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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反映我国交通影响分析(TIA)的技术发展状况和存在的问

题，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总结，从发展状况、阈值理论、预测模型、交通

影响费、制度模式 5个方面进行综述。研究显示，我国交通影响分析

更重视交通对土地的反作用，实施对象由单体项目向区域化发展，而

在交通影响分析调控土地开发强度的能力和为筹集建设资金增开渠

道的作用方面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为了使我国交通影响分析工作更

加完善，需要在 4个方面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区域性交通影响分析理

论、适合交通影响分析的分配算法、适合我国的交通影响费制度以及

交通影响评价市场的规范化。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ose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

lems of traffic impact analysis (TIA) methodologies in China, this paper

presents a literature review in 5 areas, i.e., development status, threshold

standards, forecasting models, impact fees, and social patterns. The pa-

per reveals that TIA studies in China are more concerned with transporta-

tion reactions on land-use, and that TIA subject projects are shifting from

standalone development to regional land-use. On the other hand, TIA

studies are not fully used as a leverage to control land-use density and to

collect development funds. Finally, the paper argues that improving TIA

studies in China urges further research on regional TIA theories, traffic

assignment algorithms, impact fee systems suited for China, and regula-

tions of TIA consulting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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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交通影响分析 (Traffic Impact

Analysis，TIA)，或称交通影响评

价 (Traffic Impact Assessment，

TIA)，是指在建设项目实施之前，

分析该项目对周边交通服务水平的

影响程度和范围，进而确定相应的

对策或修改项目开发方案，以减少

项目建设对交通的影响 [1－2]。交通

影响分析是微观层面上协调交通与

土地利用关系的重要手段，是保障

城市公共资源分配公平性的重要措

施，也是筹集交通设施建设费用的

渠道之一。

本文对 1996 年至今的相关文

献进行整理，对我国交通影响分析

的发展状况以及存在的不足进行探

讨。将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归纳为 5

类：发展状况、阈值理论、预测模

型、交通影响费和制度模式。发展

状况介绍交通影响分析的思想和内

容，以及在我国的发展与完善。其

文献来源有两方面，一是早期对国

外理论的报道和引入，二是随着我

国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广泛开展，

研究者结合不同类型建筑物的开发

进行的案例分析。阈值理论、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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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和交通影响费是交通影响评价实施中三大技

术环节，分别从实施前、实施中、实施后 3个阶

段保障评价工作的合理和公平。制度模式是对交

通影响评价市场化的反思与总结。

1 发展状况

1.1 TIA的引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交

通需求急剧增加，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交通拥挤状

况，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关系变得不协调。中国城

市规划学会1996年学术会议上，学者呼吁“要做

好土地开发、大型建筑对交通影响的分析，并将

其纳入土地利用、修建管理的审批之中”[3－4]，交

通影响分析的概念正式被引入我国。2000年，北

京工业大学完成“大城市交通影响分析研究”课

题，建立了我国交通影响分析理论的基本框架。

2001年，北京、南京等大城市率先将交通影响分

析制度纳入土地审批程序。《畅通工程城市道路交

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2004年版)》对交通影响评

价工作也做了明文规定，并成为评价城市畅通工

程实施情况的重要指标。而 2004年 5月 1日开始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更是赋予交通影响评价以法律地位。交通影

响评价报告一般包括：现状土地利用及路网分

析、交通量预测、交通影响评价、交通改善对策

及建议。

1.2 TIA的发展特点

1) 关注自行车的影响。

与国外小汽车交通占主体不同，我国出行方

式中自行车占很高比例，如果照搬国外交通影响

分析的模式，不重视自行车对交通产生的影响，

显然是不合理的。文献[5]根据自行车使用特征和

自行车使用者心理，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大型

公共设施产生的自行车交通影响进行分析，并提

出了改善措施。

2) 重视交通的反作用。

如何平衡交通需求与供给的关系是交通工作

者面临的一个难题。在路网确定的情况下，其可

支撑的土地开发强度也是确定的，根据这一思

路，我国学者研究了如何根据路网容量及现有路

网服务水平确定土地剩余可供开发量的方法。

文献[6]认为城市一定区域的路网交通运行水

平与其土地利用水平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建立了

区域路网服务水平与区域土地利用水平之间的关

系函数，得到在一定的土地利用水平下，每增加

一个单位的开发对已有路网的影响量，即土地开

发的边际影响。

文献[7]提出“逆四阶段用地反馈模型”，计

算出研究范围内的剩余可开发用地强度。通过与

拟开发土地强度比较，判定项目是否产生了交通

影响，此模型也为规划部门的宏观决策提供简单

可行的依据。

边际影响和逆四阶段用地反馈思想体现了交

通对土地利用的反作用以及指导功能，被后续研

究广泛接受和采纳。

3) 区域化发展。

实践发现，仅对单个项目进行交通影响分析

存在一定的弊端，例如无法反映多个影响较小项

目的叠加作用、难以在区域内实现交通组织最优

化等 [8－9]。基于此，学者提出区域性交通影响评

价，即以区域为控制单位，综合评价区域土地开

发带来的聚合效应，并在一定的道路设施条件

下，用关键瓶颈点或路段节余通行能力反算区

域内的土地开发余量，为规划部门的决策提供

依据。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交通影响评价关注自行

车交通的影响，重视交通对土地的反作用，实施

对象由单体项目向区域化发展，同时，逆向的规

划思想也得到推崇。我国交通影响分析理论取得

了发展和完善，但是工程实践中却存在一些问

题，交通影响评价报告重点通常放在停车泊位和

项目出入口位置的审核，而对于项目开发强度的

削减建议、项目对周边交通设施的改善义务、项

目应征收的交通影响费等方面却很少涉及，导致

交通影响评价调控交通与土地利用关系的能力下

降，也没有为交通设施建设费用增开渠道，实际

上违背了实行交通影响评价的初衷，削弱了其评

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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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阈值理论

阈值是判断开发项目是否需要进行交通影响

分析的标准，常用的阈值有 3 类：交通量阈值、

服务水平阈值和规模阈值，前两类适合专业分

析，规模阈值适合交通影响分析规范和标准的

制订。

1) 交通量阈值和服务水平阈值。

美国交通工程师学会(ITE)推荐的交通量阈值

标准被广泛采用，即“项目或道路高峰小时产生

100次小汽车出行”。采用这一标准的原因是，高

峰小时 100次小汽车出行相当于信号控制交叉口

一个进口道每小时 15%的通行能力，这可能导致

交叉口服务水平降低一个等级或者不得不增加左

转或右转专用车道以避免对直行交通的影响[1]。

然而，项目所在区位不同、道路条件不同，

阈值也应该有所不同。文献[10]通过比较认为，

服务水平阈值可以采用“使关键信号控制交叉口

的服务水平下降一个等级”，并根据不同区位的可

接受服务水平，得出交通量阈值：可接受服务水

平为E的地区，交通量阈值为65辆·h-1；可接受服

务水平为D的地区，交通量阈值为120辆·h-1。

2) 规模阈值。

通过生成率计算，可以方便地将交通量阈值

转化成规模阈值。规模阈值应考虑项目所在区位

以及项目类型，并方便规划部门操作。以北京市

规定为例，规模阈值分为 3个等级：①规划市区

内，建筑规模超过2万m2的大型公建项目及超过5

万m2的居住类项目；②边缘集团、卫星城及重点

地区，建筑规模超过 5万m2的大型公建项目及超

过10万m2的居住类项目；③其他地区，建筑规模

超过 10万m2的大型公建项目及超过 20万m2的居

住类项目。

3) 其他规定。

上面介绍的阈值适用于普通公建和居住类项

目，对于一些特定类型的项目，即使规模达不到

上述标准，也可能对城市交通系统造成巨大影

响，因此必须进行交通影响分析。这些特定类型

的项目包括交通枢纽、大型停车场、商业步行

街以及位于交叉口附近等敏感地段的项目。

阈值标准的建立使交通影响评价工作具有针

对性，对城市规划管理以及资源有效利用具有重

要意义。在确定阈值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尝试新

的理论和评价标准，例如超循环理论、等效通行

能力和密度比评价方法，这些研究具有新意，但

本质上与交通量阈值和服务水平阈值相同。综合

以上分析，我国的阈值理论考虑了区位差别和特

殊情况，很多城市也根据自身情况制定了相应标

准。但是，目前的阈值理论针对的是单体项目，

为充实区域性交通影响评价理论，有必要对区域

阈值进行研究。

3 预测模型

预测模型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一定期限内路网

的服务水平做出预测，通过对比有无开发项目时

路网的服务水平，评价开发项目对路网的影响程

度。交通影响分析中预测模型的问题集中于两个

方面：一是由背景交通量和项目交通量简单叠

加得到最终交通量，这种算法是否合理？二是基

于交通小区理论的分配算法是否适用于交通影响

分析？

1) 最终交通量的计算方法。

交通影响分析中最终交通量的计算是通过将

背景交通量和项目交通量简单叠加得到的，这样

操作至少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①背景交通量的

增长中，项目是否有贡献？②背景交通量是否会

因为项目的影响而部分转移？事实上，背景交通

量的增长主要是过境交通量的增长，可以认为项

目没有贡献。在路网服务水平较低时，背景交通

量会因为项目的开发而部分转移。如果从最终交

通量中扣除转移的交通量，项目的交通影响会被

错误地低估。因此，可不考虑转移交通量的影

响。简单叠加法符合这样的要求。

2) 基于交通小区理论的分配方法。

交通影响分析中项目交通量分配采用了传统

的“四阶段法”。然而，与城市综合交通规划不

同，交通影响分析没有明确的研究范围，因此，

应该在多大范围内对项目交通量进行分布、分

配，即如何确定影响区域成为研究热点。

国内学者对影响区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并提

53



城市交通 第7卷 第4期 2009年7月

出了“研究范围”、“影响范围”等多种概念，应

当指出，只有确定了影响区域的大小，项目交通

量才能得以分布、分配，才能分析项目对路网的

影响程度。以项目对路网的影响程度来确定影响

区域大小的方法在逻辑上是不合理的，对路网的

影响程度可以作为后验手段，判断影响区域的选

取是否合理。影响区域的大小与项目类型、规

模、区位、周边路网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文献

[11－14]建立了影响区域与这些因素的函数模型，

见表1。多数学者的研究实际上只是将影响区域的

不确定转移到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未能很好地解

决问题。考虑到现实性和可操作性，影响区域的

确定可以采取主观判断结合事后检验的方法，首

先根据项目特点凭经验划定初始的影响区域，然

后对项目交通量进行分配，最后根据影响区域边

缘的交通影响程度判断初始的影响区域是否合

理。如果不合理，则调整影响区域。

3) 无需划分交通小区的分配方法。

基于交通小区理论的分配方法应用于交通影

响分析时存在一定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了无需

划分交通小区的分配方法——圈层外推法和相关

系数法[15]。圈层外推法的基本思路是以开发项目

所在位置为中心，将周围路网划分成若干圈层，

根据同一圈层各路段的剩余通行能力对交通量进

行逐层分配，直至达到结束条件；相关系数法认

为项目交通量在周围路网的分配与已有交通量有

一定相关性，通过迭代计算将项目交通量分配到

路网。这两种分配方法避免了确定影响区域的麻

烦，但由于没有直接反映土地利用的影响，应谨

慎使用，尤其避免在新区使用。

综合以上分析，简单叠加法易于操作，在理

论上也可取；基于交通小区理论的分配方法虽然

成熟，但应用于单体项目的交通影响分析时应注

意其适用性。由于在确定影响区域和划分交通小

区上存在一定问题，应更深入地研究适合交通影

响分析的分配算法。

4 交通影响费

交通影响费政策以“谁使用谁付费，谁付费

谁受益”为原则，使私人资金参与到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中，达到调控土地开发的目的，在一定程

度上也保证了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目前我国对

交通影响费的研究甚少，仅有几位学者对国外的

交通影响费制度进行了简单介绍[16－18]。从实

践来看，尽管北京、南京等城市相继立法，在土

地开发中引入交通影响评价制度，但是，交通影

响费却很少涉及。交通影响费的主要研究内容

有：1)哪些开发主体需要承担改善义务？2)哪些

道路需要改善？3)如何计算改善费用？4)如何避

免和某些税收重复计算？5)如何将交通影响费分

配给需要承担改善义务的开发主体？

我国城市道路的建设和维护一般由当地政府

出资，当前的形势是，政府财政收入可用于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不高，而且随着大片城市土

地的出让，实际上财政预算以外约 50%以上的土

地出让金已经被提前支取，今后政府在交通设施

建设的投资上可能会越来越“力不从心”，因此，

优点

将项目影响抽象成毒物扩散，用
最大影响范围确定影响区域

考虑用地类型对影响区域大小的
影响

考虑项目所在区位对影响区域大
小的影响

通过路阻函数确定以等时线为基
础的影响区域

模型名称

烟羽模型法[11]

类别吸引率法[12]

商业区位法[13]

出行时间法[14]

缺点

推导中假设所有交通小区大小相
等，结论说服力减弱

一些参数不易标定

缺乏定量理论推导

需要与主观分析结合使用

表 1 影响区域确定模型及优缺点

Tab.1 Models determining impact scope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shortcom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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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前瞻性地研究适合我国的交通影响费制度，

为筹集交通建设费用增加渠道，为交通系统的可

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5 制度模式

虽然南京、北京等大城市在2000年、2001年

相继出台了关于实施交通影响评价的规范性文

件，但是，直到 2004年 5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以下简称 《条

例》 )施行以后，交通影响评价工作才有了法律依

据。《条例》第 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协调机

制，组织有关部门对城市建设项目进行交通影响

评价……”。《条例》赋予交通影响评价以法律地

位，但对实施方法并未规定，下面主要讨论交通

影响评价与“一书两证”制度的衔接以及交通影

响评价市场的规范化。

5.1 与“一书两证”制度的衔接

根据《城市规划法》，我国现行的城市规划管

理程序按照“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程序进

行，即俗称的“一书两证”，那么，交通影响评价

应该放在哪个阶段进行？目前国内城市主要采用

的方法是，项目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之后，如果主管部门认为需要进行交通影响评

价，则在此阶段进行，并与“建设工程规划方

案”一同提交，以供审批。但是“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中已经明确了项目的开发强度等指标，

交通影响评价中如果提出对项目的规模或开发强

度进行削减，不仅实施困难，而且可能会引起法

律问题。如果将交通影响评价工作放在“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之前，对项目的开发强度固然容

易控制，但由于缺少项目规划资料，报告的深度

难以保证。

针对以上问题，文献[19－20]提出在项目建

设的不同阶段进行不同深度的研究，即在“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之前进行“建设项目交通影响

分析意见书”，对项目的开发强度提出建议；在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之后、“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之前，进行“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报告

书”，对项目的交通影响进行深入分析，见图1。

5.2 交通影响评价市场的规范化

《条例》没有明确交通影响分析操作细节，例

如谁是主管部门、谁负责委托、谁负责编制、谁

负责收费等。从实施情况来看，一般是城市规划

部门主管，公安机关交通主管部门参与，开发商

委托并负责报告费用，具有相应资质的编制单位

承担报告编制工作。在这种模式下，开发商出于

利益考虑，在选择编制单位时可能会提出一些要

求，甚至会把要求写入合同，而编制单位如果有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思想，交通影响分析的

结果将有失公正，交通影响评价工作也会流于

形式。

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规范交通影响评价市

场，应采取如下手段[21]：

1) 编制单位资质门槛：从目前多数城市的实

施情况来看，编制单位要具有城市规划甲级资

交通影响分析意见书 交通影响分析报告书

提出开发强度建议 进行细致交通影响分析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图 1 交通影响分析操作流程

Fig.1 TIA Proced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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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这样可以将专业能力不强的单位拒之门外，

在技术层面上保证交通影响评价的科学性。

2) 招投标制度：选择编制单位时采用招投标

制度，既可以优选编制单位，也有利于咨询费用

合理化。咨询费用在10万元及以上的项目应强制

采用招投标制度。

3) 项目后评价：在项目的规划期限，由主管

部门组织审核机构对项目进行后评价，对交通影

响分析报告的准确性及客观性做出判断，并对编

制单位的信誉形成反馈作用。

6 结语

由于不同行业间对基础数据的保密，交通影

响分析报告编制人员经常面临数据不足的窘境，

特殊的劳资关系又使交通影响分析工作可能流于

形式。而已经实施的交通影响分析工作重心偏向

停车泊位数量和项目出入口位置的审核与优化，

一般不会论及项目的开发规模或强度调整。因

此，我国的交通影响分析实质上退化为交通组织

优化。交通影响分析的实施，既有助于从微观层

面上协调交通与土地的关系，也可以通过收取交

通影响费为交通设施建设筹集资金提供依据。我

国的交通影响分析工作虽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

是这两个功能还未得到充分发挥。

为了使我国的交通影响分析工作更加完善，

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研究以下问题：1)区域性交

通影响分析理论：反映多个影响较小项目的叠加

作用，在区域内共享交通设施，实现交通组织最

优化；2)适合交通影响分析的分配算法：区别于

宏观、集计的预测方法，从技术上保证预测结果

的准确性；3)适合我国的交通影响费制度：通过

经济杠杆调控土地的开发强度，征收的交通影响

费专门用于相应的交通改善工作；4)交通影响评

价市场的规范化：避免交通影响分析流于形式，

从操作程序上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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