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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地方政府在实施交通影响评价时仍面临一些问题，有必要借鉴国外交通影响评价的政策

与实践经验。深入剖析日本实施的交通影响评价法规、管理规定与实践，有助于高密度地区土地开

发的有效管理。研究发现，为提升交通影响评价的实施效果，地方政府应注重多层次交通与土地规

划的协调与管理；在交通影响评价过程中应强化公交优先理念的制定与落实；合理采用大数据手

段，深入理解土地开发的交通影响，并采取精细化的交通管理措施。作为落实中国公交都市战略的

重要环节，交通影响评价应从管理体制和新技术应用等方面加强土地开发与绿色交通的协调。

关键词：交通政策；土地开发管理；交通影响评价；交通需求分析；公交导向开发；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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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rtain challenges and policy uncertainties still remained in implementing traffic impact an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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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connection of land development and green transportation system, either by the new governing

framework or emerging technologies im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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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作为城市空间规划与增长的核心要素

集，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具有内在、复杂的

互馈关系，理解两者的互馈机制与综合影

响，并进行有效的规划管理成为规划研究与

实践长期关注的问题。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

下，高频率和高强度的土地开发会对周边的

土地和交通系统产生负外部影响。外部性

(Externalities)通常被认为是市场配置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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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之一，产生原因包括地理空间过度临

近、产权不明晰或高交易成本等[1-2]。土地方

面的负外部影响包括住宅过度拥挤、开发空

间减少等，交通的负外部影响包括交通拥

堵、交通综合效益不公平分配等。现有规划

与政策采用区划、法定图则、控制开发等手

段，如限制土地开发的容积率和高度等，以

应对城市开发对周边土地的负外部影响。实

现土地开发与交通系统的衔接，有助于合理

引导居民出行行为，增强交通供给效率。调

整建成环境特征(如增加道路网密度、连接

度等)或引入经济导向的政策(管制、税收或

补贴等)，能降低土地开发的交通影响[3-8]。

城市开发对周边用地的负外部性已经得

到了良好控制，但对交通系统的负外部性仍

缺乏重视。如何对城市土地开发的交通负外

部性进行合理预测及有效控制，成为国内外

土地开发与交通规划共同关注的话题。2010

年中国颁布了《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

标准》 (CJJ/T 141—2010)，将其作为城市用

地规划与建设管理的必要手段之一。国家层

面交通影响评价 (Traffic Impact Analysis,

TIA)政策与技术导则的引入，使得地方政府

在土地开发项目建设前能更好地理解土地开

发对周边交通系统的综合影响，并提前采取

改善措施，实现两者的协调。不同城市的交

通影响评价需要在国家技术导则的基础上，

建立本地化的参数和管理规定。由于交通影

响评价这一政策的介入，对超过一定规模的

用地开发实施交通影响评估，并提前采取改

善措施，显著改善了土地开发对周边交通的

负外部影响。

已有研究梳理了交通影响评价的基础理

论、数据采集方法、评估技术与管理体制。

文献[9]提出基于微观模拟的用地开发强度反

馈方法，以改变“先用地、后交通”的规划

模式。地方政府在实施交通影响评价时面临

如何高效管理与实施等问题。文献[10]研究

发现，受数据采集和相关制度的制约，交通

影响评价的重心偏向小汽车停车位和项目出

入口的审查与优化。文献[11]指出，交通影

响评价对土地利用的反馈机制不强，改善方

案的落实缺乏责任主体和监管机制。为了真

正发挥交通影响评价的作用，城市交通影响

评价应与城市规划建设实现制度管理和技术

方法的衔接[12]。文献[13]指出应建立交通影

响评价的资质管理制度、评审制度、监管制

度、时效管理制度和后评价管理制度。

良好的制度安排是推进土地开发与交通

协调的基础[14]。总体上，日本城市的建成环

境与中国城市类似，均表现出高密度和混合

性特征，日本交通影响评价政策对中国高密

度城市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因此，深入剖析

日本交通影响评价的法规、管理规定与实

践，能帮助理解高密度地区快速土地开发背

景下的交通管理机制，促进中国大城市的公

交优先政策推广和公交都市建设。

11 交通影响评价政策综述交通影响评价政策综述

交通影响评价是项目建设之前就合理评

估其对交通的影响，通过有效管理实现交通

需求和供给的相对协调。一些国家或地区将

交通影响评价作为专项研究，纳入建设项目

的环境影响评估 [15]。美国交通工程师协会

(Institute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s)最早制

定了交通影响评价的必要内容清单[16]，并且

美国多个州或市镇政府均已形成相对标准的

交通影响评价方法和管理体制[17]。英国和中

国香港分别于 1994年和 1995年制定了交通

表1 不同国家和地区交通影响评价制度对比

Tab.1 Governing framework of TIA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内容

条例与规则

启动阈值

评估方法

评价空间范围

发展计划评估

时间幅度

交叉口评估

澳大利亚

×

×

√
×

√
无明确规定

√

中国香港

√
×

√
×

√
5年

√

新加坡

√
√
√
×

√
5年

√

英国

√
√
√
×

√
5~15年

√

美国

×

√
√
√
√

5年

√

印度尼西亚

√
√

无明确规定

无明确规定

无明确规定

无明确规定

无明确规定

中国内地

√
√
√
√
√

1~5年

√

日本

√
√
√
√
√

无明确规定

√

菲律宾

√
√
√
√
√

无明确规定

√
注：√表示对该部分内容有要求，×表示对该内容无强制要求。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5, 19-21]整理汇总。

59



规划设计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7
N

o.4
July

2019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九九
年年

第第
十十
七七
卷卷

第第
四四
期期

影响评价政策和技术导则[18]。2000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制定或完善交通

影响评价的法律、措施和技术标准(见表1)。

例如，2001年菲律宾颁布国家层面的交通影

响评价导则，主要包括划定交通影响区，估

计背景交通量，预测建设项目新增交通量，

编制交通管理方案，分析交通节点和线路，

停车需求分析和管理，建议性措施编制及实

施[15]；2009年印度尼西亚开始制定交通影响

评价法规[19]。

交通影响评价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建设项

目获得规划许可的必要条件之一。例如，在

菲律宾的马尼拉都市区，交通影响评价是获

得环境保护合格证(Environmental Compliance

Certificate)的必要条件之一 [15]。在规划申请

阶段，交通影响评价通常作为单个项目单独

审批[22]。若缺乏交通影响评价，尤其在一些

快速发展的地区，则难以平衡实际的交通需

求和供给的关系[23]。此外，一些地区特别注

重土地开发对绿色交通的影响，着重强调基

于绿色交通的视角开展交通影响研究。例

如，香港在土地开发的交通影响管理上，基

于公交导向开发(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原则，由城市规划委员会、规划署、

环境保护署、运输署、区议会，以及路政

署、水务局、渠务局、警务署等部门和企业

共同参与决策[18]。尽管TOD理念和实践在中

国的应用已经很多年了，但实践效果离预定

目标仍有一定差距。交通影响评价的引入能

为TOD和公交都市等实施提供机遇。

22 日本交通影响评价的解析日本交通影响评价的解析

22..11 日本推进交通影响评价的背景和需求日本推进交通影响评价的背景和需求

日本城市的人口密度较高，建设用地供

给相对有限，一些大城市(如东京都市圈内

城市)交通拥堵逐渐严重，带来大量的时间

和经济损失[24]。公共交通在日本城市开发和

交通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在高密度的城市

环境中，日本积极实施公交导向开发政策，

塑造适合公共交通的城市空间形态，并合理

评估土地开发产生的交通影响。日本借鉴了

美国城市交通影响评价的经验[25]，1990年就

开始关注土地开发的交通影响 [26]。尤其是

2000年实施的《大型零售商布局法》规定了

大规模商业设施开发应提供的停车需求，并

为交通影响评估提供了法规支持[27]。名古屋

城市研究院指出以交通影响评价来协调土地

和交通发展的重要性，具体策略包括：1)改

善城市中心区绿色交通的可达性；2)开展有

利于职住平衡的混合开发；3)商业开发应增

强对公共交通的规定；4)新用地开发时，加

强交通影响评价；5)新用地开发应限制小汽

车停车位[28]。

土地利用和交通规划的整合需要在多个

环节实现不同组织机构间的紧密合作[29]。在

日本，交通与土地开发经历了从无协调到多

样化协调的演变。日本在推进交通与土地一

体化进程中，加强研究城市经济活动、城市

(交通)基础设施和交通活动的互动关系。在

此基础上，采取恰当的引导措施，对土地开

发的交通影响进行管制(见图1)。

图1 日本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的互动关系及交通影响评价的介入

Fig.1 Transportation and land-use integration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TIA in Japan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26]绘制。

土地利用规划

城市活动
(居住·产业)

交通活动
(购物·通勤)

城市设施
(大规模设施)

交通设施
(道路、交通信号)

交通规划

交通发生量变化

机动性变化

土地
利用
变化

服务
水平
变化

当前多数交通影响评价流程(顺时针方向)

今后多数交通影响评价流程(逆时针方向)

交通影响评价实施时期(评价时段)

表2 日本应对土地开发交通影响的主要制度

Tab.2 Policies released in Japan to cope with the impacts of land development

on transportation system

内容

实施时间

实施主体

实施目的

评价期限

关注点

对象用途

主要交通
方式

政策

先行交通对策

未明确规定

交通管理者

土地开发与周边交通保持一致，将影响降至最低

用地规划、投入使
用阶段

交通安全

大规模及有显著交
通影响的用地开发

小汽车、步行

大型零售商布局法

2000年

经济产业省

投入使用阶段

与生活环境的协调

商业

小汽车

大规模开发法案

1989年

国土交通省

用地规划阶段

开发是否符合规
划，并检验其影响

商业、住宅及特定
大规模建筑物

小汽车、步行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26, 30]整理汇总。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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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应对土地开发交通影响的主要政策应对土地开发交通影响的主要政策

在日本，推进土地开发的交通影响评

价，以及促进交通与土地综合开发的相关制

度主要包括《大规模开发法案》《大型零售

商布局法》《先行交通对策》。这些制度评价

的设施包括大规模商业和集散设施，以及特

定大规模建筑物①的用地开发(见表2)。

为了更好地对土地开发的交通影响进行

管理，这些制度还规定了交通影响评价管理

的要点。主要包括：确保都市活动与土地利

用的适应性；若商业开发对道路有显著影

响，应优化出入口设置，加强商业活动与道

路交通的衔接；加强大型商业设施内部空间

利用的优化，如停车场位置、交通线路优化

等(见表 3)。例如，日本 1989年发布了《大

规模开发法案》初稿，随后经历了多次修

订，于 1999年正式颁布，通过动态调整不

断加强对土地开发产生的交通影响的管理。

容积率规制是保障土地开发规模(占地

面积、建筑面积等)与道路交通、公共设施

处理能力相平衡的指标之一。日本在城市开

发进行中，对建筑的容积率也做出了详细规

定。这些规定经历了几个重要阶段，包括

1961年设立的《特定街区制度》，1963年的

《容积地区制度》，1968年《城市规划法》的

修正，1970年《建筑基准法》对容积率奖励

制度的完善，到当前的容积率监管框架。政

府对不同用途建筑容积率做出了限制，这些

制度考虑了现有建筑中高容积率的情况，因

此在交通影响评价中，容积率建议限制值会

稍高于标准值[30]。

22..33 交通影响评价实施的程序交通影响评价实施的程序、、启动范启动范

围与主要方法围与主要方法

在土地开发的各个阶段，日本的相关政

策制度均对交通影响评价作了相关规定(见

图2)。例如，在土地开发计划立项和设计阶

段，土地开发部门的开发计划应提前与相关

部门协商，并得到规划和开发的许可。

在交通影响评价的启动阈值上，日本不

表3 日本交通影响评价相关制度与研究动态

Tab.3 Policies and studies relevant to TIA in Japan

项目

主要问题

制度概要

交通影响评
价制度和方

法研究

土地开发交
通影响评估

研究

土地开发交
通影响的地
域特征研究

主要制度

制度要点

制度、方法

大型零售商布局法相
关研究

都市计划法相关研究

海内外制度比较研究

评价单位的分析

仿真与数据库整合

案例研究

必要性、评价指标

地域特征

非机动交通

土地开发优化策略

1989年以前

环境问题
恶化

《大规模开发
法案》公布

(1989)；再开
发地区计划研
究会(1990)

√

√

1989—1994年

《大规模开发法
案》修订(1990

和1994)

√

√

√

√
√

√

1995—1999年

环境影响评价法
制定与实施

《大规模开发法
案》修订(1999)

√

√
√

√

√
√
√
√

√

√
√
√

2000—2004年

《大型零售商布局
法》实行(2000)

·规定商业开发确保
周边地域生活环境正
常运行的相关手续和
内容
·以开发用地内部设
施优化为主

√

√
√
√

√
√

√

√

√
√
√
√
√
√

√

√
√

√
√

√

2005年至今

《大型零售商布局法》
修订(2005和2007)；
《城市规划法》修订
(2006)；《大规模开发
法案》修订(2007)

·规定确保都市正常活
动和土地合理利用的
必要事项
·对可能用于特定大规
模建筑物的用地做出
规定

√

√

√
√

√
√
√

√

√

√
注：√表示在相应阶段有文献刊出。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21, 26]整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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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Approval process of land development in Japan and the connection with traffic management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24]改绘。

土地开发部门
的开发计划

开发计划立项 基本设计 实施设计
建筑确认
申请

项目施工 项目完成

都市计划手续
(开发许可等)

大店立地法

道路法手续
(交通管理部门)

得到许可
当开发区域包含道路、
或道路需要改善时，需
得到道路管理部门的许可

与道路管理部门的事前协议

停车场位置
交通量调查
交通处理等

道路管理部
门与交通管
理部门的协
议、调整

道路管理部门对建筑
与道路衔接的协议

说明
会等

项目开发完成前8个月内

申
请

开
发
许
可

备
案

同行政区(尤其县级地区)对评价对象启动规

模的规定有较大差异(见表 4)。在各个县的

管理条例中，受不同县级地区土地开发与交

通发展状况的约束，评价阈值为占地面积超

过 1 000 m2或 1 500 m2的土地开发项目。栃

木县、兵库县、鸟取县的案例表明，日本各

县级地区制定了不同的评价阈值标准。

在交通影响评价方法上，主要采用静态

方法预测和动态模拟土地开发的交通影响。

当土地开发对大规模设施或周边道路具有显

著影响时，也采用动态预测方法(见表5)。

日本在交通影响评价过程中，特别关注

土地开发对交通系统的时空动态影响。在数

据采集上，日本国土交通省通常每隔 5年开

展一次全国范围的个人出行调查，至今已

开展了 6 次交通调查 (1987、1992、1999、

2005、2010和 2015年)[33]，这些数据能较好

地刻画不同地区的交通特征及交通方式分担

率，提升交通影响评价的准确性。此外，在

交通影响评价过程中，采用车载GPS来测定

土地开发后的道路行车速度，并刻画出不同

时段、不同位置的行车速度和交通拥堵指数

(见图 3)。在研究方法上，日本自 20世纪 90

年代以来借鉴了美国交通工程师协会的交通

影响评价手册，主要采用四阶段法，从交通

生成、交通分布、交通方式划分、交通分配

四个方面开展土地开发的交通影响预测和评

价[30]。在研究土地开发的交通影响中，日本

较早地认识到土地开发项目对交通系统的累

积影响。例如，文献[34]测度了土地开发对

交通系统的累积影响，发现随着开发项目的

实施和投入运营，评价范围内的交通方式分

配会发生显著变化，并会影响到评价范围外

的交通系统。若考虑到这种累积效应，交通

发生率的合理选择变得非常关键，否则容易

低估土地开发项目产生的交通影响[34]。在研

究方法的实现上，集成的交通评价模型能更

好地预测、分析和评估土地开发的交通效

应。例如，文献[35]构建了基于 Web-GIS、

交通量模拟和数据库管理的集成系统，不仅

保障了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也有助

于保障数据的可靠性，并实现了土地开发交

通影响的空间可视化。这些交通评价理念、

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的引入，能精细化评估

土地开发的交通结果及其时空分布特征，以

帮助政府或土地开发部门采取更有效的改善

措施。

33 评述及政策建议评述及政策建议

应对城市开发所产生的交通负外部性需

要多维度治理的视角[37]。交通影响评价的实

施也会受多个因素制约。从国内外交通影响

评价经验分析，合理的技术准则、本地化的

交通参数、多阶段的交通管理(如项目建设

前后的双重管理)、多层次规划的协调等是

提升交通影响评价效果的方向。日本实施交

通影响评价的法规、管理规定与实践，形成

了一定的特点，能为推进中国大城市地区的

公交优先、交通与土地一体化提供政策启示。

33..11 多层次规划的协调与管理多层次规划的协调与管理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日本就注重城市

建设对交通系统的影响。随着《大规模开发

法案》的公布与多次修订，以及专门针对交

通影响评价政策的实施，日本各级政府不断

强化交通影响评价政策的地位和实施效果，

保障了土地合理使用与都市交通活动的协

调。日本对交通影响评价的重视不仅体现在

土地开发多个环节对交通的管理上，更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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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个规划法案间的协调。如图 2所示，在

开发项目立项和规划设计阶段后，应向土地

开发部门申请规划许可。并且，项目规划设

计方案需要与交通管理部门进行充分的沟通

协调(如交通调查、停车管理、交通优化方

案等)，在满足条件后，才能获得交通管理

部门的许可。在中国，交通影响评价作为城

乡规划编制体系的组成部分，是联系土地利

用规划和交通规划体系的重要纽带。中国交

通影响评价与用地规划缺乏互适性分析 [38]，

使得交通影响评价只能在地块控制性详细规

划的基础上优化周边配套交通设施，难以实

现对地块开发强度的必要性调整。

33..22 公交优先理念的制定与落实公交优先理念的制定与落实

在高密度城市地区的土地开发中鼓励公

共交通和非机动交通发展，是降低土地开发

交通影响的重要思路。中国城市交通影响评

价仍侧重于小汽车优先。例如，交通量调

查、交叉口评估、小汽车停车位管理、交通

改善方案融资等，都充分体现了小汽车的优

先权，而忽视了绿色交通发展。作为高密度

开发和高度依赖公共交通的国家，日本交通

影响评价政策及相关规定都在不同程度上体

现绿色交通优先。首先，在日本的规划实践

中，对新开发的用地及其交通影响评价都提

出了限制小汽车停车位的规定[28]。较低成本

的停车或在公共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增加小

汽车停车位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与公交优

先理念相悖[39-40]。

停车配建也是中国交通影响评价的重要

内容，通过实施配建折减措施可以削减小汽

车停车位，从而降低机动车出行比例。其

次，城市开发密度管理与交通的协调也会影

响交通影响评价实施的效果。提高城市开发

密度能提升公共交通客流量，从而间接降低

小汽车拥有和使用量，但开发密度并非越高

越好。在容积率管理中，日本针对不同建筑

用途规定了差别化的容积率上限。在高容积

率地区，日本在交通影响评价中强化了对公

表4 日本不同行政区、不同制度对交通影响评价的启动范围

Tab.4 Threshold to carry out a TIA in different regions of Japan under different policies

制度

《大型零售商布局法》

《大规模开发地区相关交通计划手册》

栃木县使用方针

兵库县条例

鸟取县条例

评价对象及阈值

店铺面积超过1 000 m2的大规模店铺

建筑面积超过10 000 m2的商业开发；
建筑面积超过15 000 m2的商业开发；或达到以上同等规模的土地开发

店铺面积超过1 000 m2或对周边道路交通有重大影响的大规模店铺

占地面积超过1 000 m2的特定大规模建筑物(如剧场、展览馆等)

占地面积超过1 500 m2的特定大规模建筑物(如剧场、展览馆等)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31]整理汇总。

表5 日本交通影响预测的主要方法

Tab.5 Methods employed to predict transportation impacts in land development

制度与案例

《大店立地法》

《大规模开发地
区相关交通计划

手册》

栃木县

琦玉县

兵库县

静态预测方法

高峰小时平均最小停车需求量的计算

交叉口交通量预测
包括：各方向交通量；交叉口通行量占通行
能力的比例以及必须降低的通行量比例；转
弯专用道起点至交叉口交通信号灯的距离 1)

土地开发投入使用后，交叉口通行量占通行
能力比例的预测

土地开发投入使用后，交叉口通行量占通行
能力比例的预测

土地开发投入使用后，交叉口通行量占通行
能力比例，以及拥堵程度预测

交通动态仿真方法

交通预测不局限于静态方法；根据道路的拥堵
程度，当静态方法无法评价时，采用动态方法

周边道路交通情况评价时可以考虑动态仿真

在店铺面积超过1万m2且对周边道路交通有显
著影响时，若静态方法无法准确评估交通拥堵

对策效果，应使用动态方法

动态交通仿真一般应用于面积超过1万m2的新
开店铺，或政府认为有必要采用动态交通仿真

的店铺

大规模集客设施跨越较大范围，可能对周边道
路产生影响时，会使用动态预测方法 2)

1)以使转弯车辆进入转弯专用道，避免挡住直行车辆；2)条例未列出具体方法。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32]整理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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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交通和非机动交通的引导和管理。中国交

通影响评价也逐渐注重绿色交通发展。例

如，中山市通过引入交通影响评价机制，落

实了应对土地开发必需的公共交通用地，显

著提升了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

33..33 大数据的使用与精细化交通管理大数据的使用与精细化交通管理

随着定位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本在交通

影响评价中逐渐采用GPS技术，开展综合交

通调查，获取居民出行数据，评估道路通行

能力和拥堵程度，并实现土地开发交通影响

的可视化。在此基础上，交通影响评价的实

施能深入理解项目周边道路运行的时空特点

(见图 3)，且更有助于采取精细化的管理方

案。中国城市在开展交通影响评价时，面临

土地开发与交通基础数据库建设不足等问

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交通影响评价的

准确性和科学性[41]。一方面，在交通数据采

集上，一般以早晚高峰为数据采集时段，这

虽然能整体把握项目周边道路的出行概况，

并能降低交通调查成本，但容易忽视项目周

边道路通行情况的动态变化，也不利于对开

发项目投入使用后所产生交通影响的动态跟

踪和措施优化。例如，一些建设项目仅调查

了主要路段和交叉口短期(如 1天)高峰小时

的交通量数据，作为交通影响评价的基础数

据集，这容易降低交通预测的准确性。另一

方面，交通影响评价作为微观交通管理方

式，需要理解项目周边的交通量、居民出行

特征和不同类型用地的交通发生吸引量等。

当前中国城市仍缺乏定期的、大样本的交通

调查，并不利于建立本土化基础数据和参

数，容易降低交通影响评价的效果。例如，

受限于交通调查数据的可获得性，一些建设

项目采用城市主城区类似用地类型和业态的

出行率指标，降低了交通影响评价的准确

性。随着大数据采集和分析技术的不断发

展，采用大数据开展交通调查和分析已日趋

便捷。例如，利用公共交通 IC卡、手机话

单数据分析居民出行的交通方式选择、主要

兴趣点及OD交通量；利用出租汽车GPS数

据分析交通小区内各道路的通行速度和拥堵

延时情况；利用 ofo、摩拜等共享单车数

据，分析自行车出行总量、出行频率、时空

分布及其与公共交通系统的接驳情况；利用

运动手环数据分析交通小区及主要道路沿线

居民的步行出行特征等。这些数据的采集和

使用能更好地理解土地开发的交通影响与居

民出行特征，能对土地开发所产生的负外部

效应进行更好地管理。

44 结语结语

在城市项目建设前引入交通影响评价，

是促进交通和土地协调开发的关键。交通影

响评价的介入，在降低土地开发影响，提升

绿色交通出行率等方面呈现积极效果。本文

剖析了日本交通影响评价的法规、管理与实

践，能帮助理解高密度地区土地开发与交通

协调的有效模式。日本交通影响评价实施过

程中，多层次规划的协调、公交优先理念的

落实、新技术应用与精细化管理能为完善中

国的交通影响评价政策提供启示。

总体上，中国交通影响评价应加强土地

开发与绿色交通的协调。在管理上，无论是

增量开发还是存量开发(城市更新)，都应突

出交通影响评价的积极作用，鼓励绿色交通

利益相关者参与交通影响评价决策，并明确

绿色交通改善措施的融资来源和实施主体。

在技术上，应完善绿色交通出行调查，加强

综合交通数据库建设，合理确定交通评估的

本地化参数。例如，可以充分利用和挖掘公

共交通 IC卡数据、出租汽车GPS数据、手

机话单数据、共享单车和运动手环数据，分

图3 基于车载GPS时空数据的行车速度评估

Fig.3 GPS-based travel speed evaluation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36]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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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交通小区内或主要道路上机动车、公共汽

车和非机动交通等出行特征，剖析土地开发

对交通系统的综合影响，并制定合理有效的

干预措施。

伴随着国家行政机构改革、城乡规划编

制和管理体制的调整，建立相互衔接的国土

空间规划体系将成为未来城乡规划工作的焦

点。中国城市土地和交通管理体制改革以及

新技术下城市居民出行行为变迁等将为交通

影响评价提出新的要求。首先，不同地区、

不同区位、不同类型土地开发产生的交通影

响具有差异性，应在国家交通影响评价导则

的基础上，制定本土化的交通影响评价管理

体制，并建立综合性、定期更新的交通基础

数据库。其次，富有竞争力的绿色交通是适

应中国高密度土地开发的重要交通形态，在

交通影响评价中应进一步强化并落实公交优

先理念，包括绿色交通的发展目标、融资来

源与责任主体等。再次，伴随着城市共享出

行的兴起，中国城市居民的出行模式和结构

发生了深刻变化，对评估建设项目的交通影

响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将共享出行(如滴滴

出行、共享单车等)和外卖配送等交通模式

纳入基础交通调查中，以深入理解不同用地

形态中含共享出行在内的各种交通方式的发

生和吸引率。

注释:

Notes:

① 特定大规模建筑物包括剧院、体育馆、会

展中心等重大公共设施。《日本城市规划

法》对其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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