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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的常规公交主干线识别方法研究 

——以苏州为例 

 

 

韩兵 樊钧 奚振平 沈志伟 樊晟姣 

 

 

【摘要】基于轨道交通初步成网和常规公交客流下降的现实背景，提出全流程大数据支撑的常规公交

主干线网规划方法。以苏州市区为例，利用公交刷卡数据推算公交出行 OD，识别公交客流走廊；分析不同

尺度的公交客流空间分布特征梳理主干线服务客流通道；遵循多样化、一体化常规公交服务体系的理念，

根据与轨道功能不重复、服务客流多、承担中长距离客流功能、技术指标优的标准，确定优先级进行比选，

通过筛选较优线路、删减重复线路和通道覆盖增添，制定公交主干线网方案的基本方案；最后，对不同线

路提出差异化的优化建议。该方法适用于制定面向近期的实施规划，为轨道交通初步成网城市常规公交的

规划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常规公交；刷卡数据；客流通道；线网优化 

 

 

1 引言 

目前，国内大城市正积极推进轨道交通系统的建设，但却忽视了对常规公交的持续关注

和投入。诸多大城市呈现常规公交客流下降，轨道交通和常规公交分担率的一升一降使得公

交分担率并没有显著提高。因此常规公交需要主动求变，通过常规公交的分层分级对接来实

现精准服务，以推动轨道交通网与常规公交网两网融合发展。 

主干线是常规公交的骨架，其他线路是基础和补充，在明确了主干线后，才能提出其他

线路的进一步做减法的对象。基于现状问题和现实需求，本研究以苏州市区为例，从公交“主

干线”为切入，探讨轨道初步成网城市的常规公交主干线网识别方法。首先利用公交刷卡数

据、公交车 GPS 数据和城市 GIS 数据识别公交客流走廊，其次分析公交客流分布特征，梳

理主干线服务客流通道，最后根据通道客流出行量选取主干线公交线路并进行比选，实施差

异化的优化策略。 

2 数据准备 

2.1 研究范围 

规划范围为整个苏州市区，其中重点研究区域为苏州市中心城区。市区现状公交线路

373 条，线路总长达到 7298 公里。总日均客流 144 万人次，其中刷卡比例为 77.5%。按照

层级分类公交快线 7 条，社区巴士 37 条，夜线 10 条。公交线网不断优化和完善，已初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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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快、主、次、支、微、特”四级六类的线网层次结构，公交主干线共计 48 条（7 条快

线、41 条普通主干线），次干线 135 条，总体上主、次干线偏多，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2.2 研究数据 

本次研究数据选取 2017 年 4、5、6 三个月中 15 个特征日（含平日和周末）的公交刷卡

数据，进行挖掘，结合车辆 GPS 数据获取乘客上下车地点以推算公交 OD，依据刷卡比例

77%进行扩样。2018 年 4 月通过跟车调查小票法获取典型线路 OD，对公交 OD 推算结果进

行了验证。将公交 OD 按照最短路径分配到已有公交覆盖的路网，得到公交客流走廊。 

3 客流特征分析 

3.1 客流通道特征 

不同区域需求呈现不同的特征（图 3.1），即内环内呈现“面”的特征，内环至中环间呈

现“线”的特征，中环外呈现“点”的特征。同时从客流强度上呈现由内而外逐渐减小的趋

势，整体内环区域的强度较大。从总体分布上目前公交客流呈现内环为核心，向外辐射的特

征内环内客流通道与主干路基本吻合，且强度相当；放射线则东西向强于南北向。 

 

图 3.1 公交客流量空间分布 

3.2 基于大区和中区的客流分布特征 

苏州市区大区的公交出行主要为区内出行，仅姑苏区内部出行就占全部客流的 25%，

其次为园区内部出行，占比为 19%。跨区出行大部分以姑苏区为起终点。从目前的中区的

公交出行空间分布看（图 3.2），呈现十字交叉的格局，且“内-中-外”的圈层式联系的特征

较为明显。以相邻中区的出行为主，且呈现由内圈向中圈的“中心放射”特点，同时东西向

中圈向外围的强度也较大，南北向较弱。中圈的相邻中区间存在明显的切向出行。从跨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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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上，仅新区（木渎）与内圈联系较强，其余均较小。 

 

图 3.2 基于中区的公交客流 OD 强度空间分布 

3.3 基于小区的客流分布特征 

根据公交和轨道出行距离的服务曲线，按出行距离进行分段分析，其中主干线服务的距

离主要为 3＜L＜10km。重点对筛选该部分客流 OD 进行进一步分析。将研究区域按照 1km

进行栅格化处理，以 1km*1km 的栅格作为小区分析单元，观察不同强度客流展现出的演变

特征。 

3.3.1 以区域为切入点分析客流需求演变特征 

中长距离客流量高的区域（图 3.3），主要集中在内环以内，出行强度由内向外衰减。出

行需求最高的区域为石路地区（广济路（干将路-金门路段），单位栅格客流总量 6000 以上。

内环内单位栅格出行客流量基本均高于 1000 以上，并呈现向外放射的特征。 

 

图 3.3 中长距离客流量空间分布 

3.3.2 以 OD 为切入点分析联系强度的演变特征 

中长距离大客流强度（>3000）的栅格基本处于内环内，且基本为姑苏区内出行。当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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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客流强度到 1500，OD 联系为 150 时，基本为放射性联系。当栅格客流强度到 1000，OD

联系为 100 时，开始出现切向和轴向联系。当栅格客流强度到 500，OD 联系为 50 时，出现

明显区内轴向联系（图 3.4）。 

   

（a）                                (b) 

   

（c）                                (d) 

   

（e）                                (f) 

图 3.4 中长距离公交客流 OD 强度空间分布 

（a.300 以上，b.250 以上，c.200 以上，d.150 以上，e.100 以上，f.50 以上） 

总体上，客流通道呈现以内环放射性为主，外围与内环切向联系以及外围轴向联系为辅

的特征，因此将客流通道分为三大类进行分析。第一类是由内环内中心区域向外放射方向，

客流出行强度最高，如内环-金阊新城、内环-平江新城、内环-吴中等方向；第二类是部分区

域某些轴带上的区内出行方向，如星湖街南北走向、东环路南北走向；第三类切向穿越内环

中心区域，与前两类出行方向形成交叉（图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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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中长距离公交客流出行期望线 

 

图 3.6 公交客流放射性核心节点 

3.3.3 主干线服务客流通道识别 

通过对全市客流通道特征分析梳理，目前出行强度最高的出行客流，是以内环区域为中

心的向外放射状出行，也是苏州市主干线网络应该服务的客流通道。放射性核心主要为内环

内重要节点，如石路、乐桥等。内环-新区、内环-金阊新城、内环-平江新城、内环-沧浪新

城、内环-吴中、内环-吴中区，以及新区、园区内部个别轴向方向，存在较强的客流出行需

求（图 3.6）。 

4 主干线识别研究 

4.1 总体思路 

结合国内外城市经验和苏州实际，提出苏州市未来公共交通将全面围绕轨道交通，主动

构建由干线、支线、微线的多样化、一体化常规公交服务体系。干线功能定位为快速直达，

补充公交骨架，主要覆盖次走廊，联系主要地区，直达快速准点可靠，以快速路、主干路为

路权保障，以便捷快速为主要目标。支线功能定位为加密线网、扩大覆盖，补充公交干线，

主要服务于区内出行或相邻区域短程连接服务，线路走向灵活，以交通便捷和区域服务为目

标。微线功能定位为服务社区、接驳轨道、填补盲区。客流较小，设置灵活，深入社区，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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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走街串巷”的运行方式，提供“门到门”服务，以喂给服务为主要目标。 

根据总体发展方向和思路，近期重点从盘活存量的角度，以理清线网层次为切入点，重

点明确主干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重复线路和配套支线微线发展，从而实现线网重构和

服务提升，形成线网优化的良性循环。本研究提出“客流相匹配、现状为基础、通道全覆盖”

的规划方法进行主干线网的优化。 

4.2 技术路径 

4.2.1 线路初步筛选 

根据客流出行量大的栅格选取线路，根据单向出行客流量稿的客流 OD 选取线路，构建

初始线网方案。初步方案目标是重点服务单位栅格客流出行量 1500 以上的大客流栅格和单

向客流 150 以上的大客流 OD，筛选线路构建常规公交主干线网，初始方案保障对每个大客

流栅格有 1 条以上主干线服务，每个大客流 OD 方向上有 1 条以上主干线服务。 

针对 3 类情况，采取不同的线路筛选方法，将线路汇总后得到初始方案。初始方案对大

客流栅格，大客流 OD 实现了覆盖，即单位栅格客流出行量 1500 以上的大客流栅格至少有

1 条主干线服务，单向客流 150 以上的客流 OD 至少有 1 条主干线路服务。 

1.单位栅格客流量 1500 以上，且有 150 以上单向客流 OD 的栅格：33 个，栅格出行总

量大，且有多个需求强烈的出行方向，针对每个 150 以上单向客流 OD，筛选匹配该方向线

路，每个客流 OD 方向上保留 1 条最优线路； 

2.单位栅格客流量 1500 以下，但存在 150 以上单向客流 OD 的栅格：8 个，栅格出行总

量小，但有个别方向上公交出行需求强烈，针对每个 150 以上单向客流 OD，筛选匹配该方

向线路，每个客流 OD 方向上保留 1 条最优线路； 

3.单位栅格客流量 1500 以上，但无 150 以上单向客流 OD 的栅格：19 个，栅格出行总

量大，但出行较为均质化，无特别强的出行方向，针对符合条件的栅格，保留服务该栅格的

1 条最优线路。 

针对服务同一栅格或同一 OD 客流方向的多条线路，确定以下比选原则，与轨道功能不

重复，服务客流多，承担中长距离客流功能，技术指标优，四者优先级依次降低。根据比选

原则以及确立的定量化比选标准，将所有线路分为 10 档，线路比选时，保留优选级别较高

的直达线路作为初始方案组成线路（不考虑环线），当需要比选同一级别线路时，选择线路

中长距离客流功能指标值较优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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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线路比选分级 

比选原则 
优选级

别 

与

轨

道

功

能

不

重

复 

客 流 量

8000 以上 

服务中长距

离客流栅格

均值≥7 

线路长度、非直线系数、千公里客流均满足规范要求 1 

线路长度、非直线系数、千公里客流有一项指标放宽后满足

规范要求 
2 

其他线路 3 

服务中长距离客流栅格均值<7 4 

客 流 量

5000 以上 

服务中长距

离客流栅格

均值≥7 

线路长度、非直线系数、千公里客流均满足规范要求 5 

线路长度、非直线系数、千公里客流有一项指标放宽后满足

规范要求 
6 

其他线路 7 

服务中长距离客流栅格均值<7 8 

客流量低于 5000 9 

与轨道功能重复 10 

4.2.2 重复线路删减 

梳理初始线网方案中线路重复情况，在保障对客流服务基础上，删减重复线路，对初始

线网方案优化。构建初始线路方案时，对每个栅格或每个 OD 客流，均优选了最优线路，会

出现 A 方向（栅格）上保留线路，同时是 B 方向上的次优线路，即形成多条线路之间的功

能重复。考虑在保证所有栅格，客流 OD 均有线路服务前提下，删减功能重复线路。对初始

方案中，线路走向上相似的线路如 28/47、202/204/501 等线路进行比较，比较线路间重复服

务的客流 OD 个数及客流 OD 总量及相应的比重。对服务 OD 数量重复 50%以上及服务 OD

客流量重复 50%线路，考虑在保证所有栅格，客流 OD 均有线路服务前提下，删减 89 路、

301 路。 

4.2.3 通道覆盖增添 

对优化线网方案进行通道覆盖评价，对未覆盖通道选取线路进行覆盖，对线网方案进行

补充。将删减后得到的 23 条线路，以及轨道交通 1-5 号线叠加到路网上，对客流断面强度

8000 以上的客流通道进行覆盖分析，识别未覆盖通道 7 条。以西环路为例对未覆盖通道进

行分析，目前初始方案中，西环路有 9/262/933 路三条线路，对该通道实现了部分覆盖，选

取对该通道覆盖率高的线路，作为服务该通道的主干线路，现状西环路上覆盖率 100%线路

为 10 路、306 路，根据线路比选标准，保留 10 路作为覆盖西环路通道线路。对西环路、桐

泾路、东中市西中市、南环路、劳动路竹园路，现代大道等未覆盖通道选取相应的覆盖线路，

共选取 10 路、游 5、501 路、4 路、156 路、34 路，补充进入主干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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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通道增添覆盖线路与覆盖率 

通道名称 覆盖线路 线路对通道覆盖率 

西环路通道 10 路 100% 

桐泾路通道 游 5 94.6% 

东中市西中市通道 501 100% 

南环路通道 10 路 100% 

劳动路竹园路通道 4 路 100% 

现代大道通道 156 路 100% 

虎泉路通道 34 路 100% 

4.3 优化策略 

将筛选出的初步方案与增补线路汇总，最终形成公交主干线网方案的基本方案，共 36

条主干线。针对线路方案集，按照线路的不同优先级（即跟据线路的功能、客流量、承担中

长距离客流功能，线路技术指标等）对不同线路提出优化建议。 

 

图 4.1 公交主干线网优化基本方案 

4.3.1 局部改线，减少绕行 

以 88 路为例，现状 88 路主干线功能为东中市周边-平泷路西周边，现状线路非直线系

数偏高，线路日均客运量偏低。优化措施为保留基本功能，末端线路走向优化调整，首末站

移至采莲换乘中心。调整后线路长度缩短 2.5km，非直线系数由 2.53 降至 1.84。调整段占客

流比例 15%，受影响站点如阳澄湖中路、古元路澄和路东苏州婚纱城等站点客流较低，调

整后千公里客流提升至 265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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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莲换乘中心

苏州（中国）婚纱城

福运公寓

 

图 4.2 线路 88 路优化方案 

4.3.2 线路截短，提升效率 

以 47 路为例，现状 47 路主干线功能为国际教育园北区-沧浪新城、桐泾公园周边片区，

线路长度偏长。优化措施为截短线路东段至星湖首末站。调整后线路长度降低 1.9km，千公

里客流基本仍维持在 2500，截短段客流占原线路客流的 12%，主要出行为片区短距离出行、

葑门方向出行，可由线路 28 路替代。 

国际教育院北区首末站

津梁街首末站

星湖首末站

 

图 4.3 线路 47 路优化方案 

4.3.3 运营调整，大站快车 

以 34 路为例，现状 34 路主干线功能为覆虎泉路通道，现状线路线路长度偏长，非直线

系数偏高，承担中长距离客流功能不强。客流集中在东桥镇、陆步桥北、西园路、苏州农学

院、广济桥（石路）等个别站点之间，沿线其他站点客流偏低，且大客流点分布在线路两端，

上下客区分明显，线路截短或线路拆分均会对线路基本功能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优化策略

为在线路运营组织上抽取部分班次，采用大站化形式，局部绕行路段拉直走向，只停留大客

流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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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桥首末站

东桥镇

新浒花园

陆步桥南

陆步桥北

留园路
石路

苏州农学院

钱万里桥南

 

图 4.4 线路 34 路优化方案 

5 结论 

基于轨道交通初步成网和常规公交客流下降的现实背景，本研究以苏州市区为例探讨了

常规公交主干线网的规划方法。利用公交刷卡数据推算公交出行 OD，按照最短路径分配到

已有公交覆盖的路网，获得公交客流走廊；分析不同尺度的公交客流空间分布特征、需求演

变特征和联系强度演变特征，梳理出行强度最高的客流方向识别为主干线服务客流通道；遵

循构建由干线、支线、微线的多样化、一体化常规公交服务体系的理念，提出“客流相匹配、

现状为基础、通道全覆盖”的规划方法；基于与轨道功能不重复、服务客流多、承担中长距

离客流功能、技术指标优的标准，确定比选优先级，通过初步筛选较优线路、删减重复线路

和通道覆盖增添，制定公交主干线网方案的基本方案；最后，按照线路的不同优先级对不同

线路提出优化建议，实施包括局部改线、线路截短、大站运营等优化策略。该方法依托全流

程的大数据支撑，制定面向近期的实施规划，保障方案的可操作性，为轨道交通初步成网城

市常规公交的规划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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