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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组织编

制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

标准》（CJJ/T 141—2010，以下简称

《标准》）于2010年3月31日获批，

将于 2010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对

其重要技术规定进行解读有助于

贯宣《标准》和指导建设项目交通

影响评价工作。简要介绍了《标

准》的主要编制原则以及内容要

点，并对《标准》的适用范围进行解

析。重点解读《标准》中的技术规

定，包括交通影响评价与法定规划

的关系，建设项目分类，评价启动

阈值，评价范围、年限、时段与评价

日，交通需求分析与交通影响程度

评价体系，以及交通改善措施与评

价等。最后，对《标准》的实施提出

了若干建议。

Abstract：“Technical Standards of

Traffic Impact Analysis of Con-

struction Projects” (CJJ/T 141—

2010) prepared by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

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s been approved on March

31, 2010 and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September 1st 2010. Under-

standing the key technical contents

of the standard is helpful in publi-

cizing and promoting this docu-

ment, and in guiding the Traffic Im-

pact Analysis (TIA)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

duces the main principles and key

contents as well as the scope of ap-

plication of the standard. The paper

then focuses on the key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in the standard,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IA

and statutory planning, classifica-

tion of projects, threshold, the

scope, time duration and imple-

menting time of TIA, travel de-

mand analysis and TIA evaluation

system, traffic improvement mea-

sures, and etc.. Finally, the paper

gives few suggestions on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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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简析简析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关注并解决城市规划建设中的中微观层面

交通与土地开发问题，意在提高土地开发的可操作性以及资源利用的

合理性，改善局部交通环境，是整体交通目标实现中必不可少的环节[1]。

但是，由于国内城市交通规划、交通影响评价工作实施时间较短，多

数城市交通研究技术力量欠缺，在交通影响评价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很

多问题，如评价方法粗浅、分析精度不高、评价结论的客观性不足等[2]。

因此，建立健全交通影响评价制度、规范交通影响评价技术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对城市的长远发展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建设项目交通

影响评价技术标准》 (CJJ/T 141—2010，以下简称《标准》 )正是在这

一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我国城乡规划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统一规范城市和镇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促进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

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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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要编制原则

1) 科学性与针对性。

遵从城市交通规划的客观规律，规范“能够

规范”的方面。通过调研，针对现实中的“不规

范”问题力争做到“有的放矢”。

2) 完整性与灵活性。

适应我国各类城市的特点，力争做到体系完

整、符合各种情况下使用标准的要求。基于各城

市可能存在的交通出行特征和管理程序上的差异

性，具体指标参数的选取具备灵活性，预留便于

城市操作的空间。

3) 政策性与可用性。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以下简

称《城乡规划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落实到

《标准》条文规定中。在指标选取和计算等方面，

既考虑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科学性的需要，又兼顾

各城镇的实际技术力量状况，便于交通影响评价

报告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技术过渡。

2 内容要点

1)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技术内容与要

求。提出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主要内

容，并对相关技术内容和要求进行规定，如交通

需求分析、交通影响程度评价与结论等。

2)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与其他相关规划的

关系。规范和明确交通影响评价与城镇法定规划

之间的关系，明确交通影响评价的定位。

3)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主要技术参数的规

定和要求。规定了评价启动阈值，评价范围、年

限、时段与评价日，影响程度评价指标等关系到编

制和管理等关键技术参数的定义、取值范围和推荐

值，确保编制成果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4) 规范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相关技术

术语。

3 适用范围

目前，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实践主要集中

于特大城市，这些城市机动化发展比较快，交通

拥堵严重，交通问题比较复杂，土地利用与交通

系统协调的需求迫切；同时，这些城市交通研

究、咨询的技术力量也比较雄厚，具备开展交通

影响评价工作的技术能力。但是，随着我国社会

经济的发展、居民机动化水平的提高，城市交通

问题正逐渐向中小城市和镇蔓延，亟须加强城市

建设管理、科学协调交通发展与土地利用之间的

关系。因此，综合考虑城市交通状况与发展前

景，土地开发规模和强度，总体规划、控制性详

细规划等规划基础资料的完善程度，城市具备的

交通咨询技术力量等多种因素，确定《标准》的

适用范围为城市和规划城镇人口规模在10万人以

上的镇[3]。

一方面，随着《城乡规划法》的实施和城市

建设的扩展，城镇化在国内多数城市已经超出中

心城区的范围而在市域范围内开展。中心城区以

外的镇区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城市交通问题

随之延伸，因此，城市建设和交通关系的协调不

能只局限于中心城区，需要扩展至有大规模建设

的地区。在东部沿海等地的非城镇建设用地范围

内近年也出现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交通问题也在

这些地区出现，如现代农业观光园区等对相应公

路交通系统产生的显著影响，同样需要进行交通

影响评价。上述情况可以参照《标准》。

另一方面，城市中影响到交通运行的项目施

工及交通管理措施也会对城市交通的运行产生影

响，需要开展相应的交通分析、评价工作，以确

定施工或交通管理对交通系统的影响大小，有针

对性地制定交通方案。同时，《城市规划编制办

法》 (2006年4月1日起施行)特别规定，修建性详

细规划阶段的交通分析要求采用交通影响评价的

技术方法(第 43条第 4款)，分析城市用地布局与

中微观交通系统规划之间的关系，以协调城市土

地开发规划与交通系统的建设。这些研究、分析

工作均不属于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范畴，但

研究的内容、过程、需求分析方法、采用的评价

标准等可参考《标准》。

4 重要技术规定解读

4.1 与法定规划的关系

《城乡规划法》规定，依法编制的城市和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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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规划、详细规划是城市进行规划和建设管理的

法定依据。而城市和镇交通规划(综合交通体系规

划和其他专项交通系统规划)也应纳入到城市和

镇总体规划或详细规划，成为法定的城市规划内

容。因此，《标准》明确了交通影响评价必须以城

市和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为依据进行编制。

一方面，作为以城市和镇建设项目为对象的

交通影响评价，不仅其工作对象的方案与建设要

符合法定的城市和镇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要

求，而且评价工作本身所需的评价范围内有关土

地利用、各种交通系统规划与建设等基础资料，

也应当来源于经依法批准的城市和镇总体规划和

详细规划。当评价范围内的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专项交通系统规划等非法定规划的内容与相应范

围内总体规划或详细规划的内容有出入时，应当

以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为准。当交通影响评价建

议的交通改善措施涉及相关法定规划的修改时，

也必须依法遵循法定规划调整和修改的相关程

序。例如在选址上涉及改变城市规划用地性质与

容积率等，应首先进行规划修改论证、并进行相

应的交通规划，然后按照法定程序修改城市规划。

另一方面，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属于对城

市和镇小范围地区进行的交通分析，在交通需求

分析中难以把握需要在较大范围内分析才能确定

的交通出行参数，如方向分布、过境交通等。因

此，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交通需求分析应与

法定的城市和镇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以及纳入城

市和镇法定规划的相关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专项

交通系统规划以及分区交通规划等衔接。

4.2 两阶段评价

目前城市和镇详细规划阶段的交通分析普遍

偏弱，有必要在选址阶段就对重大建设项目对交

通系统的影响进行科学分析，以便在项目建设前

期协调好土地开发与交通系统的关系。因此，按

照规划建设管理程序，对重大建设项目应在项目

论证前期即选址或土地出让阶段也进行交通影响

评价，其他项目可在报建阶段进行交通影响评

价。不同阶段的研究目的和技术要求有所差异，

《标准》就两阶段交通影响评价的启动阈值、评

价年限、范围、影响程度评价指标等做出了详细

规定。

4.3 建设项目分类

不同使用功能的建设项目，其交通出行强

度、出行方式构成以及出行时间分布等特征均有

较大差异，相应的，对周边交通系统的影响也不

同。因此，在交通影响评价工作中需要对建设项

目进行分类，以便于规划管理和确定各类别建设

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启动阈值、评价所需的各种

指标及参数[4]。

目前国内还没有依据交通特征的建设项目分

类，《标准》根据用地类型、建筑物使用功能和各

地建设项目交通出行特征，参考国内外交通影响

评价中对建设项目的分类，并结合城乡规划建设

主管部门目前执行的用地分类、建筑分类以及各

地停车配建指标中的建设项目分类等，将建设项

目分为大类、中类和小类。

《标准》中依据用地类型和建筑物使用功能确

定了11个大类，并结合各大类建设项目的交通特

征给出了推荐的中类划分，要求城市和镇应在此

基础上，按照本地建设项目的实际交通出行特征

进行建设项目的中类和小类划分，并应通过分类

调查确定不同类别建设项目的出行率等出行参

数。这样，既实现了建设项目分类向上与用地分

类的衔接、便于管理部门操作，也实现了向下与

建筑分类衔接，同时兼顾了技术上的共性以及各

城市可能存在的交通出行特征上的巨大差异，以

满足交通分析的需要。

4.4 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

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即建设项目是否需

要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的门槛条件。理论上，新建

项目或城市土地利用变更都将改变交通状况进而

影响交通设施的运行水平。但是，不分巨细对所

有开发建设都进行交通影响评价会增加不必要的

城市建设成本。因此，一般情况下应选择部分对

交通系统影响较大的建设项目实施交通影响评

价，即通过设定阈值来筛选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

价的建设项目，对于阈值以下的建设项目不进行

交通影响评价。实际应用中，评价启动阈值是城

市主管部门决定土地开发项目是否需要进行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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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的依据，以城市的规划管理规定等形式

出现，因此要求阈值是明确的，并且在同一地区

是统一的。

交通影响评价启动阈值同样按照选址阶段和

报建阶段进行确定。阈值取值过程中，《标准》充

分研究国内已经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城市的阈值确

定情况，以及目前各地建设项目的构成与分布，

既与部分城市现有的管理规定基本兼容，又易于

向中小城镇推广。阈值指标充分考虑了我国城市

与交通的多样性，给出了不同规模城市不同区位

建设项目的阈值取值范围，并为城市交通与城市

发展情况特殊的城市进行阈值调整预留了接口。

4.5 评价范围、年限、时段与评价日

进行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工作，首先要明

确评价范围、年限、时段与评价日。《标准》根据

建设项目新生成的交通需求以及周边交通状况确

定评价范围，根据城市和镇的规模、建设项目的

规模和分类确定评价年限，并在相关研究基础

上，给出针对不同城市规模、不同项目类型便于

操作的明确规定。交通影响评价的范围、年限同

样也考虑了两阶段评价的要求，提出针对选址与

报建阶段的指标。

为保证交通影响评价的交通需求预测资料准

确、可靠且易于获取，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年

限不宜超过正在执行的城市和镇总体规划的目标

年限。因此，当建设项目正常使用第 5年超出了

正在执行的城市和镇总体规划的目标年限时，宜

用城市总体规划目标年限作为交通影响评价年限。

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的出行时间分布特

征(如高峰日、高峰时段等)往往与背景交通需求

不一致。为评价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

的最不利影响，《标准》根据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

和背景交通的需求特征，综合考虑不同交通方式

的影响，选择对交通系统最不利日和时段作为建

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的评价日和评价时段。评价

日的选择方面，按工作日与非工作日分别叠加评

价时段的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与背景交通需

求，如果可以明确判断建设项目周围交通系统交

通负荷最大日，选择该日为评价日；如果难以判

断，则应对工作日和非工作日进行分别评价。在

评价时段的选择上，当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

与背景交通需求的高峰时段基本重合时，采用建

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高峰时段作为评价时段；

当两者不重合时，应分别对两个高峰时段进行评价。

4.6 交通需求分析与影响程度评价体系

交通影响评价作为建设项目规划方案审批程

序中的重要环节，是规划阶段向建设阶段过渡的

最后一个环节，是在明确了具体项目使用功能与

规模情况下的交通分析，其所关注的交通问题涵

盖了评价范围内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尤其

是评价范围内比较细节的交通问题，如信号配

时、车道划分等。在交通需求分析技术方法上，

仅采用宏观交通分析难以完全评价交通影响程度

和交通改善效果，因此，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

在交通分析的深度和指标上应与分析的目的相适

应，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交通分析方法，评

价指标的选取也需要满足微观分析的需要。

交通影响程度的评价结果是判断项目实施对

交通系统的影响程度以及提出改善措施的重要依

据，也是相关管理部门对项目方案进行最终决策

的基础，是交通影响评价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

环节。交通影响程度判定标准的确定，没有照搬

国外仅仅针对机动车进行评价的方法与指标体

系，而是进行了大量国内城市实地调研以及国内

外相关资料的对比分析，充分考虑了国内不同地

域城市发展差异大、交通构成复杂的特点。

在评价方法、指标、内容上，根据我国城镇

的交通特点和交通工程研究成果，以多种交通方

式评价为核心，形成包含机动车、公共交通、自

行车、停车、步行多种交通系统评价指标的评价

体系，以适应不同类型城市、不同类型建设项目

的评价要求。尤其是根据公交优先的交通发展战

略，在评价体系中提出了以剩余载客容量为基础

的公共交通系统评价指标。

4.7 交通改善措施与评价结论

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产生显著影

响时，意味着必须对评价范围内的交通系统进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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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交通改善措施应根据建设项目对评价范围

内不同交通方式和不同地点动、静态交通的影响

程度，针对相关交通设施和交通组织(包括内部交

通和出入口)，提出可降低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

求影响的改善方案与措施。

《标准》明确规定了建设项目交通系统运行指

标可接受的条件。如果实施交通改善措施后仍然

不能把建设项目新生成交通需求对评价范围内交

通系统的影响降低至可接受范围，则应对建设项

目的选址或报建的规模、使用功能等提出调整

建议。

《标准》对交通影响评价报告内容进行了规

定，包括建设项目概况、评价范围与年限、评价

范围现状与规划情况、现状交通分析、交通需求

预测、交通影响程度评价、交通系统改善措施与

评价，以及结论及建议。结论及建议应包括评价

结论、必要性措施和建议性措施。评价结论应明

确项目建成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的影响程度，

明确交通改善后建设项目交通影响是否可接受，

以及是否需要对建设项目的选址和(或)报审方案

进行调整；必要性措施是保证建设项目交通影响

可接受的前提条件；建议性措施包括对建设项目

内部或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推荐采取的措施与方

法。对评价范围内交通系统影响为显著影响的建

设项目，应明确必要性措施。

5 相关建议

《标准》编制是在大量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的基

础上完成的。但是，交通影响评价在中国仅有 10

余年的经验，同时，由于我国地域广大，各城市

情况复杂，还需要根据今后实践积累经验，进一

步核准参数，完善修订。总结编制工作经验，提

出以下建议：

1) 目前国内还没有针对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

价工作的管理条例，各地不同的管理程序对交通

影响评价的要求也不尽相同，影响了评价工作的

开展，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尽早出台相关管理规定。

2) 对比国外研究成果，《标准》未能提供完备

的出行率指南等资料。一方面是由于交通影响评

价的经验数据积累不足；另一方面，各城市在一

些具体参数选取上差异较大。因此，需要各城市

依照《标准》的要求，在加强交通调查积累的同

时，制定相应的技术细则，以规范评价中出行率

参数的选取。

3) 《标准》坚持“以人为本”的规划设计思

想，强调了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交通等的交

通影响。但是，国内既有交通工程研究偏重于机

动车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关于公共交通、自行

车和步行交通，《标准》中采取了实用性的规定，

还有待交通工程技术上的进一步创新。

4) 交通影响评价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工作，

国内部分城市的技术力量不足，为有效推广交通

影响评价、形成合理的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的关

系，还需加快与《标准》配套的技术手册和相关

软件的编制，并加强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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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数值范围表示方法说明

从A到B (A≤X≤B)：A~B；

超过A到B (A<X≤B)：>A~B；

至少A不足B (A≤X<B)：A~<B；

超过A不足B (A<X<B)：>A~<B。

以年龄为例的连续性数据表示方法：0~10，

>10~20，…，>50~6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