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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ould we travel by rail across China in 2020: 

Analysis with the real data, rather than big data

许旺土

Wangtu (ato) Xu

Xiame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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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从大数据说起

典型的城市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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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规划专业，需要可以真实反映规律和现象的
真切（real）！

真切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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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的数据是：

相对于大量、杂乱、无章、未清洗、非结构化、
多源、多维度为特点的“大数据”，“真切”数
据具有精确时空维度、规划信息、政策导向的小
片段或面板数据。

有时候，比“大数据”获得的难度大

但是对“精确规划”和所谓的“大模型”非常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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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2025年间我们的轨道出
行（城市轨道交通+高速铁路）
效率如何？

基于：城市轨道交通2015~2020
高速铁路2015~2020 “真切”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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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Real basic data: 2015 轨道出行的情况

 2015年1月，中国的高速铁路里程已经达到
1.65万km。

高铁网络和既有线改造线路上日均开行动车
组列车超过 1,520 对

由 2008年的 1.28亿人次、2013年 6.72亿人次、
2014年9.5亿人次

全国设置了115条线路816个车站、50km半径
覆盖了55%的国土面积

高速铁路（最高运行时速为 160 公里及以
上）连接所有人口超过 50 万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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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未开

混跑

营运

城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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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Real basic data: 2015 轨道出行的情况

 2015年2月，中国的城市轨道交通里程已经达
到 3500 km。

 22座城市开通

全国2302个车站，281条线路。

客运量已经超过135亿人次 。

 3亿人可以从高速铁路到城市轨道交通上进
行转换，乘坐轨道交通可以换乘高速铁路到
达全国的695个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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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 2

天津 5

长春 1
哈尔滨 1

北京 18 

武汉 3  

郑州 1
西安 2 

成都 1 
重庆 5

昆明 3   广州 12

香港12    
深圳5    

南京 3  

大连 4

上海 19

台北 5 

无锡、苏州 2  

杭州 2  
宁波 1   

长沙 1   

高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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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18 天津 4

武汉 3  

上海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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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 12

香港12    

深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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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eal planned data: 轨道发展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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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国内铁路投资额有望增至10000亿元，
超出原计划的8000亿规模。预测增量2000亿
，增幅为19.15%

3 .1 高速铁路发展的野心

2008年
大于 18万

2008年调整
12 万

2013年调整
12.5~13 万

基于现状统
计

14-15 万
km

2020-2025年间铁路里程

2008年
大于 5万

2008年调整
3 万

2013年调整
3.5 万

基于现状
预测

3.5-4 万
km

2020-2025年间高铁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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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高铁发展的野心
哈大

沪昆

沪汉蓉

徐兰新

石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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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中国大陆有58座城市规划并报批
建设轨道交通

39-22城得到批准，10城市PPP方式建设

规划建设里程超过7000km（比起2008年规划
调整增加3500万km——翻一番）

都市圈城际铁路+地铁的出行模式成为常态

出现15个城际高铁+城市轨道交通的城市集聚模
式

3 .2 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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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舟山
宁波

长三角都市圈

马鞍山

镇江

扬州

芜湖

南京

常州

苏州

无锡

南通

泰州

杭州

嘉兴

绍兴

昆山



182015/6/12

珠三角都市圈

深圳

广州

惠州

佛山

香港
澳门

东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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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eal possible thing:  2020年我们如何railing 

4.1 区域空间上，高铁将成为“最直达”
的运输方式

2015年，高铁直
接覆盖区域80万
km2; 理论上
277762.03万人
不需要其它长途运
输方式可直接乘坐
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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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高铁直接覆盖区域137
万km2; 理论上39239.07万人不
需要其它长途运输方式可直接乘坐
高铁

高铁直达区域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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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Real possible thing:  2020年我们如何railing 

4.2 区域旅行时间上，7小时则成为运输方
式“高铁”与“高铁+”、“其它（只要
是飞机 ）”的阈值 ?

2020-2025年间，”普快”将成为次要的
railing方式，几乎很少人“不大愿意”去采用

但是， “不大愿意”不代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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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URT+HSR的新常态模式

2020-2025年，城市轨道交通（URT）与高速
铁路（HSR）整合的枢纽区域将是规划建设的核
心

人们出行生活永远离不开这些区域

枢纽区域决定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和交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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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铁路

城际高铁 

城市轨道交通 

综合运输枢纽 

Hub-spoke network

sh

bj

gz

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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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城市内轨道交通的状态

以北京为例，在建成区的任何地方，30min均能
达到就近的轨道交通站

在任意一轨道车站，90分钟内至多通过二次换乘
可以到达90%以下的站

潮汐式的轨道通勤客流比重均会超过50%
次均超过1.5次换乘为标志的轨道网络化出行变成
常态

超过30%的向心客运需求带动跨区轨道客流增长

上车助推人成为重要的工作

轨道交通成为城市名片与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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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e Real Feeling 

现在城市规划的理念太多
了，学习不过来

大数据在城市规划领域作
用非常大，但是有些夸大

资源依旧在
PS+CAD+PPT的人手
里，想颠覆很难

做真切的自己，做喜欢的
事情

体现自己的数据、技能的优势
怎么舒服怎么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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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切”的数据何时何地需要？

大规模的计算（空间句法、区域客运流量分配）
、HSR网络演化规律、城市空间与轨道交通联系
、Urban computing 

 城市空间调整、用地布局评估

5、The Real 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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