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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大都市圈快速发展阶段后，中国大城市交通发展普遍面临空间和时间紧约束。轨道交通

由此成为大都市圈时空组织的战略选择，构建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多层次中低运量公共交通为基础

的公共交通体系成为共识。面对大都市圈集聚发展、近中期通勤圈可能继续外扩等发展前景，提出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应重点围绕缩短出行时间和提高覆盖率等时空组织要求。进而通过差别化的空间

政策和交通政策，耦合轨道交通枢纽与城市中心体系，促进轨道交通轴带功能集聚。最后，强调以

轨道交通为核心，加强一体化衔接规划和城市交通综合治理，主动引导城市空间有序拓展，实现轨

道交通与大都市圈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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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growth of metropolitan area in China, the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in these ar-

eas is confronted with spatial and temporal constraints, which has made rail transit a strategic choice. Us-

ing rail transit service as the main components and other public transit services with low-median capacity

as foundation have become a commonly accepted structure for urba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Facing

city cluster development and the expansion of commuting trip distances,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rail tran-

sit planning should focus on shortening travel time and increasing the coverage. With differentiated spatial

and transportation policies, metropolitan areas can develop the integrated system with rail transit terminals

inside urban core areas, and further enhance rail transit system's gathering functionalities. To attain the

joint development of metropolitan area with rail transit service, the paper stress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integrated planning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while using rail

transit system as the core e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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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大都市圈交通发展的挑战大都市圈交通发展的挑战

11..11 就业岗位集聚就业岗位集聚，，通勤圈外扩通勤圈外扩

产业转型升级和空间再生产之下，传统

制造业外迁，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等高

端产业集聚，中心城区就业岗位快速增长与

变构[1]。与此同时，住房领域的市场化改革

进一步打破职住平衡，在极差地租规律作用

下，新增住房更多分布在外围地区 [2]。

1986—2014年，上海市中心城的就业岗位规

模增长了 64%，而人口规模仅增长 49%。

2005—2014年，深圳市86%的商业、办公建

筑销售面积位于原特区内，66%的商品住宅

销售面积位于原特区外。职住分离日益加

剧，通勤圈逐步扩展至中心城以外区域。例

如，深圳市通勤圈范围已突破机荷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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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近 10万原特区内就业者居住在莞惠

临深地区(距市中心约30~50 km)。

11..22 出行时间濒临极限出行时间濒临极限

职住分离导致出行距离不断增长，由于

缺乏有效的公共交通设施和服务供给，出行

时间被迫不断延长。例如，上海市外围大型

居住区通勤交通平均出行时间达 58.2 min[3]，

其中轨道交通平均时耗高达 86.8 min。深圳

市高峰时段约25%的轨道交通全程出行时间

超 1 h(通勤出行耐受时间一般不超过 1 h[4])，

这部分出行主要由第三圈层至第一圈层。现

阶段多数城市主要通过延伸既有轨道交通线

路(站间距普遍为1~2 km)来加强外围地区公

共交通覆盖。虽然快速实现了轨道交通从无

到有的突破，但出行时间超出耐受范围，实

际运营效果低于预期。上海、深圳部分过长

线路均出现长尾效应，深圳市高峰时段跨机

荷高速公路一线断面的机动化出行公交分担

率仅为 39%，远低于跨二线关断面的 81%。

简单延续既有公共交通服务模式，对改善外

围地区出行条件作用有限，难以实现控制乃

至缩短出行时间的目标。

11..33 外围地区开发与轨道交通结合不足外围地区开发与轨道交通结合不足

通勤圈不断外扩的过程中，外围地区开

发项目与既有轨道交通建设计划结合不足，

交通与土地发展不协同的问题比较突出。据

统计，深圳市2011—2015年批复的城市更新

项目中，有53%不在2020年建成的轨道交通

车站周边，其中87%位于原特区外。这些非

轨道交通沿线高强度开发项目建成后缺乏有

效的轨道交通配套，势必加重对小汽车的依

赖，给公共交通组织带来巨大挑战。

22 发展前景研判与发展模式选择发展前景研判与发展模式选择

22..11 大都市圈集聚发展大都市圈集聚发展

欧美及日本等国家城镇化发展历程表

明，大都市圈集聚发展是城镇化的主要特征

之一，即便城镇化后期城市总人口趋于稳

定，人口流向大都市圈的趋势仍然存在 [5]。

中国整体上仍处于城镇化中期，部分特大及

以上城市初步呈现大都市圈特征，进入大都

市圈成熟稳定期至少还需 15~30年。这一过

程中，都市圈人口将持续增长，中心城区人

口趋于稳定，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外围地区[6]。

产业转型升级和规模经济是大都市圈发

展的内生动力。研究表明，金融、IT、研

发、设计、咨询等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一

方面对信息交流尤其是面对面交流方式有着

极高要求，另一方面产业混合集聚带来显著

的规模效益，上述产业倾向接近并集聚于信

息化及开放程度较高的城市中心区[7]。深圳

科技园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就业岗位

密度由不足 1万个·km-2增至 3.3万个·km-2，

其中南区达5万个·km-2以上，就业岗位性质

也由生产制造转变为管理、研发、咨询等类型。

22..22 近中期通勤圈呈现持续扩大趋势近中期通勤圈呈现持续扩大趋势

就业岗位中心集聚和人口外围增长进一

步加剧职住分离，近中期通勤圈仍将持续外

扩。深圳市几轮城市总体规划都以组团城市

为目标 [8]，试图构建多中心城市空间体系，

避免职住分离。按照已批建设计划，随着前

海-蛇口自贸区、后海-深圳湾总部基地等

重点区域高强度开发以及大规模城市更新，

未来深圳市新增商业和办公建筑60%集中于

原特区内，新增居住建筑75%位于原特区外，

职住分布进一步分离。根据多前景分析研

判，未来大深圳都市圈面积可能超过1万km2，

通勤圈半径极有可能超过 30 km，极端情况

下可能达50~80 km(见图1)。

22..33 轨道交通是大都市圈时空组织主骨架轨道交通是大都市圈时空组织主骨架

大都市圈发展阶段，人口和就业岗位高

度集聚，交通需求持续增长和通勤圈外扩，

大力发展轨道交通是国际大都市圈普遍的交

通战略选择。城区规划人口规模超过 500万

人的特大及以上城市，应确立城市轨道交通

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主体地位，以多层

次中低运量公共交通为基础，个体机动车为

中长距离客运交通的补充。理想情况下城市

通勤半径应控制为 15~20 km[3]，城市轨道交

通网络以站距 1.0~1.5 km地铁线路为主，无

须构建大规模的都市圈快线网络，不仅大幅

降低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复杂性、交通投资

和后期运营成本，而且城市效率也将大幅提

升。但是中国部分城市城区规划人口规模接

近或超过 1 000万人，通勤圈半径已超出地

铁有效覆盖范围，必须预留多层次轨道交通

网络规划条件，主动引导都市圈空间有序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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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大都市圈轨道交通组织要求大都市圈轨道交通组织要求

时空紧约束背景下，国际大都市圈普遍

将缩短出行时间和优化空间形态作为轨道交

通规划的重要目标[9-10]。通过构建大都市圈

多层次城市轨道交通体系，一方面控制出行

时间增长，提高出行组织效率；另一方面促

进轨道交通与土地协调，引导城市空间紧凑

布局，实现土地资源集约高效利用。

33..11 以时空服务目标划分轨道交通功能以时空服务目标划分轨道交通功能

层次层次

中国既有规范标准中，城市轨道交通线

路功能层次划分的标准主要包括运量、系统

型式、速度、站间距、行政边界等。如按市

郊铁路、地铁、轻轨等系统型式划分(隐含

一定的线路功能要求)，或者引入城际铁

路、市域快线等带有行政边界限定的表述。

而东京、巴黎等国际大都市主要以速度和站

间距作为划分城市轨道交通功能层次的核心

指标，以反映时空服务要求[11]。借鉴国内外

经验，城市总体规划或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层

面应回归交通本源，明确空间组织的时间要

求，指导轨道交通相关设施的空间布局。

在编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规范》

以高峰期轨道交通出行时间40 min为控制目

标(全程1 h)，考虑有效空间服务范围，按运

送速度(隐含站间距要求)划分轨道交通功能

层次，同时指出各层次线路在出行目的、运

量等方面的常见特征。总体上，城市轨道交

通划分为快线和干线两大功能层次(见表 1)。

快线主要服务于大都市圈外围与城市集中建

设区之间的长距离出行，其中快线A联系大

都市圈主要城镇节点，线路外围末端距城市

主、次中心距离一般大于 40 km，以服务长

距离商务办公、休闲娱乐等出行为主，兼顾

部分通勤出行；快线B联系城市主、次中心

及外围新城，线路外围末端距城市主、次中

心一般20~40 km，以服务长距离通勤出行为

主。干线主要服务于城市集中建设区内中长

距离出行，干线A一般布设于大客流走廊，

干线B一般布设于中客流走廊。剥离轨道交

通线路功能层次与系统型式，避免混淆概

念，原则上一种功能层次可对应多种系统型

式。系统型式的确定应综合考虑线路功能、

需求特征、技术标准、敷设条件、工程造

价、资源共享等多种因素。

33..22 差别化空间政策与交通政策优化城差别化空间政策与交通政策优化城

市形态市形态

交通与城市空间协调互动，关键在于差

别化的空间政策与交通政策引导。根据不同

城市和城市不同地区的交通特征，差异化确

定交通体系内不同交通方式的功能定位、优

先规则、组织方式和资源配置。通过一致性

的空间政策有效引导，使城市空间和功能围

表1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功能层次划分

Tab.1 Hierarchy of urban rail transit routes

资料来源：在编《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规范》。

大类

快线

干线

小类

A

B

A

B

运送速度/(km·h-1)

≥65

45~60

>30~40

20~30

职住平衡线50 km

东莞西部组团

东莞中部组团

东莞东部组团

惠州组团

西部工业组团
西部高新组团

中部综合组团

宝安中心组团

南山组团中心组团

盐田组团

中部物流组团

东部生态组团

东部工业组团

龙岗中心组团

100

就业人口/万人
就业岗位/万个

a 强中心前景

职住平衡线30 km

东莞中部组团

东莞西部组团

西部工业组团
西部高新组团

宝安中心组团

中部综合组团

南山组团
中心组团

中部物流组团

盐田组团

东部生态组团

东部工业组团

龙岗中心组团

东莞东部组团

惠州组团

就业人口/万人
就业岗位/万个

b 多中心前景

图1 远期就业人口、就业岗位分布预测

Fig.1 Predicted distribution of near-term working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资料来源：《深圳市城市交通白皮书》前景分析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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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交通枢纽节点和走廊集聚。

基于差别化政策，大都市圈轨道交通与

城市空间协调互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轨

道交通枢纽与城市功能协同发展。轨道交通

枢纽应与城市中心体系在功能、等级、建设

时序及区位上全面耦合，提高城市中心可达

性，促进枢纽地区的整体发展。城市新中心

或外围次中心也应围绕轨道交通枢纽布局

和培育，为城市中心的生长创造有利条件。

2)轨道交通网络引导城市空间集聚发展。大

都市圈城市集中建设区内，应通过高密度的

轨道交通网络支撑高密度人口出行需求，形

成“轨道交通+步行”为主体的客运模式。

外围地区应重点围绕轨道交通快线枢纽或车

站集约开发，控制城市开发边界，引导人口

和就业岗位沿轨道交通轴带集聚和城市空间

有序拓展。

城市总体规划或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层

面，提出以轨道交通车站人口和就业岗位覆

盖率作为轨道交通网络规模和布局控制的核

心指标，在满足客流强度要求的前提下，通

过差别化的空间和交通政策，尽可能覆盖更

多的人口和就业岗位。香港将轨道交通车站

500 m覆盖率作为重要的城市发展指标，提

出远景轨道交通网络应覆盖80%就业岗位和

70%人口。相应地，香港将轨道交通车站

500 m范围作为特别政策区，鼓励优先利用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的开发机会，进行更多密

集发展及提供大型就业中心，方便市民步行

前往[12]。2015年深圳市轨道交通车站 800 m

人口覆盖率约为32%，通过空间与交通政策

的双向引导，计划2020年提升至47%，2040年

提升至 70%以上。《深圳城市规划标准与准

则》中将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地区作为高强度

综合开发和城市更新的优先地区，并规定了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路网密度、场站配设、步

行网络等方面的针对性要求。

44 大都市圈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布局要点大都市圈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布局要点

44..11 轨道交通枢纽应与城市中心结合布局轨道交通枢纽应与城市中心结合布局

城市中心是各类出行最集中的地区，轨

道交通枢纽与城市中心结合布局有利于提升

地区可达性和交通组织效率，降低换乘和时

间成本，助力城市功能的实现。深圳市轨道

交通线网规划一直坚持轨道交通枢纽与城市

中心体系耦合和互动发展 [13]：1)突破用地、

工程等方面的困难，将国家铁路枢纽与城市

主、次中心结合布局，加强对外辐射能力，

锚固轨道交通网络基本形态；2)合理布局快

线枢纽，提高城市中心的可达性，引入多层

次轨道交通快线后，快线枢纽的规模将大幅

增加，东京、巴黎都市圈快线枢纽规模高达

数十个，这类枢纽同样需要与城市主、次中

心或重要节点结合布局；3)增加城市中心地

区轨道交通车站和出入口数量，提升轨道交

通乘降和集散能力，有效应对高强度、高脉

冲客流快速集散要求；4)通过连续、全天候

的步行系统组织枢纽地区空间与功能，构建

适于活动和交流的宜行交通环境。

以深圳福田 CBD 为例，将广深港客运

专线福田站选址于企业总部云集的最核心地

区，通过 34个出入口与新地标平安大厦及

其他周边物业无缝衔接，实现深港中心30 min

可达及便捷换乘国家铁路系统。枢纽地区

规划布局了 2条快线和 4条干线，轨道交通

网络密度超过 3.0 km·km-2，形成包括多个

3线、2线换乘枢纽在内的枢纽群及遍布地

下的步行网络，有力支撑了枢纽地区的高强

度开发(见图 2)。出于用地紧张、工程和交

通组织复杂等因素，国家铁路枢纽是否应引

福田站

11号线

3
号
线

1号线

4
号
线

14号线

2号线

广深港
福田站

购物公园站 会展中心站

市民中心站

图2 福田CBD周边轨道交通枢纽群布局

Fig.2 Layout of rail transit terminals in the vicinity of Futian CBD

资料来源：《福田综合交通枢纽周边区域交通改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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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市中心以及是否应避免设置多站(2线以

上)换乘枢纽等话题一直存在争议，深圳福

田、车公庙枢纽等案例在综合比较时间效益

和工程可行性后，坚持了城市功能优先的枢

纽选址方案。

44..22 超前预留快线进入城市中心的通道超前预留快线进入城市中心的通道

中心城区通道资源稀缺，应超前预留快

线通道，确保快线功能充分发挥。东京、巴

黎等大都市圈早在 20世纪初就建成了发达

的区域铁路网络，进入都市圈快速发展阶段

后，通过货运铁路客运化改造或地方铁路开

行短距离通勤列车等措施，很快形成服务

近、远郊居民出行的多层次轨道交通快线

网。中国大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起步较晚，轨

道交通干线先于快线成网并占用大量通道资

源，轨道交通快线网规划必须具有前瞻性，

尽早协调与其他轨道交通线路的关系，集约

节约利用通道资源。

快线A和快线B均应引入城市中心，提

供更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快线B主要服

务外围至城市集中建设区的通勤出行，宜引

入城市核心区并沿主通道敷设，沿途设置多

个车站提高通勤客流转换效率。快线A宜引

入城市核心区的主要枢纽，由于设站较少，

可选择相对次要通道敷设。东京、巴黎在大

都市圈快速发展阶段，不断突破工程、运营

领域限制，为将各层次轨道交通快线引入城

市中心不遗余力。为确保快线进入城市中

心，必要情况下多层次轨道交通线路可共通

道布设。深圳市轨道交通11号线作为典型的

快线B，进入原特区后基本与轨道交通 1号

线共通道敷设，最终实现了快速串联机场与

城市黄金走廊上六大核心地区(福田 CBD、

车公庙、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后海中心、

前海先导区、宝安中心)的功能，保障福田

与机场30 min内可达。实践表明，11号线对

提高公共交通可达性、缩短出行时间作用明

显(见图3)。

44..33 合理加密轨道交通干线网络合理加密轨道交通干线网络

在鼓励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大背景下，

中国城市新一轮规划的轨道交通网络规模普

遍增长，不少城市远景轨道交通网络规模超

1 000 km，部分城市甚至达 2 000~3 000 km。

东京、纽约、巴黎等国际大都市圈轨道交通

网络规模也达 2 000~3 000 km，但主要是轨

道交通快线，干线比例通常不超过30%。而

中国城市的轨道交通网络规划中，干线比例

普遍在50%以上。

大都市圈快速发展阶段，人口和就业岗

位集聚和出行距离拉长，机动化出行需求仍

将持续增长，关键走廊和地区交通供需矛盾

突出。结合城市空间和交通特征，合理提高

轨道交通干线密度，形成功能层次分明、规

模级配合理的城市轨道交通网络。与此同

时，应以公共交通体系效用最优为原则，充

分发挥多层次中低运量公共交通的特点和优

势，以轨道交通为主体，公共汽车为基础，

构建多模式、一体化的公共交通服务体系，

提高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和运营效率。

55 加强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规划和交加强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规划和交

通综合治理通综合治理

在编制轨道交通规划的同时，应加强轨

道交通一体化衔接规划，缩短站外出行时

间，实现控制全程出行时间的目标。坚持公

轨道交通网络

>0~0.5
>0.5~1.0
>1.0~1.5
>1.5~2.0
>2.0~3.0
>3.0~4.0
>4.0~6.0

轨道交通
出行时间/h

a 开通前

b 开通后

图3 轨道交通11号线开通前后公共交通可达范围对比(以市民中心为起点)

Fig.3 Comparison of public transit accessibility before and after the opening

of Rail Transit Line 11 (starting from Civic Center)

资料来源：基于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有限公司交通可达性分析平台数
据绘制。

轨道交通网络

>0~0.5
>0.5~1.0
>1.0~1.5
>1.5~2.0
>2.0~3.0
>3.0~4.0
>4.0~6.0

轨道交通
出行时间/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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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和行人优先原则，明确各类交通方式

的组织方式和设施安排。1)注重改善步行廊

道、步行街区，提高步行网络通达性，城市

中心区宜利用连续、全天候的步行系统组织

空间与功能。2)改善公共交通与自行车接

驳，扩大车站有效覆盖范围。公共汽车接驳

需求较大的车站应设置公共汽车场站，用地

选址宜靠近轨道交通车站。鼓励通过人行地

道、连廊直接联系轨道交通站厅和公共汽车

场站，大型换乘枢纽宜与轨道交通车站一体

设计。3)加强轨道交通周边停车管理，改善

交通秩序。严控轨道交通周边停车位的规

模，商业、办公建筑停车配建采取下限、控

制上限；条件许可时，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外

围末端型车站周边可设置 P&R停车场，应

立体布设以节约用地。4)推广精细化街道设

计，沿次干路、支路等步行和自行车主导型

道路布局城市功能界面，增强街区功能和

活力。

类似轨道交通车站周边一体化衔接规划

这类片区交通改善规划，往往涉及诸多利益

协调，由于缺乏有效的工作组织机制，面临

认识不统一、协调难、实施难、推进慢等一

系列问题。特大及以上城市正处于轨道交通

建设的关键时期，须采取交通综合治理模

式，以公共政策作为下阶段工作主要抓手，

以协同实施机制为工作组织保障，以轨道交

通轴带为核心系统开展交通综合治理。做好

建设前、建设中、建设后交通组织与设施的

协同实施安排，有效提升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管理和服务水平。

66 结语结语

城市转型变构环境下，发展前景判断和

交通模式选择尤为关键。中国很多城市正迈

入或即将迈入大都市圈快速发展阶段，面对

时空紧约束的挑战，轨道交通应成为大都市

圈时空组织的主骨架，构建以轨道交通为主

体、多层次中低运量公共交通为基础的交通

体系。以控制全程出行时间为目标，以实现

城市功能要求为导向，通过差别化空间政策

和交通政策，指导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规划

布局，加强轨道交通一体化衔接规划和交通

综合治理，围绕轨道交通组织城市功能和活

动，促进轨道交通与大都市圈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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