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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社区居民适宜步行距离阈值，在上海市进行小区内 RP(Revealed
Preference)调查，通过询问居民前往某处目的地的出行方式，实际测量居民住处到
目的地的距离，得出步行距离；然后在虹桥火车站进行可接受步行时间的调查。„„
结果表明，由可接受步行时间计算得到的极限步行距离阈值为 15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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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P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districts of Shanghai to get the data of
walking distance threshold, by asking residents’ trip mode to particular destination and
measuring of the actual walking distance between the destination and shelter residents.
Another questionnaire was carried out at Hongqiao Transportation Hub to get the
acceptable walking time. „The results show that calculated through acceptable walking
time, the limited walking distance is 1500 meters which could be used in overall design
phase of urban planning„
Key words: urban traffic; walking distance threshold; RP survey; skewed distribution;
distance decay eq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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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文顺序引
[1]

步行不仅被认为是一种出行方式，还被当作城市宜居性的反映 。随着我国机动化进程
的迅猛推进，对于步行设施的关注还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2] ，由于步行距离设计的不合理
性，„„
国内对于慢行交通中步行距离的研究涉及较少，彭群洁 [3] 提出步行优势出行距离为
0.8~1.5km 以内，夏天[4]在其硕士论文中指出在通勤、上学等其他出行中，步行交通承担着
1~2km 以内的出行。但是研究对相应步行距离的得出没有给出具体的调查计算方法。同时
在一些研究中，步行时间也被用于代替步行距离[5]，但是由于步行速度的差异性，会出现很
大的估计误差。因此，需要同时考虑步行出行距离和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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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是对作者进行的
课题研究的调研和论证工作的概括和总结。在引
言中应概述前人在该领域内所做的相关工作，在
此基础上，指出本文所研究的工作与他人工作的
异同及本论文的重点，并指出本论文期望在哪些
方向上取得成果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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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简述

实际中很难对居民实际的步行出行距离进行很好的评测，因此本文进行了上海市
小区内 RP 实际调查，寻求更为准确的居民步行出行适宜距离„„
1.1 调查地区选取
考虑因素：在调查中固定出行端点的一端，即目的地，那么就需要另一端（该调
查中为出行者在小区内的居住地址）能够有更多的距离选择„„
1.1.1 调查地区 XXXX
在模型影响因素为 K 个时，公式被扩展为下列形式：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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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公式及数学符号一律用 Mathtype 公式编辑器编写，务必区分大、
小写，正、斜体，上、下标。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变量的符号、一般函数符号或参数等用斜体；
（2）下标由文字转化来的说明性字符、各种常量等用正体；
（3）矩阵、矢量、张量符号用黑斜体；
（4）每个公式按出现的顺序用（1）
、
（2）
、
（3）„„进行编号

（3）„„划
分层次

1.2

总体路径通过能力
在正文中必须有与图、表相呼应的文字，且叙述应与图、表
结果相符。图、表按照出现的顺序编号

标准站的计算选取如图 1 所示的广州地铁三号线市桥站为例：车站整体呈矩形，
南北走向，A、B、C、D 四个出入口分别在矩形四个角的位置，站厅中部两组进闸机、
站厅两端两组出闸机对称分布。
D口

插图随文给出。请用 Visio、Excel
或者 Origin 等绘图，图片要求清
晰明了。本刊为黑白印刷，因此请
勿用不同的颜色来进行区分。如果
图中文字、数字等较多，导致图片
缩小后清晰度降低，请作者将图片
单独以 jpg、bmp、gif 等格式打包
发送至系统中。

C口

A口

B口

图 1 市桥站平面图
先计算整体车站各断面的通过能力，即不区分进站和出站客流。总体路径节点通
过能力如表 1 所示。
表1
序号
1
2
3
4

复合单位，请用乘式

总体路径节点通过能力

路径

通过能力/（人· h-1）

S1：出入口
S2：通道
S3：闸机（含进出闸机）
S4：站厅至站台

57600
12800
46200
38400

通过能力排序
1
4
2
3

使用三线表，可加横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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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石化路面结构力学响应
„„

图 13、图 14 分别为不同碎石化层模量条件下土基顶面压应变与加铺层路表弯沉。从图
13、图 14 中可见，碎石化层模量对土基顶面压应变及加铺层路表弯沉均有一定的影响（尤
其是碎石化层模量较小时）
，但当碎石化层模量大于 500MPa 以后，这种影响开始减小；碎
石化层基层模量越大，则土基顶面压应变及加铺层路表弯沉越小。
横纵坐标目，通常由量和单位符号
组成，采用“量/单位”的形式，
直角坐标的函数图只画坐标，不画
其他边框；坐标刻度方向朝图内，
等间距，去掉过密的刻度线

图中数据线应由线型表示，尽量
不以颜色和数据标记样式表示。

„„

4

结语
通过交通指路标志传递给交通参与者的交通信息可以不同，但满足需求、易于理

结语是论文的点睛
之笔，是对论文所
研究内容的一个概
括总结。在结语中，
应指出本论文的独
创性结果及存在的
问题，并指出进一
步的研究方向，方
便他人在此基础上
做进一步的研究工
作。

解是设计城市道路交叉口指路标志时都应当重点关注的。本文选取部分国家（中国、
美国、日本及英国）和部分地区（北京、上海、武汉及南京）的城市道路交叉口指路
标志，分析不同版面形式的特点，如标志传递信息的种类和方式，梳理出了一些标志
版面设计理念，包括确定标志的主要服务对象、确定标志传递的交通信息和确定标志
传递信息的方式，在提高道路交通服务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在实验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可结合提出的理念，设计出较为合理的标志版面，并进行实地视认实验，
以验证理念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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