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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时序是轨道交通项目建设的依据，

可避免建设的盲目性。简要分析了近期建设时序的总体框架及其

意义，从近期建设时机和年限、近期建设规模、近期建设线路三个

方面详细论述了确定近期建设时序的方法。首先分析了选择近期

建设时机的影响因素。然后，考虑近期城市交通承载能力以及建

设资金的控制，提出利用交通需求法和建设资金控制法确定轨道

交通近期建设的合理规模。最后，建立以最大综合效益为目标的

近期建设线路安排优化模型，给出模型的假设条件、约束条件及求

解方法。

Abstract：To prevent the problems in the short-term urban rail tran-

sit construction, the time scheduling is very important. By discussing

the general framework and importance of the short-term time sched-

uling, this paper elaborates how to determine the short-term construc-

tion time scheduling in three aspects: construction opportunity and

time constraint, scale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route of the construct-

ed rail transit. By first analyzing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 construc-

tion time, and then considering the urban short-term capacity of the

urban transport system and the available construction funds, the pa-

per proposes the short-term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process based on

traffic demand and fund constraints. Finally, the paper develops a

short-term construction model that prioritizes the construction sched-

ule to maximize the overall benefit under the constraints and given

assum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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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己

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内多个城市开

展了相关前期工作。城市轨道交通项

目具有工期长、投资规模巨大、投资

回收期长等特点，其建设与发展速度

的决策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城市经济社

会和交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合理

地安排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时序，尤其

是近期建设时序，显得越来越重要。

1 轨道交通近期建设时序安

排总体框架

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时序安排

主要是解决轨道交通近期建设从何时

开建、建设多少、先建哪些线路等问

题，概括起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

容：1)轨道交通近期建设时机和年

限；2)轨道交通近期建设合理规模；

3)轨道交通近期建设时序安排。轨道

交通近期建设时序的总体框架见图1。

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时序安排

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适应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能否满足城市交通

近期发展需求、能否引导城市总体空

间布局有效发展等问题。合理的近期

建设时序不仅有利于切实有效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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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近期交通压力、优化城市交通结构、提高公

共交通效益、减少交通污染，还能避免轨道交通

建设的盲目性。因此，应给予高度重视，必须通

过科学合理的决策，确保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

的实效性。

2 近期建设时机和年限的确定

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时机的选择必须与经

济社会及交通需求的发展相适应，保证能获得最

大的经济效益和交通效益，如果近期建设滞后则

会错过最佳的交通需求期，导致无法满足城市交

通发展需要；而近期建设过度超前，不仅不能保

证其经济合理性, 而且会增加城市的财政压力。

近期建设时机主要是选择近期建设线路的起

始年，而关键是先确定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的建

设年限。影响近期建设时机的因素多种多样，主

要有城市规模、城市经济水平以及城市交通需求

等[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快速轨道交通

建设管理的通知》 (国办发[2003]81号)中规定，申

报发展地铁的城市应达到下述基本条件：1)城市

城区人口在300万人以上；2)城市地方财政一般预

算收入在 100亿元以上，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1 000

亿元以上；3)规划线路的客流规模达到单向高峰

小时 3万人次以上。因此，在选择近期建设时机

时，必须考虑以上 3个硬性指标。此外，还应考

虑轨道交通建设的投资价值，可以将其分为经营

型价值与社会型价值两种[2]。经营型价值反映城市

轨道交通项目的经济效益，主要包括运营收入的

增加、运营补贴的减少、交通社会环境成本的降

低、常规公交设施投入成本的节约等；社会型价

值反映城市轨道交通项目产生的社会效益，主要

包括乘客出行速度的提高、乘客出行时间的节

约、乘客出行的通达度、城市交通拥挤度的降低

以及城市交通事故的减少等。综合考虑以上因

素，首先确定近期建设第一条线路的合理建设时

机，保证轨道交通建设的整体效益最大。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一般分三个阶段实施，即

近期、中期和远期，近期建设的年限范围一般为

10年左右。因此，近期建设时序的安排除了选择

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的建设时机外，还应在近期

建设年限范围内考虑其他待建线路的建设时机。

3 近期建设规模的确定

影响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合理规模的因素主要

有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形态和用地布局、城市经

济发展水平、城市交通需求、居民出行特征、国

家政策等。当前，计算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合理规

模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3－4]：1)通过交通需求推

算；2)通过轨道交通线网覆盖率推算；3)通过回

归分析推算；4)通过溢出交通需求推算。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一方面工期长，对城市正

常秩序的影响较大，尤其在近期，由于建设的各

方面都不太成熟，会对城市交通组织产生显著影

响；另一方面建设投资巨大，资金筹措必须得到

有效保证。因此，近期建设线网的合理规模除了

考虑上述交通需求等诸因素之外，还应考虑建设

期间城市交通的承载能力以及建设资金的控制。

下面从交通需求和资金控制两个方面推算轨道交

通近期建设的合理规模。

1) 考虑城市交通承载能力的交通需求法。

近期建设合理规模的推算除了考虑居民出行

总量与轨道交通线路负荷强度之间的关系外，还

应考虑建设期间城市交通的承载能力，这样才能

使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交通的影响程度最低。计

算公式为

L = ωQαβ / γ，

式中：L为近期建设线网规模/km；ω为建设期间

城市交通的平均承载系数；Q为城市居民出行总

量/(万人次·d-1)；α为公交出行比例/%；β为轨道交

图 1 轨道交通近期建设时序总体框架

Fig.1 General framework of short-term time
scheduling for rail transit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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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出行占公交出行的比例/%；γ为轨道交通线路负

荷强度/(万人次·km-1·d-1)。

上述各参数除平均承载系数外，其他在相关

文献中均有详细介绍[5－6]，本文重点介绍城市交通

的平均承载系数。轨道交通建设期间城市交通的

承载系数是衡量城市交通承载能力的指标，其概

念模型为

ω = ΔE / E1，ΔE = E2－E1，

式中：ΔE 为轨道交通建设期间的诱增路网饱和

度；E2为有轨道交通建设时的路网饱和度；E1为

无轨道交通建设时的路网饱和度。

路网饱和度一般采用单位时间道路交通量与

道路通行能力之比。轨道交通建设期间路网饱和

度的影响因素除了轨道交通的施工方案、各条线

路的工期及施工难易程度之外，还有交通组织的

难易程度，主要包括施工期间公交线路的优化、

交通管制及分流等。当城市近期只建设一条轨道

交通线路时，ω值最小；当城市近期建设全部轨

道交通线路时，ω值最大。

2) 建设资金控制法。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一般占城市GDP的3%~5%

为宜，城市公共交通(含轨道交通)投资占其中的

14%~18%，若将公交投资的 80%用于城市轨道交

通建设，则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投资占城市GDP

的份额应为 3.36‰~7.2‰[7]。建设资金控制法计算

公式为

L =∑
N

m
Pm/δ，

式中：L为近期建设线网规模/km；N为轨道交通

近期建设年限范围，一般取10年；Pm为轨道交通

开始建设后第m年获得的建设资金/亿元，与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其中m = 1，2，…，N；δ为

轨道交通建设线路平均单位造价/(亿元·km-1)，不

同的线路单位造价不一样，可以根据经验取平

均值。

通过上述两种方法可以分别得到一个合理规

模的范围值，在确定最终建设规模时，应适当综

合考虑两种方法，取一个更为合理的建设规模范

围值，见图2。

4 近期建设线路的确定

确定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模后，必须合理安

排近期建设线路，即在不超出建设规模的前提

下，确定先建哪些线路后建哪些线路。确定近期

建设线路的基本原则有：1)建设线路符合城市近

期发展规划，能够与城市空间结构、发展方向、

用地布局等相适应；2)以缓解城市中心区交通压

力为主要原则，适当考虑向城市外围区域延伸，

注重骨干线网的形成；3)支持城市近期建设重点

区域的发展；4)尊重国家已批复建设的轨道交通

线路。总之，确定轨道交通近期建设线路必须基

于近期建设的合理规模，服从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尊重已开工建设或运营的线路，对纳入规划

但尚未开工建设的线路安排合理的工期。

轨道交通近期建设线路时序安排的目标为在

建设资金约束条件下，实现近期建设线路的最佳

组合，使轨道交通建设在近期建设年限范围内取

得最大的综合效益。可采用费用－效益优化方法[8]

确定近期建设时序，其目标函数表示为

式中：n为轨道交通近期建设的线路条数；t0i为线

路 i在基年后第 t0i年开始建设，一旦确定，将作为

常量；Sit为线路 i 在基年后第 t 年的净综合效益

值；Xit为线路 i的 0－1型决策变量，其取值可表

示为：t∈[t0i, N ]时，Xit = 1；t∈[1, t0i)时，Xit = 0；

Ti为线路 i的建设工期；Oit为线路 i在基年后第 t年

的运营综合效益值，包括经济效益和交通效益，

t∈[t0i+Ti+1, N ]；Yit为线路 i在基年后第 t年的运营成

本，主要包括管理和维修费用等，t∈[t0i+Ti+1, N ]；

ξ为社会折现率，一般为确定值；Lit为线路 i在基

年后第 t年的建设长度，t∈[t0i, t0i+Ti ]；δ i为线路 i

的单位造价。

设线路 i在基年后第 t年运营的经济效益和交

max∑∑Sit Xit =∑∑
Oit－Yit

(1+ξ )t
Xit－∑∑

t0i+Ti+1

N

i

n

i

n

t

N

t0i

t0i+Ti

i

n Litδi

(1+ξ )t
Xit，

交通需求
下的合理
规模

资金约束
下的合理
规模

近期
建设
合理
规模

图 2 轨道交通近期建设合理规模的确定

Fig.2 The scope of rail transit short-ter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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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效益分别为Zit和Git，则有Oit = Zit + Git。轨道交

通运营的经济效益主要包括运营的票价收入 Iit、

节约环境成本的效益Ait以及节约常规公交设施投

入成本的效益Bit等；轨道交通运营的交通效益主

要是指与常规公交或快速公交等其他公共交通方

式相比，节约乘客出行时间的效益Kit、缓解路网

拥挤度的效益Mit以及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效益Hit

等。因此，Zit = Iit + Ait + Bit；Git = Kit + Mit + Hit。

1) 目标函数的假设条件。

为了简化模型，基于以下假设考虑上述目标

函数：①每条线路的建设工期一旦确定，将严格

按照工期建设，不考虑延期的情况；②各条线路

单位造价在建设工期内保持不变；③假设每条线

路都在建成后的第二年投入运营。

2) 目标函数的约束条件。

①近期建设合理规模的约束。

轨道交通近期建设的合理规模存在一个范围

值，上述函数应满足这一约束，保证近期建设不

超过允许的合理规模，即 Lmin≤∑
i
∑

t
Lit≤Lmax，其

中，Lmin，Lmax分别为近期建设合理规模的下限值

和上限值。

②近期建设资金的约束。

城市每年投入轨道交通建设的资金有限，必

须保证所有建设的总投资不超过所能筹集的最大

资金额，即∑
i
∑

t
Litδi≤∑

m

N

Pm。

③近期建设工期的约束。

近期建设的线路必须保证在近期建设年限范

围内完成，即 t0i + Ti + 1≤N。

3) 目标函数的求解。

在近期建设合理规模、近期建设资金以及近

期建设工期的约束下，采用隐枚举法对目标函数

进行求解，即在确定第一条建设线路后，考虑第

二条轨道交通建设线路的建设长度、建设工期，

求其净增综合效益值(即近期建设年限内的总运营

效益值－总运营成本值－建设成本值)，逐步考虑

其他线路的净增综合效益值，并将各条线路的净

增综合效益值逐步累加，当总净增效益值达到最

大时，停止计算，即得到近期建设最优的线路及

建设规模，从而得到合理的轨道交通近期建设

时序。

5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每个建设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和

目的，近期建设阶段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重中

之重。何时开建、建设多少、先建哪些线路是近

期建设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针对这些关键

问题，提出近期建设时机和年限、近期建设合理

规模以及近期建设线路的确定方法，为城市轨道

交通近期建设时序安排提供了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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