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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城际铁路是珠三角城市群内部互联互通的重要通

道，实现了广州与周边城市的快速联系。通过对比研究了广

深、广珠和广佛肇等 3 条城际铁路线的客运总量、空间分布、
时间分布及客流成长等特征，为国内其他城市群发展城际铁

路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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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群建设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主要形

态。随着城市群间交通需求的持续增长，城际铁路

建设及城际铁路公交化运营成为实现城市群内部互

联互通的重要手段。
国家铁路局发布的《城际铁路设计规范》指出，

城际铁路是指专门服务于相邻城市间或城市群，旅

客列车设计速度为 200 km/h 及以下的快速、便捷、
高密度客运专线线路［1］。

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及通道型客运专线存

在不少差异（见表 1）。城际铁路一般修建在人口密

度较大，经济较发达，人口流动很大的城市群内部，

其服务对象以中短途旅客为主。车站间距一般为 5
～ 20 km。线路采用高密度、小编组和公交化的运营

组织方式，车次命名一般采用“C”开头。

广州三条城际铁路线的客流特征分析

金 安 刘明敏 徐 良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510230，广州//第一作者，高级工程师）

表 1 城际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和通道型客运专线的差异

比较项目 城际铁路 城市轨道交通 通道型客运专线

功能定位 服务城市群内部客运 服务城市内部客运 服务区域间中、长途客运

运营特征 公交化运行、有车次式和交路式两种 公交化运行、交路式运输，不组织越行 车次式运输

最高运行速度/（km/h） 200 80 350
车辆选型 CRH 型动车组 A、B、C 型车 CRH 型动车组

列车编组 8 辆 一般少于 8 辆 16 辆

供电系统 交流工频单相 25 kV 直流 交流工频单相 25 kV
信号系统 国产 CTCS2 系统 西门子、阿尔斯通等系统 国产 CTCS3、CTCS2 系统

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城市一体化发展进程最快

的区域之一，其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对地区格局产

生重要影响 ［2］。广州作为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

市，现已建成多条城际铁路线（以下简称“城际线”）。
其中，广深城际线（广州—深圳）、广珠城际线（广

州—珠海）及广佛肇城际线（广州—佛山—肇庆）的

基本信息见表 2，线路走向示意图见图 1。目前，广佛

肇城际线尚处于客流成长期；广深城际线及广珠城

际线开通时间早，现已处于客流稳定期。

1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目前，针对城际铁路交通客流特征的研究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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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广州开通的城际线基本信息

比较项目 广深城际线 广珠城际线 广佛肇城际线

作用 连接两个超大城市 支撑连绵型城市空间带 支撑中心城市对外辐射

开通时间 2007 年 4 月 18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3 月 30 日

运营里程/km 147 177 87
站点数/座 7 29 11

最高运行速度/（km/h） 200 200 200
车辆选型 CRH1A CRH6 CRH6A

运营车辆对数/对 107 52 10
价格/（元/km） 0.55 0.60 0.59

运营速度/（km/h） 79.8 94.1 100.9
同走廊的高铁线路 广深港高铁 贵广、南广高铁

条线路的客流预测和运营组织为主。
文献［3］采用无约束重力模型，分析了 1990 年

以来全国城际铁路旅客交流与经济空间格局演变和

重力模型参数之间的关系，文献［4］采用信息扩散的

模糊数学方法对城际铁路客流分担率进行估计，丰

富了客流分担率估计的方法。文献［5］运用灰色预测

模型及四阶段法等，对广珠城际线的客运量分布及

车站合理数量的确定进行了探讨。文献［6-8］则是

以广深城际线为例，从运营组织的角度对客流变化

规律进行了分析。文献［9］从公交化运营列车开行结

构和周期列车运行图编制优化等方面对客运专线公

交化运营组织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献［10］提出了跨

经济区的客运专线和发达经济区内按公交化开行的

两种城际铁路运行模式，并以北京、上海、广深地区

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影响客流的基本要素进行了

分析。

不难发现，目前对多条城际线客流特征进行对

比分析的研究较少。本文以广深、广珠及广佛肇等 3
条城际线为研究对象，对其客流特征及影响要素进

行探讨，为国内城市群及中心城市的城际线规划、建
设和运营组织提供参考。

2 不同城际铁路的客流特征

2.1 客运总量

大规模的客流基础是发挥城际铁路规模效益的

基础。目前，广州市铁路枢纽中城际铁路日均发送量

约为 6 万人次，约占整个枢纽发送量的 25%。从历史

发展趋势来看，过去 7 年间城际铁路发送量占比呈

先稳定增长、后缓慢降低的趋势（见图 2）。

图 2 广州市铁路枢纽高铁、城际铁和普铁历年发送量占比变化

受到开通时间及线路类型等因素的影响，同一

中心城市的各条城际线发送客流量差异较大。广深

城际线开通时间较长，其客流量目前已趋于成熟稳

定，广州枢纽站单日发送客流量约为 3 万 ～ 4 万人

次/d；广珠城际线当前处于客流持续成长期，客流总

量年均增长率约为 16.3%；新开通的广佛肇城际线

处于客流培育期，2016 年 3 月 30 日广州枢纽站该

线发送客流量仅有 880 人次/d。

图 1 广州 3 条城际线走向示意图

48· ·



第 9 期

图 4 广深城际线客流时间分布图

表 3 2014—2016 年广珠城际线平均日发送客流量统计

车站名称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平均日发送客流量/
（人次/d）

占全线总客流量
比例/%

平均日发送客流量/
（人次/d）

占全线总客流量
比例/%

平均日发送客流量/
（人次/d）

占全线总客流量
比例/%

广州站 22 502 38.3 25 881 39.4 31 270 39.4
佛山站 5 323 9.1 5 569 8.5 5 524 7.0
中山站 14 493 24.7 15 473 23.6 21 081 26.6
江门站 3 587 6.1 4 137 6.3 4 965 6.3
珠海站 12 840 21.9 14 551 22.2 16 497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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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客流空间分布

客流空间分布主要与连接城市类型和距离相关。
连接两大中心城市的城际线客流分布呈现双中

心和哑铃型的空间结构特点。例如，广深城际线广州

枢纽站总发送客流量中，广州发往深圳的客流量占

67%。可见，此类城际线的客流需求集中在始发终到

站，大站客流比重较大。
对于实现中心城市对外辐射功能的城际线，其

客流分布呈现放射型和串珠型的空间结构特点。

以广珠城际线为例，2014—2016 年各站日均发送客

流量统计见表 3。由表 3 可看出，该线全线平均日

发送客流量 2014 年为 58 745 人次/d，2015 年为

65 611 人次/d，2016 年为 79 337 人次/d。其中，广州

站到发量占全线总客流量的比例较大，呈现中心城

市单极辐射的现象。广州站的发送客流量中，发往佛

山、中山、江门和珠海等城市的占比分别为 15%、
39%、11%和 35%。可见，广珠城际线沿线已形成连绵

型的城市空间带，其沿线客流分布相对均匀。

2.3 客流时间分布

2.3.1 发送客流量及发送车次量

根据统计，可以得到广深城际线及广珠城际线

的广州站发送客流量及发送车次量日分布图，如图

3 ~ 图 4 所示。由图 3 可知，城际线全日发送客流量

分布中，早高峰的客流量比例偏低。根据文献［5-
6］，在广珠城际线及广深城际线中通勤客流比例分

别仅为 15.2%及 7%，“城际候鸟”的通勤现象尚未形

成。

图 3 广珠城际线客流时间分布图

由图 3 还可看出，广珠城际线的客流量分布与车

次分布具有较高的匹配重合度。这说明客座利用率

基本保持稳定，且目前运行图基本满足客流的需求。
由图 4 可以看出，广深城际线具有更高密度的发车

频次，8∶00—10∶00 时段发车车次出现冗余，15∶00—
16∶00 时段客流拥挤度较高。因此，广深城际线有必

要进一步优化运行图以适应客流时间分布特征。
2.3.2 公交化运行

公交化运行具有定时定线、高密度、短距离等特

点，可实现线路的高密度营运。目前，广深城际线、广
珠城际线及广佛肇城际线均能实现定时定线及短距

离，故判别其是否公交化运行的关键在于行车密度。
发车间隔如果足够小即为高密度营运。3 条线路的

发车间隔见表 4。
表 4 三条城际线发车间隔时间 min

项目 广深城际线 广珠城际线 广佛肇城际线

最小发车间隔 8 10 60
常用发车间隔 9 ～ 11 15 ～ 20 60 ～ 120

当前，各国对公交化运行发车间隔的界定各不

相同。根据文献［11］相关研究，日本规定发车间隔在

15 min 以内就达到公交化水平，德国认为发车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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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 min 以内就实现了公交化，而在法国公交化运

行的发车间隔标准是 60 min。我国铁路规范并未对

公交化运行发车间隔作出明确说明。文献［9］认为，

在不考虑允许波动时间的条件下，合理的公交化运

行发车间隔应不大于 20 min。按此标准，广深城际

线及广珠城际线目前已经实现了公交化运营；而广

佛肇城际线由于尚处于客流培育期，故当前仅开通

了 10 对列车，其运营组织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公交化

运营特征。
2.3.3 客流竞争成长

近些年来受到高速铁路的开通影响，广州枢纽

的城际线客运总量有所降低。当前广州枢纽广东省

内高速铁路线发送客流量占全部省内发送客流量的

比例为 41.1%，高速铁路的开通对同一廊道内的城

际线冲击较大。以广州—肇庆廊道为例，采用不同

交通方式的价格、耗时及客流量见表 5。由表 5 可

见，采用城际铁路所需时间为高速铁路的 2 倍，而其

价格为高速铁路的 3 倍。故广佛肇城际线的竞争优

势不足，其客流成长缓慢。而广珠城际线由于缺少

高铁的竞争，其客流总量保持了高达 16.3%的年均

增长率。
此外，随着互联网城际巴士等分享经济的兴起，

城际公路客运市场将进一步被激活，城际铁路将面

临更严峻的挑战。

表 5 广州—肇庆不同交通方式的比较

交通方式 价格/元 所需时间/h 客流量/人次

城际铁路 65.0 1.5 572
普速铁路 16.5 2.5 394
高速铁路 23.5 0.7 3 058
长途巴士 46.0 2.0

3 结语

城际线的开通对于提高城市竞争力，充分发挥

中心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缩小经济圈内部差异具

有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同城效应的增强，以及高速

铁路、互联网城际巴士等服务的开通，城际铁路将面

临出行费用高和出行耗时长的问题，从而影响客流

的进一步发展。建议进一步提高城际铁路出行的便

捷性，保持城际铁路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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