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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生态新城的公共交通制式选择探讨 

于晓桦 晏克非 虞同文 

 

【摘要】在全国各地低碳、生态新城规划与构建的背景下，提出低碳公共交通体系的构成与

制式。介绍多种适合生态城的公共交通模式，探讨新型低碳公交制式特点，包括 BRT与现代

有轨电车，节能环保型常规公交，定制公交与需求响应式社区公交，以及自行车租赁系统。

以长沙梅溪湖片区与深圳国际城为例，探讨生态新城的低碳公交模式的选择，为其他类似新

城公共交通体系的构建提供依据。 

【关键词】生态城；公共交通；制式选择 

 

1. 概述 

当前，我国处于“第二次城市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即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城市化转向

为生活更美好和对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化。2002 年，中国交通部发布《绿色交通示范城市

考核（试行）》；2011 年，深圳发布《深圳创建国家低碳生态示范市白皮书》；截至 2013 年

初，国家确定了包括北京、深圳、杭州等 10 个全国绿色低碳交通区域性城市试点；同年，

我国确定了第二批公交都市试点，包括北京、长沙、济南等 15 个城市；2013 年 7 月，习近

平对会见出席 2013 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的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时强调“中国正在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致力于节能减排，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1]。在连续不

断对生态城市构建的推动中，全国各地打造生态新城项目陆续启动。 

低碳交通是生态城市构建的核心内容。低碳交通，是指低排放、低能耗、环保型交通的

统称，即构建面向“人与环境”相融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城区）交通，发展以绿色公交为

导向（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TOD)、行人为导向（Pedestrian Oriented Development, 

POD）、自行车为导向（Bicycle Oriented Development, BOD）的城市（区）交通模式，并创造

适合步行和骑车出行为尺度的城市规划布局空间；发挥环保型及清洁能源公交在城市机动交

通中的优势与主导作用[2]。 

 

图 1 低碳交通模式 

低碳交通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低碳公交制式的选择问题。传统的公交体系主要包括轨

道交通、常规公交和出租车；而低碳公交制式是在传统公交制式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现

有能源使用的效率，提高公交排放标准，采用新的低碳环保与清洁能源（包括压缩或液态天

然气、混合动力和超级电容、燃料电池、纯电动等）；推进公交优先（优势）的交通政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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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规划，改变人们对私人小汽车出行的依赖。 

2. 新型低碳公交制式比较 

我国新城的选址一般选在较为发达的老城区附近，新城的发展也依托老城的积累。因此，

新城公共交通体系既要注重与老城区的关系衔接，又要具有自身低碳的发展优势，本着因地

制宜、网络协调、资源共享等原则进行规划[3]。生态新城的公交制式一般按照两大功能、四

个层次进行选择。两大功能包括对外出行功能与内部出行功能；四个层次是指城际轨道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城市中运量公共交通和城市接驳公共交通。目前的研究热点集中于承担内部

出行功能的中运量公共交通制式与接驳公共交通制式的选择上。 

2.1 城市中运量公共交通制式比较 

中运量公共交通是指运能及平均运速都介于小运量常规公交和大运量轨道交通之间的

公共交通系统的集合，其功能定位为轨道交通的延伸与补充、生态新城的骨干公交模式和具

有环境特色的公交线路。综合运能、造价等各方面参数，运能在 0.5-2 万人次/h、运行速度

在 20-30 公里/h 的中运量公交方式在新城规划建设中倍受青睐。这类中运量公交制式主要包

括 BRT 与现代有轨电车。 

2.1.1 BRT 公交制式 

城市快速公交系统（Bus Rapid Transport, BRT）是运营在公交专用道路空间上，利用改

良后的新型公交车辆的一种快捷的公共交通方式，是一种介于城市轨道交通与常规公共汽车

之间的特殊而又新颖的客运模式。通常采用高架和地面两种敷设方式。 

BRT 充分运用了轨道交通的运营理念，将大功率、豪华型的公共汽车与先进的智能交通

技术巧妙结合起来，开辟相对独立的公交专用通道，建设同一平台上下客的收费公交站台，

实现公交车的水平登乘与无障碍设施的设置，为广大出行者提供快速、大容量和优质舒适的

客运服务。 

目前 BRT 系统已经在国内外得到广泛应用，还有相当多的城市正在进行 BRT 的规划建

设。BRT 系统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是车辆的清洁燃油技术方面。将铰接型无轨电车作为 BRT

车辆是 BRT 在清洁燃油技术方面的重要改良，如美国俄亥俄州 Clevland 市的 Euclid 走廊 BRT 

和田纳西州的 Nashiville 核心城区 BRT 在规划时考虑采用铰接型无轨电车，而其最后采用油

电混合动力公交车系统的主要原因在于铰接型无轨电车目前车辆性能还存在不足，有待改

进。但铰接型无轨电车显然是国际 BRT 车辆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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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库里蒂巴              （b）北京                  （c）济南 

图 2 各地的 BRT系统 

2.1.2 现代有轨电车公交制式 

现代有轨电车是在传统有轨电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多数应用在地面、混行路权的线路，

车辆间距较小，可通过较小的曲线半径。有轨电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它的低地板、模块化和

铰接式。这三条特点决定了现代有轨电车运能灵活性及乘坐舒适性的优势。有轨电车向 100%

低地板方向发展的同时，出现了替代架空触网的无触网技术，即采用第三轨供电、超级电容

或感应式供电，代替了架在空中的电线，从而使有轨电车的运行设备与周围环境有更好的协

调性。此外，有轨电车的另一个发展方向是采用导轨式胶轮承重，即使用胶轮承重，轨道仅

仅起导向作用，这使有轨电车在环境美观及路权共享方面更具竞争力，但维修保养成本较高。 

 

（a）大连                     （b）上海                      （c）天津 

图 3 各地的有轨电车系统 

2.1.3 BRT 与现代有轨电车的制式比较 

BRT 与现代有轨电车均为中低运量公共交通系统，运能在 0.5~2 人次/h 左右。然而两者

适用性略有差异，主要体现在车道宽度、运能灵活性、能源消耗、建设成本及环境保护等方

面，如表 1。 

2.2 城市接驳公共交通制式比较 

中运量公共交通在区域内部起到骨干公交走廊的功能，但无法提供“门到门”的服务。

区域内出行的“毛细血管”还需要有接驳公交来打通。对于接驳公共交通，通常定位为“最

后一公里”出行方式，实际上同时也是“最初一公里”出行方式。因此要求这类交通具有较

高的网络密度及较好的运行灵活性，可以通往城市的每一个角度[4]。结合新城的生态、低碳

的要求，接驳公交车将转型为新能源与清洁能源公交车，并将社区巴士、公共自行车也纳入

到“最后一公里”的接驳公共交通体系中。 

 

表 1 BRT与现代有轨电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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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道宽

度 

最大运

量时运

送速度
km/h 

车辆 

特征 

动态每一

乘客占用

面积 

每人.km 的

能量消耗

（以公共单

位为 1） 

造价 其他特征 

现代

有轨

电车 

3~3.5 25 

模式化设

计，编组灵

活，车辆编

组。 

0.5~1.0 0.25 
0.7～1.6 亿

元/公里。 

乘座平稳舒适、转弯半

径小、爬坡能力强；安

全可靠；使用寿命长、

机械维修工作量低；环

保、无污染、噪音低等

优点。 

BRT 
3.5~3.7

5 
20 

新型大容

量公交车

辆，一般低

地板公交

车。 

1.7 0.8 

成本低、周

期短，

2~7000 万元

左右/公里。 

有速度快\运距长，成本

低、周期短、运营见效

快、灵活性大的特点。 

 

2.2.1 节能环保型常规公交 

国际上将新能源分为三大领域：一是可再生能源，如水电、风能、太阳能及生物质能等；

二是新工艺能源，如利用新工艺制造出氢气作为燃料；三是新发现能源，如可燃冰等。21

世纪汽车燃料将由石油、天燃气等化石燃料为主转向清洁的可再生能源和氢气。目前，汽车

替代燃料主要有生物质能、太阳能、电能、氢气等。已经问世的有乙醇汽油、生物柴油，以

及甲醇汽车、太阳能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电能汽车和氢能汽车等。2010 年上海世博共有

1538 辆新能源客车参与交通保障，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和摸索[3]。以下五种模式的公交车是常

用的环保及新能源公交车： 

（1）天然气公交车 

液化天然气 LNG 和压缩天然气 CNG 属于低碳环保能源，主要成分是甲烷，燃烧后的主

要生成物为二氧化碳和水。LNG 与 CNG 相比更理想：一是洁净。LNG 是将天然气在-162℃的

低温下液化，液化过程中进行脱氧、脱硫、脱水和除二氧化碳等净化处理，更洁净。二是行

驶里程长。LNG 体积约为同量气态天然气的 1/600，正常情况下可续驶 600-800 公里。三是

运行成本经济。LNG 加气站规划面积 1000 平方米，为 CNG 加气站的 1/5-1/2；LNG 一次加注

量大，加注速度快，加气站的运行成本为 CNG 加气站的 1/3,人力成本为 1/2。  

（2）混合动力公交车 

混合动力车是目前最具量产前景的新能源汽车。混合动力车具有两个动力源：发动机和

电动机，且混合动力系统总成已发展到发动机、电动机及变速箱一体化结构，故发动机始终

保持在最低油耗的稳定状态下运转，减少了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排放。我国目前混合动

力汽车技术标准基本齐全。从国内一些城市使用情况看，混合动力公交车售价在 85 万-100

万元（部分城市政府补贴 30 万元）；与柴油车相比，一般可减少油耗 10-15%，最高可节省

30%油耗；尾气排放达到国Ⅳ标准。 

（3）高配置柴油公交车 

柴油公交车一是效能高：节油性能好。柴油燃烧时能量获得率约为 40～45%，而汽油为

30～33%，相同距离同等排量柴油车比汽油车平均节油 20～30%。二是排放少：20 世纪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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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柴油机技术突飞猛进。电控喷油、高压共轨、废气再循环和废气后处理等先进技

术的诞生，不仅使油耗节省 30～40%，而且颗粒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排放量均减少 90%

以上，二氧化碳排放量也因比汽油车节省 30%左右的燃料而减排 20%。加上高配置柴油车的

其他优势，被各国认为解决汽车环保与节能双重压力下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之一，在新能

源汽车未广泛使用前世界公共汽车发展的主流趋势。 

（4）纯电动公交车 

纯电动公交车主电源采用锂动力电池，动力系统一般采用两种技术方案：磷酸铁锂系统

方案和锰酸锂系统方案。 

从国内有关城市使用情况看，纯电动公交车行驶平稳，零排放，低噪声，优点明显。但

售价高，每辆 180 万-200 万元（一般政府补贴 60 万元）；车辆使用年限 8 年，中间需更换

电池组一次，电池费用占整车价格的 50%-80%；运行成本为柴油车的 3 倍，每辆每年亏损

70 万元左右；随使用年限延长，续驶里程减短（额定续驶里程 150 公里，二三年后只能续

驶 70 公里以下）；充电设施设备需有一定密度的分布与较大的投入。 

 

图 4 混合动力公交车                  图 5 纯电动公交车 

（5）超级电容公交车 

以超级电容为能源载体、由电机驱动的无线无轨电车。超级电容器是介于蓄电池和传统

电容器之间的新型储能器件，利用电化学界面双电层原理设计制作。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以

大电流快速充放电，提供很大的瞬时放电功率，充放电次数的设计寿命可达 100 万次以上；

具有再生制动功能，实现能量回收，降低机械制动垫片产生的粉尘污染；制作超级电容器的

原材料无毒、无二次污染，其生产和回收过程均清洁环保。但超级电容车也存在储能少、行

驶里程短（目前已提高到 10-15 公里），须在沿线地下埋设供电馈线，靠站上下客时充电（充

电时间 30 秒）等缺点。 

（6）燃料电池公交车 

燃料电池公交车是以氢气为主要能源，锂电池为辅助能源的新能源客车，具有零排放、

低噪音、高效率等优点，是汽车发展的总趋势和最终目标。发展燃料电池汽车面临气源、储

运和成本三大问题。科学家已把目光转向水力、风力、地热、太阳能发电的电解水制氢、阳

光催化光解水制氢。但需要较长时间的技术探索和创新。其次，氢能以高压气态输运效率低，

液态输运-253ºC 的浓度制冷技术尚不成熟；第三，燃料电池成本居高不下。专家们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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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再生性能源廉价地生产出氢气，从根本上解决氢气储运等问题，创造巨大的市场效益，

尚需 10～15 年时间。 

2.2.2 社区公交 

接驳公交体系旨在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不仅要提供空间上的无缝衔接与“门到门”

服务，而且要在时间上、舒适性上提高服务质量，才能吸引更多的出行转向公共交通。越来

越多的地区开通社区巴士，增加接驳公交网络密度，但在提高社区巴士运行效率、准时性及

舒适性上，仍需进一步努力。根据国内外经验，定制公交和需求响应式公交两种制式的社区

公交，在提高公交服务质量上具有很大优势。 

定制巴士是北京针对开车通勤人员提出的需求固定式公交吸引策略。通过调研，安排发

车时间，设计发车路线，保证“一人一座”，从而吸引开车通勤转入公交通勤。定制巴士系

统需要开发“定制公交平台”，市民可在该平台上提出自己的出行需求。公交集团则根据乘

客提出的出行需求和客流情况，设计商务班车线路。然后在定制公交平台上招募乘客、预订

座位、在线支付。根据约定的时间、地点、方向开行商务班车。市民只需在电脑前按照步骤

操作，便可像点菜一样，轻松地提出需求，然后享受到商务班车的相关服务。这种社区公交

注重开车通勤人们对“乘坐舒适性”的高要求，既保证了车内环境的舒适性与到达时间的准

时性，又减少人们自己开车的劳累，可以在车内再进行短暂的休息，从而大大提高公共交通

的吸引力。 

另外一种制式为需求响应式公交（DRT：Demand  Responsive Transport ）。这种社区公

交制式对 ITS 技术提出很高的要求，即可在城际站、客运站及地铁站附近安排需求终端，借

助 ITS 技术，实时响应需求安排时间与合乘路线。DRT 一般采用 5~16 座中小型商务车，通

过交通调度中心的订购或预订系统的组织基础上，将旅客动态地分配到车辆和最佳路线上。

DRT 服务已经在英国 Lincolnshire、Surrey、Northumberland 等郊区化的小城市地区得到很好

的实验性运行。 

2.2.3 公共自行车租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公共自行车出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人们可以通过简单的手续租借，

为城市观光与通勤接驳带来极大方便，这是城市“人性化”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

国内外很多城市规划了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人们免费或只需支付很少的费用，就可在自行

车租赁网点租到一辆自行车，在市中心规定的区域内无时间限制地使用。用罢自行车，只要

将它放到街上任何一个停车点，重新将车锁回，登记租车卡即可。由于自行车小巧灵活、节

能环保，因此作为接驳公共交通的重要交通方式。 

3. 生态城公共交通制式选择案例 

3.1 长沙梅溪湖生态城公交制式选择 

梅溪湖新城是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的核心区和起步区，是国家绿色生态示范城区（住建部

建规函[2013]234 号），是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绿色低碳生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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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范区。梅溪湖新城建设绿色公交体系，逐步提高新能源和环保型车辆比重，促进梅溪湖

新城“宜人、宜居、宜行、宜游”城区建设，有力地提升长沙的城市品质，强化长沙在长株

潭城市群和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中的核心城市地位[5]。 

  

图 6 梅溪湖区位及规划效果图 

梅溪湖新城作为长沙大河西先导区的核心区域，既要服从大河西及整个长沙市的综合交

通规划，又要结合当地景观，构建低碳、生态的交通体系。梅溪湖是商业商务文化中心、高

级住宅集聚地、重要的观光景点三重属性，决定了未来梅溪湖无论在平日还是节假日，出行

量都较大、尤其是私人小汽车的出行量较高的交通特征。因此，片区公交体系的构建既要注

重功能完善性，又要注重服务质量及与景观的结合性。片区规划地铁 2 号线及 6 号线，作为

片区对外交通方式。鉴于梅溪湖片区的道路条件及长沙市的交通发展背景，近期暂时不考虑

有轨电车的实施，而采用较大容量的新能源及清洁能源公交巴士作为片区的骨干公交方式，

重点考虑三种模式：一、顺应我国“油改气”的发展势头，使用天然气公交车，提高天然气

公交车在现有公交车中的比重；二基于我国气电混合动力公交车技术的日臻成熟，包括 LNG

车载供气系统和关键配套件的产业技术，重点推广使用 LNG/电混合动力公交车；三、依托

株洲南车超级电容技术，试用电容电池“双电”公交车。此外，在环梅溪湖的环湖路上，推

行纯电动四人或六人座的小型公交车，作为梅溪湖的观光巴士；在梅溪湖主要的景点、地铁

站及主要社区集散点，设置公共自行车租赁设施，方便人们采用自行车通勤及景点观光，协

助公交巴士完成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3.2 深圳国际低碳城公交制式选择 

深圳国际低碳城位于深圳东北角的龙岗片区，面积约 53 平方公里，现状用地以居住功

能为主，居住人口为 21.69 万人。而在未来规划中，低碳城加入大量的产业及商业用地，就

业岗位将达到 20 万，而居住人口则规划为 65 万。带动低碳城发展，仅依靠略低的房价是远

远不够的，还要保证低碳城对外及内部交通的通达高效，因此公共交通的便利与高效是极其

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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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深圳国际低碳城区位 

深圳市从全局考虑，规划深惠城际与虎龙城际通过低碳城，并设城际轨道车站；规划地

铁 3 号线延伸至低碳城内部，并配合周围用地开展 TOD 规划。低碳城内部出行主要依靠中

运量公共交通体系完成。在中运量公交制式的选择上，综合资源占用、能耗与环境等方面考

虑，有轨电车略优于 BRT；从运能方面考虑，现代有轨电车采用模块化铰接式的车辆，运能

选择的灵活性较大；虽然网络成本方面 BRT 成本低于有轨电车，但是基于既有条件考虑，尤

其是龙岗组团的坪山新区已经编制完成《坪山新区现代有轨电车项目研究报告》，并已开展

有轨电车前期研究工作，坪地作为龙岗组团的一部分，若单独实施 BRT，与其他片区中运量

系统达不到很好的衔接。而实施有轨电车系统，成为龙岗组团有轨电车网络的子网，将发挥

更大的功效。 

在接驳公交制式的选择上，结合比亚迪公司在深圳的发展情况，考虑将比亚迪纯电动环

保公交车作为国际低碳城常规公交的模式首选。同时，由于低碳城出行大多属于“通勤式”

出行，且很少有出租车愿意来远离市中心的低碳城等候服务，这时社区巴士与自行车租赁系

统就成为代替出租车最佳的公共交通方式。近期内社区巴士可实行“定制式”巴士，连接家

与单位间的出行，随着 ITS 技术的提高，可在主要枢纽设置需求响应式公交巴士终端，为随

时到达低碳城的出行提供“到门”服务。 

4. 结语 

节能、环保的公共交通体系是构建低碳城市的核心内容，鼓励中长距离出行采用公共交

通方式、短距离出行采用步行方式是生态城市、低碳交通的主导理念。多模式、多制式的低

碳公交方式为低碳城的构建提供了多种选择方案，结合不同模式特点与低碳城实际，将“城

际轨+地铁+环保公交车+社区巴士+公共自行车租赁”作为国际低碳城公共交通系统的组成。

成功构建与组建这些低碳公共交通方式，还要结合土地利用，进一步规划不同层次网络及其

之间的衔接换乘，从而形成低碳城复合型的多模式公交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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