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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掌握银川城市现状330余条道路情况的前提下,充分尊重银川市历史文脉、自然生态环境、城市滨水空间格局等,分析了银川市
现状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发展的客观条件及存在问题,对步行、自行车通行和绿道进行了系统的发展研究并提出合理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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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工系统组成。

近年来,银川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在交通方面,突出表现在城市道路的

1.3工作目标及内容

不断延伸与拓宽,城市面临着路越修越宽,机动车越来越多,已基本形成路

提出与大银川都市区、银川平原、机动化水平急速发展、中温带大陆

网畅通、水网穿城、绿网覆盖的可欣赏性,宜生活的休闲城市面貌,但作为

性气候等城市特点相适应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发展定位与目标,构筑与银

占据城市居民出行最大比例的步行和自行车交通,却面临着人行越来越难

川人口规模、城市用地布局、出行需求和特征以及发展条件相适应的步行

“走”,自行车越来越难“骑”的窘境。

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设计能体现出大银川特色的绿道标志和导视系统；制

城市交通要树立行人优先的理念,改善居民出行环境,保障出行安全,
倡导绿色出行。银川市城市交通系统不应仅以满足全方位出行需求为目标,

定满足银川步行和自行车交通规划建设标准化、规范化、特色化的建设导
引；制定分期行动计划。

更需要展现可欣赏、可游览、宜生活的城市面貌,打造绿色交通为主的具

2 发展条件及问题分析

有“塞上江南、西夏古都、民族风情”的地域特色的生活氛围。

2.1发展条件

1 概述

(1)气候条件、空气质量优良适宜步行和自行车户外运动。银川属中

1.1研究范围、规划范围、规划期限

温带大陆性气候,冬无奇冷,夏无酷暑,总能保持整日的清清爽爽。环境空

研究范围为：大银川都市区及黄河北岸。

气质量优良,历年在全国74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均在前十位,年均优良天数

规划范围为：银川市中心城区,绕城高速内环,总面积约400.0平方

可达260天以上,且日照充足,一年有大部分时间可沐浴在阳光下。拥有明
媚的阳光、健康的环境,户外运动才具吸引力。(2)商业氛围浓郁,商业步

公里。
规划期限为：2015～2020年。

行街分布均衡,城市功能性交通系统完善。(3)银川系平原,其依山傍水、

1.2系统组成

地势平缓、水系成网、绿树成荫、旅游资源丰富多姿,风景名胜古迹迥异、

对象界定：由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由步行系统与自行车交通系统两

回族风情特色鲜明、国际交流频繁,有非常优越的条件发展以步行、自行

个大部分构成。步行具体对象为行人,自行车具体对象为普通自行车、公

车为主要出行方式的交通系统,通过修建绿道,开发自行车专线旅游,为银

共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残疾车、人力三轮车等。

川“低碳环保、绿色出行”理念开启一个落地的窗口,赶超新潮流。(4)

步行交通系统：由步行路径与网络、步行空间和步行环境组成。

银川城市规模偏小,主要生活区距离工作单位、商业、医疗和文化场所距

步行路径与网络为通过步行方式可以联系不同地点的路径与网络,大

离适中,适宜自行车中远距离的骑行。(5)骑车出行银川市民有着极高的热

部分是依托道路形成的人行道,少数是绿地和商业区内部形成的独立存在
的路径。步行空间是供人行走和活动的连续界面或场地,包括沿街界面、
步行道空间尺度、步行过街设施、交叉口转角空间等。步行环境指分布在

情,已逐渐成为最受欢迎的健身休闲方式。
2.2发展特征
(1)5公里内短距离出行仍是最主要的交通出行需求。全市5公里内短

步行路径和网络上的各种设施与环境,包括人行道地面铺装、公共艺术品、

距离出行约占75%以上。其中步行出行一般发生在起始地或中转地500-800

绿化、指示标识、无障碍设施、夜间照明系统等。

米范围内,耗时主要在30分钟内,通常是居民日常生活、休闲或其它交通方

自行车交通系统：由自行车道网络、自行车空间与环境和停车设施组

式两端的衔接出行,通勤、购物、餐饮出行是步行的主要目的,占81%以上。

成。自行车道网络指由单独设置自行车专用路、城市道路两侧的非机动车

其具有距离较短、目的多样、弹性和随机性较大的特点。自行车出行通常

道、人非混行道路共同组成一个能保证非机动车连续交通的网络。自行车

为一个完整的出行,范围一般在5公里内,优势出行范围在3公里内,耗时一

空间与环境为供自行车通行和活动的连续界面或场地,包括沿街界面、自

般不超过30分钟。近年来,银川电动自行车发展较快,其以灵活方便,速度

行车道空间尺度、自行车过街带等。停车设施是由单独设置的配建或公共

较快,不受体力和地势起伏限制等优势,在居民出行结构中的比例普遍较

非机动车停车场(库)、沿街非机动车停车带等组成。

高(如2012年电动自行车出行比例12%以上,约为人力自行车的2倍),甚至

公共自行车系统：是一种公共服务,是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补充,

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中、长距离的通勤出行。(2)以短距离通勤为目的的

主要服务于中短距离通勤、公共交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及休闲、旅游、健身

一般收入人群是自行车使用的主要群体。历年自行车交通平均出行距离

等功能。

4.5公里,自行车出行中,以通勤为主要目的的约占80%以上。自行车骑行群

绿道系统：一种沿着自然和人工廊道建立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连接

体以户均收入小于6万的一般收入人群为主体,约占90%。随着家庭收入的

主要的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历史古迹等,兼具生态、社会、

增加,使用自行车出行比例下降,户均收入超过30万的高收入家庭使用自

经济、文化多种功能,并为居民提供充足的游憩和交往空间,由绿廊系统和

行车出行比重有所上升。自行车骑行者年龄分布在16‐60岁之间,各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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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比较均衡,无明显差异。(3)步行和自行车出行受设施条件和用地布局

文化园等成体系串联到以银川为核心的绿道网络体系中。促成自行车产业

影响显著。步行交通出行强度较高区域为新华街-步行街片区、南门片区、

落户银川。

万达片区、中山公园-光明广场片区、海宝公园片区、森林公园片区、人
民广场-会展中心片区。些片区基本都为各级中心地区,集聚有各种商业、

3.4发展策略
结合银川步行和自行车的定位、目标以及现状问题,提出城市步行系

办公和公共服务设施,居住用地功能混合,并具有较好的步行出行条件。自

统、自行车系统及绿道发展的6项政策,构建和谐友好的慢行公共交通环

行车交通出行强度较高区域为兴庆区中部、金凤区中部和西夏区北部大学

境。分别为(1)因地制宜区域差异化发展；(2)构筑功能清晰的步行、骑行

城。这些片区用地布局商业、居住、教育、办公功能混合,自行车骑行网

网络,并强化标识系统；(3)建设适宜的、有趣味的、安全的步行和自行车

络连续性好,多数道路有独立的非机动车道,机动车对自行车交通干扰影

道；(4)设置方便、安全、舒适的步行休憩设施,设置高效、安全、方便、

响相对较低。公交可达性、居住人口和就业岗位等也对步行和自行车出行

美观的停放设施；(5)可持续发展公共自行车,并规范电动自行车的管理；

有影响。对于步行交通,公交可达性高的地区,步行出行多；但对于自行车

(6)对内向城市各功能中心延伸,对外衔接区域绿道和相邻城市绿道,成体

出行,上述条件的影响不及骑行条件和用地布局的影响明显,公交可达性

系、连续性发展。

强较差的地区自行车出行相对较多。(4)自行车接驳公共交通出行比例偏

4 总体规划思路

低。目前自行车接驳公共交通的比例不足公交客流量的1%,与其它城市一

根据公共交通服务覆盖及步行活动密集程度,将慢行系统项目分为步

般为5%-15%之间存在较大差距。(5)自行车骑行逐步由单纯的交通性需求
转向多元的健身、观光、娱乐性需求。
2.3发展问题分析

行、自行车及绿道系统规划三个部分。
4.1步行交通系统规划——让漫步银川更加顺畅
全市规划27个步行片区。石油城、丽景湖公园、月牙广场、中阿之轴

(1)机动车凸增,步行与机动车、自行车冲突影响行人安全。(2)步行

及市民大厅、森林公园、西夏公园等27个场地均被设为重要步行片区,其

网络便捷性尚需要完善、舒适度有待提升。如：①人行天桥数量偏少、过

中新建重要步行片区3个,其他均是在银川已有的自然景观和都市景观基

街间距长、绕行远、联系少；②步行交通空间的宽度不一；③违章停车和

础上开辟的重要步行片区。这些片区景观资源丰富,具有良好的公共交通

设施挤占步行空间；④步行路径的街角空间受限；⑤步行过街设施舒适性

服务覆盖和高密度的步行出行条件,市民在此可以一边街拍碧水蓝天,一

设计不足；⑥步行标识和信号设施设置缺失；⑦路侧设施和绿化景观环境

边享受步行的畅快。根据路径空间分布特征、设施特点和功能需求,全市

不舒适。(3)行人专用区和步行街区缺乏,且联系不畅通。(4)缺乏安全舒

地面步行道路还被划分为步行通廊、片区主通道、街区步行路、地块连通

适的自行车骑行空间。(5)自行车停放设施和安全性不足。(6)不符合国标

径四类。规划的步行通廊路侧带宽是4.5米～8.0米,片区主通道路侧带宽

的电动自行车带来一定的交通安全隐患。(7)银川水系、绿地资源条件优

是3.0米～6.0米,街区步行路或地块连通径路侧带宽是2.5米～4.0米。划

越,但由于管理分散,各自在管辖范围内打造慢行精品,相互之间缺乏灵动

分步行道路旨在使人车空间分离、人车和谐共存,打造人性化的步行环境。

串联。(8)银川及周边市县旅游资源丰富,但太过分散,通达方式单一,旅游

4.2自行车交通系统——为骑行者打造绿色通道

链条过短,游人停留短暂,亟需提升多元的游览方式,增加吸引力,打通主

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银川划定了打造有银川特色的“中国版哥本哈

要兴趣发生点的慢行经络和脉络。

根”的目标。未来银川将用5年时间设立13处自行车交通重点发展地区,

3 定位与目标

目前初步拟定了唐徕渠及宝湖、西湖及艾依河、海宝公园、新华街商圈、

3.1发展定位

中阿之轴、森林公园及陶然水岸等13处景观作为自行车交通重点发展地

总结国内外低碳环保经验,绿色出行启示,结合银川市人口相对集中、

区。根据自行车交通系统的实际情况,未来将按照主廊道、连通道、环城

规模适中、地势平缓、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天蓝地绿等优势条件,扬长

自行车道三个等级,为银川中心城区规划约610公里的自行车道。自行车主

避短,特提出“ 步行者天堂,骑行者圣地 ”战略定位。

廊道宽度初步按照4 米～6米设置,自行车连通道宽度初步按照3米～4.5

3.2发展任务

米设置。固定的道路宽度保障了市民自行车骑行的路权,也提升了城市的

(1)总体任务。引领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绿色出行；营造一种宜

整体精神风貌。合理规划公共自行车服务随着步行交通系统和绿道交通系

居的生活氛围——塞上湖城,回乡风情,休闲银川；凝炼一种伟大的城市精

统的逐渐完善,市民依靠自行车出行的需求必将逐渐提高。结合外地城市

神——贺兰岿然,长河不息。(2)具体任务。建构便捷通畅的步行和自行车

交通发展的成功经验,提供公共自行车服务将成为必然趋势。为此,该《规

路径与网络,营造舒适宜人的步行与自行车设施和环境。保障居民休闲、

划》基于长远考虑,将在现状银川智能公共自行车服务亭的基础上,合理规

购物、锻炼等短距离出行便捷、舒适、畅通、安全、愉悦。保障居民中、

划、统筹布局,选取科学合理的地址适量设置公共自行车服务亭,逐渐完善

长距离接驳换乘点拥有高品质的慢行服务设施。

现有的公共自行车服务亭,提高公共自行车服务的质量。完善后的公共自

3.3发展目标

行车服务,和逐渐流行的骑车出行时尚,必将激发更多的市民加入到骑行

(1)步行交通的发展目标。倡导比例适宜的步行出行,便捷无缝衔接公

队伍中。一边骑行,一边欣赏沿途宜人靓丽的景观,不但能促进人们的身心

共交通设施,与公共开发空间连续贯通,具有适应银川地方风俗的舒适宜

健康,还能缓解城市交通压力。银川的碧水蓝天也将因为这种绿色低碳的

人空间环境和设施,容纳多样有趣公共活动的友好步行交通系统。(2)自行

出行方式,保持更长久的清澈颜色。

车交通发展目标。主次干道设置自行车道的比例接近60%；自行车交通方
式占全方式的比例由25%提升至50%左右,自行车与公共交通接驳的比例达

4.3绿道系统——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上的裙裾
中心城区打造“一环、十八线”城市绿道网络,规划城市绿道总长397

到20%以上的预期发展目标。(3)城市绿道发展目标。依贺兰山、黄河、爱

公路,2016年已实施23公里(如上海路、唐徕渠、贺兰山中路、沿山公路、

依河、唐徕渠沿线,靠银横路、贺兰山路等建设21条自行车专用骑行绿道,

滨河新区等),2017年实施30公里(上海路延伸、民族街、进宁北街)。

并修建从银川市通往吴忠、石嘴山、中卫的多条“自行车高速公路”,使

在银川,绿道与步行交通系统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蜿蜒延展,贯通了全

周边乡村和周边风景区如沙湖、沙坡头、苏峪口、滚钟口、影视城、回乡

市的线性绿色开敞空间。这珍贵的颜色在城市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的未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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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中,被分为区域绿道、城市绿道、社区绿道,贯穿于城市的大街小巷。按

下,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需要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安全、便捷、舒适和

照目前的规划方案,未来将以银川市为服务核心,吴忠市、中卫市、石嘴山

多样的步行交通系统。(2)营造友好步行体验需要相关城市系统的支撑与

市(大武口区)为副中心,滨河新区、青铜峡市、沙坡头景区、滚钟口景区、

融合。步行交通作为城市交通体系及城市整体系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镇北堡西部影城、沙湖景区等22处为服务点,形成“一核、六线、多服务

除步行系统本身的完善以外,一方面还需要公共开发空间、道路、公共交

区”结构的6条区域绿道廊。而银川中心城区将形成“一环、十八线”的

通与其它交通系统、土地利用和自然景观资源等步行相关系统的支撑与协

城市绿道网络结构,绿道总长达397公里。六盘山路、宝湖路、北京路、沈

调；另一方面也需要综合交通发展策略与公共交通相协调,部门间的合作

阳路、正源街、文萃街等城市道路均划在绿道系统内。届时,绿道内国槐、

和倡导步行文化政策的制定,实施和宣传。(3)城市高机动条件下自行车交

白蜡、河北杨、新疆杨等乔木将错落林立,红刺玫、丁香、美人梅、榆叶

通方式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纵观世界,东西方发达经济体,均将倡导绿

梅等灌木竞相争艳。

色出行定位为重要发展战略,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是绿色交通体系的首要构

绿道驿站彰显人性化服务在整个绿道系统中,绿道驿站将成为不容忽

成。从国内外高机动化城市自行车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居民经济水平及

视的亮点,它充分体现了交通规划的人性化服务。未来每20公里将布置一

私人和公共机动化水平的提高,交通出行选择趋于多样化,部分自行车交

处区域绿道驿站,城市绿道和社区绿道驿站原则上每3公里～5公里布置一

通会向公交、摩托车、小汽车等方式转移,但如果城市能够提供完善的自

处。未来的绿道驿站里将设置游客中心、休憩设施、公交车站、自行车租

行车骑行环境,自行车交通出行方式由于其自身的优势仍能够占到20%以

售处、自行车修理、公共厕所、售卖点、公共直饮水机、咨询、治安等设

上。深圳、南京虽然建设有相对发达的公共交通系统,但仍通过建设完善

施。市民和骑行者在这里可以享受到信息咨询、休闲游憩、康体活动、自

的自行车交通系统引导自行车交通出行方式。(4)完善的自行车道网络是

行车停放、管理维护等多种贴心服务。自行车停车架、刷卡机、遮阳棚、

自行车交通发展基础。从自行车发展较好的哥本哈根,以及国内北京、深

残疾人专用停车位等人性化的服务设施均将逐一被列入到规划范畴内。将

圳、杭州、南京等城市来看,这些城市都建设有完善的自行车道,基本形成

结合临近的现有城市广场、公园、街头绿地等场所,因地制宜设置休闲亭、

自行车通勤和休闲网络。自行车道相对独立,避免了与其他交通方式间的

廊架、坐凳等设施,适当增设健身设施,方便市民锻炼。社区绿道会考虑每

相互干扰。(5)完善优质的绿道系统引领生活方式的转变。从哥本哈根绿

隔200米-300米设置一处废物箱,维护环境卫生。

道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看,绿道串联了城市热点的经济圈和文

到2030年,以银川为核心的黄河西北岸将建成六条由自驾车游绿道、

化圈,并已成为与市民吃、住、行、游、购、娱息息相关的绿色通道,为市

自行车休闲绿道组成的美丽裙裾。这条绿色裙裾将以约800公里的长度绵

民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低碳、环保、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受到市民的

延塞上湖城,成为市民运动休闲的重要场所。银川也将形成一个集交通、

普遍喜爱。(6)规划理念,融合银川地方交通特征总结为：
“优良政策先行,

旅游、观光为一体的交通绿道大系统的核心。

慢行导向发展,人车空间分离,人车和谐共存,绿道骑行引领。
”

5 总结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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