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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年度交通综述

1.1 交通建设

城市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固定资产投资不断增加

西安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城市，关中平原城市群特大城市、陕西

省省会和国家综合交通枢纽。

2017 年，西安市国民经济持续稳步增长，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7469.85

亿元，较上年增长 7.7%，全年人均生产总值 78346 元。全年财政总收入 1364.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全年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4.50 亿元，增长

9.8%。2017 年，西安市共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7556.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9%。

畅通综合运输通道，打造国际综合交通枢纽

2017 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已开通航线 337 条，通航点 198 个，国内通达

能力全国第二。其中，国内航线 280 条，国内通航点 152 个，占全国机场总数的

67％，国际航线 57 条，通航点 46 个，全货运航线 13 条。咸阳机场全年旅客吞

吐量为 4186 万人次，稳居全国第八。

2017 年，西安开通全国首趟北欧（芬兰科沃拉—西安）国际货运班列长安

号，国际货运班列已常态化运行，“长安号”全年开行 480 列，双向运行打通了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通道，对内引进哈萨克斯坦优质的各种原材料，对外输

出各类国内工业品 。

快速路网建设稳步推进，道路容量持续提升

昆明路（西三环-西二环）改造工程、幸福路北延伸快速路工程、西铜高速

城市段快速路工程、西三环与锦业路立交工程、西三环与阿房一路立交工程、新

兴南路快速路工程和太华路与北二环立交及地下通道工程等建设持续稳步推进。



快速路体系正在逐步完善。

轨道交通建设进入高峰，常规公交线路顺势优化

2017 年，轨道交通建设投资额达到 136.51 亿元，占公交总投资的 99%，比

2016 年增加 26.78 亿元，成为交通建设投资的重中之重。截至 2017 年底，西安

市运营轨道交通线路 3 条，分别为地铁一号线、地铁二号线和地铁三号线，总里

程 88.3 公里。同时在建轨道交通包括一号线二期工程、地铁四号线、五号线一

期工程、六号线和临潼线，西安市第一轮建设规划所有线路均已开工建设。

2017 年，常规公交线网持续优化，新开通 27 条线路，取消了 1 条线路，调

整了 33 条公交线路，公交线路长度增至 5500.05 公里，比 2016 年增加了 331.55

公里，大大方便了主城区与郊区的公交联系。

1.2 交通运营

机动车拥有量持续增长，私人汽车增长进入新常态

截至 2017 年末，西安市全市机动车保有量为 286.79 万辆，比 2016 年净增

29.88 万辆，增幅为 11.63%。其中，私人汽车拥有量为 246.66 万辆，比 2016 年

净增 24.52 万辆，增幅为 11.04%。私人汽车拥有量的增幅近三年连续下滑，9 年

来首次低于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幅，反映西安市私人客车增长进入新常态。但私人

汽车已经确立了其西安市机动车的主体地位，是造成城市交通拥堵的主要因素。

二环内道路常态化高负荷，二环外出行需求明显增加

2017 年，全天进出城墙和二环机动车总量约为 51 万标准小汽车和 120 万标

准小汽车，较 2014 年增幅不大，且全天出行时间分布较均衡，主要道路呈现常

态化的高负荷运行状态。

二环以外城市道路机动车交通流量快速增长，与城市用地发展趋势基本吻合，

绕城高速交通量增速达到 16%，快速出行需求凸显，相对而言，快速路体系建设

明显滞后。



轨道交通网络优势初显，常规公交运量逐年下滑

2017 年西安市全市公共交通总运送乘客 20.4 亿人次，其中公共（电）汽车

运送乘客 14.35 亿人次，轨道交通完成客运量 6.05 亿人次。

轨道交通占城市公共交通客运量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3%，提升至 2017 年的

26%，开通 3 条轨道交通的网络效应已经显现，而公共汽车部分乘客向轨道交通

转移，其客运量占公共交通的比例已经从 2012 年的 97%，逐年下滑至 70%，西

安常规公交发展应该顺应需求变化，适时做出调整。

1.3 发展建议

需求管理，保持机动车合理使用规模，减缓机动车增长趋势

机动车千人拥有率已远超全国平均水平，且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结合国内

城市机动化发展历程，控制机动车保有量和使用量已经迫在眉睫。建议尽快研究

制定相关限购及限行等政策，有计划的引导居民合理购车、用车需求。

增加供给，加快道路改造和建设，挖潜扩能

增加城市道路基础设施供给，加快二环内次干路、支路网改造，打通二环外

“断头路”，提高道路网密度，挖掘“微循环”交通潜能；推进二环至三环及三

环外交通性主干路、快速路等主要通道建设，满足中长距离机动化出行需求。近

期应加快与高新区、西咸新区、渭河以北区域联系道路建设，同时加强中心城区

道路交通治理，扩充“毛细血管”通行能力。

优化服务，提升常规公交和轨道交通等服务水平

加快发展轨道交通的同时，优化各子系统换乘衔接，构建地铁、常规公交、

出租、公共自行车等高效、协调、一体化公共交通体系，大力推进公交都市建设。

结合地铁建设尽快启动公交线网优化调整规划，落实保障公共交通场站用地，加

大公共交通投资额度，加快公共自行车无桩化改造。



规划引领，提高规划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要提高规划的严肃性和规范性，保证规划的系统性、全局性和强制性地位，

发挥规划引领作用，是处理越来越复杂的城市交通问题的重要抓手，从本源上解

决目前城市交通问题。如局部用地调整应与城市的功能布局相协调，轨道交通沿

线用地规划应与交通统筹考虑。





2 城市发展

2.1 城市范围

全市辖新城、碑林、莲湖、雁塔、未央、灞桥、阎良、临潼、长安、高陵、

鄠邑 11 个市辖区及周至、蓝田 2 个县。

图 2.1 西安市行政区划统计图

2.2 社会经济

2017 年实现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7469.8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7%。其中，第

一产业增加值 281.12 亿元，增长 4.6%；第二产业增加值 2596.08 亿元，增长 5.

5%；第三产业增加值 4592.65 亿元，增长 9.2%。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

比重为 3.8%，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34.7%，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 61.5%。按

常住人口计算，全年人均生产总值 78346 元，比上年增长 6.0%。全年财政总收

入 1364.7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全年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54.50 亿

元，增长 9.8%，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045.09 亿元，比上年增长 7.1%。



图 2.2 西安市生产总值增长图

图 2.3 西安市各产业比重变化图

2.3 城市人口

人口数量

2017 年全市户籍总人口 905.68 万人，其中西咸新区咸阳行政范围 60.59

万人。西安原口径户籍人口 845.09 万人，比上年净增加 20.15 万人，增长 2.4%；

其中，男性人口 424.98 万人，占比 50.3%，女性人口 420.11 万人，占 49.7%。



图 2.4 全市人口变化图

就业岗位

全年全市新增城镇就业 14.09 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 6.16 万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78.89 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3.32%。引进产业发展与科技

创新类人才 14.59 万人，培养实用型人才 6.29 万人。

图 2.5 全市从业人员变化图



2.4 城市用地

2016 年，西安市市域发展区范围内城乡建设用地面积 104507.9 公顷，其中，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68883.2 公顷，乡建设用地面积 182.4 公顷，其他建设用地面

积 13.8 公顷。

图 2.6 城市建设用地构成图

2.5 交通建设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7556.4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9%。其中，固定资产

投资（不含农户）7463.31 亿元，增长 13.0%。在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中，

第一产业投资 123.20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第二产业投资 1086.93 亿元，下

降 10.2%，其中，工业投资 1072.06 亿元，下降 10.6%；第三产业投资 6253.18

亿元，增长 18.6%。



图 2.7 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变化图

交通建设投资

2017 年，西安市市本级城市交通工程共计划投资 185.78 亿元，较上年增长

81.71 亿元；城市公交计划投资 1.15 亿。



图 2.8 全市公共交通建设计划投资变化图

2017 年，轨道交通建设投资额达到 136.51 亿元，占年度计划 105.01%，比

2016 年增加 26.78 亿元。

2.6 小结

1.经济发展：经济总量实现跨越，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七千亿，达到 7469.85

亿元；经济结构调整升级，服务业支撑作用日益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比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

2.人口就业：“西引力”逐步增强，人口流入快速增加，“人才”的能量明

显聚合，就业形势良好，居民收入稳增。





3 交通基础设施

3.1 城市道路

建成区道路网

西安中心城区建成区主要集中在绕城高速以内，南、北绕城高速以外，建成

区面积约 367.9 平方公里，各级道路长度总计 2021.5km，形成“棋盘、环加放射

式”结构。

图 3.1西安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道路网

资料来源：《2018 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监测报告》

城市道路等级结构

2017 年，西安市中心城区建成区道路网密度为 5.49km/km²，在纳入建成区



的各行政区中，碑林区路网密度最高，其次为莲湖区和灞桥区，长安区路网密度

最低，其他各行政区路网密度均达到 5.0km/km²以上。

表 3.1 中心城区建成区道路指标统计

道路等级 长度（km） 密度（km/km²）

快速路 152.26 0.41

主干路 595.27 1.62

次干路 568.34 1.54

支路 605.97 1.65

其他道路 99.66 0.27

总计 2021.50 5.49

资料来源：总计路网密度参考《2018 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监测报告》

表 3.2 建成区各行政区道路密度

行政区 密度（km/km²）

碑林区 7.59

莲湖区 6.14

新城区 5.84

长安区 4.64

灞桥区 6.05

未央区 5.01

雁塔区 5.27

资料来源：《2018 中国主要城市道路网密度监测报告》

主要道路建设完成情况

（1）立交及快速路

2017 年西安市立交与快速路建设稳步推进，新建项目共 9 个。

表 3.3 2017 年西安市快速路建设完成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工程进度

西安昆明路及西延路工程 新建 完成部分工程

建工路和新兴南路快速路工程 新建 完成部分工程

西铜高速城市段快速路工程 新建 完成部分工程

西三环与锦业路立交工程 新建 完成部分工程

西三环与阿房一路立交工程 新建 完成部分工程

太华路与北二环立交及地下通道工程 新建 完成部分工程



朱宏路快速路改造工程 新建 完成部分工程

体育中心外围提升改善道路项目（一期） 新建 完成部分工程

丝路会展中心外围提升改善道路项目 新建 完成部分工程

资料来源：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2）断头路改造

2017 年西安市断头路改造持续发力，为城市交通缓堵保畅提供重要的基础

设施支撑，其中新建项目 6 个，续建项目 5 个。

表 3.4 2017 年西安市断头路改造工程建设完成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工程进度

标新街东延伸 新建 完工

四民街 新建 完工

西市南路 新建 完工

清凉寺北路 新建 完工

响塘村规划南路 新建 完工

老二环规划路 续建 完工

永全路 续建 完工

开元路 续建 完工

凤城二路(开元路以西) 续建 完工

杏园立交连接工程 续建 完工

断头路打通前期准备项目 新建 完成部分工程

资料来源：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3）其他道路

2017 年西安市主要道路建设持续发力，其中续建项目 5 个，新建项目 8 个。

表 3.5 2017 年西安市主要道路建设完成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工程进度

韩森东路 续建 完成部分工程

开发大道东延伸 续建 完工

凤凰大道与市区连接道路工程 续建 完工

尚稷路 续建 完成部分工程

自强东路改造 新建 启动工程建设

太华路立交改造 新建 启动工程建设

世家星城维一路 续建 完工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工程进度

渭滨西路 新建 完工

尚新路南侧规划路西延伸 新建 完工

尚贤路东侧规划二路 新建 完工

尚新路南侧规划二路 新建 完工

尚华路东侧规划路 新建 完工

新东尚东侧规划路 新建 完成部分工程

资料来源：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3.2 公共交通

常规公交建设

2017 年底，公交企业共计 16 家，国有及国有控股 5 家，有西安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西安公交巴士运营有限公司、西安公交万里实业有限公司、西安西高公

交有限公司和西安市长安公交有限责任公司。民营回购实施以来，民营公交企业

逐年减少，共计 11 家，有陕西平安运输集团、万通客运公司、旅商客运公司等。

（1）国营公交

截止 2017 年底，国营公交保有量 6914 辆，标准运营车辆 8499.6 标台，比

2016 年增加 2005 辆，增幅为 40.8%，这是因为随着民营企业的回购，民营公交

更改为国营公交。



图 3.2 2007-2017年国营公交运营车辆数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为提高公交运力及服务水平，公交车型比例也不断优化调整。截止 2017 年

底，公交运营车辆共有特大型车 100 辆，大型车 5648 辆，中型车 470 辆，小型

车 696 辆，所有车型不断增加，比 2016 年分别增加了 45 辆、1734 辆、166 辆和

60 辆。



图 3.3 2007-2017年国营公交各类车型数量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公交线路不断增加，线网不断完善，截止 2017 年底，公交总公司下属公交

线路增至 264 条。公交线路长度增至 5500.05 公里，比 2016 年增加了 331.55 公

里；公交线网长度增至 1219.9 公里，比 2016 年增加了 170.1 公里。

为方便市民出行，2017 年西安公交总公司新开通 27 条线路，为 172 路、361

路、泾渭 3 号线、港务环线等。同时，随着民营公交线路的回收、地铁施工和城

市空间的不断拓展，对既有线路进行分段、缩线、延长等调整，2017 年取消了 1

条公交线路，为 714 路；调整了 33 条公交线路，为 34 路、411 路、607 路、教

育专线等。

2017 年国营公交总客运量为 13.35 亿人次，年总收入为 11.56 亿元，日均客

运量为 365.7 万人次。其中，公交总公司实现客运量 9.65 亿人次，总收入 9.1 亿

元，日均客运量为 264.38 万人次，比 2016 年下降 5.49 万人次。公交总公司日均

刷卡量为 223.64 万次/日，比 2016 增加 10.1 万次/日，刷卡比例增加 5.5%。



图 3.4 2007-2017年公交年日均客运量、刷卡量

数据来源：西安公交总公司

（2）民营公交

民营回购实施以来，民营企业逐年减少，截止 2017 年底，民营企业共有 11

家，民营线路 21 条，线路总长度 636.1 公里，比 2016 年减少了 7 条线路，总长

度减少 145.9 公里。民营公交运营车辆数为 866 辆，标准运营车辆 743.3 标台，

比 2016 年减少 2054 辆，降幅为 70.3%。

2017 年民营公交年总客运量为 1 亿人次，年总收入为 1.38 亿元，日均客运

量为 27.5 万人次。



图 3.5 2007-2017年民营公交运营车辆数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截止 2017 年底，民营公交运营车辆不再有特大型车，大型车 20 辆，中型车

417 辆，小型车 429 辆，所有车型都在减少，比 2016 年分别减少了 45 辆、1408

辆、 342 辆和 259 辆。

图 3.6 2007-2017年民营公交各类车型数量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轨道交通建设

截至 2017 年底，西安市运营轨道交通线路 3 条，分别为地铁一号线、地铁

二号线和地铁三号线，总里程 88.3 公里。

图 3.7 西安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里程

在建轨道交通线路包括一号线二期工程、地铁四号线、五号线一期、六号线、

临潼线和地铁十四号线（西安北至机场城际铁路段）。



图 3.8 2017年西安市在建及运营地铁线路

3.3 公共停车场建设

表 3.6 2017年公共停车场建设情况表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与工程内容
项目

类型
工程进度

城市静态交通工程

专项用于城市公共停车场建设、交通管理设

施建设、公交港湾建设及改造、公交场站建

设。

续建 部分完工

西安北客站南广场西侧地

下公交、出租停车场建设

公交枢纽规划建筑面积 10060m2；出租车站

规划建筑面积 16220 m2。
续建 部分完工

西安北客站地下停车场负

一层安装、装修工程

完成地下负一层（建筑面积约 4 万 m2）的机

电安装及装饰、装修工程。
续建 完工

停车场 PPP 项目建设

按照规划要求通过 PPP 融资建设索罗巷等停

车场。
新建 启动建设

完成电子正街南段、西部大道等 38 个公共停

车场的选址论证。
新建

启动选址论

证



项目名称 建设规模与工程内容
项目

类型
工程进度

社会投资公共停车场建设
完成东尚地下停车场、凤城二路、西安人民

大厦停车场等公共停车场建设。
新建 部分完工

资料来源：西安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3.4 慢行交通

公共自行车

（1）公共自行车建设情况

2017 年西安市公共自行车站点总数 1943 个，锁止器共计 62996 个。北部经

开区、未央区，南部雁塔、高新、曲江片区公共自行车分布站点较多，外围区域

较少。

图 3.9 各片区公共自行车站点和锁止器数量

数据来源：西安公共自行车公司

（2）城市绿道建设情况

截止 2017 年，西安市累计已建成绿道长度 191.5km。其中：



结合遗址保护建设了环城公园、唐城墙遗址公园绿带、曲江遗址公园、大明

宫遗址公园绿道系统；

结合秦岭山体、交通走廊建成了环山路绿道、长安大道绿道、南横线景观绿

道、沣泾大道绿道、兰池大道绿道；

结合灞河、渭河南岸、沣河建成了滨水休闲景观绿道。

图 3.10现状城市绿道分布图

人行过街设施

截止 2017 年底，道路及用地开发均较为成熟的集中连片区域的范围内立体

人行过街设施达到 176 处，其中天桥 155 处，地道 21 处。



图 3.11人行过街设施分布范围图

目前西安市行人设施主要集中于西安的城市中心区和交通干道（如长安路、

长乐路、二环路、三环路）之上，这些地区多是西安市机动车交通负荷大、行人

交通需求量较高的地区。

虽然近年来西安在平面过街中做出了很多努力和尝试，出现了智能斑马线，

左右错位的斑马线，礼让行人斑马线等，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但还存在很多细

节问题，特别是立体过街设施。主要有：

 标识系统应用较少，缺乏规范的标识体系；

 无障碍设施在过街设施设计中是个盲点；

 缺乏遮盖式设施；

 自动电梯等人性化设施的设置重视不够。

3.5 对外交通设施

公路

2017 年西安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其中国省干线改扩建项目稳步实施。



完成重点工程项目投资 14.8 亿元，超出年度计划 23.7 个百分点。

表 3.7 西安市现状公路指标统计

年份 高速公路里程（km） 国道（km） 省道（km） 县道（km） 其他等级公路（km）

2006 286.26 638.34 454.20 961.81 7617.80
2007 324.19 665.37 465.43 944.78 8988.17
2008 373.99 802.27 453.11 994.68 9645.23
2009 376.68 803.56 454.51 994.69 10125.72
2010 371.33 798.21 449.77 994.69 10332.49
2011 382.12 798.48 460.30 994.69 10345.25
2012 465.27 901.46 460.30 1344.18 10421.12
2013 470.87 901.46 465.90 1344.18 10423.73
2014 470.87 901.46 465.90 1344.18 10519.83
2015 532.00 956.00 472.00 1344.00 10555.00
2016 534.00 980.00 504.00 1210.00 10643.00
2017 571.80 1017.40 503.89 1210.10 10651.74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局

铁路

2017 年西安铁路相关项目建设成绩斐然，多条城际铁路与高铁客运专线相

继开工建设，同时西成客专与宝兰客专的相继开通，也使得西安“米字型”高铁

网络初具规模。2017 年铁路基础设施续建项目 4 个，新建项目 6 个。

表 3.7 2017 年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完成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类型 项目完成情况

西安至成都客运专线 续建 完工

西安至银川客运专线 续建 完成部分工程

西安至延安客运专线 新建 开工

西安至十堰客运专线 新建 开工

西安北客站至机场城际铁路 续建 完成部分工程

西安咸阳机场至法门寺城际铁路 新建 开工

西安至韩城城际铁路 新建 开工

阎良至机场城际铁路 新建 开工

西安火车站改扩建 续建 完成部分工程

数据来源：陕西省 2017 年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草案）



航空

2017 年 8 月咸阳机场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9 月完成行

业验收并投入使用。主要建设内容为快件中心和海关卡口，快件中心建筑面积

16061m²，海关卡口建筑面积 321m²。项目总投资 17849.12 万元，2017 年完成投

资 9849.12 万元。

2017 年 8 月咸阳机场东联络道项目开工，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两条联络通

道及相关围界、灯光、周界报警等附属设施，迁改机场专用高速公路和相关市政

管线。同时结合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预留捷运、行李、空陆侧下穿通道等设施。

项目总投资 219659.5 万元，2017 年完成投资 110000 万元。

3.6 小结

1.城市道路：城市快速路体系建设滞后，应继续加快推进二环外快速路体系

建设；建成区道路网密度仍然不足，应重点二环至三环之间“断头路”打通及区

域道路网系统完善，为“缓堵保畅”提供基础保障。

2.公共交通：民营公交回购稳步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力度正逐步加大。

3.停车设施：现状城市各类停车位的比例分布不合理，配建停车位比例达到

82.86%，路内停车位比例为 8.22%，公共停车位比例约为 8.92%。公共停车场建

设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PPP 项目选址论证的启动带动民间资金进入市场，为公

共停车场的大力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4.慢行交通：公共自行车的建设运营与绿道的建设趋于稳定，慢行交通出行

日益便捷。

5.对外交通：多条客运专线开工建设，大西安“米字型”高铁网初具规模；

机场三期前期研究稳步推进，机场运营步入良性循环。





4 交通需求

4.1 机动车发展

机动车保有量

截至 2017 年末，西安市全市机动车保有量为 286.79 万辆，比 2016 年净增

29.88 万辆，增幅为 11.63%。其中，私人汽车拥有量为 246.66 万辆，比 2016 年

净增 24.52 万辆，增幅为 11.04%。

近十年，西安市机动车保有量和私人汽车拥有量持续增长，其中私人汽车拥

有量的增幅高于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幅，私人汽车拥有量占机动车保有量的比例不

断增大，已成为西安市机动车的主体。

图 4.1 西安市历年机动车保有量及私人汽车拥有量发展

数据来源：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机动车保有量）

西安市统计局（私人汽车拥有量）



图 4.2 西安市历年机动车保有量发展

数据来源：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图 4.3 西安市历年私人汽车拥有量发展

数据来源：西安市统计局



车型结构

历年机动车辆构成情况表明，民用汽车拥有量持续攀升，已经成为机动车构

成的主体，其中载客汽车的增长最为明显，是民用汽车的主要组成部分。2017

年载客汽车保有量占民用汽车保有量的 90.27%，占机动车保有量的 85.49%。载

货汽车保有量逐年缓慢增加，2017 年占民用汽车保有量的 8.98%，占机动车保有

量的 8.51%。2017 年摩托车保有量占机动车保有量的 5.07%。拖拉机保有量较少，

近年来基本未统计在车辆构成中。其他机动车（含挂车和其他类型车辆）保有量

总体较少，但呈现出缓慢增加趋势，增长主体为挂车。

图 4.4 西安市历年机动车主要车型拥有量变化图

数据来源：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车辆千人拥有量

截至 2017 年末，西安市千人机动车拥有量指标（按常住人口计算）达到

298.22 辆，比 2016 年增加 7.33 辆，增幅为 2.52%。



图 4.5 西安市机动车千人拥有量历年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机动车保有量）

西安市统计局（常住人口）

4.2 居民出行特征

出行规模及出行强度

2017 年西安主城区居民日均出行总量为 1104.3 万人次，居民出行强度 2.21

人次/日。

其中，公交车出行量为 334.7 万人次/日，轨道交通出行量为 79.6 万人次/日，

小汽车出行量为 178.4 万人次/日，出租车出行量为 48.6 万人次/日，步行出行量

为 282.5 万人次/日，自行车及电动车出行量为 151.0 万人次/日。



图 4.6 主城区居民日出行量

出行方式

小汽车出行比例 16.2%，公交出行比例 30.3%，轨道交通出行比例 7.2%，自

行车及电动车出行比例 13.7%，步行出行比例 25.6%。

图 4.7 主城区居民出行方式构成图



出行目的

上班、上学、回家是主要的出行目的，占出行总量的 80.4%。另外，购物餐

饮、探亲访友、文体娱乐等占出行总量的 19.6%。

图 4.8 主城区居民出行目的构成图

出行时辰分布

居民主要出行时间为 6:00-23:00，居民的出行活动时间段随着经济的发展、

人民日常活动的丰富而有一定延长。

居民出行存在明显的早、晚高峰，早高峰出现在 7:00-9:00，早高峰出行量

按出发时间统计占全天出行的 32.0%，按到达时间统计占 31.0%；晚高峰出现在

17:00-19:00，晚高峰出行量按出发时间统计占全天出行的 24.9%，按到达时间统

计占21.2%。中午12:00-14:00有一个小高峰，按出发时间统计占全天出行的8.9%，

按到达时间统计占 8.8%。



图 4.9 主城区出行时辰分布图

出行时耗

2017 年，西安市主城区居民出行的平均时耗为 35.7 分钟，出行时耗在 10

分钟以内的占全市出行的 12.8%，在 40 分钟以内的占全市出行的 70.1%。

不同出行目的出行时耗有所差异。其中上班的平均时耗为 36.2 分钟，上学

的平均时耗为 33.2 分钟，回家的平均时耗为 36.8 分钟。

不同出行方式的出行时耗亦有所差异。以步行为主要出行方式的平均时耗为

19.2 分钟，以公交为主要出行方式的平均时耗为 45.9 分钟，以轨道交通为主要

出行方式的平均时耗为 57.5 分钟，以小汽车为主要出行方式的平均时耗为 40.0

分钟。



图 4.10 主城区不同出行目的平均出行时耗

图 4.11 主城区不同出行方式平均出行时耗

出行距离

居民出行的平均距离为 5.72 公里，出行距离在 5 公里以内的占全市出行的



61.7%，在 10 公里以内的占全市出行的 81.4%。

不同出行目的出行距离有所差异。其中上班的平均距离为 6.58 公里，上学

的平均距离为 4.59 公里，回家的平均距离为 5.74 公里。

不同出行方式的出行距离亦有所差异。以步行为主要出行方式的出行距离为

0.89 公里，以公交为主要出行方式的出行距离为 7.23 公里，以轨道交通为主要

出行方式的出行距离为 12.82 公里，以小汽车为主要出行方式的出行距离为 8.72

公里。

图 4.12 主城区不同出行目的平均出行距离



图 4.13 主城区不同出行方式平均出行距离

出行分布

居民出行以行政区区内出行为主，区域外的出行总量一般低于区内的出行总

量，其中灞桥区、未央区、雁塔区的区内出行比例大于 56%。从各行政区的区内

出行量看，未央区和雁塔区的区内出行量较大，分别 129.97 万人次/日和 153.69

万人次/日。从各行政区的出行绝对交换量来看，雁塔区和长安区的出行交换量

最大，超过 62.50 万人次/日，其次是雁塔区与莲湖区联系也相对紧密，出行交换

量在 58.67 万人次/日。



图 4.14 主城区全日居民出行时空分布（根据抽样调查-扩样数据）

4.3 小结

1.机动车发展：西安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2017 年机动车保有量 286.79

万辆，较 2016 年增幅达到 11.63%，同时，私人汽车拥有量占机动车保有量的比

例不断增大，2017 年西安市私人汽车拥有量占机动车保有量的 86.01%，已成为

西安市机动车的主体。

2.居民出行特征：城市居民出行范围扩大，出行方式仍以公共交通和慢行交

通为主，出行时间存在明显早、晚高峰（7:00-9:00、17:00-19:00），出行目的仍

以上班、上学和回家为主。





5 对外交通

5.1 总体情况

对外客运交通基本情况

2017 年全年对外客运共运送乘客 2.43 亿人次，同比增加 2.5%。其中，公路

客运运输量 1.56 亿人次，占对外旅客运输量的 64.2%，同比减少 1.3%；铁路旅

客发送量 0.45 亿人次，占 18.5%，同比增加 7.1%；航空进出港旅客 0.42 亿人次，

占 17.3%，同比增加 13.5%。

全年旅客周转量 326.72 亿人公里，同比增加 12.3%。其中，公路 90.03 亿人

公里，同比减少 0.9%；铁路 68.10 亿人公里，同比增加 0.7%；民航 168.59 亿人

公里，同比增加 27.3%。

图 5.1 对外旅客年运输量



图 5.2 2017年对外客运方式结构

对外货运交通基本情况

2017 年，西安市货物运输量 25500 万吨，同比增加 6.7%。其中，道路货物

运输量达到 24480 万吨，占对外货物运输量的 96.0%，同比增加 6.4%；铁路货物

运输量为 994 万吨，占 3.9%，同比增加 16.4%；航空货物运输量达到 25.99 吨，

占 0.1%，同比增长 11.2%。

全年货运周转量 597.91 亿吨公里，比上年增长 8.3%。其中，公路 350.97 亿

吨公里，同比增加 8.3%；铁路 245.92 亿吨公里，增加 8.3%；航空 1.02 亿吨公

里，增加 3.0%。

图 5.3 对外货物运输量统计图



图 5.4 2017年对外货运方式结构

5.2 航空运输

2017 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空中交通枢纽，全国

旅客吞吐量第八大机场，也是中国民用航空局规划建设的 8 大区域型枢纽机场

之一。机场现有 3 座航站楼，2 条跑道，航站楼总面积达 35 万平方米，机场

飞行区等级为 4F 级，可以起降空客 380 等大型客机，保障设施可保障年旅客

吞吐量 5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40 万吨的需要，硬件设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民航客运量

2017 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在全国旅客吞吐量排名为第 8 位，完成飞行起

降 31.8万架次，较上年增长 9.7%，旅客吞吐量为 4186万人次，较上年增长 13.1%。

2017 年，航空旅客运输量 0.42 亿人次；旅客周转量达到 168.59 亿人公里，

同比增加 27.3%。



图 5.5 西安市民航客运量历年发展情况

航线及国内外客流情况

2017 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已开通航线 337 条，通航点 198 个，其中国内

航线 280 条，国内通航点 152 个；国际航线 57 条，通航点 46 个；全货运航线

13 条。

图 5.6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各类航线分布图



2017 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内旅客流向以上海、北京、广州、深圳为

主。

图 5.7 2017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与主要国内城市航空旅客到发量

2017 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国外旅客流向以首尔、曼谷、香港、台北、

吉隆坡为主。

图 5.8 2017年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与主要国外城市航空旅客到发量



航空货物运输

2017 年，航空货邮吞吐量达 25.99 万吨，同比增长 11.2%，货物周转量达 1.02

亿吨公里，同比增加 3.0%。

图 5.9 航空货运量年度变化图

5.3 铁路运输

现状铁路布局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2月对列车运行图进行了优化调整，

新图实施后西安北客站开行旅客列车 205 对，其中直通 65 对，管内 40 对；日常

运行线 175.5 对，高峰线 22 对，周末线 7.5 对。西安火车站开行旅客列车 106

对，其中直通 87 对，管内 19 对；始发终到 54 对，通过 52 对。



图 5.10 现状铁路布局图

铁路客运总量和旅客周转量

2017 年，铁路旅客运输量 4500 万人次，同比增加 7.17%；旅客周转量达到

68.10 亿人公里，同比增加 0.67%。

图 5.11 铁路客运量历年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西安市统计局

铁路货运总量和货物周转量

2017 年，铁路货物运输量 994 万吨，同比增加 16.4%；货运周转量达到 245.92

亿吨公里，同比增加 8.3% 。

图 5.12 铁路货运量历年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西安市统计局

主要铁路车站旅客发送量

2017 年，西安 4 座铁路客运站旅客发送量共计 4682.4 万人次。其中，西安

火车站旅客发送量2622.0万人次，同比减少5.70%；西安北客站旅客发送量1975.3

万人次，同比增加 42.81%；西安南站旅客发送量 84.2 万人次，同比增加 11.82%。

2017 年，咸阳 2 座铁路客运站旅客发送量共计 278.6 万人次。其中，咸阳火

车站旅客发送量 167.0 万人次，同比增加 2.14%；咸阳秦都站旅客发送量 111.6

万人次，同比增加 45.89%。



图 5.13 主要铁路客运站历年旅客发送量

数据来源：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铁路车站主要客流来源

应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西安北客站的客流来源去向分布。目前西安主城区

仍然是西安北客站最主要的客流方向。其中，西安主城中心和西安主城北是最多

的客流方向，分别约占总客流的 22.7%和 24.7%；在外围地区中，渭北工业区、

咸阳北部片区、长安区主城方向的客流较多，分别约占总客流的 6.5%、4.6%、

3.8%。



图 5.14 西安北站客流来源去向分布

主要铁路货站货物发送量

2017 年，西安 14 座主要铁路货运站货物发送量共计 429.2 万吨，较 2016

年 458.1 万吨减少 28.9 万吨。其中阎良站、户县站、新丰站减少的货运量较多，

分别为从 15.87 万吨减少至 3.69 万吨，54.30 万吨减少至 42.87 万吨，47.11 万吨

减少至 36.40 万吨。

2017 年，货运量增加的铁路站有新筑站、窑村站、三民站。其中，新筑站

货物发送量 126.34 万吨，同比增加 17.64%；窑村站货物发送量 88.4 万吨，同比

增加 7.22%；三民站货运发送量 0.96 万吨，同比增加 17.16%。



图 5.15 主要铁路货运站货物发送量

数据来源：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

5.4 公路运输

公路客运总量及周转量

2017年，公路旅客运输量 1.560 亿人次，同比降低 1.09%；客运周转量为 90.03

亿人次公里，同比降低 0.89%。



图 5.16 公路客运量历年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西安市统计局（2016 年由于公路统计计算系数变化，与上年数据不可比）

公路货运总量及周转量

2017 年，公路货物运输量 2.448 亿吨，同比增加 6.37%，货运周转量达到

350.97 亿吨公里，同比增加 8.30%。



图 5.17 公路货运量历年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西安市统计局（2016、2017 年由于公路统计计算系数变化，与上年数据不可比）

主要客运站旅客发送量

受西安对外高铁线路增加的影响，公路客运量自 2014 年来呈整体下滑趋势。

根据统计数据，西安 7 个主要公路客运站旅客发送量 2016 年已较上年降低 7.91%，

2017 年较上年再降低 6.10%。

2017 年，西安 7 个主要公路客运站旅客发送量共计 2966.0 万人次。其中，

陕西省汽车站旅客发送量 535.4 万人次，同比降低 1.6%；西安市汽车站旅客发送

量 159.8 万人次，同比降低 11.0%；三府湾汽车站旅客发送 188.9 万人次，同比

降低 7.3%；纺织城客运枢纽旅客发送量 387.9 万人次，同比降低 1.6%；城西客

运站旅客发送量 795.7 万人次，同比降低 6.4%；城南客运站旅客发送量 482.4 万

人次，同比降低 4.0%；城北客运站旅客发送量 416.0 万人次，同比降低 14.4%。



图 5.18 主要客运站旅客发送量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5.5 小结

1.对外客运：铁路和航空旅客运输量逐年增长，公路旅客运输量呈负增长，

但公路运输仍然在对外交通旅客运输中占主体地位。随着高速铁路建设和民航的

发展，未来铁路和航空旅客运输量将进一步增加。

2.对外货运：铁路货运量增速最快，其次是航空货运，公路货运仍然在对外

货运中占主体地位。随着货运市场差异化发展，铁路货运和航空货运在对外货运

中的比例将逐年增加。





6 道路交通

6.1 高速公路

交通量

2017 年绕城高速日平均进出机动车总量为 58.0 万辆，是 2011 年日均量的

2.3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5.2%，高于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年平均 12.9%的增速。

图 6.1 历年绕城高速日平均进出机动车交通量

数据来源：陕西省交通运输厅

车型比例

全年绕城高速日平均进出机动车车型以客车为主，占全部机动车的 85.1%，

货车比例占到 14.9%，客车车型以 7 座及以下客车为主。



图 6.2 2017年绕城高速进出机动车交通量车型比例

数据来源：陕西省交通运输厅

时间分布

进出绕城高速机动车交通呈早晚高峰（8:00-9:00，18:00-19:00）分布，早高

峰进出比例占全天 8.4%，晚高峰进出比例占全天 7.9%；进出绕城高速呈对称分

布，早高峰进入高速比例高于驶出高速比例，晚高峰则与之相反。

图 6.3 2017年绕城高速日平均进出机动车交通量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陕西省交通运输厅



收费站分布

全年日平均进出机动车交通量较大的收费站分别是六村堡、新筑和高新，较

小的收费站分别是雁塔、丈八和纺织城（其中雁塔和丈八收费站均为今年新开通），

其中最大的六村堡收费站日平均进出交通量是最小的雁塔收费站进出机动车交

通量的 7.8 倍。

图 6.4 2017年绕城高速各收费站日平均进出机动车交通量分布

数据来源：陕西省交通运输厅

图 6.5 2017年绕城高速各收费站日平均进出机动车交通量分布图



6.2 城市道路

空间分布

根据全市 170 个道路路段 13 小时机动车交通量调查，全市机动车交通量最

大路段为西三环-大兴路交叉口北侧路段，全天机动车交通量约 11.9 万标准小汽

车，其次是北二环-贞观路交叉口西侧路段，全天机动车交通量约为 11.4 万标准

小汽车。

图 6.6 路段流量的空间分布

西三环-鱼斗路交叉口南侧早、晚高峰的机动车交通量均在 1.0 万标准小汽车

以上，东二环-北二环交叉口西侧晚高峰机动车交通量为 1.1 万标准小汽车，西三

环-大兴路交叉口北侧、北二环-贞观路交叉口西侧、东三环-长乐东路交叉口北侧

早、晚高峰的机动车交通量均在 0.9-1.0 万标准小汽车之间。



图 6.7 早高峰（7:00-8:00）路段流量的空间分布

图 6.8 晚高峰（17:00-18:00）路段流量的空间分布



主要截面

图 6.9 主要截面调查点位分布图

（1）老（明）城截面

工作日全天进出城墙机动车总量为 51.3 万标准小汽车，其中进城墙为 25.4

万标准小汽车，出城墙为 25.9 万标准小汽车；全天进出机动车出行时间分布

较均衡，高峰与平峰小时交通量相差 8000 标准小汽车/h，约占高峰的 18%。

较 2014 年调查增长 0.92%，时间分布变化不大。



图 6.7 2014年与 2017年明城墙进出机动车总量时间分布

图 6.8 明城墙各城门 2014年与 2017年进出机动车对比

（2）二环截面

工作日全天进出二环机动车总量为 119.7 万标准小汽车，其中进二环为



60.3 万标准小汽车，出二环为 59.4 万标准小汽车；全天进出机动车出行时间

分布较均衡，高峰与平峰小时交通量相差 21371标准小汽车/h，约占高峰的 21%。

较 2014 年调查增加 0.97%，时间分布变化不大。

图 6.9 2014年与 2017年二环进出机动车总量时间分布对比图

图 6.10 2014 年与 2017 年二环分段进出机动车总量对比图



（3）太白路（南二环以南）截面

全天通过太白路（南二环以南）截面的机动车总量为 25.6 万标准小汽车，

其中由东向西为 13.0 万标准小汽车，由西向东为 12.6 万标准小汽车，全天机

动车出行早、晚高峰分布较明显（8:00-9:00，17:00-18:00）。较 2014 年调查增

加 5.3%，出行早晚高峰更加明显，早高峰出行时间提前。

图 6.11 2014年与 2017年过太白路（南二环以南）截面机动车总量时间分布

（4）南三环截面

全天通过南三环截面（西沣路、子午大道、电子正街、东仪路、朱雀路、

长安路和雁塔南路）的机动车总量为 25.4 万标准小汽车，其中由南向北为 12.6

万标准小汽车，由北向南为 12.8 万标准小汽车，全天机动车出行时间分布较

均衡。较 2014 年调查增加 16.4%，出行时间分布变化不大。



图 6.12 2014年与 2017年过南三环截面机动车总量时间分布

（5）西三环截面

全天通过西三环机动车总量约为 34.3 万标准小汽车，其中由东向西为 16.9

万标准小汽车，由西向东为 17.3 万标准小汽车，出行时间分布特征较明显，

早晚高峰明显（8:00-9:00，17:00-18:00），潮汐现象明显（早高峰由东向西较

多，晚高峰由西向东较多）。较 2014 年调查增加 2.1%，出行时间分布变化不

大。



图 6.13 2017年工作日全天机动车过西三环截面时间分布

（6）浐河-灞河截面

全天通过浐河灞河截面的机动车总量为 40.7 万标准小汽车，其中由东向

西为 20.4 万标准小汽车，由西向东为 20.3 万标准小汽车，全天机动车出行时

间分布较均衡。较 2014 年调查增加 15.1%，时间分布变化不大。



图 6.14 2014年与 2017年过浐河灞河截面机动车总量时间分布

车型构成

西安市道路机动车交通的车型构成主要以小汽车为主，平均占比 81.4%左

右，其中泾渭路-渭河滨河路交叉口西侧由东向西方向小汽车比例高达 95.5%。

图 6.15 路段的车型构成



6.3 道路车速

分区域车速

从早高峰来看，明城内和明城外、二环内双休日道路行程车速最快，其次为

周五、小长假、周二至周四，周一最慢。二环外绕城内双休日道路行程车速最快，

其次为周五、周一、周二至周四，小长假最慢。

图 6.16 重点区域早高峰车速变化

从晚高峰来看，明城内双休日道路行程车速最快，其次为周二至周四、周一、

小长假，周五最慢。明城外、二环内双休日道路行程车速最快，其次为周二至周

四、小长假、周一，周五最慢。二环外绕城内周二至周四道路行程车速最快，其

次为双休日、小长假、周一，周五最慢。



图 6.17 重点区域晚高峰车速变化

从平峰来看，明城内车速变化很小，周二至周四道路行程车速最快，其次为

小长假、周一、双休日周五最慢。明城外、二环内小长假道路行程车速最快，其

次为周二至周四、周五、周一，双休日最慢。二环外绕城内周二至周四道路行程

车速最快，其次为小长假、周五、周一，双休日最慢。



图 6.18 重点区域平峰车速变化

分时段车速

主城区道路交通运行存在明显的早、晚高峰，早高峰道路车速略高于晚高峰

道路车速。

工作日早高峰主城区快速路平均车速为 36.11km/h，主干路平均车速为

24.37km/h，次干路平均车速为 28.85km/h；

工作日晚高峰主城区快速路平均车速为 35.86km/h，主干路平均车速为

23.50km/h，次干路平均车速为 27.26km/h；

工作日 平峰主城 区快速路 平均车速为 38.83km/h，主干 路平均车 速为

28.46km/h，次干路平均车速为 30.10km/h。



图 6.19 工作日早高峰车速分布

图 6.20 工作日晚高峰车速分布



图 6.24 工作日平峰车速分布

6.4 小结

1.道路流量：二环以内机动车交通总量较 2014 年增幅不大，且全天出行时

间分布较均衡，主要道路呈现常态化的高负荷运行状态；二环外道路机动车交通

快速增长，绕城高速交通量增速达到 16%，中长距离快速出行需求凸显。

2.运行效率：主城区主要道路早、晚高峰机动车车速较低，二环内外道路运

行状态差异较大，二环内主要道路运行整体呈高负荷状态，运行稳定性较差，交

通拥堵发生范围呈扩大趋势。





7 公共交通

7.1 公共交通基本情况

2017 年西安市公共交通总客运量为 23.61 亿人次，其中：公共（电）汽车

共运送乘客 14.35 亿人次，轨道交通完成客运量 6.05 亿人次，出租车完成客运

量 3.21 亿人次。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形成网络化运营，轨道交通在城市客

运构成中的比例快速增长，而公共（电）汽车部分乘客向轨道交通转移，出租

汽车比例基本保持不变。

图 7.1 2012-2017年公共交通各方式客运量占比图（%）

2017 年，城市客运各种交通方式承担客运量的比例为：公共汽（电）车 60.8%，

轨道交通 25.6%，出租汽车 13.6%。常规公交仍是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的主要方式；

随着轨道交通形成网络化运营，其在公共交通中的地位和作用将会逐渐增强；出

租车作为公共交通系统的有益补充，其出行比例保持稳定。



图 7.2 2017年公共交通各方式客运量占比图

7.2 常规公交

公交运力

2017 年全市常规公交保有量 7780 辆，标准运营车辆 9242.9 标台，比 2016

年减少了 49 辆，降幅为 0.6%。万人公交车辆保有量为 10 标台/万人，未达到西

安公交都市“十二五”目标 17 标台/万人的要求，与“十三五”目标要求的 18

标台/万人仍有差距。

图 7.3 2011-2017年公交运营车辆数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随着公交的不断发展，为了提高常规公交的运力、以及服务的舒适度等，公

交车型也不断提升。截止 2017 年底，公交运营车辆共有特大型车 100 辆，大型

车 5668 辆，中型车 887 辆，小型车 1125 辆。特大型车不变，大型车有所增加，

比 2016 年增加了 326 辆，中型车和小型车有所减少，分别比 2016 年减少了 176

辆和 199 辆。

图 7.4 2011-2017年公交运营各类车型数量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公交运量

2017 年西安市常规公交客运量延续了 2016 年的下降趋势，年总客运量为

14.35 亿人次，较 2016 年下降 1.7%，日均客运量约 393.2 万人次，较上年日均减

少 7.45 万人次。2017 年常规公交客运量占公共交通总客运量的比重为 60.8%，

比例较上年下降 6%，仍为公共交通主体。

2017 年度公交日均刷卡量为 223.64 万人次，持卡比例为 56.9%，比 2016 年

增加了 3.6%。



图 7.5 2016和 2017年各月份常规公交日均客运量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图 7.6 2011-2017年常规公交年客运总量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图 7.7 2011-2017年常规公交日均客运量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公交专用道

目前西安市共设有公交专用道 242 公里，中轴线、东西大街、解放路、朱雀

大街等城市主干道均设有公交专用道。

交警部门每年根据交通流量变化对公交专用道进行优化维护，目前在太白南

路等 14 条路段采取了 7:00-9:00、17:00-20:00 公交专用（9 座以上客车使用），其

他时段允许社会车辆使用的管理措施，既保证了公交路权，又提高了道路的利用

率，优化提升效果显著。

针对部分占道施工围占、损坏公交专用道，待施工结束后，交警部门协调施

工单位及时恢复。对于新改建道路，则报请协调市政部门及各开发区在道路规划、

设计阶段充分考虑公交出行。

公交线网与场站设施

西安市公交线路不断增加，线网不断完善，截止 2017 年底，公交线路条数

293 条，公交线路长度 6370.97 公里，比 2016 年增加了 225.37 公里；公交线网



长度 1637.5 公里，建成区公交线网密度为 4.45 公里/平方公里，达到西安公交都

市“十三五”目标 3.8 公里/平方公里的要求。

图 7.8 西安市公共交通网络分布图

2017 年，西安市常规公交站点达到 2243 个，三环以内 500 米公交站点覆盖

率为 71.63%，未达到西安公交都市“十二五”目标 90%的要求，与“十三五”

目标要求的 100%仍有差距，二环以内 300 米公交站点覆盖率达到 74.55%。

图 7.9 西安市公交站点 300米覆盖范围图



图 7.10 西安市公交站点 500米覆盖范围图

截止 2017 年底，西安市公交枢纽以及公交场站共计 47 个，其中，归属公交

总公司自有 24 个，非自有 20 个，在建 3 个，主要分布在三环以内。公共汽电车

车辆进场率为 49.3%，未达到西安公交都市“十二五”目标 55%的要求，与“十

三五”目标要求的 70%仍有差距。

图 7.11 西安市公交枢纽及场站布点图



7.3 出租车

截至 2017 年底，西安市主城区共有 45 家出租汽车企业，出租汽车 12435

辆，全部装有车载 GPS 设备，其中纯电动车 300 辆，甲醇车 20 辆。

出租汽车承担的客运总量有所波动，2017 年西安主城区出租汽车年总运营

里程 102018 万公里，全年总客运量 3.21 亿人次，日均客运量约 88.05 万人次，

达到全市公共交通客运量的 13.6%，比上年减少 1%。出租车日均载客次数 45 次，

日均行驶里程 430 公里，空驶率为 35%。

2015 年网约车逐渐发展起来，订单量迅速增长，由于出租车处于竞争关系，

日均客运量有所下降，2016 年仍然保持下降趋势。2017 年，网约车行业的发展

趋于稳定，出租车日均客运量有所回升。

图 7.12 2010-2017年出租车年总客运量（万人次/年）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图 7.13 2010-2017年出租车日均客运量（万人次/日）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2017 年出租车月平均载客次数在 8 月达到最高，为 1413 次，这与天气炎热，

人们更倾向于坐出租车出行有关。



图 7.14 2017年各月份出租车月平均载客次数（人次/（月·辆））

数据来源：西安市交通运输局

7.4 轨道交通

轨道交通客运量

2017 年，全年轨道交通线网总客运量达到 6.05 亿人次，线网日均客运量

165.85 万人次，同比 2016 年日均客运量增长 48.7%。其中，一号线年客运量为

17105.27 万人次，日均客运量为 46.86 万人次；二号线年客运量 28531.1 万人次，

日均客运量为 78.17 万人次；三号线年客运量为 14897.64 万人次，日均客运量为

40.82 万人次。

图 7.15 2011-2017年地铁线网年总客运量（万乘次/年）

数据来源：西安市地铁办



图 7.16 2011-2017年地铁分线路年总客运量（万乘次/年）

数据来源：西安市地铁办

2013 年 9 月，地铁一号线开通后，与二号线构成轨道线网，客流呈现跳跃

式增长，而后进入相对平稳的增长阶段，客流不断提升，发挥着轨道交通的骨干

作用。在线网运营长度没有变化的情况下，轨道日均客流仍然持续增长，显示了

轨道交通对居民出行越来越强的吸引力。



图 7.17 2013-2014年各月地铁分线路日均客运量（万乘次/日）

数据来源：西安市地铁办

2016 年 11 月地铁三号线开通后，轨道客流迎来了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显著

提升了 11 月份的轨道交通客运量，增幅达到 34.2%。可见西安轨道交通客流需

求非常大，在形成轨道线网的初期，每开通一条线路，客流都呈现爆发式增长，

应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力度，尽早为市民提供交通便利。



图 7.18 2015-2016年各月地铁分线路日均客运量（万乘次/日）

数据来源：西安市地铁办

进入 2017 年后，西安市 3 条地铁线路的客流持续增长，尤其是刚开通运营

的地铁三号线，客流几乎翻了一番，一号线和二号线的客流涨势接近，二号线较

高一些。由此可见，地铁三号线的开通，不仅将沿线客流转移到轨道交通上，带

来了线网客流的快速增长，同时也分担了线网中二号线的一部分客流压力。在轨

道线网的不断完善中，各条线路的客流稳定增长，需要关注的是客流压力较大的

换乘节点的集散和换乘。



图 7.19 2017年各月地铁分线路日均客运量（万乘次/日）

数据来源：西安市地铁办

轨道交通客流分析

西安市轨道交通线网中，各线路客流保持增长，2017 年，地铁一号线、二

号线和三号线日均客运量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15.4%、19%和 15.6%，二号线客流

涨幅最大，一号线和三号线涨幅接近，二号线客流压力最大。

二号线是西安市开通的第一条地铁线路，运营后两年日均客流稳定在 20 万

人次/日左右。一号线开通后，带来的线网客流增长迅速，二号线日均客流迅速

翻了一番，达到 40 万人次/日，一号线开通一年后，二号线的日均客流达到 60

万人次/日。2016 年底三号线开通后，二号线日均客流迅速增长到接近 80 万人次

/日，进入 2017 年后，二号线日均客流持续稳定增长，增长到接近 90 万人次/日。

和二号线相比，一号线的客流增长则相对缓慢，日均客流从开通后的 20 万

人次/日，稳定增长到接近 40 万人次/日，直到三号线开通后，日均客流才突破

40 万人次/日，而后稳定在 40 万人次/日左右，进入 2017 年后，客流持续增长到

52 万人次/日。



三号线运营 1 年后，客流几乎翻了一番，日均客流从刚开通的 29 万人次/

日，增长到接近 50 万人次/日，分担了线网中二号线的一部分客流压力。

可以看出，在西安市轨道交通线网中，二号线承担着非常重要的客流任务，

同时也是目前唯一的一条南北方向的线路。因此，二号线的客流压力最大。随着

线网的逐渐完善，二号线的客流在不断增长后将趋于稳定，继续发挥轨道交通线

网中的骨干作用。

图 7.20 2014-2017年地铁分线路日均客运量

数据来源：西安市地铁办

客运量比重方面，从 2014 年到 2017 年，一号线占线网客流比重持续下降，

二号线占线网客流比重有所增加，由于三号线的开通，比重开始下降。与 2016

年相比，一号线、二号线占线网客流比重分别下降了 8.2%、11.8%，三号线客流

比重相应的提高了 20%。



图 7.21 2014-2017年地铁分线路年总客运量占比图（%）

数据来源：西安市地铁办

轨道交通站点客流分析

2017 年，西安地铁一号线的 18 个车站中，日均进出站量超过 7 万人次的车

站有后卫寨站、五路口站；二号线的 21 个车站中，日均进出站量超过 15 万人次

的车站是小寨站；三号线的 26 个车站中，日均进出站量超过 6 万人次的车站是

丈八北路站。



图 7.22 2017年西安地铁车站日均进出站量统计分布图

目前西安地铁一共有 3 个换乘站，分别为北大街站、小寨站、通化门站。通

化门站日均进出站量约为 5 万人次，北大街站日均进出站量约为 8 万人次，小

寨站日均进出站量约为 15 万人次，因此小寨站客流集散压力非常大，需要重视

小寨站的客流集散问题。

通化门站日均换乘客流约为 9 万人次，小寨站日均换乘客流约为 16 万人次，

北大街站日均换乘客流约为 22 万人次，因此，北大街站换乘压力非常大，需要

重视北大街站的客流换乘问题。

小寨站日均进出站量和换乘客流均较大，需要重点对待该站的客流集散和换

乘问题，加强站内客流引导和疏解。



图 7.23 2017年地铁换乘站日均进出站、换乘客流量

数据来源：西安市地铁办

轨道交通断面客流分析

西安地铁一号线高峰小时高断面通常出现在通化门—康复路区间下行，时间

为早高峰 7:30—8:30，断面客流量约为 1.9 万人次/h；二号线高峰小时高断面通

常出现在钟楼—北大街区间上行，时间为早高峰 7:45—8:45，断面客流量约为 3

万人次/h； 三号线高峰小时高断面通常出现在小寨—吉祥村区间下行，时间为

早高峰 7:45—8:45，断面客流量约为 2.6 万人次/h.。



图 7.27 2017年西安地铁高峰小时断面客流量分布图

轨道交通运营

西安地铁 2017 年 9 月 15 日起调整列车运行图，加密高峰时段发车频率，缩

短线网行车间隔，进一步提升运力。列车运行图调整后，一号线最小行车间隔由

原来的 4 分 05 秒缩短至 3 分 47 秒，单向小时运力提升 8%（单向每小时多运送

约 1800 名乘客）；二号线最小行车间隔由原来的 2 分 49 秒缩短至 2 分 37 秒，单

向小时运力提升 8%（单向每小时多运送约 2400 名乘客）；三号线小交路段（鱼

化寨站至香湖湾站）最小行车间隔由原来的 3 分 30 秒缩短至 3 分钟，单向小时

运力提升 17%（单向每小时多运送约 4200 名乘客）。

2017 年 12 月 30 日，全国“交通一卡通”开始在西安地铁使用，外地乘客

持交通一卡通坐西安地铁可直接刷卡，不用再单独买票。至此，西安地铁闸机实

现了长安通和交通一卡通的通用。

2018 年 1 月 1 日，西安地铁扫码过闸发布会暨蚂蚁森林西安城市公益林签

约仪式举行，使用手机扫地铁 APP 二维码过闸乘车的新功能在西安地铁正式上

线运行，这标志着西安地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线网、双离线、先享后付”手机

过闸功能。西安地铁全线网 66 个站点，至少有‘一进一出’的专用闸机，提供



乘客通过手机扫码过闸，西安地铁为乘客提供的便捷服务走在了全国前列。

7.5 公共自行车

截至 2017 年底，西安公共自行车已建设 1943 个服务站点，投入使用公共自

行车约 60000 余辆，服务范围覆盖主城区及各开发区，服务面积 550 多平方公里。

2017 年西安公共自行车日均使用量 18-22 万人次/日。

图 7.28 现状公共自行车站点分布

7.6 共享单车

2017 年 1 月以来，ofo 小黄车、摩拜单车、酷奇、oxo 等共享单车相继入驻

西安，居民出行呈现多元化格局。至 4 月份累计投放量达到 16 万辆， 9 月份累

计高达 70 万辆。

共享单车为了抢占市场，在人流量大的地方集中投放，钟楼、小寨商圈投放

量最大。过度投放、管理滞后、乱停乱放的现象凸显，共享之便变成共享之乱。

2017 年 9 月，西安市交通管理委员会明确暂停西安市新增共享单车的投放。



根据共享单车运营公司数据，36.2%的用户骑行距离在 0.5-1 公里，26.4%

的用户骑行距离在 1-2 公里。共享单车解决了将近 80%的用户“两公里范围内

出行难”的需求，起到了短距离出行和短途接驳的作用，也有效地补充了中长距

离出行。

图 7.29 共享单车用户出行距离分布

数据来源：共享单车平台数据

共享单车工作日出行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呈 M 型分布，早高峰集中在 8

点，晚高峰出行时间相对分散。周末的出行量比工作日更高，出行主要集中在

12 点至 18 点。

图 7.30 共享单车用户周内、周末出行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共享单车平台数据

2017 年十一长假期间，西安市大雁塔景区共享单车出行热度入选全国最热

TOP10 景点，位列第九，出行热度涨幅为平日的 179%，接近 2 倍，同时也入选

了全国最热 TOP10 城市，位列第七。地铁二号线钟楼站入选了全国共享单车接

驳出行的全国 TOP10 地铁站，位列第九，同时西安城墙—钟楼—鼓楼—西关正



街—万达广场短途骑行路线，入选了热门短途骑行 TOP10 线路，位列第九。

7.7 小结

1. 轨道交通：轨道交通客流需求非常大，客运量逐年上升，占公共交通出

行比重不断增长，应加快轨道交通建设力度，并做好与其他公共交通方式的无缝

衔接。

2.常规公交：由于轨道交通承担的客运量逐年上升，常规公交的客运量逐年

下降，比重相应减少，但是仍为居民公共交通出行的主要方式，应注重提升公交

服务水平，并做好与轨道交通的接驳；公交站点覆盖率相比西安市创建公交都市

的考核目标（500 米公交站点覆盖率 90%）仍有不足，创建公交都市的步伐仍需

加快。

3.出租车和公共自行车：由于网约车行业的发展，出租车客运量有所下降，

随着网约车发展趋于稳定，出租车客运量有所回升。共享单车投放以来，公共自

行车日均使用量直线下降，市民对智能化使用和规范化管理的公共自行车呼声很

高，提升改造迫在眉睫。





8 智慧交通和交通安全

8.1 智慧交通

西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筹建的西安市交通管控平台覆盖了交通指挥、静态

交通管理、勤务管理、特勤管理、警情管理、诱导发布管理、特殊车辆管理等多

个支队日常业务，从应用集成角度实现支队指挥中心与下属分控中心（大队）的

高效联动机制，做到信息共享化、功能完整化、部署实时化、展示多样化；从队

伍建设的角度，实现队伍建设、勤务安排、警员考核的精细化、人性化及数据化；

从事件现场综合指挥角度实现事件告警、事件信息空间可视化、现场信息实时可

视、决策指令快速准确下发、各层级指令交互畅通，从而全面提升交通综合指挥

的效率和水平，缓解道路交通拥堵，提高道路承载能力，增强重大活动保障能力，

最终达到提高整体作战能力和实现道路交通管理科技信息化发展规划的目的。

西安市公安交通管控平台项目是 2013 年作为公安局重要议题进行立项，

2016 年 6 月完成硬件搭建和平台基础软件规划，并针对业务科室结合工作需要

提出的需求进行二次开发和基础平台测试，2017 年 9 月完成平台各项需求功能

建设，进行推广应用。

8.2 交通安全

2017 年，全市发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 2886 起，较上年减少 1.8%；事故受

伤人数 2883 人，较上年减少 4.4%；事故死亡人数 473 人，较上年减少 0.6%；

万车死亡率 1.65 人/万车，较上年减少 10.8%。全市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造成财

产损失 1802.61 万元，较上年增加 10.3%。



图 8.1 2007年~2017年万车死亡率统计图

8.3 小结

1.智慧交通：西安市智慧交通建设取得较大进展，西安市公安交通管控平台

对于提高交通运营管理效益作用显著。

2.交通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的万车死亡率逐年降低，经济损失有所增加。未

来还应继续加强交通安全管理，保障行车安全。





9 交通环境

9.1 城市大气质量

2017 年西安市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大幅下降，二氧化硫（SO2）、可吸

入颗粒物（PM10）浓度同比去年下降 5.0%、5.1%；二氧化氮（NO2）、可吸

入颗粒物（PM2.5）浓度同比去年上升 11.3%、2.8%。

2017 年降尘平均值为 13.2 吨/（平方公里•月），比上年下降了 5.0%；降水

pH 值（年平均值）为 6.7，未出现酸雨样本。

图 9.1 西安市区大气污染指标统计图

9.2 交通声环境

2017 年，西安市环境保护局在道路交通噪声网格布点 155 个，实测点位

为 155 个，监测道路总长 202.10 公里，平均路宽 36.5 米，平均车流量为 2805(辆

/h)，道路交通噪声等效声级为 70.6dB。2017 年平均车流量比 2016 年增加了

918(辆/h)，道路交通噪声低于 2016 年 0.6dB。

9.3 小结

2017 年西安市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较上年有所波动，二氧化硫（SO2）、



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同比去年降低；二氧化氮（NO2）、可吸入颗粒物

（PM2.5）浓度上升，同时，降尘平均值下降，道路交通噪声保持稳定。未来，

改善空气质量仍是重要工作之一。





10规划研究

10.1 体系及专项规划

关中城市群都市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编制期限：2010 年-2016 年。

骨干线：在主城区强化轨道交通的服务功能，是主城区通勤交通出行的主体。

加密线：以骨干线网为基础，增加了主城区范围线网密度，扩大服务范围，连接

重要的交通枢纽。市域线：引导城市结构向多中心发展，沟通主城区、外围副中

心和新城间的网络化衔接，支撑西安国际化大都市核心城市空间格局。

层次结构：“棋盘+环+放射”，多模式、多制式的轨道网络。线网规模：关

中城市群都市区 23 条线路，共计 986 公里；其中，西安市 691.1 公里、西咸新

区 238.4 公里、咸阳市 56.5 公里。

图 10.1 关中城市群都市区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图



西安市公共停车场专项规划

编制时间：2016 年，2016 年 7 月通过市政府专题会审议。

规划范围：中心城区及国际港务区。

规划目标：构建有序的停车环境，合理引导停车需求，提供分区差别化停车

服务，形成可持续公共停车发展模式。

需求预测：2020 年公共停车位需求总量约为 24.2 万个，缺口总量为 20.2 万

个泊位。

布局规划：经过两轮筛选，并于各区、各开发区多次沟通协调，确定各区公

共停车场布点，能提供的公共泊位为 22.16 万个。换乘停车：上述规划停车场中，

具备 P+R 功能的地铁换乘停车场共 27 处，位于 1-6 号地铁线的站点附近，可提

供 10150 个泊位。近期建设：三年行动计划以增加供给，缓解突出矛盾为目的，

计划建设泊位 8.7 万个。

选址规划：落实停车场用地，以图则形式控制用地边界、建设形式、建设规

模。

图 10.2 西安市公共停车场布局规划图



大西安综合交通发展战略

编制时间：2016 年-2017 年。

研究范围：大西安 1.76 万平方公里。

研究框架：在大西安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修编的前期阶段，“开门做规划”，充

分借鉴国际和国内经验，形成由西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为总编单位，上海市

城乡建设和交通发展研究院（上海交研所）担任总体咨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

究院、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北京晶众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

担任专题研究的团队。开展“1 个现状评估+4 个专题研究+1 个战略研究”，分别

为大西安综合交通现状调研与评估、交通与城市空间协调专题、枢纽城市研究专

题、“四网融合”一体化专题、手机大数据分析专题、以及大西安综合交通发展

战略研究。

战略目标：遵循五大理念，以打造国际大都市一体化交通体系为目标，建设

大西安“1 小时”交通圈，达到西安对外旅客运输铁路比重 50%、西安中心城区

公共交通比重 50%两个交通结构目标。

五大策略：（1）双港驱动策略（2）用地协调策略（3）快轨先导策略（4）

路车协同策略（5）交通创新策略。

十条行动：（1）提升西安国际航空枢纽港功能（2）打造内陆中转型国际物

流枢纽港（3）加快米字型国家高铁建设（4）优化大西安铁路枢纽布局（5）构

建大西安多层次轨道通道（6）推动均衡的城市用地开发模式（7）优化大都市区

道路网络系统（8）加强交通需求管理措施应用（9）打造旅游名城特色交通系统

（10）创新大西安综合交通管理机制。



图 10.4 大西安客流走廊与用地协调

图 10.5 快轨先导策略



大西安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交通一体化专题

编制时间：2016 年-2017 年。

规划范围：西安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涉及线路，规划包括一号线三

期、二号线二期、三号线二期、七号线一期、八号线、十号线一期及支线、十一

号线、十四号线（北客站～贺韶村）、十五号线一期、十六号线一期，总规模约

280km，其中西安境内约 200 公里。

主要内容：分三个层面进行交通一体化规划设计。网络层面，包括城市空间

布局、辐射客运走廊、衔接大型枢纽。线路层面，包括道路体系调整、道路网加

密、立交节点设计、公交枢纽规划、公交线路调整、P+R 停车场、公共停车场。

站点层面，包括公交港湾、出租车港湾、自行车道、自行车停车、步行设施。

一体化成果：147 个站点周边路网加密共计 319 公里；沿线设计互通式立交

25 座，主线高架 24 座，主线下穿 14 座；布设公交枢纽 45 个，规模共计 36.6

万余平方米；规划公共停车位 3 万余个，P+R 停车位 9400 个，公交港湾 1880

个，共享单车停车位 78877 个。

图 10.6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交通一体化专题—P+R停车场规划图



大西安绿道体系规划

编制时间：2016 年-2018 年。

规划定位：建设展现地域文化，体现国际水准的绿道网络；展现绿满古都、

花重长安、山水相映的古城新画卷。

规划目标：建成保障自然生态、均衡覆盖全域、沟通城乡节点、串联旅游资

源、服务经济发展，实现社会进步，层级丰富、城乡一体，特色突出，集市民游

憩、历史保护、文化教育、防灾避险和体育运动多种功能的特色绿道网络体系。

总体布局：构建“区域级-城市级-社区级”三级绿道网系统，形成“两山、

八水、四环、十廊”的绿道体系结构。绿道体系总规模 15220 公里，其中区域级

绿道 1420 公里、城市级绿道 1800 公里、社区级绿道 12000 公里。

两山：北山山脉、南山山脉；

八水：八水水系绿带；

四环：西咸环线绿带、四河绿带、唐城遗址绿带、城墙绿带；

十廊：福银高速、西铜高速、西禹高速、陕鼓大道、水安路、雁引路、长安

大道、西沣路、西鄠铁路、西宝高速等十条高速绿化廊道。

图 10.7 大西安绿道体系总体布局



10.2 片区及节点规划

北客站北广场交通规划

编制时间：2014 年-2016 年，2016 年 12 月汇报政府专题会。

功能定位：考虑周边区域功能、用地开发和交通条件，进一步明确北客站南

广场主要承担综合服务功能，北广场主要承担交通集散功能。

完善设施：根据功能要求和客流预测，提出北广场各类交通设施规模。

优化地铁：利用地形高差，处理 4、14 号线与现在 2 号线关系，设置倒厅及

高铁联系通道，解决地铁与高铁的换乘。合理布局：考虑站房地坪高度、2 号线

埋深等既定条件，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合理布局各类交通设施，优化平面及立体

衔接，便捷交通换乘。强化疏解：改造外围道路及节点，加强站区与绕城高速、

机场高速、西铜高速以及周边快速路的衔接。完善配套：结合广场道路及设施布

局，调整北客站市政管网配套。

图 10.8 北客站北广场剖面图

图 10.9 北客站对外交通疏解示意图



三中心片区交通规划

编制时间：2016 年-2018 年。

三中心：奥体中心、会展中心、会议中心。

规划目标：大事件推动城市加快发展，大赛事展示西安良好形象。在近期保

障全运会和大型会议的顺利召开；在更远的未来，对于推动区域建设提供引导与

支持，展现城市交通引导推动城市发展的规划理念。

规划策略: 加强枢纽联系、完善片区骨架道路体系、优化轨道线网、瓶颈策

略打通内部交通脉络、加强跨边界（管辖范围）的道路对接、按照小街区密路网

要求提高路网密度。

体育中心片区交通规划：把应对全运交通需求和满足城市交通总体需求结合

起来，深入研究分析片区的交通需求和全运会期间短时的、局部性的特殊交通需

求。把全运交通战略规划与城市交通总体战略结合起来，提出对外交通、城市道

路、公共交通、停车设施、慢行交通和全运会交通组织规划。

近期行动计划: 建设一条地铁 14 号线；提升一条迎宾大道；提升三条快速

路—北辰大道、凤城五路-欧亚大道-港务西路、广安路。另外，2019 年建设东三

环-世博大道、欧亚大道-世博大道立交，灞耿路联通工程，凤城八路- -杏渭路（上

跨灞河、绕城桥梁），锦堤三路-凤城四路（下穿灞河隧道，上跨绕城桥梁），会

展中心交通枢纽及停车楼，以及片区内部道路。2021 年建设港务西路-秦汉大道

立交、港务南路-建材北路（上跨灞河桥梁）、向东路隧道联通（下穿灞河隧道）、

凤城十路（上跨灞河桥梁）、片区内部道路。



图 10.10 体育中心周边交通规划图

图 10.10 会展中心周边交通规划图

10.3 平台建设

西安市综合交通模型

编制时间：2011 年完成交通调查，2012 年建立交通现状和交通规划模型，

2014 年至今每年进行维护。

建立背景：随着城市化和机动化的迅速升温，国内大城市交通拥堵加剧，交

通模型成为各大城市定量分析交通问题，预测交通需求，为交通规划和交通政策

提供决策依据的必然选择。

模型范围：涵盖西安市域绝大部分地区以及与西安市经济活动联系密切的周

边地区—咸阳主城区与西咸新区。



设计年限：现状模型 2011 年、规划模型 2030 年。

模型特点：集成了土地利用、人口岗位、机动车发展、规划道路和公交网络

等信息，可对常住人口、流动人口两类人口出行进行分析，可对机动车交通、公

共交通、城市出入口、枢纽点、货运交通等进行预测，并对各类开发项目的交通

影响进行定量测试。

模型用途：模拟全市交通需求和运行状况，为道路、公交、枢纽等重大交通

设施建设和管理方案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科学预测未来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运

行，为城市规划、各类交通规划、交通建设和管理方案提供决策依据。

交通分布预测 客流走廊识别

轨道客流预测 限行方案测试

图 10.11 西安市综合交通模型



交通数据管理分析平台

编制时间：2014 年-2015 年。

建立背景：随着交通模型的广泛应用和日常性维护工作的开展，每年的调研

和调查产生了大量的数据，为了方便管理调查数据，并与交通模型及 GIS 有效

衔接，提高工作效率，开发此数据管理平台，对交通数据进行科学管理和分析。

平台功能：数据平台包括 10 大类交通调查的数据管理及指标分析功能。

平台应用：管理平台为网络型，现已在市规划院交通分院广泛应用，并部署

至市规划局交通处和市建委计划处，为管理部门日常业务提供便利。

图 10.12 交通数据管理分析平台-查询与分析系统

.

图 10.13 交通数据管理分析平台-成果展示系统





11大事记

1 月 16 日，绕城高速雁塔单向立交通车。该立交位于雁塔南路与绕城高速

南段的交汇处，西距长安路立交 1.7 公里，东距曲江立交 3.9 公里，主要解决雁

塔路及附近车辆进出绕城高速的需要。

3 月 9 日，城北断头 6 年的开元路实现双向 4 车道全线贯通并正式通车。作

为连接北二环到凤城十二路的城市南北干道，对完善城市路网结构，提升城市道

路交通承载力，缓解主城区交通拥堵具有重要意义。

4 月 29 日，老北二环（文景路-未央路段）建成通车，全长 759 米，红线宽

度 60 米，双向 6 车道，联系文景路与未央路两条城市主干路，有力缓解周边区

域交通压力。

5 月 30 日，昆明路快速路配套工程地下综合管廊主体工程建设完成，达到

通水条件，标志着南郊等地的 28 平方公里低洼地带的排水泄洪问题将得到有效

解决，有力地推进了昆明路快速路建设。

6 月 27 日，梁村、聂冯收费站终成历史。西铜公司为配合渭北发展做出让

步提前终止了西铜一级路梁村、聂冯收费站经营权，于 6 月 27 日进行撤站拆除，

泾河收费站予以保留。

6 月 30 日，凤城二路（开元路以西）断头路贯通。目前，凤城二路（开元

路以西）已经全线贯通，开元路与贞观路之间的凤城二路断头路打通工作正在有

序推进。

7 月 9 日，宝鸡至兰州高速铁路开通运营，大大缩短了西北与东、中部地区

的时空距离，进一步优化快速铁路网络，极大程度上解决了西北地区陆桥通道运

输能力问题，形成一条新的钢铁“丝绸之路”快速通道。

8 月上旬，咸阳机场东联络道项目开工建设，主要内容为建设两条联络通道

及相关围界、灯光、周界报警等附属设施，迁改机场专用高速公路和相关市政管

线。同时结合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预留捷运、行李、空陆侧下穿通道等设施。

8 月 22 日，咸阳机场国际快件监管中心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主要建设



内容为快件中心和海关卡口，快件中心建筑面积 16061 平方米，海关卡口建筑面

积 321 平方米。

8 月 23 日，西安市公布 2017 年第二批 PPP 项目。项目共计 111 个，总投资

2091.29 亿元。其中，交通设施类 19 个、水利设施类 1 个、市政设施类 27 个、

公共服务类 46 个、生态环境类 9 个、其他领域类 9 个。与第一批项目相比，公

共服务类更多，特色小镇、电梯监管平台、人防工程、学校、医疗、文化旅游等

一大批优质项目推出。

9 月 15 日，“沪兰空中大通道”空域调整方案实施，标志着我国东西向最长

的空中大容量通道“沪兰大通道”全线贯通。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等五个机场的运

行效率将得到有效提高。

9 月 15 日，为适应线网客流的不断增长，西安地铁调整列车运行图，加密

高峰时段发车频率，缩短线网行车间隔。一号线最小行车间隔由原来的 4 分 05

秒缩短至 3 分 47 秒；二号线最小行车间隔由原来的 2分 49 秒缩短至 2 分 37 秒；

三号线小交路段（鱼化寨站至香湖湾站）最小行车间隔由原来的 3 分 30 秒缩短

至 3 分钟。

9 月 20 日，地铁六号线正式进入盾构施工阶段。地铁六号线一期工程（南

客站～劳动南路站）全长 20.13 公里，设 15 座车站，均为地下站。共有 14 个盾

构区间和 1 个出入段线明挖区间，目前 10 个暗挖区间及出入段线明挖均已正式

开工。

9 月 29 日，丈八互通式立交通车。该立交位于丈八四路与绕城高速南段交

汇处，主要解决丈八四路及附近车辆进出绕城高速的需要，缓解西高新立交、河

池寨立交及南三环的交通压力。

10 月 21 日起至 25 日，南三环（浐河桥-雁翔路下穿东口）进行加层施工，

施工时间为晚 10 时至次日 6 时。其间对快车道进行临时封闭，过往车辆按交通

标识和现场疏导人员的指挥从慢车道通行。

11 月 2 日，地铁五号线和平村站封顶，车站总长度 546.1 米，建筑面积

21341.54 平方米。地铁五号线一期工程（平村站～纺织城火车站）全长 25.366 公



里，共设车站 21 座，预计 2020 年试运行。

11 月 2 日，朱雀路环岛地面新施划交通标识标线引导驾驶人有序通行。在

环岛出入口施划导流线明确通行轨迹，尤其是在进入环岛的车道施划减速让行线，

明确进入环岛车辆必须让行环岛内通行的车辆、虚实线区域外侧车辆不得随意进

入内侧干扰通行。

11 月 3 日，银西高铁首个悬臂浇筑连续梁合龙。银西高铁自西安北站引出，

向西北经咸阳机场、礼泉、乾县、永寿、彬县后进入甘肃，经宁县等进入宁夏，

后经灵武市引入银川市。线路全长约 617 公里，陕西段 163.4 公里，正线设有桥

梁 25 座，总长度约 65.8 公里，其中礼泉南跨 G312 国道立交特大桥为全线最长

的桥梁，长度超过 18 公里。

11 月 9 日，酒十路陇海线跨线桥改造工程启动，规划道路断面双向 8 车道，

施工期间过路车辆需绕行。工程计划 2019 年年中完工，总工期约 18 个月。

11 月 17 日，清凉寺北路正式贯通。工程东起长安路、西至东仪路，全长 1655

米，连通了长安路、朱雀大街、东仪路三条主干路，有效缓解西部大道、雁环路

等周边道路交通压力。

11 月 26 日，一班载有 41 个集装箱的国际铁路列车到达西安港，该列车是

11 月 10 日自芬兰铁路枢纽城市科沃拉发出的首列中国与北欧国家质检的中欧班

列，途径芬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从霍尔果斯口岸入境中国，全程 9000 多

公里，历时 17 天。

12 月 6 日 8 时 22 分，西成首趟高铁出发。标志着西安至成都高速铁路西安

至江油段正式开通运营。该高铁江油至成都段已于 2014 年 12 月 20 日开通运营，

至此西成高铁全线贯通。

12 月 19 日 7 时，绕城高速杏园立交改造工程正式通车。本次改造在原址东

移 100 米处新建全苜蓿叶型互通式立交，共设杏园北和杏园南两处收费站，均

为 15 个车道，其中入口车道 6 个，出口车道 9 个。杏园北出入口与迎宾大道相

接，并连通北三环北辅道、秦汉大道，可到达国际港务区管委会、保税区、华南

城及在建的奥体中心；杏园南出入口与世博大道相接，并接通北三环南辅道、东



三环，可到达浐灞生态区管委会、世园会、砂之船奥特莱斯、华夏文旅度假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