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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城市低碳交通系统建设的思考祷
冯立光 1 ，张伟 2 ，张好智
(1.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北京

1

100029; 2.安阳市公路管理局，河南安阳

450000)

摘要:分析了中国城市交通发展在资源、环珑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国家低破经济建设
的战咯部署，对中国城市低援交通系统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分析和界定;在梳理和分析国际城市
低碳交通系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时期中国我市文边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探讨了中国城市
低残支边系统的发展思路和实现途径。
关键词:公路交通;低破交通;可持续友展;需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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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占排放总量的

迫性

40%-75%

。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机动化的高

2009 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会议前夕，中国政府
公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决定到

速发展时期，城乡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交
2020

COz 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

，这意味着中国将承担全球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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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汽车排放的碳氧化合物、碳氢化合物、氮氧化合

构建低碳城市交通体系的重要性和紧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文章编号:

通需求日益旺盛，特别是在小汽车快速增长的趋势
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功能集聚并存，给中国城市

COz 减排总量的

交通系统带来许多新的需求和压力，迫切需要加快

1/4 以上。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社会各界和国民

转变城市交通发展方式，建设低碳城市交通系统，促

经济各行业的共同努力。城市交通是能源消起和

进城市交通与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和谐发展。

COz 排放的大户，随着中国城镇化和机动化进程的

2

fR; 碳城市交通系统的基本内涵

快速推进，城市交通快速发展，由此带来的交通拥
低碳城市交通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

堵、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等问题日益突显，影响了人
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

为根本恃征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建设低碳城市交

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

通系统的核心在于促进城市交通系统提高能源利用

到发展低碳交通，实现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效率、改善能源消耗结构、减缓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性和迫切性。

主要途径是通过科学的组织和优化城市交通资源，

近年来，中国机动化进程迅速发展，至
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1. 86 亿辆，近 5 年年均增

长 20% 以上，其中小型载客汽车保有量
辆，同比增长 29.3%

2009 年

下，减少交通拥挤，降低污染和能源消耗，促进社会

4 242.7 万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

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出行需求的前提

公平，最大程度地减少碳排放总量。
低碳城市交通是一个系统化的发展理念，其基

大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机动化进程的迅猛发展对

本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的城市环境和能源安全等带来严峻挑战。中国

量的控制，即通过规划调控、经济调节、需求管理等

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之一，石油对外依

手段，对城市交通需求总量和居民出行行为进行科

存度高达

学调控，降低城市交通出行总量，调整交通需求结

50% 左右。 2008 年中国石油消耗总量达

z

一是交通出行总

3. 65 亿 t ，其中机动车燃油消耗量占全国油耗总量

构;二是交通系统结构的优化，即积极创造条件，大

的 1/3左右，并且绝大部分用于城市交通。同时，机

力发展低能耗、低排放、可持续型的交通方式，如公

动车污染物排放成为很多大中城市空气污染的主要

共交通、步行、自行车等，提高这些交通方式在城市

来源，对城市空气质量构成了严重威胁。据调查，北

交通系统中的比重，降低城市交通系统碳排放总量;

铃基金项目:交通运输部科技项目

(2010-312- 221-330)

;瑞典沃尔沃研究与教育基金会资助项目

=-也..~-"，
""o"." ，."..
.'.''''~C':艺节了?雪

总第

142 期

寺~亏

占毡草草莓 ζ 二三-叫曲唱町，咱咀~...响
F

公路

Highways

叫

二监

~元远
& Automotive Àρplications
.lj

三是交通运营效率的提升，即通过加强交通管理、改

行车专用道和联网租车站，有力地提高了自行车出

进运营组织等手段，提高各种交通方式的运营效率;

行比例。巴西库里蒂巴市大力兴建自行车道，并在

四是交通运输装备的改进，即加快车辆装备技术创

市中心繁华商业区设有大面积步行区，为步行者创

新，降低交通运输工具的碳排放水平。

造良好条件。香港、新加坡的城市道路边也设有步

3

行通道(见图 3 、图的。

低碳城市交通发展的国际经验
为有效缓解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许多国

际城市结合实际，从城市交通发展规划、交通组织管
理、资金扶持、技术创新等方面积极采取措施，加大
低碳城市交通系统建设步伐，积累了丰富经验。
3.1

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
在经历了私人小汽车高速发展、城市交通拥堵

和环境污染等过程之后，发达国家城市重新审视城
市交通发展道路，提倡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不断

图 1 哥本哈根街头蓝色的自行车专用道

提升城市公共交通的服务质量和吸引力，减少私人
小汽车的出行需求和使用频率，有效降低了城市交
通系统的碳排放水平。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发挥规划的先导作用，积极
推进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建立
以公共交通为主体的城市交通体系，构筑一体化的
城市综合交通服务网络，实现城市公共交通与土地
利用的协调发展。通过一体化规划和综合的开发建
设，积极构建以轨道交通、快速公交系统

(BRT) 等

因2

奥斯陆街头的自行车租赁点

大容量交通方式为骨干，以常规公共汽车、电车为主
体的立体交通网络，改善城市交通与城际交通的换
乘条件，为公众提供高效、一体化的公共交通服务。
同时，从基础设施建设、路权和信号优先、车辆装备

图3

香港城市道路上的步行通道

与公共交通网络无缝衔接。哥本哈根街头设有自行
车专用道(见图

1) ，市中心约有 150 处专为免费自

行车设置的存车处。奥斯陆街头也设置有很多自行
车租赁点〈见图

2) 。荷兰建设了约

3 000 km 的自

图4

新加坡城市道路边的步行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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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G 公共汽车已占其公交车总量的

固地制宜采取各具特色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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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巴黎市

大力推进电动公交车辆的使用，为方便电动公交车

实施交通需求管理，合理调节公众的出行行为

充电，巴黎市政府在城区和郊区建设了分布广泛的

是国际大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经验。国际城
市经验表明，在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同时，通过有效

充电站服务网络。

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来引导私人小汽车的合理使

4

中国城市低碳交通发展思路和实现途径

用，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对
4.1

于缓解交通拥堵、降低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至

中国城市具有人口基数大、人口密度高、低收入

关重要。
国际城市实施交通需求管理的主要措施:控制

群体多等突出特点，城市交通需求总量大、需求层次
多、经济敏感度高，由此决定了中国城市低碳交通系

中心城区小汽车停车位的供应数量，提高中心区小
汽车停车费和使用费标准

发展思路

;1ïE收小汽车牌照费、燃油

统建设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现为指导，坚持节约资
源的基本国策，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以交通

附加费和道路使用费等;实施重点区域交通拥堵收
费制度(新加坡、伦敦、斯德哥尔摩等) ，图5 为新加

系统结构调整、能源消耗结构调整、交通工具技术革
新和居民出行理念转变为重点，加快落实公交优先

坡中心区道路上的拥墙收费装置;对小汽车保有量

发展战略，建立以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车为主体，以

进行控制等。通过这些手段可以有效控制私人机动

私人机动车为辅助的交通结构，努力提高城市交通

车的总量和使用频率，从而降低城市交通系统碳排

系统整体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满足城市经济、社会

放的总体水平。

发展和人民群众出行需求。
实现途径

4.2

城市低碳交通系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
程，涉及结构调整、理念转变、技术进步、管理创新等
各个方面。中国城市低碳交通系统建设应重点抓好
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4.2.1

加快城市用地布局调整，降低交通需求总量

大城市要通过科学编制城市发展规划，统筹人
口、产业布局，积极推进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用
地开发模式

(TOD)，加快构建多种交通方式并存的

复合型交通走廊，实现以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土地的
图5

3.4

新加坡中心区道路上的拥堵收费装置

开发及公交网络布局与城市土地开发的相互协调，

大力推进节能减排、新能源车辆及相关技术的
应用
目前，发展节能减排和新能源车辆已成为世界

术，大力发展柴油汽车，柴油车在欧洲的市场份额已
超过 60% 。美国、巴西凭借玉米和甘震等农作物产

在全国推广使用乙醇汽油田

5( 在汽油中掺

乙薛)，
2005 年巴西的甘煎乙薛产量达
世界总产量的

t ，按等热

2%

当量计算，占美国当年汽油消费总量的

。巴西

25% 的

1 300 万 t ，占

43% 。韩国首尔市积极开发

步制定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综合交通规划，配合城

调发展，切实保障城市交通规划对城市土地利用和
空间布局的引导性和制约性作用的发挥。一方面，
公共交通网络布局必须保持与城市主要客流分布相

量丰富的优势，积极推进乙醇替代燃料的使用。

1 200 万

改变目前交通规划落后于城市总体规划的状况，同

市空间布局调整和总体规划的编制，实现两者的协

各国政府的关注热点。欧洲积极推广柴油电喷技

2005 年美国生产玉米燃料乙醇

从源头上阵低交通出行总量，减少碳排放。为此，要

CNG 混

合动力和以天然气为主要燃料的半温合动力公共汽
车，减少了 20% 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目前首尔市

一致，以充分发挥公共交通系统对城市发展的引导
和支撑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土地利用要配合公交
网络建设，在充分考虑线路走向和站点布设的基础
上，对公共交通沿线的土地进行居住、办公、商业等
用地类型的综合规划，以平衡沿线各种类型的建设
用地规模，促进公交网络与城市土地开发建设相互
适应、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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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完善政策措施，推进城市公文优先发展
与小汽车相比，公共交通在节能减排方面具有

明显的优势，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是建设城市低

39

纽处设置充足、安全的自行车停放点和自行车租赁
点，并科学设置步行通道。
4.2.4

碳交通系统的关键环节。要从发展规划、路权保障、

加强交通需求管理，引导低破出行
交通需求管理是一种以管理为导向的交通发展

资金投人、用地安排、税费扶持等方面采取综合措

策略。它通过经济、技术、管理、行政等手段，正确引

施，保证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的落实，建立方便快

导和调控交通需求的增长，合理诱导公众的出行行

捷、文明规范、诚信可靠、保障有力的城市公共交通

为，调整交通需求在时间、空间和不同运输方式中的

系统，加快确立公共交通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主体

分布，从而在交通供给与交通需求之间保持相对的

地位，推进城乡公共客运一体化。为此，一是要加快

平衡，大大提高城市交通资源的利用效率，有效降低

制定健全、稳定的法律法规体系，引导和规范城市公

城市交通碳排放水平。

共交通的发展;二是要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切实保障

当前，中国城市交通正处于快速发展和迅速转

公交发展的土地、资金、路权等方面的优先权;三是

型的关键时期，应提前采取行动，加快制定有关政策

要完善公交价格和税收扶持政策，建立稳定、规范的

措施，通过实施差别化停车收费、交通拥挤收费等交

公共交通政府补贴补偿制度和科学的票价形成机

通需求管理政策，合理限制小汽车的使用，鼓励步

制，对公共交通企业实施一定的税收扶持政策，降低

行、公共交通等环境友好型交通方式，降低城市的交

企业经营负担，鼓励企业不断改善服务水平;四是建

通需求总量，降低城市交通系统的碳排放水平，实现

立城市公共交通发展水平考评制度，将公共交通发

城市交通的可持续发展。

展水平纳入城市政府绩效考核内容，督促地方政府

4.2.5

不断加强对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认识，加大对
城市公交发展的支持力度。
4.2.3

改善出行环境，鼓励步行、自行车出行

步行和自行车是最符合节能环保要求的出行方

加快技术进步，提高城市交通节能;或排水平
和运行效率

加快技术进步，提高交通工具的节能减排水平
和城市交通运行效率是降低城市交通碳排放水平、
建设低碳城市交通系统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要

式，同时还具有便利、灵活、经济、健康等优点，是城

大力发展电动、混合动力、燃料电池、氢能等新能源

市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其

车辆，落实完善配套设施，采取多种措施促进车辆装

他交通方式无法取代的优势。步行和自行车还是公

备升级换代，充分发挥新能源车辆在低碳减排上的

共交通出行的必要环节，改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

示范效应，提高车辆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要积极推

境可以完善公共交通的末端接驳系统，提高公共交

广节能减排技术，运用先进技术推进城市交通低碳

通的吸引力。

发展。此外，要加快智能化信息采集与处理技术、卫

当前，随着机动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城市规模

星定位技术

(GPS)、智能公共交通调度与信号控制

的不断扩大，在中国许多城市，步行和自行车出行环

技术、可视化查询系统等新技术和科技创新成果在

境不断恶化，出行比例逐年下降。中国城市具有良

城市交通领域的应用，建立功能完善的出行者信息

好的自行车出行基础条件，应抓住当前城市交通快

服务系统、城市交通智能调度中心、城市交通运行监

速发展的关键时机，加快采取措施，改善步行、自行

控中心等信息服务平台，加快提升城市交通组织管

车出行环境。借鉴国际经验，可以从以下几方面采

理水平，提高交通系统运行效率。

取措施:→是加快规划建设自行车专用道和行人步

4.2.6

行通道网络，为步行、自行车出行营造连续、安全的

加快对低破交通出行理念的宣传教育

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公众媒体，积极宣

出行环境。在城市重点商业街区和历史文化保护

传"低碳交通、绿色出行"的理念，鼓励广大群众选择

区，规划建设环境优美的步行、自行车交通示范街

公共交通、步行、自行车等"绿色交通"出行方式，降

区。二是积极发展公共自行车租赁业务，加大投入

低民众对小汽车等私人交通方式的依赖。通过深入

力度，完善租赁网点布局和配套服务管理设施，方便

开展创建城市低碳交通先进城市和先进集体评选活

群众使用。三是努力改善步行、自行车与其他城市

动及"绿色出行日"等群众性公益活动，培养公众的

交通方式的换乘衔接，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

"绿色出行"意识，营造人人参与建设城市低碳交通

的问题。在大型商场、公共场所和城市综合运输枢

系统的良好舆论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