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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实现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协调发展，基于土地

利用与交通双向互动理论，对评价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

承载力关系的定量分析方法进行了研究。建立了静态

对比测算和动态模型测试相结合的交通承载力分析方

法，以协调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关系。以《北京中心城控

制性详细规划》为例，在静态对比测算中，将北京市中心

城区各街区居住用地、产业用地发开强度与交通承载力

进行了对比分析。在动态模型测试中，对 3种方案的道

路流量、交通负荷进行了对比，在空间分布上定位不协

调区域及不协调程度。

Abstract： In order to reach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

tween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

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is paper conducts a re-

search on quantitative and analytical method to ass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use intensity and road capacity.

The method is a combination of static correlation and dy-

namic model testing, so as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Taking the detailed

control planning for Beijing urban area as an example, a

comparison between two kinds of land-use intensity and

road capacity is made, i.e. land for residential use and in-

dustrial use. In dynamic model testing, three scenarios are

compared, in perspective of traffic flow and V/C, to tell

the uncoordinated areas and the degree of inconsist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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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

年)》[1](以下简称《总规》)中明确提出，“有效配置城市发展资

源、合理规划城乡发展空间，促进北京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

谐、协调和稳定发展，有必要对影响城市发展的环境资源承载力

进行科学分析，从而更好地指导城乡规划编制与管理工作”。交通

承载力作为环境资源承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确定土地适宜开

发强度的重要依据之一，对于协调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发展规划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北京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

划》(以下简称《控规》)为例，重点探讨交通承载力分析方法在控

规编制过程中的应用与实践。

1 土地利用与交通互动关系

人类活动在空间上的分散性造成人员的流动和物品的运输，

而这些人员与物品的移动又决定了交通需求，进而对城市范围内

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产生一定的影响，并由此引伸出“土地利用

与交通双向互动”的技术理论[2]，见图1。该理论可归纳为以下4点：

1) 土地利用(如住宅区、工业区或商业区)的分布，决定了人们

日常活动(如生活、工作、购物、上学和娱乐)的地点；

2) 人们日常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要求有交通系统提供交通工

具来克服活动地点之间的距离；

3) 交通基础设施的分布使空间联系成为可能，并由此来衡量

可达性；

4) 可达性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决定人们选择目的地的要素之

一，同时又是促使土地利用系统变化的原因之一。

2 基本原理与方法

交通承载力是指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时段内，城市交通设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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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实现的人或物的最大移动量。根据城市交通的服务对

象，交通承载力可以分为客运交通和货运交通两类。本文

探讨的分析方法主要针对城市客运交通承载力。

2.1 基本原理

交通承载力分析的前提假设条件是土地开发强度越

大，测算小区产生、吸引的交通量也就越大，则测算小区

有责任、也必须提供相应的交通承载力，为本测算小区的

交通出行以及过境交通出行提供服务，并在更大的范围内

支撑城市交通系统的运行。以北京市为例，根据 2000年

居民出行的距离分布规律(见图 2)，大约 80%的居民出行

距离超过 2 km，换句话说，一个测算小区(面积约为 2~3

km2)中产生的大约80%出行量的出行目的地是其他测算小

区，因此，交通设施所承载的80%的出行量相对研究中划

分的测算小区而言是过境交通。

理论上，不同性质的土地开发是为不同目的的城市活

动提供承载空间，不同性质的土地在城市空间上开发强度

的分布表示对各类城市活动吸引的强弱，而交通需求具有

时间性(起止时间)和空间性(起止点及方向)。因此，交通

承载力分析采用静态对比测算和动态模型测试相结合的方

法协调土地利用与交通的关系。前者解决各测算小区内土

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之间在空间分布上的协调关系，

后者解决城市交通设施在工作日早高峰小时中的供给与需

求之间的匹配关系。

2.2 分析方法

交通承载力分析中的动态模型测试方法主要采用交通

规划传统的四阶段模型，其理论基础和方法目前较为成

熟，具体分析方法可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3]。这里重点介

绍静态对比测算的分析方法，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1) 以一定规模的测算小区为研究对象，根据测算小区

内居住用地、各产业用地的开发强度计算各小区内的居住

人口数和就业岗位数，以此度量早高峰时段交通产生、吸

引的强度。

2) 依据上位规划确定的规划年城市交通设施专项规划

方案，计算各小区内的交通承载力，从而获取各测算小区

内交通产生、吸引度量值与交通承载力的比值(简称 G

值和A值)。

3) 根据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交通发展策略和城市客运

交通结构等内容，匡算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的

合理比值区间(简称H区间)。

4) 比较各测算小区的G值、A值与H区间的关系，若

高于H区间，降低相应用地的开发强度或增加测算小区

内交通供给能力，促使二者空间分布相协调。

2.3 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的合理比值区间

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的比值是指在一定时间段

内，城市所能提供的交通设施与由土地开发引起的交通出

行量之间的协调关系，比值的大小是衡量土地开发强度与

交通承载力的重要参数。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的比值

一般分为居住人口指标、就业岗位指标和路网饱和度3类。

H区间以地区干路网饱和度作为评价依据，通过分析

测算小区居住人口、就业岗位与交通承载力的比值获得。

而交通承载力又受道路服务水平，轨道交通所分担的客运

量，客、货运交通量比例等因素影响。以北京市中心城区

为例，H区间分为A~E 5种情况，见表1。

目的地选择路线选择

使用者地点选择投资地点选择

出行方式选择

建设开发

汽车所有权出行成本(时间/距离/费用)

日常活动可达性

出行决定线路流量

出行/空间移动吸引力

交通系统

土地利用

图 1 土地利用与交通互动关系

Fig.1 Interaction between land use and transportation

图 2 北京市 2000 年居民出行距离分布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travel distance of residents in Beijing in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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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例分析

《控规》将北京市中心城区划分为 33个片区，277个

规划街区(规模约为2~3 km2)，712个交通小区。其中，片

区是人口规模、建设规模、大型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

筑高度等在分区层次上确定的基础平台；街区作为进一步

细化到地块的控规编制、控规局部调整的最小研究范围，

是城市建设管理的基本单位；交通小区是交通承载力分析

的基本单元[4]。

3.1 静态对比测算分析

1) 以街区为基本单元，统计街区中各类用地的建筑

开发量，核算各街区中居住人口和各类就业岗位数。

2) 确定各街区的道路交通承载力，即可提供的车公

里容量，见图3。

3) 进行街区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对比分析。

城市交通客运方式中除轨道交通外，其他交通方式均利用

城市道路资源实现。为反映早高峰小时中心城区产生、吸

引交通量对街区道路资源的影响，分别采用实际利用道路

资源的居住人口数、就业岗位数与城市道路交通承载力对

道路交通承载力/车公里
45 000~65 000
30 000~45 000
15 000~30 000

0~15 000

图 3 街区内道路交通承载力分布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block capacity

图 4 各街区居住用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对比关系

Fig.4 The comparison between land-use intensity of land for residential
use and block capacity

强度过高
强度较高
强度勉强接受
强度适宜
强度较低

图 5 各街区产业用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对比关系

Fig.5 The comparison between land-use intensity of land for industrial
use and road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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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北京市中心城区 H 区间取值

Tab.1 H interval value of Beijing urban area

居住人口指标/(人·车公里-1)

就业岗位指标/(岗位·车公里-1)

路网饱和度

土地开发强度与
交通承载力比值分类

A(强度较低)

< 0.94

< 0.78

< 0.43

0.94~1.31

0.78~1.09

0.43~0.60

B(强度适宜)

1.31~1.53

1.09~1.27

0.60~0.70

C(勉强接受)

1.53~1.75

1.27~1.45

0.70~0.80

D(强度较高)

> 1.75

> 1.45

> 0.80

E(强度过高)

H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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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作为街区进出道路交通强度与承载力之间的度量。

根据各街区居住用地开发强度、产业用地开发强度与

交通承载力之间的对比结果，得到交通承载力分析结果，

如图4，图5。

4) 根据静态分析结果提出协调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

载力关系的具体建议。选取对比结果处于D、E区间的街

区，其中以E区间街区作为重点调整对象。具体建议为：

①调整土地开发性质；②降低土地开发强度；③增加道路

网密度、提升道路等级；④增加公共交通服务设施(BRT

或轨道交通建设)。具体措施如：针对轨道交通系统较为

发达的CBD、金融街、方庄、定福庄等地区土地开发强

度与交通承载力比值过高的情况，建议进一步调整土地开

发强度；而针对望京、东坝、南苑等地区土地开发强度与

交通承载力比值过高的情况，则建议进一步优化轨道交通

等公共交通系统，合理支持该地区土地开发强度。

3.2 动态模型测试

动态模型测试采用北京市TRIPS宏观交通模型，针对

《控规》的初步方案，输入道路、轨道交通设施、居住人

口、就业岗位及其分布等信息，根据小汽车出行承担比例

的不同设计了3个方案，见表2。

城市不同区域各方案的路网饱和度见表3。根据各设

计方案的模型测试结果进行统计分析，一方面对静态对比

测算合理性进行校核，检查局部地区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

设施配置的协调关系，例如对干路饱和度大于 0.7的街区

土地开发强度与交通承载力的关系进行分析，并提出进一

步改善的建议；另一方面可以分析城市交通主要矛盾的症

结所在，通过对3个方案的干路饱和度进行对比分析，从

方案 1到方案 3，各区域干路饱和度均呈现逐渐上升的趋

势，可以发现小汽车方式出行承担比例是决定城市道路网

运行状态的关键因素之一。

4 结语

采用静态对比测算与动态模型测试相结合的交通承载

力分析是一种比较科学的定量分析方法。主要具有以下3

个方面的优点：

1) 分析方法直观、容易理解。尤其是静态对比测算方

法，可以由土地利用、交通等不同专业背景的规划人员共

同参与，建立了一种新的土地利用与交通协调规划的定量

分析手段；

2) 可操作性、适用性强。不仅能够分析城市宏观交通

运行状况，而且可以在空间分布上定位不协调区域及不协

调程度；

3) 建立了动态反馈机制。不仅可以进行土地利用与交

通的总量匹配分析，还可以进行土地利用与交通的空间分

布分析，反馈到具体片区、街区等空间分布层面，实现土

地利用与交通规划的动态反馈。

受到基础理论、数据条件和现实情况等诸多因素的限

制，该方法在研究范围、H区间合理取值等方面仍然存在

一定的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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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测试方案

Tab.2 Testing scenarios

小汽车方式
出行承担比例/%

20 28 37

代表情形 《总规》目标
需求管理政
策力度较弱

鼓励小汽车
出行

方案1 方案2 方案3项目

表 3 城市不同区域各方案的路网饱和度

Tab.3 Road network saturation of each scenario in different areas in Beijing

方案
干路容量/
(万车公里)

干路负荷/
(万车公里)

56.6

68.3

80.7

干路
饱和度

0.66

0.80

0.94

区域

旧城区

中心大团

边缘集团

中心城区
(含绿隔地区)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方案1

方案2

方案3

85.9

85.9

85.9

439.1

439.1

439.1

345.0

345.0

345.0

1 280.2

1 280.2

1 280.2

199.1

254.9

323.1

91.0

115.9

149.0

434.0

554.7

707.9

0.45

0.58

0.74

0.26

0.34

0.43

0.34

0.43

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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