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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强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理论方法的研究

是提高客流预测准确性的重要手段之一。结合过去20

年上海市轨道交通发展的实践经验和教训，总结了影

响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精度的因素。对轨道交通客流预

测的理论、方法和参数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分析了客

流预测在理论研究和模型方法改进方面应注意的问题

和研究的方向，并指出客流预测参数取值存在的问

题。最后，提出在预测技术方面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提

高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准确性。

Abstract：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sures to enhance

theory and approaches research of passenger volumes

forecasting of rail transit for improving forecasting accu-

racy. In line with practice and lessons in rail transit devel-

opment in the past 20 years in Shanghai, this paper sum-

marizes the key factors impacting the accuracy of vol-

umes forecasting. Through a close look at theories, ap-

proaches and parameters of volumes forecasting, the pa-

per identifies problems that deserve attention in improv-

ing forecasting theories and approaches, and their re-

search directions, along with problems in existing param-

eters values.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research direc-

tions in forecasting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volumes forecasting.

关键词：交通规划；轨道交通；客流预测；交通模型

Keywords：transportation planning; rail transit; passenger

volume forecasting; transportation model

中图分类号：U491.1+4 文献标识码：A

在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建设及运营的

各个环节中，客流量是决定轨道交通发展和规模

的基本依据。客流预测作为评判轨道交通建设运

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量化依据，对轨道交通

线网布局规划、轨道交通建设规模水平、线路可

行性研究以及运营管理等方面起到十分重要的作

用。但从实际预测效果来看，轨道交通客流预测

的结果无论与工程技术研究人员的需要还是与开

通运营的实际状况相比都有比较大的差距。因

此，对已有的预测理论方法进行梳理和研究，进

而提升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精度，是城市轨道交通

科学发展的重要依据。

1 客流预测精度的影响因素

从上海市近 20年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实践

来看，客流预测主要存在两种类型：①对完全城

市化地区线路的客流预测(如 1 号线和 2 号线)；

②对城市化边缘地带、新开发区线路的客流预测

(如 5号线)。根据上海等其他城市客流预测的经

验，第一种情况的预测准确性明显好于第二种情

况，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化地区无论从资料收集的

完整性、客流特征的稳定性还是交通模型的精确

性都要优于郊区或新开发区域，如表1所示。

至2007年底，上海市已经开通运营了8条轨

道交通线路，从实际情况与预测结果比较来看，

还是存在一定的偏差。以上海市轨道交通5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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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为例来说明影响客流预

测精度的主要因素。

5号线客流预测年份包括2000年和2010年[1]，

预测2004年的数据采用两者内插得到。同时，上

海市在 2004年进行了第三次综合交通大调查[2]，

得到了一系列参数，与预测时相比，存在如下

差异：

1) 公交分担率。客流预测时更多按照规划的

TOD 思路，强调沿线用地开发和轨道交通效

应，然而实际的土地开发滞后于理想化的发展，

造成公交分担率的预测值与实际发展相比过高，

如表2所示。

2) 地面公交与轨道交通的关系。客流预测时

更多考虑公交线路的优化调整，更多地将公交线

路作为轨道交通的接驳方式，而实际上由于市场

竞争因素，有 23条公交线路仍与轨道交通平行

或部分平行布设，另有 23条与轨道交通功能相

似的市郊线路，与轨道交通竞争客流。

3) 车站设置。客流预测时由于考虑车站周边

土地高密度开发，因而车站靠近人口聚集区，而

实际上由于用地集中开发并没有形成，居民到站

时间远高于预想的水平。

4) 票价。客流预测时按照当时的基准票价，

实际票价经过调整由二次收费过渡到统一收费，

要高于预测设定值。

根据当时预测的参数同样预测出 2007年客

流量为 35万人次·d-1，而实际客流量为 6.7万人

次·d-1，二者相差422%，可见预测中存在的问题

还是很大的。上海市轨道交通5号线是比较典型

的例子，其他线路预测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相应

问题。经过归纳比较可知，预测结果大致上与预

测目的、预测条件(即基础资料)以及预测技术有

关，而预测技术则主要归结为预测理论、方法和

参数。

2 客流预测理论

2.1 主要理论

1) 土地利用决定交通需求理论

土地利用决定交通需求理论是客流预测的基

线路

2号线

5号线

地铁公司
(当年10—12月日均客运量)

2006年年度报告
(全年客运量平均值)

地铁公司
(当年1月日均客运量)

统计资料

2005

2007

年份客运量
/(万人次·d-1)

81

51

6.7

94

52

35

客流量
/(万人次·d-1)

2004年北延伸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

1998年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2000年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

预测资料

16.05

1.96

422.39

误差/%

2006

2005

2007

预测年份

预测客流现状客流

表 2 上海市轨道交通 5 号线 2004 年公交分担率预测值与实际比较

Tab.2 Comparison between transit proportion forecasting of subway line 5
and reality in 2004 in Shanghai

公交比重

闵行区

全市

2004年内插

32

24

28.6

21

2000年

36.7

2001年

29

-69

-25

误差实际

10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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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理论，除了上海市以外，北京、广州、深圳、

天津、南京等大部分城市都以此为基础进行客流

预测。在预测上主要体现为：①土地利用决定交

通产生；②土地利用决定交通分布；③土地利用

决定方式选择。

2) 客流转移理论

客流转移是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重要理论，

一种新的交通方式、交通线路实施后，客流将在

不同交通方式之间、不同交通线路之间重新进行

分布，原来的交通方式、交通线路上的客流将会

发生转移。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客流预测就采

用了这种方法，早期的轨道交通客流预测主要是

考虑现状公交客流与轨道交通的转移，城市轨道

交通的第1条线路一般会位于城市的主要客流走

廊上，这条客流走廊本身的公交客流量比较大，

在机动化水平不发达(小汽车拥有水平低)的情况

下，轨道交通凭借其自身优势使原地面公交客

流、自行车客流发生转移。

3) 客流规划理论

客流规划理论是指轨道交通线路与车站规

划时对其车站的客流量提出规划预测目标，并

通过车站周边土地开发来实现这一目标，实际

上是将交通与土地利用相结合。客流规划理论比

较适合于单一线路的客流预测，尤其适合于城市

外围区、郊区车站的客流预测。上海市轨道交通

11号线嘉定段的客流预测部分采用了客流规划

理论。

2.2 研究方向

目前国内的理论研究主要停留在针对工程可

行性层面的长期预测上，对于短期预测、特别是

运营期间客流预测的理论研究则比较缺乏。而即

使是面向网络宏观层面的长期预测，其理论基础

也是不足的，如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的互动、综

合交通系统规划理论等的应用都还不够。

对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理论研究提出建议：

①针对短期预测，开展专题研究，填补理论空

白；②针对长期预测，强化综合交通系统理论，

深化土地利用与交通规划理论，运用出行行为理

论，深化客流转移理论，考虑交通价格理论。

3 客流预测方法

3.1 客流预测的阶段划分

无论是长期预测还是短期预测，一般都要经

历两个阶段：①根据土地利用、人员出行建立交

通模型，得到初步的预测结果；②针对轨道交通

特性对初步预测结果进行特征分析。

在这两个环节中，第一阶段的交通建模是整

个客流预测的核心，模型精度直接影响到客流总

体规模的判断和其后的特征分析，因此，无论是

长期预测还是短期预测，其基础仍旧是交通模

型，交通模型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客流预测

的准确性。目前，建立交通模型的方法主要是反

映土地利用和交通关系的四阶段模型以及一些正

在研究中的模型。

通过交通模型预测出的轨道交通客流只能作

为预测的初步结果，还需要根据不同轨道交通线

路的特性对初步结果进行调整和分析。这主要是

因为模型的理论在不断发展完善，模型所依赖的

基础资料也在不断更新充实，因此第一阶段的模

型并不能完全反映客流的特征，模型预测有误差

也是难免的。有时候还需要依靠其他方法对预测

的结果进行判断和检验，并对影响预测结果的敏

感性因素进行必要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客

流预测的精度。

3.2 交通模型

3.2.1 四阶段模型

根据对上海市以及国内多个城市客流预测方

法的统计，无论是长期预测还是短期预测，从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角度来看，传统的四阶段模型仍

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该模型能够比较好地反映

土地利用和交通的互动关系，适用于对轨道交通

线网、线路等网络层面的客流预测和特征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对该模型研究的深入，四阶

段完成后需要对各个环节进行反馈已经在国内外

模型研究者中达成了共识。这种反馈包括了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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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流分配后得到的相关出行费用、出行时间等对

之前的出行生成、出行分布以及方式划分等相关

参数的检验，这类反馈是一个不断进行、不断反

复的过程，最终使模型达到由上而下的统一[3]。

然而，受到模型本身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局限

性，传统的四阶段模型对于轨道交通出行的方式

链以及个体特征的预测和分析能力不强。例如，

对于不同出行主体基于相同或不同出行目的，选

择“组合”出行方式，或者同一出行主体基于同

一目的，使用两种或以上方式出行等情况，传统

的四阶段模型按照方式的优先级进行排序归类

划分出行方式：轨道交通第一，地面公交第二，

再到出租汽车、小汽车等，步行方式最低，这时

就会忽略其他交通方式在整个出行活动中的作

用。这类问题在过去轨道交通线路少、交通方式

单一等情况下表现并不强烈，但随着轨道交通的

不断发展，“P+R”、“B+R”等组合方式将越

来越多，势必会对预测结果造成影响。

3.2.2 子方式划分预测模型

目前，上海市正在开展的综合交通模型体系

二期改进工程将在传统四阶段模型对于主方式进

行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对于轨道交通接驳

子方式的划分，建立能够反映基于方式链出行行

为特征的预测模型，从而解决以轨道交通为主的

组合交通方式链的预测问题，如图1所示[4]。

子方式划分预测模型在标定时将考虑更多的

因素，需要大量的调查资料提供支持，因此，该

模型比较适合在轨道交通网络运营至一定规模的

城市中使用。上海市曾进行过3次综合交通大调

查，但当时轨道交通线路都比较少，因此，未能

开展针对子方式划分预测模型的相关调查。二期

模型改进是在轨道交通基本网络形成后，结合

第 4 次综合交通大调查的数据进行标定后再建

立的。

3.2.3 基于活动链的预测模型

子方式划分预测模型能够有效地反映不同方

式组合的出行行为，但对于不同出行主体基于相

同或不同目的，选择“组合”出行方式以及同一

出行主体基于不同出行目的选择首尾相衔接的出

行方式等还无法很好的反映，这就需要国际上正

在研究的基于活动链的预测模型解决这一问题。

与传统的四阶段模型基于目的来计算出行不

同，基于活动链的预测模型是以出行主体的活动

来研究出行特征。但这类模型在理论和方法上还

图 1 子方式划分预测模型

Fig.1 Modal split sub-mode

交通方式划分的
分层结构

非机动交通
(自行车)

半机动交通
(助动车)

轨道交通及
地面公交

辅助公交
(出租汽车)

个体机动
交通

地面
公交

快速
公交

轨道
交通

通勤
铁路

子方式

客车
(司机)

客车
(乘客)

摩托车

步行
非机动车
地面公交
客车

步行
非机动车
地面公交
客车

主方式

接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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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成熟，即使在国际上也正处于探索阶段，目

前还没有一套十分完整的方法可供参考。美国纽

约的交通模型采用了介于“活动链”模型和四阶

段模型之间的“出行链”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实

现了传统模型向活动链模型的跨越。基于活动链

或出行链的预测模型应是未来轨道交通客流预测

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

3.3 特征分析

客流预测第二阶段的特征分析中，国内经常

使用的数据校正方法有时间序列分析、客流转移

分析、三次吸引分析等。

1) 时间序列分析

时间序列分析是根据历史发展趋势，结合现

状，通过各种回归分析计算增长系数，从而确定

预测年的客流规模。上海市早期的轨道交通1号

线客流预测曾采用这种方法，首先分析公交客流

增长趋势，通过时间序列法计算走廊上的公交客

流，以此来预测轨道交通走廊的客流。

我国城市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轨道

交通线路对城市结构以及城市运输效率的提高呈

指数状拓展。因此这种方法运用于短期轨道交通

客流预测相对较好，但不能满足轨道交通线路建

成后初、近、远期的长期预测要求。对于有轨道

交通运营历史数据的城市，在网络和社会经济环

境没有重大变化的前提下，这种方法非常适用于

短期预测，可得到近2~3年的预测结果。但对于

没有历史数据的地区和线路，就难以应用。

2) 客流转移分析

客流转移分析较适用于单条公交走廊轨道交

通的客流预测。主要思路是将相关公交线路的现

状客流和自行车客流等向轨道交通线路转移，得

到基年轨道交通线路客流；然后按照相关公交线

路历史资料的增长规律确定轨道交通线路客流的

增长率，推算远期轨道交通线路的客流需求。或

者从公交预测资料出发，直接预测远期的轨道交

通线路客流。这种方法的缺点是研究范围只能局

限于公交走廊附近。

3) 三次吸引分析

三次吸引分析以一条规划线路为研究对象，

以各站为中心划出三次吸引范围，其中乘客在出

发地可步行直接到轨道交通车站的范围为一次吸

引范围；从出发地需通过自行车或公共汽车换乘

至轨道交通车站的范围为二次吸引范围；需通

过其他轨道交通线路换乘到达的范围为三次吸

引范围。

三次吸引分析认为出行量受人口规模和人员

出行强度控制，在各站吸引范围内，由于居住人

口的不同，产生的总出行量是不相同的。另外，

由于距轨道交通车站的距离不同，在各站吸引范

围内产生的客流总量被轨道交通吸引的系数是不

一样的，由此可确定轨道交通各站的进站量。三

次吸引分析是从对客源的研究入手，首先研究人

员全方式的总出行量，然后采用剔除法逐段筛

选，最终得到城市轨道交通的客流量。

3.4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是客流预测结果的重要组成部

分。应加强对土地开发、交通方式协调程度以及

票价等因素的分析，考虑这些因素在模型参数中

的标定方法，预测不同敏感性因素下的客流弹性

结果。目前的敏感性分析以定性为主，定量分析

仅体现在宏观层面，对于模型的反馈也不多，造

成对预测结果的弹性判断不足。未来应将敏感性

分析与交通模型结合起来，重点改进交通模型的

参数设置，实现交通模型与敏感性分析的互动，

提高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3.5 方法建议

在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方法的选用上，四阶段

模型可以作为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基本预测模

型，对于较为特殊的预测对象，可以采用更符合

预测对象的预测模型。特征分析作为基本模型预

测结果的补充和检验在应用中应注意其方法的适

用范围。同时，要强化预测两个阶段的互补和联

系，争取实现模型预测和特征分析一体化。

在方法改进方面，要强调综合交通调查和资

料收集的全面性和多样性；进行综合交通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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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将轨道交通客流预测作为综合交通规划的一

部分进行考虑；改进交通模型的理论和方法，主

要是方式划分，包括子方式划分的技术和参数的

标定；加强对敏感性因素的分析，重点是票价政

策在模型中的标定和特征分析中的含义。

4 客流预测参数

4.1 参数构成

通过查阅和分析国外相关资料，归纳轨道交

通客流预测参数可分为 4类共 55个参数。其中，

前3类为预测工作的前提参数[5]。

4.1.1 社会经济类参数

社会经济类参数是四阶段模型第一步出行生

成的输入参数，也是整个模型建立的边界条件之

一，主要包括人口、岗位、收入水平、机动车拥

有量等，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人口。

对于长期客流预测，人口规模的确定一般以

城市总体规划和目标为主要依据，但从目前轨道

交通客流预测的实际情况来看，由于总体规划的

编制本身存在一个过程，实际发展往往会突破规

划目标，因此，实际操作中还要结合多种方法如

自然趋势法、弹性系数法等来综合判断，其最终

结果也可能是多个方案的组合。

对于短期客流预测，除非有一些政府的短期

行动计划作为指导，一般大都采用自然趋势预

测。这主要是因为其可以反映近几年的发展变化

趋势，这种变化趋势往往是各种因素相互平衡、

综合作用的结果。可以假定短期内没有其他外在

因素介入打破这种平衡而使趋势延续。因此，这

种方法在短期内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其预测结果

通常是单一的。

4.1.2 土地利用类参数

土地利用类参数不属于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

重点内容。从目前国内外轨道交通客流预测中该

类参数实际选取的情况来看，这类参数主要包括

人口布局和岗位布局。

长期客流预测时，该参数取值可以国家和城

市相关规划部门公布的数据或资料为准，如城市

总体规划、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等。但需对该类

参数进行细化，落实到交通小区。同时对宏观布

局进行一定的弹性研究。

短期客流预测时，要获得比较精确的土地利

用参数很不容易，一般以调查年的数据和规划年

的数据进行内插获得。相对于长期预测，该参数

的精度不高。因此，短期预测时可以弱化这类参

数的作用。

4.1.3 交通系统类参数

交通系统类参数包括道路系统、轨道交通系

统、地面公交系统和其他相关参数。其中，轨道

交通系统是整个研究的重点。根据长短期预测的

不同，主要的敏感性因素包括轨道交通网络、运

营方案、票价等。

长期客流预测往往为轨道交通建设的工程可

行性服务，因此，最重要的参数是轨道交通网络

的情况，包括车站位置、站间距等，这些数据应

该根据建设计划来确定。运营方案通常没有明确

规定，按照一般的预测原则，各线路都按照单

一交路运营，发车间隔根据初、近、远期采用

5 min、3 min和 2 min，运营车速根据建设方提

供的线路类型(市域线、市区线和轻轨线)按照标

准确定。对于票价等政策性因素由于不确定性过

多，通常只做宏观考虑。

短期客流预测的主要目的是指导运营，除了

轨道交通网络的情况外，其他参数也应该严格按

照运营企业提供的计划资料设置运营交路、发车

间隔以及运营车速，并根据实际的配车情况将运

能容量也考虑在分配路径选择的因素中。另外，

由于预测时间与现状接近，票价以及与其他系统

相关的参数如道路车速、公交接驳线路等也可以

参考现状的标定情况。

4.1.4 出行需求类参数

出行需求类参数是反映出行行为特征的参

数，包括四阶段法涉及的所有变量。对于长短期

预测，各类参数取值是不一样的，这里不再一一

论述，仅以客流分配参数和断面高峰小时系数为

例简单说明。

1) 客流分配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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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客流分配主要采用的是最优战略分配

法，其分配路径选择的主要依据是各OD对在网

络上的出行时耗，包括候车、上下车、步行和车

内等方面的时间以及各类因素折算的时间价值。

与之相对应的外部输入条件包括轨道交通的运营

交路、发车间隔、运营车速和其他相关因素。长

期预测时，上述参数没有明确规定，按照一般情

况取值；短期预测则应严格按照运营计划来执

行，并且将配车容量及现状票价等换算为相应时

间作为延误函数标定到模型中去。

2) 断面高峰小时系数

断面小时高峰系数是指高峰 1 h断面客流量

占全日断面客流量的比值，该系数反映了人员出

行的时间分布特征，并与用地布局有密切关系。

根据各城市的情况、线路所经过的区域，不同

地区、不同线路的断面高峰小时系数也是不一

样的。

对于长期预测，将目前国内各城市工程可行

性预测的报告汇总后寻找出一定的规律，可作为

一套基本的标准以供参考：初期断面高峰小时系

数为 0.13~0.17，平均值为 0.151左右；近期断面

高峰小时系数为 0.13~0.16，平均值为 0.144，远

期断面高峰小时系数为 0.13~0.21，平均值为

0.14，且各城市初、近、远期的断面高峰小时系

数均呈下降趋势。

短期预测时由于短时间内的不稳定性，断面

高峰小时系数的标定不像长期预测那么有规律，

应尽量参考现状调查和既有线路的规律进行标

定。以上海市 2008 年新开通的 6，8，9 号线为

例，3条新线在开通初期的断面高峰小时系数分

别为 0.27，0.29和 0.20，均高于长期预测中线路

初期的断面高峰小时系数。

4.2 参数取值存在的问题

1) 调查数据不够全面或质量不高，导致参数

选择不合理，基础数据的取值影响了轨道交通客

流预测的参数标定。许多城市交通调查的内容不

全面，样本量较小，不能全方位反映城市综合交

通体系的总体特征。

2) 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外部参数的取值

与实际有很大偏差。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时很多外

部参数都直接引用城市总体规划，而许多变化

往往都突破了城市总体规划，包括人口、经济

增长等。

3) 轨道交通客流预测内部参数的取值与实际

差别大。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轨道交通初期实际

运营指标大多都低于预测中的设定，如高峰小时

发车间隔、运营速度、列车编组、票价水平等。

5 结语

影响客流预测的主要因素包括技术类和非技

术类，本文主要就技术类因素，即客流预测的理

论、方法和参数进行研究，预测理论的合理性对

不同阶段预测产生重要影响，预测方法的科学性

直接影响预测的精度，而关键参数的准确性是影

响预测结果的主要因素之一。在预测技术方面还

需要加强研究，以提高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准确

性：第一，完善预测理论的研究，包括短期预测

和长期预测理论；第二，加强预测方法的研究，

包括交通建模和特征分析；第三，深化预测参数

的研究，包括对4大类55个参数的综合研究分析

和敏感性参数的具体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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