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通数据分析决策下的地下空间规划方法初探 
王其东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运用交通数据分析和行人微观仿真两大技术手段来决策地下空间布局的

规划方法。以地铁为代表的地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地下空间大规模综合开发的重要基

础，交通功能已成为地下空间开发的主导功能，围绕地铁站形成的地下步行交通系统是城市

立体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地下空间规划更多的是采用“经验判断”、“定性分析”
等方法进行设计，对地下空间交通主导功能的研究缺位，导致地下空间建设完成之后才发现

交通功能不全、交通空间不足、交通组织混乱等问题，尤其是地铁站等交通敏感地区，无法

实现交通引导地下空间综合开发的初始理念。本文重点关注地铁站使用者的需求，运用“以
行定形”的规划理念，通过交通数据分析和行人微观仿真两大技术手段，构建满足地铁站周

边交通功能需求以及行人高效舒适体验的地下步行系统。研究成果可进一步推动城市地下空

间价值提升，改善地下空间品质，促进城市地下空间更加合理高效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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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planning methods of underground space layout by 
using two major technical means: traffic data analysis and pedestrian micro-simulation. 
Underground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represented by subway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large-scal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Traffic function has 
become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The underground pedestrian 
traffic system formed around the subway st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ity's 
three-dimensional traffic system. In the past, underground space planning used more methods such 
as “experience judgment”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o design.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traffic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underground space construction and 
the discovery of incomplete traffic functions and insufficient transportation space. Problems such 
as chaos in traffic organization, especially in traffic-sensitive areas such as subway stations, 
cannot realize the initial concept of traffic-guide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nderground spac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needs of users of subway stations, applies the “pedestrian shaping” 
concept, and uses traffic data analysis and pedestrian micro-simulation to construct an 
underground walking system that meets the needs of the surrounding transportation functions of 
subway stations and the efficient and comfortable experience of pedestrians.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value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nderground 
space, and promote more rational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urban underground 
space. 
Keywords: data analysis; pedestrian simulation; underground space; pedestrian shaping; rational 
planning 
 

1 引言 

经历了近 40 年快速城市化进程后，我国许多大城市开始出现土地资源紧缺、交通压力

不断上升等问题。在此形势下，向地下发展寻求地下空间资源的城市发展策略进一步显现，

而大规模地铁建设已成为各城市政府加大地下空间开发力度、优化交通运输格局的重要手段。



以地铁为代表的地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地下空间大规模综合开发的重要基础，围绕地

铁站形成的地下步行交通系统已成为城市立体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重要的交通

功能主导空间。故而从地下空间使用者的需求出发，运用“以行定形”的规划理念，通过交通

数据分析和行人微观仿真两大技术手段进行地下空间布局决策是地下空间规划设计的必要

技术手段。 
 

2 文献综述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在城市空间形态发展以及城市地下空间利用中起着核心作用[1]。随着

城市地下空间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开发利用强度的日益提高，地下空间的规划研究正逐渐成

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相关学者从不同方面对地下空间的规划进行了探讨。如张腾龙等结

合沈阳市地下空间规划编制与开发建设实践，在总结分析传统规划方法面临的新问题的基础

上，提出了由地权向空间权转变的地下空间规划方法[2]，朱兆丽以常州为例，剖析中心城区

地下空间开发事例以及地下空间的规划编制，并提出了从总体层面、控规层面、重要节点城

市设计层面进行地下空间编制的规划方法[3]。而邹亮等则以丹阳市为例，研究了中小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条件与需求，探讨了基于需求导向的中小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方法
[4]。除此之外，由宗兴等基于沈阳规划设计实践，提出了以行动为导向的城市地下空间规划

编制办法[5]。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这些研究更多的是采用“经验判断”、“定性分析”等方法进行设计，

对地下空间交通主导功能的研究关注不够，导致地下空间建设完成之后才发现交通功能不全、

交通空间不足、交通组织混乱等问题，尤其是地铁站等交通敏感地区，无法实现交通引导地

下空间综合开发的初始理念。而要解决城市交通问题，交通发生过程中的“人流”以及行人个

体行为是重要的关注因素，如何保障人流交通的顺利通行以及创造舒适的行人出入环境是地

下空间交通规划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通过对交通数据的分析以及行人行为的微观仿

真来决策轨道交通的规划设计是关键。这就需要分析大流量交通数据以及行人行为因素对轨

道交通带来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的迅猛发展，美国、英国和我国的深圳已经开始对大数据在交

通管理中的应用进行实践和探索，交通数据分析已成为公共交通规划与管理可靠的规划决策

模型[6]。尤其是在轨道交通上，轨道交通大数据运用的决策需求贯穿轨道交通生命周期的全

过程，数据对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管理起着重要的决策支撑作用，这种决策支撑主要体

现在可视化规律挖掘、预测、预警与控制等方面[7]。而在交通设计与分析领域，行人微观仿

真的应用正在广泛开展，已能基于不同数学模型模拟行人不同行为状态[8]，在国内也已有学

者将其运用在轨道站点的模拟分析上。鉴于此，本文重点关注地铁站使用者的需求，通过采

用交通数据分析和行人微观仿真两大技术手段，构建满足地铁站周边交通功能需求以及行人

高效舒适体验的地下步行系统，探讨交通数据分析决策下的地下空间规划方法，以期为国内

城市地下空间的规划设计提供参考。 
 

3 设计思路和方法 

当前，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突飞猛进，信息技术创新层出不穷，以“互联网
＋”和“大数据”

为主导的信息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9]。随着交通数据的采集挖掘和可视化技术的日渐成熟，

对交通数据进行分析的理性规划方法已深入城市交通规划的方方面面，深刻改变着交通规划

设计的思路与方法。本研究在交通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行人微观仿真模型对最终数据分



析结果进行模拟测试，试图探索一套“以行定形”的全新规划理念。 

2.1 以行定形的设计思路 

“以行定形”的内涵是在尊重以人为核心的基本理念下，以人的行为大数据和仿真模拟分

析为重要基础，采用“数据分析—方案—仿真—优化”的设计流程，剖析四维城市空间现存的

问题及所需的对策，进而制定出特定城市空间形态方案的理性城市设计方法。需要注意的是，

“以行定形”的设计思路并不是单向的结果导向方法，整个设计流程还包含了反馈、检验、回

归、评估等多个调试环节（图 1），是对传统理性规划设计手法的提升和创新运用。 

 

图 1 “以行定形”的设计思路 

2.2 设计技术路线 

鉴于地铁站地下行人空间的复杂性以

及行人行为的随意性，对交通数据的分析

需要对案例进行充分的前期研究和模型分

析，并在“以行定形”规划理念的指导下进行

规划方案的优化，具体设计技术线路如图 2
所示。 

交通分析的核心是人流，故交通数据

分析的关键是对人流数据进行采集和模拟

分析。行人交通仿真模型是最早应用于对

行人微观交通行为的深入研究中。其综合

了以往解析法、实验法两种行人交通行为

研究方法的优点，以行人运动行为特性的

数据采集为基础，解析行人运动的规律，

建立行人微观仿真模型，通过仿真来真实

再现行人的交通行为，从而进行深入分析
[10]。 

本文试图建立数据分析与行人微观仿

真方法之间的关系，从而科学的将行人微

观仿真的实践成果应用于城市地下空间规

划方案优化的过程中，验证“以行定形”的规

划理念。弥补过往经验性设计的不足，减

小设计预期目标与实际使用状态的差异。                图 2 技术路线图 



4 交通数据决策下的地下空间规划实践 

4.1 案例一：广州白云新城飞翔公园地铁站地下空间规划实践 
（1）白云新城飞翔公园地铁站的交通数据分析 

首先，通过对手机微信支付数据及地铁闸机刷卡数据的分析（图 3），可以发现现状飞

翔公园地铁站点早高峰小时集散量约为 5500 人，晚高峰小时集散量约为 6500 人，A 出口与

C 出口高峰小时人流量差异较大，其中，早高峰 C 出口人流量约为 4000 人左右，A 出口人

流量约为 1500 左右。晚高峰 C 出口人流量约为 4600 左右，A 出口人流量约为 1900 人左右。 

 

图 3 地铁行人交通数据分析图 

接下来通过对人流的 OD 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图 4），飞翔公园站目前的 A 和 C 两个出

口，人群出行以通勤及购物为主，两出口人流量差异较大，通勤人流从主要往云山雅苑（22%）、

百事佳新村（20%）、乐嘉路（15%）为主，部分人群远可至景泰（7%）及远景路（5%），

购物人群（31%）主要沿 C 出口从云城南路往云城东路走动。 

 
图 4 人口流向动线分析图 

（2）白云新城飞翔公园地铁站地下空间规划方案设计 
通过地铁人流量和人口流动线路的分析，对优化人流方向与流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优化分

析（图 5），从中推荐出最佳步行路径（图 6），并最终计算确定出最佳步行路径地铁站的服

务范围（图 7）。结合以上三种状态交通数据分析，确定行人最佳步行路径。 



   
图 5 人流方向与流量图        图 6 推荐的最佳步行路径图     图 7 最佳步行路径地铁站服务范围图 

总体来看，东西两侧居住区与飞翔公园站之间受到云城东路（机场路）、云城西路阻隔，

且现状飞翔公园站周边过街设施均为人行信号过街，人行交通极为不便，使得飞翔公园站的

早晚高峰集散量仅 5000p/h。因此，需改善周边慢行交通环境，提高公交出行比例，扩大轨

道交通站点的辐射范围，发挥轨道交通的潜在能力，缓解交通拥堵问题。规划步行路径要使

通勤人流减少 30%-50%的时间。 
结合仿真模拟的最佳路径的分析结果，对地铁站周边联系通道进行优化构思，最终制定

人行流线方案（图 8）。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解决棠景片区公共交通出行问题，提升慢行

交通品质，提高轨道站点辐射力。第二，首层公交首末站，完善地下停车系统。第三，步行

系统与公交首末站相连接，既解决东南侧居住区乘坐地铁慢行交通问题，又实现轨道交通与

常规公交的无缝衔接。 
依据地铁站周边联系通道的优化构思，再进行地铁站地下空间结构构思（图 9），包括

三个方面，第一对增加合适的地铁口位置，地铁出入口从之前的两个增加到十个，并结合地

铁站与周边建筑物的地下空间布局合理安排出入口位置。第二，根据行人 2000 步的合理步

行数确定地铁站地下空间的设计范围，并对现有地下空间进行扩容，打通各分散地下空间之

间的通道。第三，在扩容的基础上，根据交通流量设置地下车库的范围和车库的出入口位置，

并增加地下公交站场，实现不同交通方式的衔接，到达有效疏散交通人流的效果。 

  
图 8 人行流线方案图                                图 9 地下空间构思图 

（3）白云新城地铁站设计方案的仿真模拟 
运用 building EXODUS 仿真模拟技术和 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设计方案进行仿真模拟以

及规划效果的可达性分析（图 10），发现在新的规划方案中飞翔公园地铁站的服务范围得到

了整体扩展，总体可达空间增加了 64%，并且行人效率也得到了提升，总体通行时间平均

节约了 30%-50%。 



 
图 10 飞翔公园地铁站可达性分析图 

（4）白云新城地铁站设计方案的优化 
根据以上对规划设计方法的仿真模拟结果，采用交通流定量手段对步行空间的精细尺寸

进行优化，从而实现以行人动线设计需求来决定地下空间形态的方案设计。具体来看，飞翔

公园站不涉及上盖物业，地下通道客流以轨道站点集散客流（图 11）、地下商业开发客流（图

12）和行人过节客流（图 13）为主。其中，轨道交通站点集散客流与地下商业开发吸引客

流有一定的交叉。总和三部分客流量，考虑地铁高峰小时内客流波动系数（取 1.2）和节假

日客流系数（取 1.1），得到地下通道各部分客流量如下（表 1）： 
表 1 地下通道各部分晚高峰平均服务水平评价表 

 

 
     图 11 地铁集散客流量带宽图      图 12 地铁过节客流分布图     图 13 地铁商业客流分布图 



 
图 14 断面编号图                            图 15 地下通道各部宽度（米） 

接下来，通过空间尺度和服务水平的测算，对步行空间进行量化。 
在我国，根据道路交通规划规范和设计条例，一般情况下行人通道宽度的计算规定如下： 
W=P/C 

其中： W—设施通道的有效宽度（米）； 
P—规划年限的行人预测流量（人次/高峰小时）； 
C—行人设施通行能力（人次/小时/米）。 
考虑到通道两侧的商业开发需求，通常需要对地下空间商业开发范围内的通道进行一定

的拓宽。根据日本的相关规范，拓宽宽度取 1 米。并根据飞翔公园地铁站通道断面情况（图

14），优化地下通道的各部宽度（图 15），具体优化指标见表 2。 
表 2 结合日本相关规范优化通道设计指标表 

 
 

4.2 案例二：广州东站地铁站地下空间规划实践 
（1）广州东站地铁站的交通数据分析 

广州东站的交通数据采集包括交通流量数据、手机空间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两种，首先，



交通流量数据可以分析，东站枢纽到离的交通方式比例较高的是地铁、公交、小汽车、出租

车为主的四类，地铁客流占 60%以上，因此初步判断地铁为主的地下空间客流疏解是东站

工作重心。 

 
其次从百度热力图中对街区人流动线的分析可以看出（图 16），广州东站、林和西站是

两大人流热点，人流拥堵的问题体现在流线组织上，人流集中在一些主要的出入口节点；而

对微信热力图中的进出站人流动线的分析可以看出（图 17），现状客流均从南广场地面进出，

集散空间小，进出流线交织，较为拥堵。 

                     
图 16 百度热力图                                图 17 微信热力图 

从行人问卷调查的统计数据来看，对出行目的分析发现，到东站地区的人群主要有三个

目的分别是工作（26%）、上学（23%）、购物或休闲（22%）。而对出行方式的分析发现，到

东站最主要的公共交通方式分别是地铁（53%），小汽车和出租车 16%，公共汽车（14%）。

而对问卷调查反映的问题整理发现，公众主要关注的问题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在步行系统上，

共性问题是过街难、东站南北跨越穿行困难，访问者也关心设施不足问题；在交通枢纽的体

验上，旅客主要反映进出站难，出入口少，容易迷路；在地下空间设计上，最突出的问题是

没有方向感和太拥挤；在换乘设施上，针对乘车的人，问题主要反映在设施距离远和设施指

引不清晰；在公服设施的配置上，主要问题是设施距离远。 
根据以上分析和仿真，东站客流组织存在以下问题（图 18、20）：1 站内出站换乘地铁

的节点拥挤度高；2.站外连接周边地块通道少，疏散能力弱。东站地下空间存在以下问题（图

22）：1 缺乏连续性的地下步行系统；2 地下空间未形成系统；3 缺乏文化功能；4 东站南北

两侧、广园快速两侧联系不便。 



 
图 18 现状站内首层客流流线仿真图      图 19 现状站内首层客流流线分析图 

 
图 20 现状地面层客流流线仿真图 

（2）广州东站地铁地下空间规划方案设计 
通过行人流向线路的分析仿真以及问卷调查的统计，针对优化人流方向与行人问题之间

的关系，提出人车立体分流的总体思路，将人流导入地下空间对外疏解，在此基础上进行地

下空间规划方案设计。首先，在客流组织上打通南北地下通道联系（图 21），北连北站房和

地铁站，南接中轴线沿线地块，提高地下空间的连贯性、可达性和标识性。其次，南侧公园

地下结合地下步行通道进行开发，打造公园综合体，地下配置体验式文化娱乐设施，形成地

区活力中心。 



          
图 21  地下空间结构图                            图 22  地下空间现状图 

 
（3）广州东站地铁设计方案的仿真模拟 

采用仿真模拟技术和 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设计方案进行仿真模拟（图 20），根据对方案

模拟的效果进行仿真。具体过程如下，在传统路网格局的城市组团基础上，将各功能地块进

行细分，模拟点对点的目的地联系，从而探寻最便捷的实际通行路径，最终实现不同功能单

元的到达体验。整个模拟仿真过程是结合“以行定形”的设计方法与思路，经过多个环节的

不断调试，最真实的还原出行人交通的行动路径，最终做到以人的行为动线的合理设计来主

导该空间形态方案的设计。 

 
图 23 广州东站地铁站仿真模拟分析图 

（4）广州东站地铁设计方案的优化 
在交通数据模拟仿真的基础上，进一步对规划设计方案进行优化。在总体方案上，交通



系统的优化是通过建立缝合、贯通中轴线的步行带以及立体便捷的垂直交通核。地下空间的

优化则是打造功能复合的地下空间，并提供丰富的公共生活方式，提升地区活力。而详细方

案上，对南北两大节点进行组织通道的优化。具体来看，南节点是对南站房客流组织进行优

化（图 21），包括对站房功能的调整，进出站客流的组织等。同时。根据站房进出站客流组

织的调整，对南广场衔接设施的客流组织进行调整，包括出租车、小客车以及公交车等不同

客流的流线组织优化。北节点则是对北广场衔接设施进行布局优化（图 22），利用东站客运

站改造契机，规划一体化综合枢纽，解决东站、客运站和综合体开发的交通需求，具体涉及

长途车站、旅游大巴车场、公交场站、出租车场以及小汽车停车场等衔接设施的规划布局。 

  
图 24  地下空间总平面图                   图 25  竖向分层功能图 

5 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白云新城地铁站以及广州东站地铁站地下空间的设计实践过程，可以

发现“以行定形”的规划设计思路能很好的解决首次数据分析反映的城市问题。假设未达到

数据分析的预期效果，则应对设计过程的各个环节进行多次调试，最终形成能够到达空间优

化效果的设计方案。本文仅是对交通数据分析和行人仿真方法的初探，希望通过数据分析以

及行人微观仿真设计的优化更好地促进地铁站地下空间交通规划方案的设计。 
城市交通的快速发展与复杂程度剧增已是不争的事实。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交通形势，

合理规划交通运行空间是地下空间规划的重中之重。需要注意的是，交通功能作为地铁站等

地下空间的主导功能，以地铁为代表的地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地下空间大规模综合开

发的重要基础，围绕地铁站形成的地下步行交通系统已成为城市立体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分。而交通规划的核心问题就是要保障人流交通的顺利通行以及创造舒适的行人出入环境。

科学合理的分析交通数据以及行人行为因素可以为轨道交通规划提供行之有效的决策。 
本文重点关注地铁站使用者的需求，运用“以行定形”的规划理念，通过交通数据分析和

行人微观仿真两大技术手段，以“数据—方案—仿真—优化”的设计思路，将数据分析结果通

过行人仿真技术介入到城市地下空间规划方案的设计，从而构建满足地铁站周边交通功能需

求以及行人高效舒适体验的地下步行系统。研究成果对推动城市地下空间价值提升，改善地



下空间品质，促进城市地下空间更加合理高效的开发利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这种介

入设计思路带来了传统规划方法与思维的转变，使以往漫长、多次的方案调研时间得到缩短，

并提供了一种优化城市空间规划的途径，使城市规划师能够更加快速、清晰地发现城市空间

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是决定性的、有悖于现状的，会促使城市规划师更加深入地去思

考城市空间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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