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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线每天 10 万人做“潮汐运动”
郑州地铁通过大数据绘制热力图，工作日早高峰客流量最大
□记者 刘瑞朝 文图

核心提示 | 每 4 个乘坐郑州轨道交通 2 号线和城郊线的乘客，有 1 个选择从紫荆山站换乘 1 号线；每天，郑州有 10 万人
通过乘坐地铁 1 号线，完成从东区到西区的“潮汐”运动；工作日的早高峰地铁最为拥挤，晚高峰次之，周末拥挤度整体低于
工作日。以进出站客流量为基础，以 OD 数据绘制的热力图来分析，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公司运营分公司调度票务中心创
新工作室目前正在通过另一个视角来分析郑州地铁。

数据
地铁 1 号线：
日均运送乘客 43 万人次
（早晚高峰期间，每天 10 万乘客完成了从西向东、再从东
向西的
“大迁徙”。
）
地铁 2 号线及城郊线：
日均运送旅客 26 万人次

地铁之最
早高峰最繁忙的站点：
秦岭路站和会展中心站
晚高峰最繁忙的站点：
郑州东站和二七广场站
（这几个站点的客流量都在 6000 到 1 万人次。之所
以不是紫荆山站，是因为紫荆山站是换乘站，换乘量较
大，相当一部分乘客不选择出站，所以总的客流量比不
上上述几个站点。
）
最大客流量行政区:金水区
最拥挤时间：
工作日早高峰

小贴士
相关人士提醒，如果你在西边居住，东边上
班，可提前二十分钟左右错峰出行，这样可以尽
量避免拥堵和拥挤。

昨日上午 8 时 30 分，1 号线地铁车厢内十分拥挤。

1 号线 客流东西向“潮汐”
摆动
地铁 1 号线贯穿中心城区，日均运
送乘客 43 万人次，承担着超过线网总客
运量 60%的运输任务，是名副其实的贯
穿东西的城市大动脉。根据 OD（OD 是
英文 Origin、Destination 两个单词的缩
写，用于表示乘客出行轨迹）数据绘制的
热力图分析，地铁 1 号线跨行的东西交
通走廊，
呈现出明显的早晚
“潮汐”
规律。
“早高峰期间，人们从老城组团前往
郑东组团。晚高峰期间，人们从郑东组
团返回老城组团。”郑州市轨道交通有限
公司运营分公司调度票务中心创新工作
室负责人赵留杰说，根据进出站客流分
析，城市片区功能和定位的差异，带来了
这种东西交通的早晚“潮汐”规律。这一
规 律 ，也 符 合 郑 州 市 区 整 体 的 出 行 规

律。分布在西部老城区以秦岭路、五一
公园站为代表的居住导向车站，和分布
在郑东新区以会展中心、农业南路、东风
南路站为代表的办公导向车站，在早晚
高峰期间的进、出站客流相互对应，正好
解释了这种
“早晚潮汐”规律。
根据“潮汐”规律，地铁 1 号线也因
地制宜地设计出“潮汐”式的开行计划，
即在早高峰期间，从西往东的下行列车
更为密集。晚高峰期间，从东往西的上
行列车开行更多。早晚高峰期间，每天
帮助 10 万乘客完成了从西向东、再从东
向西的
“大迁徙”。
赵留杰说，今年 4 月份开始，1 号线
再次加大运力，缩短间隔，满载率下降了
11%，为高峰期拥挤的地铁车厢降温。

站点 郑东新区办公型站点多 西区居住型站点多
每个区的特点不同，各个站点也各有特点。赵留杰说，他们在郑州地铁全线
网已开通运营的 55 座车站中，挑选了最具有代表性的 22 座车站进行聚类分析，发
现了不同站点的不同功能。
不同站点，有不同功能：
这类车站早高峰进站量大，
晚高峰出站量大，
全天的客流呈现出
1 居住型
早晚单向高峰的分布特性。车站周围，
生活居住区较为集中。
代表性的车站：
秦岭路站、
五一公园站、
绿城广场站、
南五里堡站。
2 办公型

这类车站与居住型的客流规律正好相反，车站周边一般是行
政或商务办公聚集地。
代表性车站:会展中心站、农业南路站、东风南路站、关虎屯站。

3 混合型

全天客流分布呈明显的早晚双高峰的特点，且进出站量相差不
大。车站一般处于成熟的中心市区，周边配套齐全，商务办公和商
业娱乐混合交叉。
代表性车站:紫荆山站、
燕庄站、
民航路站。

4 均匀分布型

2 号线及城郊线

每 4 人就有 1 个从紫荆山站换乘 1 号线

不同于地铁 1 号线，2 号线是南北走
看，以中心城区为中心，2 号线北段和南
向，是否就不符合“潮汐”规律？答案是
段，
是两个小型的、
方向相反的
“潮汐”
。
否定的，因为将客流拆分来看，2 号线也
据介绍，乘坐 2 号线及城郊线南来北
暗合了郑州的
“潮汐”
规律。
往的 26 万乘客中，只有 29%的乘客完全
赵留杰说，2 号线贯通城市南北发展
来自 2 号线和城郊线本身，50%的客流量
轴，覆盖城市北向放射客流走廊和南向
来自于 2 号线、城郊线与 1 号线的换乘。
放射客流走廊。城郊线则是一条加强中 “2 号线和城郊线的乘客，每四人中就有
心城区与航空港联系，同时兼顾机场客
一人选择通过紫荆山站换乘到 1 号线。”
流出行的轨道交通干线。2 号线和城郊
赵留杰说，
“连通、换乘”构成了 2 号线和
线于今年 1 月 12 日开通运营，日均运送
城郊线的第二个特点。
旅客 26 万人次。
这其中，早高峰时，从南北方向向东
根据热力图分析，早高峰期间，乘客
换乘的客流占到总换乘量的 61%；晚高
从南北方向向中心聚拢；晚高峰期间，乘
峰期间，向西换乘的客流占到了总换乘
客从中心城区向南北分散。2 号线呈现
量的 60%。南北方向的乘客汇聚于紫荆
出南北方向“早聚拢、晚分散”的客流规
山站后，仍然符合早高峰前往郑东组团、
律，
凸显了主城区的向心吸引力。分开来
晚高峰返回老城组团的客流规律。

强度 工作日早高峰最拥挤
如果你是在秦岭路站附近居住，在
东风南路站附近的写字楼上班的乘客，
当你选择在早高峰乘坐 1 号线上班，是
否曾发出
“郑州地铁太过拥挤”
的感慨？
同地铁线网较为发达的北上广城市
相比，
郑州地铁客运强度和拥挤程度显然
差很多，
同开通时间和运营里程接近的其
它省会城市相比，
也仅处于中等水平。
用数据来说话。根据中国轨道交通
协会发布的今年第一季度城市轨道交通
运营报告，在客流强度排行榜上，郑州地
铁全线网的客流强度为 0.72（万人次/公
里）。客流强度最高的是广州，达到 2.43
（万人次/公里），
成都排第二，
北京为第三。

在高峰小时最大拥挤度排行榜（%）
上，郑州为 96.00，高于西安的 95.98，低
于武汉的 97.84，广州、北京、上海都在
100 以上，其中广州达到了 150.77，北京
达到了 149.00。按照行业最常用的电客
车定员标准 AW2 来计算，意味着早晚
高峰最拥挤的时候，车厢内每平方米大
约站 6 个人，而广州地铁和北京地铁每
平方米要挤下 9 个人。
赵留杰说，从郑州地铁全天的拥挤
度分析来看，工作日的早高峰最为拥挤，
晚高峰次之，周末拥挤度整体低于工作
日。除早高峰外，其余时段拥挤度均低
于 80%。

除早晚高峰客流略微上升外，
全天大部分时段客流分布较为平
均。车站周边区域功能类型较多，
典型的有大型交通枢纽、
商圈聚
集地、
航空港新区等。
代表性车站:郑州火车站、
二七广场站、
兰河公园站、
恩平湖站。

22 个车站，
也可被分成七大类型：
职场达人根据地：
会展中心、东风南路；
吃喝玩乐躺社区：
二七广场、人民路；
办公休闲两不误：
关虎屯、
燕庄、
民航路；
衣食住行大本营：
秦岭路、
桐柏路、
南五里堡；
交通枢纽圈地狂：
郑州火车站、
郑州东站、新郑机场、
刘庄；
抱紧大腿不掉队（距离行政中心较近）：
紫荆山、
农业南路、绿城广场；
尚未成熟潜力股：
郑州大学、河工大、市体育中心、恩平湖、兰河公园。

区域 花园路-中原路段将成地铁 5 号线最忙区间
在郑州地铁覆盖的行政区里，哪 “南北客运走廊”。除此之外，有两条
个区的客流量最大，人气最旺？根据
跨行政区、跨线路的 OD 值得注意，赵
分析，金水区的客流量最大，中原区、 留杰说，一条是北部片区（包括刘庄、
郑东新区位列二、三名。
柳林、沙门站）—碧沙岗综合服务中心
赵留杰说，位于南北向交通走廊 （包 括 五 一 公 园、碧 沙 岗、绿 城 广 场
北端的 2 号线二期工程，将于 2019 年
站），另一条是中心城区（包括紫荆山、
开通运营。这条把惠济区与郑州中心
黄河路、关虎屯站）—碧沙岗综合服务
城区紧密联系起来的线路建成后，将
中心。
进一步缓解中心城区的地面交通压
二者构成了除东西向和南北向之
力，
为北部居民出行带来极大的方便。 外最大的客流交换线路，而地铁 5 号
根据分析，郑州存在两条最主要
线恰恰连接了该区域。可以预见的
的“客运走廊”，即以 1 号线为轴线的
是，花园路—中原路段将会成为 5 号
“东西客运走廊”和以 2 号线为轴线的
线最为繁忙和拥挤的区域。

市场服务
广告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纬一路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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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796171
67947825
65970450

66302345
65796172
67425030
659704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