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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数据背景下的城市轨道交通站点影响范围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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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轨道交通的各接驳方式在各自的影响范围内为其集散客流，是客流产生的重要因素，因

此有必要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的影响范围进行研究。精细化城市管理对客流量分析预测包括站点影响范围

提出新的需求。在互联网数据广泛应用背景下，运用互联网数据采集、多源数据融合、空间统计等方法与

技术，对轨道交通站点影响范围进行研究，提出轨道交通直接影响范围和间接影响范围的概念，最后，以

北京 17 条轨道交通线路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影响范围差异对客流预测结果的影响，验证了精细化描述站点

影响范围可提升客流预测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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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作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重要环节，轨道交通客流分析与预测是城市轨道交通投资

决策的基础，也是衡量建设项目经济效益的关键性指标。精细化的城市管理背景下，对轨道

交通客流预测分析的精细度以及时效性均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同时，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手

段的丰富，分析数据也从单一调查数据，到多源数据融合分析，对乘客客流特征及客流规律

的认识也逐渐加深。 

（1）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对轨道交通客流分析预测工作提出新挑战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北京市提出关于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的意见。精细化的城市管理对数据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精准细化、数据精细到小区、站点出入口层面；二是工作的快速响

应，数据需要实时更新，保证分析结果的时效性。 

（2）基于四阶段法建立的交通预测模型数据时效性以及精细度有待提高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 提出要以模型为基础开展客流预测，并作为论证

线网方案的必要性依据。北京市宏观交通模型中人口及岗位数据来源通常以统计局的人口普

查数据以及经济普查数据为主，一般每隔 10 年进行一次，数据的时效性有待提高；模型的

最小分析单元为交通小区，交通小区的人口及岗位数据是以各类调查数据为基础，经过了城

市总量到区域总量，再到区县总量和街道总量的层层细化。但受限于街道划分规则，部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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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小区在进行精细化的交通需求分析时面积过大，无法进行精细化的站点出入口层面交通需

求分析，不满足精细化的城市管理要求。 

（3）深化科技应用，推动城市管理智能化， 

客流预测工作开展之初，只能通过人工调查获得出行特征信息，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手段

的丰富，分析数据也从单一调查数据到多源数据融合分析。将传统的北京市历次交通调查数

据、自动售检票系统（AFC）刷卡数据、手机信令数据与电子地图数据、居民小区信息等互

联网数据进行融合，作为精细化分析数据来源，对轨道交通的客流进行更为精细化的特性分

析和规律研究。 

  

图 1 互联网数据整合支持更为精细化的数据分析 

因此，本文将针对当下客流分析与预测遇到的问题和机遇，综合运用互联网数据采集、

多源数据融合、空间统计等方法与技术，对轨道交通站点影响范围进行研究。 

1 精细化数据获取与多源数据融合 

传统的城市交通研究中，基础数据获取方式：主要包括调查、规划或建设主管部门提供，

数据较宏观，完整性、时效性不能得到保障，而互联网数据可细化到每个居住小区、每栋写

字楼，进行中微观层面的分析与研究更有优势。因此，基于传统交通研究数据基础，通过结

合互联网数据获取更为精细化的城市数据手段可进行精细化的土地利用与客流规律研究。 

1.1 影响因素的确定 

城市土地利用是影响交通需求特性的重要因素，此外，社会经济属性与交通供给也将对

交通需求产生一定的影响。交通出行行为及特征可以通过社会经济属性、交通需求以及交通

供给三个主要因素进行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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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经济属性 

从调查数据分析，居民收入的差异对于居民出行行为的选择偏好具有重要影响。居民的

居住小区的房价、位置以及房屋属性可以一定程度反映居住小区内居民的经济属性，研究通

过电子地图数据以及互联网房源信息数据进行对应居住小区内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分析。 

（2）土地利用吸引 

交通需求是派生需求，居住用地和就业用地是轨道交通的主要发生源和吸引源，居住用

地的发生和吸引交通量通常用住户数、人口、居住面积等指标表示；就业用地的发生和吸引

交通量通常用办公面积、就业岗位等指标表示。土地开发强度是表示土地开发使用率的一个

重要指标，可用建筑基底面积、建筑层高和小区户数等指标衡量，研究通过电子地图数据以

及互联网房源信息数据描述建筑使用情况进而进行土地利用分析。 

（3）交通供给 

交通供给与交通需求相互影响。对于城市轨道交通来说，轨道线网是乘客完成轨道交通

出行行为的交通供给，各站点通过接入轨道交通网络从而实现客流的交互。站点周边的其它

交通设施（例如：公交车站、道路等）的布设也会对轨道站点的吸引能力产生影响，通常使

用公交对外可达性、 道路对外连通度、 接驳公交线路数量、 道路密度等指标来表示。研

究通过 AFC 数据、电子地图数据描述交通供给并进行供需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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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互联网数据选择站点客流影响因素的数据源 

1.2 利用互联网手段，获取微观的城市土地利用数据 

互联网上不同来源的开放数据能够体现出各个方面细化的特征，数据更新速度较快因而

能够反映出现实情况。综合考虑数据可获取性、数据可利用性以及数据的时效性三个方面，

本文选择如下类型的数据作为客流预测目标数据集的数据来源。 

（1）电子地图 POI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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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大量数据是和居民日常的起居生活相关，电子地图中的海量 POI 信息刻画了

城市的各种设施的位置信息。POI（point of interests），是表示真实存在地理实体的点状数据，

区域内的 POI 类型和数量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该区域的土地利用性质，选择高德地图作为

POI 数据的来源。 

（2）地产网站居民小区数据 

居民小区数据获取的目的是获取居民小区的名称、房价、租金、户数等信息，这些信息

在很多地产网站上都有相应的公开数据，相较于传统方式获取的数据，互联网数据更新快，

显示的数据会更符合研究需要。选择链家网作为居民小区数据的数据源。 

（3）站点客流量数据 

站点客流量数据是对城市轨道交通 AFC 数据经过统计得到的，城市轨道交通 AFC 数

据是城市轨道交通 AFC 系统中存储的交易记录，记录着乘客的交易信息，主要包括 IC 卡

号、进站时间、进站站点编码、出站时间、出站站点编码、刷卡类型等。将城市轨道交通系

统的 AFC 数据作为站点历史客流量和站点路网可达性的来源。 

1.3 多源数据融合 

多源数据对目标事物某一属性的描述多次出现，重复解读同一信息造成冗余。信息应分

别对事物的不同属性进行描述，每部分信息来自不同的自由度而且互相独立，数据应该具备

互补性。 

（1）有效信息提取 

考虑到多源数据的冗余性和信息分层特性，需要根据数据的特点进行结构信息的提取，

清除冗余数据， 使不同数据之间层级结构对应。 

（2）多源数据融合 

因为多源数据存在互补性和合作性，通过数据融合将多个数据源合并存放在一个数据存

储中将会大大提高数据的使用效率。 在进行融合时需要综合考虑各数据提供的所有信息，

根据不同数据的格式、属性存在的差异使用不同的数据融合方法。 

（3）校核方法不足 

现有校核方法没有考虑互联网数据的可靠性，部分互联网数据尤其是居民小区数据的质

量很难评估。随着多源数据获取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将丰富互联网数据库，但可靠数据源以

及数据质量将是多源数据融合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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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精细化人口数据结果 

2 轨道交通站点的综合影响范围研究 

2.1 基于精细化数据分析的北京市轨道站点服务范围特征 

轨道交通站点的吸引范围是以轨道站点为中心，以乘客通过其它交通方式接驳换乘到该

站点的空间位置为尽头向四周辐射的区域。 居民轨道交通出行的接驳方式主要是步行、自

行车和公交车。 由于不同的接驳方式在接驳距离和时间、接驳费用、出行目的等方面存在

差异，因此不同接驳方式的吸引范围是不一样的。 

（1）步行 

距离轨道站点较近的区域，乘客大多数选择步行去轨道站点，轨道站点的步行吸引范围

是以站点为中心向外辐射一定范围。 随着接驳距离的增加，选择步行的人会减少。 

（2）自行车 

自行车因为其方便快捷的特点，在短距离出行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而且由于共享单车的

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自行车接驳。 

（3）公交车 

轨道站点公交的吸引范围是乘客选择行为、 公交线路走向共同作用形成的区域。不同

站点周边公交线路的走向和居民小区的分布不同，导致不同站点的公交吸引范围存在显著的

差异。 

根据不同接驳方式的吸引范围以及特征差异，将不同接驳方式的吸引范围划分为直接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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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范围与间接吸引范围两大类。其中直接吸引范围主要是步行吸引范围，间接吸引范围则需

要综合考虑步行外各类接驳交通方式的接驳距离。不同区域步行范围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但

基本范围在 500 米至 800 米半径范围内。间接吸引范围需要综合考虑自行车影响范围、公交

影响范围以及 P+R 停车等多种交通方式影响。不同站点非步行的接驳方式供给水平差异较

大，站点周边土地开发情况差异也较大，因此各站点真实的间接吸引范围差异巨大，间接吸

引范围无法进行精细化的差异分析是影响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精度的重要原因，需要通过精细

化的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差异原因并总结规律。 

 

图 3 轨道交通站点理论影响范围 

2.2 直接吸引范围内人口与客流关系分析 

传统的宏观交通模型中数据存储的最小单位是交通小区，部分交通小区存在面积过大，

轨道站点无出入口设置等问题，不满足精细化的分析要求。互联网大数据支撑轨道交通和城

市发展的精细化分析，利用精确到 POI 层面的土地利用数据，可以精细化的分析站点周边

不同范围的土地使用情况。以站点周边 800 米作为直接吸引范围，分析站点周边直接吸引范

围内轨道交通客流与土地使用关系。 

以北京市某轨道交通站点为例，站点周边 800 米范围内土地开发强度较低，站点周边土

地开发大部分集中在站点 800 米范围外的西侧地块。基于交通小区的站点周边统计无法精确

刻画站点周边 800 米范围内外的土地使用差异，而基于精细化的数据则可精细化的刻画站点

周边 800 米范围内外的土地使用差异，其土地使用情况刻画更为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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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北京市某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土地使用情况 

为使用精细化土地利用数据研究城市人口与土地利用关系，选取轨道交通站点直接吸引

范围即站点周边 800 米范围内的人口数据代替土地开发强度，分析 800 米范围内人口数量与

轨道客流早高峰进站量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比发现，早高峰进站量前十站点与站点周边 800

米人口前十站点无一重合，这说明仅考虑站点周边 800 米范围内的人口无法真实反映站轨道

交通站点服务实际使用人口。 

 

图 5 北京市轨道客流量与周边 800 米覆盖人口前十站点分布 

基于精细化的人口数据，绘制不同圈层范围内轨道交通站点周边 800m 范围覆盖的 POI

人口与站点早高峰进站量散点图，发现不同圈层站点 800 米覆盖人口与早高峰进站量拟合程

度均较低，R²均低于 0.1，轨道客流与站点 800 米覆盖的人口相关性低，仅分析站点 800 米

人口无法分析轨道客流真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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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圈层范围北京市轨道客流量与周边 800 米覆盖人口关系散点图 

2.3 精细化的轨道交通站点间接吸引范围分析 

通过分析发现轨道客流与直接影响范围（步行范围 800m）内的人口并无正相关关系，

说明需要增加对间接影响范围内的人口与轨道客流需求分析。间接吸引范围需要综合考虑非

步行的交通方式接驳距离，影响最大的其实是各站间接吸引范围的差异，可通过精细化的数

据分析手段分析差异原因。 

以下利用精细化数据重新分析自行车接驳范围与公交接驳范围。 

 

图 7 精细化的轨道客流预测还在那点服务人口关系研究思路 

（1）自行车 

使用一周的共享单车骑行数据，筛选出轨道交通站点进出站口周边的开关锁记录和行

程。对于筛选出来的数据，以包含 80%行程起止点的凸多边形作为站点的自行车吸引范围。

北京市各站点自行车服务范围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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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精细化的北京市轨道交通站点自行车吸引范围 

自行车影响范围是半径 1-1.4 公里的不规则区域。站点自行车服务范围具有如下特征：

自行车服务范围是以站点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接近圆的不规则区域，且相互叠加的区域市区与

郊区覆盖范围存在差异；三环内范围较小，四环内半径接近 1 公里，四环外半径 1.2-1.4 公

里；换乘站的影响范围均较非换乘站大，线路尽头车站与中间站的影响范围并无显著的区别。 

（2）公交车 

轨道站点公交的吸引范围是乘客选择行为、公交线路走向共同作用形成的区域。不同站

点周边公交线路的走向和居民小区的分布不同，导致不同站点的公交吸引范围存在显著的差

异，对于公交影响范围的计算，选择公交和地铁的刷卡数据作为分析对象，首先根据卡号形

成地铁-公交之间的换乘出行链，然后计算各个客流源点的公交车站的乘降客流量。 

根据卡号形成地铁-公交之间的换乘出行链，选择客流贡献率中前 30%的公交站点为影

响范围，各公交站点接驳轨道的客流具有指数分布的特点。站点影响区域受公交线路走向、

地铁站分布等影响，形成复杂的影响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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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轨道交通站点接驳公交各站点客流贡献情况 

接驳公交影响范围不能简单考虑接驳公交线路与站点，还应包含各站点周边的居住小

区，实际影响区域应是范围内公交站点的步行影响区域的叠加。郊区公交影响范围大于中心

城，但接驳公交的影响范围十分复杂需要具体车站具体分析。以天通苑、回龙观为例，站点

早高峰进站量全网前十、其客流构成中自行车、公交接驳客流均处于较高水平。 

 

图 10 精细化的北京市轨道交通站点公交车公交站点覆盖区域 

除接驳交通影响范围外，由于各轨道交通站点周边土地开发情况、交通供给情况以及周

边居民的社会经济属性差异，各站点的实际吸引范围以及轨道交通分担比例差异较大。还需

综合考虑站点周边土地使用，道路条件，公交线路，铁路水系阻隔等因素。需要通过精细化

的数据分析手段分析各站点差异，提升预测精度。 

3 精细化数据背景下轨道交通站点的综合影响范围拟合 

轨道交通客流是由直接影响范围和间接影响范围内的土地使用共同产生，研究发现仅考

虑直接影响范围内人口无法准确分析客流需求，轨道交通间接影响范围确定不精确则是影响

轨道交通站点客流预测精度的重要原因。为提升预测精度，需要综合分析直接影响范围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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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范围覆盖区域的交通需求。 

3.1 原模型设置站点影响范围 

在传统的客流预测模型中，对于北京市轨道交通站点影响范围的设置是以不同区域进行

差异化设置的，其影响范围是以站点为圆心，中心城与郊区按照不同的半径覆盖的圆形区域。 

 

图 11 传统模型假定的站点吸引范围 

根据以上影响范围进行现状轨道交通客流预测，与现状实际北京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行实

际客流进行对比，选取现状 17 条轨道交通线路进行分析，网络整体误差 6%，模型全网预

测结果精度较高。其中 10 条线路预测误差在 20%以内，但是房山线、10 号线、亦庄线等 7

条线路误差超过 20%。 

其预测差异产生的原因是模型假定的影响范围与真实影响范围存在差异。房山线、亦庄

线等郊区线预测值偏低，是由于以上线路为郊区线路，线路主体位于郊区，部分站点影响范

围超过模型假定范围；10 号线虽然位于中心城范围，但线路东南段部分站点的真实影响范

围超过 800 米，即间接影响范围不精确导致预测误差较大。 

基于以上误差原因分析，利用精细化的间接影响范围研究成果，对北京市轨道交通影响

范围进行精细化设置，并基于不同的影响范围进行客流预测，对比预测结果。 

3.2 基于摩拜单车数据研究站点自行车接驳影响范围 

自行车吸引范围是以站点为中心向外辐射的接近圆的不规则多边形，且相互叠加的区

域。利用自行车影响范围代替各站点影响范围，重新进行客流预测。单线预测精度提升，但

郊区线预测误差较大。利用自行车影响范围代替站点影响范围重新进行预测，单线预测结果



 12

精度提升，17 条线路中，仅有 5 条误差仍然高于 20%。但与模型预测结果对比，房山线、

亦庄线、昌平线等郊区线路误差增大，说明自行车影响范围（1.2-1.4km）分析郊区线路的

站点的吸引范围仍然偏小，郊区站点服务范围需要叠加考虑公交服务范围。 

3.3 综合叠加自行车和公交影响范围后预测结果分析 

公交接驳吸引范围并不是以轨道站点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多边形区域，而是受到公交线

路走向影响，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偏置性。综合利用自行车影响范围与公交加权影响范

围，重新进行预测。综合利用自行车影响范围与公交加权影响范围，重新进行预测 17 条线

路中 13 条线路预测精度提升，全网误差 4%。 

线路名称  原模型差异 自行车范围差异 综合自行车、公交范围预测差异 

10 号线 26.9% 12.2% 6.8% 

2 号线 18.7% 11.6% 11.6% 

9 号线 18.5% 2.0% 4.8% 

13 号线 13.5% 3.6% -12.5% 

16 号线 12.0% 9.1% 9.2% 

八通线 -8.1% 5.3% 20.9% 

1 号线 -21.1% 17.2% 19.9% 

7 号线 -31.2% -25.9% -14.1% 

8 号线 -34.2% 7.3% -2.8% 

14 号线西段 -50.6% -4.2% 9.5% 

房山线 40.8% 62.9% 43.6% 

亦庄线 25.4% 46.0% 22.2% 

昌平线 16.0% 33.9% 15.4% 

5 号线 9.3% 14.6% 1.4% 

4-大兴线 3.9% 6.9% 1.0% 

6 号线 0.8% 16.6% 5.3% 

14 号线东段 -11.2% -33.1% -41.0% 

全网合计 4.6% 10.3% 4.0% 

 
 

图 12 不同影响范围预测结果与真实值差异对比 

对全网 310 个车站进行站点层面差异分析，利用自行车影响范围替换步行影响范围，提

升了中心城居住类站点的预测精度；郊区车站由于间接吸引范围更大，除需考虑自行车影响

范围外，还需要综合考虑接驳公交吸引范围，才能保证预测精度。商业类、枢纽场站类和公

园等类别车站由于站点客流特征与通勤类车站差异较大，需要进行特殊吸引点分析。 

4 结语 

本文围绕精细化用地数据与轨道站点客流的互动关系展开研究，利用精细化数据重新划

分不同轨道交通站点直接影响范围与间接影响范围，应用精细化的轨道交通影响范围，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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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轨道交通站点客流预测，结果表明，精细化的轨道交通站点影响范围提升了轨道交通站

点客流预测精度。 

参考文献 

[1] 梁青槐.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问题分析及建议[J].都市快轨交通，2005，18(1):37-41. 

[2] Enjian Yao,Takayuki Morikawa. A study of an integrated intercity travel demand 

model[J].Transportation Reasearch Part A,39(2005):367-381. 

[3] 苗雨欣.新建客运专线诱增客流问题研究[D].西安市：长安大学，2015. 

[4] Litman T,Generated traffic and induced ttavel[J].Journal of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s,2001,71(4):38-47. 

[5] 陆化普，王建伟，陈明.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方法研究[J].土木工程学报，2003，

36(1):41-45. 

[6] 王静，刘剑锋，马毅林等.北京市轨道交通车站客流时空分布特征[J].城市交通，2013，

11(6):18-27. 

[7] 张哲宁.城市轨道交通初步设计阶段接驳客流预测方法研究[J].交通工程，2017,03:8-13. 

[8] 秦观明.城市轨道交通接驳方式选择及客流吸引范围研究[D] 哈尔滨工业大学，2010. 

作者简介 

张哲宁，男，研究生，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中级工程师。电子信箱：z94774632@126.com 

王书灵，女，博士研究生，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轨道交通所副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电子信箱：wangsl@bjtrc.org.cn 

孙福亮，男，研究生，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电子信箱：sunfl@bjtrc.org.cn 

仝硕，女，研究生，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助理工程师。电子信箱：tongs@bjtrc.org.cn 

卢霄霄，女，本科，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助理工程师。电子信箱：luxx@bjtrc.org.cn 

初众甫，男，本科，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助理工程师。电子信箱：chuzf@bjtrc.org.cn 

马洁，女，研究生，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中级工程师。电子信箱：maj@bjtrc.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