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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有轨电车在组团式城市的
功能定位及建设时序研究
冯若潇，刘福华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川成都 610000）
摘 要: 近年来现代有轨电车在中国城市的应用愈受重视，而组团式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城市的发展趋势，现代有
轨电车在组团式城市的应用缺乏专门的研究。首先对现代有轨电车在组团式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识
别，研究认为其在主城区对骨干或主体的公交系统起到加密和接驳作用，在非主城区的组团起到骨干公交系统的
作用。在此基础上以现代有轨电车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关布局的契合度、与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和地铁的接驳关系、
线路所在组团的近期建设力度、线路客流需求和线路的实施条件等 5 个因素作为决策指标，运用多目标理想点决
策的方法，分析各线路与理想线路的贴近度并排序，得出建设时序。最后以中国某组团式发展的一线城市最新的
有轨电车线网规划方案为案例对这一建设时序的分析方法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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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al Identification and Construction Time Series of
Modern Trams in Clustered Cities
FENG Ruoxiao, LIU Fuhua
(China Railway Eryuan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Chengdu 61000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rams in Chinese cities has been garner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development focused on clustered cities is the most recent trend in China.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specialized research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trams in clustered cities. First, this study identifies the main functions of modern trams in
clustered citi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considering the role it plays in supplying and connecting the main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e central areas of the city, and its role as the backbone of the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the city.
On this basis, five factors, including the fit between the modern tram and master plan of city development, connection with the
subway and other mass transit, recent develpment of tram lines in the clusters, passenger flow demand, and implementation
conditions of the line, are used as decision indicators. Then, the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Ideal
Solution (TOPSIS) is used to study the construction timing approach. One of the latest tram network planning schemes of a
first-tier city in China is provided as an example, to validate the proposed method.
Keywords: modern tram; clustered cities; function identification; construction time series; TOPSIS

中国的城镇化和机动化从新千年以来一直处于高


优先”已成为共识，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尤其是城市

速发展的进程中， 道路拥堵、事故频发、尾气污染、

轨道交通，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共同的选择。由于 2018

能源浪费等城市交通问题愈发难以忽视。为此，
“公交

年国务院“52 号文”对城市轨道交通中地铁、轻轨的
规划建设进行了进一步的规范，现代有轨电车日渐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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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行业的重视。
现代有轨电车具有运量适中、节能环保、投资较
少、敷设灵活、工程周期较短、利于融入景观等优点，

现代有轨电车在组团式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建设时序研究

在国外尤其是欧洲的许多城市都已经有了广泛长期的

否将其归类现代有轨电车还未明确[10]。

应用，中国如北京、上海、广州、苏州、成都、深圳

1.3

等城市也已进行了相应的实践。综合现代有轨电车的
[1-6]

现代有轨电车的功能定位及其影响因素
现代有轨电车在组团式城市的功能定位的影响

，就交通功能而言，现代有轨电车一

因素，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①对城

方面可以为城市大容量轨道交通系统起到补充加密和

市总体规划，包括对城市发展目标、城市性质、城

延伸接驳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中等规模城市的公

市空间结构、产业功能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布局等

共交通系统中起到骨干作用。另外，现代有轨电车线

起到的支撑；②对构建多层次城市轨道交通网络、

路还具有文化旅游功能[7]。

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的帮助，包括合理衔接市郊

相关已有研究

笔者认为在当今中国许多城市均呈现组团式发展

铁路、地铁线网等，形成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一

的情况下，现代有轨电车在这类城市的应用值得探索

体化轨道交通网络，及衔接综合交通枢纽、完善城

和研究。

市公共交通体系等发挥的作用；③对城市近期建设

1 现代有轨电车在组团式城市的功能定位

规划实施的助力，包括支持重点发展建设的组团等；

1.1

组团式城市
根据邹德慈的《城市规划导论》[8]，组团式城市

是指受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城市用地被分隔为几
个有一定规模的分区团块，每块都有各自的中心和道
路系统，有居住区和生活服务设施等，称一个组团。
组团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并有较便捷的联系。即“两
个以上、分区团块、一定规模、空间距离、相对独立、
便捷联系”的城市空间格局[9]。研究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等城市的发
展，结合近年来中国许多大城市“新区”
“卫星城”如
雨后春笋般的城市规划建设案例，可以说，城市组团
式发展是中国现代化大城市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1.2

现代有轨电车

④对优化城市就业和人口分布、促进城市内部组团
的职住平衡的作用；⑤与道路运作情况、实施条件
和施工建设的结合，实现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
步施工。
研究认为，对于组团式发展的大城市、特大城市、
超大城市，大运量或高运量的城市轨道交通在其公共
交通系统中起骨干作用或主体作用，服务其主城区，
并且快速连接各组团。现代有轨电车作为中低运量城
市轨道交通，在这类城市中，一方面为其骨干或主体
的大(高)运量轨道交通系统起到喂给客流、补充加密
和延伸接驳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其非主城区的组团中
作为骨干公共交通系统。

2 现代有轨电车在组团式城市的建设时序

目前尚未形成现代有轨电车的权威定义，
《城市轨

具体到某条现代有轨电车线路，其究竟起到加密、

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33—2012)中将

接驳作用，还是组团中的骨干作用，或者是兼而有之，

有轨电车(tram)定义为“与道路上其他交通方式共享路

以及从该组团式城市宏观发展的角度考量，现代有轨

权的低运量城市轨道交通方式，线路通常设在地面”
。

电车线网中线路的具体建设时序应当如何决策，在下

这一定义基本指的是传统有轨电车，但由于技术的升

文中将进行探讨。

级，传统有轨电车的定义已经不适合目前新建的现代

2.1

建设时序决策指标集

有轨电车。最直观的体现在运量上，根据目前的研究

建设时序研究是轨道交通线网建设规划的核心内

及工程应用实践，现代有轨电车的单向客运能力约为

容之一，工程实践中近期建设项目时序的决定可总结

0.5 万～1.5 万人次/h，已属于中低运量范畴。因此，

为“定功能，定规模，定项目”
。通过上文中对现代有

借鉴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团体标准《现代有轨电车交通

轨电车功能定位相关因素的分析，确定其建设时序的

工程技术标准》和地方性标准《北京市现代有轨电车

决策指标集为 B={B1，B2，B3，B4，B5}={与城市总体

技术标准》等，现代有轨电车特征为“采用低地板、

规划相关布局的契合度(定性)，与大型综合交通枢纽

铰接式、钢轮钢轨、电气牵引的有轨电车车辆，在专用

和地铁的接驳关系(定性)，线路所在组团的近期建设

轨道上运行，具有多种路权方式，以地面线路为主的中

力度(定性)，线路客流需求(定量)，线路的实施条件(定

低运量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或大运量地面公共交通系

性)}。限于基础资料获取的难度，研究中定量指标偏

统)”。另外，采用虚拟轨道的智轨(autonomous rail rapid

少，若条件允许，决策指标集的构建可以根据实际情

transit，ART)作为新生事物，其技术应用尚不成熟，是

况灵活适应目标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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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多目标理想点决策(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TOPSIS)法[11]是一种根

i  1, 2,, n; j  1, 2,3, 4,5

式中，

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度进行排序
的方法，是在现有的对象中进行相对优劣的评价，使用
TOPSIS 法进行现代有轨电车的建设时序研究是适合的。
组团式城市现代有轨电车规划线网中有 n 条近期
建设可供选择的线路，其集合 A={A1，A2，…，An}。
xij 为线路 Ai 对指标 Bj 的值，则有决策矩阵 X 为
X  ( xij ) n5 , i  1, 2, , n; j  1, 2,3, 4, 5

(1)

大则该线路优势越大的指标为效益型指标，
其值越小则

, i  1, 2, , n; j  1, 2,3, 4,5



i  1, 2,, n; j  1, 2,3, 4,5

式中，



z min
j 1

(6)

 min{zi1 |1 ≤ i ≤ n} ，以此类推。

实际每一条线路 Ai 与正、负理想方案的距离 Si 和
Si 表示了其与理想方案的贴近度(记为 εi)，则：
Si 

(2)

Si 

5

  zij  C j 

线路中该决策指标的最小值，则得到 Y=(yij)n×5 为无量

2

j 1
5

  zij  C j 
j 1

i 

 min{xij |1 ≤ i ≤ n} ，即所有

纲化处理后的标准化决策矩阵。

 

min min min min
C   C1 , C2 , C3 , C4 , C5  z min
j 1 , z j  2 , z j 3 , z j  4 , z j 5 ,

 max{xij |1 ≤ i ≤ n} ，即所有线路中该决
式中： x max
j

策指标的最大值； x min
j

(5)

 max{zi1 |1 ≤ i ≤ n} ，以此类推。

路，记为

策指标均为效益型指标，对其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x max
 x min
j
j

z max
j 1

条虚构的全部决策指标均为负最优的现代有轨电车线

该线路优势越大的指标为成本型指标。
本文中选取的决

xij  x min
j



负理想方案为各指标对应 zij 最小值的集合，即一

决策指标分为效益型指标和成本型指标，其值越

yij 

 

max max max max
C   C1 , C2 , C3 , C4 , C5  z max
j 1 , z j  2 , z j 3 , z j  4 , z j 5 ,

多目标理想点决策法

Si

Si

 Si

2

, i  1, 2,  , n; j  1, 2,3, 4,5

(7)

, i  1, 2,  , n; j  1, 2,3, 4,5

(8)

, i  1, 2, , n;0   i  1

(9)

比较各条线路与正、负理想方案的贴近度 εi 则可
以得到它们的相对优劣：εi 越贴近 0，则该方案距负理

下一步为确定各决策指标的权重，传统的确定权
[1]

想方案越近，代表该方案的推荐建设时序越靠后；εi

重值的方法有主观赋值法和客观赋值法两种 。主观

越贴近 1，则该方案距正理想方案越近，代表该方案

赋值法即依据专家的实践经验，对各决策指标分配权

的推荐建设时序越靠前。简而言之，εi 从大到小排序

重；客观赋值法则是分析指标数值本身所蕴含的信息，

即是线路 Ai 从前到后的推荐建设时序。

计算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值，现采用广泛使用的标准差

3

法来计算客观权重。
n

wj 

5

3.1

5

 yij  yij
i 1 j 1

n

j 1
5

 n  1  yij

案例分析
案例线路特征
选取的案例为中国某组团式发展的一线城市

, i  1, 2,  , n; j  1, 2,3, 4,5 (3)

2018 年所做的近期(2025 年)现代有轨电车线网规划，
从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关布局的契合度、与大型综合交

i 1 j 1

通枢纽和地铁的接驳关系、线路所在组团的近期建设

将计算得到的客观权重与主观权重相结合，能够

力度、线路客流需求、线路的实施条件等 5 方面进

改善仅用单一权重赋值法带来的决策偏差，最终确定

行初步筛选，选出了各方面均相对优秀，适宜拟近 3

5 个决策指标的权重向量为 W=(w1，w2，w3，w4，w5)，

年(2019—2021 年)进行建设的 6 条线路，记为 A1 到

则有加权标准化决策矩阵 Z 为

A6。

 w1 y11  w5 y15 
  ,
Ζ  ( zij ) n5   
 w1 yn1  w5 yn5 
i  1, 2, , n; j  1, 2,3, 4,5

其中 A1 全长约 7.3 km，共设站 13 座，平均站间

(4)

下一步为确定正、负理想方案，本文中正理想方
案为各指标对应 zij 最大值的集合，即一条虚构的全部
决策指标均为最优的现代有轨电车线路，记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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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0.61 km，是地铁的延伸和补充，也是所在组团的有
轨电车骨干线路之一，承担地铁客流的喂给和组团内
公交客流的出行服务。线路串联组团内 3 个功能区，
以商务通勤、休闲购物及生活服务为主，与一条地铁
线路衔接。
线路 A2 全长约 9.7 km，共设站 15 座，平均站间

现代有轨电车在组团式城市的功能定位及建设时序研究

表2

距 0.69 km，是组团内骨干公共交通方式之一，线路串
联组团内 3 个功能区及沿线居住区，解决组团内部出

Tab. 2

B1

行需求，与一条地铁线路衔接。
线路 A3 全长约 15 km，共设站 21 座，平均站间

线路

案例线路对应评价指标数值

Case line corresponding evaluation index value
B2

B3

B4

B5

预测 2025 年日均
无量纲 无量纲 无量纲
无量纲
客运强度/(万人次/km)

距 0.75 km，是组团内骨干公共交通方式之一，同时也

A1

0.78

0.75

0.76

0.4755

0.9

是该组团与临近组团重要的联系通道之一。线路串联

A2

0.72

0.72

0.67

0.5514

0.87

3 个重要功能区，服务组团内部出行需求，与一条地

A3

0.93

0.94

0.83

0.4023

0.88

铁线、一条城际线在一个综合交通枢纽站换乘。

A4

0.87

0.96

0.84

0.4108

0.89

线路 A4 全长约 18.4 km，共设站 21 座，平均站

A5

0.75

0.74

0.74

0.5849

0.78

间距 0.92 km，是组团内骨干公共交通方式之一，联系

A6

0.81

0.78

0.95

0.4053

0.91

所在组团东南部以及相邻组团西北部片区，串联所在
组团 3 个功能区。与一条地铁线形成十字型轨道交通
网络，服务所在城市现状唯一的国际机场与一个火车
站两大综合交通枢纽。
线路 A5 全长约 7.2 km，共设站 11 座，平均站间
距 0.72 km，是地铁的延伸和补充，也是所在组团有轨
电车骨干线路之一。线路串联组团内两个功能区，服
务区域通勤、生活休闲出行，与两条地铁线衔接。
线路 A6 全长约 10.7 km，共设站 13 座，平均站
间距 0.89 km，所在组团为该市重点发展的城市唯一副
中心，是组团内骨干公共交通方式之一。线路覆盖组
团内 3 个重要功能区，与一条地铁线衔接。

3.2

通过式(2)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得到标准化决策
矩阵 Y 为
 0.286 0.125 0.321 0.401
 0
0
0
0.817

 1
0.917 0.571
0
Y 
0.714
1
0.607
0.047

 0.143 0.083 0.25
1

1
0.016
0.429 0.25

通过式(3)计算客观权重值，则有各决策指标权重
确认如表 3 所示。
表3

多目标理想点决策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选取的现代有轨电车建设时序

决策指标集为 B={B1，B2，B3，B4，B5}={与城市总体
规划相关布局的契合度(定性)，与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和
地铁的接驳关系(定性)，线路所在组团的近期建设力度

(定性)，线路客流需求(定量)，线路的实施条件(定性)}。
参考现有研究[1]，对现代有轨电车定性决策指标
的对应定量取值按照表 1 进行。
Tab. 1

表 1 定性决策指标取值
Qualitative decision indicators

评语

优

取值范围

(0.9，1]

良

中

一般

差

(0.8，0.9] (0.7，0.8] (0.6，0.7] (0.5，0.6)

案例中 6 条现代有轨电车线路的全部 5 个决策指

Tab. 3

决策指标权重

Decision indicator weight

指标

B1

B2

B3

B4

B5

主观权重

0.160

0.200

0.240

0.240

0.160

客观权重

0.207

0.211

0.203

0.204

0.175

权重值

0.183

0.206

0.222

0.222

0.167

通过式(4)计算得到加权标准化决策矩阵 Z 为
0.052
 0

 0.183
Ζ
 0.131
0.026

0.079

0.026
0
0.188
0.206
0.017
0.051

0.071
0
0.127
0.135
0.055
0.222

0.089
0.181
0
0.010
0.222
0.004

0.154 
0.116 
0.129 

0.142 
0 

0.167 

根据式(5)和式(6)，正、负理想方案分别为

标值如表 2 所示。

C   0.183, 0.206, 0.222, 0.222, 0.167 ，

则有决策矩阵 X 为
0.78
0.72

 0.93
X 
0.87
 0.75

 0.81

0.923
0.692 
0.769 

0.846 
0 

1 

0.75
0.72
0.94
0.96
0.74
0.78

0.76
0.67
0.83
0.84
0.74
0.95

0.4755
0.5514
0.4023
0.4108
0.5849
0.4053

0.90 
0.87 
0.88 

0.89 
0.78 

0.91

C   0, 0, 0, 0, 0 。

最后，
根据式(7)～式(9)计算得到本案例各线路与正、
负理想方案的距离、贴近度及建设排序，如表 4 所示。
可以看到，1>ε4>ε3>ε6>ε1>ε5>ε2>0，即在该城市现
代有轨电车近期建设线网中，线路 A4、A3 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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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近期建设线路贴近度及建设时序
Tab. 4 Recent construction line proximity
and construction schedule

南京: 东南大学, 2018.
HU Junhong. Research on the planning method of modern
tram network in new urban new district[D]. Nanjing: Sou-

线路

S+

S–

ε

排序

A1

0.300 0

0.209 4

0.411 0

4

A2

0.359 6

0.243 1

0.403 3

6

A3

0.245 2

0.318 9

0.565 3

2

A4

0.236 3

0.315 4

0.571 7

1

A5

0.340 4

0.231 0

0.404 3

5

modern trams[D]. Chengdu: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A6

0.287 2

0.295 7

0.507 3

3

2015.

theast University, 2018.
[2] 陈宝林. 现代有轨电车城市适用性评价研究[D].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 2015.
CHEN Baolin. Study on city applicability evaluation of

[3] 郭思媛. 中小型城市现代有轨电车线网规划研究[D].

迫切性最为靠前，优先实施带来的社会效益也最高，
建设时序排为第 1 期；线路 A6、A1 实施迫切性居中，

南京: 南京理工大学, 2014.
[4] 李元坤, 苗彦英. 国外现代有轨电车建设发展的启示[J].

建设时序排为第 2 期；线路 A5、A2 实施迫切性较低，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2013, 16(6): 29-32.

建设时序排为第 3 期。这一建设时序在业主方的方案

LI Yuankun, MIAO Yanying. Enlightenment of modern

审查会议上受到专家们的高度认可，在一定程度上证

tram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in foreign countries[J].

明了本文方法的可靠性。

4 结论

Urban mass transit, 2013, 16(6): 29-32.
[5] 王明文, 王国良, 张育宏. 现代有轨电车与城市发展适
应模式探讨[J]. 城市交通, 2007, 5(6): 70-72.

现代有轨电车由于其自身技术经济上的优势和国

WANG Mingwen, WANG Guoliang, ZHANG Yuhong.

家相关政策的影响，2018 年以来愈发受到国内城市的

Modern trolley and urban development: how do they fit

重视。在组团式发展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大城市发展的
大趋势的情况下，重点研究了现代有轨电车在这类城
市的功能定位及其影响因素和建设时序的确定方法。
研究认为现代有轨电车在组团式发展的现代化大
城市中，一方面为其骨干或主体的大(高)运量轨道交
通系统起到加密和接驳作用；另一方面在非主城区的
组团中可作为骨干公共交通系统。
主要考虑了有轨电车
线路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关布局的契合度，
与大型综合交
通枢纽和地铁的接驳关系，
线路所在组团的近期建设力
度，线路客流需求和线路的实施条件这 5 个影响因素。
之后采用了多目标理想点决策的数学思想提出了
现代有轨电车线路在组团式城市近期建设时序的确定
方法。最后，结合具体案例对该方法进行了验证。
研究存在决策指标中定量指标偏少的问题，若条件
允许，决策指标集的构建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适应目

together?[J].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2007, 5(6): 70-72.
[6] 谢琨. 现代有轨电车与城市建设[J]. 城市轨道交通研究,
2000, 3(1): 62-64.
[7] 覃功. 现代有轨电车在旅游城市的适用性研究[D]. 南
昌: 华东交通大学, 2016.
QIN Gong. Study on the applicability of modern tram in
tourist cities[D]. Nanchang: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2016.
[8] 邹德慈. 城市规划导论[M].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2002.
[9] 李涵. 组团城市出行分布模型优化研究[D]. 重庆: 重
庆交通大学, 2012.
LI Han. Trip distribution models optimization research in
cluster city[D]. Chongqing: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
2012.
[10] 姜杨敏, 左鹏. 中车株洲所智轨列车正式实现上路运
行[J]. 城市轨道交通, 2017(6): 50-51.

标城市。此外，考虑到部分组团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问

[11] 郭延永, 刘攀, 吴瑶. 基于累计前景理论的城市轨道

题，例如某些重点发展的城市新区，可能十几年后其交

交通建设时序[J]. 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 2013,

通需求将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可以关注智轨制式

13(4): 29-35.

的技术发展成熟进程，采用智轨制式培育客流走廊，为

GUO Yanyong, LIU Pan, WU Yao. Construction sequence

轻轨、地铁预留建设条件，这方面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of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 based on cumulative prospect
theory[J]. Journal of transport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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