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客流预测结果是轨道交通发展建设的重要依据。首

先分析了深圳市近期轨道交通发展的特点，并总结其对轨道

交通客流成长和预测方面的启示。针对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普

遍存在的技术问题，提出利用“客流预测规划审核”和“预测结

果综合决策”的办法改进客流预测。前者探讨了重要基础数

据的核实、轨道交通出行特征分析、敏感性分析等内容。后者

包括确定系统规模的综合决策以及确定车站设计规模和运营

组织方案的综合决策。最后提出客流预测发展机制的一些建议。

Abstract： Passenger forecast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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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analyzes characteristics of short-term development of rail

transit in Shenzhen, and further summarizes their implications to

future development and volumes forecasting for rail transit proj-

ects. While addressing technical issues generally seen in passen-

ger volumes forecasting, the paper presents two approaches to

improving rail transit passenger forecasting, i.e., passenger fore-

cast and plan auditing, and comprehensive decision making

based on forecasting results. The former taps into such issues as

critical data verification, rail transit travel characteristics and

sensitivity analyses;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comprehensive

decision making on rail transit system (including stations) scale,

as well as operation scenarios. Finally, the paper offers sugges-

tions 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for rail transit passenger fore-

ca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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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正处于轨道交通快速和大力发展

阶段，完善客流预测是规划设计和项目审

批决策人员共同关心的问题。2008年3月，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

[2008]57号)正式发布，对轨道交通线网规

划阶段、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客流

预测内容及结果作出了较明确的规定 [1]。

同时，在该标准以及一些文章中也提出了

要进行敏感性分析，侧重运营匹配的客流

特征分析和风险评价等[1~2]。在编的《城市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对交通需求预

测应包含的规划分析内容也提出了要求[3]。

本文结合深圳市近几年轨道交通发展

的经验，提出通过“客流预测规划审核”

和“预测结果综合决策”的一系列办法改

进轨道交通客流预测，这些办法有些与上

述标准的要求相结合并有所延伸，有些则

对标准的要求具体化。

1 深圳市近期轨道交通发展特点

及启示

1.1 轨道交通发展特点

1) 客流增长较快

深圳市地铁一期工程开通 1年后日均

客流量就达到16万人次，2007年底达到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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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次·d-1，线路客流强度达到1.5万人次·km-1，是

国内轨道交通发展初期运营效益比较好的城市。

客流主要来源于：①地铁1号线东段。其位于较

早开发的罗湖上步中心区，沿线车站步行覆盖区

(车站中心周边约 750 m范围)建筑量比较大，使

得东段客流占全线客流的 40%；②几个关键

站。包括对外交通枢纽罗湖站、商业中心华强

路站、线路末端大型公交接驳及旅游点世界之窗

站。2007年底华强路站日均上下客流量达到 8.5

万人次。

从轨道交通接驳情况来看，客流的增加与步

行接驳比例的上升关系很大。地铁刚开通不久，

对部分车站进行了接驳调查，步行接驳比例仅占

客流的45%，目前该比例上升至近80%。说明了

吸引车站周边的客流对客流增长至关重要。

2) 线路运营服务水平较高

深圳市地铁一期工程2004年底建成投入运营

以后，地铁1号线高峰运营间隔在约1年的时间内

快速持续缩短，从 15 min降到 5 min，对吸引客

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地铁票价方面，根据对出

行习惯的调查，通勤客流对票价中度敏感。深圳

市地铁采用分段计价制，相邻站间为 1个区间，

4个区间为1个区段，起步价2元，可乘坐3个区

间，每进入下一区段加收1元，总体上较为合适。

3) 大力推进轨道交通建设

目前深圳市正在加紧建设 2条地铁延长线、

3条地铁新线，预计到 2011年形成 5条线路、总

长177 km的轨道交通骨干网络。

4) 完善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网络

深圳市适当延长轨道交通 2号、3号线中心

区段线路，使得中心城区主轴线上相当大范围内

形成至少有 2 条地铁线路相连的车站步行覆盖

区，这样的网络结构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

的条件，即商业、就业中心的位置有更多选择，

并可以根据交通和土地价格情况进行一定调整，

使城市发展效率更高。

5) 加快城际轨道交通发展

在加快一般城际轨道交通线路发展的同时，

深圳市尽可能利用新建铁路同时开行城际线路。

铁路的城际线路功能将增加与其设量换乘站的地

铁客流。

6) 注重车站周边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协调

深圳市对轨道交通二期工程所有线路开展土

地利用与交通详细规划工作，优化线路站位，对

车站周边土地利用进行调整规划，对车站周边交

通设施提出改善规划，包括接驳设施规划、道路

网络与功能局部调整等。

7) 重视发展综合交通枢纽

综合交通枢纽对提高轨道交通客流有非常重

要的作用，其位置对交通效率和地铁客流影响很

大。在进行线路土地利用与交通详细规划的同

时，对综合交通枢纽单独进行综合规划，尽量完

善换乘设计并进行综合开发规划。深圳市在市中

心区福田规划建设综合枢纽站，是国内首个将高

速铁路、城际线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车站放在城市

核心区的综合交通枢纽。

1.2 对客流预测的启示

1) 城市轨道交通主干线路客流的快速增长已

经成为现实，国内一些特大城市早期轨道交通主

干线路客流培育期很长的情况基本上成为历史。

2) 轨道交通客流的增长与车站步行覆盖区土

地利用性质、开发规模和强度，以及车站步行覆

盖区之间既有公交出行量及分布等有密切关系，

提高运营服务水平对吸引车站周边的客流至关重

要。高密度开发的中心城区，轨道交通中短距离

出行会占较大比例，并有望获得较好的客流效

益，广州市地铁3号线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4]。

3) 对轨道交通发展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

过程，轨道交通系统规划建设方案在实施过程中

必然会进行动态优化，可能对客流产生较大的影

响。因此，客流预测应考虑弹性发展的问题，并

与工程经济性及工程设计需要相结合。

2 客流预测的技术问题及改进思路

2.1 技术问题

轨道交通的实际客流是交通需求、供应、服



务水平和政策综合影响的结果。轨道交通客流预

测会面临许多的技术问题和不确定因素，可能存

在的问题包括：①基础数据不够准确和细致；②

未来发展与规划预测有偏差；③模型计算方法模

拟实际情况存在较大的误差；④选取或标定的模

型参数不符合未来发展情况；⑤某些政策因素难

以量化；⑥实际轨道交通线网、车站设置与规划

差异较大。因此，客流预测结果很容易出现偏

差，如果轻易相信和使用预测结果，难免造成不

必要的建设失误、经济损失，或者建成后不能完

全满足交通需求。

2.2 改进思路

客流预测可以进行技术方面的改进，但是仅

仅从技术角度的改进是不够的，因为客流预测的

过程涉及因素较多，难以完全通过对预测技术的

把握而确保预测结果的准确性。因此，客流预测

应该考虑方法论上的改进，或者说从更大的范围

来规范和要求客流预测。改进的思路包括：①通

过加强预测基础支撑与预测结果的实质审核，

提高预测的预见性、结果的可判别性，有利于

发现和改进预测技术问题；②通过加强预测结

果应用的综合评估决策，规避预测风险并提高

建设效益。具体可以通过提出一系列的“客流预

测规划审核”和“预测结果综合决策”办法并加

以实现。

“客流预测规划审核”，内容主要包括重要基

础数据的核实、对预测结果进行主要关键点的分

析以及敏感性分析等，重点判断分析预测结果与

城市交通和轨道交通的基本特征、规律的符合程

度。这些工作对预测过程及结果主要关键点的把

握提出了要求，有利于规范客流预测过程和发现

技术问题。对有疑问的预测结果，找出存在的相

应技术问题加以改进，避免预测出现过大的技术

性偏差。编制单位应就规划审核进行明确的自

评，并经委托方或专家评审通过。

“预测结果综合决策”，即利用客流预测结果

确定系统规模、车站设计规模以及运营组织方案

等一系列综合分析与决策，分析内容主要有预测

结果的运营匹配和经济性分析、必要的工程经济

分析和分散预测，在技术分析基础上进行审批评

估咨询和领导决策。

3 客流预测规划审核

3.1 重要基础数据核实

对重要的基础数据，应规定有合理的来源渠

道、必要的数据正确性说明等。有些数据应作为

专题研究或经一定程序加以确认，不应该完全由

客流预测技术人员完成或确定。这里重点分析城

市发展前景数据、轨道交通车站覆盖区数据，以

及已有轨道交通特征数据的把握。

1) 城市发展前景数据

由于客流预测的时间跨度远大于城市总体规

划的规划年限，通常无法直接得到所需数据。如

远期的人口、社会经济等总体发展指标的高低限

值应经有关部门确认。中长期人口、土地利用

(最好包括就业岗位)的总体分布应先行或同步进

行概念性规划，或作为轨道交通规划的一个专题

进行研究。

2) 轨道交通车站覆盖区土地利用与交通特征

数据

轨道交通线路特别是近期发展线路，其沿线

各车站土地开发潜力、用地及开发强度的分析与

初步规划，应同步进行概念性规划，或作为轨道

交通规划的一个专题进行研究。另外，轨道交通

车站覆盖区之间现状出行，特别是公交出行的调

查分析结果应予明确表述，为下一步客流预测分

析提供基础。

3) 已有线路和骨干网形成后的轨道交通特征

数据

从国外一些城市轨道交通客流数据来看，许

多轨道交通主干线路在建成后第 10年左右达到

长期客流的 70%~80%。应把握既有线路特别是

建成时间较长线路的客流特征，以及轨道交通骨

干网已经形成的交通特征，掌握这些特征对提高

客流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有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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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轨道交通出行重要特征分析

1) 出行分布分析

首先对预测的轨道交通线路客流分布进行归

并，如将轨道交通线路分为 2~3 段(长线路分 3

段)，计算段内、段间客流分布，以及轨道交通

线路之间换乘的客流在各段的分布；其次，比较

预测的近期轨道交通客流与轨道交通沿线覆盖区

既有公交出行的分布，分析主要公交客流的转移

情况；最后，对预测的远景和近期轨道交通客流

分布进行比较，分析近、远期客流变化和增长的

原因。

2) 客流接驳形态分析

将预测的轨道交通客流分为：①车站覆盖区

之间的步行接驳客流；②一端为车站覆盖区步

行，另一端为其他方式接驳(重点公交接驳)的客

流；③两端均为公交或其他方式接驳的客流。轨

道交通线路间换乘客流可按照类似方法划分，然

后单独或合并分析。

3) 直接影响客流的关键参数

轨道交通网络(如骨干网、总体网)形成前

后，客流可能突增，轨道交通换乘系数、高峰小

时系数可能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在骨干网形成

前后，突变客流的效应可能更明显，应进行专门

的说明分析。

3.3 敏感性分析

1) 远景客流敏感性分析

远景客流预测应对人口规模范围、出行指标

限值、轨道交通覆盖人口限值、交通出行分布形

态的适当变化、轨道交通网络规模和结构形式的

适当变化(如中心城区不同轨道交通覆盖度，外

围轨道交通进入中心城区的不同方式)等进行敏

感性分析，以说明上述因素对网络或线路客流，

特别是对重要线路客流的影响。对于远景交通政

策和轨道交通运营服务因素，原则上可以直接按照

比较乐观的情况进行预测，无需进行敏感性分析。

2) 近期客流敏感性分析

近期客流预测应重点对运行服务指标，如运

行间隔、票价高低、票务结构，轨道交通覆盖人

口规模范围，以及公共汽(电)车协调和交通需求

管理政策等进行敏感性分析，并对客流影响进行

说明。

3.4 预测结果校核对比

1) 重要车站客流校核分析

对核心商业商务区、重要对外交通枢纽等，

通过估算车站覆盖区开发规模或对外交通量，以

及各种接驳比例特别是车站步行接驳比例，可以

大致估计车站的客流，并与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

比较。对于轨道交通线路之间的换乘站，可以在

客流分布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换乘方向等。

2) 横向比较

如对线路客运强度量级进行比较，可以从远

景经济水平、轨道交通线网密度、中心城区轨道

交通覆盖度、轨道交通线路区位和功能、车站周

边土地开发强度、公交及轨道交通分担水平、交通

需求管理政策等，与轨道交通发展比较成熟的城

市进行比较，分析大致的量级范围。从世界各地

的情况来看，我国大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线网客运

强度量级应基本在 1.5~2.5万人次·km-1和 2.5~3.5

万人次·km-1这两个区间内，其中特大城市较高。

另外，可以进行线路车站客流的大概量级比

较，可从轨道交通车站覆盖区用地性质、车站开

发强度和规模、线路功能及区位等方面进行分级

比较。而轨道交通换乘站客流一般变化较大，可

专门进行换乘客流的比较。通过量级比较可以分

析是否有异常客流预测。

4 预测结果综合决策

4.1 系统规模

在技术人员得出认为合理的区间预测结果，

乃至推荐系统设计规模数值后，应当认识到客流

预测结果仍然可能存在风险。系统规模的实际选

用还应综合考虑其他一些因素，不能简单依据客

流预测的结果。特别是对于还没有建设轨道交通

或轨道交通建成不久的城市，即轨道交通骨干网

络没有形成的城市，由于客流预测中许多模型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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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难以完全把握，远景客流预测结果的合理区间

值较大。这些城市最终选取近期发展线路的建设

规模更加需要综合决策的支持，也应该更注意回

避预测风险。因此，在确定系统远期建设规模

上，应当在区间预测结果基础上，综合考虑运营

经济因素、工程经济因素、弹性发展要求等，比

较后选取预测区间内较为合理的预测值。

4.2 车站设计规模和运营组织方案

确定车站设计规模，除了综合决策的考虑

外，还应当进行必要的分散预测，为车站具体设

计提供帮助，避免完全依据系统规模预测的一次

性预测风险。具体操作时，可参考车站客流校核

分析的办法，根据车站所在区位、功能、车站覆

盖区的开发情况、轨道交通换乘情况以及各种换

乘设施情况，对车站的客流进行复核并进行必要

的调整。

在确定系统的运营组织方案时，应对系统规

模的预测结果进行适合运营规划的客流空间、时

段及峰值分布方面的分析，综合经济性、轨道交

通运营服务及乘客舒适度的要求进行安排。对

短期运营组织，由于短期预测从方法论和依据上

都比较充分，应该建立一套有别于长期预测的模

型，对短期的客流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但其结

果应用于运营组织时，仍应综合多方面的要求，

而不是单纯依据客流量分析。

5 结语

“客流预测规划审核”和“预测结果综合决

策”的一系列办法，可以帮助发现并改进客流预

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明晰预测的规律，回避预

测风险，切实改善客流预测工作。当然这些办法

也需要在具体实践中加以完善。此外，为落实完

善客流预测工作，进一步建议如下：

1) 应对客流预测提出更全面和明确的分析、

规范要求，有关部门应加大轨道交通规划和线路

工程可行性研究的前期研究与客流预测的投入。

客流预测技术文件应包含规划审核和预测结果综

合决策等内容要求，便于成果审查和项目审批。

应通过一定的制度形成规范化办法，促进提高客

流预测、评审和审批质量。

2) 应建立轨道交通客流预测后评估机制，通

过反馈调整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应要求已有轨道

交通运营线路的城市在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申报文

件中包括既有线路的运营评估，反映轨道交通发

展情况与规律。

3) 应加大对智能交通系统各种信息的综合利

用，建立公用信息平台。加强各地轨道交通信息

交流，建立轨道交通综合分析信息平台，帮助有

关人员把握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和发展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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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具有较强的个体性，建议业内权威部门制定相

应的制度鼓励轨道交通建设先行的城市定时整理

和总结相关特征、规律，并提供相应的交流平

台，为我国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水平的提高奠定坚

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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