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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系统布局以空间布局以及内在的空间组织为基础，空间组织思维始终是交通系统规划布

局的核心。中国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乃至大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重点已逐步转移至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然而，在重视轨道交通自身网络化布局、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交通系统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存

在着机械式、偏重形态化的轨道交通网络布局思维，忽视、弱化了轨道交通布局对空间组织效能的

提升作用。通过揭示现实存在的轨道交通线网与空间组织脱节的问题，基于交通与空间协同，提出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应把握的空间组织思维方法及要点。

关键词：交通系统；轨道交通线网；空间组织；空间效能；交通与空间协同；交通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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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urban spatial layout and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way of think-

ing on spatial organization should always be the key to the planning layout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focus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 has been gradually shifted to urban rail transit in big cities and

even megacities in China. We have valued the network layout of rail transit and developed the integrated

transportation system with the rail transit as its backbone. However, problems arise from the mechanical

and form-focused thinking on rail transit network layout, and those ossified thoughts ignore the impro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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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交通与空间的协调是个老话题，交通系

统布局以空间布局以及内在的空间组织为基

础，反映、支撑并引导空间布局的实现。空

间组织思维始终是交通系统规划布局的核

心，具体体现在：第一，交通系统支撑城市

功能中心体系构建，反映功能中心在空间组

织中的作用；第二，交通系统提升并决定城

市功能轴线的发展能级，促进集约高效的空

间发展模式；第三，交通系统提供功能中心

间及功能中心与主要枢纽间的高可达性，提

升城市空间组织效能。

中国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乃至大城市交

通系统的建设重点已逐步转移至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成为城市交

通系统规划的核心内容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

点。宜将空间组织思维作为重要的规划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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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渗透至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中，深入研究

城市功能组织及其对轨道交通系统的需求。

然而，目前在重视轨道交通自身网络化布

局、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交通系统一体化发

展的同时，存在着机械式、偏重形态化的轨

道交通网络布局思维，不时出现轨道交通网

络与空间组织间的脱节乃至错配的现象，无

形中淡化了交通系统规划的核心目的之一是

提升空间组织和运行效能，值得学界同仁予

以关注并开展深入研讨。

11 问题问题：：轨道交通布局忽视对空间组轨道交通布局忽视对空间组

织效能的提升织效能的提升

中国正处于城市轨道交通快速建设时

期，在推进轨道交通网络化发展的同时，线

网规划存在过度追求规模的倾向，超大、特

大城市规划线网动辄近 1 000 km①。轨道交

通线网形态呈现网格化、均质覆盖的趋势，

北京市“棋盘环形加放射”的轨道交通线网

形态正在中国其他大城市蔓延。轨道交通线

网层次和模式单一，未能正确处理好均质覆

盖与城市功能组织间的关系，在提升轨道交

通线网整体服务水平的同时，忽视、弱化了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另一核心价值——对空

间效能提升的作用。有许多交通与空间脱节

的问题需要特别引起关注。

11..11 问题问题11：：淡化城市中心在轨道交通线淡化城市中心在轨道交通线

网中的核心枢纽地位网中的核心枢纽地位

轨道交通线网趋于单一模式的均质覆

盖，带来了更多的网络换乘节点，但与此同

时，由于缺乏空间组织思维，轨道交通线路

对城市中心的直接支撑能力考虑不足。寄托

于网格化的换乘衔接，线网间接提供更广域

地区与城市中心的轨道交通线路连接，轨道

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受到较大制约。

过分追求轨道交通线网均质布局，也往

往造成服务城市中心、重点功能区的新增轨

道交通线路在客流需求外围通过，大量客流

仍需换乘到达。截至 2016年末，北京市城

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达574 km，CBD、中关

村核心区、金融街等主要功能区都配给了轨

道交通线路，并处于线路十字换乘节点上，

但各功能区客流需求重心(如CBD的国贸地

区)的轨道交通服务不超过 2条线路、2个轨

道交通车站(换乘节点按1个车站计)[1]；位于

CBD地区北部边缘的M6线对CBD客流需求

重心的直接服务性差，相应的呼家楼站成为

至CBD客流的主要换乘节点。

11..22 问题问题22：：城市发展轴线的轨道交通支城市发展轴线的轨道交通支

撑能级不足撑能级不足

拘泥于轨道交通线网单一模式的均质布

局，忽视了城市空间布局的非均衡性，难以

区分城市发展轴线与一般放射走廊上交通供

给的差异性；更不宜在核心发展轴线上采用

轨道交通线路搭接换乘的方式连通。

在《郑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

(2015—2050)》中，郑东新区至空港实验区

作为未来郑州城市发展的主要轴线，采取中

心城普线(4，5 号线)与市域射线(11，16 号

线)在中心城外围简单搭接换乘的方式构成

轨道交通联系[2]，缺乏轨道交通快线直接沟通

两者中心区，郑东新区至空港实验区的城市

发展轴线支撑能级受到制约；CBD也缺乏直

达枢纽机场的轨道交通线路，依托航空枢纽

促进CBD区域性功能集聚发展的动力明显

不足。

此外，城市核心发展轴线上客流的集散

也难以通过轨道交通线网均质布局、建设外

围平行线路来有效转移和分担。例如北京的

长安街轴线，沿线功能集中，布局着CBD、

金融街、城市副中心等重点功能区，建设轨

道交通快线R1，与地铁1号线(M1)形成轨道

交通复合通道是支撑长安街轴线功能的必然

选择；而长期以来，R1因工程复杂而不断

搁置，尽管有平行M1的M6，M7等线路先

后运营，但与长安街相距 1.7 km，M1线运

输压力依然巨大，长安街轴线的轨道交通支

撑能级依然远远滞后于实际需求。

11..33 问题问题33：：对支撑城市多功能区发展所需对支撑城市多功能区发展所需

的出行时耗及服务水平要求重视不够的出行时耗及服务水平要求重视不够

城市空间的组织效率同样反映在多功能

区域间的可达性和联动效率上。一般而言，

超大、特大城市市级中心、副中心之间轨道

交通系统内部出行时间不宜大于30 min，市级

中心与外围组团中心之间不宜大于45 min[3]。

然而，目前轨道交通线网布局关注多功能区

域间的“通”及网络覆盖，对提升组织效率

所需的出行时耗及服务水平要求重视不足，

存在如下倾向：

1）线网层次单一，在既有轨道交通线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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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末端求捷径，就近向外围组团延伸，外围

组团中心至市中心的轨道交通线网运行服务

水平低，与小汽车相比不具备竞争优势。例

如上海通过 9号线、11号线、2号线东延伸

段等常规地铁制式联系松江新城、嘉定新

城、浦东川沙地区，列车运行时间较长，新

城居民至市中心的轨道交通线网内出行时耗

大多超过 1 h，如果加上两端的接驳时间，

乘客一次出行时耗可能达到 90 min 以上 [4]，

大大制约了市中心与新城间的联动效率。

2） 对外围组团与中心城间联系效率，

主要考量外围组团抵达中心城区边缘的出行

时耗，而非市级中心与外围组团中心间的时

间可达性，普遍采取中心城区线与外围组团

线在中心城区边缘换乘接驳的模式，同样制

约了不同层级中心间的联动效率。例如北京

的外围新城(通州、亦庄、顺义、昌平、房

山)与城市中心间的联系即主要采取这种模

式，新城至CBD、中关村等就业中心间的通

勤出行时耗普遍超过 1 h，不能满足新城与

城市中心间快速到达的要求，城市空间组织

的整体效率有待提高。

同时，城市重点功能区与主要对外交通

枢纽尤其是枢纽机场的衔接，也是城市空间

组织的重要内容。然而，枢纽机场与区域性

功能中心间的轨道交通直接沟通常常被忽

视，更谈不上满足区域性中心45 min轨道交

通系统内出行抵达枢纽机场的服务需求。例

如北京新机场距离城市中心约 50 km，最终

确定的新机场线放弃了起初直接沟通客流需

求重心的方案，而重点关注新机场 0.5 h快

速轨道交通出行抵达中心城区的目标，将新

机场线的起点放在中心城区边缘的草桥；尽

管保持了与城区轨道交通线网的良好衔接，

但草桥并非城市主要功能中心，金融街、中

关村等重点功能区至新机场的轨道交通出

行可达性大为降低，难以满足商务客流高

时间价值、高出行品质的要求，也大大降低

了枢纽机场与城市整体空间组织间的联动

效率。

11..44 问题问题44：：客流直达性低客流直达性低，，轨道交通线轨道交通线

网换乘系数居高网换乘系数居高

轨道交通线网换乘系数是反映网络特征

的综合性指标，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空间组

织间不协调直接导致客流直达性低、被动换

乘量大、换乘节点压力大等问题。例如，北

京市2013年7月轨道交通网络工作日日均客

流量达 1 010万人次·d-1，其中换乘量为 455

万人次·d-1，换乘系数达 1.82；平均每个换

乘站承担换乘量 12.7万人次·d-1，换乘量占

车站乘降量的比例平均达到 63.1%[5]。由此

带来巨大的换乘压力，过大的客流换乘量已

对轨道交通线网整体运营造成很大制约。

22 需要强化的基本原则需要强化的基本原则：：轨道交通系轨道交通系

统反映统反映、、支撑并引导空间组织的实现支撑并引导空间组织的实现

轨道交通系统作为超大、特大城市交通

系统的骨架，宜深入贯彻交通与空间协同的

规划原则，充分反映、支撑并引导空间组织

的实现；其中宜重点保障城市中心轨道交通

出行的高可达性，提升城市发展轴线以轨道

交通为核心的交通服务能级。基于上述揭示

的交通与空间脱节的问题，本文提出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规划中应把握的空间组织思维方

法及要点。

22..11 要点要点11：：以城市中心为枢纽编织轨道以城市中心为枢纽编织轨道

交通线网交通线网

东京在山手线上构筑 JR、私铁、地铁等

共同汇聚的大型轨道交通枢纽，依托枢纽的

高可达性交通优势，强化枢纽地区综合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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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1 Rail transit service of CBD in Beijing

资料来源：文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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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促成东京都“一核七心”的空间结构。

伦敦建设贯穿市区、连接郊区与市中心的

Crossrail，旨在提升城市中心的辐射带动能

力，推动区域复兴和经济发展，支撑依托枢

纽的城市更新和功能提升。

借鉴东京、伦敦等世界大都市经验，强

化城市中心轨道交通出行高可达性，规划与

中心辐射能级相匹配的轨道交通网络覆盖；

并协同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的研究和实施，促

成城市中心以轨道交通为骨架、以快速公交

系统为主体的交通结构。

在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中，

加强了轨道交通对重点功能中心(区)的支

撑，注重轨道交通快线对功能中心的服务，

加密重点功能区轨道交通线网，实现重点功

能区之间以及与主要居住组团之间轨道交通

快速便捷通达，确立了重点功能区轨道交通

高可达性优势 [6]。例如 CBD 地区，在既有

M1，M6，M10，M14基础上，深入客流需

求重心布局了R1，R2，R4，R7等轨道交通

快线(见图1)以及内部APM线服务，CBD与

中关村、金融街、丽泽等功能区及城市副中

心实现轨道交通直接连接，并与首都机场、

北京新机场、北京站、北京南站、星火站等

交通枢纽直接沟通。

22..22 要点要点22：：增强城市核心发展轴线上轨增强城市核心发展轴线上轨

道交通供给能力与服务水平道交通供给能力与服务水平

避免轨道交通线网采取简单、机械的方

式分层，摒弃在核心区外围采用线路简单搭

接换乘的模式，加强研究核心发展轴线上轨

道交通线路的直接连通。

例如 《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5—

2030年)》中，文化中心、于家堡分别是中

心城区、滨海新区的市级中心，两城间海河

以北的空港、泰达西区等现状产业区是城市

近中期重点提升、向综合型方向发展的功能

区，由此文化中心经空港、泰达西区、滨海

站地区至于家堡成为规划期城市发展的核心

轴线[7]。原有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对该轴线的

体现不足，两城间地区与双城核心缺乏轨道

交通直接联系，需分别换乘中心城区、滨海

新区内部轨道交通到达文化中心、于家堡。

在新版城市总体规划中，沿核心发展轴线研

究了轨道交通快线的优化布局，直接串联双

城核心及沿线主要功能节点(见图 2)，实现

了双城核心间以及与枢纽机场间的快捷通

达；北轴的空港经济区、泰达西区等功能区

与双城核心快捷通达，借力双城核心促进北

轴功能区提质发展。

此外，在特大城市、超大城市核心发展

轴线上，应加强研究轨道交通复合通道规划

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即在核心发展轴线

通道上或相距 600 m以内的平行走廊内除布

设轨道交通普线外，再规划研究轨道交通快

线等布局，以大幅提升核心发展轴线的轨道

交通运能和服务水平。目前成都市在天府大

道、深圳市在深南大道、北京市在长安街已

率先规划尝试。成都天府大道位于连接老城

中心与天府新区核心的核心发展轴线上，除

已运营轨道交通1号线外，正在建设18号线

(快线)；深圳市在深南大道除已运营轨道交

通 1号线外，另规划了 20号线(快线)；北京

市在长安街轴线上决定改变 1号线与八通线

搭接换乘的模式，组织两者贯通运营，并积

极研究推进R1线的建设。

22..33 要点要点33：：以提升城市多功能区域的空以提升城市多功能区域的空

间组织效能为目标间组织效能为目标，，推动多层次轨推动多层次轨

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

城市轨道交通服务水平应以交通需求特

征为依据，研究确定不同空间圈层轨道交通

服务时效性、舒适性和便捷性等服务水平要

求，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技术标准。

改变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偏重“通”，而

不注重与城市空间组织效能提升相对应的轨

主要功能节点

次要功能节点

主要铁路客运枢纽

轨道交通快线走廊

汉沽

武清

北部新区

天津西站
天津站程林

滨海机场

机场

空港经济区
泰达西区

滨海站

东疆港
(自贸区)

塘沽

于家堡站

创新中心
职教城

大港

静海

天津南站
华苑 文化中心

天钢柳林

15 km半径城市轨道
交通M线组织范围

10 km半径城市轨道
交通B线组织范围

图2 天津市域轨道交通快线组织结构示意

Fig.2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express rail transit in Tianjin City

资料来源：文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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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服务时效性要求的弊端，结合不同空

间圈层的出行需求特征，研究明确轨道交通

快线网的规划必要性及功能定位，丰富轨道

交通线网层次。避免长大普线盲目延伸，改

变目前轨道交通线网整体运营服务水平低的

局面。

借鉴巴黎、东京等轨道交通线网布局经

验，改变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市区线与市域

线在中心区边缘简单搭接换乘的模式，研究

穿城快线的规划布局，满足外围新城、组团

与市中心间的快速通达需求；在维系强大市

中心功能的同时，促进中心与外围联动发

展、外围城区组团式拓展。

33 结语结语

随着城市交通拥堵加剧、交通需求趋于

多样化，交通系统规划建设面临内部、外部

多方面的技术挑战，在追求自身网络化布

局、一体化运营、智能化管理的同时，不能

忘记交通系统规划的核心目的之一是提升空

间组织和运行效能。空间组织思维始终是交

通系统规划布局的核心思维，脱离空间组织

思维，缺乏空间与交通的协同，就交通论交

通，城市交通问题可能会随着建设深入、系

统规模扩大而愈发严重，城市运行的成本也

会越来越高，城市宜居性大打折扣。“认为

只要建设大容量的公共交通就可以解决城市

交通问题的思路是与道路建设可以解决拥堵

一样的简单工程思维”[8]。

本文以城市交通系统领域目前关注的焦

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为主，在揭示轨道

交通网络与空间组织间脱节现象的基础上，

对强化交通系统的空间组织思维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规划要点和建议。需要指出的是，交

通系统布局对城市功能组织和空间布局的支

撑、引导绝非单纯依靠轨道交通或其他单一

交通运营服务网络即可实现，需要在包含道

路、快速公交(BRT)等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

划中全方位贯彻交通系统的空间组织思维。

交通系统规划尤其是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要综合考虑用地、工程、投资、运营、

管理、经济等多种因素，在实践过程中理想

规划方案的达成实属不易，但规划人员要时

刻坚守交通系统的空间组织思维，在与相关

因素及利益的沟通、协调中不断修正完善交

通系统方案与功能组织的匹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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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而成。衷心感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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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总工程师、陈丽莎高级工程师、卞长志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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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

注释：

① 北京市规划 2020年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

1 000 km，远景线网规模超过1 500 km；天

津市规划远景轨道交通线网规模 1 230 km

(不含利用既有铁路)；郑州市规划2020年城

市轨道交通线网规模 500 km，远景线网规

模近1 000 km。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综合交

通体系规划纲要[R]. 北京：北京市城市规划

设计研究院，2014.

[2] 郑州市轨道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

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市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修编 (2015—2050)

[R]. 郑州：郑州市城乡规划局，2016.

[3]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城市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规范(送审稿)[R]. 北京：中华人民共

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7.

[4] 陆锡明，王祥. 上海市快速轨道交通规划研

究[J]. 城市交通，2012，10(4)：1-8.

Lu Ximing, Wang Xiang. Study Rapid Rail

Transit Plan in Shanghai[J].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2012, 10(4): 1-8.

[5] 王静，刘剑锋，马毅林. 城市轨道交通车站

客流时空分布特征及启示：以北京为例[R].

北京：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2014.

[6]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市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规划(2014—2020)[R]. 北京：北

京市规划委员会，2015.

[7]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天津市城市规

划设计研究院. 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

2030年)[R]. 天津：天津市规划局，2015.

[8] 孔令斌. 中国大城市交通问题的空间解读与

对策[J]. 城市交通，2017，15(4)：10-17.

Kong Lingbin. Spatial Analysis and Counter-

measures of Transportation Problems in Large

Metropolitan Areas in China[J]. Urban Trans-

port of China, 2017, 15(4)：10-17. 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