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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交通拥堵日益成为制约中

国大城市发展的突出问题和民生

问题，迫切需要把握拥堵原因并快

速采取应对措施。首先，从交通工

程技术指标、出行者可接受程度以

及拥堵影响范围控制角度，对严重

交通拥堵进行界定。围绕结构性、

一般管理及个体机动交通需求增

长与管理三方面，提出一种简单明

了的严重交通拥堵评估分析方

法。选择城市交通发展若干具有

战略性或代表性意义的指标作为

评估要素，确定各评估要素产生拥

堵的高、中、低三个风险等级的阈

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严重交通拥

堵的应对策略。最后，以深圳市为

例进行严重交通拥堵评估并提出

应对策略，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

Abstract： Because traffic conges-

tion is becoming a bottleneck se-

verely threatening the economic de-

velopment in large cities in China,

it requires immediate countermea-

sures than target the root of the

problems. This paper first discusses

the level of congestion in three as-

pects: technical indices of traffic en-

gineering, travelers’tolerance, and

impact area of traffic congestion. A

concise evaluation method is pro-

posed to evaluate the severity of

congestions according to the scope

of traffic congestion, general traffic

control strategies and traffic de-

mand management. By selecting

the representative urban transporta-

tion development indexes as the

key evaluation element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threshold for low,

medium and high traffic congestion

levels. Based on the evaluation re-

sults, the congestion countermea-

sures are proposed. Finally, taking

Shenzhen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validates the congestion assessment

method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

ing congestion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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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严重交通拥堵风险评估与应对策略大城市严重交通拥堵风险评估与应对策略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机动车

保有量急剧增长，一些大城市严重交通拥堵渐趋常态，成为突出的民

生问题并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快速、全面把握交通拥

堵原因，并加大治理力度。北京市针对严重交通拥堵实施了强有力的

加强机动车管理等内容的拥堵综合治理措施[1]，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

响；广州市也制定了重视交通需求管理等共30项交通治理措施[2]。大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得到空前的重视。界定严重交通拥堵并分析其发生

风险与根源，研究避免和治理的基本策略，可提高应对交通拥堵的系

统性和针对性。

1 严重交通拥堵的界定

严重交通拥堵，本文定义为日常城市道路交通可能或已经发生

的，导致高峰时段车辆行驶缓慢、通勤出行时间严重拉长、市民意见

较大，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和交通经济损失的较大范围、较长时间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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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拥堵。严重交通拥堵是城市需要严格控制的道

路状态，一旦出现，需要采取重大措施加以控制

并使拥堵不再加重。

目前，北京市已提出城市道路网络交通拥堵

评价地方标准[3]。该标准以分析各时段严重拥堵路

段占路网比例为基础，计算高峰时段及日交通拥

堵指数，指数达到 8以上为严重交通拥堵。其严

重交通拥堵定义的出发点是反映路网拥堵状态，

不一定是本文所指需要控制的严重拥堵临界状态。

确定严重交通拥堵状态需要进行综合分析，

除了建立一些客观性指标的判别标准外，还应涉

及人们的反应和承受因素分析。由于不同城市所

处环境和条件的差异，拥堵的承受力可能有所不

同，并随具体环境有所变化，因此，很难有统一

的严重交通拥堵指标。尽管如此，从道路交通拥

堵车速、出行者心理可接受程度、拥堵影响范围

控制等方面分析出发，可以初步界定严重交通拥

堵指标。

首先，从交通工程技术角度，确定不同等级

城市干路拥堵车速，快速路约为 45 km·h-1，主、

次干路约为 20 km·h-1(通过性功能较强的主干路，

即干线性主干路约为25 km·h-1)。

其次，确定可接受的道路拥堵车速指标。从

多数城市的交通运行情况看，存在低于交通工程

技术性指标的可接受拥堵车速，但不同城市可能

有所差异，应结合社会调查确定。初步判断该指

标约为技术性指标的2/3~3/4，分析后快速路取为

30 km·h-1，主、次干路取为15 km·h-1(干线性主干

路约为18 km·h-1)。车辆运行速度低于心理可接受

拥堵车速的道路，视为严重拥堵道路。

第三，从拥堵影响范围控制角度，应控制拥

堵道路尤其是严重拥堵道路的比例。初步判断低

于技术性拥堵车速的干路里程达到或超过干路总

里程的 60%，或严重拥堵干路里程达到或超过干

路总里程的20%左右，十分接近(后一情况甚至已

是)严重交通拥堵。该指标的最终确定，还应结合

城市重点片区、主要走廊、通道等拥堵控制要

求，拥堵对居民出行、经济、环境等影响分析，

拥堵影响持续跟踪分析等进行。

对于认为已经发生或接近发生严重交通拥堵

的城市，应当进行拥堵状态及其影响的综合分析

与持续跟踪，尽快确定严重交通拥堵指标，以便

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治理措施；对于未发生严重交

通拥堵的城市，应研究预测严重交通拥堵状态、

指标、影响及产生根源，尽量避免其发生。

交通拥堵的根源，主要在于结构性、一般管

理、个体机动交通需求增长与管理三个方面，严

重交通拥堵风险可从这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评估。

2 结构性风险评估

交通拥堵的结构性问题，指重要交通设施供

应及其协调问题，其中最重要且比较难以处理的

是交通与土地利用的协调，以及维持公共交通竞

争力所必要的公交供应。基于对交通规划相关重

要策略的理解，选择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协调、

大中运量公交供应、常规公交供应三个方向若干

具有战略性或代表性意义的指标或事项作为严重

交通拥堵风险评估要素，分析要素的指标阈值或

事项表现程度，划分拥堵的低、中、高三个风险

等级。

2.1 交通与城市空间结构协调

将城市各市级中心之间、市级中心与次中心

及重要交通枢纽之间轨道交通(或快速公交)的联

系情况称为快速连通度，这一指标对交通与城市

空间结构协调具有决定意义。将上述联系情况作

为代表性评价要素，各要素评估方法如下：

1) 市级中心间的快速连通度。拥堵的低、

中、高风险因素分别为：①各市级中心间基本实

现一次快速联系(如日本东京山手线连接的各市级

中心)或各市级中心间存在快速联系，同时主要中

心具备一条以上复合联系通道；②各市级中心间基

本实现快速联系；③仅部分市级中心间基本实现

快速联系。

2) 市级中心与次中心的快速连通度。拥堵的

低、中、高风险因素分别为：①成规模次中心与

市级中心实现一次快速联系，同时重要次中心与

市级中心具备一条以上复合联系通道；②成规模

次中心与市级中心基本实现快速联系；③仅部分

成规模次中心与市级中心实现快速联系。

3) 重要交通枢纽与市级中心的快速连通度。

拥堵的低、中、高风险因素分别为：①重要交通

枢纽与市级中心具备一条以上复合联系通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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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市级中心实现快速联系；③未实现快速联系。

4) 市郊组团或重要辐射轴与市级中心的快速

连通度。拥堵的低、中、高风险因素分别为：①

成规模市郊组团或重要辐射轴与市级中心实现市

域快速轨道交通联系；②部分与市级中心实现市

域快速轨道交通联系；③未实现市域快速轨道交

通联系。

2.2 大中运量公交供应

大中运量公交主要指大中运量轨道交通或快

速公交。从中国大城市出行需求的高密度、高频

次等特点来看，发展公共交通是必由之路，而轨

道交通是公共交通体系的核心。上述交通与城市

空间结构协调的评估，已经包含了大中运量公交

供应的重要要求。这里再选取中心区(特大城市约

100 km2范围)轨道交通网络密度和轨道交通发展

初期核心线网形成程度及干线拥挤度，对大中运

量公交供应作进一步评估，各要素评估方法如下：

1) 中心区轨道交通网络密度。拥堵的低、

中、高风险因素分别为：①中心区轨道交通网络

密度大于1.7 km·km-2；②网络密度为1.3~1.7 km·

km-2；③网络密度小于1.3 km·km-2。

城市中心区高密度的轨道交通供应是适应大

城市交通需求、缓解交通拥堵的基础，可为中心

区高密度的土地开发提供良好的可达性。根据欧

洲、日本城市轨道交通发展的经验，大城市中心

区理想的轨道交通网络密度为 2 km·km-2左右(直

观上分析，该指标约相当于均匀网络中每隔1 000 m

有一条轨道交通线路)，如巴黎、纽约中心区的轨

道交通网络密度分别达到 2.17 km·km-2和 2 km·

km-2，东京中心区的轨道交通网络密度为1.73 km·

km-2(未含城际线性质的 JR线及私铁)[4]。参考东京

情况，较合理的中心区轨道交通网络密度为不低

于 1.7 km·km-2。基本合理的网络密度原则上应不

低于 1.3 km·km-2，该指标约相当于均匀网络中每

隔1 500 m有一条轨道交通线路。

2) 轨道交通发展初期核心线网的形成程度及

干线拥挤度。拥堵的低、中、高风险因素分别

为：①轨道交通发展初期核心线网形成、干线容

量仍有一定富余；②核心线网部分形成或虽已形

成但干线拥挤；③尚无轨道交通或仅有局部线路。

轨道交通发展初期，由若干关键干线组成的

核心线网的形成对于实现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的

目标意义重大，起到覆盖城市主要发展带，联系

主要城市中心、次中心、重要节点等作用。同

时，核心线网线路的容量应与客运走廊的中长期

客流需求相匹配，匹配程度越高，发生严重交通

拥堵的风险越小。形成核心线网且有合适的干线

容量，是轨道交通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应

当以此为基础避免或缓解严重交通拥堵。

2.3 常规公交供应

除了日本一些城市形成绝对依赖轨道交通的

公共交通体系，常规公交仍然是多数城市公共客

运的主体，常规公交能否形成一定的竞争力，也

是满足交通需求的关键因素之一。主干路设置公

交专用车道的比例是代表性的评估要素，拥堵的

低、中、高风险因素分别为：①主干路设置公交

专用车道的比例大于 50%；②比例为 30%~50%；

③比例低于 30%。城市主干路设置公交专用车道

能有效保障公交车辆的专有路权，提升公交运行

速度和服务质量，促进公交优先。设置公交专用

车道的比例高于 50%，有利于形成网络化的公交

专用车道体系。

3 一般管理风险评估

除了各类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合理供应外，

政策、运营、定价、路权等管理对于充分发挥交

通基础设施功能、缓解交通拥堵，起着关键作

用。下面对公共交通和道路交通管理的代表性要

素进行拥堵风险评估。

3.1 公共交通管理

选择公交运营主体协调机制、公共交通定价

政策作为评估要素，评估方法如下：

1) 公交运营主体协调机制。拥堵的低、中、

高风险因素分别为：①公交运营主体能统一进行

有效协调(以少数运营主体区域专营管理较为多

见)；②处于少数运营主体区域专营整合阶段或运

营主体较分散但能有效协调；③公交运营主体分

散且协调困难。

2) 公共交通定价政策。拥堵的低、中、高风

险因素分别为：①公交定价重视运营的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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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本不提供或提供少量的运营补贴；②公交定

价比较重视运营的可持续性，提供一定的运营补贴；

③公交定价重视居民福利，提供大量的运营补贴。

公交定价过低虽可为居民出行提供福利，但

需要提供大量的运营补贴，而且会造成各类出行

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合理叠加，加重公交拥堵；同

时，会对比较重视出行舒适度的居民产生“挤出

效应”，可能导致个体机动交通使用人群数量的增

加。极端的情况是广州市亚运会前夕实施公交免

费，导致公共交通需求猛增，实施一周内，公共

交通日客流量高达1 754万人次，其中地铁日客流

量达到近800万人次(客流约增加一倍)，大大超出

地铁运输能力，同时对市民通勤出行造成极大不

便[5]。一周后取消免费，公共交通的严重拥堵立即

得到缓解。实践证明，交通资源的合理调配利用

是保证交通系统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为了兼顾

社会公平，可以制定低收入群体出行补贴等政策。

3.2 道路交通管理

选择重要交通管理调节措施的实施程度、一

般交通管理代表性指标(采用长周期信号控制的数

量范围)作为评估要素，评估方法如下：

1) 重要交通管理调节措施的实施程度。拥堵

的低、中、高风险因素分别为：①已全面实施有

利于充分利用道路与交通资源的措施(如错时上下

班，货运走廊调整等重大交通组织优化，特定车

辆和局部区域的使用管理等)；②部分实施有利于

充分利用道路与交通资源的措施；③较少实施有

利于充分利用道路与交通资源的措施。

2) 一般交通管理代表性指标(采用长周期信号

控制的数量范围)。拥堵的低、中、高风险因素分

别为：①很少或没有交叉口采用长周期(设定信号

周期大于130 s)信号控制；②一定数量交叉口采用

长周期信号控制；③很多交叉口采用长周期信号

控制。很少采用长周期信号控制意味着交通管理

精细化程度较高。

4 个体机动交通需求增长与管理风险

评估

面对个体机动交通需求的急剧增长，应适当

提高车辆拥有或使用成本。从使用者角度反映必

要的责任，从管理者角度利用经济杠杆合理调节

个体机动交通使用需求，也是避免产生严重交通

拥堵的必要条件。下面对小汽车拥有及其增长态

势、私人小汽车购置与使用管理的代表性要素进

行拥堵风险评估。

4.1 小汽车拥有及其增长态势

机动车快速增长是导致交通拥堵的直接原

因，选择千人小汽车拥有率和小汽车增长速度作

为评估要素，评估方法如下：

1) 千人小汽车(不含小型货车)拥有率。拥堵

的低、中、高风险因素分别为：①拥有率低于100

辆；②拥有率为100~180辆；③拥有率大于180辆。

从新加坡的经验来看，目前千人小汽车拥有

率控制在 100辆，拥堵程度较轻；规划未来千人

小汽车拥有率控制在约 140辆，届时拥堵仍处于

可控水平。其经验表明，千人小汽车拥有率低于

100辆的拥堵风险相对较小，而如果可接受拥堵高

于新加坡，千人小汽车拥有率将高于新加坡的控

制值，可取180辆。

2) 小汽车增长速度。千人小汽车拥有率达到

100辆后，拥堵的低、中、高风险因素分别为：①

小汽车年均增长速度低于5%；②年均增长速度为

5%~15%；③年均增长速度大于15%。

4.2 私人小汽车购置与使用管理

随着公务车使用制度改革的逐步展开，限制

个体机动交通需求主要是在私人小汽车购置与使

用环节上，选择购置管理、里程成本管理、停车

收费管理作为评估要素，评估方法如下：

1) 购置管理。拥堵的低、中、高风险因素分

别为：①对小汽车购置采用限额、购车须拥有车

位或很高税费等经济手段进行管理；②采用较高

税费等手段进行管理；③未采用限额或较高税费

等经济手段进行管理。

2) 里程成本管理。拥堵的低、中、高风险因

素分别为：①采用非常高的汽油税进行管理；②

采用比较高的汽油税进行管理；③采用比较低的

汽油税进行管理。

3) 停车收费管理。拥堵的低、中、高风险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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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分别为：①费用很高且区域差别明显的停车收

费；②费用中等且区域差别明显的停车收费；③

费用较低的停车收费。

与此类似，可对使用限制管理程度、拥挤收

费管理程度进行评估并加以界定。

5 严重交通拥堵应对策略

严重交通拥堵风险评估，可分析风险程度及

风险所在，有助于系统、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策

略。在治理交通拥堵过程中，以下几个方面的策

略值得注意：

1) 合理设定拥堵控制目标。

发生严重交通拥堵的城市应以立即控制严

重交通拥堵并逐步改善为目标，针对拥堵根源实

施强有力的治理措施；未发生严重交通拥堵的城

市应争取设定较高的拥堵控制标准，通过综合发

展策略避免发生严重交通拥堵。新加坡是高标准

控制拥堵的范例，如每 3个月对道路电子收费系

统的费率进行审查和调整，使平均车速保持在最

优范围内，即高、快速路为45~65 km·h-1，中央商

业区路段及主干路为 20~30 km·h-1[6]。新加坡将技

术性拥堵车速指标作为道路运行速度的低限进行

控制，从技术角度来看的确最合理。

2) 尽快解决交通资源利用问题。

采取各种“短平快”措施尽快解决交通资源

利用问题，可有效缓解紧张的交通供需矛盾。除

了进行一系列的技术性交通改善外，应重视制定

更加合理的交通资源利用方案，全面实施交通管

理调节措施，充分利用既有交通资源；应综合衡

量与制定各类公共交通的费用，提高公共交通运

行效率，为了兼顾社会公平的要求，可以对低收入

群体或非高峰时段出行者提供一定的出行补贴政策。

3) 加快解决结构性问题。

加快大中运量公共交通建设步伐，与城市空

间结构和发展重点协调互动，串联市级中心、次

中心及重要交通枢纽地区，尽快形成网络化运营

的格局。特大城市应加快研究实施中心区轨道交

通网络加密和市域轨道交通线路的建设工作，构

建以轨道交通为核心的高效的公共交通体系。同

时，在主干路设置公交专用车道，构建网络化的

公交专用车道体系。

4) 利用停车管理和新技术应用加强需求管理。

充分利用停车管理手段加强需求管理，通过

提高停车收费等经济杠杆对采用小汽车前往中心

区的出行进行调控；通过加强夜间违规停车的处

罚力度，实际上形成购车需有车位的压力；研究

手机支付等技术普及后征收停车附加费的可能

性，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拥挤收费；利用FRID等技

术逐步普及应用的契机，研究新的交通监控、疏

导和需求管理的办法与措施。

5) 出台严厉的限制性政策。

为缓解严重交通拥堵，通常需采用较为严厉

的限制性政策，如购车限额、单双号限行、大幅

提高停车收费、拥挤收费等，但实施前应有比较

充分的技术论证和调研。严厉的限制性政策在推

进实施过程中，需重视不同交通参与者的要求，

可以考虑混合管理办法，如同时实行限额无偿摇

号购车与拍卖车牌来控制车辆购买等。此外，这

些政策和措施的及时调校十分必要，在保持相关

政策连续性和目的一致性的前提下，根据政策施

行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6 风险评估案例

针对严重交通拥堵风险评估基本要素，以深

圳市为例，评估可能发生严重交通拥堵的风险，

见表1。可以看出，深圳市严重交通拥堵风险主要

在个体机动交通需求增长与管理方面。由于交通

结构性条件总体较好，轨道交通核心线网容量有

相当储备，可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交通拥堵的状

态。据测算，深圳市中心城区(原特区内主要城

区)2010年底晚高峰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的技

术性拥堵路段比例分别达到 59.7% ， 42.7% ，

62.6%，已经濒临严重交通拥堵[7]。随着 2011年 6

月底轨道交通二期工程建成通车，结构性条件将

大为改善，交通拥堵状况会有所缓解。

未来随着机动车辆进一步增加，如不采取一

定措施，严重交通拥堵将难以避免。因此，应继

续完善交通结构性条件(如增加城市重要区域的大

中运量公交联系通道，适当加密中心区大中运量

公交密度，加快市域轨道交通快线建设，扩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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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专用车道设置规模等)；改善公共交通与道路交

通管理；加强交通拥堵监测，跟踪分析交通拥堵

的程度及深层次原因，尽快界定严重交通拥堵。

同时加强个体机动交通需求管理措施研究，分析

各种可能的需求管理方案、效果，如前述的停车

管理和新技术应用的措施，以及采取严厉的限制

性政策，以便适时实施必要的个体机动交通需求

管理措施。

评估
类别

个体
机动
交通
需求
增长
与管
理风
险

一般
管理
风险

结构
性风
险

罗湖、福田、南山 3个市级中
心间有 2条轨道交通线路联
系，罗湖和福田间有3条轨道
交通线路联系

成规模的宝安、龙岗、龙华次
中心各有 1条轨道交通线路
与市级中心联系

深圳北站、罗湖火车站、深圳
机场与市级中心均有轨道交
通联系

东、中、西 3个发展轴有轨道
交通联系，尚无市域快速轨
道交通联系

罗湖、福田中心区轨道交通
网络密度约为 0.64 km·km-2

(2011 年 6 月底通车里程 63
km)，5年后达到1.37 km·km-2

核心线网由5条线路组成，总
长 178 km(2011 年 6 月底形
成，包括现有线路)，预计各
线有一定富余容量

预计中心城区大于50%，市
域接近30%

3家公交公司区域专营，2家
仍在整合阶段

比较重视运营的可持续性、
提供一定的运营补贴

已实施错时上下班、货运走
廊调整、摩托车限行等措施

有一定数量交叉口采用长周
期信号控制

预计约为150辆

预计约为16%

比较低的汽油税

费用适中且区域差别明显

无限购、使用限制、拥挤收费
等措施

2011年底要素指标或状态①

√

√

√

√

√

低

√

√

√

√

√

√

√

中

√

√

√

√

高

市级中心间的快速连通度

市级中心与次中心的快速连
通度

重要交通枢纽与市级中心的
快速连通度

市郊组团或重要辐射轴与市
级中心的快速连通度

中心区轨道交通网络密度

轨道交通发展初期核心线网
的形成程度及干线拥挤度

主干路设置公交专用车道
比例

公交运营主体协调机制

公共交通定价政策

重要交通管理调节措施的实
施程度

一般交通管理代表性指标(采用
长周期信号控制的数量范围)

千人小汽车拥有率

小汽车增长速度

里程成本管理

停车收费管理

其他重大措施管理

评估要素
评估
方向

交通与城
市空间结
构协调

大中运量
公交供应

常规公交
供应

公共交通
管理

道路交通
管理

小汽车拥
有及其增
长态势

私人小汽
车购置与
使用管理

分类评
估结论

无较
大结
构性
风险

无较
大一
般管
理风
险

个体
机动
交通
需求
增长
与管
理风
险较
大

风险等级

表 1 深圳市严重交通拥堵风险评估

Tab.1 Risk assessment for traffic congestion in Shenzhen City

① 根据2010年统计[7]及2011年交通年度工作计划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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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是一个持续性过程，特大

城市或拥堵高风险城市，应加大对交通拥堵的监

测和预警，提前采取缓解措施做好应对，避免多

个不利因素同时出现，造成严重交通拥堵。一旦

城市出现严重交通拥堵，应及时采取有效、合理

的措施，尽快缓解交通拥堵状况。本文提出的严

重交通拥堵评估方法基本可直接用于特大城市，

深圳的实例分析也验证了其有效性。在实际应用

时，可结合各城市的具体情况，进一步选择适合

的评估要素与阈值或作适当的调整，评估中一些

定性分析因素也需针对具体城市而定。对于一般

大城市，评估要素与阈值需作较大调整。有条件

的城市可以结合交通运行和出行分析等数据进行

更深入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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