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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满足客运综合交通枢纽各种交通方式的出行需

求，确保实现枢纽的交通功能，须对其进行良好的外部交通组

织设计。以北京市北苑客运交通枢纽为例，通过研究其功能定

位和各种交通方式的出行特征，利用现状和规划路网条件，将

交通组织与枢纽建设规模、枢纽规划用地布局、建筑布局相融

合，提出了“枢纽优先、公交优先”、“车、人分行”和“自行车交通

系统一体化”的枢纽外部交通组织方案，以有效保障枢纽外部

人、车出行的需求。最后总结了客运交通枢纽外部交通组织设

计的思路和方法。

Abstract： To meet travel demand of different modes and ensure

the efficiency of a large public transit exchange terminal, it is im-

portant to efficiently manage traffic outside the terminal. Taking

the Beiyuan transit terminal in Beij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erminal functionalities and travel characteristics of

various modes. Based on the road network (existing and planned)

and the surrounding land use patterns, this paper proposes a traffic

management plan controlling various traffic flows outside the ter-

minal. The plan prioritizes the terminal related travel and public

transit serves; emphasizes the separation of vehicles and pedestri-

ans; and provides a continuous bicycle flow. Lastly,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design concept of a traffic management plan for

traffic outside a public transit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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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苑客运交通枢纽概况

北苑客运交通枢纽是北京市规划的

33处客运综合交通枢纽之一，位于中心

城北部北苑边缘集团，集地铁、长途汽

车、公共汽车、快速公交、出租汽车、

小汽车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枢纽建

设要求结合地铁5号线末端车站天通北苑

站统一设计，在枢纽内设置外埠公路长

途、市域公交、小汽车、自行车等多种

交通方式并相互衔接，充分发挥公共交

通的优势，以有效截流外省市以及中心

城外围地区的“进城”小汽车交通量，

进一步减轻中心城交通压力[1]。

1) 功能定位。

枢纽规划要求具备9项功能：①服务

于地铁5号线末端车站的进城换乘；②承

担通往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外埠长途

客运功能；③承担公交客运功能，包括

中心城公交、市域公交、快速公交综合

换乘；④出租汽车接驳功能；⑤小汽车

停车换乘功能(Park & Ride, P+R)；⑥自

行车停车换乘功能；⑦长途汽车与公交

运营车辆夜间停车功能；⑧枢纽站务及

配套设施；⑨枢纽站的综合利用功能，

即在满足枢纽交通功能的前提下，提高

枢纽站土地利用效率，安排与枢纽站特

点相适应的配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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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规划用地布局及枢纽规模。

枢纽规划用地位于地铁 5号线太平庄车辆段

南侧，太平庄北街北侧，东侧紧邻汤立路，呈南

北向矩形，见图 1。规划二路将用地分割为南区

(A区)和北区(B区)，总用地面积约为 9.4 hm2。A

区为交通枢纽中心区，面积约5.9 hm2；B区为P+R

停车场，面积约 3.5 hm2。B区西侧C区为规划的

大型公共汽车停车场，面积约 6.4 hm2。总建筑规

模为 5.9 万m2，其中枢纽业务设施 2.08万m2，枢

纽配套设施1.68万m2，综合利用2.14万m2。规划

实现后，枢纽全日客流集散量为 30.3万人次，高

峰小时客流集散量为6.05万人次。

3) 外部路网现状与规划。

枢纽周边现状道路匮乏，路况条件较好的只

有汤立路。太平庄北街、回南北路仅为支路标

准，通行能力低，无法满足交通需求。为实现枢

纽功能，周边规划 3条城市主干路：汤立路、太

平庄北街、回南北路，两条城市次干路：规划二

路、规划五路(规划二路—太平庄北街)，4条城市

支路：规划一路、规划三路、规划四路、规划五

路(规划一路—规划二路)，见图1。

2 枢纽交通特征

北苑枢纽客流以南北向为主，潮汐现象明

显。根据调查，北苑枢纽周边高峰时段以通勤为

主的出行约占出行总量的 80%，工作日与休息日

差别较大[2]。

1) 地铁。

枢纽位于地铁 5号线末端，为北苑边缘集团

的日常出行提供服务，南北向客流占 73%；地铁

双向潮汐性明显，早高峰进站客流约为出站客流

的2倍。

2) 长途公交。

长途公交主要服务于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

外埠。长途客流无明显高峰，预计2020年长途公

交全日到发班次为670班次·d-1。

3) 市域公交。

市域公交高峰时客流量大、发车频率高，分

为进入换乘和过境换乘，两者服务均以南北向为

主，见图 2。规划进站公交线路 12条，高峰小时

发车204辆。其中，来自北部方向线路3条(含1条

BRT线路)，高峰小时发车70辆；西及西北方向3

条，高峰小时发车 47辆；东及东北方向 2条，高

峰小时发车 35 辆；南部 4 条，高峰小时发车 52

辆。规划过境公交线路14条(含1条BRT线路)，高

峰小时发车125辆(折合当量小汽车313 pcu·h-1)[2]，

主要位于汤立路上。

4) 小汽车。

回南北路

回南路

回南北路

规划二路

规划二路

地铁5号线太平庄

车辆段
C区6.4 hm2

B区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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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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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划
四
路规

划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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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庄北街

天通西苑 天通北苑及西苑

地铁5号线

汤
立
路

太平庄综合

集贸市场

规划一路

图 1 规划用地布局和枢纽周边路网图

Fig.1 Planned land use development and road network in the vicinity of a transit term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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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汽车主要来自枢纽北部北七家、小汤山等

以居住为主的组团。预计2020年高峰小时换乘总

量为 542 pcu·h-1，来自枢纽北部的高峰小时换乘

量为 401 pcu·h-1，约占小汽车换乘总量的 74%；

来自枢纽东部和南部的高峰小时换乘量为 103

pcu·h-1，占换乘总量的 19%；来自西部的高峰小

时换乘量为 38 pcu·h-1，占换乘总量的 7%。换乘

小汽车主要通过汤立路、回南北路、太平庄北街

进出枢纽[2]。

5) 行人、非机动车。

进出枢纽的行人和非机动车主要来自枢纽北

侧东二旗、东三旗以及平西府等地，其次为枢

纽南侧的天通苑等地。预计2020年非机动车全日

换乘量为 9 153人次，高峰小时为 1 831人次；出

行方向以南北向为主，其中北向占 62%，南向占

26%。步行全日换乘量为6 327人次，高峰小时为

1 265人次；出行方向以南北向为主，其中北向占

11%，南向占77%[2]。行人和非机动车主要从汤立

路、太平庄北街进出枢纽。

3 道路交通组织方案

结合枢纽用地及周边规划路网条件，道路交

通组织设计以满足各种交通方式需求和枢纽的功

能要求为前提，倡导“枢纽优先、公交优先”，充

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绿色、和谐交通设计理念。

3.1 枢纽优先、公交优先

1) 设置公交专用道(路)。

结合枢纽的建筑布局，长途公交、市域公交

的进出口都布置在规划四路(规划二路—规划三

路)上，使规划四路公共汽车量大、集中。规划四

路的畅通直接影响枢纽车辆的到发，故将规划四

路作为公交专用路(见图3)，此路段的社会车辆通

过其西侧的规划五路完成过境。枢纽内部及周边

其他道路在路段、交叉口均设置公交专用道(见图

4)，以保证公交车辆优先进出枢纽[3]。

2) 设置与枢纽功能匹配的对外联系通道。

根据枢纽北向公共汽车流量最大的特点，将

枢纽最北端的规划一路作为北部公共汽车进出的

主要通道。早高峰由枢纽进入汤立路向北的交通

量为587 pcu·h-1，而汤立路此处的断面交通量为3

900 pcu·h-1，故在规划一路与汤立路相交处设置西

向北定向匝道[4](见图5和图6)，以确保枢纽车辆快

速进入汤立路向北，既保证枢纽的效率，又减少

了对汤立路直行交通的干扰。

枢纽南向公交车辆主要通过汤立路—太平庄

北街交叉口(见图7)进出枢纽，分析结果表明，机

动车高峰小时进口量达到6 510 pcu·h-1，且转向车

辆比例高，占进口总量的 42%。自行车和行人高

峰小时总量为 3 340 人次·h-1，其中进入枢纽及枢

纽南侧农贸市场的占 26%。为提高交叉口机动车

通行能力，保证公共汽车进出枢纽的效率，将机

动车与非机动车立体分离，各成系统，非机动车

设置在地下并与汤立路西侧下沉式自行车专用道

相连。

3) 设置过境公交专用车道、专用集散道、专

用落客区。

a 服务方向

北部
东及东北
南部(含东
南、西南)
西及西北

23 35

1725
单位：%

b 客流比例

图 2 市域公交主要服务方向及其客流比例

Fig.2 Main service area of public transit lines and corresponding passenger vol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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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的过境公交线路主要集中在汤立路，线

路密集、换乘量大。为方便乘客换乘，在汤立路

东西两侧设置公交专用落客区，并设置进出落客

区的公交专用车道、专用集散道和公交港湾，见

图8，以提高过境公交换乘效率，并减少对汤立路

的交通干扰。

非机动车道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公交专用路

规
划
红
线

道
路
中
线

规
划
红
线

1.5 2.5 12

7

1.52.51 2

7

30

16

图 3 规划四路公交专用路横断面

Fig.3 Cross-section of bus exclusive lanes for the planned No.4 Road

单位：m

图 4 枢纽内部公交专用车道

Fig.4 Exclusive bus lanes inside the traffic terminal

图 6 枢纽对外联系通道

Fig.6 The connecting corridor

非机动车道+机动车道人行道

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道

南
侧
红
线

城铁桥廓

北
侧
红
线

规
划
中
线

3.5

31.597103

33.5

图 5 规划一路与汤立路相交处横断面

Fig.5 Cross-section of intersection of planned No.1 Road and Tangli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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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车、人分行

1) 车车分行，降低相互干扰。

P+R停车场位于B区，规划设置1 000个停车

泊位，其目的是截流枢纽北部小汽车。小汽车的

主流向与公共汽车的主流向一致，都是通过汤立

路进出枢纽。为避免小汽车进入枢纽的主流线与

公共汽车主流线重叠、干扰，将P+R停车场出入

口布置在规划二路：东侧入口，西侧出口。小汽

车通过汤立路进入规划二路后直接进入P+R停车

场，以实现主流向相同的小汽车与公共汽车分

行，降低相互干扰，提高进出枢纽效率。

出租汽车交通组织充分考虑其行驶灵活的特

点，结合枢纽建筑布局，将出租汽车停靠站设置

在A区交通枢纽换乘大厅的两侧，以方便乘客换

乘。同时，将其出入口分别设置在规划二路、规

划三路，北向车辆通过规划二路进入停靠站，南

向车辆通过规划三路进入，避免与公共汽车主流

线重叠、干扰。

2) 人车分行，为行人创造友好的步行环境。

为保证枢纽内部行人过街安全、便捷，以人

为本设置行人友好过街区。进入枢纽换乘的客

流，主要来自P+R停车场、汤立路过境公交以及

枢纽东南部以居住为主的天通北苑、东苑、西

苑。客流通过P+R停车场出入口之间车辆最少处

平面过街进入枢纽换乘大厅，见图9。汤立路过境

公交客流，主要换乘地铁，由于地铁大厅设置在

A区枢纽二层，为使换乘距离最优，将人行天桥

与地铁换乘大厅连接，过境公交客流通过人行天

桥进入枢纽换乘。枢纽东南部以居住为主的天通

北苑及东苑的客流通过人行天桥或太平庄北街与

汤立路交叉口的步行系统进入枢纽换乘；天通西

苑的客流通过太平庄北街及枢纽内部的步行系统

进入枢纽换乘。

图 7 汤立路与太平庄北街交叉口

Fig.7 Intersection of Tangli Road
and Taipingzhuang North Street

过境公交
落客区

过境公交
落客区

图 8 过境公交专用集散道、专用落客区

Fig.8 Bus exclusive lanes and passengers
load/unload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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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停车换乘行人友好过街区

Fig.9 Pedestrian crossing at P&R parking lot

自行车
专用道

图 10 行、停无缝衔接的自行车专用道

Fig.10 Bicycle exclusive l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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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行车交通系统一体化

枢纽的自行车车库设置于A区地下一层，规

划停放3 000辆自行车，由于进出枢纽的自行车主

要来自枢纽北部及南部，自行车车库出入口分别

设置于换乘大厅的南北两侧，南北方向的自行车

通过汤立路西侧下沉式自行车专用道骑行进出自

行车停车库，完成换乘。下沉式自行车专用道向

南与太平庄北街—汤立路交叉口地下环形慢行系

统连接，向北与规划一路下沉式左转专用匝道连

接，为自行车行、停创造无缝衔接的交通条件(见

图 10)，从而实现枢纽内外慢行系统一体化设计，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和谐交通”的设计理念。

4 结语

客运交通枢纽作为多种交通方式的转换中

心，以为乘客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为第一

目标，其外部交通组织是实现这种服务的前提和

保障，也是对外部道路进行方案设计的基础。在

研究枢纽各种交通方式出行特点的基础上，客运

交通枢纽应根据规划用地布局，利用外部路网条

件，以体现枢纽交通特点、分清主次交通流向、

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相互干扰最小进行外部交通组

织。同时要以保证枢纽的高效为出发点，并恪守

“以人为本”的设计准则。

此外，客运交通枢纽外部交通组织方案研究

与枢纽的规划用地、建筑功能布局密切相关，三

者互为前提，经过反复调整、优化，最终形成交

通与建筑、用地性质相互融合的系统性方案。客

运交通枢纽外部交通组织方案的实现，不但需要

良好的外部道路设施条件，而且需要人性化的交

通诱导系统，引导车流、人流各行其道。客运交

通枢纽是高度集中车流、人流的集散场所，枢纽

的建设必然带动周边土地的高强度开发，因此，

在进行枢纽规划设计时应为其未来发展预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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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条例、通告等为主要形式，在实施前均需上

报人大、政协，并通过社会公示征求意见，确保

交通政策的合法性。

8 结语

世博交通筹备是一项复杂且始终处于动态优

化的工作。目前，公共交通、道路交通、交通信

息以及配套交通政策等保障方案正在进一步论证

分析。随着世博会的临近，还将通过开展世博交

通预演，发现并修正组织方案的不足，确保世博

交通保障整体方案能够发挥对大规模、高强度客

流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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