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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主要城市通过道路交通运行指数及时评价当前道路运行情况，并在交通管理、公众出行

服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总结交通拥堵和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的内涵，梳理主要城市道路

交通运行指数的差异。其次，从基础数据采集不全面、指标评价分析不系统等方面分析交通运行指

数评估的不足。最后，从完善交通评估模型、建立交通运行指数预测模型和发布机制、新技术应用

促进数据采集更全面和指数评估更科学、系统构建交通运行综合指数等方面提出对策，为今后道路

交通运行评估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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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sing road traffic performance index turns to be ever-increasing popular in Chi-

nese cities, in which it is adopted to assist in decision-making in traffic management and public travel ser-

vices. This paper first summarizes the essence of traffic congestion and traffic performance index, as well

as the difference of various types of traffic performance index. The paper then discusses a number of criti-

cal limitations about the existing traffic performance index, including raw data collection and indicator se-

lection process. Finally, the paper provides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s: 1) enhance traffic assessment

model; 2) develop forecasting model and publication mechanism; 3) strength data collection technology;

and 4) propose a synthesized traffic performance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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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带来了个体机动化出行的迅猛增长。

国外发达城市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

过或现在依然承受着交通拥堵问题的困扰。

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首尔等城市先后

于 20世纪 40—90年代经历了交通拥堵的困

扰。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

州、深圳等一批城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

长并先后超过百万量级，交通拥堵首先出现

在北上广深等几个超大城市，并在短短几年

间迅速蔓延至百万人口以上城市，甚至一些

中小城市也出现交通拥堵的问题。

交通拥堵的根源是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长

与交通供给或交通服务提供不匹配，从某种

角度讲，交通拥堵的出现不是偶然，它是经

济快速发展导致交通供需不平衡的综合产

物。如何评估或量化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呢？

为通过单一的指标量化交通拥堵，综合反映

道路网交通运行状况，一些城市构建了符合

当地的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然而，借助道路

交通运行指数评估城市交通运行情况仍存在

一些不足，例如利用运营车辆的GPS数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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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数据，存在数据采集不全面(包含覆

盖车辆类别、通过路段的车辆样本数量、驾

驶人行为倾向等)、指标评价分析不系统(如

北京的交通运行指数对不拥堵路段的评估分

析没有体现，深圳的交通运行指数由于市民

出行感受、期望车速不同造成不同区位的路

段指标计算差异)等问题。

11 交通拥堵和交通拥堵指数的内涵交通拥堵和交通拥堵指数的内涵

11..11 交通拥堵的内涵交通拥堵的内涵

交通拥堵是道路在某个地点由于交通需

求过大，超过该地点道路通行能力而产生的

车辆缓慢行驶、车辆滞留并向上游传播扩散

形成交通拥堵状态，并呈现“点→线→面”

的发展态势，其根本原因就是交通需求和设

施供给不平衡。不同国家、城市对拥堵的定

义并未有严格、统一的量化标准，不同人在

不同时间对于拥堵的感受也存在明显的个体

差异，目前主要判定指标是基于排队论、出

行时间论(包括运行速度和延误)、车流密度

论形成。美国规定，当路段速度小于24 km·h-1

或每千米车辆密度大于 42辆小客车视为交

通拥堵；德国规定，当路段每千米车辆密度

大于 40辆小客车则视为交通拥堵；日本规

定，普通道路和高速公路行车速度分别小于

20 km·h-1和 40 km·h-1视为交通拥堵[1-2]。公

安部交管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联

合发布实施的《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评价体

系》 (公交管[2008]262号)中规定，“当城市

道路上机动车平均行程速度低于20 km·h-1则

视为交通拥堵，若低于10 km·h-1则视为严重

拥堵”；《道路交通阻塞度及评价方法》 (GA

115—1995)中规定，“车辆行至信号灯控制

交叉路口，3次绿灯显示未通过路口的为阻

塞，5次绿灯显示未通过路口的为严重阻塞”。

11..22 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的内涵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的内涵

为量化城市道路交通运行情况，国外提

出道路拥堵指数 (Road Congestion Index,

RCI) [3]、 拥 堵 持 续 指 标 (Lane Kilometer

Duration Index, LKDI) [4]、 出 行 时 间 指 数

(Travel Time Index, TTI) [5]、 拥 堵 严 重 度

(Congestion Severity Index, CSI)[6]等评估道路

交通运行情况。中国主要借助严重拥堵里程

比例、行程时间比、延误时间比等归一化评

价指标构建适用于当地城市的道路交通运行

指数模型。

道路交通运行指数是综合反映道路网交

通运行状况的指标，也是对交通拥堵在空

间、时间、强度等方面特征的综合化、简单

化描述。其基本原理是通过分布在城市各路

段已安装GPS的车辆(包括出租汽车、公共

汽车以及其他运营车辆的一种或几种，一般

以出租汽车为主)，结合无线通信网络动态

获取每一个路段每个时间间隔的浮动车数

据，考虑不同路网的权重和聚类特征，按照

一定的算法计算路段的加权行程速度，在此

基础上计算道路网的拥堵里程比例或拥堵时

间比或延误时间比，最后进行归一化处理得

到道路交通运行指数。不同城市道路交通运

行指数测算方法大体相似、略有不同，但均

用单一数值表述。一般数值越大越拥堵，数

值越小越畅通。

根据北京市《城市道路交通运行评价指

标体系》 (DB11/T 785—2011)和广州市《城

市道路交通运行评价指标体系》 (DBJ

440100/T 164—2013)，北京和广州两个城市

主要基于严重拥堵里程比例测算道路交通运

行指数，并且测算方法相似，即主要利用行

程速度和道路网权重计算各等级路段、道路

和道路网的拥堵里程比例。然后，按照道路

网严重拥堵里程比例与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的

关系进行归一化后相互换算(即通过不同的

道路网拥堵里程比例换算为不同的道路交通

运行指数值)，其运行状态分为“畅通、基

本畅通、轻度拥堵、中度拥堵和严重拥堵”

5种等级，取值区间为[0, 10]，不同等级道

路的交通运行指数数值不同。例如北京和广

州5种运行状态的运行指数均为0~<2、2~<4、

4~<6、6~<8、8~<10、10，但对应的道路网

拥堵里程比例分别为 0%~<5%，5%~<8%，

8%~<11%，11%~<14%，14~<24%，≥24%和

0%~<2%，2%~<9%，9%~<15%，15%~<18%，

18~<33%，≥33%。

上海市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状态指数评

价指标体系》 (DB31/T 997—2016)，以各个

路段实时采集的运营车辆GPS数据计算的车

辆行程速度为基本参数，按不同路段几何特

征、通行能力等参数，加权集成并经过标准

化后计算生成综合指标道路交通状态指数，

其运行状态分为“畅通、基本畅通、拥挤和

阻塞”4种等级，取值区间为 0~100。深圳

市采用浮动车数据计算行程速度，结合不同

等级路段计算出行时间比(路段或路网实际

行程时间与期望行程时间的比值，表示当前

道路情况较期望车速情况下多花费时间的剧

烈程度)，并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和问询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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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计算交通运行指数，其运行状态分为

“畅通、基本畅通、缓行、较拥堵和拥堵”5

个等级，取值区间为>0~<10[7]。

国家层面结合《道路交通信息服务交通

状况描述》 (GB/T 29107—2012)，并融合相

关城市的经验和成果，发布了《城市交通运

行状况评价规范》 (GB/T 33171—2016)，相

对全面提出了三种评价方法，即道路网严重

拥堵里程比例与交通运行指数的关系、道路

网行程时间比与交通运行指数的关系、道路

网延误时间比与交通运行指数的关系，是对

北上广深四个城市道路交通运行指数模型的

综合和延伸(见表1)。

22 现有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的不足现有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的不足

22..11 基础数据采集不全面基础数据采集不全面

各大城市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的基本参数

之一为行程速度，不同等级路段或道路的行

程速度主要根据运营车辆的GPS数据进行测

算。在这样背景下可能产生三个问题：

1）覆盖面问题。

采集数据仅仅包含运营车辆(如出租汽

车，不含社会车辆)的浮动车数据和路段检

测数据(见表 2)。由于运营车辆的运行轨迹

取决于乘客的出行起讫点，导致道路沿线起

讫点分布较多区域(客流聚集和发生较多)的

出租汽车覆盖数量多，反之道路沿线没有乘

客上下车或出租汽车不因其他原因 (如停

车、回家、吃饭、上厕所等)必须前往的目

的地，相关路段基本没有出租汽车覆盖，即

部分城市道路不能计算行程速度。据统计，

广州市出租汽车高峰期覆盖道路占中心城区

主干路和快速路网络的 72%(见图 1)；深圳

市出租汽车全天平均覆盖道路占整个道路网

的36%，2017年融合了网约车、百度导航车

辆等数据后覆盖道路比例增至77%。

2）样本不均衡问题。

如果道路沿线的居住、商业、娱乐、办

公等用地较多，理论上出租汽车经过数量较

多，反之越少，并且道路网结构较好的区域

出租汽车覆盖车辆数量多，反之越少(广州

市黄埔区由于道路网结构影响出租汽车覆盖

道路比例较其他中心城区的行政区低35%以

上)，这就是主要道路运行速度通过浮动车

数据计算得相对准确的重要原因。

表1 不同城市道路交通运行指数评价指标和方法比较

Tab.1 Comparison on evaluation indicators and methods

of traffic performance index in different cities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国家
层面

定义方法

拥堵里程比例

行驶速度
负荷度

拥堵里程比例

行程时间比

拥堵里程比例
行程时间比
延误时间比

取值
区间

0~10

0~100

0~10

>0~<10

0~10

拥堵级别说明

畅通0~<2
基本畅通2~<4
轻度拥堵4~<6
中度拥堵6~<8
严重拥堵8~10

畅通0~<30
较畅通30~<50
拥挤50~<70
堵塞70~<100

畅通0~<2
基本畅通2~<4
轻度拥堵4~<6
中度拥堵6~<8
严重拥堵8~10

畅通0~<2
基本畅通2~<4
缓行4~<6
较拥堵6~<8
拥堵8~10

畅通0~<2
基本畅通2~<4
轻度拥堵4~<6
中度拥堵6~<8
严重拥堵8~10

图1 广州市中心城区出租汽车覆盖道路情况

Fig.1 Taxi road coverage in Guangzhou

空载
重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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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驾驶人行为倾向问题。

出租汽车驾驶员在空驶状态通常为了载

客而低速巡游，在重载的情况下总是为了提

高周转率而快速行驶。这导致道路行程速度

计算有偏差，评估结果不够精确。据统计，

深圳市同一路段的出租汽车在重载情况下运

行速度较社会车辆高 4%，使用地图导航车

辆的运行速度较全部社会车辆速度低4%。

22..22 指标评价分析不系统指标评价分析不系统

现有的道路交通运行指数并不能系统、

全面地反映城市交通的运行情况。北京市和

广州市采用的交通运行指数实质上是由道路

网严重交通拥堵里程比例转换而来，该指标

能够比较敏感地反映出道路网中严重交通拥

堵情况的变化；但是没有直接体现对于严重

拥堵以下等级路段的评估分析。因此，该类

交通运行指数只能表征道路堵不堵、有多堵

(对道路网的拥堵状态变化更加敏感)，而不

能反映顺不顺、有多顺。从这个角度来讲，

把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称为交通拥堵指数不准

确，或者说是一种评判标准的误导。

深圳市采用的交通运行指数实质上由道

路网行程时间比转换而来，能够相对真实地

反映人民的出行感受，但是对于道路网交通

拥堵情况的描述相对而言没有道路交通运行

指数敏感。例如，广州市东风路作为东西向

快速通道，道路条件较好(双向 8~12车道)，

高峰期交通量较大，车辆行驶速度为 25.8

km·h-1；中山路作为广州市东西向次干路，

双向车道数仅为2~4车道，高峰期通过交通

量相对较少，车辆行驶速度为 25.1 km·h-1。

两条不同等级的道路由于交通量不同导致两

者速度比较相近，针对同等长度的两条路

段，道路条件较好的东风路期望行程时间或

自由流行程时间较小、反之中山路较大。按

照深圳市行程时间比测算道路交通运行指

数，高峰期东风路交通运行指数为 2、中山

路交通运行指数为 1。也就是说，一个城市

的区位、道路条件越好，期望车速越高或期

望行程时间越短，单条道路交通运行指数可

能就越高；反之，一个城市同等级的道路由

于几何条件差，期望车速越低或期望行程时

间越长，单条道路交通运行指数可能就越低。

33 思考与建议思考与建议

33..11 进一步完善交通运行指数评价模型进一步完善交通运行指数评价模型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构建的

道路交通运行评价模型，基本参数主要基于

运营车辆的浮动车数据、线圈数据、地磁数

据等。在利用采集数据进行基础性指标(如

路段行驶速度、行程时间以及加权平均速

度、加权行程时间等指标)、特征性指标(拥

堵里程比例、行程时间比、延误时间)计算

过程中，可能由于权重、公众感知以及期望

等参数的设置(如从平均速度到加权平均速

度过程中，北京和广州采用的是车公里数

(VKT)权重，该参数应根据道路网中各等级

道路长度比例和经过这些道路的累积当量小

汽车交通量进行动态调整)，导致综合性或

决策性指标(道路交通运行指数)计算偏差。

因此，应依托现有的多源数据以及深度学习

等技术，动态修正模型参数和算法，进一步

提高道路交通运行指数评估的精确性和科学

性。文献[8]利用浮动车样本数据并融合其他

交通多源数据，构建动态交通流离散性模

型，提出交通拥堵概率的估计方法，弥补了

现有交通运行评价方法存在的不足。

33..22 建立交通运行指数预测模型和发布建立交通运行指数预测模型和发布

机制机制

道路交通运行指数发布机制更多是注重

对已发生的交通状况进行评价，缺乏有效的

交通预测机制，在市民出行规划诱导方面的

作用相对较弱。因此，建议在综合考虑天

气、节假日、重大活动等因素对交通的影响

以及宏观交通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构建城市

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的预测模型，实现对交通

运行指数的中、短期预测以及发布机制。

广州市基于道路交通运行指数，在分析

城市道路交通运行指数总体变化规律的基础

上，综合考虑天气、节假日、重大活动等因

素对交通的影响，构建了基于城市道路网的

交通运行指数预测模型，预测未来3 h、第2

天 24 h每 5 min的交通运行指数。通过构建

表2 不同城市道路交通运行指数基础数据采集情况

Tab.2 Comparison on raw data collection of traffic performance index

in different cities

城市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基础数据

全市浮动车数据(包括公共汽车和6.6万辆出租汽车)以及重要路段
上自动检测装置的线圈和雷达测速数据

全市约 2万辆出租汽车和 9 000辆集卡GPS数据、超过 4 000组的
快速路线圈数据、超过1万组的地面交叉口线圈数据

约2万辆出租汽车GPS数据，每15 s报送一次数据，自由巡游；约
1.2万辆公共汽车GPS数据，每60 s报送一次数据，固定线路；部
分营运车辆

出租汽车、公共汽车和“两科一危”GPS数据、网约车数据、地
图导航数据、地磁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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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数预测分析系统，每周定期通过报纸、

网络等平面媒体发布上一周交通运行情况，

针对重大节假日的交通运行指数变化和拥堵

路段分布情况进行预测，发布交通指引引导

市民出行[9-10]。

33..33 新技术应用促进数据采集更全面新技术应用促进数据采集更全面、、

指数评估更科学指数评估更科学

近年来，重庆、厦门、兰州、南京、银

川等城市积极尝试应用汽车电子标识①。公

安部牵头制定《汽车电子标识安全技术要

求》《汽车电子标识通用技术条件》等相关

标准，于 2014 年 12 月发布征求意见稿、

2017年 12月正式发布了标准，并于 2018年

7月 1日起实施。2015年无锡、深圳、北京

纳入汽车电子标识试点范围，2016年1月无

锡、深圳开始汽车电子标识试点。在国家推

行高速公路“一张网”的情况下，ETC技术②

在高速公路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据统计，

广东全省高速公路设置了 7 185条车道，累

计开通 1 720条ETC车道，ETC车道数占收

费车道总量的 23.9%，其中主线收费站ETC

车道覆盖率达 100%[11]。针对前文提到的利

用浮动车GPS数据计算行车速度作为交通运

行指数的基本参数存在数据采集不全面的问

题，若公安部推行的汽车电子标识得到快速

发展且面向所有机动车，并且实现各城市、

区域乃至全国的数据库共享，那么采集的数

据不仅仅是运营车辆，而是包含社会车辆在

内的所有车辆，覆盖路段的车辆样本数量和

类型将更加均衡、全面，驾驶人的行为更真

实，并且可以考虑融合现有的高速公路流水

数据、道路高清卡口车牌识别数据、GPS数

据等交通管理设施，更加全面、科学、客观

地分析道路运行速度。

33..44 系统全面考虑影响因素构建交通运系统全面考虑影响因素构建交通运

行综合指数行综合指数

不同路段车流量由于采集不能做到实时

或者采集工作量大，导致现有的模型算法中

基本没有考虑车流量作为指标。而车流量是

反映道路交通流三要素的重要因素，并可以

用于计算道路交通流密度。因此，结合速度

采集数据和路段权重等级划分，建议充分利

用交通大数据提高交通模型的预测精度和计

算及时性，并通过大数据或精细化交通模型

辅助采集和预测交通量，结合每种客运交通

方式的载客人次、占用道路资源动态空间等

(回归交通的本质是实现人和物的移动，评

价思路从“以车为本”到“以人为本”)，

构建不同要素(涵盖速度、流量、密度、时

间以及出行感受等)、不同车辆类别(包含公

共汽车、大客车、小汽车等)的道路交通运

行综合指数，从而更加全面、客观地评估道

路交通运行情况。

44 结语结语

道路交通运行评价是管理者、公众等对

城市道路运行情况的总体评价，并且随着新

交通服务方式的快速发展，城市交通正在经

历从“供给与需求”关系到“供给、需求、

服务”关系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

因此，仅仅通过道路交通运行指数评估交通

运行状况不完整，存在片面性，而通过居民

出行时耗、交通可达性等指标综合评估道路

交通运行情况更为全面。本文通过梳理中国

主要城市道路交通运行指数的差异，分析该

指数评估方法或测度的不足，并从完善评估

模型、构建预测模型、深度挖掘数据采集源

头和方式、构建交通运行综合指数或交通综

合出行指数等方面提出建议。

注释：

Notes:

①汽车电子标识(俗称电子车牌)，也叫车辆电

子身份证，本质上是一个无线识别的电子

标签。工作原理：在车上安装一个芯片作

为车辆信息的载体，在芯片相应区域存储

车辆的车牌号码、车身颜色、车辆类型、

车辆属性、所属单位、年审信息、保险信

息、违章记录等信息，车辆在通过有射频

识别读写器的路段时(或手持射频识别读写

器)，对车辆电子车牌上的数据进行采集或

写入，达到各类交通综合管理的目的。

② ETC技术：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璃上的车

载电子标签与在收费站ETC车道上的微波

天线之间的微波专用短程通讯，利用计算

机联网技术与银行进行后台结算处理，实

现车辆通过路桥收费站不需停车而能交纳

路桥费的目的。ETC是RFID技术在车辆管

理中的一种尝试，现有国标ETC系统中的

车载OBU是有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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