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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定量分析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形成及传播机理并提出应对

策略，从大客流事件界定入手，将其发生与否归结为车站容量、输送能力及

乘客到达流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区分大型活动大客流、事故/故障大客流、

高峰小时大客流3类大客流事件，定量分析其形成原理，同时给出其影响的

传播机理，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当车站乘

客到达流量与车站输送能力叠加后的流量超过车站容量并继续增加时，大

客流事件将发生，并通过“涟漪反应”将其影响在轨道交通网络中传播。为

此，可从事件预防、应急处置和事后评估三个层次，以及控制到达流量、提高

服务能力、加强客流组织和关注薄弱环节四个方面来制定大客流事件应对

策略。

Abstract： In order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mech-

anism of mass passenger flows at rail transit stations,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mass passenger flow event and correlates its occurrence with the station capaci-

ty, transmission capacity, and passenger arrival volumes. Through classifying

mass passenger flow events into three categories: large-scale events induced,

accidents induced, and peak hour induce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evolutional impact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e re-

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ass passenger flow event will occur when the passenger

arriving flow plus the transmission capacity exceed the station capacity, and its

impact will spread over the rail transit network in a chain reaction manner. Fi-

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efficient countermeasures can be established

at three levels, including preparation, emergency response, and evaluation, and

from four aspects consisting of metering arriving flows, building service capaci-

ty, strengthening passenger guidance, and emphasizing points of weak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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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

展，中国一批大城市正逐步

形成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综

合客运交通系统，提高轨道

交通系统的运输安全和效率

直接关系到城市客运交通乃

至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与

自然灾害、事故/故障、人为

破坏等重大突发事件本身相

比，由这些重大突发事件以

及一些大型活动引发的轨道

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更为频

繁，对轨道交通系统的作用

更为直接，且由于“涟漪反

应”[1]的存在，其负面影响会

在轨道交通网络上不断传

播并引发一系列次生事件，

甚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这也是轨道交通系

统需要应对的一类主要应急

事件。

针对突发事件下的轨道

交通车站乘客行为及客流组

织已有一定的研究，而专门

针对大客流的研究相对较

少。国外研究主要面向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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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流的宏观应急处置或大型活动期间的交通需

求预测及客流疏散问题[2-5]，国内的相关研究则很

少。为此，本文基于对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

的界定，深入、定量分析大客流事件的形成原因

及其对轨道交通网络影响的传播机理，在此基础

上探讨可能的应对策略，以期对现阶段中国城市

轨道交通大客流事件应急处置的研究与实践提供

借鉴。

1 大客流事件定义

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是轨道交通系统应

急事件的一种，是指在轨道交通运营中由于某些

因素的影响致使轨道交通车站在某一时间内候

车、停留的乘客超过了该站设计许可的客流容

量，并有继续增加趋势的一种客流情况。大客流

事件对于轨道交通系统的运营管理提出了挑战，

并有特殊的要求；在大客流事件发生期间，若不

采取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将极有可能发生人员

伤亡事故或意外事件。

如前所述，自然灾害、人为破坏等重大突发

事件也可能引发大客流事件，但在现实情况下，

上述定义的大客流事件常常由于 3 种原因产生，

因而可将其分为3种类型。

1.1 大型活动大客流事件

大型活动大客流事件是一类由诸如大型展览

会(如世博会)、大型体育盛会(如奥运会)、大型庆

典(如国庆庆典)、演唱会等城市大型活动举办引

起的连发事件 [6]。例如，2009年国庆期间，北京

天安门广场周边轨道交通车站客流量大幅增加，

其中王府井站的客流量最高增幅超过700%，从而

发生了大客流事件[7]。

1.2 事故/故障大客流事件

在轨道交通系统正常运营时若发生一些事故

或故障，将导致相关轨道交通线路运行中断，乘

客在轨道交通车站内大量滞留、积压也会引发大

客流事件，称为事故/故障大客流事件。例如，

2012年 7月 2日，上海轨道交通 2号线、1号线在

短时间内先后发生列车故障和道岔故障，致使部

分车站一度出现客流积压，最终发生了大客流事

件，造成大量乘客上班迟到[8]。

1.3 高峰小时大客流事件

除上述两类大客流事件外，随着轨道交通系

统在中国大城市快速发展并迅速进入网络化运营

阶段，轨道交通所承担的客流迅猛增长，特别是

早晚通勤时段经常出现客流“爆棚”的情况，从

而引发大客流事件。例如，近年来广州地铁线网

客流一直超过预期快速增长，至2011年其客运强

度(客运量/线路长度)更是超越北京、上海达到了

2.0，部分枢纽站在早晚高峰时段的客流量已超过

车站设计容量，给运营组织带来了极大压力[9]。

大客流事件由于具有人数众多、人流路径复

杂、流动性大等一些不确定因素的特点，再叠加

长时间高强度的常态客流，对轨道交通网络的运

输能力、安全可靠性、协调调度等各方面都是巨

大的考验。同时，大客流事件期间也极易发生突

发公共事件，且一旦发生又往往会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2 大客流事件形成原因

轨道交通车站的主要功能是实现各类客流的

集散，是乘客、列车、车站、线路交互关系最为

楼梯、通道等 楼梯、通道等入口 上车点

进站 检票 候车 上车离去
乘客较少

留乘

大客流

乘客较多或运行中断

乘
客
爆
多

持续累积

图 1 车站客流组织流程及大客流事件产生过程分析

Fig.1 Passenger flow organization process and the mass passenger flow form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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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和复杂的场所。乘客由车站入口经过闸机进

站后，步行一段距离到达站台，在站台候车等

待，而后登上列车去往目的地。通常，乘客都能

顺利登车离去，车站内的客流组织也井然有序，

但有时会出现三种特殊情形：

1)由于列车都有一定的容量限制，在站台候

车的乘客较少时，所有乘客均能登车，当候车乘

客较多时，将有一部分乘客无法顺利登车，从而

出现乘客滞留——“留乘”，留乘的持续累积使车

站客流量持续增加并超过车站的容许客流量； 2)

当列车运行中断时，乘客不断滞留在车站，从而

出现客流量积压，进而超过车站的容许客流量；

3)乘客在极短时间内爆炸性地涌入车站，在列车

到达之前便已迅速超过车站的容许客流量，使车

站“爆满”。车站客流组织流程及大客流事件产生

过程分析见图1。根据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的

界定，这三种情形下都将出现大客流事件。此

外，大量涌入车站的轨道交通乘客由于在紧急情

况下心理发生异常而导致的诸如紧张、从众、推

挤等行为，也会对大客流事件的形成、加剧及演

化产生影响。

由上述对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的界定及

其出现过程的定性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大型活

动大客流事件，还是事故/故障大客流事件或高峰

小时大客流事件，其之所以形成主要取决于车站

容量、车站输送能力和乘客到达流量三个指标，

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决定大客流事件是否发生。

本文基于此进行具体的定量研究。

2.1 车站容量

车站容量是指轨道交通车站的容许客流量，

以 R 表示，其大小取决于地面出入口及通道、站

厅、站台3个主要构成部分的容纳能力[10]。由于车

站地面出入口及通道、站厅、站台的容纳能力由

设计决定，因而通常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常量。当

车站内候车、停留乘客超过车站容量时，会使车

站的客运组织工作面临压力，需要采取特殊的应

急处置措施，否则极有可能发生人员伤亡事故或

意外事件。

2.2 车站输送能力

轨道交通车站的输送能力是指在车站整体设备

正常的情况下所能通过的最大客流量[10]。车站输

送能力大小主要取决于车站通道、乘降设备、自

动售检票设备的设备能力以及轨道交通列车的运

送能力，若分别以 A ， B ， C ， D 表示，则车

站的输送能力 E=min{ }A,B,C,D ，即取各设备

能力、列车运送能力中的最小值，也是车站输送

瓶颈处的能力值。从国内外一些城市的轨道交

通运营情况来看，列车运送能力是车站输送能

力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车站单位时间的

输送能力通常通过列车的发车时间间隔来计算，

见式(1)。

G= 60
I g ， (1)

式中： G 为车站单位时间的输送能力； I 为列车

发车时间间隔； g 为每列列车的设计载客量。

轨道交通车站随时间 t 变化的输送能力可用

式(2)表示。

H(t) = ng ， (2)

式中： H(t)为车站在时间 t 内的输送能力； n 为

时间 t 内列车发车数， n= é
ë
ê
ù
û
ú

t
I 。

2.3 乘客到达流量

1）大型活动大客流乘客到达流量。

车站的乘客到达流量与大型活动场所出口处

观众的离开流率和观众到达车站的步行时间有密

切关系。设大型活动散场时段活动场所出口处观

众随时间变化的离开流率为 ρ(T)，观众由出口处

至轨道交通车站的步行距离为 L ，步行速度 v 服

从参数为 μ ， ρ 的正态分布，则观众在 T 时刻离

开出口、在T1 时刻到达轨道交通车站的概率密度

函数为：

f ( )T1-T =d
æ

è

ç
çç
ç

ö

ø

÷
÷÷
÷1- ∫-∞

L
T1-T 1

2π σ
e

-
(x - μ)2

2σ2

dx /dt= L
2π σ(T1-T)2

e
-
( L
T1-T -μ)2

2σ2

. (3)

从而在T1 时刻轨道交通车站的乘客到达流量U(T1)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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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故障大客流或高峰小时大客流乘客

到达流量。

在事故/故障或高峰小时大客流情况下，乘客

到达规律与常态客流情况类似。相关客流调查结

果显示，乘客到达时间间隔可用爱尔朗分布加以

描述，其概率密度函数为：

P(t) = λe-λt (λt)θ- 1

(θ- 1)! ( )θ= 1，2，3 ， (5)

式中： P(t)为乘客到达时间间隔小于计数间隔 t /s

的概率； λ 为单位时间间隔的乘客平均到达

率/(人·s-1)； θ 为表征客流拥挤程度的参数，取整

数， θ 取值越大代表客流拥挤程度越高。

根据上述概率密度函数可以推算 T1 时刻轨道

交通车站的乘客到达流量 U(T1)。同时，通过调

整参数 θ 的取值，爱尔朗分布能较好地拟合不同

拥挤程度下客流的到达规律：当 θ= 1时为负指数

分布的客流随机到达情况，当 θ=∞时为非常拥

挤的客流均匀到达情况。实际分析时，可根据事

先观测的客流到达时间间隔数据估算 θ 值。

2.4 大客流形成的条件表达式

根据对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的界定，大

客流形成与否取决于乘客到达流量U 、车站输送

能力 E 和车站容量 R 三者之间的数量消长关系，

判断的条件表达式为：

1）当 U(T1) -E(T1) R 时，轨道交通车站的

容纳能力尚能满足客流需求，大客流事件不会

出现；

2）当 U(T1) -E(T1) >R 时，轨道交通车站在

时刻T1 的客流需求超过了车站的容纳能力，此时

大客流事件出现。

由此便可将通常定性化处理的城市轨道交通

车站大客流事件成因进行定量化分析，从而更深

入地把握大客流事件的内在发生机理，并且结合

上述条件表达式及各决策变量的计算公式，还可

就相应的应对策略进行启发性探讨。

3 大客流事件传播机理

大客流事件在发生、发展直至消退的演化过

程中，通过“涟漪反应”将产生的影响加以传

播。“涟漪反应”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事件产生的

影响在时间、空间上的扩散；二是初始事件对次

生事件的引发。事件在其影响扩散的同时，引发

次生事件，次生事件产生的影响又会继续在时

间、空间维度上传播扩散，直至遇到自然或人为

干预转入消退。对此，可以借鉴燃烧理论[11]对轨

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的传播机理进行分析研

究，其概念模型见图2。

3.1 传播的物理过程——扩散效应

多数燃烧过程是在气相中进行的，燃烧的传

播借助于气体的扩散效应实现，气体分子由密度

(或浓度)较密部分进入较疏部分，从而使气体的

密度渐趋均匀。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影响在

时间、空间上传播的物理过程同样可看作是一个

扩散效应过程。

1）时间维度的扩散。

事件影响在时间维度上的扩散是指自事件发

生时刻起，其引发的影响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

事件影响的扩散(延续)时间取决于事件本身的持

传播的物理过程

I 扩散效应

传播的化学过程

II 次生效应

大客流事件初始

涟漪反应

发生初期

大客流事件扩大 高峰期

自然/人为干预 自然/人为干预

大客流事件消退 消退期

图 2 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传播机理概念模型

Fig.2 The conceptual spreading mechanism model of the
mass passenger flow events at rail transit stations

U(T1) = ∫0
T1æ
è
ç

ö
ø
÷∫0

T1

ρ(T) f (T1-T)dT dT= ∫0
T1

æ

è

ç

ç
çç
ç

ç
ö

ø

÷

÷
÷÷
÷

÷
∫0

T1

ρ(T) L
2π σ(T1-T)2

e
-
( L
T1-T -μ)2

2σ2

dT dT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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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持续时间 网络传播时间

事件影响的扩散(延续)时间

图 3 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影响的扩散时间构成示意

Fig.3 Composition of the impact spreading time of the mass
passenger flow events at rail transit stations

续时间和引发的影响在网络上的传播时间，见

图 3。

以 Tp 表示事件影响的扩散时间， Td 表示事

件的持续时间，Ts 表示事件影响在网络上的传播

时间，则有：

Tp =Td +Ts. (6)

其中，Td 与大客流事件的类型及所处阶段有关；

Ts 与大客流事件的类型及轨道交通网络条件有关。

2）空间维度的扩散。

大客流事件发生后，因其紧迫性、连带性和

不确定性，产生的影响可能蔓延到轨道交通网络

更大的空间范围。以大型活动事件为例，当大型

活动结束后散场观众短时间内大量涌入邻近的轨

道交通车站，给车站带来极大压力而引发突发大

客流爆满情形，其影响显然不仅局限于该轨道交

通车站，而是随列车运行向网络中其他车站和区

段转移扩散。大客流事件的交通影响在网络空间

上的扩散路径如图4所示。

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产生的影响在空间

维度上的传播有如燃烧过程中燃烧混合气的扩

散。事件的影响如同混合气一般，由许多单元组

成，每一个单元相当于一粒影响颗粒，分配到整

个影响范围内，而其扩散则是在各方向紊动状况

相同的紊流场中被大客流事件的影响力推动。事

件的影响在空间维度上的扩散效应可以表示为：

C(x,y,z) =
q

2πμσyσz
exp

é

ë
êê

ù

û
úú-1/2

æ

è
çç

ö

ø
÷÷

y
2

σ 2
y

+
z2

σ 2
z

， (7)

式中： C(x,y,z)为轨道交通网络中 (x,y,z)点上

大客流事件的影响程度； x ， y ， z 分别为距离

大客流事件单元发生点的水平、垂直及横向距

离，其中又以 x 方向为影响的扩散方向； q 为大

客流事件的影响力，与大客流事件的类型、所处

阶段及轨道交通网络条件有关； μ 为大客流事件

单元的分配速度，与轨道交通网络条件有关；

σy ， σz 分别为大客流事件单元在 y ， z 方向上的

分布参数，均为 x 的函数。

3.2 传播的化学过程——次生效应

在燃烧的化学过程中，燃烧物质和助燃物质

在一定的温度、压力下经化学反应后生成新的物

质。类似地，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影响传播

过程中的“涟漪反应”，除体现在其事件影响于时

间、空间上的扩散外，也表现在其事件本身还会

引发其他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次生事件，即次

生效应。

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影响传播的次生效

应过程可描述为：大客流事件影响的传播扩散并

非是单个事件本身的影响力在网络上的简单物理

大客流发生车站

换乘站

中间站

图 4 大型活动大客流事件交通影响扩散示意

Fig.4 Traffic impact evolution of the mass passenger flow induced by large-scale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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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散，而是同时伴随着较复杂的若干个相继发生

或相继又平行发生的基元次生反应，事件影响的

传播过程便是由这些基元次生反应相继不断地反

复进行来完成的。

次生效应过程如同链环一样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因而也可将其视作是一种链效应。根据大客

流事件影响传播过程中众多基元次生反应是相继

发生还是相继又平行发生，可将次生效应分为直

链式次生效应与枝链式次生效应。在次生效应

中，每一个基元次生反应尤其是那些在链环中处

于薄弱环节的基元次生反应都可能影响到整个大

客流事件影响传播的速度和范围，因此，控制轨

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影响传播过程的有效策略

之一是针对那些次生效应薄弱环节处的基元次生

反应研究提出有效的应对方法。

4 大客流事件应对策略

基于前述大客流事件形成及传播分析，轨道

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的应对策略可以相应地从控

制到达流量、提高输送能力、加强客流组织和关

注薄弱环节四个方向考虑，并从大客流事件预

防、应急处置和事后评估三个层次进行探讨，如

图5所示。

4.1 事件预防(层次 I)

这一层次应对策略的制定目的是防患于未

然，最好是让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不发生。

预防策略主要体现为控制车站到达流量，具体

包括：

1）合理安排活动时间。如奥运会、世博会这

样的大型活动，可以统筹安排会场区域内各场馆

活动时间，使其相互交错，避免因观众入、离场

时段过于集中而在短时间内出现大量客流。

2）合理组织散场过程。轨道交通车站的乘客

到达流量与活动场所出口处观众的离开流量密切

相关，因而可以从合理组织大型活动散场过程入

手，控制观众在出口处的离开流量，从而控制轨

道交通车站的到达流量。

3）适当增加活动场所出口至轨道交通车站的

走行距离。由于散场观众的步行速度存在差异(相

关行人调查表明大致服从正态分布规律)，出口至

车站的走行距离增加可降低车站在时刻T1 的乘客

到达流量。设置曲折(蛇形)路径等方式适当延长

出口至车站的走行距离，可以拉平车站客流到达

率曲线，预防发生大客流事件。

4）采用出入口限流、广播音频播报、LED视

频显示甚至是错峰出行提示等非强制性引导措施

来降低车站乘客到达流量的集中度。这一策略特

别适用于在控制车站到达流量上的操作空间相对

较小的事故/故障大客流事件和高峰小时大客流

事件。

4.2 应急处置(层次 II)

这一层次应对策略的制定目的是在轨道交通

车站大客流事件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及时响应，

采取有效的应急处置措施，减少损失，降低影

响。处置策略主要体现为提高输送能力、加强客

流组织和关注薄弱环节三个方面。

1）提高输送能力。在对大客流事件交通需求

预测的基础上，及时调整优化轨道交通线路运营

计划，调整增加车站通道、乘降设备、自动售检

方向4：关注
薄弱环节

方向3：加强
客流组织

方向2：提高
输送能力

方向1：控制到达流量

方向4：关注薄弱环节

层次 I：事件预防

层次 II：应急处置

层次 III：事后评估

图 5 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应对策略

Fig.5 Countermeasures for mass passenger flow events at rail transit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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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炜：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的形成、传播及对策

票设备等设施设备的通过能力。

2）加强客流组织。根据对车站大客流事件特

点的分析，制定大客流事件应急预案，制定符合

轨道交通车站实际情况的乘客进站、乘车/换乘、

下车、出站全过程站内引导方案，以及对这些应

急预案、引导方案进行培训、模拟与演练等。

3）关注薄弱环节。根据对车站大客流事件影

响在轨道交通网络上传播扩散机理的分析，识别

其中的关键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制定应对方案

并迅速采取行动，将大客流事件的负面影响控制

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4.3 事后评估(层次 III)

这一层次应对策略的制定目的是在轨道交通

车站大客流事件发生后，对整个事件演化过程的

各方面进行详细后评估，从中不断学习、提高对

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的应对能力。

事后评估在大客流事件的消退期就应启动。

消退期是大客流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达到峰值

后，其对轨道交通网络的影响逐渐减弱直至消

失，轨道交通系统恢复正常运营的时间阶段。此

时，应急处置投入的资源以及措施强度开始出现

富余，应适时减低应急处置措施的强度，尽快恢

复轨道交通系统的正常秩序。同时，该层次中很

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对大客流事件处置过程进行详

尽的调查评估，并不断地总结经验。

5 结语

与自然灾害、事故故障、人为破坏等重大突

发事件相比，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发生更为

频繁，成为轨道交通系统需应对的一类主要事

件。本文在界定轨道交通车站大客流事件的基础

上，围绕车站容量、输送能力及乘客到达流量三

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定量分析了大客流事件的形

成原因及网络影响的传播扩散机理，并有针对性

地探讨了应对策略。客流是众多乘客个体行为的

宏观涌现，乘客个体行为对大客流事件的形成及

演化有重要影响，因此，面向应急事件的轨道交

通乘客行为分析与模型构建，是今后需进一步研

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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