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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调查传承与创新 

2. 交通模型传承与创新 

3. 交通规划咨询传承与创新 



国内城市综合交通调查现状 

百余城市开展过交通调查工作，特大城市逐步形成周期性综合交通调查

及数据更新机制。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形成周期性城市综合交通调查与数据

更新机制。 

      众多大中城市、中小城市开展过城市综合交通调查工作。 

特大城市、部分大城市发布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一些城市启动交通调查信息平台（基础数据库）工作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交通特征基础数据库逐步开发成熟 

中规院城市交通调查信息平台 

2008年至今35个城市150个调查项目 

 



国内城市综合交通调查现状 

 

综合交通调查由项目驱动向城市例行调查开始转变 

项目驱动的交通调查往往受到项目周期和费用的限制，往往过于简单和粗略，

数据质量难以保证。各个交通调查也缺乏协调和针对性，造成了大量人力和

财力的浪费。 

调查难度日益增加，而数据需求精度却越来越高 

新调查技术不断涌现 

如GPS定位系统；掌上电脑辅助调查技术 

 

 

 



居民出行和其他交通调查在相关标准、导则、技术文件中均有涉及，但没有综合交通

调查技术文件。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104-2008） 

“客流预测应以居民出行和相关交通调查的成果为基础，并应保证其成果的时效性和可用性，不宜大

于5年，否则应补充其他有效措施。客流预测的方法、计算模型以及采用的相关参数，预先经过实例

验证其可用性。”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国标GB/T 50546-2009） 

“交通需求分析的基础资料应包括土地使用、人口、道路交通、五年之内进行的居民出行特征调查等

资料。”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规范》（征求意见稿2014） 

“城市综合交通调查的内容应包括居民出行调查、机动车试用调查等主要内容。调查数据应在5年内

方可作为轨道交通客流预测的基础数据，超过5年应重新进行调查。”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导则》（建城【2010】80 号） 

“居民出行调查通常采用抽样调查方式，抽样率需根据城市人口规模计算确定。一般情况下，100万

人口以上城市的最小抽样率不低于1%，50~100万人口城市不低于2%，20~50万人口城市不低于3%，20

万人口以下城市不低于5%。补充调查的抽样率应满足修正交通模型的精度要求。暂住人口与流动人口

的抽样率可根据交通出行特征确定。” 

 
 

 

与交通调查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标准 



与交通调查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标准 



与交通调查有关法律法规、相关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建设标准》 
建标104-2008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编制标准》
国标GB/T 50546-2009 

《城市轨道交通客流预测规范》 
征求意见稿2014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客流预测规范》 
地标DB11/T 786-2011  

《城市交通综合调查技术规程》 
地标（征求意见稿）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导则》
建城【2010】80 号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交通调查导则》 
建城【2014】 141 号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规范》
国标编制中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交通调查导则》 

上层标准：内容深化与细化 

平行标准：内容协调与细化 
地方标准：内容指导与衔接 

……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交通调查技术规范》 



分类 问题 现象与原因 

保障体制 

缺乏保障体系，

交通调查基础数

据延续性不足 

国内城市交通调查工作的开展多依附于规划、设计项目，受经

费和时间周期制约难以形成稳定的综合交通调查与跟踪更新机

制。 

标准规范 

城市间交通调查

数据及分析结果

可比性较低 

缺少统一、规范的术语及指标定义，城市间调查数据统计口径

及边界条件各异。 

调查技术 

城市间交通调查

技术水平差异较

大，调查质量难

以保障 

调查项目不科学 

调查方案设计的不合理性和随意性 

缺少调查质量的评估和控制 

数据分析方法不科学 

数据应用 

交通调查基础数

据价值未能充分

发挥 

众多城市交通调查数据限于规划、设计项目的分析应用，未能

形成数据的延续与积累，对于数据的规律解析和拓展研究不足。 

多数城市交通调查成果限于调查报告，仅特大城市和少数大城

市逐步形成城市交通发展年报制度，尚无统一的城市交通特征

指标发布体系。城市交通调查信息平台尚未建立，交通调查基

础数据库缺少与城市其他数据信息系统的共享与交流。 



 适用于城市综合交通调查、专项交通调查及相应的数据分析与管理工作。 

 对城市综合交通调查工作的关键环节提出建议与要求，促进成熟技术的应用推广，确保与提升

各城市综合交通调查质量。 

 规范城市综合交通调查基础数据及其分析应用，使城市间交通特征指标具有可类比性，为城市

综合交通信息平台建设和城市交通指标发布制度奠定基础。 

 

 

 

城市综合交通调查 

居民出行调查 

道路交通调查 

出入境交通调查 

公交调查 

商用车辆调查 

交通生成源调查 

…… 

规划编制 

 

交通模型、客流预测 

（交通特征）信息发布 

…… 

项目计划 

调查设计 

调查实施 

成果管理 

调查分析 

管理部门 

管理部门 

技术部门 

应用领域 
适用范围 

使用者 

《导则》与《技术规范》的主要规范内容 



《导则》与《技术规范》的主要规范内容 

序号 章节 说明 

前言 
说明导则编制背景、依据与其他标准文件的关系，明确规范重要技术内容及实
施与应用要求。 

1 总则 
规定制订导则的目的、导则的适用范围和执行导则的相关要求。规定综合交通
调查工作中调查流程、调查项目、调查管理与质量控制、调查精度与信度等基
本共性要求。 

2 术语和定义 统一、导则交通调查领域（仅限于本标准中出现的术语）的术语和定义。 

4 居民出行调查 
规定调查项目中： 
• 调查内容 
• 方案设计 
• 组织实施 
• 成果内容等基本要求 
• 统一调查抽样方法 
• 指标定义 
• 修正扩样 
• 数据库成果 
• 基本统计分析 

5 城市道路交通调查 

6 出入境交通调查 

7 公交调查 

8 商用车辆调查 

9 交通生成源调查 

10 停车调查 

11 流动人口出行调查 
12 货运调查 
13 新技术应用 

1、统一调查内容 



信息系统数据资源优点：客观、大样本、及时、持续 
 

序号 数据名称 

1 高速公路收费系统数据 

2 国省道流量观测系统数据 

3 铁路售票系统数据 

4 长途客运售票系统数据 

5 交通监控系统数据 

6 出租车调度系统数据 

7 公交运营调度系统 

8 地铁售检票系统数据 

9 公共自行车运营系统数据 

10 停车管理系统数据 

11 移动通讯数据 

12 一卡通交易数据 

13 导航信息数据 

14 微博、微信数据 

系统运行 

人的活动 

城市心情 

对外
道路 

对外
枢纽 

城市
道路 

城市
公交 

自行车 

静态 
交通 

居民
出行 



分析内容 数据基础 技术应用 

人口与就业分析 

《苏州经济普查年鉴-2004》《苏州

经济普查年鉴-2008》《2013苏州

统计年鉴》 

《人口普查数据》 

       GIS空间数据分析 

居民出行特征 居民出行调查20676户  标准化居民出行调查 

道路网运行车速分析 出租车GPS数据 
出租车GPS数据分析 

GIS栅格空间数据分析 

公交系统运行状况 公交乘客IC卡与车辆GPS数据 
公交IC卡数据分析 

GIS空间数据分析 

出租车运营及出租乘

客出行特征分析 
出租车GPS数据 

 

出租车GPS数据分析 

 GIS空间数据分析 

信息化数据应用 

 作为传统交通调查的补充手段——信息系统数据支撑下现状交通系统运行评估与分析（苏州） 



信息化数据应用 

 应用探索，弥补传统技术方法的“力不从心”——基于手机信令的综合分析（济宁） 

 
城镇活力变化

5:30-22:30,8月8日
活跃强度：5000人/km2

中心
城区

都市区

市域

片区活力分析 

相向趋势明显

分割明显

08版总规城镇体系结构

首位城市 济宁市区
次级城市 邹城、兖州、曲阜
一般城市
梁山、微山、汶上、嘉祥、泗水、金乡、鱼台

高铁站集散客流分布

核心商业区集散分布
城市扩张判别 

传统抽样调查无法清晰判
别市域范围交通特征 

区域出行分析 热点地区分析 

处理前15T，处理后100G

本地593万用户，漫游用户256万

12亿条

9053个基站

手机数据：大样本、大覆盖 VS 



思考之一：样本问题（数据覆盖范围不足会导致数据特征存在失
真。） 
 

基于出租车GPS定位
信号的城市道路交通
评价 ——潍坊 



 数据绝对量和比例大，但难以代表总体： 

     由手机信令数据分析人员出行信息，手机拥有者不是全体人员的均匀抽样； 

     由IC卡数据分析公交客流，投币人群和公交IC卡使用者出行特征有显著差异。 



思考之二：稳定的数据来源 

 尚未形成未定数据来源：缺乏相关法律规定，涉及用户私密及商业信息，数据获取

困难。 

 
 移动运营商：条块管理，自成体系 

  主管副总经理：我们配合，我们全力配合 

  综合部：这个事，要向省公司申请，我们必须走程序 

  网络部：取信令可能影响通信，先出个方案让我们看看 

 

 需求特殊：必须专业化分工 

  取信令设备（尤其2G）国内城市很少配备，未来也不会配备 

  未来信令等数据业务归国、省公司管理，地方政府协调难度更大 

  个人信息等敏感数据必须妥善处理，脱敏、解码均依赖服务 



思考之三：如何反映人们意愿和决策逻辑 

• 出行目的 
• 评价 
• 意愿 



出路：大数据与传统交通调查的融合 

 传统居民出行调查：引入可穿戴GPS设备、车载GPS设备，以校正调查结果； 

 传统公交调查：在利用公交车GPS数据和公交IC卡数据分析公交出行常旅客的基础上，

调查可向了解投币乘客出行特征方向发展； 

 商用车辆调查：在分析车辆GPS数据基础上，调查内容和调查方式会发生大的变化； 

 一些传统交通调查项目将逐步被信息化数据所替代，如道路交通流量调查、车速调查等。 

交通流量 
采集设备                              

摄像头 车载终端 红外传感 RFID 传感器 微波检测 地磁感应 



分类 问题 现象与原因 

保障体制 

缺乏保障体系，

交通调查基础数

据延续性不足 

国内城市交通调查工作的开展多依附于规划、设计项目，受经

费和时间周期制约难以形成稳定的综合交通调查与跟踪更新机

制。 

标准规范 

城市间交通调查

数据及分析结果

可比性较低 

缺少统一、规范的术语及指标定义，城市间调查数据统计口径

及边界条件各异。 

调查技术 

城市间交通调查

技术水平差异较

大，调查质量难

以保障 

调查项目不科学 

调查方案设计的不合理性和随意性 

缺少调查质量的评估和控制 

数据分析方法不科学 

数据应用 

交通调查基础数

据价值未能充分

发挥 

众多城市交通调查数据限于规划、设计项目的分析应用，未能

形成数据的延续与积累，对于数据的规律解析和拓展研究不足。 

多数城市交通调查成果限于调查报告，仅特大城市和少数大城

市逐步形成城市交通发展年报制度，尚无统一的城市交通特征

指标发布体系。城市交通调查信息平台尚未建立，交通调查基

础数据库缺少与城市其他数据信息系统的共享与交流。 



1. 交通调查传承与创新 

2. 交通模型传承与创新 

3. 交通规划咨询传承与创新 



交通调查与交通模型的关系 

传统交通调查 交通大数据 

与新技术应用 

传统交通模型 

交通调查发展 

交通模型发展与

创新 

 交通分析与应用的核心——预测 

 传统交通需求预测模型主要基于传统的交通调查； 

 信息化数据对传统交通调查形成互补，为交通调查发展和模型创新提供了数据基础； 

 模型创新需要数据验证，对交通调查和信息化数据会提出新要求。 



交通模型发展 

 GIS空间分析使模型网络表达

和建模小区更加精细 

GIS空间分析技术 

基本经济普查数据29817各实体单位 

依据地址、名称的模糊查询，实现空间匹配 

空间数据搜索匹配技术：经济普查数据---就业岗位分布 

空间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土地利用基础数据管理 

47项规划依据--- 23521个地块精确存储土地利用信息 



交通模型发展 

 众多数据供给源和高数据质

量使建模精度得以提高 
郑州中心城区现状综合交通模型精度 

道路机动车分配拟合精度0.86  （81个关键路段，6个交口流量观测数据） 

公交客流分配线路拟合精度0.97（192条公交线路运量数据） 



交通模型发展 

 云计算平台使模型的远程操

作和维护更加便捷 

Emme模型工作平台 GIS模型数据平台 



交通模型创新 

 信息化数据使得交通数据获取广度和精度大幅提高，为模型创新提供了天然基础； 

 例子1，公交客运量模型：利用公交车GPS数据和公交IC卡技术分析得到的公交站点OD使公

交客运量模型的应用成为可能。 

 

其中：      ——交通小区𝑖 公交出行产生/吸引量； 

                ——交通小区 𝑖公交出行产生/吸引量的第 𝑗个影响因素，包括小区公交车辆到达数、岗位密度、

人口密度、岗位数、人口数等； 

                ——𝑔类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 

       

 
i

g
i

g
i xaA

iA
g
ix

ga

 公交客运量模型 

      公交客运量不是方式划分模型的结果，而是直接与交通小区的土地利用（人口、就业岗位等）、社会经

济、公交服务水平等相联系，可以选取公交车辆到达数、小区岗位数、小区人口数作为公交客运量模型的

自变量。 

 



交通模型创新 

车辆到达 就业密度 人口密度 就业合计 人口合计

2.148618 0 0 0.000202 0.004136
0.113927 0 0 0.003279 0.002264
0.650094 268.899 #N/A #N/A #N/A
219.2331 354 #N/A #N/A #N/A
47556047 25596565 #N/A #N/A #N/A

早高峰产
生标定结

果

车辆到达 就业密度 人口密度 就业合计 人口合计
2.55292 0 0 0.002193 0
0.065571 0 0 0.001975 0
0.847536 175.2805 #N/A #N/A #N/A
986.7104 355 #N/A #N/A #N/A
60629929 10906759 #N/A #N/A #N/A

早高峰吸
引标定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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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公交客运量模型标定结果 

       

 



交通模型创新 

 郑州公交客运量模型应用       

 

公交出行距离分布 

公交出行OD分布 

高峰小时公交客流道路分布 高峰小时公交站点上下客分布 



交通模型创新 

 例子2，出行分布辐射模型：利用手机数据或其他信息化数据可以获得精确的人口、岗位分

布和通勤出行数据，可分析传统重力模型的缺陷，使新型出行分布模型——辐射模型的应用

成为可能。 

𝑇𝑖𝑗 =
𝑚
𝛼
𝑖
𝑛
𝛽
𝑗

𝑓(𝑟𝑖𝑗)
 

：由i 至 j 的概率； 𝑇𝑖𝑗 

𝑚𝑖 ：i 地人口资源； 

𝑛𝑗 ：j 地人口资源； 

：由i 至 j 的距离； 

 

𝑟𝑖𝑗 

：阻尼函数，由实际数据标定； 

 

𝑓(𝑟𝑖𝑗) 

 传统重力模型       

 



交通模型创新 

实际出行OD分布      

 

传统重力模型预测结果 
       

传统模型对中长距离距
离出行的预测结果大大
低于实际出行量。 



交通模型创新 

：由i 至 j 的概率； 𝑇𝑖𝑗 

𝑚𝑖 ：i 地人口资源； 

𝑛𝑗 ：j 地人口资源； 

𝑠𝑖𝑗 

< 𝑇𝑖𝑗 >= 𝑇𝑖
𝑚𝑖𝑛𝑗

(𝑚𝑖+𝑠𝑖𝑗)(𝑚𝑖 + 𝑛𝑗 + 𝑠𝑖𝑗)
 

𝑇𝑖 ：i 出行总量； 

：以i 地为中心，以rij为半径的园内的

人口资源，（不包括 i 和 j 地）。 

 新型分布模型——辐射模型       

 

实际出行OD分布 

传统重力模型结果 

辐射模型预测结果 

与传统重力模型相比，辐射模型的预测
结果与现实更加接近。 



交通模型创新 

    未来趋势： 

 随着未来大数据提供大量精确而详细的出行数据，对传统模型的详细评价和

模型创新同步展开； 

 更微观的模型模块，如交通生成源模型、枢纽出行模型、停车换乘模型等将

会得到细致的标定和应用； 

 数据供给的多源性使得众多新型模型，如公交客运量模型等，得到标定和应

用。 

建议关注： 

 现状模型的体系化， 

 OD反推模型的增强版， 

 非集聚模型的时代，基于小区到基于群体 



1. 交通调查传承与创新 

2. 交通模型传承与创新 

3. 交通规划咨询传承与创新 



交通数据采集 

交通数据掌握 

交通数据分析 

交通数据思维 

交通信息服务 

规划咨询机构 
核心定位：规划应用、模型创新 

技术导向：数据规范 

战略合作：提升数据价值 

例：调查公司 

例：公交公司 

例：交通信息中心 

例：百度、高德 

业务拓展：交通信息平台发展规划 

业务拓展：行业信息服务咨询 

交通数据产业链 规划咨询机构发展定位 

信息化背景下规划咨询机构的发展定位 



•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承与创新依然是主
题。 

• 颠覆的背后依然存在不变的一些东西。 

• 数据的本质依然要真实客观。 

• 准确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背后是分析能力的
功底。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