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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低碳城市建设指导方针的定义 

 

（１）指导方针的目的  

【指导方针的目的】 

阐述以下观点，支援地区社会团体的工作。 

①低碳城市建设的基本观点 

②检验低碳城市建设成果所必须的方法论、数据信息 

 

在各种社会活动集中、需要消耗极多能量的城市里，每天都在排放着大量的温室效应气体，这

些气体是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在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达成计划中，也要求城市必须采取相

应的措施进行调控。 

另外一方面，由于城市中的各种社会活动繁杂多样，所实施的气候变暖措施涉及到社会的各个

领域，所以要求在明确实施何种措施才能达到 好效果的同时，也需要通过掌握城市级别的温室效

应气体的排放量和吸收量的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因此也需要有一个能够预测减排效果方法论。 

因此，为了能够在低碳城市的建设中，明确必要事项和基本观点、方针措施以及相关措施、低

碳城市建设的实施效果的把握方法，以支援地区社会团体的工作为主要目的，制订了本指导方针。 

本指导方针的内容会根据以后的情况以及经验的积累不断进行完善。 

（２）指导方针的构成 

本指导方针由 3 篇内容组成。「第Ⅰ篇 低碳城市建设的观点」是低碳城市建设的绪论，对基

本的观点进行阐述。「第Ⅱ篇 低碳城市建设的方法」将从交通与城市结构、能源（民生家庭、民

生工作）、绿化这三个切入口开始，针对低碳城市建设相关措施的实施方法进行论述。「第Ⅲ篇 低

碳城市建设措施的效果分析方法」将对各种措施的实施效果的把握方法等进行说明。 

（３）指导方针的对象和范围 

① 符合条件的温室效应气体的种类 

作为符合条件的温室效应气体的种类，「CO2」是占据日本温室效应气体的多半、与城市结构关

联极深的能量源。 

② 指导方针中所包含的措施的实施范围 

本指导方针以有利于 CO2减排的城市建设相关的各领域软硬件为措施实施范围。 

③ 减缓措施和适应措施 

IPCC（气候变化相关的政府间研究机构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将

措施分为两种，一种是「减缓措施」，通过削减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来减缓气

候变暖的进程；一种是「适应措施」，对于排放温室效应气体而导致的现象（气温上升等），在社

会和经济层面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整以便尽可能减轻其造成的不好影响。作为与该分类相对应的城

市建设方面的措施，「减缓措施」包括，向集约型城市结构进行转换、积极促进公共交通的利用、

有效利用能源、通过城市绿化等增加 CO2的吸收。另外，「适应措施」包括，对局部地区发生的大

雨和高温等灾害采取相应措施，为防止水资源枯竭而采取的高效水资源利用措施。今后的气候变暖

措施将主要放在重视「减缓措施」和「适应措施」上，同时兼顾两者的比例平衡。 

第 1 章主要针对该指导方针的目的、基本构成、主要内容，以及在哪些情况下可以使用该指导方针

进行简要说明。 



 

本指导方针首先将重点放在「减缓措施」上，这也是应对气候变暖的 治本的措施。同时，对

于「适应措施」将考虑在今后的指导方针修订版中进行详细论述。 

 

（４）预期的使用领域 

本指导方针将针对低碳城市建设的基本观点、低碳城市建设的方针政策以及措施的效果分析方

法等进行说明。 

 

本指导方针是根据地区自治法第 245 条 4 的规定所制定的“技术性建议”，其使用取决于地区

社会团体的判断，使用领域如下： 

 对城市总体规划进行重新规划时，考虑对整个城市进行低碳城市建设。 

 在制定城市和地域综合交通战略等规划和完善城市交通设施、进行二次开发、完善城市规划设施

时，考虑进行低碳设计。 

 制定新城区规划时，吸取本指导方针中的低碳城市建设措施相关效果的积累经验。 

 进行低碳城市建设措施的效果分析。 

对于以上使用领域的详细使用方法，将会在今后对本指导方针进行改版时，对相关内容进行充

实。 

 

另外，本指导方针虽然由能够对低碳城市建设进行综合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地区社会团体的城

市建设的担当部门来主导进行实施完成，但同时还考虑了与研讨城市整体环境措施的环境部门、各

种措施实施的担当部门一同进行合作实施的情况。 

 

本指导方针中阐述了低碳城市建设措施实施的效果分析方法，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该方法，

本指导方针在考虑到以下几点的基础上进行了阐述。 

 把评测所需要的基本数据作为地区社会团体经验积累的方法论（城市规划基础调查的运用等）进

行记载 

 考虑到数据的局限性和地区社会团体工作上的负担，对于可行的评测方法采取多种形式进行记载 

 



 

 

 

第 2 章 低碳城市建设的背景 

 

 

（１）气候变暖和城市活动的现状 

①城市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 CO２排放量在整个排放量中所占比重已经过半 

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生存的一个重要环境问题，而人类活动所排放的温室效应气

体便是一个主要的原因。CO2占了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一大部分。在日本的 CO2排放总量中，对城市

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较大的家庭领域和办公室以及商业等业务领域、汽车铁路等运输领域的排放量大约

占据了整体排放量的 50%。 

 

 

图 1 日本的 CO２排放量和城市活动（2008 年度数值） 

 

（２）城市活动和城市结构与气候变暖的关系 

①城市活动各领域中与 CO2排放活动相关的变化 

城市活动中 CO2排放量增大的原因： 

• 在运输领域，汽车越来越普及，同时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私家车的依赖性越来越高 

• 在业务领域，办公室和商场越来越大型化、24 小时营业等造成能源使用量增大 

• 在家庭领域，小家庭、独身人士的增加带来家庭数量的增加，从而造成房屋使用面积的增长、

IT 产业的发展和家用电器产品越来越大型化 

• 相比方便性、舒适性、经济性而言，人们建造了更多忽视节能和低碳的房屋建筑 

• 随着建筑物和商场面积的增大，绿地和水的面积变得越来越少，导致发生热岛效应，从而加大

了冷气空调的能源消耗，以致陷入一种热环境的恶性循环。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绿化减少，CO2吸收量也相应地减少 

等等 

 

第 2 章将针对地球气候变暖和城市的关系、什么样的城市活动会对气候变暖产生影响、以及为什么

必须推广城市低碳化活动等进行说明。 

出处：2008 年度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确定值（环境部） 



 

 

 

前桥市的事例 高知市的事例

※1 人均CO2排放量只限运输旅客领域
出处：平成18年环境白皮书

人均CO2排放量＝1.21吨

前桥市的上班和上学所利用的交通工具

徒步
铁路和电车
乘用公交车

公司和学校的公交车
家用车/包车/出租车

摩托车
自行车
其它

凡例
12小时
汽车流量(台) 铁路种类

私铁

JR

车站

人均CO2排放量＝0.87吨

人口（人） 徒步
铁路和电车
乘用公交车

公司和学校的公交车
家用车/包车/出租车

摩托车
自行车
其它

高知市的上班和上学所利用的交通工具

凡例
12小时
汽车流量(台)

私铁

JR

车站

铁路种类

人口（人）

②城市结构和 CO2排放量 

前桥市和高知市的城市面积以及人口规模几乎相同，但是前桥市的市区密度低，对于汽车的依

赖度比较高，结果导致在运输领域的人均年 CO２排放量比高知市大约多出 4 成。 

 

 

 

       

 

 

 

 

 

图 2 前桥市和高知市的人均 CO2排放量（运输领域）的对比 

 

城市功能如果布局分散，将会在各个层面上对地球环境、甚至生活环境产生影响，从而出现相

应的问题。它将会增加更多私家车的使用，使得移动距离变大，从而增大 CO2排放量，加重环境负

担。另外，还会加大市区内道路的拥堵状况，对生活环境造成较高的负担。以往为了能够快速解决

城市化加大而造成的人口急速向城市集中的问题，往往对于那些土地并没有得到高效利用的城市中

心地区原样保留，反而向城市的周边外缘地区拓展，并在这些地区建造住宅。结果，随着城市结构

向外延伸越来越大，不仅导致城市出现交通问题，而且也加大了城市环境的负荷。鉴于以上问题的

出现，近年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建设紧凑型城市的必要性，将城市向环境负荷小的结构转变。 

 

 

 

 

 

 

 

 

 

 

 

 

 

图 3 运输领域能源消耗的变化图 

 

另外，随着绿地减少、人工散热增大、市区密度变高、通风和水循环恶化，热岛效应不断加重，导

致城市中的温度不断上升。同时，由于商务楼群高度封闭化、电脑发热等造成长时间使用冷气空调，甚

至在取暖期也要打开冷气降温，从而加大了对能源的消耗。 

综上所述，全球气候变暖和城市有着非常大的关联性，有必要考虑对城市结构进行改造，以便能够

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 

资料：资源能源厅《综合能源统计》

能源消费量

能源消费量

航空 航空
海运

海运
铁道

铁道

小汽车

小汽车

公交车

公交车

7倍

资料：内阁府《国民经济统计年报》，资源能源厅《综合能源统计》

货物的能源消费
旅客的能源消费
运输部门全体能源消费



 

 

 

第 3章 低碳城市建设的基本观点 

 

 

 

 

（１）城市活动与城市结构与CO2的关系 

如果要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进程，减少CO2的排放和增加CO2的吸收是 基本的措施。在日本，CO2

排放是主要的能量源，所以作为减少排放的措施， 根本的就是要在运输、民生、产业等各领域推进节

能的同时，考虑如何导入未开发能源、可再生能源。 

另外、作为吸收CO2的一项措施，应该增加市区内的绿地、市区中的耕地和林地，不断扩大吸收源。

同时这样的城市绿化也能够减少城市的热岛效应。 

正如在第2章中所述，城市结构的变化也会影响CO2的排放，所以通过合理配置城市的空间形态和

城市功能、城市绿地、城市空地，让城市结构变得更加低碳化，同时也要在与之相对应的各个领域开展

低碳化工作。 

（２）向集约型城市结构的转换 

所谓集约型城市结构是指：将城市圈内的中心市区以及主要交通节点周边地区定位为城市功能集中

的地点（集约地点），通过公共交通网络将集约地点和城市圈内的其它区域有机连接起来，使得这个城

市圈内的大多数人能够生活方便并确保该城市圈整体的可持续性发展。 

（３）向集约型城市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低碳化工作 

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向集约型城市结构进行转换的同时，也要相应地采取削减CO2排放、增加

吸收量的措施。根据上述城市结构和低碳化的关系，将低碳型城市建设分为以下三个领域： 

（交通与城市结构领域的措施） 

从交通能源消费的角度来看，小型市区能够保证人们可以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方便的生活，这

样能够缩短人们的移动距离，减轻交通压力。另外，随着移动距离的缩短，也促使人们在外出时不使用

汽车而转向徒步或者利用自行车。同时，随着交通需求密度的增高，公共交通工具的利用率也会提高，

从而能够带动服务水平的提高，实现从利用汽车到利用公共交通的转换。 

第 3章主要针对低碳城市建设的观点和方针进行说明。 

在对城市进行集约型结构转换的过程中，也要对与转换相对应的各领域进行低碳化建设。 

作为一个低碳城市建设的观点，本章将介绍在向集约型城市结构的转换以及与其相关的交通与城市

结构、能源、绿化这三方面应该采取的相应措施。 

 



 

 

 

（能源领域的措施） 

另外，向集约型城市结构的转换也可以为城市的能源系统向高效低碳方式转换具备相应的条件，

好的方法是两者整体同步进行。 

集约地点的高密度复合式土地利用使得住宅区得到集中建设，更加节能，同时通过能源需求密度的

提高和能源需求的平均化，使得高效能源系统的导入更加简单。另外，通过鼓励城市中的未开发能源的

储存场地（工厂、垃圾处理厂、污水处理厂等）和临近城市功能的土地开发利用，从而让使用低碳能源

的能源系统也能够更加容易导入。 

（绿化领域的措施） 

要想实现城市低碳化，必须重视城市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绿化”。绿化不但是CO2的吸收

源，同时也能够借助它中和城市气候的功能，间接地减少冷暖气等释放的CO2的排放量。另外，从生物

能源利用的角度考虑，绿化的作用也非常重要。如果在转换城市结构时，对城郊以及市中心的绿化从质

和量上进行充实，将会对城市的低碳化建设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如上所述，在进行集约型城市结构转换的同时，开展低碳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城市中

的各种活动都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低碳化工作的开展并不是仅局限于集约型城市结构化转换方面，与低

碳具有直接关系的措施（未开发和可再生能源的导入等），以及其它有助于实现低碳化的措施（交通措

施、林地和耕地的保护等）等都可以考虑。 

尤其是城市建设，很多情况下都需要达成多种目标。在城市建设中考虑实施低碳化时，不但便捷性、

防灾性能、保持城市活力等等这些都是建设一个城市所需要实现的目标，而且综合性地实施与低碳化相

关的各种措施（例如，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建筑物使用面积、交通流量等活动量的增大，与如何正确对

待与削减CO2这两者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对于人口减少和人口老龄化、城市经营成本的高效化等情况，应该建设具有「集约型城市结

构」的紧凑型城市。即按照基于地域特点的选择，一定程度集中居住，并在该地域集中所必要的城市功

能和公共服务，从而实现高效的、具有良好居住环境和交流空间的城市。这样的「集约型城市结构」同

时也是低碳型的城市结构。所以，进行低碳城市建设重要的是：必须自然而然地考虑到，集约型城市结

构化建设及其所带来的城市运营管理成本的削减、绿化的增加带来城市景观的改善，这些对于实现城市

其它目标也有很大帮助。 

 

 

 

 

 

 

 

 

 

 

 

 

 

 

 

图 4 城市措施和低碳措施的关系 

与低碳有直接关系的措

施（事例） 

导入节能机器 

（家用电器等） 

促进节能行动 

推广环保汽车 实现其它目的的同时， 

有益于低碳化的措施（事例） 

交通措施 

向集约型城市结构转换 

普及环境共生型建筑

林地和耕地的保护 

普及未利用和可再生能源 

能源的大面积使用 

导入节能设备 

（热水器等） 

热岛效应措施 

防灾措施 

城市措施

实现城市建设所具有的便捷性、防灾性能、保持城市活力的同时，

综合性实施与低碳化相关的措施 

城市绿化 



 

 

 

低碳城市建设的观点和方针 

 

 

 

 

 

 
低碳城市建设的观点 

  向集约型城市结构转换 
• 高效利用土地资源，保护多样的自然环境，实

现紧凑型、多样化的集约型城市结构⇒方针1 

• 实现不过分依赖汽车交通的交通体系⇒方针

2,3 

与集约型城市结构转换相对应的低碳化建设 
• 城市结构转换是采取能源领域和绿化领域措施的条件，是其展开

的契机。 

• 改善高耗能型城市活动，确立地区可循环能源供给体系⇒方针

4,5,6 

• 确保城市每一处的绿化空间⇒方针7,8,9 

 

  

Ｃ．保护绿地，推进城市绿化（与自然和谐相处） 

Ｂ．高效利用能源，合理利用未利用和可再生能源（改善高耗
能型城市活动）

Ａ．紧凑型城市结构的实现和交通措施 

（从分散型城市结构向集约型城市结构的转换） 

方针４ 改造为有助于低碳化的节能建筑 

●以集约化所带来的建筑物改造为契机，实现能源利用的高效化 

●提倡建设能够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处的节能建筑 

方针５ 能源的全面灵活利用 

●以一体型城市功能改造为契机引入大面积能源系统 

方针６ 利用未利用和可再生能源 

●调整未利用能源的储存量和需求 

●灵活利用可再生能源 

●以城市开发为契机，促进未利用和可再生能源的全面导入 

方针９ 对热岛效应采取措施，改善热环境 

●对热岛效应采取多种措施，合作改善热环境 

方针７ 保护吸收源 

●保护、建设绿地 

●与市民联合推进城市绿化

方针８ 推进木质生物能源的利用 

●在保护和管理绿地＋市区中使用木质生物能源 

方针１ 

集约型城市结构的实现 

●在集约地点设立公共设

施和服务设施并提倡居住 

 

●土地使用的多样化（混

合型使用）所带来的能源

需求的均衡化 

 

●提倡在未利用能源的周

边地区建设大规模的需要

热能的设施 

 

●推进市区的绿化，保护

周边地区的绿地，形成绿

化网 

 

方针３ 

推广利用公共交通工

具 

●完善公共交通工具，

改善服务 

 

方针２ 

推进交通流措施 

●完善道路交通建设，

使汽车交通更加畅通

 

●交通需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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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城市中的CO2排放情况和排放构成，选择高效的CO2减排措施。 

• 为此必须掌握当前的CO2排放量，并与其它城市进行比较，以便对应该在哪一个领域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作出正确的自

我诊断。 

• 对于如何根据上述自我诊断选择具体措施，针对集约型城市结构转换的低碳建设，在「交通与城市结构」、「能源」

和「绿化」领域提出9点方针。→根据第Ⅱ篇中9的方针所汇总的措施。 

城市结构的变革与低碳化具有很大的关联性，所以在对城市进行集约型结构转换的同时，也要相应

地在能源领域和绿化领域开展低碳化建设。



 

 

 

低碳城市建设措施项目 

 

 

 

     

 
交通与城市结构领域 

 

 
能源领域 

绿化领域 

项目６  削减能源负荷的措施 
            ①老旧建筑物的大面积重建  ②区域、能源、管理、系统(AEMS)  

项目７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措施 
            ①能源的大面积利用(a.地区空调和供暖 b.建筑物间热融通)  ②土地利用的复合化  

项目８  使用未利用能源的措施 
            ①垃圾处理厂排热  ②下水道设施的未利用能源  ③河流和海水的温差能源  ④地下水的温差能源 

        ⑤工厂排热  ⑥地铁和地下街的排热  ⑦冰雪冷热 

项目９  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措施 
            ①利用太阳能（a．利用发电 b．利用热能）  ②利用地热  ③利用生物能源 

项目１０  基于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规划及条例等的措施
             ①与公共交通和土地使用相关的绿地政策  ②绿化带构想  ③有效利用耕地  ④对空闲地实施绿化 

项目１１  推动公园绿地的建设和城市绿化的措施 
             ①植树项目  ②贡献于社会和环境绿的绿地评测系统（SEGES）   

项目１２  绿化管理和培训措施 
             ①绿荫道路项目  ②市民的森林   

项目１３  绿化税和合作金制度 
             ①县民绿化税  ②绿化税条例  ③绿化合作金  ④企业赞助商 

项目１４  保护并正确管理大规模的绿地 
             ①自然再生项目  ②木质系资源的循环利用系统 

项目１５  木质生物能源的有效利用 
            ＜可再生能源＞ 

             ①森林管理和木材利用项目  ②推进森林措施，活用木质生物能源  ③木质生物能源气体化发电项目 

            ＜有机肥的活用＞ 

             ①绿化高速公路  ②绿化税条例  ③绿化合作金  ④企业赞助商  

项目１６  热岛效应措施 
            ＜广域范围＞ 

             ①宏观模拟  ②城市环境基础设施的综合设计  ③特别绿地保护区域 

            ＜城市范围＞ 

             ①城市环境气象图  ②绿化地区制度  ③水和绿化网络  ④考虑到风道等的水和绿化网络 

            ＜地区范围＞ 

             ①考虑到风道的开发  ②绿色隔离带  ③在校园铺设草坪  ④绿化率  ⑤绿荫的形成 

项目１  向集约型城市构造的转换 
            ①集约重点地区的公共设施及服务设施等的布局及居住的引导 

项目２  道路建设（改善行驶速度） 
            ①汽车交通通畅化的道路建设  ②路口的立交化  ③拥堵铁路道口等的对策   

④智能交通系统(ITS)的推动  

项目３  汽车交通需求的调整（交通需求管理） 
            ①Ｐ＆Ｒ、Ｐ＆ＢＲ  ②运输专用道  ③车辆共享  ④拼车  ⑤使用自行车的环境建设  ⑥在家办公  

⑦移动管理  ⑧停车管理(城市边缘停车场、停车场供应控制、停车费用的控制)  

项目４  公共交通建设 
            ①铁路、LRT、BRT的建设  ②社区公交的引进  ③公交线路的改进  ④站前广场等的交通枢纽建设  

项目５  促进公共交通工具的使用 
            ①恰当的运费设定  ②运行频率的改善  ③公交车站服务的改善  ④IT技术的灵活使用(IC卡引进等)  

 

实现低碳型的集约型城市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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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将按照交通与城市结构领域、能源领域、绿化领域分别对措施项目和各种措施的事例进行整理

说明。 



 

 

 

CO2削减和吸收量的推算 

 
 

 
运输领域中的CO2的主要产生源是汽车，占整个运输领域的大约9成。所以，减少来自汽车的CO2所采取的
措施属于交通和城市结构领域的低碳措施。 

 
交通领域中CO2排放量的计算式与措施的关系

CO2排放量＝交通量×移动距离（走行长度）×排放原单位 

＜交通与城市结构领域的效果分析、效果预测方法的选择＞ 
交通与城市结构领域中的三种效果预测方法

方法１ 

方法２ 

方法３ 个别特定措施实施效果的计算方法 
※措施的实施效果的成绩有时比较少，需要对措施实施时的必要前提条件进行设定并评测 

使用人口流动调查数据的计算方法 
※通过四阶段推算方法，根据所设定的交通情形来计算措施的效果

使用人口普查OD调查数据的计算方法 
※根据各个城市的具体条件，按照措施实施的影响范围和削减效果的计算事例进行计算 

＜交通与城市结构领域的CO2排放量的计算方法＞

 
在能源领域的低碳措施中，由于是将建筑物作为排放源来削减CO2排放量，所以活动量使用建筑物使用面
积来掌握CO2排放量。 

 
能源领域的４个方向性 

 
 

能源领域CO2排放量的计算式
CO2排放量＝建筑物使用面积×建筑物能源负荷原单位÷热源设备综合能源效率 
         ×能源类别排放系数  

＜能源领域CO2排放量的计算方法＞

①减轻建筑物的能源负荷 
 →建造冷气、暖气的热量较少的建筑物，以降低「能源负荷原单位」 

②提高建筑物以及地区和街区能源的利用效率 
 →导入热效率高的设备，提高「热源设备综合能源效率」 

③充分利用城市的能量源――未开发能源 
 →用未开发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减小「能源种类排放系数」 

④充分利用城市的能量源――可再生能源 
 →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减小「能源种类排放系数」 

因为建筑物使用面积为前提条件，因此只能针对使用面积之外的CO2排放量的其它要素进行改善，为此
针对能源领域的低碳城市建设设置了以下４点方向性的内容。 

 
城市绿化是城市唯一能够采用的吸收源措施。另外，由于乔木相关的固定和吸收量数据基本上已经完善，
所以保护并建设城市绿化的相关活动中，「CO2的固定和吸收」效果能够直接实现低碳的定量化。 

＜绿化领域CO2固定和吸收量的计算方法＞

 
CO2固定和吸收效果＝活动量1×吸收系数1＋ … ＋活动量ｎ×吸收系数ｎ 

绿化领域CO2固定和吸收效果的计算式



 

 

 

仿真推算事例 

 

 

 

 

2050年集约型城市的交通方面的CO2排放量， 
  与现在的情况相比   减少24.0% 
                 （82万t- CO2 /年） 

集约型城市结构化（人口向重点地区集中） 所产生的高效出行的效果  
                 ：减少12.0%       
交通措施实施的效果     ：减少4.9%  
人口减少的效果         ： 减少7.1% 

 

（人／ha）
0～20
20～40
40～70
70～100
100～

※可以通过更改前提条件，比较各种不同措施的组合。 

现在 

根据各种不同的措施组合，
算出相应的城市整体CO2排放
量的变化情况 

未来(2050年) 

设定城市建设措施的 
相关前提条件 

(30个以上的主要项目，可进行更详细设定) 

・夜间人口的配置和密度（集约度） 
・交通设施的完善状况和软件措施的实

施状况 
・建筑物的改造 等 
 

系统地整理各要素 
并进行仿真计算 

    夜间人口密度 

Ａ：市中心   78→120人/ha 

Ｂ：重点地区   50→80人/ha 

Ｃ：主要交通线 46→60人/ha 

Ｄ：周边地区   40→20人/ha 

Ｅ：郊区       3.3→0.9人/ha 

仿真的前提条件 
・夜间人口、白天人口汇集在重点地区（城
市结构的集约化） 
・完善道路、铁路等硬件，并采取措施提高
公共交通的便捷性 

 

根据指导方针，以仙台城市圈为试点，通过实施大胆的措施，得出了以下的仿真结果。 



 ＜资料获取方法＞ 

  《低碳城市建设指导方针》可由下列的国土交通省网页获取。 

   http://www.mlit.go.jp/crd/city_plan/teitanso.html 
 
 ＜问讯服务＞ 

国土交通省 城市与地域建设 城市规划科 
 
 
  

   国土交通省 城市与地域建设局 城市规划科

  Tel  ：03-5253-8111（总机） 

  Fax  ：03-5253-1590 

  Mail ：tokei@mlit.go.jp 
 
 ＜发行日期＞ 

  201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