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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将传统交通调查和模型与新的信息技术相结合，根据大数据的特征改进交通模型的方法体

系，是交通模型发展面临的极大挑战。分析交通大数据对交通模型研发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在人口

及就业岗位分布、综合交通网络数据和基于交通调查的模型参数等核心数据方面的支撑作用。从相

关定义、市场细分以及信息完整性三个方面阐述大数据与交通模型的一致性问题。深入讨论应用大

数据改进交通调查技术、4D模型研发、出行分布目的地选择模型、轨道交通出行接驳模型、出行

成本校核等交通模型关键技术。通过对比大数据和交通模型的决策分析过程，指出大数据与交通模

型互动发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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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Model Development in an Era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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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huge challenge facing the transportation models’ development is how to combine conven-

tional travel survey with new information visual analytics and improve transportation modeling methodolo-

gies based on characteristics of big dat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big data on transportation mod-

el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in key modeling input data such as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employ-

ment,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nd model parameters based on travel survey. The incompati-

bility of big data and transportation model is discussed in three aspects: their respective definitions,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information integrality. The paper elaborates how to use big data to improve the crucial

techniques of transportation models, such as travel survey technology, 4D model development, destination

choice model, urban rail transit access model, and travel cost evaluation. Finally, the paper emphasizes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big data and transportation model through comparing the decision analysis pro-

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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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大数据的应用在中国已经有 20 多

年历史。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完

善，大数据在定量分析决策支持中的作用也

越来越大。相对于传统技术，大数据提供了

一种全面、连续观察研究对象的手段，为城

市交通分析技术带来变革的契机。交通模型

是城市交通定量分析的重要工具，探究人、

车、物的移动规律，在大量数据的基础上标

定模型参数，模拟城市交通特征，进而进行

交通需求预测。大数据背景下，面对大量多

元化数据，如何从现象探究交通行为的本

质，在既有交通模型的理论框架下，根据大

数据的特征改进交通模型的方法体系，是交

通模型发展面临的极大挑战。本文提出当前

大数据应用的若干问题，并探讨交通模型在

研发技术上的改进方向。

11 ““互联网互联网++交通大数据交通大数据””促进交通模促进交通模

型发展型发展

11..11 交通模型的基础数据要求交通模型的基础数据要求

交通模型系统的要素包括基础数据、数

张天然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 200040)

大数据背景下的交通模型发展思考大数据背景下的交通模型发展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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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模型、软件工具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其

中，数据是交通模型的基本原材料，没有数

据交通模型就无法建立，数据质量和完整度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所建交通模型的可靠性和

精度。

交通模型是反映人、车及货物交通规律

的数学模型，需要基于大量、全面的基础数

据，并通过严谨的模型理论和数理算法实

现。在模型建立过程中，基础数据采集、数

据库构建以及数据综合校核分析是最重要的

基础工作。交通模型系统运算的核心输入数

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及人口、就业岗位分

布、综合交通网络数据、基于交通调查的模

型参数等(见图 1)。这些核心数据作为交通

模型的输入条件，直接影响模型计算的输出

结果。大数据环境一方面提供更加丰富完善

的数据种类，另一方面给各种数据的准确性

验证带来新的维度。

11..22 ““互联网互联网++交通大数据交通大数据””为交通模型为交通模型

核心数据提供支撑核心数据提供支撑

“互联网+交通大数据”时代给交通模型

带来丰富的原材料。随着智能交通技术的发

展，交通信息的采集手段和来源越来越丰

富，为交通模型提供更加全面的原始数据。

过去，中国城市主要依靠 10 年一次的

人口普查和 5年一次的经济普查获取人口和

就业岗位数据。现在，可以使用手机信令调

查获得持续且动态更新的人口和就业岗位数

据。例如，城市24 h的人口分布情况以及就

业人口居住地和工作地的空间联系。这是单

一的人口普查和经济普查无法实现的。传统

的居民出行调查中虽然也可反映被调查者的

职住空间关系，但样本量非常有限。

综合交通网络数据包括道路网、轨道交

通网、公共汽车线网、模型辅助网络要素

等。道路网的很多数据已经可以通过互联网

得到。一些商业地图提供了完整、及时的道

路网信息以及公共汽车线路和车站信息。道

路网和公共汽车线网模型数据库构建的工作

量巨大且耗时长。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及交

通模型数据库构建技术的发展，信息来源的

准确性及数据库构建的速度得到极大提高。

例如，可将网络地图的公共汽车线路和车站

数据下载后，形成线路和车站图层，并采用

地图算法将线路和车站与道路网链接起来，

形成交通模型专用的公共汽车线网数据库[1]。

上海市上下行约 2 500条公共汽车线路，5.7

万个车站，原来人工维护需要约 150 个人

日，通过上述方法后仅需10个人日即可完成。

交通模型的参数是利用交通调查数据，

应用专业的软件进行标定。交通调查数据包

括传统的人工调查和信息化技术采集的大数

据。大数据为观察现实世界带来更多便利。

例如，公交 IC卡数据可完整记录轨道交通

乘客的站间OD，并反映不同时段的客流情

况；公交 IC卡数据可通过一定算法推算出

通勤者搭乘公共汽车的车站OD；应用车载

GPS数据可以获取出租汽车的路段车速、出

行 OD 以及乘客的乘距等；高速公路收费

OD实时记录不同车种的出入情况并可推算

道路网的拥堵程度；高架路(桥)和地面道路

的线圈数据、交叉口数据等为交通模型校核

提供有力保障。当然，如何将这些数据和传

统调查数据进行综合校核和融合分析，是大

数据应用于交通模型的前提。

11..33 大数据为交通模型的精细化深入研大数据为交通模型的精细化深入研

究提供条件究提供条件

大数据的主要特点是采集手段自动化、

覆盖面广、规模巨大、具有较细的空间分辨

率和时间分辨率等，为交通模型的精细化研

究提供了足够的条件。例如，使用居民出行

调查数据来标定出行空间分布模型的参数，

由于受到调查样本量的限制，通常无法研究

较小区域的客流吸引范围分布。使用手机信

令数据、车载GPS数据分析商圈、工业园区

等区域的出行分布特征，一方面解决了样本

量不足问题，另一方面通常基站分区比交通

分区精细很多，可从空间精度上满足小区域

交通模型基础数据

土地利用 建筑量
综合交
通网络

航空影像图、
地形图

交通调查 其他数据

规划测算

现行用地

规划用地

人口普查现状建筑量

模型辅助网络

道路交通网络

经济普查

规划预测

轨道交通网络

公共汽车线网

居民出
行调查

核查线
调查

手机信
令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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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海市交通规划模型基础数据库

Fig.1 Database of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model in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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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要求。再如，在分析轨道交通车站接

驳距离时，单纯依靠抽样率较低的居民出行

调查数据无法获得每个车站较多的接驳样

本，根据手机信令数据对应的地铁车站的专

用基站信息，便可获知每个车站足够的样本

来分析乘客接驳轨道交通的信息。

11..44 大数据为交通模型提供更多校核信息大数据为交通模型提供更多校核信息

大数据提供了海量的地图矫正点，可通

过自动化手段对传统调查进行融合校核分

析。即使是规模巨大的大数据，其分析结果

也不可能完整全面，但部分具备确定性的分

析结果往往可以被作为参照，用于校核分

析。这些零散而准确的结果，可以作为居民

出行调查扩样校核的依据。例如，很多大数

据可以反映居民出行时间分布特征，包括公

交 IC卡数据、车载GPS数据和高速公路收

费OD数据等。此外，不少大数据可以分析

空间分布特征，例如手机信令数据可以分析

核查线流量和大区间OD分布，车载GPS数

据可以获得出租汽车乘客OD等。

在出行目的方面，根据多个城市居民出

行调查的经验，非基于家的出行比例往往偏

低。漏填漏报的主要原因包括隐私问题以及

被访问者不在家而由其他家庭成员代为回

答。应用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人的出行特征

时，虽然无法得到出行的具体目的，但可以

识别出行是否和家相关，并作为居民出行调

查中非基于家出行比例的参考。居民出行调

查数据作为建立交通模型最为核心的数据

库，在通过大数据扩样校核后，可以较大程

度地减少调查中存在的偏差，准确而完整地

体现居民出行特征。

22 大数据与传统交通模型的不一致性大数据与传统交通模型的不一致性

传统交通模型主要基于传统调查和统计

理论与方法。大数据并不专门为交通模型而

生，某些统计特征往往是一种副产品，应用

于交通模型需要进行多道工序处理。一方

面，需要通过原始的海量数据尽可能挖掘有

用信息；另一方面，这些有用的信息要和交

通模型衔接，才能真正支撑建模工作。大数

据与交通模型的一致性问题主要体现在相关

定义、市场细分以及信息完整性三个方面。

相关定义的不一致性由大数据本身的特

点决定，大数据在挖掘过程中有时只能找到

传统定义的近似结果。例如，居民出行调查

中一次出行的定义，关键指标是出行距离大

于 400 m(各个城市有所差异)，使用公共道

路完成一次有目的的活动，并未限定活动持

续时间的长短。如果把接送人作为一种出行

目的，有时候活动持续时间很短。对应地，

手机信令分析一次出行，只能依靠个体的时

空电子脚印，按照某个地点的停留时间来判

断是否产生一次出行。停留时间的长短设置

并没有一个标准值，显然与居民出行调查的

出行定义不一致。手机信令分析过程中，若

停留时间设置太长，可能遗漏居民出行调查

中的一些短时间活动；停留时间设置过短，

则容易把一次出行误判为多次出行，例如由

于交通拥堵而导致个体在同一空间上的停留。

市场细分方面的不一致性与交通模型结

构直接相关。传统的人工问询调查虽然样本

量小，但可以得到同一样本较多的信息。交

通模型构建过程中，一般会根据样本情况尽

可能细分市场，体现交通需求的不同特征。

例如，上海市交通规划模型结构中，家庭分

为有、无小汽车，人员分为 6个年龄组，出

行目的分 6个，交通方式分 9种，几个层面

的交叉分类，产生较多的细分市场。大数据

要直接应用到模型中，其市场细分很难做到

与原有模型结构一致。例如，手机信令数据

无法获知个体年龄、收入等社会、经济情

况，出行目的至多可以区分通勤和非通勤出

行，交通方式一般只可以分析出使用轨道交

通的情况。公交 IC卡能够分析出通勤的车

站 OD，但对非通勤的车站 OD 则无能为

力。车载GPS数据可以得到出租汽车乘客的

OD信息和时段信息，但无法获得乘客的年

龄分组、家庭经济情况及出行目的。

信息完整性方面既包括前文提到的大数

据市场细分不足的情况，也包括大数据在出

行过程中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例如轨道交通

站间OD、高速公路及快速路出入口OD、利

用公交 IC卡推算的通勤出行站间OD，都仅

仅是交通设施之间而不是交通模型中所需要

的交通小区间OD。因此这些数据只能部分

用于模型校核，而无法作为模型的直接输入

数据，数据的应用价值因此大打折扣。为充

分利用这些数据，交通模型技术得到不断革

新。例如在公共交通模型方面，已有一些专

业软件可以通过站间 OD 估算小区间 OD；

而道路交通模型方面根据出入口的车辆OD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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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小区间车辆OD的工具还有待开发。

33 通过挖掘大数据改进交通调查和模通过挖掘大数据改进交通调查和模

型技术型技术

33..11 手机信令调查手机信令调查、、居民出行调查和手居民出行调查和手

机机GPSGPS小样本调查技术的综合应用小样本调查技术的综合应用

这三类调查数据分别对应大数据、抽样

调查数据和小样本调查数据，样本量越小，

数据的完整性和精确度越高。

居民出行调查数据是现有交通模型必备

的数据，主要存在样本量受经费限制而不

足、调查中易产生漏填漏报等调查技术手段

无法控制的问题，需要其他两类数据的补充

校核。手机信令调查对于职住的分析技术已

经相对成熟，对通勤出行的判别相对准确，

而对其他出行的判别需要根据不同的停留时

间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与居民出行调查数

据进行比对。手机GPS小样本调查通过志愿

者开通智能手机的GPS功能，先由系统大致

判别志愿者的出行空间和活动次序，然后由

志愿者上网校核并补充交通方式、出行目的

等信息，形成完整的居民出行调查数据记

录。这种调查的优点是完整地记录了人的出

行活动空间，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漏填漏

报。但由于调查成本较高，无法大规模展

开，一般仅作为居民出行调查中有关漏填漏

报校核调整的依据，特别是非基于家的出行。

三种调查方式的结果在相互验证的基础

上，可以更加准确地反映城市居民的出行

活动。

33..22 应用大数据促进应用大数据促进44DD模型研发模型研发

文献[2]提出 3D模型，分别代表开发密

度(Density)、用地多样性(Diversity)和城市设

计 (Design)；文献 [3] 增加目的地可达性

(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和至公共交通的距

离(Distance to Transit)，也称 5D模型。由于

至公共交通的距离可包含在目的地可达性范

畴内，故一般称为4D模型。

4D 模型中，开发密度主要指容积率，

用地多样性表现出人口和就业岗位的混合程

度，城市设计主要体现在路网形态，例如街

区大小和交叉口间距。用地多样性和路网密

度直接影响人员活动热度和步行交通方式选

择。上述 3D因素可以通过传统数据进行计

算。目的地可达性指标具有不同的计算方

式，包括基于一定时间内覆盖的城市活动要

素绝对值，或基于效用理论计算方法等。其

核心要素是城市活动要素的度量，即一定时

间可达范围内的各种公共设施、人员活动集

聚情况等要素的综合度量，过去往往以人口

和就业岗位的综合计算来确定。在大数据环

境下，各种兴趣点(Point of Interest, POI)数

据、百度人流热力图、大众点评网数据、房

价网数据等，为城市活动要素的度量增加新

的数据源。因此，4D模型中引入大数据分

析是可行的。

33..33 应用大数据改进出行分布的目的地应用大数据改进出行分布的目的地

选择模型选择模型

重力模型在出行分布中应用广泛，除考

虑时间、费用等综合性出行成本外，由于城

市内区域之间交通需求联系的特殊性，还需

要增加 K 因子来调整区域间的联系程度。

但 K 因子代表的意义很难解释，无法说明

居民出行目的地选择的具体因素，与数学公

式中的常数项类似。目的地选择模型可以考

虑更多的居民出行目的地选择因素，在国外

模型中已得到广泛应用。当重力模型中的阻

抗函数 f (dij) = exp(-adij)时，重力模型可以

改进为Logit形式的目的地选择模型

PAij =Pi

kij Aj exp(-adij)∑
j

kij Aj exp(-adij)
, (1)

令 Aj = exp(Sj),kij = exp(θk Kij),则

Tij =Pi

exp(θk Kij)exp(Sj)exp(-adij)∑
j

exp(θk Kij)exp(Sj)exp(-adij)
, (2)

Tij =Pj

exp(θk Kij +Sj - adij)∑
j

exp(θk Kij +Sj - adij)
, (3)

式中： PAij 是小区 i 至小区 j 的出行量； Pi

是小区 i 的出行生成量； kij 是小区 i 和 j 之

间 K 因子； Aj 是小区 j 的出行吸引量； dij

是小区 i 至小区 j 的出行综合阻抗； a , Sj ,

θk 均为目的地选择模型的参数； Kij 可以表

示为起点至迄点的各种变量要素，例如是否

有自然河流相隔，目的地的商业活力，目的

地是否满足人的各种活动需求等。

居民出行活动中，通勤、通学的出行目

的地相对固定，就餐、娱乐、购物等出行目

的地选择较为灵活，因此具有替代性和互补

性。如图 2所示，假设居民从家H点出发，

希望就餐后购物，A，B两地可以就餐，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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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可以购物。若H至三地距离相似，且A，

B两地至C的距离相差不多，则A，B具有

替代性；若 B 和 C 较 A 和 C 临近，则在 A，

B与H距离相似的情况下，由于B，C的互

补关系，选择 B 就餐的可能性将明显大于

A，从而满足居民活动次序的需要。

体育锻炼、就餐、娱乐、购物等各种公

共服务设施和人员活动数据等要素是目的地

选择模型构建的关键变量。这些因素需要通

过各种指标来剖析和探索，并需要应用交通

以外的社会、经济大数据辅助分析，例如手

机应用软件使用记录、银行消费数据、服务

类网站使用数据等。依靠传统的居民出行调

查能够获得这类出行数据，但在较小区域内

的样本量往往不足。而大数据则可以弥补样

本量不足的缺点。但是，如何利用大数据判

断出行活动的详细类型及与传统交通模型出

行目的分类的关系，仍然是目的地选择模型

需要解决的问题。

33..44 应用大数据改进轨道交通出行接驳应用大数据改进轨道交通出行接驳

模型模型

轨道交通作为城市客流主要通道的交通

设施，具有多种交通方式换乘接驳的使用特

征 (见图 3)。换乘接驳包括进站前和出站

后，具有多种组合形式。中国城市轨道交通

网络客流分析在接驳方式模型水平方面尚有

较大地改进空间。建模的主要难点在于两端

接驳的组合类型较多、需要考虑接驳的站间

OD与交通小区OD客流分配的配套分析功

能，以及获取支撑接驳模型参数标定的调查

数据。

轨道交通网络规模较大的情况下，单纯

依靠居民出行调查能够获取的样本量非常有

限。专门的轨道交通车站问询调查受调查内

容和规模的限制，难以获得完整的接驳数据

或确定车站的服务范围。由于地下车站具有

专门基站，结合手机信令数据分析车站全方

式接驳的出行起点和讫点范围分布是可行

的。但有关接驳交通方式的数据则需要结合

传统的问询调查和接驳距离来综合判别。因

此，改进轨道交通接驳模型的大数据应用需

要深入探索。

33..55 应用大数据加强交通模型的出行成应用大数据加强交通模型的出行成

本校核本校核

交通模型的出行成本模块，是出行分布

模型和出行方式选择模型的基本输入数据，

其准确度在模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出

行成本模块中，对于步行和自行车、轨道交

通等成本的准确计算相对容易，而对随机性

较大的道路交通出行时间，依靠延误函数准

确计算的难度较大。行驶过程中的延误一般

分为路段延误和交叉口信号延误。在交通规

划模型中，交叉口信号配时数据输入工作量

巨大，一般采用简化方法批量处理计算。由

此造成的交通小区间道路交通出行时间的偏

差往往难以避免。

在大数据环境下，特别是针对浮动车数

据和地图信息的应用，可以获得较为准确的

路段车速数据及区域间的车辆出行时间。同

时，采用网络等时线图可以比较直观地对比

交通模型和大数据的路网出行时间。图 4是

美国北德克萨斯大都会(North Central Texas

Council of Governments, NCTCOG)各区域至

市中心的等时线，图中虚线和实线是早高峰

模型与Google地图浮动车数据的对比[4]。可

见，即使是发达国家的成熟交通模型，道路

交通出行时间方面的计算仍然存在较大偏

差。因此，中国城市交通模型也应适当利用

大数据进行校核。

a 目的地替代性 b 目的地互补性

A

B C

H

A

B

C

H

图2 目的地选择场景

Fig.2 Scenarios of destination choice

自行车
步行

出发地

公共汽车、
有轨电车

小汽车

轨道交通

目的地

P

图3 轨道交通接驳方式复杂性

Fig.3 Complexity of urban rail transit access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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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大数据与交通模型的互动发展大数据与交通模型的互动发展

大数据和传统交通模型都可以独立进行

决策分析。大数据可以作为交通模型的基础

数据，也可以经过技术处理后直接应用于决

策参考。由于很多大数据并不是为服务交通

规划决策分析而产生，数据难以直接应用于

决策分析，数据的副产品增加了利用难度，

所以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技术处理，实现信息

挖掘。传统的交通模型技术过程一般是数据

综合、参数标定、结果计算、决策分析，而

大数据的技术处理过程一般是特征挖掘、融

合分析、关联分析、决策分析。大数据进行

特征挖掘及融合分析后，便可作为交通模型

数据综合和参数标定的原材料。大数据和交

通模型具有互补和促进作用，一方面大数据

对模型精度具有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交通模

型结合大数据可以分析出更多成果，例如通

勤距离分布的计算等。

一种思潮认为大数据可能颠覆传统调查

和模型的技术框架，或者替代传统交通模型

的决策分析功能。本文认为大数据和交通模

型是共同成长而非完全替代的关系。首先，

交通模型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大数据及

其处理技术并没有上升到理论体系的层面。

依靠大数据本身的数据挖潜和处理分析，无

法在分析理论与方法上突破传统交通模型。

其次，大数据本身也存在诸多缺陷，有些分

析仍需与交通模型结合。大数据清洗的规则

有时并不明确，如何定义异常数据要根据经

验判断；大数据的统计结果和传统定义的一

致性，也需要做出很多假设和推断并确定一

些参数；任何大数据都不可能完整，具有片

面性[5]。大数据和交通模型共同成长，一方

面要使大数据的分析适应传统交通模型体

系，另一方面需要在大数据环境下改进交通

模型。

55 结语结语

交通大数据对人口和就业岗位分布、综

合交通网络数据和基于交通调查的模型参数

等交通模型核心数据的支撑都起到了较大的

作用。大数据为交通模型的精细化研究提供

条件，并为交通模型提供更多校核信息。大

数据的应用过程中，要从相关定义、市场细

分以及信息完整性三个方面判别大数据与现

有交通模型的一致性问题，充分了解大数据

的优点和缺点，并有效应用于交通模型研

发。交通模型需要根据数据的环境变化进行

相应修正，例如根据现有交通大数据的特

点，可以在交通调查技术、4D 模型研发、

出行分布的目的地选择模型、轨道交通出行

接驳模型、出行成本校核等方面做进一步的

改进。大数据和交通模型都可以独立进行决

策分析，大数据和交通模型具有互补和促进

作用，今后需要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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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破解城市病，杭州国际城

市学研究中心面向国内外城市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

者以及关心关注城市发展的各界有识之士，征集钱

学森城市学金奖、西湖城市学金奖优秀成果。第六

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

动围绕城市交通等七大主题同时开展征集活动。具

体公告如下：

一一、、第六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第六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城市交通主题城市交通主题))

(一) 征集主题

围绕“TOD 模式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主

题，探讨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通过倡导以公

共交通为导向(TOD)的城市开发模式，创新城市规

划、建设、管理理念，构建合理、高效、畅通的城

市交通体系，助推中国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 征集要求

1.已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研究报

告、著作、译作均可参评(译著参评需经原作者书

面同意)；应征作品要围绕主题，观点鲜明，见解

独到，论述精辟，论据充分，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

价值；论文和研究报告类正文篇幅为8 000~15 000

字，著作和译作类邮寄作品两部，并提交篇幅为

8 000~15 000字的内容概要；应征作品均须提交各

300字左右的中、英文摘要并提供作者信息；每位

应征者投稿数量最多不得超过2件，译作须注明原

著作者及其简况，作者署名以作品提交时为准。

2.征集作品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6年 6月 15日。

提交应征作品应符合《第六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优

秀成果格式规范》。

3.请登录“中国城市网”，以邮寄或发送电子

邮件的方式提交应征作品。

(三) 奖项设置

城市交通等七大主题分别设置：钱学森城市学

金奖1名，奖金10万元；钱学森城市学金奖提名奖

10名，奖金各1万元；优秀奖若干名。

二二、、第六届西湖城市学金奖第六届西湖城市学金奖((城市交通主题城市交通主题))

(一) 征集主题

征集关于“如何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创新城市

TOD模式”的金点子。

(二) 征集要求

1.应征者注册登录“中国城市网”参与在线征

集，每位应征者只允许注册一个 ID号，注册需实

名制，“应征点子”数量不限。

2.提交“应征点子”包括标题、正文、附件三

部分，标题为必填项，文字凝练简练、直抒其意，

字数不超过 20 字；正文为必填项，文字表达明

晰、条理清楚，字数不少于 200 字，最多不超过

800字；附件为选填项，如对点子有图表补充或深

化说明，可提交 jpg或 pdf格式的文件，文件大小

不超过10 M。

3.征集作品提交截止日期为2016年6月15日。

(三) 奖项设置

城市交通等七大主题共设置：西湖城市学金奖

1个，奖金 5万元；西湖城市学金奖提名奖 20个，

奖金各5 000元；优秀奖若干名。

活动联系人：郭老师

联系方式：0571-87357066。

中国城市网：www.urbanchina.org

本次征集活动最终解释权归钱学森城市学金

奖、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组委会。

钱学森城市学金奖、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

组委会

2016年1月1日

第六届钱学森城市学金奖、西湖城市学金奖征集评选活动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