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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道路交通拥堵不断加剧，公共交通作为城市机动化出行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以公交为

出行方式参与城市社会活动的诉求持续增长，亟须建立面向可达性的公交线网优化方法和路径。在梳理现

状公交可达性不足引发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分析公交可达性演变机理，以耦合城市空间结构，提升公交可

达性为切入点，构建基于可达性的公交线网规划体系框架，从战略管控、协同共治、精细实施及动态导控

方面明确面向可达性的公交线网规划实施路径与核心要点，为深化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增强公交可达

性和吸引力、强化支撑引导城市空间发展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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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1959 年，Hansen 首次提出可达性的概念，将其定义为交通网络中各节点相互作用机会

的大小，表征空间实体间克服相互间距离障碍进行交流的难易程度。考虑成本因素，本文进

一步丰富公交可达性含义，将其定义为居民在可接受的成本内通过公共交通（含地铁）网络

实现空间节点联系的能力。作为各大城市机动化出行的主体，公共交通空间分布的可达性优

劣直接关系到市民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1][2]，因此，公交可达性控制是促进城市用地与交通

系统持续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也是政府引导城市空间理性发展的有效手段[3][4]。城市发展

经验表明，公共交通为主导的高可达性机动化城市是各大城市空间结构理性发展的必然选

择。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高速发展，各大城市活动空间不断外延式扩展，居民出行距离及机

动化出行量持续增长，城市交通发展突出机动性（Mobility）导向，主要通过提高道路通行

能力、降低道路饱和度来提升交通工具流动效率[1]。然而，作为机动化出行主体的公共交通

有效可达性提升有限，通过公交参与城市活动的能力与城市空间结构变化并不匹配，可达性

已经成为影响公共交通吸引力的关键因素。 

由于公共交通数据获取的难度和居民出行方式选择的复杂性，利用公共交通作为出行模

式的可达性研究相对较为缺乏，以往关于公共交通可达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交通可达性

测度方法及对不同城市的实证研究[5][6][7]，但在综合分析城市交通可达性与土地使用及城市

空间结构演化的相互作用机制[8]方面略显薄弱，而关于如何系统提升公交可达性的研究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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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与国家大力推行公交优先战略的发展背景并不相符。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梳理现状公交可达性不足引发的主要问题，分析公交可达性

演变机理，以耦合城市空间结构，提升时空可达性为切入点，构建基于可达性的公交线网规

划体系框架，明确面向可达性的公交线网规划实施路径与核心要点，为深化落实公交优先发

展，强化支撑引导城市空间发展提供技术参考。 

1 公交可达性不足引发的主要问题 

1.1 城市视角：公共交通形成的有效可达空间增长有限，难以发挥对城市空间发

展的支撑和引导作用。 

交通系统的发展不仅要关心容量，更要关心有效可达性覆盖的社会机会、公共服务以及

不同社会群体空间活动交融[1]。然而，当前城市公交发展侧重从设施供给规模上匹配出行需

求，但从可达性上难以满足城市空间发展的需要以及人们的出行需求。以无锡市为例，现状

老城核心基于公共交通在 1 小时内可达的城市空间为 288 平方公里，仅占市区建设用地的

43%，在可接受出行时间内通过公共交通可感知的城市活动空间远小于市区实际空间，让市

民产生“无锡很小”的错觉。围绕老城中心的公共交通可达性仅能达到太湖新城、锡山新城

及惠山新城中心，辐射半径仅 12 公里，无锡现状城市空间总体呈现“单中心+小通勤圈”特

征，与 2016 版城市总规提出的“一城、双心、三级，多点”的城市空间结构存在较大差距，

见图 1。公共交通系统的核心任务是在引导城市形成合理的空间功能布局的基础上实现城市

可持续发展，公交可达性不足显然制约了公交作用的发挥。 

  

图 1 无锡市现状老城中心公交 1 小时出行交通圈与规划城市空间结构对比 

1.2 交通视角：公共交通可达性不足，公交吸引力下降，加剧城市交通拥堵。 

公共交通可达性不足不仅限制了外围地区居民通过公共交通参与城市中心活动，也导致

中长距离的刚性交通需求只能通过小汽车等个体机动化来满足，从而限制公交吸引力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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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研究表明，公共交通的出行时间弹性高，居民出行对公共汽车运行时间较为敏感[9]。北

京市第四次居民出行调查的 SP 分项调查显示，公共汽车出行时间弹性为 1.83，若公共汽车

出行时间增加 10%，则其出行需求会下降 18.3%。 

公共交通可达性下降，造成部分潜在用户被动向其他出行方式寻求出行解决方案，在居

民收入显著增长背景下，小汽车拥有与使用必然快速增长，从而加剧城市交通拥堵。以无锡

为例，现状市区平均通勤距离 7.3 公里，平均通勤时间 37.1 分钟，而居民公共交通全程出行

平均用时 54 分钟[12]。虽然近年来无锡公交设施综合供给不断增加，但公交客流量持续下降。

2013-2016 年无锡公交分担率由 18.1%降至 11.2%，同期小汽车分担率由 13.4%升至 24.4%，

个体机动化交通快速发展，部分片区和路段出现拥堵现象，并呈现快速发展和常态化态势。 

2 公交可达性演变机理分析 

2.1 城市空间和土地开发形态演进与公交组织模式更新耦合不足，公交可达性难

以根本改变。 

区域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提高区域的可达性[10][11]，城市空间拓展，需要相匹配的交通可

达性作为基础支撑。交通工具的革新会从根本上改变空间可达性格局，进而影响城市的空间

组织模式。在以步行—有轨电车—个体机动化交通工具为主导的交通发展路径下，城市空间

也反映出相应的组织特征[12]，见图 2。 

 

图 2 不同交通方式导向下的城市空间特征 

不同城市空间和土地开发形态要求不同的公共交通网络组织模式，其公交可达性不同。

团状城市交通流呈现随意性、多方位特征，不利于集聚客流，不利于发展大容量公共交通，

难以实现公交引导，公交可达性较弱；带形、星形城市交通流轴带特征明显，有利于组织大

容量公共交通，公交可达性较强；组团城市各组团内部流动占主导，适宜发展中运量公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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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加强组团间联系，公交可达性良好。不同城市形态下的交通流特征及公共交通可达性[14]

见表 1。在土地利用方面，小汽车交通适于低密度均质的土地利用形态，公共交通适于高密

度组团式土地利用形态。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空间结构持续优化演进，但公共交通组

织模式往往没有协同更新，更多的表现为外在的公共交通系统设施规模增加，造成公交可达

性无法根本改变，而公交可达性的不足又反过来限制城市空间演进效果。 

表 1 城市形态对应的交通流特征及公共交通可达性 

城市形态类型 交通流特征 公共交通可达性 

团状城市 
随意性、多方位的交

通流向 

不利于客流集聚，不利于发展大容量公共交通，难以实现公交

引导，公交可达性较弱 

带形城市 有明确的轴线交通流 
有利于组织大容量公共交通方式，高峰时段负荷最大、最集中，

公交可达性强 

星形城市 
交通流沿城市的发展

轴分布 

较带形城市客流量有所分散，但仍利于布设大容量公共交通，

高峰时段客流量激增明显，公交可达性较强 

组团城市 组团内部流动占主导 
组团内部交通分散、压力有限，发展中运量公共交通加强组团

间联系，公交可达性良好 

2.2 综合交通系统组织仍以小汽车为主导，公交可达性发展环境受限。 

小汽车交通具有舒适、快捷、个性、私密等优点，在用地密度较低的区域兼具了良好的

机动性和可达性，但是小汽车高可达性需要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支撑，从长远来看不一定引

导城市向高可达性方向发展[15]。快速交通网络的建设有利于提高城市边缘区域交通可达性

水平，但发达国家发展经验表明在城市和远郊边缘持续不断的快速道路建设，从长期看将鼓

励分散式增长，即低密度扩展的机动车依赖式的居住模式，最终导致城市平均出行距离加

大，出行时间延长，可达性降低，小汽车导向下的可达性演变机理见图 3。 

 

图 3 小汽车导向下的可达性演变机理 

长期以来小汽车导向下的城市发展思路、对缓堵的重视及其营造出的宜行宜停的小汽车

使用环境，极大地抬升了小汽车出行的效率与竞争力，也使得通过优化公共交通服务引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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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难度不断加大[16]。小汽车优先的思路仍在许多城市和政策法

规中占据上风，导致公共交通空间资源配置受限[17]，公交场站、专用道等普遍出现需要的

地方没条件，不需要的地方反而很充裕的情况，公交发展空间资源不足也限制公交可达性发

展。 

2.3 公共交通网络未发挥系统效益，公交可达性提升内生动力不足。 

随着地铁网络的不断扩展，常规公交各站点的可达性逐步提高，表明地铁网络的建设逐

渐改善城市公交网络的整体可达性。一方面，地铁线路的加入，打破了常规公交网络圈层式

可达性格局，逐渐呈现出圈层式加沿地铁线路分布的走廊式格局。另一方面，地铁网络对城

市公交可达性的改善作用随地铁线路网的增加而日益显著。以广州为例，近年来广州轨道线

网连接率逐步提升，地铁对公交网络整体可达性的改善作用明显，轨道线网作用下公共交通

可达性变化率达 30.62%[7]。见表 2。 

表 2 2000-2012 年广州市公交网络可达性变化情况 

年份 
地铁加入前公交网络平均可达

时间/min 

地铁加入后公交网络平均可达

时间/min 

变化程度

/min 
变化率/% 

2000 35.52 33.78 1.74 4.89 

2003 46.15 42.42 3.73 8.08 

2009 51.23 43.74 7.49 14.62 

2012 71.32 49.48 21.84 30.62 

然而从区域上看，地铁加入常规公交网络所引起的服务范围变化主要来自于城市外围地

区，即常规公共交通发展不足的区域[7]，但外围地区接驳轨道公交服务水平普遍不足，又降

低了公共交通的可达性。以上海为例，外环周边及外环外能步行直接到达地铁站点的人员比

例约占 40%，而选择地面公交接驳轨道站点的人员仅占客流的 39%，在没有使用公交接驳

的人中约有 40%的出行者有意愿选择公交进行接驳，但因公交与轨道交通接驳不畅，地面

公交服务水平低而放弃了使用地面公交接驳方式。 

传统的常规公交线网布局侧重单条线路的直达性服务，对线网整体的可达性和效率关注

不足。随着核心城区功能外溢，空间逐步拓展，传统的线网组织主要依靠原有公交线路向外

围延伸来解决外围地区的公交覆盖问题。这一做法虽然能实现一定的公交覆盖率，但却造成

了大量功能混杂的长线公交，在配车数不变的情况下，公交发车频率降低，乘客等车时间长，

且单程运行时间增加，准点率下降，公交线网的可达性及公交出行品质并未显著提升。 

2.4 居民出行需求升级，公交可达性内涵未能适应品质发展需求。 

公交可达性内涵侧重居民出行时间与费用，但对出行体验关注不足。马尔凯蒂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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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etti’s constant）指出，不管交通系统变得如何四通八达，居民平均通勤时间依然保

持原样，近年来国际及国内主要城市机动化出行时间均接近 1 小时并趋于稳定。居民对出行

费用的承受能力一般认为出行成本不宜超过收入的 10%。居民出行承担的时间与费用成本

可通过时间价值系数 VOT 转换为同一量纲数据，用以综合评估出行效用。当前我国社会主

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居民出

行需求不断升级，对品质交通的诉求愈发强烈，公交可达性内涵未能适应品质发展需求。 

公交可达性不仅是公交方式自身的可达性，还需要围绕出行链全过程进行整体考虑。公

共交通出行涵盖地铁、公交、步行、非机动车、小汽车等多种方式组合，需要综合考虑出行

者到达公交站点的便利程度、候车时间、车内时间、到站后步行时间、换乘便利性等。公共

交通的可达性涉及到出行便利性、舒适度等因素，尤其是最后 1 公里的出行品质直接影响公

交可达性服务范围，在以公共交通站点为中心的公交社区内部应强化面向步行者和自行车使

用者的道路设施规划设计[15]。此外，也需要围绕车内及候车、换乘环节强化出行品质，提

升全出行链的服务水平。 

3 面向可达性的全过程公交线网规划体系框架 

3.1 体系框架分析 

面向全过程挖掘规划作用，从战略管控、协同共治、精细实施三个层次梳理公交线网规

划的技术路径与核心要素。在战略层，面向可达性构建引导公交线网优化的多层指标体系，

强化对协同共治的理念引导以及对精细实施的目标管控；在协同层，明确线网优化协同要素

系统与协同实施推进方式；在实施层，系统梳理线网优化的关键环节，形成精细实施方案体

系。同时，面向公交线网发展过程建立动态导控机制，将战略管控、协同共治、精细实施自

上而下的作用机制向双向互动转变，提升线网规划总体框架动态灵活应对复杂变化过程的可

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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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面向可达性的全过程公交线网规划体系框架 

3.2 面向可达性的全过程公交线网规划实施路径 

3.2.1 战略管控层面：面向可达性构建引导公交线网优化的多层指标体系 

（1）将可达性引入城市发展战略层面，形成城市发展战略共识。 

传统的公交优先发展目标侧重公交发展规模及出行结构引导，主要发挥公交设施供给指

导作用，对公共交通网络与城市居民活动空间的适配性引导不足[2]。研究表明，以交通可达

性作为桥梁来协调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互动关系，可以从根源上改变交通需求的生成强度、

空间分布特征，优化交通需求模式与交通系统结构[3]，有利于从根源支撑公交优先发展，从

而有效缓解日趋尖锐的城市交通供需矛盾。建议将可达性引入城市发展战略层面并形成战略

共识，有效促进以公共交通为主导的交通网络与城市空间活动系统的匹配关系。以深圳为

例，为提高市民公交出行的比重，深圳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推行公交提速 1.5 战略，使公交出

行的时长不高于小汽车的 1.5 倍，建立可与小汽车竞争的公交体系，而最新一轮城市总规也

明确提出提高交通时空服务能力，将出行时间控制在 1 小时可达范围以内。 

（2）围绕可达性构建引导公交线网优化的多层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是衔接目标与行动的桥梁，战略管控的根本要义是建立质量发展指标确保目标

实现，即“值质归统”[1]。面向可达性进行多层次公交线网优化需要在既有的发展指标基础上

补充构建基于可达性的多层指标体系，从总体管控与实施管控层面把握公共交通可达性控制

要素，总体管控强调综合交通系统的整体的出行可达性引导控制，实施管控侧重于公交线网

优化过程的“点-线-网”层次梳理控制要素，详细的指标体系及控制要素建议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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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面向可达性的公交线网优化指标体系及控制要素建议 

作用层次 控制要素 

总体管控 市民出行时间分布、公交与小汽车全过程出行时间差 

实施管控 

点层 
节点（医院、学校、商业中心、公园景区及枢纽等）可达性、PTAL[5]

（片区内公共交通可达性水平） 

线层 交通走廊沿线接驳腹地范围、交通走廊运行速度 

网层 公共交通网络整体可达性及网络节点可达性矩阵 

3.2.2 协同共治层面：围绕公交优先组织综合治理，破解制约公交可达性的相关

瓶颈要素 

（1）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主体共治协调机构，强化公交优化目标协同，全

面凝聚治理共识。 

当前城市交通治理责任普遍归于政府部门，各部门之间事权相互独立，仅在环节界面进

行交接[18]，交通治理目标也限定在部门事权划分的范围，只关注事权范围内的目标，而忽

视了城市综合交通的发展目标，往往造成局部改善，但整体难以优化的窘境[19]。扩展公交

优先协同共治活动边界，围绕“政府、企业团体、社会公众”多元主体构建面向“市、区、

社区”三级共治协调机构（见表 4），充分发挥政府主管部门的统筹协调作用和人大、政协

在协同治理中的价值引领、利益表达、决策协商、社会疏导和整合功能[20]。充分讨论并锚

固“引导出行者主动使用公共交通”的核心要义[16]以及公交可达性的总体管控目标，以围绕公

交优先组织交通综合治理，凝聚多方共识，围绕公交治堵集中发力，实现整体优化。 

表 4 面向公交优先的协同共治层级与治理要素体系 

协同层次 指导机构 牵头机构 协同机构/代表 协同治理要素 

市级协同

共治 
城市政府 

市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市人大、政协 

市级政府职能部门 

综合运输服务企业 

市级城市客运服务企业 

市级其他主要企业团体 

市民代表 

技术服务机构 

公交优先战略目标及指标体系 

市级公交优先顶层规划设计 

城市空间结构及功能布局 

公交优先设施、政策保障 

小汽车保有与使用调控 

停车设施分区调控 

区级协同

共治 

区政府/市

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区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区人大、政协 

辖区政府职能部门 

辖区客运服务企业 

区级其他主要企业团体 

辖区街道 

市民代表 

技术服务机构 

区级公共交通发展规划 

区内空间功能布局及土地利用 

专用道、场站、枢纽等设施布局 

区内小汽车使用调控 

停车实施分区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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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层次 指导机构 牵头机构 协同机构/代表 协同治理要素 

社区协同

共治 

区政府/市

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 

区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 

相关政府职能部门 

街道、社区 

社区客运服务企业 

社区主要企业团体 

社区代表 

技术服务机构 

社区用地开发 

社区场站、枢纽布局 

社区停车设施分类管控 

（2）围绕公交优先开展交通拥堵治理，形成面向公交可达性提升的协同共治实施载体。 

公交优先不仅需要围绕公交系统内部发展要素进行建设，还需要从整个交通系统进行综

合考虑，特别是在城市进入存量发展时期，由于以道路系统扩张为主导的拥堵治理策略难以

为继，以小汽车导向对立的处理交通拥堵治理及公共交通优先的发展关系，使得交通拥堵治

理和公共交通优先政策的实施效果都大打折扣[16][17]。 

交通拥堵治理与公共交通优先既是城市交通发展的两大政策支柱，也是交通支撑和引导

城市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体两面。将拥堵治理与公共交通优先结合，在城市交通空间再分配

中，通过优先配置公共交通空间，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可以达到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缓

解交通拥堵的目的，实现公共交通优先与拥堵治理双赢[17]。深圳在近期开展交通综合治理

中强调由“治小汽车堵”为主的传统模式向“公交治堵”转变，以“公交治堵”为核心制定近期治

堵策略及措施，近期梳理出的 392 个拥堵治理项目中有近 60%围绕“公交治堵”开展。 

（3）将协同共治要素体系由公交内部向综合系统转变，研究制定协同实施项目库。 

城市空间布局、土地利用、道路网络布局、小汽车保有和使用管控以及停车设施供给等

与公共交通发展均具有直接影响[16]。围绕当前城市空间及土地利用强化公交可达性支撑，

同时面向地铁、骨干公交带来的公交可达性变化协同引导城市未来空间布局发展。建立健全

有利于引导小汽车消费回归理性的制度框架，引导出行消费回归理性。伦敦、新加坡的拥堵

收费通过提高小汽车的经济成本，在保障公共交通优先的策略下，改变公共交通与小汽车交

通的竞争关系，达到提升公共交通吸引力和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目标[17]。国际经验表明，

停车设施的供给应以公共交通发展水平的评估为前置条件[16]，伦敦市依据公共交通可达性

水平 PTAL 来指导居住区的停车位配建指标，为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停车位配置的基本原则

是在公共交通服务好的地方应减少供应，而在公共交通服务薄弱的地方可提供更多的停车位

[6]，见图 5。基于协同共治要素研究支撑线网优化的协同实施项目库，项目库需对内部每一

项措施进行详细说明，包括实施主体、实施对象、实施目标、实施手段、实施时序、实施周

期等内容，逐步引导建立有利于实现“多元主体参与、多元利益融合”的协同共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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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全伦敦 PTAL 地图及 PTAL 和停车配建的关系 

3.2.3 精细实施层面：系统梳理线网优化的关键环节，建立精细实施方案体系 

（1）“点-线-网”逐层递进精细优化形成线网方案。 

在精细搭建公交线路级交通需求预测模型，精准把握公交出行需求的基础上，以枢纽为

点，以走廊为线，逐层优化，整合成网。围绕城市空间结构、轨道交通网络及换乘需求空间

分布完善分级枢纽布局。围绕线路技术指标、运行状况、运营效益等逐条分析现有公交线路，

协同轨道交通分层优化公交线网，快线层重点强调构建轨道宽带服务走廊，在保证窄带运能

的同时利用平行走廊提供快速公交服务，调整与轨道交通同走向同性主干线路，增加主要走

廊公共交通服务范围，围绕轨道站点等公交枢纽加密公交支微线路，扩展轨道及骨干公交服

务腹地。同时，在公共交通线网优化过程中，应深化公交、轨道、道路三网融合。 

（2）制定全方位系统化协同实施保障方案。 

公交线网优化涉及多元主体和多方要素，既有的公交线网优化实施方案只强调线网技术

方案本身，实施效果难以保障。面向线网优化精细实施，还需补充实施保障及实施引导措施，

形成线网优化协同实施项目库并明晰库内相关保障措施实施的切实路径。除了线网优化相关

的场站、通道、枢纽等协同设施保障，还包括线路车辆、驾驶员等运力组织，尤其是驾驶员

运力组织，公交驾驶员准入门槛高，培养周期长，是公交线网优化调整的重要约束条件。同

时，完善线网优化相关规范，指导与规范参与各方围绕线网优化的行为标准。 

（3）践行社会治理理念，引导多社会行为体共同参与。 

公共交通作为市民基本的机动化出行保障，线网优化调整牵涉沿线居民的直接利益，线

网优化需要精细测算方案实施对沿线地区的可达性损益，尽可能确保沿线居民基本出行服务

效益提升，消除沿线居民对线网优化调整的阻力，通过渐进性优化逐步引导沿线居民改变出

行习惯。同时利用重大事件契机开展线网调整，强化近期线网优化示范作用，以点带面推进

线网优化工作。 

围绕项目全周期开展多渠道、多轮次公众参与活动，全面凝聚公交发展共识，引导推动

方案实施。建议在线网优化项目立项、调查开展、调查分析及优化思路形成、总体方案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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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实施等关键阶段围绕规划工作协同组织开展。综合利用（移动）互联网、电视、广播、

报纸等多种渠道开展宣传工作，实现对不同群体宣传的全面覆盖，并通过公众读本、社区活

动等形式强化面向公众的沟通与引导。加强多方参与和多部门决策协调[20]，主动与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等以及公共团体交流公交优先理念及线网优化思路，面向调整线路沿线社区建

立沟通讨论机制，尽可能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公交线网优化和公交系统发展。 

   

图 6 无锡公交线网优化的公众读本 

3.2.4 面向动态导控：识别面向可达性的动态监测要素及导控措施集合，构建动

态导控机制 

公交线网优化是系统工程，影响线网优化的因素十分繁多，线网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

性，而且公交线网较轨网、路网更具灵活性，因此建立动态导控机制十分必要。随着智慧交

通的不断深入，动态监测、实时评估技术日益完善，建议结合面向可达性的战略管控实施指

标体系，从点、线、网等层次围绕交通需求、可达性及出行效用差梳理动态导控的监测与评

估要素，从需求调控与系统赋能两方面构建动态导控措施集合，定期开展规划效果评估与监

督，围绕公共交通可达性把握城市与交通发展互动关系，适时启动规划完善程序，由此对规

划目标和（或）方案提出修正措施[1]。 



12 
 

 

图 7 面向可达性的公交动态导控机制 

相比轨道交通，公交线网更具灵活性，且不同功能层次线网的灵活性也存在较大差异，

其中快线、主干线网络作为地面公交系统的骨干线网，在网络发展的过程中更趋稳定，而次

干线、支线则相对更具灵活性。因此在动态导控的过程中，针对不同层次的公交线网，也应

该进行不同时间和频率的动态评估与优化调整。 

4 结语 

在公交优先发展战略背景下，回归“提高出行有效可达性”的发展本源，从战略管控、

协同共治、精细实施三个层面明确面向可达性的公交线网规划实施路径：1）强调将可达性

目标引入城市发展战略层面，深化可达性内涵建立指标体系；2）构建面向“政府、企业、

公众”多元主体的三级共治协调机构，围绕公交优先开展交通拥堵治理，形成面向可达性的

协同共治实施载体；3）面向精细实施，强化全要素实施保障方案和全过程组织引导，加强

线网优化实施的综合环境支撑；4）建立动态调控机制，在保障线网灵活性的同时加强过程

导控，提升线网规划体系框架动态应对复杂变化过程的可能性。 

公交线网优化提升不仅需要面向公共交通自身围绕可达性改善公交出行效用，还需要综

合考虑公共交通和个体机动化出行的效用差异。限于篇幅，关于出行效用差的分析本文仅有

所提及而未深入讨论，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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