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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伊犁州直综合客运枢纽的布局规划
郭

凡

良

（北京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４４）

摘要ｉ采用加权移动平均法、指数平滑法，结合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综合利用弹性系数法，分析预测
伊犁州直客运总量、公路客运量和分县市客运量．以预测出的客运量为基础，计算伊犁州直各市县
的综合客运需求总量和适站量，并结合客运场站布局影响因素，针对市级、中心区级和片区级客运
交通枢纽分别进行预测，布局规划伊犁州直客运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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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塞外江南”之称的伊犁州直，位于我国新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伊犁州直国民经济和交

疆的西北边陲，毗邻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拥有霍

通运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由

尔果斯、都拉塔、木扎尔特３个国家一类口岸，是我

连霍高速公路、伊清高速公路构成的“一横一纵”高

国西北通往西亚、中亚、甚至欧洲的重要门户，区位

速公路网格局和“五纵四横”的国省干线网格局．其

优势明显．２０１３年９月７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中，“五纵”为Ｇ２１７、Ｓ３１３、Ｓ３１４、Ｓ２２０、Ｓ２３７，“四横”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为伊犁州

为Ｇ２１８、Ｇ３１２、Ｓ３１５、Ｓ３１６，辖区还拥有伊宁机场、

直大开发注入提速发展的新动力，为伊犁州直对外

伊犁那拉提机场．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城市化进

开放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程不断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综合交通运输快速

目前，伊犁州直辖区域内的１０个县（市）的面积

发展，特别是口岸设施不断改善、通关政策不断完善

约５．６４万平方千米，具有公路、铁路、航空、管道等

等，这些变化均对伊犁州直客运枢纽发展提出新要

多种运输方式，交通基础条件良好．自２０００年国家

求，旧有设施布局难以满足新的需求，需要加快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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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伊犁州直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客运枢纽体系．

际观测值；Ｗｔ为ｔ时刻上的权重，权重的选择可以

本文作者以客运研究为主，首先确定综合客运

采用专家打分法咨询确定；Ｎ为计算移动平均值所

枢纽未来客运量预测方法，重点对比时间序列预测

选定的数据个数．ｔ＋１期的预测值取为Ｘ州＝

法与弹性系数法，分析与预测客运量，以此为依据规
划构建公路客运站、提高客运服务水平和优化客运

Ｍ』［¨．如果将ｘ￡＋ｌ作为第ｔ＋１期的实际值，于是

运力结构，兼顾考虑运输服务发展规划，为确定站场

就可用式（１）和式（２）计算第ｔ＋２期的预测值

合理布局、建设规模、投资估算及安排建设提供重要

ｘｍ，一般地，可相应地求得以后各期的预测值．但

依据．

由于误差的积累，使得对越远时期的预测，误差越

１

综合客运枢纽未来客运量预测方法

大，因此一次移动平均法一般只应用于一个时期后
的预测．

综合客运枢纽设计是否可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２）指数平滑法

对客运量Ｒ预测Ｈｊ，客流量预测在其发展预测中有

利用逆推方式对指数平滑预测法进行说明，设

着重要作用幢ｊ．本文作者根据伊犁州直客流量历史

ｘｏ，ｘｌ＇．一，Ｋ为时间序列观察值，ｓｆ¨，ｓ≥¨，…，

数据，以时间序列法、弹性系数法等预测未来公路客

ｓｊ∽为时间ｔ的观察值的指数平滑值，利用递推公

运总量，相互印证，从而确定伊犁州直各区域公路客
运总量，并在此基础上确定公路适站量、分方向适站
量等设计指标，客运需求预测流程见图１．

式进行推导可得下式

ｓ；１’＝ａ Ｘｔ—ｌ＋口（１一口）ｘ￡一２＋…
＋ａ（１一ａ）ｔ－２ Ｘ１＋（１一ａ）ｔ－Ｉ

Ｘｏ

（３）

式中：口为平滑系数（０＜ａ＜１）；ｓｆ¨常被定义为
初始值ｓ（｝¨，这里将其选定为观测值ｘｏ．
观察上式，实际值Ｘ—ｌ、Ｘ一２、五一３的权系数
分别为口、ａ（１一口）、口（１一ａ）２．当口值趋近于
１时，新预测值中将包含一个相当大的调整，即用前
次预测中所产生的误差进行调整．相反，当口值趋
近于０时，新预测值就没有用前次预测的误差做多
大的调整．

将式（３）略加变换，得

ｓ；１’＝ａ ｘ￡一１＋（１一口）［口Ｘ一２＋
图１客运需求预测流程
Ｆｉｇ．１

口（１一ａ）Ｋ一３＋…＋（１一ａ）ｔ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结合当地国民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客流量的预测，客
流量增长率与国民经济增长率呈现弹性比例关系，
这里采用弹性系数法［６］对该地区国民经济增长带

Ｘｏ］＝

口Ｘ—ｌ＋（１一ａ）ｓ，１’

（４）

ｓｊ １’＝ｓｏｌ’＋口（Ｘｔ—ｌ—ｓ？ｌ’）

（５）

由于伊犁州直客运枢纽规划年限较长，采用时
间序列预测法［３－５］对客流量预测较为科学；同时需

２

可改写为

预测公式则为

Ｘ。＝ｓｊ”敷，＝Ｘ川＋口（Ｋ—ｌ—ｘ ｒ－１）

来的积极影响进行预测．

（６）

１．１时间序列预测法

其中ｘ，为在时序ｔ时的预测值．

１）加权移动平均法．

时序分析的前提是假设预测目标的发展过程规

计算公式如下

律性会继续延续到未来，简单来说就是以惯性原理

Ｍｊｌ’（Ｎ）＝Ⅵｌ×ｘｆ＋Ⅵ‘ｌ×ｘ￡一１＋…
３
∑ｍ×Ｘ
＋Ｗｆ—Ｎ＋ｌ×Ｘ￡

Ｎ十ｌ＝上二Ｌ可——一
∑啊

为预测的依据．预测对象仅与时间有关为假设依据，
从而简化外部因素的复杂作用，这种简化能够使得
（１）

预测更为直接和简便．
１．２弹性系数法

ｔ＝ｌ

（２）

根据交通量增长速度和社会经济增长速度之间

式中：Ｍ。为ｔ时刻上的预测值；Ｋ为ｔ时刻上的实

的关系，通过确定社会经济量的增长来预测出未来

Ⅵｌ＋Ｗｆ １＋…＋Ｗ２＋Ｗｌ＝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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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伊犁州直综合客运量预测

该地区交通量增长趋势．在预测中，当经济水平发展
到一定时，弹性系数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本文所求的

３２

Ｔａｂ．２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ｉｎ Ｙｉｌｉ

万人次

是运输弹性系数，即为本研究区域一定时期内客运
年份客运总量

量增长率与工农业产值增长率之比．
（７）

ｅ＝ＩＲ／ＩＥ

式中：ｅ为交通客运量弹性系数；ＪＲ为交通客运量
增长率；ｆＦ为当地国民经济增长率．
在确定了该区域未来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和交通
客运量弹性系数后，可以得出未来预测期的交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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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

表３伊犁州直公路客运量分县市预测
Ｔａｂ．３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ｉｎ ＹｉＬｉ

运增长率，进而在预测基年的基础上计算得到未来
预测年份的交通客运量．

２客运量的分析与预测
客运量是指在确定的一段时间内各种交通工具
实际运送旅客的数量，能够充分反映运输业为国民
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的数量指标，同时也为综合客
运枢纽的设计与布局提供基础支持．对综合客运需
求总量和适站量的预测，能够充分预测综合客运枢
纽的旅客承载规模，为规划布局客运枢纽提供数据
支持．
２．１综合客运需求总量预测

综合客运需求总量预测【７ Ｊ是以新疆维吾尔自

２．２适站量指标预测

治区统计局统计年鉴为依据，分析伊犁州直综合客

公路适站量是指进入公路枢纽站场进行站务作

运量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主要采用了时间序列法、弹

业的客运发送量，它是公路主枢纽组织量的重要组

性系数法等研究方法，其中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伊犁州直

成部分，是确定站场建设规模的依据【８｜．适站量与

客运总量及客运方式分量统计数据见表１．

公路客运量的比值为适站量比例Ｋ，

表１
Ｔａｂ．１

Ｋ＝适站量／公路客运量

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伊犁州直综合客运量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 Ｙｉｌｉ

ｆ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２０１３

铁路

万人次
航空

（８）

总体而言，Ｋ主要受到枢纽服务水平、管理水平等
因素指标的影响，具体如下：

年份客运总量

公路

２００１

２ ０３ｌ

１ ９４０

７８

１３

２００４

３ ０３１

２ ８９８

１０４

２９

２００７

３ ７２１

３ ５０１

１８１

３９

度、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运营线路的完善、与城市

２０１０

４ ０７８

３ ９０１

１３４

４３

公交的良好衔接等将吸引更多的旅客进站，与Ｋ呈

２０１３

５ ７９３

５ ５２７

１８７

７９

１）客运枢纽服务水平．

较高的客运枢纽服务水平，如公路网的完善程

正相关．
２）客运市场的规范程度．

利用加权移动平均法得到观测年的预测值，再

规范、标准的客运市场，有助于提高Ｋ值，例如

采用指数平滑法对未来时间进行估计，得到预测值，

通过加强对客运市场的整顿，逐渐减少站外“招手上

即２０１５年的客运量预测值．此时使用式（３）处理得

车，就近下车”现象，引导旅客进站上车等措施．

到更远时间的预测情况．最后，利用国家统计局新疆

３）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程度．

自治区国民经济生产总值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统计数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私家车出行的比例

求得新疆地区国民经济增长率ｆＥ＝１４．９７％，利用

也将逐步提高，这将导致站内旅客发送量占公路客

表１数据能够求得所研究地区的交通客运量增长率

运量的比重有所减少；城市规模的逐渐扩大，带动城

ＪＲ＝９．１３％，进而求得交通客运量弹性系数ｅ＝

市公交线路不断增长和延伸，原本由客运站接发的

０．６１．以此为基础预测伊犁州直客运总量、公路客运

农村客运可能转化为公交客运；此外，旅游包车客运

量（见表２）和分县市客运量（见表３）．

的不断发展等因素都将成为导致未来特征年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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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

兰！！堂

的下降，与其呈负相关．
由于目前在确定货物运输进站比例的经验性判
断上，“进站比例的取值不宜太大”已成为研究的共
识，即公路运输枢纽货运场站规划，单纯对公路货运
来说，适站量系数一般取ｌ％－８％较为合适，且适站
量与分析地区的经济结构、规模、物流社会化程度有
很大关系．目前，伊犁州直公路运输市场仍处于建设
阶段，除此之外，还存在场站布局不合理、场站配套
设施落后、管理不规范和与场站配套的城市交通设
施不完备等情况的影响，路边候车现象频现，因此这
图２枢纽站场布局思路框架图

里将伊犁州直的公路场站适站量比例定为０．２３较
通过类比并结合伊犁州直二市八县经济发展和
未来客运发展趋势，假设适站量增长率为每年
１．２％，得到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和２０３０年平均客运的适

站量比例分别为０．３、０。４、０。４５，利用表３得出二市
八县每天客运量，并根据式（８）得到未来客运适站
量，如表４所示．
裹４伊犁州直公路客运适站量分县市预测
Ｔａｂ．４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ｈｕｂ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ｉｄｅａ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ｉｇ．２

为合适．

Ｐｒｏｐｅｒ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ｉｎ

Ｙｉｌｉ万人次／天

３．１伊犁州直客运枢纽总体预测
公路客运枢纽站场理论个数预测
（９）

Ｎ＝Ｑ／Ｄ

式中：Ｄ为客运枢纽站场的设计能力，万人次／日；
Ｑ为客运适站量，万人次／日；Ｎ为需要布设的枢纽
站场个数．

根据站级标准ＪＴ／ｒ ２００－－２００４和其他客运站
设计指标，结合所研究地点的实际情况综合分析，最
终得到公路客运枢纽设计能力为
Ｄ窟＝０．３～１．５万人次／日

按照预测的州直客运适站量，得出未来伊犁州
直客运枢纽中理论数量，如表５所示．
表５
Ｔａｂ．５

２０３０年伊犁州直客运枢纽个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Ｈｕｂ Ｙｉｌｌ ｔｉｌｌ ２０３０

３伊犁州直客运场站布局规划
客运枢纽选址的目标就是实现区域交通枢纽系
统的运输效率最大化，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
法，充分分析影响站址的各个相关因素，步骤如下．
１）根据城市未来对外交通出行的强度和方向，
确定客运枢纽需要的数量及分布．
２）采用场站布局的理论方法，考虑站场布局影
响因素，初步确定枢纽选址和功能及服务对象、辐射
范围等．
３）根据对各枢纽建设条件调研结果，考虑环境
保护等外部因素，采用现状与规划布局方案相互校
验和修正的方法，最终确定各客运枢纽等级、规模，
枢纽站场布局思路框架图如图２所示．

３．２客运枢纽布局影响因素

客运站场布局旧』主要受到未来城市空间布局
及功能分区、城市内外交通格局、枢纽站场规模及用

地条件等因素的影响．
１）“丝绸之路经济带”及口岸经济的发展对伊犁
州直公路客运站布局的影响．伊犁州直是我国西部
边疆沿边开放城市，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桥头堡，拥
有霍尔果斯、都拉塔、木扎尔特３个国家一级口岸，
是新疆乃至全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客运的发展

竺！塑

竺兰垦！翌兰竺竺型皇堡全查至堡竺竺塑里塑型

３垒

要求充分发挥口岸客流集散中心的作用，满足以新

客运站的布设和营运线路的配置需要充分考虑旅游

疆为辐射点向国内延伸和作为向西开放窗Ｅｌ的客运

资源的分布，与旅游节点布局一致，尽量靠近主要景

市场需求．

点，便于旅客出行．

２）城市空间发展对伊犁州直公路客运站布局的

４）交通规划对伊犁州直客运站布局的影响．①

影响．随着未来城市范围向外围的不断拓展和城市

城市对外交通通道及主要出入口．伊宁市是伊犁州

功能分区的逐渐明确，客运枢纽的布局及规模需要

直的中心城市，对外交通和出人口较多．根据交通便

与城市的发展方向、城市用地分区相结合、相适应，

利的原则，站场的布设需要能便捷地与城市出入道

如表６所示．

路和出入互通联系，并根据出入道路及出入互通的

表６未来伊犁州直城市发展规划
Ｔａｂ．６

Ｕｒｂ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Ｙｉｌｉ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县市
伊宁市
奎屯市
伊宁县
察布查尔县

。…

雀碱县
巩留县
’

尼勒克县
昭苏县

整．②公铁联运等其他运输方式客运站布局．据规
划，伊宁市火车站、霍尔果斯火车站是未来州直范围

发展方向
西部拓展、南部优化、东部储备

内规模最大的铁路客运站，目前缺乏与之相接驳的

向北推进，向西南拓展居住用地；向东与奎屯一
独山子石化工业园区用地有机衔接２１７国道以西
结合铁路线呈组团式开辟城市用地
县城建设用地发展方向以西为主，其次向南发展
城区主要向西方向发展
城区东部、东南部有～定的工、Ｉｋ和城市发展基
础，城区主要向东南方向发展

公路客运站．增设公路客运站，实现公铁联运，有利
于服务整个州直客运集散．③城市公交枢纽站场的
布局．为了增加枢纽的服务覆盖面，在客运站布设
时，需要同步配置公交枢纽站场或增加公交运营线
路，将市区内大型的客流集散点串联起来．

，墨城建设用地发展方向向北为主，其次是向东、
同四
县城向东发展为主，内部填空补齐

５）枢纽站场的用地条件、交通组织等．

站场布设时需要充分考虑用地条件、交通组织

向南为主，其次向东扩展

特克粮城粼勰箍轰喜荨璺焉鬣鲋八卦
宴Ｉ；溏日
”…、５

不同建设时序安排对车辆的运输径路进行优化调

县城建设用地开发方向以东南方向为主，适度向
北拓展

３）旅游资源分布对伊犁州直公路客运站布局的
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迅速升温，旅
游业已经成为伊犁州直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等因素，对站场的规模进行科学的规划，并对用地条
件予以严格的预留．
３．３伊犁州直客运站选址方案

在场站选址建设中，本项目以提高资源重复利用
率，降低成本为原则，扩建与新建同步进行，按照客运
枢纽布局影响因素等原则，结合行政区整体布局规
划，最终得到伊犁州直客运站选址方案，见表７．

表７伊犁州直客运站选址方案
Ｔａｂ．７

Ｐｌａｎ ｏｆ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ｏｕｔ ｉｎ Ｙｉ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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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４结论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２４３—２４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现代综合客运枢纽的规划对于以公路运输为主
的地区意义重大，这既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也是积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好面向中亚、西
亚开发的需要．综合客运枢纽规划作为区域综合交
通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首先进行交通客流

［４］杜家龙．统计学［Ｍ］．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３：２２９
—２３４．

Ｊｉａｌｏ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ＤＵ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２２９—２３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贾俊平．统计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７８—２８５．

量预测，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客运适站量比例确定客

ＪＩＡ Ｊｕｎｐ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ｌ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Ｒｅｎ ｍ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运适站量，进而预测未来伊犁州直客运枢纽的理论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２７８

数量，结合客运枢纽布局影响因素，最终达到合理规

２８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乔向朋，董梅，张明季．基于弹性系数法的全国公路客货

划客运场站的目标．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优化区域资

运量预测研究［Ｊ］．华东公路，２００４，１０（５）：８８—９０．

源配置，建立科学合理的综合客运枢纽，能够从根本

ＱＩＡＯ Ｘｉａｎｇｐｅｎｇ，ＩＸ）ＮＧ Ｍｅｉ，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ｉ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上转变该地区原有的客运枢纽规划布局不合理、配
置不均衡等现象，对加快构建适合该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现代客运枢纽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ｖｏｌｕｍｅ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ｆｒｅｉｇｈｔ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Ｊ］．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Ｈｉｇｈ—

ｗａｙ，２００４，１０（５）：８８—９０．（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毛保华，吴育俭．发展中地区交通规划方法研究［Ｊ］．公
路交通科技，１９９５，１２（４）：４６—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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