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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网络化时代深圳城市
综合交通一体化研究
◎ 邵 源 宋家骅 杨宇星

慢行交通的接驳问题，也成为阻碍轨道交

通扩大服务范围、发挥最大效率的首要因

素。在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方面，

轨道交通网络化促进了城市发展骨架更远

伸展，直接拓展了城市通勤圈，提升了整

个地区价值。但与此同时，各城市都遇到

了土地利用与轨道交通规划结合不紧密、

轨道站点规划设计对车站周边土地发展预

计不足、轨道站点周边的地下空间开发各

自为政等众多问题[2]。

因此，轨道网络化时期必须围绕轨

道对涉及土地利用、公交、道路和慢行交

通系统在内的各类设施的规划、建设、运

一、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进程的

快速推进，各城市轨道交通经历了从无到

有、从单线独立运营逐步向多线协同运营

转变，城市交通逐渐进入了轨道网络化的

新时期，并体现出新的特点。

在轨道交通自身服务功能方面，各

条线路在地区和方向上互相补充，通过换

乘站有效衔接，使得轨道交通的通达性逐

渐增强[1]。然而，同时暴露出的轨道交通

与站点周边道路网、常规公交、自行车和

摘  要：在轨道网络化新时期，城市交通体现出新的特点，也提出了新的发展要

求。以城市交通发展阶段为指导理论，分析新时期城市交通发展策略，提出以轨道为

核心对公交、土地、道路、慢行系统等进行一体化的整合，并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

以确保一体化理念的落实。深圳的实践探索对于大规模集中建设轨道交通的城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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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和管理进行系统的一体化整合与优化，

对不同区域采用不同整合优化策略，才能

实现轨道网络和城市出行的效率最优。

二、城市交通发展历程与存在
问题

（一）城市交通一般发展历程

香港、新加坡与我国大多数大城市

的城市特征和交通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相

似性，因此其交通发展经验为我国城市提

供了良好的借鉴。香港、新加坡交通的发

展可以以公共交通的变化为标志划分为三

个独立的阶段[3]：

阶段一：社会经济处于较低的发展

阶段，主要通过发展地面常规公交系统满

足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同时由于能够对

常规公共交通形成有效的补充，公共中小

巴等辅助性客运系统逐步兴起。

阶段二：随 着 社 会 经 济 的 快 速 发

展，交通需求迅速增长，原有单一的常规

地面公交难以满足交通需求，开始投资兴

建轨道交通，并开始整合轨道交通与常规

公交系统，同时限制辅助客运系统，以提

高客运交通系统的效率。

阶段三：社 会 经 济 发 展 到 较 高 水

平，通过多模式客运交通方式的全面整

合，形成综合、协调、高效的客运交通体

系。

我国大多数正在开展轨道交通建设

的城市都已经进入交通发展的第二阶段。

在这一阶段，随着轨道成网后会产生网络

效应，轨道交通逐渐吸引更多的乘客。整

个轨道交通网络的总客流量呈跳跃式增

长，每有一条新的轨道线路投入运营，都

带来轨道交通网客流的激增。长距离出行

逐步由道路交通向轨道交通方式转移；轨

道公交竞争加剧，客流逐渐转向轨道，轨

道同方向公交线路客流下降，导致公交线

路和班次的萎缩。由于轨道的高可达性，

城市土地价值随着轨道成网后重新分布，

进而影响全市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形态，

在城市新城建设和旧城更新中，轨道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二）深圳交通发展阶段及存在问题

2004年底，深圳市地铁一期工程建

成通车，标志着深圳市迈入交通发展的第

二阶段。根据建设计划，2011年前深圳将

建成总长约178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在

深圳轨道建设初期，以轨道为核心的交通

工作存在着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轨道衔

接和相关设施未能得到系统、全面的建设

和调整。由于轨道、道路等各类项目没有

 
图�  交通发展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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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的协同建设规划，轨道大规模建设

并逐步投入网络化运营后，暴露出综合交

通系统的运行效率不高的问题，如公交接

驳场站、衔接道路等配套设施未能系统地

协同建设，公交系统未能结合轨道建设进

行系统的调整等。

随着轨道交通建设的不断推进，深

圳城市交通系统必将向多模式、一体化的

方向发展。在这一阶段，要求在规划、设

计、建设和运营服务等各个层面，以轨道

交通为核心对公交、道路以及慢行交通系

统等进行系统整合，确保深圳的城市交通

发展顺利由第二阶段进入到第三阶段。因

此，需要围绕轨道交通制定城市综合交通

一体化整合策略，并进行具有前瞻性的多

模式交通综合规划。

三、以轨道为核心的综合交通
一体化整合策略

结合深圳城市发展特点，围绕轨道

对综合交通系统进行一体化整合与优化，

要求以轨道为核心整合公共交通系统，采

取高效的客流喂给（换乘与接驳）措施，

探索轨道的网络化运营阶段的公交运营模

式改革，提供合理的公共交通资源分配和

价格体系，提供可支付的、高品质的公交

服务；要求协调交通与土地的关系，提高

站点覆盖人口数，沿轨道实现深圳东中西

三条城市发展轴线上的平衡；要求道路资

源分配向轨道、公交倾斜，引导客流向轨

道和公交转移；要求优化出行链末端，针

对不同区域特点提供利于提高轨道吸引

力、以人为本的步行和自行车出行条件。

为满足上述要求，深圳必须以轨道

为核心进行各类交通基础设施供给规模的

校核与测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轨

道与土地、公交、道路及慢行交通的一体

化整合策略。

（一）轨道为核心的供需平衡分析

由 于 受 到 财 政 投 资 水 平 、 土 地 资

源、国家相关规范等的制约，交通基础设

施的供给水平不可能无限制地提高，必须

对未来区域内轨道、公交、道路等交通基

础设施可能达到的供给水平进行初步匡

算。针对区域经济、土地利用、交通发展

可组合成多个前景假设方案，测算未来可

能的交通需求，通过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

提高交通设施的供给水平来满足，最终实

现交通系统的供需平衡。随着轨道交通的

大规模建设并投入运营，必须对传统的交

通供需平衡测试方法进行调整，以轨道交

通为核心要素（作为设施约束）进行全市

公交分担率发展目标计算，并确定轨道、

公交、道路等各类资源的供应规模。优化

后的交通供需平衡测试的假设前提主要包

括：轨道客运规模最大化；为保持供需平

衡，道路至少需要承担一定量的公交需

求。

 
图2  交通系统平衡测试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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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轨道与公交整合

面向轨道网络化和轨道公交一体化

趋势，必须统筹轨道和常规公交规划、建

设与运营管理，形成功能层次分明、网络

布局合理、换乘衔接方便的一体化公交系

统。以大运量轨道交通为规划、建设和运

营核心，从线网布局、基建设施、经营模

式、运营服务等方面进行系统整合，形成

一体化公交系统。

�. 网络整合

大力推进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的线

网整合，根据各类公交模式的发展定位，

结合公交客流需求，构建功能明确、层次

清晰、结构合理的一体化公交线网。围绕

轨道网络布局，按照“内减外增、适度竞

争”的总体原则优化现有常规公交线网。

中心城区遵循“内减”原则，在不降低网

络覆盖率的前提下，对与轨道重叠线路进

行归并、减能和调整站距，适当增加轨道

垂直和相交方向的高密度短线。外围区按

“外增”原则增加公交线网密度，大力提

高轨道覆盖范围以外区域常规公交覆盖

率，形成以枢纽、轨道站点为核心的外向

辐射网，并逐步推进深圳与接壤城市的

（东莞、惠州）公交一体化衔接。

2. 基建整合

加强对轨道公交接驳场站用地的控

制，优先保证场站用地需求，结合轨道建设

同步建设公交接驳换乘枢纽。合理规划公

交接驳场站，实现轨道公交换乘无缝化衔

接。集约化使用公交场站用地，推动地上、

地下空间的一体化综合利用，在核心城区

合理考虑多层、立体化方式建设综合车场，

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在城市外围地区交通

枢纽选择性建设P+R停车设施，形成外围区

进入中心城的换乘中心。根据公交需求和

道路条件，结合轨道规划中运量交通系统，

合理布设公交专用道。加强对公交专用道

的监控和管理，保障公交路权。

3. 模式整合

根据轨道线网布局以及轨道和常规

公交现有的运营模式，借鉴新加坡轨道公

交区域专营模式，分区域整合地铁公司和

常规公交运营公司。通过企业重组，促进

公交资源的优化整合。经营者在专营区域

内获得垄断经营权，依据政府一体化发展

策略框架制定详细服务规划，围绕轨道进

行系统的常规公交线网布局和运营组织。

一方面加强常规公交与轨道的衔接和喂

给，缩短轨道交通出行链前端和末端时

间，优化协调运营组织和服务；另一方面

从总体上调配公交线路和运力配置，进行

冷热线搭配，减少常规公交与轨道的恶性

竞争，加强对轨道未覆盖地区的公交服

务，均衡经营收益，减少企业对政府财政

补贴的依赖。

4. 服务整合

通过价格和体制改革引导公交与轨

道整合，引导公交线路与轨道站点接驳；

通过智能交通手段监管公交运营，提高服

务水平。结合轨道和公交市场运营模式改

革，协调运行组织，提供衔接良好的运行

时刻表，提高使用者换乘效率。此外，应

提高公共汽（电）车的服务标准，有计划

地发展“人性化”的公共汽（电）车，满

足不同乘客的要求和期望。

（三）轨道与土地整合

《 深 圳 市 整 体 交 通 规 划 》 提 出 了

“轨道带动发展”的发展策略，其重要内

容就是通过TOD（Transit Oriented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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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公交导向发展）模式实现轨道站

点周边的高密度开发，整合各类交通设

施，加强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

接，引导出行交通向轨道站点聚集。因

此，必须以轨道交通建设带动沿线片区的

新建和改造，引导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优

化调整，促进土地集约化开发，加快深圳

特区内外的一体化进程。

�. 优化轨道选线及站点选址

把轨道交通与沿线土地利用协调作

为轨道线路、站点选择的主要依据。轨道

线路必须与城市发展轴紧密结合，覆盖城

市高密度建成区、重点发展地区和重点改

善地区。轨道站点必须覆盖主要的商业中

心、交通枢纽中心、大型居住区和其他的

活动中心。

2. 优化城市空间布局结构

全面协调城市规划与轨道建设，宏

观层面实现轨道布局与产业布局和空间结

构的同步调整，形成以轨道线路为轴线、

以站点为节点的“珠链式”的布局模式；

微观层面通过轨道站点带动周边开发，确

保站点覆盖人口数，推进不同地区、不同

类型的TOD开发。

3. 制定TOD规划设计技术指南

根据密度分区、交通区位等因素将轨

道车站划分为城市型、社区型和特殊型等

三种TOD发展类型，研究每类TOD交通规

划和土地利用规划设计要点，具体提出容

积率、各类用地比例、人口密度等关键性

量化指标，形成TOD规划设计技术指南[2]。

（四）轨道与道路整合

在优化支撑区域、城市空间布局的

干线道路（高、快、干线主干道）的基础

上，以轨道为核心构筑适宜公交、慢行接

驳的普通道路（主、次、支），道路资源

分配向轨道、公交倾斜，实现发展轴线上

的干线道路与轨道均衡发展。开展轨道沿

线道路网络优化调整专项规划，围绕轨道

站点优化站点周边的道路网络布局。根据

轨道站点所在地区情况，分类进行路网的

优化调整：

�. 新开发区：整体统筹和协调布局

各等级路网规划

过境道路、快速干道尽量布置在车

站高密度开发外围地区，将布设有轨道线

路的道路功能调整为集散性道路，同时结

合车站周边高密度开发，配套相应支路和

公共交通设施，在车站周边形成TOD的典

范。

2. 半成熟建成区及老城区：适度调

整路网

结合用地规划调整，优化片区次干

路和支路系统布局，形成与轨道站点周边

高强度开发相协调的路网布局，并完善地

铁与公交、步行系统的接驳设施。

3. 成熟建成区：局部调整路网

对车站周边片区道路交通系统审慎

调整，主要是对片区进行交通微循环改

造，打通片区内断头路，提高支路网密度

和连通性，并结合地铁站点，加强片区步

行通道规划建设，完善“步行＋轨道”的

交通模式。

（五）轨道与慢行系统整合

大力建设与轨道交通高效接驳的慢

行交通系统，促进“轨道＋慢行”交通模

式的形成，带动慢行交通发展。改善站点

周边的干线道路和立交节点慢行过街设

施，通过慢行接驳，增加轨道公交覆盖范

围；构筑安全舒适的片区慢行优先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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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短距离出行使用慢行交通方式。

在以轨道站点为核心的750米半径范

围内，重点完善人行道和过街设施；在以

轨道站点为核心的3公里半径范围内，重

点完善自行车道设施；在轨道站点配建自

行车停放场站，推广自行车租赁系统，加

强与周边社区在自行车使用和管理方面的

合作，增加轨道和自行车接驳比例。

四、保障措施与保障机制

为了保障以轨道为核心的一体化整

合策略能落实到规划和建设的方方面面，

形成统一的整合思路和规划标准，必须进

一步制定一体化整合的保障机制，对城市

不同区域提出具体的整合优化指引。基于

此，深圳需建立全市交通分区控制机制，

将全市划分为轨道主导区、公交主导区、

综合平衡区、慢行主导区四类交通分区，

并对不同空间区位、不同城市功能、不同

轨道密度地区提出不同的公交、慢行、小

汽车发展策略。各交通分区主要特点如表

1所示：

表�  深圳市交通分区主要指标表

分区 轨道主导区 公交主导区 综合平衡区 慢行主导区

交通
发展目标

形成轨道为主体，
公交为扩展，慢行
交通高效接驳的综
合交通体系

形成轨道为骨干，
公交为主体，慢行
交通高效接驳的综
合交通体系

形成轨道、公交、
小汽车、货运、慢
行交通协调发展的
综合交通体系

形成以慢行交通为
主体的综合交通体
系

交通
发展指标

轨 道 公 交 分 担 率
>90%，其中轨道分
担率>50%

轨 道 公 交 分 担 率
>70%，其中轨道分
担率>30%

轨 道 公 交 分 担 率
>50%

轨 道 公 交 分 担 率
>30%

交通
发展策略

强调以轨道为核心
的各类交通设施整
合；高水平的慢行
交通接驳

公交优先网络的构
建围绕轨道公交体
系，构筑城市道路
网络；高水平的慢
行交通接驳

建立完善的城市道
路系统,公交优先网
络的构建,良好的短
距离慢行交通体系,
高效率的货运交通

慢行休闲网络的构
建

此 外 ， 对 于 重 要 轨 道 枢 纽 辐 射 区

域，应制定枢纽地区协同实施计划，统筹

枢纽及枢纽地区的整体规划与建设。深圳

根据轨道枢纽以及机场、港口、口岸等大

型枢纽的规划建设情况，在全市划分了12

个枢纽地区[4]。汇总枢纽及枢纽地区的各

类交通设施以及相关重大交通基础设施，

形成枢纽地区综合项目库。综合分析项目

之间在功能、空间布局及设施衔接上的相

互关系，提出相关项目在规划设计、立

项、建设时序、项目跟踪调校和评估等多

方面的协同实施要求，形成枢纽地区协同

实施计划[5]。

协同实施计划有利于协调各类交通

设施的建设主体，落实建设用地、规划设

计、投资及建设计划，按照统一设计、共

同立项、同步实施的原则，推动轨道、公

交、道路等相关基建的协调建设。

五、结语

落实轨道为核心的一体化整合策略

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在公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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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深圳布吉客运枢纽综合项目库及协同实施计划表

项目
包

编
号

项目
名称

跟踪调
校要求

协同
项目

协同实施要求

H
1

：
枢
纽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包

H
1-1

布吉火
车站枢
纽

计划调整通
报，年度评
估 ， 后 评
估。

H1-2、
H2-1、
H2-2、
H3-2、
H3-3、
H3-4

1、尽快明确枢纽配套设施和周边疏解道路工程项目的实施
主体；
2、根据铁路站房、轨道3、5号线的建设时序，制定枢纽及
枢纽周边地区总的工程建设筹划方案，确保枢纽能按照既定
计划建成使用。建立枢纽核心地区统一开发建设管理协调机
构，统筹各项目建设的进度及进行设计、施工等协调；
3、布吉客运枢纽地处布吉老城区，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应为
周边城区的旧改预留相应衔接条件。公交及人行设施布置、
市政管线、照明设置时，应充分考虑与枢纽接驳、周边土地
开发之间的有效结合；
4、制定枢纽工程建设期间对周边环境、安全与交通影响的相
应的对策措施，降低相关社会风险对工程实施的影响。

H
1-2

枢纽接
驳设施

计划调整通
报，年度评
估。

H1-1、
H3-2、
H3-3、
H3-4

1、完善人行设施，实现行人交通管道化、无缝换乘，缩短
步行距离，提升对周边用地的交通可达性等；
2、设计施工中不仅考虑缩短城市轨道与铁路客站的接驳距
离，还应重视轨道3、5号线之间的换乘设计。

H
2

：
枢
纽
地
区
项
目
包　

H
2-1

布吉枢
纽对外
相关道
路工程

计划调整通
报，年度评
估 ， 后 评
估。

H1-1 1、加快布吉枢纽站对外相关道路工程建设，为客运站如期
投入运营创造条件。

H
2-2

整体改
造南门
墩等旧
村

计划调整通
报，年度评
估。

H1、
H3-2、
H3-3、
H3-4

1、需要相关旧村改造及早完成，为布吉客运站枢纽接驳工
程提供条件；
2、布吉客运枢纽站建设时尤其是步行系统设计，应预留未
来与周边地块后续开发的良好衔接条件。

H
2-3

龙岗地
铁 3 号
线沿线
节点地
区路网
改善

计划调整通
报，年度评
估。

H1、
H3-2、
H3-3、
H2-4

1、与迎大运项目包中相关道路共同立项；
2、在近期实施打通断头路及扩宽道路时，应与道路的规划
要求相结合，近期有条件的道路宜依照道路规划标准建成，
近期实施难度大的可考虑局部改善，争取尽快改善布吉片区
交通尤其是微循环交通条件；
3、为从路网结构上明显改善布吉枢纽及周边地区交通，应
加快推进布吉南环路、嘉兴路、百鸽路等主干路网的建设，
尽早提供交通分流与截流功能；
4、项目库中涉及轨道3、5号线的相关道路，应与轨道在设
计上充分协调。

H
2-4

龙岗区
迎大运
政府工
程

计划调整通
报，年度评
估。

H3-2、
H3-3、
H2-3

H
3

：
相
关
重
大
基
建
项
目
包

H
3-1

丹平路 计划调整通
报，年度评
估。

H1-1、
H3-2、
H3-3

1、加快丹平快速路建设，为深惠路改造建设提供有利支
持，并在未来发挥对深惠路的交通分流作用；
2、加快深惠路改造工程，尽早改善布吉客运枢纽及周边地
区交通出行条件。H

3-2

深惠路
（深圳
段）改
建工程

计划调整通
报，年 度 评
估，后评估。

H1、
H3-3

H
3-3

轨 道 3
号线

计划调整通
报，年 度 评
估，后评估。

H1、
H3-2、
H3-4

1、轨道3号线与5号线在通讯、机电、监控、检票系统、给
排水及消防系统采用相同或者兼容的系统，便于布吉客运站
综合交通枢纽的相关资源共享及运营管理；
2、轨道3号线建设在先，应考虑预留与轨道5号线的便捷换
乘联系条件。

H
3-4

轨 道 5
号线

计划调整通
报，年 度 评
估，后评估。

H1、
H2、
H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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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路、慢行系统等多个方面持续改进

与整合，并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才能将

一体化理念最终落实。本文提出的这些策

略旨在以深圳为案例提供一种规划建设的

思路，今后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系统化，另

一方面还需要在实践中予以检验，从而为

我国大城市在轨道网络化时期制定综合交

通发展策略提供更有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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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Comprehensive Traffic  Integration  in Shenzhen under  the 
Context of Rail Transit Network
Shao Yuan, Song Jiahua, Yang Yuxing

Abstract: Under the context of rail transit network,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city traffic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before. Guided by the stage theory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trategies which include integrat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land use, road network and the slow-vehicle system, with rail transit as the kernel issue.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effective guarantee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bove said proposals. To those cities with various urban rail transit projects simultaneously in 

progress,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will be of valuable references.

Keywords: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urban rail transit; integration;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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