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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地铁 5 号线与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网衔接通道设计方案研究 

龚龑  谢志明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广州 510000) 

摘    要：在城市连绵地区构建大容量的跨市轨道交通系统是提升运输效率，引导城市空间拓

展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在对佛山地铁 5 号线与广州城市轨道交通网衔接通道的研究中，

首先分析衔接区域规划、通道功能定位以及通道衔接点后，提出采用多线多点的衔接模式接

入广州线网。其次，从通道线路走廊及站位方案入手，深入分析不同通道方案实施的重难点，

经过综合比选提出推荐通道方案。最后，针对广佛两市轨道交通发展现状，提出适合两市实

际的跨市轨道交通衔接规划建议，即区域需求匹配、通道功能差异化、避免冲击既有线路、

衔接能力对等和可实施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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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近几年，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城市空间上已经连绵成

片，城市间的边界日渐模糊，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联系，京津冀、长三角、珠

三角、成渝等大型都市圈已经基本形成，同城化发展迅速。作为城镇化的高级形

式，城市连绵地区引发所在区域资源的重新组合，带来活动效率的大幅提升，形

成一些相较其他地区不同的典型特征。在此类地区构建全面协调的公共交通系

统，特别是大容量的轨道交通系统，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识。 

由于我国轨道交通建设，尤其是跨市轨道交通建设起步较晚，存在建设时序

和规划衔接不足、换乘站节点预留不足、换乘距离过长，重复建设成本高、运营

组织协调难度大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亟需对跨市轨道交通衔接通道进行深入研

究，以期构筑互通互联、换乘便捷的跨市轨道交通网络，从轨道线网衔接层次和

空间结构上强化城市间联系，将轨道衔接通道作为城市间融合发展的基本骨架，

引导城市空间拓展和结构调整。 

2．衔接区域规划情况 

土地利用规划：衔接区域为芳村五眼桥-滘口片区。区域现状开发成熟，土

地利用程度较高。未来定位为广佛新城，是广佛两市一体化的桥头堡和典型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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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主要规划为居住、商业、交通站场等用地。其中，滘口站周边主要为交通站

场、居住用地；石围塘站周边主要为居住用地、商业用地。 

 

图 1  衔接区域周边土地利用规划 

交通规划：通道衔接区域规划的道路与现状基本一致，未来主要是打通广佛

放射线，实现广州与佛山中心区道路交通的快速互通。轨道交通方面，未来区域

内将涵盖广佛江珠城际、广佛肇城际、广茂铁路、广州地铁 5、11、22、广州新

型有轨电车 DH10 线，设有滘口、石围塘等车站。 

3．衔接通道方案研究 

3.1 衔接通道功能定位 

为契合广佛城市空间结构发展要求，促进广佛同城一体化发展，支撑广州广

钢新城、花地生态城和佛山三山新城的开发建设，满足轨道客流出行需求，佛山

地铁 5号线对接广州线网通道的功能定位为：构建佛山中心城区与广州中心城区

的北联络通道，通过衔接广州地铁 5、11 号线，实现佛山南北向客流一次换乘可

达广州中心区（越秀区广州火车站、天河区、黄埔开发区等）。 

3.2 通道衔接点分析 

根据广佛两市既有的轨道交通规划情况，两市规划提出了佛山地铁 5号线沿

广佛路延伸，在滘口客运站与广州地铁 5号线衔接条件，因此在滘口站预留了佛

山地铁 5号线衔接的条件，但该通道没有明确详细的换乘形式等。 

新一轮的广州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继承了广州地铁5号线衔接佛山地铁5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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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留条件。因此，滘口站作为衔接点，已经较为明确。但佛山地铁 5号线（6B）

与广州地铁 5号线（6L）的系统制式存在差异，广州地铁 5号线运能相对较小，

同时，滘口作为广佛重要出入口，客流较大，单点单线对接模式将给滘口站带来

很大压力，因此宜采用多线多点的衔接模式，缓解佛山地铁 5号线的客流对广州

地铁 5号线的冲击。需要结合两条线路的敷设条件，研究佛山地铁 5号线进一步

延伸后与广州市线网的衔接情况。 

为实现广佛两市中心城区一次换乘可达的目标，根据佛山地铁 5号线、广州

地铁 5、11 号线的最新规划情况，结合芳村滘口-五眼桥片区的控制性详细规划

以及工程的可实施性，佛山地铁 5号线延伸对接广州轨道线网的可能的衔接点包

括：滘口节点、石围塘节点。其中，石围塘节点为与广州地铁 11 号线的换乘站

点。 

3.2.1 滘口节点 

根据广州地铁 5号线的建设方案，该线路在滘口客运站设置终点站，其中，

5号线滘口站为高架线路，在站后设置折返线；站址北侧为芳村大道，红线宽为

60 米。因此，佛山地铁 5 号线沿广佛路向东延伸至滘口站与广州地铁 5 号线衔

接的实施条件较好，可结合滘口客运站的现状形成一体化换乘枢纽，提高枢纽的

综合服务效率。 

3.2.2 石围塘节点 

广州地铁 11 号线折向芳村大道后，继续向北行进，在芳村大道与茶叶市场

之间设置石围塘站，其中芳村大道道路红线宽 60 米。因此，佛山地铁 5 号线自

滘口站引出后，继续沿芳村大道向南延伸至石围塘站具有良好的辐射条件，可与

广州地铁 11 号线形成平行换乘模式，大大提高换乘效率。 

3.2.3 衔接节点方案比选 

接入滘口节点与接入石围塘节点方案比选详见表 1。 

表 1  接入滘口节点与接入石围塘节点比选表 

比较内容 接入滘口节点 接入石围塘节点 

延伸长度 1.1km 3.5km 

通道功能 实现两市中心区一次换乘直达 
实现两市中心区一次换乘直达；强

化 11 号环线向西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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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覆盖 不增加滘口片区的轨道覆盖 
可增加 1 站，填补石围塘站与滘口

站之间的轨道空白 

客流冲击 
广州地铁 5号线：约 20 万人次/日

单点换乘冲击影响大 

广州地铁 5号线：约 13 万人次/日

广州地铁 11 号线：约 8万人次/日

多点分散换乘压力 

工程投资 5.5 亿 19.3 亿 

推荐意见 备选 推荐 

通过上述分析，佛山地铁 5号线接入滘口节点、石围塘节点的可实施性和必

要性都十分充分。但从缓解换乘客流压力、减小对广州线网的冲击而言，建议以

滘口节点、石围塘节点两个节点为衔接站点的方案。 

3.3 通道线路走廊及站位方案研究 

根据沿线用地分布特点，佛山地铁 5 号线应尽可能串联重要枢纽、吸引客

流，站点应具有良好的客流集散条件，最大限度地方便旅客换乘，并与广州轨

道线网以及其它交通方式共同协调发展的选线原则，本次提出两个佛山地铁 5

号线对接广州线网的通道线路走廊方案： 

方案一（滘口站北侧方案）：佛山地铁 5号线向东沿广佛路-芳村大道行进，

在滘口客运站北侧折向南，接入滘口客运站公交总站，之后沿既有芳村大道向

南延伸，依次接入广州地铁 5号线滘口站、广州地铁 11 号线石围塘站。 

方案二（滘口站南侧方案）：佛山地铁 5号线向东沿广佛路行进，在黄岐乡

政府处折向南，在滘口客运站南侧与广州地铁 5 号线衔接，之后向南穿越花卉

研究中心，折向芳村大道，接入广州地铁 11 号线石围塘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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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衔接通道线路走廊方案比选示意图 

3.3.1 方案一：滘口站北侧方案 

1）概况 

从佛山市南海区的罗村站至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站，线路长约 3.6km，共设

4座车站（佛山市境内线路长约 0.6km，设 1座车站；广州市境内线路长约 3.0km，

设 3座车站）。 

2）路由 

线路在广佛路与滘边村中路路口东侧设置罗村站；出站后沿广佛路向东敷

设，折向芳村大道西后，在珠江大桥西桥立交西侧设置滘口站，与广州地铁 5

号线换乘；出站后线路下穿立交，沿芳村大道西继续向东，在兴东路路口设置芳

雅苑站；之后继续沿芳村大道延伸,接入石围塘站。 

3）方案实施重、难点分析 

沿线主要控制点有金汇大厦、俊豪宾馆写字楼、广州地铁 5 号线、珠江大

桥西桥立交桥、广三铁路、芳村大道西河涌桥、怡福苑芳村大道西跨广三铁路

高架桥、茶叶市场、石围塘节点等。 

①线路由广佛路向东南折向芳村大道西，曲线半径 300m，限速 65km/h。详

见图 3。 



6 

 

 

图 3  芳村大道小转弯半径示意图 

②线路连续下穿广州地铁 5 号线高架、珠江大桥西桥立交和广三铁路，工

程实施难度大。详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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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下穿珠江大桥西桥立交示意图 

3.3.2 方案二：滘口站南侧方案 

1）概况 

从佛山市南海区的罗村站至广州市荔湾区石围塘站，线路长约 3.5km，共设

4座车站（佛山市境内线路长约 0.5km，设 1座车站；广州市境内线路长约 3.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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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3座车站）。 

2）路由 

线路在广佛路与滘边村中路路口设置罗村站；出站后折向东，下穿物资汽修

厂、万兴苑和滘口加油站，在芳盈路北侧，现状滘口地铁站南侧设置滘口站，与

广州地铁 5号线换乘；出站后折向东南，下穿广三铁路、城市便捷酒店后沿芳村

大道西向东布设，在兴东路路口设置芳雅苑站；出站继续沿芳村大道向东布设，

下穿广茂铁路后在芳村大道中南侧，观光路东侧地块内设置石围塘站。 

3）方案实施重、难点分析 

沿线主要控制点有黄岐粮油批发市场、万兴苑、滘口加油站、逸彩新世界、

广州地铁 5号线、岭南花卉市场、广三铁路、珠江大饭店、石围塘节点等。 

①罗村站至滘口站区间线路为避开黄岐粮油市场 9层楼，需减小曲线半径至

400m，限速 75km/h；之后下穿万兴苑与滘口加油站，分割了居住地块与商业金

融地块，协调难度和工程实施难度大。详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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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下穿滘口客运站北侧地块示意图 

②滘口站设置与现状广州地铁 5号线滘口站南侧，空间相对狭窄；线路从广

州地铁 5号线折返线穿过，桥墩间距仅约 24m，工程实施难度大；且向南需穿越

部分规划商业金融地块。详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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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下穿滘口站示意图 

③滘口站至方雅苑站区间线路出滘口站后折向芳村大道西，需用两个半径分

别为 350m 和 300m 的曲线，最小限速 65km/h；同时下穿岭南花卉市场、广三铁

路、质量检验中心、珠江大饭店及芳村大道南侧居民房，协调难度及工程实施难

度大。详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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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下穿岭南花卉市场示意图 

3.3.3 石围塘接入方案 

佛山地铁 5 号线在石围塘站与广州地铁 11 号线换乘，综合考虑换乘方式以

及工程实施难度等方面，提出两种衔接方案。 

1）方案一：通道换乘 

广州地铁 11 号线水平避让芳华苑与芳村大道跨广三铁路桥，从芳村大道南

侧下穿广三铁路，在洞企石村设置石围塘站，之后向东水平避让嘉铭华庭，沿芳

村大道中继续向东敷设。广佛江珠城际线下穿小涡新村和龙泉居小区，线路布设

于嘉铭华庭南侧。佛山地铁 5号线出芳雅苑站后沿道路继续向东行进，从芳村大

道南侧下穿塞坝涌，避开该位置公路桥，石围塘站设置于广三铁路西侧，芳村大

道中南侧，与广州地铁 11 号线通道换乘。 

沿线主要控制点有塞坝涌桥、怡福苑、广三铁路、芳村大道西跨广三铁路高

架桥、茶叶市场、广州地铁 11 号线、广佛江珠城际线、广州地铁 22 号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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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石围塘接入方案一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①线路下穿怡福苑小区，协调难度大。 

②芳雅苑站东南侧设置小半径曲线，曲线半径 400m，限速 75km/h。 

③车站布置于芳村大道南侧地块内，现状为南方茶叶市场及广汽本田 4s 店，

协调难度大。 

④配线设置于塞坝涌下，工程难度大。 

2）方案二：叠线换乘 

广州地铁 11 号线、广佛江珠城际线路由基本与方案一相同，佛山地铁 5 号

线出芳雅苑站后沿道路继续向东行进，从芳村大道南侧下穿塞坝涌，避开该位置

公路桥，之后下穿南方茶叶市场和广汽本田 4s 店，从芳村大道南侧下穿广三铁

路，避开芳村大道跨广三铁路高架桥后，与广州地铁 11 号线叠线，在广州地铁

11 号线石围塘站上方设站，并在站后设置折返线。 

沿线主要控制点有塞坝涌桥、怡福苑、广三铁路、芳村大道西跨广三铁路高

架桥、茶叶市场、广州地铁 11 号线、广佛江珠城际线、广州地铁 22 号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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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石围塘接入方案二 

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①线路下穿怡福苑小区、南方茶叶市场、广汽本田 4s 店，协调难度大。 

②与广州地铁 11 号线叠线，需同时建设，但 11 号线已进入初步设计阶段，

佛山地铁 5号线目前处于建设规划阶段，难以保证同步建设。 

③单渡线布设于广三铁路下方，施工难度较大。 

表 2  石围塘接入方案对比表 

项目 方案一 方案二 

线路长度 2.9km 3.5km 

衔接站点 

换乘方式 
通道换乘 叠线换乘 

11 号线站位 
芳村大道南侧，避让芳村大道跨

广三铁路桥 

芳村大道南侧，避让芳村大道跨

广三铁路桥 

接入线站位 

线路下穿怡福苑后布设于芳村大

道南侧地块，车站设置在南方茶

叶市场和广汽本田 4s 店下方 

线路下穿怡福苑后布设于芳村大

道南侧地块，车站设置在洞企石

村下方 

线路条件 
1 处限速曲线，半径 400m，限速

75km/h 
较为顺直，无限速曲线 

切割地块 
怡福苑、南方茶叶市场、广汽本

田 4s 店 

怡福苑、南方茶叶市场、广汽本

田 4s 店、洞企石村 

线路与控制点

关系 

下穿怡福苑、南方茶叶市场、广

汽本田 4s 店，水平避让塞坝涌桥

及跨广三铁路高架桥，水平避让

下穿怡福苑、南方茶叶市场、广

汽本田 4s 店，水平避让塞坝涌桥

及跨广三铁路高架桥，下穿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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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铭华庭高层建筑 石村，水平避让嘉铭华庭高层建

筑 

对 11 号线的影

响 

上穿 11 号线，部分车站布设于 11

号线上方 
车站需与 11 号线同步建设 

换乘功能 

线路在石围塘站与广州地铁 11 号

线换乘，换乘方式为通道换乘，

直线距离约 150m 

线路在石围塘站与广州地铁 11 号

线叠线，换乘时间短，提高换乘

舒适性和便捷性，衔接效果好 

区间实施 

条件 

线路长度较短，隧道正穿区域及

房屋面积相对较少，相对实施难

度较小 

线路长度较长，隧道正穿区域及

房屋面积相对较多，且叠线隧

道、大断面矿山法下穿广茂铁路

施工风险大，相对实施难度较高

拆迁量 

(㎡) 
27000 13507 

投资估算 17.9 亿 19.3 亿 

推荐意见 备选 推荐 

 

3.3.4 衔接通道方案比选 

通过上述分析，佛山地铁 5 号线接入广州线网的两个通道方案基本情况及

比选如下表。 

表 3 方案情况表 

项目 方案一（滘口站北侧方案） 方案二（滘口站南侧方案） 

线路路由 广佛路-芳雅苑-石围塘 广佛路-芳雅苑-石围塘 

衔接段线路长度 3.6km 3.5km 

车站数 
4（罗村站、滘口站、芳雅苑、石

围塘） 

4（罗村站、滘口站、芳雅苑、石

围塘） 

衔接站点 
五号线滘口站、十一号线石围塘

站 
五号线滘口站、十一号线石围塘站

与规划的协调性 支持广佛新城建设、与规划契合 支持广佛新城建设、与规划契合 

客流效益 22.5 万人次/日 22.5 万人次/日 

客流冲击 两点换乘、客流均衡 两点换乘、客流均衡 

线型 
较为顺直；1处 300m 半径曲线，

限速 65km/h 

较为顺直；1处 400m 半径曲线，限

速 75km/h，2 处 300m 半径曲线，

限速 65km/h 

切割地块 无 

黄岐粮油批发市场、万兴苑、滘口

加油站、岭南花卉市场、质量检验

中心、珠江大饭店、芳信路东侧住

宅区 

与广州地铁换乘

情况 

滘口站距离广州地铁 5号线滘口

站较远，直线距离约 110m 

滘口站距离广州地铁 5号线滘口站

站厅较近，换乘方便 

表 4 方案比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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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方案一（滘口站北侧方案） 方案二（滘口站南侧方案） 

方案优点 
1.线路基本沿现状道路敷设，实施

及协调难度较小 

1.滘口站距离广州地铁 5 号线滘口站、

滘口客流枢纽较近，换乘方便 

方案缺点 
1.滘口站距离广州地铁 5 号线滘口

站较远，直线距离约 120m 

1.切割部分地块，涉及 4 个地块的拆

迁，实施难度较方案一略大 

推荐情况 备选 推荐 

综上所述，推荐采用滘口站南侧方案，即佛山地铁 5号线延伸斜穿滘口客运

站地块，引入石围塘站方案。 

4.广佛两市轨道交通衔接规划建议 

随着广佛同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广州中心城区引力的持续增强，对佛山地

区形成强大的吸引力。在具体轨道交通衔接规划设计时，一定尽可能采用合理的

衔接模式实现两市轨道线网搭接，形成广佛轨道交通“一张网”，实现两市中心

城区之间、相邻重点组团之间轨道交通半小时内互达目标。 

针对广佛两市轨道交通衔接规划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广州与佛山两市的衔接区域较长，北部、中部、南部衔接区域对衔接轨

道交通的需求不一。在后续规划中，要求衔接通道与各区域的交通需求相匹配，

避免通道能力浪费或者不足。 

2）广州与佛山的衔接重点发展地区各有特点，因此各条轨道交通衔接通道

的功能定位应体现差异化，例如以快速直达为主或是以服务沿线为主等，研究其

具体的线站位走廊时，也应结合通道的功能定位进行深入比选。 

3）后续规划中应充分面对两市作为独立个体的事实，尊重两市综合交通体

系的独立性，在制定交通衔接通道规划方案时以各城市自身交通系统结构为基

础，交通衔接通道选择时不对两市本身已经运营的轨道交通系统产生冲击，即使

有的通道从区域上看非常有必要衔接，但若对两市既有的交通体系产生较大干扰

的，也必须要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作为衔接的前置条件。 

4）广佛两市间交通衔接通道对接要强调公平对等，确保两市衔接后不在衔

接处产生交通瓶颈。第一要强调衔接的轨道通道的功能对等，如轨道快线对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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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快线，组团加密线对接组团加密线；第二要强调衔接轨道交通线路的运输能力

匹配，如采用 8A 制式的线路对接采用 4L 制式的线路，将会产生较大的运输能力

瓶颈，应着重考虑线路的运能匹配情况。 

5）衔接通道的线站位选择应充分考虑站点的规划设计、工程实施难度、周

边土地控制、征地拆迁难度等情况，充分保障衔接方案的可实施性。 

6）建议两市尽快组建跨区域的规划管理机构，对整体区域的轨道交通进行

整体规划管理，降低协调难度。把握区域发展的总目标、双方或多方合作的原则、

合作意向，对重大区域问题的处理做出规定。 

7）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离不开法律的支撑，同样两市轨道交通衔接协调

体制的构建也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关于两市轨道交通衔接的长期合作框架、协议、

政府的职能和权利最终需要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固定。 

5.结语 

区域大容量的轨道交通系统是引导和支撑广佛都市圈发展的关键，其主要功

能是为都市圈范围内各城镇至核心城市的市区提供快速客运服务。在广佛同城化

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广州、佛山未来城市发展模式必然发生转变，轨道交通衔

接规划必须与之相适应。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应优化轨道线网的衔接层次和

空间结构，加强两市中心城区、南北边界蔓延片区的轨道线网对接和缝合，实现

轨道线网合理衔接、相互渗透、互为编织。强化重要枢纽节点对轨道线网的锚固，

扩大轨道线网对枢纽周边地区的服务覆盖，提升枢纽的辐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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