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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高校慢行交通空间的现状，结合文脉传承及慢行交通理论，运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分析模型，
构建高校慢行交通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空间组织中的核空间、廊空间和岛空间的文脉融合提出建议，希冀为
高校慢行交通空间规划提供参考。
关键词: 高校; 慢行交通; 文脉传承; 空间组织
中图法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24(2017)04-0625-04

Research on College Slow Traffic Space System in the View of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Vein
LI Yuan1,2, GONG Xiao-fang3, HUANG Xin-zhi2, LIU Da-peng4, LI Yan1*

1. School of Highway/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00, China
2. College of Landscape and Art/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3.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224051, China
4. Jiangsu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college slow traffic spac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cultural vein
and the slow traffic theory, the AHP -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was used to establish an analytical model to
construct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university's slow traffic system, some proposals were made for a cultural fusion
of central space, corridor space and island space in the college slow traffic structure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slow traffic
space plan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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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校园是孕育知识、孕育未来的地方。大学的本质在于继承过去、创造未来[1]。让学生感受
到深厚的文化历史、浓郁而永恒的学术气息，是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精神所在。随着经济的发展，
机动车数量在高校也快速增长。形成了以机动车道为主的校园交通空间，慢行交通空间则有弱化的
趋势。对此，本文试从文脉传承的角度，在高校慢行交通空间中融入校园文化，由此改善高校交通
机械化、空间单调化等问题。

1

高校慢行交通空间现状及问题分析

经对国内多所高校的调查统计，20132016年机动车保有量年增长均超过了30%，机动车增速迅
猛。为了满足更多机动车的出行和停放，校园步行、自行车道路空间被压缩[2]，完整的步行交通系
统被打断，慢行空间碎片化，总体来讲有以下两点问题：
1.1

慢行交通滞后于校园规划，整体性不强

随着高校调整、合并以及改建、新建等校园建设活动，大量新校区雨后春笋般出现。很多校园
规划不仅较少考虑到慢行交通，甚至有主干交通侵占慢行交通空间的趋势。慢行交通中的各类空间
又缺乏系统考虑，从而导致慢行交通不连贯，空间类型不丰富，整体性不强。其次，慢行交通缺乏
与建筑、休闲、绿化等空间的互动联系，较为片面，没有整体协调[3]。
1.2

慢行交通空间缺乏组织，无人文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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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是知识的聚集地，是思想交流的核心场所，是文化传播的中枢.大量新校区千篇一律，没有
文化内涵。高校交通规划常常只考虑交通功能，从而导致校园交通空间的机械化[4]。

2
2.1

传承与慢行交通空间的理论解析
文脉传承

文脉，从本文来讲指一种大学文化的脉络的延续与发展。传承，则解释为更替继承，沿袭创新，
承上启下的意思[5]。文脉传承主要指在校园空间以“传承”的方式重视文脉。可为校园的建设注入新活
力，并能继承和发扬学校的特色风格，让高校学子都有深刻的烙印和对学校深深的怀念。
2.2

慢行交通空间

慢行交通空间交通包括交通性和非交通性慢行空间[6]，也可以说是由步行空间和和非机动车行
空间两大部分构成，具体主要是指师生出行以步行、慢跑、自行车、轮滑等交通方式而产生的空间。
高校慢行交通空间可贯穿高校校园每一个角落，满足师生出行、交流、生活、休憩等需求。
2.3

文脉传承与慢行交通空间的联系

高校学生的学习生活模式常常是三点一线，即宿舍—教室—食堂。而这种模式中的桥梁就是慢
行交通空间。高校师生的除了出行需要，更应有让人驻足停留、与人产生互动的活动空间[7]，这能
潜移默化的弘扬和传承校园文化，强化大学精神。在高校校园环境趋于雷同的情况下，通过唤醒慢
行交通空间的活力，赋予慢行交通空间新的内涵，有利于大学文化的记忆得以延续，文脉得以传承。

3

高校慢行交通空间构建

建立高校慢行交通空间的基本原则是可达性、安全性、便
捷性及舒适性[8]。高校慢行交通空间以慢行核空间为文脉凝聚
点，以慢行岛空间为文脉聚集区，以慢行廊空间为文脉通道，
以此形成完整的具有文化底蕴的慢行交通空间系统（见图 1）。
3.1

慢行核空间

慢行核空间指高校校园中主要人群聚集点及景观节点，如
高校主要建筑楼前广场、景观广场、集散广场、中心景观点等。
这些核空间可以作为校园的吸引核、活力核。
3.2

慢行岛空间

慢行岛空间是指高校内相对独立的慢行安全区，即功能相对独立的区域或大面积景观绿地、游
园，如教学区、学生宿舍区、健身运动区、景观游园等[9]。可按照不同功能分区，300500 m 的步行
服务半径，规划管理单元分区，形成各级慢行系统网络。
3.3

慢行廊空间

慢行廊空间指连接慢行核及慢行岛的连通廊道，其关键在于实现慢行交通的串联，与此同时实
现慢行交通中景观要素及活动的融入[10]。慢行廊空间可分为廊道空间、集散道空间、连通道空间[11]。

4
4.1

传承文化的高校慢行空间组织几点建议
以文脉传承构建系统性慢行交通空间

以文脉传承构建慢行交通空间，空间组织上可考虑以慢行廊为骨架、采用串珠式结构，如图2
所示。教学核心区内＂步行优先＂，＂适度分流＂为基本原则[12]。例如，盐城工学院新校区校园（图
3），慢行系统沿中央景观区及东西、南北主、次轴线展开，在中心教学区、行政片区、生活服务片
区内部沿绿化展开，形成滨水步道、林荫步道、庭院小路等不同特色慢行空间。各功能区内部以步
行交通为主，结合各种舒适的小尺度交往空间，使人们在其中亲近而自然的进行交流和活动[13]。沿
校园内主车行道在各组团入口附近布置停车场，机动车不进入慢行岛，减少校园内部机动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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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高校文脉传承下的慢行空间系统
Fig.2 College slow traffic space system
in the view of culture vein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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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盐城工学院新校区慢行空间组织
Fig.3 Slow traffic space organization in the new
campus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注重慢行核空间与核心大学文化结合

高校慢行核空间一般都人流量大、师生活动最为频繁的地点，常和高校景观中心、节点中心相
融合，展现高校的精气神[14]。如盐城工学院新校区东门入口新四军雕像，以此纪念盐城新四军军人，
展示军魂，展示了该校的校园核心文化―学习军人铁的纪律、严谨的作风。而主教学区域的孔子雕
像则展示了对知识的尊敬，对文化的传承。
4.3

以“学生为本”构建慢行岛空间

高校慢行岛空间主要可由教学核心区慢行岛、学生生活区慢行岛、休闲活动区慢行岛、游园景
观区慢行岛等空间构成。遵循“以学生为本”的理念，盐城工学院新校区教学核心区域建设成为中心
慢行岛空间（见图3），控制车流，保障主要核心区域的慢行完整性。在核心区慢行岛空间建立连贯
且等级分明的慢行道路，不仅满足去往各个教学楼的可达性，还能使路网贯穿慢行节点空间，方便
师生交流。
4.4

强化大学人文环境，融入慢行廊空间

慢行廊结合公共空间、步行休憩设施和景观绿化手段，可营造环境优美、安全舒适的自由慢行
廊空间[6]。依据不同功能分为通道、休闲道、健身道等，同时链接慢行核和慢行岛。在盐城工学院
新校区中，形成主慢行廊空间和次慢行廊空间并与建筑、广场、游园、河滨等场所衔接或交融，形
成“多样复合”的交通空间，打破交通功能的单一性。

5
5.1

文脉传承导向下的高校慢行空间系统评价
评价准则及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高校慢行交通系统不仅为师生提供出行上的便利，还应兼顾高校文脉传承的精神需求。依此定
位，确定评价的准则为 A-C，应用 AHP 法并结合专家打分咨询来建立系统和明确指标权重，以保证
权重分配的客观合理，如表 1 所示。
表 1 慢行交通空间系统评价体系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low traffic space
子系统（评价准则）
子系统权重
评价指标
性质
Evaluation subsystem
Weight of subsystem
Evaluation index
Characteristics
A 方便高校师生日常慢行交通
A1 慢行交通用地覆盖率 定量指标
0.4
出行需求，疏解校园交通
A2 线网连接度
定量指标
B1 线网结点覆盖率
定量指标
B 串联公共空间，传承校园文脉，充
0.52
B2 交往的增加
定量指标
分展现校园历史和文化，利于交往
B3 空间文化特色
定性指标
C 倡导自行车交通方式，改善环境
0.08
C1 主次干道路比例
定量指标

5.2

类型
权重
Types Weight
正向型 0.58
适中型 0.42
适中型 0.28
正向型 0.41
正向型 0.31
适中型
1

评价指标定义

5.2.1 慢行交通用地覆盖率 定义为慢行交通用地与校园面积之比。反映慢行系统解决日常出行的能
力大小。可以用公式（1）表示：  
(1)
ai / A


i

式中：δ—慢行交通用地用地覆盖率；ai—慢行交通的用地面积；A—校园总用地面积。i 表示某
个校园区域。
5.2.2 慢行系统连续性 慢行系统连续性是指慢行出行者从出发到抵达目的地是否连续。连续性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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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式（2）表示：ω=l1/l

(2)

式中：l1 为慢行道路网中一条能让慢行者畅通、无干扰出行通道的有效长度；l 为慢行道路网中
对应 l1 慢行通道的实际长度[15]。
5.2.3 慢行交通线网结点覆盖率 定义为慢行交通连接的公共结点与所占区域全部结点的比值。结点
覆盖率越高，通过慢行交通所能到达的公共空间就越多。计算在线网 300 m 范围内结点的加权值，
与所有景点的加权值之比。
5.2.4 交往的增加 定义为慢行交通有利于促进交往场所数量的增加。交往场所包括了举办可供举办
多种社会活动的空间，人们在其中停留交往的各类广场和公园以及车站等交通枢纽，都可以计算在
内。选择范围往往在慢行交通路线周边 300500 m 内。
5.2.5 空间文化特色 为慢行交通所经过空间的场所文化特色表达，增加文化底蕴。计算方法：依据
使用者在慢行交通经行区域感知到的文化特色的进行等级评分，取最终平均分作为指标值。分级评
分标准如下表 2 所示。
分级依据
Classification
得分

表 2 空间文化特色分级评分标准
Table 2 The scoring criteria for spatial cultural features
一般
较好
Ordinary
Relatively superior
040
4180

良好
Favorable
81100

5.2.6 主次干道路比例 定义：慢行交通经行的道路中，主要道路和次要道路所占的比例。通过宣传
慢行交通、倡导绿色低碳交通方式，从而体现保护环境能力的大小[16]。计算方法：慢行交通经行的
道路中主要道路和次要道路的长度与慢行交通总长度之比。
5.3

综合评价
①各子系统得分 Ui： U i 

W (1)  f
ij

ij

式中：Wij(1)是第 1 个子系统第 j 个指标的权重；fij 是对应指标的权重。
②整个系统的得分 U： U   W i ( B )  u i
式中：Wi(B)—子系统 i 的权重；ui—对应子系统的得分。

6

(3)
(4)

结 语

本文基于校园慢行交通现状问题的分析，通过对高校慢行核、慢性岛、慢行廊空间的定义和划
分，搭建高校慢行交通的空间建构，提出传承文化的高校慢行空间组织建议和策略：以文脉传承构
建系统性慢行交通空间；注重慢行核空间与核心大学文化结合；以“学生为本”构建慢行岛空间；强
化大学人文环境，融入慢行廊空间。最后形成高校慢行交通空间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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