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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源数据的无锡轨道交通
客流特征分析
游世凯，张 聪，邹 歆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上海 200335）
摘 要: 无锡轨道交通线网已经初步形成，但整体线网负荷强度偏低。为提高轨道交通规划管理水平，有必
要对轨道交通客流特征进行研究。基于居民出行调查、地铁乘客出行特征调查、轨道交通 AFC 数据等多源
数据，分析无锡市轨道交通客流特征、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关系、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一体化水
平等，并与上海、广州、深圳、成都等城市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轨道交通线网的平均乘距为 8.4 km，
可较好地服务于核心区与外围组团间的中长距离出行；沿线开发强度、居住和岗位覆盖率偏低，影响轨道可
服务人群数量；与常规公交等交通方式衔接不足，降低轨道交通快速出行竞争优势。研究建议无锡市应重点
加强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的耦合，提高沿线开发强度，协调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充分发挥轨道
交通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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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enger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Wuxi Urban Railway Based
on Multi-Source Data
YOU Shikai, ZHANG Cong, ZOU Xin
(Shanghai Branch,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 Design, Shanghai 200335)
Abstract: The urban railway in Wuxi is currently in a start-up stage. To better explain the low load intensity of the urban
railway network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planning and operation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study its passenger flow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household and passenger surveys and automatic fare collection (AFC) data, the passenger flow
characteristic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railway and land use, and transfer characteristics were all analyzed in this study.
The results were compar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ailways in Shanghai, Guangzhou, Shenzhen, and Chengdu.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 the average riding distance was 8.9 km, and Wuxi urban railway mainly served medium and long
distances between central and peripheral areas; b) the lower level of land development, population density and job density
along the urban railway routes, the lower was the number of potential passengers; c) the greater convenience and integrity of
the transfer facilities in rail stations had compromised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urban railway. Finally, the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enhancements to the urban railway, including impro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and land use, promoting land use development along the rail transit lines, and improving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urban railway and a variety of other transport modes.
Keywords: urban railway; passenger flow characteristics; multi-source data; land 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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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快速城镇化与机动化带来的挑战，应对城市高

2.2

地铁乘客出行特征调查数据

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进入快速发展期。

城市轨道交通服务对象的属性特征和出行意愿特

截至 2018 年年底，中国大陆地区共有 35 个城市开通城

征等对了解客流结构和提升客流服务水平有一定帮

市轨道交通，平均客运强度为 0.8 万人次/km·d，其中无

助。为获取乘客属性及出行意愿特征，对无锡市轨

锡等 15 个城市平均客运强度不足 0.7 万人次/km·d，

道 交通进 出站 客流量 较大 的站点 进行 乘客出 行调

占总体的 45.7%[1]。随着轨道交通建设的开展，提高

查，发放问卷 3 655 份，回收有效问卷 3 551 份，有

轨道交通客流、降低政府财政支出压力也越来越受到

效回收率 97.2%。经有效性经验，合格样本 3 443 份，

关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轨道交通

质量合格率 97.0%。

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国办发〔2018〕52 号)指出拟

2.3

建地铁、轻轨的线路初期客运强度分别不低于 0.7 万、

轨道交通 AFC 数据
轨道交通自动售检票系统(automated fare collection

0.4 万人次/km·d[2]。因此，借助居民出行调查、地铁

system，AFC)，是实现轨道交通售票、检票、计费、收

乘客出行特征调查和轨道交通 AFC 数据等多源数据，

费、清分结算和运营管理等全过程的自动化系统。AFC

从客流特征分析、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关系和

系统储存着乘客轨道交通出行的有效信息 9 项，包括

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一体化水平等方面对无锡轨

日期、票卡编号、站点名称、交易类型、刷卡时间等，

道交通客流特征进行系统性分析，
对于今后进一步把握

通过对相关信息进行处理，可以得到客流时空分布特

轨道建设初期客流发展特征、提高轨道交通吸引力、提

征等。无锡轨道交通工作日单日刷卡量为 38 万左右，

升城市轨道交通设计与运营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现统计了 2016 年某周的无锡轨道交通 AFC 数据。

1

2.4

轨道交通建设运营概况

手机信令数据

无锡市位于长三角核心腹地，工商业发达，城

手机数据具有一定的连续性，能大致连续记录居

镇化水平高。截至 2016 年年底，市区常住人口达

民的就业、居住等活动的时空位置变化，可以从中识

363 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达 4 749.02 亿元，三产比为

别用户的就业地、居住地等[4]。使用 2016 年联通手机

0.9︰41.2︰57.9[3]。

信令数据，连续一周时间。上述数据为匿名信令数据，

2014 年，无锡轨道交通第一条线路正式开通运营，

不涉及个人信息。经过分析处理，共记录不同手机用

使无锡成为自深圳、苏州、宁波后，第 4 个独立拥有地

户约 63 万。

铁的非省会直辖市。截至 2016 年年底，无锡轨道交通

3

共拥有 2 条线路，为 1 号线和 2 号线，总长度 55.7 km，

3.1

设站 45 座，其中换乘站 1 座，平均站间距 1.30 km。
根据已批复的《无锡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3—
2018 年)》(以下简称《近期建设规划》)，3 号线一期
工程、1 号线南延工程和 4 号线一期工程均在建。

2
2.1

数据来源及说明
居民出行调查数据
居民出行调查是研究人流日常活动的基本特征及

客流特征分析
网络运营特征
近几年，无锡轨道客流量稳步增长。2016 年，无

锡城市轨道交通日均客流量为 22.6 万人次/d，网络负
荷强度为 0.41 万人次/km·d，与 2015 年相比增长了
13.9%。但是网络负荷强度依然偏低，全国排名第
20 位，落后于南昌、哈尔滨、佛山等线网里程更低
的城市，也 低于同期全 国城市轨道 平均负荷强 度
0.80 万人次/km·d[5]，如图 1 所示。

规律，了解居民出行完整出行链的重要方法，进而掌

2016 年，无锡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换乘系数为

握交通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关系的基础调查之一。本次

1.16，与北京、广州、成都 3 市同等“十字网”结构

居民出行调查采用国家统计局 2015 年 1%人口调查样

下的换乘系数处于同一区间(1.1～1.2)[6-8]。结合北京、

本框，覆盖无锡市梁溪区、滨湖区、锡山区、新吴区、

广州、成都等轨道交通换乘系数变化情况[8-10]，随着

惠山区 5 区，46 个街道(镇)，134 个居委会(村)。全市

网络规模的扩大，线路成网后，城市轨道交通本线客

范围计划抽样 1.2 万户，实际有效访问 11 957 户，有

流比例会逐步下降，换乘客流比例逐渐增多，无锡轨

效填表 28 351 份，有效回收率 100%。经有效性检验，

道交通换乘系数仍存在增长空间。

合格样本 11 559 户，质量合格率 96%。

无锡轨道交通线网平均乘距(乘客一次出行在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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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网络内的乘车行程距离)为 8.4 km，占轨道交通

(6.86 km)相比，无锡轨道交通平均乘距较长，较好地

网络运营里程的 15.1%。与广州两条线时平均乘距

支撑了外围组团与核心区之间的联系。

图1
Fig. 1

3.2

2016 年各城市轨道运营线路长度和负荷强度

Length and load intensity of urban railway lines in China (2016)

分别为 10.1%和 10.5%。非工作日与工作日客流特征

线路站点客流
无锡轨道交通早晚高峰客流时间分布如图 2 所示，

存在明显差异，呈现单峰特征，13:00—17:00 客流总

工作日客流波动呈现明显的双峰形态，早晚高峰时段

规模均较大，高峰峰值效应不如工作日显著，客流总

分别 7:00—9:00 和 17:00—18:00，早晚高峰小时系数

规模高于工作日，达 10.2%。

Fig. 2

图 2 轨道交通线路进出站客流时间分布
Temporal distribution of entering and exiting urban railway stations

早高峰时段出站高峰小时系数为 11.1%，略高于

时系数[8, 11]。

进站高峰小时系数 9.1%。乘客早高峰上班时间集中，

无锡轨道交通站点日均客流量空间分布如图 3

因此，早高峰出站时间更加集中。晚高峰时段，进站

所示。日均客流量最高的 5 个站点均位于内环，分别

高峰小时系数为 11.0%，略高于出站高峰小时系数

为三阳广场站、无锡站、南禅寺站、清名桥站和人民

10.0%，并且晚高峰小时系数与早高峰小时系数接近。

医院站。其中，三阳广场站日均客流量达 6.2 万人次，

这说明，乘客准时下班的比例高，工作压力较小，市

是无锡轨道交通日均客流量最大的站点，且是唯一的

民生活幸福指数高。而在成都、北京等大城市，加班

轨道交通换乘站。其次为无锡站和南禅寺站，日均客

现象较多，均发现早高峰小时系数普遍大于晚高峰小

流量分别为 1.8 万人次和 1.0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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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4
4.1

图 3 轨道交通站点日均客流量空间分布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ailway stations ridership

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性
轨道交通与人口岗位分布的关系
根据手机信令数据，以上午 10 时出现的位置为就

业岗位地，晚上 10 时出现的位置为居住地，以此为基
础统计了面积覆盖率、居住覆盖率、就业岗位覆盖率
和职住比等指标，如表 1 和图 4 所示。面积覆盖率为
轨道线路 800 m 范围内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比例，居
住覆盖率为轨道线路 800 m 范围内居住人口占全市总
人口的比例，岗位覆盖率为轨道线路 800 m 范围内的就
业岗位占全市总岗位的比例。近期建设规划中的 4 条轨
道交通线路居住和岗位覆盖率分别为 21.3%和 23.8%。
与之相似，从居民出行调查结果也发现，有 15.0%的

出行起讫点都在轨道站点 800 m 范围内，有 27.2%的
出行起讫点一端在轨道站点 800 m 范围内。
表 1 轨道沿线 800 m 半径内覆盖的居住和就业岗位比例
Tab. 1 The proportion of jobs and housing along
urban railway
轨道
线路

面积
覆盖率/%

就业岗位
覆盖率/%

居住
覆盖率/%

职住比

1(运营)

3.9

8.1

7.0

1.16

2(运营)

3.1

6.6

5.5

1.22

3(在建)

3.2

5.6

5.3

1.04

4(在建)

2.4

3.5

3.5

1.00

合计

12.6

23.8

21.3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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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Fig. 4

轨道沿线居住和就业岗位分布

Jobs and housing distribution along urban railway routes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规范》(GB/T 51328—2018)

轨道交通带来了客流效益。另一方面，轨道交通可以

中提出，300 万～500 万人口的城市，轨道站点 800 m

吸引大量客流，以车站为核心形成高密度活动区，带

半径内人口和岗位比例大于 30%。总体而言，无锡现

动周边用地发展，优化土地使用功能。因此，土地利用

状和在建的轨道交通线路居住及岗位覆盖率偏低，均

与轨道交通应该同步开发、同步建设，形成良好互动。

未达到 30%。相比已经运营的 1 号线和 2 号线，在建的

通过轨道站点周边土地开发强度分析，轨道站点

3 号线、4 号线居住和岗位覆盖率偏低，与用地布局契

周边 800 m 范围内的平均建筑层数为 4.7，仅比全市平

合一般。

均建筑层数(4.3)高 10%(见图 5)。其中，老城核心区内

4.2

站点开发密度相对较高，平均建筑层数为 4.6～7.5，各

轨道交通与沿线用地开发的关系
轨道交通与土地利用之间是一种源流关系，二者

站平均进出客流量为 2.0 万人次/d。单个轨道站点周边

相互制约、相互反馈。一方面，高强度土地开发必然

开发强度的提升对客流量影响较为明显，如河埒口站，

导致大量车流和人流，轨道交通可以有效地疏解交通

站点周边 800 m 范围内平均建筑层数达到 6.1～7.5，站

压力，支撑城市高密度开发，同时，高密度开发也为

点进出客流量达到 0.6 万人次/d，全市排名第八。

图5
Fi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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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站点 800 m 范围内建筑层数

Distribution of building floor numbers within 800 m radius area around s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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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外围地区的开发建设并未跟上轨道交通的建

占比最高，为 72.4%，其次为常规公交(12.2%)和电动

设运营。据统计，目前仍有 36%的站点周边用地开发

自行车(4.1%)。与北京相比，常规公交接驳比例较低

滞后，且有 48%的站点出站口数量少于 3 个，对接驳

(北京为 27%)[11]，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接驳有待加强。

的便利性有一定影响。例如，2 号线锡东新城段站点

如图 7 所示，起讫点都在轨道站点 800 m 范围内

周边开发强度过低，存在大量未开发用地，导致九里

的出行中，出行距离在 5～8 站，乘客使用轨道交通的

河公园站、映月湖公园站、迎宾广场站等平均进出客

比例为 14.9%，低于常规公交(21.3%)和电动自行车

流不足 1 000 人次/d(见图 6)。

(27.2%)；出行距离超过 12 站的，乘客使用轨道交通

5

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一体化衔接

比例为 27.1%，但常规公交和电动自行车依然占据较

轨道交通具有大运量、准时、快速等特点，因此

高比例。这一方面是因为部分公交线路与轨道交通线

是一个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的骨干，而常规公交则具有

路高度重合，存在同质竞争的关系，造成公共交通系

覆盖面广、线路灵活等特点，经常作为一个城市公共

统整体效率不高，轨道交通未能发挥长距离出行优势。

交通系统的主体，二者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良

另一方面由于轨道交通站点与周边衔接不畅，导致
“点到点”的电动自行车比“站到站”的轨道交通更具

性互补、合作共赢的公共交通系统。
根据调查结果，在轨道交通接驳交通方式中步行

图6
Fig. 6

图7
Fig. 7

有吸引力。

2 号线各站日均客流量

Daily passenger flow of subway Line 2

不同出行距离轨道交通、电动自行车和常规公交分担比

Percentage of urban railway, bus transit, and electric bicycle based use based on trip d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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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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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rail transit network: analysis on passenger flow data

高，已建和在建线路的居住和就业岗位覆盖率，分别

of rail transit network in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仅为 21.3%和 23.8%。

and Shenzhen[J].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2013, 11(6):

4) 轨道站点周边用地开发程度影响轨道可服务
人群数量。现状轨道站点周边开发尚未完全跟上，开
发强度略低，对客流影响较为显著。轨道站点平均建
筑层数为 4.7，仅比全市平均水平高 10%，未形成沿
轨道交通线路高强度开发廊道，导致 5 个站点日均进
出站客流不足 1 000 人次。未来应加强轨道沿线土地
利用规划研究，突出 TOD 开发理念，强调轨道交通
站点周边地区的功能复合与高强度开发，实现轨道交
通与土地利用的良性互动。
5) 轨道交通与其他交通方式一体化水平偏低，影
响轨道交通快速出行竞争优势。轨道交通与常规公交

6-17.
[7] 马小毅, 金安, 刘明敏, 等. 广州市轨道交通客流特征
分析[J]. 城市交通, 2013, 11(6), 35-42.
MA Xiaoyi, JIN An, LIU Mingmin, et al. Rail transit passenger flow characteristics in Guangzhou[J].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2013, 11(6): 35-42.
[8] 张铮, 张子栋, 宗晶. 成都市轨道交通客流特征分析及
启示[J]. 城市交通, 2017, 15(4): 75-83.
ZHANG Zheng, ZHANG Zidong, ZONG Jing.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ail transit passenger flow in Chengdu[J].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2017, 15(4): 75-83.
[9] 刘剑锋, 罗铭, 马毅林, 等. 北京轨道交通网络化客流

衔接不畅，接驳比例仅为 12.2%。轨道交通两端接驳

特征分析与启示[J]. 都市快轨交通, 2012, 25(5): 27-32.

不畅，造成沿线中长距离出行中，常规公交和电动自

LIU Jianfeng, LUO Ming, MA Yilin, et al. Analysis on the

行车比例较高，分别为 26%左右和 8%～18%。下一步

passenger flow characteristics of Beijing urban rail network[J].

应重点关注轨道站点接驳设施的便利性和完善性，加

Urban rapid rail transit, 2012, 25(5): 27-32.

强常规公交、自行车等多种方式与轨道交通站点的衔
接，尤其是外围站点的接驳线路设计，尽可能降低换
乘距离和换乘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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