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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世博会交通具有客流规模

大且不均衡、与日常交通同向叠加

等特征。为确保 2010年上海世博

会期间日常交通与世博交通有序

畅通，提出研制世博交通保障整体

方案。首先介绍了整体方案与具

体规划方案的区别并提出其构

架。在分析世博期间交通运行总

体状况及交通需求特征的基础上，

确定了以集约交通为导向的总体

策略。编制了高配置、多层次的公

共交通保障方案，引导与管控相结

合的道路交通保障方案，整合扩容

的交通信息服务保障方案，并研究

储备了配套交通政策以便调节可

能出现的交通供需矛盾。

Abstract： The World Expo 2010

will generate huge traffic that var-

ies by direction and time in Shang-

hai, which will put more pressure

on already congested daily commut-

ing traffic.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traffic management plan for the up-

coming World Exposition 2010 to

ensure the efficiency of traffic flow

for both daily commuting travel

and travel generated by the World

Expo, The framework of the plan

consists of a macro program and

many concrete planning activities

at micro level. By discussing the

general and specific travel demand

characteristics, the paper presents

the overall strategy for the main

traffic flow; proposes multiple-lev-

els of transit transportation service;

provides a traffic management sys-

tem combining traffic control and

traffic guidance; discusses an inte-

grated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system; and proposes the contin-

gent policies for dealing with the

potential problems caused by unex-

pected travel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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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世博会将于 5 月 1 日—10 月 30 日在上海举行，历时 184

天，将有2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预计观众达到7 000万人次。

为确保世博期间交通畅达，配合世博交通保障筹备工作，从综合平衡

的角度编制世博交通保障整体方案。

1 整体方案构架

世博交通保障整体方案不同于具体的规划方案，是对世博交通保

障工作的总体策划，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提供规划思路，对不同部

门的专项规划进行综合平衡，形成整体方案。整体方案构架见图 1，

其内涵是：基于对世博期间交通态势的把握，制定交通保障总体策

略；从硬件设施、运行服务、综合管理三个层面，推进落实交通设

施、公共交通、道路交通、交通信息四大核心保障任务；研究储备配

套交通政策，调节和应对交通供需矛盾[1]。

Traffic Management Plan for World Expo Shanghai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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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世博交通需求分析及总体策略

2.1 世博交通运行总体状况预判

近年来，上海市人口、出行率均呈现增长趋

势，预计2010年居民出行量将达5 000万人次·d-1，

较 2008年增长 6%。虽然全市交通供给格局出现

较大变化，但高峰期交通运行状态依然较为紧张。

1) 中心城区道路交通总体运行状况紧张。

2010年，上海市汽车拥有量将达到 160万辆，较

2008 年增长 14%。中心城区机动车交通量接近

7 000万辆·km·d-1，较 2008年增长 13%，略高于

路网容量 11%的增幅。除中环线外，快速路在工

作日 7:00—18:00 基本处于饱和运行状态，见图

2，早高峰 7:00—9:00约有 63%的道路交叉口处于

拥挤状态[2]。

2) 轨道交通运能基本满足高峰需求，但局部

区段依然较为拥挤。2010 年上海市轨道交通高

峰运能较 2008 年提高 120%，但客运强度下降，

客流量约有40%~50%的增幅。工作日网络高峰特

征依然明显，部分已运营线路高峰小时高方向高

客流断面满载率仍接近或略超过100%；新开通线

路尚处于客流培育期，服务水平较高，见图3。

2.2 世博交通需求特征

1) 客流规模不确定。世博交通本质上属于旅

游休闲交通，其客流规模受到经济发展、宣传引

导、旅游组织等相关因素影响，既可能突破7 000

万人次的规划目标，也可能无法实现。

2) 参观客流日均分布不均衡。调查显示，

2009年4月上海市汽车展客流不均衡性(双休日平

均客流/工作日平均客流)接近 2.5。世博会客流总

量、持续时间远超过汽车展，参观客流还受到票

务政策、气候变化、园内活动和媒体宣传等因素

的影响，客流不均衡性将更加明显。预计双休日

为客流高峰期，客流规模达 60 万人次·d-1。受

“十一”黄金周、门票到期等因素影响，会展最后

一个月可能出现持续极端客流高峰，客流规模达

80万人次·d-1。

3) 参观客流空间分布不均衡。外地一日往返

游客，主要从长三角地区直接前往世博会，大部

需求分析及总体策略

世博配套交通设施
硬件设施

世博配套交通政策综合管理

公
共
交
通

道
路
交
通

交
通
信
息

运行服务

图 1 整体方案构架

Fig.1 Framework of overall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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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世博期间早高峰高架快速路运行车速分布

Fig.2 Travel speed of vehicles on the elevated urban
expressway in peak hour during Shanghai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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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世博期间早高峰轨道交通网络服务水平

Fig.3 Level of service of rail transit
in peak hour during World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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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直接从浦西入园。同时，根据人口、宾馆分布

推算，本地游客及外地住宿游客 75%集中在浦

西，大部分将就近入园。而世博主会场在浦东，

出入口闸机能力配置为：浦西占 30%，浦东占

70%。若缺乏有效引导，可能造成浦西入园口长

时间排队，周边轨道交通、常规公交严重拥堵，

而浦东入园口设施能力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

4) 入园客流高峰与工作日早晚高峰时间有所

重叠。世博园区计划 9:00开园，预测参观客流出

行高峰为8:00—10:00，与工作日早高峰7:00—9:00

有 1 h 重叠；夜场游客入园高峰为 17:00—18:00，

与工作日晚高峰 16:00—18:00存在重叠。游客入

场/离场客流时间分布见图4。

5) 入园客流单向集聚效应明显。世博交通呈

现以世博园区为核心的单向集聚状态，离世博园

区越近叠加影响越大。世博园区6 km半径区域以

外，世博客流占交通总量不到 8%，2~6 km半径

区域占36%，1~2 km半径区域占75%，1 km半径

区域以内占95%[3]。

2.3 总体策略

1) 集约交通。规划形成以“地面公交为基

础，轨道交通为主体，世博专线为骨干，严格限

制小汽车直达”的集约化抵达出行方式结构。地

面公共交通(专线巴士、旅游巴士、常规公交)承

担约 40%的客流，轨道交通承担约 50%的客流，

水上巴士承担约 5%的客流，其他出行方式(VIP

车辆、步行、出租汽车等)占5%。

2) 高配保障。考虑世博客流日均分布的不均

衡性，按照日均 60~80 万人次客流配置重要道

路、公共交通、停车场等设施，提高应对交通运

行不确定性的保障能力。

3) 时空均衡。通过提前和实时发布道路交

通、场馆客流信息等多种手段，引导高峰日客流

向平日转移，引导世博游客与工作早高峰错时出

行，引导主要客流从浦东入园并选择集约交通。

4) 分层组织。根据客流不同需求，考虑以世

博园为核心，在全市范围划分引导区(中环外)、

缓冲区(中环内)、管控区(世博园区外500 m)3个管

理圈层，见图5，实施差异化管理政策和措施。

3 配套交通设施建设

依据“十一五”规划推进骨架基础设施建

设。世博会前，上海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可达到

767 km，较 2008年增长 20%。中心城区快速路达

到 145 km，较 2008年增长 25%。黄浦江形成 4桥

12 隧道的越江道路体系，中心城区道路容量较

2008年增长11%。轨道交通将有11条线路，通车

里程达到420 km，较2008年增长70%。

围绕世博交通组织推进配套设施建设。推进

园区周边3~5 km范围内38条配套道路的建设。结

合换乘组织需求，建成32个直接服务于世博的交

通枢纽。建设 4个水上巴士码头，开设园外水上

图 4 游客入场 /离场客流时间分布

Fig.4 Enter/exit time distribution of Expo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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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Hierarchy of traff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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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缓解陆上入园交通压力。在园区周边建设

30个临时停车场，提供6 000个大巴泊位。开发世

博服务信息平台，完善世博配套设施的信息采集

和发布功能。

4 公共交通服务

4.1 挑战

规划世博期间公共交通分担近 90%的客流，

产生100~150万乘次·d-1的客运增量。由于世博入

场高峰与日常早高峰重合，可能导致连通园区的

部分线路运力紧张，轨道交通6，8号线受冲击较

大，部分断面拥挤情况加剧。此外，世博离场高

峰出现在 22:00以后，并将延续至 24:00，而此时

大部分地铁、常规公交已经停运，不利于游客散

场组织。

4.2 指导原则

满足游客多层次的出行要求。充分发挥轨道

交通、地面公交对世博游客的集散作用。尊重游

客休闲出行对个体交通的需求，在时段和区域上

合理引导出租汽车的使用。

储备常规公交应急保障方案。世博期间，轨

道交通部分线路尚处于运营初期，缺乏客流培育

期设施与管理的磨合，在高峰运营期间可能出现

不可预见的问题。为了应对轨道交通短时失效对

客流运输的影响，应高度重视常规公交的基础性

作用。

4.3 配套措施

1) 积极引导游客使用轨道交通。

① 确保运力，满足世博客流的叠加需求。轨

道交通规划分担 50%的世博客流，40，60，80万

人次·d-1的游客规模对应轨道交通客运增量分别为

60，90，120 万乘次·d-1，轨道交通 4，6，7，8，

9号线等世博直达线路约承担 70%的世博客流，8

号线客流分担率近30%，见图6。8:00—9:00为世

博游客入场高峰，约产生6~13万人次世博客运需

求；22:30—23:30为离场高峰，约有5~8万人次世

博客运需求。根据叠加需求，5条直达线路世博方

向的高峰运力配置将达到15万人次·h-1[3]。

② 延长运营时间，满足世博游客夜间散场需

求。在闭馆时间(22:30)确保世博客流基本可达全

网络各站，在闭园时间(24:00)确保服务世博线路

8号线

客流/(万人次·d-1)
108642

2号线

10号线

9号线

4号线

10号线3号线1号线7号线
11号线

6号线

图 6 世博期间轨道交通客流分布

Fig.6 Distribution of rail transit passenger volumes during Shanghai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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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站基本可达。

③ 研究制订轨道交通客流引导措施。为缓解

高峰时段 6，8号线等拥挤区段的客流组织压力，

以及部分线路世博客流过度集中等问题，拟采取

优化交路设置、投放备车、公交配套疏解、网络

运营客流引导等措施。

2) 发挥常规公交的基础作用。

充分挖掘既有公交线网运力。既有常规线路

中有90条线路通往园区，始发线路50条，过境线

路 40 条，夜间运营线路 8 条。通过调整运营计

划、增加车辆、完善标志等方式，提高既有网络

的吸引力。

增设世博专线，提高地面公交便利性。①在

对外枢纽、内外环间大型客流集散点、轨道交通

拥堵区段设置世博直达专线；②在远郊区开设接

驳轨道交通的世博接驳专线；③在既有通达园区

的常规公交线路上增开大站专线；④在主要宾馆

区域增开宾馆专线，为散客提供公交入园服务；

⑤在园区周边加开地铁站至入园处的短驳巴士，

服务园区周边步行距离较远的轨道交通车站。车

辆供应采取增购、调剂使用旅游巴士以及调配线

路运能等方法解决。

3) 合理引导游客使用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是游客休闲出行的重要交通方式，

但过度使用易引发园区周边交通拥堵。拟组建世

博专属出租车队，规模约4 000辆，管控区白天仅

对专属出租汽车开放、21:00后对全市出租汽车开

放。专属出租车队重点提供 3种服务：①在夜间

离场高峰快速疏散游客；②满足部分特殊游客出

行需求；③为园区周边居民、企业用车提供方便。

5 道路交通系统

5.1 挑战

1) 中心城区快速路系统运行情况较为紧张，

难以承担叠加的世博车流。根据高架线圈检测数

据及预测分析，2010 年中心城区快速路系统在

7:00—10:00以及 13:00—18:00两个时段基本处于

饱和运行状态，留给世博交通组织的余地不大。

在没有路径引导的情况下，各类团体大巴、出租

汽车将选择南北高架和内环线高架等最短路径直

达园区，导致内环南段、南北高架断面交通量约

增加10%，加剧拥堵现象。

2) 个体交通分担率控制目标较难实现，园区

周边道路交通面临巨大压力。SP调查显示，自由

选择情况下游客出行方式与规划目标有较大差

异，若不加引导，小汽车分担率将达到15%~20%，

产生 1~1.2万车次·h-1的需求，园区周边道路将面

临叠加需求的较大冲击。

5.2 指导原则

引导世博车流避开中心区高架拥挤路段，尽

量使用增量设施组织道路交通。建议除中环西南

段外，世博大巴均依托常规公交专用车道组织，

减少对南北高架、内环线高架、延安路高架等拥

堵路段的冲击。

为集约交通提供优质道路交通服务，对小汽

车采取限制政策。通过引导标志、专用路权、优

先信号等手段为集约交通提供优质服务，增加地

面集约交通的吸引力。通过停车资源的控制、尾

号管理、园区周边区域禁入等手段限制小汽车的

使用。

5.3 配套措施

1) P+R换乘体系和园区周边停车管理。

根据预测，60万人次客流的高峰日，长三角

地区和郊区自驾车一日往返的参观客流约为1.3万

车次。因此，设置三层次P+R停车换乘体系：第

一层次，结合高速公路出入口，集中设置大型换

乘点，提供约9 000个停车泊位，引导长三角地区

游客在中心城外换乘世博专线或轨道交通抵达园

区，见图7；第二层次，结合中环线和轨道交通车

站，设置小型停车换乘点，满足本地自驾游客的换

乘需求；第三层次，在园区周边设置应急换乘点。

综合考虑客流规模、分担率、车均载客人数

和泊位周转率等因素，预计世博期间大巴停车泊

位需求约为 6 000辆·d-1。园区停车场由出入口停

车场及周边临时停车场两部分构成：前者以大巴

上下客、停车、VIP车辆停放、夜间出租汽车停

车和上客为主要功能；后者以大巴停车为主要功

能，兼顾应急专用，可停放抢险、救护、安保等

应急车辆，也可为部分接待用小汽车提供临时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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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但不对社会小汽车开放。

2) 世博专用道管理。

世博专用道分为两种形式：世博专用车道、

世博与常规公交混用车道。前者仅供世博持证车

辆使用，在道路中央设置；后者供持证车辆和常

规公交使用，结合既有公交专用车道规划在路侧

直通方向

南京方向

苏州方向

湖州方向

嘉兴方向

杭州方向

宁波方向

松江

F1赛车场

虹桥枢纽
中环线

世博停车换乘

世博停车换乘

世博停车换乘

F1赛车场

松江新城

虹桥枢纽

图 7 第一层次 P+R 换乘体系布局

Fig.7 Layout of the 1st level Park & Ride facilities

专线巴士
团体巴士
常规巴士

图 8 世博公交流量分布

Fig.8 Distribution of public transit passenger volumes during Shanghai Ex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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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管理上考虑延长专用车道服务时间，以

时间换空间的方式混用。

在通道选择上，兼顾设施条件和交通条件，

尽量利用新增设施。原则上选取 3车道及以上规

模车道，对于部分背景交通量较小、规模不足 3

车道的增量道路也可考虑设置。

在空间布局上，分区域引导世博车流从浦东

入场。首先，在长三角入城主通道上设置引导标

志，引导城际车流通过高速公路由绕行路径入

场；其次，在中环线设置专用车道，将郊区和内

外环间的世博车流引导至中环再绕行至浦东入

场；最后，在园区周边3~5 km世博车流高度集聚

区域，选择与出入口联系道路设置专用车道，供世

博车流快速集散使用。世博公交流量分布见图8[3]。

3) 管控区交通管理。

调查显示，当步行接驳距离超过1 km时，小

汽车或出租汽车出行的便利程度将大大下降。但

是，由于世博园区地处城市中心，边界控制过大

将影响管控区内部的居民出行，干扰区域交通，

增加管理难度，操作性较差。综合考虑上述因

素，管控区范围的选取主要考虑世博园区外 1~2

条平行道路，面积约 7 km2(不含黄浦江水域)。管

控区内只允许持有通行证车辆通行，禁止其他社

会车辆行驶。此外，为缓解管控区设置对周边道

路交通的影响，世博期间将高度重视外围交通分

流管理，具体措施包括严格控制路内停车、适时

在园区周边区域推行车种限制等需求管理政策等。

6 交通信息服务

6.1 交通信息系统发展状况

上海市交通信息资源正处于由行业分散布局

向一个信息平台集中的过程。道路车流信息主要

集中在信息中心、建设交通委员会和交警总队；

公交客流信息集中在交港局、申通集团、公交企

业；长途客运信息主要集中在机场、铁路、长途

客站等对外枢纽。目前，上海市综合交通信息平

台已经基本建成，大部分的道路交通信息已实现

整合，信息采集与发布系统基本覆盖快速路系统

和主次干路。利用手机、车载GPS方式采集道路

信息、车牌识别等基于大范围、固定与移动方式

相结合的交通信息采集项目也正在抓紧实施。此

外，公共交通和对外交通的车流、客流及交通设

施等基础和动态信息资源正逐步整合到信息平台。

6.2 指导原则

在完善拓展道路交通信息的基础上，尽快整

合公共交通客流信息，并实现与世博园区信息系

统的对接，满足世博交通指挥的需要。

6.3 配套措施

1) 完善交通信息配套设施及功能。

围绕道路交通信息采集和发布系统二期工

程，继续拓展中心城快速路、地面道路信息采集

发布系统、控制系统的建设；结合世博交通组

织，尽快落实P+R停车场、专用车道等配套设施

的信息设施建设；对综合交通信息平台进行扩

容，将公共交通客流信息逐步接入信息平台。

2) 为世博游客出行提供及时的信息引导。

为广大游客提供覆盖所有出行方式的综合信

息服务，使不同出行方式、不同地域、不同偏好

的游客全面了解世博会的交通状况，在游客出行

前、出行中和园区内全过程均能获得相关交通信

息，并以“一个网站、一个电话、一个短信”等

简易方式提供服务。

3) 开展世博交通预测预报。

以世博票务中心、园区运营管理、园外各交

通系统运行数据为基础，配合世博园区内外游客

出行意愿调查，开展世博交通日报和客流预报工

作，为世博交通运力安排提供依据。

7 配套交通政策

世博交通政策包括限制性和引导性两大类：

前者主要针对个体交通出行，采取封存部分公

车、机动车尾号限行、扩大货运车及摩托车禁行

范围等政策；后者通过一定的鼓励和引导政策，

引导出行方式和出行时间的转变，如错时上下

班、错休、统一协调重大活动、公交票价杠杆

等。世博期间出台的配套交通政策以法律、规

(下转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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