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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区域交通一体化迫切需要开展区域交通模型研究，而传统交通模型建模方法在数据基

础、调查方法上的不适用性造成区域交通模型的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层面。打破传统的交通建模基础

数据需求，明确多层次空间模型体系，依托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数据，铁路、水运、航空等监测数据

构建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阐述在有限基础数据的背景下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框架、路网设置特

点、交通分区方法、出行频次模型、目的地选择模型、区域货运模型等建模的关键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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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突破

行政边界、谋求区域一体、优化城市分工成

为城市规划未来发展趋势。城市空间结构正

在由单个城市向城市群、都市圈等区域组团

形态演变，而区域交通系统是区域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支撑与有力保证。由于区域交通系

统规划、重大区域交通设施规划建设、区域

交通系统节点重点改善等项目具有影响范围

广、投入资金大的特点，构建区域交通模型

为其提供科学的定量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11 区域交通模型研究现状区域交通模型研究现状

国际城市开展了大量区域交通模型建设

的研究与实践，而中国的相关研究整体较

少。为分析区域出行特征，预测出行需求，

掌握主要城市之间的交通量及公路、铁路、

航空等交通方式的出行分担率，评价已有交

通设施运行效果，美国多个州建立了州际交

通模型，包括纽约州[1]、加利福尼亚州[2]、威

斯康星州 [3]、俄亥俄州 [4]、佛罗里达州 [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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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瑞士等国家建立了覆盖全国的交通模

型[6-7]。此外，为评估新建或规划区域交通项

目的效益，美国、日本等国家也开展了区域

交通需求专项研究，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湾区

高铁客流及收益预测研究，日本评估连接东

京、名古屋、大阪的东海道新干线的城际交

通需求预测模型。

中国交通研究起步相对较晚，对区域交

通需求研究成果较少。文献[8]以深圳市交通

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城市对外出行调查方

法、对外出行需求模型、需求预测的决策分

析等进行探索与研究；文献[9]介绍了区域与

城市交通模型整合的方法流程，从理论上论

述了区域交通模型的建模思路；文献[10]对

省域模型的功能进行了详细论述。但在工程

实践中，中国尚无覆盖省域或类似范围交通

模型的成熟研究成果。

国内外对于区域交通建模方法主要有传

统的四阶段集计交通模型与基于离散数据的

非集计模型两类。四阶段模型是应用最为普

遍的交通需求预测方法，但存在集计偏差、

对外部条件变化敏感度低等固有缺陷，特别

是在分析不同于城市通勤出行的区域交通方

面存在更大的不适应性。而非集计模型拥有

诸多集计模型无法比拟的优点，被日益广泛

应用于城市交通模型与区域交通模型研究，

以出行频次模型、目的地选择、方式选择、

路径选择替换原有的四阶段模型，从个体、

家庭角度进行精细化模型分析。但非集计模

型需要大量翔实的基础数据，数据的获取难

度极大地限制了该方法的实践应用。

22 区域交通模型建设挑战区域交通模型建设挑战

区域交通模型在构建过程中面临模型体

系架构、研究方法与数据基础等问题。

22..11 确定区域交通模型的功能及不同空确定区域交通模型的功能及不同空

间层次的模型体系间层次的模型体系

交通模型逐步由单一层次向区域，城市

宏观、中观、微观等多个空间层次发展。因

此，确定模型功能及厘清模型架构，特别是

区域交通模型与城市交通模型的关系，是研

究区域交通模型构建的基础与前提。区域交

通模型研究主要可分为两类：

1）构建涵盖城市交通模型的一体化区

域交通模型，区域长距离出行、城市日常出

行均为研究对象。例如，美国依据距离将出

行分为短距离、长距离出行，前者主要为日

常出行，采用传统城市交通模型的建模方

法；后者多为商务、探亲等低频次出行，采

用出行频次等非集计模型。

2）区域交通模型、城市交通模型等多

个层次交通模型为相互独立的模块，其研究

侧重各不相同。例如，日本针对城际轨道交

通、高速公路等区域交通设施的规划、建

设，构建针对性的区域交通模型。

22..22 确定适合中国的区域交通模型确定适合中国的区域交通模型

研究对象方面，交通模型可分为基于人

(物)与基于车的模型(见表1)。前者对于社会

经济、交通供给、交通政策等因素变化具有

更强的敏感性，对现实的拟合度更好，建立

的交通模型更为准确、合理，体现在交通需

求预测的全过程，特别是交通方式划分。但

基于人(物)的模型需要翔实的基础数据，且

建模相对烦琐复杂。后者则多应用于公路模

型，可通过简单的增长率法、回归模型进行

交通生成预测，依托基础年OD矩阵进行简

易的交通分布预测，建模简单、基础数据需

求低。相较于基于人(物)的模型，基于车的

模型难以呈现准确的交通分布与方式划分。

研究分区尺度方面，根据行政区划可分

模型类型

分析单位

分析角度

建模方法

适用条件

基于人(物)的模型

人员、货物

从出行源头分析出行，对社会经济等敏感

基于出行与基于活动的出行需求模型

数据较完备；
建模较复杂烦琐，适用性较广；

考虑各种出行方式分担率发生变化的情况

基于车的模型

车

仅分析出行过程

交通生成、分布仅适用简单的增长率模型，难以
进行方式划分

数据少，精度较低；
建模简单，适用于公路模型；

区域内无新开通轨道交通、大运量公共汽车等交
通方式，各类出行方式分担率变动较小

表1 基于人(物)的模型与基于车的模型比较

Tab.1 Comparisons of person/goods-based model and vehicle-based model

资料来源：文献[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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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城市级、区县级、街镇级或更小尺度。从

应用角度考虑，城市通常不适合作为研究分

区单元。区县级与街镇级分区尺度各有利

弊：长途汽车客运站、火车站等基本以区县

为单位配置，且分区数量少、参数标定简

单、运算效率高；基于街镇分析可与城市交

通模型分析结果衔接，且可对发达地区、欠

发达地区区别分析。

分析方法方面，可采用集计分析模型与

非集计分析模型。传统四阶段模型具有方法

成熟、建模简单、数据需求相对较少的特

点，但在区域交通出行方面存在一定的不适

用性。非集计模型具有集计模型不可比拟的

优点，特别是对于非日常的低频次区域出行。

22..33 充分利用有限数据充分利用有限数据、、挖掘大数据构挖掘大数据构

建区域交通模型建区域交通模型

数据是模型参数标定、有效性检验等的

基础。美国等国家已形成成熟完备的数据采

集、统计、存储、共享标准与机制，为区域

交通模型构建奠定良好基础。中国随着大数

据的发展，数据采集、存储、共享等日益受

到重视，但总体水平仍偏低。具体表现为：

1)数据采集、统计、存储过程中尚未形成统

一标准，导致不同单位、地区调查的数据难

以联合使用；2)数据壁垒仍然较为严重，数

据流通、共享依然困难；3)数据采集技术与

投入较为落后，导致数据种类、准确度等存

在不足。

城市交通模型构建过程需开展居民出行

调查、流动人口调查、核查线调查、货运调

查等综合交通调查。而在大区域范围开展综

合交通调查存在周期长、经费高等问题，因

此区域交通模型构建必须在充分利用有限数

据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补充调查，并挖

掘、应用交通大数据。

33 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构建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构建

33..11 模型体系架构模型体系架构

综合分析一体化与模块化模型的特点，

且考虑到研究区域较广、数据基础匮乏，一

次性构建一体化模型体系费用与难度较大。

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总体采用一体化的模型

体系，将其中的城市交通模型、区域交通模

型等组成部分模块化，通过制定模型坐标、

道路与分区等标准，实现城市交通模型成果

模块化导入。

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包括三部分：1)城

市内部模型，即传统的城市交通模型；2)省

内区域出行模型，指出行的起讫点均在广东

省内的跨区出行；3)对外(过境)出行模型，

指出行起讫点中一端在省内、一端在省外，

或者两端全在省外、但从省内经过。其中，

省内区域出行模型为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的

研究重点，由于城市交通模型成果为直接导

入结果，因此下文的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均

指省内区域出行模型及对外(过境)出行模型。

模型计算公式为

U+S+E=U—U+U—S+
S—S+U S—E+E—E (1)

式中： U 指 Urban，意为城市内部； S 指

Suburban，意为市区以外、省域以内，即郊

县； E 指 External，意为广东省以外；

U—U 指城市内部出行，由传统的城市交通

模型预测确定； U—S 指市区与郊县间出

行，出行起讫点通常属于同一个城市；

S—S 指省内跨郊县出行； U S—E 指省内

对外出行，即出行的起讫点中一端在省域内

部，另一端在省域外部； E—E 指省外过境

出行，结合广东省的地理位置、路网结构

等，过境出行主要是香港、澳门与内地其他

省市间的南北向出行，东西向的过境出行较少。

按照出行的主体可分为客运模型与货运

模型。客运模型包括城市内部客运、城际客

运、对外客运；货运模型包括城市内部货

运、城际货运、对外货运、枢纽货运。从出

行方式分析，城市交通模型中客运涉及的交

通方式主要为步行、自行车、小汽车、公共

汽车、轨道交通等；货运交通方式通常为中

小型货车。跨区与对外出行中，客运涉及的

交通方式主要有小汽车、长途客运班线、火

车、轮船、飞机；货运通常采用货车、火

车、轮船、飞机(见图 1)。因此，区域交通

模型比城市交通模型涵盖更为广泛的交通方式。

33..22 数据基础数据基础

区域出行具有距离长、频次低、时间分

布分散、时间跨度长、交通方式多样化等特

点。依托单一项目在广东省域组织传统交通

调查在人力及资金投入等方面都难以实现。

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构建以城市总体规

划、广东省统计年鉴数据、部分城市的居民

出行调查数据、部分城市对外通道OD调查

数据等为依据。其中，居民出行调查数据、

城市对外通道OD调查数据均为历史数据，

重点提取各类地区居民长距离出行数据、SP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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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数据等。

除上述传统数据外，广东省综合交通模

型还采用以下数据：

1）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数据。

随着高速公路大规模建设与道路信息化

水平的提升，多省市建立了高速公路网收费

管理系统，形成联网收费区域。联网收费数

据具有实时性好、精确性高的特点 (见表

2)。根据车辆核载人数、核载重量、轴数，

广东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数据中的通行车辆

分为 5类收费。以道路实载率调查及一般公

路OD调查为补充，可获取广东省域道路机

动车出行OD矩阵及准确的高速公路断面流

量数据，应用于交通生成、交通分布、交通

方式划分及交通量分配等交通需求分析的全

过程。

2）铁路、水运、航空数据。

除传统的城市交通系统，区域交通模型

还涉及公路(含城市道路)、铁路、航空、水

运等复杂综合交通运输系统，依靠传统的交

通调查手段难以获取各方式的准确数据。基

于铁路系统、水运系统、航空系统导出的铁

路、水运、航空出行数据，经过联合挖掘可

获得多方式出行OD、校核出行生成与方式

划分。

33..33 交通网络与分区交通网络与分区

33..33..11 交通网络交通网络

区域交通模型的道路网包括城市道路与

公路网络、长途汽车班线、铁路网络、水运

网络、航空网络(见表 3)。广东省内道路包

括城市次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县道及干线

公路，省外仅包括省道和国道。分析长途客

运班线、铁路、水运、航空网络与出行特

征，将长途客运班线、铁路、水运、航空网

络按照类似城市公共汽车、轨道交通的线路

系统处理(见图2)。

33..33..22 交通分区方法交通分区方法

区域交通模型交通分区需要考虑几点因

素：1)数据的可获取程度；2)出行距离；3)

道路网的疏密程度；4)模型分析的必要性、

精确性与计算复杂程度的平衡。中国人口、

社会、经济等指标的统计边界为行政区，但

区县一级较街镇一级数据获取更便利；与城

市交通模型相比，区域交通模型的出行距离

长，且出行总量较小，路网更为稀疏；区域

交通模型的计算复杂性较大，且对小区域的

计算精度要求低于城市交通模型。因此在交

通参数标定过程中，交通分区确定为区县级

别。考虑到区域交通模型与城市交通模型成

果的衔接与联合使用，区域交通模型在模型

有效性验证及预测过程中以街镇为分区单元

更为合适。

在研究城市交通的过程中，城市中心

区、外围农村及二者之间的城乡接合部在人

口组成、产业结构、土地利用等方面均存在

显著差异，因此通常分区域分析各自的出行

特征与需求。而区域交通模型的研究范围远

大于城市交通模型，区域之间的发展存在更

大的不均匀性与差异，例如广东省珠三角地

区、粤西片区及粤东片区，江苏省的苏南与

苏北等。因此，将采用分区域、分地带的研

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

客运模型 货运模型

城市内部
客运

城际客运
对外客运

(省际公路、铁路、机场)
城市内部
货运

城际货运 对外货运
枢纽货运

(港口、铁路、机场)

图1 模型组成结构

Fig.1 Model structure

资料来源：文献[12]。

时间

×年×月×日

区域

××片区

入口路段

××高速

入口收费站

××收费站

出口路段

××高速

出口收费站

××收费站

车类

×类车

流量

×

表2 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数据样式

Tab.2 Sample data from freeway 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 (ETC)

资料来源：文献[1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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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分别研究各类区域的出行特征、标

定对应的模型参数，实现不同区域的出行需

求预测。

构建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的过程中，根

据各个区县的社会生产总值、二三产业比

例、总人口及非农业总人口比例，将广东省

182 个区县分为发达区域、比较发达区域、

欠发达区域以及落后区域4类地带(见图3)。

33..44 区域客运模型构建区域客运模型构建

33..44..11 基于出行频次的客运交通生成基于出行频次的客运交通生成

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采用非集计出行生

成模型，基于出行个体进行分析，模拟出行

者决策过程，决策结果包括以下四类：不出

行、一次出行、两次出行、三次及以上出

行。其原理为通过预测出行者在一定时段内

产生某一出行频率的概率，进行集计处理求

c 广东省铁路网 d 广东省长途汽车班线

a 中国高速公路网 b 广东省干线公路网

图2 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交通网络

Fig.2 Transportation network of Guangdong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model

资料来源：文献[12]。

道路网系统

城市道路与公路

长途汽车班线

铁路系统

水运系统

航空系统

设置原则

研究区域包括主要城市道路、公路；
外部区域仅包括省道及国道

分为内部线路与外部线路，并合理衔接；
外围区域一个长途汽车客运站，中心城区适当增加

按功能区分客运、货运、客货共用铁路，按运行时速区分高速铁路、快速铁
路、普通铁路、城际铁路

分内河水运与沿海水运，并保证衔接；
根据实际每市设置1~2个港口，以线路系统串联

在充分表现航空出行特征的前提下，尽量简化航空系统设置，省内根据实际
设置机场位置、数量，省外结合实际每省设置1座机场；
机场按照方向以线路系统串联

表3 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道路网设置原则

Tab.3 Network setting principles of Guangdong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model

资料来源：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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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小区类型
发达区域
比较发达区域
欠发达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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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区域划分

Fig.3 Regional classification of Guangdong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model

资料来源：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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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交通生成预测

Fig.4 Trip generation of Guangdong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model

资料来源：文献[12]。

得出行生成量。非集计出行生成模型

P( )1 = eV1

∑
i= 1

n

eVi

, (2)

Vi =∑
j= 1

αij Xij +ASC , (3)

式中： P( )1 为出行者一次出行的概率；

V1 ， Vi 分别为 1 次、 i 次出行的效用； αij

为效用函数变量的系数； Xij 为效用函数变

量，包括出行者性别、年龄、职业、收入、

拥车情况等； ASC为效用函数常数项。

模型的参数标定需要大量个体出行行为

选择的调查样本数据。单个城市交通模型可

获得调查数据，但对于区域交通模型则存在

困难。基于此，广东省综合交通模型提出基

于区县分区域的方法，利用少数城市的调查

数据标定 4类区域的出行频次模型参数，利

用广东省统计年鉴数据及高速公路联网收费

数据检验调整模型参数，实现交通生成预测

(见图4和图5)。

33..44..22 基于目的地选择的客运交通分布基于目的地选择的客运交通分布

传统的出行分布一般采用重力模型。重

力模型仅以交通生成、交通吸引、交通阻抗

为约束条件，对于区域内部出行比例难以准

确计算；对于不同地理区位、用地功能等条

件下路阻相同的小区出行分布的差异难以清

晰表述[14]。

基于非集计模型，省内区域出行模型中

考虑采用目的地选择方法计算出行分布。目

的地选择模型是描述出行者基于某种出行目

的，从所有可选的目的地中选择其中某一个

的概率。目的地选择的概率受到出行者所在

地以及目的地人口、经济、可达性等因素的

影响。

Pij = e
Vij

∑
k= 1

n

eVik

, (4)

Vij =∑αij Xij +ASC , (5)

式中： Pij 为以 i 区域为起点的出行者选择 j

区域为终点的概率；Vij ，Vik 分别为以 i 区

域为起点的出行者选择 j 区域、 k 区域为终

点的效用。效用函数变量包括出行时间、出

行费用、起讫点城市人口的对数求和、终点

城市的GDP。

省内区域出行模型的交通小区为区县级

别，至少覆盖数个城市的数十至上百个区

县，这将导致选择肢过多，模型参数难以标

调查出行次数/(万人次·d-1)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模
型
出
行
人
数

/(
万
人
次
·

d-1
)

0 14020 40 60 80 100 120

y= 0.965 6x
R2 = 0.980 2

图5 基于出行频次的现状客运交通生成拟合结果

Fig.5 Fitting result of passenger trip generation

based on trip frequency

资料来源：文献[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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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且计算复杂性与难度较大。为在有限

的数据条件下运用目的地选择模型，可根据

条件概率理论，通过随机抽样实现缩减样本

和选择肢的目的。此外，考虑到城市功能的

集聚性，可按照市—区县两级采用分层

Logit模型：先采用目的地选择模型计算城

市之间的出行分布，然后在此基础上计算所

选城市内区县的概率(见图6)。

Pij =PabPi |O= a Pj |D= b, (6)

式中： i 为 a 市的区县， j 为 b 市的区县；

Pab 为以 a 市为起点的出行者选择 b 市为终

点的概率； Pi|O= a 为 a 市的出行中以 i 区为

起点的条件概率； Pj|D= b 为 b 市的出行中以 j

区为终点的条件概率。

33..55 区域货运模型构建区域货运模型构建

相对客运模型，货运模型研究更为匮

乏。由于分类货物及其对应岗位的数据缺

失，无法采用类似美国的各类货物精细化分

析。考虑到不同货物的时间价值、分布特

征、出行方式选择等都存在显著差异，广东

省综合交通模型将货物分为生活性货物与生

产性货物两类，采用传统的四阶段模型建模

研究(见图7和图8)。

44 结语结语

受到出行特征、数据基础等因素的影

响，国外区域交通模型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存

在诸多不适用性。而传统四阶段建模方法在

区域交通需求分析中也存在一定问题，构建

适合中国实际的区域交通模型尤为迫切。广

东省综合交通模型通过确定涵盖城市出行、

区域出行的一体化模型体系，并明确区域交

通模型与城市交通模型的关系，以有限的传

统数据为基础，依托铁路、航空、水运出行

数据及高速公路联网收费数据等新型数据，

采用分区分析，基于出行频次、目的地选择

湖南方向
江西西

江西东 福建北

福建中

福建南

潮州市

汕头市揭阳市

汕尾市

梅州市
河源市

惠州市

深圳市

香港

澳门
珠海市

中山市
江门市

阳江市
茂名市

湛江市

云浮市

佛山市 东莞市
广州市

肇庆市

清远市

韶关市广西北

广西中

广西南

海南岛

客运量/(万人次·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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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区县客运出行分布蛛网图

图6 客运出行分布特征

Fig.6 Characteristics of passenger trip distribution

资料来源：文献[12]。

b 城市客运出行分布期望线

客运量/(万人次·d-1)

50 25 1

65

a 生活性货运 b 生产性货运

图7 货运出行分布特征

Fig.7 Characteristics of freight traffic distribution

资料来源：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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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道路客货运交通分配结果

Fig.8 Trip distribution of passenger and freight transportation

资料来源：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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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英里

道路饱和度

等客货建模方法构建。该模型是中国首个省

域范围的区域交通模型实践，对区域交通模

型构建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探索与借鉴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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