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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编制标准》(GB/T 50546—2009，以下简称《标准》)已于 2010年 4

月1日起实施，对其主要条文内容进行解读有助于宣贯《标准》和

指导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工作。作为技术性标准，指出其

内容定位于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层面，重点突出规划编制内

容、编制深度、编制程序和关键环节的技术要求。阐述了《标准》

编制的重点任务，即规划编制的内容与程序、基础资料的获取、规

划范围和年限、用地控制规划、技术术语与指标等。最后，对《标

准》的主要条文内容进行详细解释和分析。

Abstract：“Code for Compilation of Urban Railway Network Plan-

ning”(GB/T 50546—2009) released by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come into effect on April 1st, 2010. Understanding the key contents

of the code is helpful in publicizing and promoting this document,

and in guiding the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Consider the

code being a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spects

of code in urban t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and focuses on the

planning content, depth, application procedure, and key technical

standards of the code. Additionally,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tasks, planning content and procedure, sources of the basic informa-

tion, scope and time-frame of the planning, control of land use, tech-

nical terms and etc. Lastly, the paper offers a detailed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to the key elements of the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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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

准》 [1] (GB/T 50546—2009，以下简称

《标准》 )于 2009年 11月 30日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批准发布，

自 2010年 4月 1日起实施。《标准》是

城乡规划技术标准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对贯彻执行《城乡规划法》、落实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指导和规范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编制将起到重要作

用，对提高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的编制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为了便于理

解《标准》条文内容，就《标准》的编

制内容定位、重点任务和主要条文内容

释义进行分析。

1 《标准》编制内容定位

《标准》是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编制的技术性标准，定位于城市轨道交

通线网规划层面，重点突出规划编制内

容、编制深度、编制程序和关键环节的

技术要求；突出贯彻执行国家方针和公

共政策的内容；突出关系国家与社会的

利益、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内容。

2 编制重点任务

1) 编制内容与程序。

《标准》规范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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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编制的内容、深度和程序，编制程序主要是

对关键环节规定先后程序或顺序，以保证后续结

果的科学性，如对需求分析、线网方案、方案评

价等关键环节均规定了编制程序。

2) 基础资料。

规划的基础资料只有真实、可靠，按照科学

分析方法得到的结论才会正确，反之，即使分析

方法是科学的，分析结论也是不正确的。《标准》

对规划编制所收集基础资料的可靠性、时效性作

了明确规定。

3) 规划范围和年限。

明确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规划范围和

年限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和年限一致，

明确了城市规划区为规划编制的重点。

4) 用地控制规划。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线

网的规模和布局，落实设施用地。《标准》用一章

内容对用地控制规划作了规定。

5) 相关技术术语与指标。

针对规划编制工作中常用的技术术语统一用

词、统一词解，对需求分析、方案评价中使用的

主要指标进行统一规定。

在《标准》中，“城市轨道交通”特指在不同

形式轨道上运行的大、中运量城市公共交通工

具，是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磁浮系

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市域快速轨道系统等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的总称。不包括有轨电车等低运

量系统。

3 主要条文内容解读

1) 1.0.3 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应以城

市总体规划为依据，符合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

划。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宜与城市总体规划同

步开展。

城市总体规划为法定规划，按照《城市规划

编制办法》第三十四条规定要求，城市总体规划

是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依据。法定的分

区规划、详细规划也是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的依据，当规划中的强制性内容与城市总体规

划不符时，应以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

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包括城市轨道交

通网络系统，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方案应纳入城市

总体规划，这就要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与城

市总体规划同步编制、互相反馈，二者的编制工

作不应割裂开来。考虑到已完成城市总体规划报

批工作的城市，如需要补充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无法做到同步编制，故没有作硬性规定。

2) 3.0.1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应确定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的规模和布局，并应提出城市轨道

交通设施用地的规划控制要求。

本条明确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的三

项任务：①确定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规模；②确

定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规划布局；③对城市轨道

交通设施用地的规划控制提出具体要求。

3) 3.0.2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规划范围

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范围一致，城市规划区

应为规划编制的重点。

各城市在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中确定的规

划范围具有多样化的特征，例如，有些城市的轨

道交通线网规划是在主城区范围内编制的，而有

些城市是在市域或都市区范围内编制的。我国城

镇化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选择主城区作为规划

范围不利于城镇化健康发展。部分城市多次修编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由于既有规划对区域、市域

轨道交通通道考虑较少，在规划管理工作中不能

及早控制用地，使线网规划修编工作中出现区

域、市域轨道交通通道资源短缺，与主城区轨道

交通通道在空间布局上协调困难的问题。本条明

确了确定规划范围的基本原则。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包

括《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和《中心城区总体规

划》，前者规划范围为市域行政辖区，后者规划范

围为中心城区。在市域行政辖区，城市轨道交通

一般服务于城镇密集地区，一些城市的城镇密集

地区覆盖整个市域，一些城市则是以中心城区为

核心的都市区。《城乡规划法》提出城市规划区范

围是城市总体规划的强制性内容，这一范围是轨

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的重点范围。

4) 3.0.3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年限应与

城市总体规划的年限一致，同时应对远景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布局提出总体框架性方案。

各城市在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确定的规划年

限各种各样，有的确定近期和远景 2个年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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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定远期和远景 2个年限，有的确定近期、远

期和远景3个年限，还有的确定远景1个年限。另

外，选择规划年限的基准年也各不相同，有的确

定近期年限与城市总体规划期限一致，有的确定

远期年限与城市总体规划期限一致。本条对规划

年限进行统一规定。

《城乡规划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期

限一般为20年，同时要求城市总体规划应对城市

更长远的发展作出预测性安排。在规划期限内，

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城市发展规模、空间布局、

土地利用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是确定的，以

此为依据确定对应期限内的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方案是稳定的。城市总体规划对远景年发展仅

作出预测性安排，城市发展规模、空间布局、土

地利用等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对远景城市轨道

交通线网布局仅提出总体框架性方案的要求。

5) 4.0.1 交通需求分析应以交通需求预测模

型为基础，分析城市交通系统运行状况和城市轨

道交通需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必要性、线网规

模和线网方案等论证应以交通需求分析为依据。

本条明确了编制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要建

立在交通需求分析的基础上，交通需求分析的中

心工作之一是建立交通需求预测模型。本条对规

划编制程序也提出了要求，即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必要性、线网规模和线网方案等论证工作均需基

于交通需求分析。

6) 4.0.3 建立交通需求预测模型应基于科学

的理论，宜利用本城市的基础数据进行模型的标

定和校验。借用其他城市的模型参数时应论证两

个城市的相似性或借用的合理性。

本条对建立交通需求预测模型所使用的基础

数据进行了规定，对是否需要组织交通调查也提

出了要求。规划人口超过100万人的城市，基于5

年内居民出行特征调查和 3年内的其他交通调查

数据进行模型标定和校验；规划人口低于50万人

或50~100万人且非机动化方式承担比例达到70%

以上的城市，重要模型参数通过调查进行标定，

一般模型参数可借用。

7) 5.0.1 线网方案应划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的功能层次，并应确定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合理

规模和规划布局。

线网方案是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的核

心工作之一，本条规定了线网方案阶段的任务，

规定了规划程序、步骤，即线网功能层次划分→

论证合理规模→规划布局方案。

一些城市在主城区编制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规划线网表现为单一的地铁或轻轨系统。随着城

镇化发展，城市编制或修编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开

始面向更大的范围(都市区或市域)进行，轨道交

通系统形式出现多元化。部分城市在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修编时，仅仅将既有规划的地铁或轻轨系

统由主城区向都市区或市域延伸，系统服务水平

没有提高，居民出行时间过长，不利于多元化轨

道交通体系建立，给运营组织带来不利影响，还

增加了系统建设投资，反映在线网规划上体现为

线网功能层次不清晰，服务水平不明确。条文明

确了线网功能层次划分是线网方案阶段的关键技

术环节。

8) 5.0.2 线网功能层次应在分析城市交通需

求特征的基础上确定，并应提出各层次线路的旅

行速度、平均站间距等技术指标。

线网功能层次划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

①按照服务水平(主要指运行速度)划分。

最高运行速度大于等于120 km·h-1的市域快速

轨道系统，平均运行速度大于50 km·h-1，适用于市

域、都市区等；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自

动导向轨道系统等，平均运行速度为25~40 km·h-1，

适用于城市市区中、短程距离线路。

②按照运量等级划分。

高、大运量系统主要指地铁系统，单向高峰小

时最大断面客流量分别为4.5~7.0万人次和2.5~5.0

万人次；中运量系统单向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

量为1.0~3.0 万人次，主要包括轻轨系统、单轨系

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等。

9) 5.0.3 线网规模应综合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城市规模、城市交通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分析

确定，并应满足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目标和功能定

位的要求。

线网规模应体现城市公共交通资源配置，体

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线网规模过大，将

对城市财政造成负担，不利于城市经济社会的健

康发展；线网规模过小，难于满足未来城市发展

和交通需求。

10) 5.0.4 线网方案应在分析城市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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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运交通走廊和重要交通枢纽的基础上，经方案

比选确定。

本条规定了线网方案研究的程序，还明确应

提出多个预选方案，进行多方案比选。确定线网

方案应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①城市空间布局。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要引导城市空间发展，与城市

空间结构相协调。②客运交通走廊。城市客运交

通走廊的分布取决于城市土地利用布局，线网布

设也要促进土地开发、调整和优化用地功能布

局。③重要交通枢纽。枢纽是一体化客运交通系

统的核心，是城市轨道交通线网的控制节点。

11) 5.0.6 线网方案应确定换乘车站的规划布

局，明确各换乘车站的功能定位。线网方案应处

理好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之间的换乘关系，以及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并应提

出换乘车站的设施控制条件。

城市轨道交通换乘车站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发挥网络效应、提高系统运输效率的关键，是城

市公共交通网络中的重要节点，是一体化城市公

共客运交通系统建设的关键。换乘车站在城市公

共交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其应有的功能。

在确定换乘车站功能时，应考虑城市交通需求管

理在空间上的调控作用，根据各换乘车站和其他

车站周边土地使用的条件，统筹安排城市交通需

求管理所需的交通设施条件。

换乘车站的布局方案是指导近期线路换乘车

站建设的依据。近期线路换乘车站作为与其他线

路的工程衔接点，建设时应预留未来与其他线路

换乘的工程条件。

12) 6.0.1 方案评价应遵循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的原则，综合考虑多方面影响因素，建立科学的

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相应的评价方法，对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方案进行功能与效益评价。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方案评价的目的是确定预

选方案中哪个方案最接近规划目标以及这些线网

方案接近规划目标程度大小的先后顺序。方案评

价是在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基础上的多指标、

多准则的综合性评价。方案评价应遵循定量与定

性相结合、近期与远期相结合、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相结合的原则。本条在一定意义上规定了线

网方案阶段进行多方案比选的程序、步骤，即预

选方案→方案评价→推荐方案。

13) 7.0.1 车辆基地规划应坚持资源共享的原

则，集约使用土地。

车辆基地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重要的组成部

分，是保证轨道交通系统正常运营的后勤基地。

规划要统筹研究车辆各基地的功能、布局和各项

设施的配置，明确任务分工，鼓励实施多线共

段，大型检修设施集中管理使用，实现车辆及设

备检修保养的集约化、规模化、社会化，避免重

复建设，节省工程投资。大城市土地资源稀缺，

车辆基地规划要坚持集约使用土地的原则。

14) 8.0.1 用地控制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对城市

轨道交通设施用地提出规划控制原则与要求，通

过预留与控制设施用地，为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提

供用地条件。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是城市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一些城市在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时，

由于没有预留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带来巨额

拆迁费用。因此，用地控制规划是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编制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本条明确了

规划的深度——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用地提出规

划控制原则与要求。但是，这一深度难以满足城

市规划管理工作所需的内容深度要求，规划编制

完成后，尚需编制用地的专项控制性规划，然后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对用地加以落实。

15) 8.0.2 用地控制规划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线

路、车站和车辆基地。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包括线路、车站、车辆基

地、联络线、相关设施等；车辆基地包括停车

场、车辆段、车辆综合维修基地，以及车辆进出

场段的出入线；相关设施主要包括控制中心、主

变电站等。本条主要对线路、车站和车辆基地的

用地控制规划进行了规定。

16) 8.0.3 线路用地控制规划应根据各线路

(含联络线)的走向方案，提出线路走廊用地的控

制原则和控制范围的指标要求。

影响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走廊用地控制范围的

主要因素有：地下线产生的震动以及地上线产生

的噪音对沿线周围环境的影响；线路、车站建筑

与城市其他建筑间的安全防护距离；工程实施对

预留施工场地的要求，等等。目前，各个城市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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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走廊用地的控制范围采用的是

不同的指标，各城市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104—2008)的相关规定和要

求，划定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控制保护地界，研

究确定线路走廊用地的控制指标。

17) 8.0.4 车站用地控制规划应综合考虑车站

功能定位、周边土地使用功能和交通系统等因

素，提出换乘车站用地控制原则和控制范围的指

标要求。

规划年限内的换乘车站位置是基本确定的，

远景年的换乘车站位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应

对规划年限内建设的换乘车站提出用地控制原则

和控制范围的指标要求，对远景换乘车站不作硬

性规定。普通车站的位置可变因素较多，在规划

阶段不易确定，一般在工程可行性研究和设计阶

段确定，本条未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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