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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公交系统专用通道的规划问题研究 

陈非 陆锡明 

 

【摘要】快速公交系统进入我国已有十余年，尽管建成了广州快速公交、乌鲁木齐快速公交

等精品工程，但整体发展落后于轨道交通，主要瓶颈是专用通道难以落实。本文采用实证分

析的方法，梳理了国内外十余个快速公交系统的专用通道的规划与实施情况，分析了专用通

道规划需综合考虑客流需求、公交车辆快速行驶需求、社会车辆正常通行需求，总结了专用

通道规划三要素（即布局规划、路权规划、衔接规划）的基本原则与方法，并就快速公交专

用通道的规划实施提出若干建议，包括综合考虑出行时间节约、拥挤影响和建设成本研究快

速公交实施必要性，与客流走廊发展变化相适应，优化交通组织控制，加强执法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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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言 

快速公交是指以大容量、高性能公共汽电车沿专用车道按班次运行，由智能调度系统、

优先通行信号系统和乘客信息服务系统控制的中运量快速客运方式，英文名为 Bus Rapid 

Transit，简称 BRT。BRT 起源于南美，其发展理念于十多年前进入我国，至今已有北京、

杭州、昆明、常州、济南、厦门、广州、乌鲁木齐、枣庄、成都等十多个城市建成了 BRT

系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其中：广州快速公交在美国交通运输研究委员会（TRB）年

度会议上被授予“2011 年可持续交通奖”，被联合国气候变化顾问委员会评为“2012 年应对气

候变化灯塔项目”；乌鲁木齐快速公交项目被我国住房与城乡建设部评选为 2012 年度“中国

人居环境范例奖”。 

2005 年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意见的通

知》，将 BRT 与轨道交通共同作为城市公交系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轨道交通相比，

BRT 的运行速度、客运能力相近而建设成本、建设周期较小，并且运营灵活，具备许多独

特的发展优势。尽管如此，BRT 在我国的普及程度实际远落后于轨道交通，我国各城市目

前建成的 BRT 通道总规模仅 545km（2013 年 7 月），而我国累计投运和在建的轨道线路里

程已分别达到 2077 公里和 2163 公里（2012 年底）。其主要原因，是轨道交通拥有独立的

通行路权，而 BRT 作为地面的高等级公交系统，必须建立独立的地面专用通道作为运行保

障，而道路空间资源的日益稀缺制约了 BRT 专用通道的规划建设，专用通道已成为 BRT 发

展所面临的主要瓶颈。本文将分析 BRT 专用通道的规划建设情况、问题和主要经验，并提

出规划实施的相关建议。 

2 BRT 专用通道的发展现状 

BRT 专用通道是指利用隔离设施或标志标线，为 BRT 车辆提供的专用通道路行空间。

BRT 服务的核心竞争力是快速，必须为 BRT 车辆提供专用的通行空间以保障车辆的通行效

率和服务水平，因而专用通道是 BRT 系统的核心要素。 



2 
 

不同城市 BRT 系统的专用通道设置形式有所差异，包括专用路、路中式专用车道、路

侧式专用车道等，通道的覆盖区域、运行状况都有所不同，具体如下。 

（1） 巴西库里蒂巴。库里蒂巴是 BRT 的发源地，城市严格按照规划 5 条 BRT 放射轴

线发展。在每条轴线上，库里蒂巴利用包括 3 条道路在内的“三元道路系统”构建了 BRT 的

专用通道和社会通行车道：中央道路是 BRT 的通道，设有路中式 BRT 车道和沿线地块社会

车辆的出入车道，两侧道路是两条单向的机动车专用路，服务于社会车辆的快速出行。BRT

车辆的运行车速可达到 20km/h。 

（2） 加拿大渥太华。渥太华 1974 年批准了多中心的城市发展结构，并以公共汽车专

用道系统作为城市空间结构实现的支撑手段，城市发展集中于公交专用道沿线。渥太华共建

设了 31 公里的公交专用路，部分为专用车道，部分为地面专用路，使得公交服务占到高峰

时段城市化地区机动化出行总量的 35%，被认为是适应渥太华低密度发展模式的运输技术

选择。 

（3） 北京 BRT1 号线（2005 年 12 月运营）。北京市目前已建成 4 条 BRT 线路。其中，

位于南中轴路的 BRT1 号线是我国第一条快速公交线路，线路北起市中心的前门，向南穿越

崇文、丰台两区，终点为德茂庄，线路全长 16km，BRT 专用通道采用物理隔离封闭路权的

中央双向两车道，车站为路中岛式站台。南中轴作为北京快速环线的放射型快速联络线，道

路条件非常理想，不仅在市区的路段通过交叉口立交化避开了大部分横向道路交通的干扰，

BRT 通道两侧还建有机动车快速车道和辅道。此外沿线交叉口还通过信号优先技术提高

BRT 车辆的通过效率。目前，BRT1 号线三高断面客流量为 0.65 万人/小时，全日客流 8-10

万人/日，高峰运送车速 23km/h。 

（4） 杭州（2006 年 4 月运营）。杭州 BRT1 号线全长 28km，是连接主城与下沙副城

的快速干线。线路中的 18Km 设置了双向路侧公交专用道，其余 10km 由于路幅限制或车

辆稀少与社会车辆混行。专用道采用划线和分道器结合，必要时公交车和社会车辆可互相借

道行驶。全天客流量 4.5 万人/日，三高断面 0.42 万人/小时，车辆运送速度达到 26km/h。 

（5） 济南（2008 年 4 月运营）。济南市于 2008 年 4 月 22 日开通北园大街 BRT-1 号

线，之后一年半时间共开通运营 6 条 BRT 线路，初步形成“二横三纵”BRT 网络格局,BRT 线

路总长达到 76 公里。其中，结合北园大街和二环东路高架工程，将 BRT 通道与快速路整

合形成 “双快”的复合通道，快速路采用高架，BRT 通道则设置在高架桥体之下的地面并采

用路中式公交专用道，保证了社会车辆与 BRT 的同时高效通行。 

（6） 北京 BRT2 号线（2008 年 7 月运营）。线路西起朝阳门，东至杨闸，全线长 16km。

大部分路段采用中央专用道，东大桥至朝阳门段受道路条件限制采用普通路侧专用道形式。

由于沿线交叉口信号灯密集，且没有设置 BRT 优先信号，BRT 运送速度与常规公交相近为

16km/h，高峰时段朝阳门外至慈云寺区间拥堵严重。北京 BRT2 号线客流效益低于南中轴

的 BRT1 号线，线路全日客流 4.5 万人/日，三高断面客流 0.4 万人/小时。 

（7） 厦门（2008 年 9 月运营）。厦门市 BRT 首期工程包含 3 条骨架线路，总长 5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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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8 年 8 月 31 日建成运营。厦门 BRT 集高架、隧道、跨海大桥和地面道路等多形式

路权于一体，也是国内唯一建设独立高架作为专用通道的 BRT 系统，期望近期满足、培育

城市客流需求，远期升级为轨道交通。厦门 BRT 系统全日客流量达到 18 万人/日，三高断

面客流达到 0.84 万人/小时，运送车速达到 27km/h。 

（8） 广州（2010 年 2 月运营）。广州市快速公交试验线——中山大道 BRT 线路西起

天河区广州大道，东至萝岗区开发大道，全长 22.9 km。该专用通道充分利用了道路 60m

的红线宽度，专用道采用路中式专用道和路中侧式车站站台的布置形式，在车站处设置超车

道以提高运营组织的弹性。同时，通过道路拓宽、非机动车道改造等方式，保证了双向 6 条

车道以上的社会车辆通行空间。BRT 试验线开通后，BRT 车辆的平均运行速度约 23 km/h，

社会车辆平均速度 17.8 km/h，比原有车速提高了 84%和 28%。全日 BRT 走廊客运量达到

80 万人次/日，高峰高断面客运量达到 2.7 万人次/单向小时，已接近地铁的服务水平。 

（9） 乌鲁木齐（2011 年 8 月运营）。乌鲁木齐 2011 年底之前开通了 3 条 BRT 线路，

形成了 40.8km 的环射状 BRT 通道网。BRT 通道以封闭式的路中专用车道为主，采用隔离

栏作为隔离设施，部分路段采用画线式公交专用车道，车站均未设置超车道。通过道路拓宽、

非机动车道改造、绿化带改造等手段尽可能维持社会车道数量不变，保证了单向 3-4 条社会

车道。根据 2011 年底的调查，乌市 BRT 系统日均客运量达到 31.8 万人次， 大客流断面

出现在 BRT1 号线和 BRT2 号线共线的友好路西虹路站—红山站区间，高峰高断面客流为

7100 人次/小时。BRT 运送车速达到 15 公里/小时，比同路段常规公交线路高 5-6 公里/小

时，已成为居民出行重要的选择。 

（10） 成都（2013 年 5 月运营）。成都市 BRT 历经十五年的规划研究，于 2013 年 5

月与二环路高架同步建成。线路覆盖二环路全线长 28.8km。该线路通道利用二环路高架道

路的中央车道，采用划线隔离方式，并采用路中岛式站台。二环路另有双向四条车道供社会

车辆通行。成都二环 BRT 开通 2 月后，日均客流已接近 15 万人次/日，三高断面客流达 0.65

万人次/小时，运送车速达到 26km/h。 

各城市 BRT 系统的建设与运营情况参数详见表 1。从这些实际建成的 BRT 系统来看，

成功 BRT 系统都采用专用路或专用车道的形式建成了以独立路权为主的 BRT 专用通道，使

得 BRT 车辆能保持较高的运行车速和可靠性，运送车速都在 15km/h 以上。此外，成功的

BRT 通道应须具备以下两方面条件： 

首先，BRT 必须承担较高的客流规模，发挥城市干线公交的作用。国内城市 BRT 通道

的三高断面客流量在 0.4 万人/小时以上，客流强度一般达到 0.4 万人/km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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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里蒂巴 BRT 三元道路系统 北京南中轴 BRT 通道 

杭州 BRT1 号线通道 

 

厦门 BRT 专用高架通道 

济南 BRT1 号线北园大街通道 广州 BRT 中山大道通道 

乌鲁木齐 BRT 友好路通道 成都二环高架 BRT 通道 

图 1 国内外 BRT 通道断面状况



5 
 

表 1 国内外城市 BRT 线路规划与运营特征 

城市 BRT 线路 
设置 
区域 

运营组织
通道

长度
km 

车站数

（个）

平均 
站距 

（km）

专用道 
形式 

车站布置 客流 高峰运营

速度
km/h 

位置 
超车

道 
长度 
（m）

全天 
（万人/天）

高峰高断面 
（万人/小时）

北京 1 号线 
市区—外围

组团 
独立线路 16 17 0.9 路中式 中央岛式 无 40-75 8-10 0.65 23 

北京 2 号线 
市区—外围

组团 
独立线路 16 21 0.8 路中式为主 中央侧式 无 40-75 4.5 0.4 16 

杭州 1 号线 主城—辅城 独立线路 28 16 1.8 路侧式 路侧式 无 45-60 4.5 0.42 26 

广州 
中山大道

BRT 
中心城区—

外围 
组合线路 23 28 0.8 路中式 中央侧式 有 55-285 80 2.7 23 

乌鲁木齐 1 号线 中心城区 组合线路 15 21 0.7 路中式 中央侧式 部分 50-80 17 0.7 15 
厦门 1期 3条线路 中心城区 组合线路 51 40 1.3 专用高架路 侧式 无 40-68 18 0.84 27 

库里蒂巴 
5 条 BRT 线

路 
市区内部及

外围区 
组合线路 74 127 0.6 路中式 路中侧式 部分    20 

波哥大 
11 条干线通

道 
市区内部及

外围区 
组合线路 108  0.8 路中式 路中岛式 有 55-365 165 3.77 16-30 

渥太华 公交专用道 市区—郊区 组合线路 31   专用路 路侧式 有   2.5 45-60 
常州 3 条通道 市区各板块 组合线路 49.2   路中式 路中侧式 无 56-60   19-24 
济南 4 条通道 市区各板块 独立线路 34.4 46 0.76 路中式 路中岛式  35-54 20 0.33 14 
郑州 1 条通道  组合线路 30.5 38 0.8 路中式 中央侧式  59 40 0.56 15 

成都 二环高架 中心城区 独立线路 28.8 28 1.02 
高架路路中

式 
中央岛式 无  15 0.67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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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BRT 不仅应设置专用通道保障 BRT 车辆通行，还应妥善处理 BRT 车辆与社会

车辆的关系。成功的 BRT 系统，大都通过各种方式为社会车辆提供了足够的通行空间，保

障了社会车辆的正常通行需求，比如：乌鲁木齐、广州等城市是通过道路拓宽、绿化带改造、

非机动车道压缩等方式增加了社会车道，补偿了 BRT 专用通道的空间占用；成都和济南

BRT1 号线结合高架快速路的建设新增了 BRT 的专用通行空间，其中成都 BRT 使用了高架

道路的路中车道，济南 BRT1 号线则是利用了高架道路之下的路中地面空间；厦门为 BRT

系统完全新建了一个专用高架道路系统；而巴西库里蒂巴则是通过路网系统的特殊设计解决

了社会客车的通行空间问题。 

从国内其它一些城市未能实施或遭到拆除的 BRT 系统来看，如果专用通道规划不能同

时保障 BRT 车辆和社会车辆的通行效率，BRT 系统很难落地或保持持续性的发展，比如：

上海 2000 年以后曾开展长寿路、浦星公路等 BRT 系统的规划研究，这两条道路都是上海

重要的主干道，车道条件相对充足，但由于道路本身已非常拥挤且缺乏有效的分流道路，设

置 BRT 通道后将导致社会车辆拥挤大幅增加且难以疏解，导致 BRT 系统的未能落地，上海

虽已建成 450 公里的轨道，但尚无建成运营的 BRT 线路；天津的 BRT 系统也由于专用通

道难以保障而始终停留在规划研究阶段；重庆市的高九路 BRT 示范线建成了封闭路中式

BRT 专用车道，然而不仅高九线本身客流偏低（全日客流不足 2 万人次/日），社会车道也

随着城市发展而日益拥堵加剧，政府部门不得不于 2012 年底拆除了 BRT 专用车道。 

3 BRT 专用通道的规划要素分析 

从国内外 BRT 系统的成败经验可知，专用通道的规划是决定 BRT 系统能否保持健康发

展的关键，具体应考虑专用通道布局规划、专用通道路权规划、专用通道衔接规划等三个主

要的规划要素。 

3.1 专用通道布局规划 

3.1.1 选择合适的客流走廊 

BRT 系统作为大容量、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公共交通方式，其专用通道应布局在重要的

公交客流走廊上，以实现高效率的运输。一般来说，单向高峰小时断面公交客流达到

3000-5000 人次以上就可以设置 BRT 系统。从国内实施 BRT 系统的经验来看，高峰高断面

客流规模一般都在 4000 人次/小时以上。 

3.1.2 因地制宜布局专用通道 

实践中，不同城市的 BRT 专用通道有着完全不同的空间布局形态。从线路走向上，大

多数城市 BRT 都是纵横相交的 BRT 通道，但也有成都、郑州的环形 BRT 通道；从服务范

围来看，有乌鲁木齐、济南、郑州、成都等服务中心城区的 BRT 通道，也有北京、杭州等

联系市区与外围组团的放射型 BRT 通道，还有像渥太华这样两端联系外围组团中间穿越市

区中心的 BRT 通道；从通道长度来看，有 10 公里以下的短通道，也有接近 30 公里的长通

道。因此，专用通道的布局应因地制宜，在系统分析城市客流分布的情况下选择适宜的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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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廊进行布置。通道长度一般都控制在 30km 以内，保证线路单程旅行时间控制在 1h 左右，

方便车辆运营组织与司乘人员排班。 

3.1.3 与其它骨干公交系统统筹考虑 

BRT 专用通道的布局还要与其它骨干公共交通系统统筹考虑，特别是把 BRT 和轨道交

通等大容量公交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研究各条客流走廊的线路模式选择与相互衔接关

系，BRT 可作为轨道交通网络的补充、延伸和过渡系统，比如：北京、广州的 BRT 都布置

在近期不建设轨道交通的通道上。 

3.2 专用通道路权规划 

BRT 通道所在的客流走廊往往包括公交车、机动车等不同的交通需求，需要统筹考虑

各种交通需求的通行要求。 

3.2.1 规划独立路权保障 BRT 车辆的快速通行 

BRT 专用通道的独立路权是保障 BRT 车辆快速、可靠运行的基础，是 BRT 系统的核

心要素。常见的专用通道型式主要是专用路、路中式专用道、路侧式专用道等三类。从实践

经验来看，路中式专用道受沿线交通影响较小、建设投资适中，应用 为普遍。而在不同区

域和道路条件下，路中式专用道所能实现的运送车速有所差别：在路网较密区域（如城市中

心区）可达 15km/h 左右（如乌鲁木齐、郑州、济南）；主要路口立交化（如北京南中轴）

或交叉口信号部分优先（如广州 BRT）的条件下，可提升至 20km/h 以上；具有独立连续通

行路权的 BRT 系统（如厦门、成都）的运送速度可达到 25km/h 以上。 

此外，根据超车道的设置情况 BRT 专用通道还有窄通道和宽通道之分，其中：窄通道

主要指受道路条件等因素制约只设置一条行车道的通道型式，比如乌鲁木齐、成都等城市，

这类通道车辆通行能力有限并且车站成为通行瓶颈，高峰断面 大车流量一般在 90-120 辆

/小时，客运量一般也在 1 万人次/小时以下；宽通道则是在设置一条行车道的基础上，在车

站设置超车道的通道型式，这类通道车站不再是瓶颈，可采取灵活多样的线路组织与运营组

织方式，通道内的车辆通过效率和客运能力都大大提高，比如广州高峰断面车流量达到 350

辆/小时，客运量达到 2.7 万人次/小时。 

3.2.2 慎重处理与社会车道的关系 

专用通道需要占用特定的道路空间，其实施面临诸多问题。第一，我国的交警部门承担

着维持道路交通管理的职责，而道路运行状况往往也是政府对交警工作的考核指标。伴随机

动车保有量的增长和城市道路拥挤的加剧，迫使交警部门不得不坚持保障社会车辆畅行的工

作思路，如果 BRT 专用通道的实施将导致社会车辆拥挤程度提高，往往很难得到交管部门

的全力支持。比如上海市虽然已建设了 162 公里公交专用道，但由于规划设计缺陷和管理

执法不力，社会车辆违章侵占专用道现象普遍，高峰时段运营车速仅 13km/h，局部路段不

足 10km/h，服务水平很低；杭州为了治理城市交通拥堵，取消了 16 个路口公交专用道，

导致 BRT2 号线单程行程时间增加了 15 到 30 分钟。第二，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和积



8 
 

极性的日益提高，交通问题往往成为公众关注的民生热点。杭州、广州、乌鲁木齐等城市的

BRT 系统在规划和实施之初，都由于可能发生的严重交通拥堵而广受社会各界的质疑。 

国内外成功的 BRT 系统大都选择了车道资源充裕的道路设置 BRT 通道，在不牺牲或尽

可能少牺牲社会客车通行效率的情况下建设 BRT 通道，以赢得各方支持，比如：广州 BRT

通道建设充分利用了中山大道宽达 60 米的道路红线资源，通过道路改造措施保证了双向 6

条以上的社会车道，公交运送车速由 11km/h 提升至 23km/h，社会车辆平均车速由 13.9km/h

提高至 17.8km/h，实现了社会客车与 BRT 系统的双赢。而一旦挤占社会车道可能导致交通

拥堵加剧，BRT 系统的实施可行性便大大下降，上海、天津的 BRT 系统，正是因为对社会

车辆拥挤影响成都太大而迟迟未能落地。 

3.3 专用通道衔接规划 

BRT 通道规划确定后，需要规划在 BRT 通道内行驶的主干线路，承担客流集中运输的

功能。然而 BRT 通道覆盖范围有限，需要与其它公交线路或交通方式衔接配合，提高 BRT

系统的可达性。BRT 干线与其它公交线路的衔接可采用两种方式。 

一是通过调整优化常规公交线路走向与 BRT 干线衔接，比如：乌鲁木齐为了配合 BRT1

号线和 BRT3 号线的建设，对沿线重复路段较长的 8 条常规公交线路进行了调整；北京南

中轴 BRT 采用减少重复线路、加强常规公交线路与 BRT 衔接换乘，调整了 7 条公交线路。 

二是整合通道沿线的常规公交线路，在合理控制线路规模、保证 BRT 通道畅通的前提

下，构建部分路段在快速通道内行驶、部分路段联系通道外围客流集中区域的 BRT 支线，

比如：广州“30+1”的 BRT 线路体系覆盖了中心城区超过 1/7 的公交站点。这两种衔接方式

都有效提高了 BRT 系统的服务可达性，形成了 BRT 干线为核心的客运体系；常州市 BRT

系统由 2 条主线、5 条支线和 1 条区间线组成，在保证主线 BRT 通行效率的同时，有选择

性地引入支线和区间线，实现了快速公交系统内部同方向同站台免费换乘。 

此外，其它交通方式与 BRT 的衔接也非常重要，广州在 BRT 沿线车站建立了公共自行

车系统，加拿大渥太华则在城市外围的 BRT 车站设置的 P+R 枢纽，形成了有效的客流接运

系统。 

 

图 2 广州 BRT 灵活的线路组织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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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成都 BRT 与常规公交车站衔接            图 4 广州 BRT 车站的公共自行车系统 

4 BRT 专用通道的规划实施建议与措施 

4.1 BRT 专用通道规划应综合考虑出行效率、拥堵影响、建设管理成本等因素 

发展 BRT 系统的根本目标是为了提高城市客运交通系统的运输效率、缓解道路交通的

拥挤，布置 BRT 后客运走廊内乘客出行总时间应整体下降。对于 BRT 专用通道而言，如果

对社会车辆通行空间的挤占难以避免，将造成社会车辆拥挤加剧从而影响通道沿线以及相交

道路的正常运行，需要研究能否通过一定的交通改善和管理措施予以缓解。因此，需要综合

考虑客流走廊内乘客出行时间节约、拥挤影响、建设成本等因素来系统评估 BRT 通道建设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海、天津的 BRT 系统，正是因为对社会车辆拥挤影响程度太大而迟

迟未能落地；成都则在 2008 年提出“大力发展公交战略”口号，各相关部门统一思想、坚

决贯彻落实公交优先政策，即便成功开辟了 386 公里的各类地面公交专用道和 28 公里 BRT

专用道，即便社会车辆存在一定程度的拥堵依然采取多种手段为公交专用道提供执法保障，

地面公交专用道平均运营速度达到 18km/h，BRT 运营车速达到 26km/h，吸引、引导市民

采用公共交通出行。 

4.2 BRT 系统应与客流走廊的发展变化相适应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继续推进，城市人口仍将继续增长，客流走廊的规模也将继续增加。

BRT 要与长远规划和近期改善相结合，可作为轨道交通替代方式，在近期客流规模不高、

轨道建设实施难度大的走廊上优先建设BRT 系统，并预留控制轨道交通建设用地，远期BRT

系统将由轨道交通系统替代，比如：北京南中轴 BRT1 号线是轨道 8 号线南段的过渡线路；

乌鲁木齐轨道 1 号线正在筹建，与轨道 1 号线重叠的 BRT 线路都将进行调整。 

另外，对于某些客流走廊则需要新增 BRT 服务，比如上海轨道 1 号线所在的共和新路

高架走廊，轨道 1 号线高峰时段已极为拥挤、部分站点实施进站限流，而地面公交线路仍

然具有较高的客流，相关部门正在着手研究新增 BRT 系统的可行性。 

4.3 优化专用通道沿线的交通组织与交通控制提高通行效率 

对于地面式的专用通道，BRT 车辆将不可避免地与通道沿线的车流和相交道路车流发

生冲突，特别是左转交通需要占据专门的通行相位，影响 BRT 车辆的通行效率。应采取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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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左转和路网绕行的措施，来保证 BRT 通道的通行效率。而 BRT 车辆应避免任何的转弯限

制，必要时应在信号控制路口增加转弯附加车道，给予 BRT 车辆充分的优先通行权利。另

外，可以通过信号优先技术减少 BRT 车辆在信号交叉口的延误时间。 

需要说明的是，路口禁左、BRT 信号优先等措施将导致区域交通绕行流量和社会客车

排队时间增加，都将导致道路交通拥挤程度的上升。这些措施主要适用于交通主流向特征明

显的带形城市或市通郊通道，常规城市内部路网由于各个方向交通流分布较为均衡不太适

用。市区内部 BRT 系统更应注重提高客运能力以满足大客流的运输需求。 

4.4 加强专用通道的执法管理保障通道的专用性 

专用通道能否真正实现 BRT 车辆的专用，除了通道规划设计，还需要依靠实际运行中

的管理与执法。而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我国不少城市还是普遍存在，BRT 系统的

通行效率和服务能力大打折扣。可采用电子警察、BRT 车载摄像头、交警现场执法等多种

手段加强执法管理，对违章闯入 BRT 通道的社会车辆进行惩罚，保障 BRT 通道的专用性。 

5 结论 

BRT 的发展理念自进入我国至今已有十多年，出现了一些精品工程，也遭遇了一些发

展问题。本文基于 BRT 在我国的实际发展经验分析，提出 BRT 系统发展的瓶颈是专用通道，

分析了 BRT 专用通道规划要素的相关问题，提出了 BRT 专用通道的规划实施建议。BRT

的专用通道作为公交专用路权的一类，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公交专用道、有轨电车等其它高

等级地面公交系统也有一定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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