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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TransCAD 概述 

TransCAD 是第一个供交通专业人员使用而设计的地理信息系统，用来储存、显示、

管理和分析交通数据。由美国 Caliper 公司开发。TransCAD 把 GIS 和交通模型的功能组

合成一个单独的平台，以提供其他软件无法与之匹敌的各种功能。TransCAD 可用于任

何交通模式，任何地理比例尺寸，和任何细节程度。 

TransCAD 定位为交通规划软件(Transportation Planning software)，TransCAD 主要有

以下几个功能： 

 强力 GIS 引擎，具备用于交通的特殊扩展功能。 

 各种地图制作，地图寻址，可视化和分析工具，专为交通应用而设计。 

 各种应用程序，用于寻找路径，交通需求预测，公共交通，物流，选址及销售

区域管理。 

TransCAD 可用于所有交通数据形式和所有交通模式，是建立交通信息和决策支持

系统的理想工具。其在带微软视窗的常用计算机硬件上都能运行，支持几乎所有桌面计

算系统标准。从以上描述中不难看出 TransCAD 的强大优势。 

二、交通需求预测 

目前进行交通需求预测的主流方法为四阶段法。交通四阶段法以居民出行调查

(person trip survey)为基础，由交通生成 (trip generation/attraction)、交通分布 (trip 

distribution)、交通方式划分(model split)、交通量分配(traffic assignment)四个阶段组成。

在交通分布阶段主要有增长系数法、重力模型法、机会模型法、最大熵法等模型；在交

通方式划分主要有集计方法与非集计方法两类；在交通分配中主要有均衡分配、非均衡

分配等方法。 

而 TransCAD 就是进行交通需求预测的绝佳选择。TransCAD 提供了最多的交通流

量预测方法 和市场上的其他竞争产品相比较，TransCAD 提供了最多的交通流量预测方

法。这包括标准的四阶段模型及其变型，快速反应模型（QRM），离散预测模型和微观

仿真（Step2 模型）。它不仅支持所有的最常用的模型方法，还结合了大量前沿研究人

员提供的最新方法。用户想在需求预测和交通规划中作的事情，几乎都不用自己编程，

用 TransCAD 中预设的程序和方法便可方便地实现。 

为更好地了解 TransCAD 的使用，接下来即利用程度新机场高速公路的案例进行练

习，旨在掌握利用 TransCAD 软件结合四阶段法进行交通需求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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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 TransCAD 建立新机场模型 

3.1 交通小区构建 

在四阶段法中第一阶段为交通生成，产生量与吸引量是基于交通小区而言的，在针

对一个实际片区或城市时，我们首先需要进行的是交通小区的划分。在交通规划的过程

中，小区的划分有以下几点原则： 

(1) 同质性。区内的土地使用、经济、社会等特性应尽量一致。 

(2) 以铁路、河流等天然屏障作为分区的界限，不但资料准确且易于核对。 

(3) 尽量配合行政区的划分，以利用政府的统计资料，如人口、经济统计资料等。 

(4) 分区的过程中要考虑道路网。 

(5) 保持分区的完整，避免同一用途的土地被分开。 

(6) 分区越小，计算数据越多，成果就越精细，但工作量也越大。反之，工作量小，

但有可能掩盖该范围内的交通特点。 

依照上述原则，我在 TransCAD 中进行了如下操作： 

(1)导入示意行政区划的 tif 文件。此步骤可以直接将文件拖入 TransCAD 面板空白

区域。 

 

(2)依照行政区划绘制交通小区。可在工具箱 Tools 内打开 Map Editing 进行绘制。 

 

绘制交通小区结束后可见如下图所示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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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 8 个交通小区补充定义编号(ID_number)与名称(name)，并依照基础数据 excel

表补全 P2030 值与 A2030 值。 

 

(4)创建 map 文件保存现有工作区。点击 File 中的 Save 命令，保存现有工作区，方

便下次操作时直接打开工作区进行后续编辑。 

经过多次惨痛教训，在本阶段需注意以下问题： 

 交通小区在绘制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小区间的交叉。 

 交通小区由于涉及面属性，因此在绘制的过程中务必保持线的封闭。 

 由于绘制的原因，可能存在部分面积极小的区域，这些区域可以通过查看属

性表，观察添加顺序，推测可能位置后予以删除。 

3.2 路网导入与处理 

(1)在 Edit-Preferences 中，将 Map Unit 属性转换为 Kilometers，便于后续操作与运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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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将 Hwy.dbd 文件拖入工作区，路网如图所示，包含机场线。 

 

(3)将图层转至 Link 层，点击下图中红色方框内的 DataView 列表。可按照一定规则

调整 Time、Capacity 属性，通行能力属性与自由流时间属性可查阅手册获得可靠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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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形心连杆建立 

由于交通生成由形心生成，因此需进行下列操作： 

(1)输出小区形心。 

使用小区形心（点）代替小区（面）。先将图层转到 Traffic Zone 层，利用 Tools-Export

工具并设置以下参数，勾选“Export as Centroid Points”后点击确定，另存为形心文件，

输出小区形心。 

 

(2)添加形心层。 

点击下图红框内按钮，弹出 Layers 对话框，点击 Add Layer 选项，将刚刚创立的形

心层导入 Map 中。加入后可点击 Style…选项卡，调整点的大小和代表符号，方便突出

显示。 

 

 

(3)建立形心连杆。 

点击 Tools-Map Editing-Connect，在 Connect 属性中改变“Connect features within 20 

Kilimeters”与“Maximum Connections 5”。点击 OK 建立形心连杆。添加形心连杆的

图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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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设置形心连杆属性。 

将图层切换至 Link 层，点击 DataView，并右键“Time”属性升序排列，可见前面

的均为新加入的形心连杆。现需填充形心连杆的“Speed”、“Time”、“Capacity”三

项属性，需将 Time 设置的尽量小，其余两项尽量大。 

 

选中希望填充的区域，右键点击“Fill”可以填充单值，此操作可以简化部分操作。 

 

(5)增加/减少形心连杆。 

查看已添加的形心连杆，可以自行调至线层，考虑形心连杆的合理性，添加部分形

心连杆。并进行与上述操作相同的步骤添加形心连杆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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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BaseOD 矩阵建立 

选择 File-new，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选择 Matrix 后点击 OK。 

 

结合基础数据，填充 OD 矩阵。 

 

将隐藏的 node 层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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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右键，选择 indices，并转换掉现有 indices。转换后的矩阵如下图所示： 

 

 

 

3.5 现状 NET 文件准备 

(1)删除机场线。 

将图层转换至 Link 层，并按照[机场线]进行排序，利用 Selection 建立选择集选择机

场线，并利用 Edit 中 Delete Set 工具进行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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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网络文件 

对照形心层文件，在点层文件中建立形心的选择集，并填充 2030P 与 2030A、形心

编号。 

 

点击 Network/Paths 菜单下的 create 命令，进行网络的配置。在 Optional Field 中选

中所有的属性。之后点击 OK，保存成网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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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络设置 

在点层，选择 Network/Paths 下的 Setting，在 Info 中勾选 Centroids 选项，并选中应

用 Centriods 下的 OtherSettings 选择形心（Selection）。 

 

3.6 现状矩阵准备 

此步骤在 3.4 中已有所叙述。此处不再赘述。点击 Add Index 后弹出如下图所示的

界面，按要求选择“Original Row-Column IDs from”与“Row-Column IDs from”后即可

建立索引匹配方式。建立索引匹配方式后即可对 BaseOD 重新设置索引。 

 



交通运输规划原理 TransCAD 实验报告 

11 

 

重新设置索引后，OD 矩阵如下图所示： 

 

3.7 现状交通分配 

利用随机用户均衡的方式进行现状交通分配，点击菜单盘 Planning 命令，选择 Trip 

Assignment 选项。 

 

点击后弹出如下图所示的窗口，在右侧选择 Options 的命令，弹出“Options”窗口。

勾选“Create Themes”选项，并修改“Loading Multiplier”为 0.08 后点击 OK。在 Trip 

Assignment 中自定义“Iterations”、“Alpha”、“Beta”、“Error”等参数后，点击

OK，完成现状交通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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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结束后，会产生 Results Summary 窗口显示运行结果。 

 

并产生现状交通网络的示意图与交通分配结果如下图所示： 

 

下表反映了 Links 与 ASN_LINKFLOW 的共同结果（作用相当于两表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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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 Map 命令下的 Color Theme 对显示结果配色方案进行改动，也可右击图例选

择 Properties 选项，修改图例相关设定，还可以将图例固定于地图上。我们还可以进行

更多个性化操作，使我们的展示更为美丽、直观。 

 

 

3.8 现状校核及参数调整 

将交通分配得到的 Links+ASN_LINKFLOW 表中的 AB_Flow,BA_Flow 与原始

AB_count 与 BA_count 进行对比，观察误差的大小，即可评价该模型是否能够较为准确

地进行现状预测。 

观察上述结果，可见此模型仍有一定的可改进空间。 

对于参数调整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进行： 

(1) 添加/删除/修改形心连杆，重新配置路网后进行交通分配。 

(2) 修改道路 Link 层属性中的 Time、Capacity 等属性，重新进行上述步骤。 

(3) 修改 BPR 函数参数 alpha 与 beta 的数值，进行交通分配。 

当然影响模型结果的因素有很多，还需不断实践进行调整，找到较为精准的结果。

调参过程需要花费较大的精力，同时，调参的程度也与经验息息相关，还需多角度多方

面进行各类尝试。 

经询问学长经验，一般不调整 BPR 函数参数，在主要调整形心连杆与 Link 属性后，

得到的较为理想的交通分配结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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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利用此较为理想的模型，进行新机场高速 2030 年交通需求预测。 

四、新机场模型用于 2030 年状况预测 

4.1 2030 年出行分布预测 

(1) 更改选择集 

由于之前的选择集仅有 7 个 nodes，因此需要在此步骤中返回 node 图层修改选择集，

并依据比例关系填充入新机场片区内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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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 平衡 

点击菜单栏 Planning 下的 Balance 命令，弹出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进行如下图所

示的各项选择。过程中调整了 Dataview、Records、Vector1 Field、Vector2 Field 与 Option

中的复选框勾选，之后点击 OK，完成 PA 平衡步骤。 

 

(3) 出行分布预测 

点击 Planning 下的 Trip Distribution 选项卡中的 Growth Factor Methods，弹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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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的窗口，进行交通出行分布预测，得到 GrowthOD 矩阵并保存，结果如下图所示，

此时没有加入机场线。 

 

在未添加机场线时尝试利用 Output Matrix 进行一次交通分配尝试，得到的结果如下

图所示。 

 

4.2 2030 年交通分配 

(1) 还原机场线 

由于 2030 年存在新建机场线，因此使用先前备份的路网进行与上述所有步骤相似

的操作，并停留在交通分配步骤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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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30 年交通分配 

利用上一节中生成的 Output Matrix 进行交通分配，得到 2030 年机场线建成时的交

通需求预测状况，即为本问题希望得到的结果。但在这一过程中仍有疑问，比如能否做

到不设置形心进行交通分配？如何避免形心连杆造成影响？等等问题，还待进一步去探

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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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运营收入预算与敏感性分析 

本实验项目依托的原始项目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需求预测，测算新机场高速公路修

建成本与收益，并作为公司是否承建项目的重要依据之一。 

在项目中结合高速公路收费定价标准与各断面里程进行了运营收入的测算，并通过

敏感性分析，考虑各地区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水平预测客货车增长率，得到乐观方案和

保守方案下各交通小区的客货运交通产生吸引量。以此测算出乐观收入与保守收入。为

项目承接的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六、心得体会 

交通规划原理实验课程 TransCAD 实验的学习结束了，通过学长的耐心讲授与实验

作业的亲身实践，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收获： 

首先，通过 TransCAD 的学习，我对于四阶段法的理解有所加深，交通生成、交通

分布、交通方式划分、交通分配，每一个阶段的作用是什么，结果是什么，通过软件的

学习得到了进一步明确。四阶段法作为交通规划的重要方法之一，其地位与指导性思路

不可小觑，虽然在今年的科研成果中每个步骤中的算法各有差异，但整体的框架与步骤

并无太多变化，通过学习四阶段法也让我对于交通规划原理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其次，通过 TransCAD 软件实验作业，让我们实践真实项目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

让我很好地了解到 TransCAD 在进行实际规划项目时的重要作用。通过成都新机场高速

公路需求预测的实际案例，也让我感受到在规划的过程中需多方面考虑，全面详实收集

资料、严谨认真进行交通调查的重要性。在本科阶段，通过原理的学习打下牢固基础，

在研究生阶段，也希望可以通过更多的项目时间经历来积累经验。 

此外，通过本次 TransCAD 作业，我掌握了 TransCAD 的基本用法，也对于整个软

件的设计思路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便于我在学会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去探索 TransCAD 新

的、更复杂的应用。本学期学习的交通地理信息系统课程也帮助我更好地了解 GIS，从

而较快掌握 TransCAD 的使用方法。通过查阅官网相关资料我也了解到 TransCAD 的众

多强大功能与更为美观的展示形式，希望能够在日后的学习中加以运用。 

在实践 TransCAD 的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自己阅读指导材料查找解

决方案、观看师兄教学录像、询问同学，最终解决，这其中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李师

兄讲解到位，便于理解与实践，在有问题时帮助我找出其中的问题；阴差阳错联系上的

尤理师兄更是远程帮我查看在选择集设立时的问题，这些无私的帮助都让我十分感动，

并激励我最大限度做好这次实验作业。 

虽然结果并没有达到百分百完美，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经历了遇到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得到了足够的锻炼，未来还期待更多实际项目进行锻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