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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停车之困，怎么破
■ 本报记者 彭薇 实习生 张恬

“周末去商场逛街吧。”“要不要开车呢？”在大、中城市，每逢周末等节假日，令不少市民纠结的是商圈“停车难”问题。节假
日在上海，特别是用餐黄金时段，商场停车场内兜兜转转，车位难寻。不仅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在车流大量出入的时段，商圈
还成了“拥堵点”。

近年来，城市汽车数量攀升，带来了较为突出的停车供需矛盾。商圈停车之困，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城市“停车难”问题。商圈
停车场的设计合理吗？停车位难寻的背后，还有哪些治理问题？破解商圈停车难问题，需要摆好“多米诺骨牌”的每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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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场出入口成“堵点”

双休日的商圈车流量较大，记者在沪上一
些商场停车场的出入口看到， 在用餐高峰时
段，大量车辆滞留路面等候进入停车场，从而
影响到主干道的正常通行。

静安大融城是上海新建不久的商业综合
体，于 2018 年开业，积聚了一定人气。作为上
海北部最大的商业综合体之一，静安大融城地
处“北上海”宝山、静安、普陀的交界处，去年日
客流量达 8万人次。

周六 17点 30分正是用餐高峰，记者在大
融城沪太路停车库出入口附近看到，沪太路主
干道单向三车道，有两条车道上的汽车时停时
行，正排队进入停车库。排队长度超过 50 米，

使得沪太路单向只剩最左侧的车道可通行。

“双休日开车路过大融城， 有点像高架匝道口
并道，三条车道变成一条，造成拥堵。”市民胡
先生说道。

打浦桥日月光中心停车场曾被网友票选
为“上海最难开的地下停车场”之一。双休日，

这里也是堵成一片。 停车场共有 3个出入口，

车辆进出最频繁的是徐家汇路出口。而徐家汇
路处于闹市区，本身车流量较大，停车场出口
又正对着徐家汇路和打浦路的交叉路口。记者
在这里看到，来往行人、外卖摩托车较多，再遇
上红绿灯，使得这里的停车场出入口成了“大
堵点”。

据执勤交警介绍，在打浦桥日月光中心，工
作日 16点到 19点以及周末， 都是商圈汽车拥
堵的高峰时段。周末，停车场车位紧缺时，进场
车辆只能在马路上排队等待， 最严重时导致十
几辆车堵在路口。此时，交警方面配合疏解，将
车辆引导至瑞金二路停车场入口。

一些车主建议， 商圈停车场在规划建设
时，出入口最好不要设置在主干道或交叉道路
上，以免加剧路面拥堵。另外，如有几个出入
口，位置也最好不要相隔太近，这样有利于车
辆分流。

无缓冲，“考验”交通和车技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有的商圈停车场出入
口离地面道路太近，基本一出停车场就进入道
路行驶区，也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

出入口一旦离道路较近，停车场内的汽车
出入就容易影响路面交通。记者发现，静安大

融城有三个停车场出入口，其中两个都靠近道
路。 尤其是晋城路的出入口与道路的距离仅 5

米左右。因为没有缓冲，车辆排队进出时，造成
晋城路一侧拥堵。而当汽车在出入口排成长队
时，几乎堵住了行人通道，行人只能待车辆停
下时，从车与车之间的空隙穿行，造成了一定
的安全隐患。

车主潘先生说， 有的停车场出入口处，开
起车来让人“抖豁豁”。比如打浦桥日月光中心
停车场的出入口设计了三四个螺旋弯道，对于
车技是个很大的考验。在日月光、环球港等商
城的停车场出入口通道，记者在两侧墙面上看
到许多“划痕”，它们是因为通道太窄、弯道太
急等造成的。有时开车转弯，“一把”打不过来，

车主还需在通道内倒车再转，造成极大的安全
隐患。

可见，无论是商圈还是其他停车场，出入

口“放”在哪里，颇有讲究。不少有开车经验的市
民建议，停车场设计时，不要离地面道路太近，最
好在商圈内部有“缓冲带”，出入车辆可以在此排
队，减轻主干道拥堵的情况，这样也不会影响路
面行人的安全。停车场出入口通道也要保持一定
宽度，弯道不宜太多，以免车主行驶时提心吊胆。

标识不清让人绕晕

商圈停车场出入口容易成“堵点”，而地下停
车场内的体验也不是很理想，一定程度上又加剧
了停车场内的拥堵和不适感。

记者在一些地下停车场发现，由于指示牌太
乱，或空位信息等不准确，让车主们很难停下车
来。比如，大融城停车场虽划分了 A 区至 G 区 7

个部分， 但因停车场内有些路面通行距离狭窄、

交叉口太多，出现了拥堵现象。

“指示牌太乱，出入口太多，常常转晕。”前往
大融城的一些车主反映，停车时，各种颜色的指
示牌看得眼花缭乱。 这里的指示牌指路也不清
晰，有时跟着指示牌走，却找不到电梯口。一些车
主虽然多次到大融城，仍没弄清路线，每次停车、

取车都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记者发现， 大融城停车场通道距离较窄，勉
强容下两车通行。 停车位之间的间距也较小，一
位车主停车后只能将车门打开一半弧度，再小心
挤出。另外，大融城停车场缺乏足够的行人安全
通行区域，行人常要退至车位区，躲避来往的车
辆。

进入打浦桥日月光中心停车场，地下通行的
情况同样不容乐观。 停车场内的通道相对较窄，

行驶体验并不好。网友“卷卷小白菜”在网络社区
吐槽：“高峰时， 车库里每条进出道路都塞满了

车，只能堵着……4条车道挤一个出口，跟得牢的
车与车之间只有一根手指头距离……整整 58分
钟，终于出去了。”

不少车主反映，一些商圈停车场内的环境同
样需要改善。 在打浦桥日月光中心停车场内，记
者还被噪音和油烟气味包围。停车场内持续响起
“嗡嗡”声，还能闻到商城内的油烟味。记者在停
车场角落里发现几处“废油回收”设备，这些设备
直接暴露在外，无隔离或遮挡物，而设备上沾满
油污，五六米开外也能闻到阵阵臭味。

显然，停车场的指示牌等设计应尽量简洁明
了。另外规划时，地下停车场的车位宽度不宜太
窄，车与车之间应有足够距离。也有市民建议，停
车场内也要留出一定的行人通道，通风、采光等
问题同样需要考虑周全。

需要更便捷、更高效、更舒适

与一些存在问题的商圈停车场相比，有一些
停车场在规划设计时考虑较为周全，在交通的便
利和体验的舒适度上做得比较到位。

记者在位于陆家嘴区域的国金中心停车场
看到，停车场的几个出入口距离市政道路都有一
段距离。尤其是银城中路出口，从地下停车场驶
出后，先在商圈内部车道行驶约 30米，然后再汇
入道路，能起到缓冲作用，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停
车场出入车流对市政交通的影响。车主停车体验
大大提升。

短暂接送客、即停即走的运营车辆和私家车
辆如何流动，也是商圈停车场和道路设计需考虑
的问题。 商场多处于车流密度较大的繁华地带，

直接在马路上停车存在违章风险，也不利于道路
交通和行人安全。记者发现，国金中心对这种瞬
时车流采用环岛设计，车辆驶入中心的内部道路
后到达接送点，接送完客人后即可驶出，不必占
用停车场位置，也不影响道路交通。

在内部空间上，国金中心停车场内路面比较
宽阔，即使两车迎面相遇，也留下不小的空间。停
车位之间，与一般停车场用白线划分不同，取而
代之的是椭圆形的长条，留足了空隙。入口处的
电子牌、停车场内道路上方的电子牌显示了各区
域的实时车位。

国金中心停车场的出入口都设立在园区内
部，出入口与主体建筑、景观设计有一定的融合
度。比如，停车场出入口两侧的墙壁采用统一的
黑色与白色方块拼接的墙面设计；停车场内露出
地面的部分，围绕着景观石和绿植，与国金中心
整体的绿化连成一体，互相匹配。

破解“停车难”，换个角度看问题
解放周一：其实不仅是商圈，城市不少区

域存在“停车难”现象，您怎么看？

冯凡：（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
士）在谈“停车难”问题之前，需要了解停车的
基本属性。城市车辆的停放问题是静态交通，

行驶问题是动态交通。 静态交通和动态交通
是城市交通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 停车
设施并不是交通系统的配套和附属，相反，它
们是阴阳两极，相互促进和制约的主体双方。

如果静态交通设施滞后，也会加重动态交通的
压力。

从停车规划看，首先是停车系统规划失衡
问题突出。《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暂行规定》所明
确的专用停车场和公共停车场都存在着总量
不足与分布不均衡的现象，与城市功能需求难
以匹配，这就导致了停车难的现象。

从停车场设计的角度来看，一些问题加剧
了交通压力。比如商场停车场出入口距离行驶
道路和交叉口过近， 成为全路段的拥堵点。另
外停车场内部流线不合理，导致停取车时耗过
大（甚至超过 20 ?钟），使停车周转率大幅降
低， 也变相增加了高峰时段城市交通拥堵风
险。此外，车位宽度不足、车道坡度或转弯调整
角度设置不合理都会降低停车周转效率甚至
导致安全问题。比如某上海商场在屋顶开发了
停车场功能， 但直通屋顶的连续坡道坡度过
大，新手操作或者手排车易熄火，驾驶感受不
佳还不安全。

此外，智能停车系统不健全，大型停车场
迷宫般复杂的内部空间， 缺乏清晰标识等，导
致车位识别困难，既降低了舒适度，又降低停
车效率， 都是停车难问题多米诺骨牌中的一
环。

解放周一：近年来，我国私家车特别是城
市里的车辆增长非常快。据统计，2014年，全国
私家车超过 1亿辆， 而 2003年还不到 600万
辆；2019年底，这个数据突破 2亿辆。

王伟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教授）停车问题在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矛盾都
很突出，然而现在在中小城市，由于车辆增势
迅速，处理这个问题也不轻松。

我在一些中小城市也看到， 高峰时段，宽
阔的马路上出现严重堵车。在道路两旁与建筑
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停车场。 建筑上有个
“退界”概念，也就是有根“建筑控制线”。在城
市规划管理中，任何临街建筑物或构筑物不得
超过建筑红线， 应距离城市道路一定距离。建
筑退界的出发点是将一些空间让渡给公共空
间，安排建筑市政管线或消防登高面，如果都
用来做停车场，带来的问题是街道的品质在下
降，没人愿意逛街。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来
看，街道和人“让步”了，城市公共空间的活力
就大幅下降了，这样的感受并不好，也未必是
我们想要的城市形态。

冯凡： 研究表明， 我国停车位缺口大约 1

亿个，车位总供给远远不够，但比总量不足更
本质的是停车配置时空均衡问题。

比如说，到了夜晚，中心城区商务楼的车
位空出来了，但小区里没车位。又比如商务楼
在工作日停车难节假日又有大量空余、大型商
场与之相反，具有时空配置的互补性。中心城

区这种现象尤为明显，郊区相对好一些。表面上
的停车不足问题其实在宏观上表现为时空配置
的不均衡。

目前， 我们在城市公共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利用“边角余料”建设公共停车场；通过立体停车
实现“上天入地”；商务楼、大型商场等停车场引
入智能化停车系统，免去停车取卡等方式，一定
程度上缓解停车场内拥堵。

解放周一： 从城市治理的角度如何来破解
“停车难”问题？

王伟强：从车辆增速与土地资源和城市空间
配比来看，我国与欧美国家相比，私家车的增长
过于快了。停车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之后现实矛盾的显化。无论是动态交通还是静
态交通，都与交通政策紧密关联。上海通过公共
交通体系建设来缓解停车难问题，比如优化公交
线路、公交专用道，大力推动地铁建设项目，鼓励
共享单车项目落地等。

从交通政策设计环节来看，我们可以更多地
借鉴欧洲模式。比如英国伦敦，很早就限制大数

量的私家车进中心城区。如果工作日进入伦敦中
心区，要收取“拥堵交通费”，目的就是缓解伦敦
中心城区的交通状况，收上来的钱再投入伦敦的
公共交通系统的建设中。那么，就不是停车收费
的问题，而是进入拥堵区就收费，人们感觉开车
不方便了，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浪费更多的时
间成本，许多人在工作日尽量选择公共交通的方
式出行。这种政策设计最关键的是，先要转变观
念， 不要一说到停车难就无限增加扩建停车场，

而是要同时用政策设计来疏导拥堵。

杨浦区某个社区曾希望通过规划，缓解老旧
小区停车难问题，通过改造绿地等方式挖潜“挤”

出停车位。停车位上使用“植草砖”，看上去不减
少绿化，可是当车辆都停满时，我们开玩笑说“绿
化全在车底了”。最后，社区增加了 50个车位，不
过短短几个月，这里的车位又饱和了。

解放周一：缓解停车难，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冯凡： 降低核心区汽车的使用强度和拥有
率，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大势所趋。从技术和管理
上说，城市已在尝试发展一些新模式，比如弹性

停车、共享停车等，利用停车的潮汐特点和同一
区域停车位共享等模式，盘活存量，合理分配满
足不同场所和不同时段的停车需求，缓解停车难
问题。

与这些新模式相比，P+R 城市停车转运系统
在我国的城市建设中有所尝试但重视不足，有很
大的探索空间。停车转运系统是指在城市中心区
以外轨道交通车站、公共交通首末站以及高速公
路旁设置停车换乘场地，低价收费或免费为私人
汽车、自行车等提供停放空间，辅以优惠的公共
交通收费政策，引导乘客换乘公共交通进入城市
中心区，以减少私人小汽车在城市中心区域的使
用，缓解中心区域交通压力。

其实，P+R不是一个新概念， 最早在英国诞
生，到现在已 90年了。当前，全社会正步入全面
智能化的时代，P+R模式在当今智慧城市建设中
又迎来新的应用场景， 一定能重新焕发光彩，成
为 P+R3.0?。

一说到智能化建设，如今更多是围绕停车场
出入等内部技术更新而言。P+R停车转运系统的
智能化指什么？比如，将其加入高德或百度等电
子地图，继驾车、公交、出租、骑行、步行等，再增
添 P+R出行的算法模式。车主输入出发和到达地
点，可以看到推荐的 P+R停车转运模式。再比如，

P+R停车转运系统如果涉及立体停车库，为了节
约等待取车时间，车主可在到达停车场之前提前
预约取车。这些无缝衔接，也能通过智能化实现。

我们刚刚所说的都是新场景。其实，新场景
可以倒逼技术发展，让我们的智能化静态交通走
上一个新台阶。当 5G城区时代来临，智能化的静
态交通和动态交通更应该组成一盘棋，在同一个
平台相互“沟通”。未来如果单纯地说智能停车并
没有意义，而应该将其纳入全景式的智能交通体
系中。

解放周一：停车问题不仅仅是交通等民生问
题，与城市空间规划、治理等都息息相关。

王伟强：未来的规划，更应放在城市空间布
局更大的视角去“盘”活资源，运用智慧城市技
术，将技术性与城市体验结合，不挤占过多的城
市公共空间，又能给市民带来视觉和体验上的良
好感受，还给市民一座优美可观的城市。

专家访谈

瞄一流 献一计
见微知著看上海

来往人群在静安大融城停车库出入口穿
行，有一定安全隐患。 本报记者 彭薇 摄

打浦桥日月光中心停车库设计了多个螺旋
弯道，车主进出库提心吊胆。 实习生 张恬 摄

国金中心地下停车库比较宽敞，车位之间也
保持一定距离。 实习生 张恬 摄

城市车辆增量大、停车系统规范失衡、停车场设计等问题都是停车难多米诺骨牌中的一环。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