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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不同类型地铁车站的客流特性、地铁车站内各类设施的客流特性和不同类型地铁车

站各类设施的客流特性比较 3 个角度，对地铁车站客流特性进行分析，提出不同类型车站各类

设施的监控重点。结合国内外规范中各类设施的服务水平和客流特性，将客流划分为 4 个等级，
提出地铁车站不同设施的视频监控设备布设方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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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面临着常态或突发事件下的大客流压力，对地铁车

引言

站各区域的客流信息进行实时、精准的检测是提升网

近年来，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迅速，城市轨道
交通建设事业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截至 2019 年

络化运营效率和安全的关键。
视频监控能实现监控场所全天候、自动、实时的

9 月，我国已有 39 个城市开通轨道交通，线路运营里

监控，是地铁安全运营监控的一个重要技术手段 ［2］。

程达 6 333.3 km ［1］。随着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加快，客

目前地铁视频监控设备或是全面铺开布设，存在重复

流量也急剧增加。尤其在早晚高峰时期，地铁车站经

监控、设备利用率低、资源浪费的现象；或是只在重

常发生大客流拥堵现象，严重时导致客流安全事件的

点区域布设，导致客流信息获取不全面，在摄像机布

发生。2019 年 2 月 8 日，墨西哥城塔库瓦亚的 9 号线地

局、安装高度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优化。通过研究地

铁站扶梯安全系统发生故障，本应在人流量过高时自

铁车站内部视频监控采集点的合理布设，可以实现车

动停止运转的扶梯没有及时停下，造成电梯口乘客拥

站内各设施的最优范围覆盖，尽可能全面地获取站内

堵。大量乘客慌乱之中争相跑下电梯，造成踩踏事故。

各设施处的客流信息，使工作人员实时感知站内客流

2015 年 4 月 20 日早高峰时段，深圳地铁发生踩踏事件，

状态，进一步保障乘客安全。

下车时因乘客突然晕倒，引发混乱，后边人员不清楚

情况，争先下车。2014 年 11 月 6 日，北京地铁 5 号线，
因站台过于拥挤，1 名乘客被夹在闭合的安全门和车门

1

客流特性分析

1. 1

不同类型地铁车站的客流特性

之间，经抢救无效身亡。随着我国各大城市地铁网络

根据地铁车站是否具有换乘功能和换乘类型，将

化运营的不断深入和客流量的急剧增加，日常运营经

其分为同站台换乘、多线非同站台换乘及大客流无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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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 3 种类型。

同站台换乘车站

相比于站厅换乘、通道换乘等方式，同站台换乘
方式的换乘距离短，换乘时间少，换乘流程步骤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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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需重新安检，站内客流流线简单 ［3］。同站台换乘车

间和规模往往在可控范围内，工作日期间依据早晚高

站的客流特性如下：

峰的持续时间，客流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1） 站台客流密集。站台作为乘客上下车和候车

（2） 短时冲击性。客流在工作日高峰期、节假日

的场所，当换乘的客流较多时，容易出现乘客挤满站

高峰期对车站各设施有较大冲击性，当拥堵人数较多

台的情况。

时，将会带来较大安全隐患。

（2） 短时冲击性。换乘站客流随列车的到达出现

（3） 拥堵分布均衡。由于不存在换乘客流，所以

周期性峰值和谷值，在列车到站的短时间内对站台产

进站/出站流线所涵盖的所有站内设施都会受到大客流

生较大冲击，当拥堵人数较多时，将会带来较大安全

的影响。

隐患。

（4） 客流流线简单。站内只存在进站流线和出站

（3） 不同设施拥堵情况不均衡。由于站台汇集了
进站客流、出站客流和换乘客流，与站内的站厅、楼
扶梯、出入口等设施相比，站台是最容易发生拥堵的
场所。

1. 1. 2

流线，客流流线简单。

1. 2

地铁车站内各类设施的客流特性
地铁车站内环境复杂，工作人员可通过对站内各

种设施的客流信息进行实时、准确的监控，第一时间

多线非同站台换乘车站

多线非同站台换乘车站一般是指通过站厅或通道
换乘的车站，其客流具有如下特性：
（1） 高集中性。由于换乘站的独特换乘功能，除
具有普通车站的进出站客流外，还汇集有换乘不同线
路的客流，往往是普通车站客流量的数倍 ［4］。
（2） 客流流线复杂。换乘车站除进站流线和出站

获取各区域的客流状态，及时采取响应措施，保障地
铁线路运营安全和乘客人身安全。站内的主要设施包
括出入口、站厅、楼梯、扶梯、站台、车门、通道、
换乘通道等，各类设施的客流特性如下：
（1） 出入口。作为连接站外区域和站厅区域的设
施，在高峰时段客流量较大，非高峰期较松散，客流
在出入口处一般较为有序。

流线外，还包含换乘流线。不同流线一般涵盖以下设

（2） 站厅。供乘客进出站、排队安检、购票、检

施，进站流线：车站出入口—安检—AFC—站厅—楼扶

票的区域，可分为付费区和非付费区 2 部分。乘客需要

梯—站台；出站流线：站台—楼扶梯—站厅—AFC—车

买票、检票才能进入付费区；非付费区与进出站出入

站出入口；换乘流线：站台—楼扶梯—站厅/换乘通道

口区域相连，乘客可自由通行。该设施面积较大，客

—楼扶梯—站台。由于不同乘客具有不同的出行目的，

流较松散；一般在高峰时段，排队安检区域会发生拥

即对应不同的客流流线，设施出入口处会出现不同流

挤现象。

线交叉现象。
（3） 短时冲击性。换乘站客流随列车的到达出现
周期性峰值和谷值，在列车到站的短时间内对站台、

（3） 楼梯。地铁车站中乘客进出站的升降设施，
根据位置不同可分为 3 类：连接站台及站厅的楼梯、出

入口的楼梯、换乘楼梯。根据客流流向不同，可分为

楼扶梯、站厅以及换乘通道产生较大冲击，在换乘设

单向楼梯及双向楼梯。在平峰时段，多数乘客会首选

施出入口处容易出现客流拥堵现象。

扶梯，楼梯的客流量较小。在客流高峰时段，楼梯客

1. 1. 3

流量会增大；而双向楼梯的上行与下行客流之间会发

无换乘大客流车站

无换乘大客流车站多分布在旅游景点、住宅区以
及多办公场所附近。在早晚上下班的高峰时段、节假
日期间或因暴雨、暴雪等突变天气使得大量乘客涌入
地铁车站 ［5］，短时间内客流量增加，使地铁车站的客
流大幅上升。无换乘大客流车站的客流特性如下：
（1） 客流规律性。节假日期间大客流所集中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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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交叉，此时行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易发生客流安
全事件。
（4） 扶梯。地铁车站中乘客进出站的升降设施，
根据位置不同可分为 3 类：连接站台及站厅的扶梯、出

入口的扶梯、换乘扶梯。由于扶梯方向稳定，移动速
度也较为固定，因此客流密集但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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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站台。乘客上下车均需经过站台区域，包括
集散区和乘降区 2 部分。靠近屏蔽门的区域称为乘降

区，供乘客排队候车和上下车；集散区在站台中部位

速度为 0.5 m/s 时的设计通行能力为 6 720 人/h。《Insti⁃

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s》 对不同坡度行人的速度
进行了测量，对数据分析得出，斜坡处行人的速度会

置，为下车乘客集散提供空间。站台客流量较大，早

随坡度的变化而改变。行人的期望速度 ［8］ 是指行人在

晚高峰期客流具有潮汐性。

设施上不受或者较小地受到其他行人影响状态下的速

（6） 车门。该设施处客流易发生拥挤情况，尤其在
人群大量上下车时，且在车门即将关闭时危险系数上升。
（7） 通道。非换乘区域的通道，客流方向通常较
为松散、不唯一，在高峰时段容易发生客流拥挤情况。
（8） 换乘通道。存在单向和双向混行的形式，双
向混行的通道形式易发生客流交叉干扰现象，可通过
设置隔离栏的方法防止客流对冲。需要重点关注通道
交汇处。

度分布，北京市平均速度为 1.21 m/s。对于 1 m 宽楼

梯 ［9］（提升高度不大于 8 m。当提升高度大于 8 m 时，
通行能力折减 20%），单向上行每小时最大通过人数为

3 700 人，单向下行每小时最大通过人数为 4 200 人，
双向混行每小时最大通过人数为 3 200 人。对于 1 m 宽

换乘通道，单向通行每小时最大通过人数为 5 000 人，
双向通行为 4 000 人。

结合各类设施的服务水平和客流特性，将不同类型

综上所述，地铁车站内出入口、站厅、楼梯、扶梯、
站台、车门、通道、换乘通道等各类设施处具有不同的

地铁车站各类设施处的客流特性进行比较 （见表2）。
表2

不同类型地铁车站各类设施处的客流特性比较

客流特性。结合各自的客流特性，进行合理的视频监控
设施

同站台换乘车站

多线非同站台
换乘车站

无换乘大客流车站

出入口

客流量一般

客流量一般

早晚高峰、节假日
客流量较大

站厅

客流量较小

客流量一般

早晚高峰、节假日
客流量较大

楼梯

客流量一般

客流量较大

发生拥挤现象；当客流密度大于 1.2 m2/人时，站台区

早晚高峰、节假日
客流量较大

扶梯

客流量一般

客流量极大

早晚高峰、节假日
客流量极大

自由行走和停留。

站台

客流量极大

客流量极大

早晚高峰、节假日
客流量极大

车门

客流量极大

客流量极大

早晚高峰、节假日
客流量极大

通道

客流量较小

客流量一般

早晚高峰、节假日
客流量较大

换乘通道

无

客流量极大

无

采集点布设，才能达到最优的采集点布设效果。

1. 3

不同类型地铁车站各类设施的客流特性及监控
重点
根据 《地铁设计规范》［6］，当车站站台区域客流密

度小于 0.2 m2/人时，站台即处于比较危险的状态，易
域客流状态非常安全，乘客之间不会产生干扰，能够
《美 国 公 共 交 通 通 行 能 力 和 服 务 质 量 手 册 （第
2 版）》（TCQSM Ⅱ）［7］ 以人均占用空间为主要评价指

标，将地铁车站内排队等候区域服务水平分为 6 级，其
服务水平分级描述见表 1。

根据 《地铁设计规范》［6］，对于 1 m 宽自动扶梯，
表 1 TCQSM 排队等候区服务水平分级描述

服务
水平

人均占用
空间/m2

A

大于 1.2

可自由站立且能随意穿越队伍

B

0.9～1.2

可自由站立及活动，但活动会因避让他人而受限

C

0.7～0.9

可自由站立及活动，人流密度适中

D

0.3～0.7

站立时与他人接触不可避免，行走受很大限制

E

0.2～0.3

站立时与他人接触不可避免，无法行走，
产生严重不适感

F

小于 0.2

存在各种接触，极其不适，甚至产生集体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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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描述

在此，客流量极大表示客流量大于设施设计通行
能力的 80%，客流量较大表示客流量为设计通行能力

的 50%～80%，客流量一般表示客流量为设计通行能力
的 30%～50%，客流量较小表示客流量小于设计通行能

力的 30%。与 TCQSM 相比较，客流量极大对应于 E 和
F，客流量较大对应于 C 和 D，客流量一般对应 B，客
流量较小对应 A。

针对不同客流特性，不同设施的监控重点也不同。

若车站某个具体位置常出现拥堵现象或发生客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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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也应列为重点关注区域。不同类型车站各类设

高峰期密度大，特别上、下行出入口处易发生拥堵，

施的监控重点见表 3。

检测需求主要为客流量、客流密度、异常行为等，建

表3

议采用定点监控单点布设。在扶梯的出入口处布设能

不同类型车站各类设施的监控重点

设施

同站台换乘车站

多线非同站台换乘车站 无换乘大客流车站

出入口

一般监控

一般监控

一般监控，重点关
注区域重点监控

站厅

一般监控，闸机、
安检处重点监控

一般监控，闸机、
安检处重点监控

一般监控，重点关
注区域重点监控

楼梯

一般监控

一般监控

一般监控

扶梯

一般监控

重点监控

重点监控

站台

重点监控

重点监控

重点监控

车门

重点监控

重点监控

重点监控

通道

一般监控

一般监控

一般监控，重点关
注区域重点监控

换乘通道

无

重点监控

无

完全监控其宽度范围的摄像机，对上行和下行客流量
进行统计。同时，可在扶梯中部布设摄像机对整个扶
梯上的客流状态进行监控。
（4） 楼梯。楼梯的客流量较扶梯小一些，但由于
一般情况下楼梯上客流是双向的，客流方向较扶梯复
杂，检测需求主要为客流量、客流密度、异常行为等，
建议采用定点监控单点布设。在楼梯的出入口处重点
布设能完全监控其宽度范围的摄像机，获取楼梯处上
行和下行客流量。对于长度较长的楼梯，可在其中部
位置加设摄像机，实现全面、实时的监控。
（5） 站台。站台环境相对比较封闭、客流大，易发
生拥挤踩踏。特别是列车到站时，站台会涌入大量下车

2

地铁车站不同设施视频监控设备布设方案建议

乘客，与上车客流交汇，极易发生拥堵现象，安全系数
要求高。由于站台上客流方向不唯一，无法统计客流

视频监控设备的布设方案直接影响到监控区域的

量，可通过获取监控区域的客流密度来判断客流拥堵状

设备数量及监控信息的完整性、连续性和有效性，进

态。检测需求主要为客流密度、异常行为等，建议采用

而影响到目标检测与识别等客流智能分析的准确度和

定点监控连续布设及多方位监控。站台和站厅区域的设

精确度

施如通过楼扶梯连接，则需要在距离楼扶梯出入口较近

。因此，应当重视视频监控设备的布设方案

［10］

研究。结合不同车站内部各设施的客流特征，出入口、
站厅、楼扶梯、站台、车门、通道、换乘通道等设施
应具有不同的布设方案，具体建议如下：
（1） 出入口。出入口客流流线简单，具有一定的随

的站台区域布设摄像机重点监控客流状态。
（6） 车门。车门处客流流线方向明显，具有一定
周期性。在乘客候车时，会发生乘客倚靠屏蔽门、屏
蔽门关闭时夹到乘客衣物等现象，或上下车乘客间发

机性，在高峰期出入口客流量较大，检测需求主要为客

生冲突等事件。检测需求主要为客流量、客流密度、

流量，因此，建议采用定点监控单点布设方式。可在地

异常行为等，建议采用定点监控单点布设。在经济允

铁车站的各出入口布设视频监控设备，结合 AFC 数据，

许的条件下，可在车门前布设摄像机，实现所有车门

可获取各出入口的进出站精准人数。在客流量较大的出

前区域的监控。通常情况下，距离楼扶梯较近的车门

入口，如存在楼扶梯，则其拐角处或会出现客流流线交

区域乘客较多，而两端乘客较少，在考虑经济成本的

叉的现象，可在楼扶梯的拐角处加设摄像机对客流状态

条件下，可在距离楼扶梯较近的车门区域布设摄像机。

进行监控。
（2） 站厅。站厅区域功能多、客流量大、客流流线

（7） 通道。在非换乘区域的通道处客流量大、客流
方向无序、客流流线复杂，检测需求主要为客流密度、

复杂，检测需求主要为客流量、客流密度、异常行为

客流速度等，建议采用定点监控连续布设。在大客流情

等，建议采用定点监控连续布设及多方位监控。闸机处

况下，容易发生客流对冲现象，可考虑在通道的拐角、

和安检入口处容易发生拥堵，需重点监控。也可根据需

出入口处布设摄像机对监控区域的客流密度进行统计。

求对取放行李过程、安保人员安检过程进行监控。
（3） 扶梯。扶梯处的客流方向单一，符合流线。

CHINA RAILWAY 2020/01

（8） 换乘通道。换乘通道客流量大、客流流线清
晰，检测需求主要为客流密度、客流速度等，建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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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点监控连续布设。通常在列车到站后，某一方向的客
流量会突然增加，可考虑在换乘通道出入口处布设摄像
机进行换乘客流量的统计。当换乘客流量较大时，以便
工作人员及时采取管控措施，防止大规模客流涌入站台。
目前，北京、广州等地铁均已实现监控区域客流
状态信息的感知，有利于工作人员及时进行客流疏导、
危险防范等。北京交通大学和广州地铁通过研究车站
内部视频监控设备的合理布设方案，有效降低了运营
监控成本，并实现了车站各区域的最优监控范围覆盖。
同时，结合有效的智能检测算法，快速、准确地提取
各监控区域的客流信息，已实现站内客流安全态势评
估、分析和预测等功能，为地铁客流安全状态预警处
理提供更全面、及时、有效的信息，从而达到及早发
现客流安全隐患，及时采取管控措施的安全运营目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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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结合有效的智能检测算法获得全面、实时、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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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Layout Scheme of Video Surveillance Equipment in Subway Stations
YAN Xiangling1, XIE Zhengyu1, WANG Aili2, SUN Yumeng1, WANG Xiaoyu1

(1. School of Traffic and Transportation,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China;

2. SinoRail（Beijing）Network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o Ltd , Beijing 10003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ssenger flow characteristics in subway st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ifferent subway station types, various subway station facilities, and various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subway stations, and proposes the priority surveillance areas for various faciliti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subway
stations. Combining the service levels of various facilities stipulated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standards and the
passenger flow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passenger flow into 4 grades, and makes suggestions on the
layout scheme of video surveillance equipment for different facilities in subway stations.
Keywords: subway station; video surveillance; passenger flow characteristics; layout 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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