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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综合交通枢纽十年发展回顾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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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虹桥综合交通枢纽的现状和历年交通运行数据，通过对虹桥枢纽开通至今的设施

建设情况、客流增长情况、对外交通系统、城市集散交通系统、枢纽内部换乘交通系统的回顾，对比规划

预测目标，系统、科学地评价目标的实现情况，掌握实际的出行特征，分析总结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

的方案，结合枢纽未来发展的趋势，对枢纽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提出了“控-优-分”的改善策略。总结相

关枢纽发展的经验，为其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虹桥枢纽；客流特征；控-优-分 

 

 

1 引言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下简称虹桥枢纽）作为上海“十一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大工程，是

一个包括高速、城际铁路、机场、磁浮、高速巴士等各种大交通主枢纽在内的巨型综合交通

枢纽。从 2009 年年底基本建成，2010 年 3 月正式投入运营，期间经历了虹桥 2 号航站楼和

长途客运站运营、沪杭高铁开通、京沪高铁开通等多个重要时间节点，至今已经平稳运营近

10 年。 

虹桥枢纽作为国际枢纽门户之一，为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

不可否认，枢纽客流的逐步增长、周边虹桥商务区以及国家会展中心的逐步投入运营，各方

压力和变化都使得枢纽交通暴露出一些问题，急需对枢纽的进一步建设和管理运营做出调

整，适应新的形势。本论文通过对虹桥枢纽开通至今的设施建设情况、客流增长情况、对外

交通系统、城市集散交通系统、枢纽内部换乘交通系统的回顾，对比规划预测目标，系统、

科学地评价目标的实现情况，掌握实际的出行特征，分析总结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

案，结合枢纽未来发展的趋势，对枢纽未来发展进行展望，提出相应的改善策略。总结相关

枢纽发展的经验，为其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规划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2 枢纽总体功能布局 

虹桥枢纽由虹桥机场、铁路虹桥站、磁悬浮虹桥站、东西交通中心、城市轨道交通等组

成枢纽的主要功能部分，其中虹桥机场在既有跑道西侧 365 米建设第二跑道，西侧相应布局

西航站楼设施等；西航站楼与既有航站楼互为卫星厅，同时作为浦东机场的城市航站楼。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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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客站距虹桥机场现状跑道 1700 米左右，距机场西航站楼 450 米左右。铁路客站规模为 30

股道、16 站台。磁悬浮客站设置在铁路客站以东，规划规模为 10 线 10 台。 

从平面布局来看，虹桥枢纽建筑综合体由东至西分别是虹桥机场西航站楼、东交通中

心、磁悬浮、高铁、西交通中心在东交通中心的 0 米处集中设置公交巴士东站及候车大厅，

包括长途巴士和线路巴士，服务于机场与磁浮的到达接客。在公交巴士站南北两侧分设单元

式社会停车库，亦服务于机场与磁浮。在西交通中心组织公交巴士西站，并设置大型地下停

车库。 

从垂直层面来看，整个枢纽 12 米为高架出发层， 6 米为机场、磁浮段与东交通中心沟

通的换乘廊道层面，0 米为轨道及站台层， -9.5 米为地下大通道层， -16.5 米为地铁站台层；

其中 12 米高架出发层， 6 米机场、磁浮段与东交通中心沟通的换乘廊道层，-9.5 米地下大

通道层， 为枢纽三大换乘层面。 

 
图 1 虹桥枢纽平面局部与设计能力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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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虹桥枢纽垂直向局部示意图 

3 枢纽对外交通运行状况 

3.1 硬件设施均都已建成；铁路和航空旅客运量已突破设计规模，长途客运客流

较小。 

虹桥枢纽自 2010 年开始投入运营。对外交通设施包括航空、铁路、长途、磁浮四部分。

枢纽所有的对外交通硬件基础设施均在开通初期同步建成，至今基本无变化。磁浮由于接入

线路没有建成，因故磁浮场站设施没有启用。 

虹桥枢纽 2018 年对外旅客到发量达到 1.77 亿人次，日均对外客流达到 48.5 万人次。其

中航空占 24.1%，铁路占 73.9%，长途客运占 2.0%。2014-2018 年枢纽客运量持续增长，年

均增长率为 9.2%。航空和铁路客运均已超过设计规模，运营压力较大。长途客运受铁路竞

争影响，其吸引力逐年下降，2018 年客流量为规划值的 35%，与预期有较大差距。 

 

图 3 2014-2018 枢纽对外旅客吞吐量（万人次/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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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 年枢纽对外旅客到发量与规划对比表 

 
原规划（万人次） 2018 年（万人次） 

规划对比 
年到发量 日到发量 年到发量 日到发量 

机场 4000 11.0 4263 11.7 106% 

铁路 12200 33.4 13063 35.8 107% 

长途 1000 2.7 354 1.0 35% 

磁浮 3400 9.3 0 0 0% 

合计 20600 56.4 17680 48.5 86% 

3.2 枢纽服务长三角地区和空铁联运功能显著。 

虹桥枢纽已经成为辐射长三角的综合交通枢纽。其中虹桥机场约有 15%的旅客出发地

在上海以外的长三角区域。而铁路虹桥站的旅客目的地有 70%在长三角地区，服务长三角

地区功能显著。 

枢纽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空铁联运枢纽。根据调查统计，约有 1 万人次/日的客流在虹

桥枢纽实现了空铁联运，达到了规划目标的 75%左右，约占虹桥机场旅客吞吐量的 8%；此

外还有约 2000 人次/日的客流实现了机场与长途客运的联运。 

但是受到磁浮未建和长途客运客流偏低的影响，虹桥枢纽的内部外-外中转总体规模偏

低，目前枢纽外-外中转总量占枢纽对外客流总规模的 7%。导致大量客流转移由城市集散交

通承担。因此目前对外交通规模虽然只达到规划的 86%，但是枢纽的城市集散规模已经达

到规划的 112%，对城市交通的集散压力较大。 

表 2 虹桥枢纽外-外中转现状及规划对比 

现状结构 规划目标 

项目 客流量（万人次/日） 项目 客流量（万人次/日） 

机场-铁路 0.98 机场-铁路 1.3 

机场-长途 0.2 机场-长途 2.2 

铁路-长途 0.22 铁路-长途 1.8 

铁路内部中转 0.22 机场-磁浮 0.7 

机场内部中转 0.067 铁路-磁浮 3.4 

  磁浮-长途 1.0 

合计 1.7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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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枢纽城市交通运行状况 

4.1 城市交通集散总量已超预期，运行状况较为平稳，集散方式以公共交通为主。 

虹桥枢纽 2018 年集散交通总量达到 55.9 万人次/日，达到规划规模的 112%。对外大交

通与城市集散交通呈现“倒挂”，导致城市交通集散压力较大。但是从主要的集散方式来

看，轨道交通、道路交通的能力基本能够保障，没出现过较大范围的拥堵状况。 

 

图 4 虹桥枢纽现状集散交通总量及规划对比 

 

图 5 虹桥枢纽现状集散方式结构及规划对比 

从集疏运方式结构来看，现状轨道占比 52%，公交占比 4%，出租车占比 18%，社会客

车占比 26%。虹桥枢纽的集约化交通比例达到 56%，个体交通比例为 44%。基本达到规划

目标。 

而在 56 万的枢纽集散总量中，45 万为旅客，6 万为接送客，5 万为枢纽及周边员工。

旅客的总体集散结构以集约化交通为主，占比约 60%，个体化交通占比 40%。其中，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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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明显倾向于使用出租车和社会客车（60%），铁路旅客倾向于使用轨道（62%），长途旅

客的公交出行比例明显高于铁路、机场以及枢纽整体水平，达到 8%。 

 

图 6 虹桥枢纽不同旅客集散方式结构图 

4.2 虹桥枢纽作为上海西部城市交通换乘枢纽的功能超过预期，但是常规公交换

乘功能逐步减弱 

虹桥枢纽的集散交通使用人群中不但包含旅客、接送客以及枢纽本体员工，同时包含了

城市日常的通勤、休闲、商务换乘交通。虹桥枢纽正逐渐成为嘉青松金地区与中心城区衔接

的转换节点。 

现状约有 5.5 万人次的城市交通客流在枢纽内部换乘，其中包括约 2-3 万人次的虹桥商

务区及周边区域通勤客流和枢纽本体员工约 2-3 万人次。未来随着虹桥商务区迎来入住高

峰，该换乘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目前虹桥枢纽共有 12 条公交线路接入，2014-2018 年，地面公交客流量基本维持稳定

略有下降，现状约为 2 万人次/日。其客流主要服务枢纽及周边员工的通勤，兼顾部分枢纽

的集散和城市交通的换乘。但是由于公交车采用场站内上客，使得机场、铁路步行到达上客

点的距离较远，特别是西交通中心距离铁路到达的换乘距离约为 300 米左右，不及出租车、

小汽车和轨道方便。 

4.3 夜间轨道交通停运后城市交通保障压力较大 

根据客流分析，虹桥枢纽在夜间十一点地铁正常停运后，客流达到量在 1-2 万人次，如

在航班延误或者重大节假日则该时段客流会显著增加，而轨道交通虽然会有 2-3 班次的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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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次服务客流集散，但是受其班次和服务站点影响，仅能承担 20-30%的客流；其余约 70%

客流需要由个体交通方式来承担，导致夜间高峰期间出租车排队显著增加。 

4.4 外围道路资源和铁路车道边基本饱和；受网约车和过夜长时停车影响，停车

库资源基本饱和 

出入枢纽本体的 4 段高架衔接段（虹翟高架、虹渝高架、建虹高架、崧泽高架）及内部

高架循环系统已经建成。2018，进出枢纽的高架流量为 32.2 万 PCU/日，年均增速为 10%。

进出车流分布逐步均衡化，南出入口占 44%、西南出入口占 18%、西北出入口占 11%、北

出入口占 27%。虹渝高架高峰高方向饱和度超过 1.0。进场高峰时段，铁路车道边出现拥堵

排队现象，导致旅客不得不下车步行至火车站。 

  

图 7 虹桥枢纽高架进场道路流量及分布 

根据数据分析，西交通中心车库内日均约有 4400 车次的网约车，占比达到 20%；东交

通中心及 P1 停车库内约有 4500 车次的网约车，占比达到 24%。网约车日均集散人次达到

3.2 万人次/日，其中铁路及长途为 1.6 万人次，机场为 1.6 万人次，占到枢纽集散交通总量

的 6%。网约车接客则全部利用车库完成，由于网约车的频繁进出，对车库的运营带来极大

的压力，进出库流量迅速增长，导致进出库道路拥堵排队，车库内部停车位不足。 

此外，根据分析虹桥枢纽东西交通中心 4 个停车库中高峰期约有 2500 辆过夜车辆，占

总车位（7000 个）的 35%的资源，大量长时过夜车辆导致高峰期停车供需矛盾较为突出。

高峰时段西交通中心车库和东交通中心车库基本饱和，部分车辆进出库时间长达半小时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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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西交通中心进、出库及在库车辆 

4.5 受设施能力和安检影响，地下人行大通道人流密度极高，换乘舒适性欠佳 

铁路 B1 层局部空间不足，通道人流密度极高。铁路虹桥站东侧 B1-2F 层上行扶梯受扶

梯能力限制，在铁路出发高峰时段时常拥挤排队；地铁受进站安检影响，高峰时段排队等候

时间超过 15 分钟，造成地铁进站口区域人流大量集聚；虹桥火车站出租车上客点受上客点

发车位不足影响，高峰排队时间超过一小时。 

由于虹桥火车站的地铁、出租车长期处于较为拥挤的状态，导致铁路集散客流出现了向

外“溢出” 的现象。部分铁路到达旅客通过地下大通道向东步行至机场 T2 航站楼，乘坐

出租车或者由地铁 T2 航站楼站进站，溢出人流约 1-2 万人次/日。部分铁路旅客会向西步行

至虹桥商务区内，打车离开，也加剧了地下一层人行大通道的交通压力。 

5 枢纽未来发展展望 

随着未来周边铁路网络的完善，上海的铁路到发客流仍将有一定规模的增长；根据现有

的规划建设情况，未来五年之内可能有沪通、沪苏湖、南沿江等多条铁路客专线路接入上海

虹桥站。而虹桥铁路客流量已经接近站台及线路设计能力，逐渐趋于饱和，未来增速放缓。

而虹桥机场由于机场空域和跑道已经饱和，起降架次基本达到极限，客流增长主要依靠飞机

机型的扩大、乘客上座率的提高和起降时刻的奖励，未来预计年 1-2%左右的增长。而随着

枢纽周边虹桥商务区和国家会展中心的逐渐成熟，周边区域交通压力会逐年加大，有必要结

合现状枢纽运行中暴露的问题对未来枢纽从建设、运行和管理等多个层面来进行优化完善。 

5.1 控-控制枢纽的对外交通集散总规模 

从现状问题来看，主要的根源之一是由于枢纽对外交通到发量与城市交通集散能力之间

不匹配的问题；而做为主要的方式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和道路系统，基本已经建成，随着未来

纵向南北线路的建设和既有轨道线路能力的提升，以及外围一纵三横道路系统的完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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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集散能力能提高 15%-20%左右，从而推算出预计虹桥枢纽的城市集散交通极限容量为

65-70 万（不包含机场嘉闵线），比现状能力提升约 20%-25%。根据现状增长趋势，在 4-5

年内，虹桥枢纽将基本饱和。 

因此建议对外交通极限容量为 2 亿人次/年（现状 1.77 亿人次/年），55 万人次/日，铁路

客流总量为 1.5 亿人次/年，航空 4500 万人次/年来进行预控，避免出现对外交通压力过大导

致对城市交通造成拥堵甚至瘫痪。 

5.2 优-优化枢纽布局和运行 

建设地上高架人行平台系统，优化人行空间 

在西交通中心地区加盖二层平台，并将西交通中心向南、北两侧延伸。西交大平台的建

设可以新增小型机动车泊位、出租车上客位，为网约车提供候客空间，缓解西交停车位和出

租车发车位不足的情况。加盖二层人行平台，使得一层公交候车区变为市内空间，改善候客

环境。通过二层平台，西交中心的社会客车、公交车、网约车可直接通过垂直交通由西侧二

层平台进入铁路候车室，可缓解现状 B1 层与 2F 层扶梯拥挤的情况。 

优化虹桥长途客运站的功能优化 

长途客运站的客流与规划有较大差距，根据未来趋势判断，长途客流将进一步减少。可

根据客流发展形势，利用长途客运的富余空间，改造成为公交场站、出租车发车位、步行换

乘空间等设施，进行功能优化。 

优化常规公交线路布局 

常规公交应充分利用设置调整较为灵活的优势，根据客流的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在运

行时间上，应开通清晨、夜宵线路，承担轨道停运期间的保障交通。在运行路线上，可设置

嘉青松、大虹桥地区的地区公交线路，为枢纽、商务区、周边地区服务。利用西交通中心下

穿通道作为公交上客点，缩短高铁与公交场站的距离，提高公交吸引力。 

优化探讨网约车管理法规，规范化管理网约车 

根据现有上海市地方交通法规，不允许网约车进入虹桥枢纽地区接客，但根据实际情

况，目前网约车已经分担 6%的集散交通占比，应研究探讨网约车在枢纽地区的运行方式。

在 P6、P7、P10 车库内开辟专区，供网约车接客，提高车库运行效率。 

研究实施虹桥枢纽内部一体化安检 

在枢纽建设时期，只考虑了机场的乘机安检需求。目前进入铁路二层候车区、进入机场

出发大厅、进入地铁闸机均需要安检。造成高峰时段铁路二层车道边、B1 层地铁进站区拥



10 
 

堵排队，部分无身份证人员无法进入。应展开专项研究，探讨枢纽地区的安检一体化问题，

以不同安检主体的互认互信为目标，简化现有安检模式，保障安全，提高运行效率。 

建设外围长时停车区， 

结合国外大型机场的经验，设置外围远距长时停车区，通过价格杠杆吸引过夜长时车辆

停放，疏解进出枢纽本体的小汽车交通需求，释放部分枢纽本体内的停车资源。 

5.3 分-分流和疏解商务区交通需求 

形成商务区和枢纽适度分离的公共交通系统 

保留原规划 17 号线，增加商务区的轨道服务能力。现有虹桥商务区的轨道出行完全依

赖虹桥枢纽，无独立的轨道站点，增加了虹桥枢纽轨道站点疏散的压力。应保留并建设原规

划 17 号线，直接服务虹桥商务区，使商务区交通和枢纽交通相对独立，进一步加强轨道交

通对该地区的服务能力。 

将 71 路公交车引入虹桥枢纽和红桥商务区，71 路终点站目前位于申昆路枢纽站，距离

枢纽仍有一定的距离。建议将 71 路延伸至虹桥枢纽东交通中心，后继续延伸至商务区和会

展中心。可根据会展中心策展情况，调整线路运行区间。提高虹桥枢纽的公交服务能力。 

优化高架道路系统，分离枢纽和商务区车流 

在规划设计虹桥地区高架系统时，尚未提出虹桥商务区规划设想。现状高架系统缺少对

商务区交通的直接服务，导致车流绕行，枢纽交通混杂。应根据交通需求和工程条件，新增

部分上下匝道，增加对商务区的直接服务，分离枢纽和商务区的车流，提高道路系统的服务

水平，缓解拥堵。 

开放商务区方向的地铁出入口，扩大进出站能力、减少铁路 B1 层客流压力 

虹桥火车站的地铁西侧预留有通往商务区方向的通道及出入口，建议开放该区域。一方

面可以增加站台层的面积，增加站台容量，另一方面可以分流商务区的客流，增加进出闸机

数量，缓解铁路 B1 层的进出站压力。 

6 结语 

本文将虹桥枢纽近十年的交通运行保障做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其客流规模、方式结构、

客流分布、运行状况等多个层面结合设施运行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分析提出目前虹桥枢纽在

交通运行方面的主要问题，结合虹桥枢纽以及周边虹桥商务区等的发展，提出了控优分的改

善策略，为枢纽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初步的完善建议；下一阶段，虹桥枢纽应围绕现状暴露的

问题，结合这些改善策略，进行深化完善，分布实施，确保未来枢纽的运行效率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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