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于数据驱动的轨道车站接驳环境评估方法研究 

 

 

马山 郭本峰 李科 

 

 

【摘要】近年来，随着大城市积极开展轨道交通建设，轨道出行已成为百姓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

但轨道交通效能的充分发挥与其他交通方式密切相关，如何构建高效率高品质的轨道交通接驳系统，定量

客观地评估各接驳设施运行情况，科学合理的配置各接驳设施规模，已成为轨道交通改善服务的重点工作

内容。目前各类接驳设施运行特征评估和规模确定，多依赖于主观经验判断或宏观定性的指导意见，造成

实际需求与设施配置出现较大偏差。本文将依托于多元大数据分析技术，以天津轨道交通车站为例，通过

深入挖掘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共享单车骑行数据、出租车 GPS 数据、交通事故数据以及互联网地图 POI 数

据等，定量评估各接驳系统运行特征，构建现状轨道车站接驳环境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制定接驳设施合

理规模和空间布局方案，为轨道车站规划设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为城市更新治理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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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许多大城市已将打造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作为城市发展的主

要途径，轨道交通因其快速、安全、舒适、节能等特点，已成为百姓日常出行的主要交通方

式。与此同时，轨道交通出行是一种典型的多方式组合出行，需与其他交通方式配合完成。

因此，如何构建高品质高效率的轨道交通接驳系统，科学合理的评估轨道站点接驳环境，充

分发挥轨道交通的内在潜力，已成为轨道交通服务改善的重点工作。 

轨道车站接驳设施规模的合理配置将影响着轨道交通功能的有效发挥。科学合理的配置

轨道车站接驳设施，有利于提高轨道交通在“面”上的服务范围，吸引潜在乘客，优化轨道交

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一体化换乘衔接。但目前接驳设施环境运行评估和设施规模确定，多依

赖于主观经验判断或宏观定性的指导意见[1][2]，缺少科学合理、客观定量的计算方法，往往

出现与现实需求产生较大偏差的现象，造成接驳环境恶劣、接驳效率低下、接驳设施闲置浪

费等不良影响，大大降低了轨道交通出行的吸引力。 

当前大数据技术迅猛发展，也为轨道交通接驳环境量化评估分析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

法。本研究在大数据驱动的背景下，以天津轨道交通车站为例，通过深入挖掘居民出行调查

数据、共享单车骑行数据、出租车 GPS 数据、交通事故数据以及互联网地图 POI 数据等，

定量评估各接驳系统运行特征，建立起现状轨道车站接驳环境评价体系，客观定量的制定接

驳设施合理规模和空间布局方案，为轨道车站规划设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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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轨道接驳系统组成 

轨道交通接驳系统由慢行接驳系统、公交接驳系统、机动车接驳系统以及服务配套系统

等四大系统组成。通常情况下，轨道车站与其他交通方式接驳比例呈现以步行为主，以非机

动车和常规公交为辅的“1+2”接驳模式。因此，在轨道交通接驳环境改善工作中应重点关注

慢行出行、常规公交出行接驳人群，适度兼顾考虑机动车接驳人群。 

 

图 1 轨道交通接驳系统构成 

3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城市轨道建设发展起步较早，轨道交通接驳环境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成熟，以日本、

哥本哈根等城市为代表。 

哥本哈根市提倡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高度协调、均衡发展。轨道交通车站均配备完善的

接驳设施，形成与公交、自行车等绿色交通工具的无缝衔接。通过交通组织确保人车分离，

便于慢行交通的安全集散。与此同时，将常规公交车站设置在轨道交通车站附近，最大程度

的为轨道车站输送客流[3]。 

日本的轨道交通系统十分发达，同时与其他交通方式接驳也非常便捷。在城市战略规划

阶段，就将轨道站点规划定位成综合交通枢纽站和城市主要的公共活动中心。日本在有条件

的车站的出入口周边均会预留一定空间，用来设置站前广场, 这使得轨道车站不仅具有衔接

轨道交通、常规公交、慢行交通等各种交通方式的“交通结点功能”，同时还具有“驻足停留

的广场功能”，为车站周边集聚人气提升活力其他积极作用[4][5]。 

近年来，国内各大城市也越来越重视轨道交通接驳环境改善等相关问题，如北京、上海、

深圳等均开展了以交通一体化衔接为导向的相关规划设计工作。通过梳理轨道站点周边闲置

用地、合理配置接驳服务设施，为乘客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接驳环境[6]。 

北京吸取了以往前期规划经验不足造成的接驳效率低下的问题，从轨道四号线开始，对

后续相关线路规划前期过程中均开展了交通接驳设施衔接规划设计等工作，出台了《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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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接驳设施设计技术指南》，明确了轨道接驳设施主要包括行人、非机动车、公交以及机动

车等相关接驳设施，具体内容涉及：广场、过街设施、非机动车停车场、公交停靠站、出租

车停靠站、小汽车 P&R 停车场等，为轨道交通工程设计提供指导[6]。 

香港强调轨道交通对居住和岗位的高覆盖，同时出台了《香港规划标准与准则》，一直

以来提倡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整合，以提高轨道交通的服务范围。通过加强慢行环境

系统规划，鼓励乘客采用步行接驳轨道车站的交通方式。同时为了加强轨道交通与其他公共

交通方式之间的衔接，提倡其他公共交通交汇处与轨道车站设于同一地点，从而方便市民无

缝衔接[4]。 

国内外在轨道接驳设施理念方面已达成共识，即注重与慢行和公交的衔接。但目前针对

各类接驳设施运行评价方面，缺少系统性科学性的计算方法，导致接驳效率低下、接驳设施

闲置等问题。 

4 基于数据驱动的轨道车站接驳环境改善方法 

4.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涉及多类型数据源（具体数据信息见下表），依托于大数据处理及空间分析技术，

精准把握各接驳子系统的运行特征，定量分析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模和空间布局，为轨道车

站规划设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表 1 相关数据来源 

序号 数据名称 时间 数据来源 应用场景 

1 居民车站接驳方式数据 2017 年 居民出行调查 车站接驳比例分析 

2 路网数据 2018 年 交通模型 慢行环境评估 

3 互联网地图 POI 数据 2018 年 高德地图 
步行绕行情况评估、轨道车站和

公交站换乘距离评估 

4 摩拜共享单车订单数据 2017 年 北京摩拜有限公司 车站非机动车停车区规模确定 

4 出租车 GPS 数据 2017 年 
天津市客运管理办

公室 
出租车上下车位置及需求分析 

5 交通事故数据 2018 年 
天津市河北区交警

支队 
车站周边接驳环境安全评估 

4.2 接驳子系统评估分析 

4.2.1 接驳需求分析 

为达到接驳效率最优化，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的内在潜力，应充分满足轨道车站与其他交

通方式的实际接驳需求，通过科学合理的布设各类接驳设施，最终达到无缝衔接的理想效

果。为此在车站设计时不但要考虑接驳方式的全面性，同时也要根据实际接驳特征，重点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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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主要接驳方式的作用，从而保证接驳功能的最优化。 

通过定期开展全市范围内的居民出行调查，可掌握城市居民的出行需求，可获取居民日

常出行链信息，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交通规划和政策，引导城市交通良性发展提供支撑。

以天津为例，在 2017 年年底开展了全市域范围的居民出行调查，中心城市涉及 2.2 万户，

抽样率为 0.8%。基于居民调查数据，提取轨道车站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接驳需求，从而形成

各站点的接驳比例。 

 

图 2 天津市河东区各轨道车站接驳比例 

4.2.2 步行接驳环境分析 

从接驳比例上看，步行接驳比例占比最高，因此对于车站接驳环境的改善应重点关注车

站周边步行环境的提升，为行人提供舒适、安全的步行空间。对于步行接驳环境的评估，就

显得尤为重要。轨道车站周边步行环境评估应主要应考虑 3 方面内容：（1）步行有效通行空

间；（2）过街便捷性；（3）车站出入口各步行非直线系数。 

对于步行有效通行空间和过街便捷性可通过路网数据中关于慢行方面道路信息进行评

估。以天津为例，通过对天津交通模型种路网文件属性信息进行分析评估，可知轨道车站周

边 500 米范围内约 70%的道路人行道和建筑退线宽度不足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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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天津市中心城区人行道宽度分布 

对于轨道站出入口步行非直线系数计算，主要评估轨道站出入口设置是否合理，是否因

为设置问题导致乘客绕路情况。该指标通过借助互联网地图，抓取轨道车站出入口及出入口

周边 500m 范围内各居住和公建出入口，通过调用高德 API 完成路径解析，从而可计算出各

出入口的步行非直线系数，客观定量分析步行绕路情况。 

 

图 4 天津市各轨道站出入口平均步行非直线系数 

4.2.3 非机动车接驳环境分析 

非机动车接驳是轨道车站接驳改善过程中同样需要重点关注的接驳方式，应构建一个空

间连续、安全性高、设施充足的骑行接驳系统。轨道车站周边骑行环境评估应主要应考虑 2

方面内容：（1）骑行通行空间及隔离形式（2）车站出入口周边停放空间。 

对于骑行及隔离形式可通过路网数据中关于慢行方面道路信息进行评估。以天津为例，

约有 40%的道路设置了机非隔离设施，但其中 32%的隔离形式仅为划线隔离，实际使用时

经常被停车占用，隔离效果并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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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天津市中心城区骑行空间隔离形式分布 

对于车站出入口周边停放空间分析，应充分考虑非机动车接驳需求特点，合理设置非机

动车停车区。借助共享单车订单数据，精准定位停放区域，测算全天区域内车辆开关锁变化

情况，利用开关锁变化值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作为单车停车区最小停车数量，通过合理

扩样，最终确定合理停车区规模。 

 

图 6 天津市轨道站各出入口单车使用情况及建议规模 

4.2.4 常规公交接驳环境分析 

常规公交接驳环境的提升也是轨道车站接驳改善过程中需要重点进行优化的内容，应构

建起换乘便捷、候车舒适、覆盖面广的常规公交接驳系统。公交接驳环境评估主要考虑 2

方面内容：（1）公交车站与轨道站的步行换乘距离。（2）公交车站候车环境。 

对于公交车站与轨道站的步行换乘距离，《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

（GB/T51328-2018）中明确提出：“城市轨道交通站点与公交首末站衔接时，站点出入口与

首末站的换乘距离不宜大于 100m，与公交停靠站衔接，换乘距离不宜大于 50m。” 该指标

同样可通过借助互联网地图，抓取轨道车站出入口及公交车站点位，调用高德 API 完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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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解析，识别出距离各轨道出站口最近距离公交车站，从而确定轨道站与公交车站衔接换乘

水平。 

 

图 7 天津市轨道站与公交换乘距离 

4.2.5 机动车接驳环境分析 

机动车接驳设施主要包括私家车、出租车方式的临时停靠设施，应构建起外围换乘便

捷、运行有序、衔接合理的小客车接驳系统。为保证车站周边交通运行效率，机动车接驳模

式建议采用出租车或私家车接送方式，即设置 K&R 停车位，通过提升候车环境，鼓励人等

车的接驳形式，减少车辆过多停放对交通影响，实现高效便捷转换。利用出租车 GPS 数据，

分析识别出出租车上下客点位，精准定位车站周边机动车临时停靠需求，对于需求量较大车

站，可考虑设置机动车临时停靠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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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天津市某轨道站出入口周边出租车上下客点位分布 

4.2.6 交通安全分析 

利用交通事故数据，可分析轨道车站周边道路环境。通过对事故数据的空间化，能够较

为直观的评估车站周边交通运行情况，针对事故高发地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善。以天津轨道

M3 线金狮桥为例，交通事故主要分布于轨道站 B 出入口前过街区域，事故类型主要以慢行

和机动车间的碰撞为主，为此需重点对轨道站 B 出入口前的步行过街环境进行优化，保证

过街的安全与便捷。 

 

图 9 天津市某轨道站出入口周边交通事故点位分布类型占比 

4.3 接驳环境综合评估 

基于各类接驳子系统中相关评估指标，参考实际接驳比例作为各系统权重，构建车站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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驳环境综合评价体系。该评估体系中包含各类接驳子系统中所涉及的可量化指标，通过数据

标准化处理，专家打分法确定权重，计算车站现状接驳环境评价指数。 

表 2 车站接驳环境综合评价体系 

序号 
评估内

容 
评估指标 

评分标准 

0-20 分 20-40 分 40-60 分 60-80 分 80-100 分 

1 
步行接

驳 

步行通道有效

宽度（m） 
≤1m 1~2 2~3 3~4 ≥4m 

交叉口转弯半

径（m） 
≥50 40~50 30~40 20~30 ≤20 

步行非直线系

数（m） 
≥3 2~3 1.5~2 1.2~1.5 1~1.2 

2 
非机动

车接驳 

单车接驳总量

(人次/天) 
≤100 100~200 200~300 300~400 ≥400 

骑行通道隔离

形式 
混行 白虚线 白实现 护栏 侧分带 

3 
常规公

交接驳 

换乘距离（m） ≥300 200~300 100~200 50~100 ≤50 

站台宽度及形

式（m） 
≤1 1~2，站牌 2~3，站牌 2~3，站亭 ≥3，站亭 

4 
机动车

停靠区 

上下客位置及

数量（次/天） 
      

设置停靠区，车

等人 

设置停靠区，人

等车 

5 
景观环

境 

绿化面积、广场

面积（m2） 
无 100~500 500~1000 1000~3000 ≥3000 

以天津市为例，采用接驳环境综合评估体系，对天津市轨道车站进行评价，排名前十位

的地铁车站，多数集中于天津市 CBD 地区，各类设施配置完善，接驳环境良好。 

 

图 10 天津市轨道车站现状接驳环境综合评估排名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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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案列分析—以天津轨道 M3 号线中山路站为例 

5.1 基本情况 

轨道 M3 线中山路站位于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与中山路交口南侧，设置出入口 3 处，日

均客流量约 1.7 万人次/天。现状车站周边由于受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无序停放影响，慢行接驳

环境较差。与此同时，车站出入口同向公交站换乘距离较远，公交接驳较为不便。 

 

图 11 天津市中山路轨道站现状情况 

5.2 评估分析 

5.2.1 接驳比例分析 

现状中山路轨道站主要接驳比例为步行占比 70.6%，常规公交占比 16.2%，非机动车占

比 9.6%，机动车接驳占比 1%，呈现“1+2”接驳模式，即以步行接驳为主，以常规公交和非

机动车接驳为辅，同时还具有一定规模的机动车临时停靠需求。 

 

图 12 中山路站其他交通方式接驳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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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步行接驳环境分析 

现状中山路轨道站出入口周边步行空间较为理想，平均步行有效宽度约 4m。而步行非

直线系数整体偏高，由于轨道车站整体位于中山路道路南侧，北侧居民需穿行过街，中山路

与昆纬路交叉口尺度较大，过街距离较长，并不便于行人的高效安全过街，从而影响轨道车

站步行接驳效率。 

 

图 13 中山路站各出入口非直线系数 

5.2.3 非机动车接驳环境分析 

现状车站出入口周边，共享单车因行业竞争导致过量投放，严重影响出入口周边接驳环

境品质。借助共享单车开关锁数据，精准定位停放区域，测算全天区域内车辆开关锁变化情

况，同时能够识别出因行业竞争过量投放导致的闲置单车，在此基础上准确计算出实际使用

单车需求，通过合理扩样，最终确定合理停车区规模，从而净化单车停车区无序混乱的环境。 

 

图 14 中山路站各出入口单车使用变化曲线 

5.2.4 常规公交接驳环境分析 

通过借助互联网地图，抓取 POI 点位，调用高德 API 完成路径解析，识别出车站出入

口在中山路西向东方向公交站换乘距离较远，公交接驳较为不便。目前该公交站设置公交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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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17 条，其中 15 条为直行线路，2 条为中山路左转律纬路线路。 

 

图 15 中山路站周边公交车站情况 

5.2.5 机动车接驳环境分析 

利用出租车 GPS 数据，分析识别出中山路站出租车上下客点位，主要集中于出入口 B

周边中山路和昆纬路沿线，可考虑设置机动车临时停靠区。 

 
图 16 中山路站周边出租车上下客点位分布 

5.2.6 接驳环境综合评估 

采用接驳环境综合评估体系，对中山路站进行评价，整体接驳环境评分较低，主要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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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换乘距离较远造成，同时慢行和机动车停靠环境均有待提升。 

 

图 17 中山路站现状接驳环境评估 

5.3 改善方案 

5.3.1 构建交通一体化衔接的高效接驳系统 

（1）主要交叉口渠化设计 

重点对中山路和昆纬路交叉口进行渠化设计，通过减小转弯半径，缩小交叉口面积，增

设过街安全岛，降低过街距离，提升步行过街效率和安全。 

对于该交叉口西侧中山路进口道，利用现状路段无效空间，在外侧增设 1 条公交专用直

行车道，同时设置右转专用信号相位，保障现状右转车辆有序运行。 

 

图 18 中山路-昆纬路交叉口渠化方案 

（2）公交换乘距离和机动车临时停靠位置优化调整 

在中山路进口道外侧侧分带处增设公交中途站，将现状 15 条直行公交线路迁移到该

站，该站距离轨道车站出入口约 50m，同时将现状 2 条左转公交线路保留在原公交站位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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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纬路出口道外侧侧分带处增设机动车临时停靠区，采用人等车的接驳形式，减少车

辆过多停放对交通影响，实现高效便捷转换。 

 

图 19 公交站及机动车停靠区位置分布 

5.3.2 打造城市景观与交通效率并重的新型空间 

将中山路轨道站 B 出入口与周边开敞空间融合设计，打造城市景观与交通效率并重的

新型空间。通过整合现状无效空间，形成约 4600 平米的公共空间，将各接驳设施和高品质

的景观空间融合设计，打造以轨道站为核心的轨道花园。 

 

图 20 中山路站出入口与周边空间整合设计 

在该空间内轨道出入口前设置集散广场，便于乘客完成各种交通方式的转换，同时以广

场为中心向外形成发散式步行流线通道，与共享单车、公交站、出租车停靠区等各类接驳设

施相衔接，真正做到交通一体化衔接与城市景观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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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中山路站接驳环境改善后效果 

6 结语 

轨道车站接驳设施规模的合理配置影响着轨道交通功能的有效发挥。与此同时轨道车站

接驳系统设计从现状改善到规划建设，还有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内容。本文基于大数据驱动

的北背景下，仅对现状轨道接驳环境进行了评估分析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改善措施，依然还有

很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拓展： 

目前本研究仅基于对现状轨道车站接驳环境进行评估，对于方案相对成熟的规划车站目

前还无法进行场景模拟分析，下一步建议可考虑通过相关规划指标，对远期车站建成后的接

驳环境进行场景评估，开展多方案比选，从而为轨道车站规划设计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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