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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域轨道交通线网运营
优化及发展规划研究
佘才高
（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江苏南京 210008）
摘 要: 南京市域轨道交通线网历经近 10 年的发展，运营里程已达 200 km，具有覆盖面广、互联度高、开放性
强等显著优势。线网有力地支撑了城市空间的拓展，带动沿线城市的开发，提升了沿线居民的时空可达性，在南
京都市圈同城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值此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新机遇之际，为高水平打造南京都市圈的
综合交通体系，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出行需求，市域轨道在后续发展中将着力提升线网的快捷性、灵活性
和互动性。具体措施包括优化运营模式、完善网络布局、改善网络换乘衔接、审慎选择速度与制式、统筹沿线开
发建设时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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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on Optimiza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ning for
Nanjing Metropolitan Rail Transit Network
SHE Caigao
(Nanjing Metro Group Co., Ltd, Nanjing 210008)
Abstract: After nearly a decade of development, the operating mileage of the Nanjing metropolitan rail transit network has
reached 200 km, with significant advantages of wide coverage, high connectivity, and strong extensibility. The network
strongly supports the expansion of the urban space, drives the land development along the transit line, and improves the
accessibility of suburban residents.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process of the Nanjing
metropolitan area. Furthermore, with the movement towards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tegra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there is a need to build a high-level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to fulfil the growing demand for high-quality travel
experiences, therefore the metropolitan rail transit system will need to be improved in respect to speed, flexibility, and
interconnectivity. Specific measures to achieve this goal include optimizing the operating organization mode, upgrading the
network layout and cohesion, judiciously making choices on speed and the power supply system, and coordinating the timing
of land development along the route.
Keywords: metropolitan area suburban rail transit; connectivity; operating organization optimization; rail network planning

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分为市域线、城区线、


历经 10 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显著成就，与城区地铁线

局域线 3 个功能层次， 其中，市域线主要服务中心城

路共同发挥了城市公交体系中的骨干作用，有效引导

区与外围副城、新城、新市镇及都市圈毗邻地区之间

了南京城市空间拓展，在南京都市圈一体化进程中扮

的联系。南京市域线规划建设早于中国众多城市，在

演着重要角色。在加快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都市圈同
城化发展[1]的新时代背景下，优化既有市域线网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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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务水平和运营效率，构建快捷高效、一体衔接
的更高质量通勤交通网，率先在南京都市圈实现公交
化客运服务，成为亟需研究的重要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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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京市域轨道交通建设实践
1.1

南京都市圈概况
南京市位于江苏省与安徽省交界处，是长三角地

区重要的中心城市，也是中国东西向水路运输大动脉
长江与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沪铁路交汇点上重要的交通
枢纽城市。南京都市圈以南京市为中心，包含南京、
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的全
部行政区域，总面积 6.3 万 km2。根据《南京市国土
空间规划》(2019—2035)最新成果，按照“同城待遇、
同城保障、同城覆盖、同城共享”的发展目标，新街
口市级中心向外 50 km 范围，与南京在经济、社会和
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密切联系的地区为“同城化圈
层”，即一小时通勤圈，如图 1、表 1 所示。

1.2

南京市域轨道交通现状
南京市于 2009 年布局规划了市域轨道交通线网

(见表 2)，既有线网包含 9 条线路，总长约 292 km(市
界内)。截至 2019 年已开通运营 S1 机场线、S3 宁
表1
Tab. 1
圈层

半径/km

第一圈层

≤20

第二圈层

20～30

第三圈层

30～50

第四圈层

50～100

运营

城市大运量轨道
中运量公交
贯通运营的市域快线(含市郊铁路)
城市大运量轨道
市域快线(含市郊铁路)
城际铁路
市域快线(含市郊铁路)
城际铁路、高速铁路

34

功能

快速路

至主城区 45 min 通勤

高快速路

至主城区、主城片区 1 h 通勤

高快速路
一级公路
高速公路
一级公路

至主城片区的 1 h 通勤、生活联系
至中心城区的 1 h 商务联系

南京既有市域轨道交通线网

Present rail transit network of Nanjing metropolitan area

名称

编号

长度/km

最高速度/(km/h)

车辆编组

供电制式

1

机场线

S1

35.8

100

6B

DC 1 500 V

2

宁天线一期

S8

45.2

120

4B

DC 1 500 V

3

宁和线一期

S3

36.2

100

6B

DC 1 500 V

4

宁高线

S9

52.4

120

4B

DC 1 500 V

5

宁溧线

S7

31

100

4B

DC 1 500 V

200.6

1

宁扬线

S5

31(界内)/59.76

160

6D

AC 25 KV

2

宁句线

S6

26.3(界内)/43.6

120

6B

DC 1 500 V

3

宁天线南延

S8

2.07

120

4B

DC 1 500 V

120～140

6B

DC 1 500 V

59.37(界内)

小计

规划

道路

序号

小计

批复

南京都市圈轨道交通结构

铁路与城市轨道

Tab. 2

南京都市圈空间结构

Spatial structure of Nanjing metropolitan area

Structure of Nanjing metropolitan transit system

表2
类型

图1
Fig. 1

1

宁马线

S2

5.8(界内)/64.2

2

宁滁线北线

S4

5.11(界内)/55.17

120

4D

AC 25 KV

3

宁滁线南线

S4

21(界内)

待定

待定

待定

小计

31.91(界内)

合计

291.88(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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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线一期、S7 宁溧线、S8 宁天线一期、S9 宁高线等

场客流集散比例分别达 50%和 30%，仅次于东京成

5 条市域线路，共 200.6 km，占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

田机场、巴黎戴高乐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与广州

通车总里程的 53%。车辆最高运行速度为 100～

白云机场相当。

120 km/h，平均站间距 3.63 km，日均客流约 32 万人

3) 开放性强。南京市域线发展借鉴巴黎、伦敦、

次，占全线网的 10%。市域线的建设大大改善了郊区

东京等先进城市的建设经验，已开通运营服务近郊组

居民出行的时空可达性，以新街口为中心的 1 h 出行

团的 S1 线、S3 线、S8 线等未来均可延伸至城市核心

覆盖范围由 20 km 拓展至 30 km；轨道交通分担了放

区，在建及规划的 S2 线、S4 线、S5 线、S6 线等将有

射状走廊内 30%以上的客流量，有效缓解了通道上的

效连接南京都市圈外围城市，其线网的辐射性和可扩

交通拥堵问题。

展性较强，能够进一步提高外围组团与中心城区之间

目前，跨越市行政区划的宁句线已开工建设；宁

出行的时效性。
4) 快捷性不足。南京市域呈现南北狭长的长条

马线、宁滁线、宁扬线均已开展前期研究工作。

1.3

状，南北最长距离达 150 km，北部六合、南部溧水及

南京市域轨道交通建设对标分析
对标中外已规划、建设市域线的主要城市，南京

高淳均超出了 30～40 km 的通勤圈范围。已建成的 S7

既有市域线网具有覆盖面广、互联度高、开放性强等

线、S8 线、S9 线未区分通勤圈之外的差异化出行需

优势特点。由于南京市域线起步较早，建成运营后，

求，系统速度标准偏低。伦敦、纽约等国际大都市远

沿线居民高效快捷的出行需求逐年递增，为提供更高

郊线最高运行速度达 160 km/h，北京、上海远郊线平

品质的出行服务，应在快捷性、灵活性、互动性等方

均旅行速度达 100～120 km/h。而至溧水、高淳地区的

面进行功能提升。具体对标分析如下：

S7 线、S9 线虽然最高运行速度达到了 100～120 km/h，

1) 覆盖面广。南京是全国首个实现轨道交通全域
覆盖的城市，已开通运营市域线最大辐射半径达 80 km，

但从这些地方至南京市中心的出行时间长达 1.5～
2 h，与个体机动化方式出行相比竞争力不足。

与东京、巴黎、伦敦、纽约等世界级都市圈的 70～

5) 灵活性欠缺。相较于中心城区地铁线路以服务

80 km 相当，服务范围广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通勤为主，市域线服务需求更加多样化，客流特征更

等城市的 40～60 km。市域线布局与城市总体规划提

加复杂，对运营服务要求更高。东京、巴黎、伦敦均

出的“一带五轴”城市空间结构完全吻合，有效支撑

通过设置越行线组织快慢车运营，纽约通过设置四轨

了城市轴向拓展，快速拉开了城市发展框架。

道实现快慢车并行，上海、广州部分市域线设置越行

2) 互联度高。南京市域线与中心城区地铁线路
实现“一张网”运营，不同于北京轨道交通房山线

线开行快慢车；而南京既有 5 条市域线关于车站越行
等配线设置相对简单，降低了运营组织的灵活性。

及昌平线、上海轨道交通 5 号线等自地铁线路末端

6) 互动性不够。南京市域线规划建设起步早，但

车站向外放射模式。S1、S3 等线路通过多点多线便

轨道交通与城市开发建设时序缺乏协调，沿线土地空

捷换乘，近郊居民出行至多一次换乘即可到达城市

间规划的相应调整相对滞后，沿线用地开发进程较为

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南京南站与禄口国际机场两

缓慢，站点周边现状开发建设及产业规模没有达到规

大交通枢纽间 35 min 可达，仅高于连接巴黎北站—

划预期，客流培育不够，影响了线路开通后的运营效

戴高乐机场的 RER B 线、连接深圳福田站—宝安机

益，现状市域线客流仅实现了预期的 60%。

场的 11 号线；轨道交通承担南京南站、禄口国际机
表3

各大城市的市域线相关指标对比情况如表 3 所示。

市域线相关指标对比

Tab. 3 Comparison of suburban rail transit lines in the world
城市
辐射半径/km

东京

巴黎

伦敦

纽约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南京

80

70

70

80

50

50

60

40

80

90～140

100～160

100～160

100～160

100～160

90～120

120

100～120

45～120

50～100

50～80

60～65

45～90

—

宁高线开行
直达快车

最高运行速度/(km/h) 90～130
平均旅行速度/(km/h)
运营组织

45～80

45～80

50～80

50～80

越行线、
快慢车

越行线、
快慢车

越行线、
快慢车

四股道快慢
线并行

—

16 号线：越 14/21 号线：越
行线、快慢车 行线、快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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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与地铁线衔接
高铁-机场联运
时间/min
机场轨道集散
比例/%

东京

巴黎

伦敦

直通运营

RER
贯穿城区

CROSSRAIL
贯穿城区

纽约
多点换乘

端点延伸

50

25

60

75

60

东京站— 巴黎北站— 维多利亚站— 中央车站— 北京南站—
成田机场 戴高乐机场 希斯罗机场 肯尼迪机场 首都机场
40(成田) 32(戴高乐)

25(希斯罗)

11(肯尼迪)

2 市域线网运营及规划优化
通过上述分析，针对南京市既有市域线网存在的
问题和不足，一方面对部分运营线路开展基于沿线居
民出行客流特征优化运营模式的研究；另一方面充分
总结既有线运营经验，对规划线路开展修编研究，从
提高换乘便捷性、减少换乘次数、提高网络通达性等
角度优化轨道交通网络布局，从规划层面前瞻性地解
决居民关心的问题。

2.1

北京

既有线路运营组织模式优化
市域线腹地范围广，客流差异性大，通勤、通

学、商务、休闲等多种客流需求兼而有之，应通过
灵活的运营组织模式提供高效率、高品质的出行服
务。通过细化全网运行图、匹配端部换乘站两线路

10(首都)

上海
多点换乘

广州

深圳

部分贯穿城区
贯穿城区
部分多点换乘

90

70

虹桥站—
浦东机场
35(虹桥)、
10(浦东)

广州南站—
白云机场
30(白云)

30

南京
多点换乘
35

福田站— 南京南站—
宝安机场 禄口机场
25(宝安)

30(禄口)

态，线网层次清晰，市域线、城区线、局域线相辅相
成、各司其职。位于主城中心的为城区线网，市域线
由主城周边向外放射，实现了市域网与城区网的连通；
但市域线之间需通过城市线网进行转换，运行时间偏
长。需要对既有市域线网进行优化和更新研究，以构
建高效运行、快捷衔接的一体化网络。
1) 新增市域线骨架串线成网。对标巴黎、东京，
以及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最新规划，南京主城区宜增
加南北贯穿主城的快线，串联全市最重要的客流集散
中心。通过新增快线骨架，串联既有的多条外围放射
市域线，为更广范围的都市圈居民提供更高效的服务。
南北向快线 18 号线拟衔接近期重点打造的南京北站、
南京南站、禄口机场等重要枢纽以及江北新区、新街

的车辆进、出站时间，缩短两线间换乘的等待时长，

口、南站等城市中心，与多条城区线换乘，集枢纽集

提升运营效率；同时结合客流需求开行大站快车或

散与中心服务于一体，提供城市间多枢纽、多中心的

直达快车，对既有运能进行挖潜，充分发挥效能，

网络化运输服务，实现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交通体系

缩短出行时间。

的融合，有效增强了南京作为都市圈核心的辐射作用，

S7 宁溧线与 S1 机场线在空港新城江宁站衔接，

如图 3 所示。目前，18 号线作为《长三角地区交通运

其中 83%的客流进入 S1 后，78%客流去往南京南站以

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中都市圈通勤交通网重

北站点，有较大的快速直达需求。在早晚高峰期间，

点工程之一，已开展相关前期研究。

加开 S1、S7 线在客流较小的车站甩站不停车的大站

2) 既有线网延伸，实现“一张网”运营。在既有

快车，并保证 S1 快车和 S7 快车的最短换乘，可将溧

规划线网的基础上，结合客流需求，分析市域线与市

水站—南京南站之间的乘坐时间由 65.2 min 缩短至

区线贯通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减轻换乘节点的客流压

49.5 min。加开大站快车可在不影响 S1、S7 既有车站

力，提升出行直达性。如通过将 S6 宁句线西延至 13

服务水平下带来客流效益、出行效率的双增长。

号线南京农业大学站，根据需要在部分时段组织列车

S9 宁高线与 S1 机场线在禄口新城南站衔接，其

与 13 号线进行贯通运营，实现乘客快速进城的目的。

中 97%的客流在翔宇路南站换乘进入 S1 线，之后 83%

研究 S3 宁和线向东延伸的可行性，增加与城区线网

的客流去往南京南站以北站点，快速直达需求较高。

的衔接，提升乘客到达主城及江宁片区、麒麟科创园、

在早晚高峰期间，加开 S9 线的首末站点直达车，并

城市发展重点片区紫东核心区的便捷性；研究 S5 宁

匹配最短的换乘时间，可将高淳站—南京南站之间的

扬线延伸至仙林湖、进一步向紫东核心区延伸的可行

乘坐时长由约 69 min 降低至 63 min。

性，提高乘客进入市级商业中心新街口、紫东核心区、

2.2

南京南站枢纽的便捷性；研究 6 号线向东延至宁扬线

线网规划优化及更新发展
目前南京市轨道交通网呈现“棋盘+放射”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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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站，增加宁扬线换乘 6 号线前往城北、城中、南

南京市域轨道交通线网运营优化及发展规划研究

京南站枢纽的可达性，如图 3 所示。

140 km/h 市域 B 型车，S5 线拟选用 160 km/h 的市域
D 型车；其他规划线路也将进行系统、科学的速度与
制式比选，期望在经济合理的前提下，体现出市域线
时效性强、可靠性高的竞争优势。
4) 注重换乘布局，从面到点优化衔接。一方面从
全网角度，注重换乘布局[2]，包括市域网与城市轨道
网、综合交通网两方面的衔接；另一方面，针对单个
换乘节点，优化换乘形式，缩短换乘距离，例如采用
同台换乘的形式。目前在建及规划市域线在规划设计
时尽量采用多点、多线的方式与城区线有效衔接[3]，
充分发挥轨道交通线网的网络化效应，如 S2 与 16 号
线、9 号线、7 号线、2 号线、17 号线等多条城区线路
换乘，换乘可达性较既有线网有较大提升，如图 4 所
示。同时，市域线尽量深入中心城区内部的各综合交
通枢纽，实现轨道交通网络与城市交通网络的互联互
通，如 S1、S7、S9、18 号线可配合禄口机场 T3 航站
楼、扬马城际、宁宣黄高铁的建设一并改造换乘枢纽，

图2
Fig. 2

增加穿城快线 18 号线

提升机场的辐射能力和换乘便捷度。

Line 18: newly added rapid rail line across the city

图 4 S2 线深入城区线网实现多点、多线换乘
Fig. 4
图3
Fig. 3

既有线网延伸案例

Extension of the present lines

3) 选用合理的速度制式。南京市目前开通的市域

Line S2 extending into urban areas and connecting
with multiple lines

5) 提升运营灵活性，全面优化线网功能。重视运
营规划工作，考虑市域线与城市轨道网的融合运营，

线均位于市域范围内，在建与规划的多条线路将跨越

预留好跨线贯通、多交路、大站快车的灵活组织条件。

行政边界与周边城市相联，线路较长，对速度的选择

如 S2 线与 8 号线在中华门汇集，有较大的贯通运营

将更为敏感。结合已运营市域线路的运营意见反馈，

需求，全线客流特征及出行需求复杂，如图 5 所示；

对新一轮建设线路的功能定位、时空目标、线站位设

在线路分段建设时序不明确的情况下，线网规划层面

置、资源共享、轨道装备的最新发展技术及经济性等

应统筹考虑全线的功能定位、客流需求、速度目标、

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突破既有思维定式，确定合理的

资源共享等问题，提出速度制式、大站快车及跨线运

最高运营速度及对应制式。目前 S2 线拟选用 120～

营的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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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S2 线与 8 号线运营规划方案示意图
Fig. 5

Operating plan of Lines 8 and S2

3 结语
基于上述分析和研究，南京市域轨道交通线网正

维，实现市域轨道更高质量的能级提升和规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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