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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 , 日本在交通体系的规划布局比较完善 , 已经形成了快速便捷、

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结合笔者去日本考察的实际经历 , 总结了日本在交通路网结构、快速轨道交

通的布局、交通换乘、交通工具的人性化设计以及交通规章制度方面的先进经验。并结合中国交通

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今后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几个主要方面 , 为中国的交通体系建设

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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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经济得到快速复苏并不断壮大, 随之建立起以轨道交通和高速公路为骨架

的极其发达的多层次的交通网络。无论是乘小汽车、电车, 还是乘地铁、火车、高速巴士等, 都

会感受到日本交通的便利之处。东京都市圈和京都大阪神户都市圈, 以其发达的交通设施展

示了国际大都市的时代感。高速公路、地铁四通八达, 地上与地下交通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一

个完整的城市交通图。随处可见 2 层、3 层乃至 4 层的立交桥和轻轨铁路。新干线、轻型电车

铁路、高速公路覆盖城市的每个角落。笔者以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神户、奈良、熊本和福

冈等城市的考察经历, 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 系统介绍日本的交通系统发展概况及其主要的

特征, 并从中总结可供我国交通系统建设的经验, 促进我国交通体系的不断完善。

1 日本交通体系的基本概况

日本是一个狭长的太平洋岛国, 面积 37.8 万平方公里, 大致相当于我国云南省的面积。

日本总人口约 1.27 亿, 城市人口在总人口比例中约占 80%,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338 人。日

本平原面积较小, 但人口密度之大、建筑物之密集、拥有汽车的数量之多 , 都很少见 , 所以城

市的交通问题始终是日本国民生活中的焦点。日本的交通体系非常健全, 机场、高速公路、高

速新干线、交织如网的电车和地铁线路再加上水上交通设施, 构成了空中、陆地、水上的立体

交通网络。海上交通主要包括客轮和货轮; 陆上交通主要包括新干线、电车、地铁、路面电车、

公共汽车和小汽车和自行车等; 空中交通主要是航空运输。日本是太平洋中的岛国, 主要有

四大岛屿组成, 还包括很多个小的岛屿, 因此, 海上的交通联系成为一种比较主要的方式, 由

此也带动了日本发达的造船业。但主要的交通联系还是以陆上交通为主。日本的轨道交通非



常发达, 地下空间也得到充分的利用, 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日本也是家庭拥有小汽

车较多的国家( 平均每两人一辆) , 但汽车并不是城市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目前也形成了比

较发达的航空网络, 连接了主要的国内重要城市, 并和很多国家开通了国际航线 , 对内对外

联系非常便捷。

2 日本交通体系的发展特征

2.1 交通规划超前合理, 交通路网结构完善

日本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 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交通网络, 这与其严格的规划法规

和超前的交通规划是分不开的。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代就已确立了交通先行的城市发展政

策, 此后一贯重视交通发展, 并陆续颁布了城市 365JT 规划法及更高层面的国土利用规划法

和国家主干高速公路建设法等一系列法规。二战后, 用于交通运输网络改善的公共投资占

表 1 日本交通运输体系概况

交通

工具
交通枢纽 里程及特点

海运 轮船

横滨、神户、东京、大阪、北九州、

名古屋是重要港口。临海城市都

设有专门港口。

海上交通非常便利。拥有强大的船队 , 与世界

各地有航线相通。

陆运

铁路

JR ( Japan Railway) 网 络 联 结 了

几乎所有的城市。私铁服务网络

与 JR 平行或以辅助的形式运行

铁路全长为 46000 多千米 , 其中电气化高速

铁路 2000 千米 , 多分布在沿 海 一 带 , 是 最 方

便、最有效而且安全的交通手段。

公路
共有汽车 5860 万台 , 仅次于美

国 , 居世界第二位

全国有公路为 112 多万千米。高速公路非常

发达 , 全程 4900 千米 , 以东京至小牧、小牧至

西宫、吹田至下关的公路为 首 , 东 北 纵 贯 、九

州纵贯、北陆中央等都已全线贯通。

地铁

东京、大阪、名古屋、横滨、神户、

京都、札幌、福冈、仙台九个城市

有地铁运行

城市中最为可靠便宜的交通手段。共 35 条 ,

其中东京 13 条, 大阪 6 条, 名古屋 5 条。

电车

( 电力机车)

分为特急、急行、通勤快速、普通

等种类, 时速达 300 公里左右的

新干线就属于特急 , 新干线主要

运行在各大城市之间 , 而且直达

车较多。

急行电车只在主要车站停车 ; 通勤快速电车

为解决高峰期的拥挤问题 , 只在上下班时间

开通 , 一般在客流量较大的车站停车 ; 普通电

车是每站必停, 运行速度相对较慢。

出租车

东 京 、大 阪 、名 古 屋 、京 都 、横 滨

等均以 2 公里 660 日元起价 , 之

后每公里 120 日元。

搭乘出租车在日本是相对昂贵的出行方式。

家庭

汽车

人口 1.25 亿 , 平 均 两 人 拥 有 一

辆汽车

日本居民上下班很少自己开车 , 以乘坐公共

交通为主 , 只在假日开车。

空运 飞机 国内航空网连结各主要城市
航班频繁 , 安全准时; 购票方便, 提前几小时

电话预约即可; 出入机场的手续也比较简便。

资料来源: 作者整理。

王开泳等 : 日本交通体系的特征与经验借鉴1 期 113



20%以上, 1967- 1971 年提高到 47.4%[1]。其次是有科学合理的交通设施规划建设。日本的道

路设施(如道路 高架桥)建设以及公交车.有轨电车.轻轨线路的设置和调整, 都要进行大量的

调查 , 对车流量、人流量、交通方式等进行科学的统计分析.并且广泛听取市民的意见 , 避免

了重复建设和浪费。快速大运量的轨道交通把日本发达的都市圈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加

强了彼此的空间联系和经济融合。在日本的农村, 也全都是柏油马路, 即使是宽一两米的田

间小道, 也进行了道路硬化, 为城乡交通的快捷联系提供了保障。另外, 广泛分布的小型停车

场, 不仅为汽车的停靠提供了便利, 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一些边角空间, 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

2.2 各种交通工具换乘方便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日本将交通需求管理作为交通规划、治理的一种新思路 , 重视

供需平衡规划与研究, 强调理智使用土地与道路资源, 抵制滥用道路。引导人们(车辆)减少

低效率的出行, 大力发展高效的公共出行方式。日本交通系统的整体布局比较合理, 组织安

排得当, 可以方便地换乘各种交通工具。一般步行 10 分钟之内都有地铁入口或公交站点。不

论是公交车还是地铁, 都有准确的到站点和发车点时刻表, 按钟点候车比较省时。在日本的

车站外, 很少有熙熙攘攘的人流积聚滞留, 主要是公交站点和地铁口实现了有机衔接 , 特别

是轨道交通之间的衔接非常到位, 车站设计也比较合理 , 在东京都市圈内部 , 最繁忙的站点

有地上地下四层, 通过明确的路线指示牌可以实现顺利换乘, 方便地到达每一个目的地。

2.3 轨道交通非常发达

为了确保高质量、高效率的交通系统和实现社会公平, 日本主要采取了降低对汽车的依

赖性和确保多样便捷的交通选择方式两大方面的战略措施 [2]。轨道交通承担了大部分的运

输任务, 成为日本广大居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除了带给居民的方便快捷外, 一定程度上

也减少了地面公交和小汽车的出行次数, 使得地面交通也比较畅通。日本的轨道交通充分地

利用了地下空间, 在地铁建设的同时开发了大量配套的地铁商业。地下的交通服务配套设施

是很现代的。购物、娱乐、休息自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不用走出地面, 就可以完成许多事情, 由

于地下道路上没有任何车辆, 畅通无阻, 很多时候会觉得地下的活动似乎比地面还要方便、

舒适。因此, 在地铁换乘和地铁出口的沿途, 大量的商业网点繁荣了经济, 提高了地下空间的

利用效率。

2.4 交通堵塞现象较少

日本的经验表明, 缓解拥堵的良方, 不单从满足需求去考虑 , 而应强调理智的使用道路

资源 , 克制滥用道路 , 引导人们(车辆)的出行从无序到有序 , 强调人们减少低效率的私人车

辆出行 , 转变为高效的公共出行 , 达到交通需求和交通设施系统的适度平衡( 供需平衡) [3]。

可能缘于日本狭窄的国土面积, 日本的土地利用非常集约。但就路面建设来看, 一般都是双

向四车道, 也有很多仅仅是双向两车道, 很少有像国内许多城市建设的双向 10 车道的马路。

尽管日本的道路狭窄, 家庭汽车的拥有数量也比较高, 但日本的交通堵塞现象较少 , 一方面

由于方便快捷的轨道交通分担了大部分的客流量, 上下班很少开私家车, 另一方面也和日本

的城市规划和道路设计有很大关系。日本的街区比较小, 道路网比较稠密, 这一定程度上增

加了这些道路的通达性, 并提高了各条道路的利用率。在日本的考察中发现, 很多老城区中

的道路是单行道, 这也为道路的畅通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2.5 交通工具设计人性化

交通系统是各种社会经济活动顺利开展的命脉和保障, 日本交通系统的人性化设计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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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轨道交通而言, 为了方便通行, 车站上下的台阶大都用栏

杆隔为上路和下路, 下路一般都比上路要宽出两三倍。为了避免拥挤, 保护妇女权益, 很多地

铁都专门设有妇女专用车厢。在一般的地铁车厢内, 也在靠近门口的地方设有专门的老幼病

残孕专座。日本居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 即使这些专座空闲着, 很多年轻人也不会去占座,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文明化程度比较高。另外, 车厢内的拉环大多是高低错落有致, 充分考

虑了人们的身高差异。在一些中长途的车厢, 设有自由席和指定席, 二者有一定的差价, 乘客

可以自由选择, 在每个座位前都有一个小桌子, 每个椅背上还有整个车厢公共设施( 如厕所、

垃圾桶、公共电话) 分布图, 通过图示可以让乘客找到距离自己最方便的设施。在地铁站内大

都设有可以直接饮用的纯净水, 还有很多小型的快餐店, 方便乘客使用。路面交通也有比较

明确的指示牌, 都设有规范的盲道。

2.6 交通系统智能化

在日本的公交车站, 一般设有电子显示屏, 铃声响起后屏幕就会显示, 告诉乘客“汽车已

经从前一个车站开出, 请做好上车准备”。在等车的空隙, 还可以阅读电子显示屏中滚动显示

的天气报道和时事新闻。得益于智能化的管理和调控, 各类公交车和地铁的到站时间都非常

准确, 各类交通方式的换乘和衔接比较紧凑便捷。在东京的车站, 全部采用自动售票机售票,

再通过无人检票口, 自由上车, 看不到售票员。到达目的地后, 通过无人检票口检票出站。如

果没票或没有刷卡, 电子小门就会自动关闭, 逃票是不可能的。另外, 日本的很多车都配有显

视屏幕———用来接收信息的 ITS( 智能交通系统) 。目前, 日本的 ITS 研究与应用开发工作主

要集中于车辆信息与通信系统、不停车收费系统、先进道路支援系统三个方面。这种技术兼

顾车辆和道路的智能化, 并通过二者的协调, 创造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 , 如根据车载激光雷

达信号保持车距, 根据电子导航系统自动识别弯路并减档, 通过安装在两侧的小型照相机提

醒是否有车辆或行人靠近等[4]。

日本交通管理的信息化程度也比较高, 交通巡查部门主要通过交通管制中心提供的信

息处理各种交通事故。交通管制中心获得信息的手段十分先进, 除了道路两旁安置的车辆感

知器外, 还有交通事故报警器、直升飞机和巡逻警车等等, 更有遍布整个城市的数万部摄像

机。这些设备所收集到的路况信息被传送到警视厅的交通管制中心, 再由管制中心的工作人

员做出处理方案, 现场的警察根据方案配合进行处理。日本的高速公路, 在不同路段都设有

收费站, 但并没有在每个通道上设置专人职守, 而是采用的自动化收费装置。车辆通过检票

口的时候会自动记录, 定期去银行缴费即可, 非常方便。

2.7 交通秩序良好

在日本, 不论是乘坐地铁还是乘坐公交车, 日本居民都养成了自觉排队的习惯 , 按顺序

上车, 井然有序, 很少有插队或争抢座位的现象。上车后大家大都保持安静, 即使是交谈, 声

音也非常低, 从不喧哗, 很多人都在看书读报, 有一种比较浓厚的学习氛围。日本的驾驶员大

都具有高度的守法意识, 此外, 很多约定俗成的规矩也使驾驶员之间形成了整体默契 , 在避

免争抢的同时也确保了车流顺畅。日本汽车很多, 但司机都相当地温和谦让, 不论多么拥堵

的情况, 在十字路口遇见有行人或自行车, 汽车司机都会停车礼让 , 这和国内的车辆抢道形

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社会风气的形成与日本重视交通安全教育和严格的驾驶考试分不开的。

同时, 在交管执法中教育与处罚并重, 对轻微的违反交规行为则以教育为主 , 并根据实际情

况适度加大交管投入和惩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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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日本交通体系建设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3.1 完善路网结构

相对于日本的路网结构, 我国的交通体系还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总体上说, 整体的交

通结构不合理, 市内交通以公交车和自行车为主, 私家车出行比例过高, 轨道交通没有形成网

络, 换乘不方便, 在道路的规划设计方面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中远途交通以火车为主, 乘坐飞

机的出行比例在上升, 但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轨道交通建设才刚刚起步, 快速轨道交通网络还

没有建立。由此导致了社会大众交通拥挤、出行难的问题。因此, 借鉴日本的经验, 可以从以下

方面完善中国的路网结构: 积极发展城市和城际轨道交通, 增强城市与区域之间的交通联系

和通达程度, 缓解路面交通压力; 大力推行公交优先战略, 开辟公交专用道, 提高公交系统的

运输能力, 对于占用公交专用道的车辆给予严厉惩罚, 从制度上遏止目前乱占车道的混乱局面。

3.2 大力发展快速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具有运量大、快速便捷的特点, 能够满足现代居民快节奏和远距离的出行需

求。但我国的轨道交通建设才刚刚起步, 目前仍然不超过 10 个城市建有地下铁。轨道交通不

发达或没有轨道交通的分流, 致使路面交通异常拥堵, 大大降低了人们的出行效率和生活质

量。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 目前已经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因此, 在城市人

口超过 100 万的大城市, 应积极进行快速轨道交通的建设, 优化城市交通结构 , 提高居民出

行效率。推动站点用地的集约化利用和综合调整, 结合轨道站点进行的公交枢纽和商业设施

布局等规划, 推动轨道建设尽快形成效益规模 [5]。特别是在经济发达、城市连绵成片的都市

圈地区, 应积极规划建设快速轨道交通, 打通城际之间的快速交通联系 , 推动城市之间的交

流和协作。

3.3 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和边角空间

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 决定了城市土地应该逐渐由粗放型的外延扩散向内部挖潜和

集约利用转变。日本对地下空间的集约利用为我国的土地开发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借鉴。在进

行地铁建设过程中, 同步规划建设一定规模的地铁商业, 充分利用地下空间, 在地铁沿线提供

购物、餐饮和娱乐休闲的空间, 不断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我国各城市交通方面存在的另外一

个突出的问题是停车场严重不足, 车辆路边乱停靠, 不仅降低了道路的通行速度 , 而且影响

了城市的美观和整体秩序。因此应充分开发地下空间, 大量开发地下车库。同时充分利用城

市中的一些边角空间, 开辟为小型的停车场, 逐步引导车辆停靠向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

3.4 增加路网密度, 疏导交通压力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单位大院式的空间格局对当前的城市空间结构有很大的影响, 由于

每个单位所占面积较大, 导致道路之间的间隔较大。目前我国普遍存在街区面积较大的现

象, 一定程度上减小了路网的密度, 降低了交通的通达性。在今后的城市规划和道路建设中,

应借鉴日本的经验, 适当缩小街区面积, 增加路网密度, 可以有效地分流主干道的交通压力,

增加各个道路之间的通达性。另外, 老城区中一些比较狭窄的道路, 可以设置为单行道, 也能

有效地疏导交通。

3.5 以人为本, 满足国民多样化需求

交通设施的建设应充分考虑不同居民的多样化需求, 加入人本关怀的理念, 进行人性化

的设计。目前来看, 我国的轨道交通建设, 公交线路设计、运输工具、道路设计上都还存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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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不合理的地方。在今后的规划建设中, 应充分考虑广大居民的多种需求, 公交线路的设计

尽量和轨道交通的换乘地相一致, 方便居民对各种交通工具的可达性。地铁的运行可以分快

速线和一般线, 可以设置专门的妇女车厢。在公交车上规范老弱病残孕专座的用途, 引导居

民形成主动让座的习惯。还有车厢内部的设计方面, 考虑身高差异的拉环的高低设计、长途

车厢上每个座位前的小桌子以及列车公用设施的分布图等等, 多一点人本关怀, 这些细部的

设计都是容易实现的。

3.6 加快农村公路建设

我国的农村地区具有广阔的区域, 近年来交通条件得到了根本改善, 基本实现了村村通公

路的目标。但同时也看到, 很多农村地区的公路质量较差, 流于形式, 用不上三五年就又变成了

“水泥”路。从布局上看, 农村地区的公路主要是打通了农村的对外联系, 一般是通往乡镇驻地

的公路建成。而农村内部, 村落和周边的田间道路基本上都没有硬化, 给农民的出行和田间机

械化作业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借鉴日本的田间公路建设, 今后应进一步落实我国农村道路的全

面硬化工作, 尽管只需要两三米的宽度, 但对当地的生产和生活将带来更积极的推动作用。

4 小结

作为发达国家的典型代表, 日本在交通体系建设和布局方面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归纳起

来, 有以下几点 : ( 1) 以公共交通优先为导向 , 促进城市土地利用与公共交通系统的协调发

展。在新区建设过程中, 注意交通枢纽周边土地的混合使用, 重视周边居民能够方便换乘的

可达性和便利性, 稳步降低居民对小汽车出行的依赖。( 2) 重视轨道交通的网络化建设, 构建

四通八达、方便快捷的交通骨架。同时注意地面公交巴士与地铁枢纽站的有机衔接, 为轨道

交通提供集散服务。( 3) 规范公交车道路运行环境, 尽量设置公交车专用道、交叉口公交优先

服务等措施 [6] ; 通过科技进步, 积极研发新型的公共交通到站预报和远程调控系统。( 4) 采用

多种措施, 有效调控家用小汽车的使用。日本通过停车收费差价措施、小汽车年度使用费制

度、车辆登记制度及高速道路收费制度等, 对城市小汽车的拥有、使用和机动车交通量的控

制产生了积极的调节作用, 对优化城市居民出行方式结构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与日本类似, 我国也面临着人多地少、城市空间资源相对不足等问题。我国正处于高速

发展期, 交通需求矛盾和交通问题将不断涌现, 应该未雨绸缪 , 对日本等发达国家在交通体

系方面的经验多加借鉴。针对我国国情, 今后城市的发展必须有明确的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

城市交通发展政策, 引导城市交通向大众、高效、快速、低耗.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化, 不断改

善我国交通体系的整体质量和服务水平, 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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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Reorganization of Shipping Liners and
Its Effect on World Network Structure

WANG Cheng-jin
(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Container carrier is the main controller of marine shipping market, whose managing

behaviour and shipping network organization have the great impact on the global shipping

market and evolution of marine shipping networks. Recently the organization of container

carrieres became the important cases of global marine shipping market. Based on the research

progress of marine shipping network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oorperating modes and organizing

process, and portrayed the amalgamating time map of container carriers. Then, this paper

dicussed the impact of container carrier organization on the global marine shipping market,

including transport ability reorganization of container carriers and trunk shipping lines.

Moreover,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appraising model to discuss the global port system of main

shipping alliance. In the final,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impact of global shipping market organi-

zation on port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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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typical developed country, Japan has developed a highly advanced traffic

system, which provides a very efficient and convenient network for people. Based on the author’

s experience as a visitor in Japan, this article described the experience of Japanese traffic

system, including traffic structure, railway construction, traffic transfer design, human design of

traffic facilities, and traffic education and behaviors. With a comparison with the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traffic system, the article raised advice o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which are

anticipat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and convenience of the Chinese traffic system.

Key words: Japanese traffic system; traffic structure; traffic transfer design; human design

of traffic facilities; and traffic education and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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