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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发展现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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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概况 

• 经济总量突破10000亿，居国内城市第三名，五年翻一番；2011，12303。 

• 常住人口达到1270万，五年增加300万； 2011，1275。 

• 民用汽车拥有量158万辆，五年翻一番； 2011，185。 

• 市区机动化交通出行总量为1870万人次/日，五年平均每年增加100万； 

2011，1950。 

• 中心区晚高峰车速为24km/h，比2005年微降1公里，运作状况在世界特大城

市中保持前列；2011，24。 

• 辐射国际、国内的陆、海、空综合交通枢纽基本形成。 

• 以广州为核心辐射周边城市的珠三角一小时都市圈正在形成…… 

 

 

 

新白云国际机场实景 广州南站实景 南沙港区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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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 

•以竞争对象而言，广州市公共交通发展历经了自行车竞争阶段（上世

纪90年代中期以前）、摩托车竞争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禁摩

前），目前正处于与私人小汽车竞争的发展阶段（禁摩后～） 。 

 

私人小汽车竞争阶段 摩托车竞争阶段  自行车竞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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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成长 

•伴随人口和居民出行增长，广州市公共交通系统的客运量呈整体上升趋势。

2011年，公交系统客运量达到50.1亿人次/年，日均约1370万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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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组成 

•公交客运量中轨道交通比例稳步上升，其它方式比例逐步下降；轮渡因

过江桥的修建，客运量降低，客流性质也由通勤向休闲逐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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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建设历程 

• 1999年6月28日，广州地铁一号线

全线开通，全长18.5km，16个站。 

• 2003年6月28日，二号线首期工程

通车，全长18.5km，17个站，轨道

网络初步成网，总长达到37km，32

个站。 

• 2006年12月30日，三号线、四号线

（新造～黄阁）开通，运营总里程

116km，共59个站。 

• 2009年底～2010年11月，分别开通

了五号线、三号线北延线、广佛线，

同时二、八号线进行了拆解，四号

线延伸至黄村站，至此广州地铁运

营总里程达到了222km，八条线路，

123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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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 
本线客

流 

一次换

乘 

二次换

乘 

三次换

乘 

出行量 

（万人次/

日） 

263 130.4 96.3 35.9 较少 

比例 － 49.7% 36.7% 13.7% － 

客运量 

（万人次/

日） 

431 130.4 192.6 107.7 － 

换乘系数 1.64 
－ － － － 

轨道交通客流总体特征 

•随着广州市轨道交通逐步成网，现状轨道

交通承载力持续增强，骨干交通作用日趋

明显。 

•2011年12月一周工作日，广州地铁日均客

运量431万人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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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线客流持续增长，一号线日均客流超过百万，客运强度高达5.44万人

次/Km； 

•郊区线换乘客流居高不下，四号线换乘比例最高为84.1％； 

•广佛客流交换比较频繁，平均运距11.43Km,占全长57.4％。 

      

 

 

线路 L1 L2 
L3 

北延线 
L3 L4 L5 L8 GF线 全网 

起讫 

站点 

西朗～ 

广州东站 

嘉禾望岗～ 

广州南站 

机场南～ 

体育西路 

天河客运站 

～番禺广场 

黄村～ 

金洲 

滘口～ 

文冲 

凤凰新村～ 

万胜围 

魁奇路 

～西朗 

线路长度 

（Km） 
18.5 31.8 33 34.2 46.7 31.9 15 19.9 231 

站点数 16 24 13 16 16 24 13 14 136 

客运量 

（万人次/日） 
100.7 91.9 35.1 70 16.4 65.6 40.7 10.3 430.7 

同比增长 9.7% 21.2% 51.3% 14.4% 32.3% 18.4% 17.6% 39.2% 19.0% 

客运强度 

（万人次/Km） 
5.44 2.89 1.06 2.05 0.35 2.06 2.71 0.52 1.86 

平均运距 

（Km） 
5.42 6.32 8.45 8.12 10.63 7.18 4.64 11.43 11.21 

占线路 

长度比例 
29.3% 19.9% 25.6% 23.7% 22.8% 22.5% 30.9% 57.4% 4.9％ 

轨道交通单线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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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客流断面为早高峰时一号线公园前～农讲所

区间，断面客流达到3.41万人次/小时。 

•现状满载率较高的线路为三号线北延线和三号线，

按6人/m²计算，早高峰期间满载率均高于100％。 

线路 早高峰断面 
客流量 

（万人次/小时） 

发车间隔 

（分钟） 

单向运能 

（万人次/小时） 
满载率 

一号线 公园前～农讲所 3.41 3 3.72 91.7% 

二号线 
市二宫～海珠广

场 
3.15 3.5 3.16 99.7% 

三号线北

延线 
燕塘～广州东站 1.83 6.5 1.46 125.3% 

三号线 
赤岗塔～珠江新

城 
2.72 3.5 2.48 109.7% 

四号线 车陂～车陂南 0.63 4.5 1.23 51.2% 

五号线 猎德～珠江新城 2.21 4 2.14 103.3% 

八号线 鹭江～客村 1.48 4 2.79 53.0% 

广佛线 菊树～西朗 0.44 5 1.15 38.3% 

轨道交通客流高峰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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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西路站和公园前站，分别达到44.7人次/

日和41.7万人次/日，两站换乘量分别为25.8

万人次/日和23.2万人次/日； 

•乘降量和换乘量最小的站点分别为万胜围站

和广州东站； 

•外围郊区线与中心区线路的换乘比例很高，

接入点的选择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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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乘站 
集散量 

（万人次/日） 

换乘量 

（万人次/日） 

乘降量 

（万人次/日） 
换乘比例 

西朗 2.9 6.9 9.8 70.4% 

公园前 18.5 23.2 41.7 55.6% 

杨箕 7.7 14.9 22.6 65.9% 

体育西路 18.9 25.8 44.7 57.7% 

广州东站 11.7 3.8 15.5 24.5% 

嘉禾望岗 5.7 7.1 12.8 55.5% 

广州火车站 19.1 10.6 29.7 35.7% 

昌岗 7 18 25 72.0% 

珠江新城 10.4 13.9 24.3 57.2% 

客村 9.9 14 23.9 58.6% 

车陂南 3.7 7.7 11.4 67.5% 

万胜围 1.4 7.1 8.5 83.5% 

轨道交通换乘站点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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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变化 

•随着轨道网络成型，换乘客流大幅增加，全网换乘系数由两线的1.27上升至

1.64。 

•市区线的换乘比例小于郊区线，四号线换乘比例最高。 

• 轨道网从市区向郊区延伸过程中，全网换乘量和换乘系数均会增加，由于郊

区线需依托市区线发展客流，换乘率一般都比较高。 

 

 

 

 

 

 

 

 

 

 

 

 

线路 换乘比例 线路 换乘比例 

一号线 65.8% 五号线 66.2％ 

二号线 67.8% 三号线北延线 72.4％ 

三号线 69.4% 八号线 82.6％ 

四号线 84.1% 广佛线 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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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工作日全日客流主要集中于核心区（除老城），该区内客流占全网比

例高达65.3％，约171.4万人次/日。 

•就组团而言，分布最大为核心区（除老城）内部的客流，比例高达17.5％，

其次为老城区与核心区的进出客流，分别为13.6％和14.9％。 

      

 

 

轨道交通客流空间分布 

工作日轨网全日客流空间分布 工作日轨网全日客流环城内外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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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客流乘距变化 

• 线网的平均乘距由单线开通时的6.9Km上升至11.21Km，增长62％； 

• 随着轨道网络逐步成规模，全网平均乘距增加。郊区线的平均运距通常要

远高于市区线，是全网乘距增加的主要原因。 

年份 2002年 2004年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2011年 

平均乘距（km） 6.8 6.86 7.03 9.44 10.85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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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工作日客流早晚高峰明显，早高峰 

（8:00~9:00）比例10.9％，晚高峰

（18:00~19:00）比例10.5％，早高峰

略高； 

•市区线与郊区线客流时间分布特征不同，

市区线早高峰客流比例与晚高峰相当或

低于晚高峰，郊区线早高峰客流比例明

显高于晚高峰。    

 

 

轨道交通客流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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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公交投入逐年增长，汽、电车保有量持续上升，由1999年5375辆，

上升至2011年11640辆，年均增长率6.7％； 

•公交线路数与汽、电车保有量协调同步增长，至2011年，全市850条，

几乎是2000年全市公交线路数的2倍。 

常规公交运力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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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大对公交路权优

先的支持力度，在现有公交专用道

128.5公里的基础上，加大对中心城

区分时公交专用道的设置力度，在

2011年施划约70公里公交专用道，在

2012年6月底已经全部贯通，到2013

年计划公交专用道总里程达到300公

里。 

 效果：公交车提速6.58%，早晚高峰

线路单程营运时间缩短6-8分钟，新

开高峰快线日载乘客超万人。 

18 

专用道开通后交通状况有所改善 

公交专用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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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维持重点站点的候乘秩序，加强现

场调度管理。 

 为及时输运高峰客流， “空车切入

”、“长短结合”调度模式植入专用

道。 

 为司机文明驾驶，加强各企业管理人

员和驾驶员的培训。 

 为避免公交车机障堵塞专用道，做好

应急拯救。 

 为专用道配套设施到位，优化标志标

线。 

19 

交通志愿者指挥公交车规范进站 

公交车依次有序进站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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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在公共交通系统票价优惠方面进行了两次较大的调整 ,分别是月

票制和累积优惠制；常规21公里内1票制，以上与地铁一样分段计价。 

前后对比 常规公交 地铁 

调整前 普通巴士1元；空调巴士2元； 
地铁：以内2元；4~每递增加1元；

12~每递增加1元；以后每增加1元。 

原月票优惠方案 

普通月票（实施） 

限次月票88元/月，限乘公交车90次/

月，不限线路；定线月票88元/月，

市民任选2条公交线，线路内当月不

限次搭乘； 

（1）55元/月，限乘20次； 

（2）88元/月，限乘35次； 

（3）115元/月，限乘50次。 

学生票（实施） 

限次月票50元/月，限乘公交车90次，

但不限线路；定线月票50元/月，任

选2条公交线，线路内当月不限次搭

乘。 

每次5折优惠 

老年人优惠票（2008

年12月实施） 
遵从《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办法》。 遵从《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办法》 

重度残疾人优惠票

（2008年12月实施） 
免费 免费 

现行优惠方案 全面实施 

（1）一个自然月内，持同一张羊城通卡乘坐公交或者地铁次数累计15次

后（公交地铁乘坐次数可合并计算），从第16次开始乘坐公交或者

地铁均可享受票价6折优惠，每月累计次数不跨越计算。 

（2）学生使用学生卡直接享受5折优惠。 

（3）老年人和重度残疾人优惠政策维持不变。 

公交票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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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层次常规公交线网逐步凸显： 

开行高峰快线有效缓解主干道高峰期乘车难问题； 

增加与轨道交通衔接的线路以及开行社区穿梭巴士强化公交、轨道交通与社区之

间的衔接； 

增加中小巴线路改善和提升城乡结合部及城郊地区的公交服务水平。 

•公交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 

智能公交项目已完成63条线路的1424台车载设备的安装工作； 

建成1个总监控调度中心和5个分监控调度中心； 

完成200块中途站电子站牌、110块总站电子站牌。 

 

 

 

 

常规公交供给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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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公交客运量基本维持上升的趋势，从1999年日均369万人次/日，

增长至2011年693万人次/日，年均增长5.4％； 

•线路数的调整，以及轨道交通影响，常规公交客运量存在一定波动。 

 

 

 

 

常规公交客运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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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内公交客流主要集中在几条

主要走廊上：东风路、中山大道、

解放路、广州大道和新港路； 

 

•居住社区周边公交站点集散量较

大，部分日均集散客流达到5万

人次/日。 

 

 

走廊流量 

站点集散 

常规公交客流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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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来，出租车运力变化不大，仅从1.5万辆，上升至约2万辆，年

均增长1.9％。 

•随着居民出行收入的增长，出租车客运量增长迅猛，周转率提高，空

驶率降低。2011年日均客运量约227万人次/日。 

出租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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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交通整体运力偏低： 

 轨道交通配车数量少，车厢内过于拥挤，舒适性不及小汽车，

客观上影响了轨道交通的竞争力； 

 公共汽电车和出租车的拥有量偏低，与世界公交都市存在较大

差距。 

城市 公共汽、电车（拥有量/万人拥有量） 出租车（拥有量/万人拥有量） 

广州 1.06/10.0 1.9/18.7 

新加坡 1.41/31.5 2.33/52.0 

香港 1.9/27.2 1.8/25.8 

北京 2.12/12.5 6.7/39.5 

上海 1.7/9.0 4.9/25.9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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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专用道路权保障程度低： 

 受右转出入车辆和行人自行车干扰大。 

 

       

东风路公交专用道实景 

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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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线网布局不尽合理： 

 主城区线路重叠严重，外围区线路不足。 

 常规公交未能与轨道交通协调发展。 

 中心片区城市用地范围内500米站点覆盖率已接近规范要求，外围区站

点覆盖率明显偏低。      

指标 

广州市 

北京 上海 香港 行业标准 

主城区 中心片区 副城区 外围片区 

线网密度 

(km/k㎡) 
3.45 1.13 2.83 0.38 4.1 3.9 4.5 

3~4 （中心区） 

2~2.5（外围区） 

线网重复系数 11.1 7.0 4.5 3.8 

站点覆盖率 65.6% 28.6% 35.1% 4.8% 

站点覆盖率 86.5% 49.4% 62.5% 10.1% 85% 90% 97% 
90%（中心区） 

50%（外围区） 

存在问题 



专题：BRT发展情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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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 2009年开始动工建设，总投资7.24亿元； 

• 西起天河区体育中心，沿天河路-中山大道-黄埔东路，东至萝

岗区开发大道； 

• 设计全长22.9公里，全线规划路宽60米； 

• 设站台26座，其中对开式15座，错位式11座，站台长度由55

米至220米不等； 

• BRT线路31条，营运车辆958辆； 

• 2010年2月10日试运行，广州成为我国第十一个开通BRT的城

市； 

• 平均运营速度23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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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T起点：体育中心 

BRT终点：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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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大容量、快速的公共交通方式，常规公交的核心

与骨干，也是轨道交通的补充、延伸和过渡。 

系统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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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闭走廊＋灵活线路”的系统模式。 

           该模式的本质是“发展高标准的公交专用道”，目标

是“实现常规公交的大运量、快速化”，即通过发展高标

准的公交专用道系统，将现有常规公交整合后进入专用道

行驶，实现公交的大运量、快速化，同时改善交通秩序，

减少公交车与社会车混行干扰，科学、合理地分配有限的

道路资源，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系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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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中式，其中在非站台区域为双向两车道；

站台区域为双向四车道（含2个停车道）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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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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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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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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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段道路标准横断面图

道路布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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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量：26对，即52座 

 布置形式:   对开式（15对）和错位式（11对） 

 地台高度：35cm 

站台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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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内平面功能分区由入口监控室、检票区、上下车区/候车区3部分组成 

站内平面功能分区由入口监控室、检票区、上下车区3部

分组成；各子站并按标准化模板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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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监控室、检票区 

上下车区/候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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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型：12米车、18米铰接车 

容量：75-90人/车（12米）、150-180人/车（18米） 

燃料：LPG（车用液化石油气） 

低地板：35cm 

智能化：GPS、乘客信息服务等 

车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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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米BRT公交车 



40 

18米铰接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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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定位系统； 

运营调度指挥系统； 

乘客信息服务系统； 

闭路电视监视系统； 

周界防范系统； 

路口信号优先系统。 

智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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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费方式 

方式一、现金 
方式二、IC卡 

票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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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T车辆安装有射频卡，安全门装有感应接收装置，由司机
控制，实现车辆与安全门的联动。 

安全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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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流量大的车站设自动扶梯 

行人过街及进出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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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过街及进出站设施   

结合原有规划天桥15座（3座设电动扶梯） 

利用现有过街天桥5座， 

利用现有过街隧道3处 

结合现有地铁隧道3处 

结合现有路口和社会车掉头，平面过街9处 

实施后，减少红绿灯7处，减少现状无信
号不安全过街10处。 

中山大道快速公交（BRT）沿线站台布置及过街方式一览表 

编号 站名 
过街及进出站方式 

新建天桥   改建天桥   地铁隧道 过街隧道   平面过街 

1 体育中心       2   

2 石牌桥     1   1 

3 岗顶 1   1     

4 师大暨大 1         

5 华景新城   1     1 

6 上社 1         

7 工业园 1         

8 棠下   1     1 

9 棠东         2 

10 天朗明居 1         

11 车陂     1     

12 东圃         2 

13 黄村 1         

14 珠村 1         

15 莲溪 1         

16 茅岗 1         

17 蟹山 1         

18 下沙       1   

19 乌冲   1       

20 文园 1         

21 双岗 1       1 

22 沙浦 1         

23 神庙   1       

24 庙头 1       1 

25 隔墙 1         

26 夏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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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T站过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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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过街方式： 

           两侧人行道安装呼叫按钮，当警铃响时，站务人员确定情况后按

下交通信号灯，确保通行车辆停止后，放下踏板，协助残疾人通过专

用人行道，进入站台后，通过应急通道进入候车区。 

 

行人过街及进出站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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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号线 二号线 三号线 四号线 

五号线 

六号线 

八号线 

石 牌 

岗 顶 车 陂 

下 元 

双 岗 

庙 头 

BRT与地铁网络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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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路运营组织 

        1.模式: 采用“封闭走廊、灵活线路”设置模式  

 

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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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0+1”条线路（即30条灵活线路，1条BRT专线 ） 

 

运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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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BRT沿线道路交叉

口的车道设置和信号配

时方案； 

 灵活调整BRT沿线立交

桥的车道功能； 

高架桥段的高峰时段BRT专用车道 

运行管理 

（二）沿线交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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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换乘 

–BRT站台内实行“同向同台”（26对）免费换乘。 

–公共自行车接驳 

 

 

 

 

 

 

 

(四)票制票价（与常规公交一致） 

–票制：一票制，2元/人次； 

–优惠：使用IC卡，15次（含地铁刷卡次数）以后6折。 

运行管理 

中山大道沿线BRT车站公共自行车停放点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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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运走廊效果得到充分发挥 

客流变化：客流稳步上升。 

客流现状：日均客流量稳定在79万人次以上 

典型高峰：2010年5月1日最高达96万人次 

亚洲单线客流量最大的BRT系统  

 

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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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效果 

改善城市空气质量：BRT运营速度的提高，使得它的每百

公里气耗比普通公交降低了5%。以3月2日BRT公交车最高

运营里程22.38万公里计算，BRT日减少气耗达7273升，相

当于目前全市公交车日均用气总量94.3万升的1/13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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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著改善了东部地区居民公交出行环境，实现了“车速快、票

价低、通达性强、出行舒适”的目标，BRT全程可节省出行时

间近40分钟。公交车辆与社会车辆各行其道，互不干扰，在公

交车辆车速得到提高的同时，社会车辆车速也得到提高。 

 大大推广了BRT所代表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虽然发展轨道交通

也能达到便捷出行和节能减排的目标，但只有发展BRT才能促

使人们正视私人交通与公共交通的关系，深刻反省我们的生活

和交通方式的合理性或可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 

实施效果 



公共交通发展设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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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形势 

•城市化进程延续，人口进一步向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集中 

–目前，上海，北京实际人口都超过2000万，广州也接近1800万，都已超过2020年

的总规控制规模 

•交通拥堵现象蔓延，尤以特大城市严重 

–经济的发展，人们在选择交通方式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上海拍卖、北京摇号、广

州折中； 

–适度的交通拥挤是城市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过度的交通拥挤将危及城市的

经济生活 

 2011年大城市中心区晚高峰干道车速（Km/h） 
 

城市名称 北京 上海 广州 新加坡 伦敦 
纽约（
2005） 

东京（2003
） 

平均机动车速 
（Km/h） 

21.5 23.3 22.9 28.5 16.3 25.2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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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城市机动方式出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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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城市机动方式出行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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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优先，谁优先？ 

•  轨道优先？ 

–大运量轨道交通不能单独解决交通拥挤问题； 

–轨道建设规模是有限的； 

–需要换乘。据有关调查，轨道的总体运行速度一般为运营速度的一半，35/2km/h; 

 

 

排序 城市 线网规模 线路数 站点规模 日客运量 

1 上海 458 12 279 6.08 

2 伦敦 408 11 268 2.99 

3 纽约 368 27 468 4.33 

4 北京 372 13 196 7.16 

5 东京 304.5 13 290 8.7 

6 莫斯科 302 12 182 6.55 

7 首尔 286.9 10 348 5.61 

8 马德里 286.3 13 282 1.78 

9 广州 222 8 146 4.4 

10 巴黎 213 16 380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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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优先，谁优先？ 

• 常规公交优先？ 

–最能代表城市交通运行特征还是高峰期道路平均运行

速度 

–路宽了，车自然多了；人们会按照宽路所能容纳的最

大限度来使用道路。 限车牌只能治标，限路权才能

治本。  

–国家中心城市与孤岛城市的区别，有限时间换空间，

公平性； 

–根据系统平衡原理，当人们能够自由选择交通方式时，

个体机动将会与常规公交的服务水平形成平衡； 

–根据木桶原理，决定道路平均运行速度的方式应该是

常规公交，路侧式公交专用路权的保障要重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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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公交优先的关键 

 

         按照轨道的特性，中国城市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

或永远常规公交都将是城市客运交通的主力； 

         公交优先的实质是常规公交优先，常规公交优先

的关键在于路权优先！ 



公共交通发展规划（202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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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公交都市的目标，构建

轨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

为主体，出租车和水上客运

为重要补充，并对小汽车极

具竞争力的多模式、多层次、

高效率、高品质、一体化的

低碳公共交通网络体系，实

现“区区通轨道、镇镇通快

线、社村通支线”。 

2020年公共交通方式分担率目标： 

 核心区：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量70%，

轨道交通占总公交出行量60%； 

 市区：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行量65%，

轨道交通占总公交出行量40%； 

2020年公共交通出行时间目标： 

 核心区：30分钟内可到达市中心； 

 市域：60分钟内可到达市中心； 

2020年公共交通设施覆盖率目标： 

 核心区：轨道站点600米覆盖率超过60%，常规公交站点500米覆盖率超过95%； 

 建成区：公共交通覆盖率达到100%。 

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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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一：提升运输能力 

 既有运营线路按2min发车间隔扩增配车数，新建轨道线路均应按2至

2.5min发车间隔配备车辆； 

 扩展服务外围区的常规公交与出租车数量，2020年常规公交车辆运力达

到1.6万标台，出租车运力规模控制在2.5万辆； 

 适时引进较大运量的双层巴士，鼓励采用新技术节能型巴士车辆，尤其

在建设新区时积极发展绿色环保的新型公交系统。 

 策略二：体现优质优价 

 整体降低公共交通各方式票价，拉开轨道与常规公交的票价差距，体现

优质优价； 

 实行不同公共交通方式之间换乘优惠方案，可按次减费或按再折扣方式

给予优惠； 

 丰富票种，实行日票、周票、月票、年票等多票种，实现“大公交”票

务一体化。 

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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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三：加大优先保障力度 

 公交路权优先：科学系统设置公交专用道（路）网络，到2020年，公

交优先网络（包括BRT、新型有轨电车、公交专用道）规模实现

800km； 

 公交用地优先：建立健全公交优先保障机制体制，实行公交基础设施

用地划拨制度，保障规划公交设施用地落实，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始终

贯彻公交先行； 

 公交信息优先：整合公安、交通等交通信息系统，科学设置公交优先

通行信号系统，建立信息化大公交，实现地铁、公交电子信息发布系

统能够相互发布；通过实时监控，彻底保障路权优先。 

 策略四：优化网络结构 

 围绕轨道交通枢纽构建覆盖全面、层次分明、功能互补、服务分区、

干支协调的一体化公交网络体系结构； 

 结合轨网的建成情况，及时梳理常规公交线网结构和运力配置，系统

优化常规公交线网，加快填补外围区公交空白，进一步提高线网密度

和站点覆盖率； 

 实现“区区通轨道、镇镇通快线、社村通支线”。 

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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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线网结构体系 

 地铁交通线：骨干公交线网，覆

盖核心区内及对外主要客流走廊，

强调快捷、准点、舒适； 

 区域公交线：即快速公交线，地

铁线网的“补充、延伸、联络、

过渡、替补”，承担跨区或跨组

团的中长距离快速公交出行联系，

采用BRT、新型有轨电车、公共

大巴快线等形式； 

 组团公交线：即普通公交线，承

担中短距离的公交出行联系（大

巴形式）； 

 社区公交线：即接驳公交线，为

公交枢纽的客流提供接驳和换乘

服务（中小巴形式）。 

68 

广州市公交线网结构层次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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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规划方案 

 广州市轨道线网规划共

由19条线组成，线网总

里程817公里，站点380

余座，形成“环线+放

射线”轨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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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交线网规模目标 

地区 核心区 
中心区 

（不含核心区） 
副城区 

外围区 

（不含副城区） 
市区 

线网密度（km/k㎡） 3.1 4.7 5.6 2.5 2.9 

线路重复系数 1.5 2.9 2.5 2.0 2.1 

公交线网规模（km） 680 1460 1650 7210 11000 

快速公交网总长度（km） 60 80 40 120 300 

公交专用道网总长度（km） 100 120 160 120 500 

常规公交线网规划主要指标 

常规公交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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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路权优先网络规划 

 规划目标：鼓励发展新型有轨电车、BRT、公交专用道等形式的快速公

交系统，形成区域次要公交优先网络，促进低碳交通区域的发展； 

 规划方案：2020年公交优先网络（新型有轨电车+快速公交BRT+公交专

用道）规模达到800km左右。 

广州市中心区公交专用道网络规划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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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有轨系统规划方案 

 在重点城市功能区（海珠岛、

大学城、白鹅潭）率先规划

新型有轨电车系统，逐步推

向全市，满足与上层次市域

轨道交通系统的接驳换乘需

求 

海珠岛新型公交系统 大学城新型公交系统 



汇报结束！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