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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有效满足BRT或轻轨系

统的运行需求，提出在带有固定左

转车道的繁忙通勤走廊中央设置

一条BRT或轻轨专用车道用于双

向运营的概念。由此产生了车辆

相交问题，其相交空间设置于由左

转车道产生的未利用或未被充分

利用的道路中央隔离带。提供了

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的概念设计

可选方案和几何布局示意图，并考

虑运行速度、发车间隔、相邻相交

空间的距离及相交空间数量等条

件，分析系统性能。为确保具有实

用性，研究了系统在现有交通走廊

上的可实施性。由于该系统具有

利于 TOD 发展的潜力，也可作为

未来发展两条专用车道系统的中间

步骤。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a bus rapid transit

(BRT) or light rail system that ef-

fectively requires only one dedicat-

ed but reversible lane to support

two-way traffic in the median of a

busy commute corridor with regu-

lar provision of left-turn lanes. Traf-

fic crossing is accommodated on

the otherwise unused or underused

median space resulting from provi-

sion of left-turn lanes. Conceptual

design options and geometric con-

figuration sketches for bus stops

and crossing spaces are provided.

System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travel speed, headway operations,

distance between two neighboring

crossing spaces, and number of

crossing spaces is also analyzed. To

ensure practicality, we study imple-

mentation of such a system on an

existing corridor. Such a system is

also useful as an intermediate step

toward a two-dedicated-lane sys-

tem because of its potential for fa-

cilitating transit-oriented 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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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专用车道双向运营一条专用车道双向运营BRT/BRT/轻轨的可行性轻轨的可行性

0 引言

公共交通或许是城市或其周边地区在未来解决可持续交通问题为

数不多的方案之一，尤其在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原油储量大幅减少、

新能源缺乏、燃料价格上涨、能源与环境压力巨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

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国家更是如此。

轻轨或地铁系统作为传统的公共交通系统已被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

同时，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 BRT)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共交通系统

也被许多发达国家(如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哥伦

比亚)所使用和研究[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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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大多数城市和

郊区公共交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人口密度低，

这一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受到现行分区管理条例的

影响。美国大多数城市和郊区已经被规划、建设

成只有汽车才适合人们日常出行。目前，许多城

市周边新开发区域对公共汽车或轻轨的需求很

低，以至于在道路中间给予公共汽车或轻轨两条

完整的专用车道(平面交叉口除外)和车站空间导

致路权利用不足，招致驾车出行者对公共交通的

抱怨，尤其在高峰时段道路上汽车处于繁忙通行

状 态 时 ， 其 抱 怨 更 甚 。 公 交 导 向 发 展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作为一种满足

出行需求、减少小汽车使用的城市发展方式被提

出。这一发展方式可看作是“鸡和蛋”的问题：

没有一个好的公交系统，TOD 很难被实施；同

样，没有高密度的用地开发也很难拥有一个良

好的公交系统。

此外，在许多城市和郊区道路中，具有充分

路权的BRT或轻轨系统的两条专用车道基本不存

在。例如，美国俄勒冈州“Eugene－Springfield

BRT”的一部分——“EmX绿线”，仅有一条专用

车道 [5, 11]。建设和发展 BRT 或轻轨系统需要投入

大量资金，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资

金投入不足有时是发展高效公交系统的一大障

碍[10, 12]。

本文研究在带有左转车道的通勤走廊中央设

置一条双向运营的 BRT 或轻轨系统专用车道

(简称单一专用车道系统)，以实现和两条专用车

道(简称双车道系统)相同或相似服务水平的可行

性。对政府和公众想要建立的有效的公共交通系

统来说，单一专用车道系统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选

择。对于设置于繁忙的通勤走廊、具有充分路权

但缺乏足够客流保障的公共交通双车道系统来

说，为了有效利用道路资源，本文提出的系统可

作为其过渡方式。同时，由于单一专用车道系统

具有发展TOD的潜力，因此可以证明其作为中间

步骤的有效性。

单一专用车道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双向运营公

共汽车的相交问题，这种相交需要空间，本文定

义该空间为“相交空间”。为了描述这一系统的运

营核心，给出简单、理想化的公共汽车双向运营

空间—时间图(见图1)，图中没有明确给出乘客乘

车时间，而是集中给出了公共汽车运行时间。图1

显示了具有固定发车间隔 h的公共汽车如何从相

同或相反方向穿越终点1和终点2。双向运营的公

共汽车的相交发生在“相交点”，相交点分为两

种，一种是不涉及任何乘客活动、独立的公共汽

车专用相交空间，另一种是公共汽车相交和乘客

活动相结合的综合设施。实际运营中可能有比图1

示意的相交点更多的相交空间存在，这些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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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用于运行性能研究的、简单的公交双向运营空间—时间图

Fig.1 A simple space-time diagram for study of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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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交空间能帮助公共汽车在某一延迟后回到预定

的时刻表。跨越两个相邻相交空间的专用车道的

任何部分，在任何时间都能使公交车辆单向运

行，即错开相向行驶车辆的通过时间。

研究中，最关键新问题包括：1)如何解决相

向行驶的公共汽车的相交，这需要在现有专用车

道外增加一条车道，且不对社会车道的交通产生

任何负面影响；2)如何在最小的空间内满足乘客

候车、上车、下车的需求；3)能否在固定的距离

间隔内提供足够的相交空间，从而达到与传统交

通方式相同或相似的服务水平。为了简化讨论，

把乘客候车、上车、下车简称为“乘客活动”，把

相向行驶的公共汽车的相交称作“相交运行”。

本文所提概念的基本原理并不复杂。公共汽

车相交点考虑设在因设置左转车道而未被使用或

未被充分利用的中央隔离带上。尽管有时没有必

要，但仍可将部分左转车道作为公交车站，并对

相交空间位置进行有计划的布设，从而达到期望

的公共汽车发车间隔和运行时间，就像在有两条

专用车道的BRT系统中，通过及时调整公共汽车

运行速度、采用公交信号优先 (Transit Signal

Priority, TSP)措施，可使公共汽车尽可能按时刻

表运行一样。

为了使这一概念具有可操作性，从而最大限

度地体现本研究的价值，选择加州 Santa Clara

County 交通管理局(VTA)轻轨系统蓝线(the Blue

Line)服务的交通走廊作为案例，进行验证。

本文的篇章组织为：第1节“问题定义”，界

定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包括研究方法介绍和具体

研究范畴。第 2节“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的几何

设计可选方案”，从5个设计维度讨论了公交车站

与相交空间的几何设计方案。第 3节“相交运行

专用空间几何设计”，主要研究不支持乘客活动的

独立相交空间的概念性设计。第 4节“包含乘客

活动的相交空间几何设计”提出一种概念性设

计，其更加复杂的几何布局使相交运行和乘客活

动能被容纳在同一空间。第5节“运行性能”，结

合定性分析，指出所提系统可提供的发车间隔或

频率。第 6 节“现有交通走廊实施的可行性评

估”，简要描述了所选交通走廊的概况，并论证了

单一专用车道系统的实用性和空间节省性。最后

是“结语”，包括对其他研究工作及机遇的简短

讨论。

1 问题定义

尽管现有BRT系统的一小部分双向交通已经

配备了单一专用车道[5]，但是，沿着城市或郊区的

通勤走廊、在道路中央或任何部分、按全部道路

长度为双向运营的公共汽车或轻轨仅设置一条

专用车道的情况，目前还没有研究探讨其可行

性。本文首先提出了单一专用车道BRT的概念[13]，

并对其可行性进行研究，同时给出了部分研究

成果[14－16]。

设计上述实用系统并对其进行性能优化，需

要大量的设计及研发工作。首先，系统的实用性

及性能会受到与其相互作用的周围交通的影响，

尤其是交通信号。为节省篇幅，本文只考虑封闭

系统，忽略周围交通以及交通信号对系统性能的

影响。TSP、车辆定位监控、车速报告/控制以及

其他诸如单一专用车道 BRT 高效运营技术的应

用，则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围。关于此类应用的

研究成果，将另文介绍。

本文提出的构想同时适用于 BRT 和轻轨系

统。为便于讨论，下文中只明确提出BRT系统，

除非特别指出，否则均默认这一构想同时适用于

轻轨系统。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包括旧金山半

岛、南湾(包括圣何塞)、东湾(包括奥克兰)，除少

数道路外，几乎所有主要的通勤道路全程都配有

左转车道。由于在繁忙的通勤道路上有大量的左

转交通，因此这种为左转交通提供便利的空间分

配方案具有重要意义。在一些非常繁忙的道路交

叉口，每个方向都设置了多条左转车道。

与主要道路相连的交叉口附近，专用车道的

宽度可能会有所增加，但在其余路段专用车道的

宽度很少发生变化。尤其是朝相反方向各设置一

条左转车道的两个相邻交叉口，他们之间的车道

宽度通常保持不变，就这部分路段而言，典型的

左转车道是相当短的。因此，通常有大量中央隔

离带存在于两个相邻交叉口之间，而这些中央隔

离带对交通目的而言往往是不重要的，甚至是不

必要的。所以它们或者被用于绿化，或者便于车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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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左转进入商店停车场。本文把这些中央隔离带

称为“未使用的”或“未被充分利用的”中央隔

离带(为便于讨论，下文统一使用前一说法)。由

于交叉口左转车道的频繁使用，以及相邻交叉口

间基本不变的车道宽度，导致在一条繁忙的通勤

道路上，存在许多未使用的中央隔离带。本文主

要研究所有交叉口都设置左转车道且存在可利用

的、未使用的中央隔离带的通勤走廊，同样也会

考虑所需专用车道不与上述左转车道同时存在的

情况。

2 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的几何设计可

选方案

本节按 5个不同的设计维度考虑各个设计方

案，分别是功能、出入口、左转、收费(车门设

置)、路段长度。本文不管交叉口是否为信号控制

交叉口，是否均为“十字形”或“丁字形”，主干

路的“路段”均被定义为两个相邻交叉口间的道

路路段。若交叉口无信号控制，则假定该主干路

上的交通有优先通行权。在市区或郊区，路段的

长度设置恰好与相应街区的长度一致。为了便于

讨论，在意义不发生混淆时，把“主干路路段”

简称为“路段”。

本文提出的单一专用车道系统，本质上需要

非传统意义上的基础设施支持，并能利于交叉口

与乘客的运营组织。基础设施由独立相交空间(无

乘客活动)、独立公交车站(无公共汽车交叉)以及

包含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的综合设施构成。这 3

项成为“功能层面”上的3个设计方案。在第3节

“相交运行专用空间几何设计”和第4节“包含乘

客活动的相交空间几何设计”中，分别讨论了第

一和第三种设计方案(如需了解独立公交车站的详

细方案，请参考文献[15])。

由于单一专用车道通常设置于主干路中央，

所以行人必须通过交叉口进出公交车站(这里假设

不通过建设高架设施达到此目的)。当然，一个独

立的相交空间不涉及进出口问题。不管是作为独

立公交车站，还是作为包含乘客活动与相交运行

综合设施的一部分，公交车站的设计方案有 3

种：1)将其限制在一个路段内，并提供两个乘客

出入口(路段两侧各有一个)；2)将其限制在一个路

段内，但仅提供一个乘客出入口(仅在路段的一侧

设置)；3)允许其跨越与交叉口相邻的两个路段，

并提供两个乘客出入口(即沿着通勤道路，在交叉

口的两侧各设一个)。这 3个方案构成了“出入口

维度”。方案 2)在实施时，也可在路段中央(即街

区中部)设置人行道连接乘客站台和主干路一侧或

两侧的人行道。不过，这种实施形式下文中不作

详细说明。

繁忙通勤走廊的主干路通常都设有大量左转

车道。下文提到的公交车站、相交空间或两者组

成的综合设施的布局都充分利用了几乎无所不在

的左转车道。不过，从实用出发，对没有左转车

道路段的几何设计还是必要的。这两种利用当前

道路形态中左转车道的方案就构成了“左转维

度”。如果一条左转车道未被设置在特定地点，即

3种设施中任意一种的备选地点，那么只有一条车

道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可被利用额外的空间(即

附加车道)。如何避免公交车站或公交车站和相交

空间组合而成的综合设施在交叉口影响左转运

行，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在一些设施布局中，通

常牺牲了路段两端两条或其中一条左转车道。这

一信息作为该维度两个或其中一个可选方案的可

能发展方向，将予以限制。

美国现行的公共汽车运营模式要求司机监控

乘客的付款行为，因此，乘客需从公共汽车的右

前门上车。不过，就如文中所提的富有前瞻性的

运行理念，也应考虑其他上下车及付费方案。其

中一个可选方案是在公共汽车两侧均设置车门，

但每个车门并不是在所有车站都使用。这一方案

可能要求乘客在进入公交车站时就以某种形式支

付乘车费用，因此需为公交车站配备固定空间和

相应的物理设施以收取乘车费。上述两种可选方

案组成了“收费”或“车门设置”维度。

最后，讨论路段长度。路段的长度可能非常

重要，尤其是把公交车站(或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

的综合设施)限定在路段内，并考虑包含乘客出入

口的两种可选方案时更是如此。路段或长或短，

这两个方面构成了“路段长度维度”。对较短的路

段而言，在其两侧各设置一个出入口是一个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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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而对于较长的路段，在其两端各设置一个

出入口则可能完全是对空间和资源的浪费。同

样，路段长度过短，从功能角度考虑，可能会限

制一些可选方案。因此，路段长度需结合“出入

口”和“功能”维度综合考虑，而不能完全独立

于两者之外。应注意的是，相交空间可以设置在

任何足够长并配有左转车道(路段两端各有一条)

的路段上，此种情况下相交空间越多，性能损耗

越小。

总之，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设计方案的 5种

维度是：

1) 功能：①独立相交空间；②独立公交车

站；③包含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的综合设施。

2) 出入口：①路段内设有两个乘客出入口(路

段两侧各有一个)；②路段内设有一个乘客出入口

(仅在路段的一侧设置)；③与交叉口相邻的两个

路段内设两个乘客出入口(即交叉口的两侧各设一

个出入口)。

3) 左转：有左转车道或在路段两端不设左转

车道。

4) 收费(车门设置)：①使用仅有右侧车门的

公共汽车；②使用两侧均有车门的公共汽车。

5) 路段长度：长或短。

根据设计维度和可选方案，存在很多可能的

组合方式。目前，已研发出许多组合方式，并且

画出了相应的示意图。本文选择其中的一小部

分，尤其是适合实际应用和很可能在交通走廊中

实施的部分方式。

在讨论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的具体组合形态

前，首先给出布局 1的示意图(见图 2)，该布局为

双向运营的单一专用车道，不支持乘客活动和相

交运行。当路段长度不够时，不能设置相交空

间。由于受到路段两端左转车道的影响，若该路

段空间有限，单一专用车道需在纵向上适当倾斜

或呈“s形”。

图 2中的倾斜非常重要，实际上节省了一条

车道的通行能力。如果专用车道没有倾斜，则需

要另外提供两个左转车道，而这远超过增加一条

BRT专用车道所需的空间。事实上，更多未被使

用的中央隔离带将被采用。

需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倾斜在有两条专用车道

的BRT系统中也能节省一条车道的通行能力，详

见参考文献[15－16]。

布局 1和下面提出的所有布局都被用于描述

本文提出的运营理念。为便于比较，假定交通均

沿东西方向运行，即所有示意图中，左右手之间

都是水平的，并为任一通行方向均提供两条普通

车道。为便于讨论，以一条车道为单位来衡量可

通行的道路宽度，而不考虑该车道是否为普通车

道、左转车道或公交专用车道。另外，一个乘客

站台被看做和一条车道有相同的宽度，而不管它

是否为单向乘客专用或双向乘客共享。同时，本

文忽略所有可能的路边停车。

如同图 2下方的图注，在下文的每一个示意

图 2 布局 1——双向运营的单一专用车道(没有相交空间和公交车站；没有出
入口；左转车道；单侧或双侧车门；路段长度不足以提供相交空间)

Fig.2 Configuration #1, One lane dedicated to alternating two-way traffic (no crossing
and no stop; no entrance-exit; left turning; doors on one side or both; section not
sufficiently long for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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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设计方案的相关选择要素都将在图注中予

以说明。未来这些示意图都将根据相关标准扩展

成详细的几何设计方案。公交车站和其他车道特

征设计的详细标准，可参考文献[17－18]。

3 相交运行专用空间几何设计

本节主要介绍独立相交空间的概念设计。相

交空间的长度取决于空间的可用性及所需的最小

路段长度。路段越长，相向行驶的两辆公共汽车

的相交就越有效。

图3是布局2的示意图，展示了在宽度保持不

变且两端带有左转车道的主干路路段，如何利用

现有空间有效设置单一专用车道及独立相交空

间。事实上，该设计利用了路段两端两个左转车

道间的剩余空间，该空间的现状是未被用于(或未

充分用于)交通目的且较充足，即未利用的道路中

央隔离带。这些剩余空间可用于在整条交通走廊

内设置相交空间。

充分利用剩余空间的核心是在整个交通走廊

中用一条专用车道有效运行双向公共交通，这一

点非常重要，须特别强调。同时也要特别注意，

原有行驶轨迹

相交后行驶轨迹

图 3 布局 2——相交运行的专有空间 (只有相交空间；没有出入口；左转车道；
单侧或双侧车门；路段长度足够用于车辆相交)

Fig.3 Configuration #2, A space dedicated to crossing operation (crossing only; no
entrance_exit; left turning; doors on one side or both; section sufficiently long for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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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布局 3——在一个路段内同时容纳车辆相交和乘客活动的空间设计(公
交车站和相交空间；设置于同一部分且有两个出入口；路段两端没有左转
车道；单侧车门；较长路段)

Fig.4 Configuration #3, A space accommodating both crossing and passenger
operations in one section (bus stop and crossing; one section and two
entrances-exits; left-turning sacrificed on both ends; doors on one side; long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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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干路的每一个路段最好都能设置一个相交空

间，这能明显减少单一专用车道运行带来的相交

障碍。

4 包含乘客活动的相交空间几何设计

对于长度足够且在两端都设有左转车道的主

干路路段，乘客活动和相交运行能同时设置在该

路段内。图4是布局3的示意图，描述了路段内此

类综合设施的几何设计。布局 3由两个乘客等待

区代替了两个左转车道。对一个足够长的路段来

说，若有一种可选布局能替代布局3，则至少有一

条左转车道可被保留，采用的方法是把站台移到

路段中心，从而设置相应的左转车道，并在专用

车道上施划人行横道斑马线，以连接站台和相关

出入口，详细内容可参阅文献[15]。具有相同设

计理念的布局5将在下文介绍。

在这种情况下，相交运行和乘客活动能设置

在一个路段内(两个交叉口之间)。为安全起见，

相向运行的公共汽车应在路段中央指定的相交空

间交汇，然后停在指定的乘客活动区域(位于路段

两端)使乘客上下车。

这里再给出一种布局，即布局4：在交叉口两

侧各设一个相交空间，且在相交空间一侧均有一

个公交车站紧邻交叉口设置，在其另一侧各设置

一条左转车道，如图5所示。布局4与布局3的主

要区别是布局 4所采用的设计形式，就出入口维

度来说，布局 4选择了两个路段(在一个交叉口的

两侧)、两个出入口。布局 4 可看作布局 3 的变

异，它将布局 3中综合设施东侧的乘客等待区域

移到了西侧路段的相应位置。

下面通过介绍布局 5(如图 6 所示)来结束本

节。布局5和布局3最明显的区别在于连接两个乘

客站台的人行横道斑马线。当路段太长，以至于

在路段东侧为东向交通设置站台不可行时，可采

用布局5。另一方面，若布局5中公交车站和相交

空间组成的综合设施东侧向东与相邻交叉口距离

太近时，布局 5能容易地在东向西方向(水平)延

伸，从而变成布局3，且不再需要用于连接两个乘

客等待区域的人行横道。因此，布局 5中该人行

横道是可选的。

目前提出的一些布局将被用于第 6节“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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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布局 4——位于交叉口两侧包含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的综合设施(公交
车站和相交空间；有两部分和两个出入口；没有左转车道；单侧车门；路
段长短皆可)

Fig.5 Configuration #4, An integrated bus stop and crossing space located on two
sides of an intersection (bus stop and crossing space; two sections and two
entrances-exits; left-turning sacrificed; doors on one side; long or short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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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走廊实施的可行性评估”，作为单一专用车道

系统可能实施的部分应用于所选交通走廊。第 6

节还将介绍另一种布局，它需要用两条专用车道

代替单一专用车道，但相对现有布局仍然节省一

条车道。

5 运行性能

本节定义了一些性能指标，明确了其决定因

素，并得到性能指标与决定因素的基本关系。对

于实行单一专用车道的一条既定BRT线路，利用

整条线路的最小发车间隔h和总运行时间T作为衡

量运行性能的两个指标。为了便于讨论并不失一

般性，选择一条固定线路，公共汽车在这条线路

上从一端到另一端整日按照统一、固定的发车间

隔相向运行。

假设相交空间在线路上的分布形式为：任意

两个相邻相交空间之间的运行时间均为 t(包括乘

客上、下车时间)。在该假设下，为了满足一条专

用车道双向交通的行驶需求，公共汽车的最小发

车间隔h应两倍于运行时间 t，即h = 2t。线路起终

点间相交空间的数量定义为n，可得：

T = t (n + 1) = h(n + 1)/2. (1)

为了设计单一专用车道BRT系统，可首先确

定发车间隔h，从而可由 t = h/2得到T和n。

T值取决于线路长度L，其期望值可由长度L

除以平均运行速度 (the average travel speed)v0 得

到，即T = L/v0，而 v0的计算须考虑乘客上下车时

间。一旦T和h确定了，t和n的值就确定了，v0作

为可选的性能指标可替代T。v0的范围根据需求和

交通条件变化。本文取 v0 = 32.18 km·h-1，该数值

非常接近VTA轻轨系统的平均运行速度。

一个实际的问题是如何确定 n个相交空间的

位置。回答这个问题需从实际仔细考虑道路结构

形式、顾客要求、乘客便捷和安全、交通条件、

交通控制等因素。首先重点研究一对给定的相邻

相交空间向两侧延伸后得到的路段，并了解该路

段上运行时间 t和公共汽车平均车速之间的关系。

通过理解该关系和其他已强调关系，以及上述提

到的对实际因素的考虑，可用一个微调的迭代过

程确定 n个相交空间的位置。为便于讨论，将上

述延伸路段称为内部相交路段 s，s可容纳的公交

车站数量记为ms，且ms的数量不受限制。这是因

为公交车站越多，花费在乘客上下车和公共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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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布局 5——在交叉口一侧设置包含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的综合设施(公
交车站和相交空间；设置于同一部分且有一个出入口；路段一侧没有左转
车道；单侧车门；较长路段)

Fig.6 Configuration #5, An integrated bus stop and crossing space implemented on
one side of an intersection (bus stop and crossing space; one section and one
entrance-exit; left-turning sacrificed for one side; doors on one side; long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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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速上的时间就越多，留给公共汽车在相交空

间之间的行驶时间就越少，因此需要公共汽车有

更快的行驶速度，而速度值的上限是必须保证公

共汽车安全行驶。内部相交路段 s的长度记为 ls，

乘客上下车时间记为ps，公交车辆的平均车速(the

average bus driving speed)记为 vs，则在该路段上

ls，ms，ps，vs之间的关系为

这里 vs指平均速度，而不是公共汽车的最高

行驶速度，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其值是否随ms的变

化而变化。须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车辆在任

一内部相交路段上的运行时间 t保持不变，以便由

h = 2t得到发车间隔h。

上述关系式在规划阶段非常有用，可用于确

定需要设置的相交空间数量以及两个相邻相交车

站间的精确距离。例如，考虑一个长度L = 32.18

km的单一专用车道系统，假定车辆的平均运行速

度v0 = 32.18 km·h-1，发车间隔h = 10 min，则总运

行时间 T = 60 min，由式(1)可得整条线路上的相

交空间数量 n = 11。为便于讨论，考虑一种理想

情况：假定任意一对相邻相交空间之间的距离不

变，设其值为 ls = l = 2.67 km；假设两个独立公交

车站将内部相交路段分成 3部分，且各部分长度

相同，并设每个车站的上下车时间为 45 s。由式

(2)可得，公交车辆的平均车速接近 58.25 km·h-1，

这一结果目前在实际中很常见。

6 现有交通走廊实施的可行性评估

本节首先简要描述所选交通走廊的概况。实

施单一专用车道系统时，最坏的情况是：任意一

个公交车站也同时要求是一个相交空间。这里先

考虑这种最坏情形，并提出一个同时设置公交车

站和相交空间的几何布局方案，以用于下文所研

究的一系列轻轨车站。然后，根据平均运行速度

v0和所要求的最小发车间隔h，考虑更为实际的情

形和建议，确定在目前的一系列车站是否也应同

时设置相交空间。最后，指出了单一专用车道

BRT系统或轻轨系统相对于目前的双车道系统，

其运行可行性和空间节省性。

本文所选的交通走廊 (位于 Alum Rock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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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ta Teresa车站之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Santa

Clara县VTA轻轨公司运营的轻轨蓝线提供服务。

本节详细研究的部分位于 San Jose 市中心与

Tasman 车站之间，Tasman 车站在加利福尼亚州

的 Milpitas 市，选择这一路段进行研究的原因

是：1)该路段同时有轻轨绿线通行，且重叠部分

必须要有较短的发车间隔；2)两条轨道和公交车

站位于道路中间。图7为VTA轻轨系统的线路图。

这里主要关注从 Alum Rock 车站出发经过

San James车站的北部部分，该部分位于市中心，

其南部线路在穿越中心区核心区域时由双轨道分

为两条单一轨道，一直到 Children’s Discovery

Museum附近才再次汇合。

所研究线路上共有21个车站，很可能需要设

置一个相交空间，因此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内。21

个车站中有 2个位于高架结构一个很短的延长段

上，该延长段绕过繁忙的 Montague 高速公路和

Capital大道交叉口，且是一个很大、很受欢迎的

大型购物中心(the Great Mall of the Bay Area)的入

口。21个车站中还有一个车站、3条轨道以及分

散在3条轨道间的2个乘客站台布置在一起。对这

3个车站来说，空间似乎不成问题，所以本次研究

将它们排除在外。

其余 18个车站中，有 2个双向均没有设置左

转车道。由于篇幅限制，这里省略其完整设施设

置方法，感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文献[15]。本文着

重研究剩下的16个车站。

目前，这16个车站在交叉口都有一条左转车

道。有11个车站沿双向在交叉口两侧各设置了一

个乘客站台，如图 8所示。不考虑停车设施或自

行车道，道路宽度为双向 8车道，且在 11个车站

所在的路段上始终保持不变。

若将单一车道系统应用于研究的蓝线线路运

营部分，就目前的设施配置情况，图 5中描绘的

布局 4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

的组合设计可用于现有设施，且布局 4所需的车

道数比现有布局少2条。图9a中的布局6a同样也

能应用于现有设施。

西 东

图 8 在交叉口两侧各有一个站台和出入口的车站设置图(公交车站，
不需要相交空间；分两部分且有两个出入口；左转车道；双侧车
门；路段长短皆可)

Fig.8 Configuration of a station with two platforms separated by an
intersection and one entrance-exit on each side of intersection (stop and no
need for crossing; two sections and two entrances-exits; left turning; doors
on both sides; short or long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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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布局 6a 比现有设置少 1 条车道。

布局 6a和布局 4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前者在交叉口

两侧各提供了一条左转车道，且牺牲了一条车道

的通行权用于乘客活动(如设置乘客候车区和步行

区)。布局6a为设于交叉口两侧的公交车站和相交

空间组成的综合设施提供了 3 条车道，除此之

外，整个系统均设置 2条公交专用车道。基于对

双向交通影响最小的原则，与现有布局相比，系

统还能再减少一条车道。图9b中的布局6b描绘了

没有公交车站或相交空间的任一路段两条公交专

用车道的设置情况。

图 10给出了剩余 5个车站的布局，这 5个车

站均有一个站台，且位于两条轨道之间服务于双

向乘客。若单一专用车道系统在包含上述 5个车

站的蓝线部分实施，就其目前的设置情况，布局5

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的综合

设施布局方案，可予以应用。尽管在交叉口牺牲

了西行交通的左转车道，但布局 5比目前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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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向乘客
候车区 步行区域

步行区域 东向乘客
候车区

东西 西 东

a b

图 9 (a)布局 6a——设置于交叉口两侧、由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组成的综合设施(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分为
两部分且有两个出入口；左转车道；单侧车门；路段长短皆可)。(b)布局 6b——公交车辆在没有公交车站或
相交空间的路段内运行时双车道专用道的设置情况。

Fig.9 (a) Configuration #6a. An integrated bus stop and crossing space implemented on two sides of an intersection (stop
and crossing; two sections and two entrances-exits; left turning; doors on one side; long or short section). (b) Configuration
#6b. Dedication of two lanes to the bus operation in any section without a bus stop or a crossing space.

西 东

候车区

图 10 带有一个共享站台及一个出入口的现有车站布局(独立公交车站，不需要相交空
间；设置于同一部分且只有一个出入口；左转车道；双侧车门；路段长短皆可)

Fig.10 Configuration of a current station with one shared platform and one entrance-exit (stop and
no need for crossing; one section and one entrances-exit; left turning; doors on both sides; short or
long section)



H-S Jacob Tsao，等：一条专用车道双向运营BRT/轻轨的可行性

Tasman

River Oaks

Orchard

Bonaventura

Component

Karina

Metro

Gish

Mission/civic center

Japan Town/Ayer

St. James

假定设置相交空间的车站
(以灰色突出显示)

相邻车站间的距离
/m

932

909

889

677

945

768

1 001

1 359

789

776

N/A

相邻相交空间之间的平均车速
v/(km·h-1)

49.1

41.8

45.7

62.8

41.8

N/A

表 1 发车间隔为 7.5 min 时相交空间的位置及公交车辆的平均车速

Tab.1 Locations of crossing spaces and average bus driving speeds for 7.5-minute headway

注：两个相邻相交空间之间的运行时间是3.75 min。

节省了2条车道。

图10描述的布局，设置有一个服务于双向乘

客的站台(位于两条轨道之间)。然而，根据空间

的可用性，相邻路段可能更窄或不可能再窄。但

是任何情况下，在邻近车站的路段上两条轨道会

互相接近，直到除安全空间外再无其他空间。若

两个相邻路段的宽度相同，且路段上不需要再额

外增加普通车道，则路段上未被利用的空间可作

为轻轨轨道和普通车道的安全缓冲区，并同时起

到美观作用。

为了测试单一专用车道系统在高需求环境下

的运行性能，以Tasman和 San James车站间的蓝

线部分为例，研究单一专用车道系统的最小发车

间隔h和总运行时间T。这是因为该部分线路同时

运行了蓝线和绿线，并且公交相交的需求比VTA

轻轨系统的其他任何部分都高。基于此，所有相

交空间都设置了一个公交车站，表 1为具体设置

结果。

两条轻轨线路中，每一条的发车间隔都是 15

min，因此，本文假设在 9.01 km长的线路上，车

辆的发车间隔为 7.5 min，在两个相邻相交空间之

间的运行时间 t为3.75 min。相交空间在现有车站

上间隔设置(在现有车站上每隔一个车站设置一个

相交空间)，因此，相交空间的个数 n = 4，2个相

邻相交空间之间独立公交车站的个数m = 1。该部

分线路总运行时间 T = 5×3.75 = 18.75 min，比目

前轻轨系统的运行时间短，这一结果令人鼓舞。

基于此，本文试图改造现有系统的一部分(该部分

在最初设计时未考虑本文所提系统的性能特点)，

同时期望新建的单一专用车道系统能得到更好的

结果。这部分线路中，乘客在每站上下车的时间

均设定为 45 s，如前文假定的那样。由式(2)可

得，公交车辆在 5个内部相交路段(由相交空间所

限定)行驶的平均车速均不超过 64.36 km·h-1或低

于40.23 km·h-1。

理想条件下，所有相交空间被等距离设置，

由这些相交空间所限定的内部相交路段，其交通

条件相同，且对所有车站的要求也是一致的，作

此限定的目的是使车辆在所有内部相交路段的运

行时间始终一致。同时，忽略周边交通以及由此

引起的交通信号协调需求，再次重申本文重点研

究封闭系统。然而，上述理想条件在任何规划和

建设的真实系统中都不可能达到，更别说已存在

的现有系统。真正的问题是两个相邻相交空间之

间不变的运行时间。为了在实际存在的交通走廊

中接近这一理想状态，依据式(2)调整公交车辆的

平均车速。为使车辆能安全、舒适的运行，本文

为速度值设置了上限，如表1所示。

应注意的是，如果路段中未使用的中央隔离

带的长度足以容纳公交车辆相交，且路段上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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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站，则可在该路段上为公交车辆提供一个

相交空间，这一额外设置的相交空间能进一步改

善系统性能。

基于本节的分析，单一专用车道系统对于一

个通勤交通走廊来说是可行的，且该系统至少能

节省一条车道的通行能力。

7 结语

本文提出了单一专用车道双向运营BRT或轻

轨系统的概念，可应用于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同

时，考虑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的 3种不同设置形

式，给出相应的概念设计和几何布局示意图。基

于时间—空间图，研究了公交车辆运行速度、发

车间隔、两个相邻相交车站的距离以及整个系统

所需的相交车站数量之间的确定性关系。最后将

研究结果应用于加利福尼亚Santa Clara县VTA轻

轨公司运营的相关线路的交通走廊。

研究显示，本文所提的概念是可行的，且能

达到较好的运行效果。对于那些没有在道路中央

实施BRT或轻轨服务以及没有足够的路权实施两

条专用车道的交通走廊，单一条专用车道系统对

其实施BRT提供了希望。对于具有充分路权但没

有足够需求却为公共交通设置两条双向专用车道

的、繁忙的通勤交通走廊，由于本系统具有实施

TOD的潜力，可以作为发展两条专用车道系统的

中间步骤。

考虑到更多的实际操作问题，还须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以便为公交车站和相交空间提供细致

的几何设计。系统的实际运行效果将取决于需求

形式、交通状况以及系统的被干扰程度。关于运

用TSP、车辆位置监控，车辆速度控制和其他有

效提高单一专用车道BRT系统运行性能的技术，

将另外介绍。有关运营商和用户对该系统的实际

接受程度，也在进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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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末，以哥本哈根会议为中心的节能减

排话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与此同时郑州市也

在绿色道路的行进中走入全国前列。首先是郑州

快速公交将成为国内第二家进行“碳交易”的线

路，每年减排指标为 17万 t，预计约有 700～800

万元利润。其次，全球节能道路照明行业的领航

者飞利浦照明，率先在郑州市安装了代表最新

LED路灯科技的产品－ClearLine。LED具有的显

色指数高、光照均匀、光效高、寿命长且调光性

能好等多方面优势，ClearLine采用了尖端先进的

LED技术，能达到节能45％以上的目标，满足现

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要求。除以ClearLine为代表

的LED路灯照明产品，飞利浦还拥有多种节能环

保的道路照明解决方案：包括暖白光道路照明系

统、道路调光系统等，以提高道路照明质量和夜

间行车与行人感受，帮助城市道路实现绿色升

级。另外，2010年郑州市中心城区的绿化覆盖率

也将达到 40%，绿地率达 17%，人均绿地面积不

少于 15 m2，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不低于 11 m2。而

围绕着城市轮廓的沿黄河湿地保护区、南水北调

干渠防护林带、京珠高速防护林带和西流湖—贾

鲁河防护林带，也将为郑州构成一个环形的绿色

保护带。

绿色道路·绿色郑州·绿色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