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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是城市快速公交应用中

一种探索与创新的系统模式。以广州市BRT试验线为例介

绍“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及其三个关键要素：快速专用

通道、灵活线路运营、高效车站服务。探讨该模式在节省公

交出行时间以及适应公共交通需求两方面的优势。分析“快

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的特性，并与传统的固定线路模式进

行对比，归纳其三个关键要素与BRT系统效能的关系。最

后，讨论了“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的适用条件，并指出快

速公交的发展应走公交集约化和系统资源利用最大化的道

路，提供快速、高效、便捷的高品质公共汽车交通服务。

Abstract：Speedy corridor plus flexible routing is a new inno-

vative Bus Rapid Transit (BRT) system development, which

has been explored. Taking Guangzhou BRT pilot line as an ex-

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three key elements of this new

innovative system: special corridors, flexible routing opera-

tion, and effective service at station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in saving bus travel time and meeting

passengers demand. Through an analysis 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ystem,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key elements and BRT performance based on comprising

the traditional trunk & feeder with direct-service operations. Fi-

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new service

system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RT should fo-

cus on collectiveness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and provide fast,

high-quality and convenient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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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近年来，快速公交 (Bus Rapid Transit,

BRT)在我国迅速发展，目前已有 10多个城

市建成快速公交并开通运营，北京、杭

州、常州等城市的快速公交对当地公交服

务改善起到了积极作用。虽然快速公交带

来了快速、舒适的公交服务，但往往需要

开辟专用车道供BRT车辆通行，且需设置

专用停靠站，占用地面道路空间。在城市

道路资源紧缺的条件下，快速公交的推广

应用受到较大阻力，专用车道利用率不

高、换乘不便等问题普遍存在。

广州市于 2004年开始研究，并于 2010

年初建成通车BRT试验线，采用了创新的

“快速通道+灵活线路”的系统模式，体现

了高效灵活的公交优先理念，即在确保快

速的条件下，BRT服务主动适应公共交通

需求，充分发挥其线路灵活性的特点，提

高了道路资源使用效率和车辆载客率。这

种高效灵活的系统模式具有较大的发展潜

力，为更加科学合理地发挥BRT系统的优

势，进一步促进BRT技术的推广，改善城

市公交系统，本文就快速公交系统模式进

行了研究。

1 广州市BRT试验线系统概况

BRT 试验线位于广州市天河路—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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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黄埔东路公交走廊，全长22.9 km，全线规

划道路红线宽60 m，设26座停靠站。BRT试验线

对走廊沿线公交线路进行整合优化，结合跨站运

营、区间运营等措施，将原87条公交线路整合为

46条，分三类线路运营：普通线31条，在走廊内

每站均停靠，如B1，B2等；跨站快线9条，在走

廊内仅停靠部分车站或不停站仅借道通行，如B1

快、B4快等；区间线 6条，作为部分普通线的分

支补充线路，在走廊内每站均停靠，如 B2A，

B3C等。所有BRT线路中，在走廊内停靠10站以

上的有15条，停靠5~10站的有16条，停靠5站以

下的有15条。纳入BRT走廊的公交线路覆盖了全

市 750 对公交车站，约占中心城区公交车站的

15.6%。在票价方面，将17条3元以上公交线路票

价统一降至2元，降低市民出行成本。

线路优化调整主要采取以下措施：1)综合考

虑线路运营车辆和走廊内外道路通行能力的匹配

以及线路客运能力与客流需求的匹配，对经过走

廊内重复系数较高的线路进行了合并，以提高运

行效率；2)对途经走廊并与走廊外重要交通吸引

点相连的线路进行了保留与升级，以确保BRT系

统客流供给；3)灵活安排跨站线路，在满足长距

离交通需求的同时提高设施利用率；4)合理配置

线路出入BRT走廊的通道，控制各通道出入车辆

总量，减少车辆出入走廊时的瓶颈效应，如串

车、无车等现象。

BRT试验线开通后，在国内BRT系统运量方

面取得了较大突破，高峰小时单向客运量超过2.5

万人次，走廊沿线日均公交客运量从 52万人次[1]

提高至78万人次[2]，增幅达50%；有19.1%的出行

者从其他交通方式转移至 BRT 试验线 [2]。此外，

BRT通道内车辆平均运营速度超过 23 km·h-1，比

BRT开通前中山大道沿线公交车速提高 84%；而

中山大道沿线社会车辆平均速度从 13.9 km·h-1提

高至17.8 km·h-1，比开通前提高28%[2]。BRT走廊

由此成为全市公交换乘枢纽通道，为市民出行提

供了便利，BRT试验线系统也因此荣获2011年世

界可持续交通奖(Sustainable Transport Award)。

2 广州市BRT试验线系统模式

BRT试验线采用“快速通道+灵活线路”的系

统模式，主要由道路、场站、车辆、票务、运

营、管理六个要素构成，其中，道路、场站、运

营是这一系统模式的三大关键要素：快速专用通

道是基础，灵活线路运营是核心，高效车站服务

是保障。

2.1 快速专用通道

BRT 试验线走廊定位为城市公交快速通道，

全线采用路中型BRT专用车道，在道路中央设置

双向2条专用车道，路段专用车道外侧设置双向6

条社会车道，见图 1。为保证BRT车辆在走廊内

快速通行，并为灵活线路运营提供设施基础，主

要采取以下措施：1)专用路权控制，即专用车道

仅对纳入走廊的BRT线路和其他特许车辆(如救护

车、救火车等)开放；2)行人过街与BRT走廊时空

分离，沿线36处行人过街设施中26处为立体过街

形式，10处为结合交叉口信号控制的平面过街形

式；3)停靠站处设置超车道，即在车站处同向增

加 1条专用车道，改善停靠条件，使不停站车辆

或停站完成车辆的通行免受其他车辆阻挡，同时

有利于实施跨站运营，如大站快线、直达线等；

4)综合交通组织优化，即对BRT走廊沿线路段和

交叉口进行优化设计，对各种交通流进行优化组

织和智能控制。

2.2 灵活线路运营

BRT服务一般有两种基本类型：干支接驳式

服务和直达式服务。

提供干支接驳式服务的BRT一般采用固定线

路运营方式(见图 2a)，设置BRT干线和接驳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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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BRT 试验线快速专用通道

Fig.1 Special high speed corridor of Guangzhou BRT pilot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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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线路。BRT干线与轨道交通线路的组织方式

类似，主要在BRT走廊内行驶，发挥客流集中运

输的作用；支线主要在BRT走廊外行驶，发挥客

流集散的作用。在走廊起终点和沿线设置若干换

乘枢纽站，用于干线和支线的接驳换乘。当多条

BRT走廊连接成网时，则开设穿行于多个走廊内

部的跨走廊干线。固定线路模式具有专用车道内

线路、换乘枢纽站相对固定的特点。目前，国内

外已有的BRT系统大多采用这种运营方式。

提供直达式服务的BRT采用类似常规公交的

直达线路运营方式(见图 2b)，设置若干BRT线路

直接连接公交出行产生、吸引点，这些线路的起

终点一般各不相同，大多设在走廊以外，线路仅

一部分行驶于BRT走廊。以韩国首尔、巴西圣保

罗为代表的BRT系统采用了这种运营方式。

广州市BRT试验线兼顾干支接驳式服务和直

达式服务，采用一种创新的灵活线路运营方式(见

图2c)。结合上述两种运营方式的特点，不仅设置

全线在走廊内行驶的BRT线路，也设置多条部分

在走廊内行驶的BRT直达线路，直接连接走廊外

公交出行产生、吸引点，具有专用车道内线路组

织、乘客换乘相对灵活的特点。与固定线路运营

的干支两级线路不同，灵活线路运营的BRT线路

不分等级，而是根据交通需求和走廊通行能力进

行线路组织和调度。在运营期间，结合泊位数可

调的停靠站设计，走廊内的BRT线路还可以根据

需求的变化灵活调整。BRT试验线系统实现了同

站免费换乘的服务方式，不设换乘枢纽站，乘客

在BRT走廊内可以灵活选择换乘车站。该系统线

网见图3。

2.3 高效车站服务

BRT试验线提供高效的车站服务，车站设计

与道路条件紧密结合，充分考虑灵活线路运营的

需要，做到与现状公交车型兼容。为提高公交车

辆停靠站效率，主要采取以下措施：1)采用路中

侧式站台形式，方便右开门公交车辆进出走廊；

2)根据客流需求设计BRT车站规模；3)停靠站泊

位间预留足够的空间方便车辆进出，减小停靠站

车辆间的影响，提高车站的车辆到发能力；4)根

据不同线路的客流和发车频率指定停靠泊位。为

提高乘客上下车效率，主要采取以下措施：1)走

廊内采用车外售检票，即乘客入站时完成购票和

检票，在走廊内部乘车和换乘无须额外购票和检

票；2)建立覆盖车站内外的排队引导系统，结合

各线路的停靠泊位及车辆到站情况提供排队指

引，为乘客提供方便；3)实现站台水平乘降以及

屏蔽门与车门同步，减少乘客上下车时间。

3 “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优势探讨

BRT三个字母分别代表了公共汽车、快速和

交通运输，其核心内容是“R”，即快速。然而，

公共交通的发展在追求快速的同时不应背离交通

资源集约化利用的初衷。作为实现高品质公共汽

车交通服务的有效手段，发展快速公交系统应坚

持公交集约化和系统资源利用最大化，公交优先

的发展重点应从路权和设施的优先提升为出行者

在方式选择上的“公交优先”。这里的“高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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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快速公交线路运营组织示意图

Fig.2 Demonstration of BRT routing operation

BRT走廊

接驳支线 换乘枢纽站
BRT干线 出行产生、吸引点

a 固定线路运营

BRT走廊

BRT线路 出行产生、吸引点

b 直达线路运营

c 灵活线路运营

BRT走廊

出行产生、吸引点BRT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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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层含义：一是节省公交乘客每次出行的时

间，二是使尽可能多的乘客受益，即适应公共交

通需求。“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就是基于这

两个目标发展形成的。

1) 节省公交出行时间。

一次完整的公交出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阶

段一为从出行起点至公交起乘站，阶段二为从公

交起乘站至公交下落站，阶段三为从公交下落站

至出行终点。在这一过程中，阶段二往往是出行

的主要部分，其出行时间取决于公交系统的运行

状况。阶段二的出行时间T可进一步分解为候车

时间 t1、上下车时间 t2、乘车时间 t3和换乘时间 t4：

式中：j为出行途中的公交换乘次数；t1j为第 j次

候车的时间；t2j为第 j次上下车的时间；t3j为第 j次

乘车时间；t4j为第 j次换乘时间。

表1显示了“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各要

素对公交出行阶段二出行时间的影响。快速专用

通道消除了其他车辆对BRT车辆的干扰，提高了

BRT 车辆运行车速，节省了候车时间和乘车时

间；灵活线路运营通过多点发车提高了车辆到发

频率，并实现走廊内同站台多点多选择换乘，节

省了候车时间和换乘时间；高效的车站服务对节

省上下车时间和换乘时间都有较大贡献，例如实

施了车外售检票，乘客上车不用投币或刷卡，且

可以通过所有车门上下车，在换乘时还可以减少

检票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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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1 + t21 + t31，j = 0

∑
j
∑

4

i=1
tij + t1( j+1) + t2( j+1) + t3( j+1)，j≥1T ={ (1)

中山大道BRT走廊

图 3 广州市 BRT 试验线系统线网

Fig.3 Guangzhou BRT system network

公交出行时间构成

候车时间

上下车时间

乘车时间

换乘时间

大

快速专用通道

车外售检票

快速专用通道

灵活线路运营

中

灵活线路运营

水平乘降站台

灵活线路运营

车外售检票

小

车外售检票

排队引导系统

停靠站泊位间预留足够的空间

快速专用通道

对公交出行时间节省的贡献程度

表 1 “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各要素对公交出行时间节省的贡献

Tab.1 Contribution of each element of speedy corridor plus flexible
routing operation to bus travel time sa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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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适应公共交通需求。

快速公交系统与公交需求的适应性主要体现

在其线路的布设、组织以及所提供的服务类型，

这些都与快速公交的系统模式相关。国外较早发

展BRT的城市，如巴西库里蒂巴 [3]、哥伦比亚波

哥大[4]等为提高公交车辆运营速度，多采用类似轨

道交通的固定线路模式运营。在我国较早发展

BRT的城市大多也首选了固定线路模式，虽然这

些BRT系统运营以来显著提高了公交服务水平，

但运量方面仍与国外成功的 BRT 系统有较大差

距，见图4[5]。

总结这些城市及其 BRT 系统的特点可以发

现，导致运量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个：1)公

交需求的分布。库里蒂巴、波哥大等城市的布局

具有比较明显的带状(见图5a)或放射状(见图5b)特

征，其交通需求多沿BRT走廊分布，其他方向的

交通需求相对较小。我国城市布局多为由高密度

城市中心向外逐步拓展的蔓延式形态，交通需求

呈面状(见图 5c)或混合分布(见图 5d)，除沿BRT

走廊方向的交通需求以外，其他方向的交通需求

也很大。2)BRT走廊的网络化。库里蒂巴、波哥

大等城市已形成相当规模的BRT走廊网络。我国

的 BRT 系统多处于试验阶段，走廊一般比较独

立，尚未发展成网。上述两点导致固定线路模式

下BRT大运量的特点难以充分发挥。在我国BRT

实践的过程中，BRT系统的成败一度与城市形态

及BRT走廊的网络化联系在一起[6]。

广州市BRT试验线实践表明，“快速通道+灵

活线路”的系统模式有利于BRT服务与公共交通

需求相适应，特别是交通需求呈面状或混合分布

的城市。同时也说明在快速公交的发展中，对应

不同的需求特征，除对交通需求加以引导外，还

可以通过调整系统模式，使BRT服务更好地适应

公共交通需求。

4 “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特性分析

评价BRT系统的优劣一般有两个关键指标，

即乘客出行效率和客运量，这两个指标分别代表

了BRT乘客和运营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乘客出行

效率主要取决于BRT运营速度和乘客换乘延误，

在具备快速专用通道的条件下，换乘延误是影响

乘客出行效率的主要因素；BRT系统客运量与系

统客运能力、系统模式、乘客需求有关。本节分

别讨论“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对BRT系统

乘客换乘和客运量的影响，并与固定线路模式进

行对比分析。由于直达线路模式的BRT与常规公

交相近且应用较少，本文不作深入分析。

4.1 对乘客换乘的影响

4.1.1 换乘组织方式

BRT系统内线路换乘方式一般有定点换乘和

多点换乘两种，前者指乘客必须在固定的换乘车

站才能实现换乘，后者指乘客可以在多个车站中

自由选择换乘点并实现换乘。

固定线路模式下，以定点换乘方式实现BRT

走廊内干线与走廊外接驳支线之间的换乘，而多

条BRT走廊形成网络后，网络中不同BRT干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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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部分城市 BRT 走廊高峰小时客运量对比

Fig.4 Passenger volumes during peak hours in several cities

图 5 城市区域交通需求分布形态示意图

Fig.5 Demonstration of regional travel demand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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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换乘则以定点换乘和多点换乘相结合的方式

实现。灵活线路模式换乘组织方式为多点换乘，

同方向各站都具有换乘功能，且线路具有多选择

性，乘客换乘可选择不同的线路组合，相对自

由。两种系统模式下乘客换乘组织方式见图6，这

也决定了两种模式的服务范围：固定线路模式在

首末站和枢纽站附近服务范围较大，而在走廊沿

线服务范围较小，对于乘客换乘更多是一种“点

—线”组织的方式；灵活线路模式的服务范围根

据线路组织不同沿整个走廊展开，对于乘客换乘

是一种“点—面”组织的方式。

灵活线路模式下，由于换乘组织具有多点、

多选择的特性，BRT走廊成为城市或区域的公交

换乘枢纽通道，这就使BRT系统具有载客量自适

应的功效，可以避免定点换乘带来的大量乘客集

聚过街等问题。同时，采用“快速通道+灵活线

路”模式的BRT系统还具备了实现换乘需求管理

的条件。

4.1.2 换乘特征

1) 换乘次数与方式。

对于某一条BRT走廊，两种系统模式下BRT

换乘次数与方式见表2。无论起讫点如何，灵活线

路模式下BRT乘客的换乘次数均小于或等于固定

线路模式，且以多点同站换乘为主，换乘客流相

对分散；而固定线路模式则是定点换乘，根据换

乘站设计和线路组织的不同有同站和异站两种换

乘方式，换乘客流相对集中。需要指出的是，固

定线路模式由于支线车辆一般在走廊外行驶，且

枢纽站线路较多，实现同站换乘相对困难，一些

枢纽站采取将干线、支线分别设置于站台两侧的

方法实现同站换乘。

2) 换乘费用。

换乘费用主要取决于售检票次数，同站换乘

一般无需重新售检票，而异站换乘往往需要重

新售检票，不易实现换乘费用优惠。可见，灵活

线路模式更有利于实现换乘优惠，降低乘客换乘

费用。

从上述分析来看，“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

式更有利于减少换乘延误，提高公交出行的便利

性和吸引力，促进公交线网优化以及线路组织与

公交需求的匹配，也为日后公交票制改革提供了

良好的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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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BRT 乘客换乘组织方式示意图

Fig.6 Demonstration of BRT passengers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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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对客运量的影响

BRT系统模式对客运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

BRT系统客运效率的影响。客运效率指实际客运

量与系统客运能力的比值，反映BRT系统资源的

利用程度。

4.2.1 BRT走廊客运能力

BRT 系统的客运能力一般以 BRT 走廊为单

位，指BRT走廊在单位时间内所能运送的最大乘

客数量。BRT走廊客运能力是一个理想值，有两

个决定因素：一是BRT走廊的通行能力，主要取

决于走廊设施；二是BRT车辆的载客能力，主要

取决于车型。“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采用的

专用路权控制、行人过街与BRT走廊时空分离、

停靠站处设置超车道、停靠站泊位间预留足够的

空间等措施都提高了BRT走廊客运能力。当走廊

设施(如停靠站规模、布局等)和车型一定时，走

廊各部分的通行能力一般不受系统模式的影响。

1) BRT走廊通行能力。

BRT走廊通行能力指在正常的道路交通条件

下，单位时间内通过 BRT 走廊断面的最大标准

BRT车辆数。BRT走廊是由道路、交叉口、停靠

站、过街设施、交通信号设施等组成的系统，走

廊内不同区段的通行能力也不相同，这些区段可

分为三类：路段、交叉口(信号控制节点)、停靠

站。某一区段的通行能力为单位时间内某一方向

BRT车辆在该区段内的有效通行时间与车辆通过

该区段的最小车头时距的比值：

对于路段：式中B为路段BRT车道通行能力/(pcu·

h-1)；T 为单条车道每小时 BRT 车辆有效通行时

间/s，即3 600 s；N为该方向BRT车道数量；h为

BRT 车辆在路段专用车道上行驶的最小车头时

距/s。对于交叉口：式中B为交叉口BRT车道通

行能力/(pcu·h-1)；T为单条进口道每小时BRT车辆

有效通行时间/s，即 3 600 s与BRT在交叉口处的

绿信比 (有效绿灯时间与周期时长的比值)的乘

积；N为BRT专用进口道数量；h为BRT车辆通

过交叉口时在专用进口道上行驶的最小车头时

距/s。对于停靠站：式中B为BRT停靠站通行能

力/(pcu·h-1)；T为停靠站每小时BRT车辆有效通行

时间/s，即 3 600 s与下游信号灯绿信比(若无信号

控制，则取 1.0)的乘积；N为停靠站的有效泊位[7]

数；h为BRT车辆占用泊位的最小时间/s。

一般来说，BRT走廊内交叉口和停靠站的通

行能力均小于路段的通行能力，因此，交叉口或

停靠站往往成为制约整个走廊BRT车辆通行能力

的瓶颈。

2) BRT车辆载客能力。

BRT车辆载客能力主要取决于所用车辆的尺寸

和车型，比较常用的BRT车型有三种：标准型公交

车辆，长度12 m左右，载客能力为60~90人·辆-1；

单铰接式公交车辆，长度18 m左右，载客能力为

120~180人·辆 -1；双铰接式公交车辆，长度 24 m

左右，载客能力为240~270人·辆-1。

4.2.2 BRT系统客运效率

在实践中，除了保证BRT系统具有足够客运

能力以外，更值得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这些

客运能力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实际的客运量，即提

高客运效率、减少客运能力的浪费。提高BRT系

统的客运效率有两个途径：一是提高BRT设施利

用率，二是提高BRT车辆载客率，这两个方面都

与BRT的系统模式密切相关。

根据国内主要BRT走廊高峰小时客运统计数

据，计算得到各系统BRT走廊专用车道利用率和

BRT车辆平均载客率，见表 3。可以看出，采用

B =
TN
h

， (2)

公交乘客出行

走廊内

走廊外

走廊外

起点

走廊外

走廊内

走廊外

终点

1次

1次

2次

换乘次数换乘方式

定点同站或异站换乘

定点同站或异站换乘

定点同站或异站换乘

换乘次数

≤1次

≤1次

≤2次

换乘方式

多点同站换乘为主

多点同站换乘为主

多点同站换乘为主

固定线路模式 灵活线路模式

表 2 BRT 换乘次数与方式对比

Tab.2 Comparison on transfer times and mode of BRT passe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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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的广州市BRT试验线

的走廊专用车道利用率和车辆平均载客率均超过

80%，明显高于其他城市的BRT走廊。

下面从理论上分析灵活线路模式对BRT设施

利用率和车辆载客率的影响。

1) BRT设施利用率。

如图 7所示，在从停靠站 a到停靠站 f的整个

BRT走廊中，通行能力曲线呈锯齿状分布(虚线表

示车辆跨站运营的情况)。这条通行能力曲线也可

以看做是该走廊BRT车辆的流量包络线，即无论

采用何种系统模式，走廊各部分的BRT车辆最大

流量都不超出该曲线的范围。

如果所有BRT车辆全程均沿BRT走廊行驶，

且在每个停靠站都停靠并上下乘客(不跨站)，整

个BRT走廊的通行能力则取决于沿线通行能力最

小的区段(停靠站d)。如果一部分车辆采用跨站运

营(例如大站快线)，则沿线通行能力最小的交叉

口(交叉口 c或 e)决定了整个BRT走廊的车辆通行

能力。

对于固定线路模式的BRT系统，假设其BRT

干线贯穿整个走廊，由于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制

约，该走廊BRT车辆的流量包络线缩小为红色虚

线以下区域。固定线路的BRT干线一般是单起点

发车，高峰时段发车频率为 2~3 min，每次发 1~2

辆车，每小时发出的车辆数为 20~60辆。由于发

车数量的制约，固定线路模式下，BRT路段专用

车道利用率一般为 30%以下，见图 7蓝色实线以

下部分。

对于灵活线路模式的BRT系统，线路在走廊

内的组织比较灵活，且各线路起点不同，通过多

个起点向BRT走廊发车。与固定线路模式相比，

各区段的通行能力能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受单点

发车数量的制约也较小。BRT车辆流量为图中绿

色线条以下区域，是走廊内通行的 9条BRT线路

车辆流量的叠加，BRT路段专用车道平均利用率

超过50%，约为固定线路模式的2倍。

2) BRT车辆载客率。

BRT车辆载客率主要由乘客需求的分布和数

量决定，同时也受到系统模式的影响。如图 8所

示，固定线路模式一般要求BRT走廊的首末站以

及中途的换乘枢纽站承担大部分的上下车客流，

当客流需求随城市布局呈带状分布，即系统内交

通需求主要表现在首末站(图 8中停靠站 a和 g)和

换乘枢纽站(图 8中停靠站 d)之间往返，可保证整

个走廊BRT车辆载客率处于较高水平，车辆载客

率曲线较平稳；当客流需求呈均匀分布，即各停

靠站之间交通需求相当时，首末站附近区段的车

辆载客率则比较低。

灵活线路模式除固定的换乘枢纽外(也可能不

设)，沿线各站也承担较多的换乘和上下车客流，

城市

北京

杭州

大连

济南

常州

厦门

郑州

合肥

广州

车辆平均载客能力①

/(人·辆-1)

170

140

125

140

170

110

110

90

90

4 100

6 600

5 700

3 600

6 200

7 800

4 200

2 900

26 900

单向客运量
/(人次·h-1)

(pcu·h-1)

220

228

225

131

280

234

138

120

680

55

67

75

40

70

90

50

60

340

(辆·h-1)

走廊专用车道利用率②

/%

26.8

27.8

27.4

16.0

34.1

28.5

16.8

14.6

82.9

车辆平均载客率③

/%

43.9

70.4

60.8

64.3

52.1

78.8

76.4

53.7

87.9

单向车流量

表 3 国内主要城市 BRT 走廊高峰小时客运指标

Tab.3 Passenger indicators within BRT corridors during peak hours in several cities in China

① 根据各城市BRT系统车辆构成计算得到。
② 为单向车流量与BRT走廊专用车道有效通行能力的比值，专用车道有效通行能力为路段车道通行能力(本表取 1 640
pcu·h-1)与专用车道数(取为1)及信号绿信比(取0.5)的乘积。
③ 为单向客运量除以车辆平均载客能力与单向车流量的乘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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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可乘坐 BRT 线路从 BRT 走廊外直接进入走

廊，之后，需要换乘的乘客可以在多个车站间自

由选择换乘点，高峰时段可以避免车辆过空或过

挤，各线路间也可以实现客流需求相互喂给，这

就保证了 BRT 走廊全线较高且平稳的车辆载客

率，见图 8 中绿线。因此，“快速通道+灵活线

路”模式更有利于提高BRT系统客运效率，特别

是提高BRT设施的利用率，对交通需求也有更强

的适应性。

4.3 小结

综上所述，与固定线路模式相比，采用灵活

线路模式的BRT系统对交通需求的适应性更强，

能促进BRT设施通行能力与线路客流的匹配，即

有利于提高BRT系统的客运量和客运效率，减少

乘客的换乘次数和换乘费用，实现BRT系统资源

的最佳利用。根据上文研究归纳得到“快速通道+

灵活线路”模式的三个关键要素与BRT系统效能

的关系，见表4。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才能

使BRT系统在速度、便利性、客运能力和客运效

率等方面同时达到较高的水平，而缺少任何一个

要素都会对系统的效能产生明显的影响。BRT试

验线通过这三个关键要素的有机组合，实现了干

支接驳式服务和直达式服务的兼顾，也产生了以

BRT走廊为基础的公交换乘枢纽通道效应。

5 “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适用条

件讨论

“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是相对自由的系

统模式。借助灵活的线路组织，BRT系统服务具

有较强的可塑性，能较好地适应不同的客流特征

及需求分布，替代现有的固定线路模式和直达线

路模式。

区域交通需求分布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1)

交通需求呈面状分布：BRT系统应以提供直达式

B
R

T
走
廊
通
行
能
力

/(
辆
·

h-1
)

全线不跨站运营

不跨站运营

固定线路运营

专用车道利用率曲线

通行能力曲线
跨站运营

全线跨站运营
灵活线路运营

进入走廊
离开走廊
线路停站

线路跨站(不停靠)

路
段
专
用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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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用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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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BRT 走廊通行能力示意图

Fig.7 Demonstration of BRT corridors capacity

78



陆原等：快速公交系统模式研究——以广州市BRT试验线系统为例

服务为主，即设置较多的直达线路；2)交通需求

呈带状、放射状或组团式分布：应以提供干支接

驳式服务为主，设置少量的直达线路，起完善和

补充作用；3)交通需求分布情况相对复杂：应根

据实际情况灵活调节直达式服务和干支接驳服务

的比例。已建成的采用固定线路或直达线路模式

的BRT，为进一步提高BRT设施利用率及对公交

需求的适应性，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改良措施，转

变成为“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走廊内的BRT线路并不是越

多越好，线路数量的增加虽然可以提高客运量，

但往往以牺牲公交服务水平为代价，因此线路数

量应控制在合理的规模。这就要求BRT的运营调

度与系统设施以及客流需求相匹配。

6 结语

广州市BRT试验线经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和论

证，确立了以快速专用通道、灵活线路运营和高

效车站服务为关键要素的“快速通道+灵活线路”

模式，突破了城市快速公交发展的一般系统模

式。实践表明，发展城市快速公交应走公交集约

化和系统资源利用最大化的道路，提供快速、高

效、便捷的高品质公共汽车交通服务。公交优先

的发展重点应从路权和设施优先提升为出行者在

方式选择上的“公交优先”。未来基于“快速通

道+灵活线路”模式的BRT走廊网络形成后，公

交线网规划将突破传统模式，线路组织的空间也

更大，换乘也将更加自由，但无论从网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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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BRT 车辆平均载客率示意图

Fig.8 Average passenger load of BRT vehicles

系统模式构成要素

●

●

●

○

快速专用通道

●

●

○

●

灵活线路运营

●

○

●

●

高效车站服务 速度

☆☆☆

☆☆

☆☆☆

☆

便利性

☆☆☆

☆☆

☆☆

☆☆☆

客运能力

☆☆☆

☆☆

☆☆☆

☆☆

客运效率

☆☆☆

☆☆

☆

☆☆☆

BRT系统效能

表 4 “快速通道+灵活线路”模式关键要素与 BRT 系统效能的关系

Tab.4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ey elements of speedy corridor plus flexible
routing operation and BRT performance

注：●表示具备；○表示不具备；☆☆☆表示较好；☆☆表示一般；☆表示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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