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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镇

群、大都市将是中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的一个

重要特征。以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主城区

为中心，周边 100 km范围将逐渐形成包括

通勤、商务、休闲等出行目的为主的一日生

活圈，即大都市。大都市突破了传统行政区

划，区内的城镇接受中心城市的辐射和影

响，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保持紧密的交通联

系。纵观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国际大

都市的经验，连接中心城市和周边城镇高密

度、多通道的区域快速轨道交通是支撑大都

市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当前，中国轨道交通的发展呈现两极化

特征：一极是为城市行政范围内部(重点是

市区)服务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这类系统

一般站间距短，平均运送速度不高，主要为

城市，尤其是市区提供大容量的公共客运服

务；另一极是国家干线铁路，主要为区域之

间、城市(主要是大中城市)之间中长距离出

行提供服务的各类高(快)速铁路、城际铁路

和普通铁路。国家干线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之间缺乏一个新的功能层次，即为突破行政

陆锡明，王 祥
(上海城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所，上海 200040)

摘要：在总结上海现状市郊轨道交通线路特征的基础上，从运送速度和舒适度两方面，指出现状市

郊轨道交通难以适应未来上海大都市长距离城际出行需求。通过国际实证研究，分析大都市区域快

速轨道交通的主要功能，总结国际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快速、可达、舒适的三大特征，以及直

达市中心、穿越市中心和市中心外围换乘三种线网构架。最后，提出上海大都市范围及其3个交通

圈层，以及上海大都市的双层次轨道交通线网和“一环八射”的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线网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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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Rapid Rail Transit Planning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Lu Ximing, Wang Xiang

(Shanghai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Institute, Shanghai 20004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ing suburban rail transit lines in Shanghai,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current suburban rail transit service will hardly accommodate the future demand for

convenient, high speed long-distance inter-city travel in greater Shanghai area.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ase

studies along with an analysis on the main functionalities of regional rapid rail transit in metropolitan are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re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rapid rail transit in international metropolitan ar-

eas -- high speed, accessibility and comfortableness. Three types of network framework are also discussed

such as the direct connection to central district, passing through central district, and indirect connection to

central district by transferring to other public transit mode outside city center. Finally, the paper presents

the coverage of the greater Shanghai area and its three transportation zones, as well as a double-hierarchy

rail network structure and regional rapid rail transit network with "one circle and eight outward radiate cor-

rid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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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划的城镇群、大都市提供区域客运服务的

轨道交通系统。

近几年，中国各大城市纷纷探索中心城

市与周边城镇之间的交通联系模式。最初的

模式是直接利用大城市内部铁路(尤其是支

线铁路)开行市郊客运列车提供出行服务，

例如北京利用京包铁路开行北京北站至延庆

的市郊列车，天津利用市内铁路支线开行蓟

县至天津市区的市郊列车。由于直接利用现

有铁路服务市郊的客运列车班次少、间隔

长，同时受到铁路干线客货运输的影响，因

此许多城市纷纷探索新的市郊轨道交通发展

模式。成都开通了中国第一条新建市域快速

铁路——成灌铁路，连接成都与都江堰；温

州规划了 4 条总长约 292 km 的市域铁路网

络，目前开工建设 S1线。刚刚编制完成的

京津冀地区城际轨道交通规划突破了行政区

划，北京规划的平谷快轨线路将经过河北燕

郊、三河市，设计速度 160 km·h-1，采用 4

节编组快轨列车。

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工作已经

启动，本轮总体规划将突破传统的上海行政

区域，规划范围将扩展至上海周边的毗邻地

区，尤其是距离上海市中心 100 km的上海

大都市地区。上海大都市的发展迫切需要借

鉴国内外经验，规划研究连接上海市中心城

与周边城镇的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

11 现有市郊轨道交通特征与问题现有市郊轨道交通特征与问题

11..11 上海市郊轨道交通的发展及其线路上海市郊轨道交通的发展及其线路

特征特征

11..11..11 发展历程发展历程

21世纪初，上海编制完成了轨道交通线

网规划，结合郊区新城建设，开始启动郊区

轨道交通建设(见图 1)。2003年底，连接轨

道交通1号线终点站莘庄和早期规划的闵行新

城的轨道交通 5号线建成通车，采用 4节C

型车编组，全线平均运送速度约 39 km·h-1。

2018年该线将延伸至奉贤区南桥新城，形成

连接上海市区与奉贤南桥新城的市郊线路，

延伸后轨道交通 5 号线将扩编为 6 节编组，

线路全长约37 km。

2007年底，连接松江新城和市区的轨道

交通 9号线一期工程(松江新城—桂林路)建

成通车，2017年底轨道交通9号线三期工程

通车后全线总长将达 65 km，成为贯穿上海

市中心、连接浦东和浦西的一条东西向大动

脉。尽管轨道交通 9号线规划为市域轨道交

通R4线，但其同时也是市区东西向的大容

量轨道交通，采用的是普通地铁制式。

2009年底，连接上海市区与嘉定新城的

轨道交通 11号线一期工程建成通车。2013

年，轨道交通11号线延伸至江苏花桥，成为

中国第一条跨省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015

年，轨道交通11号线浦东延伸段通车后全线

总长将达 81 km，成为又一条贯穿市中心连

接浦东与浦西的长大干线。与轨道交通 9号

线类似，11号线也是一条同时服务上海市区

客运走廊的大容量线路，采用普通地铁制式。

2010 年，连接上海市区与浦东川沙地

区、浦东机场的轨道交通 2号线东延伸工程

建成通车。轨道交通 2 号线全长近 60 km，

形成穿越上海市中心，连接浦东与浦西的长

大干线。而原规划市域快速轨道交通R2西

段(青浦段)与 2号线分段形成轨道交通 17号

线独立运行，全长35 km，车站13座，平均

站间距2.9 km，采用普通地铁制式建设，计

划于2017—2018年建成通车。

2012年9月，上海第一条市郊铁路，连

接金山新城与上海中心城的金山铁路建成运

行。金山铁路全长约 56 km，设置车站 8

座，平均站间距8 km。金山铁路暂时由铁路

动车组列车提供运营服务，每天共开行 36

对列车，分为直达和站站停两种服务。

2013 年底，连接浦东南汇新城与中心

城的轨道交通 16号线建成通车，这是上海

第一条市郊快速轨道交通线路，设计速度

120 km·h- 1。16 号线全长约 59 km，设置车

站13座，平均站间距约4.9 km。

中心城

2号线

11号线

17号线

9号线

5号线
16号线

金山铁路

图1 上海现状市郊轨道交通(含建设中线路)

Fig.1 Existing suburban rail transit in Shanghai

(including lines unde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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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2 线路特征线路特征

从线路形态上看，上海市郊轨道交通可

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穿越市中心的市域轨道

交通线路，在为郊区提供市通郊出行服务的

同时，也承担了中心城区客流走廊上的大容

量运输服务，例如轨道交通 2号线既是上海

市区东西向客流主通道，同时也兼顾浦东东

部郊区进出市区的市郊线路；轨道交通 9号

线既是松江地区进出市中心的市郊线路，同

时也是上海中心城东西向客流主通道之一；

轨道交通11号线既是嘉定地区进出市区的市

郊线路，同时也是中心城西部的一条南北客

流主通道，还延伸至江苏昆山花桥地区，兼

顾省际客运服务。由于兼顾了上海中心城区

客流走廊的大容量运输任务，客流主要分布

在市区段，因此这些线路采用了普通地铁制

式。另一类是市郊线路，即线路并不穿越市

中心，仅在中心城外围地区衔接市区轨道交

通车站，例如已建成通车的轨道交通 5 号

线、16 号线、金山铁路及建设中的 17 号

线。轨道交通5号线、17号线线路全部位于

外环以外地区；轨道交通16号线终点为浦东

内环边缘，其线路大部分位于外环以外地区；

金山铁路终点为市区西南的上海南站枢纽，

这类线路的功能就是直接提供市郊出行服务。

从线路制式来看，上海市郊轨道交通采用

三种制式：1)普通地铁，设计速度80 km·h-1，

站间距较短，包括轨道交通 2 号线、9 号

线、11号线3条穿越市中心的长大线路，以

及轨道交通 5号线和 17号线两条市郊线路；

2)城市快速轨道交通，设计速度120 km·h-1，

站间距较长，有越行站，可以组织大站快

线，如轨道交通16号线；3)市郊铁路，直接

利用既有铁路改建而成，设计速度更高，金

山铁路设计速度达160 km·h-1，由于铁路车站

是侧线停车，每个车站均有越行线，因此可以

进行多样化的列车运营组织，提供不同的运

送速度。

11..11..33 客流特征客流特征

根据上海市郊轨道交通线路现有的客流

负荷强度，可以将线路分为三类，即大客流

线路、中客流线路和小客流线路(见表 1)。

大客流线路平均每公里日均客运周转量接近

或超过10万人公里，这类线路日均客运强度

相对较高，一般接近或超过 1万人次·km-1，

如轨道交通 5号线、9号线松江段。中客流

线路平均每公里日均客运周转量为5~6万人

公里，这类线路日均客运强度一般为 5 000

人次·km-1左右，例如轨道交通2号线东延伸

段、11号线嘉定段。小客流线路平均每公里

日均客运周转量不到 3万人公里，这些线路

日均客运强度不足 1 000人次·km-1，如轨道

交通 16号线和金山铁路。从沿线用地布局

看，大客流线路沿线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

发展相对成熟，人口和就业岗位规模相对较

大，具有城区线路的特征；中客流线路沿线

城镇化水平居中，但沿线城镇发展还不够成

熟，人口和就业岗位规模并不是很高；小客

流线路沿线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城镇发展

相对滞后，人口和就业岗位规模较小，客流

源本身较少，郊区线路特征更明显。

轨道交通 16 号线由于刚刚开通，沿线

用地开发尚未成熟，尤其是临港城区规划的

居住和就业人口规模与实际差异大，因此客

流相对较少。金山铁路是改建既有铁路，沿

线车站几乎没有配套土地开发，与此同时，

平行公交线路并未进行优化调整，公交线路

仍然承担了大量客流，因此金山铁路支线改

建规划设计阶段提出的 2015年规划预测近

15万人次的日均客流量目标很难实现，现状

客运量不到规划目标的 1/7。与金山铁路长

度接近的东京市郊快速轨道交通筑波线，与

线路

2号线

5号线

9号线

11号线

16号线

金山铁路

区间

广兰路—浦东国际机场

莘庄—闵行开发区

泗泾—松江南站

南翔—花桥/嘉定北

罗山路—滴水湖

上海南站—金山卫

长度/
km

24

17

17

35

52

56

日客运量/
(万人次·d-1)

12

16

19

15

5

1.7~2.0

日均客运强度/
(人次·km-1)

5 000

9 400

11 180

4 290

960

300~360

负荷强度/
(万人公里·km-1)

5.7

10.6

9.1

5.6

2.6

1.5~1.7

表1 上海现状市郊轨道交通运行状况

Tab.1 Operation of current suburban rail transit in Shanghai

资料来源：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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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线网衔接换乘便捷，并直达东京市

中心，因此客流吸引力强，建成通车后 3年

内实际日均客运量即达 15万人次，目前日

均客运量已达 30万人次，这与周边成熟的

土地利用及外围用地开发密不可分。上海金

山铁路实际客运量远远未达到预期规划目标

的另一方面原因是，上海对进出中心城区的

小汽车仍然没有进行控制，而小汽车交通门

到门的可达性优势和郊区高速公路速度优

势，使得进出中心城区的小汽车交通占相当

大比例。

11..22 上海大都市发展背景下现有市郊轨上海大都市发展背景下现有市郊轨

道交通的缺陷道交通的缺陷

11..22..11 运送速度低运送速度低

上海市郊轨道交通大多采用普通地铁

制式，设计速度一般为 80 km·h- 1，站间距

短，无越行站，平均运送速度市区段一般为

33 km·h-1左右，郊区段一般为45~50 km·h-1。

郊区大部分乘客通过轨道交通到达市中心的

全程出行时耗接近或超过 1 h(见表 2)。距离

上海市中心约 35 km的江苏昆山花桥地区通

过轨道交通11号线到达上海市中心的时间已

超过1 h。距离上海市中心约55 km的浦东南

汇新城至市中心，即使采用城市快速轨道

交通，出行时间也将接近或超过 1 h。上海

大都市外围城镇至上海市中心的距离远达

60~100 km，采用现有市郊轨道交通延伸服

务，出行时耗将会更长，根本无法适应上海

大都市长距离快速出行的需要。

11..22..22 高峰时段舒适度差高峰时段舒适度差

现有市郊轨道交通大多采用普通地铁列

车提供运营服务，相当一部分线路同时兼顾

市区大客流走廊的大容量运输任务，高峰时

段客流高度集聚，车厢十分拥挤，如轨道交

通 2号线、9号线、11号线。由于高峰时段

客流高度聚集，非穿越市中心的市郊线路高

峰时段也十分拥挤，舒适度差，例如轨道交

通 5号线春申路站—莘庄站区间、轨道交通

2号线东延伸段唐镇站—广兰路站区间(见图

2)。郊区长距离出行乘客长时间站立在拥挤

的车厢内，舒适度很差，影响了轨道交通的

客流吸引力。穿越市中心的线路由于同时兼

顾中心城区的大容量运输任务，高峰时段运

能会出现瓶颈，如果满足郊区的出行，市区

段将得不到有效保障，如果通过组织小交路

满足市区出行，郊区段出行又会因列车间隔

时间长而更加拥挤。大都市外围各城镇与中

心城市之间的出行距离将更长，因此采用现

有的市郊轨道交通模式将无法适应未来上海

大都市发展的需要。

22 国际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解析国际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解析

22..11 大都市区域范围大都市区域范围

国际大都市区域范围一般是距离中心城

市市中心 100 km左右的区域(见图 3)。东京

都市圈由东京都、神奈川县、琦玉县、千叶县

和茨城县南部地区组成，面积 16 328 km2，

人口3 760万(2010年)[3]。东京都市圈距离东

京站 50~100 km，这一区域内业务和交通联

城镇

嘉定城区

江苏花桥

安亭

川沙

松江老城

老闵行

惠南

南汇新城

青浦新城

南桥新城

金山新城

轨道交通出行区间

嘉定北—江苏路

花桥—江苏路

安亭—江苏路

川沙—人民广场

醉白池—徐家汇

闵行开发区—徐家汇

惠南—陆家嘴

滴水湖—陆家嘴

青浦新城—中山公园

南桥新城—徐家汇

金山卫—徐家汇

出行时间

54

67

60

47

53

54

50

55~75

601)

702)

50~80

表2 上海部分城镇至市中心的轨道交通出行时间

Tab.2 Travel time by rail transit from several towns to Shanghai

central district min

1） 17号线建成通车后的预估时间；2） 5号线南延伸线建成通车后的预估时间。

11号线

16号线

2号线

9号线

5号线

图 2 上海现状市郊轨道交通线路早高峰时段客

流及拥挤水平

Fig.2 Passenger flow and crowdedness of current

rail transit lines during morning peak hours in

Shanghai suburban area

资料来源：文献[1]。

拥挤
较拥挤
较舒适
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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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紧密。伦敦大都市是以大伦敦为中心的英

格兰东南地区，这一地区距离中央伦敦的距

离基本在 100 km以内。纽约大都市包括纽

约市、纽约州南部、新泽西州东部和康乃

狄格州南部，基本上是以曼哈顿为中心约

100 km的范围。

22..22 区域快速轨道交通主要特征区域快速轨道交通主要特征

国际大都市区域轨道交通发展经验表

明，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主要为周边各

城镇至中心城市(一般为其市中心)提供快速

客运联系，保证周边城镇居民在一定时间内

(一般为1 h左右)可到达中心城的市中心。连

接伦敦市中心和英格兰东南地区的所有市

镇，高密度、多支线的放射状铁路网络，构

成了伦敦大都市的区域快速轨道交通体系。

连接巴黎市和周边各城镇的区域快速轨道交

通RER和市郊线路，为大巴黎地区及其周边

各城镇往来巴黎市区提供快速出行服务。纽

约通勤铁路网的功能就是为纽约大都市各城

镇至纽约曼哈顿提供快速通勤出行服务，其

线路特征是直达市中心、多支线的长大放射

线。东京则通过高密度、多通道的 JR和私

营铁路网，提供东京都市圈各城镇至东京市

中心的快速出行服务，其中 JR可以直达东

京市中心的东京站，而私营铁路则可以直达

各城市副中心。

国际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一般有三

个主要特征：1)快速。由于距离中心城市市

中心达100 km，远远超过了普通通勤范围(一

般为 50~60 km以内)，因此列车平均运送速

度要远高于普通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设计速

度要保证最远距离能在 1 h内可到达中心城

市的市中心。2005年建成通车的东京筑波线，

设计最高速度 130 km·h-1(预留 160 km·h-1)，

快速列车平均运送速度高达78 km·h-1，站站停

列车平均运送速度也达到61 km·h-1(见表3)，

东京的 JR、私铁快线平均运送速度也大多超

过60 km·h-1。2)车站可达性高。线路一端连

接城镇中心，另一端直达中心城的市中心，

以减少市内换乘次数和市区出行时间。JR东

京站位于东京的中心点，东京最大的轨道交

通枢纽站新宿站所在地则是东京最大的城市

副中心；纽约通勤铁路终点中央火车站位

于曼哈顿 CBD；伦敦和巴黎的市郊铁路车

站均在市中心。3)舒适。由于是长距离出

行，因此快速轨道交通提供区别于普通城市

轨道交通的出行服务。伦敦的国铁列车、巴

黎的国铁列车、纽约的通勤铁路列车、东京

部分市郊快线列车均提供了横排座椅，以座

位为主。

22..33 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线网架构及客流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线网架构及客流

特征特征

22..33..11 线网架构特征线网架构特征

从线路形态上看，国际大都市区域快速

轨道交通线路有三类 [5]：1)市中心放射线。

即在市中心设置一个或几个终点站，以支线

形式向周边城镇形成多条放射线，例如纽约

通勤铁路(见图 4)、柏林的市郊轨道交通系

统。2)中心区外围放射线。在市中心外围形

成几座换乘枢纽站，与市区地铁系统形成换

乘，例如伦敦国铁在地铁环线周边形成多个

终点站，通过终点站与地铁实现换乘；东京

的私营铁路以山手线上的枢纽站为终点(见

图5)；巴黎的国铁系统也是在市区外围形成

几座换乘枢纽站，与市区地铁系统形成换

乘。3)穿越市中心的线路。线路直接穿越市

a 东京大都市

山梨县

群马县
栃木县

茨城县 太平洋
埼玉县

千叶县
东京都

神奈川县

东京站

区部
15 km

50 km

100 km

北

东京交通圈
一都三县行政区
首都交通圈

中心城

b 伦敦大都市

远
郊
区

近
郊
区

外
围
区

中
心
区

100 km

50 km

30 km

5 km

白金汉宫

c 纽约大都市

图3 世界三大都市区域范围

Fig.3 Regional scope of top 3 metropolitans in the world

资料来源：文献[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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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区，例如东京的 JR、巴黎的区域快速轨

道交通RER(见图6)。有些大都市直接采用其

中一类模式，例如纽约、伦敦，有些则同时

采用两类模式，例如巴黎既有穿越市中心的

区域快速轨道交通RER，又有市中心外围终

点站的放射线国铁；东京既有穿越市中心的

JR，又有以市中心为终点的私营铁路放射线。

22..33..22 客流特征客流特征

从客流规模来看，国际大都市区域快速

轨道交通系统可以分为三类：1)高强度快速

轨道交通系统。此类线路客流规模很高，客

流强度与市区地铁系统接近。东京早期建设的

JR、私营铁路属于这一类，东京的区域快速轨

道交通系统同时兼顾了城市交通和城际交

通，因此其客流规模和市区地铁类似，大多

数线路日均客运量超过80万人次，日均客运

强度超过2万人次·km-1。例如东武东上线日

均客运量 96万人次，日均客运强度 2.4万人

次·km-1，而东急田园都市线日均客运量 107

万人次，日均客运强度3.4万人次·km-1。2)中

强度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此类线路承担客流

总规模也相对较大，但日均客运强度并不

高，一般为0.5~1.0万人次·km-1。例如大巴黎

地区108 km的区域快轨A线日均客运量约92

万人次，日均客运强度约 8 500人次·km-1，

B线 80 km日均客运量约 53万人次，日均客

运强度约6 700人次·km-1，东京都市圈58 km

的筑波线日均客运量约35万人次，日均客运强

度约6 000人次·km-1。3)低强度快速轨道交通

系统。这类线路承担的客运量规模相对不大，

日均客运强度一般低于 5 000人次·km-1。大

伦敦市郊铁路系统平均日均客运强度约

2 000 人次·km-1，而整个东南地区的市郊铁

路日均客运强度更低。纽约近 550 km的长

岛铁路日均客运量仅为33.5万人次，与东京

筑波线客运量相当，主要为通勤服务。

33 上海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规划上海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规划

建议建议

33..11 大都市范围及其交通圈层大都市范围及其交通圈层

根据国际经验，大都市一般是指通过陆

上交通方式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一般1 h)可

到达核心城市的市中心，完成一日生活出行

(包括商务、休闲和通勤出行等)的范围。这

一范围一般距离核心城市的市中心 100 km

左右，其中 60 km范围内以通勤出行为主，

60~100 km范围有少量通勤出行，主要以非

通勤为主，包括商务、休闲(旅游购物、亲

友聚会、观看演出等)、就医出行等。

13

运营类别

快速

区间快速

普通

运行区间数量

8

15

19

平均运营
站间距/m

7 288

3 887

3 068

列车运行时间/
min

45

50

57

列车平均运送
速度/(km·h-1 )

78

70

61

表3 东京筑波线不同运营类别线路组织与运送速度

Tab.3 Organization and travel spe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operation of Tokyo

Tsukuba Line

资料来源：文献[4]。

纽约大都市

纽约市区

图4 纽约大都市的通勤铁路网——市中心放射线

Fig.4 Commuting rail network of 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 - radiation

lines from central district

东京市区

东京市中心

图5 东京大都市的私营铁路线网——中心区外围放射线

Fig.5 Private rail network of Tokyo metropolitan area - radiate lines outside

central 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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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上

海与周边城市的一日出行特征日益明显，如

上海和昆山、太仓之间。上海要增强在长三

角区域的吸引力，应该以上海市区为核心，

构建包括上海郊区和长三角周边地区各城镇

在内的大都市区，充分提升周边城市和城镇

的活力。与国际大都市一样，未来上海大都

市的范围主要是距离上海市中心 100 km的

区域，包括江苏南通南部(涉及城市有南通

市区及通州区、海门市、启东市)和苏州大

部(包括苏州市区及太仓市、昆山市、常熟

市和吴江区)、浙江嘉兴东部(嘉兴市区及嘉

善县、平湖市和海盐县)。包括上海市在

内，整个大都市区域总面积约1.8万km2，目

前常住人口约4 200万人。

上海大都市是一个突破传统行政区划、

经济交往和社会交流十分密集的交通区域。

根据与上海市中心的距离和交通联系紧密程

度，上海大都市可分为三个交通圈层[2, 6](见

图 7)。第一圈层为距离上海市中心约 20 km

半径范围，是上海的主城区，包括上海外环

以内的中心城区及周边集中城镇化地区。这一

区域面积超过1 000 km2，目前人口约1 700万

人，将是上海大都市的核心城市。第二圈层

为距离上海市中心 20~50 km半径区域，主

要是上海郊区。该区域面积近6 500 km2，未

来将是上海的主要通勤交通圈，包括上海郊

区新城、重点城镇，以及江苏太仓、昆山两

城市，上海郊区新城和重点城镇将成为未来

上海大都市的重要节点城市，承接上海对长

三角地区的辐射。第三圈层为距离上海市中

心 50~100 km半径区域，包括南通市区、海

门市、启东市、常熟市、苏州市区、吴江

区、嘉善县、嘉兴市区、平湖市和海盐县，

面积约 1万 km2。这一圈层将是与上海市区

一日往返出行关系比较密切的区域，同时会

存在少量通勤出行。

33..22 轨道交通线网架构建议轨道交通线网架构建议

33..22..11 双层次轨道交通线网双层次轨道交通线网

根据上海市城市空间布局、轨道交通线

网建设规划及郊区城镇发展规划，未来上海

大都市轨道交通线网包括两个层次(见图 8)：

第一层次为服务 50 km通勤圈的市域轨道交

通系统，主要是上海已建成或规划建设的服

务郊区的轨道交通线路，提供沿线各城镇组

团与上海市区之间的市通郊出行服务，并兼

顾城镇组团之间和新城内部的公共交通出行

服务。由于沿线城镇密集，因此这类线路车

站多、运行速度多为 40~50 km·h-1，大多采

用常规地铁列车提供运营服务，高峰时段会

出现拥挤，舒适度差。第二层次是区域快速

轨道交通，其主要功能是为上海大都市区域

内各城镇至上海市区提供快速客运出行服

务。与第一层次相比，其站间距长，运送速

度更快，采用快轨列车运营，以座位为主，舒

适度高。其运送速度一般为 60~160 km·h-1，

以实现1 h内可到达上海市中心的目标[7]。

与国家干线铁路相比，服务上海大都市

的区域快速轨道交通，对可达性要求较高，

上海市区

上 海 市

浙 江 省

江 苏 省 50 km

100 km

图7 上海大都市的交通圈层及城镇体系

Fig.7 Transportation circle and urban system of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14

巴黎市区

图 6 巴黎大都市穿越市中心的区域快轨RER

Fig.6 Regional Express Rail (RER) passing

through central district in Paris metropolit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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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求在上海市区设置多个车站，这些车

站尽可能靠近市中心，有良好的城市轨道交

通衔接换乘。与常规大容量城市轨道交通相

比，上海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以城镇之

间连通性功能为主，更加强调速度和舒适

性，车厢以座位为主，因此其运输能力不可

能太高，主要承担长距离客流，大多属于中

等运量规模。系统应为郊区各新城和主要城

镇提供至市区的快速出行服务，弥补现有市

郊轨道交通速度慢的不足。同时，可根据不

同线路、不同客流规模、不同出行需求，并

考虑国家铁路网、长三角区域城际铁路网及

上海市域铁路网的综合利用，采用常规铁路

制式、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制式等。

33..22..22 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线网概念性规划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线网概念性规划

结合上海市城市空间发展规划、上海郊

区城镇体系规划布局、长三角城镇体系布

局、上海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上海及长三角

地区铁路发展规划，建议规划形成“五站、

一环八射”的上海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

线网(见图9)。“五站”，即在上海市区形成5个

启东

南通

常熟

海门
太仓

嘉定
崇明

昆山

苏州

吴江

嘉兴

青浦

松江

嘉善

金山

平湖

海盐

南桥

南汇

上海
市区

图8 上海大都市双层次轨道交通线网概念示意

Fig.8 Conceptual scheme of a double- hierarchy rail transit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市域轨道交通
区域快速轨道交通

图9 上海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通道规划设想

Fig.9 Regional rapid rail corridors plan in Shanghai metropolitan area

上海站 浦东站

北站

川沙

松江

南桥

青浦

安亭

嘉定

太仓
昆山

虹桥站
南站

惠南

金山

南汇新城

浦东机场站

陈家镇

崇明

苏州

吴江

枫泾

平湖

海盐
海宁

桐乡

嘉兴

嘉善
南浔湖州

无锡

江阴

张家港

常熟

南通
通州

海门

启东

市域轨道交通

大都市区域
快速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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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的终点站。利用现有上海

站、虹桥站、上海南站的部分车场为区域快

速轨道交通服务，结合虹桥枢纽与浦东机场

快轨龙阳路站规划，将其提升为区域快速轨

道交通浦东站。结合南何铁路改建，将北郊

站改建为服务上海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

客运服务的上海北站。“一环”，即通过改建

南何铁路、何杨铁路，利用规划沪通铁路、

机场快轨、铁路外环线局部改建，形成长度

约130 km、服务上海大都市的区域快速铁路

环线，外围放射线引入该环线。“八射”，即

形成连接上海市区与周边各城镇的 8条放射

线，依次为[8]：

1）沪通线：上海北站至海门和南通市

区(运营组织可延伸至虹桥站)。利用南何铁

路、规划沪通铁路，从沪通铁路徐行站规划

经崇明城桥新城至海门和南通的快速铁路，

主要为大都市北部地区提供至上海市区的客

运出行服务。上海北站可以换乘轨道交通

1号线(彭浦新村站)进入上海市中心。

2）沿江线：上海站至张家港，并可延

伸至江阴。利用沪宁铁路上海站至南翔站

段，从南翔站起重新规划一条连接南翔、嘉

定城区和太仓的快速铁路，与江苏规划沿江

城际铁路衔接，形成连接嘉定城区、太仓、

常熟、张家港、江阴的沿江快速铁路。沿江

线可直达市中心上海站，同时增强嘉定城区

的区域快速轨道交通服务，弥补轨道交通

11号线速度的不足。

3）沪苏线：上海站至苏州，并可延伸

至无锡、常州。这条线路可以由两条线来承

担，即原京沪铁路和沪宁城际铁路。上海至

常州区间是沪宁通道客流需求最大的区段，

随着苏锡常及昆山进一步融入上海大都市，

预计这一区域城镇之间的出行需求将快速增

长，因此可同时通过沪宁城际铁路、京沪铁

路提供服务。沪苏线可同时为上海安亭地区

提供区域快速轨道交通服务，弥补轨道交通

11号线速度的不足。

4）沪湖线：虹桥站经吴江至湖州(运营

组织可延伸至上海南站、浦东站和浦东机

场)。此线为规划新增线路，可由虹桥站北

侧引出，沿北青公路至昆山南部，再折向南

至吴江后至湖州衔接宁杭高铁车站，形成西

部通道。沿线可同时服务青浦区中部无轨道

交通服务的城镇，并可在青浦新城城区北部

设置车站，增强青浦城区的区域快速轨道交

通服务，弥补轨道交通17号线速度的不足。

5）沪杭线：上海南站至嘉兴，并可延

伸至杭州(运营组织可延伸至浦东站、浦东

机场站)。可直接利用原规划沪杭城际轨道

交通，也可以利用沪昆铁路沪杭段，沿线主

要服务嘉善、嘉兴等，同时可进一步提升松

江新城、枫泾特色镇在上海大都市的节点城

市功能，弥补轨道交通9号线速度的不足。

6）浦杭线：浦东站经南桥新城、金山

新城、平湖、海盐，并可延伸至杭州。自龙

阳路枢纽规划浦东站起，沿林海公路或 S3

规划新增快速铁路经南桥新城连接沪乍杭铁

路，形成连接浦东与杭州的杭州湾快速轨道

通道，同时增强南桥新城的城际铁路服务，

弥补南郊地区轨道交通服务的不足。

7）临港线：浦东川沙至南汇新城。利

用规划沪通铁路、两场快速铁路，可形成临

港地区分别至浦东站(龙阳路枢纽)和上海北

站(杨行)的两条运营线路，为上海自贸区服

务。临港线是在上海行政区范围内的区域快

速轨道交通线路。

8）浦崇启线：利用原规划轨道交通19号

线通道，形成连接浦东站(龙阳路枢纽)、崇

明长兴岛、陈家镇至启东的区域快速轨道交

通，进一步加强启东与浦东的联系。

33..22..33 预期效果分析预期效果分析

“一环八射”的上海大都市区域快速轨

道交通线网，扩展了上海市区对周边地区的

轨道交通服务范围，将上海市区对外轨道交

通辐射由原2条通道呈45°拓展为7条通道呈

180°。上海大都市将由原来集中于沪宁、沪

杭轴线，扩展为距离上海市中心 100 km范

围的所有区域，区域面积近1.8万km2。该区

域地级市市区、各县级市(县城或区)与上海

市区将实现快速轨道交通连通，这一范围内

大多数城市将在 1 h 内可达上海市区。由

此，将进一步增强上海市区对长三角其他地

区的辐射与服务。

同时，郊区新城将通过区域快速轨道交

通形成上海大都市、长三角地区的重要节点

城市，进一步增强其对长三角地区，尤其是

上海大都市区域范围内周边城镇的辐射。为

新城与上海市区之间提供了一种新的快速轨

道交通连接，弥补了城市轨道交通速度慢、

出行时耗长、舒适度差等不足，在原规划城

市轨道交通的基础上，郊区新城与上海市区

之间又补充了一种快速、舒适、高品质的客

运服务。

上海大都市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覆盖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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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现状人口超过4 000万人，其中近1 500

万人口为上海市区(中心城及周边城镇化地

区)，近 2 500 万人口分布在大都市内各城

镇。预计未来这一区域人口还将增长至5 000

万人以上(其中上海市域人口将达到3 000万

人左右)，若按照日均客运强度约 5 000 人

次·km- 1 预估，预计远景年这一网络实施

后，其日均客运规模将超过 400万人次，甚

至达到500万人次。

44 结语结语

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是引导和支撑上

海大都市发展的关键。它既不同于国家干线

铁路，也不同于普通城市轨道交通，其主要

功能是为大都市区域范围内各城镇至核心城

市的市区提供快速客运服务，要求具备一定

运送速度和舒适度，主要为商务、会务、旅

游休闲等一日往返出行提供服务，并兼顾部

分通勤出行。根据不同线路沿线的城镇情况、

客流特征，系统可以采用不同的制式、设计

速度、车型和列车编组。同时，将以既有和

规划铁路网、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为基础，对

其进行功能优化或网络补充。未来，区域快

速轨道交通系统将和郊区轨道交通系统共同

构成上海大都市区域轨道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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