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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影响评价之“困境”与技术工作改进 

赵再先 丘建栋 
 

【摘要】交通影响评价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但当前交评的客观性、可信度未受广泛认同，

一些地方交评工作面临操作形式化、为评价而评价，甚至可有可无的窘境。除政策体制因素

外，技术工作的透明性和规范性对交评可信度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回顾分析既有交评技术方

法及技术管理，结合深圳市交评技术工作实践，重点探讨交评技术工作改进，研究提出融合

“静态分配”和“动态仿真”于一体的分区中观模型方法，提高交评技术分析精度；提出建

立统一基础数据、统一交通模型、统一评估平台的交评技术工作机制，规范交评技术工作流

程，提高交评结论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关键词】交通影响评价；中观交通模型；交评技术方法 

 

1、交评之“困境” 

交通影响评价协调交通与用地开发建设、促进交通引导城市发展模式转变，具有重大战

略意义。2001 年北京市在我国率先颁布实施交评地方性规章。2004 年国务院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对交评工作提出了要求，使交评成为继环评之后评估

城市开发建设活动影响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并在国内大中城市逐步推行。然而，经过十多年

的实践，尽管开展交评工作城市数量在不断增多，但实施成效显著、效果令人满意的城市却

并不多见，相反对交评工作的重视程度却在普遍下降，一些地方交评工作面临操作形式化、

为评价而评价，甚至可有可无的窘境。 

交评之困境，源于交评客观性、严肃性不足带来的可信度缺失。从管理角度看，交通影

响评价是一种公共决策行为，评价结果直接影响政府、开发商、社会公众等相关各方的利益

与诉求，具有高度的社会敏感性。交评必须方法科学、分析客观、评判公正、结论可信，交

评制度存在的基础亦在于此。然而，在当前的开发政策、管理体制与工作制度下，社会各方

对于交评的客观性、可信度产生了普遍质疑。 

在政策层面，追求项目投资和土地收益仍然是许多城市建设活动的主要动力，城市土地

开发建设时序以投资为导向，交通、环境影响并非主要考量；项目建设主要由政府与开发商

协商确定，交评重形式、走过场。 

在管理体制层面，交评工作涉及规划土地、交通、交管等多部门的管理权责，不同部门

不同单位存在不同的关注点和利益平衡博弈，交评协同管理机制难以形成，没有交通“一票

否决”的机制约束，交评效力难以保障执行。 

在工作制度层面，尽管认识到在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和方案报建环节开展交评工作的必要

性和重要性，但实际操作中“事后交评”的现象较为普遍，往往是楼盘建好、项目封顶后，

再就项目可能交通影响进行评议，开发商为加快项目运营需要，关注项目与周边道路交通连

接，交评主要目的简化成了项目周边道路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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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工作不足是影响交评客观可信的重要因素 

毫无疑问，上述政策、管理体制、工作制度等问题对于交评工作影响巨大，也是当前业

内讨论反思的热点。但政策体制问题牵涉广泛，不易一时解决。与之相比，技术层面不足对

交评的公众认同、可信度影响却未受应有重视。实际工作中，交评对于数据来源、分析模型

方法和评估过程缺乏清晰明确交代，由于评估结论事关各方利益，开发商、政府部门对论证

过程较为关注，往往会对“数据方法是否可靠、结果是如何得来的”心存疑问，技术编制部

门面对质疑亦缺乏足够的证据和说服力。交评本身就是一项技术性强的工作，交评报告编制、

审批均需要技术工作的支持，数据交代不清晰、方法过程不透明等问题对于交评的客观性和

可信度的影响显然不容忽视。 

美国、英国、香港等实施交评成效显著的国家或城市，均十分重视交评基础技术工作，

力求交评过程透明，方法统一规范。美国多数城市的交评，其报告内容编制均有清晰细致的

规范要求，采用什么数据、获取途径，使用的模型方法、参数，基于哪些假设前提得出的结

论，都需一一列明。模型分析师需要对所做的交评分析签字负责，体现交评工作的严肃性。

香港城市交通部门委托专业技术咨询单位开发并定期进行更新的全市基本分区模型（Base 

District Traffic Model, BDTM），作为全市交评工作的统一平台，规定不同项目的交评工

作必须统一使用政府认可的模型，保障了交评工作的统一性和客观公正性。 

2010 年住建部颁布实施《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CJJ/T141-2010）。《标准》

对建设项目类型与启动阀值、评价范围年限、交通需求分析、影响程度评价指标等进行了明

确规定，是指导和规范当前交通影响评价技术工作的重要依据。然而，从提高交评分析精度、

可靠性和结论可信度角度考虑，需要在遵循《标准》基础上，对交评技术工作细节进行进一

步的研究、明确和规范。当前的交评技术工作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1）基础数据薄弱，分析方法较为简单和粗糙，难以满足交评技术指标分析精度要求。

限于项目成本，单独研究开发适用于当地情况和满足交评分析要求的评估模型存在困难。大

多数情况下，只是基于现状调查数据进行简单的推断分析，模型技术应用流于表面化和形象

化。 

（2）交评技术方法不一，工作内容和过程不规范，影响评估的客观公正性和一致性。

现有技术评价对于交评应当准备哪些类型数据、采用何种评估方法、以及使用模型的精细程

度等，并未统一明确，通常是一个项目一套数据、一套方法、一套模型，不同单位、不同项

目的模型工作内容深浅不一。 

（3）交评工作阶段安排尚不完善。目前交评很多工作是用在与开发商协调交通设施（如

公交场站等）配套问题。由于缺乏上层次的规划交通评估论证，对配建是谁的责任往往认定

不清。 

（4）行业技术管理工作有待加强。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标准需要细化以进一步规范交评

技术工作要求。同时，交通影响评价行业市场准入缺乏有效约束机制，评估的客观性和成果

质量难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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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评技术工作改进：深圳的探索 

2011 年 10 月，《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通过，以立法形式明确深圳市

交通影响评价制度的建立。为支持交评工作开展，深圳市专项进行交评技术研究，针对当前

存在的不足，重点探索交评技术工作改进，包括交评模型方法、工作机制及技术管理等几个

方面。 

3.1 改进评估模型方法，提高交评分析精度 

尽管没有具体规定，但交评技术分析显然离不开交通模型。然而，交评技术分析涵盖宏

观、微观层次，既包括流量、饱和度等交通流静态宏观指标，也包括车辆延误、密度等车流

动态微观指标，需要宏观和微观分析技术的结合。目前交评分析中采用的模型，或基于宏观

模型的片区细化，或针对评估片区建立微观模型，但从功能上看仍属于独立的宏观或微观模

型，并不能完全满足交评技术分析内容及精度要求。一些城市模型工作者不得不建立两套模

型，但因为数据接口和分析平台不同，存在评估结果不可对比、维护困难的问题。需要专门

研究开发真正适合交评分析使用并符合本地实际的交通模型系统。 

为构建支持交评分析的统一平台，深圳市将全市划分为 35 个分区，系统构建分区中观

模型系统。模型融合实现“静态分配”与“动态仿真”等不同层次的交通分析功能，满足交

评指标分析精度要求。“静态分配”从交通流总体分布角度评估分析流量、饱和度等指标，

重点模拟路口交通管控、车道组织划分等对车辆延误、车流分配的影响，将指标分析精度定

位到路口不同进口、不同转向。“动态仿真”用于车辆动态运行延误、排队、车流密度等指

标分析，不同于传统基于个体车辆和跟车理论的微观仿真，采用基于车队和密度延误理论的

动态仿真技术，大大提升仿真执行效率，满足大范围仿真要求。模型系统以 TransModeler

为平台，通过软件二次开发和模块化调用设计，将“静态分配”、“动态仿真”分析功能整合

在同一平台下，使用相同的基础数据及格式（路网、矩阵文件等）而无需通过中间接口转换。 

 

（a）新洲-莲花路口方案图                  （b）路口的 TransModeler 软件模拟 

图 1 精细化路口控制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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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同一模型平台下融合实现静态分配与动态仿真技术 

3.2 统一交评工作机制，规范交评技术流程 

交评技术工作的可信度不仅仅体现在模型方法和分析精度，工作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同样

重要。深圳市提出建立统一基础数据要求、统一模型方法、统一评估平台的交评工作机制，

规范交评技术工作流程。 

（1）统一数据基础要求 

当前交评分析的数据基础，大多限于对评价范围内道路、交通量和土地利用等调查。然

而从构建交通模型和详细交通模拟分析需要来看，这些数据显然是不够的。深圳市基于交评

中观模型建设需要，提出了以中观交通分区为单元的交评基础数据要求。每个分区模型的数

据要求分为背景数据（中观分区范围内对宏观模型继承数据）和评估范围细化数据两部分，

共计分为 9类，每类数据明确数据内容精细度、采集方式以及基于特定软件平台的数据格式

要求。每个交评项目对应于特定分区的中观模型，项目评估时，重点对交评范围内的数据要

求进行细化或更新。 

（2）统一交评模型方法 

为保障交评结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一致性，深圳市明确要求统一交评模型与方法。首

先，需要规范统一交通模型参数，特别是针对交评交通产生率和吸引率参数，通过调查和类

比，规范不同区位、不同用地性质建立交通产生吸引率的取值区间，为不同项目交通产生量

测算提供依据。其次，需要统一模型软件平台、软件算法，目前市场上有较多的模型软件可

供选择，功能大同小异，尽管模型重点在于输入数据的可靠性、模型拟合精度而非软件的选

择，但笔者发现，即使基于相同数据输入，使用不同软件模型结果还是会存在较大差异，模

型算法上，如交通分配，使用不同的分配算法结果往往也会存在较大差别；在同一地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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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模型软件或算法不能保障评估结论的客观公正性和统一性。 

表 1 深圳市交评中观模型基础数据要求 

 类别 内 容 获取方式 数据格式 

 
Ⅰ 

背景数据(中
观模型分区

范围内) 

1-1 道路网 道路等级、车道数、路口控制形式 宏观模型导入 
TransCAD GIS 地图

数据 

1-2 公交网 线路、站点 
宏观模型导入，

调查更新 
TransCAD GIS 地图

数据 

1-3 土地利用 
现状及规划年，分地块的用地性质建筑规模、

开发量 
宏观模型导入 

TransCAD GIS 地图

数据 

1-4 出行需求 
现状及规划年，宏观模型小区分方式的出行

需求 OD 
宏观模型导入 TransCAD Matrix 

 
Ⅱ 

评估范围内

的数据细化 

2-1 道路设施 
物理特征：路段与交叉口车道划分、路口渠

化、渐变段 
地形图资料整理

+现场调查 
AutoCAD 

2-2 交通组织管理 
路口控制方式，信号参数；限速限行、公交

专用车道、路边停车的路段信息 
现场调查 Xls 表格 

2-3 用地开发量 分用地性质建筑规模 业内整理 Xls 表格 

2-4 交通流量 
对外出入口、主次干道、信号交叉口进口及

各转向车流量；公交站客流量 
现场调查 Xls 表格 

2-5 交通生成率 分地区、不同用地类型的交通产生、吸引率
调查+不同地区

的类比 
Xls 表格 

 

（3）统一评估分析平台 

建立统一评估分析平台目的在于规范交评评估工作内容，执行流程，统一交评输出结果

形式，保障交评可靠性和稳定性。深圳市在交评模型研发基础上，开发了一套交通影响评价

应用管理系统作为交评统一评估平台。该平台通过界面化操作，将数据输入、模型运算、结

果输出整合在一起，实现交通影响评价工作的流程化、评估结果输出的规范化。评估结果可

通过标准化报告文件格式输出，可直接作为交评项目上报政府审批的文件材料，规范交评项

目审批。 

 

图 3 深圳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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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统一评估结果输出格式，规范交评项目审批 

3.3 引入城市更新规划交评，完善交评技术阶段 

实际单个项目的交评工作中，为防止开发商片面追求自身效益而忽视对区域整体影响，

往往需要就有关的公共交通设施配套（如公交站场）等进行大量的协调工作。为论证公共设

施的配建要求，厘清配建责任，并为土地出让政策条款提供依据，借鉴香港城市分区大纲规

划（OZP）交评经验，深圳市在城市更新项目中引入交评，配合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从片区

层面进行交通供需整体分析，在此基础上重点对地块内公共配套的交通站场设施进行安排并

落实到规划条文当中。通过城市更新规划的交评工作，最终实现让发展商按照规划条文要求

让出土地用于交通设施配套建设。 

 

图 5 深圳市城市更新规划交评工作流程 

3.4 加强交评技术管理，提高行业技术水平 

（1）研究细化交评技术标准要求 

交通模型是交评工作的重要技术支撑。研究制定交评交通模型技术标准指引，将其纳入

到交评技术标准要求当中，进一步统一和规范交评技术分析方法是必要的。交评交通模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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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标准指引应规范模型数据采集，路网设施、交通管理、需求预测、交通流等模拟及参数标

定，模型输出等要求。在国家标准基础上，各地方细化制定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技术指引。

同时，制定交评管理办法，明确交评模型工作内容要求，交评技术报告编制单位必须建立或

者使用符合交评模型技术体系要求的交通模型。 

 

图 6 深圳市交评交通模型技术体系框架 

（2）研究加强交评行业管理 

交评报告编制对交评工作最终认可度无疑非常重要。然而由谁来承担交评技术报告编制

工作，一般城市的交评工作管理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困难在于交通行业资质仍旧纳入城市

规划认证体系内，并没有独立的资质认证。不同于城市规划，交评属于“微型”交通综合分

析，需要具有长期的交通研究经验、交通基础数据积累和和成熟的交通模型方法，适宜由专

业从事交通规划研究机构承担。交评报告编制费用，作为建设项目的社会成本支出项目之一，

理应由开发商支付，但不应成为选择编制单位、影响交评客观性的缘由。 

鉴于交评技术咨询服务项目规模小、数量多的特点，为保障技术服务质量和交评客观性，

建议在积极研究通过特许服务、公开招标的方式来确定交评技术咨询服务单位。政府部门定

期（如 1-2 年）进行交评技术咨询服务统一公开招标，明确交评单位的技术条件要求，组织

专家评定符合要求的技术单位组成交评服务特许单位库，一定时期内的交评项目按顺序分配

给不同特许单位来承担。开发商缴纳交评技术咨询服务费到专项资金库，再由政府部门统一

转移拨付给交评技术服务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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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提高交评客观性和可信度是当前交评工作摆脱“困境”的关键。之前业界讨论更多集中

于政策和管理体制因素，而对于交评技术层面的关注远远不够。笔者认为，当前应重视加强

交评基础技术工作研究，克服基础数据薄弱、方法粗糙、模型精度不足等问题，加强交评技

术工作统一性和规范性，完善交评行业技术管理，使交评工作建立在科学、客观和可靠的技

术评估分析基础之上，为交评制度的持续有效推进创造有力的技术支持条件。 

 

【参考文献】 

[1] 李雁勤,段仲渊. 中观交通模型的建模方法[J]., 2007,(1): 107,140. 

[2] 丘建栋. 基于 GIS 的城市交通模型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 2008. 

[3] 过秀成. 城市集约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关系模式研究[D]. 南京:东南大学, 2001. 

[4] 李锋,段仲渊,李智等. 深圳:一体化的城市交通模型[J]. 城市交通,2008,6(1):39-42. 

[5] 孙超,张云龙,王波等. 基于OD反推和 Synchro-VISSIM仿真的交通影响评价研究[J]. 公路, 2012,(9): 

139-144. 

[6] 王根城. 大城市区域交通影响分析方法研究[D]. 北京:北京工业大学, 2007. 

[7] 陈洁. 城市中心区的交通影响评价研究[D]. 镇江:江苏大学, 2011. 

[8] 王家伟. 城市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研究[D]. 重庆:重庆大学, 2006. 

[9] 邓敏. 基于属性数学的建设项目交通影响程度评价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 2011. 

[10] 杨文静. 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方法与模型研究[D].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 2005. 

[11] 肖海波. 城市基础建设项目交通影响分析研究[D]. 长沙:长沙理工大学, 2005.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

价技术标准  

 

【作者简介】 

赵再先，男，硕士，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电

子邮箱：zzx@sutpc.com 

丘建栋，男，硕士，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工程师。电子信箱：

qiujd@sutp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