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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海轨道交通枢纽现状与规划 

三 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四 结论与体会 

交流内容 

二 运营网络换乘方式与客流情况 



 线路：11条 

 长度：425公里 

 车站：278座 

 日均客流量：580万乘次 

 最大客流量：742.9万 

一、上海换乘站（枢纽）布局 

 换乘站：36个，其中 

四线换乘：1个(世纪大道) 

三线换乘：8个(人民广场、

宜山路、上海火车站等) 

两线换乘：27个  

运营线路 



人民广场枢纽 轨道交通1、2、8号线三线换乘 

 



世纪大道枢纽 轨道交通2、4、6、9号线四线换乘 



4号线(Line 4) 
2号线(Line 2) 9号线(Line 9) 

6号线(Line 6) 

世纪大道枢纽 轨道交通2、4、6、9号线四线换乘 



 换乘站：93个 

其中： 

四线换乘：3个 

三线换乘：13个 

两线换乘：77个  

一、上海换乘站（枢纽）布局 

新一轮建设规划（2010~2020） 



 ●土建实施方面 

车站利用港汇广
场的地下室设置 

11号线车站 

1号线车站 

9号线车站 

徐家汇枢纽 



徐家汇枢纽 



1号线车站 

12号线车站 

13号线车站 

• 恒 

• 丰 

• 路 

汉中路枢纽 



一半以上为换乘站 

换乘站109个 

其中： 

两线枢纽93个 

三线枢纽13个 

四线及以上枢纽3个 

一、上海换乘站（枢纽）布局 

远景网络规划 



多种交通方式集中换乘 

民用航空 

高速铁路 

城际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高速公路客运 

公共交通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 

四线枢纽：2\10\20\17 

虹桥东西两站，与其
它交通方式便捷换乘 

17 



龙阳路枢纽 

轨道交通2、7、18、11号线

南段以及高速磁浮五线换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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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网络换乘客流总体比例 

 网络换乘客流变化 

 网络换乘客流最大的前3个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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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乘客流占日均客流的比
例，从2002年的不足10%，到目
前近40% 

    换乘比例高是轨道交通网
络化的重要特征之一。 

0

10

20

30

40

50

60

70

人民广场 世纪大道 南京东路 

全日客流 

换进换出量（万人次） 

数据来源：2011年12月统计数据 



站台对站台的直接换乘 

主要形式包括：十字换乘、T字型换乘、L型换乘、同站台换乘、上下站台平
行换乘等。 

此类换乘形式的特征：换乘便捷、换乘途径直接、行走距离短，但换乘点集
中，需要在站台上寻找换乘点，容易产生瞬时集中客流，缺乏缓冲空间。 

2、站台对站台的直接换乘: 运营网络中主要的换乘形式 

换乘形式总体概况 



通过站厅的平行换乘 

 

此类换乘形式的特征：换乘距离相对较短，但有一定的高程损失，缓
冲空间较小，较难进行客流组织 。 

 

  

  

2、站台对站台的直接换乘: 运营网络中主要的换乘形式 

换乘形式总体概况 



通道间接换乘： 

 

此类换乘形式的特征：换乘距离相对较长，有一定的高程损失，不易
产生瞬时集中客流，有较大的缓冲空间，比较容易进行客流组织 。 

 

  

  

2、站台对站台的直接换乘: 运营网络中主要的换乘形式 

换乘形式总体概况 



 站台对站台的直接换乘     占50%  

 

 通过站厅的平行换乘         占10%         

 

 通道换乘                          占40%                         

 

 

 

 

 

  

   

 

 

  

各种换乘形式在运营网络中的比例 

换乘形式总体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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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南路是4、8号线的换乘站，
是非常典型的岛式十字换乘方
式，两个站台间以楼梯相连，换
乘集中在楼梯上。 

目前的高峰换乘客流达到8000人
/小时。 

  

  

1、典型的站台对站台的换乘站—西藏南路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客流平峰期，十字换乘
楼梯的便捷性比较好，
但是在客流高峰时，
4、8号线列车会同时到
达，两股换乘客流集中
在楼梯上，产生严重的
对冲和拥堵，此时会带
来比较大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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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的站台对站台的换乘站—西藏南路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西藏南路高峰时换乘楼梯的对冲和拥堵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在极端情况下，为了保
障运营安全，可能采取
封闭换乘楼梯，让所有
换乘客流通过站厅换乘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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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典型的站台对站台的换乘站—西藏南路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东安路站是4、7号线的换乘站，
是非常典型的岛式T字换乘方
式，两个站台间以楼梯相连，换
乘集中在楼梯上。 

目前的换乘高峰客流达到8400人
/小时。 

  

  

2、典型的站台对站台的换乘站—东安路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2、典型的站台对站台的换乘站—东安路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由于建设条件限制，东
安路换乘楼梯更加狭
窄，高峰时的换乘状况
更为严峻。 

  

  



东安路高峰时的拥堵和对冲更为严峻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世纪大道是四线换乘车站，2、4、9号线平行布置，换乘客流通过站厅
的门洞平行换乘。目前换乘高峰客流达到49000人/小时。 

  

  

3、典型的站厅平行换乘站---世纪大道站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客流平峰期，站厅平行
换乘的便捷性比较好，
但是在客流高峰时，多
条线列车集中到达，多
股换乘客流集中在换乘
门洞上，产生严重对冲
和拥堵，此时会带来比
较大的安全隐患，同
时，由于空间有限，很
难组织起有效客流引
导。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3、典型的站厅平行换乘站---世纪大道站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大客流时世纪大道站的平行换乘客流组织困难 



静安寺、徐家汇都是典型的通道换乘站，由于换乘距离长，有足够的缓
冲距离，因此尽管换乘量大，客流组织仍然有序。  

  

4、典型的通道换乘站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5、超大客流的换乘枢纽---人民广场 

人民广场作为上海轨道交通网络运营线路中的三线换乘枢纽车站，进出
站客流及换乘客流流量都很大，目前日均总客流达70万人次，日均换
乘客流达40万人次。其中1、8号线采用站厅平行换乘，2号线与1、8号
线采用大三角通道换乘。 

1号线车站 

换乘大厅 

联络通
道 

8号线车站 

2号线车站 

下沉广场 

过街地道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人民广场第一次优
化后地下一层流线 
 

07年8号线刚开通形成三线换乘
枢纽时，无论是1、8号线之间的
平行换乘还是大三角处1、2号线
换乘客流均形成明显的对冲和拥
堵点。 

1号线站厅  

保留的换乘梯  

2号线地下一层

商场  

此区域内进出客流对冲严重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改造前地下二层（2号线站厅） 

保留的换乘梯  

非付费区 

华盛地下商业街 

此区域内进出客流交叉明显  

此区域内进出客流交叉明显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增设了隔离栏杆 
形成单循环换乘 

2009年起针对人民广场 客流对
冲、拥堵等现象启动了改造工
程，通过增加8号线下客站台等
措施，初步缓解了 8号线的楼
梯能力问题。 

通过增设换乘通道隔离栏杆，
形成1、2号线之间的顺时针单
循环换乘模式，有效改善了大
三角及换乘通道中的对冲和拥
堵现象。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改造后地下一层（大三角换乘厅） 



四、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单循环时大客流组织有序 



增设了隔离栏杆 
形成单循环换乘 

四、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改造后地下二层（2号线站厅）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单循环时大客流组织有序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1、8号线的平行换乘仍然难以解决客流交叉和对冲问题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1、8号线的平行换乘仍然难以解决客流交叉和对冲问题 



日本大客流枢纽站的启示 

东京的新宿、池袋、
东京站等大型枢纽有
50多个出入口，每天
集散客流量超过百万
人，远大于人民广场
站，但由于站体空间
充裕，出入口数量
多，使其有足够的集
散缓冲空间和疏散途
径，因此降低了运营
安全风险。  

  
东京的新宿枢纽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池袋枢纽 

  

日本大客流枢纽站的启示 

三、换乘形式对运营安全与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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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和体会 

      从城市规划角度在特定的地点建设大型换乘枢纽是必

要和合适的，但是需妥善处理好规划目标的实现与轨道交

通工程风险和运营安全这两方面的关系。 

        1、规划层面：强调充分的缓冲空间，充分考虑站位

布局、出入口布置等方面因素。 

        2、设计层面：强调应急设计、限流设计、设施设备

监控等措施。 

 



四、结论和体会 

       3、运营层面：强调调度集中的管理、一站一

预案的管理。 

      4、换乘形式：对于高密度大客流的换乘枢纽，

宜考虑通道换乘等具备较大缓冲条件的换乘形式，

谨慎采用站台、站厅的换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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