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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地铁线路改造案例
剖析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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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城市社会、经济、人口、空间、布局等的发展变化，既有地铁线路可能出现不再适应城市区域新发
展的情况，局部线路面临调整、改造的问题。分析温哥华空中列车世博线和千禧线、东京地铁副都心线和东急东
横线、北京地铁 13 号线和广州地铁 3 号线的改造原因、方案及效果，并在此基础上总结概括既有地铁线路改造
的一般原因、典型方法。客流需求改变和城市结构变化是线路改造的主要原因，常以减少换乘次数、缓解换乘站
客流压力、优化客流分布、扩大线网覆盖面、缩短行车间隔等为目标，采用直通化、拆分重组、延展扩建等方式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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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Study on and Takeaways from the Renovation of
Existing Metro Lines
LIANG Qinghuai, LIN Yihong, WANG Heng, YU Bo, LENG Jiarui
(Urban Rail Transit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Due to changes in urban society structures, economy, population, space, and layout, some existing metro lines may
no longer be perfectly suitable to the new needs of some urban districts. Therefore, some lines are faced with the need for
adjustment and reform.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reasons, schemes, and effects of the renovation of the Expo and Millennium
Lines of the Vancouver Skytrain, Fukutoshin and Tokyu Toyoko Lines of the Tokyo Metro, Line 13 of the Beijing Metro, and
Line 3 of the Guangzhou Metro, and summarizes the general reasons and typical methods of existing metro lines renovation
based on these cases. The main reasons for metro line renovations are changes in passenger demand and urban structure.
Some common methods used in these instances are, among others, connecting two independent lines, line splitting and
reorganization, and line extensions, which are all aimed at reducing the number of transfers, reducing number of transfer
passengers at transfer stations, optimi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assenger flow, expanding the coverage of the metro network,
and shortening the departure interval.
Keywords: metro lines; renovation; takeaways

既有地铁线路是以特定时期的城市规划为指导规

求，成为限制线路甚至线网发挥运输能力的短板。世



划、 设计与建造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的

界范围内已有多个城市进行过地铁线路的改造工作，

社会、经济、人口、空间、布局、结构的发展变化，

以更好地满足城市发展和居民出行需求。

部分既有地铁线路或节点不再适应新的城市发展需

以东京为例，东京轨道交通网络由地下铁(含东京
地铁和都营地铁)、JR 和私铁三大系统构成。20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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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以前，东京市郊私铁线路均止于 JR 山手线的
车站，未与市中心其他地铁线路衔接，所有轨道交通
线路都相互独立运营。二战结束后，东京都市圈规模

国内外地铁线路改造案例剖析及启示

不断扩大，乘坐轨道交通往来市中心与市郊的客流日

世博线于 1986 年开通运营，改造前自温哥华

益增多。为了缩短乘客出行时间，在东京政府统一管

西区的 Waterfront 出发，沿西北-东南走向贯穿本拿

理下，地铁与郊区铁路陆续实施直通化改造工作。

比和新西敏，最终抵达素里的 King George，线路

1960 年 12 月 4 日，地铁浅草线与市郊铁路京成押上

全长 28.7 km，共设 20 座车站，列车使用线性电机

线实施直通运营改造，成为东京第一条实施直通运营

驱动。

的地铁线路。截至 2013 年 3 月，东京共有 10 条地铁

千 禧 线 于 2002 年 开 通 运 营 ， 线 路 改 造 前 从

与 17 条市郊铁路实现直通运营。东京地铁线路直通化

Waterfront 出发，与世博线共线运营至 Columbia 后途

改造在提升乘客出行效率的同时，极大加强了城市中

经本拿比北部返回温哥华西区，抵达 VCC-Clark，呈

心与郊区之间的联系，在东京都市圈经济发展的过程

一个横向的“6”字形，线路全长 43 km，共设 28 座

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车站，列车也采用线性电机驱动。

中国目前处于兴建城市轨道交通的阶段，城市

加拿大线于 2009 年开通运营，线路自 Waterfront

的快速发展对城市轨道交通服务不断提出新要求。

出发，自北向南运营至 Bridgeport 后，形成两条分别

随着时间推移，部分既有地铁线路可能不再适应新的

通往列治文的 Richmond-Brighthouse 和 YVR-Airport

发展需求，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铁线网已基

的支线，线路全长 19 km，共设 16 座车站，车辆采取

本成形的城市会更快面临类似问题，如何改造既有

常规交流电机驱动。

地铁线路以应对需求变化将成为城市管理者需要思

改造前空中列车系统日均客流量达到 37 万～

考的重要问题。现分别对温哥华、东京、北京和广州

40 万人次，是大温哥华地区的骨干交通系统，在推动

这 4 座城市的既有地铁线路改造案例从改造原因、改

绿色公交出行、减缓道路交通压力、提高乘客出行效

造方案及效果进行剖析，并总结概括既有地铁线路

率、带动就业机会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2]。

改造的一般原因和典型方法。希望能够引起业内对

1.2

线路改造工作的关注，并为未来线路改造工作提供

改造原因
随着城市发展和客流情况变化，空中列车系统原

参考。

本的组织方式不再适应新的出行需求。温哥华东北部

1

高贵林地区发展迅速，居民出行需求增加，亟需接入

温哥华空中列车世博线和千禧线共线
运营段拆分改造

1.1

线路概况

空中列车这样的大运量骨干交通。
同时原世博线和千禧线共线段的组织运营存在较
大问题。首先是空中列车系统客流量急剧增加导致共

如图 1 所示，温哥华空中列车系统由世博线、千禧

线运营段压力增大。1986—2002 年，世博线的日均客

线和加拿大线 3 条线路组成，连接温哥华、本拿比、新

流量为 6.8 万～7 万人次，线路负荷强度为 2 369～

西敏、素里等地区，是温哥华综合快速交通系统的支柱。

2 439 人次/km。2002 年千禧线开通后，空中列车系统
的日均客流量达到 16 万人次，线路负荷强度为 3 219
人次/km。2009 年加拿大线开通后，空中列车的日均
客流量已经高达 37 万～40 万人次，线路负荷强度为
5 385～5 822 人次/km。日益增加的客流给空中列车系
统的运营带来不小的压力。
其次是共线运营段行车组织复杂，限制系统运力
的提升。世博线和千禧线在 Waterfront-Columbia 区段
实施共线运营，世博线发车间隔为 7～10 min，千禧
线发车间隔为 5～6 min，发车间隔过大，候车时间较
长。随着客流量的增长，系统运输能力无法快速同步
提升，导致列车准点率低，系统稳定性差，影响乘客

图1
Fig. 1

温哥华空中列车改造前线路图

Map of Vancouver SkyTrain before reform

出行效率。
此外，原千禧线本身存在线路过长且路由安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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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等问题。由于往返线路首尾客流出行距离明显偏

1.3.2

长，存在“绕路”现象，前半段和后半段客流连续性差，

车站改造

改造前 Production Way University 站和 Lougheed

客流特征类似两条独立线路的客流组合，不利于行车

Town Center 站 均 为 岛 式 车 站 ， 为 实 现 世 博 线 在

组织调整。

Production Way University 站的折返以及千禧线延伸段

2016 年，以延展空中列车系统至高贵林地区为契
机，温哥华对世博线和千禧线进行了改造。

1.3

在 Lougheed Town Center 站的接入，分别对两站作了
局部改造。

改造过程
世博线和千禧线的线路改造体现在线路扩建和行

扩建千禧线时在 Lougheed Town Center 站原有岛
式 站 台 的 北 侧 新 建 了 侧 式 站 台 ， Production Way

车组织方案变更两个方面。

University 站保持岛式站台不变。改造后世博线和千禧

1.3.1

线在这两个车站折返和进出的配线分别如图 3 和图 4

线路改造

如图 2 所示，改造后线网在原线网基础上从

所示。

Lougheed Town Center 站沿东北方向新建一段线路
至 Lafarge Lake-Douglas 站，服务于高贵林地区居民
出行。

图3

Production Way University 站改造后配线情况

Fig. 3

The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Way University
Station after reform

图4
Fig. 4
图2
Fig. 2

温哥华空中列车改造后线路图

Map of Vancouver SkyTrain after reform

1.4

Lougheed Town Center 站改造后配线情况
The distribution of Lougheed Town Center
Station after reform

改造效果
改造后，千禧线以此次改造为契机，新建通往高

扩建后两线路的行车组织方案也进行了调整。其

贵林地区的线路，当地居民出行至市中心更加方便。

中，新千禧线由新建线路与原千禧线后半段 Lougheed

Waterfront—Colmbia 段仅运行世博线的列车，其行车

Town Center-VCC Clark 区段组成，
不再通过 Waterfront-

间隔和到站的准点性不会受到千禧线的影响，即使线

Lougheed Town Center 区段。

路出现故障，也不会对另外一条线路的正常运营造成

新世博线则在独立占用原有路由的基础上，纳入

干扰。同时，改造后两条线路的行车间隔缩短，世博

原千禧线 Columbia-Production Way University 区段作

线 Waterfront—Colmbia 段高峰时段发车间隔由 7～

为支线。

10 min 缩短至 2～3 min，千禧线高峰时段发车间隔也

改造后的行车组织方案本质上是将千禧线拆分为
两条独立的线路分开运营，其中一条通过新建延长，

由 5～6 min 缩短至 3～4 min，较大地提升了空中列车
的运能。

另一条则与世博线合并，二者路由仅剩 Lougheed

由于改造后世博线与千禧线并未完全相互独立，

Town Center 至 Production Way University 区间存在重

在 Production Way University 和 Lougheed Town Center

合。为保证改造后客流仍能方便地往来于千禧线和世

两站及其区段仍存在共轨运行及共用站台的情况，因

博线，空中列车系统将 Lougheed Town Center 和

此两条线路的运能依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直接表

Production Way University 两个站均设置为换乘站。

现为世博线 Waterfront—King George 交路高峰时段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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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隔为 2～5 min，而 Waterfront—Production Way
University 交路因受折返条件、共轨运行和出岔布置的
限制，高峰时段发车间隔只能达到 6～7 min。

1.5

改造启示
共线运营适用于交通出行量小、行车密度较低或

轨道交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区域，它能够提高轨道
交通设施利用率，节约建设投资。然而当线路途经区
域人口增长、交通出行量日益繁忙时，共线运营段候
车时间长、安全风险大等缺点逐渐突出[2]，此时共线
运营不再满足乘客快捷高效的出行需求。
因此，在线网规划阶段，应根据不同时期客流预
测结果，对实施共线运营模式的期限进行划定。同时
也要规划拆分后的新线路的走向，从而为将来线路拆
分改造工作预留条件。

2

东京地铁副都心线和东急东横线的直
通化改造

2.1

线路概况
副都心线和东急横线是位于东京都市圈轨道交通

系统中心地带的两条线路。
副都心线是东京西部的一条南北走向的主干线，
线路自埼玉县和光市站出发，经池袋运营至涩谷区涩

图5

副都心线和东急东横线改造前线路图

谷站，全长 20.2 km，设置快慢车运行模式，由东京地

Fig. 5

Map of Fukutoshin and Tokyu Toyoko
Lines before reform

铁公司运营。该线路连接池袋、新宿和涩谷三大副都

此外副都心线在涩谷站为地下线，东急东横线为

心，这三大副都心同时也是东京的三大商业中心，是
东京最繁华的地区之一。

地面线，两条线路的乘客需下车步行才能相互换乘，便

东急东横线则是东京西南部的一条次干线，线路

捷性差。为降低涩谷站乘降压力，同时提高换乘乘客出

自涩谷站向西南运营至神奈川县横滨站，线路全长

行效率，两条线路在 2013 年进行了直通化运营改造。

24.2 km，由东京急行电铁株式会社运营。东急东横

2.3

2013 年 3 月 15 日，日本东急电铁公司动用 1 200

线是东京圈与其他线路实施相互直通运行最多的线
路之一。

改造过程

余人，将东急东横线的涩谷站与代官山站之间原来位

副都心线和东急东横线都是 1 067 mm 轨距，均

于地面的轨道设施全部转移至地下，并在涩谷站与副

采用直流 1 500 V 接触网牵引供电，其他系统也基本

都心线实现直通，原东急东横线的涩谷地面站终止使

能相互兼容，这为直通化改造提供了前提条件。

用[3]，如图 6 所示。
改造完成后，原本独立运营的两条线路实行直通

如图 5 所示，实施改造前副都心线与东急横线仅
在涩谷站首尾相接，不能直通运营。

化运营，即两条线路在贯通后的“和光市—涩谷—横

2.2

滨”线路上交替行车，共线运营，如图 7 所示。

改造原因
改造前无论是两线换乘乘客还是以涩谷站为出发

2.4

改造效果

地或目的地的乘客均需要在涩谷站上下车。而涩谷站

副都心线和东急东横线实现直通化运行后，两条

位于涩谷商业圈内，属于大型客流集散点，车站全日

线路依旧分属不同的运营公司，但列车可以根据各自

乘降客流量达到 271 万人次，是日本最繁忙的车站之

实际客流需求在两条线路间灵活安排交路，
提高了线路

一，服务压力极大。

可达性，往来于横滨、涩谷、池袋等大型客流集散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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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缓了涩谷站的客流乘降压力，提高乘客出行便捷性
和舒适度。

2.5

改造启示
直通化运营最重要、最直接的效益体现在 3 个方

面：一是减少乘客换乘次数和出行时间；二是缓解了
换乘站(特别是高峰期)的客流压力；三是不同线路设
施的分段点向都市圈以外迁移，保证了都市圈内交通
的连续性[4]。
东京地铁大多数实行直通化运营线路的客流以定
时通勤、通学客流为主，这些客流往往集中在早晚高
峰，其直通需求比较强烈，直通化运营的效益也显而
易见。而当线路的断面客流量较小时，则不必进行直
通化改造，以节省改造成本。此外，实现直通化运营
需要线路的信号、电力、牵引等子系统相互兼容，如
图 6 代官山站—涩谷站区间改造前后运营方式
Fig. 6 Mode of operation between Daikanyama and
Shibuya Stations before and after reform

东京地铁大江户线为线性电机牵引，无法与常规的轮
轨电车线路相互直通[5]。

3
3.1

北京地铁 13 号线的拆分改造
线路概况
北京地铁 13 号线是连通北京城市中心区和外围

区的一条主干线，呈“n”字形走向，从西直门途经西
二旗、回龙观、立水桥、望京等地，最终抵达东直门
站，如图 8 所示。13 号线全长 40.9 km，设 16 座车站
和 1 座车辆段，其中 7 座车站为换乘站，除东直门站
为地下车站外，其余车站均为地面及高架车站。

图8
图7

副都心线和东急东横线改造后线路图

Fig. 7

Map of Fukutoshin and Tokyu Toyoko
Lines after reform

Fig. 8

3.2

北京地铁 13 号线改造前线路图

Map of Beijing Metro Line 13 before reform

改造原因
近年来，随着 13 号线沿途的生活区和就业区不断

乘客无需换乘即可直达目的地，出行时间缩短，出行

扩张，沿线客流快速增长。截至 2017 年，13 号线单

效率得到提高。同时直通化改造淡化涩谷站换乘功能，

向高峰小时断面客流已达 4.25 万人次，满载率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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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目前 13 号线的运营面临着如下问题：
1) 西直门—西二旗段的客流量一直处于饱和状

乘，两个站台分别用于两条线路的上行线和下行线，
极大缩短乘客的换乘距离和换乘时间，如图 10 所示。

态，尤其是西直门站，高峰小时乘降客流多达 2.86 万
人次，而且由于受到西直门站折返条件的限制，列车
发车间隔不能达到 2 min[6]。
2) 原建于西二旗西侧的中关村软件园，自 2011
年起向西扩建至西北旺地区，距离 13 号线越来越远，
原 13 号线走向已经难以满足在软件园区域就业乘客
的出行需求。

图 10

3) 回龙观和天通苑地区的常住人口数量已达到
86.3 万人，而原 13 号线回龙观—立水桥段与人口密集
区距离较远，该走向难以满足北部居民快速抵达地铁
车站，乘坐地铁出行的需求。
为了缓解 13 号线西段的交通压力，使线路客流均
匀分布，满足原线路覆盖区域的乘客出行需求，同时
也为提高中关村软件园和回龙观北部居民的出行效
率，13 号线将进行拆分改造。

3.3

改造方案
如图 9 所示，13 号线将拆分成 13A 线和 13B 线，

各自延伸后作为两条线路独立运营。

Fig. 10

3.4

13A 线、13B 线换乘站示意图

Transfer station for Lines 13A and 13B

改造效果
13 号线进行拆分改造后，预计将产生如下 3 方面

效果，有效缓解目前的运营压力。
1) 提高线路运能。
两条线路发车间隔可由 2.5 min
缩短至 2 min，高峰小时往返列车对数由 24 对增加至
30 对。此外，13B 线列车编组仍为 6 辆 B 型车，通过
缩短发车间隔，运能可提高约 30%；13A 线除了缩短
发车间隔外，还采用 8 辆 B 型车的列车编组，运能可
提高约 75%。
2) 提升线网通达性。两条线路总共与 13 条地铁
线路换乘，这有利于加强各条地铁线路之间的联系，
完善地铁线网构架，有效减少乘客换乘次数。
3) 扩大站点覆盖范围。拆分后的 13 号线在回龙
观区域新增 5 座车站，在天通苑区域新增 3 座车站，
在上地软件园区域新增 3 座车站，线路可以覆盖到更
多出行需求量大的区域，市民出行难的问题将得到有
效解决，尤其是在回龙观区域，基本实现自居住区至
最近地铁站步行距离小于 1 km[7]的需求。

3.5

改造启示
当原有线路客流分布过度不均衡，或难以兼顾到

图9
Fig. 9

北京地铁 13 号线改造后线路图

Map of Beijing Metro Line 13 after reform

13A 线在原有的西直门—西二旗段的基础上，分
别从两端向外扩建：从西直门站向南延伸至车公庄站，
与 2、6 号线换乘；从西二旗站向东北途经回龙观北部、
天通苑生活区，最终抵达天通苑东站，与在建 17 号线
换乘。
13B 线在原有的东直门—龙泽段的基础上，向西

未途经区域的客流需求时，就可考虑对原有线路进行
拆分，拆分后的线路走向宜在原有线路的基础上，沿
着客流走廊进行延伸。
13 号线拆分后，不仅能够使线路的客流均匀分
布，而且两条新线可覆盖到回龙观北部、天通苑、上
地软件园等客流量大的区域，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居
民出行需求。这种改造方式与广州地铁 3 号线在 2010
年的拆分改造方式相似[8]。

南进行扩建，途经上地软件园区域，最终抵达马连洼

4

站，与现有 16 号线换乘。

4.1

两条新线在京藏高速西侧的新车站进行同站台换

广州地铁 3 号线的拆分改造
线路概况
广州地铁 3 号线是一条南北走向的贯穿城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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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新中轴线及番禺区发展轴线的主干线，线路呈“Y”

名第一。

字形，由主线和北延线两部分构成，全长 64.41 km，
如图 11 所示。

体育西路站服务功能过于集中，客流乘降压力大，
换乘效率低，为缓解其服务压力，提高 3 号线的运营
效率，广州地铁计划对 3 号线进行拆分改造。

4.3

改造方案
如图 12 所示，3 号线将通过拆分和重组的方式进

行改造，目前线路方案已基本确定，具体如下：

Fig. 11

图 11 广州地铁 3 号线改造前线路图
Map of Guangzhou Metro Line 3 before reform

3 号线主要开行 3 种交路，一是番禺广场至天河
客运站，二是体育西路至机场北，三是番禺广场至机
场北。前两种交路常态化运行，并在体育西路站进行
换乘；第 3 种交路处于试行阶段，开行比例较小。

4.2

改造原因
3 号线的体育西路站客流负担过重是改造的主要

图 12
Fig. 12

广州地铁 3 号线改造后线路图

Map of Guangzhou Metro Line 3 after reform

1) 天河客运站—石牌桥区段将从 3 号线拆分出

原因。体育西路站地处天河城商圈，是大型客流集散

去，归为地铁 10 号线的一段，线路通过石牌桥站后，

点，同时也是 1 号线、3 号线主线和 3 号线北延线

将不再经过体育西路站，而是抵达天河路与体育西路

的换乘车站。该站全日乘降客流最多达到 84.4 万人

交界处的天河路站，再往西南方向延伸。

次(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全国所有地铁车站中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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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机场北两个区段组成，即 3 号线的走向改为番禺

1) 城市结构变化和客流需求改变是地铁线路改

广场—机场北。
3) 改造后两条线间换乘方案未定。

4.4

如下：

改造效果

造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城市结构变化体现在线路改造
多以新线建设为契机，多发生于轨道交通系统发展不

1) 3 号线体育西路站将不再汇聚来自天河客运站

完善的城市。随着城市发展，出行需求区域逐渐偏

方向的客流，这将有效缓解体育西路站在高峰时段的

移轨道交通线网服务范围，如果周边线路存在客流

客流压力，达到了线路改造最主要的目的。

问题，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将既有线路改造和新线

2) 拆分出的支线段归为在建 10 号线的一段后，

建设有机结合，既解决既有线路客流合理性问题，

形成径向线路，有助于连通天河商业中心圈、五羊新

又解决新增客流点交通需求。客流量大幅增加、客

城、海珠五凤老城区、东沙医药港、广钢新城等重点

流分布过度不均衡、换乘客流过多会造成线路整体、

区域，使城市中心区各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局部或节点服务压力增大，进而限制地铁线路甚至线

3) 往来于番禺区和白云区之间的乘客不必在体

网系统的运输能力。可对线路的路由、区间、站点进

育西路站换乘，减少体育西路换乘客流人数，降低其

行改造，并对行车组织进行调整，实现对客流的引导

服务压力，同时有效缩短南北往来乘客的出行时间，

和分配优化。

[9]

提高出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

2) 常见的改造方式有两种：一是对独立运营的若

4) 目前改造方案线路走向基本确定，但改造后 3

干条线路进行直通化改造；二是对单条线路的某一段

号线与 10 号线之间换乘方式尚未明确。仅从线路上分

或不同线路的共线运营段进行拆分改造。直通化改造

析可知，该改造方案减少了体育西路—番禺广场区段

能够实现不同线路的车辆、信号等子系统的互联互通，

与体育西路—机场北区段之间的换乘，却增加了体育

减少乘客下车换乘次数，缓解换乘站客流压力，还可

西路—番禺广场区段与体育西路—天河客运站区段之

根据实际情况开行“快速”或“直达”列车，即实现深层

间的换乘，在为一部分乘客创造便利的同时也给另一

次的互联互通网络化运营[10]。对同一线路的拆分改造

部分乘客带来不便。

往往配合线路扩建与重组，可以起到改善客流分布、

4.5

扩大线路线网覆盖面的作用；对共线运营段的拆分改

改造启示
广州地铁 3 号线改造的本质是“切主接支”。将原

造则有缩短各线路发车间隔、提高出行效率的效果。

主线的天河客运站—石牌桥段划分出去作为新建 10

地铁线路改造方式和方案的确定需因地制宜，灵活选

号线的一部分，可避免该方向客流汇入体育西路站。

用，明确改造目标，综合考虑各方面的需求，使改造

将北延线与番禺广场—体育西路区段相接，可以有效

过程合理可行。

减少体育西路站换乘客流。该方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线路改造可以一定程度上解

体育西路站的乘降压力，但也会使原主线上途经体育

决当前线路运营面对的一些难题，但是改造工作本身

西路站的乘客需要下车换乘。其利弊需要综合考虑客

可能带来工程难度大、改造造价高、影响线网运营等

流和其他各方面因素后加以权衡。

负面作用，如上海 3、4 号线共线段改造方案便因为造

对于设置支线的“Y”字形线路，如果支线更加

价高、工程量大以及影响乘客出行而被搁置。城市管

顺应主线的客流走向，可考虑将支线接入主线贯通

理者应该正确认识线路改造的定位，不轻易进行线路

运营以减少换乘；如果主线的一支不契合主线走向，

改造。因此，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者应该在线网规划时

或给某站带来过大的客流压力，则可考虑将其从主

准确把握未来城市发展走向和客流需求情况，使线网

线中拆分，独立运行或者划入其他线路，引导优化客

符合城市发展需求和市民出行需求，尽量避免线路改

流分布。

造情况的发生。同时也应该在线路设计时充分预留改

5

造条件，以求在不得已需要进行线路改造时可以降低

结语
通过以上国内外城市地铁线路改造案例的分析，

可对既有地铁线路一般改造原因和改造方式总结概括

改造工作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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