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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全球城市（Global city）是指在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层面直接影响全球事务的城市。

在分析现有全球城市 ( 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 ) 综合交通体系结构演变的基础上，结合上海未来 30

年交通工具、技术和设施的发展方向，进而为上海构建全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提供实践经验和理论依

据。最后，通过对全球城市空间结构发展及其与交通体系协调趋势的案例研究，为上海如何处理好建

设全球城市与构建综合交通体系的关系指明方向。

 关键词：全球城市 ; 综合交通体系 ; 发展模式 ; 变化趋势 ; 未来 30 年

 中图分类号：U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400(2015)12-0001-04

Development Mode and Future Trends of Shanghai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during Global City Process

SUN Jian1,2, LI Zhe2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cean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2.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Center, School of Naval Architecture, Ocean & Civi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 China)

收稿日期：2015-10-13

作者简介：孙健（1977-），男，安徽芜湖人，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交通运输与航运

系副系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交通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方

向：城市综合交通承载能力及城市交通驾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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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95年，上海市进行了第二次综合交通调查，并且
开展一系列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2000年底完成第二

次《上海市综合交通规划》（简称 SCTP2）。此次规划立
足 21世纪的长远发展需要，明确了城市综合交通发展的
战略目标，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理念，为上海近 10
年综合交通建设与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纲领性文件。但近

年来，随着上海在 2050年建设全球城市的新发展和综合
交通运输的新需求，SCTP2也逐步暴露其不足之处，特
别是缺乏将卫星城与主城、卫星城与卫星城快速高效地

连接起来的规划。本文基于上海建设全球城市的新需求，

对现有全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进行剖析，为上海进一步

构建全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提供国际经验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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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及国际借鉴

1.1  道路交通系统

 四大全球城市道路交通系统状况和策略如表 1所示。
 四大全球城市由于受到汽车工业发展浪潮的影响，

基本在 20世纪 60～ 70年代完成了城市路网的建设 [10]。

在城市道路建设逐渐达到饱和后，纽约等城市纷纷引入

智能交通系统来提高现

有道路交通系统利用效

率。另一方面，全球城

市认识到简单提高交通

供给已不能解决城市交

通问题，转而通过拥堵

收费和提高各种汽车相

关税费来控制其道路交

通需求，达到中心城区

的交通平衡，减少可能

出现的交通问题。

1.2  公共交通系统

 四大全球城市的公

共交通系统状况和公共

交通策略对比如表 2所
示。

  四大全球城市均
将“公交优先”作为基

本交通策略，具体体现

在设置公交专用道、完

善换乘枢纽等改善公

交服务的措施上，通过

提供优质公交服务吸

引客流。四个城市均有

着较高的公共交通分

担率，相应公共交通体

系建设策略同样值得

上海学习借鉴。

1.3  对外交通系统

 四大全球城市的

对外交通系统对比如

表 3所示。
  综上可知，四大
全球城市均建立了强

大的轨道交通体系来

支撑城市市郊通行，

该点上海大都市区还

存在较大差距。航运

表 2  全球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对比

城市

名称
公交线路（轨交，公路） 公交分担率 倡导公共交通策略

纽约

地 铁：24 条 线 路，337 km，
工作日载客 438万人次，全
天候运行；

公共汽车：4 300 辆，线路
219条，日均载客 190万人次。

轨道交通

占 54%

地铁快慢车共线不共轨；

轨道交通引导人口疏散；

发展轨道交通与私人交通的换乘衔接；

设置公交专用道；

重新发展有轨电车

伦敦

地 铁：11 条 线 路，408 km，
工作日载客 323万人次；
公共汽车：8 500 辆，线路
700条，日均载客 616万人次。

轨道交通占

39%，公共
汽车占 21%

全线 85%的公交专用道和公交信号优先；
多元化的交通换乘枢纽；

改善公共汽车设施；

公交票价平稳费率；

一体化智能卡票制

东京

地铁：13条线路，312.6 km，
工作日日均载客 800万人次
（不含新干线）。

高峰时期轨

道 交 通 占

91%，

轨道交通的分段建设；

多元化的轨道交通投资模式；

轨道交通引导新镇规划和人口疏散；

良好的驳运体系

巴黎

地铁：14条主线，2条支线，
221.6 km，日均载客 412万人
次；

公共汽车：线路 1 449条，总
长 24 660 km。

轨道交通占

37%

建设全区快速铁路、传统铁路和有轨电

车系统；

分区域规划；

公交设施“无障碍”；

“以人为本”的原则完善换乘枢纽的建设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1-15]

方面，巴黎以外的 3个全球城市均是国际航运中心，且纽
约和伦敦已完成腹地型航运中心到服务型航运中心的转

型。同时，四大全球城市均有十分发达的对外空运系统。

2  上海未来 30 年交通模式/方式发展趋势

2.1  交通载运工具发展及其变化趋势

  分析上海近 30年交通载运工具的发展，同时对比当
表 1  四大全球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对比

城市

名称

道路网密度

/km · (km2)–1
基础设施建设策略

汽车保有

量 /万辆
个体交通控制策略

纽约 12.379
3 000 km的汽车专用路；
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800
交通拥挤收费；

高额停车费；

限制并限时地面停车

伦敦 -
道路建设向郊区延伸；

智能交通信号控制系统
250

交通拥挤收费；

扩大拥挤收费区域；

高额停车费

东京 18.683
分段建设内外环线；

智能化交通管理
800

交通拥挤收费；

提高车辆牌照税、燃油税

等相关收费标准

巴黎 15.010
环形干道和放射状路网；

现有道路的优化和完善
> 500

消减免费停车场；

引入住宅停车许可制度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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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全球城市对外交通系统对比

城市

名称

市郊铁路总

长 /km 
线路长度范围 航运方面 空运方面

纽约 1 600 -
服务型和腹地型国际

航运中心

肯尼迪国际机场；

拉瓜迪亚机场

伦敦 3 070 整个英国东南地区 服务型国际航运中心

伦敦希思罗机场；

坦斯特德机场；

伦敦城市机场

东京 3 100
一都三县及茨城县

南部地区
腹地型国际航运中心

东京国际机场；

成田国际机场

巴黎 1 629
包括 366 km的 RER

铁路
-

戴高乐国际机场；

奥利机场；

巴黎勒布尔热机场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 [16]

前主流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与 30年前
交通载运工具的变化。研究者认为未来 30年上海城市交
通载运工具的主要发展可能性包括：水路交通，道路新

能源车辆，小型化、便捷化的交通工具，如双轮电动车

Segway，单人汽车等，以及地空两用汽车。
2.2  自动驾驶技术与交通设施（含各类信号/非信号控

制，停车场等）

 自动驾驶技术是以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体系结

构、视觉计算及自动控制等技术为基础，以实现汽车的

无人控制驾驶为目的的技术。未来 30年，自动驾驶技术
是国内外公认的交通发展方向。研究表明，该技术将使

得车祸事故减少 90%，能源经济性提高 40%，节约 80%
的道路空间，大大提高道路交通运行效率。

 未来 30年间将会出现大量与交通相关的先进设施，
其中具有代表性且优化的设施将带来综合交通承载能力

的提升，包含立体化交通建设（致力于在不同平面把人

行交通和车行交通分开的立体交通方案）、城市交叉口联

动控制（立足于城市交通实时大数据采集和分析，动态

获得区域多交叉口的优化配时机联动控制，从而实现区

域交通“和谐”），以及停车诱导与停车场管理（智能化

停车场以及配套的停车诱导，辅以适当的收费策略，将

对缓解交通拥挤及优化出行起良好作用）。

3  未来 30 年全球城市发展及交通体系协调趋势

判定

 交通的目的是为城市居民出行和物流提供服务，

因此，交通发展需要适应城市发展的需求，交通体系

也应该与城市开发、空间结构相协调，相互支持，共

同发展。对城市空间发展趋势以及城市与交通发展的

协调趋势进行研究，能对上海未来的交通承载力开发

产生重要意义。

3.1  全球城市基因之

一 ——“多中心”城市

空间发展趋势

  “多中心”城市空间
结构是城市规划领域中重

要理念。通过分散原有城

市过于集中的社会经济功

能，构造一个全面、协调

和可持续的扁平化空间结

构来缓解中心城区交通、

人口和环境等问题。从纽

约等全球城市的空间结构

重组方向来看，“多中心”

已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

流方向 [17]。

3.1.1 多中心高密度集聚：上海大都市区的发展态势
  在全球一体化、城市区域化背景下，宏观上城市中
心的分散化（多中心）与微观上功能集中化（向都市区

内具有区位条件的副中心高密度集聚）成为上海大都市

区的不二选择。上海“1966”城乡规划体系按照中心城
和郊区两条主线，将全市城镇体系分为“1个中心城、9
个新城、60个左右新市镇、600个左右中心村”的四级
城镇体系结构，拟通过新城组团发展，实现中心城区部

分功能转移，进而缓解其人口、就业压力。

3.1.2 国内外多中心大都市区城市空间结构特征比较
 纽约、巴黎、伦敦及东京等全球城市城市空间结构

演化历时长，伴随 20世纪郊区化浪潮已完成中心城市功
能外迁，构建了较成熟的多中心城市空间形态。上海大

都市区与纽约等全球城市都市区相比在各方面还存在较

大差距。宏观上，在城市中心分散化方面，上海次中心

规模较小，辐射能力有限，不能完全分担城市中心功能，

空间结构依然有待整合；微观上功能集中化方面，副中

心功能集聚密度较疏，平均容积率只有 3～ 4，与全球城
市接近 7的容积率相去甚远，整体功能集中依然是一种
低级复合。

3.2  全球城市基因之二——轨道交通与新城协调发展思

路

 在全球城市“多中心”的城市空间结构重组过程中，

轨道交通建设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新城能否发挥

好人口集聚功能，形成独立的反磁力副中心的重要影响

因素。选取日本东京、法国巴黎为研究案例，总结其轨

道交通与新城协调发展经验。

3.2.1 日本东京
 作为“多中心、网络化”城市空间格局的典型，日

本东京借助轨道交通推动其沿线土地开发与建设，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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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心的形成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如今东京大都市

区已形成以轨道交通网络为骨架的多中心（一核七心）

城市空间结构 [18]。即以东京站附近地区为核心，并在外

围建立新宿、涉谷等 7个城市副中心，通过山手线与其
他私营 JR线路形成的轨道交通网络，保证中心城区与多
摩田园新城、千叶新城等新城的快速通勤 [19]。

3.2.2 法国巴黎
 巴黎大区十分注重不同圈层发展区域之间的互补与

协作，通过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网（RER）提供中心城区
与外围圈层之间的快捷联系，从而提高大都市区的整体

竞争力 [20]。在该区域一体化战略方针中，8条区域快速
铁路（RER）和 5条市郊铁路（TRAIN）实现了新城与
中心城、新城之间的快速衔接，也带动了沿线土地开发。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铁路在穿过中心城时较少设置车站，

保证了线路的快速性。

3.2.3 东京、巴黎的启示
 国外大都市的新城建设都有其特定时代背景。日本

东京的新城开发起源于中心城区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带

来的城市问题，而法国巴黎则因为城区第三产业高度发

达导致中心城区成为上层阶级聚集地，逼迫中产阶级人

口外迁。虽然时代背景相异，但两城市均通过国家层面

规划和政府介入引导空间结构和城市功能向“多中心”

结构转型，其实践经验值得上海借鉴。

 与国外相比，上海新城开发的背景主要是中心城区

和人口的扩散蔓延，而轨道交通建设目的是为了满足中

心城区的出行需求，对新城却很少顾及，两者之间的协

调发展以及相关研究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因此，在借鉴

全球城市实践经验的同时还要注意因势利导，才能使之

化为己用。

4  结束语

 本文在对现有四大全球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分析的基

础上，针对上海现有综合交通体系特点，结合未来 30年
上海在创建全球城市进程中出行方式的变化趋势与交通

技术发展，为判断上海未来综合交通体系发展方向提供

借鉴。最后，从城市规划的视角，判定未来 30年全球城
市发展及交通体系协调趋势为：都市区多中心高密度集

聚的发展态势，以及都市区新城建设与轨道交通的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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