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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有轨电车交通一体化设计方法研究 

李鹏凯 
 

【摘要】现代有轨电车是作为一种新型中运量公共交通方式，其线路规划、设计、运营、管

理等均与现有交通方式存在一定差异。本文着眼于有轨电车交通设计方面，结合线路沿线用

地情况、人口岗位分布、道路功能及交通组织、公交及慢行需求等方面要素，建立有轨电车

交通一体化设计方法，将车站选址及设计、道路交通设计、公交设施布局优化、信号优化及

慢行设施优化等方面内容加以整合，统筹考虑，以提高有轨电车服务水平，同时最大限度地

降低对沿线道路的影响。 

【关键词】现代有轨电车；交通设计；一体化设计；交通效益；服务水平 

 

0. 引言 

现代有轨电车是在传统有轨电车技术基础上，对车辆、导轨、供电及运营管理等方面技

术进行改进提升，进而形成的新型、绿色公共交通方式。系统完全采用电力牵引，具有低碳

环保、安全可靠、便捷舒适等诸多优点，同时其建设投资及周期均远低于地铁、轻轨等其他

城市轨道交通。 

现代有轨电车高峰小时单向最大运能可达 8,000~15,000 人次，远高于常规公交，属于中

运量公共交通工具，适合于中小城市中承担骨干公共交通服务，或在大城市组团内承担中运

量公共交通服务。 

上世纪 90 年代起，欧洲主要国家开始大量恢复或新建有轨电车线路，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日本也陆续在中等城市引入现代有轨电车；新世纪后，国内大连、长春、沈阳、

上海、天津等城市也相继改造或新建现代有轨电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已有 300 多座城

市建设运营有轨电车。 

国内学者于近十年开始开展现代有轨电车研究工作，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现代有轨电车

系统研究，现代有轨电车车辆特性研究，现代有轨电车适用模式研究及现代有轨电车信号优

先控制研究等方面。祝华（2004）[1]、刘晓艳（2006）[2]等概述了法国波尔多市、斯特拉斯

堡市的有轨电车规划设计理念，并介绍了 Citadis 有轨电车的结构、主要参数和供电系统。

王浩川（2000）[3]、沙梦麟（2005）[4]、卫超（2008）[5]等分别从现代有轨电车车辆技术、

系统特点、规划运营等方面介绍了国外现代有轨电车的发展概况及成功经验，并分析了对我

国发展现代有轨电车的参考借鉴意义。徐正和（2005）[6]、陈丽莎（2006）[7]、徐道钫（2008）
[8]分别结合大连、天津、上海有轨电车的应用实例，对电车布局型式、线位、站位等方面进

行了研究。 

国外研究多为对已实施有轨电车的城市的方案介绍、评价，以及有轨电车的规划设计方

案、系统运营后的成本-收益的介绍。Peter Coffey（2006）[9]、Leland Consulting Group（2007）
[10]、Feng Xie（2008）[11]、Nelson Consulting（2008）[12]分别对美国阿尔布开克市、波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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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图等市的有轨电车规划设计建设方案、车辆性能、运营效益等方面内容作了全面详实的

介绍，可为国内建设现代有轨电车提供借鉴。 

目前现代有轨电车的车辆性能、供电技术、运营技术等研究已日趋成熟，但在系统规划

设计方面研究仍较欠缺。同时由于现代有轨电车大多采用地面敷设，如何处理与沿线道路的

关系，如何对沿线道路进行改造设计，是现代有轨电车规划设计阶段需重点研究的问题。因

此，本文重点着眼于有轨电车交通设计方面，结合线路沿线用地情况、人口岗位分布、道路

功能及交通组织、公交及慢行需求等方面要素，建立现代有轨电车交通一体化设计方法，将

车站选址及设计、道路交通设计、公交设施布局优化、信号优化及慢行设施优化等方面内容

加以整合，统筹考虑，以提高现代有轨电车服务水平，提升片区整体交通品质。 

1. 问题描述 

根据国内外建设经验，现代有轨电车以地面敷设方式为主，大多设置于道路空间或城市

绿地中，且在路权形式上，多采用路段独立路权、路口共享路权的半封闭路权方式。现代有

轨电车建设周期及投资均相对较小，但同时其建设、运营受道路的影响也较大：规划阶段，

现代有轨电车线网规划需与道路网规划方案紧密结合；设计阶段，需妥善解决与道路交通设

计之间的矛盾；建设阶段，需合理规划沿线车流组织，有效疏导交通；运营阶段，需与沿线

路口交通控制方案相协调。 

本文重点关注现代有轨电车交通设计阶段，经过系统分析，现代有轨电车交通设计需解

决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1) 沿线相交道路交通组织 

现代有轨电车旅行速度与服务水平要求沿线道路减少与电车的冲突，尽量保障现代有轨

电车的畅通；而片区居民出行需求及路网通行效率要求应增加片区进出通道，提高片区道路

通达性。现代有轨电车沿线交通组织应妥善协调电车运营与路网通达性之间的关系。 

(2) 现代有轨电车与轨道交通、常规公交的协调关系 

现代有轨电车作为中运量的公共交通方式，需妥善协调与大运量轨道交通、低运量常规

公交之间的关系，共同构筑系统的公共交通体系。 

(3) 现代有轨电车沿线慢行设施整合 

为加强客流覆盖，现代有轨电车车站需设置合理的慢行过街设施及接驳设施，为避免资

源浪费，应将新建慢行设施与现状慢行设施进行有机整合。 

(4) 现代有轨电车沿线交通设计方案 

由于现代有轨电车多采用路面敷设方案，故需对路段断面进行改造设计，同时需结合电

车对路口进行渠化设计，以保障交叉口的通行效率，尽量避免出现交通堵塞现象。 

(5) 现代有轨电车沿线路口信号配时优化 

由于现代有轨电车在路口多采用共享路权方式，路口延误受信号控制方案影响较大，因

此应结合电车行驶特性对路口信号控制方案进行优化，以降低电车停车延误，同时尽量减少

对社会车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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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建议系统考虑各方面影响因素，通过一体化的交通设计方法，

提升现代有轨电车沿线交通品质。 

2. 交通一体化设计 

交通一体化设计指综合考虑城市用地、有轨电车、道路条件、公交慢行等方面因素，将

道路断面改造、站台设置、公交慢行设施完善、路口渠化设计、信号优先等方面整合统一，

通过精细化的交通设计，扩大车站覆盖区域，方便进出客流，强化慢行接驳，整合片区公交

系统，降低有轨电车行驶延误，同时保障路口的通行效率。 

2.1 技术路线 

一体化交通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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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一体化设计技术路线图 

2.2 设计指引 

本文通过对各方面要素进行深入分析，得出不同要素的设计指引，由于该部分内容非本

文重点，在此不作详细介绍，仅罗列研究结果如下： 

(1) 车站选址 

应靠近主要客流发生吸引点；应考虑道路断面改造空间。 

(2) 站台形式及过街形式 

道路资源充足且饱和度较低的路段优先考虑对称侧式车站+平面过街方案；道路资源较

为紧张且饱和度较低的路段优先考虑分离侧式车站+平面过街方案；饱和度较大的路段优先

考虑路段岛式车站+人行天桥过街方案；道路资源极为紧张且饱和度较高的路段可考虑采用

分离侧式车站+人行天桥过街方案。 

(3) 道路改造及交通组织 

沿线道路改造设计要综合考虑有轨电车、机动车道、过街设施、公交设施和慢行设施；

车站及交叉口处的道路断面资源无法保证各种设施集约设置时，为减少协调实施难度，考虑

利用红线外建筑退让空间设置慢行设施。 

(4) 信号优先控制方案 

交叉口机动车流量及行人流量均较小时，可考虑采用绝对优先控制方案；现代有轨电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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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为交叉口主要车流方向时，优先考虑采用主动优先控制方案；现代有轨电车异向车流量

较大时，应综合交叉口人均延误和交通量确定信号优先方案。 

(5) 公交一体化规划 

沿线公交车站位置应根据有轨电车车站和行人过街设施位置适当调整。 

3. 案例分析 

本文结合作者具体参与的深圳市龙华新区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工程对交通一体化设计

方法进行介绍。 

3.1. 项目概况 

深圳市龙华新区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工程是深圳市第一条现代有轨电车线路，线路定位

为打造集提高新区形象、彰显城市特色、引导区域经济发展为一体的高品质公共交通工具，

并对全市发展现代有轨电车提供示范。 

龙华新区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工程主线南起地铁 4 号线清湖站，经清龙路、梅龙路、

大和路、人民路、环观中路及平安路至观澜大道路口设终点；同时在环观南路设支线，至环

观南路-五和大道路口设置支线终点。线路全长 11.49km，沿途设站 21 座，其中主线线路长

度 8.59km，设站 16 座。支线线路长度 2.9km，沿途设站 6 座。具体线站位方案如图 2 所示。 

 
图 2 深圳市龙华新区现代有轨电车示范线工程线站位方案图 

本文重点选取道路条件、周边交通组织均较为复杂的清湖工业园站作为案例介绍交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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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设计方法。 

3.2. 现状分析 

清湖工业园站位于大和路-梅龙路交叉口，电车线路在路口转弯。大和路、梅龙路均为

龙华新区南北向交通性主干道，为片区南北向主要交通联系通道。清湖工业园站现状南侧为

龙华花半里住宅小区，东侧为清湖工业园区，西侧为观澜河；规划用地与现状基本一致。车

站周边现状及规划用地情况如图 3 所示。 

  
图 3 清湖工业园站周边现状及规划用地情况图 

现状大和路-梅龙路交叉口南进口设置 1 左 3 直，西南进口设置 3 直 1 右，北进口设置

3 直 2 右，具体设计方案如图 4 所示。 

 

图 4 大和路-梅龙路现状交通设计方案图 

现状路口的主要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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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叉口面积过大，南北向进出口道相距 110 米，车辆通行效率低下； 

(2) 距离上下游相邻路口均较远，交叉口车速较快，行人过街安全性低； 

(3) 西南进口左转流量极小，道路资源浪费严重，现状交叉口各方向流量如北进口右转

未进行渠化，且受信号灯控制，通行能力较低； 

(4) 路口信号配时方案欠佳，相位②仅放行北向直行，绿灯时间浪费严重。路口信号配

时方案如图 5 所示。 

(5) 现状交叉口设计方案未考虑东侧清湖工业园的进出交通组织问题，路口经常发生清

湖工业园进出车辆逆行现象。 

(6) 表 1 所示。 

(7) 北进口右转未进行渠化，且受信号灯控制，通行能力较低； 

(8) 路口信号配时方案欠佳，相位②仅放行北向直行，绿灯时间浪费严重。路口信号配

时方案如图 5 所示。 

(9) 现状交叉口设计方案未考虑东侧清湖工业园的进出交通组织问题，路口经常发生清

湖工业园进出车辆逆行现象。 

表 1 大和路-梅龙路交叉口现状交通流量及饱和度一览表 

 
西南进口 南进口 北进口 

合计 
左转 右转 左转 直行 直行 右转 

车道数 3 1 1 3 3 2 13 

交通流量 769 7 11 578 691 1083 3139 

饱和度 0.55 0.02 0.04 0.36 0.63 0.74 0.47 

 
图 5 大和路-梅龙路现状信号配时方案图 

3.3. 设计要点 

根据现状路口存在问题及有轨电车运行情况可归纳出该路口的设计要点为：重点解决现

代有轨电车站台设置、路口通行效率、人行过街安全、清湖工业园进出交通组织等方面问题。 

3.4. 设计方案 

(1) 人行过街形式：由于大和路、梅龙路车速较快，为保障行人过街及进出站安全，建

议取消地面人行横道，采用人行天桥过街； 

(2) 站台形式及位置：为便于天桥架设，建议采用整体岛式站台；由于近远期南侧龙华

花半里小区为主要客流发生吸引点，因此将站台设置于交叉口西南进口； 

(3) 路口交通组织：由于现状南进口左转量极少，且从未来片区发展角度分析，路口南

进口基本无左转需求，因此建议南进口取消左转车道，少量左转车辆通过绕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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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解决； 

(4) 路口渠化设计：为提高路口通行效率，建议将停车线提前，降低路口面积；同时渠

化北进口右转车道，提高右转车辆通行效率； 

(5) 清湖工业园进出交通组织：建议在路口设置左转车道，清湖工业园左转车辆可通过

园区内部道路驶入路口东进口左转车道进行左转。 

(6) 路口信号控制：现代有轨电车采用主动优先控制；初始信号控制方案如图 7 所示。 

 

图 6 清湖工业园站交通一体化设计方案图 

 
图 7 大和路-梅龙路交叉口初始信号控制方案图 

通过一体化设计后，路口通行能力大幅提升，饱和度有效降低，同时保障了电车运行速

度，提高了行人过街安全性，优化了周边地块进出交通组织，整体交通品质显著改观。近期

交叉口各方向流量及饱和度如表 2 所示。 

表 2 大和路-梅龙路交叉口近期交通流量及饱和度一览表 

 
西南进口 南进口 北进口 

合计 
左转 右转 直行 直行 右转 

车道数 3 1 3 2 3 12 

交通流量 769 7 578 691 1083 3128 

饱和度 0.45 0.02 0.34 0.41 0.42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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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本文基于现代有轨电车交通设计中所面临的问题，提出采用交通一体化设计方法，阐述

了交通一体化设计的概念、思路及设计指引，并结合实际案例对交通一体化设计方法进行详

细介绍。实践证明，交通一体化设计方法可有效提高现代有轨电车服务水平，改善整体交通

品质。 

另外，本文主要从设计思路及方法上对现代有轨电车设计进行研究，车站选型、信号优

先等方面均停留在定性描述阶段，仍有待于下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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