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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爆发给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带来巨大挑战。部分城市采取线路停运、进出

站控制、运行图调整等措施应对客流量急剧下降和防疫疏散需求。随着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复工复

产复学带来客流量增长，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面临不断变化的出行需求和长期持续的防疫需求。分析

疫情对上海市轨道交通客流量的影响以及面临的巨大考验。针对不同时期的出行需求，就如何进一

步做好疫情防控提出应对之策：1)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2)强化客流预警和客运组织管理；

3)动态分析、科学配置运力；4)细化车站和车厢内满载率管控。基于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韧性恢复，

有效的疫情防控之策对交通运输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轨道交通；现代化治理；新冠肺炎；超大城市；防疫策略；上海市

Epidemic Prevention Strategy of Shanghai Rail Transit System: Tak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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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poses a great challenge to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

Several cities take measures such as line outage, in and out station control, operation diagram adjustment

to cope with the sharp drop of passenger flow an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evacuation demand. With the

gradual restoration of social order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traffic volume brought by the resumption of work

and school,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 is faced with the changing travel demand and long-term and sustained

epidemic prevention deman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passenger flow of Shang-

hai rail transit and the huge challenge it faces. According to travel demand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paper

provides suggestions o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several aspects: further implementing epidem-

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strengthening passenger flow early warning and passenger manage-

ment, dynamic analysis and scientific allocation of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refining the management and

control of full load rate at stations and carriages. Aiming at recovery of urban rail transit operation resil-

ience, effective measures fo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moderniza-

tion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management capacity of transport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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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轨道交通系统防疫策略研究上海市轨道交通系统防疫策略研究
———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背景—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背景

00 引言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COVID-

19”)与2003年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下简

称“SARS”)极其相似，不同在于COVID-19

影响范围更广、传播速度更快。在极短的时

间内中国客货运量急剧下降：2020 年 1—2

月，共完成货运量 45.1 亿 t，同比下降

19.7%； 36个中心城市公共交通完成客运量

47.6亿人次，同比下降 49.3%，其中，城市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骨干，联系着

城市主要客流集散点，客运量同比下降

46.6%[1]。客货运量同比下降对城市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产生

严重影响。

疫情传播期间，交通行业在运输防疫物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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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输送医护人员、阻断传播渠道等方面起

着关键性作用。如何做好交通运输领域疫情

防控，国内外开展了一些研究。文献[2]针对

疫情蔓延下交通运输行业面临的考验，借鉴

多国交通运输系统韧性理论，提出疫情防控

与客货运输应急保障并举的建议，为建设现

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文献[3]以美国大流行性感冒为例，

分析了美国联邦运输部的防控措施和产生的

积极作用；文献[4]从客货运、港口生产、交

通固定资产投资几方面着重分析了疫情对中

国交通运输行业带来的影响，针对如何加强

疫情防控、降低疫情的影响提出了多方面建

设性建议；文献 [5] 对比分析了 SARS，

COVID-19期间铁路、公路、民航客货运周

转量，并基于两者异同之处提出疫情防控期

间交通运输行业应把控的重点，进一步健全

完善防范机制；文献[6]建立了一种在不同区

域间扩散的流行病传播模型，通过网络拓扑

结构分析验证了传染性疾病对交通运输网络

的影响；文献[7]基于与SARS的比较，从宏

观经济、中观行业、微观、资本市场和国家

治理五个方面分析了COVID-19影响下暴露

的问题，提出长、短期行业改革措施；文献

[8]指出疫情对民航业运营产生巨大影响，国

内重点航段航班执行率不足30%，50多家中

小型机场停航，进而对 2020年度中国民航

市场发展做出预判。

本文以城市轨道交通为研究对象，分析

COVID-19全国蔓延趋势及对上海市轨道交

通客运量的影响，探讨推进交通运输行业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的严峻考验，

并针对轨道交通疫情防控提出相关建议。

11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需求变化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需求变化

全国范围受疫情的波及，企业延期复工

复产，学校延期开学，这导致城市轨道交通

客运量的变化。截至 2020年 4月 6日，北京

市轨道交通所辖 16条运营线路工作日客运

量为 311.9万人次·d-1，约为疫情前的 30%，

周末客运量约为140万人次·d-1；广州市轨道

交通线网总客运量为519.4万人次·d-1，周末

客运量不足 310万人次·d-1，约为疫情前的

50%；南京市轨道交通所辖10条运营线路客

运量为 199.3 万人次·d- 1，周末客运量约为

130万人次·d-1，客流主要集中于 1号线、2

号线和 3号线。与疫情暴发期相比，已开通

城市轨道交通的 41个城市，其轨道交通客

流量均处于陆续回升状态。

正常情况下，上海市轨道交通日间客运

量在工作日为 1 200万人次·d-1，周末为 800

万人次·d-1。而 2020年 2月 1—9日，只有一

天客流超过100万人次。2020年2月10日—

4月3日，各周工作日日均客运量如表1所示。

由图 1可见，2020年 1月上旬之前为疫

情潜伏阶段，客流基本处于稳定状态；1月

中下旬至 2月中下旬为疫情蔓延上升阶段，

客运量从 1 000余万人次·d-1急速下降至 100

万人次·d-1以下，降幅高达90%；3月以来疫

情得以有效控制，客运量逐渐回升，月底日

均客运量恢复到正常时期的 1/2，陆续复

工、复学的同时也给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带来

新的挑战。

2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面临的考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面临的考验

城市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公共交通重要支

柱，应率先在现代化疫情防控上实现突破，

为推进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疫情防控积累经

验。面对复工复产及后续复学带来的客流量

急剧回升，南京、杭州等地轨道交通运营部

门已做出初步调整。上海市作为拥有 2 400

多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的恢复面临更大的压力。

1）防控疫情。

为切实做好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应对

春运返程客流及复工上班客流，所有人员务

必妥善戴好口罩进出各场所。上海市自2020

年 2月 3日率先在 9座轨道交通车站启动乘

客测温进站工作后，从 2 月 8 日起增至 106

表1 上海市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周变化情况

Tab.1 Weekly changes of average daily passenger volume of Shanghai rail transit

日期

2月10—14日

2月17—21日

2月24—28日

3月2—6日

3月9—13日

3月16—20日

3月23—27日

3月30日—4月3日

工作日客运量/
(万人次·d-1)

120.7

166.3

280.4

396.1

478.6

573.5

635.4

692.8

环比上周增加量/
(万人次·d-1)

45.6

114.1

115.7

82.5

94.9

61.9

57.4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申通地铁官方微博数据统计。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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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车站实施乘客测温进站，截至2月11日全

网共计 354座车站实施测温进站。测温面临

的问题主要有：进站口等候人数过多、进站

时间长、测温人员工作负荷大等。

上海市自2月28日起启动轨道交通“乘

客扫码登记”措施，便于有关部门在接到疫

情通报后，及时联系追溯密切接触者。由于

在进站口及地铁内提示不够突出，众多乘客

尚不了解此项措施，未能主动配合。因此，

在加大宣传教育、提升广大市民对新措施的

关注度，以及联合相关部门加强合作与引导

等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

2）复工复产客流回升。

返程复工首日(2月 10日)，轨道交通客

运量为 145.1万人次·d-1，不到常态的 12%。

随着返程人员陆续回沪，返程后第二周轨道

交通日均客运量达280.4万人次·d-1。随着复

工企业的日渐增多，后期出行客流增速加

快，返程后第三周轨道交通日均客运量达到

396.1万人次·d-1，以轨道交通6，8号线为主

的部分线路早高峰列车满载率快速上升，超

过50%。

疫情期间，部分线路列车车厢乘客分布

出现不均衡现象，个别中间车厢区域短时客

流增多，出现拥挤，首尾车厢则相反，乘客

空间分布不均现象较严重。因而，应对未来

客流增长趋势面对的挑战主要有：枢纽车站

运营负荷过大；满载率过高区域需要进行乘

客调控；乘客聚集存在潜在的交叉感染风

险；车站安检人员工作压力大等。

3）复学高峰时段大客流。

目前教育部门还未公布各级大中小学生

准确开学时间。城市轨道交通是家长、学生

出行的主要方式，一旦开学，将对其产生巨

大冲击，早晚高峰尤为严重。

以上海轨道交通 9号线为例，线路途经

松江区、闵行区、徐汇区、黄浦区和浦东新

区，连通以通勤、通学客流为主的松江大学

城、松江新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世纪大

道枢纽等多个重要区域和客流集散点。若确

定高等学校开学时间，松江大学城 7所高校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绝大部分会选择轨道交

通方式出行，高峰时段客流量高达 1.2万人

次·h-1。中、小学上下学时间主要集中在

7:00—9:00 和 16:00—18:00，学校周边大客

流主要集中于泗泾站、九亭站、佘山站等车

站[9]。9号线上行方向运行示意及5个大客流

车站分布如图2所示。

在复工复产之后、复学来临之际，上海

市轨道交通系统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预防客

流滞留产生的突发事件，做好大客流防范，

提前制定相关政策。

4）运营的恢复与调整。

疫情蔓延期，很多城市关闭部分轨道交

通车站、停运部分线路甚至全路网线路。

2020 年 1 月 26 日，上海市暂停轨道交通 11

号线花桥站至安亭站区段运营服务；2月 22

日，轨道交通 2，5，7，8，16 号线全线提

前至 21:00结束运营；3月 13日起，为保证

轨道交通运营结束后有充足的夜间清洁消毒

时间，10 号线延时运营，轨道交通 1，2，

7，8，9，13号线在星期五、星期六取消延

时运营。

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恢复面临的挑战之

处在于：相关线路运行区段、运行时间、行

车间隔等短时调整与恢复；大客流组织分析

评估体系与管控沟通联动机制的完善；疫情

防控和大客流管控中点、线、网客流组织的

综合统筹平衡。

33 乘客回流冲击的应对之策乘客回流冲击的应对之策

确保安全有效地恢复运营，轨道交通企

业应与市属各单位联防联控，在抓复工复产

的同时紧抓疫情防控，努力把疫情过后回流

客流对轨道交通运营的冲击影响降到最低。

1）进一步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依据上海市《关于进一步加强站车环境

卫生保洁消毒相关要求的通知》，加强各车

站管控、加强返岗在岗人员管理、加大对工

地消杀作业等。具体措施包括：延长列车、

车站、隧道、工作场所通风换气时长；增加

列车内部，车站内栏杆、座椅、自主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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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海市轨道交通日客运量变化趋势

Fig.1 Trend of daily passenger volume of Shanghai rail transit

资料来源：根据上海申通地铁官方微博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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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区域定时清洁消毒次数；各车站预先设

置隔离区及时防控疫情；加大疫情防控宣传

力度、增强乘客防控意识。

同时，持续做好车厢二维码扫码登记，

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员工健康防护工作，减少

运营窗口员工不必要的异地流动；司机、调

度员、站务员等重点关键岗位必须实行岗前

体温检测措施，相关一线岗位员工必须佩戴

口罩上岗。

2）强化客流预警和客运组织管理。

复工复产客流陆续返沪，上海市轨道交

通系统网络客流量已回升到疫前五成的水

平。需积极应对未来客流增长的趋势，时刻

关注客流时空分布，加强对大、中、小学附

近车站的引导，进一步完善大客流预警机

制，做好大客流突发事件预防工作。一旦发

现客流增幅超出预测范围、超出车站运营负

荷，立即发布大客流预警，并通过广播等途

径诱导乘客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

此外，每个客运部门自上而下组织展开

客流预警与疫情防控专题学习，做到“人人

尽知、人人尽责”；根据车站、线路自身情

况与特有属性(如换乘站、重要交通枢纽等)

调整闸机、自动扶梯等开放数量，增加走行

时间，避免短时客流聚集，缓解客流压力；

进一步完善客运配套基础设施，缩短检修时

间，提高安全性与舒适性。

3） 动态分析、科学配置运力。

每日运营结束后汇总分析当日客流情

况，根据日总客运量对车站细化分类，强化

现场客流监控、及时掌握乘客舆情，对路网

各车站做到动态管控、精确限流，灵活调整

行车和客运组织，来控制人流密度和满载

率。在行车组织方面，通过调整行车间隔、

调整停站时分、加大车底投放、大小交路调

整等运营措施，动态管控列车车厢客流满载

率，有效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除了按照调整运行图配置运力以外，需

进一步根据区域性的客流增长动态调整运

力。高峰时段根据不同车站客流聚集程度，

采取跳停等方式配置运力，控制好站、线、

网三个层面客运强度。

4）细化车站和车厢内满载率管控。

在落实好交通枢纽车站大客流、高峰通

勤通学保障和防疫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加强

对列车满载率的控制，同时减少滞留乘客因

聚集带来的交叉感染风险。一旦车厢满载率

过高，采取进站动态限流措施，严格控制站

内、车内人流密度。

客流回升造成局部地区出现出行高峰，

存在个别车厢区域短时客流增多、但整列车

未出现客流拥挤的情况。因此，需加强社会

引导力度，建议乘客分散车门乘车，均衡车

厢载客程度，鼓励自我调节保持一定距离。

44 结语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疫情对上海市轨道交通系

统的影响，提出城市轨道交通在现代化治理

进程中面临的挑战。基于此提出疫情消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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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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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站 换乘站 大客流TOP 5车站

图2 上海轨道交通9号线上行方向运行示意及大客流车站分布

Fig.2 Upward operation of Shanghai rail transit Line 9 and distribution of top passenger stations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9]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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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复产复学客流返沪之际，有序恢复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以及防范大客流急剧回升的措

施建议。疫情并没有完全结束，对城市轨道

交通的影响依旧存在，还需继续坚持“降级

响应不松劲、警惕疫情不松懈、防控要求不

降低”的原则，着力构建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的防范机制，为运营管理部门进一步做好

疫情防控和现代化治理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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