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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理分配日趋有限的道路资源、有效改善道路交通秩序、提

升常规公交服务水平、促进构建公交分级服务体系是广州市发展快

速公交的主要目的。通过深入分析广州市常规公交的发展现状，辨

明了制约提高常规公交服务水平的 3个主要原因。在广泛研究国

内外快速公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快速公交系统的 3种模

式。结合广州市的实际情况，提出快速公交的发展定位与具体策

略，建议在中心城区发展“高标准灵活式”的快速公交模式，并据此

拟订了快速公交整体网络方案设想。以中山大道快速公交试验线

为例，探讨了广州市发展快速公交的实践经验。最后总结了发展快

速公交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Abstract： The objectives to develop a BRT system in Guangzhou,

among others, include: to reasonably allocate the increasingly limited

road resource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road traffic operations, to ele-

vate the level of services of bus ordinary transit, and to encourage the

formation of a rating system for transit services. Three major causes

have been identified of impacting the improvement of level of services

of bus ordinary transit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existing con-

ditions in Guangzhou. Meanwhile, a far-ranging review of experiences

in BRT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leads to

the recognition of three BRT patterns.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

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and some concrete strategies to

develop BRT systems in Guangzhou. The paper proposes scenarios to

build a BRT network based on suggestion that a high-level and flexi-

ble BRT pattern be introduced to the core area of the city, and on an ex-

ample of the Zhongshan Ave BRT Pilot Line that illustrates the city’s

own experiences of BRT development.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re-

marks on issues that urge attention on BRT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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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近年来广州市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如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加快路网建设、强化

交通管理等，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伴随城市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地面交通拥堵形势依然严峻，并且，对于广

州这样一个特大城市，仅仅依靠轨道交通不足以完全适

应巨大的交通需求，还必须有效提高常规公交的服务水

平，更大程度地吸引并满足居民公交出行需求，减少对

小汽车的依赖。为此，广州市于2004年启动了快速公交

前期研究，希望通过发展快速公交，合理分配日趋有限

的道路资源、有效改善道路交通秩序、切实提升常规公

交服务水平、促进构建公交分级服务体系。

1 广州市公共交通发展状况及问题分析

广州市自 1994 年开始实施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目

前，轨道交通已建成开通4条线路(共116 km)，日客运量

130万人次，至 2010年在建与建成的线路将达到 9条(共

255 km)，随着网络的逐步扩展，轨道交通日益发挥出客

运骨干作用；与此同时，常规公交也实现了快速发展，

公交线路达 531条(共 9 402.9 km)，中心城区线网密度为

3.81 km/km2；公共汽(电)车 9 066辆，日均客运量 586.3

万人次，主要指标领先于国内大中城市水平[1~2]。

客观来看，广州市公共交通的整体发展水平，尤其

是常规公交的发展水平和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突出

表现在：①高峰时间的运营速度、可靠性、乘客舒适度

等均不理想；②主干路公交线路重复严重，同站线路过

多，严重消耗道路资源、加剧交通拥堵；③公共汽车与

其他车辆混行，相互干扰，交通秩序混乱，形成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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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拥堵恶性循环(见图1，图2)。

导致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①未有效建立与轨道交

通相协调的常规公交分级服务体系。由于公交企业经营利

益协调困难，虽曾多次调整公交线路，但常规公交与轨道

交通以及常规公交之间的协调仍不充分；②常规公交的优

先通行路权未充分落实。虽然已在部分道路开辟了公交专

用道，但由于均为路侧式，公共汽车进出站、行驶变道等

必然与沿线开口的车辆出入、出租汽车上下客等产生冲

突，不仅加剧了交通拥堵，也降低了公交服务水平；③未

充分形成常规公交的便利换乘体制。由于换乘枢纽设施不

尽完善、换乘费用不够优惠，乘客乘坐或换乘常规公交的

意愿较低，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常规公交的吸引力，导致公

交线网调整困难。

因此，常规公交要在运营速度、可靠性、舒适性、便

利性等方面下功夫，以切实提高服务水平。同时，还需要

在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的基础上，通过发展快速公交，对有

限的道路资源进行科学、合理地分配，使公交车辆、社会

车辆各行其道，改善道路交通秩序，缓解交通拥堵。

2 国内外快速公交系统模式研究

目前，国内外许多城市都在积极发展快速公交。在国

内，北京、杭州、合肥、昆明、济南、大连、常州、厦

门、重庆等城市的快速公交系统已正式建成并投入运营；

上海等城市的快速公交系统正在规划建设中。在国外，据

不完全统计，至少有超过155个城市已经建成或正在发展

快速公交系统，其中包括首尔、圣保罗等轨道交通线网十

分发达的特大城市[3]。

综合分析来看，目前世界上虽没有完全一致的快速公

交系统，但大体可归纳为3种模式(见图3)：①高标准专用

路式：如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的Southeast Busway，专门建

设了一条两车道的公交专用路，除使用胶轮车辆外，其他

运营模式与轨道交通类似，车辆平均运行速度可达55 km/h

以上；②相对封闭式：如波哥大、北京市等，采用特殊大

容量左开门车辆、路中式公交专用道与岛式车站、固定公

交线路、车外售检票等，基本只在专用道内运营；③相对

灵活式：如首尔、圣保罗等，采用普通右开门车辆或双侧

开门车辆、路中式公交专用道与侧式或岛式车站、灵活公

交线路、车内售检票等，快速公交可在专用道内、外运营。

3种模式各有优缺点与适用性。高标准专用路式服务

水平相对较高，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轨道交通，较适合承

担城市中心区与卫星城之间的快速联系，但投资也相对较

大；相对封闭式服务水平次之，较适合城市组团间或客流

集中走廊，但往往需增加乘客换乘次数和出行费用；相对

灵活式服务水平接近相对封闭式，更适合在城区内部发

展，该模式充分保留并发扬了常规公交灵活、可达性强、

线网覆盖率高的优点，尤其是在快速公交专用道实现网络

化后，运输效益更加突出，缺点是在专用道网络不完善的

情况下，快速公交在专用道外的运营可靠性降低。

综合国内外实践经验，快速公交的形式可以多种多

样，只要是因地制宜地改进设施、车辆、管理等，使公交

车辆实现更大运量、更快速、更准时的运营，同时，通过

实现公交车辆与社会车辆分道行驶，改善道路交通秩序，

提高道路通行效率的，都可以称为快速公交，这也是发展

快速公交的根本目的。

图 2 广州市公共汽车乘车状况

Fig.2 Bus riding in Guangzhou

图 1 广州市天河区“好又多”超市门前的交通状况

Fig.1 Traffic condition in front of "Trust-Mart" supermarket,
Tianhe district,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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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快速公交系统主要模式

Fig.3 Major patterns of BRT system

3 广州市快速公交发展规划与实践

3.1 发展定位

广州市已经具备较完整的轨道交通发展规划，快速公

交只能定位于轨道交通的辅助与延伸，同时也是常规公交

的骨干。本质上讲，广州市的快速公交就是常规公交的一

种高标准服务系统。发展快速公交是有效改善地面交通秩

序，提高常规公交服务水平，推动公共交通体系整合升级

的重要突破口。

3.2 基本发展策略

1) 配合轨道交通，插空补缺，形成辅助与延伸

快速公交应紧密围绕轨道交通近、远期规划，避免直

接与近期轨道交通竞争，通过积极地“插空补缺”，填补

近期轨道交通服务薄弱地区，或连接近期轨道交通车站，

扩大快速客运服务范围，甚至暂时代替远期轨道交通线

路。如：①连接中心城区与萝岗区的地铁 4号线延伸段；

②贯穿市区东西向发展轴的东风路与中山大道沿线；③贯

穿市区南北向发展轴的解放路与机场路沿线；④连接铁路

新客站与广州大学城、黄埔区的地铁7号线；⑤连接铁路

新客站与广州新城(亚运城)的地铁 12号线；⑥地铁 11号

线(南沙环岛线)等等，近期均可以由快速公交提供替代性

服务，如图4所示。

2) 因地制宜，灵活多样，不拘一格

快速公交本质上是常规公交的一种高级形式，服务水

平介于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之间。因此，快速公交的实施

标准也是可高可低，高则趋于轨道交通，低则趋于常规公

交。选择何种形式、标准的快速公交，关键在于因地制

宜，不能生搬硬套。并且，与轨道交通相比，快速公交最

重要的优势就是灵活、可达性强，线网覆盖率可以更高，

这些优势也不能轻易牺牲。

首先，就广州市中心城区而言，城市呈块(片)状发

展，人口、就业岗位高度密集，交通需求巨大且分布复

杂，虽有相对发达的轨道交通线网，但客观上还需要更多

的大运量、快速、可达性强、覆盖率高的公交运输网络，

因此，总体适宜发展灵活式快速公交。随着快速公交专用

道逐步网络化，每条快速公交线路都是一条大运量、快速的

公交运输线，可以极大地扩展城市快速客运服务覆盖范围。

首尔等城市的相对灵活式快速公交，虽然服务覆盖范

围广，但由于采用车内售检票等形式，降低了公交车辆上

落客的效率，进而制约快速公交服务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而波哥大等城市的相对封闭式快速公交，虽然服务覆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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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相对较小，但由于采用车外售检票、水平上下车、车站

处设超车道等形式，服务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广州市综

合了2种模式的优点，采用“高标准灵活式快速公交”(高

标准的专用通道+灵活线路)，既可以灵活覆盖更广泛地

区，又能与中心城区交通需求特点相适应，更加高效运

作。该模式主要特点是：路中岛式或侧式站台、车外售检

票、车站处设超车道、水平上下客、公交车辆可以在专用

通道内行驶，也可驶出专用通道。这种模式的本质是发展

高标准的公交专用道，以实现常规公交的大运量、快速

化，同时改善道路交通秩序，减少公交车辆与社会车辆混

行干扰，科学、合理地分配有限的道路资源，提高道路通

行效率。因此，该模式的快速公交不仅不存在“适度发

展”或“与地铁竞争”的问题，而且还要在中心城区大力

发展。

其次，就广州市中心城区组团间、卫星城间而言，人

口、就业岗位等整体上呈组团式集中分布，客观上需要大

容量、快速点对点式的运输服务，因此，适宜发展相对封

闭式、甚至更高标准的专用式快速公交，以相对较少的投

资，暂时代替轨道交通，提供快速客运服务。甚至还可以

直接结合高速公路、快速路的建设，完善高速公路上的专

用道、车站及换乘设施等，同步实现快速公交服务。

3) 优化公交线网，构建分级服务体系，实现便利换乘

随着轨道交通网络化及快速公交的发展，将促使现有

公交线网不得不进行优化调整，分出骨干、普通、接驳等

各层次线路，并配以相应的设施。骨干线路配备大容量车

辆，进入快速公交专用道内运营，成为快速公交；普通线

路继续使用现有车辆，主要提供区域性服务；接驳线路配

备小型机动灵活的车辆，穿梭于轨道交通、快速公交周边

的社区、村镇等。

通过优化公交线网，促进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快

图 4 近期可代替远期轨道交通线路的 BRT 线路分布图

Fig.4 BRT network as a tentative substitute of long-range rail tran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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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公交为辅助与延伸，常规公交、接驳小巴、出租汽车、

水上巴士等为补充的，能够充分、高效地服务不同层次需

求的公共交通分级服务体系，彻底解决目前公交线路恶性

竞争，同站线路过多的问题。

换乘便利与否，是公交分级服务体系成败与否的关

键。换乘一要方便，二要经济，既要完善换乘枢纽设施，

缩短换乘距离、时间等，还要实施更加优惠的换乘票务政

策，减少换乘成本，吸引乘客通过换乘完成出行。

3.3 快速公交整体网络方案设想

综合考虑广州市现状公交线网分布、道路条件、客运

需求等情况，以及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建设情况，按照快速

公交发展定位与策略，广州市快速公交的整体网络方案设

想由13条走廊组成(见图5)，总长257 km，主要采用高标

准灵活式、相对封闭式2种模式，但并不排除采用高标准

专用路模式，大体形成以近似“井”字的走廊为骨架、以

其他辅助走廊为组成、与轨道交通线网紧密配合的快速公

交服务体系[4]。

该“井”字骨架走廊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具体包括

5 条走廊，如图 6 所示：①东风路—中山大道—广深公

路；②黄埔大道—车陂路；③机场路—解放路—东风路—

康王路—工业大道；④广州大道；⑤昌岗路—新港路。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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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广州市快速公交整体网络方案设想

Fig.5 Proposal of BRT network scenario in Gua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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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广州市中心城区公交骨架走廊分布

Fig.6 Transit arterial corridors in the core area of Guangzhou

走廊是广州市中心城区现状常规公交的主要集中走廊，同

时也是机动车交通的主要走廊。所服务的公交线路占公交

线路总数的70%以上，同时，有超过120条公交线路在该

走廊内的行驶距离超过线路自身长度的 30％。在走廊内

发展高标准灵活式的快速公交，将使大多数公交车辆、社

会车辆都直接受益。

3.4 中山大道试验线实践

广州市目前正在推进中山大道快速公交试验线的建设

准备工作[5]。

1) 现状

试验线位于天河路—中山大道，该走廊是广州市现状

主要公交走廊之一，有公交线路 87条，日客运量约 52万

人次，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运量约2万人次，平均运行车

速(公交车辆与社会车辆)约13.5 km/h，近期无轨道交通建

设计划。目前走廊内由于公交车辆、社会车辆较多且相互

干扰严重，沿线天河城—岗顶、华景新城—工业园路段的

交通拥堵问题较为突出。

2) 工程方案概况

拟建试验线西起天河区广州大道，沿天河路—中山大

道—黄埔东路向东至萝岗区开发大道，设计全长22.9 km，

全线规划路宽 60 m，设车站 26座，全线设双向 2条路中

式公交专用道(车站处设双向 4 条)，双向 6~10 条社会车

道。试验线全线共设置人行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及进

出站设施 36处。实施后，试验线沿线减少 10处无信号控

制交叉口、7处信号控制交叉口，从而确保快速公交与社

会车辆快速、有序的行驶。其他为配合中山大道交通组织

需保留的道路平面交叉口，全部实行信号控制，并纳入交

警部门智能交通管理系统。此外，在人流量较大的车站设

置多处自动扶梯、电梯，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方便。

3) 运营管理方案概况

试验线的运营管理拟由公交运营企业负责，通过线路

评估，作价入股，实现由一家运营商负责线路的运营调度

和车辆配置(目前运营线路属多家运营商)，同时负责管

理、维护试验线系统的所有设施资源。

试验线的票务体系拟采用车外售检票系统，票价固

定，站台内换乘免费。试验线系统外，票务收费沿用现有

公交收费模式。票务体系由票卡、车外售检票系统、车载

收费系统、票务结算中心及通信网络等构成。票卡采用羊

城通卡，同时保留人工投币方式以兼顾非经常性客流。

快速公交专用道允许执行紧急任务的消防车、工程抢

险车、救护车通行。严格禁止其他车辆(含军警车辆)通

行。有特殊情况的车辆经管理部门批准后允许通行。

试验线系统内的公交运营线路将在现有公交线路基础

上进行一定规模的调整，从目前的全路段 87条公交线路

整合为51条，分3类线路运营：摆渡线2条，在试验线通

道内往返运行，每个车站均停靠；借道线5条，借用专用

通道通行，不在通道内上落客；大站快车 44条，进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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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通道后间隔停站。运营管理方案实施后，即使是在公交

线路数最多的局部路段上，线路数量也不超过 15条。同

时，在确保公交服务水平的前提下，减少了公交车辆与社

会车辆的相互影响。

4) 实施效果预测

根据交通仿真和辅助软件测试结果，快速公交试验线

建成后，公交车辆的行程车速可从现在高峰小时的平均

11 km/h提高至20 km/h；由于实现了公交车辆与社会车辆

分道行驶，社会车辆的行程车速也将获得较大提高，以目

前拥堵最为严重的天河城—岗顶路段为例，社会车辆的行

程车速可从现在高峰小时的13.5 km/h提高至31~38 km/h。

4 发展快速公交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

快速公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就广州市而言，

为确保快速公交健康发展，以下5个方面需要加以重视。

1) 规划建设的统筹协调机制问题。快速公交的规划建

设直接涉及政府多个职能部门，以广州市试验线为例，土

建工程由市政部门负责，运营管理由交通部门负责，交通

组织与管理由交警部门负责，相关的法律法规由法制部门

负责等。如果缺乏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作保障，各部门的

工作往往会出现脱节，难以确保各项工作整体协调推进。

2) 公交线网优化与快速公交运营管理问题。发展快速

公交主要是为了提高公交服务水平、改善道路交通秩序，

但如果实施快速公交以后，仍有较多的公交车辆在专用道

外与社会车辆混行、相互影响的话，势必引发社会反感。

因此，必须在科学、充分地整合、优化公交线网的基础上

制定快速公交运营管理方案，做到既要充分实现公交线路

运营组织与专用道设施(主要是站台)的能力相匹配，又要

尽量避免个别区段设施能力过于闲置。同时，过于迁就现

状线网或者过于激进调整线网，都可能严重影响实施效果。

3) 系统规划设计问题。需要特别强调设计的系统性和

精细化，包括从公交专用道网络规划到以道路交叉口为重

点的专用道规划设计，客流预测与公交站台容量确定，车

站及站区设计，线路进出组织，换乘枢纽设计，交通方式

(自行车，特别是步行)衔接设计，围绕专用道的线网整合

和运营规划，重要车站与周边土地利用整合，交通管理与

控制等。

4) 形象设计问题。快速公交位于道路中央，位置相对

突出，其车站、专用道、车辆、标志等的形象既是一个专

业性较强的问题，需要建筑、规划、景观等方面专家的专

业意见，又需要充分考虑居民的观感。因此，必须慎重做

好快速公交的形象设计工作，对相关设施要有切合所在城

市文化内涵的整体、统一的考虑。

5) 公众宣传问题。从国内快速公交的实施情况来看，

即使是一项能改善大多数居民出行环境的民生工程，由于

实施方案客观上难以做到十全十美，加上宣传不充分，往

往不能获得居民广泛的理解与支持，给实施工作、甚至下

一步发展造成被动。例如，据广州市的调查，有相当一部

分私家车主认为快速公交专用道将占用道路资源，从而反

对其实施。而事实上，快速公交专用道只是集约了原来路

上随意行驶的公交车辆所占用的道路资源，使公交车辆、

社会车辆各行其道。因此，需要通过加强系统性的宣传工

作，让快速公交深入人心，争取最广泛的理解与支持，减

少负面舆论影响。要对项目实施前后的公共交通和社会交

通主要技术指标进行监测和对比分析，以数据和事实说

话，树立公众信心。

5 结语

虽然快速公交已经不是新生事物，国内外城市也广有

实践，但如何发展快速公交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

题，还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以及需要完善的标

准和规范。广州市在实践中，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提出

了高标准灵活式快速公交的模式，这种模式虽有其优势与

适应性，但其强调不牺牲常规公交灵活性高、可达性强、

线网覆盖面广等优点，使不同的公交线网优化方案、不同

的快速公交线路方案都将直接影响快速公交车站的规模与

容量，这个问题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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