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6
N

o.5
Septem

ber2018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八八
年年

第第
十十
六六
卷卷

第第
五五
期期

摘要：市域轨道交通线路具备快速运送市郊居民和兼顾沿线客流两个主要功能。如何使市域线在市

区段既能服务于沿线客流又能保证快速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理论上四线并行模式和双线越站模

式均能满足上述功能。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四线并行模式下市域线市区段的车站设置

方法进行研究，提出车站方案的生成方法和评价方法。构建市域线市区段四线并行模式与双线越站

模式适用性的定量评价模型。最后，以某市市区与西北新城之间规划的轨道交通A线为例进行研

究，最终选择四线并行模式并给出设站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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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etropolitan rail transit has two major functions, transporting suburban residents rapidly and

serving the passengers along the rail lines. An important issue is how to serve the travel demand along the

rail line as well as ensure a high travel speed over the urban section. In theory, both the four-line parallel

mode and the double- line overtaking station mode can fulfill the abovementioned functions. Combining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ethod to locate stations for the urban section

of metropolitan rail transit in the four- line parallel mode, and proposes methods to develop and evaluate

station alternatives. The paper develops a quantitative model to evaluate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two

modes. Finally, the paper applies the model to a case study of a rail transit line between a city center and its

northwest new town, and chooses the four-line parallel mode and provides the stati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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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中国的超大、特大城市往往采用多中

心、组团式的城市空间结构，由此产生了郊

区组团与市区之间大规模、长距离的通勤、

通学出行需求。因此，建设以快速联系市区

和郊区为目的的市域线十分必要。市域轨道

交通线路(以下简称“市域线”)有快速运送

市郊居民和兼顾沿线客流两个主要功能，当

市域线伸入市区后，由于市区段的客流集散

点一般较密，如果仍然按照市区线的特点进

行车站设置，且采用传统的站站停模式，则

必然会导致市域线的旅行速度降低。如何使

市域线在市区段既能服务于沿线客流又能保

证快速直达功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理论

上四线并行模式和双线越站模式均能满足上

述功能。

四线并行模式，即在市区段修建两条线

路，一条市区线和一条市域线，市区线按小

站间距进行车站设置，可照顾到沿线所有客

流集散点，市域线按照大站间距进行车站设

置，可保证较高的旅行速度[1-2]。双线越站模

式，即在市区段只修建一条线路，在该段线

路上采用快慢车运营的模式，快车只停大

站，可保证市域线的旅行速度；慢车为站站

停，可充分照顾到沿线客流。如何对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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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进行选择，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

法。在四线并行模式下，如何设置市域线在

市区段的车站对于实现市域线和市区线的整

体最优十分重要，但也少有学者对这个方面

进行研究和探讨。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市域

轨道交通市区段的线路和车站规划方法十分

必要。本文将对四线并行模式下市域线市区

段的车站设置方法进行详细研究，并建立双

线越站模式和四线并行模式适用性的定量评

价方法。

11 四线并行模式下市域线市区段的车四线并行模式下市域线市区段的车

站设置方法站设置方法

四线并行模式包括两种情况：1)通道内

市区线已建且运能饱和的条件下，需要再修

建一条市域线与之并行，以满足通道内的客

流需求；2)通道内尚未修建任何轨道交通线

路，但由于交通需求量很大，因此在规划阶

段即选择四线并行模式，其中一条为市域线。

第一种情况下市区线的车站设置方案已

知，假设第二种情况下市区线的车站设置方

案也已确定，则市域线市区段的车站应结合

已知的市区线车站分布情况进行设置。由于

市区线在进行车站设置时已经照顾到沿线所

有客流集散点，并且考虑到市域线与市区线

的衔接，因此市域线市区段的车站位置应从

并行段市区线的车站集合中进行选取。

市域线主要有以下两个功能：1)服务于

郊区客流，使郊区客流能够快速直达市区，

因此市域线市区段的车站应为郊区客流在市

区的主要乘降站；2)市域线市区段承担快线

功能，与市区线共同服务于市区段的客流，

缓解市区线的客流压力[3]，因此市域线市区

段的车站设置应能降低市区线高峰小时单向

最大断面的客流值，缓解高断面的拥挤程

度。基于以上分析，四线并行模式下市域线

市区段的车站设置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进行。

11..11 车站方案生成车站方案生成

11..11..11 考虑郊区客流直达市区考虑郊区客流直达市区

市域线的功能之一是使郊区客流可以快

速直达市区，因此市域线市区段的车站应为

郊区客流在市区乘降量较大的车站。市域线

在市区段设站与否会对郊区车站到该站客流

的出行时间带来影响。以图1为例，M为市

区线车站，RJ为市域线郊区段车站，RS为

市域线市区段车站。若在 Mi 站处设 RS j

站，则郊区客流可乘市域线直达 RS j 站；若

在Mi 站处不设市域线车站，则从郊区去往

Mi 站的客流需先乘市域线至 RS j- 1 站，在该

站换乘市区线至Mi 站。两种情况相比，设

RS j 站可节省该部分客流在 RS j- 1 站的换乘

时间，以及乘坐市域线 RS j- 1 站— RS j 站区

段相对于乘坐市区线 Mk 站—Mi 站区段节

约的在车时间。为了节约更多的出行时间，

应优先选择郊区至市区全日客流量大的市区

线车站设市域站，从而尽可能多地节省郊区

至市区客流的总换乘时间。

图 1中断面①的客流即为郊区段至市区

段的客流，这部分客流去往市区线的各个车

站。对郊区段至市区线各个车站的全日客流

进行排序(并行段的起点 RS1 除外)，按照全

日客流量的大小对市区线车站编号为

RS(1) ， RS(2) ，…， RS(n- 1) 。从郊区客流直

达市区的角度可生成市域线市区段的( n- 1 )

个车站初步方案：

( )RS1, RS(1)

( )RS1, RS(1), RS(2)

⋯⋯
( )RS1, RS(1), RS(2), ⋯, RS(n- 1) .

11..11..22 考虑市域线分担市区线客流压力考虑市域线分担市区线客流压力

市域线的市区段承担快线功能，与市区

线共同服务市区段的客流，缓解市区线客流

压力，因此市域线市区段的车站设置应能降

低市区线高断面的客流量，缓解高断面的拥

挤程度。以图 2为例，断面图为市区线高峰

时段断面客流情况，A站—B站区段的运量

大于运能(即拥挤度>100%)，市域线市区段

的车站设置应能分担这部分客流，缓解这个

区段的拥挤程度。

对上一节中得到的 ( )n- 1 个市域线市区

段车站初步方案进行客流预测，在某些车站

分布方案下，市区线的高峰时段最大断面客

流量仍然大于运能，说明该车站分布方案不

能有效地分担市区线的客流压力，故剔除该

类方案；在某些车站分布方案下，市区线高

37图1 郊区至市区客流示意

Fig.1 Passenger flow from suburban to urban area

M1 M2 MnMk M i

RJ1

郊区段 市区段

RJl RS1 RS j- l RS j R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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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市域线分担市区线客流压力

Fig.2 The metropolitan rail transit line shares the

passenger pressure of the urban rail transit line

M1 Mk M i

运量

运能

断面

MnA B

S IO S ID

郊区段 市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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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时段最大断面客流量小于运能，则对该类

方案予以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第二种情况下，

会根据线路的运量来确定相应的列车车型及

编组，确保线路运能大于运量，不会出现运

能小于运量的情况。故在第二种情况下只需

考虑郊区客流直达市区这个因素，生成市域

线市区段的车站方案。

11..22 基于社会总成本最小的车站方案评基于社会总成本最小的车站方案评

价方法价方法

本文选取建设成本、运营成本、车辆购

置成本、乘客时间成本为指标[4-5]，提出基于

社会总成本最小的车站方案评价方法，成本指

标体系见图3。

社会总成本是按社会折现率将计算期内各

年的成本折现到运营期初年的现值之和，即

TC=∑
t= 1

a+ b

Ct(1+ p)-(t- a) ， (1)

式中： TC 为社会总成本/万元； Ct 为第 t

年总成本/万元； p 为社会折现率，取 8%；

a 为建设期； b 为运营期。

22 双线越站模式与四线并行模式的评双线越站模式与四线并行模式的评

价方法价方法

22..11 适用性分析适用性分析

22..11..11 工程条件工程条件

大城市的市区往往已经开发得比较成

熟，街道纵横交错，道路下方管线复杂，建

筑物桩基密布，土地资源十分有限。市域线

在市区段采用哪种设计模式还需要根据具体

的工程条件来判断。

若市域线采用双线越站模式，则在市区

段只需修建一条线路，对道路红线宽度的要

求较低。若市域线采用四线并行模式，则在

市区段需修建两条线路。若两条线路为横向

并行(同一水平面)，则对道路红线宽度的要

求很高。若两条线路为竖向并行(叠式)，则

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两条线路位于地下但

不同标高，这种情况对地质条件的要求较

高；一种是一条线路地下敷设，而另一条线

路高架敷设，这种情况需要在市区段通道内

具备高架敷设的工程条件，例如道路具有较

宽的中央绿化带或道路一侧具备用地条件。

22..11..22 客流条件客流条件

当市域线市区段的客流量特别大，一条

线路的运能无法满足客流需求时，应采用四

线并行模式。当市域线市区段的客流量较

大，两种模式都能满足其客流需求时，此时

应采用合理的评价方法来判断应该选择何种

设计模式。

22..22 模式选择关键因素的影响分析模式选择关键因素的影响分析

22..22..11 运输能力运输能力

轨道交通线路的运输能力与线路通过能

力、车辆定员及列车编组数有关。在四线并

行模式中，市区段的两条线路相互独立，互

不干扰，一般情况下线路的通过能力可达30

对·h-1。在双线越站模式下，线路最大通过

能力主要由列车最小追踪间隔时间和最大停

站时间决定，此外还受越行线设置、快慢车

开行比例、区间运行时间的影响，通过能力

相应降低。

22..22..22 线路长度线路长度

四线并行模式下的线路长度等于市区线

和市域线两条线路的长度之和。在双线越站

模式下，线路长度除了包含正线的线路长度

外，还包括在越行站处设置越行线的线路长

图3 成本指标体系

Fig.3 Cost index system

走行动力能耗成本
运营成本

社会总
成本

线路土建成本

车站土建成本

车站设备成本

员工工资成本

车站能耗成本

维修成本

候车时间成本

在车时间成本

换乘时间成本

征地拆迁成本

建设成本

车辆购置成本

乘客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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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三线越行站越行线布置形式

Fig.4 Layout of three-line overtaking station mode

a 单侧式 b 一岛一侧式 c 双岛式 d 双侧式

图5 四线越行站越行线布置形式

Fig.5 Layout of four-line overtaking station mode

a 单岛式 b 双侧式 c 内侧双岛式 d 外侧双岛式

度。越行站越行线的长度与设置方案有关，

按越行线路数可将越行站分为三线越行站和

四线越行站。三线越行站又分为单侧式、一

岛一侧式、双岛式和双侧式4种(见图4)；四

线越行站又分为单岛式、双侧式、内侧双岛

式和外侧双岛式 4 种(见图 5)。在实际工程

中，应根据具体的客流条件和工程条件选取

越行线的布置形式。

22..22..33 车辆选型及编组车辆选型及编组

车辆选型及编组主要由高峰小时单向最

大断面客流量 Q 决定。在 Q 给定的条件

下，若选用双线越站模式，假设快车的编组

为 mkc ，一节车厢的定员为 Ckc ，一小时通

过能力为 Nkc ；慢车的编组为 mmc ，一节车

厢的定员为 Cmc ，一小时通过能力为 Nmc ，

则需

mkcCkc Nkc +mmcCmc Nmc≥Q . (2)

由于快慢车在大站共用站台，为了不造

成运能浪费，快车和慢车采用相同的车型和

编组，即 mkc =mmc ， Ckc =Cmc 。假设快慢车

比例为 1:1，采用小站越行模式，追踪间隔

时间取 90 s，列车停站时间取 30 s，则快车

和慢车的通过能力均为 13对·h-1。假设高峰

小时单向最大断面客流量 Q 为6万人次·h-1，

则在双线越站模式下采用 8A的车型及编组

可满足客流需求。

若选用四线并行模式，假设市区线列车

的编组数为 msqx ，一节车厢的定员为 Csqx ，

通过能力为 Nsqx ；市域线列车的编组数为

msys ，一节车厢的定员为 Csyx ，通过能力为

Nsyx 。由于两条线路互不干扰，因此通过能

力均可达到30对·h-1。则需满足条件

msqxCsqx≥Qsqx/30 ， (3)

msyxCsyx≥Qsyx/30 . (4)

假设市区线高峰小时单向最大断面客流

量为4万人次·h-1，市域线高峰小时单向最大

断面客流量为 2万人次·h-1，则市区线采用

5A、市域线采用 3A的车型及编组即可满足

客流需求。

22..22..44 车站规模车站规模

车站规模由车站长度和车站宽度构成。

车站长度与有效站台长度、设备用房长度以

及车站配线情况有关。列车的编组越长，有

效站台长度和车站长度就越大。对于地下站

来说，设配线的车站比不设配线的车站长度

更大；对于地面站和高架站来说，由于车站

的建筑顶棚仅覆盖有效站台范围，因此车站

长度与是否设配线无关。车站宽度与站台宽

度以及越行线的布置形式有关。站台宽度与

远期列车高峰小时单侧的上下车客流量有

关，单侧上下车客流量越大，站台宽度就越

大。对于越行站来说，采用不同的越行线布

置形式，对应的车站宽度也有很大区别。

双线越站模式在大站的上下车客流量较

多，因此车站规模较大；越行站由于越行线

的设置也会使得车站规模变大；其余车站的

规模相对较小。四线并行模式由于有市区线

和市域线两条线路分担客流，其市区线和市

域线的列车编组比双线越站模式的列车编组

小，有效站台长度较短，因此单个车站的规

模比双线越站模式小。

22..22..55 配属车辆数配属车辆数

轨道交通配属车辆数由运用车辆数、备

用车辆数和检修车辆数组成，运用车辆数与

高峰小时开行列车对数、列车周转时间及列

车编组数有关。具体的计算方法为

Ny =
æ

è
ç

ö

ø
÷

ngf θlie

3 600
m ， (5)

式中： Ny 为运用车辆数/辆； ngf 为高峰小

时开行列车对数/对； θlie 为列车周转时间/s，

等于区间运行时间、停站时间与两端折返时

间之和； m 为列车编组辆数/辆。

对四线并行模式和双线越站模式下的配

属车辆数进行定性分析(见表 1)。从编组来

看，四线并行模式下列车的编组数小，双线

越站模式下列车编组数大。从高峰小时发车

对数来看，四线并行模式下两条线路互不干

扰，通过能力大，发车对数多，双线越站模

式下线路的通过能力降低，发车对数较少。

从周转时间来看，四线并行模式下的市域线

列车与双线越站模式下的快车停站方式相

同，周转时间几乎相等；四线并行模式下的

市区线列车只在市区段站站停，双线越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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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的慢车在整条线上站站停，且在越行站

还需要避让快车，因此周转时间比四线并行

模式下市区线列车的周转时间更长。两种模

式下具体的配属车辆数应结合各自的编组

数、高峰小时发车对数、周转时间进行计算。

22..22..66 乘客出行时间乘客出行时间

轨道交通的乘客出行时间由接驳时间、

候车时间、在车时间和换乘时间 4个部分构

成。假设两种模式下采用轨道交通出行的总

客流量不变，则两种模式下的总接驳时间相

同。乘客出行时间中主要随模式变化的是候

车时间、在车时间和换乘时间。

1）候车时间。

对于四线并行模式来说，市区站进站客

流的平均候车时间为市区线发车间隔的一

半，市域站进站客流的平均候车时间为市域

线发车间隔的一半。对于双线越站模式来

说，乘坐快车的客流的平均候车时间为快车

发车间隔的一半，乘坐慢车的客流的平均候

车时间为慢车发车间隔的一半。由于四线并

行模式下市区线和市域线独立运行、互不干

扰，因此两条线路的通过能力均能达到 30

对·h-1，发车间隔短，市区线乘客和市域线

乘客的总候车时间较短。而在双线越站模式

下，线路的通过能力降低，在快慢车开行比

例为 1:1的条件下，快车和慢车的发车对数

均只能达到 13对·h-1，发车间隔长，乘客的

总候车时间较长。

2）在车时间。

轨道交通乘客的在车时间包括列车在区

间的走行时间和在车站的停站时间两个部

分。双线越站模式下的快车与四线并行模式

下的市域线列车在两个大站之间的区间走行

时间几乎相等，双线越站模式下的慢车与四

线并行模式下市区线列车在两个小站之间的

区间走行时间几乎相等。对于列车在车站的

停站时间来说，双线越站模式下的快车和四

线并行模式下的市域线列车在大站的停站时

间相等，双线越站模式下的慢车和四线并行

模式下的市区线列车在非越行小站的停站时

间相等，在越行小站由于慢车要避让快车，

因此其停站时间要比并行模式下市区线列车

的停站时间更长。总的乘客在车时间应结合

两种模式下的客流情况进行计算。

3）换乘时间。

四线并行模式下的换乘可分为两类：郊

区至市区的换乘，市区至市区的换乘。郊区

至市区的换乘即乘客的出行起点位于郊区，

出行终点位于市区段的市区站(非市域站)，

即图 6中断面 1至B站这种类型的客流，乘

客必须在B站前一个市域站换乘市区线才能

到达目的地。这类换乘为必要性换乘，即必

须通过一次换乘才能到达目的地。市区至市

区的换乘即乘客的出行起点和终点均为市

区，且起点和终点之间至少间隔两个市域

站，例如图 6中C站至E站的客流，这部分

乘客既可以选择市区线直达目的地，也可以

选择在CD段乘坐市域线然后在D站换乘市

区线至 E 站的方式。这类换乘为选择性换

乘，即乘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实际情况

选择是否换乘。

双线越站模式下的换乘均为选择性换

乘，如图 7所示。郊区至市区小站的乘客可

以乘坐慢车直达目的地，也可以乘坐快车至

目的地前一个大站下车，然后换乘慢车至目

的地。市区至市区的客流，若其起终点之间

至少间隔两个大站，例如图中C站至E站的

客流，乘客可以选择慢车直达目的地，或者

先乘坐快车至 D 站，然后在 D 站换慢车至

E站。

双线越站模式下的换乘均为同站台换

乘，乘客只需在站台等候所要换乘的列车，

因此换乘时间为乘客在站台的等候时间，该

时间与所等列车的发车间隔有关；四线并行

表1 两种模式比较

Tab.1 Comparison of two modes

比较项目

编组

高峰小时发车对数

周转时间
市域线列车(快车)

市区线列车(慢车)

四线并行模式

小

多

相等

短

双线越站模式

大

少

相等

长

图6 四线并行模式的换乘时间

Fig.6 Transfer time of the four-line parallel station mode

郊区段

市域线

市区段

B C D E 市区线

①

图7 双线越站模式的换乘时间

Fig.7 Transfer time of the double-line overtaking station mode

郊区段 市区段

B C D E

①



向向
蕾蕾

叶叶
霞霞
飞飞

市市
域域
轨轨
道道
交交
通通
市市
区区
段段
线线
路路
及及
车车
站站
规规
划划
方方
法法

41

模式下的换乘时间除了换乘等候时间外，还

包括从市域站(或市区站)至市区站(或市域

站)的换乘走行时间。双线越站模式下的换

乘均为选择性换乘，换乘客流量较小；四线

并行模式下郊区至市区的换乘为必要性换

乘，换乘客流量较大。两种模式下总的换乘

时间需结合各自的换乘客流量以及换乘时间

进行计算得到。

22..22..77 运营可靠性运营可靠性

双线越站模式是在一条线路上开行快慢

车，因此任何一列快车或慢车出现了延误或

者事故，都将对整条线路的运营带来影响；

而四线并行模式是两条线路(市区线和市域

线)独立运营，互不干扰，如果一条线路出

现了延误或者事故，另一条线路仍然可以正

常运营，继续为沿线客流服务。相比之下，

四线并行模式的运营可靠性更优。

22..33 两种模式的适用性评价方法两种模式的适用性评价方法

当市域线市区段的客流量较大，四线并

行模式和双线越站模式都能满足其客流需求

时，可对两种设计模式的社会总成本进行比

较，从而得到在一定客流条件下市域线市区

段的最优设计模式。具体的成本评价指标体

系和计算方法参见1.2节。

33 案例研究案例研究

某市计划在市区的西北方向建立一个新

城，并规划一条市域轨道交通A线连接西北

新城和市区，以解决市区与西北新城之间大

规模、长距离的通勤、通学需求。A线市区

通道内的预测需求较大，远期高峰小时单向

最大断面客流量为 53 479人次·h-1，四线并

行模式和双线越站模式均能满足A线的客流

需求，同时兼顾服务沿线客流和保持较高旅

行速度的特点。因此，A线选择四线并行模

式和双线越站模式作为其备选设计模式。

33..11 四线并行模式下车站方案与社会总四线并行模式下车站方案与社会总

成本计算成本计算

A线郊区段至市区车站的全日客流量如

表 2所示。优先选择郊区至市区全日客流量

大的市区线车站设市域站，生成市域线市区

段的车站备选方案(见表 3)，从而尽可能多

地节省郊区至市区客流的换乘时间。

13个备选方案的社会总成本现值如表 4

所示。计算结果显示，方案 4为社会总成本

最小的方案，即在 M1，M8，M10，M11，

M12处设市域线车站时最优(见图8)。

33..22 双线越站模式下车站方案与社会总双线越站模式下车站方案与社会总

成本计算成本计算

参考上文比选结果，双线越站模式下快

车在市区段的停站也定为 M1，M8，M10，

M11，M12(见图9)。取快慢车的开行比例为

表2 A线郊区段至市区车站的全日客流量

Tab.2 Daily passenger volume from the suburban section to urban stations on line A

市区车站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M11

M12

M13

M14

郊区至市区车站客流量/(人次·h-1)

1 085

525

5 200

2 880

1 765

1 315

2 175

47 610

16 105

31 620

19 455

27 630

1 470

4 935

排序

13

6

8

10

12

9

1

5

2

4

3

11

7

表3 备选方案

Tab.3 Alternative plans

方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市域站

M1, M8

M1, M8, M10

M1, M8, M10, M12

M1, M8, M10, M12, M11

M1, M8, M10, M12, M11, M9

M1, M8, M10, M12, M11, M9, M3

M1, M8, M10, M12, M11, M9, M3, M14

M1, M8, M10, M12, M11, M9, M3, M14, M4

M1, M8, M10, M12, M11, M9, M3, M14, M4, M7

M1, M8, M10, M12, M11, M9, M3, M14, M4, M7, M5

M1, M8, M10, M12, M11, M9, M3, M14, M4, M7, M5, M13

M1, M8, M10, M12, M11, M9, M3, M14, M4, M7, M5, M13, M6

M1, M8, M10, M12, M11, M9, M3, M14, M4, M7, M5, M13, M6,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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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快慢车进行运行图铺画，相邻两趟

列车的发车间隔为 3 min，快车发车间隔为

9 min，慢车发车间隔为 3 min 或 6 min。通

过计算得到双线越站模式下的社会总成本现

值为336亿元。

33..33 两种模式评价两种模式评价

四线并行模式下的社会总成本为 248亿

元，双线越站模式下的社会总成本为 336亿

元。因此，本案例选择四线并行模式作为A

线的设计模式，并行区段的车站为 M1，

M8，M10，M11，M12。

44 结语结语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四

线并行模式和双线越站模式进行研究。首

先，研究了四线并行模式下市域线市区段的

车站设置方法。从市域线的主要功能出发，

考虑郊区客流直达市区和市域线分担市区线

客流压力两个因素对市域线市区段的车站进

行选取，并进一步生成车站方案；选取建设

成本、运营成本、车辆购置成本、乘客时间

成本为指标，提出基于社会总成本最小的车

站方案评价方法。其次，研究了四线并行模

式与双线越站模式的适用性评价方法。从工

程条件和客流条件对两种设计模式的适用性

进行说明，并详细分析不同模式对运输能

力、线路长度、车辆选型及编组、车站规

模、配属车辆数、乘客出行时间、运营可靠

性等关键因素的影响情况。在此基础上，以

成本效益分析法为基础构建市域线市区段设

计模式的评价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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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A线布局及方案4设站情况

Fig.8 Layout of line A and station setting scheme of pl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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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
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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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双线越站模式下快车、慢车停站示意

Fig.9 Stop schedule plan of express and local trains in the double-line overtaking station mode

R1 M1R2 R3 R4 R5 R6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M11 M12 M13 M14

快车

慢车

表4 四线并行模式下不同车站方案的社会总成本

Tab.4 Total social cost of different station schemes

with the four-line parallel station mode

方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社会总成本/亿元

271

251

250

248

255

261

265

267

274

282

284

291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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