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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ase of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urban traffic problems, our state had issued a 

relevant policy on the opening of the district recently. Firstly,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suitab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vehicle traffic CA model; and then through the use of MATLAB 
programming, we finally proved that the district opening can ease the pressure on the surrounding 

road traffic to a certain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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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现代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国家发布了有关小区开放的相关政策，本文首先通过建立合适的评价指

标体系和车辆通行 CA 模型等，然后通过 MATLAB 编程求解，研究得到小区开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周边道路通行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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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6 年 2 月 2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1]
，其中第十

六条关于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开放等意见，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除了开放小区可能引发的安保等问题外，议论的焦点之一是：开放小区能否达到优化路网结构，提高

道路通行能力，改善交通状况的目的，以及改善效果如何。一种观点认为封闭式小区破坏了城市路网结构，

堵塞了城市“毛细血管”，容易造成交通阻塞。小区开放后，路网密度提高，道路面积增加，通行能力自

然会有提升。也有人认为这与小区面积、位置、外部及内部道路状况等诸多因素有关，不能一概而论。还

有人认为小区开放后，虽然可通行道路增多了，相应地，小区周边主路上进出小区的交叉路口的车辆也会

增多，也可能会影响主路的通行速度。 

据此为了研究小区开放对周边道路通行的影响，为科学决策提供定量依据，本文建立了层次分析模型

以及元胞自动机模型（简称 CA 模型）
[2]
，通过 MATLAB 编程求解，从不同角度定量的评价了小区开放对周

边道路通行的影响。并根据研究结果，对小区开放进行了可行性分析，并给出了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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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区开放对周边道路通行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首先我们模拟最理想的三岔路口模型，推导出路段流量和路段行驶时间的关系，得出小区开放对周边

道路车流量确实存在着影响，进而我们又运用层次分析模型，得出层次分析图，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

进行一致性矩阵检验，由于 CR=CI/RI<0.1，不一致程度在容许范围内，所以本文所选取的车流量是对道路

通行能力有一定影响的。 

1.1 理想模型的建立与求解 

在城市道路的路段通行能力承受范围下,我们将未开放小区时的主干道的流量设为 Q,当小区开放后,

我们建立了最简单的三岔路模型,如图 1： 

           

图 1  最简单的三岔路图                     图 2  影响道路通行的三级指标 

由交通流理论
[3]
,速度—密度的线性，可知路段车流量(Q)和路段车流密度(K)之间的关系为 KVQ  ，

其中 V 为行车速度， fV 为自由流行驶的行车速度， maxK 为路段车流密度的最大值，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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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说明开放小区后由于岔路口的增加，会增加车辆路段行驶时间，那么路段流量

也会得到减缓，即说明小区开放对路段的车流量是有影响的。 

1.2 层次分析模型 

我们通过建立层次分析模型
[4]
用以评价小区开放对周边道路通行的影响。影响道路通行的因素有多个

方面，包括周围的繁华程度，道路所处的位置等，层次分析模型把不同的影响因素概括为三级指标，其中

车流量作为一级指标，小区位置，时间段，路段情况作为二级指标，小区所处位置，时间段，交通信号等

作为三级指标，如上图 2： 

就各级指标两两比较的得到的各级指标矩阵，利用 MATLAB 对我们所得矩阵进行数据计算，求得计算

结果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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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层次分析模型一 

计算得到一致性比率   0.1
CI

CR
RI

，所以就本文所选取的各个指标体系来说，小区开放对周边道

路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可以建立道路网络化模型，通过比较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时间，来说明开放

小区对人们出行时间的影响。 

2 小区周边道路车辆通行的 CA 模型 

20 世纪 50 年代，JohnvonNeuman 和 StanislamM.Ulam 提出元胞自动机后，受到学术界重视。1992 年，

德国物理学家 Kai Nagel 和 Michael Schreckenberg 在 184 号规则基础上提出一维交通流 Nagel 

Schreckenberg（NS）模型，NS 是最常用的交通流模型之一
[5]
，双向单行道 NS 模型也是一个概率元胞自动

机，每辆车的状态都由它的位置和速度所表示。 

通过元胞自动机 NS 模型建立车辆通行的 CA 数学模型，以小区外的双向单行道为研究对象，选取合适

参数，比较小区外的平均流量和速度的变化，小区开放以后，周边道路的平均车流量将会减少，说明小区

开放对周边道路的车辆通行压力进行了一定缓解和分担，同时周边道路的平均速度也会降低，说明小区的

开放限制了周边道路车辆的速度。 

2.1 模型的建立 

用计算机无法直接模拟一条无限长的车道，本文没有特殊考虑，利用周期性边界构造一条环路来模拟

无限长车道的交通情况。相对开放边界条件，周期性边界条件（封闭环行车道）更为简单，更容易控制和

固定车流密度，平均速度和平均流量也不会有太大波动，便于测试不同密度下的各种参数
[6]
。 

NS模型是一个最重要的单车道CA模型。Nagel在确定性模型的基础上加入随机项.车辆 n的位置 nx ,速

度为 nv ,速度  max0,1,2, ,nv v 为整数,车辆 1n 在车辆n前方，辆车间距 1n n nd x x  ，单元格长7.5

米，时间步长1秒。状态更新规则由连续的四步构成
[6]
： 

（1）加速：如果 nv < maxv 则速度加1.但不超过 maxv 即  max: min 1,n nv v v  

（2）减速（因其它车辆）：如果 n nd v ，则车辆 n减速到 1nd  ，即  : min , 1n n nv v d   

（3）随机化减速：如果车辆 n速度大于0.则以概率p减1,否则不变.即  : max 1,0n nv v  以概率p 

（4）移动:车辆以新速度向前移动 :n n nv x v   

第一步反映了驾驶员追求速度的一般趋势,第二步反映了避免碰撞的意图,第三步的随机化包含了驾

驶员的不同行为模式,车辆以概率p减速（有速度波动、刹车或跟驰时的过度反应、加速时的随机性三种原

因）。第四步更新车辆位置,这是能够反应真实交通现象的最小化规则集。缺少任何一条规则或改变执行

顺序就不能产生真实行为。基本图包括自由流和拥挤流两个分支，但是不能再现亚稳态，也不能再现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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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相
[7] 

 

2.2 模型的求解 

当小区不开放时，通过 NS 模型对小区外的单车道进行模拟，通过选取合适的环形车道上的车辆密度，

随机减速概率，环形车道长度和模拟时间步数，通过计算可求出环道上的平均流量和速度。 

选取输入参数：密度 d1=0.5,随机减速概率 p=0.15, 环形车道长度 L=100，模拟时间步数 times=100；

通过 MATLAB 程序计算得出环道上的平均流量 Q 和流速 Vp 分别是 0.39 和 0.78. 

当小区开放的时候，可以抽象的看做是，在小区外原本单车道的基础上修建了一个交叉路口，从而形

成一段 T 型路面，由于研究的是小区开放对周边道路的影响，所以依旧以小区外的单车道为研究对象，再

次进行小区开放后的 NS 模型的模拟，输入合适的参数，计算出小区开放后环道上的平均流量和平均流速，

由于另一个路口的加入，所以环形车道上的车辆密度增加，我们选取该车辆密度 d2=0.55,其他参数保持不

变 ， 计 算 结 果 平 均 流 量 Q2 和 平 均 流 速 vp2 分 别 是 0.34 和 0.61. 调 用 函 数 ：

d=0.55  ;p=0.15;L=100;times=100;edit NS； 

通过对比 Q1 和 Q2 的值，vp1 和 vp2 的值，说明小区的开放，分担了周边道路的车辆压力，同时小区

的开放也限制了周边道路的车辆速度。 

3 不同类型小区开放前后对道路通行的影响 

根据小区内部道路结构，假拟了三种不同的小区，应用层次分析法，分别得到组合权向量，依次为

0.9201,0.5338,0.6323，由此选出通行最佳小区，再运用第二问的元胞自动机 NS 模型，选取合适的参数，

比较不同类型开放小区对周边道路的影响，类型一小区对周边道路的车辆通行压力的分担能力最大，同时

对周边道路车辆的速度限制也最大。 

根据小区内部道路结构，假拟了三种不同的小区，如下图 3: 

                       

小区开放理想模型一                      小区开放理想模型二                   小区开放理想模型三 

图 3  小区开放理想模型 

那么把这三种不同小区作为层次分析法中的方案层，把岔路口的时间延误，车流量，交通信号的设置

作为准则层，把选择哪一种小区的建设当做目标层。层次结构图如下图 3：由结构图得到各级指标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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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矩阵，由比较阵计算出权向量
kW ，最大特征根

k 和一致性指标
kCI ，结果如下表 2：  

  

图 4  不通小区层次结构图 

 

表 2  层次分析模型二 

计算可得 kCI 均可通过一致性检验，对于小区一的权重用权向量表示为
 1

W ，所以方案在目标中的组

合的权重应为他们相应项两两乘机之和，即 0.1288 0.1925 0.865 0.9623 0.3333 0.1925 0.9201      ;

同样的计算出，小区二，小区三在目标中组合权重分别为 0.5338,0.6323，表明在小区的选择中小区一占

的权重近于 1，应选择小区一。 

通过层次分析法，得到了最佳小区，再结合元胞自动机 NS 模型，给予不同类型小区不同的车辆密度

值，并通过问题二已建立的 NS 模型进行计算，每种类型的开放小区，依旧看做是在小区外原本双向单行

道的基础上修建了一个交叉路口，从而形成一段 T 型路面，由于研究的是小区开放对周边道路的影响，所

以依旧以小区外的双向单行道为研究对象，输入合适的参数，计算出三种类型小区开放后环道上的平均流

量和平均流速，模拟环形车道的计算结果如下表 3： 

 

表 3  层次分析模型三 

根据上述模拟结果可以知道，由于小区所占权重越大，我们赋予的环形车道密度值越大，开放小区所

占权重越大对环形车道的平均车流量和速度影响也大，小区一的影响最大，相对应的环形车道平均车流量

和速度最小，说明小区一对小区外车辆通行压力的分担缓解的能力最大，最有利于缓解交通堵塞，相应地，

由于该小区的开放，小区周围路段的平均车速也会适当降低。 

我们得出小区的类型对于小区开放产生的效果是有影响的。小区的开放能不能改善城市的交通，与小

区面积，小区的地理位置繁华度，及小区的内部道路结构宽广度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对于城市中

旧城、旧区、旧建筑的改造和城市的新的建筑建设更要有前瞻性，据可行性分析，结合问题三的模型和不

同社会人士对小区开放的自身利益化方面的考虑，结果表明，大家对现在居住着的城市小区都不太愿意开

放，所以，小区的开放可以放在新地产的开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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