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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快速轨道交通运营组织模式研究 

高德辉 胡春斌 宗晶 

 

【摘要】提出了区域快速轨道系统的概念和主要特征，通过与传统站站停运营模式的对比，

阐述了快慢车结合运营的组织模式的两种形式，重点论述了快慢车运营模式的优缺点和适用

条件。结合日本筑波快线的运营组织方法，提出了金义轻轨可行的快慢车运营模式和越行站

的设置，并从旅行时间节省、通行能力损失、实施可行性三个方面对实施效果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区域快速轨道交通 运营模式 快慢车结合 

 

随着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的高速发展，很多大城市第一圈层的轨道交通网络已经比较完

善，轨道交通的建设逐渐向都市区扩展。对于覆盖都市区的轨道交通线网，线路长度较长，

客流特征较为复杂，且中长距离出行的乘客比例较大，通过简单的直接把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延伸到都市区的做法无法满足差异化的乘客出行需求，需要建设适应都市区发展特点的轨道

交通系统。目前服务于都市区的轨道交通系统缺乏明确的标准和规范，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

都有采用。本文通过对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的快慢车结合运营组织模式的利弊进行分析，结合

金义轻轨的研究案例，分析了快慢车结合的运营组织模式的实施效果，论证了这一模式的可

行性。 

1. 区域快速轨道交通概念与特征 

（1）区域快速轨道交通定义 

我国轨道交通网络可以划分为国家干线铁路网络、区域轨道交通网络和城市轨道交通网

络三个层次。区域轨道交通地位和作用介于国家干线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之间。区域轨道交

通线路与干线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在功能和服务水平等方面既有重合又有区分。 

目前，我国对区域快速轨道交通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建立相关的标准和规范。建

设部颁发的《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CJJ/T114—2007)将城市轨道交通划分为地铁、轻轨、

单轨、有轨电车、磁浮系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和市域快速轨道系统。其中市域快速轨道系

统定义为一种大运量的轨道运输系统，客运量可达 20～45 万人次/日（一般不采用高峰小时

客运量的概念）。市域快速轨道系统适用于城市区域内重大经济区之间中长距离的客运交通，

由于线路较长，站间距相应较大，必要时可不设中间车站，因而可选用最高运行速度在 120 

km/h以上的快速特种车辆，也可选用中低速磁悬浮列车进行技术经济比较。 

本文所讨论的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类似于《城市公共交通分类标准》所定义的“市域

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主要差别是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不仅局限于市域内部，也可服务于

都市区或者城市群。“区域快速轨道交通”是主要承担都市区或市域城镇密集地区中长距离

交通出行的快速轨道交通，适用于城市中心区与新区的联系，或城镇连绵地区各城镇之间的

中长途客流，最高运行速度可达到 120～160 km/h。 

（2）区域快速轨道交通主要特征 



 

2 
 

区域快速轨道交通与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相比具有以下特征[1]： 

 服务范围。通常为市域或都市区，这一区域是城镇连绵发展且相对密集的区域； 

 客流组成及特征。主要服务于公务、通勤、探亲、旅游等中长距离出行需求；乘客

出行距离较长；相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区域快速轨道交通出行距离较长； 

 线路建设标准。目前缺乏相应的建设标准，只能参考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标

准； 

 运营组织。根据线路的客流特征合理确定发车间隔和运营速度，运营组织较灵活，

可以采用大站直达或站站停的模式，也可采用单交路或多交路的运营组织方式，此

外还可以增加支线。 

2. 区域快速轨道交通运营组织模式分析 

目前，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基本上采用的是传统的站站停运营组织方式，这种运营组

织方式简单，旅客无需换乘，对于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区是适用的。而区域快速轨道交通连接

市区和郊区，线路较长，客流特征复杂，且长距离出行的乘客比例较大，采用快慢车结合运

营模式，可以有效提高列车旅行速度，压缩旅客出行时间，可以达到更好的运营效果。 

2.1 快慢车结合的运营组织模式 

快慢车结合运营是从运输组织适应客流特征的角度出发，根据线路的长、短途客流特点

和通行能力利用状况，结合长短交路的组合形式，在开行站站停慢车的基础上，同时开行跨

站直达快车的列车开行方案。 

快慢车结合的运营组织，根据快车越行方式的不同，可以分为站间越行和车站越行两种。 

 站间越行。要求越行区段为三线（双向共用越行线）或四线区段，快慢列车在线路

的部分区段追踪运行，快车通过越行线越行慢车； 

 车站越行。要求越行车站配备侧线，越行车站股道一般包含 2 条正线和 2 条侧线。 

一般而言，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由于受工程难度和造价的影响，很难做到在每一个

可能发生越行的车站设置越行线。因此，可以通过调整列车在始发站的间隔来改变列车的越

行地点。这种方法可以在既保证能力的同时，又能保证列车在合适的车站越行。 

2.2 区域快速轨道交通越行模式的利弊分析 

快慢车结合的区域快速轨道交通运营组织方式，通过减少停站提高列车旅行速度，缩短

郊区至中心城区的旅行时间，可以满足乘客长距离的出行需要，但也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优点： 

 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线开行快车后，能提高列车的旅行速度，缩短旅行时间，为长距

离旅客提供更高水平的服务； 

 长短交路的组合适应不同区段的总体客流特征，可以提高列车的运营效率，加快列

车车底周转，减少运营车辆数。   

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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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加施工难度和工程投资。有越行作业要求的车站需设置越行线，增加工程投资，

特别是地下车站设置越行线增加的投资更大，建议更多的选择地面或高架车站。 

 降低线路通行能力。要求线路设计能力有较大富余。不越行模式下列车运行图是平

行运行图，线路使用能力最大；越行模式下，为非平行运行图，降低线路使用能力，

要求线路设计能力有较大富余。 

 增加站站停列车的旅行时间，跨交路出行的乘客需要换乘。不越行情况下站站停列

车的停站时间为停站上下客所需的时间，越行模式下站站停列车由于被越行，需要

额外增加停站时间，站站停列车每被越行一次，约延误 3分钟[2]。 

 运输组织复杂、对运营管理水平要求高，对运营安全有一定影响。 

2.3 快慢车结合的适用条件 

（1）客流空间分布特征 

适应客流的空间分布特征是快慢车结合运营方式设计的基本依据，对于连接城市中心区

与市郊边缘区或城市新区的长大线路，全线各站乘降量分布不均衡，可设置快慢车结合的运

营组织模式。 

（2）满足线路通行能力需要 

开行快慢车结合的运行模式对通行能力有一定损失，因此这种模式通常适用于中运量的

轨道系统，对于大运量的轨道系统建议采用三线或四线的方式。 

（3）快车停靠站的确定原则 

快车停靠车站选择是确定城市轨道交通快慢车结合开行方案时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快车

停靠站的确定需综合分析轨道各车站各时段总的客流乘降量特点，尽量将组团中心站、重要

换乘站，以及重要客流集散点确定为快车停靠站。 

（4）经济性分析 

采用快慢车结合的线路，必须为三线或四线区段，或者在车站设置越行线，以同时满足

慢车停靠和快车通过的功能。当组织快慢车行车组织方式时，会产生快车对慢车的越行，越

行站股道配置比非越行站多 1~2 条。一般而言，与普通岛式单站台车站相比，增加越行线和

一个站台是设置越行车站的主要追加成本，约为 1400 万元(地下)或 1100万元(高架)[3]。 

在快慢车结合的运营组织模式下，运营公司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为运营成本的降低，主

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可以优化车底运用，与一般开行方案相比，采用快慢车结合的运营

组织方式提高了列车装载率，从而提高车辆运用经济性、降低运营成本；另一方面，就运营

成本中的能耗而言，与慢车相比，快车的牵引与制动工况大大减少，从而极大地降低了运行

能耗。 

同时，增加越行线后，除给在运营期间组织快车越行慢车提高服务质量外，还会带来诸

多便利，其便利功能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越行线可以作为区间运行列车的折返线，以满

足高峰时加开区间列车的需要；可以作为夜间列车的停留线，减少列车折返段的停车线数量

和工程规模；并可作为事故列车的临时停留线，减小或避免因事故对正常运营的影响程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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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筑波快线运营模式案例分析 

筑波快线是一条连接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秋叶原站与茨城县筑波市筑波站之间的近郊通

勤交通线，由首都圈新都市铁道拥有与经营，于 2005 年 8 月 24 日正式通车。筑波快线全长

58.3km，设 20 站，靠近城市中心区为地下站，站间距小，远离城市靠近筑波的车站为高架

站，站间距较大，最大站间距 6.6km，列车 6 辆编组，最高速度 130km/h[5]。 

由于线路比较长，为了提高线路利用率，运营上开行直达、区间和站站停等组合列车，

筑波到东京时间缩小到 45 分钟，为沿线和筑波到东京中心城区提供极大的便利。 

 

图 1 筑波快线车站与运营组织图[6] 

列车种别分三类：快速、区间快速与普通。快速电车从秋叶原站到筑波站，需时 45 分

钟。 

快速（Rapid，红色）：最快的种别。停车站包括：秋叶原至北千住的所有车站、南流山、

流山大鹰之森、守谷与筑波。 

区间快速（Semi‐Rapid，蓝色）：介于快速与普通之间的种别。所谓“区间”，就是指部

分地方的停车型态与快速不同（比快速多停车），但仍然比普通要快。停车站包括：秋叶原

至北千住的所有车站、八潮、三乡中央、南流山、流山大鹰之森、柏之叶学园、以及守谷至

筑波的所有车站。 

普通（Local，灰色）：最慢的种别，基本上只行走秋叶原至守谷之间，但清晨与深夜的

普通班次，就行走秋叶原至筑波全线。 

根据筑波快线的配线图，八潮、流山大鹰之森和守谷三座车站是越行站，可以办理越行

作业。 

4. 金义快速轨道交通运营组织 

4.1 金义轻轨概括 

为了打造金华~义乌都市区，为沿线各组团之间提供快速、舒适的公共客运交通服务，

金华与义乌之间规划了一条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线路：金义轻轨，线路长度 78.7km，24 座车

站，平均站间距 3.4km。根据轨道交通客流预测，远期高峰小时最大断面客流量超过 1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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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h，全日客运量超过 30 万人次，平均运距约为 15.8km。 

 

图 2 远期金义轻轨全日各站点上下客量预测图（单位：人次） 

4.2 越行站的设置 

为了金华至义乌的出行时间，提高快速的旅行速度，金义轻轨采用快慢车组合运营方案，

在保证安全、运营组织灵活等要求的条件下，需要在适当的位置设置相应越行站。在以往的

研究中，通常是根据列车运行交路安排以及运行图铺画，通过理论计算确定最优的越行站设

置位置。本文希望通过在轨道交通规划阶段，根据城市建设用地条件、工程造价、客流需求

等因素设置越行站，在运营阶段根据越行站的设置，调整优化列车运行图，通过运营组织以

适应越行站的设置。 

快慢车结合的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适用于客流量相对较低的线路，为了减少慢车的等

候时间，越行站数量不宜过多。根据客流条件、敷设方式、工程投资等影响因素，金义轻轨

在孝顺和义亭姑塘工业园设置两座越行站。越行站选择位于郊区的车站，断面客流量和站点

上下客流量小，在敷设方式上，为了减少投资，尽量选择地面和高架车站。 

 

图 3 金义轻轨越行站设置与快慢车运营组织图 

4.3 实施效果分析 

开行越行列车可以缩短直达旅客的旅行时间，提高长途乘客的服务质量；但同时也降低

了部分列车的服务水平，一方面被越行车站的乘客候车时间增加了，另一方面慢车的旅行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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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也由于停站时间的增加也相应降低了，慢车上的乘客需在车上等待快车通过，对这部分乘

客心理影响较大。因此，应对越行方案对旅行时间、通行能力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以确定越行方案实施的效果和实施的必要性。 

（1）旅行时间节省 

通过模拟列车牵引计算，选用最高运行速度 120km/h 的列车，快车比慢车全程节省时

间约 12min，金华市中心到义乌市中心快车旅行时间约为 40min，有助于实现金华~义乌都

市区一体化的发展要求。 

表 1 不同速度目标值列车全程旅行时分表 

最高运行速度（km/h） 
全程运行时间 

节省时间（min） 
慢车（min）  快车 

100  72.2  61.6  10.6 

120  68.8  57.0  11.8 

140  66.7  53.9  12.8 

 

（2）通行能力的影响 

根据快慢车开行的比例，可以分别计算出三种情况下越行方案的最大列车开行对数计算

公式[7]，系统最小行车间隔取 2 min，列车停站时间按 0.5 min估算，金义轻轨在快慢车开行

比例分别为 2:1、1:1 和 1:2 的情况下，最大开行对数分别是 16 对、21 对和 24 对。按照城

市轨道交通 B型车 4 辆编组计算，高峰小时通行能力见表 2。其中快慢车开行比例为 1:1 和

1:2 的情况下，金义轻轨的通行能力可以很好的满足客流需求。 

表 2 不同快慢车开行比例情况下线路通行能力表 

快慢车开行

比例 

最大通行能力

（对/h） 

理论通行能力

（对/h） 

可以达到的理论通

行能力的比例 

最小发车间

隔（min） 

通行能力（万人

次/h） 

2:1  16  30  53%  3.7  1.50 

1:1  21  30  70%  2.8  1.97 

1:2  24  30  80%  2.5  2.26 

 

（3）可行性分析   

金义轻轨越行站采用地面站和高架站的方式，在工程投资上比地下站节省，在投资上是

可行的；金义轻轨客流属于中运量系统，系统发车间隔和通行能力可以满足客流需求。快慢

车结合的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在技术上是可行的，通过运营组织方案优化和合理设置越行

站，可以达到比较好的运营效果。 

5. 研究结论 

采用快慢车结合的运营组织模式，使得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具有更大的灵活性，适合

于分散组团的城镇密集地区，可以兼顾长距离的快速出行和沿线站站停的旅客出行需求，例

如金义都市区。对于我国都市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对于区域快速轨道交通系统，

在线网规划阶段就要充分考虑快慢车越行组织的要求，对越行方式和设施进行规划预留，为

下阶段轨道交通的建设提供规划依据，为越行组织运营模式创造硬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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