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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小汽车拥有量不断增加，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越来越突

出，在城市的中心地区交通拥堵，环境污染问题也伴随产生。打造低碳、绿色的

城市交通系统已成为必然选择。 

               作为中国西部特大城市之一、中国典型的山地城市，重庆也应该走出一条低

碳、绿色的城市交通之路。自行车交通是一种低碳、绿色的交通模式，完善的步

行、自行车交通系统一方面可有效改善居民的出行条件，打造优良的城市生活空

间，另一方面对减少交通污染、改善城市环境具有积极意义。由于重庆特殊的山

地地形条件，步行交通是一种传统的交通出行方式，而自行车交通系统被忽视，

但是在有条件的地区，如北部新区、西永大学城等地，地形条件相对较好，具有

规划建设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客观条件，通过自行车系统的规划建设为市民提供更

多的出行方式，作为公共交通接驳的方式以及短距离出行的方式之一，打造自行

车系统可以提高公共交通的使用效率、减少短距离的机动化出行，打造低碳、绿

化的城市交通系统，在中国的山地城市中具有典型的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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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行交通  Pedestrian transport 

• 自行车交通 Bicycle transport 

• 图卢兹—重庆友好城市在绿色交通领域合
作的模式及经验 

• Model and experience of Toulouse - 
Chongqing ‘sister city’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of green tran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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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行交通 

• 渝中区步行交通规划及示范段设计 



对现状进行全面评价 
                        



详细收集与慢行息息相关的公
共吸引元分布情况 
                        



对历次步道规划及实施情况
进行评估，去粗取精 
                        



在专家指导下认真、科学的现场调研 
调研主要包括节点人流量、行人的停留方式以及公共空间质量评估三方面。 

第一轮调研主要对两条示范段的10几个节点空间进行了两周时间的现场调研

，收集了大量的数据。 
 
                        



很强的可识别性 

独特的场所精神 

无障碍设施 

统一易懂的标志系统 

安全人性的过街设施 

传统街巷空间 

照明 

种植配置 

 

提出山城步行系统需重视的八个关键要素
及其控制要求，对空间品质的改善提出了
指导意见。 



选择示范段，进行导则控制及
修详设计，便于近期实施及远
期控制 



与杨.盖尔及事务所

其他同事就步行及
自行车系统规划理
念讲座交流并讨论
示范段设计细节。 

考察体验哥本哈根的
步行及自行车系统。 
 

与杨.盖尔事务所
Camilla选择示范段路

灯、标识牌、座椅等
参考模型。 
 

杨.盖尔事务所
Christian就步行及自

行车系统的细节设计
进行实地讲解。 
 

邀请Vejle的城市规划师
Henry为我们介绍城市的步
行系统规划设计。 
 

Ørestad 优秀的建筑设计

但非人性化的城市尺度无
法吸引人群聚集和停留。 
 
 
 
 
 
 
 
 
 
 

轨道交通与步行及自行车
系统的无缝连接。 
 
 
 
 
 
 
 
 
 
 
 
 
 
 
 

体验学习Malmø社区规划，

故意打破传统的直线设计，
创造空间多样性。 
 
 
 

丹麦学习之旅，收获颇丰 



   示 范 段 近 期 规 划 

       近期规划着重在标识系统、城市家具、公共服务设施以及
安全过街系统的考虑上。突出步道的温馨、人性化。 

示范段修建性详细规划按近、
远期分别进行考虑  



整改后步道效果 



效果图 

中山医院后街重要节点改造 

中山医院后街重要节点改造 

市自然博物馆前广场重要节点改造 

中山医院后街重要节点改造 



效果图 

张家花园坎墙空间重要节点改造 

张家花园坎墙空间重要节点改造 

人和街入口重要节点改造 



效果图 

大溪沟轨道站前广场重要节点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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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车交通 

• 北部新区自行车交通规划及示范段设计 
 

    重庆是一个没有自行车出行传统的城市，对于自

行车交通系统在重庆的发展，基本原则为：因地
制宜，理性发展。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1、分析主城区交通出行特征，明确主城区发展自行车系统的可行

性以及发展模式。 

2、开展公共自行车规划研究，提出主城区公共自行车发展模式及

运营管理模式，并进行公共自行车系统布点研究。 

3、开展主城区自行车交通规划设计导则研究，以指导相应的规划

设计编制。 

4、开展自行车交通发展相关政策研究。 

5、结合自行车交通系统研究以及公共自行车规划研究，将其应用

到北部新区的自行车系统规划及实践中，编制北部新区自行车

交通系统规划，以及示范道路的建设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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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主城区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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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出行基本特征 

       主城区出行以中短距离为主，12公里内出行约占92%，6公里内出行约占44%。从其他

城市普遍调查数据分析，6公里以内的距离是比较适合自行车出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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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数据说明：1、相当部分的居民出行集中在中短距离，该距离是可以采用自行车出

行来实现“门对门”。2、依托公共交通，是发展自行车交通系统的重要选择模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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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交通系统发展定位  

（一）自行车交通系统发展的基本影响因素  

1、居民生活传统及出行习惯  

       对于一个没有自行车出行传统的城市，发展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基本前提是：在尊重原有生活

习惯的基础上，应适当引导、理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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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形及道路条件 

道路纵坡是影响自行车出行的重要因素，也是最直接的因素之一。 

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x”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无

         道路纵坡较大的干路，以及道路立交一般将会成为自行车出行的边界，继而形成一个个相对封

闭的自行车出行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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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气候条件 

 极端最高气温基本出现在7、8月间，也有少数年份出现在9月，绝大部分都在40℃以上，大部

分地区≥35℃日数，年平均在20天以上，长江河谷地带海拔300米以内地区，最高气温≥35℃日

数多年平均达30-40天。 

极端最低气温常出现在1月。各地极端最低气温可达-4.0℃，沿江河谷地带达-2.5℃。  

地处中纬度，南北季风常交汇于此，带来丰富的降水，全市各地全年日降水量大于等于0.1 MM的

天数大都在150－165天之间。（零星小雨：<0.1MM；小雨：<10MM；中雨：10-25MM；大雨：25-50mm 

） 

         从气候条件看，不具备将自行车发展成为居民主要出行方式的客观条件，局部区域、有条件的发

展自行车交通系统才是符合重庆的实际情况的基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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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发展定位 

     针对重庆主城区，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发展定位可概括为： 

      “ 服务特定区域，满足中短距离出行； 

      接驳公共交通，优化交通出行结构” 

   1、对于重庆主城区而言，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发展空间相对有限，但对解决主城区交通

问题的意义深远； 

    2、对于局部区域，可因地制宜，在区域内部发展完善自行车交通系统，来解决中短距离

出行问题，以及与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的有效接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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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主城区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发展模式   

自行车系统发展模式 （两个网络、一个特色） 

  网络1：接驳公共交通，发展依托于公共交通的自行车交通系统。与公共交通站

点，特别是轨道站点衔接，发展具有重庆特色的自行车系统，解决出行终端问题，提

升居民出行服务质量。 

  网络2：在局部有条件的区域，特别是地势平坦、道路纵坡相对较小的区域，发

展完善区域性的自行车出行网络，服务居民的中短距离日常出行。如已修建完成的大

学城自行车交通系统。 

   一个特色：依托城市特色景观，发展特色自行车系统。在滨江、沿山等特色景

观带，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特色自行车系统，满足居民的休闲、娱乐、健身需求。如

南滨路的自行车租赁。 



技术创新点 

         1、从城市及交通发展全局出发，论证重庆市主城区发展自行车交

通的必要性及可行性，以及其中的基本要点，并研究提出自行车交通系

统在重庆主城区的功能定位及发展模式。 
         2、站在国家示范的高度，从重庆发展实际出发，项目进行了详细

的前期论证和调查研究，从交通发展、宜居城市以及社会民生等多角度

论证分析自行车交通在重庆主城区发展途径。 
         3、首次在主城区进行自行车交通系统的规划研究，并创造性研究

引入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并进行北部新区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的

实践，为自行车交通在重庆主城区的发展进行了历史性实践。  
        4、首次制定完善《重庆市主城区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

成为重庆市主城区交通系统规划设计的指导性刚要和规范，填补空白，

并为国家相关规范的编制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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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卢兹—重庆友好城市在绿色交通领域合
作的模式及经验 

       图卢兹与重庆结为友好城市已30多年，自2004年以来，
双方基于友好城市合作协议，开展了以下工作： 

• 双方每年签署基于具体项目的合作协议，2008年签署的基于
提高公共交通效率的合作协议，2009年签署两江新区步行、
自行车、有轨电车规划设计的3年合作协议 

• 每年双方互派技术人员交流 

• 图卢兹为重庆提供相关交通咨询报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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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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