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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城市交通模型的城市机动车限制措施评价研究 

——以佛山市机动车限行措施研究为例 

罗典 朱伟涛 

 

【摘要】本文在对国内外既有的机动车限制措施进行归纳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城市交

通模型的机动车限制措施评价的方法，并对以佛山市机动车限行政策评价为案例进行评价研

究，为制定合理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提供定量支撑，同时也为其他城市制定相关交通限行措

施的评价方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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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早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国外已经有城市实施了机动车限行措施（拥堵收费），随着近年

来，国内机动车尤其是小汽车使用量的剧增，多个大中城市的道路尤其是中心城区道路的交

通供需失衡，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多个大型城市已经实施了机动车限制措施，以控制

道路机动车需求量，减轻城市交通拥堵。 

佛山市近年来机动车增长迅猛，目前全市小汽车保有量已经超过百万辆，每日巨大的机

动车出行规模对城市道路系统造成极大的冲击，交通环境日趋恶化，而开发密度和集聚度最

高的禅桂新核心地区在高峰时段已出现较为严重的交通拥堵状况，随着将来小汽车保有量和

出行量的进一步增长，城市有限交通供给将难以承受需求带来的压力，佛山市机动车限制措

施的实施将存在一定必要性。然而机动车限行措施对城市道路交通的影响极为敏感，需要通

过交通模型进行科学合理的提前评估和论证。本文基于城市交通模型对佛山市机动车限行政

策进行定量测试和仿真评价，为制定合理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提供定量支撑，同时也为其他

城市制定相关交通限行措施的评价方法提供一定参考。 

2. 国内外机动车限制措施 

国内外城市对机动车的限制措施大致可分为限制拥有（限购）和限制使用（限行）两种，

而具体实施控制的方法又可分为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国外城市多采用经济杠杆控制的手

段，国内城市则以行政手段或者行政与经济手段组合的方式，国内外城市实施的机动车限制

措施实施情况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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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目前国内外城市机动车限制措施实施情况 

限制措施 

限制拥有 限制使用 

经济手段 行政手段 经济手段 行政手段 

牌照拍卖/收费 车牌摇号 拥堵收费 尾号限行 
限制外地车

或非摇号车 

国外 

城市 

新加坡 √ √ 

伦敦 √ 

斯德哥尔摩 √ 

首尔 √ 

国内 

城市 

北京 √ √ √ 

上海 √ √ 

广州 √ √ √ 

香港 √ 

贵阳 √ √ 

杭州 √ 

成都 √ 

3. 基于城市交通模型的机动车限制措施评价方法 

3.1 宏-中观交通模型体系 

随着城市交通建设和管理的日益精细化发展的要求，城市宏-中观交通模型在城市交通

建设和管理研究决策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宏观模型是基于城市总体的土地利用分布、人口

就业分布以及居民出行特征宏观数据等建立的传统的四步骤交通规划模型，主要用于城市交

通战略方案、交通政策研究以及重要交通设施通道方案的测试。 

中观交通模型则是采用子区域模型技术，将原有宏观模型中的重点地区的 OD 需求和道

路网络数据提取出来，完善并细化重点地区原有宏观 OD 需求和路网，并通过详细土地使用

资料和出行调查数据进行修正；满足精度要求后引入交通渠化、信号配时等数据，然后在运

行动态交通分配，对分配结果进行检验，可对重点地区交通运行做出更为精细的评价。 

3.2 基于模型的机动车限制措施评价方法 

机动车限购和限行等措施对城市道路交通的影响极为敏感，需要结合城市交通模型进行

系统的评估和论证，以确保机动车限制措施与城市交通供需发展相适应，同时维持城市交通

的正常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具体评价方法和流程如下。 

（1）机动车限制措施必要性分析 

结合宏-中观模型提出满足城市道路运行的基本要求的指标，然后对基本情形（不实施

限制措施）测试指标进行对比，若基本情形测试指标满足基本要求，则评价年无必要实施机

动车限制措施，若基本情形测试指标不满足基本要求，则评价年有必要实施机动车限制措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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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动车限制措施方案评价 

制定相应机动车限制措施方案，包括车牌限购（配套外地车限行）、小汽车尾号限行、

中心区拥堵收费等措施，方案可以实施单一措施或者组合措施，然后通过交通模型对地区交

通运行进行测试，通过道路饱和度、平均车速等指标对限制方案（单一或组合）进行评价。

评价指标结果若不满足城市交通运行基本要求，则重新制定或组合机动车限制方案；若满足

基本要求，则结合方案实施适应性分析给出推荐机动车限制方案。 

 

 

图 3.1 城市宏-中观交通模型体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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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基于城市交通模型的机动车限制措施评价流程 

4. 佛山市机动车限制措施评价 

4.1 机动车限制必要性分析 

（1）基本情形测试 

通过测试可知，具体指标见表 4.2。2020 年基本情形下中心城区干道车速 18.1 公里/h，

核心区干道车速 12.6 公里/h ；饱和度方面，中心城区饱和度大于 1 的干道路段比例 35.1%，

核心区为 50.2% 。说明既定的中心城区全面禁摩政策（佛山已定实施政策）将进一步推高

小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的速度，2020 年城市路网运作效率将较为低下，中心城区（尤其

是核心区）将陷入全面交通拥堵，有必要对机动车采取一定的限制管理措施。 

（2）城市交通运行基本要求  

参照相关城市交通运行指标标准，结合佛山城市的发展和交通运行的特征，本次研究确

定 佛山城市未来年交通运行的基本目标要求如下: 

车速：全中心城区干道≥20 公里/h，核心区干道≥15 公里/h 

饱和度>1 路段比例：中心城区< 25%，核心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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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机动车限行措施方案评价 

考虑到既有摩托车限制措施实施前提，本次研究针对小汽车使用制定区域限行措施，限

行范围为佛山城市核心区（约 45 平方公里），限行措施预案包括核心区尾号限行和拥堵收费

两类，尾号限行又分为五日制和单双号限行，拥堵收费又分为低收费（可实现进出小汽车流

量降低约 30%效果）和高收费情形（可实现进出小汽车流量降低约 60%效果）。 

通过测试可知，单双号限行或高拥堵收费实施情形下，核心区和中心城区指标均满足要

求，其中单双号限行下的道路运行状况基本达到畅通水平；五日制或低拥堵收费实施情形下，

城市交通运作未达到指标要求，与此同时拥堵收费将导致中心城区快速路承担核心区过境车

流的分流，拥堵收费外围过境通道车速有所降低。 

表 4.1 2020 年基本情形及车辆使用限制方案测试指标 

区域 道路等级 

平均车速 饱和度＞1 路段比例 

基本

情形 

尾号限行 拥堵收费 
基本

情形

尾号限行 拥堵收费 

五日

制 

单双

号 

低收

费 

高收

费 

五日

制 

单双

号 

低收

费 

高收

费 

中心

城区 

快速路 24.5 26.4  30.2 22.9 24.7 24.2% 22.1% 17.7% 25.9% 24.0%

干线主干道 16.8 18.6  23.0 18.4 19.2 38.4% 30.9% 19.7% 35.1% 26.2%

普通主干道 14.5 16.1  20.0 15.9 16.7 45.8% 37.5% 24.3% 41.7% 32.5%

综合 18.1 19.7  24.3 18.9 20.1 35.1% 28.7% 18.6% 33.7% 25.0%

核心

区 

干线主干道 13.3 15.9  21.5 15.5 16.7 49.7% 36.4% 20.2% 42.6% 28.9%

普通主干道 10.9 13.1  17.8 12.8 13.8 50.8% 36.9% 20.4% 43.3% 29.2%

综合 12.6 15.1  20.7 14.7 15.9 50.2% 36.9% 20.1 43.0% 29.1%

5. 相关建议 

以上基于交通模型机动车限制措施的评价主要是从交通供需运作层面的进行分析，然而

机动车限行措施的综合社会经济影响较为敏感，还应综合考虑限行政策实施的政策难度、技

术难度以及公共交通发展的完善程度等因素，因此本次研究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1）机动车限制措施实施前需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评估，评价限制措施带来的交通影响，

以确保措施能适应城市交通供需发展。 

（2）机动车限制政策需要公共交通系统支撑。需提前加强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建设，

运营服务水平也要得到相应提升，保障限行后部分个体机动车出行顺利转向公共交通出行。 

（3）机动车限行应结合城市自身特点。采用稳步、渐进的方式逐渐推进，合理制定限

行的时间、空间、车种等措施。在限行措施出台、实施前，应评估措施的效果和影响，充分

认识限行措施有利和不利的方面，权衡利弊，做好应对预案。 

（4）机动车限行适宜采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近期可以采用以行政手

段为主的方式，以便取得较好的效果，迅速缓解交通拥堵压力；远期应逐步转向以经济手段

为主的方式，提高现行措施弹性。 

（5）对于限行的措施应实时跟进、动态评估，根据反馈的结果对限行措施及时进行调

整，确保达到设想的效果。 

（6）在限行措施出台前，应做好宣传工作。通过宣传取得市民的理解和支持，减少措

施实施带来的阻力。同时，应采取交通配套措施，减少限行对人们出行带来的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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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本文对国内外城市机动车限制措施进行梳理，归纳分析限制措施的类型及特征，然后提

出基于城市交通模型体系对机动车限制措施评价的方法，并对以佛山市机动车限行政策评价

为案例进行评价研究，为制定合理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提供定量支撑，同时也为其他城市制

定相关交通限行措施的评价方法提供一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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