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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哥大的可持续大规模城市交通系统

智能城市 – 优秀范例 

交通和出行 

公交车快速转换: 
TransMilenio 
 波哥大, 哥伦比亚 

 

TransMilenio 是波哥大可持续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基于公交快速转换 (BRT) 方案。项目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安全，高效，

快速，舒适和便捷的现代公共交通以保证高水准的客运系统。[9] TransMilenio 是世界上客运能力最高的 BRT 系统，

成为了城市的标志，实体基础设施转型，也影响了土地使用，生产力，交通死亡率，犯罪率和健康问题。 [14] 
 

国家/ 城市简介 

 

初始背景 

波哥大之前传统的公共交通系统很危险，过度使用，服务质量差。它包含 15,000 辆公交车，由 66 家私人公司运营。公

交系统非常不充足，公交车队很老并且油耗量大，运行时车速低; 没有设计及规划的公交车站，车费是上车后付现金，

除此以外，约有 50,000 辆私人公司的出租车在城市中运行。公共交通也大多是低收入人群使用，高收入人群大多使用

出租车和私家车。[8]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私家车持有率在城市中显著升高，由此产生了更高的车祸率，更久的上下班

时间和更严重的空气污染。[13] 城市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空间分割和不平等的交通模式，低收入群体住在城市周边而高收

入人群住在市中心区域。 [14] 

项目介绍 

改变来自于 TransMilenio, 一项公交快速转换系统，来自于哥伦比亚，波哥大的都市区。项目于 2000 年开始，现在，这

也变成了全国性，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模式。此项目是公共-私人合作（PPP）项目，即职责分工为公共领域 (负责基建设

施的投资– 车站，终点站，隔离车道等) 和私人领域 (负责车队的投资，车票售卖和验证系统，干线和支线的服务运作)。

[9] 整体的公共交通由三个主要网络系统组成: TransMilenio (BRT) 系统, 集合式的公共交通系统 (SITP) 和传统公交车服

务系统。城市主管部门正在将三种系统进行整合。[8] 

波哥大 BRT 系统是基于高负载量的公交车所运行的公交主干道上，并由接驳巴士运载乘客来补充完善 (连接居民住宅区

到 BRT 公交站)。从最初的 41 km 公交车道 (2000 年) 扩大到 207 km (2015 年) ，此系统成为世界最大。[8] 这些公交车

由私人特许经营商运行，并受当地公交主管部门监管。在 2011 年，每日约 160 万次乘车次 (约占波哥大所有中转车次的

25%) 由 BRT 公交车承担，负载量稳定上升，从每日 700,000 乘客 (2003) 提高到 2011 年 1,672,000 名乘客，在高峰时

段达到平均 200,000 名乘客每小时。[11] BRT 系统为波哥大的出行方案（2006）– 国家城市交通项目 (NUTP)  奠定了基

础。[13] 

 

国家 城市 

人口 (2014) 4893 万 [1]  人口 (2014) 8 00 万 (城市) [2] 
1070 万 (大城市圈) [4] 

土地面积 (km²) 110.9 万 土地面积 (km²) 1,587 (城市) 
4,321(大城市圈) 

人均 GDP (2014, 国际货币$, 
购买力水平) 

13,046 [15] 人均 GDP (2014, US$, 购
买力水平) 

n/a (城市) 
17,497 (大城市圈) [4] 

 

地区 南美洲 地区 内陆 (4°36’N, 74°5’W) 

城市地理位置  位置  在国家的中心，安第斯山脉东部(偶尔发生地震活动) 
 位于山脉高原地区，气候，土壤形态和自然气候差异大。 

 位于山脉之间，拥有自然屏障，城市受制于湿度流量= 影响降雨机制 [7] 

 相对高海拔 (2,640m) = 低大气含氧量 

气候  亚热带高原气候区(平均气温: 15-20°C) = 多变及不可预测的气候[5] 
 799 mm 年降雨量,两个雨季，一个从三月到五月，另一个从九月到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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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过程 

TransMilenio 逐步在不同的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在 2000 年完成，最初的 41km 花费 21300 万美元。第二阶段在 20061年

完成，外加 43km 进入网络，之后是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 (在建中)。[10, 13] 在 2006 年，项目变成世界上第一个大众公

交项目，注册在 UNFCCC 清洁发展机制(CDM) ，在 2006 到 2012 年，通过自愿出售并得到认证的碳减排量(VERs 和 

CERs)，得到显著的碳收入。[9] 

结果  

TransMilenio 是哥伦比亚的第一个 BRT 系统，由于其获得的巨大成功，被认为是现代大城市大众公交系统的模型案例，

也被世界上多个城市效仿。此系统减少了平均 32%的交通时间，提高了主干线周边房价的 15-20%，提高了税收收入，创

造了新工作，提高了健康水平和 社区安全。[13] TransMilenio 帮助国家将 BRT 系统扩大到哥伦比亚的其他 8 个城市。

通过优秀的领导，战略体制协调和创新性资金模式包括来自大众，私人和国际机构的资助，哥伦比亚有能力将公交车快

速转化系统推广到全国。 [9] 

 

 

                                                            
1 BRT 系统的第二阶段系统包括哥伦比亚环境部 POT 计划 “Plan de Ordenamiento Territorial (POT)” [10] 
2 36% 的地区投资和 64% 的国家政府投资是基于地区和国家政府财政 TRANSMILENIO 投资同意书。2004 到 2011 年，此项目总花费 1,837,383 百万比

索 (2003 年比索)，1,183,678 百万 (64%) 来自国家政府，653,705 百万 (36%) 来自当地。这种分配是基于官方计划文件 Conpes 3093 中各方面的考

虑，文件中指出国家政府对于项目的投资为 66%。  

项目实施细节 

资金 资金来源于国家和地区政府，所有阶段的总投资预估为 4,091,989 百万比索(约 22 亿 US$)。哥伦比亚国家政府承担 64%

的项目总投资费用 (通过国家法令2), 然而剩下的 36% 由波哥大地区承担。由于项目中阶段 1 花费的突然增长(每千米费用

超支 80%), 对于阶段 2 的投资远远比预期的提高(超支 125 百万 US$ 2000)。地区政府依靠其他收入来源来弥补这一赤

字。在 2002 年，新的财政来源由 CDM 保证，在国际市场上出售温室气体减排额度。另一方面，  TransMilenio 的运行费

用由售检票系统承担。[8] 

TransMilenio 细节 [9]  专用右车道 

 快速上下车 

 车道间转换 

 上车前售检票和验证 

 封闭站 

 清晰的路线图 

 实时信息显示 

 自动车辆定位技术 

 站点模式整合 

 清洁车辆技术 

 市场和客户服务 

相关参与者 

项目目前参与者 

 TransMilenio S.A. 
 Corporación Andina de Fomento - CAF  

 荷兰基础设施和环境部门(IenM) 
 

项目发展主要阶段 9]: 

阶段 主干道路线长度和项目路线长度 项目完成时间 

阶段 1 Calle 80 (10.1km), Caracas (21.8km), 
Autonorte (10.3km) 

2000 

阶段 2 Americas (13.0km), NQS (19.3km), Suba (10 
km) 

2003-2006 

阶段 3 Calle 26 (13.9km), Carreras 10 and 7 
(22.5km), Av. Boyca (26.6km) 

2007-2009 

阶段 4 Avenida 68 (25.7km), Calle 13 (7.1km), Av. 
Ciudad de Cali (14.7km), Av. 1 de Mayo 

(12.3km) 

2011-2015 

总阶段 1-4: 207.3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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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学习 

波哥大的 TransMilenio 项目引领了哥伦比亚城市交通规划的创新，此项目也已经在其它城市，如佩雷拉和卡利成功复制。

TransMilenio 是绿色经济市区重建计划之一，鼓励了在基建设施和可持续交通上的公共投资。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背景下，

个体机动车交通也持续增长，此时提出实施大众交通系统是对推行可持续发展非常有必要的 – 一方面是市民对公共交通

更加信任，这在波哥大已经被证明了。 [16] 

哥伦比亚的方法也可以运用到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 BRT 系统解决交通问题和温室气体减排的挑战。波哥大的项目

展示了如何让交通系统和城市形态提高公民的参与度，发展一个更加高效，公平和可持续的城市。TransMilenio 模式也

可以缩小以适用于人口少于一百万的城市，但其公交车系统的表现以及其经济可行性依然不受影响。 [13] 

 

技术部署 [9] 

基建设施  专用公交车道 

 公交车和一体化车站 

 车站模块化设计，无障碍候车区，高站台电

梯直达 

 为残障人士设计坡度通道 

 自行车停车场和存储室 

 干线和支线 (交通综合体系) 

交通管理  车队运行管理中心管理公交车调度，通知乘客，制

作报告和维护数据 

 高效的车队管理，通过优化客座率和协调服务调度 

 GPS 联线的公交车提供实时情况并且汇报潜在的公

交问题  

公交技术  欧2 (自2001年强制性), 欧 3, 4, 5 标准车 

 在干线上: 双铰接公交车 

 在支线上: 车龄不超过12年 

收费系统  预登车售票 (干线公交) 和支线公交登车买票  

 使用电磁检票，登车检票流线化并且优化操作 

 收费系统集中化，由私人公司承包管理 

项目益处 [9] 

CO2 排放减少 
(2013-2019) 

 4,052,426 tCO2eq (总预计减少量) 

 578,918 tCO2eq (年度平均预计减少) 
社会经济益处  提高社会形象 (减少拥堵时间，降低呼吸系统疾病

发生率和交通事故发生率) 

 超过 1,500 多个临时性建筑工作提供给非技术工人 

 减少由于交通拥堵而带来的经济损失 

环境益处  减少了温室气体和其它空气污染排放 (CO2, 

PM 和 NOx) ，通过更高效的交通系统和新型

公交车达到 

 减少约 7,000t 颗粒物 (2006-2012) 

 减少超过 50,000t NOx (2006-2012) 

 减少超过 800t SO2 (2006-2012) 

 更少的车辆减少了噪音污染 

项目总益处  提高效率: 更新更大的公交车平均岛每个乘客能源

利用率更高 

 模式转变: 减少交通时间，提高安全性，可信度和

舒适度，吸引了私家车和出租车用户 

 乘坐率提高: 车辆的乘坐率可以通过调度中心提高 

 改善交通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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