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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标准》(GB/T 50546—2018)的修订背景，阐述了该标准修订的

主要内容，以及车厢舒适度评价体系、城市轨道交通设施供给水平、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用地控

制指标等创新点。重点解读交通需求预测模型的精度要求、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线网与

城市空间功能结构的协调性、城市轨道交通快线的客流门槛，以及快线、普线共走廊的技术要求等

11个方面的特色内容。该标准突出了针对乘客服务的技术要求，提出一系列定量技术指标，便于执

行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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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Points of Standard for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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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adjustment of Standard for 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GB/T

50546—2018),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main adjusted contents of the standard and the innovative new ele-

ments such as the evaluation system for passenger comfort, supply level of service of urban rail transit fa-

cility and the land use control indexes in urban rail transit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The paper explains

the accuracy requirement for travel demand forecasting model, level of service of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

coordination between rail transit network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passenger flow threshold of express

rail transit lines, and technical requirements for the shared corridor of both express and regular lines and

other special contents in totally 11 aspects. The paper states that the new adjusted standard emphasizes the

passenger service through the technical criteria with a series of quantitative indicators, which makes it easi-

er for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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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国家标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规划标准》 (GB/T 50546—2018)[1](以下简称

《标准》 )于2018年4月25日由住房城乡建设

部批准发布，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

为便于有关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正确理解和

执行条文规定，本文从修订背景、修订主要

内容、创新点、特色内容等方面对《标准》

进行解读。

11 修订背景修订背景

早在 2014 年，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步伐加快，许多城市纷纷建设或筹建城市轨

道交通系统。当时，一些城市编制的城市轨

道交通线网方案稳定性相对较差，有些城市

频繁修改线网方案，使得城市轨道交通线网

难以与城市总体规划有机协调、融合，个别

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建设甚至与城市发展脱

节。《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

(GB/T 50546—2009) ( 以下简称 《编制标

准》 )根据《二OO一~二OO二年度工程建

设国家标准制订、修订计划》编制，当时规

划建设轨道交通系统的城市较少，为适应当

时形势需要，标准重点突出了规划编制环节

的规范性。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建设的快

速发展，各地对技术标准无论从横向内容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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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还是从纵深内容、技术指标上都有了较高

要求，需要对《编制标准》进行修订，以指

导各地科学、合理地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系统。

基于上述背景，住房城乡建设部于2015

年将《编制标准》的修订列入制修订计划，

并将修订后的标准更名为《标准》。《标准》

的修订工作由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会同

中国地铁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同济大

学、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市城乡

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北京市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单位共同承担。

22 修订主要内容修订主要内容

《标准》由原来的 8章修订为 10章，包

括：总则、术语、基本规定、交通需求分

析、服务水平与线网功能层次、线网组织与

布局、线路规划、车辆基地规划、用地控

制、综合评价。修订的主要内容为：增加城

市轨道交通系统针对乘客服务的要求、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功能层次和线路规划的技术内

容、线网组织与布局的技术要求和指标，以

及用地控制指标等。

《标准》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强化：

1）定量分析内容，包括需求分析、多

方案比选评价及推荐方案评价。要求在线网

方案形成的关键环节采用定量分析的技术手

段，提高线网规划的科学性。

2） 针对乘客服务的功能性技术指标，

包括出行时间、乘客舒适度、旅行速度、换

乘时间等。通过提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服

务水平，改善乘客出行条件。

3）线网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协调性，包

括线网换乘枢纽与城市主要功能中心的耦合

性，线路与城市发展轴线、主要客流走廊的

协调性等。在提高城市主要功能中心交通可

达性的基础上，线网要实现支撑城市空间功

能布局的战略意图。

4）设施供给水平，由线网密度指标体

现。通过改善城市轨道交通供给水平、优化

城市交通供给侧结构，可有效提升公共交通

出行分担率，从而落实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

政策，促进城市集约可持续发展。

5）规划实施性指标，包括交通接驳中

的接驳距离、用地控制中的建设控制区建设

用地指标等。加强了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各交

通方式间的有效衔接，增强了建设用地在规

划管控中的可操作性。

33 创新点创新点

《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国内

外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对于在中国城市实

践证明可行、有效的，经认真研究后予以吸

纳，以体现技术的先进性。同时，在城市轨

道交通由现阶段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

型时期，坚持以人为本、效率和效益优先，

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标

准》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建立车厢舒适度评价体系。

车厢舒适度指标是基于乘客的服务水平

指标。一些特大城市的轨道交通车厢内乘客

拥挤甚至极端拥挤，不利于引导人们放弃个

体交通工具转移至轨道交通方式出行，不利

于交通结构的持续优化，乘客更谈不上舒

适，与国外城市轨道交通车厢站席密度指标

有较大差距。

根据《地铁列车定员、车站规模动态计

算方法及其标准研究》 [2]成果，以及中国部

分城市和国际组织的经验和做法，《标准》

将车厢服务水平等级由高到低分为：A非常

舒适、B舒适、C一般、D拥挤和E非常拥

挤五级，对应的车厢站席密度为≤3人·m-2，

>3~4人·m-2，>4 ~5人·m-2，>5~6人·m-2，>6

人·m-2。规定了普线平均车厢舒适度不宜低于

C级，快线平均车厢舒适度不宜低于B级。

车厢舒适度评价体系为既有线网运能是

否需要增加配置提供了评判依据。对既有运

营线路，当线路某一断面平均车厢舒适度低

于规定等级水平的时间之和大于一天总运营

时间的15%时，要从线网规划层面采取增加

运能供给、改善车厢舒适度的措施。15%的

含义是容许各个区间断面上车厢平均舒适度

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时间之和控制在一天总运

营时间的 15%以内。通过测算北京、上海、

广州、南京、郑州等城市，容许某一断面车

厢舒适度不符合规定要求的累积时间基本为

2.0~2.5 h。

2）基于城市转型发展要求提出城市轨

道交通设施供给水平。

多年来，城市轨道交通设施供给水平由

线网规模体现，而线网规模通常基于需求导

向测算确定，难以与国家政策性目标及城市

发展战略目标契合。在国家大力推动城市转

型发展背景下，在需求导向基础上增加供给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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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指标，会弥补远景城市规模发展弹性较

大导致远景年客流预测结果稳定性差、线网

规模不易确定等不足。

通过研究世界典型城市不同区域的居住

人口与就业岗位密度和线网密度的关系发

现，西方国家典型城市与亚洲国家典型城市

的平均设施水平指标有明显区别，西方国家

典型城市的轨道交通线网密度指标偏大，线

网平均负荷强度明显较低，轨道交通网络投

资效率较弱。《标准》基于国家对城市公共

交通出行分担率目标的要求，从提高城市轨

道交通投资效率角度出发，在亚洲国家典型

城市轨道交通平均设施水平基础上，适当考

虑西方国家典型城市的平均供给水平，研究

提出适于中国国情的城市轨道交通设施供给

水平指标——中心城区线网密度规划指标。

3）提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用地系

列控制指标。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是城市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一些城市在建设城市轨道交通项目

时，由于没有预留建设用地，带来巨额拆迁

费用。《标准》研究提出了线路区间、车

站、车辆基地等一系列规划建设用地指标，

目的是预留与控制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用地，

以减少拆迁，节约工程建设资金。

制定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用地系列指

标时，广泛调研了全国已建和在建轨道交通

的城市，研究确定地下线路和高架线路的区

间建设控制区宽度均为30 m。对于位于城市

道路红线内的车站，通常车站主体布置在城

市道路红线内，出入口、风亭、冷却塔等附

属设施用地难以落实，往往将车站出入口设

置在道路人行道上，妨碍了行人正常通行。

《标准》提出车站附属设施宜布置在城市道

路红线外两侧毗邻地块内，并规定了车站附

属设施建设控制区指标，且为了能够集约利

用土地资源，鼓励与邻近公共建筑结合考虑。

对于车辆基地，规定了基于线路长度的

规划建设用地指标，且建设控制区总规模宜

按每千米线路0.8~1.2 hm2控制，方便使用和

操作。

44 特色内容释义特色内容释义

本章将《标准》中一些特色内容的编制

思路、分析要素、内容要点等进行解释。

1）城市轨道交通在公共交通体系中的

功能定位。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

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要求，优

先发展公共交通，以提高公共交通出行分担

率为突破口，规定了不同类型的城市公共交

通出行分担率发展目标，但大多数城市与国

家政策性目标相比有较大差距。《标准》对

于国家政策要求予以细化，基于城市转型发

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规定了城市轨

道交通在公共交通体系中的功能作用：规划

人口规模 500万人及以上的城市，城市轨道

交通应在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中发挥主体作

用；规划人口规模 150~500万人的城市，城

市轨道交通宜在城市公共交通体系中发挥骨

干作用。

2）交通需求预测模型的精度要求。

交通需求分析是论证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必要性、确定线网规模、评价线网规划方

案、研究建设时序、控制城市轨道交通设施

用地的定量分析前提。交通需求预测模型是

交通需求分析的主要技术手段，其精度直接

影响线网规划的科学性。

《标准》规定了交通需求预测模型查核

线道路系统校核误差和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校

核误差的范围，主要比对模型对现状交通系

统的模拟结果(计算值)与实际调查结果(观测

值)的差异。在此基础上，可对预测年不同

交通政策情形下的预测结果进行合理性论

证，并对模型参数进行优化调整。

3）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的服务水平。

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模增长较快，

但系统效率与国(境)外一些城市相比有一定

差距，难以满足国家对城市轨道交通按照高

质量、以服务人民群众出行为根本目标的发

展要求。《标准》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提出

三项服务水平指标，分别为城市时空效率指

标(出行时间)、换乘效率指标(换乘时间)和

车厢舒适度指标(车厢站席密度)，意在提高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服务水平，提高乘客出行

效率和城市经济社会联系效率，改善乘客出

行环境。

在确定城市时空效率指标时，基于国外

城市发展经验以及中国大部分城市的规划实

践，两个地区之间城市经济社会密切联系的

交通圈出行时间宜控制为45 min之内，超过

45 min 时其经济社会联系明显变弱。《标

准》规定了城市主要功能区之间轨道交通系

统内部出行时间，如规划人口规模 500万人

及以上的城市为30 min，加上两端步行衔接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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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约15 min，实质上规定了以中心城区市

级中心为核心，副中心、外围组团中心均处

于45 min交通圈的范围之内。

4）线网功能层次。

目前，中国省会及以上城市在城区主要

选择大运量地铁系统，省会以下城市在城区

选择中运量系统的较多。当中心城区空间规

模较大、外围组团较远、出行时间较长时，

对线路旅行速度有了更高要求，因此，一些

城市选择将城区线路向外延伸，影响了城市

轨道交通运转的时空效率。

线网功能层次主要取决于线网服务的空

间范围大小、交通需求构成特征和服务水平

等因素，是根据不同空间层次交通需求构成

特征、由不同技术标准轨道交通级配组合而

成的功能结构体系。线网分快线和普线两个

层次，快线按照速度等级划分为快线A(旅行

速度>65 km·h- 1)和快线 B(旅行速度 45~60

km·h-1)，主要服务于市域和空间较大的中心

城区；普线按照运量等级划分为大运量、中

运量两个层次，主要服务于城区。对于有多

种速度需求的客流走廊，推荐采用不同运量

和不同速度的级配组合。

快线可选择城市轨道交通制式，也可选

择铁路制式，具体制式由线路沿线用地特征

决定。

中运量线路涉及全封闭系统和部分封闭

(存在部分平交道口)系统两种形式。部分封

闭系统主要以高架线、地面线为主，涉及平

交道口的交通组织，其线路在选线方法、系

统配置等方面与全封闭系统相比有较大差异。

5）线网与城市空间功能结构的协调性。

一些城市由于对轨道交通枢纽与城市空

间功能布局关系研究重视不够，导致城市主

要公共服务中心、主要客运枢纽的交通可达

性难以提高，制约了城市空间功能作用的良

性发挥。

《标准》在线网组织、线网布局两节中

强化了线网与城市空间功能结构的协调性，

线网要与城市空间功能、用地布局吻合，尤

其是线网换乘枢纽要与城市主要功能中心的

空间吻合。对于城区单一层次的普线网，在

市、区两级中心应设置换乘枢纽；对于城区

大运量和中运量两个层次的普线网，在市级

中心、副中心应设置两个层次线网的换乘枢

纽；对于快线网与普线网之间的衔接换乘，

优先选择与市级中心、副中心结合的枢纽作

为换乘控制节点；对于以商业商务服务或就

业为主的市级中心，规划人口规模 500万人

及以上的城市应由 2条及以上的轨道交通线

路服务，有条件时宜形成具有多站换乘功能

的枢纽地区；线路应与城市功能发展轴线、

主要客流走廊结合。

6）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客运站、机场

等对外交通枢纽衔接的条件。

《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与铁路客

运站、机场衔接的门槛条件。铁路客运站旅

客发送量通常较大，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与主

要铁路客运站之间的衔接需要依据客流分析

确定；轨道交通车站与铁路客运站的换乘应

统筹规划进行一体化设计，当条件困难时，

换乘距离不应大于300 m。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与机场衔接一般分为

两种情形：一是服务于机场客流为主的线

路，二是兼有城市通勤及机场客流等多种

功能的线路。当机场规划年旅客吞吐量为

1 000~4 000万人次时，对兼有城市通勤客流

的线路，其客流效益要比以机场客流为主的

线路好，线路建设投资效益相对较高；对于

以机场客流为主的线路，从中国已运营的机

场线看，日客流量普遍较低，尤其是机场快

线，沿线设置车站较少，沿途吸引客流量不

高。因此，应在达到《标准》规定的快线客

流门槛基础上，结合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状

况，设置服务于机场客流为主、兼有城市通

勤功能的线路。

7）铁路客运站与机场之间设置轨道交

通线路的必要条件。

根据省域城镇布局和全省机场的分布情

况，城市机场的服务范围不同，有些机场主

要服务于城市行政辖区范围，有些则服务于

跨行政辖区的城市经济圈甚至城镇群等区域

范围。当城市机场服务于跨行政辖区的城市

经济圈或城镇群范围时，航空客流除需通过

城市交通网络向城市层面集散外，尚需通过

区域交通网络向更大空间范围集散。

铁路是区域交通网络系统中的集约系统

形式，尤其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已经成为

众多城镇群、都市圈规划建设采用的主要形

式，这些区域铁路网络系统与机场良好衔

接，将推动区域交通一体化建设步伐。但由

于各种因素，一些超大、特大城市的机场与

区域铁路网络没有实现衔接换乘，因此，

《标准》作了下述规定：规划人口规模 500

万人及以上城市的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应研究

主要铁路客运站和机场之间设置轨道交通线

路的必要性和需求，确需轨道交通线路进行

衔接的，两者之间轨道交通系统内部出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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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宜控制在30 min内且不应大于45 min。

8）城市轨道交通快线的客流门槛。

在现行标准中，规划建设普线的客流门

槛是高峰小时单向最大断面客流量大于或等

于 1万人次，《标准》沿用了此技术要求并

加以明确。对于规划建设快线，现行标准中

没有客流门槛要求，造成部分城市规划建设

的快线客流效益和技术经济性较差。《标

准》从提高客流效益、避免客流风险、提高

财务可持续性等角度，根据快线客流特征，

采用客流密度指标作为快线的客流门槛。选

择中国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案例，按

照实现快线保本运营(不考虑建设成本折旧)

的理想模式，考虑政策性补贴因素、广告及

其他收益等，研究确定快线客流密度不宜小

于10(万人·km)·km-1·d-1。

9）在中心城区以外设置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的条件。

城市在编制线网规划时，在中心城区以

外轨道交通线路覆盖的地区，车站选址时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车站周边地区建设用地开发

密度、强度较小，集散客流较低，一些城市

甚至在生态环境管控地区规划设置车站。因

此《标准》规定了中心城区以外城市轨道交

通车站设置的基本条件：在车站周边1 000 m

半径用地范围内，规划人口与就业岗位密度

之和快线不宜小于 1.0万人·km-2，普线不宜

小于 1.5万人·km-2，并明确在生态环境管控

地区严禁设置车站。

10）快线、普线共走廊的技术要求。

当城市一条客流走廊具有一定客流规模

且存在不同速度需求时，通过设置快线、普

线可服务于不同交通需求，其核心是快线、

普线是共轨设置还是独立设置。《标准》规

定了设置快线、普线共走廊的基本条件，即

城市客流走廊上布设的普线负荷强度不小于

3万人次·km-1·d-1，且该走廊上多个主要功

能区之间乘坐普线的出行时间超出《标准》

第 5.1.2 规定。当快线、普线共用走廊时，

快线与普线原则上应独立设置。

11）交通接驳。

城市轨道交通换乘枢纽是城市客运交通

系统一体化的关键，实现不同交通方式换乘

的车站是城市客运交通系统一体化的重要组

成。《标准》规定了基于车站的其他交通方

式接驳的技术要求，包括步行、非机动车、

公共汽车和出租汽车等，并规定车站出入口

宜设置客流集散广场，面积不宜小于30 m2。

对非步行交通方式接驳，《标准》给出了接

驳距离的控制指标要求。

55 结语结语

中国地域辽阔，经济、自然和社会环境

差别较大，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也会随着

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新的问题、新的要求。基

于需求、供给双导向的《标准》技术要求，

与现行设计标准采用远景年客流预测结果确

定系统规模的单一需求导向的技术要求在实

践中需要协调，并克服可能出现的新问题。

交通需求分析虽然对基础资料来源、预测模

型精度做出了技术规定，但需求预测结果不

稳定的源头问题尚未妥善解决，需要今后在

方法论上攻关克难。未来通过深入细致的研

究和广泛的交流、讨论，促进城市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技术不断更新、进步，不断补充和

完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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