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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轨道交通换乘站有别于普通车站，其影响因素众多，应重点考虑换乘客流对车站设计方

案的影响。在运能不匹配的情况下，对同台换乘、节点换乘、通道换乘等多种换乘方式的客流承载

力进行验算，得到不同换乘方式承担大换乘客流的风险能力。当运能不匹配的轨道交通线路间换乘

时，首先应选择合理的换乘节点，尽量采用多点换乘，避免大换乘客流集中产生风险，其次应适当

增加换乘车站规模。当换乘站位于大断面区段存在较大客流风险时，应慎重选择同台换乘方式，可

考虑通道换乘；当换乘站位于客流小断面区段存在较小的客流风险时，可优先选择换乘便捷的同台

换乘或者节点换乘。总之，运能不匹配的换乘站应依据不同的客流特征选择合理的换乘方式，在满

足换乘能力的前提下，优先选择换乘便捷、服务水平高的换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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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rail transfer sta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other types of stations as it is influenced by a vari-

ety of factors, especially transfer passengers. Aiming at mismatching capac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isk

factors when encountering with the maximum transfer flow at three types of transfer stations, namely, plat-

form transfer, node transfer, and channel transfer. The results show that a multi-point transfer method and

increase of station transfer capacity are two general strategies to contend with capacity mismatch problem

which is able to reduce the risks caused by huge volume of transfer flows in a short run. Furthermore, the

paper also proposes some detailed schemes, as follows: channel transfer is preferred in case that the trans-

fer station is located in a high passenger flow risk; platform transfer and node transfer are recommended

when the transfer station is located in a small flow section with low passenger flow risk. Generally, the

choice of transfer st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ssenger flow and a convenient transfer

mode with high level of service is always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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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依托城市轨道

交通对内对外的衔接作用，发展多种交通方

式相互融合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是解决大

城市交通问题的必然手段。多种城市交通方

式间的衔接存在运营管理不协调、运能不匹

配、换乘便捷性差等问题。随着城市规模、

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轨道交通新线建设

的标准不断提高。如《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

建设规划(2014—2020)》中新建的地铁 3 号

线、17 号线、19 号线均采用 8 辆 A 型车标

准，其系统设计运能达到约6.41万人次·h-1，

与传统的 6辆B型车系统设计运能 4.82万人

次·h-1相差较大。对于新线(8A)与既有线(6B)

的换乘，由于既有线运能较低、车站建设标

准较低，新线换乘客流的引入对既有线的冲

击一般较大，易造成换乘站严重拥堵，甚至

发生事故。本文重点对运能不匹配的城市轨

道交通线路间的换乘方案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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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运能不匹配线路间换乘方案的影响运能不匹配线路间换乘方案的影响

因素因素

1）客流特征及人流组织。

换乘站具有较大客流，除了进出站客

流，还包含各相交线路间的交换客流[1]。在

换乘站的客流构成中，换乘客流一般占主导

作用，且由于通勤交通量大造成换乘客流潮

汐特征明显。在换乘站的人流组织中，由于

进出站客流、换乘客流存在不同的出行目的

和方向，必然存在多股流向，容易形成多个

冲突点[2]。换乘客流的高集中、大冲击、不

均衡、人流组织复杂等特点，对换乘方案选

择有重要影响。

2）换乘线路的建设时序。

若相交线路是同期建设，可以考虑节点

换乘、同台换乘等便于换乘的方式。相反，

若相交线路建设时序相差较大，一般考虑预

留工程小的通道换乘，避免对后续建设线路

造成较大制约，减小规划风险。

3）换乘线路的空间关系。

相交线路的竖向高差、平面夹角以及车

站位置均会影响换乘方式选择[3]。例如，同

台换乘的两条线路平面位置应该相互平行或

者重叠；节点换乘，一般要求两线呈正交关

系；通道换乘对于两线的空间要求较低。

4）换乘站周边的工程条件。

换乘站周边环境、地质地形条件等因素

也会对换乘方式产生影响。例如，采用通道

换乘的两座车站，仅仅需要通道将两座车站

相连，两座车站相对独立，对于工程条件的

要求较低，而采用节点换乘或者同台换乘

时，换乘站的设计规模相对较大，对工程条

件的要求相对较高。

22 换乘站设计重点换乘站设计重点

在换乘节点进行同台、通道、站厅等换

乘方式比选时，较多关注换乘便捷性、工程

经济性，而少有关注换乘客流的冲击以及客

流风险等[4]。不同运能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换乘方案研究，应更多关注换乘客流的冲击

与换乘便捷性间的平衡。

1）站台宽度需要考虑乘客滞留。

当换乘线路运能不匹配，且换乘客流较

大时，一般容易发生站台乘客滞留的现象。

这主要与换乘线路的运能、列车开行方案有

关，其中换乘客流对车站运输能力的冲击呈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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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上下叠落

b 双岛四线

图1 同台换乘车站断面示意

Fig.1 Cross section of platform transfer station

单位：mm

a 站厅层

b 站台层

图2 平行双岛式换乘车站示意

Fig.2 Paralleled twi-island transf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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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脉冲状，若不能及时输送站台上的乘客，

滞留乘客将会逐渐积压，对站台的容纳能力

提出更高要求。在现行的地铁设计规范中，

车站站台宽度主要是按照高峰小时最大上、

下客量来计算，并未考虑乘客滞留和积压现

象。对于运能不匹配的换乘站，应考虑高峰

时段的乘客滞留情况，适当加大站台宽度。

2）优化换乘线路行车方案。

对于运能不匹配的换乘线路，一方面应

错开一定时间到达，充分考虑换乘时间，使

得换乘客流到达站台后能快速上车，避免因

抢上现象造成人为拥堵；另一方面当换乘客

流大时，可以增加开行对数，或者调整交路

以减小换乘站的客流冲击。

3）优化换乘站内人流组织。

换乘站内，容易出现不同方向换乘客流

之间的交叉、甚至严重干扰，造成服务水平

降低，甚至出现严重拥堵。对于运能不匹配

的换乘站，这种情况尤为突出。两线间的换

乘客流宜采用双通道进行区分，并根据换乘

客流的特征，确定换乘通道的形式和能力。

换乘客流与出站客流应通过合理的交通导向

进行区分，尽量避免交叉干扰。

4）优化楼(扶)梯等换乘设施布局。

换乘楼(扶)梯的位置，不宜设置在站台

端部，避免换乘客流集中在站台一端。在换

乘楼(扶)梯前方，应考虑一定的乘客等候

区，减缓换乘客流与其他流线的干扰和对

冲。对于换乘量大的楼(扶)梯，应加大楼梯

宽度，不宜采用折叠回头的形式，避免降低

人流速度，增加拥堵。同时优化自动售检票

系统(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system, AFC)

的布局，使客流尽量慢进快出，减小站内大

客流的运营组织难度。

33 不同换乘方式的适应性分析不同换乘方式的适应性分析

33..11 同台换乘同台换乘

两条线路平行设置且采用岛式站台的车

站形式[2]。乘客换乘时，由岛式站台的一侧

下车，横过站台到另一侧上车，实现换乘。

同台换乘一般采用双岛型式，换乘线路可以

在同一平面，也可以上下叠落布置(见图1)。

该换乘方式可实现 2个方向的同台换乘，换

乘便捷性最好，但是当换乘客流量与换乘站

本身的进出站客流量均较大时，容易出现车

站能力不足的缺点。

例如图 2 中的平行双岛式车站，实现

a，b两条地铁线的单方向同台换乘，站台宽

度为12 m，侧站台宽度2.85 m。站台上设置

4个 2.4 m宽上下行楼梯及 4部 1 m宽上行扶

梯与站厅层相连。其中 b换 a为主客流实现

同台换乘，a换 b为次客流需通过站厅进行

转换。依据《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

2013)以及表1客流数据对该站正常运营下的

侧站台宽度、楼(扶)梯能力及紧急疏散能力

进行检算，结论是：1)主客流方向侧站台宽

度(人流密度)不满足国标要求；2)站台至站

厅楼(扶)梯能力不足；3)紧急疏散能力满足

要求。

可以看出，当两条运能不匹配的线路采

用同台换乘方式时，若换乘客流量大，容易

在站台层及站台层通往站厅的楼(扶)梯造成

拥堵，且由于同台换乘方式缺乏换乘通道进

行缓冲，客流风险大，存在严重拥堵甚至踩

踏等安全隐患。因此对于运能不匹配的两线

换乘，尤其是单点换乘时，应尽量避免采用

同台换乘。

表1 远期早高峰三类地铁站换乘客流

Tab.1 Future transfer passenger flows of three types of stations during

morning peak hours

车站
类型

平行双岛式

T型节点式

双通道换乘式

a换b
客流量/

(人次·h-1)

6 423

9 200

13 270

b换a
客流量/

(人次·h-1)

16 133

9 056

7 614

换乘客流
量合计/

(人次·h-1)

22 556

18 256

20 884

车站总客
流量/(人
次·h-1)

28 338

28 841

24 911

换乘客流
占客流总
量比例/%

80

63

84

a 站厅层

b 纵剖面

图3 T型节点换乘车站示意

Fig.3 T-shape node transfer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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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节点换乘节点换乘

在两条线路交叉处，将两线车站重叠部

分的结构做成整体的结点，并采用楼梯将两

座车站站台连通，乘客通过该楼梯进行换

乘 [5]。根据两条线路交叉位置的不同，分为

十字型、T型、L型三种布置形式[6]。节点换

乘虽然换乘便捷，但是容易造成换乘客流集

中，且需重点处理好换乘客流与进出站客流

的组织。

例如图3中的T型节点换乘车站。a线为

6A编组，a线车站为地下三层岛式站，站台

宽14 m，侧站台宽2.8 m，站台至站厅设有3

组楼(扶)梯；b线为 6B编组，b线车站为地

下二层岛式站，站台宽14 m；两线之间设置

两组换乘楼(扶)梯。依据《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2013)以及表 1客流数据对该站

正常运营下的侧站台宽度、楼(扶)梯能力及

紧急疏散能力进行检算，结论是：1)两线侧

站台宽度满足国标要求；2)换乘楼(扶)梯能

力不足；3)紧急疏散能力满足要求。

可以看出，当两条运能不匹配的线路采

用节点换乘方式，换乘客流量大时，需加大

站台宽度以提升站台的上下车能力。但是由

于节点换乘集中且人流冲突点较多，换乘楼

(扶)梯处容易造成拥堵，并需加大付费区面

积，优化交通组织以缓解客流拥堵。该方案

的客流风险较同台换乘小，其适应性较同台

换乘强。若换乘客流量较大，建议增加通

道，实现双通道换乘，减少人流冲突点，并

起到一定缓冲作用。

33..33 通道换乘通道换乘

两条相交线路的车站结构完全分开，用

通道和楼梯将两座车站的付费区相连，实现

乘客换乘[2-4]。通道换乘，可实现台台换乘、

台厅换乘和厅厅换乘，其适应性强，布置灵

活，预留工程少，对于分期建设的两条线

路较为有利，但该换乘方式较其他换乘形式

便捷性差。通道宽度按换乘客流量的需要

设置。

例如图 4中的双通道换乘车站。a线为

8A编组，a线车站为地下三层明挖岛式站，

站台宽14 m；b线为6B编组，b线车站为地

下二层明挖岛式站。依据《地铁设计规范》

(GB 50157—2013)以及表 1客流数据对该站

正常运营下的侧站台宽度、楼(扶)梯能力及

紧急疏散能力进行检算，结论是：1)两线侧

站台宽度满足要求；2)换乘通道满足能力需

求；3)紧急疏散能力满足要求。

可以看出，当两条运能不匹配的线路采

用通道换乘方式时，换乘客流量大时，可利

用通道分散客流缓解大换乘量的瞬时冲击，

并优化交通导向，甚至在站内采用限流措

施，以减小大运量线路对小运量线路的客流

冲击。相对而言，采用通道换乘方式，对于

缓解客流冲击最为有利，但是通道换乘距离

较长，便捷性较差。

44 结语结语

对于大运能新线与既有小运能线路的换

乘衔接，应从规划层面避免两线单点换乘，

并结合出行OD选择合理的换乘节点，大运

能线路可通过与线网中多条线路多点换乘，

图4 双通道换乘车站示意

Fig.4 Twi-channel transfer station

c b线换乘a线流线

b a线换乘b线流线

a 总平面

4号安全出口

换乘客流

出站客流

进站客流 付费区

非付费区

设备用房区

换乘客流

出站客流

进站客流 付费区

非付费区

设备用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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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客流分散，避免出现换乘客流高度集

中。其次，当由于历史原因出现大运能新线

与既有小运能线路单点换乘，且换乘客流量

大时，应结合客流特征，加大站台宽度、优

化楼(扶)梯设置、优化行车组织和内部流线

组织，加强导向指引，减少不同流线间的交

叉干扰，尽量减缓大换乘客流量对换乘站的

冲击。当客流风险大时，一般宜采用节点换

乘、通道换乘或两者组合的形式；若采用同

台换乘，则宜连续两站换乘，并加大站台宽

度，优化楼(扶)梯设置，以缓解对小运能线

路的客流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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