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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货制条件下铁路枢纽内快运班列的组织模式
殷玮川１，何世伟１，黎浩东１，周

康１，何必胜２

（１．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４；２．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与物流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３１）

摘要：对现有铁路枢纽内快运班列组织模式（ＯＭＭ）进行研究．提出将铁路物流中心站考虑进编
发快运班列的站点集合，与编组站协同处理编发快运班列的组织新模式（ＯＭＬＭ）；在借鉴双层时

空网络原理基础上，结合货主对货物运到期限的要求，以货主满意度最大和编发班列的收益最大为
优化目标，以同一方向的货物不可被拆分，货物送达编发站的发车条件为约束，建立了铁路枢纽内
快运班列编发时刻混合整数优化模型（ＲＣＥＴＳ），并用ＩＬＯＧ ＣＰＬＥＸ软件求解；最后设计算例将提

出的ＯＭＬＭ模式与ＯＭＭ模式进行对比，结果表明，与ＯＭＭ模式相比，在本文提出的ＯＭＬＭ模
式下，当双目标的权重取值相等时，货主满意度增加１９．８４％，编发快运班列收益提高８８．３３％，能
更好适应实货制改革的要求．
关键词：铁路运输；混合整数优化；铁路枢纽；快运班列；ＩＬＯ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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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货物运输“实货制”改革是铁路运输管理部

题的文献大多集中在普通货物班列的车流组织上．

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基于提高货运服务质量的

严余松等研究了枢纽内车流组织小运转列车的网络

思路，所提出的一项重大货运改革举措，这项改革使

流模型［１－２ Ｊ，梁万荣建立了枢纽小运转列车编组方

铁路货运发展由原来的按照计划组织货物运输转变

案的经济数学模型【３｜，牛惠民和胡安洲提出了枢纽

为依照市场需求来组织货物运输．在实货制条件下，

车流组织的０—１非线性规划模型【４ｊ，黎浩东等建立

如何使货主（企业）服务满意度最大化是货运组织的

了基于反推运输服务的枢纽内班列组织混合整数规

关键．快运班列的开行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货主对货

划模型【５』５，这些模型虽然可以刻画枢纽内车流组织

物运到期限的要求，是铁路吸引货源的重要手段．而

的办理过程，但是对于货物运到期限的考虑还有欠

作为铁路网极其重要组成部分的铁路枢纽，担负着

缺．在实货制对快运班列组织模式影响的研究体现

各方向列车的运行以及枢纽内外货物运输的重要任

在货物的运到期限上，Ｃｅｓｅｌｌｉ等蚓６对快运班列开行

务．枢纽的工作能力不足将会带来以下问题：一是无

方案建立了考虑时间约束的模型，王保华等一Ｊ在考

法将枢纽内更多的货源向外发送，使铁路货源市场

虑时间约束的条件下研究了铁路货运服务网络设

的潜在货源需求减少；二是枢纽内紧张的能力无法

计，Ｚｈｕ等吲８建立了三层时空网络对铁路货运流程

满足“实货制”敞开受理、随到随运的承诺，使货主服
务满意度降低．

进行了刻画，提出了一种解决货运问题的新思路．前
述研究模型都是在ＯＭＭ模式下建立的，ＯＭＭ模

枢纽内快运班列组织以运输行包、行邮等高附

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当枢纽内货源增多，客户要求

加值货物为主，是铁路总公司实施货运改革的主要

的运到期限缩短时，客户需求的满意度和枢纽组织

着力点，有利于铁路抢占货运市场，增加效益．但是

作业的高效性都很难保证．

枢纽内日益紧张的输送能力难以适应实货制改革的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作者考虑枢纽内以行包、行

要求．我国铁路枢纽的快运班列组织方面存在以下

邮为代表的快运班列组织的基本要求，以货主满意

问题：一是办理班列的站点单一，班列多为一站式的

度最大和编发班列的收益最大为优化目标，建立了

组织方式，没有很好地发挥多站组织优势和枢纽的

铁路枢纽内快运班列编发时刻混合整数优化模型

集散功能，增加了班列组织难度，影响了班列开行的

（Ｒａｉｌｗａｙ

规模和市场吸引力；二是没有考虑货物送达办理站

ＲＣＥＴＳ），同时在ＯＭＭ模式基础上，提出了将铁路

的时间顺序（应尽量避免在办理站办理高峰时刻送

物流中心站考虑进办理快运班列的站点中，与编组

达，合理设计送达时序）．

站协同办理作业的ＯＭＬＭ模式．通过设计的算例

Ｃａｒｇ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ｒａｉｎ

Ｓ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当前铁路物流中心站的建设已日趋成熟，可以

分别对现有ＯＭＭ模式和本文提出的ＯＭＬＭ模式

在健全铁路运输信息和站内行邮行包信息的处理和

进行验证和分析，结果表示，ＯＭＬＭ模式相较于

传输等功能基础上，根据需要办理行包、行邮运输服

ＯＭＭ模式可以提升枢纽办理快运班列的作业能

务．如杭州枢纽内的行包、行邮快运班列办理能力受

力，保证客户需求的满意度．

到乔司站能力的制约，办理能力成为瓶颈．假设杭州
北铁路物流中心站可以作为编发快运班列的站点，

１

问题描述

便可以缓解枢纽紧张的办理能力，从而为铁路吸引

首先，为方便描述，我们将编发站定义为包括编

更多的潜在货源，货物的运到期限缩短并能大大提

组站和铁路物流中心站在内的办理快运班列的站点

升货主的服务满意度，满足实货制敞开受理、随到随

集合．当前铁路枢纽内办理快运班列的ＯＭＭ模式

运的要求．因此，在实货制条件下，研究枢纽内以行

如图１（ａ）所示，枢纽内的货源站和铁路物流中心站

包、行邮为代表的快运班列组织模式，考虑铁路物流

内所有以行包、行邮为主的货物都需要送达编组站

中心站与编组站协同办理快运班列的模式（Ｏｒｇａｎｉ—

进行办理，等待发送至枢纽以外的其他方向．我们提

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ｉｎｇ

ｓｔａ—

出的ＯＭＬＭ模式是在现有快运班列组织模式的基

ｔｉｏｎ，ＯＭＬＭ）来代替现有的只考虑编组站办理快运

础上，考虑将铁路物流中心站纳人办理快运班列的

班列的模式（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Ｍａｒｓｈａｌｉｎｇ

ｓｔａ—

站点，铁路物流中心站内的行包、行邮等货物不需要

ｔｉｏｎ，ＯＭＭ），可以提升枢纽内快运班列的组织效率

再送至编组站办理，而是与其他货源站的货物在铁

和效益，更好地推进实货制改革，提升铁路在货运市

路物流中心站内编发，即编组站和铁路物流中心站

场的竞争力．

作为协同办理快运班列的站点，共同担当编发快运

目前，国内外研究枢纽内快运班列编发时刻问

班列的任务，如图１（ｂ）所示．

塑————～

一竺！川竺型竺垄哆！堡竺坚竺空堡至兰型竺竺墨堡苎

１９

流中心站，如Ａ站的货物可以在ｔ＝１时刻送达铁
路物流中心站；而若编组站和铁路物流中心站办理
能力都很紧张时，则只能选择延迟弧在之后的时段
送达或编人超级时段内，如Ａ站和Ｃ站的货物都可
能被编人超级时段内．分析上述过程，如何优化网络
☆铁路物流中心站

一到达弧

口编组站

一发送弧

（ａ）ＯＭＭ模式
图ｌ
Ｆｉｇ．１

。货源站
·发送方向

Ｏｏ）ＯＭＬＭ模式

内所有站点货物送达编组站或铁路物流中心站的时
段，使其收益最大化，是铁路枢纽内快运班列编发时
刻模型研究的核心．

ＯＭＭ模式与ＯＭＬＭ模式
ＯＭＭ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ＯＭＬＭ ｍｏｄｅ

实货制“敞开受理，随到随运”要求货物的办理
时效提高，运到期限最大程度地缩短．因此，我们提
出了货主满意度的概念．即货主的某类货物在不晚
于原定时刻送达编发站时，货主的满意度是最高的，

曩

定义为１；当晚于原定时刻送达编发站时，货主的满
意度会随着滞缓的时间延长而降低．本文将滞缓时
间与不满意度的关系定义为线性的．图２表示为货
主的满意度随货物到达编发站时刻的关系．用∥（ｔ）

·带方向别货物一准点弧

来表示满意度：

…·早点弧

『，二，０＜《Ｌ０

Ｐ（￡）＝｛等Ｌ。＜￡≤Ｌ。．
ｒ ｉ以：

一·延迟弧

图３双层时空网络示意图
Ｆｉｇ．３

Ｔｗｏ ｌａｙｅｒ ｔｉｍｅ ｓｐａｃ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铁路枢纽快运班列编发模型
２．１模型假设
１）需要编发快运班列的货物以行包、行邮为主，
货物有方向属性，即发往同一方向的货物需要送达

相同的编发站进行编组．
时间

２）铁路物流中心站的配套设施已经成熟，站内
的股道数满足编发以行包、行邮为代表的快运班列

图２货主满意度随货物到达编发站
时刻变化示意图
Ｆｉｇ．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ｒｒｉｖａｌ ｔｉ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ｏｄｓ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的要求．

３）同一货源站须在同一时段送达编发站的同一
方向的货物不可拆分，但该货物可以选择提前送达、

ｓｔａｔｉｏｎ

铁路枢纽内快运班列编发时刻模型借鉴了双层
时空网络的原理，如图３所示．时空网络里包含了时
间和空间两个属性，而组织快运班列的过程可以用
时空网络来描述．如当货源Ａ站内有须在志＝２时
刻送达编发站发往某方向的货物和货源Ｃ站内有
须在ｋ＝４时刻送达编发站发往某方向的货物，则
该类货物选择送达的编发站和时段可以由时空网络
图描述．当编组站和铁路物流中心站办理能力不紧
张时，Ａ站和Ｃ站的货物都可以选择早点弧或准点
弧送达，如Ａ站的货物可以在ｔ＝２时刻送达编组
站；若只有编组站能力紧张，则可以选择送达铁路物

准点送达或滞缓送达．
４）不考虑枢纽内的车流径路的情况，即不考虑
货源站与铁路物流中心站和编组站问的距离，同时
保证铁路物流中心站办理发送的班列开行路径与编
组站的不冲突．

对于枢纽内可能存在编发站办理能力饱和的情
况，设计超级时段，将未能在决策周期内送达编发站
的货物转移至超级时段送达，避免模型出现无解的
情况．
２．２变量定义

设，为货源站ｉ的集合，ｈ为与铁路物流中心
站路径不可达的货源站集合；』为编发站ｊ的集合，

苎．｝：。查爹要期内包含有Ｋ．１孝萼苎段，差！查量竺
璧范里！曼Ｉ竺Ｉ：：Ｉ二ｒ：：‘ｌ／Ｊ．Ｉ．、！“：黑．Ｌ ２以母恐。毳羔耄主篓丝套
萼！鲞蒌嘤段到萼编发站；Ｄ、为堡鼍曩跫竺堡物发
送方向集合，Ｄ＝｛０，１，…，ｄ｝，ｄ表示发送方向．

（４）
。亏芎菩ｊ，忌∈Ｋ，ｄ∈Ｄ
。式五）葆证磊源菇ｉ‘有且只有一个决策时段可
以将孬赫羞ｌ。蒺茹爵最差茬ｄ。砉高的蔷疡基这编发
７～‘～…
：。．。ｊ一…。一。一。一

式（６）表示Ｖ货ｊ源Ｇ站Ｊ，的ｔ货Ｇ物Ｉ姜薹磊么站须满量篆
妻篓望苎：譬妻塑堡鉴！。哥趸≯陕运班列最／Ｊ、发站磊≤菇举添场高二买磊爵夏夏磊ＩＡ一：ｌ＇Ｊ二；／Ｊ
型鍪：曼妻至矍誊篓：ｂ至行：型快篓篓型苎奎竺攀

高磊磊荔；萋磊趸羞；晶耋／Ｊ藻孬．姜石ｊ表示货源

的发三篓黧兰，篡．毒委鸶对奄望鍪‘。。，。，。。。。
、。苎羔銮苎寰擘！，３、竺￡鳘耋蚕竺挲兰：是否在
：，誊薏要警堂计型警，妻篓，笆发孽巳之哩：６ｈ：ａ三＇越例
送达编发站歹，蟛表示编发站歹在￡决策时段发往ｄ

秉：茹蔷二写５；爵矗羞茬斋二舅；。晶磊荔；萋磊趸
羞；爵釜买菜本：“…“～。

，警懋燮决策时段发往舫蝴货物黜‘
２。嚣黧曩划．挫败婀…陆一别绡告…。

ｖ歹¨￡＃∈ｙｔ丁，ｄ姜叫∈Ｋ（８）
彰≤行∥‘Ｊ毒Ｊ，：∈’Ｔ，二∈Ｄ（９）
一
卅。一一。，
…‘ｊ．～

下面，我们给出铁路枢纽内快运班列编发时刻

Ｆ，＝∑∑∑∑∑％ｌｅｄ。ｍｋｉｄ（毋一ｆ；）＋
Ｊ∈Ｊ

Ｉ∈１女∈ＫｄＥＤｆ∈１ｊ）

∑∑∑∑彩矗尸∥一∑∑∑《∥（１）
ｉ∈Ｊ

ｉ∈ｊ

ｋ∈ＫｄｆｆＤｔ∈Ｔｆｌ

１ＴＩａＸ

Ｆ２＝∑卢（ｚ）

（２）

式（１）表示枢纽内快运班列组织的整体收益，

∑∑∑∑∑硼ｍ笋（ｆｄｉ～岛）表示货源站将货
ｉＥＩ

”‘

ｋ∈ＫｄＥＤｉＧＴＤ

物送达编发站的收益，∑∑∑∑拶矗笋彰表示
Ｊ∈Ｊ

（１０）

编发站开行快运班列数量约束，式（８）保证当编

发站歹在ｔ决策时段不发送ｄ方向的快运班列时螺
取０，式（９）保证编发站在ｔ决策时段发往ｄ方向的
快运班列数须小于该决策时段编发站的办理能力．

ｄｆｆＤｔ∈ｌｉ）

Ｔ∈１ＵＪ

ｊ∈ｊ

““…一““”“…“。

Ｊ∈几，ｔ∈Ｔ，足∈Ｋ，ｄ∈Ｄ

目标函数表不如Ｆ：
ｍａｘ

茹罱蚕荔罢基磊夏磊磊嘉麓磊≥菇晶≤吴夏举药

ｋ∈ＫｄＥＤｔ∈１ｂ

编发站发送货物的收入，∑∑∑蟛彩表示编发
ｊ∈ｉ ｄＥＤｔｆｆＴＤ

快运班列的成本：式（２）表示货主满意度计算函数．

式（１０）保证当部分货源站ｉ与铁路物流中心站Ｊ路
径不可达而须送至编组站时的约束．
下面的公式是决策变量约束，分别是０—１变量
约束、整数变量约束和０—１变量约束．
ｚ笔∈｛０，１｝
Ｖ ｉ∈，，Ｊ∈，，ｔ∈Ｔ，ｋ∈Ｋ，ｄ∈Ｄ（１１）

以∈ｚ＋
Ｖ ｉ∈Ｊ，ｔ∈Ｔ，ｄ∈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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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０，１｝

＼一

ＶＪ∈Ｊ，ｔ∈Ｔ，忌∈Ｋ，ｄ∈Ｄ
（１３）

式（１）～式（１３）构成了ＲＣＥＴＳ模型，该模型可以采
用ＣＰＬＥＸ优化软件求解．但是ＲＣＥＴＳ模型中每个
子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一个子目标值的改善可能导

◇＼＼／／『『＼／／、
『Ｉ
ｘ』

致另一个目标值降低，需要对两个目标进行折中考
虑，才可对解的目标值进行评价．因此，需要对双目
Ｖ∞ｉ≥０

Ｆ．

ｍａｘ

Ｏ

（１４）

Ｆ＝叫１蔗＋ｃ０２瓦．Ｌ－２

／心

』Ｉ

标函数进行如下处理．
ｃ￡，１＋６０２＝１

２１

＼

、

ｕ

Ｊ／，

ｂ－＇

（１５）

Ｏ货源站

Ｉ－１编则ｉ

Ｏ

式中：叫ｉ为第ｉ个目标的权重；Ｆｉ值为第ｉ个目标的

目标函数值；Ｆｉ一为Ｒ值的上限值；Ｆ为处理后的
总目标函数值．

３算例分析
以图４所示的某铁路枢纽为例，包含１个编组
站，１个铁路物流中心站，１０个货运站点．假定决策
周期为１ ｄ，每个决策时段６ ｈ，共４个决策时段，设
计１个超级时段．包括编组站和铁路物流中心站在
内的每个货运站点都有货物需要送达编发站组织快
运班列，且所有货源站与铁路物流中站路径可达，编
发站向４个方向发送快运班列．其他参数信息如表
１～表４所示．

货源站————————
表１计划送达编发站货物数量

Ｔａｂ．１

决策时段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决策时段２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车

ｓｃｈｅｄｕｌｅ

决策时段３

决策时段４

方向１方向２方向３方向４方向１方向２方向３方向４方向ｌ方向２方向３方向４方向ｌ方向２方向３方向４

ｌ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加Ｌ
Ｓ

表２每个时段编发站发送各方向班列能力、货物收入和开行班列的成本
Ｔａｂ．２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ｇｏｏｄ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ｒａｉｎ ｓｅｎｔ ｂ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ｃｈ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ｔ京交通大学学报

２２

ＯＭＬＭ和ＯＭＭ模式进行求解，用时都在１０ Ｓ以

表３货物送达编发站收入
Ｔａｂ．３

第３９卷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ｔｏ

内，最终对比的结果如表５所示．分析可知，在本文
兀

ｏｒｇａｍｚａｔｔ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提出的快运班列编发时刻模型基础上对比两种组织

货源站

方向１

方向２

方向３

方向４

１

１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２

１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３

１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度的权重值分别用叫】和叫２表示，当∞】和∞２分别取
０．５和０．５，ＯＭＬＭ模式在超级时段内的货物数、收

４

１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益值、满意度值和总目标函数值上分别比ＯＭＭ模

５

１５ ０００

１０Ⅸ）ｏ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Ｏｏｏ

６

１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７

１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８

１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物数、收益值、满意度值和总目标函数值上也都有所

９

１５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ｏｏＯ

１５ ０００

提高．

１０

１５（Ｘ）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Ｃｏｓｔ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ｔｏ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货源站————
兀

编组站

式提升了１００％，８８．３３％，１９．８４％，０．２０％．当ｃｕｌ和

ｃｕ２分别取其他值时，ＯＭＬＭ模式在超级时段内的货

进一步分析算例可知，两种模式在本文给出的

表４货物送至编发站的成本
Ｔａｂ．４

模式，目标函数快运班列办理收益目标和货主满意

铁路物流中心站

方向ｌ方向２方向３方向４方向１方向２方向３方向４

模型下，总目标函数值都可以趋近最优，但是ＯＭＭ
模式在满意度值和收益值上都差于ＯＭＬＭ模式，而
且ＯＭＬＭ模式下超级时段内没有货物，说明枢纽内
的货物全部编发成快运班列发出。这表明，在ＯＭＭ
模式下，利用ＲＣＥＴＳ模型和优化软件可以得到较优

５

５

５

●２

Ｅｖ

５

５

的结果，但只采用编组站编发快运班列这种模式由

３

５

５

５

于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难以适应需求的不断增长

４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６

５

５

５

７

５

５

５

８

５

５

５

９

５

５

５

５ ∞ ∞ ∞ ∞∞ ∞

５∞ ∞ ∞ ∞ ∞

ｍ

∞∞∞∞∞∞∞∞∞∞

∞∞∞∞∞∞∞∞∞∞

５ ∞ ∞ ∞ ∞∞ ∞

∞ ∞ ∞ ∞∞ ∞

∞ ∞ ∞ ∞∞ ∞

∞ ∞ ∞ ∞∞ ∞

和时效性的要求，相当于求得的是局部最优的结果．
因此，本文提出的ＯＭＬＭ模式对于枢纽内快运班列
的办理效率具有良好的提升作用．铁路物流中心站
与编组站协同配合办理快运班列的能力可以进一步
挖掘，从而不仅使铁路物流中心站的作用可以进一

ＣＰＵ＠２．１０ ＧＩ－Ｉｚ，内存４ Ｇ，操作

步发挥出来，而且压缩了货物在枢纽内的办理时间，

系统Ｗｉｎｄｏｗｓ ７环境下，采用ＩＬＯＧ １２．３软件，双目

缩短了运到期限，提升货主的服务满意度，更好的满

标函数权重在不同取值情况下，分别对提出的

足了实货制的要求．

在ＡＭＤ

Ａ８

表５两种模式的对比结果
Ｔａｂ．５

Ｇ＝）ｍｐａ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ｗｏ ｍｏｄｔ！ｓ

４结论
１）实货制背景下，铁路枢纽内快运班列组织模

了一种符合实货制改革的枢纽快运班列组织模型，
并针对性的提出将铁路物流中心站考虑进编发快运
班列站点集合中的组织新模式．

式是货运改革的重要环节．本文以铁路枢纽内快运

２）铁路枢纽快运班列编发时刻模型借鉴双层时

班列编发收益和货主满意度最大为优化目标，建立

空网络原理，符合实货制对货物运到期限的要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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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货物在枢纽内办理的过程．对于双目标的混合

ｍｏｄｅｌｓ

整数规划模型，将双目标通过权重的变化整合成单

ｎａｌ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以通过调整目标权重进行决策，使决策具有理论支

ｆ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ｓｈｉｐ ｔｒａｉｎｓ ｉｎ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ｔｅｎｎｉ—

［３］梁万荣．铁路枢纽车流组织的研究［Ｊ］．西南交通大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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