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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交通一体化？ 

英国交通项目评估指南提出的一体化定义是相对全面。即： 
 

 各种交通出行方式的一体化；integration within and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modes] of 
transport, so that each contributes its full potential and people can move easily between them; 

 与环境的一体化；integration with the environment, so that the transport choices available 
support a better environment; 

 与土地利用的一体化；integration with land-use planning, at 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level, so 
that transport and planning work together to support more sustainable travel choices and reduce the 
need for travel; 

 与政府其它政策的一体化。integration with policies for education, health and wealth creation, so 
that transport helps make a fairer, more inclusive society; 

公交服务一体化的理解 

“一体化是确保所有的交通项目决策符合政府的一体化交通政策。” 
Integration is to ensure that all decisions are taken in the context of the 
Government‘s integrated transpor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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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的理解 

意义                                                      

公共交通系统内部各种公共交通方式及其与其它交通方式的一体化发展，提高公共交通作
为一个整体系统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为达到这一目的，在硬件设施发展的基础上，充
分协调软件配套服务，提出统一的标准和准则；最终，通过公交服务一体化建设实现对环
境的改善、土地的集约化利用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为出行者提供更多的出行选择； 
  将公共交通系统建设成为一个整体的覆盖面广的网络，而不是分散的缺乏协调的系统； 
  力争提供门到门的服务，多源的信息发布手段，解决换乘等瓶颈问题； 
  提高公共交通作为一个整体系统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 
  提高公共交通的吸引力； 

公交服务一体化的理解 

要素                                                      

  规划、基础设施、运营、票务票价、信息、品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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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经验总结 

品牌效应： 政府通过一系列措施改进公共交通服务的同时，通过有效宣传手段，
促使公交在公众心中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使公众认可公交作为一种
便捷、经济、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 

与步行系统
整合： 

公共交通服务改善充分认识到作为公共交通的开始与结束端，步行系
统与公交站点的良好衔接是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之一。改
善公共交通站点周边的步行环境，充分考虑行人过街的安全性，是公
共交通服务一体化的必要措施。 

换乘系统： 不同公交方式之间，以及同种公交方式内部的换乘可以通过不同等级
的换乘设施实现。根据需要，建设大型的交通枢纽站，或小型的无缝
换乘站点。换乘设施的设计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伦敦TfL发布了“换乘
最佳实践案例”（2009）等来指导设施规划与设计。 

车辆系统： 
对车辆的管理和更新是有效减少公共交通环境污染的最有效途径。国
际经验表明，CNG及电动公交车辆的普及可以有效减少城市颗粒物与
氮氧化物排放量。电动公交车辆可以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公交服务一体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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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经验总结 

线网及运营
系统： 

铁路、城际、地铁、轻轨、有轨电车、快速公交、常规公交等多种交
通方式线路良好衔接或接驳运营，使公众认可公交是一种便捷、经济
、安全、高效的出行方式； 

一卡通票务
系统： 

推行统一的一卡通票务系统，并提供优惠，为公众提供出行便利，是
提高公共交通吸引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信息服务系
统： 

通过手册、网站、动态信息牌、手机、指引标识等多种工具为公众提
供出行前、车内、站台、枢纽等的出行信息服务，让出行者充分了解
并规划自己的公交出行行程。 

优先系统： 
广泛采用公交路权优先、信号优先改善公交运行效率。 

公交用地综
合开发： 

充分结合轨道交通站点、枢纽站等与其周边公众活动空间、商业设施
等进行一体化的综合开发，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及各相关利益方
的共赢。 

管理机构整
合： 

伦敦的TFL、新加坡的LTA（陆路运输管理局）等综合管理机构的整合
使得公共交通的整合得到保障。 

公交服务一体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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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交服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要素 

“节点通畅”                                                      交通枢纽布局与设计 

票制与票务 

信息发布 

车辆运行优先 

运营网络、调度与管理 

“一张车票”                                                      

信息服务                                                      

公交优先                                                                           

服务管理                                                    

公交服务一体化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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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总体框架 

公交服务一体化协调层 

在公共交通一体化

发展的过程中，技

术协调是核心，体

制协调与效益协调

是保障，三者之间

是相互交织影响的

关系。 

协调层 关键问题 需求与关键点 

体制协调 

公共交通行政组织机构架构 建立具有监督与协调机制的组织架构 

公共交通行政组织机构职能完善 
完善明确公交部门管理职能，保障工作高
效开展 

公共交通法制建设 通过立法保障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政策 

技术协调 

公共交通系统网络结构规划 

规划完善立体化公交线路网络结构 
结合TOD理念，引导城市发展 
解决“最后一公里”服务问题 
完善慢行与公交的一体化衔接 

公交系统换乘系统规划与设计 
公交换乘节点分层次规划 
换乘设施的设计 

公交系统高效一体化运营管理 

公交标志设计与宣传 
采用信息化技术，提高运营调度管理水平
提高运营的可靠性 
提高车内环境舒适度，规范化管理，提高
司乘人员素质和业务水平 
场站体系一体化配套建设 
车辆系统更新与管理 
出租车调度管理规范 

公交系统信息建设 
基础信息收集与管理 
公交信息发布多源化服务 
智能公交调度系统应用开发 

公交票制票价与票务设计 

多层次合理的票制票价体系 
多渠道的购票设施 
票价优惠措施 
IC卡的推广使用 

公交优先系统建设 公交专用道网络化建设 
公交信号优先系统规划与设计 

效益协调 

公交运营经济效益评估 以营运模式及服务为单位的效益评估 

公交运营社会效益评估 以提高服务为导向完善公交运营补贴机制 
提高高性能绿色公交车辆的比例 

公交发展财政评估 公共交通发展投融资渠道与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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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协调关键问题 

体制
协调 

效益
协调 

技术
协调 

一体化保障
体系 

一体化票务
系统 

一体化运营
系统 

一体化信息
系统 

一体化优先
系统 

一体化换乘
与接驳系统 

规划 

实施方案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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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体系遵循的原则 

•体系的建立需要以提高系统的服务水平为目的，以乘客需求为根本出发点，全面考虑社会各
个阶层各民族的利益。公交出行作为人们基本生活需求之一，对居民生活质量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提高公交服务水平不仅是缓解拥堵、减少污染、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
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基本保证； 

以服务为
导向 

•在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国外发达城市公交发展的成功经验均是建立在对设施和系统人性化的
考虑上。在公交一体化规划与设计中，需要将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在方方面面，尤其需要关注
弱势群体的利益； 

以人为
本 

•乌鲁木齐作为我国西部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具有自身独具的特色，在地形地貌、人文景观、自
然资源以及文化资源上都具有地方特点，公交作为社会公共事业需要在规划和设计中兼顾乌
鲁木齐多民族多语言的当地特点，并尽可能的突出民族特色，打造具有乌鲁木齐标签的公共
交通系统； 

因地制宜 

•在乌鲁木齐一体化发展目标中，我们已经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资源消耗、环境影响进
行考虑。在系统设计的全过程中，需要体现低碳可持续的理念，最为直接的考虑是将资源的利
用最大化，尽可能的减少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将产出和投入之比最大化； 

低碳可
持续 

•在序言中，我们指出本研究的一体化核心是各种公交方式的整合，提高公交系统作为一个整体
系统的运行效率。在公交一体化框架中，强调了公交一体化的框架是通过“系统完善—系统内
整合—系统间整合”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建立的，在每个子系统中需要贯彻实施这一理念。 

一体化
理念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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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服务一体化总体框架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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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服务一体化总体框架 

一体化公交票务系统规划 

•完善票制票价体系 

•提高票务服务设施与水平 

一体化公交运营服务系统规划 

•优化完善公交运营网络结构 

•设计宣传公交标志标识系统 

•规划一体化场站与车辆体系 

•建立一体化运营调度与管理机制 

•规范出租车运营与管理 

一体化公交信息服务系统规划 

•智能公交系统架构 

•建立一体化信息管理和更新机制 

•建立一体化的信息发布系统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总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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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服务一体化总体框架 

一体化公交换乘和接驳系统规划 

•完善公交换乘设施规划 

•完善公交接驳系统规划 

•公交换乘设施一体化设计 

•完善慢行与公交一体化规划 

一体化公交优先系统规划 

•规划完善公交专用道体系 

•增加公交信号优先系统 

一体化公交服务发展保障体系 

•完善公共交通管理体制 

•建立公共交通投融资机制 

•推进公共交通法制建设 

公交服务一体化总体框架 



乌鲁木齐市公交服务一体化规划研究 14 

总体目标 

在公共交通系统全面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深化公共交通服务一体化

理念的指导与作用，整合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公共交通运

营服务和相关管理措施，逐步构建多层次一体化的现代公共交通服

务系统，满足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需要，通过切实提升公共

交通服务水平，提高公共交通在城市出行结构中的作用。 

目标要求 目标指标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目标体系 

基于乌鲁木齐现状的分析、需求的把握、以及问题的识别而提出： 

乌鲁木齐公交发展阶段：处于全面建设与发展时期； 
公交一体化发展的关键词：整合与协调； 
公交发展的目的：从大背景方面，满足城市发展要求；从系统本身，切实提高服务
水平，提高在出行结构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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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目标要求 目标指标 

城市发展 
愿景 

繁荣的
城市 

绿色的
城市 

和谐的
城市 

通达的
城市 

宜居的
城市 

经济 

• 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 提高公共交通成本效益 

环境 

• 减少公共交通污染和相应的环境污染 

• 降低公共交通系统的碳排放量 

社会 

• 提高公共交通乘客的满意度 

• 建设公平、现代化、无障碍的设施体系 

• 通往市域的良好且现代化的可达性 

• 增强公共交通出行的安全性 

• 以公共交通吸引出行模式的转变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目标体系 

基于乌鲁木齐城市发展愿景，结合乌鲁木齐城市发展阶段与总体目标，提出公交服务一体
化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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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目标要求 目标指标 

序号 目标 描述 

1 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 
公共交通的发展支持城市经济发展的预期。同时，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市政服务的名片之一，为
吸引居民与游客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增收。 

2 提高公共交通成本效益 公交系统整体应达到满足经济效率的、成本效益最大化的，总体上财政是可行的。 

3 减少空气污染和相应的环境污染 
由于交通所导致的污染可以通过对机动车辆的维护和监察，提高排放标准，及时对车辆进行排
查维护，减少低质车辆的使用。 

4 降低公共交通系统的碳排放量 
交通所产生的碳排放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源头之一，在公共交通管理中，促进车辆使用清洁能源
技术，以及对燃烧料质量的管理等措施使其最小化。 

5 提高公共交通乘客的满意度 
提高公共交通系统整体的调度和管理水平，克服公共交通在可靠性、舒适性上的劣势，提高服
务效率，满足乘客对高品质出行质量的需求。 

6 建设公平、无障碍、现代化的设
施体系 

贯彻以人文本的理念，将现代化的技术应用于公交设施设计，提高无障碍设施比例，制定统一
标准，达到维护社会公平的目的。 

7 通往市域城乡的良好且现代化的
可达性 

公交系统为城市的各个城区提供高品质的、现代化的、有效率的公共交通，包括组团、内部街
镇和重点产业发展区，以确保城市每一个区域都有到达工作区域的良好的可达性，新区应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并提供全面的相关配套服务。 

8 增强公共交通出行的安全性 改进出行者（包括行人、自行车和公交车司乘人员）的安全标准。 

9 以公共交通吸引出行模式的转变 
公共交通系统为出行者提供具有吸引力的出行选择，以一体化的公共交通体系吸引乘客，抓住
小汽车依赖模式还未形成的时机，有效实现公交为主导的可持续交通发展模式形成。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目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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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目标要求 目标指标 

经济指标 

公共交通的发展支持乌鲁木齐城市总体规划发展目标的实现，即
到近期2015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20%，2015-2020年，远期年平
均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2%。 
财务上可行是保障公共交通系统持续发展的前提，管理部门在保
证公交投入补贴的同时，提高公共交通运营投入效益，鼓励运营
商从广告、保养厂再租赁活动中进行收益，完善定价机制，近期
实现政府补贴与公交服务质量挂钩，建立健全补贴机制。 

环境指标 

公交出行分担率的提高是实现交通出行结构向绿色、集约化方向
发展的基础，到2015年公交出行比例达到35%；从公共交通系统
内部，进一步提高车辆排放标准，普及绿色能源车辆，在近期，
达到全市绿色公共交通车辆占全市公交车辆的比例保持在95%以
上。进一步规范公交驾驶员的驾驶行为，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
在近期2015年，达到与交通相关的环境排放监测减少20%，远期
2020年减少40%。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目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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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目标要求 目标指标 

社会指标 提高公共交通乘客的满意度：近期通过满意度调查，将对公共交
通感到满意的受访者比例提高到80%（常规公交与BRT）；至远
期将比例进一步提高到90%。针对制约满意度提高的主要方面进
行改进：提高公交准点率，2015年常规公交准点率达到90%，远
期2020年达到95%，轨道交通准点率达到99%；增加乘客舒适
性，在早晚高峰时段，近期2015年公交平均满载率控制在95%以
内。控制公交换乘时间、提高枢纽效率，远期实现换乘时间不超
过10分钟（步行时间和等候时间之和）的要求。 

建设公平、现代化、无障碍的设施体系：完善车辆配置体系，建
立保养淘汰机制；重视无障碍设施的设置，在站点设置无障碍通
道，达到地铁站点内部100%的无障碍设施覆盖，BRT与常规公交
站点候车设施逐步完善，主干道港湾式停靠站设置比例达到50%
以上。将公交站点与周边慢行系统综合考虑，在近期达到站点行
人过街设施设施的100%覆盖，保证慢行优先的天桥及地道设施设
置，或设置过街行人交通岛与交通灯。 

增强公共交通出行的安全性：提升城市公共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近期2015年公共汽车交通责任事故年均死亡率控制在0.04人/百
万车公里以内，城市公共交通企业安全标准化生产达标率达到
100%。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目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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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目标 目标要求 目标指标 

社会指标 

以公共交通吸引出行模式的转变：乌鲁木齐现状公共交通出行分
担率约为38%，目标在近期2015年，比例保持在35%以上，2020
年远期战略目标是实现公交出行比例达到40%。 
提高公共交通相对于私家车的竞争力，提高公交专用道比例，在
近期达到90公里的专用道长度，远期达到120公里以上，并实现
公交信号优先交叉口比例达到20%以上。提高公交专用道平均车
速，到近期2015年达到18km/h，降低公交出行时耗与小汽车时
耗之比。 
。 

通往市域的良好且现代化的可达性：至2012年，乌鲁木齐现状建
成区公交线网密度约为1.6km/km2, 目标在近期2015年，线网密
度达到2 km/km2，2020年远期目标是达到2.2 km/km2。同时，
公交站点覆盖率在近期达到90%的要求。 
实现市内公交与市域交通的良好衔接，建设完善交通枢纽系统。
引入TOD理念，以轨道交通建设为契机，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提
高区域人口与岗位聚集度，以及公交站点周边的慢性系统可达性。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目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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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绩效评估体系 

绩效评估指标选择原则 

绩效评估是为公交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部门企业提供有效信息的手段。为了追踪和收
集公共交通系统的运行状况数据，主管部门需要通过有效的绩效评估手段来获得可参
照的信息。 

原则： 

指标能够反映公交服务水平，并且重点考虑影响出行者选择及乘客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指标作为评价公交服务水平的客观指标，必须能量化； 

指标是可以通过调查研究获得的数据，即具有实际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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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绩效评估体系 

大力发展
公共交通

系统 

乘客 

政府 企业 

公交出行
选择 

公交服务
覆盖性 

公交服务
舒适性 

空间、时间、运力
、信息覆盖 

拥挤、准时、速度
、安全、整洁 

公交服务
便捷性 

购票、换乘 

运营经济效益、企
业管理发展 

公交出行比例、公交补
贴、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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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公交服务指标及满意度指标能够反映公交系统对乘客需求的满足程度，但无法从管理

者的角度，即政府或公交运营企业，说明公交系统的经济或环境效益。在公交服务一

体化目标体系中，本研究强调了公交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和环境目标，因此，需要相对

应的性能指标对相关方面进行评估。 

绩效评估体系 

公交服务
指标 

覆盖性 舒适性 

乘客满意
度指标 

公交性能
指标 

经济性 环保性 
公交性能指标：从管理者角度出发的，用以
描述公交系统整体或组成群体的经济及环境
效益指标。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绩效评估体系 

公交服务指标：从乘客角度出发的，用以描
述公交服务某个特定方面的定性或定量指
标。 

乘客满意度指标：通过乘客满意度调查获得
的乘客关于公共交通系统某些方面服务质量
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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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绩效评估体系 

从出行者的角度出发，公交服务指标从客观的角度反映了公交系统提供服务的能力，乘客满意度

指标则从主观角度反映了乘客对公共交通系统的满意程度，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视角，在指

标选择过程中，强调以客观指标为主，无法通过客观反映的，都通过主观满意度调查获得。公交

性能指标则侧重从宏观方面反映公交系统的整体表现能力和效益，同时也是出行者选择行为结果

的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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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一级 二级 三级 

公交服务指标 

覆盖性 发车频率、日运营小时数、车站覆盖率 

舒适性 车辆承载率、准点率、出行时耗 

安全性 事故率 

乘客满意度指标 

候车环境  站点设施、候车秩序  

公交信息 公交信息获得渠道、公交信息准确度 

换乘接驳 换乘时间、换乘指示信息、换乘步行环境 

车内环境 
外观与卫生情况、车内信息、司乘服务、配套设施

情况 

票价票务 票制票价满意度、购票充值方便性 

无障碍 无障碍设施连贯性、无障碍设施设计 

公交性能指标 

经济性 成本效用、单位服务时间成本 

环保性 二氧化碳排放量、空气污染物排放量 

出行结构 公交分担率 

乌市公交服务一体化绩效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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