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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摘要l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我国现有的城市规划已经难以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耍。文章着重分析了智能城市轨道交 

通与城市规划一体化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促进城市进一步的发展。 

[Abstract]wj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the exiaing urban planning in China has been difficult to meet the needs 

of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the integration ofurban rail transit and urban planning，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on this basis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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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规划的一 

体化，对于中国城市发展而言，既是一 

种高难度挑战。也是一种难得的好机遇。 

其致 力于创造 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 

规划 方案 ，来 更好地为社会发展进行服 

务。如今我国智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处 

于起 步阶段，根据人 民生活要求对于智 

慧城市规划的要求，相关人员需要了解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将从前的一些弊端进行改革，使城市轨 

道交通最终能够适应于城市社会发展。 

l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规 

划一体化的必要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国城市 的体量 

也在逐步增加之中，为了应对这种情况，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规划一体化的 

设想逐渐地为人们认知 、认可。在对中 

国城市发展建设进行分析后 ，可以知道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规划一体化的 

必要性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 

1)我 国土地资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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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土地资源总鼹虽然较大 ，但是 

作为世界第一人 口大国 ，我国人均 占有 

土地却比较少，在人口密集的地区人均 

占有 土地就 更少了。据统 计分析可 知 ， 

城市的公共交通在交通出行方式的 占比 

与城市的人 口密度 呈正相 关的联系 。当 

前我国城市发展越来越迅速，几个大的 

城市如北京 、上海等地 ，其人 口密度逐 

年增加，对公共交通的要求越来越高。 

2)提高城市活力 

将智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城市规 

划更好地整合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更大限 

度地发挥公共交通的作用。城市的公共交 

通发达意味着城市中多个人群集聚点的 

出现 ，其周围随业活动的活跃度也会有所 

上升。另外个人交通方式占比下降也意味 

着城市中停车用地的减少，多出来的土地 

就可以转变为其它类型的用地。 

3)减低社会成本 

城市体量过大且出行方式机动化交 

通 占比较高 的情况 下，公其交通的发展 

被抑制 ，个人 出行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 

影响。据调查显示 ，同体量、同发 展程 

度的两座城市 ，其社会承担的交通成本 

与公共交通占比成负相关关系。 

由上 述可知 。在当前我国智慧城市 

发展迅速 的背景下 ，智慧城市规道交通 

与城市规划 一体化建设 已成为城市建设 

的重点发展方向。不仅能够有效缓解 当 

前我国土地资源相对偏紧的状况 ，还 可 

以提高城市活力公共交通和个人 交通的 

现状 ，同时也 改善 交通现状 ，对环境也 

有好处。 

2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规 

划一体化的要点 

由上文可知 。智慧 城市轨道 交通与 

城市规划一体化是当前城市的主耍发展 

方向，同时也是城市建设的重点 ，牵 一 

发而动全身。因此在城市轨道交通与城 

市规划一体化 中也存在着三个设计 、建 

设的要点。 

1)智慧城市轨道交通应该适应当地 

城市规划计划 



 

一 个智慧城市的规划基本可以分为 

市区和郊区两个不同的功能规划，城市 

轨道交通自然需要在这样的城市规划现 

状上进行发展。同一个城市里 ，市区和 

郊区在人口分布，环境容量、经济发展 

水平 等几个方 面上都 有蓿很大 的 区别 。 

因此 ，市区和 郊区对于交通的需求更是 

不尽相同。 

2)加大交通的承载能力 

如今随着城市 建设的不断发展 ，轨 

道交通 的发展 由于其环保优势 以及符合 

我国能源政策的特 点深受青 睐。每个城 

市的乘 客出行 目的、出行数量 、高峰期 

等都有所不同，同一个城市的市区和郊 

区对 交通工具 也有着 不同的 市场需 求， 

因此 ，根据城市 的规划发 展特点进行适 

当的交通承载能力调节是十分重要的。 

3)两者的一体化需要尽快完成 

智慧城市规划和城市轨道交通的一 

体 化需要尽快 完成才能进 一步实施城市 

的发展 ，且需要 掌握好 时间顺 序。以德 

国的港口城地铁为例，2011年完成对于 

地铁的建设 ，2012年完成 港口城的其他 

设施建设，可见一个良好的城市规划极 

为重视时机上的配合 。在建设初期 ，城 

市轨道交通需耍配合住宅人民的出行要 

求，对 出行高峰期 的人 流量和 时间段进 

行调查和统计，以此为计算样本，检算 

轨 道交 通各 个设 计年分担 的控制 流量。 

随着城市的规划不断完蕾 ，出行人数不 

断分散，高峰期改变 ，对于城市轨道交 

通的压力也就会随着城市规划的进行实 

现有弹性地改变，但是初期进行规划的 

时候必须考虑到今后城市发展的各个可 

能性 ，保证两者配合的默契 。 

3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规 

划一体化的发展 

由上述一大点可知，城市轨道交通 

与城市规划一体化在进行具体操作时， 

需要适应当地当时的情况 ，因此下文主 

要是以介绍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规划一 

体化的方式来 介绍如何进行具体的设计 

和建设 ，以及当中应该注意的一些 问翘。 

1)起步阶段的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开始重 

视城市轨道交通与城市规划一体化的发 

展 ，建设初期 ，需要 筹集大量的地 铁资 

金作为建设基础 。我国曾经借 鉴了香港 

方面一蝗关于地铁发展的经验 ，在经过 

自己的逐步摸索之后 ，逐渐结束 了轨道 

交通与城市土地利用互相分离的状 态。 

有关部门在地铁沿线，找到了一些 

有再开发价值的地段，和房地产开发进行 

必要的合作，实施 了一系列的规划布鼹。 

实际操作之后 ，智慧城市轨道交通确实给 

城市的 发展提供 了不少的资金支持 。为 

了拓展城市空间 ，部分城市将轨 道交通 

伸到了城外 ，希望以此获得更多的资金。 

但是随着规划范围的扩大，城市规划的滞 

后性缺点逐渐暴露 ，各种因素使人们意谀 

到了整体设计理念的重要性，开始向国 

外进行求助 ，引入 先进的设计理念 ，同 

时自己也根据国内国情进行必要的修改。 

这个时期 的规划 一体化 的缺 点在于实际 

操作技术欠缺 ，不同规戈0的理念在不同类 

型的城市各 自应用，造成混乱。 

2)一体化建设探索 

自从我国的轨道交通开始进入网络 

建设之后 ，城 市规划和 轨道交通 的各 项 

规划 协调发生了重要矛盾 ，难以进行一 

体化的建设。因此许多城市为了解决这 

一

难 题 ，做 了各种 有效 的探索 。以近期 

北京轨道 交通建设 为例 ，采用了咨询形 

式，鼓励了多家单位参加 ，避免独断独裁 ， 

思维僵化的情况发生 。 

其规划方 案的 一体化具体表现在规 

划机 构一体化 、规划要求一体化、规划 

成果一体化、规戈0评价一体化、行政与 

技术 一体化等 。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去考 

冒 恿 穰 巾 

虑规划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 ， 

具有～定的权威性 。在施工前期 能够避 

免很多问题 ，尽快开展一体化建设工作 。 

虽然这样的方案还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 

但是在实施方 面已经是很大的进步 ，给 

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发展前景。 

3)智慧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规划分 

离状态 

在城 市的规划 中，旧城区的 再开发 

和新城 区的拓展是一个智慧城市规划发 

展的重点 ，这时候 的智 慧城市轨道交通 

拓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许多城市的 

轨道交通并没有和城 市规划紧密结合起 

来，反而呈现出一种分离的不相关状态。 

例如如果选择轨道交通作为城市主耍的 

交通出行方式，其一条线路就可以和 32 

条车道相比较 ，这样的交通网络基本上 

能够满足城市发展和拓展的要求，优点 

在 于还可 以节约大量的城市土地 ，使布 

局更加紧凑，城市的交通成本也能做到 

最低化 。这是城市轨道 和城市规划一体 

化的良好结果。 

由上述三 个我国智慧城市轨道交通 

和城市规划一体化 的发展阶段 ，可知我 

国的城市轨道交通和城市规划一体化起 

步较 晚 ，也取得 了一些成就。但是 发展 

还是 不够 充分 ，实际操作工程 中也存在 

很多问题 。 

4结束语 

通过分析城市规划和轨道交通分析 

产生的弊端，了解一体化建设带来的好 

处和优势 ，分析了如何进行良好 的一体 

化规划方案，希望通过改革 ，促进我国 

城市规划上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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