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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决集装箱港口普遍存在的港城交通

矛盾，对国内外集装箱港口集疏运成功经验进行分

析。提出由枢纽点、专用通道及港区组成的集装箱

港口集疏运模式，即“点-线”疏解模式。以天津港为

例，提出2020年港口“点-线”疏解模式的布局方案，

并从交通、经济及社会效益三方面对其进行评价。

结果表明，“点-线”疏解模式能有效解决港城之间的

交通矛盾，且能取得较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Abstract： To address the commonly existing

port-city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at most container

ports, this paper synthesizes successful experience on

freight transportation distribution in domestic and

abroad container ports and proposes a“Point-Line”

distribution pattern consisting of terminals, exclusive

corridors, and port districts. Taking Tianjin container

port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resents the layout

scheme of the“Point-Line”pattern in 2020 and evalu-

ates its perform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nspor-

tation,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Evaluation re-

sults show that the“Point-Line”pattern is an effective

and practical solution to port-city transportation prob-

lems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socio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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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港口集疏运系统作为集中与疏散港口吞吐货物

服务的交通运输系统，是连接港口和货源地的纽

带，也是港口乃至区域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港口

运输作为尽端式运输，无论是流程还是运能，其海

上运输都较为稳定，而其陆路集疏运系统由于受较

多因素影响，运输效率和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因

此，港口陆路集疏运系统是否通畅，决定了港口货

物的集散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各国港

口均呈现大型化、规模化及功能多元化发展趋势，

这将带来巨大的货运吞吐需求，对港口陆路集疏运

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解决集装箱港口集疏运

系统发展中出现的港城交通矛盾、公路交通拥堵等

问题，保证港口陆路集疏运的高效、畅通，是本文

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1 集装箱港口集疏运现状及问题

1.1 运输结构失衡

国内集装箱港口基本形成了以铁路、公路、海

运中转等方式为主的集疏运方式，但其结构有待进

一步调整和优化。主要表现为公路集疏运比例过

大，例如，2010年天津港、青岛港集装箱集疏运系

统中公路运输分别占99%和96%[1–2]。公路集疏运方

式的过度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集中体现为集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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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道路交通压力剧增，大交通量产生的拥堵严重

影响港口的集疏运效率。2010年，天津港集装箱

吞吐量为1 008万TEU；在各级疏港公路中，国道

网平均拥挤度[3]高达 2.89，处于严重过饱和状态，

省道网平均拥挤度达到 0.74，已接近饱和，高速

公路网平均拥挤度为 0.65，其中长深高速拥挤度

超过1[1]。

1.2 港城矛盾凸显

由于历史原因及港口本身的特点和功能，大

型集装箱港口大都依城而建，在地理区位上与城

市高度重叠。在港城发展初期，这是极为有利的

天然条件——城市通过港口集装箱货运吞吐带动

经济迅速发展，港口以城市为货物腹地迅猛扩

张。但是，这种共生共容的关系随着港城的进一

步发展，将导致港口和城市相互挤占各自空间，

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港

城之间的交通矛盾[4]。

港口陆路集疏运交通需要大量穿越城市或占

用城市道路资源，原本就不堪重负的城市道路还

要额外承担港口产生的大量集装箱集散交通。以

集卡车为主的货运交通极大地影响了城市道路的

服务水平和通行能力，导致港口城市交通综合环

境日益恶化。2010年天津港有 88%集装箱货运交

通需要经过滨海核心区(见图1)，道路客货运交通

混行导致城市交通不畅，同时也降低了疏港交通

的效率，高峰时段核心区内第九大街和泰达大街

部分路段饱和度均超过1，货运比例超过0.8[1]。

2 集疏运新模式探讨

2.1 国内外港口经验借鉴

港口集疏运的发展总体上是试图通过集约

化、规模化运作实现集疏运系统效率的最大化，

最终目标均是实现港城和谐发展[5]。

1）阿拉米达走廊。

阿拉米达走廊是位于美国加州南部的一条专

用疏港货运地下铁路，长达 32 km，南端连接圣

佩罗港湾并延伸到洛杉矶-长滩港区内，北至洛

杉矶市内与干线铁路交汇，并与铁路公司的编组

站及集装箱枢纽场站连接。为提高运输效率，运

行时采用双层集装箱列车，班列使用 4 辆机车，

每列可装载300个20英尺集装箱(TEU)，速度可达

48.3~64.5 km·h-1，每天可运送1.3万TEU，约占港

口日吞吐量的1/3。铁路线从地下穿越市区，代替

了原来包含 200多个交叉口的通道，缓解了港城

交通矛盾，减轻了公路拥堵，减少了卡车和列车

停留造成的废气排放，并使铁路运输时间从数小

时缩短到 40 min，促使港口吞吐量迅速增长，

2005年16万TEU的增长量中铁路增长占1/3。

2）上海洋山深水港。

与国内大多数港口不同，上海洋山深水港采

用“前港(码头)后场(物流园区)”的操作模式，两

者协同运作，“后场”为“前港”服务，通过“后

场”的物流园区生成物流产品；两者之间通过长

达 32.5 km的东海大桥连接(大桥采用高速公路设

计标准，双向 6 车道，设计车速为 100 km·h-1)，

并通过集疏运通道接轨区域性及国家交通运输网

络实现海陆空配套运输，见图2。港区与物流园区

之间的专用货运通道(东海大桥)能有效减少集装

箱的多次转运，降低集卡车的空驶率。2010年东

海大桥上的集卡车空驶率仅为13%，而同期天津港

和青岛港港区外的集卡车空驶率均为30%以上[1]。

可以看出，洛杉矶-长滩港和上海洋山深水

港均巧妙地运用了“集”和“转”的理念，将原

先分散进入港口的货物首先集中在外围场站，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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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Location of Tianjin Port and distribution corri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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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用货运通道集约化运输到码头，实现高效

率、规模化运输的同时，极大地缓解了由港口集

疏运带来的道路交通压力，为城市和港口共同发

展提供了合理的缓冲地带。本文在此基础上针对

传统的集疏运模式，提出以解决港城交通矛盾为

主要目的的集装箱集疏运新模式：“点-线”疏解

模式。

2.2“点-线”疏解模式

“点-线”疏解模式是集装箱港口集疏运的一

种运输模式，其支撑设施由枢纽点、专用通道及

港区组成，枢纽点与港区之间通过大容量、高效

率的专用货运通道连接。

1）理念和要点。

与传统模式(图 3)相比，“点-线”疏解模式

(图 4)的理念和要点为“集”、“转”、“引”三个

字：集——把分散的货物集中到“枢纽点”，并在

其内完成货物的拆拼箱、堆放、海关业务和车辆

停放等，避免“遍地开花”；转——将分散低效的

运输方式向集中高效的疏港交通专用通道方式转

移；引——引导相关货运向“点-线”疏解模式

转移，包括采用配套措施及政策等。

2）类型。

根据专用通道的形式，可将“点-线”疏解

模式分为道路模式(如上海洋山深水港)和铁路模

式(如洛杉矶-长滩港)。两种模式对设施的要求并

不一样。道路“点-线”疏解模式对设施的要求

相对较低，只需要专用通道与枢纽点及港区内部

道路相连通即可。由于铁路作业的特殊性，铁路

“点-线”疏解模式除需专用铁路线外，还要求在

港区内部和枢纽点各增加一个铁路转运中心，以

供列车解编及编组。因此，在枢纽点与港区之

间，两种模式单个集装箱的运营成本及运营时间

会产生较大差距。①运营成本：道路模式单个集

装箱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集装箱的上下车费、驾

驶人的人工费、集卡车油耗费、集卡车折旧费以

及专用通道的通行费；铁路模式单个集装箱的运

营成本主要包括铁路线运输成本、列车运行成

本、转运中心作业成本以及车辆使用费。②运营

时间：道路模式单个集装箱的运输相对比较灵

活，运营时间只与专用通道的距离有关；铁路模

式由于需要集结一列车的集装箱才能开行，单个

集装箱的运营时间明显比道路模式长。具体采用

哪种模式，各港口应根据两种模式建设的可行

性、运营成本及运营时间等综合考虑。

3 天津港“点-线”疏解模式分析

天津港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是中国最大的

人工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2020

年，天津港规划集装箱吞吐量为2 800万TEU，如

此巨大的货运需求必然会对原本已经非常严重的

港城交通矛盾带来更大冲击。为解决这一矛盾，

探讨天津港未来实施“点-线”疏解模式的可行

性并对其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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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规划布局

3.1.1 枢纽点

1）位置。

由于大量集疏运交通外迁，必然会导致外围

枢纽点交通量激增，因此应充分考虑外围枢纽点

的选址和布局。枢纽点选址原则包括：①远离城

市中心区域。“点-线”疏解模式最根本的目的是

解决港城之间的交通矛盾，因此枢纽点的选址必

须要远离城市中心区域，把原本穿城的疏港交通

引导至交通量相对较低的郊区。②交通基础设施

发达。枢纽点周边路网要有足够的能力集散枢纽

点的集装箱吞吐量。③与港口集装箱主要货源方

向一致，以尽量减少集卡车绕行。结合天津市城

市总体规划用地布局，建议天津港“点-线”疏

解模式枢纽点在西堤头机场大道附近选址。

2）货量。

结合枢纽点选址及 2020 年天津港集装箱

OD 分析(见图5a)，为减少不必要的绕行，天津市

外的绝大部分集装箱和枢纽点附近的部分市内

集装箱改用“点-线”疏解模式(约占总货量的

55%~65%)，其余货源点的集装箱沿用现有模式，

见图5b。

3）功能。

“点-线”疏解模式枢纽点绝不仅仅是堆场、

车辆、基础设施等静态集合体，而是能够满足集

装箱内陆运输要求的多功能综合物流中心，至少

包含以下功能：①港口延伸功能。提供进出口企

业办理定舱、报关、放行、退税等业务。②港口

内陆辅助作业功能。提供进出口集装箱交接、

保管、堆存和中转等服务。③离岸港口口岸监管

功能。提供海关、检验检疫等口岸机构检查口及

检验设施等。④货物加工处理功能。提供拆箱、

拼箱、理货、加工、包装、分拨配送等综合物流

服务。

4）面积。

枢纽点中占地较大的主要是集装箱堆场。参

考港口年通过能力与港外堆场用地规模的关系(即

物流强度，约为 0.12~0.15 km2·(百万 TEU)-1[1 – 2])，

枢纽点的堆场面积约为1.9~2.3 km2(用地统计包括

物流园区内的道路用地、配套设施等)。另外，在

港口用地受限的情况下，可以把临港物流园区搬

移至枢纽点附近，例如上海洋山深水港在东海大

桥另一端的临港新城建立了保税物流园区。根据

天津港的实际情况，在集装箱吞吐量日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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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将达2 800万TEU，2030年会更大)的趋势

下，港口内部的集装箱堆场将面临面积不够的情

况，因此建议在枢纽点附近预留物流园区用地，

以适应港区的弹性发展需求。

3.1.2 专用通道

专用通道的规模与枢纽点的集装箱吞吐量、

专用通道上集卡车的利用效率有关。专用通道规

模确定的技术路线见图6。2020年天津港约55%~

65%的集装箱进枢纽点时将利用“点-线”疏解模

式中的专用通道进行疏解，根据图 6及上海洋山

深水港东海大桥的经验数据[1]，可计算出专用通道

的货运交通量约为9.5万pcu·d-1，对应的专用通道

建设规模应为双向 8车道的高速公路，全天拥挤

度约为 0.85；专用通道全长约 40 km，投资约 80

亿元。专用通道线位可利用规划的京港高速公路

(《天津市市域综合交通规划(2008—2020)》中规

划的一条从天津西堤头镇通往天津港北疆港区的

一条高速公路)。

为保持高效运行，专用通道全程封闭，且采

用专用集卡车驳运，从而有效降低集卡车空驶率

和空箱率。通过专用通道运输的集装箱已在枢纽

点经过了包括海关在内的各种查验，集装箱可直

接运至码头并装船离港；为了与沿用现有集疏运

模式的集卡车分开管理，专用通道与港口内部道

路 (港口卡门以内)直接连接并通往港区各个码

头，见图7。

3.2 评价

1）交通效益。

“点-线”疏解模式中专用集疏运通道的高效

使用可避免交通基础设施浪费。从表 1 可以看

出，若在现有模式下，2020年天津港共需要24条

高速公路车道集散 2 800 万集装箱；而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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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天津港未来集装箱运输流程示意

Fig.7 Future container transportation procedure at Tianjin Port

港口年吞吐量

港口日吞吐量

乘以月、日
不均匀系数

减去铁路
运输量 枢纽点日吞吐量

“点-线”模式需求

专用集卡车减少
空驶率及空箱率

集装箱与车
次换算关系

集卡车自然车次

专用通道建设标准：
高速公路

专用通道规模

图 6 专用通道规模确定技术路线

Fig.6 The procedure of determining
the scale of exclusive corri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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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疏解模式下只需要18条高速公路车道，比现

有模式少6条。

利用Visum模型对比分析 2020年天津港采用

现有模式和“点-线”疏解模式的运行效果(见图

8)，采用“点-线”疏解模式可有效改善疏港交通

与城市交通的矛盾：港区附近，主要疏港道路的

平均交通量降低 26%，平均拥挤度从 1.2 降为

0.8，港城交通矛盾得到有效缓解；枢纽点附近，

主要道路平均交通量增加28%，平均拥挤度从0.5

上升为0.75，在可接受范围内。

2）经济效益。

“点-线”疏解模式中专用通道的高效利用使

得集卡车车公里降低，进而使总运输成本降低。

在 2020年集装箱铁路疏解比例为 9%[1]、60%的集

装箱采用“点-线”疏解模式、专用通道长约40 km

的前提下，可计算“点-线”疏解模式和现有模

式的运输成本：①现有模式每 TEU 的运营成本

(40 km外围疏港通道)=上下车费+人工费+运输费+

车辆折旧费+高速公路收费=225.5 元；②“点-

线”疏解模式每 TEU 的运营成本(40 km 专用通

道)=上下车费+人工费+运输费+车辆折旧费+高速

公路收费=131 元。相对于现有传统模式，“点-

线”疏解模式的每TEU可节约94.5元，每年可节

约14.4亿元。

3）社会效益。

“点-线”疏解模式不仅有助于解决港口集装

箱集疏运难题，提高港口吞吐量，还可以置换港

区内宝贵的土地资源，缓解港区用地压力。同

时，改善港城交通矛盾，减少穿城疏港通道的交

通量，交通尾气排放也将随之减少。此外，“点-

线”疏解模式将促进枢纽点区域相关产业发展，

提高就业率，并促进港口集疏运相关理念发展。

模式

现有模式

“点-线”疏解模式

货类

集装箱

60%集装箱(专用通道)

40%集装箱(外围疏港通道)

货运交通量/(万pcu·d-1)

28.6

9.5

11.5

高速公路车道(双向)

24

8

10

0.85

0.85

平均拥挤度

表 1 2020 年天津港不同集疏运模式所需的疏港通道数量

Tab.1 Number of corridors required under different freight distribution patterns in 2020

枢纽点附近

港口附近

饱和度

>0~0.5

>0.5~0.7

>0.7~0.9

>0.9

枢纽点附近

港口附近

饱和度

>0~0.5

>0.5~0.7

>0.7~0.9

>0.9

a 现有模式 b“点-线”疏解模式

图 8 2020 年天津港不同模式下路网饱和度对比图

Fig.8 Comparison of degrees of saturation at Tianjin Port under different patterns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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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以解决集装箱港口港城交通

矛盾为目的的“点-线”疏解模式：把港口的集

疏运交通大量集中于城市外围，并通过专用通道

以集约形式运到港口。以天津港为例，提出并落

实了“点-线”疏解模式的具体规划方案；方案

评价显示，方案实施后将不仅解决港城交通矛

盾，还将产生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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