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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有轨电车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天津滨海、

上海张江有轨电车运行情况并不理想。因此，需科学理性地发

展有轨电车。首先，对有轨电车的技术性能、优缺点进行分析，

指出其是介于公共汽(电)车和轻轨之间的轨道交通形式，客运能

力有限、投资成本高昂，适用于具有一定客流规模和道路资源条

件、对舒适性要求高、有良好景观要求的地区。进而明确有轨电

车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定位，并探讨其适宜的客流走廊和

通道选择条件。最后，从必须坚持经济和高效原则、尽快完善配

套标准和法律法规两方面对中国城市发展有轨电车提出建议。

Abstract：The development of streetcars in China urban area is in

its infancy. It is noticeable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initial street-

cars’operation in Tianjin and Shanghai are not as good as expect-

ed.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the feasibility and sustain-

ability of the streetcar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the streetcar

techn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ros and cons of th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functioning between bus and light rail,

the streetcar has the limited transport capacity with high initial in-

vestments, which makes it suitable to the areas with substantial

passenger volumes, sufficient roadway infrastructure, and high de-

mand for comfort and aesthetic landscape. The paper then discuss-

es the functionalities, appropriate passenger corridors, and corri-

dors selection for streetcars. Finally, the paper suggest that the

streetcar development in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effective eco-

nomic development, establish the system standards and develop

relevant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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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有轨电车国产化技术

逐步成熟，中国掀起一股有轨电车发展

热潮，各大、中城市视有轨电车为优

质、绿色、高效的交通工具，将其作为

提升城市形象、提高交通品质的一种选

择。然而，有轨电车在中国应用的实例

中，有日平均客流强度 0.1 万人·km-1、

年亏损超过 2 000 万元的上海张江有轨

电车，也有日客流强度 1.1 万人·km-1、

高效运行的香港新界有轨电车，两者之

间11倍的客流差距提醒我们，每一种交

通工具都有其适宜发展条件，偏离或不

具备这种发展条件，都可能使决策者最

初的美好梦想落空。如何理性看待并科

学选择和发展有轨电车，对于当前发展

有轨电车热情日益高涨的中国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1 正确认识有轨电车

1.1 发展历程

旧式有轨电车又称“街车”，是在

城市繁华街区开行、运行速度10 km·h-1

的电车，运行效率较低。二战后各国有

轨电车遭到严重破坏而走向衰败。20世

纪70年代，以汽车为主的交通体系对资

源的过分依赖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

题，迫使欧洲发达国家重新将轨道交通

作为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重点。由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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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投资巨大，中小城市无法负担，因此，重新改

造原来被废弃或拆除的有轨电车线路成为一种选

择。东欧和西欧国家重兴有轨电车，对旧式有轨

电车不断进行现代化技术改造，使其更加舒适、

运行更平稳高效。例如，法国全面废除旧式有轨

电车，以建设新线的形式引进新型有轨电车；德

国则保留原有的有轨电车，同时更新改造车辆，

进行系统的更新升级，实现有轨电车的新发展[1]。

1.2 技术性能

有轨电车多数应用于城市道路(地面)上，拥

有专用或混合路权，交叉口以平面交叉形式为

主，技术性能介于公共汽(电)车和轻轨之间。

1） 在公共交通系统中与BRT的运能较为接

近[2]。有轨电车车辆一般为模块化、5节编组(33 m)，

最大可扩容至7节编组。中国普遍应用的5节编组

有轨电车按照每列车运能为 258 人 (5 人·m-2)、

发车间隔 3 min计算，高峰小时单向最大运能为

5 200人次·h-1。以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

轨电车载客量为例，最大为 7节编组车辆(44 m)，

每列车运能为428人(6人·m-2)，按2 min发车间隔

计算，高峰小时单向最大运能为 1.3 万人次·h-1。

因此，有轨电车运能为0.5~1.3万人次·h-1。

2）车辆最大速度可达到70 km·h-1，在实际运

营中，城区平均旅行速度为15~25 km·h-1，郊区平

均旅行速度可达30 km·h-1。

3）采用标准轨距，可与其他轨道制式共轨运

行，轴重约为 9~10 t。车辆定距较小，可通过较

小的曲线半径[3]。

1.3 优缺点分析

有轨电车的优势体现在以下方面：拥有现代

化的车辆和人性化的服务设施，有利于提升公共

交通服务品质；可根据客流需求采用不同的编组

方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采用电力牵引，基本

不产生废气，减少环境污染；可采用专用路、专

用车道、混合使用等多种路权形式；适合市区小

曲线半径和大坡度运行，有较强的起动和制动能

力；振动小、噪音低，环境友好。

有轨电车的缺点一是造价高。目前中国有轨

电车线路平均造价(包括建筑安装工程费和车辆购

置费)为 8 000~9 000万元·km-1，其中车辆购置费

占30%~35%，费用约为2 500~3 000万元·列-1，与

能够提供同样运能的快速公交的造价相比，有轨

电车无疑是一种昂贵的投资。二是运能较小，属

于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不适应超出其运能范围

的大客流交通走廊，性价比较低。三是多为地面行

驶，必须占用一定的道路资源，道路交通平面组织

难度较高，在道路资源十分紧缺的中心城区慎选。

由此可见，有轨电车适用于具有一定客流规

模和道路资源条件，出行者对舒适性要求高，对

环境保护和景观要求较高的地区。

2 理性规划有轨电车

为促进有轨电车理性发展，需要认真考虑其

是否符合规划条件，这里说的规划条件，是指判

断城市或某区域是否适合发展有轨电车，以及如

何确定有轨电车规划的指导性原则，这是有轨电

车规划、建设乃至运营和管理能够顺利落实的重

要保证。

2.1 在城市公共交通中的定位

有轨电车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实例众多，其

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在各种类型的城市中，有轨

电车线路的分布有一定的规律：在人口规模较

大、市区内地铁系统发达的大城市，有轨电车线

路一般不进入中心城区，往往是在郊区与中心城

区外围区作为切向线，或者全部位于某个卫星城

内；在中小城市，有轨电车线路多穿过中心城

区，作为城市的骨干公共交通系统[4]。每个城市在

规划有轨电车系统时，首先要明确其在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中的功能定位，功能定位与技术性能相

匹配是有轨电车成功应用的前提。

结合有轨电车系统应用实例及其在城市公共

交通网络中发挥的作用，总结其功能定位主要有

以下类型：

1）在有地铁系统的大中城市与地铁融合发展。

①作为大运量轨道交通的切向联通线。在有

地铁系统的大城市，作为地铁网络的加密线，将

多条地铁线路在城市近郊串联。例如，法国巴黎

市的有轨电车T1和T3线切向布置在城市外围地

区(见图 1)，其中，T1 线与 5 条地铁线路实现换

乘， T3线与 7条地铁线路在 9个车站实现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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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服务外围切向客流走廊，

而且实现放射形地铁线路在城

市外围地区的联通。

② 作为大运量轨道交通线

路在郊区的延伸。有轨电车线

路一般位于地铁线路的末端，

当地铁线路末端客流出现明显

下降，可建设有轨电车为地铁

提供延伸服务，在保证服务水

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节约大量

投资。西班牙马德里市即是采

用这种方式的典型城市，马德

里市现有3条有轨电车线路，其

中两条线路连接地铁线路的末

端，从同一车站出发，一条向

西南方向延伸，一条向西北方

向延伸，见图2。

③ 服务于大城市周边新城

的内部交通。有轨电车作为新

城内的骨干公共交通，主要解

决区内交通问题，在新城内形成

一定网络规模，同时与市郊轨道

接驳，沟通新城与中心城区。例

如，伦敦南部的克罗伊登区建设

了3条有轨电车线路，并将其与

大伦敦地区的国铁网络进行衔

接，形成了7个换乘枢纽，成为

该区域公共交通的骨干网络。

2）在没有地铁系统的中小

城市成为快速客运骨干。

在没有地铁系统的中小城

市，有轨电车线路穿过中心城

区，成为城市的快速客运骨

干。例如，瑞典哥德堡市有轨

电车线网布设于中心城区并呈

明显的放射形，是城市的快速

客运骨干。

3）作为特色公共交通服务

中心城区。

合理利用中心城区的已有

条件，形成良好运行的有轨电

车线路。例如，德国柏林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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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法国巴黎市有轨电车线网布局

Fig.1 Layout of streetcar network in Paris,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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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布达佩斯市的有轨电车线路均位于中心城

区，其中布达佩斯的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利用多

瑙河的沿河道路条件和景观条件，使得有轨电车

在保证运行速度的同时，也与周边景观形成互补。

2.2 布局选择适宜客流走廊

由于有轨电车的运能水平为0.5~1.3万人次·h-1，

因此在拥有成熟地铁网络的大城市，适合发展有

轨电车的客流通道常常分布在外围地区的切向或

放射走廊上；而中小城市中心城区的客流走廊，

可以选择发展有轨电车。这些走廊必须具有一定

客流规模，保证建成后的有轨电车具有较好的客

流效益。

一般建议有轨电车线路规划建设应能够适应

远期单向高峰小时 0.5~1.0 万人次，但不应超过

1.3万人次的客流量，如果客流量超过有轨电车最

大运能，则需要轻轨等轨道交通制式。另外，客

流走廊具有一定长度，原则上不超过 20 km，以

保证线路单程旅行时间控制在1 h左右。

例如，香港有轨电车主要为西北郊的元朗地

区提供服务，连接新界西北部的屯门、元朗及天

水围等新市镇；总里程 36 km，设 68个车站，其

中4个车站可与西铁线(铁路)换乘；通常为1节编

组，最多 2节编组，单向客运能力为 4 800~9 600

人次·h-1，平均旅行速度40 km·h-1，日均客运量43

万人次，平均客流强度达到1.2万人次·km-1。

2.3 通道选择满足实施条件

有轨电车一般为地面敷设，车辆宽度为 2.3~

2.65 m，与快速公交车辆宽度接近，通道净空要

满足有轨电车设置的需要，同时在路权上要处理

好与通道内社会车辆的关系，尽可能保证独立路

权。在实施条件有限的中心城区建议采用中央布

置方式，可结合道路重要绿化带布设轨道线路，

供有轨电车专用；在交叉口进口道附近可设置车

站，便于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换乘。

例如，法国巴黎市有轨电车线路T2线由原有

的废弃铁路线改造建成，全线基本为封闭式的独

立路权，只有少数交叉口采取平面交叉形式；T3

线建设在绿化带中央，由于要穿越巴黎市多个道

路平面交叉口，旅行速度并不理想，高峰时段为

16.5 km·h-1，非高峰时段也只有17.5 km·h-1。

德国卡尔斯鲁厄市有轨电车运行在各种路权

的轨道上，在外围区与小汽车共享路权，在中心城

区步行街与行人共享道路；在某些路段采用标志标

线、特殊路面或绿化分离出独立路权，或运行在

干线铁路的轨道上，全程独立路权线路约占50%。

有轨电车在中心城区步行街区域平均旅行速度为

15~20 km·h-1，在市区封闭路权内平均旅行速度可

达25~35 km·h-1，在干线铁路上可达40~50 km·h-1。

3 对中国城市发展有轨电车的建议

3.1 供应能力的“中容量”不等于现实客流的
“中运量”

新型有轨电车的理论运能虽然可以达到 0.5~

1.3万人次·h-1，但是现实中有轨电车的实施效果

存在很大差异。同样地运能水平，可能出现相差

10倍的客流效益，上海张江有轨电车和香港新界

有轨电车是有轨电车应用的两个典型案例，从两

者的比较中，可以解读到有轨电车出现差异的深

层次原因。

上海张江有轨电车线路规划缺乏从功能定

位、制式选择、线路走向、路权保障、客流需

求、财务可持续性等方面的论证，造成运营速度

和客流规模仅相当于常规公交。张江有轨电车采

用的是胶轮+导轨技术，100%低地板，一次性建

设成本、车辆购置成本昂贵；采用地面非封闭形

式，与地面机动车辆、非机动车和行人混行，站

点间距较小，运营车速较慢，平均旅行速度为

13~15 km·h-1；线路周边300 m半径范围内为低容

积率的科技园区，较低的运行效率和较低的人

口、岗位直接覆盖率，使得系统平均客流强度仅

为 0.1万人·km-1，年运营亏损约 2 100万元以上，

运营收支情况与天津滨海有轨电车线路基本相当。

相反地，香港新界有轨电车采用的是高地板

轻轨车辆，降低了车辆成本；线网布局已经形成

区域性的网络，线路走向均经过人口和岗位密集

区，设站充分考虑乘客步行的便捷性要求；路段

上大部分采取独立路权形式，在交叉口处实行信

号优先，使得香港有轨电车运行车速可达到 20~

25 km·h-1，全网平均客流强度为1.1万人·km-1。

张江有轨电车和香港有轨电车两个实例说

明，“中容量”并不意味着“中运量”，特别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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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型有轨电车，必须考虑其高昂的投资成本和

有限的客运能力，必须与城市用地规划、其他客

运骨干网规划等统筹协调，在具体规划方案中，

审慎研究线路走向、路权保障、用地控制、制式

选择等，保证新建有轨电车线路取得有效益的客

流规模，实现财务的可持续。

3.2 坚持经济和高效原则

国务院办公厅2003 年提出全国城市适合发展

轻轨的条件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在60 亿元

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600 亿元以上，城区人

口在 150 万人以上，规划线路客流规模达到单向

高峰小时 1 万人以上。同样，发展有轨电车必须

考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务可持续能力，需

要设置相应的财务能力和需求规模等刚性入门条

件。随着中国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的引进、

吸收，以及车辆国产化水平的提高，有轨电车造

价可大大降低，但将 1.5亿元·km-1的投资成本与

有限的客运能力相比，其仍然是一种较为昂贵的

基础设施。因此，有轨电车在规划和建设时必须

坚持经济和高效的原则。

首先，在有轨电车规划前期研究中，需要充

分研究和处理好规划与城市用地发展的关系，应

和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一样，与城市用地规划充分

统筹。城市用地规划是有轨电车线网规划的重要

基础，有轨电车线网规划作为交通专项规划，其

线路的功能定位、发展目标、线网布局等都要结

合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和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充分论证，同时，有轨电车线网规划要提

出对沿线车站周边用地控制的要求。

其次，应处理好有轨电车与其他城市客运骨

干网络规划建设的关系。网络布局上，应与城市

骨干路网规划、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城市公

共交通规划、快速公共交通规划等统筹协调；枢

纽组织上，应考虑其与公共汽(电)车线路以及其

他制式轨道交通的换乘和衔接。

另外，制式选择上，建议采用钢轮钢轨制式

的有轨电车，可利用其与地铁、轻轨实现共轨运

行的优点，通过合理规划和精细的运营组织，实

现与其他轨道交通方式的场站资源共享，提高轨

道交通服务水平和设施利用效率。同时，建议采

用70%~80%低地板的有轨电车，可节省有轨电车

车辆购置成本。

3.3 完善配套标准和法律法规

1）尽快制定有轨电车车辆管理政策。

有轨电车车辆使用属性尚无明确法律规定，

在当前的法律和相关标准的框架下，有轨电车车

辆无法归入机动车类别。因此，对于有轨电车车

辆的属性、登记备案等制度需要明确。

2）尽快制定驾驶人培训和驾照考试办法。

目前，有轨电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均在有轨

电车生产厂家的试验轨道上进行。需尽快拟定相

关驾驶人培训和驾照考试办法，并根据办法对申

请人进行考核。

3）尽快制定交通事故认定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

条例制定的《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公安部令

第 70号)是中国当前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性文件。

有轨电车作为在城市道路上行驶的车辆，目前无

法纳入机动车管理，其在道路上运行的合法性尚

未确定。当有轨电车发生交通事故时，没有直接

适用的事故认定办法[5]。

4 结语

有轨电车是一种具有客流吸引力的交通方

式，但有限的客运能力和高昂的投资使其存在局

限性。清醒、理性认识有轨电车的优缺点和适用

条件，谨慎选择有轨电车，并注重其与整个公共

交通系统的协调规划，坚持经济和高效的原则，

对于成功利用有轨电车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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