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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E ARE 

 



• 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 Chin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Centre 
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依托并支持能源基金会中国可持续城市项目，从事可持续城市规划、交通设计及相关政策研究，致力于帮助城市从规划布局开始，把握节能减
排先机、走向低碳和可持续的未来。 
– Chin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Centre is an NGO founded by Chinese Urban Program, the Energy Foundation. Centre is focusing on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transportation 
design and related policy and guideline study, aiming at helping cities to achieve more sustainable growth. 

 
 

• 工作领域 Work Field 
– 慢行和公共空间  
          NMT and public space planning and design 

– TOD（公交引导开发）低碳城市规划和道路规划设计  
            TOD urban planning and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 城市中心区环境提升  

      Urban Retrofit 

– 城市公交系统规划、设计及政策研究  
         Urban public transit system planning, design and policy study 

– 交通规划、模拟模型建构与应用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modeling and practice 

– 基于城市空间形态的碳排放模型建构与评估   
         Carbon modeling based on urban form  

– 上述领域的宣传、教育、培训   
         Training 

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 
Chin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Centre 



济南快速公交规划 Jinan BRT 

重庆山城步道 Chongqing NMT 

昆明呈贡新城核心区TOD规划 
Kunming Chenggong New Town TOD Planning 

宇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 
China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Centre 

• 我们坚持的理念 We believe in 
– 建设步行优先的邻里社区 

– Develop neighborhoods that promote walking  
– 优先发展自行车网络 

– Prioritize bicycle networks  
– 创建密集的街道网络  

– Create dense networks of streets and paths 
– 建设多功能混合的邻里社区 

– Zone for mixed-use neighborhoods  
– 支持高质量的公共交通 

– Support high-quality transit 
– 将开发强度与公交运力相匹配 

– Match density to transit capacity 
– 确保紧凑型发展. 提倡短距离通勤 

– Create compact regions with short commutes 
– 建设节能建筑和社区系统以降低碳排放 

– Increase mobility by  regulating parking  and road use  



业主 
Local 

Government/Developer 

上海城市规划与设
计研究院 

Local Technical 
Institute 

能源基金会可持续城市项目 
Energy Foundation 

工作模式 
Work Mode 

盖尔事务所 
Gehl Architects 

宇恒可持续交通研
究中心 
C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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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CKGROUND 

 



• Lujiazui 1980s-2010s 

快速城镇化 
Rapid Urbanization 



• Beijing’s  225 days 

 

污染 
Pollution 



• 河北省唐山市 

• Tangshan, Hebei 

 

排放 
Emission 



• 云南，2012年 

• Yunnan, 2012 

 

资源 
Resource 



• 三元西桥，北京 

• 3rd Ring, Beijing 

 

拥堵 
Con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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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调研区域 调研选点 



街道 



关键发现 – 公共生活调研 

行人多-空间少 

网络中的断点 



步行环境中缺失的联系 步行道质量较差 



过街难 



缺少街边休憩场所 



不连续的自行车网络 不宜人的自行车环境 



标识、引导和执行力薄弱 无组织的交通给骑车带来困难 



与公交联系薄弱 



良好的广场和公园是城市生活的关键 



公共空间潜力有待发掘 



重要公共空间缺乏联系 



新建街区缺少细密肌理 



单调建筑沿街面影响街道活力 



关键结论 



关键结论 



关键结论 



关键结论 



关键结论 



关键结论 



案例-概览 

世界级场所 1、完善世界
级吸引点 

2、与城市连接 3、打造贯通路
线 

4、增加日常网
络 

5、延伸网络 



1、完善世界级吸引点 



南京东路 现状分析 

分析:世界级的公共空间之间缺乏优质的联系 



南京东路 示范项目 



南京东路  
示范项目 



南京东路  
示范项目 



南京东路  
示范项目 



南京东路  
示范项目 



2、与城市连接 



分析:一条对所有
交通方式都重要, 
却被机动车主导

的道路 

河南路-现状分析 



河南路-现状分析 

分析:行人和自行车出行较困难 



河南路:由主干道变为林荫道 

示范项目 



河南路:由主干道变为林荫道 

示范项目 



河南路:由主干道变为林荫道 

示范项目 



河南路:由主干道变为林荫道 

示范项目 



河南路:由主干道变为林荫道 

示范项目 



示范项目-河南路 



4、增加日常网络 



街巷 

分析:街巷是黄浦区本地生活的起居室 

街巷——调研数据 



示范项目  
——街巷提升改造 

示范项目 ——台湾路街巷 

 延伸步行网络 



示范项目  
——台湾路街巷 



示范项目  
——台湾路街巷 



泰康路 

分析:混乱的日常生活性街道 

泰康路——调研数据 



示范项目 ——泰康路 示范项目 ——泰康路 



示范项目 
——泰康路 



示范项目 
——泰康路 



示范项目 
——泰康路 



5、延伸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