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冀峰等：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模式下的道路空间再分配——以北京市旧城为例

摘要：北京市旧城内道路空间有限，难以通过新建干路、道

路提级、路网加密等规划手段实现公共交通路权分配优先。

首先将北京市公交专用车道与国际典型城市进行对比，指出

旧城公共交通系统存在的与道路空间密切相关的六方面问

题，并提出采用道路空间再分配、先进的 ITS技术支持以及多

方式服务水平评价的综合对策加以解决。重点围绕道路空间

再分配展开探讨，从公交专用车道时空再分配、公共汽车站空

间再分配、自行车冲突空间避让三方面详细阐述解决方案。

Abstract：Due to the limited right-of-way in old city district in

Beijing, it is difficult to prioritize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rough

new arterial roadway, roadway upgrading, and increasing the

density of roadway network. By comprising the exclusive bus

lanes in China and several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right-of-way problems for public transportation in

the old city district.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paper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measure including reallocating available road-

way space, advanced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technolo-

gy, and level of service assessment for multi-modal urban travel.

Focusing on road space reallocation, the paper elaborates how to

improve the roadway design in three aspects: exclusive bus

lanes, bus stops, and avoiding traffic conflicts for bicycle p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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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04 年—2020

年)》明确规定，“交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

全面落实公共交通优先政策，大幅提升公

共交通的吸引力”，“道路建设要为公共交

通创造良好条件”[1]。《北京交通发展纲要

(2004 年—2020 年)》亦指出，“在城市道

路资源分配和路口放行上给予公共客运优

先权”[2]。然而，受历史文化保护、红线

宽度、机非混行等因素制约，旧城道路系

统可调整空间有限，难以通过新建干路、

道路提级、路网加密等规划手段实现公共

交通的路权分配优先。因此，需要借助道

路空间再分配这一管理、设计方法，最大

限度利用现有道路资源，挖掘次干路和

支路的公共交通服务能力，合理分配公

共交通、停车、自行车和行人四者的道

路空间，以解决旧城公共交通优先实施难

问题。

1 主要问题

截至2011年6月，北京市旧城内(本文

指二环快速路以内的区域)公交专用车道

总里程 49.8 km，均布置于主干路上，占

旧 城 现 状 (2011 年) 主 干 路 总 里 程 的

99.4%、规划主干路 (2020 年)总里程的

72.1%。与巴黎、伦敦、纽约、首尔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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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典型城市公交专用车道相比(见表 1[3])，北京

市旧城内均为同向行驶专用车道，缺少反向行驶

专用车道；布置集中于主干路，尚未考虑次干路

和支路；非机动车道与公交专用车道空间绝对独

立，暂无共享路面形式。

北京市旧城现状公共交通系统主要暴露以下

与道路空间密切相关的问题：1)主干路级别以下

的公交专用车道网络尚未形成，运行效率极大折

减；2)公交专用车道应用形式单调，空间布设位

置局限；3)旧城道路红线宽度有限，常规港湾式

公共汽车站布设难度较大；4)路侧车道干扰严

重，公共汽车、自行车、停车三方矛盾突出；5)

公交车辆候车区空间狭窄，多数车站上下车秩序

混乱；6)公共汽车站缺少人性化设计，智能交通

服务设施不足。

2 对策思路

针对旧城公共交通系统与道路空间密切相关

的六大问题，应采用综合对策加以解决，包括道

路空间再分配、先进的 ITS技术支持，以及多方

式服务水平评价 (Multi-Modal Level of Service,

MMLOS)。其中，道路空间再分配是核心，包括

公交专用车道时空再分配、公共汽车站空间再分

配，以及自行车冲突空间避让；先进的 ITS技术

支持是保障，为完善解决方案提供重要支撑，包

括智慧型候车亭、实时公交信息、车外售检票

等；多方式服务水平评价是依据，为实施效果的

评判提供标准。

本文重点对道路空间再分配进行探讨。道路

空间再分配的本质是交通需求管理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TDM)策略，主导是道路红

线及横断面的优化设计；重新分配道路空间以提

供路权更大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公交车道及

绿化带，重新分配交通信号周期和相位以适应公

共交通优先，并鼓励步行和自行车交通方式[4]。道

路空间再分配将精细化理念融入规划、设计、管

理过程，是对道路横断面的“二次”规划设计，

在考虑道路红线、不同交通方式分配的道路资源

宽度、隔离方式等因素的同时，还考虑供给时

间、需求特征、方式属性、行为模式和城市发展[5]

五维因素。

3 公交专用车道时空再分配

3.1 高峰时段停车受限车道

高峰时段停车受限车道是将路侧停车空间于

高峰时段转换为公交车辆行驶空间的一种道路空

间时间转移方式，其主要功能是在高峰时段内严

格限制路侧停车，为公交车辆提供优先路权，见

图1。为确保自行车骑行安全、避免两侧均有机动

车行驶，需对停车受限车道进行空间改造，将路

侧停车位置与非机动车道互换，中间辅助以宽度

为0.3~0.5 m的标志、标线软隔离，机动车停车泊

位禁止超越该软隔离。高峰时段停车受限车道的

使用必须辅助以快速、严格的交通管理措施和手

段，对高峰时段车道内的违章停车不仅仅是贴罚

单，还需要现场及时清障，最大限度降低对公交

专用车道运行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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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际典型城市公交专用车道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exclusive bus lanes in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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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路侧共享式公交专用车道

路侧共享式公交专用车道按共享主体不同分

为公共汽车—路侧停车共享和公共汽车—自行车

共享两种(见图2)，前者完全限制自行车进入，后

者完全限制路侧停车，其主要功能是利用路侧停

车空间和非机动车道为公交车辆提供低速运营路

权，适合围绕居住区、商业区的短距离环形线

路。路侧共享式公交专用车道不必设置港湾式车

站，对于公共汽车—自行车共享式可直接使用普

通直线式车站，对于公共汽车—路侧停车共享式

则可使用凸台直线式车站。

非高峰时段

高峰时段

a 现状 b 改造后

5 2 3.5 7

0.5

机动车道公交专用车道自行车道 软隔离步行道 道路红线 道路中心线 路侧停车

单位：m

图 1 高峰时段停车受限车道

Fig.1 Banning roadside parking during peak h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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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路侧共享式公交专用车道

Fig.2 Shared bus l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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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反向行驶式公交专用车道

反向行驶式公交专用车道分为单向交通和双

向交通两种模式，见图3。单向交通中的反向行驶

式公交专用车道，需同单向交通一样配对使用，

常用于解决公共交通“最后一公里”问题；双向

交通中的反向行驶式公交专用车道，又称高峰时

段潮汐式公交专用车道，依据客流潮汐特征在

早、晚高峰时段逆方向行驶，平峰时段则可设置

为普通机动车道或道路瘦身(Road Diet)中的双向

左转车道(Two-way Left Turn Lanes)。

4 公共汽车站空间再分配

直线式公共汽车站适用于中低规模公交流

量、小规模自行车流量、道路红线条件受两侧土

地利用布局形态严重影响的路段。港湾式公共汽

车站则适用于中高规模公交流量、大规模自行车

流量、道路红线条件较好的情况。相比直线式公

共汽车站，港湾式公共汽车站可有效减少车辆进

出站对自行车交通流的干扰。对直线式公共汽车

站进行港湾式改造的常用模式为：交叉口一体化

港湾改造和路段独立港湾改造。

4.1 凸台直线式公共汽车站

直线式公共汽车站可改造为凸台直线式公共

汽车站，即将人行道上的候车区拓宽至路侧停车

带或非机动车道，公共汽车可在新形成的候车区

直接上下客。凸台直线式公共汽车站适用于有路

侧停车带或非机动车道的路段，不适用于自行车

和路侧停车混合使用的路段。在有路侧停车带的

路段上应用时，需在凸台前后设置禁止停车和驶

入驶出的标志；在有非机动车道的路段上应用

时，则需在凸台前后设置上下坡道过渡和自行车

避让行人标志，见图4。

高峰时段潮汐式公交专用车道P

P

P

P

b 双向交通模式a 单向交通模式

反向行驶式公交专用车道P

P

图 3 反向行驶式公交专用车道

Fig.3 Direction reversed exclusive bus lane

P PP P

b 有固定自行车道的路段a 有固定路侧停车带的路段

图 4 凸台直线式公共汽车站

Fig.4 Bus stop integrating with parking and bicycle traffic

机动车信号

公共汽车站

图 5 交叉口一体化港湾式公共汽车站

Fig.5 Integrated bus bay stop at inter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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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交叉口一体化港湾式公共汽车站

典型的交叉口一体化港湾改造是通过拓宽进

口道的右转车道来设置港湾式公共汽车站，见

图 5。由该类车站驶出的直行公交车辆与右转社

会车辆产生较大干扰，将大大降低交叉口通过时间，

并可能导致较长的排队长度和较严重的拥堵。因

此，该类车站仅适用于公共汽车直行流量较小、

右转流量较大，社会车辆右转流量较小的交叉口。

结合公交专用车道和公交优先信号的交叉口

一体化港湾改造则是通过拓宽进口道的右转车道

或出口道的道路红线来设置港湾式公共汽车站，见

图6。利用进口道的右转车道设置公共汽车站不要

求路段上具有完整的公交专用车道，而是灵活借

用交叉口进口道右转车道形成对应公交优先信号

控制的短周期性公交专用车道。公交优先信号配

合使用可有效避免高峰时段公共汽车因排队等待

造成的低效率运行，降低行驶延误、提高准时性

与运行效率。该类车站所对应的右转车道在北美

地区被称为排队绕行车道(Queue Jump Lane, QJL)[6]，

有研究表明，这类公共交通优先组合适用于严重

拥堵的瓶颈交叉口，服务水平低于D的交叉口均

可以考虑使用该组合[7]。由布置于进口道车站驶出

的公交车辆可获得更充分的加速准备，不再影响

社会车辆的起步速度；而驶入布置于出口道车站

的公交车辆在通过交叉口时可进行充分的减速，

车站上下客后又可通过展宽渐变段获得加速距

离，可有效提高运行效率。

4.3 红线不受限式港湾式公共汽车站

对道路红线条件不受限路段的公共汽车站进

行港湾式改造是利用现代建筑退线所形成的不受

限红线条件进行设置，见图7。对此类车站进行港

湾式改造时需注意机动车、自行车、行人三个方

面：机动车严禁驶入非机动车道，需设置醒目标

志提示禁止在非机动车道停车；自行车严禁骑行

至机动车道，需提前设置自行车导流线；无行人

b 布置于出口道

机动车信号

公交优先信号
公共汽车站

公交专
用车道

a 布置于进口道

机动车信号

公交优先信号
公共汽车站

公交专
用车道

图 6 结合公交专用车道和公交优先信号的交叉口一体化港湾式公共汽车站

Fig.6 Integrated bus bay stop at intersection combined with bus signal priority

不受限的道路红线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

道路中心线

机非分隔栅栏、导流线 港湾式公共汽车站

现代建筑

图 7 道路红线条件不受限路段的港湾式公共汽车站

Fig.7 Bus bay stop with ample right-of-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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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街专用信号时，行人利用车辆可接受间隙过

街，必须沿人行横道行走。

4.4 红线受限式港湾式公共汽车站

道路红线条件受限路段的公共汽车站港湾式

改造是利用现代建筑退线而传统建筑不动所形成

的受限的非规则红线条件进行设置，见图8。对此

类车站进行港湾式改造时需注意传统建筑保护、

现代建筑退线以及两者间衔接过渡三个方面：对

传统建筑、历史文化的保护是第一要务；针对历

史文化保护区内现代建筑退线需制订详尽的管理

规定，作为各控制要素主要依据；传统建筑与现

代建筑之间的港湾设施衔接过渡应自然协调，设

计富有人性化。

4.5 深港湾公共汽车站

深港湾公共汽车站是一种具有多条服务通道

的港湾式公共汽车站，允许多辆公共汽车同时在

站为出行者提供乘降服务，可有效减少站内各类

车辆之间的干扰，避免“公交列车化”现象的发

生，提高公交线路站台段通行能力，有效改善公

交服务水平[8–9]。深港湾公共汽车站多在大型客流

集散地，公交线路多，公交车辆间、公交与社会

车辆间干扰较大的区域应用，其主要方式为以三

幅路主干路的辅路道路空间换取通行能力，需要

进行较大规模的横断面改造并占用大量道路空

间。改良式深港湾公共汽车站利用三幅路主干路

较宽裕的红线条件分别在三幅路主干路的主路和

辅路各自设置港湾式车站，公交车辆依线路规定

进入各自车站，见图9。改良式深港湾公共汽车站

可在道路空间不足的情况下保证两个港湾的布

置，更加节省道路空间，且公交车辆组织高效、

互相干扰较小。

5 自行车冲突空间避让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模式下，将形成以公共交

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为主导出行方式的局面，

受限的道路红线

人行道

非机动车道

机动车道

道路中心线

机非分隔栅栏、导流线 港湾式公共汽车站

传统建筑

原道路红线

现代建筑

传统建筑
规划红线

现代建筑退线
非规划红线

图 8 道路红线条件受限路段的港湾式公共汽车站

Fig.8 Bus bay stop with restricted right-of-way

公 交 专 用 车 道

公 交 专 用 车 道

辅路

主路

公 交 专 用 车 道

公 交 专 用 车 道

辅路

主路

a 深港湾 b 改良式深港湾

图 9 深港湾、改良式深港湾公共汽车站

Fig.9 Standard/Improved multi-bus bay st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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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很可能出现公共汽车上下车乘客与自行车争

夺路权的情况，乘客成为相对弱势群体。为解决

此冲突，从自行车冲突空间避让角度提出两种设

计思路。

5.1 直线式公共汽车站的避让

直线式公共汽车站的自行车冲突空间避让，

旨在使公共汽车站处的自行车避免“走停窘境”

(Go-Stop Dilemma)。当有乘客上下车时，自行车往

往处于继续骑行或避让等待的两难局面，见图10a。

为此，可从公交车辆停靠区向后延伸 10~15 m，

铺装彩色路面或设置避让标志，形成一个公交乘

客上下车优先的等待避让区，见图10b。

5.2 港湾式公共汽车站的避让

港湾式公共汽车站的自行车冲突避让，是将

站台候车亭和站牌提示后置于人行道上，结合 ITS

技术实现站台外候车、站台上下车模式；同时，

机动车道与步行连通道衔接处设置坡道过渡和自

行车避让行人标志，见图11a；当到站公交线路较

多、港湾长度较大时，可设置多组步行连通道保

障公交乘客上下车优先权，见图11b。

6 结语

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模式下的道路空间再分配

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道路资源，通过对道路横断

面的“二次”规划设计实现公共交通的路权分配

优先，突出多元化、精细化理念，注重公共交

通、停车、自行车和行人四者的协同设计，提供

分时空、分层次的解决方案。本文从公交专用车

道时空再分配、公共汽车站空间再分配、自行车

冲突避让三方面展开研究，已有研究成果还需在

北京市旧城内试点实验以期验证完善。

10~15 m

a b

等待避让区 公共汽车停靠区

图 10 直线式公共汽车站创新设计

Fig.10 Innovative design for bus stops

ba

站台候车亭
和站牌提示

连通道

站台候车亭
和站牌提示

连通道 连通道

站台候车亭
和站牌提示

图 11 港湾式公共汽车站创新设计

Fig.11 Innovative design for bus bay sto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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