向下，不能从下面的站点向上行驶入学校，故而主要考虑从喻家湖北站进入校园的可能性。

3.1.4 城市公交线路设计

由于幼儿园南侧道路距学校设施太近，为避免带来危险，改选科技楼旁道路。此外，由于东一食堂

左侧道路离食堂太近，在交叉路口可能带来危险，故而选择左侧直接通往光谷体育馆出口的道路。最

后，得到校内可能引入的两条城市公交线路。

一条是由喻家湖北站方向进入校区，经过喻园、机械大楼、关谷体育馆，然后出校区。另一条是从

由喻家湖北站方向进入校区，经过喻园、大学生活动中心、青年园，然后从南二门出校区。此外，共增

设8个公交站点。（图3-9）

图3-9 校内公交与城市公交线路结合设计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城市公交与校内公交尽量避免重叠，可弥补现状校车线路上的不足，如右下角处服务范围的明显空

缺。同时校车线路和城市公交线路相互配合，大部分站点间的换乘很方便，由此也能更好地服务校内人

员。此外在增设城市公交线路及站点后，由于学校和地方公交机构的合作，学生或教职工人员每月仅以

很少的费用便可乘坐这些公交在内的所有城市公共交通。而现有校车不论线路长短，每次收费1元。如

果经常乘坐，实际会带来不小的花费。实施中，学校前期可适当补贴费用，以提高学生等对其的接受

度。后期便可依照正常价格收费。

增设城市公交站点后，以500m服务半径计算，在校内层面，公交站点服务范围自84%增加到

92%。（图3-10）

另一方面，在城市层面，校内增设站点后，此片区的公交服务范围也自之前的45%提高到了80%。

（图3-11、图3-12）因校园较城市其他区域封闭，城市公交站点的服务不能仅以距离来测算。同时本文

仅是为了体现增设站点后公交服务范围的显著增大，由此说明增设线路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贡献，所

以本文未考虑较封闭西侧校区旁的公交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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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校内层面公交服务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11 城市层面原公交站点在华科校区的服务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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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城市层面增设公交站点后，在华科校区的服务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2 提倡步行交通与步行区

3.2.1 校园步行区域划定

图3-13 主校区步行区域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2.1.1 主校区步行区域

尽管在设计校内公交与城市公交的结合方式时，尽量避开了主要活动区域和路线，但不可避免会有

一部分重叠。此外，由于城市公交运量较大，比起校车给校内人员日常活动带来的影响也较大。人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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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对这种交通方式的接受度也并不高。故而本文中提出的公交路线仅是近年内可以优先实现的路线，未

来可能还会进行扩展延伸与修改。但都应避免进入步行量最大的核心区域。故而本文也划定了步行区

域，即 “机动车禁行区”。

步行区域内原则上只允许步行、非机动车和现状校车行驶，不允许机动车辆和城市公交车辆进入。

本文中根据主要活动区域和主要步行流线，划定了三片步行区和两条步行轴线。（图3-13）其中，左侧

步行区即紫崧公寓和西操场步行核心范围，北侧步行区即宿舍和集贸步行核心范围，东侧步行区即东区

宿舍和东一食堂步行核心范围。

3.2.1.2 主校区步行轴线

两条步行轴线即一条步行环路，和图书馆与集贸相连的一条道路。这两条轴线将三片步行区域紧密

联系在一起，是步行流量很大的道路。

3.2.2 步行区的交通管理

3.2.2.1 步行区域的管理

对于步行区域，步行者拥有优先通行权。并且为了保障机动车不进入此区域，在区域外边界沿线设

置相应的禁行标志。（图3-14）

此外，为了避免机动车辆强行进入步行区域，一方面，可建立机动车辆行驶巡查机制，校园步行区

内配置相应的巡查人员。也可在有条件的路段设置监控摄像头，以便能更好地对机动车违规情况进行处

罚。另一方面，采取物理措施阻碍机动车进入，例如在有条件的路口设置障碍物。（图3-15）

图3-14 步行区域标志 （资料来源：网络）

  

图3-15 路口障碍物 （资料来源：网络）

3.2.2.2 步行轴线的改造

而对于主要的步行轴线，除步行区域内部分外，机动车可以正常通行。但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以

达到降低机动车流量的目的。例如在道路旁增加花坛等，以使道路具有一定的曲折，不利于机动车的行

驶。一方面可降低车速，保证行人安全性，另一方面也可降低机动车选择这条道路的可能性。

3.3 管理校内的机动车交通

3.3.1 限制机动车的通行

校园与城市交通耦合发展背景下，如果不加限制，私家车可能会涌入校园。而为了提倡公共交通，

本文中主要限制的是公交以外机动车，即私家车的通行。除了步行区域禁止通行外，校内整体应实行一

定的交通管理。首先，对进入校区的私家车收取通行或停车费，以减少校园内私家车数量，同时避免私

家车在校园里长时间停留。

其次，对机动车行驶速度进行限制。校园内现今限行30km/h，未来可以对主要步行流线上车辆的

行驶速度进行更严格的限制，如限行2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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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机动停车场的设立

为了避免机动车，特别是私家车进入步行区，可在校园的出入口路段和步行区外围加设一部分停车

场。（图3-16）现状校内共有四处较大的地面停车场，除此之外，拟增加三处停车场，皆分布于步行区

外围。其主要利用现状空地或绿地进行设置。以300m服务半径测算，增设停车场后，停车场能够服务

中间大部分区域。司机停放车辆后，在5、6分钟内便能进入步行区。

图3-16 新增停车场后分布情况及停车场服务范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 结论

为了提高华科这类封闭式校园的开放性，减少校内和校外城市交通存在的问题，校园与城市交通耦

合发展是必然的趋势。但与此同时，校园开放性发展不应以牺牲学习生活环境为代价，故而应严格执行

机动车管制策略。

尽管个例研究可能存在一定的独特性和局限性，但总体来说，本文从另一个角度思考了高校交通问

题的解决思路及其与城市交通的耦合模式。其中也采取了一些之前校园研究中较少见的定量分析方法，

如空间句法。故而可为华科此类封闭式高校未来的开放性发展提供一定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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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国土空间与交通融合的国际经验借鉴与启示

章 燕 曹国华 王树盛 吴江月

【摘要】 交通空间是国土空间总体布局的基础框架，交通体系的构建对于国土空间的开发保护具有重要作用，在新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加强国土空间与交通的融合至关重要。本文总结了荷兰、德国两个国家在国土空间和交通规划实

践中的相互融合经验，并结合江苏省的实际发展情况，提出了四个方面的启示建议，为江苏省开展国土空间与交通规划

相关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国土空间；交通；融合；借鉴

1 国土空间与交通融合的必要性

交通空间是国土空间的本底要素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承载着国土空间发展要素的流动和自然

要素的保护，是国土空间各要素发挥作用的支撑基础。作为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交通设施用

地占城乡建设用地面积的20%左右，对国土空间布局影响重大。同时，交通与国土空间中的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关系极为紧密。生产、生活空间的布局决定了人口、就业岗位和产业分布，直接影

响交通的产生、吸引以及交通流的大方向和整体形态；交通设施的规划布局需尽可能避让生态和农

业空间，但相互之间的冲突难以彻底避免，需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来处理交通空间与生态空间、农业

空间的关系。

因此，在国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背景下，加强国土空间与交通的融合至关重要，

这也是主要发达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借鉴。

2 主要发达国家经验借鉴

2.1 荷兰经验

荷兰国土面积4.15万平方千米，人口密度超过400人/平方千米。在地少人多的情况下，荷兰政府

很早就开展了国土空间规划工作，提升空间发展质量和效率，其规划理念和实践成果在国际上享有盛

誉。荷兰的绿色交通发展成绩斐然，在0.51辆/人的小汽车高拥有水平下，荷兰公共交通和自行车系统

非常发达，有35%的出行由轨道交通与自行车换乘完成，这一显著效果得益于国土空间与交通的融合，

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1.1 荷兰空间规划体系的历史沿革

荷兰空间规划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

（1）管控性阶段：严格的土地利用管制

第一次国土空间战略 （1958～1965年）在战后重建、住房短缺背景下，采用 “去中心化”策略，

建立了国家-省-地方三级空间规划体系，形成了自上而下指令式的规划模式。第二次国土空间战略

（1966年）建立在 “郊区化蔓延、逆城市化”背景下，采用 “组团式分散”策略，形成了多中心城市结

构，有效抑制了荷兰的郊区化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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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展性阶段：促进经济和提高竞争力

欧盟市场一体化快速进展的背景下，第三次国土空间战略 （1970～1980年）开始重视城市更新，

促进城市形成增长核心，提高竞争力。第四次国土空间战略 （1988～2000年）进入从国土规划到区域

规划的转型期，土地管制有所放松，以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3）松绑性阶段：放权和去中心化

自由市场导向下，第五次国土空间战略 （2006～2018年）提倡 “给发展以空间”、“尽可能简政放

权”，鼓励自下而上的城市开发模式，对商业发展的空间进行了松绑和减少政府干预，同时简化了编制

审批程序。

（4）精简性阶段：面向未来、多规合一

国家层面编制 “环境愿景”，以 “国家利益清单”形式对国家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进行规划干预和

管控；省级层面编制 “环境愿景”，将多部门、多领域的规划进行多规合一，减少了专项规划的数量；

地方层面编制 “环境规划”，替代土地利用规划，具有法定性。

2.1.2 国土空间与交通融合

（1）不同发展阶段的空间规划采取不同的交通政策支撑

梳理荷兰交通规划的历史可以发现，其交通规划一直在两种不同的交通政策之间摇摆。一种是交通

需求侧的政策，通过减少对小汽车的使用来降低交通拥堵水平；另一种是交通供给侧的政策，通过建设

新道路或更充分地使用既有设施，来提高交通系统容量。

图1 荷兰交通规划政策倾向

发展示意图 图2 荷兰的ABC交通政策分区

在管制性国土空间规划阶段，交通政策聚焦供给侧；在发展性国土空间规划阶段，交通政策聚焦需

求侧；到90年代后希望通过区域规划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交通政策又转向供给侧；近年来又呈现从

供给侧转向需求侧的趋势。

（2）通过差异化的交通政策实现城市用地与交通需求的匹配

最具代表性的是ABC政策，其基本思想是将城市空间按交通区位特性划分为A、B、C三类区。A

类区为汇集市郊铁路、电车及地铁的城市中心区，该区域内提供非常有限的停车设施，每10名职工仅

提供1～2个停车位，通过良好的步道和自行车道配置促进绿色出行；B类区为拥有大容量公交车站且

高等级道路使用方便的区域，该区域内通过促进公交和自行车使用，避免小汽车通勤出行比例过高；C

类区为公交覆盖不足、高速公路和干线道路使用方便的外围区域，不限制小汽车的使用。在建设项目规

划选址阶段，A、B、C政策指引不同类型的企业与交通区位进行适配，达到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

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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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规划与空间规划从紧密互动转向深度融合

2018年以前，荷兰通过编制各种层次的交通规划来支撑和实现空间规划的意图：国家交通运输规

划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制定关键性的交通决策，实现与空间规划政策的紧密联系；较大的城市每10年更

新一轮交通规划，以支撑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和关键项目决策。在项目管理方面，国家层面制定 《多年

项目计划书 （MIRT）》，收录荷兰所有国家级的基础设施和交通具体项目，确保各层次规划的一致性，

地方编制交通行动计划，对具体项目位置、线路进行细化，并纳入地方土地用途图则。

2018年之后，荷兰不再单独制定交通规划和交通政策，环境愿景和环境规划即是交通规划，空间

与环境政策即是交通政策，保留了 《多年项目计划书 （MIRT）》。新一轮空间发展意向是构建 “城市网

络”，以高效的交通与基础设施网络作为支撑，实现交通规划与空间规划的深度融合。

表1 荷兰 《多年项目计划书 （MIRT）》基本情况

制定目的  将国家级的空间、基础设施和交通方面的具体项目统一收录，保持规划一致性

参与部门
 国家基础设施与环境部、其他政府部门、区域性机构、NGO和MIRT咨询委员会，汇聚他

们的目标、决策过程、专业知识和资源

决策过程  从一个宽泛的方案开始，通过透明的决策过程，一步步导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项目实施  结合地方政府发展实际，将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化发展相互协调，制定基础设施投资方案

2.1.3 借鉴要点

总结来看，荷兰国土交通规划的以下几点值得借鉴：①在各个发展阶段，交通规划都是空间规划的

重要内容和实现空间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②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空间区域采用了不同的交通政策引

导，改善供给和需求管理同等重要；③在规划和实施层面，从宏观到微观，都贯彻了空间与交通的深度

融合；④规划体系越来越精简统合，压缩专项规划数量，避免不同规划之间各自为政；⑤以项目清单和

实施方案的方式，保障重大项目的落地。

2.2 德国经验

德国是世界上国土空间发展最为均衡的国家之一，国土面积35.7万平方千米，总人口8300万，形

成了由11个都市圈构成的区域都市网络。这些都市圈占据了德国国土面积的55%，生活着全德国67%

的人口。虽然德国的小汽车拥有水平高达0.55辆/人，但以轨道为骨架的绿色交通却是主导，也是推动

德国国土空间均衡发展的关键。德国铁路总长度近5万千米，居世界前十位，多中心的高速铁路网连通

德国主要城市及周边国家，并无缝衔接重要的航空和铁路枢纽。都市圈层面的出行主要依托城际快速轨

道和市郊铁路，城市内部以 “轨道+步行+自行车”的模式为主。

2.2.1 空间规划体系

（1）历史沿革

在1618年～1648年快速涌现的小城镇发展态势下，德国采用了 “多中心、分散化”的发展思路，

这一阶段德国出现了70多个中心城市，奠定了德国空间相对均衡的基础。

两德统一之后，德国的国土空间规划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国土空间规划注重协调不同区域发

展的不均衡以及不同需求之间的冲突；之后，受可持续发展观念影响，国土空间规划需要兼顾后代对

国土空间的需要；近年来，国土空间规划强调塑造高效率的国土空间，提升德国参与世界竞争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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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现行空间规划体系

德国现行的空间规划体系包括空间总体规划和专项规划两部分。

空间总体规划分为联邦-州-区域-地方四个层级。联邦规划负责制定全国空间发展框架，协调各州空

间；州规划负责制定州各区域的发展任务，指导区域规划和地方规划；区域规划负责解决具有跨区域影

响的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区域内的不同要求；地方/市县规划包括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片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

专项规划侧重于特定领域及空间要素，包括跨地区的专项规划和地区专项规划两类。针对综合性空

间规划和专项规划可能产生的冲突，德国 《空间规划法》明确提出了专项规划的优先权，优先级高的专

项规划通常是跨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3）交通专项规划

交通专项规划是关注所有交通模式、交通目的和交通方式的专项规划。除了考虑交通系统内各要素

的相互作用，还需考虑交通运输与城市及区域发展间的相互作用。各层次空间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分

区规划等项目，以及大型交通设施的资金申请都需要交通规划提供数据和信息支撑。

2.2.2 国土空间与交通融合

（1）交通发展理念与模式逐渐向绿色交通转变

伴随德国发展的不同阶段，其交通发展模式也在不断转变。一是1945～1959年，郊区发展和自

由城市规划理念下，德国采用了 “便于汽车”的城市与交通发展模式，建设了大量高速公路、停车

设施，汽车急剧增长带来交通拥堵。二是1960～1979年，德国采用了 “轨道交通可达”的城市与公

共交通融合发展模式，在城市中心区域建设轨道交通，郊区采用公共汽车，大城市形成了多模式轨

道交通系统。三是1980～1999年，在 “文明、紧凑、绿色”城市发展理念下，鼓励快速轨道交通发

展，这一时期建设了大量城郊快轨线路；四是2000年后，在街道共享空间理念下，德国进一步加强

了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大城市绿色交通比例达到80%以上；五是2016年起，在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理

念下，交通发展模式转向 “维护优先于新建”，69%的资金用于现有交通网络维护和现代化改造，

31%用于新建。

（2）空间组织与交通模式的合理匹配

主要体现在轨道交通与国土空间的布局关系上。在德国，200千米以上的区域出行通过高速铁路进

行组织，实现了德国主要中心城市之间，以及与周边国家主要城市之间的高效联通，促进了德国城市群

的形成，同时高速铁路还无缝衔接着法兰克福机场、慕尼黑机场等国际航空枢纽与城市铁路枢纽，是德

国成为欧洲大陆重要交通枢纽的有力保障。在不同出行距离的适宜方式上，不同层级轨道交通实现多网

融合、多点换乘，100千米～200千米的中、远程出行通过城际轨道进行组织，保障了城市群内部各都

市圈之间的紧密协作。50千米～100千米范围内的出行通过市郊铁路完成，是都市圈有序运行、协同发

展的重要支撑。30千米～50千米的城市内部出行，则以城市轨道为主导进行服务，保障了各大城市的

交通运行效率。

（3）交通规划与空间规划的紧密互动

横向来看，从欧盟-联邦-州-区域-地方五个层次的空间规划均有相应的交通规划提供支撑，且两者

之间互动反馈。以地方交通总体规划为例，交通体系的构建需与城市总体战略目标相匹配，与空间规划

的相关要求相协调，空间规划中交通运输相关的目标、要素和要求也会纳入到交通规划中。此外，交通

规划还会从交通角度参与空间规划中的商业区、居住区、学校等用地的规划选址决策，协调气候、健

康、能源以及效率等其他空间规划目标等。

纵向来看，交通规划需要考虑上级规划和下级规划之间的依存关系，如联邦交通规划、州交通规划

和地区级交通规划之间，不同层级的空间规划得到整合和统一。这种横向和纵向的互动机制，使得德国

的交通规划与空间规划的融合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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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德国交通专项规划与空间总体规划的关系

2.2.3 借鉴要点

总结来看，德国国土交通规划由以下几点值得借鉴：①发展理念随时代而变，逐渐由小汽车主导发

展走向绿色交通和可持续发展模式。②规划层次清晰、传导机制顺畅。各层次空间规划均有与之对应的

交通规划作为支撑，联邦-州-地区三层次的交通规划由上下传导、反馈，实现整合统一。③明确了以轨

道交通多网融合、多点换乘为主体支撑城市网络的形成和发展。

3 对江苏的启示

可持续发展是国土空间规划、交通规划的总基调。荷兰确立了 “绿心”、“缓冲区”空间，并非常重

视农田保护，使荷兰成为世界上的农业出口强国，自行车交通更是闻名世界。德国也由早期的小汽车导

向迅速转向了绿色交通发展，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对 “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坚持是今天所见荷

兰、德国美丽国土空间的主要原因。对于 “一山二水七分田”的江苏而言，生态基底良好，河湖密布，

但工业化对环境保护也带来的巨大压力。在未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中，以绿色交通引导国土的节约集约

利用，才能实现开发与保护的双赢。

轨道交通主导的城市网络格局提高了国土竞争力。在欧洲一体化、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荷兰、德

国寻找到了一条独特的保持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方式，即以轨道交通网络连接形成城市网络，利用便捷

的交通系统，相互借用机场、港口、体育场馆等公共服务功能，使得每个城市在功能上与大城市媲美。

江苏土地资源有限、县域经济发达、城市密度高，与荷兰、德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可以借鉴网络城市

模式，通过建立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引导形成城市群，提高区域分工协作水平，提升发展质量和生

活品质。

交通与空间融合是建立绿色交通发展模式的关键。绿色交通的发展不仅在于绿色交通设施供给的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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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更在于项目所产生的交通需求与项目交通区位的高度匹配，荷兰ABC政策充分阐释了这一点。对

于江苏省而言，轨道交通发展进入加速期，城市更新工作也将有序开展，通过制定相应的空间政策、交

通政策，强化建设项目规划选址与交通区位的适配性，依托公共交通站点开展新城新区建设和城市更

新，有助于促进公交优先、慢行友好发展，建立以绿色交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交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衔接应畅通有效。荷兰、德国均建立了多层次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和交通规划编制机制。虽然近年来，荷兰精简了规划编制数量和下放规划编制权限，但对于重大交通设

施项目，国家具有直接干预地方规划的权利，保障了建设项目的空间需求。可以预见，在全新的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编制全面开启之年，交通项目从规划到实施遇到各类冲突矛盾是必然的。因此有必要理顺交

通规划编制的技术框架和工作机制，这将有助于交通规划编制工作的有序开展。

4 结语

交通基础设施对国土空间具有重要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应当加强国土空间与交通规划的融合研究工

作，使交通更好地服务于国土空间的保护和利用。江苏具有生态基底良好、县域经济发达、城市密度

高、轨道交通发展加速等特点，与德国、荷兰有一定的相似性。本文借鉴了荷兰和德国在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编制内容以及国土空间与交通融合等方面的经验，对江苏省开展相关工作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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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思路与实践

刘光新

【摘要】 本文以盱眙县为例，阐述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关键因素与治理措施。从小城市的空间条件、供给约束、需求

特点几方面分析得出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关键因素包括街区尺度、路网容量、出行环境品质。提出五大治理策略：一是

缩路网、限退线，构建小街区密路网；二是优化慢行网络设计，打造高品质慢行空间；三是提升公交覆盖于服务水平；

四是因地制宜多种方式挖潜停车资源；五是加强街道、背街小巷的综合整治，提升慢行活动空间。文章创新地提出了

“小街区”模式的 “3S”原则，即 “小间距、窄街道、小退线”；在老城区采用半立交等多种方式挖潜停车资源，加强停

车需求管理；在 “小街区密路网”模式下，用地开发应以不影响交通活动空间为原则，营造街道活力。

【关键词】 小城市；绿色交通；交通治理

0 引言

目前我国大城市交通治理的研究和关注较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小城市的交通拥堵也逐渐常

态化。以盱眙县为例，近年来机动车保有量、小汽车出行比例 “双高速”增长，有限的道路资源难以满

足持续增长的小汽车出行需求，使得道路拥堵加剧。许多小城市出现公交发展掉入陷阱、公交客流不进

反退的现象，以及慢行出行品质不佳、满意度不高等问题。要破解以上 “城市病”，必须贯彻绿色交通

发展理念，落实以公交和慢行为导向的发展策略，扭转小汽车为主导的现状发展模式，缓解和治理城市

交通拥堵问题。本文结合 《盱眙县绿色交通规划》，阐述小城市交通拥堵成因，提出基于绿色交通理念

的综合治理措施。

1 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关键因素分析

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关键因素是什么，主要制约因素有哪些？盱眙城市尺度不大，其当量直径约

12km，因此交通出行以中短距离为主，且其出行链以单次出行为主，居民通过两次及以上出行完成活

动的意愿不大。由于盱眙地形起伏较大，不太适合对体力要求高的自行车出行。因此，未来城市交通组

织方式，中短距离出行以慢行交通为主体，中长距离出行由公交、小汽车方式承担。总结影响绿色交通

发展的关键因素包括三个方面：空间条件、供给约束及需求特点。

图1 城市尺度与地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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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空间条件：街区尺度过大，建筑退线距离大

目前盱眙现状街区尺度旧城区约为270m×325m，经济开发区约为500m×580m。同时建筑后退距

离大，拉大空间距离感，也会对步行可达范围造成较大影响。街区尺度是核心制约点，街区尺度直接影

响到步行可达性，对中长距离的公交出行和中短距离的慢行出行都形成制约。

图2 街区尺度、建筑后退距离分析

以典型地块网格、道路宽度24m为算例计算各道路间距和建筑退线距离情景下的土地使用效率、

建筑前区面积率、道路面积率等指标。过大的建筑退线距离，会降低用地使用效率。同样，过大的道路

间距，也会降低道路面积率。在建筑退线距离较大的情况下，要保障土地利用效率达到一定的水平，就

必须采用道路大间距的形式；同时要保障一定的道路通过能力，道路宽度也必须要达到一定水平之上，

进而形成了 “宽马路+大间距+大退线”的情形。因此道路宽度、建筑退线、道路间距与土地使用效率

几个指标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如果不减小建筑退线，很难实现 “小街区”模式。

图3 典型街区相关指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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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街区尺度与影响因素与用地效率的关系分析

“小街区、密路网”的路网结构提升了慢行与公共交通的出行便捷度，是否影响机动车流的通行效

率？研究小尺度街区的在不同交通流量下的运行特性，将路网由疏至密排列成四种不同路网模式，对四

种模式下车流运行建立微观仿真模型，然后对比各种路网模式和不同交通需求情形下的路段平均行程车

速指标。低密度路网在交通需求较低时车速较高，但车速随交通需求的增长下降更快，在较高的交通流

量下其服务水平低于高密度路网，因此 “小街区、密路网”更可靠，更不容易造成拥堵。

图5 不同路网模式下车流平均车速比较

必须指出的是，在路网密度相同的情况下，也必须优化道路网形态、连通性，相同路网密度不同路

网形态也会影响路网运行特性和绕行距离。

图6 相同密度不同形态下绕行距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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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供给约束：路网容量约束，道路资源偏向以车为本、公交优先不足

随着盱眙县经济与用地规模的发展，路网容量将形成约束。通过交通模型测试小汽车充分发展和

“公交+慢行”优先发展两种情景下的交通出行结构：情景一小汽车充分发展，则会导致部分主干路道

路饱和，进而造成交通拥堵；情景二公交和慢行优先发展，能有效缓解道路拥堵情况，提高盱眙县交通

运行效率。

图7 小汽车充分发展与 “公交+慢行”优先发展情形下的路网容量对比

1.3 需求特点：以中短距离为主，对出行环境要求高

针对居民出行需求进行意愿调查，中短距离出行 （＜3km）中，步行、非机动车占据了绝对优势；

中长距离出行 （3km～5km）则呈现出非机动车、小汽车、公共交通三足鼎立的情况；长距离出行 （＞

5km）主要以小汽车和公共交通为主。影响居民慢行出行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是出行空间、配套设施、

安全性等因素。

图8 居民出行意愿特征

2 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措施

策略1：缩路网、限退线，构建 “小街区密路网”

“小街区”模式的 “3S”原则，即 “小间距、窄街道、小退线”，三者是影响公交接驳范围、制约

步行可达性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土地使用效率、建筑前区面积率、道路面积率等关键用地指标。“小

间距”要求道路间距不超过150m，80m～120m最适宜步行。“窄街道”要求道路平均宽度应小于24m，

以双向两车道为主。“小退线”要求建筑退线应在0～5m之间。“小街区、密路网”的理念在规划具体

落实中，在增加道路供给时，应更多着眼于提高道路网的密度，而非一味增加道路的宽度，建议小城市

应减少甚至避免规划六车道以上的城市道路。

（1）加强支路网建设，增强山水慢行空间可达性

盱眙作为典型的山水城市，要提高休闲慢行品质，提高山水空间的可达性。规划打通旧城区淮河滨

河绿道与各山体公园之间的支路，根据交通需求红线宽度分别规划为12m和18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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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典型支路打通与断面形式设计

（2）增加路段过街设施，交叉口窄化设计

在盱眙老城区主要的人流集中节点，通过增加路段过街设施、缩小交叉口的方法提升过街环境及安

全性，提高慢行出行品质。交叉口的尺度决定了行人过街距离以及机动车的速度。通过交叉口窄化设计

不仅可以缩短行人过街距离，也降低机动车车速，提高过街安全性。

图10 路段、交叉口过街设施改善示例

（3）设置建筑退线最大要求，加强退界空间管理

过大的建筑退线导致道路两侧建筑之间的步行距离过长，不利于步行舒适性的营造。设置新建建筑

的退线最大值 （＜3m），打造小尺度的街区。对现状退线空间大于3m的情形，可结合实际设置停车带

并加强管理，打造绿化小品形成丰富多彩的街道空间。

图11 建筑退线空间改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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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2：优化慢行网络设计，加强慢行节点空间打造

在慢行网络规划的基础上，对重要节点慢行设施进行优化空间设计，重点加强对公交站点、商业节

点、景观节点的打造。绿色生活步行廊道主要依托城市内部河流侧岸亲水空间，串联城市主要公共绿地

公园、大型居住区等，为居民提供滨水宜人的休闲、健身、交流空间。缤纷生活步行廊道是城市居民享

受公共服务、参加商业活动、促进人际交流的重要场所，也是优化慢行环境的重点。

图12 慢行空间改善示例

策略3：提升公交覆盖与服务水平

针对现状公交覆盖率较低、优先力度不足的问题，坚持 “服务分区、功能分级、枢纽转换”的理

念，构建布局合理、出行安全便捷、换乘高效的公交客运网络。近期重点是以优化现状公交线网、发挥

新建公交枢纽和首末站的功能为主，远期重点是完善提升盱眙县公交干线网。

图13 中心城区公交线网与场站改善方案

策略4：因地制宜，多种方式挖潜停车资源

老城区停车资源较为紧缺，往往形成 “停车难—交通秩序混乱—交通拥堵—停车难”的恶性循环。

采用多种方式挖潜停车资源，传统的方法包括利用空置用地建停车场、利用小区内用地建立体停车场、

利用小区建筑后退空间建设体停车场等方式。结合盱眙地形起伏较大的特点，建设半立体停车场，提高

小区内土地利用效率。另外，结合道路交叉口窄化设计，通过缩小路口增加路边停车带的方式增加停

车位。

在增加停车位的同时，也需加强老城区停车管理，规范停车秩序，引导停车需求向外围转移，同时

鼓励老城区内企事业单位夜间停车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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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半立体停车场与交叉口窄化方式挖潜停车资源

策略5：加强街道、背街小巷的综合整治提升活动空间

在 “小街区密路网”模式下，用地开发应以不影响交通活动空间为原则，营造街道活力。临街建筑

的底层宜采用通透的开门开窗朝内处理，建筑窗墙比不小于50%；街道界面保持连续性，贴线率应大

于75%；设置临街商业设施以供交流、聚人气，临街商业设施比例不小于80%。

图15 小街区密路网模式下街巷空间整治示例

城市背街小巷指城市现状建成区范围内存在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公共服务设施破损缺失、市容环

境卫生 “脏乱差”等问题的街巷和支路。背街小巷大致分为交通型、生活型和出入型三类，对不同类型

的背街小巷需要不同的规划策略应对。重点采取管控路边停车、改造市政设施、建设街头绿地广场、提

升整治城市家具、提升整治建筑物外立面等措施，提升老城区活动空间、改善环境质量。

表1 背街小巷分类整治策略

分类 功能 沿街特征 规划侧重

交通型
 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增加车辆通行能力，

促进交通微循环
 以建筑立面为主，开口较少

 完善基础设施，改善

市容环境

生活型
 有效扩充城市商业功能，是满足居民日常生活

需求的重要场所

 以商铺为主，城市管理要素

居多

 增添公共服务设施，

提升文化品质

出入型  城市车辆通行的末端，满足地块进出需求
 沿街有少量开口，部分地面

停车等

 完善基础设施，实施

立面改造

614



3 结语

在目前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基本固化的阶段，要对小城市交通精准治理，必须因城施策、多管齐下。

本文探讨了绿色交通发展理念下小城市治理思路，在城市尺度较大的大城市，还需采取多方式协同的合

理交通组织方式。在坚持绿色交通发展理念同时，也必须提升精细化的管理水平，多管齐下方能缓解和

改善交通拥堵。

作 者 简 介

刘光新，男，博士研究生，浅谈小城市绿色交通治理思路与实践，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4156218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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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背后的政府治理

———美国智能交通发展历程回顾与启示

刘 川

【摘要】 新技术在交通领域大量运用，正确引导其发展是政府面临的重要课题。通过回顾美国智能交通历程，观察社

会变迁和技术涌现下美国智能交通的应用部署、政府角色转换和引导策略。研究发现呈现四方面特征：1）聚焦具体问

题开展研究和应用部署；2）通过政策法案和规划进行动态引导；3）注重发展共识建立和修正4）具有明晰且严格的应

用孵化流程。结合我国当前形势提出三方面启示：1）需要理解交通系统的社会性，通过分步推进和有效评价，凝聚发

展共识；2）需要关注技术带来的负外部性，强化社会成本管控；3）注重新技术与交通学科融合，从流程再造、组织变

革、价值整合三方面进行探索。

【关键词】 新技术；政府治理；智能交通；美国

0 引言

以交通大脑、智慧高速、移动终端交通服务等为代表的平台、基建和出行服务发展已猝然升温。交

通既是规模庞大的公共投资领域，更是受众广泛的公共服务，其发展政策牵涉大量公共资源投入、关联

政策协调和社会群体反馈。如何理性看待和应用新技术，已成为政府提升交通治理能力的关键议题。

长期以来，美国、日本、欧洲在智能交通发展中走在前列，国内既有研究以跟踪剖析国际前沿应

用[1-3]、探索智能交通应用技术[4-6]、研究区域及城市智能交通系统架构[7-10]为主，缺乏新应用孵化和治

理的相关研究。本文梳理美国新技术与交通结合的历史脉络[11]，尝试剖析在社会背景、技术发展、交

通应用变迁中美国政府的治理经验，希望为当前我国百花齐放的智慧交通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1 美国智能交通发展历程

（一）1980年之前：道路网络和机动化需求快速增长，智能交通处于启蒙探索阶段

美国汽车文化在20世纪初开始形成。二战后，伴随军工制造优势向汽车制造转变以及中产家庭向

郊区转移，美国在1940～1970年间机动化增长迅速。面对小汽车出行增长，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

邦公路资助法案，开始了大规模的洲际公路建设。随着洲际路网建设和机动化需求增长，交通安全问题

和拥堵问题逐步凸显。1960年代，联邦政府开始着手安全标准的制定 （包括安全带配置、保险杠高度

等），出行导航、匝道管理等出行信息服务和管理技术也在这一时期开始浮现，见表1。1966年美国交

通运输部成立，开始加强综合交通管理。

表1 1980年之前美国智能交通代表性研究和项目部署

研究或项目

部署名称
开始时间 内容简介

驾驶员辅助信息

与路径系统

（DAIR）

1960年代

中叶

 1966年通用汽车公司开展驾驶员辅助信息与路径系统研究 （信标导航），但因未能召

集足够资源，项目未实现落地部署；1960年代末，公共道路管理局召集通用公司、福特

公司开始一项叫着实验性路径引导系统 （ERGS）的项目，研究车辆和陆侧之间的无线

电通信 （radio）概念，并在华盛顿等地区测试；到1970年代，该项目由于高昂的基础

设施费用而未能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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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或项目

部署名称
开始时间 内容简介

艾森豪威尔高

速路匝道管理

（RPM）

1963年

 1950年代以线圈监测和动态信息标志技术为基础，开始了匝道管理研究。1963年第

一次部署在芝加哥艾森豪威尔高速。1972明尼阿波利斯在匝道控制中引入公交优先车

道，至此匝道控制广泛使用。

公交车辆自动

定位系统

（AVI）

1970年代

 1970年代地图匹配算法开始出现，1971年RobertL.French基于该算法开发了自动

路径导航系统，实现实时路径导航。在导航和定位技术发展下，北美公交机构研究了第

一个早期的公交车辆定位 （AVI）系统，提供车辆位置信息，利用了基于陆侧信标的地

图匹配算法、地磁等早期技术。同时，建立了公交、高速公路等交通管理中心 （TMC），

收集和处理天气、速度、拥堵、事故等信息。

（二）20世纪80年代：交通安全、拥堵和环境问题凸显，社会各界针对新技术应用开始广泛研讨

随着交通增长以及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交通拥堵、安全和能源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同

时，随着计算机、探测器、通信和GPS等支撑交通改善技术大量浮现，政府、产业界、咨询公司、

学术界逐步意识到技术潜力，也开展了一些实验项目，见表2。在广泛研讨下，1989年成立了一个

称为 “Mobility2000”的非官方组织，该组织首次提出了智能车路系统概念 （IVHS，即后来的

ITS），并促进了后来美国智能车辆和道路协会的形成 （IVHSAmerica）。与此同时，美国州公路运

输协会 （ASSHHTO）、公路使用者联合会 （HUF）等相关团体也就联邦公路资助的重要方向进行了

广泛研讨。在1989年，有关资助智能车路系统技术的第一次国会听证会举行，对后续智能交通发展

影响深远。

表2 20世纪80年代美国智能交通代表性研究和项目部署

研究或项目

部署名称
开始时间 内容简介

加州燃油节约交通

信号控制系统

（FETSIM）

1983年
 以减少燃油消耗和排放为目标，通过对本地机构提供资助、培训、技术支持

去改善信号配时，是最早的全州性项目之一，也为全国范围应用打下了基础。

洛杉矶自动交通监控

和控制系统

（ATSAC）

1984年  第一个整合车辆探测和闭路电视，并且实现协调信控的项目。

重型车辆电子

牌照项目 （HELP）
1984年

 1984亚利桑那州和俄勒冈州建立了电子牌照项目，研究商业车重移动检测以

及自动车辆分类 （AVI）技术。后来成长为美国和加拿大边境地区联合示范项

目，实现跨境自动扫描清关和称重。

军方自动陆上

驾驶车辆 （ALV）
1985年

 ALV是1960年代末移动机器人 （Shakey）项目的延伸，在1985年项目仅能

实现了3km/h的直线移动，两年后项目自动车辆能够适应变化曲线和坡度，同

时对障碍物实现一定程度避让。

国家联合公路研究项目

03-38（NCHRP03-38）
1987年

 研究和评估新技术对交通运行的改善作用，寻找最有前景的技术和系统。该

项目评估了当时的出行信息、交通控制、自动车辆控制系统，提出国家IVHS

系统的紧迫性，指出需要国家计划，去开发、验证和实施先进交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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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世纪90年代：从建设向管理和维护转变，国家启动引导智能交通技术研究和联合部署

计划

20世纪90年代，美国洲际高速公路建成，在技术层面互联网等新技术涌现，采用技术提升效率成

为时代主旋律。199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多模式陆路交通效率法案 （又称冰茶法案，ISTEA），鼓励通

过先进技术应用去提升交通安全性和效率。与此同时，美国智能车辆和道路协会 （IHVSAmerica）成

立，联邦层面开始智能车路系统 （IVHS）构建，主要着眼基础研究、运行测试、技术转化和促进实施

等工作，而且明确内容框架即先进的交通管理、出行信息、商用车辆运营、公共交通运营、车辆控制系

统 （AVCS）等。

1994年，美国交通部意识到多模式交通的重要性，官方明确用ITS一词替代IVHS，以扩展智

能交通内涵。同年，交通部成立ITS联合项目办公室 （ITSJPO），该组织作为美国智能交通项目整

体规划管理、标准研究和项目部署、推广的重要领导机构，至今发挥着重要作用。1997年美国国会

通过21世纪运输平等法案 （TEA-21），法案明确至2003年间新一轮联邦资金投入研究、培训和标

准制定，以及都市和乡村的具体项目部署中，同时交通部ITS项目进入研究和技术部署并重阶段，

见表3。

表3 20世纪90年代美国智能交通代表性研究和部署项目

研究或项目

部署名称
开始时间 内容简介

Pathfinder项目 1990年
 Pathfinder是一个车载信息系统项目，部署在南加州圣莫尼卡高速公路走廊

（1～10）沿线，旨在提供事故和拥堵条件下的路径导航。

AdvantageI-75项目 1990年

 是一个包含电子通关、动态称重、车辆自动识别等技术的商用车辆运营系统

（CVOS）项目。项目成员包括联邦公路管理局、六个75号公路沿线州、奥克

兰多、加拿大交通部、美国和加拿大的货车协会、各种货运公司等。

电子收费系统

（ETC）
1991年

 1991年俄克拉荷马州收费公路项目是美国第一个ETC系统。同时E-ZPass

跨机构组织成立，旨在打造一个兼容的收费系统，涉及7个相互独立的收费机

构，遍布纽约、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

FAST-TRAC项目 1992年  一个小规模的交通控制系统测试平台，由密歇根的奥克兰县开始。

TravTek项目 1992年

 TravTek是一个车内出行信息系统和导航设备，项目主要目的是获取驾驶员

对于TravTek的可接受度，由美国汽车协会、联邦公路管理局，佛罗里达州公

路局、奥兰多市、以及通用汽车公司联合开发。

Guidestar项目 1992年

 Guidestar项目涉及智能车路系统技术的研究和部署项目，由明尼苏达州运输

部和明尼苏达大学交通研究中心联合开展。早期由联邦公路局支持，在双子城

进行个人无线通讯设备的信息接收和发送测试，测试系统效率、用户感知等。

智慧公交项目

（SmartBus）
1990年代

 联邦公交管理局和丹佛当地交通部门，测试GPS技术在改善公交车队管理、

适时服务和事故快速响应方面的应用。

（四）21世纪初10年：关注技术和应用整合，利用ITS改善交通的整体意识增强

21世纪初10年，通讯、云计算等技术大大提升了信息存储、获得和分享能力。在1999年获得专

用通讯频段后，美国智能交通越来越重视车与车、车与基础设施间通信，希望通过协同带来交通改善，

开始强调交通技术及服务功能的整合提升。2003年交通部发起一项叫做车辆基础设施整合的项目

（VII），包括美国交通部、洲和地方政府、汽车制造商、相关技术提供者、顾问咨询公司等公私部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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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这一概念开展了系列研究和测试，发展到今天即车联网系统。

2005年美国国会通过交通平等法案 （SAFETEA-LU）。法案延续在ITS项目中的资助，但提出将

发展重点聚焦移动能力和生产效率提升，开始引导技术应用的方向而不是技术本身。强调跨学科的技术

联合以及跨交通方式的ITS运用，整合解决交通管理、事故管理、收费问题、出行信息服务等问题，

促进智能基础设施、车辆和控制技术的整合等，见表4。法案还要求交通部制定国家ITS发展规划、成

立ITS咨询委员会、在国家层面建立ITS系统架构和技术标准等。

表4 21世纪初10年美国智能交通代表性研究和项目部署

研究或项目

部署名称
开始时间 内容简介

511：国家出行

信息号码
2001年

 2000年联邦通信委员会指定511作为全国统一的出行信息提供号码。2001

年第一个511出行信息系统在辛辛那提北肯塔基大都会发起，随后向全州和全

国推广。

Clarus项目 2004年
 Clarus项目由美国交通部发起，旨在向道路管理者和用户提供天气信息，以

改善交通运行和维护状况。

美国军方无人驾驶

车辆挑战赛

（DARPAGrand

Challenge）

2004年

 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在加利福尼亚州巴斯托郊外举办的一场军方赞助的

自动驾驶车辆挑战赛，该项目当时目标是加速技术发展，以在危险的军事行动

中替代人。随后该赛事发展成为全球竞赛，促进了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很多

参加挑战赛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进入了著名的私营自动车辆发展项目。

辅助驾驶系统

（DAS）
2005年

 2005年美国在IVI技术基础上，与车辆制造企业合作开展基于车辆的安全系

统测试 （IVBSS），由密歇根交通研究所 （UMTRI）针对追尾、车道变换、驶

出路外等问题开展研究。这项研究成就了现在的防撞警示、驾驶辅助系统、车

道偏离提醒等，并在2007年，这些功能引入豪华车上，现在已扩展至大众车

型中。

新一代911系统

（NG911）
2005年

 早在1968年美国开始建立用于应急救援的911系统。2005年美国高速公路

安全管理局和美国通信信息管理局合作，利用新技术建立新的911系统，911

系统中心与公众可以进行文本、图片、音频和数据传输，通过信息传输和数据

共享提升应急响应能力。

综合交通走廊

管理项目 （ICM）
2006年

 2006年美国交通部发起了综合交通走廊管理项目。该项目首先在达拉斯、圣

地亚哥、明尼阿波利斯三地选取了拥挤的多方式交通走廊进行测试。研究目标

是有效的协调高速公路、城市道路以及公交运营，通过网络预测、在线仿真、

实时响应，使得管理者更加清楚当前和预测期走廊交通运行情况，从而提供决

策支持。

拥堵创新治理

（CongestionInitiative

UPA＆CRD）

2006年

 2006年美国交通部发起了一项叫作拥堵创新治理项目，包括通过收费、发展

公交、远程工作、ITS等综合措施降低拥堵，目标就是证明各项部署整合考虑

的重要性。项目包括促进城市合作和缓堵示范两个重点，通过提供资助在若干

大都市地区实施。

（五）2010年以后：应用向自动驾驶、互联车辆和移动终端出行服务聚焦，企业成为应用研究和部

署主体

2010年以后，通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进一步发展，在既有智能交通常态性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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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美国智能交通更加聚焦自动驾驶和互联车辆领域。另外，基于定位和智能手机的新应用也影响着

ITS市场，并引领着共享出行的趋势，比如Uber、Waze等，见表5。

联邦政府通过21世纪维持领先法案 （MAP-21法案，2012）和地面交通促进法案 （FASTAct，

2015）继续维持ITS的财政支持，以保持智能交通应用的完善和提升。此阶段智能交通新应用面临的

技术挑战、市场不确定性、以及资本需求大大增加，面对自动驾驶等前沿应用，美国联邦交通部与许多

科技、汽车龙头企业形成广泛合作，比如谷歌、梅赛德斯-奔驰、特斯拉、沃尔沃，在全球范围内都在

测试无人驾驶技术，世界顶尖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都在研究和发展不同的技术以满足无人驾驶车辆所需

要的特定系统。在这一合作过程中，更多的是市场和企业力量在集聚资本和技术，美国政府更多的是为

技术的发展扫除障碍，同时平行推进与技术相关联的社会效应评估[12]。

表5 2010年代美国智能交通代表性研究和部署项目

研究和项目部署

的主要领域
开始时间 主要内容简介

华盛顿交通部主动

交通需求管理

（ATDM）

2010年
 采用车道上方标志提供预先的交通状况数据，包括可变限速标志，引导降低

速度等。

RealTimeInformation

Synthesis（AERIS）

研究项目

2010年

 获取与油耗、排放相关的交通运行数据，研究多模式交通中如何促进绿色交

通选择，以及通过技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如采用无线通讯和协调控

制策略，控制靠近和驶离交叉口车辆匀速行驶。

联网车辆安全试验

（SafetyPilot）
2012年

 2012年在密歇根州安阿伯部署了联网车辆安全试验项目，这是规模浩大 （超

过2700辆车）的网联车辆测试项目，利用DSRC通讯技术开展避让和驾驶测

试。基于测试2014年美国高速公路安全管理局发布了关于V2V通信技术的综

合报告，以及相关规则制定建议。（报告包括技术可行性、隐私问题、安全问

题、经济和安全效益等）。

联网车辆部署试点

（CVPilot）
2015年

 2015年美国交通部选择三个地方，开展联网车辆部署计划。包括在怀俄明州

南部Ⅰ-80公路部署联网车辆去改善安全和促进卡车移动效率提升；在纽约重

要交通走廊，部署V2V和交叉口通信技术，以提升车流和步行安全。在佛罗

里达州的坦帕测试双向高速公路车道上测试综合安全性和移动能力。

 联网车辆部署项目目的即观测影响、探究技术和非技术的障碍。项目融合

V2V和V2I技术，项目鼓励在私营企业、洲、公交机构、商业车辆运营商、货

运公司等间合作，同时对成本收益进行评价。

完整出行项目

（CompleteTrip

ITS4US）

2019年

 完整出行项目旨在打破出行障碍，面向所有人提高移动能力和可达性，尤其

针对老年人、儿童、残疾人、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改善他们在整个出行过

程中的可达性和移动能力。

企业的自动驾驶

（Self-Drivingcar）
/

 传统汽车制造商采用渐近技术路线，通过软件和机械改善，不断提升车辆自

动化水平，以逐步替代驾驶的局部活动。然而，当下传统的汽车制造商被像谷

歌、苹果、特斯拉这样的技术巨头联合起来，追求更加突破性的无人驾驶方

向。尤其谷歌无人驾驶在2010年前后走进公众视野，不断在各地增加部署测

试，追求高度复杂的城市环境下的无人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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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国智能交通治理特征

2.1 聚焦具体问题开展研究和应用部署

研发部署始终围绕社会关切问题开展，且每项应用都有具体目标。效率提升是各阶段关注重点，进

入新世纪后安全问题越来越被重视，成为研发的两个主要目标。另外，能源利用和环境污染问题 （如

AVI、FETSIM）、公平出行权利问题 （如CompleteTrip项目）等负外部性管控项目也有具体应用予以

研究，见图1。

值得注意，1987年开始的NCHRP03-38项目并不是一项具体应用研究，而是针对当时若干应用评

估，从而指出需要转向国家层面引导和部署的转折性研究。另外，自动驾驶是当前政府、科技企业、汽

车产业界研究焦点，但由于技术本身效益的不确定性，政府更多关注创新合作环境和负外部性管控研

究，而不是技术本身研究，更不是应用或者服务直接采购。

图1 代表性研究和部署的主要目标分布示意图

2.2 通过政策法案和规划进行动态引导

在美国ITS发展史上，法案和规划是美国联邦政府促进ITS发展的两大政策手段，见图2。其中，

联邦交通法案以资金资助为锚，牵引ITS研究和发展方向；以规划 （或计划）为纲领，明确不同时期

发展重点和目标，且通过具体项目测试不断反馈评价，脚踏实地的从具体项目应用中吸取认识，引导技

术迭代和政策演进。

从1991年综合运输效率法案 （ISTEA）开始，美国开始从全国层面重视ITS的研究和开发。1997

年面向21世纪运输平衡法案 （TEA-21）后，发展重点转向技术应用项目的大量部署。到2005年

SAFETEA-LU法案开始强调引导技术应用的方向而不是技术本身，强调跨学科的技术联合以及跨交通

方式的ITS运用，要求建立ITS系统架构和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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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ITS相关政策法案和规划变迁示意图

2.3 注重发展共识的建立和修正

美国联邦对于智能交通引导，建立在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咨询公司等各方共识之上。通过战略

引导、具体项目聚焦、研究程序递进来不断聚焦新技术应用，用联邦有限的财务资助来凝聚社会投资和

发展共识。通过政策法案固化共识，通过规划明确阶段重点，进而通过具体测试项目形成真实反馈，最

后基于技术可行性、成本效益、工程效果、社会影响、用户接受度等综合反馈，不断发展共识。整个治

理架构面向新技术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但又有着明确的推进议程和评价反馈环节，见图3。

图3 美国ITS发展共识形成和修正流程示意图

424



2.4 具有严格明晰的应用孵化流程

在新技术应用孵化时，针对具体应用美国交通部智能交通联合办公室具有一套明晰完整的工作流

程[13]，包括技术识别、研究与测试、证明价值、推广应用、标准化和维护提升五个工作阶段和内容，

见图4。通过分阶段、闭环工作路径，有效避免了技术应用的盲目性，对技术可行性、成本效益、市场

和用户接受度进行了非常审慎的研究和评价。

图4 具体应用项目孵化流程示意图

3 对我国当前智能交通治理的启示

3.1 理解交通系统的社会性，通过分步推进和有效评价凝聚发展共识

交通不是单纯的物理系统，关乎生命价值和时空权益，任何创新应用都会对安全或群体权益构成潜

在风险，需要在严密的政策议程中获得推进力量和积极反馈。新技术应用应建立在发展共识基础上，不

能一蹴而就或者一哄而上，必须通过战略规划和分阶段计划谨慎推进。需要基于现实交通困境开展，而

不是技术和设备的堆砌。通过基础研究和开发、运行测试、技术转化等环节不断凝聚共识，并在各个环

节有侧重的开展第三方评估，见图5。在宏观层次上需要凝聚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制定政策和规划，

以引导发展方向。在具体的项目上，需要建立测试、评价、反馈机制，通过审慎程序实现反馈修正和强

化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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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新技术与交通创新融合治理阶段和评价重点建议

图6 新技术应用下的两种供给模式

3.2 关注技术带来的外部性，强化社会成本管控

在新技术应用实践中，出行个体是需求方，企业和政府构成供给方，不同主体具有不同的成本范

畴。出行个体关注每次出行的时间和费用成本以及出行体验。企业从个体成本降低或者效用提升中寻求

市场空间，然后在财务投入回报分析下，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开发及应用决策。上述两个主体的供需对

接，往往能够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但由交通出行的负外部性，主要包括空间和能源消耗、空气污染

等，往往需要政府进行政策调控和规制 （如共享单车、网约车等），见图6模式A。该模式下产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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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由企业完成 （即市场接受度），政府需要在适当环节进行外部性评估。为了减少城市试验带来风险，

外部性的事前管控应优于事后，宜通过成立交通政策委员会或第三方机构进行专业评估，由政府设定准

入条件。

第二种模式，即新技术企业向政府提供技术支持，然后由政府面向出行者提供产品和服务，该模式

下政府同时承担产品效益 （市场接受度）评估和外部性管控双重职能，对政府的前段评估能力要求很

高，需要建立系统性或标准化的评估体系，否则政府会面临较大财务和治理风险，见图6模式B。目前

我国多地呈现大额智慧交通技术设备和系统采购均属此模式，需要通过多方参与和评价机制完善，以及

政府角色转换，强化应用创新的目标管控，实现政府和企业风险共担和有效分工。

3.3 注重新技术与交通学科融合，既传承经验，又引领变革

技术对社会的变革是永恒且不可完全预期的，但变化中一定会延续科学规律和人文价值。传统交通

学科涵盖规划、设计、建设、管理不同环节，建立在人因、力学、社会学、经济学、运筹学等多学科支

撑和实践基础上。交通学科已建立的指标体系、技术路线、尤其系统学科思维应该被高度重视。

可从三个维度观察新技术在交通中的应用；第一，新技术赋能传统方法，如手机大数据在交通规划

中的应用、视频及人工智能技术在管理控制中的应用等，该类应用主要实现流程再造，应做好新技术与

传统技术的优势互补，比如导航技术带来便利但它将城市道路均等看待，然而规划价值体系里理应保留

静谧的支路和街道。第二，模式创新引发组织变革，如滴滴和共享单车利用移动终端平台，创新实现了

供需信息对称环境，进而引发运输组织变革，该类应用应做好负外部性管控。第三，系统性和前瞻性是

技术应用的更高要求，要求应用本身具有知识传递能力，能将既有的学科领域、不同环节的知识图谱进

行整合，以有效的处理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技术与人文、经济与社会等关系，这也是新技术和传

统交通学科共同的目标。

图7 新技术与传统学科融合应用示意图

4 结论

技术本身只是工具，能否有效应用是关键。通过美国智能交通发展历程回顾，可发现社会背景、技

术涌现、交通应用互为因果、同步演进，而美国政府对发展目标、政策和路径的有效引导，促进了新技

术在交通系统中的有效应用。对于当前我国智能交通治理有三点启示：（1）需要通过立法、规划以及孵

化路径规范，建立分步推进和有效评价机制，以化解财务、技术和社会性风险，利于政府、企业、学术

机构、市民 （用户）等主体间达成发展共识；（2）需要关注技术带来的负外部性，在企业进行的交通服

务模式创新中，建立外部性评估机制，通过预先干预减少风险；在政府采购的交通系统或服务中，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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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具体交通问题，建立系统性、标准化的评价机制；（3）重视新技术与交通学科融合，对技术经验进

行传承，对技术手段、管理思维进行革新，实现流程再造、组织变革和价值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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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导向的城市既有功能区更新发展机制研究

潘 璐 刘春雨 郑瑞山

【摘要】 城市更新作为城市既有功能区生活品质、交通环境改善的重要举措，围绕既有轨道交通站点开展TOD规划设

计工作也是北京及众多一线城市面临的重要课题。以往国内TOD实践多集中在城市新城及外围新建区，以TOD为导向

推动既有功能区更新发展的实例仍较少。本文从二者开发模式、规划体系等方面的差异性对比入手，通过具体案例研究

总结当前国内城市既有功能区TOD开发面临的挑战：缺乏清晰灵活的政策法规指引、协调多方利益矛盾困难、不完善

的公众参与及反馈机制等。并针对问题挑战，基于北京市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规划及地铁13号线扩能改造为背景，为未

来同类型城市既有功能区借助TOD理念推动城市更新发展提供部分启发及意见。

【关键字】 城市更新；TOD理念；政策法规；公众参与

新型城镇化发展时期对城市发展提出更高要求，逐步由粗放式转向精明式，增量式转向存量式，城

市更新俨然成为重要的推动手段。自1993年卡尔索普总结提出TOD理念至今，国内城市在新城及外

围新建区轨道站点综合体开发方面有众多实践。针对城市既有功能区、既有轨道站点周边，轨道交通建

设往往滞后于城市建设，协调功能混杂的建成区及用地权属、提质升级低效利用土地及低价值空间将是

新时期TOD为导向的城市更新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五道口启动区

建设为背景，对比借鉴深圳、东京、北京等地在TOD发展及再开发方面的实践，探索政策法规、投融

资模式、社会治理及公众参与等机制创新，以期更好地运用TOD模式引领城市更新。

0 引言

图1 现状铁路及地铁13号线沿线站点位置示意图

1.1 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启动区背景

京张铁路作为中国人自主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于1909年全线通车；为更好地服务北京冬奥会，

助力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2019年京张高铁建成并通车，在五环内采用地下隧道的形式，原有地面

京张铁路线也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区域内地铁13号线作为北京市第一条全线采用 “地面+高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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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城市轨道线路，于2003年全线通车，五环内线路走向也与京张铁路线较为一致，轨道站点也多为地

面及高架形式。

随着北京城市的快速发展，铁路及轨道线对沿线两侧交通联系、城市风貌品质的影响也越发突出。

早期轨道站点设计也较少考虑到站点周边过街交通需求，如大钟寺站位于北三环南侧、京张铁路线西

侧，但仅有的两处出入口均分布于西侧，北侧、东侧居民必须通过较长的过街天桥进入轨道站厅层，轨

道站点与周边商业办公综合体衔接同样较差。

1.2 更新发展机遇

随着公众对绿色公共活动空间愈发重视，未来京张铁路地面空间将规划建设一条长达9公里的带状

遗址公园，五道口站周边作为先行启动区已显现公园雏形。京张铁路遗址公园的建设为城市既有功能区

轨道沿线风貌改善、交通品质提升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大钟寺站周边明光村区域作为重要的城市更新试点地区，规划管理部门也正稳步推进项目设计

建设工作，五道口、知春路、大钟寺、西直门等沿线轨道站点都将结合13号线扩能改造有较大变

化，未来大钟寺-西直门段将采用地下线形式，既有站点改造及新增轨道站点都将缝合轨道沿线两侧

交通联系。

1.3 更新发展挑战

既有功能区内具备良好的区域历史特色、人文特征，人口规模及人口结构相对稳定，且轨道沿线更

新机遇用地相对分散且较小，以低效利用土地及低价值空间为主，与新建区TOD开发在规划体系、土

地获取、公众参与、实施主体等方面存在较多不同。

表1 城市新建区与既有功能区TOD开发模式差异情况

城市新建区TOD开发 城市建成区TOD再开发

规划体系
 总体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等不同层次统

筹协调轨道交通及站点规划，落实管控原则及要求

 缺乏清晰的规划层面政策指导

 多为城市更新试点模式

 一事一议

土地获取
 明确的已有土地出让方式：附条件招拍挂、土地作价

出资、特定土地开发等

 需统筹既有土地权属所有者共同参与区

域更新改造从而确定

公众参与  多为规划成果意见征集形式  以直接受益者的身份参与规划

实施主体  较为单一  较为多元

通过城市更新的模式提升轨道交通服务及一体化质量，同时避免TOD绅士化、同质化等问题，对

城市更新发展机制也提出了众多新挑战：

（1）较为单一的TOD开发及城市更新模式与复杂权益主体的匹配

较为单一的政府或投资方一元主导的更新模式也易造成TOD规划效率与公平的失衡，缺乏公众参

与活力。拆迁补偿、土地收储重新出让作为城市更新重要的手段，也是规划管理部门使用较多的城市更

新模式。在规划管理部门、投资方、权益相关方博弈协调过程中，规划管理部门具有较高的话语权，有

助于推动项目实施，起到改善民生、城市风貌环境能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易成为TOD绅士化、同质化

问题的重要诱因。

（2）公众参与度的提升及TOD规划设计与社区发展愿景的融合

对于既有城市功能区及轨道沿线社区而言，居民作为轨道站一体化开发最直接的使用者，在规划设

计的最初阶段缺乏更有效、更具影响力的反馈机制。公众及社区代表对轨道站点出入口、一体化设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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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功能等TOD规划设计内容了解较少。公众低参与度不利于项目推进，也影响居民、管理部门及投资

者间凝聚力的形成。

（3）权益相关方预期目标的统筹及社会公共投资的公平和效率保障

既有城市功能区TOD再开发过程中，多方权益所有者、社区公众、规划管理部门之间达成一致的

规划目标需要协调更新过程中短期开发利益与长期规划、个体项目与总体发展目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

益、项目规模及周边设施容量与环境承载力间的矛盾。

城市更新过程中，低效利用土地主要通过提升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风貌来实现

TOD综合规划，并以此吸引社会投资实现资金平衡。在减量提质的发展新时期，保障政府投资密度不

断加强的重点区域能获得预期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兼顾社会公共投资公平与效率也是TOD为导向的

城市更新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

（4）TOD为导向的城市更新综合实施机制的构建

既有城市功能区更新及再开发需要围绕TOD综合开发投资、规划、设计、运营等环节构建长期有

效、高质量的综合实施机制。以京张铁路遗址公园沿线更新改造为例，地铁13号线扩能改造工程预期

2025年完成，低效利用土地更新周期同样较长。

保障沿线土地权属者、社会资本长期参与和推动城市更新的主动性需要完善的综合实施和利益分配

机制。理解TOD为导向的既有功能区再开发与新建区TOD开发的异同点，避免单一的政府主导模式，

协调市级政府管理部门与区级管理部门投资比例，丰富权益相关方共治共享参与机制均是新时期城市更

新面临的重要挑战。

2 国内外城市既有功能区TOD再开发实践

本文以东京、深圳及纽约在城市既有功能区推动TOD再开发的实践案例为研究基础，提炼分析政

策引导、投融资模式、社区治理、公众参与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为国内城市未来更新改造过程中更好地

运用TOD理念提供参考借鉴。

2.1 东京土地再开发

东京以其高效的轨道交通网络及站点高密度土地开发著称，其轨道站点一体化开发及再开发也成为

众多城市学习借鉴的典范。东京都轨道交通系统包含了公营、半私营及私营的轨道线路，众多站点周边

地产开发项目同样归属于轨道运营公司。权益相关方及公众自发推动了众多轨道站点再开发项目，这与

日本完善的土地再开发政策、投融资模式及公众参与机制息息相关。

2.1.1 政策引导及鼓励

一方面政府通过清晰的政策法规引导公共交通投资，可提高社会资本参与既有功能区TOD改造积

极性；另一方面不同权益相关方可借助土地再开发工具寻求土地价值捕获，并获得政府补贴、容积率奖

励，保障TOD规划实施效果。1969年 《城市重建法》明确指出再开发项目实施目的及原则，旨在提升

城市生活品质；1989年 《住房-铁路一体化法》进一步规定政府、住房部门可在未来轨道沿线指定某

些土地重划区域，通过土地重划/再开发项目指定区域的几位土地所有人为新轨道线路提供路权[1]，综

合运用土地置换的方式实现集约最大化运用。

政府部门负责场地调查、土地整合和开放空间基建成本的1/3以及1/2的公共基础设施成本；规划

部门审核再开发方案时可提高指定区域最高容积率或通过不同土地权益人协商实现容积率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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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土地重划/整理示意图 （译自：筑波快线的土地重划/整理，千叶政府，2009）

2.1.2 再开发项目实施指引

基于政府明确的政策法规支持，众多再开发项目实施公司组成再开发协会，定期发布不同城市更新

改造项目信息、意向以及项目实施流程指导，为权益相关方、社区居民等、投资主体等提供清晰明确的

实施指引及政策宣贯。

图3 城市再开发项目实施主体及流程指引

（译自：UrbanRenewalCoordinatorAssociationofJapan）

2.1.3 完善的投融资模式

再开发项目在实施前期为原有产权人提供多种获取资金的方式，引入债务保证审查委员会第三方组

织保障投融资渠道的畅通及安全。通过明确的股权划分、投融资渠道协调金融机构、再开发公司、地方

公共团体、民间再开发促进基金、社区居民等不同群体共同参与再开发项目建设。原有产权人既可选择

保留土地所有权作为不动产股权长期持有，仅出让地上建筑物使用权，享受后期轨道站点综合体运营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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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也可通过一次性转让获取相应的补偿。

图4 城市再开发公司住宅/商业部分投融资及审查机制

2.2 深圳轨道站点综合开发实践

深圳特区自成立以来也在不断摸索国内轨道站点综合开发，通过试点更新的形式逐步优化综合开发

土地出让制度约束、政府主导型TOD开发投资成本高等国内TOD实践领域面临的常见壁垒。

2.2.1 土地出让政策创新

深圳在土地出让政策方面不断创新，对于TOD导向的城市更新发展具有较强的前瞻性。2001年深

圳地铁1号线建设时即通过地铁建设管理规定鼓励轨道沿线物业开发，给予地铁公司开发沿线土地、物

业管理权限；2010年则进一步细化轨道交通物业综合开发的若干原则及模式。

由于彼时土地制度不允许政府将用作商业开发的用地采用划拨或低价转让给地铁公司，这对国内轨

道站点周边一体化开发存在一定阻力。2012年深圳作为国土资源部、广东省政府关于土地管理制度改

革的试点地区，尝试完善和创新土地使用领域政策法规。通过土地作价出资、带特定条件的招拍挂及地

价返还、土地一级二级联动招标等形式，管理部门可将轨道周边用地使用权以较合理的价格及渠道转让

给项目公司[2]，引导地铁公司、城市更新项目公司全流程参与TOD开发实践。

表2 深圳市关于站城一体开发若干政策法规

时间 政策法规 重点解读

2001年
《深圳市地下铁道建设

管理暂行规定》

 鼓励轨道沿线物业开发：明确 “地铁公司对经批准取得的地铁沿线规

划用地享有土地综合开发权和物业管理权；综合开发的地价按未建地铁

时的地价核定出让，收益应全部用于地铁建设

2010年
《深圳市轨道交通条例

（征求意见稿）》

 明确轨道交通物业综合开发的原则、开发方式、范围、综合开发利用

规划、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和价格

2012年
《深圳市土地管理制

度改革总体方案》

 国土资源部、广东省赋予深圳深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先行先试的历史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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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时间 政策法规 重点解读

2013年
《深圳市国有土地使用权

作价出资暂行办法》

 明确政府可将土地作为资产直接注入地铁公司，采用协议出让形式，

规土委负责用地出让及监管，国资委管土地获取后如何开发运营

2018年
《关于完善国有土地供

应管理的若干意见》

 产权归政府非营利性服务设施、交通等几类用地恢复划拨的土地供应

方式

2.2.2 多元融资结构

根据薛露露，方琬丽等人[2]2015年与深圳地铁集团调研访谈资料显示，深圳地铁及上盖物业开发

融资模式同样经历不同发展时期，伴随城市政策更新不断摸索实践。由早期 “政府资金为主，银行贷款

为辅”过渡到 “引入公私合作、土地出让金”，再衍变至第三期规划引入 “公司债/票据/融资租赁”优

化轨道建设及一体化开发的资金结构。

图5 不同时期深圳地铁及上盖开发融资结构示意图

通过优化土地出让形式、调整政府公共交通资金投入类型及比例，规划管理部门不断引导轨道站点

一体化开发与城市更新项目协同，合理创新融资渠道。一方面可减小政府财政资金压力，降低原先带特

定条件招拍挂的操作风险，另一方面地铁集团、物业开发公司也将充分参与市场竞争，有助于更高效地

落实TOD理念。

2.2.3 工作机制创新

深圳市同样积极响应市场发展需求，创新城市管理部门协同工作机制，由摸索实践形成的规划决策

及管理指南转向发布具体的政策法规、指导意见实现条文化、规范化。减少传统的政府部门包办管理，

实现跨部门、跨咨询团队的多专业协作，通过规土委牵头，发改委、交通委、地铁集团、项目开发公司

等多方共同参与开发地块前期选址、方案讨论工作，最大限度保障轨道沿线土地溢价潜力[2]，真正将

TOD理念落实到城市更新工作中。

图6 轨道站点区域更新改造工作机制创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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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纽约高线公园综合开发实践

2.3.1 积极高效的公众参与

纽约高线公园作为著名的铁路遗址保护公园，一度因政府维护资金成本高面临拆除风险，线路所有

图7 纽约高线公园多方协商过程示意图

者铁路公司CSX最初与纽约市政府、区域周边地产所

有者前期均倾向于拆除派。后期在非盈利组织 “高线

之友”的牵头下，协调纽约市政府提供规划设计竞赛、

艺术展览等公众参与活动促使权益相关方意识到沿线

TOD综合开的收益，最终予以保留。

2.3.2 共治共享，健康的融资收益模式

纽约高线公园建设分三期完成，第一期、第二期

建设成本主要来自纽约市政府、纽约州及联邦支持，

1.5亿美元的投入预期为高线公园沿线多个项目的发展

带来超25亿美元的增值。第三期建设时政府支出仅占11%，其余多来自募集形式
[3]。“高线之友”作

为高线公园的运营管理平台，引领沿线居民、物业管理者共同参与高线公园营造及维护，通过募捐、运

营收益、商品销售等形式维持健康的融资收益模式。依据2017年高线之友财务报表
[4]数据，全年超过

98%的收入资金来自募捐及活动运营收入，政府支持 （属其他来源分类）小于1%。

图8 2017年高线之友非公益组织主要收入来源

3 未来北京既有功能区城市更新启示

北京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及运营历史悠久，1998年四惠车辆段上盖物业开发也是内地首个TOD综合

开发项目。2004年城市总规即明确提出TOD的交通发展策略，后期开展了众多TOD开发研究及具体

节点环境织补提升工作。但由于城市轨道线网二期规划相对滞后于城市发展速度，城市四环路于2000

年左右贯通，五环路则于2003年建成，与此同时轨道线网仅1、2、13号线，众多既有轨道站点与周边

用地衔接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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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东京相比：北京五环内面积与东京都23区面积相当，但北京轨道交通出行分担率差距较大，中

心城轨道出行率仅15.4%，同时期东京都23区轨道出行率达58.6%；五环内轨道站点1000m人口覆

盖率约61%，东京都23区轨道站点800m人口覆盖率约96.6%；城市布局结构同样有较大差异。与深

圳相比，北京在城市更新政策试点、土地出让方式同样存在一定制约。但以TOD理念为导向的城市发

展同样适宜北京既有功能区城市更新工作，实现高密度、多样性、良好设计等TOD典型特征。

3.1 通过更新试点的形式给予权益相关方一定的规划自主权

以北京地铁13号线大钟寺站明光村更新改造区域为例，现有土地既包括东升镇集体土地，也包含

铁路局、地铁公司、首开集团等国有土地。若通过传统的土地收储再出让、拆迁补偿等更新模式，启动

资金及后期运营风险对于单一开发商都较为沉重。统筹不同权益相关方规划目标并鼓励各自主责片区更

新开发既可以提高TOD综合开发质量，同样可降低政府的公共财政投入。

北京可通过更新试点的形式提出区域建设总量上限及轨道站点一体化建设指标上浮要求，尝试给予

多方权益主体一定的规划设计自主权：

（1）各政府部门协调规划咨询单位、土地权属所有者深度参与，根据建设资金缺口，评估土地出让

规模、出让形式以及政府投入过程中土地及资金比例，确定开发规模；

（2）充分宣贯TOD开发理念及管控要求，协调与统筹规划目标；

（3）组织不同权属所有者积极参与土地重划/再开发工作，创新工作机制；

（4）提高市场化、专业独立的TOD规划及开发运营组织参与度

3.2 继续完善顶层规划，形成政策法规条文

北京也在不断实践轨道交通与土地规划融合发展并发布相应的规范条文，2018年底出台了 《关于

加强轨道交通场站与周边用地一体化规划建设的意见》，针对轨道一体化建设规范、设施要求均提出了

具体意见。新一轮控制性详细规划首次纳入轨道站点周边一体化管控范围的划定及用地类型正负面清

单、管控指标等细则内容，对于TOD导向的城市更新有一定的鼓励作用。

表3 北京市街区控规轨道重点站核心范围内用地正负面清单

轨道重点

站类型
类型说明 正面清单 负面清单

综合型
 位于商业、办公区或其他公共

功能为主的区域

A2\A42\A51\A6

B1\B2\B31\B4\F3

社区型  位于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区域
A2\A33\A41\A8、

B1\B31\B4\B9、F1\F2

特殊型
 大型交通枢纽、车辆基地等

区域
 结合站点具体分析

不宜：A42\A54\A59

G2、R1、S5、U1

不应：A52\A53、B32、D1\D3、

G4、M1\M2\M3、U2\U32、

W1\W2\W3

后期针对既有功能区城市更新同样应继续完善顶层规划，探索试点部分区域街区控规阶段相对灵活

的规划策略，提出规划总量上限规模及主导用地功能，不细分具体地块规划指标，形成严守底线、统筹

市场需求的空间控制导则。鼓励社会资本合规参与城市更新重点区域内TOD规划设计，提供存量用地

及低效利用土地建筑规模转移机制，完善土地分层管理、土地出让模式指南手册，形成有法可依的政策

法规条文。

3.3 积极探索投融资平台建设，优化项目融资结构

减少政府主导型资金投入，未来轨道规划建设及市郊铁路改造利用应鼓励市区两级管理部门共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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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资金平衡工作，提升社会资本参与度。创新多元融资模式不仅有助于缓解财政资金压力，形成利益共

同体，同样可降低技术经验不足、资金管理经验不足、不熟悉土地出让及规划管理制度带来的建设运营

风险。通过轨道站点更新改造实现周边用地功能升级转换、土地溢价，获取长期效益。

3.4 多元、深度、丰富的公众参与形式

对于城市既有功能区轨道站点周边更新改造项目，多元、深度的公众参与及社会治理模式也是影响

TOD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京张铁路遗址公园五道口启动区规划设计实践之初，规划咨询团队积极协

同规划部门、街道办事处、园林绿化局、铁路局等多部门形成良好的沟通平台，通过京张历史文化展

览、国际设计周、专家座谈访问等活动提高公众、利益相关方参与区域城市更新的热情。

城市既有功能区更新发展机制中提升公众参与品质及深度可重点借鉴以下内容：

（1）结合街道责任规划师、社区代表等多组织定期圆桌会，互相交流反馈现状问题，提出规划畅想；

（2）定期组织社区居民、青少年参与社会活动，鼓励公众发现社区生活中存在的不足，了解社区治

理工作，并提出相应的个人看法；

（3）通过案例解读、展览宣传等形式提升公众对轨道站点一体化开发的认同感；

（4）积极与社区企业、机构及城市更新管理部门合作，协调利益相关方参与轨道站点更新改造过程

面临的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间的矛盾，统筹轨道一体化发展目标；

（5）通过多种新兴多媒体媒介 （如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宣传轨道站点再开发项目历史背景、进

度、发展目标等，可形成具有品牌效应的周边产品，提升公众参与热情。

4 总结

城市更新背景下的TOD发展对于未来城市环境品质的提升意义重大，协调既有权益相关方与社区

居民当下实际利益与远期发展畅想间的矛盾需要现代化、科学化、综合化的社会治理水平。规划部门、

咨询设计团队、社区街道、土地权属所有者及公众需共同参与既有功能区更新发展规划，并形成良好的

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本文尝试通过对不同城市TOD导向的既有功能区更新发

展实践过程中面临的差异化问题挑战及实践探索的分类总结，以期为未来不同类型城市在既有功能区

TOD实践及城市更新手段提供案例参考，并针对具体项目开展深入的方案比选及策略推敲，共同营造

更加绿色、可持续、以人为本的人居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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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示范区交通协同发展及实践途径研究

许 佳 顾 民

【摘要】 交通发展是长三角地区实现 “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示范区交通不仅是交通系统内部的融合，

更应体现交通与城市、交通与区域发展的融合。本文所理解的 “生态绿色一体化”是基于示范区区域本底特征、城乡发

展阶段以及互联互通实际需求提出的交通协同发展模式。以此为导向，借鉴一江一河规划、风景道规划、科创小镇等实

践经验，以交通为载体通过交通与环境、交通与旅游、交通与创新产业的融合，探索示范区交通一体化实践途径，为区

域交通一体化相关政策和规划实施提供参考。

【关键词】 长三角；生态绿色；交通一体化

0 引言

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全文公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批复公布，明确将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在内的2300km2的区域

作为 “示范区”，提出 “生态优势转化为新标杆、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一体化制度创新试验田、人与

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的战略要求。交通发展是长三角地区实现 “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和保

障，应当深入研究 “生态绿色一体化”交通发展内涵。

1 示范区交通发展内涵

1.1 基于区域本底需求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包括上海的青浦区、江苏的吴江区和浙江的嘉善县，位于苏浙沪两省一市交界

处，处于沪宁、沪杭两大通道夹角区域。示范区行政面积2300km2 （含水域面积约350km2），城镇呈分

散组团式布局，2018年底常住人口311.6万人。示范区地处江南水乡，生态环境本底优良，太浦河、

太湖、淀山湖、汾湖、元荡、祥符荡等河湖荡漾水网密布，蓝绿空间占比达69.2% （图1），先行启动

区蓝绿空间占比达77.5%，是长三角区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地，拥有7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16个省

级以上历史风貌保护区、5个国家级特色小镇，是江南水乡古镇集聚地区。

图1 示范区蓝绿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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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总体规划方案，示范区将统筹生态、生产、生活三大空间，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不搞集

中连片式开发，打造 “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集约型”空间格局，形成 “两核、两轴、三组团”的

功能布局。

因此，示范区区域本底需求至少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蓝绿空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综合立体交通网

络的支撑，而不仅是陆上交通；另一方面，示范区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较高，未来还将发展创

新经济和旅游康养产业，对交通设施建设标准和服务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2 基于区域发展诉求

“生态绿色”是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诉求。示范区除了青浦、吴江、嘉善城区以外，大部分是蓝绿空

间为主的非城镇地区。城镇地区和非城镇地区都应当遵循各自的运行规律，寻找高质量交通发展途径。

对于城镇地区而言，一般会存在两种高质量交通发展类型：一种是当建设区规模扩张到一定程度时

导致城市问题十分突出 （交通拥堵蔓延、城市环境恶化、生活品质下降等），城市被迫采取交通需求管

理措施，国际上典型案例如伦敦、新加坡在面临城市交通问题时采取了 “一扬一抑”两方面治理措施，

包括核心区实行严格的小汽车控制政策、提高完善公交服务等，从而调整了出行结构，遏制了核心区交

通恶化趋势。示范区所在城市包括上海、苏州、嘉兴均已不同程度面临以上情境。

另一种类型是城市创立初期提前预设理想交通发展模式，主动引导绿色交通出行，进而影响城市空

间紧凑布局，典型案例如瑞典大斯德哥尔摩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形成了以轨道交通为发展轴线的城

市形态，并通过轨道交通串联起周围的新城镇，虽然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富有、汽车保有量最高的地

区，但是却形成了以公共交通和慢行为主体的交通出行结构。示范区的西岑科创中心、汾湖高新区和嘉

善高铁新城可以类比这一类型。

对于非城镇地区而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基本处于各自城市的边缘，从空间功能来说，是人

类丰富活动与自然多样过程高度融合的区域，是 “自然-社会-经济”高度耦合的复合生态系统
[1]，如淀

山湖周边地区、东太湖地区、太浦河生态廊道、青西郊野地区。同时，非城镇地区处于基础设施网络的

末端，供给短缺、衔接不畅甚至覆盖空白都是末端带来的弊病。早在2018年出台的 《长三角地区一体

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中就提出了第一批17条断头路建设计划，而跨省市交通服务不足、交通管理对

接困难一直是一体化的焦点。因此，针对非城镇地区自然属性强、基础设施弱、协调对接困难的特点，

需要更具包容性和自发驱动力的发展方式，包容性是指能够兼顾通勤、旅游和保护等不同目的，自发驱

动力是指能够在投入产出间寻找平衡、自我成长的运营机制。

1.3 基于一体化发展要求

示范区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先行先试。回顾长三角地区交通研究历程[2]，从1982年开始主

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上海经济区的形式出现的，涉及城市包括江浙沪16个城市，

这个阶段主要关注高速公路的互通提速；第二个阶段是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出现的，涉及城市包括3省

1市的26个城市，这个阶段关注点由公路转向轨道交通；第三个阶段是以长三角一体化区域出现的，

覆盖3省1市全域，这个阶段关注点由中心城市间廊道构建向网络化交通格局转变、由被动式发展向空

间结构重组和城市更新的主动发展转变。

因此，“生态绿色一体化”要求下的示范区交通，应当实现以下规划意图：

1）由单一方式、单一通道 （节点）向全方式、网络化交通转变，因地制宜、因需施策地提高网络

联通水平、提高区域枢纽和重要通道的保障水平、满足重要空间保护要求；

2）由基础设施建设向出行服务构建转变，主动适应交通需求差异和品质提升要求，灵活组织多模

式交通、提升智慧化运管水平，形成面向通勤、旅游、商务等多目的出行服务体系；

3）由自上而下、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治理、多方利益共享的建设机制转变，为跨越行政边界和城

乡界限的一体化制度建设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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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示范区交通适用模式

示范区生态绿色一体化交通的首要任务是确定适宜的交通发展模式，纵观国内外区域交通发展经

验，主要有三种模式：

图2 东京都市圈轨道网

2.1 以轨道为主的发展模式

日本政府早在1963年就提出了构建都

市圈 “三环九射”的高速道路网结构，但

建设进程缓慢，到2013还没有完善。与此

相对应的是，东京的轨道交通非常发达。

铁路交通以山手环线为中心，向郊区放射

出近20条通勤电车。这种 “环线+放射

状”的格局早在1930年代已经形成。目前

承担了都市圈内旅客运输量的86.5%。都市

圈人口集中区 （人口密度大于4000人/km2）

基本上沿轨道交通布局。

2.2 以道路为主的发展模式

20世纪初汽车的出现，受到了美国城

市决策者和大众的普遍欢迎，政府对小汽

车的重视远远超过了公共交通。在一系列

政策和资金支持下，各地建立庞大的公路

与道路网，城市空间结构由聚集走向分散，形成了低密度、郊区化的城市形态。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

城市群高速公路密布，城市群内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能通过高速公路到达。主要城市间的客货运输近

90%都是通过公路进行。

图3 美国国家高速公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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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多模式协调的发展模式

欧洲众多城市呈现了多元化的交通发展模式，多种交通方式合理利用、协调发展。虽然欧洲城市具

有较高的汽车化水平，但公共交通在城市群中仍然成为主要的交通运输方式，并通过一系列政策和交通

需求管理手段保障公共交通发展。

例如，荷兰兰斯塔德地区[3]拥有举世闻名的 “绿心”计划，50多年来为了保护这一国家级生态功

能区，采取了一系列强制性和引导性措施。区域交通方面，通过构建区域内外高度连通的交通联系网

络，特别是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航空枢纽、港口等骨干交通设施网络，支撑了区域多中心发展，

在经济总量和多样性上足以与巴黎、伦敦等大都市区媲美。

图4 1870、1950、1990年，兰斯塔德建成区与主要交通联系

2.4 示范区适用模式研究

交通的 “生态绿色”主要体现在效率的提升、资源的减少占用、环境质量的改善、以及社会公平的

实现上，以上三种模式并不存在 “绝对最优”选择，相关案例都表明应当结合区域空间形态、基础条件

以及实际需求选择 “相对较优”模式，对照示范区情况：

基础条件方面，示范区高等级公路已经具备了较高的互联互通水平，形成了覆盖全域的 “四纵四

横”网络，高速公路网密度可以达到9千米/百平方千米，公路网密度接近180千米/百平方千米。相较

之下，示范区轨道交通 （铁路）建设较为薄弱，现状仅有沪杭铁路途径嘉善，虽然规划沪苏湖铁路和通

苏嘉甬铁路交汇于示范区中心，但是高速铁路主要服务中长距离出行、且建设成本较高、建设周期较

长，示范区内部服务能力有限。

图5 现状公路网密度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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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形态方面，示范区规划打造 “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集约型”空间格局，城镇规模较小，

商业区、产业区、景点等客流吸引点较为分散，难以支撑大范围轨道交通网络化建设。同时，示范区河

湖水网密布、古镇名村众多，以公路串联较轨道交通更为直接、经济和高效。

表1 示范区城镇规模分布

城镇人口规模 主要城镇范围

＞30万人 青浦新城、吴江城区、嘉善城区

20～30万人 黎里、盛泽

10～20万人 华新、赵巷、徐泾、朱家角、同里、平望、震泽、桃源

＜10万人 重固、白鹤、金泽、练塘 陶庄、西塘、姚庄、天凝、干窑、大云、七都

交通联系方面，示范区城镇间交通联系需求仍处于快速增长阶段，目前高速公路入城段交通已出现

瓶颈 （图6），在城镇建设用地有限增长背景下，高等级公路的新改建也面临困难，为了提升整体网络

服务能力，复合利用既有通道将成为合理选择。

图6 上海高速公路入城段运行情况

因此，示范区交通网络构建无法偏颇于某一种方式，轨道交通主要承载中、长距离、较集中的出行

需求，而道路交通主要承载中、短距离、较个性化的出行需求。以道路、轨道等复合网络为载体、构建

多模式交通服务体系的发展策略更加符合示范区发展需求。

3 示范区交通一体化实践途径

示范区多模式交通服务体系的构建包含设施建设、服务组织和机制保障等多方面内容，其难点在于

如何在政府、市场、民众等不同层面取得行动共识、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示范效果。本文借鉴相关领域经

验，以交通为载体通过交通与环境、交通与旅游、交通与创新产业等的有机融合，探索示范区交通一体

化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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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交通与环境

示范区地处江南水乡，太浦河、太湖、淀山湖、汾湖、元荡、祥符荡等河湖荡漾。过去，淀山湖、

太湖相对发展，现在一体化框架下，两大湖区资源应当整合利用，成为示范区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借鉴上海一江一河公共空间开放经验[4]，以水为脉、因水而兴，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湖区蓝绿交通

系统：

1）蓝色交通系统包括既有古镇水乡河道以及规划贯通的部分水系、亲水走廊，沿线布设水上游览

路线，串联区域内重要古镇、景区、文化服务设施；

2）绿色交通系统包括绿道、生态廊道、郊野公园等绿色基础设施，在满足生态涵养功能的基础上

开放部分公共空间，绿道沿线提供驿站、交通换乘、新能源补给等服务功能；

近期，蓝绿交通交织互动、互为衬托，水陆交通转换有序、丰富体验；远期两岸城乡景观整治提

升、新经济崭露头角，蓝绿交通将成为展示示范区建设成效的流动窗口。

3.2 交通与旅游

示范区公路发展已经具有良好基础，但是由于建设主体和沿线土地利用的差异，同一条道路仍会存

在不同技术等级、建设规模、使用功能的问题。从区域生态景观整体性分析，更是存在景观跳跃、功能

混杂、导向混乱的问题。

图7 现状主要道路景观

为了解决类似问题，美国、日本等国家很早就开始了以风景道为主题，整合沿线设施资源、促进区

域空间优化、提升旅游品质的实践[5]。以美国著名的谢拉维斯塔风景道 （SierraVistaScenicBywayAr-

ea）为例，它在1989年被评定为美国国家森林风景道，沿线经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塞拉利昂国家森林区，

长度约为133km。谢拉维斯塔风景道以现有的道路为依托，通过不同类型的道路，如风景道、洲际公

路、一般公路、乡间道路和山间小径等将重要景观资源有效串联起来，形成高质量、完整的区域性旅游

体验网络，推动着该地区的发展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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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谢拉维斯塔风景道

示范区拥有丰富的旅游景观资源和相对较好的公路网络基础，以风景道建设为抓手，可以有效整合

跨行政区划不同主体利益，突破传统道路建设边界限制，形成以路域空间为载体的随季节和景致变换的

主体旅游路线，激活区域旅游经济发展。

3.3 交通与创新产业

未来示范区将依托优美风光、人文底蕴，打造国际一流的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更大范围区域一

体的产业创新链。创新产业与传统产业对于交通服务品质有着本质的差异，以美国硅谷[6]、新加坡纬壹

科技城、荷兰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为例，小汽车和宽阔的道路并不是他们的标配，相反与周边景观融合

的慢行和公共交通方式更得他们青睐。

图9 科创小镇交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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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示范区科创小镇应当鼓励公交、慢行为主导的绿色交通出行，根据科创人群需求，塑造差异

化、高品质的道路公共空间，满足人的出行、社交、游览需要；小镇内部路网应适当加密，控制路幅宽

度；结合智慧交通技术进步，科创园区道路可以预置无人驾驶设备，为无人驾驶运行提供条件；鼓励一

站式智慧出行服务 （MaaS），整合公共交通、共享私人交通、慢行交通等方式，提供高品质、个性化出

行服务；在园区交通治理方面，可以建设具备交通运行监控功能、交通实时仿真和预警功能、交通排放

监测功能、交通综合信息服务功能的交通大脑，逐步实现园区交通精细化治理。

4 结语

交通是长三角地区实现 “高质量、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示范区交通不仅是交通系统内部的

融合，更应体现交通与城市、交通与区域发展的融合。本文所理解的 “生态绿色一体化”是基于区域本

底特征、城乡发展阶段以及互联互通实际需求提出的交通协同发展模式。

为了实现规划发展目标，需要在一体化交通的设施建设、服务组织和运行机制等方面有所突破，其

难点在于如何在政府、市场、民众等不同层面取得行动共识、在较短时间内形成示范效果。本文结合相

关经验，提出将交通与环境、交通与旅游、交通与创新产业有机融合，探索区域交通可持续发展途径、

激发区域自身发展动力，为生态绿色一体化相关政策和规划实施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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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的形势及对策浅析

陈 旭

【摘要】 新时代面临着交通强国、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等国家层面要求，面临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

等区域发展要求，面临着大数据等技术发展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做好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

此，本文解读新时代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并从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构建、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综合交通网络布

局规划、综合交通通道布局规划、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布局规划、单个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综合运输服务及体制机制一体

化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新时代；城市群；综合交通；发展对策

中图分类号： TU984.191     文献标志码： A

0 引言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明确提出 “以城市群为

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2019年，国家发改委印发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

圈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其中，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是城市群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

是可持续综合交通体系构建的重要依据。

在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方面，国家层面于2013年开展了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海峡西岸、

江淮等五大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相对于既有的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新时代面临着新形势和新变化：

一是交通强国、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等国家发展要求，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京

津冀协同发展、成渝双城记、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区域战略要求，三是大数

据等技术层面要求。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做好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此，本文在解读新时代综合交通规划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并从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构建、城

市群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综合交通网络布局规划、通道布局规划、枢纽体系布局规划、单个综合交

通枢纽规划、运输服务及体制机制一体化等方面提出对策。

1 新时代面临要求

1.1 国家层面要求

1.1.1 交通强国发展战略

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我国交通强国建设的宏伟目标和

总体要求，可以归纳为 “1-2-3-4-5”：“1个内涵”是建成 “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

国；“2个阶段”是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构建 “3网、2圈”，2050年全面建成交通强国；“3个

转变”是指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

融合发展转变，由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4个一流”是指一流设施、一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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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管理、一流服务；“5个价值取向”是指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

结合中国工程院编制的 《交通强国战略研究》[1]，对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提出如下要求：（1）网络

化布局。依据城镇化总体格局构建综合立体交通骨干网，并结合各交通方式技术经济特性构建分方式交

通网，以及 “分层、分类”综合交通枢纽体系。（2）一体化融合。破除各交通方式独立发展的局面，推

进各种交通方式一体化发展，推进综合交通枢纽建设、旅客联程运输、货物多式联运等。破除区域发展

壁垒，打造 “轨道上的城市群”、机场群、港口群等。（3）高质量发展。推进运输服务建设，构建高质

量的运输服务体系。（4）现代化治理。深化交通行业改革，破除体制机制壁垒。

1.1.2 新型城镇化

21世纪初期，我国的发展形态为 “东部率先、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2010年以来，国

家层面相继印发了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2014年）、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2018年）、《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2019年）等相关规划，不断增强城市群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此外，国家层面陆续将京津冀协同发

展、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成渝双城记、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上升为

国家战略，进一步巩固部分城市群的战略地位，逐步构建了我国 “两大流域 （长江、黄河）、四大城市群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板块 （东部、西部、中部、东北）”的发展格局。

在此背景下，对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提出如下要求：（1）对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实行分类研究。基

于城市群的经济、人口、交通发生吸引量等将城市群分为 “极”、“群”、“组团”等不同的等级。如京津

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等国家战略区域可以定义为 “极”；如长江中游 （武汉、长沙、南昌）、山东

半岛 （济南、青岛）、海峡西岸 （福州、厦门）等包括多个中心城市的可以定义为 “群”；如黔中、滇

中、山西中部等由中心城市和卫星城组成的可以定位为 “组团”。（2）城市群对外交通规划应改变不同

方向 “均质化”的局面，应结合连接对象、客运需求等构建 “轴”、“廊”、“通道”等不同层级的通道。

（3）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应当进一步支撑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及城市群空间格局的形成。

1.1.3 国土空间规划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 “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2019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提出 “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多规合一，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对所有国土

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管制”。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提出 “明确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重点，强化对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

在此背景下，对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提出如下要求：（1）在地位方面，综合交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

体系的核心要素和关键内容，应当支撑和约束空间使用、优化空间结构、协调空间组织。（2）应当支持城

市群打造有竞争力的枢纽，提升交通门户功能，完善门户枢纽的全域辐射能力和服务水平。（3）应当构建

与空间组织、功能联系相匹配的、绿色高效的交通体系，强化城市群空间组织与公共交通走廊的耦合协

同，发挥多层次轨道交通支撑与引导城市群空间组织功能。（4）应当建立跨空间区域的协调、协同体制与

机制，提升城市群内部重要城市空间的交通联系效率，满足全要素空间交通联系和发展效率的要求[2-4]。

1.2 区域层面要求

在区域发展方面，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等先后上升为国家战

略。为支撑国家战略实施，国家层面印发了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考虑到部分战略区域的发展纲要尚未印发，对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等进行对比分析 （表1）。总体来看，不同区域的发展战略不尽相同，需结合城市群发

展定位确定相应的综合交通发展战略。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共同点：如推进轨道交通体系、公路网、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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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港口群等建设。

表1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发展对比分析

京津冀 长三角 粤港澳

发展目标  京津冀协同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粤港澳融合发展

发展定位  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一极三区一高地  四区一圈一群

空间结构  北京、天津双中心  一核五圈四带  三极三轴

综合

交通体系

 建设高效密集轨道交通网

 完善便捷顺畅公路交通网

 加快构建现代化的津冀港口群

 打造国际一流的航空枢纽

 大力发展公交优先的城市交通

 提升交通智能化管理水平

 提升区域一体化运输服务水平

 发展安全绿色可持续交通

 共建轨道上的长三角

 提升省际公路通达能力

 合力打造世界级机场群

 协同推进港口航道建设

 提升珠三角港口群国

际竞争力

 建设世界级机场群

 畅通对外综合运输

通道

 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

网络

 提升客货运输服务

水平

1.3 技术发展要求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智慧交通”、“推动大数据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

合”、“构建综合交通大数据中心体系”等。传统的综合交通规划较少采用大数据的手段，导致数据资源

挖掘深度不够、数据关联性差、对综合交通的特征把握不全面等问题。目前，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居

民出行调查、手机信令数据、运营数据等已经有一定积累，有必要将大数据用于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

（表2）
[5，6]。

表2 大数据在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中的应用

分析内容 简要说明 数据来源

社会经

济宏观

分析

人口分析
 人口结构、人口发展趋势、分区域分层次

横向对比
 历年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数据等

经济分析
 三产结构、宏观经济分析、分区域分层次

横向对比
 历年统计年鉴、统计公报数据

产业分析  产业分布、经济联系、产业趋势分析  工商企业数据

城镇体

系解读

城市群收缩与扩张  用地变化 （城市扩张与收缩）、用地分布  灯光及遥感数据、城市用地数据

城市群功能分区  poi商圈、医疗分布等  POI数据、城市用地数据

城市群人口时空分布  职住分析、人口分布、人口画像  手机信令数据

综合交

通解析

综合交通宏

观趋势分析
 运营指标、建设里程、宏观趋势分析  历年统计年鉴、统计公报

居民出行特征分析
 出行距离、出行时耗、出行方式、出

行OD
 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手机信令数据

交通需求分析
 全方式出行OD、客流廊道识别、通勤圈

划分、通勤特征

 手机信令数据、轨道交通运营数

据、各运输方式运营数据

交通枢纽分析  枢纽服务范围、枢纽客运总量及出行特征  枢纽站点运营数据、手机信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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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分析内容 简要说明 数据来源

业务数

据挖掘

铁路运营数据分析
 区段客货流密度、铁路站间OD、车站发

送量、设计速度、行车对数、能力利用率等
 铁路运营数据

轨道交通运

营数据分析

 运营数据横纵向对比、OD的时空分布

特点

 轨道交通运营数据 （运营指标、通

过国内公众号搜集、轨道交通运营统

计数据等）

航空数据、

水运数据等
…… ……

2 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对策

基于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在国家层面、区域层面及技术发展方面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从综合交

通大数据平台构建、运输需求预测、网络布局规划、通道布局规划、枢纽体系布局规划、单个综合交通

枢纽布局规划、运输服务及体制机制一体化等方面提出对策[7，8]。

2.1 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构建

响应交通强国建设要求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发展要求，应当积极构建城市群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平

台由数据采集层、应用支撑层、综合应用层构成，数据采集层实现城市群范围内手机信令数据、交通运

营数据、统计年鉴数据等汇集，应用支撑层实现数据解析和整合，综合应用层实现数据分析、方案评估

和成果展示 （图1），为后续基于大数据的运输需求预测、规划方案展示及评估等提供有力支撑。

图1 城市群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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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

在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方面，从运输需求特征分析、运输需求影响因素分析、运输需求预测等方

面提出对策。

（1）运输需求特征分析。进一步树立综合交通的理念，充分利用大数据的手段进行运输需求预测。

除社会经济、城镇体系等数据外，客货运方面，应当融合民航、公路、铁路、水运等方面的数据 （国家

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从统计看民航、中国高速公路运输量统计调查分析报告、中国交通运输、

铁路统计资料汇编等），研究城市群运输需求总量、分方式、分区域、分通道的运输需求特征。

（2）运输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分析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及产业结构、人口总量及人口结构、城镇

化及国土空间、大宗货物运输、对外贸易发展等对交通需求产生的影响，并对新时代区域交通运输需求

发展趋势进行研判。新时代运输需求影响因素的变化趋势将与之前有一定的不同：社会经济方面，我国

经济总量的增长趋势将逐步放缓，由当前的6.0%左右下降到2035年的4.5%左右；人口总量将在

2030年左右达到顶峰；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将由50.2%上升到64.0%左右；城镇化率将由

60%上升到2035年的70%左右；大宗货物运输将在2035年左右达到顶峰；对外贸易将呈现迅速增长

的趋势等。上述影响因素将对客货运输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9]。

（3）基于大数据的运输需求预测模型。在基于大数据分析运输需求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运输

需求影响因素分析，应当建立基于大数据的综合交通运输需求预测模型，确定区域综合交通客货需求总

量、区域客货空间分布特性、通道客货需求特征 （总量、时间、距离、出行结构等）。

2.3 综合交通网络布局规划

在综合交通网络布局规划方面，从综合交通网络规模、综合交通网络布局两个方面提出对策。

（1）综合交通网络规模的合理确定。目前，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已经实现了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瓶颈制约”到20世纪末的 “初步缓解”，再到目前的 “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阶段跨越。为

此，《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在此背

景下，应当全面利用需求预测法、类比策划法、目标导向法、能力利用率法、连通度法等方法确定综合

交通网络的合理规模，一是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既能保持稳健的可持续的投资，又能适度起到 “压

舱石”的作用；二是满足运输需求；三是保持合理的能力利用率，避免资源浪费。

（2）综合交通网络布局规划。结合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应当根据国土空间开发布

局，以国家城市群规划为主要依据，结合城镇、产业、人口及未来交通需求空间分布，进行节点重要度

聚类分析，将研究城市群内城市进行层次划分。在层次划分的基础上，进行综合交通网络规划布局，构

建城市群综合立体交通网骨架。在网络布局规划方面，可以借鉴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的相关经验。

2.4 综合交通通道布局规划

在综合交通通道布局规划方面，从各交通方式技术经济特性、通道布局规划两个方面提出对策。

（1）各交通方式技术经济特性分析。相对于传统的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新时代综合交通规划表现

出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除铁路 （分普速、高速）、公路、水运、航空等交

通方式外，根据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将进一步研究600km/h的高速磁浮、400km/h的高速铁路，需

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交通方式技术经济特性分析。二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对舒适度、出行时间的要求

不断提升，对价格费用等敏感度逐渐降低。

（2）综合交通通道规划布局规划。结合交通强国、国土空间规划等要求，综合交通通道布局规划应

当注重两点：一是树立综合交通的理念，在运输需求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各种交通方式的比较优势和协

同作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二是树立土地集约使用的理念，合理布置通道内多条线路，实现

“通道集约、线位优化、资源共享”。在通道布局规划方面，可以借鉴东京都市圈的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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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布局规划

在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布局规划方面，从城市群范围内枢纽城市、机场群、港口群等方面提出对策。

（1）细化枢纽城市划分。在 “十三五”等综合交通规划中，将枢纽城市分为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

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相对于此，新时代新型城镇化更加突出 “分层、分类”。

为此，可将枢纽城市在上述三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分，根据枢纽城市等级进行相应的资源配置。

（2）机场群/港口群布局规划。相对于传统的综合交通规划，在新型城镇化、国土空间规划的背景

下，更加注重跨区域的协同规划，构建分工明确、功能互补、一体协同的机场群和港口群。机场群方

面，可以借鉴东京机场群 （羽田、成田）、巴黎机场群 （戴高乐、奥利）、伦敦机场群 （希斯罗、盖特维

克、斯坦斯特德）等相关经验；港口群方面，可以借鉴日本港口群 （东京港、横滨港、千叶港、川崎

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欧洲港口群 （荷兰阿姆斯特丹港、鹿特丹港、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德国汉

堡港等）相关经验。

2.6 单个综合交通枢纽布局规划

在单个综合交通枢纽布局规划方面，紧密围绕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出的 “一体化”进行规

划：（1）交通与用地一体化。重视综合交通枢纽土地开发，实现产城融合、站城一体；（2）集疏运一体

化。完善综合交通枢纽对外各种交通方式的配置，打通 “最后一公里”；（3）换乘衔接一体化。强化枢

纽内各交通场站之间的联通，实现枢纽衔接一体、运转高效。单个综合交通枢纽规划方面，可以借鉴巴

黎北站、柏林站、新宿站等相关经验。

2.7 综合运输服务及体制机制一体化

在综合运输服务方面，分客运、货运提出相应的对策。客运层面，以 “出行全程”为导向，重视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 （过轨运输等）、运输组织协同优化 （时刻表协同等）、联程运输及售检票一体化、安检

互信等；货运方面，以 “全供应链”为导向，关注中欧中亚班列、泛亚货运班列，以及海铁联运、驼背

运输、空铁联运等多式联运模式。

在体制机制方面，针对我国当前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等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应当借鉴美国大

都会区区域协调机制、欧盟协调机制、日本多轨道交通主体协调机制等相关经验，为我国体制机制改革

提出相应的对策。

3 结束语

新时代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是城市群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支撑，是可持续发展综合交通体系构

建的重要依据。本文系统分析了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面临的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以及新技术层面的新形

势和新要求，提出新时代城市群综合交通规划的相关对策：积极构建城市群综合交通大数据平台，实现

数据采集、数据分析、方案支撑及评估等功能。运输需求预测方面，应当树立综合交通理念，研判新时

代运输需求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利用大数据分析运输需求特征并进行需求预测。网络布局规划方面，

应遵循 “交通基础设施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的原则，合理确定网络规模，并以城市群

规划为依据，利用聚类分析的方法进行层次划分，构建综合交通网络骨架。通道布局规划方面，应考虑

新时代交通运输体系的完善 （高速磁浮、400km/h高铁等），发挥比较优势和协同优势进行通道规划，

并以土地集约使用为原则进行合理布置。枢纽体系布局规划方面，细化枢纽城市划分，注重跨区域的协

同规划，形成分工明确、一体协同的机场群、港口群。单个综合交通枢纽规划方面，以 “一体化”为导

向，注重交通与用地一体化、集疏运一体化、换乘衔接一体化。运输服务及体制机制方面，客运注重

“出行全程”，货运注重 “全供应链”，完善跨行业、跨地区、跨部门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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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区城市交通与国土空间规划协同编制路径的思考

———以长沙黄兴片区为例

张翼军 张平升 李晓庆

【摘要】 在国家机构改革的背景下，我国各大城市正在编制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并同步编制重点专项规划或专项

规划纲要，综合交通作为城市引领性专项规划，往往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编制，这一做法在本轮规划改革中得到充

分体现。但是对于城市中的各个片区，国土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编制改革仍处于起步阶段，大部分城市尚未编制此

类规划，相关规划编制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待深入挖掘。因此，本文探索了片区级国土空间规划与综合交通规划协同编

制的理论方法，提出从战略协同、空间协同、方案协同多规合一的规划路径，并以长沙黄兴片区为例进行分析，为各城

市片区级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协同编制提供思路。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交通规划；协同编制；规划路径

0 前言

2019年5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1]，我国空间规

划体系 “四梁八柱”架构，即五级三类四体系已基本明晰，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已进入关键期。自然资源

部提出2019年完成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2020年底完成市、县、镇各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形

成完整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全国大中小城市基本都启动了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而特大城市如北

京、上海城市总体规划均已编制完成，正在协同国土规划的统筹工作，其他城市如深圳、广州、重庆、

武汉、郑州、长沙等省会及以上城市正处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关键时期，中小地市或区、县在 《意

见》出台后基本都启动了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工作。据统计，在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过程中，省会

及以上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一般与综合交通规划同步编制，如广州、成都、郑州、武汉、杭州、长沙等

17个省会城市均同步编制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未同步编制的城市也编制了重点专项规划纲要。

受限行政体制机制和重视程度不足，传统的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国土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编制

一般存在较大的时间差，导致多规合一、协同编制往往停留在纸面上，规划意图真正往下传导时会出现

各种难以落实的多头管理、规划重叠、方案冲突等问题。过去二十年，真正实现多规协同编制的成功案

例并不多，武汉市是实现多规协同编制的样本，该市1988年就实现了城市规划和土地管理合署办公，

“城规”、“土规”实现了 “两规合一”，在2015年按照 “两规合一、三规同步、多规融合”的思路，开

展了 “城规”、“土规”、“综交规”同步编制工作[2]，这些尝试为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提升了改革效率和效果。从改革难度看，本轮规划要实现真正的 “多规合一”仍需做大量的工作，而片

区层面的多规是否协同将决定整个城市国土空间规划改革是否成功。

从协同编制、“多规合一”、“一张蓝图干到底”的思路出发[3]，将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要素落实

到片区，这体现了国土空间规划改革的核心价值。从全国来看，城市层面国土空间规划已全面铺开，但

片区层面国土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协同编制的城市凤毛麟角。片区国土空间规划作为城市的下位规

划，同时又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上位规划，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而片区层面的专项规划又是最终落

实国土空间规划理念的关键抓手。上述背景为探索片区国土空间规划与综合交通规划协同编制路径提供

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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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协同编制的规划路径

1.1 战略协同编制

《雅典宪章》提出城市需解决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4大功能，交通在城市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交通规划作为城市规划中最重要的专项规划也是大势所趋，有学者提出将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的定位应

由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升为重要约束条件[4]的论点。城市总体规划期限一般为10～20年，

本次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主要面向2035年，远景考虑到2050年，期限长达20～35年，长期限对国土

空间规划改革战略要求更高，加之本次规划改革国土空间控制约束条件的限制，两者叠加大幅提高了

本次规划改革的难度。综合交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同步编制增加了协调的难度，但有利于远景多规

协同与落地。空间规划与综合交通规划同步编制的核心难点之一是，交通战略应全面支撑国土空间规

划，在编制过程中，充分理解片区空间规划的战略意图，通过提出一系列定性的战略目标和定量的交

通指标，向上反馈至城市、向下反馈至片区，通过多轮修正，能实现交通战略与片区发展战略良好

衔接。

1.2 空间协同编制

不同部门根据职责开展规划工作并形成多种空间类规划是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利器，问题症结并

不在多，而是这些空间类规划之间互不协调，城市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也不例外。对于片区层面的规

划，过去由于规划职能部门分割、交叉重叠现象严重，加之地方权力频繁、随意修改规划，结果影响了

空间治理效率与发展质量[5]。城市交通首当其冲，规划的科学性、系统性和实施性难以跟上城市快速机

动化发展要求，城市交通发展形势日益严峻。因此，本次规划改革先从机构改革开始，明确各级政府、

各级职能部门的事权，并同时改革城市国土空间规划，这对综合交通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协同编制是利好

政策。

城市交通规划是拉开和支撑城市空间结构的核心要素，这一作用同样适用于片区。在编制片区国土

空间规划时，应高度重视片区空间结构与轨道、高快速路重大骨干交通设施相互协调。如武汉、长沙等

大城市在应对快速城镇化和机动化双重压力时，均是依托轨道交通优化城市空间，促进城市与交通和谐

共赢[6]，郑州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加强了城市空间发展轴线，促进形成城市多中心发展结构[7]，骨干道

路有力的支撑了湖南湘江新区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8]。因此，协同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综合交通

规划，发挥各自专业所长，真正实现重大交通设施塑造城市空间结构的功能，同时，城市空间结构又促

使骨干交通效率达到最优。

1.3 方案协同编制

2019年7月5日国土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组织召开 “国土空间规划重点问题研讨会”，庄少勤总

规划师在会议小结时指出：在国土上有具体的禀赋 （地方性的自然和人文禀赋）、活动 （人的生产和生

活活动）、权益，而不是抽象的尺度、区位、边界所限定的 “空间”；“国土”赋予 “空间”以具体的内

涵，“国土空间规划”强调是在具体的空间中而不是在抽象空间中做规划，这样规划才有价值。根据这

个说法，将 “空间规划”改称 “国土空间规划”是有特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说明 “国土空间规

划”是关于 “国土空间”的 “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专题，在规划方案编

制上需与国土空间规划方案协同编制，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方案也是在具体的空间上进行布局，是充分协

调国土规划、城市规划的交通规划方案，最终的规划方案能指导城市20～30年的规划建设，真正做到

“确保规划能用、管用、好用”。

纵横向多规方案协同才能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防止规划朝令夕改、规划失控的现象。片区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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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方案，从纵向层面分析，一是片区要与城市层面进行协调，确保市级

重大交通项目能纳入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同时还要能充分落实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传导意图。二是要重

点考虑下层次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要求，规划方案能真正指导控规编制。从横向层面分析，片区城市

综合交通规划方案要与片区国土空间规划方案协调，包括与 “三区三线”的协调，精确计算规划方案占

用多少基本农田、生态用地，并反馈至片区国土空间规划，通过多轮规划方案优化，最终要解决城市综

合交通规划方案能落地、方案与三区三线不冲突、规划方案占用基本农田在全市能平衡。

2 长沙黄兴片区示例分析

2.1 交通与国土空间规划协同编制示范片区

黄兴片区的区位和战略优势明显。黄兴片区位于长沙市东部地区，东临黄花机场，西接长沙南站，

南依浏阳河，北靠星沙片区，范围约157km2，具有三湘门户之首的区位优势。在本次长沙市国土空间

规划初步方案中，黄兴片区被定位为城市副中心，未来以发展高端会展、会议、汽车等产业为主，是城

市副中心、临空经济区、国际会展、会议中心、国际交流区多个战略叠加区，具有战略高地的优势。城

市建设、人口集聚、交通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具有增量发展的优势，是湖南省不可多得的一块宝地。在

上述优势下，借全市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同步编制的契机，同步开展黄兴片区国土空间规

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编制工作，作为长沙市国土空间规划改革和多规协同编制的示范片区，向全市、

全省推广，这将有利于黄兴片区的长远发展。

2.2 交通与国土空间规划协同编制

2.2.1 协同编制简述

2.2.1.1 国土空间规划简述

黄兴片区国土空间规划形成目标—战略—策略—行动传导路径和方案。提出打造湖南省国际交流窗

口，长沙市外向经济引擎，浏阳河畔生态示范区的目标。提出功能提升、交通枢纽、品质优化和乡村振

图1 黄兴片区空间结构和用地布局规划示意图

兴4大发展战略，即能发挥 “高铁+空港”枢纽，会展优势，提升产业能级；优化片区产业布局，促进

产城融合和城乡融合；提振服务业，打造会展高端服务和国际交流区+临空制造服务区；升级制造业，

打造临空智能制造区；完善物流业，打造智能临空物流+现代商贸物流两大物流产业园集群；大力发展

农业观光、生态休闲、文化旅游。高快速路+公共交通 “双网融合”提升区域辐射能力，客运枢纽+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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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枢纽 “节点优化”提升进出转换效率。保护生态资源，建设绿色生态新区，构建 “一廊两面三心五

区”总体风貌格局和 “两心一带多廊”的开敞空间体系。高标准建设公服设施，引导国际交流、生产服

务、综合服务等省市级重大公共设施布局，打造15分钟生活圈，实现公共服务设施覆盖均等化。划定

村庄 “三生”空间，保护山林和耕地；梳理产业现状，构建 “三产”融合的村庄产业体系；促进城乡设

施均等化，提升村庄人居环境；结合村庄特色，提升村庄风貌。在战略引领下，重构片区空间结构，明

确56km2建设用地规模底线和各个组团的用地规模。从业态活化、交通优化、设施完善、环境整治4个

方面提出近期行动计划。

2.2.1.2 综合交通规划简述

黄兴片区综合交通规划从精准识别其优势和交通问题出发，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战略诉求，多维度打

造城市综合交通体系。黄兴片区三大核心优势是门户优势、战略高地和增量发展。但现状交通问题也非

常突出，现状仍属于城乡结合部地带，发展低端物流产业；区内缺乏黄花机场—长沙南站快速通道和轨

道，重点区域至长沙南站、黄花机场时效性不高，整体的交通体系与城市副中心定位不匹配；片区轨

道、骨干道路辐射弱、“断头路”多，片区受自然和人工屏障阻隔影响较大，给综合交通发展带来较大

挑战；现状出行环境较差，居民出行不便，交通品质不高，各类交通基础设施如停车、慢行道规模

不足。

片区构建了高效畅达、多向辐射、内外通达、品质低碳、城乡衔接、近远有序的综合交通体系，强

化片区与两大枢纽的快速衔接，实现片区任一区域至两大枢纽15min可达；形成以轨道、中运为主的

大中运公共交通快速衔接体系；打造支撑城市副中心和 “一带、三城、四轴、一基地”空间结构的放射

状对外交通格局；形成多向辐射的大中运量公共交通体系，构建衔接城区、辐射星沙、浏阳、株洲的放

射状骨干道路体系；规划形成跨组团的网络化交通体系；打造与城市副中心高度匹配的多层次高品质交

通体系，注重TOD开发和改善交通环境；构建联系区域、衔接城乡、串联村镇的公路网体系，支撑北

城南乡发展。

图2 黄兴片区道路网和轨道网规划示意图

2.2.2 协同编制核心要点

2.2.2.1 战略协同要点

交通目标和指标强力支撑了国土空间规划目标和交通战略。国土空间规划的目标是要将黄兴片区打

造为湖南省的名片，并将交通拔高至提升片区能级和引领片区发展的4大战略之一。综合交通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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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围绕片区的发展目标和交通战略，重点从怎么利用好已有的黄花机场和长沙南站两大枢纽出发，提

出6个方面的交通发展目标，并将目标进行指标化，如片区任一区域至黄花机场15min可达、30min到

达长株潭主城区、内部10min出行圈、公交机动化分担率打到70%等具体的指标，最终通过方案反馈

至交通战略。

2.2.2.2 空间协同要点

通过重大骨干交通设施重构黄兴片区空间结构。国土空间规划提出 “一带、三城、四轴、一基地”

组团式发展空间格局，在综合交通规划中重点考虑骨干道路、轨道交通对片区空间结构的支撑，以轨道

快线支撑城乡综合发展轴，以骨干道路、中小运量、乡村公路支撑北城南乡组团发展。组团内部强调以

轨道站点支撑用地综合开发，充分结合用地布局设置轨道站点。空间上，从点、线、面全方位确保交通

能有力的支撑黄兴城市空间重构。

2.2.2.3 方案协同要点

体现交通规划方案的专业性，以及方案与城市规划、国土之间的协调性。片区交通规划从对外交

通、道路、轨道、公交、慢行、停车、货运、用地协调等多个方面制定规划方案。一方面，体现交通规

划本身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以交通问题分析为基础，以规划目标为导向，通过大数据、交通模型定量分

析，制定各专项规划方案。另一方面，充分吸收国土空间规划传导的要素，比如明确轨道、道路等方案

调整占用的基本农田，并反馈至国土空间规划，使56km2建设用地面积经得推敲。

3 结语

在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协同编制过程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如多头管理、

规划重叠、规划冲突的老问题需要协调，此外，与以往传统的规划相比，本次规划改革增加了 “国土”

关键要素，基本农田、生态保护使规划的工作量、协调难度进一步提升。特别是对于片区层面，既要对

接市、县层面的上位规划，体现上位意图，又要关注下层次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体现方案落地。但这个

“阵痛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经过程。探索片区国土空间规划、交通规划协同编制路径只是小试牛

刀，要真正做到多规协同、一张蓝图干到底仍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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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下的道路空间规划策略

邹依彤

【摘要】 一座对儿童友好的城市，也将会对所有人友好。道路空间作为城市建设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其规划

设计多倾向于长距离的机动车交通，而忽视了最基础的步行交通。通过分析国外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的道路规划政策，再

结合儿童的心理及行为发展特征，在安全性、可达性、舒适性、多功能性四方面总结出具体的道路空间规划策略，以期

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添砖加瓦，找到真正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方案。

【关键词】 儿童友好型城市；道路空间；规划策略

0 背景

全球发展日趋城市化，然而大量的人口涌进城市后，却得不到应有的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不但影响

其自身的生存发展，更进一步加剧城市的负担。城市拥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教育资源，这原本是城市吸

引人们拖家带口到城市发展的优势。然而城市的快速扩张却导致建成环境的碎片化，城市形态扩散，资

源无法系统地集中起来。事实上，让儿童生活在一个健康、安全及自身发展都无法得到有效保证的地

方，这与那些携带儿童到城市发展家庭的初衷背道而驰。

童年是儿童融入城市生活并享受城市便利的关键时期，每个人都会经历童年的阶段，童年时期接触

到的环境，将会塑造一个人一生的品格。儿童的心理和生理都不如成年人成熟，是毋庸置疑的弱势群

体。但如果一个城市建设和规划可以尊重并重视儿童群体的需要，那么这个城市对每一个人都是友好

的。尊重儿童的需求，其实就是在尊重城市中每一个人的需求。

目前国内的交通规划和道路系统是以长距离的机动车为主，对最基础的步行道路设置缺少重视和规

划。[1]尤其对于不会开车的儿童来说，步行是他们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出行方式。倘若步行的安全性及

便利性得不到保障，便只能被动地呆在家里，无法自主地参与到城市生活中，或者是通过其父母或监护

人的护送才能有限度地参与城市生活，这无疑会加大家庭抚育儿童的成本。无论以上哪种情况，都不利

于儿童主动且自由在地享受城市生活。而塑造适合儿童步行的道路空间，实际上也能兼顾老人、残疾人

等弱势群体的出行需求，有利于共建和谐美好的城市生活。

1 研究综述

儿童友好型城市旨在让城市适宜所有人居住，特别是让城市成为一个适合儿童成长的地方。“城市

规划应当优先考虑儿童所需的有关概念、依据以及技术策略，创造和谐的可持续发展城市，让儿童生活

在健康、安全、包容、绿色和繁荣的社区中。”[2]儿童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建设宜居的儿童友好型

城市，将会使得所有的群体受益。近年来，我国多个城市逐渐开展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在德国科隆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举办的2019儿童友好型城市倡议峰会上，深圳市的 “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经验

受到了广泛赞扬。其 “从一米的高度看城市”的理念已经融入这个城市的治理体系，有望为中国展现

“深圳样本”。[3]国内其余有关儿童友好型城市的建设研究多着重于街道[4]、开放空间[5，6]，理论上的研究

则有关于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规划策略[7]、控规技术[8]和评估体系框架等[9]。前者通过分析相关案例

得出建设意见，或者则是分析儿童与城市的关系等得出理论成果。国内的儿童友好型城市相关建设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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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起步阶级，而国外已经有较成熟的建设经验和效果显著的建设成果。如英国伦敦的 “步行巴士”为

步行上学儿童提供安全保障；美国丹佛在全市校园实施 “见学地景”，为儿童提供充满活力的活动空间；

德国慕尼黑则在机场的户外空间设立了儿童游乐园，可以进行观看飞机升降、饱览机场景色等活动。[10]

以上种种建设均只是在城市局部进行规划建设，暂没有整个城市全方位均达到儿童友好型城市的要求，

这也说明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还有很多值得研究的方面。而街道作为城市建设最基础的部分，受到的关

注最多，国外与此相关的成功案例也值得借鉴。

荷兰的代尔夫特市自2004年起便在该市的霍夫多普社区进行一系列的道路改造。首先，调整该社

区的道路层级，将机动车降速至20km/h以下，保证儿童的道路安全。其次，减少原社区内机动车道的

数量，仅保留一条东南侧的人行步道和L形的独立自行车道。改造后可使街区内的步行道可以便捷到

达住宅楼与儿童活动场所地等目的地。这不仅促进儿童的独自出行意愿，还保证了儿童在该街区内的自

由活动的安全性。代尔夫特市设立了 “儿童安全计划”（ChildrenSaferinDelft），该计划中最重要的一

项措施则是能实现上述目的 “儿童出行路径”。在保证儿童出行安全的前提下，根据儿童的意愿，通过

设计好的儿童出行路径将儿童常去的目的地串联起来，形成出行路线网。

代尔夫特市的福德斯伦 （Voordijkshoorn）街区最先建立了 “儿童出行路径”。该项目引进儿童

参与，得到其行为特征，再加上后续的研究，规划出最为贴近儿童需求的步行空间。落实到具体则

是在选定的路线上，通过特殊的地砖标识出行走路线；斑马线前后留出2m的减速带并配上警示牌，

用以提醒过路司机注意查看和避让儿童；缩短个别道路的宽度以减少穿行马路的距离；在街区的北

侧道路还设有与独立自行车道分离的人行步道。在规划路径与活动场所的附近还设置了 “街道眼”，

保证了面对主要道路和活动场地的建筑有开阔的视线，以便于邻里之间的互相照看，保证儿童的安

全的问题。

在对一个街区的儿童友好度[11]评价中，最重要的一项标准则是，儿童能否在街道上自由地行动以

及能否使用道路的全部宽度。现实生活中，儿童利用率最高的道路则是自家门前的道路，其不仅承担通

行的功能，同时还是儿童的活动场地和交流空间。因此，步行道路的宽度设置应尽量全部为儿童所利

用。由于现代汽车的普及，难以禁止机动车进入居住区，同时车辆持有者也有将车停在自家附近的需

求。荷兰的学者尼克德波尔 （NickdeBoer）及其学生基于此现象提出了生活庭院的概念，即在不影响

行人和居民的生活情况下，允许实行限速限流的人车混合方式。同时为了方便儿童在街区内的活动，居

住区的停车位每隔大约30m便设置安全通道以便行人横过马路。
[12]这充分考虑了生活实际，兼顾了儿童

的活动需要及成人的用车需要。

美国波特兰市的珍珠区 （PealDistrict）是历史悠久的重工业区，由于美国的经济转型而出现了

“内城衰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区域不断发展，区域内儿童数量逐渐增加，原有的基础设施和服

务设施逐渐不能满足这些有儿童家庭的需要。自2001年起，政府发布了一系列规划
[13]来解决社区住

房、公共设施服务、交通设施等问题。

针对儿童的交通出行安全问题，在鼓励多样化交通方式出行的同时，将儿童常去的各个目的地通过

合理的道路规划串联起来，以达到保证儿童能安全且自由地在城市中穿梭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还进行

了 “Saferoutetoschool”的计划。让社会组织和家长都参与进来，为孩子的出行安全和服务把关，适

时适当地提出改进意见，从而让规划部门更加深入考虑路线的设计合理性及安全性。

街道作为儿童外出活动的必经之地，首要的、最重要的就是道路的安全问题。而对儿童的安全最大

的威胁便是道路上穿梭不断的机动车。因此，主干道只能在社区外围绕行，区域内则由两条有轨电车解

决内部交通需求，且将区域内的机动车限速至30km/h。为了提高驾驶者的警惕性，在路边进行慢速行

驶或靠边泊车的标识，而人流频繁的地带及十字路口则设有减速带、标线等标识。地面提车位同样也考

虑到儿童的情况，只设置在人流较少的区域，并且留有足够位置给儿童观察并穿行马路。街道还有作为

聚集儿童的活动场所的功能。[14]

综上案例分析可以得知，荷兰的代尔夫特市和美国波特兰珍珠区在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下做的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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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道路改造，大多以某个街区为研究范围，规划的儿童步行出行道路往往绕不开对临近机动车道的同时

改造。通过重新规划街区内的城市主要道路行驶路径，使有需要的大部分车辆主要在街区外围行驶，在

街区内多采取步行或是低速车辆的交通策略，在有需要的位置如人行横道或十字路口配上警示牌等标

识，有效保证儿童在街区内穿行的安全性。在城市内部、街区外部，则采用将儿童步行路径与日常活动

目的地串联起来的交通策略，保证了道路的完整性，进一步激发儿童自主自立地外出交流、活动的意

愿。另外，在儿童活动道路上铺设特殊的地砖、丰富沿街建筑的功能则是增加了道路空间的趣味性。这

些规划策略充分考虑到了儿童出行的意愿与习惯，因此实施后才能得到良好的效果。下文将通过分析儿

童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得出适于儿童使用的道路规划要点，并给出相关的规划措施，以期建设适合儿童

甚至是大部分人的城市道路空间。

2 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下的街道空间规划策略

2.1 儿童的心理与行为特征

儿童在各个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心理特点。根据心理学的划分方法，儿童的心理分为几个阶段：

乳儿期 （0～1岁）、幼儿期 （1～3岁）、学前期 （3～6岁）、学龄前期 （6～11岁）、少年期 （11～14

岁）、青年初期 （14～18岁）。（表1）儿童的心理从最初对外界的无意识的感知，逐渐有意识地接受周

边事物，直至对周边事物具有独立自主的想法。受到其心理变化的影响，儿童也从乳儿期时的无法生活

自理逐渐过渡到青年初期能完全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活动。这些都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时

期，根据各阶段儿童的心理及行为特点相应地规划合适的街道空间，以便于他们在各个年龄段都能很好

地融入城市生活。[11]

表1 儿童心理及行为发展特征 （来源：根据文献 [15]整理）

年龄阶段 心理特征 行为发展特征

乳儿期 （0～1岁）  无自主意识，处于环境适应期  初步感知外物

幼儿期 （1～3岁）
 被动接受周边信息，开始模仿他人

行为
 开始学习基本生活技能，开始表达自己的情感

学前期 （3～6岁）  开始分辨事物，有意识地进行活动  学会与人交往，表达自己的能力

学龄前期 （6～11岁）
 分辨事物的能力增强，对外界的好奇

心增强
 更加客观地审视问题，能理解并遵守规则

少年期 （11～14岁）
 形成意识形态，能独立思考问题，初

步具备分析判断能力
 开始形成自己的世界观，行为能更加自律

青年期 （14～18岁）
 意识形态完善，能独立思考解决问

题，独立活动

 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明辨是非，主动掌握事物

发展

儿童与外界环境的关系需要辩证地去看待。儿童不是与世隔绝的群体，而是处于外界环境中，不断

地与其生活环境建立辩证关系的群体。儿童的心理发展受到遗传与环境的双重影响，直接反映到其自身

的外在表现上。[16]根据儿童的行为发展特征，可以得知儿童的心理诉求。将这些需求和街道空间的设计

综合考虑，儿童在街道空间中的行为特征有：

同龄聚集性———由于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对外界的感知意识存在差异，行为偏好有所不同，往往是年

龄相仿的儿童有更为相似的爱好，更容易聚集一起进行同一类的活动。当儿童在道路上行走时，会下意

识地与非同龄人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自我沉浸性———儿童的心理处于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对外界

的感知不够全面，不能像成人似的 “一心多用”，在道路上行走时专注度高，容易自我沉浸在关注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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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从而忽视周边环境的情况，不能及时发现环境的变化及不安全因素。

道路引导性———基于道路的线性特征，儿童在道路上活动时通常是根据道路的设置方向前进或者后

退，呈现出和道路相似的线性活动轨迹。沿街行进时会受到周围商铺或自然环境的吸引而停留一段时

间，接着根据道路的引导而行进。

随意性———儿童的行为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不仅在特定的游戏场所活动，还有可能受到街道环境的

吸引，驻足停留并进行活动。比如沿街的商店、景观区内的小品都有可能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并且聚集

儿童停留此地进行活动。[17]

儿童在各个年龄阶段具体行为不同，但是每个阶段的行为特性均来自大部分同龄人行为共性，因此

尽管各个年龄段具体行为稍有差异，但是仍然可以将其突出的、具体的共性作为参照标准。城市的道路

空间设置不能仅为某一阶段而设置，不仅为成年人的需求所设，而且还为某一年龄段的儿童所设。实质

上是提供适应大范围人群的道路空间设施服务。根据以上分析，道路基础设施规范和标准应当确保以儿

童为中心的可达性、舒适性、安全性和多功能性。

2.2 儿童的道路空间规划要点

2.2.1 安全性

道路的首要功能便是保证其安全性，道路安全性是儿童能否在外独自行走的首要考虑问题。道路安

全问题不仅指道路本身的交通安全，更多需要考虑的是道路内部的安全问题。

健康———步行道往往毗邻机动车道设立，大量的汽车尾气、扬起的灰尘等均会影响儿童的成长健

康，因此，需在步行道与机动车道设立一定宽度的绿化隔离带，种植密实的植物类型并尽可能保持其高

度在1m内，保持儿童视线的开阔度。自行车道与步行道也应设置隔离带，以免互相影响。对于设有地

面停车位的街道，则要留有足够的观察和躲避位置。

标识———大部分城市道路标识都是为成人设置的，包括标识的高度，大小以及内容。儿童视线水平

与成人不同，对文字的掌握程度也不如成人。因此，应在城市街道重要节点处设置针对儿童使用的道路

标识。标识的高度应当在儿童视线范围内，不同的标识采用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内容尽量使用图案而

非文字。考虑到儿童的体力，还可以在标识上添加目的地的距离以及时间，以供儿童参考或是对儿童进

行步行鼓励。

能见度———儿童视线范围有限，在儿童的高度范围内尽量不要设置障碍物，一是避免阻挡儿童步行

时的观察视线，二是避免儿童注意力分散时不小心撞上障碍物。

低速区———除了利用法律法规来限定车速，还可以通过对道路宽度的限制来限制车速，比如讲街角

转弯半径设计得偏小，汽车便不得不减速通过。[18]

邻里监督———即 “街道眼”（Streeteye）。在同一社区中的人们会因为各自的频繁交往而迅速分辨

“熟面孔”与 “生面孔”，避免孩子受到外来者的侵害。街道上的商铺增加人们之间的见面与交流，商铺

主人不经意间充当了街道的 “眼”，有效地遏制了犯罪行为的发生。[19]

图1 街道上的 “监督眼”（来源：自绘）

  

图2 居民区的 “监督眼”（来源：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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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可达性

道路的可达性不仅指将儿童常去的目的地通过城市道路串联起来，形成完整的城市活动路网，还包

括道路使用时是否能方便无碍地到达目的地。尤其各层级的道路之间需要合理、自然的过渡与衔接。在

道路的实际使用中，往往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或者城市管理不到位，出现了与道路规划初衷相违背的

情况。这种环境下，更应该强化法律法规做出相关规定，以及敦促城市管理者公正执法。

可使用道路的全部宽度———经过测量研究，控制行人通过的最小宽度，保证街道的全部宽度可以被

儿童使用。通过严格的城市管控，避免不必要的事物占据人行道。例如，当一个城市的停车空间不足时

会占据一定的非停车道路空间来停车，从而严重影响其他道路使用者。

道路铺设的完整性———年龄较小的儿童在行走间容易摔倒、受伤，嬉戏的儿童则可能随意行奔跑活

动。因此，道路的铺装应考虑使用有防滑功能的铺设材料。在产生垂直高差的地方，可以采用无障碍坡

道进行连接，或者是采用较低踏步高度的楼梯进行连接。在连续道路中，相应的铺装也应保持其完

整性。

公共交通枢纽设施———在交通枢纽地带，尽可能配备可以容纳婴儿车、轮椅进出的垂直电梯。垂直

电梯应增设适宜儿童使用的扶手，不仅扶手高度要适合儿童，而且圆杆扶手还要考虑到其粗细程度，保

证儿童是可以轻易握住的。电梯内的楼层按钮及紧急按钮也应设置在儿童可以触及的地方。

2.2.3 舒适性

儿童在使用道路时，最能直接观察和体验道路规划是否为儿童考虑，即是儿童能否舒适地使用道路

及道路相应的配套设施。这是影响儿童对城市印象最重要、最直接的一点，而且将影响儿童对这个城市

的评价。

基础设施———孩子体力有限，可能在街道上行走或嬉戏后需要休息，街道应当设置一定数量适合孩

子的休息座椅，避免过高或过宽。在一些有条件的城市，可能会在街道上配有公共户外直饮水机，直饮

水机的高度设置可考虑儿童的身高，出水口的角度和开关也要考虑到孩子的力量。有些地方的直饮水机

不但设置得很高，而且出水开关需要大力气长压按钮才能保持出水状态，这都不利于孩子取水。公共洗

手间作为大众均需使用的基础设施，绝大部分都有设置儿童洗手池，但是对于只提供坐厕的洗手间来

说，却很少会有提供适合低龄儿童体型的坐厕，这不仅让儿童感到不便，还有可能造成跌落等危险。

遮蔽处———选择合适的树种，在天气炎热时有更多的枝叶来阻挡阳光，形成遮阴区，天气寒冷时，

清除多余的枝叶，让更多的阳光照射进街道。高大的树木还可与街道隔离带的灌木丛形成高低对比，增

添植物景观层次。同时，遮蔽处的设置要合理，避免阻挡儿童行走的方向与视线。

停靠站的空间———街道上的公共交通如公交车的停靠站往往和街道结合起来，甚至会侵占道路面

积，不仅会中断儿童的步行路径，还会让儿童不得不从停靠站的空间中穿越，如果是处于公交车上下车

的时间点，儿童则极容易与人流发生碰撞，造成安全事故。故停靠站的设置一定要和步行街道分隔开

来，避免侵占步行空间，并且需要对步行者进行路线指导。

2.2.4 多功能性

城市的街道是城市意象中最为重要的元素。[20]一个城市的街道如果充满了趣味性，观察城市的人们

也会觉得这个城市充满了趣味性。街道的趣味性并不仅指只关注自身的形态，还包括与街道共存的沿街

建筑和设施。这些共同构成了社会街景，反应出城市的设计理念。

沿街建筑空间———有相关研究表明，街道高宽之比为1∶1时，行人感到最舒适。
[21]在街道空间有

限时，应合理控制沿街建筑的高度。在街道空间过窄的地方，可以将底层沿街建筑进行适当的退让，形

成沿街建筑与街道的灰空间。为了减少儿童的紧张感，沿街商铺应尽可能采用开放式，同时在儿童聚集

的路段，尽量使用活泼、明亮的色彩来装饰沿街商铺的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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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底层建筑退让 （来源：自绘）

公共照明设施———儿童需要充足的光线来进行活

动。白天时，注意街道的绿植、商家的招牌不要阻挡阳

光及儿童视线。夜晚时，街道则要有足够的照明环境。

尤其在人行道和十字路口更要保证光线充足。光线的颜

色及亮度要经过合适的调试，易于看清路况且不至于

刺眼。

艺术性———对普通人来说，艺术似乎是门槛很高的

东西。其实不然，让儿童从小接触艺术，培养对美的感

觉，长大了才会形成美学的概念。将街道的形态、沿街的立面设计得充满艺术感与趣味性，儿童耳濡目

染，自然而然产生美的评判。许多地方谈到表现儿童的艺术性，就是在沙井盖、墙面等地方画上儿童漫

画和图案等，实际效果不统一，而无论是哪种表现形式，都需要带有一定的美学逻辑，不仅是儿童可以

理解的，而且是成人也能欣赏的。

图4 艺术性墻面 （来源：自摄） 图5 艺术性街角 （来源：自摄）

3 结论

儿童处于一个人成长期的前期，是塑造一个人的品格和心智最为重要的阶段，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

并不是在为儿童开 “绿通”，而是真正地 “以人为本”。城市的道路设计与规划作为城市规划中最基础也

是最重要的一环，把这些道路建设好，则是为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打下最坚实的基础。通过分析国内外

儿童友好型城市理念指导下的道路规划策略，结合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在安全性、可达性、舒适

性、多功能性四方面总结出具体的道路空间规划策略，以期提高城市品质。城市道路是一个城市的镜

子，体现这个城市的理念与内涵。一个能把道路建设好的城市，其他城市设施也能建设好，一个对儿童

友好的城市，亦会对所有人都友好。

中国的城市建设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无论是建设理念还是相关人才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至今

各种各样的城市问题仍层出不穷，仅就道路规划而言，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的城市发展远远

落后其他发达国家，乍一看似乎是很难跟上发达国家的脚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教

训，又好又快地建设城市。然而，实际城市建设过程中，受现实条件的影响，我们往往又重复了发达国

家的城市建设过程。另外，将其他国家成功的建设方法不加考虑地照搬到我国，也是一种失败的借鉴。

因此，本文在分析了国外值得借鉴的道路空间规划方法后，我们需要认真地审视国情，提取这些方法的

核心思想，通过总结这些道路规划的共性、普遍性，找到真正适合我国建设 “儿童友好型城市”的道路

空间规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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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调整、引导

———试论生态环境容量约束条件下的道路规划

王海天

【摘要】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的国家战略，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城乡规划如

何适应新形式、新要求是我们规划师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以天津市宁河区俵口镇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保护区内村

庄对外通道选线方案为例，论述如何在道路规划中，将生态红线、基本农田保护区界限作为不可逾越的红线，结合村庄

发展实际情况和周边道路交通条件，主动适应、调整、引导城乡规划，为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的支撑体系。

【关键词】 生态；道路规划

0 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是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

的突出地位，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努力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

好生产生活环境。”

作为新时代的城乡规划师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尤其可以在 “空间结构”上下

大力量，用高质量的规划成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目前，全国很多城市正在编制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

均将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修复作为重要内容，提出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深入实施山水林田湖一

体化生态保护和修复。在此背景下，相关道路规划要主动做好适应、调整、引导工作，本文以天津市宁

河区俵口镇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保护区内村庄对外通道选线方案为例进行阐述。

1 规划背景

自然保护区是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有特殊意

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域或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

区域。

天津古海岸与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为保护由贝壳堤区域、牡蛎礁区域构成的珍稀古海岸遗迹和湿地自

然环境及其生态系统的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区。由11处贝壳堤区域、1处牡蛎礁区域和七里海湿地

组成。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区域分别形成于距今约7700～900年间，7000年前，是海侵海退、沧海变迁

的重要产物。主要分布在宁河、宝坻、滨海新区部分地区，总面积344.38km2，其中，核心区

45.02km2，缓冲区42.34km2，实验区257.02km2。

牡蛎礁区域是由大量牡蛎及其他贝类的介壳和碎片混杂以粗、细砂经由碳酸钙较高的海水或地下水

在海滩上胶结而成的礁体。在海侵海退过程中，残留的古牡蛎被海砂掩埋，逐渐形成了举世罕见的牡蛎

礁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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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里海湿地具有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享有 “京津肺叶”“天然博物馆”美誉。历年监测及综合考

查结果显示，七里海湿地荟萃野生动物166种，其中，野大豆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1种；鸟类191种，

其中，东方白鹳、黑鹳、白鹳等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3种，白琵鹭、黑颈天鹅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

类34种，是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的重要驿站和栖息地。

由此可知，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区域是天津市乃至于华北地区十分稀缺的重要生态涵养地，同时生

态环境也是十分脆弱的，由于前一个阶段，一些地区缺少生态保护意识，再加上经济利益的驱动，致使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区域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保护力度，相关管理

部门决定严禁在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区域核心区和缓冲区内从事与自然保护无关的活动，避免破坏生态

环境。

图1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位置图

图2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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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现状图

2 宁河区俵口镇兴家坨等村对外通道分析

2.1 现状村庄对外通道

宁河区俵口镇兴家坨、后辛庄、洛里坨、俵口等村位于俵口镇中北部，北侧为滨保高速公路、南侧

为七里海水库，与宁河新城桥北新区直线距离约15km。

图4 兴家坨、后辛庄、洛里坨、俵口村位置图

现状村庄对外通道共有3条。

通道1：南部兴芦公路，宽6～16m，连接七里海大道。

通道2：北部砖厂路，宽6m，穿过岭头村 （外省范围），连接津榆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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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3：西部俵口支路，宽6m，连接潮白河左堤路。

图5 现状村庄对外通道

图6

部分潮白河左堤路和兴芦公路位于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保护区核心区。根据相关保护要求，核心区

内的道路功能将取消。现状北侧砖厂路通道穿过河北省芦台经济开发区岭头村，两侧为村庄和学校，直

接利用现有6m宽通道进行拓宽改造，不现实。故此，需要重新选线作为兴芦公路替代道路。

图7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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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俵口镇与周边地区及区域路网的交通需求联系

俵口镇常驻人口1.45万人，主要分布在兴家坨、后辛庄、洛里坨、俵口等村。日均客流量1.96万

人次。俵口镇居民出行比例前三位为：俵口镇：1178人次，占比37.8%；海北镇：383人次，占比

12.3%；芦台镇：363人次，占比11.6%。俵口镇与海北镇和芦台镇交通联系为主要流向。

图8 俵口镇人口分布图

图9 俵口镇客流分布图

2.3 通过高效便捷的对外通道，融入区域发展的总格局

（1）俵口镇与宁河新城的联系主通道有北部的津榆公路和南部的七里海大道；

（2）砖厂路穿过河北省岭头村，无改造加宽条件，近期维持现状；

（3）兴芦公路穿过七里海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即将断交，需要在缓冲区外另选道路连接七里海

大道；

（4）建议打通一条俵口镇与唐山市大北镇暨芦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联系道路。

274



图10 俵口镇对外通道规划图

3 规划控制因素

3.1 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核心保护区

根据最新白纸的国土规划，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保护区保护范围由三区调整为两区，即核心保护区

和一般控制区，共119.66km2，其中核心保护区75.28km2，一般控制区44.38km2。核心保护区内除满

足国家特殊战略需求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但允许开展已有合法线性基础设施和供水等

涉及民生的基础设施的运行和维护，以及经批准采取隧道或桥梁方式 （地面或水面无修筑设施）穿越或

跨越的线性基础设施，必要的航道基础设施建设、河势控制、河道整治等活动。一般控制区内除满足国

家特殊战略需求的有关活动外，原则上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

有限人为活动，其中包括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建设、防洪和供

水设施建设与运行维护；已有的合法水利、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和维护。

图11 基本农田规划图

3.2 基本农田保护区

耕地保护和城镇发展、人口聚集之间存在矛盾：城市化地区与优质耕地高度重合。据统计，城市扩

张所占用的大量土地一半以上都是耕地。耕地总量不足：截至2016年末，全国耕地面积为20.24亿亩，

耕地资源已经难以满足农产品供给需求。

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全国年均损失耕地

100万亩。

天津人均耕地较少，农业耕作区主

要分布在市域中部和南部，包括宝坻、

武清、宁河、静海所在区域和蓟县除北

部山地、丘陵农业区以外的地区。宁河

区俵口镇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耕种条

件优良，根据国土规划划定了基本农田

保护区和基本农田整备区，本次规划选

线应严格避让已划定的基本农田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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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3.3 外省用地

由于历史原因，河北省唐山市大北镇暨芦台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宁河区界内，与俵口镇东、北部

接壤。

图12 天津河北界图 （俵口镇段）

4 构筑与生态环境和谐的对外道路网络

4.1 绿色道路交通规划原则

4.1.1 促进人与自然关系更加和谐

天津地处京津湿地生态过渡带，连接环渤海地区滨海生态带。天津践行区域责任，建设 “华北绿

肺，共同保障京津冀生态格局。明确自然保护地范围，提出生态保护修复要求，提高生态空间系统性和

完整性。实施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保护与修复七里海湿地。保护我国的珍惜物

种与生态系统，维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图13 川连京津，湿地显风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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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道路选线遵循 “三区三线”原则

本次新选线道路严格执行 “三区三线”原则，即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和生

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牡蛎礁和七里海湿地核心保护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为本次选线道路不可

逾越边界。

图14 三区三线控制图

4.2 穿越性通道严禁通过保护区核心区

潮白河左堤路为二级公路，津榆公路至七里海大道段长约10km，其中穿越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

核心区段长约6.8km，根据相关保护规定，对于潮白河左堤路位于核心保护区内路段禁行机动车，改

为慢行旅游路。俵口支路与潮白河左堤路在相接，本次规划局部改线与潮白河左堤路在保护区核心区外

相接。

图15 潮白河左堤路改为慢行旅游路

4.3 一般控制区内村庄道路选线

俵口镇兴家坨、后辛庄、洛里坨、俵口等村位于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内，其主要对外

道路兴芦路向南连接七里海大道，由于该路部分路段位于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核心保护区内，本次规

划拟将兴芦路位于核心保护区内的路段改道至一般控制区，以满足保护区相关规定，同时也为兴家坨、

后辛庄、洛里坨、俵口等村规划对外连接通道。

4.3.1 选线方案一：按总规建设俵口路

根据现行宁河县总体规划，俵口路规划为三级公路，西至淮淀路，东至滨蓟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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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方案一位置图一 （与总体规划关系）

避开七里海保护区缓冲区、岭头村，落实总规三级公路 （俵口路）线位拓宽改造砖厂路，绕开岭头

村，上跨塘承高速，连接滨蓟线由兴芦路至滨蓟线长约9km （含外省2.3km），宽12m。穿过河北省用

地 （2.3km）、基本农田 （5.6km）

图17 方案一位置图二 （与自然保护区及核心区关系）

图18 方案一位置图三 （与基本农田关系）

674



4.3.2 选线方案二：新避兴芦路 （保护区核心区段）替代道路

避开湿地保护核心区，不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进入河北省边界内约0.8km，利用高速桥下通道，

在七里海镇任凤庄西侧连接七里海大道，由兴芦路改线起点至七里海大道段长约4.1km，宽6m。

图19 方案二位置图一 （与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关系）

图20 方案二位置图二 （与基本农田关系）

4.3.3 方案比选

表1 俵口镇兴坨村等村庄对外通道选线方案一览表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核心区 避开 避开

天津市外用地 2.3km 0.8km

基本农田保护区 经过5.6km 不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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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长度 9km 4.1km

宽度 12m 12m

上位规划 有 无

结论：方案一与方案二均避开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核心区；方案一占压基本农田保护区5.6km，

方案二不占压基本农田保护区，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优于方案一；方案一与方案二均需经过河北省用

地，但方案一经过距离大于方案二；为尽快解决兴芦公路断交后俵口镇七里海保护区内村庄对外交通出

行不便问题，建议以方案二作为推荐方案。

4.4 适时调整交通联系主通道

俵口镇兴家坨、后辛庄、洛里坨、俵口等村位于牡蛎礁和七里海保护区核心保护区以北，现状最为

便捷的对外通道是兴芦路，北接砖厂路，南至七里海大道。由于国家加大了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

兴芦路经过保护区核心区段将断交，故此兴家坨等村庄向南联系受阻，联系强度将趋于弱化。

根据交通大数据分析，兴家坨等村庄向北与大北镇的交通联系是主要流向，因此本次规划拟新建一

条兴家坨等村庄与大北镇的联系道路，该路南接砖厂路，北至津榆公路 （205国道），作为俵口镇主要

的对外通道，该路长4.5km，宽16m。其中河北省界内3.3km，宁河界内1.2km，205国道连接线不占

用基本农田。

图21 规划将兴芦公路向北延伸至津榆公路，形成与海北镇联系的南北向通道

图22 205国道连接线线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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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205国道连接线不占用基本农田

4.5 生态文明语境下的道路规划

以往的道路规划一般只是注重交通功能，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少考虑。随着我国进入经济社会新

常态，必须摒弃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实行集约式发展。笔者认为，在生态文明语境下做好道路规划，关

键是要做好平衡工作，首先要对自然环境有敬畏之心，比如自然保护区和基本农田保护区等绝不能触

碰，其次要有发展的理念，深入研究区域约束条件，交通流向、流量，用地布局，周边路网情况，针对

每一条道路的情况有针对性的采取最为适宜的措施，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道路网络的支撑体系。在保

护生态环境不受影响的同时，尽量减少对于区域交通出行的影响，适应、调整并引导区域交通的新

发展。

表2 俵口镇兴坨村等村庄对外通道规划一览表

项目 连接道路 约束条件 规划措施 交通联系强度 备注

潮白河左堤路
 北至津榆公路，

南至七里海大道

 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

 经过核心区段

断交
  景观路

兴芦路  七里海大道

 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基 本 农 田 保

护区

 局部改线，避开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基本农田保护区

 弱化  

砖厂路  津榆公路

 穿过河北省境，

两侧为村庄和学校，

拓宽改造不现实

 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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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项目 连接道路 约束条件 规划措施 交通联系强度 备注

俵口支路  潮白河左堤路
 自然保护区核

心区

 局部改线与潮白

河左堤路在核心保

护区外相接

  

205国道连接线  津榆公路
 穿过河北省境、

基本农田

 避开基本农田保

护区
 主要流向

 新建，需协

调外省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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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下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

洪倩雯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国内外产业园区逐渐呈现由城市核心区向外围转移的趋势。产业郊区化往往伴随着

城市更新，是未来高新产业园区强化城市空间与交通空间协同建设的有利契机。本文基于传统工业园区存在的交通共性

问题与成因分析，阐述了新形势下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的必要性，以深圳市新桥东重点城市更新单元实践研究为例，

探讨了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要素及规划方法。这是对传统规划模式的反思与改进，也是城市更新背景下郊

区化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模式的探索。

【关键词】 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产业郊区化；城市更新

1 引言

1.1 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正处于多重战略背景

高新产业园是以研究、开发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为主要目的，集中风险资金、人才、高科技企业于

一体的园区[1]。20世纪70年代至今，为了合理疏散城市中心区过剩人口、缓解城市边界无序蔓延等城

市问题，高新技术产业由城市中心向郊区转移[2]。产业郊区化布局成为国内外大城市促进城市空间优化

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形势下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成为激发城市活力、推动城镇化进程的有力抓手。一方面是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要求推动产业技术体系创新，打造区域创新示范引领高地，由政府推动的高新产业园区建设成

为集聚创新资源、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部署。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 “四化”原则旨在推动信息

化、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的融合互动发展，城镇化的质量升级需要产业作为基础动力。

1.2 城市更新是重塑郊区化产业园区空间的有利契机

国家发改委在 《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中提出，要加快推进城市更新，

通过活化利用工业遗产和发展工业旅游等方式，将 “工业绣带”改造为 “生活秀带”、双创空间、新型

产业空间和文化旅游场地。城市更新是指根据城市规划及有关规定程序，对包括旧工业区、旧住宅区、

城中村等在内的特定城市建成区进行综合整治、功能改变或者拆除重建的活动，为盘活郊区化产业园区

城市空间，挖掘用地潜力带来有利契机。以城市更新为主导的存量土地二次开发，已成为深圳新一轮城

市建设、产业升级和城市转型的重要引擎[3]。

2019年，深圳宝安区提出将新桥东片区作为重点城市更新项目，是深圳市历史上最大的产业旧改

地区，总用地面积2.3km2，拆除重建面积达1.34km2，未来将建成以智能制造为主导产业的国家高新

区。文章将以新桥东片区为例探讨以拆除重建为主导的城市更新背景下，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的交通规

划要素，以期形成具备可复制性、可行性的产业园区交通规划机制。

2 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的必要性

宝安新桥东片区位于城市第三圈层，具有早期郊区化工业园区的典型特征。本文以新桥东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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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作为代表性案例，阐述传统郊区化工业园区面临交通共性问题。

2.1 传统郊区化工业园区的共性问题

2.1.1 公共设施配套缺乏，职住空间不匹配

传统理念将产业园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且依托中心城区发展的个体，自身存在产业功能与城市功能

割裂的弊端[4]。新桥东内部教育、医疗、文体设施缺乏，以工业产房为主导，普通工业用地占地约

58%，地块容积率在1.5～2.0之间，土地利用粗放。通过对新桥东片区园区内产业工人及管理人员的

调查表明，普通产业工人平均出行距离5km，居住活动区域以周边3～8km范围内城中村为主，占比约

60%。企事业管理人员平均出行距离12km，主要居住在南山、宝安中心等深圳第一、二圈层，占比达

70%。公共设施配套的缺乏以及生活环境欠佳导致职住空间分离空间跨度大，片区内钟摆性交通出行特

征显著。

2.1.2 区域重大交通设施服务有限

广深高速连接广东、东莞、深圳，是区域重大交通要道，但目前反而成为新桥东片区发展的壁垒。

一是片区受广深高速阻隔，跨广深的对外连接通道仅4条，且通行能力低下；二是广深高速对片区服务

有限，仅有的两处出入口均需绕行进出。片区距离既有轨道11号线站点均超过3km。未来周边新增3

条轨道线路，仅18号线从北部经过，但未设置站点。新桥东片区成为东、南紧靠山体，西受广深高速

阻隔的工业孤岛。

2.1.3 内部交通设施边缘化特征明显

新桥东片区内部交通基础设施水平薄弱，与原特区、宝安中心区差距显著。路网建设滞后，密度仅

4.95km/km2，不足深圳标准 （10.5～16.0km/km2）低限的一半；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低下，片区内公

交站点500m覆盖率约60%，且均为简易式公交站点；慢行空间缺乏，客货交织现象严重，出行环境不

理想。

2.2 传统郊区化工业园区交通问题溯源

传统工业园区的共性交通问题可归结为两点，一是职住空间不匹配带来的通勤出行困境；二是交通

基础设施难以支撑城市及产业的发展。其发展困境根源在于园区规划建设前期缺乏对交通与产业、空

间、社会群体、建设时序等因素的协调统筹。

2.2.1 交通与用地开发间缺乏协同

传统郊区化园区因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间缺乏协同，城市规划编制主体及部门对交通系统缺乏

需求及方案合理性的论证；交通规划主体则强调交通功能，缺乏对城市空间设计的认识。一方面导致土

地开发缺乏交通系统的支撑，交通出行风险性加大；另一方面是当用地布局确定之后，交通规划仅能基

于既定城市空间进行细微调整，影响设施布局的最优化。

2.2.2 交通与产业布局间缺乏协同

产业园区的发展离不开交通基础设施的支持。交通规划与产业布局间的壁垒使得既有区域交通网络

无法有效促进区域产业集群间互动发展，园区成为工业孤岛、交通孤岛；内部货运枢纽及货运流线组织

与产业布局不相协同，导致园区面临 “货车围城”的困境。

2.2.3 交通与社会群体间缺乏协同

传统工业园区缺乏对园区群体空间分布、年龄职业、收入水平等各方面特征的考虑。公共设施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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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交通设施服务水平与人群需求不匹配是导致职住分离的直接因素。如国内苏州工业园区是严格贯彻

职住平衡规划理念的实践，规划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规模接近1∶1。但研究表明
[5]，因规划早期忽略

了对园区目标人群的分析，使得公共空间与配套无法匹配人群诉求，建成后存在明显的职住分离、钟摆

式交通现象，与规划愿景相去甚远。

2.2.4 交通与园区建设时序间缺乏协同

高新产业园区因其项目周期较长，通常采用分区分时序开发。在发展前期往往因交通设施未能及时

跟上土地开发建设的脚步，造成局部地区交通系统供需矛盾。如袁晓辉[6]指出，北京未来科技城、武汉

东湖未来科技城等多个高新产业园区的受调查者反应，因居住和交通设施建设时序滞后，前中期园区通

勤、商务出行不便，降低园区对企业及人才的吸引力。

2.3 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交通需要进一步探索协同规划机制

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指出，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要推动产城融合，打造高质量城镇化。在

此背景下，郊区化产业园区的规划应适时做出探索与改进，就 “交通”论 “交通”，就 “产业”论 “产

业”，就 “空间”论 “空间”的传统规划方式难以为继。产业园区交通规划不仅需要统筹协调用地开发、

产业布局的关系，还需充分考虑 “人”的需求。目前在交通、产业、空间三要素协同规划方面的研究相

对成熟，但研究集中于区域都市圈层面[7，8]、高铁枢纽[9]的规划。另外，既有产业园区的规划研究普

遍将产城融合作为发展理念与转型思路，隐含在产业园区的实践当中[10]，重视 “产”与 “城”的协

调关系，将交通作为配套子项。然而，交通作为支撑城市及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是郊区化产业园区

得以发挥资源要素集聚与带动城镇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需与 “产”、“城”并重，探索寻求协同规

划模式。

图1 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互动关系

3 城市更新下郊区化高新园区交通协同规划要素与实践研究

城市更新是城市优化及调整土地空间资源分配、重构产业与生活空间的契机，为郊区化高新产业园

区的规划建设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本文基于对传统工业园区交通存在的共性问题成因分析，结合交通强

国、新基建等最新战略部署，以新桥东重点城市更新单元综合交通规划为例，研究交通与用地开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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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布局、社会群体、高新技术等多角度的协同互动关系，尝试构建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的耦合

机制。

3.1 构建交通与多专业、多部门间的协同工作机制

目前我国的规划体系存在 “纵向”部门垂直管理、“横向”多规并行的特点[11]，不同规划体系间编

制主体不同，技术与管理缺乏统筹协调。交通、空间、产业三者间的规划成果未形成及时、有效的反馈

互动机制。因此，构建多专业、多部门间的协同工作机制是规划的前提。拆除重建类的城市更新涉及多

专业、多部门的工作，是建立协同工作机制以提高规划科学性的绝佳时机。

新桥东重点城市更新单元的规划以政府牵头，宝安实业集团为投资主体，协同统筹了国内外多家规

划设计咨询单位，转变常规 “城市规划主导、市政交通等专业配套”的编制方式，从多方视角同步开展

规划编制。在一年的工作开展期间，各专题小组实行信息共享，各规划编制主体定期进行技术协调，不

断反馈修正成果，最终提出包括用地规划、产业发展、城市设计、海绵城市、市政工程、交通、生态修

复等专题研究报告在内的一揽子方案。

3.2 构建交通与用地开发协同互馈机制

构建交通与用地开发协同互馈机制是规划的基础。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

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用地形态诱发不同的交通出行需求，土地资源对设施建设存在约束控制作

用，另一方面是交通系统改变了城市空间可达性，反向作用于用地规模与空间分布。新桥东片区在规划

实践中尝试通过交通设施承载力评估以反馈优化职住空间布局、贯彻公交优先战略以及协调落实交通设

施用地需求三大举措，初探交通与土地间的互动机理。

3.2.1 交通设施承载力评估

在规划前期，为了确保设施规划的合理性与科学性，项目组不断根据城市规划、产业规划提出的人

口岗位、开发强度及用地规划方案进行交通设施的量化供需分析，进行多情境设施承载力评估与测算，

反馈优化职住空间布局。最终，协同用地规划确定了片区的开发规模约516.3m2，包括约9.56万岗位

和4.6万居住人口，开发强度2.23km2/km2，人口密度1.98万人/km2。基于此，进一步开展资源配

置研究，明确了轨道线路、公交线路、道路设施、公交场站、停车场站、货运场站等设施缺口与需求规

模，引导设施规划方向。

图2 轨道线路及周边用地开发示意图

3.2.2 贯彻落实公交优先战略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是实现城市组团紧

凑型开发的有机协调机制[12]。既有规划城市轨道仅18

号线经过新桥东片区，但未设置站点，对片区的服务

有限。为了加强轨道网对片区空间重构的引导，项目

组提出在片区内增设轨道18号线站点，同时预留弹性

线路30号线远期南北向线位，形成 “一横一纵”的轨

道空间布局，通过提前控制片区的公共交通走廊以支

撑城市空间拓展与开发。同步在片区内形成轨道换乘

枢纽，贯彻推行 “用地融合、站城一体化开发、功能

纵向复合”的原则。围绕客运枢纽、轨道线路集中布

局高强度开发用地，优化生活服务性用地布局，从源

头降低交通出行风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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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协调反馈交通设施用地需求

为了确保规划的交通设施能够在后续建设中顺利落地，在规划期间，协同多专业的工作小组形成了

交通设施用地需求与地块控制两者间全程反馈机制。通过及时的沟通交流，将规划的设施场站占地规

模、道路红线、交叉口标高、道路平纵设计参数等落实到地块控制中。

3.3 构建交通与产业空间协同布局机制

构建交通与产业空间的协同布局机制是规划的关键。新桥东片区已被列入国家高新区，未来将打造

以信息技术、智能装备、物联网为产业导向的高端制造基地。新桥东的发展定位决定了其势必要作为粤

港澳大湾区关键核心技术产业的引擎，引领带动区域产业一体化发展，且以制造业为产业导向的园区具

有强烈的货运交通需求。为了以交通促进产业互动，提升产业空间组织效率，在规划实践中重点从 “外

部联动+内部优化”着手探讨协同方法。

3.3.1 搭建高快网络，加强产业联动

高效畅达的区域交通是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带动周边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前提，也是避免形成工业

孤岛的有效保障。为促进新桥东主导产业、上下游产业在空间上合理布局，统筹考虑新桥东片区周边的

策略发展区及产业园区，包括大空港片区、光明科学城、机场国际物流枢纽等，构建 “轨道+高快速

路”的 “两快”通道体系以增强片区资源集聚能力。规划轨道30号线向北延伸经片区至松山湖科技园，

新增支线衔接机场东国际枢纽，覆盖广深科技走廊沿线高新科技产业园；通过轨道18号线东西向衔接

空港新城、沙井传统工业基地、光明科学城，总体上将新桥东纳入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基于新桥东的

区位优势，东西向打通南环路、新沙路，南北向打通洪田路，借力广深高速、南光高速、107国道、外

环高速、机荷高速等区域通道，接入省域高快速体系，融入珠三角国家高新区集群，实现2小时可达。

图3 片区轨道网络布局规划 图4 片区对外衔接路网布局规划

3.3.2 重构物流运输体系，优化产业布局

既有规划片区东侧甘霖路为主干路，承担货运功能，西侧广深高速为区域客货走廊，规划形成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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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通道布局将对片区带来 “交通围城”的困境。基于此，项目组提出重新定义骨干道路功能，将甘霖路

降级为城市次干路，主要承担生活服务性交通；将洪田路升为城市主干路，并优化线位，作为南北向客

货主要通道。同步与城市设计主体协同产业空间布局规划，调整生产性产业用地及货运枢纽沿广深高速

布局，以更好地实现货运交通的集中快速到发；研发性产业用地沿洪田路布局，形成城市功能的过渡；

东部形成以生活服务设施为主导的低碳生活轴。利用广深高速快速疏解西侧工业发展轴的货流，推动广

深高速路基改桥，打造 “高架+地面”双层复合通道，通过单向循环口袋货运交通，采用右进右出形

式，快速疏解货运交通至广深高速地面货运辅道，且不干扰片区东侧生活界面。

图5 新桥东路网及产业空间布局

图6 单口袋货运交通组织示意图

3.4 构建交通与社会群体协同耦合机制

构建交通与社会群体的协同耦合机制是规划的核心。高新产业园区社会结构特征为年龄结构年轻

化、教育水平两极化、职业构成多样化和收入水平两极化[13]。交通系统作为社会的基础服务设施，是

公平正义的直观体现。两极分化的群体特征要求交通设施规划与社会群体协同耦合，以服务所有人的出

684



行诉求为目标进行设施布局，避免职住分离困境，打破社会阶层间的距离。

3.4.1 郊区化高新产业园区社会群体特征及诉求

3.4.1.1 人群特征

高新产业园区人群可划分为居民、普通工人以及从事高新技术研发的企事业职工。其中，常住居民

经济条件良好，普通工人以中低技能职业为主、教育程度及收入相对较低，企事业职工为高学历、高收

入群体。根据其职住分布特性，又可大致分为就地通勤者 （居住在园区内部及周边5～8km半径范围

内）、侧面通勤者 （居住在周边其他郊区社区）与逆通勤者 （居住在市中心）[14]。不同群体间存在差异

化的活动及出行特征。许炎[15]对苏州工业园区中心合作区一区的人群特征分析研究指出，园区居住人

口出行以机动化为主；普通工人多属于就地通勤者，超过60%的工人居住在园区南北两侧乡镇，生活

空间本地化，青睐于班车或慢行，约76%的普通工人乘坐单位班车通勤；企事业职工倾向于公共交通

出行，活动空间两极化。

参考案例经验，结合现场调查及用地规划，预测新桥东片区建成后约55%的产业工人、60%的企

事业职工在园区周边8km范围内城中村、城镇中心区居住，企事业职员承担相对较大的职住不平衡通

勤压力。

表1 苏州工业园区中心合作区人群职住特征与出行特性

人群类型 人群特征 主导通勤类别 主导活动特征 出行特征

常住居民  经济条件良好
 就地通勤者

 逆通勤者

 园区为居住与非

工作活动区
 机动化为主

企事业职工
 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包括科技

研发人员、企业家、知识工作者等

 侧面通勤者

 逆通勤者

 活动空间两极化、

高度职住分离

 更 倾 向 公 共

交通

普通工人

 教育程度及收入相对较低，以中

低技能职业为主，包括服务型蓝领、

生产间工人等

 就地通勤者  生活空间本地化
 以班车及慢行

为主导

图7 新桥东片区未来人群职住分布与出行特征预测

3.4.1.2 人群诉求

人群的活动及出行特征引导了交通设施规划重点与方向，人群诉求与愿景则决定了片区未来交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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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最终目标。新桥东片区三类人群的调查结果表明，人群诉求集中于通勤出行及公共活动空间两大方

向。片区原住居民日常活动场景及出行目的具有多样性，期待片区能够留存传统岭南文化，提供轻松惬

意的邻里交流空间以及品质化出行环境，满足弹性出行需求。普通工人日常活动场景单一，出行成本敏

感度高，期望低价准点的班车线路以尽可能降低日常出行成本。高新技术企事业职工注重工作环境与生

活质量，拥有交流与互动的需求，期待丰富、舒适的休闲空间与高水平轨道、公交及慢行接驳服务。新

桥东的交通设施规划需重点结合更加开放、绿色的郊区化空间，塑造人性化、特色化通勤服务体系与公

共活动空间。

3.4.2 构建公交慢行主导的通勤服务体系

除了规划轨道及道路系统之外，重点围绕中小运量公交及慢行打造三网融合的绿色通勤服务体系。

一是以 “运行全程提速”和 “服务品质提升”为主攻方向，优化园区公交线站位，同步建设公交专用

道，实现 “下楼乘车、快速到门”。二是打造园区MaaS公交外循环和内循环线路，为个体提供 “综合

性—个性化”的多模式、一站式出行服务。其中，外循环线路覆盖园区周边5～8km范围内主要交通到

发点，重点解决就地通勤者的日常通勤及出行活动需求，同时承担片区与轨道11号线马安山站、沙井

站交通接驳交通；内循环线路以 “固定区域+预约服务+快速响应”模式运营，串联轨道覆盖薄弱地

区，解决 “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三是构建 “慢行廊道+慢行集散道+慢行连通道”三级慢行网络体

系，实现慢行通道全覆盖。

图8 公交慢行主导的通勤服务体系

3.4.3 拓展高品质公共活动空间

结合新桥东的资源优势，从道路、绿地与文化资源、建筑空间三个方面着手探讨构建富有活力的交

通与公共空间融合模式，进一步拓展绿色、生态、慢行友好的公共空间。选择生活服务轴的地块通过创

新道路设计及交通组织模式，打造无车区试点示范。无车区内个体依靠公共交通、步行或骑行出行，区

内保证慢行的最高设计优先权，细化并落实街道设计标准、机动车组织模式、智慧街区管理等要素，总

体形成外 “外围慢行保护膜+内部慢行活动专区”。构建 “依山傍城”的立体化慢行廊道，协同建筑空

间、轨道站点规划 “三横一纵”二层连廊系统，连接广深高速两侧、产业二层公共大厅、商业空间与临

山临湖绿道，为不同功能轴带中不同阶层的社会群体提供便捷的互动交流空间。打造串联历史古迹、红

色景点、森林公园、水库湖光等景点的文化环路，营造具有岭南特色、高识别性的公共场所和宜人慢行

环境，引导居民形成强烈地方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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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交通与公共空间协同优化

3.5 构建交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机制

构建交通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发展机制是规划的战略部署。“互联网+”背景下，城市逐步迈进信

息化建设。“新基建”战略部署加快了以5G、自动驾驶、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交通

模式的颠覆性变革提供赋能支撑。高新产业园区交通规划有必要围绕5G新基建前瞻性统筹布局智慧交

通、智慧物流等智慧基础设施示范提升城市服务，建设智慧化生活社区和智能化生产园区。

新桥东片区打造 “一个平台+六大系统”智慧交通体系，包括智慧交通综合管控平台、智慧信号、

智慧诱导、智慧道路、智慧停车、智慧公交以及智慧枢纽。基于5G新基建与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发展，

依托龙头企业顺丰打造无人配送示范区；设置无人巴士观光体验线示范，接驳18号线站点；推进车路

协同道路设施落地，打造车路协同公交示范线，提高 “人—车—路”协同智慧化水平。通过示范效应，

促进投资环境由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向高新软硬件基础设施转变，培育和发展智慧交通产业链，凸显

片区 “高新”、“智创”特色。

3.6 构建交通与园区开发时序协同推进机制

构建交通与园区开发时序协同推进机制是规划落地的保障。产业园区开发不仅要处理好规划的刚性

控制，同时需加强实践层面上规划管理的弹性，确保设施落地能够达到预期成效。

新桥东项目组结合开发时序，剖析一期开发期间产生的三类核心交通需求，包括一期用地产生的通

勤、商务出行，原住居民日常生活出行，开发期间运送材料的货车出行，评估测算交通供需比。为了保

障前期客货交通顺利进出片区，进一步细化道路建设计划，提出新建跨广深高速的钢便桥，优先形成内

部循环通道，同步建设广深高速临时辅路，构建外围货运交通组织闭环等举措。

4 结语

交通作为支撑城市及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是郊区化产业园区得以发挥资源要素集聚与带动城镇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城市更新推动存量土地二次开发，为盘活郊区化产业园区城市空间带来有利契

机。本文分析了传统郊区化工业园区的交通共性问题与成因，指出高新产业园区交通系统与用地开发、

产业布局、社会群体、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间存在互动关系，多专业、多部门间的协同工作模式是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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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做好与园区开发建设时序的协同工作是规划的有效保障。新形势下高新园区亟需借城市更新探索

多要素协同规划模式，打造新一代的产业园区。以深圳市新桥东城市重点更新单元实践研究为例，探索

了交通与多要素协同规划、互动协调的耦合机制，以期能够为新形势下的高新产业园区交通协同规划提

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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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交通规划思考

何峻岭

【摘要】 自从我国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来，各大城市、区县纷纷委托开展了国土空间规划，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城市总体规划中交通规划应该怎么做，那么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交通规划的理念和研究内

容是否发生了变化呢？本文在分析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并思考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规划

的层次和传导关系，战略发展思路变化，工作内容差异等相关内容，以便顺利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交通规划工作。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交通规划；规划层次；传导关系；战略思路；三区三线；交通强国；长三角一体化

0 引言

2019年5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为 《意见》），《意见》中提出建议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

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实现 “多规合一”[1]。经过长期以来的努力，交

通规划已经与城乡规划形成了较好的互动关系，但是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互动关系

较弱，在全国各大城市纷纷开展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之际，此类规划中的交通规划该如何做？既没有

出台统一的规范标准，又无成熟的国土空间规划成果供参考，笔者结合国土空间的概念、内涵及具体要

求，分析国土空间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差异的基础上，分析并思考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规划的层次和

传导关系，战略发展思路变化，工作内容差异、交通设施与三区三线之间的关系等相关内容，以便顺利

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交通规划工作。

1 国土空间规划与城乡规划的关系

从 《意见》来看，国土空间规划源自于城乡规划，同时也源于主体功能区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从

国土看空间规划的五级三类来看，目前各市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类似各市城市总体规划，要比较清楚国

土空间规划与城乡规划的差异，还得分析其他两个规划与城乡规划的关系。

主体功能区规划主要是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确定主

体功能定位，明确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

源环境相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

土地利用规划更强调中央管控供给，侧重耕地保护，耕地占用和保护指标的分配，需落实贯彻 “十

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等基本国策，采取自上而下、层层下达的方式，带有很强

的计划性。在指导思想上更强调保护。其实质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各产业部门的合理配置，是落实耕地

保护的重要手段，是落实国家和省市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的重要依据。

城乡总体规划跟更强调地方发展要求，侧重于地方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划编制一般从各行业用地需

求的角度进行各级土地利用的时空安排，不仅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而且对城市空间布局和

各项建设进行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在指导思想上更强调发展。

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比，前者采用层层分解的方式，将基本农田按照国家—省—市—

县—乡镇层层落实，对于建设用地规模有偏紧的趋势；而后者考虑地方未来发展的需求，对于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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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多多益善；前者强调的是全域管控，因为重点关注基本农田保护，比较侧重于农村地区，后者更重视

中心城区或主城区，侧重于城市建设用地，对于外围非集中建设区关注不够。

总体而言，目前开展的总体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类似于城乡总体规划，但是也要考虑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重点要素。

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的交通规划思考

2.1 交通规划发展变化分析

未来交通规划发展变化可以总结为规划定位、规划时序、规划理念、规划范围、规划方式、规划方

法6个方面的变化。

图1 交通规划发展变化趋势

规定定位：从现状的交通辅助配合地位提升到交通战略引导的地位，交通是骨骼，是支撑城市用地

发展的骨架。

规划时序：从最早的用地规划编制到同期编制，未来将发展至先期编制，尤其是交通发展战略规

划，要先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划可与用地规划同期编制。

规划理念：从更偏重于服务城市发展要向更重视生态、农业保护发展转变。

规划范围：既有城市总规中的综合交通规划，主要是一种蓝图规划，重点以中心城区为主，市域为

辅，外围地区的交通设施、交通政策等研究较为薄弱，未来将由偏向于建成区转变为全域规划、全域管控。

规划方式：城市发展进入了存量发展阶段，以往以增量为主的规划方式转变到增量与存量优化

并存。

规划方法：过往的粗放式、定性为主的方法向更精细、定量为主的规划方法转变。

2.2 规划层次与传导关系

国土空间规划分为五级三类，五级分别指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市级国土空

间规划、县级国土空间规划、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三类分别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城乡

规划体系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其中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

规划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虽然专项规划未写入规划体系中，

从实际工作开展来看，各类专项规划也在开展。总体而言，两者在规划体系上类似，与国土空间规划的

五级三类对比，交通规划体系也能与之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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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土空间规划的五级与交通规划的五级对应体系

图3 国土空间规划的三类与交通规划的三类对应体系

2.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交通规划内容的思考

2.3.1 强化各交通专项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的交通规划，主要内容还是城规体系下的总规里面的一些内容，大

的理念、技术方法、统筹发展思路，还是可以继承原有的思路和方法。真正的变化在于国土空间在概

念、理念、用地分区、分类等与原有城乡规划的不同会影响到交通规划的语境，数据量化和图纸表达技

术层面的变化导致的差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比较宏观的规划，未来要实现所有设施一张图、全域化管理，就需要在国土空

间规划编制组织过程中，更强化了各交通专项编制的重要性，即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划，各交通专

项的主管部门组织编制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划，如铁路设施国土空间规划、高速公路国土空间规划

等，一方面更好地体现各部门的发展诉求，另一方面能够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得以落实。目前多个省

市已陆续开展了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公路、县乡道、机场、港口等对外交通设施的国土空间规划，城

市交通设施国土空间规划开展也指日可待。

图4 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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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重视交通发展战略向区域化、精细化方向的变化

交通发展战略思路转变不仅因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产生，也是国家及省市战略、城市发展模式转变、

交通自身发展等原因造成。

图5 交通发展战略转变

2.3.2.1 国土空间规划的出现引起的交通发展战略思路变化

如前说述，国土空间规划注重全域管控，侧重于与三区三线的管理，交通战略思考中除了关注中心

城区/主城区的交通，还应关注非集中建设区域的交通发展内容和发展战略；除了考虑城镇空间 （城市

建设区）的交通，还应关注生态空间和生产空间的交通，即旅游交通和农业生产交通。

2.3.2.2 国家省市战略引起的交通发展战略思路变化

长三角一体化、交通强国等均上升为国家战略，尤其是交通强国这一战略把交通对城市发展甚至国

家强大发挥的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省市纷纷响应国家政策，此外南京市还提出提高城市首位度

的发展战略。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到国家战略，导致交通系统从市域拓展到在都市圈、城市群的中的发展定位及作用。

交通强国战略，交通向更注重质量效益、一体化融合发展、创新驱动转变。

2.3.2.3 城市发展模式变化引起的交通发展战略思路变化

经过几十年的城市发展和建设，目前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粗放式发展逐渐向高

质量和精细化发展，由城市增量发展向两方面分化发展，对外向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对内向存量发展

甚至是减量发展，更注重城市更新和城市双修。城市发展模式的变化，前者要求有更高质量和精准化的

交通支撑；后者一方面需要交通加强和提高城市在城市群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提高综合交通枢纽的作

用和能级，另一方面需要交通以为人民服务的高品质交通方向发展。

图6 城市发展模式转变带来的交通转变思路

2.3.2.4 交通自身发展新理念新思路引起的交通发展战略变化

近年来，交通发展自身有许多的新理念、新思路，如绿色交通、小街区、密路网TOD引导城市发

展的思路，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综合交通体系。

对交通发展战略发生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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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现两级的交通思路。交通视角对外站位更高，建设面向国际、立足长三角、辐射都市圈的综

合交通系统；对内建设更加精细、更有品质的交通系统。

（2）体现总量约束的交通发展思路。从侧重于设施供给向设施供给、交通治理综合转变。

（3）体现区域差异性交通思路。已建成、用地相对成熟区域，侧重于城市更新、城市治理，优化交

通与用地共生发展的模式、综合交通设施结构、调整交通出行方式，强化交通政策和交通治理手段；外

围边远区域，侧重于综合运输系统网络构建。

2.3.3 工作内容相关变化

2.3.3.1 充分认识综合交通在双评价工作中的重要性

“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 “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双评价是伴随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前提和

基础，要充分认识综合交通在双评价中的意义和重要性，随着未来发展，综合交通也将是资源的一种，

交通承载能力会影响到整个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交通对于城市框架地拉开，用地布局的支撑具有重要

作用，找到合适的路径做好综合交通双评价工作。

图7 “三调”与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用地分类对照图 （作者自绘）

2.3.3.2 现状交通梳理与以前不同，要处理好与三调之间的关系

原来城规是以地形图为基础，绘制现状图，一般在总规阶段，不单独绘制综合交通现状图，综合交

通各要素的线路和设施均在土地利用现状图中表达。国土空间规划中明确提出需绘制综合交通现状图。

现状交通梳理在应处理好与三调的关系，三调现状用地分类中涉及交通用地有9个，分别为铁路用地、

轨道交通用地、公路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农村道路、机场用地、港口码头用地、管道运输用地。三

调交通用地分类与我们既有城规交通的分类不同，均表达大类，需要对其进行细分，例如城镇村道路中

要细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三调交通用地分类与国土空间规划用地、用海分类中的综合

交通用地分类也不相同，具体见图7所示。对于综合交通现状图的梳理，应处理好与三调及国土空间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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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用地、用海分类之间的关系。

2.3.3.3 交通规划方案要处理与三区三线之间的关系

交通规划方案与三区三线之间的关系处理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目前讨论得较多的是交通方案与

三线微观层面的关系处理。

宏观上讲，表现在交通方案与城乡空间布局之间的关系。具体讲，重要的是处理好交通规划方案与

生态区和生产区的关系，处理好与生态红线及村庄布局的关系，除了区域性的交通干道之外，大部分低

等级农村公路是为村庄服务的，应根据三区三线的条件，优化村庄布局，从源头上减少服务性交通设施

与基本农田、生产区之间的矛盾。

微观上讲，交通规划方案与三区三线的关系表现在具体的交通设施线路与三区三线的具体协调上，

很多学者探讨关于交通规划方案与三线之间的关系，如陈宗军、李铭在 《江苏区域交通设施的国土空间

控制规划探讨》中着重讲述了交通设施与生态红线、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的关系，在三线中，生态

红线和基本农田线是比较硬的杠杠，而城镇开发边界则是规划的一条界限，交通规划方案与之较好协

调。目前对交通设施与三线的关系处理主要还是由做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划的从业人员提出的较

多，未来这类专项规划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落实的时候，原则上重要的交通通道的线形以专项规划为

主，局部与城镇有关联的位置，会针对城镇布局进行适当优化。

对于交通规划方案与三区的关系也要重视，对于生活区的交通大家都很重视，但是对于生产和生态

区的交通也要关注。尤其是在全域旅游、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如火如荼的形式下，生态区的交通要因地制

宜进行规划和考虑；以往总规中对于生产区的交通没有关注，都是自发形成的田埂路，未来农民机械化

生产普及后，生产性交通也需要考虑。

3 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国土空间规划与想想规划的关系入手，对国土规划规划体系下的交通规划进行了思

考，分析了未来交通规划发展变化和规划层次及传导关系，提出未来应强化交通专项国土空间规划的重

要性，重视交通发展战略向区域化、精细化方向的变化，关注综合交通规划工作内容的变化，如充分认

识综合交通在双评价工作中的重要性、现状交通梳理处理好与三调之间的关系，交通规划方案处理好与

三区三线之间的关系等。以期抛转引玉，便于顺利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交通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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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交通规划传导与管控研究

汪益纯 曹国华 王树盛

【摘要】 新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后交通规划定位发生变化，对交通规划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在原城乡规划体

系下，大部分城市采取综合交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同步编制、相互反馈的模式，综合交通规划的重要内容纳入总体规

划，落实交通发展目标及重大交通设施空间布局，并向下传递。为实现交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融合及协调发展，需

要重新梳理交通规划之间及其与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传导方式与管控内容。本文总结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对规划

传导与管控的既有规定及研究进行梳理，提出不同层级交通规划之间以及与国土空间规划之间的传导模式，总结交通规

划具体内容的主要管控方式；并就管控过程中的矛盾处理，结合当前国家与江苏省的相关文件要求，给出建议，为明确

不同层级交通规划内容以及可采取的主要管控方式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交通规划；传导模式；管控方式

0 引言

历年来我国空间发展领域中存在诸多空间类规划和管理机制，产生了一系列规划和管理的不协调问

题，为处理好发展与保护的关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我国启动了空间规划体系的改革，探索建立适合

中国国情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2019年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

实施的若干意见》（简称 “《若干意见》”）的发布，标志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顶层设计和 “四梁八柱”基

本形成。国土空间规划技术体系分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交通规划是重要的

专项规划之一，是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解决规划之间不协调不匹配的问题，《若干意见》中

提出 “明确规划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同时提出指导性要求。制定实施规划的政策措施，提出下

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的分解落实要求，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确保规划能

用、管用、好用”，对规划的传导与管控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新的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如何落实交

通规划的传导与管控，明确传导路径、管控方式、管控内容等，加强交通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

落实国家发展战略，服务高品质生活要求，指导交通高质量发展，是新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确立

后，交通规划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1 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

国土空间规划和实施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了空间领域的改

革和制度建设力度。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 “建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规划体制改革，加

快规划立法工作”。2014年，国家发改委等四部委组织开展的市县 “多规合一”试点工作，提出在全国

28个市县开展 “多规合一”试点。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

出 “构建以空间治理和空间结构优化为主要内容，全国统一、相互衔接、分级管理的空间规划体系”，

实现 “一个市县一个规划、一张蓝图”。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 “推进两图合一，探索城市规划管理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合一”。2017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提出在市县 “多规合一”试点工作基

794



础上，制定省级空间规划试点方案。2018年，国家机构调整及自然资源部的组建，由自然资源部牵头

负责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

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统一的国

土空间规划，实现 “多规合一”，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指导约束作用。明确了 “五级三类”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总体框架，要求逐步建立 “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

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 “四大体系”。同年自然资源部发布 《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

《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前者对国土空间规划工作进行了部署，后者指导地方有序开展

村庄规划工作。至此，我国正式开启国土空间规划的新时代，相关制度建设和规划编制工作全面启动。

为指导和规范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提高规划编制的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国家和自然资

源部出台了若干指导文件，包括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资源

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技术指南 （试行）》《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等。

2 规划传导与管控的现有规定及研究

2.1 现有规定

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传导方面，《若干意见》提出要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明确提出 “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是详细规划的依据、相关专项规划的基础；相关专项规划要相互协同，并与详细规划做好衔

接”，这是对三类规划间传导与管控的具体规定；《若干意见》同时明确提出 “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是对全

国国土空间作出的全局安排，是全国国土空间保护、开发、利用、修复的政策和总纲”、“省级国土空间

规划是对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的落实，指导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市县和乡镇国土空间规划是本级政

府对上级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细化落实”，这是对五级规划中 “由国家至省、至市、至县、至乡镇”传

导与管控的具体规定。

《省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指南 （试行）》提出对市县规划传导要求，即省级国土空间规划通过的分区

传导、底线管控、控制指标、名录管理、政策要求等方式，对市县级规划编制提出指导约束要求。省级

国土空间规划将上述要求分解到下级规划，下级规划不得突破；提出对专项规划的指导要求，省级国土

空间规划综合统筹专项规划的空间需求及协调空间安排，专项规划经依法批准后纳入统计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严格管理。

2.2 现有研究

为提升同类规划间的上传下达及不同类规划间的左右传导，提升规划的协调性及可操作性，学者关

于规划传导与管控开展了大量研究，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研究国外规划的传导机制，对我国规划开展提出建议；林芳菲[1]分析了德国各级规划之间的传

导模式，归纳各层级的管控内容和管控方式，提出与规划层级相匹配的管控内容、增加非法定的协议型

区域规划、规划信息平台等方面的做法可以促进空间规划的实施与保障。

二是研究基于传导管控的规划体系构建；战强等[2]提出只有清晰的管控格局才能衍生清晰的空间规

划体系，构建空间规划体系的目标之一为探索多方博弈下的 “管理线”划定及管控措施的制定。胡滨

等[3]按照事权明晰、分级管控、刚弹结合的思路，建立了对应国、省、市管理事权的三级管控体系，明

晰了强制性内容分级分类的依据、探索了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的成果表达形式和分级管控内容修改的规

则等。张尚武等[4]总体规划的传导需要规划体系的整体传导，针对不同的管控内容，采取分类、分层管

控方式，通过下位规划、专项规划、指标体系、管理体系及政策法规等，构建整体的管控体系。张琬乔

等[5]针对国内规划衔接面临的困境，提出承接总体规划在分区范围内细化城市发展定位与策略，面向规

划传导与管理形成纲领性控制与引导，融入管控导向的城市设计及注重对下层级规划的实施指引。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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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6]从法律基础、行政机制、技术体系三方面分析我国省级空间规划及管控的现状问题，并提出完善法

律法规基础、建立协同工作机制、制定技术章程指引、确定动态调整与检讨机制的几点构想。

三是研究不同类型规划传导管控的内容和方法。马之野等[7]指出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的空间管控手段

包括园区边界划定、分区规划、体验线路规划，空间管控的传导机制主要考虑与外部规划的衔接和国家

公园各级规划之间的衔接，并给出衔接关系处理建议。张辰等[8]对海绵城市规划体系构建、管控指标选

择和管控制度建设等进行了讨论。石华等[9]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大径山区域进行了郊野单元控规探

索，通过明确郊野单元空间管控重点、管控方式，推进城市开发边界外郊野地区实现全域精细化管控。

四是研究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及内容变革实践探索。曹国华等[10]对 “为什么要建构新的交通规划体

系？交通规划的定位和体系框架是什么？市县综合交通规划编制要点有哪些？”开展了研究。黄凯迪、

马小毅等[11，12]以厦门、广州实践为例，对交通规划内容变革、组织方法、技术理念、表达形式等方面

开展深入探索。

根据上述研究，专家学者对规划传导与管控的经验借鉴、规划编制体系、不同类型规划的管控内容

与方法、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及内容变革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其中，交通规划编制体系的研究涉及传

导模式的相关内容，交通规划内容变革实践探索结合各城市的交通规划实践，对交通新的技术理念和表

达形式等进行了研究探索。综上所述，新的空间规划体系下，各行业各领域从不同角度开展了大量与传

导管控相关的研究，但是缺乏针对交通规划传导与贯通的系统性、针对性研究，适宜交通规划具体内容

的传导与管控方法有待分析确定。

3 交通规划传导与管控建议

3.1 交通规划传导模式

按照规划编制的类型和级别，交通规划内容的传导分为纵向传导和横向传导两类。纵向传导顺序为

省级规划—市县级规划—乡镇级规划，各层级规划内容以分级拥有的事权为依据，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

划；横向管控传导顺序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服从总体规划，专项规

划提出的设施空间要求纳入总体规划后，与总体规划共同指导详细规划的编制。每一级规划以上级规划

为依据，细化上级规划目标、指标等要求，同时提出对下级规划的要求。

图1 不同类型和级别规划传导模式

处理好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组织与规划传导的关系。当前项目编制呈现为一定的周期性，省级国土空

间规划先于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完成编制成果，同一级别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同步启动编制，然后

依次编制专项规划、详细规划。因此，可结合规划编制组织工作，实现上级对下级、总体规划对专项规

划、详细规划的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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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通规划管控方式

交通规划体现交通系统发展方向，明确交通设施的空间用地需求，据此可以将交通规划传导与管控

的内容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发展目标引导，一类为空间用地管控。对于发展目标引导，普遍采用指标传

导的方式，如交通方式结构目标、时间可达性目标等。对于空间用地管控，根据项目级别及规划内容深

度要求，管控方式主要分为三类：指标管控、界线管控和清单管控。管控方式可根据交通建设项目的实

际推进情形，采取分类管控规则。具体可将交通建设项目分为已建成的项目、已做可研或工程设计项

目、线位走向不定但锚固点清晰的项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交通规划中列入清单的项目等，分类为项

目提供空间落地、用地保障和实施程序。本着节约集约利用原则，鼓励采取交通空间复合利用的模式，

对既有和预控交通走廊中新加入的交通线路，进行空间协调处理和线位控制。下面分别对指标管控、界

线管控和清单管控予以介绍。

3.2.1 指标管控

指标管控，主要是针对交通设施规模要求和交通服务引导要求的管控，包括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

标。约束性指标主要明确并强化责任，是对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在规划中需要严格落实。预期性

指标是指期望的发展目标，通过交通资源的合理分配以及交通政策的调整以达到预期目标。

不同层级规划对下一层级规划会提出指标管控要求，体现上层级规划的统筹协调及引导优化发展。

上级规划提出的指标管控要求，需要传导到下层规划中予以落实、分解，并进行评价反馈。不同层级规

划指标的选择应体现战略要求、空间诉求、出行需求，是传递价值、传导管控、衔接行动的重要桥梁。

省级规划落实国家级规划提出的管控指标，并根据省情对省国土空间规划涉及交通规划的指标进行

扩充，提出新的管控指标。省级新增管控指标应与省级事权相对应，更多的体现区域交通联系指标、区

域交通设施规模指标及城市交通发展引导性目标指标。建议选取的预期性指标包括铁路客运量占比、铁

水货运量占比、绿色交通方式比例、交通运输安全指标、单位周转量能源消耗量等；省级规划建议选取

的约束性指标包括对轨道、港口、航空、公路等多个方面设施规模以及可达性、服务水平等。

市县级规划落实省级规划指标管控，并根据各市县具体情况提出分区的分解指标要求，并提出落实

指标的具体措施。同时各市县也可根据自身的发展需求，对下一层级规划提出新的指标管控要求。市县

级新增管控指标涉及可达性、公共交通、城乡道路、交通管理和信息化等方面。

表1 不同层级规划传导管控指标举例

规划层级 预期性指标 约束性指标

省级

 铁路客运量占比

 铁水货运量占比

 绿色交通方式比例

 交通运输安全指标

 单位周转量能源消耗量

 ……

 可达性：对外交通可达性

 轨道：都市圈轨道网密度

 港口：沿海沿江港口集装箱通过能力占比、内河港口千吨级泊位占比、

干线航道通航保证率

 航空：机场旅客吞吐能力、通用机场密度

 公路：国省公路优等路率、县乡村公路优良路率

 ……

市县级

 铁路货运量占比

 水运货运量占比

 集装箱货运周转量占比

 公交比例

 慢行交通比例

 平均公交出行时间

 路内停车周转率

 ……

 可达性：城区公共服务设施交通可达性、公共交通可达性

 水运：公用码头泊位数占总泊位比例

 深水岸线利用率

 公共交通：城市万人公共交通车辆保有率、公交专用车道设置率、公交

线路网密度、公交站点覆盖率

 城乡道路：道路网密度、支路网密度、人均绿道长度、农村公路好路率

 停车：路内停车泊位占比、路外公共停车覆盖率

 交通管理和信息化：道路标志标线施划率、交通信息实时可查询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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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界线管控

界线管控，主要是涉及本级规划事权并且在本级研究范围中能明确具体空间位置的项目，本级规划

明确的用地边界线，下级规划严格执行。对已经明确规划选址的项目实施界线管控，并传导至下级

规划。

省级规划中需要对国家级、近期实施的省级、远期但规划方案明确的省级重要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进

行界线管控，包括国家铁路、区域级城际铁路、都市圈城际铁路、国道、省道、长江干线航道、机场枢

纽等。

市级规划中严格落实国家级、省级规划中界线管控内容，新增市域铁路、跨市及县域道路和三级及

以上航道、市级交通枢纽、城区主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城区交通场站等界线管控。

县级和乡镇级规划严格落实国家级、省级、市级规划中界线管控内容，新增县乡道、等级航道、交

通场站等界线管控。

3.2.3 清单管控

清单管控，主要是涉及本级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但在本级研究范围中仅能明确大致走向或选址要求

的项目，本级规划仅列出项目管控清单，明确项目功能和项目的用地指标保障，下级规划应细化管控清

单的项目空间布局方案比选，落实项目的规划选址和控制界线。对于选线存在不确定性或在本级规划范

围中难以确定准确用地边界的重大交通项目，进行清单管控。

下级规划应落实上级规划的目录清单，不应出现删减或不按规定落实上级规划项目目录清单的情

形。省级项目纳入省发展规划的省级项目，给予优先建设和用地指标保障。市县项目根据用地指标、发

展需要和资金安排，安排项目清单。

3.3 管控过程中的矛盾处理

交通空间在用地功能分类中属于建设用地，城镇建设空间，分为线状要素和点状要素，不仅位于城

镇开发边界内部，往往涉及穿越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交通设施往往具有自身严格的专业技术标准，不

同交通方式对空间控制需求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实施空间的精准控制需要通过多层级的交通专项规划研

究后方能确定。

交通设施空间布局需要处理好与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的关系。不同级别交通项目与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的关系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主要依据有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

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2019年）、《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的通

知》（自然资规 〔2018〕3号）等文件要求。

对于界线管控的项目，从规划方案、规划选址、可行性研究、工程设计的系列过程中，不可避免地

出现建设项目的空间位置发生变化的情况，可能与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发生

矛盾。对于清单管控和指标管控的项目，项目的位置、线形、占地空间具有不确定性。当交通建设项目

实施方案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交通规划不一致时，可按下列规则进行处理。

① 对城镇的布局产生重大影响的项目，如铁路的走线和枢纽选址对城镇布局、城镇交通体系产生

重大影响，城镇国土空间规划需要以该项目的确定空间位置作为前提，建议对该类项目前置于国土空间

规划进行专题研究或同步研究，科学合理布局交通设施方案，明确项目的规划选址。

② 对于项目由于从规划到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生空间位置局部调整的情况，应采用刚性、弹

性结合的方式，明确调整的规则。除遵循国家相关文件中对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规定

外，在充分论证项目空间边界调整利弊的基础上，允许作出合理的调整。

③ 针对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方案不一致的线性交通规划项目，可开展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论证工

作，论证建设项目对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空间布局影响程度，处理好与三条控制线的关系，进行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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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选址方案比选和用地规模合理性分析，提出规划选址建议。

④ 在当前规划工作的过渡时期，可对交通建设项目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的一致性分

析，作为建设项目规划许可和审批的必要条件。交通规划方案中新建项目的规划选址应符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性的指导意见》以及江苏省人民政

府印发的 《江苏省生态空间管控区域规划》等相关要求，采取避让的原则降低对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

本农田的干扰，应按程序开展占用和补划工作。

图2 不同等级项目的权限

4 结语

空间规划体系变革的原因之一在于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促进生态文明发展，其重要手段则是

通过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对国土空间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国土空间规划

背景下，交通规划的变革既需要体现空间管控供给的约束，同时也需要落实交通强国战略、引导城市发

展、提供高质量居民出行服务。结合新的交通规划编制体系、交通项目推进及交通发展目标，建立完善

的交通专项规划与国土空间其他规划间的传导体系，明确交通规划的管控内容及管控方式，是落实空间

保护及促进发展的重要举措。

参 考 文 献

[1]林芳菲.德国空间规划的传导机制研究———以萨克森州为例 [C].2019城市发展与规划论文集.2019：1-6.

[2]战强，张韻月，刘彤起.机构改革背景下基于管控传导的空间规划体系探索 [A].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

划年会论文集 [C].2018.

[3]胡滨，曾九利，唐鹏，何为，温柔.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分级管控探索 [J].城市规划，2018，42（5）

94-99.

[4]张尚武.战略引领与刚性管控———新时期城市总体规划成果体系创新 [J].城市规划学刊，2017，3（235）19-27.

[5]张碗乔，周洋.面向规划传导实践的分区规划编制探索 [A].共享与品质———2018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C].2018.

[6]徐敏.省级空间规划及管控现状研究 [J].中华建筑.116-117.

[7]马之野，杨锐，赵智聪.国家公园总体规划空间管控作用研究 [J].风景园林，2019，26（4）：17-19.

[8]张辰，陈涛，吕永鹏，冯文庆.海绵城市建设的规划管控体系研究 [J].城乡规划，2019，2：7-17.

[9]石华，高慧智，王瑒.空间规划体系构建视角下郊野单元控规地位作用及管控重点探索 [J].小城镇建设，2019，

37（8）：19-26.

[10]曹国华，王树盛，张小辉.关于国土空间交通专项规划体系框架与编制要点的思考，https：//mp.weixin.qq.com/

s/gcsSv1n-up_syOrQSFeESQ.

[11]黄凯迪，许旺土.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交通规划的适应性变革———以厦门为例 [J].城市规划，2019，43（7）：

21-33.

[12]马小毅，江雪峰.大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规划编制方法探索———以广州市为例 [A].品质交通与协同共治———

2019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 [C].2019年.

205



作 者 简 介

汪益纯，女，硕士研究生，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332732514@qq.com

曹国华，男，博士研究生，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1150120692@qq.com

王树盛，男，博士研究生，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院级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43284326@qq.com

305



基于城乡融合的超大型城市村庄交通规划探索

———广州为例

李健行 陶钧宁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逐渐凸显，在超大型城市中尤为突出。城乡融合发展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强调融合互动、共建共享，交通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我国传

统的村庄规划存在诸多局限性，而国内学者对于城乡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经济、体制等方面，对于村庄交通规划缺乏

关注与实践探索。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本文结合乡村振兴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新要求，以广州为例探索提出了一套

超大型城市的村庄交通规划方法，包括基于产业类型的村庄交通规划方法、基于集聚类型的乡村群交通规划方法、城乡

交通融合措施等，为同类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城乡融合；乡村振兴；国土空间规划；超大型城市；村庄交通规划

0 引言

英国诗人库柏说：“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城市由乡村发展而来，我国由于城乡制度

的差异，城市与乡村的发展出现了巨大差异。随着城镇开发边界不断扩张，原本空间上相互隔离的城与

乡变得越来越近，城乡互动逐渐频繁。当前，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城乡发展不平衡、乡村发展不充分等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正式提出了 “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强

调融合互动、共建共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突破口。国家正在加快推进 “多规合一”的国土空

间规划体系，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等空间规划融合为一，促进乡村振兴、农业

现代化与城乡融合发展。

超大型城市的乡村地区，一方面承接城市溢出功能，另一方面自身对于品质的追求，与供给端的缓

慢增长相比严重脱节。如何妥善处理城乡关系，尤其是推进城乡产业一体化，补齐乡村配套基础设施的

发展短板，已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直以来，国内学者对于城乡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经济、体

制、机制等方面，但对于村庄交通规划如何适应、支撑城乡融合发展，乃至推动城乡关系的重塑均缺乏

关注与实践探索。

1 超大型城市的城乡问题与传统村庄规划的局限

超大型城市是指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广州2019年常住人口约1500万、全市面积

7434km2，其中农村人口占18%、农村面积占78%，具有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征，城乡之间的发展水

平差异明显，但传统村庄规划尤其是村庄交通规划存在诸多局限，未能充分发挥交通对城乡融合的推动

作用。

1.1 城镇与乡村的供应链体系存在断层

广州城镇化率超过80%，大量的城镇人口集中居住在仅占不到全市面积22%的建成区内，公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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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道路总长度超过1万km、地铁里程超过500km，其中70%以上位于建成区内。在完整的生产与服

务网、联通设施网有机整合一体的城市建成区中，物资供应链体系利用相关配套、发达的道路网、轨道

线网实现大范围的资源配置功能。

广州背山面海，南北跨度超过150km，分布了1142个不同类型的村庄，按照区位可分为城中村、

城边村、远郊村等，按照产业又可分为农业、工业、旅游等。各类村庄差异较大，城中村位于建成区

内，城边村位于近郊，其人口、产业、交通便利性都明显优于远郊村。村庄在产业、交通、环境等各方

面，都与城区存在较大差距，户籍100人以上的自然村虽已实现 “村村通公路”，但尚有部分村庄未通

村道，交通设施 “建、管、养”问题突出。村庄空间尺度较小、人口有限，可容纳产业规模小，不能形

成完整产业链，配套设施严重依赖于周边镇、集市供应，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的进程缓慢，人口

外流，产生空心化、老龄化问题。

乡村地区农业规模化不足以及制造业、服务业均处于低水平阶段，导致农业内部有机融合、全产业

链融合等渠道不畅，与城市供应链体系产生断层。广州里仁洞村是全国有名的 “淘宝村”，以特色农产

品和手工艺品为主力产品，但由于农产品标准化、规模化程度低，基础设施不完善、物流不健全，导致

经营成本高、销售价格低，商家难以为继[1]。供应链断层导致超大型城市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加

大，广州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达2.36，介于北京2.57、上海2.25之间，而珠三角主要城市均在2

以下。

1.2 传统村庄规划的局限

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是城乡产业一体化，只有通过统一市场促使人、物、资金等要素在城和乡两

个地域空间、在不同产业之间有序流动和优化配置，才能推动城乡产业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渗透

融合、协同发展的一体化格局[2]。交通对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促进人与物的双向

流动，推进城乡产业升级与互补，完善供应链体系。但我国传统的村庄规划，尤其是村庄交通规划存在

以下局限，未能充分发挥交通对城乡融合的推动作用。

一是规划编制起步较晚。我国的村庄规划起步于改革开放初期，从单纯解决农民房随意占用耕地等

农保田问题，到有规划可循、有法规可依的规范化阶段；从 “一法 （《城市规划法》）一条例 （《村庄和

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指导下的传统村庄规划编制体系 （“总体规划—建设规划”），到 “一法 （《城

乡规划法》）”指导下的城乡一体规划编制体系，不断探索[3]。广州持续推进村庄规划编制，2007年完成

全市村庄规划全覆盖，2013年被列为全国村庄规划编制和信息化建设试点城市，2014年完成第二轮村

庄规划，然而村庄规划中交通内容很少、指导性较差，专门的村庄交通规划自2016年才开展，起步

较晚。

二是缺乏与城市规划的对接。一个村庄布点规划往往管控几十个、上百个行政村，管控与衔接

力度弱，难以有效对接城市规划。尤其在村庄交通规划中，只关注落实市域高快速路，未考虑城市

主次干道、支路与村道如何衔接，导致城乡接合部的规划冲突严重，控规与村规存在两套不同的规

划路网。

三是缺少产业规划以及与土地规划的协调。村庄规划以划定宅基地区域、农业生产区、生态保护区

为主，致力于空间布局、建设用地布局调整、公共配套设施、生态环境保育和农村住宅建设[4]，产业布

局规划仅落实重大产业园区，与大部分村庄本身没有关系，在更为广阔的集体土地范围内往往是一片绿

色[5]。缺乏有效的产业规划引导以及与土地利用规划的协调[6]，空间规划犹如 “空城计”。村庄交通规

划更是基本未考虑乡村地区的交通设施布局，与城乡产业、空间脱节，用地指标紧张，交通设施没有明

确的指标控制，规划落实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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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乡村振兴战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新要求

2.1 交通是城乡空间衔接的最前沿

城与乡之间存在或有形或无形的边界线，要实现城乡产业一体化，核心是人如何跨过去、物如何运

过去，因此交通的衔接协调是城乡融合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2019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明确指出统筹规划重要市政

公用设施，推动向城市郊区乡村和规模较大中心镇延伸，推动城乡路网一体规划设计，畅通城乡交通运

输连接。在村庄规划的内容逐渐向全域化、全要素、全过程的思路转变的过程中，构建城乡一体化空间

规划新体系，进一步强化规划在重塑城乡空间结构和经济地理、适应城乡融合发展新要求、均衡城乡公

用设施等方面的法定地位[7]，逐步改变建设布局 “重城不重乡、城乡分离”的传统发展模式，着力打造

基础设施、生态廊道、产业经济、历史文脉等交互融合的空间结构，形成城乡规划一体、空间有机联

动、资源配置优化、整体效能提升的城乡规划发展新格局。

2.2 交通将乡村产业推向与城镇供应链体系深度融合

乡村振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强化规划引领。十九大报告明确将产业兴旺放在乡村振兴的

首位，产业兴旺以农业为基本依托和核心，但不局限于农业，乡村发展和农民富裕不能仅依赖于农业，

可通过农业内部有机融合、全产业链发展融合、农业产业链延伸融合、农业功能拓展融合、产业集聚融

合等多种模式[8]。在乡村地区产业逐步融入城市产业体系过程中，提升乡村产业在城市供应链体系中的

重要性，离不开城乡物流体系的搭建、交通基础设施的深度融合。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各级规划虽存在一定的共性，但对于村域尺度和国土空间规划而言，仍需

立足于乡村的地域特性构建[9]。不同地域、特征、产业类型的村庄具有不同的资源条件，面临不同

的问题，需要多元化、差异化的交通规划对策，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地域特色，防止乡村建设 “千

村一面”。

2.3 交通可深度管控乡村空间资源、组织秩序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

乡村振兴的通知》指出，应坚持 “多规合一”规划理念，推动乡村建设、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基

础设施、生态保护等规划相互协调与衔接，科学合理安排村落分布、土地资源、产业集聚、生态涵

养等空间布局，切实解决 “规划不管控，用地无指标，发展缺产业”等空间资源无法有效利用的

问题。

村庄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乡村地区的法定详细规划，引导乡村空间系统重构、统筹村域空间

要素配置、落实基层空间资源管制、促进村庄组织秩序构建。在村庄用地空间受限的情况下，存量发展

占据土地开发主体地位，锁定效应日益突出[10]，交通设施具有长寿命、空间排他性的特征，其肌理将

在较长时间内影响乃至决定村庄产业、居住等空间布局，科学合理的村庄交通规划可实现对乡村空间资

源、组织秩序的深度管控。

3 超大型城市的村庄交通规划方法探索

超大型城市与一般城市相比，城乡特征与问题更为复杂，本文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及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的新要求，探索提出了一套超大型城市的村庄交通规划方法，已在广州村庄规划编制中得到应用。由

于城中村位于城市建成区内，主要以城边村、远郊村为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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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单处村庄交通规划

3.1.1 村庄交通体系构成

参考城市交通规划体系，村庄交通体系由道路、公共交通、静态交通、慢行交通、货运交通、交通

管理与安全等六大系统构成，并与 “三块地”（农用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以及 “三

生空间”（生活、生产、生态）相协调，以便能够在土地指标有限的前提下落实交通设施。

道路系统是村庄交通规划的核心，广州将村庄道路划分为村干道、村支路、街巷和田间道四个等级

（见表1），形成 《广州市村庄道路规划技术指引》并已印发实施。

在超大型城市的供应逻辑中，镇一级可相对弱化，适当打破城—镇—村三级垂直结构关系，在村庄

交通规划中打通城与村、村与村间的直接联系，并与城市规划协调互动。

表1 村庄道路等级指标一览表

道路等级 道路功能与标准
路幅宽度

（m）

设计速度

（km/h）
车道数 断面形式

村干道

 村庄道路系统的骨架，

解决村庄内部的对外交通

以机动车交通为主。对外

与公路、市政路连接的

道路。

 居住区外采用四级公路

的设计标准、居住区内采

用市政路标准

6.5～11.0 20～30 2

村支路

 起交通集散和联络型作

用，道 路 间 距 不 少 于

120m

4.0～8.0 15～20 1、2

街巷
 生活性道路，以行人交

通为主
4.0～6.0 — —

田间

道

机耕路  供机械化农机通行 3.0～6.0 10 —

生产路

 以步行为主，可结合乡

村旅游，布设村庄慢行

通道

1.5～3.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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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基于产业类型的村庄交通规划要点

超大型城市的各类村庄差异明显，基于产业类型分为农业主导产业村、休闲主导产业村、工商主导

产业村和综合产业村，分别确定交通规划要点与设施指标 （见表2，综合产业村按其涉及的产业类型参

照确定）。

表2 各类村庄交通规划要点及设施指标一览表

交通系统 通用
农业主导产业型

（远郊村为主）

休闲主导产业型

（远郊村为主）

工商主导产业型

（城边村为主）

道路

人均道路

面积
6～18m

2/人 6～10m
2/人 14～18m

2/人 10～14m
2/人

道路标准

 村干道：四级公路

标准

 村支路：准四级公

路标准

 村干道设计宽度

6.5～9.0m

 村支路设计宽度

4.0～6.5m

 机耕路设计宽度

3～6.0m

 生产路设计宽度

1.5～3m

 通达高快速路时长＜30

分钟

 进村的村干道采用三级公路

以上标准，宜满足旅游大巴双

向通行要求，同时预留人行空

间，设计宽度8.0～11.0m

 村支路设计宽度5.0～8.0m

 基本达到城市道路

标准

公共交通
 开行 “小运 量”

公交
 开行 “赶集公交”

 与就近地铁站接驳时长不超

过0.5小时，发车频率不超过

15分钟/班

 设置旅游公交站场

 开行通勤公交，线

路宜采用短线形式

静态交通

 宅间为主，村道停

车作补充、摩托车自

家院落停放

 公共停车配建采用

低标准

 村民停车配建采用低标准

 设置旅游服务中心、旅游停

车场

 外来车辆多，可设

独立的停车场

慢行交通 — —
 设置步行、骑行等各类旅游

路线，配套指引标识

 生活区人行道

 ＞2m

货运交通 —
 将集市打造为覆盖

周边村庄的集配中心
—

 建设独立的停车

场、生活区道路禁货

交通管理与安全

 提升道路品质，设

置安全设施，建立安

全管理机制

 设置农用车道、减

速装置弱势群体指引

标识、严管摩托车

 处理好村民出行与旅游交通

的关系，避免冲突

 保证村道宽度、路

面硬化、转弯半径充

裕、注重货车安全

管理

3.1.3 村庄交通设施规划布局与规模

村庄交通设施布局除了要考虑村庄功能区布局、用地限制等，还应结合考虑城乡交通设施的衔接

（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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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村庄交通设施规划布局示意图

  村庄公交系统不仅应考虑公交首末站、公交线路在本村的设置，还应在片区层面考虑与城市轨道及

交通、常规公交的协同 （见表3）。

表3 村庄公共交通系统规划要点一览表

子系统 主要对象 主要指标 规划要点

公交设施

首末站 选址  考虑村镇之间在空间布局、人口规模、交通需求

中途停靠站

选址  按乘客步行距离最短原则，主要考虑村干道沿线

布局
 车流量大的路段，设港湾式停靠站；

 车流量小的路段，可设招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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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子系统 主要对象 主要指标 规划要点

村庄

公交运营

车型 运量
 根据线路客运量大小灵活决定车型， “小运量”

公交适用于大部分农村地区

运营组织 发车频率  应满足发车间隔＜15分钟

城乡公交

协同

轨道交通、常规

公交、村庄公交、

客运站

线网衔接模式

 重点围绕轨道站点的衔接模式，减少与客运站场

的衔接；

 强化常规公交与村庄公交首末站的衔接

村庄交通设施规模应根据村民人口、交通方式与习惯、产业交通特征等，结合交通设施布局综合确

定。以休闲主导产业村的旅游停车规模为例，可根据日均旅游人数确定各类泊位数 （见表4）。

表4 村庄旅游交通停车规模指标参考表

日均旅游人数 （人） ＜100 100～300 300～600 600～1000 ＞1000

小汽车泊位 （泊） 5～20 20～60 50～130 130～210 260

大巴泊位 （泊） 0 1～2 2～3 3～5 7

摩托车自行车泊位 （泊） 2～5 5～10 10～20 20～30 30～50

3.2 乡村群交通规划

3.2.1 乡村群的概念与作用

乡村群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基于资源、产业而存在一定关联性的，不同形态规模的村庄所组成的地

域体。目前广州乡村正处在一个从传统的散落分布、自然共生向群落联合、规模集约发展的过渡期，乡

村地区规划呈现由 “单村独干”的个体式向 “多村联动”的群落式转变的发展趋势，并依靠交通联系周

边乡村形成乡村群[11]。

乡村群是破除乡村发展边界的手段，能够推动群内部产业联动，使得产业向横向规模化或纵向一体

化发展。乡村群规划是从尺度上重构村庄规划体系的关键，将改善村庄布点规划管控几十、上百条村庄

的既有缺陷，使得村庄规划形成宏观—中观—微观的合理框架。

3.2.2 基于聚集类型的乡村群交通规划要点

根据空间结构、经济发展、组织管理等关系，将乡村群分为主从式、并列式和互补式，其中后两者

交通特性近似，乡村群交通规划主要针对主从式、并列式。

主从式乡村群的各村产业类似或互补，以核心村为龙头带动各村共同发展，交通资源应集中与核心

村，并注重核心村与一般村间的联系。并列式乡村群的各村产业联系紧密，相互均衡，齐头并进发展，

交通资源配置均衡，注重各村之间的联系 （见表5）。

表5 乡村群交通规划要点一览表

交通系统 主从式乡村群 并列式乡村群

道路网
 “核心村为中心”的放射状路网结构，核心村

与一般村应有联系的道路

 形成 “村村相连”的路网结构，各村至少保证

有一条准三级公路标准的村干道串联

公共交通

及静态交通

 “核心村为中心”的公交体系，公交站场设置

于核心村。停车场布局以核心村为主，一般村依

据需求合理配置

 设置串联乡村群内所有村庄的公交线路。

 公交站场、停车场和旅游服务中心可共同设置

为站场、选址尽量靠近对外道路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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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乡村群交通规划案例

瓜岭乡村群位于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由瓜岭、田心、三安、上基、下基、沙角6条村组成，总人

口约7500人，总面积约8km2，规划研学旅游产业为主导，乡村文化创意产业、特色生态农业产业为支

撑。该乡村群内各村经济状况以及产业模式较为均衡，可发展成为并列式乡村群。

现状对外交通条件较好，广园快速路穿过乡村群，在瓜岭村口和三安村—上基村口设有出入口。部

分村道宽不足5m，路面较差，货车通行受阻。仅田心村设有1处公交站，1条线路通往新塘镇，其余

村庄无公交。除田心村外均设有停车场或路边停车泊位，但难以满足停车需求。

交通规划方案包括：新增2条、改造3条村干道，形成 “一纵、一环、多分支”路网结构，有

效支撑乡村群的并列式发展；规划形成 “地铁接驳线+镇区慢线+群内短线”公交体系，加强瓜岭

乡村群与地铁13号线新沙站的联系并使群内各村间有公交线路相连；结合对外出入口设置2处综合

停车场，在田心村设置村民停车场；结合滨河路和机耕路设置休闲绿道，在途经乡村群的东江设置

水上休闲游线。

图2 广州市增城区瓜岭乡村群交通规划示意图

3.3 城乡交通规划融合措施

3.3.1 城乡规划路网一体化

随着村庄逐渐融入城市，其路网将嵌套于城市路网中。城市道路的控制与管理按其在城市中所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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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道路等级执行，而村庄道路大多沿用现状村道，灵活但不确定。为统筹衔接村庄路网与市域骨架路

网，应在村庄地区形成以村干道、村支路为毛细血管，高速公路、快速路、城市干道为基本骨架的道路

体系，广州的规划目标为2035年每个行政村到达市域骨架路网的时间小于30分钟，与城市道路通行时

间基本持平。

3.3.2 城乡公交一体化

广州现状的 “原八区公交—至外围区公交—区内公交”线路模式，随着轨道交通向外围城区的延

伸，规划逐步转换为 “市轨道站点接驳—区轨道站点接驳”模式，乡村居民通过灵活、便捷的村巴直接

接驳换乘轨道交通，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交服务。

3.3.3 城乡管理与安全统筹一体化

形成 “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社会联动”，落实养护的主体责任制，向城市管理标准看齐。市、区

交通主管部门加强对乡道、村道的养护进行技术指导和质量督查，乡、镇政府负责日常养护，乡村群、

村庄内实行路长制，由村委会承担本村道路及配套交通设施的维护管理责任。落实道路交通安全目标责

任制，成立交通安全宣传队，提高农民群众安全意识。

4 结语

在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等背景下，广州正在编制新一轮全市村庄规划，本

文探索提出了超大型城市的村庄交通规划方法，已在同步编制的广州村庄交通专项规划中得到应用，有

望对城乡空间融合、产业融合、要素融合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除此之外，城乡规划精准引领，技术创

新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城乡土地、人才机制深化改革等[12]，均对城乡融合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只有在规划、建设、体制、管理等方面多措并举，方可走好新时代的乡村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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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道路规划转型思考

———以广州为例

李健行 刘翰宁 赵国锋

【摘要】 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为道路规划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为将道路规划全过程、全方位融入国

土空间规划，有必要重新审视道路规划的编制重点和深度要求。本文以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的道路规划

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原城市规划体系中道路规划方法和存在问题，梳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对道路规划的新要求，从

深化研究道路等级体系、拓宽道路规划视野、研究道路发展指标、动态协同道路规划与三区三线、探索多维复合廊道规

划等五个方面对道路规划如何转型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以期用更优化的道路全周期全方位规划、管控引领和支撑国土空

间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道路规划；发展指标；动态协同；复合廊道

0 引言

道路交通在城市规划中起到引导和支撑空间结构的重要作用，多年来各大城市已形成将道路规划纳

入综合交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协同编制和管理的工作模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发布后，五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架构基本明确[1]，交通与空

间、产业等规划有望实现深度融合与协同。对应国土空间发展与保护新要求、规划编制新体系，有必要

进一步认知交通规划的定位，审视道路规划的编制重点和深度要求。

2018年11月自然资源部发文要求广州在全国率先开展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先行先试工作，加快推进

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试点工作开展过程中，广州充分践行 “交通空间是国土空

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发展的源动力”理念，采用同步编制交通专项规划的组织模式[2]。作为交通

专项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市在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中，对道路规划的编制理念、内容深

度、工作重点如何转型进行了探索研究。

1 原城市规划体系中的道路规划

1.1 广州市道路规划建设发展历程

广州历来重视道路规划与城市规划的协同编制，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工作重点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

1.1.11984～2000年，搭建中心城区规划路网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1981～2000）》明确了市区沿珠江向东的带状组团式布局；1996年城市总

规修编纳入了白云区，形成 “L”型的中心区、东翼、北翼三大组团布局。

1998～2000年，制定 《广州市 （原八区）城市干道网络深化方案》，整合总规、分区规划和管理层

面的三套路网，优化调整规划干道网，规划设计首批50座立交形式，深化完善支路网络，奠定了广州

市道路网络的基础；规划成果达到道路红线控规深度，为规划管理工作规范化、图则化、程序化打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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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基础，为城市交通建设提供依据。

1.1.22000～2010年，补齐外围城区规划路网，构建四环十九射高等级路网

2000年广州市行政区划调整，番禺、花都撤市设区，市域面积由1443.6km2扩大到3718.5km2。

同年 《广州城市建设总体战略概念规划纲要》确立 “南拓、北优、东进、西联”的空间拓展方针，明确

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型城市结构的发展模式。而后，广州相继开展 《番禺片区干道网络深化方案》《花都

片区干道网络深化方案》，在原八区城市路网的基础上补齐了外围路网。

2004年，为支持广州国家中心城市定位，适应区域一体化进程，广州编制 《广州市域高等级路网

整体规划》，在国内首次从市域层面统筹城市道路网和公路网，规划以广州为中心，辐射珠三角的 “四

环十八射”环型放射状的市域高等级路网。

2007年，获两市政府批复的 《广佛两市道路系统衔接规划》是国内首个跨市道路系统规划，为广

佛同城化发展奠定基础，积极促进跨市道路规划控制、建设实施工作模式的形成。

1.1.32010年至今，动态优化规划路网和道路红线控制，开展道路全链条规划

2016年2月，国务院批复 《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1—2020年）》，广州规划多中心、组团式、

网络型的空间结构。同期编制了 《广州市 （十区）道路系统深化》，纳入萝岗区、南沙区规划干道网，

协同城市空间布局调整规划路网，确定以广州主城区为核心的 “三环十四射”区域高等级道路体系，

“三环十九射七联络+九横五纵”市域主骨架道路系统和 “二十九横二十纵”区域性主干道系统，同时

明确了广州市路网规划控制标准、各等级道路横断面规划方案等。

同时，以 《广州市城乡规划管理 “一张图”动态维护》为基础，充分整合广州市规划管理中的两套

路网充分整合，形成覆盖全市域、协调控规地块、动态维护的道路规划红线 “一张图”，作为道路审批

法定依据，进一步强化道路红线的法定地位。

基于城市总规中提出的历史名城保护、生态优先、城乡一体化发展等要求，广州开展 《广州市历史

城区城镇公共道路红线控制规划》《风景名胜区道路优化方案》《北部城区村庄道路控制规划》，针对特

殊地区优化规划路网和红线控制方案。

结合同德围南北高架路、广花路快速化改造等重点项目推进，制定面向实施的道路详细规划方案，

明确其规划功能、合理线位、路网衔接和节点概念方案，并编制控制方案，落实上位规划意图，指导下

阶段工程设计，实现精细化和精准化的审批管理。

2017年以来，编制 《广州市市域路网规划》年度滚动项目，制定辐射区域的 “三环十九射”的高

速公路和 “联络市域组团和重点发展地区”的快速路为骨架的新市域高等级规划路网；结合国土空间规

划契机，优化白云区北部、增城区、花都区等地区路网，完善广州与周边城市道路衔接；基于不同推进

阶段，全方位跟进市重要道路方案 “规划提出—方案研究—方案优化—调整用地”全流程任务；持续识

别道路拥堵点，制定典型交通拥堵点改善方案，助力老城市新活力。

1.2 原城市规划体系中的道路规划方法

三十多年来，广州市几轮交通发展战略规划、综合交通规划、道路专项规划工作的开展为道路规划

和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不同规划背景和要求下，道路规划的方法体系和重点逐步调整，形成

三点关键经验。

1.2.1 建立广州市道路规划编制体系

经过长时间的协同磨合，道路规划与城市规划编制体系基本对接，建立了广州市的道路规划编制体

系。对应城市规划中的总规、修规、建设实施和实施评估均开展相应的道路专项规划，将不同重点和深

度的成果纳入各层次交通规划、城市规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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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总规层面对应的道路规划主要明确市域范围内公路和城市道路的整体路网布局，提出道路出

行和密度发展指标，衔接历史城区等专项规划要求优化特殊片区路网，并针对重要通道提出规划方案。

控规层面对应的道路规划主要明确道路红线双线条控制方案，落实道路等级、宽度、坐标、推荐横断面

等，并提出道路节点布局和形式，预控节点用地。修详规层面则细化道路规模，路段和节点设计方案。

1.2.2 明晰对应规划事权的规划内容深度层次

广州市规划系统内道路规划管控事权对应内市、区、乡镇等不同行政级别有不同的级别内容。基于

规划事权分级，对道路规划的重点和深度进行划分。

市级和区级的道路交通专项重在协同规划空间结构、土地利用、产业，明确道路网络布局、发展指

标，重要道路功能和廊道。其中市级规划落实市域高等级道路和跨区主干路线位；区级规划落实本区范

围内主次干路线位，并结合需求制定重要道路规划方案。

经过多轮整合完善，形成市域道路红线规划一张图，由市规划部门依据相关控规编制审议通过案件

进行动态维护，在道路红线编制、批前审查、批后入库及使用全过程均保证与控规地块的无缝对接。

图1 原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广州道路规划体系示意图

1.2.3 开展重点道路修建性详细规划

在市域规划路网逐步稳定的前提下，为强化规划在道路建设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实现对道路工程设

计精细化、精准化和内涵化规划管理，保障道路工程建设有序、合理、顺利进行，广州以同德围高架、

广花路快速化改造等为案例进行了重点道路修建性详细规划的探索，确定了道路修规编制内容和重点。

开展道路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后，道路与用地更好协调，道路规划功能实现进一步保障，规划管理

部门核发的规划设计条件更详细、有针对性，道路工程方案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进一步提升。

1.3 存在问题与不足

1.3.1 道路等级体系有待进一步细化

由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城乡二元结构情况，我国道路分为公路和城市道路，其对应的服务对象、交

通特征、设计理念、实施和主管部门均有所差别，两套道路等级体系也无法衔接。公路位于城市行政区

划内，却不纳入原城市规划的法定规划范畴。随着城镇化步伐的逐渐加快，尤其广州等一线城市空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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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拓展，部分公路如国道105、106等已承担起城市道路功能。市域道路规划需统筹城市对外、过境

和内部交通需求，谋划各等级道路网络布局。自2004年编制 《广州市域高等级路网整体规划》以来，

广州市道路规划坚持统筹城市道路网和公路网，逐步完善高速公路、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五

个等级道路构成的市域规划路网，以辐射区域、连接组团、服务地区等功能解构和考量规划路网承载的

不同出行范围的交通供需情况。

道路等级划分的重要依据是其承载交通的特性及与沿线用地的关系。既有道路等级划分一是以机动

车行驶速度为标准，随着机动化出行需求的增长和细分，等级体系与沿线用地类别和开发强度难以深入

协调；二是本质上是面向机动车，对居民多样化出行需求考虑不足，也使得部分现状道路无法纳入道路

体系以统一规划管理；三是未考虑道路的场所功能，街道空间活力逐步下降。

1.3.2 道路发展指标有待进一步深化

传统道路规划中，通常以网络、出行时间、密度和容量作为发展目标，以道路密度作为考核指标。

道路指标虽多，但指向性不够强，责任部门不太明确，难以全面体现交通与用地的交互协同情况，也无

法体现道路各方式出行的需求适应情况，更难以表达道路各方式出行的品质和体验情况。

1.3.3 对土地效益的激发作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在原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道路规划主要强调网络结构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协同，道路廊道与禁

建区、不可移动文物等强制性管控用地的避让，与用地、产业的互动较少。此外，在原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编制过程中，道路仅在建设用地层落实了用地，与城市土地利用的协同研究缺失，动态对接模式的缺

乏也导致规划道路与基本农田的矛盾常发，形成了大量规划道路实施推进受限的局面。而原主体功能区

规划则主要引导产业发展，且市县级层面的规划较为缺乏，其编制过程中与道路规划的互动也较为罕

见，形成产业平台难以快速接入高速运输网络，大量生产要素流动需求也对道路运作带来了一定压力。

在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道路作为驱动要素的重要性应进一步体现，通过协同城市功能、土地

利用、运输需求、生态景观，体现道路规划的引导和支撑作用，提升单位土地效益；通过与限制性建设

管控要求的动态对接，提升规划路网的可实施性，减少对城市生态文明的割裂和影响。

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道路规划的新要求

新时期国家规划体系形成了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四大体系。其中针对国

土空间规划，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分类指南 （试行）》明确了实现国土空

间规划基本分区与用途分类的总体原则和基本要求；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编制了 《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编

制相关技术指南 （市、县级）》[3]，并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印发 《关于协同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

作的通知》，提出加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和交通专项规划与本级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4]。

2.1 五级三类规划体系中对应道路规划内容

国土空间规划按规划范围分为国家、省、市、县和乡镇五级，按规划内容和深度分为总体规划、详

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三类。对应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体系的交通规划可分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建设

实施和实施评估四大层次，并开展相应的道路专项规划，纳入相应的各类规划中。对应五级规划范围中

的市级、区级、乡镇级的规划重点和深度也应有所区分，其中市级定战略框架和规则标准，区县级加强

片区统筹、承上启下，乡镇级注重结合地区特色，并强化空间精准落地。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对应的道路规划主要明确市域高快速路和骨架主干路的布局；各区县国土空间规

划在市级规划基础上完善本级范围内主次支路网，并结合规划定位和近期需求制定重点道路规划方案；

乡镇 （城镇开发边界外的乡村地区）国土空间规划在落实市县 （区）规划基础上，完善街巷、乡村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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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并提出交通设施布局。

道路专项规划衔接历史城区等规划要求并优化特殊片区路网，调整涉及规划矛盾的重要道路方案。

对接道路规划建设管控要求，明确市域层面道路用地规划、与周边城市路网衔接规划、重点片区道路交

通组织研究等。基于城市近期发展重点，梳理近期道路建设项目。

详细规划完善地区道路控制规划，落实道路等级、坐标、用地、节点方案等并纳入市域道路控制规

划及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中。同时基于完整街道理念，针对单条道路，在规划方案基础上完善交通设

计，明确红线内全要素布局和规模；协同城市设计研究道路整体设计。

此外，对应国土规划年度评估要求，建立市域路网年度评估体系，摸清家底，明确发展重点。

图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道路规划体系示意图

2.2 道路设施的国土空间控制规划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重视 “多规合一”和相关专项规划的空间利用和保障。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市县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分类指南 （试行）》明确了基于26种一级类、86种二级类和33种三级类空间

规划用途类别。其中涉及道路的包括：农林用地大类中的其他农用地、建设用地大类中的仓储用地和道

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其他建设用地大类中的区域基础设施用地、海洋利用大类中的交通运输用海[5]。具

体用地类别与道路等级对应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3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道路用地类别示意图

815



广东省印发的 《关于协同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提出编制交通基础设施国土空间规

划，并将其落实到国土空间规划中。目前在国土空间规划中落实交通设施用地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对

于可初步设计基础的项目基于用地边线划定预控边界；二是部分省市如浙江省，针对战略性交通项目开

展专门的国土空间控制规划；利用已有的道路红线与国土空间规划中的 “三区三线”（“三区”即城镇、

农业、生态空间，“三线”即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进行核对，并在

编制过程中不断协调。

在国土空间规划目前编制阶段落实高等级道路用地是大势所趋，后续规划深化编制过程中或逐步落

实其他等级道路用地。在审批制度改革、城市信息模型 （CIM）平台搭建等背景下，国家、省、市都在

研究基于规划审批的道路管控新标准，如何准确界定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中道路设施空间规划的内涵

和要素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2.3 道路设施与 “三生”用地的衔接融合

相较以往城市规划，国土空间规划进一步明确应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 （简称

“三生”），要求 “以区域综合交通和基础设施网络为骨架、以重点城镇和综合交通枢纽为节点，加强生

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的有机互动，实现人口、资源、经济等要素优化配置，促进形成国土空间

网络化”，尤其更多地要求交通网络与 “三生”要相互支撑。

传统道路规划更多强调对集中建设区的引导支撑以及可达性，关注点到点的布局优化和网络化空间

组织优化。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道路交通设施需进一步加强对沿线地区的衔接和服务，这是从传统

的点到点规划向面域规划的提升，并关注道路与 “三生”的协同。

3 广州国土空间规划关于道路规划转型的几点思考

针对传统道路规划方法的存在问题与不足，结合广州市国土空间体规划的编制经验，以及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对道路规划的新要求，对新时期道路规划的编制重点和深度要求进行审视，就如何转型进行思

考与探索。

3.1 深化研究道路等级体系，助推交通方式转型

我国道路分为公路和城市道路，因其等级划分不同而难以衔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在

既有快主次支四大类等级划分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为八小类：快速路划分为Ⅰ级、Ⅱ级快速路，主干路

划分为Ⅰ级、Ⅱ级、Ⅲ主干路，支路划分为Ⅰ级、Ⅱ级支路
[6]。而公路则按功能、行政级别、快慢等有

多种的等级划分形式，其中按功能划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四级公路。

城市空间拓展、城乡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规划范围内公路和城市道

路网络布局；并结合具体需求，从交通功能、出行方式、场所环境等多角度出发深化道路等级体系，调

整既有规划道路等级和管控要求。

为发挥规划统筹功能，推进多规合一，广州一直致力于协调控规与村庄规划、历史城区保护规划等

长期存在的矛盾，以形成市域规划控制 “一张图”。作为推进规划融合的重要抓手，广州积极探索城市

道路与街道、乡村路的关系，从历史城区保护和城乡统筹发展、地区出行特征、公交和慢行导向、景观

设计等维度深化道路分级体系。

3.2 拓宽道路规划视野，推进道路衔接融合

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明确了国家中心城市和综合性门户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核心引擎、国

际大都市等城市性质，广州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提出了 “全球重要综合交通枢纽”的发展目标，道路规

划视野进一步拓宽，强化与区域的辐射和连接，在既有 “四环十九射”对外高等级路网的基础上，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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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三环十九射”对外高速骨架路网：一是基本以高速公路构建对外环射骨架道路；二是进一步扩大高

速环路范围，通过外环高速串联湾区重要城市，以中环高速固化广州大都市圈地域空间，以环城高速串

联广佛同城十大组团；三是进一步提升19条放射通道能级，选择联通度更高、辐射力更强的高速通道

作为射线；四是构建大湾区南北、东西高速双通道，降低过境交通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强化高速骨架路

网2小时覆盖大湾区城市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此外，在粤港澳大湾区及广州大都市圈建设逐步推进、区域建设空间连绵发展、城市间跨市协作交

互愈加密切、通勤时空范围进一步扩大等背景下，推进公路和城市道路的深度融合、“无缝衔接”，是实

现交通高质量、品质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3.3 研究道路发展指标，建立年度评估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 “到2020年，城市建成

区平均道路网密度提高到8km/km2”
[7]，城市中心城区及新建地区路网密度达到该目标相对容易，但

对于建设用地分散且生态、农业用地较多的外围地区则非常困难。

结合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广州道路规划建设管理正在开展相关工作，一是研究道路发

展指标体系；二是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基本分区提出差异化指标值，如中心城区与外围地区密度指标差异

化，居住、商业、工业等用地性质地区密度指标差异化；三是统一道路网密度的统计标准，以建成区建

设用地范围统计路网密度；四是在地区详细规划中落实 “窄马路、密路网、开放街区”理念，优化和加

密次支路网，提高道路网络运行效率。

同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落实用地要求和道路规划管控标准的升级，紧扣广州市规划管控需求，探

索道路红线闭合、道路用地构面、道路立体化管控等规划实践路径，并将道路面积纳入道路发展指标体

系中。

此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国

土空间规划定期评估制度，有必要定期评估道路网络结构布局、等级级配、道路运作、路网密度、人均

道路指标等，以支撑各项规划工作的开展。

3.4 动态协同道路规划与三区三线，推进 “多规合一”

国土空间规划确定了三区三线，规划道路的限制条件、本底更加明确。在道路规划过程中，一是通

过优化路网形态，强化对山水生态格局的保护；二是注重道路规划、设计、实施、使用过程中的全过程

全方位跟进和精细化规划管控，通过道路建设模式和线性规模等优化主动避让三区三线；三是抓住三区

三线相关政策调整及动态优化的契机，通过动态空间协调，减少战略性道路通道与三区三线的矛盾。

针对各类规划打架、落地难等问题，广州市近年来持续推进 “多规合一”、“一张图”，推动交通等

多个专项规划在控规层面协调 “合一”。通过协同各级各类城市规划，动态维护道路红线，确保控规红

线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进一步强化道路红线的法定地位，作为道路审批法定依据。同时摸查梳理近

期建设道路与各类规划的矛盾，把关道路设计，制定规划协调方案，以全市统一的数据共享与信息联动

平台为基础，实现跨领域、跨部门、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协调规划矛盾，加强规划衔接和空间统

筹，保障项目落地。

3.5 探索多维复合廊道规划，促进道路空间的高质量发展

原城市总规的道路、轨道等交通网络为二维布局规划，重点关注畅通可达，与其他空间要素协同不

强。国土空间规划则关注自然资源的保值增值，强调存量发展模式。

广州作为城市信息模型 （CIM）平台建设的试点城市，正在探索开展多维交通廊道、立体复合利用

等规划建设工作：一是统筹研究道路、轨道两张网的布局优化，规划建设复合走廊，集约节约用地，如

广中澳高铁与番禺至南沙东部高速的立体共线规划建设；二是结合地下综合开发，因地制宜发展城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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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道路系统，如推进金融城地下道路系统的规划设计建设；三是结合道路改扩建，立体上盖开发城市综

合体，如广州环城高速东圃立交市政化改造，高架上盖建设市政公园，并利用闲置匝道开发综合社区，

盘活存量土地；四是研究老城区内高架道路机动车功能取消后改造方案，促进道路空间高质量发展，减

小对沿线用地切割，优化城市营商和生活环境，如人民路高架拆除后改建空中慢行休闲景观走廊的可行

性研究。

4 结语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综合交通规划尤其是道路专项规划体系的搭建和研究重点一直备受关注，各

城市也在编制过程中逐步探索研究。本文梳理分析了广州多年来的道路规划建设历程、相关方法及存在

问题，结合广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经验，针对国土空间规划对道路规划的新要求，从深化研究

道路等级体系、拓宽道路规划视野、研究道路发展指标、动态协同道路规划与三区三线、探索多维复合

廊道规划等五个方面对道路规划如何转型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以期用更优化的道路全周期全方位规划、

管控引领和支撑国土空间高质量发展。

参 考 文 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R].北京：2019.

[2]马小毅，江雪峰.大城市国土空间规划中交通规划编制方法探索———以广州市为例 [J].城市交通，2019，17

（04）：11-16.

[3]广东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相关技术指南 （市、县级）[R].广州：2019.

[4]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协同推进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 [R].广州：2020.

[5]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分区与用途分类指南 （试行）[R].北京：2019.

[6]GB/T51328—2018，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S].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

[7]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R].北京：2016.

作 者 简 介

李健行，男，本科，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所总工，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15473424@qq.com

刘翰宁，女，研究生，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工程师。电子信箱：2399768722@qq.com

赵国锋，男，研究生，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33019427@qq.com

125



人视角下的城市核心区道路规划提升研究

———以天津市劝业场地区为例

高 瑾 魏 星

【摘要】 本文研究对象劝业场地区是天津市城市核心区，是历史街区、老旧社区和传统商业街区最集中的区域，但整

体活力不足，交通问题复杂。在从以往规划定位为中心商务聚集区向 “维持原有历史整体风貌、保留原有城市肌理”的

城市更新理念转变的背景下，交通更新理念需要做出响应，以实现两者有机融合。本文提出从对交通畅行服务的关注，

到所有交通使用者出行体验的关注，从增加机动车通行能力到营造街道空间。从车视角的现实基础出发，树立人视角的

规划思维，提出具有推广意义的城市核心区道路规划提升技术方法。

【关键词】 城市核心区；城市更新；城市活力；交往空间；道路功能

0 引言

城市核心区是城市优势资源最汇聚的地区，具有高端服务业和创意产业生长的土壤。本文研究对象

劝业场地区是天津市城市核心区，是老旧社区和传统商业街区最集中的区域，教育、医疗资源优越，但

整体活力不足，交通问题复杂。为了激发该地区城市活力，城市管理者启动城市更新研究，以期通过用

地的综合整治、功能改变和拆除重建等方式对地区进行整体的提升改造。交通改造提升的研究，在考虑

与用地更新互动的同时，交通改造的提升成为了激发城市活力的重要抓手。

传统的城市核心区空间布局均围绕以慢行交通为主导的街巷展开，用地供应不足，土地价值较高，

交通系统的扩张具有现实约束。交通改造提升技术手段上需跳脱以往的交通增量规划，交通改造提升路

径需在人的需求、交通模式和用地业态间求取最大公约数。城市活力的核心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以及

由人而产生的丰富而有趣的城市活动以及频繁的城市活动带来的经济活力、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因此

城市核心区的交通改造提升要求从以往的视角进行转变，即从车视角转变为人视角。从对交通畅行服务

的关注到所有交通使用者出行体验的关注，从增加机动车通行能力到营造街道空间。

巴塞罗那的大街区计划、纽约的抢街运动、北京大栅栏的街巷里弄等，国内外近年来开展的城市更

新、城市双修和街道整治的相关工作都将视角转向了高颗粒度的个体交通使用者的视角。交通空间营造

的内涵也进一步延展，在满足基本的空间活动和行为交流外，建立邻里之间的连接、补足缺失的儿童玩

耍空间、赢回停车侵吞的毫无生机的街道等。通过营造灵活的、混合功能的交通空间，吸引开展丰富的

社交活动和多样性人群，来激发城市核心区的活力，发挥核心区集聚作用。

1 劝业场地区现状概况

为了便于交通系统的整体性研究，本次研究的劝业场地区是以福安大街、海河、大沽路、营口道、

南京路、南门外大街和福安大街围合的区域，不同于行政街道管理范围的划分，总占地面积约2.5km2。

劝业场地区具有历史保护街区、传统商业街区、老旧社区集中区、优质公共资源集中区等多重特性。

天津市45%的历史风貌建筑、和平区70%的历史风貌建筑集中在劝业场，末代皇帝溥仪寄居的静

园、法租界时期的中心花园、特色鲜明的瓷房子等是劝业场地区著名的旅游景点。滨江道—和平路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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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街是天津市著名的商业街，不仅有劝业场、中原公司、稻香村食品店、亨得利钟表店、光明影院、

登瀛楼饭庄等老字号，还汇集有滨江商厦、吉利大厦、米莱欧、国际商场等大型百货商场。海河沿线地

区和南京路沿线地区是天津市重要的商务办公集中区。老旧社区建设年代较早，居住环境品质下降、公

共空间和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居住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带来了住房空置、街区活力不足等

问题。商住混合用地较多，部分沿滨江道老旧社区住宅建筑已经改造为商业建筑。教育资源优越，市重

点小学万全道小学、鞍山道小学等集中，但由于社区活力不足，学生大部分居住在其他地区。

通过百度慧眼热力图分析，地区除滨江道外，整体地区活力不足。劝业场地区平日早上人流主要集

中在地铁站点、办公、医院等片区，下午人流主要集中在南京路和滨江道沿线。周末早上人流主要集中

在地铁站点、办公、医院等片区，下午人流主要集中在滨江道沿线。滨江道以外的商业街区活力不足，

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未聚集大量人气。

图1 劝业场地区早、晚人流分布图 （数据来源于百度慧眼）

图2 劝业场地区现状用地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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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视角下的现状交通

2.1 车视角下的现状交通设施

孔令斌 《城市交通的变革与规范 （连载）》第5期中提出道路系统的发展现状适应机动化发展，不

断挤压人的活动空间，小汽车交通无处不在，不断侵蚀步行、自行车和城市的商业、货运等活动的空

间[1]。劝业场地区交通现状体现了机动车快速发展时期的特征。

2.1.1 路网布局

道路网络基本上保留了窄路密网的本底。追溯劝业场地区路网发展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形成典型

图3 劝业场地区现状窄路密网格局

的适应慢行交通的道路网络特征，呈窄路密网、

均衡的路网布局模式，是典型的以通行马车、

行人和自行车的道路网络特征，路网密度

17.1km/km2。2002年开始至今为满足现代化

交通和跨海河交通联系需求，逐渐形成满足现

代化交通需求的路网新格局，拓路架桥，增加

对外交通通道，将更多机动交通引入内部。由

于劝业场地区拆迁困难，道路扩宽改造的实施

难度大，基本保留了原有的窄路密网的路网格

局。现状劝业场地区道路网密度达16.5km/

km2，路面小于14m （2～3车道）路段占

92%，路面小于8m （1车道）路段占49%。

为了适应该地区窄路密网的路网布局特点，

减少城市核心区穿越，该地区整体实施单向交通组织。

2.1.2 慢行交通

受长期以来优先满足机动车通行能力惯性思维的影响，慢行交通环境与安全性较差，存在诸多需要改

进的问题。现状人行道有效宽度不足，较多道路人行道宽度存在不足1m，人行道连续性差。非机动车道

受机动车和路内停车侵占严重。机非混行，慢行安全性得不到保障。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不足，秩序混乱。

图4 人行道有效通行空间不足 图5 非机动车停车秩序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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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公共交通

由于劝业场地区拆迁难度较大，轨道交通线路呈围合式布局，很难穿越该地区内部，主要围绕外围

干线道路布设。劝业场地区现状2条轨道线路，其中1条在建，共设置5处轨道站点 （2处在建）。轨

道交通500m服务半径覆盖率46.4%，各站点断面客流量占断面客运能力的20%～50%，轨道交通剩

余载客能力充足。

图6 劝业场地区轨道交通500米服务半径覆盖范围

常规公交主要集中在南京路、南门外大街等主干路上，部分地区服务水平较低。公交运行过程中需

要与机动车、路边停车和非机动车等争抢道路空间，总体运行速度较低。

图7 劝业场地区公交线路布局图

2.1.4 停车设施

路内公共停车场停车率较高，占路违法停车问题突出。以山东路为例，白天路内塞满停车，道路空

间被停车严重侵占，步行、骑行通行困难。由于通行条件极差，街道内人流稀少，成为毫无生机的 “消

极街道”空间。相对应的路外公共停车场停车周转率较低，经营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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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路内停车情况 图9 塞满停车的消极街道

2.1.5 交通运行特征

根据多数据源的综合分析，该地区机动车流量较低，非机动车和人行流量较高。通过全天的流量监

测发现该地区整体机动车运行水平较高。大部分路段机动车流量均在300pcu以下。河北路、新华路、

鞍山道、多伦道、锦州道交通量在300～800之间，处于支路流量水平。

图10 高峰时段机动车流量分布情况

共享单车开锁量较高的地区集中在地铁站、大型商业网点和医院周边。以友谊新天地为例，高峰小

时产生500次/h的共享单车开锁量，周边道路需承担约1000次/h共享单车集散。

由于违法停车严重的街道对慢行交通的不友好，非机动车和行人仍主要分布在河北路、新华路、鞍

山道、多伦道、赤峰道和营口道等没有路边停车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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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共享单车开锁量分布图

图12 路段非机动车流量分布图

图13 行人流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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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车视角下的现有交通规划

在原有扩张规划理念的指导下，城市核心区交通规划秉承汽车为主的现代化交通大发展，把交通疏

散功能放在道路规划的首位。原有规划商业办公功能集中，交通强度高，交通空间需求大。从现实情况

出发，用地按规划实现困难，路网规划相应的实现困难。规划实现率仅60%，未按规划实现的道路共

计18条。受历史保护建筑和拆迁难度较大建筑的影响，道路规划存在锯齿状红线，街道尺度不一，影

响界面连续性。

图14 劝业场地区现有用地规划

图15 地区道路规划实现情况 图16 锯齿状红线

现状道路功能与规划定位不符，结合路网结构、道路尺度、运行速度和沿线用地类型划分道路功能

与规划道路等级对比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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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现状道路承担功能 图18 规划道路等级

3 人视角下的交通改造提升关键点

以政府为主导的城市更新，拆迁成本过高，难以实现资金平衡。交通格局重塑的空间有限，激发城

市活力需要转变以往追求机动车运行效率的车视角，守住历史遗产保护是底线，从人视角的价值出发，

对存量道路空间进行多元化的改造提升，提高人的体验感和社会公平。

3.1 绿色交通优先

宏观上统筹分配交通资源，优化交通出行结构，让更多的人的享受更优质的出行服务。地区轨道交

通呈外围通过型，步行和自行车接驳轨道交通是该地区较理想的出行方式。落实绿色交通优先的理念，

优化接驳交通出行环境。加大对停车违法的监管力度，赢回 “毫无生机”的街道，体现慢行交通的公平

性，提高社会整体效益。

3.2 美好的交通体验

将出行与居、勤、游、学融合，让出行者专注于交通体验带来的生活小确幸。在有限的道路空间内

对机动车做减法，对绿色交通和休闲空间做加法。提供充满活力的城市需要不同且复杂的市民生活，包

括不同年龄、不同活动目的、街区内居民或街区外游客，不同交通方式出行。生活出行、旅游出行、休

闲出行、通勤出行相互交织，并为各种出行提供物质空间，包括步行空间、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

形成高度整合且协调的空间秩序，城市活力才能最大化。让行动迟缓老人能够停留小坐，让青年的户外

活动更频繁、活动的空间范围更广，让儿童能和小伙伴踢球玩耍，让各种出行都能找到空间，让各种活

动都成为可能。不同类型人群之间的活动增多，人们会有越强的参与积极性，从而吸引更加多样化人群

参与其中。改善各类人群出行的体验感是城市活力提升的关键。

3.3 人的道路空间

交通空间是一种公共空间，交通改造提升应注重道路空间营造。简·雅各布斯指出催生和协调多种

功能来满足人群复杂而多样的需要才是城市规划的目的，这正是城市获取活力，文明延续和发展的基

础。珍妮特·萨迪汗在 《抢街：大城市的重生之路》一书中提到 “如果一个城市的街道非常适宜人们步

行、骑行或者闲坐，这个城市也一定会激发人们创新、促进投资并吸引人们长居于此”。清华大学建筑

学院张杰教授在 《创新与融合———新形势下的城市更新与保护》中提到城市更新的本质是新的经济、社

会、政治需求对既有城市空间 （包括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改变，是一个新的 “空间生产”的过程，提

供具备令人愉悦的设施或活动的空间场景有利于推进创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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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保护社会肌理

从人的视角出发，保护城市肌理不仅是道路的肌理，更是社会肌理，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社会肌

理、街巷肌理是城市的隐性记忆，是城市最宝贵的财富，保护好隐性记忆能更好的发挥城市潜能。保留

既有的交通物质形态，才能保护丰富的社会资源，提升社区归属感。

4 人视角下的道路规划策略

根据劝业场地区城市设计方案和劝业场地区用地调整阶段方案，该地区城市更新遵循 “维持原有历

史整体风貌，保留原有城市肌理”的原则。本次研究从劝业场地区车视角交通现状和具有约束作用的现

实基础出发，树立人视角的规划思维，提出具有推广意义的城市核心区交通改造提升技术方法。

4.1 以功能为导向的道路分级调整

强调贯通性和机动性的交通性道路从地区外围通过，以提升城市交通效率为目标。内部道路强调可

达性和舒适性，以提升道路环境和地区活力为目标。以道路功能确定道路等级，内部道路以满足慢行优

先通行和沿线地块机动车集散进出功能为主，对部分主干路和次干路道路等级进行降低。参考 《城市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GBT51328—2018）》，以道路功能确定道路分类体系，同时利用交通流量分布情

况进行校验。

表1 地区内道路功能分类表

集散

道路
次干路 次干路

 为干线道路与支线道路的转换以及城

市内中、短距离的地区性活动组织服务

 兴安路、荣业大街、禄安大街、

赤峰道、营口道

支线

道路
支路

Ⅰ级支路  为短距离地区性活动组织服务

 新华路、河北路、山西路、甘肃

路、多伦道、鞍山道、哈密道、锦

州道

Ⅱ级支路
 为短距离地方性活动组织服务的街坊

内道路、步行、非机动车专用路等
 其他道路

为了地区城市更新工作的有序进行，塑造特色街道空间，尊重现状街道尺度，保护城市肌理，避免

项目落地对城市肌理的割裂，将现状街巷纳入规划管理更新微循环系统，提高慢行交通可达性。

图19 纳入规划道路街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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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现状道路功能分析

表2 各道路交通流量分布

交通流量 小于300pcu 300～800pcu 800～2000pcu

其他道路
 新华路、河北路、某肃路、鞍山

道、锦州道

 兴安路、荣业大街、禄安大街、

赤峰道、营口道

建议调整等级 支路 支路/次干路 次干路

图21 以道路功能确定道路分类体系 图22 以道路功能确定调整道路等级

4.2 保证慢行空间的红线宽度调整

广州市为避让风貌建筑让路，规划取消28条道路，缩窄89条道路红线，以保护历史街区的传统格

局。为保护骑楼街，制定 《广州市骑楼街保护利用规划》，根据骑楼街保护线对历史城区内骑楼街道路

红线进行重新划定，共调整43条道路。以恩宁路为例，为保护这条 “广州最美老街”，将道路红线由

26m调整为18m。

上海许多历史风貌街区的道路采用30ft、40ft、50ft、60ft作为模数，对应9.1m、12.2m、15.2m

和18.3m的道路宽度。历史风貌街区规划编制以来，已经对一系列风貌保护道路红线进行缩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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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64条道路永不拓宽。以复兴中路为例，规划红线就从原32m恢复到18.3m，道路交叉口也不做渠

化拓宽。

为了与 “维持原有历史整体风貌，保留原有城市肌理”的城市更新理念相适应，对道路红线进行调

整，以期延续城市肌理和街道尺度，保护街道界面的真实性、连续性和完整性。本次研究以 《城市道路

工程设计规范 （CJJ37—2012）》规范为依据，从人视角出发提出了优先保证慢行空间连续性和完整性

的集散道路红线宽度调整方案。

表3 保证慢行空间的集散道路最小红线宽度

项目

2机2非

2人

（机动

3.25米）

2机2非

2人

（机动

3米）

2机1非

2人

2机1非

1人

1机2非

2人

1机1非

2人

1机2非

1人

1机1非

1人

 

 主要机动车道数量/条 2 2 2 2 2 1 1 1

 主要机动车道宽度/m 2×3.25 2×3 2×3 2×3 3 3 3 3

 中侧分车带最小宽度/m 0 0 0 0 0 0 0 0

 两侧分车带最小宽度/m 0 0 0 0 0 0 0 0

 轨道宽度/m 0 0 0 0 0 0 0 0

 两侧设施带最小宽度/m 2×1 2×1 2×1 2×1 2×1 2×1 2×1 2×1

 非机动车道数量/条 2 2 1 1 2 1 2 2

 非机动车道宽度/m
2×2×4

×0.25

2×2×4

×0.25

2×1×4

×0.25

2×1×4

×0.25

2×2×4

×0.25

2×1×4

×0.25

2×2×4

×0.25

2×1×4

×0.25

 人行道最小宽度/m 2×2 2×2 2×2 2×1.5 2×2 2×2 2×1.5 2×1.5

 道路最小宽度/m 17.5 17 15 14 14 12 13 11

 不考虑通行公交车最小

红线宽度/m
两条机动车道14×17 一条机动车道11×14

 考虑通行公交车最小红

线宽度/m
两条机动车道14.5×17.5 一条机动车道11.5×14.5

  注：参考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37—2012）》

经计算，保证慢行空间连续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不考虑通行公交车的两条机动车道道路的红线宽

度为14～17m，一条机动车道道路红线宽度为11～14m；考虑通行公交车的两条机动车道道路的红线宽

度为14.5～17.5m，一条机动车道道路红线宽度为11.5～14.5m。以新华路和河北路为例，结合道路空

间尺度和道路功能定位，红线宽度统一调整为16m，在红线内能够考虑通行公交车和单向两条机动车道

的设置需求，同时单侧非机动车道可满足一辆非机动车通行，单侧人行道可满足两人并排通行。以慢行

交通为主的地方街道和地方巷道原则上遵循现状道路尺度对道路红线进行调整，引入共享街道理念保证

各种交通方式公平使用。

红线设计是交通活动空间的最小范围，在整体街道设计中，需要与既有建筑和更新建筑之间建立连

接，应当将红线以外的沿街空间纳入道路的规划、设计、建设及管理的范围，将红线内、外的空间统筹

设置，提升道路的出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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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新华路、河北路红线调整示意图

此外，道路红线调整方案需与综合管线规划结合，明确道路红线调整是否会对综合管线布设产生影

响。道路红线调整方案需与用地规划方案和开发强度结合，确保道路红线调整后能够满足地区交通出行

需求。

4.3 推行大街区改造

在延续城市肌理，维持窄路密网格局，保留现有单向交通组织基础上，提出大街区改造规划设想，

大尺度控制机动车开放道路，平均尺度为400m×400m。赢回的空间作为公交、慢行开放道路，补足失

落的交往空间，以期促进儿童友好型社区建设。

内部道路设为共享街道，对路面进行全铺装，通过铺装和缘石区分步行区和混行区。行人、非机动

车和机动车街道共享。

图24 大街区改造设想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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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大街区改造设想 （二）

4.4 满足多元需求的横断面设计

道路断面开展功能导向的设计和面向人的设计。满足不同收入、不同年龄的人群对交通的需求，体

现不同交通方式出行者之间的公平性。道路除了承载各种交通活动外，还包含交往交流、商业活动、休

闲游憩等生活性功能，同时也应重视道路作为城市历史人文记忆的高品质功能。精细化道路设计应从道

路功能出发，从人的交通和活动需求出发，实现道路空间的差异化使用，灵活的设置道路绿化带、街道

家具、沿线出入口等设施，提高道路与沿线用地的协调性，打造适宜步行、骑行或者闲坐的街道满足社

区对公共空间的需求。

图25 机动车开放道路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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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市级国土空间规划中的交通规划探索

陈 莎

【摘要】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现了在横向上实现 “多规合一”，在纵向上强化了规划的传导性和实施性。交通规划全面

融入空间规划体系，在规划的定位、内容、编制和实施组织等各个方面均发生巨大的变化。本文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变革的背景，分析了综合交通体系在国土空间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面梳理了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各个层级、阶段中交

通规划的角色和任务，从底线思维、管控要求、实施传导等方面提出新时期交通规划编制思路，并提出对未来若干重点

发展方向的把握。

【关键词】 国土空间规划；交通专项规划；规划传导；管控

0 前言

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新的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在横向上实现 “多规合一”，在纵向上强化了规划的传导性和实施性。空间规划体系

的变革，无疑将对交通规划编制组织和技术路线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审视综合交通体系在国土空间治理中的基础性、战略性作用，识别空间规划体系中交通规划的

各项任务，探索空间规划语境下交通规划编制思路的转变。

1 国土空间治理中综合交通体系作用的认识

1.1 在国土空间整治中的基础作用

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是统筹推进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

兴和城乡融合的综合平台和重要抓手。交通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国土空间的关键要素，其空间整治具有规

模大、矛盾多、管控难的特点。

图1 2016年全国建设用地利用情况

依据自然资源部发布的 《2017中国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统计公报》，截至2016年末，全国交通运输

用地总规模371万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量的9.5%。2017年，

60.31万公顷的新供应国有建设用地中，基础设施及其他用地

占比超过60.5%，且同比增长22.4%。随着建设交通强国战

略的推进，以及城市公共服务的进一步完善，交通设施用地

的需求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在土地供应增量中占据重要

的地位。

交通基础设施的网络化特征，使得交通项目与 “生态保

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之间的矛盾尤为突出。铁路、公

路等线性工程“侵山”、“割水”、“占田”、“林盘”等问题十分

常见。国土空间规划既要保障生态空间和农业空间的完整性，

又要保障交通网络的联通性，二者的协同布局成为两难的焦

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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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交通项目未批先建、边报边建、违法违规用地的现象层出不穷，整改难度极大。土地督

察结果显示，在一些地区，道路交通类项目违法用地面积连续多年占违法用地总量的五成左右，有的甚

至高达七成。

综上所述，交通设施用地是国土空间整治的重要内容，必须从规划源头处理好交通与不同国土空间

分区的协调关系，推动交通设施的科学布局，促进交通空间的合理利用。

图2 交通线性工程穿越生态红线示意图

图片来源：《江西省国土空间规划 （2019—2035年）》研究成果

1.2 在践行绿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国土空间规划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优先的核心价值

观，坚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围绕综合交通运输结构的调整和城市交通结构的优化，交通领域积极探索

绿色发展之路。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中能耗与排放的重点行业，运输领域的能源消耗约占全社会能耗总量的8%左

右，碳排放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比例高达24%以上 （2016年）。推动综合运输结构向以铁路、水运

等集约化运输方式为主转变，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2018年10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推进运输结构调

整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明确提出 “到2020年实现全国铁路货运量较2017年增加11亿

吨、增长30%，水路货运量较2017年增加5亿吨、增长7.5%，沿海港口大宗货物公路运输量减少4.4

亿吨。”，“以推进大宗货物运输 ‘公转铁、公转水'为主攻方向。”

城市交通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的战略同样刻不容缓。近年来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由煤烟型污染向机动车

排放型污染转变。机动车尾气排放被证实是造成灰霾、光化学烟雾污染的重要原因。2015年京津冀、

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9个城市的空气颗粒污染源解析显示，北京、深圳、杭州等城市颗粒物的首

要污染源是机动车 （北京市机动车排放占31.1%，杭州机动车排放占28.0%）。城市交通系统亟待从

“高排放”模式向 “绿色优先”模式转变，继续践行 “公共交通优先”，在空间资源配置上进一步向绿色

交通方式倾斜。

1.3 在城镇开发边界管控中的约束作用

城镇开发边界是在一定时期内因城镇发展需要，可以集中进行城镇开发建设、以城镇功能为主的区

域边界。城镇开发边界的确定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内容，是控制城镇无序扩张、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

平、保护资源生态环境、引导城市合理有序发展的空间管控手段和政策工具。

当前，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方法，存在需求导向和供给导向两种主流的模式。需求导向模式是以满

足城市人口及用地增长需求为前提，划定城镇扩展所需的空间及界线；供给导向模式则是以可利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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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规模、生态保护空间为条件的底线型、静态型规划。无论是哪一种划定模式，都是对城镇空间组织

合理尺度的识别。

基于通勤时间稳定性的理论研究，为划定合理的城镇开发边界提供了依据和支撑。20世纪80年

代，以色列经济学家YacovZahavi首次明确提出了出行时耗预算的概念。基于国内外不同规模城市的

出行时耗调查，1小时是通勤时间较为稳定的峰值区间。

图3 东京都市圈不同圈层通勤时间分布

当通勤超过1小时的极限值，出行者通过改变工作地或居住地等方式，来降低通勤时间成本，进而

产生城镇空间组织边界的裂变。当城镇空间边界处于1小时通勤圈范围内，则可以实现社会总体效用最

佳、空间绩效最优。当存在大量超过1小时的长距离通勤出行，则社会总体效用受损，有必要对城镇空

间的扩张进行约束和布局优化。

在城镇开发边界的管控中，应该重视和强化交通出行时间对城镇空间扩张的约束作用。一方面，可

以将出行时间作为合理边界识别的前置条件，避免城镇开发边界超出通勤交通服务的合理尺度。另一方

面，通过集约化、快速化的轨道交通系统、大容量公交等交通设施的布局，支撑城镇空间的高效组织。

1.4 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中的引导作用

国土空间开发强度控制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旨在确保自然资源的集约、节约利用，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交通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中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交通促进低效用地开发

低效用地和存量用地的优化提升是国土空间整治的重要一环。在存量规划的探索中，城镇低效用地

再开发作为盘活存量的重要手段已受到广泛重视，其中，“交通引导城市发展 （TOD）”无疑是最关键的

手段。TOD模式的核心是将城镇密度控制与交通服务提供结合起来，其内涵包括：通过快捷通勤建立

紧凑的城市结构，根据公共交通容量确定城市密度，鼓励功能混合利用，营造步行友好的街区等。

国内外广泛的TOD实践，以轨道交通站点为中心的区域的功能复合来带动车站周边的资源重组再

生，从而促进城市更新。2018年，深圳市发布了 《深圳市城市更新项目保障性住房配建规定》，此次修

订旧改项目保障房配建比例空间范围全面扩大，并将核心规划轨道站点1000m覆盖区域旧改项目核心

安排保障房配建。

日本于2002年正式制定颁布 《都市再生特别措施法》，划定都市再生特别地区——— “对都市再生有

贡献意义，需要通过特殊用途、容积率等控制政策实现合理高效的土地利用区域”。至2016年，划定的

81个都市再生特别地区，有超过20个是基于铁路/轨道站点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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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深圳地铁10号线凉帽山车辆段复合开发

效果图 （图片来源：网络新闻）

（2）交通设施用地效率提升

推动交通设施用地的集约开发，已成为自上

而下的共识。当前，我国交通枢纽、场站、立交

等设施用地规模大，功能单一，存在土地利用效

率低下，与城市空间融合不佳的问题。许多城市

开始探索和实践交通设施用地的使用效率提升。

如广州开展了 “大型交通工程关键节点多功能综

合社区开发”的研究，开创了通过立交市政化改

造盘活存量土地资源的模式。北京、上海、深

圳、杭州、成都等城市实施轨道交通综合开发项

目，优化城市轨道交通场站单一的建设模式，增

加商服、住宅及公共配套等功能，推动土地复合

利用，提高土地产出效益。2020年初，自然资源

部办公厅发布 《轨道交通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

利用节地模式推荐目录》，鼓励和推广轨道交通枢纽和场站的综合开发利用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2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交通规划任务的梳理

国土空间规划是对一定区域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在空间和时间上做出的安排。国土空间规划构建了

“五级三类”的规划体系，包括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三类，国家、省、市、县、镇五级

总体规划。交通规划全面纳入空间规划体系，实现了与空间规划真正意义上的 “一体化”。

图5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交通规划工作组织关系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结构以及空间规划编制的流程、任务，对空间规划体系下交通规划的主要

工作梳理为五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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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交通规划实施评估

“双评估、双评价”是科学编制国土空间规划和有效实施监督的重要前提。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

估工作中，可同步开展现行综合交通规划实施评估工作，包括评价综合交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的状况，评估综合交通系统布局与国土空间格局的协调情况，分析综合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

战等内容。

2.2 交通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基础准备，是前置性研究工作。专题研究围绕重大问题、地方特

色、阶段需求等领域确立主题。新时期交通专题研究也应进一步顺应形势，立足城市自身的特点和需

求，开展交通与空间协同、交通发展战略、交通大数据、交通与土地利用等问题的研究。

2.3 总体规划中的交通规划

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需落实国家、省级的战略要求，发挥空间引导功能和承上启下的控制作用。

基于市级国土空间规划的重点内容及审查要点的解读，总体规划中的交通规划，应完成四个方面的主要

任务：1、确定市县域综合交通体系发展目标和战略；2、落实重大交通枢纽和重要线性工程布局；

3、确定交通空间需求与分区管控要求；4、明确规划实施和传导。

2.4 详细规划中的交通规划

详细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做出的实施性安排。详细规划中的交通规划，应完成

三个方面的主要任务：1、落实和完善上位规划及专项规划内容；2、基于交通影响评价提出用地开发强

度控制要求；3、划定交通设施用地控制界线等。

2.5 交通专项规划

交通专项规划是对交通空间的利用做出的专门安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有必要尽快建立和健

全交通专项规划体系。专项规划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与总体规划相协同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等战略性、全局性的专项规划，落实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空间整治意图，以落实重

大基础设施廊道和枢纽的布局为主要任务；另一类是与详细规划对接的公路、铁路、港口、水运、航

空、道路、公交、轨道、停车、枢纽、货运、步行和自行车等分系统规划，作为实施性、管控性的交通

专项规划，指导交通项目的落地。

3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交通规划编制思路的转变

3.1 交通规划应体现规模约束和底线思维

国土空间规划通过国土空间开发强度、建设用地规模，自然岸线保有率等约束性指标进行资源要素

的管控，以遏制土地过度开发和建设用地低效利用。建设用地规模的刚性约束，将进一步倒逼交通设施

的集约节约布局，加强存量挖掘，以合理的规模保障城乡良性发展。

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

线。交通规划应强化底线思维，体现保护优先，减少重大线性工程、枢纽工程与红线的冲突，对交通线

路通过合同通道、优化线位、规划减量等方式，提出优化建议和管控要求。对于无法避让的应开展专题

研究论证，精细化选线。

总的来说，建设用地资源紧约束和保护生态安全格局背景下，交通规划应探索精明增长的路径，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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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规模扩张的 “粗放式、无差别化”发展向 “生态、绿色及低冲击模式”转变，统筹好经济发展和生

态环境保护建设的关系，实现 “盘活存量、优化结构、提升效率”的内涵集约发展。

3.2 交通规划应落实全域全要素的管控要求

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实现全域覆盖和全要素管控，交通规划内容相应的从原城市总体规划中以中心城

区为重点转向市域全覆盖。

市域范围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廊道由规划建议，转变为强制性内容，对专项规划具有法定的约束作

用。“重大交通枢纽”、“重要线性工程网络”是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审查要点。市域范围交通空间需

求，需要纳入全要素的空间需求进行统筹考虑。

中心城区交通规划则由指导建设转为强化管控。一方面，总体规划层次的用地规划深度，难以进行

深入的专项设施和政策、指标规划。其次，规划体系的调整使得空间规划的交通设施布局缺乏面向实施

的技术支撑。原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同步编制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并开展综合交通调查和需

求分析，成果纳入总体规划。

因此，在新的空间规划体系下，总体规划中的交通规划部分内容不能照搬原城市总体规划的内容，

需要形成空间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的分工。空间规划重在协调、指引，确定综合交通的战略、规模、功

能、布局要求等内容，面向实施的道路断面、红线宽度、立交等内容由详细规划和专项规划承担。

3.3 交通规划需明确实施传导的内容和手段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要求 “健全规划实施传导机制，确保规划能用、管好、好用”。交通规划的实施

传导，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传导区域发展政策。国家和区域发展政策，是确立空间开发和保护格局的重要前提。交通规划

应在设施布局、分区管控、跨区协调等方面，充分体现上位规划的战略意图，如区域协调战略对交通一

体化发展的要求，生态优先战略对绿色交通发展的支持等关键问题。

二是传导重大交通廊道和枢纽的布局。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必须服从省级国土空间规划，对省级规划

确立的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布局进行深化细化。同时，明确市域交通廊道、城市骨干道路、轨道交通走

廊、综合交通枢纽和场站等设施的布局和管控要求，实现对专项规划的传导。

规划实施传导的手段，可重点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1）“一张图”定布局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重大交通设施廊道和枢纽布局及管控要求，是交通专项规划编制和审查的重要

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交通要素的空间布局，应落实到市县域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 “一张图”，

指导交通专项规划的编制。

交通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的空间布局进行核对，在不违背总体规划布局的前提下，实现交通要素的

精准落地。依法批准的交通专项规划成果纳入国土空间 “一张图”，为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建

设项目规划许可、强化规划实施监督提供依据和支撑。

（2）“一张表”定项目

建设用地指标是国家宏观调控土地资源的重要抓手。各级政府依托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实现 “自

上而下”对土地开发权的配置和管理。以往交通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分离，计划用地指标与实际项目需

求难以精准匹配，导致部分交通项目得不到建设用地指标，甚至出现 “违法违规用地”现象。

自然资源部在 《关于2020年土地利用计划管理的通知》中明确提出：要改革土地利用方计划方式，

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以真实有效的项目落地作为配置计划的依据。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应提出交通设施建设项目 “一张表”，建立起交通项目与用地指标之间的匹配关系。交通

项目应落实省级规划重点项目，做好分期实施的安排，明确近期建设和远期建设的内容，提出交通项目

的空间资源需求规模，并且在专项规划中予以深化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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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套指标”定政策

交通规划本质上是以交通政策指导下交通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交通指标应充分体现发展政策的导

向性，突出分区发展的差异性。指标应体现预期性、约束性等不同的要求，并且具有可获得、可对比、

可追溯、可评价的条件。指标应涵盖设施规模、交通结构、交通运行、交通服务、出行品质、交通管控

等方面内容。以指标为抓手，实现交通资源的优化配置。

如城市交通结构指标，提出不同交通方式分担比例，作为确定道路、公共交通、停车设施规模的依

据与指引，引导交通资源向绿色交通方式倾斜。同样许多交通设施的配置与分区政策、城市设计、开发

密度相关，可以通过设施指标进行指引，如停车的Ⅰ类地区，停车泊位的配置标准应适度降低，进而实

现对重点地区私人机动化交通的约束。

4 交通规划应重点把握的若干方向

4.1 面向区域协调的跨界交通组织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发改规划 〔2019〕328号）》中提出 “培

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都市圈成为新时期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空间单元和培育区域竞争新优势的战略统筹平台。

区域交通特征从传统的低频次、长距离、点到点的城际交通，向高频次、短距离、走廊化的都市圈

交通转变。尤其是发达城市群地区，大量通勤出行跨行政区划组织，城市交通区域化态势十分显著。如

河北省北三县地区前往北京城六区的就业人口占北三县总工作人群的32.65%；上海与苏州之间每日往

返及一周多次往返的规律性出行占两地城际出行总量的24%。

国土空间规划中应关注都市圈交通设施的协调布局，构建有别于城际交通、城市交通的都市圈交通

体系，明确跨区域交通设施布局、组织模式、服务水平等要素。

4.2 面向乡村振兴的城乡交通发展

2018年1月2日，国务院公布了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意见》。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期解决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两大核心

战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村客货运输服务水平，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也是国土空

间规划布局的重要内容。

随着农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村交通需求发生巨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1、机动化向农村蔓延，以小汽车、无牌电动车为主的个体机动化出行大幅增加；2、城乡双

栖的出行模式日益增长，出现大量居住在农村、就业在镇区和城乡结合部的人群；3、公共客运服务向

农村覆盖；4、农村电子商务和快递业务发展迅猛，物流基础设施需求巨大。

由于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的不同，农村交通需求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二元化”或 “一体化”的单

一模式难以准确的反映城乡交通组织的要求。国土空间规划应关注农村交通，准确把握需求特征和发展

态势，做好设施布局和城乡交通的衔接与融合。

4.3 面向城市更新的交通存量规划

至2032年前后，我国城镇化率将达到峰值。基于发展要素的有限性、生态格局的约束性，未来国

土空间开发的增量资源将在不同城市之间进行优化配置，大部分城市的发展将不再呈现线性增长的趋

势。空间规划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需要科学处理增量与存量、建设与治理的关系。城市化水平较

高的大城市，交通系统骨架已经建成，交通网络格局基本确定，扩张型的交通规划不再适用。

因此，规划应围绕不同交通方式的衔接与整合、交通系统与城市空间融合、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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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交通设施改造提质、社区生活圈交通改善等方面，推动存量交通系统组织的优化和效率的提升。

5 结语

在国家空间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交通规划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和使命。新时期交通规划在层级、内

容、实施等方面，都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源于三个方面：第一，规划体系的变革，要求交

通专项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廊道和枢纽纳入空间规划强制性内容；第二，我

国迈入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末期，交通系统将呈现出更加多元和分化的供需特征；第三，以发展为导向的

规划转变为开发和保护并重，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理念将贯穿交通规划和建设的全过程。

应对新的形势和要求，交通规划一方面要构建和完善规划体系，明晰不同层级交通规划的目标和功

能，并与空间规划形成紧密、高效的互动；另一方面，交通规划在理念和技术手段上应加快创新，更好

的发挥交通在支撑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中的作用。

作 者 简 介

陈莎，女，硕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5523621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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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新区精细化交通规划研究———以半塔幸福里为例

韩林宁

【摘要】 旅游新区一般远离城市中心，往往具有交通系统独立、交通需求多重、交通方式多样等特点。在详细分析旅

游新区基本特征、判断其规划设计诉求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新区交通规划的基本策略，并以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为

例，分别对其道路网络、街道界面、道路横断面、道路竖向、绿色交通、静态交通、交通管理等多个方面提出精细化的

规划方案，方案充分实践了 “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着重打造换乘便捷、行人友好、管理有序的人性化交通设施，营

造出空间宜人、景观优美、秩序井然的旅游新区交通环境。

【关键词】 精细化规划；旅游新区；旅游交通；以人为本

0 引言

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都市生活的人群对自然、生态的田园生活的向往也越发强烈，为了迎

合这种需求，在城市外围、都市圈周边，逐渐开发出越来越多的服务于都市人群的旅游新区，有的主打

生态观光，有的则以度假、休闲、放松为特色。

旅游新区归根结底是服务于人的地方，因此，新区的规划、设计也应以人为本，建设人性化的设

施，营造人性化的环境，构建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观。旅游新区的交通作为新区内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

一，应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交通的便捷程度直接关系到游客的旅游体验，因此，有必要对旅游新区的

交通规划方法进行研究，力求通过精细化的规划，为旅游新区打造出舒适、宜人的交通环境，提升旅游

新区的服务水平。

1 旅游新区特征分析

1.1 旅游新区一般远离城市中心

为了提高对都市生活人群的吸引力，旅游新区选址时，一般会选择有森林、深山、湖泊、河流、温

泉等环境优美、生态良好的地方，这往往会使得旅游新区远离城市中心。

1.2 内部交通既有独立性又兼顾与外部交通衔接

旅游新区远离城市中心，形成了新区内部交通较为独立的特点，旅游新区的交通一般自成体系，而

不必考虑城市交通的影响。另一方面，旅游新区的最终目的是吸引人的到来，因此新区必须与外部交通

进行衔接，通过对外交通的打通，提高新区的可达性。

1.3 交通需求与交通方式具有多样性

旅游新区的交通需求是多重的。按客流目的的不同，可将交通需求分为内部生活性交通需求和外来

游览性交通需求。前者包括康养人群、退休定居人群、中长期度假人群等，这些人群形成新区内部的生

活性交通；后者主要为从其他地区到来的游客人群、会议参与者等，属于新区外来交通。旅游新区的交

通方式也是多样的，外来客流一般通过中长途客运巴士、旅游巴士、私家车等进入新区，内部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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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私家车、公交车、非机动车、步行等。

1.4 旅游新区对生态和景观要求较高

旅游新区，从定位到规划设计，均对生态、景观、环境有较高的要求，一方面生态和景观是新区赖

以吸引客流的基础，另一方面，在新区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应着重营造优美的景观环境，保护现有的生

态，着力凸显新区的生态景观特点，强化新区的吸引力。

2 旅游新区交通规划策略

2.1 快进慢游、无缝衔接的旅游交通模式

加强对外联系通道建设，连接区域大型交通枢纽节点，组织旅游巴士、定制巴士、城市客运大巴等

多种客运交通方式，强化 “快进”功能；构建多样化的内部交通方式，鼓励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

步行等绿色交通方式优先发展，强化 “慢游”功能；通过换乘节点建设，加强内外交通衔接和快速转

换，促进多方式交通之间的换乘，强化 “无缝衔接”功能。

2.2 精细化的内部道路交通规划

在考虑内部道路交通建设条件、景观要求、各类出行主体需求、未来年交通量等多种因素的基

础上，对道路红线、道路断面、交叉口的类型、渠化及转弯半径等，分别提出明确可行的规划方案

或设计要点，既应满足交通和用地功能的匹配，也应满足交通出行者尤其是绿色交通出行者的出行

诉求。

2.3 多样化的内外绿色交通组织

首先，应保障对外公共交通组织的畅达和便捷。通过开通城际公交客运班线、旅游专线等，

加强旅游新区与周边主要客流节点城市的联系，直达景区的线路、丰富可选的发车时间是游客的

重要诉求。

其次，应保障内部多样化的绿色交通，包括内部常规公交、定制公交、非机动车、公共自行

车等，并将这些绿色交通有机串联起来，形成衔接顺畅、方式多样、兼顾机动性和可达性的绿色

交通体系。

2.4 兼顾截流和换乘的静态交通设施布局

普通的停车场一般只有停车功能，缺乏各类交通设施的整合，若将多种交通方式以合理的布局衔接

起来，形成换乘中心，则可大大方便乘客的出行。一方面，通过在旅游新区设置换乘中心，可将外来各

类机动车有效 “截流”在换乘中心内，减少车辆对新区内部交通的干扰，降低内部道路交通流量；另一

方面，换乘中心布置了多种交通方式，形成内、外交通换乘节点，乘客可以在换乘中心实现无缝换乘其

他交通方式。

2.5 差别化的交通管理措施

旅游新区内部一般有相当数量的住宅开发，满足特定人群的健康疗养、短期休养甚至长期养老的需

求。因此，应对内外机动交通实施差别化的管理，明确内外交通出入政策，加强外来旅游交通管理，同

时对内部交通实施白名单管理，保障内部交通自由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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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案例分析———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

3.1 现状概况

3.1.1 区位分析

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所在地距滁州市中心45km，距南京市中心65km。周边区域一共有3个机场，

其中距离南京六合马鞍国际机场40km，距离南京禄口国际机场120km，距离规划中的滁州琅琊国际机

场60km。周边轨道交通较为发达，最近的城际站点为六合西站 （30km），距规划南京北站、滁州北站

约40km。

图1 半塔幸福里交通区位示意图

3.1.2 现状交通及问题

项目规划范围东侧紧贴235国道，为双向两车道道路，其中滁州段道路宽6.5m，路面为水泥路面；

南京六合段道路宽约12m，路面为沥青路面。从现状条件看，该公路能基本满足对外交通需求，但道路

路幅较窄，路况一般，等级偏低，仍需提升改造。

内部仅有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且路况一般，总体来看，项目内部道路尚不成体系，基本处于空白

状态，基础设施条件尚不足以支撑新区未来发展。

图2 半塔幸福里现状交通示意图

3.2 道路系统规划

3.2.1 对外交通：国道提档升级，强化对

外通道能级

对现状235国道进行改造，机动车道近期拓宽

为双向6车道，通过设计速度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扩容，提升新区对外交通能级。同时增加规划范

围内路段的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满足片区行人

和非机动车的停留与通行，与内部道路共同组成

完整的慢行路网。远期根据交通流量和需求，通

过对预留绿带进行改造，可进一步将道路扩容为

双向8车道，保证了道路改造的弹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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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35国道近期 （上）、远期 （下）道路改造断面示意图

3.2.2 内部道路网：人性化道路空间

3.2.2.1 小尺度、低速度，创造宜人街道空间

为了营造以人为本的道路环境空间，各级道路应按小尺度、低速度的原则进行规划设计，其中主干

路红线宽度按20～30m控制，推荐设计速度40km/h；次干路红线宽度按15～20m控制，推荐设计速

度30km/h；支路红线宽度按8～15m控制，推荐设计速度20km/h。

3.2.2.2 完善路网毛细血管，提高地块可达性

上位规划以确定干路和主要支路为主，对于部分零散地块的连通路径缺乏考虑。规划中应根据地块

位置，合理增加联系路径 （或桥梁），满足地块可达性的要求。此外，还应明确联系路径的红线宽度，

一般在6～7m之间。

图4 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内部道路系统

规划示意图

图5 增加零散地块联系路径，提高

交通可达性

3.2.3 交叉口：兼顾效率与安全

3.2.3.1 分类引导，明确交叉口控制类型，提高节点交通组织效率

根据片区规划情况，综合考虑人、车流量和道路等级，将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的交叉口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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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灯控平面交叉口、右进右出交叉口和无控平面交叉口。

灯控平交：国道与主干道、主干路与次干路等相交节点宜采用信号灯控制，方便地块进出。因人、

车流量相对较小，信号灯宜采用小周期，提高过街效率。

右进右出：国道与次干路、支路相交节点采用右进右出的组织形式，减少地块出入对主线交通

干扰。

无控平交：内部次/支路节点、车流较少的T字路口，可采用无信号控制的停车让行交通组织。

表1 道路交叉口形式规划控制表

道路等级 国道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国道 — 灯控平交 右进右出 右进右出

主干路 — 灯控平交 灯控平交/无控平交 无控平交

次干路 — — 灯控平交/无控平交 无控平交

支路 — — — 无控平交

图6 道路交叉口节点形式规划示意图

3.2.3.2 控制道路交叉口展宽，保障行人过街友好

为落实窄马路和以人为本规划理念，在道路交叉口处展宽不应多于1条车道，避免加大行人过街

距离。

对于右进右出交叉口，主路中央布设连续分隔带，次路进出口道之间布设三角形导流岛；对于无控

平面交叉口，可不展宽，进口车道数等于路段车道数；对于信控平面交叉口，进口道可展宽1条车道，

进口车道宽度统一取3m，可采用压缩机动车道、绿化带及拓宽红线等方法，出口道可不展宽。

3.2.3.3 缩窄道路转弯半径，保障行人过街安全

在满足各种车辆转弯需求的前提下，路口采用小半径转弯，右转机动车减速后再缓慢转弯，保障行

人过街安全，同时减少过街距离。

表2 不同等级道路右转建议速度及推荐缘石半径

指标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右转速度 （km/h） 15～20 10～20 5～15

缘石半径 （m） 12～15 8～1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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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街道界面与横断面规划

3.3.1 街道界面：分类指引，打造功能与需求相匹配的街道风貌

依据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整体公共空间与功能分布情况及风貌需求，选取重要城市界面进行分类管

控。街道界面类型，既关系到城市形象的打造，也对道路横断面规划有重要的影响。半塔幸福里旅游新

区共划分4类街道界面，分别为交通型、综合型、都市型和生态型。

表3 不同类型街道界面规划重点一览表

界面类型 规划重点 示意图

交通型 建造高品质的国道景观设施及界面绿化形象，对外展示形象

综合型
兼顾交通与周边需求，高品质的沿街建筑设计和沿街绿化，

良好的机动车可达性

都市型 结合公共通道增加商业界面，塑造宜人的慢行空间

生态型 塑造城市弹性界面，注重滨水景观建筑形象，提供运动休闲活动场所

图7 分类街道界面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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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道路断面：红线、绿线、建筑退线一体化设计，营造魅力街道空间

以新城西路和均扑东路两条路为例，阐述三线一体化规划设计方法。

3.3.2.1 新城西路

道路基本特征分析：新城西路为城市主干路，红线宽度26.5m，街道界面类型为都市型，建筑退线

要求不低于20m，道路两侧为绿带 （12m）和商业用地，是旅游新区主要商业街区。

道路断面方案：机动车道规划双向4车道，单向7.5m，以2.5m的中央分隔带隔离；非机动车道

单侧2.5m，以2m的机非绿化隔离带进行隔离；考虑到红线宽度较窄，人行道在道路红线外利用预留

绿带设置，单侧按2.0～2.5m控制，满足两侧行人通过需求，因新城西路为都市型界面，两侧为商业

用地，所以应注意增加绿带空间、慢行空间与建筑的横向联系，保障沿街界面的活力。

图8 新城西路红线、绿线、建筑退线一体化设计断面示意图

3.3.2.2 均扑东路

道路基本特征分析：均扑东路为城市次干路，红线宽度为16m，街道界面类型为综合型、都市型，

建筑退线要求8～15m，道路北侧有绿带 （32m），两侧用地为商业和居住，也是重要的活跃街区。

道路断面方案：机动车道规划双向2车道，双向宽度6.5m；非机动车道单侧2m，机非划线隔离或

采用不同铺装材质区分；对于有绿带路段，南侧人行道应和建筑退线空间一体化设计，北侧人行道应和

绿带一体化设计，增加行人通行空间。

图9 均扑东路红线、绿线、建筑退线一体化设计断面示意图

3.4 道路竖向规划

3.4.1 道路桥梁：充分利用现状地形，构建竖向丰富多变、景观优美的道路空间

道路应满足最小纵坡不低于0.3%，保障基本的排水需求，对于最大纵坡，主干路、次干路、支路

分别取值为6%～7%、6%～8%、7%～8%。因旅游新区对道路景观有一定要求，所以可充分利用现

状地形起伏，形成竖向多变的道路形态，而不必刻意追求道路平缓顺直。

对于桥梁 （桥面）的标高，应充分考虑洪水位标高、雍水高度、道路横坡、纵坡、桥梁梁高、桥面

铺装厚度、冗余标高等，综合确定桥面竖向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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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滨河空间：同时满足防洪排涝、景观和亲水等多重要求

对于环湖步道、水街等滨河道路，竖向一方面应满足防洪排涝的要求 （高于洪水位），另一方面，

还要考虑道路的亲水性和景观的特色，因此，道路距离水面 （常水位）落差不能太大。由于常水位和洪

水位之间存在落差，会造成这几个方面的要求有时无法兼顾，可考虑以下3种改善措施。

第一，建设亲水性可淹没步行道。采用防水、防腐材料进行建设，定期维护和清理，涨水期行人禁

止进入。

第二，建设台阶式驳岸。以硬质驳岸的形式，设置台阶解决河流不同水位期间落差大的问题，既美

观大方，又保证河流泄洪期的安全，其中不可淹没区标高应高于洪水位，可淹没区标高在洪水位和常水

位之间。

第三，在近岸区域设计标高高于洪水位的亲水码头，并在亲水码头下常水位上设置游步道，增加亲

水范围，体现人性化、生态化的设计理念。

图10 多种措施让滨河道路同时满足防洪排涝和景观、亲水要求

3.5 绿色交通规划

3.5.1 慢行交通：构建丰富的慢行网络，营造优质慢行环境

3.5.1.1 自行车道

依托城市道路断面内的非机动车道布设，兼具交通联系、休闲和健身功能，路权依附于城市道路，

所以应加强城市道路的非机动车道设计，保障基本的通道宽度和线路连贯性。

3.5.1.2 慢跑道

沿地块内部、山体、绿带等设立的慢行道路，适合跑步、健身等需求，路权独立于城市道路，可在

地块开发时单独进行设计。

3.5.1.3 环湖漫步道

沿湿地、湖泊、河道等布设的人行步道，适合休闲、慢走、散步、观赏等需求，路权独立于城市道路。

图11 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慢行交通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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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公共交通：多层次公交线网布局，多样化公交线路组织

根据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的区位特征、内部交通需求，规划布局3个层次的公交线网，分别为对外

公交走廊、内部公交干线、内部公交支线。

图12 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多层次公交线

网布局示意图

对外公交走廊，是新区对外最主要的客流走

廊，是联系滁州、南京、合肥等周边城市的最主

要的通道。在该条走廊上，可组织城际公交客运

班线、旅游专线等多种公交线路，实现客流节点

和新区的直达。

内部公交干线和支线是内部公交线路，是旅

游新区内部的主要客流走廊，覆盖新区主要片区，

可满足片区之间的快速直达。

此外，还可以组织定制公交、内部巡航公交

等多种公交形式，为乘客提供个性化、定制化

服务。

3.6 静态交通设施规划

3.6.1 换乘中心：结合入口规划停车换乘

中心，无缝衔接内外交通

为满足外来交通停车、换乘需求，规划结合出入口布置3处换乘中心，沿国道进入的大巴车、私家

车等机动车进入换乘中心停靠，乘客在换乘中心换乘内部公交、非机动车等交通方式，避免过多机动车

交通进入新区造成内部环境的破坏。

因为换乘中心内部要布置多种交通方式，空间较为紧张，因此建议在换乘中心建设智能停车楼，满

足小汽车的停放，每个停车楼容积率考虑在4～7之间，幸福大道换乘中心约提供4000个小汽车泊位，

新城西路换乘中心约提供3000个小汽车泊位，均扑东路换乘中心约提供3000个小汽车泊位，合计共提

供不低于1万个小汽车泊位。公交、客运大巴、非机动车等交通工具则采用地面停放的方式。

图13 半塔幸福里旅游新区换乘中心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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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 内部停车：完善配建停车和路外公共停车

规划采取 “以配建停车为主，公共停车补充”的策略，在落实配建停车泊位的基础上，针对规划用

地的功能与强度情况，考虑停车场合理服务半径，补充配置公共停车场。

3.7 交通管理规划

3.7.1 分类车辆管理

新区机动车主要包括内部私人小汽车、内部公交车、外部私人小汽车、外部客运巴士等，对于内部

私人小汽车，设置白名单，进出新区时直接放行，对于内部公交车，统一运营、调度和管理；对于外部

私人小汽车和巴士，应统一在换乘中心停放，禁止进入新区内部。

3.7.2 分时停车管理

新区道路在居住片区可设置部分限时泊位，车辆在白天禁止停放，在晚间至第二天早晨可限时停

放；在商业区等人车集中区域，可设置部分临时泊位，仅供车辆上下客临时停靠。

4 结语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和旅游新区的蓬勃发展，新区交通越来越受到包括游客、城市规划者和管理者在

内的不同群体的重视。以人为本、设施健全的旅游新区交通系统，对改善新区交通可达性、提高旅游新

区的吸引力，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加强旅游新区区域联系的同时，也应重视内部交通的 “精雕

细琢”，通过交通设施的精细化规划和设计，打磨旅游新区交通细节，提升交通环境品质，让游客在新

区内行得放心、行得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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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交通规划编制方法研究

李 欣

【摘要】 控制性详细规划为城市规划建设的实施依据，是交通规划理念及方案落地的关键环节，也是交通设施建设的

法定规划。为实现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发展，基于土地利用与交通双向互动理论，对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交通规划

方法进行了研究，建立一体化的控规片区交通规划编制方法，以协调交通系统与土地使用的关系。

【关键词】 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详细设计、交通组织

0 序言

城市交通系统与城市土地利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方面，城市的土地

利用是城市交通需求的根源，决定了城市交通源、交通量及交通方式，从宏观上约束了城市交通的结构

和基础，不同的城市土地利用状况要求不同的城市交通模式与之相适应；另一方面，城市交通系统所具

有的实际运行水平会对城市空间结构及城市发展规模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到城市土地利用的状况，特别

是城市交通可达性对城市经济、商业用地的空间分布具有决定作用。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城市、乡镇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根据城市、镇总体规划的要求，用以控制

建设用地性质、使用强度和空间环境的规划，是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规划行政许可、实施规划管理的

依据。因此，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步开展交通规划的编制工作，是落实交通规划的规划理念、设施方案

布局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手段。本文结合项目实际经验，重点探讨控规阶段的交通规划的编制内

容，分析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编制建议，并构建以交通组织为核心的控制性详细交通规划编制

方法。

1 控规阶段交通规划编制存在的问题

1.1 控规阶段的交通规划缺少承上启下深层次的衔接

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对上位规划相关内容与要求简单的落实，经常对具体用地性质，开发规模上等进

行优化调整。但交通设施规划依旧参照上位规划进行规划布局，缺少相关交通规划环节。

1.2 交通评价的各项指标缺少合理性的预测

未能针对控规的功能体系的需要，定量化、针对性地协调交通设施配置与土地使用类型、强度、分

布的关系，提供及时有效的反馈。以往控规对土地使用性质分类及控制和道路交通设施控制都有明确的

指标体系，但这些指标缺乏指标间内在的关系深入考察和充分认识。以往控规仅将交通系统和设施简化

为道路红线和车位配建指标，所以控规阶段交通设施规划指标的定量是欠缺的。而交通需求与交通设施

有明确关系，交通设施指标的量化能否满足交通需求。

1.3 控规阶段的交通规划缺少交通设施及各项指标的合理性分析

控规中交通规划内容大多缺乏交通需求预测分析，更多是套用相关规范标准制式设置出入口、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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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控规阶段交通编制体系

红线、交叉口形式、控制点坐标及标高等内容，缺少对支路、公交场站、出入口等内容的研究。规划人

员在进行道路设施布局上，例如道路宽度、交叉口转弯半径等往往依据相关规范，缺乏对具体情况的交

通分析，依据相关规范确定道路等级等指标，缺乏差异化、精细化的区域特色设计。

2 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交通规划编制的重要性

控制性详细规划在整个规划体系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一端链接国土空间规划，一端链接修建性

详细规划和建设项目方案设计，在实施策略上，改变了以往单纯扩大供给的模式，增加了对交通需求的

管理。

2.1 基本策略

2.1.1 落实综合交通体系要求，完善和深化上位规划原则性内容

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开发建设的依据，同时也是交通设施建设的依据。因此，为落实城市交通战略

要求，结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具体要求，同步开展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交通规划编制工作，因地制宜、

定制区域交通，实现交通与用地充分融合。

2.1.2 以交通组织为方法，建立完善的交通专项编制体系

交通组织方法概括为三个方面：交通方式、交通需求和交通分区。一方面以区域交通组织为切入

点，确定主要道路功能，进而确定道路交通设施的空间分配，主要分析方法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其

中定性分析是通过对区域交通组织的分析，确定单元内过境交通通道，确定进出单元的机动车、私家

车、公交车的机动车交通通道。同时，结合城市用地功能，确定单元生活性交通通道；定量分析是进行

单元交通需求预测，确定每条道路各方式交通量。结合定性分析及定量分析，综合确定每一条道路的

职能。

另一方面以交通性道路为围合的区域为界，建立交通基本组织单元，以区域交通组织为前提，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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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内交通组织线路。并且通过机动车出入口设置、交通稳静化设施布局等措施，保障每一条道路功能

的实现。

2.1.3 制定差异化的交通分区管理，为出具设计条件地块提供理论支撑

根据目标体系及规划内容的深度，从差异化交通政策、一体化交通战略、分层化交通方案三个维

度，提出合理的城市交通分区，以对城市用地不同交通特征分析为基础的城市建设用地区划，提出各类

功能交通分区的特征。

2.2 交通要素确定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交通规划侧重于道路与交通设施规划控制，重点阐明规划范围内道路系统的

功能结构、道路等级和交叉口形式，并提出对公共停车场 （库）、公共交通场站等综合交通设施以及商

业步行街系统的控制原则和措施。具体可分为8大控制要素、包括道路分级、道路横断面、道路交叉

口、道路竖向设计、交通设施的配置和管理、地块机动车出入口规定、地块配建停车场规定和步行

系统。

2.3 交通规划体系建立

从交通详细设计、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和交通与产业发展关系三个维度分析，建立一体化的控规阶

段的规划体系，实现交通、产业、空间的三要素协同发展。

图2 控规交通编制框架内容体系示意图

2.3.1 交通设施详细设计，确定各项交通设施布局、指标的合理性

2.3.1.1 区域交通发展目标

依据城市总体交通发展目标，结合片区的用地及功能定位，确定单元或片区的交通发展目标，作为

区域交通设施规划建设总体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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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区域交通需求分析

以控规用地为依托，以单元控规指标、具体建筑面积确定区域的人口、岗位。并进行交通需求预

测，确定区域总体交通需求量、交通分布情况，并以控规路网为基础，进行交通分配，为区域道路设计

及交叉口规划设计改善提供定量支撑。

2.3.1.3 区域交通组织分析

按照与区域大交通衔接的关系，确定进出片区的小汽车主要流线、公共交通等机动车廊道，并在机

动车廊道的基础上，按照人车分离的原则，划分慢行廊道。

2.3.1.4 道路系统分级

根据道路功能定位及交通组织分析，制定复合区域特征的道路功能划分，按照快速路—交通性干

路—集散道路—稳静道路—步行专用道路五级道路体系控制。

快速路：城市快速路，为区域提供快速可达的交通服务。

交通性干路：承担区域主要机动车 （小汽车、常规公交）进出通道的道路，包括主干路、重要次干

路等道路。

集散道路：连接地块机动车开口与交通性干路，承担机动车由交通性干路进入地块的功能。包括一

般次干路、支路。

稳静道路：区域内部非集散道路的支路，以慢行交通为主，两侧建议设置开敞公共空间。

步行专用道：完全步行的道路。

2.3.1.5 交通设施资源分配

对于确定的功能等级，按照机动车交通组织流线确定的道路功能，对每一条道路的功能属性进行汇总。

2.3.1.6 保障措施：在道路横断面的设置、交叉口详细设计、地块机动车开口、以及单元交通组织方

面，实现道路功能。

例如与建筑前区、公共空间、景观等进行一体化设计，转变交通集散空间为场所空间。对轨道交通

与周边公共空间进行一体化的设计，整合交通接驳设计，缝合原有空间割裂，实现空间交通景观一体化

设计，同时增设休憩座椅等设施。使站点周边不单是交通集散的空间，同时也是活力的空间，行人停留

驻足、交谈的场所空间，提升站点周边人气。

图3 站点周边空间一体化设计

2.3.2 建立与土地开发耦合的城市交通体系

结合控规确定的区域开发强度，对单元内部进行交通承载力分析，结合区域交通发展目标及交通供

给条件，提出不同用地功能的交通组织模式，实现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相协调。

2.3.2.1 研究不同用地的交通组织模式研究

（1）居住用地交通组织模式及其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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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组织模式：“人车分离，营造品质生活环境”为交通组织核心思想。交通组织重点关注以下几

个方面内容：“道路功能梳理+出入口分类控制+稳静化措施”的人车分流模式实现快慢流线分离，进

而形成相对完整、安静的慢行区域，重塑居住区的活力。

图4 居住用地交通组织模式

（2）商业区用地交通组织模式及其特征

交通组织模式：“慢行主导，营造舒适连续购物路径”为交通组织核心思想。交通组织重点关注以

下几个方面内容：外围道路与集散道路配合，逐级分流；步行街与大运量公共交通站点配合，集散大量

人流；机动车出入口与稳静交通节点配合，减少机动车辆穿越。

图5 商业区交通组织模式

（3）商务办公区交通组织模式及其特征

商务办公区交通组织模式：以 “公交主导，营造快速高效交通一体化系统”为核心思想。交通组织

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内容：轨道交通站点与区域公共空间慢行连廊，构建快捷 “轨道+慢行”接驳体

系；外围快速路网与主要进出道路构成机动车快速进出系统；内部窄路密网，强化每个地块的交通可达

性；交通组织以单行交通，减少冲突点，提高运行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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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办公区交通组织模式

（4）工业区用地交通组织模式及其特征

工业用地的特征：工业用地在城市中一般占地较大，其区位选定应尽可能接近原粮市场和产销市场

方便运输，以减少运输成本和生产成本。其中重工业及轻工业的交通特征主要体现为交通方式选择，一

般以货车为主，出行时间分布为客流出行和货物出行，客流出行一般以职工上下班为主，货物出行时间

分布没有太大规律。工业用地以交通性支路为主，且路网密度相对其他用地较低。

交通组织模式：“客货分离，营造高效货运体系”的为核心组织思想。交通组织重点关注以下几个

方面内容：干线公路实现与高速公路及货运目的地衔接；货运主通道与对外干线道路衔接，快速疏解货

运车辆；客运主通道承担通勤交通，与城市主要中心区快速联系通道；联系通道承担工业区工厂之间的

衔接关系。

图7 工业区用地交通组织

2.3.2.2 土地利用与道路交通系统服务能力协调

城市用地布局、发展强度和功能安排应与道路系统服务能力相协调。控规各种用地开发强度的控制

应充分考虑道路网络的承载能力，使得用地发展规模和道路容量相匹配，从而在控规层面更加合理的控

制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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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承载力分析通过交通生成、交通分布、交通方式划分、交通分配科学判断土地开发和交通承载

力的协调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合理配置土地使用和交通设施。

图8 交通承载力分析图

2.3.2.3 土地利用与轨道交通耦合性研究

（1）轨道线路与城市耦合性

依据轨道交通服务能力，建立强度分区，确定城市的空间形态。依据轨道交通的服务能力及容量按

比例分配城市常住人口、控制整体建设强度，确定城市空间形态。以轨道交通站点800m半径划定轨道

交通影响区。轨道影响区内，以高密度就业及居住为目标安排城市功能，通过设置建设强度和人口密度

下限，实现用地强度与公共交通容量的优化匹配。轨道影响区以外的地区，通过控制上限来控制建设强

度，以实现城市建设强度及人口的非均等化控制。

（2）轨道站点与土地利用耦合性

实施轨道线路同步的沿线型开发，构建分层次、功能各异的片区中心。为更好的提升轨道交通的效

率，对每个站点周边土地进行差异化的开发，沿线布局商务区、商业区、居住区、以及公共服务，避免

站点功能过度重复。以实现平常日、节假日、白天、黑夜都有较大的客流量，提升轨道交通时空利用效

率。让轨道交通不止承担通勤功能，同时也能融入到市民的日常生活当中。

图9 轨道交通沿线型开发示意图

站点腹地用地性质的混合。站点周边尤其是500m范围内，商业、居住、商务办公、娱乐等混合，

并最大可能减少用地之间分隔空间尺度，为步行者提供方便、高效率的用地布局，提高土地和交通设施

的使用效率。同一建筑不同建筑用途混合车站周边建筑，尤其是站点200m范围内紧邻轨道的建筑功能

组合丰富，在同一建筑不同高度用地各异，包括地下车库、商业、办公、居住、酒店等。

955



图10 轨道交通站点平面及竖向混合开发示意图

2.3.3 交通与产业关系协同发展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确定了城市骨架交通系统，对支路系统等道路交通仅仅确定了规划指标和建

设标准。支路系统是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确定，在城市交通系统中发挥 “毛细血管”作用。

3 应用实例

在青岛国际邮轮港启动区片区控规编制过程中，同步编制交通详细规划，相关成果纳入到控规中。

3.1 基于交通组织的交通设施详细设计

3.1.1 落实上位规划要求，确定片区交通发展目标

深入落实区域规划提出的交通发展目标，片区内建立人本、绿色、公共的交通体系。在交通方式结

构中，上位规划提出公共交通方式比例要占到全方式的60%，机动车出行比例控制在20%，在此交通

方式结构要求下，确定各交通方式需要的设施规模。

3.1.2 明确区域主要机动车进出流线，确定对外交通性道路及区域生活性道路

结合区域对外交通衔接道路，划分为私家车进出流线和公共交通进出流线。

（1）确定私家车进出通道———港湾大道、陵县支路、普集路、港通路，道路详细设计中，应保障机

动化通过性要求。

（2）确定公共交通进出通道并划分为等级，分为公交干路与公交次干路，公交干路设置公交专用

道，保障公交车优先通行；公交次干路作为次要的公交通道，设置分时段公交专用，在高峰时段为公交

专用，其余时间小汽车可使用该车道。

（3）按照 “人车分离”的原则，同时保障和与公共交通进行衔接，确定区域慢行廊道。并进行

分级。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划分道路及功能等级，对道路功能进行定位。在本案例中，结合区域发展要

求，按照道路在路网中的实际功能，同时体现 “机非分流”等理念，划分4类道路类型。交通性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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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交通流线分析

承担过境及对外交通功能；集散道路，功能为汇集地块机动车交通流至交通性干路；稳静道路，限制机

动车通行，保障行人优先通行条件；步行商业街：按照综合规划方案。

图12 路网结构图

将每一种交通流线叠加，得到每条道路每种交通方式的等级属性。作为道路断面设计依据。

表1 道路不同方式等级属性表

道路列表 性质 红线
道路功能属性

交通性 集散性 稳静化 公交干路 公交次干路 慢行干路 慢行次干路

港湾大道 主干路 32 · · ·

普集路 次干路 22 · · ·

陵县支路 次干路 24 · · ·

港通路 次干路 24 · · ·

邱县路 支路
16

（40）
· ·

港兴路 支路 16 · ·

港宁路 支路 16 · ·

港安路 支路 1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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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道路列表 性质 红线
道路功能属性

交通性 集散性 稳静化 公交干路 公交次干路 慢行干路 慢行次干路

港民路 支路 16 · ·

港游路 支路 16 · ·

港海路 支路 16 · ·

港平路 支路 16 · ·

3.1.3 路断面设计

按照每一条路的道路功能确定道路断面尺寸。根据完整街道的设计理念进行区域内道路的横断面总

体设计，港湾大道作为区域景观性大道，设置双向6车道，红线宽度为32m进行控制；交通性道路按

照24m红线进行控制；集散道路与稳静道路均按照16m进行控制，在车行道宽度进行适度差异。步行

街按照15m进行设计。例如，港湾大道的道路功能属性为交通性+公交干路+慢行干路，按照这个功

能定位，在道路断面设置上，按照双向6车道，设置公交专用道及公交港湾站，净步行空间不低于5m

来进行设计。

图13 滨海特色街道断面

3.1.4 交通详细组织

以机动车通道为界限划分5个交通单元，通过单元交通组织保障道路功能。单元内交通组织具有统

一性。单元内的交通可按照单元进行组织。

图14 单元组织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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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交叉口设计

交叉口渠化设计：根据相交道路交通功能划分交叉口类型，并进行差异化设计，满足不同功能的交

通需求。

交叉口转弯半径设计：交通性干道交叉口的转弯半径确定为10～12m，满足机动车快速通过需求，

公交车、消防车辆通行需要。

交通集散性交叉口转弯半径为8～10m，适当提高路口集散能力。交通稳静化交叉口的转弯半径为

6～8m，降低机动车转弯速度，保障行人舒适性。

图15 交叉口设计分析图

与交通组织相匹配，地块出入口的位置均设置于集散道路上，并按照以下原则进行控制。在交叉口

范围内禁止设基地机动车出入口，以机动车停止线为基础，新疆路、港湾大道后退50m，其余道路后退

20m为禁止地块机动车开口区域。交通性道路不宜设置、交通集散道路宜设置、稳静道路不建议设置。

3.1.6 公交系统设置

区域公共交通支撑方面；轨道交通2号线、公交首末站、特色旅游火车等，为区域提供多类型的公

共交通支撑，根据历次的意见，对公交首末站提出了2个方案的选址。对于滨海大型综合体交通区位的

劣势，我们希望通过设置公交首末站来提升交通的可达性。公交首末站与滨海综合体一体化开发建设，

地面一层部分区域为公交首末站，二层以上为商业办公，交通枢纽与商业开发形成垂直换乘关系。提升

综合体的公共交通支撑。

3.1.7 停车系统

停车设施作为重要的需求管理措施，以静制动是实现区域的整体交通发展目标的手段之一，大港启

动区应该适度供给停车，减少机动车出行需求，到达交通方式出行目标。根据国内外案例表明，在高强

度开发的区域CBD停车标准均低于城市其他区域。同时，对于区域内办公、商业及酒店等使用性质，

由于三者的停车位使用高峰时段存在差异，停车需求存在高峰小时的互补性。建议对区域内的地下空间

进行统一开发，联通，共享。来减少停车时空资源的浪费。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建议，大港启动区的停

车按照0.6～0.8m的标准进行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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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公交系统设置分析图

图17 停车系统设置分析图

停车供需管理，以静制动———根据区域整体交通目标，合理设置停车位配建指标停车配建指标，减

少机动车出行需求。

地下空间联通共享模式———办公、商业及酒店三者的停车位使用高峰时段存在差异，停车需求存在

高峰小时的互补性。共享停车位数量将会根据各业态的建筑规模来确定。

图18 停车共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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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交通承载力分析

对于区域开发量，道路交通的承载力取决于对外通道的数量，再次基础上，根据交通方式选择的不

同，在25%的私家车分担率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区域的开发量控制在115万，在现状32%的情况下我

们建议87.5万的开发量。同时，可适当提高轨道交通周边的开发建设，根据深圳经验，500m范围内的

毛容积率约为3。

出行方式比例约束条件下 （小汽车25%，公共交通60%），土地开发量与道路拥挤度相互关系分析：

图19 交通承载力分析图

3.3 交通与产业关系协同

港宁路、港安路、港通路、陵县支路东侧为项目内外联系的主要道路，建议此四条道路相邻商业以

购物、零售 （超市、品牌服饰）为主设置商业功能及商业业态。

港青路、港兴路、港游路、滨海商业街为交通稳静化道路，建议此四条道路相邻商业以休憩型购

物、生活服务等商业业态。如休闲酒吧、咖啡吧、艺术品、文化产品、书吧。

地铁站周边、娱乐综合体———文化商业综合体：设置博物馆、水族馆、主题乐园、观光厅、商业、

娱乐等综合功能，吸引本地居民及游客进行体验式消费。

图20 交通与产业关系协同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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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尝试利用交通组织方法来构建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交通规划方案，并结合具体案例对所提方法

进行了详细剖析。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性详细规划层面，合理衔接宏观层面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和微观层面的项目建设阶段交通影响评价，提供交通层面的技术探索，完善控规交通规划及评价体系，

为城市管理建设工作提供一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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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都市圈视角下核心区收费干线道路规划探索

———以深圳为例

李占山 夏国栋

【摘要】 在深莞惠大都市圈协同发展背景下，本文对深圳核心区新一轮干线道路规划进行探索和反思。首先结合现状

深莞惠高速公路需求变化趋势和国际大都市圈高速公路规划调研经验，论证为什么在大都市圈视角下，高速公路必须串

联深圳核心区与外围区；其次，从交通需求特征和时间目标要求等方面来论证通道进行收费的必要性；再次，从方案可

实施性等角度进行论证，为什么建议在核心区独立新建高速通道，而不利用既有通道进行收费车道 （HOT）改造。最后

从协同规划和品质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建议。

【关键词】 都市圈核心区；干线路网；高速公路规划；收费车道

0 引言

我国高速公路建设起步较晚，但经历了最近大约2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根据相

关规划预计2030年左右，全国高速公路国省道布局将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我国高速公路20多年快速

发展阶段，是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重要时期，本阶段超大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通常在500～1000

万，核心区辐射半径约20～30km。城市空间结构一般由 “核心区—中心城区—乡镇地区”构成。高速

公路在这个阶段主要承担中心城与外围重点城镇之间的联系，促进城乡二元体系的融合发展，网络布局

显著特征是高速公路 “近城而不进城”，即在外围形成外环高速的保护环，减少国省道过境和货运交通

对中心城区的干扰，中心城内构建城市道路与公路的 “一张网”。例如北京五环，修建于2000年，是北

京最早的环城高速公路，五环内通过城市快速路和主要干道进行转换进入中心区。

随着我国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武汉、成都等二线省会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都市圈融合的空间形

态逐步凸显，人口规模突破千万级别，核心区辐射半径超过30km，往外围50～100km交通紧密联系圈

层发展，甚至城市边界往相邻城市扩张。通过对东京、纽约等成熟大都市圈调研可知，都市圈城市空间

一般为圈层式结构，核心区辐射半径可达60～100km，构建核心区与外围区的高速公路体系，是确保

外围三四圈层 （50km以上）至核心区长距离出行的道路交通服务水平的必要措施。在深莞惠都市圈一

体化发展背景下，深圳核心区的高速公路网规划即将迎来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构建高速公路体系连接深

圳核心区与外围三四圈层，是当前深莞惠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背景下的必然选择。深圳本阶段的做法是否

值得我国类似超大城市复制推广同样值得探讨。

1 新增收费干线道路的必要性

深圳2018年GPD2.4万亿元，管理人口超过2500万人。全市小汽车保有量大约335万辆，核心区

拥车水平接近1.0辆/户。市域范围内建成轨道线路8条，合计286km；高速公路292km，密度0.3

km/km2，快速路160km，密度0.17km/km2。

深圳全市机动化出行量1679万人次/天，机动化出行中小汽车分担率占46%，公共交通占52%，

其他方式占2%，相比国际成熟大都市圈小汽车分担依然较高。深圳目前市域 “三轴两带多中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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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深圳市现状轨道和干线道路布局示意图

结构基本形成，核心区对外二三圈层辐射半径约30～50km左右，通过对比国际化大都市发展阶段可

知，正处于大都市圈空间发展与扩张阶段。

图2 深圳市 “三轴两带多中心”空间结构示意图

图3 东京都市圈发展阶段示意图

在大都市圈发展扩张阶段，核心区通常面临一些列交通拥堵问题。一方面轨道网络正处于大规模建

设阶段，网络化运营刚刚开始，公共交通分担率还有待提升，因此小汽车出行需求巨大，而核心区既有

干线道路网络基本建成，地面不具备大规模新增通道的条件，设施供不应求导致主要干道高峰期交通拥

堵严重。另一方面，为缓解核心区的拥挤，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通常在都市圈外围新建产业新城，例如

东京的筑波新城，深莞惠临深集合城市等。新城建设也迫切需要通过轨道和高速等重大交通设施建设的

投入，提升核心区与外围新城的联系。由此可见，为缓解现状交通拥堵和支撑外围重点新城开发建设，

深圳有必要新增高速通道连接核心区与外围区，具体如下文。

1.1 需求分析

从全天高速城际出行总量来看，深莞惠都市圈需求旺盛，融合发展趋势凸显。主要表现在，一方面

临深地区交往不断密切，另一方面是核心区的对外交通辐射不断增强。例如，深圳全天高速出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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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万pcu/d，与东莞和惠州联系最为紧密，其中东莞占50%，惠州占20%，从出行距离来看，都市

圈100km范围内占比92%；超过100km以上都市圈外的出行占比不足8% （包含跨省出行2%）。

表1 深圳高速公路全天客运出行分布比例表

辐射半径 城市 总量 （pcu/d） 比例 合计

50km
东莞 363634 49.7%

惠州 138996 19.0%
69%

50～100km

中山 17713 2.4%

珠海 6874 0.9%

广州 91328 12.5%

佛山 20021 2.7%

汕尾及深汕合作区 15723 2.2%

江门 7707 1.1%

22%

100km以上 粤西、粤东及其他 69089 9.5% 9%

合计 731085 100.0% 100%

从轴向来看往东部惠州、汕尾 （含深汕合作区）全天出行总量约6.12万pcu/d，其中深圳一圈层

核心区和三圈层临深地区出行各占40%。深惠出行占总量的70%，其中惠州往深圳核心区出行占

29%，临深地区往三圈层的出行 （20km范围内）占28%，其他地区总计不足15%。从近3年增长趋势

来看，核心区年均增长25%，临深地区增长8～10%，其他地区增长不足5%。

表2 深圳高速城际出行空间分布一览表

全天 一圈层 二圈层 三圈层 合计

惠州 17968 29% 9000 15% 16896 28% 43864 72%

合作区 1517 2% 868 1% 1243 2% 3628 6%

汕尾及以东 4702 8% 2724 4% 6298 10% 13724 22%

合计 24187 40% 12592 20% 24437 40% 61215 100%

图4 深圳东部轴向城际出行分布示意图

图5 深圳2016～2018年高速城际出行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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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际出行目的分布来看，现状以私人事务出行为主，都市圈通勤和商务出行占比较少。通勤出行

大部分在临深地区，商务出行往主要往核心区占比较高。例如东部轴向全天私事出行38984pcu/d占

63%，商务出行10499pcu/d占17%，其中往深圳核心区的商务出行5684pcu/d占全天商务出行的

54%。通勤出行842pcu/d占1.4%，其中临深通勤641pcu/d，占通勤的76%。

表3 深圳高速城际全天出行在各圈层的分布总量表

全天 一圈层 二圈层 三圈层 合计 占比

通勤 88 112 641 842 1.4%

商务 5684 1360 3455 10499 17.2%

货运 2263 4547 4080 10891 17.8%

私事 16152 6572 16260 38984 63.7%

合计 24187 12592 24435 61214 100%

表4 深圳高速城际出行不同出行目的在各圈层的分布比例表

全天 一圈层 二圈层 三圈层 合计

通勤 11% 13% 76% 100%

商务 54% 13% 33% 100%

货运 21% 42% 37% 100%

其他 41% 18% 41% 100%

合计 40% 21% 40% 100%

从核心区对外干线通道运行评估来看，高峰期一二圈层之间的境界线截面设施供不应求，拥堵最为

严重。例如，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向现状主要干线道路有南坪—水官、丹平快速、龙岗大道等5条通

道，供应能力约12600pcu/h，高峰东部轴市内断面需求1.1万pcu/h，城际需求0.29万pcu/h，合计

1.39万pcu/h，缺口1330pcu/h，通道设施供不应求。现状市内全天干线道路日均出行量286.6万pcu/

d，其中东部组团往核心区全天出行总量12.5万pcu/d，小汽车分担占机动化出行的30%左右，距离成

熟都市圈10%～20%的分担率尚有显著差距，截止轨道全面建成期间 “高峰进出关拥堵”形势依然

严峻。

表5 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向高峰小时断面需求构成

核心区 布吉横岗 龙岗坪山 盐田大鹏 惠州 合作区 汕尾以东 合计

罗湖 1246 785 1426 666 67 151 4340

福田 1748 1941 677 1076 99 240 5780

南山 1102 1777 303 433 18 178 3810

合计 4096 4502 2406 2174 184 569 13930

表6 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向既有通道供需评估表

序号 高峰小时 车道数
通行能力

（pcu/h）

断面需求

（pcu/h）

缺口

（pcu/h）

1 南坪快速 3 3600

2 龙岗大道 3 2400

3 丹平快速 3 3600

4 沙湾路 1 600

5 罗沙路 3 2400

12600 13930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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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深圳核心区高峰期对外主要拥堵位于一二圈层截面通道示意图

由于城际出行距离普遍在50km以上，要实现都市圈范围1～1.5小时的交通可达性目标，新增通

道服务水平需维持在60～80km/h以上。从核心区往东部出行来看，城际需求2927pcu/h占比20%。

市内快速路设计速度一般在60～80km/h，现状南坪快速、龙岗大道等都处于拥堵状态，高峰期服务水

平在20～40km/h左右，假设新增双向4车道设计速度80km/h快速路，根据交通流理论分析可知高峰

期最大速度约40km左右；只有新增设计速度100km/h及以上双向4～6车道的高速公路，才能有效缓

解现状核心区拥堵状况，满足可达性要求。

图7 深圳核心区对外东部轴向干道全天运营速度

图8 新增双向4车道设计速度80km/h快速路高峰期车速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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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向高峰期最大断面需求构成比例一览表

核心区

市域 城际

布吉横岗、盐田 龙岗坪山、大鹏 惠州、合作区 汕尾以东

15～30km 30～50km 50～100km 大于100km

合计

罗湖 2244 1213 733 151 4340
福田 2222 2144 1175 239 5780
南山 1314 1868 451 177 3810
合计 5780 5225 2359 567 13930

占比
41% 38% 17% 4%

79% 21%
100%

1.2 案例借鉴

在都市圈区域融合发展过程中，通过在外围圈层建设产业新城，疏解中心城人口和岗位压力，是国

际大都市圈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选择。从深圳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可知，在深圳核心区外围50～

100km也将陆续发展产业新城，例如深汕合作区距离核心区100km，已经纳入新城建设重点任务中。

图9 深莞惠都市圈中集合城市与深汕合作区区位示意图

从东京的筑波、纽约的纽黑文等都市圈外围代表性城市调研分析可知，核心区与外围四圈层城镇联

系密切，出行目的主要是通勤和商务，其中通勤交通主要由公共交通承担，而小汽车出行目的主要为商

务和私事，因此有必要构建直达核心区的高速公路和轨道实现1～1.5小时可达，具体如下：

从出行总量和出行分布来看，外围新城以内部出行为主占比83%～87%左右；对外出行以都市圈

内为主，往都市圈出行量占新城全天总出行量的10%～11.5%左右，都市圈以外的出行占比2%～5%；

往都市圈内的出行以核心区为主占比50%～55%。

图10 筑波全天交通出行分布示意图 图11 纽黑文全天交通出行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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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行目的来看，通勤和商务为主，其中筑波往都市圈内通勤和商务占78%，往核心区的通勤和

商务占76%；纽黑文往都市圈内通勤和商务占74%，往核心区的通勤和商务占87%；

表8 筑波往东京都市圈的三个圈层不同出行目的分布一览表

出行目的 一圈层 二圈层 三圈层 合计 比例

通勤 18153 15777 947 34878 51%

业务 9718 7738 1142 18599 27%

私事及其他 8801 4079 1457 14337 21%

合计 36672 27595 3547 67813 100%

表9 纽黑文往纽约都市圈的三个圈层不同出行目的分布一览表

出行目的 一圈层 二圈层 三圈层 合计 比例

通勤 11328 2832 7080 21240 65%

商务 2124 708 0 2832 9%

私事及其他 2124 2832 3540 8496 26%

合计 15576 6372 10620 32568 100%

表10 筑波与纽黑文往都市圈核心区不同出行目的构成

筑波—都心区 合计 占比 纽黑文—曼哈顿 合计 占比

通勤 18164 49.5% 通勤 11328 73.0%

商务 9706 26.5% 商务 2124 14.0%

私事 8801 24.0% 私事 2124 14.0%

合计 36672 100.0% 合计 15576 100.0%

从出行方式分担来看，往核心区的通勤出行主要由轨道和公交承担，其中筑波占比96%，纽黑文

占87.5%；往核心区的小汽车出行中商务和私事占比为主，其中筑波占比96%，纽黑文占60%。

表11 核心区通勤出行不同交通方式分担占比一览表

核心区通勤 轨道+公交 小汽车 私事及其他 合计

筑波
10788 97 377 11262

95.8% 0.9% 3.3% 100%

纽黑文
9912 1416 0 11328

87.5% 12.5% 0% 100%

表12 核心区小汽车出行中不同目的构成一览表

核心区小汽车出行 通勤 商务 私事及其他 合计

筑波
124 2104 740 2968

4.2% 70.9% 24.9% 100.0%

纽黑文
1416 1416 708 3540

40.0% 40.0% 20.0% 100.0%

为实现外围新城与核心区1～1.5小时可达，通常需要构建直达核心区的轨道和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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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筑波和纽黑文轨道与高速出行时间

案例 轨道 出行时间 高速公路 出行时间

筑波—都心区

新都市铁道 （TX线） 45min

常磐线 60min

常磐道 60～80min

纽黑文—曼哈顿

国家铁路Amtrak

北方铁路MTA

Metro-NorthRailroad

80～90min

I95高速

梅里高速

MerrittParkway

80～90min

图12 筑波往东京核心区轨道和高速布局 图13 纽黑文往曼哈顿轨道和高速布局

借鉴国际都市圈经验，有必要通过轨道和高速公路串联深圳核心区与外围重点城镇，包括深惠集合

城市，深莞集合城市等外围城镇，深汕合作区等。例如，深汕合作区规划人口150万～300万人；是筑

波23.7万人的6～10倍，是纽黑文86.2万人的2～4倍，预测未来深汕合作区往深圳核心区的日均小

汽车需求将达到1.5万～3万pcu/d，高峰小时约1500～2400pcu/h，即需要1～2车道。现状既有机荷

高速和沿海高速在市域二圈层内已经达到饱和，因此有必要新增通道。

图14 现状深圳往深汕合作区既有高速饱和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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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新增高速通道串联深圳核心区与合作区概念方案示意图

图16 深圳与深汕合作区规划轨道线网布局概念方案示意图

2 规划思路与策略

2.1 实施干线道路收费维持大都市圈中心区干线道路服务水平

现状深圳核心区干线道路全天饱和度较高，高峰期拥堵频发，难以满足白皮书提出的目标要求。全

面实施交通需求调控已是本阶段交通发展核心战略之一，而通道收费为深圳实施需求调控提供了有效手

段。例如美国的HOT车道收费，在通往曼哈顿的19条通道中7条收费，12条不收费，收费通道车流

量比不收费通道少18.8%，车速高30%。类似还有日本的高速公路收费，新加坡的道路ERP收费系统

等，都取得了良好的需求调控效果。

图17 纽约都市圈曼哈顿核心区收费通道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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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深圳市城市交通白皮书》四大核心交通发展战略

2.2 收费干线道路串联外围三四圈层与核心区确保外围重点地区交通可达性

随着深圳核心区辐射范围不断增大，都市圈辐射半径可达50～100km，而都市圈出行时间通常在

60～90分钟左右，超过90分钟，交通出行将显著下降。

图19 东京都市圈出行时间调研

近年深圳市对市域范围内部分高速公路进行回购，并实施免费通行。收费后的高速速度下降20%～

50%，其中机荷以内的中心区段下降幅度高达50%以上，速度30～40km/h之间，导致高峰期核心区

对外围三四圈层的长距离出行普遍超过2小时。必须对新增通道收费，维持合理的服务水平，才能确保

核心区对外围三四圈层50km及以上长距离出行的可达性目标。

图20 深圳部分高速公路回购后服务水平下降幅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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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深圳现状核心区对外可达性分析示意图

2.3 收费干线道路提供出行需求差异化服务

从都市圈调研来看，随着轨道和公交网络建设的完善，未来高速公路将主要承担商务和私事等非通

勤交通出行为主，占比60%～95%，推动通道收费契合商务出行等高端需求和私人事务等弹性需求，

可实施性较高。

现状高峰期核心区对外东部轴向出行断面需求构成中，城际出行占比约15%～20%，市域范围内，

通勤占40%～55%，商务占20%～25%，货运和其他占比一般在15%以下。例如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

向高峰出行需要构成来看，最大断面需求13930pcu/h，其中城际出行约2958pcu/h，占20%左右，市

域通勤4899pcu/h，商务3949pcu/h，货运和其他2155pcu/h，缺口2车道。考虑城际与市域出行差异

化的设施供给，新增2车道收费高速通道可有效满足差异化出行需求。

表14 现状深圳核心区对外东部轴向高峰断面需求构成一览表

核心区

费用敏感度

高 中 低

通勤 商务 其他 城际 （跨市）

合计

罗湖 1532 1234 691 883 4340

福田 2107 1500 760 1414 5780

南山 1260 1216 705 629 3810

合计
4899 3949 2155 2927

11003 2927

13930

需求 免费，单向11车道 收费，单向2～3车道

供应
南坪3+丹平3+龙岗大道3

+罗沙路3+沙湾1，单向13车道
无

 总车道需求14车道，供

应13车道，缺口1～2车

道；收费需求2～3车道，

需新增2～3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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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规划方案

东京收费高速公路是专用独立通道收费模式，而美国纽约和洛杉矶等城市则采用的是在既有高速通

道上实施HOT车道收费，不同模式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近期可实施性、远期规划弹性预留综合比

选可知，本阶段深圳更适合采用新建独立通道模式。

3.1 独立新建通道具备近期实施的可行性

深圳核心区现阶段交通拥堵形势已经非常严峻，轨道建设周期长，本阶段当务之急，是尽快启动核

心区对外围圈层的高速公路建设，促进核心区与外围圈层的融合发展，提升长距离交通服务水平，同时

带动外围新城的开发。

从通道造价来看，相对于国内一线超大城市基建代价而言，独立通道模式基本可接受，HOT模式

也 “并不廉价”。例如深圳核心区往东部轴向的独立新建通道模式全长约110km，总造价约260亿～380

亿，每公里造价大约2.4～3.5亿元，建设周期通常为3～5年；而HOT模式在核心区则每公里造价需

要5000万～8000万左右，拓宽改造路段约8～10km，拆迁核心区住宅和办公等面积接近10万平米，

近期难以完成。

从建设和管理模式来看，独立通道模式产权清晰，可灵活引入社会资本建设，减少政府财政压力，

对高速公路实施收费，社会接受度比较普遍，可减少政策阻力，高速公路企业多年的管理经验，也更有

利于后续通道的运营和管养。而HOT车道模式，通道资源隶属政府，在免费城市干道上推行车道收

费，政策法规层面近期难于突破，社会舆论压力较大，从深圳历史经验可知，前几轮交通政策中推行的

经济手段调控措施，由于缺乏成熟的政策法规支撑，在强烈的社会舆论反响下均告失败。

从收费技术体系建设来看，HOT车道收费需要对所有进出车道的车辆加装ETC等自由流收费设

备，而独立通道模式近期可采取传统高速公路人工收费与ETC等自由流收费相结合，中远期视自由流

收费技术推广情况，全面实施通道自由流收费，取消人工收费站。目前ETC、北斗等自由流收费体系

无论是在全国还是省市范围内普及都比较有限，目前无法确保在项目建成后可以同步配套建成HOT收

费技术系统。相比之下独立通道模式更符合本阶段深圳市发展需要。

3.2 独立新建通道可以更好应对未来交通需求变化的弹性

独立新建高速通道，单车道通行能力接近2000pcu/h，HOT车道通行能力一般不超过1000pcu/h～

1200pcu/h，独立通道相比HOT车道模式要高40%～50%。从具体进出交通组织来看，HOT车道受制

于既有通道节点通行能力影响，尤其是在核心区范围内，平均节点间距普遍低于3km，短距离密集进

出交通交织，容易导致通道运营效率下降，一般在饱和度超过0.9的HOT车道，实际道路运营速度难

于超过50km/h。通过交通模型的测试评估，假设同样设置双向4车道收费，在HOT模式下，深圳核

心区高峰期往东部轴向最大断面通行能力可达4800pcu/h，运营服务水平40～50km/h；而在独立通道

模式下可达6000pcu/h～8000pcu/h，运营速度70～80km/h；可见独立通道模式下通行能力和效率都更

优，为应对深莞惠都市圈不同的发展前景预留更好弹性。

综上所述，本阶段深圳核心区对外收费干线道路规划方案，通常采用新建收费道路模式，如规划深

汕第二高速公路，规划新建通道串联深圳福田中心、布吉横岗副中心和外围龙岗坪山组图、以及重点产

业新城深汕合作区，通道全长10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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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规划深汕第二高速核心区范围内隧道接入地下收费道路系统

4 协同共治保障机制建议

4.1 工作机制省域协同

由于高速通道辐射范围包含深圳、惠州、汕尾等地市，建议由省交通厅协调，成立联合工作组，共

同委托开展项目的规划设计任务，确保通道在都市圈层面保持与不同地市的综合交通网络相协调，将通

道服务效益最大化，并快速有效推动通道建设的协同共治。

4.2 技术创新与方案设计协同

东京ETC和新加坡EPR等自由流收费技术相对成熟，但是目前在国内大中城市难于实现短期内全

面普及。在新的移动互联网技术支持下，大力开展高速公路自由流收费体系建设的探索，一方面可减少

核心区范围内设置传统人工收费站的占地，另一方面可有效提升高速公路与城市道路衔接转换效率，对

传统高速公路收费体系的转型升级具有 “开创性”意义。另外，建议重点加强智慧化平台建设，在项目

规划阶段，提前做好方案规划设计与智慧平台的规划相协同，全方位、系统性提升通道的通行效率、运

营安全和出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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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品质提升与建设运营协同

高速公路主要为长距离出行服务，出行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具有更高的时效需求和品质需求。而核

心区内建设高速通道，往往难以避免对既有建成区造成一定程度的用地功能切割和环境影响。因此，通

道建设应做好与核心区用地功能的协调，景观环境的提升，注重核心区与城市空间和用地功能布局的协

调，改善施工工艺和工法，提升施工效率，降低噪音、灰尘、污水等不利影响，提升安全运营管理措

施，核心区范围内，可考虑实施适当禁货管理措施等。例如规划深汕第二高速在深圳核心区范围内隧道

里程占比70%，接入核心区地下道路系统，并实施禁货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了对用地的影响和提升了

运营效率。

5 结论

本文从都市圈融合发展视角，对本阶段深圳市核心区高速公路规划面临的新挑战进行剖析，并通过

对东京、伦敦、纽约等国际成熟都市圈出行特征进行总结和借鉴，论证新形势下高速公路进入深圳核心

区并保持收费的必要性，同时从建设模式差异性上进行了针对性探讨，得出独立新建通道是适合深圳当

前发展阶段需要的高速公路建设策略和措施，为我国超大城市核心区道路规划设计提供了参考借鉴。根

据 《2018年中国都市圈发展报告》指出，目前除港澳台之外，全国共有34个中心城市都市圈，占到全

国总面积的24%，总人口的59%和GDP的77.8%，都市圈融合发展是我国超大城市目前面临的重要

议题。在都市圈形态下，传统高速公路规划建设也将迎来重要转折点，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引入大数

据分析手段和跨市域协同共治推动下，也为我国都市圈形态下的中心城干线路网布局规划探索了新的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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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密度滨水商务区低碳交通规划实践

———以上海市北外滩地区为例

吕雄鹰 郎益顺 易伟忠

【摘要】 高密度滨水商务区是城市最具开发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也是城市复兴发展的重点区域。按照 “最高标准、最

好水平”的要求，在充分研究纽约、伦敦等国际商务区规划实践的基础上，以实现上海北外滩地区综合交通更高质量发

展目标，提出以快速轨道加强对外联系，建立快慢分离高密路网系统，构建无车区营造良好步行环境，降低停车配建控

制个体机动车出行等交通规划策略，为高密度滨水商务区低碳交通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 高密度；滨水商务区；无车区；低碳出行

0 引言

滨水商务区是城市最为宝贵和稀缺的空间资源，也是城市最具开发潜力和活力的地区。在资源环境

紧约束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滨水商务区的复兴和开发是世界性城市发展的新趋势。同时在快

速城镇化进程中，土地资源的有限供给和日益短缺势必成为今后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建立高密度城市以

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提升土地资源高效率使用也是大势所趋。国内深圳前海地区、广州福田商务区、上

海北外滩等地区，正规划打造成类同于曼哈顿金融城、伦敦金丝雀码头和巴黎拉德芳斯等国际商务区，

在有限的土地上，着力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中心、高密度商务核心区。

由于就业岗位高度集聚带来大量交通出行需求，高密度商务区极易出现交通拥堵和潮汐交通，如何

有序疏导大规模客流、保障高密度商务区的高效运转，并营造高品质、低碳绿色的交通出行环境是需要

重点关注的问题。

1 高密度滨水商务区交通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1.1 高密度滨水商务区规划理论

滨水区代表城市形象，是城市区位最为优越、经济效益最为集中的地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人们对亲近自然、欣赏美好滨水公共空间的需求激增。同时，随着产业结构功能的调整，滨水区经

历了从工业化、港口化加速从中心地段迁出，滨水地区再开发成为城市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最初的滨

水区开发与设计侧重滨水环境和景观形象的塑造，主要通过改善滨水区周边环境、交通条件等促进产业

和经济的发展，同时为居民提供休闲娱乐的公共场合[1]。随着对滨水区的关注从经济层面、更多转向城

市发展层面上，张庭伟在 《城市滨水区设计与开发》一书中提出评价滨水区项目成功与否的标准在于三

点：一是是否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繁荣，增加城市的经济总量，为当地政府创造更多的税收；二是是否

有利于增加就业机会，为更多的市民提供工作岗位；第三是否有助于改善城市市容，反映政府的政绩，

增强市民对于城市的自豪感和归属感[2]。

从滨水区发展阶段和开发动力机制可知，高密度滨水地区的城市设计肩负着城市产业布局调整、促

进经济繁荣的任务。因此，面向开发的滨水区城市设计不能就区域论区域，必须考虑滨水区域城市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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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和时间上衔接。在功能组织上，通过项目的策划和安排来提高和完善周边的环境，并带动周边区

域的开发和更新；在空间布局上，以开放的交通系统、空间组织、连续的开敞空间将滨江区域与周边区

域联系起来。

1.2 国际高密度滨水商务区规划实践经验

1.2.1 伦敦金丝雀码头

伦敦金丝雀码头是英国城市更新促成的新兴商务区、高强度开发的总部型商务区，位于道克兰港区

（Docklands），距离伦敦传统商务区金融城约6km。80年代起，包括金丝雀码头在内的道克兰港区开始

了城市更新的步伐。经过30多年的建设，金丝雀码头发展成为伦敦重要的新兴金融商务区
[3]。现状总

占地面积约为39万平方米。区内的工作人口超过10万人，年客流量约2600万人次。目前区内已开发

的办公面积约37万平方米，商业配套面积约9万平方米。区内的办公楼以总部型客户为主，大型金融

机构总部是金丝雀码头的核心客户；区内的商业主要服务于区内的工作人群，业态包括零售、餐饮、便

利店和休闲娱乐等。

金丝雀码头构建了多层次、高密度的公交网络，公交站点基本覆盖主要的公共活动中心。轨道交通

方面，狗岛 （Docklands）依靠地铁银禧线 （JubileeLine）及城市铁路Crossrail实现东西向连通；在

纵向，即与岛屿内部以及滨水内陆的联系上，主要依靠轻轨线路。水上交通方面，水上巴士环绕整个岛

屿，中心城及主要社区均设有站点，东岸因为私人居住暂无公共站点，随着格林尼治半岛的发展将增设

站点。地面公交方面，共有5条公交线路，它们主要分为2大走向，走向1沿区一级公路环绕狗岛，走

向2穿越中心城到达南部的开放公园。

此外，金丝雀码头还建立了四级公路、两级步道体系，构建便捷易达的路网系统。快速路方面，通

过BlackwallTunnel隧道与市区快速联系；市级公路方面，通过市级公路贯穿狗岛北部，连接伦敦其他

区域至金丝雀码头入口处；区一级公路方面，环绕狗岛，形成圆弧环线，服务滨水各居住区；区二级公

路方面，以圆弧环线的组团形式串联于区一级公路，服务于中心城以及其他社区组团。

主要景观步道分为两条路线，每条路线需要步行1.5小时；步道1沿线经过中心城金丝雀码头主要

的景观节点以及公共交通站点，步道2沿线经过滨水南北岸线主要的景观节点以及公共交通站点。

图1 金丝雀码头轨道线网 （左）及道路网 （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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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纽约曼哈顿

曼哈顿是美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纽约市中央商务区所在地，世界上摩天大楼最集中的地区，汇集了

世界500强中绝大部分公司的总部。其中曼哈顿1区是整个曼哈顿岛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也是整个城市

的商业、办公和金融中心。曼哈顿中城是相对新兴的商业中心。

纽约著名的百老汇、华尔街、帝国大厦、格林威治村、中央公园、联合国总部、大都会艺术博物

馆、大都会歌剧院等名胜都集中在曼哈顿岛，使该岛中的部分地区成为纽约的CBD。这里银行、保险

公司、交易所及大公司总部云集，是世界上就业密度最高的地区。面积约为24km2，居住人口2000年

达到55.96万人，人口密度达到2.33万人/km2，岗位数约201.36万个，岗位密度达到8.4万个/km2。

（1）高密度路网支撑地区高强度开发。道路网系统方面，高开发强度功能区强调构建城市微循环路

网系统，并采用单双结合的交通组织形式，以提高整个区域路网的交通承载能力和可达性，同时丰富道

路网络的功能分类，提高各类道路的服务水平。例如在曼哈顿中城地区，路网密度达到20km/km，并

采用外围双行，内部单行的交通组织方式。

图2 曼哈顿中城地区单双结合交通组织图及道路功能分类图

（2）以轨道为核心提供大容量公共交通服务。世界上著名CBD的交通通勤模式研究表明，以轨道

交通为核心的公共交通系统，是高强度开发的CBD最重要的通勤出行方式，公交通勤比例在70%以

上，早高峰期间公交通勤比例会进一步提高，达80%以上。研究表明，当CBD的岗位密度达到8万

人/km2时，其合理的通勤交通模式是：公共交通/小汽车/其他出行方式=7/2/1，因此高比例的公交出

行是CBD唯一可行的交通支撑方式。

图3 世界商务区交通出行方式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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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供多样化优质公共交通出行选择。高开发强度类型的功能区强调由轨道交通提供高强度、高

水平和多模式的交通服务。纽约曼哈顿接入了10条通勤铁路线路、16条城际铁路线路、20条地铁线路

和一条 “PATH”快轨线路。伦敦城除8条地铁线路外，也接入了国铁系统和轻轨系统。

2 上海北外滩地区现状交通问题与规划挑战

2.1 现状交通问题

北外滩位于中央活动区东北部，黄浦江和苏州河汇流处、交通区位优越。受到地区路网布局影响，

北外滩是浦西内环内东西向交通必经之地，尤其是外滩隧道，由于早晚高峰交通流量较大、拥堵明显，

是上海苏州河以北地区的 “蜂腰”[4]。现状交通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越江交通集聚，交通拥堵明显

北外滩地区周边干路饱和度相对较高，尤其是越江通道如外滩隧道、外滩隧道、新建路隧道 （浦东

方向）、大连路隧道 （浦东方向）早高峰已基本饱和。周家嘴路、东长治路等东西向干路的运行状况相

对较好，东大名路局部存在交通拥堵。杨浦滨江经虹口滨江、至黄浦滨江均需经外滩隧道通行，因此地

区对外进出通道拥堵较为明显。

图4 北外滩地区对外交通通道现状饱和度分布图

（2）轨道交通边缘，开发带动有限

地区现状有3条轨道交通线路，7处轨道交通站点，其中12号线东西横贯地区内部，4号线和10

号线位于区域东西两侧边缘，现状地区范围内仅有轨道交通12号线交通国客中心站，因此如何发挥轨

道交通对地区的开发带动作用，以及结合规划年轨道站点的开发建设，进一步发挥地区TOD规划引导

是关键问题之一。

（3）公交线路集中，服务范围受限

区域内现状3条公交线路，常规公交站点300m全覆盖，主要集中在周边干路如周家嘴路、大连

路、吴淞路上，区域内部东长治路以北地区公交线路相对较少。现状在昆明路—唐山路东侧为155路公

交首末站，其余主要为公交中途站。

（4）慢行空间不足，出行品质欠佳

受到主干道交通组织管理要求和外滩隧道出入口限制，部分路段非机动车和行人无法通行，尤其是

吴淞路沿线禁非、长治路 （南浔路—塘沽路）等非机动车无法通行，也是未来区域慢行需要重点加强的

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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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世界商务区与北外滩出行方式对比图

2.2 规划挑战

上海北外滩作为与外滩、陆家嘴共同打造 “黄金三角”核心商务区的战略高地，其发展理念、建设

水平和管理模式，应当成为长三角区域城市发展及全球城市建设的标杆。

规划年北外滩依托轨交站点科学布局高强度开发街区，提供国际顶级商务需要的建筑规模。北外滩

地区规划建设总规模约840万平方米。新增商务空间重点集聚在新建路、公平路之间轨交站点密集、公

共交通便捷的核心区域，位于轨交站点600m服务半径内，离轨交站8分钟步行可达。

图6 北外滩土地使用规划图

结合规划年的出行交通方式及开发建筑总量，原规划及原控规及本次规划的交通生产量预测如下

表。经分析可知，本次规划相比原规划新增建筑量为109万平方米，由于实行强公交优先引导，且对地

区的停车配建进行严格限制，因此本次规划的高峰小时生产量为4.39万pcu/h，比原规划减少了0.12

万pc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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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交通生成量对比表

指标 现状 原规划 本次规划

人口 （万人） 12.7 9.3 7.0
岗位 （万个） 12.4 17.8 24.5

建筑量 （万平方米） 647 731 840
交通生成量 （万pcu/h） 2.89 4.51 4.39

3 上海北外滩地区交通特征及规划思路

3.1 交通发展特征分析

根据上海市交通规划模型以及现状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对北外滩规划年交通需求空间分布进行预测

可知，地区规划年的内部交通出行比例为15%，对外出行空间分布上，其中向浦东及浦西南部地区空

间分布比例约27%，向东往杨浦滨江及浦东中北部地区的出行比例约20%；向北往杨浦及虹口北部地

区出行比例约18%；向西往静安、普陀等细部地区的出行比例约20%。整体上呈现南面出行较北面多，

东西向较为均衡的特征[5]。

图7 北外滩交通出行空间分布示意图

按照规划年840万开发量情况下，如不采取任何交通措施，则部分干路如东长治路 （青浦路—海门

路段）、东大名路 （吴淞路—公平路）、南北通道 （北横通道—东大名路段）呈现明显拥堵状态，饱和度

均在0.85以上。

采取措施后，总体上对外干路饱和度有所降低，外滩通道、大连路隧道、新建路隧道流量下降比例

分别为5%、8%、10%，饱和度略有降低。大连路隧道早高峰拥挤方向转置。主要干路如周家嘴路

（北横通道）、东长治路、东余杭路饱和段占比均有所降低，饱和度基本在0.8左右。

图8 在840万开发量有措施情况下路网饱和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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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低碳交通规划思路

构建与北外滩 “卓越全球城市的中央活动区发展新标杆”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综合交通系统，实现对

外交通高效便捷、内部交通绿色低碳、交通管理智慧创新，创建低碳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环境。

规划原则和思路如下：

图9 低碳交通规划思路

（1）建立以轨道为核心的公交系统

构建以轨道与常规公交两网融合、提供高品质公交服务，实

现公交+步行的无缝衔接，即公交站点300m、轨道站点500m范

围内可覆盖全域。

（2）构建环境友好的步行街区

打造北外滩核心区的无车区，提供舒适、宜人、高品质的步

行街区，在无车区外围实施慢行优先区，采用道路断面稳静化处

理、部分路段限速通行。

（3）建立快慢分离的高密路网系统

依托地区高密路网，结合慢行优先区、无车区营造交通保护核，实现过境交通快速分流、到发交通

有序疏散的格局，确保地区交通高效进出。

（4）降低停车泊位严控机动车使用

对核心区内新开发地块实施停车位减配，并实施邻近地块的地下车库共享、提高车位利用效率。

4 上海北外滩地区交通规划策略

4.1 以快速轨道交通加强对外交通联系

从国际顶级商务区的发展经验表明，为支撑地区与区域、国家及国际的人流、信息流的高速联系，

需要构建商务区与主要枢纽的快速直达，通常是借助轨道和高速铁路实现与轨道的枢纽直达。

图10 北外滩对外交通示意图

伦敦金融城与希斯罗机场现状需经地面轨道交通 （surfaceline）换乘Tunnel，单程耗费时间约66

分钟；规划建设贯穿伦敦郊区与市中心的城市铁路Crossrail，线路总运营长度为118km，共建设40个

铁路站点 （10个地下站点），建成通车后，伦敦金融城至希斯罗机场可节省约15分钟。

北外滩现状到虹桥机场经天潼路站乘10号线直达，单程约40～55分钟；到浦东机场需经4号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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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线，单程约100～110分钟。规划年19号线经三林南换乘机场联络线，单程时间至虹桥枢纽基本不

变，到浦东枢纽可节省10～15分钟。

4.2 建立快慢分离的高密路网系统

4.2.1 完善越江隧道功能加强两岸互动

北外滩与外滩、小陆家嘴组成上海市核心CBD的黄金三角，受黄浦江—苏州河阻隔，三地均有大

量过境交通穿越。其中北外滩北侧的周家嘴路早晚高峰过境交通流量比例达到50%～65%，大量过境

交通对地区出行环境影响、出行效率造成较大影响。为减少CBD核心区过境交通对区域的影响，自

2004年期上海市筹划CBD核心区 “井”字形通道。

“井”字形通道是由北横通道 （在建）、外滩隧道、延安隧道和南北通道 （研究）构成，主要加强滨

江两岸核心CBD的互动联系、降低现有外滩隧道交通压力、缓解浦西 “蜂腰”拥堵。已建的上海外滩

通道将以地下道路形式穿越外滩和北外滩地区，通道全长3.3km，双向6车道。外滩通道和新规划的南

北通道，有效加强CBD核心区南北向交通的可靠性，改善沿线出行条件，为旅游休闲商业提供良好的

出行环境、进一步提升了土地利用价值。

图11 北外滩地区 “井”字形通道

4.2.2 恢复路网肌理，营造内部高密路网格局

充分尊重历史保护建筑和风貌街坊保护要求，同时满足地区出行需要，对部分规划红线按照现状道

路宽度及保护建筑的布局进行调整。调整后，全路网密度从原规划的9.9km/km2提升至13.22km/km2

（含公共通道）；道路用地面积占比由原规划的24.3%提高到27.8%。实现外部路网高效通达，内部路

网窄密有序，为地区开发提供路网容量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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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北外滩地区路网布局图

4.3 构建无车区营造高品质步行环境

4.3.1 地面步行系统

为打造高品质的核心区出行环境，沿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分别构建无车区和慢行优先区。其中无车

区：商务功能最集中的6个街坊、22hm2控制为无车区，除特种车辆外，常规机动车禁止通行。慢行优

先区：核心商务区的11个街坊、50hm2设置为慢行优先区，整体提升慢行体系的品质。

图13 慢行优先区与无车区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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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做法源自美国巴塞罗那 “超级街区”，即将传统的9个方格街区合并到一起，封闭街区内部交通，

巴士和重型卡车需要绕过整个区块从外部通行；超级街区内部车辆限速为10km/h，路边车位被地下停

车替代。市民可以在街区内部道路随意行走、购物和举办户外活动，不用担心汽车安全威胁。

图14 巴塞罗那超级街区演变示意图

与超级街区所不同的是，北外滩无车区将严格限制机动车通行，无车区内除应急抢险车辆、消防车

辆等特殊车辆外，禁止其余机动车通行。并对取消原市政道路的红线，并进行步行化改造，营造风景优

美、步行友好的慢行空间。

在无车区南北两侧，规划还预留慢行优先区，共5个街坊，在该区域内实行车辆限速、车行道适当

缩减、增加慢行空间等措施，为行人和自行车通行提供便利。在大型会展活动、节假日等特殊时段，将

对部分路段实施分时段限行措施。

4.3.2 地上二层连廊系统

在北外滩核心区构建地上、地面、地下全方位立体互联的步行网络，其中地上二层连廊主要服务于

邻近楼宇之间的景观休闲游览功能、兼顾早晚高峰大客流期间的步行交通联系。二层连廊系统包括两

类，一是观景型连廊，沿主要景观面展开，并局部放大形成观景平台、提供新的景观视野；二是通勤型

连廊，联系主要的商务楼宇、轨交站点，作为地面和地下交通通道的补充，实现点对点高效通勤联系。

图15 人行系统分层及地上二层连廊系统示意图

4.4 降低停车配建减少个体机动车出行

北外滩地区位于上海市中央活动区的核心区，规划公交强优先导向，严格限制个体机动化出行。地

区停车采用 “减配共享”模式。根据地区路网承载力、严格限制小汽车出行等多重管理模式下，建议北

外滩核心区内新开发公共建筑均采用停车配建泊位减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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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际经验研究表明，核心商务区应严控停车配建，公交出行比重在60%以上，原则上按照0.2

车位/100m2指标配建。如下表可知，日本新宿地区的百货店 （商业）及事务所 （办公）等业态的停车

配建标准均在0.22～0.24台车位/100m2并坚持实行地下车库统一开发、整体拥有、开放使用、统筹

管理。

表2 新宿地区停车配建标准 （参考：日本驻车场法）

建筑物用途 新宿站以西地区 都条例

百货店 （商业） 0.24台/100m2 0.4台/100m2

事务所 （办公）

非特定用途公共住宅 （以外）

非特定用途公共住宅

0.22台/100m2
0.33台/100m2

0.285台/100m2

北外滩地区原则上新建商办车位按照0.2车位/100m2左右，核心区外新开发公共建筑原则上按照

0.4车位/100m2配置，且加大对外公共停车泊位开放程度，原则上按照不少于50%的配建车位对外

开放。

图16 北外滩停车配建标准分区示意图

5 结论

围绕打造 “世界级会客厅”和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滨水区”的目标，以实现北外滩地区综合

交通更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提出以快速轨道加强对外联系，建立快慢分离高密路网系统，构建无车区营

造良好步行环境，降低停车配建控制个体机动车出行等交通规划策略，加快构建与北外滩新时代 “顶级

中央活动区”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绿色高效、智慧创新的综合交通系统。北外滩交通规划启示主要有以下

三方面。

（1）发展理念方面，应确定以轨道为核心的公共交通强优先策略，并实施严格的停车配建标准

从国际顶级商务区的发展经验表明，提高以轨道为核心的公共交通出行比重，增加客运能力，形成

便捷的换乘枢纽，实现地区高峰时段大客流快速、有序集散的关键环节。因此，在北外滩高强度、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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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开发情况下，必须首先确定以轨道为核心的公共交通优先出行的发展模式。

高强度高密度集聚开发，高峰时段必然带来极大客流，有限的道路资源和稀缺的地下空间无法提供

足够的停车资源，为了保障地区进出交通平稳，在公交优先出行导向下，同时也要严格限制个体机动车

出行。通过有限的停车供给和较高的停车收费，严格限制个体机动车出行，将道路等交通资源让渡给公

共交通，从而提升地区出行效率。

（2）发展重点方面，应围绕轨道站点实施TOD开发并注重步行友好街区的营造

依托轨道交通站点，实施TOD规划导向是规划行业的基本共识，在本次北外滩规划中也充分予以

体现，围绕提篮桥和国际客运中心两处轨道站点形成高密楼宇集中群，并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提篮桥和四

川北路的两处风貌区，形成大密大疏的格局。

北外滩地区首次提出了构建无车区和慢行优先区，为高强度开发的商务核心区的步行空间营造创新

示范。为确保地区出行品质和出行效率的平衡，应合理构建地区的立体步行通道，以及地下的车行通

道，确保人车分流，安全有序。

（3）发展要求方面，应注重地区地面交通和地下交通的分层有序

北外滩地区作为上海市 “黄金三角”核心商务区的战略高地，既要保障高品质的交通出行空间、又

要确保地区的交通出行效率。因此对于地面交通空间的营造以及地下空间的合理利用，应予以充分详细

考虑。尤其是核心区涉及多个市级重点项目、且部分地块已出让的条件下，对地下道路的设置带来较大

困难，因此既要保证地区对外交通平稳高效、也要保证内部交通进出有序。

为实现地区绿色高效、智慧创新的综合交通系统，本次规划进行了多个系统的创新和探索，包括无

车区的构建、立体步行系统的打造、核心区机动车停车配建标准的严控、唐山路地下道路与市级重大工

程南北通道、规划轨道站点的竖向衔接都是本次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总体上，为确保地区出行效率和高

密度开发相适应，必须遵循轨道为核心的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导向、注重TOD开发并落实步行友好街区

的营造，并且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实现地下交通的分层有序，才能真正保障高密度滨水商务区的交通系

统高效、平稳、便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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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时代的体验性路网规划方法

———以天津绿色生态屏障区为例

张庆瑜 原 涛 李 科

【摘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人民的出行需要已从传统的通过和到达升级为出行过程

的美好体验。慢行交通相对于机动车是道路空间服务对象的 “弱势群体”，在以人为本的背景下，慢行交通需要从传统

依托机动车的规划转变为关注人出行体验的规划。本文从道路网功能转变、道路规划思维转变等角度论述了生态文明时

代体验性路网的规划方法，并以天津市生态屏障区路网规划为实例进行验证。

【关键词】 生态文明；路网规划；交通规划；绿道

0 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国家历次会议强调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大生态保护力

度、加强生态修复，让城市再现绿水青山的现代文明理念。传统的路网及交通规划主要是以交通通过和

到达为目的从而实现人或物的高效位移，这种思路已不再适应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交通出行需

要，新时代生态文明背景下的路网慢行交通规划已从依托于机动车的转变为关注于人出行体验的交通。

1 生态文明时代的路网功能转变

1.1 路网功能转变

从路网服务对象来看，传统路网的绝大部分道路空间是为机动车提供服务，而慢行交通依托于机动

图1 传统路网规划功能示意图

车的规划路线而存在，只是路网服务对象的一部分，

是道路空间中的一少部分；在实际道路断面设计过

程中，往往为了满足机动车的快速通过性，优先压

缩非机动车和步行空间，从而导致慢行在交通出行

过程中往往作为不得已的交通选择方式，行人、非

机动车等道路空间内 “弱势群体”与机动车交通距

离过近，体验不佳。

1.2 生态文明时代路网功能

在生态文明时代，路网规划从片面关注交通功

能转变为全面关注游憩功能，更关注于道路交通基

础设施为人提供的生态体验场景，强调串联生态片区场景的路线，为人民提供的服务的舒适性、安全

性、绿色性，发挥最大效益，满足慢行人群日益增长的美好出行需要。

从规划资源整合方面来看，路网规划慢行道路应与自然景观、河湖水系、功能分区、道路系统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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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密切配合，通过生态景观路有机连接屏障区各单元，发挥最大效益。

从以人为本规划理念来看，道路满足生态保护要求的同时，也重视人性化意识，考虑人使用的需

求，提高道路的可参与性、可达性，供人们休闲、游憩、娱乐、活动。

从道路层次分明规划理念来看，依据不同的空间特征，构建多层次生态景观道路，承担多层级的出

行活动，达到整体道路网络的有效衔接，实现多元复合出行功能。

图2 生态体验性路网规划功能示意图

2 生态文明时代的道路规划思维转变

2.1 破除工程思维

传统道路规划须严格遵守城市交通体系、城市道路、道路交叉口等多项规范，严格满足道路等级、

设计车速、道路线形、道路断面、道路交叉等技术标准，关注于铁路、河道等重大空间分隔点两侧的畅

通衔接。

图3 传统道路规划节点连通示意图

而生态文明时代的道路规划需要结合地区内生态景观规划布局因地制宜，统筹地区内林、田、湖、

草等生态要素的布局特征灵活选线，结合铁路、河道等困难通过节点连通提供趣味打卡体验，体现新时

代交通的高效、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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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生态体验性道路规划节点连通示意图

2.2 破除机械思维

传统道路规划须严格根据道路等级布置道路横断面，优先保证机动车车道布置，再确定起于慢行空

间布设方式，运用 “分隔带+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统一道路断面形式组织机动车、非机

动车和步行交通，使慢行交通暴露于与机动车的快速通过的同一环境中，影响慢行交通感受上的安全性

与舒适性。

图5 传统道路规划横断面示意图

而生态文明时代的道路断面布设着重考虑慢行交通的场景体验，根据生态片区景观场景，复合考虑

交通、空间、景观等多元要素，灵活确定道路宽度及横断面布置形式，创造沉浸式的慢行交通场景。

图6 生态体验性道路规划横断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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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破除专业思维

传统道路规划以道路红线为硬分隔，红线内为道路专业规划设计内容，红线外为空间规划设计内

容，两专业仅针对各专业规划设施的类型及其需求进行结合，从而导致道路与地块间衔接不佳，行人活

动空间被阻隔。

图7 传统道路与景观衔接示意图

生态文明时代需要淡化道路红新概念，统筹交通与空间等多专业融合，一体化设计道路与景观，共

同确定场景愿景，强调整合式的游憩体验，形成交通、空间、景观规划设计的集团军规划设计力量。

图8 生态体验性道路与景观结合示意图

3 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路网规划实例

3.1 绿色屏障区概况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 “建立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

理，扩大区域生态空间，要加大京津保地区营造林和湿地恢复力度，建设成片森林和湿地。”天津市努

力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大环境、大生态、大系统，提出在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中间地带建设绿色森林屏

障，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优化市域生态安全，构建相互连通的生态廊道，提升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

屏障总规划面积736km2，划分为三级管控区，其中，一级管控区主要是指生态廊道和外围的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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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地区，二三级管控区为城市开发建设区域。其中，生态廊道包括永定新河、海河、独流减河三条横

向河流发展轴带和古海岸、卫南洼两条纵向湿地绿廊。

图9 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空间结构

路网是屏障区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总体格局的重要支撑，屏障区原有规划路网与生态屏障建设的

理念不完全一致，迫切需要开展生态文明时代的路网规划研究。

3.2 路网分级研究

3.2.1 传统路网分级方法

传统生态景观道路规划中，往往将路网分为三个层级：交通路、林间路和养护路。其中，交通路包

括两个层次，一是为区域、集疏运等通过性交通服务的国省干线公路，二是为公园、生态组团对外衔接

服务的城市干路。林间路是为旅游、户外休闲与健身服务的绿道系统。养护路是为农业生产生活、林地

养护提供服务的乡村公路。

图10 传统路网规划分级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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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绿色屏障区路网分级方法

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屏障区路网规划为充分考虑城市交通 “畅通、快捷、安全、可靠”的需求，承

担屏障区对外交通以及二、三级管控区区间交通，将干线交通路通过功能与生态景观游览隔离。

为使生态景观道路与生态功能的有机融合，本着 “通达、循环、含蓄、智能”的原则，将广

义上的林间路划分为游览路、林间路和田间路三个层次，构建以游览路为骨干、林间路为支撑、

田间路为补充的三级生态景观道路网络，“以路为线、串园成链、联片成网”，实现道路与生态功

能的充分融合。

图11 生态体验性路网规划分级示意图

其中，游览路跨行政区串联分散的各生态单元，串联 “一轴两带两廊”，形成 “5横2纵”的天字

型布局结构，作为屏障区生态景观道路网络的骨干线，保障畅行通达，为长距离游览以及各景点的可达

性提供服务。

林间路作为各区成片林地内的主要休闲道路，与游览路、驿站连接，串联生态单元内部主要景点，

在片区内形成环路，服务户外休闲和慢行交通等，实现生态单元内部循环与内外连通。

田间路深入生态单元内部，连接乡村、农田等，服务乡村生产、生活和旅游，形成毛细路网，营造

“曲径通幽、亲近自然”的场景。

3.3 道路布局方法

3.3.1 以网络联系成面状区域

路网规划的根本目的是连通片区。按照路网规划交通连通的思路确定网络：游览路遵循 “通达”原

则，承担跨行政区串联各生态片区的功能，实现不同生态空间的连通和可达。林间路规划依托生态片区

内的林、水、湖等布局，形成 “来回不同路，往来不同景”的循环路网；田间路充分利用村庄之间、田

地之间的道路，进行提升改造。

3.3.2 以通道贯通线状廊道

关键通道方案由交通、景观规划设计专业反复磨合确定。结合总体景观平面统筹屏障区过境、内部

机动车、慢行交通走廊及服务点位，结合现状实际情况明确不同交通功能道路空间路由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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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生态体验性路网通道贯通思路

3.3.3 以场景体验节点乐趣

重要节点结合景观专业进行场景体现效果描述，并用动画表达，从而明确表达效果和可实施性。例

如：两纵之一的古海岸廊道游览路上，在点位1处行进在柳岸花堤间，感受盎然春意；在点位2处行进

在丛林幽境中，品味层林尽染的美好意境。

图13 生态体验性路网场景节点体验规划思路

4 结语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路网规划，路网功能从关注交通到转变为全面关注游憩功能，道路规划思路也需

995



要破除传统的工程、机械和专业思维，从而实现以生态文明为背景，串联特色生态片区，有机整合生态

资源，实现全民体验和共享的道路网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交通出行需要。

本文以天津市双城中间绿色生态屏障区路网规划为例，提出贯彻以人为本精神、整合空间规划资

源、落实道路层次分明规划理念的路网规划方法，从而以路为线、串园成链、联片成网的路网布局形

式，实现生态屏障区大尺度范围的道路与生态功能机融合，希望能为生态文明时代的路网规划提供思路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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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谋划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综合交通体系

顾 煜 薛美根 许俊康 王东磊 刘 梅

【摘要】 中国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是国家赋予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新片区综合交通的发展定位是面向国际、

服务长三角，对标国内外城市建设的最高标准和最好水平，积极助力新片区参与全球竞争。本文研究了新片区的交通优

势和短板，分析了发展要求和趋势，在总体思路和目标指导下，提出了以港兴城、区域融合、产城一体、科技创新的新

片区综合交通发展策略。

【关键词】 综合交通；交通规划；临港新片区；自贸区

0 前言

2019年8月6日国务院印发 《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方案明确要求

临港新片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对标国际上公认的竞争力最强的自由贸易园区，实现

新片区货物自由进出、运输高度开放、信息快捷联通，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建成具有较强国

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图1 临港新片区规划范围示意图

2019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

时，对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建设提出 “五个重

要”的新要求，成为集聚海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

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

务的重要枢纽、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的重要跳

板、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参

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进行更深层次、

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平开放。

在此背景下，为支撑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快

速发展，全面贯彻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和

交通强国战略，提升新片区国际辐射能力，提高

与长三角区域互联互通水平，需要提高站位，高

标准谋划临港新片区的综合交通体系，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总的面积约873km2，主

要包括上海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以及小洋山

岛、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其中，新片区主体

部分约819km2，为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区

域；新片区主城区为东、南至海堤，西至上海绕

城高速公路、中港河，北至大治河，面积约

343km2。新片区先行启动区总面积为119.5km2，主要包括南汇新城、临港装备产业区、小洋山岛、浦

东国际机场南侧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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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优势和短板

1.1 现状优势

临港新片区位于上海东南角，距离人民广场约75km，地处长江口和杭州湾交汇处，北临浦东国际

航空枢纽，南接洋山国际枢纽港，是上海沿海大通道的重要节点区域，也是长江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

经济带两大国家战略的重要区域。同时，临港新片区现状拥有丰富的交通设施资源，具备海运、空运、

铁路、公路、内河、轨道交通等交通条件。

图2 现状用地和主要交通设施布局情况

其中，海运方面，拥有洋山深水港，2019年

集装箱吞吐量1980万TEU；航空方面，距离浦

东机场30km；铁路方面，现状区域内的浦东铁

路为货运铁路；轨道交通方面，目前一条轨道交

通16号线连接龙阳路枢纽与滴水湖，区域内长度

18km （全长58.96km），全线日均客流21.9万人

次；公路方面，现状公路总规模约2000km，路

网密度2.3km/km2；内河方面，现状水系纵横，

航道有大芦线、金汇港、航塘港、浦南运河。

1.2 存在短板

临港新片区交通资源在区位和配置上还是存

在诸多短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联系全球层面，与国际航空枢纽联系效

率较低。目前临港地区联系浦东机场的通道主要

依靠两港大道和G1503绕城高速公路，到达浦东

机场主要以小汽车方式为主，时耗在30～60分

钟。新片区主城区到达虹桥枢纽主要以小汽车方

式为主，时耗在100～120分钟。

（2）服务长三角层面，与长三角区域联系主要依靠公路，集约化程度低。客运交通方面，现状新片

区与长三角区域的客运联系基本依靠公路运输，主城区距离规划的铁路上海东站约30km，可以通过S2

公路-G1503绕城高速公路到达，时耗约30～50分钟，因此，现状新片区与铁路枢纽联系效率不高。货

运交通方面，港口的集疏运结构不完善，集疏运道路交通压力较大。道路运输依然是目前上海港口主要

的集疏运方式，2018年公路集疏运比例达53% （按吞吐量统计），海铁联运比例仅为0.19%。

（3）衔接市域层面，缺少与上海主城区联系的快速通道。现状临港地区与上海主城区联系的公

路通道为S2公路，双向4车道，为客货混行通道，片区缺少其他对外货运通道，因此现状S2部分

路段和节点交通压力较大，交通拥堵呈常态化。轨道交通方面，现状 （2019年）临港新片区与上海

主城区联系的轨道交通仅16号线一条，设计车速120km/h，全长59km，全程时耗约57分钟，大站

快车也需46分钟。

（4）新片区内部层面，缺少完整的综合交通体系。现状新片区主城区主要依靠常规公交，缺少包含

骨干公交、交通枢纽、中运量公交等其他系统的一个完善的公共交通体系，因此公共交通服务也与市区

存在一定差距；同时主城区内部整体路网密度偏低，仅为上海中心城的42%左右。

206



2 临港新片区交通发展要求和趋势

2.1 新片区交通要适应更高的战略要求

2.1.1 新片区交通要发挥联系全球的重要枢纽功能

临港新片区要以 “五个”重要为统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面向世界的桥头堡，承担上海建设国内大

循环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的重要载体，将肩负更多支撑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提

升国际影响力，参与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战略任务。临港新片区更加需要体现战略枢纽的交通运输功能，

高效的整合空港、海港及铁路枢纽资源，推动新片区从交通末端向面向全球、衔接亚太、服务长三角的

国际前沿转变，更好发挥对外、对内开放的 “两个扇面”的作用。

2.1.2 新片区交通要更好融入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上

升为国家战略，区域交通面临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纲要》明确要高标准建设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

片区，新片区要成为全国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全国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

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新片区作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 “联动

地”，同样也要加强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衔接，持续提升交通保障和互联互通水平，实现新片区与

长三角核心城市的直连直通，放大开放和创新辐射带动效应。

2.1.3 新片区交通要支撑人民城市建设和全球城市发展

新片区聚焦提升上海 “五个中心”和国际文化都市功能，打造上海新的增长极，全面提升上海在全

球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也是浦东新区改革再出发以及浦南振兴战略的重要承载空间。高标

准、高起点的综合交通规划、建设和管理体系，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坚实保障。

同时，要牢牢把握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构建符合新片区特点的综合交

通，也是建设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的重要抓手。

2.2 新片区交通要适应更快的发展趋势

（1）支撑新片区国土空间体系发展。根据新片区国土空间规划成果，至2035年，临港新片区的建

设用地规模为292km2，基本维持原总体规划开发强度 （近35%），未来将适度提高建设用地的容积率。

空间上强化向海集聚发展，兼顾向城发展，坚持东西联动、组团发展，促进产城融合、职住平衡，打造

“一带三核、三廊九片”的空间结构。主城区强化和提升综合性节点城市功能。

图3 新片区国土空间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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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务新片区产业体系发展。根据新片区产业规划成果，临港新片区未来将规划环湖核心区，围

绕环湖核心区，着力建设两港发展带和沿湾发展带，着力打造新兴产业创新走廊，差异化布局多功能产

业组团，打造 “两带一廊多组团”的产业空间发展格局。

图4 新片区产业空间结构示意图 图5 新片区交通需求分布示意图

（3）适应新片区人口和需求增长。根据新片区国土空间规划成果，到2035年，新片区规划常住人

口250万人左右。未来，新片区作为产城融合的特殊经济功能区，为支撑高强度、高质量开发建设，支

持人才政策的推进实施和产业人口的导入，交通基础设施配置需适度超前，交通服务人口需要考虑一定

的流动人口，因此，远期的交通服务人口按照300万人进行考虑。远期要满足新片区的日均人员出行总

量约700万人次/日，包含了商务、通勤、旅游和休闲等多种交通需求。

2.3 新片区交通要有更精准的国际对标

世界上主要的自贸区类型包括转口集散型 （新加坡、香港）、以贸为主型转口集散 （迪拜）、保税仓

储型 （阿姆斯特丹）等几种类型，区位条件和临港新片区比较相近的海湾区域有日本横滨市和日本千叶

市。临港新片区与这些地区有着相似之处，功能也更综合、发展要求更迫切。

通过对标东京湾、迪拜和新加坡等世界上发展成熟的自贸区和地区，重点借鉴综合交通体系四个方

面的发展经验：（1）便捷高效的对外交通体系，片区与区域、市区、主要枢纽、主要功能区均有多条复

合型的快速通道衔接；（2）合理的港口集疏运系统，以水转运、海铁联运为主，同时发挥海空联运优

势；（3）相对独立的新城交通体系，支撑产城融合发展；（4）基于TOD的交通引导城市发展，通过轨

道交通串联主要功能区，并围绕交通枢纽实现一体化开发。

图6 新片区重点借鉴交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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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临港新片区交通发展思路和目标

3.1 “三个转变”和 “四个推进”的总体思路

临港新片区作为特殊经济功能区和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交通

规划要坚持面向国际、服务长三角，对标国内外城市建设的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积极助力临港新片区

参与全球竞争。实现 “三个转变”：从全市交通 “末端”向服务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节点的 “转

变”；从对外有限的通道联系向构建更为快捷的多通道联系 “转变”；从保障生产运输为主向保障生活和

生产交通畅达运行 “转变”。努力实现 “四个推进”：推进航运中心建设，提升新片区联系全球的通达

性；推进融入国家重要综合运输大通道；推进新片区空间和产业发展，积极吸引人流、物流进入，提供

高效、高保障的交通条件；推进新基建、绿色生态交通领域的新突破。

3.2 快速化、便捷化、智慧化的高质量综合交通发展目标

临港新片区综合交通规划的总体原则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交通引导原则，交通建设适度超前，引导

并支撑新片区空间结构调整和综合开发。产城融合区围绕交通枢纽集中发展，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

TOD模式。二是服务提质原则，大力提升新片区交通品质，提供符合新片区特点的交通服务，以科技

创新为引领，实现新片区交通新基建领域创新发展，打造新型交通示范区域。三是绿色生态原则，以人

性化交通、绿色交通为核心，形成低消耗、低排放的交通供应增长方式保护新片区环境资源和生态条

件，实现土地资源的最佳配置和合理利用。四是客货兼顾原则，注重货运交通，结合航运中心、先进制

造、仓储物流发展要求，提供高效的集疏运交通条件。

到2035年，临港新片区综合交通的发展目标就是要从全球、全国与长三角、市域和新片区内部四

个空间维度，构建快速、便捷、智慧的现代化、立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基本实现 “15、30、60、90”的

出行服务目标，即新片区主城区15分钟到达浦东机场、30分钟可达中心区龙阳路等枢纽、60分钟可达

虹桥机场、90分钟可达长三角毗邻城市。实现设施能力、运输服务、运行管理、信息化程度等各个方

面达到国际最高水准。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1）新片区与国际和全国的联系：提升对外辐射和连通能力。快速联系国际航空枢纽，服务国际航

运中心，加快融入长三角网络。

（2）新片区与市域的联系：提高交通廊道的运输能力和水平。形成与中心城区和重点地区、主要枢

纽之间的集约化快速通道联系。

（3）新片区内部组团之间的联系：构筑多层次、绿色化的交通廊道。加强新片区组团之间的畅通联

系，实现多样化选择的路径。

（4）新片区产城融合区内部联系：提供人性化、智能化、集约化服务。确保新片区产城融合区功能

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体现新片区交通特色。

4 临港新片区综合交通发展策略

4.1 坚持以港兴城，大力发展国际海港空港

临港新片区的发展首先要大力依托洋山深水港和浦东国际空港的资源优势，提升港口功能和服务水

平，加强与浦东机场的快速交通联系，发挥对外、对内开放的 “两个扇面”的辐射带动作用。

从海港来看，一是要解决洋山港码头能力问题。上海港集装箱码头存在支线泊位不足的问题，为满

足日益增长的支线箱量需求，需要加快小洋山北侧作业区规划建设。同时，需要对大洋山岛建港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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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必要性作研究储备。二是要适应上海港口发展转型要求。自动化技术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会对港口

能力和集疏运能力带来崭新的发展思路。三是要进一步加快优化港口集疏运条件。结合小洋山北侧建

设，提高洋山深水港区水水中转比例；结合沪通铁路 （二期）建设，满足外高桥地区的铁路集疏运要

求，同时，做强芦潮港集装箱中心站，建设铁路南港支线，提高集装箱海铁联运比重；基于集卡分布和

集疏港道路流量深入研究集疏港交通特性，加快建设现代化多式联运运中心，优化公路集疏运系统，构

建新片区 “水上高速通道”。

从空港来看，助力浦东综合交通枢纽建设，配合推进浦东机场四期建设，重点构筑临港主城区与浦

东机场的快速联系。为实现15分钟达到浦东机场的目标，规划市域轨道交通两港快线，确保临港主城

区和与浦东空港国际枢纽的快速联系，近期也能够衔接机场联络线，实现与虹桥机场60分钟的快速联

系，并能利用支线进入上海东站，服务全国和长三角。

4.2 坚持区域融合，加快对接长三角和市域

临港迫切要解决快速融入长三角和衔接上海

市区和其他区域的任务。加强临港主城区与长三角重点城市及毗邻城市的快速客运铁路联系，提供和上

海铁路东站快速服务；加强临港新片区与上海市区的快速联系，注重与相邻近区域的交通快捷联系。

图7 新片区客运铁路系统规划示意图

长三角层面，需要统筹考虑区域的客运与货

运交通。（1）客运方面，以上海铁路枢纽总图为

基础，依托铁路上海东站，加强临港新片区与上

海铁路枢纽的快速联系。补齐铁路基础设施短

板，完善干线铁路建设，全面融入国家交通运输

大通道和长三角高速铁路网，90分钟可到达长三

角主要城市。对外通道包括沪通、沪乍杭和沪舟

甬 （远景预留）铁路三条，形成向北、向西和向

南的铁路通道布局框架，上海东站为服务临港新

片区的主要铁路客运站，适时提升四团站的客运

功能，服务新片区全域。（2）货运方面，通过激

活既有浦东铁路及芦潮港集装箱中心站的货运功

能，强化铁路对新片区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度，积

极发展多式联运，实现铁路直接进入港区。对外

通道包括沪通、沪乍杭和沪舟甬铁路 （远景预

留），构建沿江、沿海集疏运通道，服务区域港

口和产业发展。结合沪通 （二期）和沪乍杭铁路

实施时机，扩建四团站，规划新增南港码头专用

线，直接连通浦东铁路四团站与临港新片区南港

码头，打通港口集疏运 “最后一公里”，实现海铁联运的无缝衔接。

上海市域层面，重点规划建设轨道交通市域线，完善高快速和干线路网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既有

轨道线路 （16号线），提升现有能力和效率。另一方面结合临港新片区空间布局，根据需求特点，形成

层次功能清晰、结构合理的复合型通道，布设市域轨道线路及干线公路，加强与上海中心城区主要枢

纽、重点地区以及新片区周边区域的快速联系通道。形成轨道交通网络主骨架，新片区范围内规划六条

轨道交通线路，形成骨架网络，包括两港快线、轨道交通16号线、轨道交通21号线、曹奉线、奉贤线

和南枫线，新片区内线路全长约100km。规划形成5条高速公路7个对外通道约150km的高快速路网

络和 “八横十一纵”约380km的干线公路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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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新片区轨道交通规划示意图 图9 新片区高速与干线公路规划示意图

4.3 坚持产城一体，积极打造完整交通体系

为支撑新片区宜居、宜业的城市功能，参照大城市标准，结合空间和产业规划布局，构建公共交通

为骨干的完整的综合交通体系，提高路网密度和公交服务功能，支撑新片区独立新城内部交通出行，实

现新片区主城区内部30分钟可达。重点构架构建内部骨干公交走廊，以公共交通引导发展，完善路网

布局，构建多层次道路系统，注重各功能组团之间联系。

图10 新片区中运量及内部枢纽规划示意图

公共交通方面，一是规划新片区主城区快

速公共交通骨干网络，形成 “一环多射”的公

交骨干走廊，高效串联各类功能区和镇区，衔

接铁路和市域轨道车站，实现便捷换乘。远期

规划6条中运量线路，线路总长约105km。二

是结合轨道车站规划建设地区性公共交通枢纽，

衔接和锚固公共客运骨干线，初步形成15个骨

干公交枢纽，同时围绕枢纽加强综合开发。三

是随着人口规模和开发规模的增长，远景考虑

在主城区客流较大的部分组团和功能区之间规

划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四是结合临港地区

交通出行特点，发展定制化公交和响应式公交，

提供更便捷、舒适的个性化公交服务。

道路交通方面，一是提高临港新片区主城

区路网密度，优化路网级配结构，注重次支路

网，支撑内部交通出行，远期主城区新开发重

点地区路网密度不低于10km/km2，新片区其他集中建设区路网密度不低于8km/km2。同时，注重远

近结合，路网配置与近期建设重点区域及产业布局相匹配，满足近期发展的需求。二是新片区主城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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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加强枢纽与慢行系统的衔接，建立友好的慢行道路系统，展现街道的景观性、活动性和安全性。

4.4 坚持科技创新，构建新交通体系示范城

  临港新片区要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绿色生态理念为指导，为居民提供更便捷的出行体验，塑造品

质化的出行环境，提高货运物流的运输效率。一方面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实现新片区交通信息化、智能

化水平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实现交通新技术的示范应用。另一方面，实现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和运输工具

更趋完善，绿色交通运输效率和服务显著提升，交通环境与生态环境功能有机融合。

打造交通新技术应用 “新高地”。（1）构筑 “一个平台、三大系统”，加快5G、区块链等大数据技

术在交通系统的全面应用。（2）利用区块链技术，形成多系统整合的 “智慧信息平台”，实现信息采集、

信息发布、电子警察等各类交通信息一体化。（3）打造 “智慧出行系统”。率先规划MaaS（出行即服

务）技术示范区；加快智能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实现公交智能调度、公交实时信息查询等。（3）打造

“智慧道路系统”。建设无人驾驶测试区；结合S3公路、两港快速路建设，打造智慧高速公路。（4）打

造 “智慧物流系统”。建设集卡自动驾驶示范工程，完善多式联运体系。

构建绿色交通体系 “新典范”。加快推进氢燃料电池、LNG等新能源技术应用；近期实现新片区公

交车辆全部清洁能源化，推进出租车新能源化；加快推进绿色循环低碳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运

输装备应用，集约高效运输组织体系建设。

5 结语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的建设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开展，希望通过高标准谋划上海自贸区临港新

片区的综合交通体系，支撑新片区全面融入国家重大战略，建成具有较强国际市场影响力、竞争力的特

殊经济功能区和现代化的节点型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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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的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实践

———以深圳为例

张正军 邓 琪 邓 娜

【摘要】 近两年来我国国土空间治理模式、规划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目前地下空间规划中地下交通规划还存在目标

导向不明确、与城市规划协同不足、体系层次不清晰等问题。通过对深圳市国土空间、地下空间、综合交通体系发展趋

势的研究，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交通与城市协调发展的维度探索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思路；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架

构，提出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技术框架与深圳市规划实践，为规划编制与管控提供参考。

【关键词】 国土空间；地下空间；交通规划；TOD；地下交通

0 引言

土地资源紧缺一直是制约深圳社会经济发展的难题。2012年以来，深圳市存量用地开发比例超过

新增用地开发，城市进入存量土地开发阶段。近两年来，深圳城市地位不断上升，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

核心引擎、中国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交通强国试点城市。在土地资源紧缺与城市持续高密度高强度增

长的挑战下，地下空间作为地面空间的延伸和重要补充，是实现立体化精明增长的主要载体。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带来了新一轮的规划编制机遇，深圳市地下空间资源利用规划是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的重要专项。地下交通设施是地下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轨道建设更是城市空间立体拓展的重要

推手。如何把握国土空间规划趋势要求，制定符合城市功能定位、适应城市发展特征、推动综合交通体

系可持续发展的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成为值得深思和探索的问题。

1 国土空间规划发展趋势与要求

2019年5月23日，《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正式发布，国土空间

规划成为国家空间发展的指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蓝图，是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的基本依据。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国土空间规划的三大

核心要义。

1.1 坚守生态文明底线，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

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是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价值观[1]。深圳市通过划定 “三区三线”实施刚性管

控，通过构建全市生态空间保护格局打造山清水秀的生态空间，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交通规划思维

方式应转变为保护与开发并重，同时交通设施规模也将进一步受到城市生态、生产、生活空间的制约。

1.2 转型体系效益目标，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是国土空间规划的主要抓手[1]。深圳市规划构建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空间结

构，通过制定差异化的空间发展策略，统筹推进全域平衡发展；通过构筑创新产业格局、提供更优质的

公共服务，打造集约高效的生产空间和宜居的生活空间。交通规划应通过更高效率的交通方式、更加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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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资源供给、更高品质的服务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探索空间治理手法，促进土地资源高效能利用

实现高水平治理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的根本依据[1]。深圳城市规模和边界已经发展到相对稳定

的阶段，空间治理将成为未来的主题。根据密度分区，深圳市将持续高密度、高强度增长，而新增用地

已基本告罄。存量发展阶段，深圳市亟需探索国土空间治理新路径，积极引导城市和交通向立体化发

展，并通过空间统筹规划和高水平治理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

1.4 重构规划体系机制，实施分层级传导与管控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幵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明确 “五级三类”空间规

划体系，“五级”为国家、省、市、县、乡镇；“三类”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及详细规划。深圳市国土

空间体系为 “两级三类”，交通规划也应形成设施的分类分级实施方案及管控规则，明确不同规划层级

阶段的内容和深度要求，保障规划的刚性与传导的弹性。

2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趋势与要求

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

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由依

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

体系。

深圳市综合交通体系经历了道路单一模式、多式并举、存量发展阶段公交优先等历程。在当前城市

持续高强度高密度增长而土地资源紧缺的约束下，综合交通规划也应转变思路。一是目标转型，从追求

规模增长，转向合理供应下的交通体系整体效率和品质提升。二是方式转型，从追求单个交通系统建设

最优转向一体化协调发展，从平面发展转向地上地下协调发展。三是手法转型，从需求导向手法转向供

给调控与需求并重，着力提高以轨道为核心的高品质公共交通设施供给，通过TOD综合开发主动推动

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职住空间关系，实现交通与空间结构、土地利用协调发展。

3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核心思路

3.1 经验借鉴

根据亚洲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地下空间开发研究，地下空间开发基本可归纳为三个目的：一是通过

地下空间提高城市用地容积率和合理配置功能，实现空间资源的有效拓展和利用。二是通过以轨道枢纽

为核心的TOD综合开发支撑城市空间结构拓展。三是通过设施合理地下化提高城市环境和居民生活

品质。

3.1.1 以地下空间实现城市空间容量拓展

新加坡土地资源有限，国土面积仅707km2，2018年新加坡人口数量约563万，人口密度高居世界

前列。为了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空间需求增长与建设用地资源有限的矛盾，新加坡充分挖掘现有城市建

设区的空间潜力，对地下空间进行充分、系统开发，拓展城市空间容量。2002年新加坡提出的 “地下

再建一个新加坡”，地下空间总面积可约等同于其国土面积的1/3～1/2
[2]，充分利用地下布局交通设

施、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地下综合体。

016



图1 新加坡地下城 （图片来源：环球时报评论） 图2 地下空间立体利用示意图
[3]

3.1.2 以TOD综合开发支撑城市空间结构拓展

轨道枢纽TOD综合开发是加速培育外围中心、提高土地高效复合利用的重要举措。日本东京在以

TOD带动郊区新城发展方面成绩显著，借助东京区域铁路系统在铁路沿线发展卫星城，依托网络上的

重要节点建设副都心新城 （新宿、涩谷、池袋），不断完善新城的商业、工业、教育、研究、休闲、居

住功能，逐步形成 “中心区—副都心城区—周边新城—公共大交通”的多中心多圈层城市格局。

轨道站点周边用地按照距离轨道站点越近容积率越高的梯次原则调整走廊沿线土地开发强度，形成

有利于公共交通发展的土地开发模式。在TOD发展模式下，大量的人口岗位向轨道集中，香港约有

45%的人口住在地铁站500m半径范围内，港岛的比例更高达75%
[4]。人口岗位的集聚为城市外围中心

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也促进了职住平衡。

图3 日本TOD新城发展模式 （图片来源：南粤规划）

3.1.3 以交通设施合理地下化提高城市品质与韧性

美国芝加哥市冬季经常出现大雪和暴雨天气，同时中心区存在道路狭窄和人车矛盾突出的问题，地

下空间成了抵抗严寒气候和缓解拥堵交通的必然选择。芝加哥以地下步行系统着手开发利用地下空间资

源。1951年地下步行系统 （Pedway）开始建设，经过近70年的发展，地下人行通道全长已达5英里，

遍布40多个街区，连接着50多座城市地标、大型商场、写字楼和市政部门建筑
[5]。

美国波士顿中央大道原为高架6车道，1991年车流量已达19万辆/d，交通拥堵严重，穿越市核心

区割裂了波士顿北部及滨水区与城市中心区。中央大道历时15年改造为地下双向8～10车道，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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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架桥、减少地面车道数，释放了大量的地面空间，在中心区建设了40英亩的公园，大大改善了城市

环境；促进了沿线商业的繁荣，带动了港区发展[6]。

超大城市安全可靠性受到地震、台风和突发事件影响，韧性城市概念被逐步提出。将轨道交通设

施、城市生命线工程和避难场所放置在地下可以有效提高超大城市的韧性。建设地下轨道交通系统平时

可以减缓地面的负荷，有灾难发生的时候还可以作为避难场所[3]。

图4 香港轨道站点周边开发控制示意图 图5 芝加哥中心区地下步行系统

图6 美国波士顿中央大道地下化 图7 韧性城市内涵、组成及目标

3.2 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总体目标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和交通强国形势要求下，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总体目标是：以促进城市高质量发

展、提升综合交通系统整体效益、提高交通设施承载能力为导向，构建以 “轨道+步行”公共交通网络

为核心、静态交通为主体、其余交通设施为补充、与地面交通及地下空间协调发展的地下交通系统，助

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现代化韧性城市。

3.3 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核心思路

目前，地下空间交通规划还存在目标导向不明确、与城市规划协同不足、体系层次不清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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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结合交通强国对综合交通体系的要求、深圳市发展实际，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应

把握 “三个导向、一个抓手”，以推动土地资源高效利用、协同城市空间均衡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

联动治理等思维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3.3.1 高效能治理导向，以土地立体集约利用谋求城市空间精明增长路径

面向土地资源供给紧缺的问题，深圳市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应以实现人的便捷出行、物的高效流转为

原则研究立体布局地下交通设施，提高交通系统承载能力，并妥善处理各类地下交通设施与其余各类设

施空间布局关系，协同实现高效能空间治理目标。

3.3.2 均衡化发展导向，以轨道枢纽TOD综合开发支撑城市空间结构优化

深圳市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应依托城市轨道网络 （尤其是市域快线）和枢纽，加强交通设施与城市各

层次中心、重点发展片区的空间耦合，通过TOD综合开发推动城市空间结构由双中心向多中心均衡发

展，并通过提高枢纽地区开发强度改善职住平衡水平。

3.3.3 高质量发展导向，以交通设施合理地下化塑造宜居宜业宜游空间品质

深圳市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应以公交优先为导向，以轨道站点为核心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的地下步行

网络，打造地上地下一体化高品质步行系统，通过 “轨道+步行”引领综合交通体系结构优化。在国土

空间发展与保护相统一的要求下，交通设施布局应严格遵守国家对生态保护的相关规定，对于 “唯一

性”线性干线道路通道，应研究通过地下减少对生态环境、景观的破坏，保障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

生物多样性。并持续推动停车场等场站设施合理地下化，提高地面生活空间品质。

3.3.4 以分级传导与一体融合为抓手，促进宏观到微观、多专业、多方式联动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重构、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应在规划手法上创新推动

空间治理，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相适应，明确纵向各规划层次阶段的编制要求，创

建上下协同的管控传导机制；二是交通、城市、土地等多专业协同规划，加强横向各专业互动，实现城

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三是综合交通体系自身融合发展，通过各类设施供给有保有压、各类

交通方式协同作业，引导公交优先发展和综合交通体系结构优化。

4 地下空间交通规划策略及深圳实践

4.1 创新协同规划、分级传导机制

根据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标准》，可建于地下的交通设施包括轨道、交通场站、道路、停车、人行

通道等。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地下空间交通市级规划以确定宏观发展策略、构建地下空间总体开发

格局为主；区级规划应落实市级重大地下交通设施、并确定区级地下交通设施总体布局；详细规划应在

上层次规划指导下深化细化片区内地下交通设施布局与规模。各级地下交通设施规划应与国土空间、地

下空间协同规划，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地下空间可持续发展、综合交通体系效益最优的共同目标。

表1 地下空间交通规划协同规划与分级传导技术框架探索

类别 市级规划 区级规划 详细规划

轨道

设施
线路

 明确总体敷设原则和保护控

制要求

 ① 落实轨道线路布局

 ② 基本确定敷设形式

 深化细化轨道线路布

局、敷设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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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市级规划 区级规划 详细规划

轨道

设施
枢纽站点

 确定市级核心枢纽类别及

分布

 ① 落实市级核心地下枢纽

分布

 ② 明确区级地下枢纽类别及

分布

 ① 落实片区内轨道枢纽

布局

 ② 深化细化枢纽站点及

出入口初步方案

地下步行设施
 明确互联互通的发展策略

与指引要求

 结合市区级地下空间重点地

区布局明确地下步行互联互通

的重点片区

 ① 细化深化片区地下步

行通道布局

 ② 提出地块衔接要求

地下道路设施  明确发展策略与指引要求
 确定次干路及以上等级地下

道路功能、总体布局

 ① 基本确定片区各级地

下道路的功能、总体布局、

规模

 ② 提出重要干线地下道

路初步方案

地下停车设施  明确发展策略与指引要求

 ① 确定配建停车地下化率

指标

 ② 确定地下公共停车场总体

布局

 ① 落实地下公共停车场

布局、规模

 ② 提出重点片区停车共

享初步方案

地下交通场站设施  明确发展策略与指引要求
 确定市区级地下交通场站总

体布局

 基本确定地下交通场站的

布局、规模

国土空间协同规划

 ① 协同城市中心体系与轨

道核心枢纽的空间耦合关系

 ② 各类地下交通设施策略

应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① 协同区级空间结构、重点

产业布局与各级轨道枢纽的空

间耦合关系

 ② 协同轨道枢纽站点，优化

周边用地规划

 协同轨道枢纽站点，深化

细化周边土地利用功能、容

积率等

地下空间协同规划

 ① 协同市级核心枢纽，识

别和划定市级地下空间重点

地区

 ② 各类地下交通设施策略

应支撑地下空间可持续发展

 ① 协同轨道划定区级地下空

间重点地区

 ② 协调地下干线道路与地下

空间重点片区的总体布局关系

 ① 协同轨道枢纽站点，

制定周边地块步行联通方案

 ② 协调各类地下交通设

施与其余设施布局

4.2 地下 “轨道+步行”交通规划策略

深圳市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根据轨道枢纽站点的功能、区位、客流及周边土地利用，合理评估枢纽及

周边区域地下空间开发潜力，划定TOD重点发展区，以点带面推动空间结构优化、实现土地资源高效

利用、提升枢纽周边地区城市综合服务水平。

4.2.1 交通与城市协同规划，构建与空间结构和产业高度耦合的TOD开发格局

深圳市持续推动构建 “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生态型”空间结构，统筹推动全域平衡发展。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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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交通体系规划以轨道枢纽和快线实现外围中心与核心区之间45分钟通达的目标，推动核心区商业办

公要素在多个层级中心高效流转，带动外围城区跳跃式发展，支撑城市向多中心组团发展。

规划结合深圳市域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道以及都市圈轨道网络，评估轨道网络上的重要枢

纽节点，并分别与城市空间结构、重点产业、密度分区、城市更新等规划进行耦合分析，评估确定市级

重点打造的核心枢纽。枢纽布局实现了与中心体系的空间高度耦合，服务了城市组团中心，支撑了重点

产业片区、覆盖了人口岗位密集地区，并结合城市更新规划保障枢纽的开发潜力与建设计划。

图8 构建与城市空间和产业高度耦合的TOD开发格局分析思路

4.2.2 枢纽与用地协同规划，以轨道+步行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交通高效运行

依据轨道枢纽 （站点）功能和城市开发格局，将深圳市轨道枢纽 （站点）分为区域服务型枢纽、城

市服务型枢纽、片区服务型枢纽、一般站点。各类枢纽 （站点）对周边土地功能配置、与周边地块连通

的要求不同，制定与枢纽功能区位匹配的周边用地地下空间开发指引，提出地下步行交通联通要求。

地下步行网络应激活重要商办节点、交通节点、公共服务节点的联系，通过下沉广场、公共人行通

道、垂直交通等打造交通与建筑、地上与地下一体化高品质步行空间，通过自然采光与人工采光结合、

自然通风与机械通风结合、时尚要素与特色文化融合的有阳光、有活力、有魅力的地下步行空间。

表2 轨道站点周边地下空间开发规划指引

类别 功能、区位 规划指引

区域服务型枢纽 全国性客运枢纽站

 新建枢纽宜站城一体综合开发，发挥枢纽辐射能级。应优先满足枢纽

交通对外疏解功能，无缝衔接地上地下各交类通设施，构建一体化、高

品质、高效率换乘体系。

城市服务型枢纽
市级、区级中心的

核心枢纽

 打造功能布局协调、地上地下充分利用、土地高强度混合开发、空间

集约互联的城市中心节点。应形成集交通、换乘、停车、商业、办公、

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立体化综合空间；宜建立网络状地下步行

系统。

片区服务型枢纽
城市功能节点、片区

中心的核心枢纽

 围绕轨道枢纽800米范围布局与组团/片区发展定位协调的城市公共

服务功能。轨道站点应与商业、办公、公共空间节点、重要文娱设施互

联互通；宜建立网络状地下步行系统。

一般站点 其余站点  与地下商业设施因地制宜进行连通，兼顾人行过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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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交通与地下空间协同规划，以轨道为肌理划定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地区

深圳市地下空间规划注重交通、规划、土地多专业协同作业。规划将市级核心枢纽作为地下空间布

局的控制性节点、轨道网络骨架作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发展轴，对于与城市功能节点耦合的枢纽通过

集聚布局拓展空间容量，并将控制性节点、核心区地下空间与地下空间网络相叠加，进一步与城市结

构、地面功能、开发潜力、开发主体、管理单元等要素再匹配，对空间布局进行优化，形成全市地下空

间重点开发地区与一般开发地区。

4.3 地下道路交通规划策略

近年来深圳市地下道路建设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为应对持续增长的交通需求、缓解交通拥堵，深

圳市对部分重要交通走廊增设地下道路扩容改造，包括春风隧道、皇岗路地下道路、滨河大道地下道路

等。在缓解当前和局部拥堵的同时，部分地下道路也对路网整体运作、综合交通体系结构、地下空间发

展等方面带来巨大的挑战。深圳市地下道路规划建设应改变既有 “以建治堵”、满足小汽车需求为导向

的发展方式，以更长远的眼光、更综合的视角、更审慎的态度，通过规划统筹引导建设实施。

4.3.1 坚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原则，多维度评估地下道路规划合理性

（1）以高质量发展为原则，为减少干线道路对城市空间和生态的割裂，可采用局部地下化的建设

形式。

国内外大城市规划建设地下道路主要目的是通过地下建设的形式减少干线道路对城市环境、生态景

观和居民生活的影响。美国波士顿中央大道、上海外滩干线道路改造通过干线道路下沉、同步缩减地面

道路规模，提升城市环境品质；日本中央环线地下道路，通过地下建设的形式减少干线道路穿越城市高

密度居住区，并降低拆迁成本。

（2）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综合交通体系协调发展应坚持公交优先导向，适度抑制小汽车过快增长。

深圳市综合交通体系提出2035年绿色交通出行分担率不低于85%
[7]，而目前小汽车仍是出行主

体，与 “以高品质公共交通实现引导居民出行习惯转变”的目标仍有极大差距。目前，深圳市尚处于轨

道交通快速发展期、交通模式博弈转型的关键节点，通过地下道路扩容增加供给将诱增机动化交通出

行，不利于推动构建高品质公共交通体系。

图9 深圳市综合交通体系结构

 

图10 深圳市机动化出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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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资源保护为原则，地下道路规划建设应保障地下空间发展弹性。

地下空间是实现空间资源精明增长的重要抓手，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提高城市综合服务水平的重

要载体。深圳市地下轨道网络密集，部分埋深已达地下30m，为避让轨道、管线等，部分地下道路局部

将达到地下40m及以下，其地面出入口匝道长度接近1km，将自地下至地面对地下空间产生斜向切割，

对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弹性产生不可逆的制约影响。

（4）以安全为先、以人为本，地下道路规划建设应充分考虑建设、运营阶段的风险。

建设期间，城市地下空间管线密布、沿线建筑密集、地下地质条件复杂，地下道路工程技术难度

大，沿线建筑地基稳定性、构筑物安全性都存在风险。运营期间，地下道路空间封闭，存在尾气积聚等

安全隐患，需要复杂昂贵的通风系统维持地下道路的空气环境。由于空间密闭、环境单调、光线条件欠

佳、结构墙遮挡、地下驾驶心理紧张等多方面原因，地下行车和交叉转向的安全性相比地面道路差，地

下救援疏散难度较地面困难。

4.3.2 保护与发展相协调，创新性提出审慎发展地下道路策略

深圳产业结构正不断向创新型产业优化调整，城市对于交通设施需求也在持续向着更高效率、更高

品质的公共交通转变。在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发展导向和轨道枢纽地区立体综合开发格局下，道路设施

建设应由过去通过规模增长实现需求保障，转向适度供应下的设施效率提升，优先保障城市生产生活必

需的公共交通、货运物流、商务出行，适度控制面向通勤出行的小汽车设施供给。

深圳市应审慎对待通过发展地下道路来扩展道路网络规模的建设模式，即以提高绿色出行比例、抑

制核心区内小汽车出行的快速增长为导向，严格控制以交通扩容为目的的地下道路数量与规模。为降低

干线道路对城市环境、生态景观、居民生活的影响，经研究论证有必要时可采用地下道路 （隧道）的建

设形式。

4.4 其余地下交通设施规划策略

4.4.1 地下停车规划策略

以停车设施地下化、立体化、共享化、智能化，实现土地高效能利用、城市高品质发展、交通高效

率运行。一是面向深圳市停车泊位不足而土地资源紧缺的现状，以地下挖潜的方式，在必要地区增加停

车供给；二是提高地下空间重点开发地区配建停车地下化率，提高公共停车地下化立体化比例；三是以

净化地面交通、提高停车效率、实现资源共享为目的鼓励商业、办公、公共服务集中区实施地下停车

共享。

4.4.2 地下公交场站规划策略

深圳市大力推进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模式，以公交优先发展为导向，公交场站应采用地面架空

式[8]，不宜设置地下公交场站。与综合交通枢纽、大型建筑综合体一体化布局的公交场站，经研究布设

于地下有利于服务功能、换乘接驳、行人体验、地面环境的，可采用地下布设。

4.4.3 地下物流规划策略探索

近期研究在城市重点开发地区、物流枢纽及周边、特殊商业地段建设地下管廊物流运输系统可行

性，形成地上地下一体化货运网络耦合系统。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预留深层地下空间发展弹性，探索

建设地下物流专用通道、谋划远期地下物流运输体系，实现地下货运与地面客运交通的分离。

5 结语

地下交通设施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轨道网络和枢纽是城市地下空间布局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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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和核心，地下步行则是衔接枢纽站点、激发地下空间活力的生命脉络，各类地下交通设施对城市高质

量发展、地下空间合理利用意义重大。本文以国土空间规划为背景，顺应交通强国对综合交通体系新形

势要求，结合深圳实际，探索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思路与策略，为我国超大城市从快速增长走向 “空间治

理”转型阶段的地下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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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街区的规划探索和实践

江剑英

【摘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和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 2018）明确了街区制的规划设计导向，然而从国外实践案例来看，街区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通过规划

层面对街区制的误读，对国家意见和标准进行深刻解读，提出街区制的内涵，并给出开放式街区的规划探索和广州改造

实践。

【关键词】 开放式街区；围墙；开放；街区尺度；街区生活

0 背景

2016年2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 《意

见》）发文明确 “推广街区制”、“开放封闭小区”以及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规划理念是未来发展的

方向[1]。在 《意见》印发后，与之相关的内容也成为公众和城市规划专业领域共同关注的焦点。在历经两

年的研讨后，2018年7月，由原住建部组织修编的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 2018）（以下

简称 《标准》）正式发布。该 《标准》明确了 “居住区应采用 ‘小街区、密路网'的交通组织方式，路

网密度不应小于8km/km2；城市道路间距不应超过300m，宜为150m～250m，并应与居住街坊的布局

相结合。[2]”至此，街区制的规划设计已经变成城市规划行业强制性执行标准。

1 规划层面对街区制的误读

如上所述，国家 《意见》刚出台就在公众和城市规划专业领域引起轩然大波，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

在拆围墙、小区的私密性与安全性、交通环境、开放部分产权及维护管理等[3]。对于城市规划技术工作

人员来说，我们更关注街区尺度、街区规划设计引导等技术操作层面的事情。在规划实践中，笔者发现

技术人员在实际规划操作中对国家意见及标准存在误读现象。

1.1 误读一：街区制等同于 “窄马路，密路网”

《标准》中对路网间距、路网密度等进行了明确要求，然而却未考虑区位、交通设施、开发强度等

因素，一刀切的规划在用地开发中阻力较大。

《意见》提出的 “开放便捷、尺度适宜”主要是针对现状封闭式大街区阻断了城市的 “微循环”，形

成了大量的 “断头路”，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城市有机的系统联系被切割，导致城市的交通运行效率下

降[4]。《意见》提出的着力点是基于缓解交通拥堵问题，打开封闭的住宅小区和大院，无疑是解决这个

问题的重要手段。

但是对于大街区引起的交通问题本质，其实是城市化进程及机动化快速发展带来的。解决交通问题

当然可以通过小街区模式引入起到立竿见影效果，但更有效、更长久的应该是积极的交通政策，如对私

人机动化交通抑制、鼓励公共交通与慢行交通。同时交通拥堵问题应分城市分区域的看待，美国新都市

主义提倡的小街区理论大量应用于城市中心，而美国郊区仍然是以大街区尺度为主。从欧洲的阿尔卑斯

山以南一直到中东、印度及中国，具有历史底蕴的城市均是采用院落式住宅组成的大街区制[5]，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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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强度不高，加上良好的交通政策引导，使得交通问题并不突出。

对于国内外小街区城市案例研究，我们应该警惕，小街区无限制的 “滥用”也会带来负面效应。作

为小街区规划的典范巴塞罗那，规划实施于1859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城市路网密度达到

11.2km/k㎡，是欧洲城市路网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但是也面临空气污染严重、交通噪音超标、机动

车停放对慢行系统的侵蚀、道路交通拥堵与道路资源浪费并存的现实。该市在2016年提出Superilles

计划，基于环境、安全、健康角度考虑，提出由9个单元楼组成的 “大街区”概念。一个 “大街区”面

积一般为400m×400m、居住人口在5000～6000人之间 （图1）。大街区内部道路禁止公众汽车通行，

仅允许街区居民的汽车和消防、救护车等服务性车辆出入，并限制汽车的通行速度 （小于10km/h）和

直线穿行。通过交通管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汽车对大街区内部道路的使用。[6]

图1 巴塞罗那大街区规划方式示意

（资料来源：廖开怀，蔡云楠.重塑街区道路公共性— 巴塞罗那

“大街区”规划的理念、实践和启示）

因此，将街区制等同于 “窄马路，密路网”显然有悖于规划初衷。城市规划工作者需要从客观实际

出发，分城市、分区域、分开发强度的应用好 “窄马路，密路网”规划理念，毕竟大量的密路网需要增

加政府公共设施投入，而公共设施投入与土地效益需要进行合理平衡。国家 《意见》已经明确提出要求

“分梯级明确新建街区面积”，“窄马路，密路网”仅仅是规划手段之一，其主要目的还是 “建设快速路、

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合理的道路网系统。[7]”

1.2 误读二：开放式街区等同于不设置围墙完全开放

国家 《意见》提出 “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

现内部道路公共化[8]”。“拆围墙运动”成为公众关注的最热切的问题。广州在零几年已经为应对交通拥

堵对现状的几个大型小区进行拆围墙工程，反对意见较大，经历众多坎坷才能达成目标[9]。其他城市在

拆围墙过程中也碰到或多或少的问题。作为城市规划工作技术人员，是否在规划之初制定街区开放的规

划技术要求成为工作考虑的重点。

传统的居住区规划一般在非开放式界面修建有围墙，临街道边设置商业等服务配套设施，内部开敞

空间形成完全封闭的业主独享空间。各地的城市规划技术标准中一般都有对居住区围墙的约定，在国家

《意见》和 《标准》的指导下，开放式街区是否意味着放弃设置围墙，成为当前城市规划工作者对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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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的不同理解。

首先，中国人 “庭院文化”根深蒂固且深入人心。中国传统居住形式最重要的就是院落空间，居民

从自己的居室出来之后，需要经过院落空间 （有的甚至是几进院落）之后才能到达大街，这就意味着从

居室室内到城市需要一系列缓冲空间。即使现在的居所变成了单元式集合住宅，从心理上也是需要宅前

屋后有庭院绿化等缓冲空间，而不是直接从住宅出来就是城市大街[10]。“围墙”就是院落空间最重要的

构筑载体。一些开发商在售楼宣传中特意强调 “庭院文化”环境，特别符合中国人居环境的心理需求，

因此对拆围墙运动的抵制也是情有可原。

其次，合理的围墙设置不影响开放街区的形成。国内比较有人气的历史街区，如丽江古城、凤凰古

城、平遥古城等，街道游人如织，街道两侧为临街商业，每个单体建筑后面均形成了围合的内部庭院，

私密性与开放式的生活性兼具。目前广大的农村地区居民建设也是采用 “前屋后院”或者 “前院后屋”

的建筑布局，即使新农村建设也一般保留了这种建筑模式，形成的街道等公共空间具有一定的乡土生活

气息，筑起了积极朴素和谐的邻里关系。围合设置是中国人居朴素的心理居住需求，合理的围墙设置并

不会影响开放街区的生活气息。

因此，《标准》在第7章居住环境中规定 “居住区规划设计应统筹庭院、街道、公园及小广场等公

共空间形成连续、完整的公共空间系统”、“宜通过建筑布局形成适度围合、尺度适宜的庭院空间”[11]。

《标准》并未否定 “庭院”的存在，而是鼓励形成适度围合的庭院空间，围墙是形成庭院空间的重要构

筑物，因此若规划上全盘否定围墙的设置显然不妥。

2 街区制的内涵

2.1 街区的尺度

传统规划形成的大街区制源于20世纪初期功能主义思想下开始的一系列规划理论和实践尝试，其

规划初衷是解决城市人口密集、环境卫生恶劣等问题，其出行方式的导向是小汽车为主的交通。根据勒

柯布西耶的 “光明城市”的基本理论，适宜于小汽车通行效率的街坊尺度为400m×400m，街区面积

16hm2。佩里的 “邻里单位”理论研究指出街坊尺度为7.7hm2至64.8hm2不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城市主义提出规划设计应以人和环境为本，强调适宜步行的邻里环境，要

求街区尺度控制在长600英尺 （183m），周长1800英尺 （549m）之内。从人本和环境的角度出发，街

区尺度应定在1.0hm2～2.0hm
2。

成都市小街区规划通过基于国内外案例、消费市场的接受度、房地产企业开发的接受度、友好城市

理想空间尺度等几方面进行研究 （图2），指出居住型小街区尺度不宜超过4hm2
[12]。《成都市 “小街区

规制”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中明确小街区单元尺度不宜大于200m×200m，街区单元规模控制在50亩

左右 （约3.3hm2）。

图2 居住型小街区尺度研究 （资料来源：彭耕，陈诚.成都市小街区规划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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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标准》指出居住街坊的居住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人～3000人，用地面积约2hm2～4hm2。

对道路间距提出 “城市道路间距不应超过300m，宜为150～250m，并应与居住街坊的布局相结合”的

控制要求。[13]

结合国家标准要求及相关理论研究，笔者认为居住型小街区的用地面积尺度控制在4hm2左右比较

适宜，既是对机动化导向的大街区的重要修正，也是基于人本化小街区尺度的充分吸纳。

同时在 《标准》中提出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十分钟生活圈居住区、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概念。

根据步行出行速度及出行规律，考虑交叉口间延误等情况，步行五分钟生活圈对应200～300m空间范

围，恰好是一个居住街坊的街区尺度，十分钟生活圈对应500～600m的空间范围，十五分钟生活圈对

应700～900m空间范围，与城市主干路规划控制间距一致。

2.2 街区的生活

《意见》提出推动发展 “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14]”是城市社区建设的最终目标，内在意

义是指通过布局居住、商业、文化、体育等综合性功能，促进社会各阶层的交流和融合，通过全社会的

努力来构建和谐社会。更深层的含义是，街区设计不是单纯满足交通和居住基本功能，同时还要构筑能

满足人们交通、餐饮、医疗、教育等所有需求的生活空间。

开放街区思想的核心并不在于是否拆除围墙，也不仅仅是适宜的街区尺度，而是街区人性化的功

能。国外许多案例表明，在城市建设中，拆除那些传统街区，建设若干高层住宅之后，邻里关系消失，

居民公众意识淡漠，犯罪率上升，一系列社会问题随之而来。国内许多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建设的小区

也是这样，出了单元楼就是四通八达的城市道路，在这样的开放式社区里居民缺乏安全感，每家窗户都

设置了如同监狱般的防护栏，根本不能体现开放式社区的理想，所以生活在这样的社区中的人们更向往

有围墙的社区[15]。

因此有活力、有生活的街区是构建和谐家园的基础，是城市的灵魂。纵观那些历史与现实的魅力街

巷，大都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有适宜的街区尺度；二是有适度围合的街角空间供人们聚集、娱乐、休憩

等；三是有较多的便民式商业及活动场所。

3 开放街区规划探索

3.1 十五分钟生活圈居住区规划探索

前述对街区尺度的研究表明，十五分钟生活圈对应700～900m空间范围，与城市主干路规划控制间距

一致。笔者选择800m×800m主干路围合的居住街区进行研究，在开发强度、配套设施、道路骨架路网、

道路横断面、交通组织方式等外部输入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路网间距和路网密度进行比对分析。

方案一为200m×200m路网间距，整体路网密度为10km/km2，如图示3。

方案二保持主次干路骨架结构不变，调整支路网，使支路网形成内部环路而不直接与主干路相连，

整体路网密度为8.0km/km2，如图示4。

笔者对国家 《标准》6.0.2条进行解读，方案一和方案二均满足要求，方案一路网密度较方案二

大。笔者在外部输入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两个方案进行微观交通仿真分析发现，在主干路过境交通量逐

步增大的情况下，方案一主干路受路网间距过密影响，主干路主线交通与支路交通会相互影响，整体来

看，方案二将居住街区对外交通集中在主次干路出入口，较方案一的交通运作效率要高。且从道路工程

设计及建设角度来看，由于方案一主干路网间距过密，当工程同时考虑交叉口渠化拓宽及港湾式公交站

点设置时，空间上会存在一定的冲突。同时，从小区居住环境来看，方案二支路不与外部主干路直接相

连，形成了相对围合的居住空间，更有利于创造邻里街区生活环境，避免了方案一中可能出现的高峰期

主干路交通利用支路网进行交通分流，对小区居住环境造成较大干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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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方案一十五分钟居住街区研究 （资料来源：

笔者自绘，用地布局适度简化处理）

图4 方案二十五分钟居住街区研究 （资料来源：

笔者自绘，用地布局适度简化处理）

3.2 居住街坊规划探索

国家 《标准》中对用地面积2hm2～4hm2，路网间距在300m以下的居住街坊视为 “小街区、密路

网”的典型居住街区形态，其尺度是符合国家 《意见》中提到的开放式街区的要求的。但是受各种条件

制约，实际规划工作中往往会适度突破 《标准》中街坊尺度控制。笔者经过规划实践总结，一般街坊用

地面积在6hm2及以上的，可以通过增设支路进行地块细分，对于6hm2以下的街坊，对地块进行细分

后，若严格按照标准的建筑退距进行建筑平面布局，会存在居住用地受限情况，且无法保障内部居住环

境空间的问题。

以300m×200m居住街坊为例，该街坊面积约4.5hm2，超过了国家 《标准》建议的街坊尺度，若

增设支路 （组团路）划分地块，各地块就相对零碎，不利于各地块平面布局，同时地块四周均为车行的

交通环境，不利于地块和谐街区的打造。因此，规划考虑增设慢行公共通道，将社区所有的服务配套设

施集中于公共通道两侧，利用公共通道打造社区公共空间，实现开放式街区安全与邻里和谐。

图5为南方城市对地块常规的规划控制形式 （笔者对平面图做必要的简化处理，仅考虑建筑布局、

沿街商业和围墙等因素，不考虑其他配套设施），主要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临街，通过围墙围合设置，

形成内部开阔的庭院，业主独享高品质的庭院空间，这种形式的空间布局被开发商和购房者高度认可。

根据国家 《标准》及 《意见》要求，为了对这种较大尺度的居住地块进行适度开放，笔者拟通过增

设 “十字”慢行公共通道达到地块对外开放的目标 （图6）。

图6所示街坊采用中央 “十字”慢行公共通道将地块进行分割成四块，所有的商业及配套设施全部

集中于公共通道两侧，且商业功能业态要求是便民的商业服务，同时建议将居住建筑也集中在公共通道

两侧，单元楼入口主通道直接面向公共通道，每栋楼宇具有独立的门禁及安保，外围市政道路及部分公

共通道依然采用通透式围墙进行围合，每一块又有独立的内部庭院空间，既满足了居住业主对围合庭院

的心理诉求，又满足街区公共开放、邻里关系和谐的规划要求。在此空间布局下，鼓励利用公共通道的

节点和角落形成广场增加街巷的 “阻力”和提供人们聚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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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典型地块常规控制平面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建筑布局适度简化处理）

图6 典型地块街区开放式设置平面示意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建筑布局适度简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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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开放式街区实践案例

广州六运小区始建于1989年，占地面积22.5万m2，商住混合用地，居住人口约1.7万人。建设

之初，项目还处于城市边缘区域，因此按照超大型街区模式进行建设，且停车位配建较低，进入20世

纪末，随着天河城商场、正佳广场等入驻，交通设施配套逐步完善，机动化出行得到迅猛发展，该小区

停车位不足问题凸显。为了适应市场新需求，六运小区主动将围墙拆除，开放街区，进行 “住改商”实

践，取得了显著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

图7 六运小区区位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小区整体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6]

第一，将整个街区开放，保留中间东西向的体育西横街及部分街巷的车行功能，其他大部分街巷采

用自行车和步行的方式对外开放，通过闭路电视和行人作为 “街道之眼”保障社区安全，同时将所有的

步行道路和自行车道路连接成网，并拓宽了中央步行街，通过以人为本的交通设计，增设绿化空间和遮

阳挡雨设施，更新公共座椅和健身器材，促进整个社区慢行活动宜人化，吸引大量社区外居民休憩

逗留。

第二，功能混合，政府允许沿街居民楼首层 “住改商”，引入零售、咖啡、酒吧等积极的商业业态，

同时对商业界面进行了有效引导和控制，活跃了整个街区。

第三，政府建设了地铁、BRT等大运量公共交通系统，使该片区的公交可达性增强，为小区的开

放创造了条件。

第四，进行了严格的停车管理。小区建设年代较早，机动车泊位配建不足，在改造之前，违章停车

基本遍布了小区所有街巷，改造方案对小区必要的停车通过路内和小区外的公共停车场解决，使六运小

区成为基本改造成为一个无车社区，从而创造了更安全、更健康、更环保的社区氛围，增加了小区的吸

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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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六运小区开放的街区网络 （资料来源：凤凰空间.

华南编辑部.开放式街区规划与设计）

5 结语

街区制的理念形成较早，从国外街区制实践经验来看，街区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目前国内推广

街区制应从区域、用地主导功能、开发规模等因素总体考虑。街区制推广的目的是构建 “开放便捷、尺

度适宜、配套完善、邻里和谐的生活街区”，从交通的角度来看是建设 “快速路、主次干路和支路级配

合理的道路网系统”，从城市宜居角度来看是打造有活力、有生活的街区，因此街区制的推广应该是分

级分片、不断实践优化的过程。笔者对开放式街区的规划探索，提出十五分钟居住生活区合理的城市布

局及较大的街坊的进行开放控制形式，并给出了广州的开放式街区实践。需要说明是，小街区规划控制

还需要满足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城市日照、景观、环境等一些规定要求，因此街区制的

规划控制方法仍有待进一步的规划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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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片区交通规划实施后评估及发展启示

杨凯华 彭艳梅

【摘要】 枢纽片区以综合客运枢纽为核心资源及主要特色，人口、岗位密度较高，在其发展过程中，建设者往往偏重

于枢纽集散交通系统的规划发展，而易弱化片区交通系统的建设实施，因此有必要开展交通规划实施后评估，总结经验

教训，提出改善措施。枢纽片区交通规划实施后评估的主要内容包括规划落实度评估、枢纽交通运行评估及片区交通运

行评估三方面，论文以南京南站片区为例，分析其枢纽交通系统、片区交通系统运行存在的问题，综合国内其它枢纽片

区的特点，总结枢纽片区的建设经验及发展启示。

【关键词】 枢纽片区；后评估；枢纽交通；发展启示

0 引言

枢纽片区相较于常规片区的主要区别在于其叠加了铁路枢纽、航空枢纽等城市对外交通功能，片区客

流集聚性较强。枢纽片区的复杂性及规划的前置性决定了枢纽片区建设是一项决策不断调整、规划与建设

交互反馈的持续性大工程，而在这交互反馈的过程中，建设者往往偏重于规划对建设的指导作用，却容易

忽略建设实施对规划本身的回应。因此，有必要从片区规划设计、实际交通建设及运行管理情况等角度进

行后评价，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改善措施，为今后的规划编制、修订以及城市精细化管理提供参考。

1 规划实施后评估的主要内容

1.1 规划落实度评估

规划落实度评估是从规划合理性角度对既有规划进行回顾和评估，了解历史，理解片区规划意图。

从现状设施角度，评估道路系统、交通组织、公共交通、静态交通、慢行交通的规划落实情况和服务水

平，分析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规划落实度评估主要指标包括片区建成度、人口密度、岗位密度、路网建成度、等级路网密度、道

路设施分布 （慢行道密度、宽度分布等）、规划场站建成度及服务覆盖、公共交通建成度及服务覆盖、

停车设施建成度及服务覆盖情况等。

1.2 枢纽交通运行评估

枢纽交通运行评估包含枢纽设施评估、枢纽客流特征评估，其中枢纽设施评估从枢纽交通运行角

度，对外部集疏运系统、落客平台、出租车场、小汽车停车场、内部交通诱导系统的使用情况进行评

估，找出现状运行存在的问题，剖析枢纽交通运行的内在规律。枢纽客流特征评估在对出发客流、到站

客流调研的基础上，研究枢纽旅客的出行特征，评估现状枢纽交通服务水平，从旅客视角发现枢纽交通

有待改善的方面。

枢纽交通运行评估的主要评价指标包括各类运输方式的日均客运量、接驳转换量及方式分担率、落

客平台交通量及服务水平、出租车场客流量分布及实载率、出租车场发车率、小汽车停车场使用率及周

转率，以及枢纽到发客流的交通特征指标及满意度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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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片区交通运行评估

片区内交通运行评估包含片区对外交通运行、内部路网及交叉口运行情况、片区交通安全性、片区

内交通供需、片区内居民交通满意度等评估项目。该项评估旨在从片区交通运行角度，评估片区交通运

行组织和运行状态，分析现状交通组织方式与片区用地开发使用是否相适应；从片区居民角度，研究居

民出行特征和意愿，评估现状片区交通的服务水平，并从居民视角剖析片区交通亟待完善的方向。

片区内交通运行评估的主要指标包括路网服务水平、交叉口服务水平、片区对外通道服务水平、片

区交通事故率以及片区居民的出行特征、交通满意度情况。

2 后评估实例分析—以南京南站片区为例

2.1 实例概况

铁路南京南站是南京三大铁路枢纽之一，是华东地区综合性交通枢纽。南京南站片区规划为南京城

南中心重要组成部分，定位为枢纽型商贸商务综合片区，是南京城市的标志性门户。在片区规划之初，

采用了 “密路网、小地块”等先进的规划理念，随着开发建设的推进，片区交通系统日益成熟，但路网

节点不畅、静态交通不足、行人过街不便、公共交通受益失衡等方面的问题逐步浮现。

2.2 南站片区交通规划实施后评估

2.2.1 规划落实评估

南京南站片区总用地规模603.14公顷，其中城市建设用地530.99公顷，片区建成度近50%，商

办地块多未启用。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规划区内路网密度为8.77km/km2，其中快速路网密度为

1.63km/km2、主干路网密度为0.88km/km2、次干路网密度为2.32km/km2、支路网密度为3.94km/

km2。规划路网密度及等级均较为合理，而现状已建成道路里程合计40.69km，路网建成度达76.9%；

其中，干路建成度较高，支路网建设相对滞后，慢行体系尚未形成，精细化设计有待提高。

南京南站片区范围内有1号线、3号线、S1号线、S3号线及规划6号线5条地铁线穿过，公交线

路23条，公交体系相对完善、片区可达性较高；但从轨道交通站点、常规公交站点的服务覆盖圈来看，

站点以南京南站为服务核心，公交服务过于侧重枢纽交通的接驳而忽视片区商办、居住建筑的起讫点

出行。

图1 轨道交通站点800m半径服务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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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常规公交站点300m半径服务覆盖

2.2.2 枢纽交通运行评估

南京南站共设置南北两处落客平台，近年来南京南站铁路客运量大幅上升，落客平台使用饱和度较

高；南、北落客平台均设置4个落客车道、1个行车道，落客车道之间采用物理设施隔离，落客平台的

有效下客区长度约240m，短于设计阶段的300m，落客能力有所降低；受外部交通条件影响，北落客平

台使用人数较多。南京南站共有6个停车场，泊位数量充裕，但受出入口可识性、导航引导、便捷性等

因素影响，与站厅衔接紧密的P3、P4使用率更高。

南京南站高铁到发客流以公务出差、休闲旅游为主要目的，接驳方式以地铁交通为主 （平均分担比

例约52%）、出租车/网约车次之，轨道交通接驳服务较好、换乘便捷。

图3 到达旅客接驳方式结构

036



图4 出发旅客接驳方式结构

2.2.3 片区交通运行评估

南京南站东、南、西、北规划有4条快速路环绕，片区对外交通条件先天优越，道路交通条件较

好，但老旧小区公交乘坐不便、停车位不足、停车秩序差等常见的城市问题均有所体现。

2.3 国内铁路枢纽片区对比

综合国内铁路枢纽片区的规划可以发现，南京南站片区交通规划水平总体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得益

于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条件 （片区四至道路均为快速路），南京南站的枢纽交通规划堪称国内典范。与

其他城市相比，南京南站片区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相对薄弱，现状分担率相对较低，应更加注重公共交

通和慢行交通的发展。

表1 国内铁路枢纽片区比较

片区 南京南站片区 广州南站片区 虹桥站片区 北京南站片区 杭州东站片区

区位 城市新中心 区域新中心 城市副中心 主城区 城市新中心

片区规模 6km2 4.3km2
26.3km2

（1.2km2）
1.9km2 9km2

用地功能 商办+居住
商办+居住

（少量）
商办 居住 商办+居住

车站开通 2011.6 2010.1 2010.7 2008.8 2013.7

场站规模 15台28线 15台28线 16台30线 13台24线 15台30线

规划控制 统一规划控制 统一规划控制 统一规划控制 未统一规划控制 统一规划，部分控制

轨道交通线路
1、3、6（S1）、

S3

2、7、22、佛山

2号线

2、10、17、机场

联络线、嘉闵线
4、14 1、4、6、8

轨道交通车站数 3 3 2 1 3（7）

集疏散交通规划
落客平台匝道与

快速路衔接

落客平台匝道与

快速路衔接

落客平台匝道与

快速路衔接

落客平台匝道与

主干路衔接

落客平台匝道与

主干路衔接

落客平台设置
南北落客平台，

相互独立

东西落客平台，

相互独立

南北落客平台，

相互独立
环形落客平台

南北落客平台，

可贯通

落客车道边长度 240m 200m 310m 120m 39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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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片区 南京南站片区 广州南站片区 虹桥站片区 北京南站片区 杭州东站片区

落客平台车道数 5车道 5～7车道 7车道 6车道 6车道

落客平台运行
北落客平台常态

拥堵

西落客平台常态

拥堵严重

南落客平台使用

率高
使用较均衡

北落客平台使用

率高

2020/2030旅客

发送量 （预测）

4413万人次

（2020）

8500万人次

（2030）

8500万人次

（2020）

13000万人次

（2030）

5272万人次

（2020）

7838万人次

（2030）

10000万人次

（2030）

5400万人次

（2020）

7350万人次

（2030）

2017年旅客发

送量
3850万人次 6750万人次 6200万人次 4388万人次 5700万人次

单日最高发送旅

客量

15万人次

（2018.暑期）

30万人次

（2018.暑期）

29.5万人次

（2017.4.2）

21万人次

（2018.10.1）

22万人次

（2017.5.1）

预测枢纽公共

交通分担率
60～70%

84%

（城际+地铁+

公交+公路）

80%左右

（非小汽车交通）
— —

现状枢纽公共

交通分担率

60% （2018年

调查）
— —

65% （2012年

调查）

75%～80% （2017年

统计）

3 枢纽片区交通发展的启示

枢纽片区以综合枢纽为特色，商办、居住等其它功能并重，是一个有机整体。从交通特点来看，枢

纽片区交通系统涵盖枢纽集疏运交通和城市中心片区交通两个系统，涉及公共交通、慢行交通、道路交

通、静态交通以及交通组织等多个方面，在研究的过程中，应坚持片区交通高可达需求与枢纽交通快速

集散的需求并重。枢纽片区人口、岗位密度较高，应加强公共交通的建设规划，确定公交主导、慢行优

先、控制小汽车的片区交通发展模式。

图5 南京南站片区公共交通60.4% （左）与73.1% （右）分担率下路网测试结果对比

枢纽交通方面，应确保落客平台边长度，落客平台宜垂直铁路线布置，落客平台间应预留衔接通

道，优化落客平台使用、加强落客平台管理；应强化地铁与枢纽站的一体化衔接，避免二次安检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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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散效率；应细化枢纽内部步行诱导设施，完善枢纽外部机动车诱导设施，均衡枢纽站落客平台、停车

场等设施的使用；应优化出租车场/网约车停车场的候车空间，采用多车道发车模式，避免出租车场/网

约车的排队外溢。

片区交通方面，应加强与片区周边轨道站点衔接，构建多层次常规公交网络，规划落实公交场站设

施与公交专用路权；应优化跨区通道及过街设施设计，预留对外跨障慢行通道，实现区外公共设施对片

区居民的可用性；片区内老旧小区应充分内部挖潜扩容，可增设公共停车场和部分路边停车解决片区居

民停车难问题。

4 结语

综合客运枢纽是枢纽片区的核心资源及主要特色，在枢纽片区建设发展过程中往往注重枢纽集疏运

交通的建设规划，而轻视城市片区交通的规划实施。本文以南京南站片区交通系统规划实施后评估为

例，剖析其枢纽交通系统、片区交通系统的特点及不足，通过综合比较国内各铁路枢纽片区，总结枢纽

片区交通规划实施的相关经验，为今后枢纽片区的规划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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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汽车网点选址方法研究

徐 文

【摘要】 共享汽车以其便利化的操作和较低的出行费用受到用户的欢迎，在各大城市中迅速发展，但其仍存在用车和

停车等运营问题，网点布局中未能充分考虑车位、充电服务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可达性、停车位供给、充电服务层面

建立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评价指标权重进行量化，建立最大服务覆盖模型进行备选点筛选。再建立以成本最

小、用户最便利为目标的多目标优化模型。最后以上海黄浦区进行选址方法的实例验证，进行敏感性分析。

【关键词】 共享汽车选址；可达性；可供车位数；敏感性分析

1 绪论

1.1 背景

随着共享经济迅速发展，大多数交通出行已形成有效的共享出行模式[1]。受益于新能源汽车和分时

租赁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互联网技术的升级[2]，共享汽车行业也迎来发展机遇，其规模呈现快速增长趋

势[3]。共享汽车在提高出行便利的同时，也加大了城市有限停车位资源的紧缺。在共享汽车运营过程

中，经常出现在用户预约用车时，租赁网点车辆不足供用户使用以及在用户归还车辆时，租赁网点的停

车位不足以供用户停车的情况。

受限于共享汽车运营成本和区域资源，网点布局多呈现区域不平衡性，针对共享汽车运营存在的问

题，重点研究共享汽车选址方法是十分有必要的。

1.2 国内外现状

1.2.1 选址因素研究

TimA.Rickenberg等人 （2013）
[4]认为共享汽车场站可及性是共享汽车运营效果良好的关键因素。

TimA.Rickenberg等人 （2016）
[5]认为车站位置、车辆数量及快速充电设施可用性三大因素对汽车共

享网络中车辆高效运输影响重大。

1.2.2 选址模型研究

TimA.Rickenberg等人 （2016）
[5]提出了用于实现共享汽车场站规划的决策支持系统与优化模型。

JiaMi等人 （2017）
[6]通过分析城市主要需求点，建立评价指标来评估共享汽车网点方案。LiYe等人

（2017）
[7]提出了基于单向的电动共享汽车选址优化方法建立优化模型。卢婷等 （2017）

[8]建立总造价

最少、政府总满意度最大、总覆盖率最广、总距离和最短、满足需求量最大的目标函数进行优化。

鲁力为[9]从个人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构建选址指标体系，并风险偏好的区间模糊软集法进行

评估。

1.2.3 优化模型求解

Fatemeh等 （2015）
[10]通过模拟退火算法求解选址模型。Milorad等 （2016）

[11]以启发式算法求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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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选址目标优化模型。Rui等 （2016）
[12]以混合遗传算法求解带有容量限制的选址模型。卢婷等 （2017）

[8]

以改进NSGAII遗传算法求解多目标优化模型。金雷 （2014）
[13]通过不断覆盖出租车上下客点进行站点

筛选对模型进行算法设计。

总结：共享汽车选址研究，缺乏考虑共享汽车停车位、充电等因素对网点选址影响，以及针对选址

模型特征提出更为简便的求解方法。

2 共享汽车发展状况分析

2.1 共享汽车研究范围界定

本文研究的共享汽车是与互联网相结合，采取分时租赁的运营模式，用户凭借其意愿和爱好通过网

上预约车辆。选址研究仅考虑在固定城市区域范围内，不考虑跨城市的情形。

2.2 网点服务范围确定

网点服务范围是基于用户的容忍出行时间，该时间应包括用户从出发到上车整个过程所花费的总时

间，因此网点服务范围是从网点所处建筑空间结构和道路网布局两方面对范围影响进行刻画。

2.2.1 建筑空间结构对服务范围的影响

由于网点所处位置不同，建筑空间结构对服务范围影响差异性较大，因此将网点建筑空间结构对服

务范围影响纳入网点选址研究中作为网点选址决策的参考指标。

2.2.2 道路网布局对服务范围的影响

道路网布局不同是针对用户从出发点到目的地过程的出行距离L影响，网点处于无对角通道方格

网道路布局和有对角通道方格网道路布局对用户出行实际距离R的影响不同，当网点所处无对角通道

方格网道路布局出行的实际距离更短，具体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无对角通道布局的实际距离 图2 有对角通道布局的实际距离

3 共享汽车网点选址方法研究

3.1 研究问题的基本描述

网点选址一般是采用建立多目标函数的方法进行区域内选址布局，该方法理论依据充足。但城市内

共享汽车租赁点选址特别是大城市网点选址，道路网的纵横交错和城市内部各种建筑林立、结构复杂，

增大了用户取还车的难度。如何让用户可以花费最短的时间到达租赁点以及在用户用车时，网点有可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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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在归还车辆时，网点有可供车位。特别是新能源共享汽车租赁网点选址需要考虑与充电设施结

合，其选址模型求解一般较为困难。

因此本文采用将建立评价体系和多目标模型结合起来，通过两次筛选，去除一些较难量化的因素和

优化模型求解困难的约束条件，简化网点选址多目标数学模型。

3.2 网点选址评价体系构建

3.2.1 指标体系构建

共享汽车网点选址指标体系是基于用车、还车的可达性，备选网点是否可供车位，以及网点充电服

务便利性三方面来研究。

3.2.1.1 网点可达性

共享汽车网点作为路外停车设施，其所在地可达性与交通运行状态有直接的影响关系。且共享汽车

用户应是到邻近网点取用车，网点位置的选取应充分考虑用户步行的可达性、站点位置的识别度、道路

交通情况等因素，从而提高共享汽车用户用车的便利性。因而网点可达性应有用户步行可达性、感知可

达性、行车可达性三个指标。

3.2.1.2 网点可供停车位

共享汽车网点的布局不仅要考虑网点地理位置与周边环境的协调，还需从网点本身角度入手，网点

停车位的可供程度是共享汽车网点选址评价的重要标准之一，网点提供的停车位越多，该网点能够成为

共享汽车网点的可能性越大，反之网点无车位可供，则无法成为共享汽车预备网点，因此网点停车的可

供程度应有网点实际面积、车位空占比、停车收费标准三个指标。

3.2.1.3 网点充电服务

共享汽车由新能源车辆和燃油车辆组成，因而网点设置要考虑其充电服务。考虑租赁网点的充电设

施配备的可能性，运营商就必须考虑其配备增加的设施购置成本、建设成本及土地租借成本。因此网点

充电服务应有充电便利性、网点充电设施配备、土地成本三个指标。

图3 共享汽车网点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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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指标量化方法

3.2.2.1 定性指标确定方法

本文定性指标以量化分级来评估定性指标值，通过借鉴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和对定性指标评价基准得

到具体指标阈值和对应等级。

表1 定性指标评价量化分级

等级 五级 四级 三级 二级 一级

评分 10～8.1 8～6.1 6～4.1 4～2.1 2～0

3.2.2.2 定量指标确定方法

定量指标需要将其进行无量纲处理，可依据该指标实际值与所能达到的极限值想比较，得到定量指

标值。设X=（x1，x2…xn）为某定量指标所能取值的集合，其中Mi=max（xi），则：

x
*

i =
xi
Mi
×10 （1）

式中：x
*

i
———定量指标最终估算值；

xi———未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前的计算值。

结合共享汽车指标评价体系和指标量化方法，对共享汽车网点选址评价指标层各指标采取合适的量

化方法，指标按其值的大小对评价方案的优劣影响可以分为正向、适中、逆向三类，其中正向指标数值

高说明共享汽车备选点越适合作为网点，反之逆向指标值越高说明备选点不适合作为共享汽车网点。

表2 共享汽车网点评价指标量化

准则层 指标层 量化方法 指标类型

网点可达性

步行可达性 定量 正向

感知可达性 定性 正向

行车可达性 定性 正向

网点可供停车位

网点实际面积 定量 正向

车位空占比 定量 正向

停车收费标准 定量 逆向

网点充电服务

充电便利性 定量 正向

网点充电设施配备 定性 正向

土地成本 定量 逆向

3.2.3 指标量化

3.2.3.1 网点可达性

（1）步行可达性C1。步行可达性的量化是采用空间句法的局部集成度来评价备选点步行可达性的

优劣，局部集成度测量的是以所研究的备选点最近的道路轴线与其范围d内轴线的离散或者集聚程度，

具体公式如下：

C1=
nlog2

n-1（ ）[ ]3
+1

n-（ ）1 MD-（ ）1
（2）

式中：MD———范围d内任意一轴线到距离该网点最近轴线所经过轴线数的平均值；

n———范围d内道路轴线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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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共享汽车网点吸引范围 （米）。

（2）感知可达性C2。网点附近空间开阔、是地面停车场，网点位置可识别度就越好，即感知可达

性越好，并用定性指标确定方法量化。

（3）行车可达性C3。本文以高峰期间网点附近道路的实时交通状况为依据，将道路交通运行状态

分为严重拥堵、拥堵、缓行、畅通，根据网点附近道路的情况对该项指标进行打分。

3.2.3.2 网点可供停车位

（1）网点车位总数C4。共享汽车网点车位的多少与该地区能够提供的车位有直接关联，并且备选

网点车位总数越多，实际所能够提供的车位可能越多。

（2）车位空占比C5。车位空占比是指空的车位数与总车位数的比值。具体公式如下：

C5=
∑
i∈T

mi

NT
（3）

式中：N———总车位数；

mi———第i时段可提供车位数；

T———统计的时段总数。

（3）停车收费标准C6。本文将候选网点停车收费标准作为共享汽车网点选址的重要指标之一，由

于停车收费标准经常分为首一小时以内、一小时之后及全天，本文综合所有因素，将其量化，公式

如下：

C6=β1y1+β2y2+
β3y3
24

（4）

式中：β1、β2、β3———一小时以内、一小时之后每小时收费及全天的收费标准权重 （单位：元/小时，

元/小时，元/天）；

y1、y2、y3———一小时以内、一小时之后每小时收费及全天的收费标准。

由于该项指标数值大小对共享汽车网点选址评价优劣呈现负相关关系，为了评价结果简便计算，需

要对这项指标量化后的取值进行处理，公式为：

C
*

6 =1-x
*（C6） （5）

式中：C
*

6
———网点停车收费标准指标实际值；

x*（C6）———由公式 （3.1）计算得到的网点停车收费标准指标估算值。

3.2.3.3 网点充电服务

（1）充电便利性C7。本文以网点到邻近充电设施距离，然后以相关标准规定的道路设计速度，结

合实际道路，得到网点到充电设施所花费的时间来量化该项指标。具体公式如下：

C7=
d2
v

（6）

式中：v———网点到充电站路段的速度 （米/秒）；

d2———充电设施距离到网点的最短距离 （米）。

（2）网点充电设施配备C8。本文这里以备选网点是否配备充电设备和将来有建设充电设施的空间

和条件来定性评价该项指标。

（3）土地成本C9。土地成本是考虑充电设施建设的情况下，需要占据土地所花费的费用，该费用

一般由土地的类型和价格决定的。本文在这里仅以单位土地价格来表示充电设施的土地成本。具体公式

如下：

C9=e2 （7）

式中：e2———备选网点所处区域单位地价 （元/平方米）。

由于该项指标数值大小对共享汽车网点选址优劣呈现负相关关系，为了评价结果简便计算，需要对

这项指标量化后的取值进行处理，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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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9 =1-x
*（C9） （8）

式中：C
*

9
———网点土地成本指标实际值；

x*（C9）———由公式 （3.1）计算得到网点土地成本估算值。

3.2.4 指标权重计算

3.2.4.1 指标权重方法确定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主要有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和组合赋权法。客观赋权法确定权重因子需要大

量指标及其相关属性的样本数据，主观赋权法则不需要，本文共享汽车备选点指标数据特性不足以用客

观赋权法来确定权重，因此采用主观赋权法确定权重。

3.2.4.2 指标权重计算

网点选址评价指标体系中指标权重是通过层次分析法来计算，层次分析法是以构造判断矩阵来分析

准则层和指标层各因素相对于上一层级的重要度。

结合共享汽车发展实际问题和实际调查情况对准则层各项指标进行打分，进而构造准则层判断矩

阵。结合准则层权重计算结果，计算得到各指标相对于目标层共享汽车网点选址的权重。

表3 网点选址各评价指标权重

序号 准则层 指标层 权重

1

2

3

网点可达性

步行可达性 0.091

感知可达性 0.032

行车可达性 0.017

4

5

6

网点可供车位

网点车位总数 0.101

车位空占比 0.044

停车收费标准 0.380

7

8

9

网点充电服务

充电便利性 0.035

网点充电设施配备 0.212

土地成本 0.087

3.2.5 基于最大覆盖的备选点筛选方法

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到各指标权重和各备选点的得分排序，无法对备选点进行保留和删除的判断，因

此本文采用基于最大覆盖的方法研究备选点的筛选。

3.2.5.1 基本参数设定

j：表示按照评价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排序的第j个备选点，I为备选点集合；

f：表示最大服务覆盖面积 （平方米）；

kj：表示0～1变量，为1时表示保留该备选点；为0时，表示删除该备选点；

pj：表示0～1变量，为1时表示该备选点位置在城市中心区；否则不在中心区；

qj：表示0～1变量，为1时表示该备选点位置在城市郊区；否则不在郊区；

n：表示备选点的总数；

wj：表示第j个备选点的得分；

rp：位于城市中心区的网点服务范围 （米）；

rq：位于城市郊区的网点服务范围 （米）。

3.2.5.2 模型构建

根据网点的服务吸引范围，可以得到该网点在区域内的服务面积。基于备选点评价得到的得分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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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按照得分从高到底依次增加网点，当增加的网点不增加区域服务覆盖面积，则去除该网点，然后继

续按照得分排序比较下一网点对区域服务覆盖面积的影响，直至最后一个网点。

基于此，建立最大覆盖的备选点筛选模型，使备选点区域覆盖面积最大的目标函数：

maxf=∑
j∈J

π×kj× pjr
2

p+qjr
2（ ）
q

（9）

  约束条件：

∑
j∈J

kj=n （10）

wj≥wj+1 （11）

pj∈（0，1） （12）

qj∈（0，1） （13）

kj∈（0，1） （14）

模型中：目标函数 （9）表示备选点服务覆盖面积最大；约束条件 （10）表示所有备选点总数不变；

约束条件 （11）表示备选点选取是按得分排序从高到底依次选取计算的；约束条件 （12）、（13）、（14）

表示0～1变量。

3.3 选址优化模型构建

3.3.1 基本假设

结合选址的因素及原则、网点分类等分析，在构建模型前需要假定一些条件，具体如下：

1.网点的建设成本与网点性质有关，网点是社会停车场性质的合用还是共享汽车企业私人建设的

成本不同，这里忽略城市不同区域地价影响，假设合用停车场单价费用是一样的，并为计算方面，单价

统一为整数；

2.为方便计算，假设各地区需求点与备选网点重合，将区域需求集中在备选点上；

3.网点提供车位数和网点投放的车辆数一致，即初始共享汽车网点无空的停车位。

3.3.2 基本参数设定

根据上文模型基本假设和问题描述，本文对模型相关变量和集合的定义如下：

Z：目标函数；

I={1，2，3，…i…n}：需求点集合，其中i是单个需求点；

J={1，2，3，…i…m}：备选点集合，其中j是单个网点备选点；

Nmax：共享汽车车辆需求上限值 （辆）；

Nmin：共享汽车车辆需求下限值 （辆）；

Mjmax：备选网点j提供最大停车位；

S：共享汽车总投资成本 （万元）；

Sa：共享汽车每辆车成本 （万元）；

Sb：每个合用性质网点停车位成本 （万元）；

Sc：每个自建网点停车位成本 （万元）；

dij：需求点i到备选网点j的距离 （米）；

dmin：共享汽车网点最小距离 （米）；

yj：0～1变量，备选网点j为停车网点，yj=1备选网点j非停车网点，yj=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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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j：0～1变量，备选网点j为合用网点，bj=1，否则，bj=0；

cj：0～1变量，备选网点j为自建网点，cj=1，否则，cj=0；

xij：0～1变量，需求点能够被备选网点覆盖，xij =1，否则，xij =0。

3.3.3 目标函数

本模型分别以用户和共享汽车投资企业角度进行网点选址优化的，即以用户到达网点距离总和最短

和企业投资最少的为目标建立函数。

3.3.3.1 用户到网点距离总和最短

用户到网点的距离表示用户使用共享汽车的便利性，用户到网点距离越短，共享汽车使用越方便，

用户到网点的距离不能直接量化，而是以需求点到备选网点的距离来表示用户到网点的距离。

minZ1=∑
j∈J
∑
i∈I

yj·dij （15）

3.3.3.2 企业投资最少

过多的网点方便了用户使用，但加大了投入成本。过少的网点不能在城市内形成规模效应，企业获

取的效益也随之减少，用户用车不便利。共享汽车企业投资分为两部分，包括停车位租借或建设成本和

车辆成本。

minZ2=∑
j∈J

yj·bj·Sb+cj·Sc+Mjmax·S（ ）a （16）

3.3.4 约束条件

模型目标函数建立后，需要建立相关约束条件以限定函数中变量取值范围，以此确保模型能够完成

网点选址优化。

1.成本约束。在建模过程中涉及企业投资成本最小化目标，在共享汽车用户需求满足的前提下，

企业投资越小越好，在共享汽车投入运营之前，企业做好投资规划和预算，有助于共享汽车的运营。因

此，在网点选址模型中，需要确保网点总成本和车辆成本在投资预算范围：

∑
j∈J

yj·bj·Sb+cj·Sc+Mjmax·S（ ）a ≤S （17）

2.车辆约束。城市共享汽车需求量不能直接得到共享汽车网点规模，共享汽车网点选址布局中车

辆规模与三部分有关，包括城市区域共享汽车用户需求限制和城市所能提供的网点规模及网点所能提供

的车位数，因此目标函数中网点车辆投放数量应在预测的城市区域共享汽车需求量范围内：

Nmin≤∑
j∈J

yj·Mjmax≤Nmax （18）

3.需求覆盖约束。城市内部需求点包括学校、居住区、商业用地、工作岗位、交通枢纽等开发强

度较大的区域，对于任意共享汽车网点间的距离在满足ym·yn·dmin≤dmn（m，n∈J）约束下，任意一

个共享汽车网至少覆盖一个需求点：

∑
i∈I

yj·xij≥1 （19）

基于以上分析，共享汽车网点选址多目标数学优化模型中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具体如下：

目标函数：

minZ1=∑
j∈J
∑
i∈I

yj·dij

minZ2=∑
j∈J

yj·bj·Sb+cj·Sc+Mjmax·S（ ）
㊣

㊣

㊣
a

（20）

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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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J

yj·bj·Sb+cj·Sc+Mjmax·S（ ）a ≤S

Nmin≤∑
j∈J

yj·Mjmax≤Nmax

ym·yn·dmin≤dmn （m，n∈J）

∑
i∈I

yj·xij≥1

yj∈（0，1）

bj∈（0，1）

cj∈（0，1）

xij∈（0，1

㊣

㊣

㊣ ）

（21）

3.4 模型求解

本文采用yalmip优化工具来求解共享汽车网点选址优化模型，该工具极大的简化了优化问题的求

解问题，但其对模型的格式和框架提出特定的要求，因此需要对选址优化模型进行改动，以便于

yalmip工具实现选址优化。

图4 yalmip工具求解基本流程

4 案例分析

4.1 基本数据获取

本文以上海黄浦区为对象来研究共享汽车网点选址，面积20km2，黄浦区已建成的共享汽车网点大

概9个。通过百度API平台获得包含酒店、工作单位、小区、学校、医院等区域的停车场144个。

4.2 数据处理

通过网页获取的公开停车场数据，由于其数据本身记录并不是为了科学研究。因此这类数据可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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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数据不完整和数据重复的特征，在利用此类数据解决实际问题前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处理。

通过数据处理最终得到45个停车场作为共享汽车备选点，因此作为上海黄浦区共享汽车网点备选

点共有54个，基本完成用户需求的覆盖。

图5 共享汽车备选网点分布

4.3 备选点评价

基于备选点位置、距离等属性数据的获取，以指标评价的方法对进行共享汽车网点进行初步评价筛

选。再结合从百度上获取的黄浦区路况数据、停车场相关数据等对各备选点进行评价。

表4 网点评价得分

序号 得分 排序

1 0.5280 18

2 0.5855 6

3 0.6043 4

4 0.6450 1

5 0.6344 2

6 0.5331 16

7 0.5308 17

8 0.5474 12

9 0.5589 9

10 0.3764 46

11 0.4671 30

12 0.4125 39

13 0.2230 53

14 0.4132 38

15 0.4892 24

16 0.2195 54

17 0.5631 8

18 0.5280 52

序号 得分 排序

19 0.2257 11

20 0.5518 15

21 0.5362 41

22 0.4105 40

23 0.4110 37

24 0.4146 48

25 0.3223 33

26 0.4442 50

27 0.3169 35

28 0.4386 14

29 0.5404 44

30 0.3954 32

31 0.4530 28

32 0.4718 47

33 0.3583 19

34 0.5189 7

35 0.5792 43

36 0.4020 36

序号 得分 排序

37 0.4377 49

38 0.3184 27

39 0.4726 23

40 0.4986 25

41 0.4836 42

42 0.4055 3

43 0.6143 22

44 0.5019 51

45 0.2359 45

46 0.3857 31

47 0.4653 21

48 0.5041 34

49 0.4391 20

50 0.5063 13

51 0.5452 26

52 0.4812 29

53 0.4701 10

54 0.557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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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基于最大服务覆盖的备选点筛选

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显示步行速度一般在4～7千米/小时，确定黄浦区备选点服务范围是758～1326m。

为简化计算取服务范围为1042m，最终保留39个备选网点。

表5 备选点筛选结果

序号 筛选结果

1 1

2 1

3 1

4 1

5 1

6 1

7 1

8 1

9 1

10 0

11 1

12 0

13 0

14 0

15 1

16 0

17 1

18 1

序号 筛选结果

19 1

20 1

21 1

22 0

23 1

24 0

25 1

26 0

27 1

28 1

29 1

30 1

31 0

32 1

33 1

34 1

35 1

36 0

序号 筛选结果

37 0

38 1

39 1

40 1

41 0

42 1

43 0

44 0

45 0

46 1

47 1

48 1

49 1

50 1

51 1

52 1

53 1

54 1

  注：表中 “1”表示备选点保留的情况，“0”表示备选点删除的情况。

图6 保留备选点覆盖

   

图7 删除备选点覆盖

4.5 共享汽车网点选址优化

4.5.1 共享汽车规模确定

本文共享汽车规模是通过获取同类型城市共享汽车发展规模和万人拥有率法获取的，其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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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α （22）

式中：N′———上海市共享汽车规模 （辆）；

P———上海市人口 （万人）；

α———万人拥有率 （万人/辆）。

表6 2020年共享汽车规模规划数据

城市 北京 广州 武汉

常住人口总量 （万人） 2300 1550 1300

共享汽车总量 （辆）* 25000 20000 12330

万人拥有率 （万人/辆） 10.86 12.90 9.48

同时假设共享汽车需求量只与人口、GDP两个指标有关，预估黄浦区共享汽车需求量是528～1654辆。

4.5.2 共享汽车选址优化

假设各备选点所能提供的车位数量与该停车场的空车位数量成正比，以各时段内备选点空车位数量分

布的平均值作为备选点所能提供的最大车位数。设定黄浦区共享汽车网点总投资S是1.2亿元，共享汽车

需求最大值Nmax=1654，最小值Nmin=528，平均每辆车成本Sa=20万元，网点性质以及各网点距离已

知，平均每个合用的停车位花费Sb=2万元，dmin=758m。得到模型结果最小总距离为Z1=1178.7km及

总投资Z2=1.07亿元，黄浦区共享汽车预计投放533辆。共享汽车网点选址计算结果是第2、3、4、5、

11、15、20、25、28、40、42、51、53号备选点共13个备选点作为黄浦区共享汽车网点。

图8 优化后网点布局

 

图9 优化前网点布局

与黄浦区优化之前的共享汽车网点相比，优化之后明显网点覆盖面更大了，原有网点多集中于黄浦

区北部，优化之后的共享汽车网点不仅向北延伸了共享汽车需求覆盖面，还弥补了黄浦区南部共享汽车

服务面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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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基于可供车位的敏感性分析

前文共享汽车选址最优方案是基于备选点可供车位的平均值进行网点选址计算的，而备选点的可供

车位数具备不确定性，与备选点的车位总数、最大可供车位数、投入成本、政策等因素有重要关系。因

此进行可供车位数对网点布局进行敏感性分析，在不超过其车位总数的情形下，研究基于平均车位的不

同比例下可供车位数的波动对共享汽车网点布局的影响。

表7 不同比例可供车位的网点布局方案

类别
可供车位数

（%）
总距离

（千米）
投资成本

（亿元）
投入车辆数

（辆）
网点数量

（个）

1 -10 1618.9 1.06 528 18

2 -5 1285.0 1.07 537 14

3 0 1178.7 1.07 533 13

4 10 1047.5 1.06 532 12

5 20 941.06 1.06 532 11

  注：表中加深颜色为原优化方案结果。

图10 不同比例可供车位的网点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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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原方案，当备选点可供车位数减少时，网点数量增加，区域服务覆盖范围增加。当备选点可供

车位数增加时，网点数量减少，网点选择更趋向于可供车位数较大的备选点，区域服务覆盖范围减少，

当车位数按比例增加20%时，黄浦区的西部和南部几乎无共享汽车服务网点。

5 结论

本文对共享汽车选址进行研究，建立共享汽车选址模型并以上海黄浦区进行案例分析与评估。本文

的主要结论有：

1.采用建立最大服务覆盖模型 （不考虑覆盖需求点的数量）对备选网点指标评价的结果进行筛选，

其对备选点评价处理具备一定合理性。该方法通过备选点评价得分排序依次进行服务覆盖面积的比选，

去除得分相对较低且功能重复的备选点，在不影响网点选址布局的同时优化了备选点集合。

2.采用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和选址优化模型进行网点优化布局的效果较好。一方面，以两种方法对

备选点进行两次筛选，使得网点选址完成全局最优。另一方面，网点的可供车位对网点布局方案影响显

著，当备选网点可供车位数的数值差异性较小时 （减少10%），共享汽车网点选址趋于均匀分布，使得

区域内网点服务覆盖面积达到最大，整体上提高用户用车和还车的便利性，以及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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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次中心城市对外交通策略研究———以岳阳为例

侯现耀 杨丽丽 陈 玮 周 娇

【摘要】 大力发展城市群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城市群建设以中心城市为核心，带动区域各层次城市发

展，城市群中次中心城市的发展对提升城市群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岳阳市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长沙和武汉间重要次

中心城市，在对其城市和对外交通基本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分析岳阳在区域中对外交通现状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从交通圈层体系、通道建设、强化枢纽和创新区域一体化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对外交通发展策略，为岳阳融入区域发

展，强化城市群内外联系提供支撑。

【关键词】 城市群；次中心城市；对外交通；岳阳；交通策略

0 引言

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进入到城市群发展阶段，长江中游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1]。岳阳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组成城市，如何加

强与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的联系，发挥岳阳区位优势，取得高质量发展是新形势下岳阳亟需思

考的关键问题。

1 岳阳发展概况

图1 长江中游城市群空间结构示意

1.1 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概况

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长沙、南昌等城市为核心，构建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

城市群，依托沿江、沪昆和二广、京广、京九 “两横三纵”重点发展轴布局城镇、产业和生态发展空

间。城市群结构特征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多中心、网络化发展格局。

已有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区域发展呈

现显著差异。从空间、经济等要素分析，武汉、长

沙、南昌三市的核心地位呈现逐次递减的特征，武

汉具有较为显著的核心城市特征，长沙次之，南昌

总体呈现弱核心的地位[2]；从产业角度分析，城市

群三个核心城市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中心城市特征，

其中，武汉和长沙的产业对外联系强度最高[3]；城

市群依托沿江、沪昆、京广和京九发展轴构建的

“五边形”空间格局已经初步形成，如图1，但受限

于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各城市间联系的平

均可达性仍较差[4]。

岳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处于沿江发展轴和京广

发展轴交汇处，是 “五边形”空间格局中重要节点，

岳阳的发展具备良好的区位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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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岳阳发展概况

岳阳位于洞庭湖畔，是湖南省的 “北大门”，距长沙约130km，距武汉约170km，市域面积约14858km2，

根据统计数据，全市常住人口577.13万人，地区国内生产总值3780.41亿元
[5]。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发展，

岳阳内河水运、公路、铁路、航空运输方式齐全，出行需求不断增长，并向网络化、多样化转变。

2 岳阳对外交通现状分析

2.1 对外交通系统概况

岳阳对外交通主要由干线铁路、高速铁路、公路、航空、港口水运等系统构成。其中，铁路方面有

京广铁路、京广高速铁路以及在建荆州岳阳安吉铁路；公路方面基本形成以杭瑞高速、许广高速、京港

澳高速和武深高速 “一横三纵”高速公路网格局；航空方面现有岳阳三荷机场，位于岳阳市中心城区东

部，于2018年12月通航；港口水运方面，坐拥163km长江岸线，城陵矶港是长江八大深水良港之一，

拥有城陵矶综保区、启运退税港和进口肉类、汽车、粮食口岸等一批国家级开放平台。

2.2 对外交通现状问题及挑战

2.2.1 铁路仅有京广方向且通道趋于饱和

岳阳现有京广铁路和京广高铁，分别接入岳阳站和岳阳东站。岳阳铁路规模与湖南省和全国指标相

比不占优势，铁路网密度216km/万km2 （2016年数据，下同），不及湖南平均水平222.7km/万km2，

人均拥有铁路营业里程仅为58km/百万人，与湖南省平均水平69.13km/百万人和全国平均水平

89.68km/百万人相比均较低。其中，京广铁路是国家级南北向铁路大动脉，是铁路客运和货运的重要

通道，经过数十年发展，岳阳区段已趋于饱和，根据统计数据，岳阳区段平图利用率已超过80%，部

分区段接近95%，且京广铁路穿越岳阳城区，对岳阳城区交通和安全产生较大影响；京广高铁岳阳区

段2010年开通后，经过近年发展，平图利用率也已超过50%。

图2 岳阳对外交通OD分布

根据调查，岳阳与长沙方向联系最为紧密，对外出行比例约占42%，其次为武汉方向，占比约为

23%，京广铁路和京广高铁对于支撑岳阳与城市群京广轴带上武汉、长沙等重要城市联系起到了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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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岳阳与常德和九江南昌的沿江方向仍各有近15%的联系需求，但岳阳缺少沿江方向上铁路

特别是高速铁路的支撑，对于岳阳融入长江经济带发展起到了制约作用。在国家层面，北沿江高铁串联

了长江北侧沿线各主要城市，而南沿江通道在重庆至常德段及九江至南京段均已规划高铁通道，常德—

岳阳—九江段缺少高铁通道，也制约了长江南侧各城市的联系需求。

图3 南沿江高铁通道在常德—岳阳—九江段缺少规划

（图片来源：《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16））

2.2.2 港口多式联运条件、腹地空间受限，发展制约因素较多

岳阳港依托城陵矶等港区，实现年吞吐量破亿吨的发展规模。但现状港口运输仍以散货为主，腹地

主要为岳阳及长株潭地区，港口因缺少铁路联运能力，导致既难以拓展腹地，又难以提升港口专业化运

营水平[6]。在城市群沿江港口中，如表1，武汉承接了重庆、成都等长江上游港口集装箱运输中转箱

源，岳阳集装箱运输仅为武汉港的20%，同时又面临下游航道条件更好的九江港的竞争，岳阳港发展

内外制约因素较多。

表1 2016年岳阳、武汉、九江沿江港口吞吐量统计

港口 货运吞吐量 （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箱）

岳阳 13841 29.4

武汉 9000 106

九江 11300 27.3

图4 长江中游城市群现状民用航空机场分布情况

2.2.3 航空起步较晚，面临周边机场激烈竞争

岳阳三荷机场2013年获准建设批复，2018年底通航，规划标准为4C支线机场。随着长江中游城

市群特别是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周边武

汉、长沙、南昌、荆州、常德、九江等城市

均已有机场。客运方面，武汉、长沙和南昌

机场优势明显，对于区域航空客运吸引能力

更高；货运方面，鄂州规划顺丰货运机场，

武汉、长沙作为干线机场航线资源较多，岳

阳机场也面临较大竞争压力[7]。

3 岳阳对外交通发展对策

针对岳阳对外交通面临的主要问题，结

合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从圈层功能体系、

通道建设、强化枢纽和加强区域一体化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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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提出岳阳对外交通发展对策。

3.1 完善对外交通圈层功能体系

根据岳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区位条件和空间格局，构筑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对外交通运输体

系，形成分层分级的交通圈层。在国土层面，构建以高速铁路、干线铁路、高速公路、航空、内河水运

为主，且与其他城市群间的对外商务及物流运输圈，支撑岳阳跳出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强与其他城市群

经济体的联系；在城市群层面，构建以城际铁路、国省干道、内河水运为主的城际间交通运输圈，实现

岳阳与城市群内部武汉、长沙、南昌、九江、常德等主要城市间联系。

3.2 加强通道建设提升岳阳对外联系能级

强化京广发展轴，推进京广铁路外绕建设工程，减少对外交通与城市交通互相干扰，提升通道运行

效率；规划新增荆州—岳阳—长沙高速铁路和长沙—岳阳—咸阳城际铁路，提升京广通道能级。通过构

建京广多层次多功能通道，进一步提升岳阳在城市群京广发展轴上与武汉、咸宁、长沙等城市的联系能

力，满足不同交通出行需求。

全面对接长江经济带，贯通南沿江高铁通道，积极推动常德—岳阳—九江高速铁路纳入国家新一轮

高速铁路网规划方案，提升岳阳沿江通道快速联系和通行能力，实现岳阳由节点城市向枢纽城市转变，

提升岳阳在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竞争力。

增强福陕通道冗余能力，预控岳阳与西安、福建方向联系条件，规划预控荆州—岳阳—南昌高铁通

道，作为襄阳—武汉—南昌备用通道，提升福陕通道整体冗余能力。

图5 岳阳对外通道规划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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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强化枢纽增强多式联运效率

加强岳阳港建设，推动临港产业发展。完善岳阳港疏港铁路建设，提升港口铁水联运效率和比例；

利用京广铁路、长江和省内湘江、沅江等通道提升岳阳港腹地覆盖范围；积极推动长江岳阳至武汉段-

4.5m航道建设，提升岳阳港通江达海能力；发展临港产业，强化港口运输、仓储物流等直接产业，用

好国家级平台，发展汽车产业、装配制造、生物医药等港口共生产业。

探索货运航空发展模式，客货并举加快航空枢纽建设。利用岳阳在国土中部区位优势，发挥机场开

拓航线能力较充足的优势，积极引进货运物流公司运营和管理空港航空货运；发挥后发优势，预控空港

接入城际铁路条件，预留高铁快运功能，拓展三荷机场货运发展模式；积极争取为武汉、长沙、南昌三

地备降机场，积极引入廉价航空，多方式发展客运，力争打造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第四枢纽机场。

3.4 构建区域交通一体化协调机制

根据岳阳对外联系密切程度及区位条件，建议推进构建长岳交通一体化协调委员会或会议机制，定

期协调长沙和岳阳间重大交通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由两市分管副市长联合作为委员会或

会议主席，两市自然资源、住建和交通等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探索区域交通一体化发展协调模式和

方法，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其他区域和城市间交通一体化发展提供经验。

4 小结

岳阳高质量发展需要对外交通的支撑，研究通过对现状的分析，总结岳阳对外交通发展面临的主要

问题和挑战，提出了构建交通圈层、完善区域交通设施建设、强化枢纽支撑和创新区域交通一体化协调

机制的发展思路，为岳阳对外交通发展、在城市群中提升竞争力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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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经济区交通规划策略研究

陈天明 金杰灵 周 洋 江慰铭

【摘要】 发达的交通系统是支撑和引领空港经济区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了探究空港经济区的交通规划策略，本文

在梳理空港经济区常见的产业、空间布局特征的基础上，对机场交通、经济区交通及过境交通三种类型交通的特征进行

分析，对空港经济区的交通发展趋势及目标进行总结，并据此提出优先保障机场交通、提升经济区交通、提前分离过境

交通的交通规划策略，相关策略可为空港经济区的交通规划和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空港经济区；产业空间布局；交通特征；交通规划策略。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航空运输产业发展迅猛，航空运输能力日益增强。与此同时，依托航空运输对地区经济

的巨大辐射和带动作用，全国各地都在围绕机场建设空港经济区[1]，目前全国明确规划并进行建设的空港

经济区已经达到67个。发达的交通系统是支撑和引领空港经济区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反映空港经济

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空港经济区的交通规划策略对支撑其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空港经济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及空间布局的发展上。蔡云楠等人通过对空港、临

空经济和空港经济区进行概念辨析和理论综述，分析了 “港—产—城”系统内在的自组织特性和协同发

展机理，从规划引导、空间优化、产业培育和机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协同发展的策略和建议[2]。赵玉娟

等人以陕西省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为例，探究了时空耦合机制中 “港、产、城”三大主体融合发展的思路

与方法，并对空港、产业和空港新城的融合发展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3]。闫永涛等人基于空港经济空间

发展的圈层影响模式，对广州市空港经济区规划范围划定、产业选择、空间布局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研

究，发现空港经济的影响辐射范围划定应以时距模拟为基础，分为核心区和拓展区，并采用差别化的发

展模式，产业空间规划宜采用集群式组团布局模式，以发挥集聚效益，促进空间集约利用[4]。Kasarda

等人提出空港航空城的产业空间布局为与机场紧密相关的若干功能组团呈圈层分布，功能组团主要包括

物流园区、临空制造园区、空港商务园区和居住生活区等，具有高效率、高成本效益和可持续发展的经

济特点[5]。Nasution等人指出航空城是一个集成机场设施、物流设施、商业设施、工业设施、居住设

施等相互联系产业设施的城市产业聚集区，其边界不拘泥于行政边界，而是取决于与机场功能相连的产

业空间范围[6]。相关学者对空港经济区产业和空间发展的研究已十分丰富，然而，目前对空港经济区交

通发展进行系统分析的相关研究仍然较少。

本文将在梳理空港经济区常见的产业、空间布局特征的基础上，对其交通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产

业、空间布局及交通特征对空港经济区的交通发展趋势及目标进行总结，最后提出推动空港经济区持续

发展的交通规划策略，以期为空港经济区的交通规划和建设提供参考。

1 空港经济区产业、空间特征分析

1.1 产业类型

空港经济区的产业是充分利用航空枢纽在区内的垄断资源优势，借助于航空枢纽的运输和辐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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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集聚在航空枢纽周边的多种产业的集合。根据各类产业对航空枢纽指向性 （临空指向性）强度的由

高到低，一般可划分四种类型[7]。

（1）机场产业：指服务于航空枢纽的产业，主要包括机场设施、航空公司及其他驻机场机构的后勤

产业。

（2）临空配套产业：指服务于航空运输的配套和支持产业，主要包括航空物流业、航空旅馆业、航

空维修制造业、航空食品加工业等。

（3）临空关联产业：指具有明显航空运输指向性的有关服务业和制造业，包括总部经济、国际会

展、旅游休闲等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轻型产品制造等高时效性和高附加值的制造产业。

（4）临空引至产业：指由机场的可达性、核心和关联产业客货流吸引，以满足各类人员生活和服务

需求为目的而在机场周边布局的产业，如休闲娱乐、住宅、教育科研、金融、商贸等。

1.2 空间布局

空港经济区产业发展的集聚特征，决定了产业与航空枢纽有着密切的空间联系。以航空枢纽为内

核，不同产业因各自临空指向性不同，具有不同的经济区位选择。根据各类型产业对航空枢纽的指向性

由强到弱，产业则对航空枢纽的依赖性逐渐变弱，产业集聚空间自航空枢纽中心向外围推移，空港经济

区逐步演化成同心圆式的圈层结构，其结构布局可大致划分为四个圈层[8]，如图1所示。

（1）空港区：航空枢纽所在地区，包括航空枢纽的基础设施和与航空枢纽运营相关的设施，该地区

产业以旅客服务、航空物流等机场业及临空配套产业为主导。

（2）空港紧邻区：航空枢纽周边5km范围内或5～10min车程范围内。该区发展受航空枢纽的带动

最为直接和明显，其产业以航空物流业、航空维修制造业等航空产业主导，也具有发展总部经济、国际

会展及高新技术产业、轻型产品制造等临空关联产业。

（3）空港相邻区：航空枢纽周边5～10km范围内或15min车程范围内。该区发展主要受航空枢纽

间接带动，是空港经济的延伸，其产业以高新技术制造业、国际会展、总部经济、轻型产品制造和旅游

休闲等临空关联产业为主导，临空指向性有减弱趋势。

（4）外围辐射区：航空枢纽周边15km范围或15min车程以外的范围。该区发展受航空枢纽和城市

中心的复合带动，产业以临空引至产业为主，类型多元，包括更多的城市经济活动。

图1 空港经济区产业空间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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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经济区依托临空产业自身集聚发展会形成同心圆式圈层结构的集群式产业组团圈层布局，同心

圆式圈层结构是一种理想模式，现实情况下空港经济区的空间布局往往会随着航空枢纽所在区域的特征

而发生变化。空港经济区有时会受限于航空枢纽所在地区自然环境和区域环境的干扰，从而形成偏侧局

部发展等空间布局模式。如新加坡樟宜机场临空经济区及韩国仁川机场航空城，均是由于航空枢纽一侧

近海而采取偏向陆地一侧发展的偏侧模式[9]。

2 空港经济区交通特征分析

结合空港经济区的产业和空间分布特征，空港经济区的交通出行大致可以分为航空枢纽所产生的机

场交通、其他临空产业所产生的经济区交通以及经过空港经济区的过境交通。

2.1 机场交通

空港经济区的核心是机场，机场客流以安全检查和隔离管制为界，可以分为陆侧客流和空侧客流。

陆侧客流主要包括出入机场的旅客、接送人员及机场工作人员。陆侧客流以所在城市为主，且与中心城

区联系最为紧密，以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为例，省内陆侧客流当中将近70%集中在广州市，广州市的客

流当中有将近70%位于中心城区。空侧客流主要为中转旅客。国际航空枢纽往往存在较大的空侧客流，

大量的中转旅客会导致航空枢纽各航站楼间产生较大的换乘需求。

2.2 经济区交通

空港经济区各产业间联系紧密。机场业及临空配套产业围绕机场呈圈层分布，而机场业、航空配套

产业间有较强的需求，因此机场业及配套产业围绕机场形成了的第一层交通需求环。临空关联产业环绕

机场业及配套产业呈环状圈层布局，关联产业间同样具有较强的交通需求，因此关联产业围绕机场形成

第二层交通需求环。而周边临空引至产业、临空关联产业与机场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机场与城市中心

区及周边行政区中心存在着紧密联系，因此形成了以机场为中心的放射状交通需求走廊。

2.3 过境交通

空港经济区辐射范围较大，机场往往距离中心城区约10～30km，通常是市外通往中心城区，或者

市外通过性交通的交汇处，存在大量的过境交通需求，会出现空港经济区内的高速公路，特别是通往中

心城区的机场高速功能混合的问题。同时，机场作为一个面积庞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必然对城市空间产

生割裂，大量机场周边的行政区之间的通过性的交通需求需绕行通过，增加了绕行距离。

3 空港经济区交通发展趋势及目标

3.1 交通发展趋势

3.1.1 打造现代化综合立体的交通体系，扩大对外辐射影响范围

我国空港经济区的发展普遍处于起步阶段，对外通道以满足通往中心城区的空港枢纽客流集散和通

勤需求为主，辐射城市群其他城市及周边省区的高快速铁路通道普遍不足。随着交通强国战略的推进实

施，城市群间需加快构建便捷顺畅的交通网，空港经济区将进一步加强与城市群各城市的机场、铁路枢

纽和港口联系，扩大对外辐射影响范围。

3.1.2 构筑多通道支撑的交通系统，匹配产业空间发展轴带

空港经济主要是依托配套产业在机场周边形成自身的经济腹地，在机场与中心城区之间的走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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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随着空港产业辐射带动作用不断加强，空港经济区将形成与中心城区和周边主要经济腹地的多条对

外发展轴带，需要构筑与之相匹配的多通道支撑的交通系统。

3.1.3 打造 “环形放射状”的交通网络，支撑 “港—产—城”融合发展

现状空港经济区内部的产业和城镇发展一般相对滞后，交通基础设施较为薄弱，难以支撑空港经济

区的高质量发展。未来依托机场形成 “港—产—城”融合发展态势，空港经济区建设的加快，将形成

“多圈层+多轴带”空间发展模式，因此，需要打造以机场为核心的 “环形放射状”的交通网络，支撑

“港—产—城”的融合发展。

3.2 交通发展目标

空港经济区的发展将全面释放航空枢纽优势，培育万亿级临空经济圈，打造功能完善、产业高端、

生态宜居的世界枢纽港、国际航空城，实现 “港—产—城”融合高质量发展。相应地，要建设多层级、

一体化的机场综合交通枢纽，加强机场与中心城区、与城市群各主要城市的快速联系，畅通机场对外道

路交通。同时优化完善空港经济区内部的交通系统，形成以机场为核心，高效、便捷、安全、绿色、经

济的内联外通的综合交通体系。

4 空港经济区交通规划策略

4.1 优先保障机场交通，打造航空枢纽

4.1.1 发展空铁联运，拓展机场腹地

4.1.1.1 引入多条高铁线路，打造无缝衔接的空铁联运

引入的高铁线路应尽量辐射机场服务较薄弱的地区，并加强与重大铁路枢纽的换乘[10]，构建辐射

南北、联通东西的对外高速铁路通道，将机场接入全国的高铁网，尽量拓展机场的腹地。高铁站应尽量

结合航站楼或综合交通中心设置，打造无缝衔接的空铁联运系统，这是空铁联运最便捷的模式。无缝衔

接的空铁联运可以细分垂直衔接和水平衔接两种模式[11]。垂直衔接模式通常航站楼位于机场中央，高

铁站设置在航站楼或者综合交通中心下方，例如，北京大兴新机场。水平衔接模式通常航站楼位于机场

边缘，高铁站紧贴航站楼或者综合交通中心设置，还可以结合磁悬浮、长途客运站等打造条块式的水平

衔接，如上海虹桥机场。

4.1.1.2 专线连接铁路枢纽，全面挖掘空铁联运的潜力

城市内部的铁路枢纽已从 “大而全”的集中式布局向 “小而美”的分散布局转变，机场高铁站将是

城市铁路枢纽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借助城市轨道、捷运系统或免费摆渡车等专线连接的

方式，实现与城市内部的铁路枢纽便捷联系[12]。此外，在其他高铁站设置城市航站楼，提供远程值机

的服务，主要功能包括旅客购票和信息查询等，以全面挖掘空铁联运的潜力。

4.1.2 完善集散系统，缩短时空距离

4.1.2.1 增加机场第二高速，实现高速公路与各个航站楼的快捷联系

由于短途借道车辆多、部分路段和节点通行能力不足、出口车流倒灌等问题[13]，机场高速在接近

中心城区的路段往往形成常发性的交通拥堵。因此，需要增加机场第二高速，以分担机场高速的交通压

力，保持机场高速的专用性。两条机场高速通常直接与主航站楼连接，能够很好地服务主航站楼通往中

心城区的方向。在此基础上，还应设置高速连接线，实现各方向的抵离车辆与各航站楼的快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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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增加市域轨道快线，加强与中心城区以及重要交通枢纽联系

为了快速集散机场的旅客，机场通常都会有一条联系中心城区的轨道线路，譬如北京首都机场的首

都机场线等。随着机场陆侧集散客流的增长，这些轨道线路的客流强度越来越大，局部会呈现过饱和的

状态，严重制约机场的轨道集散能力，迫切需要新增机场联系中心城区的快速城市轨道，实现多条快速

城市轨道通往中心城区。此外，在一个城市多个机场和铁路枢纽分散布局的发展背景下，还应增加机场

联络线，实现市域内多个机场和市内重要铁路枢纽等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14]。

4.1.3 加强内部衔接，提高服务水平

4.1.3.1 打造强大的综合交通中心，减少旅客的换乘距离

机场陆侧客流通过高速铁路、城际轨道、城市轨道、机场大巴、旅游大巴、出租车、网约车、私人

小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集散。各种交通流线的组织较为复杂，通常打造与航站楼无缝衔接的综合交通中

心，将各种衔接方式合理有序地组合在一起。综合交通中心通常采用立体布局模式，优先将城市轨道交

通站点布置在最接近航站楼的位置，并尽量缩短其他各种交通方式与航站楼的距离，充分利用地上、地

下空间，强化航站楼与配套设施布局协调、运输功能与城市服务功能有机衔接。

4.1.3.2 加强航站楼间的便捷联系，减少旅客的换乘次数

大型机场一般规划多个分散设置的航站楼，同时从空侧和陆侧加强航站楼间的便捷联系，减少旅客

在航站楼之间的换乘次数，是提升旅客出行体验的重要举措。从空侧加强航站楼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

空侧捷运系统，联系航站楼候机廊、航站楼与航站楼、航站楼与卫星厅、航站楼与停车设施[15]。从陆

侧加强航站楼之间的联系，除了可以采用陆侧捷运系统之外，还可以通过城际轨道、城市轨道和穿梭巴

士等方式。穗莞深城际直接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的三个航站楼设站，上海地铁10号线东西向直接串联

上海虹桥机场的2座航站楼，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在航站楼之间设置了穿梭巴士。

4.2 提升经济区交通，支撑融合发展

4.2.1 完善客运交通，促进航空城建设

4.2.1.1 构建环形放射干道网络，与产业和空间布局相匹配

构建环形放射的干道网络，串联机场及临空配套等相关产业，实现港产城之间的便捷联系。在空港

及其紧邻区构筑机场衔接环路，串联机场内部的各个功能区，主要是提高各个功能区与机场的衔接效

率，并满足沿线货运交通集散需求。在空港相邻区构筑组团串联环，主要是串联对外通道，实现快速转

换，满足过境交通绕行需求，串联沿线物流区、制造区、商务区、服务区等组团，满足组团间交通需

求。在外围辐射区甚至更大的范围，增加放射状道路，并结合环形放射状的路网，完善立交节点方案，

实现交通高效转换。放射状道路中，会重点考虑增加机场与中心城区方向的交通性主干路，可以服务短

途客流以分流机场专用高速的交通压力，也可以支撑机场与中心城区的经济发展轴带[16]。此外，为了

满足机场周边城镇的过境需求，考虑增加下穿机场的交通干道，减少机场对城市空间造成切割的影响。

4.2.1.2 外围加密普速轨道交通，打造轨道上的空港经济区

单纯依靠直接引入机场的市域轨道快线，无法全面覆盖机场以外的空港经济区交通需求，需要进一

步在外围加密普速轨道交通，串联空港紧邻区及空港临近区的重点发展区域。通常引入机场的城际轨道

和市域快线等也会在重点发展区域设置站点，城际站点与城市轨道站点的结合，可以打造空港经济区外

部的客运枢纽，从而形成机场枢纽内部和外部相结合的客运枢纽体系，加强对空港经济区的服务能力。

4.2.2 优化货运交通，促进产业的发展

机场枢纽内部和空港经济区外部都有巨大的货运需求，需要完善货运枢纽体系、建立货运通道分级

使用体系等，加强货运交通管理，以促进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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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善货运枢纽体系。规划机场内部货运区以及空港经济区的城市配送货运枢纽体系，形成货运

市场与物流园区合理搭配，形成层次分明、分工明确的城市货运枢纽体系。统筹考虑各物流节点的上下

游网络联系，促进货运站场与物流园区联系紧密的网络布局建设。

（2）建立货运通道分级使用体系。规划一级货运通道强化与城市群的快速联系，规划二级货运通道

辐射周边产业区，实现10分钟上高速公路。与货运通道等级划分相适应，制定规划范围货车禁限措施。

对于除货运通道以外的道路，要制定对货车车型、运行时间的限制。对于一级、二级两级货运通道，要

建立与货运物流枢纽点信息相关的智慧指引系统。

4.3 提前分离过境交通，减少外部干扰

在现有高速公路的基础上，在机场周边加密高速公路通道，形成网格状的高速公路网络，以提前分

离过境交通，避免出现机场集散交通与过境交通混杂的现象，保持机场高速专用性。

5 结论与展望

在交通强国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发达的交通系统对空港经济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对空

港经济区常见的四大产业类型及同心圆式圈层状空间布局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机场交通、经济区

交通及过境交通三种交通类型的交通特征，并结合产业、空间及交通的特征，进一步明晰了空港经济区

扩大对外辐射影响范围、匹配产业空间发展轴带、支撑 “港—产—城”融合发展的交通发展趋势及打造

高效、便捷、安全、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网络体系的交通发展目标，并据此提出优先保障机场交通、

提升空港经济区客货交通和提前分离过境交通等交通系统规划策略，以期为空港经济区交通系统规划提

供参考。随着交通科技的发展，未来交通方式也将发生更深刻的变化，货物的空铁联运、城市候机楼通

过轨道专列进行行李托运等正在开展相关的研究，将进一步丰富空港经济区交通规划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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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城共生理念的开放式校园交通规划研究

———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

舒诗楠 张晓东 李陆珅

【摘要】 当前国内大学出于安全、管理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往往构建封闭式校园，导致了交通拥堵加剧、可达性低、

校城资源无法共享等一系列问题。随着共生理念的发展，由封闭式大学向开放式大学校园转变已是大势所趋。本文针对

国内封闭式校园存在的交通问题，在总结开放式大学交通规划经验的基础上，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为例，从道

路分级、路网规划、横断面设计和交通稳静化四方面展开研究，旨在探索可持续的开放式大学校园交通规划方向和

路径。

【关键词】 交通规划；大学校园；共生；开放；路网规划

0 引言

“科教兴国”战略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大城市持续开展

高教园和大学城的规划、建设工作。但在建设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封闭式校园的弊端逐步凸显，分隔

的校园道路与城市道路加剧了交通拥堵，封闭的校园围墙束缚了开放、互动、活力的氛围。同时，当前

的大学校园道路交通规划并未有效落实 “以人为本”的理念，校园道路不贯通、路网密度低、路权分配

不合理等问题逐渐暴露。

近年来，大学校园规划建设逐渐从对 “量”的关注转向对 “质”的重视，大学校园的规划思路也逐

步从 “封闭”转向 “开放”。本文在 “校城共生”理念的指导下，在沙河高教园道路交通规划的实践过

程中不断反思，对开放式大学校园的道路交通规划展开研究。本文分析了封闭式校园存在的交通问题，

对国外开放式校园的交通规划经验进行了梳理，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沙河校区 （以下简称 “北航沙河校

区”）为例，从校园道路分级、道路网规划和横断面设计和交通稳静化四方面展开了研究，提出量化指

标要求，旨在探索出一条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开放式校园可持续发展道路。

1 封闭式校园存在的问题

1.1 城市道路被封闭

当前北京市出于安全、管理等方面因素的考虑，各高校普遍实施了封闭管理，形成封闭式校园，校

园空间与城市空间被围墙所分隔，校园道路与城市道路被大门所隔离。规划道路被围在各个学校里无法

贯通，不能形成好的交通体系，导致区域路网密度低，可达性不足，加剧了城市交通拥堵。此外，封闭

式校园无法实现街区开放，难以形成设施共享，导致区域品质和吸引力不足。

1.2 道路分级不明确

城市道路分级体系明确，依据其在路网地位和交通功能，分成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然

而当前大学校园道路系统缺乏统一的分级体系，使得校园内部道路的规划缺乏指导，无法形成多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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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体系。

相较城市道路，大学校园道路具有自身特点：出行方式多样化，更多地服务于慢行交通出行者；自

行车与人流的空间聚集性和时间阵发性特征显著；道路使用类型更偏向于社区化与人性化，承担了漫

步、休憩、交往等生活性与社会性功能。大学校园道路缺乏统一的分级体系，导致内部道路的功能定位

不明确，道路空间分配不合理，无法与交通需求有效契合。此外，大流量的机动车在校园内快速行驶，

干扰了自行车出行与步行，带来了安全隐患，打破了安宁的校园氛围。

1.3 路网密度不达标

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的新区开发建设以大街区的土地扩张模式为主，奉行以车为主的道

路规划思路，造成了路网密度低、街区尺度大、路网格局不合理等一系列交通问题。“窄马路、密路网”

的理念，“单行道”的思想已被广泛接受。合理的路网密度、路网格局能够有效协调人和校园空间环境，

有利于形成积极的校园空间。

从我国高校的目前的情况上看 （见表1），部分校园存在路网密度偏低、道路面积率偏低、道路级

配不合理等问题[1]。大学校园交通呈现以自行车与步行为主的特征，应塑造小尺度、密路网、窄道路的

路网格局。低路网密度与道路面积率造成校园内部出行的可达性、便利性不足。不合理的道路级配易导

致车行为主的校园交通环境，不利于塑造倡导自行车与步行的安宁校园。

表1 部分校园路网指标[1]

大学
面积

（km2）

人口

（万）

路网密度

（km/km2）
道路面积率 道路级配

清华大学 3.35 4.8 9.1 6.3% 1∶1

北京大学 3.39 6.7 6.7 6.3% 1∶1

华东交通大学 1.69 11.5 11.5 11.8% 2∶3

北京理工大学 1.10 15.1 15.1 11.5% 1∶2

北京工业大学 0.91 11.9 11.9 10.5% 1∶1

1.4 道路空间分配不合理

部分大学校园的道路空间分配未遵循以人文本的理念，未能契合校园交通出行需求的自身特点。目

前大学校园道路的横断面多为一幅路，以机非混行的形式为主。道路空间倾向于更多的分配给机动车，

部分道路缺少独立的自行车道，人行道宽度不足。大学校园自行车与行人流量较大，尤其是上下课的高

峰期，常出现自行车与行人在机动车道通行的情况，安全隐患较大，慢行体验不佳。

2 开放式大学经验借鉴

2.1 共生的理念

共生作为一个综合性的理念，源于生物学、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领域。共生理念

强调系统论，以共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共生系统的构建、发展、完善为为主要内容。黑川纪

章长期致力于共生城市理论研究，他认为合理主义的二元论将城市的功能分离，硬性划分出居住区、商

业办公区、工业区等不同区域。而共生城市从功能划分转变为系统融合，是功能混合、复杂组合的

共生[2]。

大学校园作为社会活动的重要结构单元，其可持续发展正是共生理念的重要体现。大学难以仅凭借

自身孤立的实现可持续发展，而需在与城市融合的基础上实现。校园道路交通规划既要关注校园内部道

路交通自身，也要关注其与城市道路的衔接；既要重视校园内部环境安宁，也要注重校园内外道路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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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便捷；既要重视道路等物理空间的规划，也要注重校园出行方式的引导。因此，开放式校园是实现

校城共生的基础，而通过合理的道路网规划、横断面设计与交通稳静化措施，在物理空间上保障校园交

通与城市交通的连通与连贯，在管理空间上保障校园交通与城市交通的适当分离，是实现校园交通可持

续发展的重点。

2.2 国外开放式大学案例

大学与城市的空间关系、大学发展的时间序列造就了高校与城市的不同开放、融合程度，可将大学

分为开放融合式大学、开放集中式大学、封闭式大学。目前我国高校多为封闭式大学，而国外的牛津大

学、剑桥大学为典型的开放融合式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为典型的开放集中式大学。本文选

取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作为案例，重点分析了两类开放式大学的路网形态和道路横断面形式。

2.2.1 开放融合式大学———牛津大学

牛津大学属于开放融合式大学，校园用地分散于各个地块当中，与城市用地布局交错。从时间上看，

牛津大学从1167年到19世纪陆续建设36个学院，是由大学建设带动城市建设，融合发展。从空间上看，

处于邻近大城市的小城镇，学院散布全城。可见，牛津大学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牛津

大学是自发生成、渐进式发展形成的开放式校园，分散式布局造就的高密度路网、小尺度街区。

牛津大学路网形态呈现放射线，形成了二级的道路体系 （见图1），路网密度达到15.6km/km2。一级

道路为城市的主要交通通道，主要服务于通过性交通为，路网密度为3.9km/km2。二级道路为城市的支路

网，主要服务于进出性交通。路网密度11.7km/km2。牛津大学与城市完全融合，路网密度一致。

图1 牛津大学路网形态

从道路横断面形式上看，一级道路作为交通型道路，机动车双向行驶，机动车道数较多。二级道路

作为生活型道路，以单行道、混行车道为主，设有路内停车位。牛津大学的路网机动车可达性高，但单

行限制多、道路较窄。在商业区域设置了慢行专用路，保障了慢行安全。

2.2.2 开放集中式大学———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属于典型的开放集中式大学，校园用地分区集中布设在城市街廓的地块中。从时间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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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始于1636年成立，早于1846年剑桥市形成，大学建设带动城市建设，融合发展。从空间上看，处

于边缘城市、区域内集中布设多个大学。可见，哈佛大学是渐进式发展形成的开放式校园，集中式布局

依旧塑造高密度路网、小尺度街区。

哈佛大学形成了以放射线为骨架，以方格网为支撑的三级路网结构，路网密度达到13.1km/km2。

一级道路服务于城市交通，是城市的通过性交通通道，路网密度为1.3km/km2。二级道路衔接校园交

通和城市交通，为联通各区的主要交通通道，路网密度3.6km/km2。三级道路为校园内支路网，以进

出性交通为主，路网密度为8.2km/km2。哈佛大学与城市融合，大学区域与城市区域路网密度较一致，

大学区域路网密度13.6km/km2，城市区域路网密度12.9km/km2。

图2 哈佛大学路网形态

从道路横断面形式上看，一级道路为城市交通型道路，以双向4车道为主。二级道路为校园交通型

道路，多为双向2车道。三级道路为校园生活型道路，以单行道、混行车道为主。哈佛大学同样是路网

机动车可达性高、单行限制多，但道路相对较宽。

哈佛大学在主要交通型道路设置了自行车道，并通过彩铺、护栏等形式保障自行车路权。商业地区

通过稳静化设计、建筑退线空间与道路空间一体化设计保障慢行交通路权，提升街道活力。

2.2.3 开放式大学道路交通规划特点

对国外不同类型开放式大学的道路网规划指标进行梳理 （见表2），结果表明国外一流开放式大学

路网密度均大于12km/km2，道路面积率达18%以上，干路与支路的配比处于1∶1.5至1∶3之间。

表2 国外开放式校园路网指标

大学
面积

（km2）

大学路网规划指标

路网密度 道路面积率 道路级配

开放集中式
哥伦比亚大学 7.1 12.0 21.8% 1∶5∶10

哈佛大学 4.5 13.1 20.3% 1∶3∶6

开放融合式
剑桥大学 4.5 14.5 18.4% 1∶3

牛津大学 2.0 15.6 18.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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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国外开放式大学的道路交通，主要形成四点特征。一是构建多层次的道路交通体系。一级道路

城市交通通过性道路，二级道路为校园内主要交通型道路，三级道路为校园内生活型道路。二是路网形

式多种多样，但均塑造了密路网、小街区，形成有效的单行组织。三是人车分流、人车共存、人车混行

多形式共存。人车分流，体现在商业地区设置小汽车禁行区、慢行专用道。人车共存，体现在设置独立

的自行车道和充足的人行道，保障慢行空间。人车混行，体现在通过交通稳静化设计，有效降低机动车

速。四是构建丰富的步行网络，打造充满活力的临街空间。设置开放互动的临街商铺，利用建筑前区设

置商业外摆，打造充满活力的街道空间，使校园融入周边社区。

3 开放式大学校园交通规划研究

3.1 北航沙河校区概况

沙河高教园包括高校片区、居住片区和公共设施共享区，占地约8km2，规划人口10万人，已有6

所高校入驻园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于2010年入驻沙河高教园，位于沙河高教园西南位置，建设用地

74公顷，规划建筑面积83万km2，2017年入驻师生总数达9千人。

然而，北航沙河校区受环境所限，沿用大院式封闭建设管理理念，导致开放式大学的初衷未能实

现。校园仍旧采用大街区、宽马路的传统模式，路网密度仅为7.3km/km2。此外，道路级配不合理，

支路网未能形成有效微循环。

为打造世界一流、科教融合的大学城，本文针对目前封闭式校园道路交通存在的问题，以北航沙河

校区为例，对开放式大学校园道路交通规划进行探讨，从道路分级、道路网规划、横断面设计与交通稳

静化四方面展开了分析。

3.2 道路分级

城市道路分级以道路的交通功能为主要划分依据，强调机动车的地位。而大学校园与城市的出行特

征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大学校园内部道路分级也应与城市道路分级不同。大学校园内部道路分级在理念

上从 “以车为主”转向 “以人为本”，在功能上从注重通行需求转向关注交通、生活、游憩等多元复合

需求。在打开校园围墙的前提下，综合考量开放式校园交通与城市交通的关系，将校园内部道路划分为

交通型道路、集散型道路和生活型道路三类[3，4]。

图3 现状规划路网

开放式校园的交通型道路承担一定的城市道

路功能，是城市的通过性交通通道。同时承担着

连接校园和城市的进出道路功能，是校园内机动

车流量较大的交通通道。生活型道路主要服务于

大学校园内的到达性交通，深入地块的内部。更

加强调道路的公共场所功能，以慢行交通为主。

集散型道路承接交通型道路与生活型道路，是连

接校园内各区域的主要通道。

校园道路的等级通过城市道路等级和机动车流

量两个要素进行判断。校园内的城市主干路，以及机

动车流量较大的城市次干路为交通型道路。校园内的

城市支路，以及机动车流量较小的城市次干路为集散

型道路。其他道路为生活型道路，人流量较大。

从北航沙河校区的现状规划路网上看，城市

次干路、支路被封闭在校园内部 （见图3）。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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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规划改造路网

校园开放后的规划改造路网方案如图4所示，沙河高

教园的城市道路与校园内部道路联通，通过适度的道

路加密，将形成交通型道路、集散型道路、生活型道

路布局合理的多层次的道路交通体系。

3.3 道路网规划

通常，用路网密度、道路级配、道路面积率等指

标衡量路网规划情况，本文在参考已有规范的基础

上，结合个体出行感受，考虑国内大学校园的实际情

况，明确了开放式大学校园适宜的路网密度、道路面

积率与道路级配。从个体出行感受上看，校园限速

20km/h的条件下，机动车在交通型道路的行驶时间

宜控制在2min左右
[5]，因此交通型道路密度宜为

3km/km2。人们不会感受到疲惫的可接受步行距离

为400～500m，单一路线下步行200m就会感到厌

倦[5]，因此宜将道路间距控制在200m以下，对应的

集散型道路与生活型道路合理密度在7km/km2以上。

结合国内大学校园的实际情况 （见表1），高校内部道路的路网密度应在10km/km2以上，交通型道路与

集散性、生活型道路的道路级配应为1∶2.3至1∶3之间。

“窄马路、密路网”的理念为人本化校园道路的塑造提供了支撑。开放式大学打开校园围墙后，校

园与城市共生，校园骨架路网应与城市道路联通，道路尺度应与城市道路连续。因此，在塑造窄马路的

同时，交通型道路需保持较宽道路保障交通通行能力，道路面积率不宜过低。在路网密度达10km/km2

以上的条件下，道路面积率应为15%～25%。

本文针对北航沙河校区现状问题，提出了规划改造方案 （见图5、表3）。一是构建开放式大学，打

开围墙，保证校园骨架路网与城市道路联通。二是加密路网，形成可达性高、出行便捷的道路网络，路

网密度由7.3km/km2提高到13.3km/km2，道路面积率由11.9%提高到18.4%。三是构建级配合理的

三级道路网络，形成完善的慢行支路网，交通型道路与集散性、生活型道路级配达到1∶2.7。

表3 北航沙河校区路网指标

规划方案
路网密度 （km/km2）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合计
道路级配

道路面

积率

现状规划 3.6 1.8 1.9 7.3 干路∶支路=3∶1 11.9%

规划改造
交通型道路 集散型道路 生活型道路 合计

3.6 3.4 6.3 13.3

交通型道路：集散性与

生活型道路=1∶2.7
18.4%

3.4 横断面设计

在大学校园道路分级的基础上，本文考虑不同类型道路的使用者需求优先级，提出了不同等级道路

的横断面设计导向。交通型道路机动车流量大、车速较快，应以提高交通安全与组织效率为导向，配置

较多的机动车道，设置有效的机非隔离。集散型道路承担的多种交通方式相对均衡，应以改善交通秩

序，减少机动车对慢行的干扰为导向。生活型道路慢行交通流量大，活动丰富，应以提升活力为导向，

提供充足的慢行通行空间与活动交往空间。

道路红线宽度上，与城市道路相连的交通型与集散型道路，应保持尺度连续，宽度与相连的城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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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保持一致或适度缩窄。对于生活型道路，应打造小尺度空间，设置较窄的道路红线。

道路线形上，与城市道路相连的交通型与集散型道路，其道路线形宜与城市道路保持一致。生活型

道路则可结合地形、水系、绿化等形成流畅的弧形道路，设置水平线位偏移，降低车速，营造适宜慢行

的街道环境。

横断面形式上，交通型道路应设置为三幅路，利用绿化带设置独立的非机动车道。集散型道路红线

较宽的应设置为三幅路，宽度较窄的设置为一幅路。生活型道路宜设置为一幅路，机动车组织单行，并

根据道路红线宽度采用独立设置机非车道或者机非混行的形式，鼓励统筹道路红线内外空间进行一体化

设计。

机动车道宽度上，交通型道路承担着城市交通与校园内部较多的机动车交通，具有公交车、货车等

大型车辆通行需求。考虑到保障校园内部交通安全，适当缩减机动车道宽度，宽度应取3.2m
[6，7]。集

散型道路与生活型道路承担着更多的慢行交通出行，应进一步降低机动车行驶速度，机动车道宽度应采

用3.0m
[6，7]。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面积方面，应更多地向慢行交通倾斜，面积占比不应小于50%，宜

大于60%。

针对三种大学校园道路等级，以北航沙河校区为例，根据其不同等级道路的红线宽度设计了3

种横断面形式 （见图6、图8）。交通型道路采用双向四车道，考虑到机动车流量较大，采用绿化

带隔离的方式设置独自的非机动车道。通过性的自行车和步行流量较大，因此设置较宽的自行车

道和人行道。

图5 交通型道路横断面

集散型道路采用双向两车道，将机动车道宽度压缩到3m降低车速。利用绿化带设置独自的非机动

车道，设置较宽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生活型道路红线宽度较窄，设置为单行道，机非混行。人行道与

建筑前区空间一体化设置，商业街道可根据空间设置商业外摆，提升活力。

图6 集散型道路横断面

666



图7 生活型道路横断面

3.5 交通稳静化

为保障大学校园交通安全、改善交通出行环境，

各高校逐渐开始关注交通稳静化措施。目前国内

大学校园对区域道路进行封闭，进而达到减少机

动车的交通量的目的[8]。

北航沙河校区拟采用人性化的工程性措施，

如在机动车交通量较大的道路设置减速台、减速

丘降低机动车行驶速度，采用凸起交叉口、交叉

口瓶颈化、路口窄化等方式保障行人过街安全。

同时，将结合景观环境设置道路水平偏移，以达到降低车速、活跃校园景观、增加出行趣味性的目的。

4 结语

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正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的大学城、高教园。然而受安全、管理等方

面因素的限制，各高校仍构建封闭式校园，校城融合不足。分隔的校园道路与城市道路加剧了交通拥

堵，导致区域服务品质与吸引力不足。本文在共生理念的指导下，以北航沙河校区为例展开研究，提出

了开放式大学校园道路交通规划的量化指标要求。着力于打造符合大学校园特点且层级分明、规划科学

的道路网体系，致力于构建通行有序、宜人舒适的道路交通空间，为开放式大学校园的构建做出了有益

探索，为其他大学校园的规划提供了有效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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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道路与街道



城市道路路权规划体系构建

马 清 王田田

【摘要】 以往路权的概念主要应用于道路交通管理，以提升道路使用效率、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为目的，根据交通

法规规范道路使用者使用道路的权利。将路权的概念引入空间规划，建立和完善路权规划体系，既是发展低碳交通，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公平分配路权，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求。本文从路权的概念和特征分析入手，分析

了当前城市道路空间分配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路权规划目标和规划编制框架，包括根据道路的交通特征和街道

特征进行道路分类，细分路权类型，建立路权规划的逐级传导机制，以及技术标准、编制审批、法规政策、实施监督等

方面的保障措施，从而将路权规划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为道路空间的优化配置提供依据。以青岛市为例，研究

探讨了城市道路分类方法、各类道路路权分配的原则、典型区域和道路的路权规划和交通设计。
【关键词】 路权规划；国土空间体系规划；交通规划；城市道路；城市交通

0 引言

道路是由一地通往另一地的路径。随着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的主要功能相应改变，道路上的运输工

具逐步升级，道路交通也由马车等非机动化形式进化到汽车时代。近一个世纪以来机动化和城市化的同

步演进成为城市发展的主旋律。中国大城市从改革开放至今已经历了40年的快速发展期，城市人口不

断聚集，城市用地规模快速膨胀，城市交通机动化水平迅猛增长。城市交通方式随着城市规模的拓展和

小汽车进入家庭的步伐加快，由原来以自行车、步行等慢行交通方式+公交为绝对主导模式，向小汽车

+公共交通+慢行交通三种方式均衡，并逐步向小汽车为主导方式的方向演变。以青岛市为例，2002
年非机动化出行占全部出行方式的半壁江山，到2018年小汽车出行占比31.5%、公交行占比26.0%、
慢行占比34.0%，道路空间分配也随之进行了调整，取消了自行车道，增加了车行道，施划了大量路

内停车泊位，以适应机动车通行和停放需求。产生的问题是交通拥堵加剧、慢行通道不连续、弱势群体

过街困难、公交专用道被挤占、城市道路环境品质下降等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低碳交通。低碳交通要求人们日常

出行中选择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交通方式。在面临疫情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的背景下，李克强总

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造提升步行道，支持餐饮、商场、文化、旅游发展，增强城市活力，促进就

业，方便居民生活。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说：西部一个城市，按照当地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

贩摊位，一夜之间增加了10万人就业。室外经营和有序占道经营，激活夜经济，方便居民，刺激消费。
然而，目前许多大城市道路路权分配并未充分体现低碳交通和社会公平。表象上看，是交通管理部

门对道路空间管控的措施不当，实质是上是城市缺乏路权规划、政策、实施、管理、运行等各环节科

学、合理、公平的有效机制。需要反思的是如何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科学合理分配路权，促进社

会公平？ 如何体现生态文明的发展要求，促进低碳绿色交通？ 如何体现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建立健全

路权规划体系是当务之急。

1 路权的概念和特征

1.1 路权的概念

  路权即权利人依法对道路空间使用的权利。根据道路交通工程与管理的原理，通过道路交通法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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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管控措施，在一定空间、时间内，规范道路使用者使用道路的权利。包括行驶权、通行权、先行

权、占用权。一般路权使用的主体是人，城市道路上行驶的交通工具和通行交通方式一般包括小汽车、
公交车、出租车、自行车、摩托车、步行、大客车、货运车等，随着科技发展或许会产生新的交通工具

和交通方式。
行驶权一般是指驾驶某种交通工具在道路上行驶的人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或许可，例如：拥有某类的

机动车驾照才允许上路驾驶，儿童不允许在城市道路上骑自行车等等。在交通法规中对驾驶人的行驶权

有明确界定，在此不再做深入探讨。
通行权是指行人及各种交通工具在道路上通行的权力。这里的交通工具指交通法规规定或者交通管

理部门许可的道路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种类众多，且随着科技产业发展新型交通工具不断涌现，从城市

道路路权角度划分，一般包括：小汽车、公交车、大客车、摩托车、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其中，外

卖电动车、快递的电动三轮车的数量多，许多城市对这类交通工具的通行权没有清晰的界定。
优先权是指在道路路段、交叉口具有通行权的通行者 （车辆、行人、自行车等）在通行轨迹有冲突

时，在时间和道路空间上通行优先次序的安排。例如有信号控制的道路交叉口，人行通道绿灯时，行人

相对于机动车有优先通行权，机动车必须优先保障人行安全通过。
占用权是指除通行权之外，依法许可在一定时间段占用道路空间的权力。例如路内停车、占路经

营等。
道路空间从设施安排和功能角度，可分为固定路权和可变路权。在道路红线范围内，市政工程设

施、道路交通设施、绿化景观设施等对道路空间的占用基本属于固定路权，此外，结合不同的道路等级

和功能需要，道路的基本通行空间也属固定路权，例如交通性干道的机动车道、城市道路的人行道均应

结合通行要求安排固定的车行道、人行道通行空间。可变路权是指在道路红线范围内，除固定路权之外

其它空间的通行权和占用权。例如城市次、支路车行道边沿空间，可能为机动车占路停车带，也可能是

非机动车道；再如 “马路市场”空间等。可变路权还包含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例如高峰时段公交专用

道、夜间路内停车、限时步行专用道等。可变路权空间识别和合理安排是路权规划的核心任务之一，既

体现道路空间分配的价值趋向，又是政府在城市治理方面的能力和水平的检验。

1.2 路权的特征

城市道路路权具有功能多样性、资源稀缺性、动态可调性等特征。
首先，道路使用功能的合理划分可实现道路使用者基本路权，城市道路呈现功能多样性特征。根据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1]
 

，城市道路分为三大类、四中类、八小类。对各等级道路的交通功能和设

置标准提出了明确要求。此外，从街道设计的角度，力图将城市道路与沿路用地使用功能相结合，将街

道划分为商业、生活、景观、综合等街道功能；位于历史城区的部分城市道路列入保护街道 （道路），
并通过立法途径对道路提出了保护和提升要求。

其次，为应对城市集约发展需要，城市道路上通行的各类交通往往密度大、强度高，道路具有资源

稀缺性特征，客观上要求道路资源的高效利用。为保证交通安全，提高通行能力，一般要求机动车、非

机动车、行人实施分道通行，在拥挤的道路上排他性特征明显。
此外，由于路权的调整一般不需要改变道路的物理形态，经济成本不高，一般只通过标志标线的调

整即可实现，调整灵活性较大，因此路权具有动态可调性特征。

2 路权分配存在的问题

道路是以承担交通功能为主，既要满足机动车高效运行，同时，还要满足步行和非机动车交通。此

外街道环境、街道活力是衡量城市形象和市民宜居水平的重要体现。综合以上几个方面，从路权分配角

度分析，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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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路内停车占用大量道路空间。根据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2]
 

第五十六条：“机动车应当在规定

地点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依法规定施划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

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然而许多城市的实际情况却是路内停车数量巨大，已经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道

路交通秩序和居民日常出行。以青岛为例，通过停车普查发现[3]
 

，城区道路路内合法停车泊位约9万

个，实际停车约21万个，违法停车数量约12万个，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其次，缺乏非机动车道。道路交通安全法[2]

 

第三十六条：“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

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

动车道的，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和行人在道路两侧通行”。第五十七条：“在没有非机动车

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但是，许多大城市为增加机动车通行空间，在有限的路幅内

对机动车道采用了能划尽划的措施，压缩或取消非机动车车道。即使按照法规自行车可以在道路两侧行

驶，但空间局促，安全难以保障。以青岛为例，2000年前后核心区将原来的非机动车道改为机动车道，
之后新建道路均未设置非机动车道，自行车出行量也相应下降。根据出行调查，城区居民平均出行距离

为7.1km，约50%的出行在5km以内，自行车是较好的出行方式。经常有人会说青岛市区部分道路纵

坡较大，不适合自行车，笔者认为未必如此。青岛市老城区道路纵坡适合自行车骑行的路段在85%以

上，骑行者少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非机动车道。
第三，街道品质不高，缺乏可供漫步的街道空间，街道活力不足。历史街区特色没有充分彰显，机

动车对居住区、商业区、历史街区等人员密集的区域干扰大，商业步行街区数量不足。
此外，还存在共享单车无序停放影响道路交通；道路路权分配没有充分体现低碳交通理念等。
以上问题的症结是缺乏路权规划体系。交通规划设计与道路交通管理脱节，道路空间的规划意图难

以有效向交通管理传导。

3 路权规划目标

以往路权的概念主要应用在道路交通管理上，以提升道路使用效率、确保道路使用者的安全为目

的。将路权的概念与空间规划结合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更高的层次上审视道路空间分配的科学性、合理

性和公平性。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对交通规划提出了新要求[3]

 

。城市道路空间是城市空间重要组成部分，与生活

空间、生产空间、生态空间既紧密相联，又在功能上相互协同。这就要求城市道路空间的分配和使用需

要全面体现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要求，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体现

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促进美好家园建设。

3.1 道路空间的集约、 高效利用

城市发展空间从外延式到内涵式发展，土地的集约化利用成为未来发展的方向，大城市有限的道路

空间所承担的客流和货流密度逐步增加，提高道路空间的使用效率，发展集约化交通成为必然选择。同

时，还要满足各种交通在道路上的通行效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3.2 发展低碳绿色交通

据相关资料，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2020年中国道路交通排放将可能占到全球道路

交通排放量的四分之一。需要在优化汽车能源结构，发展清洁能源的基础上，提高低排放交通运输方式

比例。在道路空间分配方面应当鼓励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等交通方式的发展，逐步降低市民对小汽

车出行的过度依赖。

3.3 体现各种交通方式的包容， 促进道路空间公平分配

包容性是国际化城市的标志之一，城市应当为所有依法认定的各种交通工具在城市道路上的通行权

276



做出合理安排，为城市各类群体，特别是为老年人、儿童、残障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安全便捷的道路交通

服务。为自行车、快递车等提供连续通行空间。

3.4 营造街道 “地摊” 经济空间， 增强街区活力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经济下行压力骤增，国家提倡发展 “地摊”经济，要求促进就业的举措应出

尽出，提振消费，增加就业，丰富市民生活。城市街道是 “地摊”经济的重要载体，这对道路空间分配

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系统考虑道路交通运行效率、道路交通安全、街区环境品质等因素，科学合理分

配路权。

3.5 积极适用未来交通科技发展对道路空间使用的要求

随着5G通讯、无人驾驶技术的逐步完善，新型交通工具将孕育而生，对城市道路空间提出新要

求，需要在道路工程设施、标志标线、智能交通设施适应新技术的发展需要。城市道路空间的配置也需

要相应动态调整。

3.6 路权规划与路权管理相衔接， 保障交通有序运行和交通安全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是实施路权分配和管控的主体，城市道路交通管理需要以交通法规为依据，并结

合城市路权规划，通过精细化交通设计和管理，实现交通有序运行，保障交通安全，同时保障各种各类

路权的有效落地实施。路权规划应当成为道路交通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道路交通设计和管理需要体现

路权规划的要求，对道路空间进行精细化设计和管理，明晰各类车辆驾驶者和行人的权利和责任，从而

为交通参与者提供明确的法规遵循和行为指引。

4 路权规划编制

4.1 将路权规划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目的：（1）解决现实矛盾，解决规划过多、衔接不畅的问题，实现多规合

一；（2）优化国土空间格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3）全面推进以人民中心的发展思想。将路权规划全

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可以将路权规划转化为公共政策，逐级传导，为道路交通管理提供依据；有

利于发展低碳交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公平分配路权，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4.2 综合道路交通功能和街道设计要求， 完善道路分级分类

（1）交通属性：城市道路是各类交通的载体，需要结合主要交通特征，明确道路的交通功能。在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1]
 

对城市道路提出了三大类四中类八小类的分类标准，
作为道路的交通属性标定依据。

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结合公交规划，明确公交专用道网络；结合慢行交通规划，明确自行车专用道网

络 （或自行车干线网络）；结合停车规划，明确路内停车相关要求；结合货运规划，明确货运通道等。
综合以上交通特征，确定各条城市干路的交通功能，作为道路路权划分的依据。

（2）街道属性：结合城市街道设计要求，明确各类街道功能特征，主要包括商业性、生活性、历史

街区、景观性、游览性街道等。

4.3 细分路权类型， 界定各类路权， 规范路权规划控制

从各类道路空间使用者的角度，划分路权类型，并参照用地规划的标注方法，对各类道路空间加以

编码，便于图示标注，为道路路权控制性规划提供参考。路权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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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机动车道Vehicle：各类机动车通行权。
（2）公交专用道Bus

 

Only：公交车专有通行权，包括限时公交专用路权。
（3）人行道Walk：行人专有通行权。
（4）停车位Parking：路内专有停车占用权，包括限时停车位。
（5）非机动车道Bicycle：非机动车专有通行权。包括电动自行车。
（6）步行街Commercial

 

walking
 

street：商业步行占用权，禁止机动车通行的道路。
（7）混合Mixed

 

right
 

of
 

way：两种或两种以上交通方式混合通行权，主要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
行人等混合通行的支路；混合设置的供停车、自行车通行即停即走等功能的路沿带空间等。

（8）设施Facility：设置在道路红线以内的市政设施空间。
（9）绿化Green：设置在道路红线以内的绿化空间。
（10）其它Other：以上类型以外的其它类型。
其中，机动车道V、公交专用道BO、人行道W、停车位P、非机动车道BI、步行街C为相对独立

的交通方式路权。混合M类设置的条件是在保障相对弱势的路权使用者的权益为前提设置。设施F、
绿化G为道路设施的固定空间。各类路权设置的技术要求可以在路权技术标准中确定。

表1 道路分级分类及路权类型

交通属性

干线道路 集散道路 支线道路

快速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Ⅰ级 Ⅱ级 Ⅰ级 Ⅱ级 Ⅲ级 次干路 Ⅰ级 Ⅱ级

街道属性 商业性 生活性 历史街区 景观性 游览性

路权类型
机动车道

V

公交专用

道BO

人行道

W

停车位

P

非机动车

道BI

步行街

C

混合

M

设施

F

绿化

G

其它

O

以某段道路为例做路权规划控制示意如下。其中道路Ⅰ为二级主干路 （交通性），红线宽度为

40m；道路Ⅱ为三级主干路 （商业性），红线宽度为34m；道路Ⅲ为次干路 （商业性），红线宽度为

26m；道路Ⅳ为商业步行街，红线宽度为15m；道路Ⅴ为二级支路 （生活性），红线宽度为18m；图1
为路权控制平面图，图2至图6为各条道路路权划分断面图。

图1 路权控制平面图

4.4 按照道路等级类型和路权类型， 编制道路空间路权规划方案

针对具体道路的路权规划分为两个阶段，（1）功能定位和属性标定。依据道路的功能属性和相关交

通量预测，确定各条城市道路等级分类、通行能力要求、公交专用道、自行车专用道等落实到具体路段

上，按照街道类型赋予路段街道属性。（2）在此基础上进行道路路权详细规划。一般分为路段和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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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二级主干路 （交通性）路权分配规划

图3 三级主干路 （商业性）路权分配规划

图4 次干路 （商业性）路权分配规划

图5 商业步行街路权分配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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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二级支路 （生活性）路权分配规划

叉口两部分[5]
 

。其中路段包括：道路红线、标准横断面路权划分、混合路权的类型和控制要求等。结合

街道属性，对道路红线至沿街建筑空间提出规划控制要求，作好与街坊设计的协同。交叉口：交叉口形

式、控制范围、交叉口路权分配等。细化固定路权和可变路权的空间划分，提出控制要求。

4.5 强化规划的公共政策属性， 逐步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路权公共政策

将路权规划转化为公共政策，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四体系要求，分别归入技术标准体系、编制审批

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实施监督体系。有利于路权规划贯穿于交通规划与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低碳交

通和社会公平的发展目标，促进路权规划和实施的上下衔接、公众参与、决策科学。（1）编制路权技术

标准，按照 “多规合一”的总要求，建立路权划分技术标准，明确道路空间分类标准，制定路权规划的

技术规程。（2）制定路权规划编制审批办法，按照管什么就批什么，理清路权规划和实施权责，加强规

划、交管、城管、市政等部门的协同。（3）完善路权法规政策，明确低碳交通、路权公平分配等发展目

标，建立科学决策、公众参与的公共政策，协调路权规划与相关道路交通法规，保障路权规划的有效实

施。（4）加强路权规划的实施监督，制定路权规划分期实施计划，建立路权规划的实施评估制度，完善

决策及调整机制。

4.6 编制路权规划文本和图则， 按照各级各类规划， 纳入规划成果体系

路权规划编制分为综合交通规划、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交通设计等几个阶段，按照各阶段

规划编制内容和深度要求分层次设定路权规划。其中，（1）综合交通体系规划阶段：建立路权规划体

系，提出道路分类标准及道路功能要求，进行城市道路分类和功能赋值，确定干线道路系统和集散道路

的功能等级、网络布局、红线控制要求断面分配建议，以及主要交叉口形式、交通组织与用地控制要

求，提出城市不同功能地区支线道路的发展要求。（2）分区规划阶段：进一步完善道路的分级分类，明

确次干路、支路交通属性，标定道路的街道属性，细化道路规划控制要求。（3）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
按照上层次规划要求，提出道路路权控制的详细规划方案，开展重点路段的交通设计，标定道路空间的

使用性质和控制要求。以上三个阶段与空间规划的总体、分区、控规三阶段相融合相协同。（4）交通设

计阶段：承接道路规划要求，结合新建改建道路工程设计、街道设计，提出详细的道路交通组织、空间

时间优化配置方案，用以指导交通管理和交通设施建设。

表2 路权规划体系构建要点

核心目标 发展低碳交通，促进生态文明 公平分配路权，体现以人民为中心

总体思路
将路权规划全面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五级三类四体系）
路权规划转化为公共政策，逐级传导，为道路交

通管理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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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规划编制内容

综合道路交通功能和

街道设计要求，完善

道路分级分类

细分路权类型，界定

各类路权，规范路权

规划控制

按照道路等级类型和

路权类型，编制道路

空间路权规划方案

形成路权规划文本和图

则，按照各级各类规划，
纳入规划成果

规划编制阶段
城市国土空间总规/
综合交通规划

分区规划/分区交通

规划

控制性详细规划/道
路交通详细规划

街道设计/道路交通设计/
道路工程设计

规划公共政策 路权规划技术标准 路权规划编制审批 路权规划法规政策 路权规划实施监督

5 路权规划在青岛的规划实践

结合青岛市正在开展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19～2020年），同步编制了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将路

权规划全面纳入国土空间 “三级三类四体系”规划中。寻求将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
通过逐级规划、技术标准、政策法规等各个环节，发展绿色低碳交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公平分配路

权，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5.1 青岛市路权规划体系构建

全面融入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青岛市路权规划体系，通过交通规划、交通设计两个阶段进行

逐级规划传导，通过政策法规体系、技术标准体系等进行支撑。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交通专
项规划

道路网专项

慢行专项

构建路权规划体系；提出不同功能道路路权分

类划分引导；构筑连续的公交专用道、慢行网
络

落实路权划分要求，从交通服务和公共服务功
能两个维度对区域道路功能进行定位和分类，

从系统、网络层面上对各类道路提出具体划分
要求和规划方案

落实专项规划要求，结合用地布局，细化各条

道路路权划分方案，对路权进行严格控制。
将街道空间与建筑空间进行统筹考虑、一体化

设计，落实规划控制要求

新建道路

改建道路

路内停车专项

交通
详细
规划 道路交通综合整

治提升规划

重点区域交通详
细规划

在我市街道设计导
则、公交专用道设
计导则等基础上，
制定路权划分、街
道设计等方面相关
技术标准或规范

相应内容体现

交通

规划

交通

设计

新建道路将交通设计纳入道路施工图设计

中，严格落实路权空间设计的相关要求，纳
入审查范围

结合道路整体功能提升、道路翻建、局部节

点和路段改善等开展交通设计，优化路权空
间分配

两个阶段

规划编制
审批体系

规划实施
监督体系

技术标准
体系

政策法规
体系

通过相关政策法规
制定，加强部门协
同、明确协商机
制，保障路权分配
相关要求的落实

通过加强规划实施
监督，保障规划落
实

在总体规划、专项
规划、详细规划规
划中加强对路权规
划相关要求的逐级
传导，加强对各类
规划内容的审核

四大支撑体系

图7 青岛市路权规划体系构建图

5.2 不同功能道路路权分配规划要求

在道路功能重新定位的基础上，在街道空间 （道路红线及建筑退界空间）范围内[6]
 

，对青岛市不同

等级道路路权分配进行分类引导，明确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公交专用道、路内停车、绿化覆盖等空间

要求，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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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青
岛
市
不
同
功
能
道
路
路
权
分
配
技
术
导
引

基
于

机
动

车
通

行
的

道
路

等
级

基
于

公
共

服
务

功
能

的
街

道
分

类

快
速

路
主

干
路

次
干

路
支

路

Ⅰ
级

快
速

路

Ⅱ
级

快
速

路

Ⅰ
级

主
干

路

Ⅱ
级

主
干

路

Ⅲ
级

主
干

路
次

干
路

Ⅰ
级

支
路

Ⅱ
级

支
路

交
通

主
导

类

步
行

通
行

区

非
机

动
车

道

公
交

专
用

道

路
内

停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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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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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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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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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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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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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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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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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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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不同功能分区道路路权规划要求

与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城市功能分区[3]
 

相对应，从日常居住、综合服务、商业商务、交通出行、产业

集聚等城市主要功能出发，考虑对区域内的道路功能诉求，将青岛城市主要功能分区的居民生活区、商

业商务区、综合服务区、特色历史区、交通枢纽区、产业集聚区这六类功能分区的街道空间提出规划要

求，如表4所示。

图 例

居住集聚区

商业商务区

综合服务区

特色历史街区

交通枢纽区

产业集聚区

 

图8 青岛市不同功能分区布局示意图

表4 青岛市不同功能分区道路路权规划要求

功能分区 含义 道路路权规划引导

居住

集聚区

以住宅建筑和居住

配套设施为主要功

能导向的区域

稳静

舒适

稳静共享，提高安

全性和舒适度

改善街道公共空间

品质

鼓励限制机动车速度，可适当压缩机动车道宽度，增加步

行和自行车空间

鼓励采取减小路缘石转弯半径、收缩交叉口等方式，缩短

行人过街距离、增加行人驻足空间

鼓励使用抬升式过街通道，营造更加安全的过街环境

强化街道生活服务功能，构筑开放的沿街步行道空间 （含
路侧带、步行通行区、建筑前区），沿街布局便捷的文化、
商业、社区服务等各类设施，改善公共活动空间品质，提

升环境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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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能分区 含义 道路路权规划引导

商业

商务区

以提供商业、商务

办公等就业岗位为

主要 功 能 导 向 的

区域

活力

多元

活力共享，强化空

间衔接，打造便捷

立体慢行系统和公

共交通系统

丰富多元，开放街

道界面，打造高品

质公共空间

加强街道空间与轨道站点、公交站点、绿地公园、开放广

场等的衔接，形成连续、通畅的步行和自行车系统

鼓励设置系统的公交专用道系统，做好常规公交与轨道交

通那个的衔接

鼓励将机动车通行功能较弱且有替代道路的商业性支路改

为商业步行街

鼓励塑造开放、通透、丰富的沿街建筑界面，鼓励建筑前

空间面向街道开放，鼓励设置口袋公园、公共广场，塑造

活力街区

综合

服务区

以提供行政办公、
文化、教育、医疗

等服务为主要功能

导向的区域

便捷

有序

出入便捷，方式多

样，组织有序

兼顾多种类型特征的需求，有序组织交通流线，加强智能

诱导，提高交通组织效率

对于医疗、教育等聚集的区域，充分考虑路内、路外停车

设施的空间预留和路权的多样性使用，适应其交通流集聚

性强、机动车使用需求高的特点

将机动车空间与人行道、非机动车道进行适度分离，鼓励

营造公共空间节点

特色历

史街区

历史风貌保护特定

区域

品质

形象

展示形象，打造高

品质街道面貌和公

共空间

注重街道的保护和更新，注重适宜的街道尺度，打造街道

绿化景观，展示街道沿线的人文尽管，加强街道两侧建筑

风貌管控，精细化设计城市家具、标识标牌、广告牌匾等

综合考虑历史文化特色、风貌景观、交通需求等因素，合

理打造步行街等特色街道

鼓励采取减小路缘石转弯半径、收缩交叉口等方式，缩短

行人过街距离、增加行人驻足空间

交通

枢纽区

以机场、港口、铁

路、大型地铁换乘

站等大型交通设施

为主要功能导向的

区域

效率

秩序

高效畅通，制定交

通配给和衔接措施

坚持效率优先，制定科学的交通配给和衔接措施，保障进

出道路的畅通

秩序井然，合理接

驳，精细优化交通

组织方式

保障各类交通那个方式的高效组织，精细化设计交通节

点、路段及引导标志

产业

集聚区

以产业为主要功能

导向的区域

智慧

效率

智慧引领，保障交

通集散效率

根据各产业集聚区特点设置相关智能交通设施，合理划分

路权，采取设置潮汐车道、HOV车道等多样化方式，高

效组织交通

5.4 典型区域路权优化

以青岛市南商务区为例对路权优化方案进行示例说明。商业商务区的街道空间改造以突出活力、多

元为目标，规划改造要点如下。
（1）从交通服务和公共服务功能两维度对道路重新定位，划分12类，根据各街坊功能及街道不同

空间特征，赋予各类道路不同空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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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照街道分类，进行路权重新分配。以香港中路为例，由现状双向10车道+无自行车道+绿

化带隔离建筑退界空间，调整为双向8车道 （含两侧公交专用道）+自行车道+开放共享的建筑退界

空间。

图 例
商业商务类主干路
商业商务类次干路
商业商务类支路
生活服务类主干路
生活服务类次干路
生活服务类支路
交通主导类主干路
交通主导类次干路
景观休闲类次干路
景观休闲类支路  

图9 市南商务区道路等级功能

图10 香港中路现状路权分配现状

图11 香港中路路权分配优化设想

以闽江路为例，由现状3车道+路内停车+建筑前区停车压缩步行空间，改造为3车道 （压缩至

3m）+自行车道 （2m）+自行车道+开放的建筑前区。
（3）设置连续的公交专用道系统，保障公交路权。在现状山东路、福州路、香港中路、江西路公交

专用道的基础上，增加延安三路、南京路公交专用道。
（4）加强轨道站点周边自行车道建设，构建 “独立路权+优先路权”自行车道系统，保障自行车通

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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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闽江路现状路权分配现状

图13 闽江路路权分配示意图

 

江西路

图 例
现状公交专用道
规划新增公交专用道

  

 

图14 公交专用道布局建议

图15 自行车道布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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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多规合一”、生态文明、以人民为中心成为未来规划的总体目标，规划不

仅要管控空间、指导建设，也应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公共政

策。路权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与国土空间规划目标一致的、统一的。当前，
路权规划以发展低碳交通、公平分配道路空间为导向，建立路权规划编制体系，通过综合交通规划、分

区规划、详细规划和交通设计各层面规划设计，以及技术标准、法规政策、编制审批、实施监督等实施

保障，形成较为完善的路权规划公共政策。可以探讨制订城市路权条例等地方法规，从全社会层面提高

对路权的认识，更好体现广大市民的意愿，提升环境品质和街道活力，以及依法守法的意识。道路交通

管理部门需要按照路权规划和交通法规的要求，制定具体实施措施，优化提升路权分配。本文结合目前

正在编制的青岛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提出了路权体系规划的框架性思路，还需要结合下阶段规划工作

深化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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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快捷路系统发展回顾与展望

胡劲松 塔 建

【摘要】 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广州首创道路快捷化改造模式，即通过对交通性主干路进行扩容提升改造，形成兼顾

高容量、快速连续以及沿线生活出行集散功能的快捷路系统，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文分析总结了快捷路的概念、定位和

优势特点，肯定了快捷路对于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的优越性。通过回顾广州市快捷路规划建设情况，发现快捷

路在规划设计中存在忽视城市景观影响、慢行交通设计的问题。最后从继承并坚持快捷路模式、降低对城市景观影响以

及完善人本交通设计方面给出了快捷路规划设计建议对策。
【关键词】 城市道路；快捷路；小立交小隧道；人本交通

0 引言

随着城市机动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交通问题越来越突出。广州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系统

性的交通工程理论及实践探索。1985年在广州召开了全国 “缓解大城市交通紧张局面”研讨会，提出

“挖潜改造、强化管理，提高道路通行能力”的理念。1993年，广州引入 “连续交通流”概念，开始进

行连续流交通主干路改造。所谓连续流交通主干路改造是指为满足城市局部区域交通快速通行的要求，
实现道路交通运行的高效率，采用道路中央分隔或交叉口简易立交的形式，对一部分交通功能相对强的

主干路进一步提升，达到主线机动车交通连续流的目的。广州第一条连续流交通主干路是1993年改造

完成的东风路，全长8.3km，建设了8座立交，10座天桥，交通量较改造前翻了一番。之后广州将这

种对交通性主干路进行连续流改造的模式称为 “快捷化改造”，快捷路由此而来。

图1 广州市第一条快捷路东风路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对城市道路分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4个等级，
并没有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对快捷路的概念、特点等进行解析[1]

 

。一直以来，广州快捷路建设主要参照快

速路或主干路的技术标准进行规划设计，一方面，快捷路整合兼顾了快速路交通流连续和主干路与沿线

两侧沟通交流较为方便的优点，道路通行能力明显提升。另一方面，快捷路系统在交叉口的处理通常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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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隧道或立交形式，城市中设置立交会对城市景观也会造成一定影响。此外，早期广州交通规划对非机

动车交通 “过犹不及”的限制政策使得自行车失去了 “建网”条件，自行车基本在主干路网络受到限

制，导致包括快捷路在内的一批主要道路未设置自行车通道或自行车交通明显存在骑行空间被压缩、骑

行环境差、通道不连续的问题，快捷路自行车通道的整体通行条件较为恶劣。随着节能减排、绿色交通

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以及共享单车发展，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快捷路系统的规划设计

更应注重其景观影响并完善自行车和步行交通通行条件。
本文从快捷路界定和优势方面进行分析，简要回顾了广州市快捷路建设发展和规划建设情况，进一

步分析快捷路在规划设计中存在的具体问题，给出快捷路发展的针对性建议。

1 快捷路界定及优势分析

1.1 快捷路界定

1.1.1 快捷路定义

快捷路可以理解为功能介于交通性主干路和快速路之间的一种道路，称为主线连续的主干路或准快

速路。《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对主干路的规定为：主干路应连接城市各主要分区，应以

交通功能为主。主干路两侧不宜设置吸引大量车流、人流的公共建筑物的出入口[1]
 

。《城市快速路设计

规程》CJJ129-2009对快速路的定义为：在城市内修建的，中央分隔、全部控制出入、控制出入口间距

及形式，具有单向双车道或以上的多车道，并设有配套的交通安全与管理设施的城市道路[2]
 

。参照快速

路和主干路的定义，快捷路可定义为：服务于城市中长距离出行，中央分隔，合理控制出入口间距及形

式，具有单向两车道或以上，能够实现道路主线在某一区段机动车连续通行的交通性主干路。
快捷路适用于交通性主干路，服务对象以中长距离交通为主，同时兼顾沿线交通出入，交通量较

大，特别是主要路口采用平面交叉会出现拥堵，提升为快速路实施难度较大的城市道路[3]
 

。

1.1.2 快捷路定位

快捷路要求主线中央分隔带连续设置，其实质是一条连续交通流的城市主干路，因此在道路等级分

类中快捷路归类为主干路，其主要技术标准扔采用城市主干路标准；快捷路可以不完全封闭，也不一定

为机动车专用路，对出入口的间距控制没有快速路严格，出入口形式更灵活，达不到快速路标准，是快

速路的补充。

图2 快捷路兼顾了快速路和主干路功能特点

1.2 快捷路优势分析

某种意义上讲，在道路等级分类中快速路和主干路似是两种极端。从功能上讲，快速路和主干路都

是服务中长距离出行，连通功能均非常重要，但快速路强调快速直达，可达功能偏弱，且服务对象仅为

机动车，对沿线区域切割十分严重，服务周边地块能力不足；主干路能够实现组团、区域之间的 “连
通”功能，可达功能较强，且服务对象为所有交通方式，对沿线地块出入服务能力较强，但最大弊端是

车流为间断流，通行效率相对不高。
快捷路在快速路、主干路基础上扬长避短，以

服务中长距离出行为主，主线连续流设计达到准快

速目的，服务对象为所有交通方式，同时能够兼顾

沿线交通出入，对周边地块服务功能较强。快捷路

最大的优势是快速、便捷。快速是指快捷路主线连

续，有效提升了道路通行能力，整体提高了城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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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的交通速度；便捷是指快捷路对出入口不控制，能够有效服务沿线地块，利于城市开发建设。

表1 快捷路、快速路、主干路的基本特征比较

序号 特征 快速路 快捷路 主干路

1 连通功能 极其重要 非常重要 很重要

2 可达功能 较少 次要 一般

3 服务功能
中长距离出行，
实现快速目的

中长距离出行，
达到准快速目的

中长距离出行，连接快

速路、快 捷 路 和 次 干

路、支路，实现组团、
区域 之 间 的 “连 通”
功能

4 使用对象 机动车专用 所有交通方式 所有交通方式

5 车辆特征 连续流 主线连续流 间断流

6 路段交通组织形式 中央分隔、出入口全控制 中央分隔、出入口不控制

中央分隔带不封闭或部

分路段封闭，出入口不

控制

7 交叉口交通组织形式
主要交叉口立交，

次要交叉口分离或封闭

主要交叉口立交，
次要交叉口右进右出管理

平交

8 设置形式 高架、地面、地下 地面为主 地面

9 断面形式
需设置辅路，快速路

主线机动车宜双向6车道

可不设置辅路，机动

车宜双向6车道

可不设置辅路，机动车

宜双向6m～8m车道

10 交叉口间距
市区范围立交最

小间距1.5km

市区范围立交最

小间距1.5km
平交间距800m～1500m

11 设计车速 （km/h） 60、80、100 50、60 40、50、60

12 行程车速 （km/h） 40～80 30～50 15～25

13
平均每车道通行

能力 （pcu/h）
1600～1800 1000～1200 500～700

14 公交线路 公交快线 公交骨干线 公交骨干线

15 路边停车 禁止 禁止 禁止

2 广州市快捷路规划建设情况及存在问题分析

2.1 规划建设情况

广州自1993年引入 “连续交通流”概念改造东风路，形成第一条取消红绿灯管制的主干路后，广

州在国内首创 “快捷化”改造模式，兼顾高容量、快速连续和沿线生活出行集散功能，并作为公共交通

的主要快速走廊，陆续建成了科韵路、新滘南路等通道，形成了 “高速公路+快速路+快捷路”体系的

中心城区快速骨干道路系统。
2018年底，广州市域道路网络总长11042km，其中高快速路长度1199km，占总里程10.9%，城

市道路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环+放射”高快速路网基本建成。高峰时段，中心城区内约75%车流

均使用了快速骨干道路系统，车速达到34.6km/h（中心城区干道平均车速23.1km/h），较好地缓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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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交通拥堵[4]
 

。

图3 2018年广州中心城区快速骨干道路系统示意图

2.2 存在问题分析

2.2.1 快捷路的立交及高架段会对城市景观造成影响

快捷路工程的建设能够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做好道路交通保障，但快捷路系统在交叉口的处理不当

一定程度也会影响城市整体景观和历史风貌。快捷路多采用路段为地面，主要交叉口设置跨线桥或下穿

隧道的形式，与横向道路的交通转换通过辅道进行。隧道形式能够降低城市景观负面影响，如广州猎德

大道快捷路，在核心区段设置了4处隧道，减少了对城市景观风貌影响。通常普通分离式跨线桥纵坡在

5%左右，高架桥净高在5m左右，矗立在中心城区道路中一定程度会对行人、骑行车、驾驶者产生压

迫感，城市景观效果较差，如广州人民路高架，一定程度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图4 广州市人民路高架快捷路道路空间有压迫感

2.2.2 快捷路忽视了自行车交通规划设计

广州市快捷路系统在规划设计时，侧重对机动车通行效率的提升，一定程度忽视了慢行交通特别是

自行车通道的规划，如广州东风路快捷路并未规划设计自行车通道。追本溯源，广州交通规划初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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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化就是现代化”的思想影响，GUTS1（广州交通研究）、GUTS2（广州市中心区交通改善实施方

案）提出将自行车交通与机动车交通分离，降低对机动车交通影响的战略，这个战略被贯彻下来并指导

了之后的广州道路规划建设，自行车的路权被明显抑制且一直未得到重视[5，6]
 

。其中规划还建议主干路

东风路、解放路自行车禁行，也直接导致现状东风路快捷路没有自行车通道。

图5 广州市东风路快捷路缺乏自行车通道

3 广州市快捷路规划设计展望

3.1 继承并坚持道路 “快捷化” 改造理念及模式

笔者认为，快速路某种程度相当于城市中的高速公路，对地块切割十分严重，不利于城市开发建设

和发展，不建议在市区特别是中心城区建设过多快速路。解决主干路通行能力的主要手段一是在交通管

控上进行优化，如信号配时优化、设置绿波带、交通组织优化等，但这个措施偏软；采用快捷化改造模

式是从源头上解决机动车通行效率，是对城市道路进行扩容挖潜的具体实践，能够有效提升道路通行能

力、缓解交通拥堵和提升综合效益。

图6 广州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提出的快捷路系统优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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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广州市新一轮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提出要继续坚定快捷路理念及模式，加快实施快捷路二期、
同心桥系统工程、白云一线等，与新滘路、科韵路、广园快速路、增槎路构建形成快捷路系统，分担内

环、环城高速交通压力。其中快捷路二期长约10km，双向10车道，主干路；同心桥系统工程长约

4.4km，双向4-6车道，主干路；白云一线长约4.7km （改造3.5km，新建1.2km），双向6车道，主

干路[4]
 

。

3.2 适当采用小立交小隧道降低对城市景观影响

小客车隧道是指仅满足小客车通行要求的隧道，小客车隧道最小净高在3.2m～3.5m，一条机动车

道宽度在3.0m～3.5m。小客车立交是指仅满足立交桥下地面小客车通行要求的立交，通常指小客车跨

线桥；小客车立交最小净高为3.5m，一条机动车道宽度在3.25m～3.5m。
伴随新时期人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城市道路工程越来越重视对城市景观的影响。快捷路在主要交

叉口采用小隧道、小立交一方面是能够有效降低建设难度，减少工程投资；另一方面是能够降低对城市

景观的影响，特别是小立交形式的通道，与普通跨线桥相比，小客车立交净高更低，从 “街道美学”理

论角度分析，D/H更大，对城市景观影响更小。

图7 街道美学中行人观察立交D/H比示意图

3.3 完善快捷路步行自行车人本交通规划设计

GUTS1、GUTS2提出限制交通性主干路上使用自行车，允许在有条件的主、次干路上使用。在交

通性主干路上抑制自行车交通的战略被严格执行，同时由于大部分次支路未打通或建成，建成的也被机

动车路边停车占用，次支路上未能建设替代自行车网络，导致之后一段时间广州自行车的通行条件十分

恶劣，这也进一步降低了自行车出行需求。随着环境及能源危机，碳排放控制等城市发展压力变大，宜

居和生态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自行车正在被重新重视起来，广州对自行车交通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
明确自行车作为中短途出行方式、与公共交通接驳首要工具、休闲健身方式的定位。

快捷路最大特点是服务于所有交通方式，机动车、非机动车、步行等均宜兼顾到相应人群的出行需

求，满足沿线生活出行集散需要。建议现状有条件的快捷路尽量改善步行、自行车通行条件，今后的主

干路快捷化改造要按规定建设自行车道。打造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离，车行与步行分流的快捷路断面，
改善行人、自行车交通环境；优化快捷路行人通道网络，保证充足的步行空间；完善快捷路行人过街设

施布局，保证步行通道安全连续；完善快捷路沿线无障碍设施、行人诱导标识指示系统、彩色沥青自行

车通道等人性化的设施建设，提升快捷路的服务质量。

4 结语

快捷路是道路系统应对城市化发展的产物，从道路建设的源头去解决交通问题，规范了道路网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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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关系，很大程度缓解了交通拥堵，对小汽车快速增长的城市特别适用。快捷路兼顾快速路和主干路优

点，既起到类似于城市快速路的连续流交通效果，同时具有主干路服务沿线地块出入的功能，且能有效

节约道路建设资金，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回顾了广州市快捷路系统规划建设情况，肯定了快捷路对城市建设发展的积极作用，但也发现

快捷路存在对城市景观造成一定影响、忽视自行车交通规划设计的问题。新时期为加快城市建设现代化

进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建议继承并坚持道路 “快捷化”改造理念及模式，同时适当

采用小立交小隧道降低对城市景观影响，完善快捷路自行车步行人本交通规划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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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式交通网络下城市道路空间重塑的探索

李嘉璐 陈 磊 张贻生 李文辉

【摘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轨道交通逐渐成为特大 （大）城市骨干交通方式，以轨道交通为核心，常规公交、
慢行交通构成的多模式交通网络日趋成熟。在此背景下，道路交通规划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各交通主体空间资源分配问

题。文章以城市道路为研究对象，把握轨道交通建设的契机，以推进多层次交通子系统协同发展为目标，多角度分析现

状问题并提出相应规划策略，同时将交通空间与城市空间融合考虑，重新布局，从绿色交通、品质交通、智慧交通三个

维度开展多模式一体化整合规划。以坪山区东纵路为例，强化交通空间与城市空间的融合，落实精细化、一体化规划理

念，旨在达到交通系统和谐统一的同时提升城市活力。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 多模式交通网络；城市道路；空间重塑；协同规划

0 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空间尺度的扩张，我国轨道建设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地铁、轻轨

等交通工具成为城市居民出行的首选。常规公交由于地铁的引入客流受到一定冲击，而后形成新的平

衡。在绿色出行大背景下，常以公共自行车、专用接驳车、步行等方式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由此多模

式交通出行网络日趋成熟。在道路交通规划过程中，不仅轨道、公交、慢行等各交通子系统进行内部融

合，还要与城市空间统筹考虑，从功能性、景观性、集约性实现协同规划。以轨道建设、城市更新等条

件为契机，从规划层面，打破原有规划局限性，重塑空间，构建适应新出行模式、新交通发展形势的道

路交通体系，发展以人为本的可持续绿色交通是一个重要方向。

1 机遇与挑战

1.1 轨道交通带来的新机遇

轨道交通的建设不仅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道路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更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轨道的延伸串联起城市各个功能组团，逐步形成以轨道为发展轴带的空间结构。对道路交通规划而

言，轨道交通的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新要求：
（1）与沿线土地的互动发展。轨道建设大大激活了周边土地的使用效能，为沿线道路带来了新活

力。秉承TOD发展理念，不仅土地达到了利用最大化，道路也成为功能发挥的载体。规划过程中不能

仅仅关注道路红线范围内的布局，而是要与周边用地相结合，纵观全局协同规划。这样既避免了重复建

设成本受累，又释放了空间资源创造更高的价值。有了空间的保障，从交通角度出发可以打造出行模式

更丰富、智慧程度更完善、景观效果更协调的绿色交通体系。
（2）各交通子系统多层次、一体化发展。城市交通已经进入复合多元的发展阶段，单项发展某一类

交通系统已不能满足多层次、多元化的客流需求。各交通子系统需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各子系统自身优

势，以服务目标为导向，构建多模式、一体化的交通系统，将系统功能发挥到最大化。在此过程中，不

可避免的遭遇各子系统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竞争协同关系，因此，如何平衡各方式竞争关系并将其引导为

协同关系，如何进行资源的配置使整体效用最佳，如何提升一体化网络衔接效率适应不同出行模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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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2 城市更新来带的新机遇

轨道发展与土地利用形成良性互动的同时，另一种土地利用手段悄然兴起，这就是城市更新。它不

仅解决了因历史遗留问题导致的土地利用不当，更盘活了存量土地、提高了土地价值。在深圳，城市更

新是相对成片的统一更新改造，在用地一定的情况下，盘活挖潜存量用地资源、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达

到提升城市功能、改善民生福利等目的[1]
 

。在此过程中也为城市道路规划带来了新的机遇。
（1）城市更新强调的是建成环境的整体质量提升，项目中包括改善沿街立面、环境整治、节能改造

等内容，这与交通规划中倡导提升道路品质的思路不谋而合，但同时对道路与周边环境景观一致性提出

了一定要求。例如，居住用地沿线的道路交通强调安全、稳精化，商业办公用地周边道路强调时尚便

捷、快节奏。随着项目的实施，用地结构和功能得到了优化，交通市政用地比例得到提高，这为道路交

通规划争取了更多空间资源，为道路交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与保障。
（2）基于存量用地挖潜的增长可视为由平面转为空间立体生长。近年来深圳也在积极探索地下空间

资源的规划与发展，在挖掘地下-地面-地上三个空间维度资源过程中，交通系统成了不可或缺的中间媒

介，跟随人协调地上下构筑物，因此城市更新也为打造U型完整街道创造了实施条件。

1.3 道路空间重塑面临的挑战

（1）空间资源的制约

面对多模式交通网络的发展，道路空间资源矛盾逐渐凸显出来。传统街区被推倒重建，以压缩慢行

空间为代价，城市中出现了宽阔的机动车道。随着人本意识的增强，道路规划者更多的从使用者角度出

发考虑探索道路空间与城市公共空间协同，通过整合空间要素资源，达到服务目标的同时实现空间最大

化利用，方可解决现状困境。
（2）人车路权的争夺

就交通系统内部而言，多数规划为了满足机动车出行需求，采取拓宽车道、压缩绿化等手段将道路

资源向机动车倾斜，优先考虑小汽车然后才是其他交通方式，并未深入研究人车路权的分配情况。不仅

是占用道路问题，路中繁多杂乱的指引牌、限速牌也多是为机动化出行服务，缺乏统一的管理，同时还

要忍受噪声和尾气污染。这不仅破坏了道路的环境品质，也影响着附近居民的生活健康。
（3）城市文化的消亡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演化，城市同质化现象愈加严重，规划者对于新的规划理念层出不穷，却忽视了

地方特色文化的延续。路越来越宽，房子越来越高，城市也越来越相像。城市传统村落、历史建筑和历

史风貌区面临威胁，因此，必须保持传统街巷的宜人尺度，保护修缮文物建筑，保护各项历史环境要

素，保持街区的生命活力[2]
 

。传承历史文化，保留城市独特韵味，是规划进程中需要考量的。在交通规

划过程中，将城市文化元素融入到建设中，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留下属于城市独特的印记。

2 道路空间重塑新思路

2.1 调配道路空间资源， 倡导绿色交通

不同功能的道路对不同交通主体的服务具有差异性，从快速路到支路，非机动车、行人优先级越来

越高，小汽车等机动车优先等级越来越低，在分配空间资源时，应结合道路自身属性，根据服务对象优

先权的不同，合理分配各种交通设施的路权资源，保障各种交通参与主体的安全，体现路权资源分配公

平、公正和合理[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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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道路横断面的布置

根据沿线用地性质分区段规划，面向各子系统的需求进行差异化资源分配，构建不同断面形式。以

生活性道路为例，沿线服务居民为主，公交、慢行出行需求较大。应当充分考虑出行者体验感受，分配

更多的空间资源给慢行系统。在引入轨道建设后，与轨道衔接的其他交通设施的布局要从整体空间出发

进行考虑，向公共交通适当倾斜，体现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
在多模式出行背景下，构建道路断面应充分、平衡考虑各模式交通所需空间，在模型数据的支撑

下，准确把握不同出行模式下各交通方式交通流量，做到数据驱动，精细化设计。以轨道为依托的城市

道路，出行模式多为 “轨道公交+慢行”，因此在此类道路断面布局中，应适当增大慢行系统空间同时

优化接驳设施布局，若道路红线范围内的空间不满足使用需求，则与建筑退界统一规划，做到空间协

同。在通过性道路断面布局过程中，可适当压缩慢行空间，避免道路对地块割裂过大，产生联系不便等

影响。
在打造完整街道和品质空间方面，容易忽视道路隔离带的作用，建议路中机动车分隔带采用3m绿

化，便于二次过街岛的设置，同时对于机非分隔带，建议有条件的路段，设置2m绿化带，便于设置非

机动车停放泊位、隐藏管廊出风口、建设海绵城市、景观提升等，整体上保持街道的整洁。

2.1.2 交通组织的优化

交通组织优化是对交通流进行科学合理地分时、分路、分类别、分流向组织道路使用，力求交通处

于有序高效的运行状态。在分析过程中结合多种因素考虑，把握以下几点：
（1）客观准确把握交通运行问题

一切规划方案的本质来源于客观运行的交通，在规划过程中，准确预测交通需求是科学规划的前

提。不同类型、不同规模和等级的道路具有不同的功能和交通组织要求。把握交通运行有利于落实精细

化设计意图。通过运行趋势的预测，制定差别化的组织形态，严格控制个体机动化需求。对于交通系统

内部，各交通方式也存在自身的交通组织情况，无论是机动车或是慢行空间的规划，都需要对客流进行

预测后进行道路资源的分配。
（2）注重交通整体的供需平衡

交通组织的优化不单是某个交叉口的渠化设计，首先应从大范围全局角度判定路网中道路承担的角

色，确定道路运行肌理和节点形式。其次从微观视角细化组织方案，采取措施手段保证供需平衡。交通

组织优化的目的是维持道路交通运行的平顺、稳定，对于出入口区域，车辆频繁加减速和变道产生交织

段而造成瓶颈，因此应结合沿线土地利用优化出入口布局，增加交织区长度。
（3）关注通行感受，以人为本

交通组织优化中，基于使用者视角的精细化设计需求的核心，可以通过参数化应用场景进行优化设

计[4]
 

。交通参与者对出行体验和品质不断升级，在安全性、便捷性、舒适性等方面给予关注和保障，在

分析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的需求与通行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协调各方需求。

2.1.3 重要节点组织

合理组织节点交通，保障道路与区域路网的有效衔接，发挥路网的整体通行能力，避免出现交通瓶

颈。对于既有的交叉口改造，需将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一方面，非新建交叉口在

运行中因为有道路历史遗留原因存在一定的瓶颈，需要结合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的、突破改

善；另一方面，科学精细的交叉口交通组织可以有效合理地提高不同方向需求的机动车、非机动车与行

人的通行安全、效率与感受，需要对交叉口进行具有适应性的交通组织优化研究。

2.1.4 轨道、公交、慢行设施协同设计

轨道经过的通道，尤其是在建城区内，通常为客流主走廊，公交线网密集，承担着短中长多种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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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功能。轨道运营后，需要整体协调走廊上轨道、公交系统的关系，削弱竞争客流的关系转为喂给客

流。由轨道承担中长距离客运交通，常规公交承担中短距离客运交通[5]
 

，并在城市发展走廊、公交主通

道上优先安排公交专用道，落实、引导居民出行以公共交通为先理念。
轨道交通车站的布设重点强调与周边建筑、常规公交车站和出租车停靠站的结合。以轨道站点为中

心，组织常规公交接驳线网，向周边形成发散的网络布局，力求覆盖更多服务范围，使得整体的效益最

大化。在慢行系统的衔接上，自行车、非机动车、步行等方式尤其应该得到关注。过去在交通子系统中

属于边缘地位，这种相对低密度、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经过全球疫情的催化，重新得到人们的重视和

复兴。建立完整连贯的慢行空间不仅局限于道路出行的需要，还可以将复合立体的慢行系统应用到城市

CBD、高密度办公区，对引导出行方式的转变有一定促进作用。

2.2 打造品质街区环境， 营造舒适出行体验

城市道路是直观展示城市形象的第一窗口，发挥着传递城市文化名片、承载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
提升道路品质，改善街区环境，是实现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途径。纵观国外城市发展，营造高品质的公

共空间、打造人人共享的完整街道、还路于人，已成为全球大都市中心区具有高度共识的发展趋势[6]
 

。

2.2.1 点线结合打造融合公共空间

根据服务人群特点，以街边公园、休闲广场为切入点，打造高品质交通与城市的融合公共空间，统

筹存量与增量空间。
（1）依托道路重要节点，打造区域标识性节点及门户。具有设计感和彰显城市特色的节点及门户，

能够增加市民的亲近感和归属感，也可吸引游客前来驻足观光。以重要道路节点为抓手，打造标志性的

节点及门户，既能起到集聚产业的作用，也能丰富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7]
 

。
（2）结合城市不同功能分区特性，打造主题特色风貌段。公共空间的整体风格应与城市风格保持一

致，对于不同的功能分区应进行差异化的设计。突出公共服务、商业特色以及红色文化等不同主题，增

强公共空间的艺术性。

2.2.2 升级市政设施使用体验

市政设施作为一个城市的骨架，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更直接与市民的生活和工作密

切相关。城市风貌应不仅体现在景观绿化上，更应体现在协调统一的市政设施中。因此，在规划过程中

需要充分践行精细化、集约化和高辨识度的理念。
（1）通过精细化设计，体现城市特色、彰显具有高辨识度的城市符号。在道路规划设计中，将具有

辨识度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构建 “家族式”街道铺装，与沿线土地风貌形成呼应，将设计理念在公共

空间上形成连续的表达，打造外形统一、辨识度高的城市风貌。
（2）开展集约化设计，整合街道空间，打造整洁简约的街道界面

应用多杆合一的技术手段集成多种杆件与交通设施、设备，形成外形美观、风格统一、形态一体化

的城市艺术品。同时整合人行道上的箱体 （包括交警、公安和电信运营商等单位的箱体），采用迁移或

者合并的方式，减少对公共空间景观的影响，营造整洁、简约的街道界面。

2.2.3 营造安全有序出行环境

加强慢行环境友好设计，升级出行安全，打造无障碍街区。在慢行系统设计中应充分考虑居民出行

的不同场景，建设风雨连廊、自动扶梯、垂直电梯、盲道等设施。在城市核心区内部道路、医院、中小

学等公共建筑的出入口处，进行稳静化处理，降低机动车车速，减少交通事故，保证行人安全。综合运

用交叉口窄点设计、道路曲折化处理、人行过街抬高及趣味斑马线等手段，限制核心区行车速度。在交

叉口处，采用精细化设计，增加渠化岛等候区面积，布置防撞设施，提高交叉口慢行等候区的安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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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在渠化岛设计中，应通过对渠化岛提前放坡，将人行道与周边地块标高接顺，消除场地高差等措

施，保障行人过街的连续性和安全性。

2.3 布局智慧交通系统， 提升运行效率

面对庞大的交通体量，管理者想要掌握繁复的运行数据，评估城市交通运行情况，规划者想要准确

把握未来发展方向，以科学视角解决供需矛盾，这些都离不开智慧交通系统的支持。智慧交通系统融合

了车路协同、5G等新技术，从使用角度和管理角度

2.3.1 打造智慧道路，提升道路运行效率

（1）智慧信号绿波控制。在路口建设高精雷达车检器，采集路口实时交通流运行参数，通过对路口

交通流信息的全面感知，在精准把握交通流状态的情况下，可实现早晚高峰等各种交通状况下的动态控

制需求，提高路口的通行效率。
（2）智慧公交精准服务。结合智慧信号控制技术，在路口实施公交信号优先，提升公交速度竞争

力。通过提供实时路况、公交到站时间、公交满载情况等动态信息，为市民提供精准公交信息服务。
（3）智慧交通综合诱导。基于多源数据整合及多方式诱导策略，整合全出行方式，面向出行前、出

行中、出行后的全过程动态跟踪。融合路况、天气、停车等综合信息，为市民提供以高效到达目的地、
快速停车减少在途时间为目标的一体化智慧出行方案。

2.3.2 建设一体化监测平台，全方位升级管理手段

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视频智能分析、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打造智慧交通枢纽平台。在设施规划

建设中，应充分预留未来引入无人驾驶、智慧公交、共享交通等设施的条件，以满足新型方式体验。通

过收集人、车、路、环境数据，构建智慧城市管控平台。打通与交通执法、道路养护、照明管理等职能

部门的联系，进一步拓展各业务系统的应用场景和功能，促进协同治理，助力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的

提升。

3 实例分析

3.1 背景介绍

图1 项目区位图

东纵路-银田路位于坪山区南部，全长约

8.5km。根据上位规划，东纵路-银田路是坪山区

“五横十纵”主干路网之一。串联起坪山老城区、
燕子岭片区、高新南区等发展片区。沿线分布着

汽车站，人民医院、技术大学等客流集散点。
随着深圳东进战略的落地实施，坪山区迎来

了轨道16号线开工建设。轨道16号线 （坪山段）
沿东纵路线位走向敷设，其中东纵路涉及7个站

点，且部分站点与轨道14号线、云巴1号线进行

换乘，计划2023年建成通车，现状东纵路未按规

划与银田路衔接，且周边路网建设有待完善。因

此需开展道路改造相关规划研究工作，向东延伸

贯通银田路，落实线位走向，同时做好与轨道的

接驳规划，提前控制预留，避免重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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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现状的主要问题

（1）土地利用：沿线以居住、沿街商业、学校为主，整体开发强度不高，建筑老旧且存在多处城市

更新项目，部分已进行拆迁改造。
（2）道路结构：目前片区骨干路网有待完善，部分道路未按规划形成。东纵路现状双向4车道，设

有独立非机动车道，未与银田路贯通，路网结构有待调整。路面车辆构成较为复杂，兼具片区内部和对

外联系功能。

图2 沿线土地及路网情况

（3）道路设施：设施老旧、品质不佳，且地铁施工占道，破坏了原有布局，亟待优化改善。

图3 路面建设情况

（4）道路运行：整体运行良好，部分路段存在缓行。沿线开口多，个别节点渠化设计不合理，交织

点多导致运行效率不高，交通组织有待梳理。

图4 现状道路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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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个别路段存在缓行情况

（5）公共交通：作为片区客流走廊，现状公交较为发达，最大断面公交线路19条，部分路段设有

港湾式公交停靠站，硬件设施条件一般。

图6 现状公交线网示意图

（6）慢行交通：非机动车出行占比较大，约70%左右。现状设有非机动车道，但缺乏连贯性。沿

街商业发达，慢行需求十分旺盛，慢行设施不满足需求

3.3 目标策略

3.3.1 调配道路空间资源，倡导绿色交通出行

（1）梳理沿线开口情况，优化交通组织，保证系统运行平稳有序。沿线与1条快速路，8条主干

路，8条次干路，21条支路相交。规划菱形立交1处，信控路口14处，平均间距510m，右进右出31
处，掉头2处。其中与主次干路相交规划为信控路口，支路组织为右进右出。

（2）梳理沿线地块开口，结合城市更新用地，规划思路从用地角度出发，研判周边用地开口情况，
并结合实际情况进行处理。

图7 城市更新角度梳理沿线开口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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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交通组织规划示意图

（3）重构断面，空间资源向公共交通及慢行倾斜，引导绿色交通出行。分段识别公交、慢行需求，
道路资源适当倾斜，强调公交慢行路权优先。根据不同路段交通需求强度，合理布置道路横断面规模。
尽可能集约空间，减少道路过宽产生联系不便的影响，预留空间进行路内-路外一体化设计。

图9 断面规划分段示意图

图10 深汕路-坪山大道段断面

①
 

深汕路-坪山大道段：红线50m，双向6车

道。机动车道11.5m，公交专用道3.5m，独立自

行车道2.5m，人行道3m，两侧预留2m绿化带，
结合建筑退线统筹规划。

②
 

坪山大道-绿荫南路段：红线60m，双向6
车道。机动车道11.5m，公交专用道3.5m，独立

自行车道2.5m，独立人行道3m，两侧预留7m绿

化带，结合建筑退线统筹规划。
③

 

绿荫南路-绿梓大道段：红线40m，双向6
车道，双向6车道，机动车道11.5m，公交专用道

3.5m，此段经过基本农田，人非共板设置4m。

图11 坪山大道-绿荫南路段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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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绿荫南路-绿梓大道段断面

④
 

绿梓大道-聚龙路段：红线40m，近期尊重

现状建设为双4断面，未来结合需求将5m绿化带

改造为机动车道，拓宽至双向6车道。
（4）公交提质，实现轨道-公交无缝衔接，保

证接驳便捷性。优化线路，按 “L”型或 “Z”型

调整公交线路由竞争关系向接驳转换，同时增加燕

子湖片区、技术大学片区南北向轨道-公交接驳

线路。
设置公交专用道及港湾式停靠站，对于并站公

交线路大于5条设置港湾式，大于10条设置双港

湾或增设一个同名分站台。结合出口道设置公交站台，地铁出入口50m范围内设置公交站台，便于接

驳。全线规划20对港湾式公交停靠站，其中绿梓大道以东增设3对，新增同名分站台2对，增设双港

湾站台1对，平均站间距约450m。

图13 绿梓大道-聚龙路段断面 图14 线位走向调整示意图

图15 公交站台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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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打通瓶颈节点，确保道路高效畅通。识别主流向，合理渠化设计，优化节点交通组织，提高整

体运行效率。以东纵路-深汕路节点为例。
近期尚未打开振坪路节点，为T字路口，节点压力较大。西南转向为主流向，深汕路直行及右转

断面公交流量压力均较大。

图16 现状公交航拍情况

深汕路改造：设置两右转专用道，一条为公交右转专用道，一条为小汽车右转专用道，以渠化岛划

分；将最右直行道设置为公交专用道；坪山疾控中心站设置分站台，将直行、右转公交分开，降低车流

交织影响。东纵路改造：六和城站在地铁口附近设置分站台；东纵路最右一条左转车道设置为公交专用

道，顺接深汕路公交专用出口道。

图17 东纵路-深汕路节点近期规划方案

（6）强化16号线站点周边衔接规划，支撑 “轨道公交+慢行”主导模式

规划围绕地铁出入口，布置公交慢行接驳设施，实现便捷换乘。公交站点布置在出入口50m范围

内；出租车临时停靠泊位结合公交泊位布设，集约空间；自行车停放区根据需求预测，结合地铁出入口

布设；人行空间设置隔离防护措施，避免人非混行产生，保证安全。
以江岭站为例。江岭站位于东纵路与江岭街交叉口处，设置4个出入口，此站与云巴换乘。车站周

边规划为居住、商业办公用地。根据预测，江岭站高峰小时进出站客流量为6477人次。北向为主要客

流方向，占比约37%。江岭站周边除公交、出租车泊位、自行车停放区的配置外，还应建设风雨连廊，
提高慢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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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江岭站规划方案

3.3.2 打造品质街区环境，营造舒适出行体验

（1）品质升级，营造安全环境

①打造无障碍街区，减少场地高差，迁移箱体障碍物，路口路段实现零高差顺接。②设置二次过街

岛，增加渠化岛等候区，布置防撞设施，提高安全等级。③选择人流汇聚量较大路口设置行人红外检

测、地面红绿灯，保证行人安全。④周边分布多所学校，学校路段实行限速，保证交通安全。

图19 无障碍街区、行人安全岛

（2）景观提升，打造完整街道

①构建主题特色风貌段，划分为老城记忆段-自然融合段-科技创新段。②开展标志性门户节点设

计，塑造街头艺术空间与城市网红点。③在居住区范围内，利用建筑退界进行一体化设计，打造口

袋公园，提供休憩空间。利用东纵纪念馆前区空间与预留绿化空间设计街边公园。利用东纵纪念馆

前区空间与预留绿化空间设计街边公园，宣传红色文化。路边树池、人行道板融入红色元素，体现

东纵情怀。

图20 红色主题节点、东纵元素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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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布局智慧交通系统，提升道路运行效率

（1）实施高效有序的运行管控

①绿波控制：沿线15个信控路口，实施智能信号控制，提高运行效率。②应用智慧灯杆，多杆合

一，全要素感知，为构建智慧城市提供数据基础。③安全警示：行人过街安全警示、右转渠化路口过街

安全警示。
（2）提供精准的公交服务

①公交路口信号优先，主方向上 “绿灯延长”或 “红灯早断”，保障公交车优先通过。②采纳智慧

公交站台，显示最近班次公交车位置、预计到站时间，大客流站点设置触摸交互屏等。

图21 行人过街警示系统 图22 智慧公交站台

（3）MaaS定制化出行服务

①燕子湖片区打造国际化的公共生活中心，以燕子湖会议中心为核心，采用 “无人小巴+轨道接

驳”交通模式，预约出行，公交按需响应，实现出行零延误。②深圳技术大学片区利用校园循环微巴，
将校园内客流接驳至地铁站点。

图23 基于MaaS出行管理平台

4 结语

随着城市交通的不断进步，以轨道为主导的多模式出行网络已初具雏形，城市建设标准也在走向精

细化、人性化。这都为道路交通规划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从城市交通规划者角度出发，把握时代契

机，以多方式交通全面协调发展为目标，充分挖掘现有空间资源，整体统筹规划交通空间、城市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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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对于交通系统本身而言，在内部子系统深度融合统一的基础上提升道路品

质、升级智慧硬件，保证交通功能的前提下，才能达到更好为出行者服务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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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街道适老性需求研究———以北京苏州街为例

尹 昕 宿佳境 安 珺 李沅儒 赵 亮

【摘要】 我国目前处于老龄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老年人居住、出行等活动空间适老化工作正在进行。而街道空间是老

年人生活中使用的重要空间，其适老化改造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当下机动车的增加挤占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空间，街道对

行人，尤其是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日益缺失，难以满足老龄化背景下城市建设发展的需求。本研究以北京市海淀区的苏

州街为例，利用眼动仪设备分析老年人在通行空间认知上的特殊性，得出其敏感因子、视距特点等结论；并从三个维

度，采用五点量表法对108名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研，明确老年人对街道空间的评价及生理与心理需求；最后从城市设

计角度，对城市街道适老化改造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适老化；街道空间；眼动仪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关注的重要议题。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 （WHO）提出构建老龄友好城市 （Age
 

Friendly
 

City），该项目包含户外空间、建筑、交通、住房等众多城市命题，致力于提高城市适老性，
改善老年人生活质量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结构变革。

据统计，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8年，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总

人口的比重为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1.9%[1]
 

。全国老龄

办将21世纪我国老龄化发展划分为快速老龄化 （1999～2022
 

年）、急速老龄化 （2022～2036年）、深度

老龄化 （2036～2053年）、重度老龄化 （2053～2100年）四个阶段，目前，我国正处于快速老龄化时

期[2]
 

。因此，为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关注并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应格外关注。为达此目标，已有许多

建议与措施被提出：如张世平提出六点措施：将其纳入国家规划，完善相应体制机制；健全法律法规体

系，加强基本制度建设等[3]
 

。
北京老龄化现象十分显著。截至2018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增至349.1万人，占

北京市户籍总人口的25.4%。另一方面，老龄人口增速快于同期户籍人口的增长速度：北京市60岁及

以上户籍老年人增至349.1万人，较上一年增长了4.7%[4]
 

。
在老龄化背景下，研究老年人的出行行为十分具有价值。已有许多学者开展了相关研究：如万邦伟

指出老年人出行的基本生活活动圈半径为180～220m，这一发现说明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活动圈不仅包

括住区内部活动空间，也包括街道空间。街道空间成为了老年人出行的重要活动空间[5]
 

。
而街道空间随着时代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变化。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的城镇化发

展同样迅猛，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对城市主要道路的过分重视和盲目对建设速度的追求，使大城市以

宽阔的道路和轨道交通为城市结构骨架，串联起城市的大型居住区、商业区、大型公共建筑等功能元

素。曾经集 “交通性”和 “生活性”的复合生活性街道逐渐消亡，“车性化”的建设追求使街道越来越

宽，街区越来越大，巨构的交通组织使行人不得不避而远之，公共空间、步行活动等行为也逐步退出街

道空间，街道空间功能趋向单一化。
人行体验遭到破坏的街道空间更是给老年人出行带来了不便与隐患。由于身体素质等条件影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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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在适应街道空间 “车性化”的变化上遇到了更多困难。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老年人受到伤害死亡

的第一因素即跌倒，而第二因素即道路交通伤害 [6]
 

。而这两者都与目前街道空间在适老化工作上的

不足有一定联系。
事实上，国内对于适老化的相关研究早已开展，且富有成果：李小云从社区层面出发，就境内外城

市老年居住模式及老年友好社区的研究与实践进行回顾和梳理，提出原居安老模式应成为中国未来老年

人的主要居住模式[7]
 

；周燕珉、刘佳燕从居住区户外环境的角度，结合老年人户外活动的需求，提出面
向适老化的户外环境设计原则[8]

 

；刘东卫、贾丽、王姗姗从住宅设计这一角度，提出了居家养老这一模

式下住宅适老化体系建设和通用设计的方法，对适老化设计进行分级，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现状的分级

标准及相应的设计要点[9]
 

等。
在相关适老化实证研究中，国内学者大部分采用文献调查、实地调研、问卷、访谈、量化研究等方

式开展：如吴岩对九个社区的老年人发放问卷、通过访谈等方式进行抽样调查，探究重庆城市社区适老

公共空间环境[10]
 

；戴靓华采用文献调查、权重分析的量化研究等方式，建构 “医养”体系模型[11]
 

等。
纵观目前既有研究，可以发现其中仍有尚未涉及的空白：一是国内研究对街道空间的适老化改造关

注度不足，街道空间的适老化研究明显落后于住宅及社区户外环境，而国外研究在街道空间这一方面早

有进展：如纽约在2008年就已开展针对老年人口的安全街道设计[12]
 

，其选取了5年内导致老年人 （65
岁以上）死亡或重伤的交通事故频率最高的25个路段，对其街道空间进行一系列改进设计，如延长人

行横道的行人过街时间、修建行人安全岛、拓宽路缘和中间带、缩窄人行横道、抹除人行横道与步行道

的高差等；
 

二是目前对老年人的基础信息收集、出行特征研究大多采用问卷及访谈的方式，这一方法以

老年人自身表述为依照，缺乏客观观察作为辅助。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本研究的目的是从城市交通设计的角度出发，观察并理清老年人出行的特征，在此基础上识别当前

街道空间中老年人出行遇到的挑战和问题，最终提出适老化街道改造设计的思路，为今后街道适老性改

造项目提供参考。
为积极应对老龄化趋势，实现未来老年宜居社会目标，老年人居住、出行等各项活动所依赖的物质

空间适老化势在必行。而街道空间是老年人生活中使用和感受的重要空间，其适老化改造意义重大。长

期以来，我国的街道设计普遍把使用人群概括为一个平均年龄来整体看待，更多面向的是中青年人群。
随着老年人成为人口构成的重要角色，让老年人可以更多、更方便地使用街道空间，参与公共活动是社

会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本研究将运用眼动仪等现代技术手段观察老年人出行特征，并针对其提出街道

空间适老化改造建议，补充现有研究空白，助力塑造老年宜居环境。

2 研究思路

2.1 研究框架

本次研究可分为空间调研和行为调研两部分 （图1）。
老年人街道出行行为与认知调研：使用问卷调研和眼动仪试验的方式，问卷调研分为基础性资料调

研、日常出行行为调研和空间认知与偏好调研三个部分。眼动仪技术则从个体视角了解老年人的出行特

征，从而推导出老年人对城市街道环境要素的各种需求。
城市街道空间要素调研：主要选取街道中与老年人体验相关的空间要素，包括：对城市街道的交通

情况、街道界面和路面平整程度等物质空间特征。

2.2 研究范围

本研究在北京市海淀区苏州街开展，具体为其位于海淀南路以南一段，约590m左右 （图2、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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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示意

3）。苏州街北接北四环，南接快速路万泉河路，东侧是中关村西区和中国人民大学，西侧有海淀区妇幼

保健院，交通通行量大，且存在较多天然 “堵点”。街道两侧为倒座庙、王公坟等建成于20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老旧小区，老年人居民占比较高。总体来看，这里老旧小区集中，交通种类丰富，周边用地类型

混杂，街道界面类型较为全面。
从交通情况来看，街道西侧功能较为碎片化，主要以居住、办公为主，建筑入口与支路路口较多。东侧

的界面较为连续，功能主要是人民大学、政府办公楼和居住建筑，路口较少 （图4）。路段南北两端有

比较大的过街路口，中心有一个小的过街口，均设有信号灯。主要的交通站点有两个，一是北侧的苏州

街地铁站，在街道东西两侧均有站点；二是人民大学西门公交站，站点设置在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之

间的中心岛上 （图5）。

图2 区位图 （1）
 

图3 区位图 （2）
 

图4 功能分布图

从街道界面来看，界面类型可分为底商、公共建筑、住宅、高台、栅栏、临时围墙、围墙、绿化八

种类型 （图6），在研究范围内排列组合，并按照开放程度分类，可分为八种情况 （表1）。将底商、公

共建筑定义为开放界面，在整个街道中约占27.8%；将其余界面定义为封闭界面，在整个街道中约占

72.2%。可见，街道总体封闭性较高，且西侧的封闭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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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道路交通分布图 图6 沿街立面类型分布图

表1 街道界面类型分布表

界面类型 东侧 西侧 整体

开放

界面

底商 7.5% 0 3.5%

高台-底商 12.9% 0 6.0%

公共建筑 2.7% 24.8% 14.5%

高台-公共建筑 8.1% 0 3.8%

27.8%

封闭

界面

住宅 0 12.7% 6.7%

栅栏-绿化 22.4% 46.0% 35.0%

栅栏-公共建筑/住宅 7.0% 6.1% 6.5%

临时围墙/围墙 39.4% 10.4% 24.0%

72.2%

图7 典型剖面绘制

总体而言，老年人出行在苏州街路段遇到的主要

问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路面不平整且多有

障碍物；第二，步行空间较为破碎，步行体验不畅。
笔者对三个典型的剖面进行了绘制 （图7）。A

处两侧为施工区域，因此设置了围墙挡住了人行道，
在非机动车道中间设施栏杆分离出暂时的人行道，步

行空间非常狭窄，许多老年人不愿在分隔出的人行道

行走，而是走在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有很大的安全

隐患。B处两侧分别为底商和政府办公楼，东侧因为

有非机动车停车，导致步行空间相对局促，台阶又过

高，导致上面的底商可达性较差；西侧为政府办公

楼，步行空间充裕，但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间设置了

很高、很宽的水泥台面，过街的行人无法直接到达，
非机动车道上步行、自行车、机动车混杂，路权相互

侵犯，极易引发交通冲突。C处两侧分别是写字楼和中国人民大学，东侧与B处有相似的问题；西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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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空间独立，路面平整，通行性良好，但街道界面单调，趣味性较差。

2.3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指具备一定生活能力，能够自理或在一定帮助下到达并在城市街道中发生活动的

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同时，研究中所涉及的老年人样本具备差异性、多样性等特点，使街道适老性

更具备普适性。

2.4 研究方法

观察法：选取35位老年人进行跟踪调研，主要关注以下问题：老年人喜欢走哪里；哪里走得慢；
哪里上下台阶比较困难；碰到障碍物老年人会做出何种反应等，由此定性推测老年人出行的行为习惯。

问卷法：本次调研在所调研区域共发放问卷120张，回收问卷118张，有效问卷118张。其对老年

人基本信息、健康程度、出行行为进行量化，并通过交叉分析、比较研究年龄与街道各项要素的偏好程

度，进而了解老年人街道出行的基本特征与空间需求。
为量化老年人对现状街道的偏好情况，采取五点量表法构建评价模型。其中，调查包括街道直观感

受、街道安全性与街道舒适性三个方面 （图8）。

图8 空间认知评价模型

眼动仪法：本次调研将选取iView
 

X眼动仪展开工作，选取5名老年人研究其视线聚焦的特殊要

素，并选择一名青年进行对照分析，从而得出老年人对通行空间的认知情况。
由于调研过程在户外进行，笔者采用运行模式符合这一要求的iView

 

X
 

HED型产品进行调研。它属于

头盔式视线追踪眼动仪，包括：iView
 

PC
 

测试计算机和一个头盔摄像机。其使用流程如下 （图9）：

图9 眼动仪使用流程

（1）校准：将眼动仪的头盔摄像头器械组与处理计算机相连后，被试者头戴头盔，并进入计算机

iView
 

X软件的校准模式。令被试者将目光注意力集中于预先设定的点位上 （常用点位设置模式如五点

法等），并在iView
 

X软件中作出相应点位记录，即可得到由被试者的实际情况校准产生的眼动仪运行

环境。
（2）测试：在眼动仪已经依照被试者的数据完成校准工作后，令被试者佩戴眼动仪头盔摄像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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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设定的行进路径上模拟其日常出行状态，完成这一路径的视线跟踪记录。在此过程中，由于测试环

境非室内测试，而是位于街道，存在一定危险，因此需要有人陪同以保证被试者的安全。
（3）数据处理：被试者测试的数据将以视频文件MP4的格式记录。对视频进行帧分析，记录被试

者视线聚焦的特殊要素，并对最终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后得出测试结论。
本次眼动仪实验过程如下：
眼动仪实验将采取两组被试组：实验组选取5位老年人 （年龄段：60～95岁），而另一对照组将选

取1位青年 （年龄：20岁）。对两组被试组成员进行相同的测试程序：
每一位被试者需要首先以自身条件进行仪器校准，校准选取的基准点对于所有被试者均相同：基准

点有5点，按照5点法产生，其与人的视线距离为15m，并选取为地段内的一特定位置，以最大化提高

校准工作对于被试者和地段环境的适应性。
每一位被试者在完成以自身为基准的校准工作后，均在同一给定路段上完成测试过程。给定路段经

过前期分析的精心筛选，其包含如下要素 （图10）：路径长度为500m；路径为从小区内部出发，经一

街道两侧人行道后返回小区内部；路径包含多处街道路面有高差的台阶；路径包含两处需要穿过马路的

位置：其一为街道中部人行横道，其二为交叉路口的人行横道，二者有较大差异。

图10 测试路径及观测点

对每一位被试者的数据进行分析。当数据出现明显纰漏时，重新对被试者进行该测试程序 （校准、
测试、数据分析）以保证数据准确性。

3 老年人出行特征及其对街道评价

3.1 老年人身体素质情况

参与问卷调研的老年人具有如下特征：50～70岁老年人占六成，有接近一半老年人身体状况良好，
绝大部分老年人都可以无需工具辅助出行。

如图11所示，50～60岁老年人占比25%，60～70岁老年人占比35%，70～80岁老年人占比

21%，8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18%。而在身体情况调查中，身体不良好情况占59%，主要造成出行不

便的原因为：腿脚不便、眼花、耳背。在步行情况调查中，53%的老年人认为自己可以连着走半小

时以上，而47%的老年人认为自己腿脚相对不便，长时间走路需要歇一会，或借助拐杖、轮椅等辅

助工具。

017



图11 老年人身体素质情况统计

3.2 老年人日常出行行为

通过调研得出以下结论：外出活动为老年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老年人出行以步行为主，大部

分活动为购物。
如图12所示，频率方面，绝大多数老年人每周出门3次以上，42%的老年人每天都出门。出行方

式方面，对于有户外活动需求的老年人，其出行以步行为主，77%的老年人常乘坐公交车。但只有少数

老年人会选择地铁、出租车、自行车等出行。出行时间方面，老年人多数在上午和午饭后两个时段出

门。而早饭前、晚饭前两个时段 （和早晚高峰重合）则几乎不出门。出行活动方面，老年人的出行活动

主要为购物、遛弯、带孩子，以购物最为频繁，占总量的70%。

图12 老年人日常出行行为统计图

3.3 老年人街道空间评价

通过五点量表法获得的数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老年人出行活动较为频繁，所关注出行问题集中在

街道安全性上，而非舒适性。在安全性上，老年人认为街道存在路口间距过大、路面不平、道路障碍多

等问题；而在舒适性上，老年人认为街道绿化条件、配套设施与夜间采光等都相对充足 （图13）。
将身体状况同出行认知进行交叉分析可见，腿脚不便、眼花、耳背的老年人在路面平整度与道路交

叉口设计等方面，对街道安全性有更多要求 （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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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老年人空间评价统计图

图14 老年人空间评价交叉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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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老年人出行的空间感知特征

本次调研中使用了眼动仪对老年人出行的空间感知进行分析。其具体得出的发现可以分为以下三个

方面：老年人出行关注的敏感因子、视距特点及不同环境对视线的特殊影响。
敏感因子：
（1）老年人对地面的特殊铺装比较敏感，在大部分下水道口、井盖和不一样的铺装位置都会停留视

线。图15为老年人视线关注的地面铺装特殊点———井盖。

图15 敏感因子分析—特殊铺装

（2）老年人对快速移动和突然发出的声响敏感，对正在发生的特殊事件敏感。图16（a）为老年人

关注到被车挡住的快速骑车者 （由于有声音），图16（b）为老年人视线被环卫工人处理垃圾的声音吸

引到垃圾桶附近 （图16）；

图16 敏感因子分析—声响与特殊事件

视距特点：
（1）有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视线一般处于更近、更低的位置。图17为两位腿脚不便老年人视线的停

留位置。

图17 视距特点分析—腿脚不便者的视距

（2）和青年人相比，老年人视距普遍位于更近和更低范围的区域。图18（a）为老年人视距，图18
（b）为对照组青年人的视距 （图18）；

317



图18 视距特点对比分析-老年人与青年人

不同环境对视线的特殊影响：
（1）在较为熟悉和安全、平坦的环境下，老年人的视线会放远，更容易关注远处的行人等。图19

（a）为老年人在自己熟悉的小区内的视距，图19（b）为老年人在平坦地形区域的视线关注区域

图19 环境影响分析-熟悉、安全环境下的视距

（2）在地面起伏大的地区，老年人的视线会集中在近处的地面上。图20（a）为老年人视线关注近

处的台阶，图20（b）为老年人关注有起伏区域的井盖。

图20 环境影响分析-地面起伏大区域下的视距

（3）在经过窄口时，老年人的行动速度会放缓，对窄口的边界进行多次观察。图21为老年人对即

将通过的窄口边界进行判断。

图21 环境影响分析-窄口处的视线关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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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窄口时，老年人会对窄口外的环境和路线进行判断和规划。图22为老年人确认的窄口通

过路线并对通过后的外部环境路线进行规划 （图22）。

图22 环境影响分析—窄口外的视线关注区域

5 现状街道适老化改进建议

5.1 设计原则

安全性原则：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中，安全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的第二基本需求[13]
 

。在本次调

研中也发现：对于生理机能下降的老年人来说，安全性是其对街道空间的首要要求。在街道的步行环境

中，应尽量消除老年人被撞倒、绊倒，被袭击的可能。
对应街道设计环节，应尽量做到人行道拥有平整安全的路面、充足的照明设施，同时尽量避免被机

动车及非机动车干扰等。
易达性原则：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群来说，保持步行环境的流畅性与连续性，为不同区域提供舒

适便捷的链接与过渡至关重要。目前的城市街道大多以健康成年人为主要服务对象进行设计，因此对老

年人来说街道的可达性并不理想，一方面，过大的街区尺度以及公厕、座椅等服务设施的缺失为老年人

的远距离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另一方面，过宽或过窄的道路、路口，大量楼前台阶、过街天桥，停放杂

乱的机动车、共享单车等都为老年人步行的流畅性造成阻碍。
因此，在街道设计环节应尽量保证步行空间尺度适宜且道路通畅无障碍；座椅公厕等设施按适当距

离布置；过街路口提供安全充足的准备区域；过街天桥、地铁等高差较大设施提高自动扶梯或电梯等。
易读性原则：由于视觉、听觉、嗅觉等感官能力的下降、记忆力的缺失，老年人需要容易辨识和意

象清晰的街道标识。而目前街道设计中的标识体系并未深入考虑老年人认知模式，存在一定改进空间。
因此，街道标识、红绿灯等设计中，应考虑老年人的视距、理解能力，设置完整的道路指示系统；

红绿灯等设施应考虑听觉、视觉等多感官信息传达等，以实现标识、警示等信息对老年人的易读性。

5.2 设计策略

保持步行空间的独立和连续性：基于多数老年人腿脚不便的特点，在设计中应减小路缘石的高度，
并在路口处设置缓坡，并适当增加坡道的宽度，使步行空间更加独立和连续，方便老年人顺利通行。特

别是在苏州街西侧，路口较多，且步行空间受非机动车停放区挤占，这一段应规范非机动车的停放，或

适当拓宽人行道宽度，保证老年人行走的安全性。苏州街东侧的部分路段，应取消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

间连续的、过高的分隔带，防止腿脚不便的老年人无法上到人行道上行走。在部分施工路段，人行道完

全被挤占，应在非机动车道临时分隔出人行道，并保留至少1.2m的宽度，方便需要搀扶或需要拐杖和

轮椅辅助行走的老年人顺利通过。
设置符合老年人特点的轻量化城市家具：一些轻量化的城市家具，可以大大增加老年人步行的舒适

性。比如，老年人的视力范围较近、较窄，多关注近距离的事物和突发性事物，对远距离的事物不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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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改造示意图1

感，在步行空间的塑造上可以发挥铺地的作用，铺地应粗糙防滑，颜色种类应简洁统一，在交叉口可用

醒目的颜色提醒老年人注意安全，路牌、指示牌等也可与铺地结合，用油漆等在地面上做一些图标，防

止老年人迷路，也给老年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另外，绿化池的高度可以抬高到40cm，方便腿脚不

便的老年人随时坐下休息，而不用特意安排座椅，如苏州街东侧人民大学一段，就可将绿化的部分栏杆

换成座椅形式。在台阶多的地方，可设置护栏扶手，方便老年人临时搀扶 （图24）。

图24 改造示意图2

6 结论与展望

通过调研分析，文章得出以下结论：
识别老年人出行中以步行为主、考虑安全性大于舒适性的特征，并观察到老年人对街道空间认知中

的特殊现象：老年人的视距相对较近，且多位于低处，这点对于腿脚不便的老年人表现更为明显；同

时，老年人对于地面起伏和特殊铺装非常关注。而目前的街道设计中存在以下问题：人行道地面起伏较

多，对老年人可达性差，老年人在自身安全条件判断下，被迫选择更为平坦的非机动车道作为步行空

间；部分标识设计并未考虑老年人视距特点，存在可读性问题等。
而要解决问题，完成街道设计适老化改造的关键之处，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第一是要明确街道设

计中必须考虑适老化的态度，通过政策引导和支持等方式，加强对于老年人出行的关怀与观察。这一过

程可以运用各式现代技术设备，捕捉老年人出行中尚未识别的有效特征；第二是在基于对老年人出行特

征的分析下，对街道空间进行精细化设计：老年人对街道空间的首要要求是其安全性，而非舒适性、趣

味度等其他指标，因此精细化设计方向应始终将安全性摆在第一位。
面对未来老龄化社会，应在老年人生活起居等各方面，更加重视老年人特征、需求，设计适老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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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打造老年宜居环境，实现社会人文关怀。国内已经在住宅适老化、社区适老化等方向上作出许多努

力；而在街道空间适老化上，可以积极吸纳国外街道改造经验，从局部街道试点进行探索，完善老年人

居住、出行环境现有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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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义祥云小镇缓建步行街背后交通提升思考

曹天恒 刘春雨 潘 璐

【摘要】 作为全国首个城市将责任规划师制度写入 《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北京的城市治理正显现出共建、共治、共

享的全新局面。通过顺义祥云小镇缓建步行街的实践，责任规划师已切实介入城市基层治理与管理。责任规划师结合自

身专业知识，给出中立的第三方意见，防止不合理改造建设，为人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努力。
【关键词】 精细治理；交通决策；责任规划师

1 项目概述

祥云小镇作为顺义顺义区大型一站式商业服务中心，现状被安泰大街分隔为南区和北区，长期存在

过街流量大、过街不便利等问题。街道提出为保障祥云小镇南北区联系，拟将安泰大街局部改造成步

行街。
责任规划师通过现状调研从街区尺度、人群流线等多个角度进行交通分析，并对比国际先进经验认

为
 

“征集民意+渐进式改造”，才是目前国际上推进以人为本、优化步行指导思想背后的正确思维逻辑。
祥云小镇交通的改造应综合考虑空间、人、资源三者间的匹配程度，选择合理改造模式。需要以人

民为中心，通过搭建多方协同平台，实现空间共治。借助系统的管理和精细化改善，引导绿色出行等，
多种手段综合提升周边交通品质，安泰大街步行街改造方案暂缓。

2 小镇交通特征

2.1 区域特征： 外籍人员众多、 国际化趋势明显

顺义作为首都的门户，是北京东北部发展带的重要节点，也是首都国际交往中心 “国际交往功能综

合承载区”承接地，约有10000余名外籍人士在顺义工作、学习、生活。
空港街道，辖区紧邻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功能区总体在辖区内，区域优势明显。辖区构成复杂，其

中北京市最早、最成熟的中央别墅区坐落在此，辖区内涉外机构、是外籍人员最大的聚集地之一，国际

化元素不断聚集，国际化趋势不断扩大。

2.2 周边特征： 对外联系不足， 存在提升机遇

中粮祥云小镇，依托项中央别墅区与北京临空经济核心区两大板块，对周边人群吸引力强，是顺义

区大型的一站式商业服务中心。现状距城市中心较偏远，轨道 M15线花梨坎站空间直线距离也超过

2km，对于距离较远消费者吸引力不足，主要服务人群是顺义周边居民。
三城联络线，连接三座科学城，即怀柔科学城、中关村科学城、未来科学城，向东经花梨坎站 （与

M15换乘），最终到达首都机场区域，虽具体站位尚不明确，但是祥云小镇与花梨坎的距离为2km，存

在设站条件，未来存在提升空间。

2.3 内部特征： 步行友好、 满足社交需求

中粮祥云小镇作为北京市首家 “北京生活性服务业示范街区”，内部为纯步行街环境安全友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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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三城联络线示意分析图

筑风格富有吸引力。小镇配套各种儿童友好型设施、特色广场内铺设彩色雕塑和喷泉，内部汇集大量周

边社区的亲子活动人群。

图2 祥云小镇内部情况图 （家长带儿童活动）

2.4 特征总结： 国际化宜居生活样板

区域周边人群国际化趋势明显，未来存在轨道线支撑的可能性。在道路交通改造方面，祥云小镇应

探索先进经验，将其打造成行人友好的开放型街道，成为国际新示范，才能与自身的高定位相符合。

3 小镇现状交通特征

责任规划师团队进行多次调研，其中4月8日清明节小长假，路口理论上是全年交通流量最大的时

段之一。同时选取目前南区北区过街的2个路口和路段车流量，作为判断修建步行街人流的重要参考

依据。

3.1 特殊时期， 路口人交通量较少

由于今年疫情原因，各大商圈客流量都在断崖式下跌之中，祥云小镇同样也不例外，虽然抽取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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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小镇路口周边情况示意图

个时间节点 （10：30、11：30、14：00、16：00）进行调研，但是整体流量有限。车流量全天维持在

230v/h左右，上午人流量在500人/h以内，下午4：00路口达到最高人流量，过街人数才刚突破1000
人/h，目前路口完全可以承载交通需求。

图4 小镇路口交通流量统计图

3.2 周边年轻家庭多、 携儿童出行比例高

通过4个时段对过街人群的特征分析，可发现家长携带儿童比例高达40%以上，尤其下午16：00
左右，太阳下山后比例在50%以上。依托周边的社区资源，和祥云小镇内部各种开场空间和儿童配套

游玩设施，“2位家长+儿童”以家庭为单位出行的比例非常高。

图5 祥云小镇以家庭为单位出行比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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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无障碍设施使用率低， 儿童南北过街不友好

祥云小镇南区北区之间与安泰大街存在0.7m左右的高差，存在台阶，现状无障碍设施使用效率不

高。亲子活动的装备类似婴儿车、儿童自行车需要上下来回搬运。同时城市标准的室外台阶高度对于儿

童通行并不友好，存在磕碰的可能性，南北过街对于全年龄段友好度存在优化空间。

图6 祥云小镇南北区儿童过街问题

3.4 交通管理滞后， 交通意识不足

安泰大街与裕丰路交叉口现状为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现状路缘石转弯半径过大，调研发现，存在

车辆不礼让行人，交通意识不足情况。而且，安泰大街现状没有规划自行车道，并不符合城市道路标

准。非机动车空间被路内停车侵占，造成机非混行存在安全隐患。路口附近经常出现临时上下客的汽

车，造成道路拥堵的同时影响行人正常过街。

图7 祥云小镇交通问题

3.5 交通特征总结

祥云小镇内部步行环境连续舒适，吸引周边居民亲子活动。但是由于城市郊区化，多种模式出行方

式相互耦合不佳，交通管理、城市管理等问题，甚至是周边高收入群体社区，加剧区域私家车出行比例

高，虽国际化氛围浓郁，但是在交通层面，祥云小镇周边人车矛盾大，祥云小镇南北区过街路段，存在

一定优化必要。

4 改造步行街难点梳理

按照目前国际优秀改造案例，多数的交通改造以步行优先为指导思想。但安泰大街局部打造步行街

的做法是否可以直接套用，责任规划师目前依然存在一丝疑问。

4.1 区域路网密度较低， 路段涉及小区出入口
 

区域周边路网密度为6.2km/km2，与目前北京市街区控规要求的商业区集中地区路网密度10km/
km2存在一定差距，目前周边存在大量在途项目，未来可能会存在道路承载力不足情况。作为生活型

道路主要使用对象为周边居民，同时涉及小区地库出入口，改造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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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小镇路口周边情况示意图

4.2 步行街尺度较大， 无法聚集人气

安泰大街两侧U型界面宽度为50m左右，两侧建筑为2层左右的低层建筑，若直接把城市级干道

路改成步行街，建筑空间无法实现空间围合体验。对于商业街，需要有热闹繁华的气氛，D/H宜控制

在1～2左右，过于宽敞的道路会使行人失去安全感，并不利于人群的驻留。
现状安泰大街道路两侧已存在人行道，且与建筑前空间及人行道进行一体化设计，同时借用了绿化

景观把车道隔离在外，使步行道成为左右两边单独D/H≈1的部分，步行空间尺度已经适宜。

图9 现状安泰大街人行道情况

4.3 过街流量不足： 不足支撑步行街方案

根据现场调研数据来看，平均每小时过街流量只有600人/h，直观感受为客流稀少。目前过街通道

设计通行能力为1400～1800人/h，过街通道可以完全满足南北联系需求，现状交通需求并不能支撑步

行街方案。

图10 早中晚路口流量情况

4.4 人群流线不匹配： 南北向过街匹配东西向步行街

安泰大街为东西向大街，祥云小镇目前主要为南北向交通联系，未来安泰大街改造为步行街其东西

向流线方向与现状南北向过街方向并不能很好地匹配，50m的步行街空间只有少量南北过街需求，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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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街空间存在浪费情况。

图11 人流动线示意图

4.5 分析结论

目前祥云小镇街道宽度与两侧建筑已经定型，空间营造限制条件较多，基本不存在打造空间尺度宜

人的步行街条件。虽然目前北京街道设计导则等相关技术文件已经出台许多，街道设计需要 “以人为

本”。路权需要不断向人行和自行车倾斜等的价值观已受到街道管理者认可，但同时需要强调空间与人

的需求，空间与资源相互匹配的程度，并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改造模式。

5 交通提升案例分析

5.1 牛津广场： 多方参与制度， 完善过街体验

牛津广场位于伦敦两大著名商业街牛津街和摄政街 （Regent
 

Street）的交叉口，2009年在政府市

政议会、交通部门、土地所有者 （英皇资产）、设计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对牛津广场进行了优化改造。
牛津街广场的道路设计体现了步行优先的指导思想，压缩机动车行驶空间，控制车行速度，降低非

必要机动车的穿行意愿。将整个十字路口打造成过街广场，优先保证人行过街空间，减少过街拥堵程

度，行人的安全性和舒适性大大提高。这样的局部路口改造思路对于祥云小镇的改造更具有借鉴意义。

图12 牛津广场改造前后对比图

5.2 百老汇大街： 临时改造试验， 动态优化

百老汇大街改造主要集中在曼哈顿中城区，采用渐进有序的方式展开，大致经历了初步方案、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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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效果评估、正式实施与优化调整等5个阶段，持续改造时间长达8年，是一个互相影响与持续修

正的开放性进程。在正式改造之前，需要大量的时间精力用于征集意见、临时改造和效果评估，降低快

速建设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正式改造之后也同时保障持续优化的可能性。

图13 百老汇大街改造过程示意图

5.3 案例总结

以上案例采用广泛征集民意以及渐进式改造的模式，遵循逐步推进以人为本、优化步行指导思想背

后的思维逻辑。综合国内实际，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完善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制度，原有城市更新中大包大揽的快速化改造方式已经变得并不适用，我们应以人民群众满意、实

用、有效的交通治理为目标，进行精细化补充完善。

6 祥云小镇路口交通改善技术路径

祥云小镇路口改造根本目为保障儿童过街的安全，在不妨碍消防车、救护车等通行的前提下，采取

一系列交通安宁化措施，来提高过街空间的可识别性，减小机动车对儿童过街安全的威胁。

6.1 细化路口道路设计

路口除目前设置斑马线和和警示标识外，还应配合物理方式共同作用，设置道路车道收窄，增设安

全岛、减小路口转弯半径、道路局部抬高等多种手段，达到汽车减速通行，保障步行优先效果。

图14 路口改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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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完善无障碍设施

无障碍设计不仅提供基本的物理可达性，而是为每个人创建更好的解决方案，确保能够高质量使用

路口公共空间。现状无障碍设计利用率低，建议将现状台阶改造为缓坡道，减少亲子活动装备多余搬运

动作。配合设置阻车桩，防止意外情况。同时路口调整铺装样式，提高过街空间的可识别性，促进小汽

车减速。

图15 无障碍改造示意图

6.3 补充自行车道

清除现状安泰大街路内停车，补充非机动车道，保留儿童骑行的可能性，保证自行车道为2.5m以

上标准宽度，同时实现汽车之间存在物理隔离，保障骑行安全。

图16

6.4 重大活动试验性改造， 动态调整

祥云小镇每年举办活动众多，随着未来商圈客流的逐步恢复，在嘉年华、户外艺术季或者节假日等

高峰时段，人流量较大时，可以临时性的针对机动车限行，将道路作为临时广场空间作为应急方案。根

据外界反馈进行方案评估，若评估结果理想，居民商户等多方人员持支持意见，再进行逐次优化，增加

临时改造频率，直至转型为步行街。

7 祥云小镇路口交通改善管理路径

7.1 搭建多方协同平台， 实现空间共治

促成多方参与的联席会制度萌芽产生，搭建多方协同平台，照顾各方利益平衡，提倡空间共治。保

障各管理部门、各参与主体、街道办事相关部门、责任规划师等多方人员的利益，本着相互协同、以人

为本、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念，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通过对居民商户等多方群体的真实需求反馈，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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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街道试验改造示意图

交通策略定制，体现 “管理价值+设计价值”，推动城市品质提升。

图18 多方协同平台模式示意图

7.2 引导绿色出行， 缓解人车矛盾

三城联络线，祥云小镇周边存在设站条件。鼓励周边用地与轨道站点充分融合，塑造形成高品质的城

市空间，改善区域市民的出行环境，不断聚集人气。对周边生活性街道的非机动车道查漏补缺，保障自行

车出行的独立路权。逐步引导周边居民接受通过绿色出行方式到达祥云小镇，缓解目前的人车矛盾。

7.3 完善文明公约， 实现交通新秩序

交通管理需要集合周边社区群众力量，保障人行路权，防止各类车辆不礼让行人等不文明现象，结

合交通探头和大屏幕，把不文明现象随时滚动播放，在熟人制社区形成舆论治理。当然，除了技术层面

的手段，更需要治理层面下各部门相互协同，多管齐下，共同努力实现祥云小镇路口的交通新秩序。

图19 各部门相互协同示意

8 责任规划师价值体现

顺义空港街道的责任规划师咨询工作还在持续，责任规划师制度的推行与建设开始切实介入城市基

627



层治理与管理，进一步推动政府更为精细化的行使公权力。通过鼓励全社会的多方参与，构建以人民为

中心的城市基层治理。
责任规划师的根本价值在于守住城市公共领域的公共价值底线，给出第三方的中立专业意见，防止

不合理建设，保证城市工作可以从纸面到地面。作为全国首个将责任规划师制度写入城乡规划条例的城

市，北京的城市治理正显现出共建、共治、共享的全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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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沿河道路到沿河街道的改造研究

陶毅杰 卢顺达 吴超华 朱 闯 许谋为

【摘要】 中国多数城市沿河道路设计往往以机动交通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忽略慢行空间和景观设计，导致行人缺乏步

行体验。通过分析世界各大城市和地区以人为本的街道设计理念和趋势，总结城市沿河道路设计基本原则，并辅以国际

经验示例。通过对交通主要特征及突出问题，提出以人为本的核心设计理念，提出快慢分离、公交与慢行优先、街道景

观营造、慢行品质提升等策略，为城市 “以车为本”的沿河道路向 “以人为本”的沿河街道转变提升提供思路。
【关键词】 沿河街道；慢行空间；以人为本

0 引言

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道路基础建设也不断扩增，不断拓宽的机动车道与快速发展的

智能化机动车道出现在不同城市的城区内，且道路往往采取 “宽马路、大街区”的形式[1]
 

。然而，大马

路宽车道挤占了人行道宽度，大大降低了慢行空间，大部分城市建设依然秉持着以车为本的建设理念。
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同样使得居民对交通出行品质的要求不断提高，居民希望拥有具有高效率、智能化

的机动车道的同时，能兼顾舒适、安全、高品质的慢行空间。
其中，沿河区域往往处于城市的主中心，道路内机动车交通量较大，沿河道路设施面临较大压力。

如何合理规划沿河道路交通组织，有效结合道路景观设计，围绕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将沿河道路打造

成集慢行、道路与城市景观为一体的沿河街道，为居民提供舒适便捷的出行体验，成为近年来国内关注

热点。
本文通过分析国外街道设计的经验，总结现状沿河道路特征的问题，结合巴黎塞纳河沿岸改造计

划，提出快慢分离、街道景观营造、慢行品质提升等策略，为以车为本的沿河道路向以人为本的沿河街

道改造提升提供思路。

1 一般问题分析

1.1 功能不清， 大量过境交通存在， 导致道路拥堵

城市沿河区域多为城市老城区中心，周边用地多以居住、商业用地为主，道路承担服务沿线居民出

行的功能。目前，城市沿河道路功能定位模糊，大量过境车辆行驶于沿河道路，导致道路沿线居民出行

安全性无法保障，同时也使得过境交通车辆无法顺利通过，造成道路拥堵。
重庆滨江路贯穿重庆市南北，沿嘉陵江和长江布置，主要承担主城区内各组团间的快速联系。滨江

路沿线分布住宅、商业等设施，其总长度141.8km中，交通功能为主的路段长20.7km，交通功能较强

的路段长58.0km，交通功能较弱 （以服务生活功能为主）的路段长63.1km。滨江路道路兼具交通功

能与生活服务功能，改善前部分路段出现拥堵[2]
 

。

1.2 道路空间资源分配不合理， 公交及慢行空间被侵占

日益增长的机动化需求导致道路空间逐渐向机动车辆倾斜，受限于沿河道路的供给水平，道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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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重庆滨江路区位及周边用地

资源难以协调，公交及慢行空间被严重侵占。沿河道路公交及慢行空间的减少导致慢行设施供给不足、
非机动车路权难以保障，机非混行由此产生，严重削弱了居民公交与慢行的出行体验。

上海苏州河全长125km，主要流经上海市青浦、嘉定、黄浦、虹口等区，其在市区的区段长度约

为23.8km。苏州河周边土地利用多样化，分布有居民区、商业区及其预留土地等，沿线道路以集散型

之路为主。改造前，沿线地区高容量、慢行空间缺失、公共空间较低、忽视历史建筑与文脉等问题，破

坏了两岸的城市肌理和公共活动，严重影响了沿河道路景观与交通运行。

1.3 组织与管理水平低下， 客货混行、 路侧违停等现象频现

当前，沿河道路交通组织与管理水平较低，道路功能混杂。由于城市沿河道路多为城市中心区域，
城区居民多样化的商业及生活需求为沿河道路交通组织与管理带来挑战。此外，有限的道路设施供应也

使得沿河道路交通问题凸显，客货混行、路侧违停等现象频现。

1.4 景观设施低下， 滨水资源未能充分利用

沿河道路具有优秀的滨水景观，作为城市居民与自然环境和谐互动的重要载体，充分利用滨水资源

与沿河道路进行有效整合，可以有效提高居民出行体验与城市整体形象。然而，部分沿河道路慢行设施

缺失，景观设施低下，未能对滨水资源进行充分利用，致使城市滨水资源浪费。
重庆滨江路较多路段承担城市道路系统的主干道的功能，存在大量的过境交通，道路主要强调交通

功能。滨江路部分路段采用高架敷设方式，桥下空间与水岸缺乏互动，高架桥下景观以植被为主，缺乏

整体协调[4]
 

。此外，滨江路部分地段原本的土地被乱石覆盖后无法生长植被，生活垃圾随意堆放，景观

设施有待提升。

2 经验示例

2.1 巴黎塞纳河沿岸改造

巴黎塞纳河畔道路的滨水空间改造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前后时长超过百年。最后一个阶

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塞纳河沿岸实行滨水公共空间再生改造计划。改造重点将人作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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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考虑人的使用需求；活化利用场地既有资源，引入各类艺术文化元素激发空间活力[7]
 

。

图2 巴黎塞纳河改造前 图3 巴黎塞纳河改造后

从交通组织形式角度分析，塞纳河两侧沿河道路均采用单向交通组织方案，通过单向交通组织控制

机动车总量，从而压缩机动车道空间，为慢行与沿线亲水平台提供更多空间。
从游客体验角度分析，塞纳河左岸以沿岸街道为主轴，沿岸设置公园、广场等多样化的活动空间，

将沿岸街道与城市、河流、公园、广场多元素整合为一体形成滨水步道和沿岸海滩，打造成舒适宜人、
安全可靠的公共活动空间。

从空间体系角度分析，塞纳河左岸设计根据巴黎市民出行方式占比，河岸设计分成两个高差，濒临

河岸为步行道，靠内侧为机动车道，人车分行，将沿岸街道打造成宜人的滨水空间；同时，根据季节关

闭沿岸的快速机动车道，创造出更多的慢行和娱乐空间，将原来的 “以车为本”的街道归还给 “行人”
本身，重新焕发街道活力。

3 沿河 “道路”到 “街道”的转变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城市意识到高品质的街道设计能提升城市竞争力，以车为本较为严重

的美国也提出完整街道概念，称 “街道的设计和运行应为全部使用者提供安全的通道，采用不同交

通方式出行的乘客都能安全出行和安全过街，同时提出安全、绿色、活力街道的目标，回归以人为

本的街道设计理念”[8]
 

沿河街道交通组织核心目的为打造结合沿河道路的交通特性，充分利用沿河道

路自然景观资源，满足城市交通需求。结合巴黎塞纳河沿岸街道改造，总结 “道路”向 “街道”转

变策略如下。

3.1 优化交通组织， 提高道路安全

沿河道路一般位于城市中心区域，周边多为居住及商业地块，需要承担一定的生活服务功能；此

外，大多河流穿城而过串联起城市各个功能组团，沿河道路也承担有交通过境的功能。为保证沿河道路

车辆通行效率，建议根据道路周边地块及路网明确其主要功能，并优化交通组织方式，改善道路安全环

境，从而提升滨水空间质量。
1）分离过境交通车辆与周边地块出行车辆，根据快慢分离策略，明确沿河道路主要交通功能，分

离过境交通，控制道路机动车交通总量，降低滨水道路车速，保障其服务周边地块的功能。
2）设置单向交通组织方式，提高交叉口和路段通行能力，减少交通事故的同时控制了机动车总量，

从而压缩机动车道空间，提升慢行与亲水平台空间。

037



图4 单向交通组织示意图

3.2 重构道路空间， 提升慢行品质

对于现状以小汽车为主导的沿河道路，通常采用 “街道瘦身”的方式，压缩机动车道宽度，增加慢

行交通空间，平衡人车的路权分配问题，同时优化绿化景观、街道设施，使街道成为活动多样性发生的

场所，是当今世界最常见的 “完整街道”的具体表现形式[1]
 

。针对沿河道路，构建以慢行+公交主导化

的交通体系可以有效缓解沿河道路空间资源紧张的局面，提高居民短距离出行的出行体验，体现 “以人

为本”的思想。

图5 人性化街道断面

1）公交与慢行优先，通过提高公交设施，
增设公交线路，优化慢行设施，引导周边片区居

民建立科学合理的出行结构，打造沿河道路畅

通、高效、舒适的交通环境。
2）

 

更加人性化的街道断面设计，通过压缩机

动车道数、设计中间分隔带、布置非机动道、统

筹布设设施带，在以人为本的的设计理念下，对

道路空间进行重新分配。
3）构建休闲绿道、自行车骑行、健跑走廊

等慢行网络。沿河道路具备水系资源，通过设置

特色跑道铺装、健跑路线标识等，打造以人为本

的慢行系统，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

图6 慢行网络示意图 图7 街道娱乐设施

4）增加街道娱乐性，结合城市特色与街道

特征，在街道空间充裕的前提下布设广场、公园等休憩娱乐场地，丰富街道公共空间活动，赋予街道新

的活力，吸引市民慢行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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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街道景观营造

沿河街道是城市不可多得的景观资源，在进行道路设计时应将交通组织与景观设计紧密结合起来。
在进行道路设计时应注重生态设计，考虑沿线景观、栏杆样式、人行辅道铺装等结合河道特性进行整体

设计。
1）在景观总体布局上，根据沿河的特征，突出 “人性化”、“园林化”的理念，用丰富的绿化植被

作为主体覆盖沿河街道，配以人性化的步行走廊和自行车道，打造出安全、环保、绿色的沿河街道。
2）构建慢行空间及休闲绿地景观，加大绿化量，增加绿化品种，丰富绿化的空间层次，立体的绿

化系统。采用分支点较高的树木与植被搭配，开阔步行与使用自行车辆人群的视野，同时兼顾使用机动

车道人群的视野通透性，保证各类人群都能享受到沿河街道优美的景观。
3）打造亲水空间景观，沿河亮化系统的设计应根据道路及绿化特征，合理布置景观灯。在沿河的

绿化及慢行区域可配置冷色彩、弱光源为主的灯光系统，提升行人步行体验。

图8 慢行空间示意图 图9 亲水空间示意图

4）提升街道设施品质，从人的使用感受和需求出发，打造 “有细节、有温度、有情怀”的街道公

共设施，重新唤醒街道活力。

图10 街道设施示意图

4 江门市江南路沿河道路改造

4.1 背景介绍

江门市江门河流经城市旧城区中心，沿线分布江门演艺中心、白水带公园、江南小学等各类居住与

商业设施，其南侧沿河道路江南路的研究范围内承担周边居民出行服务功能，全长约2.6km，胜利大

桥-江门大桥段过境交通比例达到62%，沿河道路拥堵较为严重、慢行空间不足、街道品质低，无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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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线地块的居民出行提供较好的服务。

图11 江门河沿线用地分布

江门市江南路断面宽度为30～35m，部分路

段仅28m，其中有1.1km的横断面为双向两车

道，1.5km的横断面为双向三车道。道路慢行空

间被侵占、慢行系统不连续、沿线过街设施不

足、非机动车过街无路权保障、机非混行等现象

对江南路造成严重制约。
江门市江南路路段改善前未能有效利用滨水

资源，其沿线景观环境粗犷，铺装材料品质较

低，指示标志缺失、慢行衔接度不高等问题，极

大影响了居民的慢行品质及滨水互动深度，造成

江门河滨水资源的浪费。

4.2 街道改造要点

4.2.1 优化交通组织与管理方式

江南路道路组织优化过程中，主要针对沿河道路交通组织方式进行了优化与改善。主要措施如下：
1）设置单向交通组织方式。考虑对江南路采用由南到北的单向交通组织方式，设置宽7.5m单向

双车道机动车道，并于东侧设置独立双向摩托车专用道 （考虑江门摩托车使用较多），二者采用物理隔

离。滨水一侧打造宽约14.5～22m的慢行空间，涵盖慢行、休闲、绿景及亲水平台等。

图12 江门河改善前后断面布置概念图

2）分离过境交通。江南路主要承担景观旅游、慢行休闲功能。根据该定位，江南路及其东侧沿江

路主要承担片区集散功能，不承担对外交通及城市干道交通功能。
改善后江南路将过境交通分离到远离河岸的平行道路江海二路，江南路主要满足周边地块短途出行

需求。江海二路定位为城市主干道，可以较好的满足车辆长距离的通行需求，分流江南路过境车辆。分

流后江南路功能定位明晰，道路交通服务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4.2.2 重构道路空间

江南路主要通过断面改造、客货分离、公交较强、停车管控等方式实现江南路交通功能取舍，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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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空间。
1）注重功能，亲水性较好的断面改造。通过改善现有道路横断面，压缩机动车道宽度，为道路预

留空间，增加慢行交通设施路面宽度以打造亲水空间走廊。同时，河堤采用分层、分级设计，靠近水面

一级为市民休闲、旅游等活动提供娱乐景观保障，上一层级为主要的机动车道路面，上下两级之间有便

捷舒适的人行道与自行车道相串联，多层次多维度的提升居民慢行舒适度与安全性。

图13 江门市江南路道路交通组织 图14 江南路横断面改善方案

图15 江南路横断面改造前后图

图16 江南路娱乐设施

2）公交加强，增设4条东华大桥首末站与

高新区、滨江新城、新会方向、瑶村工业区方向

的公交线路，加强公交枢纽接驳及市内旅游公交

服务，保证公交系统满足片区快速出行需求，进

而引导居民出行结构调整。
3）停车管控，全面禁止江南路路内停车；

相交道路规范停车管理，解决片区居民停车需

求；结合用地及需求，规划7处公共停车场，设

置650个机动车停车位。
4）丰富街道娱乐性，在不破坏河岸景观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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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的前提下，利用河岸原有的绿地改造成市民娱乐健身等休闲场地，增加街道活力，提升慢行交通吸

引力。

4.2.3 街道景观打造，提升滨水空间品质

江南路采取安全友好的策略，通过通勤非机动车道彩色铺装、增设智能化行人安全警示系统、多杆

合一共建共用、打造亲水空间景观等方式，从使用感受和需求出发，打造 “有细节、有温度、有情怀”
的城市公共设施，整体打造高品质慢行滨水空间。
1）打造亲水空间景观。利用绿化分隔空间，采用绿植、护栏、砖石铺装等方式，提升慢行道路与

节点的景观，打造舒适的滨水空间。

图17 江南路景观改造前后

2）提升慢行设施品质。提供完备的慢行指引设施、休憩设施、防护设施及美化设施等，保证道路

功能与景观效果。

图18 慢行设施

5 结语

沿河道路作为珍贵的城市公共资源，往往位于城市的文化集聚区是提升城市形象和活力的良好切入

点。根据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站在 “行人”的角度将原先过度关注车辆的沿河道路进行品质提升改

造，结合交通组织、景观设计、慢行系统等多方面因素，将沿河道路改造成集慢行、娱乐、景观、交通

为一体的高品质、多元素的现代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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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市治理的老城区街道设计研究
———基于东四南北大街综合整治提升的实践

陈 仲 郭轶博

【摘要】 老城区具有功能集聚、但街道网络格局既定、设施布局空间紧张的特点，目前我国老城区街道更新与治理层

面，尚没有成熟的规划设计体系进行各类要素的综合协调。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由 “量”提 “质”的转型，提升老城区的

吸引力与活力，是未来城市更新及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关注的重点之一。传统的道路交通设计在体系和方法上迫切需要转

型，以应对新形势下城市治理的要求。本文以东四南北大街的实践为例，在逻辑框架、价值导向、设计方法、建设手段

等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基于交通设计建立面向城市治理的街道设计体系与方法，为我国其他城市提供借鉴。
【关键词】 城市治理；街道设计；交通设计；城市更新

0 引言
 

2018年我国经济全面进入新常态，城市发展也由传统的 “量的扩张”向 “质的提升”的方向上转

型。提升既有城区人居环境品质和生活质量，不仅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也是未来城

市更新和城市治理关注的焦点。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十九

大报告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均对我国目前各城市发展路径和理念提出了明确的指引。
街道作为城市最主要的公共空间，是绝大部分公共设施布局的场所。在街道空间中，交通空间的占

比往往超过90%，与其他各类设施相互交织，是城市治理的主要空间载体。在城市由 “量”转 “质”
转型发展过程当中，城市交通问题是

 

“拦路虎”，也是城市治理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然而，我国目

前对城市治理、城市更新的研究和实践刚刚起步，尤其是在实施框架和技术思路上尚未达成共识，以往

对城市交通问题的治理方式亟需深化和变革[1]
 

。街道治理策略是否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城市

为人民的思想，如何构建街道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水平和能力，都是目前关注的焦点问题[2]
 

。
东四南北大街是北京东城区南北向重要交通走廊。本次研究和实践以东四南北大街为例，以交通设

计为基础建立面向城市治理的街道设计的体系和方法，向上衔接、落实各类规划，综合统筹；向下指引

工程设计，确保方案可实施性；同步统筹各专业、行业的公共设施空间落位。实践过程中将街道设计与

城市治理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治理的维度反馈各类街道要素的精细化、人性化设计，从而有目的、有指

向性地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老城区街道治理现状

城市治理是指城市的政府、城市的居民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利益相关方通过开放参与、平等协商、
分工协作的方式达成城市公共事务的决策，以实现城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的过程[3]

 

。其核心内涵主要有

两点：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城市治理强调合作、协调、参与，而不是命令、管制、问责。将政府为单

一主体的管理模式转变是为了包括政府在内的，由企业、社会组织、居民等利益相关方共同构成的多元

化治理主体，从而使城市更具有包容性；二是精细化治理。从传统的粗放式的管理模式与 “一刀切”的

管理标准转变为精细化的治理模式与 “定制化”的管理标准，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服务和更加细化的管理

手段，使得城市治理的针脚更加细密，城市生活更加美好。与其他城市的老城区一样，东四南北大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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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现状具有鲜明的特点[4]
 

[5]
 

。

1.1 现状格局既定， 既有规划理念落实困难

老城区空间格局、街道网络既定，两侧建筑及各类设施等迁移成本非常高，规划层面对老城区治理

的指导性较弱。东四南北大街是典型的老城区街道，两侧为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沿线串联雍和宫、政

府、学校、医院等众多城市功能点。
在各项上位规划中，东四南北大街均定位为主干路，规划道路红线40m～60m，承担较强的南北贯

通的通过性功能。同时，又是全市的主要公交廊道、也是全市主要的慢行道，规划赋予了丰富的功能。
但实际上，该条街道建筑至建筑之间宽度最窄处仅有20多米，且无法进一步拓宽。在有限的空间下，
既有规划意图、思想及理念难以全部落实，甚至部分设施在空间上出现了矛盾冲突，严重制约既定功能

的发挥，治理难度大。

1.2 设施层面多头管理， 统筹性较低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街道空间的各类设施不断做加法，空间资源利用愈发紧张。从最早的城市老

街及两侧的民宅建筑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有轨电车、路灯等的开始引入，至21世纪机动化、信息

化之后，交通监控、信号灯管理、通信设备等设施不断增加。近几年，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快递三

轮车等市场化的设施进一步占用街道有限的空间，居民正常的通行、日常公共活动空间严重被侵蚀，街

道的整体品质逐渐降低。
受限于主管部门不同以及行业特征等原因，街道空间设计的工作条块划分比较明显，协调性较低。

交通、景观、建筑、通信、电力等相关专业均在各自界限内独立工作，在建设时序维度、空间整合维度

上均缺乏统筹协调的机制与平台。设施衔接不便、相互挤占空间等现象，极易导致道路反复开挖、“道
路拉链”频发，增加了街道后期使用及治理的难度。城市治理迫切需要在街道设计层面整合统筹，确保

各类设施有机融合在街道空间之内。

1.3 需求层面多元融合， 关注点失衡

东四南北大街是典型的功能复合型街道，与地铁5号线线位重合，交通通行功能非常强；同时其两

侧沿街界面均为小商业及服务周边居民的公共服务业态，后侧为大面积居住及多处旅游景点，居民日常

生活、外来访客的使用需求很高。与其他城市老城区街道一样，以往东四南北大街城市治理的关注点失

衡表现为两方面：

图1 东四南北大街现状街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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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对动态需求的空间资源分配不平衡不充分。在城市化、机动化过程中，对小汽车通行效率

的关注不断增强，而公共交通、步行与自行车交通的空间不断被挤压缩窄。例如上一轮2010年改造中，
为增加机动车道而将非机动车道移至人行道上，导致部分区段人行道缺失，街边公共空间不足，严重影

响行人安全。
另一方面，对静态需求空间的满足程度不足。停车问题一直是老城区街道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包

括机动车停车及非机动车停车需求等。近年来电动自行车车、城市末端物流配送车等停放空间更是缺乏

明确治理指引。除此以外，居民的沿街休憩、过街停驻等候、沿街商铺顾客停留、公交乘客等候等空间

及秩序均无法统筹缓解。街道的活力、居民交往空间、以及老城区的整体品质逐渐下降。城市治理需要

在政策导向上进行转型，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2 技术方法与实践

针对目前街道设计层面尚没有相应专项设计或机制平台来进行各部门、各专业的统筹工作的现状，
东四南北大街综合整治提升工作，强调以交通空间为基础，作为协调老城区各类设施、提升城市治理能

力的载体。交通空间是街道空间中的主体，占比超过90%，具备协调的基础；同时，交通空间是街道

所有动静态需求交织的场所，具备统筹协调的需求。面向城市治理的街道设计，首要的问题之一是街道

交通的治理，并在此基础上，统筹协调各专业，构建城市治理的全系统优化方案。

2.1 体系框架： 强化街道设计的统筹协调作用， 提升城市治理的系统性

为强化城市治理的系统性，街道设计的框架应突破专业的限制，以街道空间为基础，统筹各专业的

专项规划，并加强对周边区域的用地、空间及城市功能统筹考虑。在工作流程上，遵循 “四步骤”的工

作方式：
步骤一：规划统筹。通过梳理各项上位规划及专项规划的要求，明确街道/道路主导功能及未来治

理的导向；
步骤二：系统设计。以交通空间优化为出发点，需要落实上位规划的可实施路径。交通的治理 “牵

一发而动全身”，从交通全系统的交通设施、交通流组织、交通管理等方面入手，面向区域、系统优化；
步骤三：要素协调。对街道沿线各要素进行协调。优化交通、建筑、景观、市政、公服等各个要素

的空间布局及衔接方式；
步骤四：精细化设计。对重要节点和设施如医院、学校、无障碍、综合杆等进行精细化设计，体现

“以人为本”的城市治理理念。

图2 整体工作流程

2.2 价值导向： 资源分配向绿色交通和公共空间倾斜， 提升治理的政策引导性

将街道空间资源优先分配给绿色交通及公共空间，提升街道品质和质量，明确城市治理对于公共资

源分配的价值导向，是在城市在存量更新的大背景下，城市治理工作的重点。

937



东四南北大街整治提升过程中，积极落实上位规划的传导，以 《首都核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提

出的 “由传统小客车交通骨干道路，转型为绿色交通骨干道路，减少老城内小客车过境交通；优化道路

横断面，弱化小客车交通功能”为价值准绳。在改造过程中，秉持 “将过去被机动车占用的空间还给沿

街行人及公共空间”的思路，将街道空间资源大幅分配给绿色交通及公共空间，重点路段将现状局部双

向五车道优化为双向三车道，其余空间留个沿街行人及公共活动。优化前后两侧人行道及公共空间宽度

分布如下图所示。

图3 改造前后横断面及沿街人行道宽度分布对比

对机动车道数的压缩，尽管能够释放出大量公共空间，为规划理念落地提供基础，但同时也改变了

既有的交通组织格局，需要在设计过程中谨慎论证、科学分析其影响。这不仅是面向城市治理的街道设

计的重点，也对传统街道设计的设计方法和数据支撑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从交通系统、区域协调

的角度进行整体考虑，科学制定设计方法。

2.3 设计方法： 精细化设计， 全要素综合， 提升治理的综合性及全面性

首先，在技术方法上，东四南北大街遵循 “面—线—点”的技术逻辑：
1）

 

“面”的层面，突破 “就路论路”、“头痛医头”的狭义交通设计论，从一维线性的道路扩展到二

维区域、从道路扩展到包含轨道、道路、公交、慢行的综合交通网络，识别道路功能，明确 “南北绿色

交通组织轴”的总体定位及相应组织策略；
2）

 

“线”的层面，紧密结合街道两侧用地性质业态、居民使用需求，识别道路分段特征及相应的规

划原则、设计策略，统筹线性空间街道全要素的空间需求；统筹协调道路沿线旅游景点、中小学、停车

场、公园绿地及地铁出入口等居民出行要素，强化衔接；
3）

 

“点”的层面，针对具体设计节点，进行具体方案论证，进行详细交通方案设计。
其次，设计方法中需要着重强化交通大数据的支撑，将交通仿真模型作为街道设计的重要组成部

分。利用出租车、网约车GPS数据识别通行车辆的路径选择行为，为建成使用后的车辆诱导及交通组

织方案提供支撑；利用共享单车、公共自行车的数据识别慢行活动使用需求密集的点及区域，针对具体

节点提出慢行空间优化方案；通过交叉口交通流量调查，建立微观仿真模型，优化主要交叉口信号配时

及渠化方案，论证设计方案、提升交叉口交通运行效率。微观交通仿真模型，是论证街道尺度下交通设

计方案的重要抓手。
最后，坚持 “街道空间一体化”的思路，突破道路红线对街道空间的分隔，统筹考虑各类设施的精

细化设计。
1）

 

优先保障绿色交通及公共空间。大幅增加人行道、公交站台处候车空间，保障非机动车通行及

停放。局部空间不足的，通过进一步缩窄机动车道宽度、偏移路缘石的方式实现；对于调整后人行道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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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模式图

图5 大数据支撑交通系统分析

宽 （大于5m）的局部路段，结合设置街边微公园，布局公共活动空间。
2）落实无障碍出行理念。强化街道面向全体出行者使用的功能，以 “完整街道”为设计目标，强

化老城区街道对老年人、儿童、行动不便人士的服务。对人行道、胡同口、公共建筑出入口等存在明显

高差的节点，加强步行坡道的设计，满足居民轮椅、婴儿车、日常买菜车的通行需求，构建平整、防

滑、连续的出行系统。
3）整合各类设施，优化空间布局。中小型设施、各类交通市政杆件、公共自行车停车桩，结合街

道设施带布置，保障人行道净通行空间。部分大中型设备 （大型箱体、路口信号机箱）依然阻碍行人通

行的，结合街道两侧景观节点内的绿地、周边胡同内部空地一并布置。

2.4 建设手段： 设施建设智慧化， 提升城市治理的智慧性和长期性

提升基础设施智慧化，是城市治理智慧性和长远性的表现。一方面是对城市居民出行、车辆停放等

“移动管理”方面，由 “刚性”禁止的方式向 “柔性”引导、诱导的方式转型；另一方面是对路灯、电

车、通信、公安、交通等公用设备的杆件、箱体、管线进行分类综合，预留智慧城市的各项设施接口，
减少 “城市拉链”等反复开挖问题。

在 “移动管理”智慧化方面，重点对行人过街、自行车通行等进行交通详细设计优化。东四南北大

街整条路段建议采用柔性人车分隔方式，通过树池间隔绿化连通、自行车停放带等设施的布局，替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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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精细化设计方案图

状的人行道隔离护栏，减少 “硬质”护栏对街道景观及行人通行的视觉隔离感；在交叉口处，针对现状

交叉口转角行人流过于集中的情况，采用街角微绿地对不同方向行人流进行分隔，提升的通行秩序。在

胡同口转弯、公交港湾站自行车道后绕等自行车通行路径变化的关键节点，充分利用地面彩色铺装、人

行道连续铺装等方式，提示机动车驾驶员注意行人，提升交通安全。
在 “设施管理”智慧化方面，重点进行综合杆体、综合箱体整合，将街道两侧、胡同口两侧的电车

杆、路灯杆、交通标志杆、路名牌、公安交通监控杆等多种杆件 “综合化”处理，地下管线、地上杆体

一次性预留接口，供后期各部门安装行业设备使用。

图7 街道全要素设计示意图

3 结论

针对我国城市发展由 “量”转 “质”的新形势，为缓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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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次研究和实践结合北京市东四南北大街综合整治提升工作，创新性提出将交通

设计作为统筹协调街道各要素的平台，建立面向城市治理的街道设计体系框架。交通空间作为街道空间

的主体，占比往往超过90%，具备各类设施统筹协调的基础和需要。从体系框架、价值导向、设计方

法、建设手段四个方面阐述具体的思路和工作重点，为其他城市或地区提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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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叉口对角过街适应性分析

胡劲松 塔 建

【摘要】 相比传统的过街方式，对角过街可以缩短行人走行距离，从而减少过街时间；同时此种通行方式在时间上隔

离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的冲突，规范了交叉口通行秩序，提高了过街安全保障。本文简要回顾了国内外对角过街

发展情况，指出设置对角斑马线对提高行人通行效率的优越性；分析总结出对角过街宜设置在行人密集、人流量较大的

区域；十字型、T型平面信号控制交叉口较适合采用对角过街；对于相位较少相序简易的信号控制支-支交叉口最适合采

用对角过街模式；最后提出对角过街方式需设置相应的交通指示标志，引导行人通行。
【关键词】 城市道路；交叉口；对角过街；适应性

0 引言

交叉口是车流、人流集聚之地，一直以来交叉口处行人过街问题备受关注。近年来礼让行人斑马

线、按钮式过街等对人类十分友好的过街形式逐渐应用起来，为行人过街提供了安全、可靠、便捷的出

行环境。对角过街作为平面过街中一种特殊的过街方式，与普通的平行式人行横道 （普通过街斑马线）
相比并不常见。对角过街是指交叉口有一个信号灯全红的周期，此时所有方向的机动车都停下来，让非

机动车、行人全方向自由穿行，包括横向、纵向和斜向。按照此种方式过街，有效缩短了行人过街时

间，尤其是对需要对角过街的非机动车和行人，提高了通行效率。同时该通行方式在时间上隔离了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及行人的冲突，消除了机动车对非机动车、行人的安全隐患。但也有反对者认为对角过街

行人过街相位时间过长，增加了机动车全红信号相位时长，会降低机动车的通行效率，埋下交通拥堵隐

患。通过查询相关资料和文献，发现以往关于对角过街适应性的梳理、总结及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有必

要进一步研究分析对角过街的适应性，以更好地服务行人过街，创造和谐有序的交通出行环境。

图1 十字交叉口普通斑马线 （图片来源：网络）
 

图2 十字交叉口对角斑马线 （图片来源：网络）

1 对角过街发展情况

1.1 国外发展情况

对角过街方式最早起源于美国，是美国交通工程师亨利·巴恩斯在20世纪40年代在丹佛担任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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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员时将其发明并推广，后来逐渐地很多其他国家应用起来。对角过街也称 “巴恩斯之舞”，因为某段

时间，路上根本没车，行人都可以在路中央跳舞了[1]
 

。

图3 美国洛杉矶的 “巴恩斯之舞”（图片来源：网络）

日本有300多个交叉口采用对角过街方式，第一个对角过街出现在1969年的九州省熊本市。最为

著名的是东京涩谷站十字路口，高峰期同一时间有多达2500人同时过街，一天内超过200万的人流量，
号称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十字路口。在人流量巨大的涩谷地区，对角斑马线有效地解决了行人过街难题，
缓解了交通拥堵。除涩谷站外，东京银座、关西的京都等地，也有很多对角过街设置[2]

 

。

图4 日本东京涩谷车站十字路口对角斑马线 （图片来源：网络）

英国是最早创造斑马线和人行横道信号灯的国家，但对角过街出现在英国反倒很晚，2005年，伦

敦的巴尔哈姆镇才出现了第一个正式的 “全向人行过街”系统，其后才有陆续应用[1]
 

。较为著名的是位

于伦敦牛津广场路口的对角斑马线，设置对角过街后，斑马线两端拥挤的人群明显减少，高峰小时能疏

导人流量3.2万人/小时、车流量1200辆/小时。

图5 英国伦敦牛津广场路口对角斑马线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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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发展情况

国内对角斑马线的应用起步较晚，2007年7月，中国第一条对角斑马线出现在杭州市延安路和平

海路交叉口。延安路集商贸、交通于一体，平海路直通西湖景区，人流量巨大，综合考虑后设置了对角

斑马线[3]
 

。逐渐地国内其他城市也开始采用对角斑马线的方法开展行人过街。包括南通、常州、扬州、
济南、宜昌、武汉、沈阳、赤峰、佛山、包头、上海、北京、厦门、长沙、海口、成都等城市均尝试设

置了对角斑马线。
与国内大多数城市相比，广州市对角斑马线应用较晚，直至2019年5月，广州首条对角斑马线出

现在豪贤路和德政北路交叉口。该交叉口位于广州市越秀区，豪贤路为东往西单行道，德政路为南北向

道路，北进口衔接东风路。该交叉口附近为居民住宅区，日常人流量较大，时常出现行人斜穿马路现

象，存在严重安全隐患。通过增加行人专用相位放行时间，原行人放行时间为18s，现增加5s，共放行

23s，需要到达斜对角的行人可以在一次绿灯时间内通过。对角过街实施后，行人可在行人放行相位时，
利用对角斑马线较为便捷地过街，在提高行人过街效率的同时保障行人过街安全。

表1 部分国内城市对角过街交叉口

序号 城市名称 出现时间 交叉口名称 区域特征 对角斑马线效果

1 杭州 2007年
延安路和平海路

交叉口

核心商圈 （延安路）、
著名景区 （西湖）

2 南通 2010年
濠东路和人民路

交叉口

风景区 （南通濠河

风景名胜区）

3 常州 2011年
南大街和双桂坊

交叉口
核心商圈

4 扬州 2011年
百祥路和兴城路

交叉口
居住小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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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城市名称 出现时间 交叉口名称 区域特征 对角斑马线效果

5 济南 2013年

泉城路和省府前街

交叉口、
泉城路和县西巷

交叉口

著名商业街 （泉城

路）、著名景区 （百
花洲历史文化街区、
大明湖、趵突泉）

6 宜昌 2013年
东山大道和西陵

一路交叉口

学校 （宜昌市第十

六中学）、商业大厦

（国贸大厦）

7 武汉 2014年
中山大道和多福路

交叉口
商业繁华区

8 沈阳 2014年
市府大路和惠

工街交叉口

市府广场、辽宁大

剧院、电报大楼

9 赤峰 2015年
巴林大街红旗中学

新城校区门前

学校 （红旗中学

新城校区）

10 佛山 2016年
祖庙路和建新

路交叉口

核心商圈

（祖庙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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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城市名称 出现时间 交叉口名称 区域特征 对角斑马线效果

11 包头 2017年
幸福路和文化路

交叉口

商业中心 （时代财富

广场、王府井百货）

12 上海 2018年
控江路和双阳路

交叉口

商业中心 （国富苑）、
公园 （杨浦公园）

13 北京 2018年
鲁谷西街和政达路

交叉口

商业中心

（万达广场）

14 厦门 2018年
思明南路和养元宫

巷交叉口

核心商圈 （老虎城

欢乐购物中心、
中华城）

15 长沙 2018年
解放西路和黄兴

中路交叉口

核心商圈 （长沙印象

汇、王府井百货）

16 海口 2018年

玉沙路和金龙路

交叉口、玉沙路和

国贸路交叉口

商业中心

（国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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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城市名称 出现时间 交叉口名称 区域特征 对角斑马线效果

17 成都 2019年
太升南路和

童子街交叉口

商业中心 （赛格

广场）、医院 （成都市

儿童医院）

18 广州 2019年
德政路和豪

贤路交叉口
居民住宅区

  注：表格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2 对角过街适应性分析

2.1 设置区域适应性

通过对国内外对角过街发展情况分析，不难看出，对角斑马线宜设置在核心商圈、商业中心、景

区、居住小区、学校、医院、公园等行人密集、人流量较大的区域，满足区域大量人流的过街需求。除

了交叉口行人过街量比较大或行人的密集程度达到饱和的交通特性外，交叉口也应具备一定的对角过街

需求，即交叉口对角线两侧存在大量行人交通吸引点，以提高相应人群的通行效率。

2.2 交叉类型适应性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肯定，适合设置对角过街的交叉口宜为平面交叉口且为信号控制交叉口。根据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规程》CJJ152-2010规定，平面交叉

口应分为信号控制交叉口 （平A类）、无信号控制交义口 （平B类）和环形交叉口 （平C类）三种类

型。平面交叉口具体分类为：信号控制交叉口应分为进、出口道展宽交叉口 （平A1类）和进、出口道

不展宽交叉口 （平A2类）；无信号控制交叉口应分为支路只准右转通行交叉口 （平B1类）、减速让行

或停车让行标志交叉口 （平B2类）和全无管制交叉口 （平B3类）[4，5]
 

。

表2 交叉口选型规定

交叉口类型
选型

应选类型 可选类型

主-主交叉 平A1类 立交

主-次交叉 平A1类 —

主-支交叉 平B1类 平A1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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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交叉口类型
选型

应选类型 可选类型

次-次交叉 平A1类 —

次-支交叉 平B2类 平C类或平A1类

支-支交叉 平B2类或平B3类 平C类或平A2类

按照交叉口常用选型，快速路与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相交通常采用立交形式，不存在设置对角

过街的条件。主干路与主干路、主干路与次干路、次干路与次干路常采用平A1类，此类交叉口可以设

置对角斑马线。主干路与支路常采用平B1类，但也存在采用平A1类的情况，如广州市中山四路 （主
干路）-德政中路 （支路）交叉口，因此也可以设置对角斑马线。次干路与支路常采用平B2类，但也存

在采用平A1类的情况，如广州市文明路 （次干路）-德政中路 （支路）交叉口，因此也可以设置对角

斑马线。支路与支路常采用平B2类或平B3类，但同样存在诸多采用平A2类的交叉口，如广州市警安

街 （支路）-仲恺路 （支路）、海联路 （支路）-江海路 （支路）等交叉口，同样可以设置对角斑马线。
因此，主干路与主干路、主干路与次干路、主干路与支路、次干路与次干路、次干路与支路、支路与支

路这六种形式交叉口均可设置对角斑马线过街。
按照交叉口几何形状有十字形、T形、Y形、X形、多叉形、错位、环形交叉等多种形式，交叉口

形状不是设置对角斑马线的重要条件，但十字形、T形较适合采用对角过街。

表3 适合对角过街的交叉口类型一览

序号 交叉口分类标准 交叉口类型 适合对角过街的交叉口筛选

1
按相交道路空间关系划分

（按相交道路是否在同一平面）
平面交叉口

立体交叉口
平面交叉口

2 按交通组织方式分

信号控制交叉口

无信号控制交叉口

环形交叉口

信号控制交叉口

3 按相交道路类型分

快-快交叉口

快-主交叉口

快-次交叉口

主-主交叉口

主-次交叉口

主-支交叉口

次-次交叉口

次-支交叉口

支-支交叉口

主-主交叉口

主-次交叉口

主-支交叉口

次-次交叉口

次-支交叉口

支-支交叉口

4 按几何形状分

十字形

T形

Y形

X形

多叉形

错位

环形交叉

十字形

T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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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信号相位适应性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50688-2011规定，道路交叉口采用对角过街时，必须设置人行全

绿灯相位[6]
 

。所谓人行全绿相位是指路口人行信号灯全为绿灯，机动车信号灯全为红灯；人行全绿相位

属于行人过街专用相位，在这个时间段行人在该路口内享有绝对路权，所有方向的机动车都停下来，让

非机动车、行人全方向自由穿行。人行全绿相位避免了人流和机动车流的交织，最大限度地保证了行人

过街的安全，有效提升路口的通行秩序。
生活中十字形交叉口较为常见，以平面十字信号控制交叉口为例，具体分析主-主、主-次、主-支、

次-次、次-支、支-支等交叉口信号相位的适应性。

2.3.1 主-主、主-次、次-次交叉口

通常信号周期不宜大于180s，因为信号周期时间过长会存在某一方等待时间长、车辆及行人清空

困难等问题[6]
 

。主-主、主-次、次-次这类交叉口面积较大，对角线距离长，行人过街通行时间也长，清

空时间增加，总信号周期增大。由于总信号周期的增加，在某一段时间内需要过街行人的等待时间必然

增加，当等待时间增加到某一极限值时，将会出现 “闯红灯”行为。同时机动车等待时间也长，车辆积

压影响比较大，容易导致交通拥堵。
因此，笔者认为主-主、主-次、次-次等大型交叉口采用人行全绿灯相位适应性较低，但不是不能设

置对角过街。以传统对称放行模式为例，交叉口机动车实行直行与对向直行一起绿灯通行，左转与对向

左转同时绿灯通行，行人跟随同方向直行机动车绿灯通行。传统对称放行模式行人只能实现东西向和南

北向过街，通过对交叉口相位进行改进，对角信号灯与路口的机动车左转信号灯是同步的，当机动车左

转信号灯为绿灯时，对角信号灯也同样显示绿灯，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更方便且不会影响车辆通行。这

种模式在行人相位时间之外也可使左转车流放行的相位得到充分利用。在不具备设置人行天桥和人行地

道的交叉口，可以考虑此种设置对角斑马线的放行模式，解决大量行人过街难题。

图6 传统四相位对称放行模式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7 改进后四相位对称放行模式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3.2 支-支交叉口

设立行人过街专用相位实现对角过街的初衷是避免行人在绿灯通行时与右转或者左转车辆的冲突，
最大限度地保证行人过街的安全，有效提升路口的通行秩序。这种思路在支-支信号控制交叉口能较好

的体现，因为支-支交叉口与其他类型交叉口相比，路口宽度较为适宜，完全具备设立对角斑马线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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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条件，采用人行全绿灯相位适应性最高。
通常支-支信号控制交叉口最普遍采用的是三相位直角过街方案，为了提升对角过街人群通行效率，

在既有方案基础上适当增加信号周期，调整为三相位对角过街方案，可以方便的实现对角过街。支-支
交叉口对角过街的人行全绿灯相位时长需根据道路交通实时流量和通行情况进行调整，高峰、平峰、周

末、节假日等不同时段，信号灯配时方案也不同。例如厦门思明南路和养元宫巷交叉口对角斑马线主要

针对周末及节假日人流量高峰时期进行使用，而非人流量高峰时期将关闭。
据初步统计，广州市大部分支-支信号控制交叉口采用全屏灯，由于交叉口交通量较小，为了提高

车辆通行效率，交警部门通常采用南北全转向放行、东西全转向放行、行人全相位放行的配时方案。通

过观察发现这些交叉口行人自组织现象明显，存在部分行人对角过街的需求，但并未设置对角过街斑马

线，在该类支-支信号控制交叉口采用对角过街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基础。

图8 三相位直角过街模式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9 三相位对角过街模式示意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3.3 主-支、次-支交叉口

主-支交叉口、次-支交叉口的规模介于主-主、主-次、次-次交叉口和支-支交叉口之间，此类交叉口

采用人行全绿相位适应性一般，具体宜根据交叉口实际情况综合分析确定。

2.4 交通设施适应性

交叉口采用对角过街还需要设置相应的交通指示标志，提醒行人和驾驶人要严格按照交通信号灯的

指示通行。美国的对角过街交叉口设置了 “斜向过街”交通标志牌[1]
 

，上海市控江路-双阳路交叉口设

图10 美国街头 “斜向过街”标志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11 上海控江路-双阳路交叉口对角过街标牌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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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了对角斑马线交通标牌。同时在等待过街处宜设置声音提示装置提醒过街人群过街，起到辅助过街作

用。此外对角过街还可以采用彩色斑马线，增加过街指引效果，如赤峰巴林大街红旗中学新城校区门前

对角斑马线采用了黄白相间的彩色标线。

3 结语

鲁迅先生说过，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对角斑马线就是我们走出来的路。设置

对角过街需要根据交叉口对角行人过街需求、信号周期、高峰时段机动车交通量、交叉口类型等综合确

定。最新广州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提出 “畅通舒适、行在广州”的发展愿景[7]
 

，设置对角斑马线彰显的

是一种 “以人为本”的交通设计理念，采用对角过街投资少，见效快，还能对行人提高交通意识起到一

定作用，助推实现交通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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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小学通学出行的街道治理探索与实践

李昌东

【摘要】 小学通学出行是居民城市交通出行中重要的一环，其时空集中性强、人车运行秩序乱等问题在传统城市交

通规划、设计、管理层面均未得到充分重视，严重影响儿童出行环境，甚至威胁到儿童出行安全。本文从出行需求特

征角度出发，定位设施供给矛盾，针对系统平衡街道路权，完善道路功能空间，提升街道配套设施等提出普适性改造

提升建议，并依托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小学街道整治，实现针对街道治理的探索，以期为小学通学出行治理提供参考和

借鉴。
【关键词】 慢行交通规划；儿童友好城市；小学出行；交通治理

0 引言

街道不同于高等级道路，不仅是以车行为导向的交通路径，更是城市公共空间和市民生活的重

要载体。小学周边街道除去衔接学校及城市空间的通行功能以外，承载了学生家长的日常活动：对

学生来说是玩耍、社交、探索的空间；对于家长来说是等待、交谈的平台。但实际上，因缺乏根据

需求特征的差异化考虑，拥挤繁忙的交通压缩取代了街道上学生及家长的活动场所，也时刻威胁着

学生的安全。
各国政府在城市规划措施中鲜有考虑到儿童的真实需求，但儿童对城市环境的理解与感受是切实存

在的，城市环境对儿童的生活和成长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儿童权利不断丰富，自1996年联

合国提出 “国际儿童友好城市方案”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提升儿童福祉和生活环境方面做出了努

力。当前，国内如深圳、长沙等多个城市也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但在儿童通学的街道空间治理中尚

未有完整的交通规划提升体系。
本文从交通规划角度分析小学校园街道通学出行活动，协同分析机动车、自行车、慢行等不同出行

方式的核心诉求，结合荔园小学实例探索，研究街道空间治理方案，将小学拥挤、杂乱、失衡的交通出

行，转变为活力、安全、趣味、舒适的街道活动，使街道真正成为连结校园与家庭的纽带，助力推进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

1 学校街区街道活动行为特征

1.1 小学街道空间特点

在规划学领域，街道是建筑围合中留下的行走空间。相较于道路，街道弱化了交通功能，加强了空

间属性。作为城市中数量最多、活动最为密集并最触手可及的公共开放空间，街道承担了展示城市形

象、提供生活场所、促进绿色交通发展、塑造宜居生活、改善城市环境、推动经济繁荣、激发城市活力

等作用[1]
 

。
小学街道多位于老城区，周边商业、生活、公园等用地功能复合集中，导致公共空间相对匮乏，校

园附近家长休憩等候及学生活动的功能空间，与机动车、慢行等通行空间相互重叠。临街界面以配套底

商及学校围墙为主，街区风貌相对老旧，杂乱，缺乏整体风貌设计。交通设施也由于老城区的自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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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历史传承等方面的诸多限制，条件相对薄弱。

1.2 人群活动特点

（1）学生出行特性

步速不稳定性。深圳市小学学生出行方式以步行为主，占出行总量的63%，其他交通方式比

例均不超过10%[2]
 

。学生们步行时可分为步行状态及奔跑状态。步行状态时速度服从正态分布，
儿童与中老年人的平均步行速度没有显著差异，整体相对缓慢，小于男性青年及女性青年，于路

侧空间的平均步速为1.17m/s，步速中位数为1.14m/s[3]
 

。但学生时常从校门跑跳至超市、社区

公园等地，他们的活动空间往往随着奔走不断移动，从宅前绿地到人行小道再到住区中心甚至一

路玩到街头[4]
 

。
出行集聚性。学生的校外出行包括上学、午休及放学等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出行时间基本为全校

统一或年级分批统一，而结伴、模仿及学习是学生的天性，当某些学生开展一些活动，同伴容易受到吸

引并加入其中，导致集聚性行为。
自我中心性。相关研究表明，儿童往往表现出一旦专注于某一件事情就会忽视周围环境情况的

自我中心性行为，这意味着儿童更容易忽略游戏场所潜在的安全隐患[5]
 

。相比于成人，儿童更加

活泼好动，喜爱探索，缺乏对交通伤害的准确认知。依据广州市儿童步行者道路交通伤害流行特

征分析，1年内广州共有1137名儿童步行者发生道路交通伤害，伤害年发生 （人）
 

率为8.4%，
其中男生758人，女生379人。住宅区道路和人行道是儿童步行者发生伤害的主要地方，分别占

27.1%和26.1%。
（2）家长出行特性

提前等待性。家长无论以何种交通方式接送，为保障及时接送孩子，均会选择提前到达校园街道等

待。步行接送的家长较少频繁移动，更偏向于固定位置等待，并与周边家长聚集交谈。在等待过程中偏

向选择阴凉、舒适、视线可覆盖校园内部的区域休憩，若无休憩设施，体力较差的中老年家长会选择落

座在台阶、车止石、路缘石等有高差的市政设施，家长等待密度更高，如校门周围或操场围栏周边等位

置，便于观察孩子校内活动。
出行复合性。家长与学生并肩同行所需步行净宽为1.2m，家长与学生并行的情况常常出现，慢行

断面形态需求呈现空间复合性。在放学途中，除去接送学生，家长们常选择与孩子一起采购生活用品、
健身闲逛、遛狗等多种街道活动，活动行为呈现功能复合性。

1.3 交通运行特征

出行时空聚集，通行秩序乱。家长及学生活动均集中于上放学时段，在机动车、骑行、步行等不同

出行方式出行时，等待、活动、通行等不同类型活动相互交织冲突，影响道路效率及使用体验。机动车

流量不大，通过性车流少，仅有部分承担集散及接送车流，但广泛存在缓行问题。
荔园小学周边上放学机动车流量均不超过500pcu/h。但与学生及家长上学、放学、休闲、锻炼、

用餐等亲子活动时空重合。校门家长集中等待高峰约为150人，电动车违停约20辆，临时机动车违停

总量约为70辆，同福路、同心路、益民路通行秩序杂乱，通行效率低，安全隐患高。
慢行优先级较低。慢行规划分配资源不足，仅保留通过功能，慢行道路过窄，骑行路权缺失，慢行

配套设施缺失进一步降低实际通行体验。同福路有效慢行通行空间断面占比仅为27%，加之多余树植

挡在路中，三面坡设置不规范，步行道铺装缺失等阻碍因素，实际通行体验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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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荔园小学片区放学慢行特征分布图 图2 荔园小学片区放学实景

图3 同福路改善前断面

2 治理思路及实践

2.1 治理思路

我国街道改造治理已有较多实践，但多数为以街道拓宽、街道翻新手段为主的美化、绿化、亮化等

街道工程。街道改造难以实际解决小学街道慢行道空间冲突交织，通行不畅，连续性不佳，配套活动功

能区域缺乏等核心痛点。
本文聚焦人群活动特征，以满足实际人群需求为出发点，探索小学街道治理方法。以路权平衡为手

段，依托单向交通组织优化，拓展慢行及公共空间，细分校园街道步行功能区，灵活考虑区域的交叉重

叠规划，弱化通行、活动、等候功能冲突，将机动性街道向宜居性转变，塑造街道场景感，提升校园归

属感。

2.2 治理方向及措施

基于小学街道空间特点和学生及家长活动特征，明确街道治理核心目标，制定便于落地且具有针对

性的治理措施。

657



2.2.1 打造连续空间

构建机动车运行连续空间。结合校门位置、路网结构、道路空间、路外停车场等因素，充分利用时

空资源，采取单向循环及临时停车手段，提高路内资源运转效率。如荔园小学周边构建同福路-同德路-
同心路单向顺时针循环，于同德路西侧树池空间设置临时停车位，集约利用路内空间，配合管理措施，
为家长提供半小时免费停车，超时罚款，提高周转率，减少冲突，提高车辆通行效率。

图4 单向循环方案 图5 同德路树池间停车方案示意

构建骑行连续空间。小学街道宜设置独立自行车道，若空间受限，不能保障自行车独立空间为

2.5m及以上，则推荐人非混行自行车道，避免强行划线分割步行空间，降低慢行体验。自行车道系统

应着重注意衔接处的连续性，如单侧双向、双侧单向、机非共板、人非共板等不同形式衔接处应考虑实

际空间条件，因地制宜精细化设置。
同福路结合机动车单行组织，释放道路空间，考虑实际非机动车通行需求，设置单侧双向机非共板

2.5m自行车道，规避机非混行，设置三面坡与周边人非共板自行车道衔接，保障连续骑行连续。

图6 同福路方案平面图

交叉口及路中过街处，结合道路等级，车辆类型，运行情况，可考虑设置交叉口及过街抬高或设置

三面坡，三面坡宽度需大于慢行道宽度，坡度应缓于1∶20，保证坡道下口与路面齐平。荔园小学东侧

设置同福路-同心路交叉口抬高，沿线开口均采取抬高处理，可有效保障小学步行连续。

2.2.2 营造安全街道

保障交通安全，减少安全隐患。街道车速限制在30km/h，设置配减速拱、交叉口抬高、窄化等稳

静化措施，搭配速度控制标牌、行人过街警示灯，加强车速控制。校园路段需设置隔离设施，进一步降

低安全风险：

1）步行道与机动车道需要设置护栏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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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可考虑半物理隔离，防止机动车违停侵占自行车道；
3）机动车道落客区与机动车道需间隔式设置物理隔离，隔离高度可设置为10-15cm，不影响开关

车门，保障落客通行路权。
荔园小学周边道路限速30km/h，设置交叉口抬高及减速路拱，人非隔离设置护栏，机非采取

0.5m宽的划线隔离，若采取机非物理隔离，则车行道总宽度不足4.0m，不满足消防需求，选取划线

隔离则可满足紧急情况机动车通行需求，符合骑行错车、超车的骑行习惯。
注重社区安全，构建安心街区。减少视线封闭的拐角及凹形区域，使街道空间与校园及周边建筑内

部视线可达，保持相对通透的街道界面，可有效减少犯罪案件发生。另外街道照度应保证夜间光线可有

足够亮度覆盖每个角落。

2.2.3 提升街道舒适感

保障步行需求，提升慢行体验。以鼓励包括上学、儿童独立出行、游戏为目的，规划儿童专用步行

网络，保障通行及活动空间，融合童趣元素。如荔园小学周边构建以同福路、同德路、同心路为骨架的

通学路径，出行路径需保障步行连通及步行空间宽度。步行道拓宽为双向8m，慢行断面总宽度

12.5m，断面占比75%。并于节点处增设童趣人行横道，保障过街处通学路径路权。

图7 同福路改善断面

图8 童趣人行道设计

差异化增设街道设施。校园街道入口及校园周边阴凉处、公共空间、街心公园，添加安全游戏设

施、休憩座椅、风雨连廊等构筑物等街道设施，提供适应多种季节天气的玩耍、探索、休憩的高质量交

往见学场所。荔园小学周边街道广泛增设座椅、风雨连廊，为家长提供遮风避雨的等待空间，提升街道

舒适感。
塑造健康街道环境。结合城市气候，合理规划街道绿植，花草树木的种植可以有效地调节生活性街

道的微气候，形成空间限定[6]
 

，起到防尘降噪、绿化遮阴的作用，成为街道分隔依托。健康生活离不开

阳光，尤其在秋冬季节，充足的阳光会吸引更多行人驻留及交谈，在考虑街道设施布局时，应考虑光线

照射的空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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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塑造活力品质氛围

加强学校出行的带动作用，激发除上放学外更多种慢行活动类型，吸引居民出行活动发生更长时间

驻留，为街道注入活力。
增设公共空间。一方面发掘现状建筑前区、多余绿化等空间，另一方面结合道路交通单向交通组

织，发掘更多可利用的空间，为居民提供街道客厅，创造公共空间可容纳居民参与街道活动。荔园小学

校门对侧存在相对老旧的景观节点，后续结合景观专业，建议以 “榕树学习空间”为主题，搭配景观元

素进行公共空间塑造提升。
街道风貌提升。通过铺装、景观标识、宣传标牌、艺术小品、文化围墙等多种元素，取代现有单一

乏味的街道风貌，将校园文化元素融入街道细节。荔园小学通学路径均采取黄锈石铺装，结合挡土墙、
小学围栏等街道立面空间，融入文化元素，统一街道风格，提升街道整体视觉感受。

3 结语

传统 “车本位”道路交通规划忽视了慢行出行的真正需求，在小学街道则直接影响众多学生、家长

的日常出行。荔园小学街道治理是面向居民的真实需求，以精细化规划设计理念贯穿小学街道治理的探

索与尝试，望通过可落地的一系列道路规划治理，改善小学街道出行环境，完善街道体验，将街道塑造

成居民可依赖的公共空间，真正达成由 “道路”向 “街道”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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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活动特征精细化分析在街道设计的应用

黎昱杉 徐正全 孙正安

【摘要】 在小汽车高速增长的时代，为实现机动化出行效率的提升，城市街道的规划设计理念普遍以 “车本位”为主，

然而强调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的规划理念在顺应城市发展速度的同时，也在噪音、污染等方面制约了城市发展品质，无

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的向往。慢行空间资源短缺、噪音污染等街道环境问题日渐凸显，人们

对城市街道作为公共空间的诉求日渐强烈，“低碳环保、绿色出行”成为未来存量规划的发展趋势。为协调多种出行方

式的路权，在日趋激烈的 “抢街 （STREET
 

FIGHT）”运动中，明确各层级城市街道的功能定位，实现道路路权公平

分配，是构建和谐宜居城市的重点内容。本文通过精细化采集步行人群活动特征，提出步行人群最低通行空间的界定方

法，并落实到深圳街道改造提升的实际案例中，通过全链条的数据采集、分析及实践检验，从而实现街道空间重构、
“还街于人”的目标。
【关键词】 精细化人群活动分析；人群画像；街道空间重构；以人为本

0 引言

在城市中，交通设施占据了城市土地面积的1/3以上甚至更多，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开放空间和历

史文化载体。对于城市居民来说，街道代表着户外活动场所。随着国际国内街道设计指引、导则、手册

等文件的发布，完整街道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街道的规划设计也将着力于平衡多种出行方式，恢复

街道的公共空间功能，还路于人。这一规划设计理念的转变，对街道空间精细化分配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而步行作为路权分配环节中优先级最高的出行方式，其所占街道空间的精细化分配原则也成为重要

的研究课题。
传统规划对步行活动的分析局限于对 “量”的关注，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于空间环境的诉

求。街道步行空间的规划设计需要保证行人通行区间畅通无阻，同时提升街道对于行人的安全保护和服

务体验，在此背景下，街道步行人群活动特征的精细化采集和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深圳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和交通强国先行示范区，高新产业的聚集吸引了大批国内外高新

尖人才，有着更为强烈的城市空间体验诉求，这也对深圳的城市街道改造提升提出更高要求。

1 现实问题及挑战

深圳市作为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对城市街道的未来提出了新的设想，通过构建多种出行方式

平等共享的交通空间、发展多方式并重的城市交通体系，来降低过往小汽车过度增长对城市环境造成的

损害。在有效推算的情况下降低小汽车的主导地位，是提升城市经济表现的有效推手。而现状情况下，
街道设计主要面临以下几个现实问题及挑战：

1.1 街道路权分配倾斜严重， 安全事故频发
 

在强调通行效率和通行能力的规划理念下，街道设计优先考虑汽车而不是脆弱的街道使用者，鼓励

高速顺畅的通行，但无法提供安全的慢行环境。全世界每年有120多万人死于交通事故，相当于大约每

30秒就有一个人死亡，即每天有3400多人死于交通事故。其中大部分死亡发生在城市道路上，且由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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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预防的车祸造成。（数据来源：《全球街道设计导则》）

图1 速度影响 （左）停车距离 （右）（图片来源：作者译绘）

传统规划侧重于以小汽车为主导的街道空间分配，忽略了行人在使用街道的过程中对于空间的诉

求，造成安全隐患。

1.2 街道活动场所布设与实际需求偏离， 供求矛盾突出
 

过去的城市街道规划由于缺乏慢行活动类特征数据的采集，无法对街道进行准确有效的功能定位，
造成空间平面布局供求不匹配。根据作者的广谱调查，深圳市城市街道广泛存在空间布设、实际配套与

实际诉求不匹配的问题。

图2 供求不匹配图示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自摄）

1.3 传统研究方法侧重于对 “量” 的关注， 忽视不同出行目的人群对街道空间环境的诉求

密度导向的城市设计误读了人们对街道的需求，城市高速发展时期的街道规划设计在城市与居民之

间建立了物理上、商业上和心理上的联系，但标准化的道路模型让人们忽略街道的公共空间属性，导致

现状城市街道普遍存在功能单一、品质平庸等问题。本文根据对街道行人行为特征的采集发现，在高密

度人口分布区域，城市街道已经成为单纯的功能性通道，随之而来的是公共生活的缺失，人们坐在车止

石上、靠在路灯上，街道并没有给人们留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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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步行人群的街道行为采集 （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2 时代变革下的完整街道理念

从21世纪开始，行人与汽车的路权争夺日趋激烈。一方面，机动交通带来的人员伤亡逐渐受到重视，
人们开始意识到许多车祸源于传统交通规划行业将服务重点放在小汽车身上，从而导致的道路空间倾斜。
另一方面，机动车的主导地位是导致街道空间低效利用，从而损害城市吸引力、恶化营商环境、降低城市

经济活力的隐形杀手，在有效推算的情况下降低小汽车的主导地位，是提升城市经济表现的有效推手。

图4
（图片来源：《全球街道设计导则》）

在此背景下，街道设计的理念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调整：一是目标导向从 “重视机动车通行效

率”转变为 “关注参与者使用体验”；二是功能定位从 “侧重道路交通功能”转变为 “兼顾街道公共空

间功能”；三是管控边界从 “传统道路红线”转变为 “完整街道空间”；四是设计范畴从 “传统工程设

计”转变为 “整体空间环境设计”。基于此四个方面的调整，下文以 “慢行回归、以人文本”为核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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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活动驱动的街道设计方法进行的探讨，提出实现完整街道的方法体系。

图5 街道设计理念的转变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 方法体系构建

为多维度精准研判街道活动人群及其活动特征，采集分析更广谱、更多维、更精细的需求特征数

据，细化分析街道设施、人群及活动时空分布特征、活动行为特征、市民感受和意愿，为街道精准画

像，支撑街道精准治理。本文对街道活动人群画像进行采集，分析主要的活动形态及空间诉求，精准分

配步行通行及活动空间。

3.1 人群活动时空分布特征采集

人群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反应街道界面活跃度、街道沿线用地性质、土地开发强度、慢行空间吸引力

等街道特征，本文对街道进行全天连续观测，采集不同出行目的人群的时空分布特征，研判街道分段空间

的功能定位，根据人群活动聚集点，判断街道活动的目的地，精确定位每一段街道的主要服务目标。

图6 深圳市福田区全天分目的出行人群时空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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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群活动行为特征采集

综合考虑各类人群通行和活动对街道空间的要求，面向完整街道设计，坚持人本思维重构街道空

间。通过调查收集各类人群构成的活动形态图谱，研判各类人群对于街道空间的诉求，以可覆盖85%
以上的人群空间需求的步行组合形态为步行道宽度，实现对步行道宽度需求的有效推算。

图7 街道人群活动图谱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3 人群意见及意愿采集

为扩展公众参与渠道，斧正调查分析结论，本文对深圳市街道开展了调查调研，受访者表示 “想进

行休憩活动，但所处街道空间和设施却未能有效满足”，其中有45.61%的受访者对休憩表示 “渴望”，
42.11%的受访者对休憩表示 “很渴望”。

4 完整街道目标与实践

4.1 根据必要性出行的步行组合形态， 研判空间尺度

针对现有街道问题分析及未来的发展趋势，重点提出重构道路空间，实现从 “道路”到 “街道”的

回归。以绿色出行提升综合交通总体方案，打造 “轨道+慢行”为主体的现代化、创新型的绿色综合交

通体系，支撑国际级城市客厅发展要求。梳理街道断面空间，把更多的路权还给步行和骑行人群，创造

具有场所和设施的街头活动区域。
以深圳市红荔路中香梅路-景田路段改造为例，原有路段两侧不具备自行车道，加之大量自行车停

放占用道路资源，人行道狭窄难以行走，机动车停车位占用一个车道的断面空间。相反，现状封闭绿化

宽度达十米，却难以为人使用。本文对道路两侧步行道上不同目的的出行人群进行了调查统计，包含时

空分布调查、流量调查、人群分类统计，精细化推算出步行通行所需宽度。

表1 红荔路 （香梅路-景田路段）人群活动统计表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指标 上下班 上下学 逛街 等公交 等人 锻炼 交流休息 遛狗 吃饭 散步 合计

计量

（人） 225 447 10 190 60 45 20 10 70 100 1177

占比 19.12% 37.98% 0.85% 16.14% 5.10% 3.82% 1.70% 0.85% 5.95% 8.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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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在人群活动特征精细化采集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现有空间断面做了以下调整：
一是取消现状停车位，释放道路断面空间；二是新增双侧双向自行车道，保障自行车骑行路权；三

是根据现状行人活动特征拓宽人行道，为行人量身定做通行空间；四是释放封闭绿地，增设街头活动空

间，为人们提供更多的街道目的地。

图9 深圳市红荔路 （香梅路-景田路段）断面改造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活动空间重构后，行人和骑行者的路权得到了保障，绿化空间的有效释放增加了街道活力，使得街

道的空间更为整洁有序、街道的环境氛围充满活力。

4.2 根据非必要性出行的活动需求， 布局街道场所

街道的设计应结合道路沿线片区城市特征进行分析，并综合城市公共空间布局和活动分布情况，有

针对性的营造场所景观和氛围。
以学校、社区街道为例，这类街道的主要活动人群为通学人群，主要活动以儿童活动、教育、家庭

交流为主。针对不同年龄段，打造全年龄覆盖、有针对性的活动场所设计，满足孩童在成长过程中的认

知、交流、体验需求，如针对7-12周岁儿童的活动场所，应提供更多参与性空间，创造社交可能，满

足群体性游戏空间需要；针对3-6周岁儿童的活动场所，应提供游戏、观察、测量和认识的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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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儿童对世界的逻辑思维过程；针对3周岁以前儿童的活动场所，由于婴幼儿尚不能独立活动，其活

动场所主要围绕家长贴身看护、聚集和交流空间进行打造，同时为婴幼儿提供可触摸、感知、视听、学

步等方面的活动场所。

图10 红荔路步行人群活动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以红荔路 （皇岗-华富路段）为例，原有路段紧邻中心公园，锻炼休闲人群较多，且该路段具有得

天独厚的滨河景观资源。综合考虑人群活动情况、未来需求引导研判及街道本身的资源情况，在滨河段

落设置了观景平台，创造网红打卡点，提供市民赏景、休憩的好去处。

图11 深圳市红荔路 （皇岗-华富路段）断面改造前 （左）改造后 （右）对比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4.3 根据意愿采集及人体工程学， 响应体验诉求

根据对于街道活动人群的人体工程学研究，在人群行走视线、不同坐姿的停留时间等方面，深入研

究包含标识系统、盲道、公共座椅等重要的街道基础设施的精细化设计，提供完善的服务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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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基于人视高度的建筑外立面及标识系统设计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5 结语

5.1 配套街道设计及管理机制

当前的城市街道治理大多以专项治理为主，如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街道景观设计提升、城市更新、
街心公园建设、公共设施配套等，往往不够全面，不成系统，难以形成具备整体效果优秀的精品案例。
街道的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尚未成熟，集中表现在发展理念不统一、体制机制不顺畅、跨专业技术缺乏统

筹等方面。城市街道的治理是一项主体众多、内容繁杂的系统工程。街道的规划、设计、建设与管理是

一项复杂性、综合性极强的工作，一条优秀街道的塑造需要城市规划、交通设计、道路工程设计、沿街

建筑设计及相关空间与设施的使用管理等环节的通力合作。
在未来街道治理的进程中，配套相关部门的统筹协同机制，建立健全审查制度，形成整套保障实施

落地效果的把控手段，是使得完整街道的规划意图完整落地的根本机制保障。

5.2 智能化时代还路于人的畅想

21世纪已进入20年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为道路提供了新的交通工具和管理方式，也可能将会促进

街道路权共享的新模式。2019年，多伦多智慧社区项目Sidewalk
 

Toronto在方案中提出了新的街道设

计思路———在更倾向于共享与公交出行的未来，街道将取消路缘石并实现数字化管理，高峰期用于自动

驾驶车辆和共享出行服务，非高峰期则可为居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2020年BIG与丰田公司合作打

造的 “编织之城”同样主打共享出行与自动驾驶的理念，并将街道分成三个等级。位于中间等级的休闲

长廊是具有丰富自然环境的共享街道，提供了步行、骑行、微型代步工具和自动驾驶多种交通方式自由

漫步的空间。此外，2019年，美国全国城市交通官员协会 （NACTO）发布的第二版 《自动驾驶城市化

蓝图 （Blueprint
 

for
 

Autonomous
 

Urbanism）》则是设想了未来街道路权更加多元的运行管理方式。该

畅想的设定背景是在自动驾驶和数字管理的时代下，将会实现用更少更小的车辆运输更多的乘客，同时

结余出来的街道公共空间将归还给行人。
未来，人车之间的路权博弈还将持续进行下去，但我们有理由期待，以人为本、更加美好的街道生

活将会重新回到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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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齐设计和评价短板，增强街道设计落地性

贾新昌 周纯一

【摘要】 随着我国各地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以及实施试点工作的开展，城市街道建设工作的风向开始由 “以车为本”
向 “以人为本”进行转变，街道设计导则中提出的人性化设计要素和各类设计引导策略补齐了当前道路设计规范和评价

指标中人性化尺度重视不足的短板。但是由于导则的引导性较强，在落地的强制性层面较为欠缺，街道设计导则所强调

的人性化措施和一体化设计的建设思路受到传统 “以车为本”设计手法、评价标准、管理工作的惯性，在落地实施过程

中受到的阻力较大，可落地性较差。因此，针对街道设计导则中一些较为成熟的措施，有必要在控规层面、设计规范、
交通影响评价标准中吸收和落实，同时推进规划师负责制，确保城市街道建设的延续性和一惯性，增强街道设计方案的

落地实施性。
【关键词】 街道设计；可落地性；评价体系

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路交通技术规范和相关评价标准受美国 《道路通行能力手册》的影响，一直

秉持以机动车服务水平优先的思路，慢行交通的服务水平、安全性等评价长期被忽视[1]
 

。城市规划理念

也向欧美看齐，街区的尺度和街道空间的功能以服务机动车快速通过为主。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不断

进步和发展，居民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增加。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建设更加强调以人为本，慢

行交通建设和服务水平低下的短板和不足受到的越来越多的重视。为了满足居民对高水平、安全、舒适

的慢行环境要求，国内各大城市也紧跟着发达国家的步伐，编制各类街道空间设计导则，以期望加强城

市街道空间建设对人性化的重视，提升城市人文水平。
目前我国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的研究工作正在风口，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编制街道设计导则并对街

道空间的不足之处进行试点改造。但是街道设计导则中提出的人性化措施以及慢行优先的理念与我们国

内长此以往执行的 “以车优先”的设计手法和评价体系之间还存在诸多的冲突之处。因此现阶段街道设

计工作推进过程中，方案要想从蓝图到建设方案，还需要特事特办。
面对长此以往 “以车为本”的交通建设工作的惯性以及居民以车优先的心理定式，在提出设计导则

的同时，如何从规划方案推进到施工设计，科学的评判街道空间设计成果，协调街道各方利益，在建设

工作中确保方案落实，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工作。
在本文中，笔者首先简述了街道设计的发展历程以及街道设计的主要内容；接着根据实际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阐述道路交通设计规范和评价体系、城市开发建设、城市管理体系与街道设计理念的不适应

性；第三提出了几点在街道设计导则落实层面还需继续推进的工作；最后对文章进行了总结。

1 街道设计的主要内容及发展历程

街道设计的思想起源于城市规划师对欧美在20世纪以车优先的城市规划的反思，在1961年简·雅

各布斯出版的 《美国大城市的死于生》一书中，作者对欧美现代城市中以车为本，忽视街道活力的城市

规划手法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街道丧失活力之后，引发的犯罪和诸多社会问题，由此提出城市应该更

加注重人的活动，提升街道两侧的用地多样化，从而使街道上全天都有各类活动。在其理念的启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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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欧美的规划理念开始重视慢行交通的需求，城市规划师们开始探索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工作，重拾

街道的多元功能，以期望把街道的空间还给慢行。在2000年左右，以伦敦街道设计导则为标志，国内

外多个城市都陆续编制了街道设计导则。

图1 国内外城市街道设计导则编制历程
 

图片来源：《宜居城市背景下街道设计方法探索》

虽然每个城市的气候、文化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各有不同，但是其街道设计导则的核心内容均是以鼓

励人在街道上的社交活动为目的，以提升街道的安全性、吸引力、空间品质为落脚点，对街道的交通功

能设施、附属功能设施、步行与活动空间、沿街建筑界面制定安全性、人性化、智能化和绿色等建设目

标，并提出设计指引[3]
 

。
在设计指引层面，主要从以下三个层次提出设计要求：（1）规划层面：强调用地的混合性，打造窄

路密网，开放式街区；（2）设计层面：强调完整街道概念，保障慢行交通的安全性和路权，增加安全性

设施和绿色交通设计；（3）管理层面：强调一体化设计协同化管理，弱化道路红线概念，红线内外无缝

衔接，统筹各类市政设施综合敷设。
在表达形式上，街道设计导则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来引导城市活动从地块内转移到街道空间中，

提升城市活力。

表1 街道设计导则在不同层面的引导要求
 

资料来源：文献[4]
 

规划层面 设计层面 管理层面

混合型用地、窄路密网

开放式街区

完整街道概念，提升街道的

绿色、智慧、安全性

一体化设计协同化管理，
红线内外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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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规划层面 设计层面 管理层面

杨浦区五角场创智坊

功能混合利用图

全方式交通一体化及街道

设施一体化整合设计

杨浦区大学路街道

一体化使用管理

2 当前设计、评价体系、管理体制与街道设计理念的不适应性

扭转居民、各类城市建设从业人员、专家的习惯是一个长期并且艰苦的过程，美国纽约交通局前任

局长珍妮特·萨迪-汗在 《抢街：大城市的重生之路》一书中详细的描述了其在任期期间，为了从纽约

街道的车行道和停车位中抢回自行车道以及修建行人驻足的小广场而与交通工程师、两侧店家、居民们

进行各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在其著作中将纽约街道空间设计工作的推进形容为 “抢街”，以此来表达推

进街道设计工作的难度和处境[5]
 

。同样，目前在我们国内推行街道设计导则，也依然存在较大的阻力。
结合实际个人在专业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总结下来有以下几点：①设计和评价体系：道路设计规范以及

交通影响评价对慢行系统的不重视；②城市建设流程：个性化的街道与批量化的道路建设之间的矛盾；
③城市管理：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与多头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

2.1 设计和评价体系： 道路设计规范以及交通影响评价对慢行系统的不重视

2.1.1 道路设计和评价体系层面的问题

目前市政道路建设从立项到施工的全过程分别需要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文件、以及

最后落地的施工图设计文件，这三个文件是道路建设过程中所要编制的主要技术文件，其深度和内容随

着工程的进展层层推进逐步加深。道路的可行性报告在确定道路的规模、技术标准时，均是以机动车的

流量预测作为其建设的依据。目前要想推进以慢行为主导的街道空间设计，如果不在控规或者法定层面

加强对街道设计导则内容的引导，相关的慢行优先的设计理念很难在施工设计中得到落实。

2.1.2 地块建设层面的问题

地块建设需要道路为其提供交通服务，因此地块和道路的建设需要不断的互动，才能达到城市建设

和交通服务的动态平衡，降低城市交通拥堵发生的概率。为此，建设部在2010年出台了 《建设项目交

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
 

141-2010，其要求在城镇人口大于10万人以上的镇进行建设项目开发建

设时，当建筑量超过阈值时，需要计算建设项目新生成的交通量对周边路网的交通影响进行评价，并提

出优化措施。但是交通影响评价的判定标准是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加入前后道路路段、交叉口机动车服

务水平的变化。一旦机动化交通服务水平发生显著变化，就要对周边路网的机动化交通服务进行改善和

优化组织，目前在实际工作中，采用主要手法就是拓宽车道，优化信号相位等措施，其对慢行交通服务

水平的变化并无明确的要求。
从以上规范和技术标准来看，无论是地块内的开发或者地块外的道路建设，目前在法定的设计规范

和评价标准层面均是以机动车作为评价标准。由于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60%，城市建设的重

点转入对存量的提质增效阶段[6]
 

。未来城镇建设主要是建成区的改造或更新，而在建成区内，周边用地

已经开发完善，拓宽车道和优化信号相位则主要是以压缩绿化、慢行空间和人行过街绿灯时间为主。因

此，由于地块建设和道路建设相关的规范等对慢行交通优先层面的缺失，导致虽然在街道设计导则和城

市各层面的规划虽然都在不断的强调慢行优先和绿色出行，但是最后到落地时依然以机动车的行驶速度

和服务水平作为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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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城市建设流程： 个性化的街道与批量化的道路建设之间的矛盾

街道的属性与两侧的用地息息相关，以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提出的西藏南路为例，一条道路贯穿城

市多个社区，因此也具备有多重的属性。道路的板幅和形式也会不同，但是由于很多城市的控规面向街

道空间管制的一体化设计的管控机制尚未建立，从而会出现一条路仅有一个道路横断面的现象，特别是

城市新建的片区，由于地块在出让之前一般会先行建设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后再对熟地进行出让，因此

道路的建设会出现一个片区内相同等级的道路一个横断面的现象，难以实现街道空间的一体化协调，无

法满足街道空间多样化的需求。

图2 上海市西藏南路街道类型
 

资料来源：文献[4]
 

2.3 城市管理： 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与多头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

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是 “打破道路红线在规划设计中的设定界限，通过对建筑界面至路缘石间的空

间一体化设计，以实现步行空间的最大化、城市景观的一体化，并全面提高步行与骑行的安全性及通达

性”[7]
 

。在新建城区，由于道路一般先于地块建设，且道路横断面和板幅一般会依据上位规划确定的道

路横断面或预测的机动化交通流量来确定，因此街道一体化设计工作的由于建设时间问题，导致方案较

难以实现对接。而在城市建成区，则主要涉及红线内外的房建、市政、交通等多个部门。因此，一体化

的街道空间推进工作，需要各部门进行协调。在一些重点街道，特别是机动车流量和慢行流量都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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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街道设计导则提及的稳静化措施诸如压缩车道宽度、抬高道路交叉口、取消路内停车等则会因为

降低目前的机动化交通水平或者涉及两侧店家已经购买的地块产权以及违反道路设计的排水设计标准而

难以落实。因此，在一体化协调的管理机制没有建成之前，街道设计的落地一般需要特事特办才能进行

街道设计的协调推进。

图3 街道空间与设施责权部门汇总图
 

图片来源：文献[8]
 

3 街道设计导则落实层面还需继续推进的工作

3.1 增强控规的管控能力

在控规中增加刚性管控和一体化设计空间管控分区，在法定规划落实街道设计导则要求。以北京副

中心控规编制为例，其在编制过程汇总，划定了16类管控边界及分区，对各类空间的控制线进行充分

衔接和管控。在北京副中心管控区中共划定了四类一体化管控区：滨水一体化管控区、街道一体化管控

区、轨道交通一体化管控区、民生服务设施一体化管控区[9]
 

。在法定图则中落实管控区一体化设计控

制，协调好控制设计要素。通过在法定的控规内落实街道一体化设计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保障街道设

计的落实。

3.2 落实规划师负责制

相对于传统规划管理中的首长责任负责制，规划师负责制可以让规划师与开发建设单位开展技术层

面的沟通和互动，确保城市规划的理念得到落实，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统一性和连续性[10]
 

。同时

规划师负责制可以确保技术人员全过程跟踪城市建设，降低因为建设时间的不同或者建设主体不同而造

成街道空间割裂发生的概率，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

3.3 推进道路设计和评价体系的人性化要素控制

“以车为本”的道路设计符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对效率的追求，道路设计规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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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体系也从服务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围绕机动车的服务水平和效率进行控制。随着我们国家经济体

量的增大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因此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更加强调

“以人为本”，推动各类设施建设的人性化水平。为此，从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转型的角度出发，当前应根

据实际的建设需求，对道路设计规范以及相应的评价体系进行修改和补充，提升设计规章和评价体系对

人性化的关注度。

4 结语

街道设计导则补充了我们国家城市建设轻视慢行交通安全性、舒适性、和便利性等服务水平的短

板，提升了城市建设对人本体验的重视，因此要注重其可实施性和落地性。本文是笔者在实际工作中遇

到的问题的反思，目前我们国家应在控规层面的法定性、管理体制层面的建设延续性、设计规范层面的

强制性三个层面加强对街道设计导则中提出的各类人性化措施进行吸收，增强街道空间的舒适性，确保

设计导则在建设推进过程中有法理、可实施、可落地。从而激发城市街道空间活力，推动城市街道向更

加 “人性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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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维交通模型的地下环路交通组织研究

周 娇

【摘要】 南京市江北新区中央商务区作为国家级新区的公共极核，打造集约高效绿色的交通系统是新区发展的必然方

向。为了有效保障核心区地面交通运行秩序和品质，中央商区区设置地下环路衔接各大地下停车场，截流地面到发交通

流，形成对核心区的交通保护环。但是由于地下环路的设置对于交通流的时空分布将产生不同程度的集聚，有可能形成

交通瓶颈。本次研究基于多空间尺度融合的多维交通分析模型对交通流因地下环路建设而产生的时空分布变化进行深入

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不同时空尺度下交通流组织技术体系，指导和支撑商务区地下环路体系设计和交通组织。
【关键词】 CBD区域；地下环路；多维交通模型；交通特征；交通组织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功能的不断发展，地下空间技术的不断完善，我国各大城市在新城中心及新城

CBD等高强度开发区域均兴起了地下空间系统的综合开发建设[1]-[4]
 

。城市空间的立体、统筹规划是促

进城市核心区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其实现的核心依托是在有限空间内，构建由公共交通、个体交通、
慢行交通有效融合的多模式、立体化的综合交通网络，与核心区域城市功能结构和布局相互支撑、融合

发展。其中个体交通流交通组织情况是否良好直接影响核心区地面交通的负荷强度和交通秩序。
吸取了发达城市的建设经验，国内大多数核心区过境交通流通过快速路体系在组团外进行分流，大

大减少了核心区交通压力。但是对于核心区到发交通流，在最后一公里进入停车场环节往往因为停车位

供给不足、停车位无法共享或者信息渠道不畅导致产生大量地面绕行，无形中加剧了核心区地面交通压

力。因此，国内各大城市纷纷研究通过建设地下道路网系统整合、联通公共地下车库资源，联系地面道

路和地下车库，减少地面道路交通绕行，缓解核心区交通集散压力，提升地面慢行交通和公共交通出行

品质。
由于需要串联核心区各地下车库，因此地下路网系统一般呈环状结构，日本地下环路多以短距离单

环布局居多，环线总长约600m～1000m之间，出入口一般设置1～2条匝道联系地面交通。国内各城

市规划设计地下环路主要呈现出 “单环”“日”字环、“目”字环三种形态。通过地下环路的设置，对地

下车库资源进行网络联通，从而吸引和截流一部分交通流进入地下环路，对CBD机动化交通形成一个

保护环，保障CBD区域内地面机动化交通的效率，可以让出更多的地面资源服务慢行及公共交通，提

升整个CBD区域整体出行品质[5]
 

。

1 地下环路交通流特征分析

CBD区域交通辐射范围一般较广，从空间圈层视角一般可划分为三个圈层。第一个圈层为跨组团

跨通道长距离、超长距离交通吸发，其主要依托城市快速路系统完成；第二个圈层为毗邻组团长距离、
中长距离交通吸发，其主要依托城市快速路、主干路系统完成；第三个圈层为组团内部短距离、中等距

离交通吸发，其主要依托整个路网系统，渗透到次干路、支路等路网系统完成。
地下环路设施基本由衔接地下停车库匝道、地下环路道路、衔接地面道路匝道三部分构成。其中衔

接地面道路匝道的布局将会对到达核心区交通流的时空分布产生根本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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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车流到发的走廊集聚

地下环路系统通过匝道与地面道路衔接，因此环路出入口的布局对于环路交通的到发吸引有着很大

的诱导影响作用。长距离、超长距离车流到达地下环路区域时，由于宏观开口的设置的吸引作用使得车

流行驶路径向开口设施所在道路集中。地下环路的车流到发明显集中在以宏观开口为基点联系的主要快

速路、主干路，形成较为明显的车流走廊。
走廊的集聚效应将会带来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对交通走廊自身的承载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另一

方面由于走廊的车流吸引在汇入点易产生转向交通瓶颈。

1.2 车流进出的点状集聚

在地下环路交通设施建设之前，核心区个体机动化到发需求是从整个路网系统逐步渗入核心区域，
交通流在路网上的传播类似液体浸润，对路网压力较小。地下环路建设后，原本由整个路网进出核心区

的交通需求中相当一部分将转化为由几个节点 （地下环路匝道）进出片区，交通需求在节点产生挤压。
尤其在晚高峰期间，瞬间由几个匝道进入路网的大量下班交通流将对道路网的各个环节产生极大冲击，
因此对环路出入口衔接系统的疏散、集聚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

1.3 车流进出时空分布不均衡

CBD区域用地性质基本上以高强度商业商务为主，岗位较为集中，居住较少，因此CBD区域交通

特征本身就呈现出早高峰期间以吸引上班通勤出行为主，对外产生的交通较少；晚高峰期间以产生返程

的通勤出行为主，吸引的交通较少的特征。地下环路出入口的衔接，衔接至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交

通流的分布依次减弱，交通量明显在衔接最为便捷的快速路、主干路出入口更加集聚。由于城市用地本

身产生的交通需求不均衡性和地下环路设施衔接便捷程度不均衡性相叠加，交通流进出地下环路出入口

匝道呈现出明显的时空不均衡特征。

2 地下环路交通组织技术体系

基于上述地下环路系统对交通流时空分布的影响分析，本次将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提出系

统的交通组织技术流程，同时对技术流程的模型支撑体系进行梳理构建。

2.1 交通组织流程

2.1.1 宏观层面

宏观层面核心目标是中远距离的交通流进行有效引导，减少走廊集聚效应，预控交通需求的点状挤

压。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需要通过地下环路开口进行合理布局。首先需要结合交通需求预测分析核心区域

主要客流腹地和客流来源，预判客流到发路径；其次对地下环路开口功能进行梳理，应对不同方向、不

同空间尺度的交通需求；最后集合需求方向、路径，以合理疏解为目的进行开口布局的规划设计。
为了保障地下环路开口布局方案实施效果，需要以下两个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辅助设计。

1）在大区域快速路网范围设置相应的交通诱导标志标牌，在远距离范围进行交通分流，即对交通

流的分布进行引导。

2）加强关键转换节点的通行能力，提高转换节点的通行效率，因为交通流的不均衡性必然导致区

域快速路网络范围内关键节点的转向存在不均衡性，需要通过设施的预留预控，强化关键节点的通行能

力，打通可能引发拥堵的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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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中观层面

中观层面核心是当交通流进入组团内部后，通过对交通流进行明确的交通引导，均衡交通流在进出

组团道路上的空间分布。首先需要对组团周边重要的节点进行工程渠化设计以及交通控制优化，方便交

通流与地下环路出入口方向的转换。其次对地下环路周边重要的交通道路在交通管控上进行优化组织，
通过设置信号优先、交通绿波等形式，引导和增强交通流到达地下环路出入口的效率。

远期还可以通过在地下环路范围周边设置交通流量预报电子标牌，通过智能交通设施的信息发布引

流CBD范围内交通流分布。

2.1.3 微观层面

微观层面，基于缓进快出的原则，通过对地下环路出入口衔接段的精细化设计，地下环路出入口的容

量控制、方向控制、车库联系匝道的位置等精细化控制措施保障交通流能够顺畅的进出环路系统，而不是

引发新的堵点。重点对地下环路的三个组成部分分别进行精细化设计和管理，保障车流的顺畅进出。
1）对地下至地面衔接段的匝道、紧邻节点进行精细化车道功能设计以及信号控制方案设计，保障

交通流能够顺畅的进入地下环路系统。
2）对环路本身的道路进行主线、合流区、分流区精细化设计以及限速、环路容量预警、智能诱导

方案设计，保障交通流能够在地下环路顺畅的通行。
3）对地下环路与车库衔接的匝道布局、匝道容量、匝道交通组织方式等进行精细化设计，保障地

下环路交通流能够安全顺畅的进出地下车库。

2.2 模型技术支撑

基于前述交通组织技术流程，需要构建涵盖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交通仿真模型。
宏观仿真模型重点依据四阶段模型理论，在城市综合交通调查数据库基础上，融合交通大数据分析

技术，对出行产生、出行分布、方式划分、交通分配各子模型参数进行校核标定。宏观仿真模型重点提

供核心片区的基础OD和初步路径，作为中观仿真模型的输入条件。
中观仿真模型基于基础OD和初步路径进行动态交通分配，评估地下环路开口对车流路径选择、走

廊集聚程度、节点饱和度变化等影响程度，支撑宏观、中观层面交通组织方案生成。
微观仿真模型则重点对环路内部精细化设计方案进行动态评估，及时反馈相关设计方案。

3 典型案例

3.1 商务区地下环路概况

以国家级新区南京市江北新区商务区地下环路为例，说明地下环路系统交通组织技术体系。商务区位

于南京市江北新区核心区，规划均为商业商务用地，开发体量较大。东西两侧受到长江、山脉限制，整个

区域呈现较为明显的带状发展，快速路横跨商务区边缘，内部有两横一纵主干路网，商务区内地面道路网

整体呈现窄马路、密路网框架体系，有4条轨道交通服务商务区内。商务区地下规划有 “目”字形地下环

路系统，环路线长2.9km，设置有8处出入口，1处位于地块内部，联系车位共1.54万个，服务地块数量

33个。环路主线单向3～4车道，连通线单向2车道，采用单向逆时针循环交通组织方式。

3.2 商务区地下环路需求特征

基于宏观、中观、微观综合交通模型，分析出高峰期间商务区范围吸发总交通量达到14210pcu/h，
地面道路系统进出片区系统车辆8455pcu/h，占商务区机动车到发需求的59.5%，地下环路系统进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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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江北新区中心区地下环路区位图 （左）和地下环路布局形态图 （右）

流5755pcu/h，占商务区机动车到发需求的40.5%。大区域层面商务区对外通道、跨江通道饱和度过

高，区域转向节点不堪重负。横江大道快速路、扬子江隧道、长江隧道高峰期间交通压力均较大，趋于

饱和，其中扬子江隧道主要转换节点双向饱和度分别为0.9和0.94，基本达到饱和，长江隧道主要转

换节点双向饱和度分别为0.42和1.23，单向过饱和。

图2 交通需求空间分布图 （左）和道路网交通流量分配图 （右）

毗邻组团呈现出出入口流量分布不均衡性较大。八个出入口中，横江大道1号、6号出入口主要对

接跨区域交通功能，交通量高峰集聚，承接交通流量占到地下环路交通流量46.2%；九袱洲路、广西

埂路2号、3号、4号、5号出入口主要对接毗邻组团交通功能次之，占总交通量43.02%；7号、8号

出入口主要对接片区内交通功能，占总交通量10.77%。
商务区片区内部地面交通缓而不堵，地下道路与地面道路衔接处部分节点有较长的排队长度和延

误，环路内部部分地库连接出入口的交织、冲突较多，影响环路运行效率。

3.3 商务区地下环路交通组织方案

3.3.1 宏观层面-区域交通引导

优化开口功能定位，形成四主四辅的功能结构，主开口面向快速路或交通性主干道进行远距离车流疏

解，辅助开口重点对组团周边及内部车流进行疏解。基于开口功能结构对部分开口位置、方向进行调整。
在此基础上通过以下几个措施引导交通流的空间分布。一、在外围9个点设置交通分流引导标牌，

将交通流引导至江北大道、浦滨路与中心区进行衔接转换。二、精准定位服务区域交通功能的环路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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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地下环路出入口交通量预测图 （左）和中心区道路网交通流量及速度分布图 （右）

口，通过区域交通引导，截流部分中长距离交通流通过交通廊道到达商务区。三、对关键节点设施预控

建设条件，加强车流转换能力。预留增加浦镇大街-浦滨路东向南左转定向匝道条件，增加浦滨路-浦镇

大街右转车道数；预留增加浦滨路-浦口大道北向东左转定向匝道条件，预留增加浦滨路-浦口大道北向

东左转定向匝道条件。

图4 匝道出入口排队长度图 （左）和

地下环路交通流模拟仿真图 （右）
图5 地下环路出入口布局优化图

3.3.2 中观层面-组团交通均衡

通过以下措施对交通流进行引导。一、对江北大道与广西梗路、石佛大街节点，浦滨路与定向河路转

换节点进行工程渠化设计，以及信号灯等优先设计，方便其交通流向环路出入口方向转换。二、商务区范

围内设置环路交通流量预报电子标牌，引流商务区内交通流的分布。三、对地下环路出入口的布局和规模

进行优化，横江大道出入口通过北延南伸精准服务跨组团长距离交通出行；广西埂大街调整为双向4个匝

道，分担横江大道出入口压力；规划支路出入口扩容为双向4个匝道，调整至石佛大街，分担横江大道出

入口压力。四、对组团内主要交通廊道实施交通控制优先，设置石佛大街、广西埂大街东西向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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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区域交通分流引导图

3.3.3 微观层面-内部交通诱导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交通体系进行组织完善。一、对地下环路出入口及紧邻道路节点进行精细化设计

改造，保障交通流能够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地下和地面空间的转换。二、对地下环路内部合流、分流路段

进行精细化设计，保障交通流在地下空间能够安全顺畅的行驶。三、对地下环路内部联系地下车库的出

入口布局及交通组织方式进行优化调整，保障交通流能够从地下环路顺畅进出地下车库。四、构建地下

环路内部智慧交通系统，构建完整的诱导、指示、颜色标识、声音提示等系统。

图7 匝道出入口及道路节点设计图 （左）和地下车库出入口匝道布局优化图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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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通过构建宏观、中观、微观交通模型，对地下环路交通系统需求进行多维度的分析，从宏观层

面、中观层面、微观层面建立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地下环路系统在交通运行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同

时提出一套适合国内地下环路使用的多维度、多层次的交通组织技术体系。未来基于地下环路的实际运

行经验和不断发展的模型技术对本技术方法体系进行不断完善，形成兼具科学性和实践性的相关技术

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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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公 共 交 通



关于公交场站规模预测的几点思考———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

李 芳 刘剑锋 范 瑞

【摘要】 公共交通场站规模预测是公共交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对不同规范和标准下的公交场站的分类进

行了详细阐述，其次提出了基于万人拥有量和基于公交出行需求的预测方法相互校核车辆标台数，最后分析了不同规范

和标准下的场站规模用地标准。结合北京市房山区实例，分别对房山区公交车辆标台数、“场”的规模、“站”的规模进

行了多方式测算校核，该研究可为其他城市公交场站规模测算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公共交通；公交场站；场站规模测算；

 

中图分类号： U121  文献标识码： A
 

0 引言

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明确规定到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到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交通强国的提出，推动了智慧交通的科研发展[1]
 

。
加强智慧交通建设，推动城市交通拥堵综合治理，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鼓励引导绿色公交出行，也

成为纲要中提到的重点发展目标。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对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降低环境污染，提升居民

生活品质，具有重要研究意义。然而公共交通的不断发展对公交场站规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合理

预测未来年公交场站规模也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目前公交场站规模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严飞[2]

 

等人指出了公交场站规模与公交需求增

长不匹配的问题，应按照中心城区与外围新城内外差异化的原则预测公交场站总规模。翁勇[3]
 

基于公交

出行需求预测的方法测算出公交车辆标台数，强调公交场站总规模应根据不同区域的交通特性分类分区

先布局后汇总测算。王懿[4]
 

提出了一种满足场站规划土地利用集约化，且使车辆运营结束返场成本最小

的车辆分配模型。
综上所述，既有公交场站各类型规模与公交车辆标台数的预测研究较为繁杂，且鉴于场站功能可综

合布局的现实因素，难以侧面校核预测结果的准确性。鉴于此，本文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按照国标和

北京地标中各类型场站的定位和用地标准，分别对 “场”和 “站”的规模测算进行校核，为其他城市的

公交场站规模预留提供合理参考。

1 公交场站功能划分

1.1 根据国标的场站功能划分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CJJ/T
 

15-2011）》[5]
 

对站、场的功能和基本要求进

行了细化。
“站”分为中途站、首末站、枢纽站。中途站服务于运营中车辆的中途停靠；首末站服务于公交线

路始发和停靠；枢纽站服务于不同交通方式与公交的换乘，可按到达和始发线路条数分类，2～4条线

为小型枢纽站，5～7条线为中型枢纽站，8条线以上为大型枢纽站，多种交通方式之间换乘为综合枢

纽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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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分为停车场和保养场。停车场为车辆提供停车服务以及部分低级保养和小修作业。保养场为

车辆提供各级保养功能服务。

1.2 根据北京地标的场站功能划分

在城市集约用地的原则下，北京市按照 “将传统的场站设施整合为客流集散中心和车辆服务中心”
的原则出台了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 （DB11/T

 

715-2010）》[6]
 

。
“站”分为中途站、首末站、中心站、枢纽站。相较于国标，进一步强调了枢纽站不仅有多条公

共汽电车线路汇集，并可与其他多种交通方式衔接的乘客换乘场所；同时定义了中心站的概念，即

为一定区域内公交车辆提供调度、停放等服务，提供乘客换乘服务的多条公共汽电车线路的汇集

场所。
“场”分为停车场和保养场，与国标内容和分类均保持了一致。

2 公交车辆规模预测

建设公交场站的目的是满足公交车辆得正常运行及停放的要求，因此公交车辆的规模决定了公交场

站的用地规模。

2.1 基于万人拥有量的预测方法

基于万人拥有量的预测方法认为公交车辆规模可以依据城市未来年的管理服务人口和万人公交车拥

有量直接预测，如公式 （1）所示。由于各城市的公共交通发展基础参差不齐，因此万人拥有量指标通

常需要结合现状万人拥有量值和规范要求的发展目标综合取值。
N1=P*μ （1）

  式中，N1为基于万人拥有量的公交车辆规模；P为城市管理服务人口数；μ为万人公交拥有量。

2.2 基于公交出行需求的预测方法

基于公交出行需求的预测方法，通过城市居民日均出行总量和公共汽电车分担比先测算出日均公交

出行总量，再结合公交换乘系数、每标台公交车的日均载客量及日有效运营车辆数进行测算，如公式

（2）所示。
N2=G*φbus*γ/（q*k） （2）

  式中，N2为基于公交出行需求测算的公交车辆规模；G为城市居民日出行总量；φbus为公共汽电

车出行分担比；γ为公交换乘系数；q为每标台公交车的日均载客量；k为日有效运营车辆比例。
对比两种预测方式，基于万人拥有量的预测方法简单易行；基于公交出行需求的预测方法能够较为

精确地反映出公交出行人群特征对公交车辆规模的需求。可结合基于万人拥有量和公交出行需求两种预

测方法相互校核，并预留一定公共交通弹性空间，得到适宜的公交车辆规模。

3 各类型公交场站用地标准

3.1 国标公交场站用地标准

根据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CJJ/T
 

15-2011）》[5]
 

，对 “站”、“场”、“厂”
的用地标准做了规定，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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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标CJJ/T
 

15-2011各类公交场站用地标准

站场类型 建设用地标准

站

中途站 结合客流集散点沿街灵活布设，不在用地阶段预留。

首末站 100-120m2/标台，当首站不用做夜间停车时，应按运营车辆的60%计算。

枢纽站
除应按首末站用地标准计算外，还宜增加停车坪，应按每条线路2辆运营车辆对应的标台

数，乘以200m2累计计算。

场

停车场
120-150m2/标台，已有夜间停车的首末站、枢纽站的停车面积不应在停车场用地中重复

计算。

保养场 180-200m2/标台，保养场用地应按所承担的保养车辆数计算。

停车保养综合场 ≥200m2/标台。

厂 修理厂 250m2/标台，修理厂用地应按所承担年修理车辆数及其大、中修间隔年限确定计算。

3.2 北京地标公交场站用地标准

根据北京市地方标准 《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 （DB11/T
 

715-2010）》[6]
 

，各类型的用地标

准如表2所示。

表2 北京地标DB11/T
 

715-2010各类公交场站用地标准

站场类型 建设用地标准
 

站

中途站 结合客流集散点沿街灵活布设，不在用地阶段预留。

首末站

运营车辆＜20标台，730-740m2；

运营车辆20-50标台，1000-2200m2；

运营车辆50-200标台，2200-7500m2；

运营车辆＞200标台，＞7500m2。

中心站

运营车辆200-400标台，8870-17740m2；

运营车辆400-600标台，17740-26610m2；

运营车辆＞600标台，＞26610m2。

枢纽站

运营车辆200-400标台，8600-16300m2；

运营车辆400-600标台，16300-24000m2；

运营车辆＞600标台，＞24000m2。

场
保养场

年保养数＜500标台，＜20000m2；

年保养数500-800标台，20000-30000m2；

年保养数800-1000标台，30000-35000m2；

驻车场 150m2/标台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用地标准由于场站用地中不含绿化用地，根据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
厂工程设计规范 （CJJ/T

 

15-2011）》的要求，绿化用地不宜小于用地面积的20
 

%[5]
 

，因此测算规模时

需要按照规范扩至1.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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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房山区公交场站规模测算

4.1 房山区公交车辆需求测算

按照万人拥有量法测算，远期房山区规划人口为143万人，服务人口为215万人，常规公交万人拥

有量为17标台/万人。可得到远期需求公交车辆标台数应为3647标台。
按照公交出行需求法测算，远期房山区居民出行总量为456万人次/日，地面常规公交占比

18.7%，公交换乘系数为1.35，每标台公交车的日均载客量为430人次/标台·日，因车辆保养和司机

轮休等因素，日有效运营车辆比例为0.8。可得到远期需求的公交车辆标台数为3346标台。
综合基于万人拥有量预测法和公交出行需求预测法测算结果，房山区在规划年的公交车辆标台数为

3346-3647标台为宜，建议取中值约3500标台进行场站规模测算。

4.2 房山区公交场站规模测算

基于保障公交场站的用地落实、进一步给公交发展增加弹性、布局是灵活组合的原则，建议在场站

总规模测算时，分为 “场”和 “站”两部分来进行测算。

4.2.1 关于 “场”的规模测算

保养场总规模与每年能够承担大修的标台数有关，但是对于城市需求的总标台数与保养场总保养能

力之间的关系还缺乏较为明确的规定，在缺少规范的前提下，建议以高保周期来确定保养场总规模，按

照15～20个月/次的大修周期对保养场总规模进行估算[7]
 

，保养场所承担的保养任务应介于总标台数的

60%～80%。因此，房山区保养场年保养能力需至少满足2100～2800标台/年。
按照国标，建议以集约用地的原则，设置停车保养综合场。即停保场同时承担2100～2800标台的

停车和保养功能用地，专用停车场承担700～1400标台的用地规模。按照北京地标，保养场需要承担

2100～2800标台/年的保养功能用地，停车场需承担3500标台的停车用地。保养场和停车场的用地规

模测算如表3所示。

表3 房山区公交 “场”用地规模 （单位：公顷）

停车保养综合场 保养场 停车场 总计

国标 42.0-56.0 ——— 16.8～10.5 58.8～66.5

地标 ——— 8.8～11.8 63.0 71.8-74.8

4.2.2 关于 “站”的规模测算

“站”的规模测算与其相匹配的运营车辆标台数密切相关，但在总规模测算阶段，难以将需求的总

标台数分配至各类型场站。首末站、中心站、枢纽站均有首末站的功能，可将中心站和枢纽站视为多条

线路汇集的首末站。在规模测算中，按照枢纽站、中心站、首末站分别承担3500标台公交运营车辆所

需要的用地规模，“站”的总规模控制在各方式极限区间中间值至最大值区间。枢纽站、中心站、首末

站的用地规模测算如表4。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房山区公交枢纽站的设置需结合铁路客运、公路客运、区域轨道交通站、

旅游集散中心等整合布设，其个数以及规模是与区位承担的交通功能以及周边的用地条件所决定的。
因此，按照规范测算的公交枢纽站规模并不是综合枢纽的总规模，仅指综合枢纽中公交换乘枢纽的

用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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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房山区公交 “站”用地规模 （单位：公顷）

枢纽站 中心站 首末站 总计

国标 25.2-30.2 ——— 21.0-25.2 25.6-30.2

地标 17.1-18.1 18.6 15.3-16.8 17.0～18.6

4.2.3 公交场站总规模测算

房山区公交场站总规模为 “场”和 “站”的规模综合，结合国标和地标分别测算的结果，可得出国

标的公交场站规模为81.8公顷～94.7公顷，经地标测算的公交场站规模为87.1公顷～93.4公顷。因

公交场站在实施过程中与土地条件密切相关，考虑地块的不规则性及高差错落情况对有效面积的折损，
建议房山区公交场站在规模控制阶段按95公顷预留。

表5 房山区公交场站用地规模 （单位：公顷）

“场” “站” 总计 推荐

国标 58.8～66.5 25.6～30.2 84.4～96.7

地标 71.8～74.8 17.0～18.6 88.8～93.4
95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分析公交场站规模的研究现状以及既有研究的不足，分别探讨和分析了国标和北京地标

的公交场站的不同分类和用地规模标准。并以北京房山区公交场站规模测算为例，通过基于万人拥有量

法和公交出行需求预测法相互校核了公交车辆标台数。并结合国标和北京地标分别测算和校核了 “场”
和 “站”的规模。该研究成果可为其他城市公交场站规模测算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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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换乘站客流控制研究

潘 杰 马超群

【摘要】 轨道交通换乘站的客流量大，换乘客流多，导致了乘客乘车出行总时长不断加长，乘客出行的服务水平严重

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导致车站产生诸多安全隐患。做好换乘站的客流组织控制工作是换乘站客流控制的重点。针对换乘

站客流控制进行研究，本文基于车站各设施和列车承载能力与进站和换乘客流的关系分析，提出换车站的客流控制模

型，基于Matlab编程平台定量计算出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的安全量。然后依据模型的输出结果对车站制定了一系列控

制方案，并通过Anylogic仿真验证了方案的有效性。
【关键词】 轨道交通；客流控制；车站承载能力；Anylogic仿真

中图分类号： U231.92

0 引言

在车站客流控制方面，既有研究大多从定性层面进行客流控制，粗放的设置一个阈值，当客流超过

阈值就进行客流控制，没有具体给出客流控制的时间长度、客流控制的量。同时缺乏对换乘站和普通车

站客流的解读，单纯的限制进站人数，没有考虑车站在线路层面的重要程度，没有考虑客流控制的优

先级。
Delgado等[1]

 

研究了公交车的候车问题。以总的乘客延迟时间最小为目标函数建立线性规划模型，
并提出对上车客流量进行限制和公交车停站策略等方法来减少客流对站台的干扰。刘莲花等[2]

 

通过车站

的限流来调控供需矛盾，并计算出具体限流量，并以广州地铁为案例，设计了控制方案史小俊等[3]
 

从客

流组织的基本原则和内在因素入手，揭示了轨道交通客流的内在规律，并建立针对天津地铁的客流组织

方法。谢玮[4]
 

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换乘站的客流控制，在分析换乘站客流的基本规律基础上，剖析了换

乘站的设施空间布局，阐述换乘站客流控制的基本规则。基于乘客路径选择的效用函数，建立换乘站的

大客流控制模型，同时提出分支定界搜索算法对换乘客流的走行路径进行搜索。张伦等[5]
 

重点探讨车站

大客流的组织，从整个乘坐地铁流程的角度分析大客流组织的关键因素。田栩静等[6]
 

在应对大客流的研

究中，提出从系统联合的层面解决问题。从客流形成规律的角度对大客流进行分阶段划分，最终设计了

控制方案和行车组织来缓解大客流对车站的冲击。唐巧梅[7]
 

从大客流产生原因和特征出发研究大客流的

运营组织方法。分别从流线的有序角度、站内总量控制角度、列车运输能力角度全面分析车站客流的组

织和控制方法。康亚舒[8]
 

在研究车站客流阈值和大客流特征的基础上提出Petri网模型。基于列车道法

规律，利用混杂系统的理论，对模型进行求解。最终结合调查数据确定客流控制点可控制的量。
本文基于车站各设施和列车承载能力与进站和换乘客流的关系分析，提出换车站的客流控制模型，

基于Matlab编程平台定量计算出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的安全量。然后依据模型的输出结果对车站制定

了一系列控制方案，并通过Anylogic仿真验证了方案的有效性。

1 客流控制模型

基于前文车站客流控制问题的分析，本文车站客流控制模型设计的决策变量为进站客流和换乘客

流。此控制设计的目标函数即为进站量和换乘量最大，即在客流控制的同时，最大限度的满足客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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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针对此两者控制需要考虑的约束条件较多，包括整个流线上各瓶颈设施的容纳能力，客流交汇时

站台的承载能力，列车的剩余运能等因素。车站客流控制，是一个牵扯多方面的复杂的系统控制流程。

1.1 模型假设

（1）客流控制过程中乘客均匀到达控制节点，不产生突变客流；
（2）客流控制过程中列车不改变运行计划；
（3）列车在控流过程中以恒定的满载率和下车率运行；
（4）乘客按先下后上的顺序上下车；
（5）侧式站台将两侧列车的到达和站台的承载能力看成整体考虑；
（6）乘客不会主观的在站厅层或站台层逗留，默认进站后都乘车快速离去；
（7）乘客对车站内部空间熟悉，不会出现走错路或绕行情形。

1.2 目标函数

本模型设计的初衷即为在安全状态下，使轨道交通车站尽可能服务更多的乘客。因此本模型将最大

化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设定为目标函数[9]
 

。
一般情况车站进站口有多个 （此处进站口区别于车站的出入口，此处研究的仅为乘客检票进入付费

区的入口）。将每一个进站口的进站人数设定为Xi，将换乘客流设定为Yj，因此以进站客流和换乘客

流的最大化建立的目标函数为：

maxf=∑
n

i=1
Xi+∑

m

j=1
Yj （1）

式中：Xi———表示第i个进站口的客流；
Yj———表示进入第j个站台的换乘客流；
n———表示进站口的总数；
m———表示站台的总数。

1.3 约束条件

1.3.1 安检能力约束

乘客购票之后需要进行安检，进行安检需要一定的时间，经常会出现排队等待现象；是否携带行李

也会对安检时间造成影响，因此安检的通行能力还需设置一个不携带行李的增量系数。
Xi≤λBi，i=1，2，…，n （2）

式中 λ———不带行李造成的增量系数；
Bi———第i个入口处，携带行李时，安检机器的通行能力，人/h。

1.3.2 检票闸机约束

乘客于车站的非付费区进入车站的付费区需要通过闸机设备。一般车站设有多台进站闸机，单个闸

机的通行能力是固定的，可以控制开放进站闸机数量，来达到控制进站量的目的。
Xi≤nCi 

闸机，i=1，2，…，n （3）
式中 n———开放的闸机的数量；
Ci闸机———第i个入口，一台闸机的通行能力，人/h。

1.3.3 楼扶梯能力约束

楼扶梯是站内客流最易发生拥堵的位置，楼扶梯要保证进站客流顺利到达站台；存在换乘的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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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确保换乘客流也能顺利到达站台，以免在楼扶梯处发生长排队，产生安全隐患。对于双向楼梯，由

于出站客流的优先级高于进站和换乘客流，因此楼梯的通行能力要被出站客流占据一定的比例。此外由

于厢式电梯属无障碍设施，本模型不做考虑。

αk[∑
n

i=1
XiRki+∑

m

j=1
YjRkj]

 

≤Gk，k=1，2，…，n （4）

（1-αk）[∑
n

i=1
XiRki+∑

m

j=1
YjRkj]

 

≤βkHk，k=1，2，…，n （5）

式中 Rki———由i入口进站，走k组楼扶梯的比例；

Rkj———换乘到第j个站台，走k组楼扶梯的比例；

Gk———第k个楼扶梯组中电动扶梯的通行能力；
Hk———第k个楼扶梯组中楼梯的通行能力；
αk———第k个楼扶梯组中选择自动扶梯的比例；

βk———第k个楼扶梯组中，双向楼梯受出站客流的影响，通行能力产生的折减系数。若为单向

楼梯，则不考虑折减。

1.3.4 站台容纳能力约束

站台是车站内部乘客形式最复杂多样的区域。出于安全角度考量，本文考虑最特殊、最危险的状

况，即为两方向列车同时到达，列车上的乘客下车进入站台，站台上候车乘客还尚未登乘列车的瞬间。
此瞬间为站台客流最大最危险状态。基于此建立的约束条件为：

hj
3600∑

n

i=1
XiRij+Yj[ ]+（Uuj+Udj）≤Sjplatform，j=1，2，…，n （6）

式中 hj———j站台列车的发车间隔，s；
Rij———由i入口进站，选择j站台乘车的比例；

UUj、Udj———j站台列车上行方向和下行方向的下车人数，人/班次；

Sjplatform———j站台总的容纳能力，人。

1.3.5 列车能力约束

由于每一次列车到站，未必能将站台所有乘客全部载运，会产生乘客的二次等车或三次等车，故本

模型设计为每一个控流时段内，列车到站能将站台上的进站乘客和换乘乘客均载入列车，不致使站台客

流发生滞留积压到下一个控流时段，造成站台风险。因此本模型设置的约束条件为一个控流时段内，进

入站台的客流不大于到达列车的最大剩余能力。

Kuj ∑
n

i=1
XiRij+Yj[ ]≤Cujτ，j=1，2，…，n （7）

Kdj ∑
n

i=1
XiRij+Yj[ ]≤Cdjτ，j=1，2，…，n （8）

Cuj=Nj（1-Euj+Fuj）
3600
hj

（9）

Cdj=Nj（1-Edj+Fdj）
3600
hj

（10）

式中 Kuj、Kdj———j站台列车上行、下行方向乘坐比例，Kuj+Kdj=1；

Cuj、Cdj———j站台列车上行方向和下行方向的剩余载客能力，人/h；

Edj、Euj———j站台列车下行、上行方向到站时的满载率；
τ———为下游车站乘客能登乘列车设置的留存空间系数，一般取值为0.8～0.9；

Fdj、Fuj———j站台下行、上行方向到站时的下车率；

197



Nj———j站台列车的额定承载能力，人/列。

1.3.6 换乘比例约束

若进行客流控制的车站为换乘站，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均需要进行控制。但某些车站由于进站客流

量与换乘客流量差距较大，不能属于同一控制量级。因此需要设置一个比例系数来调控：

β2≤
∑
n

i=1
Xi

Ym ≤β1，m=1，2，… （11）

式中 β1、β2———进站量与换乘量的比例，可根据历史同期数据获得。

1.4 模型建立与求解

综上所述，单站客流控制模型为：

maxf=∑
n

i=1
Xi+∑

m

j=1
Yj

s.t.： 

Xi≤λBi，i=1，2，…，n
Xi≤nCi闸机，i=1，2，…，n

αk[∑
n

i=1
XiRki+∑

m

j=1
YjRkj]

 

≤Gk，k=1，2，…，n

（1-αk）[∑
n

i=1
XiRki+∑

m

j=1
YjRkj]

 

≤βkHk，k=1，2，…，n

hj
3600∑

n

i=1
XiRij+Yj[ ]+（Uuj+Udj）≤Sjplatform，j=1，2，…，n

Kuj ∑
n

i=1
XiRij+Yj[ ]≤Cujτ，j=1，2，…，n

Kdj ∑
n

i=1
XiRij+Yj[ ]≤Cdjτ，j=1，2，…，n

Cuj=Nj（1-Euj+Fuj）
3600
hj

Cdj=Nj（1-Edj+Fdj）
3600
hj

β2≤
∑
n

i=1
Xi

Ym ≤β1，m=1，2，…，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本模型为线性规划模型，且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均线性函数，无需进行线性转换等操作。可用

IBM
 

CPLEX、Python、Matlab、Lingo等多种软件求解，本论文选用Matlab进行求解。

1.4.1 一般线性求解步骤

在Matlab优化工具箱中，linprog函数是使用单纯行法求解线性规划问题的函数。

minf=cTx

s.t. 
Ax≤b
aeqx=beq
vlb≤x≤vub

㊣

㊣
㊣

——
—— （13）

  它的命令格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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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fval[ ]=linprog （c，A，b，aeq，beq，vlb，vub）
x，fval[ ]=linprog （c，A，b，aeq，beq，vlb，vub，x0）

其中 A———约束条件矩阵；
b，c———分别为目标函数的系数向量和约束条件中最右边的数值向量；

vlb、vub———解向量的上界和下界；
x0———预设初始解向量

1.4.2 无约束规划问题的求解

无约束规划问题的求解一般会按照目标函数的形式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一元函数的一维搜索法，如

黄金分割法和插值法。另一类是求解多元函数的下降迭代法，具体迭代步骤如下。
（1）选取初始点x0，并令k=0；
（2）得到xk 后，选取一个搜索方向pk，使得沿此方向目标函数是下降的；
（3）由xk 出发，沿pk 方向选取适当的步长λk，使得fxk+λkpk( )＜fxk( )，由此得到下一个点

xk+1=xk+λkpk；
（4）检验新得到的点xk+1是否是满足精度要求的最优解，如果是则迭代结束，如果不是，则令k=

k+1，返回 （2）继续迭代。
常用的求解无约束规划命令是：x=fminunc 'fun'，x0( )，其中fun函数应预先定义到M文件中，

并设置初始解向量为x0.

1.4.3 非线性约束的求解

约束非线性规划的一般形式为：
minf（x）

s.t. 
Ax≤b，aeq*x=beq（线性约束）

g（x）≤0，ceq（x）=0（非线性约束）
lb≤x≤ub

㊣

㊣
㊣

——
—— （14）

其中 f（x）、g（x）———分别为多元实值函数何向量函数，且至少有一个为非线性函数。
在Matlab优化工具箱中，fmincon函数是用SQP算法来解决一般的约束非线性规划的函数，它的

命令格式为：
x=f

 

mincon（'fun'，x0，A，b）
x=f

 

mincon（'fun'，x0，A，b，Aeq，beq）
x=f

 

mincon（'fun'，x0，A，b，Aeq，beq，lb，ub）
x=f

 

mincon（'fun'，x0，A，b，Aeq，beq，lb，ub，nonlcon）

2 模型应用分析

2.1 车站内部结构概况

北大街车站为地下三层式结构。负一层为三跨十字结构的站厅层。负二层为1号线站台层，站台设

计为侧式站台，北侧站台去往后卫寨方向和南侧站台去往纺织城方向。负三层为三跨岛式车站的2号线

站台。1、2号线的换乘属 “十字换乘”设计，车站为其换乘设计了楼扶梯和升降电梯。车站内部结构

和换乘走行路径如下图1：
北大街站现在开放的入口有A1、A2、B、C1、C2 和D 六个出入口，为了方便获取数据，如下图

所示，依据站厅层进站闸机开放位置情况，将进站口分为1、2、3、4，4个进站口。依据西安地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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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北大街站内部空间及客流流向示意图

的2018年12月20日 （星期四）的AFC刷卡数据，对北大街站早高峰客流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数据显

示西安地铁早高峰出现在7：00-9：30这2.5小时内。

2.2 模型参数

目标函数为：maxf=X1+X2+X3+X4+Y1+Y2

2.2.1 北大街站早高峰客流数据

数据采集北大街站2018年12月20日 （星期四）早高峰的各进站口的进站量和各换乘方向的换乘

量，如下表1所示。

表1 北大街站早高峰客流

早高峰 1 2 3 4 2换乘1 1换乘2

进站量 （人/h） 635 584 573 583 9121 13522

2.2.2 车站约束条件控制参数

（1）安检能力约束

北大街站厅布设4部安检机，每一入口设置了1部安检机，安检机实际通行能力约为1500人/小
时，增量系数取1.3，则安检通行能力为1950人/小时。

（2）闸机能力约束

通过现有研究和实地调研发现，一台闸机的通行能力约为1200人/小时。实地调研发现，每个进站

口均设有4台进站闸机。
（3）楼梯与扶梯能力约束

为了便于对每一台楼扶梯能力进行研究，现将北大街站8组楼扶梯组编号如下图所示，各楼扶梯的

布置形式和通行能力如表2所示。AFC数据结合现场调研分析得出各楼扶梯组的使用率如下表2～4所

示。不同进站口进站的乘客以及换乘乘客均按照就近原则选择楼扶梯。对于同时设置楼扶梯的情形，经

调查发现高峰时段选择电梯的比例为0.65。
各楼扶梯组的布置形式如下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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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车站楼扶梯尺寸及通行能力

楼扶梯

编号

扶梯 楼梯

布置形式 尺寸宽度 （m） 通行能力 布置形式 尺寸宽度 （m） 通行能力

A ↑ 1.17 6000 双向混行 1.8 5400

B ↑ 1.17 6000 双向混行 1.8 5400

C ↑ 1.17 6000 双向混行 1.8 5400

D ↑ 1.17 6000 双向混行 1.8 5400

E ↑↑ 1.17*2 6000*2 双向混行 2.35 7050

F ↑↑ 1.17*2 6000*2 双向混行 2.55 7650

G ↑↓ 0.87*2 5000*2 双向混行 0.9 2700

H ↑↓ 0.87*2 5000*2 双向混行 0.9 2700

各楼扶梯组使用率如表3、表4所示：

表3 进入1号线站台乘车选择扶梯情况

客流组成 进站口
选择楼扶梯组的比例

A B C D E F G H

进站

乘车

客流

1 0.20 0.20 0 0 0 0.10 0 0

2 0.19 0 0.10 0 0.21 0 0 0

3 0 0 0.20 0.20 0.10 0 0 0

4 0 0.10 0 0.19 0 0.21 0 0

换乘客流 0 0 0 0 0 0 0.44 0.56

表4 进入2号线站台乘车选择扶梯情况

客流组成 进站口
选择楼扶梯组的比例

A B C D E F G H

进站

乘车

客流

1 0.20 0.20 0 0 0 0.1 0.2 0.3

2 0.19 0 0.10 0 0.21 0 0.50 0

3 0 0 0.20 0.20 0.10 0 0.30 0.20

4 0 0.10 0 0.19 0 0.21 0 0.50

换乘客流 0 0 0 0 0 0 0.50 0.50

（4）站台容纳能力约束

1号线站台：早高峰时段，发车间隔240s，每一个口进站客流选择1号线的机率均等，为0.54。
换乘到一号线的换乘客流为8669人/h。1号线上行乘客的下车率为0.13，下行方向的下车率为0.16。
1号线站台属侧式站台，两侧承载能力均等，为1420人。

2号线站台：早高峰时段，发车间隔189s，每一个口进站客流选择2号线的机率均等，为0.46。
换乘到2号线的换乘客流为13425人/h。1号线上行乘客的下车率为0.11，下行方向的下车率为0.08。
2号线站台承载能力为1620人。

（5）列车能力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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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线站台：1号线列车6节编组，B型车，每节车厢4个车门，共24个车门，定员1468人。上

行方向的乘坐率为0.55，下行方向的乘坐率为0.45。1号线下行方向到站时的满载率0.72。1号线上

行方向到站时的满载率0.79。
2号线站台：列车编组同1号线列车相同。上行方向的乘坐率为0.38，下行方向的乘坐率为0.62。

2号线下行方向到站时的满载率0.82。2号线上行方向到站时的满载率0.74。
（6）换乘比例约束

经AFC数据分析得出，早高峰进站客流较低，换乘客流较大，比例范围如下：

进入1号线站台客流比例情况：0.23≤
∑
n

i=1
Xi

Y1 ≤0.27；

进入2号线站台客流比例情况：0.20≤
∑
n

i=1
Xi

Y2 ≤0.25。

2.3 模型求解

依据单目标线性规划的求解方法，基于Matlab编程平台，求解得出单站客流控制的最佳进站量和

最佳换乘量。

表5 最佳客流控制策略

控制点 X1 X2 X3 X4 Y1 Y2

最优值 （人/h） 525 481 536 495 7545 9214

2.4 客流控制方案

2.4.1 进站客流控制

（1）站内设置回形铁马。北大街站早高峰进站客流需求为2375人/h。而根据车站客流控制模型的

研究，各进站口在客流控制下，最佳进站量为：1号进站口人数为525人/h、2号进站口人数为481人/
h、3号进站口人数为536人/h、4号进站口人数为495人/h。早高峰北大街站的进站客流需求略微比

最佳进站量大一点，只需用回形铁马略微控制即可。
（2）人工控制。车站运管人员可在车站入口处用铁马限制乘客进站。
（3）进站流线上只设置楼梯，不设置自动扶梯，降低乘客的进站速度。
（4）此外还可以通过减少进站闸机数量，来降低进站量。

2.4.2 换乘客流控制

北大街站早高峰重点控制换乘客流量，1号线的换乘需求为9121人/h，2号线的换乘需求为13522
人/h。但模型计算的最佳换乘量，1号线为7545人/h，2号线为9214人/h。供给均不能满足需求。因

此，需要对换乘客流进行引导控制。
（1）换乘客流的控制一般通过设置回形铁马，增加乘客绕行时间，控制客流进入高峰站台。
（2）还可以通过将客流引导至站厅层，增加乘客等待时间，分批放行至站台层。
（3）北大街站1、2号线的换乘通道为双向通道，换乘2号线的客流明显大于换乘1号线的客流，

因此在换乘通道内的隔离栏杆设置时，可以适当给与2号线的换乘客流更多的行走宽度。
（4）当然以上的方法对站点的一般高峰客流有一定作用，真正的大客流仅靠单个站点控制是远远不

够的，严重的会使整个车站瘫痪，产生严重的安全隐患，常常需要使用多站协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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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仿真验证

单纯的计算分析不能准确地描述客流控制后整个地铁站系统的运行情况。客流控制模型是静态的，
缺乏可视化的。无法了解车站系统在动态连续变化时的运行效果。因此，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的科学合

理性，需要采用软件对北大街站客流情况进行仿真[10～12]
 

。

3.1 仿真流程

本文采用Anylogic软件，借助社会力模型的行人库，对轨道交通车站行人进站乘车整个流程进行

仿真。仿真工作流程如下图2所示：

现场调研 绘制底图 绘制环节 定义环境 仿真操作 仿真结果分析

调试模型行人流程

固定设施

服务设施

队列位置

等待区域

边界

服务

列队

区域

图2 仿真工作流程图

3.2 参数设置

模型相关参数主要为行人参数和列车参数两部分，行人参数主要输入为速度、半径；列车参数主要

输入列车编组数及定员、发车班次及停站时间。比例尺设置为4像素=1m。

图3 索引函数代码

对于楼扶梯，乘客以就近原则选择最方便搭

乘的楼扶梯。此处调用索引函数

楼梯的选择选择按照概率，电梯比例设置为

0.65，楼梯设置为0.35。
站台候车服务，基于Anylogic软件能够进行

智能体建模，本文把乘客乘车行为，封装成一个

新的整体智能体，称之为Gototrain智能体。建

立doorline参 数 与 GoTocardoor 关 联，建 立

waitingarea参数与Gotoplatform 关联。通过写

代码的方式调用智能体里面的模块。如下图3
所示。

利用Rail
 

Library库建立列车逻辑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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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均占用面积小于0.35m2时，行人的走行将严重受限，与周围人产生不可避免的接触，基本无

法穿插或变向。故关键密度设置为3人/m2。

3.3 仿真结果输出

相比于站厅层、楼扶梯、安检机等处，站台客流是最复杂多样的区域。站台客流能否在一个控制时

段内消散，直接关系到车站客流控制效果的好坏。因此本仿真重点对站台处的仿真输出结果做出讨论。
当未进行客流控制时，在仿真运行一段时间后，站台客流的运动及密度情况如图4和6所示；按照1号

进站口人数为525人/h、2号进站口人数为481人/h、3号进站口人数为536人/h、4号进站口人数为

495人/h，换乘到1号线站台客流7545人/h，换乘到2号线站台客流9214人/h，作为仿真输入，仿真

运行一段时间时，站台客流的运动及密度情况如图5和7所示。

图4 1号线站台控制前 图5 1号线站台控制后

图6 2号线站台控制前 图7 2号线站台控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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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发现，在运用模型计算的结果对车站进行控制之后，仿真运行一段时间后，1、2号线站台层

几乎没有红色区域，即客流几乎不存在拥堵，很快消散。说明模型计算的结果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对客

流控制起到了一定作用，即模型是有效合理的。

3.4 仿真校验

将模型的输入分别设置为减小10%、减小20%、原值输入、扩大10%、扩大20%，仿真设置站台

服务水平达到F级，即客流密度达到4人/m2仿真自动停止。若1、2号线仿真模型站台服务很快出现

变红拥堵，运行一段时间后模型停止，说明单站控流模型的输出结果已为最优值，继续扩大输入，站台

将无法在一个控制时段内消散客流，产生拥堵滞留，拥堵滞留的乘客不断累积，直至站台客流持续增加

到4人/m2，仿真自动停止。实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校验实验结果表

实验

编号

校验

数据

1h输入量

1进站口 2进站口 3进站口 4进站口
进入1号站

台换乘客流

进入2号站

台换乘客流

是否

停止

1 减小20% 420 385 429 396 6036 7371 否

2 减小10% 473 433 482 445 6791 8293 否

3 原值输入 525 481 536 495 7545 9214 否

4 扩大10% 578 529 590 545 8300 10135 是

5 扩大20% 630 577 643 594 9054 11057 是

4 结语

对于换乘站的客流控制，本文基于车站各设施和列车承载能力与进站和换乘客流的关系分析，提出

单车站层面的客流控制模型，定量计算出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的安全量。在复杂的换乘车站客流控制方

面，仅通过进站客流进行控制已经不能解决车站大客流问题，提出对进站客流和换乘客流同时进行客流

控制。且依据车站客流的特性，将两种客流依据历史数据既定的比例关系设置，对车站客流的控制更具

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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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城市同城化背景下的公交一体化发展探索

蒋 源 邱崇珊

【摘要】 城市同城化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合作的高阶形态，在 “都市圈”及 “城市群”同城化模式之外，位于行

政边界区域城市也形成抱团同城化发展的强烈趋势。跨区公共交通一体化是同城化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促进人口往来的

活力纽带。作为边界城市同城化典型代表的彭什两地，在跨区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方面存在管理、运营、补贴、规划等

方面的实际困境，本文研究针对这些难题提出联合成立管理机构、多种运营模式并存、统筹制定补贴政策以及规划多级

公交体系的解决路径及思考，以期为相关规划和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共交通；同城化；一体化发展

0 引言

城市同城化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区域合作的高阶形态。从资源承载来说，同城化发展有助于扭合参

与城市的优势资源，整体提升资源竞争能力，同时协同促进重大发展项目的共同落地。从区域发展来

说，同城化有利于促进参与城市在产业体系、交通廊道、人居环境、生态保护等多方面的协同，形成

“优势互补、劣势互扶、特色互享”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在我国，同城化的发展主要有两大模式。一是以大城市为中心、协同周边紧邻城市发展的 “大都市

圈”形式，如广州—佛山同城化[1]
 

、上海—苏州同城化[2]
 

等。二是由多个大城市共同构成协同发展单元

的 “城市群”形式，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群[3]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4]
 

等。无论哪种模式，都离不开大城

市的深度参与。然而，受制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区位格局等多方面的影响，不少远离大城市、位于

行政区边界的 “小城市”难以进入到区域同城化发展的核心格局中。在同城化发展不断推进的大背景

下，行政区边界 “小城市”间形成抱团式发展的强烈愿望。

图1 广佛同城化及长三角城市群

公共交通一体化是推动同城化发展的关键要素[5]
 

。首先，公共交通的一体化发展有助于城市间人口

的互动往来。便捷、快速、高效的公共交通可以充分满足城市间居民的通勤、游憩、探亲、就医等多元

化出行需求，进而为城市间的产业体系融合、文旅资源共享、公服设施共建等提供活力连接纽带。其

次，相对比其他协同领域，公共交通的一体化发展具有较高的可操作性和调整灵活性[6]
 

，可以成为同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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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中的重要抓手和先行示范工程。

图2 彭什两地区位分析

彭州市和什邡市同属县级市，两者紧邻，且分别位于成

都市域西北边界及德阳市域东南边界。受川西北地势地貌分

布影响，彭什两地均呈现 “山区—丘区—坝区”的空间分布

格局。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同处行政边界的

彭什两地显现出强烈的协同发展愿望。在此背景下，本文通

过借鉴已有文献针对 “都市圈”和 “城市群”同城化发展格

局中的公共交通发展研究思路和方法[5-7]
 

，以彭州市、什邡市

同城化发展为实例，针对彭什两地公交一体化发展面临的实

际问题，提供相关解决路径及思考，以期为相关规划和研究

提供参考。

1 彭什两地公交一体化发展面临的困境

1.1 行政区划造成的管理难题

行政区划使得城市区域管理效率大幅提升，但各为其政的治理思想往往阻碍城市间一体化发展的效

率。跨区域公共交通管理主体的确定及管理制度的制定受行政区划影响较大，其建设投资、维护成本、
资产归属、运营时段等极容易受到政府单体主管意志的影响。由于线路长度、车辆投入等存在差异，导

致城市间在城市公交一体化发展上的财政投入存在差异，进而导致不同城市在票价制定、班次安排、服

务时段等方面存在差异，大幅降低城市公交一体化发展效率。

1.2 盈利压力造成的运营难题

彭什两地之间的客流往来需求是一直存在的，在两地公共交通一体化系统规划建设之前，民间客运

服务成为满足这种往来出行需求的主要方式。使用国营式的运营线路予以替代，会在线路、车辆、调度

等管理层面取得较大协同。然而，相较于大城市内部的公共交通而言，边界城市间的人口往来需求在空

间分布上存在极大的不均衡，国有化的运营模式容易在供给侧产生全面化、均质化，导致跨区公共交通

整体的实载率处于较低水平，进而直接导致公共交通运营成本的大幅上升，财政支出压力增加。

1.3 政策差异造成的补贴难题

目前，从国家层面的政策来看，跨区域公共交通开设的规划建设、运营成本尚未纳入政府财政补贴

范围内，但各地方却出台因地制宜的补贴策略。为促进平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成都针对跨行政区域的

公共交通线路制定补贴策略和方案以鼓励跨区公交线路的开通。彭州隶属成都市，尤其主营的跨区公交

线路自然在补贴范围之内。然而，隶属德阳市的什邡在跨区公交线路开设上鲜有可支持的补贴策略。补

贴策略的差异性势必会影响彭什两地跨区公交线路开设的可行性和效率。

1.4 非均衡需求造成的规划难题

根据现场调研及手机信令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从往来目的上看，彭州—什邡两地人口来往以探亲为

主要目的，其次为通勤、出差、购物、旅游，这部分产业活动占总量的49%。从空间分布上看，彭什

两地间的居民往来的主要集中在天彭—什邡主城区以及敖平—湔氐/师古/马井交界区域乡镇之间。往来

目的和空间分布特征致使彭什间跨区公共交通线路及其设施的空间规划布局应该充分考虑两地往来出行

需求的非均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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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彭什两地往来需求特征分析

2 彭什两地公交一体化发展实践探索

2.1 联合成立管理机构， 明确统管主体

为高效促进协同发展，彭什两地联合成立由市委书记、市长牵头的领导工作小组，在该领导工作小

组的治理框架中，彭什联合两地公共交通运营公司以及公路客运服务公司筹资组建彭什跨区公共交通管

理公司，作为两地跨区公交线路的管理主体。

图4 联合成立彭什跨区公共交通管理公司

联合管理公司的成立是跨区公共交通发展的决定性

因素。一是理清管理主体和责权，联合管理公司隶属于

协同发展领导工作小组，通过彭什两地筹资共同参与，
避免因行政区划造成管理主体分散、各自为政的难题。
二是统筹公交与公路客运服务资源，联合管理公司拥有

管理公交及公路客运的权限，使得跨区公交可在既有公

路客运服务线路的基础上沿用、优化，减少额外投入。
更为重要的是，联合管理公司避免公共交通与公路客运

的无序竞争，减少资源浪费。三是建立统一登记管理机

制，除对国营车辆进行登记管理以外，联合管理公司还

通过登记资金补贴等措施鼓励民间私营车辆实施登记管理，并给予其包含人员健康检查、车辆定位、车

辆检测、应急救援等多种同等于国营车辆的安全保障服务。

2.2 多种运营模式并存， 缓解财政压力

国营公交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但对财政支撑的依赖性极高。为缓解纯国有运营模式的财政压力，彭

什两地制定 “国营为主、多种运营并存”的运营模式制度。针对彭什两地往来客流量较高的区域，以国

营公交线路为主，同时鼓励民间车辆通过缴纳一定费用以 “挂靠”的形式参与运营。针对彭什两地往来

客流量较低的区域，鼓励已纳入登记管理制度的民间私营车辆以 “自负盈亏”的方式组织运营。通过多

种运营模式并存的组织方式，将国营公交资源进行合理布局投放，最大化资源配置效率，缓解了彭什两

地财政支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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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统筹制定补贴政策， 平衡区位差异

公共交通补贴政策的制定受地方财政状况的直接影响，无论从区位状况、财政情况等，彭州都具有

相对明显的优势。为平衡区位差异造成的公交补贴差异，在彭什跨区公共交通管理公司的统一领导下，
通过统筹计算运营成本、资产投入、收入概算等，按照 “谁拥有谁补贴”的原则，两市共同完成公交补

贴政策的制定。

2.4 规划多级公交体系， 满足往来需求

图5 彭什跨区公交廊道规划

按照公交廊道客运功能差异，依托彭什两地道路系统

资源，规划三级公交廊道体系。其中，一级廊道主要满足

彭什主城区间快速大量公交客运联系需求，依托成万高速

构建彭州—什邡城区全程不设站的直达线，采取 “统一管

理、统一运营，定班发车”的组织模式。二级廊道主要满

足现有高联系强度组团间及其沿线的公交客运联系需求，
依托什新路、S401、13号支渠线分别构建濛阳—三界—
马井—什邡廊道、彭州—敖平—湔氐—什邡廊道以及敖平

—隐峰—马井廊道，采取 “统一管理、多式运营，定班发

车”的组织模式。三级廊道主要满足两地山区组团客运及

旅游服务出行需求，依托第二进山通道、小夫路、银白

路、彭白路构建连接龙门山—通济—隆丰—丹景山—彭州

—白鹿—崟华—湔氐—师古—什邡廊道，采取 “统一管

理、自助运营，灵活发车”的组织模式。

3 结语

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是城市同城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公共交通一体化有助于促进人口往来，进而促

进城市间产业、公服、文旅等多元资源互动。但实际中公共交通一体化发展存在管理、运营、补贴、规

划等诸多方面的难题，本研究针对这些难题提出联合成立管理机构、多种运营模式并存、统筹制定补贴

政策以及规划多级公交体系的解决路径及思考，以期为相关规划和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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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OD模式的BRT站点地区特征解析
———以厦门华侨大学与大学城站为例

崔 玥

【摘要】 为了解决城市空间增长及交通带来的问题，TOD模式正不断完善。公交导向与城市空间发展密切相关，TOD
模式因站点所处城市的不同功能区而具有不同特征。本文关注产学研功能地区的TOD应用，以厦门市BRT一号线路华

侨大学与大学城站为研究对象进行特征解析。研究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对站点地区的辐射范围加以界定，并选择合

适的方法对两站点的空间特征进行归纳；其次，从区位、土地使用、交通系统、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及外部空间五个方

面对站点辐射范围地区进行研究分析；最后，对两个站点的分析结果进行特征归纳。上述研究成果旨在功能导向较明显

的站点地区应用，为其他类似站点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 TOD、BRT站点、特征解析

0 引言

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城市空间尺度迅速扩张，使得日常出行距离日益增加。在城市交通供需矛盾升级

的背景下，发展大运量交通系统，并引导城市功能与交通功能的一体化发展是现行规划的探寻路径。
TOD模式通过对站点辐射范围内的土地进行高密度混合使用开发，整合城市功能，对实现公共交通支

撑和引导城市发展，提升站点地区空间环境品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所处区位不同，大运量交通站

点所承载的职能也不同，TOD模式在原则不变的基础上因站点位置而具有不同特征。因此，开展基于

TOD交通站点地区的特征解析具有现实意义。厦门市战略中心向岛外转移，功能区之间由BRT线路联

系。华侨大学与大学城站位于BRT线岛外段，属于具有产学研功能的站点，具有针对性。因此，本文

以厦门BRT线路华侨大学站与大学城站为研究对象，以TOD理论研究为借鉴，探讨站点地区的规划

布局，为产学研功能为主的站点地区提供参考。

1 研究区域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域

TOD理论模型表明，有效的TOD辐射面积为以站点为中心500～800m的范围区域，范围大小因

站点所处的线路位置及所在的城市区位不同而有所差异。本文研究范围为以站点为中心，800m辐射半

径的约2km2的区域内。

1.2 研究方法

基于TOD模式的站点特征包括土地使用、交通系统、服务设施及开敞空间等多个方面，使用现场

踏勘与资料收集法，对站点进行相关数据收集。通过现场踏看加深对站点地区城市空间的认知及理性判

断；功能型BRT站点是一类站点的总和，因此使用对比分析的方法来总结站点地区的空间特征。对比

分析可以避免特异性带来的认知偏差，得到较为公平普适的结论，对此类站点的建设提供较为可靠的理

论支撑。

608



2 研究结果与对比分析

2.1 区位分析

2.1.1 宏观区位

厦门市近年发展以整合环西海域、拓展环东海域为主要战略目标。基于此背景，作为联系岛内外交

通的BRT成为发展的重要环节。BRT线路岛外段华侨大学站及大学城站辐射的周边地区向南距厦沙高

速约1.3km，距同集南路2.5km，是厦门市东西向联系廊道中的重要节点。站点距杏林湾路0.4km，
向西南方向联系海沧区，是环西海域的重要生活性廊道。因此在对城市发展关系上两站的交通优势

明显。

2.1.2 中观区位

从中观区位来看，由集美大道、厦沙高速、杏前路、杏锦路和杏林湾路围合的区域，将商务中心组

团、产学研组团、居住组团串联在一起，围绕文化教育、生态中心有序组织 （图1）。华侨大学与大学

城两站范围800m内的地区为上述区域的北半部分，周边覆盖华侨大学、兑山村、水晶湖郡居住区等，
在该范围内多以学习生活、休闲生活为主。

在环杏林湾的空间布局上，开放空间廊道使城市空间有节奏的开合。华侨大学站位于生态廊道中的

一条，具有空间区位优势。大学城站位于华侨大学产学研组团核心部分，直接联系其中的商业服务功

能，具有经济区位优势。

图1 环杏林湾水库地区城市空间结构解析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2 土地使用分析

2.2.1 用地比例

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教育科研用地占比约25%，水域所占比例约占18%。居住、商业与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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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地各占7%～9%，比例几乎为1∶1∶1。范围内有极其少量的二类工业用地及市政设施用地，说明在

BRT站点的TOD模式注重经济性，低效益的用地占比极低。

表1 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用地比例构成

用地类型 用地代码 用地比例

二类居住用地 R2 7.37%
商住混合用地 RB 4.18%
教育科研用地 A6 25.46%
商务办公用地 B2 7.40%
二类工业用地 M2 0.24%
供应设施用地 U1 0.35%

公共绿地 G1 8.96%
防护绿地 G2 2.58%
在建用地 — 24.98%

水域 E1 17.88%

表2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用地比例构成

用地类型 用地代码 用地比例

二类居住用地 R2 9.86%
商住混合用地 RB 3.16%
教育科研用地 A6 28.62%

商业用地 B1 12.97%
商务办公用地 B2 3.83%

公共绿地 G1 7.56%
防护绿地 G2 4.62%
在建用地 — 22.39%

水域 E1 6.97%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教育科研用地占比最高，原因是产学研综合链条中 “学”与 “研”是产业经

济的前提。教育科研用地应具备交通优势以向区域及城市传输人才及教育资源，因此在与站点联系最紧

密。其次，华侨大学师生数量庞大，周边居住区居民人数多，商业商务等服务业用地比重随之增长。集

美大道与杏林湾路交汇处的西北侧有大量正在建设的用地，以完善整个片区的功能需求。从用地比例

看，功能比重的大小分布满足TOD模式的一般规律，即站点辐射范围重视经济效应，因此商业服务或

教育资源比重居多。

2.2.2 用地布局及空间特征

从用地布局及空间特征来看，BRT线路与用地之间形成明显的互促关系，站点800m范围内的地

区更为明显。厦门BRT于2008年投入使用，因华侨大学为城市重要的教育资源及人才输出节点而设立

此站，可以说是用地功能影响了BRT站点的设立。BRT投入使用后，至今已成功将大学城的教育资

源、人才等与城市融合，反之强化了华侨大学的教育资源，使其不断壮大，并形成以此为中心的产学研

链条 （图2）。
华侨大学站集美大道南侧，办公用地与站点距离最近，其次是强化产业结构的商业服务、商住混合

用地及二类居住用地。市政设施及工业用地分布在站点800m范围的边缘地带，且比重极少，说明

TOD模式在站点辐射地区达到了效益最大化。公园绿地在TOD的基础上穿插其中，提升了人居环境

及学习办公等环境。大学城站，商业服务设施，向外功能不断变为商住混合、居住以及生态休闲。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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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两个站点在教育科研用地功能的影响下形成了以站点为中心的标准TOD布局模式 （图3）。

图2 华侨大学站站点周边土地使用现状图 图3 大学城站站点周边土地使用现状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3 交通系统分析

本文从步行系统及公共交通两方面对华侨大学站站点周边的交通系统进行解析。

2.3.1 步行系统分析

从步行连续性与舒适度的角度，将站点周边步行道分为，非常好、好、一般、差与非常差五个

等级。
华侨大学站点辐射范围的步行路径质量差异明显，城市主要道路的步行系统及校园步行系统质量较

好，周边居住区步行系统质量一般，城中村步行系统质量差或没有步行系统。通过步行系统的空间分布

可以看出不同质量等级的步行系统相对独立，缺乏交集，但集中于距BRT站点最近的位置开口以获得

最便利的交通出行条件 （图4）。大学城站点辐射范围的步行路径质量差较好，城市主要道路的步行系

统及周边居住区步行系统质量非常好，校园步行系统质量好。通过步行系统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不同步

行系统相互联系，渗透性强 （图5）。

图4 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步行系统质量分析图 图5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步行系统质量分析图

从步行系统质量的比例上看，两站均出现较明显的两极分化。步行质量好及以上的道路占总道路的

60%以上，非常差的道路占28%之多，主要原因是功能关系决定的。华侨大学校园面积大，内部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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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大量学生与职工的教学生活而道路通达性强，因此步行系统覆盖面积也较大。而兑山村密度高，道

路窄，步行系统差，又因自身顺应城市发展增加了更多的与外界相连的道路，导致步行系统差的道路占

比大。
（1）步行道整体非常好

结合城市发展战略，未来华侨大学周边将成为产学研一体的综合知识型产业片区，故城市主要道路

的步行系统拥有较好品质可为未来地区的整体活力做铺垫。
集美大道、滨水路、杏林湾路、华大西门道路以及居住区的城市支路在两站辐射范围内属于步行道

质量非常好的道路。集美大道作为城市交通性主要道路，其红线宽度大，车速较快，步行人流较少。路

权设置上人行道与自行车道并置，两者与机动车道之间设绿化带及行道树阻隔。人行道与自行车道等

宽，宽度约为2m。从人体工程学角度分析，每个成年人行走时约为60～80cm宽，因此集美大道步行

道可供2～3人并排行走。2m自行车道使得非机动交通有足够宽度运行，在距离上与行人保持安全性

（图6）。集美大道沿线有高压线走廊，其基座巨大，步行道在一定范围内需要绕行增加通行距离，并且

在视觉上受到一定干扰，从而降低步行质量 （图7）；水晶湖郡居住区的主要道路滨水路串联各期楼盘，
成为内生性的生活服务道路。其高品质的步行环境为已住居民提供优质的服务。杏林湾路为城市次干

道，道路等级较集美大道低，车速较慢。且因其为商业服务的东西向生活慢行联系，景观质量较好。杏

林湾路的路权分配与集美大道相同，人行道与自行车道并置，有行道树分隔；慢行系统与机动车有绿化

带分隔，整体步行环境较好 （图8）；华大西门道路与配套住区的自建道路为城市支路，道路北侧为商

业设施，为增强商业界面及积聚人气，建筑退后道路红线宽度较大，设置较宽的且品质较高步行空间

（图9）。

图6 等宽的且适宜的步行道与自行车道 图7 高压廊基座对人行道的影响

图8 不同路权的分隔，安全性好 图9 建筑退后形成高品质步行空间

（2）步行道整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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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质量好的道路主要分布在华侨大学内部，因高压走廊影响的集美大道步行道与因项目建设影响

的杏林湾路步行道也可属于步行道好的范畴。
校园主要使用群体是学生，其出行方式多为步行，因此校园步行系统较完善。除正建设或改动中的

用地，每个地块都设置有完整的人行道 （图11）。由于校园用地属性的原因其道路不具备额外的功能

（如商业、社会福利等），所以人行道的宽度及材质等只为满足学生流通行而设置，与城市级步行道相比

功能分区少 （图11）。

图10 校园完善的步行系统 图11 校园人行道较窄，无盲道。

（3）步行道整体一般

环杏林湾水库的居住区现状步行系统中，联系性的道路步行质量一般。联系性道路的作用是疏散与

引入居住区的机动交通，步行作用小，因此品质一般。住区内部商业可对大学形成吸引力，又因华侨大

学站的影响，居住区与大学的联系性道路步行性增强。
步行质量一般的还有联系各个地区步道的BRT站点地下通道。地下通道未与集美大道的人行道相

接，导致行人要跨越没有人行横道线的机动车辅道到达入口，增加了危险性 （图12）。另一方面，通道

缺乏管理监控，安全性较差 （图13）。综上几点联系通道的步行质量仅为一般，需要改进。

图12 地下通道入口设置在辅道与主道之间 图13 地下通道被商贩占据，步行宽度变窄

（4）步行道整体差

步行道质量差的路段在两站范围内所占比例最少，主要分布在水晶湖郡居住区的联系道路上。在道

路的北段功能逐渐转变，从居住向商住再向办公过渡，因此道路照顾步行者的功能越来越少。此外该地

区正在开发建设中，功能的不完善使得配套系统没有完全建立 （图14）。
（5）步行道非常差

兑山村步行系统较为特殊，村落道路原本就是慢行系统。硬化路面可以通车后因村庄密度关系无法

设置人行道 （图15）。兑山村的步行体系由传统的主街巷向外延展发展而来，后期与城市关系度提升后

新增较多道路与出口，使步行系统逐渐从尽端式向环网状变化。目前该道路系统正处于变化阶段，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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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建设中用地，功能不完善导致步行系统缺失

态更新的过程。村庄道路与周边城市道路连接生硬，打破了城市道路连续性 （图16）；村庄靠近华侨大

学，市场作用下促使其功能定位为大学的日常配套 （廉租、小吃、成考、网吧等）。村庄道路因密度原

因难以调整，反而对大学的步行系统产生了反馈作用，出现了非正式性的开口，并极大地引导人流 （图
17）。由于城中村的地籍属性使得道路缺乏统一管理，村庄内部每户人家在门前随意停放车辆及堆砌物

品、广告牌等，影响步行的连续性；道路的宽度没有统一标准，使某些路段双向车辆无法通行造成拥

堵；道路缺乏指引性，使步行者易走错道路或绕进死胡同；路面不平整，坑洼严重且没有排水设施，当

降雨时雨水在路面直排，影响步行体验 （图18）。

图15 无人行道的兑山村道路 图16 打破城市道路的生硬连接

图17 功能渗透而设置的非正式性出入口 图18 非正式出口前的街巷，引导师生消费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的边缘地带存在少数质量非常差的步行道，主要为南侧正在建设的滨水路。站点

范围南侧的商务研发用地初具规模，功能完善与道路建设同时进行，因此在建成初期道路系统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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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道路仅满足小汽车的通勤需求，人行道基本不维护，因此步行系统非常差。

图19 华侨大学站点周边地区公交分布示意图 图20 大学城站点周边地区公交分布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3.2 公共交通系统分析

本文所指公共交通系统为公交车系统，并以公交服务半径、公交线路网密度、公交站台间距三个因

素作为参考。
（1）公交服务半径

到公交车站的步行时间为10min以内最吸引步行者使用公共交通，若按平均1m/s计算，则平均步

行距离为600m。公交服务半径指人到达公交站的空间距离，按实际步行距离的50%换算，可得到公交

平均服务半径为300m。若按覆盖面积来看在站点附近范围内没有达到全覆盖 （图19、图20）。
（2）公交线路网密度

公交线路网密度指每1km2城市用地面积上有公共交通线路经过的道路中心线长度，一般要求城市

中心区公交线路网密度应达到3～4km/km2。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公交线路网密度为1.1km/km2。
从密度来说使用者与公交的关联度较低。由于站点辐射范围用地功能较单一且单元划分大，且只有集美

大道一条城市主干道与滨水路一条城市支路，导致路网密度低进而影响公交密度。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

公交线路经过的道路中心线长度约为4.8km，故公交线路网密度大概为2.4km/km2，现已经接近中心

区的密度水平。由于站点南侧地区正在建设，未来道路网密度增大，公交线路会随之增加，因此从公交

密度来说地区使用者与普通公交的关联度较大，公交使用率高。
（3）公交站台间距

该项指标反应居民从公交线路上到达公交站点的便利程度。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华侨大学站与

滨水一里站距离约为650m，较为适中。华侨大学站距南侧的滨水小区站距离450m，而距北侧的大学

城站距离约900m，间距较远；在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普通公交大学城与产业研究院站距离约为

600m，较为适中。大学城站距南侧的华侨大学站距离880m左右。从杏林湾路角度，IOI棕榈城与华大

艺术街站的间距约为700m，距华大西门1000m。两站与周边站点的站距大的原因是站点辐射范围用地

功能较单一且单元划分大，主要功能分割与汇聚集中在华侨大学站周边。

2.4 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分析

2.4.1 整体概况

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商业分布数量最多，主要是个体自营的商业设施，其特点是规模小，更新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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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快，以餐饮及生活零售等业态为主。在集美大道南侧的居住区中商业为配套的底层商业，规模及环境

较兑山村好。兑山村历史悠久，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资源如古宅、古树等，现存部分文化设施；行政及

服务设施主要分布于居住区及城中村内部，以居委会、基层派出所为主，满足市民及村民的日常需求；
教育设施主要为华侨大学，其余均为满足基础教育的社区幼儿园，地区内部教育等级差异巨大；医疗设

施数量少，等级较低，以个体自营的诊所及居委会卫生所为主。这些设施与行政服务设施一样分布于居

住区及城中村内部，满足居民需求为目的；华侨大学内部设置有较为齐全的体育设施，但对社会开放的

仅有体育场操场及其附属设施，相对而言比较封闭。沿杏林湾水库设置有供城市居民休闲健身的滨水慢

行系统。慢行道岸线较长且环境良好，与华侨大学的体育设施相比没有集中的活动空间，两者互补为地

区带来多样化的运动选择 （图21）。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商业分布数量最多，其特点是规模大，集聚度高，以餐饮及生活零售等业态为

主。在华侨大学西侧商业区有集中的商业空间，3层为主；站点北侧以教育及生活服务为主，因此金融

服务设施较少，而南侧可用腹地大，又有BRT线路，因此金融服务多设于此；行政服务设施主要满足

居民需求，数量少面积小；教育设施主要为华侨大学；华侨大学内部设置有较为齐全的体育设施，但对

社会开放的仅有体育场操场及其附属设施，相对而言比较封闭。沿杏林湾水库设置有供城市居民休闲健

身的滨水慢行系统。慢行道岸线较长且环境良好，与华侨大学的体育设施相比没有集中的活动空间，两

者互补为地区带来多样化的运动选择 （图22）。

图21 华侨站点周边地区商业及

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图

图22 大学城站点周边地区商业及

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图

2.4.2 空间布局特点

在华侨大学站和大学城站第一圈层的400m范围内集中分布着华侨大学、办公设施和居住区配套的

商业设施。他们共同特点是环境质量高，可为城市带来高价值教育、经济文化等的附加属性。在400～
800m的第二圈层分布着与社区相关的商业及服务功能。北侧为兑山村围绕华侨大学设置的一系列商业

设施及满足自身社区需求的医疗、教育、行政等设施。南侧为滨水居住区的商业、教育设施等。兑山村

商业的空间分布没有在BRT车站聚集，原因是主要服务对象为村民及华侨大学的学生，因此村庄主要

道路或与大学联系的道路成为商业分布的重点，并呈现带状分布的特征。

2.4.3 与BRT的可达性

根据以上特征描述，可将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的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分为兑山村 （东北部分）、
滨水住区 （东南部分）、办公研发 （西部）及华侨大学 （北部）四个组团，并依次分析各个组团服务设

施到达BRT站点的最短路线 （图23）。而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的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分可为华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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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部分）、商务研发 （东南部分）、商业金融服务 （南部）及华大西门商业 （北部）四个组团，并依

次分析各个组团服务设施到达BRT站点的最短路线 （图23）务 （南部）及华大西门商业 （北部）四个

组团，并依次分析各个组团服务设施到达BRT站点的最短路线 （图24）。
分析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与站点之间的关系，可知滨水住区的商业、华侨大

学以及研发办公等到达BRT站点的路径最短，用时均在5分钟左右，与BRT站点的联系最密切，可达

图23 站点周边地区商业及公共

服务设施到达站点路径示意图

图24 站点周边地区商业及公共

服务设施到达站点路径示意图

性最强；兑山村的商业设施到达站点的用时在6～10分钟左右，可达性一般；教育及服务类型的功能到

达站点的平均时间大于10分钟，可达性差。此类设施主要服务片区自身，对区域没有作用，与站点关

联性弱 （表3）。

表3 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与华侨大学站点

项目

设施名称
性质级别

实际距离

（m）
空间距离

（m）
时间

（min）

滨水小区商业 社区级 350～520 230～400 5min～8min

兑山村商业 私营 470～700 400～645 7min～10min

福建中烟工业公司技术中心 ——— 310 200 4.5min

集美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 社区级 760 660 11min

宅内古松公园 社区级 740 430 11min

滨水社区居委会 社区级 760 660 11min

华侨大学 市级 200 145 3min

英侨中心幼儿园滨水分园 社区级 780 750 12min

金豆幼儿园 私营 740 430 11min

新天地幼儿园 私营 700 645 10.5min

佃明西医内科诊所 私营 835 780 12.5min

兑山村居委会卫生所 社区级 700 645 10.5min

华侨大学体育场 区级 1000+ 800+ 15min+

杏林湾水库慢行道 区级 400 360 6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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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与站点之间的关系，可知万科云城以及未来的商业服

务设施到达BRT站点的路径最短，用时均在5分钟左右，与BRT站点的联系最密切，可达性最强；其

余商业服务功能到达站点用时均10min左右，表明地区整体到达站点的可达性强 （表4）。

表4 商业及公共服务设施与大学城站点关系一览表

项目

设施名称
性质级别

实际距离

（m）
空间距离

（m）
时间

（min）

华侨大学 市级 670～780 500 10min～12min

万科云城 ——— 230～400 260 3.5min～6min

华大西门商业区 ——— 780 680 11min

未来商业服务设施 ——— 310 250 5min

IOI棕榈城 ——— 700 630 10.5min

福建中烟工业公司技术中心 ——— 1000 800 15min

侨英街道办 社区级 1000+ 800+ 15min+

华侨大学体育场 区级 1000+ 800+ 15min+

杏林湾水库慢行道 区级 780 610 12min

2.5 城市外部空间分析

2.5.1 广场空间

2.5.1.1 街头广场

街头广场是指在城市街角有明确的范围界定，有一定的景观元素和休憩设施且能吸引人流的节点空

间。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街头广场主要集中分布于滨水路 （图25）。滨水路为居住区的商业服务道

路，适当的广场空间可以满足停车及周边居民交流的需求；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内街头广场主要分布于北

侧靠近站点的大型商业及华大西侧的商业区上 （图26）。万科云城的商业空间万科里将建筑空间转角曲

折形成街头广场。经过空间处理及材质设置后的广场具有引导性，可以将人流引入内部商业界面。华大

西侧商业区的街头广场设置较为简单，与万科里一样退让空间引入人流。建筑空间的错落、景观的设置

及铺装铺设方法等使广场较为平淡。
2.5.1.2 社区广场

社区广场相对于街头广场要封闭，更多的是满足社区内部居民的休闲生活需求。社区广场环境质量

较街头广场要高，且规模比街头广场稍大。两站辐射范围内，滨水路沿线的居住区中都有集中成片的绿

地广场空间，使用率未知。华侨大学设有入口广场，主要应对特殊时段的学生流大规模集聚，宽大的尺

度也能形成学校特有的领域感，与周围设施在空间上区分，使用率不高。
2.5.1.3 街巷空间

华侨大学站辐射范围内的街巷可分为特色街巷和一般街巷两种。特色街巷主要为站点北侧的兑山村

骨架型道路以及站点南侧的滨水路商业街。兑山村历史悠久，由自然村落生长发展而来，长期形成了鱼

骨形的不规则的自然街巷形态 （图26）。滨水路商业街街巷边界连续，且设置欧式风情的骑楼形成独特

的风貌。滨水路两侧的高层建筑使D/H值小于1，形成较为压抑的空间感受。骑楼及突出的底层商业

可以消解高层建筑的压迫感，达到步行者感知较为舒适的比例 （图27）；一般街巷为集美大道、居住区

联系性道路以及兑山村的其他道路，主要以交通功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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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站点周边地区外部空间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26 蜿蜒自然的街巷形态 图27 欧式骑楼特色风貌

大学城站辐射范围属于正在开发建设的城市新兴节点，整体风貌属于现代化的新城风格。集美大道

路幅宽，街巷D/H值大于2，给人空旷之感。为了减少这种较为荒芜的感受，沿中央BRT道路线种植

高大的树木将道路空间一分为二，降低D/H值。杏林湾路路幅较集美大道窄，且作为东西向联系地区

的商业服务道路，沿路绿植丰富景观良好，步行其中D/H约为1左右，街道空间使人舒适 （图28）。
大学城站点北侧的商业设施为吸引人流将建筑后退，结合小品、树木的分隔营造良好的步行街道空间

（图29）。

图28 杏林湾路舒适宜人的街道空间 图29 华侨大学西侧商业街道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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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公园绿地

2.5.2.1 街头公园

华侨大学站点辐射范围道路等级高，且居住区较为封闭只有商业性道路，故街头绿地只在兑山村内

部散落，其中规模较大的为宅内古松公园。该绿地有砖砌的围栏围合，植被多样，空间感受较为封闭

（图30）；大学城站北侧没有街头公园，原因是除大学外剩余用地需形成以站点为核心的TOD模式来与

非经济性的大学进行互补，本就寸土寸金的站点周边更不可能设置非经济性的绿地。大学城站南侧的商

业服务空间有绿色廊道将滨水景观引入内部，结合这些廊道或会设置街头绿地。
2.5.2.2 开放公园

站点辐射范围内的开放公园主要分布在杏林湾水库一带，是地区级的公共开敞空间。整个公园绿地

环水库设置，呈带状分布，内部设有慢行道路供附近居民休闲运动 （图31）。公园平均宽度约为50m，
可达到生态保护廊带的标准。公园距离两个站点的距离为400～700m，步行6～10min即可到达。

图30 兑山村较为封闭的街头绿地 图31 杏林湾水库的滨水开放空间

3 结论

区位上，无论在宏观区位还是中观区位，站点辐射范围都具有交通以及空间的区位优势，为周边地

区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有利的外部条件。在新的发展形势下，BRT站点辐射范围的转型提升是保障厦门

市城市发展战略的先决条件。
土地使用上，BRT站点辐射范围具有文化性及经济性的用地所占比例较大，而特殊区位使得某些

用地比例也会较多，如环境资源禀赋好导致水域及绿地面积大；生活配套用地所占比例适中，为TOD
模式带动人气；基础设施及工业用地最少或基本没有，说明TOD模式对资源的门槛需求高，从而促进

经济发展。功能总体上为经济效益由大到小的圈层扩散式分布，特征符合TOD发展模式的一般规律。
交通系统上，两站辐射范围内的步行系统较为独立，各自有着内部存在的空间逻辑。大学城站站点

辐射范围的步行系统较为完整，相互联系成为有机网络；两站辐射范围内的公共交通能力较强，其与

BRT线路站点接近，在BRT站点范围内换乘方便，BRT的区域交通与普通公交的地区交通联系性

较强。
商业及公共设施上，距离站点最近且可达性最强的为规模较大品质较好的设施，其经济性、公共效

益在站点辐射范围均最大。等级极低的商业设施无法直接与BRT站关联，而需要附属于与BRT站点直

接联系的其他功能。因此可以认为BRT站点带动的TOD模式具有空间的选择性，将高品质设施吸引

在周边，将低品质及低效益设施向圈层外推。
城市外部空间上，可知资源丰富、较有特色的空间相对集中于BRT站点周边，且布局形态都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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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展，穿插于不同功能关系之间。我们可以得到结论，城市特色的开放空间对BRT站点的TOD模式

起到提升作用，通过功能渗透穿插来组织各功能关系，是步行系统的载体，同时也是TOD模式的步行

友好环境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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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改革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李 信 汪惠兰 潘明辰

【摘要】 科学、合理的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能有效缓解城市公交企业运营困难和政府巨额财政补贴的问题，并能为

多层次公交体系实现各自职能分工提供有利条件。本文通过分析昆明市现状公交票制票价存在的问题，以及借鉴国内外

城市的经验，提出昆明公交票制票价改革的概念方案，建立多层次、差别化的票制票价体系。
【关键词】 公交优先；公交票制票价；分段票制；分区票制

0 引言

2013年交通运输部下发的 《交通运输部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

意见〉的实施意见》文件中明确提出 “完善公共交通定价和调价机制，综合考虑社会承受能力、企业运

营成本、交通供求状况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科学制定城市公共交通票

价，根据服务质量、乘车距离以及各种公共交通换乘方式等因素，建立多层次、差别化的票制票价体

系，推行优质优价”。城市公共交通是兼具公益性与经营性的行业，公交票制票价制定的科学、合理直

接关系到社会效益、公众利益和企业利益，合理的票制票价体系能在实现公益性的同时，也使公交企业

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科学、可持续的公交票制票价体系已经成为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的重要

环节。

1 昆明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

1.1 昆明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现状分析

昆明全市共有7家城市公交企业，其中昆明公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服务于中心城，截至2018
年底昆明公交集团运营线路近473条，营运车辆5330台，日均客运量约200.71万人次。1952年昆明

公交正式成立，购票方式为车上人工售票员，1995年4月在5路、23路公交首先实施无人售票，后来

所有公交车均变成了无人售票，2005年昆明公交正式使用IC卡，乘坐公交可投币也可刷卡，2018年昆

明公交扫码乘车功能正式上线。
近年随着昆明公交线网结构优化调整工作的持续推进，基本形成了公交快线、干线、普线、支线普

遍成网，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有机协调，覆盖城乡的公共交通网络。昆明现状公交采用一票制，快速公

交线路每人次票价2元，干线、普通公交线路分为普通车型和豪华空调车，其中普通车每人次票价1
元，豪华空调车每人次票价2元，支线公交线路按普通公交线路 （普通车）票制票价执行。

现状昆明公交IC卡分为普通卡和优惠卡，乘客持公交IC普通卡首次刷卡乘车按法定票价的90%
优惠收费。乘客持公交IC普通卡首次刷卡乘座公交车后的1小时内 （首次上车刷卡正式计时）可享受

“换乘免付”和 “换乘减半”收费优惠，1小时后系统自动默认以首次刷卡计，具体为：2元票价公交车

一小时内换乘1元票价公交车 “免付”，2元票价公交车一小时内换乘2元或2元以上票价公交车 “减
半”。以下人员可免费乘坐公交车：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残疾人、癌症患者、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

庭、荣获国家无偿献血奖的献血者可办理爱心卡免费乘坐公交车；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官凭军官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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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乘坐公交车。2018年，IC卡刷卡客流量中免票人群客流为83.97万人次，占日均公交总客运量的

44.57%。其中，爱心公交客流量持续增加，2018年达到76.56万人次/日，占日均免票人群总客运量

的91.17%。换乘免付客流量2018年达到7.41万人次/日，占日均免票人群总客运量的8.83%。

1.2 昆明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存在问题分析

1.2.1 昆明公共交通事业的属性定位长期忽视市场性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指出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城市

交通发展方式，突出城市公共交通的公益属性，将公共交通发展放在城市交通发展的首要位置，着力提

升城市公共交通保障水平。尽管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在价格、经营等方面受到政府的约束和监管，但归根

到底仍是一个企业，需要通过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 （即公共交通票价）弥补经营成本，且在维持生存和

发展的目标下，同样具有追求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营收入、改善经营状况、提高员工福利等企业经营

特征。因此，城市公共交通是兼具公益性与经营性的行业。低票价政策对落实政府公交惠民政策和吸引

广大市民采取公交出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昆明公交企业刚性成本的不断增加和市场因素的变化，
企业的各项运营成本还在不断上涨，政府财政压力还将不断加大。

图1 近年昆明公交亏损与补贴情况

1.2.2 一票制与昆明城市空间结构拓展、优化发展不匹配

十年前昆明呈现单中心空间结构模式，城市中心直径12km，单一票制较为适合，现阶段，城市空

间与规模呈现逐年扩张与发展的态势。随着城市空间结构的拓展，近几年昆明逐步优化公交线网结构，
基本形成了公交快线、普线、支线普遍成网的公共交通网络系统，但一票制不利于公交网线结构优化

调整。

图2 昆明城市空间结构拓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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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居民乘坐公交的出行需求特征意味着一票制缺乏公平性

居民出行特征呈现出行距离、时间变长、出行次数增加等特征，单一票制对短距离出行乘客不公

平，长距离乘客的出行成本不应只由公交企业和政府买单。主城区公交出行以中短距离为主，平均乘距

为7.4km，实行一票制对于不同出行距离的乘客是不公平的。

图3 昆明公交出行距离分布图

1.2.4 昆明现行票价水平与昆明城市经济增长水平不符

从1999年，昆明市区公交线路全部实行无人售票以来，公交票制一直实行单一票制，票价水平也

一直维持在一元，近19年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在提高，昆明市城市人均GDP逐年增长，城镇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长近5倍，但是昆明公交的票制票价一直未变，单一票制 （一票通乘）的矛盾逐年突显，
尤其近年来已成为阻碍公交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

国际公认的公共交通支出应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合理范围一般在5%至10%。根据昆明统计数据显

示，2018年昆明城镇居民月人均公共交通类消费支出约117元，则公共交通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27%。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公共交通票价还有微调的空间。

2 国内外城市经验借鉴

目前，国外城市多数采用多元化的公交票制，国内城市基本以一票制为主要票制。通过对国内外城

市经验的学习，总结如下。
（1）公共交通要实现公交服务的公益性同时兼顾企业经营的市场性，从城市公交可持续发展的角度

出发，确保公交公益性基础上的合理票价水平。
国外大部分城市采用市场导向的公共交通运营机制，采取政府和私营部门联合服务，通过激励措施

促使企业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合理使用纳税人的钱，确保符合公众利益。国内城市多考虑公交的公益性

质，以低票价为主，而北京2014年进行了公共交通票制票价调整，公交功能定位调整为坚持公益性的

同时兼顾市场性，在新票制条件下，政府、企业和乘客合理分担成本，减少了公共交通运营企业的亏损

额，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北京市财政负担。公交票价的制定要考虑居民收入、城市经济水平、城市交通

政策、公交运营成本、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等多个方面，理论上还应该考虑企业的合理利润。
（2）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根据居民的出行需求制定多元化的公共交通票制结构，方便乘客，体

现多乘多付费、差别化定价的基本原则。

228



国内大部分城市票制模式单一，多为一票制，北京于2014年进行了公交票制票价调整，调整为计

程票制，让乘客付费更加公平。国外大部分城市采用分区票制和计乘票制，票价根据不同时段、不同出

行距离和不同人群差别化制定，有效满足不同公交出行者的需求，充分利用价格调节出行时间、出行方

式。例如德国慕尼黑地区将城市分为4个交通区和16个交通圈，以穿行的交通区收费，车票种类多样，
成人票包括单程票、联票、天票，儿童票包含有天票、周票和月票，并且还有针对游客的票，以交通

圈、时间为依据定价，分为单人票和团体票。
（3）完善公交经营管理体制，政府加强公交服务监管，企业注重公交运营管理，优化财政补贴方

法，提高公共财政效率。
深圳2013年至今实施基于企业实际服务乘客量的公交财政定额补贴政策，制定 《深圳市公共交

通财政定额补贴政策实施方案》，政府与企业签订补贴协议，约定服务标准及规模，明确政府与企业

双方之间的责任、权利及义务。杭州从2014年至今采用基于成本规制的政府购买服务政策，发布了

《关于政府购买城市公共汽 （电）车运营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中明确了政府购买公共交通服务

的原则、对象、内容和标准，并规定了资金拨付的方式，乘车所享受优惠 （减免）部分票价，政府

按标准进行购买，由于低票价政策实施，产生的政策性亏损补贴，进行成本补贴联动，建立多元化

经营收益分享机制。国外城市主要采用建立国家、地方共同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资金保障体系，
积极拓宽公共交通资金投入渠道，制定公共公交通企业税费减免政策，鼓励公共交通企业进行多元

化经营等策略。

3 昆明城市公交票制票价体系改革方案研究

3.1 改革目标及原则

在强化公交系统吸引力、体现公交公益服务和公平性的基础上，结合城市空间布局和客流出行特征

制定多元票制模式，依据不同出行人群需求、不同出行距离特征、不同出行时段制定差别化票价体系，
有效满足乘客出行的多样性需求，并成为提升公交客流、调节出行方式结构、均衡交通时空分布、实现

信息化的重要手段。昆明公交票制票价改革遵循以下原则。
（1）城市发展协同原则：公交票制、票价与城市空间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2）坚持公交公益性原则：保持公共交通价格优势，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引导公共交通出行。
（3）促进公交发展可持续性原则：保障公交企业发展和财政投入可持续，适度考虑公交企业市场经

营性，并完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激发公交企业运营活力。
（4）优化交通方式结构原则：通过多元票制和票价合理制定提升不同出行特征居民吸引力，满足乘

客出行的多元化需求，同时强化大公交系统内部各自职能分工。
（5）保障特定人群出行需求原则：对于特定人群的公交出行需求给予保障。
（6）操作方便简单原则：形成操作容易、识别性强、使用简单的付费模式。

3.2 公交票制选择及票价制定

3.2.1 票制选择

结合各个票制的优缺点，采用一票制、分段票制和分区票制三种方式进行昆明城市公交票制票价概

念方案研究。

328



表1 公交票制优缺点情况

票制 一票制 计程票制———按里程计价 计程票制———分段计价 分区票制

内容

不论乘客乘坐距离

长短，都采用同一

票价的计价法。

严格按照实际乘坐距离，
以1km

 

作为基本计价单

位，累 计 加 价 的 计 程

票制。

以规定里程作为基本计

价单位，累计加价的计

程票制。

分区票制是指将公共交通线网

覆盖区域划分成若干区间，同

一区间上下车时只需支付该区

间规定的票价，若跨区间出行

则应按照规定计价规则额外支

付费用。

优点

乘客使用方便

管理运营成本较低

使用者争议少

能精确反映经营成本与

价格的关系。
可有效兼顾长、短途乘

客需求。

基本上能够反映价值与

价格的关系，操作相对

简单，设置的收费等级

较少，各区段票价可取

整，找零简便易行，计

费易于取整。
减轻了运营企业票务管

理和操作的复杂程度。
同时也方便乘客使用。

充分考虑了中心地带站距短，
边缘地带站距长的出行规律。
各区域票价根据客流量制定，
可反映营运成本，同时具备调

节客流的能力。

缺点

缺乏公平性

车票价格不能体乘

距与运营成本关系

计费难以取整，造成乘

客使用不便。
对中、长 途 乘 客 吸 引

力弱。
收费等级多变，管理和

实施较为复杂，需要一

定技术和设备的支撑。

需要一定的技术和设备

支撑。

长短间距收费不合理

处于不同计费区的边缘地带收

费标准较难确定。
城市分区边缘流动性降低，若

无明显分区则难以吸引客流。

3.2.2 票价制定

昆明城市公交票价定价主要是综合考虑企业运营成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居民承受能力等多

因素。
（1）人次成本票价。根据近年昆明公交总成本和客流情况，测算出人次乘车成本逐年增加，2018

年公交乘车人次成本为3.15元。
（2）居民可承受票价。根据 《昆明市2018年统计年鉴》显示，2018年昆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3582元/月，按照每人平均每天乘坐地面公交两次，毎天平均乘坐3条公交线路，每月22个工作

日计算，每人每月乘坐地面公交平均次数为66次。国际公认的公共交通支出应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合

理范围一般在5%～10%，在地面公交票价可承受能力指数上限为5%的情况下，测算居民可承受的票

价水平为2.7元/次。
（3）合理回报票价。参考国内外城市经验以及考虑昆明实际情况，确定昆明公交合理票价水平测算

模型如下。
P=C*（1+r）*（1+a*CPI+b*E+

 

c*L-X）
式中 P———为合理回报票价

C———为单位成本票价

r———为公交企业合理成本利润率

a———为除人工费用、燃料费用外其他费用在公交企业运营成本构成中所占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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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为燃料费用在公交企业运营成本构成中所占的比例

c———为人工费用在公交企业运营成本构成中所占的比例

CPI———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E———为燃料价格变化率

L———为平均工资变化率

X———为生产力变化

根据2018年昆明公交单位成本票价为3.15元/次，以及设置的参数值，可以计算出昆明公交合理

回报票价约为3.5元/次。
（4）昆明公交票价制定。根据昆明公交人次成本票价、居民可承受票价和合理回报票价的计算结

果，推荐昆明公交平均票价宜为2.5元/次，平均最高票价不宜超过3.5元/次。

3.3 概念方案

3.3.1 一票制概念方案

根据票价测算方法，昆明公交平均票价宜为2.5元/次，考虑操作便捷方式，票价取整，推荐一票

制时票价采用2元/次。

3.3.2 分段票制概念方案

（1）制定原则。分段票制制定采用 “短途减负、中途微调、长途增付、票价取整”的原则。
（2）票价方案。票价基价：票价基价的制定需要同时考虑乘客的接受程度以及可行性，在现有1元

基价的基础上可以基本持平或适当上调。考虑到70.6%乘客均集中在2＜d≤14km区段，因此将票价

基价制定为1元，乘坐区间为≤2km。票价制定：根据阶梯计价原则以及尽量取整的计费方式，根据票

价基价及其乘坐区段。得到以下票价方案。

表2 分段票制票价方案

分段 0＜d≤2 2＜d≤5 5＜d≤8 8＜d≤11 11＜d≤14 14＜d

比例 16.5% 27.6% 23.5% 12.3% 7.2% 12.9%

票价 1 1.5 2 2.5 3 每增加5公里加0.5元

票价水平：按此分段票价方案，平均票价水平为2.08元/次，处于合理的票价水平范围内。
公交分段方案可考虑以公交主线、公交干线的分段票制为主，兼顾公交支线的一票制。

3.3.3 分区票制概念方案

（1）制定原则。分区票制制定采用 “区内减负、区间微调、跨区增付、票价取整”的原则。根据公

交OD分布特征、公交客流走廊的走向、城市空间结构、公交线网结构以及道路网规划等划分公交收费

分区。为便于公交分区，主要依托于自然界线如河流、城市道路等进行划分。城市公交高客流密集区域

分区规模控制在4～5km范围内，城市公交客流规模小的区域分区规模可适当拓宽，控制在7～8公里

范围内。
（2）票价方案。票价基价：票制分区平均直径 （或长度）约为7～8km，此距离为公交的平均出行

距离，同时也是大部分公交乘客的乘距。为了保证大部分人能享受到能承受且合理的票价，将票价基价

定为2元。票价制定：为了保证公交企业的合理利润空间，体现出行的公平性，实行 “多乘多付，少乘

少付”的原则，根据穿越公交分区的不同实行阶梯票价。建议分区票制实行以下票价方案。票价水平：
按此分段票价方案，平均票价水平为2.35元/次，处于合理的票价水平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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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分区票制票价方案

跨越公交分区 1（区内） 2 3 4 4个以上

比例 41.43% 47.63% 9.92% 0.94% 0.08%

票价 2 2.5 3 3.6 4

图4 昆明分区图

3.3.4 方案比选
 

乘客对交通方式的选择取决于综合费用，票价的调整将对乘客的出行方式产生一定影响。采用多项

logit模型建立出行方式模型，使用昆明市2016年居民出行调查结果为数据源，选取合理的影响因素进

行模型的标定，在方式选择中，选取昆明市常用的出行方式。通过模型测算出昆明公交票价调整后公交

出行方式的变化情况，从而评估票价方案调整后的日均票款收入变化情况。综合比较分析各种方案的日

均票款收入敏感性评估、公平性、实施难度、社会效应，昆明公交票制票价推荐采用分段票制方案，分

段策略为以公交干线、公交普线的分段票制为主，兼顾公交支线的一票制。其他优惠政策包括刷卡打

折、特殊人群优惠将仍然有效。

表4 方案对比

票制 一票制
分段票制

全网分段策略 组合分段策略
分区票制

日均票款收入

敏感性评估
提高11.7% 提高12.69% 提高14.04% 提高12.8%

公平性

难以体现出行公

平性 （车票价格

不能体现乘距与

票价的关系）

极大程度体现出行公

平性 （车票价格能较

好地体现乘距与票价

的关系）

一定程度体现出行公

平性 （车票价格基本

上能够体现乘距与票

价的关系）

一定程度体现出行公平性 （车票

价格基本上能够体现乘距与票价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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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票制 一票制
分段票制

全网分段策略 组合分段策略
分区票制

实施难度
设备改造实施简易

公交线网调整小

需要改造设备 需要改造部分设备 需要改造设备

（设备改造包括：收费技术提升、对IC卡系统、公交车辆、
公交站台设施进行提升改造）

公交线网微调 部分公交线网微调 公交线网调整大

社会效应

不可获取

公交OD数据

可获取公交

OD数据

部分可获取

公交OD数据
可获取公交OD数据

可较小程度

调节客流
可一定程度调节客流 可一定程度调节客流

可极大程度调节客流 （各区域票

价根据客流量制定，可反映出行

成本）

公众接受度高 公众接受度高 公众接受度高

公众接受度低 （可识别性低，处

于不同计费区边缘地带的收费标

准难确定）

3.3.5 制定多元辅助票制

针对昆明市民出行需求制定多样辅助票制票价，重点服务于昆明本地通勤客流需求，制定月票、季

票和年票，提出限次数和不限次数两种方案。针对昆明游客制定多样辅助票制票价，重点服务于来昆旅

游、出差客流，暂居昆明客流及昆明本地居民的非通勤客流需求，制定日票、三日票，分为地铁公交通

票和公交票两种类型，并对成人和儿童进行票价区分。针对特定人群的出行需求开行定制公交并制定相

应票制票价。

4 结语

虽然低票价政策降低了乘客出行费用，增加了公共交通的吸引力，但是不利于公交企业的良性和可

持续发展。随着居民出行需求的多样化和出行品质的提升，优化城市公交票制票价势在必行。建立合适

的公交价格体系使公交企业在承担公益性任务的同时也能实现一定的自身经济目标，建立常规公交与其

他公共交通方式之间的合理比价关系，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提高整个公共交通系统的效率。

参 考 文 献

[1]
 

许飒，张玉清，杜云柯.城市公交票价调节机制设计研究[J].交通运输研究.2016（3）：23-29.
[2]

 

刘彤，綦忠平，王逢宝.新加坡公交定价模型对城市公交票价改革的启示[J].价格理论与实践.2007（10）：46-47.
[3]

 

北京公共交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公共交通票制票价改革始末[J].人民公交.2015（12）：35-38.
[4]

 

周华庆，杨家文.巴士公交财政补贴及服务供给效率：深圳改革的启示[J].中国软科学，2015（11）：59-67.
[5]

 

吴槐庆，任方宏，肖春见，金通.杭州市公共交通票价体系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2）：69-72.
[6]

 

张奎福.城市公共交通票价、票制问题刍议[J].人民公交.2013（6）：38-41.

728



作 者 简 介

李信，女，工学硕士，昆明捷城交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工程师。电子信箱：454382855@qq.com
汪惠兰，女，工学硕士，昆明捷城交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工程师。电子信箱：195873722@qq.com
潘明辰，女，本科，昆明捷城交通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电子信箱：2583688112@qq.com

828



关于杭州市域西南部三县市的轨道交通发展研究

陈小利

【摘要】 杭州在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城市和推进城市国际化发展背景下，大力践行拥江发展战略，以 “轨道上的杭州”

为发展目标。市域西南部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市是拥江发展轴上的关键节点，但地处丘陵、地广人稀、距离杭州中心

城区百余公里，传统的市区地铁线路难以实现网络化覆盖服务。本文结合地区发展特色，提出近远期相结合的轨道交通

发展模式。近期以需求引导，“枢纽+接驳”功能为主导，远期以需求满足，“枢纽+接驳+市域铁路”功能丰富为主，

通过构建高铁+市域铁路的双快通道，来推进城乡统筹和大市域的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 拥江发展；轨道；枢纽；市域铁路

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交通强国的宏伟目标，杭州积极响应国家的战略决策部署，在推动城市国际

化发展的同时，开始创建交通强国示范城市，提出构建多制式融合互补、层级分明、功能完善的轨道交

通体系，高水平建设 “轨道上的杭州”。同时城市从 “跨江发展”向 “拥江发展”大跨越，在 “拥江发

展”战略的指导下，市域统筹、一体化联动发展是重点。以城带乡、以东带西，促进西南部地区山水融

城和乡村振兴是关键。
位于市域西南部的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市是拥江发展轴线的重要节点。地处山地丘陵，拥有优越

的自然环境资源，位于世界级的风景廊道上，但距离杭州中心城区达百余公里，需要依托多元复合、多

向通达的快速轨道交通方式来承接主城中心区的辐射带动，实现拥江下上游的联动发展。也需要依托便

捷高效、高品质的轨道交通来实现西南部生态、生产、生活的和谐共生与发展。因此，需要结合城市空

间布局特点和发展特色探索市域西南部的轨道交通发展模式。

1 城市空间发展认知

1.1 现状基础

近年来，随着富阳、临安的相继撤市设区，杭州市区面积由原来八区3068km2 扩大到十区

8003km2，一跃成为长三角地区市区面积最大的地级市。整个市域包括市十区和下辖的西南部桐庐县、
建德市、淳安县三县市，总面积1.66万km2，总人口1036万。2019年12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将杭州定位为特大城市。
整个市域形成大疏大密、东西分宜的格局，呈现 “西部山地丘陵，东部平原水乡”的地貌特征。市

域东北部为市区范围，地势较为平坦，是城镇、人口、经济的密集区，西南部为丘陵地带，山脉纵横，
河湖众多，有着严格的生态管控要求。西南部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市的总面积占到杭州市域面积的

50%，人口仅占到市域总人口的12%，呈现地广人稀的特征。
市域城镇化水平也基本呈现出东西的梯度落差态势。全市城镇化率78.5%，东部主城六区城镇化

率接近100%，西部三县市的城镇化率仅在3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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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杭州行政区划调整图

1.2 规划条件

G20峰会后，杭州加快城市国际化，以建设独特韵味世界名城为目标。为进一步拓展优化城市发展

空间，适时提出了 “拥江发展”战略，即以杭州境内235km钱塘江为主轴，围绕 “三江两岸”打造城

市带、产业带、交通带、景观带、生态带和文化带，完善 “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生态型”的城市

框架，实现 “跨江发展”向 “拥江发展”的大跨越[1]
 

。市域西南部桐庐、建德、淳安都位于拥江发展主

轴上，是未来市域统筹发展的重点。

图2 杭州市域东西部地貌特征 图3 杭州拥江发展战略示意图

在 “拥江发展”的战略指导下，目前正在开展的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提出要推动市域空间结构、功

能空间一体化发展。按照以城带乡、以东带西的发展思路，构建市域 “1+4+3”大空间格局：包括1
个主城区、4个主城片区 （钱塘—空港、城北、城西、之江—富阳）及3个新城区，3个新城就是桐庐、
建德、淳安。并对 “3个新城区”赋予了高发展定位：

桐庐，依托距离市区较近、数字产业兴起的发展优势，重点做好与杭州市区联动创新的文章，打造

拥江廊道协同创新示范区。建德，借助建德站浙北枢纽的优势，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发展，提升在杭州

西部地区的辐射能级，打造拥江廊道转型发展示范区。淳安 （千岛湖），基于千岛湖的生态环境优势，
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做好生态发展示范的文章，打造世界级生态魅力湖区。

在市域联动、一体化融合发展的要求下，规划强化对市域西南部三县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同时强调

以交通为引领，作为实现市域联动、加快城市国际化发展、建设交通强国示范城市的重要抓手，打造出

西南部生态型地区的美丽发展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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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交通发展认知

杭州以建设 “轨道上的杭州”为发展目标，围绕 “都市可达、市域快联、核心加密”的原则，正在

谋划多层次的轨道交通线网。市域快联的重点就是关注西南部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市与杭州核心区的

快联、直连，打造一小时交通圈，同时引导杭州多中心空间结构体系的实现，促进全市域统筹。但是由

于三县市的地理特殊性及发展空间的约束，在选择轨道交通模式时面临着更多的考虑。

2.1 空间尺度类比

杭州城市中心在整个市域范围内 “偏心”的特点造成西南部三县市与中心的距离过远。从空间尺度

上看，以杭州CAZ为中心，西部三县市均位于杭州主城中心50km圈层以外：桐庐位于70km圈层，
相当于杭州到嘉兴南的空间距离；建德位于120km圈层，相当于杭州到上海松江的空间距离；淳安位

于140km圈层，相当于杭州到上海虹桥的空间距离。
再对比上海南京，以上海虹桥为中心的140km圈层到杭州东站枢纽地区，以南京南站为中心的

140km圈层到安徽铜陵和湖州长兴。同样的空间尺度下，沪杭、杭宁轴带上均通过250km/h以上速度

的高铁组织联络 （现状宁安城际铁路设计速250km/h，宁杭高铁设计速度350km/h，沪杭高铁设计速

度350km/h）。140km圈层带上的跨区域高铁出行时效基本为40～50分钟。

图4 西南部三县市在杭州的空间尺度 图5 现状不同尺度空间下的沪杭、宁杭通道示意图

现状杭州西南部三县市境内也有设计速度为250km/h的杭黄高铁经过，线路直达杭州南站和杭州东

站，境内分别设千岛湖站、建德站和桐庐站。杭黄高铁基本能够实现桐庐、建德、淳安到杭州的1小时内

可达 （桐庐站到杭州东站历时30～40分钟，建德站到杭州东站历时50～55分钟，千岛湖站到杭州东站历

时50～60分钟），相比依靠杭新景高速公路2～3小时的出行，大大缩短了与杭州中心区的时空距离。

2.2 高铁服务缺陷

但是作为杭州市域内的三县市，高铁点对点而非网络化的服务方式对市域联动发展的带动作用十分受限。
首先，高铁站与城区的空间耦合欠佳。千岛湖站位于淳安文昌镇，距离淳安城区 （千岛湖镇区）达

23km。建德高铁站位于杨村桥镇，距离建德城区 （新安江街道）约20km，两个高铁站到城区的道路交

通平均耗时均在30min左右。桐庐站与城区的空间结合关系相对较好，位于城南街道，靠近城区靠边

缘。在高铁网络化发展、区域交通大提速的背景下，淳安、建德两地的站—城交通时效严重制约着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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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现状杭州市域范围内至中心的小汽车出行时耗图

图7 现状三县市高铁站与城区的空间关系

的快速发展。
其次，高铁虽可以满足三县市与杭州主城高铁站的快速联系，但平均发车间隔为30min，无法满足

未来多样化、高频次、强时效的公交化出行需求。另外，高铁设站间距一般达到30km，一城一站，难

以满足沿线城镇间的快速联系。

图8 三县市往杭州方向的高铁站点发车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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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轨道交通发展认知

3.1 圈层化轨道交通发展模式

结合国内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大城市的发展经验，基本上城市中心50km圈层是交通圈，该圈层

内的通勤出行特征较为明显，相应的轨道交通以普速地铁和市域快线为主；超出50km圈层的通勤出行

特征并不明显，主要以商务、旅游休闲及其他生活性出行为主。而相应的交通发展策略上也是以时间效

率为约束，体现圈层化差异化的轨道服务。基本上50km～150km圈层范围内以时速160km/h以上的

市域市郊铁路、城际铁路为主，超出150km的范围以250km/h以上的高速铁路、城际铁路为主。
西南部三县市位于杭州市中心70～140km圈层上，现有的高铁+道路的交通组织模式，呈现高速

（250km/h）和低速 （80km/h）两级分化的特征，且道路交通受客流、天气、事故等影响难易保证出行

时效，缺乏具备高效性、便捷性、舒适性，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能够实现交通引领城市发展的快速轨

道交通模式。

3.2 轨道与城市空间耦合

轨道与城市空间的耦合主要体现在与城市功能的充分深度融合，布局上要契合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

和用地布局，强化轨道对城市重点区域的串联和覆盖，最大限度发挥轨道的服务功能，通过站点与城市

功能紧密融合，实现轨道对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同时取得较好的客流效益，实现双赢[2]
 

。
以南京城际轨道为例。南京都市圈内已开通运营5条城际轨道，分别是S1-宁高城际，S3-宁和城

际，S7-宁溧城际，S8-宁天城际，S9-宁高城际二期。其中，宁天城际、宁高城际、宁和城际多位于城

市40km半径圈层内，沿线均经过部分发展成熟片区，站点与城市空间结合相对较好，客流相对较高，
开通2～3年后日客流量在8万～10万人左右，客运强度0.24万人次/km。宁溧城际、宁高城际二期多

位于城市40-80km半径范围，超出城市通勤圈范围，站点与沿线城市功能区的结合相对较弱，沿线客

流较少，现状日均客流均不足2万人，客运强度只有0.03万人次/km。所以轨道交通只有与城镇空间

（人口、密度、空间分布）发展形成良好的耦合关系，才可实现可持续发展。

图9 南京现状开通城际轨道线路图 图10 近年来线路客流发展情况

3.3 国家层面鼓励发展多制式轨道交通

近年来，国家层面陆续发文提出要在都市圈层面统筹多层次轨道交通协调发展，实现多网融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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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加快市域市郊铁路发展，扩大交通有效供给，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核心区至周边主要区域的1
小时通勤圈。为了强化既有资源利用，还鼓励充分利用普速铁路和高速铁路等提供市域列车服务。作为

国家市域 （郊）铁路第一批试点项目，目前浙江省内已开通诸暨至杭州东的 “西施号”通勤列车。
诸暨至杭州东的 “西施号”列车是2016年诸暨市向上海铁路局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利用杭长高铁

的富于能力开行的通勤列车。早晚共开行四趟，列车采用16节长编组，载客量为1000人左右，全程直

达运行时间25分钟。西施号的开通，大大加快诸暨深度融入杭州实现同城化发展的步伐。

4 三县市轨道发展模式分析

从三县市与杭州中心的空间关系来看，三县市位于中心70～140km圈层，已超出传统的城市通勤

圈范围。目前规划的城市轨道快线位于中心50km圈层范围内，满足城市外围组团及功能片区与核心区

的快速直连。从时间效率上来讲，设计速度120km/h的城市轨道快线不具备继续向三县市延伸的可行

性和必要性。连接杭州市区与西南部三县市的轨道交通至少需要保证160km/h及以上的速度，才可以

一方面在时效性方面取胜，另一方面兼顾沿线城镇带的服务，与既有的高铁形成差异化服务，所以其功

能定位决定了应该是铁路制式，即发展市域 （郊）铁路。
三市县轨道交通发展模式的选择还需要从需求和功能两个方面统筹考虑。需求层面要符合可持续发

展的原则，考虑多层次轨道满足多样化的出行，提供高品质的交通供给，同时客流效益反哺投入。功能

层面主要考虑要构建复合交通走廊，支撑西南部走廊发展，推进城乡统筹及市域一体化发展，同时整合

市域西南部片区，促进山水融城、乡村振兴。

4.1 基于需求及功能的分析

根据手机大数据分析，三县市与杭州市区的区间客流随着空间距离呈现递减规律：桐庐与市区之间

全天断面客流量为4.5万人次/天，桐庐与建德的区间断面客流量为2.4万人次/天，建德与淳安的区间

断面客流为1.1万人次/天。建德、淳安与市区的向心性客流较小，日均客流只有0.2万人次/天、0.3
万人次/天。桐庐紧邻富阳区，属于杭州市区的近郊区，城镇连绵发展区，与市区的向心性客流相对较

大，日均客流4.0万人次。

图11 现状西南部县市与杭州市区的日均客流量图

总体上来看，三县市与杭州市区的拥江发展轴带上客流量并不大。从城镇空间发展来看，过去十年

间，三县市的人口总量基本维持不变，未来的城乡建设用地和人口增幅也不大。但随着拥江发展轴带的

上下联动发展，西南部地区的发展将是一种依靠生态资源带动地区发展的新模式，走的是 “生态+”的

道路，未来的交通出行将更加多样化。轨道交通是聚焦综合性的功能，服务于拥江发展轴沿线的城市外

围重要城镇以及城镇组团之间的出行，以承担商务、休闲、旅游等功能为主，并充分带动沿线城镇的发

展。其需求是需要轨道交通来引导，最终实现城市东西部的均衡发展，所以需要的是高铁、市域快速铁

路双快通道。

4.2 轨道发展模式建议

基于现状分析和对未来发展的预判，认为杭州西南部三县市的轨道交通发展应该考虑近远期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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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近期，以需求引导为重点，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培育客流，以 “枢纽+”功能为主导；远期，市域一

体化发展，以需求满足为重点，更进一步丰富 “枢纽+”功能。

4.2.1 近期，需求引导，“枢纽+接驳”功能主导型

杭黄高铁设计通行能力为170对车，目前受制于杭州钱江铁路新桥能力限制，现状运行铁路班次不

多，仅36对，通道饱和度为25%，从能力来说，杭黄高铁完全具备利用富余能力开通公交化市域列车

的能力。建议近期在客流量不大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既有铁路资源，通过向上海铁路局购买服务的形

式，开行西南三县市至杭州的公交化市域列车。主要是与铁路运营部门协调重点时段区段短途运营班

次，提高班次密度。
考虑到淳安县域面积超4000km2，规划县域40万常住人口，20万旅居人口，建德市域面积超

2300km2，规划50万常住人口，都呈现地大、人少的空间特征，用地发展呈现散点型加点轴式布局，
难以形成网络化的交通系统，为全域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近期应该按照 “枢纽+”的模式，完善末

端接驳体系，扩大枢纽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实现整个空间的高效组织。
建议以高铁站点为枢纽，在区内完善自身的公交接驳体系，加强千岛湖站、建德站与中心城区及重

点乡镇的交通衔接。与中心城区的接驳可以研究采用新型中运量公交系统和常规的城市公交系统，与重

点乡镇的接驳采用城乡公交巴士。

4.2.2 远期，需求满足，“枢纽+接驳+市域铁路”功能丰富型

远期西南部三县市交通系统的谋划也不仅是服务县域数十万人，也要考虑为长三角数千万人提供方

便易达的条件，将自身景观资源转化为生产力和经济价值。所以长三角区域铁路网也在进一步发展完

善。未来西南部地区在现有的杭黄高铁基础上，将新增 “一横三纵”的区域城际铁路，“一横”指衢州

至杭州西站的杭建衢铁路，“三纵”分别是衢黄铁路、金建铁路和杭义温铁路。在淳安境内有衢黄铁路

增设汾口站；建德境内杭建衢铁路增设更楼站，金建铁路增设大洋站；桐庐境内有杭建衢铁路、杭义温

铁路增设桐庐东站。

图12 近期建德、淳安地区高铁枢纽的接驳体系规划图 图13 远期三县市地区高速铁路网规划图

区域城际铁路网的完善进一步增加了三县市对外的多方向通达性。随着拥江发展轴的上下游联动发

展，沿线交通联系强度加大，有必要同时丰富轨道交通层次。建议围绕市域用地和人口布局，新增直达

杭州市中心的市域轨道专线，串联西南部三县市中心城区。从功能上讲，线路匹配城镇发展廊道，直达

主城核心区，枢纽匹配城市公共中心，与城市功能紧密融合，满足沿线居民通勤、商务、休闲、旅游等

出行，兼顾部分接驳。
国内很多城市试图把市域快线断在城市外围，依靠普线衔接换乘，实践证明基本上是失败的，市域

快线必须直达城市中心[3]
 

。所以建议市域铁路线串联淳安、建德、桐庐及富阳中心城区，经过杭州三江

口地区直达城站火车站枢纽，并与多条城市轨道形成换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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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远期市域铁路规划通道布局图

4.2.3 既有铁路通道选择利用

受建成区的限制，线路在进入城区后，在通道选择的时候往往会面临着诸多工程的不适应性，难以

适应复杂的城市空间环境，这也是市域铁路进中心面临的普遍问题，而充分利用中心区既有铁路通道资

源不失为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市域铁路在经过三江口地区，沿钱塘江北进入老城核心城站地区，沿线发展成熟，还涉西湖景区遗

产保护等问题，新建铁路通道存在很大困难。地区内有浙赣铁路线经过，规划上也是另作它用。根据

《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的内容：在浙赣新线建成的同时，将铁路望江门道口以南既有浙赣

线铁路以及所有场站设施转化为城市交通设施。所以建议充分利用既有的浙赣铁路线钱塘江以北段直达

城站，集约节约资源，减少投资[4]
 

。

图15 市域铁路进中心城区的通道沿线用地发展现状 图16 既有铁路可利用示意图

4.2.4 未来的互联互通

目前，针对杭州城市空间产业的逐步外迁趋势，杭州正在谋划研究普速货运铁路外迁，通过对货运

系统构建货运外环线，来承担杭州的过境货运功能，使既有的中心城区普速铁路能力得以释放，再进一

步研究利用既有铁路开行市域列车。总体上复合铁路主管部门提出的 “客内货外”的组织原则，也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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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基础 〔2017〕1173号文 《关于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的 “鼓励具备条件城市

的内部铁路部分功能合理外迁，释放线路运输能力。结合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和铁路枢纽功能调整，优先

考虑利用既有资源开行市域列车”相一致。
所以，在铁路货运外迁的背景下，未来中心城区普速铁路将盘活成一张市域市郊铁路网，桐庐、建

德、淳安三县市至杭州的市域铁路直达杭州站，可以与整个市域市郊铁路网形成互联互通，再通过与市

区轨道网的融合，将大大提升三县市至杭州中心城区各方向的可达性。

图17 货运铁路外迁后，中心城区普速铁路利用示意图

5 结语

拥江发展背景下的大市域统筹是未来杭州城市发展的重点，市域大尺度的空间地理特点、西南部山

水资源特色以及地广人稀的空间布局，决定了交通系统谋划上要充分考虑近远期相结合。近期以需求引

导；“枢纽+接驳”功能为主导；远期以需求满足，“枢纽+接驳+市域铁路”功能丰富为主，通过构建

高铁+市域铁路的双快通道，来提供高品质的交通供给，支撑西南部走廊发展，推进城乡统筹及大市域

的一体化发展。同时，在通道选择上注重对既有铁路的利用，考虑未来与市域市郊铁路网的互联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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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功能再组织的公共汽电车场站规划实施策略研究

周嗣恩 张 鑫 杨新苗 刘 欣

【摘要】 公共汽电车场站基础设施优先是落实公共交通优先战略、建设示范性公交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首先从

提升场站设施供给能力、提高场站配置效率、鼓励场站集约化综合利用等方面总结分析了破解公交场站规划实施难题的

普适性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所折射出的场站功能组合配置需求。其次，全口径分析各场站类型的功能，并对各功能的配

套设施需求进行细分，形成场站功能矩阵和配套设施矩阵，用于场站功能的再组织优化。再次，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从

全域统筹、要素管控、供给侧改革等方面提出保障场站功能再组织的规划实施策略。最后，总结了北京公交场站功能再

组织的实践应用情况，并提出了公交场站可持续发展的几点思考。本文研究对未来公交场站的规划转型和持续发展具有

借鉴意义，也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对标和在城市交通领域的率先实践。
【关键词】 公交场站；规划实施；场站功能；再组织；要素管控；资源配置

0 引言

公共汽电车场站是为乘客提供上下车、候车、换乘等服务，并保障公共汽电车到发、停放、运营调

度、管理维护、能源保障等需求的场所和空间[1]
 

，是保障公共汽电车安全、有序运营的 “基石”，也是

灵活组织公交线路、开行定制公交等多元化公交服务的空间保障。从2005年国务院转发多部委 《关于

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意见》，到2012年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 （国发

〔2012〕64号），以及2016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均强

调了公交场站设施在公共交通优先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推进公交场站设施建设也是新时期 《交通强国

建设纲要》的内容之一。许多城市不断从政策落实、供给侧改革、规划编制等方面进行实践探索，推进公

交场站设施的规划实施，落实公共交通优先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存在着以下共性问题。
（1）现状使用的公交场站多为租赁的临时场站，规划实施实现率不高，场站服务能力和稳定性不

足，影响公交线网的灵活、多样化组织[2]
 

；
（2）场站基础设施与城市功能协调实施难，场站基础设施 “邻避效应”显著。
针对上述问题和挑战，围绕新时期构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契机，立足公交场站运营的本质需求，

结合北京市公交场站规划实施的经验，提出基于功能再组织的公共汽电车场站规划实施策略，进行公交

场站的全域统筹和用途功能重组，以协同公交场站功能与城市用地布局，破解公交场站规划实施难题。

1 公共汽电车场站发展趋势分析

针对上述共性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以及部分城市不断开展探索实践，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探索实

践的目的可概括为提高场站设施供给能力、提高场站配置效率、开展集约化综合利用等。

1.1 多措并举， 提高场站设施供给能力

在提高场站设施供给能力方面，主要的措施包括提高规划实施率、区域均衡供给、立体化发展扩能等。

1.1.1 提高场站规划实施率

提高场站规划实施率是场站扩能的普遍性做法。目前的途径包括：一是在城市功能区、城市新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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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过程中，加大场站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例如，北京副中心、雄安新区、北京新航城、北京新首钢

等一批功能区建设过程中，同步推进一批公交场站的规划实施。二是在城市更新和织补过程中，一批规

划公交场站用地进行了拆迁腾退，加快了实施进度。三是通过建设项目的代征和配套促进部分场站的规

划实施。例如，北京环球影城周边的场站设施，配合环球影城的建设，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并将同步

投入使用。四是为缓解局部地区公交服务薄弱、公众出行难的现状，行业主管部门督促相关建设主体加

大民生关注公交场站的规划实施力度。此外，针对临时场站多的现状，北京、深圳等城市开展了临时公

交场站换变为永久性公交场站的政策研究和实践探索。

1.1.2 区域均衡供给，补足局部地区能力不足。

公交场站是公交网络化运营的重要节点，通过公交场站的功能联动、实现区域能力均衡是弥补局部

地区场站能力不足的重要手段。一是采取空间互补原则，即针对中心城区场站需求大，但场站用地不

足，且建设用地趋于饱和的特征，通过中心城与新城互补、新城与乡镇域集中建设区互补，弥补局部地

区公交场站不足的短板[2]
 

。二是场站功能与用地布局协调原则，适应和谐宜居城市建设要求，强化场站

功能与周边用地布局的协调性。对于老城地区以及核心景区的公交场站，不宜采取 “一刀切”的迁出做

法[3]
 

。应根据绿色发展理念保留必要的场站功能，可对部分保养维修功能、集中驻车功能等适当外迁，
并统筹区域场站供需均衡。

1.1.3 建设立体场站，提高场站服务能力

针对公交场站以平面单层为主的现状，部分城市由 “平面”视角走向 “立体”视角，通过多层立体

车场建设提高场站的服务能力。香港在多层立体车场建设方面具有代表性，例如荔枝角综合车场、九龙

湾综合车场、沙田车场等均采用立体车场，平均每车占地面积约为20m2，仅约为国内大城市类似场站
占地面积的约10%～15%[4]

 

，相当于同等规模用地条件下将场站能力提升约10倍。由此，深圳、北京

等城市开展了立体车场的实践，结合城市特征，在场站用地指标、布局、关键设计要素等方面不断总结

经验，以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案例经验[1，4]
 

。

1.2 功能统筹， 提高场站配置效率

在提高场站配置效率方面，主要是强化场站的功能统筹，实施场站功能的 “加减”法，提高场站的

服务能力、可实施性。

1.2.1 实施场站功能 “加法”，提高场站服务能力

实施场站功能 “加法”，是指将场站的功能进行叠加，以提高场站的综合服务能力。例如，北京将

保养场功能细分为低级保养与高级保养，而将低级保养与中心站功能结合，从而降低高频次低级保养绕

行的交通量，提高场站的组织效率和服务能力[2]
 

。此外，在当前5G与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强化场

站的智慧管理功能，提高场站的运营调度效率，也是提高场站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手段。

1.2.2 实施场站功能 “减法”，提高场站的可实施性

实施场站功能 “减法”，是指剥离场站的部分功能而降低场站用地规模，并将剥离出来的场站与其

他合适的场站进行整合，从而化解部分地区场站需求大，但土地资源紧张且居民反对声音强烈的难题，
以提高场站的可实施性。例如，杨涛等[5]

 

在深圳公交场站的规划中，提出简化首末站功能，将公交车辆

夜间停放、维修清洗以及充电等生产性功能剥离至综合车场的新思路，在深圳公交场站的规划实施过程

中发挥重要作用。

1.3 模式创新， 提升集约化综合利用水平

转变工作思路和发展模式，鼓励场站设施与居住、商业商务办公等结合的综合利用方式是破解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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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短缺问题、提高场站设施用地综合效益的有效途径。2012年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

的指导意见》（国发 〔2012〕64号）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提出加强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的指导意见。
许多专家、学者从综合开发类型[5]

 

、规划布局模式[6]
 

、审批流程与路径[6]
 

、社会资本参与方式[7]
 

、运营

管理方式[5]
 

、配套政策[5，6]
 

等方面对公交场站的综合利用进行了研究。而在实践应用层面，香港、深

圳、上海、北京、成都等城市都开展了公交场站集约化综合利用的探索，基本以公交场站与保障性住房

项目、商业开发项目、商务办公项目或其综合体为主。此外，北京等城市正在努力探索公交场站与公共

服务设施、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等的集约化综合利用[8]
 

，以提升场站集约化利用的效率。

1.4 小结
 

综上分析，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为破解公交场站能力不足问题，许多城市尝试通过创新的做法来

解决规划实施难题。而这些创新做法大都强调了场站功能的灵活组织，通过区域场站功能统筹、场站自

身功能再组织、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集约化利用等场站功能的统筹与再组织，以利用有限的场站空间最

大化资源配置效率。

2 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再组织方法

为了适应新时期场站功能的组合配置需求，并与场站当前的标准、规划与类型等相协调，本次研究

将不同场站类型对应的功能、以及相应功能所需要的设施等进行细分，用矩阵列表的形式进行描述。在

实践过程中，可根据实际需求对相应的功能进行再组织，以适应场站建设发展需求。

2.1 场站的功能和类型

公共汽电车场站的服务功能包括对乘客和车辆的服务。其中对乘客的服务以中途站、首末站、枢纽

站为主，为乘客提供上下车、候车和 （或）换乘等服务；对车辆的服务涉及所有类型的场站，包括车辆

到发、车辆停放、运营调度管理维护和 （或）能源保障等服务。但在实际运营过程中，由于公交场站规

模不足以及人车分离等要求，许多首末站不具备对乘客服务的功能，而是将乘客服务功能迁移至周边的

道路两侧实现上下车或换乘等服务。
关于公交场站的类型，行业标准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15从站、

厂、场的角度将公共汽电车场站分为中途站、首末站、枢纽站、停车场、保养场、修理厂、调度中心。
但由于各城市公交场站的规划建设要早于行业标准的建设，形成了与城市场站规划建设实践相适应的地

方分类和术语标准 （见下表）。这些场站分类虽然在术语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各场站所包含的功能合集

上基本相同。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将调度中心作为首末站、枢纽站的基本功能；北京将保养场

和修理厂的功能进行了整合，合并为一类，统称为保养场；深圳将首末站、保养场等功能进行了整合，统

称为综合车场。此外，北京在公交运营实践中，考虑大长线路运营、公交运营调度灵活性、公交运营可靠

性等需求，提出了公交中心站的类型，相当于兼具有首末站、停车场以及保养场的低级保养等功能。

表1 行标及部分大城市公交场站类型

行标 北京 上海 深圳

场站

类型

中途站、首末站、枢纽

站、停 车 场、保 养 场、
修理厂、调度中心

中途站、首末站、中心

站、公交枢纽站、保养

场、驻车场 （停车场）

中途站、首末站、枢纽

站、停 车 场、保 养 场、
修理厂

中途站、首末站、停车

场、枢纽站、综合车场

此外，各城市在公交场站运营实践中，已打破以往关于场站类型的划分，而根据公交运营需求对场站的

功能进行组合配置和优化。例如，包括北京的许多城市，已几乎不存在单一功能的公共汽电车驻 （停）车场，
并且将首末站、保养场、修理厂的部分功能进行整合，建设与实际需求相匹配的综合性公共汽电车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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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场站功能的细分与配套设施需求

结合公交场站运营实践，以场站对乘客和车辆服务的功能为基础，将场站功能细分为上客与落客功

能、换乘功能、配套公共服务功能、便民服务功能、到发功能、调度功能、停车功能、维修保养功能、
能源保障功能、管理功能、信息服务功能、安全保障与应急功能等12项功能。每一项功能均有相对应

的配套设施，共45类设施[1]
 

，见下图。不同功能的组合和相应的设施对应六种类型的场站。

图1 场站类型、功能与设施映射关系

2.3 场站功能再组织优化

将场站类型与场站的功能交叉形成场站功能配置矩阵 （见表2），将场站功能对应的设施与场站类

型交叉，形成场站设施配置矩阵 （见表3），作为场站功能再组织的基本准则。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可

根据实际发展需求对场站的功能和设施配置进行再组织优化。例如图2所示，由于项目地块的开发建

设，A首末站具备规划建设的条件和可行性，但该区域需要公交中心站的功能，且规划有B中心站，
但B中心站不具备近期建设的条件，可通过分析论证进行A首末站和B中心站功能的组织优化，将B
的部分功能与A置换，兼顾近远期运营需求。

表2 场站功能配置矩阵[1]
 

功能 中心站 首末站 中途站 公交枢纽站 保养场 驻车场

上客与落客功能 ★ ★ ★ ★ — —
换乘功能 ★ ● ● ★ — —

配套公共服务功能 ★ ★ ● ★ ● —
便民服务功能 ● ● — ★ — —

到发功能 ★ ★ — ★ — —
调度功能 ★ ● — ★ — —
停车功能 ★ ★ — ★ ★ ★

维修保养功能 ★ ● — ● ★ ●
能源保障功能 ★ ★ — ★ ★ ★

管理功能 ★ ★ — ★ ★ ★
信息服务功能 ★ ★ — ★ ● ●

安全保障与应急功能 ★ ★ — ★ ★ ★

  注1：“★”—应设；“●”—可设；“—”不设；

注2：表中未列出设施依据规划条件确定。

注3：复合型场站按高一级要求执行。

148



表3 场站设施配置矩阵[1]
 

功能 对应设施 中心站 首末站 中途站 公交枢纽站 保养场 驻车场

上客与落客功能

站台 ★ ★ ★ ★ — —

人行通道 ★ ★ ★ ★ — —

无障碍设施 ★ ★ ★ ★ — —

换乘功能

换乘通道 ★ ● — ★ — —

候车区 ● ● — ★ — —

出租车待客位 ● ● — ★ — —

非机动车停车处 ★ ● ● ★ — —

配套公共服务功能

IC卡充值 ● ★ — ★ — —

公共卫生间 ★ ★ — ★ — —

公共信息栏、电子站牌等 ★ ★ ● ★ ● —

垃圾容器、照明设施等 ★ ★ ● ★ ● —

便民服务功能

自助银行、旅游信息服务、
便利店等

● ● — ★ — —

代建停车场等 ● ● — ● — —

到发功能
到发车位 ★ ★ — ★ — —

车行道 ★ ★ — ★ — —

调度功能
调度室 ★ ● — ★ — —

调度信息牌 ★ ● — ★ — —

停车功能
停车坪 ★ ★ — ★ ★ ★

回车道 ★ ★ — ★ ★ ★

维修保养功能

车辆维修车间 ★ — — — ★ —

车辆抢修车间 — ● — ● — ●

辅助车间 ★ — — — ★ ●

材料库 ★ ● — — ★ ●

洗车区 ★ ● — ● ★ ●

车辆安全检验区 ● — — — ★ ●

整流站 ★ ● — ● ★ ●

能源保障功能

加油设施 ● ● — ● ● ●

加气设施 ● ● — ● ● ●

充电设施 ★ ★ — ★ ★ ★

配电站 ★ ★ — ★ ★ ★

管理功能

票据室 ★ ● — ★ — —

办公用房 ★ ★ — ★ ★ ★

物业用房 ★ ● — ● ★ ★

会议室 ★ — — ★ — —

司乘人员休息室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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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功能 对应设施 中心站 首末站 中途站 公交枢纽站 保养场 驻车场

管理功能

职业餐厅 ● ● — ● ● ●

门卫、传达室 ● ● — ● ★ ●

更衣室 ★ ★ — ★ ● ●

驻班宿舍 ● ● — ● ● ●

淋浴室 ● ● — ● ★ ●

信息服务功能
机房 ★ ● — ★ ● ●

出行信息服务处 ★ ★ — ★ — —

安全保障与应急功能

监控室 ★ ● — ★ ★ ★

治安室 ● ● — ★ — —

警卫、安保人员休息室 ★ ★ — ★ — —

  1.“★”—应设；“●”—可设；“—”不设；

2.表中未列出设施依据规划条件确定。

图2 场站功能再组织优化示意

3 面向功能再组织的公共汽电车场站规划实施策略

将公交场站的功能再组织融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坚持公交场站功能的全域统筹，以场站的功能为

传导要素，总体规划、详细规划、规划条件逐层传导，实现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的融合，并通过场站要

素管控图则、政策机制保障场站功能组合优化的有序实施。

3.1 坚持全域统筹， 实现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协调融合

坚持全域统筹，宏、中、微观联动，保障场站功能和运营需求。宏观层面，在总体规划阶段，开展

专项规划，全域统筹功能布局，与城市发展战略和空间布局相协调，与非首都功能疏解、提质增效相适

应，与建设用地开发时序、城市更新改造计划相结合，重构老城的场站功能，优化老城外场站功能，稳

定中心城区外围场站功能。中观层面，在分区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开展专题研究，统筹各分区

场站功能布局和用地协调性，空间合一、时序合拍、系统协调，进行场站功能布局再组织，形成场站详

细规划图则。微观层面，在规划条件阶段，与一体化设计同步开展，预先校核场站功能设施布置，提出

场站规划设计基本要求，并在后续设计和实施过程中，进行跟踪反馈。

3.2 坚持场站要素管控， 落实功能用途

坚持场站管控方式创新，以要素图则的形式指引场站规划设计。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引入详细规划

图则的做法，制定公交场站分区分类的详细规划设计图则，通过规划图则指引公交场站的规划设计。其

中，中心城区进行逐个场站的图则设计，逐个场站标识，明确用地四至，纳入控规系统；新城地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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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尺度的布局和规模控制，纳入街区控规系统。

图3 场站管控图则[8]
 

3.3 坚持供给侧改革， 促进治理能力和水平跃升

坚持场站供给侧改革，通过公共政策的实施推进，保障场站功能的再组织优化。在规划编制层面，
落实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制定场站规划编制技术准则，实现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的协调。在土地利用保

障层面，制定用途管控管理办法，鼓励场站功能的再组织与混合利用，提高多种使用模式的可能性，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规划审批层面，纳入市区 “多规合一”工作平台，通过协同工作平台和联席机制，
为场站功能的再组织优化提供平台保障。在投资渠道保障层面，拓宽投资渠道，鼓励综合开发和利用社

会资本。在管理机制保障层面，加强组织领导，市级政府主要负责领导牵头，市区纵横联动，落实场站

规划与实施，试点 “站运分离”，纳入绩效考核。通过供给侧改革，推进场站功能的重组配置，以提升

场站的治理效能。

4 规划实践应用与反思

4.1 规划实践应用

北京一直在尝试公交场站功能再组织与集约化利用的实践探索，主要包括场站功能区域统筹、场站

功能自组织、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融合等。
在场站功能区域统筹层面，分别编制了中心城区、市域范围的场站专项规划，从市域层面进行公交

场站功能的统筹布置[2]
 

。同时，针对重点地区，进行场站功能的配置优化，例如，统筹配置老城与周边

地区场站的功能，弱化老城内场站的停车和保养功能，逐步剥离至外围地区[3]
 

。
在场站功能自组织层面，开展了场站功能的组合配置。在公交保养场规划中，采取 “高保集中、低

保分散”的思路，将保养场功能中的低级保养功能与中心站功能进行整合，实现低级保养的分散化组

织，提高场站运营组织效率[2]
 

。例如，大屯路公交中心站建设立体停车库，并配置保养车间提供综合服

务。在场站功能效益最大化方面，采用立体式停车的思路，优化空间资源配置效率，弥补配套服务等的

短板。例如，马官营公交中心站、首钢二通场站等采用公交立体停车的方式提高场站设施资源的利用

效率。
在场站功能与城市功能融合层面，开展了与城市便民商业配套、交通设施、城市活动中心等多类型

功能混合和集约化利用。例如东夏园公交枢纽、奥体南区枢纽等场站实现场站与便民商业配套功能的整

合，北苑北交通枢纽、郝家府首末站等场站实现场站与社会停车场的功能统筹，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等

场站实现场站与城市活动中心功能的协调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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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几点思考

北京市发布了 《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对场站功能的再组织有较强的指引作用，但在实

践中仍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场站功能的集中与分散布置问题。各场站类型的空间布局隐含的是场站功能的空间布局和组

织。当前场站功能的布置方式中，比较典型的是以上海为代表的场站功能集中式布置、以北京为代表的

功能分散式布置。前者剥离场站的停车、维修保养、管理服务等功能并集中布置，从而简化首末站等的

功能；后者将场站的功能分散、均衡式布置以提高场站组织效率。前者由于场站功能的简化而使单个首

末站的面积相对后者较小，但从全口径场站功能和布局的总体统计来看，两种模式下折算到单个场站的

面积相当。因此，宜在公交场站布局模式的基础上来分析看待单个场站的功能，而脱离场站功能的布局

模式来对比分析单个场站的指标和功能是不可取的，缺乏实践和指导意义。
二是用地权属问题。2012年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虽然明确了鼓励场

站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但并为出台具体的细则，对于综合利用情境下场站用地如何管理缺乏指导。在

实践中，场站功能与便民商业等的综合利用，往往因场站是划拨用地不允许经营性开发而搁浅。因此，
亟待出台公交场站综合利用的导则或细则，明确场站的用地属性、以及兼容的用地属性和审批管理的办

法。从政策源头破解场站功能再组织利用的制约因素。
三是临时场站与永久场站的转换问题。根据规划，目前北京大约有80%的临时场站，在公共交通

的运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基本保障了公交场站安全运营的需求[2]
 

。将临时场站进行分类研究，适合转

永久场站的临时场站，与周边临近的场站进行用地置换。不适合转永久的临时场站，建立临时场站使用

和管理办法，随城市更新改造和周边场站的规划实施，逐步迁移改造。此外，有必要推广 “站运分离”
的模式，成立专门的公交场站运营公司，与公交线网运营企业剥离，有序推进永久场站的规划实施，并

统筹管理临时场站。
四是公交场站的组织效率有待提升。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公交场站的车均用地指标约为250m2/

标台，高于上海的220m2/标台，深圳的不足150m2/标台，也高于国内大多数城市的平均水平。虽然存

在临时场站，但总体上场站的车均用地指标在国内居于领先地位。但公交场站的客流量近年来逐年下

降，固然与轨道交通的成网运营有直接的关系。但如何利用既有场站资源，优化提升公交线网组织效率

是包括北京在内的许多大城市面临的重大挑战。

5 结束语

公交场站等基础设施的综合利用是当前热议的话题，而公交场站的功能组织是场站综合利用的基础

和依据。本文研究结合北京市公交场站的规划实践，学习国内外该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了对场站功

能进行再组织以提高场站资源利用效率的方法和实施策略建议，并进行了试点实践应用，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在后续工作中，将以场站功能再组织为基础，深化公交场站集约化利用的方法、模式和路径，并

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体系，以公交场站的功能再组织为路径，有序推进场站的规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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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需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李福民 宗传苓 高 龙

【摘要】 当前时期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期。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持续保持大力发展趋势，目前整

体仍处于超常规发展阶段，规划、建设、运营规模以及投资额均保持高位增长。超常规发展短期内迅速缓解了各大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滞后的欠账问题，极大支持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但是，过程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值得深入反思的突出问

题，既有宏观上发展方向不确定的问题，也有微观上细节把握不到位的问题，有必要对其深入剖析并提出解决思路和发

展方向，聚焦持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保障大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新投融资模式，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建立产站城融合

规划机制，促进产站城一体化发展；协调城际铁路多行政主体，共建共享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成果，力图寻求城市轨道

交通向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投融资；产站城融合；多行政主体协调

0 序言

当前时期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期。为了有力推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和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必须抢抓机遇强化城市轨道交通的基础支撑作用。近年

来，国家层面持续聚焦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问题，相继出台了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

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国办发 [2018]
 

52号）[1]
 

和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

圈的指导意见》（发改规划 [2019]
 

328号）[2]
 

，对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明确指出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规模需求与实际需求相匹配、建设节奏需与支撑能力相适应、发展机制需与产业结构相

融合。
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持续保持大力发展趋势，目前整体仍处于超常规发展阶段，城市轨道交通规划、

建设、运营规模以及投资额均保持高位增长。城市轨道交通的超常规发展，短期内迅速缓解了各大城市

轨道交通发展滞后的欠账问题，极大地支持了我国快速城市化发展进程，对提升城市公共交通供给质量

和服务效率、引导优化城市空间和产业结构布局、促进城市经济高速增长具有直接推动作用。但是，随

着业内对城市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入，城市轨道交通超常规发展必然带来的一些问题，逐

渐暴露出来并引发深度思考。这些问题既包括宏观层面上发展方向不确定的问题，也包括微观层面上细

节把握不到位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要不要持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如何创新投融资模式、如何建立产站

城融合规划机制、如何协调多行政主体下的城际轨道建设问题。
上述4个问题不仅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超常规发展阶段产生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制约其向高质量

发展的关键问题。问题的有效缓解，将进一步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对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保障

能力。基于此，本文探讨这四个问题的解决思路和发展方向，力图破解现阶段发展难题，寻求城市轨道

交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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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保障大城市可持续发展

1.1 现实问题

1.1.1 城市轨道交通是支撑大城市高密度发展的唯一选项

  纵观东京、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会，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系统中居主导地位，轨道客流规模占比

非常大。换言之，正是凭借着轨道交通的基础支撑作用才有了上述3座城市今天的发展成就。我国大城

市人口密集、土地资源有限、生态环境脆弱、交通需求巨大、常规公交不具备同时大规模上下客的能力

且无法与小汽车竞争，这些因素最终决定了只有轨道交通才能保障大城市的高密度开发和可持续发展。
国内层面，国家发改委明确规定在满足财力条件的前提下，城市市区常住人口在300万人以上的城

市可以申报建设地铁，在150万人以上的城市可以申报建设轻轨。基于此，国内城市人口规模超过500
万的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理应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特别注意的是，目前国内城市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总体

规划相对独立，与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缺乏协调等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
据统计[3]

 

，截至2019年底，我国大陆地区❶共有65个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获批 （含地方

政府批复），其中，规划在实施的城市共计63个，规划建设线路总里程达7339.4km；开通运营的城市

共计40个，运营线路总里程达6736.2km。进入 “十三五”四年以来，我国共完成建设投资19992.7亿

元，年均完成建设投资4998.2亿元；共新增运营里程3118.2km，年均新增运营里程779.6km。此外，
四年来共有27个城市的新一轮建设规划或规划调整获国家发改委批复，获批项目初步估算总投资额约

25000亿元。

1.1.2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巨大，后期运营维护成本更大

单纯从投入角度来看，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集中、规模巨大，后期运营维护成本更大，对政府财

政产生较大压力。当前，国内大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已经进入网络化运营时代，后续再建工程的边际效

益逐步下降。过去十几年重建设、轻运营，重投资、轻效益，重工程、轻服务的模式亟需改变，必须从

轨道交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要不要持续快速建设、建设多大规模、如何确保投资效益最大

化、如何解决建设和运营资金安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城市轨道交通全生命周期总成本构成如图1
所示。

1.2 城市轨道交通效益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是百年工程，更是体现一座城市综合治理能力的民生工程。虽然工程涉及面广、
技术复杂、审批事项多，但是运营服务年限长，因此应当从长远角度和外部效益角度综合评价城市轨道

交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城市轨道交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巨大，其带来的交通拥堵缓解、市民出行时耗减少、道路交通投

资节省、交通碳排放降低、交通噪声减少、交通事故降低、土地集约利用、沿线土地升值、城市品质及

环境提升等效益明显。因此，把这些外部效益加以量化再进行分析，才是决策 “该不该建设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多大规模城市轨道交通合理”的科学决策方法。
为了能够更加直观地表明城市轨道交通所具有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接下来，采用深圳市实

际数据，分析测算 “通勤出行时间价值”和 “基建成本效益”，以便理解。

848

❶ 文中涉及全国数据均指中国大陆地区数据，不含中国港澳台。



图1 城市轨道交通全生命周期总成本构成示意图

1.2.1 通勤出行时间价值

宏观经济学认为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之一，通勤者理论上是固定职业者，通勤者出行时耗的节约可用

于国民生产，从而促进GDP的增长。依据2019年深圳市轨道交通运营数据、道路交通运行指数、机动

化出行分担率、社会平均工资等官方统计数据，按照深圳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303公里，轨道交通早晚

高峰通勤客流量约170万人次，平均通勤距离约14公里，轨道运行速度约35km/h，占机动化出行的

20.6%；常规公交运行速度约12km/h，占机动化出行的22%；小汽车运行速度约20km/h，占机动化

出行的46%；人均小时工资率约56元。最终测算得出，照比无轨道交通方式，轨道交通通勤客流日均

通勤时间节省约90万小时，年均通勤出行时间价值约133亿元。
远期，按照深圳市轨道线网规划总里程1335km测算，考虑轨道出行分担率上升和客流强度合理降

低，测算得出轨道交通通勤客流量约是现状的3.5～4倍，同时，即使远期不考虑平均工资增长，以及

轨网规模效应和可达性提高而导致的通勤时间减少的情况下，远期轨道通勤出行时间价值仍将达到466
亿元至532亿元，可见，城市轨道交通外部效益巨大。

1.2.2 基建成本效益

综合深圳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规划情况，预计2035年市内日均机动化出行总量将由2019年的约

2000万人次大幅增长至约3400万人次。规划远期全市高峰小时公交分担率目标为75%，小汽车出行比

例目标为25%，轨道交通占公共交通比例目标为70%。可以看出，未来深圳市日均机动化出行总量仍

将大幅增长。目前深圳市建成区道路网密度已接近10km/h，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已经无法再进行大

规模建设，未来新增道路里程非常有限。
因此，虽然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投资巨大，建设成本高，但是，一旦建成就是百年民生工程，这也决

定了只有城市轨道交通才是支撑大城市高密度发展的唯一选项，从这个意义上讲，轨道基建所带来的外

部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重大，直接关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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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创新投融资模式，减轻政府财政压力

近年来，一些城市对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对实际需求和自身财力把握不到位，
存在规划过度超前、建设规模过于集中、资金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导致地方政府背负了较重的债务负

担。当前时期，由于全球疫情和经贸形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着一些难

以预料的影响因素，如财政涨幅趋缓，未来政府财政收入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必须创新

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其主要目的在短期内是为了减轻政府财政压力，长远来看是为了保障城市轨

道交通规范有序和持续健康发展。
纵观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种类较多，且各自的优缺点比较明显，为创新投融资模式提

供了多种思路和可能性。同时，应该看到，深圳市在近20年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过程中，对创新投融

资模式进行了持续探索和成功尝试，但是一直面临着难以推广和持续应用的局面。究其原因，除了体制

机制问题以外，仍有其他方面的问题需要共同探讨。

2.1 国际化城市的投融资模式

首先，分析典型的国际化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需要明确的是，在资本金筹措过程中，
政府需切实履行维护公共利益的责任，该承担的资本金就一定要主动承担；同时，有条件引入社会资本

时，需要给予市场化运作必要的支持，使风险和利益适宜地分担，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共建共赢。国际化

城市主要涉及5种投融资模式，如表1所示。

表1 国际化城市的主要投融资模式分析

模式 模式特点 代表城市 （线路） 投资主体 运营主体

1 完全政府投资 伦敦、巴黎 政府 政府

2 政府投资建设+政府补贴下企业运营 纽约 政府 政府+企业

3 政府投资建设+企业市场化运营 东京、新加坡 政府 企业

4 政府和企业共同投资+企业市场化运营
上海、深圳地铁4号线、

北京地铁4号线
政府+企业 企业

5 完全市场化投融资 香港 企业 企业

2.2 国内实施的投融资模式

目前，国内实施的投融资模式主要包括6种，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2 国内实施的投融资模式分析

序号 模式特点 特点

1 政府主导模式
利用财政资金建设和运营，能够较好地协调工期、质量、造价等问题，但投资主体单一、
融资渠道窄、使用效率不高

2 BT模式 “建设-移交”模式

3 BOT模式 “建设-运营-移交”模式，投资企业在协议期内通过经营来获取收益，并承担风险

4 TOT模式 “移交-运营-移交”模式，政府与企业签订特许经营协议，一次性融资用于新建项目

058



续表

序号 模式特点 特点

5 PPP合作模式

包含BOT、TOT等多种模式，但又不同于后者，更加强调合作过程中的风险分担机制

和项目的货币价值原则。社会资本参与项目全过程，可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减轻财政

负担，降低经营风险

6 “轨道+物业”模式
属于PPP模式的一种，政府授予企业部分土地的开发权作为补偿，将沿线物业增值最大

限度地转化为轨道交通企业内部效益，形成自我造血、良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存在的主要问题是，PPP模式存在城市轨道交通重建设、轻运营的拉长版BT问题，建议未来应当

充分以运营为核心，以绩效为导向，推动PPP模式由重建设向重运营转变。

2.3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

截至目前，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共计开展了四期建设工程，经历了从政府直接投资到多元化投融

资，从建设资金到全生命周期平衡的有效探索，投融资模式分析如表3所示。

表3 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分析

项目 线路编号 总投资 （亿元） 投融资模式 解释

一期 1、4 106.5 政府直接投资 70%财政出资；30%企业融资；满足快速建设需要

二期
1西延、2、

3、4北延、5
622.9

BT、BOT、
“轨道+物业”

全面迎接大运会，工期紧张，政府短期资金压力巨大，
引入外资，构建适度竞争的运营格局，探索多元化投融

资模式

三期
6、7、8、

9、11
1034.7

作价出资

“轨道+物业”、
市区合作、PPP

政府资本金、融资还本付息压力巨大，坚持 “轨道+物

业”模式，进一步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模式

四期
6支、12、

13、14、16
1373.1

“轨道+物业”、

PPP、发行专项债

政府资本金、PPP引入社会资本、企业融资； “带条件

招拍挂”配置土地资源进行 “轨道+物业”开发解决融

资还本付息，探索全生命周期资金平衡

（备注：此处暂不探讨前四期所涉及的建设规划调整线路）

进一步，对深圳市城市轨道交通投融资模式进行总结分析：
（1）从单元化政府投资模式，到多元化市场投融资模式；从解决建设资金，到探索解决全生命周期

资金；从单一运营主体，到适度竞争的运营格局；
（2）从 “带条件招拍挂”到 “作价出资”再回到 “带条件招拍挂”的 “轨道+物业”开发模式，解

决了融资还本付息，有效保障可持续发展；
（3）针对未来建设工程，建议坚持 “轨道+物业”模式，并扩大PPP等市场化投融资规模，同时

通过政府专项债和企业债券进行融资。

2.4 创新投融资模式的主要思路

国家发改委在 “发改规划 [2019]
 

328号”文中明确指出，支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吸引民

间投资，鼓励多元化经营，加大站场综合开发力度；规范开展本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PPP），通

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研究利用可计入权益的可续期债券、项目收益债券等创新形式推进市场化融

资，开展符合条件的运营期项目资产证券化可行性研究。基于此，提出以下几条创新投融资模式思路，
供业内讨论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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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有必要建立相应的投融资模式测算机制，将城市轨道交通的外部效益估算出来，并运用到项目

建设和运营中；
（2）鉴于部分相关政策和法规难以适应当前发展需求，需研究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机制，为PPP融

资发展提供支持；
（3）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是发展趋势，应采取多种手段吸引社会资本加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收

益与风险必须成正比，过分保障政府收益，不利于吸引社会资本；过分保障投资人的收益不利于轨道交

通投融资市场化；
（4）考虑采取适当措施，将地铁沿线的物业增值进行回收。吸收借鉴我国香港地铁的土地转让方

式、地铁公司对大多数商铺和写字楼只租不卖等做法；此外，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好的经验，需要进一步

讨论；
（5）随着现代化都市圈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对于区域城际轨道以及跨行政区的城市轨道而言，创新

投融资模式显得更加迫切。

3 建立产站城融合规划机制，促进产站城一体化发展

3.1 城市轨道建设与产业发展协调不足问题

  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的血脉，而产业则是城市的血液。目前，“站城一体化”理念已成共识，但对

“城”的理解并不清晰。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理应与城市用地规划及开发、产业布局规划及发展充

分协同，实现 “城市功能—产业选择—交通定位”协调匹配，“轨道建设—产业导入—城市开发”协同

推进，“轨道运营—产业发展—城市运行”互相促进的效果。
从实际效果来看，一些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特别是重大枢纽建成多年后，周边仍未形成符合其区位优

势的产业体系。枢纽周边开发基本限于商务办公、商业、居住等有限功能，在城市中心区外肯定不合

理，无法实现带动城市发展的目标，反过来也影响轨道交通运营效益。
例如，深圳北站建成9年来，周边开发及产业发展极其缓慢；坪山枢纽建成7年来，周边开发严重

滞后，产业升级无从谈起。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主要带动了外围片区大量住宅类房地产开发，加剧了

职住分离，刺激房价上涨的同时对外围产业发展造成挤出效应。

3.2 对产站城融合规划的思考

究其原因，主要在体制机制上，城市、产业和轨道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需要统筹用地

主体、产业主体、轨道主体等多方利益。其中，城市空间与用地规划归属规划部门，产业规划归属

发改部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归属交通部门。各部门受行政权限、不同规范标准差异、建设实

施主体及工期制约等因素限制，在城市空间规划、产业规划与交通规划之间统筹力度不够，导致

“产站城一体化”在规划层面的协调力度和深度不够，产业规划的深度仍局限于用地规划层面，实施

时序衔接不畅，最终出现实际运营后 “有站点无空间”或 “有空间无产业”现象，导致城市有限资

源的严重浪费。
为推动产站城融合规划建设落地，提出 “产业引导—规划统筹—轨道支撑”模式，开展 “产业—城

市—轨道”融合规划的机制和方法研究，重点针对制约产站城融合规划实施的用地规划调整及审批制

度、开发及交通用地出让和招拍挂政策、土地权属利益平衡、产业导入及培育政策、标准规范适用性等

进行研究，提出体制机制优化建议，制定不同层次规划互相协同、不同阶段审批流程互相衔接、建设实

施时序互相配合的产站城一体化操作实施方案。
同时，建立多专业合作机制，围绕轨道建设特别是综合枢纽建设，研究和落地产业布局，完善城市

和交通设施配套，实现城市发展目标。此外，鼓励探索地上地下空间综合开发，推进建设用地多功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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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枢纽规划涉及的主要专业

领域示意图

体开发和复合利用，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和集约用地水平。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 “站城一体化”理念和规划方

法已比较成熟，但是 “产站城一体化”规划实施存在一定难

度，需要经历非常细致的研究过程，保持长期、耐心、持续

和滚动谋划，才能达到比较好的规划效果；同时，需要科学

的体制机制和高效的组织机构进行统筹、协调和推进，以及

完善的配套政策予以扶持和保障。

3.3 经典案例剖析-伦敦国王十字站及周边改造

接下来，通过经典案例分析来佐证笔者的上述观点，同

时供业内讨论和参考。

3.3.1 改造背景

伦敦国王十字站[4]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国王十字地区，建成于1852年，是英国南端大型铁路终点站，
曾经是繁荣的工业中心和货物集散转运中心。然而，随着二十世纪工业经济逐步退出伦敦，该地区成为

低收入人群聚集、租金低、环境差的典型代表，面临着交通阻塞、经济乏力、区域形象不佳、废弃历史

建筑留存、公共空间匮乏、产业发展缓慢等一系列突出问题。1995年，“欧洲之星”国际列车终点站圣

潘克拉斯站在其西侧建立，促使国王十字街区改头换面，重焕生机。

图3 改造前的国王十字站示意图

3.3.2 改造方案

1996年，国王十字站及周边区域联动开发规划正式启动，改造总面积27公顷，总体规划历时7年

（1998～2005年），深入研究从基础设施规划布局、建设方案，到如何通过社会和商业的改变来强化车

站与周边大范围国王十字中心区、圣潘克拉斯车站、伦敦地铁以及城市环境之间的联系，涵盖重新利

用、复原和新建等三类工程。
值得我们借鉴的是，规划总目标定位为城市空间的重构与价值的重塑，具体包括：世界一流的城市

发展，伦敦的重要组成；更广泛区域的更新；交通枢纽的效益最大化；在实施中保护弱势群体；环境

（特别是能源）的可持续性；经济实惠的家庭住房；遗产 “平衡”—机会区与保护区；公共领域—采纳

与管控。

3.3.3 改造效果

发展至今，国王十字站重现生机，完美地从工业遗产蜕变成伦敦新地标，成为伦敦市区租金最高的

区域之一和周边区域整体开发的引擎，包括23栋办公楼，可承载35000名员工；13栋共2000多套新

住宅；50万平方英尺的特色商业；成功吸引伦敦艺术大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谷歌伦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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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国王十字站及周边区域联动开发规划示意图

部、巴黎银行房地产公司、路易·威登、LV、环球唱片、《卫报》等文化、教育及企业入驻；往来客流

中包括40%创客即年轻初创人才和中央圣马丁学院学生、20%游客即欧洲大陆及英国其他城市游客、
40%商务办公即成熟商务科技企业办公人士；经济结构逐步向科技和创新产业转型。

图5 改造后的国王十字站及周边区域示意图

与此同时，国王十字站已成为欧洲最强大的交通枢纽。2018年，该站客流量达到3391万人，圣潘

克拉斯站达到3463万人 （英国2018年总人口6657万人），与城市公交换乘十分方便，汇聚6条地铁线

路，通达伦敦每个角落；对内，可联系北方各城市门户车站，2小时到达牛津、剑桥；4小时到达爱丁

堡等苏格兰地区。对外，通过西侧的圣潘克拉斯火车站，穿越英吉利海峡直达欧洲内陆，2小时到达巴

黎、布鲁塞尔，4小时到达阿姆斯特丹。

4 协调城际铁路多行政主体，共建共享都市圈轨道交通发展成果

当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5]
 

和深圳都市圈规划的推进，城际铁路处于大规模规划建设期，但

是，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值得共同探讨。结合深圳地区城际铁路发展现状，探讨多行

政主体下的都市圈城际铁路规划建设问题。
（1）体制机制方面：涉及行政部门多、统筹考虑因素多、多部门协调难度大、规划衔接程度低、协

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
（2）城市 （区域）与城市 （区域）之间：城市财政压力较大、利益分配不均、共建共享程度低、资

源浪费现象严重、部分城市积极性不高导致一些线路推进难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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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国王十字站轨道通达示意图

（3）政府与市场方面：政府主导型强，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弱。
针对上述问题，探讨如下解决思路：
（1）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建立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机制，囊括规划协调、政策协同、社会参与等方

面。建立城市间多层次合作协商机制，确保各地区、各部门协调配合、同向发力，并鼓励社会资本参

与，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估机制，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特别是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建议，增强都市圈内各方共

同参与的认同感和积极性。
（2）加强规划衔接控制：加强城际铁路规划与综合交通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等衔

接，将已规划的铁路线站纳入上位规划，并预留通道资源；同时加强与城市轨道、公路、城市道路、民

航、水运等交通方式的衔接，统筹规划预留衔接点，促进形成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
（3）及早谋划前期工作：进一步加强与国家发改委、国铁集团等国家部门的沟通，对纳入规划的项

目及早启动前期工作和建设准备工作，同时，切实做好项目储备；省市建立健全项目前期工作协调机

制，加快办理项目前期专项审批工作，积极创造条件确保规划项目如期推进。
（4）多渠道筹措建设资金：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基础性支撑和引领作用，积极吸引社会资本，探索

以市场化运作为主的收益补偿机制，实现稳定合理投资回报；鼓励社会投资者以直接投资方式参与项目

全过程，探索 “轨道+土地”模式；研究引进险资、基金等社会资本以股权投资方式参与项目投资。
（5）积极开展土地开发：结合铁路线站选址做好开发用地控制，根据开发需求及时编制铁路站场周

边土地综合开发规划[6]
 

；进一步完善沿线土地开发机制和支持政策，推进TOD开发工作，促进城际轨

道可持续发展。

5 结语

要不要持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如何创新投融资模式、如何建立产站城融合规划机制、如何协调多

行政主体下的城际轨道建设问题，是城市轨道交通超常规发展阶段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需要尽早明确

解决思路和发展方向，以指导城市轨道交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需要持续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并且应当

从长远角度和外部效益角度综合评价和量化分析城市轨道交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科学决策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模；需要建立相应的投融资模式测算机制，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注重收益与风险

比例均衡，创新投融资模式，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利用 “产业引导—规划统筹—轨道支撑”模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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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城市—轨道”融合规划的机制和方法研究，建立产站城融合规划机制，促进产站城一体化发展；
建立都市圈城际轨道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城市间多层次合作协商机制，促进城际轨道交通健康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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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都市圈一体化轨道交通发展思考

姜 蕊 王均瑶

【摘要】 本文总结国内外都市圈发展经验，结合长春都市圈出行特征及现状轨道特点，提出长春都市圈一体化轨道交

通系统的构成，及都市圈不同交通圈层的轨道交通模式和设计标准，特别对原规划缺少的市郊铁路和市域快线层次进行

详细探讨，最后对标其他都市圈轨道交通衔接模式，提出长春都市圈市郊铁路和市域快线的接入模式，最终形成长春都

市圈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

【关键词】 长春都市圈；市郊铁路；市域快线；多模式轨道

0 引言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

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1]
 

。在分工上，各类产业错位布局，不同资源要素高效流动，为引导区域经济优

化升级提供有力支撑。在功能上，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吸引着大量资源和劳动力要素，次级城市分工协

作，形成合力助力区域一体化发展。
为支撑都市圈内部大量客流集散，实现各城市间快速通达的交通联系，《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

意见》中明确指出 “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通勤圈，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纵观国内外发展较为成

熟的都市圈，如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广佛都市圈均规划了以轨道为核心的都市圈综合交通体系，
轨道交通是引导和促进都市圈发展形成的关键。

目前吉林省正在编制长春都市圈空间发展规划，规划提出建立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都市圈客运交通

系统，依托轨道交通满足都市圈各圈层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实现都市圈城镇间互联互通，助力都市圈高

质量发展。

1 长春都市圈概况

长春都市圈辐射面积约42000km2，人口总量约为1300万，经济总量约为9600亿元，都市圈城镇

体系结构如表1所示。

表1 长春都市圈城镇规模结构

城市等级 城区人口规模 城镇

特大城市 500万人以上 长春市区

Ⅰ型大城市 200万-500万人 ———

Ⅱ型大城市 100万-200万人 吉林市区

中等城市 50万-100万人 四平、辽源、松原

Ⅰ型小城市 20万-50万人 农安县、榆树市、德惠市、公主岭市

Ⅱ型小城市 20万人以下 永吉县、伊通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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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现状问题

2.1 铁路层次能级较低

长春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由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速铁路和城市轨道等4个层次组成，但总体规

模及数量均较少，如高速铁路层次，都市圈内仅 “一横一纵”两条高铁经过，都市圈主要发展轴缺乏高

等级铁路带动支撑 （如长辽轴带）。而普速铁路层次，75%普铁线路为以单线，现状中等以上城市开行

列车数量少，整体运能偏低。

表2 长春都市圈现状轨道交通

层次 数量 名称 连通城镇

高速铁路 1 哈大高铁 长春，德惠市，公主岭市，四平市

城际铁路 1 长吉城际 长春市，吉林市

普速铁路 4
京哈铁路、长白铁路 （单线）、长图铁路

（单线）、长双烟铁路 （单线）
长春，德惠市，公主岭市，四平市，

松原市，农安县

城市轨道

交通
5

地铁：1号线，2号线

轻轨：3号线，4号线，8号线
中心城区

2.2 轨道系统模式不健全

对比国内外成熟都市圈的轨道交通模式，长春都市圈缺乏市郊铁路层次，而市郊铁路是服务都市圈

内部客运交通的主导模式，各大都市圈均依靠市郊铁路解决远郊城镇居民进出中心城区的通勤问题，如

东京都市圈的私铁线，北京都市圈S2线，上海都市圈金山铁路。
现状都市圈内部的长距离出行 （超过30km）仅通过小汽车和公路客运方式，出行时耗长，交通方

式单一，难以适应都市圈一体化发展。

2.3 国铁与城市轨道一体化程度低

现状国铁系统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二元体系，在长春市内融合程度较低。而东

京都市圈在中心区有多处枢纽实现铁路与轨道交通换乘，伦敦都市圈一些铁路与轨道交通实现共线运

行，协同程度较高。
目前长春都市圈除长春站、长春西站外，国铁在长春市内10余处车站均与轨道交通线路无法换乘，

国铁系统与城市轨道交通在城市内部相互割裂，各自独立发展，尚未形成合力支撑都市圈客运交通

体系。

3 长春都市圈出行特征分析

3.1 以长春为核心的向心交通趋势显著

本次都市圈出行特征基于吉林省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上得出相关结论。
以长春为起终点的交通出行量占都市圈出行总量的58%，都市圈向心交通趋势已经出现，核心城

市对其他中小城市的辐射能力较强。
与长春联系度最强的城镇依次为九台、公主岭和农安，出行占比分别为20%，18%、

 

18%。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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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上，东北，西南和西北是都市圈主要客流方向，目前这三个方向轨道方向联系较弱，铁路发车对数

少，无城市轨道交通，进出长春主要依靠小汽车和公路客运方式。

图1 长春与其他城镇交通出行量比例分布

3.2 都市圈内仍以50km半径出行为主

在出行范围上，出现两类显著特点，第一，核心城市的出行半径主要以长春为核心的50km半径之

内，即长春市域范围。第二，其他中等城市对其邻近城镇的吸引力更强，核心城市对这类小城镇的吸引

力不高。
同时，都市圈出行中已经出现超过50km的一些跨市向心出行，如长春市与吉林市、长春市与公主

岭市一日出行量均超过2万人次。可以判断现阶段长春都市圈仍处于培育期，都市圈内部长距离出行以

长春市域范围的出行为主，还包括长春与其他中等城市的交互往来。

图2 长春都市圈出行OD图

3.3 毗邻地区通勤交通出行需求初显

在出行时间上，分别在8点，10点，17点和20点四个时间段分析出行规律发现，在8点和17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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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与九台，长春与农安，长春与公主岭呈现明显的峰值特性和高频度特性，显示出较强的通勤特征，
但通勤特征仅在长春市域范围内和长春毗邻地区较为明显，而长春与四平、辽源及吉林市等中小城市通

勤联系仍然不明显。

图3 长春都市圈各时段出行OD图

4 案例借鉴

4.1 多模式、 多层级轨道网络服务不同圈层

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等世界著名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建设起步较早，目前已经基

本形成了结构完整、层次清晰、功能明确的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距离中心城区30km以上的区域一般

依靠市郊铁路实现长距离出行，30km之内中心城市 （区）依托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方式完成短距

离出行。
北京、上海等国内以城市群为依托建设的都市圈为增强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的交通联络，在

100km以上层次增加了城际 （客专）的模式。

表3 主要都市圈多模式轨道交通网络层级结构

名称 范围 轨道系统 长度 （公里）

东京都市圈

一都三县 （70km） JR国铁+私铁 JR国铁：887.2[2]
 

东京都 （30-70km） JR国铁+私铁 私铁：1208.3

中心区 （15km） 地铁 3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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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名称 范围 轨道系统 长度 （公里）

巴黎都市圈

服务大于50km 高铁 （TER、TGV） 200[3]
 

半径30-90km范围 市郊铁路 1048

半径15-30km RER 624

半径15km的中心城区 地铁、有轨电车 285

伦敦都市圈
中心区与近、远郊地区 （20-50km） 市郊铁路 3071[4]

 

城市中心区 （半径20km） 地铁 402

北京都市圈

第三圈层 （半径100-300km） 城际铁路、客专 ———

第二圈层 （半径50-70km） 区域铁路 （含市郊铁路） ———

第一圈层 （半径25-30km） 地铁 （普线、快线） ———

上海都市圈

主城区与新城、近沪城镇 城际线 ≥1000

主城区 市区线 ≥1000

局部地区普通客流 局域线 ≥1000

4.2 市郊铁路在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中占主体地位

各都市圈均规划建设了大规模的市郊铁路用于带动都市圈内次级城市及中小城镇来往于中心城市的

通勤出行。市郊铁路在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中占绝对主体地位，东京都市圈和伦敦都市圈的市郊铁路在

整个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占比均超过了80%，在整个轨道交通系统中发挥骨架支撑作用。

图4 各都市圈市郊铁路占比图

4.3 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衔接方式多样

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作为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的两个部分，如何衔接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外

围城镇进出中心城市 （区）的效率。通过分析上述都市圈，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衔接的型式主要包括以

下三种：深入中心式、边缘枢纽式、多线多点式
 [5]

 

。
依据表4，各都市圈至少有一条市郊铁路深入城市中心 （如巴黎都市圈的RER线，伦敦都市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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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crossail铁路），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形态和市郊铁路在中心城区设站等因素，中止多条线路

的换乘站或者中心区边缘的大型客运枢纽，实现铁路与城市轨道无缝衔接，同时又可降低铁路对中心区

的分割和干扰。

表4 主要都市圈轨道交通衔接方式一览表

名称 轨道衔接方式 具体做法

东京都市圈 深入中心式+多点多线式
深入中心式：城市铁路与地铁共线进入市中心

多点多线式：部分铁路中止于JR山手环线

巴黎都市圈 深入中心式+边缘枢纽式
深入中心式：RER线路中止与核心区内部

边缘枢纽式：部分市郊铁路中止于外围的铁路站点

伦敦都市圈 深入中心式+多点多线式
深入中心式：规划的crossail、西伦敦线均深入市中心

多点多线式：原市郊铁路线终点位于地铁环线上

北京都市圈 深入中心式+边缘枢纽式
深入中心式：S1线 （石景山-北京西-北京-北京东-通州）

边缘枢纽式：S2线 （昌平+延庆线），S5（怀柔—密云线）

上海都市圈 深入中心式+边缘枢纽式
深入中心式：金山铁路

边缘枢纽式：机场联络线 （虹桥-浦东-长海东站）

5 长春都市圈一体化轨道交通布局思考

5.1 构筑多模式轨道交通网络， 满足不同圈层出行需求

对标东京、巴黎等大都市圈，本轮长春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中增加市郊铁路和市域快线两个层次，
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由国铁、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市域快线，城市轨道交通等多种模式构成。其中，
国铁服务于超过100km的对外长出行，城际铁路服务于长春与都市圈内部中等以上城市的点对点快速

出行，市郊铁路服务长春市域范围 （50km）中小城镇进出长春的通勤出行。市域快线服务于长春市域

内远郊区县的中长距离出行。城市轨道交通用于长春中心城区内部公共交通出行。

图5 长春都市圈轨道交通功能层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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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利用高铁通道开行城际铁路， 强化大、 中城市直连直通

利用哈大、长珲等现状高铁通道和铁路枢纽总图规划确定的长白高铁通道，规划新增长辽城际通

道，沿着主要发展方向构建长春都市圈集约高效的城际交通走廊，依托高速铁路实现都市圈内部以长春

为中心，中等以上城市点对点0.5小时通达的目标，强化城际铁路走廊的服务效率和能级基础上，实现

都市圈内部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和网络运营协同。

表5 长春都市圈城际铁路一览表

城际铁路 高速铁路通道 城市

长平城际 哈大高铁 长春、四平

长吉城际 长珲城际 长春、吉林

长辽城际 规划长辽城际通道 长春、辽源

长松城际 长白高铁预留通道 长春、松原

5.3 利用既有普速铁路走廊， 谋划市郊铁路网络

现状长春市域远郊城镇进出长春仅依靠国省干道，出行时间长，出行效率不高。为强化长春市域的

连通性，提升都市圈内中长距离交通能级，本次规划利用既有的普速铁路走廊，谋划以长春为核心的放

射型市郊铁路网络，实现50km半径之内各新城及重点镇30分钟之内可以到达中心城市的目标。利用

铁路的大运量特征，开行公交化的市郊铁路，通过改造、新建部分车站，满足远郊城镇内部日益增长的

向心通勤交通需求，其中市郊铁路设计速度为100～160km/h，平均站间距为10km。

表6 长春都市圈市郊铁路一览表

名称 起终点 普铁通道 途径站点 长度 （公里）站间距 （公里）

SJ1 长春东-双阳 长双烟铁路 长春东、英俊、泉眼、奢岭、鹿乡、双阳 60 10.0

SJ2 长春-九台 长图铁路 长春、长春东、卡伦、龙嘉堡、九台 54 9

SJ3 长春南-公主岭 京哈铁路 长春南、大屯、范家屯、陶家屯、公主岭 53 10.5

SJ4 长春-德惠 京哈铁路
长春、一间堡、长德、米沙子、沃皮、

布海、德惠
77 11

SJ5 长春-农安 长白铁路 长春、合隆、开安、华家、农安 65 13

5.4 增加轨道快线层次， 构筑市域城镇快速进出新通道

已经批复的 《长春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长春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等上位规划更关注中心

城区层次的轨道交通网络，而市域的近远郊城镇、重点片区的轨道延申研究尚为空白，双阳区虽然规划

了轨道线路，但制式为普线，至中心城区运营时长超过了1小时，出行效率较低。本次基于九台撤县设

区，公主岭由长春带管等行政区划变化，规划5条市域快线，从而实现市域重点区县半个小时到达长春

市中心的目标。五条快线中长春与大岭县的快线采用 “穿心”模式，终点为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其余

四条线路终点均为城市外围的大型客运枢纽。市域快线采用地铁系统，设计速度为80～100km/h，平

均站距约为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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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长春都市圈市域快线一览表

快线名称 起终点 线路长度 （公里） 设站数量 （个）

长双快线 永春枢纽-双阳 44 8

长九快线 东部枢纽-九台 40 9

长岭快线 人民广场-大岭 28 7

长范快线 西南枢纽-范家屯 52 7

长米快线 东部枢纽-米沙子 37 5

图6 长春都市圈一体化轨道交通网络规划图

5.5 选择适当的都市圈轨道接入方式， 强化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

规划市郊铁路、市域快线有两类方式引入长春市区，一类是直接深入长春市中心，如长岭快线，该

方式乘客无需换乘即可到达城市中心，出行时间损失少，舒适度高，但缺点是对长春站，人民广场等客

流较大集散点带来更多的客流压力，造成车站更加拥挤。第二类是终点设置为中心区边缘的城市客运枢

纽，如将市郊铁路引入现状铁路车站 （长春东站，长春南站）或将市域快线引入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大型

城市客运枢纽，如长春东部枢纽，西南枢纽等。这种方式实施相对简单，与城市轨道交通接驳换乘容

易，更多的换乘客流能够盘活外围大型火车站及客运枢纽，但缺点是进入中心区需要与城市轨道交通二

次换乘，出行时耗较长、舒适度差，客流组织比较复杂。

表8 轨道交通加入方式一览表

接入方式 市郊铁路/市域快线 换乘站名称 换乘市区轨道交通线路

深入中心式

SJ2

SJ4

SJ5

长岭快线

长春站 1，3，4

人民广场站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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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接入方式 市郊铁路/市域快线 换乘站名称 换乘市区轨道交通线路

边缘枢纽式

SJ1

SJ3

长双快线

长九快线

长米快线

长范快线

长春东站 4

长春南站 3，7

永春枢纽 1

东部枢纽 2，9

西南枢纽 5

6 结语

长春都市圈目前仍处于培育阶段，发展都市圈一体化轨道交通系统，是支撑长春都市圈发展形成的

必要条件，也是推动哈长城市群发展，加速东北振兴的重要抓手。长春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建设应充分

借鉴国内外都市圈经验，结合都市圈城镇体系结构，产业布局及自身交通出行特征，补齐短板，积极探

索市郊铁路和市域快线层次的实施路径，及与城市轨道交通的衔接换乘等问题，轨道交通与用地发展相

互协同，促进轨道上的长春都市圈形成和高质量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R].北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2019.
[2]

 

张哲宁，马毅林等.北京城市发展与轨道交通的关系探索研究[C].2018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青

岛：2018.
[3]

 

张梦然.都市圈背景下的多层次轨道交通一体化研究[C].第六届智慧城市与轨道交通国际学术峰会会议论文集.济南：

2019：160-165.
[4]

 

杨珂.都市圈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规划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7.
[5]

 

蒋文.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衔接模式研究[D].北京：北京交通大学，2011.

作 者 简 介

姜蕊，女，硕士研究生，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电子信箱：lanfenger114@sina.com
王均瑶，女，硕士研究生，长春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电子信箱：wangjunyao210@163.com

568



都市圈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规划理论与实践

陶志祥

【摘要】 都市圈的一体化进程要求提升轨道交通一体化水平，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轨道交通体系，推进轨道交通 “四
网融合”发展。本文提出基于 “空间、需求、供给”理论基础的 “四网融合”规划理念，并重点从网络一体化、通道一体

化、枢纽一体化、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四个方面开展 “四网融合”规划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 都市圈；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 U239.5 文献标志码： A

0 引言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

要平台。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h通勤圈为基

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近年来，我国都市圈建设呈现较快发展态势，但交通一体化水平不高、分工

协作不够、协同发展体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依然突出。为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国家发改委于

2019年2月印发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1]
 

，提出打造 “轨道上的都市圈”，推动干

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201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了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 “建设城市 （群）一体化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综上，开展都市圈轨道交通一体化 “融合”发展是当前推动都市

圈一体化规划建设的重要抓手。

1 理论基础

借鉴国际大都市圈发展经验[2-4]
 

，在都市圈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随着机动化的迅速发展及都市圈

的融合发展，应加快推进都市圈轨道交通建设，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轨道交通体系，支撑都市圈空间

结构的形成及满足不同层次出行需求的需要。开展都市圈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规划，应明确都市圈空

间格局、交通出行特征下的轨道交通供给方式，以及轨道交通功能层次与技术特性，为 “四网融合”规

划奠定理论基础。

1.1 规划理念

本文提出 “空间、需求、供给”的三要素规划理念，以期在理论分析层面为 “四网融合”规划提供

支撑。本文提出的三要素之间互为逻辑关系。

1.1.1 “空间”要素

都市圈在不断发育的过程中，会形成不同空间尺度下的空间结构与空间功能，支撑其发展所需要的

轨道交通系统也是不同的：（1）全国国土空间下，都市圈应发挥其国家中心城市或大城市引领功能，构

建都市圈与其他城市群的对外交流圈；（2）城市群空间下，都市圈应发挥其城市群内的辐射功能，构建

都市圈的城际交通圈；（3）都市圈通勤圈层空间下，应发挥其中心城市至外围城镇组团的同城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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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都市圈市域 （郊）通勤圈；（4）都市圈主城区或中心城区通勤圈层空间下，应发挥其主城区的交通

功能，构建主城通勤交通圈。

1.1.2 “需求”要素

都市圈不同的空间圈层会出现不同层次特征的出行需求：（1）全国国土空间下，出行需求为都市圈到

其他城市群的出行，客流以商务、公务为主，要求提供城市到城市的服务，出行时间目标为相邻城市群核

心城市间3～4h；（2）城市群空间下的都市圈出行需求表现为与城市群内其他中心城市间交流，客流以商

务、公务、生活为主，要求提供市区到市区的出行服务，出行时间目标为区域内1h；（3）都市圈中心至外

围的通勤圈空间下，出行需求为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周边城镇之间的通勤、生活、商务、公务客流，要

求提供片区到片区的出行服务，出行时间目标为都市圈范围内1h；（4）都市圈主城区通勤圈层，出行需求

为主城区内的通勤、通学客流，要求提供门到门的出行服务，出行时间目标为0.5～1h。

1.1.3 “供给”要素

依据都市圈 “空间”、“需求”特征，对于轨道交通供给服务功能要求是不一样的：（1）全国国土空

间下，需要提供时速在250km/h以上的高速铁路服务； （2）城市群空间下，需要提供时速在160～
250km/h城际铁路服务；（3）都市圈中心至外围的通勤圈空间下，需要提供速度120～160km/h的市

域 （郊）铁路服务；（4）都市圈主城区通勤圈层，需要提供速度80～120km/h的城市轨道交通服务。
都市圈不同空间、不同需求下轨道交通体系功能层次划分见图1。

图1 都市圈不同空间下轨道交通体系功能层次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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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四网” 特征

从我国都市圈的发展情况来看，逐步形成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张网”。依据 “空间、需求、供给”的理论基础分析，“四张网”的服务对象、功能层次、技术特性

不同，为 “四网融合”规划奠定了基础。

1.2.1 功能层次

从功能层次来看，干线铁路服务于全国范围内客货运输的铁路网，主要有高速铁路、普速铁路等，
在全国国土空间层面解决都市圈层对外的中长途客货运输；城际铁路服务于城市群空间范围内城市间公

务、商务、旅游等出行，在城市群空间下主要解决都市圈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之间的城际出行；市郊

（域）铁路服务于大都市圈 （区）外围到中心城内通勤交通，主要有市郊铁路、市域铁路等；城市轨道

服务主城区、中心城区内部出行通勤、通学、日常生活出行，有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

1.2.2 技术特性

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的技术特性不尽相同，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都市圈轨道交通体系技术特性

空间层次 分类 层次 制式 站距 （km） 技术标准 （km/h） 功能 线路举例

国土层次

半径150km及以远
远程

高速铁路

国家干线
高速铁路 50 250～350km/h

大都市圈对外联

系、过境交通

京广高铁

宁杭高铁

城市群层

半径50～150km
中程 城际铁路 城际铁路 10～20 160～250km/h 城市群城际交流

沪宁城际

广珠城际

都市圈层

半径30～50km
近程

市域 （郊）
铁路

市郊轨道、
市郊铁路

2～5 120～160km/h 都市圈通勤交通
大都市区市

郊铁路等

主城区

半径5～30km

短程

市内
城市轨道

地铁

轻轨
0.8～1.5 80～120km/h 市内通勤、通学等 地铁及轻轨

2 规划思路

针对我国都市圈轨道交通 “四张网”相对独立发展、一体化水平不高、融合发展不足等问题，基于

“空间、需求、供给”等理论研究，以 “功能互补，服务兼顾，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为导向，从网络

一体化、通道一体化、枢纽一体化、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等四个方面展开研究[5，6]
 

。

2.1 网络一体化

根据 “空间、需求、供给”理论基础，以空间和需求为导向，依据各层次网络的服务功能及技术特

性，推动四张网由相对独立发展向一体化融合布局。从综合一体化的角度，对现有规划进行再优化，从

“一张网”的角度统筹考虑各层次网络的组合供给，减少不同线网的功能定位重叠和重复建设，优化网

络布局。如市域 （郊）铁路穿心线，进入主城区会引起城区线网的优化调整；城际网进入城市核心区，
会引起共廊道的市域铁路布局优化；国铁干线新线引入城市，若新增客站，会引起城轨网、市域网及城

际网等布局优化调整。因此，网络一体化的核心理念即是以需求和功能为原则，审视现有规划网络，促

进网络一体化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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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通道一体化

依据都市圈各层次轨道交通网络规划，研究通道内各层次网络线路之间功能相互融合，资源合理配

置，提升服务水平，避免多条线路承担同一部分客流，造成资源浪费。根据城市空间尺度，通道可以分

为区域对外通道、区域内通道、市域内通道三个空间层次，每个层次可以根据区位关系进一步细分。通

道一体化的核心理念与网络一体化布局基本一致，强调充分考虑出行需求特征，发挥通道内各种方式的

组合效率，优化各方式资源合理配置；如某一通道内从核心区至外围组团，各网从各自规划角度布局有

城市轨道交通、市域 （郊）铁路和城际铁路，可能会出现城市轨道交通无限延伸，与市域 （郊）铁路功

能重叠；也有可能市域 （郊）铁路与城际铁路功能重叠，因此功能、技术特性和需求为首要考虑因素，
从发挥各自功能优势的角度，实现优化布局。

2.3 枢纽一体化

按照 “主辅清晰、衔接高效”的原则，规划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网络

之间的三级衔接节点体系。一级节点为四网融合节点，衔接
 

“四张网”，主要是中心城市大型铁路客站

和机场枢纽；二级节点为三网融合节点，衔接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中的

“三张网”，主要是中心城市或中型城市成熟的大型铁路客站和辅助客站；三级节点为两网融合节点，衔

接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中的 “两张网”，主要是地级市既有铁路客站和中

心城市城市公交枢纽。在三级节点分类的基础上，规划研究各类枢纽内网络之间的衔接关系，如换乘布

局、贯通运营[7]
 

。

2.4 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

力求破除管理体制壁垒，构建一体化的经营管理机构，负责统筹、协调不同层次轨道线网的运

营管理、运输组织及资源共享；研究客运联运服务，优化运输组织方案，实现轨道交通多网的客运

联运；研究客运 “一卡通”票务服务，推进多层次轨道交通间客票 “一卡通”服务；完善不同方式

之间客运 “安检互认”服务。构建客运 “一站式”全域出行服务，提供全网最优、最全的出行方式

规划，借助立体化的信息能力，为用户提供涵盖行前决策、行中选择、行后目的地服务的全域出行

解决方案。

3 理论实践
 

以本文作者参与的广州轨道交通一体化课题为案例[8]
 

，从网络一体化、通道一体化、枢纽一体化及

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等方面进行探讨。

3.1 网络一体化

广州市城市空间分为主城区、都市圈、区域、国家四个层次，分别对应主城通勤圈、市域 （郊）
通勤圈、大湾区城际交通圈、大湾区对外交流圈。依据前述规划理论，提出不同圈层采用不同的轨

道交通方式：主城通勤圈主要服务于广州主城区，建议采用城市轨道交通；市域 （郊）通勤圈主要

服务于广州市中心城区与外围城区、周边城镇之间的交流，建议采用市域 （郊）铁路；大湾区交通

圈主要服务于广州市与大湾区其他城市间交流，建议采用城际铁路；大湾区对外交流圈主要服务广

州市与其他城市群之间的交流，建议采用干线铁路。从功能与需求的角度出发分析网络之间的融合

性，提出完善布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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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州轨道交通系统层次划分示意图

3.2 通道一体化

3.2.1 区域对外通道一体化

广州市区域对外通道分为北向、东向、西向、西北向4个方向 （图3）。在既有及在建铁路的基础

上，依据客流规划新的线路 （北向规划永清广高铁、广河高铁；西向规划南深高铁；西北向规划柳广铁

路）。出行时效方面，基本实现广州至相邻省会城市3～4小时通达；能力适应性方面，各方向通道输送

能力均可满足运量需求。

图3 广州对区域外通道融合规划示意图

3.2.2 区域内通道一体化

按照广州市与区域内各城市间的位置关系，区域内通道可以分为广深港通道、广珠澳通道、广佛肇

通道、广惠通道、广清通道。根据客流进行通道规划并明确线路分工。由于通道数量较多，主要以广珠

澳通道为例进行分析 （图4）。广珠澳通道处于粤港澳大湾区西岸主轴区位，现状通道内有广珠铁路、

078



图4 广珠澳通道一体化规划

广珠城际，但广珠城际技术标准偏低、近期能力紧

张，无法满足珠澳地区高速通达需求，且现状路网

缺乏对广州南沙副中心、佛山城区、江门城区、中

山北部等地区的纵向覆盖。为此，规划广中珠澳高

铁、广佛江珠城际、珠江肇高铁，规划后通道内线

路分工如下：（1）广珠铁路：是以货运为主的客货

共线铁路，主要承担沿线地区的货运需求同时兼顾

少量长途跨省长途客流；（2）广珠城际：主要承担

沿线地区广州市区 （不含南沙）、佛山顺德、中山

中心组团及西部组团、珠海香洲区、江门城区之间

的城际客流，同时兼顾少量沿线地区对外长途客

流；（3）广佛江珠城际：主要承担广州中心城区，
佛山大沥组团、龙江镇、九江镇，江门中心城区，
珠海斗门、金湾等区域间的城际客流；（4）广中珠

澳高铁：主要承担广州空港、知识城、番禺南部城

区、南沙副中心，中山中心城区、三乡镇、坦洲

镇，珠海中央商务区等区域的对外中长途客流以及

沿线间城际客流；（5）广湛—江肇高铁：主要承担

江门中心城区、鹤山市，珠三角新干线机场，肇庆

中心区等区域通往西北部地区的中长途客流以及部

分沿线城际客流。

3.2.3 市域内通道一体化

广州市域内通道可以分为主城区—花都—清远通道、主城区—知识城通道、主城区—佛山主城区通

道、新塘—东莞延伸通道。由于通道数量较多，主要以主城区—知识城通道为例进行分析 （图5）。主

城区—知识城通道既有线路有14号线 （含支线）、16号线，规划市域S5线。规划后，3条线路共同承

担的主城与东北部外围城区间交互客流上升至79.3万人次/日，占主城与东北部外围城区交互总量的比

例提高到28%；其中服务主城与东北部外围城区间通勤客流上升至41.8万人次/日，占轨道交通服务

主城与东北部外围城区间客流量53%。各条线路的覆盖如下：（1）轨道交通14号线：广州站、传统中

轴、太和镇、太平镇、从化城区；（2）轨道交通21号线：国际金融城、黄埔政文中心、九龙镇、增城

城区；（3）市域S5线：广州东站、新中轴、第二CBD、鱼珠高铁站、智慧城、知识城、从化、温泉度

假区，并通过与S3线互联互通联系琶洲、芳村等，辐射佛山城区。

3.3 枢纽一体化

基于不同层次轨道交通的功能定位及相互间交换客流量，建议城际铁路与干线铁路通过联络线在主

要铁路客站实现互联互通，市域 （郊）铁路与干线铁路及城际铁路间采用换乘衔接，城市轨道交通与市

域 （郊）铁路间采用换乘衔接，与周边城市间打造广佛轨道一张网、穗莞多通道、其他邻穗城市中心直

达等。基于上述分析，规划形成以广州站、广州南站、广州东站、白云 （棠溪）站、佛山西站、空港枢

纽等为主要客运枢纽，以广州北站、新塘站、南沙站、鱼珠站位辅助客运枢纽，以知识城、庆盛、增城

为主要换乘节点的客运枢纽布局。广州市主要铁路车站均引入了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

交通线路等，充分发挥铁路枢纽的辐射作用。部分主要客运枢纽的布局规划见图6。

178



图5 主城区—知识城通道一体化规划

图6 广州部分主要客运枢纽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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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

3.4.1 建设管理一体化

  项目建设方面，干线铁路由铁路部门与广东省为主导进行建设，广州市等地方政府参与共同出资建

设；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由相关地方政府为主进行建设，其中城际铁路的建设由

广东省为主导。
运营管理方面，考虑到干线铁路主要承担大区域间的交流，建议由铁路部门负责。考虑到城际铁

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主要承担区域内交流，公交化要求更高，高峰特征相对明显，建议

由广州市轨道交通集团负责。

3.4.2 运输组织一体化

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与国铁、城际铁路的功能定位、服务对象、系统标准、建设主体等

不尽相同，因此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与国铁、城际铁路间宜采用换乘衔接较为合理。广州市

境内城际铁路主要服务于大湾区内城际客流，虽然基本上采用国铁的系统标准，但原则上不组织与国铁

的跨网运输业务，相对独立成网，个别线路具备贯通运营条件的，可考虑开行少量跨线列车。广州不同

层次轨道交通间的运营组织衔接方式见表2。

表2 广州市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输组织衔接方案

制 式 国铁干线 城际铁路 市域 （郊）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国铁干线 跨线+换乘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换乘 换乘

城际铁路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跨线+换乘 换乘 换乘

市域 （郊）铁路 换乘 换乘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城市轨道交通 换乘 换乘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换乘为主，少量跨线

3.4.3 资源共享研究

（1）车辆资源共享。广州市不同层次轨道交通车辆选型主要如下：（1）高铁采用交流25kV供电系

统，选用CRH系列动车组及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2）城际铁路速度等级为160～200km/h，采用

交流制式，车辆选型为CRH6A、CRH6F，具备与高铁线路互联互通、跨线运营的条件；（3）研究中

的广州市域 （郊）铁路速度等级为100～140km/h，推荐采用交流制式，车辆选型主要有CRH6F或市

域D型车；（4）城市轨道交通主要采用直流供电制式，车辆选型为A或B型车。因供电制式不同，车

辆重要性能参数与交流车差异较大，难以实现与国铁、城际线路的互联互通。综上，仅从车辆选型角

度，高铁、城际、市域 （郊）铁路均采用交流25kV供电制式的车辆，具备互联互通、跨线运营的

条件。
（2）车辆检修资源共享。国铁和城际铁路具备车辆检修资源共享的硬件条件。从检修能力分析，广

州枢纽各动车运用所能力偏紧，且受用地条件限制扩建困难。反之，珠三角城际动车运用所在建设初期

能力相对富余。在站段关系位置适宜、具备联络线走行互通的前提下可以分担部分高铁动车组的作业。
城际铁路和市域 （郊）铁路均由地方负责运营管理，在考虑车辆选型、线路互联互通、检修能力后可以

共享车辆检修资源。

3.4.4 售检票一体化

（1）票制一体化方案。随着电子客票的发展，国铁、城际铁路可逐步采用二维码等电子客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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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检票，为旅客提供购票、变更、乘车等服务。
（2）售检票一体化解决方案。以便于清分清算及运营管理为原则，对于国铁与地方独立运营城际铁

路共站站房，可根据流线及运营管理模式分别设置高铁场及城际场票务系统，方便城际票务系统地方自

行管理、制定和调整各项票务策略。对于车站内国铁与城际铁路共用站台及进出站通道的站房，可根据

流线及运营管理模式，国铁与城际铁路可共用一套票务系统平台，分设售票设备，检票设备上同时集成

国铁和城际铁路票制的识别功能。
（3）收入清分一体化的解决方案。建立综合交通一体化平台，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信息资源共享，

实现国铁票务系统、城际清分中心、地铁线路清分中心的互联，按照 “统一标准、统一接口”的原则，
分两个层面构建综合平台，一是中心级国铁票务系统、城际清分中心、地铁线路清分中心的联机接口，
二是车站现场设备之间的接口。

4 结束语
 

加快推进都市圈轨道交通建设，构建多层次、多功能的轨道交通体系，对于支撑都市圈空间结构的

形成及满足不同层次出行需求的需要非常必要。本文提出基于 “空间、需求、供给”理论基础的 “四网

融合”规划理念，并重点从网络一体化、通道一体化、枢纽一体化、建设运营管理一体化四个方面开展

“四网融合”规划研究。网络方面，构建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轨道

交通体系，分别承担不同圈层的出行需求；通道方面，从对外通道、区域内通道、市域内通道三个空间

层次进行统筹规划研究；枢纽方面，按照 “主辅清晰、衔接高效”的原则构建三级衔接节点体系；建设

运营管理方面，推进运营管理、运输组织、资源共享、全程运输等。通过理论研究及广州市案例分析，
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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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网络评估技术研究

安 居 陈 锋

【摘要】 基于当前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方案评估的新需求和新形势，整合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对影响轨道交通客流

的因素进行识别和分类，突破轨道交通系统自身的局限性，不再 “就轨道谈轨道”，而是从城市发展、综合交通、轨道

交通多个层面着眼，设计轨道交通网络方案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建立相关城市基础数据库，并选取了天津、
成都、南京、武汉四个城市进行方法体系验证，以期对提升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规划等工作的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

做出有益尝试。
【关键词】 轨道交通网络评估；大数据分析；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

0 引言

过去十几年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集中快速发展期，截至2019年底，共有40个城市开通轨道交通运营

线路208条，运营线路总长度达到6736.2km。各城市轨道交通陆续通车运营或进入网络化运营阶段，线网规

模日益增加，系统日益复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评估作为轨道交通规划和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建立评估方

法体系，提升评估方法的科学性，对提高轨道交通规划工作的决策水平和工作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2018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 （国办发

〔2018〕52号文），对新形势下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建设门槛的同

时，强调了高质量发展。提出 “科学编制城市轨道交通规划”，
 

实现规范有序、持续健康发展。那么，
相应地轨道交通

 

“高质量发展”必然对评估方法体系的客观性、科学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国家数据开放等相关发展政策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为轨道交通网络评估方法的变革提供

了机遇。基于当前轨道交通网络方案评估的新需求和新形势，本文将遵循全面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等

原则，整合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设计轨道交通网络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建立相关城市基

础数据库，并选取四个案例城市进行方法体系验证，以期对提升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规划等工作的

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做出有益尝试。

1 轨道网络评估技术发展的几次升级

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评估技术的发展曾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1）唯里程论、唯客流论。轨道网络评估技术发展的最初阶段，核心思想是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越

长、承担客运量越大，说明城市的轨道交通网络综合水平越优。显而易见，该方法考虑因素单一，片面

性较强，科学性较差。
（2）DESES为代表的评价指标体系。DESES指标体系是中国轨道交通协会从全行业角度，提出的全面

衡量城市轨道交通综合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通过建立可量化的指标体系，实现了评估技术的一次升级。其

优点一是注重权威性，采用协会统计数据和其他官方发布数据；二是系统性强，构建了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
但是，由于数据主要来源于运营企业上报数据，更多地从行业角度评估，评价指标选取受到一定限制，局限

于轨道交通自身运营效果，对与轨道交通系统密不可分的城市发展、综合交通层面关注不足。
（3）相关城市轨道网络运营客流效果评估实践案例。天津、无锡等城市围绕当前运营网络的客流效

578



图1 城轨网络运营效果评估技术的发展阶段

果，挖掘影响轨道交通客流效益的关键因素及深层原因，
从轨道交通与城区空间结构、用地布局符合性、线路与

沿线土地开发的匹配性、综合交通一体化、轨道交通设

计与运营服务水平等多层面进行了综合评价，为支撑城

市空间发展、提高综合交通整体效率以及实现轨道交通

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上述案例实现了评估技术的又

一次跃升，运营效果评估的焦点从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延

伸到了城市发展、综合交通等层面。
本研究将在第三阶段评估技术的基础上，整合手机

信令大数据挖掘和分析技术，从城市发展、综合交通、轨道交通多个层面，设计轨道交通网络方案综合

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以期全面、客观反映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水平，提升轨道交通规划工作的科

学性。

2 新需求新形势下的评估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发展水平和综合效益的影响因素是轨道交通网络评估方法研究的前置条件，也

是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设计等方面的工作方向。基于对相关标准和规范、最新主管部门文件以及既

有项目研究成果的梳理，在新需求和新形势下，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发展应满足三方面的评估要求：
（1）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轨道交通和城市是相互作用的整体，是否与城市发展相协调是影响轨道交

通系统综合效益水平的关键所在。
（2）与综合交通的关系。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发展是否协调对整体交通运行效率的发挥具有重

要影响，是评估轨道交通是否良性发展的重要层面。
（3）轨道交通系统自身。轨道交通系统的客流效果和服务水平是其发展水平的最直接体现。
具体而言，轨道交通网络评价方法体系应突破轨道交通系统自身的局限性，不应 “就轨道谈轨道”，

而是应从宏观、中观、微观不同层面关注轨道交通与城市之间的关系，重视轨道交通在综合交通体系中

的地位和作用，丰富评价维度，在客流效益、服务水平等体现轨道交通系统自身发展水平的指标的基础

上，增加网络覆盖度、土地契合度、交通一体化等反映城市发展层面、综合交通层面的指标，以全面反

映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综合效益和真实发展水平。

3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图2 评价指标体系层次示意图

基于上述评估要求，构建轨道交通网络评估指标体

系。城市轨网评估，一方面要求评价结果能够量化，能

反映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综合效益水平，另一方面，也

要求评价结果能够反映不同指标维度上的差异。基于以

上要求，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评价宜选择 “金字塔”形的

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

3.1 评价层次

“金字塔”的多层次评价指标体系包含三层：顶层、
分项准则层、单项指标层。其中顶层代表城市轨道交通

系统的综合效益水平，分项准则层代表轨道交通系统不

同维度的发展水平，单项指标层反映轨道交通系统某一特性。

678



3.2 指标体系准则层

由于轨道交通客流效益的高低是城市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土地使用、经济发展、交通运行、出行

特征、出行结构、交通衔接、票制票价等众多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需要从宏观—中观—微观多个角度

进行全面梳理，着眼于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与综合交通的关系、轨道交通系统自身三个层面，
最终确定了七个评价维度代表轨道交通网络不同方面的发展水平：轨道交通网络客流效果、运营服务水

平、线网规模、网络覆盖、土地契合、交通一体化、经济可持续性。
（1）客流效益、服务水平维度：体现轨道交通网络自身特征；
（2）线网规模、网络覆盖维度：体现轨道交通网络的总体规模水平和轨道交通网络在空间上的覆盖

程度；
（3）土地契合维度：体现轨道交通与周边土地利用的契合程度，是轨道网络评估向城市发展层面的延伸；
（4）交通一体化维度：体现轨道与其他方式的一体化发展特征，是轨道网络评估向综合交通层面的

延伸；
（5）经济可持续性维度：体现轨道网络在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特征。

图3 准则层构成

3.3 指标体系目标层

综合应用统计数据、现场调查及手机信令大数据分析等技术，对影响轨道交通客流的因素进行识别

和排序，并遵循典型性、独立性、灵敏性、可操作性等指标选取原则，筛选出不同维度最具代表性的指

标，形成二级指标层 （即目标层）。现选取若干容易混淆但较为典型的指标进行分析。

3.3.1 全日满载率与高峰最大断面满载率

3.3.1.1 客流效益维度———全日满载率

轨道交通客流存在高峰和平峰上的差异，为全面反映轨道运输能力的利用率，选择基于周转量和客

位公里的全日满载率指标。而运力利用率越高，轨道的客流效益越好，该指标作为效益型指标 （即正向

指标），筛选为 “评价维度———客流效益”的代表性指标之一。
3.3.1.2 服务水平维度———高峰最大断面满载率

城市轨道交通服务水平主要包括时效性、便捷性和舒适性等内涵，高峰满载率作为评价指标之一，
是影响轨道交通服务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为体现线路间的差异，准确反映网络满载率水平，选择对各

条线路最大断面满载率进行客运量加权处理，得到城市平均高峰满载率作为评价指标，反映的是城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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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轨道交通客流时间分布 （北京）

流的整体平均水平。
城市平均高峰满载率是区间型指标，满载率过低，是对轨道交通资源的极大浪费，满载率过高，将

影响乘客的舒适度。因此满载率指标应处于一个合理的取值区间。

3.3.2 站点覆盖率和站点职住密度

3.3.2.1 网络覆盖维度———站点居住/岗位覆盖率

轨道交通站点覆盖人口的多少是轨道交通与城市是否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反映的是轨道交通网络

对居住/岗位人口的覆盖程度。站点居住/岗位覆盖率越高，说明城市轨道交通网络服务人群的覆盖水平

越高。例如香港约45%人口生活在站点周边500m范围，新界轨道交通站点周边2.5%的用地集中了高

达78%的就业岗位；而天津市中心城人口覆盖率只有25%，如果考虑外围站点则覆盖率更低。

图5 香港轨道交通站点覆盖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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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天津市轨道交通站点覆盖人口

图7 天津市轨道交通站点职住分布

站点居住/岗位覆盖率是轨道网络评价指标体系首次引入的新指标，
 

为增强指标计算的可靠性，站

点覆盖率指标的计算引入了手机信令大数据，相比传统手段，手机数据具有海量、真实、精度高、时空

连续性、更新速度快等诸多优势，可获取城市居住、就业、客流吸引及出行OD等详细信息。

3.3.2.2 土地契合维度———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职住密度

轨道交通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用地开发强度高低，是影响客流的直接因素。指标反映的是轨道交通

网络与服务人口的契合程度，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人口密度越高，说明轨道与人口的契合程度越高。以

天津和成都为例进行对比，天津市由于站点周边人口岗位聚集度不足，站点周边500m范围内天津的居

住和就业密度明显低于成都。

图8 天津和成都地铁站点周边居住、就业圈层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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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职住密度是轨道网络评价指标体系首次引入的新指标，同样利用了大数据的手

段，并体现了轨网与周边土地利用的关系，是轨道网络评估向城市发展层面的延伸。

3.4 交通枢纽覆盖率

城市轨道交通与对外交通枢纽 （火车站、机场）衔接是否便捷，是影响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一

体化程度的关键因素。指标反映的是轨道交通网络对外交通枢纽的覆盖程度，交通枢纽覆盖率越高，说

明轨道交通网络与交通枢纽的一体化衔接水平越高。例如，天津轨道交通线路覆盖全部对外交通枢纽，
交通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

图9 天津轨道线路对对外枢纽覆盖示意图

最终，经过综合考量和多层筛选，形成7维度、24项指标的轨道交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所示。

图10 城市轨道交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注：不同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具体指标构成，可在遵循本研究所建立的评价维度的基础上，根据评价对象和应用场景进行增减。

4 评价方法确定

4.1 评价方法梳理

综合评价的具体方法很多，各种方法优势和应用场景不尽相同，但各种方法的总体思路基本一致，

088



大致可分为了解评价对象，确立评价的指标体系，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建立评价的数学模型，评价结果

分析等几个环节。其中确立指标体系，确定各指标权重、建立数学模型这三个环节是综合评价的关键环

节。各评价方法具有不同的优缺点和适用对象，总结如下：

表1 各评价方法优缺点比较

方法名称 优点 缺点 适用对象

专家打分法

Delphi法
数据易处理 主观性比较强 简单的小系统

数据包络分析法 能够找出薄弱环节 无法评价单个方案 多输入和多输出系统

层次分析法 系统性好，计算简单 受主观倾向影响较大 分层次的多指标评价

模糊综合评价法 结果清晰，系统性强 易受指标相关性影响 各种非确定性问题

TOPSIS法

充分利用原有数据信息，可

对每个评价对象的优劣进行

排序

当两个评价对象的指标值关

于最优、最劣方案连线对称

时，无法得出准确结果

分层次的多指标评价

4.2TOPSIS方法优势分析

TOPSIS法是系统工程中用于综合评价的一种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例如，其在评价卫生质量、
医疗质量；评价企业经济效益、城市间宏观经济效益、地区科技竞争力、各地区农村小康社会等方面都

已得到广泛、系统的应用。较之其他方法，TOPSIS法具有以下优势：
（1）对数据分布、样本含量指标多少均无严格限制，既适用于小样本资料，也适用于多评价单元、

多指标的大系统资料；
（2）既可用于横向 （多单位之间，如多城市之间）对比，也可用于纵向 （不同年度）分析；
（3）能充分反映各方案之间的差距、客观真实的反映实际情况，具有真实、直观、可靠的优点。
因此，鉴于轨道交通网络评价指标体系的多维度、多指标、大系统的特点，现选择TOPSIS方法

进行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综合效益能力的评价。
TOPSIS方法的基本操作流程可概括为：指标同趋势化；归一化处理；寻找最优方案与最劣方

案；计算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和最劣方案间的距离；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依接

近程度对各评价对象进行排序，确定评价效果。TOPSIS评价方法的实际应用将在示范城市案例中得

以体现。

5 基础数据平台搭建

为满足不同类别指标数据 （统计类、大数据类、矢量类）的管理要求，实现不同类型数据 （不同格

式、坐标系统、统计粒度）的整合分析，建立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评价信息管理系统。该系统旨在利用

GIS技术和手段，管理与展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地理信息和评价信息，实现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可视化

评价管理应用。具体如下：
（1）完成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评价信息管理系统设计开发，使其适用于数据管理需求；
（2）实现轨道交通线网地理信息数据、评价数据的管理、查询统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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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评价管理信息系统界面

6 示范城市应用

6.1 示范城市的选择

轨道交通网络评估的一个重要应用场景，即不同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网络综合效益水平的对比。天

津、成都、武汉、南京四个城市的经济、人口、用地面积、空间结构、轨道发展规模较为接近，具有可

比性。因此，本研究选择这四个城市作为评估对象，对建立的轨网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进行验证。

表2 天津、成都、武汉、南京四个城市属性对比

市域 中心城区 轨道交通

序号
城市

名称

市域面积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万人）
面积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万人）
人口密度

（万人/平方公里）
轨道交通

里程 （公里）
日客运量

（万人次）
负荷强度

（万人次/公里）

1 天津 11946 1557 334 545 1.63 175 84.53 0.48

2 成都 14312 1604 540 650 1.15 106 170.72 1.62

3 武汉 8494 1091 696 512 0.74 179 196.32 1.10

4 南京 6587 834 884 443 0.5 224 227.58 1.01

  注释：以上数据为2016年数据

本次案例验证将把各城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轨道交通线网作为评价对象，即各评价指标采用的是各

城市中心城区范围内的数据。天津、成都、武汉、南京四个城市的中心城区范围如下图所示。

图12 天津、成都、武汉、南京四城市中心城区范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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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天津、成都、武汉、南京四城市中心城区范围 （二）

6.2 评价指标选择

本研究所建立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基于不同评价维度，所确定的相对最具代表性的指标，是数据可

全部获取的条件下的理想的指标体系构成。其最大的意义是打破了以往评价指标体系在轨道交通系统内

部的局限性，建立了七个评价维度，体现了轨道交通、综合交通、以及城市发展不同范畴的典型特征。
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建议可将这七个评价维度作为重要的评价基础，再根据数据获取的难易

程度、成本、以及不同评价对象的实际特点，对本研究所建立的理想评价指标进行增减。
下表是针对天津、成都、武汉和南京四个城市的数据实际获取情况，对上述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再

次筛选，主要包含6个维度、14个二级评价指标。

表3 示范城市评价指标构成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1

2
线网规模

线网密度

万人线网拥有率

3 客流效益 客流密度

4

5

6

7

8

9

服务水平

高峰满载率

换乘系数

高峰发车间隔

运营时长服务率

票价支出占月可支配收入比例

乘客旅行速度

10

11
空间覆盖

站点居住覆盖率 （500m）

站点岗位覆盖率 （500m）

12

13
土地契合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人口密度 （500m）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岗位密度 （500m）

14 交通一体化 交通枢纽覆盖率 （对外）

  注：应用TOPSIS
 

法进行综合评价，对数据分布、样本含量指标多少均无严格限制，但不同规模城市，轨道交通的

功能定位存在一定差异，对于指标体系的各类指标应该给出合理的基础值。

6.3 评价结果分析

应用数据平台工具，对指标进行计算和处理。通过评价指标计算、正向化、归一化、计算、排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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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获取评价结果。

表4 示范城市评价指标正向化、归一化处理结果

序号
一级评

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类型

正向化 归一化

天津 成都 武汉 南京 天津 成都 武汉 南京

1

2
线网规模

线网密度 效益型 0.17 0.13 0.31 0.29 0.3530.2680.6500.617

万人线网拥有率 效益型 0.23 0.17 0.38 0.38 0.3820.2810.6210.624

3 客流效益 客流密度 效益型 5.94 13.07 8.33 8.33 0.3200.7040.4490.449

4

5

6

7

8

9

服务水平

高峰满载率 区间型 1.0001.0001.0001.000

换乘系数 成本型 0.74 0.71 0.72 0.66 0.5180.5030.5110.467

高峰小时发车间隔 成本型 0.0030.0060.0040.0050.3190.6270.4150.576

运营时长服务率 效益型 0.68 0.73 0.72 0.70 0.4810.5160.5100.492

票价支出占月可

支配收入比例
成本型 23.7022.9424.5323.150.5020.4860.5200.491

乘客旅行速度 效益型 35.0034.0034.2038.000.4950.4810.4840.538

10

11
空间覆盖

站点居住覆盖率 （500m） 效益型 0.25 0.21 0.24 0.17 0.5610.4880.5460.387

站点岗位覆盖率 （500m） 效益型 0.27 0.26 0.27 0.16 0.5520.5330.5510.327

12

13

土地契合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

内人口密度 （500m）
效益型 1.97 2.25 1.51 0.96 0.5650.6450.4340.276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

内岗位密度 （500m）
效益型 1.46 1.90 1.11 0.43 0.5460.7110.4140.161

14 交通一体化 交通枢纽覆盖率 （对外） 效益型 1.00 1.00 1.00 0.80 0.5240.5240.5240.419

根据各评价指标的归一化结果以及指标权重，计算加权判断矩阵，获取评价目标的最优、最劣理想

解如下：

表5 示范城市各评价指标的最优、最劣理想解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类型 最优理想解 最劣理想解

1

2
线网规模

线网密度 效益型 0.650 0.268

万人线网拥有率 效益型 0.624 0.281

3 客流效益 客流密度 效益型 0.704 0.320

4

5

6

7

8

9

服务水平

高峰满载率 区间型 1.000 1.000

换乘系数 成本型 0.518 0.467

高峰小时发车间隔 成本型 0.627 0.319

运营时长服务率 效益型 0.516 0.481

票价支出占月可支配收入比例 成本型 0.520 0.486

乘客旅行速度 效益型 0.538 0.481

10

11
空间覆盖

站点居住覆盖率 （500m） 效益型 0.561 0.387

站点岗位覆盖率 （500m） 效益型 0.552 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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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指标类型 最优理想解 最劣理想解

12

13

土地契合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内

人口密度 （500m）
效益型 0.645 0.276

站点直接吸引范围

内岗位密度 （500m）
效益型 0.711 0.161

14 交通一体化 交通枢纽覆盖率 （对外） 效益型 0.524 0.419

计算各评价对象与最劣方案的接近程度，依接近程度对各评价对象进行排序，确定评价效果。计算

结果如下：

表6 示范城市各评价维度的特征水平

评价维度 天津 成都 武汉 南京

线网规模 0.143 0.106 0.246 0.240

客流效益 0.160 0.352 0.224 0.224

服务水平 0.264 0.271 0.266 0.267

网络覆盖 0.216 0.198 0.212 0.139

土地契合 0.248 0.304 0.190 0.101

交通一体化 0.166 0.166 0.166 0.133

综合 0.501 0.606 0.539 0.476

对比天津、成都、武汉、南京四个城市的轨道交通发展水平，成都最高，综合发展水平达到

0.606；其次是武汉、天津；南京的轨道交通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约为0.476。
那么与其他城市相比，成都的轨道网络系统优势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下面具体分析四个城市在六

个评价维度上的表现。从雷达图上可以明显看出，与其他城市相比，虽然成都的轨道交通线网规模、以

及空间覆盖两个维度上均不占优势，但是它的客流效益以及土地契合度却处于最优。而天津与之相比，
虽然线网规模和空间覆盖均优于成都，但是轨道的客流效益、土地契合度、服务水平却落后于成都。

图13 示范城市不同评价维度特征水平对比
注：由于手机基站数据等数据资源获取渠道不同，难免会导致评价结果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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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各评价维度体现的轨道交通特征水平高低，主要是由它下设的具体指标所决定，而具体指标

反映了轨道交通的某一特性。本研究对同一维度下的评价指标进行了具体分析对比，文中不再一一赘

述，仅对空间覆盖、土地契合两个维度的评价指标进行简要分析。
对于空间覆盖这一评价维度，对比天津、成都、武汉和南京四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站点直接吸引范围

（500m服务半径范围）的居住、就业岗位覆盖率，可以发现，天津、武汉持平，而成都、南京的站点

覆盖率明显低于其他两个城市，成都指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2016年线网规模未把成灌线 （94.2km）
统计在内，总量较少，直接拉低了轨网的空间覆盖率；南京指标偏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站点周边用地开

发滞后。

图14 示范城市空间覆盖维度的具体指标对比

对于土地契合度这一评价维度，对比天津、成都、武汉和南京四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站点直接吸引范

围 （500m服务半径范围）的人口密度、就业岗位密度，可以发现，成都市指标明显优于天津、武汉、
南京等其他城市，说明成都轨网与周边用地开发的契合度相对较高，符合车站周边应建设高强度、高聚

集地块的规划原则。

图15 示范城市土地契合维度的具体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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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结

本研究在 “DESES轨道交通发展水平指数”的研究基础上，实现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评估技术的

升级，主要创新点如下：
（1）明确提出将轨道交通与城市作为整体进行评价：在轨道交通客流效益等指标的基础上，增加了

轨道交通与城市发展的协调性等指标，体现了轨道交通支撑和引领城市发展的本质；
（2）将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引入城市轨道交通评价技术中：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各类基础数据的

开放，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增长轨道交通与城市职住分布空间关系等指标，以准确反映轨道交通的网络覆

盖和土地契合等特征；
（3）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打破了以往评价指标体系在轨道交通系统内部的局限性，体现了轨道

交通、综合交通、以及城市发展不同范畴的典型特征；
（4）构建基础数据平台：改变了 “复杂的数据整理分析”，形成了 “综合数据仓库”。满足了不同类

别数据管理要求，实现了不同类型数据的整合分析；
（5）选择四个城市进行示范应用和成果验证：选择天津、成都、武汉、南京等四个城市，对城市轨

道交通网络进行综合评估，对研究成果进行应用和验证的同时，全面反映了四座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优

势和短板，对相关城市轨道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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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配置评估

曹雅萍

【摘要】 为了协调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一体化发展，以西安市现开通的轨道交通站点为对象，基于POI数据评估轨

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的现状，借助不同轨道线路开通时间分析随时间变化下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的配置状况，并使用多层

感知器验证了聚类结果的准确性。结果发现西安轨道站点的建设速度高于土地利用演变的速度，且74%的站点用地为商

服用地，一些首末站表现出较大的用地优势度；随着站点开通时间的推移，站点周边土地利用配置趋于多样化，且对于

土地利用优势度较大的站点，其土地利用特性变化较慢。文中的结果可以为拟建或新建的轨道站点周边的土地利用配置

规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城市轨道站点；土地利用；POI数据；K-means聚类；多层感知器；评估

0 引言

在过去数十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轨道建设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标志。根据联合国的估计，全

球50%以上的城市已建有轨道交通或正在建设规划中，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轨道交通的建设，微观

上改变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现状，宏观上影响了整个城市布局及土地规划，因此轨道站点周边区

域土地规划与管理将成为重点关注问题，尤其体现在轨道站点综合性开发建设的规划设计中。据中国经

营报2015年报道，西安地铁土地储备中心旗下握有居住用地1544.67亩，商业用地255亩。以2014年

当地土地平均售价匡算，西安地铁旗下地产土地市值达46亿元，挖掘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的特

性具有现实意义。
轨道交通站点的研究主要是划分站点类别，并使用出行距离或时间确定站点的影响范围，如秦观明

对哈尔滨地铁一号线车站进行了聚类分析，并建立了基于中心区可达性的客流吸引范围模型[1]；李向楠

将成都地铁1号线车站聚为五类，选取出行距离的第80%分位值确定站点的直接吸引范围，结合广义

出行时间的可达性理论分析站点的间接吸引范围[2]；段德罡等人则从土地利用优化视角对城市轨道站点

进行分类[3]。上述的研究只停留在站点特性，没有对站点影响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特性进行分析评估。现

公共交通导向下的土地利用主要是基于遥感影像和调查数据分析典型站点或线路周边土地利用的特性和

时空变化[4，5]。如何冬华等人分析了规划中的轨道交通环线周边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6]，而刘诗奇等人

选取北京轨道交通典型站点，研究了其周边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特征[7]。这些研究侧重于土地利用的空

间结构分析，不能反映站点开通时间变化下其周边土地利用的变化。谭章智等人结合了遥感影像和POI
数据，揭示了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精细变化的时空规律[8]，虽然注重了土地利用的变化，但忽视了土地

利用与交通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体现在不同开通时间节点上；且上述研究只选择典型站点或线路，不

能全面地反映整个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周边的土地利用情况。
本文以整个西安市轨道站点为研究对象，基于现状POI数据对西安地铁车站进行聚类分析，评估

聚类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特性；利用西安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开通时间，分析站点周边土地利用随开通时间

变化的特征；最后，基于多层感知器验证了聚类结果的准确性。得到的结果一方面可以对现在土地利用

的评估指标阈值进行校核，并科学管理和控制土地的发展；另一方面对未来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规划

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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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轨道交通站点服务半径的确定

截至2019年末，西安地铁已开通1号线 （开通时间2013年9月15日）、2号线 （开通时间2011年

9月16日）、3号线 （开通时间2016年11月8日）和4号线 （开通时间2018年12月26日），是西北

地区首座拥有地铁运营线路的城市。采集了西安市2019年9月POI数据，以西安市现开通的88个轨

道站点为研究对象。
针对公共交通服务区域，Zhao

 

F等人采用经验法则将400m或800m确定为出行者选择公共交通的

可接受步行距离[9]，不同国家的学者对该距离进行了有效性验证[10]。根据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

准》，常规公交车站服务面积以500m半径计算[11]；而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中

规定公共自行车租赁点的服务半径范围是100～250m，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共享单车服务的最大步行半

径，但通常认为共享单车的服务半径小于常规公交站点的服务半径[12]。国内外关于轨道交通最大步行

半径的研究中，轨道交通服务半径范围从500m到2000m不等[10，13]。基于共享单车接驳轨道交通出行

越来越普遍，考虑共享单车和轨道交通的最大服务半径，本文选择轨道交通最大服务半径2000m为缓

冲区半径，基于缓冲区和泰森多边形确定站点的服务区域[14]。

2 基于POI数据的站点分类处理

2.1 站点周边POI数据的描述统计

利用ArcGIS软件统计落在不同服务区域内的POI个数，共计23类，描述统计如表1。统计结果

发现站点周边零售行业占比最多，且餐饮、科研教育、医疗服务、休闲娱乐、公司企业及公交站点集中

分布于站点周边。

表1 POI数据描述统计

POI名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餐饮类个数 0 529 115.32 113.845

科研教育个数 0 243 48.86 54.926

医疗服务个数 0 151 42.48 37.832

休闲娱乐个数 0 257 58.77 59.089

政府机构个数 0 107 22.74 24.772

住宅小区个数 0 137 35.56 31.030

停车场个数 0 128 15.33 19.185

商业大厦的个数 0 102 10.19 16.852

汽车站个数 0 6 0.45 1.193

汽车服务个数 0 124 24.24 27.534

零售行业个数 0 1284 232.38 243.891

金融服务的个数 0 144 34.93 34.532

加油站的个数 0 9 1.98 2.192

公园广场个数 0 9 1.33 2.137

公司企业个数 0 779 70.99 11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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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POI名称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公共厕所个数 0 31 9.15 7.082

收费站个数 0 4 0.25 0.848

高速服务区个数 0 5 0.59 1.256

风景名胜个数 0 154 7.07 17.591

电讯服务个数 0 19 4.52 4.693

宾馆酒店的个数 0 132 21.12 26.129

综合信息个数 0 223 67.70 63.206

公交站点个数 4 352 112.69 75.100

2.2POI数据降维处理

根据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23类POI值汇总为5大类，分别

为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其中零售行业、加

油站、餐饮分布、宾馆酒店、金融服务、商业大厦、电讯服务、休闲娱乐、综合信息属于商服用地；汽

车服务和公司企业属于工矿仓储用地；住宅小区属于住宅用地；政府机构、科研教育、医疗服务、风景

名胜、公共厕所和公园广场属于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停车场、汽车站、收费站、高速服务区和公

交站属于交通运输用地[15]。对5大类POI个数进行标准化处理，结果如图1。

图1 轨道站点影响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分布

从图1可以发现，一部分站点周边商服用地的占比相对较大，一部分站点交通运输用地超过50%，
其余站点各类用地分布比较均匀，但住宅用地占比在10%以下，说明轨道站点周边住宅用地不是主要

的用地类型。因此，将站点周边用地分为三大类：混合用地类、商服用地类和交通运输用地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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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站点的聚类分析

基于3.2节站点周边用地划分的三大类，利用SPSS对88个轨道站进行K-means聚类，聚类个数

为3个，其中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住宅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为变量，
分别是X1、X2、X3、X4、X5，得到下列结论，聚类结果分布如图2。

一类站点下的土地利用类型为混合用地：
F1=0.21x1+0.34x2+0.03x3+0.18x4+0.24x5 （1）

二类站点下的土地利用类型为商服用地：
F2=0.55x1+0.08x2+0.04x3+0.18x4+0.14x5 （2）

三类站点下的土地利用类型为交通运输用地：
F3=0.19x1+0.08x2+0.03x3+0.18x4+0.56x5 （3）

图2 聚类结果的空间分布

3 土地利用特性的评估分析

3.1 土地利用的主要指标

采用多样性指数、优势度指数和均匀度指数来定量评估土地利用布局状况[16]。
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 （H）：描述土地利用类型的丰富程度，反映了土地利用各类型所占的比例。

H=-∑
n

k=1
PklnPk( ) （4）

式中，n为土地利用类型的种类数量，Pk为第k类土地出现的概率。文中使用该类POI个数占整

个站点服务区内POI总个数的比例估算。对于给定的n，当各类用地的面积比例相等时 （即Pk=1/n），

H达到最大值，即Hmax=ln（n）。
土地利用优势度指数 （D）：用于测度土地利用结构中一种或几种用地的相对数量，描述不同用地

间的空间组织关系。其值越大，表示站点影响范围内用地面积差异越大，对应于一类或少数几类用地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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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

D=Hmax-H=ln（n）+∑
n

k=1
Pkln（Pk） （5）

土地利用均匀度指数 （E）：用于描述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的分配均匀程度。其值趋于1时，
表示站点影响范围内用地分布越均匀。

E= H
Hmax

=
-∑

n

k=1
PklnPk( )

ln（n）
（6）

3.2 土地利用特性评估

从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 （如图2），仅有7个站点周围土地利用属于混合用地，16个站点周围

土地利用属于交通运输用地，其余站点周边均为商服用地，占总站点个数的74%，说明站点周边对商

业类的土地分配吸引最大，混合类的土地分配最小。商服用地主要集中在中间站，形成了以钟楼、北大

街和大雁塔为中心聚集的商业区域；混合用地主要集中在首末站及其周边站点，尤其是西部后卫寨和鱼

化寨，以及运动公园等区域，这些区域工矿仓储，住宅，公园广场等用地面积所占比例均小于50%，
符合混合用地比例分布；交通运输用地则主要分布在东南部航天新城站，北部北客站和东北部的保税区

和国际港务区，这些区域交通设施需求量均比较大，整体满足现状的土地分布。
如图3，其中5代表换乘站点。从图中可以发现，一类站点中土地利用各指标比较集中，而三类站

点下的土地利用各指标较分散，尤其是东长安街、北客站、航天新城站，这些站点土地配置不合理，交

通运输用地的优势度太大，而土地利用的多样性不足。综合来看，各指标表现出明显的三个区段 （图中

红线），将各指标数值分为三段，阈值及区间范围如表2，目的是将表中数据与其他城市及现有研究各

指标值对比分析，一方面验证现有研究的准确率，一方面为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参考。

表2 土地利用指标分类值

土地利用指标 差 中 优

多样性指数 （H） 0.59-0.94 1.34-1.55 1.86-2.56

优势度指数 （D） 2.2-2.55 1.59-1.79 0.57-1.28

均匀度指数 （E） 0.19-0.3 0.43-0.5 0.59-0.82

地铁站点个数 3 8 77

此外，1号线上的站点和换乘站点土地利用多样性指数、优势度和均匀度指数比较集中，没有出现

分散点，说明随着开通时间推移，1号线周边形成了稳定的土地利用分布，且土地利用配置较合理。2
号线中北客站各指标均较低，很明显的原因是北客站是首末站和高铁换乘的枢纽站，主要表现出交通的

优势度，多样性较低，说明土地利用配置的速度跟不上轨道站点建设速度，表现出明显不平衡。尤其是

4号线，基本形成三种类别的站点，可能原因是4号线开通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土地利用配置

还不完善，表明轨道站点的建设速度高于土地利用配置的速度。对比1号线、2号线、3号线和4号线，
发现开通时间越早，站点周边土地利用各指标越集中，但2号线上的北客站周边的土地特性变化较慢，
且土地利用优势度较大，表明站点周边土地利用配置时应避免单一土地布设，优势度太大不利于交通和

土地的协调发展，且在变化过程中可能以交通拥堵和自动演变时间为代价。

3.3 分类结果精度检验

为了检验土地利用各指标对K-means聚类结果评估的精度，构建各指标与土地利用分类结果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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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评价指标

层感知器。该模型网络共3层：输入层、隐层和输出层。输入层：line，H、D、E；输出层：k-means
聚类结果，1为混合用地站点，2为商服用地站点，3为交通运输用地站点。输出层激活函数：soft-
max；隐藏层激活函数：sigmoid。通过试错法，确定隐层为5个神经元。优化算法选择梯度下降，最

初学习率为0.4。得到表3分类结果和图4网络图。

表3 分类结果

样本 已观测
已预测

1 2 3 正确百分比

训练

1 0 4 2 0.0%

2 0 44 3 93.6%

3 0 2 10 83.3%

总计百分比 0.0% 76.9% 23.1% 83.1%

测试

1 0 1 0 0.0%

2 0 17 1 94.4%

3 0 1 3 75.0%

总计百分比 0.0% 82.6% 17.4% 87.0%

从表3可以看出，除一类站点用地样本量少预测精度低外，其余用地预测精度达到83.3%以上，
因此，用POI数据评估土地利用特性具有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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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网络图

4 结论及建议

本文利用POI数据对西安市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现状进行挖掘分析与评估，使用ArcGIS处理数

据，并可视化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特征，基于K-means对现状站点的土地利用特性进行分类，将站点

划分为三大类：一类站点土地特征为混合类，各类型土地所占比例均小于50%，其中工矿仓储用地占

比最高，达到34%；二类站点用地特征为商服用地，其比例约55%；三类站点用地特征为交通运输用

地，是其他土地面积的56%。使用土地利用的主要评价指标评估用地特征并挖掘潜在的特性。最后使

用多层感知器检验预测精度，结果证明，使用POI数据评价土地利用具有可行性。
整体发现，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站点周边混合用地程度不断地增加，表现为土地利用的多样

性增大而优势度下降。对比不同线路站点的开通时间，发现西安市轨道站点的建设速度高于土地利用配

置的速度，交通和土地利用表现出不平衡状态，自动演变时间又是站点和土地利用平衡的关键条件，如

地铁1号线。但若以时间推移自动调整交通与土地间的平衡必然会以交通拥堵、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

前提条件。因此，针对文中分析结果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1）合理评估轨道站点周边用地。根据公式 （1）、（2）和 （3）合理评估各类型站点用地，对比分

析表2和其他城市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利用指标值，一方面验证其他城市现有研究中土地利用指标的准确

率，另一方面为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参考。
（2）丰富轨道站点周边用地功能。随着开通时间的推移，发现开通时间越早，站点周边用地越平

稳，开通时间晚的站点周边用地表现出不平衡性，建议用开通时间早的站点周边用地调整新建的同类站

点周边用地，通过主动调控手段节省同类站点周边用地自动演变成本；此外，换乘站周边的交通运输类

的土地利用优势度比较大，但体现出商服用地的类型，建议在换乘站周边应加强交通设施的设置与

优化。
（3）轨道站点周边增加住宅用地。站点周围住宅用地比例小于10%，整体低于其他用地比例，不

利于开展慢行交通和TOD的发展模式。建议轨道站点沿线附近安排城市居民点，有利于增加轨道交通

的使用量，缓解交通拥堵，从而实现线性形式而不是传统的以辐射为中心的城市布局[17]。
（4）将商业和娱乐设施放置在始末站。文中发现土地利用优势度较大的站点主要分布在始末站，且

其土地利用特性变化较慢。建议主动调整用地优势度大的站点，增加始末站的商业和娱乐设施。目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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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始末站周边区域的环境质量和舒适度与市中心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相结合，为始末站周边区域注入

城市核心元素，从而使该区域在非工作日也拥有客流，虽不如市区那样繁华和拥挤，但仍然生动而

实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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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强国背景下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满意度提升策略研究

张哲宁 魏家蓉

【摘要】 “人民满意”是交通强国建设的根本宗旨，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人民满意的交通。首先，
通过乘客满意度调查、乘客投诉统计和网络舆情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乘客满意角度分析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服务方面存

在的问题短板，其次，对发展形势与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外部环境与发展要求，最后，结合现状

问题短板和未来发展形势，以更好地满足日益发展的乘客出行需求为目标，提出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满意度提升策略。
【关键词】 交通强国；乘客满意度；服务提升；策略研究

0 引言

2019年底，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699.3km，运营线路23条，运营车站405座，换乘站62
座，日均客运量1086万人次。轨道交通在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功能定位、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支持城市

可持续发展中起到重要战略作用。
虽然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存在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短板，无

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例如，多条轨道交通线路高峰客流量大，高峰断面满载率高，车

内拥挤不堪，换乘站的站台、换乘通道和换乘楼梯客流密度高。迫于运力运量和既有设施的供需矛盾，
车站实施高峰限流等。

图1 2019年北京轨道交通线网图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建成人民满意、保障有力、世界前列的交通强国的总目标。为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个性化和品质化要求，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分析北京市

轨道交通乘客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更好地满足日益发展的乘客出行需求为目标，以补全问题短板为

手段，提出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满意度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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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交通强国建设的根本宗旨是 “人民满意”

1 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服务问题分析

通过乘客满意度调查、乘客投诉统计和网络舆情分析等研究手段，分析北京市轨道交通在乘客服务

方面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1.1 北京地铁服务问卷调查分析

通过网络问卷调查的手段，地铁乘客对北京地铁安全性、便捷性、时效性、舒适性进行满意度打

分，并具体描述北京地铁车站、线路存在的问题。
通过乘客满意度调查分析存在问题，乘客不满意主要集中在手机信号差、站台过度拥挤、不同线路

间换乘不便、安检排队太长四方面。

图3 问卷调查反映的北京轨道交通乘客服务存在的问题

1.1.1 手机信号差说明城市和轨道协同发展机制不健全

目前北京市轨道交通车站通过人性化设计，已经实现了手机信号的无缝覆盖，体现了 “予人方便”
的设计理念，但在线路层面，由于部分区段网络运营商基站尚未覆盖，造成部分区段手机信号差，影响

乘客体验。由于部分轨道交通线路区段与周边的土地开发进程不协调，周边的土地使用与规划的预期不

一致，导致部分线路区段周边的土地开发和一体化严重滞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设施无法满足乘客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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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影响了乘客的使用。

1.1.2 安检排队太长说明车站设备设施能力与需求不匹配

地铁安检是进入地铁人员必须履行的检查手续，是保障旅客人身安全的重要预防措施。北京市自

2008年奥运起开始实施地铁车站进站安检，但由于1号线、2号线等线路车站建成时间较早，规划建设

之初未预留安检设施布置条件导致安检供需不匹配，13号线设计之初，功能定位是为新建的回龙观地

区服务，然而，线路建成后，回天地区持续开发，开发规模超过原定规划水平，导致区域内部分轨道交

通车站交通供需不平衡，安检排队较长。

1.1.3 不同线路间换乘不便说明网络形态直达连通性不足

北京市路网结构为典型的 “环+中心”放射型网络结构，沿主要道路布设轨道交通线路的布局模式，
虽然实现了每条线路尽可能覆盖更多地区的规划意图，但是城区线路间不得不以单点换乘的形式衔接，加

剧了车站客流集散、换乘压力。联系新城与中心城的郊区线不进入城区，在外围形成换乘节点，无法满足

外围新城向心客流需求，加大了进入城区客流的换乘次数和换乘时间，降低了乘客换乘便捷性。
此外，线路间换乘不便还体现在换乘距离长、被动换乘等方面。《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标准》规

定，换乘距离不宜大于250m，换乘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而北京市地铁换乘距离超过250m车站共有

23座，占比超过40%，换乘距离最长的望京西站，换乘距离570m。北京地铁八通线是连接通州与中心

城的一条郊区线路，乘客目的地以CBD为主，但线路终点设置在距离CBD两站之外的四惠及四惠东

站，八通线终点站非该线乘客出行目的地，造成大量被动换乘，类似线路还有昌平线、房山线、亦庄线

等。以上线路早高峰被动换乘客流占高峰小时客流最大断面比例均超过70%。

1.1.4 站台过度拥挤说明车站设计能力与需求不匹配

车站客流规模超过车站设计能力导致车站站台拥挤。车站客流规模受周边用地类型、开发强度等因

素影响较大。根据车站客流类型，将北京市轨道交通大客流车站分为三类：
综合交通枢纽：如北京南站、北京西站、东直门、北京站，日均进站量/出站量均在6.5万人次以

上；办公商贸区：如国贸、大望路、西单、西二旗、西直门、朝阳门日均进站量/出站量均在5.5万～
6.5万人次左右；居住区：如宋家庄、天通苑北、天通苑等居住区周边车站日均进站量/出站量均在4
万～5万人次左右。

早高峰进出站规模主要受车站功能属性和开发强度影响较大，典型的交通枢纽区、居住区和办公区

早高峰进出站规模排序均居前列，上述车站设计能力与实际车站功能属性以及开发强度不匹配是导致站

台拥挤的重要原因。

1.2 乘客投诉统计分析

从服务角度可以将轨道交通乘客服务划分为进出站、安检、购票/充值、刷卡进出站、站台候车、
乘车、换乘与乘电梯、其他服务八个环节。将乘客投诉按以上八个环节进行统计分析，并按百分制换算

成不同环节的乘客满意度，得分最低的两个环节为安检和乘车环节，说明现状轨道交通安检和乘车服务

无法满足乘客需求。

1.2.1 “人物同检”的安全性与轨道交通的快捷性和高效性之间存在矛盾

北京市自2008年奥运实行地铁乘车安检，具体实行 “人物同检”的安检政策，即轨道交通进站乘

车人员及其携带物品均在安全检查实施之列。而北京市80%的车站在规划设计之初就没有设计可以容

纳大量乘客排队的安检区域，导致高峰期人物同检与大客流冲突很明显，部分大客流车站存在高峰期乘

客站外排队等候安检进站现象。而城市轨道交通主要是服务城市中长距离的通勤出行，通勤出行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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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乘客投诉反映的北京轨道交通乘客服务各环节满意度

是存在明显的高峰时段，且在通勤高峰期内对于出行效率具有较高的要求。“人物同检”的安全性与轨

道交通的快捷性和高效性之间存在矛盾降低了乘客出行效率。

1.2.2 部分线路高峰时段车厢拥挤说明重点廊道发展不充分

乘车环节是乘客实现位移目的的最主要环节，也是乘客投诉最多的环节。对乘客投诉的各项问题进

行统计，高峰时段车厢拥挤导致乘客乘车过程的舒适性低。高峰时段轨道交通供需不平衡导致部分区间

满载率高、乘客乘车舒适性低。高峰时段轨道交通主要服务城市通勤需求，北京市中心城的岗位密度要

远远高于郊区，除了该中心城区居住人口和岗位的自我平衡外，周边郊区的部分居住人口也需要城市各

种交通设施前往城市中心城主要功能区上班，这样就产生了相当数量的通勤交通。而北京市连接郊区居

住组团和中心城主要功能区的主要通道内，轨道交通系统制式以6B编组的地铁普线为主，高峰时段轨

道交通进城通道供给能力与通勤需求不匹配。

图5 北京市轨道交通高峰时段最拥挤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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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北京市轨道交通主要线路系统制式

线路

系统制式

编组数 定员

（节） （人）
车辆类型

1号线 6 1428 B

2号线 6 1428 B

4-大兴线 6 1408 B

5号线 6 1424 B

6号线 8 1960 B

7号线 8 1960 B

8号线 6 1460 B

9号线 6 1460 B

10号线 6 1468 B

13号线 6 1428 B

14号线 6 1860 A

15号线 6 1460 B

16号线 8 2480 A

昌平线 6 1460 B

房山线 6 1460 B

亦庄线 6 1460 B

八通线 6 1428 B

机场线 4 448 L

S1线 6 1032 B

燕房线 4 960 B

1.2.3 标识引导不连续、位置不合理说明一体化设计以及人性化设计水平仍需提升

标志标识对于轨道交通乘客的快速便捷出行具有重要作用，目前北京轨道交通标志标识还存在一些

问题，如引导标识不连续、设置位置不合理、不易被乘客察觉、无法快速引导乘客便捷出行。《北京市

轨道交通公共标志和标线技术标准》对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内外客运标志的设置位置、数量、安装

形式、版面信息及尺寸等客运标志要素的设计与设置进行了规定，但标志标识设置更多考虑的是便于现

场运营组织管理，而对于乘客进出站流线的连续性完整性以及不同的线路特点和空间环境的适应性考虑

不足。标志标识与车站建筑结构的一体化设计以及考虑乘客个人感知和心理因素的人性化设计水平仍需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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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网络舆情分析

搜集在互联网上流行的从乘客体验角度提出的北京市轨道交问题，主要集中在 “挤”、 “慢”和

“换”三方面。大客流拥挤和换乘不便捷在也是乘客投诉和问卷调查集中反映的问题，不再重复分析，
以下重点分析 “慢”的问题。

现状北京轨道交通网络层次以普速地铁 （30～40km/h）为主，缺乏快线，13号线、15号线、昌平

线和大兴线4条近郊地铁车站间距较大，行程速度能达到40～45km/h，除机场线速度达到70km/h外，
缺乏能够60km/h以上的地铁快线。轨道交通线路运行速度整体偏慢。轨道交通功能层次不健全，市郊

存在短板，国际大都市一般在通勤圈范围 （约50km半径）都拥有约2000km以上的市郊铁路，成为支

撑城市运转的重要基础，北京市郊铁路 （区域快线）网络层次明显缺失，成为短板。

图6 北京市轨道交通线路速度分布区间统计图

1.4 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服务问题短板形成原因可总结为轨道与城市发展的平衡性、网

络形态的便捷性、层次结构的合理、建设规模的充分性、设计要求的舒适性以及安检服务的时效性等方

面存在不足。

2 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外部环境与发展要求分析

在分析完北京市轨道交通现状乘客不满意的问题短板后，对北京市下阶段轨道交通发展外部环境与

发展要求进行分析。

2.1 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外部环境

2.1.1 政治环境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以及全面落

实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有效治理 “大城市病”、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促进京

津冀协同发展的，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发展目标，必须坚持公共交通主导战略，强化便捷高

效的综合交通支撑，支持更开放的国际枢纽门户建设，提高交通服务品质。建设更可持续的韧性生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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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必须加强公共交通对城市空间优化的引导作用，促进职住空间匹配。

2.1.2 社会环境

伴随着北京市城市规模的扩大，通州副中心、雄安新区的设立，北京市城市形态由单中心向多中心

发展。新城和新兴组团应运而生，将导致中心城与新城 （或组团）以及新城 （或组团）之间的出行增

多，引起了中心城和新城之间的通勤与通学的客流明显增多。随着北京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的优化

调整，长距离通勤出行需求以及新城、重点功能区组团内出行将会增加，区域间交通需求呈现个性化和

差异化特点，人民群众对交通出行品质的要求显著提高，需要依靠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融合高质量发展

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2.1.3 技术环境

随着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轨道交通运营模式由单方式相对独立运营管理逐步向多

方式综合运营管理的方向转变，形成了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的新局面。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

算、自动驾驶、人脸识别、北斗等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为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服务注入新助力。科技

创新是实现轨道交通强国的重要途径，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领域，要继续推进创新技术的应用。

2.2 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要求

2.2.1 继续大力发展轨道交通

2019年9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参加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时强调，城市轨道交通是现代大城市交通

的发展方向。发展轨道交通是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绿色城市、智能城市的有效途径。北京要

继续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构建综合、绿色、安全、智能的立体化现代化城市交通系统，始终保持国际最先进

水平，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

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2.2.2 多层级轨道交通融合发展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4年3月5日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

协作。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

子。《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年）》明确 “打造绿色高效便捷的 ‘轨道上的京津冀’”，提升区

域运输服务能力。北京市急需大力建设多层级融合发展的轨道交通网络，构建高效转换的轨道交通枢

纽，依托科技创新实现信息网与轨道网的有机融合提升，提供优质安全的轨道运输服务水平。

2.2.3 创新引领智慧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

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注重创新，
指出：“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轨道交通发展必须以创新引领智慧发展，通过大数据开放、信息共享形成用数据说话、决策、管

理、创新的治理模式，切实来提升行业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轨道交通的智慧化，是促进轨道交通与城

市发展有机结合的有力抓手，对于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技术创新引领，进一步提

升北京轨道交通行业服务管理水平，实现北京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推进智慧轨道交通产业布局，打造

面向乘客、面向服务的智慧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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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小结

当前，北京城市发展外部形势、城市本身的产业结构及城市空间布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作为

现代大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和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北京市轨道交通既要抓住机遇，也要迎接

挑战，以乘客满意为目标，多层级轨道交通融合发展为方向，以创新发展为指导理念，实现轨道交

通强国发展。

3 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满意度提升策略研究

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以更好地满足日益发展的乘客出行需求为目标，以补全

问题短板为手段，提出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满意度提升策略。

3.1 既有改造挖潜

3.1.1 枢纽节点融合改造

2019年2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推动干线铁路、城际

铁路、市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四网融合”；2019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交通强国建设

纲要》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枢纽节点作为网络融合的

重要环节，针对既有枢纽换乘距离长、枢纽数量少等问题，需要开展网络融合改造，缩短换乘距离，增

加换乘枢纽数量。

3.1.2 线路运能提升改造

目前，轨道交通既有运营网络的运力运量矛盾和车站换乘风险是当前路网最突出、最严峻的问题，
其中既有单线系统及车站能力不足的原因，也有线路车站之间能力匹配衔接方面的原因。对此，从运营

角度下期轨道交通路网规划中提出如下建议：1、客流预测时充分结合既有路网客流大数据，从网络整

体层面针对客流基本特征、发生、吸引、转移等规律情况 （OD）进行深度分析，此外要充分考虑到目

前运营采取的高强度限流措施对实际客流需求的抑制效果，尽可能提高客流预测精度，用科学数据指导

线路走向规划；2、坚持问题导向，从客流规律和数据分析出发，通过合理设置中心城加密线，真正起

到切实缓解或消除路网发展的瓶颈。

3.1.3 线路直达连通改造

针对既有区域线与中心城衔接的问题，应根据具体情况优化改造：
1、对于向心通勤量大的新城，优先穿城快线，提供 “能贯能换，高峰贯、平峰换”的运营组织条

件；2、对于向心通勤量不大的新城，优先在城市外围打造多线多点衔接换乘；3、对于向心通勤量大，
有现状贯通运营线路但客流压力仍然巨大的新城，从线网层面加密线路，增加衔接换乘。

3.1.4 网络复合通道改造

加快市区快线的建设和改造提升。北京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均存在进城压力大，核心廊道运力

不足的问题。通过新建轨道交通快线即加密是解决供需矛盾最有效的方式，但是既有6B走廊占据了重

点廊道，受条件限制，相同路由或相邻路由往往无法加密。下一阶段规划在重点考虑加密快线，提供差

异化服务的同时，研究既有轨道交通运力提升改造实现部分市区快线功能。考虑到东西向走廊交通压力

大，对于沿既有1号线廊道贯穿城市东西向的市区快线应重点研究，在城市可承受范围内，应尽早决策

启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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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安检设备设施改造

老线安检点的改造中，应充分考虑客流组织、车站建筑结构、客流特点的等因素，以提升乘客服务

质量、提高乘客安检效率为目标，逐步开展改造过程。结合客流量、安检设备性能、安检员技能水平等

情况，一方面要根据客流量的大小、安检速度，做好安检工作量及工作效率的评估，改造要按照安检点

设置标准，结合实际情况，优先对硬件设施条件较差的站点进行改造，提高安检效率和服务质量，避免

乘客长时间侯检产生抵触情绪导致拒检等安全风险的发生。
针对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客运组织实际情况，追踪国内外快速安检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参考和借鉴

智能、快速安检设备的成熟技术，研究探索适合地铁的快速安检、反恐防恐工作特点的新型技术手段，
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安检质量及地铁防恐防范工作水平。

3.2 新建少留遗憾

3.2.1 机制规范创新

地铁的客运量一般具有随城市发展逐步增长的规律，为保证地铁在建成后不至于长时期欠复合运

营，或短期内频繁扩容改造，相应的设计规范及标准应及时更新。在北京市轨道交通一期、二期建设规

划过程中，早期部分线路的设计就经历了由于设计使用的规范超前性不足，设计理念陈旧，设计原则标

准低导致部分车站土建规模无法满足需求。
学习香港先进经验，机制创新，在初步设计及施工图设计阶段引入公众参与。在国家标准规范

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地方标准和各类图集等指导性文件，使规范图集文件更加系统化，提高设

计质量。

3.2.2 规划建设预留

由于大部分建设的城市轨道交通项目都位于中心城区，线网换乘关系复杂、受沿线建筑、文物、管

线等制约因素多、拆迁推进困难，以及部分地区工程地质条件恶劣，极大地增加了近期项目的实施难

度，导致部分项目难以按预期目标开通运营。基于以上问题，先期规划建设线路区段，应考虑到中心

城、通州城市副中心规划重大调整，为线路走向预留灵活的延伸条件。同时，规划阶段应预留灵活的运

营组织条件。由于客流时间分布不均衡，尤其是典型的通勤线路，其高峰客流占比较大。应根据线路客

流特征，在规划期就考虑预留多线敷设条件，或预留灵活编组条件，提升平峰运营效率。

3.2.3 站城一体开发

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学习香港和日本公共交通指向型城市开发经验，大规模建设高速城市轨道，并

推进线路及车站周边房地产土地一体化开发，通过开发收益平衡轨道建设花费，通过开发创造经济需求

和客流需求。进一步强化站点与周边空间一体化建设，改善城市环境，提升城市品质，将轨道交通站点

作为组织城市生活的有效工具。保障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落实 “以人为本”规划

设计理念，在建设规模总量不变的前提下，合理安排商业和居住布局，轨道车站的出入口应充分和周边

地块、公共建筑、商业办公楼、地下通道等公共设施有机融合，方便乘客使用，打造以站点为中心的城

市功能区域，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的引领与带动作用；研究确定一体化开发的利益分配机制，调动各方面

各方特别是区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一体化建设。

3.2.4 网络融合设计

完善对外客运枢纽体系。提升北京机场综合交通枢纽与新机场综合交通枢纽作为国际级、国家级枢

纽的能级，依托区域城际铁路、市域铁路、轨道交通快线，完善衔接国家级枢纽的服务网络。布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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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站城一体化开发图

市主要交通主廊道上的区域级枢纽、形成都市圈枢纽体系，衔接城际—城市交通，提高各类功能中心对

都市圈全域的服务便捷性，使北京城市核心功能不因受制于交通服务能力而局限于市域范围。
市域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设计。北京市集中建设区实际上已经由中心城扩展至主城区，北京市

域内主城区—新城格局基本确立、并逐步形成多个城镇圈，必须以功能意义上多个城市紧密联系的

都市圈 （城市群）的空间组织要求构建多层次轨道交通系统，以促进多中心、网络化、组团式、集

约型的空间格局塑造。北京市规划主城区—新城—新市镇—乡村的城乡体系、城市主中心 （中央活

动区）—城市副中心—地区中心—社区中心的公共中心体系，须依靠轨道交通实现出行成本可控和

交通结构优化。

图8 多层次一体化设计图

4 结语

“人民满意”是交通强国建设的根本宗旨，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设人民满意交通。
北京轨道交通已实现网络化运营，日均客运量1086万人次。通过乘客满意度调查、乘客投诉统计和网

络舆情分析等研究方法，从乘客满意角度分析北京市轨道交通乘客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短板，形成原因

可总结为轨道与城市发展的平衡性、网络形态的便捷性、层次结构的合理、建设规模的充分性、设计要

求的舒适性以及安检服务的时效性等方面存在不足。最后，结合现状问题短板和未来发展形势，以更好

地满足日益发展的乘客出行需求为目标，提出既有改造挖潜、新建少留遗憾的北京市轨道交通、提高乘

客满意度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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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应急公交接驳疏运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郑登科 刘桂海 邹胜蛟

【摘要】 随着我国各大城市轨道交通的不断建设与运营，轨道交通发生故障的频率也随之增加。轨道交通作为大容量

的城市公共运输系统，因为各种原因一旦发生故障或停运，积压的乘客会对本已不堪重负的轨道站点带来巨大的安全隐

患，因此需要通过常规公交来进行 “安全、快速、准确”的疏运。通过对相关文献的了解与梳理，本文以重庆市为例，
结合重庆市在应急接驳疏运方面的实际经验，总结了轨道交通应急情况下采用公交进行接驳疏运的特征，列出了接驳流

程，界定了接驳对象，明确了接驳前提与原则，并建立了公交专线所需车辆数的运力模型，提供了一种简化的公交车辆

运力计算方法。经过与实际案例的对比，该方法较准确地提供了所需公交车辆数作为参考。文本也为以后其他城市的轨

道交通应急公交接驳疏运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 轨道应急；接驳；公交疏运。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各个城市轨道交通的陆续投入使用，轨道交通客运量也日益增加，轨道交通客运量在

整个公共交通系统中的占比也越来越高，随之而来，轨道交通因突发事件停运而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

大。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关注到轨道交通应急预案的必要性，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如何发挥

公共交通体系优势，利用其他大容量的常规公交来妥善解决轨道因突发事件停运的乘客疏散问题。
轨道交通由于其封闭运行、运量大等特点，一旦出现突发事件，将可能造成轨道交通中断运行，继

而造成大量乘客滞留，如2016年2月13日下午1点，重庆轨道交通3号线因列车故障，郑家院子—长

福路区间停运8个小时，造成了10万多乘客出行受阻，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虽然有关单位组

织常规公交在各个站点开展应急接驳输运工作，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也暴露了目前轨道交通应急公交

接驳疏散的一些问题：
一是响应流程未经优化。受到故障排除时间预判、请示响应流程过多、相关部门现场制定接驳方案

等因素的影响，造成响应时耗过长，进而贻误时机、增加乘客滞留的时间，带来了不利的社会影响。
二是接驳公交线路筛选费时。轨道交通开通后，往往沿线的同向公交线路将进行大面积优化，与轨

道线路走向重复的公交线路明显减少，依靠现成公交线路自动接替完成滞留乘客疏散的难度比较大，通

常需要研究并开行接驳专线完成疏运任务，费时费力。
三是轨道站点的特殊性造成接驳方案各不相同。由于各个轨道站在轨道线网中所处的位置不同，当

发生情急情况时，轨道交通运行的交路方案也会不同，每个轨道站点所处的地形、周边道路通行条件各

异，应急疏运接驳的方案需要通盘考虑，量身定制接驳输运方案，保证疏运工作的高效开展

为此，如何根据城市公共交通中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关系，进行 “安全、快速、准确”的疏运研

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情况

根据 《2019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截止到2019年底，重庆市中心城区轨道交通

线路共有8条，里程328.5km，排名全国第六 （位于上海、北京、广州、南京和武汉之后），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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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开通站点190个 （换乘站点按照线路数量计算），未开通站点5个，其中换乘站点20个，站均出入口

个数为3.21个。全线网日均客运量为285.4万乘次，较2018年同比增长50.3万乘次，增长21.4%，
持续保持较快增长趋势。

表1 重庆中心城区轨道交通开通运营情况一览表

线路 区间
最初开

通时间

线路长度

（km）

车站数 （个）

已开通 未开通
站均出入口数 （个）

一号线
小什字-尖顶坡 2011.7.28 38.9 23 1 3.25

尖顶坡-璧山 2019.12.30 5.6 1 0 3.00

二号线 较场口-鱼洞 2004.11.6 31.4 25 0 2.75

三号线
鱼洞-江北国际机场T2航站楼

碧津-举人坝
2011.9.29 67.1 45 0 2.93

六号线
茶园-北碚 2012.9.28 63.3 28 0 3.38

礼嘉-悦来 2013.5.15 12.6 5 0 3.20

五号线 园博中心-大石坝 2017.12.28 16.4 10 0 3.78

十号线 鲤鱼池-王家庄 2017.12.28 34.3 19 0 3.61

四号线 民安大道-唐家沱 2018.12.28 15.7 8 1 3.00

环线
重庆图书馆-海峡路 2018.12.28 33.7 21 3

海峡路-二郎 2019.12.30 9.5 5 0
3.0

合计 ——— ——— 328.5 190 5 3.21

据统计，截至2020年7月15日，重庆轨道交通因为设备故障或者外物侵入等运营共发生运营中断

10次，主要涉及通车时间较早的一、二、三号线，其故障发生概率已超过2019年全年 （2019年全年共

发生故障17次，2018年全年共发生26次）。可见随着轨道交通运营设备的长时间投用，发生故障的概

率也随之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同样为公共交通系统的常规公交车，就以其机动灵活，便于部署，运量

可观等优点，成为疏散人流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因此，研究并制定轨道交通应急
 

公交接驳疏运的形式

与方案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2 接驳特征

截至2019年我国包括港澳台共有40个城市开通了轨道交通，绝大部分都是经济实力大，客运需求

强的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省会城市。每个城市的轨道交通从建造形式到运营方式，从线网结构到站点

设置都各不相同。对于重庆，轨道交通的站点设置受到山地地形的影响，当发生轨道交通的故障事件

时，有着和其他城市相同或者特殊的特征。

2.1 时间特征

2.1.1 早晚高峰

重庆中心城区早晚高峰时段与其他城市类似 （早高峰7：00-9：00，晚高峰17：00-19：00），呈现

早晚高峰集中，流量集中于跨江通道，高峰离峰快等特征，轨道高峰小时的最大断面客流量为3.8万乘

次/小时，常规公交部分断面最大客流超过2万乘次/小时，受到组团式城市布局的影响，大客流的站点

在高峰时段分布较为分散，以各大换乘站和商圈核心站点为主，如轨道事故发生在早晚高峰时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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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路拥挤对接驳公交的疏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2.1.2 白天平峰

白天平峰时段 （6：00-7：00，10：00-17：00，19：00-20：30）的各个站点客流比较分散，如果轨

道交通事故发生在此时，接驳公交较能快速响应并组织疏运。

2.1.3 夜间平峰

夜间平峰 （20：30-23：00）公共交通的客流较为稀少，由于重庆常规公交收班时间较早 （一般在

20：00至20：30），大部分公交车已收班停运，如此刻发生轨道交通事故，则可根据客流集中情况调配

备用或者已停运的公交车前往进行疏运。

2.2 运营特征

2.2.1 车辆调配

由于公交车辆在高峰期基本上都运行在路面上，属于高负荷运转，如发生轨道交通故障，需要现状

公交进行接驳输运时，空闲的公交车辆较少，车辆抽调的难度较大，需要进行提前预留，哪些线路需要

预留，预留多少台车辆，都需要通过应急方案来指导，同时需要通过交通广播通知，并且调动出租车、
网约车等其他交通方式进行疏散。

2.2.2 业务培训

目前所有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分布的公交线路数量不尽相同，存在现有的公交线路无法直接覆盖所有

站点需要接驳的终点，需要新增接驳专线，新增线路的责任单位需明确，落实相关的责任人或者责任驾

驶员，对线路进行提前熟悉与安排，在发生情况时，才可以更为迅速地开展接驳疏运工作。

2.2.3 接驳指引

对于重庆的轨道交通而言，有部分轨道站点收到地形 （如轨道三号线铜元局站）与道路 （轨道二号线

天堂堡站）影响，附近并无公交站点，当此类站点发生故障中断后，需要轨道部门和公交部门在应急输运

指南的指导下密切配合。按照彼此分工，给予疏散乘客明确的指引，才能完成顺利的接驳疏散任务。
从接驳时间和特征上看，由于各个站的周边的情况，条件，客流强度各不想通，需要用理论结合实

际的方法，对已开通运营的每个站点进行 “一站一方案”全覆盖的应急预案制定，才能在发生轨道故障

时，及时顺利启动公交疏运方案，节约人为判断调度时间，把轨道站内滞留的人员进行尽快地疏导。

3 接驳流程

根据 《重庆市主城区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公交接驳应急预案》（2018版）中的有关规定，在发生轨道

交通突发事件时应按照如下的流程进行接驳疏运。
当故障发生时，应第一时间判断事件的等级，根据 《应急预案》中的有关规定，事件分为低风险与

高风险两种，并以15分钟为界限，如果判断中断运营时间小于等于15分钟，则需要在站内或者列车上

用广播等方式迅速告知乘客，避免产生恐慌情绪，并且内部处理上报轨道集团。
如判断中断运营时间超过15分钟，由开投集团统一决策，启动应急接驳疏运工作，轨道站点值班

站长需要将信息上报至开投集团安全运营部，在了解事件的严重程度后，上报市运管局和市交委，并且

联系轨道、公交集团责任人，开展应急疏运工作。
在轨道方面，需立刻启动站点客流控制，防止客流激增，并立即做好信息宣传工作，引导乘客进行

909



疏散，并且安排调整轨道交通的运营交路，做好其他运营区间的宣传工作。
在公交方面，在接到应急疏运的通知后，首先明确站点负责接驳的责任公交公司，其次预判待接驳

的客流，抽调车辆准备运力，按照应急预案明确的接驳起终点与线路展开疏运工作，加密现有的途径公

交线路班次，根据需求，开行公交接驳专线。
在接驳疏运的过程中需要及时开展动态调整工作，轨道持续进站内的客流引导与疏散，公交根据客流

变化情况进行运力的调配，开投安全运营部随时和轨道公交两家单位进行信息交互，并指导调整方案。
通过这一系列的接驳疏运工作，如客流疏运完毕，则标志着事件结束，最终形成事故分析报告，供

以后发生类似情况时参考，如还未疏运完毕，则反馈至开投集团进行决策，是否需要调整接驳疏运方

案，或者启动更大范围，更大运力的疏运工作。
相应的工作流程如图1。

图1 公交接驳疏运流程图

4 接驳要素

4.1 接驳对象

通过常规公交转运的乘客需要有明确的界定，才能作为运力配置的前提基础。根据重庆以往发生的

实际轨道交通故障情况先例，确定接驳对象主要为两个部分：因突发事件造成运营中断的列车里面的乘

客 （N1）以及已刷卡进站候车的站台上的乘客 （N2）。由于这些乘客都已通过轨道车站闸机，相关数

据可以直接 （轨道票务系统）或者间接 （模型推算）获得。在发生轨道暂停运营的情况后，陆续进站或

者站外等候的乘客由于随机性太大，故不在接驳对象的测算范围内。

4.2 接驳前提

轨道交通由于其设置和运营的特殊性，不管是某个区间或者某个站点发生突发事件后，其往往受到

影响的不止是这一个区间或者站点，而是整个一个较长区间和较多站点，所以在制定接驳方案时需要有

前提：假定轨道列车在某个区间或者站点发生突发事件之后，其余受影响的列车将就近停靠在轨道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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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乘客转运，轨道交通将结合交路方案，在其他未被影响的区间，开展 “小交路”的运营，尽量减

少因为轨道交通停运而造成的公共交通运力缺失。

4.3 接驳原则

在确定了接驳对象与前提条件下，结合常规公交的特点，便形成了如下两个原则：

4.3.1 就近原则

为减少接驳转运对象的行走距离，应选择距离事故轨道站点最近的常规公交站点作为接驳起点。考

虑乘客前往各自目的地的分布广泛性以及数量，应综合选择最近的轨道折返站、轨道换乘站、公交枢纽

站或者公交线路密集的站点作为接驳终点，以减少乘客转运过程中的步行距离与接驳时间，同时也可以

提供给乘客丰富选择来进行二次换乘。

4.3.2 同向原则

当中断的站点为多方向的换乘站时，选取的现状公交线路或者接驳专线公交线路应尽量与轨道交通

中断站点同向，来满足该方向的乘客出行需求，弥补由于轨道交通中断而缺失的运力。有的轨道交通换

乘站点，可能存在开往不同方向的去的接驳公交，需要安排不同方向的接驳公交。

5 运力测算

在经过接驳流程指导，确定接驳对象的前提下，应迅速开展应急疏运工作。在疏运过程中，常规公

交车辆的运力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如果运力配置过多，对现状公交的抽调难度增大，同时造成运力浪

费，如果运力配置过少，则疏运乘客效率不高，直接导致疏运不及时，乘客发生滞留。
针对应急情况下的常规公交运力测算，在之前相关的研究文献中已有一些研究，大部分研究以数学

模型为基础，通过建立乘客量与公交车辆数之间的关系得出运力配置的合理数值，并通过有关模型，推

算出接驳的实施路径。本文在总结以往国内外的有关计算方法基础上，结合重庆本地实际情况，建立以

下测算数学模型，可方便快捷的推算出发生应急疏运时，所需常规公交运力。
由前文接驳对象可知，接驳客流Q由两个部分组成：因突发事件造成运营中断的列车里面的乘客

（N1）以及已刷卡进站候车的站台上的乘客 （N2），即：

Q=N1+N2
突发事件列车上的客流N1可以通过单列列车上的平均载客数P1 以及此刻受影响范围内的车辆数

T计算得到，即：
N1=P1·T

单列平均载客数P1可由小时断面客流Q1以及发车间隔t1 （min）得到，即：

P1=
Q1·t1
60

列车数T可由站间距运行时间t2以及发车间隔t1得到，即：

T=
t2
t1

综上可得，突发事件列车上的客流N1与发车间隔t1无关，仅跟小时断面客流Q1 以及站间距运行

时间t2有关，即：

N1=
Q1·t2
60

通过对重庆市主城区平峰与高峰小时中已刷卡进站乘客的统计，平峰时间和高峰时间，已刷卡进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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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分别大致为列车上客流的10%和20%，故：
Q=1.1N1或者1.2N1

根据不同站点各自途径公交线路的不同，部分轨道站点周边分布了可供利用的现状公交运力Y2，
故待接驳疏运的客流Y1如下：

Y1=Q-Y2
现有公交的运力Y2可通过途径公交的总运力Y，可用运力系数y （不同路段不同时段的公交满载

率是不同的，运力系数是浮动的，可根据每天各时段不同的满载率情况进行浮动调整，根据重庆的实际

情况常规公交的可用运力系数高峰取10%，平峰取20%），客流自我分流系数F，按照重庆一般情况取

30%，即有30%的人选择其他交通方式继续行程：
Y2=Y·y·（1-F）

如按照一标台公交车满载乘客80人，并满载运输计算，所需要配置的接驳公交车辆数X 为：

X=
Y1
80

为提高服务质量，每标台的公交车辆可不需要达80的完全满载程度，可适当根据情况进行调整。
通过以上公式，即可算出在不同时段发生轨道故障时，疏散积压乘客需要抽调的接驳专线的公交车辆数

X。现状站点周边公交线路较多，富余运力较为充足是，现状公交运力Y2 大于待接驳的客流Q，则无

需抽调接驳专线进行疏运，只需对客流进行引导，通过现有线路进行疏运即可。当需要疏散的时间超过

1个小时，则可直接用断面小时客流Q1作为N1，进行一个小时所需的公交运力进行计算。

6 案例

2018年10月12日，重庆轨道6号线因蔡家大桥北桥头隧洞上方山体滑坡，影响运营安全，经勘

查论证后，为保证乘客的出行安全，暂停礼嘉—蔡家区间段的运营 （含曹家湾、金山寺两个车站），中

断运营的区间，由常规公交负责接驳和转运。

6.1 轨道应急疏运方案

根据轨道6号线可开行的交路情况，为尽量减少线路中断对乘客的影响，线路南段利用国博线联络

线，开行茶园直通悦来列车，线路北段维持蔡家至北碚交路运行，并在6号线各站点通过广播和张贴告

示的形式对乘客进行宣传，在由公交进行应急接驳的蔡家和高义口站，由站内工作人员专人负责对乘客

进行换乘指引，通过公交接驳，连续搭成轨道继续行程的乘客进出站可不用刷卡，轨道进行连续计费，
从费用上也减少了乘客的负担。

6.2 公交应急疏运方案

常规公交在接到应急疏运的指令之后，迅速确定由北部公交公司和两江公交公司共同承担本次接驳

疏运工作，抽调运力，开通轨道高义口站至轨道蔡家站的往返接驳车，全程约8km，一站直达，乘坐

免费。为配合轨道开收班时间，接驳公交的开收班时间也进行了统一，做到 “轨道不收班，公交不停

运”。

6.3 公交运力配置

6.3.1 需要接驳的客流Q

由于本次轨道中断事故持续时间比较长，常规公交接驳转运工作将持续数日，对于全天各个时段的

运力配置预测更为重要，故直接用各时段的小时断面客流Q1作为计算的基础。根据轨道6号线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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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重庆轨道交通6号线礼嘉至蔡家中断应急疏运接驳示意图

年9月度统计报表中当时的各时段的高峰小时断面客流，以及已刷卡进站乘客的预估比例，可得到中断

区间两个方向，早晚高峰，白天平峰及夜间所需要的接驳转运客流Q。

表2 中断区间不同时段需要接驳的客流统计

运行方向 礼嘉→金山寺方向 蔡家→曹家湾方向

客流数据
小时断面

客流Q1

已刷卡进

站乘客N2

需要接驳

的客流Q

小时断面

客流Q1

已刷卡进

站乘客N2

需要接驳

的客流Q

早高峰 3485 697 4182 4151 830 4981

白天平峰 1835 184 2019 1426 143 1569

晚高峰 3911 782 4693 2091 418 2509

夜间 1097 110 1207 442 44 486

小时断面客流Q1通过2018年9月的月度轨道客流报表得到，已刷卡进站客流按照小时断面客流Q1
的10% （平峰期）和20% （高峰期）进行预测，则可计算出每个时段一个小时内需要接驳的客流Q。

6.3.2 现有公交运力Y2

需要接驳的轨道高义口站和轨道蔡家站周边均分布有现状公交站点和公交线路，根据现状公交线路

不同时段的发班频率，可计算出现有公交运力可分担的一部分客流。
高峰期的可用运量比例以及自分流系数可根据公交线路的实际运行情况以及站点周边其他交通方式

的多样性进行确定，并不一定是固定数值。
本站点位于重庆主城区的城市新区，以一标台80人的运量进行计算，高峰期可用运量为10%，平

峰期为20%，考虑到一部分乘客可能会分流至其他交通方式，自分流系数为30%，根据前述公式，可

计算每个站点现有公交运力可分担的一部分客流Y2。

表3 轨道高义口站公交线路运力统计

公交线路
555（空港枢纽站-

碚都佳园）
572（博览中心北-

同兴工业园）
965（轨道园博园站-

万寿福居）

小时运力

（标台）

高峰 平峰 高峰 平峰 高峰 平峰

12 3 2 1 6 2

现有公交运力Y2（人次） 67 34 11 11 3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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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高峰合计 （人次） 112

平峰合计 （人次） 67

表4 轨道蔡家站公交线路运力统计

公交线路
571（空港枢纽站-

碚都佳园）
576（博览中心北-

同兴工业园）
577（轨道园博园站-

万寿福居）

小时运力

（标台）

高峰 平峰 高峰 平峰 高峰 平峰

7 2 4 2 5 3

现有公交运力Y2（人次） 39 22 22 22 28 34

高峰合计 （人次） 90

平峰合计 （人次） 78

6.3.3 需要接驳疏运的客流Y1与所需车辆数X

各时段需要接驳疏运的客流Y1，应该等于接驳客流Q除去现状公交的运力Y2，由于重庆常规公

交收班时间较早，故不考虑夜间现状公交的疏运。
通过统计计算，如果按照满载标准车80人计算，礼嘉至金山寺方向在高义口站换乘的最大车辆数

为晚高峰的57台，蔡家往曹家湾方向在蔡家站换乘的最大车辆数为早高峰的61台。在实际运送过程

中，考虑到接驳乘客因故障换乘产生的情绪，接驳车辆的满载率不宜过高，按满载6成满载48人进行

计算，所需车辆数在早晚高峰时段分别达到95和102台。
实际上2018年10月12日-10月17日停运的五天半时间内，负责疏运任务的北部公交抽调应急运

力60台，两江公交抽调运力40台，共计100台，与方案测算的情况基本一致。由于协调安排妥当，无

论是高峰还是平峰时段，均未出现大规模乘客聚集情况，疏运准确、及时，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乘客的

影响，获得了乘客的支持与肯定。

表5 不同时段所需车辆数X

运行方向 礼嘉→金山寺方向 蔡家→曹家湾方向

运行时段

需要接驳的疏

运 客 流 Y1
（人次）

按满 载80人

计算所需车辆

数X （辆）

按6成48人计

算所需车辆数

X （辆）

需要接驳的疏

运 客 流 Y1
（人次）

按满 载80人

计算所需车辆

数X （辆）

按6成48人计算

所 需 车 辆 数 X
（辆）

早高峰 4070 51 85 4891 61 102

白天平峰 1951 24 41 1491 19 31

晚高峰 4581 57 95 2419 30 50

夜间 1207 15 25 486 6 10

7 结语

轨道交通在运营过程中发生故障后，如短时间无法恢复，其庞大的客流将对整个公共交通系统带来

巨大的疏运压力，如何通过灵活的常规公交车辆，在第一时间内，及时将积压乘客进行疏运就显得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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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本文以重庆市为例，结合2018年底实施的 《重庆市主城区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公交接驳应急预案》
中的接驳流程，分析使用常规公交进行接驳的时间特征与运营特征，提出接驳的对象、前提以及原则。
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简化版的公交运力配置算法，通过实际案例的验证，基本相符，可对未来发

生类似事件的公交接驳疏运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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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中心城区的就医公交专线———以长沙市为例

刘诗雨 孙雨敬 姜泽钿

【摘要】 社会的发展促使人们的健康理念日益进步，医疗设施在大众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日渐提高，人流量也与日俱增。

因此其周边的交通环境日益复杂，人、车混行严重影响了交通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医疗设施的可持续发展。为

此，本文就改善医疗设施周围的城市交通展开研究。基于对有关医疗交通现状的问题总结和原因分析，提出构建 “中心

城区的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的设想，并建立 “1+N”的就医公交专线模型。此外，本文选取长沙市作实验案例，对

其市中心内以湘雅医院为核心的医疗设施聚集区模拟建立就医公交专线，从而为改善医疗交通问题提供一定的规划

建议。

【关键词】 医疗交通；就医公交专线；定制公交；长沙市；中心城区

0 引言

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日渐突出。大众群体的健康理念不断进步，对医疗保

健的要求也与日俱增。据调查，2019年我国卫生总支出达到65195.9亿，占总GDP的6.6%。由此可

见，医疗服务早已成为国民日常生活的一个关键部分。
大城市的中心城区通常功能混合，包含商业、居住和办公等多种功能，因此交通压力非常大。而我

国大型医院的布局普遍具有 “中心化”特征，每日大量的 “就医”人群更是加重了市中心的交通负担，
导致拥堵严重、事故频发和停车位短缺等情况的发生，极大地制约了医疗设施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众就医

的便捷性。如何在有限的交通空间和大量的医疗出行需求之间谋求一种平衡机制，成为当代城市交通规

划的重要话题。

1 研究背景

1.1 现有医疗交通问题

1.1.1 私家车数量多，就医交通负荷大

近年来，私家车成为人们首选的交通出行工具。以湖南省为例，截至2019年底，民用车辆

1427.61万辆，比上年末增多89.64万辆，同比增长6.7%；而大型医院普遍聚集于城市中心范围内，
其主要原因在于城市交通规划的先天不足，集中的用地布局导致医院附近的道路网交通负荷较高。据调

查，湖南省三甲医院平均拥堵延时指数①高达2.019，位列全国第一。

1.1.2 停车供需矛盾严重

一般医院在早期建设时并没有规划过多的停车空间，当初预留的停车位显然已无法跟上时代的发

展。停车供需的矛盾严重，并且缺少合理的交通指示标志和停车服务引导，随之造成车辆乱停乱放等违

章现象，给医院的医护人员和就医人员都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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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出入口设置不合理

医院在建设之初尚未考虑到周边的用地布局，随着城市发展，临近片区不断开发建设，对医院

原本道路通行造成了影响，导致如今衔接医院内部、外部的交通和其周围整体的城市交通之间经常

出现矛盾。医院的出入口的设置大多靠近城市主次干道，尤其是高峰时期出入的车辆对城市交通环

境影响较为明显。此外，出入口没有分类导致各类车辆进出集中，交通秩序混乱，甚至耽误病人的

及时抢救。

1.1.4 异地就医的交通接驳方式有待优化

著名医院除了服务于当地患者，常常还要接诊大量异地求医人群。以华西医院为例，据统计，2018
年其就诊患者中70%为非成都人口，其中50%来自四川省外。外来人口的涌入无形之中也给城市的交

通系统增加了负担，因此医院与机场、车站等交通站点之间的接驳方式非常重要。

1.2 医疗交通环境复杂的原因分析

1.2.1 优势医疗资源布局集中

我国80%的医疗资源聚集在大城市，其中30%集中在大医院，而城市中大型医院的布局多具 “中
心化”特征，因此优势医疗资源较集中，其用地局促和交错布局不利于医院内外的交通管制。国家统计

信息中心显示2019年1～10月期间，三级医院诊治人员增长率为7.4%，而基层医院仅为0.4%，并且

三级医院的病床使用率高达97.6%，基层医院却不到50%。由此可见人们普遍对大医院更为信赖，传

统就医模式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引发就医交通问题，也浪费了基层的医疗资源。

1.2.2 现代健康理念的提高

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促使人们开始越来越注重健康理念，而我国正处于人口老龄化阶段，医疗服

务服需求持续增长。据调查，2019年1～10月内，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数量达到70.2亿人次，同

比增长2.8%②。

1.2.3 陪同看病的普遍现象

“一人看病，全家陪同”是我国常见现象之一。亲属重视和关心患者身体状况，有时医院也会要求

亲属参与病情相关的表决以及治疗后的照看护理。因此，大量的 “陪同亲属”也加剧了医院的拥挤程

度，进一步影响到医院内外的交通疏散。

2 定制中心城区的就医公交专线

进一步优化医疗交通对提升整个城市建成环境的质量至关重要。随着城市化不断发展，大力发展公

共交通成为缓解交通拥堵的重要措施，其具有准时、便捷、快速和经济适用的优点。因此，将医疗出行

需求与公共交通系统相配合，会极大改善大医院周边的交通状况。

2.1 定制公交的概念

近年来，城区公共交通已基本具备一定规模，总体水平明显提高。大城市居民出行需求多样化，而城

市主要公共交通的覆盖范围有限且服务形式单一，由此为公交运营模式的创新提供了机遇———定制公交。
定制公交最初是服务于城市外围居民，往返于居住地和城市CBD来提供通勤服务，在20世纪70

年代的欧美较普遍。其优势在于有效节约道路资源，降低环境污染。而今5G与大数据逐渐走入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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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为智慧交通定制提供了更多方向与途径。

2.2 定制中心城区的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

提高医疗交通的出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安抚患者的不适。为减少医院排队和拥挤等情况，北京卫

健委书记提出 “将就诊预约时间精准到30分钟以内”，以此分流医院的人群。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提出

在中心城区 “定制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的设想———根据中心城区的医疗出行需求特点，结合附近居

住区、地铁站、医院等设施的布局，在原有公交专用道基础上规划合适的就医公交专线，并通过相关管

理措施来实现 “一道多用”目标。

2.2.1 “1+N”模式的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

2.2.1.1 条主线

中心城区的医院分布较多，其中以三甲医院为主的大型医院就诊人群最多。因此，“30分钟就医公

交专线”的 “主线”主要用于连接中心城区的各类大型医院和居民点。这条 “主线”的特点是人流量

大、线路长，因此服务范围较广，可以满足较大区域内的医疗出行需求。为保证 “30分钟就医”，该主

线长度需合理控制于15～20km范围内。
2.2.1.2N条副线

除了 “主线”串联的大型医院外，中心城区中仍然存在大量低等级医院。这类医院交通吸引力相对

较小，但就医人群数量多且分布广。因此，“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的N条 “副线”主要用于连接中心

城区的其他低等级医院和居民点，其特点是人流量小、线路短，由于服务范围有限，因此长度控制在

8Km左右，尽量保证在15分钟内就近问诊。
1条主线和N条副线相互配合，构成中心城区的 “1+N”就医公交路线模式，并且主线和副线存

在少数线路重叠 （图1），“重叠”部分主要是大型医院，使其服务范围更广，且便于不同医院之间的联

系，满足患者转院、医疗合作以及医疗资源互调等需求。

图1 “1+N”就医公交模式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2.2.2 “骨干+接驳”的就医公交专线

目前，以高铁、城际铁路等为 “骨干”的远距离交通网络已成为各城市客运的主要承载系统[1]。而

外地患者群体通常有更明确的就医需求，线路单一、换乘不便的地铁系统不便于患者就医。而城市公交

接驳服务具有便捷、直达的特点，能够配合高铁等城际交通工具满足外地人员的 “一站式”就医需求。
因此设置就医公交专线，在异地就医需求多的城市构建 “骨干+接驳”的远距离 “一站式”医疗交通，
从而为外来患者提供便捷、可靠的直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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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就医公交专线的配套服务和管理

2.2.3.1 就医公交专线线路管理

根据就医人群的出行时间特征，分时段对小汽车开放就医公交专用道，合理安排发车时间，实现就

医专线错峰通行。同时应用实时信息传递系统把控公交运行情况，有助于就医公交使用人群在手机

App上进行预先查阅。
2.2.3.2 就医公交专线配套设施建设

就医公交专线沿途及站台配备座椅、摄像机、急救用品与急救电话，便于及时通报事故并发出求救

呼叫，另外选用患者友好的新型公交车，保证医疗设备顺利运送，为视力障碍者提供语音式报站牌和盲

文路线图等。在专用道上采取中心隔离措施，保证公交运行效率与行人安全[9]。
2.2.3.3 疫情期间就医公交的运行

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的交通问题，可将公交乘车码与电子健康码结合，有利于精确掌控每

一位乘客的出行信息。若出现传染病患者，能迅速确定患者出行轨迹，制定应急措施。此外，就医公交

在疫情期间还能服务于医护人员的上下班需求。

3 以长沙市为例定制就医公交专线

3.1 长沙市医疗资源及交通概况

据长沙市2019年鉴统计，长沙市共有医院336家，其中以湘雅医院为代表的三级医院27所 （含三

甲15家），每千人病床数9.47张，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9.86人，其中每千人床位数在全国17个GDP
过万亿的大城市中居首位。本地和外地庞大的就医人群导致市中心医疗设施的交通吸引量过大，周边的

交通拥堵问题十分严重。

图2 长沙市三级医院位置分布及周边交通示意图

（图片来源：根据长沙市地铁规划线路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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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级医院的空间分布 （图2）来看，长沙市中心的高等级医院大多位于在 “五一路—黄兴路—解

放西路—湘江路—韶山路”一带。此路段为长沙市经济、交通发达的中心商业区，人流量较多，交通压

力大。
据统计，2019年长沙市内城区人口数达282.66万人。市中心高等级医院周边人口非常密集。而且此

路段在之后地铁建设中将面临频繁的修建性调整、步行型人流量过大等问题，未来交通压力会持续增长。

表1 长沙市中心城区较大医院接诊概况

名称 日均门诊量/人 床位数/张 占地面积/平方米 员工数/人

湘雅医院 5500 3500 16800 4640
湘雅二医院 6000 3500 17400 4916

长沙市第一医院 1200 1683 15300 1818
湖南省人民医院 1300 4000 19000 4800

省妇幼医院 2700 1050 13200 1313

  （表格来源：根据五所医院的官网数据整理绘制）

表2 长沙市中心城区较大医院交通情况

名称 交通评价 院内停车位/个 周边停车位/个 车流量/（pcu/d）

湘雅医院 73 1200 414 5000-6000
湘雅二医院 74 810 1106 6000

长沙市第一医院 82.5 190 1010 2000
湖南省人民医院 84 310 848 2000

省妇幼医院 83 200 1120 800

  注：交通评价根据权重计算：A：周边大型居民点距离 （0.4）；
 

B：周边；现有医院距离 （0.3）；C：周边公交站距

离 （0.15）；D：周边地铁站距离 （0.15）
表格来源：根据五所医院的官网数据整理绘制

如表1所示，区域内的五所大型三甲医院中湘雅医院与湘雅二院日均门诊量较大，但交通评价较低

（表2）。同时，以500m为步行半径统计医院周边停车场车位基础数量，结合医院员工数与床位数，可发

现长沙市第一医院医院与湖南省妇幼医院周边车位数大于停车需求预测，存在停车资源过剩现象。

图3.2 长沙市中心医疗资源周边环境示意图

（图片来源：根据高德地图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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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分析了长沙市中心相关设施的分布情况，可见区域内医疗资源呈南北纵向分布，而商业资源呈东

西横向分布，导致五一大道与芙蓉中路附近医院患者就医出行需从三级公路汇入省道，就医交通易受早晚

高峰车流影响。且根据路网显示，居住区连接主路多为T型路口，容易造成衔接段交通拥堵 （图4）。

图4 长沙市中心城区周边交通态势图 （2020.7.27周一8：00）
（图片来源：根据高德地图爬取交通态势）

3.2 长沙市居民就医交通选择的调查

本文对长沙市中心的市民做了问卷调查，共收到220份有效问卷。着重分析出行方式及其选择原因

等。其中对于五种出行方式的十三项影响因素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③进行评定。经分析发现居民对于就

医出行方式的选择仍然以私家车和公交车为主 （图5和图6）。

图5 长沙市中心选择不同就医交通方式的居民比例 （一）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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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长沙市中心城区居民选择就医方式的影响因素统计分析结果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注：满意度均值按Likert五级量表进行统计，均值越高说明此因素对满意度影响

越大，标准差反映居民对此类印象因素的共性认知情况，数值越大共性越大

为改善长沙市就医交通问题，加强就医公共交通建设，选取除私家车外居民出行选择频率较高的公

交系统进行优化，在市中心构建就医公交专线，着重改善满意度影响均值较大的因素，如加强配套医疗

设施建设以改善不适合病人乘坐的状况。
据长沙市2019医疗行业大数据分析报告，就医人群主要分为四部分，各自出行特征较为明显

（图7）。如就医和陪同人群通常在同一时段出行，主要分布于早高峰和中午时段。根据不同人群前往医

院的时间分布特点，可对就医公交的运行进行分时段管理。

图7 前往医院的不同交通流的时间分布特征

（图表来源：基于长沙市2019年医疗行业大数据分析报告绘制）

3.3 就医公交的具体线路规划

以 “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为前提，在长沙市中心城区进行就医公交专线的规划。在综合考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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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数量、医院等级、交通通达性等要素后，拟定出就医专线 （图8），大致在 “湘雅路—芙蓉中路—
人民中路—湘江中路”范围内，总面积约为6.87km2，包含三级医院6所，大型居民区 （＞800户）13
处，辐射范围覆盖人口28万人。并且该条线路包含部分1、2、6号地铁线，接驳高铁站与黄花机场，
在未来可以形成覆盖全市的 “就医公共交通”体系。

基于 “1+N”就医公交路线模式设想，长沙市的就医公交专线规划中建设了1条 “主线”，即串联

湘雅一院、湘雅二院等5所大型医院的1号专线，全长约10.2km，可以满足30分钟的时间控制要求。

图8 长沙市中心城区就医公交线路图 （图片来源：根据百度地图绘制）

图9 长沙市就医公交专线途径站点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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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的中心城区内除了几所重点大型医院之外，仍有不少低等级医院，对周边居民的医疗需求也

有重要意义。因此分别以湘雅一院与湘雅二院作为与 “主线”的重要 “重叠”点，规划出2条 “副线”。
湘雅一院所在的副线总长约4.0km，主要连接湘雅一院、长沙市第一医院、湖南省妇幼保健院3所大

型医院，并且辐射华盛新外滩、潮宗御苑等4处大型社区；湘雅二院所在的副线总长约6.6km，主要

连接湘雅二院、湖南省人民医院2所大型医院，辐射华远云玺、华远华中心等6处大型社区。综合主线

和副线的复合线路规划，在长沙市中心城区构造出 “1+2”的
 

“30分钟就医公交专线”。

表3 就医公交主副线路详细信息

线路 服务对象 车型 票价 线路长度 运送速度 时耗

一号主线

二号副线

三号副线

就医人群

32座公共汽车 2元 10.2km 26km/h 30分钟

27座公共汽车 1元 4.0km 25km/h 15分钟

27座公共汽车 1元 6.6km 25km/h 21分钟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3.4 就医公交的运行模式

3.4.1 接驳医疗设施与重要站点，实现 “点对点”运营

就医公交专线主要连接医疗设施、居住区和地铁站等站点，因此停靠点有限，从而减少人们的路程

时间，并且就医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接驳也方便了远距离 “就医”的换乘，达成 “点对点”的运行目的

（图10）。此外，就医公交站点的设置需要结合周边设施的位置特点来确定，照顾到更多人群，步行至

站点的距离最好控制在300米范围左右[2]。

图10 就医公交使用流程示意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4.2 控制运营时间，节约道路资源

为节省城市早晚高峰时段宝贵的道路资源，就医公交的运营时间要严格控制 （表4和图11）。主线

运营时间大约在07：00-19：00范围内；副线数量较多，涉及区域小且复杂，因此不必要过长的运营时

间，大约在08：00-18：00范围内。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的发车间隙约为6分钟，周末的发车间隙约为

9分钟。相比于常规公交，就医公交运营时间较短[3]。

表4 就医公交的运营时间

线路 运营时间
工作日早晚高

峰发车间隙

工作日非早高

峰段发车间隙

周末早高峰

发车间隙

周末非早高

峰发车间隙

一号主线 07：00-19：00
二号副线 08：00-18：00
三号副线 08：00-18：00

6分钟 15分钟 9分钟 15分钟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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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就医公交线路、车站及运营时刻图 （图片来源：根据百度地图绘制）

3.4.3 严格控制专线线路使用权，非特殊情况不得占用

城市中的公交专用道普遍存在被其他车辆占用的情况，降低了公共交通的行驶效率。而本文设立的

就医专线主要是要为有医疗需求的患者服务，是一种生命通道，因此就医公交的行驶线路必须受到严格

管控，无特殊情况不得随意占用。

3.5 就医公交的交通评价

定制的就医公交主要在长沙市高等级医院聚集的中心城区内环绕运行，主要服务于前往医院的人

群。而一般的公共汽车通常是为广大市民服务，因此它的运营范围常常贯穿城市的不同区域。相比之

下，就医公交运行目的性更强，主要体现在服务人群、运营范围、车辆配置等部分。

表3.5 一般公交与就医公交特点比较

交通方式 服务人群 运营范围 车辆配置 路程相关

一般公共汽车 广大市民 城市不同区域
按标准设计制造的普

通公共汽车

路程距离长且多站停靠，时

间不定

医疗 专 线 定 制

巴士

以前往医院的人群

为主

中心城区 （长沙高等

级医院聚集区）

基于原有公共汽车的

基 础 上，增 加 部 分

“医疗”专用配置

停靠站以医疗设施和居民点

为主，路程距离大约在15-
20km，时间不超过30min

  （表格来源：作者自绘）

本文采用德尔菲法，分别从便捷性、舒适性、安全性、经济性和环保性5个方面来评价 “就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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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交通方式 （图12）。

图12 不同就医交通方式的特性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参考文献[3] ）
注：图中数值是经过调查和访谈若干专家，经过多轮打分后计算取得的平均值，0～5表示了测评的相关指标从最差到最优。

通过图表分析，就医公交较为便捷。因为就医公交主要在中心城区环绕运行，途径站点以医疗设施

和居民点为主，并且路程控制在30分钟内。对比其他交通方式，其有助于在短时间内抵达目的地。此

外，由于就医公交主要服务于 “就医”人员，因此车辆上的人比一般公共汽车少，所以舒适性更高。由

于就医公交配置相关医疗设施，其在安全方面更具优势。
公共交通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它仅使用一个交通工具，就能满足若干人的行程需求，从而达到 “共享

行程和交通工具”的目的。在经济方面，大多公共汽车单程最高仅收费2元，并且经常需要去医院的老

人可使用 “长沙市爱心卡”免费乘坐就医公交。对比其他机动车交通方式，公共汽车的费用最低。此

外，“共享行程”在减少能耗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减少了CO2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具有环境效益，符合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4 结语

随着现代人们健康理念的不断进步，医疗设施在城市公共设施中的地位与日俱增，而医疗交通环境

的优劣将直接对医疗设施的发展产生影响，但要从根本上对医疗交通进行优化依旧任重道远。本文针对

城市中心区域内医疗资源集中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交通问题，提出了 “1+N”的 “30分钟就医公交专

线”模型，并以长沙市为例进行具体实践构想，提供了一种便捷、安全且经济的定制交通思路，对改善

市区的交通环境有着重要作用。公交主线和副线的分工运营有助于在符合相关时间和路程要求的基础上

实现 “就医专线”的全城区覆盖，进一步可接驳轨道交通，形成长沙市内更大范围的就医交通体系。各

城市可根据地区不同的医疗资源分布情况，结合具体的道路交通环境而制定出适合当地发展的 “就医公

交”专线计划，以便捷、经济、安全和环保为目标进一步优化城市的医疗交通。

注 释

①
 

“拥堵延时指数”是城市拥堵程度的评价指标，即城市居民平均一次出行实际旅行时间与自由流状态下旅行时间

的比值。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
③

 

李克特量表 （Likert
 

scale）是属评分加总式量表最常用的一种。该量表由一组陈述组成，有 “非常同意”、“同
意”、“不一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种回答，分别记为5、4、3、2、1，每个被调查者的态度总分就是他对各

道题的回答所得分数的加总，这一总分可说明他的态度强弱或他在这一量表上的不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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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复苏背景下辅助公交发展策略研究———以佛山为例

彭 丹 庄义彬 李 旺

【摘要】 受新冠疫情影响，各大城市经济出现衰退，为扭转经济，各大城市相继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特别是对受疫

情冲击较大的餐饮和旅游行业补贴优惠政策较大。为发挥交通对经济复苏的支撑引领作用，在总结国内外辅助公交发展

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本文以佛山为例，深入分析佛山辅助公交发展的现状问题和新形势，并通过公交大数据和手机信令

识别客流需求，提出了经济复苏背景下辅助公交三大发展策略，即完善轨道接驳、开行夜间巴士、发展旅游专线，并基

于三大策略制定支撑佛山经济复苏的辅助公交发展措施，最后，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为市民消费创造便利的公共交

通出行条件，推动经济发展。
【关键词】 疫情；消费；辅助公交；大数据；手机信令

0 引言

受新冠疫情影响，我国第一季度经济同比下降6.8%，其中由于消费支出下滑导致GDP下降幅度

达4.3%。为刺激消费振兴经济，自3月疫情得到控制开始，各地政府相继开始发放消费券，到4月18
日，共有36个城市加入了这项行动，消费券总额高达

 

57.4亿，覆盖行业主要包括餐饮服务业和购物旅

游业等[1]。对消费券使用情况进行分析，30岁以下的中青年是用券主力军，约占30% （佛山消费券用

户年龄在30岁以下占37.8%）。根据中国乘用车 “用户年龄”分析结果，高房价、低结婚率、低生育

率等推动着中国车市的高龄化，30岁以下群体购车比重逐年下滑[2]。对于这部分群体而言，外出消费

旅游主要依靠公共交通，因此在各地政府运用各种手段刺激消费的同时，公共交通必须根据需求变化提

供差异化的运输服务，充分发挥支撑引领作用，这便对辅助公交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1 辅助公交概述

辅助公交顾名思义是常规公交的一种补充，不同于常规公交它的运营模式更加多元化，其站点设

置、线路规划以及运行时刻表都更加的灵活多变，可根据客流需求适时调整或者进行个性化定制，而相

比于小汽车出行，辅助公交更加经济环保。
纵观国内外辅助公交研究成果，辅助公交大致可以分为辅助公交专线、定制公交、灵活公交、专项

公交、需求响应公交、面向残疾人等特殊群体的公益公交以及面向特定客流群体的其他辅助公交七种模

式[3]。各种模式对于时效性、舒适度、便捷性等要求不尽相同，各城市可根据空间结构和客流特征、客

户需求等，因地制宜制的发展不同模式的辅助公交。

2 先进城市经验借鉴

纵观国内外辅助公交发展情况，美国辅助公交发展已经形成体系，关注各层次市民不同的出行需

求，运营模式多样，覆盖群体甚广。香港公共交通注重一体化发展，辅助公交对地铁、巴士等公共交通

的接驳换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常规公交竞争力不足，很多城市开始探

索规划辅助公交，大多数借助互联网采集需求进行定制公交，其中以通勤线、枢纽快线以及通学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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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目前发展模式还比较单一。

表1 国内外辅助公交发展情况

辅助公交类型 运营情况 特点

美国[4]

服务于非固定乘客群体的商业化辅助

公交；服务于大型企业或学校的专属

辅助公交；服务于员工的合乘类辅助

公交；服务于特殊人群的专属辅助

公交。

2010年在奥佐基县 （Ozaukee
 

Coun-
try），公共交通方式主要以巴士快线

和合乘出租为主，合乘出租车的年载

客量为74588人次，占公共出行总量

的39.6%。

服 务 类 型 多，覆 盖 群

体广

香港

旅游线、校车线、接驳、酒店接送

线、社区巴士、通勤线、其他 （合约

式出租服务）

占全方式公共交通比重18.2% （传
统巴士34.3%）。

非专营巴士及公共小型

巴士两种类型

北京
商务班车、快速直达专线、节假日专

线、就医专线和休闲旅游专线等

五年共开通378条线路，总客运量超

1700万 人 次，日 均 客 运 量3.7万

人次。

以商务班车和快速直达

专线为主

深圳 通勤班车、景区专线、片区微循环线

深圳定制公交线路占城市总公交线路

约62%。平均上座率达60%，在全

国位居首列。
以通勤为主

3 消费刺激背景下佛山辅助公交发展策略

3.1 现状问题与挑战

3.1.1 轨道发展滞后，公共交通竞争力不足

目前，佛山只建成了一条广佛线，其里程和线网密度在全国来看都位于倒数，市域范围主要客流走

廊缺乏大运量交通制式支撑。同时轨道站点周边公交站设置缺乏统筹协调，衔接方向不足，且站点分

散，大部分站点换乘的走行距离超过200m，导致公交接驳轨道便捷性不足，与青岛等大多数城市50～
100m的换乘距离标准相差较远。通过对全国各大轨道城市进行分析，佛山的轨道交通衔接率仅为

0.55[5]，排名倒数第一。此外，轨道交通运营时间为6：00-23：56，但是常规公交大多数在十点前就

停运了。公交接驳轨道的不顺畅，导致难以有效的为轨道大运量交通喂给和疏散客流。

图1 轨道交通衔接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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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佛山积极创建公交都市，虽然建成了 “五纵九横”的骨干公交线网，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

是常规公交与小汽车相比竞争力依然薄弱。由于公交非直线系数和线网重复系数偏高、发班间隔大等问

题，高峰时段公交平均运行速度不足小汽车的70%，公交出行平均行程耗时是小汽车的2～2.5倍。

图2 高峰时段小汽车出与公交车出行全过程对比

公交服务水平低，竞争力不足，导致客流连续三年下滑，尤其是疫情期间，2020年2～4月公交日

均出行量约为55.23万人次/日，较2019年同期相比 （145.56万人次/日）下降62.1%。就全方式出行

结构而言，小汽车出行比例达35.7%，而公交分担率仅占8.3%，交通结构不合理，公交发展遭遇

瓶颈。

图3 2019-2020年佛山市常规公交日均客运量对比 （万人次/日）

3.1.2 辅助公交发展模式比较单一，对消费经济的支撑线路缺乏

佛山辅助公交发展起步较晚，自2018年辅助公交平台运营以来，相继开通了高铁快线、校园线、
考场线、展会线、徒步活动线等多种类型辅助公交线路，2018年客运量达76773人次。但是就日常运

营而言，辅助公交模式比较单一，主要以校园线为主，缺乏旅游线、夜游线、美食线等特色线路，对刺

激消费促进经济繁荣的支撑作用还有待加强。

表2 2018年佛山辅助公交开行情况

线路 线路数量 班次 客运量 （人次）

常规线路

校园线 15 1452 44001

社区线 1 3682 12606

驾校线 2 768 5990

医院线 1 24 24

春运高铁快线 高铁线 18 1055 10152

大型活动线 50km徒步、潭州展会 18 - 4000

合计 55 6981 76773

3.1.3 经济复苏背景下，多元消费需求倒逼辅助公交转型升级

2019年国家出台 《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 （国办发2019 【41】号）》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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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假日经济和夜间经济”、“提高消费便捷程度”“优化旅游交通服务，科学规划线路、站点设置，提

供智能化出行信息服务”。经济复苏背景下，各地政府多措并举刺激消费，如发放消费券、发展 “地摊

经济”等。多元消费需求对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3.1.3.1 假日经济消费特征

随着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旅游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2019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6.63万亿元，同比增长11%，旅游经济增速高于GDP增速。《2019年在线旅游行业市场报告》显示，
国内旅游用户中，35岁及以下用户比例达到70.2%，25岁以下比例为36%，年轻人群是国内旅游用户

主体，00后成为旅游新势力[6]。

图4 国内旅游用户年龄分布

此外，五月以来旅游数据显示，本地游和周边游成为主流。受疫情影响，境外游进入冰冻期，跨省长途

游减少。本地游和周边游的比重明显提升，成为旅游的主流。由此可见，佛山休闲旅游需求还在持续增长。
3.1.3.2 夜间经济消费特征

分析夜间经济消费时段特征发现，出发时间18：00后，结束时间22：00左右为夜间消费高峰期，
而次高峰为19：00/20：00出发，23：00至次日01：00结束[7]。佛山作为 “夜间经济十强城市”，早

出晚归的客流特征更加明显。《阿里巴巴 “夜经济”报告》显示，23：00-24：00，佛山是小商户生意最

好的城市之一，尤其是餐饮商户超过83%的口碑商户还在营业。夜经济消费群体画像显示90、00后夜

经济消费行为高于七零、八零后。而夜间交通便捷度成为制约夜间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交通作为

促进夜间经济繁荣的重要的配套设施之一，必须做好充分的衔接。

图5 会导致游客不喜欢某个城市夜游的因素 （数据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大数据平台）

3.1.3.3 广佛消费存在 “虹吸效应”
广佛同城历经十年同城化水平不断深化，广佛线的引入拉近了广佛间的时空距离，但是由于两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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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发展水平不平衡，虹吸效应明显，存在 “佛山买房、广州消费”的现象。广州地铁发达，覆盖了北京

路、上下九、天河城等众多商圈，佛山市民通过广佛线换乘可达十分方便，因此不少市民会选择周末节假

日到广州休闲购物。但是佛山只有一条轨道，且只覆盖中心城区，中心城区商圈对广州市民吸引力不足，
外围景点公交出行极其不便，主要依赖小汽车，严重影响了无车一族到佛山游玩的兴趣。因此，在轨道未

成网之前，佛山辅助公交发展必须关注这类作为消费主力军的无车一族，为其消费提供便捷的出行方式。

3.2 需求分析

3.2.1 轨道接驳客流需求

由于公交接驳轨道的大部分站点分布较远、走行距离长、便捷性不足，市民若要乘坐广佛线，除了

短距离 （1km左右）采取步行、自行车等非机动化方式，中长距离市民大多采取网约车、出租车等，
一方面出行成本增加，另一方面对交通运行造成了压力。通过对禅城出租车下车客流数据进行分析，发

现广佛线部分站点接驳客流需求旺盛，依次为祖庙站、季华园站、魁奇路站、同济路站、雷岗站等。

图6 广佛线站点周边出租车下车客流热力分布

3.2.2 夜间出行客流需求

根据高德数据分析结果，从全国50个主要城市夜间公交地铁出行需求来看：佛山公交地铁的夜间出

行需求热度排名第二仅次于广州。根据公交客流分布情况，夜间客流覆盖了中心城区各大商圈，包括祖庙

商圈、桂城商圈、季华路商圈和魁奇路商圈，其中祖庙公交客流夜间聚集最高，达6699人次，其次是东

方广场达6350人次，再往后依次是东建世纪广场、南海广场、万达广场、世博商贸城以及新天地广场等。

图7 十大夜间公交地铁出行需求热度城市[8] 图8 公交夜间客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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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休闲旅游客流需求

佛山作为国家森林公园，各类5A和4A等景点广泛分布于全市五大组团。节假日中心城区客流出

行目的以休闲购物为主，在全国主要城市中，佛山以购物为目的的公共交通出行排名位列第三。而外围

主团则表现为旅游，如爬山、逛公园等。与此同时，佛山美食众多，尤其是顺德区享有 “世界美食之

都”的美誉，诸多网红打卡圣地吸引着周边乃至全国的游客。公交大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即使在当前佛

山跨区公交服务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周末节假日客流在西樵山、湿地公园等外围景点聚集效应依旧比较

明显。由此可见，周末节假日佛山以休闲旅游为目的的出行需求十分旺盛，尤其在疫情恢复期本地周边

游成为主流，这种需求还在持续增长。

图9 以购物为目的的公共交通出行占比排名[8] 图10 手机信令在佛山各景点的分布情况

3.3 发展思路

坚持交通支撑经济复苏的发展理念，针对拥车率较低的中青年消费特征制定差异化、个性化的辅助

公交发展策略，从完善轨道接驳、开行夜间巴士、发展旅游专线等三个方面，提出具体的方案，为假日

经济和夜间经济消费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3.4 发展策略与措施

3.4.1 完善轨道接驳

由于公交线网和站点布局优化调整周期较长，因此近期建议通过发展辅助公交完善轨道接驳，
开行微循环公交可以有效解决乘客 “最后一公里”。夜间主要针对夜经济消费，完善轨道与主要商圈

和美食广场的接驳，如东方广场、印象城、创意产业园等；周末节假日主要加强轨道站点周边4km
范围内的公园景点等，如中山公园、五峰公园、南风古灶等。微循环公交开行时间应与轨道运营时

间和客流时段特征相协调。由于常规公交在夜间及周末节假日的发班间隔大，约为20-30min一班，
开行循环公交路程短、站点少、速度快，可以在运营成本增加不多的情况下，有效解决休闲娱乐乘

客的出行问题。

3.4.2 开行夜间巴士

由于佛山公交八点之后大约30分钟一班，服务水平低，而且收班时间早，大多数十点就停止运营，
而少数十点后还在运营的公交大都衔接枢纽站等，与夜间经济消费缺乏衔接。夜间辅助公交应根据佛山

夜间经济发展需求以及客流夜间消费的聚集特征，充分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分析手段，对线路进行合理

的规划，串联千灯湖、祖庙、文华里、季华商务带、南风古灶等地标景点、商圈和美食广场。运营时间

应根据消费时段特征适当延长，工作日夜间可延长至24：00，周末与节假日可延长至凌晨2：00，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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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需加强公交接驳的区域

图12 微循环公交串联商场公园与轨道接驳示例

考虑运营成本可略高于常规公交。

图13 夜间公交开行示例图

3.4.3 发展旅游专线

佛山作为一座森林城市，旅游业发达，但是由于只有中心城区一条轨道，且跨区跨组团公交线路

少，尤其是顺德、高明、三水，若通过常规公交前往，需要换乘多次，时间成本高，因此发展旅游专线

十分必要。扩大辅助公交平台知名度和影响力，开行外围组团旅游专线，如南海西樵山一日游、顺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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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山/逢简水乡一日游、三水森林公园/荷花世界一日游、高明美的鹭湖森林度假区一日游等。针对本地

游游客，发车地点可选择中心城区祖庙等大客流聚集地，针对周边游游客；发车地点可选择佛山西站、
广州南站等枢纽站。

图14 旅游专线开行线路示例

3.5 保障措施

经济复苏背景下辅助公交若要取得长足的发展，还必须从完善体制机制、培育消费经济、建设配套

设施等方面制定一系列的保障措施。

3.5.1 完善体制机制，创新经营模式

佛山辅助公交采用TC公司主导经营的模式，有利于与常规公交统筹协调发展。建议不断完善政策

法规，明确各相关部门包括市交通局、发改、公安、财政局和法制办等，以及公交运营企业的职责，加

强行业监管，积极推进辅助公交多元化发展。由于辅助公交不同于常规公交，是以市场方式定价，但是

票价过高对客流吸引力不足，因此可考虑创新经营模式，例如与一些网红景点和餐饮店联合推出精品线

路，而景点和餐饮店以赞助的形式补贴一部分票价，实现辅助公交和消费经济的互利共生，进一步释放

市场活力。

3.5.2 培育消费经济，聚集客流需求

客流需求是开行辅助公交强有力的支撑，而客流需求与消费经济相辅相成，因此亟需培育夜间消费

经济以及周末节假日旅游经济。建议进一步落实 《佛山市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扶持办法》，大力发展乡村

旅游、工业旅游，开发新兴旅游景点和项目，培育佛山特色的旅游经济，打造精品旅游线路。同时贯彻

落实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动夜间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入挖掘夜间经济，加快培育、建

设、提升一批高品质夜间经济集聚区、夜间经济示范点，打造 “夜佛山”城市品牌。

3.5.3 建设配套设施，优化运行条件

辅助公交的本质是公共交通，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辅助公交在运行过程中的行驶路权，完善经停站

点、首末站、标志标牌等配套设施。一是出台相关文件明确早晚高峰期辅助公交可以在公交专用道行

驶。二是完善辅助公交站点设置，明确可以在常规公交站点上落客，此外在常规公交覆盖不足的站点，
允许在客流需求强劲有条件的点位增设辅助公交站点；对于辅助公交首末站，企业可利用有条件的既有

常规公交场站，也可设置于其他有条件的不影响交通通行和安全的地段。三是辅助公交车辆及其站牌应

统一设计，以便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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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疫情期间经济遭受重创，在疫情得到控制以来政府加大政策鼓励消

费以拉动经济，夜间经济和节假日经济作为重要一环，只有完善公共交通配套，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

发展。辅助公交作为常规公交的补充，应充分利用其灵活性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出行条件。本文通过剖

析消费特征以及佛山客流需求，提出经济复苏背景下辅助公交发展三大策略，并提出了一系列保障措

施，对促进佛山消费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可为其他夜间经济繁荣和旅游业发达的城市提供一定的参

考，以实现交通与城市、经济、生活的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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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下降背景下汽车客运枢纽规划与转型研究———以中山为例

吴超华 许谋为 卢顺达 朱 闯 陶毅杰

【摘要】 近年来，受到铁路和小汽车发展的冲击，全国各大城市的汽车客运流量逐年下降，场站和线路资源利用率低，

严重浪费。本文通过研究中山汽车客运站布局规划，探索在客流量逐年下降的情况下，如何根据客运量和场站资源数

据，结合存量土地和公交发展，按需规划和开发汽车场站资源，解决汽车客运站利用率低的困境，并总结经验，为其他

城市相似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 汽车客运站；客流下降；利用率低；整合升级

0 引言

汽车客运站作为城市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支撑城市交通出行的必要基础设施。我国汽车客

运经历了30年的快速发展，每个城市都形成了基本的汽车客运枢纽格局。近年来，随着城市轨道和小

汽车的快速发展，汽车客运受到了重大冲击，客运量逐年下降，客运场站土地和线路资源出现了大量富

余浪费。在此背景下，如何根据客运量和场站资源数据，按需配置汽车场站和线路资源，已成为相关政

府部门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研究中山汽车客运站布局规划，探索在客流量逐年下降的背景下，如何根

据客运量和场站资源数据，按需规划和开发汽车场站资源，解决汽车客运站利用率低的困境，并总结经

验，为其他城市相似问题提供借鉴。

1 现状与问题

1.1 公路汽车客运总量和占比下降

从客运总量看，2018年，我国共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79.4亿人，同比下降3%，其中道路运输出现

严重下滑，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36.7亿人，同比下降6.2%，比2013年下降26.2%；旅客周转量9
 

279.7亿人公里，同比下降5%，比2013年下降17.5%。而与之相对应，铁路和民航客运量均有所增

长。表1为2013～2018年全国各交通运输方式客运量及占比，图1为2013～2018年公路客运量和客运

周转量变化情况，图2为2013年和2018年全国各交通运输方式客运量占比。

表1 2013—2018全国各交通运输方式客运量及占比

年份
铁路 公路 水运 民航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总

量/亿人

2013 21.1 9.9% 185.3 87.3% 2.4 1.1% 3.5 1.7% 212.3

2014 23.0 11.3% 173.6 85.5% 2.6 1.3% 3.9 1.9% 203.2

2015 25.3 13.0% 161.9 83.3% 2.7 1.4% 4.4 2.3 194.3

2016 28.1 14.8% 154.3 81.2% 2.7 1.4% 4.9 2.6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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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铁路 公路 水运 民航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量/亿人 比例

客运总

量/亿人

2017 30.8 16.7% 145.7 78.8% 2.8 1.5% 5.5 3.0 184.9

2018 33.8 18.8% 136.7 76.2% 2.8 1.6% 6.1 3.4 179.4

  （注：数据来源于 《中国道路运输发展报告 （2018）》[1] ）

 
图1 2013～2018年公路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变化情况

图2 2013～2018年全国各交通运输方式客运量占比

自从2017年国务院颁布 《“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以来，全国范围内的轨道线

网和体系日益完善，汽车客运受到严重冲击[1]，各城市汽车客流均有不同程度下降。例如，京津冀铁路

开通后，天津至北京班线客流量大幅下降，日发送旅客人数不足高速铁路开通前的30%，由原日发182
班下降至61班，下降66.48%；京沪高速铁路开通后，天津至济南高速客运班线原日发送旅客310人

次减少至140人次，实载率熊77%下降至34%。城市部分公路客运受高铁影响案例如表2。

表2 国内部分城市公路客运受高铁影响案例

班线 里程/km 影响

济青线 387
2008年济青线列车动车组开通两年后，济南至青岛高速大巴由最初12辆车减少到

8辆车，平均实载率降了20个点，为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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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班线 里程/km 影响

深广线 105
2011年武广高速铁路深广段开通1个月后，广州发送东莞和深圳方向旅客同比分

别下降19.13%和30.32%

厦深线 514
2013年厦深高速铁路开通之后，从潮阳汽车站搭乘班车前往深圳方向的旅客量损

失10%

长娄线 114
2014年沪昆高速铁路湖南段正式运行1个月后，长沙汽车西站和南站去往怀化、
凤凰、娄底和邵阳方向的客流量分别下降超过50%和80%

成渝线 308
2015年成渝高速铁路开通之后，2016年春运第一天，内江高速公路客运中心当天

共输送乘客2400余人，与往年同期相比下降了26%；成都、重庆方向影响最大，
客流量下降明显

从单个城市看，汽车客运场站客运量也在逐年下降。例如北京2018年底1447万人次，近五年

下降了45.78%，完成旅客周转量50.4亿人公里，相比于2014年减少了45.74%，客流下降极度严

重；上海2017年全市汽车客运站对外旅客发送量3420万人次，比2013年下降了300万人次，下

降8.06%。

 
图3 2014—2018北京汽车客运量和客运周转量变化情况

 
图4 2013年—2017年上海市汽车客运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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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低等级汽车客运站旅客发送量少， 场站资源设施富余

从汽车场站设施看，全国客运站总数达38.8万个，同比增长3.7%。其中，一级客运站和二级客

运站数量仅占14.14%，日均旅客发送量占全部等级客运站发送量的71.2%；三级、四级和五级客运站

数量占比高达85.86，日发送量仅占全部等级客运站的28.8%，场站资源设施呈富余状态。

图5 2018年全国各等级客运站日旅客发送量占比

图6 2018年全国各等级客运站数量占比

1.3 线路数量和发车班次逐渐减少

从线路数量看，班线开通数量逐渐减少，截至2018年底，我国共开通客运班线16.6万条，同比减

少7770条，年平均日发班次133.7万次，同比减少12.7万次，减少8.6%。其中，跨省线路15581条，
同比减少969条，年平均日发班次47069次，同比减少9.6%；跨地 （市）线路35242条，同比减少

577条，年平均日发班次158758次，同比减少7.6%。

表3 2012—2018年全国客运班线开通情况

班线开通情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计
线路/万条 17.7 17.9 18.1 18.1 17.8 17.3 16.6

日发班次/（万次/） 176.4 169.8 170.9 164.8 154.8 146.4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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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班线开通情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跨省
线路/万条 1.8 1.8 1.8 1.8 1.7 1.7 1.6

日发班次/（万次/） 5.9 6.0 6.1 5.9 5.5 5.2 4.7

跨地市
线路/万条 3.7 3.7 3.8 3.7 3.6 3.6 3.5

日发班次/（万次/） 18.2 18.7 20.0 19.6 18.2 17.2 15.9

跨县
线路/万条 3.5 3.5 3.5 3.5 3.4 3.3 3.2

日发班次/（万次/） 34.9 32.9 32.6 31.3 30.2 28.0 26.1

县内
线路/万条 8.7 9.0 9.1 9.1 9.0 8.8 8.4

日发班次/（万次/） 117.3 112.3 112.1 107.9 100.9 96.0 87.0

  （注：数据来源于 《中国道路运输发展报告 （2018）》[1] ）

图7 2012—2018全国汽车客运线路数情况

图8 2012—2018全国汽车客运日发班次情况

2 趋势研判

2.1 客运枢纽发展模式向轨道运输为主导的方向转变

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城市化发展水平提高，区域各城市之间大运量、高频率的需求联系不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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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城市交通运输方式不断发生变化，枢纽与城市和融合程度也不断提高，不同时期客运枢纽的演化如

表4。

表4 不同时期城市交通运输体系与客运枢纽发展变化

发展阶段 时期 城市化发展水平 交通需求特征 综合运输方式 枢纽与城市的关系

阶段一 90年代以前
城镇化、点状联系

发展

以中长距离出行为

主，城镇之间的点

状联系

铁路居垄断地位，
公路为辅

主要考虑枢纽交通功能，
枢纽与城市分离

阶段二
90年代到

21世纪初

城市化、片状组团

发展

中短距离的城市间

需求快速发展

公路主导地位逐步

形成

以枢纽交通功能为主，
枢 纽 与 城 市 功 能 开 始

结合

阶段三 近十年
区域化、城市群网

络化发展

城市群各城市之间

的客 流 走 廊 形 成，
网状联系更趋密切

铁路/区域轨道地

位日益提升

枢 纽 和 城 市 逐 步 融 合

发展

以高速公路网为主体的运输网络难以支撑区域未来发展要求，需要建立高运量的城际轨道交通系

统。东京、纽约、巴黎和伦敦等国外几大都市圈，均形成了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的综合运输体系。轨道方

式在通勤交通中的比例达到在60%～80%，具体如表5所示。

表5 世界几大都市圈轨道交通系统演变情况

东京 巴黎 伦敦 纽约

长度 （km） 2865 1629 3070 1605

线网密度 （km/km2） 0.22 0.14 0.05 0.11

人口线网密度 （km/万人） 0.97 1.53 1.75 0.81

工作日进入中心区公共交通占比 87% 67% 72% 68%

工作日进入中心区轨道交通占比 86% 58% 65% 61%

珠三角在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后，综合运输将由 “公路运输为主导”向 “铁路/城际轨道运输

为重点”的方向转变。根据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预测，到2030年，随着区域高铁、城际轨道

交通网络的形成，区域综合运输中铁路/轨道方式比重将达到55%，公路运输方式比重将下降到40%左

右。如图9、图10所示，未来高铁、城际轨道将成为区域综合运输的核心。

图9 2015年广东省涉及湾区的范围的六市客运交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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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2030年珠三角综合运输需求发展预测

2.2 客运枢纽向一体化和集约化转变

随着居民出行需求的多样化发展，公路客运站的功能定位发生了一定的转变，新型客运站是集多种

交通方式于一体、同时具有对外和对内交通功能的大型换乘枢纽[2]。例如香港九龙火车站，基于紧张的

用地条件，车站融合了密集的城市基础设施与多层立体的交通系统，如图11所示。

图11 香港九龙火车站综合交通布局图

同时，未来综合性枢纽功能逐渐多元化，集商业、办公、居住、娱乐等为一体，形成高客流、高可

达性、高吸引力的城市生长点、增长极，枢纽内及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和价值也会大大被拉动。
图12图13为九龙站交通和功能一体化开发示意图。

图12 九龙站交通一体化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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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九龙站综合性开发功能布局示意图

3 发展策略

在客流下降和客运场站资源富余形势下，客运站的整合升级势在必行。在整合规划的过程以就近合

并原则、均匀分布原则和规模适当原则为指导[3]，将距离较近的汽车站进行功能整合，取消多余的汽车

站，尽量均匀分布到全市各个部分，保证最大辐射范围。

3.1 化零为整， 围绕轨道和客运港整合区域各客运站资源

预计到2025年，我国铁路网规模将达到17.5万km左右，其中高速铁路3.8万km左右[4]，汽车

客运枢纽依托轨道和客运港建设是大势所趋。依据客流大小，在保留每个区域覆盖的情况下，优先保留

高等级的客运站，低等级客运站向高等级合并，构建综合性枢纽。一方面依托轨道枢纽，提高汽车客运

站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轨道、水路和公路客运相结合，优势互补，可以充分挖掘枢纽作为综合交通方

式融合的功能。

3.2 多余客运站为公交场站， 化解公交场站建设难的困境

公交场站作为基础设施，对城市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目前国内公交场站普遍落实困难，主要表

现在缺乏公共用地、用地却被侵占，或拆迁困难。随着汽车客运站的搬迁整合，建设土地大量释放。将

原汽车客运场站改造成为公交场站，既可以合理利用原基础设施，减少整改成本；又满足了公交乘客的

需求，解决公交场站 “落地难”的问题，推动公共交通的发展。

3.3 以国土空间存量优化更新为主导， 推动汽车客运枢纽综合开发

随着国土空间规划的深入构建，城市的开发建设迈入存量发展阶段[5]，公路客运站的功能定位发生

了一定的转变，发展TOD模式，主要从交通换乘和功能升级两个方面构建综合性复合枢纽，形成紧凑

型城市。汽车客运枢纽的集约化开发也可以释放出更多的城市绿地和开发空间，提升城市景观品质，形

成大开大合、疏密有致的空间形态。

3.4 发挥汽车客运 “灵巧快” 的优势， 差异化运营
 

在轨道覆盖不足地方布设客运站：2018年底，全国35座城际累计建成投运轨道交通6766.6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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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规模超过100km的城市仅有17个，轨道仍存在覆盖不足，辐射力度不够的问题。对于综合交通体

系建设来说，铁路可以发挥 “交通大动脉”的优势，公路客运提供更直接的点到点服务，如 “毛细血

管”深入高铁覆盖不足的领域，串联整个交通运输体系。
旅游景点附近布设汽车客运站：据分析，汽车客运站5年内80%会变成来旅游集散中心，游客成

分会从现在20%上升为60%，汽车站要树立打造旅游大市场的理念，增加旅游发车区，让服务对象和

方式更加明确。可以推出以 “旅”字开头的旅游班次，根据实际情况开发城市旅游观光车、景点流水班

车、周末假日班车、自助旅游班车、团体旅游包车等。
客运车辆小型化和定制化发展：广东省大巴平均上座率约为55%，这意味着有45%的座位是空置

状态，出现 “班次过剩，乘客不满”的现象，营运客车小型化和线路定制化将成为未来的大趋势。针对

旅客对门到门、小批量、多批次需求的变化，政府部门应该推进营运客车小型化发展，解决出行最后一

公里问题。如江苏省13个设区市开行了机场专线、校园专线等各类定制班线150余条，投入车辆500
余辆，形成由点及面、由线及网的发展格局。同时，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与客运包车企业合作，通过互

联网平台组织客源，灵活调度车辆。

4 中山汽车客运枢纽整合规划实践

4.1 中山现状问题

客运量严重下降：从2013年年客运量1348万人次下降至2018年的466万人次，降幅超过6成。
汽车客运行业受到严重冲击。近五年中山客运需求减小现象严重，如表6所示，除了坦洲汽车客运站和

大涌汽车客运站客流量略有增加外，其他客运站客流均大幅度下降，客运量下降比例超过4成的客运站

有7个。

表6 中山市近几年各客运站客流变化

客运站名称 等级 2014年客流 （万人） 2018年客流 （万人） 下降比例

中山市汽车客运站

小榄汽车客运站

三乡镇中心汽车客运站

1

315.5 190.7 39.56%

284.7 126.2 55.67%

56.5（2016） 44.5 21.24%

城南汽车客运站

南朗镇汽车客运站

东升汽车客运站

城东汽车客运站

古镇汽车客运站

民众客运站

坦洲汽车客运站

大涌镇大涌汽车客运站

3

4.6 2.5 45.65%

14.1 9.7 31.21%

4.1 1.7 58.54%

60.3 46.0 23.71%

32.4 14.6 54.94%

13.0 7.5 42.31%

5.0 2.0 60.00%

5.3 5.5 -3.77%

三角汽车客运站 4 15.2 9.1 40.13%

西区通安客运站 5 21.6 6.7 68.98%

总计 832.3 466.7 43.93%

利用率低，土地空间资源严重浪费：
 

根据规范 《汽车客运站级别划分和建设要求JT
 

200-2004》计

算，如表7所示，全市客运站平均利用率仅有21.34%，站点利用率小于均小于40%，整体偏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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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10%有5个，客运站亟需整合优化。

表7 中山市各客运站占地面积与利用率情况表

客运站名称 占地面积 实际需要面积 利用率

中山市汽车客运站 4.82 1.88 38.98%

中山市小榄汽车客运站 4.33 1.24 28.73%

中山市城南汽车客运站 4.67 0.02 0.53%

中山市三乡镇中心汽车客运站 3.99 0.44 11.00%

中山市南朗镇汽车客运站 2.65 0.11 4.00%

中山市东升汽车客运站 1.05 0.02 2.27%

中山市城东汽车客运站 1.70 0.63 37.04%

中山市古镇汽车客运站 1.28 0.20 15.63%

中山市民众客运站 1.43 0.10 7.16%

中山市坦洲汽车客运站 2.00 0.28 13.95%

中山市大涌镇大涌汽车客运站 2.00 0.08 3.76%

中山市三角汽车客运站 0.34 0.12 36.27%

中山市西区通安客运站 0.86 0.09 10.68%

总计 31.13 6.64 21.34%

功能单一，缺乏集聚吸引效应：中山目前的汽车客运枢纽设施建设相对落后，部分出现场站设施富

余现象，站场布局与城市空间结构以及综合交通格局已明显不相适应，不符合集约化、合理化、科学化

的枢纽规划理念，难以适应新时期发展的要求。
土地经营权属分离，整改合并难度大：中山目前客运站权属复杂，土地权属主要是国有资产，个人

或企业采取租赁的方式进行建设运营。受租赁合同的影响，对客运站进行整改难度大，容易引发权属

争议。

4.2 规划策略

结合公路客运站的规划原则和发展要求，采取化零为整的方式，将原来13个客运站进行整合升级，
取消其中的7个站场，保留6个站场，保证每个组团有1～2个客运站，将取消线路和功能整合到保留

的客运站，如图14所示。
从均衡布局、集约发展、功能组团方便服务的角度出发，近期每个组团保留一个客运站，远期依托

轨道和港口，在新铁路主枢纽中山北站和新客运港设置部分客运功能，形成综合性枢纽，并将小榄车站

和古镇车站分别搬迁到小榄站和古镇站。
取消的客运站将改作公交场站，释放多余的土地，满足乘客需求。保留的客运站采取集约化发展模

式，进行综合性开发升级。

4.3 具体行动

目前中山大部分客运站采取租赁的经营模式，属于市场行为，改造步骤如下：
（1）租赁合同到期后，由市里牵头，对原客运站逐个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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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中山市汽车客运枢纽整合方案图

（2）由于汽车客运场站的土地和经营权属关系复杂，采取补贴和优惠两种方式，引导公交公司对原

公交场站进行租赁再开发，具体措施如下表8所示。

表8 不同权属与经营模式的客运站整合措施

土地权属 经营者 经营模式 采取措施

市政府 个人 租赁 市政府给予公交公司一定的土地租赁优惠

国有资产

集体资产

企业资产

个人资产

个人 租赁
原合同到期后，给予公交公司一定的补贴，引导公交公司对土地

进行租赁

企业资产 企业 租赁
原合同到期后，给予土地权属企业和公交公司一定补贴，促进租

赁成功进行

国有资产

个人资产
个人 自有

与经营者沟通协调，给予一定补贴，引导经营者将土地租赁给公

交公司

4.4 规划效果

合并后用地平均用地占原土地面积65.12%，大大释放了富余的土地。从实际使用角度出发，整合

后需要土地占实际需要用地土地面积59.71%，比整改前利用率提高28.37%。各客运站利用率也均有

提高，其中古镇车站和三乡车站提升最为明显，分别增加了68.72%和67.94%。表9和图15表示客运

站整合前后利用情况。

表9 整合前后客运站利用情况表

客运站 等级 整合后面积/整合前总面积 整合前利用率 整合后利用率

中山市汽车客运站 1 60.95% 16.40% 5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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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客运站 等级 整合后面积/整合前总面积 整合前利用率 整合后利用率

古镇车站 3 84.38% 15.62% 84.38%

小榄汽车客运站 1 76.55% 28.73% 70.87%

三角汽车客运站 4 80.67% 66.18% 33.82%

城东汽车客运站 3 60.89% 44.82% 55.18%

三乡镇中心汽车客运站 1 88.13% 16.03% 83.97%

合计 65.12% 31.34% 59.71%

图15 中山市汽车客运站整合前后利用率情况

5 结语

当前，汽车客运流量逐年下降，客运站面临资源富余的困境。本文总结了汽车客运枢纽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对客运枢纽未来的发展趋势做出了研判，并结合轨道、公交、国土空间和未来客运发展趋势提

出了应对策略，下一步还将继续探讨如何进行各种交通方式衔接和客流管理，扭转汽车客运枢纽的

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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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公交补贴发展的变革———以深圳为例

曾文鼎

【摘要】 公交补贴是维持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但随着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公交客流量持续下滑，
政府财政出现难以为继的问题。本文以公交补贴的理论分析为基础，同时借鉴国内外大城市的案例经验，阐述公益与市

场的关系，之后通过分析公交发展面临的形势，以深圳新一轮补贴政策方案来践行公交补贴未来的改革方向，保障公交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公交补贴；公益与市场；供给与需求平衡；差异化

0 引言

公交补贴是城市公交发展的重要支撑手段，对实现公交优先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市民的角度来

看，公交补贴可以保障低收入市民享受公交服务，维持适度的公交服务水平；从公交企业的角度来看，
公交财政补贴作为企业运营的重要 “收入”来源，可以保障企业持续发展。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提高公

交财政补贴的绩效，保持在政府可负担的范围内，是维持城市公交运营活力的前提。但随着城市轨道交

通的迅速发展，交通结构主从关系发生变化，常规公交客流大幅下降，同时，人工大幅上涨，公交财政

补贴入不敷出日益加剧，如何选择合适补贴模式成为城市交通热议的话题。

1 公交补贴发展历程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人口增多、产业升级、城区扩张等的多重变化，尤其是在国家强化

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城市交通面临不断发展与挑战。近年来国家一直提倡 “公交优先”作

为基本国策，作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对策。为了贯彻公交优先，公交行业被打上了公益属性的烙

印，低廉的票价也让公交企业收不抵支，公交财政补贴成为保障公交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重要政策工具。
总结下来，公交财政补贴模式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1）成本 （规制）兜底

合理界定公交企业正常经营性成本及收入范围，建立行业单位成本标准，并据此测算补贴规制值及

核定公交运营补贴额度的方式。
（2）定额补贴

由政府和公交企业进行商议，按固定额度补贴公交企业，若干年保持不变。该模式操作简便，成为

目前大多数城市采取的主要补贴模式。对于企业发挥自身能动性、积极增收减支有一定的作用。补贴额

度的核定需要准确预判未来几年的公交服务规模，同时，需建立对应的补贴核减机制，其中核减标准是

关键。核减标准高了，企业可能不愿意减少低效服务的投入；核减标准少了，市民的基本公交服务保障

可能会受到影响。另一方面，为了增加下一轮补贴周期的固定补贴额度，公交企业在最后一个补贴年

度，存在做大运营成本的可能性，不利于城市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在成本 （规制）兜底和定额补贴的基础上，又衍生出车公里补贴和客运量补贴两种补贴模式。
（1）车公里补贴：按照企业实际运营载客里程核定补贴额度，补贴单位为 “车公里”。公交企业按

政府要求提供公交服务，政府按不同公交服务类型线路的实际运营载客里程对企业进行补贴，核心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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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核定科学合理的补贴标准。该模式可以有效保障冷僻线路的补贴金额，保护边远地区运量较低的运营

企业的服务质量和基本权益。然而，由于这种补贴模式不受客运量的影响，导致公交公司缺乏增收节支

的动力。
（2）人次补贴：按客运量核定补贴额度，补贴单位为 “人次”。该补贴模式可以有效地促进运营企

业提高运营效率，同时注重服务质量，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提高补贴的绩效。然而，这种补贴模式

无法保障偏远、冷僻线路的服务，存在企业消极经营此类线路的现象，市民利益可能造成损害。该补贴

模式还可以进一步衍生为 “人次公里”核定补贴额度，成本和营收双重挂钩，进一步要求企业更注重线

路运营效率和服务水平。
然而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影响着公交财政补贴模式的选择，很多城市在发展初期，都以成本兜底

的方式支持者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到了中后期，尤其是轨道交通的出现，为了提高公交财政补贴的绩

效，补贴模式出现了多样化发展。深圳2008年实施公交改革，采用成本规制的兜底补贴模式，较好的

保障了我市公交的公益属性，有效地促进了公交的快速发展。到了2013年，深圳轨道交通成网运营，
客流量大幅下滑，为了解决补贴额度迅猛增长及企业市场自主性不足的问题，改为采用定额补贴模式，
保障公交行业公益性和服务水平，管控企业成本，同时激励企业增收节支。该政策在行业实现全面纯电

动化、公交服务质量和均等化水平持续提升，客运量止跌企稳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也一定

程度上激励企业增收节支，保持补贴总额稳定。其他城市，如北京、杭州、苏州主要采取
 

“成本规制”
兜底的政策，较好的保障了公交公益性及司乘人员队伍稳定，但不利于财政补贴的高效利用；上海、广

州、南京、成都采取定额补贴，并在确定定额时提前考虑人工成本、客流情况的逐年变化，保障了司乘

人员队伍稳定；杭州2015年前采取 “按人次补贴”政策，但不利于冷僻线路的服务保障。
近年来，国家为了进一步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政策，又提出创建 “公交都市”计划，一时间，全国各

地兴起了公交发展建设的浪潮，为公交补贴的使用给予了 “合理”支持，也影响着公交补贴模式的

选择。

2 公交市场化发展的思考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公交补贴违反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抑制了企业的活力，出现了供给与需求

不匹配的问题，造成资源的浪费，也给财政不可持续的负担。因此，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城市，以及

香港、新加坡、首尔都采取以市场为主导的公交发展模式，来解决公交成本上涨、资源浪费、服务水平

下降的问题。所谓以市场为主导的公交发展主要是指公交企业以市场运作方式去竞争和满足市场的需

要，以成本和效益为优先考虑为原则。这种公交运营模式对交通规划、运营和管理要求很高，需要有完

善的政策支撑，该模式在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城市较为普遍。如香港的常规公交一开始就以市场运作

的方法来解决市民出行问题。香港的公交规划和设施的配置是以成本和效益为优先考虑原则，然后再考

虑各种交通方式的合理布置和分配，最后再研究提升公交服务水平的方法。政府在第一层次上定政策，
在第二层次上提供适当的引导，但是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应用发挥其优势。第三个层次则完全由企业根

据市场，自主运营。
虽然市场化的公交服务对不能支付公交费用的底层市民不公平，但公益的票价所带来的财政负担最

终还是由全体市民来承担。香港的例子明确说明不一定是需要大规模的补贴才能维持优质的公交服务，
没有补贴的公交企业越来越学会控制成本和不浪费资源。目前首尔、伦敦、新加坡采取 “合约购买”政

策，实施严格的服务质量考核办法，企业按照服务要求进行运营管理，票务、成本、资产全部由政府承

担，虽然需耗费一定的行政资源和行政成本，但未尝不是一种很好的市场化运作模式。城市提供公交服

务是采取财政补贴的模式还是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这里关键是看能否提升整体的公交运营服务水平，企

业在运营上能否达到收支平衡和微利保本。企业运营有利润实际上和采用哪一种运作模式没多大的关

系，成功的公交运营，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能否在合理的票价和高效的管理下，给市民提供满意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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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服务。然而常规公交在国内城市具有很强的公益属性，属于准公共产品，需要依靠政府财政来维持发

展，也就是说，公交的公益属性较市场属性更为重要，这是国家政策所决定的。政府作为城市公共交通

的 “大管家”，采用公益的票价为市民提供服务，再以兜底的补贴方式对公交企业进行财务保障，企业

在运营上的缺口基本由政府财政承担，简单来说就是政府通过财政手段解决了市场失灵给公交行业带来

的影响。
因此，未来城市公交发展是否可以进行市场化改革是一种 “博弈”的交通管理决策问题，同时，要

在满足国家政策体制的框架底下才能考虑。目前，适度的市场化运作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城市青

睐，预约类定制公交模式就是一个很好例子。

3 公交发展面临的形势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城市交通系统也在不断地发展，未来将面临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1）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多层次发展，轨道交通迅速发展，与常规公交的主从结构发生变化，常规公

交客流逐渐下滑，但常规公交重要性依然无法替代。高密度城市有利于发展公共交通，大城市常规公交

分担率多在20%～30%。

图1

目前国内大部分轨道城市已经进入第三阶段，重点进行公交体系的整合，构筑以轨道交通委骨干的

一体化客运交通体系。
（2）受城市土地空间规划、轨道交通发展影响，以及市民个性化需求增加，在大公交发展的格局

下，常规公交出现多种类发展的趋势。
轨道接驳线路：随着线网优化和新轨道开通成长性极强，需要轨道交通强协同，有一定可替代性，

包括自行车和步行。
长距离快线：职住分离及轨道快线滞后使得需求较快增长，与轨道交通弱竞争，在轨道快线缺乏情

况下可替代性弱。
基本保障线路：轨道分流后基本保障客流量将明显回落，作为轨道交通补充，小汽车对其有部分替

代作用。
定制按需响应线路：需求差异化使得客流平稳增长，与轨道交通相关性弱，小汽车和出租车对其替

代性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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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随着常规公交客流量逐年下降，维保、人工等刚性成本上涨的影响，公交行业财政补贴总额度

逐年上涨。一方面公交的公益化地位不容改变，另一方面，公交行业正在面临越来越多的市场压力，处

于两难的煎熬困境中，传统 “一刀切”的补贴模式难以为继。以深圳为例，常规公交纯电动化之后，公

交财政补贴上涨40%。同时，缺乏政府场站资源的保障，每年还要补贴一大部分的场站租赁费用，致

使每年公交补贴水涨船高。

图3 深圳历年公交补贴变化情况 （亿元）

359



图4 深圳历年票款收入和人工成本变化情况 （亿元）

4 公交补贴变革的方向

公交发展在不能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情况下，要解决公交供给与需求难以平衡，以及日益提高的财政

补贴压力的问题，公交补贴的改革方向需满足以下四个方面的要求，这里通过深圳新一轮补贴政策方案

来践行上述关于公交补贴未来优化方向的观点。

4.1 差异性： 补贴模式应根据公交服务类型进行差异化的管理和补贴

近年来，深圳市的轨道运营里程大幅增加，轨道交通对常规公交的客运量分流作用明显，常规公交

的供需状况发生明显变化。公交财政补贴政策需按照平衡公交供给与需求的方向进行调整。

图5 深圳轨道交通的建设规模情况 （公里）

新一轮补贴政策全面总结了深圳以往公交财政补贴政策的成效与不足，吸纳国内外先进城市公交行

业不同补贴模式的优点，在全国率先探索并提出：深圳公交 “差异化”补贴政策———重点围绕市民出行

需求，精准甄别公交服务，将现有公交服务分为三类：政府主导类、企业自主类、市场化服务类，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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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轨道与常规公交客运量的变化情况 （万人次/日）

政府主导类主要保障公交公益属性，满足市民基本出行需求及冷僻、偏远区域的公交覆盖；企业自主类

旨在激发企业市场活力，充分发挥企业敏锐把握客流变化的优势，自主优化线路；市场化服务类主要是

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公交服务品种，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采取市场化票价。
（1）政府主导类

政府主导类主要保障公交公益属性，防止热门走廊、区域过度竞争，保障冷僻偏远地区基本服务。
政府主导类服务标准由市交通局确定，企业严格执行。每年市交通局还会结合市民需求，在保障市民基

本公交出行的便利性及服务水平不出现显著降低的前提下，政府主导开展线网优化，完善偏远地区覆

盖，逐年减少热门区域、走廊低效供给，提高财政效益和社会效益。该类服务以里程为单位核算补贴。
政府主导类线路补贴额度=L上×里程补贴标准-核减补贴额度

L上为政府主导类线路的上年度核定运营载客里程 （以下简称载客里程）。其结果等于上年度核定总

载客里程，与本年度企业自主类线路对应的上年度核定载客里程的差值。
里程补贴标准为补贴规制值除以上年度核定总载客里程

（2）企业自主类

企业自主类旨在激发企业市场活力，选择具有一定客流量且有潜力增长空间的线路，激励企业自主

优化线路，创造更多效益。运营服务标准则在满足基本服务要求的前提下，根据实际需求给予较大的区

间。初期计划集中在较大客流通道 （高峰期2万人次/小时以上）。考虑深圳首次提出企业自主类线路按

人次补贴的模式，为保障新一轮补贴政策的顺利实施，公交企业的平稳过渡，结合深圳公交运营的实际

情况，初期阶段企业自主类线路规模设定为所有常规公交线路的10%。一方面，企业自主类线路的服

务规模不大，对企业的总体运营管理不会产生颠覆性的影响。另一方面，10%线路规模最多能达到占市

级走廊线路的25%，可作为鲶鱼搅动不同级别的走廊，确保试点的全面性，未来总结经验逐步扩大规

模。该类服务以客运量为单位核算补贴，补贴额度与线路客运量挂钩，不与载客里程挂钩。
企业自主类线路补贴额度=Q本×客运量补贴标准，补贴额度不得超过Q上 与客运量补贴标准乘积

的110%。
Q本为企业自主类线路本年度核定客运量。
Q上为本年度企业自主类线路对应的上年度核定客运量。
客运量补贴标准为补贴规制值除以上年度核定总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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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精细性： 补贴模式应做到精准补贴， 补贴额度和补贴标准应做到有据可循

考虑深圳常规公交客流变化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保障企业合理和稳定的收入预期，促使企业平

稳转型，新一轮补贴政策取消了原有的补贴调整机制，改为按年度监审并规制企业成本收入，在合理分

析和审定各企业的成本及营收构成的基础上，确定下一年度的补贴额度及标准：一是当年度企业需根据

自身经营情况自负盈亏，进一步激励企业增收节支的动力，二是通过逐年评估测算，不断优化调整补贴

标准，使年度运营补贴越来越趋于合理和精准。
另一方面，对于政府主导类服务降低里程规模的部分，按变动成本 （与里程直接相关的成本）核减

补贴额度，保障公交企业平稳过渡。其中变动成本包括人员工资 （除管理人员外）及相对应的工资性支

出的50%、能源消耗费、车辆维修费、轮胎消耗费、行车事故费。
政府主导类线路核减补贴额度=单位规制变动成本× （L上-L本）。
L本为政府主导类线路本年度核定载客里程。

4.3 市场性： 补贴模式应鼓励企业拓展公交多样化、 个性化的市场化服务， 反哺公交的亏损

在满足以上两类常规公交服务的基础上，鼓励公交企业的利用富余运力提供高品质的市场化公交服

务，适应市民个性化出行需求，同时提升企业自我造血能力。此类服务原则上政府不补贴，采用市场化

票价。
深圳本次新一轮补贴政策未对预约类公交线路进行单独补贴，而是将其相关直接运营成本及相关收

入 （实际预约类线路未单独配车配人，该部分固定成本无法切分）在企业成本规制中予以剔除，鼓励企

业创新服务模式，通过高效运营调度产生的运营收入弥补开行预约类线路必需的直接运营成本，一定程

度上保障现有预约类线路的正常运营，满足市民个性化出行需求。此举可以鼓励企业提供高品质的市场

化公交服务，为企业富余运力提供政策性出口，引导公交企业转型升级。按照线网优化，里程滚动缩减

三年计划 （每年减少5%，约0.5亿公里），第一年公交企业富余运力约800辆，可用于开展市场化公

交服务。

4.4 导向性： 补贴模式应可以充分发挥指挥棒的作用， 引导公交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深圳新一轮补贴政策为我市线网优化创造条件，提供支撑，推动实现公交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政府

主导类线路：市交通局根据市民需求，逐年滚动实施公交线网优化工作，确定线路服务规模，企业严格

执行，减少非基本保障的低效供给服务。企业自主类线路：提出按客运量核算补贴的公交服务类型，进

一步激发企业主动优化整合大客流区域 （客流通道、走廊等）、与轨道线路高度重合的公交线路的原生

动力，逐步提高公交线网的运营效率，也为识别优化包括政府主导类线路在内的低效线路提供支撑。
其次，与上一轮补贴政策相比，新一轮政策采用差异化的补贴政策，通过第二类、第三类线路的补

贴政策鼓励企业通过提升服务、定制服务等方式提升企业市场活力。企业自主类服务：以客运量为计算

指标核定补贴，不与载客里程挂钩，同时鼓励企业自主优化线路，吸引客流。市场化公交服务：鼓励公

交企业提供高品质的市场化公交服务，适应市民个性化出行需求，采用市场化票价。

5 总结

公交财政补贴是政府一项政策决策行为，而不是纯粹的公交服务课题。城市空间的不断变化，公交

体系的不断发展，影响着公交补贴模式的选择。国家的政策导向也决定了公交行业是以公益发展为主，
采取公益的票价，因此公交补贴必不可免。但香港的例子也说明了良好的公交服务水平，不一定需要大

量的财政补贴去支撑。为了保障公交发展和财政都可持续，未来公交补贴必须在满足公益的前提下，进

行市场化的探索，提出差异化、精细化、市场化、引导性的公交财政补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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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公交线网优化中的应用探讨———以佛山为例

万 君

【摘要】 随着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国内各大城市常规公交客流量逐年下滑，公交线网重构与优化成为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手段。本文阐述了目前常用的公交大数据的基本构成、局限性以及主要应用场景。同时，以佛山为例，利用公交刷

卡、公交GPS、手机信令等数据，评估线网可能存在的问题，作为后续公交线网优化方案设计的支撑。
【关键词】 线网重构与优化；公交大数据；公交线网优化；轨道短驳

0 引言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交系统的骨架，拥有运能大、速度快、准点、舒适等优势，承担了城市主要客

流走廊的市民中长距离出行，但由于投资巨大、工期漫长、线路固定、覆盖性弱的劣势，需要常规公交

补充、衔接。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有效衔接，对于充分发挥公共交通的

网络化优势具有重要意义[1]。公交线网作为常规公交服务的直接体现，是衡量城市交通部门行业管理、
企业运营水平的重要标杆。相比以往以人工经验为主的线网优化方法，公交大数据提供了更加全面、定

量的线网优化手段。但与此同时，公交大数据分析受数据质量、客观条件等限制，存在一定局限性，需

要因地制宜使用才能保障线网优化调整的科学性。

1 公交大数据基础

1.1 数据基本情况

目前利用较多的公交大数据主要是三种，分别是公交刷卡数据、公交GPS数据以及手机信令数据。
数据字段说明如下。

表1 刷卡数据字段说明

数据文件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字段示例

刷卡数据

CardID ic卡编号 5100001139040302

LineCode 线路编号 9016

BusCode 车辆编号 0032793

CardTypeCode ic卡类型 03

TxnDateTime 刷卡时间 2019-11-01
 

08：12：39

SubLineCode 换乘标记 02

859



表2 GPS数据字段说明

数据文件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字段示例

公交车 GPS数据

（每隔5s记录一条

数据）

ROUTEID 线路编号 6028

PRODUCTID 车载机编号 61008919

ACTDATETIME 记录时间 2019/11/06
 

00：00：05

LONGITUDE 经度 112.840441

LATITUDE 纬度 23.19112

GPSSPEED 实时速度 1.0

表3 手机信令数据字段说明

数据文件 字段名称 描述

手机信令数据

MSID 手机识别号，IMSI或由IMSI单向加密的结果，唯一标识手机

TimeStamp 时间戳，信令成功的时间标记，精确到秒，GPS时间同步

LAC 栅格区编号

CellID 基站小区编号

EventID 事件类型

Cause 原因编码

AreaCode 手机所属归属地

1.2 公交刷卡数据、 GPS数据主要应用场景———公交站点上下客量识别

上车站点识别：单个乘客出行链的上客站点判断，主要通过公交IC卡数据对线路、车次、刷卡时

间进行排序，获得公交车辆IC卡刷卡时间，同时对公交GPS数据、公交线路站点信息进行预处理，进

行到站时间匹配，掌握公交车辆到站时间。利用公交车辆IC卡刷卡时间、公交车辆到站时间进行时间

匹配，最终单个乘客上车站点数据。

图1 基于单个乘客出行链的上车站点判断流程图

下车站点识别：首先清洗刷卡数据，筛选出单日刷卡2次以上且排除连续刷卡数据。单张IC卡刷

卡记录与下一条记录判断线路号，如果相同，则下车站点为第二条记录上车站点；如果不同，则判断下

一记录上车地点与本线路站点间的最短距离以及是否是该卡最后一条刷卡记录等，进行再次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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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基于单个乘客出行链的下车站点判断流程图

数据局限性：OD匹配过程中，主要受到四个方面因素制约，一是刷卡率，一般城市刷卡率在80%
左右，采用现金乘坐无法识别；二是存在车辆GPS数据缺失的情况，无法匹配到公交站；三是非单次

正常刷卡，如单日多次重复刷卡等情况；四是多次刷卡出行的情况，如去掉3次以上刷卡出行。受制约

影响，站点OD匹配率普遍在60%～70%左右。

1.3 手机信令数据主要应用场景———判断乘客出行集聚

1.3.1 数据清洗

数据清洗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数据重复。用户排序后，需对存在前后数据一致的数据进行删除。
二是重要字段缺失。首先进行用户寻找，可利用前后数据填补，无法成功则需要删除。
三是无法匹配基站。首先通过模糊识别进行判断，如果不成功则删除。
四是数据重复定位。移动通信设备会定期向基站报告当前位置，因此，需删除同一用户因长时间在

同一基站逗留而产生的重复定位数据，仅保留进入、离开基站的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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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数据虚假切换。通信过程中，因网络设置或特定环境可能产生虚假切换数据 （乒乓切换、错误

切换等），虽然用户的实际位置并没有改变，但是信令切换到了其他的小区，需要对其进行判断和处理。

1.3.2 数据分析

将清洗留存的数据进行算法分析，生成数据库若干中间表，基于GIS平台进行整合调用，得到空

间关联分析结果。
（1）算法层：剔除有杂质的数据，将Python语言编译的算法部署于Spark平台上，通过人口类别

的划分、居住地、工作地和出行识别，计算得到相应的中间表。
（2）中间层：中间表存放于PostGIS数据库中，用于后续应用层做分析时调用计算。
（3）应用层：通过ArcGIS和TransCAD将计算结果进行可视化。
人口类型划分：根据手机用户停留日期、时间和位置总体上将用户划分为两大类型：常住人口 （须

考虑去除固定设备）以及流动人口。常住人口可按照停留时间＞10小时，停留天数＞23天计算。
居住地和工作地识别：判定用户在0～7点、19～24

 

点停留时间最长的基站为居住基站。9～17点

停留时间最长的基站，且在基站周围600m范围内停留时间大于3小时、天数大于等于60%天的为工作

地基站。
出行识别：1.轨迹点聚合：按600m的直线距离对个体出行的轨迹点进行空间聚合；2.停留点识

别：将停留时间超过30分钟的点作为一次停留活动点，两个相邻活动点为一次出行；3.出行链：得到

用户一天的出行链轨迹、出行次数和出行时间。

1.3.3 存在局限

一方面受数据传输识别影响，基站间的信令数据难以实现准确区分，期望的数据颗粒度越高，误差

则越大；另一方面受隐私保护等限制，电信运营商一般不会对外公布基站精度的手机信令数据，数据会

转换成500×500m或250×250m等尺度的栅格。由于以上限制，手机信令数据难以实现精细化的乘客

OD识别，乃至交通方式的划分。在实际数据分析中，虽然可以采用建筑开放量等方式估算栅格内的楼

宇出行，但计算精度及误差仍然较大。

1.4 数据融合使用

手机信令数据的优势主要在于对栅格精度的乘客出行规律的精准把握，而如何利用公交站点GPS
数据、公交刷卡数据乃至其他开源数据，尽可能细化手机信令数据的应用场景，是公交数据分析师不得

不关注的命题。
目前采用较多的方法是结合公交刷卡数据、地铁刷卡等数据，对手机信令数据进行识别、核对。具

体的方法上来说，在手机信令数据合理扩样后，利用地铁基站特殊标记，可以轻松识别出手机信令地铁

用户 （需考虑运营商影响，一般联通手机信令数据具有地铁基站字段，可以直接识别）。将手机信令识

别出的地铁用户数据与地铁刷卡数据相互比对，可以得到相对较为精确的地铁用户出行数据。同理，可

以利用公交刷卡数据、共享单车数据等，可以进一步划分交通方式。

2 大数据应用示例

2.1 应用一： 通过手机信令分析， 提升公交线网与人口匹配

以佛山市为例，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可以轻松识别公交300m覆盖不足的片区，其次再对其人口、
岗位数进行判断，从而得到公交出行需求大于150人次/日的公交服务盲区还有40个，这些片区需要进

一步加强公交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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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佛山市全市及顺德区公交站点300米人口覆盖盲区图

以佳兆业—金域天下 （住宅小区）为例，该小区主要依托东侧外环路进行交通疏解，小区范围一公

里范围内外环路上未设置公交中途停靠站，小区公交出行不便。

图4 佳兆业—金域天下 （住宅小区）公交服务情况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可以识别出该小区的主要出行的方向是容桂街道内部，占比68%，其次为跨

街道出行的大良街道，占比14%。综合考虑小区既有公交线路运营情况，可以对927路进行延伸，覆

盖服务盲区，扩大服务范围，满足佳兆业在容桂街道内的公交出行需求。

表4 佳兆业金域天下全方式出行OD情况

OD 出行量 占比

容桂街道 14485 68.20%

大良街道 2933 13.81%

北滘镇 166 0.78%

伦教街道 164 0.77%

杏坛镇 120 0.57%

2.2 应用二： 挖掘公交发展潜力区域

以佛山市为例，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公交刷卡和GPS数据，全市各小区平均公交分担率约10%，
其中沙头村委会、青岐村民委员会等小区公交分担率较低，可以重点分析评估其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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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佳兆业—金域天下 （住宅小区）线路优化示意

图6 佛山市各交通小区公交分担率图

其中沙头村委会小区，通过公交服务评估，可以发现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既有公交线路发车间隔

长以及小区缺乏公交站点覆盖。既有公交线路270路、272路高峰发车间隔均在30分钟以上，公交

吸引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文贵村、富贵公寓等居住小区距公交站点步行距离超过1km，市民出

行不便。

369



图7 沙头村委会小区公交服务现状

2.3 应用三： 识别公交线网换乘枢纽、 节点

通过公交站点客流分析，佛山市公交换乘站点集中分布在佛山市中心城区，如购书中心、顺德客运

总站等公交站。基于站点换乘量，结合线网整体架构情况，可考虑对站点进行提升改造，打造大型换乘

枢纽，提升市民换乘体验。

图8 佛山市公交站点上客量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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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顺德区公交上客 （左图）、换乘 （右图）前20站点

2.4 应用四： 识别城市交通需求走廊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佛山市顺德区碧桂路、乐龙路；禅城禅西大道交通出行量居高，但该走廊缺少

轨道交通覆盖，且地面公交发展薄弱，在公交线网优化过程中，应引起高度重视。

图10 佛山市公交发展潜力走廊图

2.5 应用五： 评估公交线路运力资源配置

受人口岗位分布影响，佛山市全天断面公交载客量差异较为明显，其中运力分布过剩的走廊主要集

中分布在佛山各区域外围镇街。朝安北路、中山路、禅港路、新明二路等路段单车断面载客量低，同时

公交车流大于500辆，需重点优化运力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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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佛山全天断面单车载客分布示意图

3 主要结论

在一个城市交通系统中，公交线网是一种主要线路，通常对客流需求大的点进行连接，其运行

效率直接决定了整个城市交通运营的效率，是一个城市人口出行的动脉[2]。公交大数据分析受限于

数据质量、客观条件等限制，难以实现对市民出行规律的完全掌握，但宏观层面的辅助判断，是公

交线网优化工作的有力支撑和重要辅助。结合公交大数据的全局判断，深入片区调查市民实际出行

需求，充分了解一线运营企业的客观困难，才能够真正贴合市民需要，形成和轨道交通协同发展的

理想的公交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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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的公交运营补贴模式探索

叶钦海 谢明隆 周 荣

【摘要】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出行舒适度、时效性要求越来越高，叠加城市功能结构调整、人口岗位分布变化

等因素，常规公交客流效益呈现下滑趋势，行业发展在公益性票价、客流效益下滑、财政压力大三重背景下受到严峻挑

战。因此，开展运营补贴政策研究，平衡公交服务的 “公益性”和 “市场性”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充分认识不同补贴

模式优缺点的基础上，结合东莞现阶段迫切需要以公交为支点破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但财政补贴压力大，企业精细化

管理不足等发展实际问题，以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创新补贴模式，强化补贴政策与运营效益的联动性，引导行业发展

良性互动，实现政企民共赢。
【关键词】 常规公交；资源配置优化；补贴模式

0 引言

常规公交作为城市大公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集约高效、绿色低碳等优点，对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支撑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部委明确提出 “要建立规范的公共财政补贴制

度”；东莞新一轮交通发展白皮书以及近期重点宣贯的东莞品质交通千日攻坚战均提出 “引导优化常规

公交线网体系，提升城市中心区干线公交线网覆盖水平”；市政府常务会议也提出 “突出政策引导，将

运营状况、客运量、服务质量纳入考核指标，尤其要突出对客运量及其增量的考核，倒逼公交企业进一

步改进服务、优化线网”；此外近年公交资源整合后，东莞的公共交通由原来的 “一镇一公汽”转变为

“区域专营”的模式。自上而下公交优先发展政策的传导，叠加自身运营模式的改变，亟需新一轮补贴

方案引导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

1 公交发展与运营补贴问题研判

在 “湾区都市，品质东莞”的总体发展目标下，东莞致力于公交补贴政策优化，希望立足东莞公交

发展阶段，创新补贴模式，制定引导性强、差异化的补贴实施方案以及针对性强、高标准的服务考核方

案，全方位支撑城市交通出行结构优化。本节从问题剖析入手，研判现阶段公交运营补贴的不足。

1.1 行业发展承压， 补贴政策对公交可持续发展的引领性不足

受制于机动车 “高拥有、高增长、高使用”，东莞公交分担率一直处于低位徘徊，十三五期间全方

式分担率不足5% （周边深圳、广州超过20%，佛山超过10%）；自2012年公交客运量逐年下滑，截

至2019年，客流减少了将近50%，近两年更是呈现加速下降态势，在城市轨道并无大面积开通运营的

情况下，下降速度远超国内平均水平 （约3%）；但公交资源投入却一直在增长，保有量近四年增长了

12%，而单车日均载客量下滑至130人次左右，不足全国重点一二线城市均值的50%，资源投入与公

交客流呈现严重 “倒挂”现象。
公交客流下滑，营收受压，而成本却随着车辆资源投入的增加以及社会经济成本的上升出现大幅上

涨，财政补贴逐年攀升，预计2020年补贴额度较2016年上涨接近80%，单人次补贴预计达到8.2元，
远高于国内海口、深圳等城市，财政压力逐年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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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莞历年公交客运量、增长率以及2020年单人次补贴预计标准统计示意

近期，政府常务会议明确提出新一轮公交补贴政策要 “突出政策引导，突出对客运量及其增量的考

核”，可见新时期扭转客流下滑趋势、提升运营效益早已成为共识，如何破局 “政府着急、企业忧愁、
市民无奈”的形势成为焦点。运营补贴政策作为政府发展公共交通行业的引领性政策，东莞无论是初期

的 “兜底模式”，还是上一轮的 “购买服务，成本规制”政策，其均是 “就补贴论补贴”，与企业实际运

营效益关联度不高，整体的激励性有所欠缺，企业以完成服务规模为主，而对运营的实际效益 （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追求不高，主观能动性不强，对线网优化、车辆资源优化配置等一直处于 “一成不变”
的状态，导致供需关系随着城市发展逐渐偏离，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愈发突出，在 “成本增长—营收下

滑”的态势下，企业生存压力、政府财政补贴压力均剧增。因此，强化运营补贴政策与运营效益的联

动，引导行业发展良性互动已然成为本轮方案制定的重点。

1.2 线网系统性、 覆盖率不足， 保障补贴政策对基础公交推广的支撑依旧是重点

以中心区为例，公共交通万人拥有率超过10辆，公交线路126条 （不含跨镇线路），但线网密度

2.8km/km2，低于规范标准要求，且线网重复系数高达4.7，导致线网覆盖率不足20%。
在市域城镇体系下，过去依靠民营资本投入形成的 “三位一体”的公交发展模式，基本实现了 “一

镇一公汽，村村通公交”的目的，大幅提升了镇街公交服务水平；片区统筹后，区域内镇与镇之间的线

网协调性更好了，但线网覆盖率依旧不足，镇街面积占到全市面积的85%以上，但镇街运营的线路仅

约占50%，公交线网集中在镇内主要干道，而次支路以及偏远地区服务性较差。因此，进一步完善线

网覆盖，提升保障性公交服务供给，既是东莞让市民共享改革发展红利、提升幸福感的体现，也是东莞

新一轮交通发展白皮书、品质交通千日攻坚战的要求 （2022年底前全市绿色出行分担率达到70%以

上），更是进一步落实国家部委优先发展公交的指示的重要举措。

1.3 运力资源投入供需不匹配， 有必要提升补贴政策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引导性

依旧以城区片区为例，主要客流走廊公交分担率低，莞城—东城、莞城—南城两大主要走廊，公交

分担率均不足10%，出行需求最旺盛的东城-南城，由于绕行严重等因素影响，分担率仅为3.6%。
从公交运力分布图来看，受制于场站布局问题 （市客运东站、市客运总站），公交运力集中在万

江—莞城段以及东城—莞城段，而东城—南城段较少，总体表现为线网系统性不足，运力投入与需求匹

配度不高。究其原因，以往围绕长途客运发展的公交模式对服务我市分散式的组团结构和人口布局具有

重要意义，能很好地服务外来务工人员，但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转型，内部出行结构变化，而公交线网

优化、公交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滞后，公交服务供给与需求严重脱节，叠加小汽车增长等外部因素，公

交出行逐步成为备选，客流下滑成为常态。
因此，重视资源配置供需匹配度，改变过往 “就补贴论补贴”的模式，将引导公交资源优化配置的

思想融入补贴政策，做好做强需求旺盛走廊的公交服务，提升资源利用效益，成为下一阶段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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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城区全方式客流走廊以及公交走廊分担率示意图

图3 城区公交走廊及公交运力分布示意

1.4 公交服务均质化， 亟需以骨干公交提质为示范， 引领公交服务升级

现状早晚高峰平均发车间隔在18分钟左右，与平峰差异性不大，且车辆运行速度慢 （不足20km/
h）、绕行严重等，公交出行时耗超过小汽车出行时耗的2倍，叠加准点率低 （首末站约70%，中途站

约25%）、运营缺班、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题突出 （车来了平台曾基于用户数据描绘城市等车 “快照”，
东莞位列随缘城市阵营，“候车不靠谱”的体验深深烙印在市民心中），导致公交服务竞争力不足。此

外，从全天的公交发车班次分布与乘客出行时间分布来看，匹配度也不高，整体服务呈现均质化，对通

勤出行需求吸引力不足。

图4 城区公交发车班次分布与公交出行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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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骨干公交是公交服务的核心，是扭转客流下滑趋势的关键，也是提升公交服务形象的重要举措，
对提升财政补贴效益，减轻财政补贴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亟需强化补贴政策中的引导作用，激励

企业主动优化管理，以点带面，改变过往均质化服务模式，实现 “骨干线路品质化、基础线路准点化”，
引领服务升级，全方位提升公交行业的社会效益。

综上，东莞正处于公交统筹发展的阵痛期，同时也是关键期，做好补贴政策设计工作，强化其

引领性，对实现东莞公交发展 “弯道超车”，切实发挥公交优先发展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具有重要

意义。

2 东莞的公交补贴政策思路

2.1 模式借鉴

借鉴国内重点城市的公交运营补贴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事后补贴、事前补贴以及无补贴三种。

2.1.1 事后补贴

以北京为代表，主要采用事后结算、兜底补贴的方式，充分保障了公交行业的资金需求，对落实

“公交都市”战略，保障公交行业公益性以及从业人员团队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保证财政投入合理

高效、激发公交企业增收节支方面具有一定缺陷。

2.1.2 事前补贴

相对事后兜底补贴，事前补贴通过事前约定的某种方式确定补贴额度，多亏不补，少亏不退。衍生出

来，典型的有几种，首先是人次补贴，以杭州2015年以前为代表，一方面激发了企业增收节支、保障了

财政投入合理高效，另一方面企业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将公交资源都投放到热线上，对冷线、偏僻线路

难以保障，因此在保证公交行业公益性方面具有一定缺陷；其次是标准成本法，即成本规制，目前上海、
杭州、苏州都在采用，初期对控制企业成本快速上涨具有一定作用，但在合理成本下，企业增收节支动力

不足，且需要每年与企业核算成本，在政企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行政成本相对较高，此外，企业在运营

过程中对客流的关注度并不高；最后是车公里补贴与定额补贴，两种均是按服务规模进行补贴，对激发企

业增收节支、保证财政投入合理高效方面具有一定效用，但其实施的前提是发展相对稳定。

2.1.3 无补贴

以香港为代表，公交发展处于相对成熟阶段，市场化票价，叠加多政策 （交通需求管理政策）支

持，高票价下公交出行依旧具有高吸引力，形成 “政府多渠道支持公交优先—企业高收入—市民公交出

行体验好”的良性循环。

2.2 基本补贴模式选择

补贴模式与城市公交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如何有机结合东莞现阶段发展的实际情况及面临的迫切问

题，通过制度设计，引导行业发展良性互动成为本轮补贴政策的关键。

表1 东莞公交补贴模式适应性分析

补贴模式
东莞适应性

说明 适应性

事后补贴 成本兜底
适应于发展初期，财政压力大，企业积极性不足，与东

莞现阶段不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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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补贴模式
东莞适应性

说明 适应性

事前补贴

人次补贴
能激发企业增客流动能，扭转客流加速下滑趋势是现

阶段东莞重点工作之一
√

里程补贴
能保障公交服务规模，进一步提升公交覆盖率，深化

落实 “村村通公交”政策依旧是下一阶段工作重点
√

成本规制

能一定程度保障公交补贴的合理性，但更多是从财政

的角度出发，而对企业运营的引导，特别是对客流的

关注度不够，且政企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管理行政

成本较高

○

定额补贴
能控制公交补贴总额，激发企业主动增收节支，但实

施前提苛刻，线网、客流应相对稳定
×

无补贴 ———
市场化运营，多政策、高客流、高票价叠加的结果，东

莞现阶段公交行业发展内外部条件均不符合
×

  （备注：√代表具有一定适应性，×代表不符合东莞现阶段发展，○代表中性）

在 “保基础，强公益，提骨干，优结构”的任务背景下，东莞本轮公交补贴方案设计的核心是建立

补贴政策与运营效益的联动机制，引导公交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政企民三赢。因此，在融合不同补贴模

式的优缺点以及适应性的基础上，平衡公交二重特性，创新补贴模式，建议推行基本公交服务按里程购

买，骨干公交服务按客流购买的模式。一方面保障公交公益性以及企业基本权益，另一方面激发企业主

观能动性，引导经营创新，将财政补贴的激励性作用充分发挥，逐步实现行业发展良性互动，引领东莞

公交服务升级。

3 以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的补贴方案设计

3.1 补贴方案概述

整个补贴方案含亏损补贴、利润补贴、考核调节、单项补贴、转移补贴五部分，即：
公共交通财政年度补贴=亏损补贴+利润补贴-考核调节+单项补贴+转移补贴

其中，亏损补贴中的基础亏损补贴为本方案的核心，即基于确定的基础线路 （非干线）、骨干线路

（干线）采取不同的补贴办法，即：
基础亏损补贴=核定单人次补贴标准×干线年度公交客流量+核定单公里补贴标准×非干线年度营

运里程

3.2 方案关于资源优化的引导性评估

基于企业视角，即 “调整后，企业获得的收入 （含政府补贴部分）不低于调整前”的总体思路，因

此企业在满足非干线运营基本要求上，对干线线路的配车数量、发车间隔、乘车环境等方面优化，以期

提高的干线客流，获取更多的财政补贴。以某片区为例，假定仅从车辆配置优化方面分以下两类情境进

行分析：
情境一：车辆资源从非干线调整至干线运营后，原属于该车辆的非干线客流随之消失；
情境二：车辆资源从非干线调整至干线运营后，原属于该车辆的非干线客流转移至线路其他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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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即车辆减少，但非干线客流不变；
分析的具体参数以某企业最新的运营数据为基础进行处理。
（1）情境一：
企业在车辆资源调整前后含补贴收入计算公式分别为：

y1=1170+1.44x1
y2=5.61x2+1.44x2
式中，y1；y2分别为企业相应车辆资源在非干线和干线上运营时含补贴的收入，元/日；x1 为该

车辆资源在非干线运营时的客流量；x2为该车辆资源调整至干线运营时的客流量；1170为该车辆资源

在非干线运营时按里程补贴的基础收入，即仅需完成相应的运营里程任务，政府就给予相应的财政补

贴，基于单公里补贴标准与日均单车行驶里程计算。

表2 车辆资源调整前后企业单日收入与客流关系分析

调整思路 非干线 干线 前后对比

调整 前 后，
企业总收入

（含 补 贴）
不变

初始客流

（人次/车）
初始政府

补贴 （元）
企业总收

入 （元）
调整后客流

（人次/车）
调整后政

府补贴 （元）
企业总收

入 （元）
增量客流

（人次/车）
政府补贴

变化 （元）

0 1170 1170 166 931 1170 166 -239

50 1170 1242 176 988 1242 126 -182

80 1170 1285 182 1023 1285 102 -147

120 1170 1343 190 1069 1343 70 -102

190 1170 1444 205 1149 1444 15 -21

209 1170 1471 209 1171 1471 0 1

250 1170 1530 217 1218 1530 -33 48

300 1170 1602 227 1275 1602 -73 105

基于上述测算，以单车为例，分析以下两个案例：
案例一：若某车辆资源在非干线运营时，客流为0人次/日，则将该车辆调整至干线运营后，其客

流达到166人次/日时，企业总收入维持 （含补贴）维持不变，而此时政府补贴该车的额度为931元/
日，比调整前少补贴239元/日，相对应的，若调整后客流达到209人次/车，则此时政府补贴不变，而

企业实现增收301元/日；
案例二：若在非干线运营时，单车日均客流为50人次，则调整至干线运营后，客流达到176人次/

日时，企业总收入维持 （含补贴）维持不变，而此时政府补贴该车的额度为988元/日，比调整前少补

贴182元/日，但若达到209人次/车，政府补贴不变，而企业增收229元/日。
综上，即在下图阴影区域，调整后，政府补贴减少，企业受益增加，而由于骨干线路进行了相应加

密，市民公交出行体验也更好，达到一个 “三赢”的状态。
（2）情境二：
调整后，原非干线客流转移至原线路的其他班次，即调整前后企业含补贴收入计算公式分别为：

y1=1170
y2=5.61x2+1.44x2

式中，y1；y2分别为某企业相应车辆资源在非干线和干线上运营时含补贴的收入，元/日；x2 为

该车辆资源调整至干线运营时的客流量。
与情境一相比，站在企业角度，情景二效益更好，因为车辆资源调整至干线后，只要高于在非干线

运营时的基础补贴，企业每增加1人次客流，其增加的收益为财政单人次补贴与单人次票务收入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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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情境一补贴分析

以上述企业为例，单车日均基础补贴为1170元，对应的基础客流为166人次/（日·车），若该车辆调

整至干线后，服务的客流高于166人次/（日·车），则每增加1人次客流，其收入增加7.05元。而站

在政府角度，情境一、情境二补贴情况一致。

图6 情境二补贴分析

综上，实际运营过程，原非干线的客流变化情况大概率介于情境一、情境二之间，即调整后，原属

于该车辆的客流可能会有一部分消失了，而另一部分可能转移至该车辆原所属线路的其他班次。以上述

情境一分析的案例二做进一步说明，若在非干线运营时，单车日均客流为50人次，则调整至干线运营

后，客流实际不用达到176人次/日，企业即能实现盈利，相对干线目前日均单车客流均值190人次来

说，企业实现的可能性较高。
可见，方案能较好激励企业主动优化调度管理，引导其完善内部评估机制，将非干线客流效益差的

车辆资源更多的调整至需求旺盛的干线上运营，实现车辆资源运营效益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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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方案的配套机制设计

“激励措施、保障措施并行，权衡政府、企业利益”是本轮补贴政策设计的核心思路。

3.3.1 激励性制度设计

以 “优结构、提客流、提服务”为导向，方案通过设计激励性机制引导企业发挥运营的主观能动

性，提升财政投入效益。具体如下：
（1）利润挂钩收入，政企共赢。综合考虑公交行业的公益属性、财政补贴效益以及企业的积极性，

本方案采用利润直接挂钩收入的模式，票务收入的利润率参照国内大多数城市做法，取6%保证微利空

间，而非票务收入遵循 “政企共享”的理念，采取高利润率 （15%）激励企业优化管理，增加非票务收

入 （广告收入约为票务收入的25%），冲抵财政补贴，减轻补贴压力，有利于行业可持续发展。
（2）服务考核从严，提服务助力行业发展。围绕 “遵从标准，高于标准；精简体系，更具针对性；

安全保障，服务提升”优化运营服务考核指标，针对候车 “不靠谱”、安全生产意识不足等现实问题，
新增 “缺班考核”、 “驾驶行为违规”等指标，同时将考核结果挂钩亏损补贴，强化整个方案的考核

意义。
（3）主体责任落实机制，“危”中寻机。新增责任人联动机制，将责任人绩效挂钩运营指标以及服

务质量指标考核结果，强化企业危机意识，引导企业将行业发展、公交运营的主体责任逐级深化、细

化、具体化，健全内部责任分解传导机制、监督机制以及问责追究机制，强化整体危机意识，助力行业

可持续发展。

3.3.2 保障性制度设计

（1）驾驶员保障机制。考虑区域统筹初期发展不稳定，以及行驶证准驾车型问题、行业工作性质等

内外因素，对考核年标准人车比以下，基年人车比以上的驾驶员按标准薪酬待遇给予补贴。
（2）人工、维修费调节机制。考虑社平工资、物价水平以及东莞2019年集中纯电动化引起维修费

“前低后高”的实际情况，设计人工、维修费调节机制，给予一定调节幅度，保障企业人员队伍稳定以

及基本发展需求。
（3）车辆资源调整保障机制。整个方案以资源配置优化为导向，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度，对线网优

化 （微调为主）、车辆资源配置调整的引导性较强。为激励企业大胆尝试资源配置调整，调整首年，政

府依旧按非干线标准进行补贴，给予企业缓冲期来培育客流，真正实现提客流、提服务、优结构的

目的。

3.4 小结

综上，整个方案的设计基于 “资源优化为导向，多方利益综合，发展良性互动为目的”的理念进行

设计，具体通过差异化的补贴模式，以及多维度的机制设计，相互激励，相互保障，对完成东莞公交现

阶段发展任务，即 “保基础，强公益，提骨干，优结构”，具有较强的引导性。

4 结语

公交优先发展，完善公交体系，提升公交服务品质，是一项复杂但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补贴政策

作为公交优先发展的重要资金保障，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狭义的财政分配，而应该站在更广义的角度权

衡，落脚点应与行业在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高度契合，做好创新的同时，注重把握公交的二重特性，强

化政策引导，促进行业发展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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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征与发展阶段关系研究

麻旭东 杨应科 夏国栋

【摘要】 轨道交通发展起步较早与发展较晚的城市客流往往呈现出差异化特征，研究不同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变化特征

有助于我们掌握地铁客流变化的根源。本研究通过持续跟踪全国30个城市近两年的轨道交通客流数据，剖析客流的周

期变化特征以及节假日客流、成网阶段变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客流特征等。归纳总结了呈现出不同客流特征的原因及

其与轨道交通发展阶段的对应关系。研究结论可为后续规划设计、建造运营、客流预测、轨道交通发展趋势研判等相关

工作做出借鉴及指导。
【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影响因素

1 研究目的及意义

国内外针对地铁客流已有部分研究，例如万英针对西安地铁在成网阶段的特征进行了分析[2]。王学

贵借鉴北上广深的地铁客流预测了西安的客流[3]。徐昭针对宁波地铁客流现状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客流

培育建议[4]。但这些研究时间较早，当时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可供研究参照的城市较少，且类比的城

市与所研究的城市有所差异，因此分析研究的内容有限。
近年来我国城市轨道发展突飞猛进，数据变化日新月异，截至2019年底，我国共40个城市开通城

市轨道交通，合计运营里程6736.2km，全国地铁每日总客流逾7300万人次。处于轨道交通不同发展

阶段的城市已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为了研究客流差异背后深层的原因及客流与城市轨道交通发展

阶段的关系，本文着眼于近两年以来的全国30个主要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数据，分析研究客流变

化特征，总结出不同城市不同轨道交通发展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客流特征。研究结论对指导其他城市进行

轨道交通发展研判、校核阶段性客流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2 轨道客流的影响因素

轨道客流背后是一套复杂的多影响因素，且多因素之间往往呈现一定的相关性。轨道交通客流培育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完善与提高，也因此轨道交通的客流增长较缓慢，比较容易

观察出规律特征及影响因素。详细来看，城市轨道客流的影响因素常见的有以下几种。
地铁票价 （票价敏感性）：地铁票价对客流有部分影响，但影响程度有限。在轨道交通开通前，相

关部门会针对定价制定严格周密的考量，通常来说地铁票价基本处于很容易接受的水平。对于日常需要

地铁来通勤的人来说，相比地铁带来的方便快捷，票价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不可否认降价或者免

费可以正面促进地铁客流的上升。例如厦门地铁于2020年4月7日-6月30日期间推出了休息日及法定

节假日期间免费乘坐措施。免费乘坐措施开通后的第一个周末，客流以53万打破了记录。免费日之后

的工作日，地铁客流依旧维持在24万左右，远高于免费措施之前的日均18万，可以说厦门地铁的免费

措施的效果非常明显，极大地促进了原本处于 “犹豫期”的乘客转为地铁出行。
发车间隔：在轨道交通发展的初期，一般客流处于较低的水平，所以轨道运营方会根据客流情况调

整发车间隔，通常间隔比较长，例如东莞地铁2016年开通时发车间隔为高峰7分钟、平峰9分钟。犹

如等公交一般漫长的等待时间会带来较差的乘车体验，因此开通初期客流效益并不理想。随着时间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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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厦门地铁 “免费日”客流变化

移，后期客流逐渐上升，轨道运营方会进一步缩减发车间隔，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客流效益逐渐变

好。例如东莞地铁于2019年1月1日将发车间隔调整为高峰6分钟、平峰8分钟。客流也逐渐由2016
年日均11.5万上升至2019年的15.1万。

服务水平 （乘车体验）：服务水平是一个多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例如，发车间隔、接驳距离、站

内设施便捷性、车厢乘坐舒适度等。我国目前已有约40城市开通了地铁，各地的服务水平有不少差异。
通常轨道发展较为初期的城市发车时间间隔较长、站点外公交接驳线路较少、站内设施不完善等因素导

致乘车体验一般。而轨道发展特别成熟的城市因为车厢过于拥挤，进出站需要排队等因素，乘车体验也

一般。因此服务水平这个结果因城而异、因时而异，并无绝对结论。
土地开发强度：地铁覆盖的服务范围有限，因此周边土地开发强度的不同，覆盖的人口岗位密度不

同而带来的客流也是不同的，这是地铁客流的最直接影响因素。例如，快线或者郊区线、机场线等通常

通往较为偏僻的城市外围地区，覆盖的人口不如市区的核心线路，因此快线、郊区线、机场线等通常客

流非常有限且增长空间有限。

3 轨道客流成长规律特征分析

综合分析全国主要城市的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可发现不同轨道交通发展阶段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特

征。轨道交通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呈现出轨道交通发展高级阶段所具有的特征，客流变化规律且明显。
而轨道交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的城市往往呈现出另一类的特征。本研究完整记录了2018年05月-2020
年05月两年的全国主要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数据。因2020年受疫情影响客流波动较大，因此将2020年

客流作为疫情影响分析部分单独分析。其余分析部分均选取2019年01月-2019年12月期间的客流，具

体分析如下。

3.1 年度客流变化特征

2019年全年来看，全国28个主要城市年度总客流约265亿人次。全国28个主要城市日均客流

7277万人次。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全国每日乘坐地铁出行的人不足5%。
2019年日均客流较高的前五城市依次为：1.北京 （1082万）、2.上海 （1060万）、3.广州 （903

万）、4.香港 （868万）、5.深圳 （549.3万）。
客流分布不均，前四名城市占据了全国约53%的客流，前五名城市占据了全国约61%的客流。
经济上的基尼系数用来反映贫富差距，其取值区间为0至1。越趋近于0表示越平均。约趋近于1表

示越不平均。例如国际上习惯把基尼系数0.2及以下可视为绝对均衡，0.2至0.3代表比较均衡；0.3至

0.4代表相对合理；0.4至0.5代表差距较大，0.5以上时则表示差距悬殊。通常国际上将基尼系数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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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9年主要城市轨道交通日均客流

图3 2019年主要城市客流占全国比例树状图

作为警戒线，当基尼系数超过0.4时，代表各阶层收入及贫富差距较大，容易产生社会问题。

图4 基尼系数示意图

同理我们可以建立全国轨道客流的 “基尼系数”，即将全国主要城市的地铁总客流看为一个整体，
计算方法同经济上的基尼系数，用来反映地铁客流较高的城市与较低城市的差异大小。经过相关软件精

确计算得出轨道客流的基尼系数为 “0.6236”。这说明国内地铁发展较早的城市因为客流培育的相对成

熟，客流相对较高，占据了全国客流的绝大部分份额。而后开通地铁的城市客流比较低，占比非常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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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城市间的轨道客流差异巨大，很不均衡。

图5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界的 “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

3.2 月变化特征

从轨道客流月变系数来看，2019全年存在两个明显的高峰。第一个高峰为四月份，月变系数高达

102.49%。这也是春节之后企业均复产复工，生产力大大增加。导致地铁客流大大增加。后续五六月份

随着天气开始炎热，人们的休闲娱乐出行欲望有所疲软，地铁客流逐渐缓慢下降。

图6 2019年全国主要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月变系数

第二季高峰为七月份，月变系数高达106.49%。地铁客流会呈现一个大的增长。主要有两个原因：
1、大批应届毕业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开始投入工作。据统计近两年每年大学毕业生约830万人，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更是毕业生青睐的城市。社会生产力的突增无疑助力地铁客流进一步上涨。2、
七八月份为学生的暑假，大量学生在暑假外出旅游，休闲娱乐出行量大大增加。综合以上两个原因，休

闲娱乐出行叠加工作通勤出行共同创造了一年中客流高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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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月变化特征 （一线城市）

图8 月变化特征 （新一线及以下城市）

同时一年中有一个明显的低谷，即二月份。春节期间，全国普遍有10至15天的春节假期。受制于

春节假的影响，造就了二月成为全年的一个低谷月。
春节假期对不同城市的影响也不同。例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因为外来人口多，每年春节假期时

许多务工人员返乡回家过年，导致成为 “空城”，地铁客流也因此大幅度折减。根据数据显示，北上广

深等日均客流在500万以上的一线城市二月客流仅为全年月均客流的76%。而其他城市也会受到春节

假期的影响，其总体客流所受影响程度随着城市发展程度的递减而逐渐下降。例如日均客流在100万～
500万区间的城市 （包括成都、武汉、南京、重庆、西安、杭州、天津）二月客流为全年月均客流的

81%。日均客流在100万以下的城市 （包括郑州、苏州、沈阳、长沙、南宁、昆明、大连、青岛、合

肥、南昌、福州、哈尔滨、石家庄、厦门、东莞）二月客流为全年月均客流的85%。

3.3 周变化特征

将一周分为七天来看，差异明显。随机选取一个稳定的通勤周进行分析，即2019年0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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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受春节假期影响的二月客流折减程度

2019年04月21日 （通勤周为笔者自己定义，即：一周较为稳定，前后均无节假日。一年有很多稳定

的通勤周，客流特征稳定且相似，因此本文只选择一周进行研究）。

图10 轨道客流周变化特征 （2019年04月15日-2019年0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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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全国主要城市轨道交通客流周变系数 （2019年04月15日-2019年04月21日）

分城市来看，周变化具有明显差异。首先是高居榜首的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这部分城市日均客流

往往高于500万，其工作日五天客流在一周中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其中周五因为通勤客流叠加周五下班

之后的休闲娱乐客流会创造一周中的 “最高日”。周末通勤客流大幅下降，客流呈现 “断崖式”下降，
经统计北上广深四市周末客流均值仅为工作日的74.6%。这种周末出现明显下降特征也反映了这类城

市以通勤客流为主，轨道交通发展进入了较为成熟的阶段。
其次就是日均客流在500万以下，100万以上的城市。这些城市轨道交通发展处于中间水平，客流

也是以通勤为主，周末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但不如北上广深明显。经统计这部分城市周末客流均值为工

作日的87.6%。这类城市仍以通勤客流为主，但未来仍有较大发展和提升空间。
再往下就是日均客流在100万以下的城市，这些城市往往轨道交通仅为一条线路或者几条线路在运

营，线路规模较小，对人们的吸引程度还不够高，未呈现出网络化运营效益，导致工作日通勤客流占比

较低，周末休闲娱乐客流占比较高，以致往往呈现出周末客流大于工作日的情况。例如，合肥、南宁、
昆明、南昌、东莞等城市。经统计这部分城市周末客流均值为工作日的104.2%。这类城市通勤客流占

比相对较少，轨道交通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后续亟需提高线路密度，提升网络化运营效益，未来有巨大

发展和提升空间。

图12 周末相对于工作日客流折减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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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成网阶段变化特征

在轨道交通发展的初期阶段，尤其是仅有一条线开通的城市，后续开通第二条线路形成交叉线路后

对客流的促进效益巨大。
例如，2019年06月06日南宁开通第三条城市轨道线路，即南宁轨道交通三号线。线网规模由

53km增长到81km。开通第二日即打破了最高客流记录，开通当月日均客流由62万/日提升至近80万

/日，提升效果明显。
再如，2019年04月26日福州开通第二条城市轨道线路，即福州地铁二号线。线网规模由24km增

长到54km。开通后六天内三次打破客流记录。开通次月日均客流由18万/日增长至35万/日，提升效

果明显。

图13 成网阶段客流变化

图14 成网阶段客流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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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轨道发展初期阶段的城市，新线路的开通对客流促进效果明显。究其原因为轨道发展的初期阶

段线网规模较少，单条轨道的覆盖范围，因此客流有限。而当开通交叉线路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原线路

的辐射范围。
对于轨道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新线路的开通促进效果不如初级阶段明显，客流的增长有限，更有

甚者客流强度可能还会呈现下降趋势。

3.5 客流记录日特征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较为成熟的城市，客流的最高记录日并非出现在五一、十一等大型节假日当天，
而往往出现在节假日的前一天。究其原因，是因为假期前一天为工作日，人们依旧乘坐地铁上班通勤，
贡献了很大部分的 “刚性通勤”客流。然而在下午下班之后人们就开始进入了假期，聚餐、逛街、购物

的欲望相比工作日上升很多，因此休闲娱乐客流也上升了。而在节假日当天因为刚性通勤客流的消失，
仅靠休闲娱乐客流很难打破记录。因此每年大型假期的前一天因通勤客流叠加休闲娱乐客流往往会打破

客流记录成为新的突破。

图15 客流构成示意

而在轨道发展较为初期的城市，因为通勤客流占比较少，客流的支撑部分主要还是休闲娱乐客流，
因此这类城市客流的突破日往往为节假日第一天，大量人们乘坐地铁出门购物游玩，休闲娱乐客流猛烈

增长，成为了新的客流记录日。

3.6 疫情等特殊情况影响程度分析

2020年一月份，我国遭遇了新冠肺炎的侵袭，全国经济生产活动进入了暂停阶段。地铁客流也进

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受疫情的影响，春节假期延长，全国经济生产活动复工缓慢。那么疫情究竟影响

程度如何？ 对经济生产活动有多大影响？ 本文选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等城市从

2020年01月份至2020年05月份的客流数据，从轨道客流的变化一窥究竟。
不难发现疫情对地铁客流的冲击巨大，从大约1月20日开始全国地铁客流降至冰点，仅为正常水

平的8%，并且持续了约20天。02月10日开始第一批小部分企业逐渐开始了复工，但是客流并无突

增，仍然处于很低的水平。这说明02月10日开始复工企业较少，亦或者说明第一时间复工的人依旧选

择个体出行，非公共交通出行。
02月24日开始第二批企业开始了复工，轨道客流有了进一步的上升，但是仍然远低于去年同期正

常水平。此时的客流特征也出现较大变化，在周末的客流远远低于工作日，不足工作日的60%。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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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疫情对地铁客流的影响 （2020年1月1日至5月10日）

明，周末人们也尽量减少了休闲娱乐出行，仅工作日刚性通勤客流为主体客流。
05月01日开始为五一劳动节，但是可以看出劳动节期间的客流依然和本期周末的客流相当，这说

明2020年五一期间人们并未完全放开，依旧选择居家或者就近游玩。据不完全统计，五一选择长途游

玩的人不足25%，也证实了这点。
疫情对地铁客流的冲击巨大且影响时间长久。根据对疫情期间深圳市出行者通勤方式的调研显示，

约有30%的出行者通勤方式发生了变化。主要变化流向为公共交通转向小汽车和慢行。而地铁客流也

佐证了这一点，时值2020年五月底，地铁客流恢复逐渐趋于平稳，但仍未完全恢复，仅为去年同期的

七成左右。

图17 疫情期间通勤转移及其流向

4 结语

我国内地在1971年就有城市开通了地铁，至今已发展有49年。发展较早的城市轨道交通比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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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客流呈现出明显且规律的特征。而发展较晚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不同城市间的客流特征稳定

且具有差异化。本文深刻的研究了这些特征并总结出特定规律如下。
（1）客流差异客观存在且差异较大。借鉴学习客流发达城市的运营经验、组织模式等具有重要

意义。
（2）不同城市间的客流数据差异短期内一直存在，要正确看待客流差异。
（3）客流成长曲线受线网规模、发车间隔、票价以及城市发展阶段等多因素影响，客流预测过程中

切记不可机械式的计算，要结合多因素，全面统筹考虑综合判断。
（4）客流成长除跟随轨道发展外，还与城市发展、发达程度紧密相关。轨道交通是城市交通里的重

头，循序渐进、稳中求进地发展才符合发展规律。
分析这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研判轨道交通所处的发展阶段，帮助我们研判阶段性特征问题以及帮助

我们预测未来的趋势。对后续规划设计、客流预测、决策分析、建造运营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注 释

数据来源：

编号 数据 备注

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统计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官网

2 近两年全国主要城市地铁每日客流数据 微博@地铁客流及运输研究阿牛

3 通勤方式数据 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公众号

参 考 文 献

[1]
 

郭平.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及预测相关问题[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10，13（01）：58-62.
[2]

 

万英.西安地铁网络化运营特点及发展策略分析[J].科技与企业，2014（23）：38.
[3]

 

王学贵.借鉴地铁客流调研分析预测西安地铁客流[J].中国铁路，2014（09）：103-106.
[4]

 

徐昭.宁波市轨道交通客流培育现状与对策研究[D].宁波：宁波大学，2018.
[5]

 

张佳.城市轨道交通初期客流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D].陕西：长安大学，2017.
[6]

 

王玉萍.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与分析方法[D].陕西：长安大学，2011.DOI：10.7666/d.y2132832.
[7]

 

方礼君.城市轨道交通客流相关问题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08.
[8]

 

王梦恕.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应注意的若干问题[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04（06）：1-2+1.
[9]

 

吕帝江.基于多源地理大数据的地铁客流影响因素研究[D].广州：广州大学，2019.
[10]

 

陈旻瑜.地铁运营成本特性分析[J].现代城市轨道交通，2006（04）：91-93.
[11]

 

张婧.城际轨道交通旅客票价与客流量敏感性分析模型[J].铁道建筑技术，2014（08）：97-100.
[12]

 

易洪.轨道交通需求随轨道交通票价变化的敏感性分析[D].北京：北京工业大学，2006.
[13]

 

万泽文.苏州轨道交通成网阶段客流特征研究[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创新驱动与智慧发

展———2018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城市交通专业研究院，2018：3144-3159.
[14]

 

王多龙，李得伟.天津地铁客流发展规律及特征分析[J].城市轨道交通研究，2016，19（07）：40-45+101.

作 者 简 介

麻旭东，男，本科，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电子信箱：1150093300

689



@qq.com
杨应科，男，本科，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院院长，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

184894504@qq.com
夏国栋，男，硕士研究生，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院副院长，高级工程师。电子

信箱：379376189@qq.com

789



大城市公共交通法制化发展研究

杨 涛 何小洲 刘超平 柯靖宇

【摘要】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城市重要民生事业的公共交通服

务，是法制化发展的重点领域，从当前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阶段来看也迫切需要提升法制化水平。本文在分析大城

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公共交通立法经验和实践，提出了公共交通立法在规范性基础上

要考虑发展性、灵活性的观点，并分析了发展定位、顶层制度、发展模式、资源保障、经营管理等八个方面的关键要

点，可为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大城市；公共交通；法制化；法规

0 引言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并于2014年10月23日举行的十

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形成完备的法律

规范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坚持依法行政，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要求加强重点

领域立法，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基本公共交通服务是城市重要的

民生事业，迫切需要加快法制化发展进程。当前我国公共交通领域的法制化发展还相对滞后，法制化的形

式仍然是以政府或部门规章为主，效力和权威性相对较低，难以发挥地方法规的战略引领作用，也造成公

共交通事业发展部门化倾向严重，公交优先战略难以落实到位。城市公共交通是一项综合的公益性基础事

业，作为交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与 “公交优先”相适应的法规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构建[1]。

1 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1 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必要性

1.1.1 大城市公共交通的特征与问题

大城市的人口、空间规模大，交通需求呈现规模化和多样化的特征，交通供需关系形成一个复杂系

统，而公共交通作为集约高效的交通运输方式，是空间资源相对紧张的大城市健康交通模式的必然选

择。基于城市与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大城市公共交通也具有较为复杂的发展特征，主要体现在城市内部

分区差异性明显、乘客出行需求多样、公共交通供给模式多元、空间资源配置与市场经营环境复杂等。
我国从21世纪初开始就已经在推动公交优先发展，2012年国务院发文正式将公交优先明确为国家

战略，促进了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的快速发展与改善，但从当前情况来看，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发展改革已

经进入深水区，如公共交通在交通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难以建立，个体机动化出行发展更为迅猛；土地、
路权等空间资源及财政资金等公共资源配置难以保障，公交场站、专用道等设施建设困难重重；公共交

通安全形势严峻，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多部门管理理念不一致，协调不畅等，公交优先战略的真正落实

缺乏法制保障和强有力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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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必要性

基于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特征与问题，当前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必须从顶层制度安排与

“有法可依”等方面着手，保障公交优先发展落到实处。“依法治国”和 “依法行政”是新时代城市治理

工作的根本要求，城市公共交通的立法既是顺应城市发展的新要求，也是落实公交优先、完善法规体

系、规范市场竞争、保障服务质量等的必然选择。
首先，城市公共交通立法是落实公交优先战略的根本保障。公交优先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受到社会认知、利益博弈、政策导向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需要通过立法确立城市基本公

共交通的公益属性及优先发展地位，巩固公交优先在社会各界中的共识，明确城市与交通中公交优

先的政策导向。一方面，从我国公共交通及类似行业的立法情况来看，存在面向管理的立法与面向

发展的立法等不同类型，一般来说后者包括前者，且内涵更丰富、意义更重大。当前我国公共交通

尚处于快速发展和变革的阶段，基础还相对较为薄弱，但同时也拥有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创

新等方面的需要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公共交通立法不仅面向管理的规范化，更重要的是需要

全面促进公交优先发展和健康发展，重点解决阻碍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主要矛盾，寓管理于发展之

中。另一方面，需要以法律形式确立 “公交优先”的城市战略地位，扭转交通出行结构失衡的严峻

形势。当前，我国大城市普遍存在私人机动化快速增长和交通拥堵加剧的问题，部分城市出行方式

结构已经严重失衡，要改变当下的严峻形势必须将 “公交优先”上升为城市战略，并以法律的形式

加以确立和引导，从立法层面来彻底扭转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各界对公交优先的重要性、紧迫

性的认识，扭转当前小汽车主导的出行模式。
其次，城市公共交通立法是城市管理法规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城市公共交通立法是推动城市公共

交通事业规范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发展的核心抓手。《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
（国发 〔2012〕64号）明确要建立持续发展机制，规范重大决策程序，推进城市公共交通重大决策法制

化、民主化、公开化，并提出要研究出台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法规规章，地方人民政府推动配套制订和

完善地方性法规，为城市公共交通的资金投入、土地开发、路权优先等扶持政策提供法律保障。在此背

景下，交通运输部研究起草了 《城市公共交通条例》（送审稿），并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法制办、
司法部就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先后公开征求了意见。但法制化需要形成完备的法

律规范体系和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需要平衡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关系。城市交通涉及

土地、税收、财政、安全、环保等国家大政方针，属中央政府事权，需要国家立法予以明确和规范，同

时，各城市交通发展具体模式、路径，具体管理和治理，又是各城市政府事权，应当因地制宜，由各城

市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适当的地方性法规。
再次，城市公共交通立法是建立公共交通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许多大城市已

经在公共交通立法方面做了探索，但法制化的形式仍然是以政府或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为主，法律效

力、权威性和约束力等相对较低，也造成公共交通事业发展部门化倾向严重等问题。一是需要通过立法

解决公共交通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基础性、公益性和优先性地位，不仅仅依靠公

交行业本身的提升发展来维持，同时也需要财政、土地、路权、税费等城市资源供给侧方面的保障。但

是按照我国的立法权限规定，这些都需要法律、行政法规层次的立法规范进行规定，一般的规章约束范

围有限，只能对城市公共交通行业内部问题进行约束，而不能对事关公交行业发展最核心、最重要的资

源保障问题进行法律设计。因此，需要通过地方性法规对公共交通资源保障问题进行详细的法律设计，
进一步规范和引导与公共交通相关的各项城市资源的落实和经营管理。二是需要通过立法确立公共交通

领域的依法行政和制度保障。公共交通发展涉及交通运输、自然资源、交通管理等众多管理部门，政府

部门规章立法位阶较低，一般主要是对规划交通主管部门提出约束及要求，而对其他部门的协调配合和

市民约束力度不足，容易造成部门化倾向严重的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地方性法规建立城市公共交通发

展的制度框架，明确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和要求，做到有法可依和依法行政，保障公交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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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持续发展。三是需要通过立法完善公共交通相关工作的监督管理。政府部门规章较难形成完善的执

行监督体系，一般重点对公共交通运营企业等末端运营组织者进行法律责任界定和制定相应处罚措施，
但涉及规划建设过程中的土地、路权、财政等公共资源配置的相关政府部门，对其责任及违规处罚措施

则相对模糊。因此，需要通过地方性法规，加强对公共交通发展各个工作环节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

理，确保各项职责和工作落实到位。

1.2 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可行性

（1）设区市普遍取得了地方立法权。2015年3月15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决

定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作出修改，地方立法权扩至所有设区的市，其第七十二条规定：设区的

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

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城市公共交通是城乡建设与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制定地方性法规的重要对象，因

此，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制度和程序可行。
（2）公共交通立法获得了国家政策的积极支持。《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

见》（国发 〔2012〕64号）明确要推进城市公共交通重大决策法制化、民主化、公开化，提出要研

究出台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的法规规章，地方人民政府推动配套制订和完善地方性法规，为城市公共

交通的资金投入、土地开发、路权优先等扶持政策提供法律保障。《交通运输部关于贯彻落实 〈国务

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交运发 〔2013〕368号）明确加快完善城

市公共交通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规章、管理办法或实施细则等，为城市公共交通规划、建设、运营、
管理、安全、应急和政策支持提供法制保障。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要求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法律制度建设，依法加

强和规范公共服务，并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

明法律制度。公共交通既是保障民生的重要公共服务，也是城市绿色低碳发展重要的交通子系统，
应当作为立法的重点领域。

（3）具有上位及相关法规良好的指导与借鉴基础。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 《城市道路管理条例》、《道路

运输条例》、《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规定》等上位法规和规章，以

及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等指导性文件，《城市公共交通条例 （征求意见稿）》
也已经公开征求了两轮意见，为大城市公共交通法规的制定的提供了有效的指导依据和借鉴价值。

（4）具备了较多的实践经验和工作基础。目前，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杭州、天津、济南、昆

明等国内很多城市已经制定了地方公共交通条例或政府规章，还有相当一部分取得立法权的城市也都在

积极开展城市公共交通立法工作。同时，在一些大城市已经从管理体制、财政、资金、用地、考核等各

方面，对公共交通的法制化做了较为全面的探索，为公共交通的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较为成熟的基础

和经验。

2 国内外公共交通立法经验

2.1 国外公共交通立法情况

欧美、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公共交通法规体系，一般会形成公共交通的独立法案及

一系列的相关法案，涵盖的内容较为全面，包括财政、规划、建设、管理、公平、安全、环保等各个方

面，且法规条文规定非常具体，可执行度高。
美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专门针对公共交通法规或条款，包括独立的 《城市公共交通法》、《城市

公共交通扶持法》，以及涉及公共交通相关内容的 《交通部法案》、《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等十几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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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公共交通法律法规体系，涉及资金供给、机构设置、权责划分、资金申请和评估、科

学规划、民主参与、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等诸多内容[2]。

表1 美国联邦政府主要公共交通相关法案一般表

类别 颁布年份 法案名称 主要内容

财政

1964 城市公共交通法案
首次在法律上明确联邦政府为公共交通提供财政资助以及资助的资金

来源

1974 公共交通援助法案
第一部规定联邦财政支持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补贴的法案，并初步确立

了系统的公共交通财政资助体系

1982 地面交通援助法案
将燃油税增加，并明确规定新增5

 

美分 （每年约55
 

亿美元）中的1/5
 

必须分配给公共交通

1998 21世纪交通平等法案

建立了 “资金保障机制”（Funding
 

Guarantee
 

Mechanism），在授权的

410
 

亿美元资金中，至少有360
 

亿美元在公共交通项目落实过程中给

予拨款，大大增加了公共交通资金使用的可靠性

规划 1966
示范城市和大

城市发展法案

建立区域性的规划机构，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在公共交通规划过程中系

统地考虑公平、环保、种族、民生、发展、经济和社会等问题

管理 1966 交通部法案
促成联邦政府交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对公共交通管理的职能划

分，成立城市公共交通管理署

研发 1966
城市公共交通

法案修正案

明确了城市公共交通技术研究的资助条款，规定对于公共交通规划、
设计和管理的技术研究活动，联邦政府资助最高达总费用的2/3

公平 1990 美国残疾人法案
要求公共交通运营商 （无论其是否获得联邦资助）必须为残疾人提供

辅助公共交通服务

安全 2012 在21
 

世纪迈步前进法案
要求各州成立独立于公共交通企业的第三方安全监督机构，可对公共

交通系统进行定期安全检查

环境

1969 国家环境政策法案 成立了美国环境质量委员会，将公共交通纳入国家环境保护战略层面

1970 环境质量改善法
作为 《国家环境政策法案》的配套程序提出，推动美国公共交通规

划、建设与环境保护的有机关联

1977 清洁空气法修正案
设定了地方需要遵守的空气质量标准，并将当地的空气质量与联邦对

地方的交通项目拨款挂钩

1990 清洁空气法修正案 提出实施公交专用车道和高载客车辆车道，以降低交通对大气的污染

能源
1978 国家能源法案 规定交通项目 （包括公共交通项目）的实施需提交能源可持续规划

1992 能源政策法案 未来3
 

年每年将有3
 

500
 

万美元用于发展新能源公交车辆

法国政府先后颁布了 《国家内部交通组织方针法》、《大气保护与节能法》、《国家城市振兴协作法》、
《城市交通法》等公共交通相关法规，注重采取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策略，在城市规划、资金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体制、用地保障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规定。

新加坡颁布了 《公共交通委员会法案》，规定了公共交通委员会的设立和章程、委员会的职能和权

利，公共交通基金的来源以及使用，公共交通票制票价及管理机制，以及安全管理等其他杂项。

2.2 国内公共交通立法情况

国内一些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无锡等对公共交通立法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出台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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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条例。对比国内城市出台的公共交通法规，呈现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形成了较为常用的结构体

系，主要包括规划和建设、经营许可 （或线路和线路经营权）、运营管理、监督检查与法律责任等；二

是 “重管理轻发展”，更加注重部门职责分工、线路和设施的管理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缺乏对长远发

展的战略政策、体制机制、发展模式等方面的考虑；三是条文规定相对宽泛，可执行性偏弱。
而从司法部发布 《城市公共交通管理条例 （征求意见稿）》来看，从在国家层面开展城市公共交通

立法对保障公民的基本出行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法治意义，但对于立法定位和重点还值得探讨。一是不应

侧重于 “管理”，从当前我国公共交通发展阶段来看，重点还是要解决阻碍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主要矛

盾，应寓管理于发展之中；二是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将新的出行服务需求和新的科技手段背景下

产生的定制公交等多元化公交形式及市场化运营模式，纳入公共交通体系；三是要把握好上位法和下位

法的关系，预留地方制度和模式创新的空间，避免形成不顾地方差异的一刀切政策，如公交线路经营模

式，除特许经营外，TC （交通共同体）模式也取得了很好的应用效果，应给予发展空间。

2.3 国内外公共交通立法经验总结

从国内外公共交通立法对比来看，国内外法规体系结构存在较大差别。国外通过一系列的法案涵盖

内容更为全面，条款制定具体而细致，可执行度较高，内容上更注重对财政拨款、公共交通基金的设

立、管理体制、票制票价的订立等方面，但存在结构体系不明晰的问题。国内的公共交通以独立性法规

为主，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框架体系，但是具体内容规定较为宽泛，实际执行过程中可能遇到执行不到位

等问题，内容上较少涉及财政资金、发展与模式等方面的内容，且其他相关法规中对公共交通考虑

不足。
因此，我国大城市新时代的公共交通立法应充分吸收国内外立法经验和教训，一是要形成较为完备

的法律法规体系，沿袭结构体系清晰的公共交通条例作为主体法规，同时与公共交通相关的如土地等其

他法规对相应内容也应加以明确。二是内容要更加全面，不仅是运营管理问题，更要注重发展问题，建

立符合地方实际的管理体制机制、发展模式和路径、财政及市场化政策等。三是法规条文应更加具体

化，提高可执行性，根据需要可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标准、指南等规范性文件。

3 大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关键要点

3.1 立法的目标与原则

城市公共交通立法的基本目标和出发点应该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促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优

先发展，二是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安全有序运营，三是保护城市公共交通活动当事人合法权益，四是发挥

城市公共交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公共交通立法也要遵循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基本原则。一是立法必须符合城市公共交通发

展的客观规律，遵循科学原则；二是公共交通涉及社会各界及全体乘客的利益，必须坚持民主立法的价值取

向，使社会公众参与和监督立法的全过程；三是必须按照法定立法权限及立法程序立法，并避免与上位法及

相关规章冲突。同时，公共交通立法还应当充分吸收公交优先、以人为本、高质量发展等先进理念。

3.2 立法的总体框架

大城市公共交通法规编制应在遵循基本的立法原则和吸收先进理念基础上，研究立法的必要性和可

行性，明确本市的立法目标，进而制定法规的主要框架与内容，建议一般包括总则、规划和建设、运营

管理、运营服务、应急与安全、财政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在主体法规外还需要形成配套的法规体

系。编制的关键要点应围绕确立公共优先的发展定位与政策导向，建立全民参与的公共交通的顶层制

度，构建开放灵活的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制定多方协同的公交资源保障措施，兼顾公共交通的公益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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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性，理顺符合市情的公交运营与管理模式，确定权责明确与监督完善的保障机制，逐渐形成精细化

标准化的公交法规体系等八个方面展开。

图1 公共交通地方性法规编制总体框架示意图

3.3 立法的关键要点

3.3.1 确立公共优先的发展定位与政策导向

城市公共交通立法首先应该要保障公交优先战略得以落实，通过法规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与交通系统

的优先地位和作用，并明确相应的优先政策支持，来凝聚全社会关于公交优先发展的共识。佛山市研究提

出了坚持公交都市发展路径，提供便捷、绿色、智慧的高质量全民公交服务，引导公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

方式出行，逐步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在政策导向方面提出城市基本公共交通应当

突出公益性质，坚持公交优先原则，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在城市规划、财政政策、用地供给、设施建设、
道路通行、安全防范等方面优先保障城市公共交通发展，并制定交通需求调控政策促进公交优先。

3.3.2 建立全民参与的公共交通的顶层制度

公共交通应该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社会团体以及公众全民参与的一项公共事业，在顶层制度设

计上必须保障公共交通优先作为一项城市与交通战略的全面推进，避免当前推进的责任和义务主要落脚

于公共交通主管部门的倾向。各级政府应当负责区域内公共交通发展总体统筹、政策与制度的制定、财

政资金投入及监督考核职责。各级公共交通主管部门负责区域内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日常管理工作，但

涉及公共交通的自然资源、财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公安、工商、公路、税务、发展改革、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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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应急管理、工业和信息化、民政等管理部门，都应当按照各自职能做好城市公共交通行业的相关管

理工作。鼓励社会团体积极参与城市公共交通设施建设和运营，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应当依法经营，规范

服务，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品质。乘客应当自觉遵守服务、安全、票务等方面的相关规定，文明乘车。
为强化公众参与，应建立城市公交乘客委员会制度，由公共交通乘客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有关

专家共同组成公共交通乘客委员会，参与公共交通行业运营服务监督，针对公共交通发展征求公众意见

并提出建议。

3.3.3 构建开放灵活的公共交通发展模式

随着公众出行需求变化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当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领域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从运营方式来看，不仅有定点、定线、定时、定价的传统公交方式，也有借助互联网等新兴技术手段采

用预约模式的 “定制公交”方式，还有非定点、定线、定时的区域公交方式 （如四川宜宾等地运行的

“社区巴士”）；从公共交通工具类型来看，随着技术变革和创新，出现了电动公交车、氢能源公交车等

新能源公交车辆。因此，公共交通法规中要为创新推动的多元化公共交通方式预留开放空间，从合法

性、价格机制及配套设施规划建设方面给予鼓励和支持。佛山研究提出了鼓励发展多元化的辅助公共汽

电车线路，提供有别于常规公共汽电车线路的个性化高品质公交服务，其运营遵循市场化原则，采用市

场调节价，并提出了政府合理建设新能源公交车充电设施和加氢设施等相关措施。

3.3.4 制定多方协同的公交资源保障措施

站场用地、通行路权及资金投入等是公共交通发展必不可少的基础资源，也是立法中需要重点加以

保障的内容，应制定创新性政策与制度，扭转当前普遍存在的保障不足的问题。佛山研究提出了规划、
建设、管理等一整套的措施，规划层面形成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公共交通规划及其子系

统专项规划等规划体系，将公共交通规划作为控制编制的重要依据，控规审定时需核查公共交通规划中

的公共交通用地；建设层面引入公交场站配建制度，停靠站与新建、改建道路同步设计、同步建设，道

路新建、改建时需同步设计、建设公交专用道或预留空间，并鼓励公共交通用地依法进行综合开发建

设，可根据设施功能分层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管理层面明确市、区政府应当逐步加大对城市公共交通

的资金投入力度，建立公共交通发展专项资金，将公共交通投入政府公共服务和改善民生支出范围，利

用城市公共交通用地综合开发的，土地出让金 （租金）按一定比例反哺公共交通发展。

3.3.5 兼顾公共交通的公益性与经营性

公共交通并非只有公益性，而应是公益性与经营性并存。公交行业发展完全没有经营性和竞争性会

造成经营模式的扭曲，政府补贴不断增加，财政最终不堪重负。因此，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保

障基本公共交通的公益属性，又要不断强化市场要素在公共交通资源配置和模式创新中的作用。佛山对

常规公交运用模式采用服务质量招投标的方式确定公交运营企业，对于多元化的辅助公交线路运营则遵

循市场化原则，并鼓励和引导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盘活公共交通资源，提

高其利用效率。

3.3.6 理顺符合市情的公交运营与管理模式

《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5号）第十四条明确城市公共汽电

车客运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实行特许经营。《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暂行）》（财综 [2014]96号）第

十四条明确公共交通运输等基本公共服务应当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102号）提出了政府购买服务内容的 “负面清单”，未将公共交通运输列入采购服务范围，
由各省制定本级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上海、浙江、福建等省份已经将公共交通运输纳入了购买服

务指导性目录。2019年1月1日施行的 《重庆市公共汽车客运条例》第21条规定公共汽车客运经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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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许可制度，经营企业应当依法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从目前出台的法规条文来看，对于公共交通

运输服务采取何种经营模式存在一定差异，从公共交通的服务、经营特性以及国内外实践经验来看，其

运营模式既适用于特许经营制，也适用于政府购买服务制，关键还是要结合各地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上

位法规制定过程中也应当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性，为地方制度和模式创新预留空间。国内以佛山市为代表

的部分城市公交线路运营就实行TC （交通共同体）模式，通过服务质量招投标的方式向公交运营企业

购买公交线路运营服务，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3.3.7 确定权责明确与监督完善的保障机制

法规应细化和明确政府、企业、乘客等各自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并建立相应的监督考核及惩罚机

制，保障法规实施的权威性。如政府应承建设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保障经营秩序、改善公共交通发展环

境等责任；公交运营企业的享有依法参与公平竞争、获得财政补贴等权利，也要承担按约定提供优质的

公交服务等责任；乘客依法享有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投诉监督公交服务等权利，也要承担支付票款、遵

守安全制度等义务。

3.3.8 逐渐形成精细化标准化 “1+N”的公交法规体系

公共交通行业从规划、建设到运营的全流程中，涉及的责任主体众多，工作内容繁杂，仅通过一项

公共交通条例主体法规难以涵盖全部内容，因此，需要在 “1”个主体法规，也就是公共交通条例的基

础上，形成 “N”个包括体制机制、规划、建设、管理等在内的一系列配套的规章、管理办法、实施细

则、技术标准等，并需加强与土地、路权、财政等相关法规的协调，在相关领域立法中引入公共交通要

素[3]，落实公共交通发展的相关要求。

4 结语

从当前我国大城市公共交通发展阶段来看，公共交通法制化发展具备了较好的基础，制定地方性法

规的条件基本成熟，也迫切需要法规体系的完善来进一步促进和保障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但需要

认识到公共交通具有复杂性，也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发展要求，各城市在制定公共交通法规的过程

中，除了规范公共交通管理和解决主要发展障碍外，必须充分考虑地区特性，并为公共交通制度、模

式、运营等的创新发展预留足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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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大城市公交出行规律探析与发展建议———以深圳市为例

张俊峰

【摘要】 公共交通是市民机动化出行的重要选择，挖掘特大城市公交乘客出行规律对于探析市民公交出行痛点、掌握

城市公交资源供需匹配情况、改善公交服务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全市公共交通刷卡大数据的深入挖掘分析，识

别全市公交常旅客、公交旅客出行换乘规律、全市主要公交廊道高峰满载率以及早晚高峰轨道交通主要通勤站点，深入

总结全市公交旅客出行特征规律，立足市民出行特征与需求，为针对性地制定公交发展策略规划、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服

务水平，打造线网有序衔接、功能层次清晰的公交服务提供建议。
【关键词】 公共交通；出行特征；常旅客；刷卡数据

0 引言

公共交通是城市居民重要的出行选择，在城市人口、经济不断增长，职住分离持续加剧的背景下，
深圳公共交通服务面临转型发展挑战。一方面，常规公交放量发展模式达到瓶颈，投入产出效益进一步

下降，全市常规公交补贴持续增长，但难以扭转客流量与分担率持续下降的趋势[1，2]；另一方面，受制

于公共交通服务的公益属性，为应对持续增长的出行需求，政府高度依赖建设运营成本高昂的轨道交

通。为探寻更加可持续的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模式，减轻政府持续增长的财政压力，转变传统公共交通的

规模放量发展模式，亟需深入研究全市市民公交出行特征规律与实际需求，制定符合市民需求的城市公

共交通发展策略，提升公交服务水平，打造多元化的城市公共交通出行服务。

1 深圳常规公交出行特征及问题

深圳市常规公交主要支付方式包括深圳通实体卡、深圳通二维码、银联卡、现金、单次卡等，深圳

市每月，其中深圳通实体卡和二维码占据超过75%的市场份额[3]，是最主要的支付方式❶。深圳地铁支

持深圳通实体卡、乘车码、银联卡、单次卡等方式支付，并于2020年3月开始支持深圳通二维码方式

支付，深圳通卡约占据地铁1/3的市场份额 （2019年）。本文依托2019年某月深圳通公司的刷卡数据

进行分析，总结归纳市民出行特征。

1.1 基本情况

截至2018年，深圳全市共有981条营运公交线路，11668个公交停靠站，日均客运量446.3万人

次，每天服务421.0万人次出行 （换乘系数1.06），公交站点覆盖率95.8%，实现了全市公交基本服务

的全覆盖[3]。但全市公共交通服务仍存在服务质量不高的问题，一方面全市线路非直线系数达1.89
（国标1.4），公交车辆行驶绕行严重，拉长市民出行时长，降低市民出行服务体验；另一方面，深圳公

交车全部为纯电动汽车，受电池续航及充电时长影响，纯电动公交车的服务能力为同等级燃油汽车的

80%左右[1]，为保证全市公交服务，需要配1.2～1.3倍的公交车辆。

699

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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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深圳市常规公共基本指标情况[3]

指标 数值 指标 数值

运营线路总数 981条 站点500米覆盖率 95.8%

运营车辆 17177辆 万人公共汽车保有量 16.3标车/万人

年日均客运量 446.3万人次/日 线网重复系数 6.51

单车日均客运量 209.9人次/标车 线路非直线系数 1.89

1.2 常旅客出行特征

按照单月出行次数划分，深圳市低频公交出行旅客与高频公交出行旅客的出行总次数与人数倒挂关

系明显，62.1%的公交低频旅客仅完成了14.4%的公交出行，17.7%的公交常旅客完成了62.1%的公

交出行，另外，25.3%的乘客 （单月出行19次及以上）完成了74.3%的公共交通出行，近似贴合 “二
八分布”。

表2 公共交通乘客 （含地铁）出行频次分布

按照单月出行天数划分，57.5%的乘客一周使用公交出行的天数在5天以下，单月出行20天及以

上的公交旅客占比14.5%。

20天及以
上，14.5%

15-20天，
5.5%

10-15天，
7.1%

5-10天，
15.5%

5天以下，
57.5%

5天以下

5-10天

10-15天

15-20天

20天及以上

图1 公交旅客单月出行天数划分 （区间左闭右开）

深圳市平均机动化出行率0.96次/日，平均每人单月机动化出行29次。22.6%的乘客单月出行5～15
天，8.3%的旅客单月公交出行10～15次，该部分旅客对于公共交通出行不排斥但公共交通并非出行首

选。有62.1%的乘客单月出行次数在10次以下，57.5%的乘客每月仅有5天以下时间选择公交出行，
公共交通是日常出行 （通勤、通学等）的补充性交通工具。
70%的旅客单月公交出行次数在15次以下，80%的旅客单月公交出行天数在15天以下。公交出行

方式并非大多数市民的首选出行工具，分析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城市公交服务 （尤其是常规公交）运

营服务水平不高，高峰时段拥挤严重，平峰及节假日期间发车间隔过长，乘客乘坐体验不舒适，座椅过

硬、驾驶不平稳、座位不足等问题突出；二是城市公交运营服务模式单一，不能满足市民多样化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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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需求，定班定线模式仍为深圳市公交服务的主体形式，在票价敏感度日益降低的背景下，传统常规

公交服务吸引力不足。

1.3 公交廊道出行特征

深圳市自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以来快速发展，位于城市南侧、毗邻香港的罗湖、福田、南山最先

发展，形成了城市经济、人口集聚的主轴带。随着二线关取消、城市发展中心西移、外来人口持续增

长，原特区外的宝安、龙岗等地快速发展，形成了城市中心区 （南山、福田、罗湖）就业岗位逐渐增

加，原特区外居住人口逐步增加的发展形势。不同于北京、上海等地理位置即城市中心的中心辐射式城

市不同，深圳市形成了以城市西南侧为主轴，向外圈层辐射扩散的城市形态，由此深圳市的主要公交走

廊为东西向贯通城市中心区和联系中心区与外围居住区的形态。选取深圳市六条公交走廊，基于深圳通

刷卡数据进行扩样和出行OD反推得到公交车辆在各站点上下车人数，计算六条公交廊道50m范围内

站点所有公交车辆的平均满载率，早高峰 （7～9时）时段的满载率分布如图2、图3所示。

表3 断面满载率标准[4]

满载率＞0.7
满载率

0.5～0.7

满载率

0.3～0.5

满载率

0.25～0.3

满载率

0.18～0.25

满载率

0～0.18

直观状态 很拥挤 初显拥挤 正常状态 较空 空 很空

判断依据

空间饱和度极

高，站立乘客

已拥挤至门边

满座，站立

10-20人

满座，站立乘

客不足10人

基本坐满，
几乎无空座

座位一般以

上有人坐

大量座位

为空座

三圈层依照深圳市出行交通属性划分，涵盖东莞市部分区域，不包含大鹏区东侧区域。

图2 深圳市三圈层早高峰公交廊道平均满载率

早高峰入关 （往中心城区）方向和西向客流拥挤度显著高于反向，中心区通勤方向公交供给能力不

足，而外围部分公交廊道车辆平均满载率仅18%～30%，一三圈层公交供需错配问题突出，公共交通

在第一圈层低速行驶、车辆拥挤，在二三圈层供给高于需求，整体线路绕行突出 （非直线系数1.89），
未实现供需精准匹配。

分析造成高峰时段公交运行不适配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府与公交企业出于运营经济

成本考虑，不可能按照早高峰运营能力配置公交运力和道路资源，中心城区高峰时段公交超负荷运营属

正常现象；二是深圳市公交车辆制式单一，对于出行需求较低的非中心区采用与中心区相同的大型公交

车辆，一定程度加剧了非中心区低载客率现象；三是跨线路调度运营能力有待提升，公交车辆单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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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深圳市三圈层早高峰公交廊道85分位满载率

营，势必造成早晚高峰线路双向供需不匹配问题；四是线路绕行问题突出，常规公交非直线系数达

1.89，线路绕行叠加早晚车辆列车化排队进站，热门线路为服务更多的出行主体设置更多停靠站点，加

剧早高峰线路拥挤程度。

2 深圳市轨道交通出行特征及问题

2.1 基本情况

截至2018年，全市共有轨道交通线路9条 （1条有轨电车），运营里程296.7km。

表4 深圳市轨道交通基本指标情况

指标 数值 指标 数值

运营线路 9条 地铁日均客运量 514.4万人

运营里程 296.7km 换乘系数 1.5

2.2 早晚高峰客流特征

深圳市轨道交通早高峰进站站点和晚高峰时段出站站点集中分布于第二圈层，早高峰出站站点和晚

高峰进站站点集中分布在第一圈层，职住分离特征明显。

表5 深圳市三圈层早晚高峰地铁进出站客流情况

早高峰 晚高峰

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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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早高峰 晚高峰

出站

图例

深圳地铁早晚高峰客流不均衡问题突出[5]，早晚高峰大客流站点进站排队时间达数十分钟，分析主

要由以下原因造成：一是客观的职住分离和城市形态问题，市民居住地集中在原特区外的宝安、龙岗、
龙华 （第二圈层），工作地集中分布在南山、福田、罗湖 （第一圈层）；二是常规公交服务难以有效满足

出行者的通勤需求，通勤者愿意在高峰时期付出几十分钟的时间成本排队乘坐地铁，反应了常规公交服

务难以提供满足乘客要求的可靠、准时的出行服务。

3 深圳公交换乘出行特征及问题

定义地铁换乘、地铁公交换乘为刷卡出站和进站/上车的时间间隔在30分钟以内，公交换乘为两次

刷卡时间间隔在90分钟以内，深圳公交出行换乘特征分布如图4所示。公交线路间换乘占总出行的

6.3%，公交轨道换乘出行占总出行的7.6%，地铁站内换乘占总出行的29.9%。根据深圳市交通局及

深圳地铁数据，深圳市常规公交与地铁的发车时间间隔如表6所示。

1.3%

6.3%

7.6%

29.9%54.8%

地铁-地铁出站换乘

公交-公交换乘

地铁-公交换乘

地站站内换乘

无换乘

图4 深圳市公交出行换乘特征分布

表6 深圳市常规公交、地铁发车时间间隔

地铁 公交

平峰时段 5～10分钟 13～30分钟

高峰时段 3～5分钟 7～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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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深圳市公交换乘出行特征，发现常规公交出行换乘比例显著低于地铁，一方面全市共有981条

常规公交线路服务，远高于轨道交通在运营的9条线路 （含有轨电车），能够提供更好的直达出行服务；
另一方面，常规公交出行的换乘体验与地铁差距较大，乘客公交站点候车体验差、候车时间长问题突

出，市民常规公交换乘出行体验有待提升。深圳市域面积仅2000km2，同时建设用地面积为市域面积的

50%，是国内高密度发展城市的代表。2019年，全市步行分担率46.5%，小汽车、摩托车、电动车的

出行分担率达26%，高于公交 （常规公交、地铁）的18.4%[6]。在高密度开发模式下，以小汽车为主

体的交通结构会造成交通拥堵以及高昂的城市交通运营成本，单位旅客小汽车出行的综合成本远高于公

交出行，为保证城市交通系统的高效运营，有效服务1900万人口的出行，应进一步强化公交出行在全

市机动化出行中的主体地位[7]。匹配市民出行特征优化公交供给，以多样化的公交服务提升公交出行的

吸引力，注重服务质量与体验的提升，实现公交服务供给由传统放量增长模式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

型。综合深圳市市民公交出行特征的规律分析和问题研判，从以下方面给出深圳市公交体系发展的

建议。

3.1 贴合城市发展形态， 打造多元化公交服务

一是贴合深圳市 “轴带型+放射型”的空间发展布局，在东西向主要廊道和跨二线关通道提供快线

公交服务，形成快速公交干线网络，实现公交快线 “轨道化”运营，在早晚高峰降低发车间隔；二是建

立 “核心公交走廊+区域定班循环+按需响应巴士+定制化公交”的公交供给服务，削减重复系数高、
绕行严重、运行效益差的公交线路，以片区定班循环和按需响应巴士完善快速公交接驳，大力推行企业

班车、通学校车公交服务；三是推进城市道路交通资源向公交服务转移，践行 “公交以需定供，小汽车

以供限需”的发展理念，持续提升小汽车的使用成本，提升公交出行效率与服务体验；四是便捷跨市域

公交出行服务体验，在东莞、惠州临深片区提供跨市域公交出行服务，打通跨市公交运营、支付壁垒。

3.2 便捷出行服务体验， 提供一体化出行服务

一是重点关注换乘出行旅客，打通公交系统跨方式支付壁垒，优化公交系统出行支付、换乘体验，
提升公交出行相对小汽车出行的竞争力，吸引单月公交出行次数在15次以下的旅客转换为公交常旅客；
二是优化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的接驳出行体验，优化公交换乘站点设计，考虑出站时间和出行热点区

域，精准对接常规公交与轨道交通运营时刻表，打造便捷、舒适的公共交通接驳服务。

3.3 创新公交考评机制， 引导高质量转型发展

一是转变城市单纯追求公共交通供给放量增长的发展模式，强化公共交通吸引力、运营效益、用户

满意度、可达服务水平及服务质量的考评，引导城市公共交通体系高质量发展；二是引导构建多层次、
差异化的公交服务，将服务体验与多元化公交产品体系作为考核企业的重要指标；三是进一步建立市场

化运营考核机制，将企业运营效益作为补贴发放的关键考评因素；四是加强推广常规公交 “换牌换线”
运行模式，缓和早晚高峰通勤客流不均衡造成的线路车辆配置压力。

4 总结与展望

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在经历了相当长时期的追求放量发展模式的时期后，面对政府财政补贴逐年上

升、常规公交吸引力持续下降的困境，公交系统服务水平低下、出行体验差等问题突出，轨道交通系统

高昂的建设成本为地方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放缓、特大城市人口总量控制

趋严，人均收入水平与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提升，市民对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由能够送达目的地向追求更

好的出行服务体验转变，打造多元化、高质量的公共交通出行服务成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重焕城市公

交系统活力的关键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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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城际公交发展新思考

孙劲宇 钟哲一 陈志建

【摘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迈入全面提速新阶段，沪苏浙皖 “一市三

省”居民城际出行需求也必将得到进一步强化。构建科学、快捷、经济、优质的城际公交系统，服务居民城际出行需

求，提升城市间互联互通水平，对于实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对国内城际

发展主要问题进行梳理，并基于人口时空分布大数据，洞察沪苏昆城际联动特征，从供需平衡、需求主动响应两个维度

探讨新型公交模式———城际公交的未来发展，以期对区域一体化客运系统的构建有所支撑。
【关键词】 区域一体化；城际公交；人口时空分布大数据

0 引言

伴随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边界的概念不断被弱化，国内多地出现城市群并不断发展，其中

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城市群为代表[1]。长江三角洲区域 （以下简称 “长三角区域”）包

含沪苏浙皖 “一市三省”全部区域，是我国城镇集聚程度最高、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化地区。2019年

12月1日，国务院印发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提速，城际之

间的交通联系也不断强化。
区域一体化发展对城际客运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传统城际客运方式已无法满足城市居民多元化出

行需求，在此背景下，新型城际客运方式———城际公交逐渐兴起[2]。传统城际客运交通主要包括铁路客

运列车和道路客运班车两类，二者由于受到班次计划、站台布设等限制，主要以服务商务、休闲性出行

为主，难以满足日常生活性需求对于时效性、直达性的要求。因此亟需推进站线布设、班次组织都更为

灵活的城际公交建设，以填补这一块空白，满足 “同城化”趋势下市民对客运交通系统提出的新要求。
本文对国内城际公交发展主要问题进行剖析，选取长三角区域内具有典型城际互联互通特征的沪苏昆

区域 （上海、苏州以及昆山）开展实例研究，探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城际公交未来发展方向。

1 城际公交发展主要问题

受管理体制、工作思路等限制，城际公交发展现面临困境，主要问题体现在服务模式与需求错配以

及需求响应滞后。

1.1 服务模式与需求错配

城际公交应主要服务于以通勤出行为主的 “常态化”出行需求，和传统城际客运在服务时间、服务

对象、服务范围以及运营组织模式上均存在较大差别，是一种基于传统城市内部公交系统衍生而来的新

型道路客运方式[3]。在缺乏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指导的情况下，既有城际公交管理组织上大多依旧沿用

客运班车的形式，无法合理供给实际需求。
供需错配主要体现在传统城际客运服务模式下高峰时期的供给不足及平峰时期的供给过剩。以通勤

出行为主的 “常态化”出行需求在时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早晚高峰时段，高峰时期需求大规模集中，而

平峰时间需求较少甚至完全消失。而既有城际公交常采用类似 “半小时一班”或 “一小时一班”的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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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运营组织模式，导致高峰时期供给不足而平峰时期资源浪费。

1.2 需求响应滞后

常见的城际公交由传统公交企业负责管理运营，以长株潭城际公交为例，由传统公交企业按常规公

交车管理，享受公交优惠政策，收取公益性票价，政府对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4]。城际线路的开设依据

有两种：一是线路开设前先确定大致范围 （例如昆山花桥—上海安亭），再开展公交出行意愿调查，最

终根据调查结果确定具体的线位和站点布设；二是基于对当地居民出行习惯的经验判断，先试点开设线

路，后续根据实际的客流情况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形成稳定的线路。
对于两种方式，线路的开设均可归纳为 “被动适应需求”，即在某个方向上由一定规模的乘客明确

提出城际公交出行意愿，才开设相应的城际线路。前期站点和线路的布设大多基于经验判断，容易造成

资源的浪费。在城际出行需求日益强化的当下，“被动适应需求”存在滞后性，既无法精准识别潜在的

实际出行需求，也可能导致潜在客流由于其他出行方式的固化而流失。
基于以上，本文主要研究目的即为从促进供需匹配、提升需求响应效率的目标入手，对未来城际公

交的发展模式提出指导性建议。

2 沪苏昆区域联动特征分析

本文选取昆山市作为主要研究实例对象，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分析沪苏昆区域联动的特征，需求端为昆

山市民至上海、苏州的城际出行需求，供给端为昆山市至上海、苏州既有城际联系交通设施。昆山作为苏

州的重要板块，东临上海，承担着沪苏两地衔接重要战略支点的功能 （沪苏昆地理区位如图1所示）。

图1 沪苏昆地理区位图

2.1 基于人口时空分布大数据的城际出行需求分析

本文基于大数据技术手段，探究沪苏昆区域联动的特征。人口空间分布大数据，是指通过对移动定

位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建立个体、时间与空间紧密联系的数据架构，描绘人口流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常

用的数据来源包括手机信令数据、智能终端APP数据等，移动互联时代智能终端设备的普及保证了数

据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合理性。移动定位数据来源于用户在使用移动设备过程中被基站或系统后台记录

的包含地理定位的信息，主要字段包括用户编号、时间、地理位置等。
本文综合利用2018年10月昆山市移动手机信令数据、多个智能终端APP数据等移动定位数据，

更为科学地分析昆山市常住人口的时空分布规律。

2.1.1 城际出行特征分析

本文将昆山市民至上海、苏州的城际出行按照空间尺度进行分为中短距离出行 （10km以内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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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和远距离出行 （超过20km的出行），从时间维度分析二者的规律 （图2所示）。研究发现，远距离

出行 （即城市核心区与周边城市的联系）存在明显的早晚高峰，而中短距离出行 （即城市边界地区的联

系）在早晚高峰仅略高于其他时间段，平峰时段仍存在较大比例出行。
基于以上，远距离的城际出行以通勤出行为主，而中短距离的城际出行目的较为多元化，除通勤出

行外还包含其他日常生活出行。

图2 不同类型出行的时间分布特征

2.1.2 城际职住联系识别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高附加值产业部门向中心城市集聚，这种产业集聚带来中心城市产业类型和收

入水平的不可替代性[5]，导致城际职住联系具有显著的方向性，即弱城市居民受强城市吸引，产生跨城

市的职住联系。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昆山市居民前往沪、苏两地就业的特征。
基于个体的时空分布规律推算城际职住联系，分析得到图3所示城际职住联系分布热力图。其中，

昆山市域蓝色越深的地区表示该地区在昆山市外就业的常住人口数量越多，上海、苏州市域红色越深的

地区表示该地区就业的昆山市常住人口数量越多。

图3 沪苏昆城际职住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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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和苏州的职住联系如图4所示，居住端主要集中在昆山东部巴城镇、高新区以及张浦镇三个地

区，其中昆山城市中心地区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于苏州就业的人口，就业端主要集中在工业园区以及吴中

区毗邻昆山边界地区。
昆山和上海的职住联系如图5所示，于上海就业的昆山市人口大多居住在花桥商务区，而就业端除

毗邻城市边界的嘉定和青浦两区之外，上海市中心区域对于昆山居民也具有较强的就业吸引能力。

图4 苏州、昆山城际职住联系 图5 上海、昆山职住联系

综上，沪苏昆区域城际职住联系特征主要体现为近域性和强中心性。越是毗邻城市边界的地区，城

际职住联系越紧密，这一现象印证了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边界效应不断被弱化这一事实。此外，上海

中心城区对于昆山居民的就业吸引能力表明城市群之间的城际联动效应不仅仅局限于城市的边界地带，
对未来城际交通发展的思考也应站在更为广阔的视角下。

2.2 沪苏昆城际交通发展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除传统城际道路、铁路交通联系之外，沪苏昆区域 “同城化”交通发展主要体

现在城际轨道交通以及城际公交。
城际轨道交通方面，上海轨道11号线已经延伸至昆山境内，设置3处站点：花桥站、光明路站和

兆丰路站 （图6所示）。此外苏州市域轨道S1线建设正稳步推进，S1线为东西贯通昆山市的一条骨干

线，串联昆山西部副城中心、城市核心区、东部副城中心、花桥商务城中心，东西分别与苏州轨道3号

线、上海轨道11号线对接 （图7所示）。未来苏州S1线将成为沪苏昆区域的重要交通联络通道，对沪

苏昆城际交通进一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图6 上海市11号线线位图 图7 苏州S1线线位图

城际公交主要为公交公司开设的城际公交线路，目前昆山市城际公交包括两类，一类是发往苏州工

业园区以及上海嘉定区、青浦区的毗邻公交线路；另一类是由本身昆山市域内部公交线路延伸至苏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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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区及太仓市。现状昆山市城际公交线路分布情况如图8所示。

图8 现状昆山市城际公交线路

3 沪苏昆城际公交发展探索

基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新进程下对城际联系提出的新要求，结合国内城际公交发展现状，本文

从实现供需平衡和提高需求响应效率两个维度，探索沪苏昆城际公交的未来发展模式。

3.1 供需匹配

3.1.1 明确城际公交服务的功能定位

城际公交实为城市公交系统的组成。城际公交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新成员，应避免和城际客运

班车在功能上存在交叉重复。传统城际客运班车主要服务于城际的商务、休闲性出行需求，是城市对外

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城际公交虽也服务城际出行需求，但应运而生于区域一体化背景之下，
“对外”概念被弱化，且城际公交主要服务于以通勤出行为代表的 “常态化”出行需求，应属于城市公

共交通系统向外延伸的一环。
城际公交应作为城际轨道交通的补充。未来苏州S1线建成，作为沪苏昆区域东西走向的重要公共

交通廊道，三城之间的距离将进一步被拉近。在此背景下，城际的出行需求必将进一步被激发，对于城

际轨道无法覆盖的地区，城际公交应主动承担 “替补队员”的重任，充分发挥自身组织灵活的特点，满

足轨道服务薄弱区域的城际出行需求，填补城际公共交通运输空白。
城际公交自身应结合服务差异化进行层级划分。未来城际公交的开设应充分考虑不同空间尺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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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分布规律，差异化灵活供应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建议将城际公交按照空间尺度划分为定

制公交和毗邻公交两个功能层级，定制公交主要服务早晚高峰长距离通勤需求；毗邻公交服务中短距离

通勤和日常出行需求。以沪苏昆区域为例，不同层级城际公交的服务范围如图9所示。

图9 昆山市城际公交服务范围示意

3.1.2 制定匹配需求的服务模式

城际公交供给模式主要考虑线路、站点、车辆以及票价四方面内容。
线路方面。定制公交应开设长距离、快速直达的运营线路，中途选择高、快速路为主要通道连接两个

城市，即路况组成为 “城市道路+高速公路或国省干线+城市道路”；毗邻公交应开设中短距离、运行速

度和服务密度兼顾的运营线路，中途可以依据城市道路设施条件选择互联互通的城际道路连接两个城市。
站点方面。定制公交应采用 “两头密集设站、中途不设站”的不均匀设站模式，起终点段站间距多

在100m～200m之间；毗邻公交站点布设可以参考区域内常规公交站点布设方式，结合沿线土地开发

情况以及实际客流需求，综合考虑布设站点。
车辆方面。定制公交由于需要途径高速公路或国省干线，应在保证 “一人一座”的前提下选择车辆

制式，优先选用旅游大巴，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部分选用车况较好的常规公交车辆；毗邻公交选用常规

公交车辆即可。
票价方面。定制公交建议采用 “起步价+分段式递增”票制，整体票价应高于常规公交票价体系，

低于城际客运班车票价体系；毗邻公交建议沿用常规公交的票价体系，保障其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公

益性。

3.2 主动响应需求

大数据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精准识别居民出行需求成为可能。城际公交线路开设和调整应充分利

用新型技术手段，形成长效、定期的城际出行需求识别及城际公交线路调整机制，将城际公交线路的开

设由 “被动适应”向 “主动响应”甚至 “主动引导”转变。
例如，基于沪苏昆人口时空分布大数据，识别到昆山市花桥某住宅区至上海凌空SOHO园区存在

一定规模的 “点对点”通勤出行需求，建议开设早晚高峰单向定制公交线路，具体线位如图10所示。
利用高德导航数据，将定制公交出行方式与既有公共交通方式进行对比 （表1所示），可以发现，定制

公交能够大幅度减少通勤者出行时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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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花桥-凌空SOHO园区定制公交线位示意图

表1 花桥-凌空SOHO园区定制公交与既有公共交通方式对比

起点：花桥绿地国际家园
 

→
 

终点：上海长宁区凌空SOHO园区

需求量 识别通勤需求54条

现状公交方式

路线 昆山323路-地铁11号线-地铁2号线，52km

时间 1小时55分钟

费用 8元

定制公交方式

路线 绿地大道-G2京沪高速-S20外环高速，30km

时间 52分钟

费用 12～18元

4 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供需平衡、提升响应需求效率两个维度，结合实例分析，对未来城际公交的发展提出些许新

的思考，以供相关管理部门及业内研究人员参考。
城际公交作为突破常规公交和城际客运交通的新生事物，发展必将面临各种体制瓶颈和利益诉求的

冲突。对于如何打破城市管理体制的障碍，形成多城联合管理的城际公交运营主体，并协调多方利益诉

求，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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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快线规划实施的问题与对策

李腾飞

【摘要】 在新一轮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中，北京、佛山、深圳等城市都提出了服务长距离组团间出行和跨区出行的

公交快线网络。但在公交快线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公交快线的发展遇到了明显的问题，突出表现为：部分规划的

快线线路因为预期客流不足难以实施，部分公交快线在实施后由于效益不佳导致停运。对国内公交快线发展历程

进行回顾，提出公交快线发展的三个阶段，并对公交快线规划和运营中遇到的困境进行分析总结。结合公交快线

优秀案例经验，提出 “借助通道、强化枢纽、重视运营、逐步成网”的规划思路，旨在改善目前公交快线规划的

思路与方法。通过公交快线规划路径的重新思考，最终实现最大程度发挥公交快线的社会效益，借助公交快线重

塑公交服务品质。
【关键词】 交通规划；公共汽车；公交快线；线网规划；规划实施

0 引言

随着城市建成区的不断扩大，以往城市公交站站停的单一服务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市民多样化的出行

需求。随着公交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北京、深圳、苏州等多个城市都开通了各具特色的公交快线服

务，提供了多样化的公交服务供给。相对于投资较大和建设周期较长的轨道交通，公交快线对于组团之

间快速通达和对外交通枢纽接驳服务等场景都有较为明显的优势。
“公交快线”全称为 “公共汽电车快车线路”， 《城市客运术语

 

第2部分：公共汽电车》GB/T
 

37113.2-2018中对快车线路定义为 “采用大站距运营的公交线路”。《公共汽电车线网设置和调整规

则》GB/T
 

37114-2018中对快线定义为 “为城市组团间和跨区出行提供快速运输服务的公共汽电车

线路”。一般地，“公交快线”与 “快速公交”分别为公共汽电车系统不同维度的分类方式，不应混

为一谈。
特别是仅在高峰时段运营的快线，分类时一般被视为多样化线路或辅助公交线路。高峰快线通常采

取与常规公共汽电车线路不同的管理方式。
综合相关标准对公交快线的定义和实际运营中的行业惯例，本文中所指的公交快线，是指 “采用长

距离、大站距的运输模式，主要为城市组团间和跨组团客流提供快速运输服务，全天运营时间一般超过

10h，发车间隔一般不大于60min”的线路类型。
国内多个城市在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中提出了 “快、干、支、微”的常规公交线网结构，其中公

交快线一般处于线网结构中最高层级。但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部分城市规划的快线实施后出现运营效益

不佳甚至停运的局面。根据各地公交快线在新时代进一步发展的实际，亟需总结公交快线作为独立线路

类型在规划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重新思考公交快线规划的思路与方法。

1 国内公交快线发展历程

国内公交快线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由于各地公交运营水平和快速路网建设时序有较大差异，
三个阶段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 （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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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典型城市公交快线体系建立时间表

线路番号特征 功能定位 首批公交快线线路 首批快线开通时间

香港

无 （站牌曾采

用黄底红字）
途经一般道路 （非快速公路或隧

道）而有限度停站的巴士路线
14* 1967年9月24日

1字 头、6字

头、9字头

红磡海底隧道路线、东区海底隧道

路线、西区海底隧道路线
101、102、103 1972年8月5日

700-789 港岛东区走廊特快路线 720、721、722、780、781 1984年6月8日

X字头、X字尾 停站数目极少的特快路线 中巴10X 1990年8月20日

W字头
高铁香港西九龙站特快接驳巴士

路线
W1、W2、W3 2018年9月23日

上海

部 分 2 字 头

（另短暂用过4
字头）

以现有线路减少停靠站点为基础节

约出行时间的大站快车线路
201 1975年12月25日

隧道X线 经隧道联系黄浦江两岸的线路
隧道专线 （后更名为隧道

一线） 1980年10月1日

大桥X线
经南浦大桥和杨浦大桥联系黄浦江

两岸的线路
大桥一线、大桥二线 1991年12月1日

XX高速快线、

XX快线和部

分XXXB线等

沿高速路和城市快速路行驶的快速

联系组团之间的线路
251 1995年7月20日

北京

XXX快

以现有线路减少停靠站点为基础节

约出行时间的大站快车线路

沿高速路和城市快速路联系外围组

团和郊区的线路

103快 （1982年3月15
日）、104快

1982年3月1日

主要集中在6
字头

利用高速路和城市快速路，发展、
改造快车线路，构成地面公交准快

速网络

641、 677、 683、 686、

687、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特9

2007年9月16日

厦门

XXX 路 快 线

（原大站 快 运

快X线）

快速沟通主要对外枢纽和组团的

线路

大站快运快1线、大站快

运快2线、 2006年9月6日

快X线
快速沟通主要对外枢纽和组团的快

速公交线路
快1线、快2线、快3线 2008年9月1日

苏州 快线X号线
快速沟通主要对外枢纽和组团的

线路
快线1号线 2008年7月1日

深圳
E字头

（原K字头）

满足城市主次中心、口岸、综合换

乘枢纽，对外交通枢纽、轨道枢纽

之间的长距离快速出行需求

K354、K318、K384、K359 2008年9月16日

南京
D字头 大容量公交方式的补充 D1 2009年9月22日

K字头 大巴形式的点对点快线 K1、K2 2013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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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线路番号特征 功能定位 首批公交快线线路 首批快线开通时间

青岛

隧道X路
沟通市区与黄岛区途经胶州湾隧道

的大站快线
隧道1路、隧道2路 2011年6月30日

K字头
黄岛区内快速沟通主要对外枢纽和

组团的线路
K1 2014年9月30日

南昌

7字头 大站快线线路 701、703、704 2011年8月26日

高 铁 巴 士 X
号线

连接高铁站与市区主要组团的接驳

快线
高铁巴士1号线 2013年9月26日

西宁

3字头
连接市区中心与城市各主要交通方

向的大站距放射状线路
301、302、303、304 2012年6月18日

K字头
利用城市快速路和城市外围过境高

速的城市快客线路
K1、K2、K3 2019年9月11日

  *表中部分线路已更名或停运，或不再作为公交快线，下同。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1）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在常规公交线路上减少中途站点的公交快线开始出现。
国内最初的公交快线是在常规线路基础上采用大站快车模式运营的一种调度形式。随着公交快线需

求不断增加，快线逐步从常规线路的调度模式脱离出来作为独立线路运营，其走向和设站也会与原线路

有区别。如北京1982年开通的104快车，与104路的站点和走向均有所区别。
（2）20世纪90年代起，通过局部或全程利用城市 （高）快速路网形成公交快线线路。
随着大城市建成区的快速扩张和城市快速路的建设，大城市开始利用城市快速路发展公交快线，如

上海1995年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条途经高架快速路的高峰线路251路，之后部分高峰线路成为全日运

营的公交快线。随着城市中打破组团间自然地理隔离的桥梁和隧道通车，上海等城市陆续开辟了桥隧公

交线路，并作为独立的线路体系存在，这些线路也符合公交快线的特征。
（3）21世纪以来，公交快线开始作为公交线网体系中独立的线路类型存在

新一轮综合交通规划中，大城市陆续将公交快线作为一种独立的线网结构类型，并明确将公交快线

作为提升公交竞争力，完善公交运营服务的重要手段。如苏州市2008年启用了 “快线X号线”的快线

体系。

2 公交快线内涵和类型

《公共汽电车线网设置和调整规则》GB/T
 

37114-2018中明确了按照线路在线网中的定位、交通功

能以及对沿线的服务功能，宜将公共汽电车线网划分为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路和多样化线路五

个层级。
在公共汽电车线网结构中，快线相较于干线的突出差异性体现在能够实现城市各主要组团、大型客

流集散点和大型枢纽之间的快速联系。公交快线按照功能定位可以分为枢纽型公交快线、跨组团型公交

快线和兼具枢纽型特征和跨组团型特征的复合型公交快线。按照走廊设站特征划分可分为跳站型公交快

线和快速路型公交快线 （见表2、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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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公交快线的类型

分类标准 类型 特征 举例

功能定位

枢纽型公交快线
快速沟通城市主要枢纽与城市主次中心或其

他枢纽之间的长距离、大站距公交线路。
重庆888路、南昌高铁巴士1线

跨组团型公交快线
快速沟通城市各组团之间的长距离、大站距

公交线路。
上海116B路、苏州快线10号线

复合型公交快线
同时沟通城市主要枢纽和城市各组团之间的

长距离、大站距公交线路。
北京694路、佛山K3路

走廊设

站特征

跳站型公交快线
在非快速路行驶以减少部分路段的中途停靠

站点的方式形成的大站距公交线路。
洛阳D1路、西宁301路

快速路型公交快线
局部或全部利用城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形成

的大站距公交线路。
苏州快线1号线、深圳E1路

图1 公交快线分类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1 按照功能定位划分分类

（1）枢纽型公交快线

枢纽型公交快线为快速沟通城市主要枢纽与城市主次中心或其他枢纽之间的长距离、大站距公交线

路。由于平均乘距长，部分枢纽型公交快线会选择采用客运客车车型，采用较高的定价策略。
（2）跨组团型公交快线

跨组团型公交快线为快速沟通城市各组团之间的长距离、大站距的公交线路。一般只有在组团间长

距离出行需求较强的区域才能够维持跨组团型公交快线的长期持续运营。
（3）复合型公交快线

复合型公交快线为同时沟通城市主要枢纽和城市各组团之间的长距离、大站距公交线路。复合型公

交快线保障了线路的客流来源，但需注意枢纽型快线和跨组团型快线之间的需求差异，针对具体线路合

理确定单程时间、运送速度等指标。

2.2 按照走廊设站特征划分分类

（1）跳站型公交快线

跳站型公交快线为在非快速路行驶以减少部分路段的中途停靠站点的方式形成的大站距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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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称作 “半直通路线 （Semi-Express或Limited
 

Stop
 

Routes）”。跳站型公交快线的运送速度受道路

通行条件影响较大。
（2）快速路型公交快线

快速路型公交快线为局部或全部利用城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形成的大站距公交线路，香港称作

“特快路线 （Express
 

Route）”。桥隧公交一般划为快速路型公交快线。由于城市快速路显著提升了

行车速度，快速路型公交快线的运送速度优势一般较为明显，一些城市甚至在快速路上设置了高峰

或全日的公交专用道，显著提高快速路型公交快线的竞争力。2011年，北京在京通快速路启用了国

内第一条快速路公交专用道，启用时途经快速路主路公交线路共18条，全日发车5522次，日均客

运量32.1万人次。

3 公交快线发展的问题

相对于有较高投资和施工周期的城市轨道交通和快速公交系统，公交快线能在几乎没有硬件投入的

情况下短时间快速实现公共汽电车服务的大幅度提升。在此背景下，多个城市纷纷提出要大力发展公交

快线服务，一些公交快线规划粗糙，追求形式上的组团间连接，而对具体线路设计缺乏深入思考。部分

城市公交快线在实施阶段又过于仓促，甚至在没有做好充分调研和准备时就匆忙决策实施，实施后受到

了较大争议或客流严重不足，最终导致能够持续良好运营的公交快线凤毛麟角。公交快线规划与实施主

要存在以下困境。

3.1 公交快线线路方案规划与运营严重脱节， 缺乏客流预测分析

公交线网方案规划与实施之间的脱节长期存在，这是国内公交线网规划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其原

因是国内目前的公交规划多关注于线路的走向和设站，较少涉及实际运营中发车间隔、首末班时间、票

价体系和运送速度等乘客更为关注的运营指标。如某市在线网结构定位中对公交快线发车间隔推荐为

2～5分钟，但实际上国内极少有公交快线能够达到这样的服务水平。
公交快线主要服务中长距离出行，实际运营中公交快线的平均运距会显著大于其他类型线路。《公

共汽电车线网设置和调整规则》中对于公交快线平均站距的推荐值为0.8～2km，高于公交干线的

0.5～0.8km。因为公交快线设站较少，一般公交快线的客流会低于相同长度的其他类型线路，往往通

过较高价格才能保持线路的正常运营。部分规划的公交快线希望达到组团间的快速通达，盲目减少设

站，但并没有针对线路进行客流预测分析。
实际上，即使公交快线所联系的组团间有大量出行需求，但乘客出行起讫点不集中在公交快线设站

附近，或没有较好的微循环线路及优惠换乘体系饲喂客流，公交快线开通后客流也很难达到预想水平。
若公交快线的平均上座率过低，公交运营企业则会逐步降低班次密度，直至线路停运。

3.2 公交快线运送速度没有明显优势， 部分城市公交快线无法利用城市快速路

单程时间是公交快线的重要运营指标，其与停站时间和运送速度密切相关。但大量公交快线在规划

过程中，缺乏对于运送速度的考虑。譬如行驶在主干道的公交快线，运送速度和干线没有明显区别。此

外，部分运营企业对于限速标准制定不够合理，进一步降低了公交快线的运送速度。
近年来，城市快速路网的建设由超大城市逐步拓展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但不少城市的快速路网建

设过程中缺乏对于公共汽电车运营的考虑。突出表现在快速路在规划设计中没有预留合理的公交中途站

站位，没有考虑公交运营和快速路出入口匝道之间的冲突等问题。部分城市甚至一刀切不允许公交线路

在城市快速路和高速公路运营，公交快线无法利用投资巨大的城市快速路系统，无形之中强化了城市中

个体机动车相对于公共汽电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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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规划中公交快线功能定位过于理想化， 实践中公交快线与公交干线有较多重叠

由于公交线网规划是自上而下的，在线网结构定位中，公交快线往往处于线网结构体系中的最高等

级。但各地在规划实施中发现公交快线与公交干线往往存在一定的功能重叠。部分公交线网规划中单纯

以平均站距或者理想化的运送速度作为公交快线与公交干线之间的区别。而由于道路通行条件等原因，
快线和干线的服务差异较小。

一些城市的城区组团间联系较为密切，现状已有较多公交线路，而组团间沿途均为成熟的城市建成

区，需要有设站密集的公交干线服务。一些公交快线规划试图将现有的公交干线服务减少停靠站点形成

大站距的公交快线，而忽视了对减少的停靠站点附近居民替代性出行方式分析，从而导致了严重的舆论

压力，在实施后不得不重新恢复中途设站。
而途经通道和站点相似的公交快线和公交干线如果同时存在，又极易导致较为严重的竞争关系。由

于多数公交干线的客流在沿途站点并非均匀分布，如果公交干线的客流集中在少数大站，那么会与只停

靠大站的公交快线在服务上接近。乘客则会综合考虑票价、运送速度和发车间隔等要素选择公交快线或

公交干线，极易造成公交运力浪费。

4 运营导向的公交快线规划策略

为了避免公交快线规划与实施之间的严重脱节现象，在公交快线规划过程中需要仔细分析城市空间

结构布局，并结合城市快速路网规划和建设时序，提出合理的公交快线网络结构和建设时序。结合国内

实施效果较好的公交快线规划和运营经验，针对公交快线规划策略确定为 “借助通道、强化枢纽、重视

运营、逐步成网”。

4.1 借助通道

公交快线实施效果较好的城市大多有效利用已建成的城市快速路或高速公路作为公交快线的重要走

廊。这类公交走廊特点是能够突出发挥公交快线运送速度优势，在目前城市交通方式日趋多元化的背景

下提升了公共汽电车的竞争力。
北京在京通快速路、京开高速、三环路、京藏高速和京港澳高速均施划了公交专用道，大大强化了

公交快线的优势。除了在快速路上施划专用道外，北京在部分快速路规划设计时就考虑了公交设站的条

件，如三环路辅道上的潘家园桥公共汽车站设置在垂直方向道路的立交桥下方，缩短了乘客的换乘距离

（见图2）。

图2 北京三环公交专用道和潘家园桥公共汽车站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在公交快线规划方案确定中，需要结合快速路网近期建设规划，确定可以同步实施公交快线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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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道。对于近期即将实施的城市快速路，公交运营企业可在快速路设计方案征求意见时向设计单位提

出公交快线实施的可能性，并提前与交通部门会商研究。同时建议快速路设计单位论证快速路近中远期

设置公交专用道的可行性并做出预留。还应当针对城市快速路公交行驶特点，对城市快速路辅道的公交

设站条件提出要求，并制定在快速路投用使用初期配套的公交快线规划方案。

4.2 强化枢纽

枢纽型公交快线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对外交通枢纽的服务水平。针对机场、高铁站等商旅客流集中的

对外交通枢纽，高服务水平的公交快线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形象。枢纽型公交快线的规划需要在枢纽开通

前确定实施方案并向社会公示，且线路方案需要考虑枢纽投用初期附近路网建设尚未完善的实际。
公交快线途经的枢纽往往成为重要的换乘站点，在规划设计中应当考虑线路运营中进出枢纽的流

线，以及与其他线路之间的换乘关系。枢纽型公交快线需要结合客流预测，妥善处理好枢纽投用初期客

流不足和必要的服务水平之间的矛盾。
佛山在佛山西站开通一年前就开展了高铁站枢纽配套公交线网的规划工作，对佛山西站枢纽与城市各组

团之间的公交快线和骨干公交线路进行规划。佛山西站配套公交线网规划方案经历了新闻发布会方案公示、
征求市民意见、多轮修改和最终实施等阶段，取得了较好的实施效果。佛山西站公交快线在规划设计上均采

用复合型公交快线，客流构成既有枢纽客流也有组团之间长距离客流，保障了线路运营效果 （见图3）。

图3 佛山西站配套公交快线网络 （运营中）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3 重视运营

公交快线对于运营的要求远高于其他类型的线路。在公交快线规划时，需要结合当地公交运营实际

确定合适的公交快线服务品质。线路编号、车身颜色、票价体系、换乘策略、指引标识需要在规划时给

予指引。对于采用公交车型还是公路客运车型、高峰时单程时间能否保障预期等直接影响公交快线运营

效果的问题需要重点考虑。此外，公交快线规划需要重视公众参与，从线路走向和站点设置的公示，到

车身设计等尽可能充分吸取市民意见，培育市民对公交快线服务的认知。在线路开通初期需要做好宣传

（见图4），宣传重点是线路服务范围、开通时间与公交快线的优势，在客流预测时需要考虑公交快线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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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对于客流的影响。

图4 香港的公交快线宣传线路图

（资料来源：http：//www.kmb.hk/lib/286C.pdf）

佛山西站公交线网设计时，在联系组团的重要线路采用了整百的线路番号，方便乘客识别记忆。由

于佛山全市多年来广泛推广下车提前按铃的运营策略，即使中途站相对于其他城市偏多，也不会明显影

响公交快线的运送速度。佛山西站配套线路采用更适合接驳高铁站的车型，结合每条线路特点选择采用

公交客车或公路客车，全新的涂装设计突出了公交快线的服务特点 （见图5）。

图5 佛山西站配套公交快线600路车型和涂装

（资料来源：庄梓钊
 

拍摄）

此外，为了拓展公交快线的服务范围，宜同步配套相应的微循环接驳线路。一般公交快线往往采用

较高的定价策略，在不提高乘客出行成本的情况下，可配套相应的票价优惠策略，提升微循环线路对于

公交快线的接驳功能。如宁波公交于采用了 “对于从高票价换乘到低票价的，换乘免费；对于从低票价

换乘到高票价的，换乘时按规定收取两者享受票价间差额”的换乘优惠政策，有利于拓展公交快线的服

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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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逐步成网

公交快线的规划技术路线应当首先确定需要覆盖的枢纽和组团，在实施引导时则应当提出公交快线

的近中远期实施目标，并确定合理的实施时序。其中，公交快线的实施时序需要特别注意结合综合交通

枢纽投入使用的日期、城市快速路网规划及建设时序和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的重点发展地区。结合近年来

公交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对于职住数据的精细化分析也有利于确定公交快线的实施时序。对于长距

离出行需求较为集中的组团之间，应及时开展公交快线规划。
除了枢纽型公交快线为了配合枢纽投入使用一次性开通外，其他类型的公交快线建议逐通道实施。

公交快线的规划、公示、修改与实施一般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这样才能保障线路规划的质量和市民的

充分认知。而线路实施的时机同样需要慎重选择，常见如公交快线配合快速路投入使用同步实施等。
苏州公交快线1号线于2008年7月1日开通，开通后单程运行时速32.5km/h，单程运行时间50

分钟，对跨区通勤客流及枢纽接驳客流有很大吸引力。从2009～2019年，苏州又陆续开通了9条公交

快线 （见表3）。苏州公交快线普遍保持全日运营且高峰期间不大于10分钟的发班密度，运营水平处于

全国前列。

表3 苏州公交快线开通时序和分类

开通时间 线路番号
里程

（km）
平均站

距 （m）
功能定

位分类

走廊设站

特征分类

串联组

团枢纽

2008年7月1日 快线1号线 30.2 1378 复合型 快速路型 高新区-南门汽车站-园区

2009年12月28日 快线2号线 21.5 1105 枢纽型 快速路型 苏州站-汽车北站-园区-独墅湖

2011年7月15日 快线6号线 24.2 1470 枢纽型 快速路型
苏州站-汽车北站-汽车南站-吴中-
吴江

2011年12月5日 快线3号线 30.7 917 复合型 快速路型 苏州站-高新区-镇湖

2011年12月9日 快线8号线 22.4 1493 复合型 快速路型 汽车北站-苏州站-西环-越溪

2017年5月18日 快线7号线 30.0 1499 复合型 快速路型 苏州北站-相城-园区

2017年6月26日 快线5号线 32.8 1312 复合型 快速路型 苏州站-汽车北站-园区-甪直

2018年7月15日 快线9号线 25.5 865 跨组团型 跳站型 平江新城-园区-园东

2019年2月15日 快线10号线 29.9 1195 跨组团型 跳站型 木渎-东山

2019年2月15日 快线11号线 40.8 971 跨组团型 跳站型 木渎-金庭

  注：里程和站距取上下行平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5 结语

作为公共汽电车线网结构体系中的最高层级，公交快线为城市组团间和跨区出行提供快速运输服务

的作用在多数城市尚未完全发挥。结合国内城市快速路大规模建设的现状，进一步开展对公交快线规划

和运营的深入研究极为迫切。
目前多数大城市已经开始了公交快线的规划实践，但运营效果不尽理想。这就要求在公交线网规划

中，需要充分利用公交快线实施成本低的重要优势，依照 “借助通道、强化枢纽、重视运营、逐步成

网”的思路将公交快线运营场景与公交快线规划相融合。将公交快线运营中乘客重点关注的运送速度、
票制票价、导视系统、班次间隔和运营企业关注的客流预测、平均满载率等问题前置并在线网规划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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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是公交快线发挥效益和带动公交供给整体提升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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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郊区轨道站点交通接驳配置研究
———以广州市增城区为例

王 帅 谢加红

【摘要】 轨道交通是引导城市发展的主要交通方式，交通接驳设施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出行的配套设施，在提高轨道交

通服务水平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郊区轨道站点接驳设施的缺失或不合理设置，大大影响了居民出行体验。本文总结特

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及交通接驳的特征，提出了基于交通接驳设施的郊区轨道站点分类方式，并提出站点接驳设施

配置的策略和相关指引。
【关键词】 轨道交通站点；交通接驳；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很多城市郊区也开通或规划了轨道交通，但由于郊区城市区位、交

通特征的不同，其交通接驳设施的配置往往不同于中心城区。目前在国家、城市层面已有相关接驳设施

的导则规范，但主要侧重城市中心城区，对郊区轨道站点的关注较少，相关指引作用不强。

1 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及交通接驳特征分析

1.1 区位特征： 城市外围地区， 空间布局分散

大城市郊区指中心大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周边区域中所形成的，其特征、结构和功能实质介于

传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理区域，是城市和乡村社会、经济等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的交叉地带。近

年来随着大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城市通勤范围大大增加，城市郊区与中心城区的联系日趋紧密。
广州市增城区位于广州东部外围地区，在广州主城区30km～80km圈层范围内，属城市远郊区，区内形

成 “中南部一体化、北部生态化”的城乡空间发展格局。其中南部的新塘镇属经济强镇，交通便利，与中心

城区联系密切，开发了大量的居住小区，具有睡城的性质；中部的荔城区为区内传统政务中心，且距离广州

中心较远，相对较为独立；北部的派潭、小楼、正果三镇，为生态发展区，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人口稀少。

图1 增城区区位图 图2 增城区空间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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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轨道交通线网特征： 站点覆盖率低， 以尽端式放射线为主

增城区位于城市最东面外围地区，更多的轨道线路终止于区内。轨道线路主要沿区内主要交通干道

广汕公路、荔新公路等敷设，主要位于中部和南部。线网具有 “端头式”的特点，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不同于越秀、海珠、天河等中心区的均匀网格状线网，增城区内轨道交通线路主要为放射线。

增城区空间布局分散，土地利用强度相对较低，城市轨道线网密度较低，轨道站点步行覆盖区域有

限，增城区未来规划轨道站点800m辐射区域占城市开发边界范围内面积的20%，远小于中心城区 （环
城高速内）84%的站点辐射范围覆盖率。

图3 广州市核心区站点800m覆盖示意图 图4 增城区城市开发边界内站点800m覆盖示意图

1.3 出行方式及站点交通接驳特征： 机动化出行为主， 摩托车和电动车占比高

区内出行方式上，非通勤出行比例高，出行距离呈两极化，出行方式以个体机动化出行为主，摩托

车和电动自行车占比高。出行强度为2.41次/人日，低于全市的2.55次/人日；出行目的方面，相对其

他区，通勤 （上班、上学）出行比例低，文娱和购物比例达33%；方式结构上，公共交通占机动化

9.7%，小汽车占机动化45.7%，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分别占20.9%、20.7%；出行时耗上，20分钟

以内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58.5%；平均出行距离为7.5km。
增城区现状已开通的轨道站点接驳方式比例中，以步行和公交车为主，电动车/摩托车次之。其中

公交车为最主要的接驳方式，占到34.38%，远高于中心城区的8.4%；步行占27.08%，远低于中心

区的76.6%；电动车和摩托车占接驳方式比例的16.67%；小汽车、网约车等接驳方式比例分别为

7.29%、9.38%，远高于中心城区的比例。

图5 增城区现状机动化出行方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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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增城区与广州市区地铁站点交通接驳比例

2 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

2.1 既有分类标准

日本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对于轨道交通车站分类研究比较透彻，对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模指引

性较强。按照轨道交通车站区位划分为市区站和郊区站两大类，并据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的换乘特

性将上述两类枢纽各划分为3个不同等级 （详见表1），通过明确具体的接驳换乘交通方式例如公交、
步行、自行车、P+R设施等，可以明确需要配置的接驳设施资源。洛杉矶都市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

则较好地结合了城市空间结构、用地开发强度与类型等因素。由于国情的不同，国外的分类标准很

难直接应用。
国内目前还没有形成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轨道交通枢纽功能分级分类体系，国内各大城市基本上都

是将轨道交通枢纽根据其交通功能，兼顾站点的区位、土地利用开发等差异性特征分为三级或三类，但

对其划分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别，且分级分类指标中均缺少定量指标，存在主观性太强以及不好操作的缺

陷，对于交通接驳设施的配置指导意义不强。

表1 国内外轨道交通站点主要分类情况一览表

城市或相

关标准导则
考虑因素 站点分类

国外

东京

大阪

站点所在空间圈层、轨道交

通与衔接交通的换乘性

洛杉矶
城市空间结构、用地开发强

度与类型

市区型 中心站、通勤站、中间站

郊区型 地区枢纽站、中间站、轨道终点站

高密度市中心发展型、地区性中心型、走廊发展型、低

密度走廊型、主要独立发展型与纯住宅地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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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或相

关标准导则
考虑因素 站点分类

国内

北京
用地功能、交通服务范围及

服务水平
城市型、居住型、交通枢纽型

上海 衔接的线路数 大型换乘枢纽、换乘车站、一般车站

广州
站点区位、衔接方式、客流

指标
综合枢纽、枢纽、一般换乘型

深圳
衔接方式种类与土地开发

类型
综合换乘枢纽、大型换乘枢纽、一般换乘枢纽

杭州 站点功能、土地利用特征 综合型、中心型、一般型

南京 站点周边地区开发功能 市级综合型、公共中心型、交通枢纽型、一般型

成都 站点区位、周边土地开发
综合枢纽站、市级中心站、组团中心站、一般片区站、
城市外围站

重庆 站点区位、交通功能 枢纽站、中心站、组团站、端头站、一般站

住建部导则
用地功能、交通服务范围及

服务水平

枢纽站、中心站、组团站、特殊控制站、端头站、一

般站

2.2 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

国内轨道交通站点的分类标准主要考虑了站点的区位、功能、土地开发，客流规模、衔接方式等，
虽然部分分类标准已考虑了城市圈层等因素，但仍对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关注较少，分类不够细致。笼统

的分类导致大部分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功能定位不明确，对站点交通接驳设施的指导意义不强，郊区轨道

交通站点大多存在交通接驳设施不完善的问题。
本文参考国内外主要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方式，结合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区位功能、辐射范围、接驳特

性等因素，统筹考虑其交通服务功能、城市开发功能，建立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标准。将其分为区域

枢纽站、交通接驳站、中心服务站、其他站。区域枢纽站主要为片区的主要对外交通枢纽或大型交通换

乘站，辐射范围为区域级，交通接驳方式多样；地区接驳站通常位于郊区镇街，以及大型社区或居住区

周边，服务于一个组团，辐射范围一般在1～5km之间，交通接驳设施以小汽车、公交车等为主，对于

城镇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一般还有较多的摩托车及电动车；中心服务站一般位于城市连绵发展建成区

内，站点周边开发成熟，开发强度较高，通常以步行或自行车接驳方式为主，服务半径一般在600～
800m；其他站主要位于城市郊区建成区边缘，主要位于城市开发区、大型工业区或学校周边，主要服

务特定的客流，服务半径在500～2km之间。

表2 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表

站点类别 区位功能 辐射范围 接驳特性 典型站点

区域枢

纽站

区位 优 越，主 要 为 机

场、铁路、港口、大型

客运站等为主导功能

服务整个增城范围、或片区

及周边区域，辐射范围达

10～20km

多线多占多类型交通枢

纽、交通方式多样、换

乘比例高

新塘站、增城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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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站点类别 区位功能 辐射范围 接驳特性 典型站点

交通接

驳站
主要位于城市郊区镇街

辐射站点周边主要大型社

区、村 镇，辐 射 范 围 为

1～3km

轨道服务空白期的公交

车、小汽车等利用者多、
外围住宅区接送用车多

中新站、凤岗站、增

城广场站

中心服

务站

城市连绵发展建成区

内，站点周边开发成熟

主要服务站点周边300～
800m范围内

步行及自行车比例高，
小汽车比例较低

白江站、挂绿新城站

其他站

城市郊区建成区边缘，
通常位于新区工业园周

边、高校以及景区周边

主要服务站点周边特定的工

业区或学校，服务半径在

500～2km之间

公交及小汽车比例较高，
服务对象较为单一

增城开发区站

3 基于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的交通接驳设施配置建议

3.1 交通接驳设施构成

交通接驳设施是轨道站点为实现交通转换基本功能而需设置的设施，主要包括对外交通衔接设施及

交通集散广场、非机动 （私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等）停车场、公交站场 （公交首末站、公

交停靠站）、出租车及K+R （小汽车、网约车等）上落客点 （区）、P+R （私人小汽车接驳轨道交通）
停车场等市内交通衔接设施。

目前国内住建部及北京、重庆、成都、南京等城市均已出台相关导则，对各交通接驳设施规模的计

算方式、设施的分类及设计要点进行了详细说明，但主要是针对中心城区，对于郊区轨道站点接驳设施

配置的指导意义不强。

3.2 郊区轨道交通站点交通接驳策略

郊区轨道交通站点由于站点的功能定位、土地开发模式、轨道线网模式、出行特征等均不同于中心

城区，因此有必要针对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制定交通接驳策略。

3.2.1 根据实际交通出行方式，设置摩托车场、电动自行车车场

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在大多数城市的交通接驳设施中考虑较少，大多数城市在中心城区均采取了

“禁摩”政策，但由于其灵活性、停靠方便、经济价格便宜等优点，但在增城等大城市郊区仍被广泛使

用。在增城全区现状出行方式中，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分别占机动化出行方式的20.9%、20.7%，远

高于公共交通的9.7%。
摩托车在城市中是被划为机动车进行管理，在场地布局时，摩托车停车场不应与自行车停车场同场

地布置，可在机动车停车场内考虑设置部分摩托车停车位，当摩托车停车量较大时宜考虑单独设施摩托

车停车场。摩托车停车场设计应结合用地条件、绿化设计等，合理安排停车区、通道及附属设施位置，
满足防火安全要求。摩托车停车场设计应结合用地条件选取适当的停放形式，摩托车场用地面积、车辆

停放形式、场地竖向及净高要求等可参考自行车。摩托车停车场出入口应与人行出入口分开设置。
电动自行车由于其在停发过程尤其是充电过程中易发生燃烧、爆炸等危险，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在设

计过程中应重点考虑其安全防火设计，结合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的特点，采取有效的防火措施，并应做

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使用便捷。电动自行车库应划分集中充电区域，充电设施应采用充

电柜。电动自行车停车场内的充电设施应设有遮雨措施和安全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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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加大公交首末站和接驳巴士的配置，拓展轨道交通站点的服务范围

对于外大城市外围郊区中心服务站，其公交站点的设置可参考中心城区，以路边停靠站为主，道路

交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设置为港湾式。
对于交通接驳站，应设置专用的公交总站，结合线路调整方案及周边现状和规划用地情况，改造或

新建公交首末站或公交枢纽站，公交场站可采用独立用地或结合地块综合开发形式进行建设。公交总站

的形式应根据场地条件、交通组织等灵活确定，宜设置在形状规整、偏向方形的用地上。对于偏向狭长

形的地块，可考虑设置港湾式或通道式的配建公交总站或配建停靠站；对于偏向方块形的地块，可考虑

设环绕式的配建公交总站。对于用地紧张地区的公交首末站，可考虑减少蓄车泊位，仅满足公交线路运

营所需的最少泊位数即可。轨道沿线大型居住区、商业中心等客流聚集地，宜新增微循环公交线路加强

与轨道交通的接驳。微循环线路路径应依据区域范围，吸引点布局等因素布设，长度宜为3～5km之

间。微循环线路站点应结合吸引点设置，主要客流吸引点宜在站点300m半径覆盖范围内。微循环线路

路网应以次干路和支路为主，公交车型以中小车型为主。

3.2.3 增加P+R停车设施的建设，加大停车管理力度

郊区轨道站点停车接驳设施普遍存在停车位紧张、占用机动车道、停放混乱、交通无序等问题。建

议综合考虑轨道交通站点区位、交通条件、土地开发等，从区域层面统一规划建设大型 “P+R”停车

点。已开通站点周边，充分挖掘周边可利用资源，增加停车设施规模。此外，规范停车收费，城市建成

区内阶梯收费形式，减少僵尸车占用；加强停车管理，加大乱停乱放处罚措施。

3.2.4 站点周边设置连续、舒适的慢行交通衔接网络

慢行交通网络包括骑行网络和步行系统。自行车的换乘客流来源一般在距车站500m～2km的范

围内，主要可以设置在车站出入口附近路侧、高架线路桥下、地下站厅同层一体化布局、站前交通

广场等位置。轨道站点周边应设置连续、通畅的非机动车骑行网络，保障非机动车行驶路权。鼓励

短途出行使用自行车，建设完善的自行车网络，在条件允许的道路设置自行车专用道，并作出明晰

的标记，在较为狭小道路的自行车交通也应当与行人交通一起共同设计，增加自行车交通的优先权

及安全性。
步行是轨道站点最主要的接驳换乘方式。站点周边所有的街道应设置步行通道，步行通道必须与地

铁附近核心商业区和公交站点保持便捷、明晰的联系；主要步行通道应当连接附近公园、广场、居住区

及商业区，应当避免步行通道穿越停车场；站内应具备连接出入口与站台之间的自动扶梯或满足高峰时

期人流的楼梯、走廊通道，还需要考虑残障人士使用的电梯以及其他无障碍通道设置，方便各种乘客快

捷出入车站。

3.2.5 遵循 “着眼现状和近期，综合考虑远期”的原则分阶段实施

大城市郊区轨道站点周边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开通，大多发展迅速，但由于郊区整体发展速

度慢于站点周边地区，交通接驳方式转换较慢，现状及近期仍是以换乘接驳为主。在具体实施建

设接驳设施时，应在明确各站点功能定位和站点分类的基础上，对接驳设施的类型和规模分步

实施。

3.3 换乘设施配置分类指引

基于以上对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标准以及站点交通接驳策略，综合考虑各出行方式的交通组织

特性、换乘设施配置的要点，形成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的换乘接驳设施配置指引，如下表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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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轨道站点交通接驳指引表

交通接驳设施类型 区域枢纽站 交通接驳站 中心服务站 其他站

公交总站 ○ △ - △

公交停靠站 △ △ ○ △

P+R停车场 △ ○ - △

出租车及K+R上落客区/点 ○ ○ ○ ○

摩托车场 × ○ △ △

电动车场 × ○ △ △

自行车场 △ ○ ○ △

  （注：○为一般应配置，△为可选择配置，—为一般无需配套，×表示一般不应配置；各类站点应根据实际需要逐

个确认，必要时作个性化调整。）

4 增城区轨道站点交通接驳优化研究

4.1 广州市增城区轨道站点分类及布局

根据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标准，对增城区内的轨道站点进行分类。区内新塘站和增城

火车站位区内两大铁路枢纽，是主要的对外枢纽，为综合交通枢纽站点。沙村、新沙、荔城北站位

于区内轨道线路的端点，是主要的接驳站点，服务周边区域，中新、凤岗、仙村、石滩西主要服务

区内的镇街，交通接驳需求大，新塘客运站、增城广场为两线换乘站，同时站点是主要的枢纽站，
服务覆盖范围大，同样为交通接驳站。增城开发区、沙埔、山田站周边为工业开发区或高等院校较

多，为其他站。白江、挂绿新城北、少年宫、荔城、朱村等站点主要位于城市建成区，周边开发强

度较高，为中心服务站。

图7 广州市增城区轨道交通站点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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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已开通站点交通接驳布局方案

目前，增城区已开通地铁13、21号线，根据站点分类，中新、凤岗、增城广场站位交通接驳站，
站点周边设有 “P+R”停车场和公交总站，沙村站位于区域对外出口处，设公交总站，由于其周边开

发强度较高，不设 “P+R”停车场。其他站点周边均设公交停靠站、摩托车停车场、电动车停车场、
自行车停车场和出租车/小汽车临时上落客点。

图8 增城区13、21号线轨道站点接驳配置示意图

4.3 站点交通接驳优化实例

增城广州站位于增城广场南侧，万达广场北侧。现状已开通五个地铁出入口。日均客流量约25000人

次，各出入口使用人数比例分别是A口占7%、B口占22%、C口占25%、E口占23%、F口占22%，除

A口外，其余出入口使用率相差不大。站点周边现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①过街设施不完善、慢行系统体

验较差。站点周边由东向南 （或反向）方向行走的大部分行人 （或载客的非机动车）选择距离较近的机动

车道而非人行道，存在安全隐患。分析发现，由东向南方向行驶的行人的主要目的地是站点A口附近的公

交站。②：P+R停车场、自行车存放场、K+R停车泊位等设施尚未落实建设；非机动车衔接设施缺乏。

图9 增城广场站现状及客流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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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广场站为交通接驳站，站点客流量较大，服务范围广，且周边开发较为成熟，公交、小汽车、
摩托车、电动车等需求均较大。站点北侧为增城广场，是区域主要休闲游憩地，南侧为万达广场，为区

域主要商圈，南北行人过街需求较大。通过对站点客流进行分析，统一规划设计，在增城大道和荔景大

道东北角设公交首末站，荔景大道两侧设公交停靠站，站点西侧设2个P+R停车场，道路两侧设K+
R小汽车临时上落客区，站点各个出入口设自行车停车场和摩托车停车场。道路交叉口及主要道路上设

行人连廊。

图10 增城广场站周边交通接驳设施改善示意图

5 结语

由于站点功能、服务范围、出行方式的差别，大城市郊区轨道交通站点的功能分类、交通接驳设施

配置均不同于中新城区。本文以增城为实例，分析其城市区位、地区发展、轨道线网特征、出行方式和

轨道站点接驳方式的特征，根据交通轨道站点的区位、接驳特性、服务范围等对郊区站点进行分类，并

给出交通站点交通接驳设施的配置策略和相关指引。

参 考 文 献

[1]
 

赵秀江.无锡地铁3号线新区段车站交通接驳设施策略[J].交通与运输，2019（3）：55-58.
[2]

 

戴子文，谭国威，戴子龙，等.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分类及等级划分研究[J].都市快轨交通，2016（4）：38-42.
[3]

 

姜玉佳.都市区轨道交通站点衔接换乘设施配置研究———以无锡轨道3号线惠山站为例[C]品质交通与协同共治———

2019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论文集.成都，2019.
[4]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控制性详细规划体系研究———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交通设计导则[R].广州，2018.
[5]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增城区枢纽网络重要节点规划设计-增城区城市轨道站点一体化规划设计导则[R].广

州，2019.

作 者 简 介

王帅，男，本科，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助理工程师。电子信箱：1510157062@qq.com
谢加红，男，研究生，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1559000647@qq.com

8201



公交乘客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及调查实例分析

魏东洋

【摘要】 传统公交满意度调查指标过于简单，不适合新时期公交都市中对公交评价的需要，为进一步优化公交满意度

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公交服务中乘客比较关心的各种影响因素，形成以乘客导向型的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通

过调查实例，先根据权重调查确定各级指标权重，再根据满意度调查得出各级指标的满意度和总体满意度。

【关键词】 公交满意度；乘客导向；评价指标体系

0 引言

城市公交乘客满意度是国家创建 “公交都市”示范城市的20个考核指标之一，为了更好地评估乘

客对公交服务的满意程度，进一步了解城市创建 “公交都市”的成果，需要开展年度公交满意度调查，
并为城市公交线网的优化调整提供数据支撑。

在创建
 

“公交都市”示范城市中指标体系中只涉及乘客对公交候车时间长度、换乘便捷度、服务态

度、出行信息服务、乘车舒适度、候车环境、车内卫生环境七个指标，该标准对于评价指标体系过于笼

统，指标量化单一，缺少对具体城市的适用性。
公交乘客满意度测评体系的建立和公交乘客满意度调查的开展，不仅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形象意识，

提高企业的社会效益。对公交企业进行综合评价并发布评价结果，在强化公交企业的外部监督和社会监

督的同时促进企业改善运营水平。

1 研究目标

通过充分考虑公交服务中乘客比较关心的各种影响因素，提供逐级融合最终形成满意度评价指标体

系，并通过调查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最终根据满意度调查得出各指标的满意度和公交总体满意度。

2 研究原则

公交行业的服务水平不仅体现在公交乘客满意度等显性指标，也体现了在服务的实际能力等隐性指

标方面，覆盖公交服务的全过程，包括公交服务的基础能力，公交服务过程中的顾客感知，公交服务绩

效的达成等因素，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基于全面性原则、针对性原则、有效性原则。
全面性原则：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考虑乘客感知的主观因素，也考虑公交企业的基础能力、公

交运行过程中的服务情况，确定的评价指标体系需要覆盖公交乘客坐车前，坐车过程中，坐车之后等公

交出行全过程的影响因素，综合融入到评价指标体系中去。
针对性原则：评价指标体系应根据所评价行业和公交企业的特点进行针对性调整，凸显其适用性，

即着重考虑公交服务的基础能力评价、公交服务过程中的评价等作为评价的侧重点。
有效性原则：公交服务的评价因素应提炼为定性指标，定量指标；服务评价的结果符合各相关方的

总体期望，使不同公交企业的评价结果在客观上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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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评价指标体系及调查实施

3.1 体系构建

乘客接受公交服务的目的是比较单纯的，即需要准时安全地到达目的地，也就是更关注公交服务的

最终绩效，而公交过程体验则退居其次。我们以方便性、快捷性、可靠性、舒适性、经济性等五个指标

作为该指标体系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中则充分考虑公交服务中乘客比较关心的各种影响因素，提供逐级

融合最终形成公交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调查计算各项指标的权重。
在二级评价指标为基础，对各项指标的具体内容由乘客来对其满意程度进行评价，由乘客的评价数

据计算满意度，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二级评价指标的具体满意程度，再根据一级指标中给每个二级指标

确定的权重，计算得出公交评价体系中各个一级指标的满意度。本次将公交的各项指标共分为5个一级

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5个一级指标分别是公交的方便性、快捷性、可靠性、舒适性、经济性，所得

各类指标权重如下表1所示。

表1 公交满意度评价指标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1

2

3

4

5

方便性

搭乘步行距离

公交服务时间

换乘步行距离

换乘次数

换乘设施设置

6

7

8

快捷性

候车时间

行程速度

最大出行时耗

9

10

11

12

可靠性

发车准点率

到站准点率

公交出行的安全性

公交出行信息可知度

13

14

15

16

17

舒适性

车内满载率

车内舒适度

车内整洁度

站台舒适度

司机的服务态度

18 经济性 公交的票制票价

3.2 调查实施方案

（1）各级指标的具体权重由乘客打分计算得出。
考虑到乘客对于不同指标的重视程度不同，因此各个指标的权重由乘客打分获取。
（2）抽样情况

0301



公交都市中要求按照不小于市区人口的万分之五。
（3）调查问卷设计

首先，调查问卷设计要明确乘客满意度测评的目的。其次，将评价指标转化为问卷上的问题。这是

进行乘客满意度评价的核心内容。评价指标是便于计算的统计量，而问卷上的问题是要求乘客准确回答

的内容，要根据问卷设计的原则、要求、评价内容的本质特征以及乘客心理和行为特征，将关键的评价

指标转化为问卷上的问题，这也是乘客满意度指标评价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为了防止调查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对设计的问卷需要进行预调查。只需要较小的样本量，选取30～50

个样本就足够。对于这些样本的预调查尽量采用面访的形式进行，这样除了可以详细了解乘客对公交满

意度以外，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了解乘客对问卷本身的看法。根据预调查的分析结果可以对问卷进行修改

和完善。
（4）满意度指标计算

指标定义：公交乘客对城市公交服务的满意程度。
计算方法

 

：

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 ∑单份有效调查问卷得分
有效调查问卷总数×单份调查问卷满分×100%

公交满意度调查问卷得分计算方法：每项调查内容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满意四个等

级。非常满意为10分、比较满意为8分、一般满意6分、不满意为0分，调查问卷得分为各项调查内

容得分与满意程度权重的乘积之和。
（5）调查方法

乘客满意度调查可以采用线下调查和线上调查同时开展的方式进行，线下调查可以在公交站台或者

公交车上开展调查，线上调查可以将调查二维码贴在公交站台和公交车上，以便于乘客扫描填写。
线上调查可以提高效率，但是线上调查无法保证样本分布的均匀，因此可以先进行线上调查，根据

对线上调查的结果分析，根据实际情况在线下开展补充调查。

4 案例分析

4.1 指标权重

为了确定公交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的权重，需要开展公交指标权重调查，且每年在开展满意度

调查之前都需要重新调查，以分析乘客每年对公交评价指标权重的变化情况，本案例中各个指标权重调

查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公交满意度评价指标权重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1

2

3

4

5

方便性 24.0%

搭乘步行距离 5.72%

公交服务时间 4.96%

换乘步行距离 4.88%

换乘次数 4.33%

换乘设施设置 4.08%

6

7

8

快捷性 22.4%

候车时间 6.86%

行程速度 6.65%

最大出行时耗 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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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 二级指标权重

9

10

11

12

可靠性 20.8%

发车准点率 5.18%

到站准点率 5.21%

公交出行的安全性 5.91%

公交出行信息可知度 4.53%

13

14

15

16

17

舒适性 17.9%

车内满载率 4.52%

车内舒适度 3.94%

车内整洁度 3.59%

站台舒适度 2.93%

司机的服务态度 2.95%

18 经济性 14.9% 公交的票制票价 14.93%

图1 公交满意度评价指标权重分布图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在5个一级指标中，乘客认为的重要性从高到低依次是方便性、快捷性、可靠

性、舒适性、经济性。

4.2 调查开展

本次调查按照抽样率共计调查4000份有效问题，采用线上与线下调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案。

4.3 结果分析

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得出18个二级指标的程度如表3所示，再乘以各个二级指标的权重，最终得出

公交的权重满意度为85.23%。在各二级指标满意度中，公交的票制票价满意度最高为91.94%。

表3 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表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权重

满意度

搭乘步行距离 5.72% 40.72% 39.14% 16.47% 3.67% 81.92%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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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非常

满意

比较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满意度

权重

满意度

公交服务时间 4.96% 63.65% 23.96% 11.71% 0.68% 89.84% 4.46%

换乘步行距离 4.88% 48.57% 37.05% 12.09% 2.29% 85.47% 4.17%

换乘次数 4.33% 42.91% 41.20% 11.81% 4.07% 82.96% 3.59%

换乘设施设置 4.08% 44.19% 39.37% 13.47% 2.97% 83.77% 3.42%

候车时间 6.86% 40.12% 44.57% 11.66% 3.65% 82.78% 5.68%

行程速度 6.65% 34.79% 40.85% 21.12% 3.24% 80.14% 5.33%

最大出行时耗 8.83% 44.19% 35.65% 17.92% 2.24% 83.46% 7.37%

发车准点率 5.18% 36.38% 40.30% 20.54% 2.79% 80.94% 4.19%

到站准点率 5.21% 40.17% 34.06% 21.97% 3.80% 80.60% 4.20%

公交出行的安全性 5.91% 61.46% 26.17% 11.01% 1.36% 89.00% 5.26%

公交出行信息可知度 4.53% 56.01% 27.17% 13.07% 3.75% 85.59% 3.88%

车内满载率 4.52% 41.70% 39.39% 14.76% 4.15% 82.07% 3.71%

车内舒适度 3.94% 44.49% 35.80% 16.69% 3.02% 83.15% 3.28%

车内整洁度 3.59% 67.67% 22.72% 7.97% 1.63% 90.63% 3.25%

站台舒适度 2.93% 54.85% 28.63% 12.12% 4.40% 85.03% 2.49%

司机的服务态度 2.95% 54.88% 26.87% 16.44% 1.81% 86.24% 2.54%

公交的票制票价 14.93% 69.46% 22.98% 6.84% 0.73% 91.94% 13.73%

85.23%

图2 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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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交二级指标的满意度的分析结果，对公交一级指标的满意度进行统计分析，得出5个一级指

标的满意度如表4所示，其中经济性满意度最高为91.94%，快捷性的满意度最低，仅为82.26%。

表4 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占一级权重 总权重 二级指标满意度 一级指标满意度

方便性

搭乘步行距离 23.87% 5.72% 81.92%

公交服务时间 20.69% 4.96% 89.84%

换乘步行距离 20.35% 4.88% 85.47%

换乘次数 18.07% 4.33% 82.96%

换乘设施设置 17.02% 4.08% 83.77%

84.78%

快捷性

候车时间 30.71% 6.86% 82.78%

行程速度 29.77% 6.65% 80.14%

最大出行时耗 39.52% 8.83% 83.46%

82.26%

可靠性

发车准点率 24.89% 5.18% 80.94%

到站准点率 25% 5.21% 80.60%

公交出行的安全性 28.37% 5.91% 89.00%

公交出行信息可知度 21.74% 4.53% 85.59%

84.15%

舒适性

车内满载率 25.22% 4.52% 82.07%

车内舒适度 21.98% 3.94% 83.15%

车内整洁度 19.99% 3.59% 90.63%

站台舒适度 16.35% 2.93% 85.03%

司机的服务态度 16.46% 2.95% 86.24%

85.19%

经济性 公交的票制票价 100% 14.93% 91.94% 91.94%

图3 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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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结

通过构建以乘客为中心的公交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以方便性、快捷性、可靠性、舒适性、经济性

为一级指标。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公交服务中乘客比较关心的18个影响因素，最终形成公交评价指标

体系，满足指标体系全面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原则。以实例分析，根据权重调查得出各项评价指标的

权重，再根据满意度调查得出各级指标的满意程度和总体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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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立体公交综合车场规划建设策略研究
———以深圳为例

胡家琦 周 军 梁对对

【摘要】2013年，深圳提出大力推动 “立体综合车场+配建公交首末站”发展模式转型，并规划形成基本覆盖全市的

26处公交综合车场。随着城市开发进入存量阶段，土地资源十分稀缺，规划的可实施性、用地集约高效和城市空间品质

要求不断提升，需要通过规划创新来推动公交综合车场高品质、高效率落地实施。本文基于深圳公交综合车场的规划建

设实践，围绕高品质可持续的城市空间和高效率推动建设实施发展目标，探索了高密度城市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开发建

设模式，提出了充分保障公交功能需求的规划策略，推动立体公交综合车场更好更快实施。
【关键词】 超大城市；立体公交综合车场；规划建设实践；开发建设模式；规划策略

0 引言

根据 《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综合车厂主要承担公交车辆的夜间集中停放、维护保养、充

电等功能，可同时兼作公交企业的管理中心、营运指挥调度中心。深圳市已确立构建 “以立体综合车场

为核心、配建公交首末站为网络”的场站服务体系，并在全市规划了26座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综合车

场将是未来公交场站设施体系的核心，是提升停车管理专业化水平，系统解决长期困扰深圳公交 “停车

难”、”充电难”等问题关键。本文在总结深圳近年来公交综合车场规划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高密

度城市土地资源十分稀缺背景下，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开发模式以及规划策略，指导立体公交综合车场

前期规划方案编制，促进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落地建设。

图1 综合车厂功能构成

1 深圳立体综合车场建设现状

深圳已进入存量发展时期，土地资源十分稀缺，立体公交综合车场选址更多是哪里有地就选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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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前期缺乏深入论证，因此规划26处综合车场用地条件普遍较差。既有规划公交综合车场选址用地

与法定图则、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等冲突，或涉及占用基本生态控制线、橙线等，按规定

须先行开展相关规划调整程序，增加了项目前期规划协调难度，拉长了整个项目审批周期。
作为常规公交发展的重要基础，深圳公交场站建设严重滞后，大量公交车辆利用临时场地停放，公

交停车难现象突出。同时，市政府 《关于研究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会议纪要》（市政府办公

会议纪要 [2015]年222号）明确要求 “力争2017年底、确保2018年实现100%公交纯电动化”。根

据市交委及三大公交公司制定的投放计划，100%纯电动化后，全市纯电动公交车辆总规模将达到

16359辆，约需充电桩5902个。但是，截至2015年底全市仅建成公交充电桩2321个，公交场站及充

电设施匮乏，严重制约公交纯电动化发展目标的实现。

表1 首批公交综合车场实施进展及主要限制因素总览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进展 当前限制因素

1 月亮湾综合车场 2017年4月开工建设 —

2 金牛东路综合车场 2017年5月开工建设 —

3 盐田北综合车场 2018年3月开工建设 —

4 民治综合车场 2019年2月开工建设 —

5 凤凰山综合车场 计划2019年开工建设 用地手续待完善

6 观澜大水坑综合车场 计划2019年开工建设 用地手续待完善

7 西乡综合车场 PPP实施方案报批 PPP实施方案待市政府审议

8 大运新城综合车场 方案设计审查 （暂停） 龙岗区政府坚持另行选址

9 大田洋综合车场 用地规划许可审批 法定图则未覆盖地区

10 布吉综合车场 用地难落实
 

（停滞） 土地整备

11 安托山综合车场 涉及超高压LNG管道 超高压LNG管道降压及迁移问题

12 上李朗综合车场 综合开发方案研究 土地政策限制

13 中山园综合车场 综合开发方案研究 土地政策、南坪快速路选线冲突

2 国内城市经验总结及新技术应用

综合前文公交综合车场规划实施难问题解析，焦点在于其开发建设模式一直没有得到明确，对于由

谁来投资、建设的形式，实施策略以及关键规划指标等问题缺乏深入研究，难以指导车场实施。因此，
有必要借鉴国内先进城市发展经验，结合高密度超大城市发展条件，提出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开发建设

模式及规划条件研究。

2.1 灵活多元的投资建设模式

目前先进城市都在探索大型公交综合车场立体化综合开发，提高公共交通用地效率的同时，减轻政

府的财政压力。香港、上海和成都结合各自城市发展背景、土地政策、公交行业发展差异性，分别形成

了企业主导、多层立体，政府主导、综合开发和作价出资、综合开发三种模式。
香港公交综合车厂主要采用多层立体的建设方式，集公交车辆夜间停放、维修保养、加油清洗等功

能于一体，并兼顾公交车辆日常运营调度管理、司机培训以及公交企业日常办公等功能，充分发挥规模

效益。选址方面，香港综合车厂的选址一般相对远离城市中心区，避免对周边居民工作、生活的干扰；
同时基本位于巴士总站相对密集的区域，保障公交车辆能够在15分钟车程内到达巴士总站，减少空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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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降低运营成本。
上市采用政府主导的公交场站投资建设与运营管理模式。上海公交停车保养场在规划建设过程中，

根据地块大小 （一般4～5hm2以上）、区位条件等具体情况，因地制宜地采取了综合开发建设模式。在

优先确保满足公交场站功能与规模的前提下，把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性开发相结合，充分发挥

公交场站建设项目的综合效益，且相关物业只租不售，长效收益用于公交停保场的运营维护与保养，
“以站养站”，减少政府对公交停保场后期运营维护的资金投入与财政压力。

成都同样充分发挥政府在公交场站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就用地规划、土地移交、综合开发等方面均

给出具体政策，并将场站用地拆迁交地工作纳入专项目标进行考核，确保了公交场站建设进程。成都在

确保满足公交场站功能的前提下，把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商业性开发相统筹，充分发挥公交场站建

设项目的综合效益，采取政府国有公司自建的开发模式，减轻政府对公交投入的压力。

 
成都金沙公交场站综合体

香港城巴柴湾综合车场 上海成山路公交停车保养场

图2 主要城市综合车场建设案例

2.2 立体机械车库等新技术应用

大城市土地资源十分紧缺，可以用作建设大型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场地十分稀少。由于机械式车库

直接通过起重设备抬升，无须爬坡车道和平行坡道等，可以大大提高土地用地效率，降低公交车位单车

占地面积、经过测算，平均单车占地面积约16
 

m2。与传统立体综合车场25～40m2 的占地面积相比，
用地效率提升了接近一倍。首批西乡综合车场虽占地14316m2，但可利用的规整地块仅9000m2。为充

分利用该车场用地，同时创新公交停车装备充电技术，解决了地块太小的难题。

图3 西乡综合车场平面布局及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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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地制宜、多元创新”的开发建设模式

深圳作为高密度发展城市代表，其在立体公交综合车场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既有普遍性，也有自

身的特殊性。普遍性方面，首先是高密度城市土地资源十分紧缺，且大多已进入存量发展时期，可以用

于大型公交综合车场选址的用地条件普遍较差，立体综合开发条件不好；其次是保障性住房建设压力

大，土地供应紧张，独立占地交通设施用地综合开发是拓宽其用地来源的重要渠道；最后，传统立体公

交综合车车场综合开发通常还是针对面积较大的综合车场，通过贴邻分开建设的开发模式，提高公交场

站用地的效益，实现财政投入的可持续。但是深圳能供应给综合车场的用地区位普遍较差，面积较小，
停车规模需求又较大，传统综合开发模式难以适用。特殊性方面，由于缺乏在小地块进行立体公交综合

车场综合开发的经验，前期论证过程较为复杂，周期较长，且一般需要遵循先试点再推广原则。而深圳

公交全面电动化发展迫切性对公交综合车场的建设时序提出了加快建设的明确要求，因此开发建设模式

需兼顾车场建设的紧迫性。
基于上述考虑，适应高密度城市存量发展背景，结合立体机械车库技术的发展，深圳最终提出了政

府投资、立体建设，政府投资、综合开发 （配建保障房），企业投资、综合开发以及公私合营、机械车

库四类开发建设模式。

4 立体综合车场规划设计策略与思路

综上所述，深圳结合自身城市发展背景和特点，选择了多元化的综合车场开发建设模式。各类模式

的实施主体、开发建设形式及实施路径不同，规划策略上必须重视以下几点：首先，必须优先满足公交

功能的需要，尤其是涉及综合开发的综合车场，必须在先满足片区公交停车需求基础上，再考虑综合开

发需求。其次，公交综合车场用地是在土地资源十分紧缺背景下艰难争取下来的，应最大限度加以利

用，按照车场用地条件承载上限安排公交停车规模。最后，要坚持支持全市保障性住房建设，对于有条

件配建保障房的综合车场尽量安排综合开发。但是要注重高品质开发，保障良好的居住条件。

4.1 优先保障公交车场功能需求的最小停车规模条件控制

深圳采用 “立体综合车场+配建首末站”公交场站发展模式后，公交车辆夜间停放主要依靠立体综

合车场解决，配建首末站不再提供公交车辆停车功能。优先保障公交车场功能需求核心就是要确保其规

划停车规模能够满足所服务片区公交停车需求。那么如何科学合理确定立体公交综合车场的停车规模？
一是要合理确定立体综合车场所服务片区的实际停车需求；二是要考虑立体综合车场用地空间竖向利用

的最大限制，充分利用土地资源。
（1）基于公交分区单元的公交停车规模论证方法。
首先以法定图则分区为基础，以全市规划公交综合车场和公交首末站数据信息为支撑，以综合车场

3～5km服务范围为基本边界，综合考虑全市公交综合车场的整体规划布局、周边片区规划建设情况、
高等级道路及山体水系分割等，划定全市26个公交综合车场的服务分区范围，形成26个公交分区单

元，作为各车场理论停车需求的计算基础。
停车需求计算方法上采用两种方法互相校核，按照最大化考虑公交停车需求原则，取二者之间大

值，得到各车场的理论停车需求。
①

 

公交客运量法：基于公交服务分区单元服务的人口与岗位，测算各车场的公交客运量分担率，
结合全市所有公交车辆总停车需求，推算各车场需承担的理论停车规模。

②
 

公交线路组织法：基于公交服务分区单元内的始发终到公交线路的运营组织特征，推算各车场

需承担的理论公交停车需求。因此，通过统计分析各公交服务分区单元内的始发终到公交线路条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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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平均配车数、夜间停车需分担比例等因素，推算出各立体综合车场未来需承担的公交停车需求。

图4 公交分区单元划分示意图

4.2 立体综合车场与配建人才住房一体化规划设计策略。

目前，国内外尚无立体多层公交综合车厂上盖开发的先例，既有综合开发均为平面贴邻或裙房塔楼

建设形式，用地面积通常在4～5hm2。针对深圳普遍2hm2以内大小的综合车场用地，必须探索全新的

立体综合车场与配建人才住房一体化规划设计思路。

4.2.1 贴临与上盖建设模式对比分析

以大运新城综合车场为例，对贴临和上盖两种模式进行了对比：贴临建设是指公交车库与其他功能

独立布置，保障房与车厂配套用房上下叠加独立布置。公交车库为地上7层，停车507辆；综合楼为地

上28层。上盖建设是指将所有功能置于一体
 

，车厂配套用房位于公交车库一角，保障房位于车厂配套

用房上部。公交车库地上6层，停车584辆；综合楼地上30层。
两种建设形式各有特点。但是在地块较小，公交停车需求又较大的条件下，局部上盖方式更能体现

优先保障公交功能的满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局部上盖形式地块基底全部满铺进行立体综合车

场建设，可提供更高的公交停车规模；第二，保障房上盖在车场物业管理用房上，其柱网结构对立体车

库的建筑布局影响较小，建筑兼容性更强。

 
贴邻建设 上盖建设

图5 不同建设形式对比分析

4.2.2 配套用房局部上盖模式下规划控制条件测算

根据优先满足公交综合车场的功能与规模需求的原则，基于车场配套用房局部上盖的一体化规划设

计思路，研究提出了前期规划阶段公交停车规模和配套保障房规模控制条件测算技术路线。具体如下。
首先，按照配套用房基底约占综合车场选址地块10%的设计经验，得到车场辅助用房及上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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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的最大基地面积。结合 《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按照配套人才住房，建筑限高100m （约）30层

的相关要求，研究提出人才住房理论上的最大规模，并通过容积率校核、交通及教育设施承载力分析，
论证人才住房规模的合理性。

图6 一体化模式下规划指标测算方法

5 结语

高密度城市存量发展背景下，立体公交综合车场规划实施面临用地条件紧约束和高效高质量开发的

客观要求。本文在全面解析规划立体公交综合车场实施难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先进城市发展经验及

深圳面临的实际条件，总结提出了深圳综合车场开发建设模式。基于全面保障全市所有公交车辆停车等

生产性需求原则，探索了适应深圳立体综合车场开发建设模式特点的规划策略，创新提出了优先保障公

交车场功能需求的停车规模统筹方法和立体综合车场与配建人才住房一体化规划设计思路，有助于推动

立体公交综合车场高效率、高品质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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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交通出行市民意愿调查分析

黄 臻 顾 煜 龙 力

【摘要】2017年上海成为首批 “国家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城市”，面向 “十四五”，上海要围绕建设 “人民城市”的主旨，
准确了解市民对公共交通系统的使用感受和改善意愿，让市民积极参与到 “十四五”规划中。本文通过上海公共交通出

行意愿公众号调查，分析了市民对公共交通的关注热点和意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建议，为 “十四五”尤其是 “后
疫情”时期，进一步提高上海公共交通吸引力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 公共交通；出行意愿；问卷调查；十四五

0 引言

“十三五”期间，上海公共交通运输能力逐渐增强，公交都市建设持续推进，服务品质逐步提高。
2019年全市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达到1647万乘次，轨道交通占公共客运比重达到64.6%。轨道交通网

络不断完善，2019年轨道线网里程达704.9km[1]。地面公交线网结构持续优化，公共交通服务效率提

升，出行信息服务智能化水平日益提高。目前，正值上海全面编制 “十四五”规划之际，上海公共交通

系统面临着支撑打造卓越全球城市和建设人民城市的更高要求，公共交通在功能层次、运输效率和服务

品质等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对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开门问策、集思广益，

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 “十四五”规划建

言献策。上海及时组织开展了 “十四五”时期优化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意愿调查，围绕市民日常公共交通

出行中的短板提出改善思路和对策，对 “后疫情”时期，加强上海公共交通韧性发展提供方向。

1 调查范围与内容

为更好地了解上海市民对未来五年公共交通的需求，2020年3月至5月，通过 “上海交通”公众

号开展上海公共交通 “十四五”出行意愿调查。调查通过线上平台开展，采取线上不记名的方式开展调

查，共计获得1422
 

份样本。经问卷筛选，最终用于分析的样本共1388个 （成功受访市民以下简称市

民）。调查具备一定的样本量，因此样本分布总体情况较好。调查样本年龄分布呈现近似于正态分布，
20-60岁之间占总量的89%。

受访者职业分布基本涵盖了各种类型，企事业员工占比最高为63%，学生占比14%，公务员占比

6%，个体经营者或自由职业者、离退休或无业人员分别占比5%，其他占6%。

2 主要调查结论

2.1 通勤交通方式

2.1.1 日常通勤以公共交通为主，出行时耗是影响出行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

被调查市民通勤出行以轨道交通和公共汽电车为主。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最高，为82%，55%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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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调查样本年龄比例分布

图2 调查样本职业分布

访者采用公共汽电车，32%采用自驾车出行，25%、11%、23%的被调查市民分别采用自行车/共享单

车、电动自行车、步行出行。76%的受访者日常通勤选择2种及以上的交通方式出行。

图3 被访者日常通勤交通出行方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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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勤出行方式受出行时耗、出行距离、便捷程度影响最大。影响出行方式选择的各类因素中，“出
行时耗”、“出行距离”、“便捷程度”位居前三位，选择比例分别为70%、63%和54%。准点性的选择

比例是46%，选择费用价格是通勤出行影响因素占34%；另外分别有22%、18%的调查对象将天气状

况、安全舒适性列入对通勤出行的方式选择影响。

图4 影响被访者选择通勤出行方式的因素

2.1.2 “疫情”期间以个体交通出行为主，复工后轨道交通出行比重逐渐上升

“疫情”期间 （1月24日-2月2日），市民大大减少外出，出行以私家车和慢行交通为主，使用公共交通

方式出行比重下降明显。27%被调查的市民在疫情期间没有出行。疫情期间，使用自驾车出行比例最高，占

43%，比疫情前有显著上升。分别有28%、15%、10%的受访者分别以步行、自行车/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

等慢行交通出行。使用公共交通出行的比重较之前有明显下降，分别有20%、18%的市民分别使用轨道交通、
公共汽电车出行，约7%的市民采用出租车或网约车出行。2020年2月，市内交通客运量同比明显减少，轨

道交通日均客运量约为去年同期的17%，快速路网日均流量约为去年同期的一半。
“疫情”复工后 （2月3日后），轨道交通和自驾车为主要出行方式，公共交通出行比重上升较快。

随着国内疫情的逐步控制和企业复工复产的有序推进，交通需求开始快速回升，复工后，公共交通出行

比重较之前上升明显，约有48%的市民选择轨道交通出行，
 

34%的选择公共汽电车出行，但对比疫情前

仍有较大降幅。使用自驾车出行比例较高，为40%；分别有27%、20%、11%的市民分别选择步行、
自行车/共享单车、电动自行车，11%的市民选择出租车/网约车。被调查市民，仍有7%没有出行。

2020年3月，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为443万乘次，为去年同期的40%；至2020年6月客流回升至829
万乘次，为去年同期的78%[3]。快速路工作日高峰流量接近常态，局部区段出现时段性拥堵。

图5 疫情期间、复工后交通出行方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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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上海的公共交通根据疫情发展动态，不断调整防控措施，有效保障城市交通的正常

运行。对于公共交通防疫的措施，市民认为复工后执行严格的车内安全标准、错峰上下班、高峰期间增

加运力投放、大数据识别乘客安全系数是加强公共交通运营管理的有效措施。针对复工后公共交通运营

管理效果的提升，75%的受访者认为 “执行严格的车类安全标准，做好消毒、关闭空调等工作”有成

效，分别有48%、43%、40%、39%的市民认为 “错峰上下班”、“高峰期间增加运力投放”、“车站体

温检测”、“大数据识别乘客安全系数”是有效措施。

图6 复工后加强公共交通运营管理的有效措施

2.2 轨道交通出行

2.2.1 轨道交通存在的不足

轨道交通乘坐的舒适度和轨道站点可达性是市民认为最应解决的问题。市民对轨道交通的意见主要

集中在五个方面，其中尤以对步行到站点距离远的意见最为突出，达到66%。同时，市民对车站/车厢

拥挤舒适性差、换乘距离远换乘不便的不足也超过45%。此外，轨道交通换乘次数多、等车时间、车

站信息不清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

图7 现状轨道交通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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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轨道交通 “最后一公里”衔接方式

除步行外，自行车、地面公交是轨道交通 “最后一公里”的主要接驳方式。74%的市民采用步行作

为轨道接驳方式，46%的市民采用地面公交作接驳轨道交通，分别有44%、25%的市民采用共享单车、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作为轨道交通 “最后一公里”的接驳方式。

2.2.3 轨道交通服务改善建议方向

缩短高峰等车时间、优化地面接驳公交和站内换乘是市民期待的轨道交通服务改善的主要方向。高

峰时段轨道交通部分区段运力紧张，地面公交和轨道交通换乘衔接仍有不畅。分别有61%、57%和

47%的市民选择 “高峰缩短等车时间”、“优化地面接驳公交”、“站内换乘更加便捷”作为对提升轨道交

通服务品质的建议和要求。同时，轨道交通运行可靠度有待提升，选择 “延长运营时间”、“信息发布更

及时、准确，发布形式更丰富”、“车站引导信息更加清晰”的市民分别有39%、23%、11%。

图8 被访者对轨道交通发展建议

2.3 地面公交出行

2.3.1 地面公交存在的不足

市民认为可靠性不足是地面公交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有70%、55%、49%的市民认为等车时间

长、道路拥堵速度慢、准点率不高是地面公交的不足；有33%、26%的市民将线路绕行、步行到站点

距离远列为地面公交的不足；另有17%的市民认为地面公交存在的问题还有 “车厢拥挤，舒适性差”，

15%的市民认为 “公交电子站牌预报时间不准确”，有些市民还认为公交换乘存在不便，“换乘距离远”、
“换乘次数多”。

2.3.2 地面公交改善建议方向

市民认为优化公交线路和站点的设置、提高发车班次和到站准点率是地面公交的主要改善方向。优

化线路设置、增加高峰发车班次、提高到站准点率、优化站点设置分别位列提升地面公交服务品质的建

议的前四位。此外，分别有26%、19%的市民认为地面公交应当提升到站信息准确率、提高车厢舒适

度；另有11%的市民认为应当丰富地面公交信息发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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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现状地面公交存在的不足

图10 被访者对地面公交发展建议

2.3.3 中运量交通和定制公交

对于中运量公交，市民期待提高其运营服务水平。“十三五”期间，71路中运量、奉浦快线、松江

有轨电车等多模式公交线路开通运营，其中，71路工作日日均客流达到5万乘次[4]，每公里客流量负

荷为全市第一，是推动公交转型发展的良好示范。市民认为类似71路中运量公交应当提升运营车速、
增加高峰发车班次、提高准点率、提高车厢舒适度，可以更大范围推广中运量公交、增加运营线路。

市民期待开辟更多定制公交线路、通过定制公交改善与交通枢纽的衔接。对定制公交的发展建议

中，约70%的市民认为应 “利用大数据分析，开辟更多线路”，超过半数的市民选择定制公交 “改善与

交通枢纽的衔接”。此外，认为应建设预约平台、增加更多个性化选择、
 

规范定制公交运营的分别占受

访者的39%、30%和27%。
 

2.4 巡游出租车及网约车

巡游出租车和网约车吸引力大体相当，网约车对中青年吸引力更大。从总体上看，在出租车和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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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比选中，选择出租车出行的占52%，较网约车略高。从职业上看，公务员、学生、离退休人员更

偏向选择出租车，而个体经营或自由者业者更偏向网约车。从年龄分布上看，20岁以下人群和40岁以

上人群偏向选择出租车，而20～40岁人群更多选择网约车。网约车、顺风车、分时租赁等多种新业态

对传统巡游出租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巡游出租车客运量持续滑落，出租车 “城市

名片”服务水准有所下降；而网约车日均上线车辆数和日均客流则逐年递增。
“更安全、规范”是市民选择巡游出租车的最主要理由，网约车在便捷度和价格上更具优势。选择出租车

出行的市民中，近80%认为出租车 “更加安全、规范”。而选择网约车出行的市民中，70%的市民认为网约车
 

“更容易打到车”，认为网约车 “更方便快捷”占比50%、45%的市民认为网约车 “价格更便宜”。
提高扬招出租车比例、缩短约车相应时间、提高服务质量是市民对传统出租车的主要期待。53%的

市民认为应该提高扬招出租车的比例，约45%建议传统出租车应该缩短约车响应时间、提高服务质量，
约30%的市民认为应当改善出租车文明驾驶习惯、增加出租车上下车侯客点、改善车厢环境。

图11 被访者对出租车发展建议

3 相关思考与建议

3.1 轨道交通

1.加快市域轨道交通规划建设。注重市域范围与中心城、副中心和重点地区的快速联系，并做好与

城际轨道的规划对接，缩短市域范围轨道交通出行时耗。加强中心城外围地区、中心区和重点转型地区

联系的轨道服务。围绕新城和重点地区开发建设，开展轨道局域线网规划研究。
2.推进轨道和公交两网融合发展，加强与其他方式的换乘衔接。通过优化换乘时间、完善换乘和候

车环境等方式提高轨道公交两网融合力度。完善既有轨道交通站点配套交通设施，重点加强轨道交通

TOD开发；推进新建轨道车站与配套交通设施统一规划、设计和建设；促进轨道和公交及其他方式的

衔接，合理规划布局P+R停车场库，优化轨道站点周边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3.进一步提升轨道交通运营服务水平。进一步推进轨道交通高峰大客流线路的增能，根据轨道交通

客流规律及时调整轨道运营方案。提升轨道交通准点率；结合5G，加快智能维保、智能运营和智慧车

站等应用。

3.2 地面公交

1.构筑多层次的公交线网结构，加快推进中运量系统建设。加快构筑多层次、多模式地面公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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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形成骨干线 （中运量）、区域线、接驳和社区公交线、定制班线等构成的公交体系。鼓励具备条件

的主城区、新城、重点区域发展中运量公交系统，深化近期实施方案研究，适时推进相关线路建设。
2.优化区域公交线网，加强重点地区公交保障服务。提升区域线网与轨道交通和骨干公交线的换乘

便捷性，提升主城片区、郊区城镇圈公交线网覆盖面和便捷性。在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虹桥商务区、长

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浦东枢纽地区、北外滩等重点地区加大公交投入，率先开展公交顶层设计，明确骨

干公交通道网络构架，推进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和线网优化。
3.提升公交精细化服务水平。推进公交线路精准化运营，提高公交实时到站信息预报准确度。提升

公交专用道通行效率，开展MaaS在公交服务中的应用示范。完善无障碍公交基础设施建设或改造，满

足各类人群需求。

3.3 出租车

1.重塑出租车行业品牌形象。推进巡游车经营权、经营模式和运价等改革。加快信息化平台建设，
提升巡游车互联网服务水平。
2.引导网约车健康发展。落实网约车平台责任，加强对网约车规模动态管控、价格监控。制定运营

服务质量规范，引导其规范有序发展。

4 结语

上海公共交通已经拥有较好的发展基础，面向 “十四五”，新一轮的城市更新和越来越多元的出行

需求，更要充分吸纳公众意见和建议，发挥专业规划研究的支撑力量，进一步完善上海公共交通的功能

层次，提升公共客运的运营效率和服务品质，打造让人民满意的城市、让人民满意的城市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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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步行可达性的轨道站点地区优化设计研究
———以南京市鼓楼地铁站为例

刘叶琳 陆筱恬

【摘要】 轨道交通作为当前市民出行的主要公共交通方式之一，行人能否方便且快速地到达轨道交通站点体现了

该地区人流集散与换乘的效率。本文以南京市鼓楼地铁站为例，通过对站域与站内的可达性现状调研分析，发现

鼓楼站域范围存在流线不连续、空间环境欠佳、导向标识缺乏的问题，站内存在流线混乱、地下-地上连通性差、

导向标识难识别的问题，基于此提出 “建立连续通达的步行系统”、“构建舒适宜人的步行空间”、“优化导向标识

系统”三大鼓楼站点地区设计优化策略，以期为步行可达性导向下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站点地区的规划设计提供一

定的建议。

【关键词】 轨道交通站点；换乘接驳；步行可达性；优化设计

1 研究背景

1.1 轨道交通成为城市市民出行的优先选择

伴随着快速城市化进程，交通拥堵、尾气污染等城市病纷纷涌现。公共交通依托客流量大、占用空

间小、空气污染小等优势，逐渐取代私家车成为城市中的主要交通方式。近年来 “修地铁”日益成为国

内众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据统计，至2019年我国城市的地铁建设里程是十年前的四倍，
共计已有33座城市开通地铁[1]。

1.2 提高站点地区的步行可达性有利于加强交通效率

轨道交通站点在给周边地区带来人气与活力的同时，往往还面临巨大的换乘接驳压力。当轨道交通

站点位于人流量较大的地区，例如中心城区，步行往往是人们从周边地区到轨道交通站点选择的的主要

交通方式。
可达性指从某地到达理想地点的容易程度[2]，而步行可达性用以衡量行人能否方便且快速地到

达轨道交通站点，可表明轨道交通站点的步行可达范围内人流集散的效率。因此，以轨道交通站点

为核心，合理规划设计步行系统，有利于提高地铁站的交通接驳能力，也对提高城市的运行效率具

有重要意义。

1.3 南京市鼓楼地铁站承载着巨大的交通客流量

鼓楼地铁站位于南京市的中心城区，站点周边地区是南京市重要的城市生活、商业中心之一，车流

与人流均较为活跃。2005年，南京一号线的正式开通使鼓楼站成为南京第一批启用的地铁站之一；
2017年，随着四号线开始启用，鼓楼站成为一号线与四号线的换乘站，开始承载乘车、换乘多种出行

需求，交通压力同比剧增。据统计，鼓楼站的主要客流人群为周边办公楼的上班族、学生等，日均换乘

客流约10万人次，最高峰可达12万人次[3]。
综上所述，鉴于如此巨大的交通客流承载需求，鼓楼站对周边地区的步行可达性有较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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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概况

2.1 研究对象

本文以城市中心区轨道交通站点的典型———南京鼓楼地铁站为研究对象。鼓楼站位于南京市鼓楼

区，是一号线与四号线的交汇站，一号线沿中山路、中央路南北向布置，位于地下三层；四号线沿北京

东路、北京西路东西向布置，位于地下二层，鼓楼站现设有7个出入口，分别为1、2、3、4A、4B、
5、6号口 （图1）。以往的相关研究多只关注地面空间，忽视了轨道站点的立体化交通特性，本研究则

将关注从鼓楼站的地面空间至站内乘车的整个步行过程的可达性。

2.2 研究与设计范围

本研究中地面空间的研究范围指站域范围，即以鼓楼站为圆心，以500m为步行可达距离半径划定

的圆形区域作为站域范围；地下空间的研究范围指站内范围，即鼓楼站的地下平面；设计范围则为以鼓

楼站为圆心，覆盖站点平面划定的圆形区域，面积约5hm2 （图2）。

图1 鼓楼站区位及平面 （作者自绘） 图2 研究范围与设计范围 （作者自绘）

2.3 研究方法与框架

本文首先通过现场观察、市民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方法分别对鼓楼站的地面空间与地下空间步行可

达性现状与公众诉求进行调研，后分别总结出站域与站内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而提出步行可达性导向下

的鼓楼站点优化设计策略 （图3）。

图3 基于步行可达性的鼓楼站点地区优化设计研究框架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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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鼓楼站及周边地区步行可达性现状

3.1 站域步行可达性现状

3.1.1 站域交通换乘分析

鼓楼站站点位于五条城市主干道的交汇处，站域范围内城市道路四通八达，主干道、次干道、支路

体系完整 （图4）。站域内有11处公交站点，共有29条公交线路经过；聚集10辆以上共享单车的停放

点达25个，且共享单车聚集点与公交站点相近 （图5）。因此，鼓楼站站域范围内道路交通系统较为完

善，交通换乘点较多，给鼓楼站域带来大量的人流量。

图4 站域范围交通换乘分析 （作者自绘） 图5 站域范围道路系统分析 （作者自绘）

3.1.2 站域步行流线分析

鼓楼站域内主要的步行空间为机动车道路两侧的人行道。以道路右侧的人行道为步行区域，调研统

计从鼓楼站域边界到达最近的地铁站出入口的步行流线，发现56.5%的步行流线需经过2个道路交叉

口，37.5%的步行流线需经过3个道路交叉口。此外，道路交叉口处的人行道常常被电动车、自行车等

非机动车侵占 （图6）。可见，站域内的步行空间被频繁打断，道路交叉口与非机动车占道在一定程度

上削弱了鼓楼站域范围的步行可达性。

3.1.3 站域导向标识设施分析

由于鼓楼站域范围内兼容公交、地铁、非机动车多种交通方式，需要明确可识别的导向标识设施帮

助前往地铁站的乘客快速辨明方向。然而，调研访谈显示，从公交站换乘至地铁站的乘客在寻找地铁出

入口时普遍存在一定的困难，认为导向标识缺乏，只能借助手机地图导航查询路线。鼓楼站共有七处出

入口，但目前仅在出入口处进行标识，并未在站外一定距离设置标识牌或导向设施，且有众多道路交叉

口未设有交通信号灯 （图7）。

3.2 站内步行可达性现状

3.2.1 站内步行流线分析

由于鼓楼站为一号线与四号线的换乘车站，可将站内流线可分为进站、出站以及换乘流线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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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站域范围步行流线分析 （作者自绘） 图7 站域范围导向标识分析 （作者自绘）

（1）进站流线指 “地面层的出入口空间—站厅层 （进站）—站台层 （上车）”的流线。从鼓楼站的

进站流线来看，站厅层位于地下一层，为一、四号线共用，一号线站台在地下三层，四号线站台在地下

二层。2个进站闸口服务于一号线，2个进站闸口服务于四号线，因而一号线与四号线的进站流线有明

显区分。但在从地面层到站厅层的垂直交通上，七个出入口都只有楼梯，仅于4号口与5号口附近设有

两部无障碍电梯 （图8）。可见鼓楼站的进站流线清晰，分流明显，但垂直交通便利性不足。
（2）出站流线指 “站台层 （下车）—站厅层 （出站）—地面层的出入口空间”的流线。从鼓楼站的

出站流线来看，3个出站闸口服务于一号线，2个出站闸口服务于四号线。在从站厅层到地面层的垂直

交通上，5、6号出入口有出站扶梯 （图9）。可见鼓楼站的出站流线分流较为明显，但一号线方向的出

站闸口多于四号线，四号线出站便利性略为不足。

图8 进站流线分析图 （作者自绘） 图9 出站流线分析图 （作者自绘）

（3）换乘流线指在鼓楼站内实现一号线与四号线之间换乘的流线。例如乘客要从一号线换乘至四号

线，应在从地下三层的一号线站台下车后，经上行扶梯至地下一层的站厅，随后根据导向标识指引设

施，再经下行扶梯至位于地下二层的四号线站台 （图10）。可见，通过站厅换乘可减少站台间的人流交

叉，避免两条线的列车同时到站时站台过于拥挤，但由于出站与换乘客流均向一个方向流动，站厅层存

在明显的流线交叉现象。

3.2.2 站内导向标识设施分析

由于鼓楼站的流线交叉主要集中在站厅层，因而主要研究站厅层的导向设施。经调研发现，鼓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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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换乘流线分析图 （作者自绘）

站厅层的导向设施主要为指向牌、地图、客服中心、人工辅助四类 （图11）。

图11 站厅层导向设施分布图 （作者自绘）

（1）指向牌是鼓楼站内应用最普遍的导向设施，主要以悬挂灯牌的形式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

助大部分乘客明确方向。然而，调研访谈发现，老年乘客往往辨别不清指向牌示意的方向，甚至注意不

到指向牌。
（2）地图往往以告示栏的形式出现，分布于进出站的闸口或是换乘路线出入口处。调研发现，在地

图前停留的乘客多为年轻人。
（3）客服中心主要分布于鼓楼站3、6号口之间。调研发现，因迷路寻求客服中心帮助的乘客较少。
（4）人工辅助即工作人员身穿制服站在站厅中间为游客提供服务。由于相对醒目，乘客向工作人员

问路的频率较高，其中老年人占大多数。

3.3 鼓楼站及周边地区可达性问题总结

3.3.1 站域可达性问题

根据站域范围的现状分析可知，鼓楼站周边拥有较为完整的机动车道路系统与公共交通换乘体系，
给鼓楼站带来了众多人流量。然而，就站域范围的步行可达性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

（图12）。
（1）站域内步行流线不连续。站域范围的步行流线被机动车道路频繁打断，此外，由于鼓楼站的七

个出入口分布于北、西、南三侧，东侧没有地铁站出入口，沿北京东路前往鼓楼站的人群往往只能绕远

路到4B或1号口乘车。可见站域范围内步行流线的连续性有所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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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站域内步行环境欠佳。地铁站的部分出入口周边的人行道往往宽度狭小，乱停放的非机动车将

步行道压缩占领，影响街道整洁和行人的通行，对行人的步行舒适度影响较大。
（3）站域内导向标识缺乏。当前，地面空间指示地铁站出入口的导向标识较为缺乏，指向性较差，

且站域内多处道路交叉路口缺少信号灯及斑马线，这给乘客的出行与换乘带来不便，增加了行人走弯路

的可能性。

图12 站域范围可达性问题总结 （照片来源：作者自摄）

3.3.2 站内可达性问题

根据站内现状分析可知，鼓楼站站内空间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降低了站内人流的步行可达性

（图13）。
（1）站内步行流线混乱。由于站厅层为一号线与四号线共用，人流交织尤为明显，且站厅空间完全

贯通，每到上下班或节假日出行高峰，上下班、出游、换乘的人群在站厅内摩肩接踵，乘客难以在短时

间内明确方向，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乘客停留在站内的时间。
（2）地下—地上连通性差。鼓楼站的地下-地上联系只能通过地铁站出入口处的进出站实现，对于

以周边商场为目的地的鼓楼站乘客而言，必须要离开地铁站至地面方能前往商场，而不能从站内直达商

场，影响了出行效率。
（3）站内导向标识难识别。目前乘客对鼓楼站站内的导向标识设施利用程度不高，每当遇到问题

时，乘客多求助工作人员。尤其是老年乘客，他们面对复杂的导向标识设施，更加难以辨别与利用。

图13 站内可达性问题总结 （照片来源：作者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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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步行可达性导向下的鼓楼站优化设计策略

4.1 建立连续通达的步行系统

4.1.1 降低车流对站域步行流线的干扰

鼓楼站站域范围内的机动车道路频繁打断步行流线。因此，为提高步行流线的连续性与行人过马路

的安全性，应注重加强站域范围内机动车道路车流的有序引导，适当降低车流对行人流线的干扰。对

此，设计提出限制鼓楼站站域的岔路口车速，以及增设减速带、窄点、斑马线、信号灯等设施

（图14）。

图14 鼓楼站地面流线设计优化 （作者自绘）

4.1.2 加强鼓楼站与周边空间的地下联系

目前站点与东侧城市空间以及周边商场的地下连通性相对较差，设计建议在中央路与中山路西侧的

鼓楼广场与邮政大厦前广场处增设地下通道出入口，既可使站点东侧的人流不过马路便可到达地铁站，
有效分离行人与机动车；也可连通周边商场的地下空间，加强与站点周边商业设施、公共绿地的联系，
使乘客可从地铁站直达周边商场。

4.1.3 地上-地下步行流线一体化

轨道交通站点往往承担 “站与站”之间的接驳，即地面 “站点”（如公交站、单车站、商场、小区）
与地铁站的接驳换乘，因此，构建地上—地下连续的的步行流线具有重要意义。鼓楼站现状的出入口多

为楼梯，不利于行动不便的人群出行，设计建议于地铁站出入口增设电梯、自动扶梯等设施，改善地上

至地下的垂直交通。此外，地下的地铁站厅层可通过合理设置移动式围栏，明确一号和四号换乘路线方

向，优化地下人行流线 （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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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鼓楼站地下站厅层流线设计优化 （作者自绘）

4.2 构建舒适宜人的步行环境

4.2.1 提高行人步行舒适度

提高行人步行舒适度有利于提高地铁站的步行可达性。鼓楼站周边道路人行道较为狭窄，且经常出

现非机动车侵占人行道的现象，行人的步行舒适度较低。对此，建议将非机动车与行人分流；于开敞空

间合理设置非机动车停放点、载重人行树，避免人行空间被非机动车或绿化树阻隔；同时在空间允许的

路段可适当拓宽人行道宽度。

4.2.2 节点空间优化设计

为构建舒适宜人的步行空间，设计对街道空间、街角公园以及地铁站出入口等节点空间进行详细优

化设计。其中，将街道空间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三部分，人行道作为主要的步行空

间，布置座椅、小型景观等街道家具；街角公园处主要设置供行人休憩、聊天的座椅，并为休闲娱乐、
康体设施的放置预留一部分空间；对于地铁站出入口，则在留出行人流线与人流疏散空间的基础上，设

置专门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 （图16）。

图16 节点空间优化设计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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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优化导向标识系统

4.3.1 构建地铁站内层级导向标识系统

针对鼓楼站站内标识复杂且难以识别的问题，设计构建 “出发点—路线—目的地”三级导向标识系

统 （图17）。其中第一层级以定位、乘车信息为主要信息，以定位、乘车信息提示装置作为标识设施；
第二层级以进站、出站、换乘路线为主要信息，以流线引导为标识设施，这一层级还可提供服务设施位

置、地铁站空间模拟等辅助信息帮助乘客判断；第三层级则以进站、出站、换乘指向为主要信息，通过

目的地指向标识设施呈现。层级导向标识系统将标识信息划分为三个层级，并对应设置标识设施，可以

使乘客能更为快速、便捷地获取需要的信息，且智能辅助设施关注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需求，体现了轨

道交通出行的公共性。

图17 地铁站内层级导向标识系统 （作者自绘）

4.3.2 构建以鼓楼站为中心的公交-地铁换乘导向标识系统

地上—地下的换乘接驳标识也是地铁站点导向标识系统的重要内容。在鼓楼站站域范围内，设计构

建一个可以实现公交与地铁无障碍换乘的导向标识系统。其中主要换乘路线为距离地铁站出入口最近的

公交站点到该出入口的步行流线，次要换乘路线为相对较远的公交站点到地铁站出入口的步行流线。在

该导向标识系统中，公交站点可通过定位提醒、公交到站提醒等设施提供当前位置信息与来车信息，并

通过手机软件、红绿灯语音提醒等装置提供到达最近的地铁出入口的步行路线；地铁站出入口处则通过

语音提示、立体地图等作为站内标识设施，引导地铁站站内人流 （图18）。

5 结语

综上所述，轨道交通站点是公共交通系统中的重要节点，兼具出行、换乘多种功能，如何提高站点

地区的步行可达性成为近年来轨道交通优化的重要课题。本文以南京市鼓楼地铁站为例，通过对站域空

间与站内空间的可达性现状与问题分析，试图提出基于步行可达性的站点地区设计优化策略，期望能为

可达性导向下的轨道交通站点地区规划设计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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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站域范围 （地面）公交-地铁换乘导向标识构想图 （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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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大数据的常规公交站点优化

陈 巍 林 涛

【摘要】 面对城市规模的迅速发展及客流的多样性变化，公共交通系统需要根据其服务对象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调整。
而作为乘客服务 “窗口”的公交站点将直接决定其服务质量。目前公交站点仅通过站点覆盖率进行评估，忽视了站点与

出行起终点之间的步行舒适性。基于公交IC卡和车辆GPS数据融合的研究，侧重分析公交客流的运营特征，缺乏服务

对象起终点分析。故本文将基于手机GPS数据和百度路径数据精准分析乘客出行位置与站点的空间关系，从而指导公

交站点的布局优化。
【关键词】 公交站点优化；手机GPS数据；百度路径数据。

0 引言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上提出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实现城市管理精细

化，成为城市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调研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时，进一步

提出 “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的要求。
随着我国城市化建设的进一步前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机动车保有量及比例逐渐提

升，但是城市道路基础设施转型及建设始终难以完全满足居民出行需求，因而使得城市交通拥堵成为限

制城市发展、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重大阻碍。为了应对这一问题，除进一步加强道路配套设施建设、交

通需求管制等措施之外，完善城市公共交通服务，提升公共交通系统覆盖率及服务质量，将更多的人引

入到城市公共交通中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
常规公交的公交站点规划通常在商业中心区、居民居住区等核心区域，沿主干道沿途设置站点。这

一策略能够在城市化建设初期使城市规划意图整体达到同步。但公交站点与出行目的地之间的步行体验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搭乘公交是否便利，目前公交站点的规划设计仅仅关注宏观层面的站点个数、站场选

址、用地规模技术标准，而忽视了站点与出行起终点之间的步行舒适性，包括步行距离、步行环境、过

街设施等。通过对乘客出行位置与站点的空间关系研究，有利于优化公交站点提升公交的最后一公里

服务。
目前IC卡数据和手机基站数据都无法识别乘客的完整公交路径，所以对于现状公交站点的优化也

忽略了客流与站点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在新数据环境下，通过手机GPS数据可以真实获取出行起终

点，基于百度路径规划数据可以识别乘客的公交路径，所以通过公交路径和出行起终点位置的空间对

比，能够准确地识别当前站点对乘客的服务是否便捷，从而指导公交线路的线路站点优化。

1 公交站点优化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公交站点站距优化及选址的研究方面，加拿大的S.CWirasinghe在文献[1] 中非常系统地讨论了

公交停靠站平均站间距的优化确定问题，研究在考虑公交运营成本及乘客的出行费用的基础上，以时间

为衡量单位建立了优化模型。Anthony
 

A.Saka在文献[2] 中提出了基于公交运营成本限制的平均站间

距优化模型。国内对于公交站点优化设置方面的研究要少些，目前还没有形成比较成熟和系统的理论。
彭国雄与莫汉康[3] 针对城市公交停靠站设置的常见问题，给出了一些站点优化设置的解决方案。伍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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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4] 对公交站点处的道路通行能力、公交站点对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影响做了一些初步研究。王炜、杨

新苗[5] 提出了一种基于所有乘客出行时间最小的站间距优化模型。李娜、陈学武[6] 建立了计算公交停

靠站站长的回归模型。周智勇、黄艳君[7] 在公交站点的设置中考虑了交叉口间距和车道宽度的影响。
在公交站点的研究中，国内多侧重于公交站点与道路关系的研究，以及站点通行能力方面的优化。

针对公交站点的布局位置，国内外主要从公交站间距的角度出发进行优化，而很少从乘客出行位置与站

点位置的空间关系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从而使得公交站的优化仅仅是空间布局的优化，而不是基于乘客

出行角度的最优。

2 基于手机GPS数据的出行OD分析

2.1 手机GPS数据与手机信令数据的区别

手机信令数据由于其具有覆盖范围广、数据文档可靠、样本量大、空间解析度高以及动态性强等优

势，也常用于城市客流分布及出行特征的研究中。手机信令数据其原理是通过基站位置来代表人的位

置，所以不是人的确切位置。而往往基站的服务半径在200～500m，城市外延区其服务半径更大，所

以手机信令数据常用于城市、片区大范围的研究。受限于数据定位的精度，手机信令数据往往无法进行

个体的微观特征分析。
本文提到的手机GPS数据是在用户使用APP应用时所产生，其精度可定位到用户所在的某栋建

筑，基本反应了人的真实位置，其样例数据如下表1所示。

表1 乘客一天轨迹数据

cid_jid（用户标识） Times（时间） Poi（位置坐标）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13990 106.633957，30.452386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54706 106.634291，30.451999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54765 106.634191，30.451836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59734 106.634313，30.452105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0691 106.634044，30.452156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1438 106.633898，30.452378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1440 106.633898，30.452378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1647 106.633963，30.452442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2365 106.633963，30.452442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2813 106.634333，30.452135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65225 106.634231，30.452194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80207 106.633375，30.453002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89386 106.634029，30.451833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90360 106.634333，30.452135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91316 106.634333，30.452135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92272 106.633555，30.45231

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 1551193433 106.633999，30.452445

以0000003d95566f7f8dabb1ee9dcbdda8用户一天的轨迹为例，可以看到其从恩施到了重庆主城，
到重庆主城后又从礼嘉到了沙坪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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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乘客轨迹图 （大范围）

图2 乘客轨迹图 （小范围）

2.2 基于手机GPS数据的OD分析

乘客一天的轨迹点中，存在同一位置的重复点，以及小范围的步行轨迹点，故在OD识别中需将无

效点进行剔除。
（1）轨迹有效点提取

有效轨迹提取算法的逻辑如下图所示：
1）按照用户和时间升序进行排序；
2）当天第一个位置点标记为第一个有效点；
3）循环判断下一个点与上一个点的空间距离位置，若超过500米则标记为有效点，否则进行剔除；
（2）OD分析

出行OD的提取，基于有效轨迹算法提取的有效轨迹点，恢复居民一天完整的出行，算法如下图

所示。
通过OD分析可识别乘客一天的出行路径，下图为相关OD分析的应用，展示了渝北区的高峰小时

的出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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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有效轨迹提取算法流程图

图4 OD提取算法流程图

3 基于百度路径数据的出行方式分析

3.1 百度路径规划数据概述

在我们平常使用百度软件时，输入起终点用户可以看到当前时间或者选择出发时间的小汽车、公交

等不同方式的出行路径和出行时间。百度开发者平台也为数据研究提供了对应的API接口来调用其路

径规划数据，其数据格式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到，路径规划数据中包含起终点的完整位置点和时间数据，可视化后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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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重庆渝北区高峰期OD分析图

图6 百度API路线规划数据

图7 百度API路线规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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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路径规划数据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城市交通路网模型，并能高度的在时间和路线上与人的实际

出行契合，这也是后续进行公交出行分析的重要数据支撑。

3.2 出行方式划分

为精准分析乘客的出行方式，本文采取了用户特征标记和出行时间相结合的算法进行分析，其具体

步骤如下所示：
（1）提取OD数据；
（2）对出行者标记年龄和是否有车两个标签，该标记信息通过用户的APP使用习惯进行的标记，

不涉及用户隐私；
（3）若用户年龄小于18岁或大于55岁，对实际出行时间和公交出行时间进行对比，若差值小于

10分钟，则判断该出行方式为公交出行；
（4）若用户年龄介于18～55岁之间，则分析该用户是否有车，若无车，对实际出行时间和公交出

行时间进行对比，若差值小于10分钟，则判断该出行方式为公交出行；
（5）若用户有车，对实际出行时间和小汽车出行时间进行对比，若差值大于30分钟，则判断该出

行方式为公交出行；

图8 出行方式划分算法逻辑图

3.3 乘客公交出行路径分析

在确定了出行方式后，通过百度API中的公交路线规划即可提取对应的公交路径数据。如下表2
所示，可以直接精准分析到个体出行中采取的哪一路公交，到该公交站点上车需要步行多少米，花费多

少时间。

表2 公交路线数据

bus_stop busline walk_distance walk_duration

财富中心站 624路 860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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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us_stop busline walk_distance walk_duration

动步公园站 145路 726 622

财富中心站 621路 375 321

财富中心站 859路 676 579

上丁公园站 870路 643 551

财富中心站 886路 28 24

新牌坊西站 886路 365 312

4 基于乘客出行的公交站点优化———以财富中心片区为例

图9 研究范围用地图

4.1 片区公共交通客流识别

本次案例选择城市核心区的财富中心片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发现片区公共交通出行占比达

52%，而公共交通出行中又以常规公共交通为主，占比39%。

图10 研究范围方式划分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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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片区的公共交通客流分布来看，其客流来源主要集中在渝北区。与小汽车的出行相比，公共交通

的出行距离更短，这说明片区的公共交通出行较为便利。

图11 研究范围公共交通客流分布OD图

4.2 片区公交站点服务质量分析

4.2.1 公交站点客流量分布

研究范围内财富中心站、新牌坊西站和新牌坊北站的上下客较多，其公交上下客主要集中在新

南路。

图12 片区常规公共交通站点上下客数量

4.2.2 乘客步行距离分析

整体来看大客流常规公共交通站点的平均步行距离在300～500m之间，服务质量较好，但存在部

分乘客其乘车点较远，需要进行非机动车的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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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起点至公共交通站步行距离分析

图14 公共交通站至终点步行距离分析

4.3 片区公交站点的优化策略

4.3.1 线路站点位置调整

在前述的平均乘客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间的研究结果中只能对服务质量的好坏做出评价，却不能直接

指导方案的优化。将公交站的乘客出行点可视化后，如下图15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北环维乐口腔分

院站有较多的客流分布在其西北侧，公交站点向西侧略微调整，能整体降低乘客的步行距离。

4.3.2 未辐射区新增公交站点

通常在城市核心区我们以300m的公交覆盖率进行要求，在下图的500m出行覆盖范围来看，依然

存在一些步行公交站较远的区域，特别是位于片区北侧的财富园办公区。从下图的空间分析可以明确的

指导我们应该在服务真空区域增加公交站点的辐射。

4.3.3 港湾或轨道等永久设施的慢行优化

当前城市公交站点均建议采取港湾公交站，故港湾公交站的位置调整存在工程的浪费。建议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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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出行点对公交站点选择分布 （部分站点示例）

图16 500m步行范围覆盖出行点

客流的方向分布，加强公交站点与客流之间的慢行联系，包括慢行道的改善以及增加共享单车等措施。
下图为研究片区财富中心轨道站的客流分布情况，从客流分布来看，主要客流集中在星光大道的南北两

侧，次要客流沿财富大道东西分布。故可通过在星光大道增加风雨连廊等措施提升主要到达客流的慢行

环境，而沿财富大道东西两侧增加共享单车停靠点，加强两侧客流与轨道站的联系，从而整体提升该轨

道站点的服务质量。

图17 财富中心站客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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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本文通过手机GPS数据和百度路径规划数据的结合精准识别某公交站的服务客流分布，从而指导

公交站点的优化。但应当指出的是，本文在公交出行方式划分中其出行时间和路径规划时间因记录时间

的差异，将会对数据结果造成一定的误差，还需进一步通过追踪个体的历史数据标记其出行行为特征从

而优化结果。
未来，随着城市管理进一步向精细化、智慧化发展，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精准识别问题

特征，将为城市交通管理提供更强大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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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PTALs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分析———以杭州为例

李 渊 王 峰 李家斌

【摘要】 随着可达性规划理念的兴起，基于公共交通可达性概念的公交服务供给水平分析对于城市规划的重要性逐渐

显现。论文采用伦敦规划应用的PTALs框架，通过网络爬虫技术，结合高德地图API等实现杭州市轨道站点、线网、
地面公交站点、线网的多源数据的获取，利用Python进行多源数据融合、数据处理，并使用ArcGIS进行数据可视化，
进行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分析。同时结合杭州市商业、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住用地，对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和需求

的匹配度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PTALs；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杭州市

0 引言

在传统城市交通规划中，机动性是评价城市交通运行水平的重要指标，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

都作为城市交通规划改善的主要指标。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集聚水平的增

加，城市空间资源逐渐捉襟见肘，基于机动性的 “车本位”规划理念引起了反思，而基于可达性的规划

理念则逐渐兴起。
可达性从本质上来说是指个体完成空间活动的成本，主要可从四个维度对其进行描述，包括土地利

用维度、交通设施维度、服务时间维度以及个体属性维度。土地利用维度主要描述的是空间活动的起终

点 （居住点和目的地如工作地点、商场、医疗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之间的数量、质量以及空间分

布，其直接反映空间活动的供需基础；交通设施维度描述的是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设置形式、运

行方式等，其反映个体获取交通服务的成本；服务时间维度描述的是时间约束，主要反映交通设施的可

用时间、空间活动的时间冗余度等；个体属性维度主要描述个体的年龄、收入、教育水平、家庭情况等

基本属性，反映个体对于空间活动的出行费用、时间的偏好等。相对于偏向 “车本位”的机动性规划，
基于可达性的规划对于城市交通的解题思路则宽广了很多，其将解决思路拓展至用地布局、交通管理、
甚至交通环境。可以说，可达性不仅仅是一个交通规划的概念，也是一个城市规划的概念。

国内外城市在基于可达性的规划方面也有颇多实践，在诸多可达性应用中，伦敦公共交通可达性影

响最大，被广泛研究和借鉴。英国在1990年开始转变规划理念，从更关注 “机动性”规划转向更重视

“可达性”规划。1991年牛津大学交通研究小组发布研究报告 《交通：新现实主义》，首次对可达性的

重要性作出论述；1994年环境部与交通部联合发布 《规划政策指南：交通》（PPG13：Transport），在

其2001修订版中确定政策目标为在全国、区域、战略和地方层面全面融合交通规划与用地规划，可达

性成为交通系统与用地系统间的联系纽带；2003年社会排斥性研究组发布 《沟通：交通与社会排斥性

报告》，要求地方交通机构在2005年起的第二轮地方交通规划 （Local
 

Transport
 

Plans，LTP）中引入

全新的可达性分析框架。PTALs（Public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Levels）作为一种可达性分析指标，
本质上是在指定空间栅格尺度下对各栅格点的公交可达性的量化方法，偏向于从交通设施维度和时间维

度来反映公共交通的可达性，其主要针对该栅格点获取公共交通服务的过程，包括步行达到公交服务点

过程及在公交服务点中的公交服务获取便捷性等。其最早是在伦敦的汉默史密斯-富勒姆区 （Hammer-
smith

 

＆
 

Fulham）试点，后来被深入和广泛地应用到伦敦的各种规划中，包括战略规划和区域规划等。
杭州市作为公交都市示范城市，公共交通在杭州市交通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对

2701



杭州公共交通资源的供给水平、空间分布状况都缺乏系统合理的分析，对公交供需关系的匹配性了解不

足，进而弱化对相关规划的支撑。本文拟基于伦敦PTALs分析框架，并进行适当的调整，通过采集多

源数据，并利用Python、ArcGIS工具进行数据处理分析，对杭州市进行系统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供给

分析。

1 多源数据采集与处理

1.1 多源数据采集

本研究需要获取杭州市内所有轨道站点的属性数据 （包括空间位置、所属线路、是否换乘等属性）、
轨道线网的运行时间间隔数据、地面公交站点的属性数据 （包括空间位置、停靠线路等属性）、地面公

交线路发车间隔数据等。
轨道站点和地面公交站点的属性数据主要通过高德地图的web

 

API获取，对于轨道站点，其返回

数据包含多个字段属性，包括名称、ID、线路、归属分区、经纬度等。轨道各线路高峰时期到站时间

间隔数据则通过相关部门获取。

表1 轨道站点数据结构

属性 数据内容

名称 火车东站站

ID BV10180630

线路 1号线；4号线

归属分区 江干区

纬度 30.291124

经度 120.212892

表2 轨道线路到站时间间隔数据结构

属性 数据内容

名称 1号线

运行时间间隔 2.25分钟

地面公交站点的返回数据包括站点名称、ID、站点停靠线路、经纬度等。各公交线路的发车间隔

则主要通过Python编写网络爬虫进行获取。

表3 公交站点数据结构

属性 数据内容

名称 吴山公交站

ID 330100011958020

线路
108路，212路，25路，288路高峰，35路，52H路，

大运河公交数字旅游专线3号线，51路，187路，327路

纬度 30.240433

经度 120.163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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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公交线路数据结构

属性 数据内容

名称 108路

发车间隔 正常情况下，单程60分，间隔6-10分

1.2 数据清洗

对于通过高德地图API以及网络爬虫所获取的轨道站点和地面公交站点的数据，需要对其进行数

据清洗，以清除无效数据和不完整数据。由于杭州市公交线路存在较多的不同时段的局部调整，因此存

在一些公交站点和公交线路的数据不匹配的情况，以及部分站点取消、调整等各类情况，需要对数据进

行多源校核和清洗，并做初步处理和GIS化。经过数据清洗和整理，最终得到92个轨道站点 （截至

2019年底）、8448个地面公交站点的多源属性数据、4条轨道线路以及1150条公交线路数据，其分布

情况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 杭州市轨道及公交站点分布 （截至2019年）

图2 杭州市轨道及公交线网分布 （截至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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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数据融合预处理

对于获取的杭州市轨道线网、轨道站点、地面公交线网、地面公交站点的数据，数据之间并没有形

成链接关系，在做后续的分析处理之前，需要对这些数据进行数据融合以及预处理。本研究主要使用

Python编写脚本，以轨道线路名称以及公交线路名称为索引，分别将将轨道站点和轨道线路数据、地

面公交站点和地面公交线路数据进行融合。

表5 轨道融合数据结构

名称 ID 是否换乘站 所属线路 所属分区
站点线路

运行间隔
站点经度 站点纬度

火车东站 BV10180630 是 1号线；4号线 江干区 2.25；2.75 120.212892 30.291124
… … … … … … … …

良睦路站 BV10780758 否 5号线 余杭区 8.5 120.007167 30.28564

表6 地面公交融合数据结构

名称 ID
站点停

靠线路
所属分区

站点线路

运行间隔
站点经度 站点纬度

吴山公交站330100011958020

108路，212路，25路，

35路，52H路，大运河公交

数字旅游专线3号线，

51路，187路，327路

上城区

6，10，4，

5，15，6，

10，5，10
120.163483 30.240433

… … … … … … …
骆家舍 900000071990017 427路 富阳区 20 120.113647 29.961779

2 杭州市公交可达性分析

2.1PTALs技术方法

本次研究主要参考了伦敦交通规划中的PTAL算法，并结合杭州市的特性对其进行了一些调整，
其技术方案主要包括9个部分。
1.定义POI，即兴趣点，是后续计算PTAL指数的各个位置点，本次规划为尽可能覆盖杭州市范

围内尽可能多的区域，以杭州市区最北、南的纬度及最西、东方向的经度为范围，以0.003度的经纬度

为间隔 （约300m），将杭州市区范围划分为超过20万个POI点的点阵。
2.获取杭州市所有常规公交及轨道交通站点的位置、线路及发车间隔信息等数据。本次研究中的常

规公交及轨道站点的位置、线路数据主要通过高德地图开发者api获取，发车间隔数据主要通过编写网

络爬虫爬取相关网站获取。
3.计算从POI到公交服务提供点的步行时间 （WT）。公交服务提供点主要包括常规公交及轨道交通

站点。步行距离为POI到周边公交及轨道站点的真实道路网络步行距离，同样通过高德地图开发者api获

取，并以步行速度4.8km/h计算步行时间。同时考虑到步行距离的限制，对于轨道站点，其搜索范围为

800m，即仅对POI周边800m范围内的轨道站点进行考虑，对于常规公交站点，其搜索范围为500m。
4.对于每一个公交服务点中的每一条公交或轨道线路，计算其服务平均等待时间 （AWT）。服务平

均等待时间即在高峰时间段乘客在该服务点等待该线路时间的平均值。由于乘客到站时间整体呈现正态

分布，因此其平均等待时间应为发车间隔的1/2，此外应考虑车次到站时间偏差。其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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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T=0.5×60f+K

其中，f为该线路高峰时段每小时的发班次数；K 为可靠性系数，即车次运行过程中的到站时间

偏差，常规公交取值为2分钟，轨道交通取值为0.75分钟。
5.对于所有POI，对在其搜索范围内的所有公交、轨道站点的所有线路计算对应的总体可达时间

（TAT），其计算方法如下：
TAT=WT+AWT

6.将TAT转变为等价的家门口的公交服务频率 （EDF），即将每条线路的步行时间计入公交等待

时间，计算从家门口出发的真实公交服务频率，其计算方法如下：
EDF=30/TAT

7.对于每一个POI，分方式计算其搜索范围内所有公交、轨道站点的线路的EDF值 （即轨道线路和

常规公交线路分别计算），其中最大值即为此方式最主要线路的等价家门口公交服务频率 （EDFmax），赋予

其权重系数为1，其余线路的EDF值权重系数为0.5，计算此方式的公交可达性指数 （AIm），公式如下：

AIm=EDFmax+0.5∑
其余线路

EDF

8.每一个POI点的PTAL值即为轨道的AI值和常规公交的AI值之和，
 

其计算公式如下：

AIPOI=K轨道AIm轨道+K常规公交AIm常规公交

其中K轨道和K常规公交为轨道的AI值和常规公交的AI值的权重系数。伦敦规划中的PTALs计算并没有考

虑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线路之间的差异，其在计算中赋予了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同样的权重系数，都为1。

9.PTAL可视化制图。利用ArcGIS及Python技术，基于POI点阵的AIPOI值，进行插值绘制形

成杭州市公共交通PTALs图。

2.2 杭州市PTALs分析

本次研究参考了伦敦的PTALs算法，即轨道和地面公交采用了相同的权重系数1，计算杭州市的

PTALs值。同时PTAL值的分级间隔也按照伦敦算法分为9级，分别为0、0-2.5、2.5-5、5-10、10-
15、15-20、20-25、25-40、＞40，并通过ArcGIS进行可视化，如图3所示。整体上来看，杭州市江北

PTAL值相对江南较高，其中江北老城区、萧山主城区、钱江新城、临平主城、临浦等地区PTAL值

处于较高水平，公共交通资源供给水平较高；而大江东、良渚、未来科技城、转塘等地区的PTAL值

相对较低，公共交通资源供给水平相对较低。

图3 杭州市PTALs值空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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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各行政分区PTAL均值表

分区 PTAL均值

下城区 38.20

上城区 34.43

拱墅区 17.67

江干区 13.54

滨江区 12.53

西湖区 9.38

萧山区 4.40

余杭区 4.40

临安区 0.85

富阳区 0.77

市区均值 1.29

从行政区划上来看，上城区和下城区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其区域均值接近

最高等级；拱墅区、江干区以及滨江区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次之；西湖区由于存在西湖景区以及较

多的山区，因此PTAL均值也相对较低；萧山区和余杭区内部呈现明显的不均匀性，核心城区部分公

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较高，但由于存在较多的人口稀疏地区以及山区，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整体处于

较低水平；临安区和富阳区城区部分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尚可，但由于存在大面积的山区，因此

PTAL均值较低。
考虑到公共交通主要服务于密集人流量的设施和用地，而城市用地中商业、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住

用地为主要交通OD发生吸引点，是公共交通的主要服务用地。因此，对于杭州市商业、公共服务设施

以及居住用地结合PTAL分级进行空间匹配分析。

表8 杭州市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及居住用地PTAL分级占比

用地PTAL值分级 面积占比

0 3.4%

0-2.5 6.4%

2.5-5 12.3%

5-10 10.5%

10-15 13.4%

15-20 15.3%

20-25 12.6%

25-40 11.0%

＞40 15.2%

合计 100.0%

可以发现杭州市的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及居住用地的整体PTAL值存在一个较为均匀分布的现象，
PTAL值大于20的———即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较高的———占比达到了38.7%，而PTAL值在10～
20区间的占比为28.7%，PTAL值低于10的———即公共交通供给服务水平较低的———占比为32.6%。

其中主城六区大部分的商业、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住用地的PTAL值都较高，低PTAL值区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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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杭州市商业、公共服务设施及居住用地PTAL值分布图

要集中于转塘、下沙等地区；萧山区中心城区用地的PTAL值同样较高，但周边地区如奥体博览城等

的PTAL值则有待提升；余杭区用地的低PTAL值地区主要集中于城西；临安区用地的低PTAL值区

域主要集中于青山湖科技城区域；富阳区用地低PTAL值主要集中于北部。对于这些低PTAL值的用

地，可以认为这些区域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与其需求不匹配，也是在相关规划中需要重点改善的

区域。

3 结语

本研究采用伦敦PTALs分析框架，通过多源数据采集、数据融合，结合Python进行数据处理，
通过ArcGIS进行可视化，并结合用地实现了对杭州市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的分析。结果表明，杭

州市主城六区整体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较高，供需关系匹配度较好；萧山区和余杭区次之，且存在较

多公共交通供需匹配度较低的情况；临安区以及富阳区则整体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有待提升，同样存

在较多公共交通供需不匹配的情况。

4 研究展望

本次研究中采用了伦敦规划中应用的PTALs算法，但伦敦规划中应用的PTALs并不考虑每个地

点到达目的地的能力以及不同公共交通本身特性如运量等的差别，因此以此方法计算的PTAL值可能

不能完全体现实际的公共交通服务供给水平，在未来的研究中将进一步考虑不同公共交通方式的属性差

异，如运量、运行速度、准时性、换乘便捷度等，调整不同公共交通方式之间的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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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典型街区轨道交通出行影响机理研究

高煦明 马 山 万 涛

【摘要】 街区是城市最基本的组成单元，城市街区的相关属性直接影响着居民的出行行为特征。近几年大数据获取手

段和处理方法突飞猛进的发展，使城市街区属性数据的批量化获取成为可能且愈发便捷，相关因素对交通出行的影响机

理研究具备了良好的数据基础。本文基于此背景深入挖掘数据资源，以天津典型街区为例，探究街区属性特征与轨道交

通出行的关系和规律，总结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和数学关系。以新的研究角度，完善轨道交通出行与城市生活关系的理

论体系，为基于站点视角的微观交通规划的精细化开展提供技术支持，对具体站点因地制宜地开展 “一站一策”，精准

治理和未雨绸缪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典型街区；轨道交通；出行影响因素；精细化规划

0 引言

随着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工作的深入开展，多方合力打造 “轨道上的京津冀”，天津迎来轨道交通大

发展的契机，在建设 “轨道上的天津”的道路上加速前行。打造 “轨道上的京津冀”不能停留于项目的

宏观规划和建设，也需要结合对城市充分的认知，从每个站点的微观视角，开展精细化的规划和经营。
对具体站点因地制宜地开展 “一站一策”，精准治理和未雨绸缪。但是传统的轨道交通规划方法在诠释

轨道交通与城市生活关系、乘客的行为心理等方面难以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需要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

进一步完善理论体系。故基于大数据资源开展此研究，以新的研究角度，为轨道交通规划等相关城市规

划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交通大数据的研究和分析工作近年来逐渐成为交通规划乃至城市规划工作中的热点和重点。在大数

据分析的过程中，“从理解生活的角度来研究交通出行”的观点被提出并广受认可。
街区是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是城市结构的基本组成单元。城市街区的相关属

性，尤其是生活或工作在街区内的居民的差异性，直接决定了街区及相关区域的交通出行特征的差异

性。近年来已有学者开始研究城市街区与交通出行的关系，尤其是街区尺度与道路交通出行等方面，但

城市街区中影响轨道交通出行特征的机理研究尚显匮乏。尤其是天津在这一领域本土化的规律研究尚为

空白。深入研究城市街区等微观层面对轨道交通出行的影响因素和相关机理，有助于精确定位轨道交通

的需求场景，给既有轨道线周边街区的发展提供微观层面的参考意见，是街区尺度精细化规划实现的有

力支撑，有利于提升天津市轨道交通系统的使用效率，提升客运量，解决当下面临的现状客流水平偏低

的问题和挑战。
本次研究即基于该观点，深入挖掘数据资源，以天津典型街区为例，探究街区特征与轨道交通出行

的关系和规律，总结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和数学关系。

1 典型街区的选取

此次研究，基于2017年天津市居民出行调查的数据。从中筛选出乘坐轨道交通的相关出行，统计

出行的起终点、到达离开轨道交通站的出行方式、乘坐轨道交通时的上下车站点，进而开展后续的所有

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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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不同轨道站点的接驳规律并不相同，本章节先对中心城区的轨道站点进行分类，然后按类别

分析研究其服务范围的特征。

1.1 选取原则

通过分析梳理相关研究可以得到，城市街区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基本单元，同时也承载着城市公共生

活。当今国内城市干路在城市功能运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基本遵循了以城市主要干路网络来营造

城市整体空间环境的规划方法，因此由城市干路所围合的空间即成为构成城市整体空间的基本空间单

元；与此同时，街区的场所化属性也受到了重点关注，街区承载了日常最为集中的居民出行活动，为公

共生活提供了场所，是形成城市公共生活的基本核心单元。因此考虑上述街区特点，本文选取的城市街

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特征：
（1）边界：街区边界通常主要由城市高等级干路、铁路或河流等水系或山体等自然地形等自然环境

因素所划定。
（2）组成：街区组成要素主要包含街道和街区单元，其中街区内的街道一般为生活性次干路或支

路，街区单元为建筑空间载体的地块；
（3）尺度：街区尺度应以满足人的基本活动需求为基准，满足适宜15分钟步行出行需求的尺度为

主要依据；
（4）功能：街区功能是城市形态结构的基本单元，是承载居民公共生活的基本单位，因此街区应当

具备空间与社会双重属性。
街区的选择依据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城市区位，如城市核心区、城市外围地区、城市中间地带，以及

不同的用地功能，如居住型街区、办公型街区和商业型街区等。每个街区具有不同的街区形态，出行环

境和地理区位。选取具有典型代表性的城市街区，可为后期的出行影响因素分析和模式构建提供参考和

基础。

1.2 选取街区分布

本研究选取天津市中心城区内主要街区作为研究对象，在城市的不同区位和地段，以300×300m
 

为街区选择的基本尺度，结合现有的路网密度和街区开发利用现状，选取了6个典型样本街区，从居民

属性和街区属性两方面开展了详细的分析。

表1 各街区基本情况

街区编号 街区名称 形成年代 主要用地类型 主要道路

1 刘园 2010年 居住、医疗 辰昌路、龙门道

2 华苑 2000年 居住 迎水道、华苑路

2 屿东城 2010年 居住、商业 贺兰路、龙山道

3 体北 1990年 居住、医疗、商业 宾水道、环湖中路

4 小白楼 1990年 就业、商业 南京路、蚌埠道

4 南市 2010年 就业、商业 卫津路、慎益大街

其中，小白楼街区、南市街区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核心地区，其中小白楼街区建筑多数建设于
 

1990
 

年代，南市街区形成于2010年左右，功能混合多样，以商业办公为主。体院北街区位于天津市中

部地带，快速环线与中环线间，街区建成于1990年，属于早期传统社区，街道生活活动丰富，拥有丰

富的沿街底商和社区医疗设施。华苑街区形成于2000年左右，由大型居住社区和企业科技研发基地组

成；屿东城和刘园街区位于中心城区外围地区，为典型的城郊居住区，形成于2010年左右，拥有丰富

的商业和医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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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街区空间分布情况

1.3 街区属性数据获取

本研究涉及数据主要分为个体社会经济属性数据和街区空间环境属性数据。个体社会经济属性数据

包含年龄、个人收入等信息，主要来自百度慧眼数据；而街区空间环境属性包括街区所处的城市区位、
人口岗位数量、开发强度、用地类型、形成年代、距离地铁站步行距离、房价等多个要素的基本情况，
主要来自实地田野调查和网络数据的抓取。

1.3.1 个体社会经济属性数据

1.3.1.1 年龄

稳定的通勤出行行为需要有较为稳定的工作 （学习）目的。各街区居住人口多集中在18～42岁之

间，是主要的工作 （学习）群体。其中华苑和体院北街区居住人口平均年龄偏大，接近37岁。而屿东

城、刘园、新开发地区，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而小白楼街区虽形成年代较早，但多数人口已外迁，
用地功能已商业办公为主，平均年龄更为年轻。
1.3.1.2 月收入

华苑地区平均月收入最高，超过9000元/月，与居住在其中的中高收入人群有关，此外刘园、体

北、南市街区平均月收入较低，在6000～7000元范围水平。

1.3.2 街区空间环境属性数据

1.3.2.1 街区人口岗位数量

借助百度慧眼数据，精准定位各街区单元人口岗位分布情况并统计相关指标。其中各街区居住人口

方面，屿东城、刘园等街区人口规模较高属于大型居住社区，而位于核心区的小白楼和南市，由于近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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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街区人口平均年龄

图3 各街区平均月收入

年大量人口外迁，居住人口规模较小。

图4 各街区居住人口情况

各街区工作人口方面，体院北街区人口规模工作岗位规模最高，与街区丰富的商业和医疗设施有

关，其余街区工作岗位规模接近。
1.3.2.2 用地性质

街区用地性质可通过街区各单元地块面积占比进行评估，如某一性质用地占比超过50%以上，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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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街区工作人口情况

认为该街区用地为单一性质用地，如街区内任意性质用地占比均未超过50%，则认为该街区为混合性

质用地，取排名前2名的用地性质为该街区的用地性质。
通过编写代码调用百度地图API接口，获取街区内相关地块边界 （Area

 

of
 

Interest，AOI），及相

关用地性质信息。

图6 Python语言调用百度地图API获取AOI

图7 通过AOI计算街区用地性质

1.3.2.3 用地开发强度

用地的开发强度通常用地块的容积率这一指标进行测算。结合调研街区的面积、现有建筑分布及层

数，可以粗略计算得出街区的建筑毛密度与毛容积率，有助于对街区开发形式 （高密度、低密度）以及

开发强度的分析。
通过ArcGIS对于现状地形图楼层数信息提取，获取空间建筑楼层信息，可以粗略计算得出街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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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容积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街区的开发强度。

图8 街区建筑楼层高度

图9 现状轨道车站周边容积率分布情况

1.3.2.4 建筑形成年代和房价

街区建筑年代及房价与出行方式选择具有较强相关关系。通过编写网络爬虫程序，抓取安居客网站

（房屋租赁网站）过于街区内房屋相关信息，包括项目名称、位置、建筑面积、建筑年代、单价等信息。

1.3.2.5 距离地铁站步行距离

居住区与地铁站的步行距离影响了轨道出行选择的决策，实际步行距离越便捷，选择轨道出行的比

例理应越高，因此分析居住区与轨道车站的实际步行距离，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编写代码调用百度地图API接口步行路径导航功能，获取居住区与地铁站间的实际步行距离，

评估轨道出行的便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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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房屋建筑相关数据信息

1.4 各街区基本情况汇总

将各街区划分为更细致的单元，并获取、处理、汇总相关属性数据。因论文篇幅限制，仅对刘园街

区和小白楼街区附上详细的划分图和数据表。

1.4.1 刘园街区

刘园街区位于中心城区外围地区，为典型的城郊大型居住区，形成于2010年左右，同时配套设施

完善，拥有丰富的商业和医疗设施。刘园地区拥有大规模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将刘园街区划分为11
个街区单元，统计各单元相关数据信息。

图11 刘园街区各单元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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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刘园街区各单元指标统计

编号 单元
居住

人口

工作

人口

平均

年龄

平均

收入

用地

性质

步行

距离

楼层

高度

形成

时间
区位

轨道出

行率

1 刘园1 1153 5365 31.2 5116 4 459 3 5 1 0.28

2 刘园2 7138 1379 36.0 6175 1 1085 13 10 1 0.35

3 刘园3 1950 314 36.8 8985 1 1295 5 10 1 0.34

4 刘园4 682 615 30.3 6955 1 1415 13 2 1 0.30

5 刘园5 1946 498 35.1 8860 1 885 18 5 1 0.38

6 刘园6 2536 1219 35.1 7816 1 283 5 10 1 0.41

7 刘园7 5089 660 35.0 6621 1 672 5 10 1 0.39

8 刘园8 3705 1311 32.6 4990 1 1115 16 10 1 0.38

9 刘园9 3997 797 37.0 6752 1 1132 14 10 1 0.36

10 刘园10 5287 864 36.0 6229 1 888 14 10 1 0.39

11 刘园11 3107 556 35.7 6271 1 1289 5 10 1 0.38

1.4.2 华苑街区

华苑街区位于中心城区外围地区，形成于2000年左右，华苑地区拥有大规模居住人口，由大型居

住社区和企业科技研发基地组成。将华苑街区划分为7个街区单元，统计各单元相关数据信息。

1.4.3 屿东城街区

屿东城位于中心城区外围地区，为典型的城郊居住区，形成于2010年左右，拥有丰富的商业服务

设施。屿东城社区拥有大量的居住人口规模，整体收入位于全市中等水平。目前由于屿东城地铁站接驳

条件不便，造成部分街区单元轨道出行并不便捷。将屿东城街区划分为12个街区单元，统计各单元相

关数据信息。

1.4.4 体北街区

体院北街区位于天津市中部地带，快速环线与中环线间，街区建成于1990年，属于早期传统

社区，街道生活活动丰富，拥有丰富的沿街底商和社区医疗设施，街区内工作岗位需求较大。依

托于肿瘤医院地铁站，轨道出行比例较高。将体北街区划分为12个街区单元，统计各单元相关数

据信息。

1.4.5 小白楼街区

小白楼街区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核心地区，其中小白楼街区建筑多数建设于
 

1990
 

年代，功能混合

多样，以商业办公为主。近几年随着核心区的开发发展，大量人口外迁，街区内居住人口较少，工作岗

位占比较高。依托于小白楼地铁站，轨道出行占比较高。将小白楼街区划分为10个街区单元，统计各

单元相关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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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小白楼街区各单元分布图

表3 小白楼街区各单元指标统计

编号 单元
居住

人口

工作

人口

平均

年龄

平均

收入

用地

性质

步行

距离

楼层

高度

形成

时间
区位

轨道出

行率

1 小白楼1 153 2645 33.0 11821 2 536 57 5 4 0.61

3 小白楼3 1923 4457 30.8 8343 3 319 53 5 4 0.66

4 小白楼4 1047 3452 31.8 9363 2 417 47 5 4 0.69

5 小白楼5 123 280 32.4 8534 2 346 32 10 4 0.71

6 小白楼6 189 739 35.5 7219 2 293 31 10 4 0.74

8 小白楼8 151 1390 35.2 8690 3 480 47 10 4 0.65

9 小白楼9 65 839 36.3 6981 3 504 6 10 4 0.60

10 小白楼40 339 216 39.7 6936 1 434 18 10 4 0.64

1.4.6 南市街区

南市街区位于天津市中心城区核心地区，南市街区形成于2010年左右，功能混合多样，以商业办

公为主。依托于鼓楼地铁站，轨道出行占比较高。将小白楼街区划分为10个街区单元，统计各单元相

关数据信息。

2 轨道交通客流数据

此次研究主要使用2019年初地铁AFC数据、2018年乘客问询调查数据开展研究，并结合天津市

2017年居民出行调查数据、2018年手机信令分析数据等作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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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地铁AFC数据

地铁AFC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数据，即地铁票务数据，包括分时段各站点进出站人数、
各时段全网出行起讫点矩阵、卡用户多日内的进出站时间和站点记录数据等三部分内容。

其中卡用户多日内的进出站相关记录需要进行一定的数据处理和挖掘。获取的原始数据为两周的卡

用户数据，具体包括脱敏后的卡编码、卡的种类、进站日期时间、进站站点、出站日期时间、出站站点

等字段。
基于通勤乘客 “常往返于固定的站点”的出行特点，可以从卡用户数据中识别通勤乘客。此次研究

通过对两周的卡数据进行处理，筛选出一周内不少于4天，存在往返于固定站点出行行为的卡用户，标

定其居住地站点和工作地站点，并统计其上下班时间等信息，开展后续分析。

2.2 地铁问卷调查数据

2018年5月我单位开展地铁乘客问卷调查，其中调查内容包括多个方面，此次研究主要引用其中

乘客信息和社会属性等内容。调查共收集本地居民答卷1.4万份，包括乘客信息内容有年龄、性别、学

历、年收入、所在行政区等内容。此次研究以行政区分组，分析了各行政区的乘客情况。

2.3 数据时间和对应运营线网状态

2018年天津地铁先后有三条线路开通，分别是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南段 （4月26日开通）、地铁5
号线 （10月22日开通）和地铁1号线东延线部分站点 （12月3日开通至李楼站）。三条线路均开通后，
全网运营里程为220km。此次研究所使用的地铁AFC数据为2019年5月数据，问卷调查时间为2018
年5月。乘客画像部分分析的主要数据时间对应于天津地铁6号线一期工程南段开通后的网络，不包括

地铁5号线和地铁1号线东延线。街区客流特征与回归分析部分的数据时间对应于2019年的网络，包

含全部线路。

2.4 数据应用

相关数据主要用于确定街区中已划分的各个单元的具体轨道交通乘客数量，并计算得到轨道交通出

行分担率，以进行下一步的影响因素量化分析。

3 街区属性与轨道客流回归分析

本次研究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以轨道出行率为因变量，街区的相关属性为自变量，开展数学

分析；结合使用SPSS软件，完成数学回归的相关工作。
根据获取数据的情况，共设置有7个自变量，获取有60余组样本。回归方程式拟定如下。
轨道交通出行率=α_1×平均年龄+α_2×平均收入+α_3×用地性质+α_4×距离轨道站步行距

离+α_5×楼宇层数+α_6×使用年限+α_7×区位位置+C
各组样本数据表格如下。

表4 回归分析数据表

街区

编号

居住

人口

工作

人口

自变量 因变量

平均年龄 平均收入 用地性质 步行距离 楼层高度 形成时间 区位 轨道出行率

华苑1 3725 1096 35.9 8971 1 945 5 10 2 0.34

华苑2 2966 1239 36.8 9597 1 373 5 10 2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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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街区

编号

居住

人口

工作

人口

自变量 因变量

平均年龄 平均收入 用地性质 步行距离 楼层高度 形成时间 区位 轨道出行率

华苑3 6666 1879 36.6 8490 1 1254 6 10 2 0.33

华苑4 3036 695 38.6 10427 1 680 6 10 2 0.36

华苑5 7642 2233 37.5 9534 1 918 6 10 2 0.34

华苑6 3991 1497 38.0 9849 1 2452 12 10 2 0.35

华苑7 3008 689 35.6 8195 1 2373 6 10 2 0.35

刘园1 1153 5365 31.2 5115 4 459 3 5 1 0.28

刘园2 7138 1379 36.0 6175 1 1085 13 10 1 0.35

刘园3 1950 314 36.8 8985 1 1295 5 10 1 0.34

刘园4 682 615 30.3 6955 1 1415 13 2 1 0.30

刘园5 1946 498 35.1 8860 1 885 18 5 1 0.38

刘园6 2536 1219 35.1 7816 1 283 5 10 1 0.41

刘园7 5089 660 35.0 6621 1 672 5 10 1 0.39

刘园8 3705 1311 32.6 4990 1 1115 16 10 1 0.38

刘园9 3997 797 37.0 6752 1 1132 14 10 1 0.36

刘园10 5287 864 36.0 6229 1 888 14 10 1 0.39

刘园11 3107 556 35.7 6271 1 1289 5 10 1 0.38

屿东城1 1422 1492 33.6 7975 3 914 4 10 2 0.30

屿东城2 3173 1263 37.1 9647 1 556 6 10 2 0.40

屿东城3 7446 2366 36.4 7743 1 281 6 10 2 0.48

屿东城4 9453 1533 35.7 6644 1 1126 14 10 2 0.35

屿东城5 942 804 30.0 6440 1 1082 22 5 2 0.34

屿东城6 2284 415 36.4 8787 1 865 6 10 2 0.36

屿东城7 3644 1227 37.2 9826 1 1023 10 10 2 0.34

屿东城8 2431 397 37.5 9257 1 1170 5 10 2 0.32

屿东城9 263 266 32.1 5690 1 1787 2 10 2 0.25

屿东城10 1642 340 30.7 8337 1 1438 22 5 2 0.25

屿东城11 4454 1185 35.9 8476 1 1349 5 10 2 0.26

屿东城12 5836 859 35.3 9922 1 1811 8 10 2 0.21

体北1 1817 10180 34.8 5659 4 43 20 10 3 0.40

体北2 2405 1698 37.7 5856 1 188 4 10 3 0.44

体北3 2707 853 38.4 6897 1 498 6 10 3 0.37

体北4 2586 655 38.3 7216 1 750 5 10 3 0.34

体北5 3502 1497 37.8 7195 1 748 6 10 3 0.34

体北6 1434 365 39.8 6805 1 1029 5 10 3 0.31

体北7 746 1060 34.0 7108 2 404 8 10 3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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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街区

编号

居住

人口

工作

人口

自变量 因变量

平均年龄 平均收入 用地性质 步行距离 楼层高度 形成时间 区位 轨道出行率

体北8 359 1398 34.5 6468 3 439 6 10 3 0.33

体北9 2679 1176 37.7 6412 1 645 5 10 3 0.37

体北10 5667 2091 36.1 6579 1 834 5 10 3 0.35

体北11 3026 1317 37.0 7302 1 671 6 10 3 0.37

体北12 3857 1753 37.3 6340 1 924 6 10 3 0.32

小白楼1 153 2645 33.0 11821 2 536 57 5 4 0.61

小白楼3 1923 4457 30.8 8343 3 319 53 5 4 0.66

小白楼4 1047 3452 31.8 9363 2 417 47 5 4 0.69

小白楼5 123 280 32.4 8534 2 346 32 10 4 0.71

小白楼6 189 739 35.5 7219 2 293 31 10 4 0.74

小白楼8 151 1390 35.2 8690 3 480 47 10 4 0.65

小白楼9 65 839 36.3 6981 3 504 6 10 4 0.60

小白楼10 339 216 39.7 6936 1 434 18 10 4 0.64

南市1 2832 8702 30.7 7999 3 93 5 8 4 0.74

南市2 36 63 33.5 5497 3 408 5 10 4 0.68

南市3 166 215 32.6 7344 3 523 3 10 4 0.64

南市4 285 716 35.6 5697 3 471 3 10 4 0.70

南市5 48 205 33.3 6798 3 232 3 10 4 0.71

南市6 257 447 37.1 4623 3 222 5 10 4 0.68

图13 回归分析曲线

经软件运算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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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出行率=-0.01043×平均年龄±0.000002×平均收入+0.009883×用地性质-0.000076×距

离轨道站步行距离+0.002808×楼宇层数+0.012993×使用年限+0.068608×区位位置+
 

0.535078
得到正相关因素包括：区位位置 （离核心区越近越好），楼宇层数，用地性质 （商业＞就业＞居

住），使用年限；负相关因素包括：距离轨道站点步行距离，平均收入，平均房价，平均年龄。

4 出行影响因素及相关性分析

回归分析中，T检验和F检验是用来判别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的主要方法。其中，F检验用来分

析多元参数统计模型，以判断该模型中的全部或一部分参数是否适合用来估计母体 （因变量）。t检验

推论差异发生的概率，从而比较单一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是否显著。
T检验的常用判断值为0.05，回归分析中P-value小于该值为显著相关。各自变量的P-value值和

相关性排序如表所示。

表5 回归分析自变量T检查数据表

回归系数 P-value 相关性排序

区位位置 0.068608 5.60E-05 1

步行距离 -7.60E-05 0.01341 2

楼宇层数 0.002808 0.032951 3

用地性质 0.009883 0.074671 4

平均收入 -2.00E-06 0.08239 5

使用年限 0.012993 0.168612 6

平均年龄 -0.01043 0.180851 7

小于0.05的因素为显著相关因素。各因素相关性以区位位置最为显著，平均年龄最不显著。显著

相关因素为区位位置、步行距离、楼宇层数三个因素。

5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将研究尺度精确到街区尺度，较以往交通模型精度更高。梳理了街区属性的获取方法，对街

区的属性和规定交通客流特征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得到回归方程式。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典型街区的各社会经济属性中，区位位置、距离轨道站点步行距离以及楼宇层

数是影响街区轨道交通出行率的三个最显著因素；同时与平均年龄、平均收入、房价呈负相关，与街区

使用年限呈正相关，业态上商业＞就业＞居住。
本课题还可以从以下角度开展进一步工作：此次所用数据源的精度受制约于手机信令数据的精度，

仍存在误差，待5g信令数据可以投入相关分析后可以得到极大提升。网络大数据仍存在一定的样本偏

差性，样本的扩样存在系统性误差。典型街区的数据量仍显单薄，下一步应研究更高效的批量化获取方

法，对全部街区开展研究，完善数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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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步行与自行车



黄浦江东岸公共空间共享单车管理对策分析

周晋冬 陈 龙

【摘要】 上海黄浦江东岸公共空间是融合漫步、跑步及骑行多功能的大型休憩开敞空间，是滨江空间重塑改造的典范，
但从交通管理角度，公共空间的性质不同于公园，规模较大且开放程度高，故需特别注意可能出现的内部共享单车混乱
无序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对各类自行车流量及骑行者类型的调查，结合国内相似案例的经验，对其共享单车管理潜在
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内部共享单车总量控制和准入管理的总体对策，并提出 “加强准入控制及智慧东岸”等具体措施方
案，为其他大型公共空间内部共享单车管理提供指导性思路。
【关键词】 黄浦江东岸；公共空间；共享单车；配套方案

0 引言

2017年底，杨浦大桥至徐浦大桥黄浦江东岸滨江23km慢行通道、滨水休憩步道全面贯通，沿江

绿地已经基本建成；2018年底，通过特色主题演绎及文化项目建设，已初步形成亮点凸显、功能各异

的滨江区段，进一步提升市民生活品质，整体形成了 “一带、多点、多楔”的滨江绿地空间结构。
黄浦江东岸滨江公共空间内部贯通形成别具特色的跑步道、漫步道以及自行车骑行道 “三条道”，

将吸引非常多的各类健身休闲爱好者，但目前对于内部的骑行道尚没有提出一套完整的长效管理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针对东岸滨江可能出现的 “各类非机动车大量进入”、“共享单车无序管理”等问

题开展研究分析，提前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1 现状调研及潜在问题

1.1 内部道路情况

目前，滨江东岸内部跑步道、漫步道、自行车骑行道 “三条道”已全线建成贯通，从北至南规划的

七个区段贯穿了杨浦大桥、新民洋地区、上海船厂、陆家嘴中央商务区、南浦大桥、世博园区、卢浦大

桥、后滩、前滩、三林、徐浦大桥等地区，沿江有许多重要的商务区、绿地和文化设施，具体可分为

15个节点 （见图1）。

1.2 出入口开放及流量特征情况

道路沿线大部分出入口已开放，分为常规出入口 （人行、自行车骑行进出）和人行专用口两类，未

限制进出自行车类型 （共享单车可进出），其中少量出入口配设岗亭和管理人员。
根据2019年3月调查数据，出入口流量分布特征如下：出入口自行车流量较少，共享单车及私人

车辆并存。另外，工作日和周末的沿线出入口流量分布情况也有所不同，具体情况如下：
（1）工作日出入口高峰时段流量

对于工作日，沿线出入口非机动车流量高峰时段为8：00-12：00，高峰时期人流量为50～90人次/
小时，自行车流量为20～30车次/小时。

（2）周末出入口高峰时段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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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浦东滨江东岸现状分段图

对于周末，沿线出入口非机动车流量高峰时段为10：00-18：00，高峰时期人流量为90～240人次/
小时，自行车流量为70～100车次/小时。

1.3 内部游客类型及特征

对滨江东岸内部三条道的游客进行现场调查并分析游客类型特征，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1）中老年活动者居多，其中包含个体骑行和组队骑行活动，特点是休闲骑行为主，速度较慢；
（2）少量专业骑行爱好者，其装备齐全，特点是骑行速度偏快；
（3）有部分家庭式 （带小孩）游玩，特点是主要以步行为主，且大部分集中在周末活动。

1.4 潜在问题分析

由于共享单车的野蛮生长，目前多数城市尚未规划具体的停车区域，且由于企业监管力度不足、景

区配套监管政策不健全等问题的存在，一旦共享单车在城市中大量投放，很容易导致共享单车塞爆景

区、无序泛滥等现象。
以杭州西湖为例，杭州西湖景区全长13.5km。早期对于共享单车持 “鼓励”态度，未对共享单车

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和管理政策，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骑行共享单车进入景区。随着共享单车使用量的

迅速增长，再加上缺乏相应的管理措施，加剧了景区的交通拥堵程度，让西湖景区瞬间 “沦陷”。基于

此，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城管委、西湖景区管委会四家单位联合发布了 《杭州市关于 “五一”
期间非机动车管理事项的公告》，对所有非机动车实行禁停、禁投放、禁骑措施，西湖景区的交通拥堵

和乱停乱放现象才得到明显的改善。
故针对黄浦江东岸公共空间，如不提前对共享单车进行管理对策研究，可能会导致出现以下问题：
（1）影响东岸滨江内部的正常秩序

（2）损害旅游环境及旅游品质

（3）对公共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目前，浦江东岸沿线开放空间处于初期，行人、自行车流量不大。随着沿线配套娱乐设施逐渐投入

使用，流量将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随着共享单车使用量的逐渐增多，共享单车的管理问题很可能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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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爆发。

2 类似案例分析

2.1 浦西滨江公共空间管理

目前浦西各区对于滨江公共空间的管理模式均不一致，且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具体管理情况如表

1所示。

表1 浦西各区对于滨江公共空间管理模式

所属区域 长度 （km） 管理单位 自行车进出管理方式

杨浦区 2.8 滨江集团 全部禁止

虹口区 2.5 北外滩集团 私人让进，共享单车不让进，电动车均不让进

黄浦区 8.3
城管成立专门的滨江中队，
和第三方聘用人员共同管理

设自行车道的区域让进，
不设的区域不让进

徐汇区 8.4 西岸集团 全部让进 （包括电动车）

2.2 绿道类自行车管理———以武汉东湖绿道为例

武汉东湖绿道全长28.7km，目前不限制自行车进入，共有7个出入口，目前采取多方携手管理共

享单车停放的方式进行共享单车停放管理。
在景区开放运营初期，曾遭遇共享单车无序停放问题，后续该景区采取多方合力规范共享单车管理

的方式，对于景区共享单车实施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如：
（1）仍允许共享单车进入，不限品牌；
（2）东湖绿道公司组织专门队伍进行不间断停车管理 （每天15h）；
（3）共享单车企业派专人驻守 （多家），负责规范集中停放，超量时及时外运；
（4）在东湖绿道驿站周边设置了12个公共自行车站点 （见图2），累计投放约1000辆公共自行车。
管理措施实施以后，景区共享单车无序停放现象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图2 东湖绿道共享单车规范停放点设置

2.3 公园内自行车管理———以东方绿洲 （青浦） 为例

目前，上海市内公园对于共享单车基本采取限制进入的措施，不允许私人车辆进入，且一般内部提

供多种租赁服务，仅供内部骑行使用。
以东方绿洲为例，其对于自行车管理办法为：禁止私人及共享单车进入，但内部提供自行车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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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现状租赁规模约为1000辆，并对自行车停放进行规范管理，提供多条线路 （短途、中途、长途）
和多种车型租赁 （单车、双人车、多人车），以适应不同人群和不同线路的使用需求。

2.4 专用道类自行车管理———以厦门空中自行车道为例

厦门市空中自行车道线路全长为7.6km，其设计峰值流量为单向2023辆/小时，设计时速为

25km/h，开放时间为每天06：30-22：30，且对于行人和电动车均采取限制进入的管理措施。
对于骑入自行车道的车辆，管理方与交警部门采取配套管控措施进行管理，具体管理办法为：完善

标识、启用广播和监控，出台详细规定、派警力执法。此外，交警也参与维持通行秩序，不定时安排警

力到空中自行车道上引导骑手文明骑行。

2.5 案例经验总结

结合各类型自行车道管理案例，总结得出以下结论：
（1）对于自行车道的管理，现在是东岸内部自行车管理规则建立的主动期，政府部门应与有关企业

一起，共商管治办法，制定自行车道长效管理方案，建立起应急机制与协同治理机制。
（2）现行各类型自行车道管理办法均没有上位文件，且管理办法不一，没有共识。基于此，有必要

对浦江东岸沿线自行车道进行深入研究，制定自行车长效管理方案。
（3）以先管理再实施方案的方法，尽可能对潜在问题进行预估，提前制定应急方案，问题发生后，

可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困局，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3 公共空间道路定性及使用对象分析

3.1 基于权属角度

滨江东岸内部道路是黄浦江东岸 “公共开放空间”的组成部分，滨江东岸内部道路不属于用于非通

勤的市政道路，也不属于专用道路 （非公园类的专用封闭空间），因此，不按照市政道路设计规范或公

园园路设计规范进行设计，相应的管理办法也无法按照既有的市政道路和园路进行。

3.2 基于功能角度

滨江东岸内部道路中的自行车骑行道，从功能角度上来说属于自行车专用道。控规[1] 中对滨江公

共空间非机动车行驶相关规定如下：
（1）对于可能超过15km/h的非机动车，如电动车、电踏车、变速自行车等，需采取限制措施。
（2）对于可能低于8km/h的非机动车，如多人自行车、儿童自行车等，也需采取限制措施。
（3）对于休闲骑行，需强调品质和安全，因此，有必要限制通勤、载货、快递、送餐等自行车

骑行。

3.3 小结

东岸公共空间道路的定性由控规、专项设计导则[2] 等明确，包括自行车骑行道的准入控制对象，
以及三条道的设计速度，并从道路功能角度出发，进一步明确了自行车骑行道的准入控制对象，总结

如下：
（1）根据道路定性情况的分析，对于自行车骑行道，仅供自行车通行，限制电动车、滑轮、滑板、

残疾人车等其他类型非机动车进入。
（2）自行车骑行道设计速度为8～15km/h，对于可能超过15km/h的非机动车 （如电动车、电踏

车、变速自行车等）、可能低于8km/h的非机动车 （如多人自行车、儿童自行车等）均需采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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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3）滨江公共空间内部道路功能定位为休闲骑行，因此需注重道路的品质和安全，限制通勤、载

货、快递、送餐等自行车骑行。
符合定性范围条件内的自行车类型：共享自行车、私人自行车，故仅从道路定性角度是允许共享单

车进入。

4 总体解决对策

4.1 总量控制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3]，“景区接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
本次结合东岸滨江空间提出两种内部自行车承载量计算方法：

（1）按现状停车空间反算：
现状自行车停车位数量为x个，内部自行车有停和行两种状态，比例按照停 （1.5-2）：行 （1），则

自行车承载量y=2.5x-3x
故东岸内部现状规划停车位点位40处，停车总数400个，则自行车承载量为400×2.5 （3）=

1000-1200辆。
（2）按行车空间反算：
骑行线路长度为x

 

km，自行车平均速度为v
 

km/h，车道通行能力为c
 

veh/h，负荷度 （服务水

平）为d，则自行车承载量y=x/v×c×d
故东岸公共空间沿线总长23km，自行车平均速度取8～10km/h，通行能力按照 《城市道路工程设

计规范》CJJ37-2012[4] 取平均值为1200veh/h，负荷度 （服务水平）按照该规范中的一级自由骑行标

准取0.4，则景区承载量为23/8（10）×1200×0.4=1104-1380辆。

表2 一条自行车道设计通行能力

机非分隔设施状况/
受交叉口影响情况

有机非分隔设施 无机非分隔设施

不受平面交叉口影响 1600veh/h～1800veh/h 1400veh/h～1600veh/h

受平面交叉口影响 1000veh/h～1200veh/h 800veh/h～1000veh/h

表3 自行车道路段服务水平

服务水平/指标 一级 （自由骑行） 二级 （稳定骑行） 三级 （骑行受限） 四级 （间断骑行）

骑行速度 （km/h） ＞20 20～15 15～10 10～5

占用道路面积 （m2） ＞7 7～5 5～3 ＜3

负荷度 ＜0.40 0.55～0.70 0.70～0.85 ＞0.85

基于上述两种计算方法，取相对较平均的值，建议东岸滨江公共空间内部道路自行车总量控制在

1100辆左右。

4.2 准入管理

（1）提高准入门槛，如车种、骑行者、车辆配备门槛等，对进入自行车道的非机动车、骑行者进行

限制。
（2）对于符合要求的自行车和骑行者，需以总量控制为基础，与单车企业合作，投放符合规定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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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专用车辆。可运用信息化设备，对车辆及公共空间进行智能化监管，如监控覆盖、智慧识别、过量预

警、过量管控等。
（3）对于管理方案的实施，要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细化管理规定 （如：增加公共空间准入要求

等）、完善配套设施 （如设置停车区等）、增加风险提示标志等。

5 具体配套方案

5.1 加强准入控制及服务保障

5.1.1 提高公共空间进入门槛

控规中明确滨江东岸内部为自行车骑行道，从功能角度上属于自行车专用道，对此首先应禁止电动

车、滑轮、滑板、残疾人车等类型非机动车在自行车骑行道上行驶，同时对于自行车及骑行者也应提高

相应要求。
（1）提高车种门槛，提出以下三种方案，具体见下表4。

表4 车辆准入方案对比

方案一

（现杨浦滨江采用）
方案二

（现虹口滨江采用）
方案三

具体内容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禁止 禁止 允许1-2家

私人自行车 禁止 允许 禁止

优缺

点对

比

总量控制 容易 较容易 较容易

泊位需求 根据内部配套设置 潜在需求大 适量

停放管理 只有内部管理
政府派驻少量人员做好

私人自行车的停放管理

由企业自行管理，政府

派驻少量人员监督

内部空间政府管理成本 最低 较低 较高

32个道口需劝阻的

自行车类型
所有类型自行车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电动自行车

未被允许的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私人自行

车、电动自行车

32个道口政府管理成本 一样高 一样高 一样高

整体形象

定制化骑行产品，特色

管理方式，开放度最低，
类似公园管理模式

较好，但需以规范管理

为基础，另限制共享自

行车无合理依据

较好，但需以规范管理

为基础，另限制私人自

行车无合理依据

（2）年龄限制 （强制性）
1）根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5]，自行车骑行者年龄需满12岁，未满12岁的上路骑行需家长看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四）未满十二岁的儿童，不准在道路上骑自

行车、三轮车和推、拉人力车。”
2）专业团体活动需有条件 （如备案）才能进入，团体活动备案相关规定根据具体条件确定。
3）内部管理人员不得采取上述车辆进行巡逻管理。
4）活动策划企业需在活动前期进行风险评估分析，并在相关管理部门备案。
（3）骑行者需佩戴头盔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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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很多国家对自行车骑行者 “佩戴头盔”均有明文规定，如澳、美、加、新西兰等国均有立法规

定，骑行必须佩戴头盔，相关规定如下：
1）澳大利亚多个州法律规定，警察有权对未戴头盔的自行车骑行者处以罚款。
2）美国多个州立法案中明确骑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
3）加拿大过半省份规定骑单车必须戴头盔，否则将处以罚款。
4）新西兰规定骑行者必须佩戴头盔，否则将处以一定数额罚款。
我国交通法规规定驾驶排量50mL以上的摩托车，其驾驶员以及乘员必须佩戴头盔，但尚未对非机

动车使用者提出相关强制性规定，且一般人没有佩戴习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的一项研究显示，自行

车驾驶人头部容易在交通事故中受伤，在1990年7月1日关于骑自行车要佩戴头盔的法律正式生效以

后，该州头盔佩戴率从原先估计的31%上升到75%。在实施的第1年，骑自行车者头部受伤后死亡或

住院的人数下降了51%，相对应的头部未受伤的人数下降了24%；第2年，上述2个比例分别为70%
和28%。此外，国外总体自行车事故伤亡率相比国内也较低。事实证明，佩戴头盔可以极大减轻事故

对人体的伤害。
（4）提高车辆门槛

1）根据 《自行车安全要求》[6]，车辆需设置前后及脚蹬反射器。我国自行车出厂时基本配有反射

器，包括目前的共享单车，这一条规定主要为夜间的骑行安全提供基本保障，同时，对老旧车辆 （反射

器损坏或缺失）起到限制作用。
2）车辆需配备自发光防炫目前灯，目前国外一些国家 （如德国、日本等）已将此项规定作为强制

措施，且规定所有的自行车车辆均必须配置，夜间 （或阴天）骑行时必须打开。

5.1.2 提升服务保障

对于符合要求的自行车，需以总量控制作为托底，根据设置的门槛完善内部服务保障，并采取一定

的管理措施，保障内部自行车总量不超过所设定的最大承载量。对共享单车采取限制但不禁止的措施，
可采取政企合作的方式，投放符合骑行门槛的内部专用车辆，具体方案如下。

（1）1～2家企业特许经营、高品质服务投放模式

通过公开招投标，以特许经营方式授权企业经营，并对投放数量进行控制，采用特许经营模式，打

造浦东东岸特色自行车服务。
（2）投放车辆需符合相应骑行门槛

初期车辆的投放规模需适度控制，满足内部空间承载能力；投放车辆必须配置基本的安全设施，如前

后反光器，夜间用车配置自发光前灯等；配套车辆需提供头盔租赁服务，如采用佩戴头盔进入的规则。
（3）对于车辆管理需有针对性方案

将车辆管理方案、车辆借取的方便程度、体验感、可控性、管理成本作为竞争附加条件；将车辆的

后续养护承诺作为车辆投放竞争附加条件。

5.2 建设智慧东岸管理系统

以智慧东岸为依托，实现对内部情况掌控、总量的及时控制、内部秩序的有效管理。具体有以下

措施。
（1）加强监控以及综合指挥平台，如图3所示。
（2）对于市场开发和活动策划需备案管理。
（3）采用大数据进行客流监控。包括手机大数据和探针、监控、人脸识别、客流采集器等途径收集

的大数据 （见图4）。
（4）智慧发布及控制系统。提供信息发布、信息互动、信息拓展功能，如：公共广播系统及紧急呼

叫系统、灯光控制系统 （尤其是夜间）、环境监测和控制系统 （可使用高清球机进行后台监控，掌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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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相关管控措施及指挥平台

图4 客流采集器和人脸识别系统

入口及重要节点的实时信息）、电子围栏系统等。

5.3 其他建议

5.3.1 制定细化的管理规定

提出针对 “三道”（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的通行规范，增加自行车准入要求以及自行车使用

倡导建议。

5.3.2 完善配套设施

（1）停车区分布位置应合理

目前停车规划点位平均间距约为600m，且基本分布在主要驿站附近、主要景点附近和主要出入口

附近。
（2）停车管理方式 （特许经营）
可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专人值守，其具有管理成本较高的缺点；互联网技术，目前技术尚需完善。

5.3.3 危险区需提示到位

（1）宽度收窄

宽度收窄处多为骑行道不同设置形式对接处，常见变化为4m变3m。一般收窄如：民生码头绿地

独立骑行道接综合道时，骑行道宽度由4m变3m，极端收窄如：船厂绿地存在一处宽度突变，骑行道

宽度由4m变2.7m。在宽度收窄上游区域设置提醒标识牌 （见图5）。
（2）陡坡处

以纵坡大于2.5%作为危险提示识别指标。根据专项导则，骑行道纵坡范围为2%到3%为宜，不

超过8%。根据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非机动车纵坡宜小于2.5%，且坡长不宜超过

300m。如：杨浦大桥区域绿地存在7.9%极限纵坡的情况。
（3）交汇点

现状通过铺装变化来标识，且骑行道与广场、跑步道、慢步道均可能产生交汇。三种交汇情况下需

要设置警示牌，包括骑行道与广场交汇、骑行道与跑步道交汇、骑行道与漫步道交汇 （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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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宽度收窄上游区域设置提醒标识牌

图6 交汇点前方设置提示标志牌

6 结语

随着上海城市发展迈入转型升级、存量更新的新阶段，黄浦江东岸承载了上海城市公共空间品质提

升、生态环境优化和文化功能集聚等诸多诉求。故有必要在大型公共空间发展前期制定共享单车管理方

案，对内部骑行道提出具体管理策略，保障安全有序的慢行休闲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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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自行车系统实证导向性的规划方法研究

吴俊荻 王韡 朱林艳

【摘要】 自行车出行是绿色交通的重要一类，但自行车系统的规划建设往往缺少针对性的实证分析，自行车道通常是
随着道路建设同步实施的，从而存在骑行设施标准与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伦敦的交通发展战略计划将伦敦打造为全世界
骑行最友好的大城市，并且自2010年开始，开展了一系列实证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伦敦自行车网络规划，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基础设施模型，有效提高了伦敦整体的日均自行车出行量。重点梳理自行车规划实证研究的
主要内容，包括骑行社会经济效益、骑行障碍分析、骑行潜力分析、设施实施效果评估等，分析其对系统规划的引导作
用，总结相关方法的经验，及研究意义。
【关键词】 伦敦；自行车系统；规划方法；实证导向

0 引言

作为一座空间尺度大的城市 （面积约1570km2），伦敦的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较大，15km以上的

小汽车出行占50%以上[1]，其发展自行车交通的实践较为艰难。2000年左右，伦敦日均骑行出行次数

仅32万人次，只占全部出行的1.5%左右[2]。但近年来，伦敦通过实证为导向的自行车规划方法，充

分理解和分析了其自身的交通出行需求，针对性地提出与城市空间结构相适应的自行车系统，实施了以

自行车快速路、宁静道路为主的骑行路线项目，改善自行车基础设施，推广公共自行车的使用。至

2016年，伦敦每天骑行出行次数约为73万次，相对于2000年增长了131%；工作日早高峰，伦敦中心

区，骑车人的数量增长了223%，同时，开车出行的人数减少了57%[2]。为维持自行车良好的发展势

头，并实现伦敦市长交通战略中提出的目标———到2041年，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车三种绿色交通的

分担率的占比由目前的64%提高至80%，伦敦交通局于2018年发布了 “健康街道”体系下的 《自行车

系统实施规划》，继续拓展并统一伦敦的骑行网络，并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提升骑行 （包括自行车、三轮

车、电动自行车、残疾人自行车）的便捷度和安全性，对系统的优化和完善有了更为全面的阐释。
相比自行车蓬勃发展北欧城市，如荷兰阿姆斯特丹 （220km2）、丹麦哥本哈根 （88km2），国内大

城市的空间尺度与伦敦更为类似，且均形成了以轨道、公交为主的多模式交通协调发展的交通系统。因

此，伦敦自行车系统以实证为导向的规划方法和经验，对我国城市自行车系统的优化和完善具有借鉴

意义。

1 实证研究在伦敦自行车规划体系中的内容和作用

伦敦交通局从2010年开始针对骑行开展了一系列的基础实证研究，全面、有针对性的了解骑行人

群的特征、需求和流量等实际数据，为2018年的自行车系统实施规划的全面制定提供了充分的依据。

1.1 实证研究的主要内容

已开展的骑行基础研究主要包括骑行需求特征、骑行流量特征及设施影响监测、骑行对社会经济的

影响等三大方面。
其中，对骑行需求特征的研究，一是依据伦敦居民全方式出行调查数据对潜在的骑行需求进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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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该数据是由伦敦交通局从2005开始每年对8000户左右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获得[1]。二是定期通过

电话、网络和现场的访问，对骑行人和非骑行人的态度、感受和意见进行调查，样本数量约2000个

左右[3]。
而骑行流量特征研究，则在伦敦中心区及其他重要的道路上，设置了约2500个观测点，采用计数

和摄像的方式，对骑行流量进行常年观测。2017年，在路网数据、骑行需求数据、网络调查数据、手

机信令数据等大量数据的积累下，伦敦交通局建立了Cynemon伦敦自行车网络模型，该模型可在战略

层面上估算整个伦敦的自行车路线，路程时间和流量，从而对骑行线路的安排和政策进行评估[4]。

1.2 实证研究的主要作用

图1 伦敦自行车规划研究体系框架图

这些研究不仅为实施规划积累了大量的数据，也从多个角度证实了鼓励骑行对社会健康发展的必

要性。
骑行需求特征调查细致分析了伦敦潜在的骑行人群、他们骑行需求的空间分布，以及阻碍更多人骑

行的障碍，其研究结论是规划策略、方案的有力依据。
骑行流量监测通过项目实施后采用监测点数据与模型数据对比分析，也是对骑行行为的进一步了

解，以对后续规划进行修正。此外，该模型还提供针对区域自行车可达性 （CTAL）的评估，也是相关

规划分析的重要依据。
骑行对社会经济影响的研究，从产业、医疗、住房市场等多个方面分析了骑行推广将带来的效益，

既强调了自行车规划的必要性，也为后续项目投资计划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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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证研究结论及对自行车系统规划的引导

在诸多实证研究成果中，对后续规划最具指导意义的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不仅为伦敦自身的自

行车系统规划指明了方向，也对同类型大城市的规划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1 社会经济效益分析与规划目标

2.1.1 量化的骑行经济与社会效益分析

骑自行车人数的增加给英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多方面、连锁的，从全社会角度，可以减少在

健康和环境危害方面的数十亿花费；从城市层面，自行车道可以提升城市中心区活力，增加零售业销售

额 （多达30%）；从企业角度，可以促进员工健康，减少由于生病的缺勤次数 （约27%）；从个人角度，
骑行的花费较少，可以被更多人接受[5]。据统计，2010年自行车对英国经济的总贡献为29亿英镑。考

虑自行车制造、自行车及配件零售和就业等因素，每位骑行者每年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可达230英镑[6]。

表1 骑行经济效益分类

角度 社会 城市 企业 个人

空间

拓展

提升高峰期道路通行能

力5%

提升临街和中心区零售业

销售额30%
吸引更多的业务和员工 —

用户

培养

减少由于健康问题和环境

危害方面的花费数十亿
—

减少由于生病的缺勤次

数27%

骑行花费少，可以提高

更多人的出行便捷度

而公众健康的分析显示，伦敦外围的区域，小汽车出行占主导地位，人们往往更少进行身体锻炼。
据估计，由于英国人不运动而带来的医疗成本每年约7.6亿英镑，且预计80%的男性和70%的女性将

超重[6]。如果每人每天至少骑车或步行20分钟，将降低1/6由于各种疾病造成的早死人数，且在未来

25年内可以节约17亿的医疗花销[5]。
这些量化的经济社会效益分析不仅能更直观表现推广自行车交通的必要性，也为规划目标的制定指

明了方向，即要从骑行空间环境的优化和用户群体的拓展两方面追求提升。

2.1.2 “骑行最友好大城市”的规划目标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伦敦自行车实施规划将自行车系统的规划目标总结为：把伦敦打造为世界上

“骑行最友好的大城市”。其主要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对市民而言，需要在伦敦的街道上提供完善的骑

行网络，让任何想选择骑自行车出行的伦敦人都能自信而舒适地骑行，实现每人至少20分钟步行或骑

行的目标；二是对城市而言，要实现80%出行都由步行、自行车、公共交通完成的目标，让骑行帮助

伦敦的交通更有效率、更少拥堵、更可达，空气质量和城市繁荣度都进一步提高。
为明确该目标，规划采用 “自行车网络覆盖人口比例”这一指标进行量化，较好的将空间拓展和用户培

养两方面的要求结合了起来。规划到2041年，让70%的伦敦人住在距离自行车网络400m范围内。近期的阶

段性的目标是，到2024年，该指标由2017年的8%提升至28%，日均自行车出行量由70万提升至130万[7]。

2.2 骑行障碍调查与规划策略

2.2.1 细分阻碍人们选择骑行的障碍

现有骑行人群数据显示，63%的骑行者为男性，64%的骑行者为白人，而24～44岁之间的人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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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段[8]。但骑行潜力分析显示，女性、少数种族，以及更年轻和更年长的人群同样有

很高的骑行可能性。因此，找到阻碍他们骑行的原因，是促进骑行量增加的必然要求。
通过定期调查市民对骑行的态度和认知，伦敦交通局发现阻碍人们骑行的障碍主要有几个方面：一

是安全性，约有一半的伦敦人担心骑行发生交通事故而不骑车；二是运动强度，约有20%不骑车的伦

敦人认为他们年纪太大或体力不适合骑车；三是骑行信心，由于对骑行环境、规则、路径的不熟悉而不

选择骑行；四是便捷度，30%不骑车的伦敦人更愿意选择其他交通方式；五是身份认同，约一半伦敦人

认为自己不像是骑行者，而实际上任何人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装备都可以骑车；六是骑行机会，约45%
的家庭没有车辆可骑；七是设施缺乏，16%的伦敦人由于没有好的骑行路径和停车场地而不骑行[8]。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打破骑行的障碍而言，改善人们对骑行的认知和骑行的社会环境，与优

化空间上的物理环境同样重要。

2.2.2 针对障碍的多角度规划策略

针对调查得出的骑行障碍，以及 “健康街道”以人为本的规划原则，伦敦自行车规划总体提出了三

大策略。

图2 系统规划策略及其涵盖内容框架图

一是关于路线空间，打造适宜骑行的街道，建设新的骑行路径、改造更加安全的交叉口、各区主导

的自行车网络延伸。二是关于骑行流程，让骑行车辆更易获得，出行更加方便，提供更多共享单车和自

行车停车场，建立数据库，方便更多人使用APP来规划行程。三是关于用户群体，为所有的市民改善

骑行环境，组织骑行训练、社区资助、以及庆祝骑行的活动，来带动市民的骑行热情。

表2 骑行障碍与规划策略对应解决关系[8]

骑行障碍
骑行规划策略

完善骑行空间 优化骑行流程 扩大骑行用户群体

1.对安全的担心 √ √

2.对体力的担心 √

3.没有信心 √ √ √

4.骑行不够方便 √ √

5.不认为自己是骑行人 √

6.没有车骑 √ √

7.缺乏骑行设施 √ √

8011



从骑行障碍与规划策略的对应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出，仅依靠完善骑行空间是不能解决所有骑行障

碍。常规的自行车系统规划往往偏重骑行空间的布局，而忽视骑行作为一种城市公共服务的全流程的优

化。相比之下，伦敦自行车根据前期有针对性的骑行障碍分析，构建了更为完善的规划策略体系，加强

了骑行流程优化和用户培养方面的内容，不仅能促进骑行空间通行能力的有效发挥，且为未来自行车系

统的不断优化提供了长效的工作机制。
以优化骑行流程的策略为例，2019年，伦敦交通局启动了Cycling

 

Infrastructure
 

Database（CID）
项目，这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大、最全面的自行车基础设施数据库。其中，收集了伦敦每条街道的数

据，编目了近14.6万个自行车停车位，2000多公里的自行车道，5.8万个单车标志及道路标记[8]。同

时，交通局与各行政区和其他合作伙伴合作，在新基础设施交付时保持数据的更新，并为数字骑行地图

等应用的持续更新完善打下基础。CID数据库的建立既给出行者提供有效的指引，也能给伦敦未来的规

划和投资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而在扩大骑行群体的策略中，伦敦交通局组织开展了一项名为STARS（Sustainable

 

Travel：Ac-
tive，Responsible，Safe）的项目，通过学校、托儿所和大学激励年轻人转变出行方式，采取可持续的、
负责任的和安全的方式去上学。据统计，采用STARS计划的学校，往返学校的汽车出行平均减少了

6%，而绿色 （步行、骑行、公交）的出行增加了4%[8]。

2.3 潜在骑行需求特征研究与骑行空间布局

骑行空间布局的基础是骑行需求的实证研究。伦敦交通局构建了一个综合多因素的骑行需求预测模型。
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常规的基于人口和岗位增长的背景骑行量的预测；二是基于现状和未来骑行特征，
对其他交通方式潜在的骑行转移量的预测；三是基于自行车网络规划方案带来的骑行需求增量预测。

预测工具是伦敦交通局建立的Cynemom自行车网络模型，其中融合了伦敦交通局路网的GIS数

据、Openstreetmap数据、全方式交通调查数据、公共自行车出行OD数据、伦敦中心区交通枢纽数

据、手机信令数据、网络调查数据，以及道路各种属性的赋值，如：道路类型、骑行设施状况、公交车

道、交通流量、坡度等。其中，最有针对性的数据研究，即潜在骑行需求的人群和空间特征分析[4]。

图3 Cynemonm模型骑行需求预测过程

2.3.1 潜在的骑行需求的人群与空间特征

与传统的单纯基于出行OD进行交通预测相比，伦敦自行车需求预测，重点考虑了其他交通方式可

能转移到自行车出行的潜在骑行需求。
2.3.1.1 潜在骑行增量

骑行潜力研究是以全方式交通出行调查数据为基础的。通过条件筛选其他交通方式可能转移为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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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行量。主要筛选标准有：出行是否载物；出行距离是否大于8km；转换为骑行后，出行时长是否

会增加20%以上；出行者年龄是否在5～64岁之间；出行时段是否在夜间；出行者是否为残疾人；出

行者是否采用卡车、飞机、船等不可能转换为骑行的出行工具[9]。
通过分析，伦敦2010年每日1850万次出行总量中，约有430万次有可能转化为骑行出行，占现有

机动化出行的34%。至2016年，每天有817万的机动化出行 （包括小汽车、摩托车、出租车）是可以

转换为自行车的，其中，60%是小汽车出行，其中，647万可以在20分钟以内用骑行的方式完成[9]。
上述数据说明，未来伦敦潜在的骑行增量非常可观。
2.3.1.2 潜在骑行人群特征

为研究潜在骑行人群特征，骑行市场分析把伦敦的家庭分成了7个类型，结合出行需求和骑行态度

调查，对不同类型家庭的骑行潜力进行了排序。骑行可能性从高到低依次是 “城市生活型”、“年轻夫妇

家庭”、“高收入专业人士”、“郊区生活型”、“经济拮据家庭”、“手工贸易型”、“舒适成熟型”[9]。

城市生活型

年轻夫妇家庭

高收入专业人士

郊区生活型

经济拮据家庭 舒适成熟型

手工贸易型

图4 伦敦7类型家庭空间分布[9]

远高于平均水平

高于平均水平

略高于平均水平

略低于平均水平

低于平均水平

远低于平均水平

图5 伦敦骑行市场倾向空间分布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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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居住在伦敦中心区和各区城镇中心的 “城市生活型”人群的骑行潜力最大，潜在骑行量约为

90万，其次是 “年轻夫妇家庭型”，潜在骑行量约为60万[9]。而结合不同家庭的空间分布，可以明了

的判断骑行潜力更大的区域。
2.3.1.3 潜在骑行的空间分布

同样是以全方式交通出行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潜在骑行量的筛选，进一步对潜在骑行需求的出行

OD进行分析。从自行车出行的整体空间分布看，外伦敦区域未来潜在的骑行数量较多 （54%），而内

伦敦区域的骑行密度较高，总量约占27%，跨区域的骑行量约占19%左右，包括伦敦以外和内外伦敦

的跨区域骑行[9]。结合数据分析可得，出主要的骑行起讫点与城市的空间结构关系密切，主要分布在中

心区、以及各区的城镇中心，明确了下阶段骑行路线的空间布局的规划方向。

图6 伦敦潜在骑行出行的空间分布 （右上出发点分布，右下目的地分布）[9]

2.3.2 自行车网络的空间结构和实施内容

Cynemom模型将基于路网特征数据、现状和潜在骑行流量，分别识别出了全网最具潜力的骑行路

线和亟待安全改造的路口。从而提出了全面建设全伦敦范围内的新自行车网络，包括穿越城市的主干线

路、改造更加安全的交叉口和各区主导的自行车网络延伸。

图7 自行车网络空间布局的分析过程

整体的自行车网络结构如图所示，主线道路是自行车快速路 （Cycle
 

superhighway），大容量，有

独立的空间，大部分位于主要道路上，以服务跨区域的通勤者为主；另一类重要连接线是宁静道路

（Quietway），稍微慢速，但路径也很直捷，一般位于交通流量小的支路，以服务休闲出行为主；伦敦

中心区，打造高密度、高品质的线路网络，并融合汇入中心城区的自行车快速路和宁静道路 （包括已建

成的南北、东西向的自行车快速路），服务高密度的骑行需求；而外围规划三个 “小荷兰”区域，分布

在外伦敦南部和北部的三个区，主要集中在相当小的区域内打造骑行友好的城镇环境，循序渐进的改变

郊区地带过分依赖机动车出行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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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伦敦骑行线路潜力分析图[9] 图9 伦敦自行车网络结构示意图[4]

不同线路的骑行潜力进行排序，还为后续的建设计划的安排提高了依据。规划的新骑行线路共计划

450km，结合道路实际情况，部分线路通过在现有道路上增加隔离来布置，部分线路是与低交通量的车

行道共享空间，且行人和自行车拥有优先的路权[9]。
同时，在节点的优化方面，通过安全路口计划，跟踪危险路口，并进行改造，降低路口的危险系

数，提供更安全的过街方式。伦敦交通局经过分析，已识别出73个最需要改进的交叉口[9]。此外，还

计划增加过泰晤士河的自行车专用通道，方便人们选择更直捷的路径，如在罗瑟希德和金丝雀码头之间

增加过河通道。

2.4 实施效果评估与导则标准的更新

2.4.1 设施建设的影响监测

设施建设的影响，从宏观层面，包括新设施建设，对总体骑行流量和骑行特征的影响；从微观层

面，包括各种新的技术措施对骑行行为的影响。
总体来看，伦敦日均骑行总量增加的趋势是较为明显的 （从2000～2016年增加了131%）[2]。尤其

是，2016年东西和南北两条自行车快速路的建成通车后，有效的分担了早高峰的交通压力。以南北向

快速路上黑衣修士桥路段为例，增加有隔离的自行车道后，每小时的客流量比自行车道前增加了5%。
与单位面积的车行道相比，有隔离设施的自行车道每小时的客流量是主要行车道的5倍。根据伦敦交通

局的交通模型测算，只占道路空间30%的两条自行车快速路，能够在主要拥堵地点运载近50%的出行

人数[2]。说明以自行车快速路为主线的自行车网络，可以有效促进骑行出行、提高交通效率。
然而，根据2019年骑行趋势分析，在总体骑行流量增加的情况下，骑行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变化不

大，仍以白人、男性、25～44岁、家庭收入7.5万英镑以上的人群为主[2]。进一步说明，空间设施的

更新对骑行群体的扩展作用仍然有限。需要更加注重设施的安全度、吸引力和包容性，对设施的设计和

运管标准进行动态更新。
此外，微观层面，通过对各类基础设施的新型设计方案的监测调查[11]，进一步验证了这些设施在

改善骑行安全、提高骑行优先权等方面的作用，并为后续设计的优化和改进提供了思路和依据。

2.4.2 骑行设施的设计导则和质量标准的更新

为实现更安全、更包容的骑行环境，伦敦交通局于2015年发布了 《The
 

London
 

Cycl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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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s（LCDS）伦敦骑行设计标准》，2019年进行修订。更新后的LCDS首次引入了伦敦新自行车

路线的质量标准，包括骑行空间的宽度、骑行空间与路边装载空间的协调、共享街道的交通量和车速标

准等。它们将指导新自行车路线的发展，和整个网络预期质量的一致性。同时，它们也与伦敦 《健康街

道设计导则》的指标相对应，用来判断如何改造街道让它变得更好。
实施评估与标准更新的研究，使伦敦骑行系统具备了不断优化完善的机制。

3 伦敦自行车系统规划实证导向性研究的经验与启示

强调实证导向的伦敦自行车系统规划，构建了丰富、完善的自行车出行特征研究体系。其中，值得

借鉴的经验主要有，针对自行车需求特征的研究分析方法，以及实证研究对后续自行车系统规划策略的

指导意义。

3.1 实证研究的方法总结

3.1.1 传统调查手段与大数据平台的融合

自行车系统属于交通专项类规划，从研究的方法来说，除了需要宏观的大数据分析外，更需要对

中、微观的数据进行研究，如分方式出行OD、分车型路段流量等。虽然，目前国内多家共享单车公司

掌握如骑行量、出行距离、出行时间等用户使用数据，但均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难以全面反映骑行特

征。从伦敦的各类骑行数据的调查方法来看，监测点分车型的流量调查、长期的出行问卷调查等传统的

调查方式仍然是研究中非常关键的手段。因此，只有传统调查与大数据平台两种手段相互融合，才能更

为精准的分析每个城市不同的骑行需求特征。

3.1.2 意愿调查与数据统计相结合

就调查分析的内容而言，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客观的流量数据；二是主观的各类人群的态度和意

愿。客观的流量、流向数据，可以直观反映人们的出行需求、对现有骑行设施的接受程度。就自行车出

行而言，不同人群的出行体验可能有非常大的差别，而主观的态度和意愿，则更能反映现有的问题和障

碍，反映潜在的需求，从而指导规划优化的方向。因此，定期的、多角度的意愿调查，与客观的数据分

析需要相互结合，为自行车系统的规划提供更为精准的骑行特征反馈。

3.1.3 重视其他相关研究数据的关联分析

就研究领域而言，要全面理解骑行，不仅需要了解自行车交通本身的特征，同时，也需要了解其他

交通方式现有的特征和可能存在的变化，更需要了解骑行活动对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影响。以伦敦自行车

相关研究为例：机动车出行特征可推测潜在骑行需求；住房和其他物业的开发量可预测骑行量的背景增

长量；而与骑行相关的经济效益分析、健康分析等数据，能进一步对比骑行出行与其他交通方式在同等

投资下的社会经济影响，为规划决策提供依据。因此，重视相关领域的数据研究，也是进一步深化自行

车系统规划方案的必要手段。

3.2 实证研究对自行车系统规划的意义

就伦敦自行车系统规划的研究过程而言，骑行设施的规划经历了从绿道、快速路、宁静路到全市骑

行网络，从单一到全面的实践历程，而围绕自行车系统开展的实证研究却始终保持全面、多角度的分析

视角。实证研究的角色，也从支撑规划内容的被动角色，转变为引导规划方向、结论的主动角色。其对

于自行车系统规划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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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结合需求特征，提升规划项目的针对性

相对单纯的目标导向下的骑行项目建设来说，伦敦自行车项目建设更加具有针对性。例如，2014
年，伦敦对开展了4年的绿道项目进行评估分析后，发现虽然穿越公园、绿地的绿道范围内骑行流量上

升了18%，但主要骑行目的是休闲，对提升通勤出行的比例并没有明显的作用[12]。此外，研究显示鼓

励休闲骑行可以帮助人们克服人们尝试骑行的心理障碍，但休闲骑行并不是一个过渡手段，还需要多样

化的方法，来帮助通勤骑行克服各种障碍[13]。
因此，2014年后，伦敦交通局即终止了绿道项目，转而将重心放在服务更多人跨区域出行的自行

车快速路和宁静道路，以满足更多的日常通勤骑行需求出行。

3.2.2 多角度分析研究，提高规划的系统性

从用户、流程、设施等多角度的分析研究，有助于自行车网络自成体系，而非完全根据道路等级布

置分段的非机动车道。或者仅考虑了局部出行需求的自行车专用道。同时，从需求频率角度，提出的路

线骑行潜力分析，也为后续建设计划的统筹安排提供了依据。可以避免项目选择和实施时序安排不当，
从而影响系统效益的发挥。

3.2.3 长期数据跟踪，动态反馈评估，增强规划的时效性

骑行出行受到的影响因素较其他方式较多，因此，规划项目的实施更可能出现前期难以预料的结

果。伦敦自行车规划反馈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机制，既能通过实际流量与模型流量对比，判断实施效果与

规划目标的差距，及时修正问题；也能随时应对变局，制定弹性的实施计划，兼顾短期效果和长期目

标。如本次新冠疫情相对平稳后，为了避免增加公共交通压力和道路交通量的反弹，在解封措施颁布

前，伦敦交通局结合自行车系统总体规划目标和安排，提出采用临时的空间改造，加快部分骑行路线的

实施计划[14]。这一举措既能及时应对自行车需求明显增长的新情况，也贯彻了系统规划的目标和策略，
保证了短期效果和长期目标的统一。

4 结语

在全球探索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大城市的绿色交通实践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而大城市空间

尺度、交通环境复杂，也让自行车、步行环境的提升相比小城市更为困难。伦敦十几年来渐进式的规划

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日均骑行总量翻一翻。相比之下，我国大城市自行车专用设施的规划建设，
还处在亮点项目引导慢行意识回归的阶段，如厦门自行车高架路、北京回龙观自行车高架路等，在全市

层面上仍然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对自行车出行特征的长期跟踪调研也有所欠缺。因此，伦敦注重实证引

导的自行车系统规划方法，对我国大城市自行车系统的规划和实践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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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以南京南站为例

谢 凯

【摘要】 由于以往 “车本位”的规划思路，很多既有火车站周边暴露出慢行空间预留不足、设计不合理等问题。本文
以南京南站为实践案例，通过梳理既有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的现状及问题，基于火车站日益增长的公交 （地铁）慢行接
驳需求优化、细化慢行需求预测模型，并从慢行通道、非机动车点布局、慢行空间整合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南京南站慢行
空间重塑的针对性解决思路，以期对其他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有一定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 火车站；慢行交通；空间重塑

0 引言

铁路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方便了人们的长途旅行，对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但

是，铁路作为区域大型线性交通设施，其线站位布局对传统城市以及新兴城市的功能布局、设施规划都

提出了挑战。老城区内，为了修建铁路和车站，有些城市拆除了城墙和老建筑，而不断扩展的城市将原

来的火车站包围，火车站及铁路线的存在与周边的城市生活发生了冲突[1]。新城内，由于 “车本位”规

划思路，部分火车站规划未充分预留慢行跨铁通道，火车站与周边的慢行衔接也未得到充分重视。特别

是近年来，由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兴盛，很多火车站都开通了地铁服务，致使火车站与周边区域的轨道慢

行接驳需求大幅增长，更加凸显了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的重要性。
南京南站地区既是广域交通系统交汇的枢纽地区，也是南京未来的城市副中心。南京南站作为该地

区的重要组成，包含火车站、轨道站、汽车客运站、公交场站等交通功能，对地区居民生活、交通出行

都具备极强的向心作用。近年来，随着南京南站地区的极速发展，地铁系统的高效运营，居住、办公入

住率逐渐提高，南京南站对周边的集聚效应日益显著，南站对外慢行衔接设施设计不合理、承载力不足

等问题逐渐出现，有碍于南京南站交通集散，以及南京南站地区功能定位的实现。
本文以南京南站为实践案例，针对周边慢行空间现状问题及发展需求，提出南京南站慢行通道设

置、非机动车停车点布局及慢行空间整合设计方法，为既有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提出解决思路。

图1 研究范围 图2 南京南站地区俯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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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南站周边慢行空间现状与问题

慢行交通是火车站的重要接驳方式，其具备绿色环保、出行成本低、占用资源少、灵活方便等一系

列优点[2]，在绿色可持续发展和低碳交通建设方面，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但是，国内火车站建设往

往追求机动车的快进快出，而忽略了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的重要性，主要包含以下三个问题：
（1）处于附属地位

由于火车站周边机动交通的发展及道路资源的紧张，往往忽略慢行交通设施的规划及设计，甚至侵

占或者破坏慢行交通设施，不能给慢行出行者提供连续、舒适的出行空间。南京南站周边人行道较窄且

多处被机动车出入口阻断，且衔接区域基本无非机动车道，自行车行驶混乱。

图3 慢行设施现状 图4 江南路慢行设施现状

图5 人行道中断 图6 自行车道缺失

（2）缺乏需求评估

规划时期，缺乏对火车站及周边慢行需求的系统、针对性评估，导致投入使用后慢行空间不足、承

载力有限，慢行设施规模不足，慢行需求外溢，重要慢行节点、通道慢行交通量饱和。南京南站与周边

慢行主要通过四个平面信号交叉口衔接，高峰时期过街量较大，且存在行人、非机动车乱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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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平面过街量较大 图8 人行道拥挤

（3）出行品质不高

火车站周边慢行交通与交叉口、地下空间出入口处机动车相互干扰较为严重，舒适性、安全性欠

佳；慢行空间缺乏特色，针对性设计不足，与火车站及周边区域定位不符。本次针对南京南站周边慢行

空间建设开展了出行者问卷调查，不满意人群中主要认为现状存在进出站距离长、人行道较窄、过街时

间长、无非机动车道等问题。

图9 慢行满意度 图10 慢行问题统计

2 南京南站周边慢行需求预测

为测算火车站地区慢行交通需求，测试路网慢行承载情况，需要为慢行交通设施建设方案提供

定量支撑。本次预测采用成熟的 “四阶段”交通预测方法，以南京都市区模型为基础，细化南京南

站片区的综合交通模型，并融入出行琏模型，获得含接驳慢行的出行需求，进而为慢行空间重塑提

供决策依据。
由于南京南站处于核心地位及枢纽功能，公共交通分担率高于南京市规划预期水平。同时，公共交

通 （地铁）普遍存在慢行接驳需求，叠加纯慢行需求后将是南京南站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重点关

注。其中，接驳慢行交通为利用公共交通 （地铁）OD分配得到的两端接驳OD矩阵，按距离转移曲线

得出步行、非机动车接驳OD。
根据分配结果，步行方面，南站周边四象限与南站轨道站间的联系较强；南站南北方向步行联系较

少；南站西南角高峰步行压力最大，其次为东南角、西北角，最后为东北角。
非机动车方面，现状规划非机动车缺失，若未来无非机动车道优化设置，站厅南侧将集聚大量的非

机动车接驳客流，易造成多处局部混乱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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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早高峰步行需求分配 图12 早高峰非机动车需求分配

3 南京南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思路

（1）人车分离

适当布局行人立体过街通道，疏通、挖掘火车站周边核心区慢行通道，使慢行空间与机动车行驶空

间分离，保证慢行空间连续、安全、舒适。
（2）无缝衔接

合理布局非机动车停车点并确定规模，完善非机动车通道，加强远距离地铁非机动车换乘者与立体

过街设施的衔接，实现非机动车、地铁无缝换乘。
（3）品质提升

增强慢行空间与其他城市功能的整合设计，互相促进，实现节点交通和空间的一体化发展；加强慢

行空间的特色化打造，提升出行品质。

4 南京南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

4.1 新增立体过街通道

根据需求预测结果，南京南站周边的锦绣街、金阳西街、毓秀街、金阳东街行人过街量均超过立体

过街通道设置阈值，均需设置立体过街设施。结合人行带宽度和最大通行能力，建议锦绣街、毓秀街立

体过街通道宽度5m，金阳西街、金阳东街立体过街通道宽度6m。同时，根据步行流向，合理布局立

体过街通道出入口，提升行人过街便利性。

4.2 打通南北慢行通道

考虑到南京南站地铁站吸引力较大，未来有较远距离的地铁慢行换乘需求。借鉴日本大阪梅田站经

验，为进一步构建连续、安全、有效的地区慢行系统，满足相对较远地块地铁慢行换乘需求，建议打通

铁路桥下 （江南路、六朝路中段）慢行通道，重点服务远距离非机动车接驳需求，形成完整、连续的慢

行系统。

4.3 优化非机动车停车点布局

南京南站周边非机动车停车点布局原则：形成非机动车禁行区，在外围合理布设非机动车通道及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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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南京南站周边新增立体过街通道示意图

图14 慢行通道优化示意图

图15 江南路铁路桥下慢行通道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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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点；优先结合过街通道出入口布设；优先习惯性停放位置布设，其次选择新址布设；充分利用树池、
高架桥下方闲置空间，通过相关指示标识等服务设施保证接驳的通畅性[3]。本次共规划非机动车停车点

19处，占地约4535m2。同时，综合考虑不同类型非机动车的数量、拥有权、管理难度、速度等特性，
建议共享单车尽量利用核心区外围停车点进行停放，避免造成核心区内部慢行通道和停车点的压力过

大，可采用电子围栏或人工进行管理；私人非机动车、公共自行车 （政府运营）可利用核心区内部即铁

路线线下的非机动车停车点进行停放。

图16 非机动车停车点布局示意图 图17 非机动车停车点管理引导图

图18 桥下停车点布局示意图 图19 墩柱间停车点布局示意图

4.4 慢行空间整合设计

结合立体过街通道、慢行通道优化，协调通道出入口与地块建筑、绿化、原人行道、非机动道的空

间关系，保证行人、非机动车流线顺畅，提升慢行品质。以南京南站东南角证大地块附近为例，合理安

排规划慢行道及建筑退让空间，建议将六朝路—博爱站街—中八路—金阳东街原人行道调整为非机动车

道，行人利用证大建筑退让空间集散，结合过街通道出入口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空间富余时结合地块

特色增加街头小品设计，提升开放空间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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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南京南站东南地块慢行空间整合设计示意图

5 结语

本文以南京南站为实践案例，分析了既有火车站以机动车为导向的规划思维下慢行空间存在的一系

列现实问题，优化慢行需求预测模型，并从慢行通道、非机动车点布局、空间整合设计等方面提出了针

对性的解决思路，对于其他火车站周边慢行空间重塑有一定参考和借鉴意义。既有火车站的慢行空间重

塑受制于用地权属、现状设施、工程难度等，实施有一定难度。未来应尽量从火车站地区规划时期起，
贯彻 “以人文本”理念，充分考虑、预留慢行设施空间，统筹慢行与周边要素的融合设计，避免后续不

必要的工程改造和经济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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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综合评分模型的深圳市自行车骨干网络规划

王 纯 林云青

【摘要】 深圳市自行车交通经历短暂复兴后进一步发展缓慢，且因既有自行车道网络规划未考虑片区之间的联系，导
致自行车出行主要集中在片区小范围内，中短距离出行需求被抑制。为进一步发展自行车交通，本文结合经验借鉴提出
规划自行车骨干网络，以发挥自行车中短距离出行优势，并通过研究构建多源大数据综合评估模型来辅助网络布局，从
而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确保方案可靠性。以期以更健康、安全、经济和高效的方式满足城市交通需求，
实现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自行车骨干网络；综合评分模型；自行车快速路；干线主廊道

0 引言

深圳自行车交通自1980年以来经历了由主导地位到快速萎缩、衰落过程，出行需求一度被忽视，
但近年随着交拥堵加剧、基建红利减少、城市居民对生活品质要求的不断提高，慢行交通发展诉求逐步

开始回归，然而由于道路空间资源有限，自行车交通遭遇进一步发展瓶颈，目前出行分担率仅8.2%，
距离15%的发展目标仍然有较大差距[1]。
2019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 “交通强国试点城

市”等系列重大事件赋予了深圳新的发展使命和任务，自行车交通作为绿色、品质的重要载体，再次迎

来了发展机遇，成为交通发展的战略抓手。在新形势新要求的背景下，自行车交通如何借力新型示范

区、交通强国试点城市契机进行提升和创新，打破发展瓶颈，成为深圳自行车交通发展面临的新要求新

挑战。

1 现状问题及需求分析

1.1 自行车道建设未考虑片区间连接通道， 跨区出行需求被抑制

一方面，既有 《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提出的自行车道网络规划主要为 “片区单元发

展”模式[2]，未考虑跨片区自行车出行需求，因此在规划层面便缺少片区、组团间自行车连接通道；另

一方面，深圳市自行车道道路设置率仅14%，其中独立路权自行车道设置率不到3%，且已建自行车道

也受停车、沿街摊贩挤占，骑行空间得不到保障，机非混行严重，加之受高等级道路、立体过街节点，
山体水系等切割影响，跨片区出行不便，自行车交通无法较长距离、较长时间出行。基于上述原因，目

前深圳市自行车出行主要集中于片区内部，约80%骑行距离小于2km，且多围绕轨道站点发生，片区

之间的出行较少。

1.2 高峰道路交通拥堵严重， 主要轨道区间饱和， 自行车跨区出行潜在需求大

深圳市中心城区各区之间和中心城区与次中心区域之间出行距离多为10km左右，市民跨片区通勤

出行比例大。但高峰时段这些区域之间关键通勤走廊道路交通常发性拥堵严重，平均车速不足20m/h，
主要轨道区间也高度饱和，轨道站点拥挤严重，排队时间长，出行时间和出行品质却难以得到保障。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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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显示全市通勤出行平均距离8.5km，其中2～8km出行达到51%，中短距

离出行比例高，而通过对不同距离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费用进行比较，发现自行车在2～
8km内存在时间和费用上的优势，跨区出行具有较大的潜在需求。

2 经验借鉴

从综合交通的角度来看，宜将自行车出行作为中短距离通勤交通的重要补充，而既有规划的自行车

网络不足以支撑通勤功能的实现。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为解决这个难题，国内目前有北京、厦门等城市

开展了单条自行车专用道建设，但尚未有一套完整的网络布局规划经验；在国外，则有一些自行车发展

友好城市如柏林[3]、哥本哈根、东京等正在对这方面进行探索，这些城市在遭遇发展瓶颈后，为进一步

吸引中等距离出行转移到自行车交通中来，其不仅在不断完善自行车道主骨架的建设，且近几年在慢行

品质及战略提升的背景下，相继启动高速自行车网络规划。
如柏林自行车交通分担比例高达15%，目前共依托主要公路建成了15条骨干自行车道，2017年又

开展了自行车高速公路规划，在进行规划时，柏林通过对30个具有高流量、高吸引力并覆盖柏林办公、
商业、居住等人口和就业密度较高的自行车需求走廊进行了调研，对其从基础设施、开发潜力、成本效

益三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分[1]，选取排名靠前的10条作为自行车高速公路，该方法为柏林规划高速自行

车道提供了详实可靠的科学实证分析。

3 规划思路与研究方法

3.1 规划思路

基于上述分析与经验借鉴，深圳拟构建高品质自行车骨干网络，以吸引中等距离出行向自行车交通

转移，从而支持新功能和新目标实现。但由于自行车骨干网络兼具交通和休闲的双重特性，作为综合交

通出行方式之一，串联全市主要办公、居住中心，衔接城市重要轨道站点，可给通勤交通多一种选择；
作为城市重要的线性空间，串联全市重要公园、景点、商业等公共空间节点，将成为市民休闲活动的热

点区域。然而，无论哪一种特性，自行车交通均是以人的出行和活动为基础，这就需要分析骑行热力，
交通可达性、人口覆盖度及自然景观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同时还需考虑沿线的地形、地貌、地质

情况[4]。
因此，结合现状各级道路状况进行定性分级和线路布局的方法俨然已无法满足自行车骨干网络规划

的需求，本文通过借鉴柏林高速自行车规划经验结合对深圳自行车交通发展现状及规划影响因素分析建

立了一套符合深圳实际的多源数据综合评估模型。然后，结合模型影响因子及选线考虑因素对自行车骨

干网络进行初步布局选线；最后，通过对所选线路进行综合评分与排名，并根据评分优先顺序确定网络

分级，以实现理性化，定量化的科学布局。

3.2 研究方法

3.2.1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自行车综合评估模型建立

通过充分分析自行车出行影响因素，综合利用城市资源分布特征、城市空间结构、自行车出

行热力、手机信令等多源大数据建立一套综合评分模型，模型考虑要素包括现状基本情况、规划

链接对象、潜在竞争力、成本效益等四个方面[5]。其中现状基本情况包括现状客流、连接景观资

源数量2个评价指标，规划链接对象包括覆盖人口、岗位数量，链接重要公共交通数量2个评价

指标，潜在竞争力包括低行程1个评价指标，成本效益则包括节点改造效益和路段改造成本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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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指标。

图1 深圳市自行车骨干网络综合评分模型

3.2.2 综合评估模型评价因子权重确定

该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分，各要素、指标按照规划重要性进行赋值，每个因子的权重则结合自行车

道线形所连接与覆盖相关资源的程度按照5、3、1的标准进行等差赋值，一般而言，覆盖值越大，分数

越高，以此建立完整的评价体系[5]，具体评分标准分析如下。
（1）现状基本情况：现状沿线高峰小时自行车客流作为初步筛选的基础，评价指标则根据自行车专

用道的路段设计通行能力并结合现状共享单车客流大数据进行分类赋值；另因兼顾休闲、健身功能，有

效衔接景观资源保证沿途风光也尤为重要，可按照线路覆盖公园景点个数分别按进行分类赋值；关于是

否沿河或滨海建设，则以沿线天然景观、改造景观，没有景观等分类进行赋值。
（2）规划链接对象：自行车骨干路主要服务对象是城市居民，因此自行车骨干线网覆盖范围应尽可

能靠近居住、商业、办公这些居民聚集地。首先参考人口活动特征按照居住＞办公＞商业进行权重分

配，然后结合现状百度POI数据及城市总体规划中心结构，根据线路覆盖办公中心、居住中心及各级

商业中心个数进行分类赋值；此外，重要公共交通站点作为城市人口和活动较为集中的区域，也是自行

车骨干网络需考虑串联的重要区域，可根据自行车骨干通道影响范围内线路覆盖轨道站点数进行分类

赋值。
（3）潜在竞争力：为确保自行车骨干线路的高吸引性，应充分分析其与小汽车、公交、轨道等

的竞争优势。低行程这一块首先根据吸引转移交通量对拥堵治理的效益小汽车＞公交＞轨道进行权

重分配，然后参考国际相关调查结果，按照自行车出行与小汽车、公交、轨道竞争出行时间比值进

行分类赋值。
（4）成本效益：自行车快速路定位高，修建成本高，在选线时既要注重使用效益也需平衡成本。一

方面由于高架节点通行不便对自行车出行影响极大，因此改造高架节点数量越多效益越大，根据现状全

市人行天桥 （445座）平均间距约3.2km/座的统计结果，可按照线路沿线平均改造数进行分类赋值；
另一方面路段改造困难程度对改造成本影响最大，可结合现状道路慢行空间按照是否全程需高架、部分

需高架、无需高架等进行分类赋值。
具体评分标准如下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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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深圳市自行车骨干网络综合评分法

要素层 指标层 因子层

内容 权重 内容 权重 内容 权重
评分方法

现状基

本情况
0.2

现状客流 0.12

连接景观

资源数
0.08

现状自行车发生吸

引情况
0.12

按照线路吸引客流数量较好 （超过

2000），一般 （1000～2000），较差 （低
于1000）为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覆盖公园景点个数 0.04

按照覆盖公园景点个数较多 （小于每

2km覆盖1个），一般 （每2～5km
覆盖1个），较差 （大于每5km覆盖

1个）为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是否沿河流、滨海、
景观大道建设

0.04
按照沿河或滨海 （天然景观），景观

大道 （改造景观），都没有为准按照

5、3、1进行赋值

规划链

接对象
0.4

覆盖人口、
岗位、
商业

0.3

链接重要

公共交通
0.1

规划串联居住情况 0.12
按照覆盖居住中心较多 （≥2），一般

（1），较差 （≤0）为准按照5、3、1
进行赋值

规划串联办公情况 0.1
按照覆盖大型办公中心个数为较多

（≥2），一般 （1），较差 （0）准按照

5、3、1进行赋值

规划串联商业情况 0.08

按照覆盖商业中心个数为较多 （≥1
个市级商业中心或≥2个区级商业中

心），一般 （1个区级商业中心），较

差 （无商业中心）准按照5、3、1进

行赋值

规划串联重要公共

交通点个数
0.1

按照良好 （平均每1公里覆盖1个），
一般 （每3公里覆盖1个），较差

（超过3公里覆盖1个）为准按照5、
3、1进行赋值

潜在

竞争力
0.3 低行程 0.3

自行车/小汽车出行

时间竞争
0.12

按照比值小于0.6，0.6～0.8，大于

0.8为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自行车/公交出行时

间竞争
0.1

按照比值小于0.6，0.6～0.8，大于

0.8为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自行车/轨道出行时

间竞争
0.08

按照比值小于0.6，0.6～0.8，大于

0.8为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成本效益

现状基本

情况
0.1

节点改

造效益
0.05 高架节点改造数 0.05

高架节点按照较多 （小于3km 一

个），一般 （3～5km 一个），较差

（大于5km）准按照5、3、1进行

赋值

改造成本 0.05 两侧慢行空间 0.05

按照慢行空间较差 （小于4米，需高

架）、一般 （大于4～7米，部分路段

需高架），较好 （大于7米，可不高

架）准按照5、3、1进行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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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络构建

4.1 初步方案

4.1.1 多源数据融合分析结果

首先，对现状基本情况、规划链接对象、潜在竞争力、成本效益等4大类包括的评价因子 （见图

2）进行分类处理使其标准化，然后通过GIS处理后进行空间融合叠加分析，用以表征自行车出行热度

（见图3）。从叠加后的影响热力图来看，各区域中心出行热度相对更高，中心区边缘则相对较低，但区

域之间存在较明显的自行车交通联系，如南山科技园—宝安西乡，南山—福田—罗湖，福田中心区—龙

华中心区，罗湖中心区—龙岗布吉等。

图2 自行车布局考虑因素 （评价因子）

0-1.00
1.19-2.02
2.02-2.67
2.67-3.18
3.18-3.58
3.58-4.09
4.09-4.74
4.74-5.57
5.57-6.63
6.63-7.99

7.99-9.73
9.73-11.94

图3 自行车评价因子融合热力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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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初步网络方案构建

结合上述热力分布特征，以优先保障各城市发展组团之间联系畅通，形成 “组团+串接”的完整网

络为原则，得到自行车骨干网需求廊道 （见图04）。再按照优先选择 《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

划》既有规划的各重点片区自行车主廊道、连通道等道路进行提升改造，而在没有规划自行车道，则选

择现状或规划道路贯通各片区主要廊道，可初步选出自行车骨干网络线路 （见图5）。

图4 深圳市自行车道骨干网络需求廊道 图5 深圳市自行车道骨干网络初步选线方案

4.2 最终方案

4.2.1 全市线路评估结果

根据上述综合评分方法，对所选出的线路按照跨城市功能中心为原则进行截短，截成36条8～
15km的线路进行统一评分，评分结果显示共6段线路排名靠前，且多为0.85分 （优秀）以上，评分

相对其他线路显著偏高 （其他基本低于0.8），通过上述方法发现越靠近中心城区的线路评分明显越高，
因线路基本跨区，所以评分优秀的线路大多为串联一圈层传统中心至二圈层准中心的线路。

图6 深圳市自行车骨干网络评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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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最终网络规划方案及分级体系

结合评分结果及前面自行车骨干系统功能分析，本次计划构建由 “自行车快速路、干线主廊道”两

个等级组成的高品质自行车交通出行、休闲健身骨干网络，与 《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既

有规划的廊道、连通道、休闲道形成了完整的骨干、片区、绿道三层网络，以吸引中等距离出行向自行

车交通转移，从而支持慢行新功能和新目标实现。因此，最终选取排名靠前的6条线路作为自行车快速

路，其他线路作为干线主廊道，共计469km。

图7 深圳市自行车道骨干网络最终方案布局及其断面示意图

其中，自行车快速路单独进行设置，为专用道路，承担中短距离跨片区通勤，休闲健身，兼顾接驳

功能，路口相交形式为立体交叉；干线主廊道主要是基于现状或规划道路，提升原规划中部分主廊道及

连通道，强化跨片区中等距离自行车出行功能，并采用护栏、绿化带等设施隔离，路口相交形式以平面

交叉为主，局部采用立体交叉。

表2 自行车骨干网络等级划分表

等级 功能定位 路权形式 路口相交形式

自行车快速路
中短距离跨片区通勤，休闲健身，
兼顾接驳

专用道路，单独设置 立交

干线主廊道
中短距离 通 勤、接 驳，兼 顾 休 闲

健身

路权独立，结合现状或规划

道路设置

平面交叉为主，交叉口处设

置信号优先

4.3 方案校核

经校核，网络方案串联城市绝大部分居住、办公热点以及各组团分区，同时链接了城市主要枢纽、
口岸及重要换乘站点，除坪西路、皇岗路、盐田盘山公路三条线路坡度较大其他线路坡度较小，并与既

有 《深圳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进行了良好的衔接，基本实现自行车道骨干网络规划功能。

5 结语

随着城市绿色出行需求的日益增长，自行车交通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因此，亟需切实有效地

解决自行车交通中短距离出行路段路权保障不足、立体过街节点衔接不畅、出行品质不佳等问题。深圳

市自行车骨干网络规划的探索正是解决此类问题的创新尝试，其建设将给广大市民出行创造一个新的选

择，且自行车快速路的建设也可形成城市生活名片，对城市魅力的提升有着促进作用，同时这种建设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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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自行车骨干网络与重要居住办公、重要轨道站点串联情况、坡度对比校核图

式也适合向其他大中型城市推广。
深圳市自行车骨干网络的规划建设只是自行车交通环境改善的开始，还需要在实施过程中不断总结

骨干网建设的经验和问题，从而丰富和完善自行车道骨干网建设理念，形成解决城市自行车交通问题的

切实有效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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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核心区域品质化慢行系统规划研究
———以深圳市高新区北区为例

王梦洋 陈 磊 张贻生 代晨曦

【摘要】 近些年来，国内大城市职住分离现象日益严重，城市核心区作为岗位密集区域，面临越来越大的交通压力，
以 “公交+慢行”为主导的核心区交通发展治理模式越发受到人们的关注。一方面，慢行交通作为机动化出行的 “最后
一公里”，在综合交通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外一方面，慢行空间也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和生活场所，是城市
形象展示的窗口。目前城市核心区域普遍由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增量发展阶段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存量发展阶段转变，对
慢行交通的品质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在研究国内外优秀案例的基础上，剖析现状慢行交通发展问题，从慢行网
络、慢行空间、慢行环境和管理制度层面提出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慢行交通品质提升策略，并以深圳高新区北区为
例，探讨慢行交通品质提升的技术设计要点。
【关键词】 城市核心区域；慢行系统；品质提升

0 引言

慢行交通，作为世界公认的低碳环保的交通方式，在完善与提升城市空间功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各类城市慢行设施空间属于城市公共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城市中最

易识别，最易记忆，最具活力的部分，往往形成人们对城市的基本印象。慢行交通的品质化提升，对改

善居民生活品质和增添城市魅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是政府高度重视和市民集中关注的民生问题，是

提高市民生活幸福水平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手段[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最主要的两个特点分别是城镇人口的快速

增长和城镇建设规模的快速扩大[2]。而随着城市新增建设土地的日益较少，我国城市正不可避免地从以

规模扩张为主的增量发展阶段向以质量提升为主的存量发展阶段转变。城市核心区域作为城市形象对外

展示的门户与窗口，应抓住发展机遇，实现由 “速度领跑”向 “质量领跑”、“品质领跑”转变。

1 核心区域的城市发展特征

城市的核心区域一般指的是汇聚大量商业办公以及文化设施，具备金融、贸易、服务、展览等多种

功能，并配备完善的市政交通条件，高度集中城市的经济、科技和文化力量的区域[3]。城市的核心区域

不仅汇集各类商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还带来了大量的客流。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和密集的岗位布局决定

了核心区域的交通特征和交通发展模式与常规地区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对国内外重点城市核心区域的案例研究，发现核心区域在土地利用、交通需求和交通发展模式

上存在以下特点：
（1）用地混合开发以保持地区活力

成熟的城市核心区域均采用混合土地开发模式，不仅包含商业办公及文化设施配置，也包含了一定

比例的居住用地。混合土地开发模式有助于吸引不同产业入驻，形成多样化的功能组团，增强地区吸引

力和活力。增加居住用地，一方面避免核心区域在夜晚变为 “死城”，增加地区的生活气息；另外一方

面也能一定程度上减轻通勤交通带来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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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住分离带来巨大的通勤交通压力

从城市核心区域各种业态开发配比来看，职住分离现象仍十分严重。以巴黎的拉德芳斯商务区为

例，商务办公用地占到了72%，居住用地仅为16%，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的比例不足1∶3，导致通勤

交通在区域交通中占据主导地位。密集的岗位分布加上高度的职住不平衡，使得核心区域交通拥堵严

重，对外和内部的交通设施在早晚高峰通勤期间往往达到甚至超过其可接受的服务承载能力[4]。
（3）引导 “公交+慢行”的出行方式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本质上是交通设施能力与出行结构不匹配。存量发展阶段下，增加交通设施有

限。因此，调整交通发展模式，提升现有交通品质，引导市民采用 “公交+慢行”的出行方式，是核心

区域必然的交通发展趋势。

2 核心区域慢行系统研究

2.1 现状慢行系统发展困境剖析

在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增量发展阶段，注重城市建设速度和机动化交通运行效率，虽然迅速造就了一

大批的城市新中心，但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城市品质和慢行交通体验。在此阶段，囿于观念、制度和资金

等因素，城市核心区域的交通建设资源普遍倾向于轨道交通和道路交通，而对慢行系统投入不足，导致

慢行系统品质化水平整体不高，普遍存在慢行网络不健全、慢行空间没保障、慢行环境不宜人等一系列

问题。
进入质量提升为主的存量发展阶段之后，只有采用 “公交+慢行”的出行方式，优化现有交通品

质，提升出行体验，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状交通发展困局。
而无论是单纯的慢行出行，还是 “公交+慢行”出行，都是低碳、绿色、环保、综合效率最高和综

合成本最低的出行方式。打造高品质的慢行系统，对于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综合交通体系至关重要。这就

要求现阶段老城核心区的城市更新改造和新城核心区的完善升级项目，都需解决慢行系统建设滞后的

“历史问题”，建设网络完善、空间舒适、环境宜人的慢行系统。

2.2 核心区域慢行系统构建策略

慢行交通不仅是一种交通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慢行系统除了承担交通功能以外，还涵盖了休

闲、购物、观光、交往、运动等复合功能。因此，在品质化慢行系统规划中不仅要注重其交通特性，也

要挖掘其在商业、娱乐、休闲以及人文交流方面的价值。

2.2.1 按照人的行为特征分类规划慢行网络

针对不同的出行目的[5]，可将人在道路上的慢行行为分成两大类：通勤、购物休闲。因此，按照人

的行为特征可将慢行网络分成两大类：慢行交通通勤网络 （以交通功能为主）和慢行交通休闲网络 （购
物、休闲、健身等）。

高品质的通勤网络要求贯穿城市内重要的交通吸发点，关注轨道公交与目的地之间便捷的接驳需

求。高品质的休闲网络要求贯通连接城市公园与居住片区、行政办公区以及文体活动中心、购物商业娱

乐等区域，一方面依托城市绿道体系，提供足够长度和宽度的出行空间以满足市民漫游特性，另外一方

面在商业聚集区域构建三维立体慢行系统以满足畅游城市的需求。

2.2.2 强调慢行空间的生活体验和人文属性

包括传统街道在内的慢行空间是城市重要的公共空间和生活场所，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城市的活力和

魅力。慢行空间的规划设计影响整个城市公共空间的质量、街道的繁华程度，以及城市形象和品质。存

2311



量发展阶段下，高品质的慢行空间规划应统筹利用好存量与增量空间资源，拓展各类公共活动和交往空

间，同时通过打造标志性节点、营造景观大道等方式，为慢行空间注入人文元素以丰富其内涵。
拓展公共活动和交往空间。充分利用现有建筑前区空间与相邻道路慢行空间进行一体化设计。布置

开放空间用于补充街道通行，实现道路空间与沿线生活空间有机融合，打造 “快速通过+慢速游购”的

双重体验动线，拓展公共活动和交往空间的宽度；最大化整合碎片绿地，打造具有特色的口袋公园，为

市民提供尺度宜人、远离噪声，围合而有安全感的室外休息场所，拓展公共活动和交往空间的形式。
打造标识性节点及门户。具有设计感和体现城市特色的节点及门户，能够增加市民的亲近感和归属

感，也可吸引游客前来驻足观光[6]。以重要道路节点为抓手，在慢行空间内打造标志性的节点及门户，
既能起到集聚产业的作用，也能丰富公共空间的文化内涵，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

营造主题特色风貌段。在不同的功能分区结合其特色采用差异化设计，通过对铺装布局的色调、附

属设施的质感以及绿化植被的品种等进行精细化设计，突出公共文化、商业文化以及安宁住宅等不同特

色，增强慢行空间的艺术性与互动性，营造富有鲜活生命力的高品质慢行景观走廊。

2.2.3 营造安全舒适的慢行出行环境

高品质慢行环境设计旨在从人文关怀角度，强调交通安全设计和舒适性。通过系统的硬设施和软设

施等稳静化措施，降低机动车对市民慢行出行环境的负效应，改变机动车驾驶员驾驶行为，提升慢行出

行安全。从路面铺装、遮挡环境、街道家具以及绿化环境等多方面改善出行环境，提供舒适的出行环

境，促进慢行系统效能的充分发挥。
稳静化措施处理以保障安全。探索采用稳静化措施，通过路段分区限速、交叉口窄点设计等措施手

段，降低核心区行车速度，减少交通事故率，保证行人安全。在道路交叉口处，采用精细化设计，于渠

化岛等候区处布置防撞设施，提高交叉口慢行等候区的安全等级；在建筑出入口处，通过在车库坡道上

设置地磁感应等措施，及时提醒车辆驾驶员减速或者停车让行，保障行人安全通行[7]。
慢行环境友好设计以提供舒适。结合地面轨道公交接驳通道，设置风雨连廊，打造全天候接驳通

道，在暴雨或者烈日时候，保障行人舒适、便利地通行。同时，慢行交通系统设计时还应考虑儿童和老

人等弱势群体实际需求，营造友好的步行环境。

2.2.4 坚持建设与管理并重的发展理念

现状城市核心区域慢行交通品质化不高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小汽车违规停车侵占了慢行通道，使得本

就局促的慢行资源变得更加匮乏。存量发展阶段下，城市空间有限，在建设高品质的慢行交通系统后，
还需要借助高效的组织和管理手段，来保障慢行系统品质 “不走样”和 “不打折”。

3 案例———深圳高新北区慢行系统规划

高新区北区是深圳7大总部基地、17个重点开发片区之一，是未来城市发展的核心地区。片区功

能以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技术转移和企业孵化，产学研一体化为主。规划总用地面积约2.58km2，开发

总量约660万m2，预计可提供15万岗位，满足5.6万人居住需求。
为迎合城市的高定位，高新区北区在统筹改造实施规划中也突出强调慢行的品质化和便捷性，首先

在规划上采用土地功能混合利用开发，在职住层面需求最大化的平衡，这为活力街道的打造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片区及所属区域特征，提出适合本地区发展需要的慢行交通系统实施措施。
（1）构建地下、地面和空中三维立体慢行系统，紧密联系轨道站点、商务办公、居住区以及休闲绿

地等，服务不同出行需求。
地下慢行系统串联以地铁站点为支撑的地下商业设施，提供高效便捷的地下慢行交通功能，打造片

区地下步行通道，支撑整个地区绿色低碳发展。高新区北区内沿科苑路、朗山路、纵四路规划有地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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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新区北区法定图则

行通道，与地铁站点相连通，并在地下通道预设出入口衔接地下商业地块，强化慢行与轨道接驳，疏解

地面交通压力[8]。
地面慢行系统综合考虑需求分布、轨道站点、公交站点接驳要素，识别主要交通性步行通道，主要

服务1km范围内的中段距离出行。结合片区休闲带、绿地公园、城市绿心，构筑环形地面休闲环道。
空中慢行系统加强慢行系统与对外片区的联系功能，串联西丽枢纽、高新区中区，在主要商业区、

公共配套、公园绿地之间构建空中步行连廊，提供安全、连续，便捷通道，满足商务往来、休闲、健身

和中短距离慢行需求。

图2 地下慢行系统 图3 地面慢行系统 图4 空中慢行系统

（2）打造具有人文气息的慢行空间，增加慢行空间的吸引力和活力，引导市民积极采用慢行交通作

为短距离出行首选方式。
对人行道进行分区，形成步行通行区、设施带和建筑前区。沿街建筑底层为商业、办公、公共服务

等公共功能时，鼓励开放退界空间，与红线内人行道进行一体化设计，统筹步行通行区、设施带和建筑

前区空间。并以科苑大道为例，结合地下和空间慢行通道，进行一体化设计。

图5 地面街道一体化设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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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道路立体空间一体化改造示意图

针对不同功能街区，采用与其特色相匹配的设计风格。文化商办街区采用庄重、沉稳、敦实的设计

风格，商业办公街区采用多彩、生动、热闹的设计风格[9]，住宅街区采用安静、舒适、宜人的设计

风格。

图7 文化办公街区改造意向图

图8 商业办公街区改造意向图

图9 住宅街区改造意向图

（3）营造富有吸引力的慢行氛围，打造具有人文关怀、公平尊重的慢行文化。
轨道核心区范围内，人行道增设风雨连廊，改善轨道公交慢行接驳环境，有效延伸轨道公交服务范

围，营造安全、舒适、便捷的慢行出行环境，增强片区慢行可达性，引导市民慢行出行。
针对交叉口，车流量较小、以慢行交通为主的支路汇入主、次干路时，交叉口采用连续人行道铺装

代替人行横道。车流较少及人流量较高的支路交叉口采用特殊材质或人行道铺装，将车行路面抬高至人

行道标高，进一步提高行人过街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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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人行道增设风雨连廊示意图

图11 抬高式人行道布局示意图 图12 全铺装与抬高式交叉口布局示意图

4 总结

品质化的慢行系统规划需坚持 “绿色交通、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按照 “连续成网，便

捷接驳、空间复合、特色彰显”的原则，构建一个安全、连续、生态的城市慢行系统，满足市民日常出

行和休闲健身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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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的人性化、品质化评估

曾德津 胡嘉晴

【摘要】 在广州地铁建设大潮背景下，地铁站点出入口发散布设往往结合城市道路格局设置，缺乏前期对地铁站出口
行人空间的统筹规划，基于此现象，文章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对行人空间研究的范围、研究核心内容以及研
究思路。文章剖析了行人空间的组成要素，并分析了地铁站与城市用地空间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梳理本文构建地铁
站域行人空间的结构层次，应用综合评价法建立评估行人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等级的评估模型。以广州市十八号线横沥
站为应用实例，运用文章建立的评估模型进行评估。初步验证评估模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 地铁站域；行人空间；评估模型；综合评价法

0 引言

我国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许多城市纷纷步入兴建城市轨道交通的大潮之中。在城市地

铁时代的大背景下，地铁站点的规划建设重塑了城市用地格局，缝合城市用地各功能区，强化城市交通

设施与用地功能区之间的联系。同一地铁站点对不同地块的辐射强弱程度，与地块区位有关，具体表现

为距离站点近的地块，受到站点辐射力强，土地效益高，土地开发强度也较高；距离站点较远的地块，
受到站点辐射力弱，土地效益低，土地开发强度也较低。从而呈现出一种由区位距离决定的城市开发强

度的梯度递减状态[1]。大城市核心区的地铁站点这种辐射效应表现得更为明显。大城市核心区是集城市

商务办公，休闲娱乐，居住生活，交通转换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功能区。由于城市核心区功能的多

样性，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地铁站每日均有大量的客流集散，因此构筑城市核心区品质化、人性化的地铁

周边行人空间可以高效集散人流，打造休闲舒适的城市开放空间。

图1 轨道站点周边城市开发强度递减状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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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对于行人空间的研究都是基于片区慢行交通上位规划做的设计，没有为行人空间做专项

的规划布局研究，也没有针对轨道站点周边等人流集散大的区域内做行人空间的规划布局。一般城市地

铁站辐射范围与站点周边开发强度、业态分布以及站点可达性等因素相关。通过对地铁站点影响范围的

研究发现，地铁站点步行区间为800m内范围，此范围为地铁站域范围[2]。本文将在地铁站域范围内分

析地铁站周边城市用地开发层次关系，搭建适宜的行人空间网络。通过行人空间这种中间介质衔接地铁

站与其他交通设施。分析站域范围内地铁站与城市不同用地类型之间的客流互动关系，根据不同用地与

地铁站的客流互动关系，构建地块与地铁站之间的行人空间通道形式。最后，以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

系统为应用实例，采用文章建立的评估模型对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的品质化、人性化等级进行综合评

价，初步验证评估模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1 地铁站域行人空间要素组成

1.1 步行网络

作为地铁站域范围内串联步行人流与地铁站之间的城市空间，行人空间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便是易达

成度高的步行通道。合理规划布局地铁站域内的步行通道，使之形成互联互通的步行道路网络，降低慢

行主体步行的非直线系数 （绕行系数），提升慢行主体体验步行通道的便捷性。因此，互联互通的地铁

站域步行道路网络是让行人空间满足人性化标准的重要要素。

1.2 通道宽度

步行通道宽度直接决定了行人空间的承载力以及集散能力。与道路交通系统一样，行人空间步行通

道越宽，步行通道通行能力越大。同时研究表明，人在宽敞的环境中时，开阔的环境视野会刺激大脑皮

层，越容易得到舒适愉悦的体验感。因此，步行通道的宽度也是行人空间满足人性化、品质化标准的重

要要素。

1.3 接驳通道

行人空间不仅仅只是衔接地铁站点与城市用地之间的公共空间，同时也承担地铁站与地面常规公

交、自行车、出租车 （小汽车）等其他交通设施接驳的交通功能，成为传递人流在地铁站与地面交通设

施流动的重要中间介质，延伸地铁站的服务范围。具备衔接地铁站与地面交通设施通道功能是行人空间

品质化标准的要素。

1.4 环境设施

具备人性化、品质化标准的站域行人空间不应只有步行通道要素，是否无障碍设施、照明设施、街

道家具设施、景观绿化、指引设施等环境设施也是进一步提升行人空间质量，达到整体行人空间系统人

性化、品质化标准的重要指标因素。

2 地铁站域与行人空间的互动关系

2.1 为地铁站客流提供舒适的活动空间

根据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显示，慢行交通占到出行交通总量的60%～80%，其中步行交通方式占到

全方式出行总量的40%。因此，慢行交通在居民日常出行中依然为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同时通过统

计数据显示，居民步行的可接受范围为2～2.5km，可接受出行步行时长不超过30分钟。慢行需求则

9311



主要集中在安全、舒适、优美等方面。
步行活动作为地铁站域范围内的主要交通方式，为步行提供安全舒适的活动空间，是非常必要的。

2.2 提升地铁站点服务品质

行人空间作为地铁站与城市用地之间日常互动的重要中间媒介，其最大的功能主要表现为串联地铁

站与城市用地之间的客流交互。地铁站对客流具有磁力效应，呈现强集聚性、高吸引力和向心力[3]。
通过品质化、人性化的行人空间，可以从城市用地为地铁站提供强大的客流支撑，强化提升地铁站

域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支撑范围内城市轨道交通长期稳定的运营；同时地铁站点的平稳运作也

可以带动站点周边用地的高强度再次开发，引导城市用地形态的演变，激发和重塑城市活力。这种城市

小范围内的针灸做法，做出小尺度解决策略，能够激活城市地铁站域区域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可持续更

新，形成双向互补的有效机制。

2.3 满足城市公共空间品质化， 人性化要求

影响步行适宜性的街道要素有，行人道有效宽度、是否机非分离、是否有围墙及缓冲区宽度[4]。行

人空间并非只有交通功能，而是具有丰富内涵的社会行为，它包括实现慢行路径过程中慢行主体 （慢行

交通使用者）所表现的一系列慢行行为，比如运动行为、休闲娱乐行为、商业行为、交通行为等。这需

要城市规划时充分考虑地铁站域空间范围内行人空间的人性化、品质化、舒适性要求，形成能满足慢行

交通诸多社会行为的行人空间。

3 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结构层次

通过构筑品质化和人性化的站域行人空间，可以进一步完善地铁站点周边的慢行系统，促进整个地

铁站区域形成互联互通的有机会整体，释放城市空间活力。而地铁站域行人空间是城市用地空间塑造过

程中必不可少的介质和溶剂。有了行人空间的融合，才能使地铁站点和城市用地之间产生接触反应。借

助站域行人空间与城市功能区的互相融合，形成便捷、高效、人性化的城市开放空间，在发挥轨道交通

的最佳交通功能的同时，同时实现站域行人空间和城市用地两者 “1+1＞2”的效果。
由此可见，站域行人空间的品质化、人性化的构建，是地铁站点发挥最大效益必不可少的一环。文

章将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构建地铁站域行人空间。

3.1 宏观层面———基于行人空间串联地铁站域

通过行人空间的搭建，促使城市核心区地铁站域范围内各种类型地块之间形成互联互通的联动整

体。从宏观层面构建以地铁站点影响范围内行人空间网络，可以促进站域范围内的慢行交通系统的升级

优化。行人空间网络的布局规划应与地铁站点客流主流向相匹配，形成一套服务于地铁站与城市功能区

客流高效交互的行人空间网络。在行人空间网络布局引导下，城市核心区各个功能区将聚集到地铁站域

影响范围内，为慢行活动提供更多的空间支持。
在行人空间网络的串联之下，地铁站域范围内地下、地面、空中三个不同层面的城市空间维度将与

地铁站点建立互联互通的交通联系。

3.2 中观层面———以行人空间为介质实现其他交通方式换乘

解决出行 “最后一公里”是重要的交通难题，让行人空间成为地铁站点与其他交通方式转换的中间

媒介，同步做好地铁站点周边交通设施的布局规划，形成 “地铁+慢行+其他交通方式”的出行模式，
将有效解决出行 “最后一公里”问题。

“地铁+慢行+其他交通方式”一体化，中观层面即需要合理规划和设计城市慢行交通及其他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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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构建地铁站与城市用地之间的行人空间

设施，又要考虑慢行交通与其他交通设施的协调设计和换乘便利[5]。因此，在做好地铁站周边其他交通

设施规划布局的基础上，还应协调行人空间与其他交通设施换乘的便利性。

图3 通过行人空间实现地铁站与其他交通设施的衔接

3.3 微观层面———细化用地类型搭配适宜行人空间

在微观层面，通过细化分类不同类型的地块，针对不同的类型地块设置适宜行人空间直联地铁站点

的形式，更能体现行人空间的灵活性。本文主要将地铁站域范围内的地块划分为商务商业和居住生活两

种类型，针对这两种类型，笔者认为商业商务综合开发体量较大，具有早晚高峰客流庞大，客流集中，
且平峰时段也具有一定的客流量，因此设置地铁站与商业商务用地的直联行人空间可以发挥更大功能，
而居住生活用地客流至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平峰时段客流较少，为其设置专门的连续行人空间，功能

过于单一。
同时，行人空间的规划设计理念应强调以人为本。在根据人的心理特征、生理特征、生活习惯、思

维模式等基础上，提供慢行交通正常通行所必需的活动空间，提升慢行交通设计水平，展现以人为本，
慢行优先的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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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用地类型行人空间的构建

4 人性化、品质化评估体系的建立

文章采用综合评价法对地铁站域行人空间进行综合评价，评估人行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的等级。评

估体系确定了行人空间中步行网络密度、行人空间宽度、其他交通设施换乘、土地利用开发、空间设施

环境为评价的五个指标，接着对各个指标提出各自的赋分标准，标定指标权重，建立评估模型，对行人

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等级经行综合评估。

4.1 评价指标赋分标准

综合评价法采用五级进行评分，各个级别分别对应的评分值为90～100、80～90、70～80、60～
70、0～60。各项指标赋分标准如下文所述。

（1）行人空间步行网络密度C1
行人空间网络密度赋分标准如下表1所示。

表1 行人空间步行网络密度指标赋分标准 （单位km/km2）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步行网络密度 20-25 17-20 14-17 10-14 0-10

（2）行人空间宽度C2
行人空间宽度赋分标准如下表2所示。

表2 行人空间宽度指标赋分标准 （单位：m）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空间宽度 6-10 4-6 2-4 1-2 0-1

（3）其他交通设施换乘C3
其他交通设施换乘赋分标准如下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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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其他交通设施换乘指标赋分标准 （单位：m）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步行接驳距离 0-80 80-150 150-300 300-400 400以上

（4）土地利用开发C4
土地利用开发赋分标准如下表4所示。

表4 站域范围内容积率赋值标准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容积率 5-20 3-5 2-3 1-2 0-1

（5）空间设施环境C5
空间设施环境包括无障碍设施、照明设施、街道家具设施、景观绿化、指引设施，空间设施环境赋

分标准如下表5所示。

表5 空间设施环境赋值标准

评价标准等级 一 二 三 四 五

空间环境品质 满足五项 满足四项 满足三项 满足二项 满足一项

4.2 确定指标权重

各项指标在本次综合评价体系中的权重值标定如下表6所示。

表6 行人空间系统评价指标权重值标定表

指标 行人空间网络密度 行人空间宽度 其他交通设施换乘 土地利用开发 空间设施环境

权重 0.18 0.17 0.19 0.21 0.24

4.3 构建评价模型

综合评估模型公式如下所示：

C=∑5

1WiCi
其中C为综合评价得分，Wi为各指标权重，Ci为各指标赋分。
计算出综合评价值之后，对照设置的评估标准，得出具体的行人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等级。

表7 行人空间发展水平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等级 优秀 良好 一般 较差 差

综合评价值C 90-100 80-90 70-80 60-70 0-60

5 广州实践———构建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

5.1 概述

地铁18号线在建段起始于南沙万顷沙枢纽，终止于天河广州东站，沿线串联南沙区、番禺区、海

珠区及天河区，线路全长62.7km，在南沙境内设横沥站及万顷沙站。横沥地铁站位于南沙区横沥岛，
横沥岛未来开发体量十分庞大，将聚集商务办公，居住生活，会议等多种城市功能，是未来南沙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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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区。根据既有控规测算，远期横沥片区开发规模较大，在横沥地铁站域范围内，受地铁辐射影响，
各个地块平均开发容积率超过5。

图5 广州地铁十八号线横沥地铁站区位示意图

18号线横沥地铁站已经进入建设实施阶段，根据拟设计方案，横沥地铁站远期将设置Ⅰ、Ⅱ、Ⅲ、
Ⅳ及Ⅴ出入口等五个出入口，同时其周边将同步规划布局P+R泊位，出租车及K+P泊位，公交车停

靠站，公交场站等交通设施。

图6 横沥地铁站站域范围地面交通设施示意图

5.2 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

宏观层面，在梳理横沥地铁站站域影响范围内的地块分布区位后，搭建七条专属行人空间的地下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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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通道，其中两条为直联地铁站点的通道，另外五条是在直联通道基础上衍生进其他地块的间接联系地

铁站的通道。同时为加强各个地块之间的联系，根据地块类型设置地块内部联系通道或者空中廊桥，从

而形成横沥地铁站站域范围内行人空间网络。

图7 行人空间步行网络示意图

表8 行人空间步行网络通道长度及密度

步行通道 直联通道 间接通道 地块内部廊道 空中连廊 合计

长度 （m） 2788 2412 4702 3600 13502

密度 （km/km2） 17.8

中观层面，为实现 “地铁+慢行+其他交通方式”一体化出行模式，便捷地铁站与地面其他交通设

施的换乘那个衔接，在横沥地铁站与地面公交场站之间搭建行人空中廊桥，人流在地铁站与公交场站之

间交互可以直接利用空中廊桥，高效实现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根据站点周边地面交通设施布局规

划，地铁站通过步行走廊与地面其他交通设施换乘的步行距离均小于80m。

图8 设置地铁口与公交场站联系行人廊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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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通过梳理横沥站站域范围内用地类型，将其站域范围内的用地类型主要细分为居住生活

地块以及商业商务地块，在商业商务办公地块之间构建直联地铁站点的地下行人空间，其他居住生活地

块通过直联通道衍生间接联系通道，也可以实现与地铁站的联系。

图9 不同类型地块联系通道示意图

表9 不同步行通道宽度设置范围情况表

步行通道 直联通道 间接通道 地块内部廊道 空中连廊

宽度 （m） 8-10 4-6 4-6 6-8

为提升整体横沥地铁站域范围行人空间设计品质，突显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各个交通要素布局

完善后，对于每条步行廊道都相对应设置有无障碍设施、照明设施、街道家具设施、景观绿化、指引设

施等环境设施。

图10 无障碍设施 图11 景观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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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街道家具设施 图13 指引设施

图14 照明设施

5.3 评价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

应用文章第四小节建立的行人空间评价模型对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系统进行评估，确定构建形成

的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中行人空间网络密度、行人空间宽度、其他交通设施换乘、土地利用开发、空

间设施环境等指标的赋分如下表10所示。

表10 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各指标赋分

赋分指标 行人空间网络密度 行人空间宽度 其他交通设施换乘 土地利用开发 空间设施环境

赋分值Ci 83 86 95 93 96

通过文章构建的综合评价模型，计算得到本文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综合评价值为：
C=0.18×83+0.17×86+0.19×95+0.21×93+0.24×96=90.18

构建横沥地铁站域行人空间人性化、品质化评估等级为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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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站域行人空间不仅是单一的交通功能，他也是城市活力的公共空间，是人流在地铁站点与城市用地

之间交互的重要中间纽带。结合人行空间的组成要素，以及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中行人空间的

构建层次体系，文章运用综合评价法建立了一套评估行人空间等级的评估模型。在实例应用中以广州市

十八号线横沥地铁站作为运用实践，针对构建的横沥站域行人空间系统进行评估。最后，研究初步表明

文章建立的综合评价模型对地铁站域行人空间系统人性化、品质化等级的综合评价具有一定的科学参考

性，可以此为基础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
对于影响地铁站域行人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等级的要素，文章的研究深度存在不足。下一步工作

中，应该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用数据综合分析，深入研究影响行人空间人性化、品质化的决定要素，
同步修正评估模型，使评估模型更为科学、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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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研究
———以武汉市建安街地铁站为例

张 森 郭 亮

【摘要】 城市居住区植入地铁站点，在便利居民生活出行的同时，对站点周边空间发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尤其是如
何优化周边慢行空间建设，实现住区公共交通与慢行交通的协同发展。本文以武汉市地铁7号线上居住型地铁站点为
例，总结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的基本特征；利用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分析建安街地铁站点周边慢行
空间发展现状，基于慢行空间三大构成要素：慢行通道空间、慢行节点空间以及慢行接驳空间，探讨慢行空间优化原
则，针对性提出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
【关键词】 地铁站点；居住区；慢行空间；优化策略

0 引言

目前国内地铁站点分类原则多样，主要包括交通导向型、区位场所型、交通运营数据型及站点空间

形态型四类。按照区位场所型分类原则，可以将城市地铁站点分为：交通型、公共型、居住型、混合

型、工业型、文教型和景点型七大类[1]。其中居住型地铁站点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公共交通+
慢行交通”混合出行方式在居住区最为流行。但是居住区由于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稀缺等问题使住区

慢行空间建设发展受限，尤其是慢行交通流线不连续与地铁站点自行车停车难等问题严重影响居民通勤

出行效率。
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主要包括慢行通道空间、慢行节点空间和慢行接驳空间三大类。当下，国内

外有关地铁站点慢行空间优化研究多是聚焦于构成慢行空间的某个要素。如Marc
 

Schlossberg重视慢行

通道空间研究，基于GIS的空间量化分析对站点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的步行可达性进行测量，针对性

提出慢行通道空间优化策略[2]；Asha选取美国不同城市同种类型地铁站点进行周边环境品质测度，从

优化慢行节点空间目标出发，认为便捷性、舒适性及安全性是慢行节点空间规划设计需要考虑的三大因

素[3]；Ryan
 

Sherman
 

Park则认为提高站点周边道路连通性，降低步行绕路系数是优化慢行通道空间的

首要举措[4]；国内学者相对而言，对地铁站点周边空间研究更注重商业空间活力的提升，如王维礼、白

云庆、陈懿慧等人利用大数据对城市地铁站点周边商业点进行量化研究分析，并提出周边商业空间优化

策略[5-7]；当然，国内同样也有一部分学者关注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研究。彭俊以成都市中心区居住型地

铁站点为例，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借鉴国外站点周边慢行空间经验，因地制宜提出系列优化建议[1]；段

婷、运迎霞则通过对地铁站点周边慢行交通系统进行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系统性因素、设施因素分别

与步行、自行车环境适宜性关联最大[8]。牛彦龙、严建伟以天津、香港两城市地铁站为例，基于提高城

市活力来探讨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9]。不过总体来看，国内对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研究主要是

基于某点详细探讨，缺少系统化综合研究。
居住区作为城市中与人们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区域，“植入”其中的地铁站点与住区慢行空间的协同

发展十分重要。本文以武汉市居住型地铁站点为例 （对武汉市7号线地铁站点进行梳理，居住型地铁站

点 （优势度大于50%）主要包括：瑞安街、建安街、北华街及纺织大街。以四个站点为圆心，500m为

半径范围分析周边用地及交通情况 （见图1），基于慢行空间三大构成要素，探讨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

慢行空间的基本特征，并选择建安街地铁站点具体分析，从慢行通道空间、慢行节点空间、慢行接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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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出发，探讨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以期为国内一、二线城市大型居住片区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慢

行空间发展提供参考。

图1 7号线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土地利用图 （来源：作者自绘）

1 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的基本特征

1.1 慢行通道空间特征

道路交通系统是居住区发展的骨架。一般而言，居住社区交通系统以方格网组织形式为主；居住小

区内部道路组织形式多样化，如贯通式、环通式、尽端式等。小区内部道路与社区主要道路接驳顺畅与

否主要取决于小区出入口数量及位置。步行空间和自行车道沿社区道路布置，但由于我国城市慢行交通

系统发展缓慢及居住区道路普遍以 “窄、密”为主，所以国内居住区设置自行车专用道案例较少，并且

居住区非机动车道被电动车占领现象十分严重。居住区通勤出行早高峰明显，“共享单车/电动车+地

铁”交通混合出行方较为普遍，但由于居住区非机动车管理不佳，通勤出行早高峰交通拥堵及交通小事

故时有发生。共享单车停车位布置首要原则是停车位附近人流量大，对应居住区范围，其停车区域主要

位于小区出入口、地铁出入口和公交站点附近。据调查显示，建安街和瑞安街地铁站点附近公交站点附

近单车停车空位较多，且排放整齐；而地铁出入口与小区出入口附近单车停放杂乱且位置不够，尤其是

地铁出入口附近，大量步行空间被非机动车占领，出入口步行流线模糊，通勤早高峰拥堵现象极为严

重。图2反映了住区交通组织形式关系。

1.2 慢行节点空间特征

慢行节点空间主要包括地铁站点出入口慢行节点空间、居住区出入口慢行节点空间、公园绿地慢行

节点空间以及换乘节点空间。地铁站点出入口慢行节点空间分为独立式和共用式两种。位于居住区地铁

站点出入口慢行节点空间一般为独立式，极少数一线城市大型居住区与商业综合体共用；居住区出入口

慢行空间与换乘节点空间布置相似，都是以划分适度集散场地来疏散人流为主要目的，此种节点空间用

处最大，不过极易造成住区环境枯燥效果；住区公园绿地节点空间，即住区步行空间小节点，受我国

0511



图2 住区交通组织形式图 （来源：作者自绘）

传统居住区规划影响，住区景观节点等级分明，从居住区级到居住组团级，最后的结果是投入最少

的组团级景观节点与居民生活联系最为紧密，同时串联居住区级绿地与组团绿地中间的步行空间小

节点布置简单，导致居住区级公园绿地慢行空间节点使用率偏低，造成公共资源浪费。图3、图4反

映当前不同等级绿地边界常见处理方式，从图中可以看出，该种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住区公共

空间使用。因此对住区慢行节点空间针对性改造十分必要，在提高居民出行品质的同时，也有利于

住区人居环境的改善。

图3 宅间绿地边界处理方式[10]

     
图4 中心绿地边界处理方式[10]

1.3 慢行接驳空间特征

居住区慢行系统接驳主要考虑的是慢行交通 （步行、自行车）与住区内外、公共设施、地铁站点的

接驳。通常情况下，人们步行活动自主性、灵活性较强，所以步行在城市空间主要沿 “面状”运动；自

行车受其行驶方式限制，一般呈 “线状”方式运动。两种不同运动方式决定了与其他交通方式、居住区

内公共设施的接驳方式不同。步行系统接驳较为简单，一般是通过布置适度集散小广场来疏散人流；自

行车系统与其他交通方式接驳主要体现在自行车停车位布置选择上，上文慢行通道空间部分对此已有说

明，此处不再赘述。

2 建安街地铁站概况及周边慢行空间现状分析

2.1 建安街地铁站概况

武汉市近年轨道交通发展迅速，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使人们开始注重城市空间品质的提升。建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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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站位于武汉南湖居住片区中心，其所在的轨道交通7号线是连接汉口和武昌的一条重要干线 （如图

5）。建安街地铁站周边500m范围内基础设施完善，站点所在位置的恒安路两侧各类商业设施高密度布

置。站点四个出入口位于道路交叉口的四角，其中A、D出入口紧邻道路交叉口，B、C出入口距离道

路交叉口分别约80m、130m左右 （如图6）。其中B、C出入口往北50m左右有中百超市，超市门前有

一较大社区广场。该地铁站承担了南湖居住片区中心地段居民通勤出行的重要交通任务，站点覆盖范围

大体上符合现状人流特征。

图5 轨道交通7号线示意图

（来源：网络）
图6 建安街地铁站点出入口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2.2 建安街地铁站周边慢行空间现状分析

2.2.1 站点周边慢行通道空间与步行绕路系数分析

以地铁站点四个出入口为圆心划定半径为500m的圆形范围，由此计算各出入口的步行绕路系

数，即PRD值。具体计算方法：将半径500m范围均分为8个象限，随机抽取每个象限中任意一条

街道，且这条街道必须与圆相切，计算每一个切点到圆心的距离，最后取8个距离的平均值，得出

的平均值与500的比为各出入口的步行绕路系数。根据有关资料显示，人们可接受的步行绕路系数

在1.2以下，1.0～1.2之间为绕路最高限度，基本满足人们绕路要求。经计算，建安街地铁站四个

出入口除了D出入口绕路系数在1以下，其他均在1以上，其中B、C出入口的步行绕路系数均超过

1.2（如图7）。

图7 建安街地铁站各出入口步行绕路系数值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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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站点周边慢行节点空间与人群活动特征分析

利用百度地图获取的建安街地铁站点周边500m范围热力图数据 （详见图8），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

度分析站点周边人群活动特征。从空间上看，居民活动空间集聚点主要集中于地铁站点出入口、沿街底

商地带以及小区公共活动场所等，且高热区集聚空间以地铁站点为中心分散布置。工作日与休息日不同

时段高热区活动场所有所不同；从时间上看，不论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整体上高热区集聚点变化规律相

似，早晨至晚上呈上升趋势，21：00为高峰时段。但是也有差异存在，工作日9：00-15：00时段人群

活动强度明显低于休息日此时段，但是工作日17：00-21：00高热区集聚点多于休息日此时段。结合以

上特征，可知居住区整体人群活跃度较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住区公共设施附近。由此可知，住区慢

行空间建设十分重要，尤其是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慢行节点空间。

图8 基于热力图数据建安街地铁站点周边500m范围内居民活动空间集聚变化 （来源：作者自绘）

2.2.3 站点周边慢行接驳空间与周边建筑关系分析

建安街地铁站点四个出入口与周边建筑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类：出入口占用人行道型、出入口广场型
（建筑退让）。C、D出入口属于占用人行道型，出入口占用步行空间，没有设置尺度适宜广场来疏散人

流，而且出入口周围仅有空间被非机动车停车位占领，尤其通勤出行早高峰和晚高峰，出入口停车混

乱，拥挤度剧增。A、B出入口是利用周边建筑退让形成的广场型出入口，入口附近配有小尺度集散广

场，且没有占用慢行交通空间，小的集散广场结合尺度适宜的人行道空间一定程度了缓解了高峰期出入

口拥挤程度。具体站点出入口与周边建筑关系示意详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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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建安街地铁站出入口与周边慢行空间关系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3 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原则

3.1 路网便捷原则

路网便捷是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设计的首要原则。路网便捷主要体现在商业空间连

续、道路连通性高及慢行交通设施完善等。站点周边商业空间的连续布置，再辅以特色感强的店

铺门面设计，吸引行人注意力，行人从心理上感觉步行时间较短，进而认为步行路网便捷；道路

连通性高不仅适用于居住区交通发展，同样适用于城市中心区，开放式小街区的发展模式一直是

国内外城市发展目标，小街区路网布置如图10所示，住区因地制宜适当发展小街区模式，一定程

度上有利于提高街区道路连通性，居民绕路系数降低。慢行交通设施完善，尤其是慢行交通道路

空间专门化规划设计，提高行人出行效率同时，还能美化城市环境。图11反映慢行交通十字路口

过街示意。

图10 小街区路网布置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4511



图11 自行车过街方案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3.2 步行舒适原则

行人步行舒适与否主要和以下因素相关：丰富的步行空间；品质良好的街道空间；景观优美的绿化

空间。居住区老年人出门遛弯现象最为常见，老年人体力有限是影响他们实现步行舒适的重要原因。对

步行空间进行人性化设计，体现 “以人为本”设计理念，如增加街边座椅，布置清晰路标牌等，均有利

于提高居民步行积极性。街道品质体现在居住区底商的连续及有趣的商业界面，干净、整洁的沿街商业

吸引行人驻足，提高街区活力；街道绿化景观同样影响居民出行步行意愿。图12、图13反映住区部分

影响居民步行舒适空间改造示意图。

图12 住区围墙界面绿化改造 （来源：作者自绘）
    

图13 街道空间建筑立面改造 （来源：作者自绘）

3.3 接驳高效原则

高效接驳原则主要体现在系统化处理慢行交通系统与轨道交通站点、公共设施以及住区内外之间的

接驳，同时需注意不同模式慢行交通接驳方式有差别。如步行与住区内公共设施之间的接驳，主要是通

过设置适度集散广场来疏散人流；自行车与地铁站点之间的良好接驳，关键则是处理好自行车在站点出

入口附近停车问题。此外，地铁作为一种大运量交通工具，站点出入口与居住区慢行空间的系统接驳，
在考虑慢行交通系统与地铁高效接驳外，还需注意通勤出行早晚高峰期出入口人流大导致的拥堵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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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反映地铁站点周边自行车不同停放形式。

表1 地铁站点周边自行车停车形式汇总表

类型 形式 图示

地面划线停车

停车场集中式

空间利用式

地面固定停车

桩式 （无雨篷）

桩式 （有雨篷）

座椅结合式 （圆形）

座椅结合式 （线形）

地面立体停车

随墙式

重叠式

地下立体停车 重叠式

（来源：参考文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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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安街地铁站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

4.1 慢行通道空间便捷化

4.1.1 加强周边商业空间连续性

连续性强的商业空间布置在提高街道品质的同时，有利于吸引行人注意力，行人从心理上感觉步行

时间较短，进而认为步行路网便捷。但是通常情况下，大部分街区商业空间连续性有待加强，尤其是居

住区范围内，封闭式管理的传统小区建设打破了住区范围内商业空间发展最初肌理。图15反映了建安

街地铁站点周边500m范围内底商分布示意图。由下图可知，站点周边商业空间布置比较零散，连续性

差。为解决此类问题，受限住区可以适当 “打开”街区，利用街区活力来保障住区安全；其次，对于必

须以围墙展示的街区，可考虑适当拓宽步行空间，布置规整有序的流动商贩位置来保证商业空间的连续

性；最后，商业空间的连续性除了在位置上体现，商业文化的一致性同样也十分重要，即住区范围内同

一平面上生商业空间应统一商业主题，从位置与视觉感受给行人带来双重统一，保证商业空间连续性。

图14 建安街地铁站点周边500米范围内底商分布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4.1.2 提高站点周边道路连通性

步行绕路系数值最能反映道路连通性情况。由上文建安街地铁站点四个出入口步行绕路系数分析可

知，站点周边街道连通性有待提高。居住区街道连通性不够的原因主要是我国传统小区的封闭式建设管

理造成的。如果适度在站点周边区域打造开放街区，“小街区、密路网”的形成可以降低站点步行绕路

系数。此外，不适合改造的传统封闭小区可以通过增加小区出入口来提高居民出行便利度。图15展现

建安街站点周边部分小区开放后道路规划。

图15 建安街地铁站周边路网规划示意图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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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重视慢行交通线路规划

据有关研究显示，10分钟是人们能接受的适宜步行时间最高限度，假设50m/分钟的步行速度，以

瑞安街、建安街、湖工大三个地铁站点出入口为圆心，500m为半径查询地铁站点周边步行最佳范围

（见图16）。由图可知，湖工大与建安街两站点之间非步行最佳范围最大。因此，对站点周边进行慢行

交通线路规划十分重要。如设置自行车专用道、完善站点出入口步行流线等。此外，也应增强地铁站点

各出入口与周边商业建筑的联系，根据周边环境情况对出入口慢行空间合理规划。

图16 建安街站点周边慢行交通分析及规划路线图 （来源：作者自绘）

4.2 慢行节点空间舒适化

4.2.1 丰富步行空间

在不占用步行道面积的情况下，合理布置建筑小品、安置街边座椅、设置相关道路及建筑标示

等，在丰富步行空间的同时，为行人提供步行便利。尤其在居住片区，老年人出门遛弯、聚集聊天

现象十分常见，步行空间街边座椅的设置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老年人出门体力不足问题；布置与街

道景观相配的建筑小品可以美化丰富步行空间，提高居民步行积极性；道路及建筑标示的设置便利

居民出行。

4.2.2 增加街道品质

一般来说步行道与沿街商业相连最佳，增强街区活力同时保证街道安全。居住片区，封闭小区的建

设使得大部分人行道与小区实体围墙相邻，不仅街道活力不足，同时也使行人步行满意度有所下降。适

当开放沿街底商，有条件区域重新规划设计尺度宜人街道空间，严格控制高宽比。对于道路过宽街区，
可以通过对道路横断面的重新划分，定义不同道路横断面功能；现代城市居住区建设较多，对于临街建

筑过高现象，可以通过增加对立面建筑后退距离来缓解居民由此产生的压抑感，即街区严控道路两面临

街建筑高度均过高。详见图17。

4.2.3 增加街道绿化

街道绿化不仅具有景观观赏作用，还可以吸收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清新空气。增加慢行道周边的

绿化，首先在心理上可以减少机动车带给行人的不安情绪，其次，炎热夏天行道树可以为行人提供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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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16m、22m、30m街道剖面设计 （来源：上海街道设计导则）

作用。此外，居住区街道绿化与城市其他功能区相比景观设计相对单调，适当增加景观趣味性有利于提

高居民步行积极性。

4.3 慢行接驳空间高效化

地铁作为一种大运量且乘坐时效有保证的交通工具，使其成为多数居民通勤出行选择的首要交通工

具。因此优化地铁与其他交通方式的高效衔接，是提升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亟待解决的问

题。居住区的交通接驳主要涉及步行与地铁、自行车与地铁及公交车与地铁。步行与地铁之间高效

接驳主要体现在居住区步行流线的畅通和站点周边适度集散广场的设置；自行车与地铁之间的良好

接驳有一定难度，尤其是当下我国多数大中小城市 “共享单车围站”现象时有发生；解决自行车与

地铁之间的接驳问题短期上可以从整治地铁站点出入口附近单车停车区域入手，即提高政府城市治

理能力，如根据站点周围环境重新合理规划设计站点单车停车区域，探索自行车停车方式多样化，
严控单车乱停乱放。但长期需要解决的是提高城市居民使用个人单车的意识，当下共享单车的风靡

并不代表城市走向 “慢行城市”，共享单车只是起到对城市 “绿色、慢行出行”起到补充作用，鼓励

大家使用个人单车才是目的。个人单车使用率高，无形中提高大家停车素质；此外，为保证公交与

地铁之间的高效换乘，地铁站点出入口附近应设置公交站点，两类站点之间应规划安全步行流线，方

便居民出行换乘。

5 结语

居住区作为与人们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城市功能区，区域公共交通与慢行交通的协同发展对居

民出行品质提高十分重要。本文以武汉市南湖居住片区建安街地铁站点为例，基于慢行通道空间、
慢行节点空间及慢行接驳空间三大要素，对站点周边慢行空间进行现状分析，并提出居住性地铁站

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原则：路网便捷、步行舒适及系统接驳，结合设计原则与站点周边现状分析系

统化探讨居住型地铁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优化策略，最终实现站点周边慢行空间便捷化、舒适化与安

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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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桩共享单车使用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深圳为例

周 军 周青峰 马 亮 郭 莉

【摘要】 基于深圳市2017年9月份OFO
 

20万辆无桩共享单车的使用数据，通过网格划分，采用空间自相关技术分析
共享单车使用的时空格局，并使用空间回归模型从人口就业，土地利用和建成环境讨论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结果表
明：①深圳市共享单车使用空间分异显著，使用量高的地区趋于相邻，使用量低的地区也趋于相邻。深圳市共享单车使
用存在四个热点区域，整体空间格局围绕着四个热点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特征。②就业岗位在全天范围内对共享
单车的有影响，岗位密度大的区域是共享单车的发生和吸引的热点区域，而人口密度对共享单车的使用量影响作用弱于
就业岗位。③餐饮、公司和学校是共享单车使用量高的地点，且呈现出不同的使用特征。政府办公区，商店和娱乐休闲
场所不是共享单车的活跃区域，土地的混合利用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④城市路网中次干路对共享单
车的使用具有影响，公交与共享单车两者之间的换乘关系较弱，而地铁与共享单车的互动关系很强。⑤共享单车在城市
中有固定的 “呼吸模式”，人口与就业，土地利用和建成环境三者对呼吸模式的形成有影响。
【关键词】 共享单车；空间自相关；时空特征；土地利用；建成环境

0 引言

城镇化进程中越来越多机动化交通带来的拥堵影响城市生活质量和竞争力，人们认识到自行车交通

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很多城市开始修建公共自行车系统，全球大概有700个城市建设了公共自行车

系统 （Fishman
 

et
 

al，2016），其中我国约有400个城市和地区，成为全球整体数量第一和系统基础设

施规划最多的国家。公共自行车系统研究主要关注收支平衡、站点布局、高峰时段供需失衡与路径选择

等问题。姚遥等 （2009）分析杭州市公共自行车的运行数据，对系统规划和设施与人员的配备及运营进

行了讨论。李黎辉等 （2009）讨论了武汉市公共自行车租借点布局与公交点、公建点和校园点的规模之

间关系。刘智丽等 （2012）从公共自行车系统目标、租赁站点选址、费率和运营机制等4方面提出重建

北京市公共自行车系统。董红召等 （2009）针对公共自行车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均衡的问题，研究了

调度过程中站点需求的动态特性。庄楚天等 （2017）定义站点活跃度等指标，通过网络爬虫技术获取站

点数据，挖掘站点使用状况的时空分布特征。国外公共自行车研究关注站点状态数据，深入研究整个系

统出行需求在时空方面的波动，此外还关注出行记录数据，包含每次出行的起始、终点的时间和地点，
研究系统潜在的出行行为特征。Jensen等 （2010）分析了里昂公共自行车1160万次出行数据，根据站

点之间的数据，模拟自行车流在街道上的分布，为设计自行车道路网络提供了有用分析。Faghih-Imani
等 （2014）对纽约citibike公共自行车系统出行数据进行研究，主要探索共享单车需求的决定因素。
Kaltenbrunner等 （2010）利用西班牙巴塞罗那Bicing公共自行车出行数据探测城市移动的时间和空间

特征，推断居民的自行车活动在时间空间的分布。Vogel等 （2010）使用数据挖掘技术分析维也纳City
 

bike公共自行车的出行数据，发现了站点复杂的自行车活动模式，为公共自行车系统的规划和经营决

策提供支持。Froehlich等 （2009）分析了西班牙巴塞罗那Bicing公共自行车出行数据，提出在公共自

行车的空间布局是影响活动特征的影响因素。Borgnat等 （2011）分析了里昂公共自行车在出行在时间

上分布，探讨了城市里的主要单车流向。Vogel等 （2014）考虑到不同用户的骑车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差异是显著的，以街区为单位，统计不同街区之间的自行车流分布。Brien等 （2014）发现巴塞罗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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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Bicing公共自行车车站，基于整个一天活动变化可以分为五个空间群。
已有的大部分研究都是针对定桩公共自行车的运行数据，主要存在特征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无桩共

享单车是具有自带定位系统实时显示位置、能够随借随还和 “随停随放”自由流动的公共自行车，2016
年在我国得到了迅速发展。共享单车数量巨大，使用的人数及范围更加广泛。共享单车记录用户的使用

数据，可以理解用户的习惯以及反映其在城市区域内的移动状况 （Padgham，M，2012），在时间和空

间上反映了居民最真实、最准确的出行需求，能够弥补公共自行车出行研究的数据不足，但这方面的研

究目前还不多见。本研究基于深圳20万辆无桩共享单车的出行记录，划分空间网格单元，对共享单车

使用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识别不同共享单车出行的热点区域，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研究人口就业，
土地利用和建成环境对不同时段的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促使城市规划和空间更有利于自

行车，科学、有序地引导和推动公共自行车的健康发展。

1 研究区域、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域

深圳地处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毗邻香港，是国务院定位的全国性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城市，是

中国改革开放建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辖区共有罗湖区、龙岗区、福田区、宝安区、南山区、盐田

区、龙华区、坪山区、光明区和大鹏区10个行政区。全市总面积1996.85km2，其中建成区面积为

900km2。2016年的常住人口为1190.84万。深圳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长夏短冬，气候温和，日照充

足，年平均气温23.0℃，适宜自行车出行。

1.2 数据描述

截止到2017年9月，ofo无桩共享单车平台在深圳共有228059辆单车运营，本研究每隔5min对

这些单车的工作状态进行扫描，最终记录了2017年9月第4周某一天工作日的单车状态数据。数据内

容如表1所示，包括单车ID，单车开始停止使用的时间和日期，以及单车位置坐标。一天的单车状态

记录数据大约有5760万条，针对某个单车ID，我们首先通过对比其位置是否发生变化来确定是否使用

了单车，获取单车的开始使用时间和位置坐标以及结束使用时间和位置坐标。然后根据单车平均的出行

速度和出行距离，将产出异常的单车使用记录进行剔除。最后利用arcGIS软件将单车OD映射到空

间中。

表1 共享单车工作状态的信息数据

Time Bike
 

ID X Y

2017-0321T00：13：21 7556118647 113.884828 22.857536

2017-0321T00：13：21 7556073013 113.884834 22.857274

… … … …

2017-0321T00：27：44 7556146932 113.896694 22.458407

全部数据处理完后，共获取到541156次的共享单车使用记录，图1是共享单车在每小时内的使用

次数汇总。从全天的使用量来看，共享单车使用有两个明显的高峰。早高峰在08：00-09：00之间，晚

高峰为18：00-19：00之间。早高峰内，单车使用量超过了50000次，晚高峰的使用量稍低于早高峰，
超过40000次。同时也具有两个平稳期，在01：00-06：00时段，单车使用量最低且平稳，每小时约为

5000次，12：00-16：00时段是单车使用的第二个平稳期，每小时约为20000次。从晚间到午夜的20：
00-24：00时段，单车使用量平缓下降，从每小时40000次下降到1000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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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每小时的单车使用次数

1.3 空间与时间的尺度划分

1.3.1 空间尺度的划分

共享单车主要投放在建成区内，考虑到单车的出行距离，本研究将深圳建成区划分为1km×1km
网格，统计每个网格内的单车使用次数，删除单车使用量少于30的网格后，参与分析的共享单车占所

有共享单车的96.9%，能够代表共享单车的使用特征。参与分析的网格数为519个，其空间分布如图2
所示，福田区，南山区，罗湖区是深圳的中心区域，网格几乎全部覆盖了这三个区域的建成区，宝安

区，龙华区和龙岗区是深圳的次中心，网格覆盖了这三个区域靠近中心区域的建成区。整体上共享单车

的使用在深圳比较集中，在后续的分析中主要分析这六个区域。

图2 网格在深圳空间中的分布

1.3.2 时间尺度的划分

已有的研究中，考虑的时间尺度包括了分钟，小时，天，周，月，季度和年，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

性及数据处理的效率，本研究采用小时的尺度并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时段进行分析。以网格内每小时的单

车使用次数作为估计变量，使用核密度估计的方法绘制每个小时的使用量概率分布 （Rosenblatt
 

M，
1956），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24个时段的分布曲线主要分为三个簇群，分别对应夜间时段，白天高峰

时段和白天平峰时段。五条彩色的曲线是挑选出来代表性的时段。黑色曲线为凌晨02：00-03：00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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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格内单车使用的分布情况，因为使用量少，所以曲线最靠左；蓝色曲线为早高峰08：00-09：00期间

网格内单车使用的分布情况，红色为晚高峰18：00-19：00时段。这两个时段曲线位于最右边；绿色和

黄色为两个平峰时段的代表，分为12：00-13：00和22：00-23：00，曲线位于中间。研究主要对早高

峰时段，中午时段 （12：00-13：00），晚高峰时段以及晚间时段 （22：00-23：00）四个时段进行分析。

02:00-03:00

08:00-09:00

12:00-13:00

18:00-19:00

22:00-23:00

-1 0 1 2 3 4 5 6 7 8

共亨单车使用次数（L0G）

0.4

0.2

0

核
密
度
分
布

图3 24个时段单车使用的核密度分布

1.4 研究方法

1.4.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全域空间自相关分析用于衡量空间单元属性值在整体上的空间关联程度，本研究使用全域莫兰指数

I分析深圳共享单车的使用分布空间模式，判断深圳共享单车使用的是否存在空间差异性和相互依赖

性。计算公式为：

I=
∑n

i=1∑
n

j=1Wij（hi-h）（hj-h）

S2∑n
i=1∑

n

j=1Wij
（1）

S2=
∑n

i=1
（hi-h）2

n
（2）

式中：h代表单位时间内网格内的共享单车使用次数；h为均值；i和j代表空间中的网格，n是网

格总数；Wij 是空间权重阵。I的值域范围为 [-1，1]，I＞0并通过显著性检，说明网格间的共享单

车使用量存在空间正相关；I值越大，空间集聚程度越高。I＜0说明网格间的共享单车使用量存在空

间负相关；I值越接近于-1，空间离散程度越高。I=0则说明网格间的共享单车使用水平没有空间相

关关系，即共享单车使用水平在网格之间间随机分布。

1.4.2 局部空间自相关

局域空间自相关用于度量每个空间单元属性值与其邻近空间单元属性值之间的关联程度，常用的度

量指标是局域莫兰指数Ii 和Getis-OrdG*
i 统计量。局域莫兰指数又称为局域空间关联指数 （LISA，

Local
 

Indicators
 

of
 

Spatial
 

Association），计算公式为：

Ii=
hi-h
S2 ∑

n

j=1Wij（hj-h） （3）

式中：Ii＞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示网格i与其邻近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量正相关，即共享单车使用水

平高的邻近网格相邻 （高—高相关，记为HH）；或共享单车使用水平低的网格相邻 （低—低相关，记为

LL）。Ii＜0则意味着网格i与其邻近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水平负相关，包括使用量高的网格相邻使用量低的

网格 （高—低相关，记为HL）和使用量低的网格相邻近使用量高的网格 （低—高相关，记为LH）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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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is-OrdG*
i 是进一步测度局部空间自相关特征的统计量，用以识别不同空间单元的高值簇与低值

簇，即热点区与冷点区的空间分布，计算公式为：

G*
t =
∑n

j=1Wij（d）hj

∑n

j=1hj
（4）

对Gi*进行标化处理。Z （G*
i ）=

G*
i -E （G*

i ）

Var （G*
i ）

式中，E （Gi*）和Var （Gi*）分别代表Gi*的

数学期望和变异系数，Wij （d）代表空间权重矩阵，d为距离尺度。如果E （Gi*）为正且通过显著性

检验，说明网格i的周边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量相对较高 （高于均值），属于高值县区集聚，即所谓的

热点区域。反之，若E （Gi*）小于0且通过显著性检验，则说明网格i的周边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量

相对较低 （低于均值），属低值空间集聚，即冷点区域。

1.4.3 共享单车使用量的影响模型

根据研究文献 （Cervero
 

R
 

et
 

al，2003；Rodr
 

Guez
 

et
 

al，2004；Moudon
 

et
 

al，2005；Cervero，et
 

al，2009）人口经济、土地利用、建成环境和气候是影响自行车出行的四大主要因素。因此，共享单车

使用量的影响模型可写为：

hi=f（Pi，Li，Bi，Wi） （5）
式中：hi代表网格i内的共享单车使用次数；Pi、Li、Bi、Wi 分别代表网格i内的人口经济特征、

土地利用、建成环境和天气因素。因为气候变量不可控，而且数据取自单日温和天气，本研究主要考虑前三

类影响因素，每一类指标又进行了详细分类 （Faghih-Imani
 

et
 

al.2014；Zhang
 

et
 

al，2017），如表2所示。在

土地利用一类中，本次研究利用了开放性数据POI（point
 

of
 

interest）对土地利用进行衡量，选取了七类与居

民生密切相关的变量：餐饮、公司、学校、办公、公园、零售、娱乐，并加入土地混合的变量。

表2 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变量及统计值

变量分类 变量名称 单位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方差

人口就业
人口—POP 1000/km2 0 312.12 18.05 23.50

就业岗位—JOP 1000/km2 0 6.86 0.94 0.85

土地利用

餐饮—Restaurant 个数/km2 1 1736 186.68 217.51
公司—Company 个数/km2 1 3506 178.13 299.36
学校—School 个数/km2 0 29 2.83 3.61

政府办公—Office 个数/km2 1 83 8.54 10.79
公园—Park 个数/km2 1 110 4.93 9.43

商业店铺—Shop 个数/km2 1 3049 263.63 361.12
休闲场所—Luxury 个数/km2 1 266 21.83 24.19

土地混合—Mix_use / 0 2.79 2.27 0.47

建成环境

主干路—M_Road km/km2 0 8.46 0.81 1.49
次干路—S_Road km/km2 0 17.40 5.71 3.46
支路—C_Road km/km2 0 13.91 4.61 2.94
公交站—Bus_S 个数/km2 0 31 8.38 5.71

地铁站—Metro_S 个数/km2 0 3 0.28 0.55
距最近地铁站长度—Dis km 0.072 11.45 1.80 2.03

可用的共享单车—Bike_N 个数/km2 30 1866 423.94 417.98

注：影响变量是以网格为单位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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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线性回归，多层回归，混合线性回归，非线性回归和时间序列模型等，是经常用来在研究公共

自行车使用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在分析涉及空间要素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很好处理空

间自相关的问题。无桩共享单车的使用在空间上可能存在有着强烈的自相关性，因此本文采用空间回归

模型分析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因素。空间回归模型通常包括两类模型，即空间滞后模型式 （6）和空间

误差模型式 （7），并且使用鲁棒拉格朗日乘数测试来选择合适模型。
Y=a+bX+λWY+e （6）

Y=a+bX+e（e=λWe+u） （7）
式中，Y是每个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量因变量，X 是影响共享单车使用量的自变量，W 是空间权

重，e是误差，λ是空间自回归系数，WY 和We 是Y和e的空间度量值。

2 深圳市共享单车使用的空间格局

2.1 总体格局及变化

为考察共享单车使用情况的总体格局，本文将网格内的共享单车使用次数，利用自然断裂法将网格

划分为5个等级，绘制共享单车使用的空间分布图。图4显示了四个时段的共享单车使用量的分布特

征。总体上，四个时段内的共享单车使用量空间分布特征较为相似：使用量高的网格主要集中在南山

区，福田区和龙华区的中心地带，以及罗湖区内与福田区邻接靠近罗湖火车站的地带；使用量低的网格

则分布于宝安区的北部，南山区的西部，龙华区的边缘地带以及龙岗区。从使用量最高的网格出现区域

来看，不同时段内有所变化：早高峰时段，使用量最高的网格主要位于龙华区和南山区；中午时段，使

用量最高的网格出现在龙华区，南山区，福田区；晚高峰时段，使用量最高的网格主要位于南山区和福

田区；晚间时段，使用量最高的网格则出现在南山区，福田区与罗湖区的邻接处。
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了共享单车使用量分布的空间关联性。早高峰时段，所有网格的共享单车使用

量的全局莫兰指数为0.5029，中午时段为0.5628，晚高峰时段为0.5296，晚间时段为0.5068，四个时

段全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四个时段内的共享单车使用都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即共享单车使用

量高的地区趋于相邻，共享单车使用量低的地区也趋于相邻。从四个时段的空间聚集性比较来看，差别

不是很大，全局莫兰指数都大于0.5，早高峰时段和晚间时段，单车使用在空间上的差异最大，空间集

聚程度最小，而中午时段是单车使用在空间上的差异最小，空间集聚程度最大的时段。

图4 不同时段的网格内单车量空间分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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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不同时段的网格内单车量空间分布 （二）

2.2 局域格局及变化

为直观地反映共享单车使用的局部空间特性，绘制共享单车使用量的LISA散点图，图5为早高峰

时段的LISA散点图。从散点图来看，四个时段的局部空间特征相似度特别高。早高峰时段，落入第一

象限 （HH）的网格有161个，占网格总数的31.02%；落入第三象限 （LL）的网格有257个，占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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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49.52%，落入第二象限 （LH）和第四象限 （HL）的网格数量分别有73个和28个。这说明，
共享单车使用量高的网格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共享单车使用量低的网格集聚也非常显著，即共享单车

使用量相似的网格在空间上呈现集聚格局。对其余三个时段四个象限的网格个数统计显示，结果仅与早

高峰时段存在微小的差别。表明了共享单车使用的空间分异特征非常稳固，空间集聚程度一直很高，受

时间变化的影响很小。

图5 早高峰时段的共享单车使用量LISA散点图

图6为共享单车使用的网格分布的LISA地图，彩色的网格代表通过局域莫兰指数显著性检验，可

以看出通过大部分彩色网格属于高—高和低—低两类，有少量的低—高类网格，不存在高—低类网格。
四个时段内，网格的局部聚集特征非常相似。对于高—高类的网格，聚集为四个主要斑块，宝安区，南

山区和龙华区内各有一个，最大的斑块横跨福田区和罗湖区 （除了早高峰时段内，福田区内存在零星的

高—高类网格）。而低—低类网格在空间上几乎没有变化，主要位于所有网格组成区域的边缘地带。再

次表明了共享单车使用的局域格局稳定，受时间变化的影响小。

2.3 热点区域及变化

计算四个时段深圳网格内单车使用分布的Gi*统计量，按照自然断裂法将其由高到低分成热点区、
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和冷点区4类，据此分析共享单车使用热点区域及其变化特征，如图7所示。可

以看出，深圳市共享单车使用存在四个热点区域，整体空间格局围绕着四个热点区域呈现出明显的

圈层结构特征。四个热点为南山区，宝安区，龙华区的邻近区域中心的地带 （图7中黑点为区政府

中心），以及和福田与罗湖的交界地带，向外至建成区边缘依次形成 “热点区域—次热点区域—次冷

点区域—冷点区域”的圈层分布。从四个时段来看，热点区域的变化较大。对于早高峰时段，热点

网格主要集中在南山，龙华和宝安核心区，罗湖和福田的交界处出现少量的热点网格。在中午时段，
热点网格则转移到南山区，龙华区的区域中心，以及福田与罗湖的交界处。在晚高峰时段，热点网格分

布与中午时段相似。在晚间时段，热点网格的数量有所减少，主要位于南山和罗湖与福田的交界处。从

整天的时段来看，南山和罗湖与福田的交界处一直都是共享单车使用的热点区域，次热点区、次冷点区

和冷点区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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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不同时段的共享单车使用量的LISA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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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四个时段内的共享单车热点及变化

0711



3 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别以网格内的共享单车发生量 （单车使用起点在该网格内总和，称为P）和共享单车吸引量 （单
车使用终点在该网格内总和，称为A）为被解释变量，形成了4个时段3类影响因素的24个实证模型。

3.1 人口就业因素

表3是分别将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和吸引作为因变量，人口和就业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空间误差模

型回归的结果。λ为空间误差自回归系数，均具有显著性。

表3 人口和就业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分析结果

早高峰时段 中午时段 晚高峰时段 晚间时段

P A P A P A P A

λ 0.828* 0.7998* 0.8245* 0.8026* 0.827* 0.8470* 0.7964* 0.7676*

POP 0.0357* -0.0537* -0.0122 -0.0279 -0.035* 0.0334* -0.0147 0.0367*

JOB 0.6289* 0.7164* 0.6422* 0.6531* 0.6646* 0.6186* 0.6547* 0.5851*

AIC 1044.2 1159.4 1115.3 1166.2 1094.7 1010.4 1109.5 1109.5

Model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注：*、**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3中得知，人口因素对共享单车使用量影响在早、晚高峰和晚间三个时段具有显著性。早高

峰时段，人口因素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影响系数为0.0357，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系数为-0.0537，
表明早高峰时段人们从居住区使用共享单车出发去到工作地点或其他地点。在晚高峰时段，人口因素对

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量回归系数为-0.035，对共享单车使用量的回归系数为0.0334，表明晚高峰时段

居住区是共享单车的使用终点，反映了居民从非居住地点聚集地回到居住地的流动趋势。中午时段，人

口对共享单车的发生和吸引均为负影响，但不具有显著性。晚间时段，也呈现了居民从非居住地点聚集

地回到居住地的流动趋势。与就业因素相比较，人口因素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程度并不高，一个潜在

的原因是，深圳人口密度高的社区，为了方便管理，禁止使用共享单车进入，可能减低人口因素对共享

单车使用的影响作用。
一天四个时段共享单车的发生量和吸引量都与就业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即就业岗位较多的地方共享

单车的使用频率越高。在早高峰和中午两个时段，就业对吸引的影响比发生大，而在晚高峰和晚间时

段，就业对发生的影响比吸引大，这些特征符合人们工作出行的规律。四个时段中，早晚高峰时段就业

地点对单车使用量的影响并没有明显高于其他时段，说明共享单车在就业岗位高的活跃度一直很高，这

些区域共享单车需求比较大。

3.2 土地利用因素

表4是土地利用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空间误差模型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4个时间段内不同因素

（除土地混合度外）对共享单车使用量的影响差异性较大，少数因素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作用不显著。
餐饮店数量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有着显著的影响。在早高峰和中午时段，餐饮店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

的发生量是显著促进作用，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影响作用不显著。说明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居民倾

向于步行到用餐地点，餐后更有可能使用共享单车去到下一个出行地点。在晚高峰和晚间时段，餐饮店

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表现为显著正相关，而就餐结束后人们使用共享单车的趋势并不显著。这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共享单车的使用用户在餐饮方面的习惯。网格内的公司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也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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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影响。在早高峰和中午时段，网格内的公司数量与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回归系数分别为2.26989和1.07205，表明了居民在这两个时段内倾向于使用共享单车到达工作地点，
且在早高峰时段，公司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影响作用更大。在晚高峰时刻，公司数量对共享单

车使用的发生量显著的正向作用，回归系数为1.7492，表明居民在晚高峰时刻大量共享单车从工作地

点出行。晚间时段，公司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和吸引均为显著的影响。网格的学校数量在4个时

段内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发生和吸引均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里的学校主要包括了大学。大学生时间相对

自由，且多采用公共交通和共享单车出行。因此共享单车的使用在学校周边特别活跃，尤其是在晚间时

段。说明了大学生是使用共享单车的重要群体。

表4 土地利用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分析结果

早高峰时段 中午时段 晚高峰时段 晚间时段

P A P A P A P A

λ 0.7988* 0.7794* 0.7958* 0.7710* 0.7998* 0.8036* 0.7576* 0.7375*

Restaurant 2.6925* 0.6635 1.4218** 1.1670 0.7159 2.0534* 1.1169 2.7566*

Company 0.0772 2.2698* 0.8838 1.0720** 1.7492* 0.0294 0.1048 -0.1974

School 0.7422** 1.1317* 1.0189* 1.3813* 1.2322* 1.0218* 0.8739** 0.8495**

Office 0.5622 0.2916 0.2590 0.5700 0.1943 0.3649 0.4438 0.5173

Park 0.6251 0.5723 0.5400 0.2760 0.6361 0.7012 0.5104 0.7179

Shop 0.3869 0.6192 0.3921 0.5954 0.5342 0.4687 1.1253** 0.7227

Luxury -0.1532 1.0280 1.4090 1.1617 1.2927 1.0966 2.5597* -0.0095

Mix _use 0.9605* 0.8706* 0.8339* 0.7772* 0.7844* 0.8360* 0.6236* 0.7902*

AIC 1224 1298 1124 1280 1245 1202 1252 1243

Model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注：*、**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政府办公机构数量与学校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作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在4个时段内，其回

归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表明了政府办公用地对共享单车使用影响较小。有两个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
一方面在与其他用地性质相比较时，政府机构周边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较高，办公人员出行不会选择自

行车出行。另一方面，政府机构周边管理比较严格，不允许共享单车停放，造成使用共享单车使用不方

便，因此使用共享单车的出行数量不高。由于样本数据为工作日时间，因此公园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数量

并无显著影响。对于商业和娱乐用地，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影响有限，仅在晚间时段，对于共享单车的使

用发生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时段作用不明显。土地利用多样性在4个时段对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发

生和吸引均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这表明一个区域内土地功能越混合丰富对共享单车使用的促进作用就越

明显，而且混合的土地区域也使得共享单车的发生和吸引更均衡。

3.3 建成环境因素

表5是建成环境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空间误差模型回归的结果。结果显示，4个时间段内几乎所有

的建成环境要素对对共享单车使用量的都有影响。从模型的效果上看，建成环境因素是拟合最好的，其

AIC值与其他两大类因素比较是最小的。
在建成环境因素中，主干路的密度在早晚高峰时段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和吸引具有促进作用，而

次干路密度和支路密度在4个时间段与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和吸引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随着次

干路和支路的增加，意味着更小和紧凑的街区形态以及更高的可达性，人们更愿意使用共享单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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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结果也表明在早晚高峰时段，对共享单车用户来说，具有在主干路这样快速跨区域道路上进行骑行

的硬性通勤需求，而在非通勤时间内，城市主干路上行驶的机动车辆产生的安全，噪音与污染等不利因

素导致居民不倾向于在城市主干路骑行。此外，在分析的4个时间段内，次干路对共享单车使用数量的

影响更大一些，这是由于次干路在整个路网体系中承担着连接细碎支路与主干道的作用。次干道越密集

路网体系越通达，人们骑自行车出行也更便利。此外，对比车速过快且繁忙的城市主干道，以及道路空

间狭窄的支路而言，承上启下作用的次干路更适宜自行车出行。

表5 建成环境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分析结果

早高峰时段 中午时段 晚高峰时段 晚间时段

P A P A P A P A

λ 0.7677* 0.7157* 0.6626* 0.6553* 0.7136* 0.7602* 0.5709* 0.5403*

M _Road 0.0372* 0.0848* 0.0284 0.0558* 0.0605* 0.0397* 0.0315 0.0150

S _Road 0.0254* 0.1211* 0.0736* 0.0834* 0.0941* 0.0366* 0.0665* 0.0159

C _Road 0.0311* 0.0400* 0.0477* 0.0433* 0.0356* 0.0465* 0.0468* 0.0392*

Bus_S 0.0114** -0.0032 -0.0017 0.0058 0.0014 0.0104** 0.0068 0.0077

Metro_S 0.2940* 0.1368 0.2270 0.3134* 0.1163 0.2762* 0.1477 0.2612*

Dis -0.0831**-0.1579* -0.1257* -0.1039* -0.1583* -0.1296* -0.1352* -0.0389*

Bike
 

N 0.8828* 0.5888* 0.6945* 0.6652* 0.6449* 0.7982* 0.7244* 0.8985*

AIC 669 978 928 905 859 630 831 750

Model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SEM

（注：*、**分别表示在1%、5%水平上显著）

地铁站是影响共享单车使用的重要因素。模型表明，在早高峰时段，地铁站的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

的发生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吸引量作用却不明显，说明人们倾向于从地铁站出站后换乘共享单车

到达最终目的地。在中午时段，晚高峰时段和晚间时段，地铁站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量的影响与早高峰

时段正好相反，这三个时段的共享单车的发生量不受地铁站点的影响，但是吸引量却与之呈正相关，人

们倾向于骑车去地铁站换乘，而出地铁站后是否选择骑行不受地铁站数量影响。通过观察可以解释为，
早高峰时由于前一天晚高峰时段共享单车聚集于地铁站周边导致居住区内共享单车数量较少，不能满足

通勤者骑车去地铁站的需求，人们更多的是从地铁站出站后换乘共享单车出行。而在早高峰结束后大量

的共享单车聚集于办公区域和其他活动区域，人们下班后更倾向于骑车到地铁站换乘。共享单车在一天

24小时内完成了规模化的迁移循环，迁移的趋势与人们一天的通勤流向相吻合。地铁站周边共享单车

的数量在一天内呈现涨消循环，早高峰时段原本聚集在地铁站周边大量的共享单车逐渐减少。而到了一

天中稍后的时段里共享单车再从周边区域内向地铁站聚集，完成一个循环。
地铁站周边环境比较复杂，存在不能把共享单车停放在距离地铁站点很近的情形，因此本研究加入

离地铁站的距离因素，考察其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影响。结果表明，四个时间段里，距离地铁站的距离与

共享单车出行发生和吸引数量都呈现负相关。这表明离地铁站点越近越促进通勤者使用共享单车进行换

乘，同时再一次表明地铁与共享单车的互动关系很强。而公交站数量变量仅在早晚高峰时段对共享单车

的使用有着微弱的影响。在这两个时段内，共享单车的使用特征与地铁类似，人们倾向于早高峰公交车

与共享单车换乘，而在晚高峰则是共享单车与公共车换乘，但从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公交与共享单车

两者之间的互动强度远远不如地铁。可以推断，对于深圳来说，共享单车促进常规公交出行的作用有

限，甚至可以说公共单车的出行与常规共享单车的出行之间是竞争关系。无论是共享单车的发生还是吸

引，在所有的建成环境要素中，可用的共享单车数量是影响共享单车使用最大的因素。这一结果很好理

3711



解，地区存在越多的共享单车，使用共享单车就越方便，人们就有更大的可能性使用共享单车。

4 结论与讨论

共享单车渐渐进入较为稳定的发展阶段，基本形成了符合人们出行需求和活动规律的出行方式。本

文采用深圳ofo共享单车2017年9月份的使用数据，研究了工作日一天内的四个时段内共享单车使用

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特征，从人口与就业，土地利用和建成环境这三类因素分析对共享单车的使用强度

和空间分布影响，结果表明三大类因素在不同的时段，其影响作用存在变化。主要结论如下。
（1）深圳共享单车的使用都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即共享单车使用量高的地区趋于相邻，共享单

车使用量低的地区也趋于相邻。四个时段的空间聚集性比较来看，差别不是很大，共享单车使用的空间

分异特征非常稳固，受时间变化的影响很小。深圳市共享单车使用存在四个热点区域，整体空间格局围

绕着四个热点区域呈现出明显的圈层结构特征。南山和罗湖与福田的交界处一直都是共享单车使用的热

点区域，次热点区、次冷点区和冷点区变化不大。
（2）对于人口就业因素，岗位数量在全天范围内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有着影响，工作岗位密度大区域

无论对共享单车的发生和吸引来说都是热点区域，这些区域内共享单车的流动频率很快。而人口密度对

共享单车的使用量影响作用没有就业岗位的强，表现为早高峰人们从居住地使用共享单车出发去到工作

地点或其他地点，在晚高峰及晚上居民从非居住地点聚集地回到居住地的流动趋势。
（3）对于土地利用因素，餐饮，公司和学校是共享单车使用最频繁的三类地点，且呈现出不同的使

用特征。早高峰段，餐饮店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发生量是显著促进作用。在晚高峰和晚间时段，餐饮

店数量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对于公司地点来说，共享单车的使用特征与餐饮地

点相反，早高峰段，公司对共享单车使用的吸引量是显著促进作用。在晚高峰和晚间时段，公司对共享

单车使用的发生量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学校则是全天时段内的共享单车的发生和吸引热点区域。政府办

公区，商店和娱乐休闲场所不是共享单车的活跃区域。土地的混合利用对共享单车的使用有着很大的促

进作用。
（4）对于建成环境因素，城市路网中次干路对共享单车用户更具有吸引力，早晚高峰时段存在主干

路这样快速跨区域道路上进行骑行的硬性通勤需求，需要对这部分需求进行引导。公交与共享单车两者

之间的换乘关系较弱，而地铁与共享单车的互动关系很强。在早高峰时段，通勤者倾向于从地铁站出站

后换乘共享单车到达最终目的地。在其他时段，人们在这三个时段更倾向于骑车去地铁站换乘。
尽管共享单车的使用次数在空间分异特征非常稳固，受时间变化的影响很小，但把使用量分为发生

和吸引后，发现在共享单车在城市中有固定的流势。总体上流势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节奏相协调，即早

高峰通勤者从居住区流向工作区，晚高峰时从工作区回流至居住或生活活动区。本研究识别出共享单车

在地铁站周边形成了独特的 “呼吸模式”：早高峰时段地铁站周边聚集有大量的过夜的共享单车，而此

时社区周边共享单车数量供不应求，因此共享单车流是由地铁站向工作区发散的，也就是地铁站向外

“呼气”。而晚高峰和午夜时刻，工作区在白天聚集的大量共享单车则向地铁站流去，也就是地铁站向内

“吸气”。这一呼一吸组成了共享单车与地铁站以自然工作日为单位的循环过程。呼吸模式的造成了共享

单车使用上时空差异，而人口与就业，土地利用和建成环境三者对呼吸模式的形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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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枢纽周边电子围栏的施划问题———以北京市为例

汤文倩 吕小勇

【摘要】 本文以共享单车停车矛盾突出的地铁枢纽周边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的方式，以国贸站、南锣鼓巷站、
金台路站、天通苑站等站点作为实地调研对象，获取目前北京市地铁枢纽周边电子围栏的设立与运行现状。剖析电子围
栏规划施划方面的问题与不足，从适用性、停放需求、地块条件、可达性等多个层面提出优化布局原则，力求为地铁枢
纽周边电子围栏的施划布设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电子围栏；地铁枢纽；运行现状；优化布局

0 序言

在城市公共交通的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方面，共享单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逐渐成为城市居民重

要出行方式之一。但是，共享单车杂乱停放饱受诟病，也造成了市容市貌差、通行受阻和通行安全等一

系列问题。为规范共享单车的停放，电子围栏应运而生。合理布设的电子围栏，可以促进共享单车的规

范停放，对于城市管理者、单车企业和使用者来说都将形成正向作用[1]。基于卫星定位和电子围栏技术

的结合，还可以实时记录车辆停放信息，便于各方准确获知共享单车的停放情况，适时调整车辆的投放

和提取[2]。

图1 电子围栏的积极作用

但是，从北京、上海、杭州等一批大城市的实际运营来看，电子围栏的使用效果并不理想。运营效

果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笔者的使用感受来判断，电子围栏的施划区域不合理、导向系统不明确、
奖惩措施较模糊等因素都在制约电子围栏的使用，而电子围栏的施划区域不合理是前提问题，需要我们

重视并解决后，才能通过导向系统、奖惩措施[3] 等手段来引导车辆停放入位。

1 调研工作

1.1 问卷调研

为获取电子围栏运营使用的主要制约因素，不久前我们针对使用者对共享单车、电子围栏的使用情

况进行了网络问卷调查，共收集有效数据3825条。
初步结论如下：
1.共享单车的主要出行目的是接驳其他交通方式，其次为日常通勤和休闲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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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使用共享单车的主要目的

图3 共享单车的提取位置

图4 共享单车的停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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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享单车的停放问题是使用者最为关心，地铁站、公交站周边的共享单车停放压力最大，居住区

周边、商业设施周边、旅游景点等地区其次。
3.电子围栏的普及程度低，半数以上被调查者对其毫无所知，近3成表示 “稍有了解”。
4.仅有5%的使用者会将单车停放在电子围栏内，其他使用者更偏向于就近停放、不影响通行处或

非机动车停放聚集处。
5.近半数被调查者有意愿将共享单车停放于指定区域，但是普遍反映共享单车APP对于指定停车

区域的引导欠缺，对于按指定停放的行为奖励不足。
通过调研可以看出，共享单车的接驳需求旺盛，交通枢纽周边的停放问题突出，亟待解决。虽然使

用者具备电子围栏的使用意愿，但是由于电子围栏推广不足、引导欠缺等因素，因此整体使用效果并

不好。

1.2 实地调研

调查问卷结果显示，接驳其他交通方式是最主要出行目的，地铁、公交站点等交通枢纽周边的停车

问题最为突出，因此选取地铁站点周边作为调研对象。由于共享单车的主要出行目的还包括公务出行、
休闲娱乐等，停放矛盾突出的区域还包括大型商业区、居住区、旅游景区附近，因此分别选取国贸站

（商业办公）、南锣鼓巷站 （旅游景区）、金台路站 （商住混合）、天通苑站 （居住）为调研点，获取商业

用地、旅游用地、居住用地周边交通枢纽站的共享单车停放情况。
此外，由于共享单车以短距离骑行为主，大部分骑行距离在1km以内，因此我们选取地铁站点周

边直线距离500m以内作为研究范围，这样多数骑行者的行驶起终点都可以在范围内体现。

表1 北京部分地铁站的电子围栏使用情况

站点 国贸站 南锣鼓巷站 金台路站 天通苑站

区位

位于北京中央商务区核

心地段，建国门外大街

与东三环交汇处

位于北京中轴线东侧的

交道口地区，地铁站紧

邻旅游景点

位于朝阳区西部，朝阳

北路与甜水园街交叉口

位于北五环外的昌平区

内，地处北京最大体量

的居住区中

周边用地

周边用地以商业和办公

为主，东北侧地块尚未

开发，地铁站周边配有

多处公交枢纽站

周边分布大量国家级景

区、文娱产业、餐饮产

业及文化纪念馆，并且

存在大量传统居住区

周边用地性质以商住混

合为主，周边分布着多

个小区、教育机构及商

务中心

周边用地性质以居住用

地为主，周边分布着多

个住宅小区、教育医疗

机构、酒店及民宿

电子围

栏分布

周边500m范围内，共有

14个电子围栏，大部分

位于建国门外大街两侧。
包括地铁站出入口及公

交车站附近、办公写字

楼附近和沿街的便利处

周边500m范围内，共有

8个电子围栏，大部分位

于地安门东大街两侧

周边500m范围内，共有

8个电子围栏，均匀分布

在朝阳北路和甜水园街

两侧

周边500m范围内，共

有4个电子围栏，均匀

分布在立汤路两侧

停放情况

在早晚高峰期，只有国

贸中心一侧的电子围栏

利用效率较低，其他均

处于饱和并溢出状态，
尤其在与公交站接驳的

区域，停放混乱，车满

为患

节假日，周边的电子围

栏容量无法满足共享单

车的实际停放需求，停

放在围栏外的车辆无序

放置，对行人和非机动

车的通行影响很大

在早晚高峰期车辆的停

放明显增多，平峰期的

停放量也不少。但是电

子围栏停放情况存在明

显差异，甜水园街西侧

的停放需求较高，东侧

的停放需求较低

在早晚高峰期，停放需

求非常高，各个电子围

栏区都出现了不够停放

的情况，但是在平峰期

停放需求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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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站点 国贸站 南锣鼓巷站 金台路站 天通苑站

停放高峰
早高峰 （8：00-10：00），
晚高峰 （17：00-19：00）

节假日全天
早高峰 （8：00-10：00），
晚高峰 （17：00-19：00）

早 高 峰 （8：00-10：

00），晚高峰 （17：00-
19：00）

使用人群 通勤人士 游客及居民 通勤人士、学生和居民 居民

2 调研结果分析

2.1 停放高峰

除南锣鼓巷站外，其他地铁站周边的停放高峰都是早晚高峰时段。南锣鼓巷站周边分布着大量历史

文化景区、文娱产业和餐饮产业，还存在大量的老式胡同住宅，它的交通发生吸引高峰时段几乎是全天

的，尤其是节假日更为明显。其他地铁站周边，以商业、住宅用地为主，存在明显的停放高峰，反映出

通勤交通的出行特征。
可以初步判断，电子围栏使用的高峰时段是由地铁站周边的用地情况决定的。当地铁站点周边用地

以居住、商业设施为主时，其停放高峰时段为早晚高峰时段，与通勤高峰相契合，因为这其中大部分单

车的使用者是出于通勤需求。当地铁站点周边用地以旅游景区、公共服务设施、文娱休闲设施为主时，
其车辆停放没有明显的高峰特征，全天都有人停放和取用车辆。

2.2 停放需求

地铁站周边属于单车停放的高峰区域，但地铁站各出口之间存在需求差异，取决于周边地块的连通

性、用地类型、枢纽配备和车行流线等情况。
以国贸站为例，虽然国贸站早晚高峰时段，站点总体的客流很大，但是电子围栏的使用并不均衡。

建外SOHO前的诸多区域，有大量车辆随意停放，与之对比的是国贸中心一侧设置的多处电子围栏却

无人使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国贸中心与地铁站可以通过地下连廊直接连接，从国贸中心进出地铁站的

出行者可以纯步行直达，电子围栏的需求较低。然而，国贸站东北角区域，因为公建设施离地铁站存在

一定的距离，通勤人士大多需要借助共享单车才能快速到达地铁站，对电子围栏的需求较高。国贸站西

南角和东南角区域，均配置了公交枢纽，为方便地铁枢纽和公交枢纽的换乘，交通流非常复杂，电子围

栏的需求也很高。

图5 国贸地铁站周边的电子围栏分布及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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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判断，电子围栏的使用情况，受地铁站与周边建筑联通性的影响。枢纽站与周

边建筑的连通性较好，例如有直连的空中连廊或地下通道，或者有品质优良的步行道，那么共享单车的

使用需求降低，则沿线的电子围栏使用效果较差。相反，枢纽站与周边建筑的连通性较差，其站点出入

口与建筑出入口的绕行距离较远，那么共享单车的使用需求提高，则沿线电子围栏的使用效果较好。
并且，如果地块内配备了公交枢纽，受公交站和地铁站的双重交通吸引，站点周边的单车停放需求

也会增多。
此外，经过交通流线分析发现，位于多条车行流线沿线的电子围栏，停放车辆多，使用效率高；偏

离主要车行流线沿线的电子围栏，停放车辆少，使用效率低。

3 施划原则

施划电子围栏的初衷，是为了规范车辆的停放问题，规定区域停车，整洁市容环境。基于上述调研

结果，我们认为地铁枢纽周边电子围栏的施划，不是围绕站点周边简单布设，需要考虑以下原则。

3.1 按适用性施划

由于自行车本身具备方便灵活的使用特性，则车辆停放也是灵活取用、零散停放的特点。但是，实

际上在停放需求特别旺盛的地铁枢纽周边，由于停放车辆众多，甚至在位于地铁站进出口的道路沿线设

施带均施划了电子围栏，其容量也无法满足停放需求，此时施划电子围栏的意义并不大，建议在适当位

置施划禁停区，保证周边的环境整洁和通行宽度。在停放需求非常低的地铁枢纽周边，零星停放的单

车，并不会对环境和通行造成不良影响，此时施划电子围栏，反而是限制了自行车出行的灵活性，不建

议再施划电子围栏。电子围栏最适用的是停放需求适中的地铁枢纽，一方面枢纽周边具有足够的空间可

以施划电子围栏，另一方面可以规范停放，保证枢纽站周边的停放整洁，避免占用通行通道。

3.2 按停放需求施划

电子围栏的规模，应该按照停放需求确定，满足高峰期的车辆停放。地铁站周边的用地不同，其停

放需求的高峰时段并不相同。地铁站周边为旅游景区、文娱休闲、商业零售和其他公共服务设施等，其

车辆停放的高峰为节假日全天，在确定电子围栏施划规模时，可参考节假日期间的车辆停放数量。地铁

站周边为住宅区、商务办公区等，其车辆停放的高峰为工作日早晚高峰，在确定电子围栏施划规模时，
可参考工作日早晚高峰时的车辆停放数量。此外，也要督促共享单车企业在高峰期增加车辆的调度和流

转，减少高峰期出现车辆溢出的情况。

3.3 按地块条件施划

施划电子围栏时应充分考虑地块的连接情况和空间情况。与地块步行连接性好的，如地块内设置了

空中连廊、地下通道等步行专用通道与地铁站直接相连的，则该地块周边不施划或少量施划电子围栏。
与地块连接性差的，如人流量较大的重点建筑出入口与站点出入口的绕行距离超过0.5km的步行承受

范围，需要设置电子围栏。一般情况下，电子围栏的设置位置在人行道设施带是最合理方便的，但是在

道路空间资源紧张的路段，人行道设施带部分也作为通行空间，此时需要将电子围栏移至地块内的建筑

退线空间，以保障交通枢纽出入口的最小通行宽度要求。

3.4 按可达性施划

在施划电子围栏时，需要对地铁枢纽周边的主要交通流线进行分析，电子围栏的设置位置应该与自

行车交通流线相契合，方便骑行者的寻找和停放。此外，由于隔离栏杆、路缘石高差等因素的影响，电

子围栏的可达性降低，因而需要合理设置隔离栏杆的开口位置，并设置路缘石坡道，从而减少骑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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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行距离和骑行难度，以提高骑行者的停放意愿。

表2 地铁枢纽出入口的人行道通行宽度要求

项目
人行道最小宽度 （m）

一般值 最小值

特殊路段
轨道交通出入口、长途汽车站、

快速公交车站所在路段
4.0 3.0

注：对行道树池进行平整化处理的，行道树绿化带的1/2宽度可计入人行道宽度。

4 小结

地铁枢纽周边的共享单车 “停车入位”一直是困扰着政府和企业的难题，电子围栏是解决停放难题

的新兴方法。根据适用性、停放需求、地块条件、可达性等原则来施划泊位，是从引导停车需求到适应

停车需求的转变。再配合app奖励、标识标线优化等相应的管理手段，能够有效降低骑行者的骑行难

度，切实提高他们的停放意愿，增加电子围栏的使用效率，真正利用好新兴方法来规范单车停车问题，
降低其对公共空间、市容环境的不良影响。

参 考 文 献

[1]
 

潘显璇，张英.“电子围栏”来了[N]湖南日报社，2018.
[2]

 

谷玥.北京城市副中心试行共享单车“电子围栏”规范停放[N]新华社，2017.
[3]

 

孙宏阳，白继开.今年将建20个电子围栏示范区[N]北京晚报，2020.

作 者 简 介

汤文倩，女，硕士，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电子信箱：2876896240@qq.com
吕小勇，男，博士，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电子信箱：2876896240@qq.com

1811



基于改进logit模型的共享单车需求预测

谭旭平 陆思园

【摘要】2016年共享单车开始在国内兴起，并在短时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共享单车正在过渡取代传统有桩公共自行车

而成为主流。共享单车在给人们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存在盲目投放、大量占用公共空间等问题。为了解共享单车

的投放和停车需求，本文进行以下工作：首先，以广州市民为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总共回收有效问卷数量为611，

有效率为95.9%。；然后基于改进logit模型对居民交通方式选择行为进行建模，得到共享单车选择概率模型，最后，根

据城市用地性质对不同交通强度的交通区进行共享单车的投放和停车需求预测。本文改进的logit模型考虑多种交通方

式的换乘衔接，得到共享单车的出行比例中除了仅选择共享单车的出行，还包括共享单车与其他交通方式组合的出行，

大大提高预测结果的精度。本文的研究可以为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共享单车准入市场的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 共享单车；改进logit模型；需求预测；停车规模

0 引言

2012年起租车、拼车、专车和快车等移动端出行服务模式不断涌现。2016年，共享单车开始在国

内兴起。随着 “绿色、低碳、环保”理念的倡导和人们高品质出行的追求，共享单车受到市民的欢迎并

在短时间内得到快速发展。据统计，目前国内共享单车运营企业高达70几家，投放数量超过2300万

辆，覆盖200多个城市，而且注册用户达4亿人，累计服务数量超过170亿人次。共享单车极大方便人

们的出行，对解决城市短距离出行以及与其他交通方式换乘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运营者向市场盲目

投放共享单车，极容易造成车辆乱停乱放、车身和二维码被损坏等不文明现象。以及共享单车大量无序

占用公共空间，严重影响了市民的出行。因此，本文进行城市共享单车需求预测，对城市合理投放和停

放共享单车具有重要意义。

2007年，公共自行车系统开始被引进国内。早期这些公共自行车系统为传统有桩公共自行车，而

新兴共享单车最主要的特点为无桩式。人们对公共自行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其中，与本文相关

的研究主要为公共自行车需求量预测。
国内外对公共自行车需求预测方法主要包括基于分担率和时间序列的预测。非集计方法和集计方法

是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法。其中，非集计模型用于研究个体的选择行为，分为多项式logit模型和二元

Logit模型两种[1]。相关研究建立各种交通方式的效用函数，可以得到各小区公共自行车的分担率[2，3]。
另一种预测方法是基于时间序列的预测方法，前期主要用回归分析法[4-7] 进行预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

研究的深入，人工智能算法逐渐被应用于交通领域中。比如，基于贝叶斯网络的交通事件预测[11，12]、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的交通标志识别[13，14]、基于时间差分学习的交通流短时预测[15] 等。人工智能方法进

行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同样应用于自行车的需求预测，比如ARIMA模型[8]、LSTM方法[9]、改进

的Elman模型[10] 等智能算法，大大提高预测结果的精度。
非集计方法计算简单、所需数据量少，但是很多研究在应用该方法时仅考虑出行者主要的交通方

式，导致预测误差大。智能算法需要依托大量的数据，预测精度较高。共享单车诞生至今时间较短，无

法获取大量的历史数据，导致共享单车需求预测结果稳定性不高。因此本文使用非集计方法和集计方法

结合进行共享单车预测，考虑多种交通方式选择并对logit模型进行改进，可以提高预测结果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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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收集

1.1 问卷设计

本次问卷调查的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属性调查、实际出行情况调查和共享单车使用现状调查三大

内容。
（1）被调查者属性调查包括性别、年龄、月收入、学历、小汽车拥有和自行车拥有六个属性。
（2）实际出行情况调查主要包括出行特征调查和出行时的天气状况调查。其中，出行特征调查包括

出行方式、出行目的、时段、距离、时耗和费用6个项目。对出行时的天气状况的调查包括室外温度、
降水情况、风力和空气质量四个项目。

（3）共享单车使用现状调查主要包括共享单车使用特征和偏好选择。共享单车使用特征调查主要包

括共享单车的使用频率和时间、优点和现存问题；偏好选择的调查包括喜好的品牌和选择该品牌考虑

因素。

1.2 问卷实施

本次调查采取网络填写和纸质版填写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为广州市民，在2017年4月1日～
2017年4月30日期间进行调查。本次调查持续时间比较长，因此使各天气因素调查结果分布较均衡。
本次调查的方式是问卷这通过回忆进行出行行为的选择。调查者通过回忆的方式填写上一次出行的信

息。两种方式总共回收有效问卷数为611份，有效率为95.9%。

1.3 数据描述性分析

本次调查中男生占51.4%，男女生比例相当。调查者中月收入越高的人数占比越低，其中，月收

入低于3千元的人数占比为40.8%。本次调查定义高学历为大学及以上的学历，表中显示本次调查对

象中高学历人群占比为75.7%，远大于低学历人群。此外，调查者的年龄分布相差不大，21～30岁阶

段的人群占比比较大，为39.7%。总之本次调查对象大体上能够反映各层次各阶层的人群，调查样本

具有代表性。

表1 调查者属性统计表

变量 属性 频数 百分比 （%） 变量 属性 频数 百分比 （%）

性别
男生 237 51.4

女生 237 48.6
学历

低学历 112 24.3

高学历 349 75.7

月收入

3千元以下 188 40.8

3-6千元 130 28.2

6-1万元 81 17.6

1万元以上 62 13.4

年龄

20以下 90 19.5

21-30 183 39.7

31-40 131 28.4

40以上 57 12.4

2 各交通方式选择概率模型建模

2.1 效用函数理论

随机效用理论是指人们在选择商品时希望能在消费中获得最大利益。效用函数是一个随机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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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分解为固定项和概率项。根据随机效用理论，出行者n选择第i种交通方式的效用为Uin[10]，其

函数表达式为：
Uin=Vin+εin （1）

式中：Vin———函数式中固定项；
εin———函数式中的随机项。

An 为各交通方式的集合。第n个出行者选择第i种方式的概率可以记为Pin，
Pin=Prob（Uin≥Ujn，i≠j，j∈An）=Prob（Vin+εin≥Vjn+εjn，i≠j；j∈An） （2）

其中，0≤Pin≤1，∑i∈An
Pin=1。

当 （2）式中的随机项服从独立且同分布的Gumbel分布，且选择的方案为多种时，可以推导出多

项式logit模型 （ML模型）表达式为：

Pin=
exp（Vin）

∑j∈An
exp（Vjn）

（3）

2.2 多种交通换乘方式的处理

设A为各交通方式的集合，A= {i=1（公交车）；i=2（地铁）；i=3 （出租车/网约车）；i=4
（私家车）；i=5（自行车）；i=6（走路）；i=7（共享单车）}。

已有研究仅考虑出行者选择一种交通方式，因此会忽略多种方式选择中的其他方式的比例而造成结

果的误差大。本文考虑到出行者在一次出行中选择多种交通方式的情况，进行了多种交通方式选择的

处理：
（1）出行者交通方式选择为多种交通方式的组合形式，在进行问卷调查时，方式选择题项设计为

多选。
（2）假设出行者n出行交通方式选择矩阵为δn。其元素δin 取1或0，当δin=1时表示该出行者选

择第i种交通方式出行；相反则表示该出行者未选择第i种交通方式出行，则1≤∑i∈An
δin ≤7。

（3）根据本文对交通方式选择的处理方法。某个出行者分别选择这几种方式的联合概率为

∏i∈An
p
δin
in ，所有的人分别选择几种方式联合概率的同时概率

L*=∏N
n=1∏i∈An

p
δin
in （4）

例如某出行者方式选择矩阵为 [1，0，0，1，0，0，0]，则δ1n=1，δ4n=1，其他δin=0，因此该

出行者的选择联合概率为P1n×P4n。参数的求解采用极大似然函数转换，求导并使用软件进行标定的

方法。

2.3 交通方式影响因素显著性分析

本文使用方差差异和t检验对被调查属性、出行特征和出行时天气状况进行差异分析，以筛选出出

行方式显著影响因素。显著性分析结果如下表，从表2中可知，年龄、月收入、出行距离和出行费用显

著影响大多数出行方式的选择，因此是比较重要的因素。

表2 各交通方式有效因素显著性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
出行方式

公交车 地铁 出租车 私家车 自行车 走路 共享单车

性别 √

年龄 √ √ √ √ √ √

月收入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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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影响因素
出行方式

公交车 地铁 出租车 私家车 自行车 走路 共享单车

学历 √ √ √ √

小汽车保有 √ √ √ √

自行车保有 √ √ √

出行目的 √

出行时段

出行距离 √ √ √ √ √ √

出行时耗 √ √

出行费用 √ √ √ √ √ √

气温 √ √ √

降水量 √ √ √

风力 √

空气质量 √

2.4 交通方式效用函数建立

本文建立各出行方式的效用函数。首先对ML模型进行似然函数的转化，再取对数极大似然函数，
然后用求得的对数极大似然函数对各带估计参数进行一阶偏导转化。最后使用软件对一阶偏导表达式进

行编程和参数标定。

2.4.1 变量取值

根据前面的分析，分别得到每一种交通方式的显著因素。对这些显著影响因素变量进行定义及取值

如表3所示

表3 各交通方式变量的取值和定义

因素 变量取值 未知参数

性别 （xin1） 男=1 女=0 θ1

年龄 （xin2） 20以下=1 21-30=2 31-40=3 40以上=4 θ2

月收入 （xin3）
3千元以下=1 3-6千元=2 6-1万元=3
1万元以上=4

θ3

学历 （xin4）
低学历 （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中专）=0
高学历 （大学及大专＆研究生及以上）=1

θ4

小汽车保有 （xin5） 是=1 否=0 θ5

自行车保有 （xin6） 是=1 否=0 θ6

出行目的 （xin7）
刚性出行 （上班＆上学）=1
弹性出行 （

 

购物＆休闲娱乐＆健身＆其他）=0
θ7

出行距离 （xin8）
0-1km=1 1-2km=2 2-3km=3 3-4km=4
4-5km=5 5km及以上=6

θ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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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素 变量取值 未知参数

出行时耗 （xin9）
0-15分钟=1 16-30分钟=2 31-60分钟=3 
1个小时及以上=4

θ9

出行费用 （xin10） 0元==1
 

0-5元=2 5-10元=3 10-15元=4
 

15元以上=5 θ10

温度 （xin11） 14℃以下=1 14-18℃=2 18-22℃=3 22℃以上=4 θ11

降水量 （xin12） 晴天=1 多云=2 阴天=3 雨天=4 θ12

风力 （xin13） 无风=1 微风=2 中度风及以上=3 θ13

空气质量 （xin14） 空气优=1 空气良=2 轻污染及以上=3 θ14

2.4.2 效用函数确定

建立效用函数如表4所示：

表4 各交通方式的效用函数

公交车 V1n =θ1x1n1+θ2x1n2+θ3x1n3+θ5x1n5+θ6x1n6+θ7x1n7+θ9x1n9+θ10x1n10+θ12x1n12+θ13x1n13+C1

地铁 V2n =θ2x2n2+θ3x2n3+θ4x2n4+θ5x2n5+θ6x2n6+θ8x2n8+θ9x2n9+θ10x2n10+θ11x2n11+C2

出租车 V3n =θ3x3n3+θ8x3n8+θ10x3n10+C3

私家车 V4n =θ2x4n2+θ3x4n3+θ5x4n5+θ8x4n8+θ10x4n10+θ14x4n14+C4

自行车 V5n =θ2x5n2+θ4x5n4+θ6x5n6+θ8x5n8+θ10x5n10+C5

走路 V6n =θ2x6n2+θ3x6n3+θ4x6n4+θ5x6n5+θ8x6n8+θ10x6n10+θ11x6n11+θ12x6n12+C6

共享单车 V7n =θ2x7n2+θ3x7n3+θ4x7n4+θ8x7n8+θ11x7n11+θ12x7n12+C7

2.4.3 参数标定结果

本文求得未知参数的估计值如下表5所示。

表5 参数标定结果

未知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t值 未知参数 估计值 标准差 t值

θ1 0.0524 0.00090 1.747 θ11 -0.0695 0.00080 -2.457

θ2 0.0211 0.00010 2.110 θ12 0.0626 0.00040 3.130

θ3 0.0193 0.00010 1.930 θ13 0.1093 0.00090 3.643

θ4 0.0264 0.00020 -1.885 θ14 -0.0181 0.00008 -2.023

θ5 0.0118 0.00004 1.799 C1 1.0024 0.00080 37.207

θ6 0.0225 0.00010 2.250 C2 0.9984 0.00010 9.984

θ7 0.0295 0.00020 2.085 C3 0.9908 0.00010 9.908

θ8 -0.0215 0.00007 -2.418 C4 0.9784 0.00010 9.784

θ9 0.1055 0.00080 3.729 C5 0.9819 0.00010 9.819

θ10 0.0261 0.00020 1.845 C6 0.9836 0.00010 9.836

C7 0.9929 0.00010 9.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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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共享单车需求量预测模型

3.1 共享单车个体选择概率

根据非集计模型方法确定出行者n选择共享单车的概率模型如下：

PPBn=
exp

 

（V7n）
expV1n( )+exp

 

（V2n）+exp
 

（V3n）+exp（V4n）+exp（V5n）+exp（V6n）+exp（V7n）
 

（5）

3.2 共享单车分担率计算

为了得到共享单车选择概率模型的一般化模型，本文对个体选择进行集计转化。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1）根据公式 （11）得到每个样本共享单车选择的概率，将概率按照0～0.1，0.1～0.2，…，

0.9～1划分为10个区间，计算每类概率区间包含的人数占全部人数的比值。
（2）将每个区间的中位数概率与在这个区间上分布人数所占的比例相乘。对10个乘积求和，可得

到共享单车方式的总体概率 （如下式）。

PPB=∑10

i=1λiPi （6）

式中，PPB ———共享单车选择概率；

λi———每类概率包含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

Pi———每类概率的中位数概率。
（3）上述方法为调查范围内共享单车选择的概率。在进行上述方法计算时对样本的要求比较高。样

本表现为整体性、独立性和具有代表性。

3.3 共享单车需求总量预测

假设城市居民人口基数为Qn ，日人均出行次数为n。根据共享单车出行选择的概率公式，求得共

享单车出行总量 （单位：次）为：

QPB=PPB×n×Qn （7）
式中，QPB ———共享单车日出行总量；

PPB ———共享单车方式选择概率；

Qn ———城市市人口基数；

n———日人均出行次数

4 共享单车投放和停车需求预测

4.1 城市交通区划分

包括新兴式共享单车在内的共享单车停放点布局应该考虑到以下原则。在一些自行车需求量比较大

的地方根据需求强度进行设置。比如公交场站、大型商业区等公共场所。这些地方的人流密度大，出行

需求大。并在新建的交通枢纽地区等，规划预留自行车停放区。
根据需求量不同对共享单车进行合理的布局。不同的用地类型，区域自行车交通强度不同。在此本

文引进一个概念———交通强度，即单位面积上居民自行车出行次数。
本文将共享单车布局在有比较大需求的区域上。根据城市用地类型不同，将城市行政区划分为居民

住宅区、商业区、办公区、医校区、旅游景区、交通站点、公共娱乐场所等7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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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共享单车投放和停车需求预测

4.2.1 每类交通区共享单车需求

根据交通强度不同将共享单车投放至不同类型的交通区上。
假设不同用地类型的区域对应的交通强度为αk （k∈ {1=居民住宅区，2=商业区，3=办公区，

4=医校区，5=旅游景区，6=交通站场，7=公共娱乐场），单位为次/（m2·h）。那么每类交通区共

享单车的日需求量 （单位：次）为：

Qk=QPB×
αk

∑7

j=1αj
（8）

4.2.2 各类交通区高峰时段共享单车需求

设各类交通区自行车周转率记为βk1，停车周转率为βk2  （k∈{1=居民住宅区，2=商业区，3=
办公区，4=医校区，5=旅游景区，6=交通场站，7=公共娱乐场）。有以下计算公式：

βk1=
单位时间共享单车借车次数
初始时刻共享单车的数量

βk2=
单位时间共享单车还车次数
初始时刻共享单车停车规模

考虑到满足用户的最大需求量，在确定共享单车初始量时，应该考虑高峰需求量。定义共享单车高

峰指数γk 为一日内共享单车平均高峰使用量与平均日使用量的比值。假设额高峰时段持续的时间为

T，则可得到下列公式：

Ak1=
Qk
24βk1

·γk·T （9）

Ak2=
Qk
24βk2

·γk·T （10）

式中，Ak1———交通区k高峰时段的初始分配量 （单位：辆）；

Ak2———交通区k高峰时段的停车规模 （单位：个）；

γk———交通区k共享单车高峰指数；

βk———交通区k周转率；
T———高峰时段持续时间。

4.2.3 各交通小区共享单车投放和停车需求

假设在每类交通区的个数分别为xk，各类交通区中每个交通小区的初始量和所需停车规模分别相

同。则如下式：

Bk=
Qk

24βk1·xk
·γk·T （11）

将所有参数的表达式代入，可得到每类交通区中每个交通小区高峰时段共享单车初始量为：

Bk1=
n·Qn·αk·γk·T

24βk1·xk·∑
7

j=1
αj
·∑10

i=1λiPi （12）

同时可得到每类交通区中每个交通小区高峰时段共享单车停所需停车规模为：

Bk2=
n·Qn·αk·γk·T
24βk2·xk·∑7

j=1αj
·∑10

i=1λiPi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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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算例分析

5.1 共享单车出行总量计算

本文以广州为例，根据上文推导得到的共享单车概率模型，分别求出调查样本中每个样本共享单车

选择的概率，再对概率进行分类，并求出总体概率：

PPB=0.05×
123
461+0.15×

338
461=0.123

在本次网络问卷调查的461份样本中，共享单车出行次数为135，占比为11.46%。本文求得的共

享单车出行概率与调查得到的出行比例很相近。因此可认为本文方法求得的共享单车概率模型比较

可靠。
根据广州市信息统计局显示，2016年广州市总人口数量为1350.11万人。根据2010年数据，我国

主要城市人均出行次数为2.48。假设广州市人均出行次数没有发生变化。将数据带入公式，可计算得

到广州共享单车日出行总量为：
QPB=1350.11×2.48×0.123=411.83（万次/日）

5.2 各交通小区高峰时段停车规模

（1）高峰时段出行量 （万次/h）
根据对BRT沿线共享单车使用特征和分布规律的分析。工作日共享单车高峰指数 （高峰时段共享

单车平均使用量/平峰时段平均共享单车使用量）为2.98。在高峰时段计算得到共享单车的出行次

数为：

QPB1=
411.83
24 ×2.98×2=102.3（万次）

（2）各类交通区高峰时段出行量 （次）
定义各交通区的交通强度为单位时间单位面积上共享单车使用次数。假设每类交通区的交通强度如

下表6所示：

表6 各类交通区的交通强度 （次/100m2·h）

类型 居民住宅区 商业区 办公区 医校区 旅游景区 交通场站 公共娱乐场

αk 7.5 7.0 6.8 7.8 6.5 8.5 7.5

计算得到各类交通区高峰时段共享单车出行量如下表7所示：

表7 各类交通区共享单车高峰时段出行量 （万次/h）

类型 居民住宅区 商业区 办公区 医校区 旅游景区 交通场站 公共娱乐场

需求量 14.80 13.80 13.40 15.40 12.90 16.80 14.80

（3）各类交通区自行车初始量 （辆）和停车规模 （个）
根据各类交通区的现状周转率，可以求得每类交通区共享单车的初始量和停车规模。参考已有数

据，假设各类交通区周转率如下表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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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各类交通区高峰周转率 （次/h）

类型 居民住宅区 商业区 办公区 医校区 旅游景区 交通场站 公共娱乐场

βk1 3.98 3.15 3.85 3.35 3.10 4.00 3.95

βk2 3.85 3.20 3.50 3.50 3.30 3.80 4.00

根据上表的周转率，计算结果如下表9所示。

表9 各类交通区高峰时段共享单车投放量和停车规模 （万）

类型 居民住宅区 商业区 办公区 医校区 旅游景区 交通场站 公共娱乐场

Ak1 3.72 4.38 3.48 4.60 4.16 4.20 3.75

Ak2 3.84 4.31 3.83 4.40 3.91 4.42 3.70

6 结语

本次通过问卷调查数据建立城市交通方式选择概率模型。并通过划分不同类型城市交通区进行共享

单车投放量和停车规模预算。本文考虑多种交通方式换乘衔接并对logit模型进行改进，得到共享单车

的比例不仅仅包含共享单车点对点的比例，还包括其他交通方式与共享单车的衔接部分的比例，提高预

测结果的精度。本文根据用地类型不同对共享单车进行需求预测，未来可以考虑需求预测更加精细化。
本文的研究可以为相关部门进行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参 考 文 献

[1]
 

吴志周.城市轨道交通共享单车换乘需求预测方法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2013.37（5）：

p.919-923.
[2]

 

吴瑶.基于多项logit模型的城市共享单车租借需求预测模型[J].大连交通大学学报，2013.34（1）：p.19-24.
[3]

 

李婷婷.城市共享单车交通区选址规划研究.北京交通大学，2010.
[4]

 

温惠英，杨曌照.基于迭代回归法的共享单车投放量预测研究[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2014
（2）：p.245-248.

[5]
 

Holmgren，J.，S.Aspegren，and
 

J.Dahlströma，Prediction
 

of
 

bicycle
 

counter
 

data
 

using
 

regression.
 

Procedia
 

Com-
puter

 

Science，2017.113：p.502-507.
[6]

 

Holmgren，J.，G.Moltubakk，and
 

J.O’Neill，Regression-based
 

evaluation
 

of
 

bicycle
 

flow
 

trend
 

estimates.
 

Procedia
 

Computer
 

Science，2018.130：p.518-525.
[7]

 

Vogel，P.and
 

D.C.Mattfeld.Strategic
 

and
 

Operational
 

Planning
 

of
 

Bike-Sharing
 

Systems
 

by
 

Data
 

Mining
 

-
 

A
 

Case
 

Study.i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Logistics.2011.
[8]

 

林燕平，窦万峰.基于ARIMA模型的城市共享单车需求量短期预测方法研究[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工程技术版），

2016.16（3）：p.36-40.
[9]

 

陆凯韬，董红召，陈宁.基于LSTM的共享单车服务点租还需求量预测.
 

计算机测量与控制，2017（9）：p.178-181.
[10]

 

解小平，邱建东，汤旻安.基于Elman神经网络的共享单车单站点需求预测.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17.53（16）：

p.221-224.
[11]

 

Li，Y.，et
 

al.，Influence
 

of
 

traffic
 

on
 

build-up
 

of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on
 

urban
 

road
 

surfaces：A
 

Bayesian
 

network
 

modelling
 

approach.Environmental
 

Pollution，2018.237：p.767-774.
[12]

 

Hänninen，M.，Bayesian
 

networks
 

for
 

maritime
 

traffic
 

accident
 

prevention：Benefits
 

and
 

challenges.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2014.73：p.305-312.
[13]

 

Zhu，Y.，et
 

al.，Traffic
 

sign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using
 

fully
 

convolutional
 

network
 

guided
 

proposals.
 

Neu-
rocomputing，2016.214：p.758-766.

0911



[14]
 

Yang，T.，et
 

al.，Deep
 

detection
 

network
 

for
 

real-life
 

traffic
 

sign
 

in
 

vehicular
 

networks.
 

Computer
 

Networks，

2018.136：p.95-104.
[15]

 

Abdi，J.，et
 

al.，Forecasting
 

of
 

short-term
 

traffic-flow
 

based
 

on
 

improved
 

neurofuzzy
 

models
 

via
 

emotional
 

tem-
poral

 

difference
 

learning
 

algorithm.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2012.25（5）：p.1022-1042.

作 者 简 介

谭旭平，男，研究生，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工程师。电子信箱：604492032@qq.com
陆思园，女，研究生，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助理工程师。电子信箱：1055054928@qq.com

1911



轨道交通站点区域城市形态与慢行出行适配性研究
———以武汉市黄浦路地铁站为例

陈逸霖 钱佳欢

【摘要】 研究以慢行出行与中微观城市空间形态的相互影响关系为出发点，基于轨道交通站点区域，采用多元数据，
运用多种量化分析方法，如相关性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熵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等，建立空间形态指标体系，并对空间
形态数据进行一定的处理，如站点15min缓冲区处理、准则体系数据处理、问卷调查数据量化、数据熵值化处理等。慢
行出行以百度热力分布和共享单车轨迹进行分析，分析慢行出行与空间形态的相互关系，以武汉市黄浦路地铁站为例进
行检验与应用，探索相关空间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空间优化设计策略，从道路交通网、交通设施、空间功能和环境设施四
个方面提出其空间优化措施和改造建议。
【关键词】 轨道交通站点；慢行出行；城市形态；适配性
分类号：TU984

1 研究背景

在当前研究中，出行行为的研究在城市规划层面，多关注城市宏观空间结构与交通出行的关系。吴

娇蓉等[1] （2014）选取典型居住小区开展意愿调查，采用多项Logit模型建立居民非通勤慢行出行的个

体行为模型，得出合理的公共服务设施布置能够促进居民在非通勤活动中采用慢行交通出行方式的结

论。李聪颖等[2] （2011）基于活动分析法对慢行交通出行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各种影响因素对

慢行活动的选择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弹性需求和短途交通活动条件下，慢行交通出行具有较大的优

势。柴彦威等[3] （2010）提出基于活动分析法的城市交通出行行为研究框架，指出城市交通出行行为是

在时间、空间以及社会经济因素等三个不同却相互联系的维度中发生。
随着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发展，围绕城市地铁站点区域的城市形态研究逐渐深入。朱炜[4]

（2004）认为地铁站点区域城市空间应以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结合公共空间和地下空间建设，完善尺

度适宜的支路网系统，以减少轨道交通乘客的步行距离。胡晶等[5] （2012）提出在土地利用方面采取多用

途混合式用地布局、基于珠链式开发模式确定开发强度、建立以站点为核心的地下空间组群，实现轨道交

通站点区域高度集约化发展。王成芳、孙一民[6] （2013）基于GIS平台数据库，从城市和街区两个尺度剖

析广州市现状110个轨道站点，提出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在城市开发或旧区复兴中扮演着重要的触媒角色。
对于历史街区或老城区，可充分通过对特定地点的小尺度介入，激活轨道交通站点的潜能，从而促进周

边地区更新发展。褚冬竹等[7] （2015）认为 “接驳”是城市空间与轨道交通的连接关键，通过调研重庆

等多个城市的典型站点，解析站点影响域、交通行为与非交通行为等多个基本要素，提出 “综合接驳”
的概念及安全、效率、舒适、愉悦四大层级目标，初步揭示了城市空间与综合接驳的关联机制。

大数据技术的运用为研究居民出行行为和城市空间形态提供新方法新思路。现阶段，应用于城市居

民出行行为和城市空间形态的数据类型多样：POI兴趣点数据、公交车刷卡大数据、手机信令大数据、腾

讯位置服务数据、大众点评数据、地铁刷卡大数据、百度热力图数据、出租车轨迹运行数据等。运用大数

据研究城市空间活力的方法多样：线性回归分析法、SPSS相关性分析法、ESDA法、层次分析法、GIS空

间分析法、空间句法、问卷调查法等。龙瀛[8] （2015）总结了公共交通刷卡数据在城市定量研究中的应

用，系统阐述了国内外公交刷卡数据研究的近况发展，涵盖了数据处理与起讫推算、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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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管理、城市空间结构分析、出行行为与社会网络等四个方面。王德[9] （2015）利用手机信令大数据，
从职住关系、通勤行为和居民消费休闲出行行为的微观个体视角构建城市建成环境的评价框架，以上海

市宝山区为例进行城市建成环境的综合评价，并对其空间调整优化和居民行为引导提出建议。

2 研究意义

在理论体系上，以轨道站点地区慢行出行与周边城市空间形态的相关性为视角，厘清地铁及其相关

慢行出行对空间形态的要求机理并确定研究范围，进而补充与完善城市形态研究的理论体系，为基于慢

行出行的轨道站点地区城市空间研究及规划、设计提供理论基础。
在研究方法上，依靠如POI，百度热力图，共享单车等大数据，传统数据以及问卷调查数据多种数

据相结合，依托多种定量分析模型与空间分析模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研究

慢行出行对城市空间的需求及要求，为城市空间形态分析方法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与新思路。
在实践应用上，当前全国各大城市正在快速建设轨道交通，轨道站点周边作为城市发展的重点区

域，轨道站点地区城市空间形态与居民出行一体化整合模式将是轨道城市发展的重要保障手段。选取典

型的轨道站点及城市空间作为试验性规划设计，将有助于进一步论证形态模式的合理性。为轨道站点周

边城市空间提供更加精细化的建设指引，同时为地铁城市建设起到示范及推广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数据获取方法

大数据采集法、PSPL调研法、街景数据抓取相结合，全面采集城市交通、规划、公共空间及生活等

相关数据资料。依托武汉市交通大数据平台采集共享单车数据、百度热力图数据等。PSPL调研法指Pub-
lic

 

Space
 

＆
 

Public
 

Life
 

Survey，即 “公共空间—公共生活调研法”，采用地图标记法、现场计数法、实地考

察法，收集轨道站点地区与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有关的信息和数据。该方法能够有效弥补大数据在中微观

层面对具体研究对象刻画的不足，针对特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分析，为公共空间的设计与改造提供依据。

3.2 量化分析方法

对各类不同类型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以道路出行环境调研数据为基础，对相关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综合评价研究区域的空间现状，对比共享单车轨迹出行分布和百度热力人流分布，分析两者的匹配度。

（1）相关性分析法

相关分析是通过大量试验方式研究两组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本次研究中，先通过查

阅相关文献与研究，确定了与交通出行行为有关的指标近40多种，需要通过相关性分析对数据进行降

维处理，删除一些相关性不高的指标，以提高研究的准确度。
（2）层次分析法

AHP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决策分析方法。本次研

究中，主要借鉴层次分析法中的第一部分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根据研究的目的、研究的影响因素，以及

具体可统计可计算的指标等因素构建层次结构模型。
（3）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它通过计算指标的信息熵，根据指标的相对变化程度对系统整体的影

响来决定指标的权重，相对变化程度大的指标具有较大的权重，此方法现广泛应用在统计学等各个领

域，具有较强的研究价值。
（4）主成分分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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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了主成分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研究如何通

过少数几个主成分来解释多个变量间的内部结构。主成分分析是多元分析中处理降维的一种统计方法，
它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 （或样品）综合为数量较少的几个因子，以再现原始变量与因子之间的相

互关系，同时根据不同因子还可以对变量进行分类。

3.3 指标体系

在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城市形态与慢行出行适配性评价指标。（表1）

表1 城市形态与慢行出行适配性评价指标 （来源：作者自绘）

总目标层 目标层 准则层 子准则层

城市形态与慢行

出行适配性评价

路径高效性

（影响区步行15分钟）

换乘便捷性

（核心区步行5分钟）

空间可达性

（核心区步行5分钟）

环境舒适性

（影响区步行15分钟）

道路网

自行车设施

步行系统

轨道站点出入口布局

自行车与地铁站点的换乘

公共交通与地铁

站点的换乘

土地利用与开发强度

站点与周边城市

空间的整合

街道空间

环境设施

环境主观感受

道路网密度

支路网密度

道路交叉口数量

道路交叉口形式

是否有自行车道 （有自行车道数的道路与道

路总数的比例）
是否机非分离 （机非分离道路与道路总数的

比例）
自行车道路密度

自行车道宽度与比率

自行车道连通度

步行道路密度

步行道有效宽度

步行道连通度

站点出入口位置与数量

自行车引导标识

自行车停靠点数量

自行车与地铁站点的换乘距离

公交车引导标识

公交站点数量

公交线路数目

公交站点与地铁站点的换乘距离

用地性质混合度

地下、地面、空中立体通道

空间形态整合度

街宽比

建筑贴线率

自然环境

道路是否有绿化带

道路绿化带宽度

道路交通

景观设施

建筑街道

公共生活

3.4 其他方法

本研究还运用了一些常规的研究方法，在此仅列名目而不作阐述。包括：文献综述法、分类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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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踏勘调研法、环境评估法、网络调查法等。

4 研究数据与数据处理

4.1 研究数据

（1）问卷调查数据

准则体系的第四部分 “环境舒适性”是环境主观感受指标，需要对此部分指标进行定性分析，通过

在研究范围内所涉及的街道内分发问卷调查来获取当地居民或途径居民对该地区的主观感受。
（2）实地调研数据

实地调研数据包括了准则体系中的 “路径高效性，换乘便捷性，空间可达性”三个部分。其所涉及

的指标具有客观性和实际性，这部分的数据主要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实景拍摄来获得，如道路交叉口的数

量，道路交叉口形式，是否有自行车道，站点出入口数量等，同时会借助天地图和一些APP软件如户

外助手等来测度道路的长度和宽度等数据。
（3）道路网络数据

城市道路网数据来源于OSM开源数据，利用开源信息及QGIS和ARCGIS平台爬取黄浦路地铁站

路网数据，作为本次研究的基础。
（4）百度热力图数据

利用百度地图API接口，利用python爬取实时热力数据，数据处理为PNG格式。数据时段将选

择某周周一和周六的四个时间段：早上8点、中午12点、下午6点、晚上11点，分析各个时间点的步

行热力分布。
（5）共享单车数据

共享单车数据主要获取共享单车路径数据以及停靠点的静态数据。用于分析轨道站点周边地区的非

机动车通行的状况。

4.2 数据处理方法

（1）站点15min缓冲区处理

本研究以ARCGIS为分析平台，建立黄浦路地铁站周边用地的交通网络模型，构建交通网络节点。
因本研究以慢行交通为研究出发点，故选择以步行速度为交通阻抗考虑因素，取步行速度为75m/min，
绘制站点15min可达性圈层范围。

（2）准则体系数据处理

在实际运用PSLP调研法的时候，有些数据可以直接获得，如道路交叉口数量、道路交叉口形

式、车道数、自行车道宽度、自行车停靠点数量等。而有些数据无法直接得到，需要进行相应的换

算才能获得，下面将对需要进行计算的指标进行分析。如自行车道宽度比率等于自行车道宽度除横

断面总宽度；自行车道连通度等于自行车道断点数除以自行车道总长度；步行道有效宽度等于步行

道宽度除以横断面宽度；步行道有效宽度等于步行道断点数除以步行道总长度；用地性质混合度用

不同种类POI点设施密度进行量化分析，当大于50%的时候定义为单一用地性质；交叉口形式分为

平面交叉和立体交叉，平面交叉又包括十字交叉路口和丁字路口，不同的交叉路口对步行和车行的

影响程度不同。根据相关资料等，本次研究中将十字路口赋值为3分，丁字路口赋值为2分。因此，
对于一条道路上的交叉口形式的影响，计算不同交叉口形式的分数并累加。是否类指标量化：对于

是否有机动车道，是否机非分离 （考虑分隔带）等指标，将是的指标量化为1，否的指标量化为0。
空间形态整合度：空间整合度越高，会带来更多的活力，因此在研究调查中，选择活力点的个数来

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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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问卷调查数据量化

在问卷调查中，选项设置为非常重要，重要，一般，不重要，很不重要五个等级，并分别赋值为

2，1，0，-1，-2。在对问卷调查进行统计分析的时候，根据打分结果和信息填写状况删除一些无效

问卷，对剩余的指标进行处理。由于问卷调查的题目分别对应着环境舒适性准则层下环境主观感受的四

个指标：道路交通，景观设施，街道建筑，公共生活。首先按调查区域将问卷调查按不同街道进行分

类。第二，对每一类数据分别进行计算，如先计算道路交通指标，采用几何平均值法计算道路交通指标

的几何平均值，最后将该道路上的所有问卷进行相加求均值。
（4）数据熵值化处理

根据熵的特性，我们可以通过计算熵值来判断一个事件的随机性及无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来判断

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因此，可根据各项指标的

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这个工具，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依据。
以道路交叉口数量指标为例，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在这个矩阵中，各个指标的量纲、数量

级、及指标优劣的取向有很大的差异，因此需要对初始数据 （表2）进行标准化处理 （表3）。

表2 道路调研原始数据 （来源：作者自绘）

道路网

道路 （m） 道路交叉口数量 （j） 道路交叉口形式 车道数

中山大道 16 38 4

胜利街 10 23 2

沿江大道 6 16 8

长春街 9 27 2

解放公园路 1 3 2

五福路 3 8 2

五福小路 2 5 1

六合路 2 5 1

陈怀民路 3 8 1

山海关路 4 11 1

沈阳路 3 8 1

张自忠路 4 11 1

郝梦龄路 3 9 1

旅顺路 2 6 1

大连路 3 9 1

新兴街 1 3 1

永清路 2 6 4

永清小路 1 3 2

曙光小路 1 3 1

黄浦大街 2 6 8

卢沟桥路 5 10 8

武汉大道 3 8 8

京汉大道 5 1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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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道路交叉口初始数据标准化处理 （来源：作者自绘）

道路网

道路交叉口数量 交叉口形式 车道数 综合得分

中山大道 0.33315205 0.332775882 0.524970391 1.190898324

胜利街 0.466412871 0.475394118 0.620419554 1.562226542

沿江大道 0.555253417 0.541949294 0.334072067 1.431274779

长春街 0.488623007 0.437362588 0.620419554 1.546405149

解放公园路 0.666304101 0.665551765 0.620419554 1.952275419

五福路 0.621883827 0.618012353 0.620419554 1.860315734

五福小路 0.644093964 0.646536 0.668144135 1.958774099

六合路 0.644093964 0.646536 0.668144135 1.958774099

陈怀民路 0.621883827 0.618012353 0.668144135 1.908040315

山海关路 0.599673691 0.589488706 0.668144135 1.857306531

沈阳路 0.621883827 0.618012353 0.668144135 1.908040315

张自忠路 0.599673691 0.589488706 0.668144135 1.857306531

郝梦龄路 0.621883827 0.60850447 0.668144135 1.898532433

旅顺路 0.644093964 0.637028117 0.668144135 1.949266216

大连路 0.621883827 0.60850447 0.668144135 1.898532433

新兴街 0.666304101 0.665551765 0.668144135 2

永清路 0.644093964 0.637028117 0.524970391 1.806092473

永清小路 0.666304101 0.665551765 0.620419554 1.952275419

曙光小路 0.666304101 0.665551765 0.668144135 2

黄浦大街 0.644093964 0.637028117 0.334072067 1.615194149

卢沟桥路 0.621883827 0.598996588 0.334072067 1.554952483

武汉大道 0.577463554 0.618012353 0.334072067 1.529547974

京汉大道 0.688514238 0.589488706 0.524970391 1.802973335

解放大道 0.33315205 0.579980823 0.429521229 1.342654103

5 实践案例

本研究实例选取武汉市黄浦路地铁站点，该站位于江岸区，武汉地铁八号线和一号线相交于此，是

武汉市重要的枢纽型站点，周边用地性质以居住、公共服务、商业、公共绿地为主。其东临汉口江滩，
南邻江汉路商业片区，西部是解放公园，城市环境及地理位置俱佳，具有很好的研究价值。

利用相关性分析法对地铁周边空间形态进行测度。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利用SPSS2.0进

行KMO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KMO统计量是0.802，介于0.8～0.9之间，这证明相关数据适合做

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Sig值为0.00，即概率P值小于0.05，所以接受备择假设，拒绝原假

设。以上分析表示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可提取公因子做因子分析，并确定因子的权重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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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模型系数与指标权重 （来源 作者自绘）

道路网
自行车

设施

步行

系统

轨道站

点出入

口布局

自行车

与地铁

站点的

换乘

公共交

通与地

铁站点

的换乘

土地利

用与开

发强度

站点与

周边城

市空间

的整合

街道

空间

环境

设施

环境主

观感受

模型系数 11.064 43.833 37.504 36.380 44.424 44.569 37.141 31.917 17.267 39.198 22.858
指标权重 0.030 0.120 0.102 0.099 0.121 0.122 0.102 0.087 0.047 0.107 0.063

5.1 站点空间形态数据可视化

由上述准则层指标权重可结算得出目标层的统计结果，从而可直观表达黄浦路地铁站的空间形态，
并从路径高效性、换乘便捷性、空间可达性和环境舒适性四个方面分析该站的空间形态特征。

5.1.1 路径高效性 （图1）

从图中可知，站点区域内主干道武汉大道、卢沟桥路、沿江大道路径高效性较大，中山大道、胜利

街路径高效性次之，解放大道和长春街最低。本区域西半部分内，道路东西方向的路径高效性需进一步

优化改善。

5.1.2 换乘便捷性 （图2）

从图中可知，地铁站点附近西南至东北方向的主要道路，如：解放大道、京汉大道，换乘便捷性较

好，西北至东南方向的道路，如：武汉大道、张自忠路等换乘便捷性较差。东西半部的换乘便捷性需要

进一步提高。

5.1.3 空间可达性 （图3）

从图中可知，长春街和张自忠路空间可达性较好，但是其到地铁站点的可达性较差，这些道路主要

是服务于附近居民的商业街道。未能很好地参与到地铁站点所带动的区域性商业开发。总体上来说，地

铁站点到周边道路的空间可达性不高。需要进一步优化，以提现地铁站点的土地升值带动作用。

5.1.4 环境舒适性 （图4）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永清路、长春街、大连路、张自忠路出行环境舒适性最高，解放大道、京汉

大道、中山大道出行环境舒适性最低。总体上东半部比西半部的出行环境舒适性好，两者的环境舒适性

紧密性较差，联通性需要进一步改善。

图1 路径高效性 图2 换乘便捷性 图3 空间可达性 图4环境舒适性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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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综合评价 （图5）

图5 综合评价 （来源：作者自绘）

对前四项指标进行叠加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从地铁站

点至沿江大道的卢沟桥路、大连路评分最高。新兴路、郝梦龄

路最低。总体上，整个路网综合评价分不高，道路系统并未因

地铁站点的建设而呈现联系紧密的态势，西半部仍需优化提升，
地铁交通站点的空间功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5.2 站点区域共享单车轨迹分析

利用摩拜共享单车轨迹数据，对其分不同时间段进行可视

化 （图6），得到相应的轨迹图和静态分布图。总体上，区域内

摩拜单车的使用较为活跃。早上7：00—8：00以及17：00—
18：00是通勤早晚高峰时间，共享单车的轨迹主要集中在京汉

大道、解放大道、永清路、中山大道和卢沟桥路等，这几条道

路承载了大部分的自行车流量；从早上7：00至下午18：00，
是各主要路段摩拜单车使用最为活跃的时间段。其中西北至东

南方向的道路———卢沟桥大街、东北至西南方向的道路———解

放大道、京山大道、中山路最为活跃。考虑到现实状况，武汉

大道和解放大道交汇点为立交桥，非机动车道路不连续，图中

轨迹图也有很好地证实。
我们利用历史某一周全天各时段的摩拜单车停靠点数据，对其进行可视化并分析。从图中可以看

出，解放大道、京山大道、中山路、卢沟桥大街是停靠较为密集的街道，基本上位于地铁服务五分钟核

心圈内。

7:00-8:00 12:00-13:00 17:00-18:00

22:00-24:00 0:00-5:00 静态分布

图6 共享单车轨迹和静态分布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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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站点区域百度热力分布可视化

5.3.1 周六数据：

从上图看 （图7），研究区域内，早上8点，黄浦路地铁站附近活力分布较为均匀；中午12点，中

山大道和卢沟桥路交叉口附近、黄浦路立交交叉口附近，活力点成两核分布；下午6点，在黄浦路地铁

站附近形成一个活力 “核”，解放大道和京汉大道之间活力也较为活跃。活力分布形成 “一带一核”。晚

上11点，本区域活力明显减弱，解放大道和京汉大道之间活力相对活跃。综合来看，周六，活力带成

为活力分布的本底，在下午6点形成明显的活力带和活力核。

图7 百度热力周六数据 （来源：作者自绘）

5.3.2 周一数据：

从上图看 （图8），研究区域内，早上8点，黄浦路地铁站附近形成活力 “单核”，中国建设银行附

近形成 “单核”，总体呈 “双核”分布；中午12点，黄浦路立交处附近形成活力 “单核”；下午6点，
在黄浦路地铁站附近形成活力 “单核”，卢沟桥路和中山大道交叉处形成 “单核”。总体呈 “两核”分

布。晚上11点，在胜利街中国建设银行附近形成活力核，武汉舞剧院东侧，京汉大道附近形成活力核，
在地铁站点外成 “双核”分布。综上，可以看出周一，本研究区域活力核呈 “2-1-2-2”分布，具有较强

的规律性。其中地铁站附近是出现活力核最为频繁的区域。

图8 百度热力周一数据 （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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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适配度分析和空间改造建议

5.4.1 道路交通网

从整个研究区域来看，路径高效性有待提升。以主干道来分析，在路径高效性中，道路网状况与步

行系统差异性较小，而自行车设施的配置存在着明显差异，武汉大道、京汉大道和解放大道的自行车设

施的配置差距不明显，而中山大道，黄浦大道和沿江大道的自行车配置的得分显著高于前三者，这也是

造成武汉大道、京汉大道、解放大道路径高效性较差的重要因素。但其单车轨迹和百度热力分布密集，
道路空间功能和出行行为间的匹配性较差，主干道不应成为承载慢行交通的主要载体，但在黄浦路地铁

站周边，主干道承载的慢性交通压力偏大，故应将其交通流分散到东西向的横向道路空间上，增加东西

向道路连通度，适当设置主干道之间的低等级道路。

5.4.2 交通设施

研究区域公交站点集聚主要分布在主干道上，而在次干道和支路上分布较少，这造成了公交线路重

复系数偏大、部分主干道上交通压力过大，有限的道路上集聚了大量的自行车流、人流和公交车流。研

究建议将部分公交站点设置于次干道和支路上，分担主干道的交通流量，促进慢行交通。

5.4.3 空间功能

解放大道和京汉大道之间以居住用地为主，两条道路间的开放程度偏低，直接造成了两者间联系偏

弱。研究建议开放两条道路之间的居住小区，用路网联通两条主干道，增加道路空间开放性。

5.4.4 环境设施

解放大道、京汉大道、中山大道出行环境舒适性最低。总体上东半部比西半部的出行环境舒适性

好，两者的环境舒适性差异明显。建议可针对性改善道路环境设施，包括道路绿化带、街道立面、自然

环境设施等。

6 结论

我国城市空间的增长方式已从外延扩张型向内涵增长型过渡，城市规划的重点对象由增量空间到存

量空间转型，城市研究更加突出关注城市局部空间及关键问题，强调运用精细化城市设计的方法推动城

市空间的健康发展。精细化城市设计是针对特定空间问题，以多学科视角与方法对特定空间、特定人群

及特定问题的深度细致的分析与解读，并最终对城市空间形态及人的行为活动进行详细的组织设计。武

汉现在正处于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的特殊时期，作为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轨道交通只有与用地周边

的道路交通，环境影响以及居民的使用意愿相结合，才能够发挥轨道交通的最大化优势。
笔者以现象问题、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三方面出发，在多学科融合与新技术运用的背景下，从城市设

计的视角建立 “行为解读—关系分析—模式构建”的理论框架，本文对轨道站点地区城市空间形态与慢行

出行进行适配性研究，运用大数据对慢行出行特征及选择因素进行解读，依据站点地区慢行出行与城市空

间形态适配性的评价指标，将慢行出行调研数据与空间基础数据进行量化处理，完成站点地区慢行出行与空

间适配性评估，依据评估结果探索相关空间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空间优化设计策略。本研究以武汉市轨道交通

黄浦路站点为例进行实证的分析研究，并从道路交通网、交通设施、空间功能和环境设施四个方面提出其空

间优化措施和改造建议，以期未来能将其运用到武汉市乃至其他城市的轨道交通及空间的开发建设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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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城市停车与充电设施



基于交通安宁化理念的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
停车规划研究

舒诗楠 阮金梅 彭 敏 罗丽华

【摘要】 由于停车设施供给有限，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停车占用胡同空间，破坏古都风貌、影响交通出行、威胁生命安
全。首先，分析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停车现状问题和症结，基于交通安宁化理念提出停车减量规划和打造安宁街区的目
标。其次，提出 “坚持规划引领、注重多元共治、调控停车需求、统筹停车资源、强化价格杠杆”五方面停车规划策
略。最后，以南锣鼓巷地区为例，分三个阶段提出停车规划方案和实施保障措施，并对规划实施进展进行跟踪介绍。
【关键字】 停车规划；停车治理；规划实施；交通安宁化；历史文化街区

0 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北京老城更新改造的步伐也不断提速。北京共有33片历史文化街区，
不仅肩负着传承历史文脉、保护古都风貌的使命，同时承载着提升环境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的任务。然

而，随着现代化的交通方式进入历史文化街区，在提供机动化出行的同时，也对其风貌保护、品质提

升、宜居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问题，已成为制约其整体保护和有机更

新的首要矛盾之一[1]。
由于土地稀缺、空间局促、设施匮乏、风貌保护等原因，老城往往是一个城市中停车问题最突出的

区域[2]。如何统筹考虑历史文化、土地资源、居民需求等诸多约束，在有限空间内解决停车问题，已成

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和规划实施的难点。晏勇[3] 关注宏观层面停车策略的系统性，在分析黄石市老城区

的交通和停车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老城区停车系统总体改善框架。努尔沙拉·巴得力汗等[4] 从老城

停车设施供给的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差别化分区、一体化设计、提高停车效率等策略。高萍[5] 关

注对停车需求的调控，提出了新建地块停车设施供给的原则，从总量控制、设施共享、停车收费三方面

提出了停车改善措施。朱勋、刘晖[6] 针对宁波市镇海老城停车设施缺乏、停车难、停车无序等问题，
提出了 “免费、分享、共享”的措施，进一步对改善措施的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

目前研究对于老城的停车问题越来越关注，然而聚焦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研究较少。历史文化

街区具有其特殊的特征，如以平房四合院为主、胡同街巷的路网格局，老城的停车策略和措施并非

完全适用于历史文化街区。此外，以往研究更关注停车设施的供给，对规划实施模式和实施保障措

施重视不足。针对历史文化街区停车规划目标不明确、实施路径不清晰、实施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本文以交通安宁化理念为指导，在总结历史文化街区停车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的

停车规划目标和策略。以南锣鼓巷地区为例，提出三个阶段的停车规划方案和实施保障措施，并跟

踪、介绍了规划实施进展，旨在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规划提供有力指导，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

治理提供有效借鉴。

1 交通安宁化的理念

交通安宁化的理念最初起源于1960年代欧洲城市市民对大规模修路计划的抗议，如今已成为欧洲

各城市广泛采用的小汽车交通限制措施[7]。交通安宁化并非是将历史文化街区完全的 “去机动化”，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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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成大规模的步行街区，也不是将内部胡同作为交通微循环道路，引入外部交通。其核心理念是通过构

建多种交通方式之间平等、共享的交通空间，发展多方式城市交通体系，优先考虑慢行交通方式，削弱

小汽车在交通体系中的地位[7]。
交通安宁化的目标在于寻求机动车交通和慢行交通之间的平衡，寻求机动车交通通达和街道空间品

质之间的平衡，该理念能较好的指导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历史文化街区规划，让胡同居民过上现代生活的

同时，有效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传统风貌。针对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问题，从交通安宁化的理念可引申出

交通需求管理、减量供给停车设施、绿色出行优先的空间分配等策略。交通需求管理方面，划定交通安

宁区，将不必要的非本地机动车停车和穿行排除在外。停车设施供给方面，控制内部停车位的供给总

量，减量化施划胡同停车位，积极利用区外公共停车场。空间分配方面，维护原有的街道尺度，实现机

动车通行空间最小化或空间共享，保障慢行交通优先，提升街区活力。

2 历史文化街区停车问题

2.1 现状问题

（1）停车设施供给有限

历史文化街区土地稀缺、空间局促、用地复杂，受历史原因、风貌保护等因素影响往往建筑配建停

车设施和公共停车场较少，供给停车设施十分有限，胡同停车现象严重[1]。
（2）停车供需表面失衡

历史文化街区内居住车位应优先保障多证合一的本地居民。有限的停车资源如果用于满足所有居民

甚至外来人员的停车需求，必然造成供需失衡的现象。在只保障多证合一常住人口停车的前提下，停车

不应想当然的认为供不应求，而应对每个历史文化街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过调查判定本地区的实际

停车供需。
对历史文化街区停车供需的长期跟踪调查结果表明，部分街区的停车设施与本地居民的实际停车需

求差距不大，但由于认证停车需求不准确、外来车辆长期占用停车位、居民固定停车位使用率低、公共

停车场利用率不足等原因，造成表象上的停车供给不足。
（3）停车占用胡同空间

历史文化街区普遍面临的问题并非供需失衡，而是大量停车占用胡同空间。停车占用胡同公共空

间，破坏古都风貌，侵蚀了原本安宁的胡同氛围，有悖于老城保护的要求。停车占用胡同消防通道，带

来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威胁生命安全。停车占用胡同通行空间，影响行人和自行车出行的安全性和舒

适性。

2.2 症结分析

（1）胡同停车免费或低价

部分胡同停车未落实收费政策，部分胡同停车价格过低。停车收费价格未能与停车设施类型、停车

步行距离等因素挂钩，未能建立起以价格杠杆为主导的停车收费机制，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更多机动车在

胡同内停放。
（2）停车资源缺乏统筹利用

社会停车资源未能充分用于缓解地区停车矛盾，企事业单位、企业等普遍缺乏停车位共享的意愿，
在推动共享上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支撑。

（3）居民合法停车意识淡薄

部分居民对于胡同的功能定位认识不清，认为胡同属于少数人拥有的公共空间，养成了利用胡同空

间就近停车、免费停车的习惯，未形成 “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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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停车管理与执法力度不高

历史文化街区停车管理机制不完善，车辆进出管理不严。公安交管部门对于支路以下的城市道路区

域执法薄弱，未形成良好的停车秩序。

3 历史文化街区停车规划目标和策略

3.1 规划目标

（1）交通规划目标

在当前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内机动车过度使用、车辆停放无序、交通秩序混乱的情况下，通过实施交

通安宁化打造安宁街区是当前历史文化街区的大势所趋，有利于还原安静的居住环境、改善居民出行环

境、提升胡同空间品质。
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应建设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兼具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安宁交通

系统。具体来说应体现在四方面：交通空间以静制动，停车秩序好起来，胡同街区静下来。交通方式快

慢相宜，绿色交通快起来，小汽车交通慢下来。交通风貌相依相融，交通与老城风貌、历史文化保护协

调。交通生活共存共生，交通空间与高品质、特色化生活空间共融。
（2）停车规划目标

历史文化街区机动车停车规划应由问题导向转向目标导向，由增量规划转向减量规划，打造安宁街

区。分成近、中、远三个阶段制定停车规划目标。
第一阶段：近期

基本满足多证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遵循减量化原则设置胡同停车位，开展部分胡同不停车工

作。挖潜现有公共停车场潜力，严格论证新建公共停车场的必要性，对于地下停车场的建设慎重考虑。
提高本地区单位停车的共享比例，适度利用腾退空间增加停车设施，实现胡同内机动车停车有序。

第二阶段：中期

逐步推行胡同日间不停车，加大周边公共停车场利用力度，大力推进共享停车，并逐步降低本地区

单位的停车需求，扩大胡同不停车范围。
第三阶段：远期

合理利用公共停车场，对本地区单位的停车位进行总量控制，基本实现胡同不停车。

表1 历史文化街区分阶段停车规划目标

项目 近期 中期 终期

胡同停车 部分胡同不停车 胡同日间不停车 基本实现胡同不停车

公共停车场

挖潜现状公共停车场潜力；
严格论证新建公共停车场的必

要性

加大周边公共停车场利用力度 合理利用公共停车场

单位停车 提高单位停车的共享比例
大力推进共享停车，逐步降低

单位的停车需求
对单位的停车位进行总量控制

3.2 停车规划策略

（1）坚持规划引领

历史文化街区应制定具有弹性和韧性的停车规划方案，统筹区域内的停车位资源，明确规划实施路

径。通过试点推动，逐步实施的方式，近中期实现胡同停车有序，稳步推进胡同不停车治理，远期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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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胡同不停车。
（2）注重多元共治

推行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自治、执法保障”的多元共治工作模式。明确各级政府停车规划

管理责任，深化 “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增强街道统筹协调力度。充分发挥社区力量，大力推行居民

停车自治，利用居民议事厅等形式，积极化解矛盾，加强沟通，做好矛盾预防和教育工作。善于借助市

场化力量和社会组织，推进停车规范化治理。不断强化停车执法力度，保障辖区内良好的停车秩序。
（3）调控停车需求

按照 “控拥有、限使用、差别化”的原则进行交通需求调控。采取交通需求管理措施，适度满足多

证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限制外来机动车在历史文化街区的停放，倡导绿色交通出行方式。
（4）统筹停车资源

近中期应以胡同停车秩序整顿为目标，减量化施划胡同停车位，通过停车空间置换的方式，将胡同

停车转移到公共停车场、单位共享停车位，逐步减少胡同停车。远期随着历史文化街区功能优化、人口

调控，基本实现胡同不停车。
（5）强化价格杠杆

逐步构建符合市场化规律的停车价格体系，发挥停车价格的杠杆作用，调控停车需求。近期可采取

政府定价和居民自治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停车收费价格。

4 南锣鼓巷地区停车规划研究

4.1 研究背景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坐落于北京北中轴线的东侧，至今已有700余年的历史。1993年划入北京

市历史文化街区范围，是北京市历史最悠久、最典型的传统居民区，具有十分深厚的文化底蕴[8]。南锣

鼓巷历史文化街区面积0.88平方公里，地区人口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具有老龄化率高的特征。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为 “鱼骨式”的胡同格局，以南北向的南锣鼓巷为轴线，两侧分布着16条

平行胡同，另有12组胡同群，一共有29条胡同[8]。区域内胡同宽度较窄，6m以下胡同占85%，机动

车行驶受限。外围公共交通发达，具有良好的公共交通主导条件。区域内机动车流量较小，步行和非机

动车流量较大。

4.2 停车现状

（1）居住车位使用无序

南锣鼓巷地区的现有停车设施包括居住院内停车位、企事业单位停车位、胡同停车位、公共停车场

和外围道路的路侧停车位，区域内合计供给停车位1354个，其中居住车位873个。其中胡同夜间停车

数明显高于胡同停车位数，而公建配建停车位闲置率高，如图1所示。
为判定实际的长期停车需求，研究对区域停车情况进行了连续两周、每日早晚的跟踪调查。结果显

示，两周内区域内有1523辆车停放，但每日停车数具有一定波动性，每周停放4天及以上的车辆仅

924辆，如图2所示，说明仅长期停车需求为924辆。
此外，研究通过对三证 （行驶证、户口本和房产证）的审查，对人、车、位进行了关联，明确实际

的本地居住停车需求为575个。胡同与小区内匹配到三证合一长期停放的车辆数如图3所示，349辆车

长期停放在区域内，但不满足三证合一要求，并非本地居民的停车需求。
目前的居住车位已能够满足多证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可满足约90%的常住人口停车需求。

然而，区域内仍存在大量机动车占用胡同空间违章停放的现象，表象上看似停车设施供给严重不足，主

要由于停车认证机制不完善、车辆进入管理不严、固定停车位使用率低等原因，导致下发停车证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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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类停车设施停车位数和夜间停车数

图2 每日早晚停车数量变化

外来车辆占用停车位、固定停车位空置，使得居民停车矛盾突出。
（2）停车占用胡同公共空间

南锣鼓巷地区施划胡同停车位297个，夜间停放车辆数达521辆，如图4所示。29条胡同中，设

有7条禁停胡同，5条胡同由于宽度限制没有停车，17条胡同存在违章停车。存在停车的胡同条数占比

达60%，被停车占据的胡同长度占比达45%。停车占用胡同空间，破坏古都风貌，威胁生命安全，影

响交通安全。
（3）停车场车位未充分利用

现状南锣鼓巷地区共有3处停车场，分别为南锣南口公共停车场、前圆恩寺胡同地下停车场和东不

压桥胡同西侧地下停车场。南锣南口公共停车场和前园恩寺胡同地下停车场夜间约有20%停车位空置，
东不压桥胡同西侧地下停车场目前处于自管自用的状态，未对居民提供夜间长期停放服务。

（4）停车位错时共享不足

南锣鼓巷地区内有办公、学校、酒店等建筑，自管自用停车位数量较多，占区域停车位总量的

30%。夜间单位自管自用停车位闲置率高，资源并未得到有效利用，仅5%的停车位对居民错时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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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三证合一停车需求匹配情况

图4 胡同停车位数和夜间停车数

4.3 规划方案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规划目标是通过停车减量规划，调控交通出行结构，提升历史文化街

区环境品质，打造精品安宁街区。结合南锣鼓巷地区停车规划目标和现状，采用循序渐进、分阶段实施

的策略，提出三个阶段的机动车停车规划方案。
（1）2019-2020年停车规划方案

2019～2020年，统筹地区停车资源，基本满足多证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充分利用现有居住

院内停车位，大力推进区域内单位停车位错时共享。适度挖潜公共停车场，对南口公共停车场进行平改

立。遵循严格控制和减量化设置的原则，重新校核胡同和路侧停车位，仅在宽度5.5m以上胡同施划停

车位，实现部分胡同不停车，并在外围道路施划夜间停车位。考虑居民停车可接受的步行距离，均衡设

置停车设施，2019～2020年度停车设施规划布局如图5所示。
（2）2021～2022年停车规划方案

2021～2022年，随着地区人口的疏解，根据停车需求的减少，减量规划停车设施，基本满足多证

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取消外围道路的路侧停车位，改善自行车交通出行环境。取消胡同日间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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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9～2020年停车设施规划布局

位，仅在6米以上胡同施划夜间停车位，实现胡同日间不停车。2021～2022年停车设施规划布局如图6
所示。

图6 2021～2022年停车设施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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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2025年停车规划方案

2023～2025年，停车需求持续减少，优先关注残疾人、老年人和幼儿家庭，适度满足多证合一常

住人口的停车需求。取消胡同停车位，实现胡同不停车，打造安宁街区。减少区域内单位停车位供给总

量，尤其是区域内中心地区停车位，鼓励通勤者采用公共交通方式出行。2023～2025年停车设施规划

布局如图7所示。

图7 2023～2025年停车设施规划布局

4.4 实施保障措施

（1）加强宣传教育

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培育居民四个方面的意识。一是 “停车入位、停车付费、违停受罚”的责

任意识，二是 “占用胡同公共空间停车高收费”的公共意识，三是 “绿色出行”的交通意识，四是 “老
城保护”的文保意识。

提高属地单位的社会责任感和大局意识，以政府单位为表率优先实施车位共享，逐步推进本地区企

事业单位停车位的全面共享。
（2）加强居民自治管理

注重居民自治组织建设，建立以居民停车自治公约为约束的自治管理体系，形成街道办事处统筹、
社区牵头推动、专业机构指导、自治组织管理、居民参与的街巷胡同停车管理格局。

成立居民停车自管会，对区域内停车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进一步明确自治组织的职责范围和

工作方式，形成自治规程，充分发挥自治组织在提高居民生活品质方面的重要作用。
（3）完善停车认证机制

逐步建立居住停车区域认证机制，明确认证工作流程、认证标准、职责分工。
建立停车动态监测系统，通过智能化手段动态监测机动车停放情况，明确实际停车需求的判定标

准，精准识别多证合一常住人口的停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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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停车认证结果和停车动态监测结果，对非长期停放的车辆，取消其停车认证资格。通过严格管

理本地区停车位使用，逐步实现停车设施减量的目标。
（4）建立停车收费体系

树立居民停车付费意识，落实胡同停车收费政策。遵循差别化收费的原则，停车收费价格与停车距

离、停车设施类型等挂钩，胡同内高于其他区域、近端高于远端、地上高于地下，逐步将胡同内停放车

辆引导到胡同外的其他停车区域，实现停车空间置换的目标。
街巷胡同内居民停车收费作为区政府非税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用于胡同停车治理，改善公共空间

环境秩序。
（5）运用市场化手段

通过政府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方式，聘请专业的物业管理公司，采取政府管理与企业服务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车辆准入管理、胡同停车管理、停车秩序维护、车位共享管理等工作。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物

业企业的作用，选择专业化组织实现自管会务实落地。
（6）强化停车执法

加强对区域内胡同、路侧等违章停车的严格执法。坚持街道吹哨、部门报道，由区公安交管部门落

实执法工作，停车监管人员协助。
推进执法的智能化、信息化建设，采取视频监控、非现场执法实现全地区、全时段的智慧化、人性

化管理，减少硬质隔离，营造良好的公共空间环境。
（7）制定停车设施使用细则

制定公共停车场、企事业单位共享停车位、胡同停车位、外围道路路侧停车位的使用细则，明确使

用对象、使用时间、收费价格等，提高停车设施的利用率。

4.5 规划实施进展

（1）发布首个历史文化街区停车规划

2019年，东城区发布了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机动车停车规划》，成为北京市首个正式发布的历

史文化街区停车规划。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将实现胡同不停车，把胡同公共空

间还给居民。未来的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将打造成有绿荫处、有鸟鸣声、有老北京味儿的胡同公共空

间，让居民重拾老北京的胡同记忆。
（2）形成多元共治停车工作组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依据 “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居民自治、执法保障”的多元共治工作模式，
形成了 “区政府统筹、街道为主体、各相关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协助、居民参与”的工作组。

此外，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以社区为单位成立了停车自管会，制定自治公约，并委托物业公司管

理，为停车入位、停车有序提供了有力保障。

表2 南锣鼓巷地区停车工作组职责分工

部门 职责

东城区

人民政府

负责统筹协调和组织实施停车设施规划、设置、使用及停车秩序、服务、收费的管理工作，推

进停车区域治理，监督有关部门开展停车执法。

东城区城管委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机动车停车管理的具体工作。

交道口

街道办事处

负责统筹辖区内的机动车停车管理工作，组织领导、综合协调、监督检查停车执法事项，将停

车纳入网格化管理范畴，确定监督、管理人员，建立居住停车机制，指导、支持、协调开展停

车自治和停车泊位共享、新增、禁停等工作。

东城交通支队 不断强化停车执法力度，保障辖区内良好的停车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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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部门 职责

驻区单位
深化 “街道吹哨、部门报到”，增强街道统筹协调力度，强化对驻区中央、市属、区属单位的

统筹协调，推动共享。

社区居民
充分发挥社区力量，大力推行居民停车自治，利用居民议事厅等形式，积极化解矛盾，加强沟

通，做好矛盾预防和教育工作。

市场机构

和社会组织
借助市场化力量和社会组织，推进停车规范化治理。

（3）逐步实现胡同不停车

南锣鼓巷历史文化街区按照 “分步实施、试点推动”的思路，正分4个区域由南向北分步推进胡同

不停车。已利用地铁8号线交通织补用地建设成南锣鼓巷南口临时停车场，并实现平改立。同时大力推

动了单位停车位错时共享，向符合居民停车资质认证标准的车辆提供停车位。目前已在雨儿胡同内安装

机动车禁停标识和非现场交通执法设备，实现了包括雨儿胡同、福祥胡同、蓑衣胡同、炒豆胡同和前圆

恩寺胡同在内的5条胡同不停车，如图8所示，将逐步为居民营造更加安宁的街区环境。

图8 雨儿胡同不停车

5 总结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传承历史文脉、保护古都风貌的重点地区，停车已成为制约其环境品质提升、人

居环境改善的突出问题。近年来，北京历史文化街区持续开展停车治理工作，但由于缺乏规划引领，各

街道仍以设施供给的思维为主导，胡同停车问题依旧突出。
本研究针对北京历史文化街区停车现状问题，明确了停车规划目标和策略，并以南锣鼓巷地区为例

提出停车规划方案和实施保障措施。在规划的指导下，南锣鼓巷地区在规划、建设、管理全流程贯彻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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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历史文化街区停车策略，通过停车规划治理实践，缓解了居民停车难的问题，改善了街区交通环境品

质。解决历史文化街区的停车问题，在关注设施供给的同时，更应关注需求调控和多元共治，从增量规

划转向减量规划，将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成安宁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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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停车系统规划实践与思考———以海安市为例

李志鹏 何 鹏 刘瑞远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中小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机动化水平日益提高，大量私有车辆的快速增长给城市静态交
通带来的压力与日俱增。停车系统是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停车供需矛盾，对
城市交通秩序的影响更为突出。为更好地解决中小城市 “停车难”问题，有必要提前对中小城市的停车发展策略提出一
些战略性思考，因此本文以海安市中心城区的停车系统为例，从分析中心城区现状停车存在的问题与特征入手，提出了
海安市停车发展的思路与路径，并针对海安未来的停车发展的举措与政策给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 中小城市；停车系统；停车难；停车发展策略

0 引言

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高速发展的阶段，2019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60%[1]。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提高，城市机动化水平也在日益提升，给城市静态交通带来的压力愈

发增加[2]。对中小城市而言，原先的建筑物配建标准较低、政府财政资金支持不足及缺乏相应的停车管

理政策，因此与大城市相比，中小城市的停车供需矛盾显得更加突出[3]。随着中小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

快速增长，城市对停车设施的需求日益凸显，“停车难”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小城市的城市环境与交

通秩序[4]。因此，亟需通过深入研究中小城市的停车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应对方案，规范停车秩序，
来缓解中小城市由于停车引起的诸多交通问题[5]。依据国家现行标准，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

即为中小城市，而海安作为江苏省内的县级市，2019年末常住人口为86.30万，因此本文以海安为例，
对其停车系统规划进行研究。
2012年，海安编制了第一版停车规划，规划提出了一整套停车发展体系来指导当时海安停车发展，

明确了海安停车发展目标为 “差别供给、保障基本、高效管理、以静制动”。然而首版规划至今已有7
年时间，随着2015年来国家各项停车指导政策的密集发布和2018年江苏省 《关于推进实施 “停车便利

化工程”的意见》的发布，以及 《海安城市总体规划 （2012—2030）》的正式获准实施，当初的规划能

否积极响应新的城市总规，以及规划提出的停车发展策略、公共停车场建设等措施如今能否得到有效落

实，均急需一个系统性的评估。
同时，另一方面，2018年5月，海安撤县立市带来城市格局的新变化，赋予了城市发展的新

机遇。2018年，海安在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榜、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榜排名中，分

别列第7位、第28位，但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也带来了小汽车数量的激增，城市停车问题日益突

出。目前，海安市中心城区小汽车拥有量达到9.7万辆，千人拥有率将近220辆/千人，已处于快

递增长期的阶段，随着海安城市机动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未来海安的小汽车需求将进一步增大，
城市停车泊位的供应将面临更大压力。停车系统作为城市交通的重要抓手，海安急需提前全面、
系统地谋划停车发展方向和路径，提出改善停车秩序和环境的举措与政策，以实现城市与交通协

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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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规划范围

1 现状停车问题与特征

当前，海安中心城区停车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 “局部地区、高峰时段”，当前重点面临的问题是公

共停车基础设施的薄弱与停车秩序的混乱。

1.1 路外停车建设不充足， 路内泊位大量施划

在上版规划编制实施后，七年内海安市中心城区的泊位总量由2.08万个增长到了12.49万个，共

增加10.41万个泊位，其现有的泊位总量已超过中心城区的小汽车保有量，车均泊位比达到1.29，但

从停车设施供应结构来看，海安市现状的泊位供给结构中，配建泊位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占比高达

89%。目前海安市总体的停车供应结构比例为建筑配建∶路外公共∶路内公共=89∶1∶10，占比过低

的路外公共停车泊位，难以适应未来海安市小汽车高增长率的发展模式，根据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
在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总量中，公共停车场提供的停车位可占的比例为10%～15%[6]。

与路外公共停车泊位相比，海安市的路内停车泊位占比达到10%，而 《城市停车规划规范》中提

到路内停车泊位作为城市机动车停车位供给的补充，不应超过供给总量的5%，“能划尽划”的路内施

划，不仅占据了大量的居民慢行空间，且免费的收费模式又会与路外停车收费形成价格倒挂，带来大量

的违章停车。

1.2 停车泊位利用不集约， 地面停车场占比较大

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下发 《关于加强城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其中一方面通

过基本原则明确 “坚持集约挖潜，鼓励既有停车资源的开放共享，有效利用、充分发掘城市地上和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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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现状路内停车泊位分布

空间资源，建设立体停车设施”。另一方面通过建设重点提出 “鼓励建设地下停车场、停车楼、机械式

立体停车库等集约化的停车设施”。因此，海安停车设施建设发展的大趋势是鼓励土地的复合利用，停

车设施的集约化建设。目前海安市停车设施建设的总量已基本达标，但其建设的停车设施中地面停车场

的占比仍然较大，且老旧小区的地面一层车库多有挪用现象，机械式停车场占比仅为1%，因此在之后

的建设中，海安市仍需加强停车设施的集约化建设。

图3 中心城区配建停车型式分布图

1.3 重点区域运行不顺畅， 停车供需矛盾严重

从对海安市的配建停车场及公共停车场的运行情况调查来看，海安市的建筑物配建停车场及公共停

车场的周转率较低，且泊位供给不足，但并未影响大部分停车场的运转。
由于海安路内停车免费，其现状路内泊位的周转率仅为3.8次/日，在一些车流量较小的区域仍可

以正常运行，在学校、政务中心等车流量巨大的区域，便凸显停车问题，较低的停车泊位周转率加上巨

大的车流量，使得这些区域 “一位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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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公建类建筑泊位缺口分布图 图5 实验小学放学期间中坝路路况

1.4 停车价格体系不完善， 杠杆调控体系缺乏

海安市目前尚未出台机动车停放收费管理办法，其停车价格体系不够完善，各停车场收费标准不

一，较为混乱，且海安市的路内停车位长期处于免费开放状态，使得路内停车泊位周转率较低，有大量

的停车泊位被长期占用，这使得路内停车泊位的有效周转受到严重影响，同时由于路内停车免费，严重

降低了路外停车收费设施的使用率，带来了大量的违章停车，增加了停车执法部门的管理难度，也无法

达到价格杠杆调控停车需求的目的。

图6 路内停车场车辆停放时间分布 图7 路内违章停车分布图

1.5 建筑配建指标不适应， 部分类别与需求不符

由于海安市早期的一些建筑建设年代较早，原有的配建指标要求较低导致当前的停车供需矛盾日益

突出，历史欠账问题开始凸显，而且老旧小区既有配建的一层车库也存在较多的挪用现象。
近年来，海安市已开始重视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的问题，在2012年编制的 《海安停车场专项规划

（2012-2030）》中开展了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的专题研究，结合海安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适用于海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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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建标准。2015年，海安市进一步出台了单独的停车配建标准 《海安建筑物停车设施配建标准 （试
行）》，用来指导城市停车设施建设，从整体来看海安市一些建设时间较短的建筑物的配建基本可以满

足现状的停车需求，但通过对各类建筑的停车需求调查来看，海安市目前现行的一些建筑的配建指标与

实际需求并不匹配，如办公类指标远高于停车需求，需要针对性的调整和优化。

图8 海安市日间及夜间停车需求分布图

2 停车发展思路与路径

停车系统是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大城市相比，我国的中小城市整个城市交通系统的正

常运转更容易受到城市停车供需矛盾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许多中小城市缺乏科学有效的规划管

理体系以及合理的规划方法，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城市属于 “单核”结构，交通方式相对单一。所以，
对于中小城市而言，不能盲目照搬大城市的做法，需要根据城市自身发展情况，提出合适的城市停车发

展思路与路径，为城市停车设施体系的构建提供指导。因此在本次规划中，梳理了江苏省内较为发达的

中小城市的停车管理、停车设施建设等先进的停车经验，以指导海安市的停车发展，如表1所示。

表1 同类城市经验借鉴表

城市
户籍

人口

全市小汽

车保有量
停车管理 设施建设 建设模式

昆山 86.2万 47.7万

1.对侵占人行道板公

共停车泊位开展专项

整治

2.出台配建标准、明

确停车收费标准

1.昆山中学地下停车场

2.琅环里停车场立体化改造，PPP
模式

3.市民文化广场地下停车场、采

莲街立体停车场

4.配载中心临时停车场、柏庐农

贸市场

独立占地

学校操场

立体化改造

广场地下空间

张家

港
92.9万 31.54万

1.出台政策，128家单

位内 部 停 车 场 对 外

开放

2.出台停车收费政策

1.市教育局少年宫空地和绿地

改造

2.云盘小学操场改建半地下停

车场

独立占地

结合公园绿地

学校操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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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户籍

人口

全市小汽

车保有量
停车管理 设施建设 建设模式

太仓 48.7万 18.31万

1.出台政策，32家行

政事业单位内部停车

场向 周 边 居 民 错 时

开放

2.部分公共区域的收

费停车场试点智能收

费系统

1.中医院建成垂直升降的封闭式

立体停车库

2.闲置的园林桥周围空地改造为

公共停车场

3.拆除老乡政府大楼，挪出空间

改造为公共停车场

立体车库

闲置空地

废弃建筑改造

海门 99.8万 17.38万

1.出台停车收费标准

2.启动建设智慧城市

交通大数据管理平台

1.老公安局地块 （宅间空地）建

设临时地面停车场

2.长江新村社区 （宅间绿化）建

设为为社区生态停车场

3.开展老小区停车位的改造计划

废弃建筑改造

绿化空间改造

老旧小区改造

启东 111.6万 16.76万 —

1.移动公司西侧地块立体车库

改造

2.启东宾馆东南侧地块地面停车

场立体化改造

立体化改造

如东 102.8万 18.00万 — 1.广隆商场南侧立体停车库改造

2.掘港小学西侧生态停车场

立体化改造

结合绿地建设

省内中小城市的停车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停车发展必须在政府的引导下，通过分区差别化供应与管

理手段，对停车需求进行调节，引导和改变城市居民停车习惯，减少特定区域停车需求，协调土地利用

开发，保持供需适度平衡，才是适合海安市停车发展要求的可行之路，也是海安建设节约型社会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由此本次规划将海安停车发展的基本思路确定为 “一根主线，两条路径”。
“一根主线”是指停车供给侧改革。为解决海安停车难的问题，应当以停车 “供给侧”结构改革为

主线，对现有停车场进行完善和改造、适当增加建筑物停车配建比例、合理布局、利用市场化方式多渠

道提升现有存量资源的利用率，如推进错时共享、信息技术等方案的实施，并引导更多相关主体参与供

给，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
“两条路径”是指需求调控、挖存增量。除了对停车供给侧进行改革，对海安而言，还应该加快推

动公共交通的发展，大力发展替代性交通出行方式如慢行交通、新能源车分时租赁等。通过提高公共交

通的服务水平，鼓励海安市居民逐步转变出行方式和习惯，减少机动车出行比例，降低停车需求。同

时，要依据海安市动静态交通状况，进一步限制政府定价范围，构建完善的停车收费机制，通过市场化

途径调节停车需求；此外还应该利用新、改建及挖潜等方式，多途径合理增加停车泊位供给数量。
与大城市一样，中小城市中停车系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中小城市停车系统的发展同样应该符合城

市整体交通发展的趋势。本次规划旨在研究制定与海安市整体交通发展战略相契合，与海安城市用地总

体布局和交通功能性质相紧密协调的城市停车设施布局规划，建立完整的停车设施体系。因此，总体而

言，本次规划的基本路径为八字方针：“三转三谋，三量三有”。“三转三谋”是指转化停车供给模式，
谋停车供给侧改革之路；转变全域均质发展，谋需求差别化调控之路；转型常规静态管理，谋停车智慧

化发展之路。“三量”是指旧区限量、新区适量、郊区足量。“三有”是指人有所行、车有所停、路有

所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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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划，海安市要建成以静制动、集约共享，健全 “规、建、管、控”四位一体的停车发展体

系，逐步构建 “旧区限量、新区适量、郊区足量”的停车供应结构，保障地区停车人有所行、车有所

停、路有所畅。

3 停车发展举措与政策

3.1 鼓励设施建设， 严控路内停车

3.1.1 多种渠道增加公共停车泊位

当前海安需放宽市场准入，挖潜存量资源，集约利用土地资源，采用多种方式增加公共停车位。针

对近期停车问题，海安需要继续加强以政府为主导的停车设施建设，对于有用地空间的，积极推进立体

停车楼、机器人停车库等新技术的应用，对于用地空间局促的，加强用地的综合开发、既有泊位的立体

化改造等，多渠道提高泊位供给。规划建议海安近期公共停车场建设可分为路外公共停车场和便民增绿

停车场两种模式建设，近期规划路外公共停车场8处，其中现状扩容2处，独立占地4处，结合仓储1
处，结合建筑物增配1处；规划便民增绿停车场7处。同时规划综合考虑常规停车需求分析、基于路网

容量制约下的停车需求分析对远期海安的公共停车需求进行了预测，为1.51万～2.01万个，因此本次

规划还为远期海安路外公共停车设施的建设预留了约1.6万个泊位。

3.1.2 动态评估调整路内停车泊位

路内停车泊位作为城市停车设施中的从属部分，其功能主要为服务车辆短期停车及作为夜间基本泊

位的补充为主。未来随着路外停车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以及周边道路交通流量的变化，路内停车应做相

应的调整。在部分地区如一类区 （老城区），由于主要道路交通流量较大，路内公共停车泊位的大量设

置已经影响到动态交通，应予以一定撤销，通过挖潜布局路外公共停车设施满足停车需求，对路内停车

泊位施划规模进行严格限制，本次规划建议近期逐步取消人民中路及长江路路等道路的部分路内泊位；
在部分新建地区及城区外围，由于周边土地的开发，会产生大量临时停车需求，结合周边交通环境，依

据相关规范标准设置路内停车泊位。此外，随着海安发展要求和交通状况的变化，每1～2年需要动态

评估路内停车的设置，实行撤销或新增等举措。

3.2 建设智慧停车， 推进停车共享

3.2.1 建设智慧停车系统

截止至2019年2月，海安市城区智慧停车系统建设项目已完成初步架构建设，已进入软件调试阶

段。海安城区智慧停车系统总体框架包括五层：自下往上看，第一层是前端设施层，用来收集人员、用

户、停车相关出入、计费、缴费等信息，提供基础数据资源；第二层是网络及通信层，用来将整个路

内、路外停车设施的数据集成到智慧停车平台上；第三层数据层，用来对各类信息资源进行维护和更

新，形成基础数据库和信息资源库；第四层是应用及服务层，是智慧停车系统的核心，由智慧停车管理

平台构成，主要包括停车大数据分析、运营管理、交通及停车设施管理的等子系统，提供与停车相关的

多方面能力，同时为停车场等相关主体接入提供方便；最后是用户层，通过多种终端用来提供智慧停车

成果展示，针对不同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3.2.2 逐步推进停车泊位共享

随着智慧停车平台的建设，以往分散的停车泊位信息以网络为媒介，消除车主和泊位资源之间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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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系统架构与网络拓扑图

息壁垒，实现停车泊位信息的共享。在海安停车供给结构比例建筑物配建停车位高达89%，鼓励建筑

物配建停车泊位对外共享，不仅有利于土地资源的节约化，降低公共停车场的建设规模，又可以起到提

高停车泊位周转率的作用。因此本次规划建议海安通过两种共享模式来逐步实施，一种是结合海安智慧

城市APP“我的海安”，在其中增设 “停车预约”及 “停车共享”模块，从而实现停车场泊位资源的实

时发布及使用；另一种是在停车矛盾十分突出的地区，从政府层面推动具备条件的单位大院对外错时开

放内部公共停车场，服务于周边居民的停车需求，按照 “相对固定、先来后到”的原则，对符合条件的

居民发放错时停车通行证，本次规划提出6个试点单位，未来应鼓励更多有条件的单位大院开放共享。

3.3 优化配建标准， 加强政策引导

3.3.1 调整优化停车配建标准

作为城市停车场的主体，建筑物配建停车指标的选择和确定与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和交通发展息息

相关。由于海安市之前出台的配建停车标准时间较早，目前已不能完全适应目前海安市的停车需求，因

此本次规划配建指标的制定主要依据现状停车需求调查数据，分析海安市的现状需求，通过与同类城市

配建指标的横向对比可发现，海安市现行配建标准中的住宅类指标与同类城市相比偏低，公建类中办公

小类指标与同类城市相比偏高，而商业金融小类指标偏低，其余指标相差不大。同时规划根据建筑物停

车需求定量分析预测和配建分区分类研究，结合对各类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的定性分析和多次讨论比选

分析，提出了修订的建筑物配建指标，考虑了分区差别化，并进一步细化了以往的建筑物类别划分，其

中重点调整了住宅类、公建类中办公类、商业金融小类指标的停车配建指标。

3.3.2 出台配建标准实施管理政策

在修订建筑物配建停车设施标准的基础上，还应该同步研究出台相应的配建准则要求和配套的管理

与处罚措施。其中，配建准则要求是配建标准与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配建标准执行的配套管理

与处罚措施是标准得以准确、严格实施的法律保障。本次规划在实施层面建议开发项目在建设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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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开展交通影响分析，包括开发项目建成使用后的动静态交通系统的需求与影响评估，进一步明晰

配建指标。特别地，对一些建筑项目性质特殊的，需要具体分析预测该项建筑未来合理的停车需求，
在交通影响分析中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体现。另外，规划建议海安市对配建指标滚动修编，在指标实施的

过程中，及时跟踪调查分析停车泊位需求的动态变化，做到与时俱进，精确地把握由于海安经济发展不

确定性带来的建筑物配建泊位需求波动，确保研究指标的适应性、科学性，更精确的控制动、静态交通

的协调发展。

3.4 坚持公交优先， 实施差别政策

3.4.1 坚持公交优先政策

海安作为中小城市，为应对停车问题，必须做到 “内外兼顾”。一方面，近期要着力缓解停车供需

矛盾，通过有效规范停车资源使用、保障基本停车泊位供应，满足机动车保有量日益增加带来的停车需

求。另一方面，要以更长远的目光看待停车问题，从国内外相关经验看，通过完善公交服务体系，制定

差别化的停车政策增加小汽车使用成本，走公交优先发展的道路，能从根本上有效减少小汽车的出行

量。将来，随着海安城市功能的有序建设和完善，未来海安的出行将主要集中在小汽车和公交的竞争

上，因此从长远看，海安必须以结构优化为导向，推动公交优先发展，滚动修订停车标准，坚持小汽车

的合理调控。规划建议海安未来结合公交发展政策，在核心区降低停车供给、提高停车收费价格，引导

出行方式向公共交通转化。

图10 规划建议海安市停车政策分区

3.4.2 实施分区差别调控政策

停车系统的发展需要坚持区域动静态交通协调平衡，构建体现区域差别的停车供应体系，保证核心

区适度控制、其他区域基本平衡。同时海安市作为中小城市，并不能完全照搬停车发展较好的大城市经

验，应当结合海安实际情况，对配建停车分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合理制定海安市配建停车分区规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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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规划和标准提出的停车政策区划的基础上，根据海安实际情况分析，以人口集聚、建筑开发强度、
公交服务为主导因素，兼顾片区发展为主要考虑因素，对现行停车政策区划进行了调整，划分成停车适

度发展区、停车一般控制区、停车严格控制区，针对三类停车分区在停车设施供给、配建标准、收费政

策等方面制订差别化的停车政策。

4 结论

解决城市 “停车难”的问题不仅仅是大城市才需要认真面对的问题，对中小城市来说，日益突出的

停车供需矛盾已经越来越影响到城市的面貌和交通秩序，因此提前制定有针对性的停车系统发展策略是

十分必要的。而海安市作为中小城市，并不能完全照搬停车发展较好的大城市经验，需要确定适合自身

的停车发展思路与路径，以及停车发展举措和政策。本文通过对海安市中心城区停车规划发展实践的探

讨，希望能为其他中小城市停车系统的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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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城市治理的停车共享政策机制探索

张翼军 李炳林 宋洪桥

【摘要】 近几年兴起的停车共享是城市交通治理的重要手段，从全国和地方政府来看，目前仍未形成体系完善、功能
齐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顶层政策机制，各地城市停车共享仍处于粗放式发展的探索阶段。本文以停车共享内涵为切入
点，剖析其发展的本质特征，并对国内外城市实践进行分析和经验总结。从不同性质用地和相关主体两个维度分析了停
车共享的特性及与政策机制的关联性，构建了面向城市停车治理的停车共享机制框架体系，并从5个层面提出15大停
车共享政策机制策略，对每条策略的内涵和主要内容进行细化，形成具有通用性和可操作性停车共享政策机制，以湖南
金融中心为例进行实践，预期为全国各大城市停车治理提供新的路径。
【关键词】 停车共享机制；停车共享内涵；城市停车治理

0 引言

构建城市治理体系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是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下半场的典型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

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背景下，党的

十九大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很显然，城市静态交通治理是国家

和城市治理的具体工作之一。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小汽车已由稀有物品进入了千家万户，
小汽车自2000年的1600万辆增长至2019年的2.6亿辆，增长了近16倍，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发

展。但由于停车位缺口大、停车位利用率低，停车难、停车乱已逐渐发展成大城市的城市病，给社会经

济发展和生活带来了较大影响。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停车位缺口率达到50%，且全国9成以上城市车

位使用率小于50%，平均空置率达到51.3%，如北、上、广、深4大一线城市平均停车位缺口率位

76.3%，每城至少有超过200万辆车无正规车位停靠，而车位空置率却在40%以上[1]。停车位规模不

足和停车位利用率低是导致我国城市停车难、停车乱的根本原因。过去是十几年的实践经验表明，通过

差异化收费、增加社会公共停车场、提高停车位配建指标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的停车问题，在大数

据、互联网、云计算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开展停车位共享，提高车位利用率和周转率是解决当前停车问

题的突破口。
本文以构建城市停车共享政策机制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停车共享内涵、国内外停车共享实践、搭建

停车共享机制框架体系、制定停车共享机制策略以及实践分析，从理论到实践为新时代背景停车共享提

供一套可实施的停车共享机制。

1 停车共享内涵

停车共享始于美国，1983年美国发行的第一版 《共享停车场》拉开了停车共享的序幕，并在2005
年进行了更新，美国提出的理念侧重于在一定区域内利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高峰停车特性在各种用地性

质的停车吸引点间共同使用停车位，即传统的错峰停车。我国大城市在2000年后开始探索错时停车缓

解停车难问题，如杭州市从2004年开始实行错时停车，通过街道或相关部门牵线，停车共享单位或社

区之间签订 《资源共享协议》，政府同步制定 《错时停车管理规定》，错时停车政策效果明显[2]。上海市

在2007年开始实行住宅小区错时停车，并在2012版 《上海市停车场 （库）管理办法》明确提出推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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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县）范围内停车资源的措施利用。总体上，10年前的错时停车主要考虑1天内紧邻的2个或多个

停车场的空车位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现象，实现停车位错时共享。传统的停车位错时共

享通过协议的形式，可实现两个或多个停车场之间长期稳定的合作，共享机制简单、方便，但适用范围

小、信息难以实时共享、在全城范围普遍推广难度大。
近几年，移动互联网、智慧交通、云计算的快速发展和5G的兴起为区域或城市范围内信息的实时

共享供了技术支撑，如传感器、影像感测、车牌识别技术发展为车位精准定位提供了技术支撑，停车诱

导系统引流车辆、移动电子支付提高付费效率、车位引导与反向寻车提高了进场和离场的速度。停车共

享已不局限于传统的线下协议式停车共享，也不局限于两个停车场之间的车位共享，而是向以云平台为

基础可实时动态查询车位信息，通过移动端实现查询、预约、导航、缴费全流程服务的区域或全城范围

的停车共享。未来停车共享将与自动驾驶、共享出行共同构成城市智慧交通系统，具有广阔的发展

前景。
总体来看，现阶段停车共享有线下和线上两种模式[3]，线下模式即传统的协议模式，线上模式即最

近几年兴起的平台模式，很显然，线上模式是未来停车共享的发展趋势。但线上模式涉及的对象更多

元、系统更复杂、信息量更大，传统的错时停车政策机制不适合线上式停车共享的发展。

2 国内外停车共享实践经验

2.1 国内外停车共享实践

2.1.1 国外实践

欧洲停车共享已发展10～20年，停车共享行业发展较为成熟，真正实现停车位共享与高效率使用。
目前较为成功的 “共享停车智能系统”为荷兰的Q-Park系统和法国的Indigo系统。其中Q-Park在欧

洲10个国家拥有6100个停车场、超过400万个停车位。Indigo公司为法国最大的停车场运行商，遍及

全球500个城市，跨越17个国家，在全球有4000多个停车场、超过200万个停车进行联网。在美国，
长期以来政府一直采取鼓励私人汽车交通的发展策略，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停车面临严峻的形式，各

州市采取经济、市场等停车管理措施以平衡停车需求。近几年，随着停车共享兴起，部分州市出台的停

车政策相关法案会涉及到停车共享，如2018年西雅图市议会投票通过一项停车政策改革法案，该法案

在停车位共享层面提出商业和住宅建筑的业主可以将个人停车位用于公共用途，将停车位出租给不在该

建筑内居住或工作的人，以提高停车位利用率。

2.1.2 国内实践

在政策层面，近几年国内多个大城市出台了停车共享相关政策文件。自2016年上海市出台了 《关
于促进本市停车资源共享利用的指导意见》，并将将停车共享项目列入市政府要完成的与人民生活密切

相关的实事开始。2018年深圳市和成都市分别出台了 《关于鼓励和支持停车资源共享利用工作的实施

意见》、《关于鼓励和支持停车资源共享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2019年北京市出台了 《关于推进本市停

车设施有偿错时共享的指导意见》。上述城市在率先出台了市级层面的支持发展停车共享的政策文件，
对停车共享的发展起到实质性推动作用。

在实施层面。2017年上海市将 “推动停车资源共享利用”列为 “十三五”重点任务，3年内将创建

500个停车共享项目，落实3万个共享泊位。如通过街道办牵头建立 《“潮汐式”停车公约》，制定措施

公开、资金透明、第三方监督、公众评议等机制措施，明确车位主和车主的权利和义务，不同物业如居

住-办公、居住商业、居住-学校通过签订协议，实现不同业态停车位共享，共享形式可根据车位时间和

空间上的使用差异，采用单日夜间停车、夜间包月停车或包月全日租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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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深圳市编制了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地下停车场智慧共享工作指引》，从停车设施改

造、数据采集标准、信息化管理和智慧停车云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规划建设指引。并以前海19单元3
街坊为例编制了城市设计，实现了多个地块的停车位共享，降低了开发建设成本、实现了多个地块停车

需求的平衡、减少地库出入口有效缓解了道路交通压力。
杭州的信息化处于全国前列，通过市城管委牵头，由城投公司打造城市级共享泊位平台，并将

全市停车场数据接入停车云平台，同时与第三方企业阿里巴巴合作，打造了城市级的线上停车共享

平台。通过采取一系列的细节措施如实名认证、信用、支付、线上运营等实现了全市几万个停车位

的线上共享。
盐城市停车共享分两步走。首先是管好路内停车，通过标准化设置路内停车泊位，开展僵尸车清

理、主干路停车整治行动，鼓励群众举报 “乱停车、乱施划”行为，实行路内收费高于路外，地上收费

高于地下等措施，实现路内停车规范化。其次是开展智慧停车建设，通过建设停车云平台、停车app、
停车数据云、停车智能前端4大系统，实现从车位安装视频、地锁、布置三级诱导屏、停车监控的全程

管理功能，提供车位查询、预约、导航、缴费全程服务和警务终端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违法抓拍、车

辆图片实时上传智能管控功能。盐城市通过上述措施基本建成了智慧停车系统。

2.2 经验总结

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停车共享发展实践分析，城市级停车共享涉及政府、企业、车主、车位主、物业

等多个群体，停车共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和公共政策，需形成组合拳才能实现各方面资源调动、信息流

通和车位共享。上述城市的实践经验对本文有3方面的启发，一是需要完善的政策机制作保障，通过政

府协调并制定面向政府部门、企业、车主、车位主、物业多主体停车共享政策，实现政府推动、企业主

导、市场运作的体制机制。二是需要实现停车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平台建设、信息共享、数据采集是

实现停车共享的重要抓手。三是制定面向落地的规划设计条件，充分考虑已建和规划未建停车共享的设

计标准，制定落实到用地出让、用地审批、竣工验收的操作细则。

3 面向停车治理的停车共享机制框架体系构建

基于对停车共享内涵的认识和国内外实践经验的总结，本文从不同性质用地停车特性和不同主

体停车共享特性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基于两个维度分析与停车共享机制的关系，搭建停车共享框架

体系。

3.1 不同性质用地停车共享特性分析

一般来讲，停车共享典型用地包括住宅、办公、商业、医院 （职工）、学校几类。以湖南湘江新区

为例，对全区814个停车场使用率和使用时间进行分析，住宅类停车场适合工作日白天对外共享，夜间

需求大。办公类停车场适合夜间对外共享，白天需求大。商业类停车场适合工作日白天及夜间10点后

对外共享，周末与用餐时间需求大。中小学校停车场适合夜间对外共享，早晚接送学生需求大。医院停

车场适合夜间对外共享，白天需求大。根据不同性质用地停车场高峰、平峰分布，常用停车共享方式有

5种，分别为居住与办公、商业、学校、医院共享，办公与居住、商业共享，医院与居住、商业共享，
商业与居住、办公、医院、学校共享，学校与居住、办公、商业共享。

3.2 不同主体停车共享特性分析

基于前文停车共享线下和线上两种模式的特点，停车共享核心相关主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业、车位

主、车主和物业，其中，车位主、车主、政府部门是停车共享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和物业是停车共

享的间接利益相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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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性质用地停车共享分类示意图

政府部门主要关注各主体能否依法依规、停车共享能否缓解停车矛盾 （社会）、能否促进行业发展

和经济发展，应从聚集停车资源、停车资源向社会共享、制定设施层面的共享条件、制定面向企业、车

主、车位主的制定政策。企业主要关注盈利水平、市场占有率和业务拓展等，应从设施标准、数据标

准、企业平台、行业标准、政策支持、运营监管制定政策。物业主要关注能否增加一定收入、是否便于

停车秩序和安全管理，应从利益分配机制、激励引导制定政策。车位主主要关注车主是否诚信、自身是

否有可观的收益、安全得到保障、便于发布车位消息，应从征信管理机制、价格激励机制、安全管理机

制、共享平台支撑制定政策。车主主要关注能否快速停车、取车、是否有稳定车位、收费可接受，应从

数据标准机制、停车诱导系统、价格机制、违章停车管理制定政策。基于不同性质用地停车特性和不同

主体停车共享特性两个维度的分析，通过关联分析，停车共享政策机制的制定应重点考虑设施建设、平

台建设、数据建设、诱导设施、政策保障等内容。

图2 基于不同用地和不同利益主体关于停车共享机制关联分析示意图

3.3 停车共享政策机制框架体系

基于不用性质用地停车场和不同主体关于停车共享诉求和政策方向的分析，从设施互联互通、平台

共建共享、数据标准统一、停车诱导成网、政策体系保障5个层面提出15大机制策略，形成以下停车

共享政策框架体系。

4 停车共享机制核心内容及应用实践

对每条机制策略的作用、主要内容、具体要求进行详细分析，形成规划部门、审批部门可操作的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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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停车共享机制框架体系图

体条文，强化停车共享规划控制的作用，使停车共享理念在规划控制、用地出让、方案审批阶段落实，
指导地块建筑方案、交通工程方案设计，真正实现停车共享和停车治理。

4.1 设施互联互通

4.1.1 车场互联互通

面向规划未建停车场和已建且有条件改造的地下停车场，通过地下连通道打通多个地下停车场，合

理设置停车场出入口，地下停车场在物理上能实现连通共享，高强度、高密度开发区域停车场互联互通

纳入用地出让条件对于多业主停车场，采取以街坊为单位成立停车自治组织等多种形式，在一体化规划

建设基础上，公平协商推进停车场智慧化、一体化的运营管理工作，利用地下车行道连通，实现地下停

车设施之间的连通共享。对于单业主停车场，单个业主独立享有地块土地使用权的停车场应结合周边停

车场统筹交通组织及出入口布局。

4.1.2 停车场分区设计

为方便场内停车诱导，精准识别共享车位，应当将停车场分区设计纳入停车场竣工验收要求。停车

场内以色彩或编号等形式在墙柱面进行分区设计，建立停车场内导视系统坐标系，对停车区与行车区进

行色彩区分，确定停车场内路权划分。

4.1.3 车位施划标准统一

强化车位主合规共享，强化车主规范停车，应当将车位施划标准统一纳入停车场竣工验收要求。车

位尺寸应各车位严格按照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
 

100-2015和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所规定的标准车位、无障碍车位的尺寸设计施工，避免出现不规则车位。对于标志标线，停车场内地面

标线、导向箭头等交通标志标线应当严格执行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
 

51038-2015规

定的尺寸。

4.1.4 充电桩合理配比

停车场应按相关要求预留充电基础设施安装使用条件，确保变压器的容量满足充电基础设施的配电

需求，同时应预留充电基础设施的线路布设管道。对于新、改建住宅、大型公建配建停车场、商业办公

等商业性停车场，分别按配建停车位的100%、20%、10%配建充电桩或预留安装接口。应当纳入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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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竣工验收要求。

4.2 平台共建共享

4.2.1 搭建停车共享平台

整合停车共享基础数据，应实现交通管理、公众使用、车位智能、连接其他相关平台4大功能，建

议由政府推动搭建工作。如平台实现联通市级电子发票系统、社会信用体系，鼓励企业开发app接入平

台，平台可联通全市电子发票系统、征信系统，为共享停车提供基础数据支撑。

4.2.2 建立停车共享行为信用约束机制

强化对共享停车超时停车行为的约束，规范停车、文明停车。制定停车共享服务企业应建立并落实

用户信用约束机制，制定安全停车规范、停放守则、文明停车奖惩办法。并建立信息联网系统，企业建

立车主停放的信用记录，将用户严重失信行为依法纳入全市社会信用体系。

4.2.3 开展共享停车电子发票试点和推广

电子发票可实现无人共享，节省开票时间、快停快走，提高周转率，且保存可靠、报账便捷。建议

在停车共享中通过试点和推广应用电子发票系统，联通各停车场系统接口，推进停车共享行业发票开具

和纳税等便利化举措。

4.3 数据标准统一

4.3.1 鼓励进出场和车位数据采集标准统一

停车场系统基本信息采集应当包括停车场名称、所属地区、经营性质、地址、使用年限、收费标

准、产权单位、负责人、运营单位、配备充电桩数量、出入口数量及布局。进出场道闸数据采集应当包

括车牌号、入场图片、入场时间、出场图片、出场时间。除在出入口实现车辆信息采集外，鼓励停车场

内通过全视频检测等技术采集每个车位的实时精准使用数据，实时更新发布停车场内车位信息，促进车

位共享，提高车位使用率。停车场出入口闸机应具备进出车辆视频监控以及车辆号牌自动识别功能的，
所记录图像质量应当符合 《机动车号牌图像自动识别技术规范 （GA/T833-2016）》、《道路车辆智能监

测记录系统通用技术条件》GA/T
 

497-2016、《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图像取证技术规范》GA/T
 

832-
2014技术要求及地方城市相关标准。

4.3.2 停车场数据接入核心区停车共享平台

停车场对象应包含公共停车场、专用停车场 （配建）和道路临时泊位。停车场接入核心区停车共享

平台信息应当包括停车场基本信息、停车场经营单位信息、停车场从业人员信息、停车泊位信息、停车

收费信息、车辆进入停车场信息、车辆离开停车场信息、车辆预约信息等，并符合地方城市的相关

标准。

4.3.3 鼓励电子收费和预留第三方支付接口

实践表明，传统的人工取卡收费车道，车辆通过闸机的平均时间约15～20秒。而1条车牌自动识

别、自动收费车道通行效率相当于3～4条传统人工取卡收费车道，电子收费能实现无人共享，节省进

出场时间，提高通行效率，降低碳排放，降低人力成本，一般在停车场内部缴费、进出场闸机处缴费、

app或微信公众号自动缴费均能实现无人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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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停车诱导成网

4.4.1 建立区域级停车诱导系统

以控规为单元，建立片区三级停车诱导系统。一级诱导系统设置在市区主要交通干线上，应当实现

集停车信息、路网信息、交通运行状况、交通管控信息于一体的功能。二级诱导系统设置于停车场周边

区域的街道或节点处，应当提供停车场的名称、行驶方向及距离、实际车位状态等信息。三级诱导系统

设置于停车出入口附近，应当发布单个停车场的名称、实际车位状态、开放时间、收费标准以及其他规

定信息。

4.4.2 建立停车场内部诱导系统

以停车场为单位，建立五级诱导系统，实现车辆快速进场、快速停车、反向寻车、快速出场。其

中，一级引导为分区引导，引导车辆至目标楼层和内部分区。二级引导为车位引导，引导车辆至空车

位。三级引导为行人诱导，在人行交通集中处应当设置连续性人行诱导指引，引导行人找到目标电梯、
通道和目的地。四级引导为反向寻车，引导车主找到车辆。五级引导为出场引导，引导车辆快速找到排

队较短、道路顺畅的出口。

4.5 政策体系保障

4.5.1 建立面向政府部门的保障机制

要建立城市级的停车共享系统，政府应发挥推动作用，有必要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面向政府部门的

保障机制。首先是成立停车共享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定期沟通联动推进机制，加强对新区停车共享的协

调推进和监督指导，其次是实施目标考核，制定年度工作目标任务，针对各项重点任务的推进实施情况

进行年度考核，对于具备条件且主动探索取得成效的部门予以适当加分。此外，政府还应加强示范、宣

传引导，如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停车场首先对外共享，营造开放停车共享资源、协同共治交通问题、
培育发展共享经济的社会氛围。

4.5.2 建立促进停车共享行业发展的机制

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实现停车共享的基本保障。首先应制定一套完善的停车共享服务行业标准规

范，如平台建设标准、数据标准、收费标准、企业经营准则等。其次要制定一系列支持停车共享企业发

展的政策，如税收优惠、资金支持、资源整合等，降低停车共享企业初期发展成本。此外，还应加大金

融扶持力度，鼓励国有投资平台先行先试，搭建基金对接平台，鼓励开发针对性金融产品等方面具体措

施，拓展停车共享企业融资渠道，解决融资难问题。

4.5.3 建立调动车主和车位主积极性的机制

调动车主和车位主是实现停车共享的必要条件。对于调动车位主的积极性，可通过制定创优评优，
积分奖励，优先完善共享车位周边慢行交通配套设施建设，激励各种停车位资源积极参与停车共享发

展。对于调动车主的积极性，可通过制定减免停车收费、积分奖励等办法，鼓励车主使用共享车位，对

路内停车进行严格界定，加强共享停车场周边违章执法力度，引导车辆使用周边共享停车场。其次，制

定合理的收费标准是实现停车共享重要的经济手段，总体上，在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3
种定价方式下，应体现核心区高于外围区、路内高于路外、干道高于支路、白天高于夜间、长时高于短

时、高峰高于平峰的原则，停车共享体现市场运作、动态收费，具体收费标准应参考地方城市的相关

规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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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应用实践

4.6.1 总体概况

以湖南金融中心为例开展停车共享试点。湖南金融中心位于长沙市湘江西岸，将立足长沙打造中部

地区区域级金融中心，规划范围约1平方千米，金融办公开发量达150万平方米，未来将形成一带双心

两轴四片的空间结构。现状南中心雏形基本形成，现状已入驻300家企业，现状停车以配建停车场为

主，约1.4万个停车泊位。通过调查分析，一方面，现状路内违章停车占用大量道路资源，静态交通对

动态交通产生严重干扰，高峰期道路交通压力较大；另一方面，路内违章停车严重但路外配建停车场使

用率低形成停车难、停车乱的负面印象，与金融中心高定位的形象不符。

4.6.2 停车共享机制应用

片区力图通过停车共享试点提高路外停车场的使用率，以缓解湖南金融中心静态交通的矛盾。从停

车组织、停车共享、规范停车、规划审批4个层面提出9大策略，包括优化交通组织流线、调整出入口

设置、连通地下停车场、优化接送学生停车组织、开展不同停车场错峰停车、搭建金融中心停车共享云

平台、构建停车诱导系统、规范路内停车、加强停车管理和执法、强化规划层面停车共享审批试点等措

施。通过上述措施，研究范围地面机动车出入口减少20个，最堵的南北向滨江景观道交通运行水平从

E级上升至D级，使用车位可增加700～900个，停车位使用率可提升5%～10%。

图4 湖南金融国展中心停车共享策略框架图

5 结语

本文将停车共享作为一个公共政策进行研究，分析了停车共享特征的复杂性，包括不同性质用

地和不同相关主体停车共享的特性，分析了在实现停车共享目标下的政策机制支撑，并通过关联分

析，总结出停车共享机制5大体系。搭建了 “5+15”顶层政策框架体系，并在在框架体系下提出具

体的政策机制措施，具备较强的通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各城市停车治理工作提供了政策引导和工作

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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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湖南金融中心停车场互联互通试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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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市主城区停车问题综合改善对策研究

邸 晶 苏永帅 赵玉川

【摘要】 保定市位于华北中心，独特的区位优势使保定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承担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推动京津保
地区率先联动发展的战略任务，因而对其交通基础设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停车设施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将直
接影响到保定市交通的运输效率和城市功能的运转效率。以保定市停车设施普查为大数据支撑，客观分析主城区
现状存在的停车问题，并以问题为导向，以新增、提升、挖潜、共享等 “四个一批”的思路，从住宅类、医院类
等9个方面，分类分步骤提出提出近期停车综合改善对策。通过多元化整合发挥各类资源优势，通过精细化管理
提高停车资源利用率，以静制动，缓解主城区停车紧张问题，以期对其他城市解决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停车问
题有所启示。
【关键词】 停车治理；热力图；规范管理；错时共享；

0 引言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将保定市纳入中部核心功能区，随着雄安新区的推进和京津产业的更

多转移，保定市的交通需求将显著增加，停车需求将面临严峻的增长态势。但保定市主城区停车难问题

日益凸显，无处停车、无序停车不断挤占城市道路资源，不仅影响道路通行能力，也影响城市形象，已

经成为制约保定市发展的瓶颈。为了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促进城

市健康有序发展，保定市进行了停车设施普查，并进行了大数据分析，以存在的停车问题为导向，从资

源配置优化、合理使用角度出发，提出与保定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的改善措施，促进停车设施建

设和管理，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1 停车普查

根据停车普查，保定市主城区实际有停车的有效路外停车场共计3482个，规范停车泊位数量

共计23.17万个，其中配建停车泊位21.61万个，路外公共停车泊位0.30万个，路内停车泊位

1.26万个。
主城区拥有配建停车场共计3435个。其中以住宅类停车泊位所占比例最高，达60.37%；其次是

商业类，比例为15.85%；博览类、体育场馆类停车泊位所占比例最低，都在0.08%左右。
主城区仅拥有4个路外公共停车场。其中东湖停车场和高铁站西停车场是企业代建。由于公共停车

场建设资金较高，回收周期较长，经济效益偏低[1]，政府财力不足，社会资本引入机制不灵活，导致公

共停车场建设停滞不前。
主城区现状有编号路内停车泊位12642个，基本位于三块板道路的非机动车道。主干路朝阳大街、

天威路、七一路居多，均超过1000多个，主干路路内停车泊位占到64%。大量路内停车泊位免费停

放，使车辆在路内停车严重，对道路通行能力有较大影响。应对路内停车泊位设置进行合理引导，路内

停车不宜设置在主干路，应主要设置在非交通性次干路和支路上[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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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主城区路内停车泊位分布

2 停车问题分析

2.1 汽车保有量增长速度与停车位、 道路网的建设速度不匹配

根据交警支队提供的数据，截止2018年保定市主城区机动车保有量38.2万辆，年均增长率达

16.5%，而近几年来，主城区路网大多是维修改造，新建成道路较少，道路网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
机动车保有量与停车位的比例也仅为1∶0.6，与相关规范推荐值1∶1.2左右相比，缺口巨大，道路

网、停车位建设明显滞后于汽车增长速度，历史欠账较多，供需矛盾突出。

2.2 停车供给结构失衡

根据停车普查，配建停车位、路外公共停车场、路内停车泊位的比例为93.25%、1.30%、
5.45%，相比合理的85%、10%、5%，配建停车场可满足停车需求，而路外公共停车场严重不足，主

城区规划的51处路外公共停车场仅实施4处。

2.3 停车时空分布不均

通过停车热力图分析发现，不同的时段，停车集中区域不同。主城区夜晚以北片居住区及茗畅园附

近停车最为集中，工作日以办公比较集中的长城、英利、政府机关等地的停车最多，节假日停车则体现

在商业区集聚的地段。

图2 主城区不同时段停车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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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停车缺口分布图来看，古城区为停车缺口最大区域，由于历史原因，古城区大多数建筑没有或只

有少量停车位，但是商业、学校等相对集中，停车需求大，造成此区域停车矛盾突出。而新建项目大多

位于外围新城区，大多按照规划预留了停车位 （库），停车压力相对较小，停车供给相对充足。

图3 各单元停车缺口分布图

2.4 停车泊位利用率低下

调查发现主城区各类停车场的停放饱和度平均为0.82，各停车场普遍利用率不高。住宅类地下车

库由于售价超过部分居民经济承受能力等原因，导致地下车库大量闲置。商业、办公类虽然白天停车设

施使用率较高，但夜晚停车泊位大量闲置。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错时共享停车方面的政策引导和信息平

台建设，造成现有停车资源未很好的发挥效应。
以大型商业综合体万博广场为例，分别对其2月17日 （大年初二），3月1日 （工作日），3月17

日 （周末）三个时期的停车特征进行调查。节假日商业类停车设施的停车集中指数、车位周转率要明显

高于平时工作日；白天停车设施利用率要高于晚上，为停车共享提供了基础。

表1 万博广场各时期停车特征表

日期
停车集中

指数

车位周

转率

停车场利用率

（全天）
停车场利用率

（7：00--24：00）
平均停车时长

（分）

2月17日 （节日初二） 1.16 5.23 0.53 0.75 146

3月1日 （工作日） 0.84 3.57 0.32 0.45 129

3月17日 （周六） 1.18 5.45 0.53 0.75 140

2.5 停车管理水平有待提高

主要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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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万博广场各时期全天进场车辆数

图5 万博广场各时期全天出场车辆数

①
 

乱停乱放现象普遍：市民认知感较强的朝阳大街、裕华路等路段，存在大量的违章停车，占用

绿化带、人行道、广场等空间，另外沿街缺少必要的绿化或小品遮挡，影响城市形象。
②

 

停车泊位被挪作他用：金桥商城、中华小区等原配建有停车场，后被改作超市、售货亭等，挤

占了有限的停车资源，减少了停车数量，增加了交通吸引，造成此区域停车紧张。
③

 

智慧停车管理水平不高：主城区仅保百购物广场、长城哈弗技术中心等37处公共建筑停车场有

停车诱导信息牌，覆盖率仅3%，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明显偏低。

图6 保定市智慧车位覆盖率与其他城市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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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近期停车改善方案

针对停车问题，近期停车综合治理从住宅类、路侧底商类、大型商业设施类、医院类、枢纽类、学

校类等方面，分类分步骤提出改善建议，着重解决目前已经出现或即将出现的问题，重点缓解停车供求

矛盾突出区域停车设施供给瓶颈，缓解停车难问题。

3.1 住宅类

对住宅小区进行合理定位，老旧小区和新建小区在用地适宜、尊重小区的历史和经济状况的前提

下，适度改善停车状况。

图7 住宅类停车改善方案

3.1.1 老旧小区

大迪小区建于1996年左右，现约有804户居民，小区内现状无划线车位，车辆随意停放于道路两

侧、建筑楼前、楼侧等空地，现状停车约1000辆，经常发生由抢车位引发的邻里矛盾事件。
改造方案：首先应对小区内停车泊位进行标线施划，设置停车指引标志、配备监控、诱导装置等管

理设施；其次利用现状面积比较大的停车空地建设3层简易垂直升降式立体停车位。平时设备可沉入地

下，地面跟原来保持一致，在既有用地上，停车泊位数量可增加3倍，造价约1.5～2.5万/个。

  

改造前  方案1改造后

图8 大迪小区停车改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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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新建小区

秀兰城市美居，建于2013年，约5360户居民，停车泊位地下4000个，地面500个，但地下车位

售价最低12万/个，仅售出约50%，地面全部停满。
改造方法：建议未售出车位以租代售，以合理的价格提高现有停车位的利用效率；已售出但未停车

的车位建议实行错时停车，双方在公平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共享协议，公示泊位数量、停放区域、管理措

施等信息。

3.2 路侧底商类

保定市主城区底商划线停车位共计1.4万个，非划线停车1.70万辆，高峰实际停车总数达2.93万

辆，影响市容市貌，因此应对其进行分类规范化，统一施划停车泊位、统一的收费标准、统一的智能化

运营、统一由停车管理部门管理。

3.2.1 建筑退距较大时设置形式

建筑后退基准线20米及以上 （如朝阳大街七一路至盛兴路路段、长城大街七一路至复兴路路段），
停车带结合绿化带设置，停放形式应根据与建筑红线之间的距离而定，一般采用垂直树阵式方式，相应

的停车通道取值6m。

图9 退距至少20米时停车示意图

图10 朝阳大街市图书馆前停车改造示意图

3.2.2 建筑退距适中时设置形式

建筑退让城市道路距离在8～20米之间 （如永华大街东风路至双彩街路段），但是有停车需求

时应利用集约利用道路内空间，对其布置形式进行改造与优化，可采用垂直式或平行式布设一列

停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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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退距小于20米时停车示意图

图12 永华大街 （东风路-双彩街）停车改造示意图

3.2.3 建筑退距较小时设置形式

建筑退让城市道路距离小于8米 （如石柱街等支路），确实不能设置停车位的，可在人行道上摆放

花坛、锥形桶或花亭式非机动车停放点，防止机动车进入，既美观又不影响交通。

图13 退距小于20米时停车示意图

图14 石柱街路侧停车改造

3.3 医院类

医院停车特征主要为对停车便利性要求较高，对停车需求更加紧迫，上午就医时间较为集中。因

此，停车场应临近出入口，且交通流线组织应顺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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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大学附属医院 （简称省医院）位于裕华东路和红旗大街交叉口西南侧，仅有一个出入口，
位于裕华东路，上午高峰期间，出入口车辆排队较长，路段拥堵严重。现状建设有立体停车库一座，
由于其位于医院内部，需绕行地面和地下车库，绕行过程中增加了随意停放的可能，到达立体车库

的车辆很少，立体停车楼停放饱和度仅不到50%，但出入口发卡数量已达到饱和，致使大量车辆排

队进场。

图15 省医院停车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省医院现有停车位1101个，其中立体停车楼241个，地下车库260个，地面停车

位600个。高峰期间地下车库和地面停车位停放率100%，立体停车楼仅不到50%，但出入口发卡数量

已达到饱和，致使大量车辆排队进场。
通过日门诊量和床位数对省医院停车需求进行预测，由床位数1698个，日均门诊量3800人次，可

得出停车需求约为970个泊位，供需基本是平衡的，因此对其交通组织进行优化。
现状立体车库由于出入交通流线不畅，致使立体车库利用率地下。因此建议立体车库北侧和南侧出

入口开放，供车辆进出使用；裕华路西侧出入口开放，供地面停放车辆进出使用，整个医院内部道路组

织单向交通，出入口车辆右进右出。同时在出入口处增加停车诱导信息牌，并接入智慧车场APP，有

效引导机动车的停放。

现状交通流线图 交通组织优化图

图16 河北大学附属医院交通组织对比图

3.4 学校类

长城小学系保定市首个结合操场下部空间建设的停车场项目。西侧车库位于地面层和地下一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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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层为操场。目前地面层停车位345个，地下一层规划停车位382个，共设3个出入口，均位于规划

四十五路。2016年投入使用，为学校教职工和接送学生服务，车库内设置学生接送区，刷卡出入，运

行良好，周边道路尚未拥堵情况发生。

平面图 现场照片

图17 长城学校地下停车场

利用学校操场地下空间建设停车场，停车场与学校完全独立，既不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又增加了停

车位。通过调研，对长城小学停车设施进行经验总结，选取了保定市第三中学进行试点改造。
保定市第三中学周边有河北小学、冀英学校、保定三中实验学校等中小学，还有书香门第居住社区

以及GOGO商务中心、那约文化广场等商业办公设施，停车矛盾异常突出，尤其是接送孩子时间，停

车缺口达700多个，车辆随意停放于路边，路段拥挤严重。
建议将三中操场地下规划为地下2层停车场。停车场共设3个出入口，分别设于操场北侧和南侧，

2个入口，1个出口。地面除出入口外，其余还原为操场。同时规划一座人行过街地下通道，供学生和

家长使用，可沿通道设置接送标志。建设完成后晚上也可供书香门第、金昌小区等使用。为了保证五四

中路的通行能力，建议各出入口采取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停车场出入口设置机动车限速、让行标志标

线和停车诱导信息屏。
解决停车难问题不只是建停车场，更在于交通组织以及周边配套设施的建设。
由于学校门前临时停车位有限，许多家长为了占到一席之位，不惜提前一个小时到达学校。这样做

虽然方便了自己，但是给城市交通造成了更大的阻力。据调查，学校开学后的城市道路交通流量比假期

上升20%多。下午三点半开始各个小学门前基本上一直处于拥堵状况。三中操作地下改造完成后，建

议对周边进行停车及交通组织，改善周边交通运行状况。
建议书香门第底商门前车位对周边中小学开放，同时对那约文华广场门前车位进行规范化整

治，并对中小学开放。建议薛东路实施单行，并规划限时路内停车泊位，缓解永华大街交通压力。
尽快建立停车诱导系统，减少车辆寻找停车场的绕行时间以及由此带来的交通拥堵。同时高峰期

间，严格限制路内小汽车的停放时间，越靠近校门，限制停放时间越短，停放时间可控制在4～8
分钟。

3.5 大型商业设施类

北国、万博等大型商业综合体，停车泊位均在500个以上，但由于停车诱导系统的缺失，高峰

时车流量为平时的2倍，大量车辆聚集在出入口处，停车场进出困难，加之部分车辆为寻找车位绕

行，停车场内及周边道路拥堵严重。同时由于停车场规模大，构造复杂，车主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寻找自己的车位，找车时长是平均的1.5倍；出入口处采取人工收费的方式，加剧高峰时段拥堵的

情况。

2421



（a）现状卫片图 （b）现状照片 （c）规划用地图

（d）交通组织图 （e）建设意向图 （f）辐射范围图

图18 保定市第三中学操场地下停车场建设图

平面图 现场照片

图19 三中周边交通组织

表2 大型商业综合体停车设施情况

单位名称 停车位数量 （个） 停车位形式 管理方式 是否收费 收费方式

北国先天下 900 地下+地面 有工作人员 是 车牌照识别+人工收费

万博广场 1543 地下 有工作人员 是 车牌照识别+人工收费

茂业百货 76 地面 无人但有标志标线 否 0

茂业百货 737 地下 无人但有标志标线 否 0

华创国际广场 48 地面 无人但有标志标线 是 刷卡收费

华创国际广场 750 地下 无人但有标志标线 是 刷卡收费

建议对北国、茂业、华创等大型商业设施进行智能化信息化改造。建议在停车场入口处增加区域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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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信息牌，在各楼层设置车位引导屏，指引车辆快速停车；离场时提供多种支付方式，停车出入无感支

付，并通过反向寻车系统、各出口拥堵信息发布牌等选择最优行走方案。

图20 场内快速停车系统

图21 反向巡车系统

3.6 交通枢纽类

交通枢纽类停车特征主要为接送旅客临时停车需求，停车时间分散，周转率高，具有停车区域划分

要求，近期对保定东站采取优化交通设计，改善停车状况。
保定东站，作为交通枢纽，是保定市最重要的对外窗口之一，根据调研发现，目前停车场的停车已

经比较紧张，停放率已经达到90%以上，引起周边的占道违停现象十分严重，影响交通通行，停车堵、
行车堵。

现状卫片图 现状照片 规划用地图

图22 保定东站停车场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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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东站现有临时停放区、过夜区以及公交停放区3个停放区，出入口4处。社会车辆停车位共计

1270个，但是目前地下停车场尚未完全开放，旅客进站不便。
近期建议保定东站地下停车场尽快启用，停车诱导信息屏尽快投入使用，进出站导向标志尽快完

善，对静态交通进行优化，提高停车场利用效率。同时建议开泰街 （顺通路至顺达路路段）实行区间限

时通过措施，车辆通过此路段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全路段禁止停车。驶入此路段后限时5分钟内驶离

该路段或驶入停车场，对违法车辆进行电子警察抓拍。

图23 保定东站近期停车优化图

3.7 绿地广场类

按照停车矛盾突出、建成后有一定示范效应的原则，近期选取大世界广场、世纪广场作为绿地、广

场地下空间停车设施示范点，同时根据周边地块开发情况，选择不同的停车场模式。

3.7.1 一体化开发模式

大世界广场周边有茂业中心、时代商厦、万博广场等大型购物中心，现状划线停车泊位2899个，
高峰时停车缺口将近200个。

大世界广场现状为围挡空地，规划为广场用地。东侧为大世界商业综合体片区，前期施工准备中。
近期建议大世界广场地下停车场与大世界片区一体开发建设，规划为地下2层自走式停车场。与大世界

片区共用车库出入口，地下交通系统规划采用地下交通主线与地下车库分区的方式。交通主线规划为

16m宽四车道。广场地面除出入口外，其余设置景观绿地。为了保证各出入口的通行能力，建议各出

入口采取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停车场出入设置机动车限速、让行标志标线和停车诱导信息屏。同时建

议商城南巷与朝阳南大街交叉口设置缓冲区，保障交通畅通。

3.7.2 集约开发模式

世纪广场周边有北国先天下、保百购物广场等大型购物中心以及美食山、华中、星光等餐饮酒店，
现状划线停车泊位2836个，高峰时停车缺口约150个左右。

近期建议世纪广场地下停车库规划为地下3层停车库，采用全自动平面移动类立体车库，速度最

快，运行效率最高。地面部分仅占地15米×6.5米，地面除出入口外，其余设置景观绿地。规划停车

库入口设置于朝阳北大街，出口设置于天鹅西路，出入口宽度为6米，允许双车道通行，并沿广场外侧

设环形车道，供排队车辆等候进场，立体车库为双面出入口，东进西出，并在出入口处设置停车诱导标

志。同时建议地块出入口采取右进右出的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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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卫片图 现状照片 规划用地图

交通组织图 建设意向图 辐射范围图

图24 大世界停车场一体化开放方案

现状卫片图 现状照片 规划用地图

交通组织图 建设意向图 辐射范围图

图25 世纪广场地下停车场集约开发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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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共享类

根据停车普查，主城区对外开放的小汽车停车场数量较少，仅占普查中全部停车场的38.68%，主

要是因主城区发展较快，办公政府停车用地较多，这些所属类型基本不对外开放，加之现代建设住宅小

区物业管理规范严格，也使得住宅类一部分不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率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停车场

资源的共享。
为盘活存量停车资源，提高停车位的使用效率，筛选出主城区可实行停车共享的29个停车场，包

括办公、商业、医院等不同类型，鼓励并引导政府机关、公共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的内部停车场对外开

放。实行错时停车的，双方应在公平协商的基础上签订共享协议，公示泊位数量、停放区域、管理措施

等信息。

表3 停车共享停车场一览表

编号 项目名称 位置
项目

类型

停车位

数量 （个）
共享时间 共享区域

CS1 保定中关村创新中心
朝阳北大街与

鲁岗路交口西南
办公类 364 19：00-7：00 周边小学、居住

CS2 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
竞秀街与风帆

路交口东南
办公类 78 19：00-7：00 周边中学、居住

CS6 保百购物广场
朝阳北大街与

复兴西路交口西南
商业类 1057 22：00-8：00 周边居住

CS7 北国先天下
天鹅中路与朝阳

北大街交口东南
商业类 900 22：00-8：00 周边居住、办公

CS9 保定时代金球影城
向阳北大街与

东风西路交口西北
影剧院类 150 8：00-17：00 周边医院

CS18 河北大学
五四东路与长城

北大街交口两侧
学校类 245 18：00-8：00 周边居住、医院

CS19 河大医学部
裕华东路与

医苑路家口西南
学校类 270 18：00-8：00 周边居住、医院

CS24 竞秀区妇幼保健院
复兴西路与向阳

北大街交口西侧
医院类 140 19：00-7：00 周边居住

CS28 保定市第二医院
东风西路与向阳

大街交口东南
医院类 300 19：00-7：00 周边居住、影剧院

CS29 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长城北大街320号 医院类 242 19：00-7：00 周边居住

3.9 古城静态交通改善类

保定市古城区是城市历史的主要承载地，同时又集聚了城市重要的商业、文化、医疗等资源，是城

市人口与功能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古城现状商场、百货、购物广场等大型商业设施布局过于集中，主

要分布于裕华西路两侧，从恒祥南大街至长城南大街1.5千米距离内，裕华西路两侧分布大型商场百货

十余家，对保定古城的交通系统带来巨大压力，造成交通的拥堵，停车的困难等问题。古城内有小学9
所、中学5所，且多为优质教育资源，中小学的过分集中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严重影响了保定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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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休闲旅游氛围。
根据停车普查，古城区现状停车场362个，划线停车位仅4723个，缺口达1万多个。因此近期以

停车整治为主，取缔部分非法停车位，对符合规范的停车位进行重新划线，规范引导，同时恢复现有地

下停车场，挖掘现有停车设施的潜力，结合体育场、绿地广场等地下空间建设公共停车场，扩大供给；
远期主要对古城的商业功能、学校功能进行疏导，控制进入古城的机动车数量，减少交通和停车压力。

近期规划新建4出公共停车场，主要是利用地下空间，进行立体化开发，同时恢复金桥商城地下、
中华小区地下、大慈阁地下停车功能。

远期逐步疏解古城的交通功能，还原古城特色。规划裕华路、南大街为观光购物步行通道，改善步

行环境，逐步减少停车位数量，增加休憩等小品设施。规划将西大街、东大街、城隍庙街、北大街规划

为传统特色商业步行街，实施机动车通行分时控制，严禁停车。规划兴华路、穿行楼街为景观散步道，
严禁停车，营造历史氛围。

图26 古城近期停车场规划图

4 结语

近期针对保定市主城区停车位不足、停车位利用率不高、停车管理水平不佳、时空分布不均等问

题，分别通过立体化开发、智慧化改造、规范化管理以及错时化共享措施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停车紧张

问题。但停车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从规划控制、理念创新、政策引导、强化管理等多方面

入手，远近结合、软硬兼施、标本兼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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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区共享泊位的预约分配及定价机制研究

张 勤

【摘要】 为充分利用现有泊位缓解区域内的停车难问题，基于预约的停车共享策略，以居住区空闲泊位为研究对象，
在分析共享机制中泊位使用者、泊位提供者及泊位管理者三方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以管理者利润率为优化目标的泊位分
配模型，设计图着色算法求解，并提出净收益、停车时长利用率、接受率三个评价指标。通过数值实验将模型与先到先
服务 （FCFS）模式的分配结果对比发现，本文模型将停车时长利用率和利润率分别平均提高了10.27%和8.57%，净收
益平均增长了253元，验证了本文模型更具实用性。最后，探讨不同的供需规模 （小、中、大型共享停车场）、停车价
格及泊位租购成本下共享泊位的效用，为管理者对居住区共享泊位分配和价格方案的制定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城市交通；停车共享；图着色算法；泊位分配；停车定价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汽车保有量不断地攀升，随之产生很多社会经济和交通问题。2009～2018年北京市

交通发展年报统计表明，北京市的停车泊位供应的数量远远小于机动车的保有量，截止2018年底，北

京市停车位缺口大于400万，城市停车需求与有限泊位供给之间的大量供需差使得停车难问题越发严

重。在泊位类型方面，北京市将备案泊位分为路侧占道、立交桥下、路外公共、公建配建、单位大院、
居住小区和其他6种类型，其中2009～2018年居住小区类的泊位占比均超过50%，是供给最多的用地

类型，而居住区车辆的潮汐出行特征使得小区泊位白天工作时间出现明显闲置，因此，充分利用居住区

白天空闲的停车资源，实施居住区泊位共享不仅可以提高泊位的利用率，也是缓解城市停车难问题的一

种思路。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共享停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停车需求预测和共享泊位的管理两方面[1]。在需

求预测方面，薛行健[2] 与肖飞[3] 等学者们主要研究建筑配建停车位的指标，将泊位共享的理念与停

车生成率法相结合，提出停车需求预测及停车设施配建指标的调整方法。对于已建成用地共享泊位

的分配和管理，Ran[4] 与张文会[5] 分别以选择停车者平均满意度和泊位利用率等作为优化目标进行

泊位共享分配；Shao等[6] 提出通过运营管理者对私有泊位的空闲时间窗租购，进而对停车供需分

配，其假设提前已知所有预约的供需信息，建立以净收益为目标的共享泊位预约分配模型，在设定

的单一价格下，与先到先服务 （FCFS）模式对比，结果表明模型增加了管理者收益；姚恩建[7] 针

对给定的泊位供需，以提高泊位利用率为目标，构建居住区共享泊位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及图着色求

解算法，针对较小规模下已知的预约供需实现了提高充分泊位的目的；陈峻[8] 为了提升城市中心区

多类型用地配建停车设施的泊位利用效率，以综合占有率最小为目标建立了停车供需分配优化模型；
王鹏飞[1] 建立了泊位分配-定价-收益分配机制，其以政府机构为管理者，将停车费用全部作为泊位

提供者的共享收益。
既有研究针对预约的停车供需，主要是以提高泊位利用率、净收益、停车者平均满意度为优化目

标，但是仅对较小规模的停车供需分析，且价格方案中设定的停车价格单一，缺乏对泊位租购成本和不

同停车价格下收益因素的考虑。针对上述不足，本文以第三方 （如物业、私营企业等）统一管理的居住

区空闲共享泊位为研究对象，考虑泊位租购成本和不同停车价格因素，构建居住区泊位共享的分配模

型，以确保充分利用共享泊位的同时可使管理者获得合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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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模型描述与构建

1.1 基于停车预约的泊位共享机制

本文以第三方 （如物业、私营企业等）统一管理的居住区空闲共享泊位为研究对象，泊位共享的参

与方主要有三类：预约共享泊位的使用者 （记为：P-user）、共享泊位的提供者 （记为：O-user）及共

享泊位的管理者 （记为：Operator）。
预约共享泊位的使用者P-user是停车共享措施服务的重点对象，泊位共享的分配需要考虑P-user

的停车需求时间和停车价格。在停车需求时间方面，由于居住区私有停车泊位的异质性，其可利用

时间具有片段化的时间窗特征，如图1所示。在三个不同供给时间窗约束的泊位中，其可共享的起

始时间不同，且停车者自身的停车需求长、短时不同。因此共享泊位分配过程中，泊位的起始时间

窗约束是确定P-user能否接受该泊位的关键。另一方面，停车需求更多的被接受，即接受率越高，
P-user使用共享泊位的意愿也会越强。在停车价格方面，停车价格直接影响机动车出行者的出行成

本，是P-user选择停车泊位时重点关注的因素之一，短时、长时停车价格越低，P-user选择共享泊

位停车的意愿越强。

图1 共享泊位停车时间分配示意图

居住区共享泊位的提供者O-user将泊位共享不仅不会造成泊位本身的价值减少，还能使泊位提供

者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停车收益对泊位提供者的共享意愿有显著影响。作为泊位的业权拥有者也是共

享泊位的提供者，从停车收益的角度分析，若其将停车泊位以一定的租购价格出租给管理者进行共享管

理，即可实现对停车泊位的出租收益，而泊位闲置一定无收益。
居住区共享泊位的管理者Operator实施推广泊位共享措施的前提是理清成本风险和收益问题，研

究表明停车共享收益对管理者具有显著影响。除了高停车价格可以给管理者带来高收益外，接受的停车

需求越多，共享泊位越充分利用也可以增加停车收益，因此Operator主要考虑共享的管理收益与利用

率服务质量两个因素。管理者的利润率越高，参与共享管理的意愿越强。
考虑一个Operator管理的居住区共享停车场，假设O-user已知自有泊位空闲时段，提前一天将其

上传停车平台，平台中Operator以一定的价格租购管理空闲泊位，并将空闲的时间窗划分K 个时间间

隔 （k=1，2，...，K）。根据泊位预约共享机制，假设所有P-user根据自身的出行计划，提前一天向

Operator上传短时和长时停车需求时间信息以预约共享泊位。Operator在接收所有的预约停车和供给

信息后，对所有停车供需进行统一优化分配，完成后将结果反馈给P-user，共享泊位分配机制如图2
所示。

1.2 共享泊位的分配模型假设

假设某基于泊位共享平台的管理者Operator，通过租购O-user私有停车泊位资源在白天空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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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or匹配已收到的
所有停车供需

停车需求
是否被接受

按时停车、缴费、离开
寻找其
他泊位

Y

N

居住区共亨泊位的
管理者Operator

所有停车供需匹配完，
告知P-user结果

所有停车供需匹配完，
告知P-user结果

P-user准时到达
共享泊位

O-user提前一天
上传泊位空闲时间窗

租购O-user上传的
空闲泊位时间窗

共享泊位的
提供者O-user

预约共享泊位的
使用者P-user

P-user提前一天上传
停车需求时间地点信息

图2 居住区共享泊位的优化分配机制图

窗的使用权，要求所有P-user提前一天预约停车需求，管理者如何根据停车泊位使用状态，在保证分

配结果满足停车泊位空闲的时间窗约束条件下，探讨模型的分配效率，制定或调整不同价格方案，使管

理者获得合理收益，并充分利用共享泊位，是本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对本文模型提出下面相关规则的假设：
（1）所有P-user对居住区停车场中的任意停车泊位都无特别偏好；
（2）所有P-user会根据其实际需求如实向系统提交个人相关的出行信息；
（3）P-user与O-user都严格遵守上传的停车时间信息；
（4）O-user一定接受管理者的泊位租购；
（5）所有P-user接受系统的分配结果，被拒绝的自行找车位，被接受的按时到达停车并离开。

1.3 共享泊位的分配模型构建

假设Operator从O-user处租购单个泊位的成本为Pb；Operator出售给P-user使用的共享泊位，
根据停车需求时间长短，将单个泊位停车价格P分为短时停车价格Ps 和长时停车价格P′s。总的停

车需求数为M，总的泊位供给数为N。P-user车辆的到达时刻服从泊松分布；车辆的停放时长服从

负指数分布。泊位可共享的时间窗被划分为多个等长的时间间隔K （k=1，2，...，K；例如泊位共享

的时间窗为9：00～17：00，每个间隔为1h，9：00-10：00就是一个间隔，全天的共享时间窗划分为

9：00～10：00、10：00～11：00…16：00～17：00，即K=12个时间间隔）。这里引入两个二元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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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
泊位供给矩阵用SN*K 表示，如式 （1）所示。

SN*K=snk[ ]，n=1，2，…，N；k=1，2，…，K （1）
泊位需求矩阵用RM*K 表示，如式 （2）所示。

RM*K= rmk[ ]，m=1，2，…，M；k=1，2，…，K （2）
针对P-user提前预约的泊位共享场景，以Operator收益最大化为目标，本文提出共享泊位分配模

型的目标函数是使管理者的利润率H最大，其值为净收益与总成本相比，如式 （3）所示。

maxH=
Ps*∑N

n=1∑
K
k=1ZnkTpm+P′s*∑

N
n=1∑

K
k=1Znk1-Tpm( )-Pb*∑N

n=1∑
K
k=1Snk

Pb*∑N
n=1∑

K
k=1Snk

×100%

（3）
约束条件：

∑N
n=1Xmn ≤1，m=1，2，…，M （4）

xmn ∈ 0，1{ }，n=1，2，…，N；m=1，2，…，M （5）

Znk=∑
M

m=1
xnm*rmk，n=1，2，…，N；k=1，2，…，K （6）

Znk≤Snk，n=1，2，…，N；k=1，2，…，K （7）

Tpm ∈ 0，1{ }，m=1，2，…，M （8）
目标函数是为了使Operator利润率H最大化，其中分子的第一项和第二项表示出售泊位获得的总

收益，分子的第三项和分母是租购泊位的总成本。约束 （4）表示任一停车需求应分配至多一个停车泊

位；约束 （5）表示当第m 停车需求可以停在第n泊位时，X 为1，否则为0；Z为引入的预约二元参

量，如果在第k时间间隔内，第n泊位被占用，Z为1；否则泊位空闲Z为0；约束 （6）表示停车需

求占用矩阵；约束 （7）表示供给泊位的时间窗包含停车需求的时间；约束 （8）是引入的判断长短时停

车的时间参数，定义为：如果第m 个停车需求时间在 （0h，4h）内，则Tpm=1；否则大于4h内，

Tpm=0
[8]。

1.4 系统效用评价指标分析

国内外停车共享的系统效益指标包括净收益、利润率、停车周转率、车位利用率及接受率等[6]。本

文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利润率为目标函数，将净收益、停车时长利用率和接受率作为系统效益

指标。
净收益指标用π表示，由短时停车收益加上长时停车收益减去租购共享泊位的成本构成，如式 （9）

所示。

π=Ps×∑N
n=1∑

K
k=1Znk×Tpm+P′s×∑

N
n=1∑

K
k=1Znk1-Tpm( )-Pb×∑N

n=1∑
K
k=1Snk （9）

停车时长利用率指标θ如式 （10）所示。根据相关研究及广州经验数据，魏文术采用经济平衡法，
确定公共停车场泊位的平均利用率为70%[9]。本文延用利用率70%作为共享泊位平均停车时长利用率

水平。

θ=
∑N

n=1∑
K
k=1Znk

∑N
n=1∑

K
k=1Snk

=
∑N

n=1∑
K
k=1
（∑M+M′

m=1xnm×rmk）

∑N
n=1∑

K
k=1Snk

（10）

接受率指标用ρ表示，即接受的停车需求数除以总停车需求数，如式 （11）所示。

ρ=
∑M+M′

m=1xm
M+M′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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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图着色求解算法

当共享泊位数较多，且停车需求数较大时，其可行解较多，需要搜索的解空间较大，所需时间较

长。而图着色算法广泛应用于规模较大的问题。因此，为了提高算法的求解效率，基于着色问题进行求

解。图着色算法是对多个顶点的无向图着色，任两个相邻顶点是不同颜色，求最少颜色种类的着色方

案。本文结合泊位分配模型的约束条件，设计图着色问题求解。
着色时需要服从以下规则：
（1）有边相邻的两个顶点需要附着不同颜色，即时间上有冲突的停车需求不能停在同一泊位上。
（2）顶点所着的颜色只可在各顶点的可着颜色集中选择。即由于居住区泊位可共享的时间窗具有片

段化特性，因此停车的时间应在泊位的供应时间内。
求解算法的基本流程如下：

Step1将停车需求时间按停车时长排序，从大到小生成顶点集合V= {v1，v2，…，vm}；

Step2计算停车需求的邻接矩阵D 和可着色集C= {c1，c2，…，cn}，并对可着色集排序；

Step3给第一个顶点v1着色：用可着色集c1第一个颜色给顶点v1着色，更新可着色集；

Step4给第vi （i≥2）个点着色：将vi 的可着色集去除已着色的颜色c1，用可着色集中第一个颜

色ci给顶点vi着色，更新可着色集；

Step5若未着色点的集合不为空，则转到Step4重复着色；当着色完成，输出着色结果；
Step9算法结束。

3 数值实验与结果分析

3.1 实验参数设置

在MATLAB
 

R2016b环境下，针对居住区泊位的闲置特性进行实验，参数假设如下：
（1）某居住区内有100个共享泊位，一天内使用该居住区共享泊位的总停车需求为0～1000个；
（2）4h为停车需求长短时的分界点，大于4h为长时停车需求，否则为短时停车需求；
（3）考虑到共享泊位要低于常规停车价格，参照北京市一类地区停车价格2.5元/15min，设置短

时停车价格Ps 为6～8元/h，长时停车价格P′s为4～6元/h，共享泊位的租购成本Pb 为3～5元/h。考

虑要充分利用共享泊位，所以长时停车价格一般低于短时停车价格，且停车价格应高于泊位租购成本，
筛选出15种价格方案如表1所示；

（4）车辆的到达时刻服从泊松分布，车辆的停放时长服从负指数分布；
（5）停车场行业基准收益率经验平均取值为9%，其是企业或行业或投资者以动态的观点所确定

的、可接受的投资项目最低标准的收益水平，而一般可接受的利润率定为10%；
（6）实验采用对比的方式，与 “先到先服务FCFS（First

 

Come
 

First
 

Serve）”方法得到的分配结

果对比分析。

表1 价格方案 （元/小时）

短时停车价格Ps 长时停车价格P′s 共享泊位租购成本Pb

6 4 3

7 4 3

6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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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短时停车价格Ps 长时停车价格P′s 共享泊位租购成本Pb

8 4 3
7 5 3
8 5 3
7 6 3
8 6 4
6 5 4
7 5 4
8 5 4
7 6 4
8 6 4
7 6 5
8 6 5

3.2 实验分析

通过数值实验将本文的分配模型与FCFS方法分配的结果进行对比，实验表明停车时长利用率、利

润率和净收益得到了明显提高，如表2所示。

表2 本文模型和FCFS方法下泊位分配的系统效用评价指标表

停车需求数
停车时长利用率 （%） 利润率 （%） 净收益 （元）

FCFS 本文 优化率 FCFS 本文 优化率 FCFS 本文 优化值

0 0.00 0.00 0.00 -100.00 -100.00 0.00 -2952 -2952 0
50 14.93 16.05 1.12 -77.68 -76.65 1.03 -2293 -2263 31
100 26.51 28.02 1.51 -59.10 -58.90 0.20 -1745 -1739 6
150 39.92 44.21 4.29 -40.84 -37.08 3.76 -1206 -1095 111
200 47.39 53.75 6.36 -29.80 -24.66 5.14 -880 -728 152
250 53.87 57.22 3.35 -18.00 -14.10 3.90 -531 -416 115
300 61.41 64.11 2.70 -8.42 -4.62 3.80 -248 -137 112
350 62.43 68.17 5.74 -5.43 -1.22 4.21 -160 -36 124
400 62.95 72.68 9.73 -4.16 4.24 8.40 -123 125 248
450 61.28 75.14 13.86 -3.68 7.83 11.51 -109 231 340
500 63.98 77.13 13.15 -3.48 9.83 13.31 -103 290 393
550 64.52 79.40 14.88 -0.98 12.49 13.47 -29 369 397
600 64.22 80.33 16.11 0.43 14.06 13.63 13 415 402
650 65.36 81.30 15.94 1.28 15.30 14.02 38 452 414
700 65.86 81.58 15.72 2.56 16.13 13.57 76 476 400
750 67.04 82.75 15.71 4.30 17.63 13.33 127 520 393
800 67.43 84.57 17.14 5.26 20.01 14.75 155 591 435
850 68.18 85.92 17.74 7.48 22.14 14.66 221 654 433
900 71.90 86.10 14.20 10.87 22.31 11.44 321 659 338
950 72.63 86.51 13.88 13.27 22.54 9.27 392 665 273
1000 74.33 86.86 12.53 16.22 22.87 6.65 479 675 196
平均值 10.27 8.57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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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的FCFS方法相比，本文模型分配结果将停车时长利用率平均提高了10.27%；在收益方

面，本文模型优化了管理者收益的收支平衡点。在上述实验中本文模型将收回成本所需的停车需求数从

600减少到400；使利润率平均增长了8.57%，相当于净收入平均增长253元，使管理者Operator更容

易收回成本，快速盈利。因此，在停车时长利用率、利润率和净收益方面，本文模型的泊位供需分配效

率更优，更具实用性。
根据数值实验结果，本文模型分配结果的利润率和停车时长利用率如图3和图4所示。根据变点理

论，图3表明随着停车需求数的增加，利润率曲线有两个变化点，使利润率曲线分为三个阶段快速增

长，缓慢增长和趋于稳定。在图3中，利润率曲线上的两个变化点分别是 （300，-4.62%）和 （850，
22.14%）。当停车需求数为0～300时，利润率随着停车需求数的增加而快速增长；当停车需求数量为

301～850时，利润率随着停车需求数的增加而缓慢增长。当停车需求数量超过850时，利润率保持稳

定，不再明显增长。当停车需求数超过350辆时，Operator可以收回租购共享泊位的成本，并开始盈

利。根据计算结果从图3可以得出，当停车需求数达到约500辆时，Operator可以获得一般可接受的利

润率10%。在停车时长利用率方面，根据图4的计算结果可得，当M达到约400辆时，通过本文模型

分配后的停车时长利用率可达到70%，即公共停车场的平均利用率水平。

图3 利润率曲线 （Ps=7，P′s=5，Pb=4，M=0～1000，N=100）

图4 停车时长利用率曲线图 （M=0～1000，N=100）

模型变量主要有三类：价格 （Ps，P′s，Pb）、共享泊位供给规模N 和需求规模M。下面对不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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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价格和泊位租购成本变量对泊位分配系统效用的影响进行数值实验，图5显示了在100个共享泊位的

情况下，共享泊位租购成本Pb 为3元/小时、4元/小时、5元/小时，15种定价方案 （Ps，P′s，Pb）
下的利润率。

图5 100个泊位供给下不同价格方案的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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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5可以得出，在不同的定价方案下，所有的利润率曲线都有两个变化点，即在300和850个停

车需求处，利润率曲线被划分为快速增长、缓慢增长和趋于稳定三个阶段。以图5（a）为例，在100
个泊位的居住区共享停车场中，当Pb 为3元/小时，价格方案为 （Ps=8，P′s=6，Pb=3），停车需求

M 为150时，Operator才能收回成本维持收支平衡，即利润率为0%。当价格方案为 （Ps=6，P′s=4，
Pb=3），M为250时，Operator才能收回成本。当M 在175～350时，Operator通过选取其中不同的

价格方案，即可以获得10%的利润率。当M 超过350时，图5（a）中所有价格方案均可获得高于10%
的收益。Ps 为4元/小时和5元/小时的价格方案同理可得。

下面对共享泊位的不同供给规模N 和不同需求规模M 变量进行分析和讨论，参照 《城市停车规划

规范GBT51149-2016》，将居住区共享泊位分为小 （0～50）、中 （51～299）、大 （≥300）三类不同规

模共享泊位供给进行数值实验。实验采用0～300个共享泊位供给，0～1000个停车需求，以覆盖小、
中、大类型的居住区共享停车场。不同共享泊位供给和泊位需求下的停车时长利用率和停车需求接受率

的等高线图如图6所示。

图6 停车时长利用率和接受率的等高线图

从图6的计算结果可以发现，70%的停车时长利用率曲线与50%和60%的接受率曲线相交，形成

两个交点。为了尽可能满足大多数P-user的停车需求，选择与接受率曲线60%交点处的供需规模。此

时的供需配置下居住区共享泊位达到70%利用率，即公共停车场平均利用率水平，表明模型的分配效

率较高，可以充分利用共享泊位。因此，本文选取此处的供需配置 （N=200，M=600）计算15种定

价方案下的利润率，如表3所示。为使管理者Operator获得10%一般可接受利润率，得出定价方案为

（Ps=8，P′s=5，Pb=4）。此时，Operator的利润率为10.45%，约为一般可接受利润率。

表3 定价方案

短时停车价格Ps 元/h 长时停车价格P′s元/h 共享泊位的租购成本Pb 元/h 利润率%

6 4 3 13.61

7 4 3 24.12

6 5 3 34.63

8 4 3 26.26

7 5 3 36.76

8 5 3 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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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短时停车价格Ps 元/h 长时停车价格P′s元/h 共享泊位的租购成本Pb 元/h 利润率%

7 6 3 49.41

8 6 4 59.91

6 5 4 -5.31

7 5 4 2.57

8 5 4 10.45

7 6 4 12.05

8 6 4 19.94

7 6 5 -10.36

8 6 5 -4.05

4 结论

本文以居住区空闲泊位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共享机制对三个参与方的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以管理者

利润率为优化目标的泊位分配模型，设计图着色算法求解，实现居住区共享泊位的分配。通过将模型与

先到先服务 （FCFS）模式的分配结果对比分析，本文模型的停车时长利用率、利润率、净收益均明显

提高，验证了本文模型的实用性。通过探讨不同供需规模下共享泊位的效用，科学制定居住区共享泊位

的价格方案，使管理者获得了一般可接受利润率。在目前我国城市停车资源紧缺、共享停车政策推行较

慢的背景下，该方法能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极大缓解停车压力，并为管理者合理制定价格方案提供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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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共享理念的街区制停车配建探索

许 丽

【摘要】 本文系统总结了上海现行的区域差别化、上限控制以及泊位共享这三大停车配建政策，在充分肯定其发展成
就的同时，指出其在执行过程的不足。根据现阶段停车矛盾的不可消失性和不可放任性，并结合静态交通行业未来发展
趋势，提出存量社会下的停车供给要立足 “存量挖潜和精明供给”。在充分挖掘不同用地功能的停车时空分布特征的基
础上，总结居住、办公、商业等主要用地类型的可共享时段和寻求共享时段，继而提出以街区为基本单元的停车配建模
式以及该模式的总体操作思路，最后提出与该模式配套的居民自治及科技赋能措施。
【关键词】 停车配建；共享；用地；街区

0 引言

机动车出行始于停车也终于停车，据统计，每辆机动车平均95%的时间处于停放状态[1]。随着汽

车大规模进入家庭时代的到来，停车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由此衍生的停车难、停车乱等问题也日益凸

显。长期以来，上海停车坚持以 “配建为主、公共为辅、路内为补充”的供给体系，以及分区分类原

则，施以严格的停车秩序管理，总体适应了小汽车快速进入家庭的机动化进程，对优化交通结构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停车政策是土地利用政策和交通政策的结合点[2]。随着城市空间要素资源的集聚和城市活动的日益

丰富，城市用地开发呈现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多样化组合特征。不同用地功能停车需求特性各异，美国城

市土地研究所早在1983年编制 《共享停车》时就提出共享停车的概念，即可以利用一天中不同时段的

高峰停车特性在各种用地性质的停车吸引点间共同使用停车位[3]。

1 上海市主要停车配建政策

1.1 基于区域差别化的供给政策

上海于2014年对 《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 （场）设置标准》进行修编完善，制定基于

“区域差别化”的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将上海市域范围划分了三类区域，一类区域主要是内环内

地区，并适当兼顾了四个城市副中心及世博会地区；二类区域主要是内外环间地区，并适当兼顾

了新城、虹桥商务区和国际旅游度假区等重点开发地区；三类地区主要是外环外其他地区。同时

结合上海城市规划管理目前正在执行的土地分类、建筑分类及，在建设项目交通停车特征调查的

基础上，将建设项目分为11个大类和41个中类。随着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建筑工程配建机动

车停车场 （库）行政审批管理机制的通知》的落实，保障了配建车位作为停车供应的主体的持续

增长。截至2018年底，居住类配建停车位较2014年末增长18%，非居住类配建停车位较2014
年末增长33%。

1.2 基于总量控制的上限政策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执行各类建设项目停车配建标准，基本执行了基于下限指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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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建原则。从行业主管部门角度出发，避免个体开发项目停车需求外溢，减少对外部交通管理的负面影

响；从开发商角度而言，地块停车自给自足，既能提升投资吸引力，也能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是停

车配建下限指标进一步刺激了小汽车发展，强化以车为本的出行理念，并直接导致城市摊大饼式的无序

扩张和蔓延。上海2014版的停车配建标准借鉴了欧美国家的上限控制理念，尝试性在一类区域的办公

建筑中引入上、下限双向约束指标。

1.3 基于资源约束的共享政策

《上海市停车场 （库）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推进停车资源的错时利用，同时在2017～2019年上海

连续三年将 “创建停车资源共享项目”列为政府实事项目，一定程度上疏解了项目周边住宅小区、医

院、办公等地块的停车问题，截止2019年9月底，全市共完成149个停车资源项目、7996个共享泊

位，泊位数量达到计划总量的97%。

1.4 执行过程中的不足

一是对于上限政策的执行范围需要扩大。《上海市建筑工程交通设计及停车库 （场）设置标准）》
DG/TJ08-7-2014对不同功能的用地功能按照一类、二类、三类区域分别给出了强制性配置指标，除一

类区域的办公用地设置了上限值，其余指标均为下限值。随着2035总规规划形成 “主城区—新城—新

市镇—乡村”的城乡体系，以及 “中央活动区、城市副中心、地区中心”三个等级城市功能区的构建，
停车分区需要适应新的城镇体系，并在适当的区域考虑实行停车配建上限控制，强化基于公共交通的绿

色出行理念。
二是对于停车共享折减的分类及实施需要细化。从配建标准上看，2006版到2014版的停车场

（库）设置标准，体现出停车配建标准更精细化的供给特征，针对不同分区的居住、办公、商业、医院

以及餐饮娱乐不同用地功能的停车配建设定了最低配建标准，但停车需求不仅与区位和用地性质相关，
还受经济水平、交通设施供给水平、开发强度等因素影响。现行的14版配建标准仅针对轨道交通300
米范围内考虑一定的折减，折减因素过于单一，对于大型综合体的共享、交通资源丰富的TOD区域以

及自持租赁住宅等新型建筑形态的指导不足。

2 静态交通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

2.1 静态交通阶段性特征

我国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发展历程造就了与欧美日等国不同的停车管理环境，主要存在两方面的

差异：一是发展阶段的差异，欧美等国家的机动车爆发式增长阶段早就成为过去式，现状交通需求

基本稳定，总体形成了与机动化相匹配的停车供给体系，而我国小汽车发展方兴未艾，机动车保有

量仍处于快速增加阶段，停车位的供需矛盾不仅面临着历史欠账的问题，更面临着供需增速的失衡；
二是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政府对停车资源的调控主要是公共空间，而更多的停车问题是通过私人

产权的停车泊位市场化原则或法律去调节的，政府无需过多的介入停车问题的管理，而国内对停车

经济社会属性的认识仍比较模糊，无论是基本停车还是出行停车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均需依靠主

管部门的指导。

2.2 静态交通发展趋势

1.停车资源私有属性进一步清晰

截至2018年底上海市中心城居住配建停车指标占停车总数的59%，公建及工业配建占44%，其余

为公共停车场及路内停车场。由此可见配建停车设施是满足停车需求的主体。根据我国现有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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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配建停车产权一般附着于地块开发主体，具有较强的私人属性，且随着停车产业化的发展，其私有

属性将愈发明显。国际上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停车不是政府应该承担的基本公共服务，而是具有公共

服务性质的商品[4]。停车设施的社会服务职能和产权归属决定了其管理的难度，单纯从交通出发，难以

实现实质性的突破，需要依靠城镇布局优化、综合交通体系完善、动态交通理智发展等多专业融合，进

行多维治理。
2.停车供需失衡难以根本性消除

上海市居住区停车供应先天不足是供需总量失衡的主因，2000年前的居住小区，户均停车位配比

普遍在0.1辆以下 （中心城0.04），与户均0.2辆 （中心城0.12）的实际吸引率相差甚远，2000年以

后的小区，虽然配建水平有所提高，但仍然落后于机动车的增长水平 （据上海市历年交通运行年报，
2014～2018年，中心城小汽车年均增加32.3万个，中心城居住区配建停车位年均增长2.8万个）[5]。
由于老旧小区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这一地区的停车供需矛盾更为显著。由此可见，即使按照2014版

新的停车配建标准 （内环内户均1车位/户），如不采用经济、行政等措施进行停车需求控制，即使严格

按照标准供给也无法满足无限增长的机动车停车需求。
为此，上海市积极探索存量资源挖潜，在审批流程、资金筹措、资源整合方面推陈出新，扩大停车

供给，综合均衡停车资源的利用效率。但随着存量社会的到来，街道空间和住房资源愈发稀缺珍贵。无

论是路内还是路网的停车资源都需要消耗大量的城市空间，停车位的供给尤其是在资源密集的中心区也

会愈发受限制。中心城停车问题的破解需要用更综合的手段来进行疏导，但从长期看居住停车矛盾难以

根本性消除，应形成合理的预期。
3.科技创新有望重构停车需求

科技将引发停车装备、管理和服务等全方位的变革，未来停车增长极主要体现在智能停车、科技执

法及预约定制服务等。智能停车整合了停车需求和供给信息，消除信息孤岛，提高匹配速度，对于车

主，可协助其完成车位引导、无感支付等泊车操作，既提升了服务效率也提升了服务品质；另一方面，
日渐盛行的共享经济整合互联网思维，使得停车共享的信息化整合成为可能，有效破解停车资源分布不

均，利用效率低下等现实问题，高效利用既有资源，进而缓解供需矛盾。

3 基于共享理念的街区制停车配建模式

身处机动化和交通需求仍在增长的发展阶段，以及规划建设用地 “负增长”、交通设施建设用地空

间资源受限的局面，停车矛盾的化解需要多措并举，既要从存量上最大限度挖潜，也要从增量上进行精

明供给。

3.1 不同用地功能的停车特征

不同的土地开发形态、基础设施水平及发展定位等，形成了异质的停车吸引源，使得不同地块

的停车需求特性产生差异[6]。美国土地协会早在1983年、2005年分别出版了 《共享停车》统计了不

同混合利用项目的停车共享折减系数。本文对医院、商场、酒店、行政办公以及居住区等5类用地

的24小时停车泊位占有率进行统计，假设泊位占有率小于50%则为可共享时段，占有率高于90%
的则为对外寻求共享时段，则几类用地的可共享时段与寻求共享时段统计可知：酒店全天停车需求

饱满，几乎无明显可共享时段；居住及行政办公用地通勤特征明显，居住的可共享时段几乎与行政

办公的寻求共享时段以及居住的寻求共享时段与办公的可共享时段几乎吻合，两个可相互提供较为

稳定的车位错峰共享；商场及医院在营业期间均有大量的停车需求，可在深夜至清晨时段提供短时

共享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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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用地工作日停车泊位使用特征

图2 不同用地非工作日停车泊位使用特征

表1 工作日不同用地停车特征统计

用地类型 医院 商场 酒店 行政办公 居住区

可共享时段 21：00～6：00 21：00～9：00 — 18：00～7：00 9：00～16：00

寻求共享时段 10：00～15：00 10：00～20：00 — 8：00～17：00 17：00～8：00

表2 非工作日不同用地停车特征统计

用地类型 医院 商场 酒店 行政办公 居住区

可共享时段 21：00～6：00 21：00～9：00 — 全天 —

寻求共享时段 10：00～15：00 10：00～20：00 — — 全天

3.2 街区制停车配建模式

随着 “小街区”土地利用模式的回归，以及从居住区规划向社区规划的转型，体现城乡规划和实践

的人本需求转向。上海市2035总规明确提出以15分钟生活圈作为上海社区公共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的

基本单元，停车设施作为社区矛盾较为集中的问题之一，需要从供给模式及治理模式上进行整体设计。
既有规范遵循以地块为基本单元的供给模式，避免了单地块停车需求的外溢，但是同时也造成了停

车资源时空上的浪费，导致停车资源的低效利用。随着以生活圈作为基本单元配置基本生活功能并构建

公共活动空间，可试点推行基于生活圈的集中配建停车泊位和汽车共享使用模式。即基于街区范围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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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用地停车生成和吸引的时空分布特征，按照步行可达原则，考虑街区内的停车需求平衡。考虑到现行

的建设项目审批制度大多是以地块为单位，街区制停车配建模式仅适用于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进行总量

控制引导，具体思路如下：
（1）根据既有规范，确定每个地块需要配建的停车位，其总量之和作为停车配建上限；
（2）以满足基本停车需求为基本原则，确定各个地块可共享的停车位数量及时段；
（3）根据地块的共享适配性特征，按照步行5～10分钟划分停车单元，确定该停车单位内基于共享

车位的停车配建下限；
（4）考虑街区周边公共交通及其他交通基础设施配建情况，根据绿色出行目标，综合确定每个停车

单位的折减系数，并计算该停车单元的停车配建建议值；
（5）停车配建建议值与停车配建下限的差值作为共享泊位数量，选择合适地块进行集中配建，并逐

步推行智能化车位预约。

4 配套保障措施

4.1 引导居民自治

社区发育之初就不是一个门禁式的自我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自治单元，随着治理理

念的不断深入，重视和支持群众自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也是走向善治、政府转型的着力点。
自2018年起上海启动 “美丽家园”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停车错峰错时共享以来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

由于老旧小区存在缺乏管理主体、产权关系复杂等问题，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矛盾多、进展慢等问题层

出不穷。在社区停车微管理工作中，管理部门需要切实向服务型政府转型，做好 “后勤保障”工作的同

时，鼓励成立停车自治组织，实现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互相监督”的停车管理模式。

4.2 强化科技赋能

2015年的艾瑞咨询 《“互联网+”城市智慧停车指数》研究报告显示：“北上广深”平均智能停车

场覆盖率仅为7%，而上海的智慧停车发展指数位列四大城市之尾[7]。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使得

城市规划对于停车需求考虑明显不足，短期内难以单纯通过车位增量来解决停车难问题，利用信息化、
智能化的科技手段，创新停车管理，提升既有资源的高效配置、缓解拥堵和环境污染是大势所趋。“互
联网+”对交通行业不断深入的渗透，使得停车共享从效率较低的线下点对点模式转向以区域为单位的

高效信息化平台模式成为可能，也给停车供需调节带来了新的契机。科技与停车融合着力突破 “两联一

优”，两联即是实现碎片化的车位信息与车主信息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一优化即优化停车诱导、
反向寻车、无感支付、自主充电等全过程服务。

5 结语

面临着车辆使用强度居高不下的客观需求，以及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求与停车行业发展不充分的升级矛盾逐渐凸显。单纯基于需求的停车增量供给在缓解停车矛盾的

同时，忽略了停车位的成本效益，造成了资源和空间的浪费，间接引发了诸如开发建设成本上升、城市

空间无序蔓延、生存环境恶化等问题。停车配建政策作为联系用地和交通的政策纽带，是积极主动的政

策工具。而我国现阶段的停车矛盾具有不可消失性和不可放任性特征，在坚持 “管建并举”的基本原则

上，既要实现存量资源的最大限度挖潜，又要实现增量资源的精细化供给。
在充分考虑街区范围内不同用地的异质停车特征下，提出的基于共享理念的街区制停车配建模式可

在一定程度上集约节约用地，但是该配建模式需要因地制宜，充分考虑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分布特征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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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用地组合带来的共享模式差异，合理确定共享折减系数。并需要构建自治共治综合治理格局，借力新

基建发展契机，提升停车治理的智慧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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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共停车收费政策发展回顾与思考

黄 臻 施文俊

【摘要】 自1995年上海出台 《上海市收费停车场 （库）计费规定》以来，上海基本形成了 “路内高于路外、中心高于
外围”的差别化停车收费价格体系。本文通过对20多年来上海停车收费政策的回顾和分析，评估政策实施效果，明确
停车收费政策的目标定位，提出未来收费政策优化完善方向，以更好地发挥停车收费政策的效用。
【关键词】 停车收费；停车需求管理；停车政策；政策评估

0 引言

上海小客车拥有量和使用量持续增长，停车供给有限，停车缺口逐渐拉大。2019年上海市实有小

客车数量约为540万辆[1] （包括沪牌及长期在沪外省市号牌小客车），而配建停车泊位约412万个。上

海交通白皮书[2] 指出，建立统一的停车收费机制，明确停车收费的功能，停车收费既是调节停车设施

供需关系的经济手段，也是特殊的交通需求管理工具。停车收费政策作为有效的管理手段，直接影响到

市场停车需求，从而影响出行者交通选择，对于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上海公共停车收费政策发展回顾及效果分析

近三十年来，本市逐步建立了 “差别化”的停车收费管理政策，引导小客车合理使用，缓解 “停车

难”矛盾，并促进动态交通与静态交通协调发展。

1.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一直实施 “分区、 分级的差别化” 的停车收费政策

为加强对上海市经营性停车场 （库）的管理，规范服务收费，上海市政府于1995年颁布了 《上海市

收费停车场 （库）计费规定》。根据经营性停车场 （库）所在的地段、停车场 （库）的设施、设备状况实

行 “六等六级”的收费标准，每个等级按照政府指导价的方式，允许适当下浮，计费最小单位为1小时。

表1 上海市公共停车场 （库）机动车停放收费标准 单位：元/小时

      场（库）等别

地段级别      

一等停

车库

二等停

车库

三等停

车库

四等停

车库

五等停

车库

六等停

车库

一级地段 10 10 9 8 7 6

二级地段 10 9 8 7 6 5

三级地段 9 8 7 6 5 4

四级地段 8 7 6 5 4 3

五级地段 7 6 5 4 3 2

六级地段 6 5 4 3 2 1

2002年 《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确立交通区域差别化的战略地位，提出建立统一的停车收费机

制，根据交通区域、使用类型和停车时间的不同，采用差别化的停车收费政策，优化配置停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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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2013版》进一步明确根据 “区域、时段、路内外”等不同类别，深化差别化的

停车收费管理机制。

1.22000年后确立 “路内停车价格高于路外” 的收费政策原则

2000年以前，本市道路停车收费低于公共停车场 （库）收费，造成了道路停车供不应求，而路外

停车场 （库）利用率较低，影响道路顺畅通行。2002年上海交通白皮书提出市中心区采用累进收费办

法，提高路内停车点高峰时段的停车收费标准。2005年 《上海市停车场 （库）管理办法》指出政府指

导价的停车服务应当按照同一区域道路停车高于路外停车的原则。
2005年，上海中心城区20平方千米范围内开展加强机动车停车管理试点，施行 《上海试点区域道

路停车场和路外公共停车场 （库）收费标准和计算办法》，规定试点区域道路停车小型车白天 （7：30～
19：30）停车首小时内按一小时计费，收费标准为15元；路外公共停车场 （库）最高收费不超过10元

/小时，路内停车场收费标准首次高于公共停车场 （库）。
2006年，实施 《关于全面规范和加强机动车停车管理的实施意见》，从重点区域、内环线内其它区

域到内外环间区域，进一步确立了路内高于路外的收费价格体系。

表2 路内停车场收费标准

区域

白天

人工收费 咪表收费

首小时内

超过1小

时后，每

30分钟

首小时内按

0-15
分钟

15-30
分钟

30-6
分钟

超过1小

时后，每

30分钟

夜间

包月 （夜间和

周六、周日、
国定假日）

重点区域 15元 10元 4元 4元 7元 10元 10元/次 400元/月

内环线内

其他区域
10元 6元 3元 3元 4元 6元 8元/次 300元/月

内、外环线间

（含外环线

外城镇）
7元 4元 2元 2元 3元 4元 5元/次 200元/月

图1 路内停车场收费区域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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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路内高于路外的收费政策后，路内停车为和路外停车位开始 “错位经营”，短时停放为主的功

能基本得到实现，道路停车的时长得到明显控制。2019年，76%以上的车辆停车时间在2小时内。

图2 白天路内停放时间历年变化情况

1.3 近年来收费政策推行 “逐步以市场化为导向” 的变革

目前本市各类停车设施采用 “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价价”三种收费管理模式。道路停车

收费执行政府定价收费标准，大型交通枢纽 （浦东机场、虹桥枢纽等）及P+R停车场 （库）执行政府

定价。其余主要由办公、商业、娱乐等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 （库）对外经营形成的公共停车场 （库）执

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价格管理模式，过去长期以来以政府指导价为主 （政府制定上限）。
上海交通白皮书[3] 指出要统筹协调各类停车场 （库）定价形式，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停

车场 （库）停车收费管理机制。2015年国家发改委[4] 提出 “坚持市场取向，逐步缩小政府定价管理范

围”的原则，及健全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停车服务收费机制。2016年上海市交通委[5] 提出要完善停

车收费政策，逐步缩小政府定价管理范围，进一步发挥价格杠杆对供需的调节作用。2016年上海[6] 提

出在外环线内聚焦交通矛盾突出区域，开展公共停车场 （库）收费管理区域试点，授权相关区人民政府

因地制宜制定停车收费政策，适度放宽政府指导价上限控制，扩大市场价适用范围。
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上海开始进行公共停车场 （库）机动车停放收费管理区域试点，推进停车场

（库）自主定价。2016年起，在杨浦、静安、闵行[7][8]9] 等10个区的19个重点区域实行试点，适度放

宽政府指导价上限控制，扩大市场价适用范围，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停车需求。根据评估，调价后停车库

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其中工作日停车总量明显下降，调价后对控制停车时长有一定效果，有效减少了停

车时长[10]。

图3 静安、杨浦、闵行试点地区工作日收费调整前后停车数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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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静安、杨浦、闵行试点地区工作日收费调整前后停车时长变化情况

2018年，上海市政府修订了政府定价目录[11]，明确2015年12月15日以后社会投资建设的停车场

（库）首次开业营业的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建设停车设施除外）企业自主决定停车收费价格，不

纳入政府指导价范围。

1.4 制定重点交通枢纽的停车精细化管理收费政策

浦东机场T1、T2航站楼停车场执行政府定价，通过对调整收费标准，长时停车现象得到有效控

制。对于停放时间在24小时以内的车辆，2012年4月起，24小时内计费上限按8小时计；2015年2
月，收费标准上限按10小时计；2019年10月，收费上限按12小时计。

表3 浦东机场T1和T2航站楼停车场24小时内收费标准 （单位：元）[12][13]

2012年 2015年 2019年

1小时内 10

1-2小时 20

2-3小时 25

3-4小时 30

4-6小时最高 40

6-8小时最高 50

8-9小时

9-10小时

10-12小时

12-14小时

14-16小时

16-18小时

18-20小时

20-22小时

22-24小时

50

55

6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30

对于停放时间超过24小时以上的，停车收费标准逐步提高。2019年10月起，不设每24小时计费

上限，全部按照停放时间计费。这对提升停车周转率、更有效提高停车位利用率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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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浦东机场T1和T2航站楼停车场长24以上长时停车收费标准 （单位：元）[12][13]

2 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思考

2.1 停车收费的区域划分需要进一步统一和优化

目前上海市经营性公共停车场 （库）实行 “六级六等”收费分区，道路停车场按重点区域以及各环

线区域划分收费标准，停车收费区域划分不统一。不同分区标准不利于从整体上协调发挥停车收费政策

的调控作用。
另外，现实行的停车收费标准颁布已有多年，上海的人口分布、土地利用、交通设施情况均已产生

较大变化，原区域级差已与现状停车供需情况不符。[14] 远郊区的机动化水平已显著提高，停车矛盾也

日益突出，但目前的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仍重点集中在中心城，相关价格政策对郊区的指导作用不强。

2.2 “分时计费” 的精细化管理程度不够

首先是道路停车的计费单位时间间隔有待进一步缩短。现上海路内停车人工收费首小时计费以小时

计算，咪表首小时内计费单位为15分钟，首小时后计费单位为半小时；经营性停车场 （库）1小时后

计费单位也为半小时。而国内北京、南京等城市收费最小计时单位为15分钟，更有利于提高车位的周

转率和利用效率。
其次，目前尚未结合动、静态交通的供需平衡特点，对停车需求量存在明显区别的高峰、平峰、低

谷时段等，采取差别化的收费政策。停车收费管理的作用是平衡总体供需，引导停车需求空间、时间的

合理分布。需要更好地通过时段差别化的价格杠杆，来调节停车位的使用，并最终实现交通出行结构的

优化的目标。

2.3 路内外收费关系需重新协调

2006年以来，上海市一直坚持路内停车场收费价格高于路外场库价格的原则。2016年部分区域公

共停车场 （库）价格调整后，随着这些地区公共停车场库收费价格的提高，原定的收费原则将被打破。
如大宁地区，调整后路外停车场为10～12元/小时，周边路内停车首小时仅为7元/小时。

目前本市的道路停车已经实施较高的收费标准，并高于北京、深圳、广州等大城市。随着部分地区

公共停车场库收费价格的提高，同一区域内如果要保持 “路内高于路外”的原则，可能需要进一步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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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路内停车收费价格，在操作性和可接受度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难度。

表4 部分区域路外停车场 （库）调价后，路内外收费水平比较[9]

编号 区域名称 调整后路外 （元/小时）
周边路内停车价格

白天停车1个小时 白天停车2个小时

1 静安区大宁 10～12 7 15

2 静安区新客站 10～12 10 22

3 静安区苏河湾 10～12 10 22

4 普陀区真如曹杨 15 10 22

5 长宁区虹桥古北 10～15 7 15

6 杨浦区沪东工人文化宫 8 7 15

7 杨浦区长海医院周边 10 7 15

2.4 实施市场调节价政策的公共停车场库规模有待进一步扩大

2017年～2019年末，上海市共有299家场库试行了自主定价，约占全市经营性场库的9%。2019
年末，本市共有公共停车场库3163个，车位82万个。目前，除试行自主定价的场库和外资的场库外，
全市公共停车场库中仍有近60%的停车场 （库）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定价方式，即收费不得超过政府核

定的最高收费标准。而该最高收费标准根据场 （库）所处的区域和配备的设施设备情况确定，自1995
年以来未做调整，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建设和经营停车场库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更好发挥停车收费

政策的调节作用。
2019年国家发改委[15] 要求进一步清理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进一步缩减政府定价范围。形

成竞争的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能够区分竞争性领域或环节的，竞争性领域或环节的收费标准实行市

场调节；对市场竞争不充分、有垄断性的经营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因此，上海现收费试点

调整区域范围和场库规模还有待进一步放开。

3 上海停车收费政策优化建议

3.1 政策目标

根据 “区域、时段、路内外”等不同类别，深化差别化的停车收费管理机制。通过综合实施差别化

的停车供给、收费和管理政策，缓解 “停车难”矛盾、引导小客车合理使用、促进动态交通与静态交通

协调发展。统筹协调各类停车场 （库）定价形式，逐步形成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共停车场 （库）停车收费

管理机制。

3.2 优化建议

3.2.1 优化调整停车收费区域划分，扩大区域收费极差

停车区域划分要考虑土地利用性质与开发强度、交通运行状况、交通出行特征、区域公共交通供应

水平等，实行差异化的停车。
和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年）》和本市的配建停车标准的管理区域相衔接，建议将公

共停车收费区域进行重新划分，分为四类区域，并扩大各区域间的停车收费级差。重点地区和一类区制

定较高的停车收费标准，以引导中心地区交通量向外围地区转移，并优化交通出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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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停车收费区域划分建议

区域类别 区域范围 备注

重点区域
中央活动区、中央商务区、市

级中心

小陆家嘴、外滩、静安寺、人民广场、南京路、淮海中路、西藏

中路、四川北路、豫园商城、上海不夜城、世博—前滩—徐汇滨

江地区、徐家汇、衡山路—复兴路地区、中山公园、虹桥开发

区、苏河湾、北外滩、杨浦滨江 （内环以内）、张杨路等

一类区域
内环线内区域以及市级副中心，
世博会地区

根据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9个主城副中心：
江湾—五角场、真如、花木—龙阳路、金桥、张江、虹桥、川

沙、宝山、闵行

世博会地区 （世博后续开发区）分布于内环线两侧

二类区域

内外环间区域 （除重点区域和

一类区域外），郊区新城，虹桥

商务区、国际旅游度假区

郊区新城，虹桥商务区、国际旅游度假区均位于外环线外区域

三类区域
外环外区域 （除重点区域、一

类和二类区域）

3.2.2 优化停车收费和管理技术，促进实施 “精细分时”的收费政策

1.建立本市公共停车信息平台。将本市的公共停车场库和道路停车场库，全面动态联网纳入信息平

台，并统一、协调管理。加强新技术的应用，增加地磁、视频等设备的应用，并全面实现路内、外停车

收费的电子支付。
2.逐步建立更为精细化的停车收费标准。对高峰时段和非高峰时段、工作日和节假日、长时

停车和短时停车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原则上高峰时段收费标准高于非高峰时段，工作日收费标

准高于节假日。对于道路停车，白天长时停车收费标准应明显高于短时停车，并实行累进计费制。
对于重点区域和一类区域的路内、外公共停车，白天计费单位最小时间减少至15分钟，提高停车

周转率。

3.2.3 重新审视 “路内高于路外”的收费政策，并通过限时管理引导道路短时停车

对道路停车收费政策建议逐步调整为 “以控制停车时间为主，提高停车收费为辅”。对于重点区域

和一类区域的白天道路停车实施限时停车，重点区域白天道路停车时长控制每次不得超过1小时，一类

区域白天道路停车时长每次不得超过2小时。对超过停车时长的，按照违章停车，由交警执法；对于未

付、拒付驶离的，纳入征信系统。通过限制停车发挥道路停车的短时停车功能，促进路内、外停车协调

发展。

3.2.4 扩大市场调节价的实施范围，建立符合需求关系的停车价格体系

1.继续采用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收费方式。不同类型的停车场 （库）采用

相适应的收费方式，并逐步扩大推广以市场调节价为主的收费机制。
2.逐步扩大采取市场调节价模式的经营性停车场库 （库）范围。办公、商业、酒店、娱乐配建的停

车场 （库），停车需求有弹性，对道路交通有较大影响，需要通过市场价格平衡停车供需、调节动静交

通。近期应逐步推行市场调节价机制。
目前仍需继续采取政府定价模式的停车场 （库）：P+R停车场 （库）、路内停车、大型综合交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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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的配建停车场 （库）。其中，大型综合交通枢纽的配建停车场 （库）近期以政府定价模式，远期可根

据停车场 （库）运行情况采取政府指导价。
仍需继续采取政府指导价模式的停车场 （库）：旅游景区、医疗机构、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机构

配建的停车场配建的停车场 （库）、在重点地区政府投资建设的独立社会停车库等，需求刚性较强，具

有公益性质，近期宜仍采用政府指导价。

表6 各类停车场 （库）推荐停车收费机制

停车场 （库）类型 近期 远期

配建停车场 （库） 公共建筑配建

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机场、
火车站、码头等）

政府定价

旅游景区 政府指导价 市场调节价

医疗等公益机构 政府指导价

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机构 政府指导价 市场调节价

办公、商业、酒店、娱乐 市场调节价为主 市场调节价

独立社会停

车场 （库）
P+R 政府定价

独立社会停车场 （库） 政府指导价 市场调节价

路内停车 政府定价

4 结语

在小客车拥有量和使用量持续增长、交通设施增量有限的背景下，上海停车收费管理政策能对小客

车使用起到积极的调控作用。结合对上海停车收费政策发展阶段的回顾，在评估政策实施效果的同时，
提出政策在收费区域调整、精细化差别收费、收费机制发展方向的建议，为未来停车收费政策的优化完

善提供有力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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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中心城区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空间分布研究

成佳霖

【摘要】 随着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情况每况愈下，电动汽车因为自身低碳、环保的特点迅速发展起来。充电站作为电
动汽车的 “生命之源”，其布局关系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电动汽车的发展。文章以济南中心城区为例，应用ArcGis中的
密度分析工具对研究范围内公共充电站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行了直观反映，并用网络分析功能对研究区域内的公共充电站
进行了可达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济南中心城区内公共充电站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中部为核心、呈带状向外递减的分布
格局；从电动汽车出行舒适角度及公共充电站服务半径角度发现目前济南市中心城区总体充电站的布设数目严重不足、
可达性差。文章中公共充电站现状布局分析的结果可以为济南中心城区未来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的前期研究提供
参考。
【关键词】 济南中心城区；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空间分布；可达性分析

0 引言

燃油汽车的大规模使用引发了全球气候变暖、大气污染严重、石油资源枯竭等问题，世界各地的不

少国家为此相继制定出 “禁售燃油车”计划，随着时间的推进，燃油汽车势必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在此

背景下，清洁低碳且环保的电动汽车应运而生，实现了交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国从2011年

开始相继颁发了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2012—2020年）》《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的指导意见》《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发展指南 （2015—2020年）》等一些列政策积极支持电动汽车的

发展。充电基础设施是电动汽车的 “生命之源”，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是推动电动汽车大力发展的

前提。
根据中国充电联盟统计，截止2018年年末，我国电动汽车保有量超过211万辆，与2017年相比增

长了70%，在2019年初我国充电基础设施与2018年相比仅增长了7%，数量为86.6万个[1]。对比增

长迅速的电动汽车数量来说，充电基础设施的数量增长速度显得十分缓慢。此外，在充电基础设施实际

使用中会发现有些充电桩已经成为无人问津的僵尸桩，而有些则需要电动汽车车主排队等候使用充电设

施，充电基础设施的布局存在不合理性。
目前对于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布局有多人研究，例如付凤杰等人基于汽车历史行驶路线进行充

电基础设施的布局优化[2]；孙小慧从时空限制方面对充电基础设施进行布局[3]；黄振森等人从服务容量

方面对充电基础设施的选址进行探讨。[4] 当前很少从现有充电基础设施的布设密度、可达性方面进行评

价，并对评价结果给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因此本文以济南中心城区为例，从充电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角度出发，运用ArcGis中的核密度分

析法与网络分析法对当前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状况进行分析，最终对布局现状给出科学评

价并提出初步解决措施。

1 研究概况

1.1 研究区域

济南，别称泉城，是山东省省会、副省级市、济南都市圈核心城市，地处中国华东地区、山东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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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是环渤海经济区和京沪经济轴上的重要交汇点，也是连接华东、华北和中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枢

纽之一[5]。本次研究的区域为济南中心城区，其范围为巨野河、南大沙河、南部双尖山、兴隆山一带山

体及济莱高速公路、黄河及济青高速公路所围合的区域[6]，范围内包括历下区、市中区、天桥区、槐荫

区、历城区和长清区全部 （图1）。

图1 本次研究范围

1.2 研究对象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 （EV
 

Charging
 

Infrastructure）系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相关设施总称，主要指

可以实现电可以通过电网交流在线向直流脱机存储的变换，为纯电动汽车以及插电混合动力汽车的行驶

提供直流电能供给的一类设备[7]。根据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自身大小、建设规模以及使用性质的不同，
充电设施又可以划分为家用充电器、分布式充点设备、集中式充电站、集中式换电站。其中集中式充电

站 （EV
 

Charging
 

Station）指专门采用整车充电模式为电动汽车提供电能的场所，应包括3台及以上电

动汽车充电设备 （至少有一台非车载充电机），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监控设备等配套设备[8]，是新型的

城市基础设施。根据集中式充电站的对外开放程度，又可以分为专用充电站和公共充电站。其中公共充

电站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指专门为城市私家电动汽车进行服务的充电基础设施。

1.3 研究方法

1.3.1 核密度分析法

核密度分析指用于计算点、线要素测量值在指定领域范围内的单位密度，能够直反映出离散测量值

在连续区域内分布情况[9]。通常对于采集到的POI数据用核密度分析法进行分析，其能够清晰直观的

反映出数据兴趣点的空间分布特征。
目前有不少专家学者运用核密度分析法对城市进行分析，例如林梅花等人等人利用核密度分析法分

析南京市居民日常活动时空分布特征[10]；杨俊宴等人借助GIS平台分析大尺度空间形态，提出大尺度

城市空间形态研究方法[11]；李胜男从时空行为方面出发，对商业网点的空间布局进行优化探究[12]。
本研究的中心为济南中心城区内公共充电站，通过对获取到的济南中心城区公共充电站POI数据

半径密度值进行估算，判断济南中心城区内各个区域公共充电站的布设密度大小，从而反映出济南中心

城区公共充电站到的空间布局情况。

1.3.2 网络分析法

网络分析是统筹学的主要分支，运用图论方法研究各类网络的结构及优化问题。一个基本网络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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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要素包括中心、连接、节点及阻力[13]。通过设定出行时间、出行成本及出行距离等因素分析城市中

各项基础设施的可达性，从而评价基础设施的服务能力。
例如，俞孔坚等人曾在1999年，利用ArcGis平台从居民步行速度角度分析城市公园绿地系统的可

达性[14]；葛幼松等人基于ArcGis平台，采用平均出行时间作为杭州市主城区养老设施的单一有效服务

值分析杭州市主城区养老服务设施的可达性[15]。
目前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刚刚起步，是新型的城市基础设施，其服务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电

动汽车车主的使用体验。有必要通过网络分析法对充电基础设施的可达性进行评价。本次研究的网络中

心为济南中心城区内各个区域内的公共充电站，连接为济南市中心城区路网，阻力为电动汽车车主驾驶

电动汽车到公共充电站能够接受的最远距离、公共充电站自身服务半径。

1.4 研究数据

POI（Point
 

of
 

Information），即为 “信息点”。每个POI包含四方面信息，名称、类别、坐标、分

类[16]，在地理信息系统中，一个POI可以是一栋房子、一个商铺、一个邮筒、一个公交站等。本文以

2020年济南中心城区内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兴趣点数据作为本次研究的数据源，通过高德地图API接

口，使用Python爬取并清洗POI兴趣点数据。本文POI数据共170条。

1.5 矢量图绘制

通过QGis对Openstreetmap中的济南地图信息进行抓取，将抓取的济南道路网SHP文件加载到

ArcGis10.5平台中，并对济南道路网进行投影，投影坐标体系为WGS_1984_UTM_Zone_51N。其

次导入山东省各区县范围边界线SHP文件，通过按属性选择将济南市域范围内的历城区、天桥区、历

下区、槐荫区、市中区、长清区选择出来，并运用迭加分析工具中的裁剪工具将多余范围裁减掉，最终

得到本次研究的范围。最后将清洗过的济南公共充电站数据CSV文件加载到ArcGis10.5平台中，将其

进行X、Y数据显示并定义坐标系为 WGS_1984，并对其同样进行投影，投影坐标系仍为 WGS_
1984_UTM_Zone_51N （图2）。

图2 矢量底图

8721



2 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空间特征及空间可达性分析

2.1 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空间特征分析

采用核密度法进行计算，其结果共分9个等级，其中1级密度最低、9级密度最高。从整体来看，
济南中心城区的公共充电站布设密度呈现出中部高度聚集、西部与东部片状分布、北部与南部布设密度

最低的特点，空间形态呈带状分布。这可能由于济南整体空间形态呈带状、主要以东西向的经十路为空

间发展轴所产生；同时反映出基础设施的布设与人口密度有关系。从片区分布来看，济南历下区电动汽

车公共充电站的布设密度最高，其次依次是槐荫区、市中区、历城区、天桥区，长清区的电动汽车公共

充电站的布点最为匮乏 （图3）。
历下区的古城片区内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的核密度值最高，古城片区内聚集了大明湖、趵突泉、泉

城广场等文化旅游景点，同时恒隆、贵和、世贸等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也在此片区内。东部地区的贤文

片区内的公共充电站密度值也颇高，该片区内集聚了浪潮集团、齐鲁软件园等大型集团以及舜泰广场、
汉峪金谷等大型商务办公场所。在济南中心城区范围内形成了商业休闲娱乐区、商务办公区高度密集的

布设规律。这一规律也反映出运营商设立公共充电站的心愿：“市民把车开到商务办公楼、商店、公园

等附近的公共充电站，然后逛逛公园、商店，做做自己的工作，玩完、办公完离开后，电动汽车的电就

充满了。”

图3 济南古城片区内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核密度分析图

2.2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空间可达性分析

城市公共充电站的服务半径计算公式：r=v×t( )÷λ。在这个公式中，V指车辆行驶速度，单位

为km/h；t系指用户最大找寻时间，单位为h；λ系指道路的曲度系数，即两点间的实际交通距离和直

线距离之比[17]。其中道路曲度系数的大小与道路网的连通性有很大关系，道路网连通性越差则道路曲

度系数越大，那么公共充电站的服务半径则越小。济南地处山东半岛鲁中南低山丘陵与鲁西北冲积平原

地带[18]，地势起伏程度小，且道路网形式为棋盘式与自由式的混合形式，即连通性较好，所以取道路

曲度系数为1.3；考虑到车辆平均行驶5—10min内就能找到公共充电站，假设电动汽车车主最大找寻

时间为10min，济南市中心城区的交通高峰期间平均车速为20km/h，通过套用公共电动汽车充电站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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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半径计算公式可得服务半径为2km，因此将2km设为阻力值之一。当前国内市场上主流款型的电动

汽车续航里程多为150～200km，个别可达200km以上[19]。当电动汽车运行时电量剩余量小于等于

10%时，电动汽车会发出低电量警报。根据专家学者的多处统计电动汽车充电来回15km对电动汽车的

电能耗损很大，再加上电动汽车车主来往充电的时间成本，15km已经是车主能接受的最远充电距离，
因此将15km设为另一个阻力值。另外再取7km为阻力值，最终三组阻力值形成一个梯队。使用Arc-
Gis10.5软件的网络分析功能进行分析，结果如下图所示 （图4）。

图4 济南中心城区公共充电站网络分析结果

图5 阻力值为15km时网络分析结果

2.2.1 阻力值为15km时公共充电站空间可达性分析

从图5可以看出，济南中心城区的历下区、槐荫区、市中区与天桥区绝大部分在网络分析设置的阻

力值为15km范围内，而长清区与历城区只有小部分范围处于15km范围内，绝大部分不在此区域之

中，即历城区与长清区的可达性较差 （图5）。由于驾驶电动汽车行驶15km是电动汽车车主所能接受

的最远充电距离，当车主行驶到历城区与长清区时发生电量很低的情况时该问题在此区域很难得到解

决。同时该结果也反映出基础设施的布局与人口集中度有关。因此长清区与历城区在未来电动汽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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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布设时需要加大力度，增加批量公共充电桩。

2.2.2 阻力值为5km公共充电站空间可达性分析

从图6中可以看出，济南市中心城区内只有少许部分属于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2km的服务范围，
且主要集中在历下区的古城片区、山大路片区、英雄山片区及盛福庄片区，这些片区的公共充电站可达

性良好。然而，历城区、天桥区、长清区、市中区以及槐荫区绝大区域范围都不在覆盖范围内，公共充

电站的可达性差，因此在以后的公共充电桩布设时需要加大这些区域的布设，历下区可以暂缓公共充电

桩的布局 （图6）。

图6 阻力值为2km时网络分析结果

3 结语

3.1 研究结果

本文基于ArcMap10.5的网络模型与空间分析技术，运用核密度分析与网络分析的方法对济南市中

心城区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空间分布及可达性进行了评价。研究结果发现：
（1）济南市中心城区的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在空间上呈现出以中部为核心、呈带状向外递减的分布

格局，与人口密度的集聚程度、各项设施的分布状况呈现出高契合度；
（2）从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服务半径角度以及充电汽车车主驾驶电动汽车出行是否舒适角度研究公

共充电站的可达性，分析发现目前济南市中心城区总体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的布设数目严重不足，严重

影响电动汽车车主的使用体验，制约电动汽车的发展。历城区、天桥区、长清区、市中区及槐荫区的可

达性有待提升，尤其是长清区与历城区，需要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历下区可以暂缓

新增公共充电站，避免出现僵尸桩的出现。

3.2 讨论

本次研究虽然较完整的分析了济南市中心城区各区域电动汽车公共充电站的分布情况，并指出了当

前所存在的些许问题，但是对以后的继续研究仍有不少可以提高的细节。
（1）由于能力有限，现阶段只能将研究范围锁定在济南中心城区且研究对象仅为为社会车辆服务的

集中式公共充电站。建设完善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的任务迫在眉睫，在以后的研究中可将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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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定在济南整个市域或乃至山东省域，而研究对象也可按照类型的不同，对分布式充电站、专用与公共

的集中式充电站、专用与公共的集中式换电站统一分析。
（2）由于使用网络分析法时无法考虑电动汽车车主驾驶路线的行为偏好、公共充电站的位置所在地

状况等因素，这些都会对最后公共充电站的可达性分析结果造成影响。此外，网络分析法无法将公共充

电站的供给规模与电动汽车车主的需求规模进行设置，而只是将一定面积内所能获得的充电资源进行分

析，其最后的分析结果会有些许偏差。
（3）在后续的研究中，可以获取济南中心城区各区域居民点人口数量，运用两步移动搜寻法从供给

与需求方面研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的可达性，从而为济南充电汽车基础设施专项规划的前期研究提供

参考。
（4）整理出济南市历年电动汽车车辆增长数与公共充电站建设数量，进而通过电动汽车车辆增长预

测模型与公共充电站建设数量预测模型，预测出未来几年济南市关于公共充电站的增长趋势，从而制定

出符合济南当地情况的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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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交 通 枢 纽



2035新时期下的城市铁路枢纽系统构建的思考
———以宁波市鄞州区为例

张 鸿 朱方正 赵康平

【摘要】 自2017年以来，宁波已经开始深入研究未来城市发展新格局，启动了宁波2049战略及宁波2035总规前期研究，
到2019年，鄞州区也启动编制区域内的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0-2035年），指导未来15年的城市建设，同时在2020年，
通苏嘉甬铁路工可获批，甬金、甬舟铁路也进入了实施性建设阶段。至此鄞州铁路系统进入了新的元年，迎来了新的战略
及空间的部署机遇期，因此在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铁路枢纽系统的构建，对鄞州打造交通强区极其重要，本文结
合新一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前期研究，通过对铁路及枢纽发展、铁路交通发展趋势、城市空间发展战略、铁路枢纽系统
布局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提出鄞州铁路枢纽系统构建的新思路，探索铁路枢纽与城市空间发展之间的新关系、新格局。
【关键词】 空间引领；多枢纽；城际化；枢纽塑城

0 引言

宁波作为长三角南翼中心城市，经济水平位于浙江第二位，是国务院批复确定的中国东南沿海重要

的港口城市，2019年，区域生产总值突破万亿。鄞州区作为宁波最强区，在行政区划调整后，新鄞州

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全市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科教中心集聚在鄞州，东部新城、南部新城等精品城

区成形，金融、航运服务、会展等一批功能性平台也在鄞州，成为核中之核。但在对外交通发展上，鄞

州总体发展滞后，目前区内缺乏市级对外交通枢纽，对外交通不便。自2019年以来，新一轮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已经着手编制，城市空间迎来了新的探索时期，交通系统的发展成了鄞州亟需关注及重点发展

的问题，抓住机遇，打造优质的对外枢纽系统，是本轮规划的重点任务，本文结合新鄞州在新一轮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前期研究中，分享探索及所思考的相关问题及研究经验。

1 宁波市铁路及枢纽简述

1.1 现状铁路及枢纽情况

目前宁波中心城区内现状主要有2条铁路 （甬台温铁路及萧甬铁路），贯穿中心城区，并设置3个站

点，分别为宁波站、庄桥站及宁波东站。其中甬台温铁路是一条以客运为主、客货兼顾的国家一级铁路，
宁波段93.33km，设计时速为250km，建成实际运营时速为200km。萧甬铁路是一条客货运输的铁路，连

接杭州和宁波，全长147.32km。在铁路客货运方面，已经形成了沿海客运的主通道及连接北仑港的货运

主通道，其中货运主要连接浙江、江西、湖南等沿沪昆通道沿线，客运主要为北上广等沿海客运大通道。
铁路枢纽方面，目前主要依托宁波站，该枢纽承载了中心城区内95%的客运量，站点位于海曙区

老城区域，对外交通不便。鄞州区内现状为宁波东站，为原宁波站改扩建时期的临时过渡站，目前已退

出运营。
总体而言，宁波市域内客运枢纽及通道建设相对单一，客运集散十分集中，而现状客运枢纽基本集

中于老城区内，内外交通疏解能力十分有限，路网复杂；在建设标准上，现有铁路建设相对较早，标准

低，不符合未来沿海大通道建设要求，同时现有铁路贯穿中心城区，既分割了城市空间，同时也十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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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未来城市拓展的需要。

图1 现状铁路及枢纽示意图

1.2 既有规划情况

既有规划主要为原有2020年总体规划，宁波将在既有萧甬铁路、杭甬客运专线、甬台温铁路基础

上，新建金甬铁路，提升甬台温铁路服务能力，规划甬舟铁路、沪甬铁路和沿海货运通道，打造系统化

的城际铁路网，规划杭甬城际铁路、甬台温城际铁路，预留沪甬城际铁路通道，未来在宁波与周边主要

城市之间，依托铁路系统，基本实现高效的互联互通。
铁路枢纽方面，在现状基础上，2015综合交通规划谋划增设宁波西站 （位于宁波市海曙区），货运

方面仅增加邱隘货运枢纽。
总体来说，在既有规划，宁波的铁路枢纽依旧集中于城市西部区域，而城市人口大量聚集于城市东

部片区，枢纽于城市之间的关系协调度不高，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交通出行的不断提升，既有的

铁路系统规划已不满足未来宁波城市发展需求，也不适应现今城市发展趋势，亟待系统谋划。

图2 既有规划铁路及枢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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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铁路交通发展趋势

2.1 城际化、 市域化发展趋势

国家发改委与多部门在2017年联合印发了 《关于促进市域 （郊）铁路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以

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以示范项目为抓手，强化规划衔接，鼓励发展多层次、多模式、多制式的轨道交

通系统，完善城市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更好地适应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新要求。同时在 《长江三角洲区

域一体化发展纲要》中，提出了构建区域化的铁路系统网络，基本实现交通系统互通，至2025年，铁

路网密度达到50.7km/千km2，较当前密度水平增加约2倍，2035年铁路网密度也必将进一步增加。
至此宁波都市圈建设也进入了新的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经济产业文化联系的不断加强，以

“高频率、低乘距、高成本敏感性”为特征的商务、休闲、通勤出行在不断增加，铁路系统也以由 “高/
普速铁路”逐步转变为 “区域高/普速铁路、城际高/快速铁路、市域铁路”的多层次系统化新模式，枢

纽系统由传统 “单站辐射广覆盖”的格局逐步转变为 “多站协作促直联”的格局，未来城市内部铁路系

统交通将逐步进入 “城际化、市域化”交通网络，站点枢纽将进行加密，并与城市内部快速交通网络融

为一体。

2.2 枢纽引领的发展趋势

铁路枢纽是一个城市对外交通的重要设施，也是城市重要的交通节点，串联各大城市，现有的

铁路枢纽在高速城镇化背景下，既有铁路枢纽所在区域，往往成为城市的中心区域。在新型城镇化

进程中，城镇更新、重点区域发展成了新主题，同时轨道交通的建设也促进了城镇空间一体，铁路

枢纽与城镇的一体化规划是十分必要及关键的。以铁路枢纽及配套衔接设施，来提高城市新区域的

交通可达性，提升区域城市活力，同时借助枢纽建设，提升区域城市功能，实现枢纽对城市空间建

设的引领。

2.3 多系统协同的枢纽趋势

铁路枢纽往往是城市重要的交通中枢，在系统布局上，构建多系统协同、无缝衔接是枢纽区域

交通集散的关键，同时也是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大趋势；枢纽决定着城市的对外格局，衔接体系的

建立，确立了内外交通的便捷度。2019年国家明确了建设交通强国战略，2020年浙江省也启动了交

通强省部署，未来的一段时间，一大批城际交通、枢纽系统项目将提上建设日程，而与枢纽的衔接

与融合，深化落实城市内外交通系统，构建多样化的交通衔接、一体化系统也已经势在必行。在宁

波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及综合交通规划中，建立多体系交通系统成了城市新交通、新格局的重要

任务。

3 交通战略及空间发展

3.1 交通发展战略

《宁波2049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将未来宁波交通发展总结为三大方向，分别为区域链接、枢纽整

合、空铁联运。在区域链接方面，全面深化开放共享，落实国家战略，强化链接沿海经济走廊和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 （上海、舟山），强化链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长江经济带和新亚欧大陆桥 （义乌、上

海、杭州），拓展腹地资源。在枢纽整合方面，全面提升链接能力，强化节点地位，整合沿湾货运通道、
沿海货运通道、义甬舟货运通道，建设邬隘海铁联运枢纽，并与舟山联动，强化海铁运服务中心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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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空铁联运方面，整合航空枢纽和沿海客运枢纽，建设宁波西空铁枢纽港，强化栎社机场客运枢纽

功能，着力强化栎社机场客运枢纽功能，发展航空物流。
《宁波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地位发展战略研究》中，提出了打造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系统谋划 “七通道、三枢纽、三体系”建设。全面建成 “一核七放射”的对外综合交通通道布局，
“覆盖全面的公路网+高铁连通的铁路网+连接世界的航线网”，宁波都市圈1小时通达，长三角城

市群核心城市2小时内通达，与我国 “一带一路”国际通道全面衔接。铁路方面，全面建成长三角

重要的现代化综合铁路枢纽，全面融入国家高速铁路网，铁路站场与其他交通方式有机衔接，形成

辐射全国、一体便捷、站城融合的现代化铁路枢纽，铁路场站旅客到发量突破3.5亿人次，铁路货

运量突破1.6亿吨。
铁路系统建设，是宁波未来城市交通发展的关键之举，也是破解宁波对外交通不足，区域联络欠缺

的重要方式。

3.2 城市空间发展

宁波2049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明确了宁波 “拥江、揽湖、滨海”的全新战略，鄞州也提出了 “一
核三带多点 （一核引领、三带联动、多点闪绕）”的全域格局。其中 “一核引领”为以东部新城、南部

新城、老城区为主体组成核心城区，发挥好龙头引领、组团带动作用。“三带联动”为以甬江奉化江右

岸组成滨江文化休闲带，以东钱湖周边镇组成滨湖生态旅游带，以鄞州经济开发区和大嵩片区组成滨海

海洋经济带，形成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生态化有机融合的复合型功能带。“多点闪绕”为以姜山、咸

祥、云龙、五乡等镇以及主要板块为依托，促进鄞西南、鄞东南、鄞中、鄞东北等功能板块特色化

发展。

图3 “一核三带多点”空间示意图

在鄞州区的中心城层面，形成 “两心两轴，一带一廊”的发展格局。“两心”为东部新城核心区和

南部新城核心区，强化极核功能，提升带动作用。“两轴”为东西向平行的城市复合发展轴线，串联了

宁波能级最高的城市中心。“一带”为鄞州区沿奉化江和甬江的滨江生态文化休闲带。“一廊”为福庆路

东侧城市生态走廊，以东部新城生态走廊为基底，北联国家高新区的杨木契公园，南接下应东部生态绿

地，以轨道交通和城市行政、文化、商务功能为强力支撑，是未来宁波城市核心区域独具魅力的 “中央

公园”，也是以生态绿色城市理念作为城市设计示范的主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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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心城 “两心两轴，一带一廊”空间示意图

4 铁路枢纽系统布局

4.1 谋划 “一城多枢纽” 的新型枢纽格局

在沿海大通道及宁波都市圈建设的大背景下，未来宁波将引入沿海高铁、杭甬城际、沪甬城际等重

大铁路建设，谋划城市多枢纽系统，线路的加密，城市的互联互通，必将改变现有枢纽的格局，打造多

枢纽体系，实现多点对接是未来新型交通模式关键。因此在新一轮铁路枢纽及线路规划的过程中，深入

探索枢纽布局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谋划与城市空间发展更加匹配的交通格局，是提升城市交通服务及促

进长三角一体化交通服务的重要举措。在鄞州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前期研究中，提出了构建新型城

市铁路枢纽的理念，按照 “城际化、市域化”的枢纽思路，推动城市轨道与铁路系统一体化规划，谋划

新增区域性2大铁路枢纽，分别为新东站及云龙站，保留利用老宁波东站，作为城际站补充。其中新东

站位于东部新城，定位为商务型车站，主要面向长三角城际商务客流，支撑核心区城市发展。云龙站位

于东钱湖新城范围内，邻近南部新城，是鄞州南部及两中心的主要对外服务枢纽，主要缓解宁波站运能

不足，服务象山、奉化城际客流，保障东钱湖会议、会展产生的高铁城际出行的功能，依托枢纽，带动

鄞南及东钱湖片区城市发展。

4.2 构建多系统协同的枢纽体系

打造多系统协同的枢纽体系是提升枢纽服务，提高出行品质的重要方式，在本次枢纽系统规划中。
新东站位于甬舟、沪甬及杭甬城际大通道上，枢纽系统接驳主要采用 “轨道+快速公交”形式，与城市快

速公共交通融为一体，站台设置参照深圳福田站模式，采用地下站，实现交通衔接地下空间互联互通。轨

道衔接上，有现状已建1号线，连接北仑、海曙，贯穿老城区核心，同时在远期新增轨道线网，与新东站

之间进行多向衔接。云龙枢纽方面，该枢纽近期可接入甬台温、萧甬、甬金、甬舟及通苏嘉甬等多条铁路

干线，远期具备接入沪甬、杭甬、甬台温、甬金等城际干线条件，是未来承载长三角区域交通一体化联系

的重要节点，是服务商务客流，实现 “两中心”高端快捷出行的重要服务设施。在衔接体系方面，无缝对

接市域城际交通 （象山城际、宁奉城际、余姚城际）及城市轨道 （7号线、8号线及K2线），实现了一

站式无缝接驳换乘，在客运方面，整合鄞州客运总站及汽车东站，打造新东部客运集散中心；在高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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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鄞州2035铁路及枢纽前期研究示意图

图6 枢纽轨道衔接前期研究示意图

路网衔接方面，该枢纽紧邻绕城高速、甬台温高速复线、东钱湖快速路等多条快速通道。

4.3 营造 “枢纽塑城” 的空间引领

鄞州区在 “两心两轴，一带一廊”的中心城空间系统格局下，积极推进 “北优中聚东进南联”的区

域空间战略，打造”两高四好示范区”，加强一体化的交通网络支撑，以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枢纽系统

既是城市重要的交通设施，也是城市对外门户，在本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在打造城市新空间的同

时，重点落实好城市发展与枢纽之间关系，以枢纽服务城市，以枢纽带动城市发展。在新东站的布局

上，站点布置于东部新城区域，处于东部新城东片新建区，城市新的空间战略要地，枢纽规划统筹的同

时，同步进行区域路网、用地的配套优化调整，促进空间上的衔接。在云龙枢纽上，充分结合枢纽设

置，支撑东钱湖区域发展，打造东钱湖城市会客厅的发展要求，促进两中心 （国际展览中心、国际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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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内外出行，实现 “落一子、带一片、建一城”，联动东部新城、南部新城，打造世界级创智钱湖。
在此基础上，落实对周边区域的协调，以枢纽为新的城市核心，进行空间布局，打造枢纽门户及对外形

象新窗口。

图7 枢纽与空间关系示意图

4.4 打造面向多组团服务的交通强区

2019年的交通强国纲要中提出交通发展由追求速度规模向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由各种交通方

式相对独立发展向更加注重一体化融合发展转变，由依靠传统要素驱动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转变的发展

思路。2020年的浙江交通强省中提出：到2022年，基本形成省域、市域和城区3个小时交通圈的宏伟

目标。在此基础上，鄞州区提出实施一体化极核打造行动，谋划推进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行动，统筹

实施 “两中心一枢纽”建设，联动建设长三角战略交通网络的重要支点，打造交通强区的目标。
在枢纽的落实上，既要考虑服务区内对外出行，同时需结合都市圈建设的需要，面向周边区域，联

动奉化、象山，北仑，改善周边区块出行条件，总体而言，本次枢纽的战略部署，充分服务近300万人

的对外交通出行需要，包含南部新城、东钱湖、鄞南三镇、滨海、奉化及象山，服务范围广，城市及周

边县市区对外交通出行得到极大的改善与提升。

5 结语

2035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国土与规划整合后，鄞州区第一次土地与空间发展相互融合的规划，在

新一轮规划编制的同时，进行铁路系统及枢纽之间的前期战略研究，既是承上启下，落实国家及省市战

略的需要，也是构建新型城市空间发展的需要。本次研究在枢纽构建上，提出了多枢纽系统、衔接体系

协同、枢纽塑城模式及面向多组团服务的理念，同时本次研究也是基于现有空间及交通战略，未来在新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中，需要进一步深入城市边界、功能组团、产业布局等多系统研究，枢纽的布局也需

要结合空间发展关系，进一步深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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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市域铁路及枢纽总体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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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深圳港与湾区港口的协同发展研究

张道玉 聂丹伟 黄启翔

【摘要】 粤港湾大湾区发展背景之下，与湾区港口协同成为深圳港口发展的新方向。根据港口现状发展特征和发展
基础，将湾区港口分为三类：国际枢纽港 （香港港）、国家综合枢纽港 （广州港、深圳港）和一般港口 （湾区其他港
口）。通过对湾区各港口之间的基础设施能力和运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深圳港与三种不同类型港口间的不同协
同发展思路：与香港港之间的协同为港口产业集群发展及港口开放政策的协同，深圳港应争取和香港港一体化发展；
与广州港之间的协同主要表现在海向腹地和内陆腹地的协同，两港之间应该降低腹地相互竞争；与湾区其他港口之间
的协同主要为集疏运的协同，湾区其他港口通过水水中转为深圳港与腹地建立更强的联系，同时缓解深圳港后方陆域
的压力。
【关键词】 粤港澳大湾区；深圳港；协同发展

0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1]。为支撑湾

区建设成为世界级城市群，代表国家参与世界竞争，湾区各城市之间需要优势互补，协调发展，降低恶

性竞争，以挺高城市群整体实力。由于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发展条件，湾区在发展

中形成了众多的港口。随着中国的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各港口不断开拓市场、拓展自己的对内对外腹

地、提升自身能力。也逐渐形成了一些恶性竞争的迹象：相互争夺市场、腹地，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资源

浪费[2]。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给予了湾区港口提供了协调发展平台。深圳港作为湾区主要港口之

一，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四大集装箱港口。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港口腹地被蚕食、用地资源紧缺、航道

能力不足、公路铁路集疏运能力接近饱和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抓住湾区发展机遇，协同湾区

各港口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1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发展现状分析

1.1 湾区城市发展基本情况分析

1.1.1 湾区城市经济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省9市和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组成[1]，面积、人口均超过了世界三大湾

区 （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和纽约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总面积5.6万km2，2019年总人口已达7265
万人。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2019年已经超过了1678亿美

元。粤港澳大湾区对外贸易较为发达，对外开放程度也较高，2019年出口额达到11075亿美元，进口

额达到9718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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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经济发展情况

城市 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万人） GDP（亿美元） 出口 （亿美元） 进口 （亿美元）

广州 7249 1531 3376 751 677

深圳 1997 1344 3847 2387 1866

珠海 11736 202 491 236 179

惠州 11347 488 597 260 127

佛山 3798 816 1536 533 157

东莞 2460 846 1355 1233 739

中山 1784 338 443 276 65

肇庆 14891 419 321 39 19

江门 9505 463 449 162 41

香港 1106 750 3824 5180 5734

澳门 33 68 543 18 113

（数据来源：各市统计部门，其中内地城市GDP、进出口额按照1∶7的汇率换算得来，香港GDP、进出口额按照

1∶8的汇率换算得来，澳门GDP、进出口额按照1∶7.5的汇率换算得来。）

1.1.2 湾区产业分析

粵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阶段差异大，优势不同[3，4]。按照城市产业发展现状，可将湾区城市分为

三类：（1）香港、澳门为纯服务经济体，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三产业占比90%以上；（2）以广州、深

圳、珠海为代表的经济体，由第二产业逐渐向第三产业过渡，第三产业占比在50%以上；（3）其余6
个城市仍处在工业经济阶段，第二产业是GDP贡献的主力军。

图1 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2019年三次产业结构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各城市统计数据绘制）

湾区各城市均有自己的主导产业[5，6]。香港以金融、专业服务和物流仓储为主；澳门则以娱乐旅游

主导的文化产业为主；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为主，2019年，深圳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了71.9%和66.6%[7]；广州形成以电子信息、医药健康、先进制造为主导的

产业结构；东莞被称为 “世界工厂”，制造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90%以上[8]。珠海形成了

以电子信息为支柱的优势产业，医药产业体系也较为发达；中山大力推进九大产业平台的建设来促进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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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制造业的发展；惠州承接了深圳转移的产业，形成电子信息和石油能源为主的产业；佛山保持了以纺

织业为主的传统工业；江门和肇庆工业和服务业相对较为薄弱，近些年也开始逐步承接湾区核心区域转

移的信息技术和先进制造业的转移。

1.2 湾区港口基本情况分析

1.2.1 湾区港口基础设施情况

由于具有发达的水系、具备优良的水深条件，湾区也建成了众多的港口和港区[9]。深圳港拥有东部

和西部共8个港区；广州港拥有4个海港港区和3个内河港区；香港港拥有15个港区；以及湾区其他

港口的众多港区。

图2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各城市管网相关数据绘制）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基础设施完备，货物吞吐量能力和旅客吞吐能力较强，同时具备较好的水深条件

和足够的高吨级泊位码头，支撑起了粤港澳大湾区港航相关业务的发展[10，11]。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基础

设施情况统计如表2所示。但随着湾区港口的建设，港口之间的竞争日渐激烈。根据各地区港口规划测

算，至2035年，湾区港口供给将会有2500万标箱的富余[12]。

表2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现状基础设施情况

港口 生产泊位数 （个） 千吨级泊位数 （个） 年通过货物能力 （万吨） 年通过集装箱能力 （万标箱）

深圳港 155 74 22032 2175

广州港 179 66 32000 1637

珠海港 156 28 16000 198

惠州港 52 21 10100 102

佛山港 290 191 12043 661

东莞港 215 120 13461 174

中山港 129 96 4452 184

肇庆港 87 43 4166 80

江门港 248 151 5932 134

香港港 24 9 25000 2000

澳门港 4 — — —

（数据来源：内地各城市统计年鉴，香港政府统计处、澳门统计普查局网站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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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湾区港口运营发展情况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已形成了密布全球的航线网络，几乎涵盖全球所有国家[13，14]。其中香港港已经

成为远东国家航运中心，深圳港和广州港也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级集装箱强港，正在往建设国际航运中的

目标发展。粤港澳大湾区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一，湾区港口群成为世界最繁忙的港口

群[15]。2019年，深圳港、广州港和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在全球分别以2577万标箱、2283万标箱、
1836万标箱排名第四、第五和第七位。

表3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2019年吞吐量

港口
货物吞吐量

（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箱）
港口

货物吞吐量

（万吨）
集装箱吞吐量

（万标箱）

深圳港 25785 2577 中山港 1547 144

广州港 60616 2283 肇庆港 4057 80

珠海港 13838 256 江门港 6834 113

惠州港 8353 21 香港港 26330 1836

佛山港 9636 390 澳门港 15 13

东莞港 19808 391

（数据来源：内地各市交通运输局官方网站数据、统计公报数据，香港统计年刊、澳门统计普查局资料）

长期以来，湾区港口货物吞吐量主要集中于广州港、深圳港、香港港，三个港口货物吞吐量占湾区

港口货物吞吐总量的60%以上。近几年，随着珠海和东莞的发展，珠海港和东莞港货物吞吐量占比也

逐渐地在提升，珠海港和东莞港也开始参与了湾区港口竞争。

图3 粤港澳大湾区港口货物吞吐量结构变化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官方网站收集数据绘制）

1.2.3 湾区港口分类

根据港口所在城市的经济基础条件、产业发展状况、港口基础设施条件以及港口运营情况，可将粤

港澳大湾区港口分为三类：以香港港为代表的国际集装箱中转港；以广州港和深圳港为代表的干线枢纽

港和以珠海港、东莞港为代表的普通港口。
香港港为国际集装箱中转港，其拥有发达的海运系统，联系着120多个国家的1000多个港口。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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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码头泊位的吨级、货物处理量，香港港都已跻身于世界大港之列，集装箱吞吐量一直保持在全球前

十范围。香港拥有较全的港口相关产业，包括金融、海事、法律、仲裁、船舶、经纪等业务，高端港航

服务业非常发达。
广州港和深圳港为干线枢纽港，与内陆直接相连，拥有广阔的腹地，为其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广州

港和深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至2019年，集装箱吞吐量已分别位于全球第四和第六。
广州港和深圳港与世界港口的联系也日益增强，其国际航运功能也逐渐凸显，国际贸易的比重也逐渐增

多。随着城市和港口的发展，深圳港和广州港也逐渐开始发展能源、船舶、经纪、法律等相关业务，均

有向国际航运中心发展的目标。
以珠海港、东莞港为代表的其他港口为普通港口。其港口规模和业务相对香港港、深圳港、广州港

较低，主要以国内运输散杂货运输和东亚范围内的货物运输为主。除澳门港以外，其他7个港口均有广

阔的后方陆域，发展潜能较大。

2 深圳港与香港港的协同

2.1 香港港发展优势分析

香港港借助优良的港口条件和自身不断的发展，已经具有完善的基础设施、集聚的港口产业、自由

的贸易体制和高效的运作模式。
基础设施方面，香港港建成了高效的港口基础设施和便捷的物流基础设施，为港口货物的中转和集

疏运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拥有各类自动化设施和信息化系统，进一步提升了香港港口装卸效率。同时，
香港还拥有亚洲货柜中心和香港国际货运中心等大型仓储建筑，为货运仓储、中转等操作提供条件。

香港的航运交易市场、运输市场、租船市场、金融保险市场和航运信息市场都发育成熟，形成了集

运输、船舶、金融、保险、经纪、教育等港航相关业务一体的港航产业集群。
具有宽松自由的港口发展政策[16]，实行对外完全开放的自由港政策，政府不干预航运企业的经营，

船舶开放登记等，使得香港港成为国际中转枢纽。

2.2 深圳港与香港港之间的协同发展

2.2.1 主动承接香港转移业务，与香港港共同推动港口产业集群发展

香港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导致土地资源紧张、港口用地紧缺，进而使得香港港长期面临着专用码头

泊位不足的压力。加之高昂的人力、土地成本等众多因素的影响，香港港口业务也逐渐开始转移到周围

其他港口。香港海事处相关数据显示，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自2011年开始，就开始逐年下降，至

2019年，集装箱吞吐量下降至1836万标箱，集装箱吞吐量排名也由2011年的第三位下降至2019年的

第八位。
深圳港作为香港相邻港口，同样拥有优良的水深条件和港口基础设施条件，是承接香港港口转移业

务的首选之地。深圳港应该提升自身基础设施能力、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承接香港转移业务，推动港口

产业集群的发展。
加快推进盐田港东部港区码头泊位建设，推进既有码头改造升级，加快推进港口出海航道的疏浚工

作，主动提升自身的航运能力，为香港港口转移的集装箱提供转移承接条件，为国际集装箱贸易提供中

转基础条件。
提升营商环境，为香港港口相关业务落地深圳提供成长的土壤。结合深圳市优化营商环境改革任

务，大力推进商事登记、市政设施接入服务、纳税服务等环节的提升和优化。为航运、海事相关业务发

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与香港共同发展航运金融、保险、法律仲裁、经纪服务、船舶注册、加油服务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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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香港港集装箱吞吐量变化情况 （图片来源：根据香港海事处数据绘制）

关业务，共同推动港口海洋相关产业的集聚发展。

2.2.2 推动港口开放政策协同发展，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

推进深圳港与香港港的引航合作，加强两港在船舶通航和引航作业的沟通协调。优化引航服务合

作，推进深港引航互认，协调解决深圳港二次引航问题。
开展 “深港自贸通”试点，形成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与香港间的直通物流大通道。探索建设深港组合

港，实现两地港口物流服务一体化。
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在深圳港开展有关自由贸易港试点工作，并根据国家授权实行集约管理体制，

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港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在东、西部港区实施高标准的 “一线放开”“二线安全

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最大限度简化通关程序，降低深圳港口与香港港口的自由程度差距。

2.2.3 共建港口信息化平台，推动港口智慧一体化发展

以信息化手段推动深圳港口与香港港口之间的合作，打破两港之间信息壁垒，推动深圳港与香港港

的深度合作。
积极推进中国 （深圳）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建设，实现口岸管理相关部门 “信息互换、监管互

认、执法互助”。推行 “联合查验、一次放行”等通关新模式，全面推进 “一站式作业”。推动检验检疫

企业备案与商事备案 “多证合一”，推广 “区港一体化”和 “预通关”模式。推进 “智检口岸”平台建

设，分步推进境内外检验检测认证机构信息互换互认工作。同时，推进全国首创跨境电商生鲜进口关检

联合作业改革试点，打造生鲜进口快速通关渠道。

3 深圳港与广州港的协同

3.1 广州港发展优势分析

位于珠江入海口，水系发达，具有便捷的江海联运系统。广州港地处珠江入海口和珠江三角洲地区

中心地带，东江、西江、北江在此汇流入海，水系网络发达。通过珠江三角洲水网，广州港与珠三角各

大城市以及与香港、澳门相通。广州港通过西江联系中国西南地区，经伶仃洋出海航道与中国沿海及世

界诸港相连。
土地资源相对宽裕，港口后方陆域充足，港口扩容条件宽裕。广州市拥有7249km2 的面积，其中

建设用地面积1787km2，建设用地面积几乎和深圳总面积相当。广州港仅南沙港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就

达到53km2，具有广阔的港口后方陆域，以及充足的扩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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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具有广袤的经济腹地和相对繁多的货物种类。经济腹地包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

南、贵州、四川以及河南、江西、福建的部分地区。珠江水系腹地内矿产资源丰富，工农业产品发达，
为广州港提供丰富的货物种类。广州港进出口的大宗货物有：煤炭、石油、金属矿石、钢铁、矿建材

料、水泥、木材、非金属矿石、化肥、农药、盐、粮食等。

3.2 深圳港与广州港的协同发展

3.2.1 港口错位发展，形成陆向腹地的协同

由于地理位置较近、集疏运体系公用等，广州港和深圳港的陆向腹地几乎重合，腹地涵盖广东、广

西、江西、湖南、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等。高度相似的经济腹地造成了广州港和深圳港之间的腹地

竞争较为激烈。
为了降低港口之间的竞争，深圳港和广州港应从区位、集疏运体系、货物种类、以及货物去向

等方面形成错位发展。深圳港与广州港的分别位于珠江东、西岸，深圳港应该立足与发展珠江东岸

及以东地区的腹地，而广州港则应该立足于发展珠江西岸及以西的腹地，以减少交叉运输导致的资

源浪费。从集疏运体系来看，深圳港依托货运班列发展昆明、南宁、贵阳、成都、重庆、长沙、南

昌等地作为经济腹地；广州港依托珠江水系，发展珠江水系沿线的区域作为经济腹地，依托货运班列

发展源潭、河源、昆明、湖南、合肥等地区作为腹地。从港口货物发展种类来看，深圳港以发展集装箱

为主，将大宗散杂货市场让位于广州港，广州港则以矿产、金属、建材等大宗散杂货为主，同时利用南

沙港发展就近发展集装箱运输。就货物去向来看，深圳港应与广州港就自身海向腹地进行陆向腹地的

协同。

3.2.2 对外航线协调发展，形成海向腹地的协同

海向腹地方面，深圳港拥有220多条航线，联系着100多个国家300多个港口。深圳港与各大洲每

周联系次数由多到少分别为亚洲、欧洲、非洲、北美洲、大洋洲和南美洲。广州港拥有200多条航线，
联系着100多个国家的400多个港口，广州港与各大洲每周联系次数由多到少分别为非洲、亚洲、大洋

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从每周联系各大洲的班次来说，深圳港与广州港已经形成了海向腹地的错

位发展。

图5 广州港、深圳港联系各大洲的周班次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锦程物流网站航线数据绘制，网站地址：http：//www.jctrans.com/）

8921



为了进一步深化协同发展，优化海向腹地，深圳港和广州港应深耕自身优势海向，充分根据城市发

展特点和对外联系程度，优化海上腹地，合作开发还未开通的航线，调整竞争较激烈的航线。统计公报

数据显示，深圳主要对外贸易国家有：美国、韩国、日本、东盟、欧盟28国等。广州主要对外贸易国

家有：美国、欧盟28国、东盟、日本、韩国、俄罗斯等。结合深圳港和广州港现有航线，深圳港应着

重开发欧洲、北美洲作为经济腹地；广州港则着重开发非洲、大洋洲为经济腹地；两港合作发展亚洲运

输业务，共同开发南美洲业务。

4 深圳港与湾区其他港口的协同

4.1 湾区其他港口的优势分析

珠海等8港几乎处于湾区边缘，与湾区边缘城市或湾区外围城市有着直接联系。珠海港位于

湾区的西南部，能够为珠海发达的制造业提供运输服务；江门港和佛山港位于湾区的西部，通过

发达的水系直接深入联系湾区西部地区，通过道路网络辐射到湾区以西的区域；东莞港直接服务

于湾区北部地区；惠州港通过海港直接联系了湾区东部沿海地区，通过内河港联系了湾区东部及

东北部地区。
除澳门以外，珠海港及其他6个港口所在市拥有绵长的岸线和广阔的港口腹地，珠海、惠州等6市

共城市面积55521km2，为港口、物流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保障。
除澳门以外，其他市由于土地资源宽裕，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不高，使得土地使用成本相对较低、人

力资源成本较低，使得港口的发展成本相对低廉。
部分港口水深条件较好，珠海港高栏港区紧贴国际主航道，距离航道-27米等深线仅11海里。具

备建设30万吨级以上大型码头的条件。

4.2 深圳港与湾区其他港口之间的协同发展

4.2.1 通过水水中转模式降低深圳集疏运系统压力

随着深圳港口的发展，货物吞吐量不断攀升，港口集疏运体系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深圳港

通过和珠海港、惠州港等湾区其他港口之间的水水联运，可以将集疏运点分散，从而分散集疏运

系统压力。
珠海港、惠州港等利用其深入腹地的优势，将港口周围货物集聚，然后通过小型货船将其运至深圳

港，深圳港在根据货物去向将货物以大船运至目的地。货物到达时通过深圳港将货物转运至珠海港、惠

州港等港口，在通过各自港口就近将货物送至腹地。

4.2.2 推广发展组合港口，缓解深圳港后方陆域压力

港口组合发展有利于加强湾区港口一体化发展，提升港口运输效率，缓解深圳港后方陆域压力，带

动其他港口发展。深圳港已和惠州港口签订港口组合发展协议。加快推广复制组合港通关模式，在湾区

港口之间复制推广 “盐田—惠州组合港”模式。简化组合港海关监管模式，实现组合港和深圳港一体化

监管，进出口货物在组合港堆存和查验，并在启运港办理结关退税。

4.2.3 主动将大宗散货外溢至湾区其他港口

深圳港口以集装箱运输为主，但是其大宗散货运输相对较少。深圳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几乎接近湾区

港口总集装箱吞吐量的32%，而港口货物吞吐量只占湾区港口货物总吞吐量的15%左右。且随着城市

经济转型和大力发展高端港航服务业，疏解散杂货的变得越来越必要。深圳主动将散杂货疏解至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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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惠州港等湾区其他港口，既能带动湾区其他港口发展，又能降低散杂货深圳港口和城市所带来的压

力和影响。

5 结论

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港口的基础条件和运营情况进行分析，将深圳港口划分为三类：干线枢纽港

（深圳港和广州港）、国际中转港 （香港港）、普通港口 （珠海等湾区9个港口）。然后根据各类港口具备

的优势特征，结合深圳港口自身情况，给出了深圳港口与湾区各个港口之间的协同发展策略。深圳港应

该推动与香港港的一体化发展：做到主动承接香港外溢业务，与香港港共同推动港口产业集群发展；推

动港口开放政策协同发展，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推动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港口信息化平台，推动港口

智慧一体化发展。深圳港与广州港协调港口腹地发展，降低相互竞争：推动港口错位发展，形成陆向腹

地的协同；加强对外航线协调发展，形成海向腹地的协同。深圳港与湾区其他港口的协同主要为：通过

水水中转模式降低深圳集疏运系统压力；推广发展组合港口，缓解深圳后方陆域压力；主动将大宗散货

外溢至湾区其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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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机场客源腹地发展特征及拓展对策研究

欧阳新加 何少辰 孙盼峰

【摘要】 深圳机场正处于打造国际航空枢纽的关键时期，同时面临香港、广州机场的腹地竞争，需要提供更具竞争力
的机场交通服务，争取更多大湾区客源。本文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和客流统计数据，精准分析深圳机场在大湾区内的腹地
发展特征及竞争态势。对比广州、香港、上海机场针对周边腹地所提供的交通服务，识别制约深圳机场交通服务竞争力
的关键因素，针对性地提出优化城市候机楼布局体系、完善出行服务功能、构建多式联运产品链等措施建议，为深圳机
场精细化拓展大湾区腹地客源提供支撑。
【关键词】 深圳机场；国际航空枢纽；客源腹地；多式联运

0 引言

自2016年由区域枢纽提升至国际航空枢纽新定位[1]，深圳机场大力拓展直通国际重要城市的航班

航线，加快推进机场第三跑道、卫星厅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更具辐射力的国际航空枢纽。为拓展深圳

机场地面辐射网络，深圳机场持续在粤港澳大湾区内推动城市候机楼布局建设，丰富直连珠江西岸主要

城市的水上航线，进一步拓展客源腹地。但与粤港澳大湾区内香港、广州机场相比，深圳机场在腹地范

围以及地面交通服务水平方面仍有明显劣势。
以提升深圳机场在大湾区服务竞争力为目标，分析深圳机场腹地服务现状与问题，研判深圳机场腹

地发展特征与竞争格局，借鉴国内主要航空枢纽腹地服务与拓展经验，提出深圳机场客源腹地拓展对

策，助力深圳国际航空枢纽建设。

1 深圳机场客源腹地服务现状与问题

1.1 服务网络现状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航空市场竞争最激烈的区域之一，深圳、广州、香港等多个机场均在大湾区各

主要城市设置城市候机楼，以拓展机场客源腹地，为航空旅客提供出行服务。深圳机场自2007年起便

依托 “经深飞”项目在周边城市建设城市候机楼并配套空地转接服务。历经多年发展，深圳机场35个

城市候机楼已覆盖周边9个城市，交通联系方式也由传统地面巴士向水上快船、商务拼车等更加多元方

式发展。依托城市候机楼这一重要载体，深圳机场实现了航空服务的延伸，编织了覆盖大湾区的航空服

务网络。

1.2 旅客服务量规模与变化

从旅客服务量上分析，近两年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旅客服务量呈现增长的态势。根据深圳机场集团

提供的2018年和2019年城市候机楼旅客服务量统计数据 （见图2），深圳机场各城市候机楼在2019年

共服务旅客186万人次，整体增长率为1%。其中，旅客服务规模前十的城市候机楼中有8家实现同比

增长。但受香港社会局势影响，香港各城市候机楼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拉低了整体增长率。分区域来

看，深圳依然是深圳机场主要客源地。深圳市内各城市候机楼旅客服务量共122万人次，约占值机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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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布局

的66%；东莞地区共34万人次，约占值机总量的18%。从个体层面分析，各城市候机楼发展水平差距

较大，值机业务量呈现多级分化的特点，除深圳龙岗和深圳湾口岸旅客服务量较高外，部分城市候机楼

年旅客服务量不足5000人次。

图2 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旅客服务量统计 （2018-2019年）数据来源：深圳机场集团

1.3 服务问题

基于2019年6至8月的实地走访调研，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服务方面主要存在以下两类主要问题。
深圳机场各城市候机楼发展基础与环境差异大，部分城市候机楼功能不完善，存在 “有设施、无服务”

的问题。在值机方面，由于深圳机场开放的值机权限不同，导致各城市候机楼未能实现值机功能全解锁。目

前城市候机楼无法实现国际航班值机，部分城市候机楼无法实现深航、南航、国航、春秋航空的国内航班值

机。对比而言，广州机场城市候机楼可以实现除廉价航空外主流航空公司的国内外航班值机。在值机环境方

面，部分城市候机楼因为场地条件限制，无法提供座椅等基本的候车设施，乘客候车体验较差。
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所提供服务相对传统且品质不高，存在 “有服务、无竞争力”的问题。在地面交

通方面，深圳机场各城市候机楼的地面运输营运主体不尽相同，服务水平参差不齐。各运营商更多从自身

成本利润出发，在车辆运营时间和频次方面与广州机场空港快线相比明显竞争力不足。在行李托运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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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专业人员和安检设备，运输车辆空间受限，机场行李衔接能力不足等多方面原因，深圳机场城市

候机楼无法提供统一的行李托运服务。而广州机场的城市候机楼已实现国内航班的行李托运服务。

2 深圳客源腹地研判

2.1 深圳机场在大湾区内的客源分布

为准确掌握深圳机场客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分布情况，进而有针对性地拓展客源腹地，我们利用

2019年3月某日的中国移动手机信令数据进行了深圳机场旅客来源地栅格分析 （见图3）。根据分析结

果可知，深圳机场旅客具有较强本地性，来自深圳市的旅客占86%。东莞是深圳机场旅客来源第二位

的城市，占旅客比例为8.2%。广州虽然有白云机场，但依然是深圳机场旅客来源第三位的城市

（2.7%），高于惠州 （1.3%）。

图3 深圳机场在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客源空间分布

（数据来源；2019年3月某日周移动手机信令数据）

图4 深圳机场在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客源比例

（数据来源；2019年3月某日周移动手机信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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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深圳机场客源腹地竞争分析

作为以国内市场为主的国际航空枢纽，深圳机场与广州机场在大湾区具有较强的竞争关系，双方客

源腹地存在较大重叠。为进一步研究深圳机场与广州机场的腹地竞争关系，我们利用2019年3月某日

的中国移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了深圳机场和广州机场在大湾区内的客源空间分布，并以街镇或行政区为

基本单元归集数据结果并进行比较 （见图4）。我们定义，对于一个街镇或行政区，在手机信令数据所

覆盖的24小时内到达深圳机场的人数与到达广州机场的人数比值大于1.5，则认为该区域为深圳机场

的优势腹地；如果比值小于0.5，则认为该区域是深圳机场的劣势腹地；若比值介于0.5至1.5之间，
则认为该区域是深圳机场的竞争腹地。通过分析结果发现，深圳机场的优势腹地范围为深圳市、东莞南

部、惠州南部；竞争腹地为惠州惠东、东莞北部、中山和珠海部分区域；劣势腹地为广州、惠州北部、
佛山、江门、肇庆。

图5 基于移动手机信令数据深圳机场与广州机场腹地竞争分析

（数据来源；2019年3月某日周移动手机信令数据）

3 客源腹地拓展经验借鉴

3.1 香港机场打造便捷畅通的 “陆—海—空 “多式联运新模式

香港机场一直积极推动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多式联运，以提升香港国际机场对大湾区的辐射能力，巩

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地位。目前，香港机场通过陆路交通服务可以连接110个内地城镇，通过快船服务

可以连接9个珠三角及澳门的口岸，这一多样化、便捷化、高品质的服务网络为香港机场争取了大量来

自湾区腹地的客源[2]。根据香港机管局公布的官方数据，2017年珠三角旅客经各口岸来往香港国际机

场超过了1405万人次，占全年旅吞吐量近20%[3]。
近期，香港机场持续完善与内地的交通接驳网络，通过提供内地码头与城市候机楼的接驳巴士，进

一步延伸 “海天联运”服务链条，打造 “陆—海—空”多式联运新模式 （见图6）。“陆—海—空”模式

虽然需要经过两次换乘，但相比传统地面巴士仍然具有服务竞争力。首先，海上快船具有时间快捷、稳

定的优势。以近期新开通的广州东站香港国际机场城市候机楼为例，通过 “陆—海—空”联运，全程时

长由原陆上4小时缩减为3小时。其次，依托海天码头在香港机场禁区的优势，广州东站城市候机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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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旅客提供预办登机、行李托运等一站式服务，全程无缝衔接，无需入境香港。最后，广州东站的城

市候机楼相比莲花山港，拉近了服务终端与旅客的距离，并且依托广州东站的高铁网络可以进一步拓展

服务范围。

图6 香港机场 “陆—海—空”联运模式

3.2 广州机场集中资源打造空港快线服务品牌

广州白云机场空港快线是白云机场航空运输服务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共有26条线路覆盖

了广东省15个城市，是白云机场航空运输网络的地面延伸和重要补充[3]。空港快线由广东省机场管理

集团控股，在业务运作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和竞争力，更注重为广州机场旅客提供高水平

服务，而非运输线路本身的营收情况。空港快线运输公司可以充分掌握各线路的运营情况，统筹调配运

力，调整运价。相比于深圳机场的机场巴士，空港快线服务时间长，班次密集，与机场航班时刻匹配度

高，容易形成 “高频次—高客流”的良性循环。空港快线拥有统一的服务车辆、标准和流程，有助于行

李托运、航空快件等服务的实现。空港快线公司还与白云机场的城市候机楼制定了阶梯式的激励机制

（见图7），根据各城市候机楼全年的旅客运输量和增长率，最高可返还约20%的巴士票款销售额，有效

激发了各城市候机楼提升自身服务水平，吸引更多旅客使用城市候机楼服务。
白云机场空港快线依靠高品质的地面运输服务有力支撑了广州机场在大湾区的核心国际枢纽地位。

在与出租车、网约车、地铁等其他交通方式的竞争中，空港快线的市场占有率高达16%，相比之下，
深圳机场的机场巴士市场占有率仅为3.4%。

3.3 上海机场联合东航打造高品质联运服务

上海机场早在2011年建立的虹桥枢纽浦东远程候机楼和昆山城市候机楼时就坚持提供行李托运服

务，保障远程值机服务的完整和完善，满足高端客户需求，提升客流质量。上海机场还充分与主基地航

空公司东航通过战略合作来共同推动腹地服务业务的提升，充分发挥航空公司在拓展客源方面的积极性

以及在产品设计方面的灵活性。自2012年，东航与上海铁路局共同推出了国内首个空铁联运产品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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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广州机场空港快线与深圳机场巴士车票销售返点机制对比

铁通”，实现铁路与民航的代码共享[5]。旅客在购买东航机票的同时，便可以购买包含高铁 “虚拟航班”
的组合票，并可以享受价格优惠。“空铁通”服务的实现得益于上海虹桥枢纽铁路与机场紧邻布设的设

施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铁路和航空双方建立了一系列保障措施确保空铁联运的高效运作。例如，上海

铁路局和东航将分别在虹桥火车站和虹桥机场互设服务柜台，增设空铁中转引导标识，购买 “空铁通”
产品的乘客还可以在机场优先值机，实现快速便捷中转。此外，东航与上海铁路局在延误改签、应急互

补等配套服务方面取得了共识，“空铁通”旅客在发生航班或火车延误时，可享受航空公司与铁路的互

为免费改签服务[6]。

4 深圳机场客源腹地拓展对策

围绕旅客出行链的相关环节，从城市候机楼布局、服务功能、地面交通、联程运输四个主要方面，
提出深圳机场客源拓展的具体方案。

4.1 优化城市候机楼布局

对于深圳机场不同类型的客源腹地，所面临的客源基础以及与其他机场竞争情况是不同的，应采取

不同的城市候机楼拓展策略。针对优势腹地，在考虑现有运输线路和地铁线路竞争的基础上，挖掘有需

求但缺快捷交通联系的潜在片区，通过增设城市候机楼和配套交通补齐服务空白，完善城市候机楼布

局。基于手机信令分析结果，深圳市内的石岩、平湖、高新园北地区以及东莞市内的虎门、常平、塘

厦、凤岗地区都具有较高的旅客需求 （见图8和图9），但目前没有城市候机楼服务覆盖，可以结合穗

莞深城际站和汽车站增设城市候机楼。另一方面，应强化深圳机场与深圳市内核心交通枢纽的联系，在

福田站、深圳北站、罗湖站等主要城市枢纽设立城市候机楼，提供值机办理、航班信息、交通指引等航

空服务，强化城市门户间的互动联系。
对于竞争腹地，特别是珠江西岸地区，应充分考虑深中通道开通对于深圳机场可达性的影响。在深

中通道开通前，应充分发挥深圳机场福永码头水上航线对珠江西岸快捷可靠的服务优势，丰富水上航线

网络，并在对应港口设立城市候机楼。也可借鉴香港机场经验，在中山古镇及江门东区域设立城市候机

楼，通过巴士接驳中山港实现 “陆—海—空”联运。在深中通道开通后，深圳机场对中山、珠海的地面

可达性大幅提升，应进一步细分需求区域，加密在中山和珠海市内的城市候机楼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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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深圳市内城市候机楼服务空白区域识别

（数据来源；2019年3月某日周移动手机信令数据）

图9 深圳市周边城市候机楼服务空白区域识别

（数据来源；2019年3月某日周移动手机信令数据）

对于劣势腹地，虽然广州、香港本地已有较强的本地机场服务，但手机信令分析结果仍反映出一定

规模的往来深圳机场的旅客需求。应积极争取利用城际轨道站、长途客车站、码头等交通枢纽布设城市

候机楼，进一步挖掘和激活旅客需求。

4.2 完善候机楼功能

值机是城市候机楼最基本的功能，深圳机场应保障设备投入，规范服务标准和考核机制，打通操作

平台，保障国内值机服务的全解锁，争取国际值机功能逐步放开。
推广行李直挂业务是提升深圳机场城市候机楼服务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通过较小的成本投入，能带

来较大的服务品质提升。目前，深圳机场东莞城市候机楼能够提供较为成熟的行李托运服务，该服务解

放了旅客的物理空间，免去了旅客在机场等候托运的时间，显著提升了旅客的满意度，也是其面对其他

城市候机楼和网约车挑战的核心竞争力。深圳机场应充分总结广州机场在东莞城市候机楼行李托运服务

流程和业务经验，充分考虑各城市候机楼现有条件和运输场景，设计行李托运业务的服务流程，明确服

务标准以及人员设备要求，在其他城市候机楼进行业务推广，全面提升深圳城市候机楼的服务品质。

4.3 强化地面交通能力

稳定可靠的地面交通服务是城市候机楼的核心竞争力，只有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才能保障客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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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东莞城市候机楼行李托运全流程示意图

深圳机场应重视地面交通接驳服务，加强资源投入和整合，分不同场景类型提升机场接驳交通服务

水平。
对于市内的交通联系，深圳机场应利用深圳机场330巴士改革契机，探索与专业运输公司开展330

线路的合作经营。以白云机场空港快线为标杆，借助专业运输公司打造深圳机场巴士服务品牌，提升服

务能力与范围，为市内城市候机楼提供公交化的地面交通服务。对于异地候机楼的地面联系，建议参考

香港模式，以单条运输线路为单位，通过谈判或公开招标的方式，设定明确的服务要求和考核标准，择

优选择具有资质的交通运输服务提供商，全面建立类似于香港永东巴士、冠忠环岛、港中旅多家服务运

营商构成的服务网络。对于具有品牌价值但市场需求较弱的异地候机楼，应由机场集团主导投入资源，
建立基本的地面运输保障。针对部分客源需求较小，不足以支撑固定服务班次的候机楼，可以借鉴e巴

士等定制巴士服务经验，允许专业运输公司在客流较低的线路或时段考虑辅以灵活性强的商务小巴或大

巴，为城市候机楼提供分层级的交通服务。

4.4 构建多式联运服务生态链

为打造高效便捷的深圳机场多式联运服务，除了加强设施联系、提升换乘效率外，应重点推动不同

交通运营主体间的合作，建立信息和运营共享机制，推出方便惠民的联运服务产品。
深圳机场应充分借鉴东航 “空铁通”、国泰航空 “海天一票通”和 “陆天畅行通”经验，支持与推

动航空公司与铁路公司、船务公司、地面交通运营商的代码共享业务，通过国际航协代码将航班信息、
船班信息、售票信息、旅客信息综合到电子业务平台上操作，实现客流全程电子化管理，并在代码共享

的基础上，设计和推广一票通产品，丰富全流程的出行服务产品。另一方面，深圳机场应整合不同航空

公司与交通服务提供商之间服务产品，搭建多式联运产品服务平台，实现多接驳方式的广覆盖，同时为

旅客提供高效便捷的一站式服务。

图11 由机场搭建多式联运综合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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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提升地面服务网络品质并持续拓展客源腹地是深圳机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的必然选择。在粤港澳大

湾区多个国际航空枢纽腹地重叠竞争的格局下，深圳机场现有的城市候机楼及地面交通服务仍存在功能

不完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直接限制了深圳机场辐射范围和旅客服务水平。在学习借鉴国内其他机场

腹地拓展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完善城市候机楼布局和功能、强化地面交通服务、推动多式联运服务，将

有助于深圳机场提升地面服务网络水平，吸引更多大湾区内的旅客选择深圳机场出行，助力国际航空枢

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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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背景下组团城市综合型枢纽发展策略
———以佛山市高明高铁站为例

廖建奇 王琢玉 李健民

【摘要】 随着都市圈的迅速发展，相邻城市之间的交通联系日益紧密，区域协调发展是未来都市圈的发展趋势。组团

式城市是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产物，也是都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进入高铁时代后，高铁枢纽布局及发展策略与城市

空间形态的关系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从都市圈发展入手，对组团城市的综合型枢纽发展策略及选址规划进

行探索，并以佛山市高明高铁枢纽站为例，通过分析都市圈发展趋势，识别机遇与挑战，制定出选址方案。
【关键词】 都市圈；组团式城市；综合型枢纽；发展策略；选址规划

0 引言

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

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根据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 （发改规划

〔2019〕328号），未来将 “以促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 （镇）同城化发展为方向，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

都市圈，形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
近年来，都市圈同城化发展已取得一定进展，随着高速铁路时代的到来，城市时空距离大幅缩减，

时空可达性迅速提升，都市圈城市的联系更为紧密，同城化趋势日益显著。高速铁路站点不再是独立的

铁路客运站，逐渐成为城市乃至都市圈重要的交通枢纽，将高速铁路与城市交通融为一体，以交通功能

引导城市土地开发，带动城市发展。都市圈内的高铁枢纽相互连接形成功能各异的枢纽群，通过轨道交

通的管道效应，推动都市圈同城化发展。
由于高铁枢纽具有 “对上融入区域、对下服务城市”的功能特点，高铁枢纽选址及发展路线应结合

都市圈发展、城市空间形态、城市土地利用等方面综合考虑，既要融入都市圈发展格局、提升区域竞争

力，也要符合城市空间结构特点及枢纽自身定位，服务城市居民，提供便捷、集约化的综合交通服务，
支撑城市发展及土地开发。

我国的高铁发展时期也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积极探索综合型高铁枢纽发展策略，
对带动城市结构调整和城市规模扩展具有重大意义。

1 城市形态分类

1.1 单中心城市

单中心城市是最为简单、原始的城市结构形态之一。城市的人口与就业岗位大部分分布于城市核心

区，城市拥有强核心的集聚效应，集中城市功能，带动和辐射周边区域发展。土地增值效应明显，地价

更高，但易造成人口分布的贫富差距，导致社会问题的隐患增加。对交通压力较大，潮汐式明显，但交

通设施使用效率更高，回报率更高。强核心容易吸附市郊地区的发展活力，造成发展的不均衡。

1.2 组团型城市

20世纪40年代，美国地理学者C.D.哈里斯 （Harris）和E.L.乌尔曼 （Ullman）在研究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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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空间结构情况之后，初步提出了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他们发现了除中央商务区外的城市

次中心的存在。他们认为，相较于中小城市而言，大城市具有更多、更专业化的城市中心。
20世纪70年代，Henderson等人认为：在交通模式一定的情况之下，单中心城市会随着交通拥挤

的增加和通勤费用的提升，迫使居民和企业搬出原有的市中心，同时远离城市中心的部分条件较好的地

区逐渐发展，从而形成越来越多的副中心，共同构成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因此，组团型城市是单中

心城市演化的产物之一。
组团型城市存在多个组团中心，人口分布均衡。各组团人口密度、就业岗位无显著差异，平均通勤

距离较短，交通出行以组团内部出行为主。就业岗位分布均衡，各城市各具产业特色，实现错位竞争和

分工合作。土地价值相对稳定，人口分布和城市服务均质化。
各区域均衡化发展会导致城市功能设施的重复建设，融合机制较为松散，缺乏资源整合的能力和意

愿，限制了整体的竞争力，通常以经济和工业发达构建自身的地区辨识度。
我国正处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内众多大城市都呈现出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特

征，或者正在提出向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转变的空间发展战略。纵观国内外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

的发展历程，总体来说，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对破解大城市出现的交通拥挤、环境恶化等问题起到了一

定的作用。

2 枢纽分类

根据轨道交通枢纽的功能定位，可将枢纽大致分为中心枢纽、综合枢纽、区域对外枢纽及新城通勤

枢纽四类，如下图1所示。

 

中心城

集中建设区

区域对外枢纽
（机场等大型枢纽）

新城通勤枢纽

综合枢纽

中心枢纽

图1 枢纽分类示意图

中心枢纽一般位于城市中心区，是市中心的普速铁路车站。进入高铁时期后，通过改扩建的方式成

为中心城区轨道交通枢纽，如广州站、武昌站、深圳站等。
综合枢纽是城市扩张的产物。随着中心城区用地开发强度增加，许多城市开始谋划在集中建设区边

缘新建高铁站点，支撑城区扩张，带动城市发展。综合枢纽一般位于城市集中建设区边缘，如武汉站、
南京南站、广州南站等。

区域对外枢纽为依托机场建设的大型枢纽，集空、铁、陆于一体，主要承担城市对外的交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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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海虹桥站、首都国际机场站等。
新城通勤枢纽一般位于主城区周边的卫星城中心，主要承担卫星城与主城之间的通勤联系，如北京

亦庄站、广州南沙站等。
四种枢纽的选址、发展趋势、功能、引入线路类型如下表1所示。

表1 各类枢纽概述

枢纽类型 选址 发展趋势 功能 引入线路类型

中心枢纽 中心城区
与中心城区互动，集约

利用土地
主要服务于老城区

主要为普速铁路、城市轨道快线、城

市轨道普通线，兼顾高速铁路、城际

铁路

综合枢纽
集中建设区

边缘

与主城区融合，带动中

心城区适当扩张

主要服务于城市集

中建设区

主要为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

道快线，兼顾城市轨道普通线

区域对外枢纽 城区外围
带动城市扩张，适当发

展空港新城
主要服务于城市群

主要为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城市轨

道快线，兼顾城市轨道普通线

新城通勤枢纽 卫星城中心 促进卫星城发展
主要服务于组团及

周边地区
主要为城际铁路、城市轨道快线

3 案例分析———珠江肇高铁高明站

3.1 研究背景

高明区是广东省佛山市五个行政辖区之一，位于广东省中部，粤港澳大湾区西翼，是珠江、西江交

汇的重要节点。高明区东北隔西江与南海区、三水区相望，南与鹤山市相邻，西南与云浮市新兴县相

连，西北与高要市接壤。
根据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珠三角枢纽 （广州新）

机场、珠江肇高铁高明站将落户佛山市高明区。为此，高明区将把握全新的 “机场+高铁”双枢纽发展

机遇，构筑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等级公路为主体的城际快速交通网络。
目前，珠三角枢纽 （广州新）机场选址已基本明确，位于高明区更合镇，北邻肇庆。未来高明区将

依托机场打造空港组团，与高明区中心城区的高明组团形成高明区的两大发展核心。

图2 高明区高铁及城际铁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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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高明组团与空港组团示意图

珠江肇高铁高明站选址目前处于前期研究阶段。广东省明确2020年12月开工建设深南高铁江肇

段，因此，需尽快确定高明站选址和线位方案，支撑佛山市空间规划临空组团和高明组团发展，力促高

明区成为广佛区域向粤西辐射的交通枢纽门户。

3.2 定位识别

根据前述的枢纽分类，高明站位于佛山市西部，距离佛山中心城区约17km，未来将引入广湛高

铁、珠江肇高铁、深南高铁与肇顺南城际，其中高速铁路承担对外交通联系，城际铁路主要服务于城市

群客运交流。因此，高明站是综合型枢纽，承担城市综合交通服务功能，集对外与城市交通枢纽于

一体。
本章将以高明站为例，对多组团城市的综合型轨道交通枢纽的选址原则及发展策略进行探索。

3.3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城市的空间形态与交通之间存在闭环反馈机制，城市的空间布局产生城市活动和交通出行，反之，
城市交通出行也将支撑城市空间拓展。交通枢纽的选址应基于城市空间形态考虑，既符合城市空间布

局，又能引领城市空间布局良性发展。
根据地租理论，时空可达性是联系城市空间与交通系统的决定性要素。轨道交通具有 “管道效应”，

图4 交通-空间闭环反馈机制

引领城市珠链式发展，轨道交通站点的时空可达性决定了其在城市空

间中的服务水平，是实现枢纽功能的重要支撑。
基于上述理论依据，高铁线站位规划应立足于城市空间的角度统

筹考虑，秉持 “先站后线，以站定线”的原则，强调站点对城市发展

的支撑、引领作用。在明确枢纽定位及其与城市空间关系的基础上，
借鉴成功经验，剖析枢纽功能与发展时机，制定发展策略及选址方案，
如图4所示。

3.4 案例借鉴———东京新宿站

东京新宿站位于东京都市区中心城区边缘，铁路枢纽和城市土地开发有很强的耦合性，公共交通和

土地资源紧密结合。其城市空间发展模式为铁路枢纽组团与城市主中心融合发展。从六十年代至今，新

宿副中心逐渐与都心融合，从城市中心区边缘的节点发展成为中心城区边缘的重要交通枢纽之一，支撑

中心区的扩张与城市的发展。
目前，新宿的经济、行政、商业、文化、信息等部门云集于商务区，金融保险业、不动产业、零售

批发业、服务业成为新宿的主要行业，人口就业构成已接近东京都中心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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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技术路线

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90年代 2010年

图6 新宿副中心发展历程：处于城市中心区边缘，逐渐与都心融合

3.5 发展趋势研判

3.5.1 发展都市圈枢纽经济

从都市圈视角来看，广州市与佛山市将推进 “广佛同城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广佛极核，形成

广佛都市圈。广州未来将形成 “五主四辅”枢纽格局，与佛山共建湾区铁路枢纽群。广佛中心城区范围

内，佛山中心城区枢纽群 （佛山西站、佛山站）将作为广州主枢纽群 （广州南站、广州站、棠溪站）的

辅助，共同带动广佛核心区发展。
高明站作为综合型交通枢纽，是广佛都市圈的西南辅枢纽，将与机场站一起组成都市圈西部枢纽

群，带动都市圈西部的高明组团、机场组团以及西樵组团、九江—龙江组团发展。

3.5.2 融入市域综合交通网络

佛山市前三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着力于佛山主中心与顺德副中心，至2021年，高明站方有城市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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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广佛都市圈枢纽格局

道交通线路引入。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和建设计划调整的难度较大，从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时序来看，高明

区相对被动，未来城市轨道交通资源有限。

图8 佛山轨道交通建设计划示意图

日前，国家正加快推进 “新基建”，高明站作为近期建设枢纽，应把握契机，全面、主动地融入市

域综合交通体系，进一步增强对城市的服务功能，带动区域发展。

3.6 应对策略

高明站的选址规划落后于市域综合交通规划，应采取 “对上支撑，对下融入”应对策略，对上支撑

空间结构，引领区域发展，对下全面对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顺应城市与交通发展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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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应对策略

3.7 枢纽功能分析

3.7.1 佛山枢纽群的危机———资源，也是竞争

佛山人口密集的东部地区均在广州枢纽群30km辐射范围内，可借助先天的地理优势共享广州枢纽

资源，也面临广州枢纽抢夺客流的危机。

图10 广佛现状枢纽格局

3.7.2 佛山市域枢纽站现状分析

现状佛山市域内的高铁枢纽站仅有佛山西站，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现状客运量偏低：佛山西站规划客运量高于广州东站，现状客运量仅为广州东站的21%；
2.现状利用率较低：佛山西站现状发车94对/日，仅占设计能力的18.3%。
佛山西站现状问题的主要成因为地铁接驳体系尚未形成，周边用地开发未能与核心区融合，导致佛

山西站现状客运量及利用率较低。

3.7.3 高明站的机遇与挑战

高明站主要服务于佛山西南部地区，位于广州枢纽群30km辐射范围之外，地理位置优越，广州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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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抢夺客流的风险不高。但高明站远期发车对数135对，远少于广州主枢纽，规模与客流吸引力有限。
根据苏州市经验，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是铁路枢纽客运量增长的新契机。苏州站近十年曾出现2次

客流骤增拐点。2013年，苏州站扩容，客流出现剧增。2014年，苏州轨道交通2号线建成通车，苏州

站2014年客运量增幅为5年内最高，如下表11所示。

图11 苏州站客运量及年增长率

为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根据高明站发展趋势的研判及相关城市经验，高明站亟需巩固佛山西南地

区的客流，与用地规划及城市综合交通结合，增强时空可达性，提升服务水平。用地规划方面，高明站

定位为综合型枢纽，应设置在建成区内，位于城市中心区边缘，枢纽站周边的高铁新城宜与上位规划中

的高明组团融合发展；城市综合交通方面，高明站应同时承担对外交通和对城市内交通的服务，应牢牢

把握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时机，主动融入城市轨道交通体系，提升客流吸引力。

3.8 枢纽选址方案

3.8.1 选址范围

国家发改委于2018年印发了 《关于推进高铁站周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 “新建车

站选址尽可能在中心城区或靠近城市建成区，确保人民群众乘坐高铁出行便利。”
此外，佛山市已建及已规划的主、辅枢纽中，基本均位于城市各组团中心3km以内，如下图12、

表2所示。
表2 佛山市域范围内已建及已规划枢纽选址

枢纽名称 枢纽级别 选址 与组团或城市中心距离

佛山站 主枢纽 禅城区城北片区 位于主城区

佛山西站 主枢纽 南海区狮山镇 2.8km

新机场站 主枢纽 高明区更合北 位于空港组团

三水南站 辅枢纽 三水区洲边村 5km

顺德学院站 辅枢纽 顺德区欢乐海岸东侧 2.5km

在城市用地及空间形态方面，高铁站点在城市内部的服务范围一般为10km以内，根据国家要求及

其他枢纽选址经验，站点5km以内需要有效覆盖城市中心或组团中心。因此，建议高明站选址距离高

明组团范围0～2km，最远不超过5km。在城市交通接驳方面，高明站应与已规划的地铁站换乘，宜设

于地铁2号线站点周边800m范围内、有轨电车站点周边500m范围内。地铁2号线在高明区的3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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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广佛都市圈枢纽格局

划站点周边800m范围均位于有效覆盖组团中心的范围内，而有轨电车沿线500m范围内大部分为城市

建成区，土地开发强度高，无法控制枢纽用地。
综上，建议考虑将高明站设于地铁2号线二期3座站点周边800m范围内。

图13 高明站选址推荐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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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方案比选

梳理地铁2号线3座站点周边800m范围及地铁延伸范围内的用地条件，筛选出4个站点方案，分

别位于四方车辆公司东侧、西侧及有轨电车荷城站南侧、北侧。根据四个高明站选址方案分别制定线位

方案，如下图14、图15所示。

图14 四个选址方案

图15 四个线位方案

综合考虑征拆量、最低车速、用地规划协调难度及对城市景观的影响等因素，推荐选址方案2，如

下表3所示。

表3 方案比选

方案 站点选址
征拆量

（m2）
最低行车速度

（km/h）
协调难度

对城市

景观影响

方案1
四方车辆公司、地铁2号线西安站

西侧
159271.6 200 中等 较少

方案2
四方车辆公司东侧、地铁2号线高明

站西侧
128062.9 230 中等 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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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方案 站点选址
征拆量

（m2）
最低行车速度

（km/h）
协调难度

对城市

景观影响

方案3 有轨电车荷城站南侧 98714.2 230 较高 较大

方案4 有轨电车荷城站北侧 44658.8 230 较高 较大

4 小结

本文从都市圈发展入手，对组团城市的综合型枢纽发展策略及选址规划进行探索。以佛山市高明高

铁枢纽站为例，综合考虑广佛都市圈的发展、佛山枢纽群在都市圈中的功能定位、高明站的机遇与挑

战，归纳总结出高明站的发展策略，即在空间形态上与主城区融合发展，在交通体系上主动融入既有交

通规划，对上支撑城市空间结构发展与重塑，对下全面对接市域综合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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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同背景下组合港发展模式研究及对深圳港口的启示

钟 靖 周 军 邓 琪

【摘要】 组合港是指拥有共同的发展目标、腹地及标准，统一规划、建设、管理港口资源资产所形成的一体化的港口

组织或联合体，是政府统一管理、拓展货源腹地、对抗同类竞争等一系列因素下的产物，在实现资源整合利用、提升区

域港口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在深入剖析国内外组合港发展历程基础上，总结了组合港发展模式与经验，分

析组合港发展驱动力及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结合深圳港口区位、设施、运营状况等因素，分析深圳建设组合港

的必要性，并结合 “惠盐组合港”经验提出深圳建设组合港的发展思路，可为组合港的规划建设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组合港；发展模式；区域港口协调

0 引言

港口是综合交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地区对外贸易的关键节点，对支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具

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工程技术不断进步，港口建设持续加速，数量与密度不断增加。港口腹地的交

叉性和码头功能的相近性，使得临近港口不可避免地产生竞争，导致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为整合区域

港口资源、提高区域港口竞争力、提升区域港口综合效益与效率，组合港应运而生。组合港并非港口间

的简单合作，而是拥有共同发展目标、货源腹地及经营标准，统一规划、建设、管理港口资源资产所形

成的一体化的港口组织或联合体[1]。。本文通过对不同模式下国内外组合港发展历程分析，总结得出组

合港发展模式特征、驱动力与实施障碍，并以深圳港为例，提出区域协同背景下深圳组合港的发展思路

与策略。

1 组合港发展模式分析

我国早在1996年就提出以组合港为核心的港口建设模式，旨在通过对已有港口资源的整合，加强

各港口之间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国外一些港口则联合周边城市港口形成同盟，对港口进行统一的规

划、建设、管理，以提高核心竞争力。结合以往实践，组合港可根据促成组合的主体大致分为政府主导

的组合港和企业主导的组合港[2]。下面将结合案例，对这两种组合港发展模式进行剖析。

1.1 政府主导的组合港

1.1.1 纽约—新泽西组合港

纽约新泽西港是美国东海岸第一大集装箱港口，是美国重要的产品集散地，也是全球重要的航运交

通枢纽。纽约新泽西港由纽约港和新泽西港组合而成，因两个港区均位于纽约湾沿岸，地理位置接近却

分属两个州，历史上两地曾因港口问题爆发过激烈的矛盾与冲突。为了使两港更好地发展，1921年4
月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政府共同成立联合机构，将两港进行统一开发和管理，该管理机构于1972年正式

定名为 “纽约新泽西港务局”。纽约新泽西港务局实施 “地主港”管理模式，即港务局拥有港口沿岸土

地征用权，有权建造、购买、出租或经营港区内所有设施，也可以向使用这些设施的人收费，通过该模

式为港口筹集建设所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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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东京湾港口群

东京湾区内现有6个重要港口，分别为东京港、川崎港、横滨港、千叶港、木更津港、横须贺港，
各港口分别承担不同职能，保持经营独立的同时优势互补以实现错位发展。东京湾港口群2019年货物

吞吐量5亿吨以上，超过香港与深圳港的总和，有效支撑了东京湾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
东湾港口群协调发展得益于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1950年，为打破东京湾各港口各自为战、混乱

竞争的局面，日本政府制定 《港湾法》，规定中央政府负责制定全国港口发展的长期计划，决定整个国

家港口发展的数量、规模和政策[3]，各个港口则由地方港口管理机构在全国港口总体发展框架下制定各

自的年度预算和发展策略。为进一步促进湾区港口协调发展，1967年日本运输省港湾局提出 《东京湾

港湾计划的基本构想》，将六大港口整合形成分工不同的广域港湾体系，有效解决东京湾区内部港口竞

争的同时提升了区域港口对外竞争力。2008年，东京与川崎和横滨三个市政府进一步合作，成立 “京
滨港协议会”，并制定 《京滨港综合规划》，按照各自优势相互补充，成为一个优势共享的整体。2015
年京滨港口群 （包含东京港、横滨港和川崎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752万标箱，超过了纽约新泽西港。

图1 竞争状态 （左）与整合后 （右）的港口群[3]

1.1.3 欧洲港口群

欧盟现有一千多个大小港口，分别属于20个国家，年处理货物超过50亿吨，承担欧盟与第二世界

国家贸易的90%，以及欧盟内部30%的交通运输量[4]，在欧盟对外国际贸易与共同体内部贸易中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协调欧洲地区港口发展、制定适宜各港口及欧盟整个区域的运输政策，欧盟于

1993年成立欧洲海港组织 （ESPO），其成员主要由欧盟各海港的港务局、港口行政部门以及港口协会

组成。欧洲海港组织通过议会的形式协调各港口之间的利益，其主要目标是参与制定欧盟海运政策，倡

导各港口有序自由竞争，不直接干涉港口的日常运营与建设。欧洲海港组织的成立推动了欧洲港口的整

合，使得欧洲各港口形成联系紧密、合理分工、有序竞争的整体，极大地增强了欧洲港口群的国际竞

争力[4]。

1.2 企业主导的组合港

企业主导的组合港主要由码头公司或跨国航运公司牵头，通过投资码头建设或船公司航线挂靠实现

跨区域港口之间的组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码头公司通过投资码头建设 （主要是集装箱码头），以资

金为纽带建立利益关系，实现各港口的集中统一管理与相关业务协调，典型案例有香港和记黄埔港口集

团。香港和记黄埔港口集团目前已经持有全球27个国家、52个港口的股份，其中包括全球集装箱吞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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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排名前几位的上海港、宁波舟山港及深圳港，以及欧美、中东、非洲、澳洲等地的大小港口。

图2 香港和记黄埔港口集团全球码头布局图 （图片来源：和记黄埔港口集团网站）

除港口企业直接投资外，船公司航线挂靠也能促使不同港口之间形成组合港，但这种组合关系可能

随着船公司航线变化而中止。如2001年马士基航运公司将其在马六甲海峡的班轮航线挂靠港由新加坡

转移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因此脱离该航线组合港行列。此外，还有港口间相互参股或通过码头公司直接

收购或兼形成港口组合的情形，如青岛港和威海港联合成立合资公司，将原本处于竞争状态的几个港口

联合起来共同经营业务，增强区域港口总体竞争力的同时巩固了青岛港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

1.3 组合港发展模式小结

政府主导和企业主导是组合港的两种主要发展模式，两种模式有各自的优缺点，实际操作中同种模

式下也有不同的运作方式。在政府主导模式下，有些组合港是在政府推动下进行资产重组、以利益为纽

带紧密联系在一起，如纽约新泽西港，有些组合港仍保持各自独立经营、仅因共同战略目标组合在一

起，如东京湾六大港口，有些组合港则与竞争对手相互联合以谋求更大的发展，如欧洲港口群。这种模

式的优势在于，政府部门是组合港的管理主体，能够充分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并协调各港口关系，抑或通

过制定政策对港口发展进行有意识的引导，但政府主导可能因偏离市场规律、无法满足企业实际需求导

致组合失败。
企业主导模式有企业投资码头建设、集装箱班轮航线挂靠、港口相互参股形成组合港等多种情况。

相较于政府主导的组合港，企业主导模式下促成港口组合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与发展

策略制定港口投资运营的最佳组合。此种模式充分贴近市场需求，能够最大程度调动市场积极性，但受

企业层次限制，无法从更加宏观的层面协调各方关系，也无法顾及全社会总体效益。
政府主导与企业主导两种模式各有优势且相辅相成，两种模式联合使用可能更有利于发挥组合港的

积极作用。

2 组合港发展驱动力及实施障碍分析

2.1 组合港发展驱动力

2.1.1 港口资源共享

将相邻港口组合实现资源共享是组合港发展的驱动力之一。相邻港口由于地理位置相互靠近，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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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避免地发生争夺岸线、航道、水域等资源的情况，而将相邻港口进行组合能够较好地解决这方面问

题。如纽约港和新泽西港均位于纽约湾区，共用纽约港湾和哈德森河航道，将二者组合较好地避免了两

地港口因争夺港湾和航道资源而持续爆发冲突，组合后统一开发建设的港口也提高了港口资源的利用效

率。国内上海、江苏、浙江三地也为统筹长三角沿海岸线资源成立上海组合港，江苏、浙江省还各自成

立了省级层面的港口集团以协调利用省内港口资源。

2.1.2 避免恶性竞争

实现腹地与客户资源共享、避免恶性竞争是组合港发展的驱动力之二。相邻港口不仅存在港口资源

相互争夺的情况，还存在腹地范围高度重叠、客户资源相互竞争的问题，将相邻港口进行组合并进行专

业化分工能够有效避免港口之间的恶性竞争。例如，东京湾六大港口均以东京湾区为腹地，整合前相互

挤占市场、内耗严重，直到日本政府将几个港口整合形成分工明确的广域港湾，各港口各司其职，共同

支撑东京湾区的社会经济运转，东京湾港口群也因此得到长足发展。

2.1.3 共同应对竞争对手

联手共同应对国内外强大竞争对手是组合港发展的驱动力之三。如瑞典哥本哈根和马尔默港口为应

对斯德哥尔摩等港口的竞争联合建设哥本哈根—马尔默组合港，纽约新泽西组合港在应对美国东海岸巴

尔的摩、弗吉尼亚等港口竞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1.4 优势相互补充

通过组合取长补短是组合港发展的驱动力之四。不同港口因区位、自然条件、所在城市性质等因素

具有不同发展特征，将优势互补的港口进行组合有利于提升港口总体效益。例如，纽约港位于经济中心

纽约，岸线与后方陆域资源相对紧张，而新泽西港土地资源相对宽裕，二者组合可以发挥各自所长，较

好地支撑纽约都会区发展。

2.1.5 资本促进组合

同属于某一码头公司控股或同为船公司某一航线挂靠港是组合港发展的驱动力之五。这一因素及其

作用在上一章 “企业主导的组合港”中已进行详细分析，此处便不再赘述。

2.2 组合港实施障碍

2.2.1 行政管理体制难以突破

港口组合并非港口本身的简单合作，这其中往往需要突破行政边界，涉及海关、边检、海事等查验

部门管辖范围的矛盾以及港口规划编制与审批的矛盾。

2.2.2 复杂利益关系难以处理

港口涉及国家、省、市等多级政府及港口企业本身的发展战略、目标与利益分配问题，港口组合需

要在各方利益中寻找平衡点。

2.2.3 公共基础设施整合难度较大

港口组合需要对航道、岸线甚至公路、铁路等公共基础设施进行整合，或对组合港的价格、服务、
管理模式进行统一，实施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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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深圳建设组合港的思考

3.1 深圳港口概况

深圳港位于珠三角南部、伶仃洋东岸，毗邻香港，是华南地区重要的集装箱干线港之一，2019年

集装箱吞吐量2577万标箱，位列全球第四。深圳港由多个港区组成，包括东部的盐田、大鹏港区，西

部的南山、大铲湾、大小铲岛、宝安港区，其中现状集装箱业务主要由盐田港区和南山港区承担。深圳

各港区产权相对分散，如盐田港主要由香港和记黄埔港口集团和盐田港集团控股，南山港区的产权主要

由招商局集团掌控，大铲湾则主要掌握在盐田港集团及香港九龙仓手上。深圳政府负责制定港口发展规

划，不直接掌握港口产权，也不直接参与港口的日常经营。相对分散的产权导致深圳各港区基本保持独

立经营，在货源地、航线布置方面甚至存在相互竞争的情况。

图3 《深圳港总体规划》港区分布图

3.2 深圳建设组合港必要性分析

除深圳港外，粤港澳大湾区内现有多个港口，包括香港港、广州港、虎门港、珠海港等，其中深

圳、香港、广州三个港口承担了湾区95%以上的业务量，是粤港澳大湾区内三个主要的枢纽港。三大

港口中，深圳港是华南地区重要的集装箱枢纽港，目前集装箱吞吐量位居第一，以外贸业务为主，近年

业务量呈缓慢增长趋势；香港港口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枢纽港，均为国际业务，但近年受珠三角产业

转移、相邻港口竞争等因素影响业务量逐步下降；广州港是华南地区重要的枢纽港，目前内贸、外贸业

务各占半壁江山，因政府政策支持、靠近货源地等因素近年集装箱吞吐量增长迅速。深圳港与广州、香

港港口地理位置相互靠近、业务类型基本相似、腹地范围高度重叠，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存在竞争。另

外，深圳土地资源紧缺，港口后方陆域空间不足，已无空间扩建新的码头设施，深圳港口发展面临瓶

颈。在此情况下，与周边港口建立组合港成为破解以上问题的有效手段。

3.3 “惠盐组合港” 经验与思考

2019年10月22日，深圳与惠州共同体推进的 “惠盐组合港”正式开通，盐田港与惠州港正式形

成组合港。两个港口在功能组合、产业互补、港口合作的基础上，突破常见组合港形式实现了 “两港合

一”，即盐田港为枢纽港、惠州港为其支线港，盐田港将 “闸口”延伸至惠州港，企业将货物交到惠州

港视同交到盐田港，而惠州港作为盐田港的 “门户”和 “触手”，直接将其辐射带动能力向内陆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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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深圳、香港、广州港口历年集装箱吞吐量变化趋势

两港之间通过专用驳船进行运输。“惠盐组合港”的开通，有利于统筹利用盐田港和惠州港的码头资源，
降低惠州、河源以及广东东部地区、赣闽地区通过盐田港进出口货物的物流成本 （每个标箱运输成本将

减少300～500元），同时能够有效减轻盐田港进出口货物查验压力及后方疏港交通压力 （每年约减少

25万车次货柜车辆），在保持盐田港国际物流主通道地位的同时，为盐田区 “物流枢纽”建设腾出了

空间。
“惠盐组合港”的建设为深圳破解港口发展难题提供了一定解决思路，但其成功的背后存在一些其

他组合港难以复制的前提：惠州港与盐田港均为香港和记黄埔港口集团主要控股的港口，二者均位于深

圳海关所辖关区范围。从发展模式看，“惠盐组合港”属于政府和企业共同推进的组合港，两个港口在

业务往来、海关查验安检互认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推进 “两港合一”、“一关两港”的新型组合港过程中

较为顺利，若与其他港口组建组合港可能存在一些不可预知的障碍。

3.4 深圳建设组合港发展思路

从货源地分布看，深圳港位于珠江东岸，其现状货源主要来自深圳、东莞、惠州等珠江东岸临深城

市，珠江西岸及其他地区分布较少。“惠盐组合港”的成功组建可将深圳港货源地向惠州东部、潮汕等

粤东地区拓展，为进一步扩大深圳港在华南地区的辐射力，未来深圳港可优先考虑向珠江西岸城市拓

展，如与中山、江门等港口形成 “枢纽+支线”形式的组合港，以扩大深圳港在粤西地区的影响力。但

粤西地区已非深圳海关管辖范围，建设组合港需要突破行政管理体制与企业的双重障碍，需政府与企业

共同推动方可成功。

图5 深圳港口货源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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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组合港是不同港口的联合体，拥有共同的发展目标、腹地及经营标准，港口资源资产受统一的规

划、建设、管理，在整合港口资源、避免恶性竞争、推展货源腹地、提高总体效益等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政府主导的组合港和企业主导的组合港是组合港的两种主要发展模式，其发展驱动力包括促进港口

资源共享、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应对竞争对手、优势相互补充及资本促进组合等因素，但实施过程也可

能遇到行政管理体系难以突破、复杂利益关系难以处理、公共基础设施整合难度大等问题。本文在总结

国内外组合港发展模式基础上，结合深圳港现状及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提出深圳建设组合港的思路

与思考，为组合港规划建设提供了一定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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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更新改造策略研究
———以潍坊火车站为例

桑 珩 张晓明 魏增超

【摘要】 城市中心区火车站一般为普速铁路时代的主要对外交通枢纽，在以城市群和都市圈建设为主导的新一轮城镇

化背景下，面临着带动城市融入城市群、重塑城市中心活力的重任，亟需解决积久而成的多重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中心

区铁路枢纽面临的站城关系割裂、枢纽规模受限、交通组织混乱等问题以及新一代铁路枢纽发展趋势，并结合国内外先

进枢纽建设案例加以印证，最后以潍坊火车站更新改造为例，从枢纽重新链接城市以及交通组织优化两方面，详细阐述

了中心区老火车站更新改造策略。
【关键词】 中心区铁路枢纽；更新改造；链接城市；交通优化

0 引言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

镇格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大量城市依托高铁和城际铁路迈入了

共建城市群和都市圈的进程中。高铁、城际铁路大量引入老火车站后，站房规模不足、接驳设施不完

善、与新建高铁站之间缺少协同的问题凸显，各大城市相继开启了老火车站的更新改造，一线城市基本

已经完成，而大量二线城市刚刚进入改造进程。
依托此类项目，大量学者从用地开发、城市景观、交通接驳等不同的角度分析如何使老火车站与城

市整体相协调，带动片区发展[1-9]。但不同规模、不同发展水平城市枢纽改造方式有较大不同，经济发

达、客流规模大的城市基本是区域的核心，原有的老火车站规模与客流需求差距悬殊，改造方式以拆除

重建为主，如哈尔滨站、天津站。而城市规模相对较小、客流一般的二线城市，基本是在既有火车站的

基础上扩建。就目前来看，二线城市枢纽改造相关理论研究和经典案例相对较少，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是

工程案例的介绍，缺少从站城关系等较高视角的分析。本文从中心区铁路枢纽既有问题分析和发展趋势

研判入手，结合先进枢纽建设经验，探索二线城市老火车站如何优化交通系统，带动周边更新改造，重

塑站城关系。

1 中心区铁路枢纽面临的问题和发展形势

城市老火车站具有配套设施全面、临近城市中心的优势，但单一集散、转换功能的火车枢纽已不能

满足当前城市的发展需求，亟需通过更新改造发挥其 “城市触媒”作用，带动枢纽功能升级和片区

发展。

1.1 问题分析

1.1.1 站城关系疏离，周边品质不高

老火车站建设时很少考虑火车站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主要关注交通集散、转换功能，由此产生两方

面的问题，一是我国大量城市采用线侧式火车站，基本为站房和站前大广场相结合的布局形态 （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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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铁路分割形成的两边片区发展极不平衡[10]，站前广场一侧服务业、物流业活跃，而另一侧则处

于城市发展的背面，开发建设滞后。二是当高铁、城际引入，客流结构发生变化 （如图2所示），中短

途公务、商务客流增加[11]，这部分旅客对时间十分敏感，需要火车站尽量靠近城市中心且有完善的配

套设施开展商务活动。就目前来看，城市中心区火车站虽然区位优势明显，但周边片区除交通设施外，
其他商业配套以快餐店、快捷酒店为主，品质不高，功能简单，难以带动周边的片区综合开发和土地

增值。

图1 城市中心区火车站布局形态图

图2 京沪高铁旅客出行目的比例图

1.1.2 枢纽规模不足，交通有待优化

近几年铁路大面积提速，铁路网覆盖面不断扩大，《铁路 “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到2020年，
全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到3万km，《城镇化地区综合交通网规划》中指出，到2020年，城际铁路覆

盖98%的节点城市和近60%的县 （市）。铁路客运量也大幅度增加，2011年到2019年间增长近1倍，
在春节、黄金周等客运高峰更是集中，2019年春运发送旅客较2011年翻一番，首次突破4亿人次 （如
图3所示）。城际客流增长迅猛，以广深城际为例，近10年旅客发送量增长近700万人次 （如图4所

示）。
城市中心区火车站建设时不能预见到高铁、城际的发展以及铁路运量的井喷式增长，站房容量、接

驳设施能力不足，对非节假日客流还可应对，春运、黄金周等特殊节点普遍超负荷运转。既有集散模式

也难以应对繁重的客流压力，站前广场平面集散的模式换乘距离普遍较远，地铁、轻轨等新交通方式接

入后也没有与火车站进行良好的衔接，各方向行人交织，旅客大量穿行机动车道。火车站片区俨然成为

城市的 “乱点”、“堵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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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1年—2019年全年、春运铁路客运量增长图

图4 广深城际铁路近十年旅客发送量及增长率图

1.2 形势分析

1.2.1 多枢纽格局正在形成，亟待理清枢纽功能

以高铁、城际的快速建设为契机，多枢纽的格局正在形成，面临新老火车站的功能分工问题。新建

火车站普遍位于城市外围，所以中心区火车站功能定位的转变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普速外迁，高铁进

城，例如厦门站专营动车，将普速列车全部迁至岛外的厦门北站。二是高铁外迁，普速、城际进城，例

如深圳站同时承担普速和广深城际，深圳北站是主要的高铁站，天津站主要承担普速和京津城际，大量

高铁迁到天津西站。三是普高共站，例如沈阳站、沈阳北站都是普高一体的车站。城际列车进入中心区

火车站能较好满足城市群快速联络和都市圈通勤需求，是目前的发展趋势，至于普速列车是否外迁、长

途高铁是否进城需要结合客流量、铁路枢纽布局等因素综合考虑。

1.2.2 城区更新正在推进，亟需重塑站城关系

经历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之后，大、中城市普遍面临空间紧约束的局面，当前，我国城市规划由

“增量”向 “存量”转变，城镇化发展由 “高速度”向 “高质量”转变，城市更新将成为未来城市发

展的主要模式。在此背景下，中心区火车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脱离外界环境、自身功能老化等问题，
成为城市更新的重点。尽管如此，老火车站的优势区位使其拥有巨大的人流基数和成熟的商业环境，
具备高强度开发和建设集交通、商业、服务于一体的车站综合体的条件，亟需基于 “站城一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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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进行统一的规划和再开发，实现城市空间、交通系统的整合，拉近站城关系，成为城市新的

“增长极”。

1.2.3 集散需求快速增长，亟需优化交通体系

中心区火车站周边空间、土地资源紧张，已经不具备大规模新建路网和独立占地设施的条件，因此

必须通过改善交通体系结构，优化交通资源配置，实现设施效能的提升，提高枢纽集散能力。从方式结

构上，交通资源向集约化、高效率的公共交通方式倾斜，构建轨道、中运量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换

乘接驳体系，控制私人机动化出行的规模。从空间布局上，建设立体化枢纽，减少大面积独立占地设施

和平面站前广场的建设，简化换乘流线，缩短换乘距离。凸显公共交通方式的主体地位，给以最便利的

换乘位置。协调好与未来新接入交通方式的关系，统一布局，预留空间和接口。

2 枢纽发展实践

2.1 构建多枢纽体系， 差异化分工， 支撑城市空间结构拓展

上海市规划上海站、上海南站、虹桥站、上海东站4个主站及上海西站等多个辅站，从功能分工

上，基本符合城际进城、长途外迁的模式，市中心上海站普高共站，承担沪宁城际和京沪线客流，上海

南站为普速站，分流沪昆方向普速列车，虹桥站高铁动车专用，承担京沪高铁与沪昆长途高铁客流。从

布局上看，火车站布局与上海市规划 “一主、两轴、四翼；多廊、多核、多圈”的空间结构 （如图5所

示）相契合，主城区由上海站、上海南站分工联动支撑对外联系，虹桥、川沙、宝山、闵行4个主城片

区由虹桥、上海东两个主站及杨行站等辅站服务，特别是上海东站建成后将改变铁路枢纽布局偏西的局

面，外围新城也均有辅站覆盖 （如图6所示）。

图5 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图 图6 上海铁路枢纽布局图

2.2 紧密联系城市， 重塑站城关系， 提高地区价值

日本新宿火车站是东京西侧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日本客流量最大的火车站，周边土地高强度开发，
容积率超过12，车站完全被城市建筑包围，设施建设无法大面积利用地面空间。因此，新宿站采用了

立体化布局，与周边城市空间一体化开发，并充分挖掘地下空间的交通和商业潜力。在站房布局上，线

路东西两侧都设置了站房和广场以减少铁路对城市的分割 （如图7所示），两侧旅客的跨线联系利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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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建筑联通的地下通道。站前广场采用立体化设计 （如图8所示），地面公交、地铁、火车以及其他

交通设施实现垂直换乘，最便捷的地面层布设公交车站。站前广场、站房地下层和城市的地下商业区连

为一体，构建了连续、开放的步行系统，使车站和城市紧密联系[12，13]。

图7 日本新宿站东西站房、广场布局图

图8 日本新宿站设施立体化布局图

2.3 优化交通组织， 提高集散效率， 打造高可达站点区域

香港西九龙站是一座现代化的轨道交通综合体，各种交通方式高效整合、高度一体，以立体化的方

式实现集散方式的有效衔接。西九龙站共5层，公共交通、私人交通、售票、候车、乘车分别位于不同

层次，垂直联系 （如图9所示）。地铁方面，西九龙站通过地下通道与九龙站和柯士甸站换乘，时间仅

约3～10分钟。地面公交方面，利用连廊和天桥从附近公交站步行到西九龙站时间不到1分钟。道路交

通方面，站前道路采用局部下穿的方式分离过境交通，减轻地面交通压力。行人组织方面，旅客可以通

过方便的垂直交通抵达各层，同时车站与站前广场、地铁站上盖开发之间设置步行连廊和天桥等立体人

行系统，实现人车分离[14]。西九龙站周边交通设施如图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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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西九龙站立体化布局示意图

图10 西九龙站周边交通设施布局图

3 潍坊站枢纽改造策略

潍坊火车站多年来一直是潍坊市中心城区唯一的铁路客运枢纽，目前承担胶济城际、胶济铁路以及

部分往长三角、京津冀方向列车，兼具普速、高铁、动车的多重功能。设计标准高峰聚集人数为3500
人，经调查已达4000人，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如图11所示）。现状依靠北广场进行集散，小汽车停

车场、出租车待客区空间不足，公交接驳场站距离出站口远，枢纽集散交通组织效率低下，乘客换乘极

不方便，亟需进行升级改造方便旅客出行，提升片区活力和城市形象。

3.1 差异分工， 融入核心都市圈

潍坊中心城区将形成由潍坊站和潍坊北站共同构成的 “两主”铁路客运枢纽布局 （如图12所示）。
从深圳、广州等城市的多枢纽格局的发展经验来看，潍坊站借助胶济客专转型为城际车站是其必然发展

趋势，未来主要承担济青沿线上的城际客流，兼具既有的普速铁路客流，潍坊北站为我国高速铁路网中

横向济青石太大通道与纵向京沪二通道交汇的重要节点，主要为横向和纵向的高速铁路服务，定位为长

途高铁车站。潍坊站、潍坊北站分工如表1所示。总体上，潍坊站将打造为区域性交通枢纽，成为城市

对外的窗口和门户，承担环渤海湾区东西向与南北向转换枢纽的作用，加强与环渤海经济区特别是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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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潍坊站旅客发送量及进站排队状况图

南、青岛等周边城市重大区域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连接，推动潍坊积极融入青岛都市圈，服务城市间人

口、经济的密切往来。

表1 潍坊站、潍坊北站服务对象及客流构成表

铁路枢纽 服务对象 客流构成 联系方向

潍坊站 城际车站 城际客流为主，普速客流为辅，少量长途高铁客流 青岛、济南

潍坊北站 高铁车站 长途高铁客流 北京、上海

图12 潍坊站、潍坊北站区位图

3.2 链接城市， 重塑站城关系

城际铁路枢纽周边呈现圈层式辐射带动，重点发展高级的商务办公、高端酒店、金融等业态。以潍

坊站为中心，对周边产业一体化统筹布局，站南片区由近到远分别布局金融、商贸、会展等产业，实现

片区产业升级和动能转换。站北片区紧靠老城商业区，与城区积极互动，提供集交通、商业、贸易等于

一体的综合性服务 （如图13所示）。

3.3 优化交通， 提高集散效率

设施布局层面，按照 “南北统筹、功能主导、无缝衔接、集约用地”的原则，规划南北广场设施布

局。南广场服务铁路线以南市区范围，以及安丘等县市，加强长途客运接驳，配套设施有长途汽车站、
社会停车场、出租车待客区、地铁站、机场与社会大巴停车场以及与南站房和地铁站可实现无缝衔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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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潍坊站片区用地空间布局概念图

公交花园 （如图14所示）。新建南广场采用三层立体化布局，地面层主要为公交、长途客车等公共交

通，地下一层为换乘大厅和轨道站，地下二层主要服务社会车辆和出租车 （如图15所示）。北广场服务

铁路线以北范围，主要面向潍坊市区，衔接交通方式以公交、小汽车等城市内部交通为主，配套设施主

要有社会停车场、出租车待客区，并将既有长途汽车站调整为公交枢纽站。

图14 潍坊站规划设施布局图

集散组织层面，枢纽周边车流量较大，应尽量简化车辆流线，避免因流线过于复杂导致的车辆冲突

增加。行人通道管道化、立体化设置，减少行人流线的冲突，增强指引性、可识别性。基于以上原则，
提出南北广场交通组织方案 （如图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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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南广场分层设施布局图

图16 南广场交通组织流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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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通过分析城市中心区火车站普遍存在的问题和多枢纽布局、站城一体等发展趋势，结合国内外枢纽

改造开发的典型案例，以潍坊火车站为例，总结出城市中心区火车站片区更新改造的策略，包括与城市

关系的协调和集散效率的提升，为潍坊站未来转型发展和类似城市火车站片区的再开发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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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方向研究

卞芸芸 张润朋

【摘要】 新时代，转型发展与更新改造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抓手。文章以广州市为例，在分析广州存量铁路货

运站场用地现状、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从利用现状、交通运输功能、布局规划符合性、利用效率四个方面构建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法和特尔菲法相结合的方法划分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

区，在此基础上对现状保留型、退出改建型和逐步弱化型三种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提出更新改造方向和改造策略，以期为

城市铁路货运站场转型升级、更新改造及发展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类型区；改造方向；改造策略；广州

0 引言

面对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建设用地供需矛盾突出的现象，自2004年起国家不断加大土地的宏观

调控力度，在土地节约集约、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等土地节约集约和盘活存量土

地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大力提高城乡土地的利用效率。在铁路用地方面，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发

展以及铁路高速化，2013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改革铁路投融资体制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意见》（国发33
号文），该文件明确提出了 “加大力度盘活铁路用地资源，鼓励土地综合开发利用；支持铁路车站及线

路用地综合开发利用”等具体内容，进而为铁路改革与建设发展提出了方向性的指引。
当前，全国铁路货运发展遭遇到瓶颈，煤炭、石油、钢铁等大宗 “黑货”运量严重减少，但 “白

货”等零散货物的运量反而持续增加。从运输市场、运输需求和运输站场等方面综合来看，传统的铁路

货运模式和场地遭遇新时代现实需求的新挑战，到了转型与更新改造的关键时期。从理论上看，国内外

学者对城市更新改造的理念、政策、模式、路径、方法、规划、趋势、管理等方面[1-5] 进行了全面深入

的研究，这其中包括对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等三旧改造[6-8] 的研究。对于铁路货运站场或铁路用地

更新改造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铁路货运业务的转型发展方面[9-12]，对于铁路货运站场本身何去何从

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现实角度来讲，国家提出坚决打好 “蓝天保卫战”和 “交通污染防治攻坚战”两大

战役，传统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如何高效用地和发展，是值得思考的关键课题，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体现。

1 铁路货运站场发展现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铁路货运站场的发展主要有三个阶段，分别是以传统货运站场发展为主导的

萌芽起步阶段、具有物流发展理念以集装箱中心站为主要节点的探索发展阶段、铁路现代物流中心规划

建设和运用管理一体化的系统化发展阶段。全国大多数铁路货运站场处于第三阶段的初期，以广州为

例，广州铁路枢纽现有货运站场21个 （图1），其中主要货运站场为大朗、石围塘、三眼桥、黄埔、下

元、棠溪等货场。21个站场中12个在广州市域内，9个在佛山市域内。广州市12处铁路货运站场用地

总面积为241.77hm2 （见表1）。其中，白云区有5处共114.52hm2，天河区有3处共60.75hm2，黄埔

区有2处，荔湾和花都区各有1处。其中，位于中心城区的铁路货运站场共11处，总面积为

207.09hm2，占到总面积的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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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州市既有货运站场空间分布图

表1 广州铁路货运站现状分行政区用地面积

行政区 铁路货运站 货运站场面积 （公顷） 占比

白云区

郭塘

江村

江高镇

大朗

棠溪

114.52 47%

天河区

广州东

石牌

吉山

60.75 25%

荔湾区 石围塘 3.59 1%

黄埔区
黄埔

下元
48.23 20%

花都区 广州北 14.68 6%

合计 241.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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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识别

2.1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构建

在分析广州12个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用地现状、发展趋势和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遵循科学性、
全面性、可比性、层次性、可操作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等原则，从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现状、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交通运输功能、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布局规划符合性、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效率四个方面构建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四大类指标共包括12个评价子指标 （见表2）。

表2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

指标 指标计算 单位 指标属性

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

利用现状

容积率 铁路货运总建筑面积/总用地面积 正向指标

建筑密度 铁路货运建筑基底面积/总用地面积 % 正向指标

绿化覆盖率 绿地总面积/总用地面积 % 正向指标

土地闲置率 闲置土地面积/总用地面积 % 负向指标

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

交通运输

功能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在铁路货

运网络运行中的重要程度
正向指标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与周边交

通的协调度
正向指标

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

布局规划

符合性

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符

合度

铁路用地面积+物流仓储用地面积/站场

范围总用地面积
% 正向指标

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符合度
铁路用地面积+公路用地面积/站场范围

总用地面积
% 正向指标

与控规周边产业空间的契合度
邻接区域 （工业用地面积+物流仓储用

地面积）/邻接区域总用地面积
% 正向指标

存量铁路

货运站场

利用效率

地均年营业收入 年营业收入/铁路货运站场总面积
万元/

平方千米
正向指标

地均货物处理量 货运周转量/铁路货运站场总面积
万吨公里/
平方千米

正向指标

地均就业人数 就业人数/铁路货运站场总面积
万人/

平方千米
正向指标

2.1.1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现状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现状反映其土地集约利用的水平，包括四项评价指标。其中，容积率是指货

运站场铁路货运总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值，容积率越高，铁路货运站场土地利用水平越高；建筑

密度是指铁路货运建筑基底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值，反映铁路货运站场建筑的密集程度；绿化覆盖率

是指铁路货运站场绿地总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值，反映铁路货运站场生态环境的保护状况；土地闲置

率是指铁路货运站场闲置土地面积与总用地面积的比值，土地闲置率越低，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土地利用

越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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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交通运输功能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交通运输功能反映其在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的重要程度以及与周边交通的协调程

度。其中，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在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的重要程度根据 《广州市铁路货运站场及配套设施

建设用地规划》中各站场规划整合方案对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在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的重要程度进行评

估，评估结果按照非常重要、重要、一般重要、不重要进行打分；存量铁路货运站场与周边交通的协调

度根据 《广州市铁路货运站场及配套设施建设用地规划》中各站场规划整合方案以及12个站场的站场

等级等进行综合评估，评估结果按照非常重要、重要、一般重要、不重要进行打分。

2.1.3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布局规划符合性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布局规划符合性反映其用地功能的合法合规性。其中，与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的

符合度主要是提取站场范围内部的控规用地，评估站场的控规用地符合程度，是指铁路用地面积和物流

仓储用地面积之和与站场范围总用地面积的比值，并依据控规符合度占比区间，对站场与控规的符合度

进行评分，评分结果包括符合、兼容、不符合；与土地利用规划的符合度主要是提取站场范围内部的土

规用地，评估站场的土规用地符合程度，是指铁路用地面积和公路用地面积之和与站场范围总用地面积

的比值，并依据土规符合度占比区间，对站场与土规的符合度进行评分，评分结果包括符合、兼容、不

符合；与控规周边产业空间的契合度主要是提取站场周边邻接区域的控规与现状用地，根据用地属性对

站场周边产业空间进行评估，是指邻接区域 （工业用地面积与物流仓储用地面积之和）与邻接区域总用

地面积的比值，依据契合度占比区间，对站场与周边产业空间的契合度进行评分，评分结果包括非常契

合、契合、一般契合、不契合和非常不契合。

2.1.4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效率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效率反映其投入产出的水平与经济效益，包括三项评价指标。其中，地均年

营业收入是指铁路货运站场年营业收入与其总面积的比值，地均年营业收入越高，铁路货运站场经营效

益越好；地均货物处理量反映了铁路货运站场的土地荷载量，是衡量铁路货运站场的重要指标；地均就

业人数是指铁路货运站场就业人数与其总面积的比值，地均就业人数越高反映铁路货运站场吸纳就业的

能力越强。

2.2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划分

对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和特尔菲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赋权计算。
该方法将所研究的问题按照层次分解成各个指标集，通过专家给出的各个指标的相对重要性并计算出各

指标的权重，最后计算各指标的综合得分，主要计算步骤包括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计算

权重向量、一致性检验和构建分层专家评价模型并最终计算综合得分。依据上述方法，邀请专家组构建

判断矩阵并邀请专家对每个评价因子进行打分，获得各层次权重得分，根据评价因子得分、评价因子权

重和权重之间的关系，推算出各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最终的得分 （见表3）。

表3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类型区评价得分

铁路货运站场 评价得分

郭塘 65

江村 63

江高镇 66

大朗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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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铁路货运站场 评价得分

棠溪 58

广州东 67

石牌 54

吉山 62

石围塘 57

黄埔 59

下元 90

广州北 52

对表3的评价得分结果通过聚类分析法划分为三种类型 （见表4），分别为现状保留型 （80～90
分）、退出改建型 （50～60分）和逐步弱化型 （60～70分）三种。

（1）大朗和下元等2个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较好，在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非常重要，与城市周边

的交通较为协调，与所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所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周边产业空

间的契合度均较高，货运站场利用效率也很可观，因此将其划分为现状保留型。
（2）棠溪、黄埔、石围塘、石牌、广州北等五个货运站场车站设施大多处于闲置状态，与城市

土地集约化要求矛盾凸显，且在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作用一般，与城市周边交通的协调性较差，大

多数货运站场与所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利用规划、所在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周边产业空

间表现出不符合或者不契合情况，与城市功能协调性不足，货运站场利用效率也较低，因此将其划

分为退出改建型。
（3）郭塘、江村、江高镇、广州东、吉山等五个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的传统用地模式与城市土地集约

化要求矛盾凸显，尤其是郭塘、广州东等车站设施利用效率较低，未达到集约用地的发展需求。在铁路

货运网络运行中当前均处于重要位置，与城市周边的交通较为协调，与所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和土

地利用规划大多数处于兼容状态，但与所在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周边产业空间呈现不契合状态，货运

站场利用效率当前较好，因此将其划分为逐步弱化型。

表4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类型区划分

铁路货运站场 类型区划分

大朗

下元
现状保留型 （2个）

棠溪

黄埔

石围塘

石牌

广州北

退出改建型 （5个）

郭塘

江村

江高镇

广州东

吉山

逐步弱化型 （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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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时代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规划

3.1 基本思路

根据对广州市铁路货运站场优化存量、做大增量的要求，结合 《广州铁路枢纽总图规划》中对各站

场的规划要求，采用 “分类引导”的思路对广州市铁路货运站场及周边用地进行优化设计。对于现状保

留型的站点通过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和调整、优化运输组织、对站场硬件和经营模式进行提升；对于退

出改建型的站点通过对站场用地的功能更新活化、推动片区功能更新和推动片区发展与周边地区发展的

交通协调三个方面来促进站场的发展；对于逐步弱化型的站点通过与城市产业发展的协调性进行逐步更

新改造。

3.2 现状保留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

3.2.1 改造方向

现状保留型的货运站场，一般站场土地利用效率较高，铁路货运功能在整个铁路货运网络运行中显

得非常重要，与相关规划及周边产业发展契合度较高，货运站场产生的效率也较好，但其所承担的物流

发展模式与现代物流发展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对现状保留型的货运站场在改造方向上应注重恰

当的商业业态与物流有机结合，以商业促进物流中心发展，形成物流高效运作、物流企业主导、物流商

流结合的现代物流中心。在硬件更新改造方面，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属于改建更新的，按照规划管

理要求，保留建筑框架，进行内部资源的调整与组合来实现功能的提升；部分属于重建的，提升站场设

施、优化运输系统等，以达到站场优化发展的目的。同时应整理货运站场设施用地，在 “恰当的商业业

态与物流有机结合”的基本思路指导下，进行控规调整。

3.2.2 典型现状保留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改造策略与配套设施建设

在广州现有的12个存量铁路货运站场中，大朗和下元属于现状保留型站场。针对大朗货站运输压

力大，周边配套设施不足，同时货场在扩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将与周边城市功能发生冲突等问题，以大

朗货运站场为例来阐述典型现状保留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改造策略与配套设施建设。
（1）改造策略。大朗位于白云区未来发展新重点的白云综合服务功能区核心区内，应充分整合现阶

段用地，以白云新城—大田现代物流中心—神山工业园/白云电器智能产业园等组团为发展轴的西部商

贸物流带，加速推进大朗站周边用地集约化和产城融合发展。
（2）用地规划与配套设施建设。针对大朗现状物流仓储用地与村庄建设用地交错混杂的情况，应对

现状的铁路货运配套的仓储物流用地进行土地功能置换，提高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效率，形成规范化、
现代化的铁路物流中心，提高物流运转效率；结合现代物流业向综合化、电子化的发展趋势，引入商业

商贸功能与物流业进行有机结合，以商业促进物流中心的发展，形成物流高效运作、物流商流结合的现

代物流中心；增加大朗站周边的产业配套、公共服务配套和市政公共配套设施，满足周边区域的现代物

流产业发展需求。同时考虑到铁路对两侧城镇居民带来的影响，规划进一步完善防护绿带建设，降低铁

路运输对周边不良影响，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环境品质。

3.3 退出改建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

3.3.1 改造方向

对退出改建型的货运站场应根据货运站场周边片区的城市功能要求重新统筹，为盘活土地资源，从

4431



图2 大朗站周边用地规划

集约利用土地的角度出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结合周边片区城市功能，转型发展为商业用地、商务

用地等其他类型用地，向商业综合体、新兴产业或生产性服务业方向发展。

3.3.2 典型退出改建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改造策略与配套设施建设

本文以石围塘货运站场为例来阐述典型退出改建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的改造策略与配套设施建设。
（1）改造策略。石围塘站曾是服务于广州钢铁厂的主要配套货运站场，随着广钢的搬迁和广钢新城

规划的出炉，运量急剧下滑。现状存在多为旧厂房，同时站场片区土地利用效率低，周边环境差，亟需

对该站场进行优化改造，进行功能置换，提高土地效率。根据石围塘站场在白鹅潭片区发展中作为西部

门户综合区的定位，站场将来的改造策略主要是通过旧站场用地功能的改造，承接白鹅潭片区中心商务

商贸的功能，对地铁站点进行一体化开发，打造商业综合体，进一步推进商业中心、交易中心和花卉中

心的发展，并保留铁路遗产，建设铁路历史印记园，打造白鹅潭片区珠江景观带中具有历史文化的三大

节点之一

（2）用地规划与配套设施建设。规划逐步对现状的铁路货运站场及仓储配套设施进行功能置换，结

合未来白鹅潭地区的整体开发和临近轨道站点的区位优势，进行TOD导向的土地综合开发，引入商

业、商务、文化、娱乐、休闲等现代服务功能，并考虑立体化的功能布局，从而提高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效率。此外，详细识别原货场中铁轨、门吊等体现铁路特色文化要素，结合石围塘车站、石围塘码头以

及核心绿地公共开发空间的营造，构建铁路文化遗产公园，并通过对废弃铁路进行合理的取舍，重新梳

理整合现状路网，完善内部路网，新增两横两纵次干道，提高道路网密度，并有效缝合周边区域交通

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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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石围塘站周边用地规划

3.4 逐步弱化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

3.4.1 改造方向

逐步弱化型的货运站场更新改造方向以公共配套及市政设施建设、服务于城市道路建设、现代商

业、物流配套服务基地等为主。

3.4.2 典型逐步弱化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改造策略与配套设施建设

本文以广州东站货运站场为例来阐述典型逐步弱化型存量铁路货运站场的改造方向与改造策略。
（1）改造策略。近期对广州东货运站的改造策略以保留军供线路为基础，远期通过政府引导，对铁

路站场枢纽进行改造与转型发展，将沙河地区打造为转型升级示范点。
（2）用地规划与配套设施建设。鉴于沙河服装批发市场、濂泉路地区对广州东货运站周边用地所造

成的人车交通混杂的状况，规划对周边地区的功能进行理顺和疏解。以交通优化为导向对片区路网进行

完善，改善地区交通微循环，从而为地区用地的整理和再开发提供交通支撑条件。此外，广州东货运站

临近白云山风景名胜区、广州城市中轴线等城市中心城区重要功能区，同时地铁站点的建设大幅度地提

高了片区交通可达性和人口的聚集度，规划利用腾挪出来的货运站场用地进行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套建

设，提升片区公共服务水平，有序地引导该片区的改造。在交通优化方面，站场目前的交通受到批发市

场大量的人流、货流影响，五类车横行，严重影响了片区内部交通秩序，使得该片区道路通行能力低

下，道路服务水平偏低。为此，针对内部交通微循环的调整和优化，旨在与周边较为成熟的区域路网进

行衔接，同时，对货车通行时间实施分时段限制，做好区域货运和生活交通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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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广州东货运站周边用地规划

4 结语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下，传

统各行各业进行转型发展与更新成为应有之义。传统的铁路货运站场面临与城市功能、产业空间等空间

布局不匹配，货运站场土地利用不集约，货运经济效益逐渐萎缩，货运发展模式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等问题，在面临诸多发展瓶颈时，传统铁路货运站场应积极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认清自身的短

板，积极转型或更新改造，向现代物流发展和融入现代化城市发展的浪潮，这是发展趋势也是发展必然

之路。
本文尝试从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利用现状、交通运输功能、布局规划符合性、利用效率四个方面构建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更新改造类型区识别指标体系，划分得出现状保留型、退出改建型和逐步弱化型三种

存量铁路货运站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分类更新改造方向和改造策略，以期为城市铁路货运站场转型升

级、更新改造及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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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枢纽客流特征与城市交通衔接性分析

郑姝婕 程剑珂 张锦阳 陈学武

【摘要】 以南京南站高铁枢纽为例，综合利用铁路客流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地铁客流数据以及百度API的路径规划

功能，对高铁枢纽不同服务圈层的枢纽客流量及时空特征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圈层的客流特点和主要的交通接驳方式。

从路网密度、实际可达性、是否覆盖客流热点等多维角度对不同圈层与城市交通的可达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南京南站

主要服务区客流占比高达90%，而直接服务区客流强度极高。另外，直接服务区的东西向步行可达性有待提升，次支路

密度需要提高，部分区域需加强公交与地铁接驳。研究成果对提升高铁枢纽与城市交通的一体化衔接具有一定参考

价值。

【关键词】 高铁枢纽；客流特征；衔接性；圈层结构；南京南站

0 引言

随着我国区域一体化联系的增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铁路尤其是高速铁路在我国得到了飞速发

展。截至2019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4.0万km，全国铁路旅客客运量36.6亿人[1]，相比于

2004年分别增长129.2%和227.5%。而高速铁路营业里程达3.5万km，居世界第一。2019年国务院

印发的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指出，“要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 （群）交通网，推进干线铁路、城际铁

路、市域 （郊）铁路、城市轨道交通融合发展”，“建设一批全国性、区域性交通枢纽，推进综合交通枢

纽一体化规划建设”。高铁枢纽作为铁路网络的重要节点，也是城市内外交通的转换节点，融合了城际

轨道与城市轨道、公交、出租等多种运输方式，其客流特征的研究与接驳衔接的有效组织、规划，对构

建便捷顺畅的城市交通网，提升旅客换乘一体化出行体验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关于枢纽客流特征的研究相对丰富，大多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对枢纽乘客的出行目的、出行频

率、集散客流高峰、集散方式结构等进行整体分析[2，3]。近年来，随着大数据手段的兴起，也有少部分

研究[4]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对客流换乘进行了更精细的分析。枢纽与城市交通的一体化衔接是提升枢纽

服务水平、促进站城一体化建设的关键，在此方面，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枢纽内部的换乘设施布局[5]，
而对于枢纽衔接城市交通的模式及不同方式构成的网络，相关文献较为匮乏。

本文考虑了高铁枢纽服务范围较广的特点，将高铁枢纽服务腹地划分为三个圈层，然后结合铁路客

流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地铁客流数据以及百度API的路径规划功能调用，对不同圈层的枢纽客流特

征和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性进行分析，为高铁枢纽与城市交通的衔接分析提供了一套可行的方法。

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南京南站。南京南站是南京市的三大综合客运枢纽之一，于2011年6月底投入

使用。它是南京铁路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第一大高铁站，位于南京主城区的南部，江宁区与雨花

台区的交汇处，距离市中心新街口的直线距离约为8.2km，其区位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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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南京南站区位图

1.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南京市铁路客流数据、手机信令数据以及地铁客流数据。另外，调用了百度地

图开放平台API中的路径规划模块[6]，获取不同栅格内的驾车及步行出发时间。
（1）铁路客流数据

铁路客流量数据包括了2018年5月南京与省内各城市、南京与各省份之间的月度客运量。数据结

构较为简单，包含的字段为上车车站名称、下车车站名称及对应的客运量 （单位：人）。可以用于统计

南京南站的铁路客流量，以及验证手机信令数据的分析结果。
（2）经处理的手机信令数据

获取为2019年3月、9月、10月的南京市内联通智慧足迹极智平台用户出行数据，是通过手机信

令数据处理得到的，主要内容为用户驻留和出行位置数据。可以通过判断出行起始位置和终止位置的网

格编号等信息，提取不同时段的南京南站客流量及客流在南京市内的分布。数据信息如表1所示 （部分

非关键字段已删去）。网格根据基站位置划分，每个网格都对应唯一编号及中心点经纬度。

表1 基于手机信令处理的用户出行数据

字段 类型 内容 示例

uid string 用户ID 9223261855108238592

move_id int 当日出行编号 0

stime timestamp 出现开始时间 2017/1/1
 

7：17

etime timestamp 出行结束时间 2017/1/1
 

7：29

start_grid_id bigint 出行起始位置网格编号 1.0014E+15

end_grid_id bigint 出现终止位置网格编号 3.0034E+15

distance bigint 距离 （米） 10960

speed int 速度 （km/h） 57

time int 时长 （秒） 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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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字段 类型 内容 示例

province string 省份 011

city string 城市 （分区字段） V0110000

date int 日期 （分区字段） 20170101

（3）地铁客流数据

研究获取了2017年10月7日、9日、31日的南京地铁分时段OD数据，数据字段包括时间段 （以
小时为单位划分时间段）、起点站编号、终点站编号、客流量，记录了南京地铁每个小时每两个站点之

间的客流量，可以用于提取从南京南地铁站出发和到达南京南地铁站的客流，对南京南站的地铁网络对

枢纽客流的覆盖情况进行分析。

1.3 分析方法

本文的分析方法如图2的流程图所示。首先对高铁枢纽服务圈层进行划分，然后利用铁路客流数据

与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不同服务圈层的客流特征，包括客流量、到达时间分布、在市内的来源和目的地

等。依据客流分析结果和不同服务圈层特性，分析不同服务圈层适合的衔接方式，并利用地铁客流、百

度API的路径规划功能，从道路密度、可达性、对客流的覆盖情况等维度，分析不同服务圈层与城市

交通的衔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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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服务区

主要服务区

辐射影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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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客流特征

不同圈层特征

铁路客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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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枢纽不同服务圈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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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分析方法流程图

2 高铁枢纽服务圈层划分

高铁圈层理论中经典的圈层结构模型一般划分为三个圈层[7]。第一圈层为核心区域，距离高铁站约

5～10分钟的步行距离；第二圈层为影响区域，距离高铁站约10～15分钟的距离，前两个圈层的用地

开发都主要以商务办公、相关配套为主，开发强度较高；第三圈层为更远的外围影响区域，距离高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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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15分钟。传统圈层模型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局限性，但是仍然可以发现在高铁枢纽周

边15min范围内的城市用地与周边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而这些地区就是高铁枢纽最直接的影响范围。
高铁枢纽的辐射影响能力强、服务范围广，仅研究15min范围内的直接影响范围是不足的，有必

要对高铁枢纽的服务范围进行层次划分。有学者根据高铁枢纽服务地区距离枢纽的距离、客流强度、集

疏运方式差异性等因素，将高铁枢纽服务腹地划分为如下三个圈层[8]：第一圈层为高铁枢纽直接服务

区，一般按照10～15分钟的慢行交通可达范围结合周边过境交通的通道进行划分；第二圈层为高铁枢

纽的主要服务区，一般指枢纽所在城市的中心城区，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一些城市的建成区范围越来

越大，因此还需要考虑空间距离、城市交通可达性等因素的限制，以及边缘地区到发客流量的占比。第

三圈层为高铁枢纽辐射影响区，一般指高铁枢纽周边区域城镇。三个圈层的服务范围空间层次关系如

图3[8] 所示。

图3 高铁枢纽服务范围空间层次划分图

根据上述圈层划分方式，南京南站的直接服务区为北部绕城公路，南部秦淮新河，东部宁溧公路，
西部机场路包围的围合，面积8.6km2；主要服务区为南京市建成区除溧水、高淳和部分浦口、部分六

合外的区域，面积5093.6km；辐射影响区包括溧水、高淳等相距较远的行政区及句容、仪征等周边卫

星城市及马鞍山此类相邻大城市。圈层划分如图4所示。

3 高铁枢纽不同服务圈层的客流特征分析

根据对南京南站的服务圈层的划分，本节基于铁路客流数据及处理后的手机信令数据对总体客流特

征及不同圈层的客流特征进行分析。

3.1 总体客流特征

3.1.1 客流量

（1）基于铁路客流数据

基于铁路客流数据对南京站和南京南站的铁路客流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2。南京南站2018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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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南京南站服务圈层划分

月的日均到发客流约为23.6万人，其中出发客流为11.7万人，到达客流为11.9万人，出发客流与到

达客流总数相当。

表2 2018年5月南京南站铁路发送量

出发客流量 （万人） 到达客流量 （万人） 到发总量 （万人）

省外 9.2 9.3 18.5

省内 2.6 2.6 5.1

总计 11.7 11.9 23.6

（2）基于手机信令数据

选取2019年3月13日 （周三）、16日 （周六），9月11日 （周三）、14日 （周六），10月1日-3日

（节假日）共八天的手机信令数据处理后的用户出行数据。获取南京南站客流结果如表3，南京南站工

作日的铁路到发客流总量为18.7万人，周末约为19.8万人，节假日达32.5万人，与铁路客流数据的

客流量 （5月日均23.6万人）进行对照，在客流总量上相近，且到达客流接近出发客流，说明手机信

令数据处理得到的结果较为可信，后续利用该数据进行客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析可行。

表3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获取的南京南站铁路客流量

出发客流量 （万人） 到达客流量 （万人） 到发总量 （万人） 出发/到达

周中 9.3 9.4 18.7 1.0

周末 10.3 9.4 19.8 1.0

节假日 15.3 17.2 32.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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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客流时间分布

客流在全日的分布如图5。工作日出发和到达的客流在全日的时间分布上较为接近，且在白天的客

流分布较为均匀，8：00-18：00都有6000～8000人/h的客流，而夜间客流较低。南京南站的节假日客

流在时间分布上与工作日较为一致，在白天客流量一直处于较高状态，但节假日的出发客流有明显的早

高峰，而到达客流则是在午间达到最高峰。

南京南站全日出发客流 南京南站全日到达客流

图5 全日到发客流分时段分布

3.1.3 客流空间分布

以9月11日为例对南京南站的出发客流来源在各行政区的分布和到达客流目的地在各行政区的分

布进行分析，见表4和图6。客流来源分布方面，从江宁区出发的旅客最多，约27094人，占总比的

25.6%，但客流强度最高的是秦淮区，其次为鼓楼区。高淳和溧水的客流为1000多人，占比约3.1%，
总体占比较小。客流目的地分布与客流来源较为一致。

总体而言，溧水、高淳的客流强度和客流比例明显较小，且距离南京南站较远，因此不将其划入主

要服务区。

表4 南京南站客流来源/目的地在市内各行政区的分布

县名 面积 （km2）

客流来源分布 客流目的地分布

客流

（人）
比例

客流强度

（人/km2）
客流 （人） 比例

客流强度

（人/km2）

秦淮区 49 15866 15.0% 323.8 11556 12.2% 235.8

鼓楼区 54 13032 12.3% 241.3 6971 7.3% 129.1

雨花台区 132 10559 10.0% 140.8 13159 13.9% 99.7

玄武区 75 9258 8.8% 114.3 7027 7.4% 93.7

建邺区 81 10719 10.1% 81.2 6209 6.5% 76.7

江宁区 1561 27094 25.6% 17.4 30935 32.6% 19.8

栖霞区 395 5519 5.2% 14.0 4140 4.4% 10.5

浦口区 914 7335 6.9% 8.0 6584 6.9% 7.2

溧水区 1067 3111 2.9% 2.1 3080 3.2% 2.9

高淳区 790 1466 1.4% 1.9 2024 2.1% 2.6

六合区 1471 1807 1.7% 1.7 3166 3.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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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来源 客流目的地

图6 南京南站客流来源/目的地在各行政区的分布

3.2 不同圈层的客流特征对比

由于辐射影响区的范围过广，囿于数据限制，本文对直接服务区、主要服务区以及南京市建成区内

的南京南站辐射影响区三个圈层的客流特征进行分析。

3.2.1 客流量与客流强度分布

三个圈层的客流量如表5所示。直接服务区的客流占比最少，占南京南站在南京的总客流的约

2%；主要服务区占据极大比例，达到90%以上；辐射影响区客流占比约5%。虽然直接服务区的客流

总量最低，但客流强度远高于其他两个圈层，每平方公里到发客流可达569.8人/天/km2，是主要服务

区的14倍，辐射影响区的69倍。

表5 三个圈层的客流量分布

圈层
客流量

（人/天）
比例

面积

（km）
客流强度

（人/天/km2）

出发

直接服务区 1699 1.5% 8.61 197.3

主要服务区 107596 94.1% 5085 21.2

辐射影响区 （南京市内） 5079 4.4% 1493 3.4

到达

直接服务区 3207 2.8% 8.61 372.5

主要服务区 102502 90.7% 5085 20.2

辐射影响区 （南京市内） 7282 6.4% 1493 4.9

到发合计

直接服务区 4906 2.2% 8.61 569.8

主要服务区 210098 92.4% 5085 41.3

辐射影响区 （南京市内） 12360 5.4% 149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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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客流到达时间分布

客流到达南京南站的时间如图7所示，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和主要服务区乘客的出发和到达时间的

分布有明显差异。直接服务区午间达到高峰，主要服务区整个白天客流都处于较高水平。

直接服务区 主要服务区

图7 直接服务区和主要服务区客流时间分布

3.2.3 客流来源与目的地空间分布

市内客流来源分布和目的地分布的热力图如图8所示，根据热力图分析，客流目的地分布与客流来

源分布基本一致，客流主要都来自老城区、南京南站周边以及禄口机场。但不同的是，客流目的地在主

城的客流分布相对较少，在江宁的客流更多。比较直接服务区与主要服务区，前者被客流热点包围，而

几乎所有的客流热点都落在主要服务区内。

客流来源 客流目的地

图8 南京南站客流来源/目的地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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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枢纽不同服务圈层与城市交通衔接性分析

根据上节的客流分析以及服务圈层本身的特性，总结高铁枢纽不同圈层的交通需求特征、适宜的交

通衔接方式如表6所示。不同的服务圈层具有不同的客流特征和交通需求，也有着各自优势的交通衔接

方式。本节从道路密度、可达性、客流的覆盖情况等多维度针对各服务圈层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性进行分

析，并提出一定的优化建议。

表6 高铁枢纽不同圈层的交通需求特征及主要衔接方式

服务圈层 出行距离 出行时耗 客流来源 适宜的交通衔接方式 主要的衔接网络

直接服务区 短距离
慢行交通

10-15分钟

枢纽内部及周边居民、就

业岗位的高铁出行需求

慢行交通，包括步行、私人

自行车、共享单车等；公共

交通；

机动车道路网络

慢行交通网络

主要服务区 中等距离 1小时以内
城市主要建成区的高铁出

行需求

小汽车

公共交通 （包括地铁、常规

公交、出租车等）

公共交通网络

机动车道路网络

辐射影响区 长距离 1小时以上
远郊、周边城镇的少量高

铁出行需求

小汽车

客运大巴；
公共交通 （主要通过换乘到

达）；

市域轨道线

高速公路

4.1 直接服务区

4.1.1 机动车道路网络结构

高铁枢纽直接服务区具有城市乃至区域性经济中枢职能，建筑密度大、土地利用强度高，以及高层

化的积聚形态，导致交通出行总量较高，数据分析也显示其客流强度极大，需要高密度支路网来保证地

块的可达性，同时需要有衔接合理的路网结构保证车流由低一级向高一级的有序汇集，或由高一级道路

向低一级道路的有序疏散。
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的路网结构如图9所示，路网布局形态属于方格状路网。区域内的快速路有机

场高速、绕城公路、双龙大道和宏运大道，主干路有绿都大道和明城大道。

图9 南京南站高铁枢纽直接服务区道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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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各等级道路属性

道路类型 路段数量 道路总长度 （km） 路网密度 （km/km2）

快速路 48 14.15 1.64
主干路 21 3.72 0.43
次干路 50 9.71 1.13
支路 132 19.19 2.23
总计 251 46.77 5.43

计算各等级道路的长度如表7所示。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路网密度的比约为3∶1∶
2∶4，总体路网密度为5.43km/km2。可以看出，南京南站的快速路密度较高，而主干路、次干路、支

路比例较低。建议增加次干路和支路密度，并将部分断头路打通，与北部连接。

4.1.2 步行交通可达性

直接服务区的开发强度较大，客流强度较高，因此步行交通网络的便利与否尤为重要。通过栅格网

络调用百度API数据得到结果如图10所示。左图为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步行可达圈，颜色的深度分别

代表从南京南站出发步行的耗时，总体上呈圈层式分布。右图为15min步行可达范围。由于南京南站

南广场和北广场的存在，步行可达圈呈现分别以南广场和北广场为中心向外扩散的趋势，由此可见，南

京南站南北向的步行通达性较好，而东西向的通达性相对较差。

步行可达圈 15min 步行可达范围

图10 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步行可达情况

4.2 主要服务区

4.2.1 公共交通衔接性

公共交通是高铁枢纽客流的主要集散交通方式。经客流分析，90%以上客流的目的地或出发地位于

主要服务区，因此在主要服务区内建设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衔接网络极为必要。
（1）地铁网络分析

具有较强经济实力、轨道交通较为发达、公交网络健全的大城市一般采用以轨道交通为主体的枢纽

衔接模式，南京南站的公共交通衔接网络即以轨道交通为主体。截至2019年12月，南京全市已开通运

营的地铁线路共有10条，线路总长378km，居中国第4、世界第5。直接接入南京南站的轨道交通线路

共有4条，分别为地铁1号线、地铁3号线、地铁S1号线 （机场线）、地铁S3号线 （宁和城际），布局

形式属于轮辐式。
南京市的地铁线路已有一定的规模，但是是否充分满足南京南站乘客的出行需求还需进一步验证。

为此，对南京南站客流在市内的分布与地铁客流的分布进行对比，观察地铁的集疏运效果。图11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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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客流目的地分布的对比，图12为市内客流来源分布的对比。
可以看到地铁线路基本覆盖了乘客的需求，但在城市的西侧仍存在覆盖不足的问题，而市内客流目

的地在城市西侧分布较多。另外，地铁线路终点站周围普遍存在较大客流需求，需要有良好的接驳公交

服务。右上角图为放大后的老城区及南京南站附近的客流分布对比，可以看到，老城区高需求的地铁站

点恰好位于总体客流分布的热点，说明地铁服务在这些地区具有较大优势。

图11 市内总体客流与地铁客流目的地对比

图12 市内总体客流与地铁客流来源对比

（2）公交网络分析

以南京南站为首末站的公交线路共有12条，分别为Y16路、D16路、Y27路、19路、27路、84
路、129路、190路、719路、791路、792路、机场巴士2号线，具体线路走向如图13所示，基本能

够满足南京南站周边中短距离的出行需求，也弥补了部分地铁线路无法覆盖的区域。但是对于江北西侧

的一些热点仍无法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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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南京南站与城市公共交通的接驳网络，满足了大部分乘客的需求，但对城市西侧区域覆

盖不足，应注意采用服务水平较高的公交进行接驳和补充。

图13 市内总体客流与公交线路对比

4.2.2 机动车交通可达性

为了达到快速集疏运的目的，主要服务区需要形成以城市快速路为主，以交通性主干路和一般性主

干路为辅的多层次的道路集疏运网络，并以复合型通道的形式发挥整体功能。
通过栅格网络调用百度API数据，得到驾车可达圈如图14所示。底图显示了南京市的主要道路，

布局为轮辐型。通过对驾车可达圈的分析，可以发现南京主城南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可以实现15分钟

可达，而秦淮区北部、建邺区、玄武区基本可以实现30分钟可达，到达市中心新街口和鼓楼区部分区

域的时间为30～45分钟。说明主要服务区的道路能较快地将客流带到市中心以及疏散到城内其他组团。
但是从南京南站到江北以及鼓楼区部分中心区域，仍需要45分钟及以上时间。江北由于地理因素可达

性较低，而鼓楼区由于部分区域大学较多，封闭地块较多，影响了驾车可达性。

4.3 辐射影响区

南京南站的辐射影响区包括周边的卫星城镇和都市圈范围内次级城市，具体有仪征市、句容市、溧

水县、高淳县和马鞍山市、芜湖市。其高速公路和市域轨道线的设置如表8和图15所示，可看出辐射

影响区的可达性较好。

表8 南京南站辐射影响区高速公路和市域轨道线信息

区县/城市 连接的高速公路 驾车出行时间 是否有市域轨道线

溧水区 宁萱高速、长深高速 44分钟 S7号线

高淳区 宁萱高速 72分钟 S9号线

仪征市 南京绕城高速 68分钟

句容市 沪蓉高速 52分钟

马鞍山市 宁芜高速 60分钟

芜湖市 宁芜告诉 9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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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南京南站主要服务区驾车可达圈

图15 南京南站辐射影响区高速公路和市域轨道线信息布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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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飞速发展，高铁枢纽与城市的一体化衔接愈来愈受到关注。本文以南京南站为

研究对象，融合使用铁路客流数据、手机信令数据、地铁客流数据以及百度API路径规划功能，对不

同服务圈层的枢纽客流特征和与城市交通的衔接性进行分析，为高铁枢纽与城市交通的一体化衔接优化

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技术方法，也为南京南站衔接城市交通的网络布局优化提供了一定数据支撑。研究主

要有如下发现。
（1）客流分布方面，南京南站的主要服务区客流占总体的90%，但直接服务区的客流强度极高，

约主要服务区的14倍。
（2）直接服务区快速路密度较高，但次干路及支路密度较低，步行可达性尤其是东西方向仍有待提

高。随着 “站城融合”理念引导下的枢纽综合开发，南京南站直接服务区的市内通勤、娱乐等出行量将

进一步增加，建议加强次支路建设和东西向慢行交通建设。
（3）主要服务区枢纽接驳城市交通的网络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公共交通网络的线路布设基本与客流

需求相吻合，但在城市西部仍有部分客流热点未覆盖，建议加强该地区公交接驳。道路网络布局基本合

理，能较快地将客流带到市中心以及疏散到城内其他组团，但鼓楼北部和江北可达性稍弱。
（4）辐射影响区设有市域轨道线和高速公路，整体可达性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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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城一体理念下的铁路枢纽地区交通问题与改善研究
———以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为例

杨 柳 余启航 张凤阳 汪 斌 肖 飞

【摘要】 受益于沪宁、京沪发展轴线的交通区位优势以及沪苏昆同城一体化，昆山市作为地区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
正在由独立走向融合，并且由 “中间城市”向 “节点城市”转变，逐渐在上海国际都市圈内扮演次中心的角色。昆山南

站，作为国内早期在城市中心区合并建设高铁、城铁车站的样本，是目前沪宁线上铁路客流量最大的高架形式的综合枢

纽，是目前昆山市唯一能发展枢纽经济的区域。本文在剖析昆山南站枢纽地区现存交通问题的基础上，以 “站城一体”
为核心理念，提出相应的改善对策和具体措施，将昆山南站枢纽地区打造成为昆山对外城市形象门户、商业商务集聚的

活力中心、沪苏昆同城化城际快捷交流的高效枢纽，来支撑枢纽经济的建设。
【关键词】 沪苏昆同城一体化；昆山市；昆山南站；枢纽经济；站城一体；交通问题；改善对策

0 前言

2018年4月28日举行的江苏省党委中心组学习会上，省委书记娄勤俭深刻阐述了江苏解放思想的

主要方面和重点领域，大力推进生产性服务业、枢纽经济的发展[1]。同年5月2日娄勤俭书记率沿江八

市市委书记就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进行调研，调研中再次强调要大力发展枢纽经济、总部经济等，
做强做大现代服务业[2]。何为枢纽经济？ 它是以交通枢纽、信息服务平台等为载体，以聚流和辐射为特

征，以科技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优化经济要素时空配置为手段，重塑产业空间分工体系，全面提升城市

能级的经济发展新模式。重要抓手则是以交通枢纽建设为切入点，着力完善城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打造现代枢纽功能区，促进交通、产业和城市融合是发展枢纽经济的核心要义，也是城市经济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3]。
昆山南站，作为国内早期在城市中心区合并建设高铁、城铁车站的样本，是目前沪宁线上铁路客流

量最大的高架形式的综合枢纽，是昆山对外城市形象的门户，也是昆山市近期重点打造的 “五区一线”
之一。区别于昆山其它四区一线重点开发区域，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发展的目标定位是展示城市对外形象

的城市门户、商业商务集聚的活力中心、沪苏昆同城化城际快捷交流的高效枢纽，是目前昆山唯一能发

展枢纽经济的区域。
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背景下，随着城际交通需求的不断增长，区域交通正朝着交

通一体化、网络化方向发展。昆山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如何在新时期的发展态势中继续保持交

通条件的比较优势，以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作为重要战略支点，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枢纽经济，
实现与苏州、上海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当前阶段紧迫而又具有挑战的重要任务。目前，昆山南站

南广场区域正在整体更新，适时开展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城市空间整合研究，进一步提升枢纽地区城市与

交通环境，支撑枢纽经济建设，是非常有意义的。

1 现状问题

1.1 昆山南站基本介绍

昆山南站，集沪宁城际、京沪高铁两站于一体，站台规模为4台12线。其中，沪宁城际站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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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启用，京沪高铁站于2011年6月启用，开创了高铁、城铁车站合并建设的先河，是全国唯一两

站共用的县级市。
2018年，昆山南站年旅客发送量929.04万人次，占全市铁路旅客发送量78.42%，日均旅客发送

量约2.54万人次，较2017年增长了1.7%。

表1 昆山市历年铁路旅客发送量一览表

年份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旅客发送量 （万人次） 762.64 867.13 948.72 991.38 1066.08 1162.93 1184.63

其中

城铁阳澄湖站 2.66 2.24 3.47 3.62 8.02 12.09 12.37

昆山南站 583.24 661.21 727.32 761.22 838.21 913.51 929.04

城铁花桥站 0.14 0.21 0.24 0.27 0.41 0.53 0.59

昆山站 176.60 203.47 217.69 226.27 219.44 236.80 242.63

（数据来源：昆山市铁路客运站）

图1 昆山南站历年铁路旅客发送量变化图

1.2 问题分析

昆山南站，位于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铁南片区，昆山客运南站与昆山火车站中间位置。近年来，随

着铁南片区用地不断开发，铁路客流不断增长以及小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昆山南站枢纽地区用地更

新滞后、交通设施空间不足、交通组织混乱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已成为制约昆山南站枢纽经济建设的一

大 “绊脚石”。

1.2.1 三大客运枢纽集聚，空间上呈三足鼎立缺乏协同

2006～2011年，昆山客站南站、昆山站南广场以及昆山南站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自2011年至

今，三大交通枢纽集疏运系统一直在寻求整合，但发展缓慢。
三大客运枢纽竖向呈 “三足鼎立”布局，彼此间距在1.5km左右，由于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各个

交通枢纽均需单独配置公交、出租、社会停车等交通设施，缺乏协同互补、有效整合，进而造成用地以

及交通设施资源上的浪费。此外，昆山在由 “中间城市”向 “节点城市”转变的过程中，昆山南站作为

沪苏昆同城一体化以及昆山对外交通联系的重点战略支点，仅依托铁路单一的对外交通方式难以发挥地

区性综合交通枢纽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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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昆山铁南三大客运枢纽空间关系

1.2.2 南广场用地更新滞后，枢纽经济转型缓慢

从用地更新和枢纽转型层面来看，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仍存在大量工业用地、动迁小区，活力更新缓

慢，尚未形成紧凑、集约化用地开发模式，交通功能引领不足。
目前，昆山南站南北广场开发总量为总开发量为103.53hm2。其中，北广场地区总开发用地量

47.15hm2，保留用地量25.63hm2，已批在建用地量21.52hm2；南广场地区拟腾退总量约56.38hm2，
保留用地量31.8hm2，已征收用地量7.78hm2 （建筑量约3.34万m2），待征收用地量16.30hm2，空地

0.5hm2。用地更新的滞后不仅影响着枢纽经济的转型提升，也限制了昆山南站交通配套设施以及居住

区公共配套设施的布局与建设。

图3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用地开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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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交通设施空间不足，接送组织有待改善

（1）小汽车公共停车场位于高铁站房东西两侧，现有泊位约740个，平时需求约800个，周末需求

约1000个 （约4%～6%乘客选择停车换乘，停下需求约600～800个泊位），停车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停车难现象越来越突出。

（2）公交首末站位于站房西侧，始发以及进站经停线路达23条，但场站用地面积却不足1万m2

（需求约1.5万m2），难以满足公交车临时停放及始发需求。
（3）约47%～49%乘客选择乘坐小汽车和出租车，主要依托北广场地下通道组织接送，交通组织

混乱且通道容量无法满足接送需求，经常出现出租车 “排长龙”现场，进而造成周边道路的交通拥堵。

图4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交通设施布局

1.2.4 道路网络密度不足，难以支撑枢纽开发

（1）昆山南站以北片区路网基本成型；以南片区受用地条件限制，路网较为稀疏，密度仅

5.85km/km2，低于枢纽地区要求的8km/km2。目前，昆山南站枢纽地区机动化出行占比近90%，小

汽车出行比例约50%，加剧了道路交通压力，早晚高峰期间交通阻塞现象较为明显。

图5 昆山南站路网及高峰期道路交通运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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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跨高速通道不足，小澞河路既有断面通行能力不足，难以支撑高铁南站到发交通出行需求以及

高铁南站与汽车南站之间的转换交通需求。
（3）昆山南站周边对外快速通道联系存在大量绕行，多条集疏运通道包括柏庐路、中华园路、朝阳

路、祖冲之路等均为断头路。对外快速交通联系的不畅，一方面限制了昆山南站门户枢纽功效的发挥，
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昆山南站集疏运体系的发展。

2 改善思路

《昆山城市总体规划 （2017-2035）》提出 “临沪先锋城市、江南宜居花园”的城市发展目标，昆山

未来将全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标杆城市。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重要背景下，昆山应

以国家及区域交通发展构架为基础，主动构建高质量、一体化的沪苏昆综合交通体系，强化多方式联运

和集约化运输，加强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充分融入上海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全面提升昆山面向国

际、国内的区域辐射力，支撑城市产业经济发展。
昆山南站，作为目前昆山唯一能发展枢纽经济的区域，应该借助南广场城市更新的契机，着力以

“站城一体”理念为核心，整合枢纽地区城市空间，完善城市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打造现代枢纽功

能区[4]。利用枢纽吸引大量的人流集聚的契机，将枢纽建设与城市用地开发整体协调，特别是对枢纽

周边地区的城市空间进行综合开发、联合开发，进而实现城市产业调整与升级，完善城市结构。

3 改善对策

3.1 整合交通场站资源， 打造现代综合交通枢纽

一是将昆山汽车客运南站整体搬迁至昆山南站，打造交通枢纽综合体。交通枢纽设置于南广场西

侧，利用下沉广场及地下通道实现与昆山南站无缝衔接；同时建设高架匝道直接联系汽车客运站与白马

泾路，减少对外客运交通与南广场内部交通冲突。交通枢纽综合体的打造，一方面有利于进一步扩大高

铁服务范围和公路客运功能，集中满足旅客长、中、短途出行的多样性需求，构建以高铁为干线运输、
公路客运为支线辅助运输的现代城市客运交通体系；另一方面有利于充分集约、节约利用交通设施用

地，共享交通设施资源，实现高铁、城铁、长途客运、城市轨道、常规公交、定制班车等多方式零换乘

的出行体验。

图6 客运南站整体搬迁至昆山南站南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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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拓展公路客运定制服务，建设公铁联运一站式的交通集散中心。（1）通过道路专线客运班车与

高铁站的列车时刻表无缝衔接，精准调度班车和发班间隔，实现 “班车公交化、运输直达化和时刻精准

化”的公路铁路无缝接驳；（2）借助 “互联网+”破除传统的 “厂包车”运营模式，大力发展定制班车

业务，为旅客提供定时与定线路的客运服务；（3）利用高铁站高端商务人流集聚的契机，拓展商务快客

业务，为旅客提供安全、舒适、快捷的高品质出行服务；（4）结合周边机场规划建设，借助高、快速路

网拓展机场快线业务，打造以昆山南站为枢纽的空铁联运发展模式；（5）建设一站式旅游集散中心，凭

借公路客运自身客运网络提供 “门对门”服务，发展旅游业，为旅客提供快捷的出行服务。充分结合现

代信息科技建设一站式交通集散中心，以旅客出行需求为导向，开展快速灵活的定制客运服务，有助于

“互联网+交通枢纽”逐步释放经济活力，形成线上线下一体化衔接的智慧型枢纽经济新形态[4]。

3.2 引入多元城市功能， 强化站城一体开发

一是构建 “一心、一轴、一带、多区”的总体空间结构。以昆山南站为核心，延续城市南北向发展

轴线，强化南北广场的功能整合。北广场采用传统封闭街区模式，主要功能为高端商务、商业、居住；
南广场采用开放街区、活力街区模式，主要补充综合交通枢纽、人才中介以及服务中小企业的创意创业

街区、青年社区等城市功能。通过南北广场功能整合，实现整个枢纽地区的协同发展，打造高品质城市

门户区。

图7 昆山南站枢纽空间结构布局

二是打造功能混合、复合化的特色空间体系。特色空间上，通过立体化的步行系统设计，实现高铁

站、综合交通枢纽与其他城市功能的畅通联系；同时打造中央活力绿谷，通过退台设计，有效放大中央

区域的景观界面，提升活力绿谷内部空间感受。南广场区域站前空间以城市阳台为主题，打破传统的

“大广场+大景观”方式，将站前集散空间与城市公园、现代商业融为一体，通过下沉广场与立体步道

系统完善交通组织，打造灵活的开敞空间，形成复合化的体验中心和城市形象展示区域。
三是采用整体规划建设的地下空间开发模式。在地下空间功能布局方面，根据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各

地块功能分布，确定各地块地下空间基本功能，以及地块之间地下联通的方式及位置。站前高强度开发

地区，充分利用轨道站点和公共交通网络快速疏解人流；商业办公核心区未来将以完善的地下空间网络

来疏散人流，并结合商业布局，融合体验功能。建设时序上，地块地下空间与轨道K1线、地下步行系

统建设时序统一，以节省整体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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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昆山南站枢纽特色空间分布

图9 昆山南站枢纽地下空间功能布局

3.3 统筹交通设施布局， 优化交通流线组织

一是完善配套交通设施功能。大型铁路主导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应配套的交通设施主要有公路客运

站、轨道交通、公交枢纽站与中途站、出租车上落客区、社会车停车场以及非机动车停车场等；考虑未

来交通发展趋势，昆山南站枢纽地区还应统筹考虑共享汽车租赁点、旅游与定制包车、机场航站楼等交

通设施。以用地集约为原则对各类交通设施规模进行测算，站前广场总面积需求约3.5hm2；公路客运

站用地面积按3.0hm2控制，采取立体开发，将到客区、发车区、共享交通、旅游及机场大巴区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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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竖向布局；公交枢纽用地面积按3.0hm2控制；小汽车停车场用地面积按5.7hm2 控制；非机动车

停车场用地面积按0.6hm2控制。
二是优化轨道交通设施布局。（1）建议在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南广场新增一处K1线站点，与北广场

站距约710m；（2）K3线建议沿九华山路敷设，在北广场与K1线合并设置一处换乘站，乘客可通过站

厅、风雨连廊等设施步行到达昆山南站枢纽地区；（3）建议苏州快轨9号线沿南广场站前路敷设，并在

南广场设站一处，乘客可通过站厅与南广场地下空间，到达客运站、高铁站以及南北广场。

图10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轨道线网及站点布局

三是统筹布局各类换乘设施。站前南广场维持既有规模，结合高铁站进出站出入口在南广场设置集

中换乘的下沉广场，远期建议对高铁站出站口进行改造，调整至地下一层，方便与轨道交通换乘；公路

客运站设置在南广场西侧，采用立体开发模式，地下设置小汽车停车场，夹层设置出租车、社会车辆接

送区及人行地下通道，地上一至四层为汽车客运站功能；公交首末站位于高铁站西侧，整合现状首末站

及西侧社会停车场进行设置，可容纳30条公交线路；高铁站现状东侧社会停车场保留；高铁站北广场

出租车接送区保留；南广场地下设置社会车辆接送区。

图11 昆山南站枢纽换乘设施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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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优化各类交通流线组织。以 “交通有序，人车分离”为原则，优化各类交通流线组织。公交车

以创业路、柏庐路为主要公交走廊；小汽车主要行驶至南广场地下社会车辆接送区接送乘客，或至小汽

车停车场停放；出租车主要至北广场地下高铁出租车接送区或汽车客运站地下出租车接送区接送乘客；
长途客车利用白马泾路和高架匝道进出客运站，避免与区域其他车流相互干扰；乘客可利用地下步行通

道或立体步道换乘各类交通方式，实现人车分离，保障人行安全性和便捷性。

图12 公交车流线

图13 小汽车流线

图14 出租车、长途客车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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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完善道路网络体系， 构建内畅外达网络

一是选择适宜的交通出行模式。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主要客流预计将由两部分组成，即昆山南站及客

运站乘客，以及南广场商务办公、商业、创新SOHO、人才中心等客流。根据交通需求预测结果显示，
在以 “常规公交 （45%）、小汽车 （40%）为主”的出行模式下，路网总体负荷度达到0.85左右，道路

网的总体负荷度比较高，部分路段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不利于枢纽经济的建设；以 “轨道交通 （30%）
为主导，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35%），适当控制小汽车 （20%）发展”的出行模式下，路网总体负荷度

为0.47，道路网负荷度有较大改善，总体运行良好。因此，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应积极引导形成 “以公

共交通 （含轨道）为引领、适当限制小汽车发展”的出行模式，支撑区域用地开发。
 

图15 以轨道交通为主导，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适当控制小汽车发展的

出行模式下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交通运行情况

二是加强区域对外通道建设。将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对外通道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外快速通

道，即枢纽地区与昆山市域各城市中心和组团以及周边县市之间的快速联系通道，主要包括长江路和

G312；第二层次是内外联系通道，即枢纽地区与周边主要片区之间的联系通道，主要包括中华园路、
柏庐路、白马泾路；第三层次是相邻片区通道，即枢纽地区与临近地区之间的联系通道，主要包括创业

路、熊庄路、雁荡山路、小澞河路、珑庭路、黄山路。对外通道中，应着重推进白马泾路、黄山路南

延，增加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对外快速、便捷的集疏运通道。
三是完善高铁枢纽周边道路网络。结合昆山南站南广场区域用地更新，规划建设 “一横两纵”（中

华园路、白马泾路、柏庐路）的主干路网以及 “四横四纵”（九华山路、创业路、熊庄路、雁荡山路、
小虞河路、珑庭路、人民南路和黄山路）次干路网，加密支路网，规划路网密度将达11.88km/km2，
较现状高出6.03km/km2，且高于国内其他高铁枢纽区域。

四是近远期建设相结合，优化近期交通布局。优化思路为 “扩大停车，接送分离”，主要措施有：
①将昆山南站北广场地下接送通道调整为出租车专用接送区；②取消高铁站站房西侧的小汽车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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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对外通道示意图

图17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道路网规划

（停车泊位约200个），将其改造公交首末站；③目前，南广场已拆迁约6.0万m2，将其改造为社会车

辆停车场与送客区 （可设置约2000个临时小汽车停车位）；④公交首末站及高铁站东侧停车场交通组织

维持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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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昆山南站近期交通设施布局及接送流线示意图

3.5 交通设施建设与交通管理相结合

一是结合交通组织方案，提出相应的交通管理措施。（1）根据路面机动车的饱和情况，适当地对私

家车或出租车限行，或者对周边路网和交叉口进行单行或禁左等管理；（2）停车管理方面，根据昆山南

站枢纽内泊位停车实施情况，通过停车管理系统发布诱导信息及时发布停车信息；盘活片区内停车资

源，规范停车管理，严格查处违法停车，全面整治停车秩序。加大机动车强占人行道的巡查、处罚，加

强处罚的执行。在区域内加强统筹停车系统规范化、立体化、智能化发展，配合推进昆山路内停车收费

政策以及方案的实施，规范路内停车。同时推动立体式社会公共停车场发展，配套增加停车场新能源充

电设施，推广智能诱导停车管理；（3）片区内支路和背街小巷管理方面，建立道路整治综合协调机制，
注重上下配合、条块结合。建立完善网络化、网格化管理体系，推动管理服务向社区基层延伸、向背街

角落延伸。加强支路沿线环境整治，整体设计、多措并举，统筹实施交通道路整治、建筑立面整治、市

政设施改造等；（4）加强昆山南站枢纽与周边道路网的交通信息化建设，为人流和车流提供更实时、合

理的引导；加强交通语言的系统性与连续性设计。
二是交通设施建设与交通管理手段相配合。针对昆山南站枢纽范围内改善条件较差甚至困难的道

路，可采用道路建设与交通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提升道路功能、匹配通行能力。近期交通设施尚能满足

需求，可不采取特别管理手段，未来随着机动车交通需求增长，视情况采取不同交通管理手段，如只允

许公交车和出租车等高乘载车辆利用地面道路行驶。

4 结语

昆山南站枢纽地区作为昆山市近期重点开发的 “五区一线”之一，应该牢牢抓住用地更新的契机，
以 “站城一体”为核心，整合枢纽交通功能以及用地空间结构，通过打造现代交通枢纽、强化站城一体

开发、优化交通流线组织以及完善道路网络体系等措施，来促进交通、产业和城市的融合，更好地支撑

昆山南站周边地区枢纽经济建设，为昆山城市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转换树立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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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火车站枢纽综合交通方案研究

徐 曌 王宇俊

【摘要】 苏州火车站是苏州客流量最大的客运枢纽，是苏州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和门户空间，更是苏州市发展的核心

引擎。但是，其传统的集疏运体系与高速增长的交通需求无法匹配，有必要重新审视枢纽功能，从站城一体的理念缝合

车站与城市，理清枢纽与城市交通的关系，做强苏州站既有城际枢纽，提升中心城区枢纽转换能级。本文分析了苏州站

现状接驳场站布局方案，并发现存在的问题，通过未来客流量计算出苏州各接驳场站所需面积，重新合理布局接驳场

站，打造换成集成化、便捷化的新一代枢纽。
【关键词】 苏州火车站；站城一体；接驳场站；换乘集成化；换成便捷化

1 苏州火车站功能定位

苏州火车站位于城市地理中心、行政中心、人口岗位集聚区。是我国最繁忙交通走廊之一沪宁通道

的重要客源点，京沪铁路和沪宁城际均从此通过。苏州火车站汇集了铁路、城市轨道、公交枢纽、城市

道路交通，是一座复合程度高、交通流量大的现代化、综合性交通枢纽。
苏州北站则是国家级铁路枢纽，是市域高速铁路核心枢纽，具备多向连通能力，承担与国家中心城

市间的长距离高速客运联系。
苏州火车站是苏州诸多火车站中对外客运量最大的车站，同时也是长三角核心区域的城际枢纽，服

务苏州主城区与周边城市主要功能中心间高频次城际商旅、通勤出行，同时也兼顾中远距离的出行。

表1 苏州市铁路主要客站对外客运量预测

车站 2025年 （万人） 2035年 （万人）

苏州火车站 2058 2440

苏州北站 1445 1741

苏州园区站 408 490

昆山南站 456 540

张家港站 177 210

常熟站 223 264

太仓站 223 264

常熟新站 330 450

其他 880 1071

表2 苏州火车站与苏州北站发车班次对比

苏州火车站 苏州北站

南京 177 73

上海 181 78

北京 4 20

济南 10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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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乘客出行需求特征发生变化，更加倾向于中短距离出行，同时对出行体验有了更高的要

求，300km的中短距离的城际商务、旅游等客流逐步成为铁路出行需求增长的主体。随着出行距离的

缩短，车外时间比重越大，中短途高铁乘客的出行体验越差，苏州火车站相对于苏州北站有着明显优

势，未来将成为苏州市居民中短距离出行的首选。

图1 至临近城市火车站车外时间占比情况 （苏州市政府出发，等车时间15min）

通过苏州火车站和苏州北站的对比，可以发现未来苏州站将成为长三角都市圈出行的重要枢纽，将

会有更多的人们选择中短距离的城际出行，对苏州火车站的接驳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枢纽集散运现状分析

2.1 苏州火车站平面布局

苏州火车站位于新城与古城的交界处，南临护城河，北接平江新城，形成北主南辅布局，共同承担

客运功能，站房对称分布在站台中心上，南广场地面西侧是行包停车及公交，中部是步行广场，东侧为

社会车、出租车停车场，地下一层为社会车、出租车上课点和地铁出入口；北广场采用的是高架进站方

式，地面设公交车首末站和长途车场。地下2层为轨道交通2号线，地下3层为轨道交通4号线，铁路

出站后可直接在地下1层进行换乘。

图2 苏州火车站现状接驳设施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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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交通组织分析

北环快速路在人民路和广济北路之间，下穿苏州火车站南广场，广济路上跨站场，人民路下穿站

场，北广场和苏站路平接，北环快速路的车流均能通过高架便捷的进入北广场。苏州火车站交通流线如

下图所示，车站南广场中公交车由北环辅路进出，在广场西侧设公交首末站，北侧社会车及出租车由人

民路经北环辅路进入广场东侧落客，古城来向社会车及出租车由北环辅路进入广场东侧落客，社会车及

出租车于南广场地下停车场上客后与北环辅路出入口驶出。车站北广场中公交车场集中设置在广场东侧

地面，长途车和旅游车在广场西侧进出，北侧社会车和出租车经高架驶入高架平台落客，古城来向出租

车和社会经人民路、平川路绕行至广济北路驶入高架平台落客，社会车和出租车车在北广场地下1层上

客后由苏站路驶离。

图3 苏州火车站交通组织流线图

3 枢纽设施规模预测

根据铁路部门预测苏州站未来客流数据并利用增长率法进行修正，得到远期苏州火车站客运量将达

到66000人次/天，乘以高峰系数1.1，得到苏州火车站客运量约为72600人次/天。
根据旅客出行特征及分析预测，苏州火车站客流集散应以公共交通为主，具体集散方式分担率如下

表3所示。

表3 苏州火车站集散方式分担率

交通方式 比例 （%）

公交 40

地铁 35

出租车 15

社会车 8

铁路换乘 2

以远期客流预测数据为基础，预测苏州火车站各种接驳设施的合理占地规模，结合铁路客流到达、
出发的特点，以及现状调研情况，高峰小时人流量按日客流量的1/6估算，得到高峰小时铁路双向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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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为12100人/时。

3.1 常规公交场站

表4 苏州火车站常规公交场站面积预测

参数 标准 备注

Nbus 12100×40% 高峰小时铁路与公交之间的换乘客流量

Pb 100人/辆 国家标准

η 70% 现状步道50%，考虑远期公交优先政策的发展

td 2～3min 现状为5min，远期服务水平的提高，取值相应缩短

tu 3～5min 现状为10min，远期发车间隔的缩短，取值应缩短

sbus 90～120m2/辆 苏州市标准

Lp
标准A：50-100m 标准A：国际先进城市换乘距离及苏州居民期望距离

标准B：100-150m 标准B：苏州市居民可忍受距离

S 1.2人/m2 国家标准

v 1.1m/s 国家标准

sh
标准A：1.5m2/人 标准A：苏州市居民期望的较为宽松的候车面积

标准B：1m2/人 标准B：国家规范容许最小候车面积

sd 600～800m2 单车掉头所需空间面积

Sbus=
Nbus
Pb×η

× 1
td+

1
tu[ ]×sbus+LpNbus1800sv+

Nbussh
tu +sd

计算得苏州火车站所需公交场站面积为：标准A：Sbus=6800m2，标准B：Sbus=6500m2

3.2 社会车场

表5 苏州火车站社会车场面积预测

参数 标准 备注

Npark 12100×8% 高峰小时铁路与社会车之间的换乘客流量

tpark 120～300s 现状调查

tlast 1800～3600s 现状调查

apark 25～30m2/辆 经验值

spark
地面：25～30m2

地下：30～35m2
国家规范

Ppark 2.5人/辆 现状调查

βpark 6%～12% 经验值

Spark =
Npark（tpark+tlast/apark）spark

3600Pparkβpark

计算得苏州火车站所需社会车场面积为Spark=12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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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出租车停车场

表6 苏州火车站出租车停车场面积预算

参数 标准 备注

Ntaxi 12100×15% 高峰小时铁路与出租车之间的换乘客流量

β 0.5～0.8 现状调查结合经验判断

staxi 25～30m2/辆 经验值

Ptaxi 1.5人/辆 现状调查

λ 3 经验值

Staxi=β
×Ntaxi×staxi
λ×Ptaxi

计算得苏州火车站所需出租车车场面积为Staxi=10000m2。

3.4 轨道交通条数

表7 苏州火车站轨道交通条数预测

参数 标准 备注

Ct 12100×35% 高峰小时铁路与轨道交通之间的换乘客流量

θ 0.6～0.7 方向性系数

It 2～5min 发车间隔

Bm 5节 苏州地铁采用5节编组B型车

Jm 200人 国家规范

ηm 0.1～0.3 剩余满载率

Nt=
Ct×θ×It

60×Bm×Jm×ηm

计算得苏州火车站所需轨道交通条数为Nt=2.47条 （取整为3条）
结合上述预测结果，苏州火车站在下一步改造中需要满足公交场站6800m2，社会车场12000m2，

出租车场10000m2，轨道交通条数3条。

4 枢纽集散运体系优化

综合考虑苏州火车站目前存在的接驳问题以及对未来接驳场站规模的预测结果，提出苏州站高标

准、高规格、高品质的综合交通方案，完善枢纽对外交通运输体系，完善枢纽内部交通设施布局，打造

站城协调的优美空间，建成换乘集成化、智慧共享化的新一代枢纽。具体方案如下图。
公交场站设置于北广场西侧，接送客与进出站层同层布设，减少乘客换乘距离，同时靠近平江新

城，兼顾服务地方客流。
出租车场站设置于南广场东侧，借宿可与进出站层同层布设，减少乘客换乘距离，距离北环快速路

较近，做到快进快出。
社会车场分为近距离社会车场和远距离社会车场，近距离社会车场位于北广场东侧，服务近距离地

方客流，远距离社会车场位于南广场西侧，距离北环快速路较近，依托快速匝道快速集散。
非机动车停车场与共享车场设置于北广场最北端，服务苏州居民及外来游客，实现 “慢行+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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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苏州火车站接驳场站布置图

的无缝衔接。
新增一条东西走向轨道交通，方便苏州火车站与高新区、工业园区的直达客流，形成苏州火车站东

西南北四向的完善的轨道交通网络。

5 结语

本文先分析苏州火车站未来发展定位为苏州最重要的城际枢纽，承担着长三角都市圈的城市出行的

责任，对未来交通量进行预测，并根据预测客流量计算得到配套公交场站、出租车场站、社会车场站所

需面积及轨道交通条数，并结合苏州火车站现状，优化场站布局，增加轨道线路，从而打造换乘集成

化、便捷化的新一代交通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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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广州铁路客运枢纽布局规划的探讨

徐士伟 房庆恒 叶树峰

【摘要】 铁路客运枢纽布局对铁路网、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具有重要意义，需遵循铁路运行机制，实现服务城市发展、
交通高效运行的目标。通过系统梳理和思考广州铁路枢纽规划建设运营实践，分析了铁路枢纽发展面临的问题，把握客

运枢纽在客源分布、方式结构、空间布局等方面的发展趋势，相应提出了主城区扩容提质、外围城区多站布局、优化客

货运行组织、打造空铁联运枢纽等四方面的建议，实现铁路运行与城市发展的协同。
【关键词】 交通规划；铁路客运枢纽；枢纽布局；互联互通；空铁联运

0 前言

近年来，随着城市间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的日益密切，高速铁路迅猛发展，铁路客运逐渐成为城市

重要的对外交通方式，客运枢纽布局直接影响城市综合效能的发挥。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粤港澳大

湾区核心城市，为更好发挥铁路客运枢纽对土地空间的集约利用、对城市开发的引导作用和对城市运输

的集散功能，需要梳理现状存在问题，顺应铁路和城市发展趋势，优化铁路客运的交通组织和空间布

局，以推动城市可持续和高质量发展。

1 广州铁路客运枢纽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广州是全国六大客运枢纽之一，现状共4座客运枢纽，分别为老城中心站广州站、新城中心站广州

东站、高铁中心站广州南站和北部门户枢纽广州北站，站场总规模达到30台54线。其中广州站、广州

东站位于城市核心区，广州站主要办理普速客车始发终到，广州东站主要承担区域动车始发终到列车作

业，广州南站主要办理高速铁路的始发终到作业[1]。2019年，广州铁路枢纽完成发送旅客量1.44亿人

次，日均发送量达39.5万人次[2]。铁路客运枢纽为服务城市对外出行、带动城市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现状布局不能适应高速铁路和城市发展的新要求、新趋势。

1.1 中心区普速客站功能弱化， 难以满足客运方式的转变

由于贵广、南广高铁等线路开通导致客流增长，以及高铁出行逐渐为旅客接受，导致普铁客流向高

铁转移。2010～2016年七年间，广州铁路枢纽普铁发送量占比从62%降低到29%，而高铁发送量从

10%增长到45%，取代普铁成为主流，广州铁路客运方式发生根本转变。
传统普速客站广州站和广州东站占据有利区位，配备了地铁、长途客站等优势交通资源，城市建设

成熟，周边集聚了大量人口。但由于客站规模较小、不具备办理高铁能力，导致其在铁路枢纽中地位逐

渐减弱，未能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因此，有必要调整普铁枢纽布局、优化货运组织，改造提升普速客

站，以利于整体枢纽功能的发挥。

1.2 副中心、 外围城区铁路客站建设滞后， 无法实现就近乘车

广州市辖11区，规划建设1个主城区、1个南沙副中心和6个外围城区[3]。目前南沙副中心仅运

营庆盛站，引入一条线路，每日开行对数少，且距离明珠湾区中心超过1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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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从化、知识城、空港经济区等外围城区尚无铁路客站，需至主城区广州站、广州东站乘坐普

铁，至广州南站乘坐高铁，如从化区距离广州站直线长度60km，距离广州南站超过70km，外围城区

无法就近乘车，出行不便。

1.3 高铁枢纽广州南站远离中心区， 制约高铁的时效性和便捷性

广州南站作为高铁枢纽，集中办理5条高铁动车业务，日均发送量已逐步增长至26.3万人次，超

过50%的客流目的地和来源地为中心区。由于距离核心区15km，导致城际间出行的在轨旅行时间反而

小于集疏运时间。据统计，广州南站40%的客流集疏运时间大于1小时，超过广州至深圳、香港、珠

海等地的铁路旅行时间。因此导致铁路全出行链时间压缩有限，高铁的速度优势和便捷性大打折扣。

2 广州铁路客运枢纽的发展趋势分析

近年来，伴随高铁、城际不断投入运营，广州铁路枢纽客运量以年均10%的比例飞速增长，预测

2035年铁路发送旅客将达到3.97亿人次，是2019年的2.8倍。铁路客运需求规模持续增加，客运枢

纽发展呈现以下特点。

2.1 客源分布呈现以主城区为主、 外围地区快速增长的特征

未来主城区仍然是广州人口和就业岗位的主要聚集地，也必然是铁路枢纽主要客源地。2018年末，
广州全市服务人口1700万，其中主城区人口占比达到67%。预计到2035年服务人口达到2500万人，
其中主城区占比仍超过一半；广州就业岗位900万个，其中主城区范围内超过600万个，远期占比也大

于一半。
外围地区是广州服务人口增加的主要承载地，承接外来迁入的新增人口和中心区疏解人口，必将带

来更多的铁路客运需求。南沙、增城、从化、花都现状人口约325万，未来增长至近800万；就业岗位

也增长1.5倍，达到370万个。因此，每个外围城区均相当于人口超过50万的中等城市，必然会带来

多个不同片区的铁路客运需求。

2.2 普速外迁、 高铁进中心是铁路发展共同趋势

全国各大城市铁路系统的发展和规划存在明显的 “动内普外”趋势。普速外迁是指将普速铁路客运

业务办理功能迁移至外围枢纽，迁移时机主要考虑客流量和区域集疏运网络。广州铁路客运枢纽的普速

客流主要来源于大湾区地区，随着大湾区城际铁路网的成网运营，外围铁路客站的区域集疏运体系逐步

完善，普速铁路外迁的时机已逐渐成熟。2016～2018年，伴随高速铁路网络完善和铁路出行方式转变，
广州普速旅客发送量由3000万人次递减至2600万人次，发送旅客还将持续减少。

动车内迁是指动车组列车导入城市内部、靠近城市中心的火车站。国家发改委 《关于推进高铁站周

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要求新建车站不宜远离城市中心，以更好地满足铁路旅客对出行便

捷性的需求。为方便旅客就近乘车，缓解城市接驳交通压力，实现幸福出行体验，焕发老城市新活力，
满足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提出的城市核心区紧密联系要求，落实广州与大湾区主要城市中心间1小时通

达目标，有必要将高铁线路引入广州中心城区。

2.3 多站布局、 互联互通是提升网络综合效率必由之路

国内外与广州枢纽规模相似的东京、巴黎、北京、上海、成都、西安等城市，基本都在城市中心区

布局大型中心枢纽，以始发终到为主；同时分方向、分圈层布局多个铁路枢纽，就近服务城市各个组团

的铁路出行，并通过互联互通实现灵活运输组织。
如巴黎铁路枢纽布局通过6座车站分工把口，即北部车站连接法国北部、英、德等国家铁路，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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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法国东部、东欧和德国，里昂站可达法国南部、西班牙、意大利和日内瓦，奥斯特里茨站可至法国

南部与西班牙，蒙帕纳斯站可及法国西南部，圣拉查站可达法国西部和英国；同时各枢纽直接通过

RER线、地铁线进行衔接[4]。
北京规划8座客运枢纽，北京站、星火站、副中心站接发东北、东向始发终到列车，北京南站主要

负责东南方向的到发作业，北京西站和丰台站主要接发西南、南向列车，北站、清河站接发西北方向列

车。其中北京站与北京西站通过地下直径线，实现南北向互通[5，6]。
上海规划6座客运枢纽，也是分方向把口，如上海站主要负责北京、南京方向，虹桥站负责北京、

南京及杭州方向，上海南站主要负责杭州方向等，各枢纽借助联络线的方式实现互联互通[7]。

2.4 强化空铁联运成为未来空铁一体化网络布局重要规划方向

伴随高速铁路和民航飞机的发展，旅客远程多式联运出行比例将不断提升，对快速、便捷的出行要

求也将不断提高，空铁联运、枢纽中转在铁路客运中将越发普遍。高铁与民航之间的关系呈现竞争和合

作两面性，一方面高铁分流航空客流，另一方面又可作为机场的远距离集散工具，方便高铁沿线居民前

往机场，拓展机场腹地，增加旅客客源。根据相关研究，高铁对航空客流的作用呈现动态的过程，出行

距离小于500km/h，高铁优势明显，能够吸引大部分客流；500～1000km，航空出行开始显现竞争优

势，高铁对航空的两面性影响更加明显；1000～1500km，航空出行优势较大；1500km以上，航空出

行将占主导地位，高铁对航空的分流影响较弱。
因此，根据广州国际性航空枢纽的定位，白云国际机场的服务范围和中转枢纽功能将大大提升，建

设铁路与航站楼一体化枢纽，有效衔接国际机场航空运输网和高速铁路网，满足空铁一体化网络布局

要求。

3 广州铁路客运枢纽规划布局的建议

更集中的铁路客运枢纽布局方式，使得大型枢纽集中办理客运，有利于动车所、停车场等相关设施

利用，降低运营管理成本，但高度集中又将造成枢纽压力过大；过于分散的布局方式，各组团均规划建

设铁路枢纽，可方便就近乘车，但也导致铁路资源和管理成本增加。因此，建议广州按照 “多站布局，
大集中、小分散，分方向把口”思路，通过优化主城区、外围地区布局、加强互联互通等方式，围绕广

佛地区布局15座铁路客站，形成 “内五外五”总体格局[8]。“内五”指主城区内广州站、广州东站、广

州南站、白云站、黄埔站，“外五”指外围城区五个方向上的客站。

3.1 通过改造旧站、 新建客站， 实现主城区扩容提质

借鉴国内外中央火车站经验，改造广州站、广州东站，加快白云站建设，并新增黄埔站，提升广州

南站集疏运系统，打造广州主城区五个铁路枢纽。
纵观全球顶尖城市，均在城市核心区设置多个大型客运站，如纽约中央火车站，其建站历史长、处

于城市中央，场站规模大、发车线路全、客流量大，枢纽一体化无缝换乘、功能多元综合、彰显城市国

际形象。广州站、广州东站分别位于传统老城区核心、现代化CBD城区，区域位置得天独厚，已形成

优越的集疏运条件。因此，需要按照中央火车站标准建设，通过枢纽优化和站场改造，引入高铁线路，
提高车站设施能力，实现 “零换乘、一体化、万屋相通”，助推城市更新升级，提升车站和城市整体环

境，实现主城区高铁客流直达的目标。
黄埔站位于主城区东部，承担广中珠澳、广深第二高铁-广永干线等南北向铁路通过和始发终到列

车，分担广州东站的到发压力，进一步扩容提质，且就近服务第二CBD地区[9]。

3.2 通过多站布局、 互联互通， 实现外围城区就近乘车

结合引入广州主城区的干线铁路，在途经的外围城区设置高铁站，实现广州外围城区五个方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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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州铁路枢纽总体布局规划图

就近服务组团在该铁路通道上的出行。
北部以广州北站作为复合组团枢纽，服务花都区、空港经济区；东北向规划T3高铁站、知识城

站、从化站，其中，T3高铁站定位为空铁联运枢纽，服务空港经济区及空铁联运客流，知识城站、从

化站为服务片区的单一组团枢纽；东向新塘站、增城站，新塘站服务东部的复合组团，增城站为服务荔

城片区的单一组团枢纽；南向广深港高铁、广中珠澳高铁途经的庆盛站、南沙站，二者服务南沙副中

心；西向贵广、南广、广湛途径的佛山西站、佛山站，二者为服务佛山地区的复合组团枢纽。
外围枢纽作为进入主城区线路通道上的站点，同一通道的连通性极其重要，广州北站至广州站联络

线、广湛高铁西向四线通道已启动建设，新塘至广州东站五六线、广州东站至广州站三四线正在开展可

研工作，广州南站至广州站联络线已纳入规划，广州南站至南沙站联络线规划研究，届时将基本实现外

围枢纽与主城区枢纽的互联互通、主城区五个枢纽间的互联互通。

3.3 通过普速外迁、 货车外绕， 提升枢纽运行效率

根据广州铁路枢纽总图，广州普速列车集中于白云站办理到发，在广州北站通过西向广珠铁路至珠

江西岸、粤西地区，通过东向的东北货车外绕线至珠江东岸、粤东地区。未来伴随铁路网、湾区城际网

络建设推进，广州北站衔接向粤西的广湛高铁、向粤东的广汕高铁，向珠江西岸的广中珠澳高铁、向珠

江东岸的广深第二高铁，同时有联系粤港澳大湾区的广佛环、穗莞深及广清城际铁路，通过城际网络化

运营，基本可实现与湾区各城市全覆盖，因此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广州北站作为普速铁路外迁的枢纽

选址。
加快东北货车外绕线、大田集装箱、增城货场的建设，将广州中心区线路的货运功能均转移至外

围，进一步有效提高内部运输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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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通过打造空铁联运枢纽， 发挥 “支线航空” 功能

借鉴德国法兰克福国际机场、法国戴高乐机场、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美国亚特兰大机场、日本东

京羽田国际机场、上海虹桥枢纽等国内外的机场铁路与航空转乘成功经验[10]，航站楼和高铁站合建的

空铁联运模式是拓展机场腹地的有力举措。
规划白云国际机场高铁站，引入广河、广永等多条高铁线路，基本实现白云机场与广东省内地级市

1.5小时内互达，与长沙、南昌、南宁、海口等邻近省会城市3小时内互达。同时引入穗莞深、广佛环

等城际线路，辐射范围涵盖粤港澳大湾区8座城市与清远，基本实现对湾区主要城市1小时直达辐射。

图2 白云机场空铁联运示意图

4 小结

铁路客运枢纽布局对铁路运行和城市空间结构、土地开发、发展效能产生深刻影响，需要遵循管理

集约、节约高效的铁路运行机制，又要实现促进城市与交通发展的目标。本文从广州铁路客运枢纽实践

出发，对枢纽布局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通过改造旧站、新建客站实现主城区扩容提

质、通过多站布局、互联互通实现外围地区就近乘车等铁路客运枢纽布局与组织方面的建议，对促进铁

路与城市及整体交通网络的协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近日国家发改委批复了 《粤港澳大湾区城际铁路建

设规划》，建议以此为契机尽快启动广州铁路枢纽总图规划修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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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高铁枢纽道路交通支撑系统规划研究
———以天津南站专用通道为例

袁 扬 韩 宇

【摘要】 天津南站规划形成天津西南部地区对外铁路枢纽，现状道路交通集疏运系统无法支撑服务枢纽功能实现。文

章以分析现行南站道路交通支撑系统规划为基础，结合交通需求预测，重点论证南站专用通道的规划必要性和可行性，
提出规划增加南站专用通道，强化至中心城区的快速直连。笔者认为南站专用通道的规划对于支撑天津铁路枢纽建设、
南站商务区发展、高铁客流快速集散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南站专用通道近期实施自津沧快速路至枫雅道路

段，可作为南站地区与中心城区之间的主要联系通道，规划增加车道规模与出行需求相匹配，工程实施均位于公路红线

范围内，具备可行性；远期预留专用进出站通道已落实到控规调整中。
【关键词】 高铁枢纽；专用通道；必要性；道路功能；车道规模

0 前言

天津以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己任，与北京一同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带动环渤海地区协同发展，要

求强化天津铁路枢纽地位，便捷天津对外铁路出行。与其他大城市高铁枢纽的发展历程相似，高铁枢纽

发展初期的功能集中造成大型枢纽客流疏解难、枢纽内换乘距离长等交通问题日益凸显；为了缓解交通

压力，大城市高铁枢纽的发展呈现出功能分散的趋势[1]，天津中心城区铁路客站规划形成 “3+3+X”
布局，中心城区边缘的南站、机场站和北辰站主要承担区域对外组织功能。根据 《京津冀核心区铁路枢

纽总图规划 （2019-2030年）》[2]，天津南站规划拟引入津雄城际铁路和津沧城际铁路，可强化天津与

雄安、北京 （新机场）以及冀中南等城市的交通联系，服务天津对接区域协同，落实 “一带一路”、京

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家战略。
高铁枢纽对外道路交通系统在功能上，应实现枢纽到发交通与其他交通的相互分离；在结构上，应

利用高、快速路保障集疏运路网的快捷性，利用次、支道路提升枢纽及周边地块的可达性；在规模上，
应注意集疏运路网的设计标准、通行能力与枢纽规模相匹配[2]。同时，高铁枢纽对外交通组织应充分结

合交通流量需求与周边路网特点，明确进出高铁枢纽的主要通道，作为交通组织的设计基础；尽量采用

单向循环交通流线，避免不同交通目标流线的交叉冲突，减少灯控，提高交通组织的通行效率[3]。
为全面提升天津南站集疏运道路的设施供给和服务水平，支撑南站规划扩容，积极服务南站商务区

开发建设，增强地区交通出行的顺畅、便捷和安全，本文以南站地区对外道路交通支撑系统为分析对

象，重点研究南站专用快速通道规划，力求为城市交通和空间的规划决策提出参考意见。

1 规划背景

根据 《津沧高速公路 （津静公路立交-张家窝立交）改造工程道路规划》，津静高速公路收费站规划

迁移至张家窝立交以北约1km处，新收费站以北段改造为城市快速路；津沧快速路北、南两侧分别规

划有新风道、新锐道作为快速路辅路。津沧快速路主线可通过新收费站以北处规划的一对出入口匝道，
与新风道、新锐道连通，进而与枫雅道相接，实现天津南站及南站科技商务区与津沧快速路及中心城区

快速路系统之间的交通联系。2018年9月，津沧高速公路 （津静公路立交-张家窝立交）改造工程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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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实施。

图1 津沧高速公路改造工程规划示意图

根据 《京津冀核心区铁路枢纽总图规划 （2019-2030年）》，天津南站规划为天津市重要客运枢纽，
主要办理北京—上海方向动车通过作业，以及雄安、沧州等方向区域城际动车始发终到作业[2]。天津南

站在现状承担京沪高速铁路正线服务功能基础上，规划拟引入津雄城际铁路和津沧城际铁路，成为天津

西南部地区主要的始发终到车站。根据相关需求预测，天津南站2040年将承担旅客年发送量为0.2亿～
0.3亿人次，日均客流量为5.5万～8万人次，需要规划强化一套完善的交通支撑系统服务未来铁路客

运发展需求。

2 规划必要性分析

2.1 现状及现行规划道路系统难以实现车站快速通达

受荣乌高速公路和津沧高速公路的空间阻隔，天津南站及南站科技商务区现状集疏运进出通道仅有

2条，分别为津静路—京福支线—丰泽道—柳静路通道和津涞公路—祥和大道—枫雅道—柳静路通道，
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联系绕行距离远。

结合津沧快速路的实施，现行规划通过新风道、新锐道与枫雅道相接，经柳静路到离天津南站，新

增1条南站地区与中心城区间的联系通道，在减少绕行距离的同时，该通道更是与中心城区快速路系统

直接相连。但由于该通道与南站的交通联系需要通过商务区地面交通转换实现，考虑到南站到发交通流

与商务区用地集散交通流混合干扰，新增的津沧快速路—新风道、新锐道—枫雅道—柳静路通道难以完

全实现车站快速通达的功能。

9831



图2 天津南站现状集疏运道路通道示意图

2.2 现行规划道路系统难以满足新增交通需求

天津南站及南站科技商务区现行规划有7条对外集疏运通道服务地区进出交通，其中，津沧快速路

—新风道、新锐道—枫雅道通道为东部方向的主要通道，该通道内大部分路段规划为单向双车道，规划

机动车高峰小时 （单向，下同）交通量为1250pcu/h。
鉴于天津南站规划引入津雄城际铁路和津沧城际铁路，预测南站2040年规划客流量将增加至现状

客流量的3.5～5.5倍，随之带来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将增加1900～3180pcu/h。在假定南站商务区

规模不变的前提下，津沧快速路—新风道、新锐道—枫雅道通道规划机动车交通量将大幅增长，通道内

现行规划车道规模恐将难以满足新增交通流量的需求。

2.3 国内城市高铁枢纽普遍配置连通快速路的专用通道

国内大城市高铁车站道路交通支撑系统往往配置有进出车站的专用道路，比如天津西站 （见图4），
自西青道、复兴路、河北大街等道路至东、西两侧进、出站厅均设有高架或地下专用通道，尤其是自车

站南侧的西青道快速路，设置有专用匝道分别连通至高架进站厅和地下出站厅，实现车站铁路客流的快

速到发交通。
综上所述，天津南站专用通道的规划对于支撑天津铁路枢纽建设、南站商务区发展、高铁客流快速

集散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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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天津南站现行规划集疏运道路通道示意图

图4 天津西站集疏运专用道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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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需求预测

根据相关规划分析，预测天津南站2040年日均客流发送量为5.5万～8万人次，高峰小时客流发

送量为0.8万～1.2万人次。参考南站现状交通出行结构，预测南站2040年机动化出行比例为53%，
南站规划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为2550～3830pcu/h。

结合城市用地布局、人口和岗位分布等情况，预测南站规划客流分布的主要方向为东部 （与中心城

区的）方向，南站东部方向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为1680～2530pcu/h。该方向交通量由津沧快速路—
新风道、新锐道—枫雅道、宾水西道—才智道—瑞达路以及拟规划新增的津沧快速路—新风道、新锐道

—南站专用进出通道3条道路通道承担，其中，新风道、新锐道—南站专用通道承担机动车高峰小时交

通量为939～1408pcu/h，新风道、新锐道—枫雅道通道承担235～355pcu/h，其余由才智道—瑞达路通

道承担。

4 规划方案

天津南站专用通道 （如图5所示）规划利用与中心城区快速路系统无缝衔接的津沧快速路，自其最

南侧的匝道引出，与新风道交通合流，依次下穿赛达大道、荣乌高速公路后，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方向

为以逆时针方向下穿南站科技商务区并经过天津南站的专用通道，另一方向为与枫雅道自东向西方向顺

接；之后，专用通道和枫雅道自西向东方向的交通合流，依次下穿津沧高速公路、荣乌高速公路和赛达

大道后，与新锐道交通分流，通过匝道进入津沧快速路。

图5 天津南站专用通道规划示意图

4.1 快速通道与沿线集散功能复合

现行规划的新风道、新锐道为城市快速路辅路，兼具为进出主线的过境交通起到路网集散和为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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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的出入交通起到对外联系的功能。
规划新增的南站专用通道需要实现中心城区方向客流快速通达南站的功能。通过专用通道与新风

道、新锐道交通合流，将车站客流快速直达和沿线地块对外集散两大功能复合到同一条道路上；通过控

制专用通道与宾水西道、赛达大道辅路和学府西路为右转进出的交通组织，实现不同功能的交通流线明

确可分离。

4.2 车道规模与交通需求相匹配

在现行规划中，津沧快速路匝道规划为单向单车道，新风道、新锐道规划为单向双车道，枫雅道规

划为双向六车道。
考虑到南站规划新增的交通需求，预测津沧快速路匝道规划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为666～

1406pcu/h和693～1433pcu/h，现行规划的单车道规模已不能满足规划新增的交通需求，应在匝道处

规划增加一条车道；专用通道与新风道、新锐道功能复合的路段规划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为1619～
2471pcu/h和2183～3035pcu/h，是现行规划对应交通需求的1.3～2倍和1.8～2.5倍，该路段应规划

增加两条车道，车道规模翻番；专用通道南站商务区地下路段规划机动车高峰小时交通量为939～
1408pcu/h，该路段应规划为单向双车道。

4.3 充分利用交通空间保证可行性

南站专用通道与新风道、新锐道合流路段的实施线位充分利用规划控制的高速公路红线内空间，不

涉及沿线周边用地规划的调整，近期顺接至枫雅道具备可实施条件；专用通道商务区地下路段充分利用

地下空间，未来进出南站的实施线位已在调整的商务区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予以落实，实现了远期规

划的预留控制。

5 小结

鉴于天津南站拟引入津雄城际铁路和津沧城际铁路，规划新增南站专用通道，对于支撑天津铁路枢

纽建设、南站商务区发展、高铁客流快速集散等具有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是十分必要的。南站专用通道

兼具中心城区高铁客流快速直达南站和道路沿线地块对外交通集散的双重功能，其规划车道规模、设计

通行能力与南站到发交通和地块集散交通的双重出行需求相匹配。专用通道近期实施路段的线位位于高

速公路规划红线范围内，不涉及相关规划调整，近期顺接至枫雅道的方案具备可实施性；远期预留路段

的线位已落实到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当中，随着交通需求的逐步增加，增设进出南站的地下专用通

道具备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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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河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规划研究与探索

朱芳芳 李海军 何 寰 李 琼

【摘要】 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机场已不再是单一交通节点，通过与铁路、轨道、公路等多种交通方式的联运，以交通

一体化为龙头打造空铁联运综合枢纽引领下的航空新城，可以更好地集聚人流、物流和信息流，为都市圈乃至城市群提

供更加便捷高效、经济安全的交通运输服务，也是当前国际化城市发展的趋势。本文深度剖析了上海虹桥枢纽、成都天

府枢纽等空铁枢纽规划建设的案例，基于交通枢纽引导区域发展的角度，研究提出了枢纽地区交通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指标体系，从对外交通可达性、空铁联运时效性、港城融合一体化、换乘衔接便捷性等四个方面提出交通一体化规划策

略；以武汉天河空铁枢纽为例，在区域用地布局、道路系统、轨道交通、空铁联运等方面提出规划方案，以期为国内同

类型规划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天河枢纽；空铁联运；港城融合；交通一体化；武汉

0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国际化、跨区域、多方式、个性化的出行需求日益增多，安全、质

量、效率、成本等日趋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价值取向，单一的交通方式已不能满足这种日益增长的多层

次需求，由飞机、高铁所承担的区域间出行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荷兰史基浦综合

枢纽、德国法兰克福枢纽等欧美城市发展历程分析总结来看，初级阶段机场仅仅是一个交通节点，转折

阶段发展成为多式联运综合枢纽，再到成熟阶段港城融合引领下的机场城市，是国际枢纽城市发展的主

要历程。
当前国内城市纷纷抓住高铁发展的重要契机，借鉴上海虹桥枢纽模式，提出高铁进机场战略，打造

一体化的空铁枢纽。全国旅客吞吐量排名前20的民航机场中，19个已经或正在实现与高铁的一体化布

局，旨在发挥出 “1+1＞2”的协同效果，抢占生产要素，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1]。空铁枢纽交通一体

化即通过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缩短时空距离，形成机场、高速公路、城际快速通道和高铁客运专线相

互融通的多模式交通网络，实现交通运输效率的最大化，引导城市走向区域，促进都市圈乃至城市群协

同发展。

1 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的发展情况

在空铁联运枢纽自身交通属性特点的基础上，选取上海虹桥枢纽、成都天府枢纽作为研究对象，重

点对空铁枢纽的对外交通衔接、内部换乘设施以及枢纽对城市、区域发展的引导作用等方面进行深入探

讨分析，总结归纳空铁枢纽具备以下共性特征。

1.1 交通疏解便捷化

由于空铁枢纽具有客流量大、多方式的特点，因此对外交通需要专用疏解快速路以及大运量、多模

式的轨道交通进行快速疏解。上海虹桥枢纽通过构建 “一纵三横”的专用疏解道路接入城市快速路系

统，从三个方向分四个入口进入枢纽核心区，将区域过境性交通与枢纽集散交通分离，按照 “西进西

出、北进北出、南进南出”的原则引导高架快速道路交通流向。同时布局 “两纵三横、东西设站”的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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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系统，通过机场联络线直达浦东机场、上海东站等对外交通枢纽，通过轨道2号线、10号线直

达中心城区，通过轨道5号线、20号线、17号线衔接外围城区[2]。

1.2 交通换乘一体化

空铁枢纽具备多种复杂性交通方式的特点，需要加强航空、铁路、轨道、公交、小汽车等不同

交通方式之间的转换能力，实现不同交通方式之间便捷换乘、安全高效。交通设施采用立体化布置，
以人车分离为基本原则，集中布局，通过空间的利用布置多个不同的交通功能层，实现垂直换乘目

标。上海虹桥枢纽汇聚了航空、铁路、磁悬浮 （规划预留）、城市轨道、长途客车、常规公交、出

租、小汽车等八种换乘方式，形成了多层面、多通道、多车道、多出入口的换乘格局，不同交通设

施间的到发分层，上下叠合功能安排，避免大流量旅客换乘拥挤，同时提供舒适的换乘空间，体现

了高度综合化的特点[3]。

1.3 城市功能聚集化

空铁枢纽作为大型对外交通枢纽，是城市门户形象的集中体现，也是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发展的

巨大引擎。因此，需要通过商业、办公、文化等多功能设施，逐步形成综合性的功能区、城市的新

地标，进而发挥枢纽地区作为城市中心地区的作用。如成都天府枢纽坚持 “引领航空枢纽经济的新

极核、支撑国家内陆开放的新枢纽、汇聚全球创新人才的新家园”战略定位，规划范围达483km2，
聚力打造天府国际空港新城；上海虹桥枢纽则定位为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面向长

三角、服务全国，助力上海经济东西联飞，同时带动苏州经济重心主动东移，实现苏州、昆山、上

海的连片发展。

2 空铁联运下交通一体化目标指标体系

2.1 规划目标

通过对空铁枢纽本身的交通属性分析及空铁枢纽发展趋势研判，提出空铁枢纽地区的交通一体化，
即在实现空铁联运的基础上，构建一体化的综合交通枢纽：一是加强枢纽快速高效的对外辐射、交通疏

解能力，最终实现区域的一体化发展；二是实现小汽车、轨道、常规公交、出租车、慢行、铁路以及航

空等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和换乘，强化换乘设施的便捷、高效、舒适。因此，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

的规划目标，就是打造 “高效畅达、互联互通、立体舒适”的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系统。
其中：“高效畅达”，即实现空铁枢纽对城市各功能区的快速通达、全面辐射，促进枢纽港城一体

化、区域协同发展，同时发挥主要客流廊道的交通功能，实现全市重点功能区域的快速通达；“互联互

通”，即实现航空与铁路的直通，缩短空铁联运时效，充分发挥空铁联运效应，通过交通引领区域转型

发展，支撑打造国际化交通枢纽城市；“立体舒适”，即强调换乘设施的立体化、多通道、便捷化布局，
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乘客旅行体验，实现多种交通方式更加高效安全的无缝衔接、便捷换乘、深度

融合。

2.2 指标体系

为达到 “高效畅达、互联互通、立体舒适”的交通一体化目标，分别从高效性、可达性、时效性、
安全性、舒适性、便捷性等六类指标类型出发，构建相应的指标体系，以引导空铁枢纽地区交通一体化

规划方案的制定，为交通基础设施的布局落地提供指导意义。具体指标体系分类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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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交通一体化指标体系分类表

目标 指标体系 指标类型

高效畅达

30分钟到达城市重点功能区

45分钟到达大型对外交通枢纽

1小时覆盖城市主城区

90分钟覆盖整个市域范围

2小时到达周边重点城市

可达性

便捷性

互联互通 空铁联运时效控制在15分钟以内 便捷性时效性

立体舒适

各种交通方式换乘步行距离不大于500m
各种交通方式换乘时效不超过10分钟

无障碍设施设置率100%
旅行体验满意度≥80%

舒适性

高效性

安全性

3 武汉天河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规划

3.1 规划背景

3.1.1 城市概况

武汉是湖北省省会、副省级市，中部六省的特大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国家中心城市，全国

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自2009年武汉市被批准为中国首个综合交通枢纽研究试

点城市之后，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不断推进，2013年武汉被列为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之一，2017年国务院

印发的 《“十三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中将武汉定位为12个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之一。

3.1.2 枢纽概况

天河机场位于武汉市黄陂区，距武汉长江大桥直线距离约26公里。天河机场目前拥有3座航站楼，
总面积64.98万m2，两条跑道长度分别为3400m和3600m。2019年天河机场共开通国内外航线200
条，其中国际 （含港澳台地区）航线63条，旅客吞吐量2715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4.3万吨，目前已

成为我国中部地区重要的枢纽机场之一[4]。
根据在编的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草案），未来规划形成十二个方向 “米”字形高铁网，包括

既有的京广高铁、沪汉蓉高铁，在建的西武福高铁、沿江高铁以及拟新增的京九高铁、武贵高铁、武杭

高铁。其中，沿江高铁起于上海、止于成都，是位于长三角、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地区的重要通道，
也是连接长江经济带与汉江生态经济带最便捷的通道，不仅可以增强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关联度，实

现区域间的人才、技术、信息快速流动，还能推动汉江生态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有效对接，融入全国发

展大格局。

3.2 规划策略

根据武汉城市发展战略要求，推进天河空港基础设施建设和提档升级，将沿江高铁线路直接引入天

河机场，建设集机场、高铁、城际轨道和城市轨道于一体的综合性交通枢纽，助力武汉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城市建设。基于上述交通一体化目标要求，为促进区域战略转型发展、扩大武汉经济辐射范围，提

升中部地区竞争力、提高武汉国际化水平，分别从对外交通、空铁联运、港城一体、站区换乘等四个方

面制定相应的规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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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构建双快复合通道，促进港城融合

通过构建由专用快速路和城市轨道快线组成的 “双快”复合交通廊道，接入武汉市高、快速路和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辐射武汉市主城区、临空副城、车都副城、光谷副城以及东部新城组群的核心区域，
实现30分钟衔接汉口主城、1小时辐射武汉主城区、90分钟覆盖武汉市域、2小时到达武汉 “1+8”
城市圈的时效目标 （图1和图2）。

图1 天河枢纽高快速路系统规划图

图2 天河枢纽轨道快线规划图

3.2.2 建立机场捷运系统，缩短联运时效

当前天河机场与武汉站、汉口站等重大对外交通枢纽联系的高效性与便捷性不足，服务能级急需提

升。IATA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提出 “空—铁”换乘的最小衔接时间应在45分钟内较为合理 （包括

旅客和行李）。因此在枢纽站区内部需要建立以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为主体的机场捷运系统，衔接高

铁站、机场航站楼以及卫星厅，同时通过建立异地航站楼等方式，缩小空铁联运时效，强化高铁站与机

场的一体化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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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引领港城一体发展，实现区域转型

天河空铁枢纽以创新驱动、开放引领、聚焦高端、生态宜居为发展战略，树立中部地区港城融合的

发展典范。基于产业政策导向、地区发展趋势、区域协同联动、优势产业升级的四维选择，天河空港将

构建高端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两大产业体系。结合区域的实际情况，依据空港地区的产业圈层理论和

交通枢纽圈层理论，叠加分析得到武汉天河空铁枢纽地区的圈层产业布局模式，如图3所示。

图3 天河枢纽产业布局圈层模式图

3.2.4 立体集约垂直布局，便捷舒适体验

天河空铁枢纽集合航空、铁路、城际、地铁、机场捷运、常规公交、出租车、小汽车、慢行等多种

交通方式，涉及不同交通方式直接的换乘，换乘设施的布局直接影响枢纽的疏解效率与乘客的旅行体

验。天河枢纽宜采取立体、集约化、垂直的换乘方式，以实现各种换乘设施之间距离最短、用时最小，
保证旅客10分钟内能实现各种交通方式间的快速换乘，实现内外交通的无缝对接，为旅客提供舒适、
便捷的出行体验。

3.3 规划方案

3.3.1 港城融合方案

通过上述对综合交通枢纽布局模式的分析，同时考虑到门户形象、地块价值、交通要素、产业集

聚、机场噪音等相关影响因子，以及空港国际会展中心、体育中心、中日国际产业园等重要功能节点及

机场、铁路等重大设施布局，天河空港地区规划构建 “一港四区”的空间布局。其中，“一港”指天河

综合枢纽航空港；“四区”指临港高端服务功能区、机场北高端制造产业区、天河发展预留区、环后湖

生态景观区。
天河空港地区整体呈 “南城、中港、北园”的空间特征，周边集聚了天河国际枢纽、国际会展中

心、国家工业互联网示范基地、中日国际产业园、航空企业总部等重要功能区，是武汉国际化的门户和

窗口。受机场噪音线影响，机场东南侧80分贝 （临近绕城高速）内布局天河高铁及相关交通场站设施，
70～80分贝 （近庆云路-宋家港四路）内布局商业及商务、文化用地，70分贝以外布局居住、教育等生

活用地。

3.3.2 道路系统方案

根据中国民航总局批复的 《武汉天河国际机场总体规划 （2019年版）》，近期2030年旅游吞吐

8931



图4 区域空间布局结构图

图5 区域用地规划图

量达到6800万人次、远期2050年达到1.2亿人次 （包括500万空铁换乘量），旺季高峰小时客流量

将达4.7万人/小时，高峰小时交通量将达到1.01万pcu/小时，需要对机场周边集疏运系统重新

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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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枢纽周边道路交通需求预测表

方向
交通需求

（pcu/h）
需求车道

数量 （条）
衔接主通道

规划车道

数量 （条）

汉口主城 23200 29 汉十-岱黄高速、机场高速、机场二通道 30

阳逻、青山 5600 7 四环线 10

东西湖、汉阳 14400 18 机场西环线、绕城高速、四环线 22

长江新城方向 12000 15 绕城高速、四环线 16

黄陂方向 9600 12 机场二通道北延线 16

通过机场西环线、东环线、机场快速通道衔接汉孝高速、汉十高速快速接入武汉市高、快速路系

统，形成内环到发、外环保护的 “双环”快速路系统，即利用机场西环线、东环线、横天公路、汉孝大

道、东、西航站区专用通道形成综合交通枢纽的到发交通组织；利用绕城高速、福银高速，形成
 

“C”
字环线，分离天河空铁枢纽的过境性交通，实现对空铁枢纽区域的保护。同时对重要的立交节点进行改

造，保障进出枢纽方向车辆的高效疏解。

3.3.3 轨道交通方案

天河空铁枢纽区域形成由1条城际铁路、2条轨道快线、4条轨道普线组成多模式轨道交通系统。
其中，轨道快线17号线覆盖西南部、20号线衔接东部，7号线与13号线覆盖中心城区，实线全域轨道

快线结构性全覆盖，通过直达或一次换乘，覆盖市域城市空间结构，实现全市域重点区域1小时以内全

覆盖。

图6 区域道路改造总体方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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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与对外枢纽轨道交通衔接图

空铁枢纽通过轨道快线直达或一次换乘，45分钟内通达五大火车站。其中，通过轨道17号线、20
号线、7号线直达新汉阳站、武汉站与武昌站；通过轨道一次换乘衔接汉口站、光谷站，出行时间控制

在45分钟以内。

图8 与重点功能区轨道交通衔接图

3.3.4 空铁联运方案

为了缩短天河空铁联运时效性，枢纽站区轨道交通实现 “东西四站、空铁直通”。引入自动旅客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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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系统 （APM），结合高铁站、航站楼以及卫星厅设置5处站点，运行3条线路。其中L1为空铁直通

线，长4.9km，衔接高铁站、T3以及T5航站楼；L2为第一航站区T3卫星厅直通线，长724m；L3
为第二航站区T5卫星厅直通线，长729m。同时，建议天河高铁站兼具机场值机功能，空铁换乘旅客

可直接通过捷运系统安检候机。

图9 机场捷运线路规划方案图

4 结语

本文结合武汉天河空铁枢纽交通一体化规划案例，从交通引导区域转型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枢纽

区域交通一体化目标，并对港城融合发展、对外交通设施布局以及空铁联运衔接方案进行了探讨。后续

研究中还需要结合站城一体化，通过预测交通基础设施的规模，对站区交通设施布局以及与周边城市公

共空间的关系进行细化分析。此外，在节假日以及春节期间特殊状态下，需要提出客流疏解应急预案，
保障枢纽区域高效、安全、便捷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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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评价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选址方法

周 顺 车 旭 刘静妍

【摘要】 未来城市群将持续作为我国主要发展模式引导区域城镇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由于城市群内

外客运需求急剧增长且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布局与城市群发展协调性不佳问题的凸显，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的布局问题

愈发重要。既有文献从决策者角度构建综合决策模型进行枢纽选址的研究较少，本文提出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理论，采用

模糊TOPSIS方法及模糊0-1整数规划模型构建二阶段枢纽选址模型，并通过算例验证本方法的实际适用性，以期在进

行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选址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 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选址；模糊TOPSIS；0-1整数规划

0 引言

城市群是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最高空间组织形式，《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中

提出我国应以城市群为主体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

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 （2018年）》[1] 指出，以长三角、京津冀等城市群推动区域城市板块之间互动融

合发展。在国家重大政策支撑下，城市群将持续作为主要发展模式引导区域城镇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

社会经济发展。
随着国内既有城市群进一步发展和新生城市群的逐步形成，城市群内外客运需求急剧增长，对综合

客运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现状不合理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布局，无法有效地

促进城市群发展[2]；并且综合客运枢纽的建设对于引导和支撑区域城镇空间结构、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

展、提升区域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综上，研究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布局对促进城市群发展、优

化区域城镇空间、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1 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相关综述

国内外针对城市群层面的综合客运枢纽研究较少，文献[2] 对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的定义是介于城

市与国家综合客运枢纽之间，由城市群内多种多个交通主骨架交汇集中所在位置，满足国际或国内、城

市群内外城市间、城市群内城际三级远、中、短程出行需求的客运基础设施。文献[3] 就枢纽所能满足

的出行需求将枢纽分为一、二、三级枢纽，其中一级枢纽可满足三级出行需求，其衔接交通方式以铁

路、公路、航空交通方式为主；二级枢纽可满足二、三级出行需求，其衔接交通方式以铁路、公路为

主；三级枢纽仅满足三级需求，衔接交通方式以公路为主，如表 （1）所示[2]。国内外针对客运枢纽选

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基于交通网络考虑广义出行成本 （出行时间及出行费用）、枢纽可达性、均衡布

局、用地成本等约束因素构建枢纽布局优化模型，而从决策者角度构建综合决策模型进行枢纽选址的研

究较少。

1.1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二阶段选址方法

1.1.1 方法架构

本次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选址方法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基于模糊综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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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进行备选综合客运枢纽排序，应用模糊TOPSIS[5，6] 实现，而由于阶段一只能得到考虑各候选站址自

身条件的优先排序情况，无法从城市群全局角度考虑其出行需求满足情况及总体投资控制情况，因此应

用模糊0-1整数规划实现枢纽选址的第二阶段优选。

1.1.2 选址方法

阶段一：模糊综合评价—备选综合客运枢纽排序

步骤1：建立客运枢纽选址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既有研究文献[7，8]，综合影响枢纽选址的多方面关键性因素，形成如表2所示的评价指标体系。

表1 客运需求层次划分[2]

枢纽分级 需求分级 类别 出行空间 出行要求

一级枢纽
二级枢纽

三级枢纽

一级需求 远程需求 国内或国际 快速、安全、便捷、舒适

二级需求 中程需求 城市群内外城市间 满足半日商务出行需求

三级需求 短程需求 城市群内城际 满足1～2小时出行需求

表2 客运枢纽选址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 指标描述

J1 客运需求满足度
通过客运枢纽体系所覆盖人口占例及出行OD判断其满足城市群三级出行需求

的程度

J2 城市群空间结构支撑度
评判客运枢纽体系对城市群、（副）中心城市、节点城市城镇空间结构的支撑

程度

J3 网络均衡度 评判客运枢纽体系布局的网络、空间均衡度

J4 规划用地融合度 评判枢纽及依托枢纽规划的城市组团与既有规划城镇用地的融合程度

J5 既有客运体系衔接度
评判枢纽与既有城市公共客运系统 （轨道交通、中运量公交、常规公交）的衔

接程度

J6 集疏运体系便捷度 评判枢纽客流集散交通体系的便捷程度

J7 建设条件适宜度
评判枢纽周边地形、河流水系、基本农田、能源配套等其他基础条件和配套设

施的建设适宜程度

步骤2：定义模糊语言变量

本文用模糊语义词来表征决策成员对评价指标权重和指标值的模糊描述，并定义了2组模糊语义词

及各自对应的三角模糊数，如表3所示。

表3 三角模糊数对照表

模糊等级 指标权重模糊语义词 指标评价值模糊语义词 三角模糊数

1 VL 非常不重要 非常不满意 （0，0，0.25）

2 L 不重要 不满意 （0，0.25，0.5）

3 M 中等重要 一般 （0.25，0.5，0.75）

4 H 重要 满意 （0.5，0.75，1）

5 VH 非常重要 非常满意 （0.75，1，1）

步骤3：建立模糊决策矩阵

如果共有K个决策者进行群体决策，有I个候选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有J个方案评价指标。则

4041



e～kij 表示决策者Dk 针对候选枢纽Ci的评价指标Fj 的模糊评价，w～kj 表示决策者Dk 针对指标Fj 的模糊

权重评价。则综合所有决策者的评价结果，通过公式 （1）和公式 （2）计算得到所有决策者对候选枢纽

Ci的评价指标Fj 的加权模糊平均评价值e～ij 和指标Fj 的加权模糊平均权重w～j：

e～ij=
1
K ⊗

（e～1ij⊕e～2ij⊕…⊕e～Kij） （1）

w～j=
1
K ⊗

（w～1j⊕w～2j⊕…⊕w～Kj） （2）

则对应的指标评价决策矩阵及权重决策矩阵分别为：

E～=

e～11 e～12 … e～1n
e～21 e～22 … e～2n
  ⋱ 

e～m1 e～m2 … e～mn

㊣

㊣

—
—
—
—
——

㊣

㊣
—
—
—
—
——

（3）

W～=[w～1，w～2，…，w～n] （4）
这里的e～ij，∀i，j及w～j，∀j都是由模糊语义词描述的，而且均可以由三角模糊数表示，即e～ij=

（aij，bij，cij），w～j= （w～j1，w～j2，w～j3）。
步骤4：建立加权标准化模糊矩阵

定义F～ 为模糊指标评价决策矩阵E～ 的标准化模糊矩阵。

F～=[f～ij]m×n （5）
模糊数e～ij= （aij，bij，cij）可由公式 （6）、（7）完成标准化：

f～ij=
aij
c+j
，bij
c+j
，cij
c+j( )，c+j=maxi cij，if j∈J1 （6）

f～ij=
a-j
cij
，a

-
j

bij
，a

-
j

aij( )，a-j=minicij，if j∈J2 （7）

式中c+j 为效益型准则中模糊数的最大端点值，a-j 为成本型准则中模糊数的最小端点值。

考虑到不同评价指标的重要性不同，将指标评价的加权标准化模糊矩阵
 

定义为G～，由公式 （8）计

算得到。

G～=[g～ij]m×n，i=1，2，…，m，j=1，2，…，n

g～ij=f～ij×w～j （8）
步骤5：确定正负理想解

采用重心解模糊法判断模糊数的大小，从而排序确定模糊正、负理想解。所用的公式有：

gij=
gij1+gij2+gij3

3
g～ij=（gij1，gij2，gij3） （9）

进而计算得到模糊正理想解P～+及模糊负理想解P～-：

P～+ =（g～+1，g～+2，…g～+n）

=（max
i
g～ij，j∈J1；min

i
g～ij，j∈J2）

（10）

P～- =（g～-1，g～-2，…g～-n）

=（min
i
g～ij，j∈J1；max

i
g～ij，j∈J2）

 

（11）

步骤6：计算各候选客运枢纽与正负理想解的贴近度系数，并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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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 （12）、（13）可计算得到各候选方案与模糊正、负理想解之间的Hamming距离：

D+
i =∑

n

j=1
d（g～ij，g～+j），i=1，2，…，m

 

（12）

D-
i =∑

n

j=1
d（g～ij，g～-j），i=1，2，…，m （13）

其中d （.，.）表示两个模糊数之间的模糊距离，可由公式 （14）、（15）计算得到：

d（g～ij，g～+j）=
1
3
[（g～ij1-g+j1）2+（g～ij2-g+j2）2+（g～ij3-g+j3）2] （14）

d（g～ij，g～-j）=
1
3
[（g～ij1-g-j1）2+（g～ij2-g-j2）2+（g～ij3-g-j3）2] （15）

可由公式 （16）计算各候选枢纽方案与模糊正理想解的相对贴近度：

CCi=
D-
i

D+
i +D-

i
，i=1，2，…，m （16）

其中CCi代表方案i的相对贴近度，值越大表示方案i越接近模糊正理想解，即方案优先程度

越高。
阶段二：0-1整数规划模型—综合客运枢纽体系布局方案

步骤1：建立模糊0-1整数规划模型

通过对各候选点的模糊贴近度评价，在阶段二中需要结合综合客运枢纽建设的资金投入、未来城市

群枢纽客运需求量及客运枢纽的客运容量约束等对多设施进行组合优化研究，为此建立如下的模糊0-1
规划模型：

min∑
M

i=1
xi （17）

Subject
 

to：

∑
M

i=1
c～ixi≤TC （18）

∑
M

i=1
βixi≥β～min （19）

∑
M

i=1
CCixi-CCave（∑

M

i=1
xi）≥0 （20）

xi∈ 0，1{ }，∀i （21）

CCave=
1
M∑

M

i=1
CCi （22）

其中，

xi：xi=1，代表第i个候选枢纽被选择；xi=0，代表第i个候选枢纽未被选择；

c～i：表示第i个候选枢纽的模糊建设成本；

TC：建设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的最大投资；

βi：第i个候选枢纽的最大客运容量；

β～min：未来城市群枢纽客运需求量；

CCi：第i个候选枢纽的模糊贴近度；

CCave：表示候选点的平均模糊贴近度值。
步骤2：解模糊数

再结合Tanaka
 

et
 

al[9] 的权重平均法和α截距集合法，可将约束 （18）和 （19）转化成确切系数的

约束，式 （23）和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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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i=1
[（1-w）（ci）Lα+w（ci）Uα]xi≤TC （23）

∑
M

i=1
βixi≥（1-w）（βmin）Lα+w（βmin）Uα （24）

其中，不同的w∈ [0，1]取值代表决策者对于上、下限的不同偏好程度，在不同的w 取值下，模糊

0-1整数规划模型转化为确定系数的模型，即可求解。

2 算例研究

假定某城市群需规划综合客运枢纽体系，由当地规划管理部门抽调1人，由熟悉当地情况的规划设

计单位抽调2人，组成三人决策小组，应用本文提出的二阶段方法拟从C1、C2、C3、……、C16等16
处候选客运枢纽中优选，组成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体系。

决策小组通过专家问卷调查法确定评价指标集，通过群体决策，应用表3所示的三角模糊数描述权

重值和指标值，见表4及表5，并应用式 （1）～ （16）进行处理得到各候选枢纽点的贴近度系数及排

序表如表6所示。

表4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

指标
决策者

D1 D2 D3
权重

J1 客运需求满足度 VH VH VH （0.75，1.00，1.00）

J2 城市群空间结构支撑度 M L L （0.08，0.33，0.58）

J3 网络均衡度 M L M （0.17，0.42，0.67）

J4 规划用地融合度 H H VH （0.58，0.83，1.00）

J5 既有客运体系衔接度 M M M （0.25，0.50，0.75）

J6 集疏运体系便捷度 L VL L （0.00，0.17，0.42）

J7 建设条件适宜度 M L VL （0.08，0.25，0.50）

表5 各候选枢纽点的评价指标值

候选枢纽/
指标

J1 J2 J3 J4 J5 J6 J7

客运需求

满足度

城市群空间

结构支撑度

网络均

衡度

规划用地

融合度

既有客运

体系衔接度

集疏运体系

便捷度

建设条件

适宜度

C1 VH VH VH VH L L VH

C2 VH H H VH H H VH

C3 H H VH H M M H

C4 H M H H M M H

C5 H H M M H H H

C6 M M M M H H M

C7 M M L M H H M

C8 L M L M M M M

C9 M H M M M M M

C10 VH H VH VH M M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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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候选枢纽/
指标

J1 J2 J3 J4 J5 J6 J7

客运需求

满足度

城市群空间

结构支撑度

网络均

衡度

规划用地

融合度

既有客运

体系衔接度

集疏运体系

便捷度

建设条件

适宜度

C11 H M H H M M H

C12 M M M H H H M

C13 M M M H M M M

C14 M H M M M M M

C15 L H H M M M L

C16 L H M M M M L

表6 各候选枢纽点的贴近度系数及排序表

候选枢纽 CC

C8 0.0997

C15 0.169267

C16 0.181295

C14 0.222556

C6 0.227617

C7 0.229824

C9 0.256272

C13 0.309799

C12 0.331948

C11 0.341288

C4 0.416067

C5 0.47979

C10 0.583014

C2 0.609956

C3 0.61157

C1 0.912847

各候选枢纽点的贴近度系数作为第二阶段的输入参数，另外假设某城市群建设综合客运枢纽总投资

TC为2000亿元，未来城市群枢纽模糊年客运需求量β～min为 （7500，8000，8500）万人次/年，各候选

站点建设投资及客运容量如表7所示，运用式 （17）～ （24）计算得到如表8的根据不同α，w 值下的

模糊0-1整数规划模型的求解结果。

表7 各候选枢纽点的建设投资 （亿元）及客运容量 （万人/年）

候选枢纽 Ci （亿元） βi （万人/年）

C1 （230，240，250） 1710

C2 （210，225，240） 1900

C3 （220，230，240）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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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候选枢纽 Ci （亿元） βi （万人/年）

C4 （170，180，190） 2090

C5 （170，180，190） 2280

C6 （150，160，170） 1805

C7 （140，150，160） 1900

C8 （130，135，140） 2185

C9 （140，150，160） 1900

C10 （220，235，250） 1615

C11 （170，180，190） 1710

C12 （160，170，180） 1995

C13 （170，180，190） 2280

C14 （130，135，140） 2185

C15 （140，150，160） 1900

C16 （170，180，190） 2470

表8 不同α，w下的模糊0-1整数规划求解结果

w/α α=0 α=0.5 α=1

w=0 C2，C9，C13，C16 C1，C4，C6，C7，C11 C1，C2，C6，C7，C11

w=0.2 C1，C3，C6，C7，C11 C1，C6，C7，C9，C11 C1，C2，C6，C7，C11

w=0.4 C1，C7，C9，C13，C11 C1，C4，C6，C9，C11 C1，C2，C6，C7，C11

w=0.6 C1，C3，C6，C9，C11 C1，C6，C9，C13，C11 C1，C2，C6，C7，C11

w=0.8 C1，C10，C12，C13，C16 C1，C3，C9，C13，C11 C1，C2，C6，C7，C11

w=1 C2，C3，C9，C13，C16 C1，C2，C6，C7，C11， C1，C2，C6，C7，C11

最后，决策小组根据不同α，w值下的求解结果确定C1、C2、C6、C7及C11组成城市群综合客运

枢纽体系。

3 结论

本文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具体提出模糊TOPSIS、模糊0-1整数规划组成的城市群综合客运枢

纽的二阶段选址方法。该方法一方面能在参考信息不充分且模糊的决策条件下对城市群综合客运枢纽的

选址布局进行优选，另一方面能够同时考虑建设成本和客运需求的约束。另外，例子的应用分析说明本

文提出的二阶段设计方法可为城市群在综合客运枢纽的选址和布局优化过程中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在

后续研究中，将会对选址指标与交通网络的进一步结合等方面继续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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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高铁站点地区用地和产业规划研究

邵益晓 徐正全 叶道均 王宇俊

【摘要】 回顾高铁站点开发建设，发现中小城市高铁站点地区用地和产业规划存在定位过高、规模不合理、产业布局

与基础脱节等问题。本文从交通枢纽与土地利用一体化角度出发，总结归纳高铁站点周边用地开发与产业布局的规划思

路。结合高铁站点发展规律，从区域、城市、站点地区等多维角度分析影响站点地区开发的关键因素，提出圈层划分、
产业协同开发等方面的理论方法。结合宁波奉化火车站的案例，引发中小城市高铁站点地区发展规划思考。
【关键词】 高铁站点；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奉化火车站

0 引言

自2003年秦沈客专建成通车以来，我国高铁建设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截至2019年底，高铁里程达

到了3.5万km，占世界三分之二。高铁站点为城市带来人才、资本、信息等资源要素，加速了我国区

域、城镇之间的资源要素流动，改变了区域城市网络的空间关系。高铁快速建设的15年恰好是我国快

速城镇化的阶段，高铁改变空间格局的能力与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向外围扩张、形成多中心城市格局的诉

求不谋而合。因此，大中小城市纷纷将高铁站作为城市空间演变的助推器，围绕高铁站地区的高铁新城

开发成为城市建设的热点话题。
高铁带动新城发展的模式吸引学者了开展一系列研究，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高

铁新城的发展动力和发展规律的基础理论研究，包括高铁如何对城市空间、产业、人口产生影响的基本

理论研究[1-3]。二是结合近年我国高铁新城建设情况，利用统计手段对高铁新城发展现状进行量化评价，
总结分析高铁新城规划建设遇到的问题并反思原因[4-7]。三是基于实证分析的高铁站点对新城开发的影

响因素研究，包括城市发展水平、城市空间、车站区位、交通集散等多重因素的量化分析[8-11]。四是微

观层面对高铁站周边空间功能布局研究，包括商务区、产业空间、用地布局等多方面的研究[12-19]。以

上研究多以某条线路的站点或具体高铁站点作为研究对象，缺乏对相似特征的站点的分类和细化研究。
本文针对中小城市高铁新城发展的困境，总结归纳此类高铁站点的规划建设面临的问题，根据高铁站点

发展规律，分析城市经济水平、站点规模、站点可达性、产业基础等特征对高铁站点地区发展的影响，
提出中小城市高铁的地区发展规划的理论方法。

1 高铁站点地区发展现状及问题剖析

我国高铁集中建设时期恰好是我国快速城镇化的时期，2003年至2019年期间，我国城镇化率由

40%提升到了60%。由于城市特殊的发展阶段，我国高铁站点地区的开发建设有自身的特色，也面临

独特的问题。

1.1 高铁站点远离城市中心

我国新建高铁站点普遍存在远离城市中心的现象。以发展最为成熟的京沪高铁为例，全线共设

置24个站，与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达到了9.6km，其中距离城市中心最远的宿州东站达到了

24.5km。与我国高铁建设的背景类似，20世纪70年代，日本建设新干线的时期也是处于快速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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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过程中。日本新干线上约35%高铁站点选址存在远离中心城区的现象，但是日本高铁站点选址与

城市中心的平均距离相比我国较小，如新横滨高铁站距离城市中心约7km，新大阪高铁站距离城市

中心约6km。
我国新建高铁站点与城市中心分离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一是铁路部门对于提升高铁运行效率和降

低建设成本的考虑。高速铁路由于设计速度快，转弯半径大，对线路线型要求较高。引入城市建成区的

高铁线路受限于线型条件，一般需降速至200km/h以下，严重影响高铁时效性。此外，高铁建设基本

由铁路总公司主导，受限于城市中心地价较高，为减少拆迁成本，铁路部门选择牺牲城市居民的高铁出

行接驳时间，将线路和站点引入城市边缘地带。二是地方政府自身拓展城市空间，发展新城的诉求。在

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部分城市存在老城中心发展受限、亟需拓展新的城市发展空间的需求。地方政府

普遍把高铁站当成刺激城市经济增长，提升郊区土地价值，带动新城发展的催化剂。考虑到铁路部门和

地方政府的共同诉求，出现大批远离城市中心的高铁站点也不足为奇。

1.2 高铁新城定位高、 规模大

随着产业结构转型，信息密集型产业成为主流。作为信息承载载体的人，在空间上的高效移动更加

重要，对应的交通方式是航空和高铁[20]。高铁站点成为汇集汇聚人流、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

的重要节点，也成为发展商业、商贸、商务、娱乐、医疗、教育等现代服务业的首选之地，往往能迅速

成为区域交通、产业、商业中心。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城市发展空间和提升土地价值，一般将高铁新城的

定位较高，最常见的定位是 “城市副中心”。但是由于城市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高铁新城对人流和产业

的吸引力差异巨大。大城市对于资源要素有强大的聚集能力，容易在高铁站点周边聚集人气，逐渐形成

新的城市中心。普通地级市、县级市的高铁站点通常仅能实现到交通枢纽的功能，甚至主要起到往外

输送人口和资源要素的作用，注定难以带动城市发展。因此，对于中小城市而言，高铁新城的定位

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思考。此外，高铁新城的规模也不尽合理。有些中小城市的高铁新城规模动辄占

地数十平方公里，例如滕州是一个县级市，城镇常住人口约100万，建成区面积46km2，但是滕州

东站高铁新城规划面积达到40km2，定位为高端商务和研发新高地。这种高铁新城规模与城市人口、
城市建设面积完全不匹配的做法，往往会造成开发动力不足、开发进度缓慢的局面，甚至沦为 “荒
城”、“鬼城”。

1.3 高铁新城功能类似且单一

在实践中，众多中小城市为了分享高铁建设带来的红利，纷纷大刀阔斧开展高铁新城规划建设。由

于对于高铁新城缺乏足够的认识，功能定位往往较少考虑与城市特色和产业基础结合，造成 “千城一

面”的局面，诸如城市门户、商务区等字眼频繁出现在高铁新城定位中。大部分中小城市高铁新城的业

态都以商务、办公、休闲、居住等高附加值功能为主。由于商务、办公、休闲等功能需要足够的内生发

展动力和外部资源要素支撑，比较适用于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中小城市如果盲目效仿大城市高铁站点

的做法，往往会面临难以消化大体量商务办公用地，难以留住导入人口，易沦为 “鬼城”等风险。受土

地财政驱动，高铁新城的业态往往也比较单一，以住宅、商业、办公为主。其中，中小城市的高铁新城

普遍存在以居住用地为主的特征，如岳阳东站周边已开发用地中92%为居住用地，廊坊站已开发用地

中82%为居住用地。与欧洲、日本等成功的高铁新城开发以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优先的模式不同，只注

重短期利益的新城开发注定会困难重重。

2 高铁站点辐射空间层次性分析

高铁站区的影响范围和空间结构的研究普遍认为其影响范围有显著的空间层次性特征。Schutz，
Pol等人结合高铁站地区开发经验提出 “三个发展区”的结构模型[21-22]。由于高铁的辐射能力的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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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圈层的功能有显著的差异。根据步行可达范围划定圈层半径，核心圈层以步行10分钟作为圈层半

径，一般为500～800m范围，是商务活动、建筑密度最高的地区，其功能以餐饮、宾馆、商务办公、
信息业、旅游业为主；第二圈层以步行15分钟作为圈层半径，一般为800～1500m范围，主要为商务、
办公、信息业、居住、工业及配套功能；第三圈层是外围影响与带动地区，与高铁的运营没有直接的关

系，以城市功能为主。

图1 高铁车站辐射影响范围的空间层次示意

高铁带来的时空距离改变给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红利，但是，高铁站点周边地区发展除受到高

速效应的影响外，也与城市规模、人口、经济水平、站点区位和站点客流量等要素息息相关。根据研

究，50万～100万人口的中等规模测算高铁站点的影响范围与城市发展水平因素 （人口、人均GDP、
城镇化率）、车站自身因素 （客流量、集聚度、停靠列车数）、车站可达性 （与中心区的空间、时间距

离）高度相关[23]。
国内高铁新城建设实践显示，大城市高铁站的辐射影响范围通常较大。以京沪高铁沿线站点为

例，大城市如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站点增长幅度最大的圈层达到8km；而一般的城市的增长幅

度最大的圈层范围均较小，如廊坊、徐州、沧州等城市站点在4km圈层增长最大，济南、枣庄、镇

江等城市站点在2km圈层增长最大。从高铁站区核心区的建设来看，由于功能定位、规模不合理等

通病，一些中小城市的高铁新城建设成效并不理想。2018年，国家发改委发布 《关于推进高铁站周

边区域合理开发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 “中小城市不宜过高预估高铁带动作用，避免照搬照抄

大城市开发经验，硬造特色、盲目造城”[24]。因此中小城市的高铁站点辐射范围需要结合城市和站点

现实基础合理确定。
本节以宁波市奉化火车站为例，说明中小城市应结合多种因素合理确定高铁站点核心区规模。城市

发展水平因素方面，奉化区规划人口约80万人，奉化经济发展实力与人口集聚能力在宁波市域中处于

后发位置，2018年度四项主要经济指标 （GDP总量、GDP增速、人均GDP、人均居民收入），在宁波

各县市区排名靠后。车站自身因素方面，奉化火车站远期年旅客发送量约为572万人次/年，日均客流

人次仅为约1.6万人次，属于中小型站点。车站可达性方面，奉化火车站距宁波中心区20km，距奉化

主城区6km，属于城市边缘站。根据奉化城市和高铁站点的这些特点，建议站区核心圈层规模取核心

圈层半径的低值，控制在站点周边500m范围，面积约0.8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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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奉化火车站在宁波市和奉化区的区位

图3 宁波各区县市GDP及增速

图4 宁波各区县市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

3 中小城市高铁站点开发模式选择分析

3.1 高铁站点开发模式概述

高铁站点开发可分为 “高铁+高端现代服务”驱动、“高铁+大型公共设施”驱动、“高铁+产业生

产”驱动三种模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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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铁+高端现代服务”驱动模式。此类模式适合于大城市中心区的高铁站点。由于大城市交

通枢纽汇聚了大量内外交通转化客流，有条件实现交通功能与城市功能的多元共生。大城市拥有较强内

生发展动力，利于高铁充分发挥改变时空距离的优势，围绕大城市形成 “半日、一日商务交流圈”，为

大城市集聚了周边地区的商务、旅游客流，在高铁站点影响范围内形成城市的商务、办公、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同时由于高铁枢纽引入的商务、旅游客流对服务和环境品质的要求较高，倒逼枢纽地区布局优

质的商业、休闲、居住、文化设施，形成交通枢纽和城市空间的良性循环。典型的案例站点如上海虹

桥、郑州东、南京南站等。
（2）“高铁+大型公共设施”驱动模式。此类模式适合于城市边缘区的高铁站点。城市边缘的开发

往往承接城市主城区人口和产业溢出，但是在公共设施配套方面相对滞后。高铁站点开发的同时，通过

政府投资建设大型公共服务设施，有效缓解郊区公共设施配套不足的问题，带动站区的商务商业开发，
促进城市边缘空间向城市功能中心转变，甚至形成城市副中心。典型的案例站点如济南西、沧州西、枣

庄、岳阳东站等。
（3）“高铁+产业生产”驱动模式。由于我国产业园区有布局在城市郊区和外围的特征，不少城市

将高铁站点的开发与产业园区开发相结合，实现二者的协同发展。例如京沪、京广高铁沿线共计14个

高铁站与城郊产业园区结合布局。这种模式主要针对城市外围高铁站以交通单一功能为主的特点，通过

加强与城市各功能中心的交通联系，获得集聚大量区域客流的契机。通过培育和引进带动力强的战略性

产业，形成本地产业优势。同时逐步完善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形成产城融合发展空间。使高铁站点地

区从 “中转站”变为 “目的地/节点”，扭转边缘化格局。

3.2 “高铁+产业生产” 模式适应性分析

从实际的建设效果看，金融、商务、办公等高端服务业对 “门槛人口”的要求较高，中小城市规划

的高铁商务区发展都比较缓慢，为数不少的高铁站甚至没有任何开发建设。而与外围产业园区协同发展

的中小城市的高铁站点地区开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例如宿州东站距离城市中心达到24.5km，且站点

选址与原城市发展方向背离，曾经因为车站区位饱受诟病。但由于该站依托宿马产业园区的产业支撑，
车站地区的开发状况优于很多城市边缘站点。

图5 宿州东站高铁站区发展现状与规划对比

结合奉化火车站的案例进一步分析。奉化火车站地区位于城市边缘，可依托的城市资源条件一般。
但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建议采用 “高铁+产业园区”协同开发模式，通过产业园区的发展带动高铁站地

区的繁荣。
（1）新建产业园区的基础和诉求。
奉化近年的发展情况，工业园区建设品质不高、政策不够优厚等原因造成对外部企业吸引力不足，

又由于当地企业以民营企业居多，成长相对较慢，导致奉化的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城市发展缺乏实体经

济作为根基。优化城市产业空间供给已经成为十分现实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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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义甬舟开放大通道和甬台温沿海走廊两大开放通道的建设正在进行，作为地处两大通道交汇

处的节点城市，奉化的产业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火车站地区已有一定产业基础，现状产业类型与城市

产业发展的总体导向较为一致，且地区空间资源还未大规模开发，有条件回应城市产业发展的诉求，建

设新的城市产业增长极。

图6 奉化火车站地区现状产业构成

（2）高铁站点的设置为高铁站地区的产业园区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首先，高铁站良好的交通可达性有利于企业的对外商务合作，从而影响居民和企业的选址行为，对

城市居民、工商企业、办公机构等产生强大集聚力；且高铁站本身塑造了一个现代化、高品质的门户形

象，对于那些知识密集型、非常依赖面对面接触的业务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第二，人流、货流、信息流

的快速流动与汇集将促进站点附近第三产业的集聚与增长，为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生产服

务环境；第三，高速铁路物流的优质服务能够为市场提供高效物流供给，促进高速铁路物流与快递、制

造、商贸与金融等产业融合，提升产业园区的市场竞争力。

3.3 产业发展方向分析

3.3.1 遵循高铁站点地区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高铁是以客流运营为核心的区域性大运量快速交通设施，因此，相对于对第二产业贡献最大的高速

公路而言，高铁对第三产业的贡献更大。高铁站点对第二产业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其促进第二产业从

传统产业向尖端产业升级上。此外，高铁具有高效、可靠、环保等突出技术优势，可以有效适应高附加

值、高时效性的货运需求，有助于构建发达的物流体系与完善的服务网络。

3.3.2 体现城市功能特色，力求与沿线城市错位发展

由于高铁沿线设站城市不止一个，如果每个城市都发展类似的产业，必然导致同质化竞争严重，不

利于城市总体的健康发展。每个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且具有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等，从而形

成了不同的人文环境。因此，站点地区的产业选择要充分考虑铁路沿线站点城市的产业发展。既要能够

发挥自身的相对优势，在高铁站点周边地区形成以基础产业为依托又独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又要充分利

用高铁的贯穿，实现与其他城市的产业分工与协作。以台湾高铁沿线站点产业发展为例，高铁沿线各站

点依托各自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差异化定位各自功能发展方向，避免与其他沿线城市形成直接竞争，
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桃园站、新竹站、台中站、嘉义站、台南站分别定为多功能运输中心、传播通讯

高科技商务园区、综合性运转咨询中心、养生旅游产业中心、台南科技门户。

3.3.3 与本地的发展基础与发展条件相契合，并与城市的其他地区整合互补发展

站点地区开发与城市空间发展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发展较为成功的城市高铁站点均十分注重站

点地区的功能业态与城市经济发展的方向保持一致。高铁站点地区产业的发展也必须根植于自身的发展

基础，与城市经济发展方向相一致。此外，大规模的站点地区开发必然对城市的其他地区产生影响，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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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台湾高铁沿线城市功能定位

合互补的发展策略一方面既能避免无序竞争，同时也能与其他地区共同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力。因此，
站点地区的开发也要强调与老城中心的整合。

3.3.4 案例分析

结合奉化火车站的功能定位和现实基础分析。从区域层面而言，奉化位于义甬舟大通道和甬台温产

业带交汇处，地理位置优越。由于奉化传统制造业较为薄弱，应该考虑借助义甬舟大通道的后发优势，
发展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而非传统制造业，并实现与周边传统产业强市错位发展。从城市层面而言，宁

波传统智能制造产业位于城市北翼，且高铁站点地区空间容量有限，在承接传统产业方面不占优势。从

奉化本身而言，一方面奉化旅游业资源丰富，旅游经济发展显著，另一方面上位规划明确了火车站地区

发展高科技产业为主导方向。从高铁层面而言，一方面要发挥城市旅游业优势，另一方面要紧抓铁路通

道打通的契机，依托义甬舟大通道带动高铁站点地区制造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基于以上分析，奉化

火车站应优先发展以精品酒店、商业餐饮、百货零售等为主的旅游服务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材料

为主要导向，升级发展新兴制造业；大力发展研发、商务、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适度控制发展房地

产业。

4 结语

总体而言，我国高铁建设历史只有短短十几年，与建设城市需要的漫长时间相比，高铁带动新城开

发建设还是处于起步阶段。近年来，高铁新城话题热度也逐渐降低，这时候的高铁新城建设也往往进入

务实阶段。特别是在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面对空间资源底线管控和紧约束的要求，应结合城市现实基

础合理审视高铁与城市的关系。本文总结了近年来高铁新城开发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针对中小型城

市高铁站点地区开发的话题，结合规划实践，总结高铁站点辐射范围、开发模式选择、产业方向选择等

方面的思路和方法，以期引发对中小城市高铁站点地区规划的关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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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网络分析的铁路枢纽客流预测模型构建

闫蔚东 何小洲 刘 鹏 刘超平

【摘要】 在新时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高速铁路、城际铁路交织成网，铁路枢纽多点布局，传统的铁路枢纽

客流预测方法难以适应新格局下铁路枢纽的发展要求，本次研究以城市群尺度下的铁路枢纽为对象，探索铁路枢纽客流

预测新方法。在传统客流预测模型的基础上，以综合交通网络为介质，借助GIS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铁路交通枢纽客

流预测模型。基于综合交通网络对铁路枢纽进行服务区分析，同时考虑了铁路枢纽所承担的到发客流、换乘客流和诱增

客流，为全面预测铁路枢纽客流量提供了模型参考。
【关键词】 城市群；铁路枢纽；网络分析；客流量

0 引言

目前正值我国铁路发展的黄金时期，铁路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全国高铁网正在由 “四纵四

横”向 “八纵八横”跨步迈进[1]，城际铁路的建设同时全面拉开，以高铁为骨干，城际铁路、区域快轨

为支撑，市效铁路、城市轨道为基础的综合轨道交通运输体系，在拉动城市群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随着后城镇化时代的到来，区域发展战略由都市圈上升至城市群，铁路交通扮演着城市群内大运量

快捷交通运输的主体作用。《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提出以轨道交通为骨

干构建一体化设施网络，基本建成 “轨道上的长三角”，铁路密度达到507公里/万平方公里[2]。《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构筑大湾区快速交通网络，完善大湾区铁路骨干网络，加快城际铁路建

设。铁路是未来长期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铁路枢纽是铁路网的锚固点，承担着客流的集散与转

换，是城市对外交通的窗口，新时代铁路交通枢纽已成为带动城市发展的新引擎，为拉近区域之间的距

离打开了 “穿越之门”。

1 研究意义

在城市群范围内必然存在多个功能层次不同，等级定位各异的铁路枢纽，在铁路交通的节点体系中

承担着集散客流，锚固网络的作用。当高铁、城际铁路在城市群尺度内布局相对集中，铁路成网；高铁

枢纽站每35～100km设站，城际枢纽每10～30km设站[3]，铁路枢纽相对密集，如图1所示。传统的

大运量铁路交通客流预测往往是以一条铁路为研究对象，且受铁路规划建设时序的影响，难以综合考虑

铁路网络的整体效应，容易造成客流预测与实际发展存在偏差，不能对铁路枢纽的规模以及后续的站场

设计提供数据支撑，导致现实铁路枢纽存在客源不足或者超负荷运转的问题。本次研究在网络分析的基

础上从铁路枢纽的服务范围出发，自下而上地预测铁路枢纽所承担的客流需求，与传统方法相比更具直

观性和现实性。
铁路交通枢纽经历了4个时代，从传统的铁路客运站发展至综合交通体，进一步升级至城市综合

体，到新一代的4.0版本———枢纽场所，铁路枢纽站所承担的功能集交通、换乘、服务、体验于一体，
铁路枢纽的复合功能已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具备空间体验与智慧共享的特征，成为新的客流集中区，客

源呈现多元化、集中化、常态化。对4.0版本铁路枢纽客流需求的预测与传统铁路枢纽客流预测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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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广佛区域铁路线网及铁路枢纽规划布局图

存在差异，需要体现新时期铁路枢纽客流的多样性。

图2 传统铁路站北京站 图3 交通综合体北京南站

图4 城市综合体京都站 图5 交通枢纽场所高雄站

2 铁路枢纽客流预测方法

铁路枢纽客流预测最常用的方法是以 “四阶段模型”为基础[4]，全面分析城市群社会经济发展状

况、土地开发利用情况，对现有的综合交通设施进行评价；开展大范围的调查，获取人口、岗位的分布

情况，了解居民出行特征；对规划年的数据资料进行整理解析，构建大范围的交通预测模型，根据特定

铁路及地区的特点对相关条件和参数进行修正。该方法具有成熟的模型体系，过程严谨，但在铁路所覆

盖的大尺度范围内收集完整详细的基础资料，并开展交通调查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较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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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俊、顾保南构建了大城市客运铁路枢纽客流分配模型[5]，在已知城市各分区的铁路OD客流、铁

路发车班次和铁路枢纽布局的条件下，构建枢纽接驳综合交通网络，利用多项Logit模型和MSA算法，
求解不同时段到不同分区铁路枢纽的客流量。该模型体现了大城市内多个铁路枢纽的客流分配差异性，
但研究范围局限在城市尺度，没有考虑跨行政区域、城市群尺度的铁路枢纽客流分配问题。

周雪梅、张道智等人开展了基于路网容量约束的火车站客流规模确定方法研究[6]，通过确保对铁路

枢纽周边道路网的有效利用，基于路网容量的约束，预测铁路枢纽的到发客流、换乘客流以及诱增客

流。该方法给出了铁路枢纽理想的客流规模，但缺乏对实际客流需求的检验，除了道路交通，城市轨道

交通更具有铁路枢纽的客流集散作用。

3 铁路枢纽客流预测与城市交通需求预测的关系

3.1 铁路客流生成总量

铁路枢纽主要承担了三类客流：对外到发客流、换乘客流 （铁路与铁路之间的换乘）和枢纽环境塑

造所产生的诱增客流。其中到发客流和诱增客流均由城市生成交通量产生，换乘客流由大范围内城市节

点之间的客流交换而产生，到发客流和换乘客流是区域铁路客流分布的局布表现。到发客流为整个城

市通过铁路枢纽转换的对外客流；诱增客流为因铁路枢纽及周边地块的开发，形成了新的城市客流

吸引源，相对于城市其他片区而产生的客流需求。因此交通小区的划分应当将铁路枢纽及周边的核

心商业办公地块单独作为一个交通小区，即枢纽小区，枢纽小区的客流吸发量即为诱增客流量。铁

路枢纽客流预测包括两方面：城市生成交通量预测和区域客流分布预测，枢纽的三类客流之间的关

系如图6所示：

图6 枢纽客流预测流程图

城市生成交通量采用原单位法：T=∑Tk，Tk=∑laklNl，其中akl 为交通小区l内出行目的为k
的平均出行次数，Nl 为交通小区l内的人口数，l为交通小区，k为出行目的，其中Tk 为出行目的为

k的生成交通量，T为总的生成交通量。

区域客流分布预测采用修正的重力模型：Tij=K·
（Pi·Pj）t· （Ei·Ej）u

exp（V·Rij）
，其中Tij 为i，j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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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间的客流量，Pi，Pj 为两地的人口数量，Ei·Ej 为两地的人均国民收入，Rij 为两地之间的输运阻

力，K，t，u，V为模型参数[7]。
如图5所示，步骤一、二、三已有成熟的研究方法可寻，本次研究不再赘述，方式划分的过程省

略，本文所提客流均为铁路出行客流量。诱增客流已经具体至某一个铁路枢纽；到发客流和换乘客流是

将目标城市作为节点预测的结果，是城市范围内多个铁路枢纽的客流总和，针对某一个铁路枢纽的客流

预测还需要进一步细分。

3.2 各枢纽客流承担量

假设某城市群范围内有五个紧密相关联的城市，分别是A、B、C、D、E，目标城市为C城市，五

个城市的位置关系如图7所示，城市间的客流分布如表1所示。

图7 城市群内五个城市位置关系示意图

表1 城际客流分布表

城际客流 A B C D E

A - TAB TAC TAD TAE

B TBA - TBC TBD TBE

C TCA TCB - TCD TCE

D TDA TDB TDC - TDE

E TEA TEB TEC TED -

到发客流由TAC、TBC、…、TCD、TCE （表1中深蓝区域）确定，假设城市C内有4个铁路枢纽，
分别用C1、C2、C3、C4表示，到发C城市的客流将被分配到4个铁路枢纽，分配客流的多少由枢纽

所承担的功能以及在城市综合交通网络中的位置决定。各铁路枢纽到发客流OD量如表2所示。

表2 到发客流OD表

到发客流 A B
C

C1 C2 C3 C4
D E

A - - TAC1 TAC2 TAC3 TAC4 - -

B - - TBC1 TBC2 TBC3 TBC4 - -

2241



续表

到发客流 A B
C

C1 C2 C3 C4
D E

C

C1 TCA1 TCB1 - - - - TCD1 TCE1

C2 TCA2 TCB2 - - - - TCD2 TCE2

C3 TCA3 TCB3 - - - - TCD3 TCE3

C4 TCA4 TCB4 - - - - TCD4 TCE4

D - - TDC1 TDC2 TDC3 TDC4 - -

E - - TEC1 TEC2 TEC3 TEC4 - -

换乘客流由TAB、TDA、…、TED、TBE （表1中浅蓝区域）确定，其他城市间的客流分布量分为

三种情况：一、客流由目标城市以外的铁路线承担，与目标城市之间不存在换乘关系；二、客流由经过

目标城市的铁路线承担，但该铁路线是直达线，与目标城市间不存在换乘关系，属于通过性客流；三、
客流由经过目标城市的铁路线承担，且不是直达线路，与目标城市存在换乘关系，属于换乘客流。目标

城市内铁路枢纽的换乘客流量由第三种客流决定，假设A、B城市之间必须经过C城市换乘，那么换乘

客流由TAB、TBA 确定，被重新定义为TACB、TBCA。因为城市C内有4个铁路枢纽，因此换乘客流将

一步细分为TAC1B、…、TAC4B、TBC1A、…、TBC4A，具体数值由4个铁路枢纽在城市群铁路网络中的位

置、铁路换乘关系确定。

4 基于网络分析的多枢纽客流预测模型构建

到发客流的分配由枢纽所承担的功能以及在城市综合交通网络中的位置决定，换乘客流由枢纽在城

市群铁路网络中的位置、铁路换乘关系确定。因此铁路枢纽的客流与它所承担的客流方向和它在城市的

位置两个因素确定。这两个因素由铁路网络和城市综合交通网络决定，因此需要构建两个层次的交通网

络，分别是城市群铁路网和城市群地面综合交通网，两个网络由铁路枢纽点衔接，两个网络的运行机制

存在较大的差异。

4.1 网络构建

铁路网络的构建需要严格依据铁路网络的规划、开行列车的停靠点、铁路之间的换乘关系构建，因

为铁路网络不像道路网络在节点处可以随意转弯通行，到各个方向的通达性是由开行列车的起终点决定

的。部分节点因为转弯半径不够，或者客流支撑不足，导致开行列车不能直达，必须通过换乘来实现铁

路的通达。假设某城市群A、B、C、D、E五个城市的位置及铁路网络布局如图8所示，开行列车方案

为A↔C↔E、B↔C↔D、B↔E↔D。相对于目标城市C，城际之间客流分类如表3所示。

表3 相对于目标城市C城际客流分类表

城际客流类型 A B C D E

A - 换乘客流 到发客流 换乘客流 通过客流

B 换乘客流 - 到发客流 通过客流 -

C 到发客流 到发客流 - 到发客流 到发客流

D 换乘客流 通过客流 到发客流 - -

E 通过客流 - 到发客流 - -

地面综合交通网络的构建需要将城市内的各类交通，包括道路、公交、城市轨道纳入进来，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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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城市群铁路网络布局图

的交通网络单独建立，后续通过公交站点、轨道站点与道路网络进行衔接，形成综合交通网络。其中需

要重点关注不同层级道路之间转换的连通性和阻抗，道路网络以通行时间作为阻抗，公交和城市轨道网

络以时间和票价作为综合阻抗。最终地面综合交通网络与铁路网络通过铁路枢纽进行衔接，形成整个城

市的综合交通网，如图9所示。

图9 城市地面综合交通网络图

4.2 枢纽服务区分析

对于到发客流，具体分配至哪个铁路枢纽，由各铁路枢纽的服务范围确定。以目标城市C为例，
见表2，东西向客流可以通过C2和C3到发，不能通过C1和C4到发，则C1和C4不参与东西向客流

的分担，则TCB1、TBC1、TCB4、TBC4、TCD1、TDC1、TCD4、TDC4均为0；东西向客流最终会选择C2还

是C3，如何分配TCB、TBC、TCD、TDC 取决于哪个枢纽更方便。通过对参与东西向客流分配的铁路枢

纽 （参与枢纽）进行服务区分析，即在相同出行时间的条件下，利用地面综合交通网络参与枢纽所能覆

盖的城市范围，确定参与枢纽的服务区，如图10所示，服务区所覆盖的东西向铁路出行量即为该枢纽

参与客流 （东西向客流）的到发客流量。将铁路枢纽服务区与交通小区进行叠加分析，定义C2、C3各

自的服务区所覆盖的东西向铁路出行量分别为E2、E3，服务区范围内对应的交通小区东西向铁路出行

量之和即为该枢纽的参与客流到发客流量，E1=∑t
1O+∑

t
1D ，其中t为交通小区编号，∑t

1O表示

服务区E1覆盖的各交通小区东西向铁路出发量之和，∑t
1D表示服务区E1覆盖的各交通小区东西向铁

路到达量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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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向客流由C1，C3和C4承担，C2不参与南北向客流的分配，同上对C1，C3、C4进行服务

区分析，如图11所示，服务区所覆盖的交通小区内南北向铁路出行量之和即为对应的铁路枢纽南北向

铁路客流到发量，分别定义为S1，S3和S4。至此4个铁路枢纽的到发客流量计算结束，定义到发客

流量分别为D1，D2，D3，D4，其中D1=S1，D2=E2，D3=E3+S3，D4=S4。本次研究假设的

城市模型只有4个铁路枢纽，2个铁路分布方向，对于有更多铁路枢纽和更复杂的分布方向的情况，以

客运分布方向为基准，筛选每个分布方向客流的参与枢纽，分别进行服务区分析，最终将各方向的到发

客流量进行汇总得到各枢纽的到发客流量。

图10 东西向参与枢纽服务区示意图

图11 南北向参与枢纽服务区示意图

对于换乘客流，在获得城际客流换乘关系表的前提下，见表3，进一步确定城市内各铁路枢纽的换

乘功能，C1、C2、C4均不具备换乘功能，因此不承担换乘客流，换乘客流均由C3承担。即C1、C2、
C4的换乘客流为0，C3的换乘客流为TAB、TBA、TAD、TDA 之和，定义各枢纽的换乘客流分别为

H1、H2、H3、H4，其中H1=H2=H4=0，H3=TAB+TBA+TAD+TDA。对于假设之外的情况，
根据具体的铁路网络及列车换乘关系，确定各铁路枢纽的换乘能力，获得客流分类表，如表3所示。对

于具有多个换乘枢纽的情况，根据换乘枢纽的规模、等级、功能、换乘效率，以及接入铁路线的功能、

客流强度等因素，构建多元logit模型，Pc=
e
a0+a1x

1
c+a2x

2
c+…+akx

k
c

1+e
a0+a1x

1
c+a2x

2
c+…+akx

k
c
，其中Pc 表示换乘客流选择枢纽C

的概率，x1c、…、xkc 表示枢纽C的规模、等级、功能、换乘效率、接入线路数、线路客流量等因素，
a0、…、ak 表示参数。在明确各分布方向的换乘客流量的前提下，理清换乘关系，确定参与换乘客流

的换乘枢纽，计算各枢纽的换乘概率，即可得到相应的换乘客流量。以换乘分布方向为基准，分别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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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枢纽的换乘客流，最终得到各枢纽的总换乘客流量。
至此各铁路枢纽的到发客流、换乘客流和诱增客流均已得到，三类客流的合计即为各铁路枢纽的总

客流量。

5 案例分析

佛山地处粤港湾大湾区核心圈层，位于粤桂黔高铁经济带的前沿地带，定位为大湾区西部枢纽城

市，未来随着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佛山范围内规划形成5高铁5城际的铁路网布局，如图12所示，
包括24个铁路枢纽 （其中5个位于广州境内，临近佛山）。实现了佛山由大湾区西向枢纽向西部枢纽的

转变，实现全方向铁路通达。

图12 佛山铁路规划布局图

本次研究利用基于网络分析的铁路交通枢纽客流预测模型预测佛山区域各铁路枢纽的客流量。佛山

未来日铁路出行量约为19.9万人次，铁路客流分布分为4个方向，各方向的铁路出行参与枢纽见表4，
铁路出行量见图13。

图13 佛山未来铁路出行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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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佛山未来铁路出行分布及参与枢纽一览表

出行方向
参与铁路及枢纽

高铁 城际 普铁

广州东莞

深圳及以东

铁路线
贵广铁路、南广铁路、
广深港专线

广佛肇城际、佛莞城际、肇顺南城际 广茂铁路、广九铁路

参与

枢纽
三水南站、佛山西站

三水北站、狮山站、佛山西站、佛山站、
三眼桥站、张槎站、佛山新城站、陈村

站、广州南站、新机场站、高明北站、
高明站、九江站、龙江站、德胜站、顺

德学院站

佛山站、三水站

江门中山

珠海及以南

铁路线 广珠澳铁路 广佛江珠城际、广珠城际 广珠铁路

参与

枢纽

佛山站、丹灶站、高

明北站

三眼桥站、佛山新城站、龙江站、顺德

站、顺德学院站
丹灶站

肇庆云浮

及以西

铁路线
广湛高铁、贵广铁路、
南广铁路

广佛肇城际、肇顺南城际 广茂铁路、柳广铁路

参与

枢纽

佛山站、佛山西站、
三水南站、新机场站

三水北站、狮山站、佛山西站、三眼桥

站、张槎站、佛山新城站、陈村站、广

州南站、佛山站、新机场站、高明北站、
高明站、九江站、龙江站、德胜站、顺

德学院站

佛山站、三水站

清远韶关

及以北

铁路线 武广高铁、广清铁路 广佛肇城际、广清城际 京广铁路

参与

枢纽

广州南站、佛山站、
广州站、广州北站

佛山站、广州站、广州北站 广州站

以分布方向为基准，将参与枢纽纳入网络分析，分析各参与枢纽的服务区，计算各枢纽所承担的铁

路出行量。本次研究利用地理信息平台Arcgis构建广佛区域的综合交通网络，如图14所示。

图14 佛山区域综合交通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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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分布方向的网络分析结果如图15-18所示，分别表示与分布方向对应的铁路枢纽及其铁路客运服

务区范围，将其与佛山交通小区进行叠加分析，进而得到各枢纽的客流量。

图15 东向承担枢纽服务区 图16 西向承担枢纽服务区

图17 南向承担枢纽服务区 图18 北向承担枢纽服务区

各铁路枢纽的客流量预测见表5、表6，分别表示各分布方向各类铁路线所承担的客流量比例，以

及佛山区域重要铁路枢纽的客流预测量。

表5 佛山区域铁路客流分布表

出行方向

出行分担量 （%）

铁路类型

高铁 城际 普铁

广州东莞深圳及以东 25.5% 34.0% 1.2%

江门中山珠海及以南 15.9% 6.8% 0.7%

肇庆云浮及以西 4.8% 5.5% 0.5%

清远韶关及以北 3.2% 1.6% 0.3%

表6 佛山区域重要铁路枢纽客流量

枢纽站名称 客流量比例 铁路客流量 （万人/日）

佛山火车站 20%～25% 4～5

佛山西站 18%～22% 3.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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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枢纽站名称 客流量比例 铁路客流量 （万人/日）

广州站 2%～3% 0.4～0.6

广州南站 5%～8% 1～1.6

新机场站 5%～7% 1～1.4

其他站 27%～43% 5.4～9.2

6 小结

本次研究在现代区域城市群一体化的背景下，以区域铁路网和综合交通网为基础，探索在高速铁

路、城际铁路成网，铁路枢纽多点布局的格局下，新时期各铁路枢纽的铁路客流量预测方法。将枢纽客

流量划分为到发客流、换乘客流和诱增客流，在传统铁路枢纽客流量预测方法的基础上，结合GIS铁

路枢纽服务区分析，构建了基于网络分析的铁路交通枢纽客流预测模型，预测铁路枢纽承担的客流量。
在交通强国新时代，铁路发展必当先行，铁路枢纽客流预测对枢纽建设规模，交通衔接配套，枢纽

地区TOD开发具有指导意义[8]，对拉动城市发展乃至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次研究为铁路枢纽客流

量预测提供了新思路，同时还存在几点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多点布局的铁路枢纽缩短了城际间的时间

距离，城市群范围内通勤圈进一步扩大，城际间的交通分布量将会产生重大变化，交通出行方式也相应

发生转变。因此铁路成网，铁路枢纽密集布局的条件下，交通预测模型的各阶段都将受到铁路交通的反

馈影响，必须全方位做出修正才能得到科学的预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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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站交通接驳体系优化研究

郭可佳

【摘要】 北京西站作为综合交通枢纽在北京城市交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城市交通的不断发展，轨道

交通成为枢纽路侧交通集疏运的主要方式、网约车等新服务方式兴起，铁路客流的接驳分担比例不断变化，既有的交通

接驳设施和服务呈现出许多不足。首先研究各类接驳系统服务现状，论述北京西站交通接驳的特征并剖析问题症结。然

后对未来丰台站开通后北京西站的客流变化情况和交通接驳发展趋势进行阐述。最后，针对轨道交通运能不足、公交设

施规模冗余、网约车缺乏服务场地和夜间接驳交通能力不足等主要问题提出了改善建议。试图为北京西站不断演化为高

水平对外交通枢纽，实现交通接驳服务与铁路乘客出行需求相协调，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关键词】 北京西站；交通枢纽；交通接驳；分担率；优化措施

0 引言

城市铁路枢纽地区既是城市的主要对外交通门户，也是城市形象的重要载体，更是城市管理优化的

重点区域。不断增强北京西站的服务保障能力，完善各类配套设施，提升交通接驳服务水平，构建智慧

交通体系，建设安全、高效、以人为本的城市对外综合交通枢纽，是丰台区分区规划中明确提出的发展

目标之一，对于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为首都对外交通联系提供坚实保障有重要意义。
本文针对北京西站现状交通接驳条件和问题症结进行研究，兼顾考虑西站枢纽未来的发展趋势，重

点针对轨道交通、公交系统和网约车等接驳方式提出优化措施，以期为未来北京西站提升改造、优化服

务提供参考和借鉴。

1 北京西站概况

北京西站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海淀区和西城区交界处，占地51万m2，总建筑面积约70万m2。共

设置站台18个 （其中1-11站台为普速站台，12-18站台为高铁站台），站台长度约550m，候车室13个

（其中7个普速候车室，6个高铁候车室）。
2018年北京西站图定列车已达181对 （普速旅客列车83对，高铁旅客列车97对），高峰期超过

210对，是全国铁路客车开行密度最大的车站之一，约占北京市铁路车站运力的40%，远超原设计客运

能力。根据2018年实际统计，北京西站铁路客流日均28.4万人，其中日均上车14.8万人，日均下车

13.6万人。

2 北京西站交通接驳服务现状

北京西站作为综合交通枢纽汇集多种交通方式，为铁路旅客提供集散服务同时也为城市交通服务，
在北京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纷繁庞杂的铁路客流，各交通方式在实际运营中

也存在许多不足，市民对于西站区域的城市交通服务尚有诸多不满。

2.1 各交通方式客流量

2018年北京西站区域的总体客流为日均63.2万人：其中铁路客流日均28.4万人、地铁客流日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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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万人、出租车客流日均2.6万人、机场巴士客流日均0.13万人、停车场客流日均3.4万人、公交

车客流日均9.8万人。分析来看，除服务铁路客流外，西站地区的城市交通系统每天还服务了6万余人

次城市居民出行。

2.2 铁路客流交通接驳方式分担率

2018年数据显示，铁路旅客抵离西站以轨道交通出行为主，分担率达50%～55%；其次为常规公

交，分担率20%～25%；出租车10%～15%，小汽车 （含网约车）15%左右。从历史情况看，轨道交

通尚未建成时，西站主要接驳方式为常规公交。2008年公交分担率曾高达77%。随着7、9号线开通，
轨道交通逐步成为西站交通接驳的主力。但不论公交为主还是轨道为主，西站历年公共交通出行占比均

在70%左右，小汽车、出租车和慢行交通等合计占比30%左右。

图1 北京西站不同年度交通接驳分担率对比

2.3 现状接驳系统运行情况和典型问题

轨道交通方面，乘客进站排队时间过长一直是西站的突出问题。安检机是地铁设施通行能力瓶颈

点，高峰时间大量乘客排队等候安检往往长达半小时。而排队人数较少时，导行护栏未及时调整，增加

乘客走行距离。自2020年1月10日起，北京西站已经实现了铁路、地铁安检互认，换乘旅客只需一次

安检，排队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目前轨道交通系统存在问题主要是7、9号线客流量不均衡的问题。目

前有近80%的乘客均乘坐9号线，而仅有20%的乘客乘坐7号线。而9号线早高峰在六里桥东至北京

西站这一区间的满载率已经达到107%，车厢内过于拥挤、有乘客滞留站台的风险。
常规公交方面，目前线路数量过多、走向重复，运能方面有一定浪费。北京西站当前共有53条公

交线路，其中北广场始发线路17条、途径线路16条；南广场始发线路18条、途径线路2条。53条线

路中有夜班线路8条，分别去往大兴、丰台、海淀、石景山等区域。利用手机信令数据绘制北京西站乘

客去向和来源热力图并与西站公交线网图进行叠加，可以清楚发现公交线路实际走向与旅客集散目的地

并未很好吻合，部分线路过长，有必要对线路走向进行优化。根据2019年7月中旬开展的公交专题调

查，发现西站始发线路中每车上车人数少于10人的占73.5%，途经线路中每车上车人数少于10人的

线路占84.6%。线路条数过多，与乘客需求规模不匹配，有必要对线路数量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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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京西站轨道客流线路间分布示意图 图3 9号线客流断面示意图

图4 北京西站公交线路分布图

图5 早高峰旅客去向与公交走向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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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早高峰旅客来向与公交走向分布图

图7 公交上车人数示意图

在出租车和社会车服务设施方面，北京西站均设有专用的调度场站和停车场，场站数量和规模较为

充足。站内共有4个出租车调度站，总计最多可同时储备出租车410辆，日均服务出租车1万余辆。但

目前各出租车调度站利用率不均衡。西站地区共有十余个社会停车场可供使用，车位近3000个，日均

服务小汽车3.2万辆。在所有停车场中，距离出站口较近P1～P3的停车场平均周转率较高，京都信苑

饭店、P15、P5和强胜停车场等较远的停车场周转率较低。
其他方面，北京西站地区的首都机场巴士2013年10月进驻，设南北站点共2个，日均运送旅客

1000人。各类共享单车日均投放300辆，服务旅客1600人。各公司网约车对西站的服务量近年来持续

攀升，但未有明确的统计数据，其中首汽约车公司日均运送旅客200人。目前西站还未规划专门的网约

车停车场。而北京西站站区环境较为复杂，外地乘客难以成功寻车。同时，大多数网约车司机与乘客都

将上车地点选择在P3停车场，私家车倾向于选择P3停车场，旁边还设有出租车调度站，由此造成P3
停车场极易拥堵。以上种种不便，都导致网约车司机对于前往北京西站进行接客的意愿较低，影响乘客

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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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北京西站场站分布图

2.4 夜间接驳情况

北京西站地区地铁7号线运营时间为5：10-23：15，9号线为5：20-23：19，无法满足西站23：00
后至第二天凌晨5：00前到达旅客的接驳需求，实际这一时间段内有11列列车抵达西站，高峰日到达

旅客约为5000人次。在春运、暑运期间还将增开临客，到达旅客约1.4万人。在没有地铁服务的情况

下，夜间旅客离站主要依靠道路交通系统的接驳服务，运力方面存在缺口、服务水平仍有待提升。夜间

公交线路较少、难以满足乘客点对点的交通出行需求，乘客大多选择乘出租车、网约车离开北京西站。
但目前出租车和网约车服务不够稳定，时而出现车辆缺口，造成夜间西站有大量黑车出没、带来治安和

社会秩序方面的诸多问题。
目前北京西站为鼓励网约车前往北京西站接客，在晚间23：00到次日2：00为正规网约车提供免

费停车服务，进一步加强运力保障。但目前只限于 “首汽约车”和 “北汽曹操出行”两家企业的网约车

停车免费，而北京市已获得网约车经营许可的企业有11家，免费服务尚不能覆盖大部分网约车平台。

3 北京西站交通接驳未来发展趋势

根据国家公布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和北京铁路局的客运安排，未来随丰台站建成，北京西站所有普

速旅客列车都将移至丰台站开行，北京西站在2030年后将专司开行高铁列车，客运压力将明显缓解。
预计到2025年，北京西站年旅客发送量将重新回落到2009年水平，2035年旅客发送量则相当于2014
年的水平。

未来北京西站铁路旅客的交通接驳出行特征也将改变。现状北京南站以高铁客流为主，对比南站接

驳特征，预计未来北京西站交通接驳方面将有以下变化：1）夜间基本无高铁列车，夜间出发和到达的

旅客数量将明显下降；2）高铁旅客出行时间更为集中、在站候车时间将进一步缩短；3）高铁旅客对速

度、准时性的要求更为敏感，预计地面公交接驳分担率还将进一步下降；4）由于高铁旅客行李更为轻

量化，轨道交通接驳分担率还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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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北京西站铁路客运枢纽历年及规划年旅客发送量变化示意图

4 交通接驳系统优化措施建议
 

4.1 轨道交通线路优化
 

轨道交通的优化重点在于提升轨道系统服务能力，解决9号线北京西站车站前后区间线路满载高、
运能不足的问题，可以从优化既有轨道线路功能和新增轨道线路两个方面改善优化。

首先，优化既有轨道线路功能，具体为两项优化措施：1）7号线向北延伸。线路由北京西站向北

沿羊坊店路、西三环路延伸至在建16号线的万寿寺站，全长约5.7km，设站4座。可提高北京西站枢

纽集散可达性、分担9号线北京西站以北的客流压力，同时加强中关村科学城地区与北京西站的交通联

系。2）9号线与昌平线贯通。可形成贯穿中心城西部的南北向轨道交通骨干线，直接连通北京西站和

清河站两大铁路交通枢纽，快速集散枢纽客流。
其后，新增轨道交通线路，加快推进规划轨道交通11号线的工程实施。11号线是北京中心城南部

东西方向线路，西起石景山模式口地区，东至朝阳区垡头地区，直接串联北京西站、丽泽商务区城市航

站楼、北京南站三大交通枢纽，可有效提升北京西站、北京南站等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客流集散能力。

图10 北京西站轨道交通优化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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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交系统优化

与轨道交通不同，公交系统目前运力冗余过多。建议从优化公交线路数量和优化场站功能两个方面

开展改善。
可以根据3方面原则出发，优化公交线路数量：1）客流优先原则。对西站始发线路中乘车人数较

多的线路予以保留，而乘车人数过少的线路则进行调整；2）线路走向合理原则。对线路走向合理、客

流断面较高的线路予以保留，而与其他线路重复较长、达到40%以上的，则建议进行调整；3）精准服

务原则。对于主要用于服务西站集疏运的线路予以保留，对于主要运输服务目的地不是西站的线路进行

调整。研究建议可撤销6条始发公交线路，其中3条位于北广场公交场站，3条位于南广场公交场站，
详见下表1。建议西站增设连接六里桥公交枢纽的摆渡车、定制公交，把乘客集中送至六里桥枢纽。

表1 公交线路调整方案汇总

线路

名称
线路类型 所属位置

建议更换线

路始发站至

撤销理由

上车客

流较低

与其他线

路重复

西站不是该线路

重点服务区域

616高峰 始发
南广场

东南侧
六里桥北里 √ √

21路 始发
北广场

公交站场
木樨地西 √ √

50路 始发
北广场

公交站场
广安门内 √ √

394路 始发
北广场

公交站场
公主坟南 √ √

941路 始发
南广场

西南侧
六里桥西 √ √ √

968路 始发
南广场

西南侧
六里桥东 √ √

北广场公交场站共设5个站台、每站台容纳6辆单节车或4辆铰接车发车，历史高峰时期曾经供

15条始发线路使用，目前日间仅设置11条始发线路，场站面积有所富余。在公交线路数量调整后，公

交场站规模则更显过大，建议进行小规模改造。可保留北侧4个站台，而将南部第5个站台改为定制公

交专用站台，方便乘客乘坐定制公交。

4.3 网约车接驳优化

建议规划增设网约车专用停车场，提高网约车服务效率。目前P1停车场有242个停车位，且车位

利用率相对较低。可在P1停车场划定100个网约车专用停车位，并延长网约车辆免费时间，由目前北

京全市统一执行的15分钟内免费调整延长至20分钟内免费停车。通过开展网约车企业和司机的专项调

查发现，这一措施可以有效激励网约车司机前往北京西站接客，有利于北京西站到站旅客的快速疏散。

4.4 夜间接驳优化

西站夜间的交通接驳需求，难以通过地铁延时措施来进行改善。以往在春运客流高峰期和暑运列车

晚点等情况时，也曾临时启动地铁延时措施。但地铁延时的运营成本过高，属于极为特殊情况下采用的

疏解方案，不能作为常态化的优化方案。而夜班公交也不能较好的满足乘客需要，最为有效的办法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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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北广场公交场站改造示意图

图12 P1地下停车场建议调整增设网约车专用停车位

保证出租车和网约车的充足供给。
夜间乘客对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需求比较大、乘客更多集中于北广场。建议通过手机微信服务号、出

租公司等渠道加强对出租车的服务调度，引导出租车来北广场出租车调度站接客。对于网约车，可将

P1停车场全部划定为网约车夜间停车场和上落客区，并进一步延长免费时间，23：00到3：00四个小

时内全部免费停放。这一措施能够有效鼓励网约车司机来西站候客、休息，改善夜间网约车在西站区域

不愿接单问题。

5 结论与建议

依据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年）》，首都核心功能是政治、文化、国际交往、科技创新。
北京将围绕2个国际航空枢纽、10个全国客运枢纽、若干个区域客运枢纽，构建 “2+10+X”的客运枢

纽格局。北京西站作为全国客运枢纽，是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打造轨道上的京津冀的重要服务保障设

施，应当持续优化西站的交通接驳设施和交通组织方案，有效发挥其对国际交往和全国交流的支撑作用。
本文对北京西站的交通接驳服务现状、问题症结进行研究，根据未来发展趋势提出优化方案建议，为北京

西站交通接驳优化提供基础数据和解决思路。未来应持续跟踪，根据北京西站各种交通接驳方式的实际运

行情况和最新动态，特别是丰台站建成后北京西站的客流变化情况，提出可实施的交通接驳改善策略，持

续提升乘客换乘的便捷性，安全性和舒适性，为提升北京西站的服务保障能力进行有益的探索。

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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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共性问题剖析与基本治理思路

林 旭 白同舟 刘雪杰 李 先

【摘要】 在我国高速铁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高铁的出行需求愈加旺盛，铁路客运枢纽作为承接高速铁路进入

城市的重要节点，其重要性也与日俱增。高铁客流增加对在客运枢纽的软、硬件提出了更高要求的同时，也使得铁路客

运枢纽的问题逐渐暴露。本文主要针对北京既有铁路客运枢纽进行研究分析，以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三个火车

站为典型代表，通过实地调研、部门座谈与数据分析，研究探讨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存在的共性问题及症结，初步将共

性问题总结为旅客进出站与换乘流线组织待优化，城市夜间接驳交通保障能力待加强，枢纽地区运营管理水平待提升三

类。本文结合各站区实际情况提出基本治理思路，为北京铁路客运枢纽的规划、治理工作提供依据与参考。
【关键词】 客运枢纽；高速铁路；客流组织；交通接驳；执法管理

0 引言

近年来，中国高速铁路建设进程快速推进，铁路客运枢纽已成为城市内外交通联络与衔接的重要节

点。铁路客运枢纽的建设对区域交通协同发展起到强大的支撑作用，且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高铁出行需

求，综合性铁路客运交通枢纽的规模也将日益增加，其建设也将越发受到重视。
2016年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中国铁路总公司印发了 《中长期铁路网规

划》（以下简称 《规划》），《规划》对于2016～2025年中国高速铁路网、普速铁路网与城市综合交通枢

纽作了详细的规划与要求，《规划》定义枢纽是铁路网的重要节点，要求进一步优化铁路客、货运枢纽

布局，形成系统配套、一体便捷、站城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实现客运换乘 “零距离”、物流衔

接 “无缝化”、运输服务 “一体化”[1]。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现代化、系统化的城市高速铁路综合交

通枢纽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
铁路客运枢纽在满足人们对外交通出行需求的同时，也同样服务于城市内部交通，这对铁路枢纽的

规划选址、建设品质与运营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市作为全国最大的铁路客运枢纽城市之一，
承担京广、京九、京沪、京哈、京广高铁、京沪高铁、京沈高铁等普速高铁线路，年客运量位居全国前

三[2]。在这样的客流压力下，北京铁路客运枢纽暴露出夜间到达旅客滞留车站、站区内外部秩序混乱、
换乘环境不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从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三个典型火车站存在的问题入手，
与火车站管委会、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交通委等多家委办局进行沟通协商，收集资

料，梳理高铁枢纽存在的共性问题、分析症结，并提出基本治理思路。

1 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基本情况

1.1 既有客运枢纽情况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的铁路客运枢纽主要有5座，分别为北京站、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北京北站与

清河火车站。北京站建成于1903年，旧称 “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共8台16线，主要承担东北、
华东方向铁路运输任务，并有开往朝鲜、蒙古、俄罗斯的国际旅客列车，是首都重要的迎宾窗口；北京

西站于1996年1月21日正式投入运营，共10台20线，主要开行京，是北京乃至全国重要铁路交通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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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北京南站于2008年8月1日由原永定门站改造完成重新启用，共13台24线，是北京的第二大火

车站，也是北京面积最大、接发车次最多的火车站，主要承担京津城际和京沪高铁；北京北站于2019
年12月30日随着京张高铁的开通整修完毕投入使用，是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二等站，
共6台11线，是京包铁路、北京市郊铁路S2线的始发、终到站，同时是京张高速铁路始发、终到站；
清河火车站于2019年12月30日随京张高铁的开通改建完成投入运营，共4台8线，承担京张高铁部

分始发终到及中途停靠作业、京通普速始发终到作业。

表1 北京市已建成铁路客运枢纽基本情况

枢纽名称 站台情况 承接线路 高峰日客运量

北京站 8台16线 东北、华东方向铁路，部分国际列车 约27万人次

北京西站 10台20线 京广、京九、京包、陇海等方向列车 约30万人次

北京南站 13台24线 京津城际和京沪高铁 约34万人次

北京北站 6台11线 京张高速 约10万人次

清河火车站 4台8线 京张高铁 约15万人次

1.2 新建客运枢纽情况

截至2020年7月，北京市规划新建铁路客运枢纽主要有丰台火车站、北京朝阳站、城市副中心站。
丰台火车站位于北京市西南三环与西南四环之间，是我国首座采用双层立体车场的大型客站，也将是亚

洲最大的火车站。普速车场规模为11台20线，城际客运车场规模为6台12线，地面为普速车场，顶

部为高速车场。未来将承担从西站疏解出来的普速列车、京广高铁以及京港 （台）高铁，预计2021年

底丰台站将开通运营普速列车服务。北京朝阳站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四五环之间，该站是京包铁路、东北

环线的一站，是前往环铁必经车站，共7台15线，未来主要承担京哈客专始发终到作业和京张城际转

京哈高铁、京张城际转京哈高铁至京广高铁的通过作业，预计2020年底建成使用；北京城市副中心站

地处北京城市副中心腹地，北运河与运潮减河之间，为8台16线地下车站，未来是京唐城际铁路和京

滨城际铁路 （京唐共线段）的设计起点以及建成初期的运营始发、终到站，同时也是城际铁路联络线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重要枢纽站。

图1 北京铁路客运枢纽布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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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北京铁路客运枢纽共性问题剖析

2.1 旅客进出站与换乘流线组织待优化

北京铁路客运枢纽作为北京市重要的对外交通门户，进出站效率以及换乘的便捷性会直接影响乘客

的出行体验。现阶段，北京铁路客运枢纽共同显现出旅客进出站效率低以及换乘流线不顺畅的问题。
其中北京西站在进站效率方面的问题更为显著，北京西站的售票厅与验票进站口分开设置，且进站

口附近未设置自助取票售票机，因此从西站南北广场进站旅客必须先抵达售票厅取票后再绕行验票进

站，乘坐地铁抵达西站的乘客需要先通过扶梯和楼梯抵达南北广场后再验票进站，折返绕行现象严重，
进站效率低下。

北京南站与北京站的问题更多体现在换乘流线不顺畅，北京南站地下一层换乘大厅曾经商业设施过

多，广告布置密集，矛盾信息百出，直接影响了旅客换乘体验，换乘地铁的重复安检也导致人流排队，
降低了换乘的便捷性与舒适度。北京站周边公交站点与北京站进出站口距离过长，且路北侧公交站需跨

越天桥方能抵达；出租车上下客区、地铁站口与进站口之间的旅客流线易被广场排队人流堵塞，导致流

线组织不畅，秩序混乱，换乘效率低。

图2 北京站公交站点布局示意图

2.2 城市夜间接驳交通保障能力待加强

铁路客运枢纽的重要作用之一是解决城市对外交通与城市内部交通的衔接转换问题，目前北京铁路

客运枢纽在日间城市接驳交通保障能力较强，基本可以满足到发旅客的出行需求，夜间则存在较为严重

的交通供需矛盾，具体体现在夜间城市接驳交通承接客流的能力不能满足抵达客流的交通需求。
北京站作为1903年建成的老站，其配套交通接驳设施条件相对较差，公交站可达性较差，出租车

调度站面积狭小，因此在地铁2号线夜间停运后，公交夜班线与夜间运营的出租车难以满足到达旅客的

疏散需求，旅客滞留现象严重，还间接加剧了 “黑车”揽客现象的出现。
北京西站，目前作为普速与高铁混合的大规模火车站，旅客到达高峰时段与城市早高峰通勤时段重

叠，地铁7号线、9号线早高峰时段满载率高，富裕运力有限，导致早高峰期间地铁7、9号线难以承

接西站到达旅客的交通疏散需求，到达乘客不得不在地铁换乘大厅 “大排长龙”，等候进站[3]。
北京南站，作为典型高铁车站，具有朝发夕至的旅客到发特征，高峰日平均有9000名旅客于夜间

23：00地铁停运后抵达北京南站，公交夜班线覆盖范围与发车频次难以满足多样化的旅客出行需求，
等候出租车的旅客平均排队时间可达40分钟至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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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早高峰时段西站到达旅客排队进地铁 （左图）南站夜间旅客排队等候出租车 （右图）

2.3 枢纽地区运营管理水平待提升

铁路客运枢纽作为城市的重要客流集散区域，人员种类复杂，客流量大，这对枢纽地区的管理运营

水平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北京三个火车站共同存在着管理运营水平较低的问题。
管理水平方面，三站的执法力量不足，效率较低。症结主要在于火车站地区没有专门的执法力量，

存在着公安、交通执法总队以及城管 （火车站地区管委会）三家执法机构，分管不同的违法行为，却没

有有效的衔接配合机制，致使执法效率低下。以呲活揽客为例，交通执法部分无法进行有效执法，只能

进行劝离缺无权处罚，大大减小了对于违法行为的震慑力。
运营方面，铁路、乘客、城市交通三方信息缺乏沟通共享机制，信息互联不畅，视频设备分属不同

部门管理，未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火车站地区相关执法单位

（以南站为例）

公安

丰台公安

分局

丰台交通

支队

右安门

派出所

洋桥

派出所

负责南站北广
场和右安门街
道地区，共

3.96km2，每日

3人南站巡控

负责南站南广
场和洋桥街道
地区，共

6.6km2，每日3
人南站巡控

方庄大队

负责南站和管内
其他地区（北至
南二环、南至南
顶路、西至玉泉

营、东至分钟寺

铁路公安

南站

派出所

负责站区治安秩
序整治、管内沿

线治安秩序整治

公交保卫

总队

公益西桥

派出所

负责站区治安秩
序整治、管内沿

线治安秩序整治

交通执法

总队

第三执法

大队

负责南站和永定
门长途汽车站以
及宋家庄交通枢

纽，人员27名，
负责南站约10名

交通执法

火车站

管委会

火车站地区

城管执法队

负责南站地区环
境秩序的点位布
控、日常执法巡

查等工作

城管

图4 火车站执法体制机制示意图

3 北京铁路客运枢纽基本治理思路

3.1 优化枢纽设施布局与旅客组织流线

结合到发旅客的交通需求，对铁路客运枢纽的功能布局进行梳理分析，以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

色优先为原则，结合区域现状与措施任务的可行性，调整优化既有的配套设施布局，进而优化旅客流线

组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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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2018年、2019年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和北京站的整治工作为例，三大火车站均重点优化了设施

布局与旅客流线，北京西站在地铁换乘大厅与重要人流节点增设自助取票机，通过设置安检闸机打造

“干净区”实现大铁地铁安检互认，打造智慧化人性化引导标识，营造了便捷舒适的旅客步行环境；北

京南站对二层机动车落客区进行了设施布局优化，将原有的分隔车道人行护栏拆除改为低矮阻车桩，变

相增大了机动车的落客区面积，显著提升了二层落客区的落客效率；对地下换乘大厅商业设施布局进行

优化，关停部分商业，剩余商业设施仅保留必要的商业宣传信息与标牌，大幅度提高了换乘大厅的通透

性与引导标识的连贯性[5]；北京站针对东侧天桥上下不便的问题增设了扶梯，并在广场设置引导标识与

引导护栏，使旅客的流线组织更加顺畅。

3.2 加大城市端接驳交通运力供给

实地调研，掌握夜间旅客的出行状况，结合运营数据得到夜间到达旅客的交通出行结构，分别统计

测算出不同接驳交通方式需要承担的夜间客流量，对比现状各交通方式的实际交通供给能力明确供给缺

口，有针对性地进行运力供给优化。
北京铁路客运枢纽，普遍存在的共性运力缺口体现在夜间地铁停运后的出租车、网约车运力不足，

夜间公交吸引力低这两方面。由于全市夜班出租车司机总体数量较少且前往中心城区内部火车站排队接

客意愿不强，建议采取行政手段调集巡游车来保障运营，并面向网约车施划出专门的停车区，为旅客的

个性化出行提供便利条件。对于夜间公交吸引力较低的问题，一方面要结合客流需求于旅客起讫点分布

优化夜间公交线路并加强信息组织引导，另一方面要推出定制公交等个性化的出行服务以满足不同类型

旅客的交通需求[6]。三大火车站实施上述举措后，三大火车站夜间旅客滞留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性缓解，
旅客平均疏散时间缩短了近60%。

3.3 整合管理执法力量，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理清站区不同区域执法管理权责，确定相关执法、运营部门，整合一支队伍，进行统一归口管理、
相互授权综合执法，实现一人执多法，提升执法效率，增大管理力度。积极利用人脸识别、大数据等信

息技术助力综合执法，提升非现场处罚比例，将各部门的执法管理视频接入统一平台，建立机制，实现

监测信息共享。
为解决北京市三大火车站管理运营水平较低的问题，2019年底北京市成立市重点站区管委会，

统一负责组织协调本市重点站区的管理服务工作，持续开展严格执法，将黑车、呲活揽客等违法行

为纳入打黑除恶行动中保持高压态势，针对出租运营车辆开展行业信用管理，同时整合火车站地区

视频等信息系统进行统一管理，搭建信息共享平台，实现铁路、城市交通保障、乘客三方信息汇总

和共享。

图5 信息共享平台涵盖信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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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加强铁路客运枢纽规划、 建设与管理的三方沟通对接

目前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在规划、建设、管理方面归三方部门统筹与管理，枢纽规划选址由市规划

自然资源委统筹，枢纽站房内部建设与管理归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推进，枢纽站房外区域管理则市站区

管委会负责，三方职责独立，未设置沟通对接机制，协商沟通对接成本较高。
为保障铁路客运枢纽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加的出行需求和品质追求，对于未来规划建设，最终需要

投入运营的客运枢纽，应当做到规划主体、建设主体与管理主体三方在枢纽建成前，建设中，建成后的

高质量沟通对接，确保铁路客运枢纽高水平建设，避免出现共性问题[3]。
规划选址阶段，规划部门应当充分考虑区位特征与周边用地属性，并结合区域现有的交通配套设施

与枢纽建设规模对未来交通接驳情况进行研判，还应当与建设方、管理方实时沟通，充分征求两方意

见，确保规划选址具备科学性与前瞻性。枢纽建设阶段，建设主体应当与规划部门深入对接，确保枢纽

主体按照规划稳步建设，确保规划落地，并且与站区管委会保持沟通，明确彼此需求，保证枢纽主体按

计划建成。运营管理阶段，站区管委会要与铁路方捋顺沟通协调机制，明确站房红线内外事宜责任

分工。

4 总结

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存在的问题可以划分成三类，一是旅客进出站与换乘流线组织待优化，二是城

市夜间接驳交通保障能力待加强，三是枢纽地区运营管理水平待提升。针对上述问题，城市管理者应当

从流线组织优化、供需矛盾缓解、管理水平提升三条基本治理思路出发提出解决对策。
随着我国高速铁路的迅猛发展，北京市铁路客运枢纽承接的高铁线路越来越多，负担的客流压力也

逐年递增，因此高铁枢纽的运营管理将面临更大的挑战。结合本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高铁线路的增加

对城市交通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需要更科学更先进的枢纽运营管理水平来与之匹配[7]。
本文借助实地调研、定量分析等方法，客观还原了当前北京铁路客运枢纽面临的客流压力与实际问

题，揭示了我国现阶段铁路枢纽运营管理的一些规律性特征与问题，以期对我国今后铁路枢纽的建设运

营管理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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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升级改造研究—以广州东站为例

苏业辉 余 梁 谢志明

【摘要】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建设年代久远，见证了城市的崛起和变迁，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普遍存在铁路枢纽

能力不足、设备陈旧、品质较差等状况，枢纽周边地区易出现交通拥堵、往往缺乏新的发展活力。本文总结城市中心区

铁路枢纽基本特征、存在问题和优化提升策略，结合广州东站发展机遇，从铁路枢纽能力、旅客流线组织、衔接设施布

局、站城一体发展等方面提出优化提升的设想，以期为广州东站改造工程和其他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改造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广州东站；升级改造

0 前言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铁路枢纽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铁路作为城市重要的对外交通方

式，铁路客站承担着城市门户功能，早期的火车站基本都选址建设在城市中心区，是一座城市的标志，
见证了城市的发展变迁[1]。中心区火车站在投入运营几十年后，往往会出现车站能力不足、站房设施老

化、车站环境脏乱、流线组织混乱、周边交通拥堵等问题，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全国铁路网络不断完

善，铁路枢纽客流发送规模高速增长，旅客对换乘效率和出行品质要求不断提高，中心区铁路枢纽的服

务供给与旅客出行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但火车站周边地区得益于交通条件便利，城市开发建设基

本成熟，车站扩建条件困难，因此，中心区火车站升级改造成为了解决中心区铁路枢纽供需矛盾的主要

手段。

1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基本特征分析

1.1 侧式站房为主， 衔接设施布局平面化

城市中心区铁路客站建设时期较早，基本是线侧式站房模式，通过站房衔接铁路站台和城市广场，
如京广铁路沿线的北京站、长沙站、广州站等建国后首批火车站[2]。公交、小汽车、出租车等交通衔接

设施均以平面布置在站前广场。

1.2 旅客特征与流线组织

铁路在提速以前，铁路旅客主要以务工、学生、探亲人员为主，出行频率较低，因此，车站旅客发

送规模不高，只在特殊节假期间集聚。站房内旅客流线组织以下进下出为主，以地道下穿铁路站场，然

后通过楼扶梯连接站台。

1.3 站城关系分割明显

一方面，受铁路站房形式限制，铁路车站和城市之间的在界限非常清晰，在两者之间还以站前广场

衔接过渡，然后在站前广场邻近区域才是依托铁路交通便利发展起来的城市产业。另一方面，考虑工程

造价、防洪等因素，城市中心区火车基本为路基形式，在车站两端以涵洞形式或者借助地形高差来建设

城市道路衔接铁路两侧，铁路对城市分割影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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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市中心区铁路枢纽发展趋势与优化提升策略

2.1 发展趋势

2.1.1 客流规模增长迅猛、客流构成变化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铁路网络不断完善，铁路旅客发送规模持续稳定增长，2000～2015年期间，
全国铁路客流平均增速为6.4%，这期间广州铁路枢纽客流平均增速为10.3%。未来在国家经济整体向

好、城市和城市群之间交往更加密切的背景下，铁路旅客发送规模将继续稳步增长，2019年广州铁路

枢纽旅客发送规模约1.45亿人次，根据广州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预测到2035年将达到4亿人次，平

均增速为6.3%。
近年来，“高铁进中心”的理念逐步得到认可和实践，甚至一度提出过 “动内普外”的口号，可见

未来中心区铁路枢纽的旅客将由以务工、学生、探亲等长途客流为主转变为以商务、商贸、旅游等中短

途城际客流为主。

2.1.2 旅客换乘高效

中心区铁路枢纽客流转变为以中短途城际客流为主后，其出行将呈现 “短、频、快”的特征，即候

车时间短、出行频率高、换乘衔接快。缩短旅客换乘距离、提高旅客出行体验是所有铁路枢纽的设计目

标，尤其是中心区铁路枢纽将面对公交化运营的旅客出行要求，枢纽旅客进出站流线、交通换乘流线需

要做到简短、清晰。

2.1.3 站城一体发展

城市中心区往往会由于用地资源紧张、环境品质较差而导致发展活力不足，在以存量发民为主导的

城镇化发展阶段，中心区城市更新受到各大城市的青睐[3]。而中心区铁路车站因其能力不足、设施老

化、环境脏乱等问题，对于车站升级改造也存在着迫切需求，因此，推进站城同步更新、一体发展，为

枢纽和城市同时注入新的活力，将是未来中心区铁路枢纽发展的主流方向。

2.2 优化提升策略

2.2.1 提升枢纽服务能力和水平

当客流规模大幅提升对于枢纽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是非常严峻的考验，中心区铁路枢纽候车空间

面积普遍偏小，且受侧式站房形式的限制，进站效率不高，在应对日常的旅客到发已经略显吃紧，特殊

节假日期间更是严重不足，常常需要在站前广场搭建临时候车棚、辅以蛇形围栏来控制旅客进入站房候

车的节奏。因此，在枢纽升级改造中，应重点考虑整合既有站房设施，甚至新建高架候车室，以提升枢

纽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2.2.2 优化交通衔接设施布局

平面化的交通设施布局难以实现人车之间，以及各种车流之间的有效分离[4]，需要对既有交通衔接

设施布局进行优化，以铁路车站为核心，立体紧凑布局城市轨道、公交站场、长途客运、出租车场以及

小汽车停车场等，以相互之间旅客换乘量的大小来确定各要素间的相对位置，实现 “人车分离、车车分

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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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完善枢纽集疏运系统

地处城市中心区，枢纽周边地区交通复杂，枢纽集散交通、地区交通、过境交通相互混杂重叠，高

峰时段主要路段和节点易发生拥堵，而中心区枢纽周边地区路网基本建设完善，路网骨架趋于稳定，新

建道路通道困难。为解决此问题，可结合枢纽改造，通过新建专用匝道、打通关键路段、优化关键节点

等措施来完善枢纽集疏运系统以及地区路网，尽量实现站城交通分离、过境交通与地区交通分离。

2.2.4 促进站城融合发展

围绕铁路站房，构建枢纽与周边地区连续、舒适的立体步行系统[5]，弱化消除枢纽与城市的界限，
促进站城融合发展，并且通过立体步行系统连接铁路线两侧，起到缝合城市的功能。

3 广州东站改造实例研究

3.1 现状特征

3.1.1 站内空间品质较低

广州东站是广州中心区三大火车站之一，站房设计采用上进下出为主、下进下出为辅的旅客进出站

方式 （见图1），在首层布置少量候车空间供广深动车旅客使用，满足以长途普客为主、以广深动车旅

客为辅的流线组织需求。但广州东站自1996年投入运营至今已有20余年，其客流特征发生了巨大变

化，广深动车客流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约占东站总客流比例早已超过60% （见图2），且穗莞深城际和

广汕动车于2019年开通运营，动车和城际客流比例进一步上升，导致主要旅客集中在首层进出，而首

层候车面积仅占总候车面积的19%。另一方面，广州东站所有到达旅客均集中在一楼疏散离开，与进

站旅客流线冲突交织，导致旅客辨识性不强，空间品质有待提升。

图1 广州东站现状旅客组织流线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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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州东站近年客流构成变化

3.1.2 站外换乘流线混乱

广州东站交通衔接设施有公交总站、出租车上落客区、小汽车落客区、小汽车停车场等，基本以平

面形式集中布置在站房南侧，用车站无专用落客边，导致公交换乘客流需穿过出租车上落客区和小汽车

落客区，人车交织现象严重；出租车无蓄车区，利用站前通道完成上客和落客，到达和离开旅客混杂。
旅客在站外的衔接换乘流线混乱 （见图3）。

图3 广州东站交通设施平面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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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广州东站现状到达离开交通组织

3.1.3 枢纽集疏运系统存在瓶颈

东站周边地区道路网络基本已按规划建成，广园快速、天河北路、天寿路、广州大道路构成两横两

纵地区路网骨架，林和中路、站前路、林和西路、林和西横路及林乐路构建逆时针交通组织的 “微循

环”系统，基本满足了枢纽交通集散和城市交通运行的需求。但是所有交通均集中在南侧集散，导致部

分方向集散交通绕行较远，也增加了周边道路交通压力 （见图4）。

3.1.4 地形条件复杂，城市分隔严重

广州东站地区以铁路为界限，地形北高南低，南北相对高差约6～10m，地形条件比较复杂 （见图5）。
广深铁路为路基形式，呈东西走向，紧临铁路北侧为平行的广园快速路，整个广州东站地区被广深铁路

和广园快速分隔成南北两大区域。

3.2 发展机遇

广州东站一直以来都是香港与内地交往联系的重要门户枢纽，未来，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推进

和广州铁路枢纽能级提升，广州站至广州东站三线和四线、广州东站至新塘站五线和六线等线路的建

设，广州东站还将引入广汕客专、广深第二高铁、广中珠澳高铁、广湛高铁等线路，承担更多的高铁和

城际功能，可实现广州东站与南沙、白云机场30分钟内互达，与大湾区主要城市45分钟内互达，成为

粤港港大湾区重要门户枢纽。
而广州东站既有的旅客流线组织、候车空间环境、换乘效率与品质、集疏运系统等方面不能适应未

来发展要求，因此，引导枢纽服务高品质、高效率、枢纽与周边地区融合发展，全面升级改造广州东站

已是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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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广州东站地区地形条件示意 图6 改造流线组织示意

3.3 改造构思

3.3.1 建设高架候车室，恢复原设计的上进下出旅客组织模式

广州东站远期功能以动车和城际为主，客流规模将达到4417万人次/年，是现状客流的两倍，对于

枢纽运行效率和出行体验要求更高。建议结合铁路站场改造，新建北站房和高架候车室，利用高架候车

室连通南北站房，恢复广州东站原有设计的上进下出旅客组织模式，有效解决现状旅客进出站流线混

杂、站内候车空间小、品质差等问题 （见图6）。

3.3.2 构建双交通中心，便于各方向交通集散

构建南北双交通中心，拓展广州东站服务面，便捷服务于城市各个方向客流，实现枢纽交通南进南

出、北进北出，与地区路网更加契合。一方面，改造广州东站南侧既有交通空间，建设高架落客平台和

上下匝道，释放地面空间，作为旅客换乘集散空间，形成南侧交通中心。另一方面，新建北侧交通中

心，设置西落客平台、长途客运站、公交总站、出租车场等功能 （见图7）。
 

3.3.3 搭建铁路线上平台，缝合城市空间

利用铁路站场东西两端咽喉区上方空间建设铁路线上平台，并以铁路车站为核心，构建立体步行系

统。往北跨过广园快速延伸至燕岭公园，往南与东站既有站房、南广场及周边建筑衔接，利用连续、立

体的步行系统缝合城市空间，消除因铁路和广园快速造成的城市肌理断裂 （见图8）。

9441



图7 双交通中心交通布局示意

图8 枢纽与周边地区立体步行系统联系示意

4 结语

中心区铁路枢纽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后，由于客流规模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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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客流特征变化而呈现出候车面积不足、流线组织混乱、空间环境脏乱、站城分隔明显等问题，倒逼

火车站进行升级改造。本文围绕中心区铁路枢纽特征和存在问题，以广州东站为例，初探枢纽升级改造

的策略和要点，以期对未来相关工程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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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交通治理与管控



城市交通组织概念、方法及实践应用

毛志坚

【摘要】 交通组织是现代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交通先行与系统思维的科学理念，它

的任务是确保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本文梳理回顾了交通组织概念及发展历程，介绍了交通组织设计理念、方法与实

践应用案例，指出交通组织设计是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功能和体现交通管理目标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交通可持续发展

的灵魂、是基于交通科学规律来应对交通问题的方法和抓手，提出建立规范流程与形成长效机制，使其成为保障城市交

通功能与品质提升的技术支撑手段。
【关键词】 城市交通；交通组织；概念方法；实践应用；对策建议

0 引言

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方式的多样化、交通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化，交通组织工作显得越来越重

要。在当今复杂的城市交通系统中，没有组织的交通会造成供需比例的失调和交通秩序的混乱，交通的

无序还会引发交通系统运行中的安全和效率等方面的问题，从而影响城市交通功能的发挥与城市文明品

质的提升。由此可见，交通组织是现代社会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交通先行

与系统思维的科学理念，它的任务是确保交通有序、安全、畅通。它既要有前瞻性———落实到城市规

划、交通规划、交通设计环节，又要有连续性———贯穿到城市建设与管理环节，并应该适时在交通要素

与环境变化中不断优化调整。为此，探讨研究交通组织在应对城市交通问题的应用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本文将在梳理总结交通组织的概念方法、回顾分析交通组织在我国发展的历史沿革和存在问题的基

础上，结合具体实践应用案例对此作一些粗浅的分析探讨，以期抛砖引玉进一步推动深化国内城市交通

组织工作。

1 交通组织的基本概念

1.1 定义

交通组织是指为应对与解决交通问题所采取的各种软措施的总和。这里讲的软措施是指除了大规模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如新建、改扩建道路及交通枢纽）以外的各种措施。或者说，是指在交通基础

设施的主体结构状态 （含停车设施状态）不发生变化的情形下，为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保

障交通安全所采取的各种工程技术措施、数学方法、经济方法、交通政策和交通法规。这种解释是广义

的交通组织概念；狭义的交通组织主要是对现有城市道路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交通组织属社会管理学

组织的范畴，其发展应用水平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城市交通功能的发挥，成为制约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基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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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类

1.2.1 广义分类

广义的交通组织涵盖城市交通的方方面面，其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城市交通运行的秩序、安全与效

率，分类包括：①工程技术措施，如完整街道、道路改造、智能交通、MaaS平台等；②数学方法，如

车辆限购、车辆限行、错时上下班等；③经济方法，如停车收费、拥堵收费等；④交通政策，如TOD
模式、政府文件、分时段交通限制等；⑤交通法规，如城乡规划法及实施条例、道交法及实施条例、城

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计规范等。

1.2.2 狭义分类

狭义的交通组织主要涉及城市道路及停车场点，涵盖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公交优先、减少路侧

干扰、重点片区、停车场点、大型活动、施工作业、对外交通、区域管制等交通组织内容，其将直接影响

城市交通运行的秩序、安全与效率。按交通组织范围可分为宏观交通组织 （其主要是平衡城市交通系统的

供需关系）、中观交通组织 （其组织的对象是城市中的某块区域或重要通道）、微观交通组织 （包括交叉口

交通组织和路段交通组织）三类。应用场景包括：①区域交通组织；②交叉口交通组织；③路段交通组

织；④停车场交通组织；⑤公共交通交通组织；⑥占路施工作业交通组织；⑦大型活动交通组织。

1.3 发展现状

纵观我国城市的交通发展历程，城市交通组织先后经历了前期 （1949～1978年）、中期 （1979～
1999年）和后期 （2000～2019年）三个发展阶段，各阶段分别存在或混合存在自组织、合理组织及科

学组织等状态，其发展看似是一个自然进程，实则是交通文明进步的标志，与城市现代化水平相适应，
整体受交通工程学科建设应用水平所制约。

1.3.1 自组织

交通自组织又称原始组织。交通自组织实际上就是初级的交通组织形式，其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交

通组织状态。建国七十年前期 （1949～1978年），由于我国城市化和机动化进程缓慢 （见图1、图2），

图1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图 （1949-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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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的压力还不是很明显，交通是随着道路的建设延伸而吸引产生与消散，交通组织基本上是处在

自组织状态。

图2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变化图 （1949～1978年）

1.3.2 合理组织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美籍华人交通工程专家张秋先生回国讲学，推动了我国交通工程学科的兴起，
使得交通工程学科从道路工程学科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把人、车、路、环境及能源等与交通有关的诸方

面综合在道路交通这个统一体中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同时为交通合理组织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期间即

建国七十年中期 （1979～1999年），随着我国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的加快 （见图3、图4），城市交通的

压力逐渐显现，对交通组织的能力与水平提出了新要求。

图3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图 （1979～1999年）

1.3.3 科学组织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与机动化进程明显加快 （见图5、图6），交通拥堵、行路难、停

6541



图4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变化图 （1979～1999年）

车难等城市病不断加剧。为此，2000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公安部、建设部 《关于实施全国城市

道路交通管理 “畅通工程”的意见》，将交通组织纳入 “畅通工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考评推进；2010
年9月住建部行标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141-2010实施，推动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

价和交通组织工作；2017年2月 《城市道路交通组织管理实用手册》出版发行，具体指导交通组织实

践；2017年8月，公安部、中央文明办、住建部、交通运输部联合部署 《城市道路交通文明畅通提升行

动计划 （2017-2020）》，明确提出推进交通组织提升工程；2018年10月国家标准 《城市道路交通组织设

计规范》GB/T36670-2018发布，2019年5月正式实施，规范交通组织设计工作；2019年5月30日，公安

部交通管理局在成都召开全国城市道路交通组织优化工作现场会，部署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组织优化工作；
2019年7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印发 《关于加强城市道路交通组织的指导意见》，不断推动提高城市道路

交通组织精细化水平。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城市交通组织正在逐步迈入科学组织的新阶段。

图5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图 （2000～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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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变化图 （2000～2019年）

2 交通组织存在的问题

交通组织是一项贯穿城市规划设计及建设管理各个环节的基础性技术工作。目前，我国城市交通组

织一般是由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既有路网和道路的交通流量、流向以及道路的宽度进行的，当交通条件发

生明显变化时要求及时跟进进行交通组织优化调整，但在一些城市和道路规划设计阶段往往忽视了交通

组织的作用，很多建设项目和道路建成投入使用后发现并 “不好用”，主要表现为 “只设计了项目及道

路，而没有设计交通”。由于缺乏交通组织，而使得项目及道路建设与实际需求脱节，或者不匹配，应

对交通问题大多还处在被动状态。究其原因，可以从如下各个阶段中找到。
（1）规划设计阶段

事实上，城市交通问题的产生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多种影响因素日积月累的结果，这期间城市和道路

规划设计阶段的影响尤为重要，交通组织思想理念的缺失，会导致其前瞻性无从落到实处，实践中只能

是 “干完了再想，而不是想好了再干”，导致对交通的影响作用日益堆积迭加直至积重难返，最终形成

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交通拥堵、行路难、停车难等城市病。
（2）建设管理阶段

受前面环节交通组织缺失的影响，城市和道路建设管理阶段出现了以下问题：①城市及道路的交通

组织多是以机动车为主，忽略了公交车、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组织；②建设项目开口或道路开口位置

设置不合理，有的距离路口太近，驶入道路的机动车需要连续并线进入最内侧车道进行左转或掉头；③
公交站台位置设置不合理，有的公交站台设置在路口进口侧，且离路口偏近，公交车停站后需要并线进

入左转车道，严重影响正常行驶的机动车。
（3）日常运行阶段

城市交通系统运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目前我国城市交通普遍存在 “院前 （医院门口）堵、校

前 （学校门口）堵”的现象，其客观上反映了医院、学校及其周边道路在规划设计时没有充分考虑这种

需求动态变化的特点，同时日常应对管理还未能建立完善长效机制，其它交通堵点、乱点 （如商业中

心、行政中心、交通枢纽）也是此 “消”彼 “长”如出一辙，交通组织优化调整措施难于及时跟进实

施，只能是亡羊补牢、治标不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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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组织设计

显而易见，对城市交通系统而言，科学合理的交通组织是保障系统运行畅通、安全及高效的基础条

件，交通组织越科学交通运行则越安全、越顺畅、越高效，且占用的资源更少，以通常的道路交通组织

优化来看，是在有限的道路空间内，通过设计科学合理地分时、分路、分车种、分流向使用道路，使道

路交通始终处于有序、高效的运行状态。

3.1 基本原则

道路交通组织设计是交通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贯穿城市发展始终的技术性工作，它既是一

种思想理念，又是一种技术手段，同时还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系统性、连续性、理

论性、实践性。它的关键在于依托精准的交通需求分析，科学的组织交通，从而充分发挥路网功能，保

障交通运行的有序、安全及畅通。为此，交通组织设计必须遵循公平性、管控性、分离性、均衡性、连

续性的基本原则。

3.2 常用方法

交通组织设计是一项专业技术工作，尤其是对城市既有路网和道路施行交通组织 “微优化、微改

造”可起到立竿见影、事半功倍的成效，目前常用的方法有：增加进口车道、信号绿波协调控制、设置

左转待行区或直行待行区、借道左转、左转车道右置或中置、禁止左转、右转提前分流、单向交通、可

变车道、潮汐车道、合乘车道、公交专用车道、公交车与右转车共用车道、设置交通隔离设施、单位开

口右进右出、行人非机动车二次过街、片区微循环等。

4 交通组织设计案例

近些年，国内不少城市运用交通组织设计理念和方法积极应对城市交通面临的问题，并取得了明显

的成效。同时，有力的佐证了交通运行的有序、安全及高效是可以通过合理、巧妙的交通组织设计来实

现的。下面列举几个成功的交通组织实践应用案例。

4.1 借道左转交通组织

南昌市设置借道左转解决左转车道不足且左转流量大的案例。
（1）问题分析：赣江中大道世贸路口为丁字路口，其中南北方向为双向六车道，西方向为双向四车

道，南北向直行车流较大，晚高峰南向西左转流量较大，且只有一条左转车道无法满足通行需求，导致

拥堵。
（2）对策措施：①从路口分道实线端头位置开始，往后拆除15m中心护栏，作为机动车借道左转

的变道区；②借道左转实行信号灯控制，东西方向绿灯时，借道左转信号灯亮绿灯，引导机动车有序进

入可变车道等候左转；③由南向西左转绿灯亮时，可变车道内的机动车与左转车道内的机动车同时左

转；④由南向西左转信号灯还剩15秒绿灯时，借道左转信号灯转为红灯，禁止机动车驶入可变车道，
同时在左转信号灯绿灯时允许机动车掉头 （见图7）。

（3）实施效果：该路口晚高峰南向西左转通行能力明显提升，有效缓解了左转车辆排队压车较严重

的现象。

4.2 学校周边交通组织

宁波市德培小学规划设计建设学生地下接送系统解决 “校前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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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南昌市设置借道左转设计示意图

（1）问题分析：德培小学创建于1851年，地处宁波市鄞州区核心区域 （见图8），上下学时段家长

接送小孩比例高，学校门前道路接送学生车辆与通过性车辆交织严重，交通拥堵、停车难问题突出。

图8 德培小学区位图

（2）对策措施：针对存在的问题，学校利用改扩建的契机，科学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分析，超前规划

设计学校地下空间，建设 “人车分流、地下接送”系统 （图8），学生机动车接送上下学均从地下空间

进出学校，彻底解决了 “校前堵”顽症。①在上学期间，家长接送车辆统一由沧海路右转进入项目地

库，地库入口处设置道闸，采用牌照自动识别系统，车辆只需等待两三秒即可进入地下车库。进入地库

后，接送车辆在地下车库南侧下车区域即停即走，同时学校规定学生乘坐于车辆左侧，当车辆到达

下车区域后，有专职人员负责打开车门，将学生接送出来，学生沿地下通道步行至等待区，通过刷

卡进入教学楼。②放学期间，机动车接送的家长由沧海路的车库入口进入到地下车库，停放车辆后

步行至等候区等待。家长在等候区接到学生后，通过步行到达车辆停放位置，然后由地下车库出入

口驶离 （图10）。
（3）实施效果：该校建设学生地下接送系统实为 “一劳永逸”百年大计工程，彻底解决了 “校前

堵”交通顽症，社会效益显著，示范作用明显。

0641



图9 学生地下接送系统示意图

图10 学生地下接送系统家长休息区

4.3 医院周边交通组织

西安市儿童医院综合施策治理 “院前堵”案例。
（1）问题分析：西安市儿童医院地处西安市莲湖区，周边街巷及院内道路狭窄，原均为双向通行，

停车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就医车辆常在院门口排队，影响通过性交通正常通行。
（2）对策措施：①院外院内道路设置单行 （图11），其中北马道巷实行限时单行 （每天8：30～12：

30由南向北单向通行），同时利用院内单行道空间增加180个停车泊位；②制定 《西安市儿童医院职工

停车管理办法》，鼓励帮助医院职工在周边小区、商场租赁车位，腾挪出职工自用车位供就医车辆使用；
③通过大数据平台实时发布医院周边交通状况和停车泊位使用情况，群众通过互联网及微信可预约挂号

和预约车位 （图12）；④利用警示桩、隔离护栏等设施开辟专用就医车辆通道 （图13），减少就医车辆

与通过性车辆的相互干扰。
（3）实施效果：该院结合实际，综合施策、多措并举、多方协同治理 “院前堵”交通顽症，基本缓

解了 “院前堵”矛盾，成效显著。

4.4 环岛路口交通组织

上饶市广丰区月兔环岛路口增设信号控制改善路口通行秩序与提升通行效率案例。
（1）问题分析：月兔环岛位于广丰区中心城区，交通地位显著，原先路口无信号控制，机非混行，

加塞严重，通行秩序混乱，高峰期经常发生拥堵，是主要交通难点之一 （图14）。

1641



图11 院外院内单行措施

图12 预约挂号与预约车位

图13 设置专用就医车辆通道

图14 无信号控制时路口通行状况

（2）对策措施：①环岛路口增设信号灯，各进口道与环岛内均进行信号控制，并根据各方向流量不

断优化信号配时，减少冲突点，提高通行效率；②增设机非隔离护栏，环岛内设置非机动车二次过街，
减少电动车、摩托车进入环岛影响机动车通行，提高通行效率；③对各进口道进行渠化设计，完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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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标线等设施，改善路口通行环境 （图15）。

图15 路口交通组织设计方案示意图

（3）实施效果：该路口实施交通组织提升改造工程后，路口通行秩序、安全、效率均有显著改善，
为环岛路口交通 “提质增效”提供了成功案例 （图16）。

图16 改善后环岛通行状况

4.5 交叉口慢行交通交通组织

锦州市市府路-中央大街交叉口慢行交通交通组织案例。
（1）问题分析：①改造前交叉口内没有非机动车等候区，非机动车随意停车等候红灯，导致机动

车、相交方向行人过街通行不畅；②非机动车道宽度较窄 （仅5m宽，并排等待4辆非机动车），等候

区面积较小，绿灯时间内通行效率较低；③当左转非机动车较多时，由于左转非机动车辆的阻挡，直行

非机动车通行效率更低；④车道、左转待行区标线施划不合理，一条左转待行道浪费，左转与掉头车道

共用一条车道，掉头与左转车辆延误均较大，且左转车辆需要压实线才能进入待行区；⑤人行横道过

长，未设置中央等待区 （规范要求超过16m需要设置中央等待区），行人一次过街困难 （图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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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改造前路口的各种交通状况

（2）对策措施：①压缩进口车道宽度至3m，增加一条左转专用道；②实施左转非机动车二次过街

管理措施，设置非机动车停车等候区，明确非机动车、行人交叉口内路权，减少机非冲突，提高机动车

通行效率；③设置人行中央等待区，既保证行人安全又不影响机动车通行，同时提前设置掉头车道位

置，合理施划左转待行区，减少掉头车辆对延误的影响，提高左转车辆通行效率 （图18）。

图18 改造后路口实景图

（3）实施效果：该路口实施交通组织提升改造工程后，路口通行秩序明显改善，交通事故降低

50%，通行能力提高30%，得到央视等媒体广泛报道，提升了锦州市城市形象和影响力 （图19）。

4.6 公共交通交通组织

常州市快速公交 （BRT）交通组织案例。
（1）问题分析：随着城市机动车的快速增长，为应对交通拥堵、交通安全等问题，优化交通出行结

构，常州市基于公交优先的交通需求管理理念并结合快速公交的运行特点，进行了提升城市公共交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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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改造后路口被央视报道截图

体运行效率的交通组织设计。
（2）对策措施：①公交线路采用了路中式交通组织设计，沿线中央硬隔离，沿线支路及单位开口实

行 “右进右出”；②交叉口交通组织设计采用进出口道渠化设计，能待行1至2辆机动车转角空间设计，
满足公交、社会车辆左转导流线设计，行人安全过街的中央驻足区设计；③路口信号控制上进行二次过

街信号分段控制，兼顾行人过街的安全性与效率性；④路段行人过街根据道路情况，尽量设计中央驻足

区，行人分段过街，并充分结合公交车停靠站设计 （图20）。

图20 快速公交BRT交叉口及站台二次过街设计

（3）实施效果：交通组织设计为建成运营常州市快速公交系统 （BRT）提供了可靠保障，较大的

提升了常州市公共交通服务品质，成为国内城市快速公交系统 （BRT）建设运营的一个典型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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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梳理回顾了交通组织的概念方法、发展历程及存在问题，并通过列举借道左转、学校周边、医

院周边、环岛路口、交叉口慢行交通、公共交通等交通组织实践应用案例，佐证了实施交通组织的重要

性和有用性。同时还表明，无论是在城市及道路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的哪个环节，交通组织都将

对改善交通运行状况产生重大的影响，都将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技术工作。毋庸置疑，交通组织设计是

充分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功能和体现交通管理目标的重要手段，是推动交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是基于交

通科学规律来应对交通问题的方法和抓手。面对日益严峻的交通问题，交通组织思想理应贯穿于城市及

道路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各个阶段，与其相关的部门及单位应形成共识和合力，进一步促进深化

城市交通组织工作，交通组织设计应该通过制定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建立规范流程，并形成长效机制，
使其成为保障城市交通功能与品质提升的技术支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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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规模城市城区综合交通治理路径探索
———以山东省平度市为例

张晓明 桑 珩

【摘要】 中小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城市已总体进入城镇的下半场，但就中小城市而言，仍

有大量城市处于城镇化中间阶段。在此阶段，中小城市周边产业人口、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交通需求快速增长、交通结

构快速机动化，但就城市空间而言仍处于单中心或单中心向双中心的过渡阶段，大量出行仍围绕传统的城市中心展开，
呈现有限空间资源内交通急剧增长、方式快速机动化、运行状况急剧恶化的发展态势。2015年平度市列入国家中小城市

改革试点城市，提出积极探索适用于中小规模城市的城市治理模式。基于此种背景，本文从分析中小城市的空间结构以

及交通特征等方面入手，提出有限资源重分配和智慧管理提升设施效能的城市交通整体解决方案。期望平度市的治理实

践，能够为快速城镇化阶段的中小城市提供可参考、可借鉴的城市交通治理经验。
【关键词】 快速城镇化；中小规模城市；有限空间资源；交通治理

0 引言

根据 《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1]，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城区常住

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据此标准，按照 《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18》[2] 的统

计，2017年底我国共计693个城市 （县级市及以上规模），50万以下小规模城市共计有493个，城区人

口共计1.1亿人，50万至100万人的中等规模城市98个，城区人口0.7亿人，两者城区人口占我国城

区总人口的42.8%，中小规模城市已成为我们城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中小城市的发展阶段差异较大，以山东省为例，少量城市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70%，进

入城镇化的后半段，而大量城市的城镇化率仍处在40%～60%，尚处于城镇化发展中间阶段，人口规

模、城市空间均会有较大变化。

图1 山东省中小城市人口、城镇化率分布图

相对特大城市、大城市动辄两小时的通勤时间而言，中小城市的交通问题可能并不突出，但就中小

城市本身来看，其交通问题已成为制约其经济发展、影响其城市形象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研究者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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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小城市交通问题的研究不多，分别从拥堵成因、精细化设计、公共管理等单一化的角度提出了中小

城市交通治理策略[3][4]。本文在充分借鉴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中心城市现阶段的城市交通

特征，并针对性的中小城市交通治理整体解决方案。

1 中小城市的特征分析

1.1 城市空间结构和用地特征

1.1.1 城市空间处在单中心向双中心过渡发展阶段

目前国内大城市基本完成城市空间结构层面的演化进程，但中小城市一般城市规模较小、能级

不高，其发展一直围绕传统城市中心向外扩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不断进入城市，老城

区受拆迁成本、公共服务等因素限制，承载力有限，因此各城市相继进入了跳出老城区范围新建城

市中心的发展阶段。如山东省平度市、即墨市。目前城市的空间处在过渡发展阶段，功能仍集聚在

老城区。

图2 平度市与即墨市现状用地和规划空间结构图

1.1.2 城区土地资源丰富，人口、岗位密度低，但老城区人口岗位集聚度较高

从中小城市的城区建设用地面积来看，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均较高，人口、岗位密度较低，以平度市

为例，2019年城区人均建设用地为140平方，人口密度为0.6万人/平方千米，岗位密度为2700个/平
方千米。但从老城区的土地指标来看，2019年老城区人均建设用地面积仅为73m2，人口密度为1.4万

人/平方千米，为城区平均人口密度的2倍，并且随着老城区的更新改造，人口会进一步集聚，人口岗

位的集聚度将进一步提高。

1.2 城市交通特征分析

1.2.1 交通出行单中心放射状分布，交通方式多样，小汽车高拥有、高使用

城市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交通需求持续扩张。中小城市的发展阶段与大城市相比具有显著的差异

性，基本上仍处在城镇化的中间阶段，如平度市2019年城镇化率为40%、即墨市2018年城镇化率为

58.15%，与75%左右的规划城镇化率相比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当前阶段，周边乡镇人口、产业人口

快速进入城市，交通需求快速增长，如平度市2005年至2019年之间城区人口由25万增长值48万，每

年的增量都在1.5万人左右。
新城公共服务不完善，交通出行仍呈单中心放射。在出行分布方面，由于城市仍处在单中心向向双

中心过渡发展阶段，外围中心或组团规模不大、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完善，所以城区交通出行仍呈单中

心放射结构。新城区对老城区的疏解作用尚未发挥。
交通方式快速机动化、多样化特征明显。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汽车产业的发展，中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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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快速进入家庭，并且由于缺少收费管理等措施使用频率很高，以平度市为例2019年城区私家车

保有量为225辆/万人，车辆日均使用频率在3次以上的达到50%。在其他方式方面，非机动车呈现多

样化特征，除自行车、两轮电动车，三轮电动车、四轮电动车也占了较大比例。公交方面，竞争力极

弱，以平度市为例，公交全方式分担率由2005年的8%下降至2019年的3%。快速机动化的发展趋势

对有限的城市空间资源带来了巨大挑战。

图3 平度市城市交通需求特征图

1.2.2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资源严重不足

与大城市类似，中小城市在交通供给方面也呈现规模不足的问题，以平度市为例，城区路网密度为

3.7km/km2，公交万人拥有量为10辆/万人，公交场站以停保场为主，首末站基本全部为路内临时停

放，公共停车场也基本以路内为主。对老城区而言供给不足的问题更为突出，以平度为例，道路面积

率、人均道路面积均不足规范值的1/2。

表1 老城区道路用地指标表

Tab.1 road
 

land
 

index
 

tabel

指标 老城区指标值 规范值

道路面积率 8.78% 15%～25%

人均道路面积 6.44m2 15～20m2

表2 城区路网密度指标表

Tab.2 Road
 

network
 

density
 

index
 

table

指标 密度 规范值

主干路 1.73 0.8～1.2

次干路 0.64 1.2～1.4

支路 1.33 3.0～4.0

合计 3.7 5.0～6.6

1.2.3 交通管理不到位且效率低下

中小城市近年来相继启动了智慧交通方面的建设，基本实现了对营运车辆的GPS定位监测、对信

号灯的联网，但总体而言仍处在起步阶段，存在交通信息化程度不高、系统相互独立、管理和决策支撑

力度弱等问题。大量的交通管理工作仍依托传统的人工管理方式，难到位且效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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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平度市智慧交通系统构成图

2 中小城市交通治理思路

中小城市现阶段的交通问题可概述为：城市处在快速城镇化阶段，交通需求在持续增长但分布较为

集聚，且交通资源有限、管理水平不高，由此导致城市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因此，中小城市的交通治理

亟需建立起从空间到设施到管理的整体解决方案。空间方面尽快完善新城区功能，疏解老城区压力；设

施方面优化配置，向公共交通等更集约化的方式倾斜，同时精细设计道路等基础设施，优化交通组织、
提高效率；管理方面更加精细化，提高有限设施的运行效能。

图5 中小城市综合交通治理思路图

2.1 疏解空间功能

中小城市交通问题的核心是交通出行过于集中在老城区，因此其治本之策在于持续推动新城区的建

设，并完善配套服务，吸引更多人口和岗位向新城区集聚，在整个城区范围内均衡交通出行，疏解老城

区交通压力。
就交通系统而言，应构建与城市空间结构相协调的交通体系，支撑城市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拓展，引

导城市功能向外疏解。在具体路径方面，一是要构建差异化的交通发展策略，老城区空间有限而需求较

大，因此应构建以公交和慢行为主导的发展环境，而新城区土地资源充足且城市财力有限难以做大规模

公共交通投入，因此应构建相对宽松的小汽车发展环境；二是要搭建起老城区与外围新城的骨干网络，
完善骨架路网，搭建快速直达公交干线，培育公交客流，避免区间小汽车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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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优化资源分配

交通资源紧约束背景下解决交通需求持续上涨的核心之一在于交通资源的重新分配。对中小城市的

老城区而言，必须将有限的空间资源向公交、慢行等集约化的交通方式倾斜，扭转小汽车快速增长

局面。
具体路径可以从两方面出发，一是加大公共交通发展的资源投入，扩大公交设施规模，同时保障慢

行空间，营造慢行发展环境；二是实施停车收费等管理措施，调控小汽车出行。
在资源方面优化分配，在交通土地资源紧约束的条件下亟需优化交通资源分配，向公交和慢行倾

斜，构建更集约化的交通发展模式。

2.3 提高管理水平

在硬件设施有限的条件下，向管理要效益，进一步挖掘有限的设施资源效能是保障城市交通健康可

持续运转。智慧赋能交通管理是其必然发展路径。
中小城市在智慧化管理方面有较大的局限性，政府财政有限、城市发展阶段有限，难以大规模的投

入建设完整的智慧交通系统，所以，必须明确其发展路径和功能诉求。
从国内智慧交通的发展进程来看，一般遵循设施智能化和交通信息化、统一数据基础的管理平台建

设、综合化的专业平台建设的发展路径[5]，这种发展路径适应了城市交通的由设施建设主导、建管并重

和管理服务为主导的演进历程。
就中小城市而言，城区整体发展不均衡，老城区已经进入管理为主导的发展阶段，新城区仍处在大

规模建设阶段。就智慧交通的发展来看，基础薄弱，建设较为滞后，交通信息化的程度很低，但老城区

又已经进入到以管理为主导的阶段，因此其发展路径应同步启动交通信息化和统一管理平台的建设。
在功能诉求方面，要从两方面出发进行考虑，一是要适应城市发展阶段，构建起与功能疏解和优化

资源分配相契合的智慧交通系统；二是适应现阶段的管理职能划分，构建相对独立的管理系统。

图6 智慧交通系统与空间功能疏解和资源分配协同规划图

3 平度市综合交通治理实践

3.1 城市特征分析

3.1.1 城市基本情况

平度市为青岛市辖县级市，位于青岛市北部，山东半岛核心区位置，市域面积3166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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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末市域常住人口137万人，且呈增长趋势，城镇化率40%，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主城区人口约

48万人。2019年，平度市实现生产总值684.67亿元，产业结构以二产为主，制造业较为发达。

图7 平度市区位图

3.1.2 城市交通运行状况

城市交通总体呈现交通堵、秩序乱、满意度低的状况。老城区交通拥堵已从点扩展至线和面，新城

区运行状况良好；由于交通方式多、管控不到位，秩序混乱；居民对交通服务的满意度低，2019年市

民投诉热线50%的事件与交通相关。

图8 平度现状道路运行状况图和交通实景图

3.2 综合交通治理策略

3.2.1 以交通为引导推动城市空间功能的疏解

总体策略方面，适应城市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构建分区发展策略，老城区在土地资源紧约束的背景

下坚持公交和慢行优先发展，外围城区空间资源相对充足、且城市难以提供良好的公交服务，采取公交

与小汽车协调发展或小汽车优先发展策略。在骨干网络引导城市空间拓展和功能疏解方面，完善城市骨

架路网，支撑空间拓展；同时根据城市客流走廊的分布，构建新老城区间骨干公交网络，在骨干走廊上

构建起与小汽车相比有竞争力的公共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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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城区交通分区发展图 图10 骨干公交布局模式图

3.2.2 城市交通资源重分配

以公交体制改革重塑公交竞争力。平度市目前是两家私企运营城区公交，逐利导向运营导致公交发

展严重滞后。现阶段的重点任务在于以公交体制改革为核心重塑公交发展动力和竞争力，目前平度市已

启动公交体制改革，由国企回收现状私企的运营资产，以国企垄断经营的方式重新构建平度市公交发展

体制。在网络方面，优化公交线网层次，构建起干线和普线相结合的发展模式。在公交场站布局方面，
加大对公共交通的倾斜，尤其是在核心城区内加大公交场站的建设力度，构建公交枢纽，提高公交可达

性，带动老城区的更新改造。
慢行交通方面，聚焦底线管控。中小城市慢行网络是相对完整的，但随着机动化的快速发展，慢行

空间受到双重挤压，路外受到沿街底商、市政设施的侵占，路内受到停车的侵占，慢行空间难以保障。
所以现阶段中小城市的慢行交通的核心是要对慢行空间进行充分保障，结合各条道路的等级、沿线用地

性质、慢行交通类型确定每条道路的步行道底线宽度、非机动车道的底线宽度，并形成有效管控。
道路方面，聚焦两方面工作，首先应结合城中村改造扩大路网规模，打通断头路、畅通微循环，其

次应着力进行路口、路段两个层面的精细化设计，在既有空间内进一步挖潜，提高道路通行能力。
停车方面，推拉结合，挖潜和调控相结合。中小城市老城区存在巨大的停车缺口，所以首先还是以

共享停车等方式挖潜解决停车的基本诉求，同时结合收费管理政策，进行需求调控，避免吸引过多的小

汽车进入城区。

图11 平度综合交通系统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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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路口渠化示意图

3.2.3 城市管理智慧化提升

以顶层规划为引领，明确智慧交通发展路径。平度智慧交通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重点工作

一是要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体系和安全管理体系，并建设统一的数据存储和共享机制，支撑跨部门、跨

方式的多元异构数据的共享和调用，为未来城市智慧交通系统向管理和服务型主导的发展模式演进奠定

基础实现，二是要面向城市管理诉求搭建起智慧交通发展的功能体系。
在技术标准和安全管理体系方面现阶段有相对城市的规范标准，在此不再展开。在智慧交通功能体

系方面平度搭建了 “1+5+X”的智慧交通总体框架。1为一个智慧交通大脑，包括数据汇聚中心和分

析中心两大模块，5为建设五个业务板块，以智慧规划引领，管控、公交、慢行、停车等相互协同，搭

建起面向城市交通规划、建设和运行的全过程管理体系；并且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和交通诉求的不断，
可以做X功能的延伸。

智慧交通大脑负责基础数据的汇集、存储、计算和分析工作，是智慧交通系统运行的支撑，是各个

应用系统的各种信息和数据集中展示、应用的资源交汇中心，集数据汇聚、行业监测、协同指挥于一

体，是智慧交通系统的最高决策指挥部门。
智慧规划考虑城市处在存量和增量并重阶段，存量的更新、重大设施的建设都需要科学的量化支

撑，因此智慧规划的核心功能是搭建起规划、设计、建设、评估、决策的全过程闭环支撑体系。智慧管

控通过路口信号灯的自适应控制或区域联动或单条道路的绿波控制，提升路网整体运行效率；智慧公交

除了公交的运行监控更重要的是识别公交的客流状况，有针对性的进行公交线网优化和运营计划的调

整；智慧化的停车管理，通过收费、诱导等手段实现有限停车资源的高效利用；智慧慢行，以智慧化的

手段保障慢行的安全性，规范慢行秩序，保障慢行空间不受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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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智慧交通功能架构图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中小城市现阶段的发展城市特征和交通特征，从空间协同、资源重分配以及智慧化管理

三个方面构建起适用于快速城镇化阶段中小城市的整体交通治理方案，并以平度市为例进行了应用实

践。城市的综合交通治理涉及方方面面，如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治理体制机制的构建等，本文仅从空

间、设施和管理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其他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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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背景下的中小城市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设施
优化研究—以天津市武清区城际站为例

张红健 唐立波 李 科

【摘要】 城市群发展背景下，城际铁路已成为助推大城市辐射带动、加快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重要交通方式。中小城市

城际站作为融入城市群发展的主要门户，其交通衔接的便利与否会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群中的融入度。本文首先梳理了中

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的主要特征及其配置要点，并以天津市武清区城际站为例，提出该城际站的交通衔接优化方

案，为城市群背景下的中小城市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优化工作提供参考。
【关键词】 城市群；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

0 引言

城市群通常以1～2个大城市为核心，依托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辐射带动若干个空间距离较近、
经济联系密切、功能互补、等级有序的中小城市，最终实现高度同城化和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城市

群发展模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空间布局体现，在经济资源的集聚、高效发展等方面具有很大优势。美

国近七成GDP集中在大纽约区、大洛杉矶区和五大湖区三大城市群地区；日本的东京、阪神、名古屋

三大城市群，集中了全国65%的人口和70%的GDP。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是拓展发展空间、释放发

展潜力的重要载体，其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区域参与全国甚至全球竞争的能力。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城市群成为引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形态。十九大报告也明确了我国

未来城镇化的路径和方向，“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1]。城市

群可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助力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加快城镇化发展进程。截至目前，
我国共规划了19个城市群。

图1 我国主要城市群分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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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协同发展背景下，要实现核心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发展带动，使产业、人口在城市群内部合

理的分布及分配，打造城市群内部快速便捷的交通网络是关键。城际铁路以速度快、大运量、准点率高

等特点，成为推动中小城市快速融入城市群发展的最重要交通方式。中小城市城际站作为融入城市群发

展的主要门户，其交通衔接的便利与否会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群中的融入度。
因此，厘清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特征，合理规划站区交通衔接设施规模及布局，科学引导站区

交通组织，处理好枢纽衔接交通与城市交通的关系，有助于中小城市依托城际铁路融入城市群协同发

展，实现城市发展与经济腾飞。

1 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构成

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承担城市对外交通与对内交通的转换功能，是为乘客提供集散和换乘的城市交

通系统。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通常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公交、出租车、私家车 “Park+Ride” （简称

“P+R”）、私家车 “Kiss+Ride”（简称 “K+R”）、非机动车等出行方式。中小城市因地方财政和客

流规模等条件限制，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通常不含城市轨道交通。

图2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构成

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高速 （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系统规划工作起步较早，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多层次、多功能、
立体换乘的交通衔接模式。美国旧金山港湾枢纽采用6层立体布局形式，地下两层主要用于铁路、有轨

电车、出租车等方式的接驳换乘，地上一层为换乘大厅，其他地上层则主要解决城市公共交通问题[3]。
法国巴黎拉德芳斯枢纽同样采取立体布局，地下一层为公交和私家车站层，地下二层为换乘大厅，最后

两层是地铁层。国外高速 （城际）铁路车站交通衔接体系的配置具有 “公共交通主导，多层次立体换

乘，布局集中紧凑”[4] 特点。
我国大城市的城际铁路车站通常与高速铁路车站合并建设，其交通衔接系统规划目前已逐渐形成

“功能一体化、出行集约化、布局立体化、服务人性化”[5] 的发展趋势及设计原则，且被广泛应用于各

大城市城际铁路枢纽，如上海虹桥站等。城市群发展背景下，我国城际铁路大多设在中小城市，作为城

市对外交通和对内交通的重要转换环节，其衔接交通体系的配置至关重要。
目前，国内针对中小城市城际站的研究较少，大城市城际站的相关研究较多。但中小城市在城市规

模、经济发展、交通需求、居民出行特征等外部因素方面，以及城际站区位、城市交通结构及公共交通

发展水平等内部因素方面均有别于大城市，其城际铁路枢纽的交通衔接系统规划不能生搬硬套大城市的

建设经验。此外，因地理、政治、经济等基本国情方面的差异，国外同等规模城际站交通衔接体系的规

划经验也并不适用于我国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体系规划面临尚无成熟发展经验和案

例可供借鉴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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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

3.1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特征

城际铁路主要承担城市群内部中短途出行服务，其车站定位和功能、服务对象均有别于长途高速铁

路客运站以及传统铁路客运站。此外，受城市规模、发展阶段等因素影响，中小城市城际站的交通衔接

系统已形成其特有的属性。
1.交通衔接呈现个体交通主导

考虑城市发展带动、拆迁等因素，中小城市城际站大多选择在城市边缘或新区建设。由于未引入城

市轨道交通，中小城市城际站与城市核心区间的公共交通衔接主要依靠常规公交，但分担率通常不高。
一方面，中小城市城际站周边用地开发强度较差，支撑公交车高频次发车的客流需求不足，低频次及站

站停模式致使公交衔接时效性和吸引力不高[6]。另一方面，中小城市城区范围小，城际站主要服务的

区域有限，出行距离相对较短，因此常规公交与私家车、出租车相比不具备速度优势，加之中小城

市城际站在运营初期私家车停车场一般停车免费以及出租车随叫随到等优点，公交出行的吸引力更

显不足。因此，中小城市城际站的交通衔接通常呈现以出租车、私家车等个体交通方式为主导的

特点。
2.通勤客流特征明显

随着城市群和区域一体化的建设与发展，居民出行范围逐渐扩大，通勤时间和距离也有所增加。城

际铁路凭借其公交化、速度快、准时性高等优点，缩小了城市群中心城市与其周边中小城市的时空距

离，使跨城 “职住分离”成为可能，即在大城市工作，在城际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居住。发展比较成熟

的城市群中，城际铁路承担了大量的异城通勤客流，包括周通勤客流和日通勤客流。其中，日通勤客流

为当日往返，具有明显的早晚高峰；而周通勤客流通常选择周末进行往返，时间相对灵活，没有明显的

高峰特征。
3.交通衔接设施供给与实际需求匹配存在偏差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设施供需不匹配主要表现为供给能力和供给结构与客流需求的不吻合。一

方面，我国城市群仍处于发展初期，中小城市依托城际铁路融入城市群发展进程不确定性较大，对城市

群发展研判的不足导致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的规划供给能力往往与实际客流需求之间存在偏差。另一方

面，现阶段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规划工作大多参考大城市 “公交优先”的规划原则及经验，但

二者在城市发展及交通结构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以大城市经验为蓝本配置的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

接系统供给结构与实际客流需求结构吻合度不高。

3.2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优化要点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设施的配置，要根据城市自身特点充分研判在城市群中的发展趋势，深入

结合车站区位和周边用地的综合开发、城市现有及规划的交通结构等因素，做到因时、因地制宜和灵活

配置。
1.注重快速通过型交通设施配置，提升系统集散效率

城际铁路 “公交化”运营模式下，城际站客流集散呈现高强度、高密度、即到即走的特征，城际站

交通衔接系统配置要优先考虑人流和车流的快速集散。为提高城际站集散效率和枢纽的通过性，适宜将

分担率较大和周转较快的交通衔接设施靠近车站进出口布置。如将私家车 “K+R”和出租车等周转速

度较快的衔接设施布置在车站进出口附近，同时做好与市政道路的衔接，实现车流和人流的快速换乘与

集散，提高枢纽的通过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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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取生长型交通衔接配置策略，适时发展公交系统

从支撑枢纽与城市协调发展角度，枢纽宜优先配置公共交通主导型衔接模式[7]，但此模式有赖于完

善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小城市城际站开通运营初期，其周边用地开发密度较低，配套的公共交通系

统尚不完善，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和分担率不足，乘客对于个体化交通衔接方式的依赖度仍然较高。因

此，中小城市城际站宜采取生长型交通衔接配置策略，在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别化配置手段。在融入城

市群发展初期，中小城市城际站宜优先保障个体化交通方式的有效衔接，不过分强调公共交通的主体地

位，但需要做好公共交通的预留；未来随着融入城市群发展的深入以及城市的综合开发，完善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逐步推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
3.以供需匹配为导向配置交通衔接系统，预留弹性发展空间

随着中小城市融入城市群发展的逐步深入，其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需求总量及结构也处于动态变化

过程。要在充分研判中小城市与城市群发展融合度的基础上，对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需求总量及结构进

行预测，并以供需匹配为原则进行交通衔接系统规模及结构的合理配置。此外，还要预留弹性发展空

间，避免因对城市群协同发展趋势预判不足而导致的供需不匹配问题，以保证交通衔接系统对中小城市

融入城市群发展形成可持续性支撑作用。

4 武清站交通衔接系统优化

4.1 武清站区位

武清区是天津市下辖区，位于京津主轴中间节点，距北京市区约70
 

km，距天津市区约25
 

km，地

理条件优越。京津城际是我国第一条城际铁路，于2008年开通。武清站作为京津城际在北京南站-天津

站段的唯一经停站，可实现14分钟抵达天津中心城区，22分钟抵达北京市，极大地缩短了武清和京津

两地的时空距离。

图3 武清站枢纽位置图

4.2 武清站客流特征

武清站位于武清城区西南角，属于边缘型城际铁路枢纽，主要服务车站东北方向客流。
武清城区客流主要位于车站5km范围内，小汽车出行时间约10min，传统的公交出行由于候车、

速度等因素不占优势。武清站现状衔接交通以个体化出行为主，对于私家车和出租车的依赖性较强，二

者分担率之和达75%，其中私家车 “K+R”约占35%，出租车约占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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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武清站区位图

表1 武清站衔接交通分担率

衔接交通方式 分担率

出租车 30%

私家车K+R 35%

私家车P+R 10%

非机动车 10%

公交 10%

慢行及其他 5%

武清站现状工作日经停列车46列，周末及节假日经停列车50列，约占京津城际列车总数20%。
京津城际公交化运营条件下，武清站日均到发客流已增长至近两万人，其中包含了大量持续有规律性的

通勤客流。

4.3 交通衔接系统现状

武清站作为京津城际中间站，站型较为简单，交通衔接系统采用线侧布置，为平面布局形式，占地

规模约7.5万平方米。各交通衔接设施分布于站房及广场东西两侧，其中西侧为2处免费社会停车场以

及非机动车场，东侧为出租车蓄车区和公交首末站。前进道是车站的集散交通要道，所有交通衔接设施

的出入口均设置在前进道上。

图5 武清站交通衔接系统布局

在客流大幅增长以及个体化交通衔接为主导背景下，武清站现状交通衔接设施系统供需不匹配问题

凸显。
1.以出租车为代表的交通衔接设施供给能力不足

武清站各类交通衔接设施承载力达到饱和，部分设施高峰时期外溢严重。其中，出租车高峰时期停

车需求约90辆，现状车场容纳能力仅50辆，出租车停车外溢常态化，前进道3车道变2车道，站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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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不通畅问题严重。此外，现状社会停车场不收费情况下，私家车 “P+R”成本较低，导致车辆周转

率不高，停车位紧张，车辆占道停放问题突出。

图6 武清站高峰时期出租车外溢占道

2.短时停车位及接送客通道缺失

武清站原有规划并未考虑车辆临时停靠需求，高分担率的私家车 “K+R”以及出租车送客无专用

场地，现状只能利用前进道机非高隔离护栏开口处违章停车下客，影响前进道交通秩序的同时，存在一

定安全隐患。

图7 武清站违章短时停车位置示意图

3.公共交通发展缓慢，缺乏吸引力
 

武清站已开通运营12年，其衔接交通系统发展缓慢。现状公共交通衔接仍然主要依靠常规公交，
衔接方向较少，发车频率低，可达性和时效性均难以保证，服务水平较低。同时，现状公交首末站尚未

配置乘客上下客站台，服务品质低，缺乏吸引力。

4.4 优化思路

结合武清站交通衔接系统存在问题，现阶段优化方案仍要重点配置个体化出行方式，加强私家车

“K+R”和出租车等高分担率以及高周转率交通方式的配置，以提高交通衔接系统供给能力和便捷度。
1.提高用地规模，提升交通设施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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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地形条件限制，武清站难以向外拓展。在既有用地范围内，采取适当压缩其他类型用地，扩大车

站交通用地规模，提升交通设施供给能力。鼓励增加高分担率和高周转率的衔接交通方式的用地规模，
提升枢纽通过性和集散效率。
2.增设短时停车场，完善交通设施供给结构

针对目前武清站私家车 “K+R”需求较大，且尚未设置短时停车场和接送站专用通道的现状，新

增短时停车场，紧邻站房布置，为乘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的同时，提高枢纽集散效率。
3.改善公交首末站设施，提升公交吸引力

公交首末站增设上下客专用站台，在满足现状运营基础上，为接入新线和增加配车预留发展空间，
以便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吸引力，形成公交服务水平提升和公交分担率提高的良性循环。

4.5 优化方案

武清站交通衔接系统优化方案的设施布局如图8所示，社会停车场、公交首末站、短时停车场、非

机动车场布置在广场西侧，出租车场单独布置在广场东侧。

图8 武清站交通衔接系统优化方案

优化方案实现交通用地面积较现状提升近50%，各类设施规模和容量如表2所示。

表2 优化方案交通衔接设施规模及容量

序号 设施名称 面积/m2 规模 优化效果

1 社会停车场 17192 634车位 停车位数量增加41%

2 公交首末站 5020 13～16条 场站面积增加110%

3 短时停车场 6098 116+30 新增停车位146个

4 非机动车场 2381 -- 场站面积增加200%

5 出租车场 7810 182车位 蓄车容量增加260%

优化方案说明及效果评价：
现阶段武清站交通衔接仍以个体化出行方式为主导，考虑到私家车 “K+R”和出租车分担率大以

及周转速度快等因素，将短时停车场和出租车场分别靠近站房两侧布置，减少这两类衔接方式的换乘距

离，为大多数乘客提供便捷换乘服务。
（1）

 

短时停车场：新增短时停车场，重点解决了武清站私家车 “K+R”需求大，但无专用通道及

停靠场地的问题，完善武清站衔接交通供给结构；场地内分别设置短时停车位和专用接送客平台，精细

化配置交通设施供给，提高服务水平。
（2）

 

出租车场：结合武清站出租车分担率高及其高峰外溢占用前进道常态化的现状，将站房东侧场

地全部用于出租车衔接交通，场地规模在满足预测客流需求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预留；同时增设了港湾

式下客区域和专用入场通道，缓解出租车下客以及进场对前进道交通的干扰，改善站区交通环境。
（3）

 

社会停车场：通过车位尺寸及通道的标准化改造，场地利用率提高近20%；社会停车场出、入

口分离，有效减少社会车辆对前进道干扰。
（4）

 

公交首末站：改造成方形场地，有利于车辆运转；增设上下客站台，服务品质得到提高；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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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接入新线和增加配车等情况，场地进行充分预留。
（5）

 

非机动车场：在现状位置的基础上实施拓展，改造工程小；靠南侧布置对车站景观影响较小。

4.6 其他建议

结合武清站现状，配合武清站衔接交通设施优化方案实施，另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适时研究停车收费方案，抑制车辆的停放需求，加速车辆周转，实现枢纽交通资源配置向 “高

周转率”交通设施倾斜，提高枢纽集散效率。
（2）逐步完善衔接公交体系建设，加强武清站与多方向公交的衔接，提高发车频率，实现公交服务

水平提升与分担率提高的良性循环。
（3）借鉴大城市铁路车站的运营管理经验，组建武清站综合管理办公室，实现多部门间的一体化运

营管理与协调。

5 结语

武清区作为较早依托城际铁路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的地区之一，其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发展经验

对其他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融入城市群发展过程中，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系统宜采取生长型

配置策略，不同发展阶段实施差别化优化手段，才能为中小城市依托城际铁路融入城市群发展提供稳

定、可持续的交通衔接系统支持。
城际站作为中小城市融入城市群发展的重要交通节点，其交通衔接系统的合理配置将直接影响中小

城市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的融入度。我国大多数中小城市处于融入城市群发展的初期，且缺少成熟的中

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经验借鉴。本文通过分析城市群发展背景下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特征，提出

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优化要点，并以京津冀城市群中的京津城际武清站为例进行说明，为城市群发

展背景下的中小城市城际站交通衔接优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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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区步行街设置的交通组织研究
———以青岛市中山路和太平路为例

刘淑永 秦 莉 高洪振

【摘要】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要求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步行街，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

促进老城区的更新复兴，青岛市拟将位于老城区的中山路和太平路打造成步行街。设置步行街的交通组织主要工作有科

学组织步行街与周边道路之间的交通衔接，合理调整步行街周边相关道路的功能与连接，方便人流和车流的集散与换乘

等。由于老城区已发展成熟，路网已经定型，受风貌保护、成本等因素的制约，拓宽、新建道路基本上不可行，本文对

改造步行街的相关交通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转移机动车交通、调整公共交通、合理布局公共停车场、优化旅游交

通组织、加强步行街和出租车及旅游大巴的衔接等方案提出措施和方案，并运用仿真模型和交通模型对方案进行测试和

评价，助力将中山路、太平路打造成步行街，使之成为引领老城区有机更新复兴的爆点。
【关键词】 老城区；步行街；交通组织；研究

0 引言

步行街是城市的亮丽名片、扩大对外开放的窗口以及消费供给侧改革的平台，对于提升城市消费、
促进消费升级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

若干意见》（中发 〔2018〕32号）要求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步行街，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201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工作报告要求 “健全便民市场、便利店、步行街、停

车场等生活服务设施”，将步行街的建设提升到重要高度。
中山路、太平路所处的历史老城区是 “最青岛”的地方，这里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欧陆风情、

市井里院每年吸引大量市民、游客到此旅游观光消费。中山路、太平路是青岛历史老城区非常有代表性

的两条城市历史风貌道路，中山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一直是青岛最重要的商业街，太平路是紧邻青

岛湾的一条交通性主干路，串联了栈桥、海军博物馆等著名景点，旅游旺季期间城市交通和旅游交通叠

加，交通拥堵严重，行人通行空间局促。

图1 中山路太平路在老城区的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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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青岛行政、经济中心的东移，中山路区域逐步衰败，突出表现为区域商

业活力不足、人居环境恶化。同时，太平路等前海一线旅游高峰时期拥挤局促的交通环境也亟待改善。
在历史老城区更新复兴进程中，政府承担的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努力提升公共空间品质和交通服务水

平，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先导性、支撑性的，为此，根据国家政策要求，提出了将中山路、太平路打造成

步行街的设想，期待其成为引领老城有机更新复兴的 “爆点”。

图2 中山路、太平路步行街位置图

1 改造成步行街的相关因素分析

1.1 中山路和太平路承担的交通功能分析

中山路、太平路分别是城市次干路、主干路，承担着重要的城市交通功能。青岛是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太平路、中山路一带集聚了 “最青岛”的旅游元素，是青岛最具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特色的区域，
每年吸引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到此旅游观光，使得这两条道路还承担着重要的旅游交通功能。

中山路为南北向次干路，宽度24m，其中车行道15m，两侧人行道各4.5m，主要承担区域到发交

通出行。中山路截面高峰小时约520pcu/h，集散交通 （以中山路周边约1km2 区域为交通出行O点或

D点的交通）约占98%，过境交通约占2%。

图3 中山路交通量构成分析图

太平路为东西向主干路，宽度22m，其中车行道12m，两侧人行道各5m，旅游季节前海一线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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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30余万人次，人行空间局促；太平路交通主干路功能割裂了滨海岸线与北侧建筑、中山路商业街

区等历史街区的慢行联系，亟需通过道路功能的改善，提升区域的慢行品质。

图4 太平路现状断面

图5 滨海一线现状交通组织图

太平路主要承担前海区域交通出行。太平路高峰小时单向交通量约1600pcu/h，来自于胶州湾隧道

方向的约占总量的16%，来自于团岛西镇的约占总量的60%，来自火车站—中山路区域的约占总量

的24%。

图6 太平路交通量构成分析图

1.2 区域路网分析

中山路、太平路所处的老城区是1897年德国占领后在规划指导下率先发展起业的区域，路网具有

典型的 “窄马路、密路网”特征，道路密度为20.5km/km2，其中支路密度约11.94km/km2，区域道

路网面积率约34%。区域道路密度和面积率虽然是新城区的2～3倍，但由于支路占比较高等因素影

响，机动车容量有限，约只是新城的50%～60%，因此该区域适合于慢行交通，并不支持大量机动车

的通行，而且老城区相对比较成熟，路网已经定型，受风貌保护、成本等因素的制约，拓宽、新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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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不可行。
从路网布局可以看出，与中山路平行的贯通性好的道路资源较少，这对转移中山路机动车交通是个

重大不利条件；与太平路平行且贯通性较好的道路资源较多，有较好条件分担太平路改为步行街而转移

出来的机动车交通量。

图7 区域路网等级结构图

1.3 区域公共交通分析

中山路、太平路分别布设26条、22条公交线路，是重要的公交走廊，为保证公交服务水平和能

力，原则上不能因步行街的设置而截短或取消公交线线，同时，为保证乘客的便利性、服务支撑步行

街，应在尽可能靠近中山路、太平路的道路上布设因步行街设置而转移出的公交线路。

图8 区域公交线路分布图

1.4 区域机动车停车分析

同大多数其他城市老城区一样，中山路、太平路所处的区域机动车停车供需矛盾突出。根据2018
年调查，中山路、太平路区域停车位有6400个 （基本车位1500个、出行车位4900个），停车位缺口约

3500个 （基本车位缺口约1000个、出行车位缺口约2500个），违章占路问题突出。中山路、太平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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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为步行街，将吸引更多的人前来旅游消费，区域机动车的停放也成为步行街打造时所必须直面解决的

问题。同时，旅游大巴的长时停放、临时停车上下客也需统筹安排好。

1.5 小结

中山路、太平路是地处老城区历史风貌道路，交通功能复合。同时，区域道路资源丰富、公共交通

发达，但是平行于中山路的贯通性道路缺乏，区域基本上不具备道路新建、扩建条件；区域停车供需矛

盾较突出，占路停车现象普遍存在。将中山路、太平路改造为步行街应当妥善转移动态交通、调整好区

域公交线路，做好各交通方式同步行街的衔接，并妥善解决停车问题。

2 步行街交通组织思路

（1）以人民为中心，打造步行交通示范区。贯彻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打造中山路、太平

路步行主轴，最终形成倒 “T”形步行交通示范区。
（2）充分利用区域路网特点，合理转移机动车交通。充分利用区域 “窄路密网”的特点，转移中山

路、太平路的机动车交通，采取配对单向行驶等交通组织措施，均衡路网交通负荷。
（3）合理调整公交线路敷设，保持公交服务水平。将中山路、太平路上运行的公交线路调整至邻近

的道路上，近期不因步行街的设置而致使公交服务水平降低。
（4）结合地块改造，在区域外围适当加大停车供应。增加区域对小汽车交通方式的容纳能力，并为

转移占路停车提供接纳空间。
（5）加强各类交通方式同步行街的衔接。利用步行街两侧动态交通功能弱化的道路，合理布设旅游

大巴、出租车路内临时停车位。实现步行街同城市人行道、轨道交通站的有机衔接。
（6）优化旅游交通组织。中山路、太平路所处区域也是旅游交通高度集聚的区域，主要采取优化旅

游交通组织等措施来适应步行街的设置。

3 步行街交通组织基本方案

3.1 转移机动车交通

根据区域路网布局、中山路和太平路现状交通量及交通构成，采用两大措施分别转移中山路、太平

路机动车交通量。
（1）打造 “O”形外围机动车交通环，形成 “人内车外”的交通格局。在区域外围形成 “O”形机

动车交通环，济南路—泰安路—郯城路—广西路+湖南路—安徽路—济宁路—禹城路—聊城路—胶宁高

架地面辅路组成该 “O”形环，作为过境交通的主通道，将中山路机动车交通转移至外围机动车交通环

和两侧的河南路、浙江路-安徽路。
为了形成外围机动车交通环，规划实施济南路 （该路不是历史风貌道路）拓宽工程。将济南路由现

状13m拓宽至18m，实现双向4车道通行，拓宽后济南路和泰安路、河南路、胶宁高架路桥下道路对

接，作为中山路区域过境交通的主通道。
（2）转移太平路机动车交通至北侧平行的广西路上，将广西路现状的机动车交通转移至平行的湖南

路，使广西路、湖南路成为配对单向行驶道路。同时，规划建设前海隧道分流前海东西向交通量，进一

步降低太平路改造为步行街后对相关道路的交通压力，前海隧道 （贵州路、费县路—汇泉广场、香港西

路）长约4.9km，双向四车道+紧急停车带/集散车道，叠层断面，隧道高峰小时单向交通流量约

1000-1400pcu，可有效分担前海地面机动车交通量，同时还可以将火车站南侧地块、奥特莱斯地块、汇

泉广场地下空间串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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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中山路步行街周边交通组织图 图10 太平路步行街所处的前海区域交通组织规划图

图11 太平路步行街配套工程———前海隧道示意图

3.2 留出必要的横过步行街的机动车通道

中山路步行街全长约1080m，完全不受机动车干扰的路段越长步行街效果越好，但为了保持东西

向交通畅通，部分横过中山路的道路应保持东西向贯通。根据相关道路承担的交通功能、交通组织、中

山路区域东西交通联系需求等因素，规划广西路、湖南路、湖北路、胶州路等在中山路改造成步行街后

仍需保持东西向机动车交通贯通。

图12 中山路步行街规划保持东西向贯通道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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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调整公共交通

中山路、太平路改为步行街，现状行经这两条道路的公交线路需要调整到其他道路上。为了给步行

街集散客流、同时不降低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能力，规划将全部公交线路就近转移至相关道路上；将现

状行经中山路公交线路近期通过平移、横过、缩短的措施进行分流，重要的线路就近移至中山路西侧的

河南路；将现状行经太平路公交线路全部平移至北侧的广西路。

图13 中山路公交线路调整模式图

3.4 合理布局公共停车场

结合项目建设，在外围 “O”形机动车通道附近增加路外停车位供应，共规划8处公共停车场，其

中，新增3处、扩容3处、保留既有2处。可提供停车位约1390个，其中新增/扩容约740个。规划将

中山路区域的经营性停车场全部接入全市智慧停车一体化平台，打破停车信息孤岛，有效引导出行，提

升泊位效率。

图14 在步行街外围结合交通廊道设置公共停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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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加强步行街同出租车、 旅游大巴的衔接

规划在与中山路、太平路步行街相交且不横过步行街的道路上，在靠近步行街的路段分散设置出租

车 （含小汽车）临时停车上下客点、相对集中设置旅游大巴临时停车上下客点，以方便出租车、大巴车

乘客到达、离开步行街，使联系步行街的交通方式尽可能多样化。为便于车辆调头，在靠近步行街侧分

别设置不于小6m×6m、12m×12m的回车场。

3.6 优化旅游交通组织

中山路、太平路区域是外地游客来青旅游的必到之地。据统计，旅游高峰期间，出现在区域内大巴

车日均约2800辆，其中省外大巴占比53%，省内占比47%。由于旅游资源分布集中、旅游游览线路集

中、旅游停车资源有限、旅游交通缺乏有效组织等因素影响，旅游季节大巴车无序行驶和乱停放造成前

海一线交通压力较大。因此，结合步行街的设置，同步优化旅游交通组织势在必行。
考虑 “景在城中、景城交融”的实际，规划整合周边及外围大巴停车资源，将前海一线作为一个景

区进行统筹，按照 “核心区日间旅游大巴交通管制”、“周边及外围设置旅游换乘中心”、“开辟旅游接驳

线衔接前海景区和旅游换乘中心”、“依托信息平台，实现预约停放”的基本思路，通过实行停车预约、
加强交通管制、圈层有序组织，实现大巴车的有序行驶和停放。

核心区域

外围换乘中心

内部换乘中心

景点
景点

周边区域

外围区域

交通管制

 

图15 旅游大巴交通组织模式图

（1）管控区域和管控措施

将 “郯城路—湖南路—江苏路—太平路”围合的区域设置为旅游大巴管控区域，综合考虑景点客流

时变特征和道路流量时间分布特征，确定每年5月1日至10月15日，每日7∶00至19∶00，禁止旅游

大巴在管控区域和相关道路通行。
（2）旅游大巴停车资源的整合和功能调整

1）资源整合。在现状中苑海上码头大巴停车场、奥特莱斯大巴停车场、单县支路停车场、汇泉广

场大巴停车场的基础上，整合改造天泰体育场停车场、施划八大峡周边路内大巴停车泊位，一共提供大

巴停车位约270个。
2）功能调整。奥特莱斯停车场：不再允许旅游大巴车停放，调整为小汽车停车场和旅游接驳车

辆场站；八大峡周边路内大巴停车位、中苑海上码头停车场、单县支路停车场、汇泉广场停车场、
天泰体育场停车场：全部调整为大巴预约短时停车场，只准许旅游大巴车提前预约、短时间停车上

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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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旅游大巴交通管控区域图

图17 旅游大巴停车资源整合分布图

（3）加强旅游信息服务和管理

1）建立旅游大巴预约制度，提高大巴停车位周转效率，增强大巴车交通的计划性。建议制定旅

游大巴行驶路线信息等接入 “宜行青岛APP”的可行性方案，开发旅游大巴预约功能板块，整合大

巴停车资源和大巴使用需求，提供导航服务，并发布交通管制、停车收费等信息。通过旅游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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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将相关制度发布给旅行社，旅行社组织大巴车辆使用预约平台提前预约车位和按时停放。

· 路内临时上下客位
· 大巴路外停车场
· 共亨大巴停车场
· 停车诱导设施

· 大巴车辆
（旅行社/旅游网…）

平台

需求侧供应侧

· 平台开发
· 整合大巴停车资源
和大巴使用需求

· 提供导航服务
· 发布规则和信息
（交通管制措施、停

车收费措施等）

图18 旅游大巴预约制度基本框架示意图

2）加强旅游大巴秩序管理。加强旅游大巴秩序管理，研究并做好旅游大巴行驶路线、违停整治、
秩序优化、交通管控信息发布。同时，建议组织旅游交通调查，编制全市旅游交通专项规划，开展旅游

换乘中心、集散中心、旅游大巴接驳等方面的专题规划研究，优化全市旅游交通出行方式。
3）大巴预约短时停车管理。利用 “宜行青岛APP”按照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预约进入接驳场站时

间，每车免费停车上下客时间为30分钟。超时停车实行阶梯收费价格机制，由场站管理单位进行收费，
促进车位有序周转和旅游大巴车辆循环流动。

4 改造成步行街的交通评价

4.1 仿真评价

结合详细交通设计和信号配时方案进行交通仿真分析，结果为：（1）仿真范围内平均车速较现状降

低约10.6%；（2）仿真范围内车均延误较现状增加约9.1%；（3）仿真范围内调流方案西向东行程时间

增加约0.5～1min；东向西行程时间增加约0.2～0.7min。仿真结果表明，实施中山路、太平路步行

街，区域交通运行状况有所恶化，必须加强交通管理，优化交通秩序，同时，多措并举，进一步优化交

通结构，以降低实施步行街对周边道路施加的不利影响。

4.2 交通模型评价

基于现状 （只实施交通调流、不实施前海隧道工程），交通调流后广西路、湖南路交通饱和度较高

（0.8左右），交通高峰时段易产生交通拥堵。通过增加地铁运力、提升常规公交服务水平，适当调低载

客率较低的线路发车频次，严格交通执法，进一步优化区域交通方式结构，可以将区域主要道路的饱和

度控制在0.7以内，使相关道路处于较好的运行状态。
如果结合交通调流，并一并实施前海隧道工程，则太平路步行街工程实施后，区域交通状况比现状

还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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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实施交通调流并优化交通结构后区域交通饱和度图

5 结语

将老城区的主要道路改造成步行街必将对城市交通系统产生较大影响，在步行街周边采用合理的交

通组织势在必行，有效分离人流和车流并使之快速集散，是步行街得以发展的重要保障。中山路、太平

路步行街交通规划方案已经多轮次专家咨询、专家评审、各级汇报，已基本稳定，考虑到区域轨道交通

只通车3号线这一条线路，规划的轨道1号线、4号线计划分别在2021年、2022年通车，尤其是直接

服务本区域的1号线通车之前就实施中山路步行街，周边路网的交通压力明显加大，机动化出行保障能

力不足，因此中山路步行街最好在1号轨道线通车之后实施。太平路步行街迄今未实施的最重要原因是

改造为步行街后北侧建筑如何利用 （南侧为大海）、如何在旅游淡季 （每年约有6个月的时间）也能保

持步行街的活力和吸引力等问题还没有开展深入研究或未找到有效应对方案，因此，考虑可能引起的负

面舆情，政府部门迟迟下不了改造的决心。可见，步行街的改造涉及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必须各方面研

究到位并提出合理可行方案，最后政府部门才能统筹决策实施与否和实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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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在交通组织中的应用

郭 涛

【摘要】 交通拥堵问题在现阶段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研究过程中日益突出，在现有道路资源条件下通过资源的合理分配，
灵活组织车辆通行、设置 “潮汐车道”成为各大城市交通管理部门缓解交通拥堵的又一科技创新成果，此举有效保证了

城市交通有序、畅通。“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作为潮汐车道的升级版，不仅更多的帮助解决城市拥堵，交通安全，同

时对缓解汽车尾气排放污染、美化环境、提高生活品质、提升城市形象也有重要意义。“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在舜华

路经十路北口中的应用，充分论证了其在城市交通组织中所起到的良好效果。
【关键词】 交通；潮汐；车道；信号

0 引言

“潮汐车道”是指在城市人们早晚上下班、上下学集中出行时段，通过交通网络流量管理，对有条

件的道路，通过车辆信号灯指示方向不断变化，控制主干道车道行驶方向，来调整车道数，提高车道利

用率[1]。
 

以济南市经十路为例，由于交通的 “潮汐现象”，早晨有许多汽车从西向东行驶，即每天早上

东向的车流较大，反向的车流较小，而晚上西向的车流较大。对于这种情况，采取可变车道的道路交通

分流改造交通组织，早高峰时段通过借用对向车道设置西向东行驶车道的方式，缓解城市交通系统压

力，疏导交通，晚高峰时段，采取相对措施缓解西向车道车辆通行压力。
 

济南市舜泰广场写字楼集中，早晚上下班高峰时段，经十路与舜华路南北方向堵车严重，特别是北

向南直行车辆及北向东左拐车辆较多，车辆等待时间较长，约需15分钟才能通过路口，舜泰广场上班

人员及舜华路过境市民出行极为不便。经研究，采用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设置，通过对经十路舜华

路北口道路空间的分布和时间的合理分配，有效提升了交通通行能力，缓解了交通拥堵压力。

1 国外潮汐车道设置情况简介

许多西方国家都在研究、开发、使用可变潮汐车道，通过隔离带或隔离护栏变换、遥控器控制信号

诱导系统车辆行驶指示方向、移动屏障改变等组织车道变化。美国洛杉矶就设有潮汐车道，以双向六车

道为例，早上进城的车多，把进城车道由三车道管理变为四车道，也就是多征用他们对面出城的一条道

路车道，出城方向由三个车道变成两个车道，晚高峰则反向设置[2]。美国金门大桥采用潮汐车道设施的

自动化技术升级系统，进行自动化潮汐车道设置。英国在潮汐车道设置上也有较多的应用，他们通过改

变一条路的行进方向来缓解交通压力，不同时段设置不同行进方向。

2 国内潮汐车道设置应用

深圳市新洲路实行 “潮汐车道”智能控制模式：在早高峰时期，新洲路南北向交通流量小的接近中

央分隔带最内侧车道调整为潮汐可变车道[3]。2019年4月份，苏州市运东大道与云梨路路口正式启用

可变潮汐车道，原有的北向南四车道中间设置了一条具有液晶指示标识的可变机动车道，通行效率明显

提高。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在2014年初结合北苑立交改造和立汤路改造工程，朝阳路慈云寺桥至京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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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主路一条车道，由进城方向的改为出城方向机动车通过使用，其余时段按照原道路设置通行[4]。自

2013年起，济南市经十路沿线建设路、经七路、腊山北路路口等相继设置可变车道，车辆通行速度加

快，等待时间明显减少，出行速度明显加快。

3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应用及实例

3.1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设计

“四大安全行车区域”和 “四大信号控制系统”组成了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由传统的一个可变车

道拓展为多个车道的可变。“四大安全行车区域”分为容错区、拓展区、交互区、预设区；“四大信号控

制系统”包含容错区信号控制系统、拓展区信号诱导系统、交互区信号抓拍系统、预设区信号指示

系统。

图1 四个行程区域位置示意图

图2 四个行程区域设计图

容错区用于车辆临时驻车等待，当南向北直行信号红灯亮起时，为避免个别直行车辆尚未来得及驶

出拓展区而影响进入拓展区的左转车辆设置，保障直行意外滞留车辆正常清空。在下一周期北向东左转

相位开始时，尚未直行通过路口的直行车辆可以根据容错区信号控制系统提示驶入容错区等候。

图3

拓展区用于车辆二次排队，拓展区的三条车道供预设区直行车辆或左转车辆排队使用，通过龙门架

上拓展区信号诱导系统智能诱导屏指示，左转车辆也可以驶入传统意义上的直行车道进行等待，在左转

信号灯亮起时，拓展区内等待车辆可同时通过路口。
交互区与网状线功能相同，是预设区与拓展区之间的过渡区域，为避免预设区车辆变道受影响，车

辆禁止在该区域停留，否则交互区信号抓拍系统进行违章抓拍，车辆可以通过此区域变道驶入拓展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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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条车道。
预设区为设置于路段的停车等待区域，与传统路口停车线内车道设置一致，该区域内直行车辆与左

转车辆应严格按照道路标线排队等待，当预设区信号指示系统绿灯时车辆通过交互区变道驶入拓展区三

个车道。

图5

3.2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通过步骤

正常行驶通过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区域和路口时一定要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首先要看好三组灯，
守住两条线，用好一个区。三组灯分别是路口信号灯、拓展区信号诱导系统信号灯、预设区信号指示系

统信号灯[5]；两条线分别是预设区停车线、路口停车线，不可越线停车；一个区是指拓展区，拓展区用

于二次排队，合理用好拓展区可以更好的提高效率。其次不论左转或直行，交互区内不能停车。未及时

通过路口可在容错区等候。
（1）左转车辆通过步骤

首先，车辆根据预设区信号指示系统驶入预设区排队等候，一般情况下左转车辆按照地面标线设置

常规在最左侧车道按顺序驻车等待。其次，当拓展区信号诱导系统左转向信号灯为绿色时，此时扩展区

域的三车道内已无停车车辆，车辆可进入扩展区域。然后，当十字路口南口信号指示灯左转灯亮，车辆

安全快速通过路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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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行车辆通过步骤

首先，车辆根据预设区信号指示系统在预设区直行车道排队等候；其次，待拓展区信号诱导系统直

行信号灯亮起时，拓展区内左转车辆正在有序驶出，预设区内直行车辆紧跟左转车辆后方驶入拓展区内

三条车道，直行车辆严禁超越前方左转车辆。然后，当十字路口南口信号指示灯直行灯亮，车辆安全快

速驶出拓展区通过路口[6]；
经十路口南口左转信号灯、直行信号灯红灯亮起前，信号控制系统可以保证所有左转车辆均驶出拓

展区，给足清空时间，若左转车辆因特殊环境干扰未能在直行信号灯绿灯亮起前驶出，可在下一相位北

向车辆放行时驶出，避免阻挡直行车辆行驶。若直行车辆因特殊环境干扰未能及时驶出，可以按照诱导

屏指示驶入容错区等待，避免阻挡左转车辆通过路口，当直行信号灯绿灯时，车辆驶出容错区安全、快

速、有序通过路口。

4 结论

潮汐车道的应用已日趋成熟广泛，信号系统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可以通过手持遥控器来改变分向

行驶车道标志调整车道行驶方向；也可以固定输入转换时间间隔来自动变换标志调整车道行驶方向[7]；
此外，交通管理部门还可以在控制中心通过监控使用远程控制对标志进行转换控制车道行驶方向。自从

经十路舜华路交叉口 “拓展分区式潮汐车道”运行以来，整个路口拥堵情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车辆等

待时间大大降低，左转车辆通行效率约提高30%～40%，路口通行能力提高约5%。“拓展分区式潮汐

车道”的应用，通过错时改变车道行进方向调整车流通行，在现有道路资源条件下，合理资源分配、路

权分配，最大程度的利用了道路空间，缓解了交通拥堵状况，改善了出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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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三方博弈分析

李 平

【摘要】 近年来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趋严重，有效治理交通拥堵已经成为实现城市发

展刻不容缓的任务。为了实现城市交通拥堵协同治理，分析交通拥堵治理中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基于演化博弈理

论构建交通运输企业、政府和公众的三方博弈模型，分析在不同的交通拥堵治理政策下政府、企业、公众三者之间的博

弈，并对博弈策略的稳定性进行分析，最后利用 Matlab软件进行了仿真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当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

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小于消极参与所付出的成本时，能够达到三方策略的演化稳定；参与成本，补贴程度以及初期

政府的治理态度会影响企业和公众策略演化的速率。研究结果可为政府部门制定交通拥堵治理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交通拥堵治理；演化博弈；策略选择；协同治理；仿真

0 引言

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有限的道路交通资源和交通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凸显，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交通拥堵治理已

经成为城市交通管理的首要任务。国内外学者对交通拥堵治理开展了大量研究，Mineta[1] 提出加大

对公共交通的补贴力度，通过刺激公共交通出行来缓解交通拥堵；Lindsey等[2] 提出拥挤收费的方

法来缓解交通拥堵；徐弘毅[3] 对不同的交通拥堵治理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从正当性和合法性两个

方面剖析了各种治理方案的优缺点；赵蕾[4] 指出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目前适宜将限制性

方案做为交通拥堵治理的切入点；周静等[5] 基于可拓学建立了交通拥堵治理有效性评价模型；吕稼

欢[6] 将时空消耗分析法引入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建立了城市的出行消耗模型，应用系统动力学进行

仿真并提出交通拥堵治理的政策建议；项园[7] 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研究交通拥堵治理的对策，指出政

府作为单一的治理主体会出现职能上的缺位和错位现象，提出建立一个统一协调的城市交通拥堵多

中心治理主体的模式。但目前研究缺乏对交通拥堵治理中参与主体利益诉求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

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交通拥堵治理中参与主体的博弈模型，探讨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和策略

选择，探寻由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向协同治理演化的传导机理，以期为政府部门制定交通拥堵治理

政策提供依据。

1 演化博弈理论

演化博弈论 （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是一种将博弈理论分析与动态的演化理论相结合的方

法[8]。演化博弈论借鉴生物学理论观点，以有限理性为出发点，通过研究群体行为，阐释了生物进化的

动态过程，在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1.1 演化稳定策略

演化稳定策略 （Evolutionary
 

Stable
 

Strategy）是演化博弈理论最基本的概念，将每一个生物种群

为了生存而表现出的行为看成是一种策略选择，如果一个群体中的所有参与者都采用了某种策略，而此

时其他任何一个小群体的突变策略都不能入侵这个群体的话，则此策略就被称为演化稳定策略。演化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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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策略的数学定义如下：
设在一个由N个个体组成的群体中，如果对任意y∈A 并且y≠x，存在一个εy∈ （0，1）使不

等式

u [x，εy+ （1-ε）x]＞u [y，εy+ （1-ε）x]
对任意ε∈ （0，εy）都成立，则称x是演化稳定策略。其中A 是支付矩阵，y表示突变策略，εy 为侵

入界限，是一个与突变策略y有关的常数。

1.2 复制动态方程

复制动态 （Replicator
 

Dynamics）是演化博弈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博弈方动态调整策略的

一种机制，其核心是在群体中较成功的策略采用的个体会逐渐增加，从而群体中采用各种策略的博弈方

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复制动态方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dxv
dt=xv

[u （v，s）-u （s，s）]

式中xv 是采用策略v的群体比例，u （v，s）是采用策略v的收益，u （s，s）是群体的平均收益。

2 交通拥堵治理三方博弈模型

2.1 模型基本假设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的参与主体主要有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建立三方博弈模型之前，首先分析各参

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对模型的主要参数作出如下假设：
（1）对于政府来说，如果积极治理交通拥堵，需要付出监管和治理成本M1；如果政府采取消极态

度，管理松懈，导致交通拥堵问题加重，则政府会遭到投诉和上访，并失信于公众，在此把政府因威信

受到影响等造成的损失称为政治成本，记为R1。
（2）对于企业来说，如果企业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则需要付出治理成本M2，同时企业会获得

政府发放的补贴，记为P1；若企业消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将企业损失的声誉和竞争优势称为声誉成

本，记为R2，同时交通拥堵将对交通运输企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经济损失，记为L1。
（3）对于公众来说，如果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记为M3，同

时会获得政府发放的一定奖励，记为P2；如果消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交通拥堵将对公众造成时间以

及出行舒适性等方面的损失，记为L2。
（4）政府部门选择积极治理交通拥堵的概率为x （0≤x≤1），选择消极治理交通拥堵的概率为1-

x；交通运输企业选择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率为y （0≤y≤1），选择消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

率为1-y；公众选择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率为z （0≤z≤1），选择消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

率为1-z。当三方参与主体中至少有两方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时，交通拥堵将得到改善。
三方演化博弈模型的主要参数及含义如表1所示。

表1 三方博弈模型的主要参数

博弈方 参数 含义

政府

M1 政府积极治理交通拥堵付出的成本

R1 政府消极治理交通拥堵的政治成本

x 政府积极治理交通拥堵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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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博弈方 参数 含义

企业

M2 企业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

R2 企业消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声誉成本

P1 政府发放给企业的补贴

L1 交通拥堵对企业造成的经济损失

y 企业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率

公众

M3 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

P2 政府发放给公众的奖励

L2 交通拥堵对公众造成的损失

z 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概率

2.2 博弈模型的建立与稳定性分析

基于以上模型假设，构建交通拥堵治理中政府、企业和公众三个参与主体间的博弈支付矩阵，如表2
所示。

表2 交通拥堵治理三方博弈支付矩阵

策略选择 企业
公众

积极参与z 消极参与1-z

政府

积极治理

x

消极治理

1-x

积极参与

y

-M1-P1-P2，-M2+P1，

-M3+P2
-M1-P1，-M2+P1，

0

消极参与

1-y

-M1-P2， -R2
-M3+P2

-M1-R1， -R2-L1
-L2

积极参与

y

-P1-P2，-M2+P1，

-M3+P2

-R1-P1，-M2+P1-L1，

-L2

消极参与

1-y

-R1-P2，-R2-L1
-M3+P2-L2

-R1，-R2-L1
-L2

接下来对博弈模型进行稳定性分析，设政府选择积极治理交通拥堵的期望收益为Ug1，选择消极治

理交通拥堵的期望收益为Ug2；企业选择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期望收益为Uc1，选择消极参与交通

拥堵治理的期望收益为Uc2，；公众选择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期望收益为Up1，选择消极参与交通拥

堵治理的期望收益为Up2，则有：

Ug1=yz （-M1-P1-P2）+y （1-z）（-M1-P1）+z （1-y）（-M1-P2）

- （1-y）（1-z）（M1-R1）

Ug2=yz （-P1-P2）+y （1-z）（-R1-P1）+z （1-y）（-R1-P2）

- （1-y）（1-z）R1
Uc1=xz （-M2+P1）+x （1-z）（-M2+P1）+z （1-x）（-M2+P1）

+ （1-x）（1-z）（-M2+P1-L1）

Uc2=-xzR2+x （1-z）（-R2-L1）+z （1-x）（-R2-L1）

+ （1-x）（1-z）（-R2-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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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1=xy （-M3+P2）+x （1-y）（-M3+P2）+y （1-x）（-M3+P2）

+ （1-x）（1-y）（-M3+P2-L2）

Up2=-x （1-y）L2-y （1-x）L2- （1-x）（1-y）L2
设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为Ug，则Ug=xUg1+ （1-x）Ug2，政府选择积极治理策略的复制动态方

程为：

Fg （x）=
dx
dt=x

（Ug1-Ug）=x （1-x）[（y+z-2yz）R1-M1]

设企业的平均期望收益为Uc，则Uc=yUc1+ （1-y）Uc2，企业选择积极参与治理策略的复制动

态方程为：

Fc （y）=
dy
dt=y

（Uc1-Uc）=y （1-y）[（x+z-2xz）L1+P1+R2-M2]

设公众的平均期望收益为Up，则Up=zUp1+ （1-z）Up2，公众选择积极参与治理策略的复制动

态方程为：

Fp （z）=
dz
dt=z

（Up1-Up）=z （1-z）[（x+y-2xy）L2+P2-M3]

对政府单方面策略的演化稳定性进行分析，当政府策略选择的的变化率为0时，有Fg （x）=0，
此时解得x=0或x=1。当 （y+z-2yz）R1-M1=0时，Fg （x）≡0，表示对任意概率的x，系统

都处于稳定状态，不会继续演化；当 （y+z-2yz）R1-M1＞0时，有
dFg （0）
dx ＞0，

dFg （1）
dx ＜0，

根据微分方程稳定性的判别条件，当F′ （x）≤0
 

时微分方程达到稳定状态，即x=1为演化稳定策略，

即政府会逐渐从消极治理策略向积极治理策略演化；当 （y+z-2yz）R1-M1＜0时，有
dFg （0）
dx ＜0，

dFg （1）
dx ＞0，此时x=0为演化稳定策略，即政府会逐渐从积极治理策略向消极治理策略演化。

对企业单方面策略的演化稳定性进行分析，当企业策略选择的的变化率为0时，有Fc （y）=0，
解得y=0或y=1。当 （x+z-2xz）L1+P1+R2-M2=0时，Fc （y）≡0，此时对于任意概率的

y，系统都处于稳定状态，不会继续演化；当 （x+z-2xz）L1+P1+R2-M2＞0时，有
dFc （0）
dy ＞0，

dFc （1）
dy ＜0，此时y=1为演化稳定策略，即企业会逐渐从消极参与策略向积极参与策略演化；当 （x

+z-2xz）L1+P1+R2-M2＜0时，有
dFc （0）
dy ＜0，

dFc （1）
dy ＞0，此时y=0为演化稳定策略，即

企业会逐渐从积极参与策略向消极参与策略演化。
对公众单方面策略的演化稳定性进行分析，当公众策略选择的的变化率为0时，有Fp （z）=0，

解得z=0或z=1。当 （x+y-2xy）L2+P2-M3=0时，Fp （z）≡0，此时对于任意概率的z，系统

都处于稳定状态，不会继续演化；当 （x+y-2xy）L2+P2-M3＞0时，有
dFp （0）
dz ＞0，

dFp （1）
dz ＜0，

此时z=1为演化稳定策略，即公众会逐渐从消极参与策略向积极参与策略演化；当 （x+y-2xy）L2

+P2-M3＜0时，有
dFp （0）
dz ＜0，

dFp （1）
dz ＞0，此时z=0为演化稳定策略，即公众会逐渐从积极参

与策略向消极参与策略演化。
对三方博弈策略的均衡点和稳定性进行分析，当三方系统的策略选择变化率为0时，有Fg （x）=0，

Fc （y）=0，Fp （z）=0，通过解方程组可以求得系统的均衡点，在此只需要讨论E1= （0，0，0），
E2= （1，0，0），E3= （0，1，0），E4= （0，0，1），E5= （1，1，0），E6= （1，0，1），E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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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8= （1，1，1）这8个边界点的稳定性，其余的点为非渐进稳定状态，在此不做讨论。根据微分

方程的稳定性理论，当
dFg （x）
dx ＜0，

dFc （y）
dy ＜0，

dFp （z）
dz ＜0时均衡点为稳定点，接下来对8个边界

点的稳定性进行逐一讨论，分析每个边界点达到稳定状态需要相应满足的条件。
（1）对于E1 （0，0，0），当 M1＞0，P1+R2-M2＜0且P2-M3＜0时，有F′g（0）＜0，

F′c（0）＜0，F′p（0）＜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1是稳定点。
（2）对于E2 （1，0，0），当 M1＜0，L1+P1+R2-M2＜0且L2+P2-M3＜0时，有

F′g（1）＜0，F′c（0）＜0，F′p（0）＜0，满足稳定性条件，但政府治理交通拥堵付出的成本不可能为负，
即条件M1＜0不成立，故

 

E2不是稳定点。
（3）对于E3 （0，1，0），当R1-M1＜0，P1+R2-M2＞0且L2+P2-M3＜0时，有

F′g（0）＜0，F′c（1）＜0，F′p（0）＜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3是稳定点。
（4）对于E4 （0，0，1），当R1-M1＜0，L1+P1+R2-M2＜0且P2-M3＞0时，有

F′g（0）＜0，F′c（0）＜0，F′p（1）＜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4是稳定点。
（5）对于E5 （1，1，0），当R1-M1＞0，L1+P1+R2-M2＞0，且P2-M3＜0时，有

F′g（1）＜0，F′c（1）＜0，F′p（0）＜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5是稳定点。
（6）对于E6 （1，0，1），当R1-M1＞0，P1+R2-M2＜0，且L2+P2-M3＞0时，有

F′g（1）＜0，F′c（0）＜0，F′p（1）＜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6是稳定点。
（7）对于E7 （0，1，1），当 M1＞0，L1+P1+R2-M2＞0且L2+P2-M3＞0时，有

F′g（0）＜0，F′c（1）＜0，F′p（1）＜0，满足稳定性条件，此时E7是稳定点。
（8）对于E8 （1，1，1），当M1＜0，P1+R2-M2＞0且P2-M3＞0时，有

 

F′g（1）＜0，
F′c（1）＜0，F′p（1）＜0，满足稳定性条件，但条件M1＜0不成立，故E8不是稳定点。

3 仿真分析

为了描述和验证上述稳定性分析的结论，运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分析。在-M2+P1＜-R2-
L1和-M3+P2＜-L2成立的条件下，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大于消极参与所

付出的成本，经过反复博弈后，企业和公众会趋向于消极参与，政府也会趋向于消极治理，系统演化过

程仿真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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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演化过程仿真

（R1=15，M1=23，M2=20，P1=6，R2=4，L1=7，M3=8，P2=2，L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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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模型参数，增加政府对企业的补贴P1和对公众的奖励P2，保持其余参数不变，使-M2+P1＞
-R2-L1和-M3+P2＞-L2两个条件成立，此时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的收益大于消极参与的收益，
经过反复博弈后，企业和公众会趋向于积极参与。当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时，政府选择消

极治理带来的负面影响小于积极治理的成本，因此政府会趋向于消极治理，系统演化过程仿真

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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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系统演化过程仿真

（R1=15，M1=23，M2=20，P1=14，R2=4，L1=7，M3=8，P2=6，L2=4）

进一步对博弈模型的参数进行灵敏度分析，改变参数P1 和M2 的取值，分析不同的政府补贴程度

和治理成本对企业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仿真结果如图3和图4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在满足-
M2+P1＞-R2-L1的条件下，不同程度的补贴和治理成本均能使企业的策略选择趋于稳定，但补贴

力度越大，治理成本越小，企业的策略演化至稳定的速率越快，达到稳定的时间越短。同样，改变参数

参数P2和M3的取值，分析不同的政府奖励程度和治理成本对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仿

真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在满足-M3+P2＞-L2的条件下，不同程度的奖励和治理成

本均能使公众的策略选择趋于稳定，奖励额度越大，治理成本越小，公众的策略演化至稳定的速率越

快，达到稳定的时间越短。因此政府可以加大对企业的补贴和对公众的奖励程度，设法降低企业和公众

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和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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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政府补贴力度对企业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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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治理成本对企业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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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政府奖励额度对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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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治理成本对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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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初期政府的治理态度对企业和公众参与程度的影响，改变初始时刻政府选择积极治理策

略的比例，即x （0）的取值，分析企业和公众选择积极参与策略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仿真结果如图

7和图8所示。由图可以看出在满足稳定性条件的前提下，政府一开始选择积极治理策略的比例越高，
公共和企业的策略选择达到稳定的时间越短，说明政府在初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此政府应

率先积极治理交通拥堵，以提高企业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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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初期政府的治理态度对企业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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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初期政府的治理态度对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程度的影响

4 结论

本文分析了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中各参与主体的利益关系，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交通拥堵治理的

三方博弈模型，对政府、企业和公众博弈策略选择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并利用Matlab进行了仿真验

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当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大于消极参与所付出的成本时，经过反复博弈

后，企业和公众会趋向于消极参与，政府也会趋向于消极治理，最终达到演化稳定策略 （0，0，0）；当

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付出的成本小于消极参与所付出的成本时，经过反复博弈后，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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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会趋向于积极参与，政府则会选择 “搭便车”的策略，趋向于消极治理，最终达到演化稳定策略

（0，1，1）。
（2）在满足稳定性条件的前提下，提高补贴和奖励，降低参与治理的成本均能使企业和公众的策略

选择演化至稳定的时间缩短，因此政府可以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

理，同时应设法降低企业和公众的参与成本，建立完善的参与机制，拓宽企业和公众参与交通拥堵治理

的渠道，例如通过立项的形式使企业参与到交通拥堵治理中来，通过建立城市交通拥堵治理集成平台等

手段，提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
（3）政府对企业和公众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初期政府若采取积极治理的态度，能够使企业

和公众的策略选择演化至稳定的时间缩短，因此政府应率先采取积极治理的态度，从而号召和引导企业

和公众积极参与交通拥堵治理，形成多元协同治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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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叉口困境区驾驶选择行为研究

张晨骁

【摘要】 信号交叉口存在的 “困境区”使得机动车驾驶员在黄灯启亮时无法选择安全停车或安全通过交叉口，对交叉
口交通安全产生影响。本文使用大五人格量表 （The

 

Big
 

Five）对驾驶员的性格特质进行调查，邀请驾驶员在实际道路
环境下进行实车试验，并建立了交叉口困境区驾驶行为选择模型。根据模型回归结果对驾驶员在困境区内选择通过或停
车的行为与驾驶员性格特质的影响进行讨论和分析。本文研究结果可应用于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和交叉口信号配时改善。
【关键词】 困境区；驾驶行为；交通安全；大五性格特质

0 引言

城市道路信号交叉口的进口道存在黄灯困境区，在此区域内，驾驶员按照道路限速既不能在停止线

前停止，也不能顺利通过交叉口，对交叉口的交通安全存在一定的影响。信号交叉口的安全性取决于许

多因素，包括交叉口的位置、进口道交通量、信号相位和时间、驾驶员和行人的行为。其中，由困境区

造成的直角碰撞和追尾碰撞是影响交叉口交通安全与效率的重要因素[1]。许多研究已经明确了困境区的

定义，并将困境区分为两类，即第一类困境区和第二类困境区。第一类困境区与车辆属性、交叉口属性

和信号配时相关，可由相关公式计算；第二类困境区实际上是一个选择区域，驾驶员在黄灯区犹豫不决

导致其陷入困境区[2]。图1为两类困境区的示意图。

图1 第一类困境区和第二类困境区示意图

驾驶员的主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在困境区的选择，即困境区具有一定的动态性质。许多研究

探讨了不同因素对困境区域内驾驶员选择行为的影响。接近终点线的速度越高，到终点线的距离越短，
会导致驾驶员停车概率降低[3]。研究表示驾驶员的性别对黄灯启亮时的驾驶行为选择概率有显著影

响[4]。如果在黄色阶段开始时到达交叉口的时间是1.6s，大多数驾驶员选择通过交叉口[5]。也有研究

建立了停车概率与车辆接近速度、驾驶员年龄和性别、到交叉口距离的函数，进一步证明了上述研究的

结果[6][7][8]。驾驶员的闯黄灯行为与驾驶员的年龄也有一定的关系，通过驾驶模拟器研究年轻人与老年

人在黄灯启亮时的反应时间和闯黄灯行为，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的方法，建立了闯黄灯的行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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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9][10]。也有学者利用分类决策树的方法，得出车辆行驶速度、与停车线的距离，以及在交通流中的

位置是影响驾驶员闯黄灯的主要因素的结论[11]。研究发现，相同地区驾驶员的不同驾驶行为特性对道

路交通安全影响的程度离散性较高[12]。部分研究从驾驶员的性格、注意力、视野等方面对驾驶行为特

性与道路交通事故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分析了驾驶行为特性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13]。
综上，在交叉口困境区研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于困境区的形成机理、影响范围、影响程度等

方面，并从信号切换、交叉口几何设计改善等角度提出了相关的改进意见。部分研究通过驾驶员性别、
年龄进行分析，而鲜有针对驾驶员性格特质等内在个人属性进行研究。研究不同类型驾驶员在交叉口的

驾驶行为，特别是在困境区内的驾驶选择行为是解决困境区问题的关键，驾驶员的性格特质是影响其在

困境区驾驶选择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将通过实车试验的方式，研究不同性格特质的驾驶员在困境

区内的选择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其在交叉口困境区内驾驶选择行为的影响机理。

1 数据采集及处理

1.1 实验参与者

本次研究的参与者是55名普通小汽车驾驶员，其中有37名男性，18名女性。参与者通过网络信

息从东南大学和南京市玄武区招募。受试驾驶员的平均年龄为28岁 （SD=3.41），平均驾龄为3年

（SD=1.19），受教育程度从初中学历至研究生学历不等，且过去三年内均未发生过严重的交通事故。
所有驾驶员的身体状况良好，无精神疾病或障碍。

1.2 性格特质调查

本文使用大五人格量表 （BFPI）调查驾驶员的驾驶特性。BFPI由5个人格因素组成，共包含44
项问题。这五个因素是：外倾性 （8项，例如 “我认为自己是健谈的人”），宜人性 （9项，例如 “我认

为自己是喜欢配合别人的人”），责任心 （9项，例如 “我认为自己是有人做了彻底的工作”），神经质

性 （8项，例如 “我认为自己可以喜怒无常的人”），和开放性 （10项，例如 “我认为自己是创造力

的人”）。每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分制 （1
 

=极不同意；5
 

=强烈同意），对五大人格因素分别计算总

分。BFPI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5个因子的克朗巴哈系数均在0.79以上，均值为0.83。同时，
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容包含个人基本属性，如驾龄、学历、是否为职业驾驶员、近三年有无发生交通

事故等。
本次研究对55名驾驶员进行驾驶特性问卷调查，剔除掉无效问卷和不严谨、不积极配合的受试者

后，最后收集到42份有效问卷并确定了最终参与实验的驾驶员。其中男性27人，女性15人，年龄在

25～30岁的受试者数量最多，占65%，驾龄为0～3岁的受试者占55%，非职业驾驶员占82%，由于

大多数受试者从学校招募，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占69%。这42名通过问卷调查的受试者将参与实车

试验。

1.3 实车试验

对完成驾驶特性调查的42名驾驶员进行指定交叉口及路段的实车测试。试验车为普通小型轿车。
进行实验前，在车顶位置贴上蓝色标记物，方便后期在视频处理中对试验车进行辨识。

本次试验采用高空定点视频记录来获取试验数据，垂直拍摄高度为20m，拍摄位置可完全覆盖本

次试验观测的进口道路段。进行试验的交叉口选取原则是：进出口道均为平坡，交叉口视距良好，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流量较大，但未达到饱和状态。根据交叉口选取原则，本试验选取太平北路—中山东路交

叉口 （江苏，南京）进行观测，车道为东进口道的两条直行车道。所选交叉口进口道车辆限速为

60km/h，所观测进口道由1个左转车道、2个直行车道和1个右转车道组成。中山东路由东向西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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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约为1100pcu/h，交叉口进口道宽度为25m，信号灯黄灯间隔时间为3s，信号相位周期为120s，共

有4个相位。交叉口为显示倒计时时间的信号控制。
为了控制车流量对试验结果的影响，本次试验选择平峰时段进行试验 （周一至周五，9∶30-

11∶30，14∶00-16∶00），即交通流为自由流的运行状态。在试验开始前，驾驶员已经对驾驶路线提前

进行熟悉。进行试验时，驾驶员驾驶实验车在摄像覆盖区域的交叉口内进行通行，并安排一名工作人员

在副驾驶位进行路线指引。路线设计的原则是行驶最短的绕行路程，以尽可能多次地通过所观测的进口

道进入交叉口，驾驶路线如图2所示。路线总长度1.3km，在平峰时段交通流状况良好，从试验起点

开始通过交叉口再返回至起点处平均耗时6min（SD=1.62）。试验时每位驾驶员连续行驶2h，在所观

测的进口道中，平均每位驾驶员通过了15次 （SD=1.41）。本次实验开展时间从2019.3.6至

2019.4.20，期间遇特殊天气情况 （如大雨等天气）未进行试验。

（1）试验车辆 （2）观测点

（3）实验路线

实验路线
实验交叉口
观测进口道

图2 实车试验的车辆、设备及实验路线图

1.4 视频信息预处理

本文使用Tracker软件进行视频信息预处理，借助近景测量技术对实验视频进行软件解算。近景摄

影测量技术的基本处理流程是根据所拍摄的图像的二维坐标，结合选定的已知点 （已知点的图像二维坐

标和实际三维坐标均已知），建立与实际三维坐标之间的映射关系，进而达到测量物体空间位置的目的。
实验视频使用解析法标记位置的相对误差在5%以内，绝对误差为0.1m，精确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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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物理定义的困境区[14]，XC 表示停止线的最小距离，X0 是停止线的最大距离。在GHM模型

中，XC 和X0表示如下：

XC=v0δ1+
v20
2a1

（1）

X0=v0τ+0.5a2（τ-δ2）2-W-L （2）
其中v0代表车辆接近停止线的速度；δ1和δ2 分别代表驾驶员停车和通过交叉口的感知反应时间，

其值分别等于1.0和0.8；a1和a2分别代表车辆最大减速率和最大加速率；W 代表交叉口宽度；L是车

辆的长度。当XC＞X0时，可以确定车辆进入困境区。实车试验中记录以上参数的数据，通过Tracker
标定困境区的范围。实验车辆的位置坐标对应于视频中交叉口信号时间。当绿灯闪烁最后一秒，黄灯闪

烁第三秒、第二秒和最后一秒时，实验车辆的位置坐标、到停止线的距离和速度均得到记录。该方法可

以判断车辆是否进入困境区，以及在黄灯时间内是否通过困境区。同时，异常的驾驶行为也被记录

下来。

（1）创建坐标系 （2）在Tracker中提取实验车的轨迹数据

（3）在Tracker中识别并定义困境区

困境区分布范围

困境区集中范围

30m

40m

30m

40m

60m

60m

70m

70m

图3 在Tracker软件进行视频数据预处理

在本次试验中，共采集到687组实验车通过交叉口的数据，剔除受到车辆排队影响未通过交叉口、
与非机动车和行人产生冲突等无效数据，最终获取594组通行数据，对应于每位驾驶员至少获取了13
次有效通行数据。经Tracker处理后，共统计到152组困境区通行数据，对应于每位驾驶员至少2次进

入困境区，平均每位驾驶员进入困境区的次数为3次 （SD=1.32）。表1为根据性别和车辆速度划分的

在困境区停车或通行决策的分布情况。表2为驾驶员性格特质与困境区的决策和性别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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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驾驶行为按照速度分组和性别的分布情况

速度分组

（km/h）
停车总数

（男/女）
通过交叉口总数

（男/女）
通过率 （%）
（男/女）

样本合计

（男/女）

10～40 13（7/6） 1（1/0） 7.1（12.5/0） 14（8/6）

41～50 19（12/7） 36（31/5） 65.5（72.1/41.7） 55（43/12）

51～60 16（10/6） 32（26/6） 66.7（72.2/50.0） 48（36/12）

＞60 7（4/3） 28（24/4） 80.0（85.7/57.1） 35（28/7）

总计 55（33/22） 97（82/15） 63.8（71.3/40.5） 152（115/37）

表2 驾驶性格特质按照驾驶行为和性别的分布情况

性格特质
停车的BFPI平均得分

（男/女）
通过交叉口的BFPI平均得分

（男/女）
总样本的BFPI平均得分

（男/女）

N神经质性 35.2（38.5/29.5） 70.4（73.0/65.9） 48.2（51.9/41.6）

C责任心 65.8（64.0/68.2） 51.9（50.0/53.7） 60.7（58.5/65.0）

A宜人性 66.4（64.2/70.6） 30.9（29.0/34.5） 53.3（45.4/60.4）

E外倾性 42.4（39.6/47.7） 48.7（51.2/40.4） 44.7（45.8/43.8）

O开放性 29.7（27.8/33.2） 67.1（71.0/60.1） 43.5（49.1/35.5）

从表1的数据可知，通过困境区的概率随着接近困境区的速度的增加而提高。当接近速度低于

40km/h时，通过困境区的驾驶员比例仅为7.1%，但当接近速度高于40km/h时，这一比例上升到

65.5%以上。这可以解释为，当接近速度超过安全停车速度时，短时间内紧急刹车可能会导致车辆追尾

或越过停车线而闯红灯。此外，在性别差异的影响下，男性驾驶员选择在困境区通过的概率远远大于女

性驾驶员，分别为71.3%和40.5%。表明在困境区，男性驾驶员比女性驾驶员更具有攻击性，即攻击

性驾驶员往往在困境区选择冒险通过交叉口停止线。
表2显示，选择通过困境区驾驶员的神经质性、外向性和开放性得分高于总被试。同时，男性驾驶

员的平均得分高于女性驾驶员。然而，根据这些数据，在困境区停车的概率与尽责性和亲和性得分呈正

相关，女性驾驶员的平均得分高于男性驾驶员。这说明女性驾驶员比男性驾驶员更谨慎、保守，而男性

驾驶员则更有冒险倾向。

2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的是城市道路交叉口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其含义是驾驶员在进入困境区时如何进行选择，
包括停车和通过两种情况，本文研究重点针对驾驶员的性格特质，故影响因素为驾驶员的性格特性。以

驾驶员在困境区是否通过作为因变量，即当驾驶员通过困境区时取值为1，当驾驶员在困境区停车时取

值为0。对于二元离散现象的数量分析，常用模型有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本研究采用二元Probit
模型对驾驶员在困境区的选择行为进行分析。
Probit模型可由满足经典线性模型假定的潜变量模型推导：

y*=β0+β1x1+…+βkxk+ε
对于式 （1），y*表示观测不到的变量或潜变量，当y*＞0时，表示驾驶员在进入困境区时选择通

过，有y=1；当
 

y* ≤0
 

时，表示驾驶员在进入困境区时选择停车，有y=0。在此，假定ε独立于解

释变量，且呈标准正态分布，从而影响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行为的
 

Probit
 

模型可表示为：

prob（y=1x1，…，xk）=prob（y* ＞0x1，…，xk）=Φ（β0+β1x1+…+βk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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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2）中为标准正态累积分布函数，y*是不可观测的潜变量；y则是实际观测到的因变量，表示

驾驶员在困境区是否通过，0为不通过 （即停车），1为通过；x1，…，xk表示影响驾驶员在困境区选

择是否通过的因素；k为影响因素的个数。从而y的分布函数可表示为：

P（y）=Φ（β0+β1x1+…+βkxk）y[1-Φ（β0+β1x1+…+βkxk）]1-y

驾驶行为选择模型的建模过程会在下一节进行介绍。

3 困境区驾驶选择行为模型

3.1 建立模型

本研究采取基于驾驶员性格特质为影响因素的概率选择模型。为了避免各自变量间因存在多重共线

性关系而导致回归结果不理想，本研究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对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

容忍度为0.80～0.95，说明各自变量间共线性关系很小，可以同时纳入Probit回归模型。变量的符号

及其含义如表3所示。

表3 驾驶选择行为的变量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X1 Neuroticism 13 89 48.2 20.9

X2 Conscientiousness 20 88 60.7 15.8

X3 Agreeableness 11 88 53.3 21.6

X4 Extraversion 16 89 44.7 14.8

X5 Openness 12 91 43.5 21.9

在建立回归模型前，对模型中5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符

合要求。从驾驶员性格特质影响其在困境区的选择模型可以得出回归方程：

P=0.091X1+（-0.059）X2+（-0.042）X3+0.048X4+0.053X5
该模型给出了具有特定性格特质的驾驶员在困境区做出某一决策的概率，回归模型结果如表4

所示。

表4 模型变量和参数估计结果

Margin（dy/dx） Coef Std.Err. z P＞|z|

X1 0.0034 0.0913 0.0329 2.77 0.006**

X2 -0.0022 -0.0587 0.0289 -2.03 0.042*

X3 -0.0016 -0.0424 0.0256 -1.65 0.098

X4 0.0018 0.0483 0.0219 2.20 0.028*

X5 0.0020 0.0530 0.0207 2.56 0.011*

Number
 

of
 

obs
 

=
 

152

LR
 

chi2 （5）
 

=
 

180.17              
 

   Prob＞chi2
 

=0.0000

Log
 

likelihood
 

=-9.9457
 

          
 

 
 

   Pseudo
 

R2
 

=
 

0.9006

注：*代表在0.05水平显著，**代表在0.01水平显著，***代表在0.001水平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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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结果分析

对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如下：
（1）神经质性 （Neuroticism）对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通过有着很强的正向影响。该项性格特质代

表驾驶员焦虑、敌对的驾驶特性，导致其易冲动，倾向于攻击性驾驶，因此在困境区中，该项得分较高

的驾驶员倾向于加速通过停车线，具有很强的冒险心理。该项得分高的驾驶员对交叉口交通安全具有很

大的影响，在高速通过困境区时，更易造成交通事故。从该项得分超过平均值且选择通过交叉口的样本

中发现2例闯红灯违章现象。
（2）责任心 （Conscientiousness）对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停车有正向影响，但显著性一般。该项性

格特质代表驾驶员具有细心、思维缜密、谨慎的驾驶特性，该项评分越高的驾驶员，在进入困境区后会

考虑主动紧急停车，担心加速过线时间不够，来不及越过停车线造成违章。因此选择更为保守措施，即

在困境区停车。
（3）宜人性 （Agreeableness）对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停车也有影响，影响较弱。该项性格特质代

表驾驶员有礼貌、温顺、乐于助人且愿意配合他人的驾驶特性，即在驾驶中更多的表现为让车行驶、跟

车而不超车。因此在困境区中，该项得分较高的驾驶员，会考虑到加速过线可能会造成违章或事故，不

倾向于冒险通过，同时考虑到紧急刹车可能会导致后车追尾。在试验结果来看，该项评分较高的驾驶员

大多选择停车。从原始数据中也能看到，该项评分超过65分的驾驶员，在困境区中选择刹车或加速的

操作一般距停车线30m，已经到达困境区的边缘，这也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为考虑到后车行驶的因素，
不愿为他人带来麻烦，即因驾驶员自己急刹车导致后车紧急刹车甚至追尾，在犹豫中选择加速通过黄灯

区。由于在困境区该性格特质较强的驾驶员会考虑诸多方面影响，从而导致反应时间延长，来不及在黄

灯时间加速通过，极易造成违章，所幸在本次试验中，该项得分较高的驾驶员通过交叉口时，未产生违

章现象。
（4）外倾性 （Extraversion）影响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通过，且影响较为显著。该项性格特质代表

驾驶员的主见性和主动性、活跃、果断和爱冒险的驾驶特性。因此该类评分较高的驾驶员倾向于在困境

区时冒险通过停车线，对自身的驾驶技术较为自信。反之该类评分较低的驾驶员倾向于谨慎保守的驾驶

特性，在困境区中有很大的概率选择停车。
（5）开放性 （Openness）对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通过的有很强的正向影响，在0.001水平上显著，

该项得分越高的驾驶员，在困境区更倾向于通过。从边际效应的结果来看，该项性格特质对驾驶员在困

境区选择通过有着最大的影响。该项性格特质说明驾驶员具有想象力、创造性和求异性，因此可以解释

为驾驶员进入困境区时，不愿遵守惯例而更情愿寻求一些变化，故在困境区中倾向于加速通过。对应于

该项得分超过平均值且选择通过的驾驶员，其速度在距离停止线大于50m时会选择加速以通过停止线，
由此可见该项性格特质评分较高的驾驶员在困境区进行操作的决策反应时间短，在困境区中选择更为

果断。

4 结语

本文通过调查测试驾驶员性格特质并开展实车试验，构建了驾驶员性格特质对其在困境区驾驶选择

行为的回归模型，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同时对模型结果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验证了驾驶员性格

特质对其在困境区选择行为的影响作用。本研究结果可以应用于对驾驶员的安全教育，对于神经质性和

开放性两项得分较高的驾驶员，对其进行识别及针对性教育，对于神经质性较强的驾驶员应作为重点教

育，使该类对交叉口有安全影响驾驶员在更多的时候选择谨慎保守的驾驶行为。同时本文研究结果也可

对信号交叉口黄灯设置优化及信号配时改善提供参考。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按照个人属性对驾驶员进行分组，考虑驾驶员年龄、性别及教育程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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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困境区行为选择的影响，扩大样本容量，以收集更多驾驶员在困境区的选择行为相关数据。本研究

分析了每种性格特质对驾驶员在困境区选择的影响作用，之后可对驾驶员五种性格特质对其选择行为的

综合影响，五种性格特质影响驾驶员选择行为的相互制约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Gibson
 

P
 

M，Hennessy
 

D，Wiesenthal
 

D
 

L.The
 

Driving
 

Vengeance
 

Questionnaire（DVQ）：The
 

Development
 

of
 

a
 

Scale
 

to
 

Measure
 

Deviant
 

Drivers'
 

Attitudes[J].Violence
 

＆
 

Victims，2000，15（2）：-.
[2]

 

Parr
 

M
 

N，Ross
 

L
 

A，Mcmanus
 

B，et
 

al.Differential
 

impact
 

of
 

personality
 

traits
 

on
 

distracted
 

driving
 

behaviors
 

in
 

teens
 

and
 

older
 

adults.[J].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2016，92：107-112.
[3]

 

Zhang
 

H，Qu
 

W，Ge
 

Y，et
 

al.Effect
 

of
 

personality
 

traits，age
 

and
 

sex
 

on
 

aggressive
 

driving：Psychometric
 

adaptation
 

of
 

the
 

Driver
 

Aggression
 

Indicators
 

Scale
 

in
 

China[J].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2017，103：29.
[4]

 

刘润乔，韩加蓬，刘洪光，等.关于动态两难区黄灯时间模糊控制策略的研究[J].公路工程，2016，41（2）：

129-135.
[5]

 

Koll
 

H，Bader
 

M，Axhausen
 

K
 

W.Driver
 

behaviour
 

during
 

flashing
 

green
 

before
 

amber：a
 

comparative
 

study.[J].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2004，36（2）：P.273-280.
[6]

 

El-Shawarby
 

I，Rakha
 

H
 

A，Inman
 

V，et
 

al.Effect
 

of
 

Yellow-Phase
 

Trigger
 

on
 

Driver
 

Behavior
 

at
 

High-Speed
 

Signal-
ized

 

Intersections[C]//
 

IEEE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Conference.IEEE，2006.
[7]

 

Rakha
 

H，El-Shawarby
 

I，Setti
 

J
 

R.Characterizing
 

Driver
 

Behavior
 

on
 

Signalized
 

Intersection
 

Approaches
 

at
 

the
 

Onset
 

of
 

a
 

Yellow-Phase
 

Trigger[J].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2007，8（4）：p.630-640.
[8]

 

Papaioannou
 

P.Driver
 

behaviour，dilemma
 

zone
 

and
 

safety
 

effects
 

at
 

urban
 

signalized
 

intersections
 

in
 

Greece.[J].
 

Accident
 

Analysis
 

＆
 

Prevention，2007，39（1）：P.147-158.
[9]

 

Timo
 

Lajunen，Dianne
 

Parker，Heikki
 

Summala.The
 

Manchester
 

driver
 

behavior
 

questionnaire：a
 

cross-cultural
 

study
 

[J].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2004，36（2）：231-238
[10]

 

Tomoki
 

Furuichi，Takeshi
 

Kadomaete.Eye
 

movement
 

and
 

driving
 

behavior
 

in
 

curved
 

section
 

passages
 

of
 

urban
 

motor-
way

 

[C].In
 

Proc.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Part
 

D：Journal
 

of
 

Automobile
 

Engineering.London：

Sage，2006，1319-13
[11]

 

Caird
 

J
 

K，Chisholm
 

S
 

L，Edwards
 

C
 

J，et
 

al.The
 

effect
 

of
 

yellow
 

light
 

onset
 

time
 

on
 

older
 

and
 

younger
 

drivers'
 

per-
ception

 

response
 

time（PRT）and
 

intersection
 

behavior[J].Transportation
 

research，2007，10F（5）：383-396.
[12]

 

Elmitiny
 

N，Yan
 

X，Radwan
 

E，et
 

al.Classification
 

analysis
 

of
 

driver's
 

stop/go
 

decision
 

and
 

red-light
 

running
 

viola-
tion[J].Accident

 

Analysis
 

and
 

Prevention，2010，42（1）：101-111.
[13]

 

李克平，杨佩昆，倪颖.城市道路交叉口信号控制中的黄灯问题[J].城市交通，2010，008（004）：67-72.
[14]

 

袁黎，季丹丹，胡斌.信号交叉口动态困境区及黄灯时间模型研究[J].公路工程，2017（4）.

作 者 简 介

张晨骁，男，硕士研究生，南京市城市与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电子信箱：513325311
@qq.com

5151



烟台市老城区交通微循环改善策略研究

张克新 孙岩松 孙丽莉 周业利

【摘要】 为了进一步落实 “窄马路、密路网”的城市道路布局理念，切实解决日益凸显的城市老城区交通拥堵、交通
品质不高等问题，实现建设宜居城市、提升城市品质的发展目标，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对新时代背景下老城区更新改造
过程中的交通微循环问题及改善策略展开深入研究，并从道路网系统、公交系统、慢行系统、交通组织等4个方面分析
了烟台市老城区交通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有效的交通微循环改善策略，并以烟台市火车站典型片区为例，从上述4
个方面提出交通微循环具体改善措施，为其他城市解决老城区交通问题提供参考。
【关键词】 老城区；交通微循环；改善策略；烟台

1 概述

1.1 研究背景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城市规模正在迅速扩张，相对于城市新区的建设，城市老城区具

有社会公共资源集中、道路网密集和交通设施陈旧等特征，在城市转入存量更新的旧城改造模式后，交

通供需关系间的不平衡现象越发显现，交通拥堵和交通通行秩序紊乱成为常态，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

量。因此，有必要结合老城区交通特征，寻求能够实现交通方式合理、交通运行高效的有效途径。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交通微循环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如美国交通部专家
 

Han
 

Y
 

与Michael
 

D.Meyer
在 《二十一世纪之交通规划》中对美国居民社区和商业片区内部交通微循环进行了相关理论性研究；美

国加州市交通规划师王海燕在其论著 《防止交通拥挤的有效措施》中也研究了城市交通微循环系统；史

峰等人在2008年对交通微循环系统内涵做了辨析；李小会重点研究了大城市中心区交通微循环设置的

必备条件，通过构建模型和相应算法得出交通微循环设置所需的路网级配和道路间距等等。由此看来，
当前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城市老城区交通微循环的相关研究应用不多，对交通微循环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

概念原理、功能特性、影响因素、路网设计、交通组织等方面，交通微循环内容仍有较大的研究实践

空间。

1.3 研究意义

首先，是对国家相关政策的贯彻落实。烟台老城区道路资源有限，道路沿线用地高度开发利用，老

旧交通设施改扩建代价较大，2016年2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城市道路网络布局需树立 “窄马路、密路网”新理念，为烟台老城区利用现

有资源解决交通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
其次，是新时代老城区更新改造的客观需求。国内大多数城市存在城市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从交通

层面来看，烟台老城区道路交通发展较为靠前，各等级道路网密度较高，交通设施也较为完善，但同时

也存在道路拥堵严重、道路设施亟待更新、慢行系统及停车系统不完善等多方面问题，导致交通已成为

老城区更新改造的制约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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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解决交通问题城市病的有效途径。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烟台市机动化水平也

在快速发展，道路拥堵问题逐渐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老城区道路交通拥堵问题已由 “点”转向

“面”，由 “偶发”拥堵转向 “常态”拥堵。城市交通微循环逐渐成为改善交通拥堵问题、提升交通效能

的一种有效途径。

2 烟台市老城区交通微循环改善提升方案

烟台市老城区位于芝罘区的东北区域，东至二马路、南至红旗路/只楚路、西至福河路/新桥西路、
北至环海路/北马路，老城区包括幸福中路东段区域、芝罘屯路周边区域、烟台火车站区域、北马路周

边区域、大海阳周边区域、毓璜顶医院区域、环山路沿线区域等片区，面积约16km2。该区域对外交

通、医疗教育、商业办公等功能集聚，城市建设成熟，是全市性的经济、文化以及商办中心，是全市最

为活跃的区域之一。

图1 老城区范围示意图

2.1 老城区交通微循环现状问题

2.1.1 道路网连通度低，机动车微循环不畅

虽然老城区的道路网整体密度较高，但较多片区支路网密度偏低，路网连通度低。现状存在约30
处支路断头路，形成较多 “丁”字或 “L”字路口，缺乏差异化、精细化设计，交通微循环不能畅通

运行。
现状断头路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断头路由于现状支路尽头为已建成建筑物，共存在21处；第

二类断头路由于现状支路设置闸机作为地块内部道路，共存在6处；第三类断头路由于现状支路相交道

路存在高差，但步行可达，共存在5处。具体如下图所示。

2.1.2 支路缺乏差异化设计，慢行空间难以保障

现有支路未能结合周边用地功能及支路使用需求进行差异化设计，形式千篇一律，道路服务水平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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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芝罘区重点片区支路断头路分布图

低。同时，支路横断面过窄，车辆随意停放现象严重，慢行网络不连续，慢行空间难以保障，且行人与

非机动车、机动车混行，交通安全性与舒适性受到严重影响。

图3 青华街、西炮台东路现状

2.1.3 客流腹地难深入，支路公交覆盖度不足

由于支路通行条件差，老城区公交线路难以布设到支路上，全区现状仅15%的支路布设有公交线

路，大部分线路集中布设于主干路，导致公交线路重复系数高达6，个别道路如北马路重复系数超过

20，高峰时段串车现象普遍。支路覆盖不足导致全区公交站500m覆盖率仅77%，低于规范推荐的

90%，公交难以深入客流腹地服务。支路上多数公交站点仅设置简易公交站牌，缺少候车平台，顶棚，
座椅等基础设施，公交站点区域不明显，缺乏人性化考虑。

2.1.4 停车泊位缺口大，支路成公共停车场

老城区停车泊位缺口严重，造成老旧小区、医院及大型商贸区的周边道路违停严重。统计数据显

示，芝罘区全区现状泊位缺口达16.9万个，全区现状违停车辆数是路内泊位设置数的近4倍，部分支

路基本成为城市公共停车场，违停现象十分严重，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支路作为出行路径的可能性

大大降低，支路在道路网络中的功能难以发挥。此外，老城区仍缺少完善的停车诱导系统，目前仅在区

内关键节点设置了10处停车诱导屏，用于显示周边停车场空余泊位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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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芝罘区常规公交线网现状布局、芝罘区现状布设支路公交的布局图

2.1.5 单行交通组织难以发挥效能，马路市场难以管理

芝罘区现状施行单行交通组织的支路共有27条，均为全时段单行支路，主要集中于老城区范围内，
但多数支路路幅狭窄、通行能力较低，且由于支路断头路较多，网络连通度不高，现状单行组织难以有

效实现道路 “微循环”交通，单行交通组织作用不显著。同时，现状支路占路摆摊经营的现象十分普

遍，马路市场对支路的运行效率及交通秩序产生较大影响。

路线方向

图5 芝罘区支路单行交通组织方案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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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因，为了完善与提升老城区交通微循环系统，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从道路网系

统、公共交通系统、慢行交通系统、交通组织等各个方面进行优化提升。

2.2 老城区交通微循环系统改善提升策略

按照老城区道路交通特点，构建了包括完善支路网规模与布局、识别支路网功能体系、优化支路断

面空间分配、推进支线公交发展、加强停车资源挖潜以及提升支路交组织管理等14条具体实施措施的

治理体系，如图6所示。

图6 芝罘区支路交通治理体系

2.2.1 道路网提升策略

一是完善路网结构，打通断头道路。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方案，结合道路周边城市更新项目及断头

路形成原因对老城区支路网约30处断头路分别制定改善措施，将打通断头路作为城市缓堵工作中的重

要措施，优先改善问题突出的或实施条件允许的断头路，对路网结构进行疏通连接，将断头路、尽端小

巷等进行网络织补。同时，制定打通断头路的年度计划，实现稳步推进，滚动完善，最终构建布局合

理、功能清晰的城市道路系统。
二是改造道路瓶颈，保证通行效率。针对现状支路路幅狭窄，部分瓶颈段制约道路通行能力的问

题，重点要结合现状交通流的需求特征，拓宽关键道路的瓶颈段以提升通行能力，比如与主干路平行，
并能够分流交通量的道路，做到 “拓宽一段，盘活一条”，精准提升道路运行效率，同时综合考虑人行

道、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设置，确定最终拓宽宽度。
三是优化节点设计，提升路网能力。对于道路节点进行优化设计，做到交通需求与设施供给相匹

配，通过开展精细化设计、优化信号配时等方案，尽可能减少道路网络在节点上的能力损耗，以真正提

升网络的承载能力。

2.2.2 公交系统提升策略

一是完善公交体系，推进支线建设。结合老城区近期规划与不同区域的需求，明确各类运营线路的

功能，合理布设运营线路，优化线路走向。
二是合理设计断面，服务公交运行。通过合理设计断面，有效改善老城区路幅狭窄且路内违规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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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便于支线公交通行；结合支路通行条件合理设置公交车道标准，同时要做好与其他交通方式的

协调，合理分配断面空间。
三是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在公交站点处提供人性化设施，如座椅、站亭、电子显示屏及

非机动车停车位等。从等候开始全面改善乘客的出行体验，提升公交服务水平，真正地将公共交通从变

成 “大众欢迎的出行方式”。

2.2.3 步行与非机动车系统提升策略

加快推进老城区道路的慢行空间改造进度，对占用人行空间违章停车的现象进行集中治理，结合支

路周边用地类型对慢行空间提出差异化设计要求，保障慢行出行的连续、便捷、舒适、安全。同时要灵

活布置一般过街与对角过街形式，并考虑立体步行交通系统，形成的一套独立于地面街道的步行空间系

统，以避免人车混行，提供便捷可达的步行路线。

2.2.4 加强停车管理，优化单行交通组织

首先，围绕商业区、居民区、医院等交通供需矛盾突出、路网条件差的区域开展重点研究，分析不

同区域交通微循环单向交通组织的可行性，筛选科学确定单行交通组织方案。同时针对不同程度的停车

需求，采取不同措施，以刚性需求与非刚性需求科学进行停车管理，结合支路条件，通过交通测算等方

式论证路内停车的可行性，并提出相关要求。

2.2.5 其他提升策略

交通微循环的整体提升涉及到方方面面，必须要配套相应的治理机制，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才能顺利

开展工作。
一是要加强城市支路与背街小巷管理，建立综合治理体系。按照 “属地管理、错时执法、重点巡

查、严厉查处、以督促改”的原则，实施支路与背街小巷的集中整治，树立 “小街巷大民生”意识，形

成长效管理机制；同时要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提升居民素质，培养 “城市主人翁”意识。
二是要开展道路信息化与智慧化建设，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城市管理向智慧化迈进是必然的选择和

趋势。通过建设智慧城市管理系统，以信息化手段实现对老城区交通系统性、科学性管理，有效促进资

源优化整合，实现道路信息化与智慧化管理，并将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市实施。

2.3 典型片区交通微循环改善提升案例———烟台市火车站片区

烟台市火车站片区商业、办公集聚，存在多处老旧小区，交通类型复杂，是老城区的核心区域，下

面结合调研情况与交通微循环提升策略，从道路网系统、公交系统、慢行系统、交通组织等4个方面提

出火车站片区交通微循环具体优化方案。

2.3.1 通断头，扩瓶颈，优节点，提升道路网承载力

一是打通新安西巷，完善慎礼社区内的东向道路，服务社区集散出行，减少进出交通绕行周边主干

路；二是拓宽西大街，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发挥分流南大街与北马路两条主干路交通量的功能；三是改

造西盛街-爱睦里错位交叉口、华丰街T型交叉口，提高网络连通度，提升节点能力，盘活整体网络。

2.3.2 穿街走巷，深入服务，开行社区支线公交

结合道路网络的 “新、改、扩”建：一是开行火车站片区与邻近片区间的支线公交，直接服务中短

距离的公共交通出行，建议线路长度为8km～12km，平均站间距设置为200m～500m；学校、商场、
公司等客流量大的区域附近建议设置公交站点。二是开行社区微巴，主要服务片区内部的短距离公交出

行，重点利用支路实现深入社区内部客流点，建议线路长度为5-10公里，站点应结合客流需求灵活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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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安西巷打通
3：西盛街-爱睦里交叉口改造

2：西大街拓宽
4：华丰街交叉口改造

图7 火车站片区道路网优化方案

新安西巷西段横断面 新安西巷东段横断面

3.5 3.5

7

3.5 3.5

7

图8 新安西巷横断面改建方案图

置。三是优化公交停靠站，针对现状直线式公交站与路内停车相互影响的问题，将 “公交优先”作为设

计理念，充分利用道路空间进行港湾公交改造。

图9 华茂街浅港湾式公交停靠站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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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优化断面，完善设施，打造舒适慢行环境

西大街两侧建议结合建筑退界，丰富城市公共空间，设置更多的座椅、街道家具及城市小品，以提

升街道活力。同时优化华丰街、西盛街、爱睦里等集散道路的断面空间，保障慢行空间满足使用需求，
必要时应压缩或减少机动车道。在经纶街进行单行组织，将主要路权还给慢行交通，并完善标志标线，
其他住区街坊路也应对机动车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

1：座椅 2：街道家具 3：城市小品

图10 西大街慢行空间设计方案

2.3.4 加强违停管理，加大执法力度，规范道路秩序

将火车站片区划定为交通严管区，将北马路、南大街、西大街等重要道路划定为交通严管路，加强

路内违停管理。同时，合理设计经纶街、华茂街等道路的路内停车泊位，同步推进周边公共停车场的建

设，规范停车秩序。

2.4 老城区交通微循环优化方案实施效果

基于火车站典型片区的微循环改善思路，对老城区各功能片区进行逐区分析，最终提出可以通过提

升支路能级、打通支路瓶颈、优化集散支路等方式的三类共计30条支路/节点的规划建议，如表1
所示。

表1 老城区道路整体优化方案

序号 对应策略 支路/节点名称 优化方案

1

2

3

4

5

6

7

8

9

支路能级提升

西大街 拓宽支路提升通行能力

南洪街 优化断面空间，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华茂街 优化断面空间，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市府街 优化断面空间，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四马路 疏通并新建道路提升通行效率

三马路 疏通道路提升通行效率

南山路-进德路 疏通并拓宽道路提升集散效率

西炮台路 拓宽支路提升通行能力

前进路西段 优化断面空间，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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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对应策略 支路/节点名称 优化方案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打通支路瓶颈

西盛街/爱睦里 改造错位交叉口提升节点效率

振华商厦内部路 改造内部道路提升集散效率

青年路社区支路 打通断头路服务进出交通

河南崖 打通断头路服务进出交通

葡萄山路 疏通并拓宽局部道路提升集散效率

北河街-福来里街 疏通道路提升通行效率，打通断头路服务进出交通

辛庄街/南沟街/迎祥路节点 改造畸形交叉口提升节点效率

新桥路/西炮台路 改造错位交叉口提升节点效率

幸芝路 拓宽并打通提升集散效率

护校北路 拓宽并打通提升集散效率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集散支路优化

新安西巷 断头路向西打通至青年路

经纶街 疏通支路提升通行效率

青华社区支路 拓宽瓶颈段，疏通支路提升集散效率

毓璜顶西社区支路 改造内部路，优化交通组织提升集散效率

文化十四巷 优化交通组织提升通行效率

文化三巷 优化交通组织提升通行效率

光国巷 优化交通组织提升运行效率

裕顺巷 优化交通组织提升运行效率

环山路以南社区 改造内部支路，优化交通组织提升集散效率

中医南路 优化道路断面并拓宽

福海街 优化道路断面提升通行效率

通过建立交通模型对微循环改善提升方案的实施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得出以下结论：近期支路优化

方案实施后，发挥了一定的分流主干路交通的作用，均衡网络交通流，高峰期拥堵路段里程下降约5%
左右，芝罘屯路、解放路及二马路等主干路的服务水平稍有提升，路网整体承载力得到优化。

图11 老城区实施微循环改造前后的规划道路运行状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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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路 “新、改、扩”建等优化方案中，横断面设计中以优先保留慢行空间为原则，减少了现状混

行道路的数量，实现重点片区内各区片的慢行网络连续化，为步行出行提供了更加安全、舒适、便捷的

环境，具体改善前后慢行网络的对比如表2所示。

图12 老城区实施微循环改造前后的慢行网络状况示意图

表2 老城区实施微循环改造前后的道路交通指标对比

指标 现状 规划

路网设施

路网密度 6.0km/km2 9.5km/km2

路网级配 2.56：1.04：2.42 3.18：1.84：4.47

路网连通度 3.14 3.56

路网容量 35000pcu/h 43000pcu/h

运行状况

平均运行速度 23km/h 29km/h

干道拥挤路段里程占比 40.6% 38.6%

不符合规范宽度的人行道里程占比 15.4% 5.6%

从表格对比数据可以看出，通过对老城区道路网系统、公交系统、慢行系统、交通组织等方面进行

改善提升，微循环系统各项指标均有明显好转，路网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交通运行效率得到了较大

提升。

3 结论

当前城市更新改造进程中，城市老城区将继续扮演重要的城市角色，其交通通行状况对城市整体的

交通服务水平仍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资源条件受限的基础上，尝试进行老城区交通微循环改善策

略研究，是提高城市老城区道路网络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本文依据 “窄马路、密路网”的道路布局理

念，分析了烟台市老城区交通微循环系统存在的问题，从道路网系统、公交系统、慢行系统、交通组织

等4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优化改善措施，为其他城市解决老城区交通问题提供了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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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道路里程分配的拥挤收费

全 威 孙 超

【摘要】 从解决交通拥堵的基本点出发，其通过分析传统拥挤收费政策在改变出行方式上的局限性以及对于带状城市
布局的适用性，提出基于道路里程分配的新型交通需求管理策略，以用户道路定额分配、超额收费作为指导思想。分析
该策略的实施背景以及理论基础说明其必要性及可行性，并给出该政策的实施步骤及框架。另外，结合道路实际拥堵情
况以及个人道路的使用量确定关键指标———定额里程量、已用里程量以及收费单价的计算模型。最后利用边际成本原理
对该策略的效果进行预测，该策略将会使得城市内交通流量下降而且能够弥补传统拥挤收费在公平性和适用性上的不
足。作为经济杠杆手段之一，该策略将为治理交通拥堵提供新的角度。
【关键词】 交通拥堵；拥挤收费；里程分配；交通经济

0 引言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城市拥堵问题愈发严重[1]，对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巨大影响，而拥堵产生的

原因在本质上反映为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2]。总体上看，改善拥堵的措施主要分为三类[3]：①提高供

给量，通过改善通行能力来缓解拥堵，如道路基础设施改扩建等；②交通需求管理，通过减少交通流量

缓解拥堵，如拥挤收费、限购限行等；③智能交通系统管理，通过先进的智能控制既限制需求又提高通

行能力。本文在传统拥挤收费政策之上，提出一种新型交通需求管理策略———道路里程分配，可为治理

交通拥堵提供新的思路。
作为一种经济管理手段，拥挤收费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Knight[4] 提出。过去的100年时间里，众

多学者围绕着定价方法、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公平性等角度展开论述。Lixin等[5] 从商业角度分析北京市

拥挤收费的可实现性；Marina等[6] 依托智能交通系统分析拥挤收费的可实现性；赵蕾[7] 以3个维度、

9个指标的作为评估框架，分析了拥挤收费的政策与现实基础。车国鹏[8] 通过复杂模型论证了拥挤收

费对于出行者选择行为的影响。同时，根据拥挤收费在伦敦及新加坡等地的实践可知拥挤收费确实产生

了一定的效果，包括交通流量的下降以及排队长度的减小等[9]。但是，传统拥挤收费没有在源头上减少

使用小汽车的需求，目标主体主要是用户对于出行路线和时间的决策而对于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较

小[10]，而且许多大城市向着多中心的模式发展，拥挤的发生区域也从单一区域变为多区域[11]，拥挤收

费在空间上的确定将变得困难，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了它的作用。于是在此基础之上寻找另一种经济

调控策略，做到在事前改变通勤者对于出行方式的决策，从而控制交通需求，并且对于各种类型城市布

局均具有适用性。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车路协同、车联网等技术的发展，提出道路里程分配策略。从广义上来讲，该

策略将城市密闭为一个整体，利用车辆牌照识别系统以及全球定位系统追踪每辆车的活动轨迹信息，并

将其实时传送给交通管理部门。基于此，通过将道路的使用量理想化为商品，并建立道路里程数据库，
根据道路实际承载压力以及个人对于道路使用情况，分配给个人一定的道路使用量 （Qp）———亦即道

路里程数。在此权限内，个人可以自由使用道路，在每次出行结束后，系统会根据车辆的活动轨迹计算

本次所用里程量 （qu）并将其从个人定额量中扣除。当已使用总量 （Qu）超过个人拥有定额量时，个

人需要缴纳道路使用费Fu （道路使用费单价 （Up）与超额里程 （Qu-Qp）乘积），同时基于个人使用量

作为调整参数确定收费单价，致使用户出行的潜在成本上升，这就在不控制车辆拥有的条件下，利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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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杠杆预期实现对于交通需求的管理与调控。

1 理论基础

道路里程分配作为一种新的交通需求管理方法，无论从施行方法、施行主体还是施行目的上都明显

不同于传统的拥挤收费，能否对其理论基础进行准确的研究将关系到这一政策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的分

析。本文将根据传统拥挤收费的不足，结合济南市的城市整体规划布局和路网密度对该政策的理论基础

和需求背景进行讨论。

1.1 传统拥挤收费局限性
 

传统拥挤收费对于某个时间段内的某个区域的车辆进行调控，力图对交通流在时间以及空间上进行

分散和转移，降低道路的交通压力，同时引导通勤者向污染小而且容量大的公共交通转移，促进道路资

源的合理利用，从而实现交通需求的管理、缓解交通拥挤状况。但是传统拥挤收费仍存在许多局限性，
特别是对于如济南这种带状布局的城市而言，适用性十分有限。

（1）传统拥挤收费对特定时段内通行特定区域的车辆实行收费，目的是在时空上降低交通符合、减

小交通压力。一方面，由于交通本身的随机性和波动性，准确选择合理时间和空间的难度较大；另一方

面，从博弈以及杰文斯悖论的角度来看，当某个地区或某个时间较为拥堵甚至通行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地

区或者时段时，从一个理性人的角度，除必要的通行外，任何人都会放弃对于这个地区或时间段的通行

选择。这就造成了 “必要的通行无法调控，非必要的通行无需调控”的矛盾。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拥挤

收费会增加其他地区或时段的通行压力，从而治标不治本。
（2）传统拥挤收费的影响主体更多是使用过程中的路径选择行为，对于出行前的出行方式决策的影

响相对较小，而小汽车一旦驶入道路，无论采取什么管控方式，都不能减少对道路的占用。通勤者没有

从本质上转变对于小汽车的依赖以及对于公共交通的态度，只是加剧了人和政策的博弈———如何最大限

度规避收费区。而且，传统拥挤收费没有充分体现公平性，因为其对所有人实行无差别化原则，而没有

考虑到不同人对于道路不同的占有情况。
（3）传统拥挤收费对于带状城市布局有着先天的不足。以济南来说，其属于典型东西延绵的带状城市

布局。这就造成了东西向的潮汐交通十分明显，早晚高峰时东西方向主干道通行压力巨大。基于此，济南

市若施行拥挤收费政策，收费区域的确定将十分困难，东西方向交通流量大而连接道路只有固定几条，收

费区域无论放在哪里都无法做到合理分流。收费区域设置不合理只会增添其他道路的通行压力，适得其反。

1.2 需求背景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收入增加而小汽车价格的下降，致使小汽车保有量呈现爆发

式增长，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愈演愈烈，下面将以济南为例进行说明。济南作为山东省的省会城市，无论

在政治、经济还是对外交流都处在核心地位，但是据世纪高通发布的出行报告，近几年济南市拥堵状况

连续位于全国前列，这对于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济南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根据济南市统计年鉴数据显

示，截止
 

2016
 

年底，济南市的常住人口达到了723.3万人，就业人口突破300万，同时小汽车保有量

也在激增。图1显示了济南市人口数量以及小汽车保有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济南市人口以及小汽车

的数量呈现稳态增长趋势。[12]

一方面，城市的快速发展导致城区面积不断扩张，加之就业人数的上涨，通勤的空间被拉大而且数

量增加，更为严重的是，济南市道路建设落后，路网密度连续多年全国排名靠后。不只济南，国内许多

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以及私家车保有量都在呈爆发式上升，但是道路的建设却无法与其匹配，这使得能为

每位通勤者提供的道路资源有限，人们对于交通的需求远远大于交通的供给，拥堵状况逐年恶化，衍生

出许多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在传统拥挤收费存在诸多缺陷的情况下，迫切需要一种新型有效的交通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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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济南市人口及小汽车数量变化图

理和控制策略来控制交通流量，提高道路资源利用率。

1.3 理论支持
 

（1）交通需求源头管理。交通需求管理是指立足于交通需求，通过政策、经济手段对交通需求的产

生以及发展进行有效的管理与调控，对于空间以及时间上较为密集的交通需求进行合理分散，同时消除

不必要的需求、减少必要的需求，从而实现道路的理论承载能力与实际交通需求相匹配，交通系统处于

良好的运行状态，对交通拥挤问题产生积极作用，使得城市更加宜居。[13] 交通需求管理目前主要从两

个角度进行分析。一个是限制小汽车的拥有，例如限购以及限制挂牌；另一个是限制小汽车的使用，例

如单双号通行。而道路里程分配实际上是限制小汽车使用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之一。
（2）行为经济学理论。作为实用经济学之一的行为经济学，根据经济学、心理学以及行为学等，建

立了一套以风险最小、利益最大为原则的理论。[14] 作为核心思想之一的损失规避理论指出，当内心对

于一项活动的损失评估较大时，任何一个心智成熟的人都会最大限度减少其发生。基于损失产生的可

能，将损失遏制在损失发生之前，这是十分有效的损失管理技术。由此可见，由于里程限制的存在，当

道路的通行成本上升也就是潜在损失的风险加大时，从 “经济人”角度，通勤者会减少对于私家车的使

用，从而规避或转移这种该风险。
 

2 道路里程分配策略主体框架

道路作为社会公共设施，任何社会公民均有权力去使用，但公民在使用的同时，也增加了道路拥堵

以及环境污染水平，同样损害了其他公民的权益。因此，有必要寻找一个平衡点，既保证公民合理享有

对于道路的使用权，又把对于他人的影响降到最低。为此，通过增加乘客的出行成本，利用经济杠杆平

衡交通的供给与需求将显得十分之必要，但是目前的措施诸如传统拥挤收费体现的是一种拥堵转移，更

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对于大容量公共汽车的忠诚度，公共交通分担率仍然不会有太大变化。通过将道路的

使用量理想化为商品，根据道路实际承载的交通流压力，分配给个人一定的道路使用权限 （即分配给个人

行驶里程数），在此权限内，个人可以自由使用道路；若超过此权限，个人需要根据超出里程数的多少缴

纳道路使用费。同时根据个人和所有用户对于道路的占有情况确定收费单价，这就在不控制车辆拥有的条

件下，增加出行的潜在成本，利用经济杠杆实现了对于交通需求的管理与调控，在源头上减少交通需求。
同时，鉴于每个用户能获得的行驶里程数是一定的，随着使用里程的增多，潜在的附加成本将会不断上

升，当成本远远大于公共交通的出行成本时，用户将不得不向着公共交通转移，从而达到一种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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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思路为，将城市密闭为整体，并为每辆车建立里程数据库，利用车辆牌照识别系统以及GPS
采集每辆车的行驶轨迹，根据这些数据计算每辆车每次行驶的里程数，这些数据自动传到后台数据库进

行计算分析，为道路里程分配各个指标提供数据基础。后台经过计算，将里程量使用以及需要缴纳的费

用等情况通过手机终端反映给乘客，用户基于此做出出行决策，如图2所示。

图2 里程分配框架

基本实施流程如图3所示：划分收费周期→根据上一周期内道路拥挤程度以及个人对于道路的平均占

有情况分配一定行驶里程→开始当前周期→个人自由使用道路并累加行驶里程→判断累加值是否超过标准

值→若未超过可继续免费行驶；若超过则需要缴纳道路使用费→开始下一周期。图3为道路里程收费的流

程图。

图3 里程分配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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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指标确定方法

道路里程分配实施过程中的关键在于计算每个用户所能获得的自由使用道路的里程数即定额里程量

（QP）、用户每次出行所用里程量 （qu）以及当用户超过定额之后每多行驶一公里所需要的费用亦即道

路使用单价 （Up），两者确定的准确性将影响到政策对于交通需求管理产生的作用大小。下面将结合多

种因素给出确定方法。

3.1 定额使用量的确定

定额使用量的确定要综合多反面考虑，分配过多无法产生应有的效果，分配过少则削弱了道路作为

公共基础设施的作用，故该值的确定要既有实际意义又不会影响公平。该政策的出发点是解决拥堵，算

法中应当对此有所体现，因此本文首先给出城市道路拥挤指数这一指标作为计算定额使用量的参数，同

时给出一种路段拥堵指数计算方法。拥堵指数是反映车辆在一定的环境下拥堵程度大小的物理量，众所

周知，速度能够直接表征一定条件下车辆的行驶快慢，间接反映了拥堵状况，尽管速度是个客观物理

量，但是其受车辆性能及驾驶习惯等次要因素的影响，也不能表现道路条件以及其他车辆的干扰。因此

根据广州市道路交通评价体系[15]，本文以拥堵指数作为确定道路定额使用量的重要参数，采用0-10评

分法，参照韦清波的理论[16]，考虑道路实际运行状况，根据路段 （任何两个交叉口之间）的形成时间

比确定道路拥堵指数，行程时间比 （TTIi）计算公式如下：

TTIi=

li
vi
li
vfi

（1）

式 （1）中：li为交叉口之间距离，km；
 

vi为车辆在交叉口之间行驶速度，km.h-1；vfi 为车辆

的自由流速度km.h-1。而拥堵指数 （P）与行程时间比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两者转换关系根据公

式 （2）。

表1 拥堵指数换算标准[15]

拥堵级别 畅通 基本畅通 轻度拥堵 中度拥堵 严重拥堵

拥堵指数 [0，2] [2，4] （4，6] （6，8] （8，10]

运行时间比 [1，1.2] [1.2，1.4] （1.4，1.6] （1.6，1.8] （1.8，]

P=

（TTI-1）*10 TTI＜1.8

8+（TTI-1.8）*207 1.8≤TTI≤2.5

10 TTI＞2.5

㊣

㊣

㊣

—
—
—
—

（2）

将拥堵指数绝对量作为浮动参数进行里程分配，道路越拥堵，个人所获得的里程量越少，以一种负

反馈的关系进行调控，得到道路里程定额量的计算模型如下：
Qp=Q（1+α（4-p））

Q=E[∫
ti

ti-1
∑j

i=1bi（t）dt=∫
ti

ti-1

μ（t）dt

㊣

㊣
㊣

——
—— （3）

式 （3）中：Qp为用户所能获得的定额里程量，km；α为调整因子；Q为上一周期平均每个用户的

道路行驶里程数，km。鉴于所有j个用户行驶里程应当属于正态分布，故此处采用积分的方式求解平

均里程，∑j
i=1bi（t）为连续时间内所有用户的行驶里程总量动态变化值，km.min-1；μ （t）为连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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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每个用户行驶里程动态变化平均值，km.min-1；ti 为本周期开始开始时刻；ti-1 为上一周期开始

时刻；j为用户个数。
个人所获里程量的多少，应当考虑社会总体利益损失，以道路拥堵指数作为关键计算指标，从而体

现调控交通流量的根本目的，若上一周期拥堵严重则相应减少每个用户所能获得里程数，降低交通基础

设施和管理部门的压力，如式 （3）中所体现的，当上一周期城市道路平均拥堵水平在在拥堵及以上时，
用户所能获得的定额里程数将低于上一周期所有用户的平均行驶里程，并按相应比例减少；反之则可以

适当增加用户的里程数，以避免资源的浪费。能够预见，这种负反馈的机制在交通需求管理中对于交通

流量的调节效果将会十分明显，这也是传统拥挤收费政策所无法做到的。

3.2 个人使用里程的确定

传统拥挤收费中，对于不同时段以及不同路段的收费标准进行了区分[17]，这是合理的，例如同样

的一次出行发生在高峰时段和平峰时段对于道路通行压力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因为高峰时段，道路交

通流量处于饱和甚至过饱和状态，此时拥堵指数处于高值区间，所增加的每一次用户出行都将进一步削

弱道路通行能力的弹性，损害道路的服务功能。同样，为了使得策略对于特定时段、特定路段的交通流

量具有更好的调节控制效果，当用户完成一次出行并计算本次出行所用里程 （qu）时，应当以实际行

走里程为基础，根据交通流的时变特性和空间分布特性进行一定调整。因此，将全天划分成6个时间

段，分别包括3个高峰时期 （①早高峰、②午高峰、③晚高峰），三个平峰 （④上午平峰、⑤下午平峰、
⑥夜晚平峰），计算使用里程量时根据六个时段的不同路段内的拥堵指数分别进行修正，以增大高峰时

段通过拥挤路段的惩罚性。从而用户每次出行所用的里程数可用式 （4）来计算。

qu=∑
m

i=1
li（1+β（4-pi，n）） （4）

式中：qu为用户每次出行所用的行驶里程，km；li 为用户驾驶汽车所经过的第i个路段长度，
km；β为调整参数；n为用户驾驶汽车进入第i个路段时所对应时间段；m 为用户所经过的路段个数；

pi，n 为上一周期第n个时间段、第i个路段的拥堵指数。
根据计算模型，用户每次出行所用里程量与实际行驶距离并不相等，若用户所经过路段拥堵指数较

高，那么用户所用里程量将远高于实际行驶距离，作为惩罚和激励作用，促使用户出行前做好路线规

划、避开拥挤，这也体现了传统拥挤收费中 “稀释”拥堵的思想。

3.3 收费费率的确定

鉴于每个人对于道路的占有情况不尽相同，收费费率采用以个人使用量为调整参数的 “动态定价”，
即使用量高的乘客费率要高，从而付出更多的成本，体现出一种惩罚效应，促进公平。基本模型表

达式：
Up=f（t）+C*Qe （5）

式中：Up 为收费费率，元.km-1；f （t）为基本费率，元.km-1；Qe 个人超额公里数，亦即Qu-
Qp，km；C为边际成本，元。

每条道路的成本由两部分组成，建设成本和维护成本，因此，在测算基本费率时应当将两者考虑在

内。同时根据所有用户对于道路的占有和使用情况计算边际成本。相关计算模型如下：

fi（t）=
TI
Wi

（6）

TI=∑
m

j
（Ij，0+∑

n

i
Ij，i/（1+r）i） （7）

C=ΔfΔQm
=
∑
m

j
Ij，i-∑

m

j
Ij，i-1

Qm，i-ΔQm，i-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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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I为整个城市路网的初始总投资，元；Ij，0为第j条道路的初始投资，元
 

；Ij，i为第j条道

路在第i年的养护费用；r为利率；Wi 为第i年的汽车保有量。Δf为第i年养护费用变化值，元；
ΔQm 为第i年里程数变化值，km。

4 预计效果分析

结合经出行的边际成本理论对道路里程分配的效果进行预测分析。随着道路交通量的增大，污染拥

堵等不利状况将会加剧，也就是道路上行驶的每一辆车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也在增加环境成本与他人

的出行成本，称之为社会成本。但是对于每个用户而言其付出的仅仅是个人成本，对于给环境以及其他

用户出行成本造成的影响感知甚微，为了提高个人对这种影响的敏感度并增加惩罚，通过对超额使用的

里程进行收费进行调节，弥补个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差距。[18] 如图4所示。

图4 交通量———成本关系图[19]

随着交通拥挤的加剧，用户所感知的道路基础设施服务水平以及出行体验将受损，可以接受的成本

将会下降 （ND 曲线），同时个人成本 （MPC曲线）和社会成本 （MSC曲线）都上升。在实行政策之

前，用户所实际承担的成本较低，即个人实际成本远小于社会成本[20]，例如图中MPC曲线与ND 曲

线之间交点F即为施行政策之前的均衡点，此时的交通量为Q2，个人所承担的成本C2 与对应的社会

成本差距较大，交通量大、道路拥挤，此时采取道路里程分配，弥补这种差距。假设在施行里程分配之

后，平均每个用户所支付的里程费亦即剩余社会成本 （社会成本与个人成本之差）为C1-C3，用户愿意

支付的个人成本将减小为C3，而社会成本C1即为用户支付的总成本，此时的交通量为Q1，相对于Q2
将远远减小，从而实现以经济手段调控交通流量的目的[21，22，23]。

5 结论

（1）本文首先对传统拥挤收费的局限性进行分析，在此之上提出另一种以经济手段为基础的交通需

求管理策略。通过将道路的使用量理想化为商品，定量分配给用户，用户在选择出行方式时考虑的将不

仅仅是看得见的成本，还要评估道路里程量的限制可能带来的隐含成本，从而在本质上增加了总的出行

成本。
（2）经济成本的提高将会促使用户改变出行方式，向着更加高效的公共交通转移。负反馈的调节机

制，既有利于动态控制交通需求、降低负荷，又避免了道路资源的浪费，为诸如济南这样的大城市缓解

交通拥堵提供新的思路。下一步应当结合仿真等技术进一步分析道路里程分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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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干路的长沙市禁左交通组织研究

伍 艺 刘 超

【摘要】 长沙市区机动车保有量以平均每年14%的增长率快速增长，而道路增长率仅在5%左右，交通供需矛盾大、
交通拥堵常态化，特别是早晚高峰的主干路，排队延误高、通行速度缓慢，未发挥主干路快速通达的作用。禁左措施作
为充分利用现有城市道路资源的一种经济、有效的交通组织方法，缺乏从网络层面研究干路多路口实施禁左的道路选择
方法。本文参考其他城市案例，总结干路禁左所选道路的特点，并结合长沙市道路条件及交通运行特点，选取长沙市芙
蓉路作为干路禁左的研究对象，筛选可实施禁左措施的路口，并提出各路口具体的禁左措施方案。通过仿真，得出禁左
措施实施后，芙蓉路晚高峰平均车速提高约10.5%的结论。
【关键词】 禁左；交叉口；干路；长沙市

0 引言

城市中平面交叉口是不同类型和不同方向交通流分流、合流、交叉的地方，交通情况复杂。据相关

资料统计，城市道路中80%以上的交通拥挤发生在交叉口或交叉口附近[1]，交叉口是城市交通的 “瓶
颈”。因此，提高交叉口通行能力、优化交叉口交通秩序是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关键之一。交叉口中左

转交通流与直行交通流的冲突点最多，是平面交叉口交通设计中需重点解决的问题，禁止左转可以减少

交叉口车流之间的干扰和延误，增加其他方向车流通行空间和通行时间，是充分利用现有城市道路资源

的一种经济、有效的交通组织措施。
目前长沙市已在城区多个路口实施禁止左转措施，但交通供需矛盾仍然严峻、交通拥堵常态化，特

别是早晚高峰的主干路，排队延误高、通行速度缓慢，未发挥主干路快速通达的作用。但国内目前对于

禁左交通组织措施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单个路口禁左措施的交通影响、实施方法、实施条件[2-4]，对

于包含多个交叉口的长距离路段的禁左研究较少。城市主干路要求快速通达，直行车流量往往较大、占

比最重，复杂的交叉口信号相位以及左转专用车道的设置，将浪费交叉口的通行时间和空间，降低交叉

口运行效率、拉低主干路运行车速。因此，改变以往 “仅在单交叉口层面考虑禁左措施”的研究思路，
从道路层面研究长沙禁左措施的适应性是非常有必要的。

1 交叉口禁左相关理论

1.1 交叉口左转交通特性

1.1.1 左转车流是引起交叉口冲突的重要因素

交叉口内的交通冲突点包括交叉点、分流点、合流点，其中车流以较大角度交叉形成的交叉点对交

通影响最大，对于无管制的十字型平面交叉口，交叉点多达16个，与左转相关的交叉点有12个；若限

制1个方向左转，交叉点降至8个；若完全限制左转，交叉点降至4个。无管制交叉口相交道路条数与

交叉点的关系为：冲突点=n
2（n-1）（n-2）

6
（其中n为交叉口相交道路条数）。可见，交叉口交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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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禁左前 （b）禁左后

图1 十字平面交叉口禁左前后冲突点示意图

随相交道路条数增加趋近于几何级增长。

1.1.2 禁止左转是提高交叉口通行能力的手段之一

目前，对于平面交叉口左转车流的处理主要是通过设置信号灯，在时间上与其他车流进行分离。典

型的四相位信号控制，依次轮放不冲突的2个方向车流，消除左转车流与直行车流的冲突，大幅减少交

叉口内的冲突点。但是，多相位的信号设置一方面延长了总周期时长，多次相位转换增加了损耗时间，
每个信号相位可利用的有效绿灯时间减少，每条车道的实际通行能力降低；另一方面，一条直行专用车

道比一个左转专用理论上通行能力要高将近40%，对于直行车流占绝对优势的主干路，左转专用道的

设置占用了直行车流通行空间，降低了直行车流通行效率。因此，禁止左转能减少交叉口相位、提高车

道通行能力，进而提高整个交叉口的通行效率。

1.2 交叉口禁左优缺点分析

1.2.1 禁左措施优点

从单个路口来看，禁左措施能有效提高交叉口其他流向的通行能力、减少交叉口冲突点、简化交叉

口交通组织、提高交叉口效率并减少行车延误。从干路全线及区域路网来看，交叉口禁左主要有均衡路

网流量、交通堵点外移、提升交通效率三个作用。
（1）均衡路网流量：由于道路周边的土地利用性质不同、道路功能定位的差异、驾驶者驾驶习惯的

影响等，时常存在某条道路饱和度较高而周边道路饱和度较低的现象，均衡路网流量、提高路网整体运

转效率是城市交通管理的目标。通过禁左交通组织措施，合理限制部分路口的左转交通，将集中的交通

流量分散转移到周边交通压力较小的路段、路口，实现充分利用道路资源、均衡区域路网流量、疏解干

路交通压力的目的。
（2）交通堵点外移：常发性交通堵点的疏解是城市交通管理工作的重点，对于周边路网较完善且运

行条件较好的交叉口，通过禁左交通措施，拥堵交叉口的左转车流绕行到其他路口，减少交叉口的总流

量，进而缓解拥堵交叉口的交通压力，同时提高交叉口主要通行方向的通行能力及通行效率。
（3）提升交通效率：禁左措施能减少交叉口冲突点，简化交叉口的交通组织，通过与相邻路口的交

通组织协调，能提高交叉口效率并减少行车延误。例如西安市南二环禁左后，行程车速和行驶车速比禁

左前的行程车速和行驶车速分别提高了25%和47%，交叉口延误降低了4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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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左前交通量集中于干路A 禁左后交通量向干路B转移

干路B 干路A 干路B 干路A

图2 禁左前后车流转移示意图

1.2.2 禁左措施缺点

禁左措施对被限制左转的车流造成较大影响，需通过绕行实现左转，带来行程时间增加、产生无效

交通流、不利于原左转公交线路的运行等影响。实施禁左措施需结合具体情况综合考虑以下 “五大”
问题：

（1）车辆绕行问题：禁左后将增加左转机动车的行程距离，应设计好最优的绕行路线；
（2）拥堵转移问题：禁左后部分交通量将转移至周边路段和交叉口，必须分析分流道路或交叉口是

否有承载能力，避免产生新的交通拥堵点；
（3）公交车组织问题：禁左后将改变部分公交线路运营，需要明确受影响的公交线路，与交通运输

部门做好对接协调；
（4）车行导引问题：对长沙路况不熟悉情况的外地车辆的，应设置提前引导标识；对本地司机，应

加大禁左措施宣传；
（5）措施推进问题：禁左可能影响沿线居民区的出行和部分单位进出，在工作推进过程中，应充分

与人民群众沟通和协商。
针对禁左措施带来的不利影响，应重点研究禁左道路及交叉口的实施条件，优化禁左后交叉口的交

通组织方案，降低其不利影响。

1.3 左转车流绕行方式分析

禁左措施实施效果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处理禁左后原左转车流的绕行问题。绕行距离、绕行时长、
绕行环境等因素，即绕行阻抗，是影响绕行车辆通行的重要因素，绕行方式的选择必须结合绕行路段和

绕行交叉口的交通运行情况，绕行路段和绕行交叉口是否能承受绕行交通流的叠加。因此，应结合周边

路网条件，综合考量交通阻抗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绕行方式，为左转车流的绕行提供良好的通行条件，
均衡路网交通压力。

（1）街巷绕行式：利用干路两侧的密集街巷道路，左转弯车辆需先直行通过禁左交叉口，在下游交

叉口连续右转三次，完成左转，绕行距离为2（a+b）。
（2）提前绕行式：左转车辆在采取禁左措施路口的前一个路口连续右转、左转和左转，行驶至该路

口后变为直行车辆通过，绕行距离等于2c。
（3）直行回绕式：左转弯车辆直行通过交叉口，在禁左道路的路段隔离带或下一个交叉口处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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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至该交叉口右转通过，绕行距离为2d。
 

（4）右转回绕式：左转弯车辆右转至相交道路上，利用相交道路的路段隔离带或下一个交叉口处掉

头，然后至该交叉口直行通过，绕行距离为2e。

（a）街巷绕行式 （b）提前绕行式

（c）直行回饶式 （d）右转回绕式

图3 禁左后原左转车流绕行方式示意图

2 干路禁左实施条件分析

禁左措施利弊共存，在各城市的实施阻力较大。长沙市在主干路或区域中推行禁左措施，需参考其

他城市禁左道路选取的特点及条件，并结合长沙的路网条件及交通运行状况，选出合适的禁左道路及禁

左路口，保证禁左措施的实施效果。

2.1 案例研究

2.1.1 北京长安街

道路概况：长安街为横贯中国首都主城区的东西中轴线路，沿线分布有中南海、故宫等政治、文化

类建筑，远洋大厦、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西单、王府井等商业金融类建筑，长安街交通以公务交通流为

主，商务旅游交通流为辅，交通拥堵严重。长安街复兴门至建国门段全长6.7km，设11个信号灯控路

口，信控路口平均间距约560m；该路段为双向10机动车道或双向14机动车道，外侧车道为公交专用

道，中间采用护栏隔离。长安街距南北两侧的主干路约800m，周边支路网发达，街区的平均尺度约

250m×200m。
禁左措施：2004年，北京市政府要求 “交通流量要稀稀拉拉”、“不能出现拥堵”，长安街除了保留

公务交通相对集中的左转流向外，禁止8处路口、21个方向左转弯来削弱长安街集散功能，禁左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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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为6时至23时。2015年11月，为缓解二环路桥交通压力，临近二环的闹市口、朝阳门南小街路

口东西双向禁左时间调整为6～9时、16～20时，同时放开西单、东单路口南北双向左转。禁左路口原

左转车流主要通过街巷绕行实现左转，平均绕行距离约700m。据相关报道，禁左措施实施后，长安街

高峰时段平均车速由17.3km/h提高至20.5km/h，东西向整体通行能力提高10%[5]。

图4 长安街 （复兴门-建国门）路口交通组织平面图

2.1.2 成都人民路

道路概况：成都人民路北起火车北站，途经文殊院、骡马市、后子门、四川省科技馆、天府广

场、华西坝、火车南站等成都历史、文化、商业地标，全长11.2km，是城市中轴线以及成都市 “第
一形象窗口”。人民路 （火车北站-火车南站）设32个信号灯控路口，双向8机动车道或双向6机动

车道，中间采用护栏隔离或无硬质隔离。人民路与15余条干路相交，周边路网密度较高，街区尺度

平均约370m×600m。
禁左措施：为优化交通秩序、打造城市中轴线，在北站西二巷、肖家村三巷等10个相交路口、16

个方向禁止左转；禁左路口平均间距约820m。其中8个路口进口道为分时段禁止左转、8个路口进口

道为全天禁止左转。禁左路口原左转车流主要通过街巷绕行或提前绕行实现，绕行距离平均约1100m。

图5 成都人民路 （火车北站-火车南站）路口交通组织平面图

2.2 干路禁左实施条件

（1）道路条件：禁左道路一般选择城市中具有中轴线性质或交通拥堵的重要主干路，打造城市形象

展示窗口；禁左道路周边路网应满足棋盘式布局；禁左后车流采用掉头绕行的，掉头道路路幅应满足掉

头要求。
（2）路网条件：禁左干路及路口周边区域的路网密度较高、行车条件较好，可提供较短的绕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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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控制绕行距离不大于1200m。
（3）流量条件：禁左路口及禁左方向应结合各进口道流量及禁左带来的不便程度综合确定。

 

（4）交通运行：禁左干路及路口周边区域的道路运行较通畅，保证禁左后绕行车流叠加不会产生新

的拥堵。

表1 国内城市禁左干路实施特点

道路名称 道路特点 道路断面
禁左路段

长度

信号交叉口

平均间距

禁左路口

平均间距

沿线街区

尺度

绕行方式、
距离

北京长安街
城市中轴线、交通量

大、交通拥堵严重

双向10车道/

14车道
6.7km 560m 770m

250m×
200m

街巷绕行，
约700m

成都人民路
城市中轴线、连

接城市双中心

双向8车道/

6车道
11.2km 350m 820m

370m×
600m

街巷绕行或提前

绕行，约1100m

3 长沙市干路禁左交通组织方案

3.1 长沙市交通概况

路网设施方面，至2018年末，长沙市城区现状城市干路里程1415.11km，面积56.31km2，干路密

度为3.25
 

km/km2[6]。禁左措施实施后，原左转车流主要是通过周边路网进行交通组织，故以长沙市

主干路围合区域为单元分析城区路网特征，如图7所示。长沙城区路网密度整体呈现 “中心区密、外围

区疏”的规律，在二环以内围合的中心区内，各分区路网密度普遍超过4km/km2，中心地段分区路网

密度超过8km/km2。

图6 长沙市现状路网 图7 长沙市城区现状分区路网密度

道路交通运行方面，长沙市二环内主要道路的晚高峰平均车速河东城区为19.6km/h，河西为

23.4km/h[6]。河东核心区由于是老城区，也是长沙中心所在，交通量需求旺盛，道路拥堵集中在商业

中心、医院、学校等交通生成量大的设施周边。
轨道交通建设方面，长沙市现状运营的城市轨道线路共计6条，分别是地铁1号线、地铁2号线、

地铁3号线、地铁4号线、地铁5号线以及中低速磁浮线。在建轨道线路为地铁6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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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长沙市禁左交通组织现状

现状长沙城区内共对61个路口实施禁左措施，其中48个禁左路口分布在二环以内。除人民路朝阳

路口、解放路朝阳路口、湘江路殷家冲路口、韶山路砂子塘路口等4个路口高峰期间禁左外，其余56
个路口禁左时间均为全天24小时。

图8 长沙市城区主要道路晚高峰车速分布图 图9 长沙市已建及在建城市轨道图

图10 长沙市现状禁左路口及禁左方向示意图

3.3 长沙市干路禁左方案

以均衡路网流量、缓解交通拥堵、提升干路车速、优化交通秩序为目的选取长沙市实施干路禁左的

道路，打造长沙城市对外展示窗口。根据禁左干路选取条件，选取长沙市交通拥堵的干路，且干路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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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条件较好、运行较畅通，为机动车提供可替代线路；此外，考虑禁左后机动车出行不便，地铁能为

沿线居民提供便捷，因此轨道覆盖也是长沙市禁左干路选取的一个重要考量因素。

3.3.1 禁左干路选择

结合禁左道路特点及长沙市交通基础设施现状、交通运行现状，本次研究选取芙蓉路作为全线干路

禁左研究道路。芙蓉路是长沙河东一条南北向道路，北接湘阴、南连株洲湘潭，途径湘雅医院、芙蓉广

场CBD、贺龙体育馆、中南大学、湖南省政府等政治、金融、文化中心，是长株潭城市群间联系的主

要通道，沿线敷设地铁1号线。芙蓉路北二环-时代阳光大道段全长21km，设30个信号灯控路口，信

控路口平均间距为724m，该路段已有11个路口实施禁左措施，为全线禁左打下基础。该路段途径长沙

主城区，周边路网较发达，除地理环境因素影响外，主干路围合区域路网密度大于3km/km2，晚高峰

最低车速低于20km/h。

图11 芙蓉路沿线干路围合区域路网密度

图12 芙蓉路晚高峰期间车速图

3.3.2 禁左路口选择

由图8可知，晚高峰期间三一大道-五一路、南湖路-新建路车速较低、拥堵严重。拥堵路段各交叉

口左转交通量及占进口道比例如表2所示，与芙蓉路相交的开福寺路南北进口、潘家坪路南北进口、湘

雅路南北进口、湘春路南北进口、营盘路东北进口、赤岭路南进口、北进口左转车流比例较低，均低于

20%。其中湘雅路口、湘春路口绕行条件较差，赤岭路口、新建路口相距约330m，为控制绕行距离，
应二者择一实施禁左措施。因此在原有11个禁左路口基础上，在开福寺路口南北进口道、潘家坪路口

南北进口道、赤岭路口南进口道新增禁左措施。

表2 拥堵路段各交叉口左转交通量及占进口道比例情况

相交道路

名称

总交

通量

南进口 北进口 西进口 东进口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开福寺路 3867 1320 102 7.7% 1963 97 4.9% 331 160 48.3% 253 47 18.6%

潘家坪路 3250 1081 67 6.2% 1986 132 6.6% 183 73 39.9% 0 0 0.0%

湘雅路 3873 1214 207 17.1% 2087 119 5.7% 572 89 15.6% 0 0 0.0%

湘春路 7340 1946 140 7.2% 3361 322 9.6% 910 255 28.0% 1123 545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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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相交道路

名称

总交

通量

南进口 北进口 西进口 东进口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进口量 左转量 左转比例

营盘路 7405 2400 600 25.0% 2030 200 9.9% 2017 0 0.0% 958 14 1.5%

五一路 12459 3398 905 26.6% 3690 758 20.5% 2466 362 14.7% 2905 558 19.2%

劳动路 3338 1038 549 52.9% 498 278 55.8% 598 120 20.1% 1204 487 40.4%

南湖路 4705 2971 971 32.7% 280 0 0.0% 1454 954 65.6% 0 0 0.0%

黄土岭路 5750 3000 0 0.0% 2500 500 20.0% 0 0 ——— 250 100 40.0%

赤岭路 4154 1725 225 13.0% 1854 0 0.0% 575 395 68.7% 0 0 0.0%

新建路 8608 3702 599 16.2% 2808 837 29.8% 667 235 35.2% 1431 594 41.5%

3.3.3 禁左措施实施方式及禁左效果评估

考虑驾驶者驾驶习惯，与长沙市现状禁左路口24小时禁左时间保持一致，优化禁左路口及其绕行

路口的渠化及信号配时。开福寺路口、潘家坪路口原左转车流主要通过右转回绕实现左转，新增绕行距

离约350m；赤岭路口原左转车流主要通过提前绕行实现左转，新增绕行距离约670m。此外，同步根

据定量测算及VISSIM仿真结果，开福寺路口南进口直行通行能力提升约
 

15%，潘家坪路口南口直行

能力提升约42%，赤岭路南进口直行能力提升约70%，芙蓉路晚高峰平均车速提高约10.5%。

表3 禁左路口实施方案及实施效果

路口名称 禁左方向 禁左方案 实施效果

芙蓉路开

福寺路口
南进口

将南进口内侧左转/掉头车道改为

直行车道；取消单放南口相位，为

使进出口车道
 

数匹配，东口设置右

转信号灯，与南北直行相位错开。

交叉口减少1个信号相位，南进口新
 

增1条直行车道，
南进口直行通行能力提升约15%，提高晚高峰期间车

辆由南往北出城效率；消除左转车流变道与直行车流

的交织。

芙蓉路潘

家坪路口
南进口

将内侧左转/掉头车道改为直行车

道；取消南北左转相位，东口设置

右转信号灯，与南北直行相位错开。

交叉口减少1个信号相位，南口直行
 

的绿信比由原来

的0.45提升至0.51，南口增加1条直行车道，南口直

行能力提升约42%，提高晚高峰期间车辆由南往北出

城效率；消除左转车流变道与直行车流的交织。

芙蓉路赤

岭路口
南进口

将内侧左转/掉头车道改为直行车

道；将南北进口单放改为南北进口

对放。

交叉口信号减少1个相位，南北直行的绿信比由原来

的0.42提升至0.71，交叉口南北直行能力提升70%。

（a）开福寺路口绕行方案 （b）潘家坪路口绕行方案 （c）赤岭路口绕行方案

图13 禁左路口绕行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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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禁左措施作为充分利用现有城市道路资源的一种经济、有效的交通组织措施，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单点禁左路口的实施条件及实施方法，对于全线道路多路口的禁左条件及实施方法研究较少。本文基

于单点交叉口禁左的措施的优缺点，跳出 “仅在单交叉口层面考虑禁左措施”的研究思路，结合其他城

市干路禁左经验，从道路层面研究长沙市禁左干路选取条件。分析干路上禁左路口的选择方法、实施方

案及实施效果。后期应对采取干路禁左措施后对区域的交通影响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葛怀群.城市道路禁左交通组织研究[D].长安大学，2004.
[2]

 

卢健，顾金刚，邱红桐，等.城市道路禁左措施实施方法研究[C]//
 

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暨学术研讨会.0.
[3]

 

姚凌俊.城市道路交叉口禁左交通组织影响分析[D].2007.
[4]

 

彭飞.城市道路交叉口交通组织优化研究[D].
[5]

 

袁艺.长安街四个路口今后能左转[EB/OL].[2015-11-16].http：//m.cnr.cn/news/20151116/t20151116_520517527.
 

html
[6]

 

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2018年长沙市城市交通状况年度报告[R].2018.

作 者 简 介

伍艺，女，硕士研究生，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工程师。电子信箱：wuyinuli@163.com
刘超，男，硕士研究生，长沙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155307411@qq.com

4451



城市医院交通问题分析及改善对策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王召强 杨建中 王继波

【摘要】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和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性的增大，城市大型医院作为区域重要的医疗服务设施，吸引了大量
的交通，早高峰时段 “进院难、停车难”问题成了就医出行主要矛盾，也影响了医院周边的交通运行效率。本文以青岛
市部分大型三甲医院调查分析为基础，从停车问题、内外衔接、交通管理等方面综合分析了医院交通主要问题及症结，
并按照 “功能分离、快慢分离、重点保障”的原则，针对大型城市尽端型交通等特征提出医院交通综合提升对策，为相
关城市医院交通问题治理提供参考和指导。
【关键词】 大型医院；停车问题；内外衔接；交通管理；交通提升

0 引言

由于城市化发展及城乡二元结构体质，优良的服务设施集中于大城市，医院作为城市发展和居民生

活中不可缺少的公共设施，也是大量交通出行的吸引点，因此，城市医院所在地区往往是城市最拥堵的

地区之一。而大型医院具有 “规模较大、科室齐全、设备先进、医疗水平高”等特征[1]，吸引大量本地

及外地就医人员。“进院难、停车难”等问题逐渐成为影响就医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也对医院周边的

交通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
李静等针对重庆山地医院的出行生成率、出行目的、出行方式、出行时间分布进行分析，得出山地

中心区医院出行特征的一般规律，并对交通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建议[2]。吴志滢等以深圳市为例，
分析现状大型医院周边存在的道路交通问题和产生原因，提出完善周边道路交通设施、大力发展公共交

通、合理规划医院布局、建立科学有效的交通组织体系等改善对策[3]。刘俊以上海市三甲医院调研分析

的基础上，提出周边道路交通改善的新思路，通过制定相应的改善措施和配套政策建议，提高交通效

率，提升交通运行环境[4]。梁杰荣通过研究医院机动车的到达分布规律从而获得停车需求分析所需要的

特征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停车生产率预测模型对医院停车需求进行合理的预测，从而为医院停车设

施的配建提供了合理的依据[5]。
本文通过调研青岛市区主要大型医院交通特征，针对大型医院存在的通性问题及新老城区大型医院

交通特性问题进行分析，在充分探讨医院交通问题成因的基础上，以 “功能分离、快慢分离、重点保

障”的理念提出具体的改善策略和方案，为相关城市医院交通优化提供参考和指导。

1 医院交通调查与问题分析

根据调研，青岛市多数大型综合医院建设较早，作为城市重要的公共配套服务设施，大多选址在城

市中心区，周边居住、商业以及办公、教育用地等开发密度较高，高峰期整体交通出行需求大，对交通

基础设施、交通运行组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青岛市医疗设施分布进行分析，利用百度地图POI数

据获取青岛市主要医疗设施位置，包括专科医院、社区医院、急救中心、牙科医院等，具体分布如图1
所示。目前，青岛市主要三甲医院集中于东岸主城区和西海岸新区。

1.1 交通需求来源

根据调查，医院交通需求按照流量大小主要分为病患就医、医院职工通勤和病患亲友探望及院内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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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医院

普通医院

图1 青岛市医疗设施分布

能性运输4大类出行，各类出行需求特征如下：
（1）病患就医需求：就诊人群由于身体处于病患状态，对诊断、治疗以及潜在风险未知，因而具有

焦虑、紧张、烦躁等心理，希望尽快就医处置，一般采用私家车、出租车方式出行；对于医院紧急救护

车辆需求，对道路畅通性尤其是急诊进出出入口畅通性要求比较高。
（2）医院职工通勤需求：医院职工作为日常工作出行，进出医院上下班对时间要求较高，且呈现出

一定的高峰规律性特征。
（3）病患亲友探望需求：对于探望需求，因一般与就诊者提前相约，因此对出行时间要求较为

宽松。
（4）院内功能运输需求：主要为医院氧气系统、二氧化碳系统、氮气系统等医疗设施，办公及配套

食堂货运需求，以及各类垃圾等运输需求，交通运输需求频率相对较低、运输时间一般为夜晚。

1.2 交通时空特征

（1）时间特性

根据调查统计，就医出行时间较为集中，交通高低峰态势稳定，高峰期主要集中在工作日，分为3
个高峰区间：7：00～9：30、13：30～15：00、17：00～18：00，最大交通需求出现在早高峰，占全天

总量25%～30%。在该时段内，交通出行需求种类多、总量大，主要包括病患就医现场挂号、上午诊

断以及医院职工通勤等。晚高峰主要为患者离院以及职工下班通勤等，占全天总量10%～15%。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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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交通需求相对较少。
（2）空间特性

就医出行距离与医院专业定位、科室设置及诊疗水平、区域可替代医院等相关。对于大型综合医

院，科室齐全、设备先进、医疗功能完善；对于专科医院，专业诊疗技术水平高，在地区拥有较高的名

誉。因此，就医出行距离也呈现远近结合、多样化的特征。其中：
①

 

门诊需求。主要立足服务周边片区，就医出行距离普遍较短。
②

 

住院需求。主要服务周边及较远区域，随着区域交通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中远距离的就医出

行比例逐步提高。

1.3 交通方式选择

影响医院交通出行方式的因素有很多，通过对青岛市大型医院交通方式进行调研可知：对于病患就

医交通需求，一般私家车、出租车等个体化出行方式占有较高的比例；对于医院职工通勤需求及病患亲

友探望需求，各类交通方式均占有一定比例。
受医院出行距离、现状可提供的交通方式、个人收入及私家车拥有情况等影响，总体来看，青岛市

大型医院早高峰时段各类交通方式比例中，小汽车比例最高，占30%～40%，出租车占15%～25%，
机动化出行中非公共交通比例较高。

1.4 院内交通特征

（1）对于病患就诊就医需求。根据门诊和住院不同需求，在医院内交通特征也不相同。①对于门诊

需求，因需要排队挂号、就诊，整体对高峰时间要求比较高，该部分需求量大、停车步行距离短、停车

周转率较高，院内停留时间相对较短，一般为上午检查、上午或下午完成诊断。②对于住院需求，需求

量相对小、停车时间较长、停车周转率低。
（2）对于职工通勤需求。总体出行量波动性不大、出行时间集中、停车周转率较低，院内停留时间

较长。
（3）对于病患亲友探望需求。出行一般不在高峰时段内，且在院内停留时间相对较短。
（4）对于院内功能运输需求。出行一般不在高峰时段内，且需求频率相对较低，运输车辆相比较

大，对道路通行空间及停靠空间要求较高。

2 医院交通问题总结

医院交通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元性、综合性的，典型的拥堵原因主要在于医院的门诊量大、停车设

施不足、出入口布局及功能不合理、周边路网条件差及管理方式落后等。通过现场调研，总结青岛市主

要大型医院交通拥堵原因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停车问题矛盾突出

（1）停车供给整体不足

停车矛盾突出问题几乎是所有大型医院存在的通病。随着青岛市城市经济水平发展和人口的不断攀

升，居民的就医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尤其集中在青岛市内几家综合实力较强的大型医院。青岛市综合

实力较强的医院均建院较早，拥有悠久的建院历史和良好的声誉，且早期的老院区一直沿用至今，如青

医附院 （西院区）和青岛市立医院 （西院区）等。受历史条件、老城区的限制等因素影响，这些医院院

内及周边开发强度较高，建筑及各类设施密集，院内道路、广场等空间有限，停车资源严重不足。而对

于新城区部分新建大型医院，如妇女儿童医院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停车泊位配置相比较高。青岛主城

区部分三甲医院配建信息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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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青岛市部分三甲医院配建信息

项目 青医附院 （西区） 市立医院 （西区） 妇女儿童医院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12 6.6 13.4 8.5

开放床位 （张） 1400 1000 700 1000

日平均门诊量 （人次） 7500 5000 5000 4000

可用停车位 （个） 410 260 1214 450

停车位标准 （车位/百平米建筑面积） 0.34 0.39 0.91 0.53

根据青岛市医疗设施停车泊位配建标准，三级医院在停车位配建标准下限为1.5～1.7个车位/百平

方米建筑面积[6]，老城区现状配建车位远不能满足标准。
由于医院多选址在人流集中方便到达的重要区域，早期的医院多集中在老城区，即市南区、市北区

等。受区域地形和历史因素条件影响，医院周边区域呈现出道路宽度有限、路网分布不规则、人文历史

古建筑分布密集和地块开发强度高等特点。造成了医院周边区域整体停车资源紧张，路侧停车紧张，停

车设施的供给能力有限。对于新城区新建的大型医院，临近城市主干道，路侧一般未施划停车泊位，而

周边停车场以建筑配套为主，可提供的泊位数量有限。
（2）停车泊位类型及使用效率不高

一是院内地面停车比例较大，多采取 “混合停放、统一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停车未按功能分

区，门诊与住院停车混合，导致进出院区车辆混乱，寻找车位时间较久；且多数院区存在停车位施划不

规范、分布不均匀等问题，导致院内停车散乱、停车空间利用不充分。各类需求停车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医院停车特征

停车主体 停车目的 平均停放时间 （h）

病患就医
挂号+诊断 2.5～4

挂号+诊断+住院 3～5

医院职工 上班通勤 8～12

病患亲友 探望病患 1～2

院内功能运输 货运进出 2～8

二是管理方式落后，调查分析的各大型医院均未建立停车诱导系统，进出车辆多通过人工管理方式

进行总量控制，院内停车未划分不同功能片区，门诊区、住院区等不同功能区域停车泊位使用情况及停

车诱导相对较差。
（3）停车管理

考虑服务社会民生，目前青岛市对医院制定较低的停车收费标准。根据调研，青岛市大部分医院停

车收费标准为：小型车2元/半小时，日最高20元，凭当日挂号费及诊查费、门诊或住院押金及交费凭

证免费停车。医院停车收费的低标准，导致平均停车时间较长，车位周转率低，部分住院陪护家属车辆

停车时间超过24小时，院内车位长时间占用，院区有限的停车资源得不到高效利用。

2.2 高峰交通持久

（1）短时间集散客流需求大，与工作日早高峰时间重叠。
根据青岛市居民出行调查结果，青岛市中心城区全方式出行时间有明显的早高峰和晚高峰。居民出

行的早高峰时段为7：30～8：30，早高峰时段出行量占全天出行总量的18.4%[7]。
通过对青岛市区大型医院的交通调研分析发现，青岛市医院的就医需求高峰基本符合城市交通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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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心城区全方式出行时间分布图

高峰时间分布情况，且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大型医院的就医高峰呈现 “开始时间早、持续时间长、交通

拥堵严重”等特点。最大需求高峰出现在早上7：00～9：30之间，后续时间段内虽然就医交通需求有

所下降，但是依然持续较高的交通需求状态，直到中午11：00左右，就医交通量才有明显回落，节点

周边拥堵状况缓解。医院病患就医、工作人员通勤的早高峰时段与一般城市交通高峰的重叠，导致医院

出行车辆与社会车辆的叠加干扰，医院周边路网高峰持续时间较长[8]。

图3 医院全方式出行时间分布图

（2）医院区位选址

青岛城市南端濒临黄海，形成了尽端型路网体系，导致医院集疏交通集中于西/北/东三个方向，城

市核心位于前海一线，无法像内陆城市一样形成高效的 “环+放射”形路网体系，快速交通只能通过横

向和纵向路网进行疏解。
①

 

对于老城区大型医院，周边开发较为密集，道路网密度相对较高，但受地形和历史原因限制，
周边路网条件差、道路宽度窄、通行能力较低，早高峰时段医院周边区域路网交通拥堵严重。以位于西

部市南老城区的青医附院 （西院区）为例，医院周边路网及早高峰时段交通拥堵状况如图4所示。
②

 

对于新城区大型医院，因新城区路网建设整体呈现 “大街区、低密度”用地开发布局，且医院

地块规划一般位于快速路或主干道沿线，早高峰时段医院交通与周边过境交通叠加，导致医院进出节点

及主要路段交通拥堵严重。以位于崂山新城区的青医附院 （东院区）为例，医院周边路网及高峰时段交

通拥堵状况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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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周边用地开发现状 b.周边交通拥堵情况

图4 青医附院 （西院区）路网及周边交通拥堵状况

a.周边用地开发现状 b.周边交通拥堵情况

图5 青医附院 （东院区）路网及周边交通拥堵状况

2.3 衔接能力不足

（1）出入口功能布局缺乏整体性考虑，各进出功能有待系统性优化调整

通过调研，青岛市大多数大型医院存在出入口混用，人车混行、住院与门诊车辆混行、急救车辆与

社会车辆混行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出入口功能的发挥。
医院交通需求种类繁多，层次分明，救护车需要优先通过，对于部分急诊病人也需要优先，在高峰

期将会影响正常的交通出行。因此，对不同层次需求的交通组织是保障就医需求的关键。而目前的出入

口交通组织方式对差异化需求考虑较少，各类需求交通混行严重，人车、车车相互干扰严重，影响急救

车进出效率，也增加了社会车辆等候时间。
（2）各类交通衔接组织效率有待提升

医院就医客流来自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就医属性、就医心理、经济条件、心理素质、观念等，多

样化的客流需求，往往采取不同的交通方式。青岛市大型医院的交通出行方式主要有地铁、公交、私家

车、出租车、网约车等，使得医院节点周边道路交通组成复杂，不同方式交通特性的不同，也对医院周

边节点的系统交通组织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目前，青岛市大型医院周边往往缺乏高效的交通衔接组织：对于网约车、出租车，缺少专用的停车

落客区；对于地铁，目前尚未完全成网运行，且出站换乘步行距离较远，如青医附院 （西院区）步行距

离约850m，对于病患就医而言，在丘陵地带步行距离相对过长；对于公交停靠站位置及站台等缺少综

合性考虑，进出站台公交车辆与社会车辆干扰冲突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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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各类出行交通方式比例

2.4 交通管理水平落后

青岛市医院节点普遍存在交通管理水平落后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院区内部交通组织管理和院区周边

路网交通组织管理两方面：
（1）院内交通组织管理

医院内部道路通行空间设置标准相对较低，道路宽度等相对较小，科室及部门相对分散，当交通流

量较大，内部存在较严重的交织，且人车冲突较为严重。
（2）院区周边交通组织管理

一是院区外部道路缺乏高效的交通组织，医院周边路网及节点交通运行紊乱；二是车车、人车隔离

设施配置不足，加大了交通管理难度；三是违章停车、占路经营等行为进一步加剧了道路通行能力的

发挥。

3 交通改善对策及建议

针对青岛市大型医院现状存在的问题，以 “功能分离、快慢分离、重点保障”的理念，从优化停车

供给、提升内外衔接、优化流线组织、提升管理水平和科技引领交通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改善策略和方

案，充分挖掘有限资源的潜力，满足医院交通需求。

3.1 优化停车供给

多渠道增加、优化停车资源，缓解根本矛盾。一是深度挖潜，对医院内部地上、地下停车空间进行

科学合理的停车规划，根据院区不同地段、空间条件，施划不同停车位形式，在空间允许的条件下，考

虑建设立体停车设施，达到充分利用院内空间，增加停车资源的目标。二是开发利用院外停车资源，对

周边大型公共停车场采用租赁方式，增加院外停车资源。三是对于老城区院区周边道路，结合周边的交

通组织，在保证道路交通需求通行能力的情况下，合理的规划路边停车，增加停车供给。

3.2 提升内外衔接

按照 “系统最优、内外统筹”的原则，优化医院进出交通与周边道路交通的协调，降低相互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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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协调医院出入口功能，按照人行出入口、车行出入口功能，并细化为职工出入口、门诊出入

口、住院出入口、急诊救护出入口等具体功能，分类组织各类交通，避免交通集中于部分出入口进出。
医院出入口的数量应保证各种流线尽量分开，通常不少于三个，同时还需按照功能进行管理，分散不同

性质的人流和物流，减少交叉和干扰。
二是按照 “车行方便、人行便捷”的原则，划定出租车、网约车停靠区，方便车辆停靠，行人步行

入院。

3.3 优化流线组织

按照空间分离、流线分离的原则，合理分离进院车辆、出院车辆、过境交通、救护车辆以及其他车

辆，降低干扰、提高效率，并为医院交通提供安全舒适的交通环境。
对于院内，一是结合出入口功能，按照 “功能分区、分类分流”的理念，根据院区内部功能划分和

空间分布，划分不同停车区域，将通勤、门诊、住院等需求车辆引导至就近的出入口；二是对院区内部

交通进行分类分流，尽量采用单行线、单向循环的方式，避免院内各种交通穿插绕行；三是通过人车分

离、立体交通将医院组织成多层次的交通体系，通过人行天桥、下沉市政道路、地面医疗功能广场和地

下机动车系统等设计，达到人车分流目的，并能与医院门诊、住院区形成便捷的无缝衔接，极大方便患

者、提高交通到发效率。

图7 青医附院 （西院区）内部分区交通组织示意

对于院区周边，①老城区结合路网条件采用单行线、微循环交通组织方式，提高路段通行效率，避

免交织拥堵；同时，通过微循环交通组织，可以通过优化道路横断面，为机动车提供更多停车空间。
②对于新城区，为降低进出医院交通对城市干道的影响，通过设置合理的诱导、分流、隔离措施，对院

区周边道路设置进院专用车道、排队路段等分离过境交通与入院交通，从上游减少相互交叉干扰，提高

运行效率。③对特殊救护车辆的分流组织，长期预留生命通道，保障急救车辆顺利入院就医。

3.4 提升管理水平

按照 “建管并重、增容提效”的思路，重点做好周边路口、路段的流线组织、交叉口渠化、信号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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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挖掘现有道路资源潜力，提升外围路网整理效率。
一是完善周边交通安全设施，包括隔离护栏、指引标识、车行、人行诱导标志等，通过相应管理设

施提高交通管理效率；二是加强执法力度，对周边违章停车、占道经营等行为进行严格处罚，保障路网

基础设施的有效利用。

3.5 科技引领交通

全面建设覆盖院区及周边的交通、停车基础数据采集和发布系统，发挥智能化手段对于提升行车、
停车的作用。一是在周边路网范围设置路径诱导，提示就医车辆院区出入口分布、路网及交通拥堵状

况，提醒入院交通合理安排路径。二是完善医院内部及和周边智能停车诱导系统，从 “干线路网-停车

库周边-停车场入口”三个层次合理设置停车诱导装置，保障医院就医、通勤等车辆高效、快速完成

停车。

4 结语

城市大型医院作为区域重要的交通吸引点，吸引了大量就医交通出行需求，本文在对青岛市大型医

院调研的基础上，针对不同交通需求，从老城区医院与新城区医院分别剖析了医院交通需求及交通问题

成因，并提出系统性改善对策。此外，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和城镇化的发展，还应从规划层面将重要设

施迁入周边区市、分化优质设施布局，服务就近周边居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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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城市热点区域实时交通管控方法

张礼宁 刘 晨 蔡晓禹

【摘要】 随着山地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热点区域的出行需求量将保持着持续上升的趋势，为缓解山地城市热点区域
及周边路网的交通运行压力，提高管控效率。本文利用RFID、高空视频、拥堵指数等多种数据，以在网车辆数为关键
参数，结合高德拥堵指数，分析并建立二者的量化关系模型，将时段在网车辆数与拥堵指数作为交通状态的表征指标，
确定分级管控目标阈值以及其对应的各级进环控制总流量，最终形成一套科学、系统的热点区域实时管控作战技术体
系。并选取重庆市观音桥环道商圈对该方法进行应用，结果表明：环道全日拥堵时长较2018年减少了2小时，警力减
少了18人次，确保了热点区域流量平稳可控，关联路网流量均衡。
【关键词】 山地城市；热点区域；在网车辆数；实时交通管控

0 引言

重庆市是我国典型的超大型山地城市，城市结构整体呈 “自由式组团”分布，组团间路网连通性

弱、组团内道路标准低、多模式交通协同难度大，在智博会、重要节假日、体育赛事等重大活动以及通

勤高峰产生的高冲击性出行需求，导致大型会展中心、核心商圈、景区等热点区域的交通系统面临巨大

挑战，无形增加了社会经济的损失和环境的污染。目前的管控方法多是依靠以往交通管控经验，多采用

“一刀切”的管控方法，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热点区域道路交通运行压力，但缺少交通数据支撑和科学

的管控方法为依据，导致周边被严控的关联道路交通运行情况急剧恶化。同时，目前所采用的交通管控

方式不能提前应对交通的实时变化，管控行动具有一定滞后性，因此，针对山地城市热点区域实时交通

系统管控关键技术开展相关研究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必要性，同时在城市缓堵保畅综合治理工作以

及提升城市品质方面具有重大创新意义。
目前针对实时交通管控方法的研究，国内外大部分学者都集中于实时在线仿真技术的探索，能够实

时还原路网的交通需求和运行状态，进行管控方案决策。典型代表包括：Hani
 

Mahmassani
 

教授团队开

发的DynaSmar[1]；Moshe
 

Ben-Akiva
 

教授的团队开发的DynaMIT[2]；周雪松团队开发的DTALite[3]；
德国的PTV

 

Optima和亚利桑那大学的DynusT等等。在数据利用方面，朱沁[4] 基于轨迹数据的车联

网交通管控机制，改善整个道路网络的交通情况；王翔等[5] 利用动态OD数据，构建动态交通模型；
李家印等[6] 利用交通速度数据，提出了一种基于智能交通的隐私保护道路拥堵状态的实时监测算法；
陈振武等[7] 利用多源数据，完成了一套完整的实时在线仿真到短时交通预测的集成技术方法。本文将

利用RFID数据，其具有样本量大、易于获取、准确可靠等优点，并以在网车辆数为突破口，展开对热

点区域实时管控作战技术体系的研究。

1 研究基本思路

1.1 数据描述及获取

本文研究得到重庆市交巡警总队、重庆市江北区交巡警支队的大力支持，提取了2019年11、12月

份重庆市江北区的RFID （包含城投金卡数据）、高空视频、高德拥堵延时指数等多种类型数据，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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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的高峰时段数据进行挖掘分析，提取出在网车辆数，路网承载能力，拥堵延时指数等数据，并建

立不同类型数据之间的联系，为实时交通管控方法的研究提供数据基础。

1.1.1 在网车辆数

时刻在网车辆数 （L）是指在一定的交通状态下，某一时刻在道路网上的车辆数之和，可由高空全

景视频、无人机视频以及出入量法等方法获得，其中高空全景视频是最为直观，准确的方法，本文则通

过对多个高空全景视频进行处理分析，提取在网车辆数数据。
时段在网车辆数 （P）是指在一定的交通状态下，某一时段内通过道路网的车辆数之和，可由城投

金卡数据直接获得。

1.1.2 路网承载能力

路网承载能力 （C）是指在一定的交通状态下，一定时间 （日、小时）内，在道路网上所能服务的

最大标准车辆数。可通过城投金卡数据或者在网车辆数与卡口流量等数据处理分析获得，其中城投金卡

数据内在原理如下：
以车牌为关键参数，结合各通道进出口流量，15分钟为一节点，统计分析独立车辆数 （相同车牌

视为同一车辆），具体见公式 （1）。

P=（u15in+u15out+u15mid-N）×4 （1）
式中：P为时段在网车辆数，辆/小时；u15in 为各通道进入区域流量和，辆/15分钟；u15out为各通道离

开区域流量和，辆/15分钟；u15mid为区域内部断面流量和，辆/15分钟；N为区域内检测的相同车牌数。

1.1.3 高德拥堵延时指数

高德采用拥堵延时指数 （TPI）作为城市拥堵程度的评价指标，即城市居民平均一次出行实际旅行

时间 （V实际）与自由流状态下旅行时间 （V自由）的比值，具体见公式 （2），评价等级标准详见表1。

TPI=
V实际

V自由
（2）

表1 拥堵延时指数评价标准表

类型 严重拥堵 拥堵 缓行 畅通

区域 ＞2.2 1.8-2.2 1.5-1.8 ＜1.5

道路 ＞4 2.0-4.0 1.5-2.0 ＜1.5

1.2 总体技术思路

以在网车辆数为关键参数，结合高德拥堵指数，建立关于山地城市热点区域实时交通管控方法与模

型，即首先确定路网承载能力，其次通过大数据挖掘分析，建立高德拥堵指数与时刻在网车辆数的关联

模型，将时段在网车辆数与拥堵指数作为交通状态的表征指标，进而确定分级管控目标阈值以及其对应

的各级进环控制总流量。根据各级管控目标、总流量，制定区域总体管控策略，确定各个方向进环道路

的实际控制流量和启动条件。最终建立起科学、量化、系统的热点区域实时的、精准的管控作战技术

体系。

2 实时交通管控方法与模型

设研究区域接入道路集合为U={U1，U2，U3，…，Un}，则n个通道进入区域的小时交通量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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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提取

确定最大在网车辆数和
路网容量

建立高德指数与各时刻
在网车辆数的关系模型

确定分级管控阈值和进
网总流量控制阈值

确定各进网通道实际控
制流量

实施管控

RFID数据

高德拥堵指数

路网高空全景
视频分析连续一个月高峰时段

在网车辆数

确定最大在网车辆数

确定路网容量
提取路网时刻在网车辆数

分析高德指数与时刻在网车辆
数关系

建立关系模型

管控等级与在网车辆数阈值划分

RFID在网车辆数与高德拥堵指数
大数据分析

融合RFID在网车辆数、关系模型
和高德拥堵指数确定进环控制总

流量（5分钟）

三级

二级

一级

确定各进网通道实际控制流量

统计分析各进网通道流量比例

实时监测

调控流量

卡口数据

结合不同等级管控方案的进网
总流量控制阈值及管控通道

结合各进网通道流量比例

不同时段

不同高德指数

图1 研究思路流程图

为Uin={Uin1，Uin2，Uin3，…，Uinn}；m个时刻区域在网车辆数集合为L={L1，L2，L3，…，Lm}；
k个时段区域路网小时流量集合为P={P1，P2，P3，…，Pk}。

2.1 确定路网承载能力

根据所利用的数据不同，将有不同的方法确定路网承载能力，本文采用城投金卡、RFID卡口、高

空视频等数据，具体方法如下：
（1）方法一

利用城投金卡数据，提取k个高峰时段时段在网车辆数 （k≥200）依次进行排序，其中最大者确

定为路网承载能力，具体见公式 （3）。
C=MAX（P）=MAX（P1，P2，P3，…，Pk） （3）

（2）方法二

1）确定最大时刻在网车辆数

利用高空全景视频，提取m个高峰时刻在网车辆数 （m≥100，本文m 取200）依次进行排序，其

中最大者确定为最大时刻在网车辆数，具体见公式 （4）。
LMAX=MAX（L）=（L1，L2，L3，…，Lm） （4）

式中：LMAX 为最大时刻在网车辆数。
2）确定路网承载能力

提取研究区域1个月早晚高峰进入区域的RFID和卡口流量数据，共计60个小时流量数据，确定

路网承载能力，具体见公式 （5）-（7）。

Wi=∑
n

j=1
Uinj，（i=1，2，…，60） （5）

WMAX=MAX（Q1，Q2，…，Q60） （6）
C=LMAX+WMAX （7）

式中：Wi为进入区域总流量，辆/小时；WMAX 为进入区域流量最大值；C为路网承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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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德拥堵延时指数-时刻在网车辆数关系模型 （TPI-L）

高德拥堵延时指数TPI作为自变量，路网密度K作为因变量，根据热点区域历史数据，采用趋势

线拟合分布，建立二者的量化关系模型，本文采用了多种拟合分布，其中三次多项式拟合分布与对数拟

合分布所得到的精度最高 （决定系数R2较大），具体模型表达式如下：
对数拟合：

K=a×ln（TPI）+b （8）
式中：K为路网密度，辆/km；a、b为固定参数 （与选定的路网长度有关）。
三次多项式拟合：

K=ATPI3+BTPI2+CTPI+D （9）
式中：A、B、C、D 为固定参数 （与选定的路网长度有关）。
将路网划分为n个子区，路网总长度T，路网子区总长度为Ti，根据拟合曲线的结果，如图2、

图3所示，子区1对数拟合的决定系数R2=0.7491，三次多项式拟合的决定系数R2=0.7447；子区2
对数拟合的决定系数R2=0.8422，三次多项式拟合的决定系数R2=0.8421。二者的拟合程度相近，但

针对时刻在网车辆数的约束条件 （L≤LMAX），故最终确定以对数拟合作为高德拥堵延时指数与时刻在

网车辆数的关系模型 （TPI-L）表达式公式 （10）-（11）。

（a）子区1 （b）子区2

图2 对数拟合分布

（a）子区1 （b）子区2

图3 三次多项式拟合分布

L=∑
n

i=1
（Ti×（ai×ln（TPI）+bi）） （10）

T=∑
n

i=1
Ti （11）

式中：Ti为路网子区长度，km；T为路网总长度，km；ai、bi 为固定参数 （与划分的路网子区长

度有关）。

2.3 分级管控阈值与总流量控制阈值

分析城投金卡的时段在网车辆数以及拥堵延时指数等数据，参考高德拥堵延时指数的评价体系，将

管控等级分为3个级别，（一级为最高级）并确定不同管控等级时刻在网车辆数阈值。结合TPI-L关系

模型，利用公式 （12）确定以5分钟为单位的总流量控制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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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分级管控阈值及流量控制阈值表

管控等级
管控阈值 管控流量

时段在网车辆数P 拥堵延时指数TPI 控制总流量Q

三级 P三级 ＞γ，≤β Q三级

二级 P二级 ＞β，≤α Q二级

一级 P一级 ＞α Q一级

Q=P-L12
（12）

式中：Q为路网总流量控制阈值，辆/5分钟。

2.4 各通道实际控制流量

统计分析不同时段、不同拥堵延时指数情况下，n个通道进入研究区域的流量比例H。根据不同等

级管控方案的进入总流量控制阈值及管控通道，结合各通道进入流量比例，确定各通道实际控制流量

q，具体见公式 （13）。

qi=Qj×HI，（j=三级、二级、一级；i=1，2，…，n） （13）
式中：qi为通道实际控制流量，辆/5分钟；Qj 为路网总流量控制阈值，辆/5分钟；Hi为通道进入

流量比例。

3 应用实例

重庆市观音桥商圈为重庆江北区的热点区域之一，本次研究以观音桥环道为核心区域。如图4所

示，将观音桥环道划分为3个子区，子区1：观音桥环道 （东环），长度1.073km；子区2：观音桥环道

（西环），长度0.559km；子区3：观音桥环道 （建新西路-建新东路段），长度0.368km。

图4 观音桥环道子区划分

按照公式 （3-7），将二者取均值处理，最终得到观音桥的路网承载能力为8000辆/小时。根据公式

（10），确定观音桥环道的TPI-L关系模型为：

L=L子区1+L子区2+L子区3

L子区1=1.073×（130.45×ln（TPI子区1）+44.779）

L子区2=0.559×（208.74×ln（TPI子区2）+71.406）

L子区3=0.368×（223.55×ln（TPI子区3）+15.54）
同时根据公式 （12）确定观音桥环道的分级管控阈值以及管控以及总流量控制阈值，具体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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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分级管控阈值及流量控制阈值表

管控等级
管控阈值 管控流量

时段在网车辆数P 拥堵延时指数TPI 控制总流量Q

三级 7500 ＞1.5，≤2.5 600

二级 7000 ＞2.5，≤3.5 530

一级 6500 ＞3.5 400

利用多组数据，对日常建新南北路等7个通道的流量比例进行统计分析，将多组数据结果平均化处

理，最终结果如表4所示。最终按照 “先建新东路、西路，后建新南路、北路，确保通道”的总体控制

策略，利用公式 （13），确定各个通道实际进入环道的流量，并对各个通道进行信号或者警力调控，确

保观音桥环道通行畅通。

表4 各个通道的流量比例表

建新东路 建新西路 建新南路 建新北路 建北一支路 小苑路 兴塔路

0.13 0.09 0.16 0.26 0.1 0.15 0.11

应用结果显示：环道全日拥堵时长较2018年减少2小时，减少警力18人次。确保了重点区域流量

平稳可控，关联路网流量均衡。

4 结语

（1）本文最终形成了一套以数据为支撑，具有科学依据的实战调控方法。能够应对复杂、随机的交

通环境，为热点区域的交通管控提供借鉴经验。
（2）本文选取的RFID数据，其点位基本实现观音桥环道及进出通道全覆盖，能有效保证数据的准

确性，但仍存在10%左右车辆数据缺失情况，包括：内部道路进出流量、外地牌照车辆数据、停车场

进出车辆数。
（3）目前仅针对热点区域接入道路等小区域路网进行方法研究，后续将利用组团片区的交通数据，

探求大区域内路网的联动实时管控方法，并开展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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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HOV车道政策实施现状效果研究

孙淑亭

【摘要】 为解决 “公交优先”政策下公交专用道在交通高峰期出现空置的问题，改善道路通拥堵状况，引导道路资源
从交通供给向高效利用转变，重新分配道路资源通行权，大连市先后在多个路段的原有公交专用道的基础上设置了公交
专用 “HOV”合乘共用车道。本研究就HOV车道的使用现状、管理方法和社会反响对警民进行了调研，并利用交通仿
真模型定量分析HOV车道的使用效果，与实施后效果进行对比，依据规划方法与相关交通调查，对其存在问题提出优
化建议。
【关键词】 HOV车道；大连；现状调研；VISSIM仿真模型；实施优化

0 引言

近年来随着大连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城市土地混合度高、人口密度大、近距离出行多、快慢

交通方式混合、道路功能不清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大连市不断采取新的交通管理措施，将公交优先的

发展理念作为缓解城市交通的根本举措。截至2018年底，共建成和运行公交专用道74条，累计长度达

到147km，设置比例达到20.52%[1]。为进一步提高道路资源利用率，大连市自2018年1月29日起正

式开通 “公交专用HOV合乘共用车道”，首批规划4条公交车专用道进行试点。同年3月29日，在18
个路段的公交专用道正式启用公交专用HOV合乘车道。2019年11月，增设3条公交专用HOV合乘

车道。2020年6月，新增8条2+合乘车道。新建设的3+合乘车道与公交线路相辅相成，在保证公交

优先通行的同时兼顾合乘行为，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私家车座位利用率低和公交道忙闲不均的现象，且具

备易于操作和建设成本低的天然优势[2]。
High-occupancy

 

vehiclelane，即HOV车道，又称共乘车道或多乘员车道，是仅供乘坐某一规定乘

客数的车辆通行的车道。能提高道路使用效率、缓解交通拥堵、促进交通节能减排而采用的交通管理措

施。特点是高效率，利于在有限道路空间内运输更多的乘客；满足道路需求，减少高峰时间内车辆对有

限道路空间供给的竞争；提供高速度并节省时间，减少行驶压力；预留未来交通发展空间。
2010年王维礼首先在国内提出合乘优先概念，从交通特性、因素和布局方法三个方面对HOV车

道进行了分析和规划[3]。随后，李春燕等通过运用vissim模型，对HOV车道设置的可行性进行了模拟

分析[4]。此后多位学者运用该模型对HOV车道的设计方案[5]，交通效率[6] 等进行了分析。2014年后

随着国内第一条HOV车道的设置，出现了针对不同城市的HOV车道实施评价的研究，如陈鲁峰[7]、
向楠[8] 等，但基本都偏向于定性研究，还未有针对具体流量与模型对HOV实施后进行定量的研究。

目前国内实施共乘车道的城市主要有无锡市、深圳市、成都市和上海市。大连作为较早开始应用HOV
车道的城市，本文将通过对大连HOV车道的使用现状、管理方法和社会反响进行研究，并利用vissim交

通仿真模型分析HOV车道的使用效果，依据规划方法与相关交通调查，对其存在问题提出优化建议。

1 大连HOV车道政策措施

1.1 选线情况

大连HOV车道运行线路主要包括已试运行的黄河路、长春路、八一路、长江路的民主广场至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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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4个路段，以及新增的西北路、迎客路、五一路、西安路、长江路的黄河路至西安路等14个路段。
选线以车辆通行需求大、单乘员车辆比例大、公交车专用道使用效率低的路段作为标准。

图1 HOV车道大连市分布图

1.2 通行规则

启用时段于工作日早高峰6：30～8：30，晚高峰16：30～19：00，与该段道路的公交专用道启用

时间段一致。启用时段内，允许乘员数为3人及3人以上的车辆，执行任务的军用号牌车辆、警用号牌

车辆、救护车、工程抢险车借用公交专用道通行。除公交车可在站点停靠外，其他车辆禁止在专用道内

停靠及上下客，不得影响公交车通行。出租车载客即可使用 “HOV合乘车道”。不符合条件进入专用

车道的车辆将处罚100元，不计分。由于违规成本较低，所以也出现紧急时不符合使用条件，也会占用

3+车道的现象。

1.3 管理体系

目前大连市采用的标识系统主要是电子屏幕、路测指示牌、地面涂刷标志等。走访调研过程中市民

反馈部分路段指示牌标识不明显，以及部分连续路段中3+车道不连续，易造成违规现象。电子监控是

交管部门管理HOV道路使用情况使用的主要手段，大连交警部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黑光监控设

备”，可透过车窗贴膜确认车内乘员人数。此外还有公交车车尾监控与交警监控。大连市对HOV车道

的管理，基本建立在摄像头识别技术和相应罚款机制上。但由于目前摄像头识别技术的不足以及罚款力

度较轻，这一政策的实施还依赖市民自觉守法和之前对公交专用道政策认识的惯性。

2HOV车道实施前后对比

2.1 总体道路通行能力

政策实施前整条路段早晚高峰时段通行车辆数量多、通行需求大、交通压力大，极易造成拥堵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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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通行的私家车辆中单乘员车辆比例较大，普通车道通行压力大，但整体效率较低。公交车专用道在

启用时段利用效率不高，道路空暇时间多。尤其在一些车道数量较少、通勤压力大的路段，道路的使用

潜力没有被发挥出来。HOV车道政策实施后通车数以及公共汽车运行速度有了明显的提升，道路资源

更加合理利用。

图2 实施前后路况对比

2.2 对不同类型交通设施的影响

2.2.1 对社会车辆的影响

在四条试行路段的高峰时期，大部分路段的社会车辆在单位时间内的通行数量以及通行速度都有一

定程度的提高。表明措施提高了社会车流的通行效率。

图3 对社会车辆影响

2.2.2 对公交车的影响

我们统计并对比了政策实施前后，公交车到站时间。受影响较大的是有有轨电车或有缆电车线路的

道路。在四条试行路段的高峰时期，大部分路段的公交车在单位时间内的通行数量以及通行速度都有一

定程度的降低。表明设置HOV车道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公交车在高峰时期独享路权带来的高效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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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因实行措施公交延时情况

2.3 社会评价与推广

市民、交警部门、和公交部门对政策的态度有所不同。交警部门认为该措施只是暂时性的妥协，虽

然表面上有道路通行量的提升，但总体上的思路与推广公共交通的初衷相悖。只能算阶段性举措，未来

公交系统建设完善后可能会逐步取消。而私家车和出租车车主则表示该政策提高了通行效率和公交车专

用道的利用效率，上下班时间明显缩短，对公交车的影响也很小，是值得大力推行的措施。公交车司机

则表示该措施增加了工作负担，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在社会推广度方面，大连HOV车道使用时间以及使用条件较为合理，切实解决了交通拥堵问题。

结合问卷整体结果，发现广大车主对该政策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认为该政策可以发挥一定的缓解交通压

力的作用，值得进行进一步优化与推光。但也有部分市民现阶段对HOV合乘车道的政策了解不足。
HOV合乘车道政策的推广方式主要为广播宣传，除此之外还有电视电脑、手机报纸、司机交流等常见

的推广方式。

图5 市民反馈问卷统计

2.4 基于VISSIM实施效果评价

本研究选取大连市黄河路段作为样例。黄河路为双向六车道，两侧均设置一条HOV专用车道。两

侧分布有公共交通系统，在工作日的早晚高峰时间段，车流量大，且多人出行模式丰富。在该路段，
HOV车道使用效应较强，具有较高研究价值。

2.4.1VISSIM对比模拟

通过前期的调查和访谈，最终我们选择统计黄河路路口段东西向晚高峰16：30～17：30的车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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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黄河路平面图

通量和载客数。采用定点录像的方式，以15min为周期，统计时间为60min，按帧记录各车型数量与各

车型实际载客人数。假设条件为道路基础条件 （全部车道数）及交通需求不变，即总流量、车型比例以

及车辆实际载客情况都不改变。HOV车道改为公交专用道。统计结束后，将测得的相关数据导入VIS-
SIM进行交通仿真模拟，对比分析HOV车道设置前后道路通行情况的变化，并做对比分析。

图7 现场实测数据

2.4.2 平均行驶车速提高

通过软件分析社会车辆的车速在设置了HOV车道后，车速由7.16m/s提高到了7.54m/s，具有

明显提升，而公交车则由7.1m/s变为7.08m/s，平均车速基本不变。这是由于原公交车道分担了高峰

期车流量。同时两者在单位时间行驶的距离均有所增加，社会车辆增设 HOV车道后1min内多行

驶22.8m。

2.4.3 延误时间变化

针对延误时间进行分析，社会车辆由政策实施前的2.84秒减少到了2.23秒，而公交车则由3.02
秒少量增加为3.3秒。HOV车道存在的时候，由车辆混行造成的运行延误是公交车延误的主要原因。

2.4.4 道路运输能力变强

道路对人的运输能力是指某一路段或交叉口单位时间内通过的人数。HOV车道运行后，道路对人

的运输能力的提高对于市民的通勤效率是有改善作用的，有利于提高城市的生产效率，如图8。此外，
对载客流量进行模拟，发现乘客不足三人与三人以上 （不含公共交通）载客的比例略高于2∶1。进一

步综合公交车的影响，黄河路上普通车道与HOV车道布置比例为2∶1是合理的。

2.4.5 车道交通效率提高

依据公式，交通运输效率M= nV
a*V/Q

，其中n：载客量 （人/辆），V：平均行驶车速 （km/h），

a：道路宽度 （m），Q：车辆数

5651



图8 道路运输能力 图9 载客流量比例

不设公交专用HOV车道：此种情况公交专用道上只有公交车。通行能力Qs =116辆/h，车速

Vs=25.56km/h，道路宽度as=3.5m，每车人数ns=75人，

M=
nsVs

as*Vs/Qs
=2485.7人千米/（m2·h）

设公交专用HOV车道：此种情况公交专用道上有两类车。通行能力Qd =1450辆/h，车速Vd =
27.144km/h，道路宽度ad =3.5m，每车人数nd =7.6人，

M=
ndVd

ad*Vd/Qd
=3148.6人千米/（m2·h）

可以看出，设置HOV车道后车道效率明显提升，模拟结果与实际结果基本相同。

2.4.6 污染排放量减少

依据公式，交通运输效率=∑4

i=1
（CiLQi）， 其中C：污染物排放因子，L：车道路段长度 （m），

Q：高峰期路段交通量。设HOV车道后，在乘客总运送量一定的设定下，交通量降低，如图10。由公

式，速度增大，因子C增大，加上通行量降低，污染排放量降低。可以看出采取合乘方式在减排方面

起到很大的改善作用。有助于环境保护，尤其是减少排放污染。

图10 通行车量变化 图11 污染物排放量变化

3 问题与优化建议

3.1 目前大连HOV车道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3.1.1 政策与监管问题

目前大连市HOV车道路段标识设置方面存在短板。仅有少量路段有电子屏提示，而传统指示牌难

以起到良好的提示效果。同时由于车道违章相关规则没有细化，执法效率低下，检测系统不完善，难以

界定车辆在HOV车道上正常借道行驶和违章行为。市民的认知与合乘观念较为淡薄。

3.1.2 影响其他交通道路使用问题

大连具有特色的有轨电车101路，只能在上空架设有电线的车道上行驶。在101路行驶路段中上，

6651



常有市民在路边打车。由于101路公车是有缆电车，活动范围有限，无法在其他车道上行驶，所以遇到

前方有出租车停靠时，101路公车只能暂时停车等待。而且，开放HOV合乘车道后，出租车还可以在

公交专用道上行驶，故而政策开放后101路行车效率有显著降低。

3.1.3 道路周边环境状况复杂带来的通行阻碍

101路沿途经过福佳新天地、香榭里商业中心、紫航饭店等车流出入密集的地点，大量的车辆出

入、出租车集中停靠等行为都严重干扰了101路公交车的正常通行。

图12 101路周边示意图

3.2 优化建议

3.2.1 交通规划设施优化

深度扩展公交专用道线路，结合道路使用现状科学决定HOV车道实施路段，优化城市公共交通换

乘及行驶系统。如增加公交站台座椅数量，改善站台环境，增加公交电子定位系统，提高市民等候的直

观性；完善站台设施，提高雨棚普及率以及提升雨棚质量；促进各公共交通站点转乘一体化建设，减少

市民换乘过程中的步行距离，节约出行时间，提高通行效率等。同时完善配套设施，完善智能交通系

统、停车换乘中心、HOV电子提示屏等HOV车道相关配套设施；致力于更好地提供信息发布、车辆

管理等服务，提升HOV车道系统的安全性、舒适性。

3.2.2 策略实施优化

政府部门可联合网络公司推行手机APP，方便市民拼车，车主可通过与人合乘加快通行速率，并

可赚取部分油费，而其他市民可通过较低廉便捷的方式在高峰期通行。适当增加应用范围，如针对人流

较多的学校区域、商区、CBD、大型停车场等在高峰期出现拥堵情况的地区，可根据其情况有针对的改

进政策，在紧邻出入口一侧设置缓冲段。

3.2.3 宣传方式优化

对多乘员车辆在高峰期行驶有利的措施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公交线路的优化鼓励市民公交出行，而

对于不愿意接受通过公交出行的市民可以鼓励他们尽可能的乘坐多成员车辆，减少交通压力。通过交通

广播台、新媒体、交通官网等途径向市民普及HOV车道相关政策，倡导合乘出行，节能减排；对合乘

方式车辆进行奖励，通过正向反馈，促使更多的人选择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出行方式。

3.2.4 管理方式优化

加强对APP用户的监管力度，避免安全问题的出现，并通过限制每日拼车次数来避免牟利等其他

意图的发生。加强对道路状况的审查力度，严厉处罚不满足条件的进入公交专用
 

HOV合乘车道的车

辆。增加违规成本，对于违反交通法规行驶的车辆加大处罚力度。在联合执法的基础上，将交通违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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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对交通失信行为进行惩戒。增加HOV车道的应用车型，从而提升道路的使用率

和经济性。同时进一步完善监测系统，如利用视频，红外线，微波等技术进行监测。

4 结语

对于公交专用HOV合乘车道的利用，目前看来虽然是多方博弈的妥协，但在现阶段的推广应用上

仍有值得称道的点。一个新措施的推广不可能一帆风顺。在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时，作为管理者的交警

部门要把控整体战略方向的同时让各方利益平衡。这一措施尚存在不完美之处，例如对公交系统的效率

存在一定的妨碍等等。我们应继续寻求改进方法，在不打破平衡的前提下继续完善这一措施，争取将各

方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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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江通道收费交通需求调控政策评估———以南京市为例

余水仙 彭 佳 杨 涛

【摘要】 随着城市化与机动化发展，过江交通拥堵问题成为跨江 （河）发展城市面临的普遍问题。其中，过江通道收
费这项关乎民生的重要政策成为多方关注的重点需求调控措施。本文以南京市为例，梳理了南京过江交通特征和存在的
问题，剖析了既有过江交通调控措施的实施效果，从经济社会、公众舆论、政策支持等多个角度分析了过江通道收费政
策实施的可行性，并以全周期动态跟踪评估收费案例实施效果与交通仿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了收费政策对于缓解
过江交通拥堵的实施成效，最终提出近期审慎实施收费政策，远期作为储备措施，并建议通过综合施策而非单一收费政
策以实现促经济发展与控制交通拥堵的双赢。
【关键词】 过江通道；跨江拥堵；过江收费

0 引言

南京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市域范围被长江穿境而过，城市发展经历了由划江而治到拥江发展的多

个阶段。近年来，随着江北新区的不断发展以及机动化水平持续提升，南京过江交通需求也不断增长，
尽管南京市已经陆续建成多条道路与轨道过江通道，但单纯的设施供给已经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过江出

行需求，南京过江交通拥堵日趋严峻。因此，有必要采取有力的过江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以缓解交通供

需矛盾和道路交通压力。在提振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围绕小汽车限行限购的刚性

调控政策不再可行，以过江通道收费政策为例的经济类调控措施逐渐成为多方关注的重点需求调控措

施，本文结合南京过江交通发展的特征与存在的问题，重点研究了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可行性与有效

性，以期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1 南京过江通交通发展现状评估

1.1 南京过江交通发展特征

1.1.1 过江通道建设

近年来，随着南京江北新区的多轮提档升级，南京多条过江通道陆续投入建设，有效支撑了江北新

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已经建成长江大桥、八卦洲大桥、大胜关大桥、栖霞山大桥、定淮门隧道和应

天大街隧道共6条道路过江通道，以及3条轨道过江通道。为进一步应对城市空间的扩展，新一轮城市

总规规划总计25处28条过江通道，其中道路过江通道增加至15条，轨道通道增加至9条。南京过江

通道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现状已有5条道路过江通道同时在建，悉数在2020～2024年间建成，
而在建轨道通道只有1条，且在2023年后才能实现运营通车，轨道通道较之于道路通道建设未能抢占

先机，在南京市机动车保有水平和城市交通运行状况日益严峻的背景之下，南京市也将面临严峻的城市

交通管理时间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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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南京轨道过江通道与道路过江通道规划与建设情况示意图

1.1.2 过江交通特征

1.1.2.1 日均过江交通量

近年来，南京市机动化保有水平不断增长，小汽车发展迅猛，过江交通需求也处于稳步增长趋势。
据 《南京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1] 统计，2013～2017年，南京市日均过江交通量年均增长率高达10%
左右，2018年日均过江交通量逐渐趋于饱和与稳定，日均过江交通量较上一年基本保持不变。从空间

分布来看，由于长江大桥、应天大街隧道和定淮门隧道均为城市道路过江通道，主要联系城市核心区

域，因此交通量最为集中，其中应天大街隧道交通量高达11.5万辆/日；八卦洲大桥为高速公路通道，
兼顾城市交通功能与过境交通功能，交通量约为6.6万辆/日；大胜关大桥与栖霞山大桥为高速公路通

道，位于城市核心区外围，主要承担过境交通功能，交通量较小，均小于3万辆/日的水平。

表1 南京过江通道历年日均交通量统计 （辆/日）

通道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平均值

长江大桥 35846 71100 74325 76986 79869 81218 90037 90799 75023

八卦洲大桥 25277 50541 56725 63831 71278 74156 75264 73683 69473 75761 85732 65611

大胜关大桥 8822 17699 20918 23662 26645 32746 29107 32889 33172 35462 35061 26926

栖霞山大桥 16026 22836 28685 29505 29723 28536 25886

应天大街隧道 11536 19005 49926 44578 49770 62839 97841 115213 118350 63229

定淮门隧道 87554 99267 87055 91292

合计 69945 139340 163504 183484 227718 248724 267014 288895 317545 355426 354734 347967

总量增长率 99.21%17.34%12.22%24.11% 9.22% 7.35% 8.19% 9.92% 11.93% -0.19%

（注：数据来源于南京市交通年报，表中空白处的日均交通为0，通道尚未建成或处于封闭维修状态）

1.1.2.2 高峰小时过江交通量

由于南京老城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集聚了大量的、优质的公共资源和就业岗位，而江北新区建

设时间相对较短，现阶段的功能尚不完善，使得居住在江北新区的市民多数工作依然在江南主城，职住

分离导致过江交通需求旺盛，尤其在高峰期间向心交通出行需求集中，潮汐现象显著，加剧了过江通道

的供需失衡与江南主城的交通负担。据调查，高峰期间，长江大桥与应天大街隧道的交通量分别约为6
千辆/小时与9千辆/小时，早高峰进城方向与晚高峰出城方向的饱和度接近甚至超过0.9，交通拥堵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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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极其严重。过江交通在高峰期间潮汐现象也较为显著，进城与出城方向的不均衡系数较大，早高峰进

城方向交通流量大，而晚高峰出城方向交通流量大，据调查，长江大桥的晚高峰不均衡系数高达1.32，
定淮门隧道的晚高峰不均衡系数达到1.3，高峰期间部分通道的过江交通拥堵集中在单一方向，过江通

道资源尚未得到精细化的配置与利用。

表2 南京过江通道现状高峰时段饱和度与不均衡系数统计

通道名称

早高峰 晚高峰

饱和度

（进城方向）
饱和度

（出城方向）
不均衡

系数

饱和度

（进城方向）
饱和度

（出城方向）
不均衡

系数

长江大桥 0.89 0.78 1.14 0.69 0.92 1.32

应天大街隧道 0.89 0.77 1.15 0.79 0.91 1.14

定淮门隧道 0.50 0.47 1.05 0.48 0.62 1.30

1.1.3 过江出行结构

据调查，南京现状过江出行结构中，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最高，为30.88%，小汽车紧随其次且与常

规公交基本保持齐平，小汽车出行占比约为27.52%，常规公交 （包括轮渡）占比约为24.45%。虽然

公共交通出行占据过江出行总量的主体地位，但是仍然低于南京主城区公共交通出行占比63.3%的水

平，与其他国内国际跨江 （河）发展城市也存在明显差距，纽约、东京和香港等跨江 （河）出行的公共

交通占比接近甚至高达90%。而现状南京市跨江公交服务水平较之于小汽车未能形成绝对优势，据调

查，南京市现状过江公交高峰期间载客率约为0.65，而轨道交通10号线的高峰断面载客率仅为0.15，
S3号线的高峰断面载客率仅为0.01，现状的跨江公共交通方式存在极大的挖潜空间，跨江公共交通系

统的服务能力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南京的跨江出行结构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图2 南京现状过江出行结构图

1.1.4 既有过江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分析

目前，南京市已经采用的过江交通需求管理措施主要是在供给侧层面加大过江通道建设力度，在需

求侧层面实施过江通道收费、货车限行以及外牌限行等管控措施。在这种交通需求管理的组合拳出击的

情况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主城交通拥堵程度的加剧速度，但是仍然无法阻挡江南主城与过江交

通压力日趋严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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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 道路过江通道建设

为了缓解长江大桥交通拥堵，南京于2016年1月1日开通运行了定淮门隧道，并且取消应天大街

隧道收费，据统计，定淮门隧道通车及应天大街隧道免费通行后，长江大桥的交通量下降仅0.8万辆/
日，而过江交通总量较定淮门隧道开通前却上升了3.9万辆/日，过江交通总量增长了13%，定淮门隧

道的开通对长江大桥的交通量转移作用有限，反而大量诱增了新的交通量。同时，定淮门隧道开通后对

其他出行方式的影响较小，据统计，过江通道交通量超过3成转移自其他过江交通方式，超6成来自全

新增长的交通量。

表3 定淮门隧道开通/应天大街隧道免费前后过江通道日均交通量统计 （万辆/日）

通道名称 开通前 （万辆/日） 开通后 （万辆/日） 变化量 （万辆/日）

长江大桥 9.1 8.3 -0.8

定淮门隧道 0 4.8 4.8

应天大街隧道 6.5 6.9 0.4

八卦洲大桥 7.8 7.5 -0.3

大胜关大桥 3.3 3.1 -0.2

栖霞山大桥 2.6 2.6 0

累计 29.3 33.2 3.9

1.1.4.2 轨道过江通道建设

据统计，地铁10号线开通后，同廊道的应天大街隧道出现短暂的小幅下降，1个月后又回弹至原

先水平并继续保持增长趋势，轨道过江通道的开通对机动车的出行有短期的抑制作用，但仍无法阻挡机

动化过江总量的增长趋势。轨道过江通道开通也会显著提升跨江出行总量，但不同于道路过江通道，轨

道通道的开通对于改善过江出行结构有重大影响，据统计，地铁3号线开通后3个月过江总量增加了

2.7万人次/日，机动车的出行占比下降了2.7%。

图3 10号线开通前后应天大街隧道日均交通量变化情况 （辆/日）

1.1.4.3 过江通道交通管控

南京市的过江通道收费主要集中在外围的四条高速公路过江通道上，而收费的目的主要用于回收通

道建设成本而非缓解过江交通拥堵，栖霞山大桥和大胜关大桥作为国家高速公路通道已纳入全国高速公

路联网收费系统，而八卦洲大桥暂时不具备股权回购条件。三条收费通道主要都以过境交通功能为主，
过江交通量较小，过江交通需求却主要集中在核心区的三条城市道路过江通道上，因此，南京现行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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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3号线开通前后 （三个月）过江交通出行结构变化

江通道收费政策与现状过江交通需求存在倒挂。南京市对外牌车和货运车辆的管控主要集中在核心区的

三条道路过江通道上，这也导致了超过九成的的货运与外牌过江交通量主要集中在八卦洲大桥、大胜关

大桥和栖霞山大桥等外围过江通道上，达到了过江通道货运与外牌车分流管控的目的。

2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实施条件分析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作为一种缓解交通拥堵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有一定的实施条件，发达的公共交

通系统是实施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前提，社会公众支持是实施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关键，政策及法律法

规的合规性是顺利实施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保证。

2.1 过江通道收费发展趋势分析

国内跨江 （河）发展的一线、准一线城市更多关注经济发展，为了促进城市发展，加强两岸的有机

融合，包括上海、广州、武汉、重庆等多个城市的过江通道也经历由收费到不收费的过程，而过江交通

治理往往采用被动的后适应模式。而国际城市往往采取一定的跨江 （河）通道收费政策，除了缓解跨江

（河）交通拥堵外，更多是收费还贷，用于回收私营企业用于投资建设的成本，并且与国内城市相比，
这些城市往往具有极其发达的跨江 （河）公共交通系统，跨江 （河）公共交通出行占据绝对主导优势。

2.1.1 上海市跨江通道收费政策分析

为了促进浦东新区的发展，上海陆续建设了多条跨江道路过江通道，并决策通过设卡收费的办法回

收项目公司投资的大桥建设费用。由于浦东新区的自我平衡是长期的，因为浦东的建设对浦西的依赖程

度较高，导致跨江交通出行需求旺盛，何翔舟 （2006）研究发现设卡收费活动无形中增加了私人组织、
公共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边际成本，不仅国内企业对浦东投资有了新的考虑，而且国际上的大型企

业集团来浦东投资也受到相应的影响[2]。实践中，政府管理人员、企业，以及社会公众意识到，当前阶

段，过江通道收费政策存在诸多弊端。一是极高的过桥费用成本导致市民生活不便，人们不愿意在浦东

工作和生活，不仅限制了浦东的发展，也加剧了浦西的交通压力和生活成本。二是拥挤的交通和昂贵的

过桥费用恶化了浦东新区的投资环境，这种情况直接导致浦东开发的作用不明显，降低了社会公众对浦

东开发的积极性。三是由于技术条件局限，在ETC还未普及之时，设卡收费降低了过江交通通行效率。
四是限制了房地产经济的发展。过江通道设卡收费给浦东浦西来往交流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带来无形

限制，形成浦东浦西联动发展的障碍，导致浦东开发多年来，房地产开发没有形成应有的气候，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上海市GDP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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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过江通道设卡收费带来的诸多问题，1999年，在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上，人民代表首次

提议政府应该考虑过江通道收费问题如何定位，2000年5月1日，上海市取消了多年来的汽车过江设

卡收费行为。上海市取消设卡收费后，有效促进浦东、浦西之间的进一步社会经济融合，降低了浦东新

区的建设成本，短期内提升了过江通行效率。但收费取消后，由于过江交通量增长较快，而过江通道资

源有限，浦东浦西的跨江交通又面临新一轮的交通拥堵问题。

2.1.2 武汉市跨江通道收费政策分析

武汉市征收城市道路桥梁隧道通行费始自于1995年，本着收费还贷原则，武汉市对贷款建设的城

市道路桥梁隧道开始征收车辆通行费。2011年，为提高过江通道的通行效率，武汉市开始采取ETC收

费系统。2017年，武汉市政府发布 《关于停止征收 “九桥一隧一路”车辆通行费的通告》，自2018年1
月1日零时起，停止征收武汉市 “九桥一隧一路”车辆通行费。过江通道通行费的取消，有效降低了市

民出行成本和企业物流成本，市民可以共享武汉发展成果，提高了市民幸福感、获得感，也加快了武汉

市的三镇深度融合、一体发展、提升了城市集聚力，有利于促进城市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促进中心城区集聚、集约、集成、集群发展。武汉取消过江通道收费后并没有采取额外的过江交通管制

措施，过江交通组织方案也保持不变，但在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取消收费后的武汉市过江

总量依然保持高位增长趋势，过江交通压力依然较大。

图5 武汉市过江交通量历年统计情况

2.1.3 香港、纽约跨江 （河）收费政策分析

纽约和香港都是单侧功能集聚发展的城市，纽约曼哈顿岛与香港的香港岛都集聚了大量的公共资源

和就业岗位，因此跨江 （河）出行需求极其旺盛，纽约的过江出行需求占据城市总交通出行需求的比例

高达50%，香港也达到了40%，远超过南京现状14%的水平，但是纽约和香港的过江公交出行占比分

别达到90%和80%，也超过了南京市现状55%的水平。纽约和香港都极其重视跨江 （河）轨道交通的

建设，采用了抑制过江出行需求与提供发达的公交服务组合拳的方式引导过江绿色出行，收费只是辅助

政策，除了调控交通需求分布以外，也用于收费还贷，并且通道收费政策的实施是以发达的轨道通道服

务为基本前提，纽约和香港现状轨道通道数量与桥隧的比例接近甚至超过1∶1的水平，轨道通道密集，
间距均在4km以内，超过南京市现状1∶3与规划1∶1.3水平，也超过了南京市轨道平均间距现状

9.8km与规划6km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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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香港、纽约跨江通道与需求基本概况

城市 江、河及其宽度
两岸交通

联系强度

跨江公交

出行占比
道路通道数 轨道通道数

轨道通道

平均间距

南京 长江1300m～2400m 14% 55% 6 3 9.8km

香港 维多利亚湾1500m ＞40% 90% 6 6 2.2km

纽约 东河600m；哈德逊河1600m ＞50% 80% 18 22 4km

2.2 过江通道收费舆情民意分析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是关于民生的重要决策，因此收费政策的实施应该重视公众接受意愿在实施收费

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性，从国外的经济类交通需求调控措施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收费政策的实施必须要和

社会广泛沟通，以便公众能够接受。根据南京市过江通道的收费公众意愿调查结果，公众普遍支持过江

通道收费政策，取消收费降低出行成本成为普遍诉求，并且多数群众认为过江通道收费并不是解决过江

交通拥堵的必要途径。因此，虽然收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节交通流量，但由于目前南京在过江收

费政策上的公众支持度较低，所以若要在南京实施过江通道交通收费政策，需要开展大量的工作来争取

民众的支持和理解，否则将面临较大的政策失败的风险。

图6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民意调查结果

2.3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支持分析

一方面，2016年1月1日起，南京已经对定淮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实行了免费通行政策。另一

方面，南京市相关部门已经公开表态过未来将积极创造取消过江通道收费的条件，为江北新区群众跨江

出行提供更多免费通道选择，2018年在南京网络问政平台上，针对八卦洲大桥何时免费的问题相关部

门已经给与了官方回应，指出南京市经过多轮研究及综合比选，在长江大桥不收费的基础上，对应天大

街隧道和定淮门隧道以及在建的长江五桥等城市内部通道实施车辆免费通行，同时积极创造八卦洲大桥

的股权回购条件，回购股权后将实施免费通行。2018年9月10日，南京市政府颁发了 《市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实施意见》[3]，也要求逐步减免市内过江隧道通行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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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减免物流运输通行费用。此外，在国家需要提振经济，释放经济活力的当下，过江通道收费将在一

定程度上抑制江南和江北的联动发展，过江收费政策面临的政策阻力巨大，再收费环境不容乐观。

3 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交通影响评估

3.1 伦敦拥堵收费交通影响评估

英国伦敦这一国际性的大都市虽然拥有发达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但是在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收费

策略实施前，伦敦是全英国甚至是整个欧洲交通拥堵问题最严重的城市。伦敦历届政府将缓解城市交通

拥堵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分析和研究，在2000年，城市交通拥堵收费实施策略通过

了伦敦交通白皮书等相关法案。于2003年，伦敦决定实施城市中心区交通拥堵收费。
伦敦当局以

 

“交通拥挤水平”衡量城市交通拥堵状态，它是单位里程的延误时间，一般用交通通畅

状态下每公里平均行驶时间与实际 “每公里平均行驶时间”之间的差额来表示。以交通拥挤水平为例，
伦敦中心区2002年基值为2.3min/km，实施收费后的2003年、2004年连续两年减少到1.6min/km，
之后逐年增加，到2007年，重新达到2002年的基值水平[4]。交通拥堵收费的实施效果表明，收费政策

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程度但效果不可持续。

图7 伦敦交通拥堵收费前后 “交通拥挤水平”历年变化情况 （min/km）

3.2 南京停车收费政策交通影响评估

为引导绿色出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规范城市停车收费管理，南京市在2014年实施了 《南京市

停车收费管理规定》。2014年政策实施后，在私人小汽车保有量持续稳定增长的背景之下，南京市私人

小汽车人均出行次数增长率显著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由2014年的3.3%下降至-1.7%，但是只维

持了仅一年，私人汽车出人均出行次数又开始反弹持续增长，因此，南京市在2018年又重新出台了

《南京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重新调整收费标准以强化停车收费调控效果，停车收费政策对

于小汽车的出行强度调控作用也是短期有效，长期不可持续。

3.3 重庆过江收费政策交通影响评估

2002年重庆市开始桥梁收费，其中长江大桥、嘉陵江牛角沱大桥、石门大桥三座早期建设桥梁不

收费，其他均收费；2018年1月1日内环内所有桥梁全部取消收费。过江通道取消收费前，长江大桥、
嘉陵江牛角沱大桥、石门大桥三座免费桥梁高峰小时交通量明显高于收费桥梁，不饱和度基本接近或超

过1，呈现严重交通拥堵状态。而收费通道高峰小时交通量明显低于免费通道，呈现中度、轻度交通拥

堵。这表明，过江通道收费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收费通道的交通拥堵，但是会加剧交通量分

布的不均衡性，使得部分交通量转移集聚到非收费通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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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南京停车收费政策实施时间轴与私人汽车人均出行次数变化图

表5 重庆过江通道取消收费前高峰小时过江交通运行情况统计

序号 桥梁名称 车道数
高峰小时交通量

（pcu/h）
饱和度 拥堵程度 是否收费

1 长江大桥 8 14500 1.01 严重 否

2 牛角沱大桥 8 17200 1.19 严重 否

3 石门大桥 8 13100 0.91 中度 否

4 黄花园大桥 8 10200 0.71 轻度 是

5 鹅公岩大桥 8 13100 0.91 中度 是

6 嘉华大桥 8 10500 0.73 轻度 是

7 高家花园大桥 8 10100 0.70 轻度 是

虽然过江通道收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过江交通压力，但是无法阻挡过江需求的增长趋势，据统

计，2013～2017年，重庆市过江通道交通量呈现逐年稳定上涨趋势，其中，收费通道日均交通量由

25.2万pcu/日增长至32.9万pcu/日，年均增长率为6.89%，免费通道日均交通量由26.2万pcu/日增

长至34.7pcu/日，年均增长率为7.28%，免费通道与收费通的日均交通量增长率相当，都呈现稳定的

增长趋势，过江通道的收费政策并不能阻挡交通量的增长趋势，一定时期以后，收费通道的交通量仍然

会逐渐增长至通道饱和，实施收费政策短期内对于缓解过江交通拥堵的成效将随着时间被逐渐填平。

图9 重庆过江免费与收费通道日均交通量历年变化情况 （万pcu/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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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南京过江通道收费政策效果评估

以南京为例，以在建道路过江通道基本建成而轨道通道还未能建成通车运营的2022年为预测年份，
对建宁西路、应天大街隧道、定淮门隧道、长江大桥、长江五桥同时进行收费的实施效果进行测算，预

测结果显示，早高峰五条过江通道的总交通量合计下降5822pcu/h，占五条过江通道总通行能力的

12%；其中长江大桥、长江五桥交通量下降最多，分别达到2794pcu/h和1223pcu/h，其他通道均在

500～700pcu/h间。收费后，部分交通量转移到外围通道过江，大胜关大桥、八卦洲大桥与和燕路过江

通道的交通量显著上升。在南京过江通道交通量年增长率为10%的背景下，测算得到5条道路过江通

道同时收费对于过江交通拥堵的缓解仅能维持1～2年，预计2023～2024年收费通道的交通量又将反弹

至收费前的水平。在过江通道收费措施将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成本的基础之上，实施效果的持续时间极

为有限，效益并不显著。

图10 南京市过江通道收费调控效果模型预测示意图

4 结语

综上，过江通道收费政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控收费通道的交通需求，优化资

源配置，同时可以缓解过江通道建设管理的投融资难题。但是从实施可行性来看，过江通道收费面临的

社会舆论压力较大，现阶段实施难度大，风险性较高；同时过江通道收费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跨江经济

发展，不利于城市建设与两岸联动发展。从实施效果上来看，过江通道收费政策的实施效果仅仅短期有

效，长期不可持续，收费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阻挡过江交通出行需求的增长趋势，短期内还会使收费通

道的交通量向非收费通道转移，一段时间后收费对交通拥堵的缓解效果又被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填平，
收费政策的实施成本往往较大，但实施效果的持续时间却极为有限。

近期南京实施过江通道的条件并不成熟，并且实施效果较为有限，因此南京市近期不宜采取过江通

道收费政策，未来内，若其他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已经达到极限，并且过江轨道交通已经全部

建成通车，过江公交服务能力和水平均较为发达的前提下，可将过江通道收费政策作为缓解过江交通拥

堵的储备措施，并且建议从核心区向城市外围收费标准梯度化降低以均衡交通流的空间分布，减少核心

区的交通拥堵。由于新区的自我平衡都是长期的，过江交通拥堵也是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特征和必然问

题，建议从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出发，以长江两岸的功能相对平衡为目标进一步完善江北新区的功能，
从源头减少跨江出行需求；同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特别是重点发展城市轨道交通，主动引导跨江出行

8751



方式转变；此外进一步对过江通道资源进行精细化配置，盘活通道资源存量，通过综合的过江通道交通

需求管理措施而非单一的收费政策实现促进经济发展与控制和缓解过江交通拥堵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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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交叉口借道左转交通治理措施研究

宋 康 魏鸿坤 林云青 吴超华

【摘要】 针对城市道路信号控制交叉口左转车道交通拥堵问题，提出在交叉口借道对向出口道左转的交通组织方法。
该方法在交叉口进口道对向车道设置左转可变车道，通过设置借道左转清空相位，清空借道左转车道的排队车辆，并对
交叉口信号相位相序进行优化，重新组织交叉口放行方式，提高交叉口左转通行能力。以深圳市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
口为例，使用Vissim对借道左转车道的应用效果进行仿真，结果表明借道左转车道的最大排队长度在30m以内，借道
左转车辆在10s清空相位内能够完全清空，不会与下一相位的对向车流冲突，有效提高了左转车流通行效率。
【关键词】 交通治理；借道左转；信号相位；信号交叉口

0 引言

交叉口是作为城市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其畅通性对城市路网顺畅运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
针对某些高峰时段左转车流过度饱和的交叉口，由于交叉口道路空间资源有限，在左转和直行车流均较

多的情况下，不能采用空间渠化的方式增加车道来缓解左转交通压力。为缓解交叉口左转车流过多导致

的交通拥堵问题，学者提出了多种交通组织方法，如禁止左转[2]、左转待行区[3]、钩形转弯[4] 等，并

得到实际应用。近年来，国内有城市实施了一种借道对向车道左转的交通组织方法来缓解信号交叉口左

转车辆的排队过长问题[5]，对提高交叉口左转车道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学者们对此

进行了深入研究。陈松等人[6] 建立了交叉口信号控制方案优化模型对借对向出口车道左转交叉口交通

控制方案进行了优化。关昊天等人[7] 通过建立交通波模型，以交叉口整体延误的时间效益为评价指标

对借道左转的开口位置进行了研究。罗丹丹等人[8] 基于车流波动理论和VISSIM软件仿真分析，研究

了交叉口适宜设置借道左转车道的车流量临界条件。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们对 “借道左转”的研究偏向于理论方面，往往基于仿真、建立数学模型等对

交叉口借道左转控制方案进行优化和评估，应用于实际中的交通改善还比较少。现实交叉口由于交通流

和几何条件的复杂性，借道左转方案还需要考虑信号相位的优化以及配套交通辅助设施等。本文结合借

道左转车道已有理论基础，总结出借道左转车道设置的适用条件和保障方案，并以某实际交叉口为例，
研究了借道左转车道的车道设置长度、相位优化方案和配套设施方案，并使用Vissim对借道左转车道

的应用效果进行了仿真和评估。

1 借道左转交通组织方法

1.1 借道左转交通组织流程

“借道左转”是利用对向一个或多个出口道，设置为进口道左转车道的一种交叉口管控方式。在中

央隔离带上距交叉口停止线一段距离的位置开口，供左转车辆驶入对向车道左转待行，在开口处增设左

转导向车流线，设置交通指示牌，同时设置预置信号灯，与交叉口主信号灯进行联动控制，引导左转排

队车辆适时进入借用待转车道[5]。
借道左转交通管控流程可分为4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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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借道左转交通组织方式几何示意图

Step1：左转车辆到达交叉口前，提示前方有左转车道，驾驶员按照交通指示行驶；
Step2：车辆前行至借道左转入口处，醒目提示是否可进入 “借道待转车道”，如显示绿色 “允许借

道”，则可转向借道区待转；
Step3：车辆通过豁口进入左转待转车道后，在待转区等待交叉口信号左转；
Step4：交叉口左转信号灯亮，左转车辆按灯走，利用 “借道待转车道”顺利通过交叉口，完成借

道左转。

图2 借道左转交通组织流程

1.2 借道左转适用条件

“借道左转”主要是针对左转车流量大的路口借助出口道内侧车道实施左转的交通组织方式。因借

道车辆占用出口道通行空间，处理不当将产生新的拥堵，增加安全隐患，降低通行效率，所以应明确适

用条件，优化资源配置。通常借道左转车道设置的适用条件有[9-10]：
（1）交叉口为定时信号控制交叉口，存在左转专用相位；
（2）出口道车道数不少于3个；
（3）左转借道后进出口车道数依旧匹配；
（3）借道左转可变车道应满足左转车转弯半径的要求；
（4）进口道饱和度较高且左转交通量较大，不能采用空间渠化增加车道来缓解左转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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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保障条件

为保障设置借道左转可变车道后交叉口车辆运行安全、畅通，发挥空间与时间协调配合优势，应完

善相应保障条件：
（1）完善配套设施：借道预置信号控制与提示，借道车道等标志标线；
（2）规范过街行人与自行车，临近路口处设置隔离护栏；
（3）合理确定借道车道数量与长度：一般1条，长度要保证不影响借道左转车道的功能发挥和交叉

口附近车辆的安全 （一般长30m～70m，优先将正常左转车道用满）；
（4）优化相位相序：交叉口至少为四相位控制，四个方向存在单独的直行相位和单独的左转相位。

先左转后直行放行，以逆时针循环放行方式为主，保证与下一相位车流不冲突。典型的四相位信号交叉

口逆时针循环的单口放行方式如图3所示[11]，左转车辆可以在上一个相位期间进入对向车道等待，即

如南进口左转车辆 （相位1）可以在西进口相位 （相位4）期间进入左转车道等待，然后在相位1期间

放行通过交叉口。

图3 四相位信号交叉口逆时针循环单口放行方式相位图

2 实例分析

以深圳市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为例，研究信号交叉口采用借道左转交通治理措施对改善交通口

交通运行效率的效果。

图4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现状渠化

2.1 交叉口现状分析

深圳市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为2条主干道相交

的信号交叉口。交叉口东西两侧分别为高新技术区、
休闲居住片区，互通交通量大。白石路为两侧主要联

系通道，高峰期间承担较大的交通压力。现状东进口

包括2条专左车道、2条直行车道和1条右转车道，
南进口包括2条专左车道、3条直行车道和1条右转

车道，西进口包括2条专左车道、2条直行车道和1
条右转车道，北进口包括2条专左车道、3条直行车

道和1条右转车道。
交叉口高峰期间信号控制整体呈现东西、南北轮

放形式，信号周期为170s，信号相位如下图所示。
经调查，交叉口晚高峰西进口交通拥堵比较严

重，左转车流饱和度为1.27，服务水平为F，存在二

次排队现象。左转车流存在车道通行能力不足问题。

2851



图5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信号配时图

表1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高峰小时交通流量和服务水平

进口道 方向 流量 （辆/小时） 饱和度 服务水平

东

左转 116 0.31 B

直行 191 0.30 B

右转 95 0.30 B

西

左转 505 1.27 F

直行 529 0.81 D

右转 64 0.20 A

南

左转 148 0.39 B

直行 392 0.68 C

右转 21 0.05 A

北

左转 318 0.63 C

直行 424 0.55 C

右转 64 0.15 A

2.2 借道左转车道设置方案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晚高峰西进口左转车流占进口道车流的46%，西进口对向出口道车道数为

3个，左转借道后北出口车道数为4个，能够匹配西进口借道后左转车辆和东进口右转车辆通行需求。
综合上述条件，考虑在西进口对向车道设置一条借道左转车道，以缓解西进口高峰期间左转车流交通

压力。
（1）借道车道数

经过调查，现状晚高峰期间西进口左转二次排队车辆数为3～6辆，故设置一条借道左转车道。
（2）借道左转车道长度确定

借道左转车道的长度要保证不影响它的功能发挥和交叉口附近车辆的安全。若设置过短，对增加左

转通行能力意义不大，若设置过长，会影响出口道的正常使用，且存在安全隐患。通过调查，现状一个

信号周期内左转车辆数约24辆，2条左转车道等候长度约68m，以一条车道最大排队长度计算，总排

队长度约需要168m，故借道左转车道至少应不低于32m。为保障交叉口整体通行安全，适当较多容纳

高峰期间左转车辆，此次借道左转车道长度取约40m。

2.3 信号相位优化方案

（1）确定 “借道车道”最小清空时间

为避免借道左转车辆与下一相位借道空间运行车辆冲突，应保障在该相位时间内清空 “借道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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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车辆，车辆在借道内最大时间为车道长度与左转车辆驶离借道左转车道的行驶速度之比，提前关闭以

此为依据。经实际测速左转车辆驶离速度约为14.4km/h，计算得到最小清空时间约为10s。
（2）信号相位优化方案

基于 “借道相位”对交叉口信号相位相序进行优化，仅调整西进口相位及路口相序，其他相位时长

维持现状，信号周期保持不变，保证设置借道左转车道后对其他相位不产生影响。优化后的信号相位如

下图所示。

图6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优化后相位图

2.4 配套设施方案

为保障设置借道左转可变车道后交叉口车辆运行安全、畅通，保证借道左转车道能够行驶到北出

口，应完善相应的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方案。
（1）在可变车道入口上游增设提示牌提醒驾驶员 “借道左转注意前方”，在入口处增设借道左转提

示信号灯并增设禁止掉头标志标识，增设地面指示标志标线。
（2）规范过街行人，在右转车道南侧设置隔离护栏；
（3）为保障借道左转车辆转弯半径要求，北进口停止线、人行横道向后迁移约4.8m，同时移除乔

木一颗，拆除二次过街安全岛约18.21cm2，并对人行道铺装进行改善。改造后交叉口西进口借道左转

车辆转弯半径为15m。

图7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设置借道左转车道交通改善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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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效果评估

交叉口通过设置借道左转车道后，西进口左转车道通行能力提升了50%，左转车流服务水平由F
提升到D。

表2 白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优化后高峰服务水平

进口道 方向
流量

（辆/小时）

饱和度 服务水平

优化前 优化后 优化前 优化后

东

左转 116 0.31 0.31 B B

直行 191 0.30 0.30 B B

右转 95 0.30 0.30 B B

西

左转 505 1.27 0.84 F D

直行 529 0.81 0.81 D D

右转 64 0.20 0.20 A A

南

左转 148 0.39 0.39 B B

直行 392 0.68 0.68 C C

右转 21 0.05 0.05 A A

北

左转 318 0.63 0.63 C C

直行 424 0.55 0.55 C C

右转 64 0.15 0.15 A A

结合现状高峰小时交通量，对设置借道左转车道后的交叉口进行Vissim仿真，仿真效果如图8所

示。仿真结果表明，实施可变车道之后，借道左转车道的最大排队长度在30m以内，一个信号周期内

左转车辆都能通过交叉口，借道左转车辆在10s清空相位内能够完全消散，不会与下一相位的对向车辆

冲突。

图8 仿真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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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针对高峰时段城市特定信号交叉口左转专用车道的拥堵问题，将左转专用可变车道这一交通组织改

善新思路应用到该类交叉口。分析了借道左转车道的交通组织流程、适用条件和保障措施，以深圳市白

石路-沙河东路交叉口为例，通过仿真分析了信号交叉口设置借道左转车道对左转车流交通改善的实际

效果，即借道左转车道的最大排队长度在30m以内，借道左转车辆在10s清空相位内能够完全消散，
不会与下一相位的对向车辆冲突，有效缓解了左转车道交通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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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光明区城中村交通治理规划思考

王 依

【摘要】 为了改善城中村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环境，促进城乡空间与社会的融合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深圳市光明区提
出了开展城中村交通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本文将通过随机采访、问卷调查等形式分析片区城中村居民出行特征和诉求，
通过实地走访发现村内存在的交通问题，以光明区的一个自然村为例，提出具有针对性、满足居民需求、切实改善城中
村交通环境的交通治理规划方案，也为其他地区的城中村治理提供借鉴案例和参考。
【关键词】 光明区；城中村；交通治理规划；

0 引言

城中村是指在城市建成区内形成的，已经被城市建设用地包围，但在土地权属、户籍等管理体制上

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地区[1]。作为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种普遍现象，城中村在城市经济发展、城乡社

会空间融合、保留民俗文化等方面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然而，城中村在城市建成区内形成的复杂城乡二元格局，在土地利用、空间规划、基础设施建设、

治安管理等方面都与城市有强烈的反差和巨大的矛盾[2]。随着城市化的进展，城中村开始阻碍城市空间

发展规划的实施进程，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都带来不良影响，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整

体形象和健康可持续发展。然而，对城市来说，一次性全面拆除城中村并不是当前解决问题的办法。交

通作为与空间布局、基础设施、环境品质密切相关的因素，高效合理因地制宜地治理城中村的交通问

题，才是解决眼下城中村问题的最好途径。
对深圳市来说，城中村是深圳城市发展的特殊载体和重要单元，在促进特区经济社会发展、完善规

划布局、调节城市功能、増进多元供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深圳城中村以17%的空间容纳了深圳

市45%的人口，村内人口密度高，基础设施不完善，安全隐患图除、居民居住环境差，生活品质低。
人民逐渐提高的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以及城市环境品质提升和可持续发展都要求政府对城中村现状进行

治理。
为响应习总书记 “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的号召，按照市政府”打造更高品

质、更加宜居的生活环境”的要求，光明区提出了开展城中村交通治理三年行动计划。根据行动计划，
光明区拟通过三年时间对114个城中村进行综合治理。

本文选取的自然村为光明区光明办事处光明社区的新围、旧中学村。
本文将通过实地走访城中村片区，以区域发放调查问卷、采访居民的形式获取城中村片区居民出行

特征和诉求，通过现场勘探发现村内存在的交通问题，提出具有针对性、满足居民需求、切实改善城中

村交通环境的交通治理规划方案。

1 现状调查与分析

本次调查共走访光明办事处和新湖办事处共5个社区16个村，发放123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198份。
对问卷结果统计发现，各城中村片区在居民构成、出行特征、交通问题等方面存在共性。在接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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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居民中，占比最大的为外来务工人员，为30.48%；其次为本地村民，占比24.6%；个体商业户的

比例为21.33%，自由职业为10.4%，政府工作人员为6.9%，离、退休职工为5.18%，学生

为2.97%。
在小汽车拥有量方面，居民人均小汽车拥有量为0.78辆。其中，42.32%的居民没有小汽车，

41.01%的居民拥有1辆小汽车，12.64%的居民拥有2辆小汽车，拥有3辆及以上小汽车的居民

为4.03%。
从居民出行方式来看，私家车、电动自行车、步行和公交成为居民主要出行方式。42.21%的居民

通过私家车出行，38.14%的居民采用电动自行车出行，步行和公交的比例分别为27.72%和20.23%，
自行车的比例为9.96%，出租车或网约车的占比为8.77%。

从出行距离来看，片区之间的中短距离交通和片区内部短距离交通为居民的主要出行交通特征。
46.67%的居民日常出行为周边社区及附近，40%的居民日常出行需要去光明新区其他地方，12%的居

民日常出行为深圳市内，仅1.3%的居民每日出行需要去深圳市外。
从出行目的来看，上下班、接送小孩和休闲娱乐成为居民日常出行的主要目的。55.87%的居民的

出行目的为上下班，30.34%的居民出行目的为休闲娱乐，28.43%的居民出行目的为接送小孩，仅

6.05%的居民出行目的为上下学。
通过以上出行特征调查，我们可以得知，光明城中村的主要居民为外来务工人员、个体商业户和本

地居民，其中，拥有小汽车的居民和没有小汽车的比例约为60%和40%。居民出行主要方式为私家车、
电动自行车、步行和公交，目的多为上下班、接送小孩和休闲娱乐，出行距离多为片区之间的中短距离

交通和片区内部短距离交通。

图1 职业、小汽车拥有量、出行方式及目的调查结果扇形统计图
 

同时，调查问卷中也包含了居民对村内交通现状问题的看法。他们认为，当前交通的主要问题为：
行人和自行车出行不方便；小汽车停车设施不足；公交出行不方便；交通管理和宣传教育力度不大；村

内道路网络不完善。
结合现场勘探和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可以得出城中村片区主要存在以下几点交通问题：（1）道路

建设标准低，路面状况差；（2）公交、慢行、停车交通配套不足；（3）交通组织混乱，秩序安全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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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出行距离调查结果扇形统计图
 

图3 交通问题调查结果扇形统计图

2 思路及策略

2.1 治理目标

城中村交通治理需要从居民出行特征、现状问题及村民诉求出发，完善、优化交通设施，高品质打

造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与居民诉求相匹配的、有地方特色的幸福宜居、宜行社区，满足居民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增加社区吸引力。

2.2 治理原则

根据以上目标，提出下列治理原则：
（1）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城中村市政配套不足、交通秩序较差等问题。
（2）坚持以人文本：从 “人”的体验出发，构筑便捷、舒适的道路系统。
（3）近远期相结合：结合城中村存在的问题，提出项目库，分近远期适时推进。

2.3 治理思路及策略

（1）优化道路设施空间布局，挖掘街道潜力空间。
（2）打造结构清晰、功能合理的道路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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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构建便捷、连续的慢行系统，连接公交站台、地铁口等其他主要人流吸引点。
（4）精细化设计交通设施，与周边环境设施相融合，并融入当地文化元素。

3 城中村交通规划治理方案

3.1 城中村概况

本文选取的新围、旧中学村是光明区光明办事处光明社区的一个自然村，位于华夏路以北，碧园路

以东，其北侧为光明高级中学与光明小学，与中国科学院大学深圳医院各自分布于华夏路南北两侧。总

面积为2.1万平方米，现居住人口为1500人，村内共有楼房166栋。

图4 新围、旧中学区域位置图

3.2 基本现状

（1）周边用地

该村周边生活条件便利，分布有美景花园、新围花园等居住用地；光明高中、光明小学等学校用

地；以及华夏路南侧分布有中科大深圳医院等医院用地。
（2）道路交通

该村周边路网较为完善，主要依托华夏路、光明大道等城市主干路去往光明重点片区及深圳其他各

区，道路交通状况良好，片区与片区之间的中短距离交通较为便利。
该村的对外主通道为碧园路，双向2车道，车道总宽度6.5m，两侧几乎无人行道，学校路段受建

筑边界限制仅5m宽且无法拓宽。该村仅有一处出入口。村内主通道为一号路，双向2车道，车道总宽

度较窄仅有4m。同时一号路北侧设有路边停车带，宽度为2米，共20个停车位。村内部巷道围绕居住

区呈围棋盘状布设，巷道沿建筑周边密布，宽1.5m～3m，供居民步行及非机动出入使用。
（3）公交设施

该村周边目前暂时没有地铁站，轨道6号线 （光明线）预计2020年通车，离该村最近的地铁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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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新围、旧中学周边用地示意图

图6 新围、旧中学周边路网示意图

为光明大街站，距离约1.2km。公交站点在该村周边分布仅有两个，分别为国科大医院东院区公交站

和美景花园公交站，距离约200m～400m，线路较多，与周边设施接驳良好，整体设施较新，去往光明

其他片区交通便利。
（4）停车和充电设施

村内共设有2处机动车停车场，其中1处为路边停车场共设20个停车位，另一处设有11个停车

位；村外社区内设有1处机动车停车场，约有10余个停车位。由于居民在城中村片区内电动自行车使

用频率较高，周边共设有三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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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碧园路现状照片 图8 一号路现状照片

图9 出入口现状照片 图10 巷道现状照片

图11 该村周边停车、充电设施分布示意图

3.3 存在问题

（1）出入口进出不便，主通道交通压力大。
新围、旧中学村唯一对外通道碧园路与华夏路交叉口仅允许右进右出，村民片区进出需要绕行，出

行不便。且该村北侧有两所学校，仅有一个出入口，出行较为集中，高峰时期碧园路交通压力大，易发

生拥堵。
（2）机非混杂，对外主通道人行道不连续且不宜行。
通过实地走访与交通调查问卷的发放，可以看出该村慢行系统条件较差，机动车、非机动车、人混

行严重，高峰时期主通道拥堵严重，交通安全隐患大。同时，碧园路两侧的人行道不连续，一号路南侧

无人行道，慢行条件较为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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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村内道路建设标准低，路面状况差。
通过现场勘察村内道路和询问周边村民，我们了解到，村内巷道多数为自家铺砌的水泥路面，很不

平整，路面状况很差，坑坑洼洼，部分巷道非常狭窄，仅为1m～2m的宽度。同时非机动车即电动自

行车和自行车占道情况严重，缺少非机动车停车位。
（4）交通管理设施有所欠缺。
通过实地走访与交通调查问卷的发放，村民常反映的问题为停车位配备不足，按照1户1栋或多

栋、50%有车推算，夜间停车需求约为44个，现状车位31个，略有不足。现场调查时发现部分停车位

被施工等其他情况非法占用，导致车辆在主通道上随意停放，影响居民出行的通行效率和出入口交通景

观。同时，主通道的标志标线交通设施等不够完善，部分标线已经破损或缺失。

3.4 规划治理目标

根据实地走访所发现的交通问题和问卷调查中村民的反馈和诉求，我们可以得出新围、旧中学村需

要改善的问题：对外主通道交通压力大，车流量大，交通运行状况高峰拥堵；村内巷道、慢行系统条件

差；停车位不足；交通管理措施不到位，机非混杂导致安全问题严重。
 

针对这些城中村普遍的问题，此次的规划治理目标为：通过一系列规划治理改善措施，丰富新围、
旧中学村的公共空间，配套公共设施，优化交通组织，统一建设标准，强化交通管理，保障交通秩序，
为居民提供宜居宜业的居住环境。

3.5 规划治理方案

根据此次城中村规划治理的目标，同时合理结合村内现状情况、村民诉求等，运用前文所提到的治

理思路和策略，提出此次新围、旧中学村的规划治理方案。
（1）措施一：优化交通组织，加强交通管理

新围、旧中学村周边分布有大量人流集散点，如学校、医院等，主要依托碧园路出行。碧园路学校

路段受建筑边界限制仅5m宽且无法拓宽，建议在上下学高峰时期学校路段改为往北的单向车道，实行

高峰时期车辆管制，同时增设标志标牌，实现人车分离。
（2）厘清慢行网络，完善慢行系统

打造 “一横一纵”的慢行交通网络，结合新围、旧中学文化特色，全要素、人本化制定慢行通道方

案，提升街道活力。碧园路可通过合理设置横断面，调整慢行空间，采用标线等措施避免机非混行。现

状一号路仅北侧设有人行道，南侧建筑前有约8m宽的绿化带或空地，可结合慢行系统打造公共活动空

间，设置桌椅、锻炼设施等。

图12 碧园路规划横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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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设停车位，加强停车管理

新围、旧中学村现状停车场旁边有较大块废弃空地，可利用该废弃空地对现状停车场扩容。同时，
在车行道路面设置禁停标志标牌，同时交警人员加强巡逻，对不按规定停放的车辆进行处罚管理。对于

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占用巷道及消防通道的问题，则在空地处统一规划非机动车停放点，对乱停乱放车

辆予以罚款或扣留车辆等处罚

图13 新围、旧中学村停车场位置规划 图14 非机动车停放点位置规划示意图

（4）精细化设计，提升社区品质

1）修缮碧园路和1号路

修复现状碧园路和1号路破损路面后统一进行沥青罩面，完善道路标志标线，道路北侧新建1.5m
人行道。人行道、路缘石、平缘石材质、铺装等可结合村内民俗文化或社区文化统一铺装。
2）调整巷道铺砌

修复现状不平整巷道，严禁非机动车占道，可结合村内民俗文化或社区文化统一铺装。
3）通道出入口人行道提升

村子的出入口 （碧园路-1号路）进行路口人行道抬起式设计，保障慢行系统的连续性，降低机动

车车速，完善无障碍设计。

图15 改造后巷道效果示意图 图16 路口处人行道抬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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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结

对于深圳市大部分城中村来说，道路和慢行条件差，交通组织混乱，交通配套设施如停车位等不足

是主要存在的交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要以问题为导向，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提出有针对性、切实

可行的交通规划治理方案，同时，方案实施时需加强沟通协调，统筹建设时序，坚持先地下后地上的原

则，避免反复开挖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
 

城中村规划治理的目的在于改善城中村居民的生活和生态环境，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水平和持续的

自我发展能力，以新市民、新风尚、新房舍、新设施、新环境的 “五新”为标志，加强村内道路、水

电、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使城中村也能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

善、环境优美、生活幸福、文明和谐、与城市共同进步发展的新村。城中村规划治理不仅是社会进步和

发展的需要，是关注和改善民生的需要，同时也是适应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需要，是改善城市环境，
提升城市品位，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的需要，是加强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提升人民幸福感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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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创新与实践

吴欣悦 李伴儒 张青山 邱柏枨

【摘要】 深圳城市发展正迈向 “质量时代”，新的城市发展转型期要求深圳亟需以打造高效能、高融合、高品质的城市
交通运行体系为目标，运用精细化交通治理手段推动精准治堵，实现交通系统化综合治理。本文以深圳市罗湖区交通综
合治理为例，分析罗湖区交通拥堵现状特点及成因，结合提出了 “完善道路交通设施建设”、“提高公共交通运行效率”、
“增加慢行系统设施供给”、“改善交通出行服务品质”和 “强化智慧交通管理水平”等治理手段，并针对现有综合治理
机制和模式的不足，创新性提出了 “由下至上”的治理新模式，开拓了交通治理的新思路。
【关键词】 交通综合治理；精细化；创新实践；深圳

0 引言

2019年2月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和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等重大战略部署，深圳入选为国家首批交

通强国建设试点城市。系列重大事件赋予了深圳新的发展使命和任务，深圳交通发展和交通综合治理面

临新要求和新挑战。面对 “双区驱动”的重大历史时期，深圳市交通综合治理需要践行高质量发展要

求，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提高综合交通服务品质。随着城市土地资源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增加交

通设施供给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出行需要，交通综合治理急需向精细化治理方向转变。通过充分

挖潜存量交通，提高交通环境品质和服务水平，实现精准治堵。

1 深圳交通综合治理回顾

深圳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迅速的城市，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早从20世纪90年代已经开始进

行交通综合治理，至今已经先后开展了五轮交通综治。在机动化交通需求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有效保障

了交通服务水平，满足了城市发展的基本要求[1-2]。
第一轮 （1994～1997年）：主要以节点、站点改造为重点，重点围绕交通设施供给不足问题展开整

治，以 “交叉口拥堵改善”为主要策略，提高了道路运行效率。
第二轮 （1998～2001年）：本阶段交通供需水平变化较小，重点针对公交大巴列车化的问题，对道

路进行系统改造，设置公交专用道，配套公交站台，以缓解主要干路的交通通行压力。
第三轮 （2002～2007年）：随着深圳城市的快速发展，需求与供给不平衡的问题逐渐显现，拥堵由

局部节点向区域路网拥堵发展，供给能力不足是交通问题的主要成因。因此，加快骨干道路扩容，推动

轨道交通建设是本轮综治的主要策略。
第四轮 （2008～2011年）：深圳城市发展进入一体化阶段，原特区内外交通需求增长迅速，常规公

交的市场运营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本轮综治重点推进公交系统改革，开展 “片区改善”为重点的交通

系统挖潜。
第五轮 （2012～2019年）：骨干路网规模和布局基本定型，轨道二期红利消失，面对交通需求的快

速增长、城市空间土地缺乏和轨道三期建设的形式，重点推动以公交优先为核心、交通组织精细化管理

等手段并重的全系统综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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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内涵与理念

随着小汽车出行需求的不断增加，城市道路交通压力日渐严峻。传统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主要是通过

新建或改建道路等增加交通供给的方式缓解交通压力，但受城市用地、经济效益、生态保护等因素限

制，单纯注重机动车通行的交通治理方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交通拥堵，与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理念背道而驰[3]。
近年来，深圳市政府提出要全面提升 “综合性智慧化交通管理水平”，实现 “综合交通服务品质

化”，交通拥堵综合整治逐渐由粗放化管理往精细化管理方向转变，通过关注城市交通微观层面的问题，
充分挖潜存量交通设施服务能力，从而达到缓解交通拥堵，提升交通服务水平的目标。

“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从规划理念、关注对象、品质提升、智慧管控等角度，
统筹考虑交通拥堵形成原因，全方位加强对道路空间和交通的精细化治理，从而达到投入少、效果好、
代价低的交通综合治理目标。交通精细化治理的具体内涵与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2.1 规划理念

交通精细化治理要求从过去注重 “单一交通功能”的粗放式交通规划理念向 “注重街区发展”的精

细化规划理念发展，实现空间的多样复合功能，将道路的线性交通空间与生活性的组团空间的有机融

合，增强街区活力[4]。不是 “在交通言交通”，而是从整个交通系统和道路空间进行统筹考虑，塑造人

车双尺度线性道路空间，兼顾交通通行效率和街道活力发展。

2.2 关注对象

交通精细化治理强调关注对象从 “以车为本”向 “以人为本”的转变，注重从人的感受出发统筹资
源分配[5]。在当前的道路规划与建设中，如何保证机动车畅通安全成为了重点，“以车为本”的规划思

想导致道路规划往往忽略了其他交通参与者，包括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行车者的出行感受。因此，交通精

细化设计强调转变规划关注对象，从而关注更广泛的区域和社会群体，关注不同年龄、类型群体路权公

平，从而扭转近些年城市交通规划中 “以车为本”的错误倾向[6]。

2.3 品质提升

道路设施是展示城市发展辉煌成就、体现城市现代化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道路设施品质提

升的手段可以为市民创造更舒适、更美观的道路交通环境。高品质的生活环境是未来城市的核心竞争

力，交通精细化治理旨在通过设施品质的全面提升，追求城市道路的精细化设计，打造具有高辨识度的

城市印象。

2.4 智慧管控

借助智慧交通手段，充分挖潜交通设施服务能力是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结合交通

问题分析和交通治理需求，以交通大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人流、车流、物流、环境等要素的全方面综合

分析，提高决策者对综合交通系统复杂规律的认知，从而精准定位交通问题生成原因，通过智慧管控手

段赋能精细化城市治理[7]。

3 深圳市罗湖区交通综合治理实践与创新

3.1 罗湖区交通治理回顾

从90年代起，深圳市先后开展了五轮综治行动，治堵重点逐渐由道路设施整治到以公共交通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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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综合整治转变，取得了一定成果。罗湖区交通规划建设较早，交通状况滞后于城市发展，为提

高交通运行效率，罗湖区一直滚动开展交通综合治理工作，认真落实市交通综治考核任务，以打造高效

能、高融合、高品质的城市交通运行体系为目标，推动交通出行方式结构优化，使交通拥堵日益恶化的

趋势得到一定延缓。2018、2019年市政府下达给罗湖区的交通综合治理任务各项考核指标完成率均

为100%。

3.2 现状交通问题分析

2018年和2019年罗湖区分别推进了76和82项具体交通综合治理工作，交通出行环境恶化的趋势

有一定缓解，但随着社会、经济、交通的形势不停变化，现状交通仍存在各种问题。

3.2.1 道路交通问题

根据罗湖区手机信令大数据分析，罗湖区交通出行主要以15km以内的中短距离为主，其中内部占

比约47.9%；对外出行约占52.1%，主要是往福田及龙岗方向，占比分别为16.2%及12.3%。大量通

过性交通造成罗湖区骨干交通设施供应不足，加之区内骨干道路瓶颈问题突出、内部为循环不畅，导致

交通拥堵常态化。

3.2.2 公共交通问题

罗湖区轨道站点500m覆盖率42.5%左右，整体资源供给不平衡，关键走廊高峰时段压力巨大。公

交线路重复系数达8.2，空车跑趟、高峰期列车化现象严重；公交线网与轨道协同发展不足，42%的轨

道站点公交接驳不足，且部分新增轨道尚无接驳线路。

3.2.3 静态交通问题

罗湖区内建筑相对老旧，执行的停车配建标准低 （约0.43泊位/户），停车缺口大。由于政策限制，
立体机械停车库建设进度慢，导致违停现象频出，且社区与周边办公、商业片区融合度不高，停车场资

源未能共享，导致停车难问题凸显。

3.2.4 慢行交通问题

由于建区时间较早，在建设过程中只考虑了道路本身，而忽略了慢行和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导致慢

行路权保障不足、人车混行的现象严重。目前罗湖区存在着整体慢行系统品质差、相关设施破损严重的

问题，导致整个慢行系统舒适性不足，街道环境缺乏人文关怀。

3.2.5 出行品质问题

罗湖区出行服务整合困难，融合缺乏基础条件。已实施品质提升工程的道路占道路总里程比例较

低，仅有24.1%；公共交通 “门到门”出行链关注不够，运营服务整合困难。罗湖口岸枢纽内部乘坐

公共交通排队久、安检流程长、步行时间长、无障碍、友好人性化不足等问题突出。

3.2.6 智慧交通问题

罗湖区现状智慧交通设施相对较少，现状电子警察 （满配率仅26.3%，高清仅11个）、高清卡口
（22个，密度为0.08个/km，为福田区的一半）配置率低，视频监控设备老旧 （144个、标清的老旧设

备占80%）问题突出；主要干道尚无高点监控和违停抓拍设备，导致违停、乱变线等问题突出，事故

频发。

3.3 罗湖区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创新措施

近年来，罗湖区交通综合治理强调要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综合治理交通拥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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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人的出行服务与体验提升转变，更加关注人的体验，强调绿色、活力、舒适、品质等。针对罗湖区

交通拥堵问题，罗湖区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治理措施，重点介绍以下几方面

内容。

3.3.1 道路交通设施建设精细化治理措施

通过大数据分析手段，精准定位常发性拥堵点，识别交通拥堵片区，并针对城市道路微观层面的各

类交通问题，进一步在交通拥堵、需求集中的片区通过压缩车道宽度、交叉口渠化改造、优化交通组

织、调整信号配时、实施单向交通组织、开通潮汐车道等精细化治理手段进行改造提升，提高内部路网

整体服务水平。
片区交通呈现典型的假日交通特征，节假日较为拥堵，主要拥堵时间段为早上10：00～11：00点

和下午18：00～19：00点，进出片区游客量出现明显的阶段性拥挤特征，并且拥堵区域主要集中在大

望桥两端。
针对假日拥堵问题，通过精细化优化大望梧桐片区交通组织，节假日8：00～22：00时段实行逆时

针路段单向2车道行驶行交通组织，限制车辆从望桐路进入景区，减少车辆交织引起的拥堵，非节假日

仍按双向行驶。

图1 大望-梧桐片区各时间段交通需求分布

图2 优化拥堵片区交通组织

①
 

大望梧桐片区实例：准确把握旅游客流出行时间特征，精细化设置假日单向交通组织

②
 

嘉宾路实例：精准识别交通拥堵关键节点，开展 “短平快、微创新”整治

9951



通过全时空、多维度对道路沿线高峰期交通运行状况进行持续观测，嘉宾路部分路口掉头车辆与对

向直行车辆交织，降低了路口的通行效率；嘉宾路通过桥下涵洞横穿广深铁路，现状由和平路南行转嘉

宾路东行的车流量较大，排队车流往往溢出排队车道，导致嘉宾路东行车辆与之交织形成拥堵。
嘉宾路 （宝安南路-东门南路）沿线路口执行禁止掉头禁令，提高路口通行效率；对嘉宾路与和平

路、建设路和人民南路沿线共3处灯控路口进行绿波控制，优化信号相位配置，缓解铁路桥下方排队溢

出的情况。

图3 嘉宾路拥堵时空分布图

图4 嘉宾路车辆掉头问题及改善方法

图5 嘉宾路排队问题及改善方法

3.3.2 公共交通运行效率精细化治理措施

推动主要客流走廊常规公交运行精准优化。基于智能网联技术，结合5G车联网的车路协同，围绕

“场站-线路-站点”智慧提升，选取重要公交走廊试点推动常规公交运行精准化，从而提高公交运行效

率，提升公交服务质量。
推动设置智慧公交站台。现状大客流站台乘客秩序混乱影响车辆进站，通过设置智慧公交站台，提

供清晰、智慧的线路信息，提前匹配到站车辆停靠位与候车位。
推动公交精细化优先设计。主要包括交叉口公交精细化设计、推广公交车外置左转专用道、连续通

行车道、公交精细化信号优先设计等手段。通过开展公交大客流通道交叉口公交精细化优先组织研究，
持续提升公交运行效率，保障高峰公交优先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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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公交精准运营技术路线示意图

3.3.3 增加慢行系统设施供给精细化治理措施

精细化识别慢行出行空间分布及时间特征，通过持续完善片区慢行交通路权与停放设施保障。针对

保障房等自行车出行集中的片区，包括东湖片区东湖路、东晓片区太白路、莲塘片区长岭路和人民南片

区，通过道路断面改造、设施优化等手段增设自行车路权、优化步行条件，增加自行车停放设施。

图7 慢行出行空间分布和出行热力图

图8 慢行系统完善措施

3.3.4 改善交通出行服务品质精细化治理措施

推动交通枢纽交通服务提升。通过开展火车站枢纽详细规划，实现站城一体；滚动开展综合枢纽周

1061



边交通运行评估及相应改善研究；通过加强接驳服务、简化安检流程、完善综合信息发布、增强人性化

设施保障等手段滚动提升区内交通枢纽的服务水平。
打造儿童友好、老人关爱、适宜全年龄人群的慢速友好街区。针对大型居住区、学校医院等老人小

孩或病患出行集中区 （金三角片区、笋岗-清水河片区）以及节假日游客量大的片区 （仙湖植物园片

区），通过优化完善慢行指引标识、限制车速、智能调控行人过街控制、完善无障碍设施等手段，打造

慢速友好街区。

图9 慢行系统完善措施

开展二次过街岛、渠化岛专项整治。在日常养护维修工作中，利用养护资金，按照轻重缓急，对易

发生事故、人流密集如学校、医院等位置和宽度不足1.5m的二次过街岛，面积不足20m2 的渠化岛优

先进行整治，取消因空间受限而无法进行改造的二次过街岛、渠化岛。

3.3.5 强化智慧交通管理水平精细化治理措施

完善人车检测设施及信号控制系统，提升路口通行效率与安全水平。持续通过完善信号控制系统、
车检器、行人检测器、行人按钮等设施，针对性地实施 “新建信号控制系统、人车冲突路口人-车感应

控制、升级改造信号控制系统、完善灯控路口交通流采集设备、持续推动溢流路口综合治理”等全新控

制策略，全面提升罗湖路口通行效率与安全水平。
推动协同治理平台建设。应用视频智能分析、多源数据融合等高新技术，完善道路智能感知与服务

设施，构建交通智能管控体系，形成区级交通协同治理平台。

3.4 深圳交通综合治理体制创新

针对目前综合交通治理机制尚未调动更广泛的力量，且工作灵活性快速响应不足的问题，需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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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新建和升级改造信号控制系统路口分布图

图11 智慧交通大数据平台应用场景

推动综合治理模式与机制的创新与现代化转变。因此本次交通综合治理将研究年限由一年扩展至三年，
方向由关注道路交通设施建设转向提升轨道、枢纽、出行服务品质、智慧水平，关注更广泛的区域和社

会群体，调动更多主体主动灵活参与交通治理。为了更好地针对各辖区区内的交通问题，提高综合治理

有效性，本次综治由过去的 “上传下达”改成了 “自下而上”的机制，提高了工作灵活度，持续推动综

合治理模式的创新与转变。

4 结语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深圳城市建成区已进入存量发展阶段，通过增加交通供给的粗放式交通拥堵治

理模式难以为继，交通综合治理急需向精细化治理方向转变，向关注人的出行服务与体验提升方向转

变[6]。基于新形势新要求，交通综合治理需要充分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服务水平，做到精准治堵，从根

源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本文主要梳理了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在规划理念、关注对象、品质提升和智慧管

控四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并结合深圳市罗湖区交通拥堵现状，提出了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的策略和体制

创新手段。本次研究主要针对精细化交通综合治理的措施和手段，但对如何利用智慧手段引领精细化交

通综合治理、如何通过机制改革落实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等问题未做深入研究，下一阶段将有针对性地进

行研究，保证精细化交通综治手段的可实施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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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对应分析的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风险分析

龙 漫 李方卫 张素禄 吴昌伟

【摘要】 交通违法行为是影响交叉口安全与秩序的重要因素，研究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产生的安全风险对于提升城市
道路交通安全水平有重要意义。已有的交通违法行为研究往往仅限于一般的数据统计分析，缺乏深层次的数据挖掘处
理，不同违法行为产生的安全风险等级不明。本文基于对应分析方法，以违法行为高发点为关联点建立违法类型与事故
等级数据联系，研究具体交通违法行为与事故等级之间的相关性，从而实现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的安全风险分析。结果
表明，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交通安全风险最高，通过交叉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口以内的
交通安全风险次之，机动车通过有灯控交叉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交通安全风险最小。
【关键词】 交通违法行为；事故等级；对应分析；安全风险

0 引言

据统计，我国约有33.93%的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于交叉口[1]。交通违法行为是影响交叉口交通

安全与秩序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会诱发交通事故 （如闯红灯、右转不礼让行人等违法行为），另一方面

会导致交通拥堵产生 （如实线变道、不按导向标志行驶等违法行为），增加交叉口交通安全风险。
交通违法行为包括闯红灯、不按导向标线行驶、超速等一系列不遵守交通法规、危害交通安全的行

为，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通常通过交通违法行为与交通事故的关系来表征。研究表明，交通违法行为

是造成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之一，日常驾驶中违法越频繁的驾驶员其发生事故的概率越大[2-4]。张喆[5]，
刘林等[6] 发现交通事故类型与交通违法类型间相关性显著。杨春风等[7] 对驾驶员各类违法违法行为与

交通事故4项指标作相关性分析，发现无证驾驶、违法超车、超速行驶以及不按规定让行4类违法行为

与事故相关性较高。薛慧娟等[8] 认为超速影响驾驶员视觉与车辆性能，研究发现超速行驶所造成的事

故量比其他违法行为少，但是事故严重度比较高，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较多。
现有的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研究大多利用人工记录数据，随着城市智能化发展与智能交通管理平

台建设，违法数据日益丰富，需要深层次的数据分析方法挖掘交通违法数据中的潜在信息。同时，研究

方法侧重于探究全类型违法行为的风险以及违法行为类型与事故类型之间的关系 （无法获取违法行为风

险大小），忽略了不同类型违法行为所带来的风险差异，难以为精细化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提供指导意

义。因此，本文利用城市交叉口自动抓拍违法数据，从空间维度以违法行为高发点为切入点建立违法行

为类型与事故严重等级之间的关系，探究不同类型违法行为的交通安全风险。

1 交叉口安全影响区域定义

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分析需要获取交叉口主要交通违法类型数据以及与交叉口相关的事故

等级数据。在交通事故数据记录和交通安全研究中，通常会指定距交叉口中心的默认半径范围作为判别

事故是否发生于交叉口或者受交叉口影响的距离标准，该默认半径所形成的区域又称为交叉口安全影响

区域 （safety
 

influence
 

area[9] ）。
在美国，许多州采用距交叉口中心的某个半径值来判断事故发生是否受到交叉口影响。例如，佛罗

里达州将距交叉口中心半径50feet作为事故发生于交叉口内的判别依据，将距交叉口中心半径250f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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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事故发生受交叉口影响的判别依据。印第安纳州发布其前5%的最危险交叉口时，所采用距离标准

为距交叉口中心半径250ft。在交通安全研究中，Harwood等[10] 在评估平面交叉口左转和右转安全影

响时，认为距每个交叉口250ft范围内的事故是交叉口相关事故。为研究空间变量对交叉口事故发生的

影响，Mitra等[11] 采用交叉口事故概念，其中交叉口影响区域设定为距交叉口250ft范围。
基于以上交通管理经验与交通安全研究成果，本文采用距交叉口中心半径76.2m （250ft）所形成

区域作为本文交叉口安全影响区域，认为在该区域发生的事故为交叉口事故或受到交叉口影响而发生的

事故。

图1 交叉口安全影响区域示意图

2 对应分析方法

2.1 定义数据结构

2.1.1 数据准备

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分析以违法行为高发交叉口为关联点探究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的相关性，数

据要素主要有：交叉口主要违法类型、与违法类型相对应的高发交叉口、违法高发交叉口安全影响范围

内事故等级数据。
1）交叉口主要违法类型

交叉口主要违法类型记为vi （i=1，2…N，N 为违法类型种类数）。
2）与违法类型相对应的违法高发交叉口

违法高发交叉口可能不是相互独立的交叉口，而是互有交叉。如违法类型A高发于交叉口a，b，
c，违法类型B高发于交叉口b，c，d，违法行为A、B共同高发于交叉口b，c。当对共同高发交叉口

进行研究时，无法明确风险来源于哪一违法类型，因此当交叉口存在多类违法共同高发现象时，选

取仅存在一类交通违法行为高发的交叉口，作为该类违法行为的特征识别点，如交叉口a为违法类

型A的高发交叉口、交叉口d为违法类型B的高发交叉口。将违法类型vi相对应的违法高发交叉口

记为Cij （i=1，2…N，N 为违法类型种类数；j=1，2…M，M 为仅有交通违法类型vi高发的交叉

口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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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违法高发交叉口安全影响范围内事故等级数据

第一步：原事故数据点位散布于全区，需根据交叉口安全影响区域筛选出与交叉口相关的事故数据。
第二步：基于第一步的筛选结果，统计各类违法高发交叉口相关事故的等级aijk （i=1，2…N，N

为违法类型种类数；k=1，2，3，4，与事故的四个等级对应 （我国于1991年发布 《道路交通事故处

理办法》，其中根据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失不同将事故分为轻微事故、一般事故、重大事故以

及特大事故4类，为方便后续表达，本文将事故严重程度用一、二、三、四级表示，其中一级代表特大

事故，二级代表重大事故，三级代表一般事故，四级代表轻微事故）[12]，j=1，2…M，M 为仅存在vi
高发的叉口数目）

第三步：对属于同一违法类型的高发交叉口相关的事故分等级求和：

aik=∑
M

j=1
aijk （1）

2.1.2 数据结构

设事故等级数据集合为A=（a1，a2，a3，a4），a1对应事故等级一级，依此类推。交通违法类型

集合V=（v1，v2…vN），N 为违法类型种类数。则各类违法行为在其高发交叉口所对应事故等级统计

矩阵为：

W=[aik]4×N （2）
式中，aik 表示违法类型vi高发的交叉口安全影响区域内发生事故等级ak 的次数。

2.2χ2检验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关联性

通过χ2检验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整体关联性，χ2值计算公式如下：

Wi=∑4

k=1aik （3）

Wk=∑N
i=1aik （4）

m=∑N
i=1Wi=∑

4

k=1Wi （5）

χ2=m[∑（aik2/WiWk）-1] （6）

对照卡方分布表查显著性水平p，当p满足要求则认为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整体存在关联性。一般要求

p＜0.05，认为在95%置信度下，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整体存在关联性。

2.3 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对应分析

对应分析由弗伦奇提出，该方法可将频数或者计数表中的各种联系用图的形式表示出来，其目的为

在同时描述多个变量类别间的关系时，将多个变量类别降维到二维平面进行关系描述，此外，该方法能

将不同量度的变量进行统一，从而能将所有变量在一张图中展示。

2.3.1 惯量与坐标计算

定义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轮廓分布矩阵如下：

X=

x11
x12
x13
x14

…
…
…
…

xN1
xN2
xN3
xN4

㊣

㊣

—
—
—
—
——

㊣

㊣

—
—
—
—
——

（7）

式中，xik=wik/Wk。
对矩阵X 分别按行和列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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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4

k=1xik （8）

Xk=∑N
i=1xik （9）

n=∑N
i=1Xi=∑

4

k=1Xk （10）

T=∑4

k=1∑
N
i=1xik （11）

对矩阵X 进行变换，得到对应变换矩阵Y：

yik=
xik-xi·xk/T

xi·xk
（12）

Y=

y11
y12
y13
y14

…
…
…
…

yN1
yN2
yN3
yN4

㊣

㊣

—
—
—
—
——

㊣

㊣
—
—
—
—
——

（13）

计算事故等级协方差矩阵H=YYT，特征根按从大到小排序为λ1，λ2…，λp，p∈（m×n）。利用

累积贡献率大于80%的前q个特征根计算累积惯量：

λl=∑4

q=1λq∑
p
i=1λi （14）

求解对应特征向量μ1，μ2…，μs，并计算事故等级坐标矩阵R= [R1R2…Rs]：

Rs=μs· λs （15）
计算交通违法类型协方差矩阵L=YTY，特征向量为υ1，υ2…υs：

υs=YTμs （16）
计算交通违法类型坐标矩阵Q= [Q1Q2…Qs]：

Qs=υs· λs （17）

2.3.2 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相关度计算

交通违法某类型与事故某等级之间的相关度计算公式为：

rik=（1-τ）（giη+gkη）/2 （18）
式中，η为事故等级ak 或交通违法类型vi的主要解释维度；
τ为二者在η上的坐标距离；

gkη 为事故等级ak 主要维度惯量；

giη 为交通违法类型vi主要维度惯量。

2.3.3 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评价

当rik＞0.5时，认为相较于其他违法类型，违法类型vi在其高发交叉口处更易于引发事故等级为

ak 的事故。其中，相关度大小表征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特定事故的概率相对大小，事故等级表征在该概

率前提下的事故损失。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分析思路如下：
1）提取所有相关度大于0.5的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组合，认为各组合中的交通违法类型与事

故等级之间存在相关性；
2）将各组合按事故严重程度从高到低排序，认为事故严重程度越高的组合所对应交通违法类型风

险越高；
3）当存在多类交通违法行为对应同一类事故等级时，认为相关度越高的交通违法行为其安全风险

越大；
4）当存在多等级事故对应同一类违法行为时，取相关度最高的一类组合替代原来的多对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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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算例分析

3.1 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数据来源于江苏省苏州市某区交警大队，包括信号交叉口违法自动抓拍数据81508条，人

工记录全区交通事故数据35169条。其中，城市信号交叉口主要违法行为有三类：机动车通过有灯控交

叉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 （代号1208）、通过交叉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

口以内 （代号1211）、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代号16252）。

3.2 检验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关联性

事故等级数据集合为A=（a1，a2，a3，a4），a1对应事故等级一级，依此类推。交通违法类型集

合V=（v1，v2，v3），v1对应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v2对应代号1211的违法行为，v3对应代号16252
的违法行为。各类违法行为在其高发交叉口所对应事故等级统计矩阵为：

W=

2
0
5
20

1
1
5
94

2
0
0
2

㊣

㊣

—
—
—
—
—
㊣

㊣

—
—
—
—
—

根据χ2=m ∑ aik2

WiWk-
1( )计算χ2值，得χ2=32.92，显著性水平约为0.0001，因此在95%置

信度下，认为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存在关联性。

3.3 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对应分析

表1、表2给出了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对应分析结果，该输出结果包含数据的 “最佳”二维表

征、被标绘各点的坐标值以及每个维度所保留信息量的一个量度 （称为惯量）。

表1 交通违法类型对应分析结果

违法类型
维数坐标值 维数对点的惯量

1 2 1 2 总计

1208 0.357 -0.877 0.259 0.741* 1.000

1211 -0.236 0.198 0.751* 0.249 1.000

16252 3.554 0.927 0.969* 0.031 1.000

注：*表示对应违法类型主要解释维度

表2 事故等级对应分析结果

事故等级
维数坐标值 维数对点的惯量

1 2 1 2 总计

一级 3.360 0.279 0.997* 0.003 1.000

二级 -0.523 0.927 0.403* 0.597* 1.000

三级 0.134 -1.592 0.015 0.985* 1.000

四级 -0.152 0.117 0.780* 0.220 1.000

注：*表示对应事故等级主要解释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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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交通违法类型协方差矩阵与事故等级协方差矩阵，以及对应分析结果表，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

等级对应分析图如图2所示。

图2 二维对应分析图

据图，二维图中纵坐标Dimension2 （18.3%）表示与第二维相联系的惯量，该惯量占总惯量的

18.3%，横坐标的Dimension1（81.7%）表示与第一维相联系的惯量，该惯量占总惯量的81.7%。两

个维度的惯量之和为18.3%+81.7%=100%，说明该问题正好由二维点来表示，不存在信息缺失的现

象。因此，这些点是多维行点集的 “最佳”二维表示，同时也是多维列点集的 “最佳”二维表示，且

100%的惯量和说明该表示对数据的拟合满足要求。

3.4 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分析

根据表1，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其主要解释维度为第二维，代号1211的违法行为其主要解释维度

为第一维，代号16252的违法行为其主要解释维度为第一维。根据表2，一级事故其主要解释维度为第

一维，二级事故其主要解释维度为第二维和第一维，三级事故其主要解释维度为第二维，四级事故其主

要解释维度为第一维。
结合表1、表2以及图2，对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与事故等级相关度进行计算：
1）由图2，代号1211的违法行为与四级事故距离较近，说明二者关联性强。由表1得代号1211

的违法行为在其主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g21=75.1%，由表5-2得四级事故在其主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

g41=78.0%，二者在主要维度第一维上的距离为τ=0.084，二者相关度r24=0.701，相关度较高。对

应分析图与相关度计算结果均表明，与其他类型违法行为相比，代号1211的违法高发交叉口安全影响

范围内四级事故较易发生。
2）由图2，代号16252的违法行为与一级事故距离相对较近。由表1得代号16252的违法行为在

其主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g31=96.9%，由表2得一级事故在其主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g11=99.7%，
二者在主要维度第一维上的距离为τ=0.194，二者相关度r31=0.792，相关度较高。对应分析图与相

关度计算结果均表明，与其他违法行为相比，代号16252的违法高发交叉口安全影响范围内一级事故

居多。
3）由图2，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与三级事故距离相对较近。由表1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在其主

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g12=74.1%，由表2得三级事故在其主要解释维度的惯量为g32=98.5%，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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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要维度第二维上的距离为τ= -0.877- （-1.592）=0.715，二者相关度r13= （1-0.715）×
（0.741+0.985）/2=0.246，相关度不高。与其他违法类型相比，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与事故等级相

关度小，无明显引发事故倾向，该违法行为交通安全风险较小。
综上，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代号16252）的违法行为与一级事故相关度0.792，

交通安全风险较高；通过交叉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口以内 （代号1211）的违法行为与

四级事故相关度0.701，交通安全风险较小；机动车通过有灯控交叉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

车道 （代号1208）的违法行为与事故等级无明显相关性，即无明显引发事故倾向，与其他两类交通违

法行为相比安全风险最小。

4 结论

主要交通违法类型与事故等级存在关联性，三类交通违法行为按交通安全风险从高到低排序为：驾

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通过交叉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口以内、机动车通过有

灯控交叉口时不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根据以上分析结果，苏州市该区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治理

工作可根据信号交叉口交通违法行为安全风险级别有针对性地精准开展，重点关注高风险交通违法行为

高发交叉口。对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12个高发交叉口进行重点整治，分析交叉口驾

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致因，从源头处进行治理，有效提升城市道路交通安全水

平。其次，对通过交叉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口以内的9个高发交叉口进行治理，关注交叉

口遇停止信号时停在停止线或交叉口以内的违法行为诱发因素，提出相应整改措施，进一步提升城市道

路交通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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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通影响评估的轨道施工期交通疏解对策
———以昆明市为例

杨 洁 苏镜荣

【摘要】 近年来，各大城市都掀起了建设轨道交通的热潮，大部分轨道所经区域均为土地开发强度大，道路交通拥挤

的城市中心区且施工周期较长，往往由于缺乏科学的交通疏解对策而给周边市民生产、生活出行带来了严重影响。以昆

明市中心城区轨道4号线同期建设工程为例，通过构建交通需求模型，研究不同施工阶段下交通需求特性变化，从交通

需求影响、交通流量转移情况及公共交通等评估对城市交通影响程度，在中宏观层面从城市交通系统配套政策、交通疏

解工程、交通管理疏解措施三方面提出强化公共交通基本服务保障、保证机动化交通可达性、保护步行自行车交通等七

大交通期疏解对策及具体措施，并落实至微观层面的施工区域交通工程精细化设计，形成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指导性的研

究方法和对策措施。

【关键词】 轨道交通；交通疏解；交通影响评估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各大城市以绿色、低碳、集约的模式不断深化城镇化进程，转变传统的个体机动化交

通模式，大力发展轨道交通TOD成为了各大城市的必然选择，各地都掀起了建设轨道交通的热潮，截

至2019年底，全国累计新开通轨道线路44条，约830.8km。因大部分轨道在所经区域均为土地开发强

度大、道路交通拥挤的城市中心区，部分线路与城市干道同走廊且施工周期较长，在建设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会占用到本已十分有限的道路资源，给市民生产、生活出行带来严重影响，单纯地通过交警部门的

经验判断制定疏导方案已不能很好地适应施工前后的机动交通需求变化。为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周边居

民出行的影响，保障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行，目前行之有效的措施是针对既有建设方案进行客观、科学的

交通影响评估，从中宏观层面制定系统性的施工期交通疏解对策及具体措施，并在微观层面精细化落实

至各施工站点、路段的交通疏解方案，需在施工前高度统筹。
本文以昆明市中心城区轨道4号线及同期建设工程为例，详细解读轨道交通施工期间交通疏解对策

及编制要点。

1 昆明市轨道交通工程概况

昆明轨道交通远景线网方案由14条线路形成 “放射普线网 （1—9号线）+穿越快线 （东西、南北

快线、3条预留线）”的线网形态，市域范围内轨道交通线路全长561.8km。自2008年试验段开工建

设以来，持续大力推进轨道交通网络建设，截至2019年底，昆明已运营轨道交通线路4条 （段），形成

“十”字型网络架构，里程约88.7km。在建轨道线路5条 （段），共计97.2km，其中轨道4号线2016
年5月开工建设至今，同期施工6条轨道线路，77个站点，单站点平均施工周期24.7个月，按车站主

体施作方式不同采用明挖法、盖挖法和暗挖法，工期长、线路长、站点多，涉及昆明大部分建成区。历

时3年的工期长时间占用紧张的道路资源，对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转提出严峻挑战。因此，高度重视并制

定多位一体的轨道施工期交通疏解方案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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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昆明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图 图2 2016—2019轨道同期建设工程示意图

2 轨道施工期间交通影响评估

在机动化保有量快速增长及轨道施工共同影响下，与轨道施工前相比，影响区域出行强度、出行方

式结构、出行时空分布以及城市发展活力均会有一定程度改变，通过构建符合实际交通情况的模型评估

受影响区域在不同施工阶段下的各类交通需求特性变化，重点评估对交通需求量影响、交通流量转移情

况及对公共交通影响可对后续有侧重地制定交通疏解方案提供依据。

2.1 影响阶段及范围

根据各条轨道线各站点的位置及具体施工时间安排，可判断轨道施工影响阶段。

图3 2016～2019年昆明各月份轨道施工站点数量示意图

当轨道交通进入施工状态，对相关道路的侵占导致道路交通不畅，交通流将寻求其他的路径，或利

用其相邻平行道路，或在出行时利用远离施工区域的道路。在选择绕行道路时，与施工路径平行的交通

流将首选相邻交通走廊且平行的快速路、主干道；与施工路径垂直交通流，首选出行路径附近的未施工

区域通过施工线路，其次选择高快速路通道跨过施工区，甚至会放弃机动车出行。因此，轨道交通的施

工将使得一定范围内与施工道路相关的平行、垂直道路路段交通负荷增加，对其他区域产生随距离递减

的影响，当递减至一定区域道路的交通负荷与施工前基本相同时，认为以该道路为界线是本次轨道交通

施工期间的交通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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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6—2019昆明轨道交通施工影响阶段分析

阶段一 阶段二 阶段三

2016年4月至12月 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 2018年7月至2019年8月

站点施工情况：4号线、5号线、2
号线2期、6号线2期陆续开工建设，

1号线西北延3站点开工，3号线在

建站点持续施工，共计施工站点48
个，对城市交通的冲击开始显现。

站点施工情况：4号线、5号线、2
号线2期、6号线2期，1号线西北

延所有站点均全面开工建设，3号线

3站点结束施工，共计施工站点65
个，对城市大范围、各重要路段产生

重大、持续性影响。

站点施工情况：5条轨道线均陆续有

站点结束施工，3号线结束施工，同

期最多施工站点共计27个，对城市交

通的影响逐渐减小至恢复正常交通

秩序。

图4 昆明轨道交通施工期影响范围示意图

2.2 影响交通需求量

轨道交通施工期间影响的交通需求包括直接影响交通需求和间接影响交通需求。前者指出行起点

（或终点）在施工道路沿线的利用施工道路出行的客流，因为该客流不能较便捷的利用其他道路来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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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必须给予优先保证和满足；间接影响需求是指出行起终点均不在施工道路沿线的利用施工

道路出行的客流需求，这部分客流是间接影响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合理的交通组织加以疏导。

表2 不同施工阶段影响交通需求量分析

阶段一 阶段二 阶段三

8.93万车次 10.01万车次 3.97万车次

昆明轨道施工期间在高峰时段 （8：00～9：00）中心城区域小汽车在驶量22.3万车次。在施工的

第一、第二第三阶段，受影响的小汽车出行量为8.93万车次、10.01万车次、3.97万车次。5号线和2
号线站点沿线机动车出行影响较明显，由于第二阶段施工路段最多，小汽车出行受影响最大。

2.3 道路流量转移

由于施工道路及垂直道路的通行能力降低，道路交通量相应向其他道路转移，交通量增加的道路成

为很重要的交通流量转移的通道，在施工期间发挥重要作用，需提前做好通道能力提升和组织优化。对

于评估后交通流量增加明显的道路，在后续交通组织中可从断面优化、清理路边停车、交通秩序管理等

方面提升主要承接道路的承载能力。

表3 昆明不同施工区域道路流量转移情况

西昌路区域 菊华立交区域 景明北路区域

交通流量向西园路、丹霞路、大观

路、东风西路、新闻路、瓦仓南路等

路段转移。

交通流量向二环东路、金马路、贵昆

路、归十西路等路段转移。
交通流量景明北路附近主次支路转移。

注：绿色为交通流量减少、红色为交通流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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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共交通影响

根据施工期间受影响的线路数及客流量、公交线路与施工道路的重叠比重可评估地面公交线路受轨

道施工的影响程度。施工区域道路通行能力下降甚至断交都对公交可达性及运营效率带来负面影响，公

交服务水平明显下降，公交刚性出行需求向其他方式转移、弹性出行需求下降。由表4和表5见，在影

响最大的第二阶段全市42%的公交线路均经过施工区域，约13%的公交客流受影响，这就需在全市层

面统筹施工期间的地面公交线网和运力优化，受影响的线路需要投入更多的运力保障公交的服务水平。

表4 不同施工阶段受公交线路分布

阶段一 阶段二 阶段三

影响线路数：153条

影响的客流量：163031
占全市公交客流比重：12.20%

影响线路数：177条

影响的客流量：182770
占全市公交客流比重：13%

影响线路数：175条

影响的客流量：166203
占全市公交客流比重：12.19%

表5 不同施工阶段公交线路影响统计表

影响程度 影响小 影响较大 影响严重

利用施工道路比重 0—5% 5%—10% 10%—30% 30%—50% ＞50%
合计

第一阶段公交线路数 52 58 43 0 0 153

第二阶段公交线路数 72 54 51 0 0 177

第三阶段公交线路数 69 55 51 0 0 175

3 总体交通疏解对策研究

3.1 疏解原则

1.系统最优。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应在保证对整体交通状况无太大影响的前提下，保证单点或单线

交通效益的最优化。
2.施工期间交通组织方案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相结合。稳定指施工期间交通疏解总体策略及中宏观层

面方案不能轻易更改，微观层面可根据各站点工程进展情况以及工作实际及时对围挡范围及其对应的交

通组织方案进行调整、优化和细化，对于交通影响评估及疏解方案编制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并体现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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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性[1]。
3.保证公共交通和行人、非机动车优先通过。交通疏解应体现 “以人为本”的原则，施工期间应保

证沿线公共交通的运行效率，提升慢行、步行在交通方式中 “弱势”地位，保证轨道沿线慢行、步行的

出行效率和出行安全。
4.重交通秩序、重机动交通可达性。对施工沿线，应重可达性轻通过性，注重施工沿线单位、小区

的基本出入交通功能不受太大影响，以此来保证区域交通运行的稳定。
5.精细化交通设计。对施工沿线的施工围挡范围、施工工法、施工时序、交通工程设施设计等应优

化，以达到对交通影响程度降至最低[2]。

3.2 轨道施工期交通疏解对策

交通疏解的总体目标是在确保轨道交通施工顺利建设和按时完工的前提下，把施工期交通影响降至

最低程度。应着眼于交通需求侧的引导、调控、管理和交通供给侧的结构性完善，通过 “三大城市交通

系统配套政策”从源头上调控交通需求总量，通过 “两大交通疏解工程”建设维持交通系统承载能力，
通过 “三大交通管理疏解措施”均衡交通需求时空分布，保障城市生产生活的基本运行效率。

3.2.1 三大城市交通系统配套政策

1.控制交通总需求，降低城市整体交通负荷

轨道施工期间，城市道路网交通承载能力大幅下降，难以完成以个体机动车出行为主的综合运输任

务，应着眼于交通需求侧的引导、调控、管理，在城市交通发展政策层面多管齐下调控交通需求总量。
一是可在轨道施工期间择机实施主城区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及交通限流控制政策及措施，同步提高公共交

通运力供给及优化公交网络强化公交承接转移客流能力；二是对施工沿线部分交通状况较差且有分流替

代通道的公交客运走廊实施小汽车 “准入通行证”限行措施，仅允许公交车和沿线通行单位正常出行，
不再作为城市主要机动化交通走廊；三是轨道施工期实施严格的货运交通禁行交通政策，按客走内环货

走外环的策略合理组织城市客货运，充分发挥城市环路的交通疏导作用[3]；四是运用经济杠杆抑制弹性

出行需求，如鼓励错峰出行，施工期间公交免票制度相应调整，早高峰期间不再免费，大幅提升核心区

轨道施工沿线停车收费标准，抑制非必要出行，有效平衡交通供需矛盾。
2.强化公共交通，确保城市骨干客运系统，确保城市基本出行

公共交通能否在轨道施工期间发挥主导作用将是交通疏解成败的关键，施工期间城市交通政策应向

公共交通倾斜，加强公交优先和扶持政策。一是提高公交运营部门在轨道施工期间的补贴费用，避免公

交运营部门消极不作为。二是确保轨道施工道路公交路权、公交设施及运力水平，发挥轨道施工期公交

主客运走廊功能。三是原则上不因轨道施工调整轨道施工区域的公交线网走向，原则上不减少现有公交

站点数量并结合施工空间位置优化施工期间公交站点的位置，满足市民日常出行习惯，尽量按原站规模

重新设置路侧港湾公交站台。四是公交运营企业应优化轨道施工期间公交运力，按客流量分级，制定梯

度发班频率，为错时交通出行者延长早晚公交发车班次时间和增加发车频率，并积极推行定制公交，开

行社区巴士。从政策、设施、运营等多维度保障轨道施工期间公交基本服务，确保轨道施工期间公交客

流不回落。
3.保护步行、自行车交通，确保短距离出行的独立出行空间

轨道施工期间，围档沿线道路断面分配必须以行人、非机动车空间为首要控制要素，而非以机动车

道条数和宽度为控制要素，在编制各轨道站点施工期间交通疏解时必须保障行人、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

道空间分离。
在慢行空间宽度考虑上，应按轨道站点所处区位、现状交通构成、机动车及行人交通量考虑不同慢

行空间标准，昆明轨道4号线交通疏解慢行空间保障按表6标准区分，以更好地适应不同区域轨道站点

差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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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轨道施工期间公交站点迁改示意 （昆明4号线金鼎山站一期）

图5 轨道施工期间公交站点迁改示意 （昆明4号线苏家塘站一期）

表6 昆明轨道4号线站点慢行空间标准划分

站点区位 站点名称 交通构成及交通量 慢行空间标准

核心区

金鼎山、苏家塘、火车北

站、东华站、大树营、菊

华站

位于城市重要主干道，机动车、
行人及非机动车量均较大，高

峰小时交通量普遍在2000辆

以上。

非机动车道宽度不应小于2.5m，人行

道宽度不应少于2m，单侧非机动车+
人行道宽度不应少于4.5m。

一般区域及

城市外围区

大塘子、昆明东站、麻苴

站、云大西路、斗南站

位于外围主干道，以通过性机

动交通为主，行人及非机动车

量较少。

单侧非机动车+人行道宽度不应少

于3m。

待建区或物

流区

陈家营、大河埂、牛街庄、
羊甫站、螺蛳湾北站、螺蛳

湾站、赛马场南站、联大街

站、呈贡东站

位于物流区域或待建区，机动

车流量较少，非机动车、行人

量均非常少。

单侧非机动车+人行道宽度不应少于

2.5m，可视流量情况在围档对向单边

组织，断交施工站点须在围档周边留

出慢行便道，双向宽度不小于4m。

充分利用沿线道路空间、城市绿化空间、沿线单位退让空间等，构建连续的步行网络，确保轨道施

工沿线自行车、行人具有独立、连续的专有路权，尽可能满足过街需求，结合行人集散要求、公交站点

位置等，设置人行横道，确保轨道施工沿线道路平面与竖向交通的连续性与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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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慢行交通平面的独立性、连续性 （昆明4号线苏家塘站一期）

道路断面分配必须充分保证慢行、步行交通连续、独立、环境友善及基本通行空间，提升慢行、步

行交通品质，维系城市基本活力空间和商业氛围，如核心商业区、CBD地区等。优先保证城区内人流

较大的重要节点慢行交通的连续性，尤其是轨道施工周边区域关系到民生供应的节点，必须预留通往大

型菜市场的人行通道。

3.2.2 二大疏解工程

1.建筑拆迁及管线、绿化改迁等工程提前开展

轨道施工期间，道路资源严重匮乏，进行管线绿化改迁、建筑拆除建筑等可还空间于道路交通，提供

最大可能的疏解空间。其中，轨道车站两侧拆迁条件相对良好的站点与其它工程交织，或轨道车站位置占

用现有建筑，现状道路绿化空间可用于组织交通的，都应尽快开展拆迁工作，创造道路交通疏解空间。

图7 轨道施工期绿化迁改示意图

图8 轨道4号线轨道站点拆迁线

2.特殊施工节点灵活运用钢结构简易便桥

对于施工条件困难，不易拆迁、交通疏解空间有限的中心区重要施工站点，借鉴国内其他城市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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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昆明轨道2号线中心区轨道站点钢便桥工程示意图

验，可搭建施工节点简易钢便桥工程，钢便桥层主要用于疏解与轨道施工道路相交道路的机动车通过性

功能，同时可释放桥下空间用于到达性机动车交通及慢行交通。

3.2.3 三大交通管理疏解措施

1.优化区域交通组织，保证施工沿线机动化交通可达性

轨道交通施工期间疏解方法论主要包含针对站点的施工期间交通疏解及区域交通疏解两套体系，区

域交通疏解是从施工通道的阶段提出区域交通分流及绕行通道，提出保障轨道施工期间施工影响区域路

网可靠性措施[4]。优化区域交通组织，一是轨道施工期应实施完备的区域小汽车交通分流诱导措施，诱

导车辆避开施工区域提前绕行。按照诱导信息范围的不同层次，建设施工区域外诱导标志 （施工点两公

里范围外）和施工区域 （施工点前两至三个街区）诱导标志两级系统，提供给车辆多条可选路径，充分

给予司机选择通路的自主权，施工影响区域外不进行强制性的交通组织，诱导为主，管制为辅。二是充

分保证施工沿线机动化交通可达性，施工区的交通设计及渠化方案应首先保障沿线道路、小区单位出入

口、地下车库出入口正常通行，车道曲线应缓和，尽可能避免形成急转弯，并在沿线出入单位设置指示

标牌提示过往车辆注意避让。

图10 轨道4号线呈贡东站一期施工区域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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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轨道4号线苏家塘站站一期施工区域沿线单位交通组织图

2.施工节点交通组织优化及精细化管理，动态适应工程进展需求

站点施工疏解主要是工程角度的施工点位的渠化设计及交标志标线的调整方案[4]。一是各轨道站点

施工围档分期需综合考虑站点施工进度及交通疏解的协调，围挡应优先保障必要的交通通行空间并随交

通流线而同步调整优化，同步保障围挡沿线单位出入口正常使用，如图12。二是对于存在占用巷道路

段，巷道沿线单位居民向端头组织情况，需对围档范围进行再论证并与消防部门、交通管理部门沟通，
在能确保防灾疏散的前提下才能展开围档。三是在进行轨道施工围挡时仅设置必要的功能区，将部分功

能转移出围挡外 （如办公区、生活区）。施工期间围挡宽度不得随意拓宽，侵占道路空间，在施工作业

区、施工便道外围临近城市道路一侧，其安全距离不应大于1.5m。四是精细化管理轨道施工道路，确

保施工道路设施的完好及标志、标线的动态更新，制定 《施工期间路面、标志、标线维护标准》并推进

实施。

图12 轨道4号线云大西路站点二期施工组织优化

4 结语

昆明轨道交通建设工程从交通区位、沿线影响、施工方案等各方面来说都是一项具有较强代表性的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在重公交、重慢行、重秩序的理念下，从城市交通系统配套政策、交通疏

解工程、交通管理疏解措施三方面提出交通疏解对策，基本可满足施工期间沿线公共交通、机动交通、
慢行系统等各类交通需求的正常运转。希望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对策措施对于同类项目产生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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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在满足基础设施建设要求的同时，最大程度降低城市基建对城市交通出行的影响，科学引导城市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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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赋能的港城交通综合治理体系研究与探索

徐 丹 林钰龙 谢武晓 孙 超

【摘要】 港口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枢纽，是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交汇点，对于提高区域辐射竞争力具有重要意
义。然而由于港口和城市发展的不一致性，港城路线功能与周边用地性质不协调，容易诱发集疏运通道交通拥堵、港口
停车资源不匹配以及信息服务不足等典型港城交通问题。本文从我国港口建设现状及信息化需求出发，研究借鉴国外
货运智能运输系统规划布局、港城智能交通综合体应用及一站式港口服务模式，结合新时期信息化技术在港口应用发
展趋势，从顶层规划、业务管控、智慧决策、行业征信、应用服务及制度保障等维度，探讨采用智慧赋能手段缓解港
城交通矛盾的思路，以期为新时期港城交通综合治理及一体化服务提供有益参考，发挥港口产业对于区域发展的带动
作用。
【关键词】 港口；港城交通；智慧赋能；综合治理；一体化服务

0 引言

当前我国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社会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释

放红利，国家相关政策为港口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等部委发布 《关于

推进港口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开展智慧港口示范工程的通知》《关于建设世界一流港口的指导意

见》政策，强调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提出要推进智慧港口示范应用，实现港口

服务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提高港口物流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国际运输市场化带动现代物流业飞速发展，港口已不仅是物流运输的中

转中心、配送中心和仓储中心，更是区域和腹地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重要依托。借助一带一路契机，
结合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高新科技手段，通过智慧赋能港口发展，已经成为各港口提高自身竞争

力、抓住发展机遇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相关港口的信息监控、物流对接、业务服务、港务管理等能

力也面临更高要求，各大港口向创新化、科技化、智慧化转变的改革势在必行。在已有信息化建设成果

的基础上，通过数据驱动和信息化、智慧化手段全面提升港口物流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是港口企业

的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方向[1-3]。本文从我国港口建设现状及信息化需求出发，借鉴国外港城交通治理模

式和先进经验，结合新时期信息化技术在港口应用发展趋势，利用智慧赋能打通港口作业、物流运输、
停车服务等港区作业信息，从顶层规划、业务管控、智慧决策、行业征信、应用服务及制度保障等维度

提出探讨思路，以期为港城交通综合治理及一体化服务提供有益借鉴。

1 我国港口建设现状问题及信息化需求

1.1 我国港口建设现状问题

1.1.1 港城发展不协调，疏港道路极易发生拥堵

港口活动和城市活动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港城集疏运通道连接港城与腹地，是港城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外部条件。然而由于我国港口和城市发展的不一致性，港城道路以及货运交通路线功能难以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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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用地性质相协调，导致港口和城市不能相互融合协调发展。港城集疏运通道在缺乏系统规划和引导

下，城市内部交通易与疏港交通重叠、交织，尤其是在主要进港通道上客货混行严重，货运车辆与社会

车辆驾驶行为和运行特征的不一致性极易造成疏港道路拥堵，诱发交通安全隐患[4]。亟需精准掌握主要

进港作业通道的货车运行时空特征，强化货运引导，实行客货分离，通过智慧化道路交通管控手段降低

客货冲突。

1.1.2 港口系统独立分散，作业链信息缺乏整合

目前，国内港口船舶、生产、库场、设备、人事、财务、货源等业务管理系统大多未实现集成化和

信息共享，系统数据分散导致 “信息孤岛”存在，区域物流枢纽数据交换不畅[5]。由于进港作业排队信

息、道路运行路况信息、提还柜信息等作业信息不共享，港口作业与后方交通管理不协同，导致提还柜

难和无序排队。
以深圳市盐田港为例，由于港口预约作业普及不高、港口货柜车作业信息不对称，导致空车比例高

达34%，增加了道路压力和路边临时停车需求，根据作业链从司机取单进港到出港全过程至少出现2
次进出闸、1次空箱跑和1次临时停车，亟需打通作业信息，解决信息 “孤岛”、信息不对称等问题，
实现基于信息平台的智慧化港口管理和决策[6]，优化作业链，提升效率。

图1 盐田港货车提还柜物流作业全流程 （资料来源：盐田区智慧交通系统总体规划项目资料）

1.1.3 货车停车供需不匹配，缺乏精准资源调控

由于港口货运作业性质，停车一直以来是港口作业的一大主要需求。以盐田港为例，货运司机作业

主要有单提重柜、单提空柜、单交重柜、交重提重、交重提空五种业务，在货柜车司机等待进港、堆场

作业、监管仓作业、进保税区，以及路侧拿单的过程中产生弹性停车需求。由于港口系统停车信息采集

渠道单一，手段落后，信息量不够全面，传输渠道不畅通，对采集的停车信息加工处理能力薄弱，使得

停车信息资源使用不均衡。亟需通过货车停车管理，均衡停车供给，并强化货源地管理，转移辖区停车

需求。

1.1.4 物流产业链条联动不充分，信息服务不足

港口作为枢纽体系，面向港口物流链上下游企业、口岸单位、政府监管部门、港口客户，港口服务

功能逐步提升到供应链的整个平台，使港口成为供应链网络众多资源的集聚者、整合者和控制者。我国

港口在改革开放的近40年里，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港口基础设施和装备的建设，已

无愧于世界港口大国的称号。但在现代信息化技术的运用、现代物流供应链理念的提升、港口核心竞争

力的打造等方面，发展还很不平衡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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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国港口信息化需求

1.2.1 货运数据库建设需求

信息化建设是港口提高其服务质量和水平、强化整体竞争实力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按照政府部门

和企业主体实时接入人、车、路、企业、环境等基础交通数据，包括道路运行数据、货运企业信息、货

运车辆状态、货运驾驶员信息、停车信息、港口货运量数据，安全生产信息以及征信数据，实现数据开

放共享；另一方面，构建基础数据平台环境，支撑港口货物运营管理，为各业务模块提供底层数据

支撑。

1.2.2 一体化监测管控需求

强大的感知和监控体系能实现港口全面感知智能化、态势监测可视化、事件预警可控化和应急联动

一体化。根据交通数据中枢所汇聚整合的全区交通运输各领域数据资源，包括道路拥堵状况、道路货车

比例、提柜预约数据、码头预约数据、货车车速识别、事件信息等数据，综合运用数据可视化展示技

术，通过一体化监测系统呈现港口交通运行态势，动态监测全市道路运行、货车停车状况、港区作业状

态、重大枢纽及周边道路与人流等综合信息，为港口道路交通管控、停车资源调控、进出港作业服务提

供支撑。

1.2.3 行业管理决策需求

以顶层宏观和跨部门协作的交通决策为导向，基于平台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反映交通行业内在逻辑

本质，为管理部门精准治理提供数据支持，实现交通决策管理闭环，协助解决行业效率低问题。一是基

于交通大数据支撑，构建港口货运交通运输数据决策中台，实现数据特征管理、IT资源管理、知识图

谱、AI分析等功能，为企业行业规划决策提供支撑。二是基于码头和提柜预约数据，分析预测疏港通

道关键路段的高峰情况，结合目前的交通状况预测未来拥堵情况，实现拥堵预警决策。三是分析停车场

不同时段的利用率，对比分析同一时段附近路段的违停情况，实现停车信息决策。四是分析各个环节的

运作效率，堆场提还柜数量、闸口进出数量等，计算并展示各堆场、码头等作业效率，实现产业链分析

决策。

1.2.4 货运信息服务需求

推动政府部门和交通行业的数据对接，整合综合交通运输服务各类信息，通过微信、百度、高德等

第三方信息发布平台向市民提供综合性、个性化、定制化、“点到点”的全链条货运服务。搭建一体化

数据开放共享环境，通过数据交换的方式获取高德、百度等导航数据，道路交通事故、拥堵等信息数

据，支撑交通日常监测和管理，实现货物运输服务信息发布、港口作业信息预约、港口停车预约和收费

及货运政策规划信息发布。

2 国外先进港口治理经验借鉴

作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美国奥克兰港和利用率最高的国际大港新加坡港，港口智慧化建设和

发展总体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深度剖析美国奥克兰港和新加坡港发展模式和特点、港口存在的问题及解

决方案，对我国港口的交通治理和建设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2.1 美国奥克兰港港城交通治理模式分析

作为美国十大最繁忙的集装箱港口之一，奥克兰港有能力满足日益增长的货运需求。2016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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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240万个20英尺标准箱，处理了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地区99%的集装箱货物。然而港口具有明显的道

路通道和内部流通限制，港口码头前面平交路口与干线交通冲突，面临港口内拥堵常发、排队时间长、
长时间违规停车、交通事故响应效率低等挑战。尤其是海事街、7th街及中港路由于交叉口上的货运卡

车穿越闸门需要花费大量时间而诱发严重的交通拥堵[8]。

图2 奥克兰港7th街平交路口与I-880铁路的交通冲突 （资料来源：《Port
 

of
 

Oakland》）

为有效解决港城道路交通问题，奥克兰港 “Goport”项目共投入2亿多美元用于港口问题整改，旨

在将奥克兰港打造成一个全新的港口交通管理中心，汇聚旅行者信息、交通信息、移动卡车信息、铁路

等级警告和终端队列等信息，依托智能交通体系，应用智慧化手段赋能港口物流和交通，全面提升港口

运行效率，缓解港城矛盾。
首先，为解决疏港道路拥堵问题，在7th街道分隔西段新建一条支线铁路，将7th街道与海事街交

叉口隔离和分级，最大程度地减少铁路、社会车辆、行人、骑自行车者之间的交通冲突。同时，替换I-
880与海事街之间的现有铁路地下通道，以增加卡车通行空间并改善行人和自行车路径[9]。

其次，利用信息技术和智慧化手段赋能港口交通，构建港城智能交通综合体实现港城协同。采集监

测港口作业、货运车辆动态和周边道路路况等信息，协调中央控制系统、自适应信号系统以及先进的交

通管理系统，动态调控周边道路信控，实现从 “被动管理”向 “主动治理”转变。排队检测系统提供卡

车在码头的实时排队信息，预测货车排队时长，对接协调海上、卡车运输和铁路运行联运设施，提高货

物运输效率[10]。
最后，打造一站式港口服务升级港口治理运营水平。依托交通管理中心 （TCM）和应急中心

（EOC）收集的数据，满足货物运输、港口出行车信息发布、交通事故管理等业务需求。利用GoPort
 

APP，集成港口信息、交通信息、停车信息以及酒店旅游信息，提供港口通行预约、排队等待时间预

测、停车位信息、停车预约等一站式港口服务和出行系统[11]。

2.2 新加坡港智慧化建设实践和经验启示

新加坡是亚太地区最大的转口港，作为世界上最繁忙、利用率最高的国际大港之一，新加坡智慧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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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奥克兰港ITS整体布局 （资料来源：《Global
 

Opportunities
 

at
 

the
 

Port
 

of
 

Oakland》）

口建设和发展总体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新加坡港以打造全球性枢纽港和国际航运中心为战略目标，积极

创新推进港口自动化、智能化。
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港率先建立互联互通的E

 

DI网络系统 （PORTNET），打通港口物流链上

下游环节的数据链，基本实现了数据化、信息化、信息共享和互联互通，提供航运、船舶动态等信息服

务和危险品申报、靠港申请和出港预报等自动化通关服务。同时，与贸易网络 （TradeNet）相连，实

现 “两网融合”，构成了政府部门、港航企业、货代公司、物流公司之间便捷、畅通的信息化沟通

平台[12]。
近年来，新加坡港进一步完成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港区、码头、堆场、商务运作等的数字化、

网络化提供完备的基础支撑。依托港口大数据中心，整合港口物流数据资源，开展基于大数据的基础设

施建设、生产运营、客户服务、市场预测、业务创新等应用，提出大数据治港理念，创新商业模式，为

港航生态圈中的货主、物流公司、航运企业等提供更具价值的优质服务。

2.3 经验总结

国外先进港口结合自身发展需求和目标，借助新技术、新理念采取合适的智慧化手段赋能港口发

展。一是重视港口数据共享和融合分析。数据共享是实现跨部门业务协同的基础，依托港口交通管控中

心，汇聚各类交通、港口、停车等信息，为管理部门判断交通态势和制定战略提供支撑；二是加强道路

主动管控。针对进港通道客货混行严重道路，通过智慧信号控制手段实行道路主动管控措施，提升港城

交通安全水平；三是注重港口作业链管理。综合利用数据化、信息化管理手段，以人-车-路-环境整体为

基础，流程化、电子化全方位全链条监督港区物流作业管理；四是提升一站式港口服务。集交通出行、
港口作业、停车服务等于一体，为公众出行和港区作业者提供全方位的实时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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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慧赋能的港城交通综合治理体系研究

3.1 顶层规划建立全港统一数据中心

针对港口管理系统集成困难、信息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建议从顶层进行规划，在进行应用系统开

发和软件平台构架之前，先建立全港统一标准的数据中心，解决现阶段生产调度管理系统、设备管理系

统、办公系统等信息资源分散等问题[13]。整合各系统原始数据库和业务应用，进行信息资源规划，为

港口生产、管理、服务各业务流程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建议采用IRP信息资源规划方法，用 “职能

域-业务过程-业务活动”分层次描述业务功能结构，实现港口业务交流梳理，为构建港口物流集中管理

系统和对外服务平台提供数据资源基础。

图4 数据资源共享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2 港口业务流程一体化监测管控

整合交通视频信息资源、港口物流涉及重要节点 （堆场、码头、停车场）视频资源、货柜车GPS
位置信息资源，建设闸口排队监测预警模块，实时监控后方陆域路况、道路事件、货运车辆停车及港口

作业等，并对道路拥堵和特殊事件、闸口排队溢出及违停行为进行预警，形成预案响应机制，协助监管

部门实时全面掌握当前交通状况和集装箱车辆、重要场所的作业状态，为交通治理或应急指挥提供辅助

决策支持。

3.3 精准预测需求和智慧评估决策

决策分析系统将彻底改善使用人工处理方式进行信息统计，利用数据库技术和计算机强大的信息处

理能力。针对面 （区域）、线 （道路）、点 （场所/车辆）三维度从现状、效率 （速度）、安全三方面进行

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通过道路运行预测、交通拥堵评估、作业效率评估、停车利用率评估，精准预测

需求和评估决策，为港口一体化监测管控、行业全要素监管、智慧服务等功能板块提供数据分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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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智慧评估决策业务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4 货运行业全要素征信信息监管

通过对货运行业人、车、货、企业、信用全要素，以及出现前、出行中、过闸作业全过程在线监

测，协同执法和征信管理，实现货柜车规范作业化和安全驾驶，并同步征信信息管理。一是实现预提柜

预约监管、预约过闸监管、预约失信监管，并通过电子围栏和电子通行证，规定货运司机在规定时间、
规定线路前来作业，在规定停车场停车，均衡停车资源；二是实行道路主动管控，针对特定时段和特定

车道推行动态限速管理，提升货车安全预警能力和港区作业秩序管理水平；三是实行行业征信监管，将

违规进港行为纳入征信管理，倒逼物流企业加强管理、货车司机按规作业，营造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

图6 行业监管业务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5 对外差异化港口信息服务体系

随着外部企业对港口物流信息开放需求日益强烈，构建港口物流信息服务平台，对外部单位提供信

息共享和交互非常必要。接入出行信息数据、道路运行状况数据、货柜车停车数据、预约作业数据，基

于预约进闸、作业、停车、出行等监测数据，结合港口码头实际容量进行动态调配，通过APP、企业

网站、微信小程序等渠道，提供道路运行、作业预约、停车预约和诱导等行业相关政策和规划信息查询

和发布服务，并将信息实时推送给司机和企业。

3.6 适应港口管控服务的制度保障

配合信息系统建设，相应建立涵盖港口各业务域、业务过程、业务活动的制度保障体系，并根据业

务发展和内外需求变化定期完善，保证业务管理、设备管理、人员管理、信息服务等有据可依、有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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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结合信息化建设合理优化机构职责，深入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培养各级管理人员、生产工作人员信

息化意识。

4 结语

本研究从我国港口发展现状问题和信息化需求出发，借鉴美国奥克兰港港城智能交通综合体应用和

一体化服务模式及新加坡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实践，结合新时期信息化技术在港口应用发展趋

势，以港城交通矛盾和港口企业内外需求为导向，以加强港口物流信息服务功能为主线，以制度建设和

体制改革为保障，建立港口内外信息传输通道，实现港口生产经营控制系统与管理系统的无缝对接和数

据共享，充分发挥港口在物流信息汇节点和物资交换枢纽作用，从顶层规划、业务管控、智慧决策、行

业征信、应用服务及制度保障等维度提出探讨思路，以期为港城交通综合治理及一体化服务提供有益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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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升级转型时期交通改善研究
———以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为例

李 华 缪江华 杨锐烁

【摘要】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长期受服务人口规模效应影响，高度集中在越秀、荔湾、海珠、白云四个老城区，造成大
量人口、交通、服务业在老城区集聚，周边用地开发强度高，更新改造推动难度大，随着产业转型升级的发展，专业批

发市场交通问题日趋复杂，并有加剧之势，传统道路交通设施扩容解决交通问题的方式投资成本巨大且短期难以快速见
效，有必要对升级转型升级阶段广州专业批发市场段短期交通改善进行研究。以中大批发市场为例，对广州专业批发市

场转型升级过渡阶段交通改善方法进行探讨，梳理专业批发市场交通特性、存在问题及优化策略，从道路空间优化，交

通组织、交通管理等方面重点阐述中大批发市场交通改善思路和提升的方法。

【关键词】 老城区
 

；
 

转型升级
 

；
 

专业批发市场
 

；
 

交通改善

1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交通特性及问题分析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形成历史悠久，总体发展经历了萌芽复苏阶段、商圈商群形成阶段、外围拓张发

展阶段、电商转型升级共四个阶段，当前正处于电商转型升级阶段，出现基于互联网、电子商务的物流

配套模式创新，功能开始出现强化创意设计、展贸、电子商务、培训咨询、金融结算、信息发布、文化

体验等内容，空间上出现批发功能与物流功能分离，并在周边廉价城中村产生大量 “淘宝村”。至2019
年初，广州市专业批发市场已形成713个专业批发市场，包括20个专业批发市场群和567个单个市场

（位于20个专业市场群外），其中11个大宗商品电子交易市场[1]。

1.1 交通特性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多以自发形成为主，中小型专业批发市场为主，存在大量的沿街业态的小型批发

市场，功能分区混乱，周边大量的住宅改为商铺或仓库，且形成的商铺或仓库基本集仓储、加工、住宿

于一体的 “三合一”场所。同时专业批发市场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现货、现场、现人”的交易方式

带来了巨大的人流和货运需求。主要存在如下交通特性：
交通需求多样化。专业批发市场作为货物交易场所，包括 “物流、客流、信息流”，其中物流为

“分拨中心-专业批发市场-分拨中心”的集散货运交通，具体交通方式包括大中小货车、改装货运面包

车、电动车、手推车等，客流包括通勤客流、消费客流，具体交通方式包括小汽车、常规公交、共享自

行车、步行等，量大且各异的交通方式集聚极易形成冲突点。
出行时空层叠性高。专业批发市场有高度集聚的就业岗位、大量的消费客流、高频次的终端物流，

市场内部的交通表现为时空的高度重叠，同时专业批发市场大多位于中心城区，且一般具有较为良好的

交通区位，依托高等级干道实现交通集散，内部的客货集散交通与外部过境交通具有高度重叠，地区交

通需求强烈，供需矛盾突出，全天候高峰特征明显。
内部货运量大分散。专业批发市场以小型铺位租赁形式运营且临街商铺多，客户主要以小型订单客

户为主，批发市场的商业特性决定大量的商铺对应不同的厂商、不同的客户、不同的货运公司，物流表

现为货运量为小批量、小载具，货运次数则为整体货运，不大但较为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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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共性问题分析

（1）地处中心城区，用地开发强度高，交通设施扩容难度大

由于广州专业批发市场长期受服务人口规模效应影响，高度集中在越秀、荔湾、海珠、白云四个老

城区，周边用地开发强度高，受老城区用地高成本的限制，交通设施特别是道路交通设施投资建设成本

极高，批发市场及周边地区交通设施普遍不完善，主要表现为道路整体按规划建成率低，既有道路通行

条件不佳，地区通达性差。
（2）配送体系不完善，终端货运占比高，货运运输效率低

现有在老城区的专业批发市场仅能提供价格供求信息，广告促销等交易功能，缺乏展示拍卖、物流

配送等服务功能，地方物流发展滞后，配套的专业货运站场严重缺乏，终端配送依赖 “五类车”，物流

企业各自为战，货车在 “分拨中心-专业批发市场-分拨中心”重复运送，空载率高等方面，货运运输效

率低。

图1 专业批发市场货运物流

（3）既有道路空间利用不合理，各交通方式冲突严重，道路通行效率低

专业批发市场以五类车作为终端配送运载工具，由于道路交通系统缺乏专门规划的道路通行空间，
大量五类车占用人行或机动车道进行货运，与行人、机动车冲突严重，同时由于缺乏五类车和共享自行

车停放场地，大量五类车和共享自行车占用人行道作为停放点或随意停放，进一步侵占道路空间，逼迫

行人在机动车道或非机动车道上通行，道路通行秩序混乱，各交通方式冲突严重，导致道路通行效

率低。
（4）交通管理精细化不足，交通组织不合理，进一步降低道路通行能力

专业批发市场货运环节多、参与者众多，但缺乏统一有效的时空管理，在各工作时段各交通方式均

可进行货运，且存在占道装卸货现象，导致客货运相互干扰严重，同时由于批发市场主要货运通道沿线

开口众多，车辆随意进出不仅干扰路段车辆通行，且导致行人通行连续差，高峰时段大量行人滞留阻碍

机动车通行，进一步降低道路的通行能力。

2 广州专业批发市场改善策略解析

2.1 改善目标

交通改善研究主要以广州专业批发市场为对象，与远景蓝图规划衔接，匹配升级转型阶段的短期交

通诉求，主要的改善目标为：要求深挖既有交通系统的潜力，提升交通设施通行能力和强化交通管理有

效性，解专业批发市场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

2.2 改善思路

专业批发市场短期改善以 “微改造”措施为主，“源头治理、配套同步”措施为辅的思路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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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 “各方平衡、交通分离、通行有序”的理念，在现有交通基础上从交通组织、交通设施、交通管理

等方面综合施策，对各交通要素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组织[2]：
1.各方平衡、分级优先

不同交通方式的交通特性和使用范围不同，在专业批发市场交通资源短缺情况，优先考虑资源占用

少，交通效率高的交通方式，将这类交通方式优先安排。
2.人车分流、客货分离

结合交通特性和路网条件，严格划分车行区域和人行区域，力求人车分离，保证交通秩序。同时做

到客货尽量时空分离，保证各种交通方式的快速集散。
3.控制冲突，优化节点

以安全为第一要素，尽量减少冲突点，变随机为固定、变常发为偶发、变交叉为交织，消除安全隐

患，通过网络优化、断面改造、节点改善等方法来提升整体的路网容量。

3 广州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交通改善与提升案例

3.1 项目背景

中大布匹市场商圈位于广州市海珠区，是全国最大的布匹专业批发市场，现有商户2万多户以及制

衣厂、作坊、店铺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过40万人，年交易额超过2000亿元。中大布匹市场商圈不仅

是海珠区就业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同时也是居住人口最高的区域，随着广州地铁10号线中大南门站

和11号线五凤站地铁的先后施工建设，该地区交通拥堵日益严重，且有加剧之势，亟需进行交通改善

提升。

图2 中大布匹市场商圈业态分布图

3.2 改善策略及措施

项目从交通设施、交通组织、交通管理等方面提出3大策略，共10大项，45小项交通改善措施，
主要针对重点措施进行分析介绍[3]：

改善策略一：挖潜既有交通设施承载能力，提升交通系统整体通行能力

（1）针对内部道路微循环不畅的问题，局部打通路段，提高道路利用率

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整体道路的建成率低，内部道路微循环不足，无法有效分担主要干道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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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地铁中大南站及五凤站区位图

压力，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改善，一是通过梳理现行控规道路，对于贯通方案投资大、难实施但交通

功能重要的道路，寻找避让拆迁的通道进行整治；二是征拆低矮的楼房或厂区等，贯通易实施、投资小

的道路，本次改善主要对瑞纺路、凤康西路等次支路进行贯通。
（2）针对电动车占人行道停放的问题，重组道路空间，提升道路资源利用率

利用地铁施工期间瑞康路交通组织调整为南往北单向通行的空档期，通过重新调整机动车道空间分

布，利用两侧空余车道空间作为五类车停放和装卸货区域，避免五类车占用人行道停放现象和缓解装卸

货区域不足的问题；同时结合人行道上停放电动车转移，优化调整报亭、垃圾桶等市政设施，瑞康路人

行道基本可实现行人通行空间不少于6m[4]，保证行人的通行空间，避免交通秩序混乱。

图4 瑞康路道路断面调整方案图

改善策略二：优化控制冲突，提升交通系统整体通行效率

（1）针对人行横道过多、电动车过街不便的问题，规范过街设施设置和优化布局

瑞康路等主干道的人行过街设施布置仅考虑市场通行便利，存在人行横道布置过近、过多情况，高

峰时段过多的人行横道导致机动车通行不连续、效率低，同时由于人行过街横道竖桩的隔离，电动车等

运载工具过街不便，加剧人行过街处的秩序混乱，降低通行效率。通过合并临近的人行横道，加宽人行

横道，区分行人和电动车通行区域等措施，提高非机动车、行人通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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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人行横道过街优化前 （左）后 （右）方案图

（2）针对干道出入口过多的问题，调整交通组织减少车辆双向进入

瑞康路、逸景路等主要疏散通道布置过多商场出入口和次支路出入口，大小汽车、电动车、各类货

车等大量的机动车频发进出，导致路段的通行效率低，各时段均易导致交通拥堵。通过利用单向交通组

织和调整商场进出交通组织，减少出入口双向进出的交通干扰，减缓对路段的主线的干扰，同时强化内

部交通组织循环，改善内部交通秩序，从而缓解干道交通压力。

图6 干道沿线出入口优化前 （左）后 （右）方案图

（3）针对干道节点交通拥堵问题，调整交通组织减少交通冲突点

干道瑞康路和逸景路交叉口是是中大批发市场主要的拥堵点，高峰时段由于电动车、机动车、人行

相互交织严重，导致交叉口进口道高德平台拥堵指数超过了5，运行速度仅为5km/h，交通拥堵严重。
调整交通组织，减少交叉口进口道车流，从而减少冲突点，保证主线车流，同时优化信号配时、标志标

线及新增相应的配套标识标牌等，通过空间换取时间，保证通行秩序和效率。
（4）针对信号灯优化不足的问题，进行信号协调联控，提高通行效率

瑞康路单行交通组织后，信号未联控，同时各信号预留的红灯过街清空时间不足，导致车辆多次停

6361



图7 瑞康路道路断面调整示意图

车和滞留排队。通过优化瑞康路沿线信号灯控制相位差并对沿线信号灯进行协调控制，保证车辆快速通

行，同时行人过街相位之前增加全红人行清空时间，减少人行和电动车过街对车辆的干扰。
改善策略三：采取需求总量控制，保证交通供需的相对平衡

（1）针对专业批发市场货运不规范的问题，强化货运的时间管制

当前中大布匹批发市场货运参与者众多，各时段各类型货运交通运载工具均可进行物流，结合广州

市区货运交通管制措施，规范各类交通参与者货运时间，根据物流的特性实现错峰货运，避免各类货运

之间、客货之间相互干扰。

图8 货运时间管理示意图

（2）针对电动车等五类车管理的问题，采用规范化方式进行管制

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电动车数量大，存在停放困难、僵尸车占道、通行相对无序容易造成交通拥

堵等问题，通过采用登记方式进行管理，可以有效清理僵尸车辆，同时对通勤和货运电动车进行分别区

分，划定内部和外部停放区域，采用货运电动车内部停放，通勤电动车的管理方式，加强对电动车管

理，同时减少进入批发市场的电动车数量，减缓道路的交通压力。
（3）针对共享自行车管理难的问题，采用外围节流和公交接驳方式改善

共享自行车可以很好的解决 “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但由于共享自行车量大、停放设施不足、停

放管理困难，进入批发市场后加剧道路秩序混乱。通过在主要出入口路段的人行道及空闲路段停放共享

自行车，与共享自行车运营商协调设置禁停区域，截流共享单车进入批发市场，同时新增循环巴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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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接驳电动车、共享单车停放点，减少进入市场车辆。
（4）针对批发市场货运终端 “五类车”的问题，进行集约化、规模化管理

中大批发市场电动车内部机动化占比达70%以上，大量机动车多频次、无序货运不仅占用道路资

源，加重道路交通压力且运输效率低。结合广州 《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加快推荐广州市物流园整

治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的要求，研究制定中心区域划定绿色配送区域试点区域，并通过建立绿色集约平

台，整合分散低效的仓储、物流企业，实现统一规范化管理，仅允许新能源物流车配送运营，推进市场

配送绿色集约化，同时鼓励末端应用 “共享共配”等新模式促进运输效率的提高。

图9 配送模式整合示意图

3.3 效果与评价

本次改善方案提出的优化道路断面、转移电动车停车等措施在项目研究过程中已落实，实施效果良

好，其余大部分措施已准备开展立项与建设实施。

4 结语

本文主要对广州市专业批发市场的主要共性问题和改善策略进行总结，并以中大布匹专业批发市场

的改造提升进行了实例应用分析，以期为此类交通改善研究提供参考。广州专业批发市场当前正处于转

型升级的过渡期，交通改善应与远景蓝图规划衔接，同时注重匹配升级转型阶段的短期交通诉求，确保

改善措施的落地性，从而促进交通不断发展，维持专业批发市场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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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 “小改小革”策略研究———以虹口区为例

顾 煜 刘 梅 许俊康 朱 浩

【摘要】 上海中心城人口密度高，土地资源有限，大规模新建交通基础设施来缓解交通拥堵的难度越来越大，“十四
五”上海城市更新过程中，交通 “小改小革”将成为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的重要措施。本文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针对
典型的拥堵区域，从公共交通优先、道路设计改善、交通组织优化等方面，提出交通改善的主要思路和策略。
【关键词】 小改小革；交通改善；上海；虹口区

0 引言

上海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面积约67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00万左右，作为上海打造 “卓越全

球城市”的核心功能地区，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与升级，尽管中心城已经拥有了约380千米轨道

交通和3500千米道路，但人口和岗位集中、老旧城区集中、交通出行集中，导致了交通压力居高不下。
受制于土地资源有限、大规模新建的难度大、代价高，通过大规模新增交通设施的方式来解决交通供需

矛盾已经难以持续，只有依靠更科学的设施能力挖潜、精细化的公交优先和交通组织管理，才能缓解城

市交通拥堵，保障可持续的发展。
本文以上海中心城虹口区为例，选取了三个典型的交通拥堵区域，包括凉城地区 （城市高密度老居

住区）、四川北路沿线 （传统商业区）和北外滩东大名路沿线 （城市新开发建设区域），作为交通 “小改

小革”措施的试点地区开展研究。

1 虹口区交通基本情况分析

1.1 人口和岗位

虹口区位于上海中心城东北部，全区面积23.45km2，常住人口约81万左右，人口密度约3.43万

人/km2，是全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区 （全市内环内中心区约3万人/km2），全区就业岗位44.7万个，岗

位密度1.9万个/km2。虹口区也是城市功能复合的中心城区之一，土地使用混杂度较高，仅南部的北

外滩地区和北部的江湾凉城地区有相对单一的用地。

1.2 道路交通

虹口区道路网络长度189.5km，路网密度8.17km/km2，其中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支路比例

约为1∶2.2∶2∶10.8，路网结构不合理，次干路缺失较为严重，且贯通性差，特别是南北向次干路。
支路系统密度高，但道路大多狭窄，线型不顺，畸形和多路交叉路口多，整体路况和通达性较差，分担

交通作用不足，不能充分发挥网络分流效应[1]。

1.3 公共交通

虹口区轨道交通线网密度0.93km/km2，低于中心区1.4km/km2 的水平，高于中心城0.56km/
km2的水平，轨道站点600米的面积覆盖率55%，其中，中南部轨道交通较发达，北部凉城、江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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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虹口区区位和现状用地布局图

苏州河

浦东陆家嘴

黄浦区

黄浦江

图2 虹口区现状道路网

区轨道交通欠缺，轨道出行条件有待改善。地面公交线网密度4.4km/km2，重复系数5.2，重复系数

偏高，受限于地面道路交通，公交车速较慢，轨道与公交接驳存也在不足。

1.4 主要问题

（1）中长距离出行比例高，过境交通压力较大

虹口区区内部出行约占27%，区外出行占73%，过境性的中长距离出行比重较高。以虹口区凉城

地区为例，位于宝山、静安、虹口、杨浦四区交界处，区位决定了会有较多的过境交通。同时，凉城地

区是上海较早的大型居住社区，居住人口约18.84万，居住用地比例约为40%，小汽车出行比例达

31%，交通潮汐性特征明显，早高峰时段道路交通压力较大。
（2）路网结构不合理，交通设施不完善

虹口区路网结构不合理，次干路缺失较为严重，且贯通性差，特别是南北向次干路。凉城地区区域

内受铁路、水系分隔以及规划衔接等因素的影响，导致道路供给不足，缺乏南北向贯通性道路，缺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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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凉城地区区位图 图4 凉城地区交通分布图

干路，级配不合理，支路网布局不成体系，疏解功能较弱。
（3）公共交通服务仍有不足，公交接驳条件较弱

虹口区中南部轨道交通较发达，北部凉城、江湾地区轨道交通欠缺，轨道出行条件有待改善。其

中，凉城大部分区域距离轨道站大于1千米，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站点换乘线路不足，公交车受道路交

通运行情况影响，运行速度较低。

图5 凉城地区现状路网布局 图6 凉城地区轨道交通站点1km覆盖情况

（4）重要道路和交叉口通行能力不足

虹口区四川北路是传统的商业街，沿线有虹口足球场、鲁迅公园、多伦路文化街等人流集聚地，不

仅承担交通通行功能，也承担市民日常活动功能。高峰时段单向机动车流量600-700pcu/h，较为拥堵。
现状四川北路-海宁路交叉口存在机非混行、互相干扰，行人二次过街需求大，进口道通行能力不足、
标志标线不清晰等问题。凉城地区凉现状凉城路-场中路畸形交叉口受铁路及跨线桥墩柱的影响，交叉

流线畸形，导致通行效率低，高峰小时延误达到65s，服务水平低。

2 虹口区交通 “小改小革”的总体思路

交通 “小改小革”的目标是在交通基础设施基本建成的情况下，通过小工程或交通管理措施的优

化，以挖掘基础设施的潜能，提升道路交通运行的品质。“小改小革”除了要改善道路交通运行状况外，
还须保障两个方面，一是确保公交优先，在道路空间资源已经成熟情况下，坚持公交优先提高整体通行

效率；二是保护慢行，交通设施的改善需保障慢行交通的通行安全、舒适、便捷。
交通 “小改小革”的选点原则有三个，一是主要拥堵区域；二是重要拥堵的公共设施周边，例如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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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学校等区域；三是重要的道路。
交通 “小改小革”常用的措施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以工程措施为主，包括畸形交叉口改造、交叉口

设施优化、公交港湾式车站建设、增设中间隔离带、人行二次过街等。第二类是以非工程措施为主，包

括单行道、可变车道、信号灯的配时优化、公交优先道、人行横道线等。结合上海的实施经验，在虹口

区适用的对象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图7 凉城地区轨道交通站点

1km覆盖情况

（1）地面路段改善：a.通过缩减车道宽度、缩小绿化带、
港湾式公交站改造等措施进行路段优化调整；b.在双向交通

流量具有明显差异的路段上设置可改变行驶方向的车道，依

据不同时段交通流量流向的特点，对流向进行灵活调控，变

换车道的行驶方向，缓解交通压力，需同时设置信息板指示

当前的车道方向；c.设置隔离带、栏杆等设施将非机动车交

通与机动车交通之间分隔。
（2）地面交叉改善：a.通过左转、右转车道拓宽设计对

进口道渠化；b.充分利用交叉口空间、实施待行区，分离左

直车流、减少左转车通过交叉口的时间、提高交叉口整体通

行效益；c.对于同一进口道的不同车道，根据直行、左转、
右转车辆比例合理划分车道功能，使进口道的空间资源得到

合理利用，避免出现某方向车道饱和而其余车道闲置率较高

的情况；d.根据交叉口流量特征合理设置周期及相位相序，
在允许的范围内需要尽可能减少相位，从而减少周期时长及

排队长度。在高峰小时及平峰小时流量相差较大的交叉口，还需要根据交通量的变化制定多个信号配时

方案，以适应交通流量的变化。

图8 地面路段交通改善措施示意图

图9 地面交叉口交通改善措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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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虹口区交通 “小改小革”的主要策略

3.1 提高公交服务水平， 优化出行结构

改善高密度居住区交通问题的关键在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对于凉城地区，加快轨道交通19号线

和20号线的建设，提高轨道交通分担率，同时增加主要居住区与轨道交通站点之间的短驳线路，加强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配套实施建设，构建舒适、安全的步行交通环境，便捷、安全的非机动车交通系统。

3.2 改善交通微循环， 提高路网容量

打通地区断头路。针对凉城地区水电路断头于场中路，导致水电路往北的交通需要经场中路绕行至

凉城路继续向北，导致凉城路交通拥堵严重，因此建议按照规划，打通水电路 （场中路以北）段，分流

凉城路南北向交通。
形成有效的单向交通组织。凉城地区北部大型居住社区彩虹湾三、四期即将投入使用，届时将新增

大量交通，需要对出行方向进行有效引导，采用由北向南单向通行，高峰小时小区出入口实行右进右

出，引导车辆通过平行的江杨南路出行，缓解对已经拥堵的凉城路的影响。

 
图10 水电路向北延伸规划示意图 图11 彩虹湾三、四期交通分流示意图

3.3 扩容重要通道， 提升关键节点通行能力

1.实施可变车道，缓解潮汐压力

通过对凉城地区调查，水电路、凉城路早晚高峰交通流量不均衡系数平均均达到0.7和0.8，符合

设置可变车道标准。考虑通过设置潮汐可变车道，降低道路整体行程时间和延误时间。水电路和凉城路

在现状2快2慢的基础上，适当压缩机动车道宽度和非机动车道宽度，设置3根机动车道，将中间车道

设置为可变车道，在路段进出口使用通行方向引导标志对路段通行方向进行调整。
2.优化调整交叉口设计，提升节点通行能力

1）凉城路-场中路畸形交叉口受铁路及跨线桥墩柱的影响，交叉流线畸形，通行效率低，同时交叉

口非机动车交通量大，机非矛盾突出，交叉口有6根流线集中于14m墩柱间，大交通量和交通流线不

顺畅，严重影响转弯车辆通行效率。具体改造实施中以缩小交叉口面积，扩大进口道宽度，优化非机动

车停止线，优化信号配时，交通分流措施来提升车辆运行效率。包括：（1）交叉口东、西进口取消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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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水电路实施可变车道标准横断面 图13 凉城路实施可变车道标准横断面

转；交叉口流线由现状12根流线减少至10根流线，特别是进入墩柱的流线由现状的6根减少至3根。
（2）为了减少机非干扰，将非机动车停车线提前，机动车停车线退后；在交叉口信号配时上，非机动车

信号早于机动车启动，进一步减少机非冲突。（3）交叉口信号相位设置为6相位，其中有三个为非机动

车专用，提前释放非机动车辆，减少机非干扰；周期全长110s。（4）由于交叉口东进口道及西进口道

禁止左转，需在外围做好分流措施。东进口道禁止车辆左转，在场中路-水电路交叉口做好提示，约有

30pcu/h交通量需要在水电路节点提前左转。西进口道禁止车辆左转，在场中路-广粤路交叉口做好提

示，约有3puc/h交通量需要在广粤路节点提前左转。

 
图14 现状交叉口交通流线图 图15 改善后交叉口交通流线图

图16 凉城路-场中路节点外围交通分流示意图

2）四川北路—海宁路交叉口

现状交叉口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流量大，缺乏机非隔离设施，机非混行，交通秩序混乱，节点通行能

力低，南进口道通行能力严重不足，由于机动车道比较宽 （28.4m），行人由二次过街需求。现状交叉

口延误时间为75.6s，服务水平评价为四级。具体改造实施中以增加南进口道车道数，交叉口段机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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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设置隔离护栏、增加行人二次过街安全岛等措施来提升交叉口通行效率。

 
图17 现状交叉口交标准横断面 图18 改善后交叉口标准横断面

图19 改善后交叉口平面示意图

3.4 优化道路标志标线， 改善道路通行状况

现状东大名路、杨树浦路、海门路、霍山路交叉口存在车道划分不明确，东大名路西进口道直行和

右转容易混淆，指示标牌不清晰的问题。具体改造实施中进行标志标线优化，标志标线清晰、超前提

示。（1）在交叉口前，指路标志牌西侧增加分向行驶车道标志牌。（2）地面标线增加路名，如在右转车

道地面增加东大名路标线。

图20 改善后交叉口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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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城市密集区往往交通历史欠账较多，交通改善诉求较为强烈，本文初步结合上海市虹口区城市密集

区现状存在的一些特征与问题，提出了交通改善的思路和策略。交通改善也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工作

中应灵活应对，制定进远结合、可操作性的计划方案，切实缓解交通问题，提升居民出行的便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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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市民感知的拥堵调查和精准治理初探

陈俊彦 李 薇

【摘要】 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伴随着繁荣的交流活动，缓解道路拥堵便成为全球各大城市普遍面临的公共管理工
作。通常而言，拥堵治理的政策重视面上的缓拥堵和消除堵点，但小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和道路资源供给有限之间的矛
盾难以调和，基于拥堵指数表征的缓堵政策边际效应低，政策设计和目标都不够精准。本文基于中宏观的综合治堵政策
体系和基于微观的市民感受调查，多维度的分析、评价上海的治堵政策，初步发现了市民对拥堵的感受和态度与面上的
拥堵指数反应已产生分异，这也为精准治堵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 拥堵治理；市民感知；公交优先

0 引言

当前全球大城市在城市交通管理上都面临着道路拥堵的问题，尤其对于我国尚处于机动车需求快速

增长的阶段，拥堵治理是一项长期而重要的工作。多年来，上海得益于持续推进的公交优先战略、综合

交通补短板和交通精细化管理，对城市交通综合施策并系统完善，使得城市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

市出行量持续上升的背景下，道路拥堵总体仍然处于可控状态。在长期跟踪城市道路运行的工作中，上

海形成了以拥堵指数为基础的道路运行状况表征体系，同时近期开展了典型拥堵地区的市民意愿调查，
初步发现市民对拥堵的感受和态度已经产生分异，这也为下一步更精准地制定治堵措施提供了新的

思路。

1 上海中心城道路拥堵态势现状

纵观全球城市，内伦敦地区的晚高峰平均车速从2015年开始已降至20千米/小时以下 （晚高峰略

高于早高峰）[1]，2018年中央伦敦的干道车速降至12.8千米/小时 （8
 

mph）[2]；纽约从2010年以来，
曼哈顿地区的车速从15千米/小时降至11.4千米/小时[3]；上海中心城的道路运行水平基本与这些全球

城市相当，甚至略高于国际发达城市的水平，早晚高峰干道平均车速分别为17.8千米/小时和19.2千

米/小时。比较健全的道路设施网络和不断成熟的交通管理政策对此发挥了较强的作用。

1.1 快速路系统发挥了骨架作用， 但拥堵压力持续增加

上海中心城快速路路网全长306千米 （含S20外环线），占中心城道路长度的4%，却承担了18%
的道路周转量[4]，可以说上海的快速路 （高架道路）承担起了中心城机动车出行的骨架作用，快速路的

排堵保畅工作直接影响了全市机动车运行的效率。从拥堵指数的长期跟踪来看，上海快速路运行状态总

体可控，浦西高架道路总体接近饱和，射线道路的拥堵压力持续增加。2020年的道路运行报告显示，
全年平均早、晚高峰拥堵指数同比保持上升，拥堵区段同比继续增加，常态拥堵区段的拥堵时间有所延

长，2019年的拥堵指数变化特征延续了2018年的变化趋势。
在快速路16个常发性拥堵区段中，外环线外侧五洲大道-同济路路段工作日累计拥堵时间达到9.9

小时，为16个区段中最高，南北高架西侧、南北高架东侧、延安高架路南侧等路段也都达到了9.2小

时、9.2小时、7.6小时，已经形成了若干个固定的、常态的拥堵区段。从流密速关系上分析，当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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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9年上海快速路拥堵指数示意图

路车速下降到一定阈值以下，快速路系统的周转量将受影响，以上海的延安路高架为例，其保持最高周

转量的车速范围约为40千米～60千米/小时。因此，从理论上看，根据拥堵指数和车速的大致关系推

算，上海快速路系统高峰拥堵指数总体保持在30-50（示意图中为蓝色）的范围，道路效率达到最高。
总体上，目前本市快速路系统拥堵压力虽然在持续增加，但总体仍然在可控状态。

1.2 地面道路通达性较好， 但受多方面影响拥堵波动变化

根据全国城市路网密度报告所披露的数据，上海城市道路网密度为7.15千米/平方千米[5]，考虑建

成区规模、城市形态等因素，路网密度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窄马路、密路网，对于疏解通行压力具有

较强的作用。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上海地面道路的拥堵态势波动变化，根据上海综合交通运行年报，
上海地面道路运行状态总体稳定，中心城拥堵时间略有减少，近郊区域运行压力增加。受重大项目施工

影响，如北横通道、武宁路快速化改造、军工路快速化、S26入城段、北翟路高架、轨交14号线、15
号线、18号线车站施工、架空线入地工程等，上半年地面道路早、晚高峰拥堵指数同比上升，下半年

拥堵指数同比下降。随着城镇体系功能完善，市民出行习惯和出行方式的转变，中心城拥堵区域的拥堵

时间有所缩短，同比平均减少约1个小时，但近郊人口、商业集中发展地区的交通压力日益增加。

1.3 受结构性因素影响， 道路拥堵状况日趋复杂

除了路车供需关系的直接影响以外，道路拥堵日益受到经济发展、城镇体系拓展、公共交通发展等

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拥堵形势和影响因素日益复杂。总体上看，上海城市道路拥堵特征逐渐发生了变

化，快速路和地面道路的拥堵状态开始产生了差异。快速路作为支撑中心城区中长距离的出行，使用需

求持续处在高位，快速路道路资源长时间处于饱和状态。历年快速路对外牌小客车限行政策的调整，削

减的外牌通行量都很快被诱增的沪牌小客车出行所填补。在既有的条件下，快速路拥堵状况将持续。地

面道路的拥堵状况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总体上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较大：一是中心城过度集中的人

口、岗位逐步向外围和新城疏解，以及轨道交通、地面公交的主体作用不断增强，中心城区小客车集中

出行的压力有所缓解；二是上海持续开展高强度的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工作，已经形成了交叉口机动车礼

让行人的良好风尚，路口通行能力变化一定程度释放了路段流量压力，主次干道更为通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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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9年上海地面道路拥堵指数示意图

2 上海拥堵治理政策体系现状

近年来，上海在道路拥堵治理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公交优先策略、机动

车全号牌管理策略和精细化管理策略的 “治堵三策”。
对于超大型城市而言，必须坚持公众利益优先和效率最优的原则，实施公交优先发展，不断提高公

交方式出行比重。其中包括的主要政策措施有促进轨道交通快速成网、不断提升地面公交的服务水平、
加强轨交和地面公交的网络整合、通过财政补贴保障公共交通的可持续发展。上海轨道交通运营线路达

17条，全网运营线路总长度达705千米。地面公交方面，公交车辆数达17447辆，线路条数达1496
条。公交优先战略为市民选择集约化的出行方式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小客车快速进入家庭，汽车保有量持续增加，道路拥堵、安全秩序等问题开始凸显，在综合交

通体系尚不健全的背景下，本市在机动车发展起步阶段即实施总量调控政策[6]。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始于

1986年，1994年开始首度对新增客车额度实施拍卖政策，1997年颁布的 《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
明确规定 “本市对车辆号牌的发放实施总量控制”，2002版、2013版两轮交通发展白皮书都提出对小客

车实施管控，为本市实行机动车总量控制提供了法律和政策依据。本市非经营性机动车以 “市区号牌有

限额度拍卖与郊区号牌区域差别通行权相配套”的政策，成为国内其他城市学习和模仿的重要管理经

验。经营性机动车则通过许可或备案等准入制度实现总量控制，运营也比较规范。近年来，本市注册机

动车年均增长率始终保持在8%左右，千人保有率为245辆/千人 （含长期在上海行驶的外牌小客车），
已经接近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城市[7]。

市交通委牵头的 “完成60处缓拥堵”项目作为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工作之一，通过设施的精细化挖

潜在缓解道路拥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由市路政局负责实施的长宁路/凯旋路增设可变车道等23个项目

已全部完成，中心城区及进博会周边项目也已按照既定目标全部完成，有效地增强了交通调蓄能力。比

如殷高西路增设可变车道及交叉口完善工程完工后，实施改造前，东西向早、晚高峰不均匀系数达1.5
以上，重交通方向分别是早高峰西向东方向、晚高峰东向西方向。可变车道增设后，重交通方向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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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上海小客车实际保有量变化情况

分别由1.14与0.90降至0.76和0.60，高峰小时重交通方向的通行能力增加50%；服务水平分别由F
级和E级提升至D级和C级；殷高西路-逸仙路交叉口车均延误由104.7秒缩短至86.5秒，降低了

17.4%，缓解了高境地区交通拥堵状况[8]。上海在道路维管工艺上的创新，采用0.6厘米的精细磨耗层

覆盖原有标线后施划可变车道标线，确保了道路的整体效果和质量。

3 基于典型拥堵区域的市民拥堵感知及政策意愿调查

3.1 调查区域的选择和执行情况

为深入分析典型拥堵区域的特征和市民意愿，调查区域的选择考虑以下三个条件：（1）高峰平均拥

堵指数达到拥挤水平、（2）拥堵指数上升幅度较大、（3）拥堵时间明显拉长的区域。结合上海中心城道

路历年拥堵指数的情况，选择徐家汇区域作为调查范围：北至淮海路、南至中山南路、西至中山西路、
东至东安路。区域内主要的吸引点包括徐家汇商圈、交通大学、上海体育场、龙华医院、肿瘤医院、上

海图书馆等，主要的居民小区包括徐家汇街道、枫林路街道、天平路街道等。
针对徐家汇地区分别开展3000份吸引点调查和1000份居民调查，吸引点调查点为区域内主要的商

办写字楼和购物中心；居民调查包括200份入户调查、800份位于公交站点开展的调查。

3.2 调查发现和主要结论

3.2.1 该地区市民可持续出行方式比例高，调查实际拥堵感受低于预期

从市民对拥堵的感受程度来看，统计发现该区域的市民，无论是在吸引点调查中还是在居民调查

中，对拥堵的感受度低于调查预期。这也体现出个体对地区交通拥堵的感受和系统指标所反映的情况有

差异。吸引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徐家汇地区不拥堵或一般；居民调查结果显示，一

半的受访者认为徐家汇地区比较拥堵；总体上看，该区域市民对拥堵的感受要好于调查预期。
市民个体对拥堵感受和拥堵指数反映的拥堵程度有所差异，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市

民对拥堵原因的分析主要为私家车过多和驾驶不文明现象等客观的、临时性的原因，这些因素并不影响

市民对区域拥堵的预期。同时，设施供给、管理疏导、道路设计等其他因素并不是市民所认为的造成拥

堵的首要因素，相关政策或工程的缓堵效果空间不大，也决定了市民对该地区的拥堵不会有更高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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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徐家汇地区市民调查拥堵感受统计结果

期，总体上接受了目前的拥堵状况。更重要的在第二方面，在既成拥堵事实的情况下，前往该地区的市

民和该地区的居民更倾向于使用集约化的交通工具，特别是该地区公交主要走廊都布设了公交专用道，
公交和地铁受拥堵的影响较小，这也解释了该区域市民对拥堵的感知和评价低于调查预期。调查显示，
来此区域的市民主要选择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开车来此区域的仅占5%，该区域居民不拥车的比例更

是达到了69%。

图5 徐家汇地区市民调查拥堵原因统计结果

图6 吸引点调查受访者来此处的出行目的 （左）、发生点调查受访者拥车情况 （有）

3.2.2 道路拥堵状况持续增加为公交优先战略提供更好的推进时机

从城市层面上看，公交优先战略能够促进出行方式优化，通过集约化的组织方式在有限的城市空间

和道路资源上支撑更大的出行量[9]。同时，在区域性交通组织上，公交优先也能够为挖掘道路资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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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改善地区拥堵压力发挥重要作用。通过本次调查亦能发现最为关键的是，在拥堵区域实践公交优

先，至少为公交车辆的通行免受拥堵，对该区域内大部分的出行主体降低了拥堵影响。调查显示，该区

域的市民对公交服务水平基本持正面的态度，当地市民认为公交服务较好的方面是乘车环境，较差的方

面是等候时间。

图7 徐家汇地区市民调查公交服务评价统计结果

图8 徐家汇地区市民调查公交服务积极评价统计结果

调查还显示，市民对于增加公交专用道、减少机动车道以增加慢行空间的意愿较强。从市民对相关

缓堵政策的接受度调查来看，徐家汇区域的市民对增加区域内公交专用道的支持度非常高，近70%的

市民支持增加区域内的公交专用道。

图9 徐家汇地区市民调查公交专用道支持度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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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早晚高峰时段集中的通勤出行更加依靠集约化的出行方式

影响道路拥堵的因素非常多，既可能存在路网结构和渠化设计的缺陷所导致的设施性拥堵，也可能

存在区块功能单一和潮汐集中出行所导致的功能性拥堵，但究其核心是在有限的道路空间被集中占用。
阿里巴巴集团通过杭州城市大脑统计出，高峰时段全杭州288万机动车保有量中仅30万辆实时在行驶

途中，即使数量不大但车辆集中同时出行也将造成拥堵。制定拥堵治理措施，不能一味地增加道路设施

来满足路车平衡，大数据分析的结论也显示其中缺口巨大。
从吸引点调查来看，徐家汇地区功能综合，交通吸引力强。前来该地区的目的为工作的占57%，

其次为娱乐和购物，分别占17%和12%。同时该地区的交通吸引也存在频次高的特征，每天前往该地

区的人占53%，而来此区域频率较少的比例仅18%。而较大的交通吸引力，也决定了该地区必须依靠

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出行结构模式，调查显示该地区公交占机动化方式的分担率达88%，可持续的出

行方式 （步行、骑行、公交）占比达到91%。
 

图10 吸引点调查受访者来此处的频率和目的

从居民入户调查的分析结果来看，该地区的居民早晨出行时间非常集中，分布曲线显示7：00～8：30
集中了该地区居民全天出行的73%，而这一时间段也正好为公交专用道通行规则生效的前90分钟。
再看出行方式选择，公共交通是该区域市民出行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比驾车出行的比例高10个百分

点。同时，徐家汇轨道交通站三线交汇，地区轨道交通便利，在该区域轨道交通出行的比例高于地面公

图11 居民入户调查的出门时间和方式结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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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居民入户调查的回家时间和方式结构分布

交一倍以上。另外值得关注的是，该区域约10%的居民使用电动自行车出行，电动自行车作为上海特

色的出行方式，目前是上海居民介于公共交通和步行之间的中距离出行所采用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有

限的道路空间条件下延迟机动化进程的重要缓冲方式，目前上海累计注册电动自行车已超过1000万辆。
总体来看，徐家汇地区居民的出行特点和其他区域不同，由于公共交通发达便捷，使得该区域具有

很强的可达性，出行选择公共交通和驾驶小汽车相比更具优势，因此总体上该地区公交分担率高，选择

公交出行的市民并未受到道路拥堵对出行带来太大影响。因此，在制定区域缓堵政策时，可以探索转变

既有的政策定位和对政策效果的预期，逐步将管理目标从 “道路拥堵指数下降”转向 “提供可靠、便捷

的公交出行服务和规范机动车行驶秩序”，确保该地区中出行者的主体人群不受拥堵困扰，对缓堵政策

的效果预期也从 “消除机动车堵点”转向 “以提供畅通的公交出行为底线改善出行体验”。

4 结论与缓堵精准治理建议

本文通过对上海中心城道路拥堵指数的跟踪分析和徐家汇典型拥堵地区的市民感受度调查，从整体

面上和个体感受度两个层面分析了上海道路拥堵的现状特征。研究发现，通过综合施策，上海不断引导

市民形成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出行方式结构，并以小客车分号牌、分区域的差异化管控和道路精细化管

理挖潜为辅助手段，总体上保证了城市道路有序运行、拥堵总体受控。在典型拥堵区域的市民感受度调

查中，观察对象从小客车的出行效率转向居民对拥堵感受，从小汽车驾驶者拓展到所有的出行参与者，
得到了有趣的结论：由于更多的市民采用公共交通的方式出行，因而对拥堵的感受度和实际指数监测的

拥堵状态形成分异，即当地居民对拥堵的感受低于客观指数所反映的拥堵程度；而公交优先策略在出行

的可靠性上逐步建立起相对于小汽车出行的优势，将进一步影响市民的预期，助推公交优先战略形成更

广阔的市民共识。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供制定精准的缓堵政策参考：
一是加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用多元出行方式系统疏解出行需求。小客车使用需求增长是伴随着城

市化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和生活改善的必然结果，一味地增加道路供给无法满足个体机动化方式的

集中使用。建议针对拥堵区域，从完善综合交通系统的角度出发，通过多样化的出行方式选择，来降低

市民对机动车的依赖，避免高峰时段机动车的集中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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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坚持公交优先战略，保障集约化出行方式的可达性和出行效率。拥堵区域路车矛盾显著，便更

要求对有限的路网资源进行精准化的分配，公共交通具有公共性和集约性的特点，是提高地区交通运行

效率重要交通组织方式。建议针对拥堵区域，加强对公共交通的路权保障，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形

成公交优势和公交优先的良性循环，实现被动挤公交向主动乘公交的转变。
三是加强市民参与和意见反馈，了解管理痛点和主要需求。在拥堵区域中，出行结构上的驾车少数

派却成为了造成拥堵的主因，选择轨道、公交、慢行、错峰的出行多数派的出行需求不应被遗忘在治堵

方案中。建议针对拥堵区域，多开展市民意愿调查和情景分析，了解管理痛点和民生需求，从改善区域

整体交通服务水平出发，完善区域的公交服务和慢行设施水平，使治堵政策更精准地符合市民整体

需要。
四是持续跟踪道路运行指标，完善拥堵治理政策。从以上分析看到，综合考虑结构性因素和特定性

因素的治理方案，有时比简单地细化数据、细化方案，更能准确的满足人民需要。但是，设施的精细化

挖潜在缓解道路拥堵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精细化管理本身依然是治理拥堵的科学方法之一。建议针对拥

堵区域，仍然需要重视结构性因素和特定性因素相结合，吸收精细化管理的有益经验，结合系统优化进

一步放大道路精细化挖潜的作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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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双修和品质提升背景下的交通修补
———以抚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李光红

【摘要】 随时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交通带来问题及其产生的负面效应也越发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发展，

尤其是老城区尤其严重。如何有效改善城市的交通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和市民的重要关注点。开展城市双修和城市品质提
升工作是治理城市遗留问题、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重要举措，是城市发展转型的必经之路。抚州市在城市双修和城市品
质提升过程中非常重视交通的治理工作，本文通过对抚州城市交通的现状分析研究，贯彻交通转型发展理念，协调当前
问题与目标导向的过程关系。从路网优化与道路功能性调整，停车设施供给与管理的引导调控，公交网络的全面优先发

展，独立完整路权和空间品质的打造等方面提出系统性的修补措施，制定三年项目库和示范工程方案，指明近期实施路
径，指导抚州中心城区交通设施更新建设并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 城市双修；城市品质提升；交通修补；抚州市

0 引言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化进程进入转型发展阶段[1]。中国的城市病普遍存在，
严重制约城市发展模式和治理方式的转型；城市存量发展时代的来临，要求城市工作重点由增量空间建

设向存量空间优化转型，同时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精细化管理要求城市从外延粗放扩张向内涵提质型

转变。
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提出 “城市双修”的概念，这是新时期国家对城市发展的新要

求，标志着我国城乡规划建设进入新阶段[2-4]。随着各批试点城市双修工作的深入，改变传统 “撒芝

麻”式的城市更新改造模式，以高复合度的 “重点示范项目”为抓手，通过领导挂帅、部门合作的

模式，快速提升城市面貌、攻坚城市民生顽疾，构建城市特色空间骨架，引导城市后续更新改善走

上正轨[5]。
抚州市城市双修工作按照 “一完善、两提升”的要求，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把抚州打造成为环境

优美、出行便捷、服务周全、管理有序的公园城市。要与 “三城同创”和城市品质提升三年行动计划相

结合，全面提升城市品质。在此背景下，城市交通修补工作从看准问题，找准方向；合理引导，有效缓

解；明确路径，提供示范等三个步骤为线索；从公众反应问题最为突出的交通秩序乱、停车难、电动车

烦恼、公交不便捷、步行环境差等问题入手；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重点修补内容：一是城市道路网方

面，注重路网功能结构的合理性发展和道路功能与用地功能的协调性发展，强调路网优化与道路功能性

调整。二是停车方面，抚州正处于机动化发展初期，未来停车需求发展空间巨大，当前追随型的停车供

给模式难以解决停车难问题，很多大城市发展经验表明小汽车发展需要一定的控制引导，而停车管控

是有效的手段之一，强调停车设施供给与管理的引导调控。三是公交方面，公交优先要有破釜沉舟

的决心去解决设施与管理层面的问题，在热衷于大中运量系统建设的同时，更要重视多层次公交优

先网络的提升，强调公交网络的全面优先发展。四是慢行交通方面，非机动车交通要有独立完整的

通行路权网络，而步行空间不仅是通行空间[6]，也是生活活动场所，强调独立完整路权和空间品质

的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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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修补任务解析

1.1 规划范围

抚州市位于江西省的东部，东邻福建，南与赣州市毗连；西通吉安、宜春两市；北临鄱阳湖与南

昌、鹰潭两市接壤，水路可直达九江港。内有向莆、沪昆铁路，三条国道，福银、沪昆两条高速；是南

昌大都市区副中心城市，赣闽台经济走廊上重要的新兴产业高地和绿色生态城市，以临川文化为特色的

历史文化名城，地源优势明显。
本次城市双修研究范围：与 《抚州市城市总体规划》中心城区建设用地范围一致，约150平方千

米。重点设计范围约61平方千米，安石大道以北，抚河以西，福银高速以东。

图1 城市双修研究范围图

1.2 当前交通症结

（1）交通拥堵有限，关键在于 “乱”，道路通行效率低

抚州市中心城区高峰时段道路负荷度不高，拥堵不明显；同时汽车保有量低，居民出行以非机动化

为主。交通混乱的表象主要体现为路权空间不合理导致的路段机非干扰；路权不清晰和行驶行为不规范

导致的人非干扰；路内停车对非机动车的影响导致动静干扰以及城区内较多小型货运造成的客货干扰。
而混乱深层次的原因为城市道路结构性的问题和道路功能定位不清问题，道路交通管理较为粗放，市民

交通行为意识较弱。

图2 早高峰道路负荷度图 图3 道路交通秩序混乱-机非混行、人非混行

8561



（2）城市道路网结构、级配不合理，交叉口缺乏精细化设计

通过汇总整理分析发现，在干路系统中，城区道路一块板道路占比54.3%，迎宾大道以北的老城

区占比达到73.6%。目前路网骨架初步形成，但局部存在结构性问题 （断头路，五岔路口）。路网结构

不合理，尤其老城区主干道占比不足。主干道的间距不满足规范，同样在老城区最突出，南北向2条。
主干道功能与道路条件不匹配，如大公路。干路功能混杂 （交通性+服务性），如大公路、赣东大道等。
交叉口节点存在异形、多路相交等问题严重。

现状城区路网密度为3.4km/km2 （国标5.5～6.6km/km2）。道路系统整体呈现 “倒金字塔”型的

级配特点，干路∶支路=1.8∶1.1（国标2.5∶3）。部分道路路段缺少标识标线信息和交叉渠化信息。
交叉口信号灯比率低，老城区有信号灯交叉口的比例仅为32%。

图4 研究范围各街道的刚性停车供拥比图

（3）停车难问题———停车供需矛盾突出

抚州城区机动车保有量5.65万辆，小汽车保有量

4.45万辆，有泊位数6.2万。供拥比分别是1.1和

1.39（国内正常水平1.2～1.5）；空间分布不均，古城

缺口大，老城和新城富余；停车泊位利用率方面，公共

停车场为0.4～0.6，路内停车0.9～1.0，配建为0.6～
0.7；停车管理现状表现为全城路内停车不收费，老城

内公共停车场收费偏低，违停管理力度不足等问突出。
（4）电动自行车烦恼———道路交通组织没有真正关

注过电动自行车的通行问题

目前抚州市交通工具拥有量是小汽车0.33辆/户，
摩托车0.41辆/户；电动自行车0.82辆/户；居民出行

方式非机动化占78.4%，电动自行车是城市居民出行主

体，短期内将客观存在。而现状道路通行条件，全城

54.3%的一块板道路，主要依赖划线分离；全城76%的道路非机动车道宽度2.5m以下；交叉口渠化未

考虑电动自行车合理过街问题；非机动车的停放空间缺乏交待；缺少过街组织，路段开口不合理。

图5 非机动车道现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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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共交通问题———公交线网和站点覆盖率低

公交系统特征数据方面，抚州公交线网密度为1.42km/km2，远低于国标3-4的要求，线路布置重

复系数1.78，万人拥有量仅6标台，（国标要求7～8台），停保场站车均面积
 

110平米/标台 （国标要

求200～250平方米/标台）。线网与设施方面，老城区95%以上的线路集中于干路布设，老城无港湾

站、无公交专用道。
（6）慢行交通建设长期被忽视，出行环境差

道路通行条件方面，老城45%的路段步行通道不连续，人行道被电箱、电线杆、垃圾桶等市政设

施；交叉口渠化未考虑步行合理过街问题；缺少过街组织，路段开口不合理；路面铺装普遍差。通行环

境方面，街道空间的业态占用现象普遍；与市政、绿化设施的干扰。

图6 中心城区现状公交车站覆盖率情况 图7 慢行交通系统现状问题

2 交通修补方案

2.1 交通修补转型发展理念

抚州市呈现出中小城市典型的规模居民出行特征，机动化交通发展处于初期，城市车辆保有率低，
小汽车增长率却很快。而抚州市无院墙密集居住街区的城市肌理，丰富的街巷空间提供密而不通 （车）
的支路系统，同时较窄的道路尺度均有利于绿色生活方式打造。

抚州城区的道路面积率水平、停车泊位的占比水平决定了一段时间内提升空间不大，而机动化发展

初期，行车和停车需求仍会大幅提升，一味追随需求来提供供给的模式行不通。很多大城市经验表明机

动化发展中后期的城市，城市交通模式转型的成本巨大、周期漫长，抚州恰处于交通模式转型发展的关

键时期，而出行模式的转变必须通过设施和管理两个方面进行集约化引导。因此，本次交通修补的理念

是以 “便捷出行+生活营造”为核心，构建绿色、低碳、和谐、宜居的城区综合交通体系。

2.2 道路网优化与功能性修补

道路网优化和修补的总体策略是通过整合完善现有道路体系，构筑分工明确、结构清晰、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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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的道路网络。首先结合道路两侧用地和业态的梳理，理清道路功能，完善路网结构，满足不同层

次的交通联系需求；其次承接上位规划，优化完善道路网体系，构建高效畅达的道路交通体系；再与绿

道网和水网充分融合，打造特色道路交通空间，提升道路交通出行品质，最后构筑起布局完善、等级合

理、功能清晰的一体化城市道路网络，形成 “外畅内达”的骨架路网、支撑城市发展和产业布局及客货

分离的道路网络结构。

2.2.1 道路网优化

按照道路功能来划分街道体系，并以街道功能体系为纲，进一步梳理和优化老城区的用地和空间布

局，从服务人角度对城市道路网进行了梳理，分为交通性道路、公共性道路和景观性道路。
2.2.1.1 道路网规划

（1）北侧规划新增一条对外连接通道，对外连接通道大公路，串联起抚北镇。
（2）打通陆象山大道，往北延，跨过凤岗河与梦湖东路相连，同时对梦湖东路进行拓宽改造为双向

6车道，然后与晏殊大道连通，形成一条南北向贯通的重要交通干道。
（3）临川区与中心城区现状只有临川大道和安石大道联系，两条通道通行能力有限，急需增加一条

新的东西向联系通道，建议将钟岭大道西延与临川区的才都大道连上。
完善支路网体系，将老城区的若士路、穆堂路与十字街贯通、东岳观路北延与河滨路连通、公园路

东岳与荆公路连通、泰山背路西延与赣东大道连通、抚印路建设工程 （断头路）、背山路与赣东大道交

叉口 （断头路）。临川区将洲下路、华源路和熊博路打通。

 
图8 道路网规划方案 图9 新增道路规划布局图

2.2.1.2 道路修补

结合现场踏勘情况，总结形成道路设施问题库，整合形成问题分类代码，形成5个大方面，包括车

行交通、人行交通、街道绿化、交通市政设施和街道空间，每个大类又细分为6个方面的小类，构建道

路评估体系，对全城的道路进行问题汇总。并对抚州老城现有67条道路 （交通性15条、公共性43
 

条、
景观性9条道路）进行全面评估。结合感知因子和各项评价因子权，进行定量的评估分析，综合打分后

得到总分较低需修补的道路如下表所示。
2.2.1.3 交叉口节点改造修补项目库

结合道路网评价体系思路，我们依据交叉口问题类型所占不同权重，梳理出需优化的交叉口共计

24个，并就部分路口的具体改造实施进行了详细的交通工程和景观效果方案设计。

1661



表1 道路修补实施项目库

公共性干路

·
 

赣东大道、大公路

·
 

环城南路、曾巩大道

·
 

青云峰路

景观性干路

·
 

抚河大道

·
 

汝水大道

·
 

燕归路

交通性干路

·
 

抚北路、临川大道

·
 

河滨路局部 （提升为交通性道路）

·
 

学府路局部 （提升为交通性道路）

公共性支路

·
 

背山路

景观性支路

·
 

湖滨路

交通性支路

·
 

瑶坪路

表2 交叉口修补实施项目库

交叉口存在

的问题类型

A交叉口设置

形式问题

B渠化设计

不合理

C机非

混行严重

D交叉口

拥堵严重

E交叉口

尺度过大

F行人过街

设施缺乏

G信号配时

有待优化

评价权重 25% 20% 18% 15% 10% 6% 6%

以洋洲立交桥改造为例，修补方案将立交桥拆除后改为平面交叉口设计。根据交通需求确定车道功

能，其中北进口设置为2左转+2直行+1右转车道；南进口设置为2左转+2直行+1右转车道；西进

口设置为1左转+2直行+1右转车道；东进口设置2左转+2直行+1右转车道。同时预留BRT通道

及公交场站设置；文昌大道中央侧道路宽度设置4米，为远期BRT环线预留通道；在交叉口的西北角

预留BRT公交场站出入口增加行人、非机动车车过街安全设施；增设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过街安全

岛、彩色非机动车通行带；增加相应的标志标线。设置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信号灯。

图10 洋洲立交桥改造前后效果对比图

2.3 停车供给调控与建设修补

2.3.1 停车调控修补———建管结合

通过梳理，从停车泊位结构来看，利用新增公共停车的方式来缓解古城地区的停车缺口问题，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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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极限。从停车泊位的利用来看，粗放的管理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停车泊位效率较低。因此必须探求新

的思路，提出解决老城停车绝不是一味供给追随，而要同步加强管理和推动共享。
同时，对于抚州主城区范围，按照停车泊位的供拥比特征，划分为古城、老城、新城三个分区，对

应不同的停车修补策略。对于中部老城和新城而言，现有供拥比满足合理要求，交通修补应着重于对弹

性停车的管理精细化。通过调研发现，古城停车欠账较大，是本次修补的重点，修补方向应建设和管理

相结合。

图11 中心城区停车分区图 图12 古城停车修补实施策略

按照建管结合的思路，经过系统的梳理和调整，各街区的停车结构比例有了很大的改善优化提高，
如下图13所示。

图13 各街区停车泊位结构比例调整前后对比图

2.3.2 停车设施修补

2.3.2.1 公共停车场规划

结合老城棚改机遇用地，近期尽快落实新增公共停车场，抚州城区共规划公共停车场58
 

处，新增

泊位10634个。近期新建或改造停车场29处，新增泊位约5874个，其中中心城区涉及26处，新增泊

位约5474个。
2.3.2.2 路内停车场规划

路内停车泊位按全天停放和夜间停放两类进行考虑。根据道路功能定位，调整道路路内停车布局方

案：一是取消临川大道、金巢大道、玉茗大道等路内停车；二是通过调整路内停车泊位尺寸，增加泊位

数；最后调整完善后古城范围内全天可提供停车泊位1450个，夜间可提供停车泊位共185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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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公共停车场规划布局图

2.3.3 停车政策修补

制定和实施停车需求登记制度公共停车场。根据房产一户一车位的原则，实施停车泊位需求登记制

度。三证一书齐全的车辆，可根据意愿进行登记确定私人泊位使用权。对于拥有泊位使用权的车辆，仅

征收较低的停车管理费；未取得泊位使用权的车辆，视情况征收较高的停车收费标准或违章处罚。可考

虑划区逐步推行 （优先在老城区实施）并尽快立项研究具体政策及实施操作办法。

图15 路内停车 （全日）设置道路分布方案 图16 路内停车 （夜间）设置道路分布方案

制定和实施差异化停车管理制度 （收费及路内停车），对于非使用权登记车辆的停放收费。推动街

道管理体制改革，鼓励街道停车的社区自治治理；建立市级层面的综合停车建管平台，打破目前多元管

理局面，由市政府成立专门的综合执法载体，强化停车监管；尽快研究制定共享停车管理政策，鼓励共

享停车平台进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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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老城区绿色交通修补

2.4.1 公交优先

一、公交专用道网络化，并进行公交支线网络建设

公交专用道网络化：符合条件的各类道路全面实施。规划在临川大道、迎宾大道、钟岭大道；玉茗

大道、赣东大道、文昌大道、陆象山大道+晏殊大道设置公交专用道。
支线网络建设：支线小公交、社区公交、绿色专用支路 （小汽车限入，公交通行）。根据居民出行

需求在次干路、支路设置社区公交支线，主要服务于居民日常生活出行。
二、落实规划公交场站的建设

城区规划公交枢纽5个，分别为抚州站公交枢纽、抚州南站公交枢纽、临川客运站公交枢纽和洋山

公交枢纽。规划公交首末站12处，用地规模1.07公顷；停车场和停保场共计11处，总用地规模11公

顷，其中公交停车场9处，用地6.5公顷，停保场3处，用地4.5公顷。

图17 公交专用道规划方案 图18 公交场站规划方案

2.4.2 慢行空间路权整治

一、非机动车道空间

根据现状交通特征、城市道路功能及断面、周边建筑和环境等要素将非机动车道分成三级。对于不

同等级的通道，非机动车道的宽度和隔离方式应综合考虑自行车道等级，干路保障非机动车通行空间，
断面设计上要优先于机动车，进一步保障城市道路上非机动车路权。分级路网图如下图19所示。

二、步行空间

通过梳理路边业态和设施，构建通畅、安全的步行空间，打造完整连续、安全友好的慢行网络，注

重环境提升和人性化设计。街道步行空间需重点整治的道路如下图20所示。

2.4.3 绿色交通优先区示范工程概念方案

针对老城区当前自身的问题，积极发展公共交通，鼓励步行、自行车或电动自行车出行，为打造绿

色交通优先区的生活方式提供便利条件。因此需重点打造：
公共交通：大力发展既要保证居住区与城市公共交通有良好的衔接，又要建立公共交通导向的土地

利用形态，引导居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性。慢行交通：打造连续的非机动车路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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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非机动车道分级设置 图20 步行空间重点整治道路

道，提供舒适的慢性出行环境。确保合理的停车位：在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基础上，限定停车位数量，
倡导汽车共享制度，既减少汽车的使用率。

本次绿色交通优先示范区范围是由赣东大道以东，瑶坪路和河滨路以西，环城南路以北，环城北路

以南围合的区域。
2.4.3.1 公共交通方案

结合BRT线路、常规公交线路设置示范区公交支线；支线公交与BRT站点接驳，服务于示范区域

内居民出行需求；支线公交点位设置灵活，根据居民出行需求灵活设置停靠点。

 
图21 绿色交通优先示范区范围 图22 示范区公交线路规划方案

2.4.3.2 慢行交通方案

（1）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结合BRT站点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点位，实现居住区、工作点与BRT之间的公共自行车交通连

接。租赁自行车点位设置宜规模小而点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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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公共自行车租赁点规划布局图 图24 非机动车道分等级规划方案

（2）非机动车道

按照交通修补总体的非机动车道分级策略，梳理出不同道路对应的等级，并按照相关导则构建完善

的非机动车道路等级体系。
（3）步行空间改造

针对老城区路面破损、配套设施不完善、步行环境较差等特点，提出对慢行品质提升[7] 的改造原

则，进一步提高居民的出行满意度。具体措施包括更新人行道铺装并设置盲道；路段、交叉口设置无障

碍设施；增设相应的附属设施，例如增加垃圾桶并布置于设施带，调整现有垃圾桶布设位置，样式统

一；人行横道和其他标线的施画，对冲突区及警示区彩色铺装，可以结合道路空间设置为绿色或者

蓝色。

图25 道路设施建设效果图

2.4.3.3 停车方案

通过调查梳理，通过周边的公共停车场1823个停车泊位可部分解决居住区内刚性停车需求。同时

在部分路段施划路内停车泊位，只允许夜间停车，注明停车时间段，可提供530个停车泊位。总计可提

供停车泊位2353个，大于刚性需求2156个，如下图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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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路内停车设施布局方案

3 交通综合整治项目库

抚州城市双修工作提出了 “8+4”的行动计划，响应 “生态文明、文化复兴和城市提质”三大理

念，助推 “三城创建”，其中8为八大重点示范项目，4为四大民生保障系统。交通修补作为四大民生

保障系统的一块重要内容，以聚焦重点，突出老城区的改造和主城区的提升；破解难题，着重解决老百

姓急需解决的问题；彰显特色，突出戏剧文化和名人文化；要明确近期建设任务，全力做好基础性工作

等方面为纲，从交通出行提升方面，包括道路网优化工程、出行环境提升、交叉口节点工程、公共交通

场站、公交专用道建设；服务设施提升方面，包括停车设施、道路整治等方面提出了三年行动计划，分

类型、分部门、分不同阶段推动项目的落地实施，稳步开展城市病治理、人居环境改善的工作。

4 结语

在城市双修和城市品质提升下的大背景下，城市交通修补通过对抚州现状问题的梳理分析，以改善

居民出行条件为价值导向，在对老城区进行提质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缓解交通拥堵，激发老城活力。
以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方式，弥补交通设施欠账，关注所有道路的使用者，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公交优先，保障慢行空间和尺度，确保人的出行舒适、便捷，解决现实最迫切的问题，提升中

心城区的城市品质，打造绿色、低碳、和谐、宜居的城区综合交通体系，为持续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经

济发展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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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视角下的交通治理与管控研究

艾冠韬 宋 程 陈嘉超 李彩霞

【摘要】 为支撑城市交通精细化治理与管控，提出了基于互联网数据的交通拥堵点识别、基于卡口与拥堵指数数据的
车流溯源与道路承载力分析、基于交通可达性等数据的交通管控边界划分三个层面的分析体系。以广州市为例开展应用
实践，建立数据分析体系，开展道路常发拥堵点识别、拥堵点车流来源分析、拥堵路段最大承载力分析、城市发展边界
划分，以数据治理支撑城市交通治理与管控措施制定，探索大数据分析指导下精细化交通治理与管控的模式。
【关键词】 大数据；交通治理；交通拥堵；车流轨迹

0 引言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交通面临设施与需求的不均衡问题，城市中心区域交通设施难以承载集

聚的交通需求。随着国家提出将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智慧化治

理与管控逐渐成为城市交通问题的破题之道。
我国城市早期对交通治理与管控多停留与交通管理层面[1]，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普及，利用数据分析

指导城市交通治理管控的理念逐渐普及，但现状大数据对交通治理的支撑大多通过较为单一的指标体

系，如城市交通运行状态的监控与评价[2]、道路事故与拥堵趋势预判[3]、道路拥堵指数构建与空间分布

特征[4]、拥堵预测与评估[5，6] 等，缺乏从交通治理与管控实际可操作性层面的多层次数据分析体系支

撑，实用性欠佳。
随着现有数据收集与分析技术的进步，使得多源、多角度、可落地的交通治理与管控数据分析成为

可能。本研究基于大数据的多方位城市交通运作分析，从拥堵点、拥堵路段、管理区域三个层次入手，
研究探索支撑城市交通治理应用与管控边界识别的技术体系，并以广州市为例进行实际应用。

1 大数据技术支撑交通治理与管控体系

目前城市治理与管控的主要着力点为城市中心城区拥堵的疏导，基于城市管理部门设施 （卡口、闸

机、GPS等）与城市交通公众平台 （手机运营商、互联网等）的数据，通过深度挖掘从城市拥堵点识

别、拥堵点车流溯源分析、重点道路交通阈值识别、管控边界动态识别等方面构建支撑点 （拥堵点）-
线 （车流路径与道路流量阈值）-面 （管控边界）全方位一体的交通治理与管控的数据分析体系。

（1）拥堵点识别。交通拥堵是当前城市交通治理的重点议题，拥堵点识别为交通治理与管控的基

础。拥堵点的识别依赖于车辆速度的判定，现有研究主要基于手机传感器[7]、浮动车GPS[8]、道路测

速设备[9] 等样本数据开展拥堵点识别研究，样本数据仅能从样本角度对城市全域交通运作状态进行描

述，受限于数据覆盖率，对城市整体交通运作的反映易出现失真。相较之下，互联网位置数据提供了长

周期、高覆盖的车速数据，可对城市广域范围内的交通有更为全面与准确的反映。本研究采用基于互联

网位置数据获取的车速数据对常发拥堵点开展识别与梳理。
（2）车流溯源与路网交通量阈值识别。支撑城市道路智能化疏解治理，需对道路截面交通量、车辆

行程时间、车辆路径等有精确掌握。由于该分析需精确至车辆级的出行轨迹分析，对车辆身份特征信息

要求较高，目前仅有城市道路中覆盖范围较广的卡口识别数据可支撑相关分析，目前研究[10，11] 大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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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城市道路卡口数据中的地理、时间、车牌和车型信息开展车辆行驶路径分析。本研究基于广州市高密

度卡口数据对重点路段开展车流溯源与道路交通量阈值识别分析。
（3）城市交通管控边界识别。城市空间结构是交通管控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是城市经济与社会结

构的综合反映。基于POI（point
 

of
 

interest）数据研究[12，13] 被广泛应用于城市空间布局边界划分研究，
分析城市中各类设施分布的空间规律，并识别城市的空间布局。本研究结合广州市城市特点，提出基于

多指标的核密度法城市交通管控边界识别。

2 研究方法

2.1 基于互联网数据的常发拥堵点识别

利用互联网数据获取的城市道路车速数据，定义道路拥堵指数并统计规定时段内拥堵次数：

Rkt=
lk/vkt
lk/vkd

（1）

sk（t）=
1， Rkt≥r
0， Rkt＜r{ （2）

Sk=∑sk（t） （3）

式中，Rkt为路段k在时刻t的拥堵指数，lk 为路段k的长度，vkt为路段k在时刻t的实际行驶速度，vkd
为路段k的自由流速度；sk（t）为路段k在时刻t是否拥堵标识，r为拥堵判断标准，如Rkt≥r为拥堵，
sk（t）记为1，否则记为0；Sk为某一统计时段内sk（t）累加，反应统计时段内路口k发生交通拥堵的次数。

拥堵点识别分析数据源于高德车速数据，基于高德的广域数据，可获取指定路段k不同时间颗粒t
的路段车速vkt，将全日获取的vkt车速数据集合从小到大排序，取95%分位车速vkd定义为路段k的自

由流车速，以此计算该路段的拥堵指数R。结合高德拥堵指数相关定义，拥堵标准r取值为3；结合城

市道路运行特征，以月平均Sk 值大于15次的标准判断路段k为常发性拥堵点。

2.2 车流溯源分析与路网交通量阈值识别

基于车辆卡口序列和时刻序列可识别指定检查点，如常发拥堵点路段，车辆经过的卡口位置和顺

序，从而分析特定时间段中抵达和离开检查点采用的路径，对车辆开展溯源追踪分析。
定义分析时段 [tx，ty]，指定分析路段上的卡口A0，以此对被卡口识别记录的每辆车的卡口序列

进行条件判断。如果某辆车记录的卡口序列包含A0，且时间序列包含在指定分析时段 [tx，ty]内，
则提取该辆车卡口记录。例如某辆车的卡口位置序列为 {A-3，A-2，A-1，A0，A1，A2，A3}，相对

应的卡口通行时刻序列为 {t-3，t-2，t-1，t0，t1，t2，t3}，将车辆卡口位置序列与卡口位置匹配，则

可获取通过制定卡口A0车辆的路径与时间信息。
对于指定时段 [tx，ty]与指定路段

 

[Ax，Ay]，基于卡口数据挖掘结果获取运行车辆数n，基于

高德数据获取拥堵指数C，确定拥堵临界拥堵指数C0。通过车辆数n与拥堵指数C间关联回归分析，
确定在拥堵临界指数C0状态下，路段交通量阈值n0。

2.3 城市交通管控边界识别

城市运作主要受人口分布、道路便捷性、个体活动集聚性影响，提出人口密度、POI密度、与城市中

心间可达性、商务休闲活动驻点密度四种指标体系，并基于核密度法对城市重点交通管控区域进行识别。
为综合反映四个指标，需采用一定权重进行加权融合，研究采用专家打分法确定指标权重，通过调

查20位城市规划领域相关专家，四个指标最终权重分别为0.22，0.18，0.33，0.27。确定指标权重后

采取阈值对各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将某一城市划分为若干个交通分区计算某一指标值，然后从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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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绘制分布曲线，采取80%分位值作为该指标的阈值，则某一区域的该指标归一化值为指标计算值

与阈值的比值。人口密度、POI兴趣点密度、商务休闲活动驻点密度均为正影响值，但与城市中心可达

性值采用出行时间反映，出行时间越大可达性越差，为负影响值，采取倒数进行归一化处理。据此计算

各分区的综合指标如下式所示：
Aij=Aij/θj （4）

λi=∑
n

j=1
Aij*βj （5）

式中：Aij 为交通分区i指标j的归一化值；Aij 为交通分区i指标j的计算值；θj 为指标j的阈值；λi为

交通分区i的综合指标；βj 为指标j的权重系数。
归一化处理后，根据每个交通分区内综合指标的核密度值估计其周围密度，并通过对不同搜索半径

下的核密度分析结果进行比较，从而选取适合本研究的最优搜索半径。核密度函数计算公式如下：

f（x）=∑n
i=1
1
πr2φ

dix
r( ) （6）

式中：f（x）为x处的核密度估计值；r为搜索半径/km；n为样本总数/个；dix 为分区i与x的距离

（km）；φ为距离的权重。研究基于综合指标，利用核密度法进行城市发展边界识别。

3 广州市实例分析

3.1 常发拥堵点识别

基于高德历史长周期车速数据开展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广州市主城区高峰时段常发拥堵点共计

53处，为交通治理提供点位选取指导。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1 广州市主城区常发拥堵点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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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车流溯源分析与路网承载力分析

基于广州市全市约3400个卡口数据进行车牌追踪识别，以内环路一处常发性拥堵点高峰时段车流

溯源分析为例，分析显示该处拥堵点车流主要来源为珠江大桥、珠江隧道、人民桥三处跨江通道，主要

去向为北向白云区方向。基于拥堵路段的车流来源与去向分析，为拥堵点疏解治理提供智慧化的数据基

础，辅助过境分流、抵离引导、地区微循环等交通管理的智慧决策。

图2 广州市内环路一处拥堵点车流溯源分析

基于卡口车辆运作数据与高德拥堵指数数据，以广州市现状常发拥堵的环城高速路段为例，测试道

路的承载力极限。获取环城高速各小时车流量与拥堵指数数据，回归分析显示两者呈现线型相关关系，
临界拥堵指数C0 取值为2.2，确定环城高速路段单小时最大通行能力为33.4万辆车。通过明确道路最

大承载力，结合卡口数据对路段车辆数的实时反馈，辅助重点道路拥堵预警，并为道路治理管控措施提

供定量支撑。

图3 环城高速路段车辆数与拥堵指数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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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交通管控边界识别

基于四种指标数据，依据城市发展程度划分交通管控边界，为交通管控措施的城市面域覆盖范围提

供依据，实现城市交通管控与城市发展态势的匹配。依据核密度算法，根据计算结果并适当考虑城市现

状路网分割，划定广州市中心活力区范围为广园路-科韵路-新港路-珠江-环路围蔽区域，主城区范围为

华南快速三期-科学大道-赤岗路-金山大道-广佛边界围蔽区域，以此可针对不同区域可采用更有针对性

的交通治理与管控措施。

图4 广州市活力区和中心城区边界划分

4 结语

基于大数据技术，从交通拥堵点识别、车流溯源与道路承载力分析、交通管控边界划分三个层面着

手，从点、线、面三个层次对支撑城市交通治理与管控的精准化与智能化。以广州市为实例，对三个层

次的分析进行应用实践。研究提出了一套多层次的数据指标体系，用以支撑城市交通治理与管控措施制

定，探索城市运作数据指导精准性交通治理与管控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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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背景下的经开区交通提升策略研究
———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毕晓萤 陈 玮 马鑫俊

【摘要】 当前阶段经开区已经由传统的产业导向逐渐向服务导向转型，亟需引导既有的交通发展模式转型，从而支撑
新时期经开区的高质量发展。本文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从对外交通、道路交通、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层面分析苏州
工业园区交通发展成就及问题。同时针对园区综合交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构筑重要交通枢纽、实现公交整体
提升、优化完善道路网路、注重慢行品质改善、强化交通管理水平等五方面提升策略，为我国产业转型时期的经开区交
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经济开发区；产业转型；交通提升

0 引言

自1984年国务院批准在沿海12个城市建立了14个国家级开发区至今，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

经过了超过30年的发展历程。经开区的功能定位由最初大项目导向下的工业新城逐步演化为新时期的

创新产业引导的高科技园区、人才汇聚的商务中心[1]。随着经开区功能定位的转变，区内产业形态不断

趋向多元化，不同的业态及岗位特征决定了其日趋多样化的交通出行需求。交通是城市的骨骼与血脉，
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2]。因此，经开区的交通提升必须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同步进行，才能更好地

支撑经开区高质量发展。

1 苏州工业园区案例分析

1.1 苏州工业园区发展概述

苏州工业园区隶属江苏省苏州市，位于苏州市城东，1994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中国和新

加坡两国政府间的重要合作项目，被誉为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 “国际合作的成功范例”。在

国家级经开区综合考评中，苏州工业园区连续四年蝉联第一，并跻身科技部建设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行

列。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经历了如下图所示的4个主要阶段：
2013年，苏州工业园区进入深化转型阶段，园区的功能定位进一步拔高，目标是成为国际领先的

高科技园区、国家开放创新试验区、江苏东部国际商务中心。

1.2 苏州工业园区交通发展成就

1.2.1 对外交通系统初步建立，但对外辐射不足

园区已建成城际车站1座；高速公路28.0km，出入市境道口7个；内河泊位数为46个，其中吴淞

江码头开通了苏州园区至上海港的内贸集装箱 “水水中转”多式联运业务，至宁波港 （经乍浦港中转）
的集装箱外贸 “陆改水”业务，至上海外高桥港区集装箱外贸 “陆改水”业务，至太仓港的集装箱外贸

“陆改水”业务；通用航空机场总建筑面积6万m2，可保障约60架直升机起降停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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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苏州工业园区发展阶段概述

苏州工业园区作为江苏东部国际商务中心、苏州现代化生态宜居城区、国际领先高科技园区，
是苏州市对外联系的重要窗口。作为园区主要对外联系门户的苏州园区站，现状区域级的铁路线仅

有沪宁城际线，日发车班次较少 （仅有37班），与南通、杭州等长三角重点城市均缺少南北向直接

联系的铁路。根据大数据分析显示园区工作日日均对外铁路出行3.92万人次/日，仅16.6%的人经

园区站出发。但根据微信意向调查显示，不考虑发车班次、到达的便捷性等外部因素，有54.1%的园

区居民愿意选择从园区站出发，可见园区站现状难以满足园区高频率、高强度的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客流

出行需求。

表1 园区居民对外出行情况调查

高铁站 现状出行实际选择的高铁站比例 出行意愿选择的高铁站比例

苏州站 65.9% 38.3%

苏州北站 17.1% 7.3%

苏州园区站 16.6% 54.1%

其他站 0.3% 0.2%

（数据来源：现状出行特征来自于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出行意愿调查结论来自于微信问卷调查）

1.2.2 道路骨架网络已经构建，但关键通道仍需完善

园区城市道路合计总长945.4km，规划快速路网中的 “三横一纵”已经建成，总长度43.2km。快

速路、主次干路建成率已达到规划的86.4%，路网密度约4.9km/km2，仅CBD、CWD等中心范围超

过国家8km/km2的要求，整体仍需提高。快、主、次、支道路比例关系约为0.2∶1∶0.8∶1.3，次干

路、支路存在一定缺失。
跨娄江、跨高速、跨湖等关键通道尚存在不足，南北向的星湖街、东西向的娄江快速路、独墅湖大

道等局部路段、交叉口存在明显的潮汐性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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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园区现状道路分布图

1.2.3 多层次公交体系初步建立，但主导地位尚未形成

园区已经初步构建轨道交通—常规公交—微巴多层次公交体系。截至2019年底，在园区范围内运

营的轨道线路有1号线、2号线及3号线，园区段总长度37.3km，总站点数33个。轨道5号线、6号

线、7号线、8号线、S1线五线同时在建。为打造宜居、宜业生活圈，苏州工业园区创新公交运营模

式，推出园区微型巴士新思路。2018年8月，首批微巴线路顺利开通。园区微巴是苏州公交 “多样化、
人性化、一体化”服务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解决园区居民出行 “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苏州自贸片区 “一区四高地”
 

功能定位决定了园区高层次产业汇聚、高端人才集聚的特点，对公交

出行服务效率及品质的要求随之提高，但园区公交主导地位尚未形成。2019年，园区私人小汽车千人

拥有率达318千人，居全省首位，使用率超过90%，私人小汽车的 “高增长、高使用、高集聚”三高

特征明显，造成园区小汽车分担率高居不下，2019年小汽车出行分担率34.5%，远高于同类城市及苏

州市其它区水平。园区公交 （含轨道）分担率仅占机动化的27.4%。负责中、长距离、高标准服务的

轨道交通尚未成网，无法发挥骨干和主体作用。服务末端接驳的微巴系统刚刚起步，覆盖还明显不足，
各级公交衔接尚需加强，难以与小汽车交通相竞争。

1.2.4 慢行绿道稳步建设，但慢行品质仍需提高

截至2019年底，园区全域日常慢行网络密度为6.6km/km2，其中CBD、CWD内的慢行共享路径

较完善，慢行网络密度达17.2km/km2和13.3km/km2。此外，园区环金鸡湖、环阳澄湖等慢行绿道已

建设完成，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慢行空间。截至2019年底园区共建成休闲慢行道140.9km。
园区高标准开展道路设计、建设工作，充分保证了道路的慢行空间，但步行、自行车道仅作为道路

的附属空间存在，具体位置的精细化还存在可优化的方面，例如交叉口斜坡行人过街横道与行人道被路

缘石隔断、交叉口行人等候空间不足等，缺乏以慢行出行的视角，从实际居民出行、休憩、交流需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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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园区公交线路分布图

发的完整精细化设计。

2 苏州工业园区交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2.1 高质量发展新目标下， 园区交通发展模式亟需转型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建设 “交通强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交通

提供给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强调发展质量而非数量。目前园区交通系统建设已经初具规

模，但以设施供应为发展主导的思路尚未根本改变，园区定位为综合商务城、服务集聚区，面向高质量

发展，亟需确定新的交通发展目标、统一认识与行动，引导既有的交通发展模式转型。目标上，园区交

通系统应以1日通达全国、1小时直达沪、宁、杭长三角中心城市、1小时联通市域、45分钟实现城市

通勤、15分钟满足生活需求作为可感知的目标。行动上，应强化部门协作、充分发挥公众参与作用，
共同推动，成为交通转型发展的示范。

2.2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下， 园区交通结构面临习惯转变的巨大挑战

园区交通发展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小汽车分担率、使用率、集中度居高不

下，但公交的分担率一度停滞在13%左右，交通结构不平衡，公交、慢行局部地区发展不充分明显。
单一的小汽车交通在初期为园区吸引了大量的人员集聚，可是，进入新发展阶段，路网供应可增长空间

已极为有限，交通拥堵激增，大量人力、物力被机动车拥堵、停车问题所消耗。既有形成的小汽车使用

习惯，以缓解小汽车拥堵为主旨的缓堵思路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变，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与推拉结合的

措施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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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区域协调发展变革期， 园区对外联系的不足将制约辐射与影响力的提升

十九大报告强调区域协调发展，城市发展由单一城市向城市群网络化转型，长三角正处于以城市群

为主体的网络化发展转型期[3]。在网络化发展背景下，枢纽城市的优势将更为突出。从园区来看，随着

通苏嘉甬通道的建设，园区地处传统的东西向沪宁发展轴和南北向通苏嘉甬轴线的交叉位置，区域位置

优越。同时，园区也兼具经济中心优势，具备成为新一轮区域中心和枢纽中心的基础和条件。为此，园

区在新一轮区域发展中能否顺利对接通苏嘉甬铁路，强化枢纽地位，打造枢纽城市，成为影响园区发展

的关键之一。此外，受到新一轮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牵引，苏州市各版块将呈现轴线连绵、毗邻对接的发

展态势，人口岗位将向东西主轴、南北次轴、沿江发展轴聚集，城市出行重心将由姑苏向姑苏+园区转

移，同时，近年来园区发展成果显著，就业岗位大量在园区集聚，通勤范围将进一步扩展，园区作为新

兴重心，能否向全市各地区实现直达交通辐射至关重要，需要全面加强与市区各区和市域各板块联系。

2.4 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发展， 园区综合管理能力面临新的考验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我国科学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导。
交通模式的创新、多种方式的协调、绿色交通由附属走到主导地位、强调开放、共享交通[4] 等每一项

都是全新的尝试，少有先例可循，这对园区交通的综合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交通涉及各个部

门，部门之间一旦出于自身要求，方向不一，将互相掣肘，影响交通的整体发展。因此，园区应走综合

管理的道路，统筹各部门，发挥部门协同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从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

3 苏州工业园区交通系统提升策略

3.1 构筑重要交通枢纽

作为改革开放、国际合作的先行区，对外交通是园区实现国际、国内合作的基础，需抓住三大方面

工作、主动争取、大力做强。
一、提升枢纽地位。苏州园区站不仅是园区对外联系的交通节点，更是园区积极融入区域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纽带，是落实交通强国战略，构建现代立体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抓手，是苏州开放再出发的重

要窗口。园区应积极争取提升园区站为苏州市一级综合对外枢纽、长三角区域性城际枢纽，提高江苏自

贸区 （苏州片区）交通便利性，支撑自贸区高质量发展。积极争取通苏嘉甬高铁南北联络线，按原通苏

嘉城际线位接入苏州园区站，实现与沪宁城际的互联互通，支撑江苏自贸区 （苏州片区）融入国家战略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二、争取班次增加。以研究方案为支撑，结合本轮苏州市总体规划和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以轨道3

号线通车为契机，积极争取从战略层面将苏州工业园区站提升为区域重要枢纽。积极争取园区列车发车

班次的增加，争取尽早实现通苏嘉甬铁路与园区站联络线的设置，利用好本次通苏嘉甬铁路的建设契

机，进一步扩展辐射力。
三、强化轨道快连。加强园区内部与园区站、苏州站、苏州北站、机场的轨道快速直连条件，结合

已开展的轨道线网规划研究成果，积极对接苏州市轨新一轮的道线网规划，建议增加星湖街轨道快线，
串联苏州北站、园区站、CWD地区、太湖新城。

3.2 实现公交整体提升

园区常规公交已较为发达，但始终竞争力欠缺，需要重点从两端入手，通过完善顶端轨道交通网、
末端微巴公交网、多级衔接枢纽、公交优先支撑，实现公交整体的提升。

轨道交通方面，大力推动成网建设。目前轨道5号线、6号线、7号线、8号线、S1线五线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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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需要作为近期的工作重点保证顺利实施。同时，前瞻性完成2035轨道线网规划修编工作，加强枢

纽快联，加密线路覆盖，为未来公交主导打好基础。
微巴系统方面，不断深入推进落地。在已开展的微巴服务基础上，进一步详细调查研究末端衔接需

求，根据居民实际需求完善微巴网络，合理布设微巴站点及发车班次，特别是等公交服务薄弱区的微巴

线网，克服困难，推进具体项目落地，服务社区出行和轨道换乘。
换乘枢纽方面，进一步优化轨道站点周边换乘设施。结合已开通的轨道交通运营情况，对各运营各

站点换乘设施进行评估与优化。同时，结合轨道交通建设情况，开展待建线路地下空间和交通一体化规

划工作，打造轨道交通站点周边一体化换乘枢纽、城市特色步行空间，提升公交系统服务水平与竞

争力。
公交优先方面，开展公交专用道近期实施方案研究。分析公交专用道设置的实施条件、重要性排

序，做好公交专用道的标准化设计工作，重点推进主要客流走廊公交专用道建设，并做好与相邻片区公

交专用道的衔接协调。

3.3 优化完善路网系统

整体来看，园区路网已由增量发展转向增量与存量并重发展阶段，对于既有路网结构的完善成为路

网优化的重点。增量上，园区应重点研究跨组团、跨高速等关键截面通道及对外联系打通，优化道路关

键节点。存量上，园区需差别化建立路网发展标准，优化路网结构，包括完善局部区域路网，结合城市

更新的契机，退二进三区域项目变迁，地块改造，进行次干路、支路网加密。

3.4 注重慢行品质改善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政府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交通的精细化是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

一环[5]。
园区应坚持落实慢行系统规划，以环金鸡湖慢行步道、沿阳澄湖自行车道等项目的建设为先导继续

向外延伸绿道网络，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化绿道系统、提高生活环境品质，也为创新人才提供更具活力

的生活氛围。
结合轨道线路建设，继续同步开展轨道站点周边一体化与地下空间研究，扩展研究范围，覆盖最后

一公里网络整体，同时进一步改善轨道站点周边慢行网络条件。
结合 “城市双修”、结合地下空间、枢纽地区一体化等要求，对供需矛盾突出的枢纽地区、品质要

求高的CWD/CBD/BGD/产业园地区、建设水平偏低的居民集中区三类地区，深入推进重点片区道路

交通、慢行交通等设施标准化、精细化设计，实现功能要求，提升服务品质，打造魅力活力街区。

3.5 强化交通管理水平

园区发展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应具备世界一流的高科技交通服务，包含
 

“+互联网”和 “互
联网+”两个过程。

“+互联网”要求园区将信息化技术应用到既有交通系统，根据已编制的智慧大交通规划，构建园

区模型平台，建设覆盖整个园区、链接苏州市的中观模型平台，建设中央商务区精细化、可仿真的微观

模型；进一步推进综合交通数据库提升，利用大数据新技术结合模型，分析园区交通发展现状与态势，
实现智慧管控；进一步推进智慧停车、智慧公交等系统的建设；逐步实现全息感知、智能管控与智慧

决策。
“互联网+”要求将互联网技术与交通相结合，不断创新交通服务。与苏州市的管理政策充分衔接，

合理引导与推进例如网约车、定制公交等 “互联网+”交通服务方式在园区健康发展，形成园区特色的

智慧交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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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经开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其发展过程中时常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面向新时代，经开区

必须以更高的起点、更宽的视野和更新的理念，超前思考、研究和谋划进一步完善综合交通体系的新任

务与新举措，充分发挥其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本文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从对外交通、道

路交通、公共交通、慢行交通等层面分析苏州工业园区交通发展成就及问题。同时针对园区综合交通发

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构筑重要交通枢纽、实现公交整体提升、优化完善道路网路、注重慢行品质

改善、强化交通管理水平等五方面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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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公交客流专用进口道精细化设计研究

周玉田 朱加喜 刘先峰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拥堵问题越发严重，成为城市当前急需解决、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
题。本文重在解决城市交通治理背景下，低公交客流城市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所面临一些问题，提出公交专用进口道的精
细化设计研究。本文结合城市公交、社会车流量与道路条件特征提出一系列创新的公交专用进口道精细化设计，包括公
交专用可变车道、“直右”式公交专用进口道和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等，并研究方案的适用条件、设计细则和注意事项
等。创新的公交专用进口道精细化设计，对于低公交客流城市落实公交优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交通治理；公交优先；低公交客流；公交专用进口道；精细化设计

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城市呈现出小汽车拥有量和使用率

“双高”的态势。与此同时，由于道路资源供需失衡而导致的城市交通拥堵越发严重，成为城市当前急

需解决，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我国学者和专家在总结其他国家先进拥堵治理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是我国解决

交通问题的重要途径。2012年开始国家制定并出台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相关政策，2013年国务院发

布 《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明确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战略性地位。设置公交专

用道保障路权优先是落实公交优先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国内众多城市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然而一些公

共交通发展滞后的城市来说，短期内仍将处于低公交客流的状态，即公交客流低于公安部颁布的 《公交

专用车道设置 （GA
 

T
 

507-2004）》标准中所规定的公交专用车道的设置条件的低值，道路路段公交客

流低于4000人次/小时且公交车辆100辆/小时标准。
低公交客流条件下，公交车发车频率低，公交专用道利用率低，道路资源浪费严重，尤其是对于道

路交叉口，原本就是道路交通的瓶颈点，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将进一步加剧路口交通压力。如何落实公

交优先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之间的实现平衡，对低公交客流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本文重点针对公交专用进口道的设置模式展开研究，提出一系列针对交叉口处公交专用进口

道的精细化措施，达到保障公交优先发展，同时提高交叉口的通行效率，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目的，供

同类城市交通治理参考。

1 国内外现有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模式分析

公交专用道作为发展公交优先的重要措施，国内外已发展多年，国内外专家对公交专用道设置模式

已开展大量研究工作，并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和管理模式。结合国内外现有研究，公交专用道在交叉口处

的设置大致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模式一：公交专用道在交叉口的设置分为直接设置到停车线处和终止于第一组导向箭头处，并根据

公交专用道在路段设置位置的不同分为外侧式和内侧式：
模式二：在路段设置公交专用车道的道路交叉口处，应根据道路条件及车流情况设置公交专用导向

车道；对无法单独设置公交专用导向车道的路口，可设置公交车与其他车辆共用路口导向车道；在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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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模式一公交专用道交叉口处设置方法

道公交专用道外侧设置有导向车道时，应在允许转向车辆变道的公交专用道上施划借道区。

图2 公交专用导向车道

图3 公交专用导向车道

模式三：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按照路段的路侧公交专用道、路中公交专用道对交叉口处公交专用进

口道做出不同的处理。主要有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左转公交专用进口道两类，针对不同情况做了详细

分类规定。

图4 路侧式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 图5 路侧式左转公交专用进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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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路中式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 图7 路中式左转公交专用进口道

结合公交专用进口道的设置，国内外很多城市在信控交叉口处设置公交优先信号，为公交优先提高

双重保障，都取得不错的成效，如新加坡、巴黎、北京、济南、武汉等城市。目前国内还在进行对公交

优先信号控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交叉口的公交优先信号控制方法和公交优先效果评价方法。[2]

现有的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模式主要分为直行式和左转式，现有研究中无论是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

还是左转公交专用进口道，均会导致另一转向车辆在交织段相互交织相互影响，降低交叉口通行效率。
并且公交专用进口道均需单独占用进口道，对于公交低客流的城市来说，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可能造成

道路资源浪费。
低公交客流城市无论从道路条件还是公交客流情况上都有其自身特点，故公交专用道设置上需根据

城市自身的特点，在国家标准及各先进城市地方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公交专用道设置细节，以适

应低公交客流城市的发展。
一方面低公交客流城市的中心区域多为老城区，现状道路多为双向六车道或双向四车道，因历史遗

留问题，条件受限道路拓宽困难，城市交通拥堵严重。另一方面低公交客流城市因其出行距离和出行观

念等各种原因导致公交客流增长缓慢，很多道路无法达到公安部颁布的 《公交专用道设置 （GA/T
 

507-
2004）》行业标准，公交客流远达不到4000人次/小时且公交车辆100辆/小时标准，难于落实公交优

先。因此国内已有一些城市，针对各自的城市的特征研究符合当地特征的公交专用道设置标准，如佛

山、珠海等城市。但各地的标准中大都未对公交专用进口道的设计进行精细化，关于交叉口处的公交专

用道处理仍然有待进一步优化完善，以适应低公交客流城市道路条件和客流双重不达标，无法按照常规

设置公交专用进口的情况，以达到真正落实公交优先并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目的。

2 低公交客流城市公交专用道精细化设计研究

2.1 公交专用可变车道设计

按照国内现有的常规做法，在路段设置路侧式公交专用道的道路，交叉口需要设置直行公交专用进

口道时，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也设置于路侧，位于最外侧车道或紧邻右转车道内侧车道。

图8 常见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方式

当交叉口进口道左转公交线路较多时，设置此类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会存在左转公交连续变道切线

问题。尤其是公交站与交叉口距离较近时，左转公交车辆连续变道切线的现象更加突出，切线问题会直

接影响进口道直行社会车辆通行。这种现象在早晚高峰期时更加严重，影响交叉口通行能力，导致小汽

车与公交车效率双低，因此对于左转公交线路过多的交叉口常规的路侧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存在很大

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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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左转公交车辆切线问题

为解决切线问题，本文提出公交专用可变车道，即在平峰时期为普通直行进口道，早晚高峰期为直

左公交专用进口道，并增设公交专用信号相位，左转公交车辆可直接通过公交专用进口道进行左转。
若路口全天公交车直左车辆多，左转公交车辆与直行社会车辆冲突严重时，则可考虑设置全天公交

专用的直左车道。

图10 车道指示牌 （可变车道为公交专用道）

参照 《佛山市公交专用道设置标准和设计指引》中的相关规定，交叉口进口道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时，应设置一条公交专用进口道：
a）路段设置公交专用道，交叉口单向直行进口道车道数≥2条，且高峰时段交叉口直行公交车流

量≥60辆/小时，应设置一条直行公交专用进口道。
b）路段设置公交专用道，交叉口单向左转进口道车道数≥2条，且高峰时段交叉口左转公交车流

量≥50辆/小时，应设置一条左转公交专用进口道。
公交专用可变车道设置条件为：路段设置公交专用道，交叉口单向直行进口道车道数≥2条，且高

峰时段交叉口公交车流量≥60辆/小时，并且高峰时段左转公交车流量占总公交车辆的比例≥40%条件

下，研究设置可变公交专用进口道的条件。

图11 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后

公交专用信号相位与本进口信号相位协调。社会车辆直行 （或直左）与公交专用直行同时放行，公

交专用直左与社会车辆左转同时放行，提高路口的通行效率。公交专用信号相位绿灯时长t1 按照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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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确定。

t1=
T
3600×Qc×tc

（1）

式中 t1———公交专用信号相位绿灯时长 （s）；
T———信号周期 （s）；
Qc———高峰小时公交专用进口道公交车数量 （辆）；
tc———此交叉口公交车平均车头时距。

 

图12 公交专用信号灯放行示意图

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的优点是可以很好解决左转公交车切线问题，贯彻公交优先发展理念，规范

交叉口秩序。但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也存在一些问题，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需单独增加公交专用信

号相位，于是整个交叉口的信号周期就会增加，周期的增长会导致其他进口道效率有所降低。所以在研

究可变车道设置条件时，需充分考虑信号周期变化对其他交叉口以及直行公交车辆的影响，当左转公交

切线的影响大于公交专用信号相位对交叉口及直行公交车辆的影响时，考虑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
采用情景对比分析，将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的通行能力C2 与不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的通行能

力C1进行对比，当C2＞C1时，设置公交专用可以车道能有效提高交叉口通行能力。交叉口通行能力

可按式 （2）计算：

C=∑n
i=1Ci

Ci=∑n
i=1Cj

Cj=Si×λi
Si=kS0×N
λi=tg/Tc

㊣

㊣

㊣

—
—
——

—
—
——

（2）

其中，C———交叉口通行能力；

Ci———交叉口各进口道的通行能力，备注：不设公交可变车道且公交左转切线严重的进口道需乘

以切线折减系数，切线折减系数需通过大量交通调查结合道路条件实际确定；

Cj———交叉口进口道各车道组的通行能力；

Si———进口道饱和流率，即假定进口道在全绿灯的条件下所能通过的最大流量；

k———各种修正系数乘积，包括车道宽度修正系数，引道坡度修正系数，停车修正系数，地区类

型修正系数，左转修正系数，右转修正系数等。

S0———车道在理想条件下的饱和流率 （pcu/h）；

N———车道组中的车道数；

λi———绿信比 （有效绿灯时间/周期时间）；

tg———有效绿灯时长 （s）；

Tc———周期时间 （s），备注：设置公交专用相位后周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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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直右” 式公交专用进口道设计

对于大部分道路只有双向六车道或双向四车道，公交客流无法达到公安部标准设置公交专用道流量

的低公交客流城市，单独设置一条公交专用进口道会造成较大资源浪费，甚至降低交叉口整体通行效

率。故考虑在条件受限的交叉口设置 “直右”式公交专用进口道，即为道路交叉口右转专用道改为社会

车辆右转和公交车辆直行专用。
交叉口设置 “直右”式公交专用进口道多为不满足国家规范要求，即交叉口单向直行进口道车道数

≥2条，且高峰时段交叉口公交车流量≤60辆/小时。在此条件下研究设置 “直右”式公交专用进口道

使用条件。
1）防止公交红灯排队影响右转车流，右转车辆需有足够排队空间。按照最不利条件进行分析，右

转渠化长度需满足下列模型。
T
3600

·QC*NC+
T
3600*QB*NB ＜L渠 （3）

式中 L渠———右转渠化长度 （m）；
T———信号周期 （s）；
QC———高峰小时右转排队小汽车数量 （辆）；
NC———小汽车长度 （m）；
QB———高峰小时公交车数量 （辆）；
NB———公交车长度 （m）。

2）消除行人干扰行人流量临界条件

直行绿灯时，右转车辆受行人干扰，会影响直行公交车辆通行，因此设置右转机动车与行人临界值

的计算基于如下假设：在临界状态下，相同时间内通过交叉口斑马线冲突区的行人与通过同一区域右转

车辆数 （可根据行人换算系数转化为车辆来比较）相等。即首先计算行人通过该冲突区所需时间，再计

算该时间内通过冲突区的右转车辆数，按照换算系数转换为行人数量。

t人=
n人

S人 *B+l人冲/v人

n右=t人/t右

n，右=n人 *k

㊣

㊣

㊣

—
——
—
—

（4）

其中：t人———行人通过冲突点的时间；
n人———绿灯初始时刻的人流量；
S人———行人饱和流率 （人m/s）；
B———斑马线宽度 （5m）；

l人冲———行人停留点至冲突点距离 （m）；
v人———行人速度；
t右———右转车车头时距；
n右———进口道一个信号周期绿灯时间内右转车通过流量

 

；

n，右———行人换算成车辆的流量；
K———换算系数，行人换算成车辆。其值受人的通行速度、前后左右行人间隔、行人与车辆安

全距离、行人与机动车之间的穿越空档，机动车启停损失等因素影响。
根据上式，将行人换算成车流量，使得行人的当量车流量小于右转的车流量，推导出：

n人 ＜
S人 *B*l人冲

v人 *B*S人 *k*t右-v人
（5）

即当行人满足上述公式计算条件时，可消除行人对右转车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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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设置 “直右式”公交专用进口道条件

直行公交车前面右转车辆通过冲突点的时间：
t=t右+l车冲/v车 （6）

式中 t———右转车辆平均冲突时间；
l车冲———右转车辆距冲突点平均距离；
v车———右转车辆平均速度。

t*n右 ＜ΨT （7）
式中 Ψ———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方向绿信比。

由于 （4）、（5）式得：

n右 ＜ ΨT
t右+l车冲/v车

 （8）

即当进口道一个信号周期绿灯时间内右转车通过流量满足 （6）式计算值时，可设置 “直右”式公

交专用进口道。

图13 “直右”式公交专用道设置示意图

2.3 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设计

在公安部颁布的 《公交专用道设置 （GA/T
 

507-2004）》行业标准中公交专用道在交叉口的设置方

法有一种为终止于第一组导向箭头处，此种设置方法对于低公交客流影响下的城市来说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在此设置方法下，第一组导向箭头至停止线的路段，社会车辆也可使用，能有效提高交叉口处公交

专用道的利用率。但行业标准中统一标准为止于第一组导向箭头处，此距离未进行细化和适用性研究。
故本文借鉴行业标准的设计方法，在行业标准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研究公交专用道在交叉口处的

设置方法，重点研究公交专用进口道与停止线距离。提出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概念，即公交专用道在交

叉口处止于停止线前某位置，在公交专用道停止位置与停止线之间施划蓝色区域，供社会车辆和公交车

共同使用。

图14 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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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单向直行进口道车道数≥2条，且高峰时段交叉口直行公交车流量≤60辆/小时，或每周期

公交专用进口道公交车辆小于2辆/周期时，可考虑设置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蓝色区域长度及变道区

长度按照如下公式确定：

Lc=
T
3600×Qc×Nc

Lb=tb×Nb

tb=t2-
T
3600×Qc×tc

㊣

㊣

㊣

—
——

—
——

式中 Lc———变道区长度，即公交车可停车排队长度 （m）；

T———信号周期 （s）；

Qc———高峰小时公交专用进口道公交车数量 （辆）；

Nc———公交车长度 （m）；

Lb———蓝色区域长度，即共停区长度 （m）；

tb———可供小汽车使用绿灯时长 （s）；

t2———交叉口此进口道总绿灯时长 （s）；

tc———此交叉口公交车平均车头时距 （s）。

3 案例分析

以佛山市禅城区绿景一路与汾江南路交叉口为例，分析论证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和公交专用可变车

道设置。
1）交叉口现状调查情况

现状交通设施：汾江南路主线为双向6车道，辅道布设非机动车道，北侧辅道为公交专用道；绿景

路为双向6车道，最外侧为公交专用道。
现状交叉口早晚高峰拥堵严重，根据现场调查，东进口公交车左转切线问题严重。
北、西进口高峰每小时直行公交车小于60辆/小时，东进口高峰每小时公交车大于60辆/小时，且

左转公交车占比44%。考虑北、西进口设置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东进口设置公交专用可变车道。

图15 常规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图 图16 蓝色公交专用道和公交专用可变

采用情景对比分析，北进口和西进口设置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之后，理论上高峰期每周期最少多通

过9辆社会车辆，一小时可多通过近180辆社会车辆，能直观改善交叉口交通拥堵；东进口设置公交专

用可变车道，能有效规范行车秩序，缓解左转车辆切线问题，减少对社会车辆的影响，也能进一步发展

公交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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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车道设置图

进口道 东进口 西进口 南进口 北进口

转向 左转 直行 左转 直行 左转 直行 直左

交通量 443 784 420 1202 487 684 1312

原饱和度 1.10 1.16 0.81 1.06 1.00 0.85 1.23

改善后饱和度 0.80 1.05 0.95 1.08 0.88 0.87 1.01

4 结论

交通治理背景下，既要保证公交优先，又要保证道路资源最大化利用，缓解交通拥堵的目的，鉴于

低公交客流城市自身的公交客流及道路条件，传统的为保障公交优先的公交专用进口道设计不能完全适

用，本文提出结合公交客流及道路条件的精细化公交专用进口道设计，包括公交专用可变车道、“直右”
式公交专用进口道和蓝色公交专用进口道等，落实公交优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为同类城市交通发展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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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研究

刘 坤 周玉田 尹海军

【摘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城市尺度的扩张，原本乡村的范围被纳入至城区或发展为城区，完善的配套设施及
繁荣的工商业吸引了大量的人流及车流，这对该区域的道路提出新的要求，服务对象应由纯粹的车辆交通转变各个交通
参与者，面向行人、机动车及非机动车；然而这部分区域介于乡村及城市之间，道路功能也处于公路及城市道路之间，
这使得改造标准也介于两者之间，由于相关规范未对这个阶段的道路进行定义，如果对区域内道路完全进行市政化改
造，按照城市道路标准规范来进行改善，必然造成资源的浪费；若保持原状，交通安全隐患较高；在城乡结合部交通事
故频发背景下，本文从道路基础设施更新与完善、道路条件优化、交通组织优化、交通安全意识提升及科技力量辅助管
理五个方面出发，以 “时间短、见效快、持续改”为原则，对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隐患进行排查及改造，提高道路交通
安全性；同时结合佛山及深圳项目试点应用情况及存在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 交通安全；事故分析；基础设施；城乡结合部；慢行系统；

0 引言

城乡结合部是指具有一定城市特征的乡村区域，由原有的乡村区域发展而来，区域经济的提升促进

道路功能转变，从单一车辆交通服务提升为所有交通参与者，道路不仅仅是交通功能，还承担慢行休闲

功能。由于服务对象的转变，原有粗犷的公路断面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车流、人流需求，交通安全与城

市扩张矛盾越来越明显，城市快速扩张使交通事故量急剧上升，对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保障的要求也越来

越高，需要以人为本，本着道路为人服务的原则出发，对道路进行交通安全改善提升，保障交通参与者

出行安全。
由于城乡结合部与城区发展差异，城区道路交通安全远高于城乡结合部，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的紧迫

性及次重点也不同，这要求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改善工作时，应针对城乡结合部现状条件，因地制宜。
（1）交通事故高死亡率要求城乡结合部立即开展交通安全隐患排查及改善工作，数据显示，每年在

交叉口或交叉口附近发生的交通事故占到全年总事故的19.8%，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占经济损失总

额的17.6%。而交叉口交通事故当中，城乡结合部交叉口交通事故占到了53.1%[1]，从交通事故十万

人口死亡率来看，2017年，深圳、上海、广州、佛山中心城区分别为2.8、3.1、3.1、3.3，而以佛山

市乐平镇为代表的城乡结合部十万人口死亡率高达18.3，交通安全形势严峻。
（2）城乡结合部亟需一套适合自己的交通安全改善措施，要求时间短、投资小、见效快；城区交通

事故死亡率能够保持稳定且低的水平，这得益于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交通组织、较高的安全意识、
全面的执法系统、系统的救援体系，故城区交通安全改善重点在于设施更新升级，并全面实现智慧管

理、多维管理，这个过程投资大、时间长、见效慢，是通过持久改善工作实现低事故率和零死亡率；反

观城乡结合部，发展时间短、设施缺失，交通安全意识低、救援系统缺失、执法力量不足，在安全形势

严峻条件下，不允许大投资、时间慢、见效慢的工作降低事故发生率，城乡结合部需要更快地解决交通

事故高事故率及高死亡率现状，故城乡结合部更需要符合自己现状特征的交通改善措施。
（3）汽车保有量增长快，摩托车和货车比例高，交通结构复杂，潜在交通事故风险大，城乡结合部

车多路少，各类交通集中，道路混行严重，其中货车及摩托车相较城区管控不严，交通占比接近30%，
道路安全隐患相较城区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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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安全状况与事故特征

本文收集了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2016～2018年交通事故数据，三年间，三水区一般及以上事故约

790起，其中一般事故乐平镇占比32%，死亡事故占比30%，交通安全形势严峻，通过对乐平镇交通

事故分析，了解城乡结合部安全和事故特征的典型情况。

图1 三水区各镇街轻微及以上事故对比图

图2 三水区各镇街亡人事故对比图

从乐平镇近三年交通事故分析显示，城乡结合部事故特征在时间、空间、事故人员、事故成因等方

面具有典型的规律性分布。

1.1 事故率特征

图3 国内外城市十万人口死亡率对比图

事故率特征表现为发达城市十万人口死亡率低

且稳定，城乡结合部十万人口死亡率高。数据显示

2017年国内外如深圳、上海、东京等发达城市十万

人口死亡率稳定在1～3之间，说明发达城市交通安

全得到有效控制，而乐平镇十万人口死亡率为18.3，
为发达城市6倍以上，死亡率过高。说明城乡结合

部与发达城市交通安全存在较大的差距，亟需开展

相关的改善提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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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事故时间分布特征

事故多发于4～11月及早晚高峰时刻。数据显示4～11月为事故高发月份，期间主要为生产活动高

峰期，工商业吸引大量人流及车流所致，此外城乡结合部多为第二产业集聚地，货运比例高更加剧了事

故风险；其次死亡事故多发于7：00～8：00及18：00～21：00，基本与上下班时期重合，这与期间人

流、车流集中涌入道路有关，加之道路缺乏基本安全设施，交通冲突点集中在机动车道，道路安全隐患

急剧上升。

图4 死亡事故月份分布图

图5 死亡事故时间分布图

图6 各等级道路亡人事故统计

1.3 事故空间分布特征

亡人事故多发于干线公路，且呈现路段高于交叉口特征。
数据显示，亡人事故主要发生于省道和县道干线公路，事故

占比约72%，道路等级与交通事故存在关联性，且道路等级

越高，事故严重性越高，这与国道、省道、县道等干线道路

速度快、沿线地块接入口多、交叉口无信号控制、交通秩序

混乱有关，此外这类道路多为公路断面，缺乏慢行设施，服

务性质差，当人流增多时，交通安全隐患也逐渐增加。

表1 各等级公路设计速度

公路等级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二级公路 三级公路 四级公路

设计速度 （km/h） 120 100 80 100 80 60 80 60 40 3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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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事故点位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路段，一类为交叉口，并呈现路段高于交叉口特征。数据显

示，城乡结合部亡人事故路段约占55%，交叉口约占45%，而城乡结合部交叉口事故占全年交叉口事

故的53.1%[1]，这与路段速度较高、绿化茂密，视距较差，道路辨识度低有关，导致出现突发状况时，
交通参与者来不及反应，进而造成事故。交叉口由于车流的特殊性，相较路段存在更多的冲突点，由于

交通量达不到信号灯设置标准，现状多无信号控制，使交叉口成为第二大事故发生点。数据显示，交叉

口亡人事故发生点位多位于交叉口中央分隔带端部合围区域，约占交叉口事故量的50%，主要由于该

区域为车流冲突点集中区域，当缺失信号管控时，混乱行驶的车流极易造成交通事故；其次为停止线与

中央分隔带端部合围区域，约占22%，这部分区域为渠化岛、二次过街安全岛、车止石、行人过街斑

马线等设施区域，车辆容易与设施碰撞或与行人发生冲突，进而造成事故；第三为停止线至展宽段部分

合围区域，该区域主要存在大量横跨车道违反交通规则车辆，容易发生碰撞事故。

图7 交叉口冲突点分布图 图8 不同位置亡人事故比例

1.4 事故成因特征

城乡结合部死亡事故成因主要有无证驾驶、酒驾、不礼让行人、驾驶员操作不当、侵犯路权为主，
其中无证驾驶最多，其次为酒驾及驾驶员操作不当，故城乡结合部应加强对驾驶员的技术培训及考核等

相关管理，加强对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培训。

图9 事故成因

在死亡事故责任方中，责任方主要以货车与摩托车为主，约占82%，这与城乡结合部第二产业较

大，货运需求高，客货混行严重有关；其次城乡结合部对摩托车管控措施相较城区较少，过高的速度及

较低的安全防护加剧摩托车事故死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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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事故责任方特征

1.5 事故人员特征

数据显示，事故责任者多集中于22～49岁年龄段，占总事故数的约81.91%，尤其30～39岁年龄

段事故占比最高，达38.9%。事故责任者平均受教水平高中及以下学历占91%；说明安全意识低是事

故诱发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

2 事故原因分析

2.1 城市化进程加快， 道路设施更新缓慢

城乡结合部事故远高于城区的原因，主要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迅速扩张，道路

设施更新速度低于城市发展速度造成的；道路市政化改造作为一项长久性工程，时间跨度2～5年，且

投资较大，加上道路功能定位未及时转变，仍然停留在交通功能上，未考虑慢行出行需求，慢行无空间

可走，只能人车共用，进而造成事故；其次，城乡结合部道路原来主要为公路，交通设施主要按照公路

设置，当公路向城市道路转变时，由于该道路定位处于公路与城市道路两者之间，未有相关规范指引，
导致设施设置出现过多或过少问题，如原有公路速度限速为80km/h，转变为城市道路后，一般为40～
60km/h，故城乡结合部按80km/h管控时，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死亡。

2.2 第二产业比重大， 道路功能复杂， 交通组织混乱

城乡结合部一般为城市第二产业分布较为密集的区域，在人流较少时，主要承担交通功能，服务对

象主要为车，当转变为城区一部分过程中，人流增加，道路功能转变，道路出现人、非、机、货混行现

象，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其次由于城乡结合部交通量较小，原来未设置信号灯，交通量增大以后，交

叉口交通组织较为混乱，进而增加了道路安全隐患；第三由于原有公路为服务周边村庄，道路开口较为

随意，城市化后，小距离的路中开口导致行人、机动车、摩托车随意横穿，不仅影响道路交通运行，更

增加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2.3 执法收益趋于极限， 未辅助科技力量进行执法

城乡结合部警力相对城区较少，其次电子警察等辅助科技力量更是缺失，导致片区警力日均处理事

故较多，压力较大，用于交通安全宣传等时间较少，整体收益趋于极限。

6961



从数据分析来看，乐平镇警力少，电警安装点位与事故多发点位不匹配，交警日均处理事故较多，
基本用于处理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改善是一个系统工程，交警作为道路交通的管理者，处理事故只

是其中一个过程，应对事故原因进行辅助分析，多方面制定改善方案，以追求收益最大化。

2.4 救援体系不完善， 过程损失时间长

城乡结合部相较城区医院较少，甲级医院更是缺失，发生事故后，救援车辆需从城区或城乡结合部

其他区域行驶过来，过程中损失时间长，极易造成错过救援关键时刻问题；其次城乡结合部医院由于医

疗体系相较城区完善程度不足，缺乏专门响应交通事故常备人员，这也是导致时间损失的一个因素。

2.5 宣传活动少且不成系统， 效果差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作为交通安全改善的一项关键措施，只有通过提高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意识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交通安全问题。
城乡结合部由于警力少，针对特殊人员进行交通安全培训工作少，宣传工作不足，这是导致交通安

全改善收益较差的一个因素；特殊人员主要有货车驾驶员、快递员、外卖配送人员、学生、村民等，从

收集的资料显示，城乡结合部针对这类人员的宣传教育工作较少，且不成系统，产生作用较少。货车及

摩托车事故是城乡结合部的参与者事故，针对货车司机及摩托车司机教育培训，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3 城乡结合部交通安全改善策略及措施

3.1 改善策略

城区道路交通安全改善主要采用 “4E”策略，即工程、执法、救援、教育，工程是改善的基础，
以强化防护性能、降低潜在风险为核心，提升重点道路交通设施安全性；执法是手段，通过加强科技设

施投入和执法力度，实现安全管理全时空覆盖；救援是保障，通过完善交通救援机制设施投入，加强应

急救援保障和处置能力建设，减少过程损失时间，提高救援的及时性；教育是关键，加强对交通参与者

的宣传教育，提高交通安全意识，从源头减少交通安全隐患，这个改善体系更系统，更有效。
城乡结合部相较城区存在较大差距，若完全按照 “4E”策略进行改善，在安全形势严峻情况下，

收益较小，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和死亡率，从现场调查来看，城乡结合部近期道路安全面临的核心

问题为交通安全设施缺失，其次为执法投入，最后为救援体系及教育宣传。从效益最大化来看，城乡结

合部交通安全改善应集中在交通安全设施完善方面，通过 “时间段、见效快、投资少”手段完善道路安

全设施，解决交通安全事故率高居不下问题；其次对镇区学校、工厂生产人员、外卖及快递员等特殊行

业人员进行定期安全教育，以点至面进行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最后，针对救援建立紧急救援体系，建立

交警、专用医护人员救援体系，保障救援及时有效，进而形成基础设施更新-执法教育-救援-基础设施升

级改善闭环。

3.2 改善措施

3.2.1 基础设施更新及完善

俗话说 “要致富，先修路”，道路作为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是城市快速发展的根本，对于道路来说，
高效安全出行是道路的根本，只有安全的道路才能带吸引人流，吸引车流，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大动

脉，而道路的安全的基础就是交通基础设施，道路交通安全改善的第一要务就是完善与城区道路相适应

的基础设施。常见的交通安全设施主要为交通标志标线、护栏、防撞桶、反光设施、路灯、警示灯、黄

闪灯、信号灯、天桥等且设置标准应符合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2]，只有完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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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构建安全道路骨架，才能够有效较低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

3.2.2 道路条件优化

道路条件改善主要包括设置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修剪绿化、交叉口渠化、增大转弯半径、设置二

次过街安全岛、优化畸形交叉口等措施，由于涉及土建，工程量较大，改造过程中应先简后难，短期改

善与持续改善结合原则，即修剪绿化以改善视距短期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应立即进行，针对部分节点

未渠化、未设置二次过街安全岛等涉及少量土建工程应短期开展，针对完善慢行通道，增加人行道

与非机动车道等大土建、高投资工程应持续进行，通过解决道路自身因素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提高

出行安全。

3.2.3 交通组织优化

交通秩序的好坏决定道路安全的上限，交通通行秩序越好，道路越安全，安全隐患越低，交通秩序

越混乱，道路越危险，安全隐患越高；交通参与者交通行为是决定交通秩序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人活动

具有随机性与难控性，只有通过强制性措施对交通参与者进行硬性交通组织，才能改善道路的交通秩

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具体化的分区分段限速，针对公路限速过高问题，结合道路两侧用地及需求，进行限速，在保证道

路高速通行条件下，对局部路段速度进行控制，消除 “一条路一个速度”现象。
细分道路功能，打造客货通道，分离各类交通流，公路功能主要强调交通可达，城市道路功能不仅

要求交通可达，更要求人可停留；这要求道路要将路过的人吸引下来，让交通慢下来，进行消费；要求

道路人、机、非、货分流，各行其道，道路既能快速引流，亦能快速疏散；其次，城乡结合部工业发

达，货车量大，应设施专用货车通道对进出货车集散，避免城市客货混行现象，现状城乡结合部货车责

任死亡事故为主要责任人主要在于道路未区分道路功能，客货混行严重，一旦发生事故，严重性相较其

他较重。
优化道路路口接入管理，对路口过近开口进行封闭，减少道路车流冲突频率，一般来说，有中央分

隔带道路，按照前后交叉口相距500m进行控制，对过近开口进行封闭，对地块接入口，按150m距离

进行控制，合并过近的出入口，减少分流合流对道路交通的影响，并对进行渠化拓宽组织，减少车流的

横向碰撞。

3.2.4 交通安全意识提升教育培训

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高低是道路安全的决定因素，是交通事故发生的主观因素，交通参与者能够通

过自我调整控制事故发生的概率，只有提升交通安全意识，才能减少违规驾驶、横穿马路等现象，从而

决定事故是否发生。
其中城乡结合部交通安全培训教育需重点关注村民、外卖员、快递员、货车司机、摩托车司机、学

生等对象，针对货车司机，制定责任连带制度，货车管控与工程联系起来，通过奖惩机制打造双管控机

制，工厂管控为辅，政府管控为主的机制；针对学生，创新交通安全授课形式，提高学生参与度，通过

师生互动、采用多样化教学手段、案例讲解、小组协同方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提高教育效果[3]。

3.2.5 科技力量辅助管理

城区交通管控现状以电警等科技设施管控为辅，交警管控为主，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城乡结

合部管控更多以交警力量为主，科技力量较少，在警力投入收益达到极限的条件下，应对事故多发点位

设置电子监控等设施，解决违规行驶等现象，规范出行行为；其次，适度应用智能交通技术能够有效减

轻事故伤害，如救援车辆信号交叉优先等，通过制定高效救援路线，减低救援时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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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分析

引用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三花公路 （乐平大道至新政路）段780m内三个交叉口及路段探讨城乡结

合部交通安全改善问题。
（1）道路基本情况：

表2 交叉口基本信息表

交叉口

基本信息       
三花公路-乐平大道 三花公路-金缸路 三花公路-新政路

交叉口形式 十字信控 十字无信控 十字信控

道路等级 省道交县道 省道交乡道 省道交乡道

距下一路口距离/m 410 370 480

车道数 双四交双六 双四交双二 双四交四

限速情况km/h 80与80 80 80

亡人事故情况 1 4 1

（2）事故原因分析：数据显示，
 

三花公路-金缸路交叉口及其100m范围内是事故高发区域，三年

共发生4起，此外为三花公路-新政路交叉口，事故原因：1）交叉口缺乏信控管理，交通秩序混乱，
2）交叉口缺乏二次过街安全岛3）道路缺乏人行道及非机动车道交，4）交叉口及道路周边缺乏标志标

图11 三花公路-金缸路现状交通流量图

线等设施5）地块接入不合理，车辆进出随意，6）路

段速度过高，事故风险高，7）叉口视距差，道路辨识

度低。
根据事故原因及现状问题，采取以下改善措施：
1）三花公路、乐平大道限速至60km/h，新政路

限速至40km/h，金缸路限速至30km/h，并设置电警

等设施进行管控；2）金缸路口改为信控路口，并与前

后信控口进行绿波控制，保证路段交通畅行，根据调

查，三花公路高峰小时双向交通量为2064pcu/h，金

缸路为715pcu/h，符合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

规范》GB
 

14886-2016的设置要求[5]；其次设置二次

过街安全岛及无障碍设施，保障行人过街安全；第三，
修剪绿化，保证交叉口满足视距要求；第四，优化交

叉口周边地块接入口，保障交叉口通行秩序。

表3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设置信号灯流量条件

主要道路单车

车道数/条
次要道路单向

车道数/条
主要道路双向高峰小时

流量/（PCU/h）
流量较大次要道路单向

高峰小时流量/（PCU/h）

≥2 1

900 340

1050 280

1400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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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化三花公路-乐平大道交叉口信号放行方式，由东进口放行、西进口放行、南北进口同时放

行改为东进口放行，西进口放行、南进口放行、北进口放行，减少南北方向各向交通冲突，提高交叉口

安全性；其次修剪交叉口周边绿化，保证视距要求；第三，渠化岛端部设置分道牌及防撞设置，提高道

路辨识度；第四，增设二次过街安全岛，完善周边标志标线。
（4）完善三花公路-新政路标志标线，增设二次过街安全岛；其次修剪交叉口周边绿化，保证视距

要求。 
（5）路段增设前方路口等标牌，修剪沿线绿化，提高道路辨识度，并对三花公路、乐平大道增设人

行道及非机动车道。

图12 交叉口改造平面图 （左1新政路口、中间金缸路口、右1乐平大道路口）

5 结语

城乡结合部交通安全问题归根结底为设施缺陷、道路条件缺陷、交通组织混乱、交通参与者安全意

识低问题，是交通安全改善的第一个阶段，城区部分交通安全改善先进措施在城乡结合部收益大多较

低，如触摸式行人过街红绿灯、天桥等，在事故频发的形势下，城乡结合部亟需一套 “时间短、见效

快、投资少”的一套改善措施，才能有效控制事故发生率，减少事故发生，达到收益的最大值，并在事

故发生率稳定后，才能逐步引入深圳、上海等发达城市相关治理措施，进行道路基础设施升级更新，实

现道路交通安全智慧管理、多维管理。
交通安全改善关乎每一个交通参与者，更是国家安全生产，以人为本的体现，只有道路出行安全性

提高，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血液，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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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地组团城市出行分布演变规律研究

吴祥国 高志刚 张建嵩 于海勇

【摘要】 出行分布是反映城市居民出行特征和规律的关键指标，研究城市交通出行分布演变规律有助于研究交通空

间与城市空间协同建设发展的互动关系，从而实现城市交通精准治理与服务决策。本文以重庆市主城区作为山地组团

城市的典型研究对象，主要基于2002年、2010年、2014年和2018年的居民出行调查及其相关基础数据资源，采用

交通模型技术进行数据挖掘分析，总结了居民出行次数、出行目的、出行时间分布、出行分担率、出行时耗和出行距

离的变化特征，结合用地与道路网络建设深入研究了组团间出行分布和组团内部出行比例的演变规律及其出行目的、

出行方式的变化特征。最后，初步探索分析了影响出行分布演变规律的因素，包括区位与用地面积、人口岗位、用地

开发和职住比。

【关键词】 交通规划；山地组团城市；出行分布；演变规律

1 城市与交通概况

山地城市是借助地理学中山地、平原概念在建筑、城市规划领域的引用，尤以重庆市为典型代

表，具有地势起伏、坡度大 （一般大于5%）、建设难度高以及城市空间布局依山就势、道路网络自

由不规则等显著区别于平原城市的特征[1]。因此，居民出行方式几乎没有自行车，步行与地面公交

出行占据较大的比重。“组团”一词来源于形态类型分析法，是一种紧靠成组的聚落布局形式，常用

于城市规划中城市形态结构的表述[2]，如在 《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 （2007～2020年）》 （2014年深

化）中，重庆市主城区城市空间结构为 “一城五片、多中心组团式”，城市建设用地分为21个

组团[3]。  

重庆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处于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

济带的联结点上，在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2019年，主城区常住人

口884.4万，城镇常住人口806.7万，城镇化率91.2%。受四山、两江的阻隔影响，主城区在城市空

间发展过程中始终秉承 “多中心组团式”的空间形态发展理念，从而减少山体阻碍、两江阻隔带来的城

市发展瓶颈。从近代主城区空间发展来看，自渝中半岛、江北嘴 （清末）逐步拓展至南岸的弹子石、南

坪以及沙坪坝的三角碑地区 （1940年），进一步拓展至内环以内的五大商圈区域 （1995年），并在近二

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断跨越山体、两江实现主城九区用地全面铺开建设，多中心组团式城市空间

特征初露峥嵘[4]。

受城市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的影响，主城区人口和岗位主要集中于内环以内区域，约占主城区

总体的50%左右 （见图1），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也主要集中于该区域。主城区工作日高峰小时运行车

速22.9km/h，道路交通运行指数4.8，总体处于缓行状态；内环以内区域运行车速19.8km/h，道路

交通运行指数5.6，总体处于拥堵状态。主城区轨道线网日均客运量285.4万乘次，内环以内区域轨

道线网日均客运量193.1万乘次，占比高达68%；轨道线路客流拥挤区段也集中分布在

该区域[5]。 

由此可见，主城区用地开发进程决定了人口岗位及其职住分布的特征，进一步决定了主城区的交通

出行分布特征。研究不同发展阶段的居民出行特征特别是出行分布特征，分析主城区居民出行的演变规

律，可为进一步开展规划建设和模型预测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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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人口分布 b.岗位分布 

图1 现状主城区人口岗位分布示意图

2 基础数据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的基础数据资源包括2002年、2010年、2014年和2018年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及其相

应年份的人口、用地、各类型道路、公交、轨道网络以及交通流量调查数据[5-12]。此外，采用部分年份

的手机、RFID、公交IC卡和轨道闸机等大数据进行补充分析。

以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相应交通小区的人口扩样分析，构建四阶段交通模型，进行道路

和公共交通模型分配，并采用交通流量调查数据开展模型校验与反馈迭代，直至模型分配结果满足校验

标准。同时，采用大数据资源挖掘的出行特征对交通模型进行融合应用，如完善人口岗位分布、修正出

行分布和出行结构等。

重庆主城交通小区的覆盖范围和数量均发生了变化，其数量由2002年的406个、2010年的809个

逐渐增长至2014年的1330个、2018年的3044个。为了深入研究主城区出行分布的演变规律，均以总

体规划确定的21个组团为基本分析单元对四个年份的出行演化特征进行分析。从居民出行调查的样本

分布量来看，调查样本总量基本稳定在3万户，6岁以上调查人口7万～8万人，核心区域组团的调查

样本量逐步减少，外围区域逐步增多，见图2。

3 出行分布演变规律

3.1 居民出行特征变化

3.1.1 出行次数

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主城区居民人均出行次数逐步增加。常住人口人均出行次数从2002年

的1.91人次/日上升至2018年的2.19人次/日，其中6岁以上居民人均出行次数由2.05人次/日增长

为2.39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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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主城区2002～2018年居民出行调查样本量分布

3.1.2 出行目的

从出行目的来看，自2002年至2018年，上班出行增加，上学出行下降，其他目的出行变化不大。

特别是从2014～2018年来看，各类型出行目的基本无差异，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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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主城区2002～2018年出行目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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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出行时间分布

自2002年至2018年，早、晚高峰小时出行系数均呈增长趋势并趋于稳定 （见图4），其中早高峰

小时系数由15.2%增长至19.4%，晚高峰由10.0%增长至15.2%，而2014～2018年的早晚高峰小时

系数基本无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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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主城区2002～2018年出行时间分布变化

3.1.4 出行分担率

从主城区全方式出行结构变化趋势 （图5a）来看，出行变化特征如下：（1）2002年至2018年的步

行出行比例快速下降，但自2010年以来，下降趋势逐渐趋缓。（2）步行大量转移至小汽车和公共交通。

（3）在轨道交通尚未成熟阶段，地面公交吸收了大量步行转移人群，分担率逐年增长；随着轨道出行的

增加，地面公交出行分担率不断下降。进一步分析主城区机动化出行结构变化趋势 （图5b），可知：

（1）小汽车出行比例稳步增长，已逐步达到高位。（2）出租车和地面公交出行比例稳步下降，出租车转

移至小汽车，地面公交大量转移至轨道 （2013年较为明显）。（3）随着轨道线网逐渐增加，轨道出行比

例交通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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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主城区2002～2018年出行分担率变化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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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主城区2002～2018年出行分担率变化 （二）

3.1.5 出行时耗

根据2002年至2018年的调查，主城区全方式平均出行时耗基本稳定在30-33分钟 （图6a），说明

居民可承受的平均出行时耗相对稳定。从各方式出行时耗变化来看，步行、地面公交、出租汽车出行时

耗略有降低，小汽车、轨道出行时耗增长较为明显。从全方式出行时耗分布 （图6b）来看，30分钟以

下的出行时耗占比明显降低，30～80分钟之间的出行时耗明显增加，这也体现了机动化出行所消耗的

时间明显增加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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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主城区2002～2018年出行时耗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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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出行距离

分析主城区各方式出行距离变化特征可知，自2002年至2018年，主城区全方式平均出行距离由

3km增长为5.9km，机动化由6.7km增长为9.8km。在各类交通方式中，小汽车平均出行距离持续增

长，由7.1km增长为11.6km；地面公交略有增长，基本稳定在6.6～7.6km之间；轨道交通由2010

年的6.3km增长为2018年的12.9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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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主城区2002～2018年出行距离变化

3.2 出行分布变化

3.2.1 组团间出行分布

组团间出行分布主要体现各组团之间的跨组团中长距离机动化出行，采用全方式组团间出行分布量

进行表征。主城区组团间出行分布的演变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连片、南向联系阶

段 （2002）-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连片、南北向拓展阶段 （2010）-中部槽谷南北向轴线拓展阶段

（2014）-中部与东西向轴线拓展阶段 （2018）。为了进一步深入分析主城区出行分布的演变规律，结合

不同阶段的用地分布、道路交通设施进行研究。

在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连片、南向联系阶段 （见图8），城市用地和道路网络主要集中在内环以内

区域；绕城高速尚未建设，对外通道主要包括渝武、成渝、渝长、机场高速等；穿山隧道也以对外高速

a.用地分布 b.出行分布期望线

图8 主城区2002年用地与出行分布期望线

7071



公路隧道为主如中梁山隧道、渝武高速北碚隧道、铁山坪隧道、真武山隧道和南泉隧道。出行交换量主

要集中在以渝中组团为中心的观音桥、大杨石、南坪组团之间，日均交换量分别为23万人次、21万人

次、18万人次；其次，在以沙坪坝、大杨石为中心的观音桥、南坪、大渡口组团之间日均交换量10万

人次；第三，沙坪坝-西永、南坪-李家沱之间的日均交换量4万人次。

在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成片、南北向拓展、重点北向发展阶段 （见图9），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中

部槽谷，特别是内环以内区域以及机场路沿线，两山以外的用地发展相对独立。城市道路先于用地开发

进行布局，西永、礼嘉、茶园、蔡家等组团均已开展道路建设；绕城高速也已建成，并新增了渝邻、遂

渝、渝黔、渝湘等对外高速联络通道；穿山隧道也分别增加了3座。与上一阶段相比：（1）核心区域五

大商圈组团之间的出行交换量增加明显，特别是沙坪坝、观音桥、大杨石组团之间，由日均8万增长为

18万人次；（2）南北向轴线拓展明显，特别是北向联系，如大杨石-大渡口、观音桥-人和、人和-空港

组团之间的交换量分别由10万、3万、1万增长为19万人次、20万人次、5万人次；（3）部分相邻组

团如大杨石-李家沱、南坪-李家沱、西永-沙坪坝之间也有不同程度的交换量增长。

a.用地分布 b.出行分布期望线

图9 主城区2010年用地与出行分布期望线

在中部槽谷南北向轴线发展阶段 （见图10），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中部槽谷，并逐步向礼嘉、蔡

家、悦来等组团拓展；两山之外的西永、茶园、鱼嘴等组团用地开发也逐步增多。西永、礼嘉、悦来、

蔡家、茶园、龙盛等组团的道路建设逐步成网，对外高速公路通道新增成渝环线高速、沪渝南线高速和

渝蓉高速3条，而穿山通道仅在铜锣山新开通了铜锣山隧道、南山隧道2座。在此期间，五大商圈连片

发展并趋于稳定，南北向轴线也日益明显，并逐步跨越两山发展。从交换量来看：（1）继续北向发展趋

势明显，如人和-空港之间的日均交换量由5万增长为12万人次。（2）跨越两山发展趋势明显，如西永

-沙坪坝、茶园-南坪的交换量由5万、2万分别增长为9万人次、6万人次。

在中部拓展与东西向轴线阶段，城市用地在中部槽谷进一步向礼嘉、蔡家、悦来等组团拓展；两山

之外的西永、茶园、鱼嘴等组团用地开发也明显增多，西永、礼嘉、悦来、蔡家、茶园、龙盛等组团的

道路网络连片发展。对外高速公路通道新增了九永高速、渝广高速2条，中梁山穿山隧道也由5座增长

为8座。在该阶段，五大核心商圈组团连片发展态势趋于稳定；中部槽谷南北轴线方向进一步发展，并

逐步向沿线组团拓展；东西向发展轴线也趋明显。从交换量来看：（1）中部槽谷南北向出行交换量进一

步增长，人和-观音桥、人和-空港、大杨石-大渡口交换量分别由20万、10万、19万增长为26万人次、

14万人次、21万人次；（2）中部槽谷南北向轴线向沿线组团拓展明显，人和-礼嘉、空港-悦来、南坪-

李家沱交换量分别由3万、2万、6万增长为8万人次、9万人次、10万人次；（3）穿山出行交换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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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增加，西永-沙坪坝、茶园-南坪的交换量分别由9万、6万增长为11万人次、8万人次。

a.用地分布 b.出行分布期望线

图10 主城区2014年用地与出行分布期望线

a.用地分布 b.出行分布期望线

图11 主城区2018年用地与出行分布期望线

总体来看，其演变特征如下：（1）在核心区域五大商圈组团的人口快速增长并趋于稳定后，核心区

五大组团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基本形成连片发展并趋于稳定。（2）随着中部槽谷人口快速增长，逐步

形成了明显的南北向发展轴带，如空港-人和-观音桥-大杨石-大渡口发展轴。（3）东、西部槽谷与中部

槽谷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西永-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茶园的发展轴带。（4）随着人口的增

长，中部槽谷其他区域如空港-悦来、人和-礼嘉之间的联系也在增强。（5）东西部槽谷内部的南北向联

系初露峥嵘，主要体现在西永-西彭、茶园-界石之间。

3.2.2 组团内部出行

组团内部出行绝对量大且组团内部出行比例高是体现多中心组团城市特征的核心指标，本文重点采

用组团内部出行比例来表征组团内部出行的演变规律。分析主城区2002年至2018年的组团内部出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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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总体如下：（1）全方式组团内部出行比例总体趋势下降并略有回升，机动化略有下降并趋于稳定，

小汽车快速下降。（2）公共交通组团内部出行比例稳步增长，其中地面公交持续增长，轨道快速下降并

逐步回升。进一步分析主城区不同出行方式的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值，总体趋势为全方式比例值＞地面公

交比例值＞机动化、公共交通比例值＞小汽车比例值＞轨道比例值，这与相应交通方式的出行距离具有

较强的负相关性，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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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主城区各方式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变化

从2002年至2018年的全方式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变化趋势来看，主城区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呈现下降

的趋势，但近几年略有回升。不同区位组团的内部出行比例变化特征略有不同：（1）中部槽谷发展相对

成熟的渝中、沙坪坝、观音桥、南坪、大渡口、李家沱组团，特别是空港组团均呈下降趋势。（2）东西

部槽谷的鱼嘴、西永、西彭、北碚组团也略有下降。（3）快速发展中的人和、悦来、蔡家组团的内部出

行比例增幅明显。

与全方式组团内部出行比例总体趋势较为相似，主城区机动化出行比例略有下降，但近几年基本保持

不变。不同组团的变化规律如下：（1）发展最成熟且面积最小的渝中组团呈持续下降趋势。（2）中部槽谷

发展较为成熟的大杨石、沙坪坝、南坪、观音桥组团呈增长或基本稳定态势。（3）基数较低而处于快速发

展中的人和、礼嘉、唐家沱、蔡家组团呈快速增长态势。（4）基数较高而处于快速发展中的西永、茶园、

大渡口、空港、悦来、鱼嘴等组团处于快速下降态势。（5）发展较为独立的北碚、西彭组团略有增长。

与全方式和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变化趋势不同，主城区小汽车出行比例呈持续下降态势，近几

年降幅趋缓。而从各组团的变化特征来看，不管是发展较为成熟的渝中、沙坪坝、南坪、观音桥、大渡

口、李家沱、空港等组团，还是外围发展中的北碚、西永、茶园、鱼嘴、龙兴、唐家沱等组团，均呈快

速下降趋势。此外，小汽车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并不会无节制的下降，达到一定极限值后将逐步趋于稳

定，如渝中、大杨石、南坪、观音桥等核心区域组团的早高峰小汽车出行比例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与主城区小汽车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变化相反，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呈逐步增长态势，主要表现为中部

槽谷的大杨石、沙坪坝、南坪、大渡口、李家沱、观音桥、人和、礼嘉、唐家沱等组团呈持续增长态

势。而中部槽谷外围的悦来、空港、水土以及东西部槽谷的西永、茶园、鱼嘴、龙兴、界石等新开发区

域的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呈下降态势。这与主城区地面公交出行比例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此外，受轨道

交通线网开通进程的影响，主城区轨道交通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呈先下降后上升的状态，主要表现为核心

区域的渝中、大杨石出行比例有所降低，而其他的如沙坪坝、南坪、李家沱、北碚、西永、空港、悦来

等出行比例均有较大的增长。

3.2.3 其他出行分布特征

组团内外部出行在出行目的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组团内部出行以上班、上学、购物娱乐出行为

主，组团对外出行以上班为主。从2002年至2018年的变化趋势来看，上班出行在组团内部与对外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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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占比均增大，且在对外出行中的增幅更大，由24.8%增长为35.7%；上学在组团对外出行中的占

比降幅较大，由5.5%降低为1.9%；购物娱乐出行在组团内部出行中的比例有所增加，但在对外出行

中的比例由9.7%降低为6.0%。

在出行结构方面，组团内外部出行也有较大的差异。组团内部出行以步行、地面公交出行为主，步

行比例逐年下降，地面公交增加，小汽车逐年增长；对外出行以地面公交和小汽车为主，地面公交出行

比例持续下降，小汽车和轨道持续增长。从2002年至2018年的变化趋势来看，步行在组团内、外出行

中的占比均有所减少；小汽车在组团内、外出行中的占比均有大幅增加且在对外出行中增幅更大，由

5.1%增长为37.1%；地面公交在组团内部出行中占比增加但近期略有下降，而在对外出行中持续减

少，由75.9%降低为32.2%；轨道交通主要承担组团对外交通且持续增加，由2010年的0.9%增长为

2018年的18.4%。

4 影响因素初探

影响组团内外部出行比例的因素繁多，涉及社会经济、用地开发、交通基础设施、公服设施、组团

功能定位及区位特征等。其中，社会经济因素可采用人口岗位、职住比等指标进行表征，用地开发可结

合建设用地面积及其结构比例进行体现，交通基础设施指标包括道路 （桥梁、隧道）、轨道、地面公交

的通车长度，组团功能定位与区位可结合其产业发展变化以及是否在核心区域进行研究。

4.1 区位与用地面积

不同区位与用地面积的组团，因其发展历史和阶段不同，表现出各不相同的出行分布演变特征。渝

中组团是重庆最早发展的地区，区域面积最小，且位于城市中心，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逐年降低并

趋于稳定。观音桥、沙坪坝、大杨石、南坪组团用地面积均在40～50km2左右，位于城市中部核心区

域，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逐步提高并趋于稳定。快速发展中的人和、礼嘉组团，位于城市中部槽谷

北侧区域，区域面积均60km2左右，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仍在快速增长中。处于城市外围且快速

发展中的西永、茶园、大渡口、龙兴用地面积均较大，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处于快速下降趋势中。

外围发展较为独立的北碚、西彭组团用地面积在40～50km2左右，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略有增长。

4.2 人口岗位

主城区常住人口自2002年的600万增长为2018年的875万。但不同组团人口的变化，导致职住特

征发生较大改变，从而影响组团的出行分布特征。渝中组团人口持续减少，岗位不断增加，职住特征日

趋不平衡，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由36%下降为26%。大杨石、南坪、观音桥、沙坪坝组团人口岗

位基数高且稳步增长，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略有增长。人和、西永、大渡口、空港组团人口岗位快

速增长，近期出现了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逐步增长的情况。快速开发中的悦来、茶园、鱼嘴、龙

兴、水土组团，人口基数低且增长缓慢，岗位提前布局，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快速下降。外围稳步

发展的李家沱、北碚、西彭组团，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基数高且相对稳定。

4.3 用地开发

城市建设用地自2002年的233km2增长为2018年的659km2。2002年，城市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

中部槽谷内环以内区域；2010～2014年，城市建设用地重点向北侧发展，并逐步向两山之外拓展；

2018年，城市建设用地呈各组团全面布局的态势，主要布局在中部槽谷北部、南部、西永和茶园组团。

不同组团居住用地与商务、公服用地的增减变化，导致了人口岗位的变化，影响了组团的职住平衡

特征和组团出行分布规律。渝中组团居住用地减少，商业用地增加，导致人口逐步降低岗位逐步增加，

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不断下降。位于核心区域的大杨石、沙坪坝、南坪、观音桥组团居住用地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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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用地增加明显，人口岗位大幅增加，机动化组团内部出行比例稳步增长。快速开发中的人和、礼嘉组

团，在居住用地面积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商业、医疗、中小学用地也同比例增长，形成良好的职住平衡

态势，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不断增长。

4.4 职住比

职住比主要反映了人口和岗位的配比情况，过高和过低均会导致职住的不平衡问题，从而造成大规

模、跨组团、长距离、潮汐出行现象，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也较低。渝中组团职住比不断升高，组

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日益降低。人和、唐家沱职住比过高时，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处于较低的水

平。礼嘉、蔡家职住比过低时，组团机动化内部出行比例也处于较低的水平。而当职住比在0.5～0.6

之间时，机动化出行比例一般维持在50%以上，处于相对较好的职住状态。

5 结论

结合重庆市的历史发展进程可知，重庆市主城区具有典型的多中心组团城市特征，是分析山地组团

城市特征的典型研究对象。基于多年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及其相关基础数据资源，采用交通模型技术进

行深入的数据挖掘分析，形成的主要结论如下：

（1）从居民出行特征来看，居民出行次数逐步增加；上班出行目的略有增加，其他目的出行变化不

大；早、晚高峰小时出行系数均呈现增长趋势并趋于稳定；步行出行比例快速下降，小汽车和轨道逐年

增长，地面公交出行分担率不断下降；全方式平均出行时耗基本稳定在30～33分钟左右，步行、地

面公交、出租汽车出行时耗略有降低，小汽车、轨道出行时耗增长较为明显；主城区全方式与机动

化平均出行距离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全方式由3km增长为5.9km，机动化由6.7km增长

为9.8km。

（2）从组团间出行分布来看，主城区经历了核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连片、南向联系阶段 （2002）-核

心区五大商圈组团连片、南北向拓展阶段 （2010）-中部槽谷南北向轴线拓展阶段 （2014）-中部与东西

向轴线拓展阶段 （2018）的出行分布演变。从组团间内部出行比例来看，全方式总体下降并略有回升，

机动化略有下降并趋于稳定，小汽车快速下降，公共交通稳步增长，其中地面公交持续增幅明显，轨道

快速下降并逐步回升。从组团内部出行比例值来看，总体趋势为全方式＞地面公交＞机动化、公共交

通＞小汽车＞轨道，这与相应交通方式的出行距离具有较强的负相关性。此外，小汽车组团内部出行比

例并不会无节制的下降，达到一定极限值后将逐步趋于稳定。

此外，本文对影响山地组团城市出行分布演变规律的因素如区位与用地面积、人口岗位、用地开发

和职住比进行初步的探索分析，但定性分析内容较多，定量研究成果较少，下一步需结合更多的定量因

素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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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边缘组团不同发展阶段交通特征研究

张朝峰 游 历

【摘要】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是 “城”、“乡”过渡的重要地带，也是城市空间增长和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区域，本文首先明

确了边缘组团的定义和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交通供需关系，判断每个阶段最迫切的交通需

求，并给出行之有效的交通供给策略，研究总结出边缘组团不同发展阶段交通系统特征规律。以西安港务区为例，通过

详实的现状调研和需求预测，准确判断组团所处发展阶段和交通发展态势，提出对外提速扩容、对内跨越式品质提升的

交通发展策略，在大容量公交系统超前布局的基础上，规划适用于港、城、乡三位一体空间结构、主次轴线二分展开、

与中心城连绵一体的道路交通系统，支撑港务区城市未来发展框架和基本格局。

【关键词】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发展阶段；交通系统

0 引言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作为城乡交融区，是城市空间扩展、土地利用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交通系统作

为边缘组团发展的重要支撑，也呈现出了独特的特征规律。因此，研究选取组团不同发展阶段的交通需

求总量、职住分布特点、出行距离特征和交通方式构成比例等要素，总结出对应的交通系统供给策略和

要求，以期为边缘组团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

1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的界定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与传统的城市边缘区概念较为接近，但又有着明显的区别。康敬[1]采用 “康维斯

断裂点”分析法界定了现阶段天津市中心城区边缘区的大致范围；翟国强[2]提出我国现阶段中心城区边

缘区的具体区域范围界定方法。陈成[3]通过区位、用地、经济结构、发展条件四个方面对中心城区边缘

区进行了定性的界定，主要特征包括：

（1）区位—处于城市近郊区

考虑与中心城区交通、产业联系等空间关系，对边缘组团范围界定为：位于中心城区建成区之外，

最靠近中心城区近郊区的范畴，距离建成区约15km范围以内的空间区域。

（2）用地—大部分已用于城市建设或规划为城市建设用地

距离中心城区较近，土地处于非建设用地转变为建设用地的阶段，或者有重大事件的发生带动组团

的快速发展，这些区域大部分用地已用于城市建设或规划为城市建设用地。

（3）经济—承接中心城区功能外溢

边缘组团紧邻中心城区，受其辐射带动强，也是中心城区功能外溢的首选之地，尤其像商贸服务、

零售批发等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已成为边缘组团典型的经济形态。

（4）发展—具有良好或重大的机遇

边缘组团是具有潜力或优势未来与中心城区连绵一体发展的地区，或通过便捷的交通枢纽，吸引城

市功能集聚，或受运动会、博览会等重大事件的推动完善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这些组团跨越式发展。

综上所述，本次中心城区边缘组团定义为：位于近郊区，成为中心城区功能外溢的首选之地，大部

分已规划为城市建设用地，受重大事件的推动成为最易发展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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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边缘组团发展阶段

按照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边缘组团的发展也经历起步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在各个时期

具有各自的特征。

（1）起步期—城乡结合部特征明显

用地特征：大部分是非建设用地，临近中心城区的村庄吸引大量外来人口租赁租住，村民违规建设

小高层，成为典型的城中村。同时在一些环境优美或交通便捷的区域，会建成成熟的现代化居住社区。

开始有小型村镇企业的出现，并不断发展壮大，成为重要的用地类型。

产业结构：依靠独特的区位和便利的交通，大量劳动力转向商贸、运输、物流、建筑、工业等产

业，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人口特征：流动人口不断增加，人口多样化，收入差距大。

成长期—借助机遇实现更新改造、产业升级

用地特征：受重大事件推动 （成立高新区、经开区或交通枢纽、大型运动会），相当一部分用地由

非建设用地规划为建设用地，逐步推进城中村和零散村镇企业升级改造，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居住、

工业、物流、商业商务用地。

产业结构：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向高端零售、信息化物流、加工设计、创意设计、商贸商务金融等

高端产业转变。

人口特征：推进农业人口转城市人口，流动人口转本地人口。

（2）成熟期—与中心城区连绵一体发展的成熟组团

用地特征：大部分用地已建设完成，城市配套设施齐全，功能完善提供多样化居住空间，打造宜居新区。

产业结构：传统产业升级改造为本区域提供充足的就业，完成城市的公共服务功能，提供可比拟中

心城区的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等。

人口特征：本地居民、外地就业人口和中心城区疏解人口级配合理，各得其所。

3 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交通需求特征

交通需求特征主要包括交通需求总量、职住分布特点、出行距离特征和交通方式构成比例，中心城

区边缘组团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以下特征。

（1）起步期—交通需求总量小，内部短距离非机动化出行为主

边缘组团起步期主要以本地农业人口为主，活动范围小，活动频次低，主要在组团内部以步行、自

行车和电动车出行为主，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壮大和临近中心城区村庄吸引外来人口租住的增加，这部

分人的长距离机动化出行会不断增长，但总体来看，起步期还是以内部短距离非机动化出行为主。

（2）成长期—交通需求总量井喷式增长，职住不平衡现象明显，对外长距离机动化出行逐渐占据主

导地位

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和规模化、集约化用地的规划建设，交通需求总量呈现井喷式增长，由于

这个阶段组团内部城市配套还不齐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设施都刚刚起步，增加的交通需

求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中心城区居住-边缘组团就业，例如高新区、经开区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

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人员都是这类出行；另一类是边缘组团居住-中心城区就业，这是由于边缘组团房

价低于中心城区而又离中心城区不远，成为很多年轻人买房区位的首选，这类人除居住外，其他上班上

学商业商务出行都与中心城区密切联系。

以上新增的交通需求主要以长距离的机动化出行为主，同时由于成长期开始阶段公共交通的不便

利，地铁的建设速度难以匹配出行的需求，最后一公里的便捷换乘也很难实现，因此对于这种长距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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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化出行，人们往往会选择小汽车，并且小汽车出行习惯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例如西安高新区

1991年成立，目前发展处于成长期的中后期，根据2019年的居民出行调查可知，小汽车在机动化出行

比例中达到55%，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依然是主要的机动化出行方式，远远高于西安市中心城区水平。

同时所有出行中，对外出行与内部出行的比例为7∶3，职住不平衡现象短期内不会改变，早晚高峰潮

汐现象较为明显。

地铁
3%

常规公交
42%

小汽车
55%

图1 西安高新区机动化出行方式比例图

地铁
9%

小汽车
37%

常规公交
54%

图2 西安市中心城区机动化出行方式比例图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西安市高新区2019年居民出行调查）

职住不平衡在短期内很难消失，而对外的机动化出行需求将越来越强，边缘组团在这个阶段如何规

划发展自身的交通系统，将变得至关重要。

（3）成熟期—交通需求总量稳定，对外长距离机动化出行和内部短距离非机动化出行比例适中

成熟期大部分用地已建设完成，城市配套设施齐全，产业结构升级改造为本区域提供大量就业。这个阶

段交通需求总量趋于稳定，职住不平衡现象有所好转，增加了部分边缘组团居住-边缘组团就业人口，但边缘

组团与中心城区联系依旧很强，通勤出行依然旺盛。同时随着高品质、多样化用地的形成，人们对提升慢行

出行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因地制宜，提升生态效益，创造宜人空间成为此阶段的交通改善重点。

4 不同发展阶段下的交通供给策略

针对以上边缘组团不同发展阶段交通需求特征，交通系统的供给策略和水平也要因地制宜，满足支

撑边缘组团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1）起步期—对外依托既有交通干道，内部道路不成体系

边缘组团的起步一般都依托中心城区对外联系的重要交通干道，沿干道两侧聚集了大部分的城市功

能，距离干道越远，城市活动越弱，村庄零散无规律的分布于组团的各个位置，道路自发形成，不能体

系。起步期的对外出行主要集中于既有的交通干道上，与过境交通叠加，客货混行，交通安全性差。

（2）成长期—优先提升对外道路系统和大运量公交系统

成长期的交通需求总量呈现井喷式增长，面对井喷的增长，交通系统该如何构建和发展面临着多种

选择，其中比较典型的有两种模式，一种是独立发展模式，以组团内部的道路网和公交系统构建为主，

这种模式基于的判断是成长期初期出现的长距离机动化出行增长，职住不平衡，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组团

内部用地、交通系统和市政配套还不完善，只要加速发展内部组团，拥有了完整的交通系统、居住小

区、商业服务，市政配套，组团内部的职住平衡就很容易形成，到时候长距离的机动化出行将会大大降

低，转变为组团内部的出行；另一种是连绵发展模式，以对外的道路系统和大运量长距离公交系统构建

为主，这种模式基于的判断是边缘组团与中心城区的区位关系决定了二者的联系将会越来越强，即使边

缘组团内部发展成熟，实现了小部分的职住平衡，但长时间大部分的出行依然是对外机动化出行，因此

在成长期发展的初期，要先优化提升对外的道路系统和构建大运量长距离公交系统，只有这样理顺需求

与供给的时空矛盾，才更有利于边缘组团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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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中心城区边缘组团在成长期应选择与中心城区充分对接、连绵一体的发展模式，优先构筑

通达的对外道路系统和大运量长距离公交系统。只有这样，交通供给才能匹配日益增长的长距离机动化

交通需求，交通成为促进组团发展的优势而不是瓶颈。

图3 边缘组团交通系统独立发展模式图

 

图4 边缘组团交通系统连绵发展模式图

（3）成熟期—组团内部慢行空间、街道品质跨越式提升

成熟期对外交通和内部交通系统基本框架已构建，交通供给能匹配稳定的交通需求，此时对交通系

统的要求不再是简单的有无，而是对精细化、品质化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交通要兼顾效率和居民出行幸

福感，从通行能力、慢行、公交、景观和智慧五大方面进行品质提升，让城市道路成为城市生活的空间

载体。

5 以西安港务区为例

西安国际港务区是陕西省、西安市为打造内陆改革开放新高地设立的经济先导区，组建于2008年，

位于西安东北方向，是依托绕城高速发展的中心城区边缘组团，也是大西安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东部新

中心和第十四届全运会主场馆所在地。

图5 西安国际港务区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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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国际港务区自组建以来，按照 “先建内陆港、后建开发区、再建东部新城”的发展路径，从成

立之初的西部大型商贸物流产业聚集地逐步提升定位为支起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内陆开放高地。

目前港务区正处于从 “产业新城”到 “港城并举的西安新中心”提升的成长期，借助承办2021年全运

会、献礼建党100周年的契机，全面加快城市建设步伐。

图6 日新月异的西安国际港务区

本次综合运用用地规划、手机信令、全天连续视频采集、无人机拍摄、货运企业走访调研、互联网

数据等多元动静态数据，对港务区城市与交通发展需求特征进行全面预测，最终得到规划年 （2035年）

港务区客货运需求总量及其方向与比例。可以看到，规划年交通总量将会达到现状的6.8倍，港务区与

南部中心城区长距离机动化出行依然是最旺盛的，占到总出行量的一半左右，这说明港务区职住不平衡

现象短期内不会改变、潮汐现象较为明显，小汽车出行相当时期内依然是主要的机动化出行方式。

泾阳县
高陵区

客运...

货运
空港

咸阳

曲江高新区 货运量

客运量

城市中心

核心区北部 浐灞生态

草滩

临潼

灞桥

5%

6%
4%

8%
23%
29%
47%

29%

10%

26%

22%

9%

20%

2% 2%

2%

28%
3% 5%

6%
22%

24%

5%

港务区

图7 现状道路交通单向高峰小时需求 （pcu/h）

基于港务区发展阶段和交通需求特征的精准判断，提出对外提速扩容、对内跨越式品质提升的交通

发展策略，对外提速扩容方案包括两部分，在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方面，港务区已超前布局，串联中心

城区与港务区的地铁3号线于2016年通车运营，服务于全运会的地铁14号线已在施工建设中，预计

2021年开通运营；在整体道路网优化方案中，本次提出港、城、乡三位一体空间结构需交通系统主次

轴线各自二分展开，呈 “井字形”空间布局。南北主方向与西安中心区连绵一体发展，东西次方向加强

与空港、客运枢纽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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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北工业区
泾河新城

空港新城

高陵

15%

8%
6%

6%

10%
货运...

21%

临潼
秦汉新城

经开区 客运...
3%

2%

9%

2%

23%3%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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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
浐灞生态

10%

2%

2%
20%

城市中心 14%
40%

24% 绕城高速及区域

沛西新城

沛东新城
1%
4%

高新区 航天产业基地

曲江新区

货运量

客运量

港务区

图8 规划年 （2035年）道路交通单向高峰小时需求 （pcu/h）

基于对未来交通发展需求的判断，仅依靠快速路系统不能充分实现与中心城区充分对接、连绵发展

的要求，本次构建通行能力与运行效率明显高于普通主干路的结构型主干路，与快速路共同支撑路网整

体结构框架。

对内跨越式品质提升近期主要针对即将举办全运会的奥体片区，兼顾强调交通系统效率与居民出行

幸福感，从通行能力、慢行、公交、景观和智慧五大方面进行道路品质提升，从 “有道无街、以车为

本”转向 “开放友好、以人为本”，打造西安市城市道路 “样板间”，让城市道路成为城市生活的空

间载体。

渭北、高陵

灞
河
西
片
区

西咸、空港等

城 港

浐灞

绕
城
高
速 西安中心城

乡

图9 港务区道路网系统构建方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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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字形”快速路网体系 “田字形”结构性主干路网

图9 港务区道路网系统构建方案 （二）

⑧特色铺装——花岗岩300×1200×30mm

人行道
①机动车道——沥青

②非机动车道——沥青

③非机动车道——花岗岩150×500×30mm

④公交站台——花岗岩600×1000×30mm

⑤自行车专用道——透水沥青，进出口处喷涂暗红色高强度通体陶瓷颗粒

⑦人行道——花岗岩150×500×30mm

⑥自行车专用道——花岗岩150×500×30mm

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 自行车专用道

⑧

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公
交
车

公
交
车

图10 柳新路道路铺装设计方案

6 结语

中心城区边缘组团的特殊区位决定了其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与中心城区的长距离机

动化出行，而原始的依托几条干道与中心城区连接的交通系统必然无法满足快速的交通增长需求，造成

主要进城通道上大面积长时间的拥堵，希望本文对边缘组团不同发展阶段交通供需关系的研究能为规划

建设者提供参考和依据，实现交通系统支撑用地组团更好更快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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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号火车头
CHANG'AN

奥体中心 一带一路

渠化岛岛头LOGO

路缘石精细设计

座椅侧方LOGO

拨打线路名镌刻

图11 柳新路精细化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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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分化下的交通需求差异化研究

郭轶博 孔令斌

【摘要】 我国特大城市在当前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已呈现出阶层分化现象，不同阶层人群的交通需求也存在明显差异，

然而传统的交通规划仍然依托于平均化的指标进行资源配置，导致预测结果与实际需求出现偏差。本文从阶层分化的角

度出发，以北京市轨道交通网络为例研究不同阶层人群差异化的交通出行需求。在此基础上定义 “当量人口”的概念量

化差异化的交通需求，并引入 “洛伦兹曲线”对现状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人口的适配性进行评价，同时对比分析了以阶

层分化为基础的差异化交通需求与传统以均值人口为基础的交通需求的计算结果差异，并探索了交通需求预测中引入差

异化交通需求的方法，以期提升交通规划的可靠性。

【关键词】 社会阶层；交通需求；轨道交通

0 引言

在当前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不同人群的经济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原有计划经济时代相对简单的

阶层分化体系被打破，社会阶层分化现象日趋显著。特别是对特大城市而言，由于新世纪以来我国

城市发展资源倾向于优先向大城市配置，使特大城市就业机会优势突出，成为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

动的主要承载地。大量人口源源不断地集聚导致特大城市的阶层分化现象尤为严重，加之在城市规

模扩张、房地产开发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城市中不同区域、不同阶层的人群在交通出行特征上呈

现出了差异。

然而我国现行的交通设施和服务的规划仍然以城市用地、开发强度等要素为基础，以平均化的人口

指标作为配置依据，在居民社会属性上往往仅区分了本地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忽略了不同阶层人口在

交通出行特征上的差异，使在此基础上进行的交通规划与实际交通需求难以匹配。

本文以北京市轨道交通网为例，充分考虑不同阶层人群在城市不同地区对轨道交通的需求差异性，

对比分析了以阶层分化为基础的差异化交通需求与传统以均值人口为基础的交通需求估计差异，并探索

了交通需求预测中引入差异化交通需求的方法，以期优化交通规划方法，提升规划结果的可靠性。

1 社会阶层分化及其对交通出行需求的影响

1.1 阶层分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市场经济飞速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单一的公有制转变为了 “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原先的 “按劳分配”也转变为 “劳动、技术、资本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

配”的分配体制。社会经济政策的转变、个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利益结构的改变，社会阶层分

化现象也逐步显现。北京作为特大城市是城镇化过程中人口流入的重要接纳地，容纳的人群更为多样

化，阶层分化现象也更为显著。

目前社会学领域对于阶层的划分尚且没有统一标准，本文选取李君甫等人[1]提出的阶层划分方

法———根据社会资源配置情况进行阶层划分，即以职业作为划分依据。以北京市第六次人口普查[2]

的数据资料为基础，对北京市居民进行阶层划分。其中高阶层人群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企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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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等职业，中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职业，低阶层包括商业与服务业人员、工人、

农民等职业。

考虑到北京的房价筛选作用尤为显著，城市快速环线的建设更是强化了各个环线内的极差地租，造

成不同环线内集聚的阶层人口存在一定差异。同时也为了排除不同区位人群不同的交通出行距离对交通

方式选择产生的影响，本文在阶层划分时以北京城市规划中的功能分区为大的交通分区，并对各个交通

分区内的阶层人口进行统计，得表1.1。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市现状社会阶层分布呈现出 “金字塔型”，

即大多数为低阶层人群，高阶层最为稀少，中阶层人群占比居中。

表1.1 阶层划分与社会阶层空间分布统计表 （%）

功能区

高阶层 中阶层 低阶层

国家与社

会管理者

阶层

企业负责

人阶层
小计

专业技

术人员

阶层

办事人

员阶层
小计

商业、服

务业人

员阶层

工人

阶层

农业

阶层
小计

全市 0.48 2.49 2.97 20.39 15.46 35.85 33.82 21.54 5.81 61.17

首都核心功能区

（二环以内）
0.74 2.49 3.23 27.24 25.03 52.27 34.65 9.78 0.07 44.50

城市功能拓展区

（二环-五环）
0.45 2.71 3.16 24.44 17.75 42.19 38.67 15.32 0.66 54.65

城市发展新区

（五环-六环）
0.37 2.39 2.76 15.07 11.21 26.28 29.71 31.89 9.36 70.96

1.2 社会阶层分化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社会阶层代表了居民的经济水平是其可支付能力的决定因素，也会直接影响到其交通出行行为。对

于高阶层人群而言，消费能力较强，小汽车的拥有率相对较高，在交通方式选择上相较于经济成本而

言，更注重时间成本的消耗，同时对交通出行过程中的舒适性和便捷性的要求也更高，造成其在交通出

行方式选择中，公共交通对高阶层人群的吸引力相对较弱，特别是中长距离的交通出行。而中低阶层人

群在交通出行选择中，由于自身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较大以及具有较高的价格敏感性等特征，更倾向于

支付较少的经济成本，选择公共交通作为主要的交通出行方式的可能也就更大。不同阶层人群在交通出

行选择上重点考虑的影响因素不同，也就造成了不同阶层人群的交通需求存在一定差异。这在之前一些

学者的研究中已有类似的结论，比如姜伟等人[3]利用苏州市工业园区的具体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不同阶

层人群的出行特征存在较大差异。黄娟等人[4]对比了南京市边缘地区低收入人群于主城区的交通出行情

况，发现边缘地区低收入人群的公共交通分担率远高于主城居民。

轨道交通具有快速、大容量、绿色安全等特点，是特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骨干。同时较小汽车而

言轨道交通的经济成本相对较低，获取服务的难度较低，其服务对象是全体居民，可以同时兼顾到高、

中、低各个阶层的出行权益，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故而在既有数据及资料的基础上，本文选取北京市

轨道交通网为研究对象，对阶层分化所引发的交通需求差异进行研究。

为了获取不同阶层人群使用轨道交通的实际情况，对北京市六环范围内的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最终

收到551份有效的调查问卷。对调查结果进行阶层划分并统计，见表1.2。可以看出不同区位、不同阶

层的人群利用轨道交通出行的频率存在一定差别：中阶层人群较其他两个阶层而言使用轨道交通的频率

普遍更高，更加依赖于轨道交通；城市外围地区的高阶层人群使用轨道交通的频率明显低于中心城区的

高阶层人群，主要是由于出行距离的增加使其倾向于小汽车出行；低阶层人群使用轨道交通的频率相较

于同区位的中高阶层人群更低，根据调查问卷的结果显示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轨道交通的价格较高，二是

使用不便、换乘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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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不同区位及阶层人群的轨道交通使用频率调查表

圈层 阶层 平均轨道交通使用频率 （次/周） 当量人口换算系数

二环内

低 5.9 1.14

中 6.8 1.31

高 5.4 1.05

二环-五环

低 4.3 0.83

中 5.3 1.02

高 5.5 1.07

五环-六环

低 3.7 0.72

中 6.1 1.17

高 4.7 0.9

为了能够反映不同区位、不同阶层人群对轨道交通的实际需求，参照标准车辆换算系数的计算

方法，在此定义 “当量人口”的概念：以整体使用轨道交通的平均数为基准，取其系数为1，根据不

同区位、不同阶层人群使用轨道交通的频率分别计算对应的换算系数，使用轨道交通较为频繁的人

群意味着对轨道交通的需求性和依赖性相对更高，对应的换算系数也就会较高，具体计算结果

见表1.2。

2 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人口分布适配性整体评价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5]引用了经济学领域用于评价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是否公平的指标

——— “洛伦兹曲线”来分析公共资源配置的问题。“洛伦兹曲线”最早由美国统计学家M.O.洛伦兹提

出，通过图解的方式直观地评估某地财产分配是否平等的问题。本文亦引申 “洛伦兹曲线”的概念对北

京市的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人口分布情况的适配性进行评价。“洛伦兹曲线”不仅可以对现阶段北京市

轨道交通网络资源的配置情况进行宏观评价，同时也可以量化的对比差异化交通需求与传统规划中的均

值人口计算结果之间的差异。

2.1 洛伦兹曲线

“洛伦兹曲线”的具体计算方法如下：以街道作为研究的基本单元，计算并对研究范围内每一单元

的人均占用情况按照由低至高排序，人口数量等分为十级，计算每级内总人口占用轨道交通网络资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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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洛伦兹曲线 （当量人口）

例之和，累加得到洛伦兹曲线。在轨道交通网络资源与人

口布局完全适配的情况下，洛伦兹曲线为由坐标原点引出

连接对角的直线，即绝对适配线，一般而言在公共资源的

分配中绝对平均线是不存在的，而洛伦兹曲线越是偏离绝

对适配线就代表着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人口分布的适配性

越低。按照1.2中的换算方法计算北京市各个社区的当量

人口总数，并计算当量人口下各街道的轨道交通网络资源

占用情况，代入得到当量人口的洛伦兹曲线，见图2.1。

根据图2.1和表2.1可知，洛伦兹曲线较绝对均衡线

的偏离程度较大，统计显示前30%的人口人均占用轨道

交通网络资源较低，仅为2%，而后30%的人口占用高达

68%。可以说现状北京市的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当量人口

分布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错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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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洛伦兹曲线累计表 （当量人口）

当量人口累计比例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轨道交通网络资源累计比例 0% 0% 2% 5% 11% 20% 32% 45% 64% 100%

2.2 差异化交通需求与均值人口的计算结果差异

为了量化的对比差异化交通需求与传统规划中的均值人口计算结果之间的差异，在此计算北京市轨

道交通网络与常住人口分布之间的洛伦兹曲线，并对比当量人口与常住人口的计算结果，见图2.2。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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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洛伦兹曲线对比

现代入当量人口的计算结果较常住人口而言更加远离绝

对适配线，即在增加对不同阶层人群差异化交通需求的

考量后，北京市的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与人口布局的适配

性更加不理想。

考虑到目前北京市尚且没有出现非常显著的阶层分

化及居住隔离问题，不同阶层基本上仍然保持着混居的

状态，同时洛伦兹曲线是在宏观的尺度上进行计算的，

数据之间存在了相互抵消的可能从而导致部分问题未能

完全显现出来，在此情况下，当量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洛

伦兹曲线仍然显示出了差别，足以见得忽略阶层差异化

交通需求的传统交通规划方法对社会空间引发的交通需

求考虑不足。

3 阶层分化下交通规划的优化建议

3.1 阶层分化下传统规划的不足

现阶段我国特大城市已呈现出社会阶层分化的大趋势，但交通规划尚且没有做出积极的反馈，还延

续着以城市空间为核心的传统需求预测方法。在传统交通规划需求预测中，交通需求量与用地类型、开

发强度、人口密度、岗位数等特征高度相关，并简单地利用平均化指标生成交通出行量。这就意味着交

通设施的布局集中于城市中心区及其周边等人口、岗位较为密集的区域，往往造成城市边缘地区的路网

不成系统、公共交通缺失等问题。这样的规划方法缺乏对居民社会属性的考虑，忽略了由阶层分化引发

的差异化交通出行需求，从而造成对于社会阶层分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交通问题关注甚少，交通规划的预

测结果与实际需求出现偏差，这正是造成了大城市公共交通投入大而收效不佳的根本原因之一。

特别是在轨道交通规划中，采用均值人口作为配置指标带来的问题更为突出。相较于私人机动化交

通而言，轨道交通作为公共交通具有极强的社会效益，其服务是面向全体居民的，是为各个阶层的人群

获取其他社会资源提供机会的重要交通方式。近年来北京中心区的房价越来越高，大量中低收入阶层和

新增的外来人口为了寻求可支付性住房而逐渐向城市外围集聚，然而北京市目前仍然呈现为单中心的发

展格局，主要提供就业岗位的第三产业多在城市核心区，这就造成了高峰时段的潮汐通勤现象。虽然近

年来北京的轨道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但是受到传统规划方法的限制，外围地区仍然存在明显的服务供给

盲区。根据 《北京市综合交通规划设施评估与对策》[6]中的数据有：“2013年北京市早高峰有16%的轨

道交通车站进行限流，限流车站主要集中在外围地区。”外围地区的轨道交通需求量大，却未能得到有

效供给，这种错配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对差异化交通需求的忽视。能否准确识别差异化交通需求并将其

纳入到交通规划中直接影响到规划方案的合理性与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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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优化方法

在阶层分化日趋显现的今天，交通规划需要做出一些积极的反馈。在交通需求预测中引入非集计模

型是最贴合实际需求的方法，然而建立非集计模型需要巨大的数据支撑，工作难度极高且适用性较低，

很难在实际的工作中推广。

故而基于本文上述研究，考虑到在所处区位及阶层相近的居民在交通出行特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

性，对传统交通规划预测方法加以改进：在交通调查中增加对居民社会属性 （职业、家庭收入等）的调

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阶层划分，在计算交通发生量时引入 “当量人口”的概念进行需求折算，同时

还可以根据阶层集聚情况增加对方式划分等步骤的同步优化，从而得到能够反映差异化交通需求的预测

结果，使其更加贴近真实需求。

4 结语

在我国大城市阶层分化问题日趋显著的大背景下，在交通规划中增加对于阶层问题考量可以有效反

馈交通需求差异化问题，有助于提高交通规划与实际需求的适配程度，以期进一步提升交通规划的

可靠性。

本文引入 “当量人口”的概念试图将阶层分异所引发的差异化交通需求简化并反馈到交通需求预测

中。未来可考虑依托大规模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对优化后的交通需求预测模型的实际应用进行更加深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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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与香港跨界客流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肖 胜

【摘要】 客流特征是跨界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基础和依据。已有跨界客流研究主要集中在客流特征分析和需求预

测方法上，缺乏对客流长期演变特征的研究。本文选取近20年跨界客流数据，运用增长率、变化指数、方向分布系数、

地理集中指数等数学计量分析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跨界客流演变特征，为内地与香港的跨界交通设施规

划建设和跨界客运组织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 跨界客流；时空演变；香港；粤港澳大湾区

0 引言

1997年香港回归至今，在 “一国两制”政策框架下，内地与香港经济社会联系日益紧密，跨界客

流量持续增长。为了应对客流需求，20余年间深港陆续开通深圳湾口岸、福田口岸和西九龙口岸，莲

塘口岸也已建成并即将开通运营。随着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颁布实施，业界普遍认为两地人

员往来将更加密切，加快推动新的跨界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势必在必行。但是，由于缺乏跨界客流定量分

析，相关设施仍停留在规划思路层面，难以推动政府决策落实。

为了定量化掌握跨界交通变化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规划署从1999年开始，每间隔一年开展一次

跨界旅运调查，并发布 《北往南来跨界旅运统计调查》报告。深圳则从2013年开始，与香港交替开展

跨界交通特征调查，并形成数据共享机制。但是，无论香港还是深圳，其调查报告主要内容是跨界客流

的统计。国内外已有相关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跨界客流预测方法[1-2]和某年或某几年客流总量、出行目的、

交通方式等统计分析[3-4]，较为缺乏对客流演变特征的深度挖掘。

本文基于1999～2019年深港跨界客流相关统计数据，运用年增长率、变化指数、方向分布系数、

地理集中指数等数学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方法，挖掘客流在时间和空间纬度的演变特征。研究方法和研究

结论可为跨界客流预测、跨界客运组织管理和跨界交通设施规划建设等提供参考，也可为相关边境地区

出入境客流研究提供借鉴。

1 时间演变及特征分析

1.1 年际变化与演变阶段

根据香港规划署公布数据，从近20年平均每日跨界旅客人次总体保持增长状态。除了2003年 “非

典”疫情和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导致跨界客流降低外，其余年份日均客流均较上一年度有所增长。跨

界旅客总量从1999年的27.2万人次/日增长到2018年67.7万人次/日，二十年间增长了近2.5倍，平

均每年增长4.9%。为了便于研究，将2003年和2019年客流量作为异常数据剔除，按照客流增长速度

指标，以近20年平均增长率4.9%为界，将跨界客流演变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1）1999～2013年：高速增长阶段

1997年7月，香港回归后，内地与香港各方面的交流日趋密切。2003年7月，中国商务部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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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区政府签署CEPA，当年年底开始实施 “香港个人游计划”（俗称 “香港自由行”），首先由广东省四

个城市 （东莞、中山、江门及佛山）开始，逐步向内地其他城市推广，访港的中国内地居民人数快速增

长。2009年4月，深圳实施一年多次往来香港的旅游签注措施 （即 “一签多行”个人游签注），再次掀

起个人游的热潮。这段时期内，内地与香港跨界客流年平均增长率为6%。

（2）2013年至今：中低速增长阶段

随着大量内地游客访港，所带来的巨大商品和服务需求刺激了香港经济增长。但是，香港人也注意

到内地游客的巨大需求不但很快改变了产业格局和发展方向，而且大大改变了香港市民原来日常生活空

间的面貌、甚至影响到本地的日常供给，渐渐出现限制内地旅客数量的呼声。因此，自2013年后，香

港既没有扩展个人游城市，也没有对内地旅客推出更便利化的签注制度安排，事实上放慢 “香港个人游

计划”的实施速度，因此，跨界客流增长速度逐步放缓。2015年4月，深圳户籍居民的 “一签多行”

个人游签注调整为 “一周一行”个人游签注，内地与香港跨界客流进入相对缓慢的增长期，2013～2018

年客流年均增长率约1.47%，其中，2017年增长率仅为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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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近20年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总量增长率变化情况

1.2 周变化特征与方向分布

《北往南来跨界旅运统计调查》以一周为统计周期，发布一周内每天的跨界客流量，2003～2017年

按周内每天及方向划分的往来香港及内地的平均每日旅客人次见表1。其中，周i的跨界客流量为：

Qi=
全年所有周i的日跨界客流量总和

全年周i的总天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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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3～2017年按周内每天及方向划分的往来香港及内地的平均每日旅客人次

2003年 2007年 2009年 2011年 2013年 2015年 2017年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抵港 离港

星期一 186400188300234300239700236800242300268600271500289700302300305200304500315100307400

星期二 165600178100216000227300226500228700251100254000274300275200303100300100301300295400

星期三 170700170400219400217700234600230400252800248500281300274000301600298000303100293700

星期四 174800174700224300220500232500232400263200260400280000281400302000304600304700302700

星期五 195900196500248100247000255200256800291700294000315800313200329100338700329400347900

星期六 199700253800263800319600275000323200311600358200331900366800351600405700375600428500

星期日 252600172400319400239400317000241100340900270200360000288300385600311900424300337500

  本次利用周变化指数，分析跨界客流在一周的变化情况。周变化指数是以一周客流量的平均值为基

准数，然后用此基准数去除每日客流量所得的商，用来说明一周内每日客流差异的相对量，计算

公式为：

Yd=
Qi

1
7∑

7

i=1
Qi
×100% （2）

  Yd为d年的周变化指数，Qi为d年度内周i跨界客流平均值；Y值越趋近于100%，说明该类客流

的周变动越小，客流越稳定；而值过大或过小，则表明客流周变动越大，客流越不稳定。

根据2003～2017年跨界客流数量及公式 （2），计算得出该时段跨界客流的周变化指数，并绘制成

折线图进行可视化分析。从图中可以看出，近20年跨界客流的一周变化特征基本类似，周二～周四最

小，客流较为平稳，从周五开始增多，周六达到峰值，是周二～周四客流量的1.2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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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往返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的周变化指数

往来内地及香港的旅客具有 “从内地到香港”和 “从香港到内地”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的客流量

在较长的时间内是平衡的，但是在某段时间内，可能是某几天，也可能是一天中的某个时段，两个方向

的客流量会有明显的差异。采用方向分布系数Kd，衡量往来内地及香港两个方向客流特征的差异性，

计算公式如下：

Kd=
大客流量方向的客流量

双向总客流量 ×100% （3）

  Kd越接近50%，表示客流方向分布越均衡；Kd越大，客流方向分布越不均衡。计算结果通过可

视化图形表达如下，可以看出，近20年跨界客流的一周变化特征基本类似，周一-周五两个方向的客流

基本是均衡的，周六、周日客流不均衡性较显著，周日的客流方向分布系数在一周中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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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往返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的方向分布系数

1.3 节假日客流特征

跨界客流节假日特征显著，内地和香港的节假日期间 （如清明节、佛诞节、国庆节、万圣节等），

大量香港居民返乡探亲、内地旅客赴港观光旅游，跨界客流较平日大幅增长。本次以2019年几个典型

节假日为例，利用日变系数，定量分析跨界客流在节假日的变化情况。

日变系数是观测日客流量除以全年平均日客流量的商，计算公式如下。结果显示，假日期间平均客

流变化较大，最大日变系数达到2.13，最小为0.92。

Yd=
观测日客流量

全年平均日客流量×100%
（4）

表2 2019年典型节假日客流量和日变系数计算表

清明节期间 佛诞节期间 国庆节期间

4月

4日

4月

5日

4月

6日

5月

11日

5月

12日

5月

13日

9月

28日

9月

29日

9月

30日

10月

1日

10月

2日

10月

3日

全年

平均

跨界客流量

（人人次）
99.8 126.6 116.1 121.2 113.9 111.8 80.5 72.6 73.1 54.4 68.4 69.8 59.4

1.68 2.13 1.95 2.04 1.92 1.88 1.36 1.22 1.23 0.92 1.15 1.18 1.34

2 空间演变及特征分析

2.1 空间分布格局及占比变化

根据客流起讫点分布特征，香港规划署把内地划分11个交通小区，其中，广东省内包括深圳、东

莞、广州、中山、珠海、佛山、惠州、江门、肇庆及广东省其他地区共计8个交通小区，广东省外分上

海、北京及内地其他地方共计3个交通小区。2003～2017各调查年份的客流量分布如表3。

表3 按在内地的起讫点划分的往来内地及香港的平均每日旅客人次

在内地的起讫点 2003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深圳 249800 318900 338900 396400 435000 446800 458100

东莞 44000 45000 36600 31300 37600 42300 43000

广州 32400 47400 47200 45300 41700 50000 47500

中山 8900 12900 9600 10700 10100 10500 11500

珠海 6700 9100 5800 7900 7000 9400 1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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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在内地的起讫点 2003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佛山 6100 9500 7300 9800 8700 13000 11700

惠州 5000 6200 5700 5500 5300 6500 6800

江门 3500 6200 7100 5000 6800 6900 6600

肇庆 600 700 1700 600 600 1000 1200

广东省其他地区 5800 8600 10500 9500 9900 14300 16100

上海 4100 8000 8200 10400 8700 9400 12500

北京 3800 3700 5700 5200 6800 5800 5700

内地其他地方 12000 14700 20000 24500 26700 32800 34300

合计 382700 490900 504300 562100 604900 648700 666800

  为反映研究时间范围内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在内地侧的分布情况，采用平均分布率这一指标。

平均分布率即内地各交通旅客人数与当年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总数比值的平均值，计算公式为：

Ki=
近20年起讫点在交通小区i的日均客流量

近20年平均日客流量
×100% （5）

  根据表 （3）和公式 （5），计算各交通小区的平均分布率。如图5，结果显示，深圳平均分布率

（0.685）独占鳌头，广州 （0.081）和东莞 （0.072）分别排在第二、三位，即近20年来这三个地区的

跨界游客人数最多，占到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总人数的83.8%，粤港澳大湾区九 （A深圳b东莞c

0.002

深圳
0.685 东莞内地其他地区

北京 广州

0.043
0.072

0.081
0.010上海 中山0.016
0.019 0.015

0.019

0.0110.011
0.017

广东省其他地区 珠海

肇庆 佛山

江门 惠州

图5 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

流在内地侧的空间分布

广州d中山e珠海f佛山g惠州h江门i肇庆）的客流比

例达到90.3%，广东省内部占到93.2%。因此，可以看

出，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呈现 “高度集聚”的空间格局，

以深圳、广州、东莞为主。

选取2008年、2011年、2014年和2017年作为主要

年份，进一步分析跨界客流的空间格局及演变特征，如

图6所示，可以看出以下特征。一是深圳凭借毗邻香港

的独特区位优势，深港在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领

域的交流最为频密，4个时间段的跨界客流人数一直处

于首位，占据接近三分之二的客流，其中，2017年较

2003年占比上升3.4%；二是东莞、广州在历史和人文

上与香港联系密切，在这四个主要年份中占比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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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主要年份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在内地侧的空间分布变化情况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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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主要年份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在内地侧的空间分布变化情况 （二）

第三，但2003年、2009年、2013年这三年中占比逐步下降；三是内地其他地区 （广东省以外地区）客

流比例逐步上升，从2003年占比5.2%上升到2017年7.87%，显示内地其他地区与香港的跨界联系仍

有较大空间。

2.2 空间集聚与演变特征

为了测算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程度，本研究引入了地理集中指数并进行定

量分析。地理集中指数计算公式为：

G=100× ∑
n

i=1
（Ni/T）㊣ 2 （6）

  公式 （3）中，G为地理集中指数；Ni为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旅客在i地区分布的客流量；T为往

来内地及香港跨界旅客总人数；n为内地侧起讫点的个数 （本次划分13个，n=13）。G值越趋近100，

表示跨界客流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度越高；G值小则反之，表示跨界客流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越均衡。

74

72
73

71

69
70

68
67
66
65

63
64

2003 2007 2009 2011 2013 2015 2017
线性（地理集中指数）地理集中指数

67.02 66.56

68.5

71.45
72.74

69.93
69.71

图7 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地理集中指数

将上述公式 （4）计算的结果绘制成如图8所示，近20年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的地理集中指数

在66.56～72.74范围内，平均值为69.41。结果显示，2003～2017年往来内地及香港跨界客流的地理

集中指数观测值较为稳定，整体上呈现出相对较高的地理空间集聚程度，且集聚程度有所增加。

3 结论

1.近20年跨界客流经历了由高速增长-低速增长的演变过程，自2013年至今，客流一直处于低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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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状态，特别是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等特殊事件导致跨界客流下降明显。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香港将进一步深化与内地的合作交流，预计随着疫情结束和社会恢复正常状

态，跨界客流增长状态可能发生变化。需进一步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建发展和客流演变特征，制定跨界政

策和跨界交通设施规划。

2.跨界客流在时间分布和方向分布上不均衡，给跨界客运组织管理带来挑战，需要做好高峰期客

流组织应急预案。比如在候检客流组织上，扩大检验大厅区域面积，科学规定各类旅客的行进路线，减

少各种客流之间的交叉干扰，确保口岸区域客流有序流动；增加高客流方向的检验通道数量，减少低客

流方向的通道数量；在新口岸规划设计环节，更加注重查验通道、交通接驳设施的弹性预留。

3.跨界客流在地理空间分布上高度集聚于粤港澳大湾区九市，特别是深圳，且近二十年集聚程度

有所增强。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深港创新合作区、口岸经济带的规

划建设，深圳的跨界客流地理集中指数可能进一步增加，需要更加重视深港跨界交通系统的规划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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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桥国际商务区核心区客流特征分析研究

龙 力 顾 煜 朱 洪

【摘要】 虹桥商务区客流由枢纽、会展、通勤、商务、旅游等多重客流叠加，随着虹桥枢纽客流规模逐年增加、国家会展

中心客流规模屡创新高，开展核心区客流分析十分必要。针对核心区从业人员、行政办公来访人员、商业来访人员及酒店

宾馆来访人员进行客流调查，采集通勤出行、商业出行和商务出行等相关信息。结合调查数据，对客流来源分布、出行方

式结构、出行时耗等进行分析，总结核心区主要客流特征。结合分析结果及核心区发展定位，提出交通优化策略建议。

【关键词】 虹桥商务区；客流调查；客流特征；交通策略

0 引言

2019年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上海虹桥国际商务区列为三个重点片区之

一，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贯彻落实，虹桥商务区被赋予了新定位、新功能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019年11月，《关于加快虹桥商务区建设：打造国际开放枢纽的实施方案》正式公布，进一步明确了

虹桥商务区的定位和目标，实现151.4km2商务区整体协调发展。到2022年，达到国际一流中央商务

区水平，成为带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到2025年，虹桥商务区服务长三角、联通国际的

枢纽功能不断提升，基本建成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国家会展中心等重大项目相继投入使用，日常运行平稳，虹桥国际商务区也已

经初步构建了以总部经济、会议展览、商务商贸、科技研发等现代生产生活服务业为主的产业体系。虹

桥商务区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周边青浦、闵行、长宁等区域的快速发展，也正在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

节点地区。商务区的客流特征也较十年前发生了巨大变化，枢纽、通勤、商务、旅游、会展多重客流叠

加，对商务区的交通体系也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要求。

图1 虹桥主城片区区位图

   

图2 虹桥商务区区域图

1 虹桥商务区基本情况

1.1 商务区基本情况

虹桥商务区 （主城片区）总范围88km2，分为主功能区及主功能区拓展区。规划人口45万人，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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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70～75万个。虹桥枢纽、国家会展中心、核心区是虹桥商务区的三大重点区域。

虹桥商务区汇集枢纽、会展、核心区等功能于一体，不同功能体的交通需求与过境交通相互叠加，

为区域交通系统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目前，虹桥商务区的最主要客流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枢纽交

通、会展交通和核心区交通。

（1） 区域总体构成

主功能拓展区

主功能区

核心区一期

核心区二期
（南北片区）

国展中心

（2） 三大重点区域

虹桥综合
交通枢纽

中国博览会
综合体

商务核心区
二期

商务核心区
二期

商务核心区
一期

图3 虹桥商务区区域构成

1.2 虹桥枢纽主要客流特点

虹桥枢纽自2010年开始投入运营，客流规模逐年增加。2019年，虹桥枢纽对外旅客到发量达到

1.86亿人次，日均对外客流达到50.98万人次，达到规划规模的85%。其中航空占24.4%，铁路占

73.9%，长途客运占1.8%。近五年，对外客流年均增长率为10.5%。

2019年，虹桥枢纽集散客流达到64.47万人次/日，达到规划规模的129%。近五年，集散客流增

长率达到11.8%，略快于对外客流的增速。枢纽客流的集散结构上，集约化交通比例达到57% （轨道

48%，公交9%），个体机动化交通比例43% （出租车15%，社会客车28%）。

1.3 国家会展中心主要客流特点

国家会展中心从2014年运营起，每年举办的展览数量与面积持续增长，展览面积年增长率约

15%。由于展览类型规模多样，各会展客流的波动性较大，历次展会日均客流5～8万人次，对于车展、

医药展、进博会等客流规模较大的展览，展会期间日均客流超10万人次。第二进博会最高客流达到

20.1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不同类型展览，客流来源构成不同。其中消费类型展会如车展、家具展等，客流来源以上海本地较

多，一般60%～70%来自上海本地，20%～30%来自长三角，10%～20%来自国内国际等其他城市或地

区。专业类型展会如医药展、进口博览会等，客流来源以上海以外地区较多，一般为70%～80%来自长三

角、国内国际等其他城市或地区，国际展览中国际客流相对较多，上海本地客流一般为20%～30%。

不同类型展览客流集散方式不同。进博会集约化出行比例80%左右，对于有组织的展会，团队巴

士占比普遍较高。商业展个体出行比例40%，小客车出行占比较高。

2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客流调查

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是虹桥商务区最主要的三大功能。现状虹桥商务区正在加快建设优质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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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载体、营造良好的商务环境，招商引资和企业入驻进入高峰期。核心区是承载商务区大商务功能的重

要地区。为掌握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的客流特征，开展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客流调查。

2.1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总体情况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面积3.7km2，其中一期1.4km2，二期 （南北片区）2.3km2。核心区定位为面

向长三角的商务中心，市级商业中心，发展总部办公、商业贸易、现代商务等。规划建筑面积约450万

m2。现状核心区各地块已基本建成，2018年底已入驻企业3000余家。现状投入运营的商办面积达到

114万平方米，占商办总量的46%。

图4 核心区用地规划图

2.2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客流调查总体情况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的主要用地类型包括商务办公用地和商业服务用地，主要客流包括通勤客流、商

业和商务来访客流。因此，此次分别针对地区从业人员、商务来访人员、商业来访人员和酒店宾馆来访

人员开展调查。考虑客流总体构成，样本选取上从业人员和商业来访人员比重较高。

调查于2019年8月下旬至9月中旬开展，各项调查均采用调查人员问询填表的方式进行，共回收

有效问卷5000份。其中，从业人员及商业来访人员调查的有效问卷数量分别为2667份和2057份。调

查总体情况详见表1。考虑不同调查对象的出行特点，在调查问卷的设计上，调查内容各有侧重，具体

调查指标设置详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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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调查总体情况

从业人员

出行调查

商务来访人员

出行调查

商业来访人员

出行调查

酒店宾馆来访

人员出行调查

调查地点

中骏广场、龙湖中

心、阿里中心等商

务办公楼宇

中骏广场、龙湖中

心、阿里中心等商

务办公楼宇

虹桥天地、龙湖天

街等商业集中点

新华联索菲特酒店、康得

思酒店

调查时间 工作日 工作日 休息日 入住人数较多的日期

有效问卷数量 （份） 2667 204 2057 252

表2 各项调查的调查指标设置情况

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 具体调查指标

从业人员

人员基本情况 年龄、性别、收入水平、职业身份、居住地址

通勤出行情况
上下班出发地点、上下班到达地点、上下班出发时间、上下班到达时

间、上下班出行方式

商务来访人员

商业来访人员
来访出行情况

出行目的、来访前出发地、出发时间、到达时间、到达出行方式、离开

出行方式

酒店宾馆来访人员 来访情况
职业身份、来访目的、来源地、停留天数

出行方式选择情况

3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交通设施情况

3.1 道路网络密度较高

核心区内部道路基本按照规划建成，核心区路网密度为8.8km/km2，已达到静安、徐家汇、陆家

嘴同类型商业中心的水平，道路交通服务水平总体较为良好。

表3 核心区道路网密度表

区域 面积 （km2） 道路网密度 （km/km2） 干路网密度 （km/km2）

核心区一期 1.4 9.9 5.1

二期北片区 1.4 8.65 3.0

二期南片区 0.9 8.68 6.54

合计 3.7 8.8 4.65

  对外集散通道方面，由于枢纽高架系统为核心区一期主要进出通道，进出车流与枢纽的到发车流有

所重叠，进出通道交通压力较大。

3.2 轨道交通站点缺失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内部尚无轨道站点，步行范围内轨交站点为2号线和10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徐

泾东站。核心区一期在轨道步行600m服务范围内，南北片区部分地区在轨道2公里服务范围以外。

3.3 缺乏远距离公交线路

目前核心区内设站公交线路10条 （虹桥商务区2路为内部循环线路），线网密度为5.67km/km2

（国标城市中心区3～4km/km2），线路重复系数为2.54（1.25～2.5建议值）。公交线路以联系周边长

宁区、闵行区，及商务区内部为主，和北部主要居住区联系较弱，缺乏远距离公交线路。核心区内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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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个公交站点，3个首末站，26个中途站。公交站点300m公交覆盖率85%，500m公交覆盖率99%，

基本实现全覆盖。

图5 核心区周边主要轨道站点服务范围

3.4 停车供需矛盾较大

从核心区控规来看，核心区一期规划公共停车场库1个，配建停车位总量控制在12000个，按标准中

内环线以外停车配建标准的70%计算；核心区二期规划公共停车场库2处，配建停车场 （库）根据标准中

规定的内环线以外停车配建标准的85%计算。现状节假日核心区龙湖天街、虹桥天地随着客流吸引力的逐

渐增加，停车需求矛盾日益凸显。随着地块开发建设、企业入驻完成，停车需求将进一步增加。

3.5 步行连廊条件较好

步行交通方面，现状核心区通过二层步廊与虹桥枢纽和会展中心实现区域连通。商务区核心区二层

步廊全部实施，枢纽、核心区商圈、国展中心实现了全连通。

图6 虹桥商务核心区二层步廊

4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客流特征分析

4.1 调查样本特征情况

1.从业人员总体情况

根据被调查从业人员情况统计，性别构成上男女比例无明显差异；年龄偏年轻化，40岁以下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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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高达87%；总体收入水平较高，月收入5000元以下人员仅占17%，10000元以上占比20%；职业

构成上，以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为主。

表4 从业人员基本情况统计分布

性别构成  

男
53%

女
47%

年龄构成

1%

46%

40%

11%

2% 0%

＜20岁 20-29岁 30-39岁 40-49岁 50-60岁 ＞60岁

月均收入情况

1%

16%

37%

26%

20%

3000元以下 3000-5000元 5000-8000元 8000-10000元 10000元以上

职业身份情况

30%

44%

19%

5%
0% 0% 0% 0% 1%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办
事
人
员
及
有
关
人
员

商
业
及
服
务
人
员

单
位
负
责
人

生
产
运
输
设
备
操
作
人
员

家
政
工
作
人
员

快
递
、
配
送
及
物
流
人
员

离
退
休
再
就
业
人
员

其
他

  2.酒店宾馆来访人员总体情况

来访人员的主要出行目的为公务和旅游，分别占41%和44%。从职业身份上看，以政府和各类企

事业单位员工为主。到达和离开方式以飞机为主，到达和离开分别占比60%、55%，以火车方式到达

和离开约占30%，此外，到达和离开商务区的酒店宾馆来访人员中，采用私人小客车占比10%左右。

表5 酒店宾馆来访人员基本情况统计分布

职业身份

12%
14% 13%

17%

4%

8%

11%

19%

4%

单
位
负
责
人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办
事
人
员

生
产
人
员

在
校
学
生

自
由
职
业

待
业
无
业
人
员

离
退
休
人
员

商
业
及
服
务
人
员

来访目的

33%

5%

36%

6% 5%
9%

2% 2% 2%

公
务

务
工

旅
游

生
活
购
物

文
化
休
闲

探
亲
访
友
中
转

就
医

其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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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到达方式

29%

60%

3% 1%
7%

0%

火车 飞机 长途客车单位客车私人客车 其他

离开方式

30%

55%

2% 2%

11%

0%

火车 飞机 长途客车 单位客车 私人客车 其他

  3.人员来源地分布

根据手机信令推算，居住地位于商务区内部和中心城的从业人员分别占比40%、32%。本次被调

查从业人员居住地主要位于商务区内部 （占42%），居住地位于中心城的占30%，总体分布与手机信令

数据基本一致。

根据来源地统计分析，商业来访人员也主要来自商务区内部，占比50%，中心城商业来访人员占

比28%。

本次调查时间为暑假，从宾馆酒店来访人员的来源地统计上看，国际友人占比6%，长三角人员占

比22%，华北、华南、西南、西北地区人员分别占比19%、11%、12%和7%。

宝山区
嘉定区

浦西内外环间

浦西内环内

普陀区

核心区其他

浦东内外环间

青浦区

闵行区松江区 浦东新区

奉贤区

金山区

南虹桥

西虹桥

北虹桥

图7 从业人员居住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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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从业人员居住地和商业来访人员来源地分布

6%

23%

11%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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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2%

国外 华北地区 华南地区 华中地区 西北地区 西南地区 长三角地区

图9 商业宾馆来访人员来源地分布

4.2 主要出行特征分析

1.出行方式结构

地区各类出行活动的方式结构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地区的交通供需特征。以下主要对不同出行活动

的出行方式构成、不同地区与核心区之间出行的方式构成进行分析。

18%

7%

10%

17%

10%

13%

0%

2%

3%

16%

15%

25%

8%

21%

25%

0%

0%

2%

30%

40%

19%

10%

5%

2%

0%

0%

1%

商务来访出行

商业来访出行

通勤出行

步行 电动车 自行车（含共享单车） 轨道 公交 班车 小客车 出租车（含网约车） 其他

图10 三种主要出行类别的出行方式结构比较

从工作日的通勤出行和商务来访出行在机动化方式的选择上来看，通勤出行主要以公共交通为主，

轨道交通和地面公交出行比例均达到25%，个体机动化出行 （小客车+出租车）比例为21%。而工作

日商务来访人员到达核心区则主要以个体机动化出行为主，比例高达40%。一方面与出行活动类别相

关，通勤出行为日常规律性活动，对出行成本较为敏感，相较而言，商务来访出行属于偶发性活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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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成本的敏感度相对更低，对出行舒适度和出行时耗要求更高。另一方面与出行时间有关，通勤出行

的出行时间相对固定，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时间，道路交通运行状况不稳定使得个体机动化方式可靠度

降低，向轨道交通等可靠度更高的出行方式转移，而商务出行在出行时间上自由度更高，可根据道路运

行情况提前安排出行，更有利于出行者偏向选择快捷舒适的个体机动化出行。

慢行交通出行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为出行距离，从工作日的通勤出行和商务来访出行在慢行交通方

式的选择上来看，商务出行慢行交通比例较高，达到35%，可反映出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内部及周边地

区的商务联系较为紧密。

商业来访人员的出行方式选择中，个体机动化出行比例最高，达到45%，公共交通出行比例为

36%。到达虹桥天地、龙湖天街等商业集中点的商业来访人员，出行目的以购物、餐饮或娱乐休闲为

主，这类活动通常以家庭为单位，因此对个体机动化方式的依赖程度较高。同时也可发现，地面公交出

行的比例也较高，达到21%，与通勤出行中地面公交比例 （25%）相当，说明在时间弹性较高的情况

下，商业来访人员选择地面公交的出行意愿较大。

0%0%

0% 61%

32%

14% 0%

4% 0%

17%

62%

2%

0% 2%

6%

2%

5%

10%

5%

1%

0%

27%

16%

25%

11%

7%

0%

23%

58%

3%

4%

1%

0%

2%

0%

4% 0% 57%

40%

14%

8%

0%

0%

21%

47%

1%

2%

1%

0%

22%

11%

23%

17%

7%

2%

2%

1%

34%

33%

0%

1%

10%

28%

2%

6%

0%

0%

其他地区（非通勤）

其他地区（通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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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商务区内部（通勤）

虹桥商务区内部（非通勤）

步行 电动车 自行车（含共享单车） 轨道 公交 班车 小客车 出租车（含网约车） 其他

图11 各地与核心区之间出行的方式结构

从不同来源地的通勤出行方式结构上看，居住于虹桥商务区内部的人员通勤出行慢行交通比例高达

52%，其中电动自行车比例到达23%，电动自行车较大出行距离范围内与地面公交形成有力竞争，可

从侧面反映商务区内部地面公交服务的竞争力较弱；居住于中心城区的人员通勤主要选择轨道交通

（57%），而地面公交出行比例不高 （14%），一方面是由于中心城区轨道线网密度大、服务较为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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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因为到中心城区的地面公交线路较少、联系较弱。居住于嘉青松闵四区的人员通勤出行中较

为突出的特征是班车出行比例较高，达到7%，说明这类地区的相关公共交通配套存在空缺，因此需要

以企业班车或定制班车的服务形式作为弥补，今后提升的方向可考虑加强公共交通服务或优化增强定制

公交服务；居住于其他地区的人员通勤主要依靠轨道交通，这部分人员出行距离长、可选择出行方式受

限，到达核心区往往需要换乘多次轨道交通，而现状核心区范围内无轨道站点，约一半人员到达目的地

后仍需采用其他接驳工具，导致通勤出行便利度下降、出行时耗进一步增加。

从同类来源地的通勤和非通勤出行方式结构上看，有几个较为显著的特征。一是来源于虹桥商务区

内部的人员通勤出行和非通勤出行的地面公交出行比例一致，而研究表明，通勤出行这类生存性活动相

较于其他活动，更偏向于选择公共交通出行，进一步印证了商务区内部地面公交服务服务通勤的竞争力

不足。二是来源于其他地区的人员，非通勤出行和通勤出行的轨道交通出行比例分别为32%和61%，

与其他三类地区的同指标相比，差异显著，且该地区非通勤出行的小客车选择比例较通勤出行高出45

个百分点，也进一步说明，在轨道联系较弱的情况下，对该地区而言，到达核心区的通勤出行选择轨道

交通实为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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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宾馆来访人员出行方式选择

此外，本次调查还针对酒店宾馆人员进行了出行方式选择意愿调查，从前述统计可知，这部分人员

的出行目的主要为公务和旅游，在出行选择上更倾向于个体机动化方式，其中出租车的选择意向高达

34%，出租车是城市服务形象的展示窗口，虹桥商务区作为虹桥枢纽门户首当其冲的承接地，更加需要

提升出租车服务，擦亮出租车名片。

2.出行时间分布

从通勤出行时间上看，核心区从业人员上下班时间与全市早晚高峰时段略有错峰。早高峰9：00后

到达的人员达到54%，晚高峰19：00以后离开的人员达到28%。

（2）下班出发时间
17:00以前 17:00～18:00 18:00～19:00 20:00～21:0019:00～20:00 21:00以后

7%

12%
9%

40%

29%

3%

（1）上班到达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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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5%

2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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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50%

7:00以前 7:00～8:00 8:00～9:00 9:00～10:00 10:00以后

2% 4%

41%
45%

9%

图13 从业人员通勤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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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行时耗

出行时耗是反映地区交通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不同地区到达核心区的平均出行时耗反映出这些地

区与核心区交通联系的便利程度。

从出行时耗的统计分布上看，核心区人员通勤出行时耗30min以下的占45%，30～60min的占

36%，19%的人员出行时耗超过1h，其中5%超过90min。从非通勤出行的时耗统计分布上看，核心区

主要吸引出行时耗在30min内范围的非通勤出行活动，对60min以上出行时耗范围的区域吸引力不大。

7%

38% 36%

14%

5%
8%

59%

25%

6%
2%

10min以内 10-30min 30-60min 60-90min 90min以上

通勤出行 非通勤出行

图14 被调查人员出行时耗统计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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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各地区到达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平均出行时耗

根据调查分析，虹桥商务区核心区的通勤出行的出行时耗为44min，与全市总体水平相当。不同地

区与核心区之间的通勤出行平均出行时耗上，商务区内部26min、嘉青松闵四区50min、中心城59min、

其他地区90min。通过同地区通勤和非通勤出行的平均出行时耗对比可发现，商务区内部和中心城区的

差异较小，分别相差3min、7min，而嘉青松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差异则较大，分别相差14min和25min，

主要由于长距离出行中机动化方式在出行时耗上的优势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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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从业人员采用不同出行方式通勤的平均出行时耗 （min）

各出行方式的平均通勤时间上，步行和非机动车30min以内，个体机动车、班车40min左右，公

交46min，轨道67min，采用两种及以上交通工具平均出行时间1h以上。

5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客流特征总结

特征一：从业人员上下班时间与早晚高峰有错峰

半数人员早高峰9：00后上班，近三成人员晚高峰19：00以后下班，。核心区产业定位较高，以总

部经济、科技研发、商务商贸等高端现代服务业为主，入驻核心区的企业层次较高，部分企业实行弹性

上下班制，部分从业人员通勤选择错开早晚高峰时间。

特征二：高端商务特征明显，对交通服务的要求较高

酒店宾馆以公务为目的的商业到访人员酒店到访人员以及行政办公楼的商务到访人员层次较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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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高端外籍商务人士，这部分人员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高，对交通服务的要求较高，方式选择上，出租

车和小客车比例较高。

特征三：核心区与商务区内部联系较为紧密

核心区从业人员居住地以商务区内部为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现状商务区职住较为平衡。核心区商

业地块的商业来访人员也以商务区内部为主，说明核心区与商务区内部的各类交通联系较为紧密。行政

办公楼宇的商务人员中，采用慢行交通出行比例较高，反映出核心区与商务区内部的商务联系同样较为

紧密。

特征四：通勤出行以公共交通为主，非通勤出行个体机动化比例较高

从业人员通勤主要采用公共交通，但从使用交通工具的情况进行统计，使用轨道交通方式通勤的从

业人员仍有一半需要采用其他交通工具与轨道进行接驳。从通勤出行时耗上看，单独采用轨道交通出行

的平均时耗已超过1h，采用接驳方式的轨道交通出行时耗则更长，反映出通勤出行使用轨道交通方式

的不便利。较通勤出行，商务来访和商业来访等非通勤出行小客车、出租车等个体机动化出行比例明显

较高。

6 虹桥商务区核心区交通优化策略建议

策略一：构建多层次的商务区地面公交系统

推进中运量规划落地实施，强化南北向公交服务，公交线路串联重点功能区与轨道站点、公交枢

纽，与青浦、嘉定、闵行、长宁区各区对接；对接长三角示范区中运量系统；加快落实规划未建的公交

枢纽及公交首末站；同步调整优化内容公交线网；加强片区与周边10公里临近地区公交联系。

策略二：推动虹桥商务区轨道交通布局优化，开展相关轨道交通延伸方案研究

研究利用原17号线预留通道，规划新轨道线路；研究预留平行2号线的分流加密通道；研究预留

新增商务区轨道快线通道 （南何-外环铁路线发展市郊铁路、预留中心城快线通道）；市郊线尽可能伸入

中心城区，减少衔接线路和换乘站点压力。

策略三：完善核心区内部道路，增强核心区对外道路交通联系

进一步完善核心区内部道路，增加对外交通通道，与枢纽交通适度分离。为适应 “大商务”功能定

位新要求，更加注重交通管理水平，加强核心区道路交通组织，强化内部交通诱导，实现动静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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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需求预测

李兴东 侯 佳

【摘要】 科学合理高质量的核心城市对外交通规划是加强城市群经济联系与区域凝聚力的 “牵引力”和 “助推器”，

城市群交通尤其是核心城市对外交通规划的理论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无论交通需求特征，还是多方式多层次的交通

构成都无法直接应用既有的城市交通规划理论与技术方法进行分析，目前具有实践指导作用的方法与成果还十分有

限。本文以国家级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其涵盖南宁、海口、湛江等三个省份多个重点城市，位于全

国 “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中沿海纵轴最南端，在 “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下，是作为渝新欧陆路通道和海

上丝绸之路的纽带。南宁市作为核心城市，城市群区域内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相较其他沿海省份较低，南宁的集聚和

辐射效应不足，因此如何借助交通运输体系构建和合理高效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核心城市首位度是北部湾城市群交通

规划工作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南宁市与其他城市对外交通线网为研究对象，在城市群层面扩展传统的 “四阶段”规划

方法的应用，剖析既有交通线网的不足，引入经济学中社会经济指标和城市间经济吸引强度作为重要衡量因素，保障

基础设施对城市群经济产业联系的支撑和引导作用。根据不同客货运方式的特点，应用相适宜的预测模型，需求预测

包括核心城市对外交通客货运需求总量预测、各方向运量比重预测和各方向分方式的客货运需求量分布，最终得到核

心城市各目标年对外交通不同方向的交通量预测数据。为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需求预测提供可操作的理论

与方法。

【关键词】 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规划；交通需求预测

0 引言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国家对城市群建设进行了详细部署，提出了 “充分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

作用，加强分工合作”的重点工作。核心城市的对外辐射是指从核心城市到区域内其他城市的人流、信

息流、技术流和货物流的过程，促进了区域内其他城市的快速经济增长。因此，要充分发挥核心城市的

辐射驱动作用，必须科学制定核心城市对外交通发展战略，合理规划核心城市对外交通线网。

“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建设顺利开展，为北部湾城市群充分发挥独

特区位优势，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和以开放促发展提供了更大空间。国家新型城镇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深入实施，为北部湾城市群发挥政策效应，做大做强各类城市，拓展发展新空间提供了更强劲动力。国

内消费结构升级和供给体系优化，为北部湾地区发挥生态海湾优势，发展绿色经济提供了更广阔市场。

珠三角等发达地区进入产业转型升级新阶段，为北部湾地区发挥后发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夯实产业基

础提供了更有力支撑。

南宁地处中国西南，位于东西部的交汇处，是唯一与东盟陆海相邻省份的首府，是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城市，是连接东盟区域国际通道的重要节点，是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北部湾经济区、大湄公河次区域、泛珠三角地区等经济圈的辐射区域地区。

南宁在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和区域经济合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区域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的交流和合作为南宁发展带来了机遇。近年来，随着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国—东盟合

作进入 “钻石十年”合作加深、中国—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步伐加快，南宁市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建设，一大批对外合作项目陆续进驻南宁，南宁正积极向中国—东盟合作交流 “桥头堡”的角色进

行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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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南宁战略地位示意图

作为城市群的主体，核心城市的对外交通需求为城市建设和发展规划提供了重要依据。通过对城市

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需求进行预测，可以确定每个方向上不同规划期内各个方式所承担的交通量，以便

保证规划线网能够满足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对外交通需求。

1 北部湾城市群交通发展现状

1.1 城市群交通发展状况评述

根据北部湾城市群综合交通情况的调查和分析，城市群内由于行政区划、经济发展、文化、地理空

间等因素，目前发展状况，城市间运输网络不完善。交通枢纽的作用尚未得到加强，城市群综合竞争力

仍需得到改善。

城市群城市之间的联系较密切。高速公路网络基本上是完善的，城际铁路正在起步阶段，城市群内

的城市之间交通效率不高，城市群的交通模式需要调整，运输设施的布局也需要被优化。暂时还没有完

善的综合运输体系，同时物流运输通道也是不畅的。城市群对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改善。交通基础设施

薄弱的基础设施限制了核心城市通过交通与其他城市群、经济圈的经济联系。

1.2 核心城市交通发展现状评述

南宁市在北部湾城市群中的对外交通分布和辐射带动作用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尚未建立与东盟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大通道

南宁连接东盟地区、粤港澳地区、大西南地区、中南地区、北上地区、沿海沿边地区与周边城市的

运输通道仍不完善，通道数量仍然不足，通道通行能力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居民出行与货物运输

的时间成本仍相对较高，南宁作为区域性交通枢纽与物流中心的发展职能受到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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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北部湾城市群交通现状

图3 南宁市对外交通基础设施分布图

（2）尚未形成快速完善的公路铁路网络，出海物流通道不畅

高速铁路网络尚不完善，与凭祥等方向尚未建立快速联系。南昆线、南防线等普速铁路扩能改造工

作仍有待进一步推进。南宁与玉林、崇左间尚未形成高效的高速铁路通道，北钦防与玉林、崇左之间现

状缺乏铁路联系。高速公路网络仍不完善，如南宁至柳州方向广昆高速段已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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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宁市与其他省际城市间缺少高效便捷交通通道

湛江、海口孤立发展，与南宁、北钦防等城市的交通联系不足，省际城市交通运输现状各自为政、

尚未形成统一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

（4）枢纽布局尚不完善，各方式之间缺乏协同

现状公路、铁路客货运枢纽尚不完善，且枢纽之间缺乏融合，复合化程度不高。各港口现状主要依

托公路集疏运，方式单一，未能实现与铁路等方式的联运。南宁机场集疏运方式单一，与北钦防等地区

的联系主要依托公路，与面向区域城市的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运输方式缺乏衔接。多式联运发展相对

滞后，空铁联运、空铁公联运、公铁联运、公铁水联运发展尚待推进。

2 核心城市对外客货运需求总量预测

2.1 对外交通趋势分析

北部湾城镇群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然而南宁-滨海城镇发展主轴尚未形成。南宁市作为北部湾核

心城市，将强化南钦城镇发展主轴，将其建设成为引领北部湾跨越发展的先锋地区，加快北部湾空间一

体化发展。

结合2016年南宁市批复的 《南宁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南宁市将构建 “一个中心城区、两个发展片

区、六大发展带”的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引导区域资源的空间整合与结构优化，发挥中心城区统筹城乡

发展的引领作用，转变过去的单中心发展模式。南宁将强化其区域交通枢纽功能，构建北部湾一体化交

通体系。强化南宁与北部湾港口群的快速联系，构筑复合型骨架轴线；完善南宁、港口群 “双极”放射

的交通网络：以南宁为中心，实现高速公路对外 “七向放射”，覆盖区内主要城市及城镇节点。

图4 南宁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中的大都市区空间布局

参考 《南宁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南宁市作为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发展将立足于完

善出海大通道建设，拓展区域腹地，强化南宁枢纽地位。规划年对外通道建设将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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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完善北部湾城镇群与西南、中南腹地的交通大通道，打造南宁成为联动珠三角，沟通腹地的区

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加快云桂 （昆明-南宁）、贵南 （贵阳-南宁）等高速铁路建设，推动南昆、湘桂线

改造升级；完善与昆明、贵阳、成都、重庆等西南主要省会城市之间的多通道便捷公路联系，提升南宁

区域性交通枢纽的中心性。疏通西南腹地与北部湾港口群间的快速交通联系，强化港口群的辐射和吸引

能力。

与珠三角联动发展，使南宁与珠三角间形成复合化、多通道的交通格局。进一步加强南宁与珠三角之

间的联系，除了目前提出的珠江-西江沿线通道外，构建南宁-北部湾-珠三角沿海通道，连通广东、广西两

省沿海发展廊道，同时将北部湾地区纳入南宁与珠三角联动发展的轴带中，形成南宁与珠三角间以高速公

路、高铁、内河航运为基础的复合化、多通道格局，实现粤桂两省紧密对接，提升沿线节点区位条件。

对外交通需求结合对外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可分解为北、东北、东、南、西南、西这六个方向客

流分布。

北向通道—
西向西南西色地区

西北向通道—
西向云南及广西百色地区

西南向通道—
西向东盟的国际机场通道

南向通道—
直通北部湾港口

东向通道—
西向陵三角及广

东北向通道—
西向中部地区

河池

百色

崇左

防城港

钦州

贵港

图5 南宁市对外综合运输通道布局图

研判南宁市对外交通发展的战略方向，确定重点发展方向，在国土空间规划的要求下，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应该不单单以交通建设为考量，根据城市群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内在关系的定性分析，社会

经济发展与城市群交通运输密切相关，经济发展应与交通建设相协调，并且将经济因素引入交通建设中

可以为城市有限资源发挥最大效用，并保证基础设施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促使核心城市对外交通科学有

序高质量协同发展。因此进行核心城市对外交通需求预测中，在南宁市对外交通发展战略导向下，在传

统四阶段法交通需求预测基础上，考虑社会经济指标等重要因素，以提升核心城市经济辐射以及增强交

通枢纽地位为重要考量。

2.2 客运需求总量预测

在公路客运量预测中，利用综合指标法考虑影响客运需求总量的几个社会经济指标，并对指标进行

权重划分，最终根据不同目标年的指标变化确定不同的客运需求总量；而在铁路客运量的预测中，将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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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应用回归分析法、年平均增长率法、回归分析法等方法结合 《南宁枢纽总体规划》的内容对铁路客运

总量进行预测。

2.2.1 公路客运量预测

公路客运总量受经济、人口、机动车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在公路客运量预测中应综合考虑经济总

量、人口增长以及机动车增长等因素，应用综合指标法和专家打分法，对不同的因素进行权重分析，进

而得到不同目标年的公路客运量。

采用综合指标法 （指整体的社会经济现象的一般的定量以及定量关系反映出的各种各样的统计指标

的使用方法。）进行分布权重的判断，主要综合考虑城市人口、经济指标、机动车增长等因素，选取

GDP、区域人口、机动车增长等指标制定分析体系，采用专家打分确定权值具体取值表1所示。

W =
∑

n

i=1
Wi

n

其中，W 为评价对象的权重；

Wi为第i个专家的打分；

n为专家人数。

表1 交通客运量影响指标权重划分

指标 具体指标 （权重）

经济发展 GDP（0.5）

社会发展 区域人口 （0.4）

机动化发展 机动车增长 （0.1）

  结合权重划分，确定目标规划年内公路客运量。

2.2.2 铁路客运量预测

可以预见，随着贵南高铁、南宁至凭祥 （南凭高铁）相继建设运营，南宁铁路客运量将出现大幅度

增长，远期铁路客运增幅将明显加大。在此采用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年增长率对铁路未来客运量

进行预测，并结合 《南宁枢纽总图规划》预测结果对预测值进行局部调整。

表2 南宁市铁路客运量预测结果

预测方法 预测模型 变量解释 相关系数
预测结果 （万人）

2025 2030 2035

时间序列法 y=411.04x-827200 y表示预测值；x表示时间 0.94 3100 7200 9266

回归分析法 y=0.681x+1977.5
yt表示预测值；X 表示相应

年份的GDP
0.92 4000 7122 9110

年平均增长系数法 近4年平均增长系数10% 3700 6700 9397

《南宁枢纽总体规划》

预测结果
2945 —

推荐值 — — — 3500 7000 9200

2.3 货运需求总量预测

对于核心城市对外货运需求总量的预测不同于客运需求总量的预测，由于货运量的发展有一定的规

律，因此在公路货运量的预测中主要应用时间序列法、年平均增长系数法进行预测，并与 《南宁枢纽总

体规划》预测结果进行对应修改；在铁路货运需求总量预测中应用年平均增长系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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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公路货运量预测

2017年全市共完成公路货运量31212万吨，比上一年 （28672万吨）增加2540万吨，增长率为

8.86%。公路交通的日渐发达，公路运输凭借其快速、便捷、灵活的运输优势，巩固其对外运输的中坚

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增长，货运流通量也将进一步提升，公路运输量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态势。公

路货运需求预测在此采用时间序列法、回归分析法、年增长率等相关方法对未来货运量进行预测，并结

合相关规划预测结果对预测值进行局部调整：

表3 公路货运需求预测分析

预测方法 预测模型 变量解释 相关系数
预测结果 （万吨）

2025年 2030年 2035年

时间序列法 y=-0.0068x
2+44.265x-42547

x表示相应年

份的GDP
0.82 45230 102200 132000

年平均增长系数法
近4年平均增长

系数10%
41543 89689 131782

《南宁枢纽总体规划》

预测结果
45230 107600 —

推荐值 — — — 42000 90000 130122

2.3.2 铁路货运量预测

虽然现阶段南宁市铁路货运量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按照铁路相关规划，随着南宁对外的湘桂

线、南昆线以及黎湛线等的扩能改造的完成，南站货场、玉洞站等货场的改造和建设完成，其货物吞吐

能力将有大幅提升，预计在2020年前受设施能力的影响，其运量缓慢回升，2020年货运量在335万吨

左右；而2020年之后，随着这些新建和改建设施的完成，以及总体货运需求的大幅提升，其运量将大

幅增长，2030年预测达到869万吨，2035年预测达到1399万吨。

2.4 各方向运量比重预测

对核心城市对外交通各目标年的需求总量进行预测后，为了能够科学的将需求总量按照各个方向进

行交通分布，需要对核心城市对外交通各个方向的运量比重进行预测。基于核心城市在北部湾城市群的

地位、与周边城市的联系以及对于国家交通大通道的对接等作用上，明确重点谋划与湛江、茂名等的横

向联系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积极加强南宁市与桂林、柳州、北海、防城港的纵向联系保证国家一带

一路陆海通道衔接，并且协调其他方向的共同发展，在相应的空间分布基础上，根据社会经济因素得到

各个方向各目标年的比重分布。

2.4.2 空间发展分布

2.4.2.1 客运交通空间分布

（1）综合指标法计算

采用综合指标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布权重的判断，综合考虑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等的因素，

选取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地区总人口、职工平均工资、旅游接待人次等指标制定分析

体系。

南宁对外交通空间分布为：向南与广东联系方向比重最大为35.6%；向东北与柳州桂林联系方向

比重次之22.4%；向西与凭祥等城市联系方向比重最少约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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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2 货运交通空间分布

（1）综合指标法计算

采用综合指标法和主成分分析法进行分布权重的判断，主要综合考虑城市人口、经济指标等因素，

选取GDP、区域人口、工业总产值等指标制定分析体系，并考虑区域空间联系紧密度的分级影响，确

定区域物流空间分布。确定货运发展比例为向南与北钦防联系方向比重最大为34.4%；向东与广东联

系方向比重次之19.6%；西南与凭祥等城市联系方向比重最少约为1.5%

2.5 客运需求分布

区域交通网络作为各城市之间的连接网络，各个城市通过它进行物质、技术和信息的交流，是保证

整个城市群成为有机整体的必要条件。南宁市作为北部湾城市群核心城市，应强化其区域交通枢纽功

能，构建北部湾一体化交通体系。因此在城市地理位置已定的情况下，通过分析各城市个体与南宁之间

的经济吸引强度，根据经济吸引强度权重对南宁市对外客货运需求进行分布，从而指导交通运输通道及

交通网络的布局。由于交通运输通道布局多指陆上交通，因此仅对陆路交通需求进行分布。

2.5.1 南宁市与其他城市间经济吸引强度

随着全球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在一定地域内发展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被强化，地域内及地区

之间的社会和经济的关系更紧密且复杂。地区经济联系的强度，即相互作用的强度，可以直接定量表

现。本文通过城市间的相互作用的重力模型使得到城市间的经济关联的强度的比例，分析核心城市和其

他城市的经济联系的方向。

分别选取经济指标和社会指标计算目标规划年南宁与北部湾城市群内各城市间客运经济吸引强度。

公式如下所示：

Rij =
PiG㊣ i× PjG㊣ j

D2ij

Fij =Rij ∑
n

j=1

Rij

其中，Rij为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

Fij为两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占区域经济联系强度总和的比例，即经济系隶属度；

Pi、Pj为两城市市区非农业人口数 （之所以不采用市区总人口，是因为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一

些城市的市区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乡村人口）；

Gi、Gj为两城市市区的GDP；

Dij为两城市的距离。

将不同目标年各城市社会经济指标 （表11）根据经济吸引强度公式，得到各城市与南宁市之间的

经济吸引强度 （以柳州、桂林、梧州为例）。各城市社会经济指标带入经济引力强度公式，得2025年各

城市与南宁市间经济吸引强度 （以东北方向柳州、桂林、梧州为例）（表12）。

表4 2025年各城市与南宁市经济吸引强度

方向 城市 经济吸引强度 （2025）

东北方向

柳州 1.98

桂林 0.70

梧州 0.22

2.6 需求分布及交通方式划分

各城市与南宁市间经济吸引强度反映了两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进一步反映两城市间交通联系强

3571



度。客运与货运的经济吸引强度一致，根据各城市经济吸引强度权重对南宁市目标规划年按比例将对外

交通预测总量进行分布，并按照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两种方式进行交通方式划分，最终得到目标规划年

的交通需求状况 （以2025年为例图6）。

贵阳

桂林
河池

昆明
柳州 贺州

来宾 梧州
南宁

玉林
钦州

阳江
防城港

海口

北海

湛江

茂名

崇左

百色

贵港

图6 2025年南宁市对外客运总量分布

2.7 小结

南宁作为区域性交通枢纽中心以及北部湾核心城市，从目前南宁交通流向特征、所处空间位置以及

交通需求越策判断，区域交通需求主要空间构成以及基础设施配置策略为：面向东盟国家的交通需求，

这是未来各区域间最主要的交通需求，积极建设综合型货运枢纽，加大高速公路、高铁等线路建设，推

进货运通道高效便捷；面向华南经济圈的交通需求，包括珠三角和部分东部沿海地区的交通需求，为次

要交通需求，升级现有基础设施，增建高铁、高速公路等高等级线路，积极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

移，促进人才、经济等的交流；面向中部地区的交通需求，包括湖南、湖北等中部地区，补全高等级线

路空缺，保证客货运通道的畅通，预留未来发展空间；面向西南经济圈的交通需求，包括云南、贵州、

四川等西南地区，甚至西部地区的交通需求，提升线路质量，初步建设高等级线路，保证基本的客货运

运输。

在交通需求预测基础上结合城市群以及南宁市城市定位与发展，规划应达到内畅外通、便捷高效的

城市群交通运输网络骨架，南宁、海口、湛江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加强与东盟国家陆路互联互通，

推进跨境公路建设，对接泛亚铁路，提升与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互联互通水平，提升边境口

岸集疏运能力实现边境口岸与城市群内部多通道高效联通；畅通对接 “三南”陆路通道，建设南北陆路

新通道，推进高速铁路建设，强化与成渝、黔中、滇中等西南地区城市群的联系，提升外联中南地区的

能力，积极加强与珠三角城市群的联系；构筑城市群内快速交通网络，以南宁、海口、湛江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为支点，以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普通铁路等多层次轨道交通和高等级公路为骨干，构建 “两

横两纵一环”综合交通网络，实施国省干线公路提级改造，加强地区间互联互通，提升交通网络覆盖范

围和连通程度，推进边境公路提级改造工程。

3 总结

城市群具有将各种生产要素流动汇聚与扩散的功能，已成为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

潜力的地区，是生产力布局的增长极。北部湾城市群在 “发挥地缘优势，挖掘区域特质，建设面向东

盟、服务 “三南”（西南中南华南）、宜居宜业的蓝色海湾城市群”战略思想指导下，在国土空间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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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下，城市群核心城市应积极响应城市群战略方针，发挥首位城市的核心带动作用，需要研判重点建

设方向和需求分布特征。

城市群核心城市对外规划与传统的省会城市对外交通规划有明显差异，为保障交通基础设施和经济

投入满足重点方向的建设，本文在对外交通需求预测中引入社会经济指标和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经济

发展引导对外交通建设重点方向，同时对于客货流交通量的特点，分别选取相对应的预测模型，作出符

合实际发展规律的交通需求预测。论文研究构建了区域发展格局-对外交通战略规划-对外交通需求预测

之间的量化反馈关系，能够支撑在战略目标下确定重点方向的建设规模。南宁市对外交通需求预测为城

市群核心城市对外交通规划需求预测提供了具有应用价值、贴合战略导向的示范性技术方法，是以交通

科学探索支撑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规划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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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天气下基于VISSIM仿真的交通诱导与交通控制研究

潘 杰 南斯睿

【摘要】 为了更好地引导不利天气下的交通流情况，提高城市交叉口的运行效率，本文首先分析了不利天气与正常天

气相比下的交通流运行参数，在对车辆的交通流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在不利天气下将交通控制与交通诱导相结合的

思想。最后通过vissim仿真，对交叉口的服务水平和延误进行评价，得到车均延误和车均停车次数明显降低，对交叉口

设计和信号配时方案和提高车辆运行管理的效率来说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关键词】 交通诱导；交通控制；交通仿真

0 引言

与正常天气相比，阴雨天气下路段的通行能力有所下降，车辆在交叉口的延误增加，城市干道

拥堵的路段和交叉口数目也将增加。因此，不利天气下交通诱导显得尤为重要。智能交通系统包括

城市交通流诱导系统 （UTFGS）和城市交通控制系统 （UTCS）。城市交通流诱导系统的主要目标是

通过调整驾驶员的行驶路线，使得路网交通流分配达到所希望的状态，实现路网交通流的均衡分配。

交通分配是制定交通诱导策略的理论基础，它在诱导控制中具有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交通分配依

据用户最优或者系统最优的均衡原则，得到最优的交通流量分布模式，为交通诱导系统提供诱导决

策的依据；另一方面，交通诱导通过为驾驶员提供建议性信息来改变车流的空间分布，本身就是交

通分配的实现过程[1]。诱导控制和信号控制结合，可以实现绿波带控制，用相位差来实现绿波，诱

导信息提供车速，更有利于拥堵区域内主干道放流。Li等
[2]提出了一种基于仿真方法来解决VMS与

信号控制系统的协同问题，Paz等
[3]将自适应信号控制算法嵌入基于仿真的动态交通流分配模型中，

研究了实时控制与动态诱导的协同，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于不利天气下的交通参数做了研究。1995

年Bernardin等人通过对雪天信号交叉口的研究，提出了冰雪天气下传统的信号配时参数是不实用

的。2004年，李维对冰雪条件下交叉口和路段的交通量状态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冰雪天气下基于路

口拥堵和基于交叉口拥堵的路网交通拥堵扩散范围的估计方法[4]。2011年贾丽霞分析我国城市主干

道在各种恶劣天气情况下交通拥堵现象及原因，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加强基础建设、实施公共交通

系统优先发展和优化交通管理的对策与建议[5]。

1 数据的采集

1.1 数据的来源

本文以四川省顺庆区铁昌路和麦秀路交叉口的历史数据为研究基础，其路段的示意图如图1所示。

选取视频监控的相关数据，其监控位置位于道路的右上方，如图1所示。

1.2 数据处理

根据视频监控情况，对铁昌路与麦秀路的交叉口进行统计，其交通量的统计结果如表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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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路段示意图

图1-2 铁昌路-麦秀路交叉口

表1-1 交通量的统计

进口时间
铁昌路西进口 铁昌路东进口 麦秀路进口

左转 直行 右转 右转 直行 左转 左转 右转

17：30～17：35 5 70 18 2 80 21 20 27

17：35～17：40 6 73 16 0 90 19 19 23

17：40～17：45 6 76 19 1 81 22 24 28

17：45-17：50 7 65 16 0 84 20 21 29

17：50～17：55 3 75 15 0 75 23 16 30

17：55～18：00 5 73 17 1 80 25 17 21

18：00～18：05 6 68 13 2 82 26 23 22

18：05～18：10 1 67 17 1 87 25 25 22

18：10～18：15 4 79 13 0 90 26 16 24

18：15～18：20 3 69 19 0 79 18 19 25

18：20～18：25 5 64 12 3 87 26 23 27

18：25～18：30 6 74 14 0 88 29 16 22

合计 57 853 189 10 1003 280 239 300

  注：以上数据分别为晚高峰时期的交通量，且均进行了交通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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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搭建模型

2.1 不利天气下路阻函数的确定

路阻函数又称道路交通阻抗函数，是指交通网络上路段或路径之间的运行距离、时间、费用、舒适

度或这些因素综合的函数。一般情况下，由于出行者在路径选择时，以时间最短为目标，所以一般以行

驶时间为参数建立阻抗函数。路阻函数反映了路段行驶时间 （交叉口延误）与路段 （交叉口）交通负荷

之间的函数关系，它是交通网络分析的签础，是网络动态交通分配的关键，为路径选择提供了依据[6]。

交通网络中的路段阻抗由路段阻抗函数和交叉延误函数两部分组成。目前经常使用的是美国联邦公

路局阻抗函数模型，模型函数为：

T=t0 1+α（ ）VC[ ]
β

式中：T———实际通过该路段所需要的时间

t0———路段自由行驶时间

V———通过该路段的交通量，单位pcu/h

C———路段的实际通行能力，单位pcu/h

α，β———模型的待定参数，简易取值0.15，0.4

该模型适用于正常天气下只考虑机动车交通负荷的影响。在降雨强度下，通行能力降低。杨中良[7]

等人得出在小雨天气下，通行能力折减6%～8%。在中雨天气下，通行能力折减在10%～11%。在大

雨条件下，通行能力折减13%～15%之间。小雪天气下，通行能力折减20%～22%。在中雪天气下，

通行能力折减在25%～27%。在大雪条件下，通行能力折减30%～32%之间。因此，不利天气下路段

的阻抗函数为：

T=t0 1+α（ ）VC[ ]
β

式中：C1代表小雨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0.93C

C2代表中雨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0.90C

C3代表大雨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0.86C

C4代表小雪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0.79C

C5代表中雪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0.74C

C6代表大雪天路段的通行能力，为0.69C

2.2 自由流速度下降

天气状况越差，自由流速度下降幅度也越大。据统计，其雨天下降0～10%；雪天且路面湿滑下降

13%；路面湿且泥泞下降22%～30%；下雪且雪黏附在车轮上下降35%；下雪且雪堆积下降42%。

2.3 起动损失时间增加

路面湿滑会引起轮胎与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下降，起动损失时间也会有所增加，但是关于增加的程

度已有研究却存在差异。在美国，安克雷奇市的观测结果表明，起动损失时间无明显变化；有关的研究

观测结果表明，其起动损失时间从2s增长到3s。

3 交通仿真

为对交叉口设计效果进行定量分析及评估，了解交叉口设计的效果，本文对交叉口进行了交叉口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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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仿真。通过计算机仿真技术对交叉口的运行情况进行模拟。Vissim是由德国PTV公司开发的一款微

观交通模拟软件。该软件是一种基于时间间隔和驾驶行为的仿真建模工具，可分析在特定车道特性、交

通组成、交通信号灯等条件下的交通运行情况。Vissim不仅能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实时运行情况进行模

拟，还可以以文件的形式输出各种交通评价参数，如行程时间、排队长度等。是分析和评价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中各种方案的交通适应性指标的重要工具。本文主要采用VISSIM中的节点评价对改善前后的交

叉口进行评价。

3.1 实施方法

1）分别对不利天气的现状以及通过一定有交通诱导和交通控制之后的交叉口进行仿真。

2）交通诱导部分采取放置部分可变信息版等设施，其可以达到一定的分流作用。

3）交通控制部分采取对交叉口实现点控和线控，从而提高交叉口的运行效率。

3.2 节点评价设置

节点是指路网中的分叉路径，即通常意义上的交叉口。点击工具栏中的 “节点”，选择需要评价的

节点[8，9]。由于本文涉及到两个交叉口的线控，所以选择麦秀路和铁昌路的交叉口以及火车站的交叉口

进行评价。在节点评价对话框中依次添加 “节点、车流、车辆数量、人均延误、延误时间、Stops、停

车延误、平均排队长度、最大排队长度。如图3-1所示。交叉口的实际平面图以及三维图如图3-2

和图3-3所示。

图3-1 设置节点评价

图3-2 二维运行示意图

 

图3-3 三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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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评价结果

对现状交通情况进行仿真。得到其服务水平，平均延误，见表3-1、表3-2。

表3-1 现状延误表

交叉口 方向 平均延误 （S） 服务水平

铁昌路-麦秀路

军供小区方向 0

铁昌路东进口 2.9

麦秀路南进口 9.3

铁昌路西进口 54.8

C

火车站

铁昌路进口 40.3

铁荣路进口 11.9

铁欣路进口 41.4

D

表3-2 现状排队长度表

交叉口 方向 平均排队长度 最大排队长度

铁昌路-麦秀路

军供小区方向 36 38.6

铁昌路东进口 442.3 444.3

麦秀路南进口 7.7 12

铁昌路西进口 378.4 402.2

火车站

铁昌路进口 50.4 77.6

铁荣路进口 77.3 337.5

铁欣路进口 77.7 210.8

对改善后的交通状态进行仿真。得到其服务水平，平均延误，见表3-3、表3-4。

表3-3 改善后延误表

交叉口 方向 平均延误 （S） 服务水平

铁昌路-麦秀路

铁昌路东进口 7

麦秀路南进口 15

铁昌路西进口 16.9

B

火车站

铁昌路进口 15.2

铁荣路进口 14

铁欣路进口 30.1

C

表3-4 改善后排队长度表

交叉口 方向 平均排队长度 最大排队长度

铁昌路-麦秀路

铁昌路东进口 17.2 52

麦秀路南进口 15.1 112.2

铁昌路西进口 31.1 80.2

火车站

铁昌路进口 31.5 53.6

铁荣路进口 30.5 80

铁欣路进口 110.5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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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经过仿真，看出诱导效果显著：

（1）各个交通流向上交通流的运行状况得到极大改善，车均延误和车均停车次数明显降低；

（2）通过合理的交通诱导对交通流起到了分流的作用，有利改善不良天气下的交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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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百度指数的城市群网络联系特征研究

刘丙乾 李 星

【摘要】 区域信息流是刻画区域城市网络特征的重要表征，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进步，研究区域城市网络特征也出

现了新数据类型和新维度。本文通过百度指数，获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4个城市群搜索指数数据，模拟城

市间民众关注度信息流。从中心度、联系度等维度，分析4个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特征。结合城市群之间的横向对比，

探索各个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的差异性，指出城市群内部网络结构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促进城市群良性发展的政策

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 城市群；百度指数；网络特征

0 引言

空间关系是认识区域的基本视角[1-2]，而信息的空间流动是区域空间联系的重要表征。随着信息技

术的不断普及和推广，区域城市间信息流发生强度和交换频次越来越高，致使研究城市间网络联系的传

统方法，愈加难以准确、及时的对城市间网络联系进行量化研究。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完善和推广，城市间人流、物流、信息流等数据的获取变得更加方便和及

时。百度指数就是百度公司提供的一项网民搜索服务大数据平台，其基于网民搜索关注度数据，模拟城

市间网络联系。研究者基于百度指数数据，分析城市群城市信息联系网络特征[3-8]；研究城市群空间网

络时空变迁规律[9-10]；此外，研究人员综合运用多源数据，结合企业组织结构，构建以信息流为基础的

区域城市间网络特征分析方法[11]；结合人口流动峰值，分析网络关注度与客流之间的关系[12]；结合引

力模型，构建区域流结构模型[13]。

本文基于百度指数，从信息流角度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4个城市群城市间网络联系特

征进行研究，量化分析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特征，进一步探索不同城市群网络联系特征的差异性。

1 数据来度与分析方法

1.1 数据来源

通过百度指数平台，获取2011～2018年间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4个城市群城市间百度

搜索指数，构建城市群城市间多值矩阵。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

基于城市群城市间多值矩阵，从城市群城市间网络中心度、网络综合中心度和网络联系度等方面进

行分析，研究城市群城市网络特征 （表1）。

（1）城市群网络中心度：

网络中心度是测度城市群整体网络中心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本文采用点度中心度 （pointcentr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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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进行量化分析，点度中心度是指城市群中某个城市的度数中心度，即该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信息

联系强度。其中，相对出度 （nOutdegree）是指某城市关注其他城市的相对强度，即城市关注度

（On）；相对入度 （nIndegree）是指某城市被其他城市关注的相对强度，即城市被关注度 （In）；城市综

合关注度 （D）是指相对出度与相对入度之和，即Dn=On+In，n为城市群名称简称。

（2）城市群网络综合中心度：

网络综合中心度是在网络中心度基础上，横向对比分析各个城市群城市在整个城市群体系中中心度

能级，反映某个城市在4个城市群联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即通过网络联系能级，划分城市群中具有相

同特征的城市。

（3）城市群网络联系度：

网络联系度是指城市间信息联系的强弱，直观反映城市群城市间网络联系状况，并基于城市群城市

间联系度等级体系，分析各个城市群的网络特征体系。

表1 4个城市群城市分布

城市群 城市

京津冀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 （保定、唐山、廊坊、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邢台、

衡水），13城

长三角

上海，江苏省 （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盐城、扬州、镇江、泰州），浙江省 （杭州、宁波、

嘉兴、湖州、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 （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

宣城），26城

粤港澳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广东省 （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

庆），11城

成渝

重庆市 （渝中区、江北区、沙坪坝区、等27个区/县，以及开州区、云阳县的部分地区），四川省 （成

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 （除北川县、平武县）、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

达州 （除万度市）、雅安 （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16城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1.2.2 研究方法

通过百度指数平台，获取4个城市群2011～2018年的城市间搜索指数数据。

步骤一：构建多值矩阵。基于百度搜索指数数据，形成城市群两两城市间的搜索矩阵。

步骤二：矩阵二值化。利用UCINET6，对城市群城市间搜索指数数据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 （通过

计算矩阵的平均数，如果矩阵中某元素大于平均数，则赋值为1，反之则赋值为0）；

步骤三：城市群网络中心度分析。基于二值化矩阵，分析城市间点度中心度，建立区域网络中心度

分析体系；

步骤四：城市群网络综合中心度分析。根据二值化矩阵，获取各城市综合关注度平均值，利用

ArcGIS软件，构建城市群中心度横向对比等级体系。

步骤五：城市群网络联系度分析。根据城市间多值矩阵，构建起城市群两两城市间的网络联系度，

利用ArcGIS软件，构建起城市间网络联系度可视化模型。

2 分析结果

2.1 城市群网络中心度分析

基于城市群城市点度中心度，从城市综合关注度 （Dn）、关注度 （On）、被关注度 （In）等角度，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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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城市网络中心度分析体系 （表2）。

表2 城市信息联系强度能级体系

类型1 综合关注度 （Dn） 类型2 关注度 （On） 类型3 被关注度 （In）

中心城市 Dn≥1.5 一级关注度城市 On≥0.8 一级关注度城市 In≥0.5

次中心城市 0.5≤Dn＜1.5 二级关注度城市 0.3≤On＜0.8 二级关注度城市 0.25≤In＜0.5

节点型城市 0.25≤Dn＜0.5 三级关注度城市 0.15≤On＜0.3 三级关注度城市 0.15≤In＜0.25

一般型城市 Dn＜0.25 四级关注度城市 On＜0.15 四级关注度城市 In＜0.15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1）京津冀城市群

综合关注度方面 （Dj），北京、石家庄和天津综合关注度处于领先地位，说明三城在区域网络中属

于中心城市。保定、唐山和邯郸次之，属于城市群中的次中心城市。沧州、承德和秦皇岛等城市综合关

注度一般，属于城市群中的节点型城市。衡水综合关注度最低，属于城市群中的一般型城市 （表3）。

关注度方面 （Oj），北京、石家庄和天津关注其他城市相对强度最高，说明三城为京津冀城市群主

要的关注源城市，即一级关注度城市；保定和唐山相对出度次之，为二级关注度城市；沧州、邯郸和廊

坊相对出度较低，为三级关注度城市；承德、衡水、秦皇岛和邢台相对出度最低，为四级关注度城市。

被关注度方面 （Ij），北京、石家庄和天津同样是城市群中被关注度最高的城市，即一级被关注度

城市；邯郸和秦皇岛相对被关注度次之，为二级被关注度城市；保定、沧州、承德、廊坊和唐山相对被

关注度一般，为三级被关注度城市；衡水和邢台相对被关注度最低，为四级被关注度城市。

从京津冀整体网络来看，区域基本形成 “一核双城多点”的联系网络，即以北京为中心，天津和石

家庄为次中心，其他城市为节点的网络联系体系。

表3 点度中心度

城市 北京 石家庄 天津 保定 唐山 邯郸 沧州 廊坊 秦皇岛 邢台 承德 张家口

Oj 1.00 1.00 1.00 0.42 0.33 0.17 0.17 0.17 0.00 0.08 0.00 0.00

Ij 0.58 0.50 0.50 0.25 0.25 0.33 0.25 0.25 0.42 0.17 0.25 0.25

Dj 1.58 1.50 1.50 0.67 0.58 0.50 0.42 0.42 0.42 0.25 0.25 0.25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长三角城市群

综合关注度方面 （Dc1），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综合关注度处于领先地位，说明四城属于整个城

市群网络的中心城市。合肥、宁波、无锡、常州、扬州、镇江和南通次之，属于城市群中综合关注度仅

次于上海和苏州等四城的次中心城市。嘉兴、泰州和台州等综合关注度较为一般，属于城市群中的节点

型城市。滁州、马鞍山和安庆等综合关注度最低，属于城市群中一般型城市 （表4）。

关注度方面 （Oc1），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关注度相对强度最高，说明四城是长三角城市群主要

的关注源城市，即一级关注度城市；合肥、宁波、无锡和常州相对强度次之，为二级关注度城市；南

通、镇江和金华等城市相对强度较低，为三级关注度城市；盐城、安庆、舟山和马鞍山等城市相对强度

最低，为四级关注度城市。

被关注度方面 （Ic1），上海、杭州、苏州和南京同样为城市群中被关注度最高的城市，即一级被关

注度城市；除合肥、宁波、无锡和常州四城被关注度次之外，扬州、镇江和南通被关注度明显上升，为

二级被关注度城市；泰州、盐城和湖州等城市相对被关注度一般，为三级被关注度城市；金华被关注度

明显下架，与盐城、安庆、舟山和马鞍山等城市并列为四级被关注度城市。

从长三角整体网络来看，区域围绕上海、苏州、杭州和南京，形成 “一核多极多点”的联系网络，

即以上海为中心，南京、苏州和杭州为次中心，合肥、宁波和无锡等城市为节点的多极化、扁平化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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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体系。但相较于上海、浙江和江苏，安徽除合肥外，其他城市与区域联系度不足，亟待强化边缘区

域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空间联系。

表4 点度中心度分析

城市 上海 苏州 南京 杭州 合肥 宁波 无锡 常州 扬州 镇江 南通 嘉兴 泰州

Oc1 1.00 1.00 0.88 1.00 0.72 0.52 0.48 0.32 0.20 0.20 0.25 0.20 0.16

Ic1 1.00 0.72 0.72 0.50 0.32 0.40 0.32 0.36 0.40 0.32 0.25 0.20 0.24

Dc1 2.00 1.72 1.60 1.50 1.04 0.92 0.80 0.68 0.60 0.52 0.50 0.40 0.40

城市 台州 盐城 芜湖 绍兴 湖州 金华 滁州 马鞍山 安庆 宣城 舟山 池州 铜陵

Oc1 0.16 0.12 0.12 0.12 0.08 0.16 0.04 0.04 0.04 0.00 0.00 0.00 0.00

Ic1 0.20 0.24 0.20 0.20 0.24 0.12 0.20 0.20 0.20 0.20 0.20 0.12 0.08

Dc1 0.36 0.36 0.32 0.32 0.32 0.28 0.24 0.24 0.24 0.20 0.20 0.12 0.08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粤港澳大湾区

综合关注度方面 （Dy），广州和深圳综合关注度处于领先地位，说明两城属于整个城市群网络的中

心城市。东莞、佛山、惠州、珠海和香港次之，属于城市群中综合关注度仅次于广深的次中心城市。澳

门综合关注度较为一般，属于城市群中的节点型城市。肇庆、江门和中山综合关注度最低，属于城市群

中一般型城市 （表5）。

关注度方面 （Oy），广州和深圳关注度相对强度最高，说明广深是粤港澳地区主要的关注源城市，

即一级关注度城市；东莞和佛山相对强度次之，为二级关注度城市；惠州相对强度较低，为三级关注度

城市；香港、澳门和中山等城市相对强度最低，为四级关注度城市。

被关注度方面 （Iy），广州和深圳同样为城市群中被关注度最高的城市，此外，香港被关注度显著上

升，三城并列为一级被关注度城市；珠海、澳门和惠州被关注度次之外，为二级被关注度城市；东莞、佛

山和中山等城市相对被关注度一般，为三级被关注度城市；江门被关注度最低为四级被关注度城市。

从粤港澳整体网络来看，区域围绕广州和深圳，形成 “特区+双城”的联系网络，即以广深为中

心，港澳特区为支撑，佛山和东莞等城市为节点的多极化联系体系。

表5 点度中心度分析

城市 广州 深圳 东莞 佛山 惠州 珠海 香港 澳门 肇庆 中山 江门

Oy 1.00 1.00 0.50 0.50 0.20 0.10 0.00 0.00 0.00 0.00 0.00

Iy 0.50 0.50 0.20 0.20 0.30 0.40 0.50 0.40 0.20 0.20 0.10

Dy 1.50 1.50 0.70 0.70 0.50 0.50 0.50 0.40 0.20 0.20 0.10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成渝城市群

综合关注度方面 （Dc2），成都和重庆综合关注度处于领先地位，说明两城属于整个城市群网络的中

心城市。绵阳和南充次之，属于城市群中综合关注度仅次于成都和重庆的次中心城市。德阳、广安和乐

山等城市综合关注度较为一般，属于城市群中的节点型城市。眉山、资阳和雅安综合关注度最低，属于

城市群中一般型城市 （表6）。

关注度方面 （Oc2），成都和重庆相对强度最高，说明两城为区域主要的关注源城市，即一级关注度

城市；绵阳和南充次之，为二级关注度城市；德阳和宜宾相对强度较低，为三级关注度城市；泸州、达

州、眉山等其余城市相对强度最低，为四级关注度城市。

被关注度方面 （Ic2），成都和重庆依旧处于最高地位，说明两城同样为城市群中被关注度最高的城

市，即一级关注度城市；绵阳、达州、遂宁相对被关注度次之，为二级关注度城市；德阳、南充、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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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安相对被关注度一般，为三级关注度城市；内江、自贡、眉山和雅安等其余城市相对被关注度最

低，为四级关注度城市。

从成渝城市群整体网络来看，区域基本形成 “双核多城”的联系网络，即以成都和重庆为区域两大

中心城市，绵阳、德阳和南充等多城联动的网络联系体系。

表6 点度中心度分析

城市 成都 重庆 绵阳 南充 达州 遂宁 德阳 泸州 广安 宜宾 内江 自贡 乐山 眉山 雅安 资阳

Oy 1.00 1.00 0.40 0.40 0.13 0.13 0.20 0.13 0.13 0.20 0.13 0.13 0.13 0.07 0.07 0.07

Iy 1.00 0.80 0.27 0.20 0.27 0.27 0.20 0.20 0.20 0.13 0.13 0.13 0.13 0.13 0.13 0.13

Dy 2.00 1.80 0.67 0.60 0.40 0.40 0.40 0.33 0.33 0.33 0.27 0.27 0.27 0.20 0.20 0.20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 城市群网络综合中心度分析

从4个城市群整体出发，将城市综合关注度平均值，按照0.1以下、0.1～0.25、0.25～0.5和0.5

以上，依次划分城市综合中心度等级 （见图1、表7）。

a.京津冀城市群点度中心度 b.长三角城市群点度中心度

c.粤港澳城市群点度中心度 d.成渝城市群点度中心度 

图例
点度中心度平均值

.083333-.100000

.100001-.250000

.500001-.791667
.25000l-.500000

京津冀范围

图例
点度中心度平均值

.040000-.100000

.100001-.250000

.500001-2.000000e+0.36

.25000l-.500000

图例
点度中心度平均值

.100000

.100001-.250000

.500001-1.000000

.25000l-.500000

图例
点度中心度平均值

.050000-.100000

.100001-.250000

.500001-.650000

.25000l-.500000

城市范围
城市范围

城市范围

0 20 40 80 120 160
千米

N

0 45 90 180 270 360
千米

N

0 40 80 160 240 320
千米

N

0 25 50 100 150 200
千米

N

图1 城市群点度中心度综合分布图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表7 城市群综合中心度结构体系

城市群 中心城市 城市网络结构体系

京津冀

城市群
北京、天津、石家庄

北京、天津、石家庄为一级中心城市，保定、唐山、邯郸为二级中心城市，形成

北京单核+津石双城+多节点的城市群网络结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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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群 中心城市 城市网络结构体系

长三角

城市群

上海、苏州、杭州、

南京、合肥

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合肥为一级中心城市，宁波、无锡、常州等为二级中

心城市，泰州、金华等为三级中心城市，城市群多极化体系已基本形成。

粤港澳
大湾区

广州、深圳、香港
深圳、广州为一级中心城市，佛山、东莞为二级中心城市，结合香港和澳门特

区，形成特区+广深的多极化体系。

成渝城

市群
成都、重庆

成都、重庆为一级中心城市，南充、绵阳为二级中心城市，形成成都+重庆双核

城市群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从4个城市群点度中心度平均值空间分布来看，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市群城市网络特征呈现极化现

象，即城市间层级分化严重。而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特征呈现扁平化、多中心化现象。其

中，空间分布特征如下：

（1）一级中心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苏州、成都、杭州、南京、重庆和合肥等

城市，这些城市主要为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

（2）二级中心城市包括保定、邯郸、宁波、无锡、佛山、东莞和绵阳等城市，这些城市主要为省级

节点城市和与中心城市连绵发展城市 （或同城化城市）。

（3）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城市网络体系不完善，存在严重的层级分化。其中，京津冀城市群中，虽

然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三城为一级中心城市，但北京单极化态势明显。成渝城市群中二级中心城市严重

断层，存在大量的三、四级中心城市。

（4）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多极化明显。其中，长三角围绕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和合肥，

形成省会城市与直辖市 “多极鼎立”态势。粤港澳则围绕广深、港澳，形成 “特区+中心”的 “2+2”

的多核模式。

2.3 城市群网络联系度分析

根据城市间多值矩阵，构建起城市间两两之间的网络联系度，利用ArcGIS软件，构建起城市间网

络联系度可视化模型，其中：

（1）基于城市群城市间搜索指数平均值，通过自然分级法，构建起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度等级体

系，即高联系型城市、一般联系型城市和低联系型城市，并进一步分析出区域密集联系型城市 （图2、

表8）。

（2）从城市群网络联系度横向对比角度，对4个城市群进行对比分析，按照150万以下、150万～

300万人、300万～500万和500万以上，综合分析城市联系度，并据此分析城市群整体网络特征 （图3）。

2.3.1 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度

从4个城市群内部网络联系度来看，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为典型的单中心城市群，而长三角和粤港

澳大湾区为典型的多中心城市群。其中：

京津冀城市群，以北京为中心，向京津、京保石、京唐秦、京邢邯等方向扩散的网络联系格局。

长三角城市群，围绕上海形成 “上海———南京”与 “上海———杭州”两条网络联系走廊，其中，

“上海———南京”走廊包含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和合肥；“上海———杭州”走廊则包括上海、

嘉兴、杭州。

粤港澳大湾区，围绕广州和深圳，形成同城化联系走廊，即围绕广深中心，形成广佛、深莞等区域

网络联系结构。

成渝城市群，围绕成都形成 “成都———重庆”单轴与 “成都”单极的 “点轴”网络联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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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京津冀城市群网络联系度 b.长三角城市群网络联系度

c.粤港澳城市群网络联系度 d.成渝城市群网络联系度 

图例

81.500000-191.000000
191.000001-343.000000

615.000001-1073.500000
343.000001-615.000000

京津冀范围

0 20 40 80 120 160
千米

N

0 45 90 180 270 360
千米

N

0 40 80 160 240 320
千米

N

0 25 50 100 150 200
千米

N

搜索指数

图例

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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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767
108-224

城市范围

城市范围

城市名称

城市 图例

81.000000-122.000000
122.000001-246.000000

511.000001-923.000000
246.000001-511.000000

搜索指数

搜索指数

图例

61.000000-170.000000
170.000001-279.000000

470.500001-900.000000
279.000001-470.500000

城市范围

搜索指数

图2 城市群网络联系度分析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表8 城市联系度层级划分

类型 （搜索指数平均值） 城市

高联系型城市

1.京津冀 （北京、石家庄、天津）；

2.长三角 （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合肥、无锡）；

3.粤港澳 （广州、深圳、香港）；

4.成渝 （成都、重庆）。

一般联系型城市

1.京津冀 （张家口、邢台、保定、唐山、沧州、邯郸）；

2.长三角 （常州、嘉兴、绍兴、泰州、宁波、南通、盐城、安庆、扬州、金华、

湖州、泰州、舟山、芜湖）；

3.粤港澳 （东莞、佛山、珠海、澳门、中山、惠州、肇庆）；

4.成渝 （德阳、眉山、绵阳、南充、达州、泸州、宜宾、遂宁）。

低联系型城市

1.京津冀 （衡水、秦皇岛、承德等）；

2.长三角 （池州、铜陵、滁州、马鞍山、宣城）；

3.粤港澳 （江门）：

4.成渝 （内江、资阳、乐山、自贡、雅安）。

密集联系型城市

1.京津冀 （北京———天津）；

2.长三角 （上海—苏州、上海—无锡、上海—杭州、上海—合肥、上海—南京、

扬州—南通、杭州—宁波）；

3.粤港澳 （深圳—东莞、广州—佛山、广州—东莞、深圳—香港、深圳—广州、

广州—香港）；

4.成渝 （成都—德阳、成都—雅安、成都—眉山、成都—宜宾、成都—自贡、成

都—内江、成都—重庆、成都—达州）。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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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联系度层级划分可知，（1）四个城市群中，高联系型城市主要为城市群中的中心城市。（2）

一般联系型城市主要为次中心城市，以及距离中心城市较近的二、三线城市。（3）低联系型城市主要为

三、四线城市，这些城市往往分布于城市群的边缘区域。（4）密集联系型城市主要为中心城市之间，以及

中心城市与其同城化城市之间。以粤港澳地区为例，密集联系型城市中，深莞和广佛即为同城化城市。

2.3.2 城市群综合网络联系度

从城市群网络联系度横向对比来看，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空间网络联系度变化最为明显，其中，京

津冀城市群中，北京与石家庄之间的联系度明显上升；而成渝城市群中，除成都与重庆之间的联系度保

持不变外，其他城市间的联系度明显下降。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空间网络联系度变化不明显。城市群

综合网络联系度空间分布特征如下：

京津冀城市群，围绕北京形成以北京为核心，“京津”、“京石”为两轴的 “放射型”网络联系格局。

成渝城市群，则围绕成都与重庆，形成 “双城单轴”的网络联系结构。

a.京津冀城市群综合网络联系度 b.长三角城市群综合网络联系度

c.粤港澳城市群综合网络联系度 d.成渝城市群综合网络联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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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00001-9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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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城市群综合网络联系度分析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3 结论与讨论

3.1 结论

本文通过百度指数数据，对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4个城市群城市网络联系特征进行深入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城市群城市间联系呈现 “向心”（中心城市）聚集的明显特征。城市间联系强度围绕城市群中

的中心城市向周边节点城市逐渐衰减，城市间信息流在空间上沿着中心城市之间形成的廊道进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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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市群空间网络特征差异化明显。京津冀和成渝城市群网络联系呈现明显的单一化现象，其

中，京津冀为明显的单极化，成渝为明显的单轴化，这导致城市群城市联系层级分化、过度集聚现象突

出。长三角、粤港澳城市群网络联系呈现多极化、扁平化的特点，其中，长三角围绕 “沪苏杭宁合”，

形成中心城市集聚廊道，粤港澳则围绕 “特区”和 “广深”，形成 “特区”+ “双核”的多中心结构。

（3）城市群内同城化城市间网络联系强度明显较高。其中，广佛、深莞、成德眉资、沪苏、京津等

城市间联系密集。

（4）区域城市间联系层级分化严重，协同发展能力亟待提升。以成渝城市群为例，成都的极化现象

明显，导致城市间联系层级出现断层，这与成渝 “双核”协同发展的基本要求不相称，也严重影响未来

城市间的均衡发展。

（5）强化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以长三角为例，要将强上海、苏州、南京和合

肥等中心城市与皖南地区城市的空间联系，优化城市群网络结构特征。

3.2 讨论

百度指数是以百度网民海量搜索数据为基础进行的二次开发数据，数据类型相对较为单一，且与真

实城市间信息流联系有一定出入，因此，在数据的多样性和准确性等方面存在一定误差。未来研究需要

进一步拓展数据类型，开展多源数据分析，结合人口迁徙数据、企业联系数据等进行综合研究，强化分

析研究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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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LBS数据的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特征

———以长株潭为例

刘 令

【摘要】 传统对外交通分析依赖于操作难度大、成本高、精度较低的传统调查数据，手机信令、互联网LBS等大数据

的出现为城市对外交通联系分析提供了新的基础数据和技术方法。本文探索了基于互联网LBS大数据的交通分析方法，

构建长株潭三地的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模型，并将模型应用在 “全国”、“省域”以及 “区县”等三个层面，用于分析长株

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特征。研究表明，互联网LBS大数据在城市宏中观研究分析中具有较大应用价值。研究主要结论

包括：长株潭地区 “西向”联系带亟需加强以成为 “一带一部”重要过渡带；长沙仍为湖南省多圈层空间结构的单中

心，株洲、湘潭尚未成为区域中心城市；长株潭三市人员交流联系强度未达预期，一体化进程较为缓慢。

【关键词】 互联网LBS大数据；长株潭；对外交通联系

0 引言

城市交通规划中的对外交通现状分析，目前主要依赖传统交通调查，如居民出行调查中的公路出行

OD调查、对外交通枢纽人员出行调查等。但上述传统调查方法存在操作难度大、调查周期长且成本

高、调查数据结果精度低等问题，使得实际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对外交通现状与发展趋势部分得不到精准

分析，甚至导致错误的判断。而成本相对较低、数据质量更高的城市时空大数据的出现，给城市群或区

域交通分析带来了更高质量的数据基础以及更加高效的技术方法。

国内学者目前大多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来研究城市对外出行联系特征。2014年，毛晓汶
[1]通过提取

通信运营商的手机信令数据，并挖掘出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区域间的OD数据，并对该区域分布模型进行

了标定和更新。2017年，陈先龙
[2]等融合手机信令及交通运行监测数据，对广佛同城背景下两城之间

的交通联系特征进行了分析。2018年，周永杰
[3]等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构建了基于实时 “关系型”数据

的城镇联系强度模型，对珠三角的城市群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钮心毅[4]等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测算了深

圳与周边城市的人流和通勤联系，进而研究区域空间结构，中心城市的腹地划分，评估了区域交通廊道

和同城化程度等内容。手机信令数据运用于城市宏、中观层面的交通分析已经相对成熟。

移动互联网公司定位数据的数据挖掘原理同手机信令数据类似，其优势是数据获取价格相对低廉，

获取周期较短，这使得移动互联网公司定位数据成为手机信令数据的替代品。本文即基于某地图服务商

的时空位置大数据，建立城市 （区域）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模型，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分析其对外交通

联系特征。

1 模型构建

地理要素资源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差异性，不同城市和地区为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发展需要，相

互之间存在物质、能源、资金、人力资源、信息等要素的频繁交换和联系，由此产生不同城市与地区之

间的空间相互联系。本研究采用国内外学者常用的基于引力模型的空间联系分析方法[6]，基于长时间的

人口迁徙数据，构建长株潭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模型。

引力源于万有引力定律，该模型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地理学第一定律，即地理事物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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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空间分布上是相互关联的，且这种关联符合地理衰减规律。在本研究中，引力模型被用于分析城市间

交通联系的强度和方向，既能体现研究区域对其他城市的辐射能力，也能体现其他城市对研究区域辐射

能力的接受程度。

城市或区域对外交通联系强度与城市对外交通联系量呈正相关，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成负相关。本次

模型的构建中，城市对外交通联系量主要用迁徙数据流出量、流入量和总人口表征。基于此，建立长株

潭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模型：

Tij =
PiVi㊣ j· PjVj㊣ i

D2ij

式中，Tij表示城市i和城市j之间的交通联系强度，Pi、Pj分别表示城市i和城市j的人口总量，本研

究采用统计年鉴或国民经济发展报告中的常住人口；Vij和Vji分别表示从城市i至城市j的迁徙流量与

城市j至城市j的迁徙流量；Dij表示城市i与城市j之间的经纬度距离 （欧氏距离）。

2 长株潭在全国的交通区位特征分析

自1997年实施 “一体化”发展战略以来，长株潭 （长沙、株洲和湘潭）三地的一体化发展，特别

是交通一体化发展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如长株潭城际铁路已串联三市，城际公交、城市干道已实现三市

连通。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中国湖南省中东部，为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

市，是湖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 “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小于

40km。长株潭三市总面积2.8万km2，与周边岳阳、益阳、娄底、常德、衡阳等市共同构成环长株潭

城市群 （即湖南省 “3+5”城市群）。

图1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城市群空间分布
[5]

通过构建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模型，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在全国的交通区位特征。首先，将全国范围内

分为华北、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和华中地区 （本节研究的华中地区不包括湖南省）。其次，调用地

图Web服务API，获得数据源中各城市的地理位置坐标。最后，将长株潭对外交通联系量结果输入

ArcGIS软件进行绘图并进行空间匹配 （SpacialJoin）分析。本文的基础数据既包括从长株潭去往外地

的交通联系量 （外出量），也包括外地迁入长株潭的交通联系量 （到访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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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长株潭对外联系省外城市

对外联系TOP10排名可反映长株潭城市群与哪些城市联系最为紧密。在全国范围内的省外城市

中，长株潭与广州、深圳两大珠三角城市交通联系量最大，可见长株潭与粤南大地有着最为广泛且紧

密。长江中游城市群范围的武汉和萍乡排名前四，宜春、南昌也进入前十，说明在人员与产业交流层面

长株潭地区正快速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并对萍乡、宜春有一定辐射带动作用；北京、上海两大中心城

市联系强度排在第五和第六，东莞和重庆分列第八和第十。省外城市联系强度TOP10排行榜如下图。

北京

重庆

重庆市

宜春

广州
深圳

武汉 上海

南昌

南昌市

萍乡

东莞

城市 所属城市群
广州市 珠三角

珠三角深圳市
武汉市
萍乡市

长江中游
长江中游

北京市 京津冀
长三角上海市

宜春市
东莞市 珠三角

长江中游

长江中游

成渝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图2 长株潭城市群与省外城市交通联系强度TOP10

2.2 长株潭对外联系与全国产业带分布耦合分析

长株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方向呈现明显的 “十字型”分布，其中，“北向”联系带以京广高铁沿

线带为主，从湖北武汉区域连绵至北京；“南向”联系带主要流向为珠三角城市群 （广州、深圳、佛山、

东莞等城市）；“东向”联系带以沪昆高铁沿线为轴，从江西宜春延申至杭州上海。“西向”联系带稍弱

且相对分散，主要是沪昆高铁沿线和成都重庆。可见，长株潭城市群处于全国城镇体系的中心区域，交

通区位优势明显。

省外城市TOP10

华北地区
华东地区
华南地区
华中地区
西南地区
西北地区

图3 长株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强度分布 （全国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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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系强度来看，长株潭城市群同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华中地区联系最强，而与西南地区、西北

地区及东北地区的联系相对较弱。将交通联系强度分析结果与全国产业带进行对比也可发现，长株潭城

市群作为长江产业带与京广产业带的结合部，现阶段已经成为京广产业带重要组成部分，但与长江产业

带的西部联系不足。未来长株潭须结合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提出差异化协同发展新目标及

新举措，更好地融入长江经济带，成为连接 “一带一部”发展战略中东部和西部地重要过渡带。

京津冀城市带

陇海产业带 沿海产业带

京广产业带
长三角城市群

长江产业带

珠三角城市群

3.5城市群

图4 长株潭城市群在全国产业带上的区位

3 长株潭在湖南省内的辐射强度分析

提取长株潭对外交通联系强度的湖南省内部分，用于分析长株潭城市群在湖南省的交通区位特征与

对外辐射强度。借助可视化手段，在ArcGIS中展示湖南省内各城市与长沙、株洲和湘潭的交通联系强

度期望线。

3.1 湖南省 “单中心三圈层”空间结构特征

长株潭与省内各城市的联系强度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湖南省具有 “单中心三圈层”的空间结构特征。

“单中心”是指长沙在湖南省仍是单核，对各城市起着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而株洲、湘潭尚未成

为区域中心城市。未来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后，长株潭将成为湖南省单中心极核。“三圈层”是指长株潭

为中心圈层，岳阳、益阳、常德、娄底和衡阳等环长株潭城市形成第二圈层，除上述城市外的张家界、

湘西州、怀化、邵阳、永州和郴州等城市形成了第三圈层。圈层现象说明长株潭现阶段的辐射范围有

限，主要辐射到环长株潭城市，而对第三圈层的城市带动作用不足。长株潭与第二圈层城市组成的8大

城市正是湖南省提出的 “3+5“城市群，这也说明 “3+5”城市群边界的合理性。

3.2 湖南省 “一带两轴”交通联系走廊

由于省内其他城市之间交通联系量的量级较小，本文以长株潭对外交通联系量为基础研究湖南省交

通联系主要廊道。基于长株潭与省内城市间交通联系强度分析可发现 “一带两轴”交通联系走廊，如图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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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阳市

岳阳市

邵阳市
衡阳市

长沙市
长沙市

常德市张家界市

怀化市

永州市

郴州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益阳市

岳阳

邵阳市
衡阳市

长沙市

娄底市

常德张家界市

怀化市

湘西州

永州市
郴州市

图5 长株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强度分析图 （省域层级）

益阳市
岳阳市

邵阳市

衡阳市

长沙市

常德市张家界市

怀化市

永州市

郴州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益阳市

岳阳市

邵阳市

衡阳市

长沙市

常德市张家界市

怀化市

永州市

郴州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岳阳市

长沙市

常德市

怀化市

永州市

柳州市

益阳市

邵阳市

衡阳市

张家界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图6 长株潭三地对外交通联系强度期望线 （从左至右：长沙、株洲、湘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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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带”：以长株潭为核心的南北向京广发展联系带 （岳阳-长株潭-衡阳）是省内交通联系最为

紧密的发展带，长沙与株洲、湘潭、岳阳、衡阳等城市的产业、旅游和设施联系都较强，未来将支撑长

株潭城市群整体提升的功能集聚带。同时，京广发展带是向北联系岳阳、武汉融入长江中游、向南联系

郴州融入珠三角的重要联接廊道。

（2）“两轴”：以长株潭为核心的北部渝长夏联系轴较强，正在推进长株潭与益阳、常德及张家界等

地区之间产业合作、旅游联系；中南部的沪昆联系轴相对较弱，未来应重点引领娄底、邵阳等地区发

展，同时加强长株潭与上海、贵阳和昆明等城市的沟通交流与合作。

4 长株潭节假日对外出行联系

4.1 “十一黄金周”首日长株潭对外联系最强

十一期间，从长沙去往外地的人数在首日即达到高峰，随后逐天递减。而从外地去往长沙的人数从

首日逐渐上升，十月六日达到高峰。总体来看，长沙人喜欢在假期首日外出，而在假期末段形成返

程高峰。

500000

4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0

到长沙 出长沙

10月1日 10月2日 10月3日 10月4日 10月5日 10月6日 10月7日

单位：人次

图7 “十一”长沙对外联系量周变

90000

80000

70000

60000

50000

40000

30000

到株洲 到湘潭 出株洲 出湘潭

10月1日 10月2日 10月3日 10月4日 10月5日 10月6日 10月7日

单位：人次

图8 “十一”株洲及湘潭对外联系量周变

株洲湘潭也是在黄金周假期首日形成出行高峰。与长沙不同的是，假期首日株洲湘潭的到访量大于外

出量，而假期后半段外出量明显大于到访量。这说明株洲湘潭存在较多的在外工作人员假期返乡群体。

4.2 假期首日：省内城市为城市主体，到访量

十一黄金周是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最佳时段，假期首日最能反映该特征。长株潭外出与到访长株

潭的群体中，省内各城市占比超过了70%。将外出量与到访量进行对比发现，长株潭到访量中省外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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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更高，武汉、深圳及广州三个城市排名提升显著，萍乡、南昌和北京也超过了部分省内城市。这也在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长株潭有较多去往一线城市及强二线城市工作或学习的人群，体现了国家一线中心城

市对长株潭人才较强的吸引作用。

岳阳市 岳阳市
益阳市

益阳市常德市

常德市
衡阳市

衡阳市

邵阳市
邵阳市娄底市

娄底市

永州市

永州市

怀化市

怀化市张家界市

张家界市

萍乡市
萍乡市武汉市

武汉市

广州市

广州市

宜春市

宜春市

荆州市

荆州市
佛山市

深圳市

深圳市

南昌市

南昌市

桂林市

桂林市
杭州市

重庆市
重庆市北京市

北京市

九江市
上海市

上海市

吉安市
东莞市

东莞市

湘西州

湘西州

郴州市

郴州市

14%
11%
9%
9%
8%
8%
4%
3%
3%
2%
2%
2%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0%

2%
2%
2%
2%
2%
2%
3%
3%
3%
4%
5%
5%
5%
5%
6%
7%
7%
8%

1%
1%

1%
1%
1%
1%
1%

图9 “十一”期间长株潭对外联系热门城市 （左：长株潭外出；右：到访长株潭）

4.3 各区县对外联系强度：岳麓区、雨花区最大

长株潭对外联系的区县空间分布中，长沙岳麓区、雨花区外出及到访量最大，其次是潭范围内的雨

湖区、岳塘区和芦淞区。岳麓区有岳麓山风景名胜区，还拥有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等著

名学府，节假日到访量及外出量绝对量最大。雨花区坐拥高铁长沙南站，是长株潭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

一，节假日经长沙南站外出或到访的人数较多，该人群可能会识别为雨花区的对外出行量，这是雨花区

对外出行量大的一个原因。

5 总结与展望

本研究主要基于用户定位长时间的人口迁徙数据，对长株潭城市群的基本现状和对外交通联系特征

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与研究。研究主要结论有：

（1）长株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呈现明显的 “十字型”分布，其中，“北向”、“南向”和 “东向”

联系带较强，而 “西向”联系带较弱。长株潭未来须结合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更好地融入

长江经济带，成为连接 “一带一部”东部和西部地重要过渡带。

（2）长株潭与省内各城市的联系强度具有明显的圈层特征。长沙处于湖南省 “单中心三圈层”空间

结构体系的 “单中心”，对湖南省各城市起着重要的辐射带动作用，而株洲、湘潭尚未成为区域中

心城市。

（3）十一假期首日长沙外出量大于到访量，返乡人群大于外出旅游人口，可见长沙对周边地区的人

才有一定吸引力。株洲湘潭到访量大于外出量，说明株洲湘潭人才外流工作现象较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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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联系强度小
对外联系强度较小
对外联系强度一般
对外联系强度较大
对外联系强度大

望城区
长沙县

浏阳市

宁乡市

湘乡市

韶山市 雨湖区

岳麗区
天心区

雨花区

岳塘区

天元区
芦淞区

石峰区
荷塘区

湘潭县
株洲县

醴陵县

炎陵县

茶陵县

攸县

图10 “十一”期间长株潭各区县对外联系强度

现阶段，长株潭正处于高质量、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在 “一带一部”、“长江经济带”等大背景

下，长株潭一体化协同发展也面临着重要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研究的长株潭城市群对外交通联系特征，

可为今后长株潭相关空间体系规划的编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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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精细化交通规划的交通模型构建及应用研究

邓 进

【摘要】 交通规划在向精细化发展的过程中，对规划决策支持模型的精细化水平提出了新要求，针对标准四阶段模型

在精细化建模方面的不足，本文探索了基于活动链理论的交通规划模型构建方法。在活动链模型的体系下，模型构建引

入人口合成模型对人群进行多维度精细化分组，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构建多样化出行链集合，对不同需求组合的出

行率、出行目的地选择、出行方式选择等模型参数进行差异化标定，旨在提升模型的精细化水平。基于上述交通模型构

建方法，本文以郑州市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该模型体系的应用对交通模型精细化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可为城市

交通规划、建设乃至管理工作的精细化决策需求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 交通模型；活动链；人口合成模型；目的地/方式联合选择模型；精细化交通规划

0 引言

交通模型作为交通规划 （特别是城市交通规划）工作中最主要的技术支持工具，在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及各类专项交通规划及设计等工作发挥着重要作用。经典的交通模型建模理

论，如 “四阶段法”等在交通规划领域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并得到广泛应用及验证。然而，随着规划

行业向精细化方向的转型以及大数据应用能力的不断提升，交通规划工作对交通模型在精细化水平等方

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标准四阶段体系构建的交通模型已无法为精细化交通规划工作提供有力的支

撑，而基于活动链理论的交通模型能对多样化、差异化的出行需求及出行选择行为进行更加精细的建

模，在可服务宏观交通战略规划的同时也可有效支撑各类精细化的分析需求。

1 基于活动链的交通模型构建方法

1.1 传统交通需求预测技术的不足

传统交通需求分析预测模型的代表是 “四阶段”模型，它产生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国家。

“四阶段”模型由于其清晰的思路和模型结构、相对简单的数据收集和处理在随后几十年在世界各地的

交通规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它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它存在着一些缺憾[1][2]，例如：

（1）出行生成、分布、方式划分和分配模型各自分别使用不同的模型假设，这种不一致性无法体现

交通出行者出行过程中考虑各种因素的同时性和各次出行之间的关联性。

（2）模型通常处理单个、单方向的出行，却忽略了出行间的相关性。例如，交通分布模型将基家出

行与非基家出行人为割裂开，而忽略了各次出行之间的首尾连续性及出行目的地选择关联性；方式划分

模型中忽略出行者一天中第一次出行的方式选择对后续出行方式选择的影响。

（3）模型通常是基于24h出行调查数据预测某一时段的出行，如早高峰或晚高峰，且过度关注基家

出行 （通勤类出行为主），无法充分考虑一天中各次 （各类）出行时间分布的差异性，特别是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以生活类出行为主的非基家出行比重不断提升，这种建模方法的不足更加凸显。

尽管 “四阶段”模型在实际使用中还在不断改进，但其对出行关联性、多样性考虑的不足使其无法

满足精细化交通规划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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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原理

1.2.1 与标准四阶段模型的差异

基于活动链的模型与传统标准四阶段模型在交通分配模型部分没有明显的差别，主要差异在于需求

模型的构建，相比标准四阶段模型，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是非集计、行为导向的需求模型[3]。

表1 标准四阶段模型与基于活动链的模型的差异

内容 模型阶段 标准四阶段模型 基于活动链的模型

需求模型

需求组成
基家出行：HBW、HBS、HBO

非基家出行：NHB

出行生成
出行产生

出行吸引

出行分布 重力模型

方式划分 方式选择

活动链：HWBH
（家-上班-公务-家）

出行生成

（预测活动链生成率）

目的地/方式

联合选择模型

分配模型
二者理论方法相同

（受需求模型的不同，分配模型的细分程度不同）

1.2.2 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框架

1970年Hagerstrand提出了著名的时间地理学理论
[4]，认为人的活动受到一系列的个人或社会约

束，Chapin的理论则认为生活的基本需要产生活动需求
[5]，Hagerstrand和Chapin的理论是活动理论

的基石。活动理论将出行看作活动的附属产物，通过将交通问题的研究转变为个人活动的研究来解释交

通产生的本质。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出行链划分出行生成
（基于活动链的模型） 人群详细分组

分出行链的出行量

组合
的出
行分
布/
方式
划分

出行分布
（目的地选择模型）

终点活动及
吸引力数据

阻抗矩阵
方式划分

（ logit模型）

分方式的出行矩阵

交通分配 交通网络模型

分方式的分配结果

需
求
模
型

分
配
模
型

图1 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框架

1.2.2.1 出行链构建

在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 （以下简称活动链模型）中，出行需求计算的基础是出行链的构建。在

传统四阶段模型中，将出行者一天中所有的若干次连续出行分为基家出行、非基家出行两类，分别进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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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不考虑各次出行间的前后连续性特征。在活动链模型中，将出行者一天从家出发、经历若干次中间出

行、最终回到家的闭合出行链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建模，不同出行者的出行链固然不同，为便于建模及参

数标定，需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提炼出共性出行链，进而标定各出行链的出行生成率参数。例如，在

四阶段模型中，某出行者全天的3次出行分别为：H （家）-W （单位）、W （单位）-O （商场）、O （商

场）-H （家），这三次出行将被归类为2次基家出行 （H-W、O-H）和1次非基家出行 （W-O）分别

进行建模，而在活动链模型中，出行链H-W-O-H将被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建模。

一日出行记录:

上班

外出就餐

回单位

购物

回家√ 18:30

√ 17:30

√ 12:50

√ 11:30

√ 07:00

就餐
某居民一日出行链...

购物

家

上班

⑤

①

② ③
④

24hr

图2 活动链模型中的一个典型出行链示例

1.2.2.2 人群分组

以上对出行链的细分是为了更准确地对差异化的出行特征进行建模，而在此过程中人群组的细分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特定的出行链仅对特定的人群组有效，如人群组划分太粗，则出行链模型体系的优势

将无法发挥，故传统四阶段模型中对人群组的划分方式无法满足活动链模型对数据的要求。人口合成模

型是一种对人群进行精细化分组的方法，可有效支撑活动链模型的构建。

1.2.2.3 出行生成

基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库对不同人群组与不同出行链交叉组合的出行率进行标定，进而可按不同人

群组的人数及交叉组合出行率对各种出行链的出行量进行预测。

1.2.2.4 组合的出行分布/方式划分

在基于活动链的模型中，出行分布模型与方式划分模型不是相继独立运行的，而是相互嵌套执行

的，且出行分布采用的是目的地选择模型 （而非重力模型）。出行分布与方式划分的相互嵌套具体指，

如对于小区1的出行链HWLH，包含H-W、W-L、L-H三次出行，根据出行次序，首先计算第一

次出行H-W的目的地选择，在得到H-W的OD矩阵后紧接着计算H-W的方式划分，至此完成第

一次出行H-W的目的地/方式联合选择。然后，以前一次目的地选择的结果为起点进行下一次目的地

选择，同时，活动链模型中各次出行的方式选择具有关联性，如早上从家出发选择驾驶私人小汽车方

式，则晚上回家也将采用这种方式，且一天中的其他出行也将优先选择该方式，在模型构建中通过建立

可转换的出行方式、不可转换的出行方式来实现。[6][7]

2 郑州市交通模型构建及应用

2.1 建模需求分析

郑州市曾于2011～2012年期间构建了 “郑州市中心城区综合交通模型”和 “郑州市城镇密集区综

合交通模型”，均为四阶段框架的交通模型 （均采用EMME软件构建）。近年来，郑州市城市及交通特

征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城市空间结构显著变化，中心城区层面 “郑东新区”已然崛起，市域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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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一城三区四组团”城镇布局结构正在加速形成。另一方面，轨道交通已告别空白时代 （2013年开

通首条线路），现已形成由5条线、96座车站构成的约146千米的轨道交通线网；城市交通系统格局正

在不断优化调整。

出行分布

第1次出行 第2次出行 第3次出行

H:家 W:单位 L:生活出行 H:家

出行终点在哪？ 出行终点在哪？ 出行终点在哪？

小区1 小区2

小区3

小区4

小区1小区1

小区3

小区4

方式划分
使用什么出行方式？ 使用什么出行方式？ 使用什么出行方式？

无转换的出行方式>>

可转换的出行方式>>

图3 组合的出行分布/方式划分模型原理

面临城市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加之近年来交通大数据、交通模型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上一代交通

模型已无法满足郑州市当前城市规划建设工作的需要，同时未来城市规划向精细化方向的转型对郑州交

通模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据此，郑州市新一代交通模型的构建引入基于活动链的理论、人口合成模型

等多种新方法、新技术，旨在提升交通模型的精细化水平。

2.2 模型构建

2.2.1 模型框架

新一代郑州市综合交通模型主要包括既有模型分析评价及本次建模需求分析、交通模型数据库构

建、基础模型构建、主体模型构建 （包括需求模型、供给模型）、模型应用测试及模型更新维护等部分。

为支撑活动链模型的构建，本次郑州交通模型构建采用德国PTV公司的VISUM软件。

其中需求模型分为：常住人口需求模型和外部需求模型两部分，针对常住人口需求模型本次建模采

用基于活动链的建模方法，基于活动链的出行需求模型构建具体过程如下。

2.2.2 基于人口合成模型的人群分组

人口合成模型是一种基于给定的人口样本库和控制量生成目标数量的人口个体的方法，并可基于模型

生成的人口个体的详细社会经济属性，进一步统计出各种属性交叉组合的人口分组数据，较传统四阶段模

型中按单一属性维度分组的人口数据更为详细。采用人口合成模型计算详细分组的人口数据主要包括五个

阶段，包括：①人群组构建，②人口样本库构建，③控制变量选择，④人口生成，⑤分组人口统计。

其中人口生成计算大致可分为两个步骤，分别为：①通过样本数据及控制量数据合成人口属性的联

合分布，②根据联合分布从样本库中抽取个体样本。其中，联合分布的计算采用IPU算法 （Iterative

ProportionalUpdating，迭代比例更新算法），相比传统的IPF算法 （iterativeproportionalfitting，迭

代比例拟合算法），改进后的IPU算法可同时满足家庭和个人分布特征的控制要求；在此基础上采用蒙

特卡洛模拟法进行随机抽取样本，最终得到目标数量的人口个体数据。[8]

人群组的构建首先需要确定出进行人群分组的维度，分组维度的确定是从人口的各类社会经济属性

中选择对居民出行特征存在主要影响的因素，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包括：性别、职业、年龄、学历、收

入、家庭状况等诸多人员及家庭层次因素，但综合考虑出行生成模型等后续模型标定的可行性及基础数

3871



据的可获取性，从上述众多影响因素中选择出居民出行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下，包括：人员职业、家庭小

汽车数量及家庭所处区位。

既有模型分析 本次建模需求分析

交通模型数据库构建

社会经济数据 交通调查数据 多源大数据

居民出行调查
其他专项调查
年度补充调查

土地利用数据
人口岗位数据
机动车数据

手机信令数据
公交地铁刷卡数据
各类交通运行数据

基础模型构建
交通分区系统 土地利用模型

人口分布模型
岗位分布模型
机动车分布模型

地块性质
地块面积
地块容积率 

道路网
公交网
轨道网

人口合成模型构建

外部模型构建

出行链模型

对外客运模型 交通网络模型

货运需求模型 出行分布模型

出行生成模型

特殊吸引点模型
方式划分模型 出行成本模型

流动人口出行模型

交通分配模型供
给
模
型 收敛判断

结果统计分析

模型应用测试

模型更新维护

交通网络模型

需
求
模
型

图4 郑州市综合交通模型框架

人群组构建

分组维度 人群组合

人口样本库构建

家庭样本库 人员样本库

控制变量选择

户控制量 人控制量

人口生成

分组人口统计

图5 人口合成模型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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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人群分组基础维度确定

维度 序号 类别 Category 代码 备注

职业

Stat.

1 企事业单位 Employer E

2 小学生 Primarystudent PrS

3 中学生 Secondarystudent ScS

4 大学生 Universitystudent UnS

5 无业 Umemployed U

6 退休 Retired R

人员变量

有无车

Car

1 有车 Yes C

2 无车 No nC
家庭变量

区位

Loc.

1 中心城区 Central C

2 外围区 Suburb S
家庭变量

  按3个维度变量的类别划分进行不完全交叉组合，共形成20个人群分组，此外，上述人群组中不

包括6岁以下学龄前儿童，将其单独定义为1个人群组，共21个人群组如下。

表3 21个人群组

NO PersonGroup NO PersonGroup NO PersonGroup NO PersonGroup

1 ECC 7 UnSC 13 PrSCS 19 UnCS

2 EnCC 8 UCC 14 PrSnCS 20 RS

3 PrSCC 9 UnCC 15 ScSCS 21 Un6

4 PrSnCC 10 RC 16 ScSnCS

5 ScSCC 11 ECS 17 UnSS

6 ScSnCC 12 EnCS 18 UCS

  以人口样本数据及控制数据为输入，采用基于IPU算法的软件平台PopGen进行人口合成计算，

通过人口合成模型计算得到目标数量的人口个体数据，在此基础上统计得到各交通小区分人群组的人口

数据。

图6 人群分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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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出行链构建及出行生成模型构建

基于郑州市第五次城市综合交通调查居民出行专项调查数据库，在全部的500多种原始出行链的基

础上，考虑原始出行链的出行率、共性、代表性等因素，提炼出25种典型出行链，25种出行链与21

种人群组不完全交叉组合形成194个组合 （下文称为需求组合），对194个需求组合的出行率进行标定。

在此基础上，可结合不同规划方案下的人口数据计算出各种出行链的出行量，并根据需求汇总得到总出

行量。

图7 需求组合出行率标定

2.2.4 出行目的地/方式联合选择模型构建

在目的地选择模型中，目的地选择的两个主要影响因素是：①其起点之间的出行阻抗，②目的地的

吸引力。在本次建模中，出行阻抗采用复合阻抗，综合考虑道路及公交设施供给及服务水平，用道路阻

抗与公交阻抗构成的复合阻抗来表征出行阻抗，与单纯的道路阻抗相比，复合阻抗更能准确的反映出公

共交通服务水平提升时出行阻抗的变化。

tij=[（t
car
ij ）

-1+（ttranij ）
-1]-1

其中：tij———i小区和j小区之间的出行阻抗

tcarij ———i小区和j小区之间的道路阻抗

ttranij ———i小区和j小区之间的公交阻抗

目的地的吸引力与出行目的相关，如：与上班 （W）相关的吸引力为workplace（工作岗位数），与

生活类出行 （L）相关的社会结构属性为Leisure，Leisure根据生活类出行与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商

务金融、其他商服、文体娱乐、公共设施等类用地的关系回归得到。

图8 目的地的吸引力参数设定 （吸引力在PTV软件中称为社会结构属性）

方式选择模型采用Logit模型，并引入出行成本模型，利用居民出行时间价值 （VOT）进行出行费

用和时间的转换，刻画不同层次各交通方式的广义费用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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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出行分布模型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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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方式划分模型计算结果

2.2.5 高峰模型或指定时段模型

在四阶段模型中，在全日模型构建完成后，高峰模型往往是通过对全日出行矩阵乘以统一高峰系数

处理方式得到高峰需求 （基家出行考虑PA转OD的方向不均衡性，非基家出行一般乘以统一的系数），

进而进行交通分配。但活动链模型中对高峰模型的构建进行了更加精细化的考虑，充分考虑了一个活动

链中各次出行时间的前后时序性及各次 （各类型出行目的）出行自身的出行时间分布特征，在通过全日

模型出行需求计算高峰模型出行需求的过程中，更精细化地考虑了不同出行的时间分布特征差异，设定

差异化的时间分布参数，保证了高峰模型的精细化和准确性。

需求切割

HW

WL

LW

7:00 9:00 24h

WH需
求

分
配

∑

图11 活动链模型中高峰模型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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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模型应用测试

2.3.1 交通分配及模型校核

交通分配是在交通需求计算的基础上将出行需求 （及出行OD）分配到各种交通网络上，包括道路

交通分配和公共交通分配两部分。在交通分配的基础上一般还需结合交通运行数据对交通模型进行校

核，如根据核查线流量对OD进行反馈迭代校核等，对出行需求进行进一步修正。交通分配结果显示基

于活动链体系构建的出行需求模型，对提升模型的精细化水平、准确度方面有重要作用。

b.公共交通分配a.道路交通分配

＜60
＜70
＜ 80
＜ 90
＜100
＞100

现状负荷度

图12 郑州交通模型交通分配结果

2.3.2 交通模型应用测试

交通模型是交通规划中确定定量依据的重要技术工具，可为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综合交通规划、轨

道线网规划等重大规划，以及交通建设项目评估、交通影响评价等具体项目提供有力支撑。

道路交通负荷

道路交通流量

轨道交通流量

出行等时线
交通可达性 交通拥挤度

图13 服务重大规划编制

3 相关建议

3.1 城市交通模型更新注重向精细化的转变

在交通规划行业向精细化方向转型的过程中，交通模型在为规划工作提供定量化、精细化支撑方面

8871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绝大部分各城市的交通模型均基于传统四阶段模型体系构建，这类

模型在精细化水平提升方面已凸显出一定的不足，为有效支撑城市交通规划、建设乃至管理方面精细化

决策需求，未来城市交通模型的更新应注重模型精细化水平的提升，积极探索活动链模型等一系列交通

模型新技术的应用。

重大工程建设项目 建设前 建设后

建设后流量 局部区域 施工期间 流量转移

图14 服务重大工程建设

交通影响评价 建设前 建设后

快速建模 项目流量 建成后流量

图15 服务交通影响评价

3.2 交通调查内容及机制的调整

交通调查数据是构建交通模型的基础，活动链模型的建模体系与四阶段模型不同也决定了其对交通

调查数据的要求不同，如服务于活动链模型构建的交通调查关注更加细致的人员社会经济属性、出行者

的日活动模式、目的地选择模型所需的出行选择行为数据等。城市交通调查与交通模型构建是紧密相

关、相辅相成的两项工作，城市新一轮交通调查工作的策划应充分考虑交通模型向精细化发展的需求。

3.3 面向精细化交通规划的交通大数据挖掘

在数据海量化趋势日益凸显的发展趋势下，对各类新型交通大数据的挖掘及应用，对于优化传统交

通模型体系、提升精细化交通规划水平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利用通信运营商的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城

市人口、岗位分布特征及居民出行特征等，同时，也应探索大数据与交通模型的结合，一方面发挥交通

模型的校核作用，提升大数据分析成果的可靠性，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丰富交通模型的适用性、提升

交通模型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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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居民职住通勤的空间分布特征

江裕林 刘 倩

【摘要】 随著城市用地规模的扩张，经济社会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基础设施大量建设和出行工具机动

化程度越来越高使得居民出行范围变大以及中心城区就业岗位集中化和多样化速度高于住房建筑开发速度而形成居住外

迁郊区化局面，职住不同步性和出行机动化使城市交通压力和居民通勤成本上升，进而影响城市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品

质。基于此，本文利用手机数据对深圳市居民的职住通勤进行分析，了解深圳市居民日常职住通勤的真实面貌以及不同

区域人群的通勤效率，主要发现有五点并对背后原因进行讨论，为城市规划提供较为可靠的决策依据，引导城市组团式

空间布局，减少机动车通勤出行比例，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提升居民职住通勤效率。

【关键词】 手机数据；通勤特征；空间分布；区域组团

0 引言

通勤、居住和就业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支撑并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居民的生活品质。自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城市用地快速扩张、规模变大，使得居民通勤范围越来越大；城市用地功能置换，居住、

就业分散化以及机动化交通方式的普及，使得城市的职住空间关系发生深刻变化，通勤变得越来越复

杂，带来长距离通勤、交通拥堵等问题，而且财富的增加和交通工具的进步使得人们愿意为更好的居住

条件和小汽车出行而承担更大的通勤成本。在这样的背景下，塑造高质量生活是推动城市人居环境高质

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关于城市通勤的众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影响因素方面，尤其是通勤时间或通勤距离的影响因素分

析。如研究分析年龄、性别、收入、家庭特征、就业情况、职业、教育水平、种族等个人特征属性对通

勤时间与通勤距离的影响[1-6]；而关于交通方式作为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文献表明，

相比非机动方式出行，开车的人通勤距离更长；而通勤时间或通勤距离最长的通勤方式通常是公交出

行，因为公共交通往往伴随着较长的步行时间[7-9]；伴随着城市的发展，职住分离的现象日益明显，城

市空间结构特征与通勤之间的研究也越来越多，集中在职住空间平衡、土地利用特征与通勤时空特征关

系上[10-12]。通勤效率可以用来评估居住、就业区位与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合理性，因而也引起较大关

注，提出了过度通勤、随机通勤、通勤潜力等概念[13-15]。这些文献更多关注通勤的基本特征、城市通

勤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等的研究，研究的尺度多以宏观尺度集计分析为主，也有研究认为应该基于人和物

两类维度来开展城市规划研究，两者相辅相成的市民画像有助于研究者理解城市规律和不同人群的需求

和时空间行为[16]。

手机数据是手机使用者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大量位置、时间以及相关用户特征信息，通过手机数据

可以获得某用户匿名的某一时刻的位置或者随着时间的移动情况。本文以某移动通讯运营商所提供的手

机信令数据 （分别记录了用户的基础属性、位置信息、位置类型、时间戳和交通方式等关键字段，其中

交通方式分为公路、铁路、飞机、地铁及其他共五种方式。一次出行 （两个驻留点之间是一次出行）只

能被判定为一种出行方式。）研究深圳市居民真实的生活状态和通勤状态，从个体角度分析深圳居民日

常通勤中不同通勤效率的人群的需求、通勤特征和职住特点；判断有多少人享受了 “高效通勤”，而又有

多少人不得不忍受 “低效通勤”，识别出通勤中出于弱势地位的人群，进而为城市建设、新区开发和交通

系统的优化提供参考，更好地满足人的需求，从而提升居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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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民通勤特征分析

1.1 通勤指标的特征关系

通勤时间、通勤距离和通勤工具是众多反映通勤特征指标中最基本的三个，且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

是职住研究中常用的表示通勤成本的基础性指标，也是直接反映道路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和个人生活质量

的重要指标[9，17-19]。通勤时间是指居民从居住地到工作地所用的时间，通勤时间的长短以及样本总的通

勤时间除以样本数得到的平均通勤时间可反映城市居住地与工作地间的时距、出行便利程度、城市就业

岗位的空间分布[18]；通勤距离是居住地到就业地的距离，体现通勤的主要空间特征，通勤距离越大，

表明居民通勤成本就越高，城市需要更高效的交通系统支撑[20]；通勤工具作为通勤的载体，直接影响

着通勤的范围大小，通勤工具的选择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经济收入有着密切的关联。通勤时间和

通勤距离是定量指标，通勤工具是定性指标，定量指标体现通勤强度并影响通勤工具的选择，定性指标

反映距离而制约时间，从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通勤的基本特征[17-18]。以波士顿和洛杉矶为例的实证研

究发现，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的关系是二次函数关系；而以首尔和苏州为例的实证研究发现，通勤时间

与通勤距离的关系则是二次函数关系幂函数关系，但都表明了二者的关系实际上不是简单的线性关

系[13-15，19]；通勤速度是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关联的主要指标，其随通勤距离的增加而线性增加，亦即通

勤距离可以通过选择使用更快的交通工具来克服[21]。在综合考虑通勤距离、通勤方式、交通状况等因

素之后，人们会将通勤时间的长短作为居住、工作区位决策中通勤方面的主要因素，因而通勤时间相比

通勤距离更常用来描述通勤成本，体现通勤效率。

1.2 居民出行主要特征

深圳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之一，经济实力雄厚，交通设施建设投资力度大，机动化程度高

且公交运输系统发展良好。2016年全市共有机动车314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280万辆，达到0.61

辆/户；《2018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深圳市居民人均GDP高达18.4万元；作为与之密切

相关的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会进一步作用于汽车保有量的增加。从深圳市2016年居民出行大调查结果中

的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变化表可知，2016年机动化出行方式比例最高是小汽车，其分担率为45.7%，常

规公交与地铁分担率分别为24.2%和14.0%；对比2010年调查结果发现，地铁的增长客流基本上是源

自常规公交的转移，全市的公交分担率并未增长[22-23]。

2 职住通勤的空间分布特征

2.1 职住通勤类型分析

以2019年10月14日至18日 （周一至周五）5个工作日作为研究时间，得到未扩样的样本数为

1253221。深圳市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为25.2min，通勤时间在19.5min和35.6min内的通勤人次累计

百分比为50%和75%，居民通勤时间长度的峰值时段出现在4～8min，占比16%；而深圳市居民的平

均通勤距离为10.3km，通勤距离在4.0km、7.4km和13.0km的通勤人次累计百分比分别为25%、

50%和75%，居民通勤距离分布的峰值区段出现在2.5～5km，占比26%。根据数据的特点将深圳居民

的通勤时间划分为三个时段：20min内、20～40min和40min以上；通勤距离划分为四个区间段：5km

内、5～10km、10～15km及15km以上。

依据上述划分标准进一步分析，深圳市居民通勤时间三个时段的累计人数比例分别为48.20%、

31.45%和20.35%，通勤距离四个区间段的累计人数比例分别为35.50%、30.12%、16.87和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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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其中，从同一通勤时间不同通勤距离角度看，通勤时间在20min内的通勤距离小于5km和大

于15km的累计人数比例为54.61%和6.02%，通勤时间在20min～40min的通勤距离小于5km和大于

15km的累计人数比例为24.52%和19.21%；通勤时间大于40min的通勤距离小于5km的累计人数为

7.22%；从同一通勤距离不同通勤时间角度看，通勤距离在5km内的通勤时间小于20min和大于

40min的累计人数为74.14%和2.47%，通勤距离在5km～10km间的通勤时间小于20min和大于

40min的累计人数为47.74%和16.33%，通勤距离在10km～15km间和大于15km的通勤时间小于

20min的累计人数为27.27%和16.56%。

表1 工作日深圳市居民不同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累计人数比例 （%）

类别
通勤距离

＜5km

通勤距离

5km～10km

通勤距离

10km～15km

通勤距离

＞15km
总计

通勤时间＜20min 26.32 14.38 4.60 2.90 48.20

通勤时间20～40min 7.71 10.82 6.88 6.04 31.45

通勤时间＞40min 1.47 4.92 5.39 8.57 20.35

总计 35.50 30.12 16.87 17.51 100.00

  通勤工具是反映居民通勤和城市交通的主要指标之一。参照 《交通规划原理》中关于各种交通方式

的合理出行距离以及考虑城市、区域和路网等因素，给出本文用于区分机动化和非机动化通勤的出行距

离和平均行程速度的特征范围[24-26]。通勤方式的统计结果显示，深圳居民地铁通勤人数比例为25.3%，

机动化 （汽车+巴士）通勤人数比例为48.9%，慢行 （步行+自行车）通勤人数比例为16.1%；结合

上述深圳机动化出行分担率的特征可推断，公交通勤比例最大但小汽车仍是深圳市居民主要的通勤工

具。而且，居民的通勤时间集中在40min内，通勤距离主要分布在距居住地10km的范围内；平均通勤

距离10.3km除以平均通勤时间25.2min，得到居民的平均通勤速度24.5km/h，在数值上未与以小汽

车为主要通勤工具相对应，即低于小汽车的常见平均时速，一定程度上反映深圳市现有道路系统运行效

率和居民通勤工具的选择偏好[27]。

2.2 职住通勤空间分布特征解析

根据居民职住通勤时间和距离的居住地和就业地在ArcGIS10.6中的空间分布特征，将人口密度最

高一级的交通小区单元分别作为职住通勤的居住地和就业地中心。同时，罗湖、福田、南山为中心城

区，宝安、龙岗、龙华、盐田、光明、坪山、大鹏为外围区，中心城区与外围区的面积比例为17.2%

和82.8%。

2.2.1 通勤就业地中心的分布特征

从职住通勤就业地的角度看，外围区居民的职住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中心城区居民的通勤效率以及

中心城区职住更不平衡。分别有30.88%、40.55%和38.59%的居民集中分布在通勤时间小于20min、

20min～40min和大于40min的通勤就业地中心；分别有26.29%、39.79%、43.98%和34.76%的居民

集中分布在通勤距离小于5km、5km～10km、10km～15km和大于15km的通勤就业地中心。其中，

图1表明了外围区居民通勤时间小于20min和通勤距离小于5km的比例最高，为77.52%和70.52%且

高于中心城区的39.67%和25.74%；即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分布结构都揭示了外围区居民的通勤成

本较低且比例高于中心城区，也就是外围区居民的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中心城区。而且，外围区和中心

城区职住通勤时间的就业地中心的职住比分别为1.71和4.70；外围区和中心城区职住通勤距离的就业

地中心的职住比分别为1.68和4.49，均高于职住平衡的合理范围0.8～1.2，但中心城区职住通勤就业

地中心的职住比更高，即中心城区和外围区的职住通勤就业地中心职住不平衡且中心城区职住更

不平衡。

3971



100%

80%

60%

40%

20%

0%

比
例

小于20min

大于40min
20-40min

外围区 中心城区

100%

80%

60%

40%

20%

0%

小于5km

大于15km

5-10min
10-15min

外围区 中心城区

22.48%

77.52%

23.42 %

39.67%

36.91%

5.75%

21.24%

9.26%

14.43%

70.56%

25.74%

33.99%

19.03%

通勤距离通勤时间

图1 职住通勤就业地中心的比例特征

2.2.2 通勤居住地中心的分布特征

从职住通勤居住地的角度看，中心城区居民的职住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外围区居民的通勤效率以及

外围区职住更不平衡。分别有33.79%、35.17%和36.27%的居民集中分布在通勤时间小于20min、

20min～40min和大于40min的通勤居住地中心；分别有11.69%、38.57%、43.23%和35.77%的居民

集中分布在通勤距离小于5km、5km～10km、10km～15km和大于15km的通勤居住地中心。其中，图

2表明了中心城区居民通勤时间小于20min和通勤距离小于5km的比例最高，为64.10%和36.65%且

高于外围区的36.86%和3.63%；即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分布结构都揭示了中心城区居民的通勤成本

较低且比例高于外围区，也就是中心城区居民的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外围区。而且，中心城区和外围区

职住通勤时间的居住地中心的职住比分别为0.51和0.30；中心城区和外围区职住通勤距离的居住地中

心的职住比分别为0.55和0.23，均低于职住平衡的合理范围0.8～1.2，但外围区职住通勤居住地中心

的职住比更低，即中心城区和外围区的职住通勤居住地中心职住不平衡且外围区职住更不平衡。

12.63%

30.17%

100%

80%

60%

40%

20%

0%

比
例

小于20min

大于40min
20-40min

外围区 中心城区

100%

80%

60%

40%

20%

0%

36.65%

32.59%

40.93%

3.63%

小于5km

大于15km

5-10km
10-15km

外围区 中心城区

36.86%

34.41%

64.10%

27.62%

18.13%25.27%8.28%28.78%

图2 职住通勤居住地中心的比例特征

2.3 职住通勤中心空间分布的结构

居民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职住通勤中心的空间分布中，通勤就业地中心形成四个较为集中的组

团，呈现出 “3+1”的空间结构；通勤居住地中心空间上分布较为分散，呈现出圈层轴线的结构 （图

3）。其中，通勤就业地中心的四个组团中的粤海-南山、福田中心区与华强北-金三角通勤就业地中心组

团分布在中心城区，居民职住通勤各类型较为均衡，属于通勤就业地中心Ⅰ型组团；位于外围区的龙华-

坂田组团主要为居民职住通勤时间小于20min和距离小于5km的通勤就业地中心聚集而成的组团，居民通

勤成本较低，划为通勤就业地中心Ⅱ型组团，及其就业通勤效率整体水平高于Ⅰ型组团。而通勤居住地中心

空间分布形成的圈层轴线结构中的一圈层主要指地铁5号线以南的中心城区大部分建成区，二圈层则是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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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高速以南一圈层外的外围近郊区，三圈层则是除一、二圈层的外围远郊区。轴线主要指罗湖、福田和南

山城市中心联系而成的东西轴线以及中心城区沿地铁3号线、4号线和11号线向外围区延伸而形成的放射

轴线。一圈层城市道路基础设施网络更完善、道路网密度及公交可达性更高，居民的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

往往较短，二、三圈层主要为外围区，二圈层出行强度较大、三圈层轨道未覆盖，小汽车具有明显竞争优

势，居民职住通勤成本高的比例较大，相比一圈层的中心城区其居住通勤效率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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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职住通勤就业地和居住地中心的空间结构 （上图：通勤时间，下图：通勤距离）

深圳特区成立时空间结构表现出以港口、口岸为基点，产业空间为主，居住、商业及配套为辅的特

征，工业区分布在与城市中心区有一定间距的城市边缘地区，城市中心区功能较为完备，居住与就业临

近布置，基本实现职住平衡，居民通勤成本较低。

历经1986、1996和2010版总规的实施，深圳市实现从带状组团式空间结构到轴带结合、梯度推进

的组团结构再到网状组团结构的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同时，城市中心区出现向西转移过程[28]。连贯

的规划引导以及宏观政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道路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各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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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稳步发展，但功能逐渐出现分化，中心城区内组团各产业不断集聚，就业过度集中在中心城区，职

住平衡被打破，跨组团交通量增加[29]。

另外，城市各组团根据不同的产业发展机遇进行建设，如南山区借助高新技术产业的契机建设高新园

区；福田区和罗湖区发展成熟，商业、办公业、行政、文化等抢占城市中心使得CBD的功能更加综合；

原特区附近的街道作为城市中心区的功能拓展区，依靠 “三来一补”等优惠政策发展工业建立了坂雪岗等

大型工业区。土地所有制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促使城市建设机制向市场体制转型，推动大规模城市扩张与

改造。近年来，“中心区覆盖+东中西放射”网络结构的轨道交通的建设重视中心区网络密度与西部轴带

确立，中心城区与外围区的通勤联系更紧密，快捷便利的交通网络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使得居住选择有更多

可能性；大量的居住建筑在轨道交通附近地块进行开发且更多位于外围区，办公建筑的增量更多位于中心

城区，就业集中化和居住郊区分散化，职住平衡被打破和跨组团交通需求的增加使得居民通勤成本上升。

3 结果讨论

在咨询和文献的基础上，确定职住通勤就业地中心主要为四种类型：高新技术区、中央商务区、商业

中心区和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区主要分布在南山区和福田区，聚集了大批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金融投资、

科研机构等单位，如粤海-南山组团的科技园 （包括深圳大学）、西丽大学城；中央商务区分布在福田中心

区，以写字楼、豪华酒店、公共建筑和行政机构为主要特征；商业中心区主要指城市商圈，分布在城市中

心区，如海岸城、华强北、罗湖金三角等；工业园区主要分布在外围郊区，以大型工业区为主，聚集大批

工厂企业，如龙华-坂田组团的坂雪岗工业区和富士康 （图4）。高新技术区、中央商务区、商业中心区三

类就业中心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产业以办公为代表的高端服务业，如金融行业、软件信息行业、物流珠

宝行业、餐饮住宿等；外围区就业中心以为工业园区为主，发展产品制造、仓储运输、批发零售等产业。

而且，一般而言中心城区的岗位规模和集聚程度要高于外围区，但通勤距离也更长[30-31]。

b.中央商务区:福田中心

c.商业中心区:人民南商圈 d.工业园区:龙华富士康

a.高新技术区:南山科技园

图4 职住通勤四类典型就业地中心鸟瞰 （图片来源：http：//sz.chachab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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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住通勤居住地中心也分为四种主要类型：老旧社区、高档住区、厂区宿舍和郊区新开发小区 （图

5）。老旧社区包括传统的村庄、旧的单位小区、服务不足的租赁单元、毗邻大学校园的居住单元和早期

建设的小区等，分散于城市各地且外围区更多；高档住区主要是一些多功能住宅区，建设年代较晚，毗

邻公园环境品质好，交通便利，拥有教育机构、高端公寓、医院等配套设施，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

厂区宿舍主要指工厂配套宿舍以及四周毗邻厂区的居住单元，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工业区及其附近；郊

区新开发小区位于外围郊区的低密度发展地区，这些地方有相对便宜的住房单元。

b.高档住区

c.厂区宿舍 d.郊区新开发小区

a.老旧社区

图5 职住通勤四类典型居住中心鸟瞰 （图片来源：http：//sz.chachaba.com/）

老旧社区由于建设年代早、环境品质低、权属复杂和交通可达性差等因素房价、房租和物价低廉，

收入水平较低的居民和应届毕业生为主体对象，他们往往以合租方式减轻负担；这些居民因为内部提供

较少的就业机会或住宅供应与就业者居住需求不匹配而不得不到其他地方寻找工作，从而难以实现就近

通勤。高档住区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交通便捷、配套服务设施完善，居民多从事收入水平高的职业，

如研究员、教师、医生和公务员等，而这些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学校、高新科技园、商务区和行政中

心，居民通勤成本低、效率高。厂区宿舍为各大工厂企业的附属配套设施，供员工居住使用，居民职住

通勤距离短、成本低，从而通勤效率高。郊区新开发小区的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尚不完善，交通可达性较

低，房价低于中心城区，居民住房可负担性更高，主要是住房的居民区只为当地居民提供有限的就业岗

位，居民需要在中心城区寻找更多的就业机会，职住分离加剧增加了居民的通勤成本，降低通勤效率。

4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获得了较大的样本量，了解深圳市居民日常职住通勤的真实面貌以及不同

区域人群的通勤效率。主要发现有以下五点：第一点，深圳市居民职住通勤整体效率较高，通勤时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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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min的累计人数比例将近一半 （48.20%），通勤距离小于5km的累计人数比例为35.50%。第二

点，公交通勤比例最大但小汽车仍是深圳市居民主要的通勤工具和居民平均通勤速度24.5km/h，表明

有待进一步提高公交的竞争力和抑制小汽车的发展，提升现有道路系统运行效率。第三点，职住通勤就

业地中心与居住地中心的通勤效率不匹配，外围区就业地中心居民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中心城区；中心

城区则居住地中心居民通勤效率较高且高于外围区。第四点，通勤就业地和居住地中心的职住都不平衡

且中心城区通勤就业地中心的职住比外围区更不平衡，而外围区通勤居住地中心的职住则比中心城区更

不平衡。第五点，职住通勤就业地中心的空间分布形成四个较为集中的组团，呈现出 “3+1”的空间结

构；通勤居住地中心空间上分布较为分散，呈现出圈层轴线的结构。通勤就业中心地过度集中和居住地中

心郊区分散化，组团内部的职住平衡被打破，跨组团交通量增加，可能会增加居民通勤对小汽车的依赖。

在外围区通勤就业地中心就业的居民多数在工业园区就业，在厂区宿舍或附近老旧社区居住实现就

近通勤，而中心城区通勤就业地中心岗位规模和集聚程度高，居民就近居住比例低。中心城区居住地中

心因路网密度高、交通便捷等因素，低成本通勤的居民比例要比外围区居住地中心的高。作为职住通勤

就业地中心和居住地中心，职住不平衡在所难免，而外围区通勤就业地中心岗位规模和集聚程度低于中

心城区，职住比小于中心城区；而中心城区通勤居住地中心建设规模大、密度高，相比外围区能为本地

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职住比高于外围区。土地所有制和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建设机制向市场体

制转型，以办公为代表的服务业的增加主要在中心城区，而居住人口增量主要分布在外围区；加之连贯

的规划引导，宏观政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道路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等内在因素综合作用，呈现通

勤就业地中心集中化和通勤居住地中心分散化现象以及通勤就业地中心 “3+1”结构和通勤居住地中心

圈层放射结构。

本研究的启示有：1）深圳市可作为居民高效职住通勤的示范城市，同时要继续保持公共交通的良

好发展态势并适当抑制小汽车的发展和重视慢行交通的引导。2）加强中心城区通勤就业地中心与外围

区通勤居住地中心之间的直达联系，如推动交通 “快线”建设，提高中心城区居民的通勤效率。3）在

外围区通勤居住地中心提供更近的工作机会，可有选择地提供税收减免和低息商业贷款，鼓励小型雇主

就近开展业务，也可以鼓励郊区居民的自主创业，并为他们提供在职培训；在中心城区通勤就业地中心

宜增加合适比例的可负担性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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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分析技术在交通影响评价环节中的应用

———以温州市滨江商务中心单元为例

钱任飞 卢应东

【摘要】 本次研究是基于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应用型研究。本次研究以温州市滨江商务中心单元作为研究对象，将

该单元规划路网、轨道交通和城市公交等条件矢量化处理为数据源，使用地理信息系统 （ArcGIS软件）网络分析模块，

量化分析规划单元地块轨道站点辐射范围、公共交通服务范围和规划路网系统整体出行时间成本。然后，本次研究综合

考虑地块可达性影响因素，确定因素影响权重和合理赋值，计算规划单元地块交通可达性分值；再结合交通可达性与地

块规划用地性质、开发强度相互关系，提出对于在编控规的意见和建议。本次研究结果与直观认知契合度较高，规划单

元内临近轨道站点用地、道路等级较高 （快速路和主干路）的道路两侧地块交通可达性明显高于距离轨道站点较远、周

边道路等级偏低的地块。

【关键词】 交通可达性；ArcGIS网络分析；站点辐射；出行时间

0 引言

地块交通可达性是指地块在道路网布局方式、交通运输条件和土地使用影响下的通达程度，与规划

土地利用性质、地块利用强度、区域路网行程时间和行程距离存在较为直接的关系。在城市综合交通规

划体系中，可达性被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用以描述居民到达目标地块过程中所需克服空间的阻力大小，

常用时间、距离和费用等指标来衡量；但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阶段，目前还没有得到重视和应用。

滨江商务中心单元地块交通可达性的研究是基于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的应用型研究，主要通过

ArcGIS软件网络分析拓展模块，分析各个目标地块的规划交通条件，从而量化地块所受公共交通系统

辐射强度、地块相互之间出行时间等指标。

1 项目概况

滨江商务中心单元位于温州市鹿城区东北区位，该单元东北面为瓯江，南至学院东路，西至加州

路，总用地面积约2.15公顷。滨江商务中心单元规划城市轨道线路、中运量公交 （BRT）和常规公交

网络布局密集；规划路网系统形成 “四横四纵”的骨干路网结构。从路网指标统计来看，干路 （快速路

和主干路）道路密度为2.32km/km2，满足规范要求；总体路网密度为12.74km/km2，满足商业区路

网密度规范要求。

滨江商务区中心单元位置及规划及规划交通系统布局如图1所示。

2 研究思路

本次研究以地块出行为主，将规划道路网、轨道交通、中运量公交 （BRT）等交通设施对地块辐

射影响为研究指标。规划道路网车行交通主要考虑地块外部大区 （如西面中心城区和城市动车站、东面

洞头区和机场，以及南面大型居住区等）往返路网的通行时间；轨道交通、中运量公交 （BRT）则是

考虑其线路站点在路网中的辐射、服务范围，站点与地块之间步行距离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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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滨江商务区中心单元位置及规划交通系统布局示意图

3 模型构建和分析结果

3.1 数据预处理

为更好把握区域路网特征，本次研究将规划单元路网干道向外延伸，将研究区域扩展至惠民路-锦

绣路-机场大道-会展路-瓯江合围区域，研究范围面积约为12.05km2。本次研究采用ArcGIS软件，首

先对研究区域内道路路网进行配准并矢量化，得到研究目标的矢量路网图；然后使用ArcGIS软件 “网

络分析”拓展模块，生成约582个路口节点；其次根据轨道规划、中运量公交 （BRT）线路和站点规划

资料，添加规划轨道站点和BRT公交站点至交通网络数据图中，并修改上述站点与道路要素的连

通属性。

完成矢量图构建后，本次研究进一步调整模型交通网络数据属性。模型中需要定义的属性包括：①路

程成本 （如道路机动车限速、非机动车通行速度、行人步行速度等）；②道路交通条件 （如道路是否限制

机动车通行、是否单行道等）；③交叉口通行条件 （如是否禁止特定方向转弯、红绿灯等待时间惩罚等）。

3.2 地块可达性评价指标和结果

3.2.1 轨道、公交站点覆盖范围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条文说明中指出：一般以轨道站点覆盖范围按

步行不超过10分钟，公交站点覆盖范围按步行不超过5分钟来计算。条文说明同时指出：现有公共交

通规划中常以公交车站一定空间直线距离 （300m和500m）为半径形成的圆形区域作为公交站点覆盖

范围，进而求得所谓区域 “公交站点覆盖率”；但由于居民实际到达公交站点需要依托道路网络，而受

路网条件影响，实际的步行距离和空间直线距离存在一定差异性。

不同于传统的站点服务半径得出站点服务区域 （简称 “画圆法”，如图2.1所示）的方法，本次研

究通过交通网络模型，使用 “网络分析”模块的 “新建服务区”功能，来计算站点设施在一定步行时间

内能覆盖的区域，分析结果如图2.2所示。由图可知，采用 “网络分析”方法得到的服务区是不规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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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形，而不是传统方法认为的圆形。而且本次研究范围中，绝大多数的规划地块处于轨道站点500m步

行距离内 （图2.2中深色部分）；少部分地块处于站点500m～800m步行距离内 （图2.2中浅色部分），

仅有2处边角地块 （图中以红圈标明）与轨道站点步行距离超过800m。这就表明，该两处地块轨道站

点覆盖能力偏弱，需要增加中运量公交和常规公交服务。

图例
规划公交站点
位置
公交站点300米
辐射范围

图2.1 常规方法模拟常规公交站点服务范围示意图

D站

B站

C站

A站

图例
轨道站点500米步行范围

轨道站点800米步行范围

图2.2 “网络分析法”模拟轨道站点500m和800m步行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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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地块机动车出行成本

使用软件 “网络分析”功能将量化评价区域路网机动车出行交通便捷程度成为可能。由于该阶段地

块机动车出入口位置尚未确定，本次研究采用最小出行时间作为路网阻抗参数，将矢量路网图中所有的

路口 （节点）机作为机动车出行点，也作为机动车目的点；同时计算各个路口到其他路口及外部大区的

平均最短时间，以此来衡量路口到其他任意位置 （包括外部大区）的交通便捷度；此后进一步汇总各个

路口出行时间的平均值，可以得到整个规划路网的整体机动车出行平均时间。得出每个交叉口平均机动

车出行时间后，采用 “反距离权重”插值法计算空白区域数据值，最后生成完整的区域路网机动车出行

成本图。

在实际操作中，本次研究将地块机动车出行分为①单元内地块-外部大区和②单元内地块-单元内地

块两块进行。单元内地块与外部大区又可以分为单元与东面、南面和西面三部分。以单元内地块与西面

大区出行时间成本为例，如图3所示：深绿色区域表示交叉口到西部大区各处机动车平均出行时间在5

分钟以内。易见与西面距离越近的交叉口，其与西面大区机动车出行成本越低，到达西面大区越为便

捷；但随着交叉口与西面大区出行距离增加，其机动车出行时间也相应增加。在研究区域东面，其交叉

口到达西面大区平均机动车出行时间已经高于30分钟，这表明该处地块与西面大区机动车出行成

本偏高。

图例
出行时间＜5min

5min＜出行时间＜10min

10min＜出行时间＜15min

15min＜出行时间＜20min

20min＜出行时间＜25min

25min＜出行时间＜30min

出行时间＞30min

图3 规划单元及周边区域与西面大区交通出行时间成本示意图

规划单元内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成本见图4所示，所得结果较为符合直观认知。仅从出行成本考

虑，区域居中的地块到达边界地块最为便捷，出行时间总和最少，适宜作为商业、公园绿地等服务型用

地；而边界地块与其他地块出行距离较长，出行时间较高，适合作为学校、展览馆等功能性用地。

综合考虑规划单元外部大区和内部地块出行交通权重，汇总计算得出规划单元内每个交叉口到其它

交叉口的平均出行时间成本。经计算，规划单元内交叉口到达另一处交叉口或外部大区的平均出行时间

为28.6分钟，而且接近90%的交叉口控制在35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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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图4 规划单元内部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成本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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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规划单元内部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成本示意图

3.3 地块可达性评价结果

3.3.1 可达性影响因素和权重

地块可达性影响因素和权重的确定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①普适性，即服务人群越多的影响因

素权重因子权重越高；②引导性，即区域未来交通出行结构占比越大的交通方式权重最高。根据相关规

划内容，滨江商务中心单元规划公交资源丰富，规划有两条轨道线路在区域内部交汇，因此，本次研究

将轨道站点辐射范围权重制定为最高级 （40%），城市公交系统 （包括中运量公交BRT制式和常规公交

制式）和城市道路网各占30%。

本次研究对地块交通可达性影响因素量化赋值见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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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范围内地块交通可达性性影响因子量化一览表

影响因子 权重 指标 赋值

轨道站点 40%

步行距离低于500m 10

步行距离处于500m～800m之间 8

步行距离处于800m～1000m之间 5

BRT站点 20%

步行距离低于300m 8

步行距离处于300m～500m之间 6

步行距离处于500m～800m之间 4

常规公交站点 10%
步行距离处于0～300m之间 4

步行距离处于300m～500m之间 2

道路系统 30%

地块周边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低于20分钟 8

地块周边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处于20～40分钟之间 6

地块周边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处于40～60分钟之间 4

地块周边交叉口平均出行时间高于60分钟 2

3.3.2 地块交通可达性评价结果

综合地块影响因素量化赋值结果和因素所占权重，得出规划单元各主要地块 （剔除防护绿地）的交

通可达性强度图 （见图6所示）。总体而言，本次研究结果与直观认知契合度较高，规划单元内临近轨

道站点用地、道路等级较高 （快速路和主干路）的道路两侧地块交通可达性明显高于距离轨道站点较

远、周边道路等级偏低的地块。

图例
规划快速路 规划轨道站点 可达性中下地块
规划主干路 可达性高地块 可达性较差地块
规划次干路 可达性较高地块 可达性差地块
规划支路 可达性中等地块

图6 规划单元地块交通可达性强度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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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本次研究对于在编控规的建议

地块交通可达性的高低是控规阶段地块用地性质以及土地开发强度重要参考指标。根据上位规划，

规划单元用地功能主要包括商务、商业、行政办公、居住、教育、文化娱乐、公园绿地等。如仅考虑地

块交通可达性因素，对于交通可达性高或较高的地块，应当优先用于商务、商业、医院等交通到发量

高、对外辐射功能强的用地，并可适当增加其开发强度 （容积率指标）；对于交通可达性中等的地块，

可用于布局居住、行政办公和教育用地，并适当限制其开发强度；而对于交通可达性较差的地块，建议

用作公园绿地、设施用地等。对于现状已建设的可达性较低，但交通到发量偏高的地块，应增加城市公

交线路的辐射，或调整周边路网等级，使其交通到发更为便捷。

4 下一步工作

本次研究使用ArcGIS软件，使用矢量数据网络分析方法对控规修改阶段规划用地可达性进行量化

评价，以期对控规阶段用地布局和开发强度提供一定的参考。影响地块可达性的因素除了本文提到的轨

道站点、公交站点、规划路网等因素，还需考虑非机动车出行、道路环境情况、道路拥堵程度等，需要

在后续的工作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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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博会展业态交通特征分析与交通预测方法的改进探讨

靳来勇

【摘要】 会展业已成为我国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展业客流吸引密度高，做好会展项目前期的交通规划设

计以及会展运行期间的交通保障方案尤为重要，客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是该类业态相关交通规划与交通保障方案制定的

重要前提条件。本文以农博会展业为重点，通过分析该类业态客流特征数据指标，研究了客流量与会展选址的敏感性关

系，对多种客流指标参数的波动性以及对客流预测结果的敏感性、客流时空分布、客流高峰、出现方式等进行了深入的

统计分析，提出客流吸引率指标波动性最大，不宜作为客流预测的核心指标，地铁虽然是客流出行方式中的重要构成，

但是小汽车的出行比例仍较高，必须重视小汽车出行的动静态交通组织问题，最后提出了多情景条件下客流预测的参数

选择与预测方法改善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会展；交通特征；客流预测；客流吸引率

0 引言

会展是指会议、展览、大型活动等集体性的商业或非商业活动的简称，随着我国现代农业的不断推

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农博会展业的发展已经进入相对成熟发展期。国内北京、上海、

广州、昆明、大连、长春、沈阳、呼和浩特、西安、成都等城市先后举办过多次不同等级的农博会展。

农博会展业态吸引的人流密度高，需要的交通支撑条件高，在对农博会展项目进行项目选址、规划设计

以及会展期间交通保障方案制定中，交通专题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交通需求预测内容是做好相关交通

研究的重要前提。

针对农博会展的交通需求预测研究，目前还较为欠缺，然而针对各类会展的交通需求预测研究，国

内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李克平 （2005）通过分析日本大阪世博会、德国汉诺威世博会等会展的客

流分布曲线来预测上海2010年世博会客流量
[1]；陈磊等 （2017）提出通过客流吸引率和会展面积来预

测会展期间客流量的方法[2]；于洪亮 （2017）提出大型会展期间的日均客流量可以通过单位建筑面积客

流吸引率指标进行，通过客流出行链预测出行方式构成，其认为客流预测受政策等人为因素的影响较

大[3]；谢恩怡等 （2018）认为通过多情景条件下的交通设施供给水平来反推客流量的客流预测思路
[4]；

张贻生等 （2019）认为大型会展客流客吸引率范围浮动较大，客流分布、层次差别较大，需要全过程咨

询不断优化调整相关预测结果[5]；路超 （2019）提出会展客流量存在增长的问题，客流存在很大的不确

定性，提出以交通设施供给水平为上限反推客流量的思路[6]；谢辉等 （2019）认为同一城市的会展项目

通过数学统计模拟和手机信令等方式可以较好的预测该会展项目今后的客流特征[7]；刘大均等 （2019）

在利用大众点评网络平台的会展大数据挖掘的分析后，认为中国会展客流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广深、

成渝为中心的菱形空间结构，会展客流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距离衰减特征，会展发展水平是影响客流的

首要因素[8]。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于会展业态的交通需求及交通规划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学者已经提出

会展客流存在浮动较大的问题，但是在交通规划实践领域，以客流吸引率、会展建筑面积作为客流预测

核心指标因素的方法仍较为流行。本文通过国内农博会展业态的客流特征分析，对预测中的多个指标因

素的波动性进行了分析，对农博会展业态的客流预测方法进行了反思，并对客流预测的方法与相关参数

选择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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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博会展业态的客流量特征

1.1 客流总量从大幅跳跃走向稳定增长

我国农博会展在地域上存在明显的分布不均衡，东部地区为农业会展的主要举办地。我国农博

会展业态的发展大致经历了无序增长期、品牌培育期和发展稳定期。在无序增长期，会展数量、面

积与参展人次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客流总量具有一定的随机性。进入品牌培育期以后，农博

会展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开始注重特色化、专业化、品牌化，参展商和游客数量逐步稳定。2015

年以后农博会展整体成熟度持续提升，会展数量相对稳定增长，参展人数规模基本处于可以预测的

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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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国内农业会展数量、展览面积以及地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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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国内典型城市农博会客流统计图

1.2 客流量与会展面积没有必然的线性关系

以国内典型农博会展客流数据作为数据来源，会展举办期间的日均客流是爆发式的增长，各个农博

会展的定位、知名度不同而导致客流差异较大，长春农博园日均客流可以达到14万人次/日，广东农博

园日均客流约为5万人次/日。会展期间日均客流强度 （客流量与展馆面积的比值）差异很大，广东农

博园可以达到2.5万人次/万平方米，西安的沛东农博园仅为0.3万人次/万平方米。在非会展期间，工

作日客流相对较少，约0.5万人次/日，周末和节假期期间日均客流约0.5万人次至2万人次，非会展

期间的日均客流量波动相对较小，但是若是客流吸引率指标来进行统计分析，则该指标的波动非常大。

因而以展馆规模作为变量因子来预测农博会展客流量的方法并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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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内其他农业博览园经验数据

博览会名称
展馆面积

（万平米）

非会展期间客流情况 会展期间客流情况

工作日日均客流量

（万人次）

周末日均客流量

（万人次）

日均客流量

（万人次/日）

日均客流强度

（万人次/万平方米）

昆明农博园 5 0.54 0.85

7万人次/日；主会场+
两个分会场，均含休闲

旅游功能

1.4

广东农博园 2 0.43 0.62
5万人次/日

（广交会展馆举办）
2.5

辽宁沈阳农

博园
6.5 0.56 0.9

8万人次/日 （沈

阳国际展览中心举办）
1.2

2018年长春

农博园
9.7 0.6 1.0 14万人次/日 1.5

丹江口农

博园
/ 0.5 0.76

开幕首天4.0万

人次/日
—

沣东农博园 7.4 0.48 0.8
2万人次/日，本身为

4A级景区，位于西咸新区
0.3

1.3 单位面积的客流量波动最大，不宜作为预测的主要指标参数

分析历届四川农业博览会的客流数据，可以发现会展期间总体客流量与会展规模没有明显的相关关

系，总体客流量与会展举办的时间长度有明显的相关关系，会展期越长，总体客流量越大；日均客流强

度与会展规模也没有明显的相关系数，并非是会展规模越大，日均客流强度越高；因而以会展规模和日

均客流强度作为双因子来预测会展日均客流量的方法从实证角度看也不科学。

表2 四川省历届农博会客流数据统计表

年份 地址
会展规模

（万平方米）

总人流

（万人次）

日均客流

（万人次）

日均客流强度

（万人次/（日·万平米）

第七届四川农博会 2019 西博城 6 20 5.0 0.8

第六届四川农博会 2018 西博城 3.5 10 2.0 0.6

第五届四川农博会 2017 西博城 6 10 2.0 0.3

第四届四川农博会 2016 世纪城 3 30 6.0 2.0

第三届四川农博会 2015 世纪城 10 22 4.4 0.4

第二届四川农博会 2014 世纪城 3.5 12.8 2.6 0.7

第一届四川农博会 2013 世纪城 3 12.6 2.5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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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四川农博会历届日均客流量与客流强度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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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农业会展业态日均客流量与各个农博会展的定位、知名度以及组织经营者的组织水平等

因素密切相关，以四川农博为例，在会展规模、总客流量、日均客流量、日均客流强度四项数据指标

中，变异系数最大的是日均客流强度，表明日均客流强度的波动程度最为显著。变异最小的是总客流量

与日均客流量，因而针对农博会展业态，根据其定位、知名度、组织经营者的水平以及历年日均客流量

来预测估计评价年的日均客流量是一个较为科学的客流预测方法。

表3 四川省历届农博会数据统计分析

会展规模 总客流量 日均客流量 日均客流强度

均值 5 16.6 3.46 0.8

中位数 3.5 12.8 2.6 0.7

标准差 2.57 7.44 1.57 0.56

变异系数 0.51 0.45 0.45 0.70

  备注：变异系数是以其数学期望为单位度量随机变量取值波动程度的特征数，是一个无量纲的量。

1.4 会展选址区位因素对客流的影响较小

以四川农博会为例，自2013年以来已经举办了七届，其中前四届在成都世纪城会展中心举办，近

三届在西部博览城举办。从距离中心城区的空间距离上，世纪城的区位条件要优于西博城，其中西博城

距离市中心的距离比世纪城多15km；从两个会展基地与机场、火车站的距离上看，世纪城也要远优于

西博城，西博城距离火车东站的距离是世纪城的2.4倍，西博城距离双流机场的距离是世纪城的1.6

倍；从公交系统的接驳条件看，世纪城途径的普通地面公交线路有21条，西博城仅3条，地面普通公

交的衔接条件世纪城明显优于西博城，两个会展基地均为地铁1号线沿线，均设有地铁站，地铁接驳条

件基本一致。因而从整体交通条件角度看，世纪城要明显优于西博城。

世纪城

西博城

图4 农博会展选址区位分析图

表4 农博会交通区位条件比较

世纪城 西博城

区域 武侯区 天府新区

相关指标对比分析

（西博城/世纪城）

距离市中心距离 （km） 11 26 +136%

从市中心驾车时间 （min） 35 56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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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世纪城 西博城

区域 武侯区 天府新区

相关指标对比分析

（西博城/世纪城）

距火车东站 （km） 10 24 +140%

距火车北站 （km） 16 31 +193%

距双流机场 （km） 12 20 +66%

距最近的高快速路 （km） 0.6 2.1 +250%

距高速路出入口 （km） 1.1 4.8 +363%

临近建成的地铁线路 1号线 1号线 一致

距规划地铁站点 （km） 紧邻 紧邻 一致

途径普通公交线路数量 21条 3条 -600%

  从日均客流量上看，世纪城连续举办四届四川农博会，其会展期间的日均客流量均值为3.8万人次

/日，西博城连续举办三届四川农博会的日均客流量均值为3万人次/日，世纪城的日均客流量要略高于

西博城，然而这种略高的幅度与两者之间的交通优劣势差异的幅度不相匹配。从单次的客流量看，没有

显示出世纪城要明显高于西博城的特征，2019年第七届农博会，西博城的日均客流量要高于之前在世

纪城连续举办了四届中的其中三届的日均客流量。因而可以认为，同一城市不同区位条件对会展业态日

均客流量有一定的影响，然而该种影响没有带来日均客流量量级的改变。

究其原因，与农业会展业态的客流来源、举办的频率所影响的客流出行交通特征有很大关系，农博

会展业态的客流来源不仅仅来源于本市，这种外地客流对农业会展业态在一个城市中的选址因素并不敏

感；由于农业会展业态举办的大型会展频率也较低，一年一次或者几次而已，对于本市游客而言并非刚

性出行，在会展期间前往农博展区可以认识距离的相对较远，因而其对交通区位因素敏感度也较低。

12
10
8
6
4
2
0

日均客流量（万人次）

2019年
西博城

2018年
西博城

2017年
西博城

2016年
世纪城

2015年
世纪城

2014年
世纪城

2013年
世纪城

会展规模（万平方米）

图5 四川农博会展览规模和客流分析图

2 客流分布空间特征

2.1 客流的主体来自本省

以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为例，从2015年到2018年连续四届的游客来源地数据，会

展游客有50%以上来自于会展举办地北京市。

从2017年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为例，会展客流中60%左右来自北京市，河北

省、天津市的客流占了总客流的10%左右，其他外省游客较少，约占29%。

湖南省连续七届的农博会客流数据表明，本省游客占到了客流总量的80%以上，随着该省农博会

举办的规模、知名度的逐步提升，省外客流有了快速增长，但是省外客流占比仍低于20%。四川农博

会的参展商来源分布数据看，省内参展商占地了50%以上，省外参展商占了40%～5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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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游客来源分布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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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历届游客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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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17年中国国际现代农业博览会客流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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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湖南农博会客流来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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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四川农博会参展商来源分布

国内几个典型农博会展的数据分析显示，农博会展客流的主体来自会展地的就近区域，其中农博会

展的参展商来源也呈现该种分布特征。

2.2 客流在农博会展城市的住宿地选择

以2016年在成都世纪城举办的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为例，以客流在城市的住宿地选择数

据分析，其中58%的客流选择在世纪城以北的中心城区住宿，18%选择在世纪城以南的天府新区住宿，

这两项占了客流总量的76%，即客流在农博会展期间主要的住宿选择在城市中心城区。

究其原因，由于农博会展期间，整体的客流量非常大，农博场馆附近的酒店不具备如此大的接待能

力，因而造成农博会展中的大部分客流选择在会展场馆区域以外的城市中心城区住宿，且大量沿能直达

农博场馆的地铁线的沿线选择住宿地。

双流方向

12%

14% 56%
龙泉方向 成都主城

方向

18%

天府新区
方向

成都国际都市
现代农业
博览会

图10 成都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客流分布

3 客流出行时间特征

农博展会一般会跨越周六周日，举办期在两天以上，以第六届四川农博会为例，展期为5天，跨越

了周六和周日。从单日客流分布特征来看，存在客流高峰日，周六和周日客流基本相当，都高于其它日

客流，高峰日客流与日均客流相比一般在1.1～1.2倍之间。

根据第六届四川农博会举办期间其紧邻的地铁站西博城站的地铁闸机客流数据，会展期间客流到达

高峰在9：00～10：00，这个时间段内的吸引系数约为0.28，发生系数约为0.01；客流离去高峰在

17：00～18：00，这个时间段内的发生系数约为0.33，吸引系数约为0.009。离去高峰大于到场高峰，

全日在场客流高峰时间段为12：00～14：0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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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客流数据上看，农博会展业态的存在高峰日，一般为周末日，存在明显的早晚高峰小时，但是高

峰小时与城市的高峰小时并不完全一致，且离开高峰小时的客流量更集中，因而从交通承载力角度看，

关注农博会展业态离开高峰小时的交通问题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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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第六届四川农博会临近地铁站客流数据统计分析

4 客流出行方式特征

以2018年的第六届农博会为例，依据地铁闸机以及地面普通公交客流数据分析，农博会展期间，

通过地铁方式参加农博展馆的客流比例约为是21.6%，地面普通公交约为6.5%，而小汽车出行方式约

为60%。

表5 第六届农博会客流出行结构

出行方式 地铁 公交 小汽车 出租车及网约车 其他

出行比例 21.6% 6.5% 60.2% 10.1% 1.6%

  成都市交管局发布了会展期间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针对社会车辆的管制措施如下：

（1）开幕式期间，东至梓州大道 （不含），西至天府大道 （不含），南至广州路 （不含），北至宁波

路 （不含），实行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该区域内的单位及个人机动车凭 《机动车行驶证》或相关证件通

行，无证车辆请绕行。

（2）会展期间，社会车辆经天府大道、红星路南延线前往西博城，到达西博城后经现场执勤人员引

导进入相应停车区域停放车辆。

按照成都市交管局的临时交通管制方案，开幕式期间对会展场馆的周边主要道路采取社会车辆禁限

措施，会展期间采取的是社会车辆引导停放方案，从实际效果看这种临时交通管制方案保障了会展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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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会展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对区域的道路交通正常运行的干扰也较小，是一种相对灵活且较为成功

的交通管制方案。然而客流出行分担率数据显示，即使采取了交通管制方案，会展客流中地铁的交通方

式分担率也仅为20%左右，仍大幅低于小汽车的出行比例。

开幕式期间临时
交通管制范围

国际博览城

图12 第六届四川农博会开幕式社会车辆临时交通管制范围

长春农博园位于城区边缘，紧邻绕城高速，周边公共交通发达。地铁3号线的农博园地铁站距离长

春农园仅500m。在这种区位条件和便利的公共交通接驳条件下，长春农博园在农博会展期间客流出行

方式中地铁占到38%，小汽车占40%，小汽车出行比例仍然要高于地铁出行比例。

图13 长春农博园区位及其与地铁站的距离关系图

表6 长春农博园客流出行方式

出行方式 地铁 公交 私人小汽车 出租车及网约车

出行比例 38% 15% 40% 7%

  从国内农博会展的客流的出行结构分析可以看出，在采取交通管控的条件下城市轨道交通出行比例

仍不占明显优势。究其原因，与农博会展的选址以及客流来源分布有密切关系，由于农博会展展馆占地

5181



规模较大，因而展馆一般位于城市新区，一般会临近高速公路或城市快速路，从城区、城市以外到会展

展馆小汽车的出行时耗与地铁相比具有一定的优势；同时由于客流主要来自省内区域，很多客流会选择

驾车来参加会展，这也进一步提升了会展客流的小汽车分担率。

轨道交通出行势力图小汽车出行势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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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小汽车与地铁以农博园场馆为中心的出行势力范围对比图

因而，在进行农博会展业态交通专项规划或制定交通保障方案时，人为主观的认为地铁应当占据项

目客流出行主体的做法并不符合实际，必须对项目的客流来源特征、周边交通设施规划、出行时耗等相

关因素做出深入分析之后，再考虑可能的出行方式分担率来进行预测才较为合理，科学且谨慎的做法应

当是进行多种情景条件下的交通预测与供需分析。

5 对农博会展业态交通预测方法与参数选择的反思

5.1 采用单位面积客流强度作为客流量预测核心指标的方法有待商榷

采取单位面积客流强度作为客流量预测核心指标的方法是一种较为直观且看似非常合理的预测方

法，然而国内几个典型农博会展的客流指标数据显示，单位面积的日均客流量 （万人次/万平方米）从

0.3～2.5不等，差别非常大。连续七届四川农博会单位面积的日均客流量从0.3～2.0不等，从数学统

计角度看，该指标的均值0.8，标准差为0.56，变异系数为0.7，该指标的变异系数 （波动幅度）明显

高于客流总量和日均客流量的变异系数。

5.2 场馆面积与客流量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

并非场馆面积越大客流量就越大，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线性关系，2015年第三届四川农博会，展

馆面积为10万平方米，日均客流量为4.4万人次，2016年第四届农博会展馆面积为3万平米，日均客

流量为6万人次。

表7 四川历届农博会会展面积与日均客流量

会展规模 （万平米） 日均客流 （万人次）

第七届四川农博会 6 5.0

第六届四川农博会 3.5 2.0

第五届四川农博会 6 2.0

第四届四川农博会 3 6.0

第三届四川农博会 10 4.4

第二届四川农博会 3.5 2.6

第一届四川农博会 3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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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会展选址区位因素对客流的影响较小

由于会展客流量不仅来源于本市，其大型会展举办的频率也不高，因而客流对会展在一个城市的区

位选址并不敏感，区位因素对本市的游客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农博会展总体客流的影响不显著，因而

在客流预测中，区位因素可以考虑，但是不应作为客流预测的核心敏感度指标。

5.4 会展知名度、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客流量的首要影响因素

农博会展的知名度以及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商业活力等因素是影响会展客流的首要因素，商业越发

达、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其农博会展吸纳的会展客流越多。因而针对农博会展的客流预测时，首

先应当考虑的是城市与区域因素，而不仅仅是会展展馆的规模与举办会展的等级问题。

5.5 有必要采取多种情景下的客流量预测

客流量直接关系到交通设施的供给水平以及交通服务响应的水平，因为客流量指标至关重要。在相

关的客流量的表达中，存在总客流量、日均客流量、单位面积客流强度等多个指标，从四川农博会连续

七届的客流数据上看，波动幅度 （变异系数）最小的是日均客流量，但是该指标的变异系数已经达到了

0.45，这说明农博会展业态的客流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和随机性，因而采取多种情境条件下的客流量预测

非常必要。

5.6 需要注重对场馆周边高速公路出入口、快速路的承载力预测与评估内容

对农业会展业态的公交支撑体系，特别是与地铁的接驳关系，目前已经引起了充分的重视，然而从

农博会展的客流来源以及出行方式分担率等实证角度看，小汽车出行仍在农博会展业态客流出行中占有

重要比例，有些城市的大型农博会展期间小汽车的出行比例还要高于地铁的出行比例。因而，对场馆周

边的主要节点和主要通道的交通承载力评估与合理组织仍应当作为农博会展业交通专项规划或交通保障

方案中的主要内容。

5.7 合理做好场馆周边的停车安排仍是交通预测与交通保障方案中的重点内容

与动态交通的运行相匹配，由于小汽车在大型农博会展期间仍为重要的交通出行方式，且大型会展

期间与小型会展期间客流量差别巨大，完全按照大型会展期间的停车需求来配置场馆的小汽车泊位会导

致停车泊位利用率较低，造成投资的浪费，同时也会造成交通供需矛盾集中凸显在场馆周边，因而在大

型会展期间，充分利用场馆周边合理范围内的路内临时泊位，商业、办公等建筑的配建泊位是解决大型

农博会展期间停车问题的一种可行性较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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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重力模型的城市道路可达性分析

刘青云

【摘要】 为了引导城市交通网络的建设，为城市道路规划与土地利用开发提供参考依据，基于常规的重力模型提出了

一种新的城市道路网络可达性优化算法方法。首先在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考虑用户属性和道路属性，对道路

网的可达性进行了定义；再次从交通系统、土地利用及出行者个人属性等角度对城市路网可达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

析，提出以规划路网属性、出行距离作为出行阻抗评价指标，以土地利用性质测度为目的地的吸引力，以重力模型为研

究基础，提出了一种城市道路网络可达性优化算法。最后以西安市西咸新区新中心新轴线为例，对其可达性进行了分

析。研究结果表明：轴线南部能源金茂区和高铁片区可达性较高，北部昆明池片区受土地开发强度影响，可达性较低；

规划路网总体可以满足未来出行需求。

【关键词】 城市交通；路网可达性；重力模型；土地利用

0 引言

随着城市交通的不断发展，道路网络逐渐完善，区域路网可达性已经成为衡量交通发展水平、影响

居民出行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城市区域具有较高的可达性时，可以吸引人们的出行，带动

经济的发展，进而促进土地利用的开发，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状态；相反，当路网可达性处于较低水平

时，居民出行不便，往往成为抑制经济发展得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的发展，交通系统的建设

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因此基于规划的城市道路网络和土地开发状况前景，对区域路网可达性进行测

量，及时发现规划中存在的不匹配问题，采取相应的改善措施提高，对于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达性是可以用于反映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系统之间协调性的指标，受到道路网络、土地性质及个

人属性的影响，具有时间和社会经济意义的空间概念，当前是影响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路网规划的重要

因素。在国外研究中，Hasen为了描述各个交通节点之间相互作用的大小，提出并定义了可达性概

念[1]。Q.Shen等以Hansen提出的势能模型为基础，在考虑出行者的需求基础上建立了Shen势能模

型[2]。K.Kockelman等结合案例对可达性含义、计算方法、用户条件等进行分析，梳理出可达性的影

响因素除与出行者特征、交通出行方式有关外，还与出行者的出行目的、出行活动有关[3]。Bertolinin

等将可达性定义为人或物在一定出行时间或出行费用条件下，抵达出行终点的出行量或方式类别[4]。国

内关于可达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交通，如：黄晓燕等结合区域不同系统的开放性视角，剖析区域可

达性引起的区域经济效应[5]；孙言涵在前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效用模型与潜力模型结合的组合模型研

究公共交通的可达性[6]；李晨曦、吴克宁等人基于城市中心智能强度指数分析，应用和改进潜力模型对

唐山市各区县的可达性进行测算，揭示现状市域空间和交通网络结构中存在的问题[7]；马书红、葛永等人

基于效用模型，建立包含出行起终点间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时间、出行费用、服务质量及出行者属性，综

合分析区域交通可达性[8]；王宇环、靳诚等人基于Arcgis平台可达性计算的网络分析与栅格分析方法，分

析了在步行+共享单车+地铁新型低碳出行方式下景点的可达性
[9]；李灵杰、吴群琪采用成本距离等空间

计量分析工具，并将栅格数据与矢量数据结合对青海省路网可达性和覆盖度进行综合分析[10]。

可达性从简单的测算空间距离已经发展到表示空间中节点的相互关系，与此同时一些新的可达性计

算方法也逐渐被提出和完善，当前可达性研究模型包括重力模型、竞争模型、时空约束模型、效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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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网络模型等。但是在现有的研究中主要是对现状节点间的可达性进行建模分析，缺少从规划路网与城

市土地利用性质角度考虑，没有对城市未来的可达性进行分析，不具备前瞻性。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

将城市路网可达性定义为城市中两点间相互作用的便利程度，基于规划路网出行结构、出行时间等的不

确定性，以出行舒适度、出行距离构成广义出行阻抗，综合考虑节点间所有等级道路的道路断面形式，

使模型更贴近路网实际特征。

1 城市交通可达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1.1 城市路网可达性概念

当前对可达性概念的研究中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宏观上可达性表达了一般出行者利用现

有的多模式交通方式从出发点到终点的便利程度，同时也表现了人们接近并参与活动的机会。微观上，

可达性表示出行者在时间和空间因素的作用下，出行者使用交通基础设施的便捷程度，体现人们对交通

基础设施和交通管理资源的利用情况。对于笔者所研究的城市交通可达性，其含义是指出行潜在目的地

的吸引力及到达该地的便捷程度，其中潜在目的地的吸引力体现在城市土地利用因素 （土地利用性质、

开发强度等）；由于规划路网不同出行方式的出行时间、费用不确定，因此定义便捷程度与城市路网系

统因素 （道路属性、出行距离等）有关。基于此，笔者将城市交通可达性定义为：在一定的城市土地利

用和交通系统中，出行者通过不同等级的道路网到达目的的便捷程度。

1.2 城市路网可达性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可达性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交通系统、土地利用及出行者个人属性等，但

基于本文可达性定义，城市交通可达性的因素有：①交通路网情况。道路网是影响节点连通性的主要因

素，其服务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出行效用，主要表现在道路网络越密集的地方，可达性越好；道路网等级

越高可达性越好。②出行目的地吸引力。出行目的地的吸引强度与区域内土地利用性质、不同利用性质

的土地面积有关。当土地利用性质为商业、办公等能较多吸引人流出行的土地属性使，可达性越高。

2 可达性模型

2.1 城市路网模型的选取

目前常用的可达性模型包括：空间阻隔模型、累积机会模型、效用模型和重力模型等。空间阻隔模

型用两点间的距离或某点到达兴趣点集的距离衡量可达性水平，不能反映土地利用对可达性的影响；累

积机会模型通过对出行目的点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分析确定吸引点的可达性，但未考虑机会随着距离衰

减情况，且阈值存在一定的主观性，主要应用于不同时空条件下土地利用变化、交通设施改善等情况；

重力模型认为可达性不仅与两点间的空间阻隔有关还与目的地活动规模的大小有关；效用模型通过对不

同出行者个体差异分析可以更好的表征出行行为活动的情景效应，但对于土地利用对可达性的影响较

弱。因此笔者结合现有模型存在的优缺点，以重力模型为基础，综合考虑土地利用和规划路网属性对可

达性的影响，进而分析规划路网结构的合理性。

2.2 路网可达性模型建立

2.2.1 传统的重力模型

重力模型最初由 Hansen提出，旨在计算居民至区域范围内不同目的地的相互作用，模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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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为：

Ai=∑
j

Oj
tαij

（1）

  Ai———小区i的可达性；

Oj———为小区j所具有的发展机会，由岗位数、人口、容积率等因素表征；

tαij———为小区i和j之间的阻抗函数，由出行时间、费用和距离等因素表征。

2.2.2 重力模型的改进

（1）综合交通阻抗

通常节点间的道路不止一条且道路等级也各不相同，不同等级道路间的行驶时间、出行距离等均存

在差异，因此将节点间路网的出行阻抗定义为出行距离、出行舒适度两者的函数，取同一节点间所有道

路广义阻抗的最小值作为模型的综合出行阻抗。其具体形式如下：

Cij =Lij·Fij （2）

式中：Cij———小区i和小区j间的综合交通阻抗；

Fij———小区i和小区j间出行舒适度；

Lij———小区i和小区j间出行距离。

根据相关文献的研究可知，影响舒适度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道路自身因素、道路配套因素、外在因

素的影响，考虑数据获取的可能性和处理的便利性，本文选取道路宽度、机非隔离情况、车道数设置表

征舒适度。

Fij =∑
k

αijk·βijk·γijk （3）

式中：αijk———小区i和小区j间采用第k条道路的自行车影响系数，设置物理机非隔离带为1，设置划

线隔离为0.8，未设置非机动车道的0.6；

βijk———小区i和小区j间采用第k条道路的车道宽度影响系数；

γijk———小区i和小区j间采用第k条道路的车道数。

其中车道宽度影响折减系数如表1所示。

表1 车道宽度折减系数

车道宽度 折减系数 车道宽度 折减系数

3.5 1 3 0.85

3.25 0.94 2.75 0.77

  （2）吸引强度

不同开发性质和开发强度的土地利用对出行者的吸引力均有所差异，主要表现在经济、资源、产业

布局等方面。

Dj=∑
s

pjs·ajs·qjs （4）

式中：pjs———小区j第s种土地利用性质的容积率；

ajs———小区j第s种土地利用性质的面积；

qjs———小区j第s种土地利用性质的吸引率。

（3）路网可达性模型

将上述因素及其构成的关键参数代入重力模型，整理得到城市路网中节点可达性的优化模型，如式

（5）所示。

Ki=
Dj

∑
j

Cij
=

∑
s
pjs·ajs·qjs

∑
j
∑
k

Lijk·αijk·βijk·γijk
（5）

1281



3 案例分析

大西安新中心新轴线是 “西部开发开放创新发展示范区”和 “一带一路”国际交流合作重要节点，

现代化大西安新中心新轴线不仅是西咸新区乃至大西安的世纪大轴线，也是科技创新引领轴，更是产业

轴、交通轴、形象轴的叠加统一，丰富的经济、产业、自然景点条件为大西安新中心新轴线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故以陕西省大西安新中心新轴线为例，应用本研究的可达性优化模型对该区域规划路网可达性

进行分析，判定规划路网是否满足规划需求。

以项目规划的交通路网为主，同时借助arcgis10.2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首先对研究区域的

小区进行划分，参照土地利用性质将研究区域划分为94个交通小区。通过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控规得到

各小区土地利用性质、面积、容积率数据，并利用 《交通出行率手册》得到不同土地利用的出行吸引

率，利用式 （5）计算出各小区的吸引强度如表2所示。在得到各个小区吸引指标后，根据式 （2）、

（3）、（4）利用软件计算出每条道路的出行阻抗，并通过gis进行小区质心点间的最短出行阻抗测算，

得到小区间的最短出行距离矩阵，如表3所示。

表2 各交通小区吸引强度计算结果表

小区编号 吸引强度 小区编号 吸引强度

1 9262.86 5 7372.51

2 171655.4 6 20178.56

3 4322.4 … …

4 3584.25 94 2454.3

表3 各交通小区间出行阻抗矩阵表

O/D 1 2 3 4 5 … 94

1 1.229 3.172 5.580 4.285 4.961 … 67.500

2 2.939 3.426 3.222 7.480 5.071 … 58.550

3 5.419 3.037 1.716 6.594 12.587 … 49.778

4 4.001 7.638 6.708 4.898 3.370 … 50.513

5 4.841 5.188 12.939 3.247 2.620 … 48.769

… … … … … … … …

94 68.896 60.239 48.905 49.786 47.234 … 12.566

表4 各交通小区可达性计算结果

小区编号 可达性 标准化 小区编号 可达性 标准化

1 994.734 0.692 5 719.612 0.500

2 1308.911 0.910 6 1061.033 0.738

3 586.421 0.408 … … …

4 479.602 0.334 88 782.254 0.544

  由图1可知，可达性较高的小区集中在北部片区，尤其是能源金贸区和高铁站周边区域。南部片区

随着距城市中心距离增加而逐层递减，这是由于北部片区为昆明池规划片区，相对于南部土地利用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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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交通小区可达性图

程度较低。可达性计算结果与大西安新中心新轴线区域土地利用开发情况较

为吻合，规划路网能满足城市未来开发和规划。

4 结语

笔者针对城市规划路网能否满足城市未来开发需求，选择从交通属性和

土地利用性质两个方面来分析，以重力模型为基础建立城市交通可达性模型。

考虑不同道路网的宽度、断面形式等表征综合交通出行阻抗；同时根据不同

土地属性和出行吸引率表征对可达性的影响，较为全面的反映城市区域交通

可达性指标。研究成果有助于合理确定规划路网对不同开发区域的可达程度，

分析规划路网欠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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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实验—仿真实验的路径多阶段动态决策研究

余 豪 陈 坚

【摘要】 为解决路径选择研究中缺少在出行个体单次出行过程中路径动态连续选择过程的微观描述的问题，基于累积

前景理论实现出行路径多阶段动态划分与路径选择建模，引入行为实验理论与仿真实验理论，搭建考虑不同信息水平的

路径多阶段选择行为实验模块，实现出行者路径选择行为的再现与轨迹记录，以多智能体模型为基础，开发动态阶段路

径选择行为的仿真模块，与行为实验模块数据同步交互，开展数据校核与分析。实验结果表明：1）不同信息水平的受

验者在出行路径选择行为实验表现出显著水平差异。相较无信息受验者，具有信息的受验者平均耗时下降14.3%、平均

收益提升135.9%。2）路径动态多阶段模型更够较为准确地描述出行个体微观出行路径选择过程，各信息情形下路径动

态多阶段决策模型相对精度分别为96.7%、67.6%；3）在路径选择行为实验过程中受验者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决策行为

与个体异质性。

【关键词】 城市交通；多阶段决策；路径选择；前景理论；行为实验

0 引言

路径选择是一类典型的复杂网络系统问题，从微观层面关系到个体出行决策的经济性，从中观层面

关系到路网配流预测的合理性，从宏观层面关系到交通行为政策、法规制定的科学性。不管是中观的路

网配流预测还是宏观政策、法规的制定，其本质仍是微观个体出行方案的不确定性选择。这种不确定性

体现为个体出行决策过程的动态性、决策依据的实时性以及决策方法的有限理性。目前已有文献主要集

中为路权编辑、模型优化以及实证方法创新三个方面：张玺[1]、Rinaldi
[2]、Tang

[3]、李梦[4]等分别基

于路段流量与密度呈现梯形函数关系、路网退化连续性、个体对路网形状结构存在显著态度、路网路段

流量历史时变规律与路网乘客生成率具有显性关系以及出行活动均为收益性质的假设实现了不确定环境

下路径效用多维度编辑；Wei
[5]、王凯[6]、Huang

[7]、刘诗序[8]、田丽君[9]等引入前景理论分别从参照

点选择优化、路径估计函数异质性改良、前景值函数编辑等方面实现了路径选择模型非集计化，更加接

近实际；刘凯[10]、赵磊[11]、Wu
[12]等在路径选择研究中先后单独地引入行为实验理论或仿真实验理论，

定量分析了不同因素对路径选择结果的影响程度。

已有研究在路径选择方面研究较为系统、成熟，但仍存在不足。在影响因素方面侧重于从客观因素

向主观心理因素拓展，忽视了社交信息媒介等新情景对路径选择的定量分析；在模型丰富方面大多在个

体同质的假设上对路径选择模型与理论进行优化，呈现路径选择结果一次性、路径选择决策静态性、个

体路径选择方案同质性的不足，缺乏对异质个体的微观单次出行以及单次出行过程中的路径动态连续选

择过程的微观、详细描述；在实证方法创新方面，已有研究大多独立使用交通行为实验或交通仿真实

验，并且缺乏信息新环境条件下的实验场景和实验流程设计，导致使用交通行为实验的研究缺乏结果的

预测，在使用交通仿真实验的研究缺乏真实数据的支撑，使得已有研究实证结果可解释性存疑。

1 数学建模

1.1 参照点设置

在大样本下，路径行程时间均满足正太分布，如公式1所示。在此基础上，引入体现出行者群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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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好特性的心理安全界限时间mPOmD，通过加权的方式构建OmD间可选路径参照点如公式2所示，其中心

理安全界限时间mPOmD一般定义为满足出行时间可靠性要求的最小时间，其取值可通过极小值规划求解。

TPOmD∶Nt
P
OmD
，δPOm（ ）D（ ）2 （1）

TDeOmD =
1

∑P
∑
P

tPOmD +m
P
Om

（ ）D （2）

1.2 效用函数构建

设目前出行者已在第m个决策节点Om，之前每个决策阶段决策实际耗时为Ti，i=1，2…，m-1。

背景要求出行者完成整体出行的最大用时为TD。此时出行者的主观效用xPOmD由延误费用、出行费用以

及参照点费用3部分组成，其中延误费用为S1、S2，分别表示出行者从该决策节点通过某一路径早到

终点或迟到终点的损失；出行费用为S3，表示出行者从该决策节点通过某一路径到达终点预计耗时的

损失，是包含时间、费用乃至路程的综合；x0OmD表示在该决策节点处参照点的效用值。具体如公式3-7

所示。

xPOmD =S1（1-μ）+S2μ+S3-x
0
OmD

（3）

S1=θ（1 TD-∑
i=m-1

i=1

Ti-T
P
Om ）D （4）

S2=θ（2 -TD+∑
i=m-1

i=1

Ti+T
P
Om ）D （5）

S3=θ3T
P
OmD

（6）

x0OmD =θ1（T
De
OmD -T

P
OmD
）（1-μ）+θ2（-T

De
OmD +T

P
OmD
）μ+θ3T

De
OmD

（7）

  由公式3至7可得出行者通过路径P实际效用函数如下所示：

xPOmD =θ（1 TD-∑
i=m-1

i=1

Ti-T
De
Om ）D （1-μ）+θ（2 -TD+∑

i=m-1

i=1

Ti+T
De
Om ）D μ+θ3 -TDeOmD +TPOm（ ）D （8）

  由于θ1 （TD-∑
i=m-1

i=1
Ti-T

De
OmD
）（1-μ）+θ2 （T

De
OmD+∑

i=m-1

i=1
Ti-TD）μ为一固定常数，不妨

令θ3M=θ1 （TD-∑
i=m-1

i=1
Ti-T

De
OmD
）（1-μ）+θ2 （T

De
OmD+∑

i=m-1

i=1
Ti-TD）μ，则公式8等价于公式

9，在公式9的基础上，主观效用函数相较实际效用函数呈现一定的扭曲，其表示形式如公式10所示。

xPOmD =θ3 -T
De
OmD +T

P
OmD +（ ）M （9）

V（xPOmD）=
V+ （xPOmD）=（x

P
OmD
）α当xPOmD ≥0时

V- （xPOmD）=-λ（-x
P
OmD
）β当xPOmD ≤0

㊣
㊣

㊣ 时
（10）

1.3 权重函数构造

由公式9可知，实际概率权重函数等同TPOmD的概率分布函数，具体如公式11所示。在实际出行选

择过程中，由于出行者的不完全理性的心理特性，与路径的客观选择概率有着较大的偏差。具体体现概

率的确定性效应 （当概率从确定性变为不确定性或从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时，主体的人感知概率差异最

为敏感，体现为一定的数学扭曲），具体如公式12所示。

Pro（xPOmD）：N（t
P
OmD
，（δPOmD）

2） （11）

w（Pro）=

w+ （Pro）=
Proγ

Proγ+ 1-（ ）Pro（ ）γ
1
γ

w- （ ）Pro =
Proτ

Proτ+ 1-（ ）Pro（ ）τ
1

㊣

㊣

㊣ τ

（12）

1.4 前景值构造与路径决策方案

OPT理论由于概率函数过于离散化 （即前景值只有0、收益值以及损失值三个值组成），造成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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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对个体行为解释有余但对社会总体解释不足的缺点。在此背景，国外学者提出了CPT理论。CPT

理论认为结果集合xPOmD并不只是包含x
P-
OmD
，0，xP+OmD三个元素，其效用应为有效分散分布的，按照正负

以及从小到大排放具体可划分为收益子集xP+OmD、损失子集x
P-
OmD
以及0子集，其中xP+OmD={x

p
1，xp2，…，

xpn-1，xpn}，xp-OmD={x
p
-m，xp-m+1，…，xp-2，xp-1}，则xpOmD=x

p-
OmDU {0}Uxp+OmD={x

p
-m，xp-m+1，…，

xp-2，xp-1，0，xp1，xp2，…，xpn-1，xpn}。

令π
+
n =w

+（pn）；π-n =w- （p-m），此时事件主观权重概率分布如公式13、14所示：

π+i =w
+ （pi+pi+1+K+pn-1+pn）-w+ （pi+1+pi+2+K+pn-1+pn） （13）

π-i =w
- （p-m+p-m+1+K+pj-1+pj）-w

+ （p-m+p-m+1+K+pj-2+pj-1） （14）

  当n→+∞且m→+∞时，设H （t）为主观权重累积概率函数，则CPT模型下路径P的前景值如

4-29所示：

uPOmD =∫
-M+T

De
OmD

-∞
d（H（t））（xPOmD）

αdt+∫
+∞

-M+T
De
OmD

d（H（t））（-λ（-xPOmD）
β）dt （15）

  由于路径决策行为的多阶段划分与决策过程的动态性，依据最优取值的原则，每个决策阶段均会基

于当前决策节点与D点的主观效用函数与主观概率函数构建有效路径前景值，形成当前决策阶段决策，

具体入公式16所示。各决策阶段决策构成出行路径决策方案，具体如公式17所示。

uOm→DOmD =Maxu
1
OmD
，u2OmD，K，u

P-1
OmD
，uPOm（ ）D （16）

UO→D =∑
m=n

m=1

u
Om→D
OmD

-u
Om+1→D

Om
（ ）

D
（17）

2 实验设计

2.1z-Tree软件

z-Tree是一款由瑞士苏黎世大学开发设计的一款进行个体行为实验的软件。z-Tree设计的初衷为了

进行在没有太多经验情况下的经济行为实验 （例如公共物品游戏、结构化的谈判实验、市场报价实验以

及双重拍卖实验等），由于其优异的性能、灵活的配置以及多种功能的普适性，随后推广到欧美行为学

实验领域。目前z-Tree也是交通行为学实验 （例如路径选择行为实验、出行方式选择行为实验、出行

时刻选择实验等）的热门方法。z-Tree软件由z-Tree和z-Leaf两部分组成。z-Tree是设计实验的主体

部分和核心，主要包括程序编写、人员设置、实验分组等内容，是实验人员操作行为实验的主机。z-

Leaf是用于建立多个子节点，是受验人员进行行为实验的终端。z-Tree和z-Leaf均由连接在以太网的

PC机 （PC机的处理器性能不能低于486ER处理器以及PC机的RAM不低于16MB）上实现。

2.2 实验共性设置

（1）实验目的

1）通过行为实验验证路径选择过程中是否存在多阶段决策行为与和个体异质性，为仿真实验分析

与精度校核奠定基础；2）通过单轮交通仿真实验，描述基于决策阶段、决策节点的路径选择多阶段决

策的微观过程；3）通过交通行为实验结果，与交通仿真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量化路径选择模型与

出行者实际路径选择间的精度。

（2）实验场景设置

实验场景为同出发时刻、同终止时刻以及同OD通勤出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交通信息水平

的路径选择行为实验。根据实验需求，需要在z-Tree程序中内嵌路径选择模型为内容的交通仿真模

块并实时仿真。正式实验共有30轮，每轮代表一次实际出行路径选择过程。当上轮实验结束后需对数据

进行整理，反馈完毕后再进行下一轮实验。当受验者单轮实验出行时间超过60分钟时将受到较大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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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实验目标是尽可能早的到达出行终点，实验客户端会记录每个受验者的路径选择、通行耗时以及该

轮奖惩得分。实验服务器会对客户端的受验数据进行汇总，并通过相应的机制进行总得分与实验报酬

计算。

（3）奖赏机制设置

实验中受验者报酬由两部分组成：基础实验费与实验奖罚金。基础实验费是指当受验者完成实验所

有轮数均可获的费用，本实验中所有受验者基础实验费为50元/人。实验奖罚金根据受验者在实验表现

给出的奖金或罚金，它的值为受验者30轮累计得分。当受验者实验罚金大于基础实验费时，拒绝向受验

者提供报酬。关于每轮的得分：受验者每提前一分钟达到出行终点得10分，反之，每迟到一分钟到达到

达出行终点扣30分，每轮结束，z-Leaf客户端会对每人的得分进行累加计算，每100分可兑换8元。

（4）实验流程

在国内外现有研究基础上，结合实际需求，将交通行为实验流程设置为以下3个阶段：1）实验准

备阶段：实验开始前，利用编程完成对z-Tree和z-Leaf实验背景 （路网设置、通行时间设置）、可视化

页面以及统计分析的编程，并将交通仿真模块内嵌至交通行为实验平台；通过有偿的方式完成对受验人

群的招募、培训与预实验。2）实验进行阶段：实验开始后，按照实验手册要求逐轮进行路径选择并进

行记录。在实验过程中，实验人员应派专员对受验人群进行巡回监督，防止实验过程出现交头接耳、偷

偷交流等情况，破坏实验的效果。3）实验结尾阶段：实验结束后，实验人员对受验结果进行及时公布

并按照成绩给与受验人群报酬；待一切完毕后，进行数据统计和相应的结果分析。

2.3 实验异性设置

（1）受验者设置

通过线上校园贴吧、微信等社交方式以及线下校园公示板等途径收到实验意愿者57名，结合已有

文献受验者人数设置，经过相关条件与实验要求筛选确定本文实验受验者21名。通过问卷调查可知，

具有信息接受行为的受验者有14人，随机编号为1至14，其中1至7号标记为A组，8至14号标记为

B组；不具有信息接受行为的受验者7人，随机编号为15至21，标记为C组；AB组与C组形成基于

信息水平的对照。本章实验共有31轮，除了1轮预实验外，正式30论实验均按照受验者实际信息水平

状况确定受验者的路网背景认知信息。此外，实验设计要求所有受验人员以前均为未参加过类似项目，

且相互之间并不认识以及实验过程中也不允许存在任何交流。在正式实验之间，实验人员将会对受验人

员进行培训以及进行预实验，待受验人员合格无误后方可进行正式实验。

（2）实验路网与道路通行时间分布设置

D

7

5

6 3

4 1

2 O

图1 实验路网图

在国内外有关路径选择研究的相关经验的基础上，设置满足Dial算

法的实验路网如图1所示。通过对实验路网分析可知：实验路网共设置9

个节点，编号分别为O，1，2，3，4，5，6，7，D；实验路网共设置12

个有向路段，编号分别为O1，O2，13，14，24，25，36，46，47，57，

6D，7D；实验路网共形成4个决策阶段，其中第1决策阶段含有1个可

能决策节点 （O节点），第2决策阶段含有2个可能决策节点 （1、2节

点），第3决策阶段含有3个可能决策节点 （3、4、5节点），第4决策阶

段含有2个可能决策节点 （6、7节点）；实验路网共形成6条出行路径，

分别为O-1-3-6-D、O-1-4-6-D、O-1-4-7-D、O-2-4-6-D、O-2-4-7-D、O-2-

5-7-D。通过对路网设置分析，可以得到该实验路网满足本文实证需求。

在路段通行时间分布相互独立互不影响假设的基础上，路段预计通行时间均服从正太分布，其实际

期望值由基础期望以及选择系数两部分组成。基础期望是指道路在无人选择情况下的通行时间期望，而

选择系数是指在路段每增加一个出行个体选择时通行时间期望增长情况。为了加强随机性，在每轮当前

阶段随机从21人中抽取14人的上一阶段决策方案构成该轮当前决策阶段的实际通行时间分布 （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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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路网分布从各出行者的预选路径中抽取）。此外，根据相关经验将路段预计通行时间分布的方差设置

为期望的0.3倍。

表1 路段、路径基础期望值与选择系数

路段名称 基础期望值 选择系数 路径名称 基础期望值 选择系数

O1 8 0.5 O-1-3-6-D 32 6.0

O2 12 1.5 O-1-4-6-D 36 5.0

13 8 0.5 O-1-4-7-D 40 4.0

14 10 1.0 O-2-4-6-D 40 4.0

24 10 1.0 O-2-4-7-D 44 3.0

25 12 1.5 O-2-5-7-D 48 2.0

36 8 0.5

46 10 1.0

47 10 1.0

57 12 1.5

6D 8 0.5

7D 12 1.5

  在大样本下，道路通行时间均值趋近于通行时间函数期望。但在个体单次出行路径决策过程中，方

差的存在使得个体实际通行时间相较期望存在一个较为显著的波动，为了减少函数波动带来的路径实际

通行时间的影响，基于行为实验后台将个体单次选择的路径实际通行时间选取介于路径实时期望与其2

倍标准差之间 （使得小事件发生概率小于0.05）。

（3）仿真编程设置

结合行为实验z-Tree软件，通过菜单栏Treatment—NewStage建立相应仿真模块，并通过Treat-

ment—NewProgram在已建好的Stage进行路径决策CPT模型编程、封装，并内嵌至交通行为实验平

台，并在行为实验过程中进行实时仿真。

图2 z-Tree与z-Leaf

3 实证分析

3.1 数据信效度分析

在正式实验开始前进行了1轮预实验以便熟悉软件、界面以及环境，此后共经行正式实验30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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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取有效数据630条。通过SPSS软件进行 “分析-描述统计-描述”与 “分析-量度-可靠性分析”的操作

对630条有效数据经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与可靠性分析，其结果如表2所示：由描述性统计分析可知，本

文数据满足一般数据统计要求，具有较好的数据分布特性；由可靠性分析可知，本文数据Cronbach系

数均大于0.6，即行为实验数据具有较高可信度，可进行深层次数据计算与分析。

表2 描述性统计与数据信度

实验场景 N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标准差 Cronbach系数

耗时

A 210 46.3 58.7 51.9 .4952 2.7121

B 210 45.7 60.3 52.2 .7083 3.8795

C 210 48.2 66.8 59.2 .7682 4.2077

0.695

收益

A 210 41 123 81.2 4.972 27.235

B 210 29 104 78.4 9.941 54.447

C 210 -191 109 -19.2 13.870 75.967

0.663

  运用SPSS软件 （“分析-描述统计-探索-绘制-正态分布”）通过数据分布正态性检验后，通过 “分

析-比较平均均值-单因素ANOVA”操作对630条有效数据经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其结果如表3-5所示：

针对耗时情况分析可知，其单因素同质性显著性为0.252大于0.05，三组的耗时数据具有方差齐性的

特征可进行多重比较分析，通过不同组的多重比较可知，A、B、C三组之间耗时关系具有显著地非线

性差异，可认为行为实验获取的耗时数据真实可靠；针对收益情况分析可知，其单因素同质性显著性为

0.000小于0.05，三组的得分数据不具有方差齐性的特征不能进行多重比较分析，于是通过 “分析-非

参数检验-旧对话框-K个独立样本”进行多个独立样本的秩和检验，其显著性为0.000小于0.05，A、

B、C三组在得分情况具有显著非线性差异，可认为行为实验获取的得分数据真实可靠。

表3 单因素同质性测试

Levene统计 df1 df2 显著性

耗时 1.400 2 627 .252

收益 9.299 2 626 .000

表4 多重比较 （耗时）

标准场景 对照场景 平均差异 标准误 显著性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A
B -4.2500* 1.0318 .000 -6.127 -2.373

C -7.4367* 0.8360 .000 -9.313 -5.560

B
A 4.2500* 1.0806 .000 2.373 6.127

C -3.1867* 1.1471 .001 -5.063 -1.310

C
A 7.4367* 1.3158 .000 5.560 9.313

B 3.1867* 1.4349 .001 1.310 5.063

表5 KruskaI-WaIIis检验 （得分）

实验场景 N 平均等级 卡方 Df 显著性

A 210 66.45

B 210 61.70

C 210 26.22

36.491 2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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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行为实验结果分析

（1）对照分析

在数据可信可靠的基础上，通过对照的方式分别对无信息组与具有信息组的平均耗时、平均得分进

行整合与梳理，其结果如表6，其方案选择经济差如图3所示：1）在平均耗时方面，相较无信息组，

信息组平均耗时下降幅度为1.1%～30.0%之间，平均下降幅度为14.3%，表明受信息背景影响，信息

组在行为实验路径出行选择更为经济、耗时更短。2）在平均得分方面，相较无信息组，信息组平均得

分上升幅度为10.6%～614.3%之间，平均上升幅度为135.9%，表明基交通信息能够显著提升出行个

体路径决策的质量与水平。3）相较无信息组，具有信息组的平均耗时下降14.3%，平均得分上升

135.9%，两者比率为9.5。这表明在具有信息情况下，小幅度的耗时下降将会带来大幅度的出行成本

（时间、费用、体验等）的改善，具有显著的经济性。

表6 对照分析

轮数
无信息 有信息

平均耗时 平均得分 平均耗时 平均得分 耗时下降 得分上升

1 58.7 13 53.5 70 9.7% 81.4%

2 62.7 -81 48.9 111 28.2% 173.0%

3 60.1 -1 57.1 29 5.3% 103.4%

4 61 -30 56.0 40 8.9% 175.0%

5 50.8 92 48.6 114 4.5% 19.3%

6 54.9 51 51.1 89 7.4% 42.7%

7 63.7 -111 49.0 110 30.0% 200.9%

8 55.4 46 51.8 82 6.9% 43.9%

9 65.6 -168 54.8 53 19.7% 417.0%

10 61.6 -48 50.6 95 21.7% 150.5%

11 64.6 -138 53.9 61 19.9% 326.2%

12 59.5 5 55.2 48 7.8% 89.6%

13 64.9 -147 52.9 72 22.7% 304.2%

14 57.6 24 50.2 98 14.7% 75.5%

15 55.9 41 53.7 63 4.1% 34.9%

16 61.2 -36 48.1 120 27.2% 130.0%

17 59.4 6 54.5 55 9.0% 89.1%

18 59.1 9 48.7 108 21.4% 91.7%

19 63.4 -102 48.8 112 29.9% 191.1%

20 53.8 62 50.5 100 6.5% 38.0%

21 49.3 107 48.0 121 2.7% 11.6%

22 55.4 46 49.3 108 12.4% 57.4%

23 59.5 5 49.3 107 20.7% 95.3%

24 66 -180 56.6 35 16.6% 614.3%

25 62.5 -75 50.0 101 25.0% 174.3%

26 60.8 -24 55.1 49 10.3% 149.0%

27 58.5 15 49.4 107 18.4% 86.0%

28 60 0 51.2 93 17.2%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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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轮数
无信息 有信息

平均耗时 平均得分 平均耗时 平均得分 耗时下降 得分上升

29 54.1 59 53.5 66 1.1% 10.6%

30 60.5 -15 56.4 37 7.3% 140.5%

平均 59.4 -19.2 51.9 82 14.3% 135.9%

65
63
61
59
57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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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47
4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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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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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具有信息接受行为 不具有信息接受行为具有信息接受行为 不具有信息接受行为

图3 对照分析

（2）决策过程多阶段性分析

通过30轮行为实验记录不同个体 （ID）在路径决策过程中决策次数如表7、图4所示，其中多次

决策表示超过1次的轮数，动态决策率表示超过2次的轮数，对其分析可知：1）信息组多次决策率介

于96.7%～100.0%，均值为98.8%，显著高于无信息组多次决策率 （介于23.3%～46.7%）均值

32.9%，这表明一般出行场景中大部分出行个体在出行活动中均具有多次决策的特征，且这一特征在具

有信息的出行者中更为显著；信息组完全动态决策率介于93.3%～100.0%，均值为96.4%，明显高于

无信息组多次决策率 （介于0%～20.0%）均值11.4%。这表明相较无信息组，具有信息的个体在出行

活动中具有基于信息内容实时调整自身出行决策的特征。2）各出行个体的完全动态决策率均不大于多

次决策率。当出行个体不具有信息时，两者差值相较具有信息组呈现更大的偏差，这表明具有信息的个

体在出行活动中倾向于完全动态决策，而不具有信息的个体在出行活动中尝试过多次决策，但以一次决

策为主。3）通过色阶图分布可知，具有信息组在实验初期尝试过低频率决策 （一次或两次），后期均为

高频率完全动态决策，这表明相较决策成本，出行者更在意出行成本；无信息组的高频率完全动态决策

集中在实验中期，这表明出行成本的增加驱使出行者需要增加决策成本 （决策次数）以实现出行成本下

降的目的，但受个体信息水平的限制，当决策成本增加不能优化出行成本时，出行者恢复为低频决策以

减少决策成本。

表7 决策次数分析

ID
1次决策

轮数

2次决策

轮数

3次决策

轮数

4次决策

轮数
多次决策率

完全动态

决策率

是否具有信

息水平

1 3 13 15 100.0% 93.3% 83.3% 是

2 3 18 10 96.7% 93.3% 86.7% 是

3 2 17 11 96.7% 93.3% 90.0% 是

4 2 19 9 96.7% 93.3% 83.3% 是

5 1 13 17 100.0% 100.0% 90.0% 是

6 0 21 9 100.0% 100.0% 90.0% 是

7 0 17 12 96.7% 96.7% 90.0% 是

8 0 11 19 100.0% 100.0% 9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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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D
1次决策

轮数

2次决策

轮数

3次决策

轮数

4次决策

轮数
多次决策率

完全动态

决策率

是否具有信

息水平

9 1 22 7 100.0% 96.7% 90.0% 是

10 2 18 10 96.7% 93.3% 86.7% 是

11 1 18 12 100.0% 100.0% 90.0% 是

12 0 24 6 100.0% 100.0% 90.0% 是

13 2 19 9 100.0% 93.3% 83.3% 是

14 3 16 13 100.0% 96.7% 86.7% 是

15 4 5 1 30.0% 20.0% 20.0% 否

16 9 3 0 30.0% 10.0% 10.0% 否

17 12 0 0 23.3% 0.0% 0.0% 否

18 12 4 0 33.3% 13.3% 13.3% 否

19 15 1 1 40.0% 6.7% 3.3% 否

20 17 6 0 46.7% 20.0% 20.0% 否

21 13 3 0 26.7% 10.0% 10.0% 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ID

轮数

图4 多次决策分布色阶图

（3）决策过程异质性分析

通过30轮行为实验记录不同个体 （ID）的路径决策方案如表8所示，其中ID1-14为具有信息的个

体，ID15-21为不具有信息的个体，通过对两种信息水平状态中的不同个体路径选择方案进行对比分

析，可知：1）不同信息水平状态下，出行者之间路径选择方案存在显著的水平差异。2）在同一信息水

平状态下，出行者路径决策方案整体具有趋同性，但部分个体方案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体现为路径决

策过程中出行个体对路网感知状态存在个体异质性。

表8 各受验者各轮路径决策方案汇总

ID轮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1 6 4 6 5 6 3 6 4 6 6 5 2 6 6 1 2 2 1 5 1 3

2 2 1 2 1 3 5 4 4 1 1 1 3 1 1 2 2 1 3 4 1 5

3 1 4 4 4 3 4 3 3 4 1 4 2 4 4 1 1 2 5 5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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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ID轮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4 4 4 4 4 4 4 4 3 4 4 3 4 2 4 3 3 3 1 3 1 3

5 4 3 2 2 3 1 3 6 4 3 2 1 1 3 1 3 1 2 3 1 4

6 5 4 5 3 5 4 3 3 5 2 1 5 5 5 3 1 3 1 1 3 2

7 2 2 4 2 2 2 1 1 2 2 3 2 2 3 1 1 2 5 4 5 5

8 4 4 4 4 3 4 4 3 4 4 2 4 4 4 1 5 1 2 3 3 1

9 4 1 4 2 4 4 4 6 4 4 4 4 4 4 3 1 3 1 3 2 3

10 6 6 4 6 4 6 6 3 6 6 2 6 6 6 2 1 5 2 1 6 1

11 5 6 6 4 6 6 2 6 6 4 6 1 6 6 1 1 2 2 4 2 3

12 5 6 6 2 6 6 6 2 6 3 6 5 5 4 5 3 2 4 1 5 1

13 4 4 4 4 3 4 4 5 4 4 4 4 4 4 1 3 1 2 1 3 1

14 5 6 6 5 5 5 5 5 5 4 5 5 5 5 1 4 1 2 2 6 1

15 4 4 4 3 4 4 3 4 4 2 4 4 4 4 3 3 2 3 2 3 1

16 3 1 3 3 3 2 3 3 3 3 3 4 3 1 1 2 2 4 3 5 1

17 4 2 1 4 1 4 4 5 4 4 4 4 3 3 6 6 1 6 6 6 1

18 5 5 5 5 4 5 4 5 3 5 3 3 2 4 4 3 2 4 1 1 5

19 6 6 5 6 5 6 4 6 4 6 2 6 5 6 2 2 3 1 2 1 3

20 2 2 3 2 2 1 2 3 2 2 1 2 1 2 1 1 2 1 2 6 1

21 3 1 3 1 3 3 3 3 5 3 3 4 3 3 6 1 1 3 2 6 5

22 2 2 2 2 2 2 2 1 1 1 2 1 2 2 6 3 1 2 1 2 1

23 5 5 4 5 5 4 5 5 2 5 2 2 5 2 1 1 3 4 3 2 5

24 2 2 2 4 2 1 2 2 1 4 1 2 2 2 4 6 1 1 2 1 6

25 3 4 3 1 3 1 3 3 3 3 1 2 2 3 4 1 4 1 4 2 2

26 1 6 5 5 6 4 6 4 6 6 4 6 6 6 2 4 5 2 3 1 1

27 6 5 6 5 6 4 5 6 5 6 5 6 6 6 1 1 2 1 2 2 6

28 5 6 5 5 4 5 5 4 5 5 6 5 6 5 1 6 1 2 1 2 1

29 4 1 4 3 4 3 4 3 4 3 4 2 6 4 6 1 2 1 2 3 1

30 4 4 4 4 1 4 4 4 3 4 3 4 4 4 1 2 4 3 3 1 6

  注：将路径O-1-3-6-D、O-1-4-6-D、O-1-4-7-D、O-2-4-6-D、O-2-4-7-D、O-2-5-7-D分别命名为路径1、2、3、4、5、6

3.3 仿真实验结果分析

（1）单轮仿真过程分析 （以预实验为例）

一次出行路径决策需经过5个决策节点、4个决策阶段完成一次出行路径决策，决策过程种采用分

支选择的方法进行决策。本小节仿真实验以预实验为例，各决策阶段仿真结果示意图如图5所示，实验

结果如表9所示。在第一个决策阶段，从O点出发共有6条路径通往D点，其通行时间期望分别为77、

72、62.5、62、52.5、52.5，其前景值分别为-22.1、-19.3、-10.6、-8.7、5.2、5.2。基于前景

值最大原则，本结果仿真结果以通过路径5或路径6从O点到达节点2，路段耗时13.8，累积耗时

13.8。在第二个决策阶段，从节点2出发共有3条路径通往D点，其通行时间期望分别为77、72、

62.5、62、52.5、52.5，其前景值分别为44.5、42.5、41.5。基于前景值最大原则，本结果仿真结果

以通过路径6从节点2到达节点5，路段耗时14.2，累积耗时28.0。在第三个决策阶段，从节点5出发

共有1条路径通往D点，其通行时间期望为29.5。基于前景值最大原则，本结果仿真结果以通过路径6

从节点5到达节点7，路段耗时14.1，累积耗时42.1。在第四个决策阶段，从节点7出发共有1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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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D点，其通行时间期望为16.5。基于前景值最大原则，本结果仿真结果以通过路径6从节点7到

达D点，路段耗时16.9，累积耗时59.0。本轮最终仿真出行路径为O-2-5-7-D，耗时59.0，得分10。

表9 单轮实验仿真

基于第一节点 基于第二节点

路网状态

路径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预选次数 6 3 1 2 1 1 3 3 4 1 1 2

通行期望 77 72 62.5 62 52.5 52.5 — — — 44.5 42.5 41.5

前景值 -22.1-19.3-10.6 -8.7 5.2 5.2 — — — 2.3 3.4 3.7

仿真说明
通过路径5或路径6从O点到达节点2，路段

耗时13.8

通过路径6从节点2点到达节点5，路段

耗时14.2

基于第三节点 基于第四节点

路网状态

路径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预选次数 3 2 5 0 2 2 3 2 5 0 2 2

通行期望 — — — — — 29.5 — — — — — 16.5

前景值 — — — — — 2.6 — — — — — 1.9

仿真说明
通过路径6从节点5到达节点7，路段

耗时14.1

通过路径6从节点7到达节点 D，路段

耗时17.3

  注：将路径O-1-3-6-D、O-1-4-6-D、O-1-4-7-D、O-2-4-6-D、O-2-4-7-D、O-2-5-7-D分别命名为路径1、2、3、4、5、6

D

6

3

7 5

4 2

1 O

初始路网

D

6

3

7 5

4 2

1 O*

决策阶段1

D

6

3

7 5

4 2

1 O*

决策阶段2

D

6

3

7 5

4 2

1 O

*

决策阶段3

D

6

3

7 5

4 2

1 O

*

决策阶段4

D

6

3

7 5

4 2

1 O

出行路径决策

* 决策阶段决策路段 已决策路段 可选路段

图5 各决策阶段仿真结果示意图

（2）仿真结果与行为实验结果对比分析

在行为实验过程中，结合编程对每轮各对照场景下的路径选择条件进行仿真预测，仿真模块共进行

30轮实验仿真，收集仿真数据60条，详见表10、图6所示。通过对仿真数据整合梳理可知：1）针对

具有信息的受验群体实际路径选择，模型仿真相对精度为96.7%，绝对精度为86.9%，表明在信息完

全接收且使用的情形下，仿真结果贴近实际选择结果，即路径选择模型在此情形下可解释性与预测性良

好；2）针对具无信息的受验群体实际路径选择，仿真相对精度为67.6%，绝对精度为50.4%，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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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信息接受情形下，仿真结果与实际选择结果相差略大，即路径选择模型在此情形下的可解释性与预测

效果一般；3）两种信息水平情形下仿真模拟结果的绝对精度均高于相对精度，这表明在实际选择过程

中存在一些其他因素 （学习行为、博弈机制等）对个体出行选择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

表10 各轮行为实验与仿真实验对比

轮数
有信息 无信息

最多选择路径 频率 仿真路径 频率 最多选择路径 频率 仿真路径 频率

1 6 8 6 14 1 3 1 7

2 1 7 1 14 1\2 2 1 7

3 4 8 4 14 1\5 2 1 7

4 4 11 4 14 3 5 1 7

5 3 5 5 14 1 3 1 7

6 5 7 5 14 3 3 1 7

7 2 9 2 14 5 3 1 7

8 4 11 4 14 1 3 1 7

9 4 11 4 14 3 3 1 7

10 6 10 6 14 1 3 1 7

11 6 9 6 14 2 3 1 7

12 6 7 6 14 1\5 2 1 7

13 4 12 4 14 1 4 1 7

14 5 11 5 14 1 3 1 7

15 4 11 4 14 3 4 1 7

16 3 10 3 14 1\2 2 1 7

17 4 8 4 14 6 5 1 7

18 5 7 5 14 1\4 2 1 7

19 6 8 6 14 2 3 1 7

20 2 9 2 14 1 4 1 7

21 3 10 3 14 1\6 2 1 7

22 2 10 2 14 1 3 1 7

23 5 8 5 14 1\3 2 1 7

24 2 9 2 14 1 3 1 7

25 3 8 3 14 4 3 1 7

26 6 9 6 14 1\2 2 1 7

27 6 8 6 14 1\2 3 1 7

28 5 9 5 14 1 4 1 7

29 4 7 4 14 1 3 1 7

30 4 11 4 14 1\3 2 1 7

相对精度 96.7% 67.6%

绝对精度 86.9% 50.4%

轮数
无AA相对精度

AA绝对精度
AA相对精度
无AA绝对精度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图6 精度对比色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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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通过编程将路径选择模型进行封装并内嵌至行为实验平台进行仿真，选择信息水平作为交通行为实

验场景对照变量，招募21位受验者通过z-Tree软件进行30轮交通行为实验并在后台进行实时仿真。

实验结果表明：1）不同信息水平的受验者在出行路径选择行为实验表现出显著水平差异。相较无信息

受验者，具有信息的受验者平均耗时下降14.3%、平均收益提升135.9%。2）路径动态多阶段模型更

够较为准确地描述出行个体微观出行路径选择过程，各信息情形下路径动态多阶段决策模型相对精度分

别为96.7%、67.6%；3）在路径选择行为实验过程中受验者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决策行为与个体异质

性。此外，路径多阶段动态决策模型不能完全描述每个出行个体路径决策，且实验对照设置较为简单、

未考虑信息交互以及个体学习行为等其他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干扰，后续研究可进行相应的优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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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RFID数据的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研究

吕 亮 徐建川 蔡晓禹

【摘要】 精准掌握车辆的出行特征是能够有效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前提之一。针对现有出行路径选择方法受到模型的

局限性，无法深入挖掘出行者的出行特征来研究出行行为的格局。结合RFID数据可靠度高、完整性强以及准确性大的

优势，构建了车辆出行特征指标体系，基于高斯隐马尔可夫混合模型对车辆出行特征进行建模研究，提出了通过结构方

程模型表征路径级阻抗影响因素的流程和思路。并提出通过验证道路流量，来验证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的准确性和可行性

的技术流程。

【关键词】 出行路径选择；RFID数据；出行特征；影响因素建模

0 引言

交通运输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社会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但随着近年来汽车保有量的

增加，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对国民经济造成较大冲击，甚至已上升为制约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

素。根据中国交通部发表的数据显示，交通拥堵带来的经济损失占城市人口可支配收入的20%，相当

于每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损失5%～8%，每年达2500亿元人民币。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内的全

国15个大城市中发生的交通拥堵，每天的相关处理费用达到10亿元人民币。交通拥堵问题大多以城市

交通拥堵为主，研究车辆的出行路径，找到拥堵的源头，能够有效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近年来，随着交通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综合交通数据汇聚已初具规模。为追寻交通拥堵的根源

所在，借助交通大数据的优势追踪车辆的出行，能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状况。因此，大数据驱动下的车辆

出行路径选择方法有待进一步研究。

1 现有出行路径选择方法

目前国内外对出行路径选择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主要方法有非集计模型、基于 “有限理性”的

理论、基于 “蚁群算法”理论等方法。

1.1 非集计模型

非集计模型又称离散选择模型，主要分为probit模型和logit模型。它是以出行者个体为研究单位，

充分利用所得数据综合考虑出行者的心理活动及经验习惯，使得模型能更精确的反映个体的出行特征。

McFadden
[1]基于出行方式选择行为，构建了较为完整的非集计理论体系，并对模型的应用条件及特性

进行了补充了；刘诗序等[2]综合考虑出行者的方式选择与路径选择行为，建立了基于分层Logit的多方

式随机用户均衡分配模型；路峰瑞[3]建立了非集计二项Logit模型来预测出行路径选择对习惯和路况的

依赖程度。Logit模型的理论基础是随机效用理论，能对个体和群体行为进行分析，所需数据量小，易

于求解。但Logit路径选择方法假定每条出行路径是彼此独立的，并不能反映出每条路径中重叠路段的

独立性。其次，Logit路径选择方法中的选择概率仅仅以各条路径之间的阻抗绝对差来确定，难以较好

反映实际情况。Palma和Picard
[4]利用Probit模型分析了调查数据，研究发现行程时间的不确定性比期

望的行程时间对路径选择的影响更大。刘贵谦[5]建立了基于计量经济学的行人选择偏好的Probi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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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不同因素对人们过街选择的影响。Probit模型的优点就是通勤方式间即使不是相互独立的也可以

使用，但是其计算较为复杂，因此使用Logit模型的研究更加广泛。

1.2 基于 “有限理性”的理论

有限理性是一种介于完全理性和非完全理性之间的状态，是基于出行者的生理、心理能力提出的一

种假设。指的是出行者在面临不确定的环境时，评感觉和判断选择最优的路径决策方法。基于 “有限理

性”的理论主要有 “期望效用理论”、“前景理论”以及 “后悔理论”。

期望效用理论是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模型，重点刻画出行者的理性出行行为，解决的问题是 “应该怎

样决策”。Dick和Harry
[6]基于 “期望效用理论”建立了出发时刻选择概念模型，证明了出行者在出行

过程中受到出行感知时间和出行信息两方面的影响。伍速锋、杨晓光等[7]引入风险型决策中的期望效用

理论和贝叶斯推理，对已知交通信息条件下的出行行为进行分析，构建了定量计算交通信息效用的模

型。研究表明该方法为分析与预测交通信息条件下的出行行为等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实际出行者决策

时，会受到环境等多因素的影响，期望效用理论无法解释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出行选择机理，因此国内

外对 “期望效用理论”的研究较少。在对其进行补充、发展后，有了后来的 “前景理论”。

“前景理论”是在风险决策方面的描述性理论模型，主要描述出行者的实际出行行为，适用于不确

定条件下个人的实际决策行为分析，解决的问题是 “实际怎样决策”。Manly
[8]从认知、记忆力、偏好

等多方面研究出行者的路径选择，该方法能更真实的反映出行者的实际路径选择行为。赵凛[9]首次利用

“前景理论”阐述出行者在一日内出行的路径选择行为模型，并给出了出行者决策 “参照点”的定义以

及连续型路径属性离散化的方法。钱晨等[10]应用前景理论对个体决策风险进行评估，研究分析了出行

者的路径选择行为特征。王燕[11]全面对比分析了 “期望效用理论”和 “前景理论”，分别基于两种理论

对出行者的出行路径选择结果进行计算，验证了前景理论能够更真实的描述出行者的出行决策行为。由

于交通具有随机性和时变性的特点，前景理论在不确定环境下比期望效用理论更符合决策者实际的基本

原则。在前景理论中，参照点的设定是一个实证问题，影响因素较多。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更多的

场景，对每个参数进行全面的估计。

与 “前景理论”相比，后悔理论的模型简单、涉及参数少，更适用于交通出行路径选择行为的研

究。该理论认为出行者追求与其后悔最小化出，能根据出行者的行为特点及心理偏好更有效地描述出行

路径选择行为。P.Yuan和Z.juan
[12]探究出行者 “后悔程度”与 “环境风险程度”之间的影响，基于

“预期后悔理论”建立了出行路径选择模型，得出后悔程度会随环境风险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栾琨等[13]

提出了基于随机后悔最小化的出行路径选择行为分析模型，对比其他模型，得出出行者在做决策时尽量

避免未选择方案比已选择方案表现的更好。金宝辉[14]假设出行者选择后悔最小的路径进行出行，构建

了基于 “后悔理论”的理想DUO动态交通分配模型，并通过案例验证了模型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后悔

理论相对前景理论较为简单，是因为其没有严格的数学推导，因此它的规范性和实证性存在一定的不

足，需要进一步完善。

1.3 基于 “蚁群算法”理论

“蚁群算法”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模拟真实蚁群的行为对路径进行优化的一种算法。它的最大特点

就是采用概率选择方式，根据路径的信息化程度和路径长短来选择。张福龙[15]考虑出行者在出行过程

中受到的影响因素，利用蚁群算法模拟不同属性的出行者在节点处的选择过程。结果表明引进的蚁群算

法能有效降低出行成本。陈艳[16]通过蚁群算法在交通最优路径选择中的应用，将其应用在出行者的路

径选择上。该算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和高并行性，但是搜索时间较长，算法较为复杂，容易出现停

滞情况。

1.4 其他方法

除上述方法外，关于出行路径选择的方法还有基于 “博弈论”、基于 “马尔可夫过程”、基于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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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等。Psaraftis和Tsitsiklis
[17]以路段的旅行时间为节点处的环境变量，基于马尔可夫过程，构建

了随机时变交通网络下的出行者自适应路径选择问题。马军娟等[18]基于博弈论研究了驾驶员的出行路

径选择效益问题，给出了驾驶员在选择不同策略时的收益，实现了博弈双方的利益最大化。潘振渊[19]

通过统计学的方法研究交通信息的变化，对出行者路径选择行为的影响。

1.5 现有方法的缺陷

从以上总结的方法可以看出，现如今国内外对出行路径选择方法主要有以下缺陷：1）研究主要是

基于各类模型和算法，仅仅只是基于理论的研究，实际效果是否可行还有待商榷；2）对研究结果的验

证往往也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或者利用统计学的方法进行分析，难以对研究方法进行客观评价；3）现

有的出行路径选择方法考虑的影响因素不多，然后实际中出行需求是多样性的，研究出行路径选择行为

需要从 “个体-群体”的角度出发，探究出行路径选择行为的一般特征规律；4）探究路径选择方法时往

往未能结合出行者的出行特征，只是考虑了出行者的偏好以及出行成本等因素，没有考虑到出行的目的

需求以及出行途中的相关影响因素，难以符合实际情况；5）随着交通信息化建设的不断完善，出行产

生了海量的交通数据，但是这些数据没有很好地应用在路径选择方法研究上，难以揭示出行者的真正出

行目的，为研究带来了挑战。

2 研究热点与面临的挑战

2.1 研究热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当下的研究热点已经逐步从传统的模型理论方法转向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新

型数据挖掘方法；研究的对象也不仅限于个体出行者，而是发生 “个体-群体”的转变；研究数据也开

始逐渐地融入了各类出行大数据，为大数据时代的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2 出行路径选择面临的挑战

随着出行路径选择研究的深入，当下面临的挑战也逐渐增多，结合研究的现状以及当下的环境，总

结出了以下三点挑战：

（1）城市交通系统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众所周知，城市干线作为城市交通系统的主动脉，承担了城

市大量的交通出行。而城市交通又具有随机性和时变性的特点，很难精确地掌握每个出行者的出行特

征，使之能够与其路径选择行为相匹配。同时，天气、道路情况、交通管控措施等条件也是影响出行者

出行的因素，这些影响因素为探究出行者的路径选择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2）未深入结合出行产生的大数据。尽管现如今研究的热点已经逐渐转向结合大数据进行研究，但

是研究的很多数据没有代表性，不能反映出出行者的特征规律，从而探究的方法难以适用于多数条件。

数据是需要进行挖掘，并对挖掘出来的信息进行分析，发现一般规律，从而能够为下一步决策提供指

导。有些数据的选取虽然具有代表性，但是在研究中没有深入挖掘数据的内在含义，因此未能真正揭示

出行的内在机理。

（3）客观、准确的，结合出行特性的路径选择方法研究。尽管国内外的学者们在出行路径选择方面

做了大量的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都是基于各种理论模型，考虑的因素往往多是出行者的出行偏好以

及出行成本等，忽略了天气、道路条件等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导致所研究的理论模型准确度不够高。同

时没有考虑出行者的出行机理特征，因此，所研究的方法往往不够客观、准确。

综上所述，结合目前所面临的热点与挑战，提出一种RFID数据驱动下，考虑多影响因素的出行路

径选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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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RFID数据字段表

检测点位方向 车辆ID 车辆通过检测点位时间 车型代码 使用性质 号牌种类

松石大道龙溪，红旗河沟方向 3229258 2018-08-19 00：11：22.658000 K31 02 A

五红路 （江南花苑），红土地方向 102817 2018-08-19 00：06：46.590000 K33 02 A

建新东路 （东方灯饰广场），

鲤鱼池路方向
3888804 2018-08-19 00：08：33.425000 K33 02 D

五红路，五里店方向 1851910 2018-08-19 00：11：04.469000 K33 02 D

黄泥磅立交，红旗河沟方向 468651 2018-08-19 00：11：03.244000 K32 02 A

3 出行大数据环境

3.1 出行数据

随着交通大数据的发展，城市已经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交通信息采集系统，为各类出行数据的采集

提供了可靠的平台。如GPS数据、手机信令数据、RFID数据、车联网OBD数据等，可以很好的为研

究提供数据支持。

3.2 RFID数据

近年来，以RFID为代表的各类物联网技术因为成本低、识别范围广、识别速率快等优势进入了大

家的视线。RFID又称射频识别技术的，目前在交通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公交射频卡、智慧

停车、电子不停车收费等。本次研究所使用的RFID数据包含采集编号、采集点位、采集时间、行车方

向等关键字段。具体字段及格式如表1所示。

3.2.1 RFID数据的特征

相比于手机GPS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其他交通信息的数据，RFID数据有以下的特性：

（1）数据样本量丰富。从重庆市主城区RFID数据来看，RFID检测器基本能够覆盖重庆市主城区

的所有主要道路，高峰时段1h内的数据量可达数十万条。RFID检测点位分布见图1。

图1 RFID监测点位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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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的完整性。相比于手机信令以及GPS浮动车数据，RFID数据受其他因素影响较小，并且

系统全天候工作，保持数据的连续性。同时数量也会逐步累积，数据完整性较高。

（3）数据的准确性。RFID检测点位一般安装于电子警察杆上，位置相对准确，更容易提取车辆的

轨迹而无需进行地图匹配。下图为RFID检测的车辆区域过车轨迹图。

图2 车辆区域过车轨迹图

（4）数据的实时性较高。检测到车辆信息后，能够实时上传各点位的数据并且全天候的工作。

（5）数据处理速度快。能够快速对获取的车辆信息进行处理，实时传输到后台。

3.2.2 RFID数据的优势

RFID数据能够通过可视化技术展现出车辆的运行轨迹，有利于分析车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规

律。只有精准的掌握了车辆的出行要素，才能有效的研究车辆的出行行为。加上RFID数据的完整性与

准确性，使得数据的可靠度较高，研究结果更加精确，对城市道路而言，为其出行特征以及路网运行状

态等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

4 RFID数据驱动的路径选择方法

4.1 研究思路

研究出行者的出行路径，首先要探究出行者的出行特性，即借助大量RFID数据对出行者的出行要

素度进行提取、分析，并与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关联。研究的主要思路分为出行数据的提取、路径级阻抗

影响因素研究及建模、路径选择模型的建立 （图3）。

4.2 基于RFID的出行特征分析

4.2.1 出行特征指标分析

城市交通系统本质上是一个由大量出行行为聚集在一起而组成的宏观系统。因此对城市交通进行管

控的前提，就是研究个体微观出行者的出行选择的一些影响因素，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出行者内在以及外

在影响因素，内在影响因素往往和出行者的需求有管，外在因素往往和出行环境有关。直接分析出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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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行行为往往比较困难，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可视化技术，结合出行数据，将出行者的出行行为展现为

出行轨迹，通过对轨迹数据的定性分析能够得到不同群体之前，出行的差异性和共同性。再通过对原始

轨迹的分析，可以得到能够表征出行特点的一系列具有代表意义的向量值，这些向量值经过转化后，就

是出行的特征指标。

指标分析

指标提取

模型构建

数据清洗

分类筛选

路径级阻抗表征
参数的确定及建模

用户平衡

随机用户平衡

道路条件

管控方案

交通流量

其他因素

行程时间

通行能力

行程车速

其他参数

路径级阻抗
影响因素研究

容量限制分配

全有全无

随机分配

路径级阻抗影响因素
研究及参数建模

基于RFID的出行
特征指标体系构建

道路交通流量分配

实例验证

图3 技术路线图

4.2.2 出行特征指标提取

图4为某一辆车经大数据平台可视化技术展示后的运动轨迹。通过对多种轨迹的定性分析，结合各

图4 车辆运动轨迹图

类车辆运行的分布特征规律以及RFID数据的特点，基于

数理统计分析思想，建立了在网时间、出行频次、出行时

段，轨迹重复率、活动偏好区域、干线影响区偏好等多位

一体的特征指标体系。出行者的出行行为往往具有很大的

重复性，因此对出行特征指标提取往往需要大量样本。

4.2.3 出行特征指标模型建立

1907年由俄国数学家A.A.马尔可夫提出马尔可夫随

机过程，该过程有以下性质：在一个指定的时间点，未来

时间的状态只与现在有关，跟它的过去没有关系。标准的

马尔可夫模型要求观测集合往往为一维离散数据，本文出

行特征指标研究中涉及多维连续函数问题，为了实现离散

状态与连续观察值之间的概率联系，引入了高斯算法，使

得模型变存在连续观测值的隐马尔可夫模型。

观测状态概率的表示方法，此时由于观测状态是连续值，我们无法像离散隐马尔可夫模型一样直接

给出矩阵B，而是采用给出各个隐藏状态对应的观测状态高斯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的参数，表达形

式如下：

bj（0）=cjN{0，μj，σj}，1≤j≤N （1）

式中：bj（0）表示为B的概率分布矩阵；N{0，μj，σj}表示以μj为均值，σj为方差的高斯分布。

因此得到GaussianHMM模型的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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λ=（A，μ，σ，Π） （2）

  总的来说，GaussianHMM模型中观测序列是连续值，无法直接给出观测概率矩阵B，需要采用给

出的各个隐藏状态对应得观测状态得到各个观测参数的高斯分布得概率密度函数参数。

4.2.4 结果及分析

本文选取私家车、货车以及出租车三种类型的车辆各4000组RFID数据，提取各自的出行指标参

数并基于高斯隐马尔可夫模型进行分类，将所有的样本数据进行求解，得到模型的预测结果，并与实际

值进行比较，具有良好的效果。结果表明本文研究的出行指标可以较好的表征这3类车辆的出行特

征状况。

4.3 路径选择行为研究

4.3.1 路径级阻抗影响因素研究

出行者的影响因素分为内在影响因素和外在影响因素，内在影响因素由出行者的出行需求决定，而

外在影响因素则与出行环境有关。车辆的外在影响因素主要有道路条件、交通流量以及交通管控条件

等，只有将这些影响因素量化处理，才能定量的分析路径选择行为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道路条件取决于道路等级，而交通流量则与城市规模、机动化水平有关。在本文中，研究影响因素

时，可以对不同的条件进行不同的定义。如交叉口某个转向禁行，我们则认为该交叉口的转向延误是无

穷大；面对单向交通则考虑路网的容量并设置一个上限值，这样就能避免路段的交通流量超过了路段的

容量。在确定了路径级阻抗的影响因素后，找到能够表征路径级阻抗的参数后建立相关模型，才能研究

各类影响因素的影响范围和强度。

4.3.2 路径级阻抗影响因素建模

本文选取结构方程模型来处理多个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社会科学验证性统计方法，在交

通出行选择行为方面，已有多个学者进行了研究[20]。基本的结构方程由测量方程和结构方程2个部分

组成，其中，测量方程 （式 （3）～（4）），表示了潜变量与观测指标之间的关系；而结构方程 （见式

（5）），表示了潜在内生变量和潜在外生变量之间的关系。

x=Λxξ+ω （3）

y=Λyη+ε （4）

η=Bη+Γε+δ （5）

式中：x为测量变量所组成的向量；y为潜变量所组成的向量；Λx为x在ξ上的因子负荷矩阵；Λy为y

在η上的因子负荷矩阵；ω和ε是误差项；B和Γ是系数矩阵；δ为结构方程残差项。

本次研究中，选取出行者的不同路径选择行为，以及不同的外在影响因素作为变量，通过结构方程

揭示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表征路径级阻抗影响因素，从而进行路径选择行为研究。

4.4 道路交通流量分配

本文建立的影响因素模型是从微观角度分析出行者个体的路径选择过程，往往真正进行研究路径选

择的过程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群体路径选择行为。从出行者群体路径选择的结果来看，其过程就是交通

量在路网上的再分配。

为了验证本文中路径选择方法的准确性和可行性，采用全有全无、容量限制分配、随机分配、用户

平衡、随机用户平衡5种分配模型，分别进行路网流量分配。选取重庆市干线影响区，利用上述方法建

立的模型对影响区内的主要路网进行流量分配，将各模型分配结果与道路的实际流量值进行对比，从而

对模型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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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近些年对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阶段一主要是以个体出行者的自身活

动与心理认知为研究对象，基于离散选择模型，有限理性理论等传统的理论方法描述出行者的出行决策

行为；随着研究的深入，阶段二主要以出行的相关影响因素为研究对象，引入蚁群算法、博弈论以及统

计学等方法进行出行路径选择方法的研究。

出行者的出行路径选择行为受到多种因素影响，传统的路径选择方法因受到模型的限制，无法客观

挖掘出行者的出行特征。为了研究更贴合实际的出行选择方法，本文引入了大数据手段和可视化技术，

通过RFID数据以及大数据平台分析车辆轨迹的溯源，挖掘出行者的出行要素并分析其特征，为探求出

行路径选择方法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何结合交通大数据探求准确的出行路径选择方法将成为未来研究的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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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实时调控的山地城市干线子区划分方法研究

谭景元 马 力 蔡晓禹

【摘要】 山地城市干线承载了道路交通较大比例的出行需求，单一且固定的管控手段难以适应当前复杂的交通环境，

需要采用协调控制。交通控制子区划分作为协调控制的首要任务，影响着管控效果的优劣。当前子区划分研究重点已从

静态转变为动态交通控制子区划分，主要集中在关联度指标计算、子区划分算法等方面。针对目前子区划分方法与实际

应用关联度不足，且不太适用于山地城市干线的局限，本文分析了山地城市干线多维不均衡性，并从数据库构建、关联

度建模、子区划分算法等方面提出面向实时调控的山地城市干线子区实时调控划分算法思路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关

键技术。

【关键词】 山地城市；交通控制子区；不均衡性；关联度指标；子区划分算法

0 引言

山地城市干线的不均衡性对交通管控提出了新要求，单一且固定的管控方法难易满足当前日益增长

的交通需求。交通控制子区作为协调控制的重要单元，是指在对路网进行协调管控时，将交通特性相似

的相邻节点或路段划分到同一控制区域，将交通特性差异性较大的节点或路段划分为不同的控制区域，

以此将路网分为多个控制区域，针对不同控制区域实行适合该控制区域交通特性的管控方案。交通控制

子区划分结果将直接影响管控方式及其实施效果的优劣。

WalinchusR.J.
[1]最先给出了交通控制子区的概念，建议将行政区划、路网条件、交通流特性等影

响因素是否发生了显著性的变化，作为交通控制子区的划分依据。目前，交通控制子区研究集中在静态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和动态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上。本文重点总结静态划分方法以及动态划分方法领域

中关联度指标计算与子区划分算法部分，分析山地城市干线多维不均衡性，同时提出相应算法思路和关

键技术，结合交通领域相关研究的发展，对未来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领域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1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现状

1.1 静态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

静态交通子区划分研究主要通过分析不同影响因素，如道路几何条件、历史交通流参数等，进而进

行交通子区划分，当子区划分方案确定后，原则上不再进行改动。TRANSYT
[2]与SCOOT

[3]是典型运

用了静态子区划分方法的控制系统，结合路网条件、交通流量、信号控制方案等影响因素，实现了对控

制子区最原始的静态划分。StockfishC.R.
[4]、KellJ.H.

[5]与PlineJ.L.
[6]提出了典型的静态交通控制

子区影响因素，包括交叉口间距、交通流特性、交通流离散程度、信号方案等。Whitson
[7]、Chang

[8]

等学者以及SYNCHRO软件内的协调系数
[9]等明确了控制子区划分算法模型中的关联度计算指标以及

交叉口间的合并阈值等关键技术，进一步量化了路网条件、交通流特征、信号控制方案等影响因素对子

区划分的影响。静态控制子区划分方法大多依靠人为经验主观确定各因素对控制子区划分的影响程度。

国内学者在总结前人成果基础上，莫汉康[28]、别一鸣[10]等为代表总结并提出了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

中三个重要原则[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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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期原则：交叉口信号周期差异性过大，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交通状态的差异，因此同一个子

区内的信号周期建议保持一致；

2）距离原则：交叉口间距是影响车队离散性的重要因素，故同一子区内内相邻交叉口距离不能过

大，否则车辆过于离散；

3）流量原则：相邻交叉口间流量相似，表示交叉口交通状态相似，同时存在紧密联系，可以划入

同一控制子区。

利用静态控制子区划分方法，可以简单快速得到子区划分方案，但由于对影响因素定量的分析相对

缺乏，难以量化影响因素对子区划分的影响程度。道路交通状态复杂多变，仅凭借静态子区划分方法，

难以获得最佳的子区划分方案。

1.2 动态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

动态子区划分方法利用实时交通流数据，根据道路交通状态的变化自动调整划分方案，使协调控制

区域始终保持着最佳的子区划分。国外学者对动态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

并取得一定成果。当前研究热点聚焦在关联度指标计算与子区划分算法。

1.2.1 关联度指标计算

计算关联度指标可以量化相邻节点划入同一交通子区的适宜程度，为子区划分奠定基础。Yagoda

H.N.
[11]提出交叉口关联度概念及计算方法，建议将关联度大于0.5的交叉口划为同一控制子区进行协

调控制。ChangE.C.P
[12]在充分考虑道路交通状态时变性和交通流离散性等动态交通因素，以0.35为

交叉口合并阈值，建立了交叉口关联度模型，实现了动态子区划分。Park
[13]主要研究了交叉口服务水

平以及各交叉口间的交通流量关系，提出了基于分布式车路协同的控制理论，并以0或1为分离阈值确

定交叉口间的关联度。

国内关于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面的研究直到2000年之后才开始，但是研究进展迅速，成果丰富。

高云峰[14]以下游交叉口排队长度为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同时建立了最大流量与各路径总流量比的路径

关联度指标。马万经[15]考虑交叉口间距、信号相位、排队以及路径流量不均匀性，建立了路径关联度

模型指标。杨晓光[16]、卢凯[17]建立了基于绿信比优化的相邻交叉口关联度计算模型，在提高过饱和路

网通行能力的基础上进行控制子区划分。梁杰[18]、别一鸣[19][20]基于国内交通状况的特殊性，建立车队

离散程度量化模型，同时提出基于策略层、理论层、算法层的控制子区划分思想策略，并在考虑周期差

异的基础上提高交叉口关联度计算精度，为控制子区的划分提供依据。

1.2.2 子区划分算法

城市道路交通路网存在众多不均衡性，关联度模型虽然能够量化相邻节点间联系的紧密程度，但道

路交通路网复杂多变，在计算出交叉口关联度同时，仍需要利用划分算法将各个交叉口划入不同控

制子区。

Moore
[21]提出了利用聚类方法，分析交叉口进口道流量比进而划分子区，该方法相比最初仅用交

叉口关联度划分考虑更加全面。LinL.T.
[22][23][24]建立了交通控制分区影响因素的定量模型和基于搜索

算法的控制分区方法，实现了交通控制分区的全动态划分。TinaZ
[25]建立了基于启发式算法的交通控

制子区划分方法，证明了3～5个交叉口组成一个协调控制子区时协调控制效果最佳，实现了绿波带宽

最大化。Fan、Tan
[26][27]通过比较分析三种分类方法，即双指标、吸引程度和相关因素划分，确定最合

适的系统的划分方法，基于协调效益计算出交通控制子区的边界交叉口。

21世纪初，莫汉康
[28]基于诱导条件提出了控制子区的自动划分方法。基于距离、周期、流量三大

划分原则分别建立了的控制子区自动划分方法，提升了交通系统整体运行效率。李瑞敏[29]提出基于协

调程度系数的定周期的对协调区域进行控制子区划分。段后利[30]提出了基于超图模型的动态子区划分

7481



方法，在保证控制子区划分实时性同时，能够有效地对超大规模路网进行处理。陈宁宁[31]基于三大原

则，以协调控制为目标，提出了一种基于由大到小关联度的路网搜索算法，建立了考虑交通流状态变化

和控制效果的子区划分方法。卢凯[32]采用了遗传算法和降维两种方法快速优化控制子区方法，解决了

在最优方案计算中维数过高问题，实现了交通协调控制子区的快速动态划分。田秀娟[33]以区域协调控

制为目标，综合考虑了道路长度、流量等，提出了改进Newman算法，实现了路网动态子区划分。

目前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已有了丰富研究成果，但关联度模型算法在科学性、客观性方面还有少

许不足，仍然过多依赖主观性的关联度阈值确定，缺少了系统性的理论支持，在面对实际交通问题中难

以直接应用，亟需建立一种科学的、客观的、精准的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

2 山地城市干线多维不均衡性分析

2.1 路段及立交位置条件标准

与平原城市地形平坦且规则相比，山地城市道路条件复杂多变，山川曲折，沟壑纵深，地形地貌均

不规则。山地城市道路的修建因此受到复杂地形限制，城市往往被山水大量分隔，城市结构整体呈 “自

由式组团”分布，组团间联系不畅，需要靠大量桥梁隧道相连，而瓶颈路段及立交节点在多方面都是不

均衡的。

隧道渐变段快速路主线

图1 干线车道标准不统一

重庆市典型干线机场路，作为城市快速路，承担组团之

间交通衔接，但由于地形条件等限制，存在道路标准不同统

一，造成路段瓶颈，如图1所示，在桥隧路段连接处，车道

数不统一会导致通行能力不同，饱和流量存在差异。机场路

全线长26km，穿越多个城市组团，共有9处立交，间距小

的仅为1km，间距大的超过3km，且立交等级不一，如人和立交为等级较高的全互通立交，石盘河立

交等级较低。道路位置条件标准不统一要求协调管控之前必须进行子区划分，且划分结果将影响管控方

案实施效果。

2.2 交通运行状态

山地城市干线上的道路交通运行状态在时空分布上差异性往往较大。如图2所示，早晚高峰交通状

态多为拥堵，其余时间为缓行或者畅通；在道路条件较好，车道宽且车道数多，饱和度不高的路段，交

通状态通常为畅通；在立交匝道交织区，桥隧衔接处等瓶颈路段，交通状态通常为拥堵；多数时候，城

市道路交通状态呈现为缓行。不同的交通状态应对应不同的管控措施，畅通状态下，通常不会采取管控

措施，多以情报板发布警示信息为主；缓行状态下，通常进行诱导防止拥堵；当拥堵产生后，根据实际

需要采用外围路网协调管控等方案。山地城市干线上的交通状态分布通常较为复杂，且交通事故、施工

占道等突发性因素会改变交通状态，单一且固定的管控方式已不适合当前需求，这对交通控制子区划分

提出了高要求。

（b） 8:15区域交通状态（a） 8:00区域交通状态

图2 机场路干线及其沿线交通状态时空分布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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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8:30区域交通状态  （d） 8:45区域交通状态

（e） 9:00区域交通状态 

图2 机场路干线及其沿线交通状态时空分布 （二）

2.3 出行需求分布

山地城市干线全线的交通出行需求是不均衡的，由于城市地形及发展原因，会导致某些区域、路

江北区

渝中区

四公里立交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图3 出行需求重叠

段、节点承担大量交通出行需求。以重庆市内环快速路与

学府大道相交的四公里立交为例，如图3所示，由于主城

区由南往北交通出行必须途经四公里立交，此处承担南岸

区、巴南区、九龙坡区往北大量的交通需求，导致交通量

巨大，常年处于拥堵状态，而内环快速路与学府大道其他

路段，由于出行路径可替代，交通状态相比之下运行良好。

2.4 管控要求

山地城市干线全线重要程度存在差异，重要程度决定

着管控要求。人和立交至金渝立交段，由于承载大量交通

需求，在机场路上重要程度及管控需求较高，而某些路段

管控需求相对就低一些。同时干线承担着警保卫等特殊任务，在不同位置所要求的管控措施也不相同。

3 面向实时调控的干线子区划分关键技术分析

面向实时调控的干线交通控制子区划分，即建立一套可以根据干线交通状态自动将干线划分为最适

宜管控的若干控制子区的方法，技术路线如图4所示，主要分为数据库构建、相邻节点关联度建模、子

区划分建模、模型优化4个部分。

3.1 数据库构建

构建完备的数据库，是后续开展相邻节点关联度建模以及子区划分建模的基础。数据库由交通静态

数据与交通动态数据构成，交通静态数据主要描述干线道路结构，是干线道路结构组成关键因素，同时

对相邻节点间关联度产生重要影响，主要包含相邻立交节点间距、立交节点等级、路段车道数、车道宽

度等；动态数据主要表征干线交通流特性，主要包含流量、速度、排队长度、行程时间、通行能力等。

最后采用多源数据融合处理，包括了不同数据格式的归一化、数据清洗筛选等，得到适用于子区划分的

交通参数，为后续研究工作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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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构建

节点关联度建模

影响因素选取

指标参数分级

关联度建模

干线子区划分

指标权重计算

协调系数分级

干线子区初步划分

模型优化

子区边界调整

关联度模型验证

子区划分模型验证

动静态数据获取

数据清洗

多源数据融合

距离

交通流构成

交通流量

图4 技术路线

3.2 节点关联度建模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最终为协调管控服务，可以用干线上路段、立交节点是否需要进行协调管控来说

明是否将其划入同一子区的必要程度，利用协调系数 （coordinatabilityfactor，CF）来表征节点之间是

否需要进行协调控制的必要程度[30]，CF值越大，表示节点越有必要进行协调控制，即需要将相邻的节

点划入同一个交通控制子区，CF值越小，则表示没有必要进行协调控制。本文综合考虑距离d、交通

流量q、交通流构成o三个影响系数，基于多影响因素权重法计算协调系数CF。

3.2.1 距离影响系数DF

山地城市干线存在多维不均衡性，相邻立交节点间距差异性突出，节点间距对于协调控制影响显

著，相邻节点间距小，一般认为节点间关联度大，需要进行协调控制，则将其划入同一子区的必要性

大；相邻节点间距大，车辆离散性也会随之增大，导致车辆交通特征不稳定，协调控制必要性也较小。

利用距离影响系数DF来表征节点间距对干线协调控制必要性的影响：

DF=

1 d≤dmin

1-
d-dmin
dmax-dmin

dmin ＜d＜dmax

0 d≥d

㊣

㊣

㊣ max

式中，d———相邻节点间距 （m）；

dmin———最小关联间距 （m），即节点间距小于最小关联间距时，认为距离影响系数DF为1，认为

相邻节点之间进行协调控制必要性大，需要划入同一个交通控制子区；

dmax———最大关联间距 （m），即节点间距大于最大关联间距时，认为距离影响系数DF为0，认为

相邻节点之间没必要进行协调控制，不需要划入同一个交通控制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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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交通流量影响系数QF

山地城市干线主线承载大量交通流量，且差异性不大，但相交道路等级不一样，包括高速路、快速

路、主干路和次干路等，相交道路流量对干线有冲击，且流量越大，冲击越强。外部干扰较小时，干线

适合进行协调控制；外部干扰较大时，干线协调控制必要性反而较低。利用交通流量影响系数QF来表

征相交道路流量对干线协调控制的必要性：

QF=

1 q≤qmin

1-
q-qmin
qmax-qmin

qmin ＜q＜qmax

0 q≥q

㊣

㊣

㊣ max

式中，q———相交道路流量 （pcu）；

qmin———最小干扰流量 （pcu），即相交道路流量小于最小干扰流量时，认为交通流量影响系数QF

为1，认为节点进行协调控制必要性大；

qmax———最大干扰流量 （pcu），即相交道路流量大于最大干扰流量时，认为距离影响系数为0，认

为相邻节点之间没必要进行协调控制；

3.2.3 交通流构成影响系数OF

直行通过下游节点的车辆数所占直行通过相邻上游节点车辆数的比例o，同样可以刻画协调控制的

必要性，同时该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干线上车队的离散性，用交通流构成影响系数OF来表示：

OF=1-o

式中：若OF值越大，则干线需要进行协调控制的必要性越大，反之则必要性越小。

3.3 子区划分算法

利用多影响因素权重的计算方法，计算协调系数CF：

CF=α·DF+β·QF+γ·OF

式中：α、β、γ分别为DF、QF、OF的影响权重，根据实际路网情况而定。

表1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案表

判定条件 协调控制必要性 是否划为同一控制子区

CF≤0.2 低 相邻立交节点路段将划为两个交通控制子区

0.2＜CF≤0.4 较低 不建议将相邻立交节点路段将划为同一交通控制子区

0.4＜CF≤0.65 较高 建议将相邻立交节点路段将划为同一交通控制子区

CF＞0.65 高 相邻立交节点路段将划为同一交通控制子区

  注：由于可能存在某个影响系数较大或较小，而影响到CF值大小，此类情况需要根据实际交通情况决定控制子区

划分。

3.4 子区划分模型优化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以利于交通协调控制方案的实施为目标，确定相邻节点是否为同一子区只是干线

交通控制子区的初步划分，进而需要确定各个交通控制子区的边界。车辆运行情况在干线上可以用交通

状态表征，交通状态一般分为畅通、缓行和拥堵。每一个控制子区都应该包含至少一个控制节点，优化

节点关联度模型，以各节点的交通状态为依据调整子区边界，优化控制子区划分。干线交通控制子区划

分的优劣最终需要管控的效果来检验，对管控后的干线交通状态进行评价，反馈优化干线交通控制子区

划分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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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从诞生至今已有50余年，从最初依照行政边界、道路几何条件、交通管理

者经验等较主观的、粗犷的静态划分方法，经过对节点关联度指标计算、子区划分算法的研究，发展到

当前可根据交通实时状态的改变而相应改变的动态划分方法，建立了相对成熟的子区划分理论体系，更

加满足当前精细化交通管控的需求。

交通控制子区划分结果将直接影响到交通管控效果，传统的节点关联度阈值确定缺乏理论支持，无

法避免子区划分结果带有主观性质。山地城市交通环境复杂，以缓解实际交通问题为目标导向，基于交

通大数据并配合交通管控系统，建立客观、准确的交通控制子区划分方法体系将成为未来研究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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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识别数据在城市综合交通调查中的应用探索与实践

王兴飞 芮晓丽 朱海明 郑海星

【摘要】 随着车牌识别系统的广泛应用，海量车牌识别数据的挖掘分析逐渐得到交通模型工程师及交通决策管理人员

的重视。本文结合滨海新区综合交通调査项目，通过对滨海新区车牌识别数据的挖掘分析，从机动车保有量估计、车辆

时空分布特征分析、车辆路径提取及区域过境车辆识别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应用与实践。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交

通决策者合理制定交通政策及措施具有一定重要意义。

【关键词】 车牌识别数据；综合交通调查；机动车保有量；路径提取；过境车辆识别

0 引言

随着智慧城市等建设项目的大力推进，智能交通系统在各大城市被广泛应用，通过这些设备获取的

交通数据量庞大、精度高、获取成本低，为深层次研究城市交通的发展态势和规律提供了可能性和支撑

点[1-2]。以往对交通数据采集以浮动车为主，但浮动车数据样本率低，难以满足大范围的数据需求。目

前主要以地感线圈为主来采集交通流量、速度、占有率等信息，但地感线圈覆盖率低、维护成本高等直

接影响其数据的大面积推广应用[3]。

基于视频监控的车牌识别数据能够较准确获取车辆的车牌信息、时空信息，具有连续性强、样本量

大、数据精度高、可靠性好、容错率高等优点，应用价值较高[4]。同时，滨海新区目前慢行交通环境发

展较为滞后，机动化出行比例处于较高水平，摸清道路运行特征更有利于对城市交通的管理。基于此，

本文通过对海量车牌识别数据的挖掘，获取数据中包含的有效信息，研究交通出行的内在规律性，并在

多个方面进行了探索性的应用与实践，以期对交通管理部门提出有针对性的、科学合理的管控措施提供

一定借鉴。

1 车牌识别数据获取及预处理

1.1 数据获取

本次研究中共收集到两份车牌识别数据，下文分别称作数据1及数据2。

数据1采集了2018年9月1号-9月6号共计6天的数据，包括4个工作日及2个双休日的数据记

录，覆盖了滨海新区大部分城区的主要道路，能够较为全面地反应滨海新区路网的交通状况。

数据1包含可用监控点位2400个，其中日均数据约855.9万条 （其中车牌识别成功数据约749.7

万条，识别率87.6%），图1是滨海新区电子监控点位示意图，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汉沽、大港老城区

以及油田新城区域。

数据2采集了2018年12月11日-1月2日共计23天的数据，包括16个工作日，4个双休日和3天

元旦节假日的数据记录，可以反应节假日、工作日和双休日等不同时段的车辆运行特征。共计包含可用

监控点位44个，图2是中新生态城电子监控点位示意图，集中在生态城核心区域。

两份数据具有相同的字段信息，监控路口名称、车牌号码、号牌颜色、车辆颜色、车辆类型、车辆

经过时间，其中数据1的时间精度较低 （仅精确到小时）。数据2则拥有较高的精度 （精确到秒）。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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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中对时间精度要求较高的部分应用实践以数据2为例进行相关分析。

图1 滨海新区监控点位示意图

  

图2 中新生态城监控点位示意图

1.2 数据预处理

源数据字段中只有监控点位所处的位置文字描述，而缺乏具体的坐标信息，因此无法直接在对数据

在空间维度上进行分析。同时，系统识别出的部分车牌号码也存在较为明显的错误，需要进行筛选。

1.2.1 匹配监控所在位置坐标信息

源数据中对监控的位置描述不标准，需要先对位置描述进行格式化修正处理，如 “和畅和风”应该

为 “和畅路与和风路交口”，然后编写算法调用百度API得到该位置描述的BD-09坐标，然后经过坐标

转换算法将百度坐标转换为WGS84坐标，从而可以用于后续的空间分析。

1.2.2 车牌号码筛选

根据机动车号牌编码规则及相关国标中的规定，制定如下筛选规则：

1）删除部分非民用号牌，如警、学、使、WJ等特殊号牌；

2）删除号牌中含字母 “I”及字母 “O”的车牌；

3）删除以 “津E”开头的车牌，即所有出租车号牌；

4）删除号牌中字母数量超过两个的号牌，例如 “津ABMW83”；

5）当号牌位数为6位时，若首位或末尾是字母 “F”或字母 “D”则保留，不是则删除。例如 “津

AD08998”为电动号牌，号牌保留，“津A089983”则大概率为系统识别出错，进行删除操作。

2 车牌识别数据挖掘实例

2.1 机动车保有量估计

对车牌数据预处理后，结合综合交通调查相关指标进一步测算滨海新区机动车保有量，估计结果之

间互相校验，保证机动车保有量估计结果的可信度。

由表1中统计数据可知，滨海新区范围内，除周六、日的出行车辆规模相对较低外，工作日的出行

车辆规模基本稳定在130万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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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每日在滨海新区范围内出现的车牌号码数

日期 车牌数量 （去重后）

当日出现车牌号码数量

1号 （周六） 1278422

2号 （周日） 1021889

3号 （周一） 1293559

4号 （周二） 1317012

5号 （周三） 1320553

6号 （周四） 1314289

根据移动平均趋势线，定义六天内在滨海出现四天及以上的车辆为活跃车辆，活跃车辆总规模约

51万辆。其中，根据车辆类型及车牌号归属统计分析，活跃小客车约为39.8万辆 （含津牌29.4万辆，

占比为74%），较高比例的外埠活跃车牌也为天津市施行 “区域性”车牌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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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有出行天数对应车辆数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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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分车型车牌归属地构成

结合滨海新区交通管理局提供数据，截至2017年底，滨海新区机动车保有量为40.7万辆，其中小

型汽车35.4万辆。参照天津市机动车保有量中小型客货车比例，推算2017年底津牌小型客车保有量为

32.3万辆。

综合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及车牌识别数据分析结果，津牌车占比约为72%～74%，同时，考虑一定

增长率 （7%～8%），估算2018年滨海新区小型客车保有量约为47万～49万辆。

表2 小客车保有量校验表

测算方式 小客车总量 （万辆） 津牌车辆 （万辆） 外牌车辆 （万辆）

居民出行调查扩样 47.9 35.0 12.9

车牌数据+交管局数据 48.0 35.5 12.5

误差 -0.2% -1.4% 3.2%

  如表2中所示，根据滨海新区综合交通调查扩样测算结果，滨海新区内小客车保有量为47.9万辆，

其中津牌小客车35.0万辆。对比两种方式测算得到的结果，误差率分别为-0.2%、-1.4%，测算结

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2.2 车辆时空分布特征

时段分布上，可以发现在途车辆存在较为明显的早晚高峰，早高峰占比略高于晚高峰，中午存在一

个瞬时小高峰。观察可以看到晚高峰出现在16点至18点，较国内其他地区的晚高峰相对提前，可能是

滨海新区存在大量居住在中心城区以及环城四区的工作人群，企业下班时间较早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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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在途小汽车数量分时段分布

在空间分布上，对滨海新区核心区区域的小客车出行分布进行了分析。经过对比，工作日及双休日

具有比较明显的区别。其中工作日，车辆主要集中在滨海新区开发区以及中心商务区等就业较为集中的

区域。双休日期间，小客车的分布则较为分散，分布在开发区、塘沽老城区、以及中新生态城等区域，

分散的区域具有较多的商业娱乐、公园景区场所，可能的原因是双休日期间居民的外出出行目的多为休

闲娱乐。

图6 工作日小客车出行分布图

 

图7 双休日小客车出行分布图

2.3 车辆行驶路径提取

对车牌识别数据按照车牌号码进行分组，同一车牌号码的所有记录按时间戳排序可以得到对应车辆

的出行链，同一辆车在整个出行链中可能存在多个行程，需要结合监控点位间的时空关系设定合适的阈

值将不同段行程分离，随后结合TransCAD对监控卡口构建最短路矩阵，根据最短路原则补齐中间缺

失部分路径，从而提取得到完整行驶路径。

将同一时段内的所有车辆的轨迹匹配到对应路段上，可以得到该时段内道路交通流量情况，结合道

路交通流量分析，可以对现状道路的运行情况进行评价，并根据不同的情况制定包括但不限于设置单

行、设置潮汐车道、高峰期禁止左转的等交通管理策略，以期提高道路运行效率。

本文中取工作日中数据量最大的一天 （12月20号）进行分析。取车牌号为津M**136的小汽车在

当天的出行数据为例，根据卡口数据进行路径提取后得到其早晚高峰走行的路线。如图所示，该辆车早

晚高峰分别选择经由中央大道及中新大道进出生态城区域；同时，早晚高峰均在小外 （滨海小外中学

部）的卡口点位有一定时间的停留，考虑可能为车主在上班途中接送孩子上下学。

以早高峰为例，提取出该天7点至9点内出现的所有车牌数据，对于部分在7点初始及8点末尾出

现的部分车辆，需要向前或向后追溯完整数据，保证出行路径的完整性。随后，通过遍历的方法，运用

最短路矩阵对不同行程的路径进行提取；最后，根据车辆走行的路径，在车辆经过的每一段道路上计

数，从而得到早高峰生态城区域路段的流量情况，根据道路的通行能力，绘制道路路网饱和度的大致示

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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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大道北向南过和风路 和风路东向西左转中新大道

中津大道右转中央大道

Z4线施工围挡

中央大道北向南过中津大道

图11 拥堵点位实拍图 （早8点）

根据图10中，可以看到早高峰期间，生态城两条对外通道均具有较高的饱和度，其中中央大道的

通行能力因为地铁Z4线施工围挡而大幅降低。另外，和风路以及中津大道是联系区域内部及对外通道

的重要线路，在早高峰期间也较为拥堵，早高峰在现场的实拍图 （图11）也验证了上述现象。因此，

通过车牌识别数据的路径提取可以较为准确的判断区域内的拥堵路段，从而可以更有针对性的采取对应

的管控措施来缓解高峰期时段的拥堵。

2.4 区域过境车辆识别

过境交通，指经过城市某一区域而起迄点不在该区域的交通行为。由于过境交通必然要经城区而

过，它对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行以及城市工作、生活环境均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规划及设计过境交通走

廊时，应考虑到这一因素。

中新生态城相对较为独立，现状对外通道较少，过境交通对生态城具有较大的影响。为进一步评估

过境交通对生态城对外交通的影响，利用视频联网监控平台的车牌识别数据，针对中新大道、中央大道

等主要对外通道，对生态城过境车辆进行识别，分析过境交通特征，从而可以针对性的采取管控措施。

如图12所示，对外通道监控点主要有汉北路与泰八路交口、中新大道与和风路交口、永定新河桥

进出生态城等3个监控点，监控点位均为进出生态城区域的最后一个监控卡口。点位1和点位2可以识

别经由中新大道的过境车辆，由于中央大道北侧出生态城方向缺乏监控点位，因此，本文中以中新大道

为例，通过三个点位对两个方向的过境车辆特征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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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北路与
泰八路交口

永定新河桥进
出生态城

中新大道与
和风路交口

图12 对外通道监控点位示意图

以点位1为北侧监控点，点位2及点位3作为南侧监控点，依次经过两侧监控点的时间分别为T1

及T2，则经过两侧点位的时间差为ΔT=|T1-T2|，根据两侧监控点距离及路段平均速度，取30min

作为过境交通的阈值。车辆经过两个点位的时间差小于该阈值，则认定该车辆为过境车辆。

表3 推算点位2过境车流占比

ΔT取值 从北向南 从南向北

15min 7.08% 6.72%

30min 9.21% 7.42%

45min 9.58% 7.73%

60min 9.76% 7.92%

80min 9.98% 8.08%

100min 10.03% 8.20%

120min 10.11% 8.31%

无限制 11.37% 9.27%

  如表3所示，分别统计两个方向经过点位2的的过境车流占该点位总车流的比例。由于中央大道北侧

监控点的缺失，只能识别出完全经由中新大道过境的车辆，自北向南的过境车流占比略高于反方向。

对于点位1的统计，则还需要考虑点位3的分流作用，经由点位1的车流可能来自点位3或者将要

经由点位3过境。经过统计测算，经由点位1的过境车流较高，其中从南向北方向过境车流高达38%，

这也从侧面反应了滨海新区现有南北通道较为缺乏的现状。

表4 推算点位1过境车流占比

ΔT取值 从北向南 从南向北

15min 24.19% 33.69%

30min 33.53% 38.11%

45min 35.80% 39.94%

60min 37.14% 41.19%

80min 38.00% 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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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ΔT取值 从北向南 从南向北

100min 38.48% 43.89%

120min 38.86% 44.37%

无限制 47.62% 50.33%

  如图13-14所示，对比工作日及节假日过境车辆不同时间占比构成可得，工作日过境车辆在晚高峰

其间具有一个明显的峰值，其他时间相对较为稳定。而节假日则在上午9点-10点有一个高峰，中午时

段较为平稳，下午5点左右存在一个小高峰，随后则持续降低。可能是因为节假日游客上午出行较为集

中，下午回归时间则比较分散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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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工作日过境车辆分时段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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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节假日过境车辆分时段占比

3 结语

本文研究结合滨海新区综合交通调查项目，对车牌识别数据的应用场景进行了探索，分别在机动车

保有量估计、车辆时空分布特征、车辆行驶路径提取以及区域过境车辆识别等方面进行了实例分析，相

应结论对综合交通调查的科学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在未来的研究中，对车牌识别的研究还可以进行多方面的拓展，可以进行通勤车辆车主职住地识

别、出租车特征分析及新能源车辆特征分析等针对不同群体的特征分析，也可以开展路段速度分析、车

型构成比例、信号灯配时等道路交通流相关研究，综合分析城市交通运行规律，为交通管理部门制定相

关管理措施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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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空轨迹数据下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方法

刘福平 张贻生 曾云祥

【摘要】 移动通信定位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海量、高精度的居民活动时空轨迹数据，为复杂交通网络的全面感知提供了

可能。以交通网络关键节点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已有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挖掘方法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基于手机信令时空

轨迹数据具有 “五大特征”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关键节点定义，以及 “六步法”识别提取城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的方

法。通过实证案例成功地提取出长沙市城市道路交通网络节点 （851个）中的关键节点 （72个），并提取结果进行了信

息融合的可信度判别，验证了方法的可行性与可靠性。研究为复杂道路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挖掘提取提供了新途径、新方

法，这对强化道路交通网络应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城市交通；交通网络；手机信令；轨迹数据；关键节点

0 引言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的可靠性和脆弱性是由节点 （交叉口）和路段共同决定的，城市道路交通网络不

断延伸拓张，其面临的灾害风险也不断加大，在各种灾害面前，交通网络的一些节点和路段受到冲击和

破坏后，会造成大面积交通网络级联失效，甚至整个网络瘫痪崩溃。这些相比于道路网络其他节点而言

能够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网络的结构与功能的一些特殊节点既称为交通复杂网络的关键节点[1]-[3]。因此，

精准高效地识别提取城市复杂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对于城市交通网络性能评估、交通诱导、拥堵预

警、紧急疏散、可靠性及应变能力提升都有具有重要意义。

1 各类方法对比分析

1.1 方法分类

对复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挖掘提取方法学者们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站在各自的立场，根据所研究

复杂网络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几十种复杂网络的关键节点挖掘识别方法，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整理及

归纳，总体可分三大类[1]-[8]：

（1）基于网络物理拓扑结构的识别方法

这类方法是从图论演化而来的，基本出发点是抽象图中的拓扑结构或连通关系。此类道路网络关键节点

识别挖掘方法多来源于复杂网络分析理论，多以节点的度、拓扑距离、中介中心度、最短距离、集聚系数等

参数来评估每个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重点是研究节点在整个网络中的连接作用和对网络形态的影响。

（2）基于交通需求及交通流的识别方法

这类方法是基于一定城市环境下研究道路网络的关键点，由于每个节点的关键程度不仅与其静态拓

扑结构有关，还与其道路容量、承载的交通量等动态指标密切联系。因此，需综合考虑道路网上的交通

流分布，通过交通流运行指标与静态拓扑结构相结合来识别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如拥堵时长及频

率、延误时间、排队长度等。

（3）基于居民真实出行轨迹数据的识别方法

随着定位技术的发展，使得获取大量的真实出行轨迹成为可能，由真实居民出行轨迹出发得到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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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关键点反映的是城市空间的关键位置的现实使用情况。大规模覆盖范围广的浮动车轨迹数据能很好的

探测城市的交通信息，实时的出租车轨迹反映了司机主动行为选择的时空变化，根据浮动车轨迹的聚集

程度和空间聚集点，可以动态提取出路网中控制城市大部分车流的关键节点。当前基于居民真实出行数

据的识别方法尚在探索尝试阶段，但具有很好的前瞻性。

上述三大类方法，其中的每一类方法中又包含着许多细分方法。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汇总分析，得

到了关键节点识别方法分类的大致框架，如图1所示。

基于网络物理拓扑结构识别方法

基于交通需求、交通流识别方法

基于居民真实出行轨迹数据识别方法

基于路径的排序方法

拥堵情况

浮动车轨迹数据

出租车轨迹数据

基于特征向量的排序方法

基于节点近邻的排序方法

节点移除收缩的排序方法

延误时间

排队长度

混合指标的综合评价方法

交通流仿真

度中心性
节点度

 k-壳分解法
半局部中心性

拓扑距离
离心中心性
接近中心性
Katz中心性 
信息指标
介数中心性
流介数中心性
连通介数中心性
随机游走介数中心性
路由介数中心性
子图中心性

基于行程时间的介数
平均路段长度变化率

集聚系数

特征向量中心性

累计提名

PageRank算法 

LeaderRank算法 

HITs算法 

自动信息汇集算法
SALSA算法 

节点删除的最短距离法

节点删除的生成树法

节点收缩法

残余接近中心性

网络脆弱性

综合加权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
灰色系统评价法
AHP层次分析法

多元统计分析法（聚类
分析法和判别分析等）

TOPSIS法 
神经网络法

路网容量约束

复
杂
交
通
网
络
关
键
节
点
识
别
方
法

图1 交通网络关键节点识别方法分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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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不同方法对比分析

上述得到交通网络关键节点的挖掘提取方法大致可分成三大类，这三类挖掘提取方法具有各自的优

缺点，如表1所示。

表1 各类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方法优缺对比

类别 典型 优点 缺点

 基于网络物

理拓扑结构的

识别方法

 基于行程时间的介数、

节点的连接度、集聚系

数、平 均 路 径 长 度

变化率

 抽象成网络图易于理论，结果直

观明了，静态图的分析方法比较成

熟，计算量相对较小。

 没有考虑道路网络的特殊性，

缺乏动态性、不能真实反映网络

的运行状况。

 基于交通需

求及交通流的

识别方法

 道路网络效率、脆弱

性、可靠性、交通仿真

 既考虑了静态的道路网络拓扑结

构又考虑了网络中动态的交通流量

及交通需求影响，运用交通仿真对

交通网络运行进行模拟仿真。

 依然具有较大的主观性，考虑

多重因素计算较为复杂，交通流

和交通需求缺乏个体属性，不能

反映不确定性选择，在时间粒度

上比较粗糙，仿真模拟与真实还

有很大的差距。

 基于居民真

实出行轨迹数

据的识别方法

 基于浮动车轨迹数据、

基于出租车轨迹数据

 最真实地反映道路网络实际运行情

况，能够表达出行者的个性选择，自

然地涵盖了拓扑结构关系，连续长时

间实时地反映关键节点的功能状况，

具有连续性、动态性。

 居民真实出行时空轨迹数据规

模庞大、计算存储量巨大、数据

具有典型的交通大数据 “5V”属

性，数据获取费用高、花费时间

长，精确度与数据源有很大关系。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基于居民真实出行时空轨迹数据的关键节点挖掘方法最能反映城市交通网络真

实情况，获取的关键节点更准确、可靠。随着手机信令定位技术的发展，使得获取海量、高精度带有时

空粒度的居民真实出行轨迹数据成为现实，手机信令获取的居民出行时空轨迹数据样本远远大于浮动

车、出租车，能够较好避免数据失真、以偏概全等问题。为此提出运用城市手机信令时空轨迹大数据下

的城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挖掘提取方法。

2 时空轨迹数据下关键节点定义

不同的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挖掘提取方法，对于关键节点的定义有所差异，有的从道路交通网络物理

拓扑关系定义中心介度、连接度高的节点为关键节点[9]；有的则从道路网络节点抗毁性或鲁棒性出发，

将那些具有高抗毁性且一旦受损则难以修复对网络造成巨大损失的节点定义为关键节点；此外还的研究

以交通拥堵的为出发点，把道路网络高频发生交通拥堵且不易消散的节点定义为关键节点[10]。

在海量的定位时空轨迹数据下，上述关键节点的定义均不适用，需要重新给定轨迹大数据框架下交通

网络关键节点的定义。在借鉴出租车时空轨迹大数据下关键节点相关研究文献的定义基础上[11]，本文给出

手机信令轨迹数据下的关键节点定义：关键节点是城市交通道路网中具有以下特征的道路交叉口节点：

◆ 交叉口节点的通行轨迹频次高。高轨迹通行量的节点在路网中被频繁使用因而具有较重要的地

位，即其承担的交通转换量大；

◆ 影响范围而言，交叉口节点的服务范围广，即服务的半径大；

◆ 从路网的结构而言，交叉口节点有较好的通达性，即连通度较高。一般而言具有高连通度的节

点对于整个路网都有较大的影响；

◆ 在交通转换便捷性上，节点运行轨迹多样即能够 “四通八达”，具体表现为经过交叉口的轨迹模

式具有复杂性、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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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节点通行的轨迹总数超过区域交通网络节点轨迹数80%以上，即关键节点数量截取满足

‘二八定律'。

道路交通网络众多交叉口节点只要满足上述 ‘五大'特征，即为城市复杂交通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每一个特征对应的具体特征指标如下：

（1）节点的通行轨迹频次

节点通行迹频次是指在单位时间 （小时或天）内交叉节点各方向通过轨迹总条数，即表示节点集散

转换交通大量的大小。通行的轨迹频次越高，说明节点在路网中被使用的越频繁，即反映出其在路网中

的地位越重要。这里假设节点 （ni）单位高峰小时内通过的所有轨迹的频次为Freq （ni），将通行频次

大于一定值 （a1）的节点作为候选节点提取指标，如式 （2.1）所示：

Freq（ni）≥a1，（a1≥0，a1∈Z） （2.1）

  （2）节点服务半径

节点的服务半径是指在交通状况理想条件下，一定时间t内到达或者离开路网交叉节点的一系列点

编接线闭环区域的半径 （ri）。节点的服务范围测定采用手机信令数据测定。利用手机信令定位连续追

踪活动个体从节点离开t时间后到达的轨迹点，然后将轨迹点连线，绘制服务范围图 （图2），即可求出

节点的服务覆盖的区域半径。

图2 手机信令轨迹追踪不同时间t内节点的服务范围示意

将节点 （ni）的服务半径 （ri）大于一定阈值 （a2）的节点作为候选节点选取的一个指标，见式

（2.2）：

Service（ri）≥a2，（a2≥0，a2∈Z） （2.2）

  （3）节点的网络影响度

由复杂网络理论中可知，对于越复杂拓扑结构的交叉节点，其通达性比一般节点要好，既有较高的

连通度。研究表明[12]具有高连通度的节点对于整个路网都有较大的影响。假定交通网络G （V，E）

中，设C为网络G的邻接矩阵，L为各顶点对相邻顶点的影响度向量，L=
1
d1
，1
d2
，…，1

d（ ）
n

，其中

di（i=1，2，…，n）为交通网络节点的度数。将向量P=LgC= （p1，p2，…，pn）定义为各顶点对交

通网络G的影响度向量，简称网络影响度，影响度向量中的分量pi定义为节点 （ni）的网络影响

度[12]。将节点 （ni）网络影响度大于阈值 （a3）作为候选关键节点，见式 （2.3）：

pi≥a3，（a3≥1，a3∈Z） （2.3）

  （4）节点轨迹变异系数

城市交通网络中通常存在高等级道路与低等级道路交叉的情况，例如城市主干路与支路相接，快速

路与次干路连接，还有过江通道连接低等级道路等等。

这些节点虽符合服务半径大、高通行频次和高连通度特征，但节点运行轨迹单一，如图3（a）所

示，此时节点连通的其中两条路段占据了绝大部分的轨迹频次，即总的运行轨迹方向比较单一的。相

反，在两条或多条高等级路段的交叉点，轨迹模式较多样，如图3（b）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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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一轨迹模式 （b） 复杂轨迹模式

图3 通过节点的运行轨迹模式示意

为了识别提取轨迹分布多样的关键节点，引入节点轨迹变异系数CV。变异系数又称离散系数，是

统计学当中的常用统计指标，这里主要用于描述节点连接路段的轨迹频次在平均值范围的离散程度[13]。

设定节点 （ni）的轨迹变异系数为CV（ni），其计算如式 （2.4）所示：

CV（ni）=
SD[l（ni，a3]

MN[l（ni，a3]
≤a4，（0≤a4≤1，a4∈R） （2.4）

  式 （2.4）中，SD[l（ni，a3]表示节点 （ni）连通的道路路段中，服务半径不小于a3条件下，通

过各个路段轨迹频次的标准差；MN[l（ni，a3]节点 （ni）服务半径不小于a3条件下，通过各个路段轨

迹频次的平均值。

节点变异系数CV（ni）值越趋近于0，表示离散程度越小，即节点连通各路段中通过的轨迹频次变

化不大，轨迹分布具有多样性，如图3（b）所示；CV（ni）值越趋近于1，表示离散程度越大，说明节

点连通路段通过的轨迹频次变化差异较大，轨迹分布具有单一性，如图3（a）所示。设定相对较低的

变异系数阈值 （a4），来确保关键节点通行的轨迹频次分布相对均衡，即保证关键节点的活动个体运行

轨迹模式复杂、多样。

（5）关键节点同行轨迹总数

关键节点轨迹通行总数是指所有候选关键节点 （ni，1≤i≤N）单位小时内通过活动轨迹频次的总

和，用Sum （ni）表示，其具体计算如式 （2.5）所示：

Sum（ni）=∑
N

i=1

Freq（ni） （2.5）

  设定Sum（ni）大于等于单位小时内一定区域道路网络上所有运行活动轨迹的80% （a5）作为关键

节点数量截取数，如式 （2.6）所示：

Sum（ni）=∑
N*

i=1

Freq（ni）≥a5 （2.6）

  N*表示上式取等号时节点数量值，即为区域交通网络中候选节中筛选出关键节点的最小截取数。

上述通过设定合适的a1～a5参数来筛选城市道路网络中轨迹频次高、服务范围广、连通性好、轨迹

模式多样、交通贡献率大 （承载路网80%以上的交通集散转换）的交叉口节点作为城市路网的关键节点。

3 轨迹数据下关键节点提取方法

3.1 挖掘提取总流程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在计算机上的存储通常上都是采用 “节点-弧段 （Node-Link）”模型。在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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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把城市的交叉路口存储为节点，道路段被存储为弧段。一些十字、环形或立体交叉口被分解为多个节

点和弧段分别存储，破坏了交叉路口的整体性。为了在城市宏观尺度上分析城市中大型交叉路口的影

响，保留大型交叉路口的完整性，本文将空间聚集的节点和弧段集合作为一个节点整体对待。手机信令

居民真实出行时空轨迹大数据下，路网关键节点的挖掘提取总流程如图4：

Step1：建立交通网络模型

Step4：交通网络分析

Step2：轨迹频次的核密度估计

输出结果

Step3：等时线过滤与服务半径确定

Step5：轨迹模式筛选

Step6：截取关键节点

计算机程序编码计算节点影响度

N

核密度估计公式改进
/引进轨迹频次权重

剔除轨迹频次低的节点

等时区域确定

剔除服务半径小的节点

轨迹频次统计参数计算

候选关键节点轨迹频次求和

得到区域路网关键节点

剔除轨迹模式单一的节点

剔除连通性差的节点

Y

N

Y

N

Y

选择核函数

带宽（h）的选择

Arc-GIS系统

等时线刻画

等时线的过滤

服务半径计算

N

Y

候选关键节点依频次排序

Y

N
剔除轨迹贡献率不高节点

N*

i=1
∑ Freq（ni）≥a5

？

pi≥a3

？

Service（ri）≥a2

？

Freq（ni）≥a1

？

CV（ni）≤a4

？

图4 关键节点识别提取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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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挖掘提取步骤

根据上述总流，建立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关键节点的提取方法的六个步骤：

Step1：建立交通网络模型

运用Arc-GIS软件系统建立城市区域现在道路交通网络模型，模型中道路交叉节点采用 “实体节

点”存储，即把大型交叉口、立交枢纽等节点当成一个整体节点考虑，且每个节点具有基本属性，如图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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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交通网络结构模型示意图

Step2：轨迹频次的核密度估计

核密度分析 （KDE，KernelDensityEstimation）是可视化系统分析的重要方法之一，在传统的空

间分析和区域分析中应用广泛，主要用来描述点的空间数据分布情况。核密度的方法通过生成一个连续

的概率密度表面来反映样点的空间分布密度和聚集度，从而发现空间范围内的热点 （HotSpots）区

域[13-14]。点越聚集的地方，核密度值越高，反映在图上颜色越深；反之点稀疏的地方，核密度值越低，

反映在图上颜色越浅。

30min 20min 10min

图6 节点10min、20min、30min时刻

的GIS等时线

Step3：等时线过滤与确定服务半径

因手机信令定位具有连续定位追踪功能，所以研究中

采用手机信令数据标定等时线及服务范围。标定方法为道

路交通条件理想状况下，连续追踪居民从某一路网交叉节

点出发沿各主要道路行驶方向活动轨迹，在特定时间间隔

下，如10min、20min、30min不断记录个体到达某一位置

的轨迹点，将在统一时间刻度下的记录的一系列点编接成

闭合曲线，从而得到不同时间t内的等时曲线，曲线闭合区

域即为时间t内该节点的服务范围，如图6所示。

在理想道路条件下，可以获得不同时刻 （t）下的等时

线，为了进一步获得服务范围内的半径，需要对等时线进

行过滤，过滤等时线的目的是剔除部分时间过短还停留在

原地点 （发生拥堵）或者时间过长早已到达目的地的点，

经过实地的试验测定，得出在离开节点时间t=20min内的

等时区域是最理想的服务半径确定区域。

服务半径提取的区域过滤后，需要进行服务半径的确定，服务半径确定方法采用均值法，即某一节

点的服务半径为节点最小服务半径与最大服务半径之和的平均值，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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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ri）=
Min（ri）+Max（ri）

2
（3.1）

20min

Service（ri）
Min（ri）

Max（ri）

图7 节点20min等时区域服务

半径示意图

式中，Min（ri）表示等时区域内轨迹点至节点 （ni）之间空

间直线距离的最小值，Max（ri）表示等时区域内轨迹点至节

点 （ni）之间空间直线距离的最大值。通过式 （3.1）得到节

点的服务半径，如图7所示。

得到节点的服务半径后，通过设定的阈值a2，即可过滤

剔除服务范围小的节点，从而提取出服务范围广，即服务半

径大的候选关键节点。

Step4：交通网络分析

交通网络分析目的是进行节点影响度计算，假设交通网

络G中有n个顶点vi（i=1，2，…，n）其邻接矩阵为C=

（cij）如果顶点vi同vj相邻则cij=1，反之则cij=0，di （i=

1，2，…，n）为交通网络节点的度数
[12]。节点影响度计算

按以下步骤进行：

步骤1：判断交通网络图G是否为连通图；

步骤2：若G为连通图，写出邻接矩阵C=（cij）；

步骤3：计算各顶点对相邻顶点的影响度向量，L=
1
d1
，1
d2
，…，1

d（ ）
n

步骤4：计算节点的网络影响度向量P=LgC=（p1，p2，…，pn）；

对于大规模的交通网络，可以运用计算机进行网络分析，进行实现各个节点的网络影响度计算，得

到各个节点 （ni）的网络影响度pi后设定筛选阈值a3，将大于a3的高影响度即连通性好的节点保留。

Step5：轨迹模式筛选

通过节点的活动轨迹模式是多样的，有的轨迹线式单一的，即一个方向上的集中，有的则是四面八

方复杂多样的轨迹线。为了区分轨迹模式是单一还是复杂引进了节点变异系数 （CV）。通过节点变异系

数值的大小既可以筛选出带有复杂多样轨迹分布属性的关键节点。

由公式 （2.4）可知，节点的变异系数等于通过节点连通的道路各个路段轨迹频次的标准差与各个

路段轨迹频次的平均值的比值。为了筛选出复杂多样的轨迹模式的关键节点，即变异系数值小的节点，

需要进行以下过程：

（1）统计不同节点的各连通路段的轨迹数，统计方式如表2所示。

表2 不同节点单位小时的各连通路段轨迹统计一览

节点名称

路段名称
交叉节点1 交叉节点2 … 交叉节点N

方向1 x11 x21 xN1

方向2 x12 x22 xN2

方向3 x13 x23 xN3

方向4 x14 x24 xN4



方向M x1M x2M xNM

节点频次 （∑）

标准差 （SD）

均值 （MN）

CV （变异系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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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计算各个统计参数

均值： MN（ni）=
∑
M

j=1

xij

M
（3.2）

标准差： SD（ni）=
∑
M

j=1

xij-MN（ni[ ]）2

㊣ M
（3.3）

  （3）利用 （3.4）比较变异系数值，筛出数值小的节点

N*
i =min{CV（ni），CV（ni）LCV（ni）LCV（nN）} （3.4）

  Step6：截取关键节点

经过上述五个步骤后的提取，已经识别获得了连通度好、轨迹频次较高、服务半径大且路段轨迹频

次变异系数小的道路交通网络候选关键节点，最后就是要对候选关键节点进行进一步的截取。为了能够

有效地取舍候选节点，先要对候选节点进行排序，节点的排序根据候选关键节点的轨迹频次大小依次递

减排序：

Freq（n*1）≥Freq（n*2）≥LFreq（n*N）

  根据公式 （2.6）得到所有N个候选节点的轨迹频次总和，当其轨迹频次总和超过一定区域道路网

络上所有运行活动轨迹的80%时，即满足 “二八定律”时，作为关键节点数量最小截取数。最终从候

选关键节点中截取出N*个关键节点。

4 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长沙市城市道路交通网络为对象，手机信令数据源自于长沙市移动通信商的后台数据，结合手

机信令获取的长沙市道路交通网络居民活动时空轨迹数据，挖掘提取道路网络关键节点并进行可信度评估。

4.1 实例概况

4.1.1 区域交通网络发展现状

本研究以长沙市三环线以内的次干路等级以上路网为研究对象，范围内有高速公路5条、快速路7

条、主干道路85条、次干道206条，高、快、主、次干道共1885段，交通网络中连通节点共计851

个，交通网络拓扑节点如图8所示。

4.1.2 手机信令数据相关说明

研究区域范围内手机信令数据量巨大，2G/4G产生的数据量约为40亿条/天，其中2G信令占比为

4.23%；4G信令占比分别为95.77%。长沙市总活动人口为764万，移动用户数629万，移动用户占

比高达82.29%，即基于手机信令获取了全市82.29%的居民出行样本，详见表3。

表3 移动手机信令样本数据量一览

用户数 总用户 （万） 4G用户 （万） 4G用户占比

长沙市总人口 764.5 — —

长沙市移动用户数 629.1 464.9 73.90%

移动用户占比 82.29% — —

  数据采集时间为2017年8月18日至2017年8月25日共7天的数据，采样时24小时连续不间断采

样。经过手机信令技术提取分析，获得了长沙市三环线区域内移动手机用户出行轨迹约1558万条/日，经

过1600条路段的道路测试匹配后得到研究范围内交通网络总的活动运行轨迹频次约1100万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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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长沙市三环区域内道路交通网络拓扑结构

4.2 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

根据前述基于时空轨迹大数据下城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的定义以及提出的 “六步”识别提取交通网

络关键节点法，结合长沙市交通网络模型；运行轨迹提取结果数据；手机信令追踪用户活动的节点服务

20分钟等时服务半径；计算得到的节点变异系数以及三环区域全网络轨迹总频次等数据。运用GIS系

统的提取分析、核密度分析及表面分析等功能进行长沙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识别提取，具体识别提取流

程如图9所示。

Stepl:建立交通网络模型 Step2:轨迹频次核密度估计 Step3:等时线过滤确定服务半径

Step4:交通网络分析Step6:截取关键节点 Step5:轨迹模式筛选

图9 长沙市三环线内关键节点提取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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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市城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识别过程中，关键节点提取特征指标阈值设定，如表4所示。

表4 长沙市三环区域内关键节点提取阈值设定一览表

指标名称
节点轨迹频次

Freq/（条/h）

节点服务半径

Servicer-r（km）
节点影响度pi 变异系数CV

关键节点活动

轨迹总数sum

阈值代码 a1 a2 a3 a4 a5

设定阈值 5500 7.500 1.80 0.108 804840

备注
主干路与主干路

相交最低值

主干路与主干路

相交最低值

主干路与主干路

相交最低值
四路交叉最低值 计算得到

  由上表4给出的 “五大”关键节点特征指标阈值，最终识别提出得到长沙市关键节点72个，在上

述提取识别过程中节点演变过程如图10所示。

851
个
节
点

150
个
节
点

328
个
节
点

111
个
节
点

72
个
关
键
节
点

85
个
节
点

筛选 筛选 筛选 筛选 截取
≥80%CVpirFreq

图10 关键节点提取数量演变进程

长沙市三环线内提取识别的关键节点结果如图11所示，关键节点数量占总节点数 （851）的

8.5%，观测发现其中高速公路节点10个，快速路节点16个，主干路节点46个。72个关键节点高峰

小时内集散转换的运行轨迹总频次达到813448条/h（大于804840条/h）。

28.350

28.300

28.250

28.200

28.150

28.100

28.050
112.800 112.850 112.900 112.950 113.000 113.050 113.100 113.150 113.200

图11 长沙市三环线内关键节点提取结果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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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结果可信度判别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提取识别得到了长沙市 （三环线内）交通网络的72个关键节点，对于72个关键

节点是否可信需要进行可信度判别。以 “实时交通监测数据；交警检测数据；天网监测视频数据；人工

调查数据”构建多元数据融合的可信度判别体系[15]。

运用上述 “四大数据源”对于关键节点特征指标进行计算，将其与对应的基于手机信令提取的关键

节点特征指标进行对比，然后利用SPSS软件测算各数据源对应关键节点同一特征指标的可信度，信度

指标采用Cronbach'sα（0＜α＜1）系数衡量，α系数越大，结果可信度越高，各数据源与手机信令数

据对比的Cronbach'sα值如表5所示。

表5 各数据源与手机信令数据对比的各自Cronbach'sα值

数 据 源

特征指标
监测数据 交警检测数据 天网视频数据 人工调查数据

轨迹频次 （Freq） 0.741 0.920 0.592 0.745

影响度 （pi） 0.874 0.939 0.999 0.959

服务半径Service（r） 0.916 0.565 0.736 0.572

变异系数 （CV） 0.792 0.811 0.856 0.927

关键节点总轨迹和 0.599 0.621 0.605 0.675

  通常将信度分为：低信度 （α＜0.35）；中信度 （0.35＜α＜0.70）；高信度 （0.70＜α）三个等级，

由表5可知，对比数据中最低的Cronbach'sα值为0.565，说明总体都具有良好的信度，多元数据的对

比校核结果证明手机信令提取得到的长沙市城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结果有良好的可信度。

5 结论与展望

（1）结论

在借鉴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手机信令时空轨迹大数据下的具有 “五大特征”的交通网络

关键节点新定义，同时建立了 “六步”提取关键节点的科学方法，并运用此提取关方法成功地提取出长

沙市城市道路交通网络节点 （851个）中的关键节点 （72个）。对网络关键节点提取结果进行多元数据

融合的可信度判别，信度指标表明关键节点具有较好可信度，这充分证明了提取方法对于大规模城市复

杂交通网络关键节点提取具有可行性、可靠性及高效性。研究为挖掘及保护大规模复杂城市交通网络关

键节点提供了新的途径。

（2）展望

研究采用的是基于手机信令时空轨迹数据，数据定位精度和道路匹配精度决定了关键节点提取结果

的准确性。当前手机信令定位与高精度的GPS定位相比还有一定差距，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和信

令定位技术的发展，手机信令轨迹数据的定位精度将会得到大幅度提升。此外，实证案例运用的手机信

令数据，是获取的长沙市连续一个星期的数据，其处理方式是线下人工处理，有一定时间的滞后性，过

程中道路交通条件会发生一些变化，如交叉口施工、改扩建、交通管制等，可能对结果的真实性造成影

响。在实际运用挖掘中，可接入实时移动通信商数据，通过后台程序算法在线上计算分析，实现交通网

络关键节点实时、动态识别挖掘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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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用户模型的人群出行特征分析

易法彬 纪铮翔 胥 晴

【摘要】 从个体诉求出发，分析人的出行特征，指导交通服务提升方向。采用用户模型作为理论基础，以居民访谈作

为分类依据，将深圳市宝安区分为北、中、南三个组团，分别对应产业工人、租房白领、家庭户三类主要人群；构建用

户模型，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人群出行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三个组团的人群特征与出行诉求差异较大，交通方式上分

别偏好慢行、公共交通和私家车。人群画像分析可应用于实际规划项目中，根据人群特征采取差异化的措施，提供精准

的交通服务。

【关键词】 人群画像；出行行为；用户模型；需求特征

0 引言

居民出行规模增长的同时，对安全、品质、公平、宜居的需求日益强烈，出行场景日益多元化。传

统的规划理论和方法多基于集聚分析，关注出行规模与交通流组织，忽视了个体的移动。近年来，交通

从业者不断探索交通治理的新理论、新方法，规划思路由传统的 “四阶段”等方法，转向以人为本的交

通规划模式，挖掘个体诉求。

深圳市宝安区正开展路网优化及高快速路衔接规划编制，结合传统规划和大数据分析对宝安区整体

交通设施、重大基建有了总体把握。但随着 “粤港澳大湾区”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等国

家战略的提出，规划转变成综合交通发展纲要，应从关注设施转向关注人的出行诉求。

人群画像在图书情报学、互联网、电商、交互设计等领域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常用于精准营销、

推荐系统的基础性工作。借鉴这一概念，将居民视为整个交通系统的用户，分析用户出行模式和特征，

能够更好地理解人在出行过程中的核心诉求，优化交通系统的整体服务水平。因此，本文以深圳市宝安

区为例，从人群的角度出发，分析特定群体出行特征，指导规划编制工作。

1 模型与方法

相关研究采用人群画像分析方法，针对电动自行车、公交客流分配、出行分布等内容，选取不同的

关键指标进行分类研究，如表1所示
[1-6]。定性用户画像方法，如访谈、经验判断等，可以快捷地识别

行为动机，但缺乏数据验证。定量用户画像方法以聚类和统计分析为主，有数据充分验证，可以分析获

得用户比例和特点，但是难以挖掘用户的态度倾向和行为背后的深层动机。

表1 交通领域人群画像相关研究综述

作者 研究内容 样本量 分类方法 关键指标 分类类型

邹小健 （2016） 电动自行车 939人 聚类 职业、收入

工厂工人、高收入企事业员工、

中收入企事业员工、低收入企事

业员工

吴世友 （2010） 北京二代移民 8人 访谈、象限模型
居住地区位、

来京年限

市中心时间长、市中心时间短、

市郊时间长、市郊时间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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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研究内容 样本量 分类方法 关键指标 分类类型

林早 （2018） 出行分布 3000户 统计特征
出行链特征、

职业
工作者、非工作者、学生

狄迪 （2016） 公交客流分配 1000人
经验判断，

统计特征

职业、收入、

出行目的
蓝领工人、白领职员、个体商人

于涛 （2018）
城市发展动力与

治理
/

综合成本推算法，

收入比例法
职业、收入

高、中、低收入群体；高端、主

流、普通人才。

王卓然 （2017） 城市更新 344人
访谈、统计特征、

单因素方差分析

家庭规模、

房屋类型、

建筑面积

“高需求”人群、“低需求”人群

  用户模型 （Persona）是AlanCooper提出的研究用户的系统化方法
[7]。它是产品经理、交互设计

师了解用户目标和需求、与开发团队及相关人交流、避免设计陷阱的重要工具。该模型方法将定性分析

与定量分析相结合，通过定性访谈细分用户类型，推测目标动机，通过定量的数据进行验证，最后修正

用户模型，形成用户群体划分。

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如图1所示：

N类人群画像

前期研究 调查方案 统计分析 规划建议

用户群体
产品设计经验、观察、访谈 问卷调查 行为分析 描述完整的画像

显著行为
典型特征

精准治理
服务决策N类人群分类 标签，行为变量

图1 Persona用户模型研究方法

1.1 人群分类

总结相关人群画像研究，多以职业和居住指标作为关键分类依据 （表1）。职业和居住指标是影响

不同群体安居乐业需求的关键因素，人本视角下城市发展动力提升的治理路径是关注不同群体的生活空

间需求[5]。

宝安区呈现北、中、南分组团发展格局，在区位上分别对应深圳市的第三、二、一圈层。北部集聚

新兴产业园区，中部为过渡区域，南部逐渐开发为成熟的商办类中心区。产业、区位、用地性质等因素

导致不同类型的人群在各组团聚集。以职业和居住特征为主要依据，结合访谈与经验判断发现宝安区人

群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北部以产业工人群体为主，中部以租房白领群体为主，南部以家庭户群体为主。

1.2 构建用户标签

构建用户的标签体系，将个体属性抽象为群体特征。用户标签分为四类，包括职住标签、基本信息

标签、用户行为标签和用户偏好标签。

1.2.1 职住标签

职住标签用于描述用户的工作、居住状态。职住分布决定出行的起终点、交通服务水平、距离、时

间、费用等出行因素。本文选用职业、住房类型、居住规模关键标签，作为人群分类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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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基本信息标签

用户的教育程度、家庭拥车等基本信息标签奠定了用户的决策基础。教育程度反映人才结构的多元

化，高端创新型人才助推经济发展，主流人才是构成城市活力的主要群体，普通劳动力是维持稳定和多

样性的关键因素[5]。家庭拥车情况决定出行的可选择性。

1.2.3 用户行为标签

受职住特征和个人属性的影响，不同个体形成相对固定的出行和活动模式，从而对交通设施和活动

场所产生一定的诉求。在人群分类下，这种诉求会呈现差异化特征。本文将人的出行和活动分为工作日

通勤、午间休息、下班后和休息日四个时间点，识别人群在不同场景下的出行和活动场所诉求。

1.2.4 用户偏好标签

选取地铁、常规公交、小汽车、自行车、步行作为五种常用的交通方式，对于每一种交通方式，构

建三级评价量表，由受访者根据自身使用习惯选择各种交通方式的关注程度，三级量表分为非常关注、

一般关注和不关注，以此分析不同人群的交通方式偏好和态度表现。非常关注表示受访者经常使用该交

通方式并急切希望得到改善，一般关注表示该交通方式的服务水平可能影响受访者的决策，不关注表示

受访者基本不会考虑使用交通方式。将地铁、常规公交合并为公共交通，将自行车和步行合并为慢行交

通，受访者选择其中最期待改善的交通方式，对关注度加以验证。

1.3 调查过程

为了初步划分人群画像，对30人进行了访谈，主要了解他们的出行模式和出行关注点。围绕四类

用户标签和预调查进行调查问卷设计，问卷内容包括职业、教育程度、拥车情况、住房类型、居住规

模、通勤交通方式、休闲活动方式、交通方式偏好等。通过纸质问卷的形式，针对三个组团的目标人群

发放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86份，其中，工作日50份，非工作日36份。

2 结果与分析

2.1 职住分类与基本信息

按照职业和住房类型确定人群分类，问卷中职业分为工人、白领和其他，住房类型分为自有产权、

租房和公司宿舍。职业选填工人则划分为产业工人，住房类型选填自有产权则划分为家庭户，其他类型

均划分为租房白领。根据职住分类汇总不同人群的基本信息 （如表2所示），识别比较明显的特征包括：

（1）家庭户小汽车拥有率较高，产业工人自行车拥有率较高；（2）产业工人活动范围集中在宝安区北部

内部，通勤距离小于3km；租房白领多在中部居住，在南部或市中心区工作，平均通勤距离10.59km；

家庭户多在南部居住，在市中心工作，平均通勤距离12.77km。（3）产业工人受教育程度多为高中及

以下，租房白领和家庭户多为本科及以上。

表2 受访者的职住特征与基本信息汇总

变量 标签 产业工人 （24） 租房白领 （34） 家庭户 （28） 总体 （86）

职业

白领 0 30（88%） 21（75%） 51（59%）

工人 24（100%） 0 0% 24（28%）

其他 0 4（12%） 7（25%） 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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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标签 产业工人 （24） 租房白领 （34） 家庭户 （28） 总体 （86）

居住类型

自有产权 0 0 28（100%） 28（33%）

租房 9（38%） 34（100%） 0 43（50%）

公司宿舍 15（62%） 0 0 15（17%）

居住规模

独居 14（58%） 8（24%） 0 22（26%）

合租 8（33%） 19（56%） 0 28（33%）

两口之家 2（9%） 7（20%） 6（21%） 14（16%）

与父母子女同居 0 0 22（79%） 22（26%）

职住分布

（居住-工作）

北部-北部 24（100%） 0 0 24（28%）

北部-中、南部 0 7（21%） 0 7（8%）

中部-中部 0 12（35%） 1（4%） 13（15%）

中部-南部、市中心 0 12（35%） 4（14%） 16（19%）

南部-南部 0 1（3%） 8（29%） 9（10%）

南部-市中心、中部 0 1（3%） 7（25%） 8（9%）

市中心-宝安区 0 1（3%） 8（29%） 9（10%）

学历

高中及以下 24（100%） 5（15%） 7（25%） 36（42%）

大专和本科 0 27（79%） 12（43%） 39（45%）

硕士及以上 0 2（6%） 9（32%） 11（13%）

交通工具

小汽车 1（4%） 4（12%） 24（86%） 29（34%）

自行车 3（13%） 1（3%） 0 4（5%）

电动自行车 2（8%） 3（9%） 0 5（6%）

无 18（75%） 26（76%） 4（14%） 48（56%）

平均通勤距离 — 1.06km 10.59km 12.77km 8.64km

2.2 行为特征

本文将人的活动分为工作日通勤、午间、下班后和休息日四个时间点，识别人群在不同场景下的出

行和场所诉求。在通勤方式选择上，产业工人以慢行为主，租房白领以公共交通为主，家庭户以私家车

和公共交通为主 （图2）。

0% 20% 40% 60% 80% 100%

产业工人

家庭户

租房白领

私家车 公交 慢行

25%

89%

47% 42%

75%

11%

11%

图2 受访者通勤方式选择

午间休息时间，28%的受访者在公司内吃饭、午睡，不产生外出活动；72%受访者会回家、去附近

餐馆吃饭、在附近公园休憩或在附近商场闲逛，产生外出活动。

下班后，近一半受访者选择直接回家休息，40%的受访者选择去附近公园健身休闲，12%的受访者

选择去商场购物。

9781



远距离活动
17%

近距离活动
44%

在家休息
39%

图3 受访者休息日主要活动模式

单双休反映工作强度和可支配时间，受访者中单休和

双休各占一半，而产业工人单休更多，占到75%。休息日

的主要活动模式如图3所示，39%的受访者在家休息，

44%的受访者选择附近商场、公园等近距离活动，17%的

受访者选择较远的大型公园和商场作为休闲活动场所。其

中，产业工人和租房白领以近距离活动为主，选择远距离

活动的主要是家庭户。

2.3 交通方式偏好

通过交通方式关注度标签分析受访者的交通方式偏好，

表示其使用某种交通方式的倾向性。构建三级评价量表量化关注度，对非常关注、一般关注和不关注分

别赋值3、2、1，分别计算三类人群平均关注度值，数值越高表示该类人群越倾向于使用该交通方式，

计算结果如图4所示。产业工人对于步行和骑行关注度高，主要是因为居住在集体宿舍或就近租房，职

住距离近，步行和骑行方便快捷，主要关注点是机非混行导致的慢行空间不足和安全隐患问题。租房白

领关注地铁和步行，在通勤中，中部租房白领多是以 “轨道+步行”为主要交通方式，其关注点是进站

排队长和车内拥挤问题，希望改善出行体验。而家庭户明显更加关注私家车，同时也比较关注步行，其

关注点主要是道路拥堵问题。

3

2.5

1.5

0.5

2

1

0
私家车 地铁 公交车 步行 骑行

家庭户 租房白领 产业工人

图4 三类人群交通方式关注度

将地铁和常规公交合并为公共交通，步行和骑行合并为慢行交通，小汽车分类为私人交通，受访者

选择其中最迫切希望得到改善的交通方式，统计结果如图5所示。产业工人大多数活动都依赖于步行和

自行车，对慢行改善的期望较高。租房白领是忠实的公共交通使用者，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受职住条

件、经济条件的限制，即使现状公共交通服务水平不高，但公共交通还是其出行的最优选择，因此租房

白领迫切希望公共交通得到改善。家庭户使用私人交通最频繁，最希望私人交通得到改善，一部分家庭

户同时也希望公共交通得到改善，以提供一种替代的可能性，对于慢行交通，家庭户大多表示自己对于

现状南部步行环境已经很满意，基本满足诉求。

0% 20% 40% 60% 80% 100%

产业工人

家庭户

租房白领

私人交通 公共交通 慢行交通

25%8%

74%5%

53% 42%

67%

21%

5%

图5 三类人群最希望改善的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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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与建议

3.1 人群特征分析

3.1.1 产业工人

产业工人多数为初中或高中毕业，基本无小汽车，自行车拥有率高；职住距离近，多住在产业园区

3km以内的宿舍或租房；出行以自行车为主，通勤骑行20分钟内可达；工作强度高，活动受时间制约，

自由休闲时间相对较少，活动范围小，下班后多选择回家休息；每周休息一天，工作内容高度重复，生活

相对枯燥，出行模式单一。产业工人注重友好、安全的慢行通行环境，需要就近的休闲活动空间。

3.1.2 租房白领

租房白领教育程度多为本科及以上，拥车率较低，平均职住距离约10km；上下班乘坐公共交通，

接驳时间约20分钟，总通勤时间约1小时；午间休息时间长，需要散步和休憩空间；工作强度较高，

下班后选择直接回家休息；周末休两天，相对独立自由，活动形式丰富。租房白领注重通勤效率和通勤

体验，工作之余有较大的消费、休闲和运动需求，需要就近的、有吸引力的休闲活动空间。

3.1.3 家庭户

家庭户中的工作人员以本科学历为主，拥车率较高，平均通勤距离约13km；上下班以私家车为

主，会把公共交通作为备选方案；午间休息时间长，部分人选择回家吃饭与休息；时间相对自由，有一

定休闲时间，下班后多选择直接回家；每周休1至2天，以陪伴家人为主，活动形式丰富。关注畅行的

道路，休息日会去停车方便的大型商场、公园或游乐园。

3.2 潜在趋势分析

在调查分析过程中，还发现少量受访者分类与组团主要群体不一致，可识别潜在变化的趋势。（1）宝

安区产业升级，工厂由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高端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北部片区普通工人比例减

少，会吸引更多技术人才。出行模式有向租房白领出行特征变化的趋势，出行方式更加丰富。（2）随着

房租上涨，租房白领居住地向宝安区北部迁移，其通勤距离和时间均增加。（3）随着宝安区产业发展，

居住在市中心来宝安区工作的人员逐渐增多。

3.3 规划建议

产业工人、租房白领、家庭户三类人群分别对应北、中、南三个组团，应突出分区人群特征，制定

组团间的差异化发展策略。

非机动车管理的差异性。北部组团应该满足产业工人非机动化出行需求，解决机非混行问题，保障

安全、友好、有序的非机动车通行环境；中部组团以满足非机动车接驳为主要目标，在接驳通道上保障

非机动车通行空间；而南部组团非机动车需求不强烈，可以优先提升道路交通和步行品质，适当限制非

机动车出行。

公共交通的差异性。北部应优先完善公共交通接驳设施，利用社区微巴等强化轨道交通接驳，快速

联系南部和市中心；中部组团聚集大量租房白领，为满足其高效通勤需求，可以开设公交快线提升通勤

效率；南部公共交通服务水平较高，可结合品质化的诉求采取智慧公交、风雨连廊等措施。

活动场所需求差异性。除了交通设施，不同人群对于活动场所的需求也不一样。可以考虑在办公楼

附近配套游泳馆、健身房、健身步道等设施，在工厂附近开发小型公园等临时休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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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示

在交通规划中运用人群画像分析，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可以分析不同群体的诉求，解析交通方

式选择背后的机理，从而在规划中体现 “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调研和分析过程中，不断发现新的结

论，对人的行为有更深的理解，将分组团差异化的发展作为规划策略是本研究的主要贡献。本文是对人

群分析的简单应用，后续不断尝试不同的人群画像方法，将人群分析运用到规划项目中，总结深化形成

一套理论是值得探索并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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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信令数据与传统居民出行调查的对比及扩样方法研究

———以深圳为例

郭 莉 周 军 梁宇豪

【摘要】 手机信令数据在职住分布以及出行OD分析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但手机数据为非定制数据，需要通过扩

样，解决无手机、一人多机、不同市场占有率、不同运营商之间数据壁垒等问题。本文首先从职住分布于交通出行两个

方面对比了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与居民出行调查的结果。其次结合居民出行调查，分析人均手机拥有情况，不同年龄、职

业、行业、区位的运营商市场占有率，以此作为手机信令数据扩样校核的参数，并改进了职住和OD扩样的技术方法。

【关键词】 手机信令；居民出行调查；职住分布

0 引言

手机数据在城市规划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核心主要在于职住分布以及出行OD。如罗名海

等[1]使用联通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了武汉市职住密度，以此为基础分析城市圈层结构；并通过居民通勤

特征，反映城市内部交通的出行格局。而张晓春等[2]则使用某城市2个运营商5个工作日数据，采用相

同的算法，分别计算了交通规划常用的人口分布和居民出行等信息，得出不同运营商获得的人口分布和

交通出行均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将手机信令分析结果与居民出行调查分析得到的结果进行对比是非常有

必要的[3]，但相关研究较少。张天然[3]在较大尺度 （行政区）层面对比了手机信令分析结果和出行调查

的职住空间分布，通过对四个新城居民的就业岗位空间分布对比，证明两者具有较好的吻合度，说明了

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职住空间的可靠性。李明高等[4]的研究结果表明，手机信令数据存在对短距离出行

识别误差较大的不足，但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得到的居民出行特征规律与居民出行调查得到的结果基

本吻合，通过分析手机数据可较准确地掌握城市居民出行特征规律。

相关文献研究较少的重要原因在于真实母体数据获取难度较大。人口抽样调查和居民出行调查均5年

才开展一次，通常也较难实现精细颗粒度的数据共享。深圳市于2016年开展了全市居民出行调查，获取

了6.8万户居民入户调查，并同期开展了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为多源数据的对比校核提供了研究基础。

1 手机信令与传统调查数据对比分析

1.1 手机信令数据特点

手机信令分析依托基站实现手机信号定位，从而进行用户停留分析。手机信令数据获取成本低，覆

盖范围广。但由于不同运营商的市场占有率以及获取数据信息的程度有所不同，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与传

统居民出行调查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

（1）位置不确定性：表征的不是用户的真实位置，存在基于基站分布特征的误差。

（2）影响因素多样性：原始数据的清洗、扩样和校核模型较为复杂，涉及到的参数依赖于其他相关

数据。往往由于缺少精细化的扩样校核数据，导致数据准确性受到影响。

（3）非定制性：由于依托基站对于手机信号定位进行用户停留分析，较传统居民出行OD调查缺少

属性字段等定制化数据，需对获取数据进一步处理才可进行特定对象等针对性强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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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相关定义与参数

手机信令数据在城市规划领域主要应用于职住及出行OD分析。将手机位置数据转化为居民居住地

和工作地的过程，则需要设置一定的判别条件，目前并无统一标准。本次手机信令数据采用了61天的

数据，包含44个工作日。平均每天采集记录数据4.26亿条，61天共收集手机数据260亿条。在统计

分析过程中，相关定义假设如下[5]。

表1 相关名词解释

名词 手机信令分析定义 传统调查定义

常住人口
全部分析天数中，20：00～8：00，某用户

在某小区，停留天数超过半数。
在此地居住半年以上人口

工作人口
全部分析工作日中，9：00～18：00，某用

户在固定小区工作，停留天数超过半数。
在此地实地工作的人口

通勤出行
从家到工作地 （学校）、从工作地 （学校）

到家的出行

以上班、上学为目的的从家到工作地 （学

校）的出行

基于家的其他出行
出行一端在家，另一端在非工作地 （学校）

的出行
出行一端在家，且出行目的非通勤的出行

基于工作地的其他出行
出行一端工作地 （学校），另一端不在家的

出行

出行一端在工作地 （学校），且出行目的非

通勤的出行

从其他到其他的出行 出行两端均非家庭端或者工作地 （学校） 出行两端均非家庭端或者工作地 （学校）

1.3 职住分布对比分析

对比研究的空间尺度分为大区 （10个行政区）、中区 （75个街道办）和交通小区 （1076个常规小区）

三个层次。鉴于手机信令数据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在总量上有明显差异，不便在数量上进行直接比较，故

本文采用片区占总体比例的偏离度，分别对两类数据在就业、居住两方面进行比较，具体公式如下：

Jobi=
Jm，i/Jm，all
Jh，i/Jh，all

（1）

Residenti=
Rm，i/Rm，all
Rh，i/Rh，all

（2）

式中：Jobi，Residenti分别表示第i片区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的就业岗位、常住人口占比相对于居民出行

调查的偏离度；Jm，i，Rm，i表示第i片区的手机信令数据识别的就业岗位数、常住人口数；Jm，all、Rm，all表

示手机信令数据的就业岗位总数、常住人口总数；Jh，i、Rh，i表示第i片区的居民出行调查的就业岗位数、

常住人口数；Jh，all、Rh，all表示居民出行调查的就业岗位总数、常住人口总数。

下图分别显示了居住人口和工作人口的偏离度。总体上看，偏离度较大，且常住人口偏离度大于工

作人口。

手机/居调
0.21-0.59
0.59-0.83
0.83-1.10
1.10-1.52
1.52-2.20

N

图1 居住人口偏离度

 

手机/居调
0.28-0.58
0.58-0.87
0.87-1.22
1.22-1.77
1.77-2.42

N

图2 工作人口偏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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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出行OD对比分析

出行OD对比分析研究的空间尺度也分为大区、中区和小区三个层次。常住人口大区层面出行OD

对比见表2。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手机信令分析OD大区内部出行比例明显大，跨区出行偏小，尤其是

长距离出行；原特区内手机信令分析OD总量大于居民出行调查；原特区外 （宝安、光明、龙岗、龙

华）手机信令分析OD总量小于居民出行调查。

表2 大区OD对比 （手机信令/居民出行调查）

行政区 罗湖 福田 南山 宝安 龙岗 盐田 光明 坪山 龙华 大鹏 全市

罗湖 0.77 0.80 0.38 0.51 0.60 0.41 0.31 0.25 0.50 0.59 0.83

福田 0.93 0.89 0.61 0.67 0.73 0.79 0.37 0.24 0.68 0.80 0.70

南山 0.45 0.65 1.03 0.39 0.34 0.80 0.71 0.18 1.35 0.27 0.91

宝安 0.49 0.63 0.36 1.38 1.85 0.37 0.29 0.66 1.03 0.44 0.70

龙岗 0.73 0.55 0.24 0.67 0.73 0.35 1.27 0.61 0.76 0.52 1.12

盐田 0.43 0.80 0.99 0.34 0.39 1.18 1.38 0.36 0.51 0.20 1.17

光明 0.26 0.58 1.21 0.33 1.63 1.24 1.40 0.09 0.96 0.29 1.01

坪山 0.23 0.23 0.15 0.61 0.33 0.48 0.09 1.04 0.18 0.47 0.89

龙华 0.74 0.88 1.24 0.97 0.60 0.66 0.94 0.21 1.05 0.24 1.29

大鹏 0.54 1.78 0.24 0.50 0.54 0.23 0.38 0.46 0.38 1.08 0.94

全市 0.84 0.71 0.91 0.72 1.11 1.16 0.99 0.91 1.30 0.93 1.00

  进一步分析内部出行比例，采用内部平衡率衡量内部出行量。内部平衡率定义：针对一个分析单

元，包括内部到-内部出行 （II），内部对外出行 （IE）、外部对内出行 （EI）三种类型。

II%=
II

II+IE+EI
（3）

  对比发现，手机信令数据 （简称 “手机”）分析得到的大区内部平衡率低于居民出行调查 （简称

“居调”）十个百分点，且龙岗、大鹏两个东部片区差距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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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大区内部平衡率对比

中区和小区层面主要通过相关系数法进行对比。相关系数的具体计算方法为：

Cm，h=
∑i，j

（Ri，j，m-E（Rm））（Ri，j，h-E（Rh））

∑i，j
（Ri，j，m-E（Rm））㊣ 2

∑i，j
（Ri，j，h-E（Rh））㊣ 2

（4）

式中：Cm，h表示手机信令数据、居民出行调查在小区层面出行的相关系数，Ri，j，m，Ri，j，h分别表示手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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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数据、居民出行调查中第i小区到第j小区出行量占各自出行总量的比例；E （Rm），E （Rh）表示两

类数据小区出行的占比均值。

大区层面相关系数达到0.99，街道层面相关系数达到0.93，小区层面相关系数达到0.89，相关系

数相对很高，说明手机信令分析出行OD的量级相对关系较为合理。

1.5 出行距离分布对比

手机信令数据与传统居民出行调查获取的OD在出行距离分布上一致性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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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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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26 28 30 ＞30
手机占比 居调占比 手机累计占比 居调累计占比

图4 出行距离分布对比

1.6 出行时间分布对比

以一次出行的时间中间值统计全天出行时间分布。对比发现，手机信令数据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时

间分布差异显著。手机信令出行OD在时间分布上更缓和，夜间出行比例高，高峰出行比例远低于居民

出行调查，这一比例与公交轨道刷卡数据、道路流量数据反映的时间分布均差异较大。初步推断可能的

原因在于夜间手机信令信号漂移，在数据分析时产生了虚拟的出行OD。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居调 手机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图5 全方式出行时间分布对比

2 手机卡拥有特征

2.1 人均手机卡数量

整体看来全市 （不含4岁及以下）人均手机卡数量0.93，全市 （含4岁及以下）人均手机卡数

量0.89。

2.2 运营商市场占有率

（1）各年龄段占有率

全市移动市场占有率78%、联通15%，电信7%。各年龄段有一定差异性，但差异性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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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各年龄段人均手机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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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各年龄段运营商市场占比

（2）各行业人群手机占有率空间分布特征

各类行业人群的手机运营商占有率情况差异不大，以移动为例，在68%～80%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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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各行业运营商市场占比

（3）手机运营商占有率空间分布特征

受基站分布等影响因素，手机运营商的市场占有率在空间位置上差异较为显著。相对来看，中心城

区移动市场占有率较高，联通在西丽、大学城片区，莲塘、光明片区占有率较高。电信市场占有率在空

间分布上基本无规律，相对来说差异较大。因此在职住扩样上，采用整体扩样会导致较大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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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运营商占有率空间分布 （从左至右依次为移动、联通、电信）

3 手机信令数据扩样方法研究

3.1 既有扩样方法

联通及电信手机运营商相关的咨询服务结机构缺少权威的人口及出行数据，扩样方法较为简单。首

先，扩样至所有手机用户，即包括手机关机用户及手机通话较少之类的不活跃用户；再扩样至所有人

群，即包括老人、小孩等无手机群体，最终得到全体人群的出行情况；再按照全市一个统一的运营商市

场占比扩样到总体。以联通手机信令数据扩样校核为例[6]。

统计区域内所有使用联
通号卡的用户总数

联通号卡数

联通号卡数

确定统计区域并划分基
于WGS 84坐标系栅格

按栅格、街道、行政区、
市、省等空间粒度统计

确定活、稳、工、居、
用户统计口径

通话详单去重:结合1个
月,3个月，6个月主被叫
通话次数，设置非人阈
值:阈值暂定为三个月无
呼出的用户剔除

联通卡去重（P1+P2）

联通卡去重

联通号卡用户内部去重
分三部分:
非人号卡去重:如纯流量
卡、物联网卡、季度通
话次数过少或过多的卡
一人多卡去重:一个身份
证多张卡，通过驻留位
置及行为轨迹，如果同
位置同轨迹则去重，不
同则保留

联通市占率（P3）

全量手机用
户数

已知联通用户位置，采
用通话关系数据通过机
器学习、卷积神经网络
算法推算与异网用户位
置是否一致。得出区县
级市占率
头部互联网APP数据及
自研机器学习算法校准
得出最终联通市占率

选定统计区域，腾讯、
京东等APP得知区域
内联通用户市占率,进
行校对优化

工信部发布的手机普
及率存在发卡数虚高
等问题,在实际使用过
程中，会造成较大的
误差。

手机普及率（P4）

手机普及率

基于此，参考各城市
宏观经济指标和当地
人口抚养比的相关情
况，重新校准了一版
手机普及率的数据。

基于联通用户数采用
扩样算法之后统计的
全量人口数，如北京:
2019年1月联通号卡总
数1941万，去重后减
流动人口、满足居住
用户口径数为836.4万。

人口数

人口数

P1+P2 P3 P4

图10 既有扩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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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改进扩样方法

考虑不同片区的人均手机拥卡数以及运营商占有率情况，对以上扩样方法进行改进。分别对就业岗

位和常住人口进行分区扩样。由于出行OD已经是基于小区的统计数据，无法实现与人口个体的关联扩

样，因此采用Frator法进行扩样校核
[7]。从家到工作地、从工作地到家采用常住人口和岗位的扩样系

数，进行双约束扩样。从家到其他和其他到家的出行采用常住人口的扩样系数进行单约束扩样。其他到

其他的出行，采用其他四类出行的平均扩样系数。

各小区就业人
口手机卡数量

岗位数量

各街道办就业人
口人均拥卡数

各街道办就业
人口电信占比

各小区常住人口
手机卡数量

总居住人数

手机卡数量

劳动力人数

各街道办拥机比
例、人均拥卡数

各街道办常住人口
电信占比

居民出行调查
人口分布特征

居住端约束

从工作地到家

各小区就业人数

就业端约束

从家到工作地 家到其它

Frator法

分出行目的扩样

其它到其它其它到家

图11 改进扩样方法流程图

4 结语

手机信令OD数据在大区、中区和小区层面的分布均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具有非常强的相关性，出

行距离分布一致性程度高。因此，手机数据可以反映出行的空间分布，进而在此基础上开展城市空间结

构等研究。但职住分布以及出行时间分布差异较大。

通过调查数据中手机卡拥有特征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不同年龄结构、不同片区人均手机拥有情况以

及不同运营商市场占有率有一定的差异。但调查同时显示，近五年仅有10%的家庭户有过搬家行为，

也就是说即使深圳这样流动性很强的城市，居民的居住地也相对稳定。因此，通过居民出行调查获取的

人口属性数据及手机卡特征数据，在近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经过精细化分层分类扩样后的手机数据，

结合人口属性数据，可以反映近期的职住分布以及出行活动。另外，手机信令数据也可以补充人口动态

变化情况、周末以及流动人口的出行情况。但由于本次手机信令数据并未保留原有的出行链信息，因而

不能实现个人和出行的关联扩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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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住平衡率与通勤出行的关联性实证研究

张 科 马小毅 罗友斌 李彩霞

【摘要】 职住平衡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理念，但衡量职住平衡的指标目前尚无统一标准，为挖掘职住平衡与通勤出行

之间的内在关联规律，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和互联网地图出行时空数据，构建了职住平衡-通勤出行基础数据库，提出了3

种表征职住平衡率的指标，以广州市55个交通大区为例，分析了3种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出行特征之间的关联规律，

通勤出行特征包括通勤时耗、通勤距离、高峰小时通勤量占比等，发现职住平衡率与上述通勤出行特征之间呈现较为显

著的关联性，且3种职住平衡率指标中，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关联性最强，用地开发职住比关联性相对最弱，最后总结

了不同职住平衡率指标对实现通勤出行目标的差异性，研究成果对国土空间规划及职住功能配比规划具有一定的指

导意义。

【关键词】 职住平衡率；通勤出行；手机信令数据；用地规划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乡规划工作全面进入国土空间规划时代，土地利用进入存量发展时代。提升土地利用的

科学性和合理性以便从源头缓解交通出行供需矛盾的重要性愈加凸显。职住平衡概念在城市和交通规划

领域备受关注[1-4]，是打通土地利用-交通之间互动反馈通路的核心抓手。提高职住平衡率以便从源头降

低通勤出行距离和出行时耗、缓解交通拥堵，越来越成为规划领域的共识。但是职住平衡率这一指标在

目前的实际操作中尚存在若干问题有待解决，一是职住平衡率指标采用何种算法缺乏统一标准。二是职

住平衡率对通勤出行的实际影响及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规律缺乏定量实证研究。三是职住平衡的研究片

区范围缺乏明确标准。

既有研究对职住平衡率指标的定义提出了多种算法，较为常见的包括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岗

位人口比、用地开发比等[5-6]，但目前尚未有统一标准，且各类指标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指标的

适用性和有效性，尤其是对职住平衡率与通勤出行特征之间的关联影响规律缺乏实证研究验证。主

要原因在于缺乏精细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如职住平衡率指标测算，需要较高精细度的人口和岗位

分布数据或者分区用地开发规模数据，又如通勤出行需要分方式分片区的通勤出行时耗和通勤距离

数据，在缺乏大数据的时代，人口岗位往往只有行政区级的统计数据，而通勤出行更是只能依靠5

年一次的抽样调查数据，且数据处理周期较长，数据精度和时效性往往难以满足分析要求。此外，

职住平衡的测度范围缺乏明确标准，不同范围的片区，对职住平衡的高低标准以及难易程度都不相

同，举例而言，一个地级市范围内的职住分布往往被认为是基本平衡的，但是行政区范围内实现职

住平衡较市域范围要难，而进一步缩小范围至组团级、片区级乃至地块级，实现职住平衡的难度越

来越大，显然讨论职住平衡这一概念时无法脱离片区范围而论，但目前研究中对片区面积如何影响

职住平衡及其作用规律缺乏相关研究。

因此，针对职住平衡目前存在的指标定义不统一、与交通互动机理不清晰及片区范围对指标的影响

等核心问题，有必要开展实证研究，借助多源大数据构建的精细化交通模型数据底盘，深入挖掘职住平

衡率与通勤出行间的内在关联规律，基于规律建立定量分析模型并总结规律用于指导空间规划和土地利

用规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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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据基础介绍

1.1 研究分区

本次采用广州市交通模型中划分的55个交通大区作为研究对象，对职住平衡率与通勤出行特征之

间的关联规律进行实证研究。55个交通大区涵盖不同规模的面积、人口和岗位。55个片区平均面积为

129.3km2，最大值为1058km2，最小值5km2；平均人口规模32.7万人，最大值134.9万人，最小值

2.1万人；平均岗位规模15.7万个，最大值55.3万个，最小值1.1万个。55个片区的面积、人口、岗

位规模分布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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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55个分区面积、人口、岗位规模累计分布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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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职住数据

传统职住数据的获取有两种途径，一是抽样调查[7-8]，二是基于公交IC卡等智能采集数据，但不可

避免的存在样本覆盖不足、数据精度不够的问题。大数据技术为获取大样本职住对应关系提供了有效途

径，从而能从个体层面了解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布和对应关系。

一般而言，可采用长周期移动信令数据通过特定算法获取职住分布特征[9-11]，确定单一移动信令源

的职住数量及分布，然后利用互联网位置数据获取不同区域的移动信令市场份额进行扩样，最后结合人

口年龄结构 （一定时期内不会发生明显变化）校核无手机人员数量，得到城市最终的职住分布及对应关

系矩阵。广州市交通模型对于职住数据的获取目前采用的算法流程如下图所示。

数据采集

居住地判断

空间聚类点簇

常发性关机用户

早晚时刻开关机高频点分析

夜间高频点分析

开始

职住判断

工作地判断

基于用户标签识别的空间聚类

基于驻留时长的频繁项集高频点分析

基于频繁项集的权重设计

隶属度阈值分析

非职住地 隶属度阈值

职住地判断

职住同一地点 判定职住地

仅居住地，非工作地 结束

Y

Y

Y

N

N

N

图2 职住地判别算法流程图

1.3 通勤出行数据

通勤出行的主要特征数据包括通勤出行OD （全日和高峰）、通勤时耗、通勤距离、通勤出行高峰

小时占比 （即某一研究范围内高峰小时通勤量占全日通勤量的比例）等，主要用于分析通勤出行对交通

时空资源的占用。传统的数据获取方法是通过5到10年一次的居民出行调查，对样本数据进行扩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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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OD点对之间分出行目的、分方式的出行量、出行时耗和出行距离矩阵，进一步聚合处理可得到某

一片区范围内的通勤出行时耗、通勤距离和通勤出行高峰小时占比等。传统方法的核心问题在于抽样率

过低 （往往仅有1%～2%），无论采用何种扩样方法，对于出行时耗、距离等特征数据均会产生较大偏

差，加上被调查者对一天全部出行存在漏报误报等现象，因此高峰出行占比数据精度也较差。广州市交

通模型通过前述的职住判别算法获取长周期内一天24小时的通勤出行OD，同时基于互联网地图应用

获取了各起终点之间各出行方式的出行时间和出行距离，再结合前述长周期移动信令数据获取的职住人

口分布和通勤出行矩阵，即可得到较为精确的通勤出行基础数据。

2 职住平衡率指标定义

为对比不同的职住平衡率指标与实际通勤出行之间的关联性强弱，根据职住平衡率的内涵，提出3

种表征职住平衡率的指标，分别为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岗位人口比、用地开发职住比。

2.1 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

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是指某一给定的片区范围内，从业人口 （指居住在该片区的人口中有正常工作

的人口，不含未参加工作和退休人口）在本片区内就业的比例。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指标的计算方

法如下：

ρi=
laborij

∑
n

i=1
laborij

（1）

  式中，ρi为片区i的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laborij为居住在片区i、就业在片区j的从业人员数量。

很明显，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的最大值不会超过100%，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越高，代表片区从业人口

在内部通勤的比例越高，这与职住平衡率的实质内涵是较为吻合的。

2.2 岗位人口比

岗位人口比的概念相对简单清晰，指某一片区内的就业岗位数量与居住人口的比例。计算方

法如下：

pei=
empi
popi

（2）

  式中，pei为片区i的岗位人口比，empi为片区i的就业岗位数量，popi为片区i的居住人口数

量。片区内的就业岗位既有居住在片区内，也有可能居住在片区外，同理，片区内的居住人口，既

有可能在片区内就业，也有可能去片区外就业。该指标无法反映上述的空间分布，只是数量规模的

比值。对于较大的行政范围 （如市、行政区一级）而言，pei往往不会超过100%，但对于较小规模

的片区而言，pei可以超过100%。一般而言，岗位人口比越高，该片区的职住功能混合度越高，某

种程度上职住平衡率相对也高，但是经验表明，超过某一阈值后，也会造成反向失衡，即就业功能

过强而居住功能相对弱。

2.3 用地开发职住比

城市用地规划是交通发生的源头，但城市规划无法直接调控人口和岗位布局，而是通过用地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等手段，通过调整用地开发强度从而间接实现人口和岗位的布局调整。如下图所示，通过

对广州市现状居住类和就业类用地开发规模和人口岗位的回归分析，发现人口岗位和用地开发规模有一

定的相关性，但各片区也存在一定差异，人口岗位和用地开发是一种间接联系。

因此，有必要单独提出用地开发职住比，作为衡量职住平衡率的重要指标。用地开发职住比是指某

一片区内，就业类建筑规模与居住类建筑规模的比值，其中居住类建筑规模包括了城镇居住和村居住两

4981



大类用地的合计建筑规模，就业类建筑规模则是所有提供就业岗位的各类性质用地的建筑规模之和，包

括商业、办公、餐饮、医疗、教育、公共服务、工业、物流仓储等，但不包括绿地水耕用地、市政交通

用地。具体测试方式如下：

pe_bui=
emp_bui
pop_bui

（3）

  式中，pe_bui为片区i的用地开发职住比，emp_bui为片区i的就业类建筑规模 （单位为平方

米），pop_bui为片区i的居住类建筑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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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各片区建筑开发规模和人口、岗位相关性图

3 职住平衡率指标对通勤出行特征影响实证研究

提高职住平衡率以改善城市交通拥堵，是通过降低通勤出行时耗、出行距离等，以实现减少通勤出

行对城市交通资源的占用。因此，在本次实证研究中，选取通勤时耗、通勤距离、高峰通勤出行占比

（高峰小时通勤出行量占全日出行量的比例）三个参数，作为职住平衡率指标的影响对象。此外，样本

片区的面积显然会对片区出行的特征参数产生影响，因此在实证分析中引入面积参数。

3.1 职住平衡率对通勤时耗的影响

分别对55个大区的3个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时耗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关联结果如下图所示。可

以看出，在将片区面积纳入影响因素后，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时耗均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相关性，总体

而言，职住平衡率与通勤时耗呈现负相关关系，片区面积与通勤时耗呈现正相关关系，即职住平衡率越

高，通勤时耗越低，而片区面积规模越大，通勤时耗越大。同时，3个职住平衡率指标中，从业人口内

部就业率与通勤时耗的关联性最强，其次为岗位人口比，再次为用地开发职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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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55个片区职住平衡率、面积与通勤时耗的回归分析结果

3.2 职住平衡率对通勤距离的影响

分别对55个大区的3个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距离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关联结果如下图所示。可

以看出，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距离也呈现出较为较高的相关性，但相关程度不及职住平衡率与通勤时

耗间的相关度。同样，职住平衡率与通勤距离呈现负相关关系，片区面积与通勤时耗呈现正相关关系。

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与通勤距离的关联性最强，其次为岗位人口比，再次为用地开发职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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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55个片区职住平衡率、面积与通勤距离的回归分析结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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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55个片区职住平衡率、面积与通勤距离的回归分析结果 （二）

3.3 职住平衡率对高峰通勤量占比的影响

分别对55个大区的3个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高峰通勤量占比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关联结果如下图所

示。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高峰通勤量占比呈现出高度显著的相关性，其相关程度显著高于与通勤时耗、通

勤距离间的相关度。职住平衡率与高峰通勤量占比呈现正相关关系，片区面积与高峰通勤量占比呈现负

相关关系，即职住平衡率越高，高峰通勤量占比越高，片区面积越小，高峰通勤量占比越高。3个职住

平衡率指标中，岗位人口比与通勤距离的关联性最强，其次为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再次为用地开发职

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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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55个片区职住平衡率、面积与高峰通勤量占比的回归分析结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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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55个片区职住平衡率、面积与高峰通勤量占比的回归分析结果 （二）

3.4 关联模型建立

通过前述实证研究的结果分析，发现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指标与通勤出行的相关性最强。采用从业

人口内部就业率作为职住平衡率的代表性指标，建立职住平衡率与通勤出行特征之间的关联模型，并进

行分析。

对于给定片区，由前述回归关系得到片区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和片区通勤出行各特征指标之间的关

系如下：

Tc=15.617*
ρi㊣

㊣

㊣

㊣area

-0.187

（4）

Dc=2.1608*
ρi㊣

㊣

㊣

㊣area

-0.264

（5）

fc=0.8272*ρ
1.1493

i *area-
0.1493 （6）

  其中，Tc为片区平均通勤时耗，Dc为片区平均通勤距离，fc为片区通勤出行高峰小时占比，ρi为

片区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area为片区面积 （单位km2）。

3.5 规律分析

基于建立的关联模型，计算得到广州市不同面积的组团在不同的职住平衡率 （用从业人口内部就业

率表征）下的通勤出行时耗、距离和高峰占比。如表1所示。

表1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平均通勤时耗对应表

平均通勤时耗 （min）
职住平衡率

30% 40% 50% 60% 70% 80%

片区面积 （km2）

50 40.7 38.5 36.9 35.7 34.7 33.8

100 46.3 43.9 42.1 40.7 39.5 38.5

200 52.7 49.9 47.9 46.3 45.0 43.9

300 56.8 53.9 51.7 49.9 48.5 47.3

400 60.0 56.8 54.5 52.7 51.2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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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平均通勤时耗对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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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结果显示，提高职住平衡率能够较为显著地降低片区的平均通勤时耗。以100km2规模的片区

为例，职住平衡率由30%提升至50%时，平均通勤时间由46.3分钟下降至42.1分钟，降幅9.1%，职

住平衡率由50%提升至70%时，通勤时间由42.1分钟下降至39.5分钟，降幅6.1%。同时可以看出，

职住平衡率的提升对于平均通勤时耗的下降效应是边际递减的，下降的幅度逐步趋缓。对不同大小的片

区呈现出类似的效应，总体而言，同等职住平衡率的两个片区，片区面积越大的，平均通勤时间越长。

表2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平均通勤距离对应表

平均通勤距离 （km）
职住平衡率

30% 40% 50% 60% 70% 80%

片区面积 （km2）

50 8.3 7.7 7.3 6.9 6.7 6.4

100 10.0 9.3 8.8 8.3 8.0 7.7

200 12.0 11.1 10.5 10.0 9.6 9.3

300 13.4 12.4 11.7 11.1 10.7 10.3

400 14.4 13.4 12.6 12.0 11.5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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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平均通勤距离对应图

表3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通勤高峰小时占比对应表

通勤高峰小时占比
职住平衡率

30% 40% 50% 60% 70% 80%

片区面积 （km2）

50 11.6% 16.1% 20.8% 25.6% 30.6% 35.7%

100 10.4% 14.5% 18.8% 23.1% 27.6% 32.2%

200 9.4% 13.1% 16.9% 20.8% 24.9% 29.0%

300 8.8% 12.3% 15.9% 19.6% 23.4% 27.3%

400 8.5% 11.8% 15.2% 18.8% 22.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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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各规模片区的职住平衡率与通勤高峰小时占比对应图

同样的效应也出现在通勤距离。以100km2规模的片区为例，职住平衡率由30%提升至50%时，

平均通勤距离由10km下降至8.8km，降幅12.6%，职住平衡率由50%提升至70%时，通勤距离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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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下降至8km，降幅8.5%。同样地，职住平衡率的提升对于平均通勤距离的下降效应是边际递减的。

通勤高峰小时占比则随着职住平衡率的提高而增加，主要原因在于上下班时间相对固定的情况下，

某一群体的平均通勤时耗越小，则该群体的出发时间越集中，相应地出行者通勤出行叠加的比例越大，

因此通勤高峰占比越高，反之平均通勤时耗越长，则该群体的出发时间越分散，通勤出行叠加的比例越

小，因此高峰占比越小。以100km2规模的片区为例，职住平衡率由30%提升至50%时，通勤高峰占

比由10.4%提高至18.8%，增加8.4个百分点，职住平衡率由50%提升至70%时，通勤高峰占比进一

步增加至27.6%，增加8.9个百分点。

进一步统计分析不同规模的片区职住平衡率提升带来的通勤出行特征变化幅度，得到如下表所示。

可以看到，随着片区规模的增大，职住平衡率提升带来的通勤出行时耗降低、通勤距离降低幅度也随之

增大，而带来的通勤高峰小时占比的提高幅度则是收窄的。例如对50km2规模的片区而言，职住平衡

率每提升10个百分点对应的通勤时耗下降1.36分钟、通勤距离下降0.38km，通勤高峰小时占比提高

4.8个百分点，对400km2规模的片区而言，相应的变化幅度则分别是下降2.01分钟、下降0.66km、

提高3.5个百分点。

表4 各规模片区职住平衡率每提升10个百分点引起的通勤出行特征变化

职住平衡率每提升10个百分点引起的通勤出行特征变化

平均通勤时耗变化

（单位：分钟）

平均通勤距离变化

（单位：km）

通勤高峰小时占比变化

（单位：百分点）

片区面积 （km2）

50 -1.36 -0.38 +4.8

100 -1.55 -0.46 +4.4

200 -1.77 -0.55 +3.9

300 -1.90 -0.61 +3.7

400 -2.01 -0.66 +3.5

4 结语

通过以广州市为例对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出行特征的关联规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了三类职住平

衡率指标与通勤出行时耗、通勤出行距离和通勤高峰占比均呈现较为显著的相关性，且对于不同规模的

片区，职住平衡率提高带来的通勤出行特征变化程度不同。

从3类职住平衡率指标与通勤出行特征的关联性来看，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指标与通勤出行的相关

性最强，岗位人口比次之，用地开发职住比关联性最弱。因此，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宜采用从业人口内

部就业率作为职住平衡率的表征。于此同时，从城市规划工作实践的角度来看，三类指标在管控性和可

预测性则正好相反，即从业人口内部就业率最难管控和预测，因为人口和岗位的双向选择不仅受规划供

给影响，还受房价、租金、交通可达性等市场因素影响；而岗位人口比相对容易管控，但由于人均居住/

岗位面积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要精确预测也不容易；用地开发职住比则相对容易预测，可通过总体规

划和详细规划等手段进行规划管控。

从职住平衡率和片区面积对通勤出行特征的影响来看，职住平衡率与通勤出行时耗、通勤出行距离

呈现负相关关系，与通勤高峰占比呈现正相关关系。而片区面积则与通勤出行时耗、通勤出行距离呈现

正相关关系，与通勤高峰占比呈现负相关关系。且随着片区规模的增大，职住平衡率提升带来的通勤出

行时耗降低、通勤距离降低幅度也随之增大，而带来的通勤高峰小时占比的提高幅度则是收窄的。从广

州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对于50km2大小的片区而言，职住平衡率每提升10%，片区平均通勤时耗下

降1.36分钟，平均通勤距离下降0.38km，通勤高峰小时占比则提高4.8个百分点；而对于400km2大

小的片区，相应的变化幅度分别是下降2.01分钟、下降0.66公里以及提高3.5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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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元Iogistic回归模型的摩托车需求估算

彭亚成 佘文晟 林 龙

【摘要】 摩托车限牌与限行政策已经在全国约200个城市实行，但是部分限摩区居民由于周边公共交通欠发达、道路通

行条件较差等因素存在一定的使用需求。为制定合理的摩托车管理政策需要对使用需求进行估算，本文以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为基础，通过设计调查问卷得到居民使用摩托车出行的基础数据，利用SPSS19.0标定回归模型关键参数，确

定居民是否选用摩托车出行的影响因素，判定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获得摩托车出行的效用函数，将非集计结

果集计化确定不同人群的出行概率，并结合各辖区人口数量估算出需求总量。需求估算结果显示在部分地区存在摩托车

使用需求，可以考虑对摩托车管理政策作出适当调整。

【关键词】 摩托车管理政策；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影响因素；需求估算

0 引言

摩托车由于价格经济实惠、驾驶方便、机动性强等特点在公共交通欠发达的区域被广泛使用，是居

民出行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但是摩托车在方便市民出行的同时也对道路交通运作、交通安全造成了较

大的负面影响[1]。由于安全系数低、驾驶者安全意识较差摩托车易诱发交通事故，以广州市为例，2019

年全市摩托车保有量仅占机动车保有量的2.5%，但是涉及摩托车的交通事故宗数却占全市比例的

43%。为了避免驾驶摩托车引发的交通事故与秩序混乱，全国接近有200个城市采取了摩托车限牌或限

行政策[2]。对摩托的严格管理有效的缓解了因摩托车导致的交通问题，但是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果。

例如部分地区摩托车政策采用 “一刀切”的方法，未充分考虑到无可替代工具的居民出行需求，部分居

民被迫采用无牌或假套牌摩托车出行，导致交通管理更加困难，为精准制定摩托车限牌与限行政策，需

要了解居民使用摩托车出行需求。

本文拟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估算摩托车使用需求，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最初用于医药统计

学、计量经济学等学科，随后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该模型的因变量为二元选项 （有或无，发生或不

发生），协变量为可能影响二元选项的一系列因素，利用SPSS、SAS、Statistica等数理统计软件对数

据进行分析后能较好地筛选出对因变量有统计学意义的协变量并估计在不同因素组合下发生该事件的可

能性[3]。以该回归模型为基础通过设计问卷，对被调查者的摩托车使用意向进行分析能够获得影响摩托

车使用的关键因素并得到相应模型参数，进一步结合基础人口数据估算出需求总量。

全文的结构如下：在第一节主要介绍问卷调查的内容，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被调查者的基本

特征；第二节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得到摩托车出行影响因素，

并对各项参数进行解释；第三节根据得到的回归系数确定效用函数方程，将非集计结果集计化确定不同

人口属性有摩托车使用需求的概率，结合人口基数对摩托车出行需求总量进行估算，最后一节对摩托车

管理政策给出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1 摩托车使用问卷调查

1.1 因素分类与指标选取

本文以是否有摩托车出行需求作为因变量，无出行需求用Y=0表示，有出行需求用Y=1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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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协变量的选取，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初步选定影响居民出行是否使用摩托车的3大类因素，

即个人与家庭特征、出行特征与周边交通特征，在此基础上细化出9小类因素供被调查者选择，具体因

素如表1所示。

表1 影响居民出行是否选择摩托车的因素

类别 具体因素

个人与家庭特征 性别、户籍、常住区、年龄、职业、收入

出行特征 出行距离

周边交通特征 500m内是否有常规公交、500m内是否有轨道交通

  根据上文确定的影响因素设计问卷，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广州市花都区常住居民。花都区位于广州

市西北部，下辖4个街道6个镇，目前已经停止摩托车注册登记业务但未对摩托车限行。将制作的问卷

以二维码的形式发放给居民填写，最终回收11840份问卷，其中11579份问卷有效，合格率为97.8%。

回收问卷涵盖影响因素的各个层次的选项，具有良好的随机性与有效性，能够较为全面反映出居民出行

是否选择摩托车及相应影响因素。

1.2 调查结果的描述性分析

1.2.1 个人与家庭特征

被调查者中性别方面：男性比例与女性比例分别为55.7%、42.3%；户籍方面：以本地城镇居多，

占总样本量的39.9%；常住区域方面：各街镇分布较均匀，花东镇、新雅街道、新华街道占比较多；

年龄方面：受访者的年龄主要分布在25～45岁之间，占总样本量的68%；职业分布主要为农民与公司

职员，占比分别为28.3%与24.5%；家庭月收入方面：平均月收入在2500～5000元的人群占受访者比

例的43.7%，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个人与家庭特征调查结果统计

属性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6676 57.7%

女 4903 42.3%

户籍

本地城镇 4552 39.3%

本地农村 3420 29.5%

外来人口 3607 31.2%

常住区

花城街道 1009 8.7%

新华街道 1435 12.4%

新雅街道 1664 14.4%

秀全街道 840 7.3%

狮岭镇 1211 10.5%

炭步镇 1175 10.1%

花山镇 722 6.2%

赤坭镇 467 4.0%

梯面镇 1149 9.9%

花东镇 1907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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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属性 分类 频数 百分比

年龄

18～25岁 1114 9.6%

25～35岁 3053 26.4%

35～45岁 4813 41.6%

45～55岁 2013 17.4%

＞55岁 586 5.1%

职业

农民 3278 28.3%

工人 1802 15.6%

个体经营 1799 15.5%

机关单位 1309 11.3%

公司职员 2832 24.5%

其他 558 4.8%

月收入 （元）

2500＜ 4223 36.5%

2500～5000 5056 43.7%

5000～10000 1712 14.8%

＞10000 588 5.1%

1.2.2 出行特征

出行距离上主要集中在2～5km，占总样本的34.9%，说明居民出行以中短距离为主；2km以内的

出行占比21.8%，5～10km的出行占比27.6%，10km以上的出行占比15.7%。

1.2.3 周边交通特征

周边交通特征中，居住500m范围内无常规公交的样本占总样本的44.1%，有公交线路的样本占比

55.9%；居住500m范围内无轨道交通的样本占总样本的85.4%，有轨道交通的占比14.6%。区域常

规公交覆盖率较高，而常规公交覆盖率偏低。

2 二元Iogistic回归分析

2.1 二元logistic模型建立

出行者出行方式的选择总是倾向于选择效用最大的方式。根据现有的研究，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

作为一种非集计模型，通过引入可能影响出行者行为的因素，能够较为准确的分析出行选择的有效特征

变量[4]。

对于任意个体n，其出行选择集合包含选项i和选项j两种出行方式，对应的效用方程为
[5]：

Uin =Vin+εin；Ujn =Vjn+εjn （1）

式中：Vin与Vjn是选项i与j效用方程的确定项；εin与εjn是选项i与j效用方程的随机项，服从Gumbel

分布。

效用方程确定项与对应影响因素一般采用线性方式表示：

Vin =θ′Xin =∑
K

k=1

θkXink （2）

式中：θ′为参数向量；Xin为特征向量；K为特征变量的个数；θk为第k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Xink为

出行个体n选择出行选项i的第k个特征变量。

而个体n选择i出行会在Uin＞Ujn时发生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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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i|Ω）=PrUin ＞Ujn，∀i∈[ ]Ω （3）

式中：Ω为选项集合，求解上述不等式求得在给定特征向量下个体选择i的概率为：

PΩ（i）=
1

1+eθ0+∑
K

k=1
θkXik

（4）

式中除θ0表示回归截距外，其余参数与上述参数表达意义相同。参数θk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估算，并

进行检验最终实现参数标定。结合实际情况，整理调查数据得到相应参数及取值如表3所示：

表3 特征变量参数统计表

特征变量 编号 参数 取值

性别
男 参考变量

女 x1 θ1 1，其他0

户籍

本地城镇 参考变量

本地农村 x2 θ2 1，其他0

外来人口 x3 θ3 1，其他0

常住区

花城街道 参考变量

新华街道 x4 θ4 1，其他0

新雅街道 x5 θ5 1，其他0

秀全街道 x6 θ6 1，其他0

狮岭镇 x7 θ7 1，其他0

炭步镇 x8 θ8 1，其他0

花山镇 x9 θ9 1，其他0

赤坭镇 x10 θ10 1，其他0

梯面镇 x11 θ11 1，其他0

花东镇 x12 θ12 1，其他0

年龄

18～25岁 参考变量

25～35岁 x13 θ13 1，其他0

35～45岁 x14 θ14 1，其他0

45～55岁 x15 θ15 1，其他0

＞55岁 x16 θ16 1，其他0

职业

农民 参考变量

工人 x17 θ17 1，其他0

个体经营 x18 θ18 1，其他0

机关单位 x19 θ19 1，其他0

公司职员 x20 θ20 1，其他0

其他 x21 θ21 1，其他0

月收入 （元）

2500＜ 参考变量

2500～5000 x22 θ22 1，其他0

5000～10000 x23 θ23 1，其他0

＞10000 x24 θ24 1，其他0

出行距离 （km）

＜2 参考变量

2～5 x25 θ25 1，其他0

5～10 x26 θ26 1，其他0

＞10 x27 θ27 1，其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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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特征变量 编号 参数 取值

常规公交
无 参考变量

有 x28 θ28 1，其他0

轨道交通
无 参考变量

有 x29 θ29 1，其他0

2.2 模型参数标定与结果分析

根据上节对二元logistic模型的介绍，结合影响居民出行的特征变量，利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

回归分析。主要利用SPSS对模型进行参数标定，剔除统计学意义上不显著的特征变量，确定方式选择

概率模型的回归参数，得到不同特征变量下居民选择摩托车出行的概率。将数据导入SPSS19.0，得到

各参数的标定结果如表4所示。表的第一列为特征变量，其余各列分别为相关系数B（θ）、标准差S.E、

Wald值、自由度、Wald统计检验显著性值 （Sig.）与比值比，其中相关系数B（θ）、显著性值Sig.与

比值比为较为重要的参数。

表4 模型参数标定

特征变量 B S.E Wald df Sig. Exp（B）

性别 （1） -.873 .078 124.166 1 .000 .418

户籍 78.105 2 .000

户籍 （1） .406 .127 10.262 1 .001 1.501

户籍 （2） -.872 .101 75.058 1 .000 .418

常住区 131.955 9 .000

常住区 （1） .182 .224 1.585 1 .008 1.199

常住区 （2） .193 .215 3.334 1 .008 1.213

常住区 （3） .042 .280 .023 1 .010 1.043

常住区 （4） .458 .226 4.133 1 .042 1.582

常住区 （5） .568 .302 3.526 1 .040 1.764

常住区 （6） .879 .219 16.088 1 .000 2.409

常住区 （7） .843 .237 3.498 1 .041 2.324

常住区 （8） 1.678 .263 40.666 1 .000 5.356

常住区 （9） 1.326 .202 43.261 1 .000 3.767

年龄 8.563 4 .073

年龄 （1） -.216 .167 1.671 1 .196 .806

年龄 （2） -.347 .166 4.386 1 .036 .707

年龄 （3） -.393 .175 5.061 1 .024 .675

年龄 （4） -.462 .202 5.227 1 .022 .630

职业 50.918 5 .000

职业 （1） .005 .109 .002 1 .006 1.005

职业 （2） -.526 .133 15.774 1 .000 .591

职业 （3） -.689 .158 19.032 1 .000 .502

职业 （4） -.403 .107 14.265 1 .000 .669

职业 （5） -.467 .095 24.011 1 .000 .627

收入 11.331 3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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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特征变量 B S.E Wald df Sig. Exp（B）

收入 （1） -.076 .077 .975 1 .323 .927

收入 （2） -.355 .114 9.675 1 .002 .701

收入 （3） -.325 .181 3.206 1 .073 .723

出行距离 21.492 3 .084

出行距离 （1） -.403 .102 1.804 1 .230 .668

出行距离 （2） .046 .063 8.804 1 .101 1.047

出行距离 （3） -.169 .000 3.622 1 .019 .845

常规公交 （1） -.395 .087 11.698 1 .000 .674

轨道交通 （1） -.899 .140 4.257 1 .000 .407

常量 -1.417 .260 29.760 1 .000 .242

  从表4可以看出对居民是否有摩托车出行需求的影响因素有性别、户籍、常住区 （街镇）、职业、

周边是否有常规公交及轨道交通 （显著性值Sig.小于0.05的特征变量），对应解释如下：

（1）性别方面，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女性有摩托车出行需求的概率为男性的0.418倍；

户籍方面，本地农村人口有摩托车出行需求的概率为本地城镇人口的1.501倍，外地人口为本地城镇人

口的0.418倍。

（2）常住区 （街镇）方面，参考变量为花城街道，在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新雅街道、秀全

街道、狮岭镇、炭步镇、炭步镇有摩托车出行的概率为花城街道的1～2倍，花山镇、赤坭镇、梯面镇

与花东镇为花城街道的2倍以上，其中梯面镇的概率最高为5.356倍。

（3）职业方面，工人与农民采用摩托车出行的概率较为接近；其他职业如机关单位、公司职员等为

农民使用摩托车出行的0.5～0.7倍。

（4）周边交通方面，500m范围内有常规公交采用摩托车出行为无常规公交的0.674倍；500m范

围内有轨道交通采用摩托车出行为无轨道交通的0.407倍。

本文采用Hosmer和Lemeshow检验对模型进行拟合优度检验，显著性水平为0.104（大于0.05）

说明统计结果不显著，不能拒绝零假设，该模型对结果拟合较好。伪R2值主要为区别于线性回归中的

R2值，其值大小无明显意义，但正确百分比表示模型预测结果与实际结果的一致的比例，本次模型正

确百分比为85.7%，说明预测的精度较好。对应具体的参数值如表5所示。

表5 模型检验系数表

Hosmer和Lemeshow检验 伪R2检验

卡方 df Sig. Cox＆SnellR2 NagelkerkeR
2 正确百分比

13.233 8 .104 .092 .166 85.7

3 使用需求估算

3.1 摩托车出行效用函数

将公式 （4）进行转换，得到摩托车效用函数公式 （5），式中各参数意义均相同
[6]：

ln
PΩ（i）

1-PΩ（i（ ））=θ0+∑
K

k=1

θkXik （5）

  结合式5与表4可以得到广州市花都区居民使用摩托车出行的效用函数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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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
P1
1-P（ ）

1
=-1.417-0.873x1+0.406x2+…-0.395x28-0.899x29 （6）

式中：P1为个体使用摩托车出行的概率，x1～x29为特征变量 （不含 Wald统计检验显著性值大于0.05

的特征变量）。通过该公式能得到确定属性 （性别、户籍、常住区、职业、周边是否有公交、周边是否

有轨道）下的个体采用摩托车出行概率。

3.2 非集计结果集计化

二元logistic模型本质上是非集计模型，公式 （6）求得的是单个出行者使用摩托车出行概率，为

估算区域整体摩托车出行需求需要将非集计模型集计化[7]。本文按照常住区分类将区域内人口进行分为

10类，分别为花城、新华街、新雅街、秀全街、狮岭镇、炭步镇、花山镇、赤坭镇、梯面镇与花东镇，

结合公安局户政支队提供的人口属性表获得不同街镇的人口数量。在此基础上，结合各街镇人口选择摩

托车出行概率的均值分别计算出行需求，最后将所有需求相加求得最终的摩托车使用需求：

N=∑
10

i=1

（Ni·P1i） （7）

式中：Ni为各街镇人口数量，P1i为各街镇人口使用摩托车概率出行的平均值。

最终得到各街镇摩托车需求如下所示，其中秀全街道摩托车使用概率最小为0.014，梯面镇使用概

率最大为0.121；使用需求梯面镇道最小为1546人，狮岭镇最大为14543人，全区总需求约

为66923人。

表6 各街镇摩托车使用需求表 （单位：人）

辖区 花城街 新华街 新雅街 秀全街 狮岭镇 炭步镇 花山镇 赤坭镇 梯面镇 花东镇

人口 144711 366667 132970 144775 299867 81677 130241 64542 12737 175278

概率 0.025 0.025 0.042 0.014 0.048 0.045 0.067 0.052 0.121 0.083

需求 3689 9248 5636 2060 14543 3663 8681 3348 1546 14507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获得被访者的特征属性，结合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确定影响居民采用摩托车出

行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通过Hosmer和Lemeshow检验，说明模型拟合情况较好。模型参数显示性

别、户籍、常住区等因素会影响居民是否使用摩托车出行，其中女性使用摩托车出行概率为男性的

0.418倍；本地农村人口使用摩托车出行概率为本地城镇人口的1.501倍，外地人口使用摩托车出行概

率为本地城镇人口的0.418倍；梯面镇使用摩托车出行概率为花城街道的5.356倍。在得到效用函数的

基础上，通过将非集计模型集计化，计算区域约有66923人有摩托车出行需求，其中梯面镇道需求最小

为1546人，狮岭镇需求最大为14543人。估算结果显示辖区内仍然有一定的摩托车出行需求，而现在

实行的摩托车管理政策为禁止摩托车注册登记业务，因此可以考虑恢复被盗窃摩托车上牌、主动注销报

废摩托车可上牌、开通微循环公交、农村农作物货运集约化等政策解决摩托车出行需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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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卡口数据的机动车出行分析及应用研究

郑淑鉴

【摘要】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收集大样本综合信息能力的交通信息设备被广泛应用，其中交通卡口设备包含

了大量的检测数据，通过构建一套系统科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辅助交通管理决策。基于交通卡口设备，提出卡口数据的基

本处理方法，从三个方面提出一套宏观的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重点根据外市籍车的出行特性研究其分类方

法，最后通过案例说明指标体系能有效发现城市中机动车的出行特征规律，能定量化辅助交通管理措施的制定。

【关键词】 信息技术；卡口数据；机动车出行特征；外市籍车

0 引言

随着城市的经济不断发展，机动车保有量逐年增加，城市交通状况日益恶化。掌握城市交通中机动

车的出行特征，成为交通管理者必须掌握的关键信息；交通管理者通过分析机动车出行特征可以辅助制

定交通管理措施，实现精细化交通管理的目的。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有着收集大样本综合信息能力

的交通电子设备被广泛应用，其中高清卡口设备在各大城市中应用较多；卡口被安装在城市的主要道路

中，包括高快速路、主次干道等，检测数据包括了经过的车辆信息、时间、地点等，数据有着多维度、

大样本和高可靠性等特征，可作为城市交通研究的数据基础。

1 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基于信息技术已开展了一些卡口数据的研究。其中Tam、Fex分别基于车牌识别数据提

出了路段行程时间的估计方法[1-2]，柴华骏、Nantes、付凤杰等利用车牌识别数据研究了车辆在道路上

的旅行时间的可靠性及分布问题[3-5]，江迎基于长沙市的车牌识别数据分析出长沙市区路网的外地车辆

分布和构成、反映出外地车在城市中的交通运行状态[6]，姜桂艳、刘聪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基于卡口车牌

识别数据判别交通状态的方法[7-8]，张云云基于Hadoop技术分析卡口数据在交通上的应用
[9]，龚越基

于车牌识别数据提出了一套识别通勤车辆以及分析车辆轨迹的的方法[10]，王蓓论证了卡口数据分析在

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对城市交通规划、交通建设和交通管理的作用和重要性[11]，杨帅面向深圳市高

快速路网中的卡口数据提出了一种基于Apriori算法的通勤车辆识别方法
[12]，周韬基于快速路卡口数据

提出了一种车辆出行OD路径的计算模型
[13]。目前已有基于卡口数据分析机动车出行特征的研究，但

却未提出完整的机动车分析特征指标体系，对机动车的分析未全面、客观和科学，且针对外地车对城市

的交通影响也没有深入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卡口数据提出一套系统的机动车 （含本市籍车和外市籍

车，以下分别简称 “本地车”和 “外地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且重点分析外地车的特征属性，

并举例说明研究成果在实际交通管理中的应用。

2 卡口数据概况及数据处理

2.1 卡口数据概况

交通卡口的数据一般包括两个数据表，其中一个为实时检测的过车记录表，一个为静态的卡口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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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表。

（1）过车记录表

过车记录表一般包括检测到的车辆车牌、车牌颜色、卡口点位编号、检测时间、检测方向等信息，

部分城市能精确到检测的车道编号等信息。该数据表为动态更新表，一般随着检测车辆数的增加而不断

增加，数据量较大。

（2）卡口点位信息表

点位信息表主要记录卡口点位的编号、名称、经纬度信息等，该表为静态表，需要时才进行更新。

2.2 卡口数据处理

卡口因设备老化、车牌污损、恶劣天气等各种原因影响，过车数据存在噪声数据、遗漏数据和前后

不一致数据等，故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以提高数据质量，数据处理的主要方法为[7]：

（1）数据清洗。根据噪声数据产生的原因以及存在的形式，利用一定的方法和技术对噪声数据进行

清洗，并将其转换为满足分析精度要求的可用数据，从而提高基础数据质量；车牌识别数据的主要问题

是缺位、车牌号异常、车牌位数不正确、未识别等。

（2）数据集成。将消除冗余数据后，将数据按照一定的方式进行整理，并将所有数据统一存储在数

据库、数据仓库或文件中，形成一个完整的数据集。

（3）数据转换。主要对数据进行规格化操作，如将数据值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

（4）数据规约。把那些不能够刻画系统关键特征的属性剔除掉，从而得到精练的并能充分描述被挖

掘对象的属性集合。

3 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研究

3.1 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

如上所述，基于卡口数据能够识别车辆的基本信息、经过的卡口位置及时间等，其中通过车牌可以

判断车辆是否为本地车或者外地车，为蓝牌车、黄牌车等等，通过深度挖掘这些数据信息可以构建一套

完整的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以从宏观上分析城市的机动车出行特征。

在宏观上，可以从车辆的出行强度、出行频率和出行结构等三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分析城市的机动

车出行特征，具体指标如下。

3.1.1 出行强度指标

机动车出行强度指标体现的是城市路网中承载的机动车数量以及对道路的使用强度等，主要的指标

包括了出行车辆数、出行车次数、日均出行量等。

（1）出行车辆数

出行车辆数是指在城市道路网中出现的车辆数，其将被多个卡口重复检测的同一个车牌进行了去

重，一般以小时、天或者月为统计间隔对车辆进行去重处理，对应反映的是不同统计间隔出现的车辆

数。该指标能掌握道路网络中的在网车辆数，但却无法反映道路的实际负载。

（2）出行车次数

出行车次数是将道路网中所有的卡口检测过车数进行汇总加和，与出行车辆数不同的是，该指标能

间隔反映车辆的行驶里程，车辆行驶里程越多、被卡口检测的次数越多、出行车次数指标越大，对交通

的影响也就越大，故该指标能一定程度上反映道路的实际负载，但当卡口分布很密集时，该指标将多次

记录同一辆车，指标数据将明显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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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结构指标

出行强度指标

出行频率指标机动车出行特征分
析指标体系

出行车辆数

不同车辆类型交通
出行占比

本地车/外地车交通
出行占比

日均出行次数

出行天数

日均出行量

出行车次数

黄牌车辆出行占比

本地车出行车辆
占比

外地车出行车辆
占比

本地车出行量占比

外地车出行量占比

蓝牌车辆出行占比

图1 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

（3）日均出行量

为了避免上述两个指标的缺隙，提出了日均出行量指标，该指标以某一时间间隔为单位 （一般以一

次出行时间为间隔，如1小时），统计每个时间间隔里被卡口拍到的出行车辆数，同一时间间隔内被不

同卡口抓拍到多次仅算一次出行。该指标避免同一车辆被卡口多次检测时的重复计数、又避免了同一车

辆出行多次的去重计数，能更加真实地反映道路的实际负载，但受统计间隔的影响，该指标仍有一定的

误差。

上述三个指标各有优缺点、侧重反映的情况也有所不同，综合三个指标能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机

动车的出行强度情况。

3.1.2 出行频率指标

机动车出行频率指标体现的是车辆的使用频率，车辆使用频率越高、对交通的影响也就越大，包括

了出行天数、日均出行次数两个指标。

（1）出行天数

出行天数一般以周、月或者年为统计间隔，分析车辆在统计时间里出现的天数，反映了车辆统计间

隔里的出行频率。

（2）日均出行次数

日均出行次数是指车辆在一天当中的出行次数，可由日均出行量和日均出行车辆数计算得到，计算

公式如下：

TC=
TQ
TV

（1）

式中：TC表示全部车辆的日均出行次数，TQ表示日均出行量，TC表示日均出行车辆数。

3.1.3 出行结构指标

出行结构指标指的是道路网络中的车辆组成，从来源地分析，可以分为本地车和外地车，外地车可

以再细分为本省市车、外省市车等；从车辆的类型分析，可以分为蓝牌车、黄牌车、绿牌车、特殊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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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结合交通管理的需求，可以分析本地车或者外地车的交通出行占比、不同车辆类型的交通出行占比

两个指标。

（1）本地车/外地车交通出行占比

根据不同的衡量指标，本地车/外地车交通出行占比可以分为出行车辆占比、出行量占比，具体计

算方法如下：

KV本 =
TV本

TV本+TV外

（2）

KV外 =
TV外

TV本+TV外

（3）

KQ本 =
TQ本

TQ本+TQ外

（4）

KQ外 =
TQ外

TQ本+TQ外

（5）

式中，KV本、KV外 分别表示本地车和外地车的出行车辆占比，TV本、TV外 分别表示本地车和外地车

的出行车辆数；KQ本、KQ外 分别表示本地车和外地车的出行量占比，TQ本、TQ外 分别表示本地车和

外地车的出行量。

（2）不同车辆类型交通出行占比

一般以出行车辆数来衡量不同车辆类型的交通出行占比，主要的计算指标可以有：

KV蓝 =
TV蓝

TV全

（6）

KV黄 =
TV黄

TV全

（7）

式中，KV蓝、KV黄 分别表示蓝牌车和黄牌车的出行车辆占比，蓝牌车一般指小客车、小货车等车辆类

型，黄牌车一般指大客车以及中型以上的货车等车辆类型；TV蓝、TV黄 分别表示蓝牌车和黄牌车的出

行车辆数，TV全 表示全部的出行车辆数。

3.2 外地车出行特征分类研究

在城市中，一般是以本地牌照车辆为主，但像北京、上海、贵阳、天津、杭州、深圳、广州等城市

实施了中小客车总量调控政策，中小客车上牌需要通过摇号或者竞价的方式，限制了中小客车上牌的自

由度，为规避政策限制，有部分居民会选择上外市籍牌照而在本地使用的情况，这也使得这些城市的外

地车辆占有一定的比例。对于交通管理部门而言，这些外地车辆是必须重点关注及管控的对象，需要通

过卡口数据对这些车辆的出行特征进行分析。

通过上述的机动车出行特征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分析出外地车辆的交通出行特征，但外地车作为

中小客车管控城市的特殊群体，需要单独地作为分析。在城市中运作的外地车，总体上可以分为

三大类：

① 过境车辆：指借道经过城市的车辆，该类车辆一般只在某天出现过、前后没有出行记录，具有

偶发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征，对城市交通的影响小；

② 短期到访车辆：指临时到城市办事、探亲等的车辆，该类车辆对城市交通影响小，具有临时性、

偶发性和不可预见性等特征；

③ 长期使用车辆：指长期在城市使用的车辆，该类车辆出行频率高、对交通的影响大，具有一定

的规律性，是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一般而言，可以使用车辆的出行天数、出行车次数、日均出行量等三个指标来具体判定外地车的使

用类型，如出行天数多、出行车次数和日均出行量多的车辆为长期使用车辆，出行天数少、出行车次数

不多等的为短期到访车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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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外地车出行分类研究

4 应用研究

以某市的卡口数据为例，结合上述的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关键指标分析外地车的出行特征：

① 外地车出行车辆数多

该市近年来外地车月均出行车辆数从450.57万辆增长到620.66万辆，增加37.7%，外地车出行

车辆数持续增加，加重了道路的交通承载压力。

② 外地车出行占比高

工作日外地车全天的出行量占比平均为29.3%，其中出行占比低峰出现在7时至8时、占比为

21.3%，出行高峰出现在19时至20时、占比为32.8%。非工作日上外地车平均占比为30.3%，略高

于工作日的情况。总的来看，外地车的出行占比较高，对交通的影响大。

10%

15%

20%

25%

30%

35%

4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外
地
车
占
比
（%
）

时间
工作日 非工作日

图3 外地车出行量占比时间分布图

③ 长期使用的外地车辆多

结合外地车的运行特性，可以分析出长期在该市使用的外地车辆从2015年的22.94万辆增长至

2017年的47.8万辆，增幅达108.4%。

从全天来看，长期使用的外地车总量约占外地车总量的64.3%，长期使用外地车是中心城区主要

的出行外地车。

进一步，分析这些长期使用外地车的出行天数，可以看出这些车辆月平均出行天数为14.02天，出

行天数在7天的车辆最多，月出行天数在10天及以上的车辆占65.75%。总体上看，长期使用的外地

车月出行频率较高，对交通的影响较大。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外地车的出行车辆逐渐增加，对该市的交通造成较大的影响，其中以长期使

用的外地车对交通的影响最大，需要重点研究管控措施限制长期使用的外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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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长期使用的外地车月出行天数分布图

5 结论

随着城市智能交通设备的不断完善，交通卡口设施的布设越来越多。交通卡口的检测数据包含了大

量的交通信息，如经过的车辆信息、时间、地点等，数据有着多维度、大样本和高可靠性等特征，可作

为城市交通研究的数据基础。本文基于城市的交通卡口设备，从出行强度、出行频率、出行结构三个方

面提出一套宏观的机动车出行特征分析指标体系，重点针对机动车中的外地车根据其出行特性研究了其

分类方法，最后通过案例说明指标体系能有效发现城市中机动车的出行特征规律，能定量化辅助交通管

理措施的制定。目前各大城市中基本有卡口数据，本研究的成果可以推广应用于各大城市，用于辅助交

通管理者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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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数据的交通承载力计算

彭亚成 郑淑鉴 胡少鹏 徐容容

【摘要】 传统的交通承载力计算方法存在着模型参数难以标定、求解较为困难等不足，提出一种利用城市交通多源数

据计算交通承载力的方法。通过SQLServer+Python获取车辆运行速度、路段与路口流量等基础数据，采用历史数据

法与箱型图法等方法对缺失与异常数据进行清洗，获得符合要求的交通流数据。利用Kmeans++聚类算法克服传统聚

类算法中心选取的随机性问题，对道路处于畅通、缓行与拥堵不同的运行状态进行识别。将路段处于拥堵状态时的在驶

车辆数定义为该路段的最大承载力，结合交通流理论与路段长度获得单条路段承载力在此基础上获得整个片区交通承载

力。最后本文以广州市中心城区越秀区为例，对算法进行全面的说明。

【关键词】 交通承载力；多源数据；Kmeans++聚类；交通流理论

0 引言

承载力最初源自于工程力学，其物理学定义是构件在不发生变形时所能承受的最大内力。随后由于

其适用性、直观性与形象性，承载力的概念被不断延伸与拓展，被用于生态环境学、经济学与道路工程

学等一系列学科。在现有的研究中对交通承载力并没有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依据研究的侧重点从人

口、环境等不同角度对城市交通承载力进行了定义。陈昊[1]将道路网交通承载力定义为一定时间内，在

符合城市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前提下，城市道路网满足一定交通服务水平和环境等级要求时

所能承载的最大机动车标准车次。詹歆晔、郁亚娟等[2]指出城市交通承载力是城市交通系统在可供利用

资源和环境达标的前提下所能支持的最大交通活动 （交通工具数量或交通运输能力）。齐喆与张贵祥[3]

定义交通综合承载力为交通系统在满足居民出行需求的基础上，在区域交通资源、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和

公共服务以及资源环境约束下，正常发挥功能和健康发展的支撑能力。虽然表述的方式有所差异，但以

往研究表达的内涵基本类似，即交通承载力为城市交通系统的阈值，当道路行驶的车辆超过这一阈值交

通系统的功能与运作将会恶化，对城市生态造成较大影响。基于此本论文定义交通承载力为在规定的时

空区域内，在现有路网属性、交通方式、交通资源与管理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保证城市道路不发生拥堵

时的道路网所能够容纳的最大标准车辆数。

目前对于承载力估算方法的研究较少，在已有研究中马尚[4]提出了时空资源消散法，该方法认为道

路整体的时空资源总量相对固定，每个个体出行会占用一定的时空资源，通过资源总量与个体消耗即可

估算出承载量。邓娜、赵永胜[5-6]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时研究时段、拥堵路段、折减系数标定提出改进时

空资源法。吴爱明[7]将公共交通、轨道交通的承担纳入交通承载力，以 “人/h”对承载力进行估算。

侯德劭[8]提出一种双层规划模型确定交通承载力，模型上层以路段车流最大为目标以道路设施容量、尾

气排放等为约束条件，下层为平衡交通流分配问题。

通过对现有研究进行总结发现对目前对交通承载力的估算存在着一定不足，如时空资源消散法所需

要的参数如车头时距、交叉口折减系数、车道综合折减系数难以进行标定。双层规划模型OD矩阵难以

获得、求解过于理论，与实际道路交通运作状况出入较大。基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基于多源交通数据对道

路承载力进行估算的方法，该方法以互联网数据、卡口流量数据为基础，通过聚类分析对交通运行状态

进行判别，获取单条路段下车辆的临界速度与对应流量，结合交通流理论获得单个路段下的车辆承载

力，以此路段承载力为基础求得片区的路网承载力。采用该方法能够克服以往研究中模型参数难以获

得、求解较为困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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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源数据介绍

1.1 互联网+数据

互联网+数据主要通过浮动车获得车辆行驶信息并存储在相应文件中。文件包括路段自由流速度、

行驶时间、路段长度、拥堵指数、拥堵长度、车辆行驶速度、路段名称及方向等信息，通过上述信息可

以获得指定时间区间内任意一条路段的行驶速度。

表1 互联网+数据信息

FREESPEED TIME ID CODELENGTHCONGESTIONTOTALENGTHSPEED NAME DESCRIPTION

53.4139 2019-12-3123：58100073440100 4520 1.2423 17532 42.9946白云大道北

从永平友谊路到

白云大道南-由

北向南

58.2629 2019-12-3123：58 270 440100 4376 1.0452 16336 55.7436 东风东路 由西向东

46.3039 2019-12-3123：58 937 440100 6178 2.6941 22916 17.1875 机场路
从解放北路到联

合东街-由南向北

45.8936 2019-12-3123：58100093440100 6226 1.5524 22736 29.5627 机场路

从联合东街到三

元里大道-由北

向南

47.3476 2019-12-3123：589898440100 515 2.9235 2684 16.1958 机场路 由南向北

1.2 卡口数据

卡口数据包括两部分内容，分别为卡口点位信息表与卡口过车记录表。其中卡口点位信息表记录了卡

口布设点位的详细信息，包括编号、路段名称、经纬度，而卡口过车记录则包含车牌号、车牌颜色、点位

信息、通过时间、转向等信息。通过这两表连接查询可以获得任一时间区间内通过某一路段断面的流量。

表2 数据库中卡口点位信息

ADDRESSID ADDRESSNAME QU JINDU WEIDU

11001 东风东路烈士陵园路段 越秀区 113.2813806 23.13343056

11002 东风中路越秀桥路段 越秀区 113.2684 23.131544

11003 先烈中路黄花岗剧院路段 越秀区 113.29631 23.138441

11004 东风西路广州医学院路段 越秀区 113.2491306 23.13518889

11005 恒福路恒福中学路段 越秀区 113.28607 23.145657

表3 数据库中卡口过车记录

CARPLATE PLATECOLORTAIL ADDRESSID THROUGHTIME DRIVERDIRECTION

粤A9F0L5 0 18103 2019-12-0100：00：12.0 2

粤A0U0V6 0 17020 2019-12-0100：00：07.0 0

粤AS3501 1 18056 2019-12-0100：00：12.0 3

粤A1LE14 0 17044 2019-12-0100：00：13.0 3

粤AW6Z18 0 16038 2019-12-0100：00：12.0 3

1.3SCATS数据

SCATS区域机以特定的时间间隔收集所有路口机所检测的交通流量，每天组织一个二进制文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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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并上传至中央服务器备份。每个时间间隔内该区域机管辖的所有路口交通流量都汇总成一条记录存

储到该文件中。每条交通流量记录可分为一个时间段和多个流量数据段，时间段长度固定为9个字节。

表4 SCATS基础数据存储方式表

字节 数据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1～2 长度 描述不包含该两字节的记录长度

3～4 路口ID 路口编号，低位在前

5 流量 流量数据的低8位

6 线圈 高5位为线圈编号 流量的高3位

…

n
每个线圈检测的数据占用两字节

2 承载力算法介绍

本论文对道路交通承载力的计算方法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步骤计算：

步骤一：路段匹配。城市道路分为快速路、主干道与次支路，计算不同等级的道路承载力需要采用

不同的数据源。浮动车布设在各等级道路因此通过互联网+数据可以获得地区各等级道路的速度数据；

卡口主要布设在城市快速路、主干道及中心区出入口位置，通过卡口可以获得地区主要干道的流量数

据；SCATS主要布设在部分主干道及次支路的交叉口，通过SCATS可以获得部分干道及次支路的流

量数据。基于此，快速路与主干道承载力主要通过互联网+与卡口数据获得，次支路承载力主要通过互

联网+与SCATS数据获得。

步骤二：数据清洗。获得初始流量-速度数据后需要对数据进行清洗，SQLServer是目前应用广泛

的关系型数据库管理系统，具有使用方便、可伸缩性强的特点而Python由于代码库完善、数据计算功

能强大等优势因此本论文选用SQLServer+Python对数据进行处理。数据处理的方法主要采用以下两

种方法：

1.历史数据法。采用该方法主要对部分时间段交通流量缺失SCATS路段进行修正，利用历史同一

时间段的多个数据取平均值来推算缺损数据，在历史数据相对较多的情况下对缺损数据进行填充。

2.箱形图法。采用该方法主要对流量异常的数据进行剔除，将同一速度区间下对应的流量从小到

大进行排列，获得下四分位数与上四分位数Q3与Q1，定义四分位距IQR=Q3-Q1，若数据大于Q3+

1.5*IQR或小于Q1-1.5IQR则属于异常值，将该数据剔除。

通过采用上述两种方法对数据筛选与清洗即可得到基本符合要求的流量-速度散点图。

步骤三：聚类分析。传统的Kmeans聚类算法聚类存在着聚类簇数难以确定与初始聚类中心随机选

取的缺陷，因此本文采用Kmeans++依照流量与速度对交通状态进行聚类，对应算法如下
[9]：

1.从数据集中随机选取一个样本作为初始聚类中心c1；

2.计算每个样本与当前已有聚类中心之间的最短距离，记为D（x）；接着计算每个样本被选为下一

个聚类中心的概率 D（x）2

∑
x∈X

D（x）2
；按照轮盘法选出一个聚类中心；

3.重复步骤2直到选择出K个聚类中心C={c1，c1，…，ck}；

4.针对数据集中每个样本xi，计算它到K个聚类中心的距离并将其分到距离最小的聚类中心所对

应的类中；

5.针对每个类别ci，重新计算它的聚类中心ci=
1
ci
∑
x∈ci

x

6.重复步骤4～5直到距离中心的位置不再发生变化。

通过上述步骤，根据聚类结果判断路段在畅通、缓行、拥堵与严重拥堵等不同状态下对应的车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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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量。

步骤四：承载力计算。通过步骤三获得的拥堵状态下获得的速度流量，结合交通流理论获得每条路

段的拥堵密度，结合路段长度获得路段的承载力。

CC=
Qmax
Vcri
*L

  其中：CC为路段承载力，单位为pcu；Qmax、Vcri为聚类中心的最大流量值与对应的临界速度，单

位分别是pcu/h与km/h；L为该路段长度，单位为km。

在路段基础上获得片区道路交通承载力：

CCtotal=∑
3

Ω=1
∑
i∈Ω

CC

  其中：CCtotal为片区承载力；Ω表示路段集合，1、2、3分别代表快速路、主干道与次支路集合；i

表示每个路段集合下对应的子路。

通过上述步骤最终得到路段与片区的交通承载力，对应的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

片区承载力

快速路 主干道 次支路

路段匹配

卡口数据 SCATS数据

互联网+数据 数据清洗

聚类分析速度/流量散点图

路段承载力
承载力计算

图1 承载力计算技术路线图

3 案例分析

以广州市越秀区为例，对基于多源数据的交通承载力算法进行实现。越秀区东至广州大道、西至人

民路、南至珠江前航道、北至白云山，面积约为33km2，道路长度共157km，其中快速路12km，主干

路48km，次支路97km。近年来通过不断建设，布有57个卡口、103个SCATS路口。由于地区承载力

的基础为路段承载力，首先以东风中路西东方向为例计算路段承载力。东风中路为片区东西向主干道，

全长约为1.75km，断面形式为双向八车道。

3.1 数据预处理

通过卡口与互联网获得2019年11月1～15日数据，数据统计颗粒度为10min，共计2160个数据

对，其对应的流量-速度散点图如下图所示，可以看到车速主要分布在30～50m/h，断面流量主要分布

在500～5500pcu之间。

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采用箱形图识别异常数据。以1km/h为速度区间，将该速度区间内的数据

从小到大进行排序，获得各区间数据的上四分位数与下四分位数，绘制的箱形图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

散点图异常数据主要集中于38～41km/h区间内，而其他速度区间内异常点零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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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处理前流量-速度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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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原始数据箱形图

在集成开发环境Pycharm中利用Python中的pandas数据分析包对异常值进行剔除，部分代码如

下所示。

图4 Pycharm剔除异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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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据清洗得到最终的流量-速度散点图，通过数据可以看出车辆行驶的主要速度区间为33～

52km/h，对应的路段流量区间为500～5500pcu/h，此时路段处于畅通或缓行状态。当速度小于30km/

h时，路段流量在4000～6000pcu/h之间波动，此时虽然交通流量较大但车速已经快速下降，说明路

段已经处于拥堵或严重拥堵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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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处理后流量-速度散点图

3.2 Kmeans++聚类分析

采用Kmeans++对应流量-散点图进行状态分类，首先利用轮廓系数法确定簇数K，轮廓系数法综

合考虑了簇的密集型与分散性两个信息，对应的算法如下[10]：

S（i）=
b（i）-a（i）

max{a（i），b（i）}

  其中：S （i）为轮廓系数，区间为 [-1，1]，越大说明样本i分配的越合理；a （i）为簇内的聚

集性，代表样本i与同簇内其他样本点距离的平均值；b（i）为簇间的分散性，它的计算过程是计算样

本i与其他非同簇样本点的平均值，再选取平均值中的最小值。采用该算法绘制轮廓系数与簇的个数变

化曲线图如下所示，可以看到当簇数K取3的时候对应的轮廓系数最高为0.69，因此聚类簇数为3。

42 6 8 10 12 14
簇的个数

轮
廓
系
数

0.700

0.675

0.650

0.625

0.600

0.575

0.550

0.525

0.500

图6 轮廓系数随簇个数变化曲线

簇数K为3时对应的轮廓系数图如图7所示，可以看到对应的大多数节点都有较高的轮廓值，说

明该分类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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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簇数为3时轮廓系数图

对散点进行聚类分析，得到的结果如图8所示，可以看到聚类的结果分为三类，对应的聚类中心

1、2、3分别为 （30.4km/h，5034pcu/h），（40.7km/h，2696pcu/h）与 （48.2km/h，910pcu/h），这

三种聚类中心对应的运作状态认为是畅通、缓行与拥堵。对聚类结果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当路段流量未

达到阈值时与经典的流量-速度图类似，车速随着流量增加不断减少；当路段流量达到阈值后却与经典

的流量-速度图表现出不同，即车速虽然在降低但是断面流量却不会大幅下降维持在4000～6000pcu，

说明此时路段不会发生因拥堵导致路段完全阻塞车辆无法行驶的状态。通过上述分析，选定聚类中心1

为路段的Qmax与Vc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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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Kmeans++聚类结果

3.3 承载力计算

根据4.2计算结果，当断面流量达到5034pcu/h后虽然不断有车辆驶入但是路段断面流量并不会显

著增大，同时车速会迅速降低因此将该聚类中心对应为路段的最大流量与临界速度。获得最大流量与临

界速度后，根据交通流理论得到对应路段的临界密度为165.6pcu/km。结合路段长度，得到对应的路

段承载力为294pcu。

以路段为基础获得不同等级道路承载力的结果如下表所示。可以看出越秀区路段主干道道路承载力

最高约为14515pcu；次支路虽然长度最长但承载力较低约为11227pcu；快速路每公里承载力最大，合

计约为4294pcu，整个区域道路承载力约为30036p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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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越秀区路段承载力

路段 快速路 主干道 次支路 合计

长度 （km） 12 48 97 157

承载力 （pcu） 4294 14515 11227 30036

4 结语

随着城市交通信息化的不断发展，相关部门积累了越来越多的交通运行数据。以此为基础，本文提

出了一种整合互联网+、卡口、SCATS等多源数据对城市交通承载力进行估算的方法。以广州市越秀

区为例，利用SQLServer+Python对数据进行筛选与清洗，通过Kmeans++聚类算法对交通状态进

行识别。以聚类中心为阈值获得单一路段的承载力，并以路段为基础获得片区承载力。该方法能够避免

以往研究中相关参数难以获取、求解过程过于复杂等问题，为计算城市交通承载力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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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方法研究

吴振宇

【摘要】 传统的施工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为交通标志标牌、临时人工诱导、交通信息诱导屏、媒体宣传 （电视、报纸、

网络）等，传统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主要为 “广撒网、覆盖全”，但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宣传精确性差、民众后知后

觉”。时下多源大数据在交通领域的技术应用已较为成熟，本文以嘉兴市禾兴路道路改造项目为例，通过多源数据融合，

筛选甄别施工道路所影响的交通方式、关键路径及关键用户，结合手机短信息推送等手段，提出一种 “传统+新型”的

施工道路信息发布模式，提高施工道路信息发布的受众率和有效率，让施工道路的关键使用者更加及时精准的掌握道路

施工信息及绕行信息，降低施工道路所带来的民生影响和交通影响。

【关键词】 施工信息发布；多源数据；精准宣传

0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阔步前行及城市交通拥堵现象的日益爆发，城市道路施工项目日益增多，受

制于工程的施工内容及施工工艺，道路施工期间所产生的交通影响及交通问题同样也日趋严重。传统的

施工信息发布渠道为交通标志标牌、临时人工诱导、交通信息诱导屏、媒体宣传 （电视、报纸、网络）

等，传统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主要为 “广撒网、覆盖全”，但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宣传精确性差、民

众后知后觉”。时下多源大数据在交通领域的技术应用已较为成熟，本文通过多源数据融合，筛选甄别

施工道路所影响的关键路径及关键用户，结合手机短信推送等手段，提出一种 “传统+新型”的施工道

路信息发布模式，提高施工道路信息发布的受众率和有效率，让施工道路的关键使用者更加及时准确的

掌握道路施工信息及绕行信息，降低施工道路所带来的民生影响和交通影响。

1 道路施工信息发布模式研究

1.1 现有道路施工信息发布模式

近年来，国内外对于道路施工信息的发布模式的重视程度逐渐增高，发布信息的主要模式包括临时

的交通标志标牌、临时人工诱导、可变交通信息诱导屏及媒体宣传 （网络、报纸、电视）等。上述传统

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各有利弊，概况如下。

1）临时的交通标志标牌：道路施工期间的交通标志标牌的设置一般按照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

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施工道路的临时标志标牌的信息发布标准性强，但其施工信息的发布

速度、发布效率等方面较差，受影响群众往往是后知后觉。

2）临时人工诱导：道路施工的临时人工诱导是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施工影响的程度而派驻现场交

通指挥人员。临时的人工诱导与临时的交通标志标牌的问题类似，其施工信息的发布同样存在滞后性。

3）可变交通信息诱导屏：可变交通信息诱导屏的施工信息主要依据交通诱导屏的布点位置发布。

这种信息发布的模式受制于诱导屏的位置等因素，存在覆盖面窄、信息发布受众面小等问题。

4）媒体宣传 （网络、报纸、电视）：道路施工信息的媒体宣传主要通过网络、报纸、电视等官方媒

体进行公告，这种信息的发布模式受众面广，信息及时，但由于其 “广撒网”的发布模式无法保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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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关键使用者的施工信息精确到达，没法实现点对点的信息发布。

图1-1 传统道路施工信息发布模式

1.2 城市道路施工项目的类型划分

城市道路施工项目可依据施工占用道路的范围分为全封闭施工、部分占道施工以及不占道施工。根

据交通影响区分，全封闭占道施工交通影响面最大，特别是城市的主要交通廊道，其交通吸引量大，全

封闭施工势必会影响城市的区域交通运行。因此，针对全封闭占道施工的施工信息发布是必须的，且应

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将施工影响降到最低。本文提出的 “传统+新型”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主要针对 “全

封闭占道施工”的情景。

表1-1 城市道路施工项目类型划分

施工类型 占用道路情况 交通影响

全封闭占道施工 全封闭路段进行施工，道路交通完全阻断 小汽车、公共交通、出租车、非机动车及行人

部分占道施工 占用部分车道施工，其余车道供车辆通行 基本不影响正常交通通行

不占道施工 施工区域位于道路外，基本不占道施工 不影响交通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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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于多源数据融合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研究

2.1 研究数据说明

本次研究综合了各种交通方式所产生的LBS数据及政府相关的信息系统数据，通过多源数据的融

合，综合确定各种交通方式的施工信息发布技术方法。研究所引用的数据包括机动车牌照数据、公交

IC卡刷卡数据、非机动车FRID数据、车辆信息登记数据、公交IC卡实名登记信息、非机动车车辆登

记数据及出租车车辆管理信息数据等。

2.1.1 机动车牌照数据

机动车牌照数据为城市交管部门的流量监测系统所产生的数据，其数据主要字段包括号牌号码、车

辆类型、车道编号、地点描述及行驶方向等。通过该数据的挖掘，分析机动车的行驶路径、流量流向、

出行次数等特征。

表2-1 机动车牌照数据字段示例

设备编号 号牌号码 过车时间 车辆类型 车道编号 地点描述 行驶方向

3304021225 浙FXXX
2019-05-12

23：58：31

01（01代表

小客车）
1（交叉口最左

侧车道啊）

中山路～禾兴路交

叉口东进口
东向西

2.1.2 公交IC卡刷卡数据

公交IC卡刷卡数据为城市公交运营部门通过公交刷卡信息及公交车GPS信息联合所产生的数据，

其主要字段包括外卡号、线路名称、刷卡时间、站点名称等。该数据可分析公共交通的用户出行特征、

刷卡次数、换乘信息等。

表2-2 公交刷卡数据字段示例

卡列号 线路名称 刷卡时间 卡类型 站点名称 经度 纬度

602569133 1路
2015-07-05

14：11：36.000
城际通卡 市妇幼保健医院 120.7804 30.7394

2.1.3 非机动车FRID数据

非机动车FRID数据主要为城市交管部门的非机动车牌照所产生的定位数据，其数据主要字段包括

设备编号、上传时间、经度及纬度等。该数据可分析非机动车的行驶路径、流量流向、出行次数等。

表2-3 非机动车FRID数据字段示例

设备编号 上传时间 经度 纬度

181880021 2019-05-1807：01：46 120.5692 30.636902

2.1.4 车辆信息登记数据、公交IC卡实名登记信息、非机动车车辆登记数据及出租车车

辆管理信息数据

  这类数据属于政府单位的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其一般为交通工具使用者的身份信息、住址信息、手

机号码等。这类数据主要通过交通工具特有的编号，与个人进行信息的联系，进而准确定位至个人。如

通过机动车车牌号码、公交IC卡列号、非机动车设备编号等信息精确定位至车辆使用者，并通过登记

的手机号码进行施工信息的精确短信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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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不同交通方式信息发布技术研究

全封闭占道施工其影响的交通出行方式主要包括小汽车交通、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出租车交

通及行人交通，不同道路施工所带来的影响对各种交通方式各有差异，道路施工信息的精准宣传同样各

有差异。结合时下大数据手段及通信技术的应用，在全封闭占道施工状态下，提出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发

布宣传至各交通方式使用者的技术手段。

2.2.1 小汽车交通 （不含出租车）

小汽车交通的施工信息精确发布宣传主要通过5个步骤完成，包括数据准备、关键路径的判断、关

键路径下关键用户的判别、不同关键路径的施工信息定制及手机短信的推送。

车牌数据+车辆
信息登记数据

数据准备

车牌大数据路径
搜索

关键路径的
判断

车牌大数据出行
次数的统计

关键路径下关
键用户的判别

不同关键路径的
施工信息定制

施工信息短信
推送

车牌号+车辆信息
登记数据

图2-1 小汽车交通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路径图

1）数据准备：小汽车交通的施工信息精确发布主要依托道路的车牌数据及车辆登记信息系统，通

过两个数据的融合，实现关键路径判断、关键用户判别及短信推送等关键技术。

2）关键路径的判断：通过车牌数据路径搜索技术，分析施工道路的主要流量及流向比例，依据流

量流向比例，确定施工道路精确宣传的关键路径。

3）关键路径下关键用户的判别：通过车牌数据的出行次数统计技术，分析关键路径下不同车牌号

的出行次数，统计的时间范围一般为半年度或者一年度，通过不同车牌号出行次数的统计，甄别出关键

路径的主要通勤用户，确定施工信息精确宣传的通勤车牌号码。

4）不同关键路径的施工短信定制：不同关键路径其施工信息的宣传信息差异在于车辆的分流引导

信息差异。如因禾兴路道路封闭施工，为避免长时间拥堵，交警提示您可沿纺工路-东方路-三元路绕

行；或为禾兴路道路封闭施工，为避免长时间拥堵，交警提示您可沿中环东路-中环北路绕行。

5）施工信息短信推送：通过车牌号与车辆登记信息系统的联系，通过短消息将道路施工信息及分

流信息推送至关键用户，达到施工信息的精确发布宣传。

2.2.2 公共交通 （常规公交）

公共交通的施工信息精确发布宣传主要通过4个步骤完成，包括数据准备、施工道路沿线公交站点

的公交刷卡数据分析、沿线公交站点的关键用户判别、施工信息短信推送。

数据准备

公交刷卡数据+公交
IC卡的实名登记信息

施工道路沿线公交站点
的公交刷卡数据分析

公交刷卡数据特征分析

沿线公交站点的关
键用户判别

公交刷卡数据的出行
次数统计及站点定位

卡列号+公交IC卡的
实名登记信息

施工信息短信推送

图2-2 公共交通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路径图

1）数据准备：公共交通的施工信息精确发布主要依托公交刷卡数据 （包括支付宝及微信支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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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IC卡的实名登记信息，通过两个数据的融合，实现刷卡数据分析、关键公交通勤用户及短信推送

等关键技术。

2）施工道路沿线公交站点的公交刷卡数据分析：通过公交刷卡数据，分析施工道路沿线受影响公

交站点的用户刷卡特征，掌握沿线公交出行特征。

3）沿线公交站点的关键用户判别：通过公交刷卡数据的出行次数统计及站点定位等技术手段，分

析不同卡列号的出行次数，统计的时间范围一般为半年度或者一年度，通过不同卡列号出行次数的统

计，甄别出施工道路沿线公交站点的主要通勤用户，确定施工信息精确宣传的卡列号。

4）施工信息短信推送：通过卡列号与公交IC卡的实名登记信息的联系，通过短消息将道路施工信

息及引导信息推送至关键用户，达到施工信息的精确发布宣传。

2.2.3 非机动车交通 （电动车）

非机动车交通包括电动车、自行车及其他，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次非机动车交通的分析主要针对电

动车。非机动车交通的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路线与小汽车交通类似，只是所分析的大数据有所差

别。非机动车交通的施工信息精确发布主要依托非机动车FRID数据及非机动车辆登记信息系统，通过

两个数据的融合，实现关键路径判断、关键用户判别及信息推送等关键技术。由于非机动车交通工具出

行距离的局限性及出行路径的不可控制性，施工期间的车辆引导信息推送有别于机动车，其引导信息的

推送以提示信息为主。

数据准备

FRID数据+非机动车
车辆信息登记数据

FRID大数据路
径搜索

关键路径的判断

FRID大数据出
行次数的统计

关键路径下关
键用户的判别

设备编号+非机动车
辆信息登记数据

施工信息短信
推送

图2-3 非机动车辆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路径图

2.2.4 出租车交通

出租车交通的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相对简单，由于出租车的交通路径存在较大的随机性，其

交通出行路径较难把握，其道路施工信息的精确宣传以出租车管理信息系统为数据源，进行出租车司机

短信推送全覆盖。

数据准备

出租车管理信息系统

施工信息短信推送

出租车车牌号+出租
车司机手机号

图2-4 出租车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路径图

2.2.5 行人交通

由于行人交通一般其出行距离及出行时间均较短，且行人交通路径选择权较大，因此，道路全封闭

施工对于行人交通的影响相对较低，同时受制于行人交通其相关的定位数据缺失，较难实现施工信息的

精确定位宣传，因此本次道路施工信息发布模式研究中将行人交通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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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施工信息精确宣传的项目应用

3.1 禾兴路施工概况及交通特性分析

围绕全力打造具有国际化品质的现代化网络型田园城市这个目标，嘉兴市大力开展城市道路、沿街

立面、街道景观、城市家具及绿化亮化等提升工作，重点开展了 “一环四路”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包括

环城路及环城路以内的中山路、勤俭路、禾兴路及建国路。由于整个一环四路工程的施工周期仅为2

年，部分道路均是重叠施工，且施工道路均为内环内主要的交通干道，承担了大量的过境交通及到发交

通。因此整个工程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及施工信息发布宣传均存在极大难度。

（a）项目分布图 （b）路网结构图

图3-1 一环四路项目分布及路网结构图

3.1.1 施工概况

禾兴路段 （环城南路-环城北路）施工内容包括市政道路、管线及建筑立面的改造，施工时长约1

年时间，施工期间采用全开挖，全封闭施工交通组织。即小汽车交通、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出租

车交通及行人交通全部断交。

人车混行道 人行混行道车行道

道路规划红线

人行道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双黄线 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设施带设施带

东西

2800

1400 700700

250 300 150 350 325 50 325 350 150 300 250

设计道路中心线

规划通信
（6-8孔）

现状电力
（8孔）

规划电力
（12孔）

规划雨水
（DN600-DN1200） 规划给水

（DN600）

规划给水
（DN400）

规划煤气
（De160）规划合流管

（DN600-DN1200）

现状通信
（利用） 现状合流管

（挖弃）

图3-2 禾兴路施工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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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交通特性分析

1）内环重要的南北向交通要道。由于历史原因，嘉兴老城区建设格局呈椭圆形，外围环城河环绕，

且老城区其他道路通行能力提升扩容条件有限，老城区内形成了 “一环一横一纵”的骨干路网，禾兴路

承担了老城区内南北向主要的交通流。

2）过境交通占主导地位。根据车牌数据分析，禾兴路的过境交通流量占比高达65%，现有道路规

模与其承担功能严重不匹配。

3）内环重要的公交客流廊道。老城区内已基本形成了 “一纵一横”的公交客流廊道，禾兴路现有

公交线路十余条，高峰小时公交断面客流可达5200人次/时/双向，高峰高断面仅次于中山路。

（a）骨干路网图 （b）公交客流断面图

图3-3 老城区骨干路网及公交客流断面图

3.2 禾兴路施工信息精准发布宣传

禾兴路施工前期在传统道路施工信息发布的基础上，针对小汽车交通、公共交通、非机动车交通及

出租车交通均进行了大数据相关分析，并结合分析成果进行禾兴路施工信息的精确发布宣传。具体成果

如下。

3.2.1 小汽车交通

1）关键路径的判断：通过2019年5月至10月半年度车牌数据的路径搜索分析，对经过禾兴路车

辆的路径走向进行分析研判，小汽车车流的关键路径主要包括如下五个路径：到发交通的东向西 （西向

东）方向、南向西 （西向南）方向、过境交通的南向北 （北向南）方向、东向西 （西向东）方向、南向

西 （西向南）方向。这五个路径的流量比例占据了禾兴路所有路径流量的87.2%。这些路径既是道路

施工影响较大的车流走向，也是施工信息发布需重点宣传的对象。

表3-1 禾兴路车辆路径占比分析表

交通流类型 流量比例 方向 流量比例 路径定义

到发交通量 31.0%

南向北 （北向南） 2.5% ———

东向西 （西向东） 7.4% 关键路径

南向东 （东向南） 2.2% ———

南向西 （西向南） 12.3% 关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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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交通流类型 流量比例 方向 流量比例 路径定义

到发交通量 31.0%
北向东 （东向北） 4.0% ———

北向西 （西向北） 3.0% ———

过境交通量 65.0%

南向北 （北向南） 16.8% 关键路径

东向西 （西向东） 27.8% 关键路径

南向东 （东向南） 2.7% ———

南向西 （西向南） 13.5% 关键路径

北向东 （东向北） 1.0% ———

北向西 （西向北） 3.0% ———

内内交通量 4.0% ——— 4.0% ———

合计 100% ——— 100% ———

35.2%（到发:12.3%；过境13.5%）

16.8%（过境16.8%）

35.2%（到发:7.4%；过境27.8%）

图3-4 禾兴路小汽车交通关键路径示意图

2）关键路径下关键用户的判别：通过车牌数据，分别针对禾兴路的5个关键路径所检测到的车牌进

行出行次数的统计，通过出行次数统计，判断路径中的小汽车通勤用户。通勤用户按照车牌号月出行次数

≥15次定义。根据计算，禾兴路关键路径的通勤用户车牌号的平均比例约为53%，通勤用户车牌数总量

约为1.9万个，这1.9万个车牌号即为通过大数据甄别出的道路施工信息精准发布的小汽车用户。

表3-2 关键路径通勤用户统计表

关键路径 路径检测车牌号总数 （个） 通勤车牌号数量 （个） 通勤用户比例 （%）

到发交通
东向西 （西向东） 3308 1886 57%

南向西 （西向南） 5067 2736 54%

过境交通量

南向北 （北向南） 7537 3693 49%

东向西 （西向东） 13731 7003 51%

南向西 （西向南） 7139 3784 53%

合计 ——— 36782 1942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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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境交通-西南向到发交通-东西向 到发交通-西南向 过境交通-南北向 过境交通-东西向

通勤用户统计范围
（月出行次数≥15次）

图3-5 关键路径车辆出行次数统计分布图

3）不同关键路径的施工信息定制：由于关键路径的车流引导信息各有差异，需针对各个关键路径

的通勤用户定制道路施工信息发布内容，通过短信推送的模式精准推送至用户手机。

表3-3 不同关键路径短信推送信息表

关键路径 定制短信推送信息

到发交通

东向西 （西向东）  禾兴路自2020年6月15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沿南溪路、三元路、中环南路等外围道路绕行

南向西 （西向南）  禾兴路自2020年6月15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沿中环南路、昌盛路等外围道路绕行

过境交

通量

南向北 （北向南）  禾兴路自2020年6月15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沿纺工路、东方路、中环北路等外围道路绕行

东向西 （西向东）  禾兴路自2020年6月15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沿南溪路、三元路、中环南路等外围道路绕行

南向西 （西向南）  禾兴路自2020年6月15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沿中环南路、昌盛路等外围道路绕行

3.2.2 公共交通

1）施工道路沿线公交站点的公交刷卡数据分析：禾兴路施工其主要影响了5对公交站点，分别为

禾兴南路勤俭路 （868人次/天）、禾兴南路小西门横街 （758人次/天）、禾兴南路戴梦得 （1347人次/

天）、禾兴南路斜西街 （985人次/天）及市社保局 （1589人次/天）。通过刷卡数据分析可知，禾兴路沿

线受影响的公交站点其承担了较大的公交客运量，有必要针对公共交通发布道路施工信息。

图3-6 嘉兴市公交站点客运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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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沿线公交站点的关键用户判别：通过对历年公交刷卡数据分析可知，嘉兴市公交持卡人数随着

刷卡次数的增加基本呈现单边下降趋势，其中年刷卡次数≤100的持卡人数 （即非通勤用户）占到了

64.2%，年刷卡次数＞100的持卡人数 （即通勤用户）占到了36.8%。从持卡人占比来说，非通勤用户

占到了较多的比例，但从施工信息发布的角度出发，36.8%的通勤用户是需精确发布宣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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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嘉兴市刷卡次数分析图

参考嘉兴市全部IC卡刷卡次数的特征分析，针对禾兴路沿线受影响的5对公交站点进行通勤用户

甄别 （年刷卡次数≥100次）。经计算禾兴路公交站点的通勤用户的平均比例约为32.9%，通勤用户卡

列号总量约为1.0万个，这1.0万个卡列号即为通过刷卡数据甄别出的道路施工信息精准发布的公

交用户。

表3-4 公共交通通勤用户统计表

公交站点 站点检测卡列号数 通勤卡列号数 通勤比例

禾兴南路勤俭路 5340 1736 32.5%

禾兴南路小西门横街 4790 1653 34.5%

禾兴南路戴梦得 7735 2359 30.5%

禾兴南路斜西街 5925 1695 28.6%

市社保局 8945 3453 38.6%

合计/平均 32735 10895 32.9%

  3）施工信息短信推送：通过卡列号与公交IC卡的实名登记信息的联系，通过短信将道路施工信息

及引导信息推送至公共交通通勤用户。

表3-5 公共交通通勤用户短信推送信息表

公交通勤用户数量 （个） 定制短信推送信息

10895

 禾兴路自2020年6月15日起封闭施工，禾兴路段 （内环内）的公交站点停止使

用，沿线公交线路绕行至其他道路，为了不影响正常的交通出行，嘉兴交警提示您

及时查阅嘉兴市公交公司网站或微信号，提前规划出行路径

3.2.3 非机动车交通

1）关键路径的判断：通过2019年5月至10月半年度FRID数据的路径搜索分析，对经过禾兴路

非机动车的路径走向进行分析研判，非机动车的关键路径稍有别于机动车，主要包括如下五个路径：到

发交通的东向西 （西向东）方向、南向西 （西向南）方向、过境交通的南向北 （北向南）方向、东向西

4391



（西向东）方向、南向西 （西向南）方向。这五个路径的流量占据了禾兴路所有路径非机动车流量的

64.8%，非机动车关键路径流量占比稍小于机动车。

表3-6 禾兴路非机动车路径占比分析表

交通流类型 流量比例 方向 流量比例 路径定义

到发交通量 47%

南向北 （北向南） 5.5% ———

东向西 （西向东） 13.4% 关键路径

南向东 （东向南） 3.5% ———

南向西 （西向南） 15.0% 关键路径

北向东 （东向北） 6.2% ———

北向西 （西向北） 3.4% ———

过境交通量 48%

南向北 （北向南） 9.8% 关键路径

东向西 （西向东） 18.0% 关键路径

南向东 （东向南） 3.6% ———

南向西 （西向南） 8.6% 关键路径

北向东 （东向北） 4.6% ———

北向西 （西向北） 3.4% ———

内内交通量 5% ——— 5.0% ———

合计 100% ——— 100%

  2）关键路径下关键用户的判别：通过FRID数据，分别针对非机动车5个关键路径所检测到的非

机动车设备编号进行出行次数的统计，通过出行次数统计，判断路径中的非机动车通勤用户。通勤用户

按照设备编号月出行次数≥15次定义。根据计算，禾兴路非机动车关键路径的通勤用户比例约为46%，

通勤用户设备编号总量约为2.6万个，这2.6万个设备编号即为通过大数据甄别出的道路施工信息精准

发布的非机动车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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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出行次数≥15次）

图3-8 非机动车关键路径出行次数统计分布图

表3-7 非机动车关键路径通勤用户统计表

关键路径 路径检测设备编号总数 （个） 通勤设备编号数量 （个） 通勤比例 （%）

到发交通
东向西 （西向东） 5161 2487 48%

南向西 （西向南） 7905 3794 48%

过境交

通量

南向北 （北向南） 11757 5291 45%

东向西 （西向东） 21420 9425 44%

南向西 （西向南） 11137 4789 43%

合计 ——— 57380 2618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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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施工信息短信推送：通过检测到的非机动车设备编号与交管部门的非机动车实名登记信息相联

系，通过短信将道路施工信息及引导信息推送至非机动车通勤用户。

表3-8 公共交通通勤用户短信推送信息表

非机动车通勤用户数量 （个） 定制短信推送信息

26188
 禾兴路自2020年6月15日起封闭施工，禾兴路段 （内环内）所有车辆均禁止通

行，为了不影响正常的交通出行，嘉兴交警提示您提前规划出行路径

3.2.4 出租车交通

出租车交通的道路施工信息精确宣传技术相对简单，截止2019年底，嘉兴市共计1073辆出租车，

在岗驾驶员2080人。根据出租车管理信息系统，对2080人的在岗驾驶员进行施工信息的短信精准发布

宣传。

表3-9 出租车交通短信推送信息表

出租车在岗驾驶员 （人） 定制短信推送信息

2080
 禾兴路自2020年6月15日起封闭施工，环城路以内道路通行流量较大，为避免

长时间拥堵，嘉兴交警提示您提前规划出行路径

3.3 实施效果评估

禾兴路封道施工之前，交警部门联合电信服务商，进行了为期三天的施工信息短信精确推送，推送

人数达到5.8万左右。通过 “传统+新型”的施工道路信息发布模式，大大降低了道路施工所带来的交

通影响，通过现场的实地观察与以往道路施工的对比，主要效果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大面积交通拥堵事件发生概率大大降低。传统的施工信息发布模式，由于施工信息的滞后性，

往往在道路施工前期极易发生大面积的交通拥堵事件，通过此次短信推送的精确宣传，禾兴路正式封闭

施工的前期均未发生大面积交通拥堵事件。

2）大大减轻了交通管理部门的管理压力。主要道路的施工前期，交管部门一般会多配警务人员进

行现场交通管理，在警务人员极度紧缺的状态下，往往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通过前期短信的精确宣

传，本次禾兴路施工期间的交通管理人员较以往减少了约40%。

3）大大降低了道路全封闭施工所带来的舆论压力。主要道路的全封闭施工往往很难得到民众的认

可，道路施工的前期网络媒体经常会出现较多的负面新闻，通过微信、微博等媒体抱怨的信息时有发

生。禾兴路施工期间通过前期的精确宣传，民众的理解程度大大增加，且网络媒体基本少有抱怨的新闻

发生。

图3-9 禾兴路施工首日现场交通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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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

通过多源数据融合，筛选甄别施工道路所影响的交通方式、关键路径及关键用户，结合手机短信息

推送等手段，创新的提出了 “传统+新型”的施工道路信息发布模式，大大提高施工道路信息发布的受

众率和有效率，降低施工道路所带来的民生影响和交通影响。未来随着交通精细化管理的要求不断提

高，智慧出行及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更新迭代，施工道路信息发布模式实现如何更为精确、更为快速、更

为简便仍是将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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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深莞惠都市圈跨城通勤特征探究

谢 琛 杨 良 李 岩

【摘要】 近年来国内都市圈跨城通勤现象显著，深莞惠都市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点区域，跨城通勤对都市圈

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组织都起到决定性作用。本研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分别从街道、网格粒度对深莞惠都市圈内

高频跨城通勤特征进行探究，并对大都市圈的跨城通勤模式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深莞惠都市圈内跨城通勤呈现出双向对

等的特征，空间上沿行政边界带状分布，深圳中心城区没有呈现出核心吸引作用。当前的通勤模式尚处在边缘到边缘的

初级阶段，但其发展潜力大，在深莞惠都市圈的未来发展规划中应重视城际铁路、轨道交通的一体化建设。

【关键词】 都市圈；跨城通勤；手机数据；深圳

1 引言

1.1 都市圈跨城通勤现象

都市圈的概念最早来源于1961年戈特曼提出的大都市区 （Megalopolis）
[1]，1984年周一星等学者

将大都市概念引入我国[2]。当前，在我国城市规划实践中，都市圈的概念一般认为是由一个综合功能的

特大城市以及其扩散辐射功能带动周边大中小城市共同组成，是具有一体化特征的城市功能区[3]。近年

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大城市的城镇化进程趋近饱和，产业经济和城市功能外溢，其周边城

市承担其外溢效应，共同形成联系紧密的大都市圈。

居住和就业是城市空间结构的两个核心组成要素，通勤行为作为居民日常出行最主要的类型之一，

其空间组织的合理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交通的组织起决定性作用[4]。城市中大部分的通勤都在同一

城市内进行，但在经济发达的大都市圈内，存在居住和工作分散在两个城市的通勤现象，这种现象被定

义为跨城通勤。

跨城通勤行为不仅影响着双边城市的交通组织和城市空间结构，也是都市圈一体化交通的重要研究

内容。在国外大都市中跨城通勤现象较为普遍，伦敦、东京、纽约、洛杉矶等城市每天都有大规模通勤

者从周边城市至核心区钟摆式通勤。近年来，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都市

圈通勤现象日趋显著[5-7]。

1.2 深莞惠都市圈发展现状

深莞惠都市圈是广东省重点推进建设的三大都市圈之一，也是国家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点区域。

经过深莞惠三市多年的规划合作建设，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周边城市的交通网络基本实现了快速连接，

使得城市之间的人口要素流动更加便捷。从邻深片区的土地利用情况看，深圳—东莞—惠州三市边界处

的都市连绵区正在迅速形成，城镇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连绵成片，相互间已经不存在明显的行政界限。

从城际交通发展现状来看，都市圈内部主要靠道路交通联通，深圳西部宝安大道、广深一级公路 （107

国道）、广深高速公路、沿江高速通往东莞西部，中部梅观高速公路、丹平公路通往东莞中部和东部，

东部深惠一级公路 （205国道）、深惠高速公路、深汕高速公路通往惠州。

针对城市内部的通勤研究，各城市会进行由政府主导的交通调查，但是由于跨城通勤涉及到多个城

市，尚未有官方对其进行大样本交通调查，目前我国对跨城通勤出行的调查大部分都是研究者自发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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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规模问卷调查[8]。而手机大数据的兴起为跨城通勤的识别和分析提供了很好的调查替代。因此，本

研究利用手机信令数据，从不同空间粒度的视角来探究深莞惠都市圈的跨城通勤特征，探讨不同都市圈

的跨城通勤模式差异，为深莞惠都市圈发展规划提供参考依据。

2 数据及识别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范围为广东省深圳市、东莞市、惠州市的市域范围，基础数据使用的是某移动运营商

2019年3月1日至3月31日共31天的三市匿名手机信令数据，包括2G、3G、4G用户。

对数据进行清洗和去除漂移之后，进行用户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识别。现有的职住地算法有累积时间

法、特征时间点法、阈值法、信息熵法等[9]，本研究采用累积时间法，以用户在白天停留时间 （9：00-

18：00）最长的空间位置作为其工作地，在晚上停留时间 （19：00-次日8：00）最长的空间位置作为

其居住地，聚类距离❶采用600米。

利用手机信令数据在深莞惠三个城市范围内共识别到常住用户3410.3万，其中工作地和居住地不

同地的用户1676.1万。

3 深莞惠都市圈跨城通勤特征

3.1 跨城通勤总体特征

从深莞惠三个城市的职住结果表中，分离出居住在深圳、工作在东莞惠州以及居住在东莞惠州、工

作在深圳的用户，各方向通勤人数结果如表1。东莞惠州同深圳的跨城通勤往来总人数达到54305人

数，其中从深圳到周边城市东莞、惠州工作的有28288人，略高于深圳吸引东莞惠州前来就业的26017

人，流入流出比为0.92，即居住在东莞惠州前往深圳就业的人数是居住在深圳前往东莞惠州就业的人

数的0.92倍。深圳同东莞、惠州的通勤呈现出双向对等吸引的特征，深圳并没有因为其经济实力强大

而呈现出强大的跨城通勤吸引核心特征。

分开比较东莞和惠州的吸引就业结果 （图1a），东莞同深圳的功能联系强于惠州，东莞同深圳的通

勤联系量是惠州同深圳的2.5倍。除此之外，深圳具有弱输出型城市特征，出深圳到东莞和惠州上班的

人数多于来深圳上班的人数。

研究还分析了深圳中心城区同东莞、惠州的通勤联系情况 （图1b），中心城区的范围根据 《深圳市

城市总体规划 （2010-2020）》定义的中心城区范围划定，即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从东莞、惠州到

深圳中心城区上班的有958人，占到深圳总流入人数的3.68%，其中到南山区工作的比例最高，其次

为福田区，最少的为罗湖区，没有识别出深圳中心城区到东莞惠州上班的用户。可以表明深圳的中心城

区对周边城市存在通勤吸引作用，但作用效果十分微弱。

表1 深圳与东莞惠州跨城通勤人数统计 （人）

从深圳流入 流出到深圳 总计

东莞 20201 18831 39032

惠州 8087 7186 15273

总计 28288 26017 5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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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位置可能在附近的不同基站之间切换，导致无法达到识别为停留地的时长要求。



（a）东莞、惠州同深圳的双向通勤人数占比

东莞,
39032,
72%

惠州,
15273,
28%

（b）流入深圳中心城区人数 

罗湖区,
226,24%

福田区,
336,35%

南山区，
396,41%

图1

3.2 基于街道粒度的跨城通勤特征

将跨城通勤职住地结果汇总到街道单元，分别测度了从东莞惠州来深圳上班的流入通勤联系特征和

出深圳到东莞惠州上班的流出通勤联系特征。

3.2.1 来深圳上班通勤特征

空间分布上 （图2），出行量较大的通勤OD集中在邻深片区，且空间上呈现出组团特征，分别为

深圳西部中心与东莞滨海湾新区，深圳观澜、平湖与东莞凤岗-塘厦-清溪以及深圳龙岗-坪山-惠州惠阳

共三个组团。从联系强度来看，通勤联系最强的为东莞的长安镇与深圳宝安区的松岗街道，其次为惠州

的秋长街道与深圳坪山区的坑梓街道。

从街道的流入流出结果可以看到 （图3），来深圳上班的跨城用户的居住地主要集中在东莞的长安

镇、凤岗镇和塘厦镇，惠州的秋长街道和大亚湾西区办事处，共占到84%。而他们前往深圳的工作地

集中在龙岗区的松岗街道、坪山区的坑梓街道和平湖街道、宝安区的沙井街道、龙华区的观澜街道等，

共占到70%。

总的来说，来深圳上班通勤的人群的居住地和工作地主要沿行政边界带状分布，呈现出组团特征，

联系集中在深圳的西部中心与东莞滨海湾新区，深圳观澜、平湖与东莞凤岗-塘厦-清溪以及深圳龙岗-坪

山-惠州惠阳共三个组团里。

从周边城市到深圳的
通勤人次

图例

20-82
83-374
375-1369
1370-2910
2911-6713

12km630

N

图2 从东莞惠州来深圳上班通勤OD图 （隐藏通勤量小于20人的OD线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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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为了使结果更好地呈现出主要的跨城通勤OD特征，将小规模的通勤OD隐藏，其对结果的无显著影响。



外市到深圳工作用户居住地
所在街道乡镇（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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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到深圳工作用户工作地
所在街道乡镇（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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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通勤量排名前15街道的占比

3.2.2 出深圳上班通勤特征

空间分布上 （图4），出深圳上班的用户的居住地主要分布在深圳的宝安区、光明区、龙华区、龙

岗区和坪山区，居住范围较广，而工作地则主要集中在邻深片区，如东莞的长安镇，惠州的秋长街道。

相较于来深圳上班人群的通勤，出深圳上班通勤联系方向更多，城镇之间的联系方向更多元化。空间聚

集度上，出深圳上班通勤也形成了多个组团，如深圳宝安区-东莞长安镇-大岭山镇、深圳光明区-东莞黄

江镇、深圳龙华区-东莞塘厦-凤岗、深圳坪山-龙岗-惠州惠阳区，除此之外，从深圳坂田街道到东莞松

山湖工作的强通勤联系现象主要是由于一些企业员工的跨园区通勤造成的。从联系强度来看，联系最强

的是深圳松岗街道与东莞长安镇，深圳坑梓街道与惠州秋长街道，其次为深圳沙井街道与东莞长安镇、

深圳平湖街道与东莞凤岗镇、深圳观澜街道与东莞塘厦镇。

从深圳到周边城市的
通勤人次

图例

20-51
52-248
249-926
927-2999
3000-6518

12km630

N

图4 出深圳到东莞惠州上班通勤OD图 （隐藏通勤量小于20人的OD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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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各街道的流入流出结果 （图5），出深圳上班的用户居住地主要集中在深圳的松岗街道、坑梓

街道、沙井街道、观澜街道和平湖街道，占到总流出人数的71.1%，而他们在东莞惠州的工作地主要

集中在东莞的长安镇、凤岗镇、塘厦镇，惠州的秋长街道、大亚湾，共占到82.54%。

总的来说，出深圳上班人群在深圳的居住地范围较广，但工作地集中在邻深片区，出行的方向性相

较来深圳上班的人群更加多元化，但联系最强的通勤依旧位于邻深行政边界附近。

深圳到外市工作用户居住地
所在街道乡镇（前15）

24.10%

19.00%

11.51%

8.78%

7.73%

4.19%

3.92%

2.41%

1.85%

1.73%

1.46%

1.36%

1.14%

1.06%

1.01%

坡田街道

松岗街道

坑梓街道

平湖街道

沙井街道

观澜街道

坪山街道

龙城街道

坪地街道

福永街道

龙岗街道

光明办事处

公明办事处

西乡街道

龙华街道

长安镇

大朗镇 东莞

惠州

松山湖管委会

清溪镇

虎门镇

大岭山镇

淡水街道

黄江镇

新圩镇

塘厦镇

大亚湾西区办事处

秋长街道

凤岗镇

深圳到外市工作用户工作地
所在街道乡镇（前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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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通勤量排名前15街道的占比

3.3 基于网格粒度的跨城通勤特征

将用户的职住地的经纬度位置属性汇总到500m·500m网格上，将从网格粒度的视角来分析跨城

通勤的空间分布特征和通勤距离特征。

3.3.1 空间分布特征

来深圳上班人群的居住地和工作地空间分布如图6，可以看到大部分人都居住和工作在市域边界

处，呈现出带状分布特征，核心聚集地为深圳同东莞靠西的交界线附近、深圳同惠州的中部交界线附

近。居住地离城市边界处平均距离❶为1029.78m，而在深圳的工作地离城市边界处平均距离为

716.61m，这说明跨城通勤者居住地在莞惠住得较远，而选择的深圳工作地则更加紧邻边界处。

出深圳上班人群在深圳的居住地距离边界的平均距离为1115.4m，而他们在莞惠的工作地距离边界

的平均距离为641.67m，这也说明他们居住在离边界较远的地方，而跨城到距离边界较近的地方工作。

从分布特征可以看到 （图7），核心聚集区同来深圳上班人群特征一致，都集中在深圳同东莞交界的西

部交界线、深圳同惠州交界的中部交界线处，但出深圳上班的通勤者居住地相对更加分散。

对比双向通勤工作地特征，前往深圳工作的人有一部分前往福田区、南山区等中心城区工作，但几

乎没有居住在深圳中心城区的用户前往东莞或者惠州工作的。

总的来说，深莞惠都市圈的跨城通勤者的工作地和居住地都集中分布在行政边界附近，而居住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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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边界距离指的是用户的工作地或居住地到东莞深圳或惠州深圳交界边界的直线距离



对来说离边界较远，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深莞惠边界处的工作岗位较多，产业发展较好。

表2 平均边界距离

居住地 工作地 工作地平均边界距离 （m） 居住地平均边界距离 （m）

深圳 东莞、惠州 641.67 1115.4

东莞、惠州 深圳 716.61 1029.78

图例

11～43
44～118
119～226
227～404
405～864

11～69
70～209
210～482
483～1185
1186～2039

10km52.50

N

工作地分布
人次

居住地分布
人次

东莞
惠州

深圳

图6 来深圳上班人群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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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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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出深圳上班人群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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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跨城通勤距离特征

基于通勤职住表的经纬度位置数据，测度了跨城通勤者的平均直线通勤距离，即从居住地到工作地

的直线距离。从深圳到莞惠上班的用户平均通勤距离为7.78km，从莞惠到深圳上班的用户平均通勤距

离为7.74km。利用互联网地图API❶，计算了住在深圳到东莞、惠州工作以及住在东莞、惠州到深圳

工作的跨城者的网络通勤距离 （表3），从深圳到莞惠通勤的平均网络通勤距离为12.45km，从莞惠到

深圳通勤的平均网络通勤距离为11.62km。从惠州到深圳上班的跨城网络通勤距离较东莞长1.5km，

而从深圳到惠州上班的跨城网络通勤距离较东莞短0.86km，说明惠州的跨城通勤者较东莞对于距离的

敏感性较弱，而从深圳出发的跨城通勤者到东莞的距离敏感性较惠州弱。

表3 平均跨城网络通勤距离

从莞惠到深圳上班的平均通勤距离 （km） 出深圳到莞惠上班的平均通勤距离 （km）

东莞 11.2 12.69

惠州 12.7 11.83

平均 11.62 12.45

  从通勤距离分布图来看 （图8、图9），呈现出对数正态分布特征，通勤距离多集中在0～10km以内，

随着通勤距离的增大跨城通勤的人数减少。虽然存在长距离的通勤者，但是这样的通勤者数量很少。

总的来说，深莞惠都市圈跨城通勤的平均通勤距离为12km，据住建部发布的 《2020年度全国主要

城市通勤监测报告》❷ 显示深圳市的平均路网通勤距离为8.1km，本研究识别的深莞惠跨城平均通勤距

离为12km，较深圳市内的平均通勤距离长4km，由于手机数据无法识别到短距离小于500m范围的通

勤，因此事实上跨城通勤的平均通勤距离同深圳市内的通勤距离的差距小于4km，深莞惠都市圈内没

有呈现出远距离跨城通勤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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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居住在深圳工作在东莞惠州的平均网络通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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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居住在东莞惠州工作在深圳的平均网络通勤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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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利用百度地图API的路径规划功能，可以通过输入起点终点坐标返回不同交通方式的网络出行时间和出行距离。

该报告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监测与治理实验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联合百度地图慧眼联合发布。报

告选取36个中国主要城市，借助百度地图位置服务和移动通讯运营商数据，报告内容包含通勤范围、空间匹配、通勤距离、幸福通勤、

公交服务、轨道覆盖6个方面。



4 都市圈跨城通勤模式探讨

跨城通勤现象近年来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都市圈的跨城跨界通勤模式做了

许多探讨，钮心毅等连续跟踪长三角城市圈跨城通勤现象并发布了上海都市圈跨城通勤报告[10]，李颖

等研究了广佛地区跨界出行的职住特征[11]，庄筠等研究了粤港澳大湾区格局下广佛同城交通发展现

状[7]。对比不同都市圈的跨城通勤特征差异，可以总结出都市圈的跨城通勤模式特征。因此，基于深莞

惠的跨城通勤特征研究结果以及其他研究者进行的都市圈跨城通勤相关研究的结果数据❶，如上海都市

圈[10]和广佛肇都市圈[12]，对都市圈通勤特征差异和发展模式进行探讨。

4.1 跨城通勤特征差异

综合不同都市圈的跨城通勤研究结果，将从都市圈核心城市的流入流出比❷、中心城区同周边城市

的通勤联系强度、平均通勤距离三个方面进行跨城通勤差异的对比。

流入流出比上 （表4），上海的流入流出比最大为2.1，说明上海具有比较强的核心吸引力，其次是

广州为1.51，说明广佛同城化中广州依旧占据更为核心的地位，而在深莞惠都市圈中，流入流出比接

近于1，呈现出双向对等通勤的特征，也说明深圳就业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没有扩散到周边城市。

中心城区的联系强度上 （表4），可以看到佛山同广州中心城区的联系十分紧密，超过一半的跨城

通勤者居住或工作在广州中心城区，上海中心城区同周边城市的联系也已经显现出来，占到跨城通勤量

的24.2%，而深圳中心城区同周边城市几乎没有通勤联系，这说明深圳就业中心的辐射效应尚未扩散

到周边城市。

表4 各都市圈指标对比情况

广州 上海 深圳

流入流出比 1.51 2.1 0.92

中心城区通勤总量占比 50.5% 24.2% 1.8%

  注：中心城区通勤总量占比指的是各核心城市的中心城区同周边城市的通勤往来量占总跨城通勤量的比例。广州中

心城区的范围定义为荔湾、越秀、天河、海珠区，上海中心城区的范围定义为上海2035总规中的主城区范围，

深圳中心城区的范围定义为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

平均通勤距离上，上海同周边城市之间的整体平均直线跨城通勤距离为20km
[10]，远高于上海市域

内的平均路网通勤距离9.1km
[13]，上海都市圈内的跨城通勤呈现出以远距离通勤为主的特征。而深圳

市域内部的平均路网通勤距离为8.1km
[13]，深圳同东莞惠州的跨城通勤平均网络距离为12km，略高于

市域内部的通勤距离，没有呈现出远距离通勤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的跨城通勤都集中在城市边

界处附近。

4.2 跨城通勤模式划分

根据跨城通勤者在两个城市的居住地和工作地所处的城市区位，可以将跨城通勤分为边缘-边缘型、

核心-边缘型和核心-核心型三种类型 （表5）。边缘-边缘型指的是两个城市的人流联系集中在两个城市

边缘交界处，这种类型是最普遍最原始的模式。核心-边缘型指的是从两城市的交界处的一侧同另一城

市的中心区的联系，这种类型伴随着核心城市的快速城镇化，土地价值的快速增长而发生。核心-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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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❷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参考的许多数据结果也是基于手机数据测算的，数据的可靠性参见相关文章。由于不同数据源的市场占比

有所不同，因此不做数量规模绝对值的对比，尽量用占比来进行比较分析。

流入流出比指的是从周边城市流入到核心城市工作的人数比上从核心城市流出到周边城市工作的人数。



型指的是两座城市人流联系集中体现在两城的中心城区之间的流动，这种类型通常在同城化程度较高的

两个城市之间发生。

表5 跨城通勤类型及各都市圈模式划分

类型 边缘-边缘型 核心-边缘型 核心-核心型

示意图
中心 中心

边缘 边缘

城市A 城市B

中心 中心

边缘 边缘

城市A 城市B

中心 中心

边缘 边缘

城市A 城市B

特点
通勤距离短，人流在城市边

缘处对流

通勤距离居中，从一个城市

的边缘向另一座城市的中心区

流动

通勤距离长，人流在

两个城市的中心区之

间流动

上海都市圈 太仓-上海 嘉兴-上海 苏州-上海、昆山-上海

广佛肇都市圈 广州-清远 佛山-肇庆 广州-佛山

深莞惠都市圈 深圳-东莞、深圳-惠州 无 无

  而不同都市圈由于包含两个以上的城市，因此一个都市圈内不同城市之间的跨城通勤模式类型也会

存在差异。根据对上海都市圈和广佛肇都市圈的研究结果分析总结[10、12]，将不同都市圈内的跨城通勤

类型进行划定 （表5）。上海都市圈中，太仓与上海的通勤特征属于边缘-边缘型，而嘉兴同上海的联系

属于核心-边缘型，苏州、昆山同上海的通勤联系最强，属于核心-核心型。广佛肇都市圈中，广州和佛

山同城化程度高，属于核心-核心型，佛山和肇庆的通勤联系属于核心-边缘型，而广州同清远的联系多

集中在边界处，属于边缘-边缘型。在深莞惠都市圈中，基于通勤特征的研究结果，可以发现深圳同东

莞和惠州的通勤联系主要集中在边界处，因此都属于边缘-边缘型，尚未显现出核心-边缘和核心-核心型

的跨城通勤模式。

4.3 跨城通勤模式差异解释

2016年国务院批复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了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除了政策之外，历史上

上海同周边城市的联系也十分紧密，这是由于各城市都处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城镇化程度高、经济发

达、历史悠久，城镇之间陆运、水运交通便利。周边城市的产业、公共服务、城市政策、文化等的多样

性也使得上海都市圈内部高频的跨城通勤模式多样化。

广佛肇都市圈中，广佛同城已经成为同城化的典型案例，在相关规划编制上，两城在2006年就联

合编制了 《广佛两市道路系统衔接规划》，2015年联合编制了 《广佛两市轨道交通衔接规划》，交通一

体化的发展极大地方便了跨城联系，也促进了广佛同城化的进程。

深莞惠都市圈跨城通勤人口集中于深圳外围与莞惠邻深地区，深圳中心城区与周边城市的联动极其

微弱，这也跟都市圈的发展规划、政策、产业发展息息相关。深莞惠三市历史上城市化水平较低，改革

开放后三个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伴随着深圳的不断扩张蔓延，邻深片区产业发展加快，行政边界上

建设用地连绵，几乎没有地理阻隔，因此在边界处显现出高频次的跨城通勤联系。

5 结论与展望

5.1 跨城通勤呈现出沿行政边界带状组团分布特征

本文首先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测度了深莞惠都市圈内部的跨城通勤特征，结果表明深圳同东莞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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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城通勤呈现出明显的双向对等、沿行政边界线带状聚集的空间分布特点，并遵循空间距离衰减性，其

中东莞同深圳的联系两倍于惠州同深圳的联系。从街道粒度结果来看，跨城通勤主要集中在三市相邻城

镇之间，且几乎没有同深圳中心城区的跨城通勤往来，空间上呈现出组团特征，分别为西部中心与东莞

滨海湾新区、观澜、平湖与凤岗-塘厦-清溪以及龙岗-坪山-惠阳共三个组团。从网格粒度结果来看，跨城

通勤者的工作地距离边界的平均直线距离为1km，居住地距离边界的平均直线距离为0.7km，呈现出沿行

政边界线带状聚集的空间分布特点，且平均通勤距离为12km，没有呈现出远距离跨城通勤的特征。

除此之外，对比跨城通勤研究的空间粒度结果，可以发现粒度越小，发现的出行规律和特征就越准

确，信息量越大，且可以满足多尺度分析的需求，也有助于对影响机制的定量探究。

5.2 深莞惠都市圈跨城通勤模式为单一边缘-边缘型

本文对都市圈跨城通勤模式进行了探讨，将跨城通勤模式划分为边缘-边缘型、边缘-核心型和核心-

核心型。深莞惠都市圈尚停留在较为原始的单一边缘-边缘型模式，而上海都市圈和广佛肇都市圈由于

历史和规划等原因，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跨城通勤特征。

5.3 重视跨城城际快速铁路、轨道交通一体化建设

深莞惠都市圈目前尚处在都市圈跨城通勤的初级阶段，但是深圳与周边城市的跨城通勤联系不能被

城市和交通规划者所忽视，都市圈内部高频的跨城通勤也是都市圈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深圳同周边城

市的产业升级和交通一体化建设，未来深圳同周边城市的跨城通勤规模增长潜力很大，城市交通规划者

在规划实践中要重视城际快速铁路的建设、跨城轨道交通一体化建设。

在2019年国务院发布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到要加快大湾区城际铁路建设，随着

穗莞深城际铁路的开通以及未来深中通道、深珠城际、深惠城际等区域交通项目的建成，珠江西岸城市

同深圳的联系也会更加紧密，未来深莞惠都市圈如何发展，深圳同周边城市的跨城通勤模式如何演变，

值得我们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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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卡口数据的快速系统交通运行状态分析

尹安藤 张 灵 王叶勤 宁伯瑾

【摘要】 随着城市机动车出行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对局部交通的分析和管理往往难以解决交

通拥堵这一全局性问题，由视频监测产生的卡口数据覆盖面广、精度高、数据量大，为更大尺度的交通运行状态分析提

供了可能。本文采用python对近5亿条卡口数据进行处理，评估了昆明市城市交通总体运行情况，发现昆明市本地车和

外地车活跃度差异大，且车辆出行存在明显的高峰。对昆明市快速路系统进行分析，发现7-19点快速路系统拥挤时段达

到83%，呈现拥堵常态化特征，高峰时车速只有10-20千米/小时，存在部分中短距离通行。进一步通过卡口数据对快

速路系统对出入匝道流量和车辆OD分析，确定了各区域联系强度，将分析结果用于仿真模型，为快速路系统匝道控制

提供了研究基础。

【关键词】 卡口数据；快速路系统；交通运行状态；昆明市

0 引言

城市交通是衡量一座城市经济发展与城市活动的重要指标，在目前各项城市评分中，交通所占据权重

日益增大。但是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与机动车保有量大幅度持续增加，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无法满足

日益增加的机动车出行需求，交通拥堵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发展与城市吸引力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交通系统是多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杂性系统，从局部入手治理，往往难以解决这一系统性问

题。通过固定卡口设备对机动车进行拍摄、记录与处理的交通监测系统，能全天候，大范围的监测城市

道路系统的车辆通过情况，为系统性评估交通运行状况，解决交通问题提供了可能。

目前，已经有部分学者将机动车卡口数据用于交通运行状态的分析、OD推导、道路交通分析框架

确立等方面，熊满初通过杭州市快速路卡口数据评估快速路系统的交通运行状态[1]；龙小强等通过卡口

车牌识别数据，挖掘了广州市路网车辆出行特征与规律[2]；王蓓等确立了卡口数据道路交通分析框架，

并对湖北省宜昌市毗邻区域交通量、车流轨迹、道路运行状况等进行了分析[3]；马柱通过卡口车牌数据

获取路段流量、转向流量、路段平均行程时间、车辆OD等指标，了解交通特征，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

交通拥堵改善方案，以千岛湖镇新安东路改造为例阐述具体分析过程[4]。

由于卡口点的布设密度、拍摄环境条件的影响，导致难以获取机动车出行准确OD位置，因此机动

车卡口数据在城市层面的交通需求分析中应用不够广泛。对昆明这类规模的城市和快速路系统这一系统

的研究也较为有限，因此笔者通过昆明机动车卡口数据，对昆明市城市交通整体运行状况和快速路系统

进行了分析，为后期交通管理措施的制定提供了研究基础。

1 数据概况及统计分析

1.1 昆明市机动车卡口数据概况

昆明市近年在交通信息化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通过部署智能交通系统来提升交通管理水平，从而

解决交通问题，在智慧交通设施建设上已经取得了诸多成果，积累了大量基础数据，在数据治堵和数据

应用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但是缺乏 “研发———建设———应用”一体化的反馈建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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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昆明市机动车卡口点约有1400多个，覆盖全市主要快速路、主干道以及部分次干道，但是有

数据的点位仅有489个点，主要集中于昆明三环系统内，对城市次支干道的覆盖不够全面。

图例
卡口点
流量

图1 卡口点位置分布及覆盖评估

通过交通模型软件emme的计算，目前昆明市机动车出行中，约有53%的车辆出行被车辆拍到，

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卡口覆盖度不足，难以支撑精细化OD矩阵的推导，但是相比于传统的车辆调

查，机动车卡口数据获得量和获得效率均大大提高了。

图2 部分卡口点设置情况

本文对2019年10月14日至2019年10月20日的昆明市机动车卡口数据进行分析。采用python

对近5亿条数据进行清洗，在剔除车牌丢失样本后，对数据进行分析。

1.2 基于卡口数据的昆明市城市交通总体运行情况评估

通过对有效样本进行分析，昆明目前日均运行车辆为96.1万辆，通过车牌识别，本地车辆72.5万

辆，外地车辆23.6万辆。机动车卡口捕捉到约180万车次出行，车均出行次数2.08次，本地车辆出行

次数为2.28，外地车辆出行次数1.43次，本地车辆的活跃度高于外地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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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机动车出行次数统计 （本地车 （左）、外地车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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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机动车出行时辰分布

从时辰分布来看，昆明市机动车出行早高峰为

7：00～9：00，午高峰为中午1点，晚高峰为16：00～

19：00，晚高峰持续时间长，晚上24点有一次出行夜高

峰，主要与晚上出租车出行量的增加，以及昆明二环核心

区与呈贡新区之间的夜间联系增强有关。

为了校核机动车卡口的数据的准确性，采用人工调查

数据进行校核，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机动车卡口数据的

结果数据与调查数据基本一致，说明上述分析结果可

靠性好。

表1 机动车卡口数据与调查数据对比分析

卡口点编号 卡口点名称 卡口流量 （辆） 调查值 （辆） 误差

5641 沣源路龙头街 3744 3381 10.7%

1282 北京路与金色大道交叉口北 1563 1791 -12.7%

207 环湖东路与珥季路交叉口东 （东向西） 1567 1371 14.3%

1191 北京路与环城北路交叉口北 1265 1570 -19.4%

212 昆安高速碧鸡关隧道口 （西向东） 43991 38356 14.7%

1041 二环南路与民航路交叉口西向东 2327 2118 9.9%

123 二环南路与民航路交叉口东向西 1921 1899 1.2%

2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机动车卡口数据分析

前文通过机动车卡口数据对交通运行状态进行了评估，但是由于目前昆明机动车卡口覆盖不足，因此

在全市机动车OD矩阵推导方面存在精度不足的问题。由于快速路体系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且目前在

在快速路出入口各匝道上卡口覆盖率高，为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的精细化研究提供了较好的数据基础。

2.1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概况

昆明市二环快速系统全长约27.08km，由东、南、西、北四段构成，二环快速路系统作为昆明市主城

区道路交通网络中的重要骨架系统，起到了穿越截流、进出分流和内部疏散的功能。昆明市二环系统共设

置约60余个卡口点，包含了主要上下匝道和主要对外高速匝道，部分出入口匝道缺乏卡口点设置。

图例
进出口
流量

图5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卡口点布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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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交通运行状态评估

通过对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机动车卡口数据筛选，根据匝道类型分为出口匝道及入口匝道两类；

以车牌为标识符，结合时间字段对每辆车的行为进行分析，筛选无法形成入口至出口闭环的车辆，出现

只有入口记录缺乏出口记录和只有出口记录缺乏入口记录的两种情况，对于缺少出口记录的车辆，分析

起后续出行轨迹，通过昆明路网拓扑结构，倒推其出口匝道位置，同时删除其中由于车辆在二环地面层

匝道行驶时被卡口错误记录的车辆；对于缺乏进口记录的车辆，通过分析二环快速路系统路段匝道记录

以及前序卡口记录，推导其进口匝道位置。

2.2.1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交通量特征

在对整理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日均通过车辆51.08万车次，在工作日高峰

小时流量能达到4万辆小汽车；二环快速路系统最大瞬时交通量为6402辆，二环快速路系统长度约为

27.08km，按双向6车道计算，平均每公里车辆数为41辆/km，属于不稳定车流，车辆相互制约，说

明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在 （7：00～19：00）拥挤时段已经达到83%，呈现常态化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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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道路交通量

2.2.2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运行车速分析

昆明二环设计车速约为60km/小时，通过对二环全线以及部分点的车速进行分析，在平峰时，昆

明二环快速路系统的运行车速基本维持在40～60km/h之间，在高峰时，部分路段会出现车速断崖式下

降的情况，高峰时段的平均车速小于2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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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道路车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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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平均出行距离运行车速分析交通量特征

目前二环快速路系统车辆的平均出行距离为8.2km，多数车辆平均出行距离小于10km，同时5km

以下的出行比重约45%，这说明了二环快速路系统目前存在大量短距离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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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道路车速分布图

2.2.4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主要出入匝道流量

昆明二环出入口按其所连接的道路类型，主要分为地面层出入口和高速出入口两种类型。

入口流量排名前三的均为高速入口，最大的为石虎关立交入口车辆为5.7万车次/日，其次为昆曲

高速入口为5.4万车次/日，昆安高速入口和昆曲高速入口基本处于同一量级，京昆高速入口量最低为

1.4万车次/日。

地面层入口中南二环宝海路入口匝道入口车辆最高可达到3.3万车次/日，其次为二环北路马村立

交入口、黄土坡立交和兴苑路立交都达到1.5万车次/日以上。

表2 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主要匝道入口流量

卡口编号 卡口名称 车辆数 匝道类型

6107 南二环B线石虎关汕昆高速入口 56558 高速

5977 昆曲高速东二环B线上层入口 43399 高速

6106 南二环A线上层明波立交昆安高速入口 42568 高速

10854 南二环宝海路入口匝道 32621 地面层

5981 虹桥路东二环A线入口 25783 地面层

6122 二环北路下层马村立交桥金星入口 21169 地面层

5942 北二环B线地面小屯立交桥入口 20152 地面层

5944 西二环A线地面黄土坡立交入口 16273 地面层

5947 西二环A线地面兴苑路入口 15806 地面层

5979 东二环B线地面小庄立交入口 14856 地面层

5972 东二环A线二层彩云北路入口 14656 地面层

6105 西二环A线上层小屯立交京昆高速入口 14325 高速

5968 虹桥路东二环B线上层菊华立交入口 13487 高速

11070 昆安高速融创文旅城入口 12736 地面层

5946 西二环B线地面科医路入口 12406 地面层

5989 昆曲高速北二环A线上层马村立交入口 10185 高速

3591



续表

卡口编号 卡口名称 车辆数 匝道类型

5991 北二环B线教场立交入口 9591 地面层

5992 北二环A线马村立交龙泉路入口 9454 地面层

5971 东二环B线地面白云路入口 9107 地面层

5983 北二环B线地面盘江路入口 8994 地面层

  高速系统出口流量的特征和入口基本一致，最大的为石虎关立交入口为6.7万车次/日，其次为昆

曲高速入口为5.1万车次/日，昆安高速入口和基础高速入口基本处于同一量级为3.3万车次/日和2.8

万车次/日，京昆高速入口量最低为1.2万车次/日。

在地面层出口中，金星立交出口车辆最高可达到2.4万车次/日，其次黄土坡立交、小屯立交、兴

苑路、云安会都出口、春城路出口和石闸立交出口都达到1.5万车次/日以上。

表3 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主要匝道出口流量

卡口编号 卡口名称 车流量 匝道类型

7426 南二环A线石虎关汕昆高速出口 67355 高速

6104 南二环B线上层明波立交杭瑞高速出口 33481 高速

5986 东二环A线上层小庄立交出口 31386 地面层

5980 北二环B线上层小庄立交200m门架 28678 高速

6126 二环北路下层马村立交桥金星出口 24205 高速

5945 西二环B线上层黄土坡立交出口 20519 地面层

5941 北二环A线上层小屯立交出口 19802 地面层

5951 西二环B线地面兴苑路出口 19659 地面层

5969 东二环B线上层大树营立交出口 17650 地面层

10390 杭瑞高速云安会都出口 17427 地面层

10790 石虎关立交春城路关上出口 15367 地面层

5982 东二环A线上层石闸立交出口 15173 地面层

5965 东二环B线上层菊华立交出口 14684 地面层

5948 西二环A线上层西苑立交出口 14306 地面层

5990 北二环A线上层盘江路出口 13933 地面层

10851 南二环B线福德立交出口 12565 地面层

5975 东二环B线上层石闸立交出口 11682 地面层

5976 东二环A线上层大树营立交出口 11316 地面层

5973 东二环A线上层金马立交出口 11048 地面层

2.2.5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OD分析

根据二环快速路系统出入口的类型，将二环快速路系统的交通需求分为过境需求、对外联系需求和

二环快速路系统内部需求三类，其中入口是高速出口也是高速的为过境交通，入口或出口是高速，另一

个为地面层的为外部联系交通，出入口都是地面层的为内部联系交通。通过统计分析，二环快速路系统

过境需求占比为28.27%，对外联系需求为55.91%，二环快速路系统内部需求为15.82%。在昆明二

环快速路过境需求中，南二环明波立交出入口至石虎关汕昆高速出入口和石虎关汕昆高速出入口至昆曲

高速北二环出口的联系最为密切，约为1.1万辆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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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OD期望线分析

3 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中观仿真模型

在对二环快速路系统进行分析后，采用inro公司的Dyanameq中观软件，对二环 （出入口匝道、转

向匝道）卡口点进行梳理，依托二环卡口数据，建立二环快速路系统全日中观仿真系统，模拟二环快速

路系统交通运行状况，并进行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相关评估。

Vehicles
0-25km/h
25-50km/h
50-75km/h
75-125km/h07:06:06

图10 中观交通仿真模型

在对道路通行能力标定和道路拓宽渠化后，建立昆明二环快速路系统中观仿真模型，并对同卡口数

据的路段检测点，与模型监测点结果进行对比，可以看出，模型数据基本与卡口监测点对比分析，R方

基本都在0.9以上，仿真与真实值基本吻合。说明卡口数据对二环快速路系统的仿真结果较好，为二环

快速路系统匝道控制提供了前期研究基础。

表4 中观交通模型与卡口点数据检验

卡口名称 R2 相关系数

南二环A线明波立交入口 0.856236 0.92533

西二环A线黄土坡立交中段至兴苑路入口 0.880688 0.93845

西二环B线兴苑路出口至黄土坡立交中段 0.927519 0.963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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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卡口名称 R2 相关系数

北二环B线加油站 0.968029 0.983885

北二环A线加油站 0.950247 0.974806

东二环B线小庄立交至石闸立交 0.975103 0.987473

东二环A线大树营至石闸立交 0.978974 0.98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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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模型监测值与卡口监测值对比分析

4 建议

根据前文分析，目前昆明市整体交通运行现状和二环快速路交通运行现状，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针对高峰时段二环快速路车辆运行速度下降比较快的情况，对快速路系统进行匝道控制，通过

卡口点动态获取路段交通量及运行状态，控制进入快速路的交通量，保证二环快速路系统在高峰时候的

运行车速。

二是根据二环快速路系统过境需求、对外联系需求和内部需求的比例，通过新增通道等方式对现有

快速路车辆进行分流。特别是要做好地面层和高架层的衔接，提升现有地面层的资源利用率。

三是可以利用现有对二环快速路系统的仿真分析基础，对不同的匝道控制策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

适用于昆明市二环快速路系统的控制策略。以二环快速路交通需求OD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在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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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口布置，提高卡口数据精度后，制定全市交通控制策略，为解决城市交通拥堵这一系统性问题提供了

研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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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张量分解的交通流数据补全方法研究

李喆康

【摘要】 在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的当下，尽管交通流数据的获取方式趋于多元化、规模不断扩大，但由数据采样率不

足与传输紊乱导致的数据质量问题普遍存在，进而对后续的数据挖掘和模型构建带来很大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

张量分解的稀疏交通流数据补全方法。首先基于实际的城市道路交通流速度数据，验证了交通流的时空相关性；在此基

础上改进了基于CP分解的加权优化方法，通过合理地加入拟合交通流时变特性和路段特性的正则化项，提高了方法在

不同数据缺失程度下的补全效果，为城市道路交通状态感知与预测提供了重要支持。

【关键词】 城市交通；数据缺失；数据补全；张量分解

0 引言

作为智慧城市的焦点课题，城市道路交通状态感知与预测是实现城市交通智能化的核心关键之一，

其主要工作则建立在数据挖掘工作的基础上。在大数据技术日益成熟的当下，尽管交通流数据的获取方

式趋于多元化、规模不断扩大，但由数据采样率不足与传输紊乱导致的数据质量问题普遍存在，进而对

后续的数据挖掘和模型构建带来很大的影响。因此，对缺失的交通流数据进行精准修复极具现实意义。

现有交通流数据的缺失值补全一般采用基于传统统计学理论的方法，这其中主要包括平均值法、中

位数法和插值法[1]。平均值法与中位数法的基本思想是以一段时间路段交通流速度的平均值或者中位数

对缺失的数据进行填补。插值法则是通过已知观测值拟合出一条直线或曲线，进而对缺失时间间隔内的

速度值进行预测[2]。研究表明，基于统计学理论的方法在数据缺失率较小的情况下具有不错的效果，但

是随着数据的稀疏性增大，其补全精度和稳定性会显著下降。

张量分解方法在图像恢复、缺失值修复上具有广泛的应用，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是首先

将多维张量展开为二维矩阵，然后再对该矩阵进行矩阵分解的方法。如Liu
[2]提出了高阶张量低秩分解

（HALRTC）方法，通过使用张量轨迹范数将张量分解构造为凸优化问题；Tan
[4]考虑了严重的交通速

度波动，并采用HALRTC方法来恢复缺失值。另一种方法是对高阶张量直接进行分解，由于减少了张

量展开过程，因此在效率上要优于前者，但往往需要依托于特殊的分解结构，这其中主要包括CP分

解[5]和Tucker分解
[6]。如Acar

[7]制定了一个名为CPWOPT （CP加权优化）的CP分解模型，该模型

开发了用于解决加权最小二乘问题的一阶优化方法；Wang
[8]采用塔克分解对潜在因子矩阵的时空特征

进行低秩逼近，以提高分解的准确性。此外，一些研究人员还致力于将贝叶斯模型与张量分解相结合以

提高数据补全与实际场景的契合度。如Tang
[9]采用完全贝叶斯和吉布斯采样来控制模型的复杂性并自

动调整超参数；Zhao
[10]将贝叶斯概率模型添加到CP分解过程中，对张量秩的选取进行优化。

城市道路交通流具有典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在空间上可以分为点、路段、区域三个层次，在时间上

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时段、日、周等等层面。结构化后的交通流时空数据可以组织成多维张量的形式，这

为张量理论在对交通流数据补全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本文依托从浮动车数据提取的路段交通流速度数

据，对交通流的多模式相关性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CPWOPT方法的速度补全优化模型，提

高了算法在不同缺失程度下的精确性和鲁棒性。

1 交通流多模式相关性分析

数据补全的关键在于充分利用数据内部的结构性和相关性。相关性指的是两个随机变量间的关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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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交通流之所以在时间上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是由交通出行者们的出行规律所决定的，而交通流的

空间相关性与道路上行驶的前后车辆间的相互作用有关。为了挖掘交通流速度在时空上的多模式相关

性，从浮动车轨迹数据中提取了2018年5月21日至2018年5月28日南京南站周边地区区域的路段交

通流速度样本选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来衡量相关程度，其计算方法为：

r=
∑
n

i=1

（xi-x）（yi-y）

∑
n

i=1

（xi-x）2∑
n

i=1

（yi-y）㊣
2

（1）

  相关系数r的取值范围为 [-1，1]，根据该值的正负可以对数据间的相关性进行初步判断，即当r＞0

时为正相关，r＜0时为负相关，|r|=0时说明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r|=1时表示完全线性相关。

在实际应用时，往往还会根据|r|的大小来对线性相关程度进行分级，一般来说，当|r|≤0.3时不存在线

性相关，0.3＜|r|≤0.5为低度线性相关，0.5＜|r|≤0.8为显著线性相关，|r|＞0.8为高度线性相关。

1.1 时间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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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某路段一周内不同天的速度变化曲线

图1和表1分别是某路段在一周内不同天的交通流速度变化曲线图与相关系数矩阵。从图1中可以

看出，该路段在5个工作日上交通流速度呈现出相似的变化特征，在上午和下午出现两个明显的速度低

谷时段。从整体上来看，夜间的路段平均速度水平普遍高于白天，且速度波动相对白天波动情况较大，

这是因为夜间路段上多为自由流，车辆速度受驾驶员驾驶习惯影响较大，表现出更加离散的特征。另一

方面，周日时的交通流速度并未出现明显的低谷，且整体数值水平明显高于工作日，说明该路段可能是

重要的通勤路段，在休息日的出行需求要显著低于工作日，所以道路交通状态良好。结合上述数据，计

算皮尔逊相关系数得到不同日间交通流速度的相关性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日间交通流速度相关性矩阵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周一 1.000 0.650 0.718 0.736 0.679 0.481 0.569

周二 0.650 1.000 0.727 0.636 0.504 0.561 0.356

周三 0.718 0.727 1.000 0.739 0.598 0.702 0.546

周四 0.736 0.636 0.739 1.000 0.566 0.568 0.551

周五 0.679 0.504 0.598 0.566 1.000 0.401 0.660

周六 0.480 0.562 0.703 0.568 0.401 1.000 0.4750

周日 0.570 0.356 0.546 0.551 0.659 0.475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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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1可知，一周内五个工作日之间的相关性系数都大于0.5，表现出显著相关。周日与其它的相

关性较低，与上述分析结果基本一致，由此可见，不同天的交通流速度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1.2 空间相关性分析

城市路网中路段与路段相互连接与交织，路段交通状态会受到其上下游及邻近路段的影响，因此，

路段与路段之间往往会呈现出高度的相似性。图2和表2分别表示该条道路上相邻五条路段在某工作日

的交通流速度变化曲线与相关系数矩阵。

1
2

3
4

5

90

100

80

70

60

50

0 20 40 60 80
时间窗序号

路
段
平
均
速
度
（k
m
/h
）

路段1
路段2
路段3
路段4
路段5

图2 某工作日相邻路段速度变化曲线

从图2中可以明显看出，五条路段在变化趋势上表现出了高度的相似性，在上午的第30到第40个

时间窗之内 （早高峰时段）出现了明显的速度值下降，其中，路段4和路段5在速度变化上表现出了高

度相似性，而路段1、路段2、路段3虽在变化趋势上相近，但在数值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地图上来

看，因为路段1、路段2、路段3处在匝道上游处，车辆的驶出会使得该处的车辆存在一定的减速行为，

使得下游路段速度水平相比上游路段有所下降。结合上述数据，进一步得到相邻路段交通流速度相关性

矩阵如表2所示。

表2 相邻路段交通流速度相关性矩阵

路段1 路段2 路段3 路段4 路段5

路段1 1.000 0.863 0.806 0.907 0.899

路段2 0.863 1.000 0.883 0.803 0.817

路段3 0.806 0.883 1.000 0.776 0.832

路段4 0.907 0.803 0.776 1.000 0.943

路段5 0.899 0.817 0.832 0.943 1.000

  由表2可知，所选路段间的相关性系数基本都大于0.8，表现出高度相关。其中，路段4与路段5

的相关性系数最高，达到0.943；路段3与路段4的相关性相对最低，只有0.776。从路段所处的位置

上来看，路段2与路段3位于匝道出口的上游，路段4与路段5位于匝道出口的下游，车辆的分流使得

上下游路段间的交通流相关性降低。综上所述，交通流速度在相邻路段上表现出一定的相关性，而路网

结构会对前后道路交通流速度的相关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2 基于CP-WOPT方法的交通流速度补全

2.1 张量构建

上一节分析结果表明交通流速度在路段与路段之间、同日之间表现出了显著的多模式相关性。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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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张量表示

在数据组织层面体现这一结构特征，充分利用交通流的多维特性，

建立了图3所示的大小为M·N·L的张量χ，其中L表示路段的数

量，M表示天数，L表示每日的时间窗个数，元素xijk代表路段k在

第i天第j时间段的平均速度观测值。

2.2 CP分解

CP分解 （CANDECOMP/PARAFAdecomposition）结合了

CANDECOMP方法和PARAFA方法，将一个高阶张量分解成若干

个一维或多维的因子矩阵[11]。例如，三阶张量可以分解成3个一维

的因子矩阵，对于给定一个大小为n1·n2·n3的三阶张量χ，其CP

分解可以表示为：

χ=∑
R

r=1

A（：，r）⊗B（：，r）⊗C（：，r） （2）

  其中，矩阵A，B，C的大小分别为n1·R，n2·R，n3·R，被称为因子矩阵 （Factormatrices），

符号 “⊗”表示外积。张量χ在任意位置 （i，j，k）上的元素估计值为：

xijk≈∑
R

r=1

airbjrckr （3）

a1

b1

c1

a2

b2

c2

aR

cR

bR

+++≈

图4 张量的CP分解

2.3 CP分解加权优化方法

由于张量分解的方向是不确定的，为了使恢复后的张量最接近真实值，需要对分解过程中的因子矩

阵的更新进行设计优化。若将该低秩逼近问题转化为一个无约束优化问题，以恢复后的张量与真实值的

残差平方和作为目标函数，其形式为：

f（A，B，C）=
1
2∑

n1

i=1
∑

n2

j=1
∑

n3

k=1

xijk-∑
R

r=1

airbirc（ ）ir
2

（4）

  对目标函数中的决策变量air，bir，cir分别求偏导数，得到：

∂f（A，B，C）

∂air
= ∑
j，k：（i，j，k）∈Ω

xijk-∑
R

r=1

airbjrc（ ）kr -bjrc（ ）kr （5）

∂f（A，B，C）

∂bjr
= ∑
i，k：（i，j，k）∈Ω

xijk-∑
R

r=1

airbjrc（ ）kr -airc（ ）kr （6）

∂f（A，B，C）

∂ckr
= ∑
i，j：（i，j，k）∈Ω

xijk-∑
R

r=1

airbjrc（ ）kr -airbj（ ）r （7）

  根据梯度下降法 （gradientdescent），在每次迭代过程中的更新公式为：

air⇐air-α ∑
j，k：（i，j，k）∈Ω

xijk-∑
R

r=1

airbjrc（ ）kr -bjrc（ ）kr （8）

bjr⇐bjr-α ∑
i，k：（i，j，k）∈Ω

xijk-∑
R

r=1

airbjrc（ ）kr -airc（ ）k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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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r⇐ckr-α ∑
i，j：（i，j，k）∈Ω

xijk-∑
R

r=1

airbjrc（ ）kr -airbj（ ）r （10）

  这里的α表示梯度下降的步长，又称为学习率。正常的稠密矩阵即可按照上述更新公式逐步更新

air，bir，cir等参数，在目标函数小于某个值的时候终止迭代，从而输出全部结果。CP分解采用的是交

替最小二乘法来进行迭代，即通过固定其中两个方向的因子矩阵，去优化剩余方向的因子矩阵，该过程

交替进行，最终达到收敛。然而对于稀疏矩阵来说，根据式 （4）来计算所有位置的目标偏差是不准确

的，因为这样计算得到的梯度方向会偏向于填补空值而设定的初始值方向，所以必须要对稀疏矩阵进行

特殊处理。假设ω是与原始张量χ尺寸相同的加权矩阵，则加权后的张量y为：

y=ω*χ （11）

式中：*表示矩阵对应元素相乘的Hadamard积，在加权矩阵ω中，数据缺失位置的元素值为0，反之

为1。加权后的目标函数更正为：

f（A，B，C）=
1
2∑

n1

i=1
∑

n2

j=1
∑

n3

k=1

ωijk（xijk-∑
R

r=1

airbircir（ ））2
（12）

  CPWOPT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使用上述目标函数，利用原始数据张量中存在观测值位置的估计误差

来进行优化，而对于其他的缺失位置则不单独进行更新。CPWOPT的基本计算步骤概括为：

步骤1：提前计算加权原始矩阵：y=ω*χ

步骤2：对原始矩阵进行CP分解：χ=A
（1），K，A

（N），对恢复后的张量加权：z=ω*A
（1），

K，A
（N）

步骤3：计算目标函数：fw=‖y-z‖2，该目标函数可展开为：fw=‖y‖2-2〈y，z〉+‖z‖2

步骤4：每次迭代过程中对每个分解后的张量A
（n）重新计算梯度如下：

G
（n）
=-2Y（n）A

（-n）+2Z（n）A
（-n）

式中：G
（n）为第n个张量的更新梯度，Y（n）为第n个张量的原始值，Z（n）为第n个张量的恢复值。其中的

A
（-n）的计算方法如下：

A
（-n）=A

（N）eKeA
（n+1）eA

（n-1）eKeA
（1）

  步骤5：逐渐迭代更新A
（n），并且在目标函数达到要求时可以提前终止程序。

2.4 目标函数优化

CPWOPT方法在图像恢复等领域已具有较为广泛的应用，为了提高方法在不同场景下的鲁棒性和

精确性，可以将先验知识以约束的形式添加到在分解因子中，常见的约束包括平滑约束、正交约束、非

负约束和稀疏约束等。本节主要研究交通流数据补全中的先验信息提取方式，并对原CPWOPT方法进

行改进。

假定i为加权后的原始速度矩阵，φ为相同尺寸的恢复后的加权速度矩阵，A为分解后的星期因子矩

阵，B为分解后的时间因子矩阵，C为分解后的路段因子矩阵，原始的CPWOPT的计算损失函数如下：

lossfw =-
1
2
‖、-‖2 （13）

  根据对交通流变化特征的分析，交通流除了存在明显的时空相关性外，同时也具有明显的时序性，

即在固定的早高峰和晚高峰会有明显的速度降低的趋势，同时路段上的速度也受到道路类型和周边路网

结构的影响。因此考虑在原目标函数的基础上加入体现路段的时变特征和限速特征的正则项，包括拟合

星期特性、时段特性和路段特性三种约束，此外还需要加入防止过拟合的正则项以提升算法在未知数据

的补全效果。在加入多种上述正则项后的损失函数可以表示为：

lossfw =-
1
2
‖、-‖2+

λ1
2
‖A-TA‖

2
+
λ2
2
‖B-TB‖

2
+
λ3
2
‖C-TC‖

2
+
λ4
2
‖C-Tclass‖

2

+p（‖A‖2+‖B‖2+‖C‖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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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A 为星期特性矩阵，由所有路段每天的平均速度计算得到；TB 为时间段特性矩阵，由所有天内

所有路段的该时间段平均速度计算得到；TC 为路段速度特性矩阵，用该路段的所有速度均值来表示；

Tclass为路段等级特性矩阵，用该路段的道路等级来表示 （为1到5的整数来表示）；λ1，λ2，λ3，λ4，p

是各部分正则项的权重系数。

3 案例分析

为了验证CPWOPT+方法在实际数据补全上的效果，本节选用研究范围内共1253条路段一周的交通

流速度数据进行实验，并与传统的数据补全方法进行比较。实验采用15min的时间间隔对路段平均速度进

行统计，并组织成Time·Day·Link的三阶时空张量，最终得到的张量形状大小为96×7×1253。

3.1 超参数选取

实验运用python中tensorly.decomposition工具库进行张量分解，并实现上述改进过后的CP-

WOPT+方法，通过将预处理过后的待恢复速度张量作为初始输入参与到迭代过程中，运用Hyperopt

模块对包括张量秩在内的六个超参数进行调优。Hyperopt是一种通过贝叶斯优化来调整参数的工具，

该方法具有较快的速度和较好的效果，实验中以500次迭代后的损失函数的值为优化目标，得到的结果

如图5所示。

从图5中可以看出，秩的设定对误差具有显著的影响。随着秩的增大，补全效果有所提升，且提升

效果在秩小于4的时候最为明显，之后则趋于平缓，这也验证了交通流数据的低秩性特征；此外，由于

秩的增加会导致计算效率的下降，因此需要综合考虑算法的效益和效率来确定该值。实验最终得到各超

参数的最优值如表3所示，在此设定下，执行迭代1200次，实验数据的训练误差与验证误差的下降曲

线如图6所示，可以看出，当迭代到400次左右时，趋近于收敛，最终的验证误差为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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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超参数选取实验结果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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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迭代误差变化趋势图

表3 最优超参数设置

超参数 lambda_1 lambda_2 lambda_3 lambda_4 penalty rank

最优值 36.802 9.514 56.052 38.636 0.117 6

3.2 补全效果对比

本实验通过设定不同的数据缺失率 （10%～60%），对原始交通流速度数据进行随机缺失处理，用

于分析改进的CPWOPT+方法在缺失程度不同下的补全效果变化，并与经典的数据补全方法进行比较。

这里主要选用了历史平均法和线性插值两种常用方法进行对比。此外，考虑到数据缺失方法是随机缺

失，因此在不同数据缺失水平下，每种补全方法都将独立进行5次重复实验，计算其平均RMSE作为

最终补全效果的评价指标。实验得到各方法的补全结果对比图如图7所示。

从图7中可以看出，随着数据缺失程度的增大，各类方法的补全效果都有所下降。其中，基于张量

分解的数据补全算法的补全效果整体要优于历史平均法与线性插值法，尤其在数据缺失程度不是特别高

的情况下 （小于40%），表现出了更好的补全效果。经典数据补全方法中，线性插值的方法效果最差，

分析其可能是因为过多考虑了局部信息，难以适应交通流的动态变化；而均值方法补全效果一般。此

外，改进后的CPWOPT+方法与普通CPWOPT方法在数据缺失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具有差不多的效果，

但在缺失程度较高的情况下，CPWOPT+方法表现出更强的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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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数据缺失程度下各方法的补全效果对比

4 结论

本文对交通流数据的补全方法展开了全面的研究。通过对实际路段的交通流数据进行时空相关性分

析，验证了纯数据驱动的张量分解方法在交通流数据补全上的可行性，并进一步分析了CP分解相对于

其它分解结构在交通流数据补全中的优势。在此基础上，改进了基于CP分解的加权优化方法 （CP-

WOPT+），通过合理地加入拟合交通流时变特性和路段自身特性的正则化项，以提高了数据补全算法

在不同稀疏程度下的效果。最终的实验表明，所提出方法可以大幅度提升交通流数据补全的精度和鲁棒

性，对改善城市交通数据挖掘效率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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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通大数据多元长效特性的循证决策方法

王卓群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及科技发展推动，数据采集设备的完善，可利用的数据内容体系已历经几轮的迭代升级，

从传统基础数据体系中以常规统计数据和小样本调查数据为主体升级到大数据体系中以互联网大数据融合常规统计数据

的多元长效数据为主体。数据体系的日趋完备使得对问题剖析研判并辅助决策的方法手段可以从过往依赖于集计化模型

的推演结果优化到灵活利用常规数据与大数据属性特点，从数据结果现象出发，用数据步步推证整体现象的本质原因或

实际作用生成机理。利用有效推证结果辅助政府决策这一数据到论据的过程我们称之为循证决策。本文从基础数据体系

迭代升级出发，探寻数据间逻辑关联，探讨循证决策的核心价值，探究以数据推论据的思路方法。使基于多元长效交通

数据的循证决策方法可为监测或挖掘城市发展进程中普遍性或趋势性问题提供有效帮助，为导向城市精准治理、辅助政

府决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大数据应用；数据体系；城市治理；服务决策

0 引言

随着数据资源的丰富多元，数据表达信息的完整长效，利用数据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辅助政

府精准决策的思路方法成为现实可能。过往传统数据受限于数据自身属性完整度与精细度的不足，难以

通过数据间互证得出有力结论支撑城市决策。而当前大数据体系中兼备统计数据宏观性表征性特点与大

数据精细化个性化特点，使观察对象从群体集聚性细化到个体独特性，观察维度从独立分散化到综合体

系化，观察角度从表征趋势层深入到本质机理层。

2019年12月交通运输部印发 《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 （2020～2025年）》中明确

提出 “以数据资源赋能交通发展为切入点”，积极推动大数据与综合交通运输深度融合。利用不同数据

所包含的信息内容，通过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推论出数字指标背后，实际的出行行为与真正的出行需求

从而辅助政府精准决策。这一过程也是本文核心要义，数据循证决策方法。基于上述背景，本文通过梳

理基础数据迭代升级的历程总结目前可利用数据的特性特点及其之间的关联逻辑，提出循证决策方法的

思路核心，着重讨论基于大数据多元长效等特点的循证方法，为数据治理赋能城市发展提供有效手段。

1 数据体系的迭代升级：从单一调查到多元长效

1.1 数据体系完备历程

第一阶段：数据来源单一分散，依赖传统模型推演出行需求

在利用数据推寻交通问题的初级阶段，数据来源以常规统计数据及人工小样本调查数据为主，数据

内容多反应各交通方式的营运情况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特征。各交通方式的常规统计数据彼此独

立且仅能在宏观趋势上反映其发展变化，对于进一步了解各交通方式彼此作用下对城市交通运行整体影

响，需要常规统计数据+调查数据结合，应用传统 “四阶段”模型推拟广域出行空间分布结构等特点，

进而推演城市交通的运行机理。

常规统计数据之间存在统计口径、统计时间不一致问题，调查数据存在样本量偏小，调查对象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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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人工准确度有限等问题，使得常规统计数据+调查数据的数据体系缺乏数据之间连贯性与统一

性，缺失推演逻辑链中需利用的数据片段。利用初级阶段数据体系构建的交通模型，其准确度较依赖于

模型师的主观经验，对模型结果解读提出解决对策和发展策略同样依赖决策者自身能力素养。

货运量、货运周转量

居民出行调查

货运出行调查

境界线交通调查

道路网络

公共交通线网

慢行网络

机场布局

港口布局

客运量、客运周转量
交通运营及管理数据

交通调查数据

交通设施数据

土地利用数据

统计数据

传统交通数据

人口岗位

地形图

卫星图

建筑普查

用地性质

机动车发展

经济发展

图1 传统数据体系架构

第二阶段：数据资源多方共享，逐步建立逻辑互补的数据体系

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适应性系统，人们对城市运行机理窥探深度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可利用数据的规

模及数据间关联性质量，循证中若缺乏必要关联数据，则存在有限的数据导致错误推论的可能。城市交

通运行规律不单一反应在交通运输运行所直接产生的营运数据，交通流数据和基础设施数据等当中，与

交通运输相关领域的数据也具备佐证交通运行规律的价值，如管控政策内容，假日天气影响等。

公共交通

春运量
线路系数
线路里程
车辆规模

事故次数
死亡人数
受伤人数

万车死亡人数

大气环境
交通噪声

早高峰运行
晚高峰早通
平均拥堵事件
平均拥堵里程

公路高峰运量
铁路高峰运量
铁路高峰运量
港口高峰运量

对外交通

道路交通运行

交通环境

交通安全

综合交通年度报告

交通建设

智能交通建设

交通投资
铁路里程
道路里程
道路里程

交通信息服务
交通数据分析
交通运行监测
交通数据采集
智能交通顶层投资

出行率
出行距离
出行结构
出行目的

小汽车增量调控政策运行情况
机动车驾驶人保有量
机动车保有量

土地开发
经济总量
财政开支及资产投资
常有人口
人均GDP

城市发展

机动车发展

居民出行特征

……

……

……

……
……

……

……

……

……

……

图2 共享机制下完善的数据体系架构

丰富数据资源，夯实基础数据底座有利于数据导向论据的过程成熟，提高推论准确性。建立 “一主

导，多协作”的多部门数据统筹组织架构是健全循证决策机制中保障数据链完整性的重要一环。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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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交通年报为例，初期年报做为内部总结参考资料，数据来源为内部年度项目所收集分析的数据，年

报编制的内容需论据当年数据内容调整变化。后年报作为面向业内人士及市民的年度官方报告，逐步建

立了如今深圳交通运输局主导，联合生态环境局、交通警察局、香港运输署等单位的数据统筹组织架

构。完备的数据统筹组织保障数据稳定来源，同时丰富了与交通出行相关的影响因素，使年报内容框架

综合稳固，分析评估的内容趋于有理客观。

综合规划处

智慧交通处

民航发展处

轨道交通建设指挥部办公室

建设管理处

港航管理处

公共交通管理局

公路春货运量数据
共享单车数据

出租车运力数据
出租车打租数据
常规公交运量数据

常规公交设施建设数据

港口油位数据

深圳资产投资数据

航空运输业统计分析数据

轨道交通线网查检分析数据

机场运行数据

共享单车发展情况
小汽车增量调控投标发放情况

小汽车调价成交数据
小汽车查号数据

全市智能交通建设情况

市生态环境局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深圳交警

市统计局

广铁集团

香港运输

深圳通公司

各城市年报编制机构

环境空气质量良好
平均污染物浓度

机动车保有量数据
机动车驾驶人保有量数据
卡口流量数据

社会经济数据
人口岗位数据
城市交通数据

高铁时刻表

各口岸出入镜人员，车辆数据

公交刷卡数据

轨道交通运量数据

交通发展指标对比

居民调节数据

市交通运输局

深圳基础设施数据

图3 深圳市综合交通年报数据共享组织架构

第三阶段：数据内容多元长效，初步具备数据循证决策基础环境

大数据具有海量样本数据基础，具备不同测度，多种观察角度自由调换的数据属性，支持既可以连

续追踪长效趋势性信息又可以任意锁定特定精细化片段，至此数据内容不再是片段式组合拼接，而是能

够连贯融合[2]。

大数据采集设施设备的完善及各类交通数据资源协调统筹的环境为传统数据与大数据融合利用提供

契机，大数据弥补了传统数据存在的粗颗粒度，单一维度的不足，传统数据也为大数据清洗校核提供纠

偏指引。稳固的数据底座是循证决策方法可用的基础，洞察数据背后的信息是循证决策方法的核心，用

科学严谨的数据循证决策机制推断论据从而辅助城市治理，缓解了最初依赖个人经验的不足，采用事实

说话，关心更丰富的属性群体，针对性提出管控策略，社会治理步入精细化时代。

以深圳综合交通年报中城市人口指标为例，以往统计指标仅获取常住人口，但实际管理人口是影响

城市出行服务供给能力或是公共资源配置规模的重要因素，年报利用手机信令数据推算全市实际管理人

口超2000万，并根据驻留点信息掌握居住人口及岗位数量空间分布，常规数据+大数据分析手段，掌

握常住人口与管理人口的比例，为城市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等提供决策方向。

1.2 数据间关联逻辑

数据体系是从数据到论据的根基，是循证决策方法的基座。数据资源的丰富和可用性高保障了从数

据到论据分析链条中链环的完整性，而数据间关联逻辑如同将链环搭扣，使独立的链环找到对应的链环

并彼此锁扣上，形成一段段链结。最后提出的循证决策方法则如同将一段段分散的链结串成完整链条，

形成从数据到论据的逻辑链。

以 “一单位主导，多单位协同”的数据共享机制，以常规统计数据+互联网大数据的数据资源是当

前超大城市基础交通数据体系架构。已有的数据基本分为四类：一是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这类数据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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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文本型数据，以记录建设里程，计算诸如路网密度数据为用，一种是空间地理信息

数据，可展示多层次线网的空间布局；二是交通调查数据，目的在于获取居民出行意愿及出行需求，掌

握不同属性群体的出行行为特征，或针对特定事件展开调查如轨道线路开通对周边居民出行方式影响，

主要通道交通流量构成等为特定分析评估做针对性数据补充；三是常规统计数据，用于掌握综合交通各

个指标阶段性总量情况，总量数据的长效追踪，横纵向对比可用来确定城市发展进程的缓慢，发现城市

交通发展动力尚且不足，结构性可能失衡之处。四是交通运行数据，以大数据分析为主，可良好支持精

细化，深度化挖掘特定群体的出行特征及规律。这四类数据实际上分别从交通运行的供给端、需求端、

营运特征和运行特征上阐明年度交通变化，其中供给端数据结合需求端数据可针对营运特征的普遍性趋

势性问题做出分析，运行特征数据侧重于内在问题的剖析。

基于破排放数据的交通环境评估

基于浮动车和地图号航数据的道路运行评估
基于刷卡数据的公井交通运行评估
基于停车数握的停车油位运行评估

出行量

时空分布
使用强度

方式结构
出行分布

基于车牌识别数据
的车辆活动特征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
的人流活动特征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人
口岗位分布及职住关系

交通运行数据

交通运行数据

交通相关大数据

常规统计数据

常规数据+大数据集成体系

交通设施数据

交通需求数据

交通需求数据

城市背景数据

城市背景数据

客货运量数据
交通流量调查数据

道路设施
停车设施
慢性设施
公交设施

社会经济
土地利用
机动车辆
常住人口

居民出行调查数据

图4 常规数据+大数据的数据体系架构

城市综合交通数据体系

基础设施建设数据 常规统计数据 交通运行数据 交通调查数据

铁路建设 社会经济人口特征 GPS数据 居民出行调查

公交线网 客运量 刷卡数据 热点事件专项调查

道路建设 货运量 车牌过车数据

绿色交通建设 集装箱吞吐量 地磁流量数据

供给端 需求端

营运特征 运行特征

…… …… …… ……

图5 数据体系架构及内在关联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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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循证决策方法核心：从数据到论据

多元数据代表着数据来源丰富，数据维度各异，数据信息万千，极大增加了利用数据之间交叉关联

等分析方法得到有效论证的可能。长效的特性意味着单一的数字信息在时间的长河中被赋予趋势性规律

的价值，在纵向拓展维度中有了更灵活的发挥空间。基于多元长效数据特性的循证方法含义在于为独

立，片段的数据找到互相联结，逐成体系的逻辑通路，能够让数据成为论据从而支撑有限理性决策模

式。本节总结了多元长效数据循证决策过程中三个核心阶段，分别是认识数据本质—时间赋予数据的生

命力，掌握使用方法—数据赋予分析的生命力，合理解读结果—分析赋予决策的生命力，以便于更好理

解从数据到论据的循证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节点。

2.1 数据积累：时间赋予数据生命力

数据长效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行业历史数据，数据的历史回顾及关联分析助于有效支撑决策。

以深圳为例，深圳全市高峰期交通运行环境在超大城市中处于较好地位，2019年全市高峰期运行

速度为26km/h，运行等级为 “基本畅通”。单从某一年数据来看深圳交通运行良好，似乎不必紧迫研

究其他交通管控措施，而在时间线上延伸，深圳的交通运行情况呈现：一是高峰期速度逐年下降态势。

二是结合城市道路运行等级空间分布图来看，拥堵节点已从原散点分布式发展为连绵成片式并沿重要廊

道向外延伸。由此推测虽全市层面交通目前运行水平良好，但趋势处于下行未来并不乐观。运行水平分

布不平衡，中心区交通压力尤其突出，研究制定管控措施，或针对性的片区治理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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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深圳市历年全市、中心城区高峰期运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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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深圳市晚高峰拥堵路段空间分布示意图

2.2 精准分析：数据赋予分析生命力

时空多维度数据融合，支撑分析结论从传统数据凭经验 “拍脑袋”到科学精准。通过循证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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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出的论据更有效支撑决策的针对性和精准性。

例如2015年2月至2017年8月，深圳市先后出台三轮外地车管控政策，限外时间均为工作日早高

峰7：00～9：00，晚17：30～19：30，限外区域逐步扩大至全市范围 （除高速公路及进出口岸路段

等），利用车牌识别数据分析得出管控效果，早晚高峰在外地车管控政策约束下，外地车出行得到有效

限制，高峰时段外地车出行车辆数占高峰时段全路网车辆总数的不足2%。但随着时间推进，外地车出

行特征有所变化，原有的政策管控也许面临作用收紧的效果。

1.外地车出行规模有所增加

2018年日均路网外地车出行车辆数为86.0万辆，比2016年增加约8.6万辆，2018年日均路网外

地车出行车辆数占全路网行驶机动车车辆总数的33.8%，比2016年 （32.3%）增加1.5%。

34.0%

33.0%

32.0%

31.0%
2013年 2016年 2018年

33.0%

32.3%

33.8%

图8 日均出行外地车数量占比

2.外地车高峰出行时间段与本地车重合度提高

根据外地车全日分时出行规模分布来看，9：00～10：00间外地车出行规模达10.8万辆，占路网

通行车辆总数的29.3%。16：30～17：30间路网行驶外地车车辆数达13.3万辆，路网通行车辆总数的

23.1%。这段时间根据路网运行指数来看，同样为本地车高峰出行时间段，由此在本地车外地车双重作

用下，路网运行压力骤然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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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外地车出行规模时间分布

2.3 科学决策：分析赋予决策生命力

顺延上节有关外地车的案例分析，得到外地车的出行特征后，考虑管控思路原则为一、释放拥堵时

段道路资源，缓解交通拥堵；二、约束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均衡城市资源分配；三、保证外地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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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商务、旅游等出行，保持城市开放性。

在基础原则上，针对外地车运行规律及出行规模特征，综合考虑城市交通拥堵，兼顾城市包容性

后，提出建议外地车限行时段由早高峰7：00～9：00调整至7：00～10：00，晚高峰由17：30～19：

30调整至16：30～19：30，并评估该措施可减少20万～25万辆外地车通行，能有效缓解城市高峰运

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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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深圳市外地车出行时间分布与交通指数分布

3 循证决策方法例证

大数据在交通分析中的价值无外乎有四种[2]，大样本优势，可连续追踪信息，不同测度的观察，多

种观察角度的互补。前两种优势与本文强调的数据多元长效的特性相近，是数据属性的优势。后两种则

是数据属性带来分析方法的升华。循证的技巧在于如何使用数据，观察数据以得到合理的问题解释。循

证的方法多样，本文仅从分析对象—群体至个人，分析角度—集聚总量到空间分布，分析的逻辑—多项

指标关联比较这三个案例出发，说明循证决策的过程应用。

3.1 常规数据与大数据互补，从群体趋势到个体特性

常规数据因其数据本身属性限制，一般用于对集聚性群体做趋势性判断分析，趋势性意味着常规数

据优势在于具备时间维度的长效性，而劣势在于仅能反馈较粗颗粒时间维度的信息。大数据的加入使数

据分析对象个性化全面化，分析维度可以有更精细的时间维度也可以扩展到空间维度。以常规数据为主

构建的宏观模型结合大数据后，测算的结果和分析的观察角度更加细致，对应的决策目标与决策对象也

更具象。

大数据分析：掌握现状出行规律

战略规划中常用通勤出行时间在60分钟以内的人群比例作为出行高效可达的检测指标之一。国内

多城市远景规划借鉴国际一流城市取值经验设定该目标值为85%，然而是否每个城市在当下各自发展

阶段适合85%的指标？又该如何推进85%指标的实现？这就需要常规数据构建的宏观模型结合大数据

共同分析。

以深圳机动化出行时间分布为例，利用机动车车牌识别数据，匹配车辆出行路径可以得到现状机动

化车辆单程通勤时间分布，由此可以掌握进入60分钟以内的通勤人群出行占比，进而掌握85%目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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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优化哪部分的通勤人群。

如深圳的数据表示约75%通勤出行分布在60分钟以内，假设能够实现85%目标，则要推动10%

出行人群进入60分钟以内。通过估算出行规模总量，考虑高峰时间道路运行环境，初步框定采用道路

交通通勤出行的人群中出行距离在35km以下的是重点调控对象，其中25～30km出行距离对象为积极

可争取对象，调控目标要求是使高峰期平均出行速度在25～30km/h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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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全市与中心城区相关的通勤出行不同出行时间机动化出行量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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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深圳市与中心城区相关的地面机动化通勤出行大于60分钟下不同出行距离下出行量占比

模型+大数据：精准掌握调控方向

在大数据挖掘出行人群特征属性上结合模型研判目标人群的出行空间分布，发现该部分出行基本分

布在中心城区与对外中长距离走廊带上，由此推测若想达到实现85%目标，则要在提高中心城区与对

外廊道的出行速度，如南山-宝安，福田-宝安，福田-龙岗的交通走廊。

图13 地面机动化单程通勤时间大于60分钟出行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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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集聚变量与空间分布相关联，从表征含义到内里本源

指标反映的是数字集成总量，反应的是某一程度上的份量，指标的数据偏于宏观，不能反馈数据背

后所蕴藏的信息。如机动车保有量数据指标，机动车保有量是城市掌握用车需求，推算用车强度，估算

城市供需矛盾缺口，针对性制定诸如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的重要表征指标，保有量数值的大小是否可直接

做为衡量保有量达到饱和或者做为需采取必要管控措施等论据，以深圳的机动车保有量数据为例，答案

是否定的。

集聚变量反应表征信息：小汽车处于保有量高位增长

深圳市机动车2018年全市小汽车保有量297万辆，小汽车千人保有量为258辆/千人，存量基数较

大，逼近国际一流城市千人保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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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城市 新加坡 香港 东京都 大伦敦 纽约市 巴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都市圈型城市

图14 代表性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及千人机动车保有量

空间分布折射内在原因：小汽车拥车呈现 “内密外疏”特征

中心城区 （南山区、福田区和罗湖区）户均拥车数量为1.0辆，外围区域户均拥车数量为0.7辆，

中心城区户均拥车水平与国际城市相当。深圳拥车空间分布呈现 “中心城区密，外围区域疏”特征，与

国际一流城市 “中心区疏，外围密”的特征正相反。

表征含义到内里本源：机动车保有量的实际影响非在量级高位增长，在于空间分布失衡

深圳机动车保有量处于国内高水平，国际中水平。但国际上如东京等城市处于拥车保有量中高水平

上，城市交通运行矛盾未如国内城市突出且能够深入落实公共交通为导向的交通发展。究其原因在于深

圳拥车为空间结构不均衡问题，集中分布中心城区，同时中心城区也是轨道建设最完备的区域，拥车情

况与轨道公交供应水平不匹配，导致公交的发展建设也未能降低小汽车使用强度。

光明新区

宝安区 龙华新区 龙岗区 坪山新区

南山区 福田区
罗湖区

大鹏新区

图例

盐田区

＜0.6辆/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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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辆/户
1.2辆/户

图15 深圳不同行政区户均拥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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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伦敦人均小汽车拥有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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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东京拥车比例空间分布

图18 空间结构：中心区密，外围疏 图19 空间结构：外围区密，中心区疏

单从保有量这一集聚指标层面上易认为采取小汽车增量调控措施，减缓车辆增量速度以缓解城市交

通运行压力是有效的。这一措施不具备精确施策的特性，无区别管控对象与作用人群使得增量调控措施

边际效应减弱。结合拥车用车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性根据空间布局管控车辆使用，建立以经济杠杆为主

要手段的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体系，打造服务品质和效率人民满意、交通服务与生活模式更加贴合的地面

公交体系，是有效缓和市民购车需求的途径之一。

3.3 综合指标交叉对比分析，从信息融合到论据集合

数据体系汇集了多维交通数据，单一观测某一方面数据不足以窥探交通系统的运行特征，利用数据

代表群体间差异对比分析，更可能挖掘真实作用原因。如城市分担率常用于分析常规公交、轨道交通和

小汽车等多种城市道路交通出行方式的使用情况，以此判断公共交通的发展态势。同时也常作为推动公

共交通发展相应对策，提出相应目标的重要论据之一。

综合信息融合突出基本问题：出行结构优化进入瓶颈期，小汽车吸引力依然强劲

以深圳为例，通过对城市分担率计算，发现小汽车机动化出行占比始终维持在40%以上，小汽车

出行需求居高不下。同时，轨道交通出行占比逐年攀升，常规公交出行比例连年下降，但公共交通 （含

出粗车）出行总量占比基本稳定。从分担率中推断问题可能存在，一是出行结构优化进入瓶颈期，小汽

车出行占比居高不下。仅通过限制小汽车购买，大力推动轨道建设发展公共交通对出行结构的变化影响

有限。二是常规公交出行量逐年下降程度与轨道交通出行上升程度相近，推测轨道交通发展更可能是将

客流从常规公交转移至轨道交通，为公共交通内部化转移，非方式结构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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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深圳市历年机动化出行分担率

论据集合探寻内在规律：

1. “用者自付”机制尚不完善，小汽车使用成本过低，使用强度持续增加

小汽车使用过程中分别产生内部成本和外部成本，其中负外部性成本考量中，交通拥堵、交通事

故、交通噪音、大气排放所造成的负外部性成本为最主要的四大因素，而因交通拥堵带来的时间损失成

本又占负外部性总成本80%。小汽车内部成本指的是包含车辆的购置费、燃料费、停车费等拥车用车

时个人需明确支付的可感知成本，国内一线城市的小汽车综合使用成本相较于国际城市较低，深圳的日

拥车成本约占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6%，日用车成本约占家庭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0%，深圳

市的小汽车综合使用成本在国内一线城市中继续处于中下水平。由于小汽车使用内部成本较低且外部成

本尚未纳入计量中，使得小汽车使用时产生内外部全成本中个人需承担的成本非常有限，相对诱发提升

小汽车出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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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国际城市小汽车综合成本占拥车家庭月人均支配收入比例

2.相对公共交通，小汽车交通的出行时间具有较大优势

以深圳道路运行环境为背景测算不同距离下小汽车出行时间与公共交通出行时间的比值，短距离出

行0～5km，常规公交出行时间为小汽车3倍，轨道交通为小汽车2.3倍。中距离5～20km下，常规公

交出行时间为小汽车2倍左右，轨道交通为小汽车1.5倍，更长出行距离中，轨道交通优势突出，但出

行时间仍在小汽车时间的1.3倍左右，常规公交在1.7倍左右。深圳市小汽车出行距离在12km左右，

该距离下小汽车花费的时间相较于公共交通具有明显优势，且小汽车具有使用灵活，门到门服务等特

性，让更多人出行依赖于小汽车。

4 结论

数据是反应城市发展特征，反馈城市决策效果的直观工具。本文从数据长效价值-数据分析价值-决

策应用价值层面上论述循证决策方法的核心，从常规数据与大数据结合应用掌握个体出行特征、单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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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集聚化指标分解在空间层面上转为多维度信息及综合数据差异比较理清影响论据这三个方面论述循证

决策方法。为发掘分散片段数据所蕴藏的信息，建立从数据到论据的决策机制提供参考，让有限理性决

策模式趋向客观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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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交通运行特征的东莞近期交通发展思考

成见开

【摘要】 作为高密度道路网络支持下的组团式网络型结构城市的典型代表，东莞市交通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转型期。简

要分析了东莞市基本特征，并重点从出行方式结构、职住分布和通勤交通以及新冠疫情期间道路车速发展变化等方面对

东莞市城市交通运行特征进行了解析，提出了东莞城市交通面临的关键问题。最后通过对东莞市城市交通近期发展趋势

研判，从区域交通协调发展、理性公交分担率指标和小汽车保有量规模控制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交通运行特征；职住；通勤；新冠疫情；区域交通协调发展；公交分担率；小汽车保有量

0 引言

东莞市作为珠江三角洲镇域经济发展形成的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代表，较高的经济收入水平和小汽

车保有量高和较短的平均出行距离，这使得尽管具备较好的公共交通覆盖，但在方式竞争中处于弱势地

位，公交分担率仅保持在5%左右。从绿色出行角度来说，这无疑处于较低的水平。为了促进东莞城市交

通系统效率的提升，学术界和工业界开展了多项研究。赵野等[1]以东莞为例开展了快速城市化地区公共交

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刘伟等[2]通过分析总结深圳、香港、首尔、库里蒂巴、新加坡和东京等城市的

先进公共交通发展经验提出了东莞市公共交通发展对策建议。李福坤[3]结合东莞市公共交通调查分析了对

东莞市公共交通面临的问题及成因。李亚敏[4]等基于分区分级的网络规划模式和布局方法结合东莞市的实

际提出了公共交通线网规划的关键问题。成见开[5]等通过对香港轨道交通发展经验的解读提出了东莞市轨

道交通发展对策建议。李磊等[6]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背景提出了东莞市城市交通发展对策。孙霄汉[7]从

城市治理的角度提出了东莞市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冯志新等[8]结合路网密度与新增用地强度变化关系开展

了交通网络格局对城市空间扩展影响研究。王思煜[9]和吴俊泉[10]等对东莞市轨道交通和TOD的建设发展提

出了建议。相关的研究和实践为东莞城市交通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中国城市发展已经从增量

规划发展到存量发展规划阶段，城市发展逐渐趋于稳定，新的国土空间规划和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高密度

路网、相互独立的组团式空间结构、高强度的个体机动化出行的东莞城市交通发展方向需要进一步探讨。 

1 东莞市城市特征概况

历史的发展造就了东莞成为世界工厂，也产生了其独特的人口特点、产业模式和城市空间模式。首

先，东莞是中国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最大的城市。2018年末常住人口839.2万，户籍人口231.6万，

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比为3.6∶1。从业人口数667.2万，占常住人口0.795，也说明整体年龄结构的年

轻化和城市的活力。其次，东莞市300m×300m网格职住高达0.694，即网格内69.4%的人口在本网格

内就业，这反映了现状制造业 “宿———厂”毗邻情况比较显著的特点。同时各街镇主导产业较为独立，

这也使得街镇间联系较弱，这使得东莞市通勤平均出行距离较短的特点更加显著。第三，道路网络高度

发达，通车道路网络密度省内排名第二 （图2a），仅次于深圳。超高的路网密度也使得个体机动化出行

便捷度高，促使了小汽车使用的发展。第四，人口密度高 （常住人口密度省内排名第二，图2b）且相

对分布较为均匀的分布态势使得东莞市除莞城外呈以镇为中心的组团式均布发展的形态，市内街镇间交

通走廊较为清晰，但街镇内部出行分布较为均匀，不利于形成大客流走廊。第五，深莞、广莞同城初步

显现。大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深莞日交互交通量超过140万人次，广莞日交通交通量超过65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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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发达的经济、高强度的道路网络、高密度的人口、独特的产业模式、活跃的流通模式，这是东莞的

特点，也决定了东莞在城市交通发展需要探索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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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东莞市街镇分布示意图

表1 2018年东莞市街镇常住人口 （万人）

街镇 常住人口 街镇 常住人口 街镇 常住人口

东城街道 51 横沥镇 21.9 长安镇 72.9

南城街道 29.1 东坑镇 12.8 望牛墩镇 5.5

莞城街道 12.3 企石镇 11.6 万江街道 26.4

寮步镇 42.5 石排镇 19.2 石龙镇 9.9

大岭山镇 26.6 黄江镇 21.3 中堂镇 12

大朗镇 47.5 樟木头镇 15.7 麻涌镇 10.3

茶山镇 18.5 清溪镇 29.8 石碣镇 23.3

松山湖 9.6 塘厦镇 49.2 高埗镇 15.5

常平镇 39.3 凤岗镇 34.9 道滘镇 12

谢岗镇 8.1 虎门镇 63.9 洪梅镇 3.9

桥头镇 17.9 厚街镇 50.3 沙田镇 14.5

3.5

3

2.5

2

1.5

1

0.5

0

4

道
路
密
度

（k
m

/k
m

2 ）

深
圳
市

东
莞
市

佛
山
市

中
山
市

广
州
市

珠
海
市

汕
头
市

潮
州
市

江
门
市

揭
阳
市

惠
州
市

汕
尾
市

湛
江
市

茂
名
市

肇
庆
市

清
远
市

云
浮
市

阳
江
市

梅
州
市

韶
关
市

河
源
市

（a） 广东省各地级市道路密度

7

6

5

4

3

2

1

0

8

人
口
密
度

（千
人

/k
m

2 ）

深
圳
市

东
莞
市

佛
山
市

中
山
市

广
州
市

珠
海
市

汕
头
市

潮
州
市

江
门
市

揭
阳
市

惠
州
市

汕
尾
市

湛
江
市

茂
名
市

肇
庆
市

清
远
市

云
浮
市

阳
江
市

梅
州
市

韶
关
市

河
源
市

（b） 广东省各地级市常住人口密度（2018）

图2 

9791



2 东莞城市交通运行解析

2.1 出行方式结构

发达的经济支撑了东莞城市客运交通组成中的私人机动化的较高水平，2015年居民出行调查结果

显示小汽车机动化分担率达56%，处于珠三角乃至全国的领先水平。与之对应的是公共交通分担率较

低，约占5%，且全市各组团仅有中心城的公交分担率在5%以上，也仅为9.2%，在国内同等城市中

处于较低的水平。此外，公交客运量呈逐年下降态势，且主要公交线路高峰发车间隔大，基本都在10

分钟以上，这使得公共交通在交通方式选择竞争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出行方式结构是交通方式市场自

由竞争选择的结果，个体机动化分担率高公共交通分担率低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东莞整体道路交通服

务水平较好，此外，公共交通服务供给可能也存在优化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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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东莞市各组团出行方式结构组成

2.2 城市职住与通勤交通

从市内通勤来看，东莞的产业模式对其人口组成和职住分布影响显著。人口分布相对较为均匀，形成

了环大岭山的 “C”形走廊带，而就业则相对集中，在莞城、虎门和常平聚集。此外，受制造业职住毗邻

特征的影响，城市通勤出行距离较短，全市通勤平均出行距离仅3.36km （不含住宿和厂房一体的就业人

口）。较短的通勤距离不利于吸引公共交通出行客流，再加上公交发车间隔较大，这也导致了公共交通在

出行方式结构中的劣势明显。从短期来看，城市格局没有大的改变的前提下，这一特征将会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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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际通勤方面，深莞和广莞通勤已经具备一定规模。2019年深莞通勤人口约约19万人，广莞通勤

人口约7万人，且均呈双向对等的态势。随着2018年华为搬迁松山湖，可以预见深莞通勤将进一步增

强，城际通勤交通的研究需要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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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通勤距离分布

2.3 疫情回溯看道路交通运行

2020年的疫情给了城市一个摸底的机会，综合分析2019年12月至2020年5月的东莞市道路车速

可以发现，截至2020年5月东莞市道路交通车速已经基本恢复至疫情之前2019年12月的水平。从工

作日各时段的车速来看，虽然部分道路在高峰小时呈现一定的交通拥堵，但道路车速水平整体较高，白

天路网平均车速基本维持在35km/h的水平。此外，疫情高峰期东莞市路网平均车速为40km/h左右，

整体略高于平日夜间平均车速，且全天持平。这个指标可以理解为东莞市道路网络的极高值车速约为

40km/h，而现状白天平均车速约35km/h，仅晚高峰18：00～19：00时车速约30km/h，这说明了东莞

市整体道路交通服务水平较高，也佐证了出行者对个体交通的偏好的基础。

a.2019年12月 b.2020年1月

图例
＜15

＞40

15-20
20-25
25-30
20-40

c.2020年2月 d.2020年3月

图8 2019年12月～2020年5月东莞市域晚高峰道路车速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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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020年4月 f.2020年5月

图8 2019年12月～2020年5月东莞市域晚高峰道路车速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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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工作日东莞市城市道路平均车速变化

3 近期发展趋势研判与思考

3.1 区域交通协调发展方面

如前文所述，深莞、广莞客流交互规模大，且城际通勤已经初具规模，这要求东莞在交通规划建设

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东莞自身的需求，还需要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的要求来开展城市基础设施的规划建

设。根据 《深圳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2016～2035）》的要求，未来都市圈平衡范围将承接深圳150万～

200万的通勤人口，大部分位于东莞市境内，这将严重影响东莞未来城市基础设施布局。所以必须在满

足区域协同的基础上，以东莞的视角理性思考未来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方向。与其被动接纳，不如主动对

接落实，落实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 《广东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 （2020～2035年）》的要

求，以谋求更多的主动。

3.2 公交分担率

调查数据显示，东莞公交分担率仅占5%左右，且公交客运量呈下降趋势，因此有必要去分析和挖

掘问题成因，从公共交通的运营、管理和服务以及乘客的出行需求及意愿等方面进行全面解读，有针对

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引导公交出行的途径。避免陷入客流低到减少发车班次到客流更少的新循环。此

外，避免盲目制定公交分担率目标指标，既有目标到2030年公交分担率从5%提升到30%只在理论上

存在可行性。

从轨道来看，东莞轨道交通2号线目前承当的客运总量较低，客流密度较小。这主要是因为现状为

单线运营，服务辐射范围有限。其次，沿线土地利用开发强度缺乏TOD建设理念的优化调整，这使得

线上通勤客流较少。目前东莞市推进的 《东莞市轨道交通站场TOD综合开发规划》的编制，土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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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同步调整有利于轨道交通客流的培育。另一方面，需要重视乘客出行习惯的培养，充分发挥轨道

交通准点、可靠的优势，引导乘客在可能的条件下优先选择轨道交通出行，以期在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

初期及发挥最大的效率。此外，需要结合东莞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的特点，结合轨道交通网络的开通运

营，开展常规公交线网优化和调整，加强衔接线路的规划建设以增强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

3.3 小汽车保有量

2000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升小汽车快速进入家庭，东莞市汽车进入高速增长期，2008

年～2018年年均增长率为17.5%。从总量来看，按照东莞市常住人口规模和户籍人口户均人数计算，

千人保有量达312辆，户均拥有达1.15辆，这说明小汽车已经基本普及，机动车保有量增速将变缓。

事实上2017年起，小汽车增速也呈下降的趋势，且可以预见下降趋势将会持续。但鉴于目前邻莞城市

深圳和广州均采用了限牌和限外政策，东莞处于政策的洼地。特别是随着深莞同城化的加剧和深圳人

口、就业的外溢，东莞小汽车发展可能会带来新的增长点，进而带来车辆拥有规模的激增。为此，有必

要开展针对性的研究，明确为了东莞市小汽车保有量的合理规模，以支持城市交通需求管理政策

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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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东莞市机动车增长变化

4 结语

城市交通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交通运行的影响因素涉及方方面面。本文从城市的区位特点、人口

特点、产业特点、交通系统特点等方面对东莞城市特征根进行了解析，并结合东莞城市交通运行情况，

从出行方式结构、职住分布和空间联系以及疫情期间道路交通系统运行状况等方面，对城市交通系统运

行指标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解析，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对城市近期发展趋势研判，从区域协调发展、公交

分担率有和小汽车保有量等方面给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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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梯度下降的重型货车实时交通流监测方法研究

王 磊 朱 洪 刘登国

【摘要】 伴随着城市化、机动化进程不断加快，道路交通排放持续上升，重型车在汽车拥有量中占比虽少，但其排放

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却远高于轻型车，加强重型柴油车排放的监控力度刻不容缓。本文从重型车动态排放清单实时监测

的需求出发，利用12吨以上重型车的实时轨迹，在复原车辆出行路径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二次校正能力的动态流量测

算模型，为进博会期间增强重柴车的实时监管能力，以及评估机动车排放污染提供支撑。

【关键词】 机动车排放；重型货车；实时监测；批量梯度下降

0 引言

机动车是城市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相比于工业排放，机动车排放更加贴近地面，属于低空排放，

对城市的空气质量和市民健康具有更加直接的影响。重型车的排放在大气污染中始终占据较高比重，其

排放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远高于轻型车，加强重型柴油车排放的监控力度刻不容缓。

为了满足交通部门和环境部门对于机动车排放管理的政策评估需要，以及进博会期间对全市机动车

污染排放的实时监测及决策需求，2018年环保部门和上海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合作构建了上海

市机动车污染实时排放预警系统的信息化平台。2019年随着重型车数据条件的逐渐成熟，我们开展了

针对12吨以上重型货车的实时监测及相关演算技术的研究，结合环境部门的相关排放因子库，共同实

现对重型货车的排放测算。本文介绍的即是为满足实时测算重型车排放的应用和监管需求，利用重型货

车GPS轨迹数据开展交通流量的实时演算技术研究，借助梯度下降法的加持，提高量化精度。

1 问题和挑战

在上海市运管部门登记的12吨以上重型货车的总量为9万余辆，均按交通部的统一规定实现了全

过程轨迹上报。重型货车GPS数据包含了日期时间、车辆编号、经度、维度、车型等字段，数据不描

述车辆的载重状态。车辆的轨迹回报间隔为30秒，装卸过程中回报不间断。

1.1 问题

缺失是数据使用的首个问题，直接增加了设计阶段的复杂程度。在系统层面，车辆的GPS轨迹从

产生到入库，通常会在卫星信号接收、车辆轨迹传输、数据入库等阶段受到外场干扰，呈现到的质量问

题主要如，GPS轨迹飘逸，轨迹缺失和信号遮挡。1）轨迹飘逸，轨迹的定位由车载设备、卫星和地面

接收站共同完成，通常，道路周变的高楼会引发 “峡谷效应”，导致车辆定位偏移，同时车辆在低度运

行及静止状态也容易引发车辆定位摆动性偏移。2）轨迹缺失，车辆定位数据的入库流程由车载定位设

备、通讯线路及中心库按序完成，传输过程中如遇到信号不佳、通信量拥堵溢出、车载设备缓存溢出等

现象均会导致定位数据无法入库，以致回放缺失。3）信号遮挡，车辆行驶中，受外场建 （构）筑物遮

挡，不能有效接收定位信号及传输数据，形成定位判断失真，如车辆在地面、高架复合区域及滞留隧道

时，入库数据易发位置判定失误的问题。

此外，人为因素引发轨迹缺失，常常导致数据难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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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系统层面的轨迹数据问题图示

1.2 挑战

随着大数据采集和传输能力的增强，以及精细化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技术层面的挑战主要在于，

利用实时接入的车辆轨迹，开展 “自下而上”的车流全样本量化监测，结合与之对应的排放因子，计算

机动车排放的时空分布，以满足快速评估、决策等应用需求，以及不断缩短的时延需求。

离线分析向实时监测需求的转变。为增强进博会期间对重型货车实时监测和现场决策的快速响应能力，

探索开展不同类型重型车GPS数据等交通信息整合、动态运行监测、精细化排放测算的技术支撑研究。

抽样特征提取向全样本量化的转变。按照机动车动态排放清单的要求开展 “自下而上”的排放测

算，需从微观角度以单个路段单个车型为基础，计取车队构成、运行工况、通行量等清单内的指标，准

确量化计算周期内 （本例的更新周期为30min，下同）各路段、各种车型的交通量，为机动车排放的准

确估算提供全样本测算基础。

2 传统的交通流特征识别算法

在抽样数据环境下建立的传统算法仍是必要的，它能解决出行特征识别的问题，但不能满足全样本

量化的需求，需要校正环节的加持。首先传统算法是，基于批量采集的车辆GPS轨迹，测算车辆的出

行OD、路段车速、通道流量等指标，获取道路运行、车辆运行等常态特征的主要途径。它的运算过程

大体为：通过识别车辆的出行链，从个体层面拆解出 “停留地-在途行驶-停留地”等活动序列，为车辆

分类画像提供聚类基础；采用动态轨迹、静态线网及相关知识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回溯机制支撑的路径

提取策略，量化路段的汇总车流。

2.1 停留点识别

12吨以上重货车的车型可粗略分为集卡和12吨以上普货两类；依据车辆的业务类型及限行要求，

出行特征各有差异：集卡的停留地多集中在外围工业园区、港区、堆场等装配有大型集装箱吊装设备、

专有装卸车等设施条件且相对固定的区域；重型普货的业务范围因对接建筑、工业、食品等多个行业的

运输需求，到发区域相对分散。停留区域的装卸条件限制了车辆在停留区段的行驶车速、停留时长及全

日出行次数等特征的数值上限，从而构成对停留点判别的基本逻辑。

出行序列拆解后显示，重型货车的停留地识通常附有提箱、装箱、卸货、中途休息、加油等事件标

签，是一次出行的终点或关键节点。

2.2 行驶路径识别

利用车辆上下游轨迹的时序位置，结合静态路网等相关设施数据构建处理模型，实现车辆行进路径的推

断，达到区分地面道路与高架、快速路主辅路的效果，以及解决识别路径不连贯等问题。过程可简述为：

1.构建路径的备选路段集。根据轨迹点的时序位置拼接车辆的行驶范围，累加备选路段集。有效

连接行驶范围中的离散区域，形成全连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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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路径搜索。基于Floyd等路径算法，在路段集合中寻找OD间的连接路径。累加行驶轨迹的长

度和，是备选路径的约束。

3.基于道路模型标定的VDF值，参与区分路径。

实际测算时，可将周期内的一次出行轨迹链作为最小运算单元，进行线程资源的调配，以提高演算

效率。其次，行驶路径识别需要与静态可计算路网的有机融合，其中的路径算法是参考了Emme文档

的算法章节，并做了本地化改写。

3 重货车辆运行特征

传统算法的统计结果显示，在重型货车轨迹库中，共包含有58个细分车型，其中集卡的4.25万辆占

42%，栏板车11%和厢货21%。集卡的规模与综合交通年报中的登记量基本相当。实际运行中，上海市

域内每日有2.6万辆集卡和3.6万辆大货 （12吨以上）上线。双休日的平均出行车辆数是工作日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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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重型货车的期望线分布 （左：普货 右：集卡）

目前针对重型货车 （持通行证除外）的限行政策是，中心城 （外环线以内）7～20点禁止通行；集

卡和大货有不同领域的业务出行需求，分时曲线显示了它们对禁行政策不同的敏感度，大货的入城需求

多对禁行的政策更敏感；集卡则基本没有，分时曲线在限行时段没有明显的出行量折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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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重货车的时间分布 （左：周变 右：时变）（二）

流量分布 （可参看图6）显示了重货的主要通行走廊和通道权重，如G15沈海高速、G1503郊环、

S32申嘉湖高速、S20外环、S4沪金高速，应不同时段的需求而呈现不同的流量规模及分布。

对重型货车的车辆规模、车队结构、出行分布及时间分布规律等静态特征的分析，将有助于完善对

重型车的静态估算，为实时监测过程提供静态参数支撑。

4 构建二次校正

校正是传统算法 （第2章节）的后延，解决传统算法无法全样本量化的问题。

4.1 必要性

传统的识别逻辑为适应车辆轨迹数据的不稳定性状，在处理全过程中参杂了若干门限条件，紧密连

接的批流程在导出成果的同时，也丢弃了很多 “非标准化轨迹数据”。所谓 “非标准化”是指：因信号

遮挡、信号干扰、终端故障及驾驶员非意愿关闭等原因引起的区域性、间歇性、较长时间的数据缺失，

以及类似的数据残缺。从技术层面来看，完整的轨迹更易于识别，非标准化的则易丢弃。不同的应用需

求，对成果缺失程度的容忍度不同，在重型车排放的实时监测需求中，车流量需要全样本量化。如何解

决 “非标准化轨迹”的流量缺失？

4.2 度量缺失

在重型车的主要通道上设置围栏区，如下图所示，较长的围栏通道设置可确保过车车辆的轨迹抓取

大概率不失。在计算周期内通过框取、去重车辆的从简方法，获取定点流量，可规避全过程数据质量非

标准化的问题。

校验结果显示：

总识别量存在遗漏。基于围栏区的过车流量统计值普遍高于传统算法识别的流量值，大量 “非标准

化轨迹数据”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既定算法的测算结果出现遗漏。

多点存在缺失现象且空间分布不均、程度不同。通过一段时间的跟踪监测，发现多个监测点有流量

缺失情况，且存在出现频率不一致和比例不均的特点。

预设围栏区可有效发现过车流量的漏检现象，也可成为研究二次校正方法，为过车流量构建有自我

监督能力的重要支撑点。

4.3 基于梯度下降的二次校正

校验可知，在实际演算环境中，传统的识别算法可完成八成的车流轨迹回溯，余下部分的估算需再

9891



次校正。针对损失函数的优化方法有很多，批量梯度下降是可行的方法之一，梯度下降算法是一种非常

经典的求极小值的算法，通过最小二乘法构造损失函数，在迭代中不断将损失压缩，解析局部最优解。

常用的梯度下降法有三种：批量梯度下降法 （BGD）、随机梯度下降法 （SGD）和小批量梯度下降法

（MBGD）。

7

围栏区过车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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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围栏区设置分布图 （左）及在线校验结果 （右）

BGD的每一次迭代都要对所有样本进行计算，在大数据量的运算中效率不高。本例中共预设了200

+个控制点 （围栏区），对区域内的400+个路段实施在线监测，过程中只需求解损失函数的一阶导数，

借助CPU的并行算力，总体延时是相对可控的，因此本例使用批量梯度下降法进行二次校正。通过迭

代逐渐缩小与控制点 （围栏区）过车流量的差距，达到最终结果与控制点过车量拟合的效果，即损

失最小。

二次校正旨在借助数学方法，在分布结构可动态获取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拟合丢失的出行量。

与经典的OD反推拟合出行分布和道路分配量的方法不同，计算周期对车辆出行的截断随机性大，

通常无法在周期内获得常规意义的完整OD，且动态环境下的O、D量亦未知，缺少O、D量对迭代

的有效约束。

4.3.1 初始矩阵

linki的流量可表述为：

linkVoli=δi1·θ1+δi2·θ2+δi3·θ3+…+δim·θm

式中：

δij=
1 linki，是路径j的途经路段

0 linki，不是路径j
㊣
㊣

㊣ 的途径路段

  θj指路径j的流量，路径是对每辆车单次出行的详细描述，数据结构上是相关link的集合，如：

{link1，link2，link3，…，linka}。

由此，围栏区的多条link的流量可表述为：A [n_link，n_path]·X [n_path]的矩阵

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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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11，δ12，δ13， δ14， δ15， ……，δ1m

δ21，δ22，δ23， δ24， δ25， ……，δ2m

δ31，δ32，δ33， δ34， δ35， ……，δ3m

δ41，δ42，δ43， δ44， δ45， ……，δ4m

……

δn1，δn2，δn3， δn4， δn5， ……，δ

㊣

㊣

㊣

㊣

㊣

㊣nm

·

θ1

θ2

θ3

θ4

θ5
…

θ

㊣

㊣

㊣

㊣

㊣

㊣m
式中：

n_link是计算周期内有监测量的路段数，n_path是个体路径数。

4.3.2 校正

目标函数。依据本例的校正需求，构造的是多变量一阶式，预设的目标函数形式如下，前项可由泰

勒一阶式展开，后项是在线性回归的目标函数中加入了L1正则项：用以保证线性回归模型的稳定性和

外延性：

J（θ）=
1
2m∑

m

i=1

（hθ（x
i
-y

i））2-λ∑
m

i=0

θi

  梯度更新。使函数沿着某点的导数方向可以最快速度到达极值处，该方向导数可称作为该函数的梯

度。每次迭代沿负梯度方向前进，η是迭代步长，函数形式如下：

θi+1=θi-η·▽f（θi）

  迭代结束条件。迭代次数小于预设次数或梯度更新小于ε。

4.3.3 本地化调整

作为重型车流量识别的二次校正，模块在.net框架的环境中开发和运行，与前一部分 （传统算法）

无缝对接，包括：

初始矩阵A [，]于各计算周期中动态构建，A [，]的大小将根据实际捕获车辆的情况动态调节。

如：个体路径由传统算法的识别模块在线生成，各周期内车辆行驶路径的路段集不同；所以，各计算周

期内初始矩阵A [，]的大小及分布等均是变量。

个体路径权重θj基于前部分的识别结果汇总，调整后的系数值虽理论上不应小于1.0，但实际情况

是围栏区同样有小概率误检，如：车辆轨迹跨越围栏区或围栏区计入非监测路段的过车车辆等，因此个

体路径权重θj的值域约束设置需根据实际情况微调。

监测路段数与个体路径数是决定初始矩阵A [，]大小的关键因素。基于传统算法获取的个体路径

差异化明显，可大概率保证A [，]的满秩；围栏区能有效检出车流识别不全的问题，但30个检测围栏

区的数目显然不能满足二次校正对车辆的覆盖需求，因此在校正环节，监测围栏区的数目有大幅度的增

加，而限于围栏区的最低面积要求及高密度路网间的矛盾，部分围栏区会出现导入临近路段非相关车辆

的小概率事件。

算力分担。计算周期内重货车辆的实采路径总数较大，基于批量梯度下降的校正过程对算力消耗

多，有时需要GPU的算力分担。

4.3.4 校正结果

为了反映最终的校正效果，我截取了某一计算周期的实际迭代过程图示，左图显示了各监测段 （围

栏区内）在迭代过程中的流量分次逼近的过程，预设值引起了部分监测段在初期呈现了 “之”形的调整

形态，后期的优化过程则相对平稳。

校正后，R2等指标显示了较好的拟合效果，各段的监测总量与识别总量基本相当，回归参数显示

了校正获得了理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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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段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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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拟合效果图示

5 进博期间的实时监测应用

在进口博览会期间，由重型车实时动态计算模型提供的全路网量化测算结果，通过进博会空气

质量保障现场指挥部召开的评估协商会议和工作简报两种形式，向决策层和相关专家发布，有效支

撑了本市大气污染排放实时总量跟踪评估工作的开展。为相关政策和管理措施的制定提供了可靠的

数据支撑。其中，外高桥港区等重点区域作为重型货车主要集散地，监测监控修订至每天必报

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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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机动车交通排放污染状况和减排政策研究是交通和环境研究机构共同关注的内容，上海市采用交通

研究机构和环境研究机构合作开发的模式，从交通和环保双方的共同需求出发，共同开展机动车交通排

放实时测算平台构建、验证和应用工作。此次因数据便利优先应用的原则，单独就12吨以上重型货车

数据开展深化应用研究，作为机动车交通排放实测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已经以单独模块的形式应用

于进博会期间的现场决策和常态监测评估中，是开展相关工作的基础工具。

研究显示，重型货车交通流实时监测的精度保障，既需要传统算法对车辆 “标准化轨迹”的准确识

别，也需要二次校正模型，以及为避免出现过拟合或拟合不够的现象而投入算力。总体来看，尽管二次

校正有助于最终解决全样本量化的问题，但传统算法为二次校正输入可靠的分布结构和尽可能小的微调

空间，比借助L1正则化约束过拟合，更能真实反映实际的分布情况，两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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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进博会期间重货车流实测及分析图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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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进博会期间重货车流实测及分析图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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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化背景下出租车定价与数量的研究和探讨

李柏城 宋 朝 罗 钦

【摘要】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逐渐普及，国内许多城市均开始推动出租车电动化，即将传统的燃油动力出租车

替换为纯电动出租车。本文通过一个考虑了电动车市场渗透率的出租车集计模型，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化为目标，

定性地给出了不同电动出租车市场渗透率下的出租车定价与数量，并以深圳市出租车市场为例，定量分析了影响出租车

定价和数量的关键参数，为相关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了一定的决策依据。模型结果显示：在大多数情况下，出租车市场的

电动化需要伴随相应的价格和数量调整以确保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最大化。电动化前后的出租车最优价格与数量的变化

则与电动车的占比 （渗透率）、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和充能时间密切相关。

【关键词】 出租车；纯电动汽车；交通政策

0 引言

出租车在城市交通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城市常规公共交通的重要补充。随着网约车软件在内

地兴起及其对出租车加盟的许可，出租车得以同时兼容扬召和电召两种模式，从而更好地服务大众

出行。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广新能源汽车，国内许多城市也开始推动出租车电动化，即将传统的燃油出租

车逐步替换为纯电动出租车，以促进城市交通绿色可持续发展。例如，2019年9月，深圳市21689辆

出租车实现了全面的电动化。凭借此举，深圳成为全球纯电动巡游出租车运营数量第一的城市。表1列

出了全国几个主要城市截至2019年或2020年的电动出租车投放情况以及各自的预期目标，各市均有大

幅增加电动出租车数量的计划。由此可见，电动出租车作为新能源汽车的一种，有逐渐取代燃油出租车

的趋势。

表1 国内主要城市电动出租车投放情况

城市 统计年份 电动出租车数量 电动出租车渗透率 预期目标

北京 2019 2000 2.90% 2020年底，电动出租车数量将达到2万辆

上海 2020 4500 9.20% 2020年内，新增出租车中电动出租车占比不低于80%

广州 2019 3190 13.90% 2020年底实现出租车电动化

深圳 2020 21689 100% 已实现出租车电动化

  资料来源：文献 [1-4]。

电动出租车的进入给传统出租车市场带来了新的管理问题。众所周知，电动车与燃油车存在着运营

成本上的显著差异。例如，电价与油价的差异、电动车替换电池的成本、汽车充能时间 （加油、充电），

等等。在这一系列差异的影响下，出租车市场的电动化面临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为电动化的出租

车市场设定新的价格 （乘车费用）和数量，以确保出租车市场在电动化后依然能够实现出租车市场总剩

余的最大化。第二，电动化过程中影响出租车定价和数量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为解答上述问题，本文通过一个的考虑了电动车市场渗透率出租车集计模型，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最大化为目标，对比了以燃油动力车和纯电动力车为主要车型的出租车市场定价与牌照数量，并明确了

影响出租车定价和数量的关键因素，为政府部门提供了若干决策依据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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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虑电动车市场渗透率的出租车集计模型

本文采用的出租车集计模型引用自文献 [5]。该模型使用若干集计变量和参数表征一定研究区域内

出租车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具有较为良好的数学可追踪性，从而为定性找出影响出租车市场定价和数量

的主要因素提供条件。该模型自提出以来，被众多关于出租车 （文献 [6-7]）和网约车 （文献 [8-9]）

的政策研究所引用，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模型。鉴于此，本文亦引用该模型描述出租车市场的供需关

系，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出租车的充能时间 （加油或充电时间）以及电动出租车 （以下简称

“电动车”）和燃油出租车 （以下简称 “燃油车”）共存的市场情况。模型具体内容如下。

出租车集计模型以一小时为建模时间维度，假设在均质区域路网内有出租车和私家车两种机动车。

表2给出了集计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和参数的信息。

表2 集计模型主要变量及参数

变量及参数 意义 变量及参数 意义

Q 出租车出行需求 Nn 私家车数量

μ 乘客出行总成本 τ 乘客出行时间成本

F 出租车出行费用 γ 乘客等待时间成本

W 乘客等待时间 Ff 出租车起步价

Tt 出租车出行时间 β
d 出租车里程费率

Tn 私家车出行时间 β
c 出租车计时费率

N 出租车数量 R1 电动车每小时充电时间

α 电动车市场占比 （渗透率） R2 燃油车每小时充电时间

Nv 出租车空载总时长

  考虑到出租车市场中不同的汽车类型，本文在与文献 [5]的基础上，将出租车进一步分为燃油车

和电动车两类。假设乘客对出租车种类无偏好，其出行总成本 （效用）μ可表示为

μ=F+τT
t
+γW （1）

式中：

F为出租车出行费用；

Tt为出租车出行 （载客）时间；

W 为乘客等待时间；

τ和γ分别为乘客的出行和等待时间成本。

假设出租车出行需求Q为乘客出行总成本μ的减函数，满足：

Q=Q（μ）=Q（F+τT
t
+γW） （2）

  其中，出租车出行费用F采用目前国内主要城市较为常见的计价方式计算得出，即F由出租车起

步费、里程费和停等费组成：

F=F
f
+β

dLt+β
c（Tt-T0） （3）

式中：

Ff为出租车起步费；

β
d代表出租车里程费率；

Lt代表出租车出行距离；

β
c代表出租车计时费率；

（Tt-Tt0）代表出租车出行的拥堵延误 （或因拥堵、信号灯产生的停等时间），其中Tt0为自由流状

态下 （无拥堵）的出租车出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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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车出行时间Tt由路网交通密度决定并随着交通密度增加而上升。令N、Nn为路网内出租车

和私家车的数量，路网交通密度可表示为 Nn+（ ）N /L （L为路网道路总长度）。则出租车出行时间Tt

可表示为

Tt=T
t N

n
+N（ ）L

（4）

  并通过交通流关系式计算得出。私家车的数量Nn等于私家车的出行需求Dn与出行时间Tn的乘

积，即Nn=DnTn。假设私家车出行需求Dn已知且与出租车出行需求Q相互独立。私家车的出行时间

Tn亦表示为路网交通密度 （Nn+N）/L的函数，与式 （4）类似，有

Tn=T
n N

n
+N（ ）L

（5）

  乘客等待时间W 为出租车的空驶总时长N
v的减函数，越多的空载出租车意味着乘客的等待时间

越短。W 表示为

W =W（Nv） （6）

  式 （6）满足W′=dW/dNv＜0。本文考虑了出租车的充能时间以及电动车和燃油车共存的市场情

况，使得Nv的计算方式与文献 [5]不同。已知市场内出租车总数为N，令α∈ [0，1]为电动车的市

场占比 （渗透率），则燃油车占比为1-α。此外，假设每台电动出租车和燃油出租车每小时的充能时间

分别为R1和R2。在此基础上，Nv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在一小时的建模时间内，所有出租车的运营

总时长为N·1，并有以下三种运营状态：载客、空驶、充能。对每一台出租车，三种状态的累计时长

等于一小时。因此，所有出租车三种状态的总时长等于所有出租车的运营总时长N·1。其中，出租车

的载客总时长为QTt （即出租车需求与出行时间之积），电动车和燃油车的总充能时间分别为αNR1和

（1-α）NR2。因此，一小时内所有出租车的空驶总时长可表示为

Nv=N·1-QTt-N（αR1+（1-α）R2） （7）

  式 （7）说明，不同的电动车渗透率和出租车充能时间将对出租车的空驶总时长Nv产生直接影响，

进而影响乘客的等待时间W。

基于以上设定，本文假设出租车起步价Ff和出租车数量N为决策变量❶，在其他所有参数给定的

情况下，对任意Ff≥0和N≥0，可通过联立方程 （1）至 （7）求得出租车出行需求Q、出租车出行费

用F、出行时间Tt和Tn，进而计算出租车市场的社会总剩余，为政策制定提供评估依据。

2 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化的出租车定价与数量条件

本节从政策制定部门的角度出发，以出租车起步价Ff和出租车数量N为决策变量，给出出租车市

场总剩余最大化的模型

max
F
f，N

S=∫
+∞

μ
Q（w）dw+FQ-c1αN-c2（1-α）N-τQn（Tn-Tn0） （8）

式中S为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由以下部分组成：

∫
+∞

μ
Q（w）dw为消费者剩余；

FQ为出租车总营收；

c1αN和c2 （1-α）N分别为电动车和燃油车的总运营成本，其中c1和c2分别为每辆电动车和燃油

车一小时的运营成本。FQ-c1αN-c2 （1-α）N表示生产者剩余 （出租车总利润）；

τQ
n （Tn-Tn0）为私家车的拥堵延误成本，其中Tn0为私家车在自由流状态下的出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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❶ 根据式 （3）定义的出租车收费规则，对出租车定价的调整可以通过调整起步价、里程费率和计时费率中的一个或若干个实现。

本文以出租车起步价为例进行探讨，相关的模型推导亦可被应用在对里程费率和计时费率的讨论中。



式 （8）为无约束最优化问题，可由联立方程∂
S
∂F

f=0和
∂S
∂N
=0推导出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化的

条件：

F=
c1α+c2（1-α[ ]）

1-αR1-（1-α）R2
Tt+

Tt

1-αR1-（1-α）R2
τQ

n∂T
n

∂N
-（τQ+Q2γW′）

∂T
t

∂[ ]N （9）

  式 （9）给出了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化为目标的出租车定价F的表达式。由式 （9）可见，

出租 车 定 价 由 两 部 分 决 定。第 二 部 分，即 式 （9）等 号 右 侧 第 二 项
Tt

1-αR1-（1-α）R2

τQ
n∂T

n

∂N
-（τQ+Q2γW′）

∂T
t

∂[ ]N ，与边际出行时间∂T
t

∂N
和∂T

n

∂N
有关，其实际意义不容易通过观察得到，在

此不展开详细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式 （9）等号右侧第一项
c1α+c2（1-α[ ]）

1-αR1-（1-α）R2
Tt。该项与电动车渗透率、出租车运营

成本和充能时间有关。当市场中只有燃油车 （α=0）或电动车 （α=1）时，该项变为c2
Tt

1-R2
或

c1
Tt

1-R1
，其中1-R1和1-R2代表燃油车和电动车除去充能时间后的运营时间 （为方便叙述，以下称

为 “有效运营时间”）。因此，c2
Tt

1-R2
和c1

Tt

1-R1
代表每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运营成本与载客时间占有

效运营时间之比的乘积。此外，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和相对充能时间也对出租车市场定价起

着重要作用。当燃油车和电动车有着相同的运营成本和充能时间时 （即c1=c2，R1=R2），

c1α+c2（1-α[ ]）

1-αR1-（1-α）R2
Tt不会受到电动车渗透率α的影响。然而，上述状况很难在现实情况中出现。一方

面，燃油车和电动车的运营成本不同 （包括购入成本差异、电价和油价差异、电动车电池更换成本等）。

另一方面，由于电动车的充电特性和充电设备建设尚处于发展阶段，燃油车的加油时间比电动车的充电

时间明显要短。

3 模型数值模拟———以深圳市为例

本节通过对前述模型的数值模拟，展示了不同电动车渗透率下出租车的最优定价和数量；探讨了电

动车和燃油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和相对充能时间对出租车最优定价和数量的影响。为了能更加准确地反映

出租车市场的实际情况，本节主要依据深圳出租车市场的现状，尽可能地依据现实为模型参数赋值。需

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目前部分关键函数 （如：机动车出行时间、乘客等待时间和出租车需求）缺乏通用

的计算方式，本节分别使用了较为简单的函数形态对它们进行计算。

3.1 参数设置

3.1.1 机动车出行时间

机动车出行时间包括出租车出行时间Tt和私家车出行时间Tn，均由路网交通密度决定。根据交通

理论中交通流量、密度和速度间的关系，假设x为机动车自由流速度，k= Nn+（ ）N /L为机动车密度

（L为道路总长度），使用一个简单的线性速度-密度模型v=x-bk （b为模型参数）可推导出Tt和Tn

的表达式为：

Tt=2L
t
x-b

N
L% + x-b

N
L（ ）%

2

-4
bQnLn

L㊣（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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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2L
n
x-b

N
L% + x-b

N
L（ ）%

2

-4
bQnLn

L㊣（ ）%
（11）

  其中L
n为私家车出行距离。参考 《深圳市综合交通 “十三五”规划》[10]，取L%=7500km；参考

《2018深圳交通运行数据》
[11]和 《德勤城市移动出行指数》[12]，取私家车出行需求Qn=440000人次/小

时。另外，假设自由流速度x=45km/h；出租车平均出行距离Lt=8km；机动车平均出行距离Ln=

12km；模型系数b=0.67km2/辆·h。

3.1.2 出租车需求

出租车需求由以下函数得出：

Q=Qe
%-θρ=Qe

%-θ（F+τT
t
+γW） （12）

  式中θ为乘客对出租车出行总成本的敏感度系数；Q%非私家车出行总需求。针对乘客敏感度系数θ

以及时间价值τ和γ，目前深圳市缺乏相关的参考数据。因此，本节参考香港特别行政区 《二零一一年

交通习惯调查-研究报告》
[13]，取θ=0.03；τ=45元/小时；γ=60元/小时。对出租车收费F=Ff+

β
dLt+β

c （Tt-T0），参考深圳市出租车市场现状计费标准，除了设为模型变量的起步费Ff，取里程费

率β
d=2.6元/km；计时费率β

c=48元/小时
[14]。参考 《2018深圳交通运行数据》和 《德勤城市移动出

行指数》，取非私家车出行总需求Q%=500000人次/小时。

3.1.3 乘客等待时间

乘客等待时间由以下函数得出

W =
Φ
Nv
=

Φ
N（1-αR1-（1-α）R2）-QTt

（13）

  式中Φ为模型参数，设为Φ=400。对电动车充电时间R1，参考深圳市福田区发展和改革局 《2019

年-关于缓解出租车 “充电难”的建议》[15]，取电动车每日总充电时间为3小时，平均至一日24小时中

每小时的充电时间约为R1=3/24=0.125小时。对燃油车加油时间R2，假设燃油车每日总加油时间为

1小时，则R2=1/24小时。

3.1.4 出租车运营成本

出租车一小时内的运营成本有若干组成部分，包括车辆购置成本、能源价格、车辆保险、过路费、

车辆维护成本、电动车电池损耗成本等等。在缺乏统一衡量标准的情况下，本节假设电动车和燃油车的

每小时运营成本分别为c1=123元和c2=143.3元。

3.2 电动车渗透率与出租车最优定价和数量

以3.1节的参数设置为基础，本节通过求解优化模型 （8），给出了电动车渗透率从0（无电动化）

到1（完全电动化）的不同取值下，出租车的最优定价 （起步价和总价）和数量 （图1），与之相对应的

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在图2和图3中给出。

图1表明，随着电动车在市场中的占比的增加，社会最优的出租车定价会呈下降趋势，而出租车数

量却会增加。另外，图2表明出租车市场的电动化会带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提高。消费者剩余随着电

动车渗透率升高而上升，而生产者剩余 （出租车总利润）却因电动车渗透率升高而下降。

上述结果表明：在3.1节的参数设定下，出租车市场实现完全电动化能达到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

化。在完成电动化的同时，政府应当相应地下调出租车定价，并增加市场中出租车的数量。此外，完全

电动化将同时降低乘客 （消费者）的乘车总成本和出租车总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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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不同电动车渗透率下的出租车最优定价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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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电动车渗透率下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

3.3 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对出租车电动化的影响

4.2节的结果显示出租车电动化会带来更大的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该结果是

在假定电动车运营成本低于燃油车的情况下获得的 （见3.1.4节）。因此，本节进一步探究当燃油车运

营成本相较于电动车运营成本变化时，在市场完全电动化时出租车的定价和数量会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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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本节在3.1节的参数设置基础上，令燃油车的运营成本c2从113.3递增至143.3（以5元为

间隔），并给出不同c2取值下，电动车渗透率为0（无电动化）和1（完全电动化）时所对应的出租车

最优定价 （图4）、数量 （图5）以及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图6）。在图4、图5和图6中，实线和虚线分

别对应了电动车渗透率α为0和1两种情况。其中，三条虚线均为水平直线，因为当出租车市场完全电

动化时不存在燃油车，出租车定价、数量和市场总剩余均不会受燃油车运营成本影响。虚线所对应的值

可作为衡量市场电动化前后相应指标变化的基准。

由图4和图5可以看到，燃油车与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会对最优定价和牌照数量产生关键影响，

出租车电动化并不一定意味着定价的下降和牌照数量的上升。如图4所示，当c2＜123.3时，完全电动

化的出租车最优定价将高于无电动化的最优定价。图5则表明当c2＜138.3时，完全电动化的出租车最

优数量将将低于无电动化的最优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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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方面，如图6所示，当c2＜138.3时，完全电动化将导致出租车市场总剩余降

低。这意味着从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角度而言，出租车市场电动化对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影响亦与燃油

车运营成本有着密切关联。

3.4 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充能时长对出租车电动化的影响

本节探讨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充能时长对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影响。与3.3节类似，本节在3.1

节参数设置的基础上，令电动车充电时间R1由1/24递增至3/24，并得出电动车渗透率α为0（无电动

化）和1（完全电动化）情况下的最大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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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不同电动车充电时间下的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由图7可知，当α为0时，市场内无电动车，图中与之对应的实线为水平直线。另外，通过实线和

虚线的对比可知，出租车市场电动化将带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提升。然而，该提升的幅度将随着电动

1002



车充电时间的增加而逐渐下降。由该下降趋势可预测：当R1继续增加时，电动化会导致出租车市场总

剩余下降。

4 总结与探讨

本文针对近年来国内主要城市出租车市场电动化的趋势，通过一个考虑了电动车市场渗透率的出租

车集计模型表征城市出租车市场的供需关系，并通过出租车市场总剩余最大化的模型，定性给出不同电

动化程度 （电动车渗透率）下出租车市场的最优定价和数量的制定方法，确定了影响出租车最优定价和

数量的关键参数。同时，本文以深圳市出租车市场为例，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定量探讨了电动车渗透

率、燃油车的运营成本以及电动车的充电时长对出租车市场的最优定价和数量的影响。

从定性分析的结果看，出租车市场在普及电动车的同时，需要注意同时调整出租车的定价和牌照数

量以实现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最大化。这其中，电动车的渗透率、燃油车与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和充

能时间均会对出租车的最优定价和数量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基于定性分析的结果，本文以深圳市出租车市场为例、通过数值模拟，进一步确定了出租车市场电

动化后的最优定价和数量，并探讨了电动车的渗透率、燃油车的运营成本以及电动车的充电时长对出租

车市场的最优定价和数量的影响。数值模拟的结果给出的政策制定参考意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4.1 电动车渗透率

电动车渗透率 （电动化程度）对于出租车最优定价和数量有着决定性作用。从数值模拟的结果看，

不同的电动化程度对应了不同的最优定价和数量。因此，从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角度看，政府应在推动

市场电动化的同时，调整定价和牌照数量。例如，深圳市在2019年底已实现出租车市场完全的电动化。

在此基础上，乘客也不再需要支付原有的2元燃油附加费
[14]。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除了降低收费标

准，政府亦可同时增加出租车牌照数量以确保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最大化。又如，上海市计划2020年

底实现电动车渗透率80%的目标，则政府可相应对定价和牌照数量做出调整。

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当出租车电动化带来更低的乘车价格和更多车辆牌照时，出租车总利润将会

降低。这种情况下，政府应酌情对燃油车的替换和电动车的购置予以补贴 （如国家和地方推出的新能源

汽车购置补贴），以确保车企在市场电动化的过程中的利润。

4.2 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

根据数值模拟的结果，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将直接影响到出租车最优定价和数量的变

化。当燃油车的运营成本较电动车低时，市场电动化将要求更高的乘车费用和更少的牌照数量，而这将

进一步导致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下降。反之，当燃油车的运营成本较电动车持平甚至高于电动车时，市

场电动化将带来更低的乘车费用以及更多的牌照数量，从而带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提升。因此，若要

使出租车电动化带来出租车市场总剩余的提升，政府应当尝试降低电动车对燃油车的相对运营成本，可

行的方法包括出台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对电动车设置优惠电价等。

4.3 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充能时间

除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相对运营成本，二者的相对充能时间也会对电动化后的出租车市场总剩余产

生直接影响。目前，充电桩、充电站等基础设施尚在全面发展建设阶段，加之电动车的电池损耗带来充

电频率的增加，电动车的充电耗时明显高于燃油车的加油耗时。过长的充电时间将使得司机总体收入下

降，并增加乘客的等待时间，造成一种对司机和乘客双输的局面。根据数值模拟结果，随着电动车充电

时长的增加，出租车电动化后的出租车市场总剩余呈下降趋势。当充电时间足够长时，电动化甚至会带

来更低的出租车市场总剩余 （相较于无电动化）。因此，在出租车市场电动化的同时，政府应同时致力

于降低电动车的充电时间。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充电桩的建设。如文献 [4]中提及，深圳市在推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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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电动化的同时，计划同步新建 “深圳蓝”出租车快速充电桩6100套，同时配套建设深圳蓝电动出

租车充电管理服务平台，提高充电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和车企应制定针对电动车的灵活充电方

案，结合出租车历史时空需求数据，对不同时间、不同区域、不同剩余电量的出租车，为出租车充电提

供辅助决策意见 （如是否需要充电、去往何处充电），从而分散电动车的集中充电需求 （往往集中在交

班时刻），尽可能地减少电动车排队等候充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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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件下关键路段风险评估指标与方法

李 岩 陈 君 刘守阳

【摘要】 交通网络面临诸多未知的风险可能使得部分网络失效，其中的关键路段一旦失效将影响整个城市的交通网络

运行。面对重大突发事件，风险管理相比应急管理具有经济性、前瞻性等优点，其中对关键路段的风险评估是风险管理

的重要环节。然而，现有路网的风险评估更多聚焦在工程领域和交通安全领域，以路网运行为切入点进行关键路段风险

评估的研究较少。

通过考虑路网的结构和运行两个层面的性能，提出了重大事件下关键路段风险评估的指标和计算方法，以路段失效

后对每个OD对有效路径的影响和受到影响OD对数量为影响因素，构建了路段结构风险指标并提出了计算方法。以路

段失效后对路网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为影响因素，构建了路段的运行风险指标并提出了计算方法。最后通过Sioux

FallsNetwork作为计算示例。

【关键词】 重大事件；关键路段；风险评估；结构风险；运行风险

0 引言

城市交通网络的高效和稳定运行是城市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重要支撑，而决定城市交通网络运行效率

的往往是一些关键网络和关键路段，如城市的快速路网、越江桥隧等。城市交通网络又是各类突发交通

事件的主要载体，以上海为例，快速路网平均每个月发生2300起各类交通事件。对于关键路段而言，

一方面高强度的使用使其受到破坏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发生异常事件后的影响范围大、时间长，

使交通网络的运行效率严重下降。

因此，保障城市关键路段的稳定运行至关重要，路网的风险管理是一条重要途径。风险管理包括很

多环节：风险源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理等，其中风险评估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即评估

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发生后的影响。以往交通领域的风险评估更多关注的是工程建设阶段，但对道路网

络这样的基础设施而言，风险是一个贯穿全生命周期的问题。特别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骨干路

网的建设已基本成型，主要任务已成为保持交通状况的稳定运行。对已建成的骨干路网进行风险评估，

特别是关键路段的风险暴露后对整个路网的影响评估，对于制定路网的风险管理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综合国内外对风险的定义[1～5]，认为风险是不确定性和这种不确定性产生的后果。风险评估即在风

险识别的基础上确定风险水平，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二是风险事

件发生后果和损失有多大、怎样度量。

综合考虑风险定义、属性以及对路网风险评估的研究，对路网风险解释为：路网中可能遇到的各类

事故引发的路网性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可能性。其中，路网的基本性能包括结构上的连通性和和交通

流运行的稳定性。因此，可将路网风险划分为结构风险和运行风险。其中结构风险指：由路网拓扑结构

性质引发的路网功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可能性。运行风险指：路网在迭加了交通流后，由于路网供给

变化引发的路网运行功能遭到不同程度损害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能造成路网中关键路段失效的往往是重大交通事件，其发生的可能性及位置难以准确预

测，但对路网性能的影响则可以通过计算进行衡量。下文将从关键路段失效后对路网结构和运行两个层

面的影响入手，提出的风险评估的研究指标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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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键路段风险评估指标构建

1.1 结构风险指标构建

衡量路网中某个路段失效后对路网结构的影响，目前国内外常用的做法是利用图论和复杂网络里的

方法和指标。通过路网连通性、复杂网络、通信等领域中的指标来反映路网结构性能[6～12]。

1.1.1 结构风险指标的影响因素

当路段失效后，将会使路网中经过该路段的OD对连通性下降。因此，路段的结构风险体现在两个

方面：

a.路段失效后受到影响的OD对数量

若某个路段失效后，受到影响的OD对越多，则说明该路段失效后的影响越大，即结构风险越大。

该影响因素可用路段失效前，经过该路段的OD对数量来表示。

b.路段失效后对OD对有效路径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路段失效后，该OD对减少的有效路径数量，其二是该路段失效后，

是否还存在可替代的有效路径。

路段承担的有效路径数量越多，一旦失效后减少的有效路径数量也越多，OD对间连通性被破坏的

可能性越高，连通性下降的也越多。因此，可以将该路段在某OD对中承担的有效路径数量作为路段失

效后有效路径的减少程度。

路段在有效路径中的不可替代性可以用该路段承担的有效路径数量与总有效路径的比值衡量。当该

比值接近1时，说明该OD对的大部分有效路径均经过该路段，则一旦该路段失效，可供选择的替代路

径较少。比值越高，OD对间连通性被破坏的可能性越高，连通性下降的也越多。

1.1.2 结构风险指标的构建

将路段a失效后，OD对 （r，s）有效路径受到的影响，通过一个路段不可替代性指标 （Sars）表

示，表达式如下。

Sars =
Nars
Nrs

（1-1）

式中：

Sars是路段a在OD对 （r，s）的不可替代性指标；

Nars是OD对 （r，s）经过路段a的有效路径数量；

Nrs是OD对 （r，s）间的有效路径数。

将两种影响因素综合考虑，则路段a的结构风险指标 （StructureRiskIndex，SRIa）如下：

SRIa=∑
N
a
od

i=1
Sars =∑

N
a
od

i=1

Nars
Nrs

（1-2）

式中：

Naod是路网中有效路径经过路段a的OD对数量；

Sars是路段a在OD对 （r，s）的不可替代性指标，将有效路径经过路段a的所有OD对的Sa值累加

之后，就得到了路段a在路网中的结构风险值。

以下通过一个简单的示例解释路段结构风险指标。假设存在如下网络，共6个节点，7条路段，路

段阻抗均为1，经过路段a和路段b的OD对有A-C和B-C，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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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a b

图1.1 路段结构风险指标示例

假设以OD对间的最短路径作为有效路径，则A-C的有效路径数

量为3条，阻抗均为3，经过a的有效路径为1条。此时，路段a对

于OD对A-C的不可替代性指标即为1/3，一旦路段a失效，则A-C

之间仍存在2条有效路径。

B-C的有效路径为1条，经过路段a的有效路径即为1条，阻抗

为2。此时，路段a对于OD对B-C的不可替代性指标即为1，一旦路段a失效，则B-C之间将不存在

最短路径为2的有效路径，需要重新对最短路径进行搜索。

将经过路段a的两个OD对的不可替代性指标求和，便得到路段a的结构风险指标，为1.67。对路

段a的结构风险指标计算表格如下。

表1.1 路段a的结构风险指标计算表格

OD对 有效路径 有效路径阻抗 总有效路径数量
经过a的有

效路径数量

不可替代

性指标

结构风险

指标

A-C

B-C

1-2-3-6 3

1-2-5-6 3

1-4-5-6 3

4-5-6 2

3 1 0.33

1 1 1

1.33

  同样的方法计算路段b的结构风险指标为1.67，说明在现有的OD对下，路段b的结构风险比a

大，即路段b一旦失效，对路网的结构性能影响较大。

1.2 运行风险指标构建

1.2.1 运行风险指标的影响因素

关键路段失效后对路网运行状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路网的受影响范围和受影响程度上。因此路段运

行风险指标 （OperationRiskIndex，简称ORIa）应包括影响范围指标 （ImpactScopeFactor，简称

ISFa）和影响程度指标 （ImpactDegreeFactor，简称IDFa）。其中，影响范围指标应具备如下特征：

（1）影响范围指标应体现事件影响范围与整个路网的关系；

（2）应能对比不同路段失效后的影响范围；

影响程度指标应具备如下特征：

（1）该指标应能对比不同路段失效后的影响程度；

（2）该指标应能反映路段失效后路段行程时间的增加程度；

（3）该指标应能反映路段失效后其余路段负荷的增加程度；

根据以上指标要求，构建路网运行风险指标。

1.2.2 运行风险指标的构建

假设路网G中，共有n个路段，Ga为受到路段a失效后的影响的路段集，na为路段a失效后受到

影响的路段数量。

根据以上特征，本文将路段a失效后的影响范围指标 （ISFa）的表达式定义为：

ISFa=
∑

ma

l=1
kl

∑
n

i=1
kl

（1-3）

式中：

kl：路段l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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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路段a失效后的影响程度指标 （IDFa）的表达式定义为：

IDFa=a·S′a+（1-α）·T′a （1-4）

S′a=
1
na
·∑

na

l=1

q′l
cl
-
ql
cl

ql
cl

（1-5）

T′a=
1
na
·∑

na

l=1

q′l·t′l-ql·tl
ql·tl

（1-6）

a：相对重要度系数，本文取0.5；

ql：正常状态下的路段l的流量；

cl：路段l的通行能力；

tl：正常状态下的路段l的行程时间；

q′l：为路段a失效时交通流重分配后路段l的交通量；

t′l：为路段a失效时交通流重分配后路段l的行程时间；

该式中，S′a表示路段a失效前后各路段饱和度相对变化的平均值，T′a表示路段a失效前后各路段

总行程时间相对变化的平均值，二者通过相对重要系数a进行相加。

根据影响范围因子和影响程度因子的计算公式，该路段的运行风险指标 （OperationRiskIndex，

简称ORIa）将是二者的结合，公式如下：

ORIa=λ·∑
na

l=1

q′l·t′l-ql·tl
ql·tl

·kl+（1-λ）∑
na

l=1

q′l
cl
-
ql
cl

ql
cl

·kl （1-7）

λ：相对重要度系数，本文取0.5；

该指标考虑了当路段a失效后的受到影响的路段的长度，以及该路段相对饱和度的上升，以及相对

行程时间的增加。该指标越大，说明路段失效对路网运行的影响将越大，即路段的运行风险越高。

2 关键路段风险评估指标算法

2.1 结构风险指标算法

借鉴国内外对搜索有效路径的思想，包括通过搜索有效路段来得到有效路径[13～15]、通过计算路径

阻抗与最短路径阻抗的差值来得到有效路径等[16][19]，本文采用的有效路段和有效路径的判定标准如下。

对任意一个OD对 [r，s]来说，路径K是否为有效路径，只要满足以下条件
[17]：

约束一：路径K的阻抗不大于 [r，s]最短路径阻抗的 （1+Hrs）倍。

约束二：路径不允许走 “回头路”，即路径中的每个节点都不可重复，也就是说在每条路径中都不

能存在回路。

路段 [i，j]是否为其有效路段，只要满足以下条件：

约束一：由起点r经过该路段的两个端点 [i，j]至终点s的最短路径的阻抗不大于 [r，s]之间

的最短路径的 （1+Hrs）倍。

约束二：路径不允许走 “回头路”。

即，当路段 [i，j]满足以下公式，即为有效路段。

Lmin（r，i）+D（i，j）+Lmin（j，s，-nr-imin）≤（1+Hrs）Lmin（r，s）

式中：

Lmin（r，s）：从起点r到终点s的最短路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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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min（r，i）：从起点r到路段的第一个端点i的最短路权；

nr-imin：从起点r到路段的第一个端点i经过的所有节点；

D（i，j）：路段 [i，j]的路权；

Lmin（j，s，-nr-imin）：在不走 “回头路”的情况下，从路段的第二个端点j到达终点s的最短路权；

根据以上对有效路段和有效路径的定义，借鉴MengQ
[18]等人提出构建子网络的思想，以及赖数坤

等[19]遍历有效路径的算法思想。

首先构建三个初始矩阵，分别为节点邻接矩阵U=（umn）|N|×|N|，一个阻抗矩阵W=（wmn）|N|×|N|，

OD矩阵M=（Mmn）|N|×|N|表达式如下：

umn =
1 节点m和n直接相连，

0{ 其他
，∀m，n∈N （2-1）

wmn =
tm→n 节点m和n相连，阻抗为tm→n

0
㊣
㊣

㊣ 其他
，∀m，n∈N （2-2）

Mmn =
1 m、n之间存在OD对

0{ 其他
，∀m，n∈N （2-3）

  首先构建每个OD对 [r，s]的子网络Grs，该子网络下包含该OD对所有的有效路段，计算流程图

如下所示。

遍历所有OD对[r,s]

开始

输入邻接矩阵U、阻抗矩阵W、
OD对矩阵M

计算网络最短路矩阵Lmin[N.N]

遍历所有路段[i,j]

D（r,i,j,s）= Lmin（r,i）+ D（i,j） + Lmin（j,s,-nmin）
r-i

If D（r,i,j,s） ≤
（1+Hrs）Lmin（r,s）

路段[i,j]为有效路段，计
入子网络Gr,s =（Nr,s,Ar,s）

是否最后一
个路段？

是否最后一
个OD对？

否

否

是

是

输出该OD对的子
网络Gr,s

结束

图2.1 判断有效路段及构建子网络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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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子网络后，再遍历该子网络里所有的路径，并根据有效路径的阈值条件判断该路径是否为有效

路径，将有效路径搜索出来后，便可计算路段结构风险指标所需要的变量，计算流程如下：

遍历所有OD对[r,s]

开始

输入邻接矩阵U、阻抗矩阵W、
OD对矩阵M

计算网络最短路矩阵

设根节点r，终点为s

当前节点初始化：令i=r

满足阈值条
件？

j是否为终
点s？

i是否为根
节点？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返回上一层节点i（回溯）

结束

计算风险指标所需要的变
量：Nrs、Nrs、Srs

记录有效路径

遍历与i相邻的节点j

是否最后一
个OD对？

是

令i=j

a a

计算风险指标所需要的变
量：Nrs

a

图2.2 搜索有效路径及计算指标变量流程图

将以上计算结果，代入路段结构风险指标及其计算公式，即可计算出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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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运行风险指标算法

根据路网运行风险指标，需要对路段失效后的交通流进行重分配，涉及到的主要模型及算法分

别是：有效路径搜索算法、路径选择模型以及道路阻抗函数。其中有效路径搜索算法采用上文

的算法。

（1）Logit路径选择模型

Logit模型是一种典型的概率分配模型。根据随机效用理论，从多个选择项中挑选效用最大的路

径。但传统Logit模型的不足之处在于其认为路径选择概率是由路径间阻抗的绝对差决定的，这会造成

分配产生不合理的结果。为了克服这个问题，国内有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改进，采用路径间阻抗的相对

差计算路径选择概率[20]，将Logit模型改进为：

Prsk =
exp（-θCwr/Cw）

∑k
exp（-θCwk/Cw）

 ∀k，r，s （2-4）

式中：Cw为OD对w间所有路径阻抗的均值，θ表示离散的分配参数，与供选择的有效路径条数有关，

实际运用中，一般取值为3.0～3.5之间。

（2）道路阻抗函数

道路阻抗函数中应用最广泛的是美国公路局结合大量路段的交通调查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得到BPR

函数。通过路段a的行程时间和该路段流量存在以下关系：

t=t0 1+α
q（ ）c[ ]

β

（2-5）

式中：t0为自由流时的行程时间，q为路段流量，c为路段通行能力，α和β为参数，美国公路局推荐为

分别为0.15和4。

根据交通流三参数关系，对应于同一个流量值q的车速值v不是唯一的，而是与交通流状态有关。

然而，BPR函数是严格单调递增函数，只能计算非拥挤状态下某个流量值q对应的车速值v；另外，

BPR阻抗函数在使用时无法确定q是否大于或等于c值，在路网模拟过程的某一时刻很可能会出现某一

路段被分配的交通流量超过了其通行能力，当网络中多个路段在接近通行能力条件下运行时，最易出现

上述情况。

为了克服BPR函数的不足，国内学者根据大量实测数据，推导了超负荷时的车速-流量关系模型

（指数曲线）。参考该公式，将设计车速对应的行程时间记作T0，则当路段交通量为Q时的行程时间通

过以下公式得到：

T（Q）=T0[1+（Q/C）β]

β=α2+α3（Q/C）
㊣
㊣

㊣ 3
（2-6）

式中：

T （Q）：表示路段交通量为Q时的行程时间；

Q：交通量 （veh/h）；

C：单车道基本通行能力 （pcu/h）车道，道路、交通条件不满足标准时需修正；

α：回归参数，其含义是实际自由流车速与道路设计车速之比，与道路等级和大型车比例有关；

α2、α3：回归参数，α1、α2、α3的具体取值见参考文献
[21]。

（3）路网运行风险计算流程图

根据上文研究，每次进行交通分配的流程如下图所示。

根据路网运行风险指标的构建，指标的计算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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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路权

开始

输入网络几何信息表、
路权表及OD矩阵

将原OD矩阵分解为K个OD分矩阵

确定网络最短路矩阵

遍历所有OD对

用改进的Logit模型将该OD的出行量
分配到各个路径上

最后一OD
点对？

最后一OD
分矩阵？

否

否

输出各路段分配交通量
及相应阻抗

搜索每个OD对之间的有效
路径并计算路权

累积路段分配交通量

用改进的路阻函数重新计算阻抗

图2.3 交通分配流程

   

开始

进行初始交通分配

路段[i,j]失效

路段[i,j]失效后流量再分配

与初始状态对比，得到该路段
失效后的运行风险指标

[i,j]为最后
一个路段？

否

得到各路段失效后的运行
风险指标

输出路段失效后各路段流
量及相应阻抗

输出各路段交通量及
相应阻抗

输入路网信息及OD矩阵

转入下一路段

图2.4 运行风险指标计算流程图

3 关键路段风险评估计算示例

3.1 结构风险计算示例

以常用的SiouxFallsNetwork作为计算示例，该网络共有24个节点，76个路段，如下图所示。

首先构建邻接矩阵U
⌒

= （u
⌒
mn）41×41和阻抗矩阵W

⌒

= （w
⌒
mn）41×41，如下表所示。

表3.1 邻接矩阵U
⌒

= （u
⌒

mn）24×24

编号 1 2 3 … 22 23 24

1 0 1 1 … 0 0 0

2 1 0 0 … 0 0 0

3 1 0 0 … 0 0 0

… … … … … … … …

22 0 0 0 … 0 1 0

23 0 0 0 … 1 0 1

24 0 0 0 … 0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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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6

6

6

6

6

6

6 6

6

6

6

2

4

4

4

4

4

4
4

4

4

4

4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3

3

3

3

3

3

33

33

33 3

3

3

10

10

10

9 8

8
8

7

1816

17

15

11

1914

23

2413

22

21 20

图3.1 SiouxFallsNetwork示意图

表3.2 阻抗矩阵U
⌒

= （u
⌒

mn）24×24

编号 1 2 3 … 22 23 24

1 0 6 4 … 0 0 0

2 6 0 0 … 0 0 0

3 4 0 0 … 0 0 0

… … … … … … … …

22 0 0 0 … 0 4 0

23 0 0 0 … 4 0 2

24 0 0 0 … 0 2 0

  由于路段结构风险需要考虑路网中所有潜在的交通需求，因此计算前需要进行一些简化与假设。

（1）路网中的任意一个节点，均可作为O点或D点，同一个节点不能同时作为O点和D点。

（2）不考虑OD对之间的出行量。

根据以上假设，在24×24的矩阵基础上，除去相同的节点，得到共552个OD对，通过2.1的计

算方法，可计算得到路网中所有OD对之间的有效路径数量，每条有效路径经过的路段，每个路段中经

过的有效路径数量，如下表所示。

表3.3 全路网OD对有效路径计算结果

OD对编号\路段编号 1 2 3 … 74 75 76

1 1 0 0 … 0 0 0

2 0 1 0 … 0 0 0

3 0 1 0 … 0 0 0

… … … … … … … …

550 0 0 0 … 0 1 0

551 0 0 0 … 0 1 1

552 0 0 0 … 0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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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以上计算结果后，可通过式1-1计算每个路段在每个OD对下的连通重要度，将所有OD对累

加后便得到路段的结构风险指标，按照风险指标由大到小进行排序，得到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4 路段结构风险指标计算结果

路段节点1 路段节点2 经过的有效路径数量 OD对数量 结构风险指标 结构风险指标归一化

16 18 163 96 93.41 1

18 16 163 96 88.31 0.95

7 8 154 77 65.27 0.70

8 7 154 77 59.32 0.64

20 19 145 68 51.91 0.56

… … … … … …

9 8 61 30 15.10 0.16

8 9 61 30 11.32 0.12

1 2 40 20 10.63 0.11

10 17 81 39 9.94 0.11

2 1 40 20 9.88 0.11

  根据得到的结构风险指标值，对路段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首先将结构风险指标进行如下归一

化处理：

SRI'a=
SRIa-min（SRI）

max（SRI）-min（SRI）
（3-1）

式中：

SRI'a：路段a归一化后的结构风险值；

min（SRI）：所有路段的结构风险最小值；

max（SRI）：所有路段的结构风险最大值。

将风险值归一化后，同样将结构风险根据指标计算结果划分为五个等级，指标在0.8～1.0为5级风

险，0.6-0.8为4级风险，0.4-0.6为3级风险，0.2-0.4为2级风险，0-0.2为一级风险，如下图所示。

12

1

6

2

4 53

10

9 8 7

1816

17

15

11

1914

23

2413

22

21 20

结构风险值
0.8-1.0
0.6-0.8
0.4-0.6
0.2-0.4
0.0-0.2

图3.2 路段结构风险空间分布

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在路网结构上，风险等级较高的3级、4级和5级风险路段集中在自由流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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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的路段，这些路段的自由流阻抗均在5以内。一般而言，在不考虑OD量的情况下，阻抗越小，经

过该路段的有效路径数量越多，说明这些路段在结构上的重要度较高，对支撑整个路网的结构起到最重

要的作用，一旦失效对路网连通性的下降最大。

其余风险水平较低的路段大多数位于路网的边缘地带或路网中间但阻抗较高的路段，失效后仍有较

多可替代路段，因此风险水平较低。

3.2 运行风险计算示例

仍采用SiouxFallsNetwork作为计算示例，76个路段的信息如下表所示。

表3.5 SiouXFaIIsNetwork的路段信息

路段起点 路段终点 通行能力 长度 自由流时间

1 2 25900 6 6

1 3 23403 4 4

2 1 25900 6 6

2 6 4958 5 5

3 1 23403 4 4

… … … … …

7 18 23403 2 2

8 6 4898 2 2

  根据2.2中的算法，将OD矩阵拆分为10个分矩阵分配到路网中，根据改进后的道路阻抗函数和

Logit模型进行交通分配，可得到各个路段的流量、阻抗及饱和度，各路段饱和度的空间分布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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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初始分配各路段饱和度分布

假设当路段10-15失效，该路段原有需求20978，饱和度为1.7。由于已经假设了异常事件发生前

后需求不变，出行者不改变其出行频率、出发时间、出行方式，改变的仅仅是其路径选择行为。因此，

利用失效后的网络再进行一次分配，得到路段10-15失效后的分配结果，如下表所示。

对比两次分配结果，可以发现路段失效后，由于采用模型计算的方法，所有路段的行程时间和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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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变化，但考虑到模型分配的路段流量可能存在误差以及正常的波动，不能直接判断流量增加是由于

路段的失效引起的。考虑到流量的波动幅度一般不超过5% （见下文），因此，本文将某一路段失效后，

其余路段是否受到影响的标准定义为：行程时间或流量的变化大于±5%。

表3.6 10-15路段失效后的分配结果

路段起点 路段终点 原流量 失效后流量 流量变化率 原行程时间 失效后行程时间 行程时间变化率

1 2 3112 3724 19.65% 6.00 6.00 0.00%

1 3 7268 6931 -4.62% 4.01 4.00 -0.02%

… … … … … … … …

10 9 18930 22603 19.40% 4.54 6.13 35.04%

10 11 17676 20293 14.80% 12.32 17.72 43.80%

10 15 20978 0 -100.00% 11.23 0.00 -100.00%

10 16 11478 14185 23.59% 22.74 47.73 109.86%

10 17 8379 11407 36.14% 17.51 40.68 132.29%

… … … … … … … …

24 13 11660 11755 0.81% 20.51 21.05 2.65%

24 21 9331 10039 7.58% 8.99 11.02 22.63%

24 23 9086 10713 17.92% 5.07 7.94 56.53%

  因此，路段10-15失效后，受到影响的路段的空间分布如下图所示。

可以发现路段失效后，流量增加的路段，往往是失效路段的替代路段，流量减少的路段，这些路段

往往是与失效路段相关联的上下游路段，行程时间也是如此。

从运行风险的角度来说，流量增加意味着风险增加，流量减少意味着风险降低，行程时间同样如

此，因此，在判断路段失效后的对路网造成的影响时，更关注的是不利影响，即会导致风险增加的影

响，因此将路段受到不利影响定义为：行程时间或流量增加5%及以上。

受到不同程度不利影响的路段分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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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受影响的路段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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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的路段分布

根据上文构建的各项指标，以其受到的不利影响进行计算。路段10-15失效后的影响范围因子

（ISF）应为受到不利影响的路段里程与总里程的比值，计算结果如下。

5102



ISF10-15=
∑

n10-15

l=1
kl

∑
n

l=1
kl
=0.4841

  该指标表示有48.41%的路段受到了路段10-15失效的影响。影响程度指因子 （IDF）的计算结果

如下。

S′10-15=
1
n10-15

·∑
n10-15

l=1

q′l/cl-ql/cl
ql/cl

=0.2158

T′10-15=
1
n10-15

·∑
n10-15

l=1

q′l·t′l-ql·tl
ql·tl

=0.7940

IDF10-15=0.5·S′10-15+（1-0.5）·T′10-15=0.5049

  表示路段10-15失效后，在受到不利影响的路段范围内，各个路段饱和度的平均变化率为21.58%，

行程时间的平均变化率为79.4%，影响程度指标为二者的平均值50.49%。

其运行风险指标 （ORI）的计算结果如下。

ORI10-15=0.5·∑
n10-15

l=1

q′l·t′l-ql·tl
ql·tl

·kl+（1-0.5）∑
n10-15

l=1

q′l/cl-ql/cl
ql/cl

·kl=91.36

  该指标可视为将受影响的路段里程按影响程度加权的结果，为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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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路段运行风险等级分布

按上述方法，可以依次得到不同路段失效后的运

行风险指标，依据结构风险指标的归一化方法，将运

行风险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对风险进行分级，如

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发现，运行风险最高的是10、15、

22三个节点之间共4条路段，这些处在网络的最中

心，日常承担的交通需求较大，一旦失效，将会对整

个网络的其他路段造成大范围、严重的影响。运行风

险较低的路段以处在边缘的路段为主。其次是，节点

4-5、18-20和11-10这六条路段，其中4-5和11-10

位于路网中心区域，但其中18到20位于路网边缘，

是由于18到20直接相连，自由流阻抗仅为4，而次

短路径则需要经过18-16-17-19-20，自由流阻抗为

11，因此该路段虽然处在边缘，但由于其承担了大量

的流量，因此一旦失效后对路网影响较大。

将结构风险和运行风险这两个指标绘制在一张表

中就可以比较风险的大小，如下表所示：

表3.7 路段风险矩阵表

路段结构风险

路
段
运
行
风
险

5 4 3 2 1

5 低 低 低 中 较高

4 低 低 中 较高 高

3 低 中 较高 高 极高

2 中 较高 高 极高 极高

1 较高 高 极高 极高 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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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从路网风险的内涵出发，构建了重大事件下关键路段风险评估的指标和计算方法。以路段失效

后对每个OD对有效路径的影响和受到影响OD对数量为影响因素，构建了路段结构风险指标并提出了

计算方法。以路段失效后对路网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为影响因素，构建了路段的运行风险指标并提出

了计算方法。

对关键路段的风险评估研究，有助于分析重大事件对路网产生的影响，为事故发生后的疏散方案制

定提供支撑。综合各方面风险指标，可以划分重大事件下路网中不同路段的风险等级，制定相应的风险

保障措施，有助于提升路网的风险管理水平和韧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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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轨迹数据的负二项交通冲突预测模型研究

蒋 威

【摘要】 传统的交通安全评估方法主要是以交通事故为指标。但是以交通事故为指标存在数据滞后、数据分析不真实、

不准确等问题。本文以交通冲突为指标，采用视频识别方法采集了南京市仙林东南某区域的交通冲突数据，识别并预测

了车辆运行轨迹，用车辆轨迹来判别交通冲突的发生，并建立了全新的加入交互变量的MLE-NBR预测模型。模型拟合

结果显示传统泊松模型预测结果平均误差为31.50%，MLE-NBR模型预测结果平均误差为22.15%。精度提高了约

30%。当直行交通量、车流速度、交互变量三项参数各自独立提升1%时，模型结果即冲突频次分别增加0.78%、

0.65%和0.56%。

【关键词】 交通冲突；视频识别；负二项分布；极大似然估计

0 引言

传统的交通安全评估方法主要是以交通事故为指标。但是以交通事故作为指标的评估模型存在样本

少且数据采集滞后的问题，统计数据存在大量误统漏报和数据统计分析的不真实、不准确。因此，交通

冲突作为新的交通安全评估指标，具有样本量大、数据即时的优点，逐渐取代交通事故成为研究热门。

为了避免与碰撞数据相关的限制，交通冲突技术已被越来越多地用于交通事件前后安全性评估研究

中。与实际碰撞相比，交通冲突发生的频率更高，可以被清楚地观察到，并且可以洞悉导致碰撞的故障

机理。

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了MLE-NBR交通冲突预测模型，通过对变量交互性的检验与分析，降低

变量交互性带来的误差的同时，通过视频识别技术精确采集大量数据，针对路段实际特征选择模型变

量，提升了预测模型的精度。本文的研究，对于交通冲突统计领域及交通安全问题分析与对策的研究具

有一定改良和推进意义。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关于交通安全问题的研究已久，对于交通事故的统计、判定、对策等研究相对成熟。但是在

交通冲突领域的研究尚未成熟，对于交通冲突的判定、致因、统计、对策等研究不够完善。由于交通冲

突和交通事故均属于交通安全统计指标，两者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因此，对于交通冲突的研究可

以充分参考交通事故领域的研究。在统计算法方面，主要参考计数模型方面的研究。

成卫等[1]通过分析交通事故的发生原因，建立灰色关联模型，确定了人和车辆中的各种要素对交通

冲突的影响程度；马艳丽等[2]结合匝道合流区车辆运动状态，结合车辆实际尺寸，构建了基于PET算

法的冲突识别模型；曹雨等[3]利用临界间隙法，将减速度作为判别冲突的指标，并计算其临界值；郭伟

伟等[4]在分析冲突主体运动状态的基础上提出了临界冲突区域的概念，并建立了临界冲突区域计算模

型；AnnaCharly等
[5]通过提出一种通用的安全评估方法论来解决车辆随意变道的情况，利用车辆的精

确位置及其宽度来确定所有类型车辆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用现有的SMoS修改后的碰撞时间 （MTTC）

从这些关键的交互中进行冲突判定；MiriamRocha等
[6]提出了一种框架，该框架可使用自组织映射

（SOM）来依靠相似的配置文件和因素来对交通冲突进行分组，根据非线性主成分分析 （NLPCA）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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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开发了一种全新的变量显著性指数，通过Davies-Bouldin（DB）指数评估聚类质量。

邓晓庆等[7]针对出租车行车视频，将人为主观观测和模型交互验证相结合，建立全新交通冲突识别

模型；王俊骅等[8]采用视频背景消减法，对区域特征进行跟踪捕捉，实现对运动中车辆的提取与跟踪；

曲昭伟等[9]利用运动检测与跟踪技术，用以提取采集目标的时间、空间运动和变化轨迹；曾炎盛等[10]

将冲突判别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交通参数的视频检测、坐标变换和冲突最终判别3个阶段；Mo-

hamedEssa等
[11]针对信号交叉口的信号周期水平，记录了位于加拿大两个城市的六个信号交叉口的交

通视频数据。HangShi等
[12]提出了一种视频分析程序，以从记录的视频中收集每个信号周期的后端冲

突和各种流量变量，并使用广义线性模型 （GLM）方法开发基于冲突的安全性能函数 （SPF）。

郭延永等[13]用v/c（v为实际交通流量，c为基本通行能力）将交通流状态划分为4种场景，构建

了多元泊松-对数正态分布的交通冲突模型；林兰平等
[14]针对高速公路合流区交通冲突，分别建立了主

线双向八车道和主线双向四车道合流区严重冲突、一般冲突、轻微交通冲突和冲突总数预测模型；郝志

国等[15]运用Tracker软件对换道数据进行提取和处理，选取Logistic回归模型建立换道冲突预测模型；

Lord等
[16]总结了事故建模中常用的方法及其相应的使用条件和优缺点；Guo等

[17]为人行横道设施建立

了一个负面的两阶段交通事故模型；dong等
[18]在公路上使用零膨胀模型，量化了道路几何设计对卡车

交通事故的影响。El-Basyouny等
[19]构造了基于碰撞频谱光学变量的两层交通事故模型，利用泊松回归

模型预测了交通冲突发生的频率。Sacchi等
[20]使用Poisson模型建立了后端冲突与流量之间关系

的模型。

2 冲突数据采集及分析

2.1 视频采集

数据采集区域为南京市仙林区，仙隐北路—仙林大道—仙境路—文苑路—围合区域。在交叉口、路

段中部分别设置摄像机采集录像，每个摄像机持续采集4h的视频 （从10：00～12：00以及16：00～

18：00），每个摄像机采集5d，9个路段共采集了180h的视频。为保证数据采集的完整和持续，采集均

选择在晴天、工作日进行。采集数据中的冲突类型包括所有机动车与机动车的冲突。

图1 视频采集示意图

2.2 视频识别

基于视频识别技术的交通冲突自动识别系统主要包括两个一级模块，一级模块由多个二级模块组

成[21][22]。其中一级模块有计算机视频识别模块和事件分析模块。计算机视频识别模块是从图像序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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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道路使用对象，即人、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并且对道路使用者进行分类，最终提取出道路使用者的

行为，即一系列点的时间和位置坐标组合。事件分析模块的关键技术是生成期望运动轨迹 （简称 “轨迹

预设”），用来预测道路使用者的交互事件。本文采用的基于视频识别技术的交通冲突自动识别框架如图

2所示。

数据采集冲突判定

冲突数据
导出

交通流相
关参数对象追踪对象识别

视频坐标换算

交通事件分析模块计算机视频识别模块

视频数据库

图2 视频识别框架示意图

2.3 车辆追踪

本过程通过Python中的PIL和pytesseract库以及OCR图像识别接口来实现。PIL （PythonImaging

Library）是Python平台上的图像处理标准库，功能非常强大。Pytesseract是图像识别库，需要安装tes-

seract-ocr引擎。光学字符识别 （OCR，OpticalCharacterRecognition）是指对文本资料进行扫描，然后对

图像文件进行分析处理，获取文字及版面信息的过程。本文的车辆目标识别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 获取单张车辆图片的轮廓特征并记录；

· 将下一张车辆图片与上述记录进行对比，如果相似度很高计算机即视作一类图像即车辆；

· 建立一组训练集训练要识别的车辆图像来进行轮廓特征提取并保存到模型中，再通过摄像头返

回的图像进行处理并输出记录结果。

设置检测速度= “fast”，最小相似百分比概率=70。

car 96.670

car 79.964

car 70.491

car 87.133 car 89.872

car 77.616
car 93.23

图3 车辆追踪示意图

2.4 轨迹预测

在进行冲突判定之前，需对跟踪的目标车辆进行轨迹预测[23][24]，以选定车辆预期轨迹。由于在进

行轨迹预测时，车辆存在多条可能轨迹，因此需要引入预设轨迹，将预设轨迹与车辆多条可能轨迹。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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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轨迹预设示意图

配，其中匹配程度最高的一条可能轨迹即设置为车辆的预

期轨迹，用来进行冲突判定。预设轨迹的设置方法与图像

识别方法类似，都是通过机器学习的手段实现。

2.5 冲突判定及提取结果

选用TTC时间距离法作为交通冲突判定指标。设A、

B两个目标车辆在ta 时刻的两条预期轨迹分别为LA 和

LB，轨迹上任意两点li和lj距离为：

d（li，lj）= （xi-xj）
2
+（yi-yj）㊣ 2 （1）

式中：（xi，yi）和 （xj，yj）分别表示轨迹LA 和LB 上

任意两点的坐标。若d（li，lj）＞0恒成立，则两车轨迹并

非碰撞轨迹。反之，两车预期轨迹将会发生碰撞。设假想

碰撞点lc坐标为 （xc，yc），设目标车辆A、B在t0时刻的速度分别为VA0和VB0，则两车到达假想碰撞

点的时间差即TTC为

TTC=|tA-tB|=
（xAi-xc）2+（yAi-yc）㊣ 2

VA0
-

（xBi-xc）2+（yBi-yc）㊣ 2

VB0
（2）

  通过比较TTC和预设阈值的大小，便可以判定冲突是否发生。

本文数据采集设置TTC阈值为3s。最终在所有采集视频中，选取9个路段共162h的有效视频，

预设TTC阈值3s，共识别并提取交通冲突3565起，TTC范围为0.08s～2.98s，均值为1.98s，平均

每小时交通冲突27起。选择30min为计数单位，样本量为324个。

3 冲突预测模型建立

3.1 模型前提与假设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本文的研究核心是区域交通冲突产生次数、发生概率的预测，而非车辆安全预

警方面的微观预测。微观上来看，单次交通冲突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驾驶员的驾驶行为。因此，交通

冲突预测的相关研究，只有在宏观上才有意义。宏观上来看，交通冲突是随机事件，受各种不同的随机

因素影响才会发生。因此，可以对区域交通冲突的产生建立预测模型。现对交通冲突预测模型建立如下

假设：

· 宏观上在同一区域，如外界条件固定，交通冲突发生概率是一定的；

· 在不相重叠的时间段内，单次冲突发生的事件相互独立；

· 忽略不同严重程度、不同类型的冲突发生的原因差别。

在此假设基础上，可以探讨冲突预测的基本特征和基础模型。

3.2 MLE-NBR冲突预测模型构建

3.2.1 基础泊松模型

为深刻理解计数模型的机理，并为下一步模型推广做准备，现对泊松模型进行推导。泊松分布的产

生机制可以通过如下过程来解释。

设所观察的这段时间为 [0，1），取一个很大的自然数n，把时间段 [0，1）分为等长的n段：

l1= 0，
1[ ]n ，l2=

1
n
，2[ ]n ，…，li=

i-1
n
，i[ ]n ，ln=

n-1
n
，[ ]1 （3）

2202



  我们做如下两个假定：

（1）在每段li内，恰发生一个事故的概率，近似地与这段时间的长
1
n
成正比，可设为λ

n
。当n很

大，1
n
很小时，在li这么短暂的一段时间内，要发生两次或者更多次事故是不可能的。因此在li这段

时间内不发生事故的概率为1-
λ
n
。

（2）l1，…，ln各段是否发生事故是独立的。把在 [0，1）时段内发生的事故数x视作在n个划分

之后的小时段l1，…，ln内有事故的时段数，则按照上述两个假定，x应服从二项分布B n，
λ（ ）n 。于

是，我们有：

P（X=i）=
n（）i

λ（ ）n
i

1-
λ（ ）n

n-i

（4）

  注意到当n→∞时，我们有：

n（）i
ni
→
1
i!
，1-

λ（ ）n
n

→e
-λ （5）

  因此：

P（X=i）=
n（）i

λ（ ）n
i

1-
λ（ ）n

n-i

=
e-λλ

i

i!
（6）

3.2.2 泊松模型推广-负二项分布模型

泊松回归并不关注方差异质性。泊松模型中的指数化参数对响应变量的影响都是成倍增加的，而不

是线性相加。除此之外，泊松回归还会出现过度离散[25]。

如果要用泊松模型对交通冲突数据进行拟合，必须对泊松模型进行推广。在对第i个个体进行观测

时，通过引入观测不到的非齐次项τi，假定个体之间以随机的方式呈现彼此的差异，原因在于可观测的

协变量不能完全解释不同个体之间实际存在的差异。此种情况可用以下的式子来呈现，见式 （7）：

E（yi|xi，τi）=μiτi=e
x′iβ+εi （7）

  在式 （7）中，观测不到的非齐次项τi=eεi独立于自变量向量xi。于是，可得yi条件均值和条件方

差均为μiτi，其密度函数为：

f（yi|xi，τi）=exp（-μiτi）（μiτi）
yi/yi! （8）

  令g（τi）为τi的概率密度函数，可以推导出：

f（yi|xi）=∫
∞

0
f（yi|xi，τi）g（τi）dτi （9）

  在式 （9）中，当τi服从伽马分布时，其积分的结果存在解析解，这个解就是负二项分布。为了确

定分布的均值，当模型中包含常数项时，必需假定E（eεi）=E（τi）=1。因此，假定τi为服从gamma（θ，

θ）分布且其均值和方差分别为E（τi）=1和V（τi）=
1
θ
，其概率密度函数见式 （10）：

g（τi）=
θθ

Γ（θ）
τiθ

-1exp（-θτi） （10）

  在式 （10）中，分母的伽马函数见式 （11）：

Γ（x）=∫
∞

0
zx-1exp（-z）dz （11）

  θ是一个正参数。

于是，在给定了xi的条件下，推导出yi的概率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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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yi|xi）=∫
∞

0
f（yi|xi，τi）g（τi）dτi=

θθμi
yi

yi1Γ（θ）∫
∞

0
e-

（μi+θ
）τiτiθ+yi

-1dτi

=
θθμi

yiΓ（yi+θ）

yi1Γ（θ）（θ+μi）
θ+yi =

Γ（yi+θ）

yi1Γ（θ）
θ

θ+μ
（ ）

i

θ
μi
θ+μ
（ ）i

yi

（12）

  此时，随机变量yi的条件均值和方差分别为μ（1+η
2
μ），其中η

2=1/yi，是对条件方差超出均值程

度即离势程度的衡量。

3.2.3 参数估计和检验方法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估计 （MLE）实现计数模型的参数估计，而估计参数的检验主要通过Wald检验

完成。参数检验有助于对抽样总体的均值做出一些推断。Wald检验假设为H0：βj=0。建立t统

计量为

tβj =β
^
j/sθ（β
^
j） （13）

式中：β
^
j为所要检验的参数估计值；se（β

^
j）为一列参数估计值的标准差。t统计量在大样本的情况下近

似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模型的精度利用对数极大似然函数值 （loglikelihood，LL）进行评判，值越大说明模型越精确；

利用AIC准则 （Akaike'sInformationCriteria）评价模型好坏，一般要求AIC越小越好。

本文使用上述技术方法得到分析预测模型，由于利用了泊松模型的推广-负二项回归模型，并引入

最大似然法以进行参数估计，使模型的精度及拟合优度得到提升。

3.2.4 变量交互性处理

在此引入方差扩大因子，用以反映各个解释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以参数估计ak 为例，

ak的方差为：

Var（ak）=
σ
2

SST
· 1
1-R

2
k
＞
σ
2

SST
（14）

  其中的因子1/（1-R2k），是第k个解释变量与其它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导致方差ak扩大的倍数。

我们把这个因子称为方差扩大因子。这个方差扩大因子正是反映各个解释变量与其它变量之间的相关

性，对参数估计方差和模型有效性影响程度的关键指标，可以用来检验变量交互性的存在及根源。

根据Jöreskog和Yang的研究，检测完变量存在交互性后，处理交互性以减少交互性带来误差的方

法主要有两种：指标中心化和加入交互变量[26]。指标中心化后建模，既减少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又简

化了模型。Little等人提出了一种将乘积指标正交化的策略
[27]。

设X1，X2为具有交互性的变量，做乘积项X1X2对X1，X2的回归，残差项

OX1X2 =X1X2-（ba+b1X1+b2X2） （15）

  与X1，X2都是零相关 （即正交）。利用此残差项建立方程则完全消除了交互项与一次项多重共线

性的可能。考虑到模型复杂程度，本文模型构建只考虑双变量交互。

3.2.5 MLE-NBR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内容，现构建极大似然估计-负二项分布 （MaximumLikelihoodEstimation-NegativeBi-

nomialRegression，MLE-NBR）交通冲突预测模型。模型结构如下：

Y=f[ET（X，XIN）] （16）

式中：Y为因变量矩阵，即交通冲突次数：

Y=[y1，y2，…，yn] （17）

  X为协变量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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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x11 … x1n

 ⋱ 

xk1 … x

㊣

㊣

㊣

㊣kn

（18）

  XIN为交互变量矩阵 （双变量交互）：

XIN =OXiXj =XiXj-（b0+b1Xi+b2Xj） （19）

  E为模型参数矩阵：

E=[x1，x2，…，xk] （20）

  令B为交互系数矩阵，则：

B=[b0，b1，b2]T （21）

  其中，因变量yi概率密度函数：

f（yi|xi）=∫
∞

0
f（yi|xi，τi）g（τi）dτi=

Γ（yi+θ）

yi!Γ（θ）
θ

θ+μ
（ ）

i

θ
μi
θ+μ
（ ）

i

yi

（22）

4 样本数据代入拟合

4.1 初始变量选取

将部分数据代入模型进行拟合，把众多自变量代入模型，并将各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R2按照大小

进行排列，结果表明：部分变量影响不够显著，不能拒绝其系数为0的假设；有些变量系数有悖于常

理。最终选取初始变量及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初始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交通冲突数，Y 11.00 0 34 8.02

直行交通量/pcu，X1 223.26 30 486 84.12

转向流量，X2 61.75 20 373 27.56

路段平均车流速度km/h，X3 33.56 8.47 62.98 14.95

支路汇入车辆数，X4 56.68 13 227 18.42

大车数量，X5 41.98 0 102 10.78

  注：表格中车流量均指道路双向平均交通量，直行交通量指路段进口处交通量，车流速度也为双向平均速度，而交

通冲突数指双向冲突总数。

4.2 加入交互变量

将10h的视频采集数据代入模型进行变量交互性检验，得到各可能存在交互性的变量间方差扩大因

子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交互性检验结果

变量/方差扩大因子 X1 X2 X3 X4 X5

X1 1.73 2.23 1.14 2.16

X2 1.56 1.07 1.38

X3 1.48 1.97

X4 1.55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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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选取交互性最为显著的X1与X3，即直行交通量与车流速度两个变量进行新的交互变量设置：

XIN =OX1X3 =X1Xa-（b0+b1X1+b2X3） （23）

  同样将10h视频数据代入模型进行拟合，得出交互变量系数矩阵为

B=[277.39，19.02，85.57]T （24）

  将原数据处理即可得到交互变量。新的变量统计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新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交通冲突数，Y 11.10 0 34 8.02

直行交通量/pcu，X1 223.26 30 486 84.12

转向流量，X2 61.75 20 373 27.56

路段平均车流速度km/h，X3 33.56 8.47 62.98 14.95

支路汇入车辆数，X4 56.68 13 227 18.42

大车数量，X5 41.98 0 102 10.78

交互变量，XIN 97.09 75.35 112.94 9.16

4.3 模型拟合精度分析

本次模型求解使用Rstudio软件，Rstudio软件具有完备的编程、数据分析功能。模型拟合过程如下：

（1）将全部324份样本数据录入数据库。

（2）利用Rstudio内置函数求出Y均值和方差分别为11.10和64.32，方差约为均值的5.79倍，

属于较严重的过度离势。

（3）进行拉格朗日乘子检验，以明确是否存在明显过度离势现象。

表4 拉格朗日乘数统计量

参数 卡方 Pr＞卡方

离散度 553.6078 ＜0.0001

  （4）编写程序对过度离势进行校正后再构建传统泊松模型，拟合优度输出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泊松分布拟合优度评价指标表

准则 自由度 值 值/自由度

偏差 331 992.0188 2.8802

调整后的偏差 331 331.0000 1.0000

Pearson卡方 331 1311.1226 3.9611

调整后的Pearson卡方 331 397.3099 1.2003

AIC（越小越好） 1699.9509

AICC（越小越好） 1699.9663

BIC（越小越好） 1704.8438

  以上是采用传统泊松分布模型拟合采集数据得到的拟合优度评价指标结果。具体拟合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泊松分布拟合结果表

自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Z值 P值 Wald95%

截距 -0.213878 0.342953 -0.865407 0.3933 0.0356

X1 1.685848 0.321656 7.642547 ＜0.0001 0.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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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Z值 P值 Wald95%

X2 1.224996 0.362517 3.313751 0.0005 0.2096

X3 0.968065 0.381432 3.518795 0.3822 0.1798

X4 0.877465 0.426678 5.223743 ＜0.0001 0.3174

X5 0.987760 0.377842 2.399872 0.0087 0.1818

XIN 1.137464 0.192171 3.926535 0.0004 0.1136

LL -126.475

  （5）在过度离散情况下构建推广后的负二项回归模型，拟合优度指标及拟合最终输出结果如表7、

表8所示。

表7 MLE-NBR模型拟合优度评价指标表

准则 自由度 值 值/自由度

偏差 331 334.3136 1.0100

Pearson卡方 331 358.1874 1.0821

AIC（越小越好） 1305.8258

AICC（越小越好） 1305.8330

BIC（越小越好） 1311.5343

表8 MLE-NBR模型拟合结果表

自变量 估计值 标准差 Z值 P值 Wald95%

截距 -0.324535 0.189946 -1.487976 0.1447 0.0462

X1 2.090335 0.356499 7.054859 ＜0.0001 0.3918

X2 0.945622 0.342841 3.743495 0.0030 0.1786

X3 1.655989 0.876642 4.347665 ＜0.0001 0.2932

X4 0.879965 0.416565 3.587866 0.0007 0.1559

X5 1.375647 0.321638 3.320448 0.0002 0.1039

LL -101.7775

α 0.7239

  α是负二项分布的回归参数，用来表示数据的过度离散程度，α越大代表数据越离散 （方差大于均

值），α为0时，数据服从泊松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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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传统泊松模型与MLE-NBR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标，可以明显看出新模型的各项指标都有一定

提升 （LL较大，偏差变小，AIC、AICC、BIC都相对较小）。

针对新模型拟合结果分析，根据变量参数估计值可以看出，每项变量均对结果有显著影响，其中直

行交通量、车流速度与交互变量对冲突发生次数影响最为显著。当直行交通量、车流速度、交互变量三

项参数各自独立提升1%时，模型结果即冲突频次分别增加0.78%、0.65%和0.56%。

4.4 模型预测效果检验

为检验模型实际预测效果，将未纳入样本的18h数据作为检验算例，以0.5h为单位，获得36组冲

突数据。分别对MLE-NBR模型以及传统泊松模型代入数据进行预测。由前文可得，两种模型参数系

数估计值如表9所示。

表9 泊松模型参数系数估计值表

参数/估计值 X1 X2 X3 X4 X5 XIN 截距

泊松模型 2.090335 0.945622 1.655989 0.879965 1.375647 / -0.324535

MLE-NBR模型 1.685848 1.224996 0.968065 0.877465 0.987760 1.137464 -0.213878

  将36组数据代入模型求解，分别绘制两种模型的结果对比图如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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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两种模型预测结果图

计算两种模型预测结果误差，绘制误差图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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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两种模型预测误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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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数模型是一种宏观统计模型，在样本量较小时误差相对较大。但通过计算得出，传统泊松模型预

测结果平均误差为31.50%，MLE-NBR模型预测结果平均误差为22.15%。精度提高了约30%。

5 结语

本文选取南京市指定区域 （文苑路、仙林大道、仙隐北路、仙境路所围区域）所有路段进行数据采

集，根据航拍及摄像视频提取车辆轨迹，选定基础计数模型，建立 MLE-NBR冲突预测模型，根据采

集数据选取模型变量，拟合分析各变量的相关度及交互作用，确定交互变量。用Rstudio编写程序，设

计合适的算法，用新的变量组合建立模型并与数据拟合，最后对拟合结果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当直行交

通量、车流速度、交互变量三项参数各自独立提升1%时，模型结果即冲突频次分别增加0.78%、

0.65%和0.56%。传统泊松模型预测结果平均误差为31.50%，MLE-NBR模型预测结果平均误差为

22.15%。精度提高约30%。

本文以通过实际视频识别数据建立交通冲突预测模型为研究重点，并比较了新模型与传统模型的拟

合精度，但模型中未进行冲突严重程度的甄别，且仅选取了交通流相关变量，进一步研究应该将冲突严

重程度加入模型结构中，更细致地分析区域交通冲突的产生；加入道路几何设计变量，使模型精度更

高，更贴合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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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广州市普通住宅出行率研究

胡志赛 周清雅 张晓明

【摘要】 出行率是城市交通定量化研究的基础性数据，20世纪70年代至今，国内外持续对各类建筑物出行率开展研

究。本文创新性应用手机信令数据，反映大样本量、高时效性的居民活动特征，结合传统建筑和用地数据等，利用Arc-

GIS软件进行基于交通小区的出行率研究，对广州市现状用地比例最高的居住用地及普通住宅开展分析。针对工作日早

高峰时段，对748个居住型交通小区进行统计，并参考广州相关研究结论剔除了异常值，最后得到除从化之外的10个

行政区出行率建议值，并选取了居住人口作为关键指标构建回归方程。广州市普通住宅建筑出行率推荐取值范围为0.96

～1.26人次/100m2，将广州市普通住宅出行率的范围进一步缩小，交通生成量的测算取值更加精准，同时本研究发现

城市中心城区出行率较高，城市外围的出行率相对较低。

【关键词】 交通规划；交通模型；手机信令数据；出行率

0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导致道路交通拥堵日益频繁，且成

为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实际上，交通拥堵问题是城市交通系统在当前发展阶段问题的集中反映，

包括城市规划滞后，路网建设先天不足；公共交通发展滞后，交通出行结构不合理；交通管理水平

滞后，管理方法简单粗放等各方面。如何有效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推动城市交通从

“末端管理”向 “前端治理”延伸？深入研究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的相互关系，建立城市交通模型，

开展交通评估与预测，为城市交通战略选择及交通供给能力预判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已经成为国内

外先进城市的普遍做法。

20世纪60年代，美国芝加哥市在ChicagoAreaTransportationStudy中提出的 “四阶段”模型交

通预测理论和方法被广泛应用。其中，交通出行生成模型可基于城市未来社会人口规模和土地利用情

况，预测每个交通小区每天或每一高峰时段所生成的交通出行量。交通出行率正是该模型的关键参数，

它反映了单位建筑面积在单位时间内产生与吸引的交通量。

1 出行率研究概况与意义

建筑物交通出行率是反映城市交通和土地利用相互关系的重要指标之一，能直接描述建筑自身特征

和交通特征之间的量化规律，是交通预测模型中首要环节，是城市交通规划、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等

工作中定量分析的基础参数。针对典型建筑物出行率，国内外均在开展持续性研究。

（1）以美国为代表的 《出行生成手册》从1976至2017年持续更新至第10版，但出行率单位主要

以单位面积的小汽车出行数量统计，该基础数据不能直接应用于我国城市交通模型中。

美国交通工程师协会 （ITE）从1976年开始发布 《TripGenerationManual》（出行生成手册），作

为权威的技术指南，用于指导美国的出行生成研究，目前已经更新至第10版
[1]。它按照人们在城市里

的活动规律，将城市土地利用分为若干类型，提供了几乎所有类型的物业设施的出行率。对于比较常用

的物业设施类型，该手册还给出了出行生成的回归计算公式。但是该手册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城市调查收

集的数据，且采样基本依靠小汽车出行，而我国城市现阶段小汽车出行比例相对较低，因此并不宜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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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该手册中的结论。

（2）我国以北京为代表在2005年编写 《交通出行率手册》，此后住建部及地方城市出台的 “交通影

响评价技术标准或指引”中均对出行率取值给出推荐范围，但存在不同城市差异较大，选取样本较少，

未持续更新等问题。

《交通出行率手册》[2]基于北京13大类，36小类典型建筑物的出行率调查，获取了近千个建筑的调

查数据，计算得到了各类型建筑物的交通出行率推荐值。在住宅方面共采集272个建筑数据，早高峰小

时人流生成率为13～402.5（人/万m2），出行率范围较大。2010年，我国城乡建设部出台 《建设项目

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T141-2010）》
[3]，按照用地类型、建筑物使用性质、交通出行特征对建设

项目进行分类，并针对每一类项目提供了典型建筑物出行率的推荐范围。除了国家标准之外，国内学者

针对建筑物的出行率也已经开展了丰富研究，研究的对象城市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南

京、天津等大城市。由于我国各城市发展阶段存在明显差距，各地区建筑物特征、居民出行特征等差异

较大，且出行率在推荐范围区间较大，因此各城市研究成果并不具备普遍性。

（3）城市信息化发展为出行率研究提供更加多元数据和方法，可以开展大样本、强时效的不同类型

建筑出行率研究工作，本文以广州市用地类型占比最大的居住用地为例，介绍以手机信令为基础出行率

取值研究。

与传统的调查手段相比，手机信令大数据能提供全样本、实时性、动态化的居民活动信息，使城市

出行率研究定量化、精准化成为可能。结合广州市实际情况展开各类建筑物出行率研究以获得准确出行

率数据，是精准量化城市交通的必要条件和基础性工作。广州市现状居住用地246km2，占城镇建设用

地比例23.4%，规划至2035年提高至26%，在城乡各类建设用地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因此本次研究以

居住用地为例开展典型建筑出行率。

2 本次研究技术路线介绍

本次研究主要分为3大内容。首先是基础数据采集与处理，包括广州市范围建筑物图层 （主要含建

筑面积数据）、现状土地利用图层 （主要含现状用地面积与性质）、手机信令500m网格图层 （主要含高

峰小时出行人次）。本次研究使用ArcGIS软件，关联以上3个图层，将数据集聚到交通小区层面，并

选择全市居住性质高的交通小区作为后续分析样本。其次，采用平均出行率法、回归分析法两种方法，

计算广州10个区的出行率，并得出平均出行率推荐值。最后，基于国家标准及2016年广州开展的出行

率课题调查结果，对本次研究的结果进行校核，最终给出各个行政区居住用地的出行率推荐值。具体技

术路线图如下所示：

（1）基础数据采集与处理

现状建筑物图层：广州市域现状已建的各类建筑物，主要的有效字段包括建筑层数、建筑面积、占

地面积。

现状土地利用图层：广州市域各类现状土地性质与面积。将土地利用数据的分类与国标 《建设项目

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T141-2010）》中的分类进行对应，最终将土地利用数据中的土地利用类

型划分为11大类、36中类。本研究中，针对 “住宅”大类下的 “普通住宅”中类开展分析。

手机信令网格图层：本研究所采集的数据来自于中国移动公司，数据采集时间为2018年9月19日

（周三）早高峰小时7：00～8：00，利用ArcGIS将广州市划分为500m×500m的网格，根据信令数据

所属基站地理坐标，将原始的手机信令记录数据脱敏处理，集聚到网格层面，每个网格含该地理位置范

围内的高峰小时出行人次。

广州交通小区图层：本研究将广州市划分为6091个交通小区，作为最终的数据集聚单元，主要字

段包括交通小区ID、所属行政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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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小区样本选取

建筑物图层 土地利用图层 手机信令500
米网格图层

关联图层

统计分析

交通小区图层

各小区分用地类型的建筑面积

中国移动
手机信令数据

基础数据采集与处理

各区统计

出行率初步值广州各区出行率计算

与此前调查结果校验

谷歌实景地图国标推荐值
广州2016年调查推荐值

异常剔除

平均
出行率法

回归
分析法

出行率建议值

图1 研究技术路线图

现状建筑物

千米
5 10150

N

三调现状用地

千米
10 15 205

N

图2 主要采用数据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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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500米网格 交通小区

图2 主要采用数据 （二）

（2）广州各行政区出行率计算

首先运用ArcGIS软件将建筑物图层、土地利用图层、手机信令数据图层与交通小区图层进行空间

关联，统计得到每个交通小区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建筑面积，以及每个交通小区的交通量。进一步，

根据中国移动公司提供的市场份额占比，对交通量数据进行扩样处理。

居住型交通小区选取。为准确计算住宅建筑的出行率，需要选择住宅建筑面积占比高、土地利用性

质较为单一的研究单元。因此，本研究定义住宅建筑面积占比指标RR，作为选取典型样本的指标。

RR=
普通住宅建筑面积
总建筑面积 ×100%

选取RR≥90%的交通小区作为典型研究样本。由于从化区的建筑量数据采集不足，数据缺失较多，

因此在后续分析中不予采用；仅对广州市域的其他10个行政区开展分析。最终，共计挑选出748个典

型小区样本，其普通住宅建筑面积占比RR均值达95.07%，最大值达100%。

各小区出行率计算。对于所选取的748个典型交通小区，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出行率：

出行率（人次/100m2）=
高峰小时出行量（人次）
建筑面积总量（100m2）

  （3）与此前出行率取值校验

为剔除异常值，提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借鉴了其他研究和国家标准对初步试算的结果进行

筛查。参考标准主要有如下两项：

1）2016年广州市住宅建筑出行率调查的研究
[4]，广州市住宅建筑出行率取值范围为0.42～2.16

人次/100m2。

2）国家标准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T141-2010）》，其中对于普通住宅建筑出行

率的推荐值为0.8～2.5人次/户；结合广州市户均人口3.05人/户的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广州市2018

年统计年鉴），和广州市人均住房面积36.95m2/人 （数据来源广州市住建委），按如下公式将户均出行

率换算为百平方米建筑面积出行率：

=
户均出行率（人次/户）×100

户均人数（人/户）×人均住房面积（m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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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选取广州市居住性质交通小区分布 （天河区为例）

换算得到国标的出行率推荐值范围为0.71～2.22人次/100m2。

综合2016年广州市住宅建筑出行率调查研究的结论和国标建议值，确定本研究的异常值筛选阈值

为0.42人次/100m2和2.22人次/100m2。即，将出行率计算值小于0.42或大于2.22的交通小区样本

视作异常的无效样本，从最终统计样本池中剔除。最终，获取了508个有效样本，用于计算出行率推荐

值。中心城区的海珠、越秀、天河、荔湾四区有效样本量较多，而黄埔、南沙、白云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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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出行率初步试算结果频率分布及有效样本各区分布

3 广州市各区出行率研究结果

本研究针对广州市除从化区以外的10个行政区分别计算普通住宅建筑物出行率，借鉴北京市住宅

建筑交通出行率研究，采用两种方法分析建筑物出行率。

5302



（1）平均出行率法

平均出行率法即直接采用初步试算中的出行率计算公式，计算得到各交通小区的出行率，再依据交

通小区所属行政区进行分类，对每一类的出行率求平均值，即得到了各行政区的平均出行率。

全市的出行率范围为0.96～1.26人次/100m2，其中增城区最低，为0.96人次/100m2；而黄埔区

最高，为1.26人次/100m2。总体而言，从空间分布上，出行率最高的地区并非中心城区，而是中心城

周边的黄埔区和番禺区；其次是中心的荔湾、海珠、越秀、天河四区；越往城市外围，出行率呈现降低

趋势。

花都区

白云区
增城区

从化区

黄埔区

天河区越秀区
荔湾区海珠区

番禺区

南沙区
图例
出行率均值
＜1.05
1.05-1.10
1.10-1.15
1.15-1.20
＞1.20

千米
5 10 150

N

图5 广州市内各出行率平均值分布

（2）回归分析法

回归分析法是用出行生成量与相关指标构建数学模型，采用回归方程进行拟合的方法。

指标选取。本研究在交通小区层面采集了建筑面积、道路长度、人口、交通设施等多项与交通生成

相关的指标。为确定影响交通出行量的关键指标，采用Pearson相关系数对出行生成量与所采集的指标

进行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的显著性用来衡量所分析变量间相关关系在统计上是否显著，显著性指标

Sig＜0.01表示所分析的变量在0.01置信水平上显著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的值可用来衡量不同变量

间的相关性大小，一般将相关系数绝对值大于0.5的变量作为出行率标定的回归变量。

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人均建筑面积、道路长度、工作人口、居住人口和交通设施数均与交通出行

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仅工作人口和居住人口的相关系数在0.5以上，且居住人口与出行量的相关系

数较高，达0.959，故最终确定以居住人口作为自变量，与交通出行量开展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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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

总建筑面积 人均建筑面积 道路长度 道路密度 工作人口 居住人口 交通设施数

出行量

Pearson相关性 .028 -.325** .272** -.020 .843** .959** .453**

双尾显著性Sig .524 .000 .000 .666 .000 .000 .000

个案数 508 508 490 490 508 508 487

  **在0.01级别 （双尾），相关性显著。

回归分析结果。针对不同行政区分别开展居住人口与交通出行量的回归分析，拟合效果良好，R2

均在0.85以上。回归结果和公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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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广州各区出行总量与居住人口回归分析

针对所研究的交通小区，进一步统计其出行率方向系数，发现：进入量占比较高的交通小区主要集

中在中心城区；越秀区和天河区的交通小区出行方向以进入交通量为主；荔湾区、南沙区交通小区的进

出交通比例基本相当；其他行政区内的交通小区则以外出交通为主。

针对样本量进行对比发现，2016年出行率研究调查采集的样本量小，均低于10，且个别行政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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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调查样本，研究结论受个体特征、随机性影响大，数据代表性稍显不足。而本研究所采用的手机信

令数据具有数据量充足、覆盖范围广的特点，得到的统计样本量较大，结果更具有统计意义。

对出行率均值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手机信令数据的范围更小、结果更为精准。2016年针对广州市

的调查研究得到的出行率范围是0.42～2.16人次/100m2；国标中推荐值是0.71～2.22人次/100m2。

而本研究采用手机信令数据计算的出行率结果0.96～1.26人次/100m2，更加精准地明确了推荐

值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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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广州市各区出行率均值

4 结语

本研究基于中国移动手机信令数据，探索了广州市普通住宅建筑出行率的建议值范围，是大数据分

析技术在交通规划领域重要基础性应用。针对工作日早高峰时段，通过大样本量统计分析，并与其他相

关研究结论进行了对比并剔除异常值，最后得到不同行政区出行率建议值。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普通

住宅建筑出行率推荐取值范围为0.96～1.26人次/100m2；中心城区出行率较高，而城市外围的出行率

相对较低。本研究的研究成果对交通需求预测、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估中的出行率取值具有较高参考价

值。由于建筑物数据更新较慢，现有数据并非最新，故本文的研究结果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今后尚需

加强对基础数据的更新和补充，以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的精度和可靠度，增强其在实际工作中的参

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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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S实施路径和深圳应用实践

严 治 黎旭成

【摘要】 本文阐述了MaaS（出行即服务）系统的内涵、特点、相对传统运输的优势，重点分析了MaaS项目的实施路

径，包括运营主体、服务模式、推广路径、政策需求等。分析了MaaS系统在深圳的应用实践情况，包括MaaS的发展

模式和定位、发展路径和实施的试点项目，包括深圳湾科技生态园试点项目和东部景区试点项目。深圳市现有的MaaS

系统均是以服务于小片区的公交出行为主，暂未延伸到其他出行方式，暂未实现全市大范围推广。迫切要求政府提供政

策支持和数据共享环境，更进一步的推动多种运输模式在信息、支付、服务商的一体化，改善出行服务品质，以期为

MaaS系统在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的应用推广提供参考。

【关键词】 MaaS（出行即服务）；运营模式；实施路径；政策需求

0 引言

MaaS的英文名称为Mobility-as-a-Service，中文名称为 “出行即服务”。其定义为：通过电子交互

界面获取和管理交通相关服务，以满足消费者的出行要求。其旨在深刻理解公众的出行需求，在将各种

交通模式全部整合在统一的服务体系与平台的基础上利用大数据进行决策，以优化资源配置、满足居民

出行需求，并通过统一的APP对外提供服务。

MaaS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共享，要求数据全面整合和共享；二是整合，各种交通模式

高度整合，基于主动交通需求管理的思路调控交通需求，并实现支付体系一体化；三是服务，提供无缝

衔接、安全便捷和舒适的全链条出行服务；四是引导，扩大绿色出行比例。MaaS服务致力于为用户实

现四个方面的 “最小化”：出行准备时间的最小化、等待时间的最小化、响应时间的最小化、状态切换

时间的最小化。

TransitApp, 美国

Choice,加拿大奎北克TransitApp,加拿大

VIA goMobile ,波特兰

Taipei MaaS Project，中国台北
Go Denver，美国丹佛

MaaS in Shanghai,中国上海

Kaohsiung MaaS Project，中国高雄
Dubai Integrated Mobility Platform,阿联奠迪拜

Beeline ,新加坡

TransitApp, 澳大利亚

Choice,新西兰惠灵顿

NaviGogo,苏格兰 Kyyti,芬兰图尔库
MaaS Pilot,瑞典斯德哥尔摩Ubigo,瑞士哥德堡

TransitApp ,英国
Switchh,德国汉堡

Ubeeqo,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
myCicero,意大利

Tripkey,荷兰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

RACTrips,巴萨罗那
WienMobil,奥地利维也那

loki,德国法兰克福

Go LA,美国洛杉矶

图1 MaaS已有实践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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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MaaS概念在2014年赫尔辛基的欧洲ITS大会上首次被提出以来，它在全世界已有五十余款应

用。它们基本都综合多种出行方式，部分系统可实现统一支付；主要应用于欧洲、北美、远东的部分城

市和地区，国内已在上海、台北和高雄有应用；运营主体主要为企业，部分为政府；用户数量从数百人

到数万人不等。

目前，关于如何推广MaaS系统各国还没有形成一套成体系的方法和路径，各城市均是在实践中不

断摸索。因此，有必要对国内外已有MaaS系统的发展经验进行梳理，并对比深圳的实践经验，以明确

下一步MaaS系统在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的实施路径。

1 实施路径

纵观国内外已有的MaaS系统实践，可以看出现有的MaaS系统主要在服务模式上主要有票务的整

合、支付的整合、信息服务集成等；推进步骤上主要分为单一出行方式交通整合、多出行链方式整合、

数据和支付的一体化、延伸服务等；运营主体主要有科技企业、交通运营商、政府部门等；政策支持主

要有支持和鼓励公交市场的改革，支持5G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支持互联的自动驾驶汽车市场的

发展等。

1.1 运营主体

运营主体主要有科技类企业、交通运营商、政府部门等。

从现有MaaS服务运营主体看，现有的 MaaS系统主要由科技类企业运营，约占60%，如荷兰

Whim的运营主体为MaaSGlobal公司，主要由于他们在构建MaaS服务系统软件平台、获取交通运营

商数据、打通实现支付一体化方面有优势。

部分运营主体为交通运营商，约占30%，如德国Qixxit的运营主体是德国铁路公司，主要得益于

他们原本就是交通市场的参与主体，有能力整合上下游的运输资源，实现交通出行一体化。

另有少部分运营主体为政府部门，约占10%，如新加坡Beeline的运营主体是政府代理商Info-

commDevelopmentAuthority、土地管理局等，主要由于其在获取交通运行数据，获取交通政策优惠上

有优势。

除此之外，个别运营主体为图商、车企等。

1.2 政策需求

由于MaaS系统的推广会打破现有城市交通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其推广过程一定程度上会受到

市场的阻力。从现有的MaaS系统来看，不同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的政策支持主要有倡导出行一体

化、推动交通数据开放共享、支持以公交为代表的绿色出行、财政部门补贴、将交通运营商结

成联盟。

表1 政策需求案例

政策 政策作用 案例

 倡导出行一体化

 各出行方式的整合是MaaS出行服务的核

心，此项政策将有利于MaaS运营商协同整

合不同的出行方式。

 Ubigo缘起于瑞典，是由科技企业、政府、学

术机构、公共部门等联合发起的Go：Smart项

目。项目初期政府的推动作用在降低探索一种降

低市民机动化出行、提升绿色出行比例和强度的

新兴交通服务模式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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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政策 政策作用 案例

 推动交通数据开

放共享

 MaaS系统的建设有赖于不同交通出行方

式、交通出行者之间实现数据共享。此项

政策将有利于MaaS运营商获取载运工具数

据，便于将其进行整合；有利于MaaS运营

商获取交通出行者的出行特征数据，便于

向其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出行服务。

 中国交通运输部 《数字交通发展规划纲要》中

提出，鼓励平台型企业深化多源数据融合，整合

线上和线下资源，鼓励各类交通运输客票系统充

分开放接入，打造数字化出行助手，为旅客提供

“门到门”的全程出行定制服务。

 支持以公交为代

表的绿色出行

 MaaS出行的目的是引导市民使用绿色出

行方式，实施节能减排。此政策的实施将

有利于MaaS目标的实现。

 丹麦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具备较好的信息化基

础，软件Rejseplanen最初从公共交通入手，整

合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实现出行

的票务预订和行程规划，可以在全国范围

内使用。

 财政部门补贴

 通过政策向交通运营商进行补贴，可以

吸引更多的企业将运力提供到MaaS出行服

务中来；通过向出行者进行补贴，可以吸

引更多的出行者使用MaaS出行服务。

 深圳计划实施的MaaS系统中除对公交运营企

业进行补贴外还将对出行者进行补贴，以吸引更

多的市民使用此系统，改变出行习惯和增加客户

的粘性。

 将交通运营商结

成联盟

 MaaS系统的长期运营要求其具有市场营

利性，联盟是在交通运营商之间共享资源、

知识和风险，并提高相互进入共同市场的

能力。联盟的建立将有利于保护交通运营

商，以便在短期和长期带来收益。

 在荷兰Heyendaal的 MaaS试点项目中，在政

府倡导下各交通运营商建立联盟。在试点项目的

发展过程中，联盟不将具有类似能力的竞争对手

纳入联盟，减少了市场竞争；联盟提供了学习行

业专业知识的机会；在利润清分中考虑所有相关

合作伙伴的利益。

  除此之外，MaaS的推广过程中还需要交通、卫健、商务、科创主管部门提供多项支持政策，主要有：

对企业实施交通运输方面的创新展开咨询，以减小私人投资MaaS创新的风险；鼓励通信技术的发

展，支持5G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建设智慧道路、智慧公路，加大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研发和市场推广的

投入；对MaaS运营商前期给予必要补贴，鼓励将其载运工具提供整合；通过使用MaaS服务，改变出

行习惯，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通过与MaaS服务商合作，完善国内病人和国家医疗救助服务出行；通

过为MaaS服务用户提供更多选择，带来更多创新和增长，尤其是在共享经济方面。

1.3 服务模式

MaaS服务商通过提供集成的交通服务进行运营，最理想的MaaS服务商需要提供一些服务。

一是票务的整合，通过全程一张票/一张卡实现全程出行，并实现无缝换乘。二是支付的整合，在

出行前或者出行后一次支付，实现全程费用支付。三是信息服务集成，通过打通不同出行方式之间的信

息 （包括载运工具信息、发车时间表等），使用户能从单一APP操作界面了解全交通方式信息，实现出

行全程的一体规划、查询与支付。四是运营机构整合，即面向用户，由一家企业整合交通服务商以提供

出行全程的交通服务。另外，出行购买模式包括MaaS交通出行购买的模式包括私人出行服务包购买和

随用随付的购买模式。

1.4 MaaS推进步骤

从国内外已有的MaaS系统项目经验看，MaaS出行服务的推进步骤主要包括单一出行方式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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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行方式整合、数据和支付一体化和延伸服务：

单一出行方式整合。多数MaaS服务商最初仅整合单一的交通出行方式，且由公共交通开始。如丹

麦软件Rejseplanen整合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实现出行的票务预订和行程规划，可以在

全国范围内使用；印度Kochi市最早由地铁有限公司 （KMRL）发起的 “Kochi市无缝出行”项目整合

全市的地铁出行开始。

多出行方式整合。MaaS的核心在各种交通方式的高度整合，从而为公众提供无缝衔接、安全便捷

和舒适的全链条出行服务。如使用最广的 Whim共整合了出租车、租赁汽车、公共交通、共享单车等

多种出行方式；德国Qixxit软件则整合了包括火车、长途大巴、飞机等在内的21种交通方式。

数据和支付的一体化。多出行方式的高度协同离不开不同方式间数据打通，这就是数据处理、数据

打包和数据公开，这些数据包括公共数据和私人数据。支付的一体化在于MaaS服务商通过手机界面为

用户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MaaS服务商需统筹银行、公交卡和微信等其他移动支付方式，实现支付一

体化，并综合需考虑各运营商的成本和在出行服务中的贡献来进行利益分配。现阶段，部分系统可实现

支付一体化。如芬兰和瑞典的MaaS服务通过整合不同模式之间的信息和支付，实现模式间的竞争弱化

和合作共赢。

延伸服务。通过打通出行与目的地活动数据信息，实现行程预订、费用支付、减少等候时间一体

化。此类的延伸服务有 “MaaS+就诊”、“MaaS+餐饮”等。如中国台湾打造的 “出行+生活”MaaS

服务实现了城市文娱、旅游等吸引力的有效提升，整合周边城市娱乐与服务信息，打造 “出行+生活”

的一体化信息服务平台。

2 深圳实践

为推进深圳交通运输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提升公众出行服务品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和资源压力，

促进城市发展与城市交通的良性互动，亟需建立完善的城市交通出行服务系统。

2.1 整体思路

（1）MaaS的发展模式和定位

深圳MaaS具体做的工作，也是借鉴欧洲等城市的经验，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政府指导，政府

从政策、制度以及跟企业的关系上，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在线网规划、运输的政策方面。同时各

类企业，运输企业、科技企业也都参与到里面来。总体来说，希望通过服务、信息两方面的整合，把大

中小的各种交通方式集合在一起，同时在政府指导下通过支付的整合形成一套完整的MaaS体系，为市

民提供一体化的出行思路。

政府部门
反馈

监管

用户

城市MaaS体系 支付整合

服务整合+信息整合

乘车码

深圳通

银联

大运力
与大运力进行服务整合，
提供中短距离微循环

地铁轨道 城际交通按需响应公交常规公交

中小运力
分担个体出行带来的
系统效率压力小运力

网约车出租车 共享单车 共享汽车

图2 深圳MaaS系统技术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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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MaaS具体做的工作，也是借鉴欧洲等城市的经验，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政府指导，政府

从政策、制度以及跟企业的关系上，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包括在线网规划、运输的政策方面。同时各

类企业，运输企业、科技企业也都参与进来。总体来说，希望通过服务、信息两方面的整合，把大中小

的各种交通方式集合在一起，同时在政府指导下通过支付的整合形成一套完整的MaaS体系，为市民提

供一体化的出行思路。

（2）MaaS发展路径

深圳各个部门都是非常支持，目前做的是包括MaaS的顶层设计，在发展的环境上，比如说政府在

提供一些科技研发的支持，在一些公交运营模式、公交服务模式政策的放宽上都给予了非常强有力的支

持。目前深圳的工作主要是由下到上、由点到面的阶段，开始选择单一的场景，选择一两种交通方式进

行衔接，提供两种或者三种方式的一体化服务。场景上也希望不断拓展，以后开始面向通勤，后面面向

日常的出行，再后面正在拓展的也是多个场景，片区级或者各种类型的出行模式，也是不断完善

的过程。

2.2 深圳湾科技生态园试点项目

科技生态园是深圳的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它能提供大概20万的就业岗位，出行总量大概是20

万人次/日，其中百分之十都是采用公共交通出行。

科技生态园的出行痛点是离地铁站比较远，最后一公里通常靠步行或共享单车完成。但是步行的时

间比较长，需要15～20分钟左右，而且雨天、高温下出行体验差。而骑行呢，由于出行人数较多，早

晚高峰共享单车 “一车难寻”，而且大量共享单车的停放，已对园区周边道路的步行空间和机动车通行

能力造成极大负面影响。此外，这些地铁站不只服务于这个园区，周围还有大量的通勤需求，所以地铁

站出入站非常拥堵，排队时间很长。所以亟需开通一些服务来满足用户最后一公里的痛点。

步
行
10
分
钟

步
行
20
分
钟

白石洲地铁站

红树湾地铁站

图3 深圳湾科技园出行痛点

本次试点进行两个方面的需求分析，首先对周围五个地铁站进行交通调查发现，高新园和科苑在早

晚高峰需求非常集中而且需求量非常大，乘客进出站压力大且延误时间长，但其他地铁站的出行人数就

较少，地铁的疏运压力非常不均衡。然后在用户出行意愿调查方面，发现在4元高票价下仍有过半数受

访人群愿意使用高品质公交服务。

在实施方案方面，针对早高峰大量的通勤需求，提供一种 “半固定”式的接驳服务，即确定线路但

不确定车辆排班，项目组根据用户实时的需求来具体确定班次和线路，利用这种半固定式动态调度来降

低用户等待时间、优化服务资源配置。目前在早晨8：10-9：30的时间段，投入了六辆车来跑高新园、

科苑、红树湾南三条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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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园地铁站

科苑地铁站

红树湾南地铁站

图4 早高峰地铁站接驳班车线路

用户通过微信小程序SOGO出行来进行购票和出行信息阅览，服务是由项目组和巴士集团合作来

提供的，项目组负责数据的分析挖掘，线路站点的规划，后台的整体技术支撑，由深圳市巴士集团来负

责车辆和人员的调配。

由于高新园地铁站与科苑地铁站的接驳服务水平不同，科苑站的等待时间与车内时间仅为高新园站

的60%，导致部分可在1号线与2号线间自由换乘的用户，选择从高新园转移到科苑站出站。截止目

前统计，已有约203人下车地铁站点从高新园改为科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新园的出站压力 （出站时

间8～10分钟），实现了轨道站点平衡的效果。

表2 项目实施前后对比

实施前 实施后

早高峰出站时间 10～15分钟 5～10分钟

最后一公里出行时间 15～20分钟 5～10分钟

共享单车使用便利性 “一车难寻” 容易获得

2.3 东部景区试点项目

东部景区自1999年开放景区游览，一直是深圳市民周末出行娱乐的聚集地，但随着出行人数越来

越多，导致出行时间变长，出行体验不佳，2016年为了改善出行现状，采取了预约限流的出行政策，

但是出行人数还是居高不下。不同起点、不同模式的出行路径最终都会汇合至同一段路径。经由罗芳立

交桥沿罗沙路/惠深沿海高速 （公交专用道）抵达大梅沙景区，交通问题严重。

节假日的游览需求是工作日的2.2倍，而且有大量的需求因为人多拥挤、交通不便等问题而放弃。

出行时段又集中在10点至18点，在节假日时常常是长达12个小时的拥堵。对于自驾出行而言，当车

辆到达景区之后，还要面临找车难的问题，90%的停车资源长期爆满。

通过分析了一个实际案例发现，在2017年7月的暑期，前往东部景区的机动车共17万8千辆次，

其中小汽车占比93.5%，公交承担率不足7%。为了分析公交分担率低的原因，对东部景区周围的公交

状况进行分析：前往东部景区的直达公交一共有13条，但是线路的发车间隔相对较长，同时停靠的站

点数有很多，运营速度较慢。在此情况下，需增强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让人们享受到舒适、快捷的公

共交通出行，同时也缓解交通拥堵。

针对东部景区的问题，本次试点提出一站式信息服务和一站式出行服务信息服务方面。首先，基于

海量数据融合，构建面向用户的信息服务。围绕一个完整出行链条的三大要素，基于人流信息，推荐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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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出发时间；基于抵达时的停车位信息，推荐经停位置；基于路况信息，推荐行驶线路，最终完成一站

式、个性化的行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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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园数
预约总数

国庆节

端午节

劳动节

暑期

图5 节假日需求集中

03:00 07:00 11:00 15:00 19:00 23:00

非工作日
工作日

拥堵

较拥堵

缓行

基本畅通

畅通

12小时

图6 高峰期拥堵严重

出行服务方面，与巴士运营方合作，提供基于数据挖掘的按需响应公交，指导公交运行模式创

新，满足多样化的旅游出行需求面向公交出行的用户，在推荐公交信息的基础上，根据离用户最近

最方便的公交线路，提供末端动态响应的巴士服务。面向自驾出行的用户，不用再面对车辆预约失

效的问题，基于全市范围的停车场数据，动态地调度响应巴士，无缝接驳用户，往返于停车场

与景区。

景区选择

入园人数预测

景区预约 出行方案选择 出行方案定制

出行线路调整

错峰出行推荐

停车场调整

一键预约支付

图7 东部景区项目服务界面

通过此次试点，东部景区部分节假日公交出行可达性不足处得到了运力补充，公交出行痛点得到较

好缓解，出行拥堵状况有了较大好转，公交站台游客滞留情况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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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项目实施前后对比

实施前 实施后

景区小汽车出行分担率 93.50% 约90%

最后一公里出行时间 20分钟 5分钟

游客滞留现象 时有发生 没有发生

3 展望

深圳市在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建立多元化公交服务体系，满足市民多样化出行需求，提升市民全过

程公交出行体验等方面进行了努力和探索，在公共交通体系、科技创新资源、交通信息化及智慧化、移

动支付体系上已积累大量经验，为公众出行服务优化打下坚实基础。深圳市现有的MaaS系统均是以公

交出行为主，以建立 “以公交为核心”的多模式协同和智慧化的出行即服务体系，暂未延伸到其他出行

方式；从服务范围上看，也都仅服务于小的片区，暂未实现全市大范围推广。

为满足市民对出行高品质服务体验的需求，需要从对公交服务进行优化改善，打通公交与长距离出

行 （轨道、城际铁路）在关键枢纽点的耦合着手，并逐步扩展到公交与慢行、出租车等的耦合，同时建

立一体化出行服务平台。建立出行即服务的数据共享环境，创新交通运输服务模式，探索更大范围、更

多出行方式的MaaS本地化实施路径，实现各出行方式之间数据的有效互通，更进一步的推动多种运输

模式在信息、支付、服务商的一体化。同时逐步建立多方式下的准入机制、补贴调控政策、主动需求引

导策略，为MaaS系统的建设落地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以提升交通运行效率和城市竞争力，实现高

效、高品质、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城市交通出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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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交通主动管理与服务系统 （ATMaaS）框架体系

杨晓光 郝正博 杨 正 王佳谈 王一喆

【摘要】 出行即服务 （MobilityasaService，MaaS）概念的提出，为推进面向出行的智能交通科技和产业的发展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并在世界范围不断实践。出行服务广泛地涉及到服务需求、服务条件、服务形式、服务技术和服务保障

等，因此，本论文从出行需求和其服务与保障出发，整合出行服务所涉及要素的基本关系，特别在研究整个出行和移动

过程的协调与管理问题基础上，创新地提出面向出行的 “先进的交通管理即服务” （AdvancedTransportationManage-

mentasaService，ATMaaS）的概念。论文基于交通出行服务需求，深入地解析了交通出行链、服务链和管理链的有机

关系，给出了ATMaaS的框架体系、信息流等重要组成结构。研究成果对于新一代智能交通科技及其应用和产业的发展

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用价值。

【关键词】 智能交通；主动管理与服务；框架体系；一站式出行服务；预约出行

0 引言

出行即服务 （MaaS）
[1]，主要由交通出行者、交通运营商、政府管理部门、MaaS服务商、数据服

务商及其他利益主体组成，整合不同交通方式的出行服务资源，提供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全过程服务：

出行规划、票务预定、出行导航、费用支付、服务评价、增值服务 （保险、酒店等）[2-4]，即 “一站式出

行服务”，如图1所示，并已在世界各地逐步应用：芬兰赫尔辛基的 Whim、瑞典哥特堡的UbiGo，美

国波士顿的Bridj等
[5]。

MaaS服务商
·  出行规划
·  票务预订
·  实时导航
·  费用支付
·  服务评价
·  增值服务

交通出行者

其他利益主体

政府管理部门
·  交通管控
·  财政补贴
·  票价调控

交通运营商
·  铁路、民航、大巴等
·  公交、轨道、网约车等
·  共享汽车、共享单车等

数据服务商

·  地图数据
·  气象数据
·  支付数据
·  身份数据

·  出行目的
·  出发时间
·  出发偏好

·  地图数据
·  酒店预订
·  人身保险
·  车辆保险

图1 MaaS系统相关利益主体

随着车/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以及人工智能等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

的到来，交通运输系统已从传统系统 （1.0）逐步演变为由互联网/物联网、智能车辆、智能设施、车路

联网与协同系统 （CVIS）、全息感知环境、智能决策等要素组成的新一代交通运输系统 （交通运输系统

2.0）———广义的智能交通运输系统 （ITS），相应的知识体系也逐步进入交通工程2.0时代
[6]。交通管

理系统从人工经验决策转向基于数据的智能决策，利用主动管理手段调节系统的供需关系和时空资源。

数据与信息科技为服务科学的推广运用提供了可能， “服务科学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

（《科技日报》，2007年5月9日），因此MaaS的提出也有其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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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是为他人做事，并使他人从中受益的一种有偿或无偿的活动。因此MaaS是基于高度的信息、

智能技术和服务平台，为出行者提供便利、高效 （用户最优）有偿或无偿服务。然而在满足用户最优同

时，如何确保多模式综合交通运输系统的最佳运行 （系统最优），并最优地实现和保障出行者需求与系

统供给最佳协同？仅靠MaaS是难以达成的，因此基于交通与运输需求、法律、规定和实际状况，运用

信息与智能技术等手段合理有效地限制和科学地组织、指挥交通，并与交通服务有机结合，不仅可以有

效确保MaaS的实现，更能极大程度地高性能与高品质地改善交通运输系统。

因此，本文特提出面向出行服务的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的概念，亦即先进交通管理乃服务 （Ad-

vancedTransportationManagementasaService，ATMaaS）。这里的 “先进”不仅是交通管理与出行服

务的先进性和智能化 （Advanced），还有管理与服务的主动性 （Active）之意，以及预约出行服务与管

理等。以下将分别论述ATMaaS系统建设的必要性与充分性，系统基本构思与需求分析，以及系统框

架体系、信息流等，研究成果对于新一代的智能交通主动管理与服务系统 （ATMaaS）、发展新一代的

智能交通科技、全面提升交通服务与管理水平、切实改善交通和出行乃至发展智能交通产业具有极其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

1 交通出行新特征与发展趋势

在共享出行、预约出行等新兴出行模式推动下，辅以互联网和工业智能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崛起，中国

智能交通建设在出行服务、交通管理等方面成效显著。着眼于服务人的出行需求，传统出行服务正从模式

单一、服务过程断裂、供需失衡向精准出行、精准服务、精准管理方向转变，产生诸多出行新特征：

① 出行距离与次数增多，大城市日均出行量和出行距离较90年代增长了15%～30%
[7]。

② 出行方式多元组合化，新出行模式不断丰富综合交通运输系统，显著优化了出行结构。

③ 出行目的多样化，旅游、购物等非通勤需求日渐增加，非通勤出行比例由32% （1995）增至

52% （2014）。

④ 出行过程精准化，基于实时路况、动态导航等服务可较大提高出行可靠性。

同时，我们应注意到未来出行将展现出以下特点：

① 出行过程一体化，规划、预定、导航、支付、评价、增值服务等将融为一体，构建 “一站式出

行”方案。

② 出行服务品质化，先进交通管理与信息交互服务有机整合，可保证出行服务的品质化。

③ 出行支付便捷化，扫码支付、指纹支付、无感支付等新技术将带动出行支付变革。

④ 技术应用集聚化，车/物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将集成应用，形成新需求与新经济。

2 ATMaaS基本构思与系统需求分析

2.1 ATMaaS基本构思

理想条件下MaaS
[8]可整合多种交通方式资源，提供个性化、机动化和门到门的服务，代表从拥有

出行工具到将出行作为可消费服务的转变。但单纯整合出行资源不能实现对出行过程的全方位保障，缺

少交通管理的介入，无法保证服务的可靠性与连续性，即特殊交通 （救护车等）的用户最优，以及兼顾

用户最优的系统最佳协同 （即系统供需平衡水平不得低于最低临界值）。

2015年Joshi
[9]曾提出应用于车联网络中的交通管理即服务 （TMaaS）。2019年Semanjski

[10]等提

出解决中小城市出行问题的TMaaS系统，整合政府、用户终端等资源，提供交通控制诱导，多方式路

线规划等服务。然而，既有的MaaS、ATMS（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和TMaaS，与出行服务存在着不

协调之处：①MaaS着重提高个人出行服务水平，力求个体最优，无法保证系统同时最优；②ATMS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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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提升系统效率，缺乏面向出行服务的全过程管控；③TMaaS可缓解已发生的拥堵现象，但存在管理

与服务系统性整合不足，且被动服务、被动响应及被动改善等问题。

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出行者大概率选择其认为效用最大的出行策略，较少考虑对其他出行者

的影响，因此在没有管理手段介入时，个体最优往往与系统最优相悖，易导致高峰时段近乎瘫痪的交通

拥堵，而平峰时段服务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的现象。

ATMaaS的服务目标不止实现出行者在空间位置上的高品质位移 （便利、舒适等），同时在服务供

给资源约束下，整合多种系统要素，结合主动交通需求管理 （ATDM）与主动交通系统管理 （ATSM）

手段[11]，实现出行者服务需求与系统服务供给之间的最佳协同，在改善出行便利性及舒适性同时，提

高管理效率与建设水平 （图2）。

全息感知 智能决策

智能车辆

交通参与者

智能设施 互联网
物联网

主动交通系统管理
（ATSM）

主动交通需求管理
（ATDM）

改善出行便利性及舒适性,提高管理效率和建设水平

ATMaaS系统

用户最优 系统最优

图2 ATMaaS系统概念图

2.2 业务需求分析

当代城市是由居住、工作、游憩，以及通勤[12]、出差、旅游等出行活动构成的复杂系统。按照出

行方式不同，出行模式划分为慢行出行模式 （如图3-A）、公共交通出行模式 （如图3-B）、私人机动化

出行模式 （如图3-C）、共享型机动化出行模式 （如图3-D）以及各模式的组合。

步行
运
能

速度

自行车

共享单车

普速/高铁

地铁

轻轨/快速公交

民航

私家车

助力车

常规公交

微循环公交
出租车

轮渡

公务车

拼车

共享汽车

自动驾驶汽车

响应式公交

A

B

C

顺风车

D

图3 居民出行模式划分

将出行过程解析为慢行过程、候车过程[13]、乘车过程、安检过程、机动车停取过程、机动车驾驶

过程以及服务定制过程 （查询、支付等）七项基本要素。每种出行组合策略都对应一种由其中若干要素

构成的出行过程 （如图4），每种策略的效用均由子要素的效用进行加权而得，既受到出行者自身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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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影响，也受到系统服务供给条件影响 （停车条件、交通事件等）。

城际间出行

出租车出行

网约车出行

P＆R出行

自驾出行

公共交通出行

纯慢行出行

出行起点O 出行终点D

慢行过程 候车过程 乘车过程 安检过程

服务定制过程机动车驾驶过程机动车停取过程

图4 居民典型出行服务过程解析

以自驾出行 （图5）与组合出行 （图6）为例，出行者根据自身属性预约出行策略。ATMaaS辅以

交通预测预报等管理手段对出行服务进行全过程保障，基于ATSM组织服务供给资源，提升出行便利

性、高效性，借助ATDM对出行行为合理诱导 （路径诱导、方式转移等），进一步实现用户最优与系

统最优的最佳协同。

管理链

服
务
链

出
行
链

车辆检修

车辆加油

停车收费 事故通报

到达预测

路径诱导

气象信息

车辆加油

停车诱导

停车收费

车辆加油

车辆检修

步行导航

服务评价

保险 / 酒店

城市服务

路径规划

方式推荐

气象信息

步行导航

事故通报

评价
管理

增值
管理

车位
管理

卫星
定位

收费
管理

导航
管理

场库
管理

车辆
管理

预测
预报

全息
感知

图5 自驾出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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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导航

管理链

服
务
链

出
行
链

运行班次路径规划

方式推荐 中转换乘

到站预测

票务预订

气象服务

票务服务

到达预测

下车提醒

商旅服务

停车诱导

接驳换乘

到站预测

车辆状态车辆状态

其他推荐

票务服务

到达预测

下车提醒

商旅服务

慢行导航

服务评价

保险/酒店

城市服务

票务支付

评价
管理

增值
管理

车位
管理

停车
管理

卫星
定位

卫星
定位

支付
管理

信号
控制车站

运营

车站
运营

信号
控制

信息
管理

预测
预报

运输
组织

联程
票务

偏好
分析

预测
预报

全息
感知

图6 组合出行模式

2.3 信息需求分析

ATMaaS的用户包括出行者 （乘客、驾驶员）、交通服务商、政府管理部门，以及技术和工程服务

者等，出行者的信息需求如表1所示，按出行前、中、后三阶段进行划分，乘客是享受他服务的主体，

驾驶员是享受自服务的主体。

表1 出行者信息服务需求

出行者 出行前 出行中 出行后

乘客

（他服务）

出行策略信息

联程票务信息

车辆拥挤信息

发车计划信息

行程时间信息等

实时交通状态信息

交通管制信息

可换乘地铁/公交信息

换乘导航信息

铁路/民航票务信息等

目的地信息

支付信息

保险/酒店信息等

驾驶员

（自服务）

出行策略信息

交通状态信息

交通管制信息

停车场信息等

实时路况信息

停车换乘信息

可绕行路径信息

维修/加油信息等

目的地信息

保险/酒店信息

停车场信息等

  交通服务商的信息需求主要包括①服务需求信息 （出发终到位置、预约出发时刻等）；②服务供给

信息 （车辆位置、车辆拥挤等）；③票务信息 （余票信息、联程票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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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管理部门所需要的信息则包括①交通网络状态信息 （流量、公交断面客流量等）；②车辆位

置信息 （社会车辆、特种车辆、公共汽车等）；③停车位信息 （停车位空/满等）④交通管制

信息等。 

技术及工程服务者面向复杂服务与系统需求，研发并实施相应的技术，提供后台结算与运维服务。

2.4 性能需求分析

ATMaaS作为多主体频繁使用的服务管理平台，有海量存储，高频交互等特点，在满足上述需求

同时，还要满足性能需求 （可靠性、安全性等），性能指标包括查询平均响应时间、最优性能需求等。

3 ATMaaS框架设计

3.1 系统框架体系

ATMaaS系统的框架体系包括多维数据采集、多元数据融合、交通信息提取、交通数据应用、信

息服务推送五大层次，以及四大子系统：先进出行交互系统 （AdvancedMobilityInteractionSystem，

AMIS）、先进交通控制系统 （AdvancedTransportationControlSystem，ATCS）、先进公共交通系统

（AdvancedPublicTransportationSystem，APTS）及先进事故管理系统 （AdvancedIncidentManage-

mentSystem，AIMS），如图7所示，实现系统最优与用户最优的最佳协同。

（1）多维数据采集、传输、处理层

采用 “云-网-端”多维立体信息采集、传输、处理模式，借助APP、智能车辆、智能设施等终端采

集海量数据，通过DSRC等通信手段与云端计算资源进行数据交换，为上层应用提供算力支撑。

（2）多元数据融合层

引入交通服务商调度信息 （高铁、公交等）和个人特征信息 （如个人属性、有无行李等），与其他

系统要素多元数据进行融合，形成参数级基础数据。

（3）交通信息提取层

通过下层基础数据提取出可用于数据共享和基础应用的特征级信息 （如实时交通状态），在保障信

息安全的前提下向其他运输管理等部门提供初级数据接口服务。

（4）交通数据应用层

基于特征级数据建立原始数据库、基础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为ATMaaS中的先进出行交互系统

（AMIS）、先进交通控制系统 （ATCS）、先进公共交通系统 （APTS）及先进事故管理系统 （AIMS）

四个子系统提供决策级数据支撑，并向上位或其他城市交通管理系统等高等级部门提供高级数据接

口服务。

（5）出行信息交互层

融合政府媒体、交通服务商平台、出行者自媒体等媒介，与出行者、服务商等进行信息交互和展示

功能。

3.2 系统信息流图

AMIS、APTS、ATCS、AIMS四个子系统在ATMaaS体系架构基础上相辅相成，AMIS作为交互

平台接收出行者需求与预约信息，为其生成出行策略并提供全过程服务。APTS与ATCS作为公共交

通管理与道路交通管理两大抓手，融合外部信息，支撑常态下出行服务。AIMS基于非常态下交通管理

手段，促进系统向供需平衡状态转移，其信息流图如图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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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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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见度 ···

信号周期 绿信比
停车收费 ···

公交调度终端

出租调度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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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ATMaaS系统框架体系

4 结论与展望

本文创新地提出ATMaaS基本构思，并深入解析了出行链、服务链和管理链的有机关系，从框架

体系、信息流、关键技术、有待突破的基础理论等角度阐述了ATMaaS基本架构。研究成果对智能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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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科技应用及产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用价值。ATMaaS借助车/物联网、大数据、智能IT

技术、决策支持等技术，为个体出行服务、运输组织决策、交通管理控制提供预测预报服务，以支撑系

统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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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交通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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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事故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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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交通信息

管控信息
发布

停车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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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监测
信息

车
辆
运
行
信
息

事故信息报告

交通状态信息

派遣救援车辆信息

事故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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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信息

路政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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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信息 出行者
信息反馈

行程时
间

预测信
息

出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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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者
需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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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路径导航

信息
实时定位
信息 出行评价

信息

供给侧运能信息

出行者
信息反馈

交通事故信息

出行者信息反馈

枢纽客流
信息

时刻表
信息发布

运营计划
调整信息

备用
车辆
资源
信息

车辆
运行
信息

调度计划信息

实时客流信息
实时票务信息

图8 ATMaaS信息流图

同时，应认识到ATMaaS的出现，使得既有的行为决策理论、复杂系统理论、系统均衡理论等不

再适用于预约出行新场景，为实现考虑用户最优的系统最佳协同目标，亟需突破有关基础问题。鉴于系

统复杂性和篇幅限制，详细成果将陆续加以发表。希望本文能够提升交叉学科理论研究对于交通管理与

出行服务改善问题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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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期城市对外交通政策研究

———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期间全国78个城市交通政策经验借鉴

胡汪洋 姜 策 韩胜风

【摘要】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期城市交通具有矛盾的双重性，既要保障医疗救助和基本生活的运输需求，又要通过

切断交通来阻隔病毒的传播，本次研究选取受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78个城市作为样本，寻找这些城市受疫情影响

“风险程度”的规律，并结合目前这些城市实行的交通管控政策，“因地制宜”“因需制宜”的制定疫情期间城市对外交

通政策，以期对日后类似事件以及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修订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对外交通管理政策

0 引言

自2019年岁末由湖北武汉暴发、并迅速蔓延到全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起传播速度快、感染范

围广、防控难度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鉴于本次暴发的新冠病毒本身传染性强、且暴发在春节返

乡的高峰时段，各地为防止病毒输入的风险，在城市对外交通方面均实行了程度不等的管控政策。疫情

期间———特别是疫情的暴发期，城市交通具有双重责任，既要保障医疗救护和基本生活的物资运输，又

要通过切断交通来阻隔病毒的传播。由于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等相关文件对次管控尚无

具体的规定，使得本次武汉新冠病毒疫情期间，有些疫情较轻地区也采取了 “挖路断路”、设卡拦截的

“硬核”措施，极大地影响了医疗救护和城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本文选取受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影响

的78个城市作为样本，结合目前这些城市实行的交通管控政策，因地制宜、因需制宜的制定疫情期间

城市对外交通政策，以期对日后类似事件以及 《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修订提供经验

借鉴。

1 受疫情影响城市风险程度分析

1.1 典型城市风险程度分析

受限于资料获取难度，本研究选择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不再细分到农村地区和县级市。根据疫情影

响程度的不同选择城市：湖北省作为疫情发生区域，将其全部地级市 （12个）均纳入研究；广东、河

南、浙江、湖南、江西及陕西省，受疫情影响大，根据累积确诊人数将各省市5个典型地级市 （共30

个）纳入研究；安徽、山东、北京、上海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10个省，各省选取2～3个地级市作为研

究对象；福建、广西、云南等17个受疫情影响较小的省份，选取省会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以上原

则，选取了78个地级市 （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

经查阅国家及地方卫健委数据，本次研究选取截至2020年2月24日各城市累计确诊病例数量
[注]，

并通过查询政府官网及统计数据，得到各城市2019年的常住人口数。（注：由于国家及各城市均未提供

累计确诊病例历史数据，因此暂按最新累计确诊病例数量作为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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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研究城市累计确诊及常住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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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城市的累计确诊病例除以常住人口数量，得到各城市患病人口密度d，对该密度进行10×ln

（1+d）的平滑和放大处理，将其结果定义为城市风险程度ρ。考虑各城市受疫情影响的实际程度，将

城市风险程度分为4类，其中ρ＞10的城市为高风险城市，10≥ρ＞2为较高风险城市，2≥ρ＞1为中风

险城市，ρ≤1为低风险城市，各城市的风险程度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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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研究城市风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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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城市风险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由分析图可以看出，城市风险程度ρ与该城市与武汉的距离有关。湖北省内的各地级市城市风险程度

ρ均大于10，距武汉较近的鄂州和孝感，城市风险程度ρ均超过20，而与武汉距离超过600km的城市，其

风险程度基本小于1。但也存在特例，比如上海、北京、温州、三亚等，虽然距离武汉较远，但其风险程

度也非常高，我们考虑可能是由于旅游、经商和务工等原因，这些城市与武汉有比较密切的人员来往。

因此本次研究选取该城市 “与武汉距离”和 “占武汉迁出人口比例”两个指标来分析与城市风险程

度的关系。与武汉距离可以利用百度地图获取，并利用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中2020年1月10日至1月

24日 （武汉封城前）这一时间段，武汉迁往这78个城市的人口各自占比情况。

孝感 黄冈 荆州 鄂州 随州 襄阳 黄石 宜昌 荆门 咸宁 十堰 深圳 广州

珠海 东莞 佛山 信阳 郑州 南阳 驻马店 商丘 温州 杭州 宁波 台州 金华

长沙 岳阳 邵阳 常德 株洲 合肥 蚌埠 六安 南昌 新余 上饶 九江 宜春

济宁 青岛 济南 南京 苏州 无锡 重庆 成都 达州 南充 哈尔滨 绥化 鸡西

北京 上海 唐山 保定 石家庄 福州 南宁 西安 安康 汉中 咸阳 渭南 昆明

三亚 海口 儋州 贵阳 天津 太原 沈阳 长春 兰州 乌鲁木齐 银川 西宁 拉萨

图3 武汉迁出人口各研究城市占比情况

利用origin软件，对数据进行非线性曲线拟合，多次迭代直至拟合收敛。分析这78个城市的风险

程度ρ和该城市与武汉的距离x及该城市占武汉迁出人口的比例y的关系，可以得出以下公式。

ρ=38.345+0.008x+0.366y+0.005xy-12.728x
0.2

  ρ———城市风险程度

x———城市与武汉的距离

y———武汉迁出人口比例

R2作为公式中的判定系数，又叫决定系数，反应因变量的全部变异能通过回归关系被自变量解释

的比例。判定系数是一个解释性系数，回归分析中判定系数R2是评估回归模型好坏的指标。在统计学

中R2的计算公式如下：

R2=
SXY

SXXS㊣（ ）
XY

2

  其中，SXY为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离差积和，SXX为自变量的离差平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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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的取值范围也为0～1，当趋势线的R2值越接近1其可靠性越高，反之越低。比如本项目拟合

公式的R2等于0.84，那么表示，此回归模型对预测结果的可解释程度为84%。一般认为，R平方大于

0.75，表示模型拟合度很好，可解释程度较高。

1.3 疫情地图即全国城市风险程度

利用各城市 “与武汉距离”及 “占武汉迁出人口比例”两个指标，可以计算出我国271个地级市的

风险程度，由于新疆、西藏、青海、吉林、辽宁五个省与武汉的距离均大于1500km，省内城市的风险

程度较小，因此这些省份 （自治区）不再细分至地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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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全国各地级市城市风险程度预测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城市的风险程度与该城市与武汉的距离密切相关：湖北省内除神农架外，均为

高风险地区，与武汉距离在200km以内的城市均为较高风险地区；与武汉距离在200～500km间的城

市为中风险地区，与武汉距离大于500km的区域基本为低风险区域。

同时也能看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广西北海；浙江台州、温州；广东广州、深圳及珠海；山东济

宁及黑龙江双鸭山、鸡西；海南三亚等城市，与武汉的距离均大于500km，但这些城市均为较高风险

地区，可能与这些城市与武汉之间有密切的劳务、商务或旅游有关。

2 本次疫情期主要城市对外交通政策分析

通过网络、报纸和电视等多种途径，获取上文78个研究城市的对外交通管控政策，对照各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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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风险程度，总结分析其规律。

从管控措施面向对象上，可分为货运交通和客运交通。各城市对货运交通管控措施基本一致，

即通过开辟绿色通道、发放通行证等措施保障疫情防控物资、重要生产生活物资的高效畅通运输。

如交通部发布 《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物资和人员应急运输优先保障工作的通

知》，应急运输车辆持证通行可享受 “三不一优先”，即不停车、不检查、不收费并优先便捷通行；

如浙江、江苏、安徽、上海三省一市发布了 “长三角疫情防控交通运输一体化货运车辆通行证”，持

证货运车辆在长三角区域内可便捷通行，持证货运从业人员返回上海后，无须再次隔离14天等。有

别于货运交通，各城市对外客运交通管控政策差异较大，以下分别从铁路、机场、长途客运和公路

道口两方面进行分析。

2.1 铁路、机场、长途客运管控措施

铁路、机场、长途客运的管控政策主要分为 “关闭”“限制”和 “正常”三种类型。其中 “关闭”

是指全面停止客运服务或者日常运行；“限制”是指减少该类型交通方式的服务时空范围，比如停运部

分线路、减少发车班次等；“正常”是指在采取必要的体温检测、信息登记等防疫手段下，该类型交通

方式正常运营。

对于铁路和机场，高风险地区城市统一采取了 “关闭”的措施，其余较高、中和低风险地区绝大多

数城市采取了 “正常”的运行措施；对于长途客运，所有城市统一采取了 “关闭”的措施。各城市针对

铁路、机场和长途客运采取的交通政策，综合考虑了受疫情影响的风险程度和该交通方式的重要程度，

体现了区域的差别性。但也有一些城市的交通管控政策值得商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较高风险地区多数城市对铁路和机场管控措施为 “正常”，增加了阻断疫情传播的难度，而

且疫情期间这几种交通方式本身的上座率也不高，极大地浪费了运能。只有信阳、温州、三亚等不到

20%的城市采取了限制的措施，其余诸如温州、深圳、信阳等大多数城市，已被各地列为人口流入管制

的城市，但这些城市的铁路和机场仍然正常运行。

其次，低风险地区少数城市对铁路和机场控措施为 “关闭”或 “限制”，可能会影响到城市正常的

对外沟通需求。例如绥化，该城市累积确诊病例47例，属于低风险地区，却采取了关闭火车站旅客进

出通道、禁止旅客上下车的措施；贵阳累积确诊病例36例，属于低风险地区，却停运了大批终点站为

贵阳的列车。银川累积确诊病例33例，属于低风险地区，却采取了关闭部分机场航站楼的措施。这些

措施不仅给客运企业带来损失，更影响了城市的正常运转。

最后，所有城市统一 “关闭”长途客运，政策缺乏灵活性。考虑到长途汽车与铁路、航空相比，本

身客流需求较少，而且疫情溯源难度较大，因此所有城市统一暂停了省级和市际的长途客运服务。长途

客运是进城务工人员等低收入人群的主要交通工具，该政策会极大地影响低风险地区企业复工期间正常

的人员流动需求，这也是浙江、江苏等劳务输入城市组织包机、包车接工人的重要原因。

表1 铁路和机场交通管控政策汇总

铁路管理措施汇总

关闭 限制 正常

高风险地区

（Ⅰ级）

武汉、孝感、黄冈、

荆州、鄂州、随州、

襄阳、黄石、宜昌、

荆门、咸宁、十堰

无 无

较高风险地区

（Ⅱ级）
无 信阳、温州、鸡西

深圳、广州、珠海、台州、长沙、岳阳、蚌埠、

南昌、新余、九江、济宁、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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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铁路管理措施汇总

关闭 限制 正常

中风险地区

（Ⅲ级）
无 无

东莞、佛山、郑州、南阳、驻马店、商丘、杭

州、宁波、邵阳、常德、株洲、合肥、六安、上

饶、宜春、南京、重庆、哈尔滨、北京、上海、

西安、海口、儋州

低风险地区

（Ⅳ级）
绥化 贵阳

金华、青岛、济南、苏州、无锡、成都、达州、

南充、唐山、保定、石家庄、福州、南宁、安

康、汉中、咸阳、渭南、昆明、天津、太原、沈

阳长春、兰州、乌鲁木齐、银川、西宁、拉萨

机场管理措施汇总

关闭 限制通行 正常运行

高风险地区

（Ⅰ级）

武汉、孝感、黄冈、

荆州、鄂州、随州、

襄阳、黄石、宜昌、

荆门、咸宁、十堰

无 无

较高风险地区

（Ⅱ级）
无 长沙、三亚

深圳、广州、珠海、台州、岳阳、蚌埠、南昌、

新余、九江、济宁、信阳、温州、鸡西

中风险地区

（Ⅲ级）
无 无

东莞、佛山、郑州、南阳、驻马店、商丘、杭

州、宁波、邵阳、常德、株洲、合肥、六安、上

饶、宜春、南京、重庆、哈尔滨、北京、上海、

西安、海口、儋州

低风险地区

（Ⅳ级）
无 银川

金华、青岛、济南、苏州、无锡、成都、达州、

南充、唐山、保定、石家庄、福州、南宁、安

康、汉中、咸阳、渭南、昆明、天津、太原、沈

阳长春、兰州、乌鲁木齐、西宁、拉萨

2.2 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道口管控措施

本文主要研究城市对外的高速公路及国省公路道口管理政策，城市内部各县级市或农村地区之间的

道口不在研究范围内。

城市对外公路道口主要依据车辆所属地区来管控，对本地车辆基本不管控，对外地车辆的管控主要

分为：“全部禁止”“分类管控”和 “正常通行”三种情况。其中 “全部禁止”指除特种车辆外，其余外

地车辆均禁止进入本地区；“分类管控”是指根据外地车辆所属地区疫情的严重程度区别对待；“正常通

行”是指在采取必要的体温检测、信息登记等防疫手段下允许所有外地车辆进入本地区。

相比铁路和机场，城市对外公路道口管控难度相对较大，而且对城市正常运行影响较大。除湖北省

内高风险地区城市全部选择 “全部禁止”外，其余地区城市对政策的选择比较分散，可能原因是大家的

认识不同，也可能原因是各个城市的情况有差别。规律总结如下。

首先，采用 “全部禁止”的城市，除了高风险和较高风险地区的城市外，金华、青岛、达州、南

充、绥化、咸阳等低风险地区的城市，最高确诊人数为55人，也采用了 “一刀切”的管控措施，如绥

化封闭了所有高速及国省道出入口，其他城市则禁止一切外牌车辆进入，除了影响城市对外沟通，也引

起人员不必要的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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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采用 “正常通行”的城市，除了中低风险地区城市外，三亚、珠海风险程度在较高风险城市中

分别排到了第二、第四位，广州更是人员大量流动的城市，疫情相对严重，甚至对疫情发源地武汉也敞开

了大门，即使后期武汉多地封城，但由于未能把控前期人流的涌入，给疫情防控造成了较大的压力。

最后，“分类管控”的措施，在精细度上也有所差别。有的城市通过识别车辆牌照进行管控，对湖

北等疫情重点地区车辆进行劝返，如岳阳、济南等多数城市，有的城市则结合大数据分析，对车籍地为

湖北但长期在外行驶的车辆予以放行，如深圳。根据公安部下发 《关于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道路

交通保障工作的通知》：“对来自其他省份、或者车籍地为湖北等疫情重点区域但长期异地行驶，未途经

疫情重点区域的车辆，除对车上人员防疫测温等必要查验外，不得擅自设限、劝返”。

表2 高速公路及国省干线道口管控政策汇总

全部禁止 分类管控 正常通行

高风险地区

（Ⅰ级）

武汉、孝感、黄冈、荆州、鄂州、

随州、襄阳、黄石、宜昌、荆门、

咸宁、十堰

无 无

较高风险地区

（Ⅱ级）
台州、蚌埠、济宁、鸡西

深圳、信阳、温州、长沙、岳阳、

南昌、新余、九江
广州、珠海、三亚

中风险地区

（Ⅲ级）
宁波、六安、南京

郑州、南阳、驻马店、商丘、杭

州、邵阳、常德、株洲、合肥、

宜春、重庆、北京、上海、西安

东莞、佛山、上饶、哈尔

滨、海口、儋州

低风险地区

（Ⅳ级）

金华、青岛、达州、南充、绥化、

咸阳

济南、苏州、无锡、南宁、安康、

汉中、渭南、昆明、贵阳、兰州、

拉萨

成都、唐山、保定、石家

庄、福州、天津、太原、

沈阳、长春、乌鲁木齐、

银川、西宁

3 结论

选取受武汉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78个城市作为样本，寻找这些城市受疫情影响 “风险程度”的规

律，并结合城市风险程度来分析这些城市的对外交通政策，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城市的 “风险程度”与该城市 “与武汉距离”和 “占武汉迁出人口比例”两个指标密切相关。

通过对78个城市进行样本分析及公式拟合，得到全国各城市风险程度地图。除个别城市外，与武汉距

离超过500km的城市均处于中、低风险程度。

（2）在疫情暴发期，城市对外交通管控基本采取了 “因地制宜”和 “因需制宜”的灵活政策。

（3）根据城市风险程度的不同，采用了 “禁止”“限制”和 “正常”的不同措施。湖北省内高风险

城市，绝大多数采用了封城、关闭等 “禁止”措施；中、低风险程度城市则采取了 “限制”和 “正常通

行”的政策。

（4）根据不同交通方式的重要程度和其管控难度，各地也制定 “因需制宜”的政策。机场和铁路是

城市对外联系的骨干、出行轨迹可寻，因此除高风险城市采取 “关闭”措施外，其余地区应尽可能采取

“正常”或 “限制”措施；长途客运由于运输量相对较低，各城市均采用了 “关闭”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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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期武汉市城市建设发展的规划思考

刘 凯

【摘要】 新冠疫情冲击下，武汉市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封城措施，城市建设工作全面暂停，而疫情后期城建工作的开展

除了实现复工复产，还承担着支撑城市经济活动复苏、弥补疫情暴露出的城市建设短板等多重任务。本文详细分析了疫

情对于武汉市城建工作的影响，从原有城建计划实施时序、疫情暴露出城建短板、以及疫情对城建工作重点和方向的影

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以相似的非典疫情为例，研究了非典后期主要城市城建工作应对方案，总结疫后城建工作开展的成

功思路。结合武汉实际，提出了城建工作优化调整的五个重点方向，按照 “一优两增”的思路谋划疫情后期武汉市城建

工作的优化调整，并就具体实施措施、城建重点项目安排等提出了具体建议。

【关键词】 新冠疫情；城市建设；城市短板；一优两增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识码：A

0 前言

2019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

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作为早期疫情最严重的城市，武汉市自2019年12月新冠疫情初始，到

2020年1月23日采取史无前例的 “封城”举措，再到4月8日 “解封”后的逐步复工复产，历经100

多天，武汉市方始取得抗疫的阶段性胜利。

疫情对武汉市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重大影响，2020年一季度武汉市地区生产总值 （GDP）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下降达40.5%
[1]，其中作为投资主力之一的城市建设工作全面暂停。为发挥城建工作在

城市经济活动中的顶梁柱作用，促进城建复工、经济复活，对于疫情后期城市建设工作地发展也需要进

行优化调整和思考。疫情后期城建工作地发展，既要加快推动城市的复工复产，消除疫情负面影响，助

推社会经济快速恢复；同时也要针对疫情期间暴露出的城市基础设施短板，主动优化调整城建工作方

向，全面补齐城市设施建设缺口，并具体谋划一批有分量、快见效的城建项目推进实施，以提升城市的

吸引力，打造武汉市健康、宜居、活力的现代城市新形象。

1 疫情对武汉城建的影响分析

疫情对城市城建工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导致年度城建计划的实施周期被压缩近

4个月，大量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被迫滞后；二是疫情期间的特殊需求或集中需求，暴露出历史上城市

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上存在的一些 “短板”。

首先是原有城建计划的实施难度加大。2020年的年度城建计划实施周期被压缩近三分之一，打乱

了原计划城建项目的推进节奏和建设时序。具体表现包括前期工作滞后，导致项目开工延迟，尤其是原

定上半年开工的项目难以按预定的时间推进；复工复产困难，由于进出城通道管制时间延续较长，大量

项目均存在工人返场时间不确定的突出问题，影响老项目快速复工复产，新项目尽快投产；资金筹措困

难，城建口本就紧张的财政资金紧张加剧。

疫情暴露出来城市基础设施短板。城建工作的重点和方向需要做出及时调整，以弥补城市公共卫

生、环境安全等方面的薄弱之处，重振城市形象。此次疫情中突出的问题较多，在环卫方面如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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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共设施体系建设不完善，城市污水、环卫设施能力不足等；在基层治理方面包括社区综合治理存在

明显短板，社区规模不合理、管理能力有待提升，基层防疫、救助等欠缺，医疗和生活保障能力不足；

在城市布局方面体现为疫情在主城区人口高密度、环境卫生差的区域易传播蔓延，防控难度大等。

2 疫情后期城建应对工作研究

知往可以鉴今。对2003年非典期间重灾区的北京、广州两座城市在非典后期城建工作发展进行了

研究，其中有不少共同之处可供借鉴。尽管时过境迁，当年与目前从全球经济形势到城市发展阶段均存

在诸多不同，但城建推进思路仍有相通之处。

一是力争国家支持，争政策、抓机遇。非典后期，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税费减免、财政补

贴、贷款贴息等各项措施，并针对疫情重点区实施了信贷倾斜，如北京新增贷款23.6%，约400亿，

重点支持公共卫生、住房、基础设施等方面，年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157.1亿元，增长18.9%
[2]。

北京、广州及时抓住国家政策机遇，确保了当年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建设资金及时到位。

二是发挥城建保经济、促发展的作用。北京、广州等城市在非典当年均保持基础设施建设高强度投

入，以赢得 “防非典、促发展”的双胜利。广州提出全力保证基础设施投资照常执行、千方百计增加投

资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16.2%；北京当年确定的60个重大工程全部有序推进。

三是有针对性加大城建项目落实力度，特别是抓重点项目进度。广州在疫情后加大项目建设强度，

提出半年干完一年的活的目标，加速推进轨道交通、机场、高速公路、污水处理等重大城市基础设施工

程建设进度，超额完成了当年城市建设投资的目标。北京大力推进以轨道交通、快速路等为重点、构建

城市骨架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

四是应对疫情有调整，补城建短板，消发展痛点。非典后期，广州、北京均在疫情后加大了医疗设

施建设力度，增加了城市生活污水设施、管网改造、医疗和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资，加大城市公园

绿地、水环境建设力度。广州新上马了传染病医院 （预防中心）等7大公共卫生项目，增加污水项目投

资，大大提升了水环境治理在城建项目中的比重；而广东省在2003年以后10年间，各级疾控中心的改

建项目就达到了109个
[3]。

五是溯源城市规划，全面优化优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广州针对老旧城区疫情较重的问题，优

化城市空间布局，加快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力度、积极改善基础设施，引导人口向新城聚集，减少老城

区的人口密度。

3 疫情后期城建优化工作思路

根据疫情评估和案例研究，结合武汉市的实际状况，按照保经济消影响、抓大放小、增减结合、近

远兼顾的总体思路，围绕国家项目拉投资、市级项目除痛点、医疗市政补短板、社区治理优环境、亮点

区块提形象的方向，就武汉疫情后期城建工作的开展提出了 “一优两增”的优化策略。具体来讲，一优

就是根据最新的外部条件对原有的城建工作计划，从项目安排、时序安排、区域安排等方面进行优化调

整。两增，一是力争增加国家级项目，尤其具有长远性、复合城市功能定位的新基建类项目；二是针对

城市基础设施缺口，加大力度增加补短板项目。

3.1 对原城建工作安排的优化思路

遵循聚焦重点、聚焦成效，增大成熟项目建设强度，适当减少项目数量的思路，根据具体城建计划

工程的前期进展，加大综合交通、生态环境、水务设施等重点板块中重点项目的投资强度。对于续建项

目以及前期工作完善的项目，按照疫情结束即开工的思路，建立审批部门协调机制、缩短前期工作周

期，尽量挽回时间损失，稳定年度城建工作基本盘。对于社会经济影响大、投资规模大的新开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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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城市交通枢纽等关键工程，采取部门联动、加快前期审批手续，为项目尽早开工创造条件。加大环境

卫生类项目的建设力度，谋划生态环境、韧性市政、区域统筹方面的具体项目。

3.2 谋划增加国家级项目

国家级重大项目在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发展、提升城市功能等方面具有见效快、后劲足的

效果，疫后城建发展也必须紧跟国家政策大方向，谋划新项目。武汉市作为国家交通枢纽城市，正应该

争取国家层面在高铁、高速、轨道交通、大型市政设施等方面项目和资金倾斜，打造祖国立交桥。

以高铁建设为抓手，积极推进计划铁路项目的实施，助推城市交通效率的提升和城市重点区域的建

设，夯实城市枢纽地位和提升城市功能。加大国高网的建设力度，按照城市圈 “互联互通”的发展要

求，推动高速公路新建、改扩建，形成 “四通八达”的城市物流网络。按照国家 “新基建”政策，加大

新轨道线路建设计划的报批和实施，推进武汉市地铁城市目标。针对武汉市能源消耗逐年增长的特点，

增加特高压、超高压变电站，城市电网升级等相关项目，加大区域性能源设施建设力度，保证城市供应

储备和安全。

3.3 新增补齐设施短板项目

针对本次疫情的影响，规划从城市救治、城市运行、城市管理等方面着手，聚焦在医疗卫生、市政

设施、社区治理、亮点区块、城市更新等五大板块谋划重点项目，着力补齐设施短板、提升城市形象。

在医疗卫生方面，按照 “补齐短板、完善体系”的思路，近期聚焦解决疫情暴露出的部分设施短

板、监测网络等难点问题，强力推动医学科研、健康产业等相关领域建设发展，选址建设一批涉及综合

医疗服务、临床医学研究及培训、监测预警网络的新增重大项目，推进建设一批疾控、急救、医疗等公

共卫生项目达标，完善公共卫生体系。具体措施包括，首先是补齐设施短板，提升医疗卫生救治能力，

适应武汉三镇布局的独特城市结构，按照 “三镇均衡”的思路，弥补汉阳、武昌地区在传染病医院方面

的空白，增强全市平战结合的传染病房储备，推进疾控、急救、血液等公共卫生设施的达标升级改造。

二是强化监测网络，提高公共卫生早期预警能力。依托市、区疾控中心，打通突发流行病涉及的 “人、

时、地”相关数据瓶颈，运用大数据、5G、人工智能等技术，建设公共卫生信息监测网络，实现数据

监测、分析共享、防控预警等功能，做好监测网络向应急指挥平台的 “平战转换”预案。三是充分发挥

武汉P4实验室、医学教育基地等独特资源优势，强化科研、临床、防控一线协同攻关，建设国家临床

医学研究和培训中心。四是科学利用临时救治场所资源，谋划雷神山、火神山医院完成临时救治任务后

相关医疗设备用于传染病医院建设，而方舱内医疗设备可转用至社区基层医疗机构。

在市政设施方面，按照 “不留死角、全面提升”的原则，聚焦环境卫生和污水收集处理系统短板，

集中推进区域性市政设施工程建设，大力提升市政设施系统保障水平。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大幅提升城

市垃圾处理和收运能力，推进主城外围一体化综合处理站建设。二是加快外围地区污水设施建设力度，

补齐旧改片区污水管网短板，增加新城污水处理设施，搭建全市污水系统水质预警监控平台。三是加强

市民卫生意识和习惯培养及源头防控，实施垃圾分类，推进菜场、社区餐厨垃圾分类点建设，促进源头

垃圾减量化；对主城区公厕进行全面改造提升。

在社区治理方面，着力打造宜居、健康、安全的社区。通过创新完整社区建设模式，提升公共服务

覆盖水平，补齐社区卫生短板，强化网格化、数据化治理，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宜居、健

康、安全社区。具体措施包括，一是统筹各类建设计划，按照住建部2019年提出的 “六个一”（即一个

综合服务站、一个幼儿园、一个公交站点、一片公共活动区、一套完善的市政设施、一套快捷的慢行系

统）的完整社区标准，以功能区模式建设完整社区。二是补齐社区卫生服务短板，建设健康社区，谋划

各区开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提标升级工作。三是完善基层公共服务配套，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圈。

四是强化信息化治理，创建智慧社区，依托 “疫情地图”平台，加强社区问题量化分析。

在亮点区块方面，在各功能区筛选并优先启动一批特色空间品质提升项目，通过武汉品牌再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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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城市形象与面貌。重点实施一批历史街区综合更新项目，通过精致街区再营造，增强城市自信心与

吸引力；稳步推进一批产业优化升级的示范项目，通过新功能业态再铸造，再现城市活力与实力。

在城市更新方面，全面提升城市综合环境，按照 “‘留改拆'并举”的原则，统筹国家棚改新政和

本地特征，全面保障民生类棚改、城建重大工程、重点功能区建设等项目，保障民生配套、提升城市品

质、充分展现城市风貌特色。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全面实施各类大型市场整治，整体提升区域用地、环

境、交通等功能。二是全面梳理疫情严重的三旧拆迁区域，针对环境卫生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的区域优

先实施改造。三是加快推进旧区综合整治，按照 “动静分区”原则，降低老旧小区改造成本，采取 “微

改造”方式改善老旧小区环境品质，创新 “城中村”改造方式。

4 结论

武汉市已于2020年4月8日解禁，历时76天的封城画上句号，城市各方面正快速步入正轨。城市

建设工作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影响到城市中的每一个人，本文作者均为城市规划从业人员，文章主要

是从规划角度，对疫情后期城市建设工作的优化调整提出自己的思考，从疫情影响、经验借鉴、调整优

化思路三个方面进行了阐述，其中或有不足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对于武汉市城市建设的恢复与发展也

将继续观察总结，希望能为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人民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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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前后深圳轨道客流变化及相关因素分析

杨心怡 郭 莉

【摘要】2020年初，新冠肺炎的暴发对全国人民的交通出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在后疫情时期背景下，通过对比

深圳市2019年12月与2020年4月的轨道刷卡数据，结合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经济普查数据及建筑普查数据等多源数

据，从轨道站点500m范围内建筑功能性质、产业结构、居民平均年收入水平、常住人口比例、学历、拥车比例等不同

角度分析刻画居民在疫情前后的轨道出行变化。研究发现，轨道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大的站点有办公类岗位占比较高、

21～60岁劳动力人口占比较少、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占比较高、常住人口比例较高及拥车比例较高等特点。工业类建筑

功能占比较高、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年以下的人群占比较高的站点，轨道出行需求较为刚性。

【关键词】 后疫情时期；多源数据；轨道客流

0 引言

随着疫情向好，企业陆续复工，但居民出行方式较疫情前发生了较大改变。由于公交、地铁人群聚

集度高，公共交通客运量相比疫情之前下降明显，地铁客运量仅为疫情前的一半。自疫情以来，已有关

于共享单车出行、小汽车出行、枢纽客流疫情前后变化的相关研究。文献 [1]分析了疫情对当前交通

运输行业的影响，文献 [2]通过共享单车大数据分析了武汉封城前后日骑行量的变化。而人群出行方

式的选择目前也有许多相关研究，如文献 [3]建立了关于通勤行为、出行时间和费用的二项logit模

型，文献 [4]通过交叉分层logit模型指出居住地与轨道站点的距离、收入等因素对轨道出行方式选择

影响较大。此类研究多通过量化建模分析影响出行方式选择的因素。本文通过对比疫情前后实际轨道进

出站量的变化，将站点分类，从人口和用地等多角度分析对比不同类别站点客流变化影响因素的差异。

为避免单源数据带来的潜在样本偏差或片面性，本文将深圳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经济普查数据与建筑

普查数据等多源数据通过ArcGIS软件进行融合，通过在空间上进行关联，使得数据可以在轨道站点半

径500m范围的分析单元上进行比较与分析。然后，选取2020年4月轨道刷卡数据与2019年12月刷

卡数据进行轨道站点进出站量的对比，结合多源数据，研究深圳市居民复工后的轨道出行行为变化，并

做出相关分析。

本文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意义：1.将居民出行调查、建筑普查、经济普查等市域大调查数据与轨道

刷卡数据融合，实现了多源数据融合；2.多源数据的融合集成了不同数据源数据的优点，弥补了单一

数据来源潜在的片面性；3.从多个角度刻画分析深圳居民轨道出行行为疫情前后的变化，并分析其原

因，为出行方式选择的研究提供支撑。

1 数据来源与研究区域

本文使用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为2016年全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抽样数据经扩样后形成以交通小

区为最小单元的数据库，字段包括以户为单位拥车数量、收入情况，以及个人学历、职业、行业等特征

数据。

建筑普查数据为2017年建筑普查数据，字段包括建筑功能类型及建筑面积。原数据中将建筑功能

分为17类，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对数据中个别用地类别进行合并，最终分为办公、工业、商业、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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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宅及其他共6大类。

经济普查数据为2013年全市经济普查数据，内容包括社区单元内各行业法人单位数量、各行业从

业人员数量以及各行业营业收入。本文使用数据为社区单元内各行业从业人员数量，以此计算社区单元

内的行业结构。为了更好地对比与分析，本文将行业由19类合并为4大类，分别为办公、工业、商业

及其他。其中办公类包括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商业类包括批发零售业及住宿餐饮业；工业

包括制造业，其余10类行业则归为其他。

织网工程数据中包含楼栋单元内各学历、各年龄段的常住人口数量，为了更好地对比与分析，本文

将数据中学历由11类合并为4类：本科以上、大专中专、技工及高中以下；将年龄段由12类合并为3

类：20岁以下、20～60岁、60岁以上，以更好的区分学生、在职人员与退休人员。

考虑到受春节影响，2020年1月已有部分企业停工，客流可能受到影响，因此选取2019年12月

初工作日轨道刷卡数据作为疫情前客流数据。并且考虑到深圳从2020年3月开始逐步复工，轨道刷卡

数据受复工企业数量影响较大，而4月深圳已全面复工，因此选取2020年4月中上旬工作日轨道刷卡

数据作为疫情后的对比数据。

表1 数据源信息对比

数据 数据基年 数据精度 使用数据 分析角度

居民出行调查 2016 全市抽样后扩样至街道 拥车量、本地车数量 拥车比例，本地车比例

建筑普查 2017 楼栋 建筑功能、建筑面积 建筑功能结构

经济普查 2013 社区 行业从业人口 产业结构

织网工程人口数据 2019 楼栋 （全市共39万栋）
常住人口量、学历、

年龄

常住人口比例、各学历比例、

各年龄层比例

轨道刷卡数据 2019、2020 站点 进出站量 进出站量降幅

因数据来源不同，且时间、精度上各不相同，因此有必要对数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理与融合。文

献 [5]中将数据融合定义为：将不同来源的数据信息，对其进行归类处理。根据数据的类型选择合适的

处理方式，进而达到改善物体几何精度这一效果，促使提高数据质量的实现。本文中对于各轨道站点

500m范围内的属性，采用面积加权法计算得出。

2 分析结果

2.1 总体变化

自疫情渐渐得到控制，深圳于2020年3月开始逐步复工，其中4月份各轨道线路客运量变化如下

图所示。可以看出客运量于工作日上升，于周末下降，且整体客运量并随着时间稳步增长，说明疫情对

于居民选择轨道出行的影响在逐步下降，进出站量正在逐步恢复。

为了对比疫情前后的轨道出行情况变化，本文选取2019年12月工作日轨道刷卡数据与2020年4

月工作日刷卡数据进行对比。由于机场北站平均日均进出站量低于1000，因此做异常值考虑，不参与

本文的分析。剔除机场北站后，深圳市165个轨道站点全日进出站量平均下降37.3%。其中降幅最高

站点为福田口岸站，进出站量下降81%；降幅最小站点为长岭陂站，降幅为9%。从图中可见大部分位

于南山区、福田区与罗湖区的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大，而位于宝安区、龙华区与龙岗区的站点进出站量

降幅较小。本文将站点分为5大类，其中除机场、口岸等7个枢纽相关站点单独归为一类站点 （第五

类）外，其余站点根据进出站量降幅分为4大类。第一类为进出站量降幅大于等于50%的共14个站

点，第二大类为进出站量降幅小于50%但大于等于平均值37.3%的站点共52个站点，第三类为进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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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幅小于37.3%但大于25%的78个站点，第四类为进出站量降幅小于等于25%的站点共14个。因

疫情期间市域对外交通受影响较大，第五类站点将单独分析，并对其余四类站点进行不同视角下的对比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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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深圳市轨道2020年4月进出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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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深圳市轨道站点 （除机场北站）进出站量降幅分布

2.2 多视角分析

2.2.1 口岸枢纽类站点分析

第五类口岸枢纽站点包含：福田口岸站、皇岗口岸站、机场站、罗湖站、蛇口港站、深圳北站、福

民站。福民站虽然不是口岸站点，但其距离福田口岸及皇岗口岸均只有一站的距离，因此与香港跨界客

流量关联较大，一并归为第五类站点。由于口岸暂时关闭，因此客流大幅下降。福田口岸站与罗湖站进

出站量降幅较大，分别达到了81%与77%。深圳北站口岸功能最弱，轨道进出站量降幅最小为38%，

接近于平均值。对比此类型站点的建筑功能发现，深圳北站周边500m范围内约37%的建筑功能为办

公，这区别于其他6个站点的建筑功能分布。办公类建筑随着逐步复工，岗位带来了进出站量，也说明

深圳北站是一个混合类站点，而福田口岸、罗湖站则功能相对更集中于边境口岸与枢纽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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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第五类站点500m范围建筑功能结构对比

2.2.2 建筑功能性质

根据2017年建筑普查中楼栋的建筑功能，将站点周边500m范围内的建筑功能归纳为六大类，分

别为居住、私宅、办公、商业、工业、与其他。将除第五类站点外的四类站点周边建筑功能进行对比可

见，站点进出站量降幅最大的第一大类站点居住比例为四大类中最高，私宅比例则为四大类中最低；且

随着居住类建筑占比下降，私宅类建筑占比上升，进出站量降幅缩小。同样，工业类建筑的平均占比的

上升与进出站量降幅的缩小也呈现出较强的关联。

表2 各类别站点周边500m范围建筑功能占比对比

站点分类 居住 私宅 办公 工业 商业 其他

1 64% 3% 7% 1% 14% 11%

2 59% 5% 8% 2% 16% 10%

3 49% 13% 7% 8% 15% 9%

4 34% 27% 5% 15% 10% 10%

2.2.3 产业结构

有别于通过建筑普查数据得到的建筑功能，产业结构数据来源于经济普查数据中各行业从业人数，

能较好地体现出分析单元内各行业的岗位结构。因经济普查数据所提供的是基于社区层面的数据，所以

在分析站点500m范围时会出现一个站点覆盖了多个社区的情况，本文采用面积占比法，根据该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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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m范围内各社区所占面积的权重，计算出该站点最终的产业结构数据。

从下表可见，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大的第一类站点的办公类岗位占比高达40%，工业类岗位占比

仅10%；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小的第四类站点的办公类岗位占比仅占19%而工业类岗位占比为47%。

商业类岗位与其他类岗位的占比在四大类站点中较为相似，因此公办类岗位与工业类岗位的占比对企业

复工率影响较大。考虑合并行业类别时，办公类岗位包括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办公地点相对弹性的行

业；而工业类岗位为制造业，办公地点较为刚性，因此工业类岗位占比较高的站点轨道出行需求量偏

高，进出站量降幅较小。

表3 各类别站点周边500m范围产业结构对比

站点分类 办公 工业 商业 其他

1 39% 7% 25% 29%

2 38% 7% 26% 30%

3 27% 29% 24% 21%

4 18% 47% 22% 14%

2.2.4 居民年收入

站点500m范围内以户为单位的家庭年收入来源于2016年全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采用面积占比

权重法，得到各类站点周边家庭年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4 各类别站点周边500m范围居民年收入对比

站点分类
年收入

小于10万元/年

年收入

10万～20万元/年

年收入

20万～30万元/年

年收入

30万～50万元/年

年收入

大于50万元/年

1 21% 42% 30% 6% 2%

2 27% 43% 24% 5% 1%

3 33% 45% 18% 4% 1%

4 37% 43% 16% 3% 1%

从表中可见，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大的第一类站点的年收入为四大类站点中最高，年收入小于10

万元/年的占比均值为21%，远低于第四类的37%。年收入在10万～20万元/年的占比在四类站点中

分部较为平均，而年收入大于20万元/年的平均占比分布则与小于10万元/年的占比分布相反，其中年

收入在20万～30万元/年的分布差异较为明显。可推测年收入小于10万元/年的人群的轨道出行需求

较为刚性，而收入位于20万～30万元/年的人群的轨道出行需求则较为弹性。

2.2.5 年龄

由织网工程获得的年龄数据为了便于对比合并为三大类：20岁以下，20岁到60岁及60岁以

上。这三类年龄群体的人群通勤的目可大致区分为上学、上班及其他。20岁以下人群多为学生，工

作日的出行多为以上学为目的的出行，而疫情期间学校停课，使得这一出行需求下降。60岁以上人

群多为退休老人，日常出行多为休闲、购物等弹性出行需求，疫情期间居民纷纷减少出行，因此许

多弹性出行需求降幅较大。这一趋势在站点分类上得以体现，进出站量降幅较为明显的第一类站点

20岁以下人口平均占该类站点周边总人口的19%，为4大类中最高；其60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占比

为8%，同样是四类站点中最高。出行需求较为刚性的则是以上班通勤为目的的出行，而21～60岁

人群中这一出行需求较多，这一特点与拥有最高21～60岁人口平均占比的第四类站点的进出站量的

较大降幅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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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各类别站点周边500米范围年龄结构对比

站点分类 20岁以下 21～60岁 60岁以上

1 19% 73% 8%

2 18% 76% 6%

3 17% 80% 3%

4 13% 85% 2%

2.2.6 学历

将织网工程的学历数据由11类合并为4类后，分为本科以上学历、大专中专学历、技工及高中以

下学历。其中大专中专及技工占比各类站点间较为均衡，第一类站点拥有最高的本科以上学历平均占比

以及最低的高中以下学历平均占比，联系站点的进出站量降幅可推测本科以上学历占比较高的站点周边

群体对于轨道出行的需求较为弹性，而高中以下学历占比较高的站点周边群体则有较刚性的轨道出

行需求。

表6 各类别站点周边500m范围学历结构对比

站点分类 本科以上 大专中专 技工 高中以下

1 29% 22% 1% 48%

2 19% 23% 2% 56%

3 17% 22% 3% 58%

4 18% 24% 3% 55%

2.2.7 常住人口比例

常住人口比例同样来源于织网工程数据，从下图可见第一类站点周边常住人口比例的均值最高，为

95%。第四类站点的平均常住人口比例最低，为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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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各类别站点常住人口比例对比

2.2.8 拥车比例及本地车牌占比

站点周边居民拥车比例数据及本地车牌比例数据来源于2016年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经过面积占比

权重计算后各类别站点均值如下表所示。可发现第一类站点周边平均拥车比例最高，为40%，在有车

人群中，本地车牌比例同样为最高。第四类站点的无车人群比例均值则达到了72%，这与第四类站点

进出站降幅偏低的特征相吻合。虽然深圳因疫情没有实施禁止外地车牌小汽车行驶，但从数据占比上

看，外地车比例总体偏低，因此对轨道出行的影响还需进一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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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各类别站点所在街道拥车比例与本地车牌占比对比

站点分类 有车比例 无车比例 本地车比例 外地车比例

1 40% 60% 39% 1%

2 33% 67% 32% 1%

3 29% 71% 27% 2%

4 28% 72% 25% 3%

3 结论

通过对深圳市165个站点疫情前后的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进行分类，本文将站点分为五大类，并从多

角度进行对比与分析，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1.疫情期间深港大部分口岸处于封闭状态，跨界交通相关的第五类站点出现了较大的降幅。其中

站点功能较为集中的福田口岸站降幅最大，站点周边建筑功能更为多样化的深圳北站，因不止服务于跨

界交通，同时还存在一定办公岗位需求，所以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小，与平均降幅持平。

2.除第五类站点外，全市站点进出站降幅整体呈现出靠近市中心的站点降幅较大，距市中心较远

的站点降幅较小。且进出站量降幅较小的站点从建筑功能上看整体工业功能占比较大，从产业结构方面

看工业从业者占比也偏高。因此判断工业相关行业如制造业的岗位需求较为刚性，员工远程居家办公的

可能性较小，导致进出站量变化较不明显。

3.站点周边500m范围户年收入小于10万元/年的人群轨道出行需求较为刚性，而收入位于

20万～30万元/年的人群轨道出行需求则较为弹性。收入位于10万～20万元/年的占比分布较为均衡，

对于轨道站点进出站量的影响还需要更深入的分析。

4.年龄位于21～60岁的居民轨道出行需求较为刚性，因21～60岁处于工作年龄，工作日出行需

求为上班通勤。相比之下，20岁以下人群工作日出行目的多为上学，因疫情期间学校停课，出行量下

降较大。60岁以上人群出行多为休闲购物，较为弹性，因此20岁以下及60岁以上人群占比较高的站

点进出站量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5.本科及以上学历人群对于轨道出行的需求较为弹性，相比之下，站点进出站量变化不明显的第

四类站点周边高中以下学历的人口占比均值较高。

6.站点进出站量降幅较大的站点周边拥车比例均值较高，而站点进出站降幅较小的站点拥车比例

较低。

诚然，居民的出行方式选择是受多样化的因素影响的，正因为如此才有诸多学者致力于出行方式选

择的研究。本文虽然通过多个角度对比刻画了后疫情时代深圳的轨道出行变化并分析其背后潜在影响因

素，但仍有许多问题还需要更深入的探讨及研究。如：

1.虽然本文将居民出行调查，经济普查，建筑普查与刷卡数据等多元数据融合后进行分析，但因

各调查实施年份不同，将这些数据用于分析2020年的出行特征原因分析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

2.虽然企业陆续复工，但外贸、旅游、餐饮行业受疫情影响巨大，仍有大量企业未能完全复工。

轨道进出站量是出行总需求与出行方式结构选择综合影响的结果，但缺少复工企业数据来验证其影响程

度。后续可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分析出行方式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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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地铁客流特征分析及管控———以深圳地铁为例

罗 炯 黄靖翔 周溶伟 龙俊仁

【摘要】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来袭，轨道交通客流组织模式发生较大转变。对疫情影响下的地铁客流特征

进行科学的复盘分析，有助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制定更加具备韧性的运营管理策略。本文以深圳地铁为例，基于地

铁AFC刷卡数据以及疫情期间地铁用户出行特征调查数据，分析疫情期间地铁线网、线路以及站点层面客流特征情况。

研究表明，疫情影响下地铁客流规模同比减少60%以上，但大型就业、居住类站点在高峰期出现客流集聚现象。最后总

结了运营管理存在的不足，并从高峰期客流管理、智慧化联防联控等方面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 疫情；地铁；客流；客流管控

0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

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信息显示：截至6月14日，全国累计报告

确诊病例83181例，累计死亡病例4634例
[1]。疫情发生后，我国政府始终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

第一位，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采取了

有力的控制措施[2]，依法、科学、有力、有序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为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全国各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城市轨道交通作为

大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具有点多、线长、面广、客流密集、空间密闭的特点，是市民日常出行的主要

交通方式，稍有不慎容易成为疫情传播通道，导致大面积、多区域、群体性交叉感染的严重后果[3]。为

了切断疫情传播途径，自1月以来，国内已开通城市轨道交通的41个城市均已出台临时防疫规定，除

了严格执行体温检测及消杀工作之外，还先后实施了包括停运、关站、调整运营时间或行车间隔

等措施。

自2003年SARS之后，国内就有学者开始研究交通与疫情控制的关系，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过程

中疫情控制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较少基于客流数据分析总结疫情对城市轨道系统的影响。2003年张殿

业等[4]提出了交通运输通道疫情控制模型；2004年郭寒英等
[5]研究了病毒扩散与交通运输的关系；

2011年尤勍
[6]研究了交通运输与疫情传播之间的关系；2015年施红生等

[7]提出了铁路客运过程中的疫

情控制模型；2020年牛凌等
[8]提出利用信息化手段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进行协同联控系统的概念。

现阶段，随着防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行各业已基本完成复工复产，城市轨道交通的运营也逐渐恢

复到常态化水平。收集整理疫情暴发至复工期间深圳地铁客流的AFC数据，复盘总结此轮 “春节+新冠

疫情”的双特殊时期对深圳市地铁运营工作产生的影响，总结提炼与全市复工节奏相匹配的客流演变规

律，对于国内特大城市的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制定应对此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运营策略将大有裨益。

1 新冠疫情背景下深圳市地铁客流总体变化趋势

自2020年1月20日晚间钟南山院士对外公布新冠病毒可 “人传人”以来，全国进入 “警戒状态”。

1月23日广东省启动一级应急预案，深圳开始进入 “休眠状态”。随着全国、省市各级疫情防控措施的

有效实施，2月15日后深圳市疫情得到初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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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究选取了2020年1月10日至2020年3月31日深圳地铁全网共8条运营线路进出站客流刷

卡数据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涵盖了春运人员节前离深到陆续返深复工的过程，另一方面也包含了疫情

开始出现到被稳定控制的过程。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节前后，深圳市轨道交通客流持续低位运行，总体趋势与往年相比发生了较大

变化，由往年的 “V”形变为 “L”型，具体呈现以下4个阶段。

1.1 节前下降期：放假返乡，客流明显下降

除夕前2周，地铁客流随返乡旅客陆续离深、节前陆续开始放假而持续下降，其中除夕前1周离深

返乡及开始放假最为集中，地铁客流相应下降最快，至除夕当天下降至96.1万人次。今年1月20日

（节前5日）新冠病毒 “人传人”得到权威证实，1月23日 （节前2日）广东省启动一级响应，全市公

共交通 （含轨道交通）客流下降幅度进一步加大，但节前客流量总体仍然略高于往年，变化趋势及节奏

与往年基本相同。

1.2 节间下降期：春节宅家，客流继续减少

往年春节期间客流在除夕达到最低，随后逐日回升，达到日均150万～200万人次。然而今年由于

疫情的影响，春节期间的探亲访友、聚餐、购物、休闲娱乐等需求被抑制，非通勤出行大幅减少，地铁

客流具体表现为：除夕后继续逐日下降，至正月初六下降至53.3万人次，呈现出与往年截然不同

的规律。

1.3 低谷期：尚未复工，客流滑入低谷

往年正月初七即开始全面复工，两周内地铁客流基本恢复至全年常态化水平，并进入每周的常态化

客流周期。今年春节假期后，由于疫情仍全国范围持续发展，各地务工人口返深进度相对缓慢，各企事

业单位现场复工率低，通勤客流相应不足。同时，居住社区严格执行封闭管理，购物、餐饮、娱乐场所

及公园等均处于关闭状态，非通勤出行亦持续压抑。总体上，地铁客流滑入低谷，在日均50万人次以

下持续低位运行，并于2月5日 （正月十二）达到工作日的低值34.0万人次。

1.4 复苏期 （2月17日起）：复工开启，客流逐日回升

随着全国防疫形势日趋明朗、深圳市本地疫情基本得到控制，2月17日起，全市开启全面复产复

工进程，通勤需求陆续激活，地铁客流开始复苏。至3月20日，单日线网客运量回升至接近30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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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历年春节前后地铁客流总体变化趋势 （单位：万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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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线网层面客流特征分析

2.1 疫情暴发期，全网客流 “断崖式”下降超过八成

防疫复工背景下，受通勤出行恢复不足、非通勤出行持续压抑、乘客对公共交通信心不足等影响，

全网客运量较往年大幅减少，在2月创下自2017年1月以来的最低点。

从地铁客流数据来看，2月份主要为春节后未复工期间的少量非通勤客流及复工后逐渐增长的通勤

客流。今年2月全网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62.6万人次，同比去年2月下降84.2%，环比上月下

降84.4%。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

20
17
.0
1

20
17
.0
2

20
17
.0
3

20
17
.0
4

20
17
.0
5

20
17
.0
6

20
17
.0
7

20
17
.0
8

20
17
.0
9

20
17
.1
0

20
17
.1
1

20
17
.1
2

20
18
.0
1

20
18
.0
2

20
18
.0
3

20
18
.0
4

20
18
.0
5

20
18
.0
6

20
18
.0
7

20
18
.0
8

20
18
.0
9

20
18
.1
0

20
18
.1
1

20
18
.1
2

20
19
.0
1

20
19
.0
2

20
19
.0
3

20
20
.0
1

20
20
.0
2

20
20
.0
3

20
19
.0
4

20
19
.0
5

20
19
.0
6

20
19
.0
7

20
19
.0
8

20
19
.0
9

20
19
.1
0

20
19
.1
1

20
19
.1
2

图2 深圳地铁全网月度日均客运量 （单位：万人次/日）

2.2 进入复工期后客流 “阶梯式”回升，伴随一定程度的常旅客向其他出行方式转移

随着深圳市取消企业复工核实备案审批制度，工作日地铁客流开始走出谷底并逐周递增，工作日日

均客流平均每周增长超过50万人次，总体呈现 “一周上一个台阶”的态势。与此同时，购物、餐饮、

娱乐场所及公园等陆续重新开放，非通勤出行相应开始回暖，周末地铁客流亦相应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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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防疫复工期间地铁客流总体变化趋势及往年同期对比 （单位：万人次/日）

结合同期开展的轨道乘客出行调查结果，29%疫情前以地铁为主要出行方式的被访乘客近期转移至

其他方式出行，其中，10%的乘客 （96%为家庭拥车1台及以上）转移至小汽车出行；8%和5%的乘

客 （家庭无车比例占77%）分别转移至常规公交和出租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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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常态化以地铁、常规公交为主要出行方式的乘客近期出行转移分布

2.3 全网客流以刚性需求为主，全日分布向早晚高峰进一步集中

防疫复工期间，通勤出行逐渐恢复，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近期地铁乘客主要以上、下班通勤 （占比

61%）、外出购置生活必需品 （占比18%）的刚性出行目的为主，对于休闲娱乐，商务公务，对外出行

赶飞机、赶火车等非刚性出行的比例较常态化运营有较大幅度降低。

疫情影响下，一方面全网全天客流进一步向高峰时段集中，早、晚高峰 （7～10时、17～20时）进

站量占全网进站量超过60%，比去年同期增长约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错峰上下班倡议带来的削峰

效应显著，部分进站客流从原本的8～9时推迟至9～10时，部分晚高峰进站客流也相应从18～19时推

迟至19～2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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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线路层面客流特征分析

3.1 疫情暴发期间，各线路客运量缩水，复工后大幅回升

回顾全网各线路的客运量变化情况，呈现节后复工前低位运行、全面复工后稳步回升，变化趋势与

全网整体基本一致。

2月1日-16日，各线路客运量持续低位运行，日客运量均在10万人次以下。2月17日全面复工以

来，全网各线路客运量与线网整体客运量增长特征基本保持一致，其中5号线、1号线、3号线的客运

量占比相对较高，三线客运量占全网之比超过50%。此外，随着复工进程的推进，各线路工作日日均

客运量平均每周增长10万人次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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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深圳地铁各线路每日客运量 （单位：万人次）

3.2 复工后关键断面客流回升迅速，高峰大客流压力逐步凸显

随着企业的逐步复工，早高峰小时客流迅速回升，复工首周 （2月17日-21日）至第五周 （3月23

日-27日）期间，线网各区段早高峰小时平均断面客流增长率达608%。高负荷断面的特征已与正常运

营状态基本一致。

全面复工第3～4周，早高峰最大断面客流从3月3日的7373人次 （9号线，梅景—景田）～21952

人次 （1号线，大新—桃园）逐渐增长至3月10日的9189人次 （9号线，梅景—景田）～26927人次

（4号线，民乐—上梅林）人次，满载率从26% （9号线，梅景—景田）～49% （1号线，大新—桃园）

逐渐增长至33% （9号线，梅景—景田）～66% （4号线，民乐—上梅林），恢复率 （即防疫复工期间客

运量与正常情况下客运量的比值）达到正常情况下早高峰水平的60%左右。

跨二线关断面是深圳市轨道交通的热点断面，以2020年3月10日数据为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断

面客流量恢复率集中在55%左右，与全网平均恢复率基本一致———即跨二线关的轨道通勤客流特征与

平日基本相同，未发生结构性变化，仅在绝对规模上有与复工率相关的等比例收缩。需要指出的是，由

于5号线南延工程及9号线二期工程于2019年底开通，导致5号线承担了更多西部跨二线关作用，因

此5号线在西部断面的恢复率也领先于其他跨关线路，达到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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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疫情暴发至复工期间工作日早高峰小时线网断面满载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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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全面工第3～4周各线路早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 （人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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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全面复工第3～4周各线路早高峰小时最大断面满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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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不同时期早高峰小时跨二线关进关方向断面客流 （单位：人次/时）及恢复率

4 站点层面客流特征分析

4.1 疫情暴发期间，地铁主要承担对外交通枢纽集疏运以及服务居住区周边的市民出行

疫情暴发期，各车站集散量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全网单日车站集散量为47.6万人次，仅为2019年

春节同期的7%，期间地铁主要服务城市对外枢纽以及市民外出购置生活必需品的刚性出行，客流主要

集聚在对外枢纽站与大型居住型站。

表1 疫情暴发期站点集散量前二十车站及排名 （单位：人次）

车站 深圳北站 五和 布吉 清湖 坪洲 固戍 大剧院 龙华 丹竹头 车公庙

2020年2月21

日集散量
22160 8213 8162 8146 7741 7603 6971 6624 6623 6500

2020年2月21日

集散量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9年12月

集散量排名
1 5 14 7 10 12 8 21 19 2

排名变化 — ↑3 ↑11 ↑3 ↑5 ↑6 ↑1 ↑13 ↑10 ↓8

车站 西丽 民治 机场 高新园 上梅林 龙胜 黄贝岭 深大 会展中心 后海

2020年2月21

日集散量
6478 6150 6024 5982 5938 5919 5860 5847 5739 5432

2020年2月21日

集散量排名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19年12月

集散量排名
16 15 75 3 17 24 23 6 4 9

排名变化 ↑5 ↑3 ↑62 ↓11 ↑2 ↑8 ↑6 ↓12 ↓1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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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复工复产期间，居住类、就业类车站客流集散量增速较快

随着深圳市各企业逐步恢复复工复产，各站集散量以较快速度增长，客流集聚的热点车站以大型居

住区、就业中心、对外客运枢纽站点为主。

图例
轨道线路
进出站量

14.4万0

图例
轨道线路
进出站量

6.3万0

图12 2019年2月26日 （左）、2020年3月10日 （右）全市轨道站点客流热力图

4.3 复工复产期间，热点车站客流进一步向高峰时段集聚

防疫复工期间，就业类热点车站 （如车公庙、高新园等站）早高峰集中出站、晚高峰集中进站的特

征较正常运营情况下更为明显。

以2020年3月10日高新园站的数据为例，7～10时出站客流量占全日的70%，17～20时进站

客流量占全日的52%，均较去年同期增长近10%。疫情影响下，早高峰期间，部分乘客出于对高峰

期车站人流过于集聚的担心，主动调整出行时间，原本8～9时的部分进站客流推迟至9～10时，使

得早高峰集聚时段进一步拉长，一定程度上对尖峰客流起到削峰作用；晚高峰期间，疫情影响使得

更多乘客下班后选择立即乘车回家，20时之后的进站客流及其占比迅速下降，使得晚高峰集聚时段

相对缩短。

居住类热点车站 （如坪洲、五和等站）早高峰集中进站、晚高峰集中出站的特征较平日更为明显。

以2020年3月10日坪洲站的数据为例，7～10时进站客流量占全日的63%，18～21时出站客流量占

全日的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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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不同时期就业类热点车站分时进、出站客流对比 （单位：人次）（一）

6802



6时
以
前

6-
7时

7-
8时

8-
9时

9-
10
时

10
-1
1时

11
-1
2时

12
-1
3时

13
-1
4时

14
-1
5时

15
-1
6时

16
-1
7时

17
-1
8时

18
-1
9时

19
-2
0时

20
-2
1时

21
-2
2时

22
-2
3时

23
-2
4时

24
时
以
后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车公庙2020.3.10 车公庙2019.2.26 高新园2020.3.10 高新园2019.2.26

图13 不同时期就业类热点车站分时进、出站客流对比 （单位：人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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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不同时期居住类热点车站分时进、出站客流对比 （单位：人次）

5 深圳地铁客流管控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5.1 存在的问题

疫情及复工期间，深圳地铁加强了乘客进站检查防护，实行了车站及列车的全面消毒，同时全面推

行实名制乘车，在全线网建立了 “同乘信息系统”，覆盖了所有乘客的乘车信息和出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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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于前文的分析结论，以及疫情复工期间对深圳地铁乘客出行特征的调查结果来看，深圳地铁

在疫情期间的客流管控措施仍存在以下问题。

（1）高峰时段热点车站客流不受控，存在进出站人流密度过高的集聚风险。由于防疫复工期间，绝

大多数市民选择了准点上下班，不在公共空间过多逗留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诸如车公庙、高新园等就业

类热点车站出现了较以往更加明显的早高峰集中出站和晚高峰集中进站的特征。

（2）乘客对轨道交通的出行信心还待恢复。从复工期间对地铁乘客出行方式选择的调查结果来看，

超过六成的地铁常旅客对地铁的出行环境安全表现出较强烈的担忧，转而选择更加私人化的交通方式，

并表示疫情解除之前不会考虑转移回常以地铁出行的模式。由此可见，市民对于选择轨道交通出行的信

心还需较长时间的恢复。

38% 53% 9%
近半个月内
转移回常以
地铁出行

暂时不考虑
转移回常以
地铁出行

等待疫情消散,
逐步转移回常
以地铁出行

图15 疫情前常以地铁出行近期转移至其他方式出行乘客转移回地铁常旅客意愿分布

（3）乘客与运营单位之间存在一定信息壁垒。从乘客对地铁运营服务建议的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

乘客对于服务信息获取的需求较为迫切，其中62%的乘客希望获取车站、列车实时满载情况信息。而

且在信息的实时性、准确性等方面也提出了要求。但目前深圳地铁还未建立一个能将以上运营信息与乘

客实时交互的平台。

提供车站、列车内
实时拥挤度

提供全路径出行规划信息

62%

45%

提供站点周边服务
设施信息与营业情况

提前预约出行服务 12%

19%

图16 被访乘客期望获得服务分布

（4）缺乏与高风险区域的客流数据联动机制。随着疫情逐步被控制，市民的生活娱乐需求也将逐渐恢

复，同期地铁出行调查结果也显示，超过四成的乘客希望获取考虑地铁出行时间、排队时间及拥挤度等因

素的全路径规划信息，约两成的乘客对站点周边设施，如公园、商场、饭店等营业情况有一定诉求。但目

前地铁运营单位仍然缺乏对大型办公楼、住宅区及商圈等高风险区域客流动向的感知手段和管理联动机

制，因此地铁车站的一系列客流管控措施都存在被动性和滞后性，不利于整体运营管理工作的开展。

5.2 对策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结合智慧轨道、智慧城市等行业前沿技术发展趋势，提出以下应对策略，以

期为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制定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运营策略提供参考，保障轨道交通应服务的整体

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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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加强应对高峰客流集聚的管控措施，完善应急预案。针对全面复工背景下地铁常旅客持

续回流、高峰时段客流更加集聚的挑战，应继续加强对客流集聚高风险区域的管控力度，对各线路高峰

断面及热点车站客流密度进行重点监测，匹配运输能力，保障基本运营安全。

（2）打造可追溯、可信任的防疫协作体系。继续实施实名制乘车措施，确保乘车行为可追溯、异常

情况可排查、感染风险可预警，打造乘客与运营企业相互可信任的防疫协作体系，实现群防群控，巩固

疫情防控成果、严控反弹风险。后续可推广形成面向普适性应急管理的常态化协作机制，提升轨道交通

日常运营的智慧化管理水平。

（3）构建打通乘客与运营单位之间信息壁垒的实时动态交互系统。通过车站广播、社交媒体、导航

软件等多种媒介，创新具体表现形式，加强客流信息推送的实时性、精确性，打通乘客与运营单位之间

的信息壁垒，引导乘客优化出行选择。

（4）完善针对高风险区域的常态化精细化监测预警体系。推动建立与多源社会大数据 （大型商圈、

办公楼、住宅等的人群流量监测数据等，共享单车、常规公交运营数据等）的融合共享机制，形成片区

级、城市级客流动向监测与预警联动。通过实时监测数据与历史数据相结合的客流推演方法，实现对实

时客流的短时预测及预警。后续可通过基于可识别个人属性的票务数据进行出行轨迹追踪，深度融合全

出行链数据，在长期数据积累的基础上对出行行为进行预判，实现对客流的主动预测。

6 结语

本文基于深圳地铁AFC刷卡数据，对疫情及复工期间地铁线网、线路以及站点等层面的客流特征

进行了总结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深圳市轨道交通客流受疫情影响较大，客流规模较同期减少60%以

上；在逐步复工的进程中，大型居住类、就业类站点高峰期出现了明显的客流集聚现象，存在防疫管控

方面的风险。最后，文章对疫情背景下深圳地铁客流管控措施及效果进行了反思，并从 “加大高峰客流

防控力度”、“打造可追溯的客流管理体系”、“构建实时信息交互系统”、“建立区域联防联控机制”等角

度，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客流管理策略提出了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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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超大城市外地车使用特征及调控政策研究

郑 健 江 捷 吴晓飞 王卓群 张程瀚

【摘要】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社会生产生活的重创，人们对私家车的依赖程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考虑

疫情期间复工复产的防疫需要，各地纷纷暂停 “限外”政策，保障外地车的顺畅通行。以往受限于规划思维与分析手段

的局限，外地车未能在交通规划和治理中予以充分考虑，疫情期间让我们发现外地车对城市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一方

面通过车牌识别等多源数据分析发现，疫情期间超大城市外地车出行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何做好后疫情时代的外地

车常态化管控是保障城市活力、重振社会经济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限外”政策作为 “限购”政策的重要补充，在

国家多部委频频要求放宽 “限购”政策背景下，“限外”政策又该何去何从?此次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外地

车管控政策的契机，亟需探索外一套外地车管控的长效机制。本研究充分借助车牌识别等大数据分析手段，深入分析疫

情前后外地车出行时空特征变化，甄别出行特征演变规律，针对后疫情时代重振经济复苏与保证交通运行效率的实际需

求，提出了两种外地车需求调控政策场景，并探索不同场景下外地车的需求调控策略。

【关键词】 后疫情时代；超大城市；外地车；出行特征；调控策略

0 引言

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湖北武汉暴发以来，对城市经济发展与市民生产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考虑

到公共交通存在较大疫情交叉感染风险，市民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意愿大幅降低，人们对私家车的依赖程

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随着疫情不断得到控制与持续向好，各部门积极推动复工复产。为了保障防疫

工作不松懈，重振城市活力与经济复苏，各地纷纷暂停外地车限行政策，确保外地车畅通出行。疫情期间

让我们发现外地车对城市交通存在不可忽视的影响，以往受限于规划思维与分析手段的局限性，未能在交

通规划和交通治理中予以充分考虑。如今随着大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的普及，可以对外地车出行特征进行

精准分析，进而对城市规划、交通治理等提供更精准的决策支撑。通过车牌识别等多源数据分析发现，疫

情期间外地车出行特征发生了明显变化，逐步形成了新的出行习惯。后疫情时代如何做好外地车常态化管

控是保障城市活力与道路交通通行效率的关键工作。此外，2019年以来国家多部委频频要求放宽限购政

策，引导车辆需求调控由限制拥有向引导使用转变。2019年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十部委联合发布了 《进一

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 （2019年）》
[1]。之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2]。两个文件都提出了放宽或取消汽车限购、促进二手车流通、

释放汽车消费潜力的意见。广东省率先响应，增加了广州市、深圳市汽车摇号和竞拍指标，同时要求其他

地市不得再出台新的汽车限购规定。贵阳市也随后发文，直接取消了汽车限购政策。作为 “限购”政策的

重要补充，在限购逐步放开的大背景下，“限外”政策又该何去何从？

疫情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反思机会，在后疫情时代与后限购时代的大背景下，综合考虑城市活力、

交通效率与经济复苏，亟需探索一套外地车管控的长效机制。本研究通过车牌识别等大数据分析手段，

深入分析疫情前后外地车出行特征变化，甄别存在问题。针对后疫情时代重振经济复苏和保障交通运行

效率的实际需求下，探索了不同场景下外地车的长效管控机制，并提出具体需求调控策略。

1 疫情前后外地车出行特征分析

1.1 全天外地车的出行需求得到释放，日均出行规模超过往年同期

通过分析车牌识别数据发现，2013～2018年间深圳市日均路网外地车出行车辆数由58万辆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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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0万辆，年均增长约6.3万辆。以2013年数据为例，“限外”政策实施前，日均外地车出行车辆数

占全路网行驶车辆总数的33.0%；2018年日均外地车出行车辆数占全路网行驶车辆总数的33.8%，外

地车出行需求持续回升并超过 “限外”政策实施前水平。疫情期间考虑到公共交通疫情交叉感染风险，

外地车成为复工、复产、复学的重要交通方式。通过车牌识别数据分析发现，疫情期间外地车日均出行

规模进一步增加，全天日均外地车出行规模较疫情前同期增加了接近20%。

33.0%

32.3%

33.8%

31.0%

32.0%

33.0%

34.0%

2013年 2016年 2018年

图1 深圳市日均出行外地车车辆数占比全天机动车车辆总数比

（数据来源：历年深圳市道路卡口数据）

1.2 由 “削峰填谷”向 “增峰填谷”转变，出行特征与本地车保持同步

自 “限外”政策实施以来，有效调节了全市高峰期间外地车出行需求。常态化下深圳市全市范围早

晚高峰禁止外地车通行，除高速公路及进出口岸、机场的部分道路。根据政策要求，限行时段有出行需

求的外地车，必须提前一天提出申请，每月只能申请一次，且只能申请第二天及下个月的日期。高峰时

段外地车出行车辆数占高峰时段全路网车辆总数的比例不足2%。高峰期限行路段车流量主要是自主申

报和非限行外地车辆，还有少量的违规通行车辆外地车出行主要集中于非高峰期间。

疫情期间，通过对比历年24h卡口检测数据发现，复工复产期间与常态化下的曲线形态较为相似，

均呈现早、晚明显出行高峰的 “马鞍状”，外地车出行规模特征与本地车保持同步。以2020年5月11

日为例，早高峰全市路网出行车辆总规模达86万辆，其中外地车规模约24万辆，环比增加4.6%。通

过车辆规模24h时变图可知，全天高峰及非高峰时段包括外地车在内的更多的出行者选择小汽车出行，

整体特征由 “削峰填谷”向 “增峰填谷”转变。

0

10000

20000

30000

40000

50000

60000

70000

80000

90000

100000

[0
:0
0,
0:
30
）

[0
:3
0,
1:
00
）

[1
:0
0,
1:
30
）

[1
:3
0,
2:
00
）

[2
:0
0,
2:
30
）

[2
:3
0,
3:
00
）

[3
:0
0,
3:
30
）

[3
:3
0,
4:
00
）

[4
:0
0,
4:
30
）

[4
:3
0,
5:
00
）

[5
:0
0,
5:
30
）

[5
:3
0,
6:
00
）

[6
:0
0,
6:
30
）

[6
:3
0,
7:
00
）

[7
:0
0,
7:
30
）

[7
:3
0,
8:
00
）

[8
:0
0,
8:
30
）

[8
:3
0,
9:
00
）

[9
:0
0,
9:
30
）

[9
:3
0,
10
:0
0）

[1
0:
00
,1
0:
30
）

[1
0:
30
,1
1:
00
）

[1
1:
00
,1
1:
30
）

[1
1:
30
,1
2:
00
）

[1
2:
00
,1
2:
30
）

[1
2:
30
,1
3:
00
）

[1
3:
00
,1
3:
30
）

[1
3:
30
,1
4:
00
）

[1
4:
00
,1
4:
30
）

[1
4:
30
,1
5:
00
）

[1
5:
00
,1
5:
30
）

[1
5:
30
,1
6:
00
）

[1
6:
00
,1
6:
30
）

[1
6:
30
,1
7:
00
）

[1
7:
00
,1
7:
30
）

[1
7:
30
,1
8:
00
）

[1
8:
00
,1
8:
30
）

[1
8:
30
,1
9:
00
）

[1
9:
00
,1
9:
30
）

[1
9:
30
,2
0:
00
）

[2
0:
00
,2
0:
30
）

[2
0:
30
,2
1:
00
）

[2
1:
00
,2
1:
30
）

[2
1:
30
,2
2:
00
）

[2
2:
00
,2
2:
30
）

[2
2:
30
,2
3:
00
）

[2
3:
00
,2
3:
30
）

[2
3:
30
,0
:0
0）

图2 疫情前外地车出行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历年深圳市道路卡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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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疫情后机动车全天24h出行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历年深圳市道路卡口数据）

1.3 常态化向非工作日转移特征明显，疫情期非工作日出行明显减少

疫情前常态化交通运行下，外地车出行特征呈现由工作日向非工作日转移特征。根据车牌识别数据分

析，2018年深圳市非工作日日均外地车出行车辆总数为89.3万辆 （其中周六91.9万辆，周日86.6万

辆），比工作日日均外地车出行总数多4.9万辆。占全路网机动车车辆总数36.2%，比工作日提高3.5%。

与2016年相比，2018年非工作日外地车出行车辆总数不降反增，外地车出行向非工作日转移趋势明显。

而疫情期间，考虑到外地通行加大疫情感染风险，外地车出行特征以通勤出行为主，商务、旅游、休闲等

出行受疫情影响严重，出于安全考虑，非工作日外地车出行规模相比常态化出行明显减少。

84.4 84.0 

81.6 

84.0 

87.7 

91.9 

86.6 

76.0

78.0

80.0

82.0

84.0

86.0

88.0

90.0

92.0

94.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图4 常态化外地车出行规模周特征分布 （单位：万辆）（数据来源：历年深圳市道路卡口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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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规模持续提升，疫情期通勤加剧本地化使用

根据历年车牌识别数据分析发现，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规模逐年提升。受疫情影响，以通勤出行为主

的外地车出行进一步加剧了本地化使用特征。根据粤B车辆每月通行情况，确定 “本地化使用”外地

车标准[3，4]。常态化下每辆粤B牌机动车每月工作日 （按22天计算）通行天数中位数为13天，平均数

为12.7天，将外地车 “本地化使用”天数标准取整定为13天。按此标准测算，2018年外地车 “本地

化使用”达到34.7万辆，比2016年增加8.9万辆。常态化下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规模持续提升。疫情期

间暂停 “限外”政策，释放了高峰期间对外地车的限制。考虑到公共交通存在较大感染风险，外地车拥

车用户的通勤特征进一步加剧了外地车的本地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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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本地车工作日出行天数分布 （数据来源：历年深圳市道路卡口数据）

2 后疫情时代外地车管控策略探索

2.1 延续限行的行政管控手段，从不同维度优化既有政策

短期内考虑到暂停 “限外”期间交通压力持续加剧，以及持续保障 “限购”政策的时效，可继续推

行外地车管控政策。但为了提升外地车需求管控效果，以及兼顾城市包容性与运行效率，建议从优化管

控时长、实施总量调控两个角度推进既有 “限外”政策优化。

2.1.1 既有政策优化原则

在借鉴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天津等城市 “限外”政策经验的基础上[5]，梳理国内各城市

“限外”政策特点。结合深圳当前外地车出行特征与既有政策特点，明确 “外限外”政策优化思路与

原则。

表1 主要城市外地车调控政策梳理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城市
管控时段 管控区域

高峰时段 非高峰时段 全市 部分区域

周六日

限外措施

通行总量管

控措施
额外条件

深圳
4h（早晚

各2h）
无 全市 N/A 无 无 无

北京
5h（早2h；

晚3h）
尾号限行 N/A 五环 （含）内 无

全年最多84天，12次申请

通行证，每次最多待2天
申请进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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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管控时段 管控区域

高峰时段 非高峰时段 全市 部分区域

周六日

限外措施

通行总量管

控措施
额外条件

上海
8h（早3h；

晚5h）
N/A N/A 高架路 无 N/A N/A

广州 N/A N/A N/A
越秀区等部分

区域
无

连续行驶时间最长不超过4

天，再次驶入须间隔4天

以上

N/A

杭州
4h（早晚

各2h）
尾号限行 N/A

绕城高速内+萧

山区部分区域
无 N/A N/A

天津
5h（早2h；

晚3h）
尾号限行 N/A

外环线 （不含）

内部区域
无 N/A N/A

（1）缓解交通拥堵，减少拥堵时段外地小汽车对交通压力冲击。交通拥堵时段强化外地车出行管

控，释放拥堵时段道路资源，缓解交通拥堵，保障全市道路交通高效运行。

（2）均衡城市资源，合理调节本地车与外地车交通资源分配比重。对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进行适

当管控，减少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过多占用全市交通资源，均衡城市资源分配。

（3）保持城市活力，保证外地车来本市必要的商务、旅游出行。以保证外地车必要的商务、旅游等

出行为前提，对外地车进行适当管控，为外地车提供适当便利性与灵活性，保持城市开放性与包容性。

缓解交通拥堵 保持城市活力

原则

保证外地车来本
市必要的商务、
旅游出行

合理调节本地车
与外地车交通资
源分配比重

减少拥堵时段
外地小汽车对
交通压力冲击

均衡交通资源

图7 外地车需求调控政策优化原则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1.2 优化管控时长，进一步调节高峰期市内道路交通资源分配

当前全市外地车出行特征呈现向非高峰转移加剧现象，尤其是早晚高峰前后一小时内，外地车出行

相对集中，导致城市交通出现 “二次拥堵”。据此，建议根据外地车出行时间特征分布与交通拥堵特征

时间分布叠加，适当调整外地车管控时长，改善 “二次拥堵”。综合考虑实施效果和操作难度，分别提

出高、中、低三个方案供决策选择。

（1）高方案 （早7：00-10：00，晚16：00-19：30，早延长1小时，晚延长1.5小时）

通过车牌识别数据分析发现，早高峰限外时段过后的一个小时 （9：00-10：00）内外地车出行规模

持续增加，达10.8万辆。该时段通行外地车辆对 “二次早高峰”的贡献度达到29.3%。下午16：00

全市交通状况开始进入拥堵状态，晚高峰限外时段前的一个半小时 （16：00-17：30）内外地车辆对该

时段的交通拥堵贡献度达到了24.7%。因此建议对既有限外时长 （早7：00-9：00，晚17：30-19：30）

进行适度延长，延长至早7：00-10：00，晚16：00-19：30，早延长1小时，晚延长1.5小时。

通过模型分析，早高峰将限外时段延长至7：00-10：00时，“二次早高峰”平均拥堵指数将由4.0

下降至2.7，达到基本畅通等级；晚高峰限外时段延长至16：00-19：30时，晚高峰平均拥堵指数由

4.2下降至3.0，达到基本畅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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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外地车管控时长调整高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中方案 （早7：00-10：00，晚16：30-19：30，早晚各延长1小时）

早高峰限外时段过后的一个小时 （9：00-10：00）内外地车出行规模持续增长，达10.8万辆，该

时段通行外地车辆对 “二次早高峰”的贡献度达到29.3%。16：30-17：30间路网行驶外地车车辆数达

13.3万辆，该时段路网拥堵指数维持在4.3（拥堵等级），该时段内通行外地车辆对交通拥堵的贡献度

达到23.1%。因此建议对既有限外时长 （早7：00-9：00，晚17：30-19：30）进行适度延长，延长至

早7：00-10：00，晚16：30-19：30，早晚各延长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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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外地车管控时长调整中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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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模型分析，早高峰将限外时段延长至7：00-10：00时，“二次早高峰”平均拥堵指数将由4.0

下降至2.7，达到基本畅通等级；晚高峰限外时段延长至16：30-19：30时，晚高峰平均拥堵指数由

4.2下降至3.2，达到基本畅通等级。

（3）低方案 （早7：00-9：30，晚17：00-19：30，早晚各延长0.5小时）

早高峰限外时段前半个小时 （9：00-9：30）内外地车出行数量增长迅猛，增量达到6.4万辆，本

地车出行量减少7.9万辆。分析发现，但该时段内出行外地车在 “二次早高峰”时贡献度达到了

17.6%。晚高峰限外时段前半个小时 （17：00-17：30）内路网拥堵指数维持在4.3（拥堵等级），该时

段内通行外地车辆对交通拥堵的贡献度达到20.6%。因此建议对既有限外时长 （早7：00-9：00，晚

17：30-19：30）进行适度延长，延长至早7：00-9：30，晚17：00-19：30，早晚各延长0.5小时。

通过模型分析，早高峰将限外时段延长至7：00-9：30时，“二次早高峰”平均拥堵指数将由4.0

下降至3.0，达到基本畅通等级；晚高峰限外时段延长至17：00-19：30时，平均拥堵指数由4.2下降

至3.4，达到基本畅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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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外地车管控时长调整中方案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综合考虑三个方案在缓解交通拥堵、外地车管控力度，以及城市包容性程度三个角度对比，推荐中

方案 （早7：00-10：00，晚16：30-19：30）

表2 高中低方案优劣对比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方案 缓解拥堵程度 外地车管控力度 城市包容性程度

高方案 高 高 低

中方案 中 中 中

低方案 低 低 高

2.1.3 实施总量管控，进一步提高外地车出行需求灵活性与弹性

针对外地车规模与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规模双增长，通过外地车通行总量控制，保证外地车必要

的商务、旅游等出行同时，重点对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进行管控。减少该类外地车因过多占用城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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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资源，增加交通运行压力。分别以季度、月度、周为周期提出外地车总量管控方案。

（1）季度方案 （每个季度工作日最多通行39天）

重点对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辆进行管控，每个季度 （工作日）每辆外地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

39天，下一季度开始，上一季度天数自动清零。超过行驶条数按照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

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罚。初步测算，该方案实施下，每个季度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

地车出行约减少1.2亿车公里周转量。

粤B车每月（工作日）
出行天数中位数13天

粤B车每月（工作日）
平均出行天数12.7天

外地车每月（工作日）“本
地化使用”标准为13天

季度总量控制
（工作日）为39天

图11 “季度方案”出行天数确定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月度方案 （每个月工作日最多通行10天/13天/15天）

根据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辆使用标准，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13

天，从方便车主操作与政府监管角度，对该方案细化为三个可选子方案：一是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

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10天；二是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13

天；三是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15天。下一月开始，上一月天数自动

清零。超过行驶条数按照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罚。初

步测算，该方案实施下，每个月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出行约减少2000万～7000万车公里周转量。

粤B车每月（工作日）
出行天数中位数13天

粤B车每月（工作日）
平均出行天数12.7天

外地车每月（工作日）“本
地化使用”标准为13天

月度总量控制
（工作日）为10天

方便车主操作与
政府监管（适当收紧）

方便车主操作与
政府监管（适当放宽）

月度总量控制
（工作日）为15天

月度总量控制
（工作日）为13天

图12 “月度方案”出行天数确定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综合考虑 “常态化外地小汽车”管控效果，以及方便外地车主操作和政府监管，对三个子方案进行

评估，月度方案下综合推荐子方案一：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10天。

表3 三个子方案效果比选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子方案 （1） 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10天

效果评估
该方案实施下，每辆外地小汽车每月可在本市实际通行天数为18天 （工作日10天+非工作日8

天），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出行约减少7046万车公里周转量。

子方案 （2） 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13天

效果评估
该方案实施下，每辆外地小汽车每月可在本市实际通行天数为21天 （工作日13天+非工作日8

天），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出行约减少4145万车公里周转量。

子方案 （3） 每个月 （工作日）每辆外地小汽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15天

效果评估
该方案实施下，每辆外地小汽车每月可在本市实际通行天数为23天 （工作日15天+非工作日8

天），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出行约减少2073万车公里周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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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方案 （每周工作日最多通行3天）

每周 （工作日）每辆外地车最多可累计在全市通行3天，下一周开始，上一周天数自动清零。超过

行驶条数按照 “违反禁令标志指示行驶”的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罚。初步测算，

该方案实施下，每周全市 “本地化使用”外地车出行约减少1036.1万车公里周转量。

粤B车每月（工作日）
出行天数中位数13天

粤B车每月（工作日）
平均出行天数12.7天

外地车每月（工作日）“本
地化使用”标准为13天

周总量控制
（工作日）为3天

图13 “周方案”出行天数确定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考虑三个方案在监管技术要求、外地车集中天数出行弹性、负面效应等角度综合对比，推荐方案二

（月度控制，每月工作日最多通行10天）。

表4 三种方案优缺点比选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方案 优点 缺点 推荐星级

方案一

（季度控制）

◆ 弹性较好，可以保证季度内的集中

连续出行

◆ 周期长，车主天数统计相对困难；

◆ 以季度为单位，监管数据规模较大，

技术要求相对较高

★★★

方案二

（月度控制）

◆ 弹性较好，可以保证月内集中天数

连续出行；

◆ 以月为单位，监管数据规模较小，

技术要求相对较低

◆ 周期较长，车主天数统计相对困难 ★★★★★

方案三

（周控制）

◆ 周期短，车主出行天数统计容易；

◆ 以周为单位，监管数据规模小，技

术要求相对较低

◆ 弹性较差，对超过三天的连续出行

无法保障；

◆ 以周为单位容易促进外地车每周用

满三天

★★★★

2.2 逐步取消 “限外”政策，采用经济手段本地外地一视同仁

2.2.1 建立车辆 “用者自付”体制机制，实现小汽车外部成本内部化

实现小汽车外部成本内部化，建立 “用着自付”计算方法体系[6-8]。历年来小汽车出行的竞争优势

依旧明显，究其原因是由于小汽车出行尚未完全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用者自付”机制尚不完善。小

汽车使用过程中支出成本也远远没有与实际成本挂钩。对于一辆私家车而言，私家车的出行成本主要分

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私家车主支付过的内部成本，另外一部分是私家车主没有支付的，而是由社会上其

他人承担的成本称作外部成本 （或者称为外部性或 “隐藏成本”）。精准计算小汽车负外部成本，建立小

汽车 “用者自付”机制，持续监测不同区域、不同时段的小汽车负外部成本，是精准制定经济杠杆调节

政策的重要前提。结合国际经验，小汽车负外部成本通常包括交通拥堵负外部成本、交通事故负外部成

本、空气污染负外部成本、噪音负外部成本以及温室效应负外部成本。以深圳为例，2019年全市范围

高峰期小汽车负外部成本约18元/人次。经济杠杆调节政策需要在小汽车出行中收取相应负外部成本，

来减少不必要的小汽车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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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外部性

交通负外部性

交通负外部性分类

交通拥堵 交通事故 交通噪音 交通尾气 温室效应

路段
延误法

统计生命
价值法

欧盟平均
成本法

排量
折算法

排量
折算法

平均出行距离

不同排放标准下
小汽车二氧化碳
的排放因子
小汽车出行总量

单位二氧化碳处
理成本

√

√
√
√

小汽车出行总量
平均出行距离
单位噪音处理成本
人口、GDP调整
系数

√
√
√
√

统计生命价值

历年交通事故数据

交通事故死亡、
受伤风险价值
交通事故直接、
间接经济损失

√
√

√

√

各等级道路里程
高峰期流量

高峰期小汽车
满载率

高峰期车速

√
√
√
√

平均出行距离

不同排放标准下
小汽车各类空气
污染物的排放因子
小汽车出行总量

各类污染物单位
处理成本

√

√
√
√

图14 小汽车负外部成本计算体系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2 选定经济杠杆调节的政策载体，实现精准时空、精准对象调节

经济杠杆调节小汽车出行需求政策的目的之一，即实现小汽车外部成本内部化，减少不必要的小汽

车出行。让小汽车使用者为其出行过程中的所有成本买单，进而促进小汽车出行向绿色交通转移，提高

道路资源利用效率。当前小汽车调控政策未能加载小汽车外部成本，一方面导致小汽车机动化分担率居

高不下，公共交通相对竞争力不足，一定程度制约了公交都市建设；另一方面，小汽车出行成本过低进

一步促进小汽车使用强度的提升，进一步加剧了道路资源分配的失衡。基于小汽车负外部成本计算机

制，需要选定合适的经济杠杆调节政策，作为实现 “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政策载体。当前国际主流的调

控使用的经济杠杆措施包括交通拥堵收费、低排放区、停车收费等。提高停车收费虽一定程度能够反映

外部成本，但与国家当前鼓励市场化收费导向不符，且较大比例非经营性停车场占比在30%以上，将

停车收费作为负外部成本的承载政策，可操作性相对较弱。综合考虑时空精准调控能力、全局对象调控

能力以及实现小汽车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精准程度，拥堵收费具有较明显的精准调控能力。拥堵收费具备

对对燃油车、新能源等不同车辆类型，高频车、低频车等不同出行特征车辆，以及通勤出行、非通勤出

行等不同出行目的车辆根据实际需要实现精准需求调控能力。与此同时，拥堵收费政策落地实施仍需要

一些突破。深圳市可借助经济特区的独立立法权，以及广东省将行政事业性收费权下放至深圳的契机，

推进拥堵收费政策方案，在全国输出深圳样板。

2.2.3 探索收费费率的动态调节机制，动态调节交通拥堵与资源闲置

借助经济杠杆手段调节外地车出行需求的主要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收费，而是希望通过提高外地车

使用成本，引导外地车合理使用、理性购车，促进城市交通出行结构优化调整，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除

了上一节提到的经济杠杆手段，还要注重与动态交通结合，建立收费费率与交通运行的动态调节机制。

在此作用机制下，收费政策也会改变以往市民对政府收费政策 “只增不减”的刻板印象。当交通运行优

于控制目标时，政策启动下调收费标准；而当交通运行情况出现恶化，远离目标值时，会适当提高收费

标准。充分借鉴新加坡等国际先进城市经验，每个季度定期对交通运行情况进行综合评估。格局评估结

果，以所在片区交通负外部成本是否偏离控制目标为调控收费标准依据，实行双向调控，即负外部成本

高于目标阈值，则提价；反之，降价。通过动态调节机制，是道路交通处于既不拥堵也不致出现道路时

空资源闲置状态。建立路网速度与小汽车负外部成本的关联关系，将收费费率与路网车速关联。路网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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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度越高，小汽车负外部性越低；反之，越高。根据路网车速对拥堵收费费率进行调节，调节周期为每个

季度调节一次。

时空精准调节能力

全对象调控能力

可操作性能力

提高停车价格

重启路外停车调节费

调控能力

完全具备

基本具备

较弱

区域拥堵收费 时空精准调节能力

全对象调控能力

可操作性能力

调控能力

完全具备
方案：实施拥堵收费

与国家政策导向不符：根据国家号召，所有经营性停车场
定价市场化

市场化提价动力不足：全市出行停车泊位（商业场所配建类）
供给一直处于相对充足的状态（出行泊位占比30%）

方案一：提高停车收费

方案二：重启路外停车调节费

与国家政策导向不符：2017年深圳响应国家政策，经营性
停车场定价80%市场化

非经营性停车场逐年增加：截至2018年全市非经营性泊位
70万，占比33%（相比2014年10%）

需要增加信息化投入：对全市1万个停车场实时电子监控，
保全市1万个停车场数据传输率和准确率达99%（当前仅有
50%-70%）

既有政策法律体系不健全：需“修订法律+纳入行政事业
性收费”。2017年广东省将行政事业性收费审批权力下放
至深圳；

市民接受程度不足：拥堵收费政策是充满争议的，实施
拥堵收费政策最大的障碍之一是公众的接受程度；

政策方案相对复杂。作为新的收费政策，社会影响较大，
兼顾区域内外人群影响、确定收费费率等方面相对复杂，
需对各环节深入研究

具备可操作性，
但要一些突破

完全具备

区域+干道拥堵收费

实
施
拥
堵
收
费

提
高
停
车
收
费

■ 

■ 

■ 

■ 

■ 

■ 

■ 

■ 

图15 经济杠杆调节政策载体比选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负外部性计算

确定收费费率

否

速度优于阈值 速度劣于阈值

结束触发调节阈值

是

交通运行
车速监测

负
向
（-）
调
节
收
费
费
率

正
向
（+）
调
节
收
费
费
率

图16 费率动态调节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2.2.4 启动收费政策试点实施方案，“以点带面”走通法律、技术流程

拥堵收费等经济杠杆调节手段，是关系市民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虽然具备较好的调控能力，

但政策落地实施仍面临一定困难。一是政策实施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需要修订相关法律，为政策实施

提供法律保障。以深圳为例，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可修改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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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省将行政事业性收费审批权力下放至深圳，为深圳实施拥堵收费提供了收费依据。二是拥堵收费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收费区域、对象、费率、时段、技术等均需要较长时间的论证过程。三是民众

对政策的支持力度直接决定了政策的成败[9]，需要给群众一个了解和接受的过程。因此结合斯德哥尔摩

等国际城市经验，建议优先启动拥堵收费政策试点工作，按照 “先试行—见实效—再实施”的原则，让

老百姓逐步理解和认可拥堵收费政策，为后续全市范围推广做铺垫。

1.中心城区 2.交通拥堵片区 3.重点就业片区 4.公交发达片区 5.面积大小适宜

基于需求管理拥堵收费方
案框架，试点方案主要在
中心城区内部区域选取

根据中心城区交通小区
拥堵情况，选取排名拥

堵十大片区

基于上述中心城区十大拥
堵片区，选取就业岗位集
中，居住较少的片区

选取面积大小适中，围
合区域片区

基于上述拥堵片区，就
业岗位片区，选取公共
交通出行可达岗位规模

较大的片区

图17 拥堵收费政策试点区域选取方法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3 结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国各地纷纷暂停外地车限行政策，充分保障外地车通行。疫情为我们提供了反

思外地车管控政策的契机，随着疫情防控进入 “后半程”，外地车出行需求该如何调控？与此同时，国

家多部委频频要求放宽 “限购”政策背景下，作为 “限购”政策的重要补充，“限外”政策又该何去何

从？后疫情时代在重振城市经济与保障交通运行的前提下，亟需探索一套外地车需求调控的长效机制。

本研究基于车牌识别等大数据，深入分析疫情前后外地车出行特征变化。针对未来政策发展不确定性，

提出两种外地车管控政策场景：一种是继续沿用过往限行的行政手段，但需对 “限行”政策进行优化；

另一种是逐步取消 “限外”政策，采用经济手段调控出行需求，与本地车一视同仁。第一种场景下，结

合外地车出行特征，从优化管控时长和实施总量管控两个维度提出优化方案。第二种场景下，建议建立

“用着自付”的方法体系，实现小汽车外部成本内部化。比选不同经济杠杆调节手段选定政策载体，实

现车辆精准时空、精准对象调节；为了保证道路运行与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建立费率动态调节机制，

并启动试点实施工程，以点带面推进全市外地车需求调控政策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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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深圳市对外物流发展思考与建议

周略略 安 健 朱启政 何少辰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使得全球产业链停工停产且恢复难以预期，城市产业园区、居住小区 “封闭”，从供给

侧到需求侧、从国内扩大到全球范围，不同领域物流环节深受冲击。本文通过剖析疫情爆发阶段深圳生产、流通等领域

的变化，进一步预判疫情对外物流的正负面影响，预判城市对外物流的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并对后疫情时代深圳物

流行业发展方向、发展策略、重点布局领域等提出建议。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对外物流；供应链；影响评估；发展策略

0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自2020年1月暴发以来，据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数据
[1]显示，截至4月30日全球病毒

感染病例累计确诊310万余人，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其影响。各个国家相继颁布居家隔离禁令，大部

分企业不得不停工停产，全球交通运输中断、各类商业活动被限制，各个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 《变革中的全球化：贸易与价值链的未来图景》[2]报告一文指出，全球2/3

的贸易只涉及中间产品，其上下游产业链分布在全球各个区域，特别是汽车、计算机和电子及机械行

业，其在全球贸易占比中达35%。疫情全球暴发，中间产品供给侧、需求侧、运输侧均受到影响，电

子、机械设备和汽车产业尤为明显。深圳市物流业作为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进出口贸

易经济的重要支撑，其外向性特征明显，受疫情影响也较为明显。

为了明确新冠疫情对深圳对外物流的影响程度，本文在分析疫情引发物流发展环境、物流需求等变

化的基础上，评估深圳市以海运、航空和干线公路 （高快速路）运输方式为主的对外物流系统 （本文对

外物流主要考虑深圳市与外部城市、地区间的货运交换，不包括深圳市城市内部物资流动）受疫情影响

程度。结合疫情后社会、经济发展趋势，对深圳市对外物流未来发展方向、发展策略及重点布局的领域

提出相应建议。

1 疫情影响下的深圳市对外物流发展变化

1.1 对外物流市场需求变化

作为服务城市生产、生活物资流通的第三产业，深圳市物流业主要为农业产品、工业产品、进口货

物以及邮政行业快递等提供运输及仓储服务，其中工业产品和进出口货物的物流总额占比近97%
[3]，

是对外物流的重要货物来源，因此工业、进出口外贸经济是影响外物流需求的重要因素。而疫情发生以

来，深圳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较大幅度下降，2020年一季度深圳市地区生产总值为5785.60亿元，

同比下降6.6%
[4]，整体发展环境不佳，同时工业和进出口经济态势也在不同程度下降，给下游的对外

物流造成较大的货源压力。

1.1.1 制造业市场疲软引发货运需求下降

制造业一直以来是深圳市的重要支柱产业，占GDP比重接近40%。2020年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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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3.7%
[4]，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下降10.2%和9.5%
[4]，制造业市场活力下降。根据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开展的 《疫情下的行

业调研系列报告》[5]，疫情发生后，新能源汽车、物联网、半导体、机械、氢能与燃料电池等工业产品

产量均呈不同程度下降，如95.8%的物联网硬件终端供应商反映订单减少、48.5%的氢能与燃料电池

企业反映市场整体停滞或下滑。市场疲软带来工业产品流通需求下浮，货物运输需求呈现下降趋势。

1.1.2 对外贸易短期冲击明显，货物进口、出口需求波动

2019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为29773.96亿，超过了当年的GDP总量，经济对外依存度达110.6%
[6]，

是我国典型的外贸大市，因此其深圳受国外需求影响进出口贸易波动幅度较大。2020年一季度全市进出口

总额为5747.8亿元，同比下降11.7%，进出口货运量3897万吨，较去年同期下降9%
[4]。4月份略有好

转，货运量逐步回升，但仍未恢复到疫情发生前水平。出口 “大头”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

面临考验，2月份出口额分别为397.8、281.5亿元，仅为去年同期的一半
[4]。尽管3、4月份略有回升，

但总体上看进出口贸易发展态势不稳定，下游进口、出口等中转需求将呈现一定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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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深圳市货物进出口金额月变化情况 （单位：亿元）（数据来源：《深圳统计月报2020》）

1.2 对外物流通达性变化

1.2.1 海运国际货运航线停航

各国相继切断交通联系，国际商品贸易量锐减，进而导致国际航运市场需求减少，削减运力已成为

2020年国际航运市场的主旋律。航运咨询机构AlPhaliner在5月初的报告中称，截至4月29日全球范

围内停航艘次总数已经升至265TEU
[8]，停航比重占到了正常运力的11.3%。其中涉及深圳港的线路

约16条，主要包括深圳—亚洲、深圳—北欧、深圳—北美、深圳—美国东海岸贸易航线。而欧盟、美

国作为深圳最大的贸易伙伴，航线停航对外贸出口制造企业产生较大冲击。

表1 疫情暴发以来深圳港航运线路停航线路数 （单位：条）

深圳港航区 2019年12月航线 2020年3-4月份停航线路条数

北美 30 4

南美 12 1

欧洲 1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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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深圳港航区 2019年12月航线 2020年3-4月份停航线路条数

地中海 15 2

亚洲 113 4

  （数据来源：搜航网http：//www.sofreight.com/news_42456.html）

1.2.2 航空运输通达城市减少

为坚决遏制境外疫情输入风险高发态势，自3月29日起，民航局规定国内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任

一国家的航线只能保留1条，且每条航线每周运营班次不得超过1班；外国每家航空公司经营至我国的

航线只能保留一条，且每周运营班次不超过1班
[9]。

疫情爆发前深圳国际通航国家60个，全货机线路19条，航空货运结构中客机腹舱带货占比达

55%以上，客机停飞导致货运能力受到较大影响。截至4月底，货机恢复到疫情前水平19个，客运航

线依然停摆。多家航空公司利用客机资源开通 “客改货”航线，累计运营 “客改货”航线超过20

条[10]，主要通达区域包括东南亚曼谷、吉隆坡、新加坡，东亚大阪，北美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等

城市，但恢复程度仍不及疫情暴发前的一半。

1.2.3 公路运输网络保持通畅

疫情暴发前期，各城市执行不一的交通管制标准，部分城市限制非属地车辆通行，出现车辆到达目

的城市后不能下高速的情况。2月15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2月17日零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全国

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的通知，深圳市所有高速公路货运车辆均免费通行，并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

之际，免费通行政策在5月6日0时结束
[11]。

因此公路运输网络方面，早期受末端出入口通行不畅、后期高速公路收费站需接受防疫检测等因素

影响，货车在运输通行时间上略微增加，但总体上公路通达性基本保持良好。

1.3 对外物流服务效率变化

疫情暴发前期，不同区域、城市为防控人员流动增加传染采取了不同管制措施，物流从业人员复工

不确定性增加。加上疫情高峰期从业人员往返国内不同省份间需居家隔离14天，部分物流业务开工时

间无法预估，整体对外物流工作效率受到影响。

疫情在全球各个国家相继暴发后，空运和海运运输渠道受阻，在运输时间上相较以往增加更多不确

定性，同时各国在货物检验检疫更严格，除增加货物检测次数、设置防疫消毒站点外，截至3月5日至

少24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货物贸易采取管制措施
[11]。层层关卡降低了物流流通效率，物流整体服务效

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1.4 不同运输方式物流量变化

疫情引发经济发展疲软，深圳市物流业务量骤降，疫情最高峰时期 （今年2月份），全市对外物流

为1716.5万吨，仅为去年同期的64%
[7]。此后以集装箱运输为主的海运量虽有小幅上升，但仍难恢复

至疫情前水平，航空、公路物流量经历短暂下降逐步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并呈略微上升态势。

1.4.1 港口物流量大幅下降

深圳海运行业今年前4个月港口吞吐量同比下降近9%，集装箱吞吐量下降13.4%，尤其是国际货

物运输业务下降明显。盐田港以汽车、家具、机电等为主的远洋货物运输降幅超过五成，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开票总金额较2019年同期下降33.51%，海运贸易颓势呈蔓延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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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港口集装箱吞吐总量月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深圳市城市交通运行月报 （2020年）》）

1.4.2 航空物流需求逆势增长

深圳航空货运行业受疫情影响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2月份，我国疫情严重时，航空货运

下降明显，跌幅超过51%。第二阶段为3月初国内疫情初步控制后，大量企业复工复产，国内航空货

运量逐渐恢复，此外该阶段国外疫情暴发防疫物资出口需求增加，在 “客改货”政策的支持下，国际货

物量增长明显，3、4月份以来保持高速恢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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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机场货邮量及国际空运货物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深圳市城市交通运行月报 （2020年）》）

1.4.3 公路物流承担经济流通主要角色

疫情高峰时期，深圳市公路物流降幅明显，较去年同期下降幅度近50%。但自3月份物流企业复

工复产以来，公路物流开始高速增长，3、4月份公路货运量均超过去年同期水平，其中4月份环比增

长30%，说明国内物流需求仍然较为强劲，而公路物流承担深圳经济流通的主要角色。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引起深圳市对外物流格局发生较大变化，如市场需求缩减、对外联通度锐

减、物流企业运营效率下降，具体有以下三点变化。

一是整体上对外物流市场需求萎缩，尤其是以汽车、机械等大宗货物为主的生产、消费量下滑，加

上海运线路通达性降低、铁路设施短板难以短时间补齐、出口查验手续流程增加，海运为主的国际大宗

货物运输出现明显下滑。二是航空货运市场高附加值的货物结构发生转变，出现以电子产品为主的进出

口下降、防疫物资出口上升为主的现象，并且在国家系列航空政策鼓励下，国际性的航空运输物流逐步

回升。三是国内贸易经历短暂的下降后，各类产业相继复工复产，公路物流经历短暂波动，但基本维持

原有服务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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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后疫情时代对外深圳市物流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1 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特征

疫情全球暴发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严重冲击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打乱了世界经济运

行的整体节奏，实体经济供需两端受损。疫情控制之后，各个国家要花费较长时间修复疫情给经济造成

长期的、严重的损害，国家之间的产品、服务贸易等将不同程度下降。虽然面向外贸市场，深圳市通过

完善出口退税、加大信贷和保险支持等措施稳定外贸，但是提升其他国家需求是当前难以跨越的难题，

因此外贸经济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缓慢复苏。

面向国内市场的投资和消费方面，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 “新基建”，鼓励5G基建、特高压、城际

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发展，

以5G为代表的 “新基建”投资兼顾短期拉动经济和中长期释放经济增长潜力的作用，成为点亮经济发

展未来的新希望；另一方面国内疫情逐渐稳定后，工厂和员工相继复工复产，在人们生产生活逐渐恢复

到正轨之际，国家鼓励城市采取多种形式促进居民消费 （如免费发放消费券），以刺激消费快速恢复。

总体上看，过去外贸、消费和投资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三大引擎，未来一段时间内该结构将发生

变化，经济提升将主要依靠投资和消费拉动。对于外向型经济突出的深圳市来说，其对外物流服务市场

面临同样的挑战和机遇。

2.2 深圳市对外物流主要面临挑战

2.2.1 国际物流市场不稳定性长期存在

疫情在全球蔓延，深圳市产业供应链面临严峻挑战，突出表现为电子信息、机械设备、医药等全球

性生产产业影响巨大。深圳自日韩进口主要以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为主，疫情发生后日韩

降低此类产品出口，导致原材料及产成品涨价或供应短缺，对汽车、消费电子、半导体等下游产业产生

负面影响[13]。深圳电子信息行业的存储器、通讯芯片、高端显示器件、各类传感器等设备主要来自美

国、中国台湾[14]，疫情影响叠加中美贸易战，导致多数产品和原材料供应稳定性难以保障。深圳物流

发展过程中，凭借服务电子信息、机械设备等产业，逐渐向产业供应链、供应链金融等高附加值业态延

伸。疫情引发全球生产型产业链上的企业业务不稳定性将长期存在，服务于该类产业的物流业务同样面

临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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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国内物流市场需求波动幅度大

疫情对于物流需求主要带来两方面的不稳定，一方面经济下行，居民、企业在汽车、电子、纺织服

装和商贸零售等行业的需求受到压缩，面向国内市场的大宗货物物流、零担专线物流需求下降明显。另

一方面人们居家隔离，蔬菜、肉类原材料等生活基本消费，以及基础防疫用品 （口罩、消毒液等）、营

养保健品等线上消费增长明显，带来快递、快运需求增加。以深圳市为例，疫情中消费者选择垂直电商

网站、APP（如盒马 APP、每日优鲜）以及社区微信点单的占比，分别比疫情前增加了6.6%和

4%
[15]。消费市场的此消彼长、疫情不稳定因素长期存在，会引发生产、生活等不同领域产品流通需求

起伏不定，国内物流业务需求在较长时间内也会上下波动[16]。

2.2.3 物流综合成本提高

延期复工期间，物流企业仍需承担租金、水电、工资、社保、银行利息等刚性成本；顺利复工后，物

流企业为保证人员健康，需要为员工配置防疫物资，同时为保证疫情不影响业务运作，企业需对仓库进行

消杀消毒等，企业运营、仓储成本增加。此外，传统海运运输渠道受阻，在运输时间上相较以往增加更多

不确定性，空运航班取消率高，舱位紧张且运价上涨，汽运市场资源少运费上调；各国、各地区货物检验

检疫更严格，清关时间增加，这些不同环节的物流成本增加，最终都将导致物流综合成本的上涨[17]。

2.3 深圳市对外物流发展主要机遇

2.3.1 疫情期间线上消费助力物流智能化发展

疫情期间消费者购买生活用品时选择传统渠道的占比减少，更多的转移到线上渠道。其中，无接触配

送❶等模式的推出，为智能化配送营造了良好的技术环境。以丰巢为龙头的智能快递柜、以大疆为首的无

人机配送模式，其受市民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以此为代表的城市智能化配送获得新一轮的市场发展动能。

2.3.2 航空物流发展优惠政策紧密出台

3月份以来，为了满足全国生产消费物资需求，国家各级部门总共提出10余条具体优惠政策，促

进航空货运发展。从航权、航线、时刻等资源向货运倾斜，到鼓励企业增加新货机、发展全货机航线，

再到减少审批环节、提升审批效率，航空货运政策全面优化。深圳市航空物流发展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

期，一直以来国际货运航线、时刻资源不足的问题，未来将得到不断优化，航空物流发展将具有广阔的

发展空间。

表2 国家各部门关于促进航空货运发展的重点支持政策

日期 国家部门 意见 相关内容

2020.3

2020.4

民航局

支持货运航班使用

部分 机 场 的 白 天

时刻[18]

开设航线航班审批绿色通道，简化国内货运航权审批，实施航班备

案制；放宽国际货运航权管理，扩大一类国际货运航线颁发国家经

营许可的范围；研究晚间部分时段的货运时刻，不计入调控总量范

围、支持货运航班使用部分机场的白天时刻、优化货运高峰期的临

时加班审批等措施。

《关于进一步优化货

运航线航班管理政

策的通知》[19]

提高我国航空货运能力，增强我国物流行业国际竞争力，减少审批

环节、提升审批效率，帮助各航空公司更加灵活、高效地安排货运

航班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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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日期 国家部门 意见 相关内容

2020.3 国务院

对疫情期间国际货

运航 线 给 予 政 策

支持[20]

一要加强国际协作，畅通国际快件等航空货运，对疫情期间国际货

运航线给予政策支持。鼓励增加货机，发展全货机运输。

二要完善航空货运枢纽网络。对货运功能较强的机场，放开高峰时

段对货运航班的时刻限制。

三要健全航空货运标准，建立航空公司、邮政快递、货站等互通共

享的信息平台。升级改造现有机场设施，完善冷链、快件分拣等设

施。推进以货运为主的机场建设。

2020.4 国家邮政局

支持邮政等有全货

机快递企业开辟国

际新航线[21]

国家邮政局将继续支持邮政、顺丰、圆通等拥有全货机的邮政和快

递企业通过开辟国际新航线、增加新货机等方式来扩充运能。继续

指导企业用足用好现有的国际航空货运、中欧班列、海运快船，以

及周边国家陆路运输的相关运力资源。

2.3.3 新基建为深圳物流绿色化、智慧化创造新的发展动力

深圳市在新能源、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布局广泛，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截至2019年，

深圳市新能源物流车数量达7.6万辆
[3]，居于全球首位，其对充电桩的建设需求强烈。同时深圳物流与

供应链服务企业纷纷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和智能设备的研发应用，不断提升物流服务的效率和质

量，以技术巩固企业的市场优势。而以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特高压、5G基建、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等为代表的新基建项目投资，也将为疫情后深圳物流更加绿色化、智慧化发展提供动力。

3 后疫情时代对外物流发展思考与建议

3.1 持续拓展物流业发展网络

3.1.1 拓展国际货运航线网络，促进航空物流高端化发展

疫情叠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国家通过系列更为优惠的发展政策扶持航空货运发展。深圳市

在此过程中应争取更多航权和时刻资源，主动对接国际知名航空公司，持续拓展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网

络，积极布局一带一路、中东欧、东南亚等区域货运航线，夯实深圳航空货运基础。同时注重提升国际

货运竞争力，吸引大型综合物流服务商、货运航空公司进驻，依托深圳大空港地区临空经济发展和产业

转型升级，发展高端航空服务业、航空智造与临空尖端产业、临空高端服务业的等高附加值产业物流服

务，全面促进航空物流高端化。

3.1.2 加快铁路能力提升改造，夯实 “一带一路”市场

欧洲、北美等航运线路停运带来深圳海运市场贸易业务下降，海运时间长加上港口工作人员到目的港

后需要隔离14天，严重影响贸易交易效率。为保证深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贸市场的服务市场和能力，

对于欧洲、中东等长途跨地区运输，建议加快发展海铁联运等多式联运业务，充分利用港口集疏运体系与

铁路进港资源，加强统一调度与协作，合理调配运力，保持运输通道畅通。同时推进平盐铁路盐田站扩能

改造工程，配备现代化的中转设施，实现货运换装 “无缝衔接”，夯实 “一带一路”深圳市场。

3.2 创新物流发展模式

3.2.1 大力发展末端无人化配送

发挥深圳市科技产业优势，鼓励末端不同商业配送模式发展创新。扩大现有依托于高精度地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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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导航系统的无人车配送模式应用范围，解决社区或园区内 “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同时鼓励

无人车配送交付模式更先进、更人性化发展，推进无人车在障碍物、崎岖地形、电梯、楼梯等场景应

用，实现无人配送至办公室、到用户住宅，形成智慧配送深圳模式，实现全国推广。

3.2.2 扩大绿色货运成效

依托目前深圳电动物流车的推广成效，进一步加大纯电动货车充电设施土地保障、信息化平台建设

力度，扩大新能源车城市配送网络化效应；强化电动自行车末端配送管理，在有条件的区域设置特定时

段电动车专用通道，打造城市绿色经济配送车辆体系，建立具有深圳特色的绿色货运发展模式。

3.2.3 布局智慧物流枢纽

深圳市应抓住新基建的政策机遇，依托5G、人工智能优势，鼓励物流物业、物流地产开发企业全

面推进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数字化，积极布局智慧物流枢纽、物流园区工程。加速推进前海物

流园区、机场物流园区等物流枢纽智慧化发展，打通物流枢纽、物流园区上下游业务运作，实现如行为

管理、风险识别、场地管理等具体的流程变革，打造集运营管理、安全管控和数据分析为一体的智慧物

流园区管理平台。依托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建造包括运作监控、安全监控、智能传感、自动应急响应

及园区数据分析平台的综合性智慧物流园区，以科技全方位助力园区智慧化转型升级，打造具有市场竞

争力、引领业务高效发展的物流枢纽示范。

3.3 提高物流抵御风险能力

后疫情时代经济发展疲软，外加国际贸易局势动荡，深圳市物流产业未来发展面临诸多不确定性。

建议政府引导企业从全局出发，制定战略规划和政策部署，建立一整套全面风险管控体系，密切监控和

专人研究宏观经济、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市场竞争格局情况，前瞻性规划和调整物流业发展规划、布局和

政策制定，最大程度降低外部市场环境变化对深圳物流企业业务影响，营造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和政策

环境。

4 结语

新冠疫情作为2020年开局之初的 “黑天鹅”，同2003年的非典疫情一样，给深圳物流业发展带来

了挑战，但同时也带来了 “机遇”。本文在此背景下，通过分析深圳物流业发生的变化，提出深圳物流

业后疫情时代应发挥产业基础优势，通过优化物流网络、积极布局商业发展模式、提高物流抵御风险的

能力等措施，助力物流业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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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首都交通运行特征及启示建议

李春艳 郭继孚 孔 昊 刘常平 梁晓红 赵浙汐

【摘要】 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严重影响了城市正常运行，作为保障城市基础功能的交通系统面临诸多挑战。如

何以疫情为鉴，努力补足城市交通短板，把韧性、健康嵌入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全过程，提高交通运行

服务保障水平成为当前交通发展的主要问题。本文通过研究疫情期间北京作为首都和超大城市的交通运行规律变化，结

合国内外交通运输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及经验借鉴，提出我国后疫情时期交通发展的启示和建议。

【关键词】 新冠疫情；交通运行；预约出行；健康交通

1 战 “疫”期间首都交通运行特征的变化

疫情彻底改变了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疫情期间人们的出行行为发生了很大变化，出行缩减到只满

足于生存基本需求的底线，相对弹性的社会活动受到严重压缩，经调查超7成民众在疫情期间减少了外

出就餐、购物、休闲娱乐健身等与服务业相关的出行需求。春节过后的疫情发生初期，首都总体出行量

缩减到常态的20%左右，随着疫情逐步好转，历经四个月的恢复期，出行量逐步恢复至常态的

85%左右。

公共交通受疫情影响最大，自春节起超过一个月时间的轨交、公交日客运量低于200万，见图1。

且公共交通强度的恢复较为缓慢，截至6月11日再次突发疫情发生前，公共交通客运量仅恢复到去年

同期的70%。这表明，疫情影响下，民众对于人流更为密集的公共交通及相应的防疫安全水平缺少信

心，可能会对公共交通的发展造成长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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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疫情期间北京公共交通客流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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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相对安全的自行车等个体化出行方式受到青睐，尤其随着疫情好转和天气逐渐回暖，共

享单车的使用量恢复较快。公共自行车及共享单车骑行量在5月迎来快速增长，超过10%去年同期骑

行量，远超公共交通的恢复水平。由图2可见，如非受到6月上旬疫情影响，自行车出行很可能保持强

劲增长势头，承担大部分原有公共交通分流。个人代步工具成为在疫情期间的首选出行方式，且对未来

交通运行特征产生持续影响。相较于自行车，出租车出行强度恢复也较为缓慢，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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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疫情发生后间北京各出行方式同比变化率

相较于公共交通及自行车，小客车的出行强度受疫情影响最小，且强度恢复速度远超其他交通出行

方式，于5月初恢复到去年同期出行水平，见图3。数据显示，疫情恢复期周末的交通指数差异比去年

同期更加明显，进一步表明了民众非必要出行需求的减弱。

2 疫情中后期交通运输发展的国内外经验及启示建议

交通的运输流通属性决定了其为疫情传播中关键的因素之一，按照新冠疫情的发展特性，未来几年

全球居民生活可能都将处于交通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形之下。世界上许多城市标志性的城市规划和交通

方式革新都出于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19世纪的英国霍乱，1918年在纽约和墨西哥爆发的西班牙流

感都对城市交通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1]；巴黎更是在20世纪初期为应对鼠疫、天花、霍乱等卫生威胁，

对城市道路结构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扩宽改造[2]。而此次疫情中，英国、法国都在疫情防控指导中提出对

于未来城市交通转型的要求，意大利和美国的一些城市更是在疫情期间直接落实了道路改造及慢行系统

升级政策[3]。由此可知，新冠肺炎疫情为交通系统发展及变革带来了新的需求和方向，此次疫情中后期

的韧性交通系统及健康城市交通规划都将进一步推动城市交通的发展与革新。

2.1 积极推进交通慢行网络构建，重塑健康城市的街道空间

疫情期间，慢行网络的需求被不断放大。谷歌地图疫情报告显示，在新冠肺炎暴发中，美国居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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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为目的地的出行数量不降反增，同比增长超过50%，这说明疫情及疫情后人们对健康生活及良好

自然环境的需求极大增加，对公园可达性的优化提出要求[4]。新加坡从1992年便开始规划建设 “公园

连接道系统”，为居民提供直达公园的步行/骑行道路网络。截至2020年，新加坡 “公园连接道”总长

超300km，连接全岛超50个公园，体现了慢行交通系统与公共空间结合的重要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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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疫情期间北京交通指数变化

同时，纽约交通局数据显示，疫情期间，纽约骑自行车出行人数同比增加超20%
[3]，以汽车和公

共交通为主导的出行方式正在面临绿色化转变。比利时布鲁塞尔将建设城市人力交通基础设施视为疫情

后最首要的交通措施，将实施行人和骑行者优先措施，仅保留3条机动车道并将市区汽车速度限制在

20km/h以下。伦敦交通局同样将慢行网络构建视为疫情后交通建设的主要内容，在疫情期间额外投放

1700辆城市公共自行车及14个额外的自行车停泊点位以支持自行车及步行网络构建，并将疫情视为一

场交通革命的起点[6]。

疫情进一步催生了对慢行交通，个性化交通的需求，坚持慢行优先，鼓励采用绿色、低碳的出行方

式是我国城市交通发展方向。疫情期间城市慢行路网的建设作为对于现有交通网络结构的补充，在未来

持续推动社区交通网络完善发展。城市交通规划应紧抓这一契机，重塑城市街道空间，街道空间应该为

每个人提供更好、更安全的选择，街道空间应倾向于支持步行、骑行和高承载率的交通工具，每个想步

行的人，都有安全宽阔的人行道，每个想骑车的人，都可以使用专门的自行车道，逐渐将民众疫情期间

养成的绿色出行习惯延续下去，实现城市交通的绿色转型。

2.2 加快推进十五分钟生活圈的交通体系构建

由于疫情下居民出行方式选择受到较大影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的可达性受到极大挑战。当前疫情

情况下，全球许多城市重新强调了十五分钟甚至五分钟生活圈的体系构建要求，巴黎在此疫情下不断强

调十五分钟城市生活圈的重要性，推动紧凑型生态城市的建设，减少行程时间更长的汽车在城市中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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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7]。新加坡也在最新的交通发展战略中提出了步行、骑行20分钟可达区域邻里中心，公交45分

钟可达工作地点的交通发展目标[8]，着重强调社区内的交通效率及多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无缝衔接。

从交通规划方面看，十五分钟生活圈的建立涉及几个方面。一是推进 “小街区、密路网”道路结构

转型，加强社区内部交通网络的优化，提升道路密度及质量。谷歌出行报告显示，疫情期间英国及新加

坡住区范围内的短途出行比例不降反增，为所有出行目的地中的唯一增长点，说明居民在疫情影响下散

步需求及社区服务需求增大，其中新加坡社区短途出行比例同比提高了20%。在此背景下，可协同老

旧小区改造政策，深化老旧小区道路改造升级，打通 “断头路”、持续推进路侧停车规范化，适当开放

封闭小区及校园内部道路，增加空间渗透性及日常生活出行道路选择。二是提高自行车专用道延展性，

可通过在部分社区路网原有街道基础上压缩机动车车行空间的方式将自行车专用道由主干道向次干道及

社区道路延伸，并将车道引入住宅区，构成住宅区低流量高密度网络，落实骑车到家、步行到家的小街

区城市道路理念，用提升骑行步行效率的方式提升生活出行可达范围。三是针对社区服务点分布情况对

周边道路进行有针对性的优化升级，以确保社区服务中心、邻里中心等生活配套设施的覆盖范围和可达

性，对于周边生活配套设施较远的住区进行有针对性的步行道及自行车道补充，并通过公交线路补偿性

改线等措施对于该住区进行生活出行支持。

2.3 构建预约出行模式，倡导需求响应式公共交通服务，提升交通韧性和灵活性

疫情期间公共交通出行受到极大冲击，公共交通出行的恢复也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何借机提高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效率，许多城市从公共交通出行的各环节开展了多项工作，进一步提升公共交通的

吸引力。自疫情发生以来，北京地铁沙河站、天通苑站、草房站已陆续作为试点，施行高峰时段乘客预

约进站，预约乘客扫码后可快速进站，平均每人减少3～5分钟排队时间。通过构建地铁、公交专用道

等出行预约系统，运用信息引导、经济鼓励等综合手段，有效地调节出行需求时间分布，让人们不必在

路上排队，按照预约 “时刻表”准时、可靠、高效出行，引导市民有序按约出行。出行预约系统有助于

实现多模式交通网络互联互通、供需平衡，将多模式交通服务时刻表互相衔接起来，在交通运营与管理

中实现 “出行即服务”理念，达到交通系统由 “低效无序”到 “优化有序”的转化。

结合既定公交线路，通过大数据分析及具有独特参数的连续计算算法，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公交运营

商实现了疫情期间定制公交对传统公交线路的全面替换，按需调整线路及服务[9]。需求响应式公共交通

服务是先需求、后响应的预约定制型公交，是为出行起终点有一定关联性的出行提供预约出行，定制线

路，提供集约化、定制化、响应式、高品质的公共交通服务。在疫情期间，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杭州、成都、重庆等多个城市相继推出了需求响应式定制公交服务，作为多样化公共交通服务的重要组

成之一，将有利于推动公共交通优先发展策略，提升交通韧性和灵活性。

2.4 积极应对疫情中后期交通发展的新转型，推动未来交通长期可持续发展

结合我国在非典时期的交通发展规律，在经历过疫情时期出行不便及安全感缺失的影响后，个人出

行比例将持续保持上升趋势，个人代步工具 （PMD）及私家车市场可能迎来消费升级趋势。大量有中

长距离通勤需求的居民将从轨道交通中分流出来，成为新车主，刺激入门级汽车市场的发展。因此，应

积极利用此次机会，加大新能源车辆推广力度，推动整体汽车保有量快速从 “油车”向 “电车”转化，

实现可持续绿色转型。

此次疫情将推动交通大数据及交通智能化进程。新加坡通过其陆交局官方软件MyTransport-SG对

私人交通公司及公共交通数据进行整合，并在移动端平台提供所有交通相关的服务和即时资讯，向公众

提供平台化服务，平台对整体交通数据有全面把控，对疫情期间的交通行程回溯及疫情预警有着极为重

要的支撑作用。且平台数据可以用于进行城市交通数据综合分析，有助于高效统筹不同交通方式，优化

交通资源及城市结构。德国政府通过汉堡数字枢纽物流中心向物流企业提供官方数据支持，以提高疫情

期间的物流效率，满足疫情期间暴增的物流交通需求[10]。疫情期间智能物流成为城市韧性的重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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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随着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和5G技术的成熟，自动物流及自动驾驶将成为未来主流交通方

式。无人配送车在疫情期间不仅提供了生活物资的配送服务，更承担了许多向高危地区输送医疗物资的

任务，后疫情时代的交通规划势必要全面考虑对未来交通方式的开放性及适应性，为未来智慧城市发展

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

3 结语

2020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城市和生活都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影响。依照新冠病毒COVID-19

目前的发展特性，未来几年内人们生活可能都将处于疫情常态化的情形之下。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城市

及交通如何运转，以疫情为鉴，努力补足城市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短板，深入研究和把握北京作为

首都和超大型城市交通的运行规律，把韧性、健康嵌入城市交通规划、建设、运营、管理的全过程，提

高运行服务保障水平，建设韧性城市交通、健康城市交通显得尤为重要。城市交通规划应在应对挑战的

同时抓住机遇，建立包容性、灵活性更强的城市交通体系网络，高效引导未来交通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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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拥堵大数据的后疫情时代深圳限行政策分析

段 帅

【摘要】 小汽车限行政策逐渐成为大城市缓解交通拥堵的必备选项，且有常态化实行的趋势。疫情前深圳市实行工作

日早晚高峰外地车牌在全市范围内限行的政策，疫情的暴发使限行政策被暂停。在当前疫情还未远去、经济尚未恢复的

情况下，道路交通运行情况缺乏准确评估，限行政策合理性和必要性也缺少确切的数据支撑。基于深圳道路交通运行指

数系统拥堵大数据，从全市、中心城区、福田区、深南大道四个层面，采用拥堵指数、拥堵里程、拥堵里程占比及机动

车平均速度四项指标，对比疫情发生前后实施和未实施限行政策时的道路拥堵情况，并从疫情对出行方式以及经济发展

的影响两方面，分析疫情前后道路拥堵变化的成因。基于推动经济恢复和研判交通出行需求两个角度，提出后疫情时代

小汽车限行政策实施建议，并从推动交通方式转移、改善道路交通秩序、优化道路拥堵瓶颈、试点新型交通方式、打造

韧性交通系统等角度，提出可替代限行政策的交通拥堵治理建议。

【关键词】 疫情；拥堵；大数据；限行政策

0 引言

近年来，大城市小汽车保有量增速远超道路基础设施供给，各大城市出现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并

呈现愈演愈烈趋势。交通拥堵的日益加剧对城市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质量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此种

背景之下，各大城市相继采取小汽车限行措施，以期通过政策手段控制小汽车出行，缓解道路交

通拥堵。

2014年12月深圳市首次发布限行通告，此后每年初都会发布新年度的限行实施方案，2020年初新

冠疫情暴发后，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深圳市暂停实施限行政策，直至7月23日恢复。在限行政策暂停

实施期间，深圳市内道路交通拥堵变化特征，可以作为后疫情时代对限行政策进行分析与论证的重

要依据。

1 道路限行政策概述

1.1 道路限行政策起源

西方国家较早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其城市交通拥堵问题是实施道路限行政策的主要推力。道

路限行政策起源于19世纪70年代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拉加斯、雅典等城市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在

高峰时间施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政策；墨西哥城在1989年开始施行尾号 （每天限行2个数字）限行政

策；1995年圣保罗开始实施道路机动车限行政策，并于1996年将限行政策写入相关法律；波哥大市从

1998年开始，在高峰时间实施尾号限行 （每天限行4个数字）政策；2005年，麦德林也开始实施与波

哥大市相同的尾号限行政策。然而，限行政策并不能持续有效降低道路拥堵，甚至产生部分副作用。如

墨西哥城每周一天的限行政策最后导致新车和二手汽车交易增加，加剧了非公共交通出行，交通拥堵情

况并未缓解。

1.2 我国道路限行政策

我国多个大城市由于交通拥堵严重，已采取不同形式的限行政策。北京、天津实行尾号限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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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作日两个尾号数字车牌限行，范围为整个行政区域。上海实行工作日早晚高峰时间外地号牌车辆

在局部高架限行的政策。广州、贵阳实行外地牌照车辆区域限行政策，外地牌照车辆在管控区域内连续

行驶不得超过4天，再次驶入必须间隔4天以上。杭州实行西湖景区节假日单双号限行政策，外地牌照

车辆在工作日高峰时段禁止进入限行区域，本地牌照汽车每周1天按尾号在高峰时段限行。成都、郑州

等城市实施区域尾号限行政策，每天本地车牌和外地车牌两个尾号数字的车辆在绕城高速以内所有道路

限行。西安、兰州等城市实行外地车与本地车同权的尾号限行政策，每个车牌尾号每周限行一天。深圳

实行外地号牌车辆早晚高峰全境限行政策，即外地车牌在高峰时间禁止在全市范围内的所有道路 （高速

公路及疏港道路等除外）通行。总结来看，全国已实施的小汽车限行政策主要有：（早晚高峰时间）外

地车牌限行、（早晚高峰时间）外地车牌区域限行、（早晚高峰时间）外地车牌高架限行、工作日按尾号

限行 （不区分本地外地车牌）及多种限行方式结合的政策。

由于小汽车在全市范围内限行对居民出行有较大影响，部分城市在实施限行政策前会对交通需求特

征进行详细分析，制定精细化的限行策略，通过合理的政策达到缓解道路拥堵的目的。如成都市一环内

路网密集，内部出行距离较短，交通运行情况良好，限行就未覆盖一环内区域；杭州市根据市民出行距

离差别不大、出行时间集中的特点，制定了早晚高峰时间的限行政策，在城市缓堵和便捷出行之间寻求

最佳平衡点。

2 疫情期间交通拥堵特征分析

2019年底至2020年初迅猛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社会运行几乎停滞。2020年2月下旬开始企业

逐步恢复生产，到2020年6月份全社会绝大部分企业完成复工复产。以2020年2～6月作为后疫情时

代的开始，对该段时间道路拥堵大数据展开分析，从全市、中心城区、福田区、深南大道等四个层面，

采用道路拥堵指数、道路拥堵里程及占比、机动车平均车速四个指标与2019年同期进行对比，分析疫

情后未实施限行情况下的道路拥堵情况，并根据交通运输及经济发展数据分析道路拥堵变化的原因。

2.1 全市道路拥堵情况

疫情后早晚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指数 （3.4、5.1）略高于去年同期 （3、4.8），其他时段基本一致；

早晚高峰时段道路拥堵里程疫情后 （111.9km）略高于疫情前 （101.2km），而在平峰时段疫情后

（123km）却显著低于疫情前 （139km）；疫情后 （3.1%、5.03%）高峰时段道路拥堵里程占比略高于

疫情前 （2.7%、4.83%），而平峰时段略低 （-5.5%），整体呈现与拥堵里程类似的变化趋势；机动车

平均车速在疫情前 （高峰27km/h、平峰27.8km/h）和疫情后 （高峰26.2km/h、平峰28km/h）差异

不大，呈高度一致趋势。结果表明，疫情后未限行情况下，高峰时段道路交通运行情况略有恶化但不明

显，平峰时段有所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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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心城区道路拥堵情况

中心城区是全市经济发展较快和出行需求较大的福田区、南山区和罗湖区。疫情后中心城区早高峰

道路拥堵指数略高 （+9%）于疫情前，平峰和其他时段都相对较低 （-6.7%）；疫情后早高峰拥堵里

程有略微增加 （+5.9%），但其余时间有明显降低 （-13.3%）；疫情后早高峰拥堵里程占比略有增加

（+6%），平峰略有降低 （-6.7%），其他时段基本一致；平均车速在疫情前后无明显变化。结果表明，

疫情后中心城区道路交通运行情况与全市基本一致，高峰时段略有恶化，其余时段有明显向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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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福田区道路拥堵情况

福田区是全市核心区域，疫情前后道路交通拥堵指数总体趋势与去年同期相近，早高峰比疫情前有

所升高 （+13.9%），其余时间基本一致；疫情后早高峰拥堵里程比疫情前略有增加 （+0.6%），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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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明显低于疫情前 （-12.3%）；疫情后早高峰拥堵里程占比高于去年同期 （+13.6%），其余时间段

基本持平；疫情前后平均车速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结果表明，疫情后早高峰时段福田区交通运行情况有

所恶化，其余时间略有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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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深南大道拥堵情况

深南大道作为全市纵贯城市核心区东西的一条主干路，其拥堵数据能显著代表核心区骨干道路运行

情况。疫情后早高峰深南大道两个方向的拥堵里程都有较大幅度增长，东到西方向增长39.8%，西到

东增长41.6%；晚高峰拥堵里程增长幅度较小，都不超15%。机动车平均速度在疫情前后变化不明显。

结果表明，疫情后未限行情况下深南大道高峰时段道路交通运行情况有明显恶化趋势。

综上，疫情前后实施限行和未实施限行两种情况下，深圳市道路交通运行呈现两种特征：一是区域

层面，疫情后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情况相比去年同期变化不明显；二是核心区骨干道路层面，高峰时段道

路交通拥堵情况出现恶化。上述特征表明，疫情后未实施限行政策的情况下，道路交通需求出现极化趋

势，核心区骨干道路交通拥堵加剧，非核心区骨干道路交通拥堵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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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疫情后拥堵成因分析

上述结果表明，疫情前后区域层面小汽车出行需求总量变化不大，而核心区骨干道路小汽车出行需

求增加。从疫情对出行方式转移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两个层面分析上述情况产生的原因。

2.5.1 从区域的视角

疫情后未限行情况下道路机动车出行总量并没有显著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疫情防控及未实施限行政

策，疫情后道路交通出行结构有所变化，部分出行从公共交通向小汽车转移。但数据显示，疫情后全市

道路客货运交通量、地铁客流量都大幅下滑，说明疫情期间全社会交通需求总量出现下降，抵消了小汽

车分担率上升对其出行总量的影响。这是区域层面道路交通拥堵情况变化不大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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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2020年1～5月份全市城市交通客货运量 （数据来源：深圳统计月报）

根据深圳统计月报数据，进一步分析全社会交通需求总量下降的原因，发现深圳全市及多数行政区

的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写字楼租金等指标同比均有较大幅度下滑，而全市写字楼空置率大幅上

升，说明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降低了交通出行需求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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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从核心区骨干道路的视角

核心区土地开发强度大、产业密集，疫情对其产业发展影响小，局部小汽车出行需求变化小。核心

区骨干道路跨度大、高承载、交通功能强、沿线开发强度大等特点，对交通流的吸引力更强，疫情后未

限行时吸引更多到发及过境交通量，因而高峰时段拥堵情况有所恶化。

3 后疫情时代限行政策及相关建议

3.1 后疫情时代限行政策

3.1.1 后疫情时代道路交通需求分析

后疫情时代初期，企业逐步复工复产，道路交通出行量的同步增加会导致道路拥堵加剧，然而疫情

引起的经济衰退会导致道路交通需求总量在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与此同时，疫情期间

广泛推广的远程办公、远程会议等商务形式会在后疫情时代产生一定的惯性，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后

疫情时代的商务出行量。同时，越来越严峻的居住和营商高成本导致的企业外迁、疫情导致的企业破产

等情况也会在后疫情时代降低岗位提供和用工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道路交通出行需求。因此，

后疫情时代中期，道路出行需求总量大概率无法超过疫情之前。然而从长期来看，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和小汽车保有量的增加，道路出行需求仍然会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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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后疫情时代道路限行政策

根据上述后疫情时代道路出行需求分析，建议短期内避免全市范围限行，可采取类似上海的高峰时

间部分高架限行政策，对部分拥堵严重的核心区骨干道路实行早晚高峰限行，保障重要通道畅通的基础

上减少限行范围，以推动经济快速恢复增长。

中期随着经济恢复与发展，可在对经济恢复情况及交通运行情况准确研判的基础上，在交通拥堵严

重的核心区域实施限行政策。建议采取本地牌照无限制，外地牌照早晚高峰时段单双号限行的政策，不

建议采取对外地牌照车辆实行一刀切的区域全天限行政策，以减少对居民出行的影响。

长期来看，本地牌照机动车保有量大幅上升，既有限行政策下交通拥堵情况依然严峻，建议采取外

地牌照车辆高峰时间在核心区域及骨干道路限行的政策或本外地车牌同权的车牌尾数单双号高峰时间限

行的政策。

总体而言，不建议实施全区限行政策，应秉持缓解骨干道路拥堵、挖掘一般道路通行能力的宗旨，

最大程度减少对经济运行和居民出行的影响。

3.2 可替代限行政策的拥堵治理建议

限行政策本质上是为了降低道路交通拥堵，而小汽车数量增加只是交通拥堵产生的原因之一。一线

城市汽车保有量的快速增长会抵消限行政策的缓堵作用，在习总书记提出了 “鼓励汽车限购地区适当增

加汽车号牌配额”的要求后，城市小汽车保有量更会迎来迅速增长。从法律的角度，限行政策也存在侵

犯汽车拥有者合法使用权的争议。目前来看，限行政策是用降低小汽车出行需求的手段掩盖了交通拥堵

产生的其他原因，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政府和社会对拥堵治理的动力，导致真正影响交通拥堵的问题迟迟

得不到解决。从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限行政策只能作为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长期政策。

现阶段我国仍然处于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探索转型期，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支撑完全用科学和

理性的手段推进社会文明的发展，限制小汽车的使用只是解决交通拥堵的过渡性政策。在更长远的未

来，我们需要从全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采取更加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通过更精细化、智慧化、人性

化的手段，最大程度挖潜道路资源，提高出行效率，改善出行品质，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3.2.1 推动交通方式转移

缓解城市道路拥堵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推动出行结构向公共交通转移，其最主要手段是提高公共交通

出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一是优化公交线网结构。首先，通过大数据手段进行客流路径回溯，在高负荷客流走廊提供高频

率、高时效的快速公交，结合轨道交通构建快速公交骨干网络；其次，配置密布骨干公交线路两端的高

频率、舒适的社区级接驳公交线路，构建高效率、高品质、一体化快速公交出行路径；同时，试点公交

线性布站方案，打造网格型公交线网结构，在降低交通拥堵的同时提高公交出行效率。

二是数据驱动精准交通组织优化。充分利用深圳道路交通大数据平台，准确研判道路交通需求时空

分布特征，开展道路方向级需求分析，实施路段级交通组织优化，在流量不均衡路段采取潮汐车道，在

大流量通道开通多乘员车道、公交专用道、BRT等，辅以严格监管保证公交优先，强化公交对小汽车

的效率对比优势。

三是提升公共交通服务品质。提高公共交通换乘便捷度、人性化程度，通过打造接驳公交和骨干线

路同站台便捷换乘、设置地铁站周边近距离公交车站、公交-地铁换乘风雨连廊、地铁站内换乘精准、

连续的导向标识等措施，以点带面吸引小汽车出行向公共交通转移。

3.2.2 改善交通秩序

深圳市道路存在大量机动车路侧违停、公交车站违停、机非混行等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管治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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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时间严重影响道路通行能力。深圳市现状大部分道路断面采用慢行一体化设计，慢行空间不足、断面

高差大、不连续、人非冲突等原因导致大量非机动车占机动车道行驶，机非冲突降低了机动车通

行效率。

一是加强违停监管。核心区大流量道路外侧车道、公交车站、地铁站临近道路等区域广泛设置标识

标线禁止停车，并通过电子警察、违停球等设备严格监控，提高违法停车成本，推动文明停车，改善交

通秩序，提高道路运行水平。

二是降低机非冲突。通过压缩机动车道、借道绿化带、优化慢行道等措施，完善骑行网络，构建机

非分离的高效道路系统。加强非机动车违章监管，提高道路交通秩序，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3.2.3 治理拥堵瓶颈

深圳市道路设施基础良好，路段通行能力强，但由于组织不当、管控不足，节点和匝道交通秩序混

乱，高峰时间易产生拥堵瓶颈，显著降低道路通行能力。拥堵瓶颈治理，是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的重

要手段。

一是广泛在路口、辅路及匝道实施实线变道抓拍，严控加塞、插队等行为，约束驾驶员行为，保证

高峰期车流有序、高效通过道路节点，降低拥堵。

二是路幅较宽道路、骨干道路等通过标识标线区分快慢车道，降低匝道、辅路汇入车流对主路车流

的影响，提高整体通行速度。

三是多车道左转路口禁止右侧左转车道掉头，提高路口通过能力；避免路段设置掉头开口，减少掉

头车辆导致的对向车流疏散造成的迟滞。

四是优化信控方案，骨干道路广泛实施动态信号控制，尽量避免单口轮放形式，最大程度减少配时

浪费。采用线性信号控制方案，避免等级较高道路在单一路口形成局部瓶颈，造成严重拥堵。

3.2.4 推广新型出行方式

深圳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和改革开放桥头堡，应主动引领新型交通方式的研发和

推广应用，探索缓解道路拥堵的新路径。

一是开展无人驾驶、小型自动驾驶等新型交通工具的研究、试点，并逐步向全市推广，提高道路交

通智慧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出行效率，降低道路拥堵。

二是开展立体交通网络研究，释放空域和地下空间资源，打造多样化、多层次交通服务系统，并通

过空中交通网络和小口径快速导轨隧道的试点、推广，推进低空交通系统和小汽车地下隧道系统的普

及，提供高效率交通出行方式，满足不同出行时间要求和出行成本接受主体需求，分流道路交通需求

量，缓解道路拥堵。

三是持续深入开展MaaS出行模式研究和推广使用，联合全社会的出行服务提供者共同构建交通领

域新型供需关系组织平台-MaaS平台，以数字信息为核心生产要素，对各类交通方式进行一体化供需即

时组织优化，实现交通供需的动态均衡和精准匹配。通过大数据分析+多平台服务接入+全运营商参与

的模式精准匹配供需，优化客运路线，提供更快、更好的出行服务，精准、高效地满足每个出行者的全

过程出行需求，促进全社会出行效率的提高。

3.2.5 打造韧性交通

此次新冠疫情时间跨度和空间跨度都远超以往，在未来仍有较大可能卷土重来，后疫情时代要为疫

情的反复到来做准备。疫情期间居民出行向小汽车转移，此种情况下限制小汽车出行与疫情防控背道而

驰。要解决疫情防控对小汽车的使用需求及道路拥堵对小汽车的限制需求之间的矛盾，需要提高城市交

通系统韧性，提升交通系统快速应对不可控灾害影响的能力，保证紧急情况下城市交通出行可用性、多

样性和可靠性。打造韧性交通，最主要是提供高品质、可接受的多元化交通方式，实现出行者在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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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成本选择考量下的多种交通方式可选，培育出行者日常多方式出行选择意愿，避免出行者对单一出

行方式的习惯依赖，实现紧急情况下的交通方式自然切换。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发布的 《2020

年度全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数据表明：中国大城市有接近半数的通勤出行距离在5km以内。因

此，打造高品质的5km乃至10km骑行通勤环境，在日常培养出行者的骑行通勤习惯或骑行通勤接受

心理，当不可控灾难来临时可迅速摆脱对机动化出行的依赖，无障碍切换通勤方式，有助于维持全社会

的稳定运行。

4 结语

通过对深圳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系统拥堵大数据分析，从全市、中心城区、福田区、深南大道四个层

面，采用拥堵指数、拥堵里程及占比、机动车平均速度四项指标，对比疫情前后有无限行政策下的道路

交通拥堵情况，发现疫情前后区域层面道路交通拥堵变化不明显，这源于疫情造成的经济下滑导致的交

通出行总量降低。在后疫情时代，应根据经济社会的恢复情况以及交通运行特征的变化，在短期、中

期、长期分别采取不同的限行政策。但限行始终不是治堵的根本之道、长远之策。未来深圳需要推动出

行结构向公共交通转移，强化监管以改善道路交通秩序，通过精细化的交通管控疏解拥堵瓶颈，试点新

型交通方式，打造韧性交通系统，逐步替代道路限行政策，从根本上缓解道路交通拥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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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对上海市春运客流的影响分析及启示

江文平

【摘要】2020年的新冠疫情对上海市春运期间城市内外交通的运行特征造成重大影响。为阻断疫情进入城市，对外交

通枢纽和公路道口成为第一道防线，客流研判是做好交通运输保障和疫情防控的基础和前提。通过对比疫情期间和往年

同期的客流特征差异，分析疫情给交通系统带来的新影响和新要求，提出后疫情时代增强交通系统韧性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 春运；出行特征；交通保障；疫情防控

0 引言

上海是一座常住人口2400多万，实际服务人口3000多万的超大型城市。2018年末上海市常住人

口2424万，其中本市户籍人口1448万，外省市常住人口976万
[1]。根据对外交通枢纽抽样调查，离沪

客流中常住人口占75%～80%，流动人口占20%～25%
[2]。据此推算，上海市实际服务人口总量达

3000多万。春运期间 （农历腊月十五至次年正月廿五），节前返乡客流、节后返程客流，与旅游和探亲

客流、通勤和商务客流叠加在一起，考验着城市内外交通的运输组织水平，其保障能力和服务质量关乎

着全市交通系统的平稳运行和旅客运输的安全有序，对提升出行体验、促进社会和谐至关重要。

2020年临近春节，武汉暴发新冠疫情，由于疫情的传染性强和潜伏期长，以及武汉 “九省通衢”

的地理位置和正好处于春运的时间节点，约有500多万人离开武汉，900万人留在城内
[3] （武汉市常住

人口1121万，加上流动人口，服务人口约1500万），导致疫情快速扩散，进而席卷全国。面对严峻的

疫情形势，各地纷纷采取延长假期、推迟复工复学时间、对居民出入进行测温和管控等一系列措施，有

力防止了疫情进一步扩散蔓延。随着节后返程大客流的启动，对外枢纽和公路道口的查控和交通运输保

障尤为重要，既是疫情防控体系的前沿阵地和首道防线，也是及时疏散客流、防止人流聚集导致疫情二

次扩散的必然要求，对后续安全复工和恢复经济的意义不言而喻。

对节前返乡客流和节后返程客流开展预测分析和研判，既是政府部门优化交通保障措施的基本前提，

也是布置疫情防控工作、制定交通管控方案的必要基础。通过分析疫情期间城市对外交通和市内交通的运

行特征及与往年的差异，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支持，也为今后灾害情况下的城市交通组织提供量化依据。

1 对外交通客流分析

1.1 节前净流出量

2020年节前15天净流出约800万人次，其中，集约交通 （铁路、民航和长途客运，水运由于量小

忽略不计）446万人次，公路道口354万人次。去年同期净流出约780万人次。

表1 2019年和2020年春运节前对外交通到发量 （单位：万人次）

交通方式

2020年节前15天

（2020.1.10至2020.1.24）
2019节前15天

（2019.1.21至2019.2.4）

进沪 出沪 净流出 进沪 出沪 净流出

铁路 345.2 690.2 345.0 304.2 653.3 349.0

民航 237.3 281.2 43.9 229.0 272.0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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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交通方式

2020年节前15天

（2020.1.10至2020.1.24）
2019节前15天

（2019.1.21至2019.2.4）

进沪 出沪 净流出 进沪 出沪 净流出

长途

客运（1）

班线 67.0 87.1 20.1 70.7 95.9 25.2

包车 112.5 37.5 103.0 34.3

道口（2）

高速道口 320.6 305.5

对应车次 257.6万 385.8万 128.3万 231.6万 353.8万 122.2万

地面道口 34.0 25.3

对应车次 144.7万 161.7万 17.0万 141.8万 154.5万 12.6万

合计 801.2 782.3

  注：（1）长途客运分为长途班线和长途包车，其中长途班线节前发送量87.1万人次，到达量67万人次，净流出20.1
万人次。长途包车节前客运量112.5万人次 （双向），推算净流出约37.5万人次。总净流出57.6万人次。

（2）高速道口流量根据门架ETC数据扩算，免费期间根据牌照识别数据扩算。地面道口流量从交调线圈获得。

地面道口车流量约占道口总车流量的三分之一。车辆载客人数按测温开始后的人车比，高速道口2.5，地面道

口2.0。

实际上，返乡客流早在节前15天之前就已经启动 （主要是铁路客流启动较早，其他方式差别不

大），另外，由于存在反向春运，真实的返乡客流等于净流出与反向春运之和。据推算，上海市节前返

乡客流预计达到1000多万人次。

1.2 节后返程特征

节前离沪客流特征基本与去年同期相符合。节后受疫情和假期调整影响，返程客流特征与去年同期

有显著变化。

至2020年春运结束 （2月18日，节后第25天），合计有55%返沪，去年同期96%返沪。其中，铁

路39%返沪，去年同期97%返沪；民航75%返沪，去年同期93%返沪；高速道口84%返沪，地面道口

49%返沪，去年同期100%返沪。长途班线停运，去年同期33%返沪 （节前乘坐长途班线离沪，节后转

移到其他交通方式，因而名义上返沪比例低）。

表2 2019年和2020年春运节后对外交通到发量

2020年节后25天

（2020.1.25至2020.2.18）

进沪 出沪 净流出

返程

比例

2019年节后25天

（2019.2.5至2019.3.1）

进沪 出沪 净流入

返程

比例

铁路 203.1 68.8 134.4 38.9% 974.9 635.9 339.0 97.1%

民航 96.1 75.6 20.5 46.7% 451.7 411.9 39.8 92.7%

长途

客运

班线 — — 0
（1） 0% 89.7 81.3 8.4 33.3%

包车 — 0
（1） 0% 148.8 34.3 100%

（2）

道口

高速
199.9

万车次

91.8

万车次

270.2

（108.1万车次）
84.3%

506.0

万车次

383.8

万车次

305.5

（122.2万车次）
100%

地面
55.5

万车次

47.1

万车次

16.8

（8.4万车次）
49.4%

230.1

万车次

216.9

万车次

26.5

（13.2万车次）
105%

合计 441.8 55.1% 753.5 96.3%

  注：（1）节后第3天开始长途客运 （班线和客运）停运。

（2）长途包车根据运营特征，返程比例为预估。

根据上海市延迟企业复工和学校开学的安排，各类企业不早于2月9日24时 （节后第16天）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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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各级各类学校2月17日 （节后第24天）前不开学。以1月30日 （节后第6天，春节假期结束）、

2月9日 （节后第16天，次日复工）、2月18日 （节后第25天，春运结束）、2月29日、3月31日五

个时间节点分析返程客流回沪比例。

表3 不同时间节点的返程客流分析

交通方式
节前

净流出

节后第6天

（1.25～1.30）

节后第16天

（1.25～2.9）

节后第25天

（1.25～2.18）
2月底 3月底

铁路
2020年 345万 7.2% 31.8% 38.9% 45.8% 62.2%

去年同期 349万 12.7% 75.6% 97.1%

民航（1）
2020年 44万 流出为主 16.9% 46.7% 81.1% 173.7%

去年同期 43万 进出平衡 73.7% 92.7%

长途班线（2）
2020年 20万 0 0 0 0 14.4%

去年同期 25万 20.6% 33.3% 进出平衡

长途包车（3）
2020年 37万 0 0 0 4.2% 7.8%

去年同期 34万 38.5% 97.1% 100%

高速道口
2020年 320万 23.1% 70.3% 84.3% 97.7% 104.8%

去年同期 305万 18.7% 84.8% 100%

地面道口
2020年 34万 11.4% 26.7% 49.4% 87.9% 104.7%

去年同期 25万 7.0% 52.7% 104.6%

全部
2020年 800万 11.5% 43.9% 55.1% 67.2% 79.6%

去年同期 780万 15.6% 77.9% 96.3%

  注：（1）随着境外疫情的爆发，春运结束后民航客流仍以净流入为主。超出部分不再计入返程客流。

（2）长途客运班线自2020年3月15日恢复运营。

（3）2020年2月20日起，允许企业采取省际包车方式组织员工返沪。

截至3月底，返沪客流约80%，其中，民航、道口已经全部返沪，铁路、长途客运合计约54.7%

返沪，主要是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约60万高校在校生等尚未返回，还有部分规模以下企业尚未复工。

这部分客流职住接近，且出行有错峰现象，对城市早晚高峰交通拥堵的贡献度不高。

1.3 分方式返程特征

节前返乡时间特征基本与往年相似，但返程时间特征与往年迥异。铁路方面，往年返程有两个高

峰，一是节后第5天开始，客流集中返沪，高峰显著，持续一周时间；另一个是节后第15天元宵节后

的小高峰，持续5天时间；至春运结束节后到发量基本平衡，恢复日常。今年由于假期延长，从节后第

4天开始至节后第16天 （复工日的前一天），持续返程高峰近两周时间，但受疫情影响，旅游探亲、通

勤商务等客流稀少，总客流量始终位于低位，单日最大到达量不足14万人次，仅为去年同期62万人次

的23%，此后返程趋势变缓，至3月底到发量基本平衡。

民航方面，往年从节后第5天至节后第15天 （元宵节）客流集中返沪，至春运结束时到发量接近

平衡。今年民航返程客流启动延迟，至节后第6天，客流仍以净流出为主，从节后第10天开始，进入

返程高峰，之后随着3月份境外疫情的爆发，仍以净流入为主。

高速公路道口方面，往年返程特征与铁路客流相似，有两个高峰，一是节后第5天开始，持续一周

时间；另一个是节后第15天元宵节后的小高峰，接近春运尾声时道口进出量基本达到平衡。今年因疫

情原因，为防止输入性病例，多地发布公告，声称对道口进行管制，导致返乡客流担心封城，提前启动

返程。自节后第2天开始进入返程高峰，一直持续至节后第16天 （复工日前一天）。此后返程趋势变

缓，至2月底，道口进出量率先达到平衡。进入3月份，随着国内疫情形势好转，多地下调公共卫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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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响应等级，防控重点从道口转移至口岸，高速道口流量稳步回升，至3月底率先恢复至去年同期水

平。但实际上，道口车流量并不是完全恢复，而是承担了铁路、长途客运的部分转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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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9年和2020年春运期间及节后，铁路客流日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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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9年和2020年春运期间及节后，民航客流日变图

2 市内交通客流分析

2.1 轨道客运量特征

工作日轨道交通全网客运量超过1200万乘次/日，较去年1100万乘次/日增长5%。节前特征与往

年相似，从节前一周开始客运量逐渐下降，至除夕达到最低，假期7天结束后第一周恢复至节前的

80%～90%，第二周完全恢复。节后受疫情影响，客流断崖式下降，假期7天结束后基本未见增长迹

象，客运量仅为节前正常水平的7%～8%，复工日 （2月10日，节后第17天）客运量有小幅回升，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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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节前正常水平的10%。之后客流缓慢回升，至2月尾接近节前正常水平的四分之一，至3月底达到

节前正常水平的5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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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9年和2020年春运期间轨道客流日变图

从工作日轨道交通进站客流来看，复工后客流稳步回升。高峰时段客流增幅要大于平峰时段，反映

出平峰时段弹性客流受疫情影响更大。工作日轨道全网平均乘距从15.6km/人次增加到16.4km/人次，

反映出轨道中短距离出行比例减少，预计部分中短距离客流向非机动车等慢行交通方式转移。

2.2 快速路流量特征

节前浦西快速路日驶入量与去年同期持平，约240万车次/日。去年假期7天结束后，第一周恢复

至节前的80%，第二周恢复至节前的90%。今年节后受疫情影响，假期7天结束后，驶入量为节前的

30%～40%左右，复工日 （2月10日，节后第17天）后，驶入量增加至节前的40%～50%，至2月底

恢复至节前的60%，至3月底恢复至节前的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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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特征上，工作日早高峰从7～8点延后至8～9时，至2月底，高峰小时流量达节前90%，平

峰为节前50%～60%，同样反映出疫情对工作日平峰时段弹性客流影响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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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网约车特征

节前的网约车订单数为140万～150万单/日，较去年同期110万～120万单/日增长约30%。去年

假期7天结束后，第一周恢复至节前的80%，至春运结束后基本恢复至节前水平。今年节后受疫情影

响，假期7天结束后，第一周仅恢复至节前的10%左右，至2月底恢复至节前的20%左右，至3月底

恢复至节前的55% （是去年同期的70%）。网约车具有与出租车类似的属性，是具有公共属性的个体交

通方式，客运量受疫情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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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启示与建议

3.1 客流研判是做好交通保障和疫情防控的基础和前提

对外枢纽和公路道口查控是阻隔病毒进入城市、打赢疫情阻击战的首道防线，在 “逢人必测、逢车

必检”的同时，必须保障枢纽集散和道口畅通，有效防止人流聚集导致疫情二次扩散。客流研判是交通

保障和疫情防控的必要基础和前提，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客流预测和跟踪分析，完善枢纽场站和公路

道口的疫情检疫和运输保障方案，加大车辆调度供应，严格控制车辆满载率，防止枢纽人群聚集和道口

排队拥堵扩散疫情。

3.2 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完善道路网，提高交通韧性

疫情期间公共交通客流下降、恢复缓慢，而私人交通方式快速回升、率先反弹至往常水平，这是新

冠疫情等传染性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决定的，最基本、最有效的处理措施就是 “隔离和阻断”[4]，大幅

降低流动性和聚集性，从而导致公共交通客流断崖式下降，道路交通凸显出比以往更加重要的作用。

公共交通优先仍然是必须坚持的城市交通发展战略。我国人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指标控制在

100m2/人左右，对应人口密度约1万人/km2，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城市建设区空间密度比较高的一

类，是紧凑节约型的发展模式[5]。这种密度下，公共交通优先是解决交通拥堵问题的根本途径，即便在

疫情期间，公共交通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保障了无车族中长距离出行的机动性，而且特殊时期的交通

需求也不可能常态化。

为了增强 “后疫情”时代的交通韧性，一是提高公共交通服务形式和服务水平。拥挤不堪的公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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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无法满足群众对出行质量的要求，更无法满足疫情防控的要求，在追求客流效益和舒适性上取得平

衡，控制合适的满载率。二是完善道路网。除小汽车外，公交和慢行也要以道路网为载体，大部分轨道

线路也是沿着道路敷设。纵观国际先进城市，在公共交通发达的同时，道路网密度高达15～20km/

km2，道路面积率20%～30%。完善道路网，优化路权分配，形成以公共交通为主，各种交通方式协调

发展的格局，满足平常时期高频出行需求的同时，亦能保障灾害时期的基本出行需求。三是更加关注慢

行交通。上海总体规划 （2017-2035）提出以15分钟社区生活圈组织紧凑复合的社区网络，强化基本服

务功能15分钟步行可达，促进生活、就业、休闲融合。有利于形成鼓励慢行交通出行、减少机动化出

行的环境，不仅方便市民日常生活，提升幸福感，还能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提高交通网络对基本民

生的保障能力。

3.3 重视新技术在交通需求管理中应用

新冠疫情使得以往停留在纸面的交通需求管理手段，例如视频会议、网络教学、远程办公、弹性上下

班等一一付诸实施。2月10日复工后，城市轨道交通客运量仅为平常的10%，快速路流量不足平常的

50%，主要原因就是除了部分企业未如期复工外，不少企事业单位都采取了远程办公的形式。随着疫情形

式好转，通勤交通开始恢复，快速反弹至往常水平，表明现阶段这些手段尚不成熟，未被社会广泛接受。

适合远程办公的行业主要是电子商务、金融业、咨询行业、科学研究、信息技术服务业等工作模式

相对灵活的行业，但目前仍处在起步阶段，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例如，住房是否具备居家办公的条

件；工作效率如何得到保证；工作流程是否实现无纸化；移动互联、云计算、远程控制等技术能否满足

情景式视频会议、即时在线办公的要求。随着互联网和移动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远程/在线办公的工

作方式前景可期。

4 结语

新冠疫情对生产、生活和交通出行特征产生了重大影响，出行需求下降，出行方式向私人交通方式

转移，道路交通率先恢复拥堵。专家预测，新冠病毒将会长期存在，可能还会卷土重来。城市交通系统

如何应对突发灾害事件，保障社会和经济运转，成为 “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规划必须面临的问题。在

规划阶段要提前考虑应急场景下的交通对策，评估规划方案在突发事件下的应急交通保障能力，构建各

种交通方式协调发展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高交通系统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坚持公共交通优先战略，

调整公共交通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特殊时期的出行需求。重视新技术在交通需求管理、出行

全过程服务的应用，减少不必要的出行，优化出行链，以Maas（出行即服务）为导向，实现交通设施、

运行、管理的一体化和无缝衔接，提高出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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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城市应急物流设施体系完善的思考

刘 琦

【摘要】 应急物流设施是应急物资存储、中转、配送的空间保障。本文结合应急物流内涵，分析不同阶段应急物流设

施需求特点，并以此为基础，在兼顾应急保障有效性和资源经济效益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政府救灾物资储备设施与商

业应急物流配送设施相结合的新型城市应急物流设施体系完善建议。

【关键词】 应急物流；救灾物资储备设施；应急物流配送设施

突发公共事件已经严重危及城市公共安全。2020年春节期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一次凸

显应急物资储备和及时送达对应对突发灾害性公共事件的重要性。而仅仅依靠传统的应急物资储备仓库

难以满足大量、快速、复杂的应急物流需求，将商业物流设施与应急保障相结合是必然趋势，尤其是针

对大型或特大型城市用地资源紧缺且应急保障压力大的，依托商业物流资源为应急救援服务，对提升需

求物资的快速反应能力、提高应急救援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应急物流的内涵

应急物流是指在突发事件下，为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而提供的特殊的物流活动，其目标是最大化时

间效益和最小化灾害造成的损失。与一般商业物流不同，应急物流本身具有不可预知性、强时效性和短

期性的特点。

（1）不可预知性：指的是发生启动的时间难以准确预知，突发事件的类型和物资需求难以准确预

知；且随着突发事件的社会关注越来越高，企业、社会组织或团体、个人等的捐赠物资数量、品类等也

难以预知。

（2）强时效性：指突发事件发生后，应急救援抢险装备、基本生活保障物资等必须快速送达指定地

点，以尽可能减少损失。

（3）短期性：指应急物流一般自突发公共事件发生起数日至数月内存在，随着突发公共事件逐步得

到控制，应急需求降低，应急物流逐渐被商业物流取代。

基于以上特点，可以将应急物流的基本问题总结为：如何在未知的情况下，保障一定的应急物资储

备，并在有限的时间内，依托必要的设施空间实现各类应急物资的高效中转和配送。

2 应急物流设施需求及现状

2.1 应急物流设施需求特点

应急物流的内涵决定其设施功能主要为存储、中转、配送等，这与一般商业物流设施一致，但应急

物流设施需求与突发公共事件影响程度及所处阶段密切相关。一方面，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影响程度，

应急物流设施需求规模不同，且影响程度越大，应急物流设施需求也越大；另一方面，对应突发公共事

件的不同阶段，应急物流设施需求也不尽相同。

在突发事件发生前，为保证事件发生后应急物资供应的高时效性，需要结合城市安全风险预判提前

做好应急物资储备。该阶段，应急物流设施需求相对稳定，以仓储功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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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数日内，事件影响程度和范围基本明确，各类应急物资需求达到顶峰，应急

物资来源更加多元化，除政府供给外，还包括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的捐赠，应急物资的有效配送直

接影响事件处置效果。该阶段，应急物流设施需求增加，以中转、配送功能为主。

第一阶段
（事件发生前）

第二阶段
（事件发生数日内）

第三阶段
（事件发生数月内）

时间

设
施
需
求
规
模

主要目的
需求特点

灾害预防 灾情控制、基本生活保障 灾后处置、基本生产生活恢复

以仓储功能为主
设施需求依据应
急物资储备规模
确定，相对稳定

以物资中转、配送功能为主，
兼顾临时存储功能
设施需求随事件影响程度、范
围变化，设施需求规模达到最
大值

应急物流向商业物流转化

设施需求规模逐渐降低，并恢复至事
件发生前的水平

图1 应急物流设施分阶段需求特点

在突发事件发生的数月内，随着社会生产、生活逐渐恢复常态，应急物流需求逐步向商业物流转

化。该阶段，应急物流设施需求较上一阶段大幅减少，应急物流设施功能逐渐被各类商业物流设

施取代。

2.2 传统应急物流设施现状及问题

相较于国外发达国家，我国应急物流设施的规划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直至2003年 “非典”疫情

暴发后，国家才开始系统推进应急物流设施体系建设。2015年，民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加强

自然灾害救助物资储备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建立 “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救灾物资储备

体系，并同步推进各级应急物资储备设施的建设。

截至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19个中央级应急物资储备库为骨干，32个省级储备库、318个市

级储备库和1783个县级储备库为延伸的应急物资储备网络，为有效应对地震、洪涝等一系列重特大自

然灾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与日益复杂严峻的灾害形势和社会各界对减灾救灾工作的要求和期待相比，

也面临一些问题。

（1）服务功能：侧重于 “静态”仓储功能，对物资 “动态”流动考虑不足。

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不同阶段，对应急物流设施功能需求各不相同，但总体来看，各类应急物资

的收集、分拨、转运和配送的及时性、有效性是应急物资真正发挥作用的关键。既有的国家、省及地方

政府编制的各类应急预案及相关政策文件中，更多地强调对于应急物资的储备，要求按照 “自然灾害发

生12小时之内，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初步救助”的基本要求进行应急物资储备设施布局，对于应急

物流设施中转、配送等功能考虑不足，缺乏现代化的物流操作设备和信息化调度配送系统等，物资分

拣、配送效率不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应急救援的有效性。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大量的社会

捐赠物资汇集武汉，但由于分拣、配送等效率不高，导致短期内各类应急物资积压，难以及时送达各需

求点 （如医院、受灾点等）。

（2）设施规模：库容面积不足，难以满足城市安全风险防范和应急需要。

目前，各类应急物流设施建设标准主要根据 《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标准》（建标121-2009），各级

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规模按照所辐射区域内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中三级响应启动条件规定的紧急转移

安置人口所需的储备物资规模来确定。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库的建设规模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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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规模分类表

规模分类 紧急转移安置人口数 （万人） 总建筑面积 （m2）

中央级 （区域级）

大 72-86 21800-25700

中 54-65 16700-19800

小 36-43 11500-13500

省级 12-20 5000-7800

市级 4-6 2900-4100

县级 0.5-0.7 630-800

近年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集聚，及外部环境日益复杂化，城市面临的安全风险更加复杂

多样，除自然灾害外，各类事故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风险加剧。既有的救灾物资储备

设施规模主要考虑自然灾害需要，对其他城市面临的主要安全风险考虑不足。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

例，虽不涉及转移安置人口，但为控制传染可能采取封城等措施，仅依靠传统的救灾物资储备仓库无法

满足大城市基本救灾和生活物资保障。此外，从历年突发公共事件处置情况来看，灾害发生后，各类社

会组织或团体、企业、个人的捐赠物资会在短期内迅速集聚，而既有的城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普遍规

模较小，难以满足短期大量、集中的物资储运需求。

（3）建设模式：采用政府自建模式，对既有商业物流设施整合利用不足。

应急物流设施具有较强的公益性，我国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建设按照中央-省-地方政府权责分工，

采用分级建设模式，其中县 （区）级及以上储备库采用政府投资、独立建设运营模式，县 （区）级以下

采用政府投资、与其他民政设施合建模式。但由于应急物流本身具有不可预知性、短期性等特点，决定

了应急物流设施需求规模难以准确预测，如按照极限最大值来考虑设施规模，可能造成用地等资源的浪

费，对于部分用地资源紧约束的城市，规划落地性也难以保障。从日本、德国等物流业发达国家经验来

看，普遍采用政府+商业物流设施的方式，以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下应急物流空间需求。

随着我国物流业发展日趋成熟，各城市围绕机场、港口等大型交通设施建设的物流园区、分拨中心

等商业物流设施不断完善，但由于用地开发模式、管理机制及征用补偿标准等方面的问题，大量的商业

物流设施在应急物流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而既有的政府自建的救灾物资储备设施受规模、物流设施设备

等制约，难以满足各类应急物流需求。

3 新型城市应急物流设施体系构建

3.1 体系构建的目标

根据 “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的原则，结合应急物流设施需求特点，建立政府应急物资储

备设施+商业物流设施相结合的城市新型应急物流设施体系，以进一步提高应急物流效率和资源利用效

率，尽可能降低各类突发公共事件对城市和人民生活的影响。

3.2 体系的构成及功能定位

新型城市应急物流设施包括救灾物资储备设施和应急物流配送设施两大类，其中：

（1）救灾物资储备设施

主要从应急救灾物资 “存储”的角度考虑。依据现有国家、地方相关法规、政策、标准设置，主要

包括中央、省及市、县 （区）、乡镇 （街道）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和储备点，主要满足救灾物资的长期、

稳定存储，保障灾情发生12小时内的紧急物资供应。

此类设施公益性较强，且属于长期、稳定型设施，以政府自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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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急物流配送设施

主要从物资 “流动”的角度考虑。依托城市各类物流设施节点构成，主要满足突发公共事件处置过

程中，政府短期集中大量采购以及社会组织或团体、企业、个体捐赠的应急救援物资的集中存储、分

拨、转运、配送等。

此类设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和临时性，以政企合作建设或企业建设、政府协议使用等方式解决。对

于大城市，考虑配送效率，并兼顾物流配送成本效益，应结合城市交通设施布局建立多级应急物流配送

网络。

1）区域应急物流配送中心：依托市域内机场、港口码头等大型对外交通枢纽设置，主要承担市域

外应急救灾物资的收集、储备、分拨转运。

2）二级应急物资转运中心：依托城市组团或片区对外交通枢纽或配送中心设置，主要服务城市内

部组团或片区的物资储备、转运。

3）末端配送站：围绕15min社区生活圈，结合社区公共设施布局一并考虑设置，服务于 “最后一

公里”配送需求。

中央库 省级库

补充
市级库

县（区）级库

乡/街道
储备点

乡/街道
储备点

乡/街道
储备点

政府 企业 社会团体 个人

区域应急物资配送中心

二级转运中心 二级转运中心

配送点 配送点 配送点 配送点

医院、居住小区、学校等救助点/受灾点

图2 城市应急物流设施体系构成示意图

3.3 各级设施的空间组织关系

根据突发事件对城市的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等，城市应急响应分为Ⅰ级、Ⅱ级、Ⅲ级和Ⅳ级响应，

不同应急响应下对应急物流的需求不同。一般而言，应急响应级别越高，应急物流需求规模越大、覆盖

范围越广、复杂程度越高，应急物流设施网络的稳定性和系统效率要求越高。

表2 各级设施空间组织关系表

响应

级别

应急物流设施

体系构成
空间组织关系

Ⅰ级

响应

五级政府救灾物

资储备库+三级

应 急 物 流 配 送

设施

中央库
省级库

市级库

区域应急物资
配送中心

救助点/灾民

救助点/灾民乡（街道）库

救助点/灾民

县（区）级库

二级转运中心 配送点
政府临时
采购

社会物资
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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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响应

级别

应急物流设施

体系构成
空间组织关系

Ⅱ级

响应

四级政府救灾物

资储备库+三级

应 急 物 流 配 送

设施

省级库

市级库

区域应急物资
配送中心

救助点/灾民

救助点/灾民乡（街道）库

救助点/灾民

县（区）级库

二级转运中心 配送点
政府临时
采购

社会物资
捐赠

Ⅲ级

响应

三级政府救灾物

资储备库+两级

应急物流配送设

施体系

市级库

二级转运中心

救助点/灾民

救助点/灾民乡（街道）库

救助点/灾民

县（区）级库

配送点
政府临时
采购

社会物资
捐赠

Ⅳ级

响应

两级政府救灾物

资储备库+末端

配送站点

县（区）级库

政府临时
采购

社会物资
捐赠 救助点/灾民

救助点/灾民乡（街道）库

救助点/灾民

配送点

4 深圳的实证分析

4.1 应急物流设施概况

深圳位于东南沿海地震带，多低山丘陵，致灾因子多 （如台风、洪涝、滑坡等）；且作为全国人口、

经济大市，地域空间相对狭小，城市承灾体密集。目前深圳已根据国家、省及市应急预案及相关政策、

标准要求，建立了市—区—街道三级救灾物资储备设施网络，各类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仓库/储备点共计

约1202个，其中市级救灾物资储备库1处，兼具市级救灾物资捐赠中心功能，总面积约5000m2；其余

为区级和街道救灾物资储备库/储备点，单个设施建筑面积约20-100m2。总体来看，深圳既有各类救灾

物资储备设施规模基本满足现阶段常住人口应急需求。

根据规划，至2035年，全市常住人口约2500万人，较现阶段 （约1344万人）增长约1倍，突发

公共事件下各类应急物资需求 （如帐篷、防潮垫、医疗用品等）将大幅增加，既有应急物流设施空间难

以满足需求增长。另一方面，城市用地资源紧约束进一步加剧，难以通过独立占地方式满足各类应急物

流设施空间需求。因此，依托商业物流设施解决各类突发公共事件下的应急物流需求，是深圳提高应急

物流效率，保障应急救援的及时性和有效性的必然之路。

4.2 物流设施建设规划情况

目前，深圳依托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等大型交通枢纽建设了包括机场物流园、盐田港物流园、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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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园、平湖物流园等六大综合物流园区及22处公路货运场站。根据 《深圳市货运物流场站评估及对策研

究》（2019年），未来深圳将规划建设综合物流枢纽+二级转运中心+末端配送站的三级物流枢纽体系。

4.3 新型应急物流设施规划建议

结合深圳市应急物流需求及既有物流设施规划，建立并完善以政府各类救灾物资储备设施为主的应

急物资储备体系，及以商业物流设施为主的应急物资配送体系，并明确各类设施在应急物流中的功能及

布局要求。

（1）应急物资储备设施体系

功能：专门用于各类应急物资储备，并兼具物资分拨、配送等。

构成：市、区及街道各级救灾物资储备库/储备点。

布局：利用城市仓储用地，结合各类应急物资储备需求规划新增建设。

（2）应急物资配送设施体系

功能：在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启用，主要满足各类应急救灾物资的临时性存储、中转、分拨和配

送等。

构成：结合三级物流枢纽体系形成区域应急物资配送中心、二级应急物资转运中心和末端应急物资

配送站。

布局：评估各类节点在应急状态下的可用程度，在规划建设中预留相应的应急物流作业功能空间，

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类型、影响程度及响应级别，启动应急物资配送设施功能，形成可覆盖全市的高效的

应急物资配送网络。

5 小结

总体来看，新冠疫情后，各地政府更加重视应急物流保障，而应急物资的储备、中转、配送等的效

率与设施空间保障密不可分，直接影响到救灾工作效能。本文结合应急物流特点，分析了应急物流设施

在突发公共事件不同阶段的需求特征，提出了建立以政府应急物资储备设施与商业化应急物流配送设施

相结合的新型应急物流设施体系的设想，但实际操作中，为保证商业物流设施中的应急功能得到充分发

挥，需在商业物流设施规划建设阶段明确相应的建设要求及配套响应机制、补偿标准等，同步提高应急

物流的信息化水平，统一各类设施调度，避免信息壁垒影响应急救援物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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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公交在厦门市的发展及在疫情中作用的思考

陈保斌 胡晓丹 王秀明 柯博欣 刘诗棠 黄国苏

【摘要】 定制公交从运行时间、站点、乘车环境等方面弥补了常规公交的不足，提高了市民公交出行的舒适性和便利

性。本文对定制公交的发展背景和主要特征进行总结，同时以厦门市的定制公交为具体研究对象，收集了其运行参数并

对其进行分析，这是首次对厦门市定制公交运营的归纳分析。此外，在疫情 （2019-nCoV）期间，定制公交发挥其优势，

提高了市民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安全性。但运营上仍存在问题和不足，本文对问题进行归纳，有利于为后续对定制

公交的优化提供参考。

【关键词】 定制公交；公共交通；2019-nCoV

1 定制公交的发展背景及意义

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人们不断提升的生活水平，带动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根据官方数

据显示，全国的民用汽车保有量从2009年的7619万辆
[1]，已飞速增长到2019年的26150万辆

[2]。

汽车出行降低了恶劣天气对居民出行的影响，提高了出行的舒适性。此外，汽车出行是起始位置到

目的位置点对点的方式，大大缩短了路程时间，提高了出行的便利性。正因如此，道路上的汽车数

量不断增加，随之引发的是道路交通拥堵不堪和环境质量急剧下降的问题。大力发展公共交通，鼓

励绿色交通出行成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有力措施之一。公共交通相比较于私人汽车具有乘客运量大、

出行费用低和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优势。但也因为普通公共交通等待时间长、站点数量多和高峰时期

因乘客人数多而拥挤杂乱的问题使得部分人放弃选择这一交通工具出行。随着互联网不断渗透到居

民的日常生活中，公共交通的站点和实时位置查询、手机支付和出行路径智能规划等服务也随之变

得便利。这些新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普通公共交通的服务水平，但普通公交站点数量多和乘客

数量多导致的行程时间长和乘坐舒适性低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这也使得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不足以促使市民选择绿色的公共交通工具代替私人汽车出行。在上述的大背景下，定制公交应时而

生。定制公交提供了相较于普通公交更为便利、舒适和省时的乘车环境，同时相较于私人汽车更加

经济的出行特征。健全完善的定制公交体系有利于鼓励居民选择绿色交通出行，使交通拥堵和日益

严重的环境质量问题得到缓解。

2 定制公交的特征及发展现状

定制公交是指将个人的出行需求信息进行收集和整合，为出行起始位置和目的位置、出行时间相似

的群体提供定制的公共交通服务[3]。通过梳理，归纳总结出定制公交具有以下特征。

（1）出行时间：定制公交的服务对象虽无限制，但是因为它具有定点出发的特征，而通勤者的出行

时间大多固定，所以定制公交的服务人群多数为通勤者。出行时间的确定主要取决于某一时段的出行需

求。公交公司主要通过网上线路意见征集的方式，引导有所需求的居民填写自己的出行信息，主要包括

有：起点位置、终点位置、出行时间、预期达到时间、每周日程、开始和结束日期等。公交公司将根据

所收集的信息，确定出行时间。

（2）线路和站点：线路和站点的确定主要也是通过意见征集的方式，通过获得的起终点信息，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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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应路线和站点的规划。当路线和站点确定后，公交公司会通过线上发布待开通班次预购的服务，当

预定的人数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相对应的线路会启动运营。相较于常规公交，定制公交具有线路直达

性好和站点数量少的优势。乘客乘坐定制公交出行可减少行程时间，达到省时的目的。

（3）乘车环境：定制公交的乘车环境优于普通公交，高峰时期普通公交车厢内拥堵现象严重，但定

制公交基本采用一人一座的服务方式，乘车环境宽敞。定制公交车辆上还配置有空调、Wi-Fi（Wire-

lessFidelity）等服务设备，增加了居民乘车的舒适感。

（4）路权：为了鼓励居民绿色出行，全国多数城市已实施了公交专用道的规划和运营，并且，全国

公交专用道的公里数仍在持续增加。定制公交和普通公交一样享有公交专用道的路权，定制公交与社会

车辆分隔开，提升了运行效率，节省了行程时间。对于高峰时段的通勤者，行程时间是出行方式选择的

重要参数之一。

（5）价格和购票方式：定制公交的票价根据里程数量决定，一般长期连续乘坐可以享有优惠。定制

公交的出行费用高于普通公交，低于私家车和出租车。定制公交主要通过网站预订和APP （应用软件）

内等线上预订的方式进行购票，简化了线下购票的流程。

定制公交弥补了普通公交高峰时期车内拥堵、行程时间长和部分站点距离最终目的较远等不足，同

时因为定制公交享有公交专用道的路权、直达性好和费用低于私人交通等优点，定制公交成为居民日常

出行更优的选择。

3 厦门市定制公交的运营分析

3.1 基本特征

厦门主要由思明区、湖里区、海沧区、集美区、翔安区和同安区6个行政分区组成，其中思明区和

湖里区合称为厦门岛。厦门岛对外共有6大交通通道，包括厦门大桥、海沧大桥、集美大桥、杏林大

桥、翔安隧道和高集海堤 （如图1所示）。2019年，厦门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经超过了166万辆，“四

桥一隧”（除高集海堤的其余5条通道）的日均流量相较于2018年上升了6%
[4]。厦门岛内的经济相较

于岛外更繁荣且就业岗位多，所以厦门岛内每日活跃的交通量大且岛内外的交通联系密切。受日益增加

的交通量和进出通道数量局限性、通道指向性的影响，厦门岛内和进出岛通道的交通拥堵已成为高峰时

期的常态。为了解决这一拥堵严重的现象，政府正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定制公交拥有和普通公交一样运

力大的特点，且因优势明显而被鼓励。

厦门定制公交从2016年7月份开始试运营，现共有41条线路在运营，其中有19条线路在工作

日高峰时间段运行。其中，因轨道2号线开通 （2019年12月25日）后，定制公交的上座率大幅下

降，为降低线路与轨道2号线的重复率，提高车辆利用率，取消了部分定制公交线路。通过分析，

工作日高峰时间段运营的车辆多停靠于居住区和商务办公区，而周末时间段运营的车辆多停靠于居

住区、商业区和休闲娱乐场地。由于工作日定制公交的运营数据较齐全，且工作日的运营情况叠加

了城市高峰时段的交通量，对交通的影响最大，所以本次着重对工作日定制公交的运营数据进行分

析。本次运用SPSS对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主要分析订购人数与站点数量、订购人数与是否跨岛等

的关系。

表1 厦门市主要进出岛通道日均出岛车流量 （单位：辆/日）

年份
本岛-海沧方向 本岛-集美方向 本岛-翔安方向

海沧大桥 杏林大桥 厦门大桥 集美大桥 小计 翔安隧道
合计

2016 74870 42679 36275 37556 116510 46211 237591

2017 81821 54706 46056 36715 137477 47989 26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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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厦门市分区及进出岛通道示意图

表2 厦门市定制公交工作日运行情况表

公交

线路
起点 终点

是否

跨岛

站点

数量

运行

时间

已订购

人数

订购时间

区间 （天）

D1 和通路口 观音山商务区 否 10 工作日7：30 1050 34

D6 宁海站 观音山运营中心 是 10 工作日7：10 946 34

D7 宁海站 观音山运营中心 是 10 工作日7：05 336 34

D8 软件园 宁海站 是 10 工作日17：55 467 34

D11 杏林长途车站 观音山营运中心 是 8 工作日7：10 1139 34

D12 软件园 锦园中医院 是 8 工作日17：55 329 34

D13 宁海站 观音山商务区 是 7 工作日7：20 769 34

D14 和顺里 软件园 否 11 工作日7：45 527 34

D15 和顺里 软件园 否 11 工作日7：50 747 34

D16 软件园 和顺里 否 11 工作日17：45 392 34

D17 宁海站 市金融中心 是 5 工作日7：20 577 34

D20 鱼孚路 软件园东二门 是 11 工作日7：10 1209 34

D21 禾缘社区 思北路口 否 8 工作日7：05 651 34

D22 嘉美花园 禾缘社区 否 8 工作日17：35 383 34

D27 县后公交场站 软件园 否 8 工作日7：40 1116 34

D28 禹州大学城 软件园 是 8 工作日7：30 1325 34

D29 软件园 鱼孚路 是 11 工作日18：20 899 34

D74 嘉庚体育馆 海沧区政府 否 9 工作日6：45 2116 116

D75 海沧区政府 红树康桥 否 10 工作日17：35 1957 116

  （注：日均订购人数=已订购人数/订购时间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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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分析

3.2.1 起终点用地类型分析

表3 厦门市定制公交工作日运行情况表 （起终点用地类型）

公交线路 起点 终点 起点用地类型 终点用地类型 运行时段

D1 和通路口 观音山商务区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D6 宁海站 观音山运营中心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D7 宁海站 观音山运营中心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D8 软件园 宁海站 商务 城市道路 晚高峰

D11 杏林长途车站 观音山营运中心 交通枢纽 商务 早高峰

D12 软件园 锦园中医院 商务 医院 晚高峰

D13 宁海站 观音山商务区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D14 和顺里 软件园 住宅 商务 早高峰

D15 和顺里 软件园 住宅 商务 早高峰

D16 软件园 和顺里 商务 住宅 晚高峰

D17 宁海站 市金融中心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D20 鱼孚路 软件园东二门 城市道路 商务 早高峰

D21 禾缘社区 思北路口 住宅 城市道路 早高峰

D22 嘉美花园 禾缘社区 住宅 住宅 晚高峰

D27 县后公交场站 软件园 交通枢纽 商务 早高峰

D28 禹州大学城 软件园 住宅 商务 早高峰

D29 软件园 鱼孚路 商务 城市道路 晚高峰

D74 嘉庚体育馆 海沧区政府 体育场馆 行政办公 早高峰

D75 海沧区政府 红树康桥 行政办公 住宅 晚高峰

厦门市的定制公交，工作日高峰时间段运营的车辆多停靠于居住区和商务办公区，而周末时间段运

营的车辆多停靠于居住区、商业区和休闲娱乐场地。针对不同班次定制公交的运行情况，分析起终点的

用地类型。通过分析 （表2），早高峰运行车辆的起点多位于城市道路和住宅区等，终点用地类型呈现

一致性，绝大部分为商务区。晚高峰运行车辆的起点多为商务区，终点多为住宅区。此分布符合城市通

勤的特征，早高峰由住宅区前往办公区，晚高峰则反之。

3.2.2 运营班次分析

从表2分析，在工作日运营的定制公交，早高峰发行的班次多于晚高峰，且早高峰和晚高峰的日均

订购人数分别约为25和15人，说明早高峰定制公交的出行需求多于晚高峰。

3.2.3 定制公交是否跨岛运行与日均订购人数的相关性分析

思明区和湖里区是厦门市就业岗位较多、经济发展较好的两个下辖地区。部分居民需要在通勤高峰

时期进出岛内工作，此时交通需求最大。分析定制公交的跨岛运行与日均订购人数有无关系，可用来指

导定制公交路线的规划。是否乘坐定制公交跨岛为定类型变量，日均订购人数为定距型变量。对于一个

连续变量和一个二分类变量间的相关分析，使用点二列相关法。在SPSS中，可直接计算两列变量的皮

尔逊相关系数即可[5]。通过分析 （表4），显著性的值为0.401＞0.05，故认为日均订购人数和定制公交

是否跨岛运行之间无相关关系。厦门市跨岛通勤的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有地铁、BRT （快速公交）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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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公交，其中地铁和BRT服务人群的比例较大。此处分析认为，跨岛运行的定制公交并无因为跨岛公

共交通的不便而带来乘坐人数的增加。

表4 定制公交是否跨岛运行与日均订购人数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

日均订购人数 是否跨岛

日均订购人数 皮尔逊相关性 1 -.205

显著性 （双尾） .401

个案数 19 19

是否跨岛 皮尔逊相关性 -.205 1

显著性 （双尾） .401

个案数 19 19

3.2.4 停靠站点数量与日均订购人数的相关性分析

定制公交与普通公交相比，具有停靠站点少、行程时间短的优势。分析停靠站点与日均订购人数的

关系，可以用来指导定制公交停靠站点的规划。停靠站点数量与日均订购人数均为定距型变量，对停靠

站点数量和日均订购人数进行正态分布检验。对于停靠站点数量 （表5），样本数量为19，根据夏皮洛-

威尔克检验结果，显著性的值为0.018＜0.05，故不满足正态分布；对于日均订购人数 （表6），显著性

的值为0.208＞0.05，故满足正态分布，采用斯皮尔曼检验法检验两者的相关性
[6]。结果如表7，显著

性的值为0.859＞0.05，因此认为停靠站点数量与日均订购人数无相关关系。这主要考虑停靠站点是在

市民提供出行需求的基础上进行规划，且强调此数据是针对现有数据的分析。

表5 停靠站点数量正态性检验结果

正态性检验

柯尔莫戈洛夫·斯米诺夫a 夏皮洛·威尔克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站点数量 .219 19 .017 .875 19 .018

  a.里利氏显著性修正

表6 日均订购人数正态性检验结果表

正态性检验

柯尔莫戈洛夫·斯米诺夫a 夏皮洛·威尔克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统计 自由度 显著性

日均订购人数 .137 19 .200* .934 19 .208

  *.这是真显著性的下限

a.里利氏显著性修正

表7 停靠站点数量与日均订购人数的相关性分析

日均订购人数 站点数量

斯皮尔曼Rho 日均订购人数 相关系数 1.000 -.044

显著性 （双尾） . .859

个案数 19 19

站点数量  相关系数 -.044 1.000

显著性 （双尾） .859 .

个案数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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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疫情背景下定制公交的优势

4.1 疫情期间定制公交的运营优势

2019年12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持续开展流感及相关疾病监测，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均诊

断为病毒性肺炎/肺部感染。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其命名为2019-nCoV
[7]。2019-

nCoV主要经飞沫传播，同时也可通过接触传播
[7]。2019-nCoV在春节期间传播迅速，政府通过强有力

的应对措施使得疫情的传播得到有效的管控。在疫情进入到平稳期后，各地也陆续开始了复工潮。正常

时期，选择公交车出行的人数较多。但在疫情期间，大部分人在选择公交车出行时较为谨慎。造成这种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①公共交通作为密集型交通工具，特别是在高峰时期，车厢内拥挤度较高。虽然乘

坐者被强制性要求佩戴口罩，但如果有患病者乘坐此车，仍然存在近距离接触或触碰扶手被传染的可

能；②乘坐普通公交人员的具体情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③多地区在疫情期间取消了多条公交线路，

这也使得原本布局较为密集的公交线路和站点变得稀疏，公交出行随之变得不便。上述存在的问题，使

得复工人员的通勤出行变成问题。但定制公交却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些问题，定制公交在疫情期间的

运行相较于普通公交存在以下优点：①定制公交具有 “一人一座”、可控制满载率的特点，可以保证安

全的间隔距离，减少不必要的接触；②乘车者事先通过网上服务订购车票，订购者的信息可查询、可追

溯，有利于对乘车人员信息的管理，保障安全的乘车环境。③定制公交是在征集完市民的通勤需求基础

上开设班次。此措施可以避免普通公交的运力浪费和服务范围不全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取消了多条路线

的疫情期间，定制公交可以更加精准地服务有出行需要的人群。定制公交在疫情期间大大提高了市民公

交出行的安全，同时也保证了公交系统的有效运营，节约了运营成本，达到双赢的局面。

4.2 疫情期间定制公交运营情况引发的思考

定制公交在疫情期间的服务，保障了市民的健康安全，提高了出行效率。但在运营的过程中仍然存

在问题。

（1）发车班次少且服务人群有限：现阶段定制公交主要服务出行特征较为一致的通勤者，发车时间

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时段，对于市民日常出行的服务较为不足。在疫情期间，定制公交的优势较为突

出，可考虑在平峰时段收集有出行需求市民的信息，增加在平峰时间的发车班次，提高市民的出

行效率。

（2）普及和宣传的程度不足：定制公交的运营已有一段时间，但市民对于定制公交的熟悉程度仍较

低。相比于普通公交，定制公交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见，市民对于定制公交的概念、如何订购、乘坐以及

具体的运营路线都没有全面的了解。因此，建议政府和运营部门加大对定制公交的宣传，让市民对其有

进一步了解，增加出行方式选择的多元化，方便市民出行。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定制公交的运营可以准

确地服务有需要的人群，提高服务效率。

（3）订购渠道单一：定制公交一般只能通过网页或者手机应用定制，虽然现在电脑和智能手机的普

及度已经较高，但仍有部分人对这种订购方法较为陌生。在疫情期间，上述人群若要使用定制公交出行

将变得不便，因此可以考虑社区提供代订购服务，登记好需要出行者的信息，确保疫情期间公交出行的

安全性和便利性。

定制公交在疫情期间发挥了优势，若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定制公交的普及度和运营效率

将会得到提升，有利于提升市民公交出行的效率。

5 总结

本文阐述了定制公交的发展背景及特征，再以厦门市定制公交为具体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了定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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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起终点的用地类型、运营班次、订购人次与跨岛运行、停靠站点有无关系等，此研究是对厦门定制公

交发展的总结分析，同样可以为后续的规划提供指导。此外，由于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的影

响，市民对于在复工期间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较为谨慎，定制公交弥补了常规公交的不足，发挥其优

势，在复工期间提高了市民公交出行的安全性。但其运营也存在问题，本文对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有

利于后续定制公交的运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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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前后南京共享单车服务变化分析

华明壮 陈学武 郑姝婕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城市交通受到重大影响，提供安全可靠、充分保障的交通服务成为关键挑战。相对于

公共交通的封闭空间，开阔环境中运营的共享单车有着较低传播风险和发挥了更大作用。本文以南京为案例，融合分析

了共享单车用户调查和监管平台订单数据，探讨了新冠疫情前后的共享单车服务变化情况。研究发现，疫情暴发剧烈冲

击了共享单车服务，出行量下降了82%。出行需求的早晚高峰现象变弱，共享单车提供了更高比例的中远距离出行服

务。疫情期间，用户骑行目的主要是上下班和生活购物，共享单车主要是替代了公共汽车出行。现在的车辆运营周转状

况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本研究对如何在疫情期间提供共享单车服务有一定启发意义。

【关键词】 新冠肺炎；共享单车；出行特征；用户行为；南京

0 引言

2017年初以来，以摩拜单车为代表的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俗称 “共享单车”）在南京大量投放，以

其使用方便、外观时尚等优势，吸引了众多用户使用。但投放初期共享单车公司的恶性竞争以及无序停

放对城市管理造成不良影响，也引起了政府和公众的关注。2017年12月，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城市管

理局和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发布了 《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经营服务评价指标》 （宁交客

[2017]863号），构建南京共享单车企业经营服务评价综合指标体系，每半年进行一次南京市共享单车

企业经营服务评价工作[1]，并委托东南大学交通学院开展经营服务专项调查。从2017年12月开始，迄

今已开展六轮半年度调查。

过去的前五轮调查有效辅助了南京市把握共享单车的发展形势和存在问题。2018年的调查摸清了

南京市场的车辆总规模，发现当时市场上的ofo小黄车、摩拜单车、哈啰单车三家企业存在较严重的违

规投放现象。2019年4月，滴滴旗下的青桔单车获得5万份牌照，正式 “登陆”南京[2]。摩拜被美团

收购并推出了新款美团单车，哈啰发展势头良好，而小黄则由于自身经营不善和押金风波而接近退出市

场运营[3]。2019年的专项调查真实地反映了市场的变化，并针对运营区设置、调度费收取、非机动车

停车秩序、车辆堆积疏散等关键问题搜集了市民的意见。截至2020年6月，南京市场上运营的共享单

车企业共3家，美团单车、哈啰出行和青桔单车。

新冠疫情期间，城市交通供求关系突变，因主动或被动防疫，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出行目的、出行强

度、出行方式、出行时空分布等出行特征突变，共享单车用户的出行行为也会有所变化。而且相较于公

共交通，共享单车的病毒传播风险较低[4]，在抗击疫情的交通保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例如武汉市 “战

疫”期间，共享单车承担了一半以上的出行需求[5]。因此我们在2020年5月南京共享单车用户问卷调

查中，增加了疫情期间单车运营服务的内容，包括骑行目的、频率、替代的交通方式等，同时搜集了南

京共享单车监管平台的订单数据。通过综合运用监管平台的订单数据和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分析结果，对

疫情前后南京市共享单车的运营服务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

1 问卷调查与平台数据

1.1 问卷调查

考虑到新冠疫情影响，市民出于对安全问题的担忧，对于线下的面对面询问可能存在抵触心理，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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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问卷发放存在困难。因此本次问卷调查采取网络问卷形式，依托问卷星平台，通过微信朋友圈转发等

方式，邀请南京市民进行填写。调查的对象包括用户与非用户，通过关联跳题设置的方式，为不同的调

查对象提供不同问题设置的问卷。对于共享单车用户，主要调查基本信息、单车投放意向、对常用单车

企业的满意度、江苏疫情防控一、二级响应期间 （2020年1月24日～3月27日）
[6]单车使用情况；对

于共享单车非用户，主要调查基本信息、单车投放意向以及对各家企业的满意度。

问卷调查范围覆盖南京市各行政区，包括玄武、鼓楼、建邺、秦淮、栖霞、雨花台、江宁、傈水、

高淳、浦口、六合。并且在6月1日～2日第一轮问卷发放结束后，对问卷样本量偏少的行政区开展了

补充调查，保证各行政区均被覆盖。调查地点共计138个，类型涵盖各个行政区的重点居民小区、商业

办公区、休闲区和地铁站点，图1-1为调查地点的分布 （紫色点表示调查地点）。

图1-1 调查地点分布

1.2 监管平台数据分析

除了开展问卷调查，本研究还结合了南京市共享单车监管平台的数据进行分析。该平台自2018

年10月投入运行
[7]，在动态监管南京市共享单车的运营服务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截至2019年6

月15日，平台共接入车辆350642万辆，包括摩拜102679辆，哈啰160210辆，青桔87753辆。本

次分析获取了2020年1月5日～18日及2020年2月2日～15日新冠肺炎爆发前后各两周的订单数

据共计约475万条记录，订单数据包括订单编号、车辆编号、公司名称、出发到达时间、出发到达

地点；还获取了2019年6月、2019年11月和2020年5月的运营统计表格，表格包括接入车辆数、

当月日均订单数量、周转率等指标，对疫情前后南京市共享单车的整体车辆运营状态进行比

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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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享单车出行特征变化

2.1 出行量变化

2.1.1 疫情暴发前后对比

从监管平台获取了疫情前后两周的南京市共享单车订单数据，经处理后，疫情前两周2020/1/5-

2020/1/18共计2996614条记录，疫情后两周2020/2/2-2020/2/15共计536884条记录。可以看出，疫

情暴发后，南京共享单车出行量下降到疫情前的17.9%。在相同时段的公共自行车数据分析表明，疫

情暴发后南京公共自行车出行量下降到疫情前的31.4%。相比公共自行车而言，共享单车下降幅度更

大，即受到疫情冲击更剧烈。

选取疫情管控前的一周 （1.12-1.18，周日-周六）和疫情管控后的一周 （2.09-2.15，周日-周六）

的数据进行每日骑行量的分析，如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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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疫情前后一周用户骑行量分布

从疫情管控前的一周的数据可以看出，工作日的骑行量明显大于周末，但周三、周四两个工作日骑

行量低于周末，原因是这两天有雨夹雪，不适宜骑行。所选取的两周中，均在周一达到骑行量峰值，但

疫情管控后的骑行量仅为疫情管控前的1/6左右，进一步说明受疫情影响，骑行量骤减。

选取疫情管控前某典型工作日 （2020年1月13日）和疫情管控后某典型工作日 （2020年2月10

日），分别做热力图，对比骑行热点的分布，如图2-2所示。可以看出骑行量明显降低了一个等级，建

邺、栖霞和江北的某些片区地区不再是热点，只有老城区的中心地区还维持着500人/平方千米以上的

骑行密度。虽然骑行量骤减，但其在全市的总体分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只是略微向主城收缩。说明疫

情管控期间全城范围内仍有共享单车的出行需求，共享单车在疫情期间仍在居民出行中占有一定地位。

2.1.22020年5月及疫情前对比

获取了2019年6月及11月、2020年5月的运营统计表格对当前单车运营状态和疫情前的状态进

行对比。三个时间段各企业活动车数量的对比见图2-3，活动车周转率的对比见图2-4。活动车数量方

面，摩拜还未恢复到疫情暴发前水平；哈啰基本恢复，与2019年11月的数量持平；青桔由于新增了一

批车辆投放，活动车数量相比于2019年几乎翻倍。各企业活动车数量与车辆调查结果中车辆比例基本

一致，印证了车辆调查结果的可信度。活动车周转率是利用当月订单数量除以当月活动车数量得到的，

摩拜和哈啰均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而青桔目前的周转率与2019年11月份相近，但未恢复到去年

同期水平。总体来看，目前的车辆运营周转基本都恢复到了疫情暴发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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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疫情管控前 （b）疫情管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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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疫情前后一周用户骑行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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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出行时间变化

根据对平台数据的分析，分别选取疫情管控前的1月13日和疫情管控后的2月10日 （均为周一）

作为典型工作日，分析工作日分时段骑行量，如图2-5所示。疫情管控前，分时段骑行量双峰特征明

显，分别在7：30-9：00和17：00-18：30达到峰值，早高峰期间骑行量聚集程度更高且峰值高于晚高

峰，与城市通勤特征吻合。疫情管控后，骑行量锐减，虽也有早晚高峰，但高峰时间的骑行量与非高峰

期相差不大。

（b） 疫情管控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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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7 1310 16 2219 25 28 3431 37 40 4643

2670 2798

骑行量
（a） 疫情管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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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9 13 17 21 25 29 33 37 41 45

24657
18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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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疫情前后典型工作日分时段骑行量

2.3 出行距离变化

根据对疫情前后各两周的平台数据的分析，共享单车的平均出行距离由1.25km增加到1.45km，

平均出行时长由9.5分钟增加到13.1分钟，骑行速度基本不变。而根据相同时段的公共自行车数据分

析，公共自行车的平均出行距离由1.32km增加到1.74km，平均出行时长由14.5分钟增加到18.3分

钟，骑行速度也是基本不变。疫情后，共享单车的平均出行距离增加了16%，低于公共自行车平均出

行距离32%的增长幅度，但共享单车中长距离出行比例增加的趋势依然十分明显 （如图2-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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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疫情前后共享单车出行距离变化

3 共享单车用户行为变化

3.1 用户目的分析

由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如图3-1所示，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目的主要为上下班和生活购物。2020

年6月调查相比2019年调查，目的为公务的用户比例明显增多，由约10%上升至39%。而目的为探亲

访友、旅游的用户比例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该调查结果符合疫情期间实际情况，为尽量减少与他人接

触，除基本通勤、基本生活等必要出行外，居民尽量减少非刚性需求，外出就餐、探亲访友、休闲、游

乐等出行大幅减少，甚至完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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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疫情前后用户骑行目的分布情况

3.2 用户频率变化

由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如图3-2所示，南京市民认为自己在疫情期间的共享单车骑行频率大多为每

周4-7次，每天都使用的用户也占据一定比例，可见疫情期间用户使用共享单车的频率较高。对用户骑

行频率变化的调查结果统计如图3-3，约60%的用户认为自己在疫情期间骑行频率增加。但注意到平台

数据分析结果，疫情后共享单车出行量下降了82%，真实的用户出行频率应该是下降的。用户之所以

误以为自己疫情后骑行频率增加，可能是不能准确回忆起自己出行行为和对疫情期间共享单车服务印象

深刻，导致出现了这种感知误差。

每天使用（每周7次以上）

经常使用（每周4-7次）

间歇使用（每周2-3次）

偶尔使用（每周1次）

几乎不使用44.7%

23.1%

8.4%
6.5% 17.3%

图3-2 疫情期间用户骑行频率分布情况

  

21.1%

15.1%

63.8%

增加

不变

减少

图3-3 疫情期间用户骑行频率变化情况

3.3 替代其他交通方式

由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如图3-4所示，南京市民疫情期间使用共享单车主要替代的交通方式为公共

自行车和公共汽车，而替代地铁、私人汽车、出租车的用户比例较低。该调查结果也符合疫情期间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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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行特征：疫情期间，为减少人员接触，有条件的出行者更偏向于主动选择乘员少、私密性好的私人

汽车或出租车，对于无车市民但有长距离出行需求的，地铁是难以替代的；而公共自行车和公共汽车主

要满足中短距离出行需求，与共享单车承担的任务有一定重合，因此替代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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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疫情期间用户替代其他交通方式情况

4 结语

本研究基于南京共享单车用户调查，融合分析监管平台数据，探讨了新冠疫情前后的服务变化。疫

情暴发后，共享单车受到剧烈冲击，出行量下降到原来的17.9%。但出行需求的空间分布范围上仍然

与疫情前接近，说明共享单车在疫情期间仍在居民出行中占有一定地位。用户出行的早晚高峰现象变

弱，出行时间分布更加均匀。用户出行距离和出行时长显著增加，共享单车提供了更高比例的中远距离

出行服务。用户疫情期间使用单车的目的主要为上下班和生活购物，主要用单车替代了公共汽车出行。

当前车辆的运营周转已经基本恢复到疫情暴发前水平。

此外，根据监管平台数据及南京市公共自行车公司提供的数据分析，疫情期间南京市公共自行车出

行量下降了69%，其下降幅度显著小于共享单车。尽管在常态下，共享单车因其随停随放、使用方便、

机动灵活而更受用户青睐，但公共自行车相较而言仍有以下几点优势：（1）公共自行车的受众较为特

殊，且用户黏性较高。 （2）采用 “缴纳押金后免费骑行”模式，公共自行车在价格上具有显著优势。

（3）公共自行车的固定桩点借还在管理上具有较大优势，在突发状况下如疫情期间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新冠疫情背景下，城市公共交通 （包括地铁和常规公交）因为病毒传播风险受到巨大冲击，导致市

民出行需求未能充分满足。而且疫情的长期化趋势和小规模反弹带来了持续挑战，公共交通服务难以全

面恢复和长期稳定，共享单车有可能承担起补充满足一部分中长距离出行需求的重要任务。因此需要建

立疫情下多源数据驱动的共享单车安全防控保障机制。比如构建数据驱动的共享单车用户的风险预测模

型，研究病毒传播风险的主动防控技术，完善卫生健康风险追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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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2020年中国城市交通规划年会”于2020年12月4日在北京市召开，会议围绕 “交通治理与空间

重塑”主题组织了论文征集活动。共收到投稿论文364篇，在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筛查的基

础上，经论文审查委员会匿名审阅，231篇论文被录用，其中18篇被评为优秀论文。

在本书付梓之际，城市交通规划学委会真诚感谢所有投稿作者的倾心研究和踊跃投稿，感谢各位审

稿专家认真公正、严格负责的评选!感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交通研究分院的乔伟、张斯阳、

耿雪、王海英等，在协助本书出版中付出的辛勤劳动!

论文全文电子版可通过城市交通规划学委会官网 （http：//transport.planning.org.cn）下载。

扫码下载论文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城市交通规划学术委员会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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