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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l论文通过针对以人为本智慧城市交通规戈0进行现状分析 ，并 由此提出以人为本的智慧交通规划原则利运用策略 ，优化与改 

进城市交通的有效措施。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based on human-centered wisdom，provides the people 

oriented planning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smart transportation，as well as the optimization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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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引言 

城市的交通主耍 目的不是车辆的转 

侈而是人 员的转移 ，确切的说主耍是为 

人们提供便利的交通服务的，将以人为 

奉的原则 作城 市交 通规划 的核心 ，以 

这一一理念为前提来研究交通规划的策略 

是非常有必要的。 

2 城市中的交通现状 

伴随城市的快速扩张 ，城市中的交 

通 与土地、 自然环境及能源等相关方面 

的X寸立矛盾也不断的出现。我国城市中 

的交通普遍存在以 问题 ：①交通堵塞。 

城市交通堵塞的情况 比较严重 ，这使道 

路的通行效率明显降低 ，给人们的生产 

及生活的正常运行带来了影响 ：②交通 

。f故的频发。我国交通事故所形成的死 

亡奉明显比其它国家大 ：③交通污染严 

重。伴随交通车辆的普及。交通污染也 

已成了城市中重要的污染源 ：④交通的 

能源 不足。 由于石油能源 的不 断减 少 ， 

能源不足也已成为现时期非常严峻的 一 

类问题 。 

3 以人为本智慧城市交通规划 

的理原则 

3．1交通 等 

平等重点所指的是交通系统 中所有 

参 与方的公平性 ，重点是交通系统的公 

平 占用 。各交通方式所 产生的效率是务 

不相 同的，所 ^用资源也有差异 ，需付 

出不 的社会成本 ，但 其实是交通资源 

的 占用 比较大 ，但其所 付 出的 并不多。 

参照交通平等这一原则 ，在交通 的规划 

实施过程中需思考到所有交通的使川者 

各 自的通行权限、使用 权和 占用权的平 

等。对交通结构进行优化 ，对路 嘲进行 

科学的 配盟 ，对慢速交通、公共交通的 

划进行不断的矬全 ，如此对于所坚持 

的公平原则来说 关重要。 

3．2 禽删保和 殳f弱势群体 

保护弱势群体属 于人性交通的男一 

体现。交通 划过程中第一需要保证安 

全 ，往行人、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 同 

时出现的州一个 交通环境 中时 ，如产 

生了接触性的矛盾 ，行人 、非机动车驾 

驶人员相对比较易受伤 害，很有可能会 

产生严重后粜。所 以，从保证人身安 全 

的层面来分析 ，行人 、非机动车人员是 

尤其需要特殊保护的一类群体。 

4 以人为本智慧城市交通规划 

的策略 

4．1优先十公交的 法 

道路系统中，公交优先的核 心是缓 

解交 通的拥堵 ，管理私 家乍的 出行量 ， 

优先公共交逋及低能牦污染小的出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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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从 而给公 交的使用 人 员供 应快 速 、 

方便、可靠的公共交通。 

4．1．1多层次的交通选择 

公 共交通其结构具备多元性 ，可以 

实现各层 级的需要 ，提高公共交通的整 

体服 务能 力。在经济相对较先进的城市 

当中需慢慢的构建起以中运量、速度快 

的轨道式交通为支撑，以地面的公交为 

主，辅助以别的客运交通的多层次的。 

与生态及环境 的标准相符的城市交通体 

系。公共交通 其技术的 功能正趋 于大功 

率、大容量、低耗能 、低污染的方 向不 

断发展 ，并同时产生 了各种规模和层次 

的城市公车系列 ，以利于更好的达到各 

层次的不同需耍。 

4．1．2制定公共交通的专属的路权规定 

设簧公交的专厍J车道。其道路使用 

权只属于公交车辆 ，如 此防 止私家车辆 

抢路的情况发生。这种 公交优先的形式 

适合应用在公交线路较多 ，窖流谴大的 

路段 ，因为公交专用路的设立 ，一定会 

使其它车辆的使用空间减少 ，这 时行车 

的环境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公交 专用的 

道路指的是在交通流较稠密、道路 宽的 

路段专门开设不同数量的车 道来供公 交 

车行使。其弊端是如遇到交叉路口密集 ， 

或繁华地 区，公交专用的车道便发挥 不 

了其真正的作用。尤其是反向的 专用车 

道在使用期间，较易造成交通事故。 

公交信号的优先。其主耍是对相应 

的交通权 限实行优先。通过延长信号绿 

灯的时间 ，来 控制公交车辆在交叉路 口 

地段的优先通行 ，并且在此同时 还耍确 

保公交专用茎E：道真正发挥其本来的作用。 

4．1．3为乘客换车提供方便的方法 

在枢 纽类路段的设 计中 。合理设计 

转换的空 间及等候的 区域 ，确保 此路 段 

的交通安全和便利。合理安排组织多数 

车辆 同一时 间经过 同一站点 的时间表 ， 

使乘客换乘过程中的等候时间有效降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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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公交路线和起始时间的信息表为乘 

窖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在行程开始以 

前 ，为乘客提供最为合理的车辆、线路、 

时间，在行使中为乘车人员播报当前运 

行 过程 中的相关信息 。在市郊 的火车站 

及大型 的地铁 中转站附近设计好汽车及 

自行车的停靠场所，便于私人汽车、自 

行车 公交的有效换乘。 

4．2慢行交通的规划 

步 行、自行车属 于环保 、零污染的 

出行方 式 ，并且对于健康也很有益的交 

通系统 。通常交通规划设 计的相关人员 

对于步行、自行车的规划并没对其高度 

的重视 ，自行车和步行被驱使到狭窄的 

人行道路中，更严重的是有的路段还没 

有设魁人 行道 ，形成 了混合 式的交 通， 

如此会导致交通的拥 挤 ，使交通事故的 

发生率明盟增加 。 

4．2 l非机动车的交通规划 

1)空间上实施分流和分隔 

路段上设鼹隔离的设施 ，降低机动 

车和非机动车的互相影响。在大型的公 

共场所其出入口位萤路段 ，需对机动车、 

非机动车合理的指挥 ，此路段的路边不 

可 占用非机动车的车道 ，公交车辆的停 

靠应用港湾式停靠 。 

2)交叉口的交通设计 

非机动车的左转行驶 ，可使用 自行 

车应用的二次过街或合理设计号用的左 

转信号。非机动车的直行行驶 ，合理设 

计机动右转的 专用车道或专用相位 。自 

行车的停车线设计要前蹦。 

3)停车的规划 

合理的利用好地下的空间，规划 自 

行车的免费停车场 ，健全大型换乘枢纽 

位置的非机动车停车的规划。 

4．2．2行人交通的规划 

1)保证人行道使用权。 

交通的规划中 ，人行 道设 计重点是 

实现行人 正常通行的需要。限制拓宽机 

动车道而缩减人行道 ，禁止在空 间不 充 

裕的人行道中安设公共设施 ；交通管理 

中 ，禁止备类车辆对人行道进行 使用 与 

占用人行遒停车 ，禁止小摊贩对 入行 道 

的占用。 

2)行人过街的道路设计 

行人过街的道路包含斑马线 、过街 

侨 、地下通道的设 计等 ，通道的位霞需 

以行人过街时的具体悄况来给予合理 的 

布设 ，并且还 需对公交 的换乘进行充分 

的考虑。在没有过街灯的斑马线道路中， 

需在来车的方向合理设 计视距的最佳标 

准 ，视距内的绿化应是 低矮 的植物 ，车 

道在大于或等于双向的 6车道 时，需在 

车道 中间的位鼹设计出待行 的空问，保 

证行人过街的合理通过。 

3)设越行人交通的安全设施 

首 先安装行 人过街 时的指示标 识 ， 

对行人横穿车道的行为进行规范。其次 ， 

设越行人交通的安全设施。即 ：中心位 

设罱护栏 、行 人过街设 置保护设 施。 

在隔离带 的路段 内，人 行横道线 需穿过 

隔离带 ，以隔离带来当作安全岛，隔 离 

带是为行人行驶在路中时设髓的停 留区， 

还 可是车辆和行人间的保护屏障 ，保护 

行人的人身安全。 

4)增强对行人与机动车的交通秩序 

管理 

通过强有力的管理来对行人 与驾驶 

人员的行为进行规范 ，交通的秩序管理 

可有效 的调 动社会的 力量来一 同参与 ， 

以此实现群众 自教的 目的 ，降低 篱员的 

工作压力 。 

4．3智慧城市交通平静状态的规翅l策略 

4．3．1流量化管理的方法 

社 区中设霞的交通环岛一般都设在 

社区道路和城市支路的交叉 口处 ，所 有 

入 口都是单行道 ，在交通流大和 有公 交 

左转叉 口时不使用。其 可控 制交 叉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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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便于后续的决策和处理 ： 

3)辅助决策功能 

基于空间信 息服务的城市轨道交通 

应急 管理 系统还具 备辅助 决策的功能 ， 

当轨 道交通发生突发 事故 时，相关管理 

人 员可以通过该系统进行相关信息的查 

询，了解轨道交通周 围人群数量、建筑 

信 息和危 险源等 ，通过空 间信 息分析 ， 

可以让 应急管理队伍快速获取救援路径 

和 人员疏散路径 。这就大大的提高了应 

急管理效率 ； 

4)重建功能 

在发生突发事故后的重建和恢复工 

作中 ，该系统可 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即 

通过统计事故造成的轨道交通设施损失， 

提供受损设施重建的 三维空间规划 、方 

案评估 比较等辅助服务 ，从而为灾属重 

建工作的高效进行 奠定基础。 

4结束语 

综上所述 ，城市轨道交通作 为城市 

交通 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公共安全 

显得十分重要。 由于轨道交通存 在较多 

的风险 因素 ，容易出现突发事故 ，所以 

◎智慧交通◎ 

加强 其应急管理工作特别关键。通过 弓l 

入地理空 间信息服务 ，构建城市轨道交 

通应急管理系统 ，这不仅大大提 商了轨 

道交 通应急管理水平 ，而 日对于 事故后 

续的重建 也提供了 巨大的便利。然而 目 

l前我 国对 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存 在一些不 

足之 处，还需要加强研 究 ，从而为城市 

轨道交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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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绿 色生活 的重视 ，彰显出全球范围内 

对智慧化城 市的重 视性 。这就 要求规划 

设计师要不断完善 自身理论知识，将智 

慧城市的内涵全面贯 彻，重视智慧城市 

对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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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能力及交叉口处的车速 ，确保人们 

交叉 口区域的安全。道路封 闭的设施是 

属于补充设施 ，也是机动车禁行的设施。 

在其他的设施无效或不可用时使用。有 

运用封闭设施的时候行人与 自行车能够 

通行。 

43．2速度管理的方法 

1)减速带可常用在社区的道路和 

城市的支路及穿越居住地点的主要道路。 

减速带的宽度较大，通常配合粗糙的人 

行横道、路边的拓宽、路边的收缩来使用， 

主要 目的是限制车速 。 

2)突起的交叉口通常与粗糙的人行 

横道 及道路 的拓宽相互配合使用 ，这一 

设_置在城市人流密集的市区内不宜使辟j。 

5结束语 

过去的交通规划方式和方法已经不 

再适合现时期智慧城市的交通系统，无 

法保证交通的安全性 、高效性和环保性 ， 

人性 化的智能城市其合理的交通规划可 

以给 当前城市的交通规划提 供一定 的参 

考 依据 。公 交优先 、慢行 交通的 规划、 

交通平静化等以人为 主的交通规划策略 ， 

在城市 交通的现实运行中起到 了非常大 

的现宴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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