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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未来社区交通蓝图

——Sidewalk Toronto 智慧社区项目

1.引言

为督促城市湖滨区域的振兴，加拿大

联邦、安大略省和多伦多市三级政府共同

成立了多伦多滨水区开发公司（Waterfront 

Toronto）， 将 与 谷 歌（Google） 旗 下

的 Sidewalk Labs 在多伦多的东部滨水区

（Eastern Waterfront）共同承担 Sidewalk 

Toronto 智 慧 社 区 项 目， 兴 建 一 处 称 为

Quayside 的未来社区。该地区是整个北美

最大的尚未开发的城市片区，占地面积超过

325 公顷。尽管邻近多伦多市区，Quayside

仍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小汽车主导的社区，原

因在于其被高速公路和铁路线分隔，与周边

区域缺少联系，尤其是缺乏有效的步行、自

行车道与公交服务。

未来，Sidewalk Toronto 智慧社区将为

居民、工作者和旅游者提供一整套全新交通

工具和交通服务，未来交通和出行的蓝图将

是一场颠覆性的变革。在这里，自动驾驶汽

车、共享出行、模块化的道路、地面交通控

制系统等这些未来产品都将成为现实，最终

将 Quayside 打造成一个无传统小汽车出行

之地，实现真正以人为本的城市道路与交通。

Sidewalk Labs 将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重塑

未来的城市出行。

2. Sidewalk Toronto愿景

Sidewalk Toronto 智慧社区的核心概念

在于建立以人为本的完整社区（Complete 

Community），让科技为人的生活服务，

Sidewalk Toronto 位于加拿大多伦多的东部滨水区，是由 Waterfront Toronto 与谷歌 Sidewalk 
Labs联合设计的一个以人为本的完整社区。本文对这座未来智慧城市的规划技术进行了全方位解读，

深入介绍了其通过自动驾驶技术、以人为本的街道设计、模块化的道路、地面交通控制系统等策略

打造 “ 无传统小汽车社区 ” 的愿景，描述了未来智慧社区的交通蓝图。为落实《国务院关于印发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印发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

的要求，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应借鉴多伦多 Sidewalk Toronto 智慧社区项目，率先启动智慧

城市试点项目，为实现城市的安全、高效与可持续发展指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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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元化的居民、工作者和访客提供高质量

的生活品质。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更高

效、更安全的自动驾驶技术，通过以人为本

的街道设计与交通服务，打造行人与自行车

友好的社区，并让人们享受更加经济、安

全、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以减少私家车的

使用，创造更多的公共空间。将该项目旨在

将 Quayside 打造成多伦多甚至全世界的可

持续交通、可持续社区的典范。

Sidewalk 计划将 Quayside 打造成前所

未有的无传统小汽车的社区，降低对小汽车

的依赖，提高社区的出行效率和出行品质。

通过公共交通服务、共享单车服务、共享出

行模式、有限停车空间政策与价格调节政策

等，实现 Sidewalk Toronto 智慧社区的远景

出行结构。如果一切按照目前的道路与交通

模式发展，小汽车将成为主导地位，出行比

例将超过 50%。如果借鉴目前城市规划设

图 1 Sidewalk Toronto 智慧社区位置

图 2 通向更绿色、更健康的出行选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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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领域的最佳实践，可通过步行、骑行和公

交替代一部分小汽车出行，但 Quayside 周

边大量可用的停车位和高速公路较高的可达

性，仍会让该社区比多伦多其他社区具有更

显著的小汽车导向。Sidewalk 对 Quayside

的远景目标在现有最佳实践的基础上更近一

步，鼓励更多的步行、骑行与公交出行，通

过共享车辆减少小汽车拥车率，仅在必需时

为居民提供小汽车服务，形成以绿色交通为

主导的出行结构。

3. Sidewalk Toronto发展策略

3.1 自动驾驶、共享交通、出行即服务

自动驾驶交通工具是最具革命性的交通

创新技术之一，将改变 Quayside 的机动性，

传统的和私人的交通工具将在那里成为过

去。自动驾驶技术和共享自行车、共享小汽

车服务结合起来将建立一种新的出行网络。

未来将通过街道设计和有限的停车位供

给，将传统的人工驾驶车辆限制在一个很小

的区域内。即使这样，传统车辆行驶的有限

区域也只是个过渡期，远期将逐步全面禁止

传统车辆。取而代之的，将是自动驾驶汽车，

其中自动驾驶小汽车将全部以共享车辆的形

式存在。

作为自动驾驶汽车，车辆将形成队列行

驶，并保持对自行车与行人友好的速度驾驶，

更加安全与高效；同时占用更少的道路资源，

给予自行车和行人者更多使用道路的权利。

作为共享车辆，能够减少居民拥车，减少停

车位的供给，并且通过集中维护保养、电能

驱动实现低成本、环境友好。

出行即服务（Mobility as a service）的

内涵是旨在深刻理解公众的出行需求，通过

将各种交通模式全部整合在统一的服务体系

与平台中，从而充分利用大数据决策，调配

最优资源，满足出行需求的大交通生态，并

以统一的 APP 来对外提供服务。出行即服

务可以将小汽车的便利性和公共交通的高效

率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交通出行服务

按需、点对点的供需匹配。出行即服务的模

式将根据用户需求进行私人订制，并通过价

格等手段调节出行达到系统最优。同时，能

够有效减少乘客等待时间或者根本不需要等

待。

3.2 以人为本的街道设计

街道是社区内最重要的空间，街道塑造

了社区的特征与性格。但是自机动车出现以

来，街道设计都将车辆放在首位。Sidewalk

坚持街道设计要把人放在首位，自动驾驶技

术使这一转变成为可能。自动驾驶技术将街

道设计从机动车空间中解放出来，使街道可

以将更多空间提供给自行车和行人。

Sidewalk 在引入自动驾驶、共享交通、

出行即服务的同时，对整个社区的街道设

计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以适应全新的交

通工具和交通服务。将街道分成了 4 个级

别：交通主干道（Boulevard）、公交街道

（Transitway）、交通支路（Accessway）

和步行巷道（Laneway）。

（1）交通主干道

交 通 主 干 道 是 轻 轨 交 通（Light Rail 

Transit）、传统公交车、传统汽车、自动驾

驶公交车、自动驾驶小汽车等的交通要道。

设计宽度 38 米，车速上限以轻轨交通为基

础，最高为 40 千米 / 小时。街道规定轻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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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固定，两侧区域的空间可以灵活调整。

街道需为步行和骑行者设置专属的安全空

间。

 

（2）公交街道

公交街道是轻轨交通、自动驾驶公交

车、自动驾驶小汽车等的交通通道。设计宽

度 26 米，车速上限以轻轨交通为基础，最

图 3 Sidewalk Toronto 街道级别综合示意图

图 4 Sidewalk Toronto 街道级别——交通主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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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为 40 千米 / 小时。公交街道与交通主干

道的区别在于排除了传统机动车的路权，并

特别设置了上落客区域。公交街道强调了

Sidewalk 降低传统私家车拥有率的决心，

同时鼓励公交出行和共享出行的交通模式。

（3）交通支路

交通支路主要为自行车与行人设计，允

许自动驾驶汽车低速通行，车速上限以自行

车为基础，最高为 20 千米 / 小时，并且自

动驾驶汽车仅可用于本地短距离出行和货

运。交通支路是自行车与步行交通系统的核

心部分，设计宽度为 16 米，道路采用模块

图 6 Sidewalk Toronto 街道级别——交通支路

图 5 Sidewalk Toronto 街道级别——公交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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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道路铺装（下文将重点介绍），可以灵

活改变道路的路权，面向不同类型出行者调

整道路的空间分配。

（4）步行巷道

步行巷道主要为行人设计，自行车进入

需推车步行，允许自动驾驶汽车低速通行，

但车速不可超过步行速度，这一要求充分体

现了设计对行人安全最大的关怀。步行巷道

是步行交通系统的重要部分，设计宽度为

11 米，道路同样采用模块化的道路铺装。

3.3 模块化的道路铺装

街道空间是人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公共空

间，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在传统

城市中往往是固定的。然而，在 Sidewalk 

Toronto 社区中，交通空间是可以进一步共

享的。Sidewalk Labs 试图开发新的设计技

术：人们可以根据需求、户外天气的情况改

变街道和公共空间的用途，重新分配道路空

间。通过模块化的道路铺装，重新分配路权

以满足多样化的出行需求，形成能够根据实

时数据做出反馈的动态街道。

这种六边形的模块化道路铺装能够对天

气和交通情况进行实时响应，通过 LED 灯

不同颜色的变化对路权进行重新分配。该铺

装的设计遵循了以人为本的交通理念。相比

于传统的沥青混凝土的道路铺装，人们在公

共空间的行为被限制在窄窄的人行道或是空

旷的广场内，新型的道路铺装系统能够为人

们重新思考如何利用街道提供一个颠覆性的

手段。未来可以设想的是，所有非主要交通

性道路只要有了这种铺装系统，都可以根据

人们的使用及活动需求进行改变，比如工作

日的白天是通勤性道路，晚上变为人们休憩

娱乐空间，周末全天街道无车化——为公共

活动和街道集市等提供空间。街道将与其他

公共空间彻底融为一体，城市将借助智慧化

技术，以此为起点向更人性化的公共生活蜕

变。

图 7 Sidewalk Toronto 街道级别——步行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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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虑到未来自动驾驶的普及将会

对街道设计产生颠覆性改变，目前没人能够

确切地说清未来街道设计该如何应对。通过

模块化的道路铺装建设更加灵活的街道系

统，可以满足道路交通不断变化的趋势，使

街道空间富有弹性和韧性。

3.4 地面交通控制系统

在大多数人口稠密的城市中，保持城市

街道的畅通和安全是一个很难达到的目标。

行人往往被困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过街时间

不能根据需求进行自动调整，信号灯也未能

优先考虑自行车或公共交通的需求。即使

是目前最智能的交通信号灯，也只能优化

一个交叉口或一条走廊而非整个区域。而

地面交通控制系统（Ground traffic control 

system），它最重要的创新在于采纳吸收了

图 8 动态分配空间的街道

图 9 模块化道路铺装的基础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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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交通控制系统的特点，将基于个体的实

时数据，兼顾每位用户的需求。

在滨湖东区，地面交通控制系统会建立

多个子系统，以创建一套全新的城市交通管

理模式。子系统包括：收集居民出行偏好与

数据的平台；能够追踪所有占用道路空间停

车的系统；可以识别骑车人和行人，并计算

他们的速度以及潜在发生碰撞的时间，并能

为此做出相应调整的信号灯；数据驱动的城

市交通分析与模拟仿真系统等。

有了地面交通控制系统，能够有效推动

精细化交通政策的实施。一是能够实现“以

人为本，先人后车”的交通服务，比如步行

与自行车优先通行的信号控制，通过出行即

服务实现用户服务数量的最大化而非小汽车

服务数量的最大化。二是强调速度的可靠性，

让出行成为可靠并且可预约的，通过保障稳

定的交通速度让骑行者、公交出行者和司机

等准确预知每次出行的时间。三是可通过实

时数据掌握当前需求和预测未来需求，在社

区宏观层面根据需求动态分配道路空间。四

是为启用动态的价格机制提供了保障。新型

的价格机制不是像传统那样在固定的线路或

者地点征收通行费，地面交通控制系统将允

许向特定的、拥堵的街区动态性的收费，这

些需要收费的地方会随着实际道路的路况和

需求而改变，并且会立即通知用户。

4. 对北京的启示

随着大数据、信息化、互联网 + 等技术

的普及，以及自动驾驶技术、出行即服务等

研究的深入，未来的交通工具与交通服务势

必将出现一场颠覆性变革，真正实现智慧城

市的发展。

图 10 Sidewalk Toronto 未来街道意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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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Waterfront Toronto 与谷歌 Sidewalk 

Labs 联合设计的 Sidewalk Toronto 社区为

代表，世界各国已意识到主动迎接新技术的

重要性，在各大城市展开智慧城市试点建设。

《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的通知》（国发〔2017〕35 号）指出应将

智慧城市与智能交通建设作为人工智能发展

的重点任务，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国务

院关于印发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52 号）

提出了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总体思

路、发展目标与重点任务。国内雄安新区已

开启了打造世界级智慧城市的进程，北京作

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作为首善之地，应带

着前瞻的眼光看待城市与交通规划，借鉴多

伦多 Sidewalk Toronto 智慧社区项目，尽

早启动智慧城市试点项目，从被动适应向主

动迎接转变，引领自动驾驶等新技术的应用。

北京市海淀区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

心区，上地街道作为百度等高新企业聚集地，

积累了先进的自动驾驶技术与丰富的交通大

数据，为智慧城市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观察，上地街道办事处公众号（e 动上地）

发文，海淀区计划在上地街道先行先试，以

“智慧物流”作为切入点，探索“治理 + 智

慧”的街道交通服务提升双轮驱动模式，构

建“上地街道办牵头、海淀规土分局支持、

北京市规划院统合”的三方联动平台，切实

推动智慧城市试点项目的建设。

北京城市副中心作为新建区，相对海淀

图 11 地面交通控制系统根据需求动态管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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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等建成区具有不同的交通出行特征，具有

更好的规划条件。在习近平总书记“最先进

理念、最高标准、最好质量”的指示下，北

京城市副中心也应尽早启动智慧城市建设项

目，打造智能化、协同化的智慧交通系统，

实施“以人为本”的街道设计，为实现“没

有城市病的副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作者：舒诗楠，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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