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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行能力分析是快速公交系统规划、设计和

优化的基础。基于GI/G/1排队论模型和车站有效停

靠泊位数构建了快速公交系统通行能力计算方法，其

参数设置涉及影响快速公交系统通行能力的各种因

素。通过对北京、广州、厦门、郑州等多个中国城市快

速公交系统运营状况的调查分析，对相关参数进行了

标定，以使其反映中国各地快速公交系统运营实际。

最后以广州、厦门、郑州三市的快速公交系统为例，对

上述方法的应用进行说明。

Abstract： Capacity analysis i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RT system planning,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Consid-

ering differe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BRT capacity, this

paper presents a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BRT capacity

based on the GI/G/1 queuing model and the number of

effective parking spaces. Based on field survey data

from several BRT systems in China including Beijing,

Guangzhou, Xiamen, and Zhengzhou, the paper cali-

brates the model to reflect the real-world BRT opera-

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Finally, the paper illus-

trat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posed capacity calculat-

ing method using the BRT systems in Guangzhou, Xia-

men, and Zhengzhou as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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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快速公交(Bus Rapid Transit, BRT)系统由专用

路权、场站、车辆、运营组织、运营设备和管理

体系等要素构成；在规划设计中，要根据快速公

交系统的功能定位和实施环境，灵活选择并整合

这些组成要素。自2004年12月北京市南中轴路快

速公交 1线示范段开通以来，国内已有北京、杭

州、常州、厦门、郑州、广州等十几座城市建成

运营快速公交系统，这些系统在设施、设备、运

营组织等方面各具特点，客流规模和服务水平也

存在较大差异。

快速公交系统通行能力是指在一定运营环境

和服务水平下，瓶颈断面一段时间内运送通过的

乘客数量，由运营车辆载客量及车辆最小车头时

距决定。通过对广州、常州两地快速公交专用车

道正常路段上连续车流(含 12 m单机车和 18 m铰

接车)的时距调查，平均车头时距为5~8 s，即每小

时可连续通过运营车辆 450~720辆；即便考虑走

廊沿线交叉口红灯相位的影响，在非车站路段，

一条快速公交专用车道1 h也可通行300辆以上的

运营车辆。但在快速公交车站，车辆需要待前车

减速进站、开门、上下客、关门、加速离站后，

才能进站停靠，最小车头时距通常大于 20 s，即

便设置多组停靠泊位，车辆通行能力也低于非车

站路段。因此，快速公交系统通行能力由瓶颈车

站决定，通常包括高客流、客流易迅速积聚、高

车辆通过量、停靠设施配置标准偏低、车辆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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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受上下游交叉口干扰明显的车站。

准确计算和分析快速公交系统通行能力，使

设施、设备和运营组织与客流需求相匹配，是快

速公交系统规划、设计和优化的基本要求。快速

公交系统通行能力计算理论与当地运营实际紧密

相关。在快速公交发展较早的北美、拉美等地

区，以及拥有中央快速公交专用车道系统的台北

市，在总结当地运营经验的基础上，都形成了相

对成熟的计算方法，并纳入当地的规划和设计导

则[1–3]。但是这些地区快速公交运营状况与中国内

地城市差异较大，模型结构和参数标定都不符合

内地城市快速公交运营实际。文献[4–5]在对北

京、杭州和昆明三地快速公交系统运营实地调查

的基础上，基于 GI/G/1 的 Kingman 排队论模型，

提出了快速公交系统通行能力计算方法，但由于

当时可供调查研究的快速公交系统样本有限，对

人均上下车时间、车辆到达分布、停靠时间分布

等参数标定还不细致。基于此，本文开展了进一

步研究。

1 基本模型

停靠泊位是快速公交停靠站的基本构成单

位，可看作是单服务台的排队系统。根据对北

京、广州、常州、郑州等城市快速公交系统的调

查，其单一停靠泊位的运行原理与GI/G/1排队系

统基本一致，即车辆到达车站的分布与停靠时间

均服从一般性分布。停靠泊位通行能力计算公式

见式(1)。

Cp =
3 600ρcp fl

T ， (1)

式中： Cp 为停靠泊位通行能力/(人次·h-1)； ρ 为

饱和度，反映停靠泊位的繁忙程度，可按GI/G/1

排队论模型的Kingman公式推算，见式(2)； cp 为

车辆额定载客量/人； fl 为车辆的平均满载率；T

为车辆平均停靠时间/s，即从车头进入停靠泊位

至完成上下客后加速离开停靠泊位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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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 为对应一定通行能力的车辆平均进站排

队时间/s； ca 为车辆到达间隔波动系数，即到达

分布标准差与均值之比； cs 为车辆停靠时间波动

系数，即车辆停靠时间标准差与均值之比。对于

停靠泊位紧邻且线形布设的多泊位车站，由于车

辆停靠时相互阻挡、干扰，靠后的泊位利用率相

对较低；随着泊位的增加，停靠站通行能力的边

际增量递减。停靠站通行能力可按式(3)计算。

C=NbCp ， (3)

式中：C 为快速公交在停靠站的通行能力/(人次·h-1)；

Nb 为有效停靠泊位数。

综合式(1)、(2)和(3)，快速公交系统通行能力

计算公式如式(4)所示。

C=
7 200NbWcp fl

T 2( )c2
a + c2

s + 2WT
. (4)

2 参数标定

按照式(4)计算快速公交系统通行能力需要标

定 7个参数。为尽可能全面反映不同运营环境下

快速公交的运行特征，研究选取广州中山大道、

厦门快速公交高架段、郑州二环、常州一号线、

北京南中轴等 5条快速公交走廊，以及昆明中央

快速公交专用车道进行调查，综合分析得到 7个

参数的标定方法。

1) 车辆平均停靠时间T 。

T= tc + to + td ， (5)

式中： tc 为前车离站与后车进站停稳之间的饱和

车头时距/s，长为 12 m的单机车进站饱和车头时

距为 6~8 s，长为 18 m的铰接车则为 10~12 s； to

为开车门和关车门时间/s，通常取 4~6 s； td 为最

繁忙车门(即上下客时间最长的车门)的登降总时

间/s，

td =max(pφitb
θ

1
θ

2
θ

3)， (6)

式中： p 为车辆登降人数/人，根据客流预测或客

流调查报告确定； φi 为第 i ( i 为自然数)扇车门登

降人数占全车登降人数的比例，多车门同时登降

时参考表1标定； tb 为人均基准上下车时间/s，参

考表 2标定； θ
1 为客流登降比例修正系数，参考

表 3标定； θ
2 为车内站立区乘客密度修正系数，

参考表 4标定； θ
3 为乘客行为特征修正系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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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批发市场等携带行李乘客占较大比例

的车站，取1.1~1.2，其他情况取1.0。

实际调查中发现，不仅售检票形式、车门踏步数量、是否

水平登降、车门宽度等特征会影响乘客上下车时间，客流登降

比例和满载率也是乘客上下车时间的影响因素。以厦门快速公

交系统为例(见图 1)，当客流以下车为主时，人均乘客上下车

时间最短；而客流以上车为主或上下车均衡时，受上车乘客与

下车乘客相互干扰、车内乘客移动困难等因素影响，人均乘客

上下车时间较长。

车内站立乘客密度同样会影响上

下车时间。同样以厦门快速公交系统

为例(见图 2)，当车内车门周边区域

站立乘客密度小于 5~6人·m-2时，车

内密度对乘客上下车时间的影响不

大；当车内车门周边区域站立乘客密

度高于该值时，乘客上下车会受到严

重阻挡，人均上下车时间明显增加。

车内站立乘客密度对于以下车为主的

乘客上下车时间影响较小(边际人均

上下车时间增幅约 30%)，对于以上

车为主及上下车客流均衡的乘客上下

车时间影响较大(边际人均上下车时

间增幅约 50%)。车内站立区乘客密

度修正系数 θ
2 用于修正这种影响，

参数标定见表4。

2) 车辆到达间隔波动系数 ca 。

理想状况下，快速公交车辆以均

匀的车头时距一辆接一辆地到达车站

停靠，车站得到全效利用。但在实际

运营中，由于交叉口延误、车站停

靠、线路时刻表间的冲突、驾驶人行

为差异、发车间隔不均等原因，行车

间隔波动明显。厦门快速公交系统的

高架段不受交叉口信号相位及其他横

向交通的干扰，具有完全专用的路

权，车辆到达间隔近似服从负指数分

布。而对其他快速公交系统的调查分

析发现，车站上游的交叉口信号相位

对到站间隔影响最为直接，如在广州

快速公交系统的调查中，车站上游有

长信号相位交叉口时，车辆队列化到

达较其他车站更为明显。总结各地快

速公交及公交专用车道系统运营实

际，车辆到达间隔波动系数 ca 可参

照表5标定。

3) 车辆停靠时间波动系数 cs 。

根据对各地快速公交系统的调查

发现，同一快速公交车站如登降形

式、车型和客流登降比例相似，停靠

78

车型

12 m双车门单机车

18 m三车门铰接车

18 m四车门铰接车

车门客流登降比例 φi

前门40%，后门60%

前门25%，中门40%，后门35%

一号门18%，二号门35%，三号门32%，四号门15%

表 1 车门客流登降比例 φi 的取值(多车门同时登降)

Tab.1 Distribution of boarding and alighting proportions φi
(multiple doors boarding / alighting)

序号

3

2

1
前门(上车门)

后门(下车门)

前门

后门

一号门

二号门

三号门

四号门

前门

非刷卡门

2.5

1.8

1.9

1.5

1.8

1.5

1.5

1.8

2.2

参照序号
2标定值

12 m车

12 m车

18 m车

12 m及
18 m车

乘客登降模式

单通道车门(净宽度小于1 m)、车门
二级或三级踏步、上车刷卡/投币

车站售检票，多车门同时上下车，
双通道车门(净宽度不小于1 m)，水
平登降或车门一级踏步

上车刷卡/投币，双通道车门(净宽
度不小于 1 m)，水平登降或车门一
级踏步

人均基准上下车时间 tb /s

表 2 人均基准上下车时间 tb 的取值(客流以上车为主)

Tab.2 Estimated passenger boarding time tb (based on boarding)

客流登降分布特征

客流登降比例修正系数 θ
1

上车为主 1)

1.0

上下车均衡 2)

1.1

下车为主 3)

0.8

表 3 客流登降比例修正系数 θ
1 的取值

Tab.3 Adjusted coefficient of boarding/alighting proportion( θ
1 )

注：1)，2)，3)分别指上车人数占上下车总人数的70%以上，30%~70%及30%以下。

车内站立乘客密度/
(人·m-2)

6~7

8

<6

对应的车辆满载率/
%

75~85

 90

<75

1.6

上车为主

1.3

下车为主

1.5

上下车均衡

θ
2

1.1或1.2

1.0

表 4 车内站立区乘客密度修正系数 θ
2 的取值

Tab.4 Adjusted coefficient of passenger standing area density( θ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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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服从或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反之，则符合一

般性分布或多个正态分布的叠加分布。停靠时间

波动系数 cs 反映停靠时间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

参数取值越大，停靠时间波动越明显，各地快速

公交车辆的停靠总时间标准差与均值呈正相关关

系，但两者的比值相对固定，可按下述情况标

定：①通过线路少、客流到达稳定、多车门同时

登降的车站，取值为 0.1~0.3；②通过线路较多、

各线路间登降客流量差异较大、客流到达不稳

定、多车门同时登降的系统，取值为 0.3~0.5；③

通过线路多、各线路间登降客流量差异较大、客

流到达不稳定、前门刷卡/投币上车的系统，取值

为 0.4~1.0；④典型的封闭式或半封闭式快速公交

系统，线路数量、登降客流分布等特征介于情况

①和情况②之间，缺省情况下取0.3。

4) 车辆平均进站排队时间W 。

车辆进站排队时间(见图 3)可根据系统服务

标准对应的可接受排队延误确定。W 取值越大，

系统越拥挤，车辆在车站排队越严重，运营速度

和准点率越低，但通行能力越大，反之亦然。根

据对广州、常州、郑州、北京、厦门等城市快速

公交系统的调查，建议W 取值设定为10 s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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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门 b 后门

图 1 人均上下车时间散点分布(厦门快速公交系统)

Fig.1 Scatter plots of passenger average boarding/alighting time (Xiamen Bus Rapid Transi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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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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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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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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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车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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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前门

图 2 不同车内站立乘客密度对应的人均上下车时间分布(厦门快速公交系统)

Fig.2 Distribution of boarding/alighting time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densities of passenger standing area
(Xiamen Bus Rapid Transi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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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效停靠泊位数 Nb 。

快速公交车站的停靠泊位一般紧邻且线形布

设，车辆停靠时彼此间仅保持最小安全间距。停

靠过程中，要求车辆必须从最前面的泊位向后依

次停靠，泊位被占满时，后续到达车辆应排队等

待，待出现空闲时再进站停靠最前面的泊位。随

着车站停靠泊位的增加，由于车辆进出站时相互

干扰，且越靠后的泊位利用效率越低，使得车站

通行能力的边际增量越小。有效停靠泊位数 Nb 就

是对这种效率折减进行修正，单泊位车站的 Nb 为

1，多泊位车站的 Nb 小于真实泊位数量。

通过对广州、厦门、郑州三个城市快速公交

系统典型车站停靠泊位利用状况的实际调查分

析，结合北美相关研究，对停靠泊位紧邻布设的

直线型停靠站，推算出快速公交多泊位车站的有

效停靠泊位数，见表6。由于新增停靠泊位的通行

能力边际增量递减，当停靠泊位数增至 3 个时，

通行能力提升幅度将非常有限，而当其达到 5个

时，增加泊位几乎不会再提升通行能力。因此，

快速公交车站连续紧邻设置停靠泊位不宜超过 3

个，最多不应超过5个。

对于设置多个停靠区的快速公交车站，当停

靠区之间的距离足够远、各停靠区车辆进出站不

会相互干扰时，各停靠区有效泊位数的代数和可

视为 Nb 。

6) 车辆额定载客量 cp 。

额定载客量 cp 等于车内座位数与站位乘客数

之和。国内目前主要有12 m单机车和18 m铰接车

两种快速公交车型，通过实际调查，在满载情况

下，12 m单机车载客量为80~100人，18 m铰接车

载客量为 130~160 人，额定载客量 cp 可据此计

算。其余车型(如长为 13.7 m的车辆)可根据厂商

提供的技术参数和实际运营调查数据标定，但一

80

车站上游交通组织

上游200~300 m范围内无信号控制交
叉口

发车较密集(一般不大于1~1.5 min) 到达间隔呈负指数分布 1.0

上游 200 m 范围内有信号控制交叉
口，且车辆通过交叉口时受信号相位
影响

发车密集，行车间隔明显小于上游
交叉口信号相位配时长度

信号相位越长、车辆到达频率越
高、车辆通行方向绿信比越低，
车辆的队列化到达越明显，ca 取
值越高

1.1~1.5

上游 200 m 范围内有信号控制交叉
口，且车辆通过交叉口时受信号相位
影响

行车间隔较大，不小于上游交叉口
的信号相位配时长度

信号相位越长、车辆到达频率越
高、车辆通行方向绿信比越低，
车辆的队列化到达越明显

0.9~1.1

有利于行车间隔控制的特殊因素，如
动态间隔控制、车站距离始发站很近
且发车均匀等

行车间隔较大，不小于上游交叉口
的信号相位配时长度

到达间隔围绕发车间隔在一定
范围内波动，总体分布相对均匀

0.4~0.8

平均行车间隔 到达间隔分布特征 ca

表 5 车辆到达间隔波动系数 ca 的取值

Tab.5 Fluctuation coefficient of bus inter-arrivals( 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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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东向西晚高峰
金山西向东晚高峰
卧龙晓城东向西晚高峰
卧龙晓城东向西早高峰
卧龙晓城西向东晚高峰
卧龙晓城西向东早高峰

图 3 快速公交车站排队时间分布特征
(厦门快速公交卧龙晓城站和金山站)

Fig.3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bus waiting delay
at BRT stations (Wolongxiaocheng Station and Jinshan

Station in Xiamen Bus Rapid Transit System)

停靠泊位数

1

2

3

4

5

有效停靠泊位数

1.00

1.80

2.27

2.61

2.87

表 6 线形布设的多停靠泊位车站有效停靠泊位数

Tab.6 Effective number of spaces at linearly
aligned multi-berth BRT stations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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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来说，厂商提供的额定载客量都大于实际载

客量。

7) 平均满载率 fl 。

车辆到达车站的间隔及客流需求有一定波

动，导致运营过程中每辆车的实际满载率有所差

异，不可能每辆车都满载运营。平均满载率 fl 用

于反映满载率的这种变化，即运营期间车辆满载

率的平均值。 fl 的取值范围通常为0.8~0.9，线路

重复率低、车辆运营间隔稳定、乘客到达车站均

匀的快速公交系统取高限，反之取低限。

3 计算应用

利用上述方法，测算广州(中山大道)、厦门

(高架段)、郑州(二环)三地的快速公交系统通行能

力，测试模型在不同参数标定下的应用特性，同

时对比不同运营环境对通行能力的影响。

由于车站登降客流需求直接影响通行能力，

为便于对比分析，本算例假定瓶颈车站每车登降

20人，且三个系统通过车站的车辆满载率和平均

进站排队时间均相同，其他计算参数根据调查的

实际情况标定。此外，目前广州、厦门、郑州快

速公交系统均为12 m单机车与18 m铰接车混合运

营，其中厦门和郑州的快速公交车站按照18 m铰

接车设计停靠泊位，因此厦门和郑州按照18 m铰

接车运营计算通行能力；广州18 m铰接车占车辆

总数的比例很低，且停靠时占用 2个泊位，为简

化计算，本算例假定广州快速公交系统均为12 m

单机车运营，车站设置 3个停靠区，每个停靠区

设置 3个泊位，泊位间无相互干扰。三地快速公

交系统的通行能力计算参数及结果见表7。

这三个快速公交系统的通行能力明显高于常

规公共汽车交通，广州快速公交系统的通行能力

最高，达到15 600人次·h-1，这主要得益于其地铁

化的车站运营模式(车站售检票、多车门上下车和

水平登降)和高标准的停靠站(单一车站提供3个停

靠区，共 9个停靠泊位)。郑州和厦门的快速公交

系统运营18 m铰接车，两个系统都采用了地铁化

的车站运营模式，通行能力均高于 1万人次·h-1，

厦门略高。这是因为厦门快速公交高架段具有最

参数

人均基准上下车时间 tb /s 1.5 1.5 1.5

人均上下车时间修正系数 θ
1 ⋅ θ2 ⋅ θ3 1.0 1.0 1.0

车辆进站饱和车头时距 tc /s 8 12 12

开关门时间 to /s 5 5 5

车辆登降人数 p /人 20 20 20

最繁忙车门客流登降比例 φ /% 0.6 0.35 0.35

到达间隔波动系数 ca 1.2 1.0 1.1

车辆平均停靠时间T /s 31 27.5 27.5

停靠时间波动系数 cs 0.35 0.28 0.30

平均进站排队时间W /s 10 10 10

车辆额定载客量 cp /人 80 140 140

平均满载率 fl /% 85 85 85

车均实际载客量 cp ⋅ fl /人 68 119 119

停靠泊位数 n /个 3 2 2

有效停靠泊位数 Nb(n)
2.27(停靠区)
6.81(停靠站)

1.80 1.80

饱和度 ρ 0.29 0.40 0.36

停靠站通行能力 C /(人次·h-1)
5 200(停靠区)
15 600(停靠站)

11 200 10 100

广州快速公交 厦门快速公交高架段 郑州快速公交二环走廊

表 7 广州、厦门和郑州三地快速公交系统的通行能力计算参数及结果

Tab.7 Model parameters and capacity calculation results of the BRT systems in Guangzhou, Xiamen and Zhe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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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专用车道条件，运营稳定性高于郑州。

4 结语

本文在对国内多个典型快速公交系统调研的

基础上，提出了快速公交通行能力计算方法，能

够较为准确地测算不同运营环境下的快速公交系

统通行能力，对于快速公交系统规划、设计和运

营中的量化分析具有参考意义。分析该计算方法

可以看出，大容量公共汽车、地铁化的车站运营

模式、多个有效停靠泊位(增加泊位数、多停靠区

和车站超车道)都是快速公交系统实现大运量的重

要手段；通过智能调度保持稳定的运营间隔同样

也能提升通行能力，但技术上实现难度更大。在

快速公交系统规划、设计和运营优化时，应提出

不同的比选方案，并应用本方法对通行能力进行

试算对比，再结合客流需求、道路条件、建设资

金、运营成本等具体条件，合理选择快速公交模

式。本文涉及的通行能力与车型选择、车站设

计、售检票模式选择、线路组织等因素的关系，

也可作为常规公共汽车交通系统优化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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