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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规范和统一昆山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审查标准，提高建设项目规划设计质

量，加快推进项目审批进程，在《昆山市交通影响评价编制与管理细则（2022）》基础上，

特制定本指南。 

在编制过程中，指南编制组对昆山市及其他城市建设项目进行资料收集和现场调研，开

展多个专题研究，并立足国家、行业及地方既有标准与规范的基础上，认真总结昆山市建设

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经验和教训，广泛征求相关部门、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经反复论证后形

成本指南。 

本指南以《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

术标准》CJJ/T141-2010、《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昆山市交通影响评价编制与

管理细则（2022）》、《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昆山市建筑配建公交首末站

设计导则》等现行规范、标准、规章为基础，考虑昆山实际情况，共设置五个章节，分别为：

1.总则；2.术语；3.审查要点；4.通则；5.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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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1.1.1 本指南所称交通影响评价（简称“交评”），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

交通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交通影响的对策和措施，优化调

整交通资源分配和布局，使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协调发展的方法和制度。 

1.1.2 本指南作为昆山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方案设计和技术审查的指导性文件，旨在提

高建设项目的规划设计水平和审查质量，提升项目内部和周边交通设施运作效率和服务水

平，进一步完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编制和管理工作。 

1.2 适用范围 

1.2.1 本指南主要适用于昆山市报建阶段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简称“报建交评”）的编制

和审查工作，选址阶段或地块规划条件核提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简称“预交评”）的编制和

审查工作可参考执行。 

1.2.2 本指南旨在既有标准、规范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提高建设项目相关设计标准，可

视作对当前相关规范的补充和完善。昆山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编制和审查工作除应

符合本指南外，尚应符合国家、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3 编制原则 

1.3.1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原则。通过定性阐述与定量指标，在内容和深度上实现精准管控。 

1.3.2 强制性措施与指导性建议结合。强制性措施是保证项目交通影响可接受的前提条件，

是建筑方案设计、建设单位实施过程中必须落实和执行的内容；指导性建议是对项目内部

或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推荐采取的措施与方法，可作为片区交通规划编制、交通改善措施

实施的重要参考。 

1.4 与其它标准规范的关系 

1.4.1 本指南严格遵循国家、行业、地方规范、标准，主要体现在强调、细化、提高和补充

4 个方面。 

1 对于现行标准、规范中满足昆山发展要求，但在执行中有薄弱环节的，进行突出强调； 

2 对于现行规范、标准笼统模糊的，根据昆山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进行明确细化； 

3 对于现行规范、标准要求较低的，结合昆山城市管理实际需求，进行强化提高； 

4 对于现行规范、标准缺少规定的，进行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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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建设项目 

具有交通生成的永久性或临时性拟建设（新建、改建或扩建）项目。 

2.0.2 建设项目分类 

根据建设项目的用地类型、建筑物使用功能和项目生成的交通需求特征对建设项目进行

的分类。 

2.0.3 道路 

供各种车辆和行人通行的交通工程设施，按其使用特点分为公路、城市道路、道路广场

以及住宅和公共建筑范围内具有交通功能的公共通道等。 

2.0.4 街道 

在城市开发边界内，设有人行道的道路与两侧建筑物之间（含界面）共同构成的，具有

复合功能的“U”型公共空间。 

2.0.5 辅路 

设置于道路两侧或一侧，单向或双向行驶，起集散主路交通作用，可间断或连续设置的

道路。 

2.0.6 交通稳静化 

道路设计中降低车速、减少车流量、减少交通冲突、减少对环境影响、合理分流、有效

组织交通等一系列措施的总称，即通过道路系统的硬设施（如物理措施等）及软设施（如政

策、立法、技术标准等）降低机动车对周边居住及环境的负效应，达到出行通达、安全宜居

的效果。 

2.0.7 基地 

建筑工程项目用地红线内的场地。 

2.0.8 基地出入口 

各类建筑工程建设用地上内部道路与城市或镇道路的连接口。 

2.0.9 内部通道 

建设项目内部供车辆行驶以及车辆进、出车位的场（库）内的道路。 

2.0.10 停车场（库） 

停放机动车或非机动车的露天场地或室内空间。 

2.0.11 机械式停车场（库）  

使用机械设备作为运送或运送且停放汽车的场地、构筑物或建筑物。 

2.0.12 配建公交首末站 

在城市规划阶段没有独立选址，依附建筑（居住、商业、办公、展览等）配套建设的，

为乘客提供上下车、候车、换乘等服务，并且供公交车辆发车、掉头、轮候以及首班车夜间

停放等活动的公交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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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审查要点 

3.0.1 审查要点重点强调建设项目应符合的规范标准和应满足的技术要求，包含强制性措施

和指导性建议。 

3.0.2 强制性措施主要针对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内典型交通设施（出入口、内部通道、停车设

施、交通组织）和典型建设项目（住宅、商业、办公、医疗、学校、工厂）提出的强制性

措施，是本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编制和审查的必备内容。 

3.0.3 强制性措施应在图纸上有准确标明，在文本中有明确、规范的表述。 

表 3.0.3  交通影响评价审查要点——强制性措施 

类型 审查要点 强制性措施 
条文 

索引 

外部交通 

系统 

机动车道 □ 最小宽度应满足《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6 4.1.2 

公交站台 □ 新增站点应满足《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 15-2011 4.1.3 

非机动车道 
□ 应满足相关规定，无特殊原因不应压缩非机动车道宽度 

□ 新建路段非机动车道最小宽度≥2.5m 
4.1.4 

道路人行道 □ 新建路段有效通行宽度≥1.8m，可结合两侧用地界面业态设置 4.1.6 

出入口 

位置 

□ 应设置在级别较低的道路上，不应直接设置于快速路，不宜直接设置于主干路 

□ 与邻近交叉口、交通设施、其他基地出入口关系应满足规范要求 

□ 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原因，且能满足需求，可适当放宽要求 

4.2.2 

相交角度 
□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与城市道路相交的角度应为 75°-90°，并具有良好的通视条

件，满足视距三角形要求 
4.2.3 

宽度 □ 双向车行道宽度 7-12m，单向 4-7m 4.2.4 

转弯半径 □ 小型车最小转弯半径≥6m，其他类型车辆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4.2.5 

闸机位置 □ 住宅项目≥6m，公建类型≥12m，工业仓储类结合厂区实际功能确定 4.2.6 

集散广场 
□ 学校、医院、大型商业、大型超市、大型宾馆等主要人行岀入口，应设置供人

流驻足缓冲的集散广场 
4.2.7 

内部通道 

通道宽度 

□ 双向车行道≥6m，单向车行道≥4m 

□ 边侧有停车位的通道≥5.5m 

□ 步行道≥1.5m，车行道边侧均应设置步行道 

4.3.2 

转弯半径 □ 小型车最小转弯半径≥6m，其他类型车辆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4.3.3 

回转场地 □ 应满足车辆回车需求 4.3.4 

消防设施 □ 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4.3.5 

机动车停车

场（库） 

基本要求 
□ 停车场（库）设计应满足《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 停车位数量、折算方式应满足《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 
4.4.2 

出入口数量 □ 出入口和车道数量满足进出需求 4.4.3 

出入口位置 
□ 与内部道路边线、其他机动车场（库）出入口、非机动车场（库）出入口关系

满足通行需求 
4.4.4 

出入口坡道宽度 
□ 小型车直线坡道双向行驶的坡道净宽≥7.0m，单向行驶的坡道净宽≥4.0m 

□ 其他类型车辆按照表 4.4.5 中要求控制 
4.4.5 

内部通道宽度 □ 小型车双向行驶的通车道宽度≥5.5m  4.4.7 

车位尺寸 

□ 垂直式、斜列式小型车停车位尺寸不应低于 2.4m×5.3m 

□ 平行式车位不应低于 2.4m×6.0m 

□ 紧邻构筑物的停车位应充分预留足够的上下客空间 

4.4.9 

特殊车位 
□ 装卸车车位、大客车车位、无障碍车位、出租车车位、充电停车位应满足相关

规范要求 

4.4.10 
- 

4.4.14 

机械式停车

库设计 

基本要求 □ 设置条件、数量折算方式应满足《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 4.5.2 

通道宽度 □ ≥5.8m 4.5.4 

车位尺寸 □ ≥5.5m×2.6m，并保障机械式车位设备平面与地坪高度一致 4.5.5 

非机动车停

车场（库） 

基本要求 
□ 应满足《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和《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GJ100-2015 规定 
4.6.2 

车位尺寸 □ ≥2.0m×0.8m 4.6.2 

设置位置 □ 应设在基地红线内，不应设在城市道路红线以内 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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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审查要点 强制性措施 
条文 

索引 

配建公交 

首末站 

基本要求 □ 应满足《昆山市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昆资规发[2020]23 号文）》 
4.7.1- 

4.7.3 

出入口位置 □ 与主体建筑分开设置，并满足建设项目出入口指标规定 4.7.4 

出入口宽度 □ 单向进出有效宽度≥7m，双向进出有效宽度 12m-15m 4.7.5 

住宅类 

出入口设计 □ 入口闸机距道路红线应≥6m 5.1.2 

内部通道 □ 分为车行道和慢行通道，道路宽度应满足《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5.1.4 

停车位配建 

□ 应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配足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位 

□ 不应设置机械式停车位 

□ 按照规范要求配建足够的充电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和非机动车充电设施 

5.1.5 

停车位设置 

□ 新建商品房除访客车位外，配建车位应全设于车库内，并满足《昆山市建筑物停

车配建标准（2021 版）》要求 

□ 住宅停车区应与基地内商业、办公、学校等其他类型停车区分开设置 

□ 2021 年 7 月 15 日之后取得建设使用权的住宅项目，垂直式小型车停车位尺寸应
≥2.5m×5.3m  

□ 机动车应按不低于车位总数的 30%配建充电桩，并 100%具备充电设施安装条

件，并按照规范要求配建足够的非机动车充电设施 

5.1.6 

商业类 

配建公交首末站 
□ 达到《昆山市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昆资规发[2020]23 号）中启动阈值

的项目，应配建公交首末站，机动车停车位指标可根据《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

标准（2021）》进行折减 

5.2.3 

停车位配建 
□ 应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配建车位，轨道周边或商办类

建筑可进行折减 

□ 按照规范要求配建足够的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和非机动车充电设施 

5.2.4 

商业综合体 
□ 根据规范设置集散广场、缓冲区 

□ 总建筑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不应设置机械式停车位 
5.2.7 

办公类 
停车位配建 □ 应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配建车位 5.3.4 

停车位设置 □ 行政服务窗口类应明确划分到访车辆与内部员工停车区域 5.3.5 

医疗类 

出入口布局 □ 综合医院出入口不应少于 2 处，人员出入口不应兼作废弃物出口 5.4.2 

集散广场 □ 综合型医院、专科医院主要出入口前，应设置集散场地 5.4.5 

停车位配建 □ 应满足《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 5.4.6 

学校类 

学校选址 
□ 幼儿园应至少有一面临近道路 

□ 小学、中学应至少有两面临近道路 
5.5.2 

集散广场 □ 学校出入口应设置开敞平坦的缓冲广场和遮风避雨设施 5.5.4 

停车位配建 
□ 应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配建车位，校车可根据专项论

证折算车位 
5.5.5 

接送空间 □ 学校应设置接送空间，中环范围内学校应利用学校地下空间设置接送空间 5.5.7 

工业类 

出入口设计 
□ 中型及以上规模等级的工厂或物流仓储建筑，应至少设置两个出入口，且客货分

流、人车分流 
5.6.2 

停车位配建 
□ 应满足《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 

□ 厂区内部含研发办公建筑的，应按照工业办公指标测算停车位 
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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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指导性建议是强制性措施的补充，针对项目内部或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推荐采取的措

施与方法，可作为片区交通规划编制、交通改善措施实施的重要参考。 

表 3.0.4  交通影响评价审查要点——指导性建议 

类型 审查要点 指导性建议 
条文

索引 

一般建议 

机动车道 
□ 新建道路一般不宜采用人非共板断面 

□ 在商业、学校、医院等车流、人流密集区域宜采取道路稳静化措施 
4.1.2 

公共自行车点 □ 主要功能节点（居住区、大型商业区、重要公建等）周边宜布设相应的公共自行车点 4.1.5 

人行过街 □ 人行过街设施的间距，宜≥100m，不宜大于 200m 4.1.7 

交叉口 
□ 交叉口渠化应尽可能保证直行车道不错位，且不宜采用环形交叉口的渠化方式 

□ 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宜缩减交叉口转弯半径 
4.1.8 

稳静化措施 □ 车流、人流密集区域宜采取交通稳静化措施 4.1.9 

出入口 □ 项目出入口交通组织尽可能避免对外围交通的影响 4.2.8 

停车设施 

□ 停车场（库）出入口不宜直接与城市道路连接，宜设置在基地内部道路上 

□ 机械式停车场（库）布局应尽量避免车辆进出对主线交通流的影响 

□ 非机动车车位宜分散布局，停放宜分段设置，每段长度不宜大于 20m 

4.4.4 
4.5.3 

4.6.4 

配建公交 

首末站 
□ 出入口分离设置时，宜沿行车方向采用“右进右出”的组织形式 4.7.6 

住宅类 

出入口设计 □ 宜设机非、人非隔离设施  5.1.2 

内部通道 □ 由每栋楼到小区各个出入口、停车场应保证连续的、避免绕行的步行流线 5.1.4 

集体宿舍 □ 关注员工日常出行环境，结合需求考虑设置食堂、风雨连廊和满足通勤需求的电梯 5.1.7 

便民设施 □ 宜设置小区内外皆可以开闭的快递柜 5.1.8 

商业类 

出入口布局 □ 车行出入口避免对周围干路造成过大影响，人行出入口重视与其他设施衔接的便捷性 5.2.2 

停车位设置 □ 应以地下设置为主，并应满足人车分离、客货分流原则 5.2.5 

交通组织 □ 引导车流单向环通  5.2.6 

商业综合体 
□ 商业综合体交通组织应处理好各类交通结构层次关系，关注慢行品质 

□ 关注装卸货区、垃圾回收点等设施，作业区域和作业时段避开小汽车和慢行流线 
5.2.7 

办公类 

出入口布局 □ 宜分区明确，宜设置单独出入口 5.3.2 

交通组织 
□ 功能分区合理、内外交通联系方便 

□ 合理规划快递的投递和领取路线，保障职工存取快递的安全便捷性 
5.3.6 

医疗类 

出入口布局 □ 宜面临 2 条城市道路，宜便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不应临近少年儿童活动密集场所 5.4.2 

停车位设置 □ 宜合理设置地面临时落客车位和救护车位，临时车位可计入配建指标总量 5.4.7 

交通组织 □ 宜组织单向交通流，停车场（库）入口与出口宜分别设置，远离人流、非机动车流 5.4.8 

学校类 

学校选址 □ 遵循均衡化、安全便捷、用地形状应完整合理的原则 5.5.2 

分时接送 □ 推荐采取分时段错时上下学接送，减少短时人车集聚 5.2.6 

地下接送系统 □ 地下接送交通组织宜遵循家教分区、快送慢接、进出分流、人梯同侧、安全超车的原则 5.5.8 

工业类 
出入口设计 □ 车辆进出口内侧宜设置车辆排队专用通道 5.6.2 

交通组织 □ 运输路线宜单向环通，保障物流顺畅、路径便捷、不折返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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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则 

4.0.1 交评审查通则包含建设项目外部交通系统和建设项目内部交通系统两部分内容。建设

项目外部交通系统包含道路设施、公共交通设施、行人及非机动车设施等；建设项目内部

交通系统包含基地出入口设施、内部通道、停车设施、配建公交首末站等。 

4.0.2 基地外部交通系统应满足交通活动功能需求，因项目建设产生的交通需求应与交通设

施供给相互匹配，并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4.0.3 基地内部交通设计应保障交通安全、配置合理、使用方便，并满足《车库建筑设计规

范》JGJ100-2015、《建设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等规范要求。 

4.1 外部交通系统 

4.1.1 交评外部交通系统审查内容包括：机动车道、公交站台、非机动车道、公共自行车站

点、道路人行道、人行过街等设施位置、宽度、数量等，以及交叉口渠化、稳静化设施等

相关内容。 

 
图 4.1.1  外部交通系统审查内容 

4.1.2 机动车道。新建路段机动车道最小宽度应满足《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6

要求，满足下表规定： 

表 4.1.2  各级道路一般路段机动车道及路缘带最小宽度 

道路等级 设计速度（km/h） 机动车道最小宽（m） 路缘带最小宽（m) 

快速路（主路） 80 3.75 0.50 

主干路 50 3.5 0.25 

次干路 40 3.25 0.25 

支路 30 3.25 0.25 

 

1 学校、医院、大型商业等人流量较密集的改建支路，若空间受限，机动车道最小宽度

可压缩至 3.25m。 

2 若因断面条件受限，新建支路或主干路等级以下的改建道路可采用机非混行断面，机

非混行道的宽度应≥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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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2  机非混行断面示意 

4.1.3 公交站台。新增公交站点应满足《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

CJJ/T 15-2011 要求。 

4.1.4 非机动车道。为保障慢行安全，新建道路一般路段不宜采用人非共板断面。 

1 新建路段单向非机动车道宽度应≥2.5m，双向非机动车专用道，路面宽度宜≥4.5m。 

   

图 4.1.4-1  非机动车专用道 

2 非机动车道有渐变时，渐变段长度宜不小于 20m，圆曲线半径宜不小于 30m。由于公

交站台港湾化改造需要渐变的，渐变长度可与公交车加减速段长度保持一致。 

 

图 4.1.4-2  非机动车渐变要求 

3 在学校、医院、小区等人员密集的地块出入口上游，非机动车道内可用彩色地面加震

荡标线的形式，配合减速标志，设置提前减速区，促使非机动车提前主动减速，保障行人安

全。 

   
图 4.1.4-3  非机动车减速带 

 

 

4 用地条件受限时，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原因，可采用人非共板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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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4  人非共板断面设计示意 

4.1.5 公共自行车点。主要功能节点（居住区、大型商业区、重要公建等）周边宜布设相应

的公共自行车点，点位宜结合公交站设置，与公共交通无缝衔接，提高便捷度。 

1 停放区距离主要客流吸引点不宜大于 50m，如遇出入口、公交站台等影响时不宜大于

80m。 

2 人行天桥、地道出入口及住宅、办公、商业、医院、学校等建筑主要出入口两侧 5m

范围内的人行道不应设置非机动车停放区。 

3 道路交叉口附近的非机动车停车区与斑马线距离应≥10m。 

 

图 4.1.5-3  非机动车停放区要求示意 

4.1.6 道路人行道。除城市快速路主路外，城市快速路辅路及其他各级城市道路红线内均应

优先设置安全、连续的人行道。 

1 新建路段人行步道有效通行宽度应≥1.8m，设计宽度可结合两侧用地开发强度、功能

混合程度、界面业态、公交设施等因素合理确定。 

表 4.1.6-1  不同交通环境的人行道设置宽度推荐值 

路段 适宜宽度（m） 最小宽度（m） 人行有效通行宽度（m） 

各级道路 3.0 2.5 1.8 

大型商业、公共建筑集中路段 5.0 4.0 2.8 

大、中运量公共交通站点周边路段 4.0 3.5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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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路人行空间可结合道路红线、建筑前区和两侧街道界面设置。 

  

图 4.1.6-2（1） 交通型道路人行空间 

  

图 4.1.6-2（2） 服务型道路人行空间 

  

图 4.1.6-2（3） 景观型道路人行空间 

4.1.7 人行过街。人行过街横道应设置在道路交叉口和基地出入口处人流集中的位

置，同时应注意与其他人行过街设施的间距，宜≥100m，不宜大于 200m。 

 

图 4.1.7  人行过街间距要求示意 

1 无分隔带的安全岛，行人驻足区最小宽度应不小于 1.5m，并按不小于 10m 的渐变段

进行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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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2  无分隔带的安全岛 

2 有分隔带的安全岛，行人驻足区最小宽度宜≥2m。 

 

图 4.1.7-2  有分隔带的安全岛 

3 有中间分隔带的道路，路段行人过街宜设置“Z”字形二次过街安全岛，安全岛长度宜

为 6-8m，并设置相应的隔离栏。 

 

 

图 4.1.7-3 “Z”字型过街 

4.1.8 交叉口渠化。交叉口进出口道宽度、展宽渐变段长度、标志标线等设计要素应满足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 的要求。 

1 交叉口渠化应尽可能保证直行车道不错位，若条件受限应设置路口导向线，规范转向

交通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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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直行车道不错位                      （b）路口导向线 

 图 4.1.8-1  交叉口渠化设计示意 

2 出口道车道数应与上游各进口道同一信号相位流入的最大进口车道数相匹配。条件受

限的改建交叉口，流入最大进口车道数可减少一条。 

3 交叉口渠化设计不应压缩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通道通行区的宽度。有中央分隔带的交叉

口渠化时，应优先压缩中央分隔带进行展宽，压缩后的中分带宽度应≥1.5m。 

4 基地周边交叉口渠化时，在满足交通功能的前提下，宜合理优化道路红线宽度，缩减

交叉口转弯半径，提高安全性，节约道路用地。 

    

（a）缘石半径调整示意        （b）缘石半径由 25m 调整为 15m，人行过街距离减少 6m 

图 4.1.8-4  交叉口渠化设计示意 

4.1.9 稳静化措施。在商业、学校、医院等车流、人流密集区域宜采取交通稳静化措施，如

布设交通花坛、减速带、曲折车行道、纹理路面等对路段车速进行控制，重点保障慢行通

行安全。 

   
图 4.1.9  交通稳静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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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出入口 

4.2.1 交评出入口审查内容包括：基地出入口位置、相交角度、宽度、转弯半径、闸机位

置、集散广场、缓冲区和交通组织方式。基地出入口设置应确保其通行能力满足高峰小时

进出车辆的需求，并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4.2.2 设置位置。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设置位置应与邻近交叉口、人行横道、人行天桥（地

道）、地铁、公交站、桥梁、隧道等设施保持一定距离，以减少对周边交通参与者的影响。 

1 建设项目机动车出入口与相邻交叉口之间的距离是指从建设项目出入口道路侧石线

至平面交叉口停止线之间的距离。 

 
图 4.2.2-1  出入口与相邻交叉口及出入口之间的距离示意图 

2 地块机动车出入口不应开设在道路交叉口渠化段范围内，且应满足以下要求。 

1）建设项目有两面及以上临近道路时，机动车出入口宜设置在级别较低的道路上，

不应设置于城市快速路，不宜设置在主干路。 

2）确需在主干路上设置出入口的，出入口距平面交叉口距离应≥100m。如经主管部门

认定为特殊原因，应≥80m，且应采取右进右出控制。 

3）设置在次干路上的出入口，出入口距平面交叉口距离应≥80m。如经主管部门认定

为特殊原因，应≥50m。 

4）设置在支路上的出入口，出入口距平面交叉口距离应≥50m，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

特殊原因，应设置在基地最远端。 

5）设置在辅道上的出入口，出入口距平面交叉口距离应≥80m，主路合（分）点距离

应≥50m，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原因，应设置在基地最远端。 

 

图 4.2.2-2（5）  辅道设置出入口与相邻交叉口及合（分）流点之间的距离示意图 

6）基地位于 T 型交叉口处，对向道路小于双 4 车道的，机动车出入口可正对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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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避免错位，并纳入交叉口渠化设计及信号控制；大于等于双向 4 车道的，机动

车出入口不宜设置在交叉口范围内。 

7）如需在国道、省道和框架道路设置机动车出入口，设置条件应与同等级城市道路

标准一致，项目机动车出入口设置应满足规划设计要点且需进行交通影响评估，还需

进行道路安全评估。 

表 4.2.2-2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与相邻城市道路交叉口的控制间距 

间距要求/出入口所在 

道路等级 

出入口道路边线距离交叉口停止线距离（m） 
控制方式 

一般情况 特殊情况 

主干路 ≥100 ≥80 右进右出控制 

次干路 ≥80 ≥50 无要求 

支路 ≥50 设置在基地最远端 无要求 

3 相邻建设项目机动车出入口之间的距离是指两相邻出入口道路侧石线之间的距离。机

动车出入口应根据出入口所在道路等级、接入管理方式不同，与所在道路同向相邻出入口和

异向无中央隔离设施的相邻出入口保持合理间距。 

1）开设在主干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净距应大于 100m，开设在次干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

间的净距应大于 50m，开设在支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大于 30m。 

表 4.2.2-3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间距控制间距 

间距要求/出入口所在道

路等级 

出入口与交叉口间距（m） 

一般要求 特殊情况 

主干路 ≥100 
设有中央隔离带，右进右出控制的异向出入口间距

不受控制，条件不允许时，可合并（或正对）设置 
次干路 ≥50 

支路 ≥30 

 

2）受基地周边规划条件限制时，相邻地块同向出入口可合并设置，共用基地出入口或共

用通道，异向出入口可正对设置；设有中央隔离带的道路，异向出入口距离不受限制。 

 

图 4.2.2-3（1） 相邻地块出入口合并（共用通道）设置示意 

 
图 4.2.2-3（2） 对向出入口正对设置示意 

3）已建的相邻地块同向出入口距离不足 10m 时，宜合并设置；未设隔离带的对向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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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不足 10m 时，应加设相应管控设施。 

4 基地机动车出入口距人行横道、人行天桥（地道）、地铁、公交站、桥梁、隧道、铁路

道口等道路设施的距离应满足下表要求。 

表 4.2.2-4  基地出入口与道路设施的控制间距 

道路设施类型 基地出入口控制间距（m） 

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包括引道、引桥）的最近边缘线 ≥5 

地铁出入口、公交站加、减速段端点 ≥15 

桥梁、隧道起坡点（坡度大于 1%且小于 2%） 桥梁、隧道坡度范围内不应设置出入口 

桥梁、隧道起坡点（坡度大于等于 2％时） 
桥梁、隧道坡度范围内不应设置出入

口，且出入口距起坡点应≥30 

铁路道口 ≥50 

注：受规划和现状调整限制距公交港湾站距离较近时，可采用机动车出入口与公交港湾站一体化设计。 

  

图 4.2.2-4（1） 出入口与人行横道间距示意图   图 4.2.2-4（2） 出入口与人行过街天桥间距示意图 

4.2.3 相交角度。基地机动车出入口与城市道路相交的角度应为 75°-90°，并满足视距要

求。 

 

图 4.2.3  出入口视距要求示意 

注：机动车出入口视距三角形范围内，不应种植高于最外侧机动车车道中线处路面标高 1m 的树木，视距三角形范围内妨碍驾驶

员视线的障碍物应清除。 

4.2.4 设置宽度。在城市道路上设置的机动车双向行驶出入口车行道宽度宜为 7m-12m，单

向行驶出入口车行道宽度宜为 4m-7m。 

 
图 4.2.4  出入口过宽，车辆临停普遍 

1 出入口设有人车隔离设施的，步行空间宜与车行空间有一定高层差或有明确的分界线，

保障慢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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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业类建筑根据实际通行的车辆类型，确定所需要的出入口宽度，且不宜大于 15m。 

4.2.5 转弯半径。小汽车转弯半径应≥6m，路缘石转弯半径宜≥3.5m。其他车辆转弯半径应

满足通行需求。 

4.2.6 闸机位置。设有闸机的机动车出入口，闸机距离城市道路应满足一定的距离，避免排

队车辆阻碍行人通行。 

 
图 4.2.6（1） 基地出入口设置闸机位置示意图 

   

图 4.2.6（2） 闸机距离道路缘石线过近，排队车辆阻碍行人通行 

   

图 4.2.6（3） 闸机内设，预留车辆排队空间内部通道设计 

1 住宅类闸机的设置位置距离城市道路红线应≥6m。 

2 公共建筑类闸机的设置位置距离城市道路红线应≥12m，交通流量大的公共建筑项目

主要车行出入口应设置辅助车道，辅助车道长度根据交通影响评价测算和交通组织方案确

定。 

3 用地规模 10 公顷以上的或有大型货车进出的工业、仓储项目，闸机的设置位置距离

城市道路红线应≥15m，其他工业、仓储项目闸机的设置位置距离城市道路红线应≥12m。 

4 采用信号控制的出入口闸机距离道路红线宜≥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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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集散广场。学校、医院、商业综合体等人流量密集的区域，应在用地范围内、人行

主要出入口前，设置供人流集散的广场。集散广场面积根据项目用地功能、建筑体量、人

流量等因素确定。 

   
（a）万象汇集散广场                   （b）昆城广场集散广场 

图 4.2.7  建设项目集散广场示意 

4.2.8 交通组织。基地出入口交通组织尽可能避免对外围交通的影响。 

1 右转港湾式车道交通组织。设置在次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上的出入口，交通量影响较

大时，宜采用右转港湾式车道交通组织方式。 

2 右进右出交通组织。设置在次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上的出入口，交通量影响不大时，

宜采用右进右出交通组织方式。 

3 无转向限制交通组织。设置在支路上交通流量不大的出入口，可不限制其转向行为。 

   

（a）右转港湾式车道交通组织示例       （b）出入口右进右出交通组织示例 

 

   

（c）进出口分离的右进右出交通组织示例         （d）无转向限制交通组织示例 

图 4.2.8  出入口交通组织方式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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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出入口交评评价标准汇总如下表。 

表 4.2.8  基地出入口审查标准汇总 

内容 条件 评价标准 

位置

关系 

基地位于城市快速路或主干路旁 □ 不应直接设置于快速路，不宜直接设置于主干路 

基地位于主干路与次干路、支路

相交的位置旁 
□ 宜设置在次干路和支路上 

基地位于次干路与支路相交位置

旁 
□ 宜设置在支路上 

距离

关系 

设置在主干路 □ 距平面交叉口应≥100m，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原因，应≥80m 

设置在次干路 □ 距平面交叉口应≥80m，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原因，应≥50m 

设置在支路上 □ 距平面交叉口应≥50m，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原因，设置在基地最远端 

设置在辅道上 
□ 出入口距平面交叉口距离应≥80m，主路合（分）点距离应≥50m，如经主管部

门认定为特殊原因，应设置在基地最远端 

设置在 T 型交叉口处 
□ 对向道路小于双 4 车道的，可正对向道路设置，并纳入交叉口渠化设计及信

号控制；否则不宜设置在交叉口范围内 

设置在国道、省道和框架道路 □ 设置条件应与同等级城市道路标准一致，必要时需进行交通影响评估 

与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

道（包括引道、引桥）的距离 
□ ≥5m 

与地铁人行出入口距离 □ ≥15m 

与公共交通站台的距离 □ ≥5m，受限制时，可采用机动车出入口与公交港湾站一体化设计 

与桥梁、隧道起坡点距离 
□ 坡度≥2％时，距桥梁、隧道起坡点等宜≥30m 

□ 坡度处于 1％-2％之间时，在桥梁、隧道坡度范围内不宜设置出入口 

与铁路道口距离 □ ≥50m 

相邻出入口间距 
□ 主干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净距应≥100m，次干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的净距

应≥50m，支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30m；受基地周边规划条件的限

制，可合并或正对设置；设有中央隔离带的道路，异向出入口距离不受限制 

其他

要求 

双向行驶的出入口车行道宽度 □ 7-12m 

单向行驶的出入口车行道宽度 □ 4-7m 

基地出入口与城市道路 □ 相交的角度应为 75°-90°，并具有良好的通视条件 

基地出入口闸机位置 
□ 与道路红线距离：住宅项目≥6m，公建类型≥12m，工业仓储类结合厂区实际

功能确定 

4.3 内部通道 

4.3.1 交评内部通道审查内容包括：通道宽度、转弯半径和回转场地。基地内部通道应根

据功能确定设计要素，满足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和消防需求，交通组织科学合理。 

4.3.2 通道宽度。基地内部通道宽度应满足各类交通参与者通行需求。 

1 基地内部供小型车双向通行的通道宽度应≥6m，单向通行的通道宽度应≥4m，路侧设

有停车位的通道宽度应≥5.5m。其他类型车辆应满足相应通行需求。 

2 基地内部步行通道宽度应≥1.5m。 

   
图 4.3.2（1） 基地内部车行道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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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2） 基地内部慢行通道示意 

4.3.3 转弯半径。基地内部通道宽度应满足车辆转弯需求。 

1 基地内部供小型车通行的车辆转弯半径应≥6m，路缘石转弯半径宜≥3.5m。 

2 供中型、大型车通行的通道路缘石转弯半径的测量和计算应按照国家行业标准《车库

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的相关规定执行。 

 

 

图 4.3.3  车辆转弯半径示意 

4.3.4 回转场地。基地内部通道应保障环通或设置空间足够的回转场地，回转场地应符合

机动车流与上下客点及停车场（库）之间交通组织的要求。 

 

图 4.3.4  基地内部回转空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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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消防设施。内部道路兼做消防车道和消防登高场地时，相关设施应符合现行《建筑

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 以及国家和本市现行有关设计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4.4 机动车停车场（库） 

4.4.1 交评机动车停车场（库）审查内容包括：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数量、宽度、

停车位布局、通道宽度、车位尺寸，以及特殊车位设置（装卸车位、大客车、无障碍车

位、出租车停靠位）。 

4.4.2 机动车停车场（库）设计应符合《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规范要求，且应

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要求配建足够的机动车停车位。 

1 机动车停车位是指标准小型车位。 

2 特殊车辆停车位是指装卸车位、大巴车位、无障碍车位、出租（网约）车位等类别的

机动车位。特殊车辆停车位不计入配建机动车停车位。 

3 微型车位不计入配建停车位总数，子母车位按照每对 1 个当量小型车位核算车位。 

4.4.3 出入口数量。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车道与数量应满足车辆集散需求。 

表 4.4.3  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和车道数量 

停车当量/ 

出入口和车道数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3000 2001-3000 1001-2000 501-1000 301-500 101-300 51-100 26-50 ≤25 

非居住建筑

（一类） 

出入口数量 出入口

数量和

出入口

车道数

量应经

过交通

模拟计

算确定 

≥5 ≥4 ≥3 ≥3 ≥2 ≥1 ≥1 ≥1 

出入口车道数量  ≥10 ≥8 ≥6 ≥5 ≥3 ≥2 ≥2  ≥1 

非居住建筑

（二类） 

出入口数量 ≥4 ≥3 ≥2 ≥2 ≥2 ≥1 ≥1 ≥1 

出入口车道数量 ≥8 ≥6 ≥4 ≥3 ≥2 ≥2 ≥2  ≥1 

居住建筑 

出入口数量 ≥4 ≥3 ≥2 ≥2 ≥2 ≥1 ≥1 ≥1 

出入口车道数量 ≥7 ≥5 ≥4 ≥3 ≥2 ≥2 ≥2  ≥1 

注：（1）机动车库停车规模应以小型车为计算当量进行停车当量的换算，各类车辆的换算当量系数应符合《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GJ100-2015 要求；（2）综合性商业、行政办公、影剧院、会展场馆、体育场馆、综合医院、中小学、客运场站等短时间内对城

市道路交通影响较大的项目类型作为非居住建筑（一类），其余作为非居住建筑（二类）；（3）居住与商业混合用地，商业明确是

配套商业或者建筑面积小于 5000 平米或商业总面积小于居住总面积的 20%，可按照居住类型控制出入口数量。 

4.4.4 出入口位置。机动车场（库）出入口应设在基地内部道路上，不宜直接与城市道路

连接。 

1 机动车停车库出入口的起坡点面向道路的，出入口起坡点与道路红线的距离应≥ 8.0m；

车库出入口起坡点平行道路或与道路斜交的，其缘石切点与道路红线的距离应≥ 5.0m；坡道

终点距基地内部道路边线的距离应≥5.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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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4-1  坡道设置要求示意 

2 机动车场（库）出入口之间净距应大于 15m；与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净距应

不小于 7.5m，用地条件受限需设置在一起时，应用物理隔离，且必须满足视距要求。 

3 基地内地下车库坡道与基地内部道路相交处，不应采用车辆转弯半径不足的 U 型 180

度掉头交通组织方式，并应保证视线通透，满足有关安全视距三角形的要求。 

 

图 4.4.4-3  U 型流线 

4.4.5 坡道宽度。停车场（库）岀入口坡道可采用直线坡道、曲线坡道、直线与曲线组合坡

道，可采用单车道或双车道，坡道宽度应满足车辆进出需求。 

表 4.4.5  坡道最小净宽 

形式 
最小净宽（m） 

小型车 轻型、中型、大型车 

直线单行 4.0 

直线双行 7.0 

曲线单行 5.0 

曲线双行 7.5 10.0 

注：此宽度不包括道牙及其他分隔带宽度。当曲线比较缓时，小型车转弯半径内径≥15 m ，轻型、中型、大型车转弯半径内径 

≥20 m 坡道可以按直线宽度进行设计。 

4.4.6 停车场（库）布局。为提高车库利用率，车库车位应避免行车道靠外墙布置及单边

停车，避免设置尽端式车位。 

1 当必须设置尽端式车道时，车道长度不应大于 30m，且尽端处停车位应预留回转空间

（例如：在尽端附近空 1 个车位，方便回转）。 

2 大型车库两侧或单侧停车的通道长度大于 85m 时，应在通道垂直方向设置连通道。 



 

21 

 

 

图 4.4.6-1  尽端车位取消示意 

4.4.7 内部通道宽度。机动车停车场（库）内部通道宽度，应满足车辆通行需求。 

1 小型车停车场（库）内部供车辆双向行驶的通车道或边侧有车辆进出车位需求的通车

道宽度应≥5.5m。 

2 边侧无车辆进出车位需求的单向行驶的通道宽度应≥4m。 

3 其他类型车辆应同时满足通道两侧相应停车方式所需的通道宽度。 

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评价标准汇总如下表。 

表 4.4.7  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标准 

内容  条件 评价标准 

位置

关系 
基地配置的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  不宜直接与城市道路连接  

距离

关系 

坡道终点面向城市道路时，与城市道路红线距离  ≥8m 

车库出入口起坡点平行于道路或与道路斜交的，

其缘石切点与道路红线的距离 
 ≥5m 

坡道终点距基地内部道路边线的距离  ≥5.5m 

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之间净距  ≥15m 

与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净距  ≥5m 

数量

关系 

机动车停车位≤25 个 
 宜设 1 个双车道出入口或 1 个单车道出入口（完善交通信号

和安全措施） 

25 个<机动车停车位≤100 个  不少于 1 个双车道或 2 个单车道的出入口 

100 个<机动车停车位≤300 个  不少于 2 个出入口 

300 个<机动车停车位≤500 个 
 不少于 1 个双车道和 1 个单车道的出入口；综合性商业、影

剧院、中小学等项目（具体参见 4.6.2）不少于 2 个双车道和 1

个单车道的出入口 

500 个<机动车停车位≤1000 个 
 不少于 2 个双车道出入口；综合性商业、影剧院、中小学等

项目（具体参见 4.6.2）不少于 3 个双车道的出入口 

1000 个<机动车停车位≤2000 个 

 住宅类不少于 2 个双车道出入口和 1 个单车道出入口； 

 综合性商业、影剧院、中小学等短时间内对城市道路交通影

响较大的项目（具体参见 4.6.2）不少于 4 个双车道的出入口，

其他非住宅类不少于 3 个双车道的出入口 

2000 个<机动车停车位≤3000 个 

 住宅类不少于 3 个双车道出入口和 1 个单车道出入口； 

 综合性商业、影剧院、中小学等短时间内对城市道路交通影

响较大的项目（具体参见 4.6.2）不少于 5 个双车道的出入口，

其他非住宅类不少于 4 个双车道的出入口 

机动车停车位>3000 个  出入口数量和出入口车道数量应经过交通模拟计算确定 

几何

条件 

直线单向行驶的出入口坡道宽度  ≥4m 

直线双向行驶的出入口坡道宽度  ≥7m 

曲线单向行驶的出入口坡道宽度  ≥5m 

曲线双向行驶的出入口坡道宽度  小型车≥7.5m；轻型、中型、大型车≥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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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 停车方式。停车场（库）的停车方式，应以“占地面积小、疏散方便、保证安全”为

原则，并应满足一次进出停车位的要求。停车方式有平行式、斜列式和垂直式三种。 

4.4.9 车位尺寸。垂直式、斜列式小型车停车位尺寸不应低于 2.4m×5.3m；平行式车位不应

低于 2.4m×6.0m。 

1 2021 年 7 月 15 日之后取得建设使用权的住宅项目，垂直式小型车停车位尺寸不应低

于 2.5m×5.3m。 

2 紧邻构筑物的停车位应充分预留足够的上下客空间，应保障邻墙停车位距离墙体 0.3m

以上或宽度控制在 2.7m 以上。 

 
（a）平行式停车 

    
（b）垂直式停车                                  （c）斜列式停车 

图 4.4.9（1） 停车方式示意 

 

表 4.4.9  小型车的最小停车位、通（停）车道宽度 

停车方式 

垂直通车道方向的 

最小停车位宽度（m） 

平行通车道方向的 

最小停车位宽度 Lt

（m） 

通（停）车道最小

宽度 Wd（m） 
We1 We2 

平行式 后退停车 2.4 2.1 6.0 3.8 

斜

列

式 

30° 
前进（后

退）停车 
4.8 3.6 4.8 3.8 

45° 
前进（后

退）停车 
5.5 4.6 3.4 3.8 

60° 前进停车 5.8 5.0 2.8 4.5 

60° 后退停车 5.8 5.0 2.8 4.2 

垂直式 
前进停车 5.3 5.05 2.4 9.0 

后退停车 5.3 5.05 2.4 5.5 

注： Wu 为停车带宽度；We1 为停车位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垂直于通（停）车道的停车位尺寸；We2 为停车位毗邻时，

垂直于通（停）车道的停车位尺寸；Wd 为通车道宽度；Lt 为平行于通车道的停车位尺寸；Qt 为机动车倾斜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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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9（2） 紧邻构筑物停车位进出不便捷 

 
图 4.4.9（3） 紧邻构筑物停车位设计示意 

4.4.10 装卸车车位。货车装卸车位应满足车辆进出和装卸货需求。 

1 设置装卸车位一般不应占用内部环通道路，并应方便车辆出入和货物集散，周围应有

一定的作业空间，宜避免装卸噪声对周边环境影响。 

2 装卸车位设计停放车型一般为轻型货车。 

3 有大型货车停靠需求的建设项目，车位不宜设在地下车库或地上多层车库二层及以上。 

表 4.4.10-3  货车装卸停车位设计参数 

设计参数 垂直通道停车带宽(m) 平行通道停车带长(m) 通道宽(m) 

车行分类 
轻型

车 

中型

车 

大型

车 

轻型

车 

中型

车 

大型

车 

轻型

车 

中型

车 

大型

车 

平行式 后退停车 4 4 4 8.2 11.4 13.9 4.1 4.5 5 

斜 

列 

式 

30° 前进停车 8 9.5 12 4 4 4 4.1 4.5 5 

45° 前进停车 8 9.5 12 4 4 4 4.6 5.6 6.6 

60° 前进停车 8 9.5 12 4 4 4 7 8.5 10 

60° 后退停车 8 9.5 12 4 4 4 5.5 6.3 7.3 

垂直式 
前进停车 8 9.5 12 4 4 4 13.5 15 17 

后退停车 8 9.5 12 4 4 4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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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大客车车位。大型汽车停车位不宜设置在地下停车库或地上多层停车库二层及以

上，对于综合交通枢纽、公交停保场、工业等建筑工程确需设置的，应严格按国家有关规

范设计。大、中型汽车进岀地下车库或地上停车库二层及以上时，其坡道应采用直线型。 

4.4.12 无障碍车位。数量和尺寸要求应满足《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规范要求。 

4.4.13 出租车停靠位。出租车停车需求较大的项目，宜在项目用地红线内划设港湾式岀租

车临时停靠位。 

  

图 4.4.13  建设项目周边出租车候客港湾示意 

4.4.14 充电停车位。建设项目应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要求配建

足够的充电停车位，车库坡道出入口附近不宜设置充电停车位。 

 

4.5 机械式停车场（库） 

4.5.1 交评机械式停车场（库）审查内容包括：机械式车位设置数量及折算要求、机械式

停车场（库）布局、通道宽度、车位尺寸等。 

4.5.2 设置机械式车位的建设项目，机械式停车场（库）的设置应满足《昆山市建筑物停

车配建标准（2021 版）》要求，并应符合《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规范要求。 

1 剧院、展览馆、体育场馆、商业综合体等人流、车流集中疏散的大型公共建筑及新建

住宅不应设置机械式停车位。 

2 当地下停车库少于两层时原则上不应设置机械式停车位。 

3 机械式车位数量应按 80%进行折减后计入总的配建停车位，折减为标准小汽车的数量

占比不超过停车位总数的 50%，且应满足停车位的租售比要求。 

4.5.3 机械式停车场（库）布局。机械式停车场（库）布局尽量避免机械式车位进出对主

线交通流的影响。 

1 机械式车位宜设置在次要联通道或尽端通道内。 

2 在车库内主通道不宜设置机械式车位。 

3 车库坡道端口附近不应设置机械式车位。 

4.5.4 通道宽度。设有机械式车位的通（车）道宽度应≥5.8m。 

4.5.5 车位尺寸。设置机械式车位应保障车辆便捷进出。 

1 车位尺寸应≥5.5m×2.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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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车位设计可采用下沉式，实现机械式车位设备平面与地坪高度一致，并做好排水措施。 

  
图 4.5.5  车位实际有效停车空间不足 

4.5.6 全自动机动车库。出入口处应设置不少于 2 个的候车位，当出入口分开设置时，候车

位不应少于 1 个；出入口区域宜设置人员等候区。 

 

4.6 非机动车停车场（库） 

4.6.1 交评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审查内容包括：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数量、坡

道设计等。 

4.6.2 基地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数量、通道宽度、坡道坡度等应符合《车库建筑

设计规范》JGJ100-2015 规范要求。基地应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

要求配建足够的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非机动车停车位是指电动自行车位，车位尺寸应不小于 2m×0.8m。 

2 新建住宅类建筑物配建非机动车充电停车位数量应不低于非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

50%，其他类型建筑物配建非机动车充电停车位数量不低于非机动车停车位总数的 30%。非

机动车充电停车位应设立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带有充电设施车位不应露天设置。 

   

图 4.6.2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示意 

4.6.3 设置位置。配建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应设在基地红线内，不应设置在基地四周的道

路红线以内。 

4.6.4 车位布局。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应分散布局，停放宜分段设置，每段长度不宜大于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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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配建公交首末站 

4.7.1 交评配建公交首末站审查内容包括：配建公交首末站出入口位置、到发车位尺寸和

乘客、车辆交通组织方式。 

4.7.2 建筑规模符合配建公交首末站启动阈值的建设项目，应按照《昆山市大型建筑公交

场站配建指引（昆资规发[2020]23 号文）》要求配建公交首末站。 

表 4.7.2  不同类型建设项目需配置公交首末站的建筑规模阈值（单位：万平方米) 

建筑类型 城市集中建设区 其他区域 

居住 14 16 

办公 14 18 

商业服务 8 10 

教育医疗 16 20 

文体娱乐 6 9 

批发零售 12 18 

注：（1）城市集中建设区为苏昆太高速公路-苏州东绕城高速公路-娄江-昆山西部市界-机场路-昆山东部市界围合范围；其他区域

包括南部水乡古镇旅游度假片区与西部阳澄湖旅游度假片区。（2）结合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开发项目，综合考虑新建及更新项目建

筑开发量、人口岗位产生的公交需求，确定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启动阈值。 

1 若条件受限，项目周边 500m 范围内设有公交首末站，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原因可

放宽要求。 

2 若条件受限，且项目周边 500m 范围内无公交首末站的，应在项目周边 500m 范围内

新增公交首末站。 

4.7.3 首末站平面布局形式。根据场站设施、地块形状、交通组织及综合开发建筑的类型、

规模等灵活确定。 

   

（a）通道式                            （b）环绕式 

图 4.7.3  配建公交首末站平面布局形式 

4.7.4 出入口位置。与配建建筑应各自独立设置出入口，公交车辆出入口与小汽车出入口宜

分布在不同界面上，且不应相互干扰。 

1 出口和入口宜分开设置，且宜布置在不同路段上。 

2 在用地受限时，可将出入口合并设置或将出入口设置在同一路段上，同一路段上的出

口和入口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应不小于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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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车辆出入口不应设置在城市道路交叉口进口道、城市主干道或快速路上，宜设置在主

干道辅路、次干道或支路上。出入口与城市道路交叉口距离应符合下表要求。与毗邻市政设

施距离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表 4.7.4-3 出入口与道路交叉口距离关系 

公交首末站出入口所

在道路等级 

出入口道路边线距离交叉口停止线距离（m） 
控制方式 

一般情况 特殊情况 

主干路辅路 ≥100 ≥80 右进右出控制 

次干路 ≥80 ≥50 无要求 

支路 
与干路相交平交口 ≥50 

设置在地块最远端 
无要求 

与支路相交平交口 ≥30 无要求 

 

4.7.5 出入口宽度。出入口应保证公交车辆进出站转向行车流线，站外城市道路过窄时，应

增加场站出入口宽度。 

表 4.7.5  出入口宽度设置要求 

出入口类型 出入口宽度（m） 

单向出口/进口 ≥7 

双向出入口 ≥12 

注：站外城市道路单向车行道≤7m 时，首末站出、入口宽度为 9-15m。首末站站外道路越窄，出入口宽度取值越大。 

4.7.6 出入口交通组织。配建公交首末站出入口分离设置时，宜沿行车方向采用“右进右出”

的组织形式，先设置入口，后设置出口。 

 

（a）出入口合并设置交通组织示意图（右进右出） 

 

（b）出入口分开设置交通组织示意图（右进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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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出入口合并设置交通组织示意图（左进左出） 

图 4.7.6  出入口交通组织示意 

4.7.7 配建公交首末站建设内容、空间布局、车辆运行区、乘客集散区、标识系统设计应

参照《昆山市建筑配建公交首末站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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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细则 

5.0.1 建设项目分类应依据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物使用功能确定，与《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

价技术标准（CJJ/T141-2010）》一致，共划分 11 个类别。建设项目大类划分的名称及代码

应符合表 5.0.1 的规定。  

表 5.0.1  建设项目大类划分 

大类名称 住宅 商业 服务 办公 场馆与园林 医疗 学校 交通 工业 混合 其他 

大类代码 T01 T02 T03 T04 T05 T06 T07 T08 T09 T10 T11 

 

5.0.2 根据《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标准（2021 版）》建筑物划分类别，结合昆山项目特征，

本指南选取较常见的、交通特征明显的 6 类建设项目——住宅类、商业类、办公类、医疗

类、学校类和工业类，作为指南细则的主要内容，具体如表 5.0.2。其他类型建设项目应满

足相关规范要求。 

表 5.0.2  本指南建设项目类型一览表表  

建设项目大类 建设项目中类 说明 

住宅类 

商品房 普通商品房、住宅楼 

保障性住房 共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公租房、廉租房等 

服务设施用房 社区物业、养老用房等 

集体宿舍 集体宿舍、集体公寓等 

商业类 

综合性商业 综合型超市、百货商场、购物中心等 

酒店 中高档宾馆、酒店、度假中心等 

餐饮、娱乐 
餐馆、饭店、饮食店、娱乐中心、俱乐部、休闲会所、 

活动中心等 

其他 社区农贸市场、批发市场类 

办公类 

行政办公 包括机关行政、事业办公和行政服务窗口类 

商务办公、科研与企事业办公 
科研院所、设计、研发中心、金融、商务办公场所、 

写字楼等 

医疗类 

综合型医院、专科医院 
区、县级以上各类综合医院、大型医院、省级大 

型专科医院、急救中心等 

社区医院 诊所、体检中心、社区诊疗中心等小规模医院 

其他医疗 包括疗养院、养老院、儿童福利院等 

学校类 

高等院校 大专及以上院校 

中专及成教学校 
中专、职高、特殊学校、社会开放大学、各类成 

人与业余学校 

一般中学 高中、初中 

一般小、幼、托 小学、幼儿园、托儿所 

工业类 

工业办公 工业用地里面的办公类建筑 

工业厂房 -- 

仓储物流 -- 

创新研发 工业配套型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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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住宅类 

5.1.1 住宅类交评审查内容包括：出入口设计、配建公交首末站、内部通道、停车位配

建、停车位设置、便民设施等。住宅类项目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应确保居住生

活环境宜居舒适。 

 

图 5.1.1  住宅类建设项目审查主要内容 

5.1.2 出入口设计。住宅出入口设计宜快慢分离，出入口闸机位置应满足人车进出需求。 

1 住宅出入口宜人车分离，人车流量较大的出入口附近宜设置人行过街横道及相关交安

设施。 

2 车行入口闸机应距道路红线 6m 以上，保障车辆排队空间。场地受限时，机动车出入

口处可设置为内凹通道或做水滴式设计。 

   
（a）引入型出入口设计 

   
（b）深凹式出入口设计 

出入口设计

组织方式

闸机位置

配建公交首
末站

基地内部

周边区域

内部通道

车行道

慢行道

停车位配建

各类型住宅
配建要求

充电设施

访客车

停车位设置

地面车位
控制

与非住宅
车位分离

便民设施

快递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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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水滴式出入口设计 

图 5.1.2  机动车出入口设计示意 

5.1.3 配建公交首末站。满足《昆山市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昆资规发[2020]23

号）中启动阈值的住宅项目宜在基地内部设置公交首末站。 

1 条件受限时，宜在项目周边 500m 范围内设置公交首末站。 

2 周边已有公交首末站且能满足需求时，可不做加设。 

5.1.4 内部通道。住宅小区道路可分为车行道和慢行通道两类，道路宽度应符合《城市居

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 50180-2018 规定。 

1 双向通行的车行道。路面宽度应≥6m，边侧应设宽度不低于 1.5m 的人行道。 

 

      

图 5.1.4-1  双向通行车行道示意图 

2 单向通行车行道。路面宽度应≥4m，边侧设有车位的单向车行道，宽度应≥5.5m，车行

道边侧应设宽度不低于 1.5m 的人行道。因条件受限无法组织单向交通，如经主管部门认定

为特殊原因，建议每隔 100m 设置错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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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2  单向车行道示意图 

3 慢行通道。道路断面形式应满足适宜步行及非机动车骑行的要求。路面宽宜≥2.5m，

路端设置路阻，日常禁止机动车进出。 

   

图 5.1.4-3  慢行通道示意图 

4 住宅内部应组织快慢分离，由每栋楼到小区各个出入口、停车场应保证连续的、避免

绕行的步行流线。 

   

图 5.1.4-4  小区步行流线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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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停车位配建。住宅停车位配建应符合《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要

求。应按不低于车位总数的 30%配建充电桩，充电桩应具备有序充（放）电功能，并优先

布设在公共车位。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如有新的上级政策出台，从其规定。新建住宅不应

设置机械式停车位。 

5.1.6 停车位设置。停车设施的布设应满足人车分离原则。 

1 除访客车位外，新建商品房配建车位不应设置在地面，其他类型住宅配建车位不宜设

置在地面，以保障小区品质。 

  

图 5.1.6  小区车位设置位置建议 

2 地面停车位应集中安排用地，并设置专用停车场和通道，不应在建筑物间任意设置或

占用小区出入口通道、内部道路设置停车位。 

3 住宅停车区应与基地内商业、办公、学校等其他类型停车区分开设置。 

4 2021 年 7 月 15 日之后取得建设使用权的住宅项目，垂直式小型车停车位尺寸不应低

于 2.5m×5.3m。 

5 有对外功能的社区服务设施用房，应于地面小区围墙范围外设置部分车位，方便小区

外其他人员使用。 

5.1.7 集体宿舍。集体宿舍内部宜设置风雨连廊，同时结合需求设置装卸车车位、大巴车

位等停车设施，并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1 风雨连廊。出入口、内部各建筑之间宜建立风雨连廊，保障车行与人行活动区域的隔

离。若宿舍位于厂区内部，宜进一步论证二层连廊的可实施性。 

2 食堂。若内部设有食堂，应设置装卸车车位，设置数量可参照宾馆或餐饮场所设置货

车装卸车位。 

3 大巴车位。建有宿舍的厂区，鼓励设厂区大巴或定向巴士。各类型车位尺寸、位置等

要求按照相关规范要求设计。 

4 员工电梯。六层以上宿舍楼应评估电梯的服务水平，设置电梯数量应满足 1 小时内可

有效集散 80%宿舍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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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集体宿舍内部设施示意 

5.1.8 便民设施。住宅小区快递柜宜靠近小区出入口、结合小区围墙和访客车位设置，使

得小区内外皆可开闭快递柜，保障小区居民安全便捷性。 

 

图 5.1.8  快递柜设置位置及形式示意图 

5.2 商业类 

5.2.1 商业类交评审查内容包括：出入口布局、配建公交首末站、停车位配建、停车位设

置、商业综合体等。商业类项目应按业态彼此之间的功能对应关系布置，根据租售比和经

营要求布置功能业态，并遵循建筑设计的基本规律。 

 
图 5.2.1  商业类建设项目审查主要内容 

5.2.2 出入口布局。商业类项目机动车和人行出入口宜分离设置，并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1 机动车出入口应设置于交通流量较少的非主要道路上；条件限制需设置于较大车流量

出入口布局

机动车
出入口

人行
出入口

配建公交
首末站

基地内部

周边区域

折减方式

停车位配建

折减方式

分类计算

停车位设置

员工车位

临时车位

商业综合体

集散广场

停车位设施

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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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上时，宜增设公共通道，出入口设置于公共通道上；条件限制时，出入口应内凹设置，

预留车辆排队空间。 

2 人行出入口宜结合交叉口、轨道站点、公交首末站等设置，人行交通流宜采用开放式

进出模式，项目周边路段，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宜设置围栏，避免行人乱穿马路。 

  

（a）开放式出入口（昆城广场）       （b）慢行广场紧邻公交首末站（九方城） 

  

（c）路侧围栏，保障行人安全（万象汇）  （d）路侧围栏，保障行人安全（九方城） 

图 5.2.2  项目慢行出入口周边设施示意 

5.2.3 配建公交首末站。满足《昆山市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昆资规发[2020]23

号）中启动阈值的商业项目应按照规范要求配建公交首末站。 

1 鼓励轨道站点周边的大型商业配建公交首末站。 

2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可根据《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

（2021 版）》进行折减。 

3 条件受限时，宜在项目周边 500m 范围内设置公交首末站，周边已有公交首末站且能

满足需求时，可不做加设。 

5.2.4 停车位配建。商业类建筑应严格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配建

车位。 

1 位于轨道站点出入口周边的新建项目，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可进行折减。 

2 总建筑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且次功能建筑面积占总面积 20%以上的商办建筑，在充

分考虑车位可以共享的情况下，车位总数可按各类建筑性质配建车位需求总和的 90%计算。 

3 服务型公寓（酒店式公寓）按照每户（间）对应指标配建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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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停车位设置。项目停车位设置应以地下为主，并应遵循人车分流、客货分流原则，

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1 商业员工机动车、非机动车车位应全部设置于地库。到访车位宜设置于地库，受条件

限制确需设置于地面的，车位应结合景观设置，避免出现机动车、非机动车的乱停乱放现象。 

  

图 5.2.5-1  地面非机动车停车设施示意 

2 货运需求量较大的商业（特别应是餐饮集聚区）建筑，宜于背街的一面设置货运通道

及卸货区，货运通道及卸货区域应避开慢行主流线。若设置地下商业，卸货区、货运通道宽

度、地库坡道坡度应满足《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要求。 

3 商业应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要求于项目用地红线内部设置

出租车车位或临时候客点。出租车需求量较大的商业综合体，宜于地库设置出租车专用通道。 

4 沿街小型商业配建停车位和车辆进出通道不应占用道路资源，停车方式宜采用垂直式

或斜列式。 

  

图 5.2.5-4  沿街商业停车示意 

5 社区农贸市场、专用批发市场由于货车作业时间无法与其他人车流隔开，应注重各功

能停车位及进出口的空间隔离。 

6 商业停车设施信息应无条件纳入昆山市停车诱导服务系统，服从全市停车供给信息公

开和停车资源共享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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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交通组织。商业类建筑宜组织单向交通，酒店大厅、餐饮娱乐大厅出入口周边宜设

置临时停车区，方便上下客，方案设计应根据顾客到访的主要路径（进入基地→大厅门前

下客→进入车库→离开车库→大厅门前上客→离开基地）组织便捷、安全、连续的路径。 

 

图 5.2.6  酒店地面机动车流线组织（花桥酒店建筑方案设计） 

5.2.7 商业综合体。商业综合体是指商业、办公、居住、旅店、餐饮、文娱等城市生活空

间中三项以上功能进行组合，且总建筑面积在 5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建筑物。此类建筑人

流、车流集中疏散，除满足以上要求外，应重点关注人流集散广场、停车设施和交通组织

方式。 

 

图 5.2.7  商业综合体人行流线组织（花桥站北侧项目建筑方案设计） 

1 基地保障人车分流的同时，基地内外、停车场（库）内外应规划便捷、连续的步行路

径。地面独立的步行通道宽度不应低于 1.5m，停车场（库）内部独立的步行路径宽度不应

低于 0.6m，且不应占用车行空间。 

    

图 5.2.7-1  车库人行通道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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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地宜于背街的一面设置装卸货区、垃圾回收点等设施，装卸车辆或垃圾车进出交通

流应做到时空分离，避开小汽车和慢行流线。若设置在停车场（库）内，应与客流区域隔开，

并且设置专用货梯或货车专用通道。 

5.3 办公类 

5.3.1 办公类交评审查内容包括：出入口布局、配建公交首末站、停车位配建、停车位设

置、交通组织等。办公类建筑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应确保工作环境安静适宜。 

 
图 5.3.1  办公类建设项目审查主要内容 

5.3.2 出入口布局。当办公建筑与其他建筑共建在同一基地内或与其他建筑合建时，应满

足办公建筑的使用功能和环境要求，分区明确，并宜设置单独出入口。 

5.3.3 配建公交首末站。达到《昆山市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昆资规发[2020]23

号）中启动阈值的办公项目宜在基地内部设置公交首末站。 

1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可根据《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

（2021 版）》进行折减。 

2 条件受限时，宜在项目周边 500m 范围内设置公交首末站，周边已有公交首末站且能

满足需求时，可不做加设。 

5.3.4 停车位配建。办公类建筑应根据不同功能类型，严格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

标准（2021 版）》配建车位。市政公共设施（加油加气站、公交停保场等）管理用房按照

商务办公指标进行配建。 

5.3.5 停车位设置。行政办公类建筑中，机关行政、事业办公和行政服务窗口类停车需求

特征不同，停车位设置方式应根据需求调整。 

1 机关行政、事业办公以单位办公人员为主，宜尽量提高车辆进出效率，组织单向流线。 

  

图 5.3.5-1  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办公和停车环境 

2 行政服务窗口类（例如银行、办事大厅）到访车辆较多，应明确划分到访车辆与内部

出入口布局

分区明确

独立设置

配建公交首末
站

基地内部

周边区域

停车位配建

一般办公

市政公共

设施

停车位设置

员工车位

访客车位

交通组织

联系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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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停车区域，避免到访车辆占用内部员工停车位。 

 

  

图 5.3.5-2（1）  行政服务窗口类办公和停车环境 

 

图 5.3.5-2（2）  车位分区引导示意 

5.3.6 交通组织。办公建筑空间布局应做到功能分区合理、内外交通联系便捷、各种流线组

织良好，保证办公用房、公共用房和服务用房有良好的办公和活动环境。办公建筑宜合理

规划快递的投递和领取路线，保障职工存取快递的安全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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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医疗类 

5.4.1 医疗类交评审查内容包括：出入口布局、配建公交首末站、集散广场、停车位配

建、停车位设置、交通组织等。医疗类建筑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应符合当地城

镇规划、区域卫生规划和环保评估的要求。 

 

图 5.4.1  医院类建设项目审查主要内容 

5.4.2 出入口布局。综合医院出入口不应少于 2 处，人员出入口不应兼作废弃物出口。应

分功能设置、集散有序的出入口。 

1 出入口应不少于两个，医疗废弃物出入口应与人员出入口分开设置。 

2 宜单独设置救护车或急诊出入口，供救护车或急诊车辆通行。 

 
（a）医院正门 

  
（b）医院东门-出口                    （c）医院南门 

  

（d）医院西门 1（员工专用）    （e）医院西门 2（员工专用） 

图 5.4.2  昆山市第一人民医院出入口功能示意 

出入口布局

分功能设
置

急诊出入
口

配建公交首
末站

基地内部

周边区域

折减方式

集散广场

集散场地

落客通道

停车位配建

分类计算

满足标准

停车位设置

临时车位

救护车位

交通组织

单向组织

避免各类
流线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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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配建公交首末站。达到《昆山市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昆资规发[2020]23

号）中启动阈值的医院宜在基地内部设置公交首末站。 

1 鼓励轨道站点周边的综合型医院或专科医院配建公交首末站。 

2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可根据《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

（2021 版）》进行折减。 

3 条件受限时，宜在项目周边 500m 范围内设置公交首末站，周边已有公交首末站且能

满足需求时，可不做加设。 

5.4.4 接送通道。大型综合性医院瞬时集散人流、车流量大，出入口附近宜设置接送平台，

缓解交通压力。 

 

图 5.4.4  医院接送通道示意 

5.4.5 集散场地。综合型医院、专科医院主要出入口前，应设置集散场地。宜结合出入口

（门诊楼、急诊楼）设置落客区。 

  
（1）门诊楼                                  （2）急诊楼 

图 5.4.5  门诊楼、急诊楼前集散场地示意 

5.4.6 停车位配建。医疗类建筑应根据不同功能类型，严格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

标准（2021 版）》配建车位。 

5.4.7 停车位设置。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宜合理设置地面临时落客车位和救护车位。 

1 临时性地面落客停车位数量以交通影响评价论证为准，计入建筑物停车配建指标总量，

结合场地整体方案统筹布局，不应占用道路用地。 

2 救护车位宜设置在急诊区入口附近，方便工作。 

5.4.8 交通组织。综合型医院、专科医院宜组织单向交通流。 

1 停车场入口与出口宜分别设置，同时远离慢行人群。 

2 废弃物运送路线应避免与出入院路线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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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8  医院各类型交通组织流线示意（昆山中西医结合医院项目交通流线设计） 

5.5 学校类 

5.5.1 学校类交评审查内容包括：学校选址、配建公交首末站、集散广场、停车位配建、

接送空间、地下接送系统等。学校类建筑在满足相关规范要求的基础上，应符合《昆山市

学校规划设计导则（2020）》要求。 

 

图 5.5.1  学校类建设项目审查主要内容 

5.5.2 学校选址。学校选址应遵循均衡化、用地形状完整合理等原则，合理布点，同时保

障学校进出交通流需求。 

1 幼儿园占地规模较小，应至少有一面临近道路。 

  
图 5.5.2-1  幼儿园功能布局示意 

2 小学、中学占地规模较大，应至少有两面临近道路。 

学校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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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广场

遮风避雨
设施

停车位配建

分类计算

校车出行
可折减

接送空间

结合学校
出入口

结合内部
场地

利用学校
地下空间

地下接送
系统

家教分区
快送慢接

进出分流

人梯同侧
安全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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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2-2  小学功能布局示意 

5.5.3 配建公交首末站。达到《昆山市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昆资规发[2020]23

号）中启动阈值的学校宜在基地内部设置公交首末站。 

1 配建公交首末站的建筑机动车停车配建指标可根据《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

（2021 版）》进行折减。 

2 条件受限时，宜在项目周边 500m 范围内设置公交首末站，周边已有公交首末站且能

满足需求时，可不做加设。 

5.5.4 集散广场。学校出入口应设置开敞平坦的缓冲广场和遮风避雨设施。集散场地大小

与接送人数、人均空间需求和休憩设施需求等指标相关，一般取值为 0.5-0.7 ㎡/人。 

5.5.5 停车位配建。学校类建筑应根据不同类型，按照《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

（2021 版）》配建车位，制定开通校车接送方案并通过相关部门审批的学校，机动车临时

停车位数可按照校车接送人数比例进行折减，具体折减指标由交通影响评价论证确定。校

址范围内应设置校车停车位，满足全部校车的停放需求。 

  

图 5.5.5  校车和定制公交示意 

5.5.6 分时接送。通过宣传和引导，推荐采取分时段错时上下学接送，减少短时集聚人流

量、车流量，缓解交通拥堵。 

  
图 5.5.6  学校分时接送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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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7 接送空间。根据学校周边的道路交通情况和学校建筑空间的配置标准，学校应设置

接送空间，供家长接送等待和驻足停留，一般学校接送空间主要有三种设置形式。 

1 利用学校出入口设置的接送空间。适用于出入口周边空间充足、学校位置离交叉口较

远且学校门口正对的道路为非城市主干道，且周边无较大的交通吸引或发生点的学校。 

 
图 5.5.7-1  利用学校出入口设置接送空间示意图 

2 利用学校内部场地设置的接送空间。适用于出入口空间不足，内部建筑设施不密集的，

且周边临近重要城市道路的改建学校。 

 
图 5.5.7-2  利用学校内部场地设置接送空间示意图 

3 利用学校地下空间设置的接送空间。适用于规模较大、地面空间紧缺的新建学校。若

学校本身设有地下职工停车空间，可以利用该空间进行接送交通的临时集散。中环范围内学

校应利用学校地下空间设置接送空间。 

 
图 5.5.7-3  利用学校地下空间设置接送空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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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8 地下接送系统。地下接送交通组织宜遵循家教分区、快送慢接、进出分流、人梯同

侧、安全超车的原则。 

1 家教分区。供教职工使用的机动车停车位应独立专用，与供家长接送使用的临时停车

位分区管理，保证教职工正常上下班停车需求。 

 

图 5.5.8-1  昆山市野马渡中学地下停车场接送系统规划 

2 快送慢接。早上家长车辆送客时临时停车时间很短（10-20 秒），送完之后仍需上班，

应设置落客区与车库出入口直接连通，保证送客车辆即停即走、快速进出，便捷直达、避免

绕行；下午家长车辆接客会提前到达，临时停靠时间较长（0.5-2 小时），应设置临时停车区

供接客车辆停放，待学生放学后驶离。 

 

图 5.5.8-2  昆山市城北小学西校区地下停车场接送系统规划 

3 进出分流。进入学校接送区与驶离学校接送区的机动车辆可分别选取不同的出入口和

路径行驶，简化行驶流线，提高车辆运转效率，减少对学校及周边交通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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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5.8-3  昆山市原开放大学地块地下停车场接送系统规划 

4 人梯同侧。接送等待区、临时休息场地应与临时落客区设置在同一侧，避免学生下车

后横穿车行道发生事故。当接送等待区、临时休息场地设置在地下时，应将其与通往地面主

体建筑的楼梯或电梯设置在同一侧。 

  

图 5.5.8-4  昆山中学地下停车场接送系统规划及实施情况 

5 安全超车。临时落客区应至少设置 2 条车道。一条是临时停靠车道，宽度应≥3m、停

靠带长度应≥30m，另外一条是超车道，宽度应≥2.8m。超车道应设置在临时停靠带左侧，保

证超越车辆、临时停靠车辆和上下车人群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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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工业类 

5.6.1 工业类交评审查内容包括：出入口设计、内部通道、停车位配建和交通组织等。工

业类项目种类较多，包括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知识技术密集型、仓储物流类型等，

出入口、总平面布局、停车设施应满足《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  

 

图 5.6.1  工厂类建设项目审查主要内容 

5.6.2 出入口设计。工业类项目出入口设置应组织人车分流、客货分流。 

1 主要人行出入口宜与车流、货流出入口分开设置，并应位于通往居住区或城镇的一侧。 

2 中型及以上规模等级的工厂或物流仓储建筑，应至少设置两个出入口。 

3 车辆进出口内侧宜设置车辆排队专用通道，避免办理进出场手续时对后续车辆及周边

道路产生影响。 

5.6.3 内部通道。工业类项目内部通道宽度、圆曲线半径、路缘石转弯半径、停车位尺寸

等应根据通行车辆种类、货车载重等级确定，并且满足车辆通行需求。 

1 物流建筑场区道路的最小宽度，单车道应≥4m，双车道应≥7.5m。 

2 当直列停车时，集装箱货车装卸站台边线至道路边线的距离宜≥货车总长的 1．5 倍。 

5.6.4 停车位配建。设计部门应明确厂区工作人员通勤模式，科学预估厂区交通结构，确

定停车需求量。按照程序报批后经审查单位审查后，确定停车配建指标。 

1 工业厂房采取建筑面积和职工数两种方式分别计算，结合专项分析确定停车需求量。 

2 厂区内部含研发办公建筑的，该建筑应按照工业办公指标测算停车位。 

3 工改 Ma 用地应根据实际需求配建停车位，条件不允许的，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

原因，可适度放宽标准。 

出入口设计

人车分流
客货分流

排队通道

内部通道

根据厂区需求
设计

停车位配建

建筑面积

职工人数

研发办公

交通组织

单向环通

短捷
不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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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交通组织。运输路线宜单向环通，保障物流顺畅、径路短捷、不折返。 

 
图 5.6.5  工业类型交通组织流线示意（项目交通流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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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表 

附表 6.0.1  建设项目出行的高峰时间推荐表 
 

不同类型的建设项目其人员出行的时间分布规律不同，根据相关城市研究成果，给出各

类建筑的早晚高峰时段的选取范围，实际工作中应参照表中的时段确定项目高峰时段。 

 
大类 中类 早高峰 晚高峰 

住宅 —— 7:00-9:00 17:00-19:00 

商业 

专营店 

10:00-11:00 

17:30-19:30 

综合型商业 17:30-20:30 

市场 16:30-18:30 

服务 

娱乐 8:30-10:30 17:30-20:30 

餐饮 11:30-12:30 17:30-19:30 

旅馆 7:30-9:30 17:00-19:30 

服务网点 9:30-11:00 15:00-17:00 

办公 —— 7:30-9:30 16:45-18:45 

医疗 —— 7:00-9:30 15:30-18:30 

学校 
小、幼、托 7:00-8:30 14:30-16:00 

其他 7:00-9:00 16:30-18:30 

交通 —— 7:00-9:30 17:00-19:30 

工业 —— 7:00-9:30 16:30-19:30 

场馆园林 —— 
根据具体项目参照城市类似建筑确定 

其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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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0.2  各类用地人流交通量生成率表（人次/百平方米建筑面积） 
 

由于车辆生成率与一个城市的交通方式结构有较大关系（公共交通发展水平），昆山市

私家车保有量不断增加，轨道交通建设完成后，居民出行方式不断变化，在交通影响评价预

测过程中，机动车吸发率依据实际调查数据或相关专项指标确定。 

 

大类 中类 
早高峰 晚高峰 

人流发生率 人流吸引率 人流发生率 人流吸引率 

住宅 

别墅 0.45 0.22 0.21 0.41 

商品房 0.86 0.27 0.34 0.55 

保障性住房 1.15 0.35 0.42 0.72 

服务设施用房 6.3 15.97 3.2 8.7 

办公 

行政办公 0.22 2.02 1.87 0.22 

商务办公 0.85 3.12 1.59 0.39 

研发办公 0.1 1 1.6 0.15 

商业 

综合性商业 

大型商业 0.32 1.66 4.88 5.78 

大型超市 0.12 1.55 11.52 11.56 

普通商业 0.15 1.72 4.14 4.52 

沿街商业 0.11 1.1 10.55 11.75 

市场 
农贸市场 35.1 35.9 26.03 24.55 

专业批发市场 0.32 0.62 1.38 2.16 

独立餐饮娱乐 0.37 2.55 4.69 7.46 

酒店 
星级酒店 1.02 1.2 0.86 2.36 

经济型酒店 0.74 1.2 0.86 2.36 

服务型公寓 0.85 0.24 0.85 0.24 

医院 

社区医院 8.1 9.85 8.1 9.85 

综合性医院或 

专科医院 
1.33 4.15 3.74 0.6 

学校 

中学 4.4 5.81 4.42 3.3 

小学 10.2 11.6 8.98 6.5 

幼儿园 5.74 7.94 6.92 5.1 

文化体育 
文化体育场馆 0.43 0.64 0.16 0.41 

园林与博物馆 2.7 1.08 0.25 0.55 

公园 

主题公园、 

郊野公园 
0.009 0.004 0.003 0.007 

城市公园 0.1 0.23 0.23 0.47 

工业 
工业厂房 

依据调查数据或相关专项指标 

仓储物流 

交通枢纽 

汽车站 

火车站 

货运站、 

物流中心 

注：表中医数据为吸发率推荐指，实际吸发率建议结合项目特征、调查数据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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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0.3  国内各城市各类用地人流交通量平均生成率表（人次/百平方米建筑面积） 
 

通过对比可知，昆山的建设用地人流量生成率整体处于中游的水平。其中居住用地人流量生成率略低于上海、深圳和广州，与苏州、佛山基本持平，主要由于昆山城

市人均住房面积明显高于另外三个城市，单位建筑面积居住人数相对较少。 

用地类型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重庆 南京 佛山 南昌 苏州 昆山 

早高峰 晚高峰 
早高峰 晚高峰 

早高峰 晚高峰 晚高峰 高峰小时 高峰小时 早高峰 晚高峰 高峰小时 早高峰 晚高峰 早高峰 晚高峰 
（单向） （单向） 

居住 1.08  0.99  0.75-1.5 - 1.21  1.60  1.5-2.5 0.8 - 0.93 0.83 1.6-2.4 0.46-1.53 0.62-1.14 0.67-1.6 0.62-1.14 

行政办公 1.31  1.02  3.3-4.3 3.4-4.4 1.37  1.17  1--3 1.0-1.3 - 1.79 2.09 2-16 0.99 2.09 2.24  2.09  

普通办公 5.39  3.63  5-7.5 6--9 2.62  2.23  2-5.5 3.5 2.57 1.87 1.75 2-4 3.82 1.98 3.97  1.98  

商业 8.56  9.87  6.6-11 6.2-15.4 4.94  10.43  10-30 6.2 7.76 3.13 5.5 10-20 - 1.1-10.7 0.94-1.98 3.5-22.3 

酒店 3.15  2.08  2.1-7 7.5-12.5 1.55  1.31  2-5 2.8 1.29 1.05 1.06 2-3 1.66 1.66-1.86 1.94-2.22 3.22  

学校 10.54  7.16  3.3-4.8 - 4.82  6.83  - 12--25 - 2.75 5.87 9-22 - - 10.21-21.8 5.48-7.72 

医院 8.27  2.74  2-4.4 8-8.8 6.65  6.04  - 7-12 3.72 3.84 2.82 4-12 4.43 4.43 5.48  4.34  

公园 - - - - 0.37  0.17  - - - 0.33 0.22 - 0.07 0.7 0.013-0.33 0.01-0.7 

工厂 - - - - 0.76  1.00  - - - 0.71 0.91 - 2.17 1.09 - - 

注：表中医院生成率为综合性医院或专科医院数据，其他类型用地结合不同建筑功能，提供单个或区间数据。 

 

  



 

52 

 

附表 6.0.4  建设项目设计方案主要技术指标交评审查表 

说明：①是否合规栏内，如合规打“√”，如不合规打“×”；②无此项内容打“/”。不合规的或可优化的设计指标，请在“备注栏”补充填写说明原因。 

审查项 审查要素 内容 指标要求 是否合规 备注 

基地出入口 

位置关系 

基地位于城市快速路或主干路旁 □ 不应直接设置于快速路，不宜直接设置于主干路    

基地位于主干路与次干路、支路相交

的位置旁 
□ 宜设置在次干路和支路上  

  

基地位于次干路与支路相交位置旁 □ 宜设置在支路上    

距离关系 

设置在主干路或快速路辅路上 □ 距平面交叉口应≥100m，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原因，应≥80m    

设置在次干路或主干路辅路上 □ 距平面交叉口应≥80m，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原因，应≥50m    

设置在支路上 □ 距平面交叉口应≥50m，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原因，应≥30m    

设置在辅道上 
□ 出入口距平面交叉口距离应≥80m，主路合（分）点距离应≥50m，如经主管部门认定为特殊原

因，应设置在基地最远端 
 

 

设置在 T 型交叉口处 
□ 对向道路小于双 4 车道的，可正对向道路设置，并纳入交叉口渠化设计及信号控制；否则不宜设

置在交叉口范围内 
 

 

设置在国道、省道和框架道路 □ 设置条件应与同等级城市道路标准一致，必要时需进行交通影响评估   

与人行横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

（包括引道、引桥）的距离 
□ ≥5m  

  

与地铁人行出入口距离 □ ≥15m    

与公共交通站台的距离 □ ≥5m，受限制时，可采用机动车出入口与公交港湾站一体化设计    

与桥梁、隧道起坡点距离 
□ 坡度≥2％时，距桥梁、隧道起坡点等宜≥30m 

□ 坡度处于 1％-2％之间时，在桥梁、隧道坡度范围内不宜设置出入口 
 

  

与铁路道口距离 □ ≥50m    

相邻出入口间距 
□ 主干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净距应≥100m，次干路上的基地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50m，支路上的

基地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30m；受基地周边规划条件的限制，可合并或正对设置；设有中央隔离

带的道路，异向出入口距离不受限制 

 

  

其他要求 

双向行驶的出入口车行道宽度 □ 7-12m    

单向行驶的出入口车行道宽度 □ 4-7m    

基地出入口与城市道路 □ 相交的角度应为 75°-90°，并具有良好的通视条件    

基地出入口闸机位置 □ 与道路红线距离：住宅项目≥6m，公建类型≥12m，工业仓储类结合厂区实际功能确定    

基地内部通道 

通道宽度 

供小型车双向通行的通道宽度 □ ≥6m     

供小型车单向通行的通道宽度 □ ≥4m     

供中型、大型车双向通行的通道宽度 □ ≥8m     

供中型、大型车单向通行的通道宽度 □ ≥6m     

车行道边侧慢行步道 □ ≥1.5m     

转弯半径 
供小型车通行的转弯半径 □ ≥6m     

供中型、大型车通行的转弯半径 □ 满足《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53 

 

审查项 审查要素 内容 指标要求 是否合规 备注 

机动车 

停车场（库） 

出入口设计 

位置关系 基地配置的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 □ 不宜直接与城市道路连接     

距离关系 

坡道终点面向城市道路时，与城市道路

红线距离 
□ ≥8m 

    

车库出入口起坡点平行于道路或与道路

斜交的，其缘石切点与道路红线的距离 
□ ≥5m 

  

坡道终点距基地内部道路边线的距离 □ ≥5.5m     

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之间净距 □ ≥15m     

与非机动车停车场（库）出入口净距 □ ≥5m     

数量关系 

机动车停车位≤25 个 □ 宜设 1 个双车道出入口或 1 个单车道出入口（完善交通信号和安全措施）     

25 个<机动车停车位≤100 个 □ 不少于 1 个双车道或 2 个单车道的出入口     

100 个<机动车停车位≤300 个 □ 不少于 2 个出入口     

300 个<机动车停车位≤500 个 
□ 不少于 1 个双车道和 1 个单车道的出入口；综合性商业、影剧院、中小学等项目（具体参见

4.6.2）不少于 2 个双车道和 1 个单车道的出入口     

500 个<机动车停车位≤1000 个 
□ 不少于 2 个双车道出入口；综合性商业、影剧院、中小学等项目（具体参见 4.6.2）不少于 3

个双车道的出入口     

1000 个<机动车停车位≤2000 个 

 住宅类不少于 2 个双车道出入口和 1 个单车道出入口； 

□ 综合性商业、影剧院、中小学等短时间内对城市道路交通影响较大的项目（具体参见 4.6.2）

不少于 4 个双车道的出入口，其他非住宅类不少于 3 个双车道的出入口     

2000 个<机动车停车位≤3000 个 
 住宅类不少于 3 个双车道出入口和 1 个单车道出入口； 

 综合性商业、影剧院、中小学等短时间内对城市道路交通影响较大的项目（具体参见 4.6.2）

不少于 5 个双车道的出入口，其他非住宅类不少于 4 个双车道的出入口   

机动车停车位>3000 个  出入口数量和出入口车道数量应经过交通模拟计算确定     

几何条件 

直线单向行驶的出入口坡道宽度  ≥4m     

直线双向行驶的出入口坡道宽度  ≥7m     

曲线单向行驶的出入口坡道宽度  ≥5m     

曲线双向行驶的出入口坡道宽度  小型车≥7.5m；轻型、中型、大型车≥10.0m     

机动车 

停车场（库） 

车位设计 

停车数量 数量 □ 满足《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     

尺寸要求 

车库双向行车道宽度 □ ≥5.5m     

车库单向行车道宽度 
□ 无车位进出的行车道≥4m，边侧有垂直式车位的行车道≥5.5m 

□ 其它类型应满足《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停车场布局 □ 无尽端式车位     

靠墙车位距离墙体距离 □ ≥0.3m 或车位宽度≥2.7m     

车位尺寸 
□ 垂直式小型车停车位尺寸≥2.4×5.3m，平行式小型车停车位尺寸≥2.4×6.0m 

□ 2021 年 7 月 15 日之后取得建设使用权的住宅项目，垂直式小型车停车位尺寸应≥2.5m×5.3m，

其它类型应满足《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机械式停车位 
行车道宽度 □ ≥5.8m     

车位尺寸 □ ≥5.5m×2.6m     

非机动车 

停车场（库） 

车位设计 

停车数量 停车数量 □ 满足《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   

尺寸要求 
车位尺寸 □ ≥2.0m×0.8m   

车道宽度 □ 满足《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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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 

1)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141-2010） 

2)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3)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标准》GB50352-2019 

4)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5)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GB51038-2015） 

6)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17) 

7) 《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50647-2011） 

8)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50688-2011(2019 年版) 

9)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GB51286-2018） 

10) 《城市道路公共交通站、场、厂工程设计规范》CJJT15-2011 

11)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2015） 

12) 《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 

13) 《城市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规范》（2017） 

14) 《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2013） 

15)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 

2 地方标准和规范 

16) 《江苏省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11 年版） 

17) 《江苏省城市道路交通设计指南》（2015） 

18) 《昆山市交通影响评价编制与管理细则（2022）》 

19) 《昆山市建筑物停车配建标准（2021 版）》 

20) 《昆山市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2020） 

21) 《昆山市道路品质提升设计导则》（2021） 

22) 《昆山市学校规划设计导则》（2020） 

23) 《昆山市建筑配建公交首末站设计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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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很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规定”或“应按……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