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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系统而简便地获取 5

路环形交叉口分流向的交通量，在

分析传统的记录车牌号法和交织

断面调查法的基础上，设计了针对

5 路环形交叉口交通量的卡片调

查法。调查方法为利用不同颜色

的卡片标记从某一进口流向其他

出口的抽样车辆，计算右转交通量

的理论比例；记录所有进出口交通

量和右转交通量，得到右转交通量

的实际比例。根据调查量求解约

束方程，可得到各进口分流向的交

通量。以南京市新庄立交为例，运

用该方法调查，计算底层平面环形

交叉口各进口分流向的交通量。

结果表明，在抽样率为5%时，右转

交通量理论比例与实际比例的最

大误差为9.16%。

Abstract： In light of conventional-

ly used methods for weaving traffic

survey, such as license-plate and

cross-sectional surveys, this paper

proposes a new method to systemat-

ically and handily obtain traffic vol-

umes entering each approach of a

5-leg roundabout. The method uti-

lizes cards of various colors to reg-

ister a sample of vehicles traveling

from one approach to all exits, and

thus derives the theoretical percent-

age of right-turn traffic; then,

through the total volume and the

right-turn volumes observed at all

approaches, the method obtains the

actual percentage of right-turn traf-

fic. Given the above data, the sur-

vey applies a constrained equation

to calculate traffic distributions

from one approach to each exit.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demonstrates

an application of the new method

to observing traffic at the ground

tier circle of the interchange at Xin-

zhuang Rd., Nanjing. From a 5%

sample, the results show a discrep-

ancy of 9.16% between ratios of

theoretical and actual right turn vol-

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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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路环形交叉口交通量卡片调查法五路环形交叉口交通量卡片调查法

1 常用调查方法

平面环形交叉口形式在公路和城市道路中被广泛采用。5路相交

的环形交叉口一直缺少简单、合理、有效的调查方法。常用的平面交

叉口交通量调查方法主要有记录车牌号法、交织断面调查法、跟车法

等。在平面环形交叉口交通量调查中，常用的是前两种调查方法[1]。

1.1 记录车牌号法

1) 基本思路。

在道路进出口处安排人员记录进出环形交叉口的车牌号码及车

型，然后由人工或编制程序进行比对组合，得出各流向的交通量。

2) 优缺点及适用情况。

该方法的优点是原理简单，人员任务明确，如果交通量不大，记

录人员专业素质过硬，处理方法合理，就能较精确地得到各流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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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缺点和局限性是：①车道较多时，由于距

离较远或车牌被外侧车辆遮挡等原因，内侧车道

车辆号码很难观测。②记录车牌号码时工作人员

容易疲劳，记录误差较大，且需要人员替换，对

调查人员的素质和数量要求较高。③各出口和进

口记录的车牌号码须分别比对，数据处理比较困

难；车道数增多、交通量增大时，处理难度将成

倍增加。

当环形交叉口面积较大时(例如 5条道路相交

的环形交叉口)，车辆进入环岛后交织行驶，不断

地合流与分流，调查人员很难区分出车辆流向，

记录车牌号的精确度比较低[2]。

1.2 交织断面调查法

1) 基本思路。

安排人员记录各道路进口、出口交通量及进

口右转交通量，同时在环岛的所有交织段设置观

测断面，统计交织段的交通量，通过方程计算出

各流向的交通量。

2) 优缺点及适用情况。

该方法比较适用于 4条及以下道路相交的环

形交叉口，对于 5条及以上道路相交的环形交叉

口则不太适用。因为 5路相交时，每一进口的交

通流可流向其他 4个出口，共有 20个流向。对于

这种交叉口，即使能直接在进口道处观测右转交

通量，依然需要调查其余15个流向的交通量，但

交织断面调查法只能观测到10个进出口的总交通

量和 5个交织断面的交通量，不能求出各个流向

的交通量。

5条及以上道路相交的环形交叉口的设计更多

地取决于城市自身原因(如地形等要素的影响)，

致使调查难度增加。因此，在交通基础数据采集

上有必要设计一种准确率高的调查方法[3]。

2 卡片调查法

卡片调查法是针对 5条道路相交的环形交叉

口设计的一种新型交通量调查方法。相比记录车

牌号法和交织断面调查法，该方法在节省人力和

物力上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且在同样的人力和物

力条件下，精确度更高。

2.1 基本原理

假设各道路进口的交通流驶向其他 4个出口

是随机的，对进入环形交叉口某一进口的交通流

进行随机抽样，并对抽样车辆进行标记；在其他4

个方向的出口处记录标记车辆(包括交通量和车

型)；计算其他出口测得的标记车辆数占进口总标

记车辆的比例，以该比例作为此进口交通量在该

时段内流向其他道路出口的比例；记录所有进出

口交通量和右转交通量，列出约束方程，通过求

解可得各进口分流向的交通量，并可对有关数据

进行复核。

具体实施时，将与环形交叉口相连的 5条道

路分别标注为 1，2，3，4，5，并规定：1) xij (i =

1，2，3，4，5；j = 1，2，3，4，5)表示由进口 i

进入环形交叉口并从出口 j驶出的交通量。2)5个

进口的交通量记为：a1，a2，a3，a4，a5；5个出口

的交通量记为：b1，b2，b3，b4，b5；5个右转交通

量记为：x12，x23，x34，x45，x51。3) pij表示从进口 i

至出口 j的交通量占进口 i总交通量的比例，称为

实际比例。

抽样调查时，若选取 3个进口，所有未知数

均可求得。若进口小于3，进行数据处理时，未知

数不能完全求解；当抽样进口数大于 3时，则需

要增加人力和物力，但调查结果更接近实际交通

流运行状况。

2.2 调查流程

1) 卡片制作和发卡要求。

任取 3个进口，如 1，2，4，作为发卡地点，

制作红色、黄色、绿色三种卡片标记抽样车辆。

卡片纸质要稍硬，尺寸以不遮挡司机的视线、保

证调查人员能够清楚识别为佳。卡片反面写有

“请配合本次交通调查，保持卡片至驶出环交”等

提示字样，以获得驾驶人的配合。

卡片发放地点应在环形交叉口进口前的红绿

灯处，当信号灯为红灯、车辆进入排队等候状态

时，将卡片塞入样本车的雨刷处，卡片有字的一

面贴着车玻璃，以便司机能看到卡片上的字样。

调查人员须在信号灯变回绿灯前安全撤回，同时

不扰乱交通秩序。

2) 表格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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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格的类型有：①进口交通量调查表、

出口交通量调查表；②进口右转交通量调查表；

③各出口标记卡片抽样车辆记录表；④汇总统计

表格 (用于整理数据)。当右转交通量较少时，

②，③两种表格可合为一张表格，由一人负责

记录[4]。

3) 人员安排。

根据调查需要的数据及调查任务确定调查人

数，有两种人员分配方式：①右转车辆较少时，

调查人数为15人。5人记录进口交通量，5人记录

出口交通量，5人记录右转交通量及标记有卡片的

抽样车数量。②右转车辆较多或环形交叉口交通

量较大时，调查人数为20人，在第①种分配方式

基础上，右转交通量与抽样车数量各由一人记

录。同时，每一进口可以安排3名发卡人员。

2.3 数据处理

根据卡片调查法的基本原理列方程：

x12 + x13 + x14 + x15 = a1， (1)

x21 + x23 + x24 + x25 = a2， (2)

x31 + x32 + x34 + x35 = a3， (3)

x41 + x42 + x43 + x45 = a4， (4)

x51 + x52 + x53 + x54 = a5， (5)

x21 + x31 + x41 + x51 = b1， (6)

x12 + x32 + x42 + x52 = b2， (7)

x13 + x23 + x43 + x53 = b3， (8)

x14 + x24 + x34 + x54 = b4， (9)

x15 + x25 + x35 + x45 = b5． (10)

式(1)—式(5)表示进口交通量等于其驶向各出口交

通量的和；式(6)—式(10)表示出口交通量等于各

进口交通量驶入该出口的交通量之和。由式(1)—

式(10)左侧部分所构成矩阵的秩大于1，因此，方

程组中有 9 个有效方程，可将式(10)作为校核方

程，以复核计算数据。通过调查获得的已知量

有： x12， x23， x34， x45， x51； a1， a2， a3， a4， a5；

b1，b2，b3，b4，b5。

1，2，4三个进口方向抽样交通流驶向各个出

口方向的比例可通过计算求出，记为Pij，称为理

论比例，以区别实际比例pij。由Pij可得：x13 = a1 ×

P13，x14 = a1 × P14，x15 = a1 × P15，x21 = a2 × P21，x24 =

a2 × P24，x25 = a2 × P25，x41 = a4 × P41，x42 = a4 × P42，

x43 = a4 × P43，把这些数据代入方程组，即可求出

其唯一解。

对数据处理的几点说明：

1) 数据处理前假定车辆在环形交叉口内没有

调头车辆。

2) 数据处理时，抽样进口 1，2，4的右转交

通量可实际测得，也可由 x12 = a1 × P12，x23 = a2 ×

P23，x45 = a4 × P45按理论比例求得，因此，同一进

口存在两个右转数据。若实际值与理论值的差值

在许可误差(可由| P12－p12 | / p12 × 100%计算求得)

范围内，则说明调查数据是有效的。以 1进口为

例，直接调查得到的右转交通量比例即实际比例

为 p12，若 p12 和 P12 在允许误差范围内，则 p13，

p14，p15乘以1进口的交通量即为相应的1进口驶向

3，4，5出口的交通量。

3) 出口交通量之和与进口交通量之和不相等

时，取其算术平均值，差额按实际得到的交通量

比例进行分配。

4) 通常按经验选择高峰时段内1 h交通总量的

5%作为样本容量，但经验法没有精度要求，较好

的是置信区间法[5]。

3 实例分析

以南京市新庄立交为例，计算其底层平面环

形交叉口各进口分流向的交通量。

3.1 新庄立交简介

新庄立交(见图1)位于南京市区东北角，是南

京市井字型内环的东北枢纽和城市快速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底层平面为 5条道路相交的环形交

叉口(见图 2)，与交叉口相连的道路均为双向 4~6

车道，环形交叉口内为 4车道。交叉口周边是长

途汽车站、火车站、国展中心、南京林业大学等

人口密度高的公共区域，因此交通量大、交通组

成复杂。虽然高层立交分散了部分进入平面环形

交叉口的交通流，但在高峰时段环形交叉口内的

交通量依然很大，造成交通拥挤、秩序混乱。据

统计，2006年该环形交叉口平均每天有 2起交通

事故发生。根据以往的交通量调查，晚高峰时段

交通量约为5 700 pcu·h-1，早高峰时段交通量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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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 pcu·h-1，其中，宁镇公路和玄武湖九华山隧

道方向交通量最大。

3.2 前期调查

2008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4:30—5:30，

运用卡片调查法对新庄立交底层环形交叉口进行

交通量调查，包括道路进口交通量、出口交通

量、各进口右转交通量，以及三种不同颜色卡片

抽样条件下的各进口交通量、右转交通量和出口

交通量[6]。

3.3 数据处理

表 1是调查时段内每 15 min右转交通量的理

论比例与实际比例。可以看出，右转交通量的理

论比例与实际比例较为接近，说明抽样方法较可

靠。本文以右转交通量的实际比例代替理论比

例，其他道路出口交通量按单色记录卡片占单色

总发放卡片数的比例进行分配，可得所选道路进

口各流向的交通量。将出口交通量、进口交通

量、右转交通量分别代入方程进行计算[7]，得出各

时段内交叉口各进口分流向的交通量，最后可得

该环形交叉口1 h内各流向的交通量，见表2。

3.4 误差分析

理论右转交通量与实际右转交通量存在误

差，这是因为调查时段内交通量是不断变化的，

图 1 新庄立交鸟瞰图

Fig.1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Xinzhuang roundabout

图 2 新庄立交底层平面环形交叉口示意图

Fig.2 Ground tier circle of Xinzhuang roundabout

实际比例

p12 = 0.235 5

p23 = 0.092 9

p45 = 0.187 3

p12 = 0.262 8

p23 = 0.104 8

p45 = 0.210 6

p12 = 0.170 7

p23 = 0.070 8

p45 = 0.138 4

p12 = 0.114 4

p23 = 0.110 4

p45 = 0.110 6

P12 = 0.235 3

P23 = 0.095 2

P45 = 0.195 1

理论比例

P12 = 0.264 7

P23 = 0.095 2

P45 = 0.219 5

P12 = 0.176 5

P23 = 0.071 4

P45 = 0.134 1

P12 = 0.117 6

P23 = 0.119 0

P45 = 0.109 8

16:30—16:45

时段

16:45—17:00

17:00—17:15

17:15—17:30

表 1 右转交通量理论比例与实际比例

Tab.1 Ratio of theoretical and actual right turn volu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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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把环形交叉口看作一个节点，理论上进口交通

量与出口交通量是相等的，但由于交通流密度的

增加往往导致某一时段内环形交叉口出现拥堵，

部分车辆没有在该时段内驶离交叉口，所以产生

进口交通量大于出口交通量的情况[8]，调查时实际

情况也是如此。

卡片调查法的抽样率越高，最终结果越接近

实际情况，即精确度越高；相反，最终结果会产

生一定偏差[9]。本次方案的抽样率为 5%，右转交

通量理论值与实际值的最大误差为9.16%。

4 结语

交通量调查是交通规划与管理工作中最基础

和重要的工作，本文旨在提出一种简捷方便、精

确性高的调查方法。卡片调查法将人工观测法与

数学理论相结合，利用不同颜色的卡片对环形交

叉口部分进口道的车流进行随机抽样，以样本分

析结果推算实际结果，其精度较传统方法高，并

且节省了人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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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交通量

795

1 400

846

1 331

1 387

5 759

1

2

3

4

5

出口交通量

进口道
1

0

74

229

176

409

888

2

203

0

29

644

550

1 426

4

128

831

215

0

125

1 299

3

120

170

0

293

303

886

5

344

325

373

218

0

1 260

出口道

表 2 交叉口进口道分流向交通量(16:30—17:30)

Tab.2 Traffic volumes entering each approach of
Xinzhuang roundabout (16:30—17:30) pcu·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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