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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的高速发展，机动化交通在城市交通中所 

与的比例不断增加，但以机动车交通为主体的交通发展 

与式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多问题 道路上汽车数量的增 

使得尾气污染，交通拥堵、交通事故等愈加严重， 

同时也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出{ 

济发展的新形势下，绿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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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I慢行 统结构目 

图2慢行单元功能 分 目 

行+公交”，“自行车+公交”等为代表的 

慢行交通是实现交通领域绿色环保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解决城市交 

通 “最后一公里”末端衔接问题的根本途 

径。所谓慢行交通，是相对陕速交通和高 

速交通而言的，有时亦可称为 “非机动化 

交通”，是指以步行或自行车等以人力为 

空间移动动力的交通，一般定义其出行 

速度不超过15 km／h 城帝幔行交通系统 

是城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 

负担一定的通勤交通功能外，还提供市 

民休闻 购物和娱乐等多种功能 在当前 

城市占据社会经济发展主导地位的时代， 

慢行交通系统在城市中的作用更是被提 

高到对城市生活品质提升至关重要的高 

度。 

目前，我国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建设 

方兴未艾，关于慢行交通系统的发展建 

设、规划等的研究多从城市变通、通勤需 

求等层面进行探讨，缺乏多元视角的综 

合研究。而以城市交通规划的单一视角 

进行慢行交通规划已经不能适应多元化、 

特色化城市发展的日寸代需求。基于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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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顺应全球低碳交通发展的趋势，综台 

运用生态、交通、旅游及景观规划等多专 

业方法进行融台性规划与设计，将城市 

慢行交通系统的构建与休闲旅游相结台， 

通过整台现有公共绿地、旅游景点和开 

放空间，串联城市景观，构建优美的陧行 

交通环境，系统打造’曼行旅游产品，实现 

“城市营销” 

求，成为人们关注音勺焦点。以下本文以海 

口绿色慢行休闲系统规划为例，对融合 

性慢行交通系统的构建展开探讨。 

1规划背景与规划范围 

海口绿色慢行休闲系统规划是 稚§口 

市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指导下 

的交通类专项规划。针对当前海口滨水岸 

线、景点景区等开放空间已经初步具备绿 

色慢行交通系统的雏形，城市居住区域内 

部慢行道虽已形成，但没有设置专用慢行 

通道、车行混杂，慢行交通系统缺乏整体 

性、地区发展不平衡、步行系统缺乏特色 

等状况，为_顺应海南建设 “国际旅游岛” 

目3慢行 统总体 选线目 

的战m醅 署，海口绿色慢行休闲系统依托 

旅游资源，侧重于旅游和休闲出行 以慢 

行交通方式为载体'系统地组织漫游线路， 

指导全市’生的慢行通道规划及配套设施 

建设。规划以游客和休闲市民为研究对象， 

既满足市民的通勤需求，又为市民和游客 

空间。规划提 

出的慢行交通方式是以自行车 轮滑和步 

行为主，以公共交通为辅的绿色出行方式。 

规划研究范围与 嗨 口市城市总体规 

划(2006—2020)*所确定的海口市范围 
— 致，总面积约为2304 8 K ，规划控制 

范围主要为主城区，总面积约为97 5 k 。 

2规划目标与总体构思 

规划以 “绿色交通”理 它为导向，坚 

持系统性 功能性、交通衔接1生和景观 生 

四大原则，力图通过资源整台，打造海口 

的 “城市名片”，并以此作为海口城市旅 

游品质提升的载体；打造健康时尚的人 

居生活理念方式；以交通为手段，完善绿 

色慢行交通系统；从生态、景观上提高城 



市整体形象。据此，规划提出 “蓝脉串珠 

贝，绿道连盛景：漫游山海城，人人乐其 

中 的总体构思，以江、河、海及无缝公 

交体系为蓝脉，以绿道为骨架，采用串珠 

式结构，打造集休闹、娱乐等功能于—体 

的城市’陧行交通系统。 

为实现上述目标，规划综台运用生 

态 交通 旅游及景观规划等多专业方法 

进行融合’ 规划与设计，构建海口绿色 

慢行休闲系统 其融合性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方面：①在城市空间方面，结台海口 

的特点和景观功能的需求，进行总体布 

局和功能分区，分段划定绿道系统功能， 

打造不同类型的慢行体验区；②在城市 

交通方面，充分发挥绿道作为连接公园 

广场 自然保护地、名胜区、历史古迹 

及居住区绿地等开放空间的重要纽带的 

作用，构建 公交+慢行”的—体化交通 

出行模式，完善交通换乘系统，实现多 

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③在城市旅游 

方面，规划以 “慢行交通与休闲旅游相结 

合”为特色亮点，发展海口的健康旅游： 

④在城市景观方面，将绿色慢行通道系统 

与绿化景观设计有机结台，增加慢行交通 

系统的观赏性，打造生态绿色景观，为 

国际旅游岛”打造亮点 

3规划内容 

3．1基于城市空间的慢行交通系统规划 

总体布局 

3．i 1规 划结构 

规划以无缝衔接的公交体系为 “线”， 

借用串珠式结构，将散布在绿色慢行交 

通系统中的观赏 珍珠”串联在一起，共 

同组台成 “一环 三带、多心”的规划结 

构(图1) 

(1)“一环”，即以无缝衔接的公交体 

系为交通环 

(2)“三带”，即依据城市特有的景观 

资源，结合城市特点和景观功能的需求， 

将城市的慢行空间划分为滨水景观带、城 

市景观带和生态景观带三种类型。规划 

通过滨水景观带串联东海岸带状景观、海 

匈岛环岛景观 新埠岛环岛景观和西海 

岸带状景观，并延伸海岸景观带，在体现 

城市热带滨海特色的同时 实现慢行绿 

道和海岸蓝脉的有机融合；通过城市景 

观带整合海口的城市景观，梳理城市的 

慢行脉络，营造城中舒适宜人的慢行廊 

道和幔行空间，为旅游观光和居民出行 

提供绿色休闲通道；对于生态景观带，规 

划充分利用现有景观资源，开发生态乡 

村旅游 注重营造静谧和怡人的乡野情 

趣，打造海口乡野生态绿色慢行空间，使 

之成为骑行者的慢行天堂。 

(3)“多心 ，即以各个主要的绿色慢 

行观赏区为核心 规划划分两级慢行观 

赏区： 级观赏区共8个，包括会展中心、 

西海岸带状公园、海口湾、东海岸带状公 

园 海口国家湿地公园、火山口地质公 

园，东海岸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海口老 

街：二级观赏区共16个 包括海甸岛、新 

埠岛，桂林洋，司马坡岛，红城湖公园 

金牛岭公园 海秀公园、金沙湾、盈滨 

岛、永庄水库森林公园、沙坡水库森林公 

园 五溺可森林公园、玉龙泉国家森林公 

园 美兰蝴蝶养殖园、美兰机场起飞观景 

台和三江凤生香草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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圬 刀 _̂ 戳 蛆  口 丙 X】日， 

可能把交通组织在城市分区或组团内部。 

据此，规划将慢行空间划分为旅游风景 

区、居民生活区、商务中心区、历史 情 

购物中心区四大功能分区，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将各功能分区细分为若干慢行小 

区 (图 2)。 

(1)将旅游风景区划分为 10个慢行 

小区，分别为西海岸带状风景区、东海岸 

带状风景区、南渡江滨江风景区、海日湾 

休闲旅游景区、老街骑楼历史人文景区、 

五源河人海口风景区、火山文化风景区、 

生态公园风景区、东寨港生态风景区及 

体育运动休闲区。 

(2)将居民生活区划分为8个陧行小 

区，分别为海甸岛特色生活区，新埠岛特 

色生活区 中 城 白龙生活区 绿色金牛 

岭生活区、江东新生活区 长流现代生活 

区 秀英科技生活区和产业高教生活区。 

(3)将商务中心区划分为4个慢行小 

区，分别为大英山CBD片区、金贸商务 

区 海口中心商务区和长流中心区。 

(4)将历史风情购物中心区划分为2 

个慢行小区，分别为骑楼老街南洋风情 

购物区和府城琼州历史文化街区。 

3．2基于城市交通的慢行网络规划 

3 2 1慢行交通系统选线 

慢行交通系统选线以 《海口市城市 

总体规划(2005—2020)》确定的i,~／ti骨 

干路网为框架，结合城市滨水空间、广 

场 公园绿地和旅游景点等建立城市慢 

行通道。 

(1)慢行网络等级和功能划分。针对 

海口旅游城市的特色，融合旅游景点 景 

区构建慢行系统，形成由廊道、集散道、 

连通道和体闲道4个等级组成的慢行网 

络(图3)。该慢行网络包括步行、自行车 

和轮滑三种曼行线路。其中，步行线路包 

括健身线路、散步线路等：自行车线路包 

括观光线路、体验线路、锻炼线路，竞技 

竞速线路等：轮滑线路包括体验线路．锻 

崮4慢 行 统 功 选线口 

炼线路、 竞技线路等。这几种线路可 

以根据实地情况分设在不同的慢行区域 

中，也可以综合布设在同一慢行区域内， 

并结台周边设施完善各线路体系(图4)。 

旅游公交慢行环，是海口慢行系统 

中公交和慢行交通的主要衔接环。作为 

慢行网络中的枢纽带，旅游公交慢行环 

连接海口市的主要景点，形成旅游观光 

环线，该环 哿滨海风光、城市风光及生 

态风光有机衔接，在景观上体现了城市 

的特色，在功能上实现了旅游公交和慢 

行交通的无缝衔接 

海口市 

区以南地区的绿化生态景观优美，旅游 

资源丰富，为打造慢行交通系统中的乡 

野隋趣体验区，规划将城市和乡村风光 

通过慢行道连接起来，形戒绿色、宜人 

的乡村漫游廊道；依托海榆中线公路，设 

置了 “一横三纵”的慢行对外通道网络 

(国5)。“一横”，即规划沿五源河国家森 

林公园 永庄水库森林公园、沙坡水库森 

林公园和玉龙河国家森林公园内的水系 

修建沿河1璺行道，注重沿河风光的观赏 

性，绿道的遮旖生 骑行者的舒适性；“三 

纵 ，即绿色大道纵向对外慢行道、海榆 

中线纵向对外慢行道及沿南渡江江岸慢 

行通道，这三个纵向通道将城市景观由海 

洋景观向山体绿化景观延伸，营造城市和 

乡村和谐的慢行之旅。 

3．2 2慢行交通系统城多一体化建设 

慢行交通系统城乡—体化建设主要依 

托城市白勺对外通道，将市域内乡镇通过慢 

行道连接，形成区域’生睫行系统(图6)。 

规划依托 “一横三纵 的慢行对外通道建 

设乡村慢行道，统筹建设各村镇的慢行交 

通系统，充分利用乡镇景观和人文资源 

打造慢行旅游产品，打造乡镇慢行旅游的 

精品踏线，带动乡镇产业的发展：同时， 

扩大海口的休闲旅游区域，通过城乡慢行 

道建设，形成集绿色通道、绿色景点 绿 

色餐饮和绿色驿站于—体的海口绿色慢行 

旅游体系，承接海口市的旅游服务功能 

3．2．3慢行交通系统无缝衔接 

海口慢行交通系统无缝衔接主要通 

过两方面体现：一是以慢行区为基础．借 

鉴圈层划分的概念，区分不同区位的非机 



目6 僵行 统城乡一体化规划图 

目7自行车租 赁点规 埘图 

动车换乘特征，并针对常规公交枢纽站 

(首末站)、大容量公交站(BRT站)、轨道 

站点等城市大型交通站场．设鼹慢行交 

通枢纽：二是结合公交站 点、城市公园、 

旅游景区等公共开放空间设置慢行驿站， 

提供自行车租赁等慢行设施服务，最终 

实现 陧行+公交⋯ 慢行+机动车”等 

多种交通方式的无缝衔接。 

(1)慢行换乘枢纽设置。慢行系统换 

乘主要包含：自行车、步行 公交、轨道 

四者之间的换乘 其中，以自行车与轨 

道 公交之间的停车换乘居多 规划有效 

利用 “B+R”系统(自行车与公交一体化 

衔接系统)来完成换乘驳接。 

(2)慢行驿站设置 自行车作为 种 

短途交通工具，可以有效破解交通末端 

“最后一公里 的难题。自行车的租赁也 

越来越被国际上视为解决机动车环境污 

染的有效~遥{至。自行车租赁管理月＆务由慢 

行驿站提供．为方便市民和游番 规划设 

、 
． 

图{0村庄 驿站设计闰 

=l 



I驿站，其布设原则是 ①结 

BRT站点，大型公交换乘点 

_各类换乘枢纽 公交站布 

点 旅游景区，商业中心， 

高校等布设(图7一图10) 

交通通道控制 

道胡地控制 规划应对慢行 

楫应控制，具体包括：0居 

肯支路，整理城市支路，保 

酋．在现有道路划线或者增 

乍为自行车专用道；②居住 

区靠近城市干道，建设独立的自行车专 

用道；@城市慢行道(自行车道)宽度控 

制在2 0 m～3 5 m，通道应考虑遮阴： 

0滨海地区的慢行道要求全部连通，同 

时注重通道的林荫效果；@建立完善的 

步行系统，注重住区邻里交往空间，有 

效减少机动车出行。 

(2)慢行道推荐断面。规划采用多种 

慢行道断面设置方式(图l1)，以适应不 

同情况下步行}n自行车交通的需求；慢行 

道与机动车道之间通过绿化带或树池进 

一  

鞋秘 ： 麟 燃 

断面形式 

t行骋站节 效果目 

行分隔，实现机非分隔，减少相互干扰， 

同时台理选择1曼行交通的人行过街设施 

形式，提高慢行交通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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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一 白沙门公园一新埠岛公园一东海岸广 

场 桂林洋滨海广场 东寨港自然保护 

区；@人文观光旅游路线及主要观赏景点 

为：海口老街一五公祠—琼台书院—海秀 

公园—长流公园—体育中心一五源河森林 

公园 海瑞墓—金牛岭公园，④生态休闲 

旅游路线厦主要观赏景点为’雷琼世界地 

质公园一石山火山文化生态旅游镇'_永庄 

水库森林公园 沙滩水库森林公园一玉龙 

泉国家森林公 

村：④ 

为：南渡^海口—体育公园一南渡竞技一 

玉龙泉森林公园 南渡激浪 司马坡岛 

(2)根据游客的不同身份特征和出 

行目的，结合海口的旅游资源特色，设 

置3条经典综台慢行旅游路线：①以团 

队游为主，主要游览滨海景观、人文景 

观、生态景观及运动景观；@以自助游 

为主，主要游览海口老城景观厦海岛景 

观 @采用团队游十自助游的方式，主要 

游览运动景观、滨海景珊 口生态景观。 

3．3 3结合慢行交通系统构建的旅游 

推广及营销 

海口丰富的旅游资源有利于开发多 

种多样的旅游产品，满足不同游客的需 

求 首先，海口应精心打造慢行旅游产 

品，完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其次，瞄准 

区域中 城市，分别推出不同类型的慢行 

旅游路线，以增强慢行旅游推广的针对 

性；最后，挖掘真正能代表海口慢行旅游 

形象和特色的 “系列旅游商品”。通过一 

系列措施打造海口独具特色的 巨斤旅游 

产品，将海口 “漫游之都”的城市形象铭 

刻于人们记 ẑ深处；同时，规划应充分利 

用海南省建设 “国际旅游岛 的政策契机 

以及海口举办一年一度的 “环海南岛国际 

公路自行车赛” 铁人三项赛、速度轮滑 

提升海 

口的城市形象，带动海口旅游业的发展 

3 4基于城市景观的慢行系统设计 

海口绿色慢行休闲系统规划的融合 

生还体现在景观设计方面，根据现状景 

观特色确定慢行区的主题，从慢行驿站， 

植物景观、夜景照明、城市家具及标识系 

统等多方面进行景观设计，完善慢行交 

通系统的配套建设。 

3 4 1慢行驿站设计 

除提供自行车租赁管理服务外，慢行 

驿站还提供行李寄存，电话亭，旅游咨 

询、医疗及餐饮冷饮制 ＆务，是陧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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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葳 
目 16 慢行道上 的 “椰韵 休 g座椅设计 

警 卞 
固 I 7慢行道 上的 ‘琼剧 公 站设计 囤I 8慢行休 道标识设计 

系统中重要的建筑形式 海口的慢行驿 

站分为滨海类、市区类和乡村类三种类 

型 进行慢行驿站设计时应根据海口的 

城市特征，营造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彰 

显滨海城市风情。 

3．4 2植物景观设计 

慢行区绿化配置以服务慢行交通系 

统为主，以滨水景观绿带为主线，串联各 

个分段区域内绿化核心景观区，各段落 

通过不同的植物造景要素来控制，从而 

渲染不同的植物景观氛围(图14) 慢行 

区植物设计主要从表现主题 植物色彩 

种植方式，主要树种和立面构图五方面 

要素进行控制。 

在植物景观设计中，应坚持生态优先、 

多样统 、艺术 生̂及人文性原则，在树种 

选择上主要选用乡土树种，困地制宜 适 

地适树营造稳定性好的植物景观；统一全 

局，突出重点，不同区域的植物造景具有 

不同的植物景观特色，分区、分段、分层 

塑造丰富多彩的绿化空间；满足人的视觉 

欣赏和休闻要求，选择一些观赏性比较突 

出的植物，充分展现园林植物多变的色彩、 

优雅的姿态、丰富的季相变化 此外，还 

应注重不同场所人文景观的塑造，以凸显 

海口的精神风貌 

3．4．3夜景照明设 计 

确定夜景 

照明的主色调、灯光效果及灯具选择。在 

滨水景观照明带，以黄色引导的照明和雕 

塑、小品的特色照明为主：在慢行道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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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照明带，以白色引导的照明为主，突 

出指示牌照明；在主要景现活动照明区， 

运用聚光灯，突出多色彩的节日照明；在 

其他景观节点照明区，采用多色的群灯照 

明，注重雕塑、小品的特色照明(图15)。 

3 4．4城市家具设计 

规划按照 “总体控制、分区导则”的 

原则，从材质选择、风格特点和功能用途 

三方面对城市家具进行控制 慢行区城市 

家具设计包括休息座椅 公交站台和灯具 

设计(圈16，图17)。考虑到海口的地理 

位置及气候特点，城市家具的选材需要注 

重防腐蚀、防暴晒，选用耐高温材料，在 

风格造型上注重防风、防晒、遮雨功能。 

3 4 5标识系统规划 

慢行交通标识的服务对象包括机动 

车使用者 非机动车使用者及行人 规划 

建立海口城市的慢行标识系统，包括立 

体标识，地面标识和休闲道标识(图18) 

标识应直观 形象，充分体现各慢行区的 

特色，使之发挥明确的指示作用。 

辞结语 

给慢行交 

通发展赋予了更多的新内容。除普通的通 

勤出行外，绿色慢行交通系统作为一种旅 

游产品和 “城市名片”出现，同时承载提 

高城市景观环境质量、提升城市品质形象 

的新功能。以往 

化、特色化城市发展的时代需求 海口绿 

色慢行休闲系统规划以 “慢行交通与休闹 

旅游相结合 为亮点，综台运用了生态、 

交通、旅游及景观规划等多专业方法对陧 

行交通系统的构建进行了 些有益的尝 

试，以期推动城市绿色慢行交i邑规划编制 

(《海 绿 色慢行休 闲晕统规划 》荣 

获 20l1年 奎国优 寿城 9规 划设计二 等 

奖 、 2011年 仝 圆 人 居 经 典 规 划 方 案 竞 

赛 宜 奖 ， 项 目 王 要 编 制 人 E括 邹 扼  

妊 丘 忠芯 莱雪 君 龚 本海 丰宁 

谢 喜 荣、 邦保 力 张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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