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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大型商业设施交通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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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交通影响分析和交通影响费的有关概念和内容 , 并结合武汉市大型公建项目交通影响分析 ,

以城市大型商业设施为例加以探讨 ,对今后在我国城市中开展此项工作可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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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交通影响分析和交通影响费的内
容及意义

　　一个完整的交通影响分析应包括如下内容:

①开发项目所在区域的土地利用与交通系统现状

调查;②交通影响分析的阈值 、分析区域和远景目

标的确定;③开发项目产生与吸引交通流量及高

峰时段预测;④背景交通量的预测;⑤交通分析;

⑥交通设施改善措施设计;⑦敏感性分析;⑧交通

影响费的计算。

交通影响费是指在特定区域内 ,对新开发项

目进行交通分析后 ,为了保证道路交通服务水平

达到预先规定的等级 ,向开发者征收的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费用 ,一般称为 TIF(traf fic impact fee)。

当对一个新的开发项目进行交通影响分析后 ,若

发现其产生或吸引的交通量严重影响了周围的道

路交通 ,道路的服务水平下降到了可以接受的水

平以下时 ,为了维持道路服务水平一定的等级 ,需

要进行相应的交通设施改进 ,其改进费用的全部

或部分应由开发者承担 ,这一部分费用即是由政

府向开发者征收的交通影响费 。

土地开发利用与交通设施相互影响和联系:

①土地开发强度过高或土地利用形态不合理 , 将

会导致交通设施的容量无法满足需求;②通过交

通设施的科学规划可以使城市中心区的过密人口

向城市周围疏散 , 也可使城市土地利用更为高

效 、合理以及土地利用的功能划分更加明确。

土地开发商在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条件下获

得的项目效益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公共投资所产

生的 ,因此 ,应向社会作出必要的回报。同时 ,开

发项目产生的交通需求加剧了区域交通负荷 ,降

低了交通设施的服务水平 ,开发者应为恢复区域

交通条件而提供相应的改善资金。

交通影响费的核心 ,也是要求对建设项目作

交通影响分析 ,当其对道路服务水平的负影响达

到或超过一定程度时 ,就考虑让开发者负担与项

目开发相应的交通设施的增 、扩 、改建费用 , 或者

修改原项目规划以使其周围交通设施不受影响。

2　交通影响分析的关键技术

2.1　项目交通量预测

项目交通量预测 ,即是根据有关数据确定土

地开发项目产生的新增交通量 。预测新增交通量

一般可采用原单位法 ,根据笔者实测和商家提供

的数据 ,6个商业设施的原单位指标如表 1所示。

表中的 E f i 、Ex i分别为各商业设施的发生 、吸引原

单位指标 ,由实测各商业设施高峰小时发生吸引

交通量与设施建筑面积之比算得。根据原单位指

标和开发项目的总建筑面积 ,就可以求出该项目

所产生的车辆(包括公交)的发生吸引量。另外 ,

也可根据车辆发生吸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预测

新增交通量。

　　通过预测 , 得到 6个商业设施的车辆发生吸

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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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商场单位面积吸引发生交通量

/辆·10-3·m-2·h-1

Tab.1　Volume of T raffic A ttracted and Engendered

by Each Emporium in Unit A rea

商场 E f i E xi

佳丽广场 6.056 4.956

武商武广 5.747 5.747

汉阳商场 4.679 3.393

中南商场 8.333 7.65

徐东平价 16.429 13.679

亚贸广场 8.947 8.341

　　1)6商场车辆吸引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含公

交)为:

y =-819 +10x 1 +18.9 x 2 +3.1 x 3

式中 , y 为商场高峰小时吸引车辆数(含公交)

(辆);x 1 为正式职工数(百人);x2 为商业建筑面

积(万 m2);x3 为日均营业额(万元)。

2)6商场车辆发生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含公

交);

y =-719+4 x 1 +38.6 x2 +3 x 3

2.2　项目交通影响范围确定

TIA(traf fic impace analysis)的区域范围(研

究区域),可以根据与开发设施有关的出行所用最

长时间来确定的开发设施最大影响区域 ,也可根

据同类开发设施的竞争位置勾出影响范围边界。

因为区域定得过大容易造成经济与时间的浪费 ,

定得过小又影响了 TIA 的准确性 。根据 1998年

武汉市综合交通调查子项目大型公建交通吸引点

调查的数据 ,笔者对上述两种方法进行了探讨。

在吸引点调查中 ,对到达商场的顾客进行了

随机问卷调查 ,得到了各商场客流出行方式的统

计数据 ,如图 1所示 ,并由顾客出发区域的抽样调

查数据 ,整理分析后得到各商场的平均吸引范围 ,

如表 2所示。而以各商场所处位置为圆心 ,平均

吸引距离为半径作圆 ,图面显示各圆周均为相交

或包含关系。

图 1　各商场顾客出行方式

Fig.1　Way of Customer Coming to Every Emporium

表 2　各商场平均吸引范围/ km

Tab.2　Average Distance of Attraction of Each Emporium/ km

商场 武商武广 佳丽广场 六渡桥商场 中心百货 汉口商场 工艺大楼 中南商场 徐东平价

平均吸引距离 8.858 6.200 7.245 4.897 6.542 5.004 5.461 7.703

商场 家华家具 新世纪百货 亚贸广场 青山广场 洪山商场 武昌商场 汉阳商场 量贩店

平均吸引距离 11.041 4.131 4.961 4.877 3.878 5.668 7.078 6.460

总平均距离 6.250

　　根据到达商场顾客使用不同交通工具的比例

及各种交通工具的疲劳使用时间 ,可按下式计算

出各商场理论吸引范围:

平均距离=∑使用交通工具比例×疲劳使用距离

将公交与中小巴使用比例合并 ,同时将出租

车 、单位车 、私家车和摩托车的比例合并为小汽车 ,

按步行 1.0 ～ 1.5km ,自行车 2 ～ 4km ,公交 7 ～

9km ,小汽车10 ～ 11km(此值取武汉市中环线半径)

计 ,得到理论平均吸引距离为 5.66 ～ 7.14km ,与各

商场总的平均吸引距离较为接近。由此可见 ,根据

与设施有关的出行所用最长时间来确定的开发设

施最大影响区域的方法较为理想。

2.3　交通影响费计算

下面以武汉亚贸广场为例 ,简要介绍 TIF 的

计算 。亚贸广场位于武昌武珞路的傅家坡至街道

口路段上 , 武珞路是武汉市的主干道 , 并处于内

环线上 ,如图 2所示 。表 3是 2000年亚贸交通影

响调查得到的发生吸引流量。

表 3　2000年亚贸发生与吸引交通量/辆·h-1

Tab.3　T raffic Volume A ttracted and Engendered

by Asia T rading Plaza in 2000

车流量

武珞路亚贸广场道路断面流量 4 824

亚贸高峰小时吸引交通量 911

亚贸高峰小时产生交通量 1 007

亚贸高峰小时吸引与产生交通量总和 1 918

　　1)排除亚贸所吸引发生流量后的道路服务

水平 LOS(level of service)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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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交通量 Q=1 462辆/h

单向设计通行能力 N =N 0×αc×αi

式中 , N0 为单车道可能通行能力 ,依据《城市道

路设计规范》 ,取 V =35km/h时 , N 0=1 590pcu/

h;αc为车道序修正系数 ,四车道取 3.25;αi 为道

路分类系数 ,取 0.8。

分析时应计入行人过街干扰对通行能力的影

响。根据北京市有关观测资料 ,取值 0.78 ,则修

正后的单向设计通行能力 N 应为:

N=4 134×0.78=3 224辆/h

由此可算得服务水平 Q/ N =0.45 , 若按美国市

区干道服务水平指标[ 5] ,可见其 LOS服务水平处

于 A 级 。

2)加入亚贸吸引发生流量后的服务水平

LOS 的计算:

单向流量 Q′=2 421辆/h

单向通行能力 N =3 224辆/h

服务水平 Q′/ N=0.75 ,LOS2 为 C级

可见 ,由于亚贸的存在引起道路交通服务水

平下降 ,要使服务水平保持在 A级 ,要求 LOS2=

LOS ,则要对现有交通设施进行改善 。

3)从前面的计算分析可知 ,若修建过街人行

天桥(或地下通道),消除行人过街的影响 ,则在设

计通行能力计算中可不作行人过街的修正。因

此 ,设计通行能力为 N =4 134辆/h ,于是服务水

平为:

Q/N=2 421/4 134=0.59

即保持原有的 A级服务水平不变。

考虑可在亚贸两侧相距约 300 ～ 400m 处修

建两座过街人行天桥(或地下通道),每座约需造

价 100万元 ,则此项改善费用为 200万元。

4)进行改造的道路长度及工程费用确定。

当然 ,也可以通过增加车道的措施来提高道

路断面通行能力 ,以保持原有服务水平 。路网受

影响的范围(即确定需拓宽的道路)可将项目吸引

发生交通量在路网上分配 ,分配的交通量引起道

路服务水平下降到可认为该路段处于项目影响范

围内 ,则应予考虑道路的改善 ,否则不予考虑 。

在本例中 ,由亚贸发生的交通流量到达下一

个路口后将分向各个路段 ,某一路段分得的交通

量 ,按其通行能力占各个被分配路段的通行能力

之和的比例计算 。吸引流量是发生流量的逆过

程 ,所以 ,可以与发生流量一起进行分配计算 。这

样 ,就可以按前述方法在影响范围内的路段逐一

进行分析判断。由于缺乏各路段的交通流量资

料 ,假定当吸引发生的流量占到该路段通行能力

的 5%时 ,就影响到该路段的服务水平 ,即该段道

路需要拓宽改造 。计算出需要拓宽的道路如图 2

所示 ,总长为 16 410m 。

图 2　亚贸广场道路拓宽示意图

Fig.2　Road Need to be Widen in the

Incidence of the Asia Trading Plaza

　　拓宽总长约为 16 140m 的道路 ,双向拓宽两

车道。按综合造价(即工程造价 , 不含征地拆迁

费用)220元/m
2
计算 ,约 2 663万元;

这部分费用应由亚贸商场在目标远景年

(2000年)以前一次或分期付清。这里是现状的

改善 , 如对一定规划年限的讨论 , 只需获得规划

年限的交通预测值 , 则可同样计算 。此处仅以该

例说明 TIF 的应用。

这种措施远比修建过街人行天桥耗费资金要

多 ,且行人过街的影响依然存在 ,对通行能力的提

高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善 ,因此 ,在大型公建设施

处 ,改善行人交通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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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introduced some details about pivotal index and methods of traffic im-

pact analysis ,whic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nalysis process of t raffic impact fee & t raff ic

impact analysis.Furthermo re , they are all based on the large amount data of t raff ic invest ig ation of

Wuhan in 1998 , or 2000.

The Asia Trading Plaza lies in Wuluolu Road which is one of the t runk roads of Wuhan city ,

and locates at inner loop line.Taking the calculation of TIF of the Asia Trading Plaza as an exam-

ple ,we int roduce the calculation process of T IF briefly in the last part of this paper.Our investiga-

tio n on T IA has referred much wo rk of TIA home and abroad , and also in virtue of the research

task of “The TIA Research of U rban Large Scale of Public Buildings in Wuhan”.However , as the

research of traf fic impact analysis in China is still in the stage of explo ring now , the aim of our

w ork is also to make a role of reference in the study of TIA.After all ,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need to be conducted and studied in this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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