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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铁运输能力利用分析及扩能方案探讨
郭

学

竹

（上海铁路局，上海２０００７１）

摘要：京沪高铁是世界上一次建成线路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２０１４年客流量过亿人次，客
流量的不断增长使得该线运输能力已趋饱和．通过对目前影响京沪高铁运输能力发挥的薄弱环节
的全面分析，从系统工程的角度提出扩能的技术组织措施和改扩建的初步方案，为京沪高铁扩能改
造提供辅助决策，以确保该线的运输能力满足更大的客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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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作为一种安全可靠、快捷舒适、运载量

元左右，当年客流量已过亿．三年间，随着与之相连

大、低碳环保的运输方式，已成为交通业发展的重要

的若干高铁线的开通运营，京沪高铁在全国高铁网

趋势．我国是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最快、系统技术最

中的干线通道地位日益突显，在日均客流量翻番的

全、集成能力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营速度最高、在

同时，也拉动了沿线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然而，在

建规模最大的国家．连接我国最繁华城市的京沪高

大运量冲击的负荷下，京沪高铁的运输能力在部分

铁是世界上一次建成线路最长、标准最高的高速铁

区段和车站的部分时段等方面已趋饱和，亟需采取

路，横跨京、津、冀、鲁、皖、苏、沪７省市，连接“环渤

相关对策进行扩能，以期适应不断增长的客流需求．

海”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区，承担两大经济区域及京

本文作者针对这一问题，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将各种

沪通道内区域客流交流的运输任务．２０１４年７月１

限制京沪高铁运输能力的影响因素统筹考虑，提出

日，在开通运营三周年之际，京沪高铁公司对外宣布

了相关技术组织措施和扩能方案，综合解决存在的

正式盈利，按营业税口径计算，全年实现利润１２亿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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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京沪高铁运营概况

。一

２４：００进库动车组列车５３列（京沪存车场２６列、沪
杭存车场１７列、南翔高级修场３列、上海南７列）．
这两个时段，因动车组车底集中进出库，虹桥动车所

京沪高铁由北京南站至上海虹桥站，全长１ ３１８
ｋｍ，设有２４个车站，其中上海铁路局管内有６５６

联络线能力已使用饱和．同时，由于车型、轮对踏面

ｋｍ，占总长度的近一半，局管内设有徐州东、上海虹

检测装置（每个存车场只有一条进路上安装一套）的

桥等１３个车站，平均站间距５４．６ ｋｍ，最长站间距

原因，虹桥高速场进虹桥动车所京沪存车场与经京

ｋｍ．该线全线采用ＣＴＣ调度集中指挥、ＣＴＣＳ－３

沪存车场进南翔动车所间的列车、虹桥高速场进动

列车运行控制、ＧＳＭ—Ｒ无线通信、Ｉ临时限速服务器

车所与虹桥综合场进动车所经轮对踏面检测问的列

列控限速管理、无线闭塞中心、防灾系统等先进的高

车相互干扰，若遇有列车到达晚点等情况发生，就会

科技设备，主要采用ＣＲＨ３８０Ａ（Ｌ）、ＣＲＨ３８０Ｂ（Ｌ）、

引起列车连锁晚点反应，直接影响虹桥高速场的股

ＣＲＨ２Ａ型等３种车型的动车组担任运输旅客的任

道运用和接发车作业秩序．

务，有８节、１６节两种车辆编组方式．为了完成综合

２．２部分区间能力紧张

８８

维修任务保证次日的列车正常运行需要，综合施工

徐州东至蚌埠南站能力最为紧张，这个区间的

垂直天窗上下行均设在每日０：３０—４：３０．目前，京

高峰时段能力利用率超过１００％，达到超饱和状态．

沪高铁根据季节、时间、上座率的高低推出不同的促

根据２０１４年“１２．１０”运行图，徐州东至蚌埠南问列

销方案，建立了随季节、随市场变化灵活调整的弹性

车对数安排１１４对，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间的１０个小

机制，实施日常（周一至周四）、周末（周五至周日）、

时高峰时间段安排８７对，其中Ｇ字头（３００ ｋｍ／ｈ）

高峰Ｅｌ（春运、暑运、黄金周和小长假）３种列车运行

列车８３对，Ｄ字头（２５０ ｋｍ／ｈ）列车４对，平均每小

图．在日常和周末遇有突发客流，可增开高铁列车．

时近９对车，列车平均间隔６ ｍｉｎ．从采取能力扣除

按２０１４年“１２．１０”日常列车运行图统计，徐州东至

系数的方法…分析，区间运行速度不同的列车相互

蚌埠南开行１１４对列车，蚌埠南至南京南９５对列

之问要产生扣除，速差越大，扣除系数越大，通过能

车，南京南至上海虹桥８１对列车．

力越小．若按一列Ｄ字头动车按换算３列Ｇ字头高

从客流及上座率的情况进行分析，京沪高铁自

铁列车计算，实际图定８７对可换算量为９５对（８３＋

开通运营以来上座率不断提高，现在基本保持在

４

７０％～７３％，每天收入平均达到５０００万元以上，每

客运，以及开行正点列车造成列车避让等原因，产生

年的上座率都提升了１５％～２０％．３年前，京沪高铁

了能力扣除．按每停站、避让一次扣除能力１列计

开通的２０１１年下半年，日均发送旅客１３．２万人次，

算，现图上行安排了１３列车办客、６列车避让，使得

２０１４年上半年，日均发送旅客达到２７．２万人次，客
流增长达到２０６％，相当于每日将一个中等城市人

图定列对换算量为１１４对（９５＋１３＋６），则平均每小
时１１．４对，列车间隔５．２ ｍｉｎ．铁路总公司规定高速

口整体迁徙一次．２０１３年２月２８日，开通运营１７

列车连发时间为５ ｍｉｎ，这样富余时间只有０．２

个月的京沪高铁迎来第１亿名旅客．截止２０１４年７

ｍｉｎ，已近饱和极限．同时，在京沪高铁运行Ｇ字头

月，日均运送旅客２７．２万人次，全国共有２．２亿人
次乘坐京沪高铁列车．

和Ｄ字头两种不同种类列车速差较大的情况下，站

２影响运输能力提高的薄弱环节
京沪高铁部分车站、区段、动车所、设备、调度指
挥等方面都存在影响运输能力发挥的薄弱环节，这

Ｘ

３）．又由于京沪高铁中间小站安排部分列车办理

间距离较长及区间的不均等程度对通过能力影响则
更大．另外，根据２０１５年“７．１”图方案，合福高铁开

通以后，徐州东至蚌埠南间还需增加１０对Ｇ字头
列车，届时这个区间的运输能力将会更加紧张．
２．３停站次数及时间限制

些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交织，使得运输能

在既有线上，影响通过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不同

力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客流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

列车问的速差，旅客列车停站时分及起停附加时分

几个方面．

对通过能力的影响较小．在高速铁路上，由于列车速

２．１部分车站时段性能力使用紧张

度普遍较高，高速列车采用的是连续式一次速度控

集中表现在：上海虹桥高速场阶段性股道运用

制模式运行，追踪间隔时间也相对较小，使得列车停

紧张，特别是早上６：００—１０：００高峰时段内，出库动

站时分加上起停车附加时分对通过能力的影响突

车组列车４５列（京沪存车场２１列、沪杭存车场１６

出旧Ｊ．因此，高速列车因停站而产生的能力扣除已

列、南翔高级修场４列、上海南４列）；晚上２０：００—

经成为高速铁路能力利用一个组成部分．京沪高铁

竺！塑

竺竺竺：空鲨皇堡兰竺壁垄型里坌塑竺！堕塑耋堡望

３

列车存在着停站次数较多、停站时间较长、停站规律

这给京沪高铁运营带来了安全隐患．为监控环境的

性较差等影响运输能力发挥的限制因素．例如，

变化，通过高铁防灾安全监控系统统一的平台实现，

Ｇ１３０次等上海虹桥至北京南站全程１ １个站停站办
客，按现行起车时间２ ｍｉｎ，停车时间３ ｍｉｎ和办客２

主要包括：风、雨量、异物侵限、地震监测子系统．例
如，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５日统计，上海

ｒａｉｎ的时间标准计算，其６

ｒｎｉｎ的旅行时间中有

局管内大风报警２ ６８７次，准确率９９．９％；雨量报警

１ｈ１７ｍｉｎ用于停站办客；而Ｇ１等次列车北京南至上

１５次，准确率９３．３％．受外界环境变化影响，需要采

海虹桥全程只有南京南站停站办客，停站办客的不

取相关措施确保列车安全运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规律，造成列车越行不规律，占用线路通过能力．在

影响到运输能力的利用．但上海铁路局防灾设备参

满足客流需求的基础上，从整体上设计并优化列车

数和济南局不一致，济南局按总公司标准，上海局按

的停站次数还有很大的空间．

路局相关文件执行，执行标准不统一给提高运输能

２．４动车所运用能力限制

力带来一定困难．

ｈ２

动车组基本是夜间检修、白天上线运行，但受动
车所检修车底型号、检修能力、存车能力的限制，使
得高铁线路能力不能得到充分发挥．主要表现在：车

２）设备故障情况．２０１４年度上海局管内京沪高
铁共发生１７６件设备故障。其中，车辆故障６０件，占
３４．１％，主要包括是走行部、车门、空调、连接装置、

底早上集中出库、晚上集中进库，使得早、晚两时段

轴温高、制动装置故障、轮对及转向架故障；供电设

能力不能全部用足．而且，考虑到动车所受检修型号

备故障４７件，占２６．７％，主要包括接触网挂异物、

限制，部分车底回送至非临近动车所；同时受检修、

供电单元跳闸、受电弓故障等；其他还有ＡＴＰ故障

存车能力限制，使得部分车底提前下线检修、安排存

４０件，占２２．７％，信号和通信设备故障１７件，包括

放地点．例如，进入虹桥动车所的时间集中在每天

高铁信号设备采用ＣＴＣＳ－２、ＣＴＣＳ－３列控系统，

２０：００～２４：００，动车组人所通过轮对踏面检测装置

ＣＴＣＳ列控系统与计算机联锁设备、ＺＰＷ２０００轨道

和受电弓动态检测系统时限速１０～１２ ｋｍ／ｈ，按照

电路等既有信号设备的联通，以及与ＣＴＣ厂ｒＤＣＳ调

每列动车组长度４００ ｍ计算，每列动车组通过检测

度指挥系统、ＧＳＭ—Ｒ铁路移动通信系统等故障；道

装置的时间（检测速度按１０ ｋｍ／ｈ计算，实际通过

岔故障１０件；ＣＴＣ设备故障２件．遇有设备故障情

速度在１０ ｋｍ／ｈ以下）为２．４ ｍｉｎ，行车间隔按３

况发生，列车运行秩序就会相应被打乱，客观上也降

ｒａｉｎ计算，每列动车组入所时间为５．４ ｒａｉｎ．根据

低了运输能力．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列车运行图，３９列入所动车组加上４

２．６调度指挥限制能力分析

列通过动车组总时间到达２３２．２ ｍｉｎ，计３．８７ ｈ，接

高铁调度是日常高铁运输组织的指挥中枢，承

近４ ｈ，而虹桥动车所接入的动车组经过踏面检测装

置运行的比率偏高，需经过轮对踏面检测的动车组

担着日常运营组织及非正常应急处置等重要职责，
是高速铁路运营安全生产的关键．随着ＣＴＣ分散自

占到８０％以上．考虑到动车组为非均衡到达，同时

律调度集中在高铁区段的普遍应用，高铁调度不仅

列车晚点持续循环影响，虹桥动车所人所一般情况

承担着传统意义的调度指挥，也逐步取代了既有线

下要持续至次日凌晨１：００．由于虹桥动车所仅在虹

车站值班员负责车站的作业指挥方式．调度所指挥

高动车Ａ、Ｃ线处设有轮对踏面检测装置，经过轮对

方面存在的一些限制运输能力发挥的因素，主要表

踏面检测装置接车时受到进路交叉影响，无法形成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平行进路，进运用所的效率大大降低．同时，动车所
设备也尚存在遗留缺陷．

１）防灾系统部分监测点报警信息跨徐州东局界
口时，因济南局列车调度台防灾终端无相应显示点，

２．５环境和设备故障及限制

导致相关报警信息需上海局列车调度员人工通知济

高铁列车具有速度高、行车密度高、安全要求高

南局调度员，同时因上海局与济南局对风雨报警限

等特点，但在日常运营中，突发的设备故障、恶劣天

速阈值不一致，造成同一报警信息两局列车调度员

气、异常事件将极大影响列车运行秩序，影响到运输

对列车运行处置方式不一致．

能力的利用．主要表现在防灾设备系统的报警较多
和设备故障较多的情况．
１）防灾系统报警情况．恶劣的天气条件等自然
灾害都有可能对运营中的线路造成破坏，从而使运
行中的高铁列车发生脱轨、颠覆、冲突等重大事故，

２）枣庄东一徐州东站间，济南局调度员在列车运
行调整过程中不排点，上海局调度接入列车根据枣庄
东列车点线安排续行区间的点线．遇有列车运行秩序
大面积紊乱时，给列车调整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３）亟需专家辅助决策应急处置．面对众多高新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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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设备和系统，而且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

勤司机作业由动车所调度直接派发作业任务，由于

响，调度员和现场作业人员在短期内，很难对各专业

缺乏对地勤司机的管理职能和手段，调车作业效率

知识全部掌握清楚，客观上调度员不可能完全掌握

难以发挥．因此，必须对相关流程进行优化，由机务

那么多应急处置的项点，协调能力也较差，从而延缓

派班室根据动车所调度的调车任务统筹安排地勤司

故障处理，扩大故障影响．因此，在１３常应急处置中

机作业．

迫切需要专家辅助决策支持，通过各专业专家共同

②改变动车组检修方式．动车调度在安排检修

参与决策处置，从而确定一个最佳的处置方案．

计划时，要改变目前先洗车后检修再存车的单一的

３技术改进措施和扩能方案

作业方式，特别是积极调整０：００—４：００先存车后洗
车再检修的作业方式，以提高动车所的洗车能力．

整个高铁系统是一个大的综合体，涉及车站、计

③调整动车组出库车底运转时分．出库动车组

划编制、维修、调度等众多部门，要保证高铁运输能

车底无须进行踏面检测，虹桥动车所至上海虹桥站

力的提高，就要从系统工程的角度出发，将各种限制

一般只需８ ｍｉｎ运行时间，在调整图中可按８

京沪高铁能力的影响因素统筹考虑，从而提出相关

安排运转时分，以提高运输效率．

技术组织措施和扩能方案，并将各子系统互相配合，

３）确保设备的高可靠性．

协同作业，综合解决存在的问题．

①面对设备上的种种隐患，可从以下两个方面

３．１技术改进措施

ｍｉｎ

统筹着手：一是科研部门加强对核心设备技术的吸

１）优化列车运行图．

收与创新，面对复杂多变的高铁运行环境，相关研发

主要是通过优化列车运行图的技术手段，在京

单位应建设高仿真条件下的设备模拟试验运行平

沪高铁节点的车站能力查定和运用的基础上，在编

台，加强设备模拟环境下运行试验，使多种设备在模

制列车运行图过程中，通过挖潜提效的手段，确保线

拟环境中加以联合测试，以求高铁设备运行的可靠

上能力和点上能力的紧密衔接，实现区间和部分车

性和稳定性．二是要形成一套完善的高铁设备用管

站以及动车运用所在通过能力紧张时段时相适应、

修体制，实行设备养护责任制度，需要相关工种互相

相匹配．

协作，合理利用好施工天窗时间，天窗安排单位要不
断优化施工方案；同时，需对关键设备建立设备养护

①根据徐州东至蚌埠南间车站及线路特点，合
理优化列车停站安排，并争取在大部分时间段内采

档案，从制度上保证设备养护的可靠性．

取平行运行的方式安排列车开行，尽量减少列车越

②集中整治设备缺陷．一是针对动车组由虹高

行，最大限度的使用车站和线路的能力．采用递远递

Ｂ线、虹高Ｃ线牵出时ＡＴＰ产生紧急制动的问题，

停的最优方案铺画（包括规格化铺画方式）旧Ｊ，有条

电务部门应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诊断，并提出解决办

件的时候，使相同停站的列车适当追踪铺画，也是减

法，尽快消除该问题的发生；二是开通虹桥动车所京

小高速列车扣除系数的有效办法．合理的列车停站

沪场１道～封浜站间的Ｃ２控车模式，解决目前须

方案能为旅客提供快捷、方便的乘车环境以吸引更

在京沪场、封浜站停车转模式的问题，提高动车组通

多客流．要根据客流需求，合理安排各次列车的停站

过虹桥动车所的能力；三是开通虹桥动车所京沪场、

次数，在总体上减少列车停站次数．

沪杭场电子行车日志的功能，解决目前由车站值班

②考虑到由于大量动车组在０：００左右集中到

员人工填记行车日志的现状，减轻车站值班员的工

达，造成２０：００—０：００入库动车组数量不足，动车所

作强度；四是在动车所调度室增设ＴＩ）（焉复示终端，

检修能力得不到发挥，而０：００以后动车组集中到达

便于动车所调度及时掌握动车所内接发列车（包括

后受检修库线及作业小组数量限制，检修作业难以
完成的问题．因此，在编制列车运行图时，要均衡每

动车组晚点信息）、调车作业现状以及存车情况，便

小时回动车所的动车组数量，适当减少套跑临客数

生产效率．

于计划编制的灵活性，提高检修计划兑现率和检修

量，尽量保证动车组错时回所检修．还要考虑在柳

４）不断提高调度指挥能力。

絮、高温、雨雪冰冻等特殊天气条件下，动车组滤网

①调度集中设备ＣＴＣ既是先进的技术装备，也

更换、故障处置等临时工作将会大大增加的情况，适

是新型的运输组织形式，调度集中虽然不能直接提

当增加动车组的检修时间冗余量．

高线路的通过能力，但通过集中控制，可增强列车调

２）规范动车组检修作业方式．

度的自动化程度，保证铁路运输的安全和效率，充分

①优化动车所地勤司机派班作业流程．目前，地

运用线路的通过能力．在调度指挥工程中要借助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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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设备保障的同时，高铁作业人员要不断监控列车

矛盾，将来不会废弃，提前启用徐州东站动车存车设

运行，关注设备、环境的变化，遇有高铁防灾系统监

施，可以增加徐州东站始发终到列车，充分利用施工

控应急情况，需要启动相关预案和安全措施，来确保

垂直天窗前后虚糜的通过能力，提高通过能力利用

环境变化的安全，发现险情时，正确、果断地处理，确

率，有利于提高动车底利用率和运输效率，为新客运

保高铁运营安全．

专线建成、增开客车提供运力储备．
４）引入动车组调度集中系统．

②与济南局协商合作，在枣庄东一徐州东站间，
济南局调度在运行调整过程及时排点，并将列车运

通过引入动车组调度集中系统，综合协调动车组

行情况及时通知上海局，特别是遇有列车运行秩序

运行、日常作业、检查、检修等各个方面作业需求，实

紊乱时，加强双方调度之间的对接和信息共享，共同

现动车所内作业计划动态管理、作业过程自动控制、

协作努力调整好列车运行秩序．

现存动车追踪管理，完成接发列车、调车作业、动车组

③从路局的层面进行专家辅助决策，相应需要

检修计划编制、作业流程实时跟踪的自动化管理和控

建立由各个专业系统人员组成的应急指挥调度台．

制，大幅提高动车段作业效率和综合自动化水平．

具体地说，应急指挥调度台可由调度所主任（副）带
班，路局运输、机务、供电、车辆、工务、电务指派胜任

４

结束语

人员及值班人员组成应急指挥调度台值守基本队

京沪高铁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对

伍．遇特定情况时可根据需要指定其他有关部门参
与应急值守．值守人员均由各处室挑选责任心强、业

北京一上海间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十分明显，带来
了人口和就业、城市综合开发、交通网络优化、产业

务技能过硬的专业管理干部参加值守工作．遇设备

结构调整等的巨大变化．本文只是从京沪高铁徐州

故障、突发事件、铁路交通事故等情况，应急指挥调

东至上海虹桥站上海铁路局管内扩能方案进行了初

度台值班人员根据具体情况，按等级启动响应，通过

步研究，还需要从全线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提出可

群体快速决策，为调度台和现场提供技术支持．一般

行的方案．但我国在高速铁路运营扩能方面还处于

原则要遵循导向安全的原则，按章办事，发挥充分考

起步阶段，针对这方面的研究，没有成熟的理论和实

虑设备特点，以最佳方式、最快速度、最短时间、最小

践成果可借鉴，需要围绕满足客流需求对京沪高铁

影响和最合理资源投入确保应急处置的高效率．自

运营组织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可以展望，由于铁路部

２０１１年８月上海局应急指挥调度台成立起来，共计

门对京沪高铁的发展高度重视，京沪高铁的运营和

处置京沪高铁设备故障、突发事件、铁路交通事故

服务必将不断改善．

６００多例，确保了高铁应急处置的科学性，切实提高
应急处置水平，压缩了设备等故障的处置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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