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光辉等：城市通关口岸交通规划设计方法与实践——以深圳市莲塘口岸为例

摘要：通关口岸是一种特殊的交通枢纽，为保证其

提供舒适、快捷的通关服务，满足日益增长的通关需

求，有必要对其进行科学的交通预测和规划设计。

针对通关口岸交通需求复杂、内部查验部门多、客货

需求集中的特点，提出口岸交通规划设计思路和原

则。以深圳市莲塘口岸为例，从交通需求预测、功能

区规模测算、口岸总体布局、建筑布置、交通组织几

个方面详细阐述交通规划设计方案，探讨其如何实

现口岸交通功能和高效利用城市土地资源，落实以

人为本的交通理念。

Abstract： Being a special transportation terminal, ur-

ban port demands for efficient customs clearance ser-

vices and high-quality transportation system to meet

its ever increasing expansion needs. For that, it is nec-

essary to develop better transportation forecasting and

planning methods. Dealing with the complex demands,

a host of inspection agencies, and intensive passenger/

freight demand,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overall concept

and principles for port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de-

sign. Taking Liantang Port Customs in Shenzhen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ort transportation

functionalities, effective land use development, and us-

er-oriented service in several aspects: transportation de-

mand forecasting, functionality zoning, general layout,

distribu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d traff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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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内地与香港之间联系不断紧

密，深圳市通关口岸客流量急剧上升。2012年深

圳市各大口岸出入境旅客数量高达2.18亿人次，同

比2011年净增长1 100万人次；日均通关59.9万人

次，同比2011年日均增长3万人次[1]。2010年《粤

港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2]，加速推动了两地经济

的全面融合，深港之间交通需求还将持续快速增

长。同时，为实现《深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

2020)》提出的深港跨境交通“西进西出，东进东

出”的总体格局，深圳市积极推动通关口岸的规划

建设工作。

通关口岸是过境通道的咽喉，是一种特殊的交

通枢纽 [3]。通关过程涉及海关、边检、检验、检

疫、公安、消防等众多部门，因此就口岸建筑本身

而言，如何解决各部门功能区布置、建筑规模等本

身就是一个难题；其次，众多部门分工合作、各行

其职，各部门之间工作流程具有一定的顺序性，这

给功能区布置以及内部交通组织设定了限定条件。

同时，为保证口岸与城市保持紧密联系以及使

用的便捷性，边境城市的口岸多处于城市核心区，

这给口岸交通规划设计带来难度。城市核心区土地

资源稀缺、建成度高、规划拓展和发挥空间有限，

如何将有限的土地资源最大化利用、发挥应有的交

通功能并预留发展弹性至关重要；其次，城市核心

区道路网络相对成熟稳定，现状交通负荷大，这增

加了口岸内外交通衔接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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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关口岸交通规划设计思路

通关口岸对外辐射范围广，交通需求复杂；

内部查验部门多，客货需求集中，流程繁多。为

使口岸能够满足日益增长的通关需求，必须进行

科学的交通预测和规划设计。通关口岸交通规划

设计的总体思路包括以下几点：

1）交通需求预测。

通关口岸交通规划设计必须以科学的交通预

测为基础，以此作为口岸设计交通量、交通模型

等关键参数确定的依据，保证口岸建设的必要性

和科学性。以口岸辐射影响范围作为分析主体，

对交通需求进行分类研究，建立两地之间客、货

运交通需求总量预测模型；以两地多次跨境旅运

调查统计数据推算的现状年跨境客运 OD 为基

础，按线性插值法和总量约束推算未来口岸交通

分布。

2）功能区规模测算。

口岸是一种复杂的排队系统，涉及多类交通

流(旅客、运输车辆、消防车辆、工作人员及其车

辆等)，涵盖多个阶段若干排队环节，合理安排各

类交通流线、确定相应交通设施及建筑的规模是

口岸布局、布置的基础。因此，应理清口岸各查

验阶段的详细作业流程及要求，提出口岸内部各

类交通设施及建筑的规模测算方法，并计算相应

规模。

3）总体布局方案。

综合考虑口岸规划用地条件(规模、形状、标

高等)、各类功能区规模及布置要求、使用便捷性

以及外部交通基础设施分布情况等方面提出口岸

总体布局方案。

4）建筑布置方案。

在口岸总体布局框架内，综合各类交通流(旅

客、运输车辆、消防车辆、工作人员及其车辆、

各种接驳交通及乘客)的详细作业流程、各查验环

节相关设施功能及规模要求，提出口岸建筑布

置、柱网布置等规划方案。

5）交通组织方案。

结合口岸内部查验设施具体布置方案和查验

流程提出各类交通方式的详细组织方案，并研究

外围交通基础设施及运行状况，提出口岸对外交

通组织衔接方案。

2 通关口岸交通规划设计原则

1）紧凑布局，高效用地。

通关口岸合理紧凑布局，高效利用城市用

地，尽量采用立体空间解决功能区布置及其联系

问题。同时，预测口岸未来发展趋势，适当预留

部分功能区拓展空间(如公共汽车、旅游巴士接驳

区等)。

2）内外协调，分类分流。

口岸内外交通之间的衔接至关重要，将直接

影响口岸未来的交通运行状况及口岸区域内的整

体交通环境，需协同考虑口岸布局、口岸主通道

与外部道路的关系，既要有利于口岸合理布局、

功能发挥，又有利于与外部道路合理衔接，减少

对已有交通设施的冲击。同时，应按照各种交通

流线的特点和疏导要求进行组织，分类分流，互

不干扰，提升效率。

3）主体优先，合理布置。

在口岸规划用地有限的条件下，应尽可能保

障口岸规划主体功能的实现。将口岸主要功能区

与规划用地相互结合，合理布置，优先保障主体

建筑、主要进出通道及重要功能区(如主通道上查

验设施、海关重点查验设施等)的用地，其次考虑

其他抽检等辅助功能性用地。

4）接驳直捷，以人为本。

对长距离跨境客、货运交通，提供便捷、高

效的快速通道，独立于市域交通系统，直接向高

快速路网疏导；口岸内客检区布局注重以人为

本，与对侧口岸就近衔接，尽量缩短过关步行距

离并保证良好的步行环境。同时，在地铁车站、

公共汽车和旅游大巴接驳车站之间提供舒适的衔

接通道和清晰的指引标志，保证接驳系统高效、

有序。

3 深圳市莲塘口岸交通规划设计案例

2004年 6月，深圳和香港政府签署的《关于

加强深港合作的备忘录》中明确提出有关东部通

道(即东部过境通道)和莲塘口岸的问题，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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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塘/香园围口岸(香园围为港方口

岸名称)的规划建设正式纳入深港

合作的议程。建设莲塘/香园围口

岸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跨境货运交

通与深圳市城市交通的相互干

扰，提高跨境交通的运行效率，

实现跨境交通“西进西出、东进

东出”的总体格局，缓解文锦渡

口岸及连接道路的交通拥堵。

3.1 用地概况

莲塘口岸位于深圳市莲塘地

区西侧(见图 1)，城市规划中预留

为口岸性质用地，但受周边地

形、用地条件及土地集约化利用

等限制，预留面积仅为 12.3 hm2；

本次规划通过对周边边防禁区用

地和城市道路防护绿地进行整合

利用，将用地面积增至 17.2 hm2，

见图2。然而，与深圳市其他公路

通关口岸相比，莲塘口岸的规划

用地面积依然严重短缺，导致后

期口岸的交通规划设计工作难度

增加。表1为深圳市几大公路口岸

建设规模对比，莲塘口岸设计交

通量虽然比其他两个口岸低，但

其规划用地面积仅为另两个口岸

的1/6和1/7。若将3个口岸设计交

通量换算成同等水平，并同比例

缩放各自的总建筑面积，莲塘口

岸的建筑面积是三者中最大的，

即很好地利用立体空间进行土地

的集约化利用。

3.2 交通需求预测

口岸交通需求是口岸设施如

查验通道数量、查验场地面积、

停车场面积和交通接驳设施规模

的确定依据。莲塘口岸预计于

2015 年前后建成，客运模型的基

年为 2005年，货运模型的基年为

2003年，预测的目标年为 2010，2015，2020和 2030年。基年深

港跨境交通总量采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规划署2005年的统计数

据。通关口岸交通需求均为跨境交通需求，预测分析主要从以下

三方面进行。

1）跨境客运交通需求预测。

首先，对跨境客运交通需求进行分析。跨境客运交通需求包

含种类较多，本次预测主要将客运类型分为四类：①居于香港的

图 1 深圳市莲塘口岸规划区位图

Fig.1 Location of planning Liantang Port Customs in Shenzhen

莲塘口岸
预留用地

北

公路口岸名称

莲塘口岸

皇岗口岸

深圳湾口岸

总占地面积/
hm2

17.2

101.6

116.9

总建筑面积/
万m2

8.1

7.0

15.3

设计交通量/
(万辆·d-1)

2.14

3.00

5.86

设计客流量/
(万人次·d-1)

2.5

5.0

6.0

表 1 深圳市部分公路口岸建设规模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construction scale of several land port customs in Shenzhen

本次详规用地红线
S=17.2 hm2

罗沙路防护绿地
S=1.3 hm2

罗

沙

路

北

西岭下村旧改项目用地红线

兰亭国际用地红线

莲塘口岸

本次详规用地红线
S=17.2 hm2

法定图则规划口岸红线
S=12.35 hm2

法定图则规划口岸红线
S=12.35 hm2

延

芳

路

边防禁区用地
S=3.6 hm2

改造后深圳河用地红线(含巡逻道)

图 2 莲塘口岸规划用地示意图

Fig.2 Land use planning at Liantang Port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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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跨境出行；②居于内地的香港居民跨境出

行；③居于内地的居民(包括居于内地的其他国家

人员)跨境出行；④居于其他城市的居民跨境出

行。针对不同种类出行需求建立出行率与跨境出

行时间、内地城市经济发展水平(GDP)的Logit模

型，利用历史资料标定相关参数。其次，对跨境

客运交通主要影响因素及发展态势进行分析。跨

境交通需求受相关通关政策影响较大，同时受两

地人口及经济水平发展的影响会发生较大变化，

通过分析可得到低、中、高三种方案的发展趋势参

数。最后，利用建立的交通预测模型及交通发展

趋势参数得到不同方案的跨境客运交通需求总量。

2）跨境货运交通需求预测。

主要通过对香港与内地分货类贸易额以及不

同货类的运输方式进行分析，结合跨境货运交通

的发展趋势，得到跨境货运交通需求总量。

3）跨境客货运交通需求分布预测。

以2003年跨境旅运调查统计数据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规划署依据历次调查数据推算的 2005

年跨境客运OD为基础，按线性插值法和总量约

束进行推算。

根据预测结论[4]，深港之间的交通需求未来仍会

有较大增长，预测2030年各口岸深港跨境客、货运

分担比例如表2所示。依据2030年口岸模型预测交

通量确定口岸设计交通量为：货车1.8万车次·d-1、

旅游巴士 850车次·d-1、小汽车 2 500车次·d-1、旅

游巴士乘客2.5万人次·d-1。

3.3 功能区规模测算

依据不同功能对口岸设施进行分类：第一类

为实现口岸主要功能必需的设施，如海关、边检

通道等车辆、旅客必须经过的设施；第二类为缓

冲场地、报关车场、转关车场、重点查验场地等

部分车辆需要使用的场地；第三类为口岸各部门

的查验设施、办公设施，以及道路、绿化等。

三类设施用地规模的计算方法不尽相同，第

一类和第二类设施规模可以通过排队论等方法定

量计算，其中深方口岸通道数计算方法为[5]：

1）设计单向通道数

N0 =Vk/n ， (1)

式中：Vk 为设计高峰小时单向交通量/(辆·h-1或

个·h-1)； n 为每个通道可查验的车辆数/(辆·h-1)或

旅客数/(个·h-1)， n= 3 600/t ， t 为每辆车或旅客

的通道检查时间/s。

2）设计高峰小时单向交通量

Vk =Vd KD ， (2)

式中： Vd 为日设计交通量/(辆·h-1或个·h-1)； K

为高峰小时系数； D 为方向不均匀系数。

针对第一类交通设施，单位时间内到达的车

辆或旅客数，以及车辆或旅客在通道的查验时间

特征比较明确。根据排队论，当交通强度(利用系

数)>0.8 时，排队长度的变动范围和频度显著增

加，系统不稳定迅速增长，服务水平迅速下降；

当交通强度>0.9 时，排队长度的变动范围和频度

增加更快，系统更加不稳定。一方面，所有车辆

或旅客都需经过海关、边检或旅客通道，单位时

间内需要通过的车辆或旅客数不具备可调节性；

另一方面，海关、边检或旅客通道一般布置在口

岸交通流线主通道上，排队长度波动幅度过大对

其他查验活动及口岸运作影响较大。因此，计算

海关、边检、旅客通道数时应将交通强度值控制

在 0.8左右，由此计算出实际所需的通道数(确定

通道数)，加上紧急通道和备用通道数，最终得出

设计通道数。计算旅游巴士上落客区停车泊位数

时交通强度值也应控制在0.8 左右。

针对第二类交通设施，根据相关参数计算单

口岸名称

客运

货运

深圳湾口岸 1)

17.3

40.67

皇岗口岸 2)

51.0

22.39

罗湖口岸 3)

26.8

0

文锦渡口岸 4)

1.7

4.00

莲塘口岸 5)

2.2

31.19

沙头角口岸 6)

1.0

1.75

总计

100

100

表 2 2030 年各口岸深港跨境客、货流量预测分担比例

Tab.2 Predicted cross-border passenger traffic and freight traffic distribution
between ports in Shenzhen and Hong Kong by 2030 %

1）承担香港往深圳南山、宝安滨海地区、东莞西部地区以及广州方向的过境交通，以货运功能为主；2）承担香港往深圳罗湖、福田、宝安以
及龙岗西部地区、东莞以及广州方向的过境交通，兼有客、货运交通功能；3）承担香港与深圳罗湖及深港东部发展轴影响范围的主要客流；
4）承担香港与深圳的鲜活货运兼少量客运；5）莲塘/香园围口岸，承担香港与深圳东部、惠州以及粤东、赣南、闽南之间的跨境货运兼客运交
通；6）承担香港往深圳盐田及其以东方向的过境交通，以客运功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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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时间内需要作业的车辆数，并根据排队论定量

计算设施规模。一方面，该类设施一般不布置在

口岸交通流线主通道上，排队长度波动对其他查

验活动及口岸运作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单位时

间内使用该类设施的车辆数具备一定可调节性，

可通过科学管理控制排队长度波动幅度。因此，

计算该类设施规模时一般应将交通强度值控制在

0.9左右。

第三类设施如查验设施仅用于抽查或可疑车

辆等情况，难以利用严格的数学方法定量计算。

因此，这类设施的用地规模宜采用类比其他口岸

的面积进行估算，并在方案设计时进行调整和

细化。

3.4 总体布局方案

由于口岸规划用地面积不足，经测算功能区

无法在同一平面展开，因此考虑采用立体布局解

决这一问题。基于尽可能扩大口岸使用空间的理

念，从口岸一层独立布置货检设施、将旅检大楼

设在用地的南端紧邻深圳河布置以及缩短过境旅

客步行距离三方面考虑，提出 3个比选方案，见

图3。方案一为口岸独立用地；方案二为口岸非监

管区结合相邻地块旧村改造配套设置；方案三为

口岸非监管区结合相邻地块旧村改造和货检层局

部(客检区域范围)下挖设置。

通过方案对比发现：方案一的优点是口岸用

地独立，建设协调难度较小；缺点是高架平台对

货检层查验干扰较大，货运查验环境差，与口岸

使用部门协调难度大。方案二和方案三的布置相

似，优点是客检区高架规模缩小，对货检干扰

小，口岸作业流程顺畅，缺点是需要与旧村改造

部门协调。方案三在货检层(客检区域范围)下挖

一层用做客运接驳，为口岸未来客检功能发展预

留弹性。

图 3 口岸总体布局方案

Fig.3 Port general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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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客货检之间独立性、口岸作业效

率、口岸办公条件及未来口岸旅检区预留发展弹

性方面综合考虑，选择方案三，其立面布置如图4

所示。

3.5 建筑布置方案

3.5.1 口岸查验流程

经深港双方议定，莲塘/香园围口岸规划采用

“两地两检”模式。莲塘口岸查验过程中共有4个

主要职能部门参与，分别为海关、边检、检验检

疫、口岸服务中心，并配套有公安、消防管理中

心。按“两地两检”模式，出入境货车、小汽

车、旅游巴士在口岸的主要查验流程如图5所示。

3.5.2 功能区布置

功能区布置以口岸查验流程为基础，协同考

虑各种交通流组织的顺畅性。考虑到用地不足和

口岸运行效率，设施布局设计偏紧凑，应优先保

证主体功能实现。

1）货检区。

口岸货检区规划布置于地面层，主要包括出

入境查验通道、查验车场以及查验配套设施等，

其中，入境设施布置于西侧，出境设施布置于东

侧。为节约用地同时方便口岸内部交通组织，结

合口岸管理和使用部门意见，规划采用一站式出

入境查验通道，并将其布置在场地中部，查验车

场以及查验配套设施布置于出入境查验通道的东

西两侧。货检区详细布局方案如图6所示。

2）客检区。

为节约用地，口岸客检区规划布置于高架

层，考虑到地块形状和对外交通衔接便捷程度，

客检区也呈南北走向布置，位于货检区入境缓冲

车场上方，主要包括旅检大楼、出入境客车查验

通道、出入境客车重点查验车场以及旅游巴士上

落客区等。其中，旅检大楼位于客检区中部，东

西两侧为出入境一站式客车查验通道和出入境客

车重点查验车场，旅检大楼北侧为旅游巴士上落

深港共同监管查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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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莲塘口岸查验流程

Fig.5 Inspection procedures of Liantang Port Cus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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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区。客检区详细布局方案如

图7所示。

3）客运接驳区。

客运接驳区是口岸对外重

要的客运中转中心。受用地条

件限制，口岸接驳区空间有

限，规划主要将相邻旧村改造

后裙楼一层部分空间和客检区

地下一层作为客运接驳区空

间。莲塘口岸虽然规划为货运

为主兼客运功能，但未来随着

港方新界东北新发展区规划 [6]

的推动实施，口岸客运交通发

展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为避

免未来客运接驳设施不足影响

口岸正常营运，客运接驳设施

配置应预留弹性，特别是公共

交通空间。

考虑空间大小、使用便捷

性以及公交优先等因素，将旅

游巴士接驳区布置在裙楼一

层，将公共汽车接驳区布置在

客检区地下一层，邻近口岸与

城市道路的联络道，方便进出

并预留一定拓展空间，内侧布

置为出租汽车上落客区和社会

车辆停车区。同时，空间布置

注重步行空间的连续性，体现

以人为本的理念。客运接驳区

详细布局如图8所示。

3.6 交通组织方案

根据通关申报流程和口岸

各功能区布局，结合对外主要

进出口岸通道的位置，对客货

交通流进行分类组织，减小相

互干扰，提高进出效率。

1）货运交通组织。

根据深圳市关于跨境货运

交通“西进西出、东进东出”

的总体规划格局，通过设置高

架匝道与东部通道侧接线对接，将口岸货运交通向外围高快速路网

疏散，与城市通勤交通相互独立，互不干扰，保证通行效率。具体

组织如下：①入境货车通过跨深圳河车行桥进入深方口岸后，根据

对不同车种查验的要求，经过深方货检查验区，通过匝道上跨罗沙

路(专用货运匝道，将东部通道与地面货检场直接连通)，沿东部通道

侧接线与东部过境通道主线连接。②出境货车通过东部过境通道以

及侧接线到达口岸后，根据对不同车种查验的要求，经过深方货检

查验区，通过跨深圳河车行桥通往香港。口岸货检区交通组织如图

9a所示。

2）客运交通组织。

口岸客运交通组织分为两部分：①跨境长距离客运，其交通组

织与货运基本相同，但客运车辆相关查验区在二层平台，通过匝道

将二层平台(专用客运匝道，将东部通道侧接线与二层平台直接连通)

与东部通道侧接线连接，实现长距离客运交通进出口岸。②跨境市

内客运，通关形式与跨境长距离客运一致，通过设置高架匝道将二

层平台客运车辆相关查验区与罗沙路、延芳路衔接，实现跨境市内

客运交通进出口岸。其中，入境客车通过匝道(连接延芳路和二层平

台)行至延芳路，继而向南北两侧城市路网集散；出境客车通过匝道

(连接罗沙路和二层平台)进入二层平台，通过相关查验后过关进入香

港。口岸客运交通组织如图9b所示。

3）客运接驳区交通组织。

客运接驳区布置有出租汽车接驳区、公共汽车接驳区、旅游巴

旅游巴士接驳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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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客运接驳区布局

Fig.8 Layout of passenger interchange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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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接驳区、口岸办公及社会停车场等设施，交通

流线类型多样、组织复杂，为避免交通秩序混

乱，应尽量简化口岸交通组织。为便于组织交

通，口岸与旧村改造项目之间规划双层道路系

统，其中高架层为二层平台客车进出查验区的专

用匝道(即二层平台连接延芳路和罗沙路的匝道)，

地面层为一条由东往西单向通行的城市道路，连接

延芳路。口岸接驳区进出口均设置在这条道路

上，通过其与外围延芳路、罗沙路等道路连接。

口岸接驳区内部交通进行分类组织，不同交

通流线设置专用进出口和专行道(见图10a)，减少

相互干扰、提高运行效率。为保证行人安全和步

行舒适性，接驳区内步行空间尽量连续，避免人

车冲突(见图10b)。客运接驳区与三、四层旅检大

厅之间通过扶梯和电梯连通以方便旅客使用；同

时，通过步行连廊连通旅检大厅与外围的轨道交

通车站、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接驳区，构成便捷

的公共交通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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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在深港融合、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

下，莲塘口岸交通规划设计具有重要意义，将对

深港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莲塘口岸规划设计过程始终贯彻交通规划引导交

通设计、集约利用土地的原则，构建了多层次立

体交通系统，强调客货分离、人车分离、快慢分

离，以人为本，充分考虑步行和公共交通系统接

驳的便捷性，并预留未来发展弹性。然而，口岸

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在具体规划设计中会遇

到很多问题，其中有两方面值得注意：1)对于口

岸这种大型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设计过程中存在

大量的协调工作，应在上层次规划中尽早确定，

精细化规划控制，稳步推进，为后期落实具体设

计创造良好条件；2)口岸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

涉及海关、边检、口岸办公等众多运营主体，口

岸设计不仅要为旅客服务，同时也应该为口岸办

公人员提供舒适的工作环境，这将有助于规划设

计成果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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