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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机场铁路连线是连接机场和城市商业中心
区最快捷、舒适和可靠的交通工具，为世界许多
大型机场连线首选的方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
速发展需要，综合交通枢纽理念的普及，以及对
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探索，人们对机场铁路快线的
方案日趋认同。本文讨论机场铁路的现状和发展
方向，结合香港机场铁路建设的经验，论述机场
铁路规划和设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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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从大型国际机场历年来的统计数据可见，航空旅
客数目呈现显著增长，而且这增长趋势还在持续。
例如，中国北京国际机场预测旅客吞吐量逐年增
长趋势非常显著（图 1）。各大机场也在相互竞争
以吸引更多的航线，其中的竞争优势在于机场与
城市中心区的良好交通连接和高标准交通基础设
施，如上海、广州和深圳都将地铁延伸到机场。

1.

图 1：北京国际机场旅客吞吐量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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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环境影响因素和相关的法例，现代化的航空 型的国际机场与城市中心区的距离和来往机场公
机场大都设置在远离城市中心区地郊区，距离通 共交通模式。
常在 30 至 50km。因此，为航空旅客提供快速、
直接的接驳交通和高品质的服务，成为机场竞争 表 1：典型国际机场与城市中心区的距离和来往机
力的重要标志。下表 1 所示美国、欧洲和亚洲典 场公共交通模式
机场名称
航空客运量
距离市中心距离，km 来往机场公共交通模式
（2008），万人次
3723
21
美国旧金山机场
轨道，机场巴士
美国巴尔的摩华盛顿机 2096
16（巴尔的摩）；48（华 轨道，机场巴士
场
盛顿）
4860
34
中国香港国际机场
快速轨道，机场巴士等
6675
16
日本东京羽田机场
国铁，快速轨道，地铁，机
场巴士
2840
58
韩国仁川机场
铁路，地铁，机场巴士
24
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 6791
快速轨道，地铁，机场巴士
5376
30
德国法兰克福机场
铁路，欧洲洲际快线
5222
25
法国戴高乐机场
区域火车，远程火车，地铁，
公共汽车
4416
15
荷兰西普霍尔机场
铁路，地铁，公共汽车
鉴于大多城市道路交通的拥堵状况，乘坐机场巴 类型 III：机场铁路快线与城市轨道交通线共轨运
士等道路交通工具，往往难以满足准点和舒适要 营。兼顾提供机场终点站快捷运输服务和城市轨
求。机场铁路连线成为多数现代化机场最主要的 道通勤服务。
接驳交通工具。
类型 I 的机场铁路，实例有上海地铁 2 号线，广州
机场铁路是连接机场和城市商业中心区最快捷、 地铁 3 号线，深圳地铁罗宝线等。类型 II 的机场
舒适、可靠和环境友好的交通工具，为世界许多 铁路，实例有上海机场磁悬浮线，和不少大都市
大型机场连线首选的方案。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 机场轨道专线。类型 III 的机场铁路，实例有香港
速发展需要，综合交通枢纽理念的普及，以及对 机场快线和香港地铁东涌线，泰国曼谷机场快线
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探索，人们对机场铁路快线的 和轨道通勤线。
方案日趋认同。本文讨论机场铁路的现状和发展
方向，结合香港机场铁路建设的经验，论述机场 由于城市化快速发展，土地日益成为稀缺资源，
轨道交通可持续发展成为潮流和主题。机场铁路
铁路规划和设计理念。
连线除了需最大化地满足快速捷运输的主要功能
2. 机场铁路的类型
外，在规划和设计理念上尚需考虑如下内容:
机场铁路的类型和发展方向
类型和发展方向
机场铁路连线的主要功能是为机场航空旅客提供 （1） 铁路沿线土地资源利用最大化。
快速、便捷、舒适和可靠的轨道交通服务。机场 （2） 配合铁路沿线周边土地近期和远期开发
铁路大致有三种类型。
的需求，综合考虑城市轨道通勤的需求。
（3） 机场铁路快线与城市轨道以及其它公共
类型 I：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网络（地铁或轻轨）的
交通工具的便捷换乘安排。
延伸线或支线。服务机场终点站的同时，又可以 （4） 机场铁路快线和机场交通枢纽的运营效
服务沿线站点。
率。
（5） 城市内多个机场或紧邻城市机场的航空
类型 II：机场专线。专用线铁路提供点到点服务。
旅客的便捷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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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规划和设计理念，实际上是反映了机场铁路
快线需求的根本内容和可持续发展内涵。机场铁
路快线的建设是提供机场与城区之间准点和便捷
的交通服务，可将远离城区的机场部分服务转移
到机场线在城区的站点，扩大了中央商务区服务
范围，创造了沿线提供开发商务区、生活区或新
市镇的空间。
因此，类型 II 和 III 的机场铁路成为发展方向。其
服务功能具有如下特点：
（1） 在机场快线的城区站点，设立登机办票柜
台和行李托运服务。大大方便航空乘客节
省候机时间，提升机场整体运营效率，并
提升航空业的竞争力。
（2） 机场快线速度（如 140km/h 以上）和频密
的发车安排，并配合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的
共线运营。既兼顾航空旅客和沿线城市轨
道客流的不同需求，又节约土地资源。
（3） 高标准的城区候机楼与机场无缝连接，并
提供便捷的交通枢纽接驳安排。
香港机场铁路快线项目的规划、设计和建造，充
分体现了此理念。
3. 香港机场铁路
香港机场铁路的
机场铁路的规划、
规划、设计和建造
香港机场快线是连接香港国际机场及香港商业中
心区非常快捷的交通工具，是全球最优质的机场
铁路之一。机场快线全长 35.3km，旅客由香港机
场前往香港中环市中心约需 24min。此外，机场
快线也提供由机场前往亚洲国际博览馆最直接和
方便的服务，仅需 1min。机场快线五个车站设计
达到了世界级水平，为旅客提供一流设施和便捷
服务，包括市区预办登机服务、行李托运及机场
快线穿梭巴士服务等，为乘客提供舒适愉快、畅
通无阻的乘车体验。
1989 年，香港港口及机场发展策略研究小组提出
香港新国际机场应设于香港大屿山北侧的赤鱲角
的策略性发展建议﹐且应以公路及铁路沿大屿山
北岸经两座跨海大桥连接至青衣岛，到达西九龙
填海区。大型的沿线物业发展主要集中在大屿山

北岸东涌一带，机场铁路需为此新发展区域提供
便利的交通服务。此建议得到香港政府接纳﹐并
于 1990-1992 展开了相应的机场铁路工程可行性
研究和初步设计工作。
在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确定了机场铁路的两项主
要功能：（1）作为香港及九龙市区与机场铁路连
线﹐为方便快捷的大众运输系统﹐以吸引 35% 50%的航空旅客。（2）作为大屿山新发展区及西
九龙的本地交通地铁网﹐并将缓解地铁荃湾线的
交通负荷。
为此，规划机场铁路由机场快线及地铁东涌线组
成。机场快线连接中环站与机场，设立九龙站和
青衣站二个中间站，采用全座位舒适豪华型专线
列车﹔地铁东涌线由东涌站经四个中间站连接至
中环，采用传统的地铁列车。两条铁路总长约
34km﹐其大部份路段为共享轨道，列车的运行速
度均为 135km/h。两线的极限列车运行间距分别
为：机场快线 4.5min，东涌线 2.5min。机场快线
提供频密班次的快速列车，设立方便的转乘设施
以及出入口通道，务求减少旅程时间，吸引客流；
东涌线与现有地铁线于荔景站及中环站换乘。
3.1 机场铁路
机场铁路快线
铁路快线
通往机场的机场铁路快线，需与机场巴士、出租
车和私家车直接竞争。在公路交通畅通情况下﹐
由西九龙和香港出发至机场的公路路程约
25-35km，需时 30 至 40min 分钟。要使机场快线
具有竞争优势﹐须具备下列要素：
（1）采用时速 120-150km 的快速列车，使铁路快
线旅程维持在 20min 左右，发车间隔约
10min。
（2）列车车厢座位宽敞舒适，预备足够行李空
间。
（3）设置便利的道路及地下铁路转乘设施。
（4）提倡绿色出行和环保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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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香港机场铁路快线列车
以当时香港启德机场航空旅客的调查结果表明﹐ 可作机场快线/东涌线共享车站，靠近中环地铁
约 70%的来自香港岛及南九龙。因此，机场快线 站，与渡海小轮码头和道路网接驳均很方便。在
沿线设置三个中间车站﹐分布在香港岛、南九龙 九龙﹐将九龙站选在新填海区﹐紧邻西区隧道收
及青衣/葵涌地区。其中青衣/葵涌车站主要服务 费广场。在葵涌，车站设在青衣岛东北面连接荃
北九龙及新界地区的市民。如若再增加中间站数 湾/青衣的主要道路旁。图 3 为香港机场铁路平面
目﹐会增加成本和运行时间﹐而对提升载客量帮 布置简图。
助不大。在港岛，将香港站设在中环交易广场外，

图 3：香港机场铁路平面布置
机场铁路的效益必须能与其它的交通工具竞争， 等。从下表统计数据可见几大国际机场各种交通
包括的士、私家车、公共巴士、渡轮和旅游大巴 工具承担旅客接驳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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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典型国际机场各种交通工具承担旅客接驳的份额
交通工具
出租车
公共小汽车
小计
公共巴士
轨道交通
其它交通
小计

北京首都国 上海浦东国 香港国际机 巴黎机场
际机场
际机场
场（2009） (2009)
（2010） （2008）

法兰克福机 阿姆斯特丹 伦敦机场
场(2006)
机场(2009) (2007)

37%

25%

8%

25

21%

15%

27%

33%

25%

15%

27%

45%

41%

34%

70%

50%

23%

52%

66%

56%

61%

12%

43%

42%

13%

5%

5%

13%

9%

6%

21%

32%

28%

39%

25%

9%

-

14%

3%

1%

1%

1%

30%

50%

77%

48%

34%

45%

39%

表 2 中可见香港机场铁路 2009 年吸引了约 21%的
航空旅客，这一份额低于设计阶段的客流预测。
虽然香港机场快线提供了来往香港岛和九龙半岛
非常便利的快捷交通和换乘服务，但是通过公路

干道（基本上没有拥堵）通往新界的公共巴士也
非常快捷和车资低廉，因此分流了不少客流。很
明显需进一步完善地铁系统的连通性和公共交通
的政策，方可更好地利用机场铁路提升旅客份额。

图 4：来往香港机场的公共和私人交通工具
站间距大约为 4~5km，因此可实现东涌线的运行
3.2 地铁东涌线
地铁东涌线
速度较普通的地下铁路速度（80km/h）为高。东
东涌线为往来大屿山、青衣/葵涌、西九龙和香港 涌线和机场快线的列车运行速度最后确定为
岛提供居民交通及旅游服务。车站的设置必须能 135km/h，实现了快线和地铁线关键线路共享轨道
服务现有的社区及将来开发的地区，并能与现有 提供列车服务。按这一路线设计方案﹐机场铁路
的铁路网相连接，缓解地铁荃湾线的交通负荷。 的运营安排为：机场快线采用十节车厢编组，运
行间距为 4.5min；地铁东涌线采用八节车厢编组，
为节省建设费用和沿线土地﹐地铁东涌线与机场 运行间距为 2.5 分钟。
快线采用大部份线路共轨的方案。东涌线平均车
5

香港地铁线路和车站规划和设计概念，非常重视
换乘的便捷性。地铁东涌线也基于此概念，在荔
景站与荃湾线实现同站台换乘，在南昌站通过联
络通道与西铁线站厅层联系，在中环站采用配置
水平扶梯的地下通道与港岛线连接换乘。
3.3 机场铁路快线市区内
机场铁路快线市区内办理
市区内办理登机设施
办理登机设施
在市区设立提前办理登机设施，极大地吸引航空
乘客乘坐机场铁路快线绿色出行，也提升航空公
司的竞争力，缓解机场登机柜台的压力。
市区登机设施需在车站内占用更大的空间，其车
流和人流特性均比对普通的地铁车站复杂。需要

根据登机要求和机场运营要求，详细规划和确定
设施规模、人流组织和交通组织。
市场调查结果表明，如果乘客可于市内各站办理
登机手续﹐将可吸引更多乘客搭乘机场快线。为
此在香港和九龙站设立了市内办理登机设施。航
空乘客可提前一天至飞机起飞前 90min，办理行
李托运，大大提升了乘客出行的自由度。每列快
速列车按十节车箱编组，其中一节车箱为运载托
运行李的特别设计专用行李车。香港站设置了 29
个值机柜台，为 61 家航空公司提供服务，日处理
行李能力 5000 件。

图 5：香港机场铁路快线市区内办理登机设施
4. 国际上其它机场铁路
成功地规划和建设了机场铁路快线，建成后 12 年
国际上其它机场铁路特点
机场铁路特点
的运营经验，更显示其作为世界级的机场铁路的
随着商务和休闲航空旅行的急剧增加，采用机场 典范。下表列出了过去十多年来亚洲区建成的机
铁路方式连接市区和机场，彰显重要。香港非常 场铁路，以及其主要设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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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过去十多年来亚洲区建成的机场铁路
机场铁路
车 站 数 线 路 全 长 全 程 时 间 最 大 时 速 建成年份 与城市轨道
(Km)
(Mins)
(km/h)
目
交通线共轨
运营
35
25
135
1998
Y
香港机场铁路快 5
线
57
59
130
1991
N
日本东京羽田机 6
场快速轨道
62
43
120
2010
Y
韩国首尔 Arex 机 2
场快线
28
16
110
2008
N
北京机场地铁线 4
30
7
430
2004
N
上海浦东机场磁 2
悬浮铁路
28
15
160
2010
Y
泰国曼谷机场快 2
线
（ Suvarnabhumi
Airport Link）
54
28
160
2002
N
马来西亚吉隆坡 2
机场快线（ KIA
Ekspres）
15
44
2008
N
台湾高雄地铁红 24
线
5. 结束语
3） 为航空旅客设置便利和高品质的机场铁路设
施，包括城区站点设立登机办票柜台和行李托
机场铁路连线的快捷性，成为世界许多大型机场
运服务。
连线首选的方案。香港机场铁路的规划和设计理 4） 充分考虑综合性交通枢纽的需求，深入探索可
念，树立了世界级机场铁路快线的典范。
持续性发展。必须充分论证线路和车站的设置
以服务现有及将来开发的地区，并与现有的铁
世界级的机场铁路的规划和设计理念，应包括:
路网相连接等问题。
1） 连接机场和城市商业中心区最快捷、舒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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