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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横断面设计新理念
曾

伟，王志华，代茂华，宇文惠

（天津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天津市 ３０００５１）
摘

要：城市道路横断面设计是城市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传统的道路断面形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状况的改变已经

表现出越来越多的缺陷。该文针对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商业区高标准的建设， 吸纳国内外的先进理念， 改变以往单纯考虑道
路线形设计的方法， 提出了城市道路横断面设计应综合考虑道路通行能力、交通安全、交叉口渠划、港湾公交车站设置、地
上地下市政管线布设、绿化景观、生态环保等因素来确定。该思路对城市道路横断面的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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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城市道路横断面设计是城市道路设计中的关
键，对其设计深入研究在道路的交通安全、交通功
能、通行能力、服务水平、土地资源 利 用 、城 市 景
观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其涉及要素较多，
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道、人行道、中 央 分 隔 带 、
机非分隔带、路缘带等。然而，这些要素的尺寸分
配要根据道路功能，综合考虑道路通行能力、交通
安全、交叉口渠划、港湾公交车站设置、地上地下
市政管线布设、绿化景观、城市小品等因素来确
定。因此，城市道路横断面设计实际上是交通工程
设计、道路工程设计、市政工程设计和景观绿化设
计的综合体，而不是简单的道路几何设计。
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商业区响螺湾区域位于天
津塘沽区海河南侧，与塘沽外滩及规划的于家堡
中心商务商业区隔河相望，距塘沽中心区约 ２ ｋｍ、
距天津市区约 ４６ ｋｍ、距北京市约 １６０ ｋｍ，北侧、
东侧以海河为界，西侧以现状河南路为界，南侧以
规划的津滨大道（位于现状津沽一线北侧，与其基
本平行）为界，毗临天津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和天津港保税区，总规划面积 ５．２２ ｋｍ２，由响螺湾
地区（规划面积 １．２６ ｋｍ２）、大沽船厂地区（规划面
积 １．５ ｋｍ２）、潮 音 寺 地 区（规 划 面 积 ２．４６ ｋｍ２）三
部分组成，具体位置见图 １。
响螺湾区域是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商业区中极
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结合“双心轴向”城市布局
以及“城市东移”发展战略，配合滨海新区高速发
展而修建的现代化、高效率的中心商务商业区。利
用塘沽海河南侧外滩公园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修

图１

建总面积 ５．２２ ｋｍ２ 的响螺湾中心商务商业区，可
更好地服务环渤海，架起天津滨海新区与兄弟省
市沟通的桥梁。
响螺湾地区鸟瞰见图 ２。

图２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１－１０
作者简介：曾伟（１９７９－），男，天津人，工程师，从事道桥设计
工作。

地理位置示意图

响螺湾地区鸟瞰图

规划范围内响锣湾区域道路系统分四级设置：
第一级为城市快速路，为长距离快速交通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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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对外交通职能 （红线宽度为 ６０～１００ ｍ，
负责较远区域间的交通联系），主要有津沽一线
（津滨大道）。第二级为城市主干道，为交通性道
路，有一定的对外交通职能（红线宽度为 ５０～６０ ｍ，
负责联系区域的对外交通），南北向的有河南路、
迎宾大道、德胜路；东西向的有津沽路。第三级为
城市次干道，为生活性道路（红线宽度为 ４０ ｍ）。
南北向的有滨河西路；东西向的有安阳道、德海
道。第四级为生活性支路（红线宽度为 １０～３０ ｍ），
主要职能为联系居住区内部各小区交通组织及解
决小区内部的交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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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响螺湾区域路网的体系中，快速路承担了大
容量的对外交通，应尽量保证其交通流的连续性；
例如津滨大道，规划等级为快速路，是天津市区进
入响螺湾区域的主要入口之一。该道路定义为生态
景观大道，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兼顾生态与景
观，断面的布置上设置双向八车道加多功能车道，
满足了大容量的交通需求，两侧设置 ９ ｍ 宽辅道，
提供地方进出快速路的需求。
项目所在地及对外交通见图 ３，津滨大道快
速路效果图见图 ４，横断面布置见图 ５。

响螺湾区域道路横断面设计新理念

我国《城市道路设计规范》从编写到使用已近
２０ ａ，这期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道
路交通流的构成、道路建设标准、规划道路路网等
级结构以及居民出行结构等均发生了巨大变化，
原有的城市道路横断面设计标准已不适应新交通
体系的需求。
在进行响螺湾区域道路设计时，依据响螺湾
中心商务商业区的特点，城市道路横断面设计须
解决以下几个关键的问题。
（１）根据道路功能、道路等级、道路分级，确定
各种交通的优先级。行人与机动车互相分离，机动
车与非机动车的分离，加强安全性，提高行车速
度，较少相互干扰。城市道路横断面设计要注重城
市道路功能设计，在新的交通体系，有必要对按道
路等级对道路再进行分级，并区分不同类别的道
路上各类交通的优先级，以便合理布置道路横断
面。
当前的道路横断面设计中，仅局限于道路工
程设计，缺乏交通工程设计理念，对道路的功能以
及所服务的交通流构成缺乏分析，有时只简单地
根据城市道路等级，套用机动车道数，机械地布置
道路横断面型式，而不对设计道路在规划路网中
的功能作用、交通组织、机动车的交通特性、周边
用地性质、各种交通出行方式、服务对象及环境等
因素进行细致分析，以致出现道路等级相同，横断
面相同，道路横断面“千路一面”的现象。

图５

图３

项目所在地及对外交通图

图４

快速路效果图（津滨大道）

主干路是以交通功能为主的，其次兼有景观
性和商业性。例如路网中最重要的一条主干道迎
宾大道，贯穿了整个区域，是商务商业区内的一条

津滨大道横断面布置图（单位：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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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宾大道横断面布置图（单位：ｍ ）

主干道效果图（迎宾大道）

中轴线。在进行道路断面设计是设计成三幅路的
形式。具体断面布置为：３．０ ｍ（人行道）＋６．５ ｍ（绿
化带）＋４．５ ｍ （非机动车道）＋４ ｍ （机非分隔带）
＋２４ ｍ（车行道）＋４ ｍ（机非分隔带）＋４．５ ｍ（非机动
车道）＋６．５ ｍ（绿化带）＋３．０ ｍ（人行道），总宽度为
６０ ｍ。道路红线外两侧还有各 １５ 米的绿化带。
迎宾大道横断面布置见图 ６，主干道效果图
见图 ７。
城市次干路的交通功能是为快速路和主干路
承担交通分流和集散，因此次干路兼有交通性和
生活性两种主要功能。支路如同人体的毛细血管，
主要为地区或地块的出入交通或通达交通服务
的。
次干道、支路效果图分见图 ８、图 ９。
（２）提高道路通行能力，以人为本，提倡公交
优先，设置公交专用道及设置公交港湾停靠站。
现状道路上的公交车停靠站的布设有三种形
式： 一种是用设在两侧分隔带上的港湾停靠站；另
一种是设在快速路外侧多功能车道上，用交通标
线施划出的港湾停靠车站； 还有一种是设在路边
或两侧分隔带边没有设港湾的停靠车站。特别是
第三种，占道路比例很高，给道路通行能力和非机

图８

图９

次干道效果图

支路效果图

动车带来很大影响，造成安全隐患。
迎宾大道在设置断面时充分考虑了公交车站
的设置问题，因此提出了在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
道之间设置 ４ ｍ 宽的机非分隔带。４ ｍ 宽的机非
分隔带可以作为日后港湾车站及扩大路口的预留
宽度，日后随着公交车站的确定及交通量的增加，
进行相应改造时对 ６．５ ｍ 的绿化带可以不影响，
保证 ６．５ ｍ 绿化带景观的整体性。
现状公交车停靠站在路口设置有两种，一种
是位于路口的上游（进口方向），另 一 种 是 位 于 路
口的下游（出口方向）。特别是第一种，当公交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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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行或左转时，公交车辆停靠再启动与路口范
围的直行车辆有交叉，影响路口的通行能力。出租
车站停靠站往往是路边停靠，只在很少的道路上
划有停车区，也仅是靠路侧边停，其位置也没有很
好的与道路两侧用地及交通换乘节点结合，造成
出租车随意停车影响道路通行能力或找不到停车
位不敢停车，乘客乘车不方便现象。因此，在横断
面设计中要合理布置公交车和出租车停靠站位
置。
迎宾大道公交车站及扩大路口变化布置见图
１０。
（３）根据道路功能，对分隔带宽度设置要充分
考虑其功能作用的需要。中间隔离带要考虑调头、
人性过街安全性、路口渠划等需要；两侧隔离带考
虑公交港湾车站的需要。
分隔带的作用主要是分隔对向或同向车流，
同时也是道路景观与绿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中
央带与两侧带之分。中央带通常有四种形式，即双
黄线、栏杆、分隔墩和绿化带。两侧带通常有分隔
墩和绿化带两种形式。绿化带式的中央分隔带的
作用很多：可以减少对向行车的危险性；可以供行
人过街设置安全岛； 可以为交叉口进口道增加左
转车辆专用道；可以在中央绿化带上设置路灯、交
通设施；可以安排车辆调头车道。两侧带的作用也
很多：分隔机非交通，减少机非相互 干 扰 ； 可 以 为

图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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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进口道增加右转车辆专用道； 可以设置路
灯、交通设施；可以安排公交车站车道。
港湾车站、扩大路口与分隔带之间的结合变
化见图 １１。
（４）增加道路绿化率，合理布置绿化带，以人
为本，强调人与绿化的亲和力，使行人与骑车人直
接感受道路景观，提高行人的舒适度。路边设有港
湾停靠站的道路，绿化道位置需离开路边靠近道
路红线设置，这样，便于道路拓宽，也便于道路景
观设计。
津滨大道两侧绿化带 ２０～４０ ｍ，中央分隔带
为 １０ ｍ，遮挡了道路汽车尾气的污染及噪音，同
时又有一定的景观性。
迎宾大道道路红线两侧绿化带 １０～１５ ｍ，红
线断面内绿化带各 ６．５ ｍ，该绿化带起到了很好
的隔离作用。此外考虑到以前的工程中，道路的绿
化位置多靠近非机动车道或机动车道固定布置，
路幅改造时必须迁移或挖掘，对绿化破坏较大；人
行道缺少遮荫乔木或绿化形式与步行带结合得不
够紧凑，步行环境舒适度不高；道路绿化单一，不
能与周围景观相谐调，无法体现道路景观环境。迎
宾大道中充分考虑了这一问题，将绿化带与机动
车道距离拉开，为日后道路拓宽改造留有余地。人
行道放到最外侧重要是考虑与周边的商业商务区
能更好地结合起来。

迎宾大道公交车站及扩大路口变化布置图（单位：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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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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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湾车站、扩大路口与分隔带之间的结合变化图

（５）重视非机动车交通流，分析道路交通流的
构成，并考虑远近期结合，合理确定非机动车道宽
度和位置。非机动车引上人行道时，可以用绿化带
隔离。
新世纪城市道路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以人为
本，道路是个载体，应考虑如何在单位时间内运送
更多的人和物，而不是更多的机动车。随着社会和
时代的发展，人对道路交通的舒适性、安全性、便
捷性要求将愈来愈高。我国自行车保有量很高，自
行车交通是我国的交通特性，是交通流主要构成
之一，不能忽视。
在认真地对道路的功能以及所服务的交通流
构成分析后，我们认为虽然响螺湾区域为新区，同
时规划定义为商务商业区，但是结合我国的具体
国情及国策，应保留一定的非机动车道的位置。该
非机动车道即是自行车的通道，也对周边车辆进
出主干道起到了一个缓冲区的作用，同时可以在
适当位置选择临时停放部分机动车。因此迎宾大
道的断面设置为三幅路的形式，非机动车道宽度
一侧各 ４．５ ｍ。
（６）分析路边停车的利弊，确定设置路边停车
的原则。
在横断面设计中要结合道路周边用地性质合
理安排路边停车。
路边停车形式大致有两种： 一种是在一幅路
路边停车；另一种是在三幅路、四幅路非机动车道
边停车。这两种停车形式的位置都侵占了非机动
车道，所以，其位置选择很重要，否则会影响道路
安全及通行能力。路边停车设计应依据道路网布
局和交通组织进行，同时考虑交通流量、车道数、
道路宽度、路口特性、公共设施及两侧土地使用情
况等因素。原则上凡存车会影响交通安全与畅通
的地点，均应禁止路边停车。某处能否路边停车，
取决于该处的道路条件于行车及存车需求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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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具体来说，有以下原则：
ａ．在交通性干道需要整宽都用于通车的道路
上，应禁止路边存车。
ｂ．在住宅区、办公中心、商业区、学校等，需要
大量存车地区，尽可能提供路边存车空间。例如迎
宾大道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在适当位置可布置停
车区。
ｃ．在市中心区，除 尽 可 能 在 路 边 划 出 允 许 存
车的地点外，尚须在存车时间上加以严格限制，以
提高这些存车地点的存车周转率。
ｄ．在两个交叉口距离较近的情况下 ，设 置 路
边停车的车位要保证不影响交叉口的排队。
ｅ．一幅路路边停车 ，为 不 影 响 非 机 动 车 的 正
常行驶，应适当加宽道路宽度。
ｆ．三幅路、四幅路非机动车道路边停车，目前
停车都是安排在右侧停车，这样停车方式，在车辆
的停车与起动时有两次与自行车交叉，对自行车
交通很不安全，因此建议改在非机动车道左侧停
车。
ｇ．路边停车形式为 了 节 省 道 路 资 源 ，建 议 采
用平行式停车方式。
ｈ．关于出租车停车问题，原则上应 保 证 不 同
交通流安全为前提，同时不能影响其他车辆的通
行。其位置，应在住宅区、商业、交通枢纽或其他
人流集散点附近设置。并结合道路公交车站位置，
在其下游设置，如果道路为一幅路，应在距站台至
少 ５０ ｍ 处；如果道路为三幅路，应在站台附近的
非机动车道上设置。
ｉ．交叉口的宽度应与路段相匹配，并对交叉口
的车道数的确定做出详细设计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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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滨海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刚刚起步， 新区的
道路设计对于道路设计者极富挑战性。道路设计
需探讨的内容还很多，本文仅就近期道路横断面
设计中遇到的几个问题谈点粗浅体会，通过对新
区发展规划的进一步理解， 进一步提升更新设计
理念，提炼道路设计理念，在经济快速增长交通运
输空前活跃的滨海新区， 创造出一个活跃的道路
带状公共空间和一个良好的商业投资环境与生活
环境， 实现可持续发展，使道路设计适应社会状
况、文化特征、心理要求以及视觉观感、时空效应
等多方面需求，综合体现道路的美感和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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