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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配建公交首末站片区统筹规划策略研究 

 

 

梁对对 邓娜 

 

 

【摘要】为从根本上破解“独立占地、平面建设”公交场站发展模式面临的用地落实难、规划实施难

困境，深圳紧抓城市更新全面推进契机，于 2013 年起广泛实施公交首末站配建制度。实践表明，该制度有

效促进了场站设施的落地实施，但同时亦反映出更新项目集中分布区域配建首末站片区统筹难、新增配建

首末站与周边既有场站设施片区统筹难等问题，难以满足城市规划管理日益精细化要求。本文在深入解析

配建首末站片区统筹难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化评估全市及各法定图则地区的公交首末站供需关系，论

证了现行配建制度引入片区统筹机制的必要性，并研究提出区域差异化的片区统筹思路及策略，以期促进

深圳配建制度的持续完善，同时为其他城市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配建公交首末站；片区统筹；供需评估；区域差异化 

 

 

1 引言 

为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独立占地、平面建设”公交场站发展模式面临的用地落实难、规

划实施难问题，深圳市于 2012 年正式确定转变公交场站发展模式，构建“以立体综合车场

为核心、配建公交首末站为网络”的场站服务体系[1]。同时，为推动公交场站发展模式的顺

利转型，深圳市于 2013 年 1 月发布《大型建筑公交场站配建指引》（以下简称《配建指引》），

开始广泛实施公交首末站配建制度，要求用地规模和建筑规模同时达到阈值要求的居住、商

业、办公、文体娱乐、教育医疗等建设项目，均应配建一定规模的公交首末站[2]。 

近年来实践表明，深圳市公交首末站配建制度大大增强了场站设施的落地实施。据统

计，2013-2018 年全市规划新增配建公交首末站 419 处，建筑面积合计 133.6 万 m2；已实施

配建公交首末站新增 110 余处，建筑面积合计 46.6 万 m2；随着配建公交首末站的陆续建设，

全市场站基础设施改善明显[3]。然而，现行配建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亦反映出一些问题，其中

最突出的是配建公交首末站片区统筹难，无法满足城市规划管理日益精细化的要求。随着深

圳城市更新进程的全面推进，配建首末站片区统筹诉求愈来愈强烈，亟需研究提出具有针对

性、可操作性，同时兼顾公平性的片区统筹规划策略，指导配建首末站的合理规划布局，促

进深圳公交首末站配建制度的持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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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建公交首末站片区统筹难问题解析 

2.1 更新项目集中分布地区配建首末站片区统筹难 

随着深圳以城市更新为主的土地二次开发进程加快，不断涌现出多个新建或更新项目在

小范围内集中分布的现象。以南油地区为例，如图 1 所示，以华联 A 区为中心周边 500 米

范围内，涉及城市更新项目多达 10 项，其中 7 项开发建设用地规模、规划建筑规模达到《配

建指引》阈值要求。那么，是否需要每个达到阈值要求的更新项目均配建公交首末站呢？ 

现行配建制度以单个建设项目为抓手规划落实配建首末站，但因依托于市场化推动的更

新或新建项目实施时序不可控，导致很难在片区层面对配建首末站进行整体统筹规划[4]。类

似南油这类城市更新项目集中分布地区，若严格按照《配建指引》要求规划场站设施，易引

发局部片区公交首末站布局过密，而单个首末站规划面积普遍较小、片区整体公交场站运营

效率不高等问题。因此，迫切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现行配建制度，加强片区层面配建公交首

末站的整体统筹。 

   

    图 1 南油地区更新项目分布情况示意图         图 2 油松地区既有场站空间分布 

2.2 新增配建首末站与周边既有场站设施片区统筹难 

随着深圳公交首末站配建制度的广泛实施，全市规划场站设施空间分布越来越广。因

此，按照《配建指引》要求规划落实配建首末站时，普遍面临新增配建首末站与周边既有场

站设施如何统筹协调问题。 

以油松地区为例，如图 2 所示，该片区目前已规划落实了 5 处公交场站；同时，该片区

尚有多个专项规划在编或正在申报更新计划的城市更新项目。那么，达到《配建指引》阈值

要求的更新项目规划新增配建首末站时，如何与周边既有公交场站统筹协调，以确保片区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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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场站设施总量充足、布局均衡，同时又避免因配置过多导致资源浪费？现行配建制度依托

单个更新或新建项目规划落实配建首末站，缺乏对周边既有场站设施的统筹考虑，难以指导

片区整体公交场站的合理规划布局。 

3 配建公交首末站片区统筹必要性分析 

综合前文配建首末站片区统筹难问题解析，焦点在于现行配建制度因缺乏片区统筹考

虑，易引发局部片区场站规模过剩、布局不合理等质疑。对比，有必要对既有规划公交首末

站的供需关系进行量化评估，以论证片区统筹的必要性。 

3.1 既有规划公交首末站供需评估 

3.1.1 全市层面 

（1）全市公交首末站需求 

按照图 3 所示思路预测深圳公交首末站需求。首先，基于全市未来城市管理服务人口和

常规公交客运量的预判，相互校核并预测得到全市公交车辆规模；其次，按照《深圳市城市

规划标准与准则》的公交首末站规划面积标准，预测全市首末站需求。如表 1 所示，经测算，

深圳未来公交车辆规模基本维持现有水平，约 2.5~2.6 万标车；因此，对公交首末站的需求

也相对稳定，约 250~260 公顷。 

 

图 3 公交首末站规模需求预测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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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市公交首末站需求预测一览表 
 现状 远期 

一、全市公交车辆规模预测 

方法一： 

基于城市管理服务

人口预测 

常住人口（万人） 1303 1800 

管理服务人口（万人） 2000 ≤2100 

万人公交车拥有量 (标车/万人) 12.4 10-12.5 注 1 

公交车辆规模（万标车） 2.5 2.1~2.6 

注 1：依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方法二： 

基于常规公交客运

量预测 

常规公交客运量（万人次/日） 446 995 

单车运能标准（人次/标车•日） 255 400~450 注 2 

公交车辆规模（万标车） 2.5 2.2~2.5 

注 2：借鉴 2017 年国内主要城市单车运能水平确定：北京 382 人次/车•日、上海 344 人次

/车•日、广州 427 人次/车•日、香港 604 人次/车•日。 

全市公交车辆规模（万标车） 2.5 2.5~2.6 

二、全市公交首末站需求预测 

规划面积标准（m2/标车，占地面积） 60~100，为预留弹性，取 100 

全市公交首末站面积需求（万 m2，建筑面积） 250 250~260 

（2）全市公交首末站供给 

基于深圳城市规划管理“一张图”系统统计分析，截止 2018 年底，全市已规划 915 处

公交首末站，其中独立占地首末站 343 处，合计 134 公顷；配建首末站 153 处，合计 195

万 m2。同期，已实施各类公交首末站 231 个，其中独立占地首末站 109 个，共 42 公顷；配

建首末站 122 个，共 50.3 万 m2。 

结合近年来配建首末站规划建设情况，由于柱网和其他构筑物的影响，配建首末站的用

地效率较独立占地形式有所折减，约为独立占地形式的 70%[5]。据此，取 0.7 折减系数，将

配建首末站的建筑面积换算为用地面积，并与独立占地首末站规模求和，则目前全市已规划

公交首末站 271 公顷，但现状仅 77 公顷。全市公交首末站空间分布如图 4~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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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现状公交首末站分布情况    图 5 规划公交首末站分布情况 

（3）全市层面公交首末站供需评估 

对比分析全市公交首末站供需情况，由表 2 所示，若计入规划未建独立占地公交首末

站，全市既有规划首末站总量上可满足未来发展需求；但若考虑建设时序，现状场站缺口较

大（约 72%）。因此，近期仍有必要结合新建或更新项目配建一定规模公交首末站，改善全

市公交场站供需关系。 

表 2 全市公交首末站供需评估一览表 
 现状 规划 

公交车辆规模（万标车） 2.5 2.5~2.6 

首末站总需求（公顷） 250~260 

首末站总供给（公顷） 77 271 

 

 

 

图 6 各法定图则片区公交首末站需求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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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片区层面 

（1）片区公交首末站需求 

为深入评估既有规划公交首末站的空间分布情况，以法定图则片区为基本单元，评估各

片区首末站供需情况。 

基于各法定图则片区的人口岗位、社会经济、土地利用、交通出行特征、轨道覆盖情况

等，应用深圳市宏观交通模型预测各片区的常规公交 OD 数据，并按片区首末站需求=片区

公交 OD 量/2*常规公交换乘系数/单车运能标准*单车首末站规划面积标准，测算得到各法定

图则片区的公交首末站需求，如图 6 所示。 

（2）片区公交首末站供给 

基于全市公交场站规划及现状数据，按照法定图则片区的规划范围进行统计分析，得到

片区公交首末站供给情况，如图 7、图 8 所示。 

  

图 7 现状各法定图则片区首末站供给分布    图 8 规划各法定图则片区首末站供给分布 

（3）片区层面公交首末站供需评估 

对比分析各片区公交首末站供需情况，按供需比将全市各法定图则地区划分为供应不足

（供给/需求<1）、供应充足（供给/需求≥1）两类地区。如图 9、图 10 所示，全市既有规划

公交首末站空间分布与实际需求不尽匹配，远期尚有 42%片区公交首末站供应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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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各法定图则片区现状首末站供需情况   图 10 各法定图则片区规划首末站供需情况 

3.2 加强配建首末站片区统筹的必要性 

综上分析，全市既有规划公交首末站总量上可满足未来发展需求，但现状公交场站缺口

较大，且空间布局上大部分片区仍供应不足，因此，亟需加强配建首末站的片区统筹规划。

鉴于深圳目前公交首末站主要结合城市更新或新建项目进行规划落实，建议现行配建制度引

入片区统筹机制，基于各法定图则片区的公交首末站供需关系，区域差异化地新增部分配建

公交首末站，一方面弥补供应不足片区的场站缺口，另一方面优化供应充足片区的场站布局。 

 

图 11 配建公交首末站片区统筹必要性分析 

4 配建公交首末站片区统筹思路与策略 

4.1 区域差异化的片区统筹思路 

基于全市公交首末站总量上供给充足、布局上供需不匹配，现状大部分片区仍供应不足

的规划背景，建议采用区域差异化的配建首末站片区统筹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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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配建公交首末站片区统筹思路 

供应不足片区，亟需持续加强公交首末站配建力度，重点弥补片区首末站缺口。建议沿

用《配建指引》的“双控”标准，即建筑规模总量与用地规模同时达到配建阈值的地块，均

需配建公交首末站。 

供应充足片区，宜适当提高公交首末站配建门槛，重点优化片区首末站规划布局。建议

采用“三控”标准，即当且仅当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增量、用地规模同时达到配建阈值，且

周边一定范围内无其他场站设施时，才需配建公交首末站。 

4.2 定量化支撑的片区统筹分区 

区域差异化片区统筹的核心在于如何确定哪些片区供应不足、哪些片区供应充足。考虑

到自 2013 年起深圳不再立项建设独立占地首末站，且规划未建独立占地首末站多因用地权

属复杂等历史遗留问题，近期难以与周边其他项目捆绑实施等背景，建议场站供给方面仅考

虑现状已建独立占地首末站及既有规划配建首末站，通过定量化评估各片区公交首末站供需

关系，统一发布全市法定图则地区的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如图 13 所示），作为区域差异化

片区统筹规划的实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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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全市法定图则地区的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4.3 便于操作的片区统筹规则 

在上述思路指导下，基于全市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提出具体的配建首末

站片区统筹规则，指导城市更新单元专项规划、法定图则个案调整研究中配建首末站的规划。 

首先，依据全市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判断建设项目属于哪类片区。 

其次，若建设项目属于供应不足片区，当其规划建筑总量、开发建设用地规模同时达到

阈值要求时，则需配建公交首末站。配建首末站的规模按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总量进行核

算，先行弥补片区公交场站的缺口。 

若建设项目位于供应充足片区，当且仅当其规划建筑增量（与现状建筑体量相比）、开

发建设用地规模同时达到阈值要求，且周边 500 米范围内无现状已建、在建、近期预期可建

公交场站时，则需配建公交首末站。配建首末站的规模按建设项目的规划建筑增量进行核

算，重点调节片区场站设施的规划布局。 

 

图 14 配建公交首末站片区统筹规则 

为及时解决因新增配建首末站或建筑增量累积导致片区首末站供需关系发生变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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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每两年定期评估各法定图则地区的公交首末站供需关系，并适时调整全

市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 

 

图 15 龙西-五联地区公交首末站规划及实施情况 

4.4 片区统筹规划案例简介 

以龙西-五联地区为例，该片区通过法定图则及城市更新单元专项规划等已规划设置 8

处公交首末站，如图 15 所示，其中现状已建成 1 处独立占地首末站，在建 1 处配建公交首

末站，近期已批待建 4 处，另 2 处独立占地首末站建设时序未知。此外，法定图则在该片区

规划划定了 6 个城市更新单元（GX01~GX06），其中 GX04、GX06 单元更新专项规划已批

复，另 4 个城市更新单元尚未启动。 

根据全市法定图则地区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龙西-五联地区属于公交首末站供应充足

片区。因此，按照前文“三控”标准对尚未启动的 GX01~GX03、GX05 更新单元提出公交

首末站规划建议。 

 

图 16 龙西-五联地区区位及所属供需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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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龙西-五联更新片区及周边首末站分布情况 

经梳理，如图 17 所示，GX01、GX02 周边 500m 范围内虽有 1 处规划独立占地首末站，

但近期无建设计划；GX03 单元周边 500m 范围内无规划首末站，GX05 周边 500m 有 1 处已

建独立占地首末站和 2 处已批待建配建首末站。因此，依据前文“三控”标准，若 GX01、

GX02、GX03 的规划建筑增量、用地规模同时达到阈值要求，则需配建一定规模的公交首

末站；GX05 无需配建首末站。 

5 结语 

以城市更新为主的土地“二次开发”为深圳公交首末站配建制度的广泛实施带来了契

机，同时也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本文在全面解析配建首末站片区统筹难问题的基础上，应

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深入论证了现行配建制度引入片区统筹机制的必要性。深圳既有

规划公交首末站总量上可满足未来发展需求，但布局上供需不尽匹配，部分片区仍供应不足

且全市现状首末站缺口较大的现实背景，决定了有必要采用区域差异化的配建首末站片区统

筹规划思路。基于公交首末站供需分区，依托于即将实施的城市更新或新建项目，依据“双

控”或“三控”标准选择性地配建部分首末站，一方面可弥补首末站供应不足片区的场站缺

口，另一方面可进一步调节供应充足片区的场站布局，有助于完善深圳现行公交首末站配建

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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