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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3 年开始，过去 10 多年来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发展迅速。2003 年，秦皇岛至沈阳的客运专线开通标志着

中国城际铁路客运进入高铁时代 1。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以中国铁路总公司 ( 前铁道部 ) 牵头，从 2004 年开始进行

非常详细的整体规划。2008 年《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 年调整）》提出 2020 年前建成四纵四横快速通道。

2016 年，《规划》修订后提出 2030 年前建设完成八纵八横高铁通道。2020 年，《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

要》提出 2035 年实现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全面通达。中国高铁的发展为人民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改变了

城市间的相对时空关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也带来环境方面的一些影响。

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的交通和燃料战略对中国交通转型的贡献项目支持下，清华大学欧训民课题组进行了中

国高铁发展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梳理以及对高铁在交通、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影响分析的文献综

述，并对高铁对民航交通出行的替代效果和高铁交通碳排放表现进行了测算与案例分析。

本报告围绕上述工作进行撰写，主要内容包括：

（1）对中国高铁发展的基本情况、政策制度和交通通达性、旅客出行模式、出行成本和高铁对经济社会环境

生态等多方面影响的总体介绍；

（2）高铁交通网络规模化发展对民航出行替代效应的宏观测算；

（3）北京 - 上海高铁线路的碳排放全生命微观分析；

（4）提出未来发展方面的政策建议和提供给其他国家参考的经验总结。

第二章和第三章作为本报告的两个核心部分，第二章中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了关于中国高铁发展对

于民航交通的替代作用的定量分析。第三章中运用全生命周期分析（LCA）方法定量测算北京—上海高铁线路的

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表现。

在第二章中，基于 DID 分析，发现：

（1）从四纵四横线路运行情况来看，高铁引入对民航运输量的影响显著为负，整体来看高铁引入将使得对应

覆盖的各城市之间的民航客运航班数量和运输人数减少 28.7% 和 31.8%。引入高铁对民航航班进行替代将有助于降

低民航运输需求从而助力交通运输部门脱碳。

（2）高铁与民航竞争市场中，高铁竞争力受运行时间的影响。高铁运行时间在 4 小时范围内时其竞争力最强，

可对对应的民航线路造成致命性影响，对应覆盖的各城市之间的民航客运航班数量和运输人数因此减少了 74.2%
和 82.5%，部分线路因为高铁引入而直接关停。

（3）高铁自身竞争优势明显的区域为 6 小时以内，对应于约 1400 公里以内的区域。1400 公里以内民航客运

受高铁影响极为显著。

（4）八纵八横通道规划开通后将比四纵四横线路额外覆盖 69 个国内机场，对额外 834 条航线将造成影响。

八纵八横线路将使得中国高铁线路对民航航班的总体班次替代率额外提高 8.8%。若考虑沿江通道和沿海通道提速

产生的影响，高铁对民航航班班次替代率将进一步提高 0.7%。50 万人口城市高铁通达后，中国高铁线路将几乎覆

盖中国所有机场，高速铁路可能替代 26.2% 的现有国内航班。

在第三章中，采用 LCA 方法，建立起高铁全生命周期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模型。以京沪高铁为例，测算了高

铁交通全生命周期提供单位运输服务量（人·公里）的一次化石能源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通过研究发现：

1   刘璐 . 我国高速铁路对民航客运的影响研究 . 北京 : 北京交通大学 ,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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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京沪高铁全生命周期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为 0.4MJ/ 人·公里和 0.04kgCO2e/ 人·公里；

（2）高铁交通是一种具有突出节能减碳效益的交通方式，对于单位运输服务量（人·公里），高铁交通的碳排

放分别是航空、汽油车、柴油车、电动汽车、公交的 0.10、0.24、0.26、0.32、0.38 倍；

（3）未来所用电力的燃料结构清洁化和高铁满载率提升可以进一步发挥高铁节能减碳特性。

通过分析实验数据，研究人员得出结论并建议大力发展高铁交通，促进交通低碳发展；提高高铁网络覆盖率，

加速列车升级，推进电力结构低碳化发展，合理安排班次，提高高铁满载率，增强高铁低碳优势。

关键词：高铁，民航，交通替代，碳排放，交通模式，交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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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3 年开始，过去 10 多年来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发展迅速。2003 年，秦皇岛至沈阳的客运专线开通标志着

中国城际铁路客运进入高铁时代 2。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以中国铁路总公司 ( 前铁道部 ) 牵头，从 2004 年开始进行

非常详细的整体规划。2008 年《中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 年调整）》提出 2020 年前建成四纵四横快速通道。

2016 年，《规划》修订后提出 2030 年前建设完成八纵八横高铁通道。2020 年，《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

要》提出 2035 年实现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全面通达。中国高铁的发展为人民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改变了

城市间的相对时空关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也带来环境方面的一些影响。

在德国国际合作机构的交通和燃料战略对中国交通转型的贡献项目支持下，清华大学欧训民课题组进行了中

国高铁发展相关政策和制度的梳理，开展了高铁在交通、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影响分析的文献

综述，以及高铁对民航交通出行的替代效果测算和高铁交通碳排放表现的案例分析。

2003 年，秦皇岛至沈阳的客运专线开通标志着中国城际铁路客运进入高铁时代 3。秦沈客运专线，连接秦皇岛和

沈阳两座城市，设计中预留的提速空间达 250 公里 / 小时，部分区段可运行 300 公里 / 小时以上的速度，根据国际

铁路联盟的规定，这已达到高速铁路的标准 4。 2008 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 年调整）》提出中国将建设四

纵四横的高速铁路网络，连接各省会城市和经济较发达城市，四纵客运专线包括京哈客运专线、京沪线、京广线和

东南沿海客运专线，四横线路包括青太客运专线、沪汉蓉客运专线、沪昆线和徐兰客运专线 5。

自此中国高铁已经成为交通部门城际客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至 2019 年，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 35388 公

里，比 2013 年提高 2.2 倍，高铁客运周转量达到 7746.7 亿人公里，比 2013 年提高 2.6 倍，如下图 1 所示 6。中国高铁

营业里程及在铁路总营业里程中的占比、中国高铁客运周转量及在铁路总客运周转量中的占比一直都在迅速增长和

持续提高。2019 年中国高速铁路客运周转量为 7746.7 亿人公里，占铁路客运周转量的比例为 52.7%，高铁客运量为

23.6 亿人次，占铁路客运量的比例为 64.4%。

截止至 2020 年年底，中国铁路运营里程达 14.6 万公里，其中高铁近 3.8 万公里，铁路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7。

研究背景1.1

中国高铁发展历程与规划1.2

2，3  刘璐 . 我国高速铁路对民航客运的影响研究 . 北京 : 北京交通大学 , 2018.
4  中国高铁断代史 . 第一高铁”秦沈客专如何被湮没 . [2011-06-11].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611/00069974415.shtml.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 年调整）. [2019-8-7]. https://www.ndrc.gov.cn/fggz/zcssfz/  
    zcgh/200906/W020190910670447076716.pdf. 
6  国家统计局 . 2020 中国统计年鉴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20.
7  吴佳潼 . 中国发布丨国家发改委：截至 2020 年底全国铁路运营里程达 14.6 万公里 . [2021-04-19]. http://news.china.com.cn/txt/2021-
    04/19/content_774190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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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高速铁路营业里程和客运周转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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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规划的四纵四横网络连接中国经济发达省市。2008 年京津城际通车为四纵四横中开通的第一条高铁线

路，2018 年石济高铁和京沈高铁相继建成标志着四纵四横规划已经基本建成。

中国高铁线路网络随时间发展情况如下图 2 所示。从四纵四横线路分布来看，仍以东部沿海省份为主，东部省

份间已经形成了明显的高铁线路网络，中西部铁路建设密度相对滞后。从运行速度来看，京广线、京沪线为主干线，

设计最高时速为 350 公里，沪汉蓉铁路和东南沿海线路为区域城际铁路，设计最高时速为 250 公里。

8    国家统计局 . 2020 中国统计年鉴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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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 年与 2020 年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发展情况对比图 9

八纵八横线路网络如下图 3 所示。八纵八横网络是在四纵四横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城际铁路和区域连接

线路，以实现 80% 以上的大中型城市的覆盖，到 2030 年高铁里程将达到 4.5 万公里。截至 2020 年 9 月，八纵八横网

络骨架已经完成 7 成以上，几乎完成 100 万人口以上城市的覆盖 10。

八纵八横高铁通道较之于四纵四横线路网络，补充了更多的区域连接线路，部分通道在四纵四横线路上进行扩展，

例如四纵四横线路中的东南沿海客运专线成为八纵八横通道中沿海通道的组成部分；徐兰客运专线扩展成为陆桥通

道 11。八纵八横线路开通后将基本覆盖中国所有大中型城市。建设八纵八横高铁线路将有助于构建道路、铁路、民航

运输有机结合并相互协作的综合运输体系。

2020 年《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提出发展高铁是 2035 至 2050 年间的重要任务，2035 年实现 50 万

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从而形成 1 小时、2 小时和 3 小时的高铁出行圈和城市集群。邻省省会城市实现 3 小时以内

通达，城市群交通圈内主要城市实现 2 小时内通达。

9     Lawrence, Martha, Richard Bullock, and Ziming Liu. 2019. China’s High-Speed Rai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Focus. W 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10.1596/978-1-4648-1425-9.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10  人民日报 [2020-09-2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9211475653592960&wfr=spider&for=pc.
11   Lawrence, Martha, Richard Bullock, and Ziming Liu. 2019. China’s High-Speed Rai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Focus. W 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10.1596/978-1-4648-1425-9.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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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高铁八纵八横规划（2016~2030）图 . https://www.sohu.com/a/446657295_682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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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发展相关政策和制度1.3

 （1）总体设计规范与高铁技术

中国高铁发展的政策和制度包括宏观规划和铁路建设计划等内容。在负责此类规划时，铁道部作为主要的管理

机构在 2013 年分成了国家铁路局（NRA）和中国铁路总公司（CRC），前者由交通运输部管理，后者是负责铁路网

络管理的国有企业。此后，中国铁路总公司更名为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CREC)。大多数高铁基础设施是

由中央和省级政府以及相应的私营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合资公司建造的 13。自 2005 年开始，在《新建时速 300-350 公

里客运专线铁路设计暂行规定》中，提出新建时速 250 公里客运专线铁路、新建时速 300-500 公里客运专线铁路，都

属于后来明确规定的中国高铁范围，其规范属于高速铁路设计规范。

在高铁技术上，国家通过大规模的科研扶持政策，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和工程研究中心，通

过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组织起来，对于相关的核心技术进行突破。

 （2）高铁相关发展规划

中国高速铁路建设，以中国铁路总公司 ( 前铁道部 ) 牵头，从 2004 年开始进行非常详细的整体规划。

2004年，国务院第一次通过《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实现了铁路第六次大提速，在此基础之上，2008年，国务院对《中

长期铁路网规划》进行调整，提出加大高速铁路新线建设规模和速度的政策规划，调整后的规划确定到 2020 年，全

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2 万公里以上，建设高速铁路 1.6 万公里以上。

2008 年 1 月国家发改委通过《“十一五”重大技术装备研制和重大产业技术开发专项规划》，把在推进高速铁路、

轨道交通、环保和资源综合利用等领域装备国产化进程中，积极做好相应关键装备的研制开发，加快提升我国的装

备研制水平作为重点任务。在一系列的政策推动之下，高铁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在 2008 年调整之后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提出了“四纵四横”为骨架的高铁产业区域布局架构，主要集

中于中东部，包括东北和东南沿海地区，最西延伸到兰州、成都和昆明一线，基本是以中国经济较发达区域为服务

对象区域。

2012 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十二五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规划》，确定建设“五纵五横”为主骨架的综合交通网络，

明确了之后以高速铁路网和高速公路网为主要建设框架，以 42 个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为主要节点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

建设 14。

2016 年，《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30）》，提出在四纵四横线路网络基础上中国将建设八纵八横高铁通道，旨

在构建起近邻大中型城市 4 小时内通达的城市群和交通圈，形成网络效应促进城市联动和合作共赢 15。八纵通道包括

沿海通道、京沪通道、京港（台）通道、京哈—京港澳通道、呼南通道、京昆通道、包（银）海通道和兰（西）广通道，

八横通道包括绥满通道、京兰通道、青银通道、陆桥通道、沿江通道、沪昆通道、厦渝通道和广昆通道。

2020 年，《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提出 2035 年实现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全面通达 16。

13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简介 . http://www.china-railway.com.cn/gsjs/gsjj/.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铁路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 [2013-05-1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3-05/15/
     content_7608.htm.
14   中国交通运输部 . 交通运输“十二五”规划 . [2011-04-13]. https://www.mot.gov.cn/zhengcejiedu/daoluyunshushierwughgyjd/
     xiangguanzhengce/201510/t20151014_1900816.html.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 [2019-9-10]. http://www.gov.cn/xinwen/2016-07/20/5093165/files/1
     ebe946db2aa47248b799a1deed88144.pdf.  
16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 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 . [2021-1-3]. http://fzggw.zj.gov.cn/art/2020/8/18/
     art_1620995_5454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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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金一 , 王绍博 . 高速铁路的空间效应及其热点问题 . 城乡研究 . [2020-03-27].
18  郭宁宁 , 于涛 . 高铁新城的空间效应研究进展及思考 . 现代城市研究 , 2018(8): 115-122.
19  姜博 , 初楠臣 , 王媛 , 等 . 高速铁路对城市与区域空间影响的研究述评与展望 . 人文地理 , 2016, 31(1): 16-25.
20  侯雪 , 张文新 , 吕国玮 , 等 . 高铁综合交通枢纽对周边区域影响研究——以北京南站为例 . 城市发展研究 , 2012, 19(1): 41-46. 
      王昊 , 龙慧 . 试论高速铁路网建设对城镇群空间结构的影响 . 城市规划 , 2009, 33(4): 41-44. 
      Javier G. Location, economic potential and daily accessibility：an analysis of  the accessibility impact of  the high-speed 
      line Madrid-Barcelona-French border.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01(9): 229-242. 
      Pol P M J. A renaissance of  stations, railways and cities: economic effects,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organizational 
      issues of  European high-speed train stations. Delft: DUP Science, 2002.
21  王缉宪 , 林辰辉 . 高速铁路对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基于中国特征的分析思路 . 国际城市规划 , 2011, 26(1): 16-23. 
     王绍博 , 罗小龙 , 唐蜜 , 等 . 基于共生理论的临京临沪地区跨界融合发展对比研究 . 地理科学 , 2019, 39(11): 1681-1690. 
     金凤君 , 焦敬娟 , 齐元静 . 东亚高速铁路网络的发展演化与地理效应评价 . 地理学报 , 2016, 71(4): 576-590. 
     梁雪松 . 基于双重区位空间的湖南旅游业发展机遇探讨：“武广高铁” 开通视阈 . 经济地理 , 2010, 30(5): 859-864.
22   陈健昌 , 保继刚 . 旅游者的行为研究及其实践意义 . 地理研究 , 1988, 7(3): 44-50. 
     汪德根 , 陈田 , 陆林 , 等 . 区域旅游流空间结构的高铁效应及机理：以中国京沪高铁为例 . 地理学报 , 2015, 70(2): 213-232. 
     Givoni M, Banister D. Airline and railway integration. Transport policy, 2006, 13(5): 386-397. 
     Masson S, Petiot R. Can the high-speed rail reinforce tourism attractiveness? the case of  the high-speed rail between      
     Perpignan (France) and Barcelona (Spain). Technovation, 2009, 29(9): 611-617.

 （3）高铁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由于高铁在建设以及运营期间，会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多种影响，包括大气环境、地下水环境、声环境、生态环境、

振动以及电磁环境等影响。在高铁项目建设运营之前，中国坚持对高铁项目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并得到国家发

展改革委进行评审批复，以减少高铁项目对环境各方面的影响。

中国高铁发展的影响分析总结1.4

中国高铁交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间的关系，为人民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也带来

环境方面的一些影响。

 （1） “时空压缩”效应

与其他陆路交通运输方式相比，高铁最大的特点是方便、快捷、高效，对区域发展产生明显的时空压缩效应 17，

从而可以极大地改变站点城市的交通可达性。时空压缩这一理论认为，一定地域范围内人际交往所需的时间和距离，

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进步而缩短。

高铁的飞速发展对于城市、区域产生了系列影响。城市层面主要体现在高铁对站点城市内部空间的重构；区域

层面主要体现在高铁对都市圈、城市群或更大空间范围内空间结构的影响。

中国高铁的发展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建设 18。高铁站点的布局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站点城市空间扩张的现实需求，

也成为站点城市推动郊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 19, 20。

高铁使得地理空间距离对于临界区域城市间的影响逐步弱化，行政边界直接接壤的城市间要素流动更加频繁，

空间的持续蔓延扩张使得相邻城市间行政边界逐步模糊，跨界融合发展态势、同城化发展格局显现 21。

高铁对于区域层面的空间影响较为明显，尤其是都市圈、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常常通过与高铁快速交通体系

的对接推动。高铁产生的时空压缩效应使得区域发展、空间结构呈现诸多新特征、新现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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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交通可达性的改善

交通可达性是衡量交通网络结构与分布的重要指标 23。一般来说，可达性可以理解为利用某种特定的交通系统

从某一给定区位到达活动地点的便利程度，是高铁交通的各种影响分析的基础 24。高铁对于城际出行行为产生了影

响。高铁缩短了城市间的空间距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两地居民跨城消费、工作和经营往来的需求。高铁运行后，

城际高铁成为相邻两城交往中居民出行的主要方式，例如有学者基于京津城际高铁的开通情况，通过问卷调查发现，

高铁客运分担额高达 73%，对城际间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市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25，即有乘客从原来的道路交通方式

转移到高铁交通方式。同时，高铁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相邻城市间的交往频次，半年往返一次的群体逐步减少，

一周往返 1~2 次的现象变得更为普遍。城际高铁的开通使得生产、生活需求范围由居住所在地延伸至相邻周边城市，

使居民对于职住分离的空间感知意愿提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跨界钟摆族”的出现 26。

 （3） 交通市场的变动

高铁的飞速发展对交通运输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对道路客运、航空客运市场格局产生明显的重构效应。

虽然相关研究成果较少，但有若干文献重点关注高铁对于交通市场整体以及公路交通的影响。

一般说来，高铁能够在大约 150-800 公里（即 3-4 小时出行时间）的出行范围内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对于更短距

离出行，小汽车或者大客车出行更受消费者青睐；而更长距离出行，民航出行更受青睐 27。从旅客出行选择行为视

角，可以基于综合效用理论，从交通运输方式的经济、快捷、舒适、便利和安全等属性对高铁开通后旅客出行交通

方式选择的行为变化进行分析。已有研究发现高铁与汽车、高铁与航空的市场临界点（对不同交通方式的选择概率

大致接近的点）分别是 152 公里、633 公里，而高铁对大巴、普通列车、飞机客运市场挤出效应最高的区间则分别是

100~300 公里、300~700 公里、700~1000 公里 28,29。换而言之，也就是人们的出行距离位于上述 3 个区间中的话，有

很大比例的乘客分别从原来的大巴、普通列车和飞机客运方式转移到高铁方式上。2019 年的部分研究还发现，不同

城市间高铁与汽车、航空的市场临界点不同，高铁与交通运输方式的临界点与当地人均时间价值有很大关联性。例

如有关研究发现，高铁与航空客运市场临界点与人均时间价值呈反比，人均时间价值越高，乘客选乘快捷高效交通

方式的概率更大 30。

高铁开通后形成与汽车道路客运的竞争格局（参见表 1），比如从汽车客运客流量、发车班次、运营收入和客

座率等方面的变化来看，宁杭、京津、合福、长娄和深广高铁的开通都导致了与之重合的汽车客运班线的客流量出

现显著下降，比如宁杭高铁的开通还导致汽车班线日运营收入降低 68%，客座率减少 25.89%，京津汽车班线在高铁

通车一年后日发车班次减少 48.2%。从 2008 年到 2014 年的相关新闻报道可以看出，一方面，高铁开通对汽车道路客

运班线的冲击是显著的，争夺了原先的汽车客运市场；另一方面，高铁与汽车的竞争是全方位的，既存在于 500 公
里以外的中远程班线，也存在于 300 公里以内的近程班线，不过从媒体报道的频率来看，高铁对汽车的竞争更集中

于近程班线。31

23   Park Y, Ha H K.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road service on air transport demand.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 review, 2006, 42(2): 95-104.
24    Sasaki K, Ohashi T, Ando A. High-speed rail transit impact on regional systems: does the Shinkansen contribute to    
     dispersion?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97, 31: 77-98.
25    侯雪 , 刘苏 , 张文新 , 等 . 高铁影响下的京津城际出行行为研究 . 经济地理 , 2011, 31(9): 1573-1579.
26    吴康 , 方创琳 , 赵渺希 , 等 . 京津城际高速铁路影响下的跨城流动空间特征 . 地理学报 , 2013, 68(2): 159-174. 
     陈健昌 , 保继刚 . 旅游者的行为研究及其实践意义 . 地理研究 , 1988, 7(3): 44-50.
     张新生 . 同城化社会变迁中的跨界钟摆族群体研究 . 南京大学 , 2015.
27     Lawrence, Martha, Richard Bullock, and Ziming Liu. 2019. China’s High-Speed Rai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Focu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10.1596/978-1-4648-1425-9.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28    王绍博 , 郭建科 , 罗小龙 , 等 . 高速铁路对中心城市航空客运市场的空间影响——基于人均时间价值视角 . 地理科学进展 , 2019(11): 1-10. 
     [61]. 
     王姣娥 , 景悦 , 杨浩然 . 高速铁路对国内民航旅客运输的替代效应测度 . 自然资源学报 , 2019, 34(9): 1933-1944.
29    孙枫 , 汪德根 , 牛玉 . 高速铁路与汽车和航空的竞争格局分析 . 地理研究 , 2017, 36(1): 171-187.
30     王绍博 , 郭建科 , 罗小龙 , 等  高速铁路对中心城市航空客运市场的空间影响——基于人均时间价值视角 . 地理科学进展 , 2019(11): 1-10.
31     孙枫 , 汪德根 , 牛玉 . 高速铁路与汽车和航空的竞争格局分析 . 地理研究 , 2017, 36(1): 171-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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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铁发展对道路运输的方式转变与替代效应方面，由于数据获取比较困难等原因开展实证分析的研究较

少，但是也有一些关于特定路线下乘客出行方式意愿的问卷调查和 Logit 选择模型（基于消费者意愿确定出行方式

选择概率的逻辑选择模型）分析的文献结果，表明一些具体高铁路线的开通可以转移相应重合的道路客运量，比

如距离约 90 公里的长春和吉林城市间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客流分担率分别占到 30% 和 70% 左右；距离约 200
公里的深圳和汕尾城市间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的客流分担率则分别占到 50% 和 50% 左右 33。

最近的一份相关研究估算了未来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建成后高铁对航空和公路的需求替代效应，其结

果表明，高铁对公路和航空会形成明显的替代效应，大约有 32% 的公路市场份额和 12% 的航空市场份额被高铁所

替代 34。

还有部分学者对高速铁路的替代效应和诱增效应进行了测度。其中替代效应是指高速铁路对交通运输市场客源

的争夺行为，诱增效应是指高速铁路对于各种交通方式的客运市场的刺激带动作用，比如带动往返高铁站的道路交

通出行。研究发现，高铁对于重叠网络的民航旅客运输具有较强的替代效应，高铁列车速度越快、城市间距离越短，

替代效应越明显 35。还有部分学者采用实地考察的方式，统计某种交通方式开通后其他交通方式客流量的变化，推断

高铁对于中小城市航空运输市场的影响要大于大城市，对中部地区航空市场的影响要大于东西部地区 36。研究发现，

低成本航空运输水平受高铁影响会出现下降 37。更多的关于高铁对于民航交通的替代分析，参见第二章。

表 1 中国高铁开通对于道路客运影响的相关报道 32 

班线 里程 ( 公里 ) 影响

宁杭线 236
2013 年 7 月宁杭高铁开通后，宁杭班线当月实载率由去年同期 54.39% 降至 

28.51%，日发送旅客由 500 人降至 150 人，日营业收入由 5 万元降至 1.6 万元

京津线 112
2008 年 8 月京津高铁开通，一年后京津班线每日出发班次由 83 班减至 43 班，月

均发送旅客量由 4.74 万降至 3.67 万

合福线 675
2015 年 6 月合福高铁开通，与其重合的客运班线因无客源停运或减少班次，福州

至南平班线客流量下降 40%

长娄线 114
2014 年 12 月沪昆高铁湖南段正式运行，1 个月后长沙汽车西站和南站去往怀化、

凤凰、娄底和邵阳方向的客流量分别下降超过 50% 和 80%

深广线 105
2011 年 12 月武广高铁深广段开通，1 个月后春运期间广州发送东莞和深圳方向旅

客同比分别下降 19.13% 和 30.32% 

32  孙枫 , 汪德根 , 牛玉 . 高速铁路与汽车和航空的竞争格局分析 . 地理研究 , 2017, 36(1): 171-187.
33  沙峻林 .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公路客运方式分担率及发展策略研究 . 长春 : 吉林大学 , 2012. SHA Junlin. Research on the share rate of     
     highway passenger traffic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fluenced by the high-speed railway.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2012. 
     罗云辉 . 高铁对中小城市公路客运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 . 广州 : 华南理工大学 , 2015. LUO Yunhui. Study on the effect of  high-speed 
     railway to road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in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Guangzho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5
34  翁瑾 , 肖嘉颖 , 李鑫 . 高铁的需求替代效应评估：基于全局网络的研究 . 新疆财经 . 2021, (2), 5-16.
35  王姣娥 , 景悦 , 杨浩然 . 高速铁路对国内民航旅客运输的替代效应测度 . 自然资源学报 , 2019, 34(9): 1933-1944.
36  王姣娥 , 焦敬娟 , 金凤君 . 高速铁路对中国城市空间相互作用强度的影响 . 地理学报 , 2014, 69(12): 1833-1846.
37   Su M, Luan W, Fu X, et al. The competition effects of  low-cost carriers and high-speed rail on the Chinese aviation market.   
      Transport Policy, 2020, 95: 37-46.
     Clewlow R R, Sussman J M, Balakrishnan H. Th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and low-cost carriers on European air passenger   
     traffic. Transport Policy, 2014, 33: 13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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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高铁价格情况

中国高铁的价格是欧洲水平的 1/4，但却是中国普通铁路价格的 3~4 倍 38。中国高铁价格的设置，既考虑了和其

他交通模式的竞争力水平，也考虑了公众的支付水平。2007 年到 2016 年的近 10 年间，高铁车票价格基本不变。同

时期高铁客流量的迅速增长，表明了大量中国消费者愿意选择这种快捷、高质量的出行服务。2017 年开始，部分线

路进行了价格调高，涨幅在 10%~50% 不等 39。

有研究指出，中国高铁主要吸引商务出差和休闲旅行的乘客，调研结果显示，在选择高铁出行的旅客中，收入水

平要比选择普通铁路出行的乘客高出 30%~50%。不过，所有收入人群都对高铁及对应的普铁有选择出行的意愿 40。

 （5） 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a）经济发展影响

中国高铁的经济发展影响，既包括直接经济收入，也包括广泛的经济发展影响。首先，高铁诱发了新的出差和

旅游方面的交通出行。其次，通过高铁发展，能够实质性地改善交通便利性，特别加强与大中城市的经济活动互动。

研究发现，高铁对中国促进区域经济趋同有积极影响 41，也对地区经济和人口产生影响 42。

同时，高铁建设作为政府投资的大型项目对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重大贡献，对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高铁行业的发展也带动了钢筋、混凝土和水泥等建筑材料等相关产业的进步。资料显示，京沪高铁建设期间平均每

天消耗钢筋、混凝土、水泥的量分别为 1 万吨、11 万立方米和 3.5 万吨。

（b）社会发展影响

高铁对于中国提高就业率、增加人民收入起了重大的作用。高铁从研发到建设相关行业的从业人数持续增长。

高铁发展同时支持了中国扶贫工作。在宝兰、西成、渝贵等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及贫困连片地区开通高铁，有力地

促进了乡村振兴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协调推进，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下坚实基础。

另外，高铁发展带来中国城市发展和旅游业发展。高铁的大规模发展与一些中小城市的新城区的大规模发展齐

头并进。新的高铁站一般都设在以前未开发的地区，与“高铁新城”的城市发展计划同时建设。

（c）生态环境及其他可持续发展方面影响

在高速铁路为经济带来新局面的同时，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因素，我们也应当关注其在生态方面的影响。

总的来说，高速铁路技术有力地提升了铁路行业的节能减排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

是高速铁路建设与运营也将对周边环境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如果不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可能带来生态环境破坏、

水环境影响、噪声污染、无线电辐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问题。

38  Lawrence, Martha, Richard Bullock, and Ziming Liu. 2019. China’s High-Speed Rai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Focu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10.1596/978-1-4648-1425-9.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39  陆娅楠 . 高铁调价了 你想搭哪趟 . [2017-04-12]. http://finance.people.com.cn/BIG5/n1/2017/0412/c1004-29203849.html.
40  Lawrence, Martha, Richard Bullock, and Ziming Liu. 2019. China’s High-Speed Rai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Focu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10.1596/978-1-4648-1425-9.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41   Chen Z, Haynes K 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on housing values: an observation from the Beijing-Shanghai line.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5, 43: 91-100.
42  Ke X, Chen H, Hong Y, et al. Do China's high-speed-rail projects promote local economy? - New evidence from a panel data  
     approach.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7, 44: 203-226.
     Diao M. Does growth follow the rail?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on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Chin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18, 113: 279-290.
     Gao Y, Song S, Sun J, et al. Does high�speed rail connection really promote local economy? Evidence from China's Yangtze    
     River Delta.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20, 24(1): 31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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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Lawrence, Martha, Richard Bullock, and Ziming Liu. 2019. China’s High-Speed Rai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Focu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10.1596/978-1-4648-1425-9.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44  周新军 . 高速铁路行车低碳环保效应分析 . 电力与能源 , 2013, 34(03): 212-216.
     Wang Y, Zhou S, Ou X.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life cycl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 analysis model  
     for high-speed railway transport in China.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21, 12(2): 270-280.
45  崔力心 . 高速铁路与其他交通方式节能减排比较研究 . 北京 : 北京交通大学 , 2010.
46  Jia R, Shao S, Yang L. High-speed rail and CO2 emissions in urban China: A spatial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Energy Economics, 2021, 99: 105271.

总之，高铁的建设和运行也产生相应的能耗、温室气体和其他环境污染物。世界银行报告 43 认为，与高铁相关

的碳排放在整个项目从规划和设计到材料生产、施工、运营和维护以及退役的生命周期中产生，这点值得关注。有

研究表明，城际客运需求向高铁转移将有助于实现民航运输低碳发展，原因在于高铁较之于营运性客车和民航客机

更为节能 44，高铁、营运性客车和民航客机单位人公里运输服务的能耗比例约为 1:5:645。研究表明高铁的引入显著减

少了城市 CO2 排放，每增加 100 列高铁班次将会使得 CO2 排放减少 0.14%46。关于高铁和其他交通方式相比是否更环

保尚有争议。更多关于高铁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分析，参见第三章。



◆ 第二章 ◆
中国高铁对民航替代效应及

减碳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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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运用双重差分法（DID）进行中国高铁对于民航交通的替代作用的定量分析。首先对不同距离段、不

同运行时间范围和不同地理区位的航线受高铁开通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所选数据为 2008 至 2017 年间各航线运量数

据。这些年份对应于中国高铁开通至四纵四横基本建成的时间段，以真实反映中国高铁自开通以来的运行情况。然后，

基于国家已经公布的八纵八横高铁规划和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通达的规划，分析测算中国高速铁路规划完成后民航运

输受高铁影响的预计替代量。

中国高铁对民航的替代作用 : 基于文献综述2.1

高速铁路已经覆盖了中国较多经济发达城市且形成了网络体系，所覆盖的大中型城市间构成的航线一般运量较大，

因此在城际客运交通运输市场中，高铁与民航存在明显竞争和相互替代关系 47。中国高铁开通后对短距离航线打击较

大，部分航线出现关停 48。2017 年，中国四纵四横线路已基本建设完成，八纵八横线路建设全面展开。已有研究表明，

对 600 公里以内航线，高铁对民航客运的替代效应显著。郑州至西安线、南京至武汉线、成都至重庆线在高铁线路

开通前均保持每天一班的飞行频次，在高铁开通后 6 个月内三条航线均完全停飞 49。距离在 900 公里范围内的航线也

受到高铁影响，如广州至武汉线高铁开通前后的运量分别是每月 12 万名乘客和 6 万名乘客。随着高铁网络覆盖面的

扩大，高速铁路将会对更多航线市场产生影响。

很多研究关注某一特定高铁线路或特定区域，进行消费者在高铁、民航和高铁转乘服务之间的选择的模拟分析，

基于 2011 到 2014 年的数据北京至重庆线（约 1800 公里）高铁市场占比仅为 0.9%，表明高铁在长距离运输中优势不

明显 50。聚焦于重庆市出发的远途旅行市场中消费者的选择情况的研究，发现收入情况较低的消费者更倾向于传统火

车出行，中西部城市消费者更倾向于不选择高铁出行 51。已有研究分析高铁引入后对中国民航运量、定价等因素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尽管高铁影响存在区域性差异，但整体来看高铁使得对应的民航线路运输水平下降超过 50% 52。对

1994 至 2012 年间的航线级数据进行分析的研究，认为高铁在 500 至 800 公里区间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 53。收集 2010
至 2013 年开通的高铁线路数据，分析中国三大航司在高铁引入压力下的应对策略的研究，认为高铁的引入对航线运

量造成影响极为显著，票价差异对高铁竞争力影响较为明显 54。 

高铁的竞争力受运输距离和运输时间影响较大，运输距离增加会削弱高铁对民航运输水平的影响。有研究构建

2007 至 2014 年的面板数据集，分析不同运输时间、运输距离下高铁引入对民航运输座位数、航班次数的影响，结果

表明运行时间在 2 小时以内的高铁线路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运行时间在 5 小时内、铁路距离在 1350 公里以内（比

如柏林到巴黎距离（1087.6 公里））是高铁相对民航运输的竞争优势区间 55。也有研究按照高铁运行距离将线路划分

为 500 公里以内、500 至 800 公里和 800 公里以上三类，结果表明 500 至 800 公里范围内（比如柏林到慕尼黑距离（585
公里））高铁影响最大，开通后航线运输水平平均减少了 34%56。

47  丁金学 , 金凤君 , 王姣娥 , 等 . 高铁与民航的竞争博弈及其空间效应——以京沪高铁为例 . 经济地理 , 2013, 33(05): 104-110.
48   马跃强 . 高速铁路对航空客运的影响——基于京沪线的分析 . 北京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 2020.
49    Bullock Richard, Sakzberg Andrew, 金鹰 . 把脉中国高铁发展计划：高铁运行头三年 . 北京：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 , 2013.
50    Li Z, Sheng D. Forecasting passenger travel demand for air and high-speed rail integration service: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Guangzhou corridor, Chin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16, 94: 397-410.
51     Ren X, Chen Z, Wang F, et al.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on social equity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mode choice survey.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20, 138: 422-441.
52    Li H, Strauss J, Lu L. The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on civil aviation in China. Transport Policy, 2019, 74: 187-200.
53    Wan Y, Ha H, Yoshida Y, et al. Airlines' reaction to high-speed rail entries: Empirical study of  the Northeast Asian market.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16, 94: 532-557.
54    Zhang Q, Yang H, Wang Q. Impact of  high-speed rail on China's Big Three airlines.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Policy  
      and Practice, 2017, 98: 77-85.
55    刘璐 . 我国高速铁路对民航客运的影响研究 .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 2018.
56    Chen Z. Impacts of  high-speed rail on domestic air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17, 62: 18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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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方法2.2

 （1）双重差分法

 （2）研究变量选取

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方法是用于分析评估政策产生效应的一种方法。DID 方法是

估计因果效应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评估一项政策（广泛意义上的一种干预，如一项措施或某项经济活动）

对特定对象所产生的影响。

根据政策发生前后（时间维度）和是否受政策影响（组别维度）两个维度，样本内个体划分为：政策实

施前不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政策实施前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政策实施后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和政策实

施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

双重差分法具有以下核心估计思想：在处理组和控制组满足相同时间趋势的条件下，可以利用控制组在

政策实施前后以及处理组在政策实施前这三类主体的信息 , 构造政策发生后处理组的不受政策影响的“反事实”

结果；基于上述构造出的“反事实”结果，能够估计出政策实施对于处理组所产生的效应，即处理组的平均

处理效应。DID 方法必须要满足共同趋势 / 平行趋势的假设要求，即在没有政策实施的情况下，处理组的变

动趋势和控制组的变动趋势是一样的，也即那些无法观测的因素对这两组的影响是一致的；基于这一假设，

才能利用已有数据的信息构造出处理组在如果没有受到政策影响情况下的“反事实”结果。

四纵四横高铁线路的规划建设是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的共同决策。高铁线路开通将被视同为一项“政策”，

但这个政策不是由民航线路的本身发展带来的。这项政策将从外部来影响民航线路的变动，具有“政策”外生性，

可选取双重差分 DID 模型来评估中国国内民航客运线路的航班班次和运输人数受高铁引入的影响。本研究将

2008 至 2017 年间已经开通高铁的城市对设置为处理组，期间仍没有直达高铁的城市对设置为对照组。

本研究考察航线级别的航班数据和运输人数数据，处理组线路为同时开通高铁和民航客运的线路，民航

和高铁存在竞争关系因此二者互为替代品。

本研究采用城市对 GDP（万元）、人口（万人）和互联网连接人数（万人）作为控制变量，用于反映民

航线路对应城市对的发展水平。城市对 GDP 为线路两城市的 GDP 之和，常住人口和互联网使用人数为两城

市相关指标求和。

研究选取航线的每年运输人数和航班班次作为因变量指标，用以反映民航运输活动水平的波动和变化。

航班班次反映民航线路的活跃程度，运输人数反映线路的往来人次，能较为直观地反映线路运输活动水平的

变化情况。

反映高铁情况的变量包括高铁车次直达运行时间、高铁运行距离和高铁频次。高铁运行速度分为每小时

350 公里和每小时 250 公里两类，不同城市对间高铁直达运行时间因运行速度和停站数量不同而存在差异。高

铁运行时间和每天的发车频率直接影响高铁出行的竞争力。高铁运行时间用以对航线进行划分从而分析不同

运输时间下的高铁竞争力。高铁运行距离为城市对间的铁路距离，与高铁运行时间作用类似，用以分析不同

运输距离下高铁较之于民航的竞争力。高铁频次反映城市对间每天通行的高铁班次，用以表达高铁出行的便

利程度。

研究选取变量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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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高铁对民航替代分析模型变量设定及描述

变量 参数名称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

航线航班数量 当年航线运行的航班数量（单位：次）

航线运输人数 当年航线运输人数（单位：人）

控制变量

总 GDP 城市对两个城市的 GDP 的和（单位：万元）

总连接网络人数 两个城市连接网络的人数之和（单位：万人）

总人口 城市对两个城市的户籍人口的和（单位：万人）

高铁有关变量

高铁运行频次 城市对间高铁每天运行的频次（单位：次 / 天）

高铁运行时间 城市对间高铁通达所需时间（单位：小时）

高铁运行距离 城市对间高铁运行距离（单位：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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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2.3

 （1）样本数据

研究构建了 2008 至 2017 年间中国航线级样本数据——面板数据集，覆盖了自第一条高铁开通以来至四纵四横线

路网络基本建成的民航活动水平变化。

研究基于 2007 至 2018 年《从统计看民航》57 和飞常准大数据平台 58 的航线数据，对已开通的“四纵四横”高铁

网络上的 32 个重要节点城市构成的 362 个城市对间的航线数据进行校核。

32 个重点城市 ( 处理组 ) 包括：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深圳、哈尔滨、大连、天津、济南、

徐州、南京、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太原、青岛、沈阳、兰州、西安、成都、重庆、合肥、昆明、贵阳、南昌、

杭州、温州、无锡和常州。

其它城市（控制组）在样本中考虑到的城市主要根据其年运行航班数量进行选取，本研究主要考虑运输量较大

的航线。控制组均为较活跃航线。控制组包含的 22 个城市有：海口、三亚、乌鲁木齐、鄂尔多斯、银川、呼和浩特、

拉萨、西宁、喀什、云南芒市、银川、包头、珠海、桂林、伊宁、阿坝州九寨沟、阿勒泰、迪庆、大理、汕头、库

尔勒和阿克苏。这些城市均为省内经济较发达的城市或旅游城市。

航线样本中包含 362 条线路，其中 285 条为处理组，77 条为控制组，控制组在 2017 年仍未开通高铁线路。

 （2）变量数据

2008 年四纵四横高铁线路开始建设，2017 年四纵四横网络基本建设完成。本研究所用面板数据反映了 2008 至

2017 年间 362 条民航线路运输活动水平的变化情况。

本研究面板数据包含的 285 条处理组城市对中， 2008 年开通高铁线路的城市对有 1 个，2009 年开通高铁线路的

城市对有 5 个，2010 年开通高铁线路的城市对有 12 个，2011 年开通高铁线路的城市对有 12 个，2012 年开通高铁线

路的城市对有 31 个，2013 年开通高铁线路的城市对有 59 个，2014 年开通高铁线路的城市对有 49 个，2015 年开通高

铁线路的城市对有 70 个，2016 年开通高铁线路的城市对有 40 个，2017 年开通高铁线路的城市对有 6 个。

截止到 2017 年，四纵四横建设基本完成，相应未开通高铁的航线所经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都不高，因此控

制组中航线相对处理组航线的活动水平稍低。样本的整体情况如表 2 所示。1000 至 1500 公里城市对航班较多，0 至

600 公里城市对的航班数量最少。其它变量的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

57  中国民用航空局发展计划司 . 从统计看民航 2018. 北京 : 中国民航出版社 , 2019.
58  飞常准大数据 . 飞常准大数据平台 . [2019-10-2]. https://data.varifligh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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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本研究所用样本运输人数和航班次数统计值

城市对距离（公里） 观测值数 运输人数（万人） 航班数量（次）

( 城市对 * 年 )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全部样本 3620 58.20 72.65 5598.37 4215.05

0~600 280 29.78 26.12 4313.03 1770.55

600~1000 590 46.00 42.65 5118.37 2687.37

1000~1500 750 65.89 92.41 6037.91 5124.4

1500~2000 880 62.53 73.44 5731.18 4666.33

2000 以上 1120 63.17 75.02 5773.89 4181.70

控制组 770 48.01 38.69 4161.59 2696.99

处理组 2850 60.95 79.15 5986.55 4460.54

表 4  城市对和高铁相关变量统计值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城市对总人口 万人 1596.18 829.56

城市对总 GDP 亿元 15092.50 8751.07

总互联网连接人数 万人 345.59 409.02

高铁频次 次 4.02 11.11

高铁运行时间 小时 6.87 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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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2.2 所述的双重差分方法，建立起分析模型，对 2.3 中提到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将得到如下的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2.4

研究分别对高铁引入和高铁频次的影响分别进行评估，如公式（2-1）到（2-4）所示。

对高铁引入进行评估，如公式（2-1）和（2-2）所示：

 
           （2-1）

     （2-2）

其中 FreqAvi 为航线的运输航班次数，TGDP 表示城市对的 GDP 之和，TPop 为城市对人口之和，

TInt 为城市对连接互联网总人数，HSRIntro 表示高铁是否引入，Dyear 控制时间的固定效应，DRoute
控制线路的固定效应，i 表示各城市对和航线，t 表示样本所包含各期。公式中 α4 表示高铁对民航运

输航班次数的平均替代效应。运输人数的回归模型与运输班次相类似，QuantityTrans 表示线路每年的

运输人数。β4 表示高铁对航线运输人数的平均替代效果。本研究最关注的系数为 α4 和 β4。

对高铁频次的影响分别进行评估，如公式（2-3）和（2-4）所示。

其中 HSRFreq 为城市对间每天运行的直达高铁次数。公式（2-3）和（2-4）反映了高铁便捷程度

对其替代效应的影响。

 
           （2-3）

    （2-4）

本研究引入交互项，基于特定高铁线路沿线、不同城市对距离下航线、不同高铁运行时间范围下

的内陆航线和沿海航线展开异质性分析，分析不同运输距离下高铁运输的相对竞争力，如公式（2-5）
和（2-6）所示： 

                （2-5）

 

   （2-6）

其中 Dum 在某特定线路符合设置条件时取值为 1。例如，Distance 和 Time 分别表示城市对中高

铁的运行距离和运行时间，Dum（Distance>1400）即在城市对间高铁运行距离超过 1400公里时取值为 1，
不足 1400 公里时取值为 0；Dum（Time>4）即在城市对间高铁运行时间超过 4 小时时取值为 1，不足

4 小时时取值为 0。α4 和 α6 分别为本研究最关注的系数，分别表示高铁引入对民航运输水平的替代效

果以及线路满足某一特定条件时的额外替代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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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体结果

2008 至 2017 年间建设完成的四纵四横高铁引入对对应覆盖城市的航班次数和运输人数的平均影响分别为 28.7%
和 31.8%。高铁频次的提高将显著减少民航线路客运量。

高铁引入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即高铁引入当年产生的效应有限，主要会在后续 2 至 3 年内产生明显的影响。

高铁产生的影响更趋明显且随时间变化而逐渐提高，在高铁引入两年之后高铁引入会使得对应覆盖城市的航班次数

和运输人数分别减少约 40%，高铁引入当年对对应覆盖城市的民航运输班次和运输人数的替代效果约为 30%。

 （2）高铁线路运行时间对其竞争力的影响

高速铁路运行时间过长会影响乘客的体验和增加旅客的出行时间成本，进而影响消费者的出行选择。

当高铁运行时间超过 4 小时和 6 小时时，高铁产生的影响依然显著，然而其对民航活动水平影响的比例有所下降，

4 小时以上和 6 小时以上的高铁线路对应覆盖城市的民航线路航班次数受影响比例分别约为 17.6% 和 13.5%，对运输

人数的影响分别为 14.8% 和 11.8%。

按照城市对间高铁运行时间划分，以 2 小时为一个阈值，分析不同高铁运行时间范围内高铁对民航运输班次的

影响。

在 2至 4小时内，高铁影响最为明显，高铁对对应覆盖城市的民航航班数量的影响为 75.3%。4至 6小时、6至 8小时、

8 至 10 小时和 10 小时以上高铁对对应覆盖城市的民航班次的影响分别为 42.3%、12.8%、10.8% 和 5.5%。可以看出，

超过 10 小时的高铁线路对对应覆盖城市的民航班次的影响不显著，降至 10% 以内。整体来看，具有显著影响的高铁

运行时间范围是 6 小时以内，对应于约 1500 公里以内的运行范围，在 500~1500 公里运行范围内高铁和民航的竞争较

激烈。举例来说，这一运行范围内的欧洲城市间距离有柏林到巴黎距离（约 1100 公里），或者柏林到慕尼黑距离（约

600 公里）。

民航运输人数的分析结果与航班班次结果类似。五种运行时间段内，高铁对对应覆盖城市的民航运输人数的替

代比例分别为 83.5%、62.4%、15.2%、13.1% 和 11.1%。

 （3）高铁线路运行距离对其竞争力的影响

随着高铁运输距离的增加，其在城间客运市场中的占比将随之下降。高铁距离较长也会使得高铁吸引力下降，

高铁在较长距离的城间客运中处于劣势。

可将距离划分为 0~600 公里、600~1000 公里、1000~1500 公里和 1500 公里以上。四种距离范围下高铁对对应覆

盖城市的民航航班次数影响的比例分别是 71.8%、56.4%、24.5% 和 9.9%。当距离超过 1000 公里时，高铁的竞争力下

降明显。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铁运输距离在 1000 公里以内时竞争力很强，对民航运输的替代效果显著，但是超出 1400
公里后高铁的替代效果明显减弱。

 （4）高铁地理区位对其竞争力的影响

研究表明，西部到东部航线受影响低于全国的水平，可能原因是沿江通道建设较早，运行速度较慢，动车组在

长距离运输中没有优势。中部到西部航线受高铁影响程度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对应航线的民航运输班次和运输人

数受高铁影响的比例分别为 25.2% 和 42.1%。

中部到西部和西部到东部的线路对旅客是否选择民航出行的影响不大。一方面，高铁网络集中在东部地区，中

部和西部的线路数量有限；另一方面，运输距离较长的情况下高铁对民航的替代比例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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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高铁发展对民航客运的影响的展望2.5

 （1）八纵八横实施后的影响

随着中国高铁发展规划的逐步实施，高速铁路覆盖的机场数量将进一步增加，覆盖区域也将进一步扩大。

从四纵四横线路发展到八纵八横线路，新增覆盖机场数量为 69 个（四纵四横已覆盖机场数量为 71 个）。新增

覆盖的机场仍以东部和中部地区为主，西部地区的机场较少。

未来高铁规划对民航客运的影响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1）新增覆盖的机场与现已覆盖机场之间构成的民航线路，可能因高铁引入而出现运量减少；

（2）新增覆盖机场之间的航线可能受到影响；

（3）原有线路提速缩减城市对之间到达时间，可能进一步减少对应线路运量。

对新增覆盖机场与现有机场之间的民航线路和新增覆盖机场之间构成的民航线路的运量进行统计如表 4 所示。

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我们参考 2.4 部分的分析结果，假设运行时间为 0~4 小时、4~6 小时、6~8 小时、8~10 小时和

10 小时以上高铁开通运行对对应覆盖城市的民航客运航班数量替代效果分别为 75%、42%、13%、11% 和 6%。

新覆盖机场共涉及 834 条当前已开通的国内客运航线，这些航线对应高铁运行时间以 0~8 小时为主。以 2018 年

航班统计数据为依据，0~4 小时、4~6 小时、6~8 小时和 8~10 小时可能分别减少 17.4、12.8、4.5 和 1.3 万次航班，总

体替代 36.6 万航班，对 2018 年的所有航班的整体替代率为 8.8%。从航班分布来看，72.3% 的航班为连接东部区域的

航班。

表 5  以 2018 年航班数量统计为基础测算八纵八横引入的可能影响

运行时间 替代效果 涉及航线数量 涉及航班数量 被替代航班数量

0~4 小时 75% 205 232579 174434

4~6 小时 42% 243 303884 127631

6~8 小时 13% 225 349898 45487

8~10 小时 11% 101 119302 13123

10 小时以上 6% 59 85373 5122

另八纵八横高铁规划下部分已有线路将会更新提速。高铁提速后沿江通道和沿海通道受影响线路为 64 条，其中

5 条线路将在提速后运行时间缩短至 4 小时以内。在同样的替代率假设下，以 2018 年民航客运统计数据为例，高铁

提速将额外替代 2.4 万航班，对 2018 年的所有航班的整体替代率再增加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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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万人口以上城市均实现高铁通达后的影响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均实现高铁通达后，高铁将几乎覆盖所有机场。若以 2018 年航班统计数据为依据，0~4 小时、

4~6 小时、6~8 小时和 8~10 小时可能分别减少 51.3、33.1、11.2 和 7.6 万次航班，总体替代 108.7 万航班，对 2018 年

的所有航班的整体替代率为 26.2%。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6  以 2018 年航班数量统计为基础测算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后的影响

运行时间 替代效果 涉及航班数量 被替代航班数量

0~4 小时 75% 683393 512545

4~6 小时 42% 787143 330600

6~8 小时 13% 864389 112371

8~10 小时 11% 686863 75555

10 小时以上 6% 938623 56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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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高铁发展替代民航带来的减排效果测算2.6

未来高铁发展规划下民航客运航班被替代后将协助民航减排，结合航线级数据、各机型的起飞能耗、巡航距离、

巡航能效等参数，将对 2018 年民航运行状况发现变化进行预测，从而可以测算高铁规划下的减碳效益。

八纵八横通达新覆盖的航线中，以窄体客机和支线客机为主。窄体客机执飞比例为 88.2%，考虑各机型的能效和

飞行距离，在对巡航能效进行修正后，高铁带来的节能减排效益如表 6 所示。

以 2018 年航班情况来看，0 至 4 小时、4 至 6 小时、6 至 8 小时、8 至 10 小时和 10 小时以上受影响航线的能耗

情况分别是 4.2、20.1、13.4、17.2 和 7.2 万吨航空煤油，合计每年减少直接碳排放为 187.8 万吨。由于未来民航客运

需求还会进一步增加，因此此处所得出的减排效果分析结果相对保守，八纵八横高铁线路实际建成时的减排效果应

高于该测算结果。

与之类似，50 万人口城市高铁通达之后，高铁产生的合计每年的节能减排效果为 208.9 万吨航空煤油和 631.1 万

吨直接碳排放。

表 7  八纵八横高铁线路影响航线

运行时间 替代效果
节能效益

( 万吨航空煤油 )
CO2 减排效果

（万吨）

0~4 小时 75% 4.2 12.8

4~6 小时 42% 20.1 60.7

6~8 小时 13% 13.4 40.6

8~10 小时 11% 17.2 52.0

10 小时以上 6% 7.2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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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2.7

分析 2008 至 2017 年间高铁引入对中国民航客运的影响，对不同距离范围、不同运行时间范围的高铁对民航运输

水平的替代情况进行测算。并以 2018 年为基础，预测了八纵八横开通后和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后中国民航

整体的受影响程度。

主要结果包括：

（1）2008 至 2017 年间高铁引入对民航客运的影响显著为负，整体来看高铁引入将使得对应覆盖城市的民航客

运航班数量和运输人数减少 28.7% 和 31.8%；

（2）高铁运行时间在 4 小时范围内时其竞争力最强，对对应覆盖城市的航线的民航客运的打击是致命性的，民

航客运航班数量和运输人数因此减少了 74.2% 和 82.5%。超过 8 小时运行时间的高铁线路对对应航线的民航的影响趋

于不显著；

（3）高铁自身竞争优势明显的区域为 6 小时以内，对应于约 1400 公里以内的区域。1400 公里以内民航客运受

高铁影响极为显著；

（4）八纵八横将新增覆盖 69 个国内机场，可能每年替代 36.6 万航班，带来 8.8% 的航班替代率；高铁提速将额

外替代 2.4 万航班，额外增加替代率为 0.7%。50 万人口城市通达后可能替代 2018 年水平上总计 26.2% 的民航客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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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上海高铁

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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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基本情况3.1

本章将进行案例研究，运用全生命周期分析（LCA）方法定量测算北京 -- 上海高铁线路的全生命周期低碳特性 59。

高铁的建设和运行都产生相应的能耗和温室气体。开展高铁交通全生命周期的能耗和碳排放分析，可以客观评

价高铁交通是否低碳节能。

京沪高速铁路全长 1318 千米，共有 24 个车站，设计最高速度为 380 千米 / 小时。该高铁年累计发送旅客量 2 亿

人次 60。

本文将按照图 4 所示分为三个周期（基础设施周期、高铁列车周期和运营周期）进行计算，其中把运营周期提

取出因为运营期时间跨度大，产生能耗和碳排放主要来自高铁列车运行用电，客流量和旅客运送量都会对用电量产

生很大影响。

图 4 高铁生命周期研究边界划分

高铁的基础设施周期主要包括六个子工程：路基建设、桥涵建设、隧道建设、轨道建设、电气化系统建设和高

铁站建造。

高铁列车周期主要包括高铁生产制造、高铁日常维修和高铁报废处理三个阶段。

高铁运营周期的能耗和碳排放主要来自高铁列车运行和高铁站日常运营，可用客运周转量来衡量此周期高铁交

通的活动水平。

由公开信息可以得到京沪高铁六个子工程的具体工程量：其中路基长度为 464 公里，桥涵长度约为 1160 公里，隧

道长度为 16 公里，全线无砟轨道铺设长度约为 1200 公里，铺设有砟轨道 366 公里，电气化系统沿线路全程铺设 61。

59  此文的具体信息，可参考：Wang Y, Zhou S, Ou X.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 life cycl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CO2 
     emissions analysis model for high-speed railway transport in China. Advances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2021, 12(2):  
     270-280.
60  王兰 , 王灿 , 陈晨 , 顾浩 . 高铁站点周边地区的发展与规划——基于京沪高铁的实证分析 . 城市规划学刊 , 2014(04):31-37.
     交通运输部 . 2018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 中国交通报 , 2019-04-12(002).
61  赵勇 , 田四明 . 截至 2018 年底中国铁路隧道情况统计 . 隧道建设 ( 中英文 ), 2019, 39(02):324-335.
     付博音 . 高速铁路生命周期能耗与碳排放研究 . 石家庄铁道大学 , 2017.

原材料生产加工 建筑材料运输 基础设施建造 日常运营使用 更换改造

车辆运行
零部件与
整车制造

基础设施

材料生产加工运输 列车报废处理

运营高铁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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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数据和假设3.2
结合实际情况，可以提出一个京沪高铁运行情况的假设。主要使用到的关键数据和假定如表 7 所示，假设京沪

高铁全部使用 CRH380B 列车，CRH380B 列车拥有 16 车厢（2 列 8 车厢列车相连），车重 980 吨，满载人数 1060 人（含

乘务员），人均重量 100kg（含行李）。列车平均使用寿命 20 年，在使用年限内需要接受维修。列车运行目标速度

为 300 公里 / 小时，平均满载率 80%，列车单趟平均行驶距离 900 公里，每年完成旅客运送量 2 亿人次的运载任务，

列车每天运行一个往返（共计 1800 公里）。假设高铁站日常运营的能耗和碳排放全部来自电能的使用，高铁站日常

运营的用电量与旅客运输量有关，采用列车运行用电量的 6% 进行估算 62。

表 8 研究案例主要参数取值表

参数 列车平均行驶距离 目标速度 平均满载率 总重量（车重 + 人重） 年旅客发送量

单位 公里 公里 / 小时 % t 亿人次

取值 900 300 80 1064.8 2

参数 平均站间距 列车使用寿命 高铁站运营用电与高铁列车运行用电比值

单位 公里 年 %

取值 57.3 20 6

高铁运输单耗的含义是单位质量高铁列车行驶单位距离的平均用电量（单位 kWh/t·公里），按照表 7 参数计算，

得到京沪高铁列车修正后客运周转量单耗 445.7kWh/ 万人·公里，将用作后续高铁交通运输模式的能耗和碳排放强度

的测算。

结合京沪高铁建设期建筑材料使用清单、高铁建设期运输施工阶段能源物资使用清单，以及高铁运营周期 100
年计算周期内轨道需要更换一次、电气化系统需要更换 4 次等信息，可以测算出基础设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如表 8
所示。

表 9 京沪高铁基础设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量

阶段 能耗 /MJ 占比 /% 碳排放 /kgCO2e 占比 /%

原材料生产 2.082×1011 63.20 3.158×1010 75.43

运输施工 5.215×1010 15.83 4.464×109 10.66

更换改造 6.906×1010 20.97 5.824×109 13.91

合计 3.294×1011 100 4.187×1010 100

62  Yue Y, Wang T, Liang S, et al.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High Speed Rail in Chin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15, 41:367-376.
     许宗芳 , 李江涛 , 许钟匀 . 京沪高速铁路运营后有关问题回顾分析和思考 . 铁道经济研究 , 2019(04):18-20+24.
     陈进杰 , 王兴举 , 王祥琴 , 等 . 高速铁路全生命周期碳排放计算 . 铁道学报 , 2016, 38(12):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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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铁使用的CRH380B列车为 16车厢（2列 8车厢列车相连），设定车重 980吨，满载人数 1060人（含乘务员），

每辆车服役 20 年，在使用年限内需要接受维修。根据 2015 年的一项研究 63，可以折算出每辆高铁列车在其生产制造、

维修、报废阶段的材料清单，并可以计算出一辆高铁列车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如表 9 所示。

表 10 京沪高铁高铁列车周期能耗和碳排放

阶段 能耗 /MJ 占比 /% 碳排放 /kgCO2e 占比 /%

车辆制造 9.685×107 42.55 8.620×106 48.16

车辆维修 1.307×108 57.45 9.279×106 51.84

车辆报废处理 8.854 0.00 5.536 0.00

合计 2.276×108 100 1.790×107 100

63  Yue Y, Wang T, Liang S, et al.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High-Speed Rail in China.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2015, 41:36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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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3.1 中提到的图 4，采用分析模型，对 3.2 中提到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将得到如下的分析结果。

分析结果3.3

利用终端能源和物料的使用量、运输量和能耗、碳排放双排放因子进行计算，高铁交通全生命周

期总能耗 Q、总碳排放 C 和基于单位运输服务量 ( 人 · 公里 ) 的能耗 q、碳排放 c 的计算公式如式 (3-
1)~(3-4) 所示：

                                                            (3-1)

              (3-2)

                                      (3-3)

   
              

                         (3-4)

其中， mijk 为在周期 j 中的阶段 k 里所使用的终端能源、物料或运输方式 i 的使用量（含损耗）， 
ρi(t) 为 i 在 t 时期的一次化石能耗因子，σi(t) 为 i 在 t 时期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服务总量 S 代表高铁

交通全周期提供的运输服务量（单位人公里）。

对于高铁运营周期，因为具体用电量清单无法获取，可按公式 (3-5)、(3-6) 进行估算高铁运行耗

电带来的能耗和排放。

            (3-5)

         (3-6)

其中 qi(t) 表示 t 时高铁列车 i 的运输单耗（单位 kWh/ 万人公里），L 高铁列车平均行驶距离， 
N(t) 为 t 时期高铁列车 i 的载客人数，χe 为电能的一次化石能耗因子（单位 MJ/kWh）；δe 为电能的碳

排放因子（单位 kgCO2e/kWh）。

基于中国现有的能源（60% 左右的煤炭）和电力结构（70% 左右的煤电）进行测算，如表 10 和图 5 所示，运营

周期贡献了 90% 左右的能耗和碳排放，基础设施周期和高铁列车周期各贡献了 5% 左右的能耗和碳排放。

将计算结果除以总旅客发送量，得到高铁交通的单位运输服务量的全生命周期分析结果：能耗 0.423MJ/ 人·公里，

GHG 排放 0.0384 kgCO2e/ 人·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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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全生命周期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案例分析结果

（京沪高铁线建设期和 100 年运营期）

单位
阶段

合计
基础设施 高铁列车 运营

能耗 MJ 3.50×1011 3.80×1011 6.88×1012 7.58×1012

碳排放 kgCO2e 3.87×1010 3.02×1010 6.22×1011 6.93×1011

能耗占比 % 4.6 4.99 90.41 100

碳排放占比 % 5.61 4.37 90.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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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

碳排放（x1010kg）

高铁列车 运营

图 5 京沪高铁全生命周期能耗和碳排放情况

研究也发现，随着供电电力结构的清洁化发展，电能的能耗因子和碳排放因子相应降低，高铁交通的生命周期

能耗和碳排放将会显著下降。

随着满载率上升，高铁交通提供单位运输服务量的能耗和碳排放量大致呈现倒数式下降。满载率较低时，随着

满载率改变，结果变化很大，满载率超过 80% 之后，变化趋于缓和。如果高铁列车长期在较低的满载率下（<40%）

运行，就很难达到预期的节能减排效果，当满载率在 90% 以上时，再提高满载率带来的边际收益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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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与其他交通方式的碳排放表现对比3.4

基于运输服务量分析不同交通方式的能耗、GHG 排放情况，结果如图 6 所示。实现同样的人公里出行服务，高

铁交通的碳排放分别是航空、汽油车、柴油车、电动汽车、公交的 0.10、0.24、0.26、0.32、0.38 倍。我们可以看出高

铁交通具有明显的节能减碳优势。

高铁交通能实现节能减碳与其载客量较大、电能转化效率高有关。高铁提供单位客运周转量的能耗明显高于普通

列车，因为高铁列车的运行速度远大于列车。高铁的碳排放结果与普通列车比较接近是因为普通列车中的内燃机列

车使用的为化石燃料，单位能耗的碳排放系数高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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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交通方式全生命周期能耗、碳排放

64  Tianduo Peng, Sheng Zhou, Zhiyi Yuan, et al. Life Cycle Greenhouse Gas Analysis of  Multiple Vehicle Fuel Pathways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2017, 9(12):2183.
     Alexander Bigazzi, Comparison of  marginal and average emission factors for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modes, Applied   
     Energy, Volume 242, 2019, Pages 1460-1466.
     张铁映 . 城市不同交通方式能源消耗比较研究 . 北京 : 北京交通大学 , 2010.
     Dimoula, V., F. Kehagia, and A. Tsakalidis, A Holistic Approach for Estimating Carbon Emissions of  Road and Rail Transport    
     Systems. Aerosol and Air Quality Research, 2017. 16(1): p. 61-68.
     Feng, X., Optimization of  target speeds of  high-speed railway trains for traction energy saving and transport efficiency    
     improvement. Energy Policy, 2011. 39(12): p. 7658-7665.
65  常远 . 中国高铁全生命周期环境影响研究报告 . 北京 : 中央财经大学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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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3.5

采用生命周期分析（LCA）方法，高铁全生命周期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模型。以京沪高铁为例，测算了高铁交

通全生命周期提供单位运输服务量（人·公里）的一次化石能源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

通过研究发现：

（1）基于中国现有的能源（60% 左右的煤炭）和电力结构（70% 左右的煤电）进行测算，京沪高铁全生命周期

的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为 0.4MJ/ 人·公里和 40 gCO2e/ 人·公里；

（2）高铁交通是一种具有突出节能减碳效益的交通方式，对于单位运输服务量，高铁交通的碳排放分别是航空、

汽油车、柴油车、电动汽车、公交的 0.10、0.24、0.26、0.32、0.38 倍；

（3）未来供电电力结构清洁化和高铁满载率提升可以进一步发挥高铁节能减碳特性。



◆ 第四章 ◆
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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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发展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多维度的深远影响4.1

中国高速铁路网络发展迅速，得益于科学规划与良好的运行管理，为人民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改变了城

市间交通的可达性，增加了民众出行选择，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但也带来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影响，值得进行

经验借鉴和深入分析。

（1）中国高铁发展长远规划的制定和修订，

确保了高铁建设的长期稳定性，强调高铁交通成

网发展，并实现与普通铁路、城市交通的互联互

通的集成式建设，保障了高铁交通的高效利用。

中国高铁的开通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既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相邻城市两地居民跨城消费、

工作和经营往来的需求，对于城际出行行为产生

影响，也加速了生产要素在相邻城市间的流动，

推动了资源共享和跨界融合发展；高铁还极大地

改变了各条线路上所有站点城市的交通可达性，

对城市群的区域发展产生明显的时空压缩效应。

（2）高铁的飞速发展对交通运输市场产生了

重要影响，对包括道路客运、普通铁路客运、航

空客运市场格局都产生了明显的重构效应。高铁

的发展趋势在于锚定高客流量、中等出行距离的

客运交通市场，并采取管理和技术措施，提高服务

水平，发挥高铁交通的准时、频率高、速度快的

优势。中国高铁对大巴、普通列车、飞机客运市

场挤出效应最高的出行距离区间则分别是 100~300 
公里、300~700 公里、700~1000 公里。出行距离

位于上述 3 个区间中的话，有很大比例的乘客分

别从原来的大巴、普通列车和飞机客运方式转移

到高铁方式上。另外，在 500~1500 公里运行范围

内高铁和民航的竞争激烈。举例来说，这一运行

范围内，欧洲城市间距离有柏林到慕尼黑（约 600 
公里）和柏林到巴黎（约 1100 公里）。中国部分

高铁线路开通后对相应的短距离航线的打击较大，

66  Lawrence, Martha, Richard Bullock, and Ziming Liu. 2019. China’s High-Speed Rai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 Focus. W 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10.1596/978-1-4648-1425-9.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部分航线甚至出现关停。随着高铁运输距离的增

加，其在城间客运市场中的占比将随之下降。

（3）中国高铁价格采用政府指导方式确定和

调整，整体上高铁票价水平较低。过去 10 余年高

铁客流量的迅速增长，表明了大量中国消费者愿

意选择高铁作为出行方式。未来如果需要进行价

格调整，需要找到”最佳点”价格，既保证运营

收入，也能确保与其他模式相比仍具有竞争力，

从而不会大幅减少高铁乘客量，同时也需要对高

铁和普通铁路出行服务进行分层定价，以满足不

同的乘客需求 66。

（4）高铁发展也带来包括直接经济收入和其

他广泛的经济发展影响。高铁诱发了新的出差和

旅游方面的交通出行。它能够实质性地改善部分

中小城市的交通便利性，尤其加强了与大中城市

的经济活动互动。高铁建设作为政府投资的大型

项目对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重大贡献，也带动了相

关产业的进步。它的发展也提高了就业率，增加

了人民收入，改变了旅游市场。中国还通过在偏

远地区开通高铁支持了扶贫工作。

（5）高速铁路技术有力地提升了中国铁路行

业的节能减排效应，形成了绿色环保的交通大动

脉，但是在生态环境、水土利用、其他环境影响

方面，需要进行继续分析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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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铁对于民航的替代效应分析4.2

中国高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分析4.3

（1）从四纵四横线路运行情况来看，高铁引

入对民航运输量的影响显著为负，整体来看高铁

引入将使得对应的城市之间的民航客运航班数量

和运输人数减少 28.7% 和 31.8%。引入高铁对民航

航班进行替代将有助于降低民航运输需求从而助

力交通运输部门脱碳。

（2）高铁与民航竞争市场中，高铁竞争力受

运行时间的影响。高铁运行时间在 4 小时范围内

时其竞争力最强，可对竞争的民航线路造成非常

致命的影响，对应的城市之间的民航客运航班数

量和运输人数因此减少了 74.2% 和 82.5%。随着运

行时间增加高铁的影响逐渐减弱，超过 8 小时运

行时间的高铁线路对民航的影响趋于不显著。

（3）高铁自身竞争优势明显的区域为 6 小

时以内，对应于约 1400 公里以内的区域，换言之

1400 公里以内民航客运受高铁影响极为显著。

（4）八纵八横通道规划开通后将比四纵四横

线路额外覆盖 69 个国内机场，对额外 834 条航线

将造成影响。八纵八横线路的增加将使得中国高

铁线路对整体的民航航班班次的替代率额外提高

8.8%。若考虑提速产生的影响，高铁线路对整体

的民航班次的替代率将进一步增加 0.7%。50 万人

口城市高铁通达后，中国高铁线路将几乎覆盖中

国所有机场，高速铁路可能替代整体的民航班次

20% 以上。

（1）高铁交通具有突出的节能减碳特性

建立起 LCA 模型，选取具体线路——京沪高

铁——结合基础设施和高铁制造运营的物质、能

源使用消耗，实现涵盖高铁交通全生命周期各阶

段的能耗和碳排放的科学测算，将高铁交通与其

他交通方式能耗、碳排放进行对比，得到如下主

要结论：

（a）在目前中国能源和电力结构下，从全生

命周期角度来看，高铁交通是一种具有突出节能

减碳效益的交通方式。在全生命周期内，对于单

位运输服务量，高铁交通的一次化石能源能耗分

别是航空、汽油车、柴油车、电动汽车、公交的 0.08、
0.19、0.21、0.37、0.27 倍，高铁交通的温室气体排

放分别是航空、汽油车、柴油车、电动汽车、公

交的 0.10、0.24、0.26、0.32、0.38 倍。高铁交通在

节能减碳方面的优势很明显。

（b）对高铁交通全生命周期能耗和温室气体

排放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电力结构和高铁列车的满

载率。京沪高铁运营周期贡献了全生命周期能耗

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90% 以上，其中主要来自

高铁列车的运行耗电。电力结构越清洁化，高铁

列车满载率越高，能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越低。

（2）建议多方面提升高铁低碳表现

（a）大力发展高铁交通，发挥节能减碳优势。

扩宽高铁版图，改善铁路网的连接性和便利性，

提高高铁的覆盖率；提升路网质量的同时，兼顾

高铁列车升级，提高列车的效率，让高铁出行更

便捷、舒适和节能。

（b）推动高铁与清洁电力结构协同发展。继

续推广可再生能源发电，降低煤电比重，推进中

国电力结构低碳化。优化电力结构能更好地凸显

高铁交通节能减碳特性，发挥交通电气化优势，

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交通运输部门的低碳化发展。

（c）因地制宜安排班次，提高高铁满载率。

保持适当的满载率，提高高铁资源的使用效率，

做到需求和供给相匹配，推进交通部门交通节能

减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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