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交通 第8卷 第4期 2010年7月

摘要：针对大城市轨道交通大规

模网络化建设的新特点，提出基于

“轨道交通网络的综合交通规划

(Rail Base Planning, RBP)”理念。

首先简要回顾了城市交通规划理

念的发展，分析 RBP 与传统交通

规划的区别。结合世界城市轨道

交通百余年演进历程，提出“优化

用地布局、优化交通结构、优化生

态环境”的RBP“三优论”，以及“轨

道交通网络引导圈层用地格局、轨

道交通线路引导复合客流通道、轨

道交通车站引导高强度用地开发”

的RBP“三导法”。在此基础上，结

合上海市 10余年的综合交通规划

和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经验，探讨上

海市在优化城市用地布局、加强轨

道交通导向作用过程中对BPR理

念的实践。

Abstract： Aiming at the new de-

velopment trend of massive rail

transit network construction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rail network-base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

ning framework (Rail Base Plan-

ning, RBP). The paper first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nspor-

tation planning and discuss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BP and

conventional transportation plan-

ning. A three-optimization concept

and a three-directing plan for RBP

are then introduced. The three-opti-

mization concept focuses on how

to optimize land use development,

travel modes and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The three-directing plan

stresses how the developments of

rail transit network lead the sur-

rounding land use patterns, forma-

tion of intermodal transit corridors,

and the high-density land use devel-

opment. Based on above analysis

and the more than 10 years experi-

ence i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

tion planning and rail transit plan-

ning in Shanghai, this paper ex-

plores the practice of RBP in opti-

mizing urban land use pattern and

enhancing the effect of rail transit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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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轨道交通网络的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理念基于轨道交通网络的大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理念

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已有 100多年历史。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基本

形成了适合各自用地布局和交通特征的轨道交通网络，在土地利用规

划、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与建设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我国城市

轨道交通建设起步较晚，随着21世纪以来出现的轨道交通大规模网络

化建设新局面，传统交通规划的理论和技术方法越来越难以适应轨道

交通快速发展的新要求。国内近20年的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积累了不少

成功经验，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分析总结国内外轨道交通规划建设

的成功经验，提炼形成基于轨道交通的规划理论和技术方法，对指导

我国大城市轨道交通及综合交通规划建设、推动大城市交通规划事业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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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规划理念的发展

1.1 传统交通规划

传统交通规划[1]一般包括基于道路网络的交通

规划和基于公交网络的交通规划，前者亦称基于

小汽车的交通规划(Car Base Planning, CBP)，后者

又称基于公共汽车的交通规划(Bus Base Planning,

BBP)。

CBP 是 20 世纪初期随着机动化发展而形成

的，其对象主要是小汽车使用者，是以解决小汽

车出行问题为主的道路网络发展规划。但是，

CBP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小汽车的

快速增长使大城市道路交通拥堵日益严重。于

是，公共交通逐渐受到重视，各国纷纷通过制定

政策甚至法律确定公共交通的地位。BBP的对象

主要是公共汽车乘客，是以解决公交优先问题为

主的公交网络发展规划。

我国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始于 20世纪 80年代，

各大城市通过进行大规模的道路基础设施改造以

适应机动车快速增长的要求，当时交通规划的重

点是道路网络的建设规划。20世纪90年代，公交

网络规划成为交通规划的重点之一，公共交通运

能明显提高，适应了城市拓展带来的出行需求。

由于机动化程度不高，20世纪末我国交通规划的

思想和技术方法受CBP和BBP的影响较深，当时

的技术规范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交通规划的状况，

指标体系主要以道路网络和公交网络为主。

1.2 基于轨道交通网络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

基于轨道交通网络的城市综合交通规划(Rail

Base Planning, RBP)，亦称轨道交通导向的城市综

合交通规划，与传统交通规划有显著区别。RBP

的对象不再是单一的小汽车使用者或公共汽车乘

客，也不仅仅是单一的轨道交通乘客，而是采用

不同交通方式的全体出行者。RBP不再是单一的

道路网络或公交网络规划，也不是单纯的轨道交

通网络规划，而是基于轨道交通网络的综合交通

体系发展规划。RBP有两大重要特征：

1) 交通方式有机衔接以及交通系统高效整

合。RBP强调各种交通方式都能充分发挥各自在

时间和空间上的优势，并与轨道交通形成有效衔

接与组合，形成基于轨道交通的出行方式链，提

高出行效率。因此，围绕轨道交通的综合交通体

系功能优化、网络布局优化、枢纽规划等是RBP

的重要内容。

2) 更加强调交通系统与土地利用、生态环境

等方面的广义综合。传统交通规划侧重于交通系

统本身的规划，强调交通系统内部的综合。RBP

则是更加广义的综合规划，不仅要求交通系统内

部各种交通方式之间、交通子系统之间进行全面

整合，而且要求交通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用地

规划、城市生态环境、能源发展规划、行政管理

体制等进行全面综合与协调。

2 RBP“三优论”

1) 优化用地布局。

①轨道交通网络促进城市用地组团集约化。

通过轨道交通网络结构引导城市形成多中心

组团式的用地格局，从而优化城市空间布局。一

方面，通过高密度的轨道交通网络促进城市中心

区进一步保持强大；另一方面，通过轨道交通网

络结构规划引导多中心组团式的城市用地布局。

轨道交通对城市用地布局的优化不仅限于中心城

区，而是包括整个市域范围甚至突破行政边界的

交通圈。例如，日本东京交通圈借助轨道交通网

络形成中心、副中心、新城等各级城市中心。

②轨道交通线路促进城市用地轴向集中拓展。

轨道交通线路既可以引导城市建成区用地布

局轴向集中，又能推动城市形成轴向线性发展结

构。建成区用地轴向集中表现为围绕轨道交通线

路形成岗位或人口高密度集中的走廊，如上海市

地铁1号线沿线淮海路商业与商务走廊、2号线沿

线南京路商业与商务走廊、1号线南段以高密度住

宅为主的沪闵路走廊等。城市的线性结构主要表

现为沿轨道交通线路轴向发展，著名的丹麦哥本

哈根手指状结构就是基于轨道交通线路的城市用

地发展。再如，东京是典型的建成区沿轨道交通

呈轴向集中拓展的城市，从都心三区至区部、再

到东京交通圈，城市用地完全由轨道交通线路主

导，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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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轨道交通车站优化城市用地性质。

轨道交通车站对用地布局的优化主要表现为

对用地性质的优化，以轨道交通车站为中心，形

成客流产生量较高的商业、商务和居住用地。国

内外大城市围绕轨道交通车站或枢纽站开发的经

验表明，城市中心区基于轨道交通车站应以商

业、商务等综合性开发为主，外围区、郊区应以

居住开发为主。

2) 优化交通结构。

轨道交通是城市机动化和综合交通体系发展

的重要基础，小汽车、公共汽车、自行车、出租

汽车等其他交通方式，与轨道交通紧密结合，通

过轨道交通实现出行功能转换，发挥各自独特的

优势，形成新的综合交通体系，构建更符合人的

交通需求的出行方式结构，实现交通模式的优

化。例如，英国伦敦基于地铁网络形成了稳定的

交通模式及换乘体系，见图2[3]。

单一小汽车方式的出行将由工作出行向休闲

出行转换，工作出行中的小汽车交通将向停车换

乘(P+R)转换。随着大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不断扩

展、轨道交通与地面公交线网资源充分整合、公

共交通运营效率整体提升，自行车将主要为区域

内部出行或轨道交通换乘衔接服务，以增强轨道

交通的可达性。随着轨道交通系统的扩展，大城

市的出租汽车将从长距离的单一出行为主转换为

轨道交通重要的换乘方式之一，发展出租汽车停

靠换乘将是整合轨道交通与出租汽车交通、实现

二者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基于轨道交通网络扩展，同步优化调整地面

公交线网，围绕轨道交通形成三个功能层次的公

交线路：填补型线路覆盖轨道交通网络比较薄弱

的区域，补充型线路为轨道交通走廊提供短距离

服务，接驳型线路为轨道交通车站提供接驳服务。

3) 优化生态环境。

发展轨道交通可以减缓小汽车交通增长，减

少道路交通出行量，实现交通节能，优化城市生

态环境。

国内外城市交通能耗表明，小汽车是单位能

耗最高的交通方式。澳大利亚小汽车的单位人公

里能耗是轨道列车的50倍左右，美国小汽车单位

人次能耗是公共交通的70多倍。通过发展轨道交

通可以延缓小汽车的增长速度，降低小汽车出行

强度，鼓励小汽车停车换乘，实现小汽车与轨道

交通协调发展。香港在限制私人小汽车拥有量增

长的同时，加快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建设，见图3[4]；

20 世纪末，韩国首尔加快了地铁网络的建设步

伐，实现了在小汽车增长至 200万辆的同时建成

200 km地铁网络的目标；伦敦地铁车站小汽车换

乘平均比例达16%，与公共汽车换乘比例持平。

3 RBP“三导法”

1) 轨道交通网络引导圈层用地格局。

圈层式轨道交通网络一般包括三个层次(见
图 2 伦敦地铁系统的换乘方式构成

Fig.2 Type of transfer in London rail transit system

步行
公共汽车
国铁
客车
其他

55%

1%13%
18%

13%

图 1 东京轨道交通对用地优化的历程

Fig.1 The evolution of rail transit and land use in Tokyo

明治初期 明治中期 大正时代 昭和初期 昭和30年代 昭和5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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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①高密度、小站距的市区轨道交通，主要

为高密度、高容量的中心城区服务；②长放射、

支线型的市域轨道交通，主要为中密度、走廊式

的市域范围服务；③通道型、大站距的区域轨道

交通，主要为低密度、松散型的都市圈其他地区

服务。大巴黎地区高密度、短站距的地铁网络主

要为面积约105 km2的市中心服务，而长放射的区

域快速铁路RER重点为市区外围的城市化地区提

供至市中心的服务，国铁 SNCF则主要为广大郊

区、巴黎盆地地区提供至市区的通勤出行服务。

东京交通圈的地铁系统主要为中心城区内部提供

服务，私铁主要为外围及近郊城市化地区服务，

JR则主要为近远郊区提供通勤服务。

2) 轨道交通线路引导复合客流通道。

轨道交通线路导向的复合通道包括轨道交通

本身的复合通道，以及轨道交通与道路交通的复

合通道。

轨道交通本身的复合通道简称为“轨道交通

宽通道”，指双向布置4条及以上运营正线股道的

线路或区段。它便于组织“大站快车”运营，也

提高了通道本身的轨道交通运能。东京的山手线

就是一条宽通道环线，区间运营最少 4条正线股

道，某些区段有 6~8条，局部区段甚至有 10条。

山手线通道全长 34.5 km，运营正线(一线两股道)

长度则高达 100 km左右。另外，东京的中央线、

东海道线、东北线、总武线等 JR放射线也是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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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香港轨道交通网络与私人小汽车发展比较

Fig.3 Comparis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rail transit network and private cars in Hongkong

市区轨道交通

市域轨道交通

区域轨道交通

图 4 圈层式轨道交通网络

Fig.4 The distribution of radial rail transit line by distance from the ci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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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4条正线股道的“宽通道”，这些轨道交通线

路的运能因“宽通道”而大幅提升。

轨道交通与道路交通的复合通道是指起讫点

相同，由各类轨道交通和城市干路构成的平行通

道。复合通道上轨道交通承担了主客流(尤其通勤

客流)，同时道路交通与轨道交通发挥各自优势、

功能互补。复合通道中的道路系统一般包括高速

公路、快速路(汽车专用路)、城市主干路等，轨

道交通包括城际铁路、市域轨道交通、通勤铁

路、市区地铁等。东京交通圈内形成了 5条对外

复合通道。其中，东京与横滨之间的东海道走廊

是东京最大的公轨客流复合通道，由轨道交通和

道路交通两大系统组成：轨道交通系统包括 5条

线路，道路交通系统包括3条主要干路，见图5[2]。

3) 轨道交通车站引导高强度用地开发。

与传统道路交通不同，轨道交通导向的用地

规划体现为，以轨道交通车站为中心，建筑密度

和建筑容积率递远递减。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应以

商务办公、居住类等高强度用地为主，围绕轨道

交通车站的用地密度和建筑容积率呈现“同心圆

金字塔”结构，见图 7[5]，距离轨道交通车站越

近，建筑密度和容积率越高，反之越低。基于轨

道交通车站的用地规划应突破传统基于道路及行

政区划的用地规划，城市外围区、郊区城镇化地

区的用地性质、建筑密度和建筑容积率等，要充

分体现轨道交通车站主导原则，适应以轨道交通

为主导的用地规划要求。

4 RBP在上海的实践

过去10多年，RBP理念在上海综合交通规划

和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实践中不断得到总结和运用。

4.1 优化城市用地布局

1) 适时调整轨道交通网络规划，优化城市用

地布局。

轨道交通在服务市中心主要就业岗位集中区

的同时，使上海市商业商务中心进一步向轨道交

通沿线聚集。2009年初，上海市运营轨道交通线

路8条，总长约235 km，拥有换乘枢纽站11座(含

交通卡站外虚拟换乘站)，非换乘站 137座。2010

年，上海市将运营轨道交通线路11条，总长超过

420 km，轨道交通网络基本成型，基本覆盖以人

JR东海道本线

东

京

市

区

横

滨

市

区

JR横须贺线

东海道新干线

私铁京浜急行线

私铁目蒲线

首都高速一号线

第一京浜道路

第二京浜道路

轨 道 系统

道 路 系统

图 5 东京东海道复合通道

Fig.5 Tokyo-Yokohama comprehensive passenger travel corridors

图 6 轨道交通车站导向的用地密度与容积率概念规划

Fig.6 Rail transit station oriented land-use density
and floor ratio planning

轨道交通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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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广场、陆家嘴为中心的市中心主要就业岗位集

中区域。

随着城市外围区、郊区成片居住区的开发建

设和居住人口的增加，上海市适时调整了轨道交

通网络建设规划。配合市区西北部“四高”居住

小区(顾村地区)以及罗店新市镇的开发建设，延

伸了地铁 7 号线；配合浦江镇世博动迁基地建

设，延伸了地铁 8号线，这两条线路在 2010年前

先后开通运营。同时，为了给外围城市化地区的

居民提供出行便利，轨道交通线路大多突破了城

市外环线，伸向近郊的大型居住区，如规划延伸

13，14号线服务西外环外的江桥地区，规划延伸

9号线服务东外环外的曹路地区等。

2008年以来，针对国家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

要求以及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的功

能定位，上海市在加快轨道交通建设的同时，考

虑了城市轨道交通与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既有

铁路的资源整合。金山铁路支线改造为城市轨道

交通；地铁11号线将突破上海市行政边界向江苏

昆山延伸 3个车站；上海西站综合交通枢纽充分

考虑了城际铁路与市区轨道交通的一体化换乘衔

接等。为了适应 2020年近 2 500万人口巨型城市

的发展态势，上海市提出了2020年建成878 km轨

道交通的目标，以适应两个中心建设和长三角区

域交通一体化发展的新要求。与此同时，上海市

将充分利用轨道交通网络的优化完善和规划建

设，实现城市空间布局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组团式

发展，见图7。

2) 加快轨道交通建设，优化交通结构和生态

环境。

上海市交通白皮书提出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

通，并实行小汽车牌照拍卖，成功减缓了小汽车

快速增长的趋势。21世纪以来，上海市轨道交通

年建设线路长度从1999年30 km增长至2008年突

1991年浦西单中心 2003年外环单中心 规划多中心组团式城镇体系

图 7 上海市城市用地布局演化

Fig.7 The evolution of urban land use pattern in Shanghai

350

轨
道
交
通
网
络
规
模

/k
m

350 小
汽
车
拥
有
量

/万
辆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300

250

200

150

100

50

0
20001999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82007 2009

年份

小汽车 轨道交通

图 8 上海市小汽车与轨道交通网络发展比较

Fig.8 Comparis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cars and rail transit network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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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200 km，见图8[6]。2010年，上海市轨道交通日

均客流量已突破600万人次，高峰日接近650万人

次，占公共交通客流比例的 1/3 以上。2013 年，

将有超过 100 km 的新线路建成运营，并计划在

2020年基本建成中心城区的轨道交通网络。轨道

交通的快速发展大大提升上海市公共交通的吸引

力，支撑上海市控制小汽车增长的交通政策。

与此同时，上海还借助世博会契机，在城市

外围区、郊区的轨道交通车站建设P+R枢纽，以

减少进入市中心的小汽车交通量。地铁 2号线终

点站淞虹路站、9号线松江大学城站、8号线航天

博物馆站等世博P+R枢纽均已建成使用。

4.2 加强轨道交通的导向作用

1) 轨道交通网络引导组团式空间发展。

中心城区构筑高密度的轨道交通网络，确保

“一主四副”组团结构(见图 9)，主导 10个现代服

务集聚区，支撑 1 000万人口和 1 000万个就业岗

位的功能；郊区支线型轨道交通网络引导 9个新

城和60个中心镇，支撑1 500万人口和500万个就

业岗位的功能。

2) 轨道交通线路促进形成复合走廊。

地铁 1号线引导形成了上海西南城市发展轴

线，并与沪闵高架路、沪闵路共同构成复合通

道。1号线北段与南北高架路北延伸工程实施一

体化规划建设，构筑了城市北中轴复合通道，见

图10。

3) 轨道交通车站引导集聚空间和上盖经济

发展。

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不仅强化了传统城市商圈

并实现功能整体升级，同时也促进了新的商圈形

成与发展，见图 11。地铁人民广场站使人民广场

市中心商圈得到发展壮大，陆家嘴站促进了浦东

陆家嘴商务中心的发展成形，中山公园换乘站促

进了中山公园商圈的繁荣发展，徐家汇站的建成

促成了徐家汇副中心商圈的形成。基于地铁 2号

线娄山关路站的天山路商圈即将实现升级换代，9

号线打浦桥站将促成打浦桥商圈的形成与发展。

5 结语

我国大城市轨道交通和综合交通规划已发展

多年，基于轨道交通网络的综合交通规划理念，

是在深入剖析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和综合交通规

划的实践经验、结合世界城市轨道交通百余年演

进历程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形成的。然而，RBP的

理论方法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技术层面还需要

进一步细化、深化。

外环线
轨道交通线路

图 9 上海市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网络及客流

Fig.9 Rail transit network and passenger volumes within the central district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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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上海市北中轴(共和新路)复合通道及一号线客流

Fig.10 North-central Axis (Gonghexin Rd.) intermodal corridor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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