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与轨道工程同步建设的接驳设施规划及检讨 

——以深圳轨道交通二期工程为例 

徐旭晖 高嵩 侯体健 

 

【摘要】2005 年至 2007 年，深圳市分阶段完成了轨道交通二期工程交通接驳设施规划工作，

规划面向 2020 年，以构筑轨道交通为核心的一体化交通体系为目标，提出了各车站道路交

通接驳设施布局方案，以指导轨道交通沿线相关配套交通设施建设，落实宏观层面的规划意

图。但围绕 2011 年轨道开通运营，在综合交通枢纽通过进行综合规划指导周边道路交通接

驳设施建设的同时，由于普通车站的交通接驳设施类型多，涉及不同主体，且单个规模小，

单独实施时相互影响，迫切需要提出不同类型交通接驳设施的建设方案，本文总结了深圳轨

道交通二期工程普通车站周边的交通接驳设施规划和建设经验，并根据实施情况进行检讨。 

【关键词】轨道交通工程；同步建设；交通接驳设施；实施；检讨 

 

1. 引言 

深圳市轨道交通二期工程建设 1、2、3、4、5 号线共 5 条线路，建设规模约 155.0 公里，

计划 2011 年 6 月底全面建成通车。2009 年，在距二期土建工程完工仅剩一年时间，离轨道

运营也不足两年时，地铁建设部门在进行轨道交通疏解恢复工作时，规划部门发现轨道沿线

交通接驳设施时发现存在两个问题，一是部分轨道走廊道路的交通疏解恢复的设计工作仅按

疏解前的道路进行简单恢复，未结合轨道建设布置相关交通接驳设施及行人系统；二是现有

部分车站（特别是新区）周边的交通道路、公交场站、行人过街等必要的接驳设施尚停留在

规划阶段，没有实质进入基本建设程序，尚未立项建设，轨道线路开通后，这些站点将无法

出入，形成孤岛（如龙华新区的 4 号线红山站、上塘站），部分车站周边道路路况太差，难

以承担乘客集散和公交接驳功能，配合轨道交通的地面公交规划接驳公交场站、行人设施与

轨道交通工程不配合，严重滞后于轨道交通建设，不解决将影响轨道交通功能发挥。 

为了提高轨道交通服务水平和运营效益，避免二次工程浪费，轨道走廊交通疏解道路恢

复工程需一次性按规划要求高标准建设，同时，根据轨道二期工程运营需要，需同步配套建

设必要的道路交通接驳设施。考虑轨道二期交通详细规划提出的是面向 2020 年轨道沿线建

设较完善的方案，并未提出近期、分步骤的实施计划，且该规划已编制完成 2－4 年，难以

直接指导与二期工程同步实施的交通接驳设施建设。为此，以规划部门牵头，结合 2010－

2011 年轨道沿线城市建设和发展情况对规划方案重新梳理，考虑轨道二期开通运营后乘客

集散、公交接驳必要的道路交通接驳要求，提出与轨道工程同步实施的新建/改造道路、行

人过街设施和公交接驳场站方案。 

2. 沿线同步实施道路规划及实施检讨 

2.1 同步实施道路规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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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工程同步实施的道路主要是轨道线路走廊道路和车站周边必要的集散、接驳道路。

轨道走廊道路一是轨道走廊为城市干线性主干道和主干道，二是轨道走廊为较零散的次干道

和支路。在轨道二期工程规划建设过程中，针对轨道走廊为主干道等级的道路（如 2 号线后

海滨路、3 号线的深惠路、4 号线的上塘路、和平路），规划部门在轨道建设规划批准后，为

了全面落实与轨道交通一体化设计建设，即进行道路改造规划，并提出道路建设与轨道工程

采取“捆绑”模式（如 3 号线和深惠路改造建设单位均为地铁三号线公司、总体设计单位均为

铁三院），同步进行设计和建设，并落实了道路改造的立项和投资。而对其他轨道走廊为次

干道、支路的道路，未考虑提前立项，未来道路改造主要通过交通疏解道路恢复进行。 

由于轨道车站周边需同步建设道路涉及的道路等级不同，建设规模、标准和建设主体各

异，考虑轨道二期开通运营后乘客集散、公交接驳必要的道路交通接驳要求，沿线主要有以

下四种道路需与轨道工程同步实施，具体情况如下：  

①未立项、下达计划的轨道走廊道路（若仅按疏解前道路简单恢复，难以高标准建设轨

道接驳设施，轨道与道路交通将低效接驳）； 

②车站核心区若不建设就难以实现乘车进出车站的道路（如龙华新区上塘站周边尚未建

成道路）； 

③车站核心区若不建设就无法安排公交接驳的道路； 

④车辆段/停车场及上盖物业开发必须进出的道路。 

 

图 1 与轨道工程同步实施道路技术过程框图和方案图 

为了避免轨道建设的同步建设道路工程规模过大，规划提出在沿线新建及改造道路中，

整理近期与轨道工程相关的的新建和改造道路，通过调查扣除在建、已立项和已下达计划的

新建和改造道路，并在分析了与轨道工程同步实施工程可行性的情况下，提出与轨道二期同

步配套的新建及改造道路的方案。根据上述分析，与轨道二期同步建设道路共 20 条，新建

改造道路分别为 8 条 12 条，估计投资约 9.85 亿元（其中新建 3.45 亿元，改造道路 6.4 亿元），

具体技术路线及方案见图 1。 

2.2 实施情况及检讨 

考虑与轨道工程同步实施的道路建设时间紧迫，为尽快推动相关道路建设，深圳市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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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工程简化了相应的项目立项、设计和建设方式，并根据道路工程与轨道工程关系密切程

度，分别考虑建设主体。实施安排如下： 

① 与二期工程同步实施道路工程统一立项，安排建设资金； 

②考虑轨道走廊道路的工程与轨道工程关系紧密，为确保工期、减少接口和节约投资，

轨道走廊的道路工程由地铁建设主体负责实施，道路工程的设计、监理和施工仍由原交通疏

解相应的设计、监理和施工单位承担； 

③车站周边道路可与轨道工程分开建设的道路，按深圳市、区两级政府道路建设权划分，

主干道由市建筑工务署负责承担，次干道和支路以下等级道路由相关区政府负责实施。 

由于前期梳理同步实施的道路基本为必需建设的轨道走廊道路和公交接驳集散道路，道

路同步实施率较高，特别是主次干道的实施率为 100%，且轨道走廊道路基本按规划实施，

配套落实了公交停靠站、行人过街等交通设施，仅部分支路建设相对滞后。 

轨道二期工程同步实施道路的建成率较高，但存在工期紧张、实施程序部分突破了正常

基建程序等问题。而在轨道二期工程中，部分轨道走廊道路采用轨道工程和道路工程“捆绑”

的同步设计和建设模式，通过提前筹划，不仅节约了工程投资，也有利于轨道交通和道路两

者形成协调配合的一体化的交通体系，同时避免了工期紧张的问题。建议轨道走廊同步实施

道路借鉴轨道二期工程地铁 3 号线与深惠路采用的“捆绑”模式进行设计和建设，提前进行规

划和立项；而对其它道路，建议规划、发改部门在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等

规划时，应统筹考虑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及运营需要，为避免重复投资，将上述道路工程列入

常规建设项目，稳步推进，避免特事特办，违规基建程序。 

3. 公交接驳场站规划及实施检讨 

3.1 公交接驳场站规划情况 

为构筑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轨道二期线路交通详细规划根据轨道

网络与常规公交线网接驳的布局结构、各车站的交通接驳模式及服务范围、车站接驳客流量

和车站周边城市结构和用地布局，将车站从交通功能上分为综合枢纽站、交通接驳站、片区

接驳站以及一般换乘站四类。规划除一般换乘站和原特区内车站由于用地条件限制，基本不

设置接驳公交场站外，轨道二期工程 5 条线路共 111 个车站共设置了 54 个接驳公交场站，

特别是考虑原特区外轨网密度较低、大部分车站以接驳客流为主，轨道二期 1、2、3、4 号

线在原特别区外约 80%的车站设置公交接驳场站，各线路接驳场站分布见表 1。 

在我市土地资源紧缺情况下，考虑集约利用土地，规划要求公交接驳场站一般不独立占

地，以结合建筑附设为主，特别是土地价值高的商业中心公交场站须结合建筑附设。轨道二

期车站规划 54 个接驳公交场站除 15 个独立占地外，其余 39 个均采用附建式，且需结合旧

城（村）改造实施，规划仅预留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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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轨道二期线路公交接驳场站分布表 

线路 车站（个） 公交场站（个） 全线（原特区外）车站设置比例 
1 号线 15（8） 9（7） 60.0%（87.5% ） 
2 号线 29 10 34.5% 
3 号线 30（17） 17（13） 56.7%（76.5%） 
4 号线 10（8） 9（7） 90.0%（87.5%） 
5 号线 27（18） 11（8） 40.0%（44.4%） 
合计 111 54 48.6%（74.0） 

3.2 规划实施和检讨 

2009 年，规划部门针对轨道二期工程运营与公交接驳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公交接驳

场站虽然已纳入各层次规划，但在法定图则落实用地时基本为非独立占地，以结合建筑附建

为主，基本需结合旧城（村）改造建设。由于沿线城市开发（旧改或新地块开发）与轨道建

设工期不匹配，除宝体站，西乡站，深湾站三个独立站地的公交场站纳入建设计划外，规划

的不独立占地场站由于近期同步实施时需要占地，与规划不符，且涉及用地权属调整，拆迁

等问题，导致公交接驳场站建设基本未实施。 

为了在轨道二期工程运营时尽快实现较方便的公交接驳服务，规划提出建设临时公交场

站，来化解公交场站同步建设时与规划不独立占地不符、与旧改结合难的矛盾。规划与地铁

二期工程同步实施公交接驳场站 18 个，分为临时公交场站、独立占地永久场站（含施工恢

复）公交场站两类：一是对于规划为与用地开发相结合的非独立站地公交场站以及近期难以

按规划落实的公交场站，在规划位置或附近安排临时公交场站，待地铁开发再改为附建式公

交场站，共计 12 个；二是对于规划为独立站地场站且实施性较好的公交场站（包括施工占

地恢复），按规划实施，共计 6 个，详见表 2。 

表 2 轨道二期工程规划接驳公交场站规划及实施情况表 

公交场站 
规划数量（个） 建成数（个） 

实施率
总量 独立占地 结合物业 总量 独立占地永久场站 临时占地公交场站 

二期工程 54 15 39 18 6 12 32% 

 

 

图 2 与轨道二期工程同步实施的公交接驳场站方案图 

3.3 规划检讨 

附建式公交场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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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规划二期同步建设的 18 个公交场站基本建成，实施率 100% ，但仅占规划 54 个

的 32%，详见表 2。从轨道二期同步实施接驳公交场站实施率 100%来看，在根据长远规划

意图进行基础设施布局时，建议根据现实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近期可实施方案，在未来公

交接驳场站以附建为主、近期难同步建设的情况下，采用临时场站是一个既能满足近期实施

要求，又可落实同步实施规划意图的理想方案。 

轨道二期工程同步实施接驳公交场站实施率仅占规划 32%，实施率相对偏低，一方面

原因是深圳土地资源紧张，接驳公交场站落地难。但反思接驳公交场站布局规划，考虑轨道

二期工程线路均为轨道干线，线路距相对较密，原有规划在轨道二期线路交通详细规划的

111 个车站设置的 54 个接驳公交场站数量偏多，特别是原特区外约 80%的车站设置了公交

接驳场站，比例过高，随着未来中心城区轨道网加密，城市外围增加轨道快线，轨道二期线

路接驳功能将弱化，未来规划应适当减少接驳公交场站数量，规划主要在线路终点、横向公

交走廊、重要交通节点、地区中心等承担较强轨道接驳功能的车站设置接驳公交接驳场站即

可，以充分发挥各个公交接驳场站的功能。 

4. 人行过街接驳设施规划及实施检讨 

4.1 人行过街设施规划情况 

由于轨道工程需上报国家发改委审批，轨道投资总额受一定限制，列入轨道工程的车站

出入口数量有限，部分地区的车站为了方便轨道乘客和行人过街，还需同步建设部分地铁车

站出入口。为避免二次工程带来的不良影响和投资浪费，规划部门结合城市综合交通的发展，

在区域人行系统规划指引下，在轨道工程初步设计阶段中期车站出入口方案基本稳定后，提

出了与轨道工程同步实施的车站人行过街通道方案，这些行人过街通道作为地铁车站配套工

程建设，统一打包立项，工程费用列入市政投资另计。规划与车站同步实施的行人过街通道

设置原则如下： 

①车站乘客需横穿（跨）高快道路、干性线主干道和铁路等行人难在平面通过的地段，

应增设车站出入口兼行人过道通道； 

②车站乘客需横穿道路交通流量大（一般要求交叉口流量超过 6000pcu /小时，或者与

主要乘客交叉方向的交通量超过 4000 pcu /小时）的道路交叉口，应增设车站出入口兼行人

过街通道； 

③车站虽紧邻较低等级道路或者交通量较小交叉口，或乘客跨越道路连接接驳公交场

站，且过街乘客超过 3000 人次/小时，应增设车站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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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与轨道车站同步实施的行人过街通道示意图 

根据上述分析，规划方案提出了与二期工程车站同步实施的 23 座车站行人过街通道方

案，方案包括过街通道的位置、规模、出入口设置等情况，详见图 4。 

 

图 4 与轨道二期车站同步实施行人过街通道方案 

4.2 实施情况及检讨 

考虑实施时间紧迫，规划根据行人过街通道与地铁工程紧密度，提出了实施主体安排，

一是与地铁工程紧密连通的过街通道，原则上交由地铁建设单位负责建设，列入车站工程同

步设计和开工；二是与地铁工程相对独立的人行天桥，若与道路改造同步，交由道路建设单

位实施，若与道路改造不同步，交由相关区政府实施。深圳市轨道二期工程于 2011 年 6 月

全面建成通车，根据通车调查，目前按规划方案同步实施的行人过街通道共有 9 处（7 座车

站），约占规划方案的 31%（共 29 处），同步建成率低，主要原因如下： 

①同步实施过街通道方案提出时间较晚，本次过街通道方案是在轨道工程初步设计中期

阶段以后，才提出列入与地铁二期工程同步实施，由于重新立项报批占用时间，错过了与地

铁工程同步实施的合理时间，导致同步建成率偏低； 

②部分同步实施过街通道工程复杂、工程协调难度大（如草埔站跨广深铁路通道），通

道工程本身施工工期长，难以同步建成； 

③由于在初步设计阶段，轨道车站方案或出入口方案调整（如红岭站由普通站调整为换

乘站），原规划同步过街通道调整，不需同步建设。 

鉴于在轨道工程初步阶段提出与车站同步实施过街通道的实施率偏低，为提高同步实施

率，建议提前筹划同步实施过街通道，充分考虑同步实施过街通道立项报批时间，以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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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和难度，在轨道工程总体设计阶段或初步设计阶段，就明确方案，并立项报批，真正

做到与车站同步设计和建设。对于与轨道工程关系相对不紧密的同步实施高架人行过街设

施，建议规划提前梳理，留出必要合理的立项、设计和建设等时间，按城市常规建设项目进

行建设，不搭地铁建设的车。 

若考虑未来轨道建设工可审批权由国家发改委下放到地方后，考虑轨道投资和人行过街

通道均为市政投资，在对轨道总投资额控制相对合理的情况下，建议车站出入口结合城市和

交通要求合理增加，一并纳入轨道工程，避免分别立项、接口设计协调难的矛盾。 

5. 结语 

面对快速城市化、区域化、机动化的三重压力，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建立以轨道交通为

核心的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已成为我国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轨道交通接驳实施

布局是否合理、是否如期建设对轨道交通吸引客流、提高出行服务水平至关重要，规划层面

对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进行了详细布局，但针对轨道交通设施类型多，单个接驳设施项目规模

小的情况，如何从规划层面转向建设层面系统性的实施尚缺乏实质操作案例，本文总结了深

圳轨道交通二期工程普通车站周边的交通接驳设施规划和建设经验，并根据实施情况进行检

讨，希望能够为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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