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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关于SJTPO 
在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SJTPO）是 

大都会规划组织（MPO）在新泽西州南部地区。于1993年成立，SJTPO更换三个小MPO的同时融入了其他地区

以前没有担任。覆盖大西洋， 开普梅， 坎伯兰和 塞勒姆 

县，SJTPO作为技术资源，提供获得资金，并致力于提供一个区域办法来解决交通规划和工程问题。 

SJTPO协调参与机构的规划活动，并为州和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决策，交通运营商和公众的论坛。此外，SJTPO

采用长期计划，以指导交通投资决策，并保持其成员机构的资格获得规划州和联邦运输资金，提高资本和运营。 

什么是交通问题及我们为什么需要它？ 
交通事宜 - 

一种南泽西计划作为该SJTPO区官方区域交通规划和指导地区的交通决策，至少在未来的20年。运输事项，（也

被称为计划），确定该地区的长期需求，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项目和活动。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未来的需求可

能导致详细的研究，提供进入项目纳入联邦和州的资金管道所需的技术和环境分析。联邦政府强制要求的区域交

通规划，如交通运输事务的发展，为了获得联邦资金的运输。项目必须在这个长期计划，以便将包括在交通改善

计划（TIP）。尖端本质上是具有分配给它们的资金，并且在实施过程中项目短期名单。只有计划中找到，那么

在TIP交通项目有资格获得联邦资助。 

这一点与它的前辈，区域交通规划2040年，交通运输事务的情况下强调现有的交通基础设施的维护，同时解决未

来的问题和该地区的需求。交通事务放在更加强调业务和基于绩效的计划，通过绩效措施的支持，并设立绩效目

标。这既与当前的交通授权法案的要求，解决美国的地面运输（FAST）法系，在2015年12月4日，以及其前任的

迈步向前进步的签署成为法律，奥巴马总统21世纪法，或MAP-21，它强调绩效管理。虽然MAP-

http://www.fhwa.dot.gov/planning/metro/
http://www.aclink.org/
http://capemaycountynj.gov/
http://www.co.cumberland.nj.us/
http://www.salemcountynj.gov/


www.sjtpo.org 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 
 

8| 章节1 

21在2015年12月4日到期，在FAST法案保留了许多载于MAP-

21基于性能的程序设计和实施要求。此外，该计划继续为周围区域协调交通规划的基础，并确定未来的需求，这

样详细的研究可能发生。这些详细的规划研究提供了进入项目纳入联邦和州的资金管道所需的技术和环境分析。 

该计划还包括在南泽西当前运输资源进行全面审查（见第4章）。它包括航空，自行车，行人，运输，中转，人

性化的服务运输和道路。对于每种出行方式，出行的需求进行审查，需要进行评估，并提出改进的机会和策略进

行了讨论。 

研究范围 

SJTPO是联邦政府指定MPO。业务总负责远距离区域交通规划通过合作和协作的决策过程机构。SJTPO覆盖大

西洋，开普梅，坎伯兰和塞勒姆四个县由68个市区域（图1）。该地区是约1778英里总面积平方米，占新泽西州

的8722平方英里的总面积的近20％，但包含了国家的全年人口的不到7％。 

相较于国家的其余部分SJTPO区域的多稀疏的人口和就业密度可以掩盖的事实，新泽西是联盟最密集的状态。在

新泽西州南部旅游的需求从国家的其他部分不同，是由三个鲜明的特点，影响，包括： 

• 博彩和旅游业的重要性， 

• 在旅游季节的变化，由于旅游， 

• 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优势。  

该SJTPO区域概况由SJTPO准备提供SJTPO区域的快照; 

它记录了地理，交通和人口四个县组成的SJTPO区域的特征。 

  

http://www.sjtpo.org/
http://sjtpo.org/wp-content/uploads/2013/01/SJTPO-Regional-Profile-Jan201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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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1 - 该SJTPO地区 

 

计划要求-THE FAST法 

必须包含在长距离运输计划的元素由联邦法律规定。正如上面提到，该计划规定元件的电流法是快速行动。快速

法案要求每个远距离运输计划： 

• 覆盖至少20年的时间 

• 至少每四年定为不达标或最近的地区进行更新指定为未达标 

• 被“资金上的限制”  - 可能的资金水平，而不是无限的资金水平的基础上，也就是计划 

• 使用了最新的规划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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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重大交通设施（包括主要道路，公共交通设施，城际公交设施，多式联运和多式联运设施，非机动

交通设施，和联运连接器）应作为区域综合系统的功能。 

• 包括在评估交通系统的性能，使用性能的措施和绩效目标的说明 

• 包括各类潜在的环境减灾活动和潜在领域进行讨论，开展这些活动。 

• 经营和管理战略，以改善现有交通设施的性能，以缓解车辆拥堵，最大限度的人员和货物的安全性和流

动性。 

• 考虑下面介绍的十（10）规划因素。 

快速法规定，必须在规划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十（10）规划因素。在必须处理： 

1. 支持大都市区的经济活力，特别是通过实现全球竞争力，生产力和效率。 

2. 提高交通系统的机动和非机动用户的安全。 

3. 提高交通系统的机动和非机动用户的安全性。 

4. 提高人民和货物的辅助功能和移动性。 

5. 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节能减排，提高生活质量，促进交通运输的改善，国家和地方规划的增长和经济

发展模式之间的一致性。 

6. 提升交通系统的集成和连接，跨越和模式之间，为乘客和货物。 

7. 促进高效的系统管理和操作。 

8. 强调现有交通系统的保护。 

9. 提高运输系统的弹性和可靠性，并减少或减轻地面运输的雨水的影响。 

10. 加强旅游观光。 

快速法授权$ 

305十亿期间联邦财政年的所有模式（FY）2016年至2020年快速法是在十年以上，其提供了500年急需资金的确定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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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基础设施规划的第一个长期授权法案和投资。由于这种新的立法的通过，将会有一些变化大都会规划规则，指

导的多业务总的活动，但不预期这些改变这一计划公布前予以公布。 

地区人口和经济背景 

长期交通规划需要创造旅行需求的人口和经济特点的理解。其他注意事项包括塑造区域的独特挑战和影响因素。

运输事项审查了交通规划和决策在南泽西的上下文。 

一个地区的人口特征影响旅行需求和了解该地区的人口和经济的关键是规划未来的出行需求。在人口随着数量，

类型和作业位置的变化变化会影响必须做出的数量，长度和行程的分布，因此需要对交通设施和服务。 

在新泽西州南部的旅行需求从国家的其他部分不同，在几个关键方面。在一般情况下，新泽西州南部为更多的农

村，其人口和就业机会分布广泛，与就业的在一个位置高度集中 - 

大西洋城。然而，也有部分地区，例如，埃格港镇和汉密尔顿乡大西洋县，是在郊区化的进程。由于大西洋城的

悠久历史的赌场和度假区，以及在大西洋和开普梅县等海滨度假小镇沿大西洋海岸的优势，旅游业是SJTPO地区

的重要产业。特别是，旅游区内如下温暖的天气过程导致居民和游客的数量增加显著季节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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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2 - 人口在SJTPO地区（千），2015年和2040 

 
资料来源：中心政府研究（CGR），RLS人口统计，2010年至2040年，2016年3月。 

该SJTPO区域目前全年人口约594100人，其中46.5％生活在大西洋县。该地区人口年增长率平均为0.52％至2000

年和2010年人口预计将继续以每年0.3％的略微放慢，虽然增加2015至2040年，到636800。图2，上页，描述了每

个SJTPO区域内的四个县2015年至2040年预计全年人口。 

图3描绘了四个县SJTPO区域的整体变化。在绝对数量，如图图2，这意味着42700名居民将被添加到2015年和204

0年与过去的增长相一致的四个县，大西洋县预计将新增大多数居民在这两个十年，其次是坎伯兰县。开普梅县

和萨利姆县都预计在未来25年内失去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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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3 - 人口增长，2015年至2040年 

 
资料来源：人口普查国家预测，2015年美国局; NJ 

DOL。SJTPO地区的数据，SJTPO人口预测报告由中心政府研究，RLS人口统计学准备。2010年至2040年，2016年3月。 

在该地区旅游业的性质，但是，意味着人口波动很大，取决于一年的时间，甚至一周的时间。季节变化也同样集

中在大西洋和开普梅县。在接下来的25年里，SJTPO地区有望以较慢的速度比新泽西州和显著速度不如该国作为

一个整体（增长图3）。而在老年人口的增加，可以预计将增加就业机会在医疗行业，整体行业变化将很小。也

就是说，作业的分布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像今天一样。 

正如所描绘的 

图4，下页，在SJTPO地区的经济活动是由两个部门占主导地位。首先是办公室（其中包括以下北美行业分类系

统（NAICS）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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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批发业） 

• 48-49交通运输，仓储 

• 51信息 

• 52金融与保险 

• 53房地产和租赁业 

• 54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 

• 公司，企业的管理55 

• 56行政和支持和废物 

• 92公共行政 

第二个是“其他”，其中包括： 

• 11农，林，渔，猎 

• 23建设 

• 61个教育服务 

• 62卫生保健和社会援助 

• 71个艺术，娱乐和休闲 

• 72住宿和餐饮业 

尽管大西洋城及周边地区，近年来经济遭受的SJTPO区域内的海滩和shorefront城镇仍然是一个沉重的吸引游客; 

正因为如此，零售，住宿，餐饮服务业将继续成为一个主要部门。 

对于SJTPO区域总就业人数预计将略小于5％的增长，从329500个共作业344700个就业总数在2015年至2040年期

间。然而，随着中可以看到图4，将有就业这一时期略有减少在工业和零售行业在该地区。运输有关的事项的附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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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C（人口统计学）包括对就业变化为每个郡为2015至40年期间的详细数据，并在显影的天气预报所使用的方法

的解释和说明。 

数字 4 -  SJTPO地区就业的部门（单位：千），2015年和2040 

 
资料来源：中心政府研究，RLS人口。2015年至2040年。2016年3月。 

一个显著“震惊”区域经济自上次区域交通计划已经在大西洋城赌场无数倒闭。2014年，四个赌场关闭，造成超过

8000人的损失。赌场业一直对游戏的消费者日益激烈的竞争伤害，在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和纽约三从大西洋

城吸引客户最大的市场领域的赌场开口就是明证。另外，现在在北泽西赌博合法化，这可能会进一步损害大西洋

城的赌场业的一些讨论。 

如上所述，该区域SJTPO在经历人口显著涌入，（和就业，在较小程度上），因为其广泛的海滨地区以及其他娱

乐景点。在2015年，夏季的人口增长在大西洋县的全年人口数量超过179％，而在开普梅县超过591％的，占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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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177％的增长在夏季的周末。预计这将通过保持2040不变（见图5）1。这些快速的每周和季节性人口变动显著

提高区域交通网络上的压力，并造成拥塞的区域的具体模式。 

数字 5 - 整年与夏口，2015年 

 
来源：RLS人口。CGR。2016年 

在2014年，SJTPO完成了区域居民出行调查。对出行行为的数据来自超过1,850户收集。调查一个典型的工作日

期间，在从二月的三个月内通过2014年5月的差旅的主要出行目的的检查表明，不是源自或者其目的地是家庭出

游，（“家活动出行目的等”报道的时候33％），大部分行程都是相关的工作或购物。工作出行的占12％，日常的

购物占全部出行的11％，而像家庭和个人的差事（7％），其他的活动吃出来的（5％）和落客或回升乘客（5％

                                                      

1RLS人口。CGR。2016年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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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大多数所有行程的其余部分。私人汽车出行（如司机或乘客）是所有行程（87％）和模式最大的方式选择工

作旅行（94％）的。要获得休闲旅游的美好意义上说，调查还包括了一系列的关于岸参观，休闲旅行的主要发电

机，尤其是在夏季的问题。虽然样本中各住户的大约33％生活在岸边常年，但家庭的81％报告访问邵氏集中在5

至9月期间至少一次。尽管休闲旅行可能不占多数车次，岸边是休闲旅行的主要发电机，尤其是在夏季。该调查

还包括了一系列的关于岸参观，休闲旅行的主要发电机，尤其是在夏季的问题。虽然样本中各住户的大约33％生

活在岸边常年，但家庭的81％报告访问邵氏集中在5至9月期间至少一次。尽管休闲旅行可能不占多数车次，岸边

是休闲旅行的主要发电机，尤其是在夏季。该调查还包括了一系列的关于岸参观，休闲旅行的主要发电机，尤其

是在夏季的问题。虽然样本中各住户的大约33％生活在岸边常年，但家庭的81％报告访问邵氏集中在5至9月期间

至少一次。尽管休闲旅行可能不占多数车次，岸边是休闲旅行的主要发电机，尤其是在夏季。 

尽管赌场倒闭近年来大众的SJTPO区域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旅游和季节性基于人口和经济流动，很显然，这方

面将继续在未来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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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该计划愿景和目标 

远距离区域交通规划的主要目的是描述该地区的交通系统的一个未来的愿景。愿景代表的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

SJTPO）和它的居民想什么运输系统，看起来像在2040年运行，而视觉应该吸引的承诺，并反映了该地区的的欲

望和愿望最终的结局成分，它也应该是现实的和可以实现的。下面所描述的目标和战略，建立以支持，实现计划

的愿景。此外，所有的SJTPO和次区域从事每个四年规划周期内的活动和项目旨在支持该计划的愿景和支持的目

标和战略。 

我们的愿景 

交通系统的基础上，该移动人员和货物的安全和有效的方式，并结合所有的模式和用户区域合作。 

目标和策略 

交通运输规划与决策的SJTPO区域由一系列的目标和战略指导。规划远景，这是基于在第1章中介绍的规划因素

的直接产物，这些目标和战略反映的优先事项，需求，以及该地区的公民，决策者和商界的价值。输入从SJTPO

政策委员会，技术咨询委员会，公民咨询委员会成员征求，并在交通运输公共事务的目标和战略。基于响应，SJ

TPO确定了以下目标和战略，以指导区域交通的决策过程中，按重要性顺序向社会公布。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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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促进可访问性和移动性的人民和货物流动 

a. 评估接收通过SJTPO过程将其纳入完整的街头元素，包括自行车，行人，和中转住宿的资助所有交通项

目。 

b. 与区域合作伙伴合作，推进协调人类服务交通规划的建议。 

c. 与公共交通提供商合作，以评估环境正义社区，特别是那些有限的车辆通道的区域公交服务的可用性。 

d. 提高公众对替代交通方案和服务意识。 

e. 查明更好的多式联运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需要，以促进多式联运的连接位置。 

f. 与区域合作伙伴合作，评估，以便制定和优先项目卡车路线和其他重要货运通道可访问性，可靠性，安

全性，以及其他系统的措施。扩大从表示运费，自行车，行人，并变换到MPO进程组表示。 

2。 支持区域经济 

a. 扩大自主要雇主和代表的区域经济利益为MPO过程非营利部门表示。 

b. 启动并在公共，私人和非营利部门的区域合作伙伴之间的对话提前制定和实施区域试验网的远景在区域

内及附近的地区连接主要景点。 

c. 查明更好的多式联运设施和基础设施的需要，以促进多式联运的连接位置。 

d. 与区域合作伙伴合作，评估，以便制定和优先项目卡车路线和其他重要货运通道可访问性，可靠性，安

全性，以及其他系统的措施。 

3。 缓解交通拥堵 

a. 宣传技术的实施和部署。 

b. 利用拥塞管理程序，以识别拥堵的位置和分析现有数据，以告知项目的开发。 

c. 探索与跨县连接和其他合作伙伴更多的机会，以减少单乘客车次。 

d. 利用南泽西交通需求模型（SJTDM），其性能的措施，以评估相关的拥堵而延迟的未来项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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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高运输安全 

a. 评估接收通过SJTPO过程将其列入安全对策的所有道路使用者的资金全部交通项目。 

b. 通过安全教育计划的继续传播和发展提高道路使用者行为的安全性。 

c. 确保安全投资与国家战略公路安全计划，该计划是与MPO的和其他州的合作伙伴合作开发建立优先级保

持一致。 

d. 继续并扩大国家和区域伙伴关系，以查明和减少安全项目推进的障碍。 

e. 与区域合作伙伴共同发展，优先改善自行车和步行网络安全项目。 

5。 保护和改善环境 

a. 教育有关运输对环境的影响的公众，并提供有关如何通过日常行为的变化减轻这些影响的信息。 

b. 优先于系统设施扩建现有系统的维护。 

c. 促进减少在道路上排放的项目，如ITS，信号优化，自行车和行人设施，公共交通，或回旋处。 

6。 恢复，保护和维护现有的交通系统 

a. 优先于系统设施扩建现有系统的维护。 

b. 开发协助地方政府优先基于最需要和资金使用效率最大化项目的系统。 

c. 收集演示区域由于旅游模式独特的季节性增加的需求数据和工作，以确保基于这些需要额外的州政府和

联邦政府的资助。 

7。 提升交通系统的集成和连接 

a. 以县，市合作开发集成与当地的总体规划SJTPO交通重点。 

b. 建立一个机制，利用对交通系统的公众的本地知识和经验，并与当地的司法管辖区合作，将这些信息反

馈到其运输的决策过程。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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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评估范围内，交通方式之间存在的差距，告知项目的开发和识别机会。 

8。 提高安全性 

a. 关于教育处存在县或州级疏散通道和规划工作的市民。 

b. 评估疏散通道和优先道路维修项目，以确保这些路线都能够执行疏散功能。 

9。 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的弹性和可靠性，特别是沿大西洋和特拉华湾海岸线。 

a. 分析交通系统的脆弱性，以确定适应战略是最合适的。 

b. 交通优先改进和期间极端天气事件增加了交通系统的可靠性和灵活性的方案。  

10。 增加和加强对旅游观光的机会。  

a. 启动并在公共，私人和非营利部门的区域合作伙伴之间的对话提前制定和实施区域试验网的远景在区域

内及附近的地区连接主要景点。 

b. 确定在夏季旅客拥挤的海岸区域的季节性涌入更好地识别运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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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在交通事务的发展至关重要 - 

一种南泽西计划。运输事务的公共外联战略，专门为计划制定，制定了确保早日和广泛参与的及时投入，特别是

在计划制定过程中的关键里程碑。该战略的基本目标是告知和教育有关事项运输公民，描述了如何公民可以提供

输入，以协助计划的制定，征求，并记录本地输入，并促进更好的公共关系。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该计划强调信

息交流和在线推广举办的公众集会和研讨会的区域与没有很好地中转服务的整体低人口密度，以补偿固有的困难

。运输事项外联战略还包括创新的推广方式，如参观当地的宣传组和关键利益群体的识别整个区域的过程中包括 

在线努力 

该小组开发了一种独特的网站 

www.sjtransportationmatters.com，运输事项。该网站征求公众意见和公众会议通知，以及一个在线调查，其中包括

基于WikiMaps平台上的映射工具，提供了良好的接口。使用这个工具，公众可识别特定的地点，他们希望看到

的改进，以及他们遇到的问题。图6下面，分别提供调查主页，并WikiMaps项目投入应用，截图。这些问题和想

法都记录在这个计划，将利用连同其他数据，以帮助规划师，工程师，和民选官员，以确定潜在的项目位置，并

告知决策。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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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6 - 运输事项网站和WikiMaps调查网站 

     

外展活动 
运输事项外联战略包括几个“弹出式的事件”，其中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SJTPO）将主要在该地区建立一个表或

展位现有的事件通过调查与公众参与和地图收集位置的具体想法或疑虑。它也包括正式的公开会议上，相关人士

通过电子邮件群发，达到SJTPO的联系人数据库增加了一倍，并包括一个主要的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存在与两个视

频旨在促进运输的重要性，在运输过程中的分布和SJTPO的作用。SJTPO已与扩大其产能持续的推广，以利益相

关者，包括低收入和少数群体的更广泛的联盟的目的，有意开发这一推广战略。 

运输事项外展是有史以来SJTPO重大的公共宣传工作，并导致更多的参与者，比SJTPO历史上任何其他宣传工作

更多的评论。SJTPO增长了持续公开信息的电子邮件列表超过230人2015年10月和2016年5月之间。 

整体宣传工作包括两个回合： 

• 回合1：初始投入的问题与思考 1  - 中旬三月2016 

• 第2轮：计划和评论的收据草案发布 中-月 -  2016年6月 

总共131人填写了第1轮外展调查（包括纸质调查，并通过网上调查）。1月14日（即运输事项网站正式通过Twitte

r和SJTPO网站推出的天）和3月22日（这一天的第一轮宣传调查被关闭额外的输入）之间，247人参观了运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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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网站。有在此期间，这是网站上所有的网页获得（包括同一个访问者在一个页面的重复浏览）“命中”的总数1,2

46页面访问量。 

对于交通运输事务的公共宣传工作，SJTPO第一回合，其重点目标和问题和想法识别优先期间参加了八（8）外

展活动。一共有六（6）都是在环境正义（EJ）地区举行。在第一轮宣传活动如下： 

• 第三个星期五在Glasstown艺术区  

北大街与檫街，米尔维尔，新泽西州08332 

• 工艺品和收藏品在冬季  

开普梅会议厅，714海滩大道，开普梅，新泽
西州08204 

• 葡萄园的YMCA 

1159东兰迪斯大道，瓦恩兰，新泽西州08360 

• 新泽西州南部的非裔美国人文化博物馆 

诺伊斯艺术车库，2200费尔芒特大道，大西

洋城，新泽西州08401 

• 西班牙社区中心健康博览会  

303萨姆纳街，Landisville，新泽西州08326 

• 萨利姆县科学博览会  

塞勒姆社区学院，达维多厅，460好莱坞大道，卡

内点，新泽西州08069 

• 葡萄园公共图书馆 

1058东兰迪斯大道，瓦恩兰，新泽西州08360 

• 楠蒂科克Lenni-

Lenape部落民族部落理事会和部落居民会议 

Cohanzick动物园，45市长艾特肯驱动器，布里奇

顿，新泽西州08302 
 

此外，SJTPO第二回合，这是该侧重于介绍和接收由SJTPO发展计划草案的反馈正式的公开会议期间举行了五次

（5）外展活动。共（9）从第一和第二回合的公众活动环境正义（EJ）区进行了召开了九次。在第二回合宣传活

动如下： 

• 瓦恩兰市政厅 

640 E.伍德街，二楼党团RoomVineland，NJ 08360 

• 布里奇顿免费公共图书馆 

150东商业StreetBridgeton，NJ 08302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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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具农机办复 

51切尼RoadWoodstown，NJ 08098 

• 在开普梅县图书馆的下乡科 

2600个海柏RoadVillas，NJ 08251 

• 大西洋县公共图书馆的埃格港乡科 

1夫特AvenueEgg港乡，NJ 08234 

图7下面，显示他们是当时定义从第一轮宣传活动，并与环境正义沿线地区二的位置。该SJTPO提出的付出了大

量努力，以确保事件是合理尽可能接近。会议地点在环境正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并尽最大可能是在步行的和/

或过境进入的地区。环境正义指的是代表低收入或少数族裔人口的高于平均水平的集聚区。这些团体在联邦指导

被确定为在交通规划过程中代表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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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7 - 交通运输事务的公共场所推广 

 

图7，上面显示的环境正义方面，因为他们在2015年的交通进行鉴定事项公共宣传发生在一月至2016年6月在地图

上的点代表的八（8）宣传活动的地点在第一轮五（5）在两回合的公共事件。13个公共事件交通事务的9人了符

合三个或更多的环境正义标准的地区举行。 

输入接收 

图8下面，描绘地图通过WikiMaps 

Web应用程序被公众发现的问题和想法。运输事项外展造成了112个运输问题和82个的愿望清单的项目鉴定。此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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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市民表示，他们的首三个目标运输在该地区的“促进人员和货物运输的选择”，其次是“支持区域经济”和“缓解

交通拥堵问题。” 

数字 8 - 民意调查：运输问题和想法查明的公共 

 

宣传战略，其中包括详细的评论列表，而这个外展运输事项的结果更透彻的描述可以在附录E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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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1下面，和表2，下面的页面上，提供所有通过在线调查，以及通过纸质的调查收到的公众意见的概括。总之

，对特定需求的注释表明对交叉路口与安全问题，十字路口有不足或需要交通信号的数量普遍关注，需要更多的

公交线路。 

表 1 - 民意调查：问题和确定的需求* 
一般需要鉴定 总 大西洋 开普梅 坎伯兰 塞勒姆 

更多公交线路 14 2 2 7 3 

修复坑洼 五   4 1 

维修/重铺道路 3   1 2 

更多人行道 3 1   2 

更多的自行车道/车道 3 1  1 1 

需要交通信号灯或4个站 2   1 1 

更好的照明（NJ 55个公园地段） 2   2  

提高公交服务 2   2  

老年人/残疾人更多公交 2   1 1 

维修巴士站 1   1  

改善交通信号（ATL市） 1 1    

新建，改扩建道路 1   1  

需要铁路服务到纽约 1   1  

五月岬恢复铁路服务 1  1   

总需求的具体认定 41 五 3 2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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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 民意调查：鉴定特定位置的问题* 
具体认定问题  总 大西洋 开普梅 坎伯兰 塞勒姆 

路口的安全问题 19 3  15 1 

极品交通信号 7 1 1 五  

引流 五   五  

拥挤的路口 3 3    

可怜的路面状况 3  2 1  

道路安全问题（曲线） 2   2  

极品自行车道（具体） 2  2   

拥挤的巷道 1   1  

桥（需重新开放） 1 1    

坑洼（具体位置） 1   1  

总特定问题的地点 44 8 五 三十 1 

*受访者指出特定问题的地点（如危险场所） 

这是不依赖于一个具体网站的其他意见包括如下内容： 

• 构建沿海岸轮渡站   
• 停车费在大西洋城太高   
• 应该更容易飞往大西洋城 
• 需要费城，大西洋城的连接 
• 需要学校交通安全   
• 龙走到公交车站 
• 从保护动物的流量 
• 问题巴士司机 
• 需要花园州高速公路替代路线 
• 需要新泽西路线 55更好的访问 
• 创造更多的商业 
• 很难获得新泽西收费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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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该地区现有交通系统与选择策略 

本节介绍了行驶模式在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SJTPO）区域交通资源的审查。它开始于航空和自行车和行人的运

动，货运和运输仍在继续，路网的检查结论。本节还提供的设施和服务，旅行，条件和基础设施维修的状态需求

的概述，以及需求和问题，关注，并决定项目的选择因素进行评估。最后，对于改进策略进行了综述。 

1.航空 

大西洋城国际机场 

尽管其规模相对较小，该SJTPO区域有多种公共使用的机场，无论是公有和私有。位于埃格港镇大西洋城国际机

场（ACY）提供商业服务飞行运行; 

在新泽西州的三个之一。大西洋城国际机场服务，以促进旅游业进入该地区，以及该地区链接到其他航空枢纽为

商务和休闲旅游。 

新泽西州的一个国家机构的南泽西交通管理局（SJTA），操作终端，跑道及相关设施在机场。美国联邦航空管

理局威廉·J·休斯技术中心和新泽西州空军国民警卫队位于机场。大西洋城国际机场位于10英里距离大西洋城，游

戏和度假社区，每年吸引数百万游客。该机场毗邻大西洋城高速公路，它从大西洋城跑到费城大都市区，并与花

园州高速公路相交坐落。 

在2012年，SJTA完成了$ 

25亿美元的扩建的，其中包括一个75000平方英尺扩展到终端，以及联邦检查站，允许机场处理直接飞往和来自

其他国家的旅客机场。膨胀也包括在增加三个乘客登机门以及扩大行李认领区域。该机场是该地区的交通运输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南泽西全国各地的连接到城市以及国际。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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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纽约和新泽西州港务局接管了大西洋城国际机场的日常的日常运作。在这种安排下，SJTA同意支付

港务局在离开港口管理局负责市场营销和航空服务的发展，除其他事项外的安排来操作设备。 

通用航空机场 

除了大西洋城国际机场，SJTPO区域承载几个较小的公众使用机场（表3，下同）。有四个先进的机场服务，支

持企业/高管和私人使用的通用航空活动，包括开普梅县机场，哈蒙顿市机场，米尔维尔市机场和大洋城机场。

其他几个人小公有和民营机场，包括机场雄鹿，Kroelinger机场和喷火机场（原Oldmans机场），其中Kroelinger

机场是最小的。这些通用航空机场服务私人客运，农业，和/或商业包机和货运飞机（图9，在接下来的页面）。 

表 3 - 公众使用机场 
机场 地点 县 

大西洋城国际机场 埃格港乡 大西洋 

雄鹿机场 布里奇顿 坎伯兰 

开普梅县机场 怀尔德伍德 开普梅 

哈蒙顿市机场 哈蒙 大西洋 

Kroelinger机场 瓦恩兰 坎伯兰 

米尔维尔市政机场 米尔维尔 坎伯兰 

大洋城机场 大洋城 开普梅 

喷火机场（原Oldmans）  Oldmans乡 塞勒姆  

瓦恩兰，Downstown 

（提供葡萄园，但并不位于市界内） 
 格洛斯特 

忍冬市机场 忍冬 开普梅 

来源：NJDOT航空司， 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airwater/aviation/。 

http://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airwater/a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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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事项支持航空业的发展; 尤其对于改善交通连接机场计划给旅客和员工的其他选项除了开车去机场。 

数字 9 - 在SJTPO地区公共及私人飞机场 

 

2.自行车和步行系统 

介绍 

SJTPO参与了一些努力，以改善整个四县区域的自行车和行人通行。每个人都在他或她此行的一些点一行人，无

论是作为一个主要的方法，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或干脆去和我们的车。交通规划师和工程师们必须想办法提供便

http://www.sjtpo.org/


交通事宜 - 一种南泽西计划 
 

章节 4 | 33 

利，让市民走路的选择和自行车安全除了使行人和自行车驾驶更为明显。行人和骑车人的安全，必须在各主要交

通投资决策的考虑。 

除了他们的休闲功能，提供的人行道，自行车道，和多用途小路可以鼓励使用的运输工作，购物和其他车次的替

代形式。这代表了旨在减少对我们的道路拥堵数个交通方案之一。这是在我们的海岸社区，这些都有利于步行和

骑自行车尤其如此，由于紧凑的发展模式。这些社区有更大的需求，从高度拥挤的道路删除车辆。除了减轻拥塞

，自行车和步行者行进是环境友好的，没有移动源排放。因此，它是支持的运输物质的目标，以“保护和改善环

境。” 

现有的网络 

目前，全区拥有超过2.14英里指定自行车设施，包括对道路和越野设备。然而，大多数的该区域自行车设施非指

定的设施，如铺砌肩膀和共享的道路。虽然自行车设施的数量，既指定和非指定，在不断增长，大部分区域没有

直接连接到这些设备。道路保持由骑自行车的人可能访问的区域中的主要手段。这会满足专家骑手; 

然而，休闲车手将需要刻意计划，以获得该地区有意义的访问骑自行车的附加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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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10 - 现有的和拟议自行车道 

 

应当指出的是宽肩沿单独道路提供不一定是用户友好的自行车路线的一个指标。如路线长度和连续性，平均交通

速度，交通流量，并且期望的目的地连接的其他因素也很重要，并确定和/或标明一个道路段的自行车道时，应

考虑在内。跨县连接（运输管理协会服务新泽西州南部）要求，针对道路被认定为自行车道或路线，它必须有自

行车道的标志或道路标记，或至少“分享之路”的招牌。有助于自行车道的高使用率的另一个因素是向公众提供访

问信息（位置，设施的类型等 

自行车兼容的街道和高速公路的标识仍然是一项复杂的任务。需要被检查的因素包括交通量，车道宽度，存在和

肩的宽度，机动车辆的速度，业务类型，停车条件，商业车道，等级，表面条件，和视距。因此，为了确定区域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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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自行车的相容性，这是可取的，各自单独检查。考虑到这一点，SJTPO县和市政府在努力查明和在道路上和

越野自行车设施的发展，并提出未来的自行车道和路径也很活跃。由于上届区域交通规划更新，SJTPO的县已提

出了一些新的自行车和行人的项目，这是在表示表4，以下。 

表 4 - 现有的和拟议自行车道 
 大西洋 开普梅 坎伯兰 塞勒姆 总 

越野 49.32 68.37 17.30 2.17 137.16 

   现有 33.63  26.55 * 1.55 1.18 62.91 

   建议 15.69 41.82 15.75 0.99 74.25 

在路上 230.44 48.10 173.88 145.67 598.09 

   现有 43.05 26.37 74.06 8.07 151.55 

   建议 187.39 21.73 99.82 137.59 446.53 

累计 279.76 116.47 191.18 147.83 735.25 

来源：交县连接，与县规划部门最近的信息更新，如相关  

*不包括额外8.17英里木板，这对自行车的时间 - 日期限制的土路31.29英里，和人行道8.93英里。 

下面是一些在SJTPO地区每个县的关键设施。 

• 大西洋县 

o 越野自行车设施，从东边延伸7.6英里到海岸购物中心梅斯兰丁的 

o 越野自行车设施，从欢乐谷延伸7.5英里到萨默斯点 

o 在大西洋县主要自行车道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aclink.org/PARKS/mainpages/Bikeway.asp 

• 开普梅县 

o 越野设备，从韦瑟路坎伯兰县，通过拜因沿着废弃的铁路线丹尼斯乡延伸10.6英里 

o 越野设备，从大街中东乡7.5英里向北延伸至开普梅县动物园 

http://www.aclink.org/PARKS/mainpages/Bikeway.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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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越野设备，从萨默斯点延伸跨越路线52桥2.0英里到大西洋城。这家工厂连接到自行车道的里程，以

及在海洋城市人行道，并将很快连接到从萨默斯点7.5英里的自行车道，以欢乐谷。 

o 开普梅县也有自行车道的里程在许多海岸社区，以及木板，虽然许多有时间的日限制了自行车，而社

区之间的连接密集的人行道网络。 

o 与在开普梅县主要自行车道信息的互动式地图，请 

www.capemaycountyims.net/flexviewers/bike%20walk%20cape%20may%20county/。地图包括关于自行车和

步行者设施及其邻近的地标和景点的信息。 

• 坎伯兰县  

o 全县有萨利姆和开普梅县之间运行，并与海湾海岸社区和众多的旅游景区连接市布里奇的58.5英里跨

县路线。  

o 该县的自行车路线小册子，对全县的网站可供选择： 

www.co.cumberland.nj.us/filestorage/171/215/2921/CC_Bicycle_Brochure.pdf包括地图这主要途径的。  

• 萨利姆县  

o 指定的自行车专用道，在Pilesgrove / 

Woodstown区，从Woodstown高中，扩大5英里游憩区和其他兴趣点。  

o 与宽肩州和县路的组合穿过县城在东西方向（多段目前确定拟议自行车路线），并可以升级到指定的

路由状态以最小的改进。  

o 由于目前有几个自行车路线，没有全县自行车路线指南或手册可在这个时候。 

• 地区航线 - 

除了由各县指定或确定自行车道，NJDOT已经确定旅游线路，结合一些指定的设施，主要是道路上的路

线，并打算通过在整个地区和国家风景名胜区的直接车手。 

o 高点开普梅路线， 

http://www.sjtpo.org/
http://www.capemaycountyims.net/flexviewers/bike%20walk%20cape%20may%20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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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坎伯兰 - 塞勒姆革命路线 

o 坎伯兰县海柏小路骑 

o 五月岬海岸骑 

o 路线地图可在 

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commuter/bike。虽然许多路线没有升级到标准指定的自行车道，国家已确

定这些为骑自行车的合理的安全路线。 

表5下面，描述了每万名居民自行车道里程的比例。县提出额外520.78英里自行车道的，（这将是的如果将其整

体实现超过142％的增加），以使现有的和提出的里程总共735英里。基于这一目标由各县设置，该地区已经完成

了所需的自行车道里程的29.2％，为2016年4月（见表6，在接下来的页面）。 

表 5 - 每万名居民现有的自行车道，万里 

SJTPO县 

现有的自行车道（英里）* + 人口（2010） 
每万名居民自

行车道里程 总 
百分之区域总

量 
总 

百分之区域总

量 

大西洋县 76.68 35.8％ 274549 46.2％ 2.8 

开普梅县 52.92 24.7％ 97265 16.4％ 5.4 

坎伯兰县 75.61 35.3％ 156898 26.4％ 4.8 

萨利姆县 9.25 4.3％ 66083 11.1％ 1.4 

SJTPO地区 214.46 100.0％ 594795 100.0％ 3.6 

来源：交县连接，与县规划部门最近的信息更新，如相关 

+公路行驶和越野自行车道 

  

http://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commuter/bike


www.sjtpo.org 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 
 

38| 章节4 

表 6 - 现行及建议的公路和越野自行车道，万里每万名居民 

自行车道里程，SJTPO地区 SJTPO 

人口（2010） 

自行车道 

里程数 

万 

人口 

百分比 

总 
 在路上 越野 总 

现有 151.55 62.91 214.46 

594795 

3.6 29.2％ 

建议 446.53 74.25 520.78 8.8 70.8％ 

总 598.09 137.16 735.24 12.4 100.0％ 

来源：交县连接，与县规划部门最近的信息更新，如相关 

+公路行驶和越野自行车道 

 

自2005年以来，一直在该地区的增长超过76英里自行车道的，增加了55％，每年约为69英里的速度。该区域应共

同努力，继续或增加这种增长速度，尤其是考虑到每个县提出了自行车道的雄心勃勃的名单。 

制度空白 
虽然现有的道路可以保持安全地容纳骑车的潜力，有许多因素如交通量，机动车辆的速度，使用和土地和道路的

可用性，和表面状况都需要以便确定自行车兼容性待检查。此外，不同的路况代表不同级别的兼容性，不同的用

户的。例如，无人盯防的肩膀会感到舒服更有经验的用户; 

然而，新手还是临时用户可能需要分离自行车道感到舒适。为行人，进一步的挑战是人行道，人行横道，信号，

立交桥，地下通道，小径，自行车道的不一致可用性和状况。例如，虽然人行道可能在城市化地区，在郊区和农

村地区更为普遍，它们通常不连续或保持良好，使得行人使用缺乏吸引力。此外，在低收入城市社区，配套设施

可能无法保持为最佳使用状态，由于缺乏本地资金。人行道必须是连续的，可访问的，并且为了保持良好是有用

的。在该地区的许多人行道不符合这些标准。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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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新泽西的休息，对于自行车和步行出行上面列出的障碍是常见的，许多在该地区十分普遍。步骤需要采取以除

去在该区域这些障碍自行车和步行者行进。如果自行车和步行都变得更加广泛，更加友好的自行车和行人友好的

环境，必须创建。创造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友好的环境，需要更好地纳入工程，设计，以及街道和公路的运行这

些模式。虽然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以系统内找出差距，在这方面的工作正在做，应该继续成为关注焦点，致力于

支持运输物质的目标，以“提升交通系统的连通性的整合。” 

机会，建立在 
在SJTPO地区的自行车和步行网络增长，对更多的业务增长计划，只要有资源。这种增长必须建立在南泽西的内

在优势，如它靠近大费城地区和其不断增长的多用途小路，已经普遍旅游业的网络，并在该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社会资源的能力。SJTPO将考虑区域自行车道系统的发展，（类似于电路路线，如下所述），这在所有四个县

跨越而不是在每个县分别寻找。此外，扩容后的网络可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宝贵，可以帮助改善有限或没有接入

到汽车的家庭访问。 

最近成功的例子：巡回路线 

SJTPO的姐妹组织，特拉华谷区域规划委员会（DVRPC），它涵盖了大费城地区，可在其九县区域合作伙伴合

作2，先后开发了巡回路

线。巡回步道规划自行车和人连接到就业，社区，并在大费城地区公园行人多用步道750英里的网络。迄今超过3

00英里的已建成。 

这代表两件事情给SJTPO区域 - 

灵感和连通性。如果高度拥挤，高密度开发的费城地区可以建立一个广泛的，区域连接的步道网络，那么SJTPO

                                                      

2 

这九个县，覆盖大费城地区，随后由DVRPC服务包括卡姆登，伯灵顿，格洛斯特和默瑟在新泽西和费城，蒙哥马利，特拉华州，雄鹿和

切斯特在宾夕法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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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作为一大亮点游客的自然风光，辽阔的户外活动，以及娱乐和文化设施阵列，可以绝对创建服务南泽西地

区一个连接的系统。其次，这样一个强大的步道系统附近，其中包括计划连接到SJTPO区域，给人以南泽西系统

目的地，用户和资源，更连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连接是必不可少产生兴趣和动力使用的系统是这样的。最终

，不仅连接南州居民到该地区巨大的资源系统， 

数字 11 - 地图巡回小径，多用途小路在9个PA与NJ县网 

 
来源：三州运输活动。2016年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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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 PED，多用途小路和旅游 - 经济驱动力 

有许多原因，以促进使用替代模式，诸如自行车和步行者行进。其对流动性，可访问性和生活质量的影响的结果

是，他们改善了当地的经济。这种影响被认为是多层次的。这是直观的许多良好连接的自行车和步行网络以及多

用创新提供了一个舒适，游客享受，尤其是当他们连接到的景点和当地企业。住宅和商业开发者都意识到面向线

索发展的价值，现在我们看到了新一代自行车友好的建筑和项目。通过增加自行车便利设施，开发商和建筑商都

发现，他们可以向人口光谱的两端：3  

或许鲜为人知的是，研究4表明该采取这类设施的优势潜力的游客更富裕的比是平均的居民，其中介绍了当地经

济的真正机会。此外，设施，如步道深受准房主要求。根据住宅建筑商的协会，“小路一直保持通过预期的房主

寻求的头号社区设施。” 

提供的设施，都在为当地的性能高要求的需求增加，这引起了在产生额外的税收收入为当地社区的属性值和结果

。总之，每个人都有的道路，但较少的社区有一个良好的道路系统，最终使得一个舒适的人都愿意支付。 

对健康的益处 

除了上述经济利益，主动运输网络，如巡回路线有与上发生的这些活动的多种活动显著的健康益处。除了作为一

个自行车道系统，包括该电路径步道是良好的步行，跑步，遛狗，和许多其他活动。 

有机会提供平等机会 
除了自行车和行人设施提供了在该地区的所有居民和游客的利益，不访问车辆户的好处要大得多。这是很容易认

为每个人都有一个汽车作为必需品来进行日常的日常活动，但是尽管我区汽车拥有的必要性; 

                                                      

3城市土地学会。主动运输和房地产：下一个前沿。2016年 

http://uli.org/wp-content/uploads/ULI-Documents/Active-Transportation-and-Real-Estate-The-Next-Frontier.pdf  

4在明尼苏达州的不同地区休闲步道使用的经济影响。埃内斯托C.贝内加斯。明尼苏达州旅游中心的大学。2009年11月。http://atfiles.org/fil

es/pdf/MinnesotaTrailEconomicImpact2009.pdf。 

http://uli.org/wp-content/uploads/ULI-Documents/Active-Transportation-and-Real-Estate-The-Next-Frontier.pdf
http://atfiles.org/files/pdf/MinnesotaTrailEconomicImpact2009.pdf
http://atfiles.org/files/pdf/MinnesotaTrailEconomicImpact20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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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居民没有一个合理的访问。事实上，在四县SJTPO地区所有家庭的11.6％没有进入到汽车。随着彭斯格罗夫

家庭的22.8％，在塞勒姆市24.8％，在大西洋城没有进入车辆和步行，骑自行车，和过境机会有限46.1％，这些

社区成为完全从该地区截止。5 

新泽西州：一个自行车/ PED聚焦状态 

自2004年以来，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FHWA）一直致力于通过关注城市和国家与行人伤亡率最高的额外资

源，以减少行人死亡。努力集中在行人碰撞是因为严重的伤害，当发生碰撞死亡的可能性更大重要。当车辆在碰

撞中，司机被设计为减少人身伤害或死亡的可能性工程的一个精心制作的系统保护，然而，当骑自行车或行人被

车撞了，没有什么可以保护他们，严重的可能性受伤或死亡是非常高的。 

在全国范围内，虽然骑自行车和行人只占3.4工作通勤的百分比6他们弥补了死亡的17％7。令人震惊，因为这些统

计数据是，他们在新泽西州，那里的道路死亡人数27.2％是骑自行车和行人差多少8; 

其结果是，新泽西州被列为“行人聚焦状态。”这既带来了资源和限制，但它意味着新泽西需要考虑行人的安全，

同样骑自行车，很认真，直到我们可以减少这些数字。 

新泽西州纪念其承诺，在2015年其更新的推进自行车和行人的安全 

全州公路战略安全计划（SHSP）其中寻址自行车和行人碰撞被表示为第一优先级。该SHSP表示数量的减少行人

和骑自行车的崩溃，其中包括策略： 

                                                      

5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2014居民出行调查。2014年6月。 

www.sjtpo.org/wp-content/uploads/2014/06/HouseholdTravelSurvey_2010.pdf。 

6模式旅行少，自行车和步行在美国工作：2008-2012。布赖恩·麦肯齐。美国社区调查。2014年5月。www.census.gov/prod/2014pubs/acs-

25.pdf。 

7要闻速览2014年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16年1月。www-nrd.nhtsa.dot.gov/Pubs/812234.pdf  

8骑自行车在新泽西[2014情况表。美国自行车联盟。http://bikeleague.org/sites/default/files/Summit2014/2014_Factsheet_New_Jersey.pdf。 

http://www.sjtpo.org/
http://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about/safety/pdf/2015strategichighwaysafetyplan.pdf
http://www.sjtpo.org/wp-content/uploads/2014/06/HouseholdTravelSurvey_2010.pdf
http://www.census.gov/prod/2014pubs/acs-25.pdf
http://www.census.gov/prod/2014pubs/acs-25.pdf
http://www-nrd.nhtsa.dot.gov/Pubs/812234.pdf
http://bikeleague.org/sites/default/files/Summit2014/2014_Factsheet_New_Jersey.pdf


交通事宜 - 一种南泽西计划 
 

章节 4 | 43 

• 通过添加倒计时定时器和安装龙头行人间隔（LPI）来的信号，得到行人和骑自行车2至3秒的头开始改善

信号控制交叉口行人和骑自行车者的可见性和操作。这些增强了30％，以减少死机％至60％的潜力。 

• 实行道饮食。一条路的饮食是一种低成本的道路重新配置，以改变通常的四车道公路的3车道道路。路的

饮食已被证明由大约40％，以减少汽车追尾，擦撞，和迎面碰撞，很少有对交通拥堵没有影响，并且提

供各种机会来提高自行车和行人的安全。多数情况下，由于巷道被重新分配和restriped而不是重建道路饮

食的成本保持在较低水平。 

• 完善交通标志，路面标线，整体照明和行人规模的照明，使道路，路口，行人/骑车人在弱光和恶劣的天

气条件下驾驶更为明显。崩溃减少通过技术改变，但增加路灯的有25％，以减少发病率以40％的潜力。 

• 使用交通镇定通过改变物理道路环境，以慢行交通，使之更安全的所有用户，主要是行人和骑车人将沿

着最合适的道路驾驶行为。最常用的技术包括降低道路的宽度和增加垂直元件，诸如减速带，和表。 

• 安装人行道，路边的扩展，美国残疾人法案（ADA）标准的路边斜坡，和中位数，以减少行人和自行车

暴露于机动车辆。这些技术已被证明是高达50％，以减少死机。 

• 安装高强度激活的人行横道（HAWK）信号和矩形快速闪光信号灯被激活的行人，并帮助确保安全穿越

。碰撞减少的因素尚未确定，但初步研究表明承诺。 

• 教育有关安全步行和骑做法及其用于按照通过较高的知名度执法和公众宣传和教育活动法律步行和交叉

职责行人和骑自行车。 

• 采纳和落实需要规划者和设计者考虑旅行的所有模式适合所有年龄和能力的建设新的或改进现有的道路

时，完整街道政策。 

• 包括行人和驾驶员教育骑车人的安全，以确保新的驱动程序理解的共享道路法律规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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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各种安全合作伙伴协同工作，SJTPO正在寻求更多的机会，既安全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改善结合起来尽可

能减少自行车和行人的事故和严重的伤害。从多方面入手，将帮助我们更快地实现更大的减少。该SJTPO被投入

资源，推动自行车和行人的重点项目中存在崩溃的风险最大。 

完整街道 
近年来，出现了通过在全国各地的社区和国家完整街道政策显著推。纵观许多20世纪的运输系统的主要设计目标

，如果不是专门为汽车。其结果是问题，从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是人肉流动速率大幅下降的结果，健康和社会影

响之间不成比例的伤害和致死率。完整街道是将自行车和行人出行，以及公共交通进入方程时，道路设施的设计

，维护和更新的努力。完整街道政策通常要求所有公路项目要考虑所有的模式。 

运输新泽西州的部门是全国第一批国家之一采取这样在2009年这一政策指导所有项目的新建或改造设备接收的州

或联邦资金的政策。要完成街道之前，标准的做法是，只有当一个额外的理由是为了增加自行车，步行，或临时

居所; 

根据这一政策，这些住宿，推测其需要额外的，除非是理由作出将它们排除在外。换句话说，需要举证排除他们

，而不是包含它们。 

除了国家政策，根据 

新泽西自行车和行人资源中心，2016年6月30日，18个社区在SJTPO区域都采用了某种形式的完整街道政策： 

• 大西洋城 

• 布埃纳镇 

• 开普梅 

• 道恩乡 

• 蛋海港城 
• 哈蒙 

• 林伍德 

• 马盖特 

• 中东乡 

• 诺斯菲尔德 

• 北怀尔德伍德 

• 大洋城 

• 欢乐谷 

• 萨默斯点 

• 瓦恩兰 

• 怀尔德伍德 

• 忍冬 
• Woodstown 

http://www.sjtpo.org/
http://njbikeped.org/complete-stree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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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努力提高自行车和行人环境 

有推动自行车和行人通行和安全的不断努力跨越新泽西去。这些措施包括在州一级的努力，在SJTPO，并在当地

县，市一级。 

全州努力 

该 新泽西全州自行车和行人总体规划 

提供了五个进球，以鼓励的方式来自行车和步行作为交通系统的常规部分。  

• 通过规划建立自行车和行人的基础设施，设计，建造和管理交通和娱乐设施，可容纳和鼓励骑自行车和

行人使用，并响应他们的需求。 

• 让社区目的地，交通设施和娱乐 四通八达，便利的设施，所有类型和骑自行车和行人的水平使用。 

• 改革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政策，条例和程序，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机会。 

• 制定和实施教育和执法程序，这将导致减少死机和安全和信任的自行车和行人感更强。 

• 增加自行车和步行通过 促进个体，私营部门组织和各级政府的亲骑自行车和支持步行伦理。 

在与创建上述自行车和行人的基础设施相结合，有可能是轨铁路地役权重用潜能的机会，在纽约市海莱恩或即将

推出的阅读高架桥在费城进行。  

这些目标旨在从问题的各方面解决自行车和行人的进步。SJTPO没有过的一些功能，如土地使用政策的直接授权

，但已经并将继续与当地县，市共同努力，我们的区域内推进这些目标。 

地方努力 

许多社区已经能够通过发展交通新泽西教育部（NJDOT-

OBPP）自行车和行人地方技术援助计划资助的当地自行车和行人总体规划。通过该计划，各市要制定一个全面

的计划，将识别行人和自行车的问题，并勾勒出建议，以解决不足和整合设施的机会。当地社区做出请求NJDO

http://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commuter/bike/pdf/bikepedmasterplanphase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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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如获批准，设有咨询服务进行规划研究，以评估涉及的自行车和行人的流通和安全的需求和机会。该研究是

在与当地城市或市政当局合作安排当地驱动，并具有很强的公共宣传的组成部分。 

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们骑自行车和步行在当地社区，从而改善个人健康，交通方式和空气质量的安全性

和流动性。这些计划勾勒的自行车和行人走廊，一系列的改进，实现策略的推荐的网络，并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的领域。该计划包括在SJTPO区域以下社区的努力。 

• 大西洋城，2013 

• 开普梅/开普梅点，正在进行 

• 德普特福德，2009年 

• 道恩乡2014 

• 加洛韦，2010  

• 林伍德，2010年，2012 

• 诺斯菲尔德，2015年 

• 大西洋城，2009年，2011 

• 特诺/马盖特，正在进行  

• 西开普省2008年5月 

• 怀尔德伍德佳洁士，2003 

• 忍冬，2008年 

• 伍尔维奇，正在进行 

跨县连接 

跨县连接是运输管理协会（TMA），新泽西州南部，包括SJTPO区域。TMA中是非营利组织与企业，上班族，

县和地方政府，国家机关工作以实施缓解交通拥堵方案，改善空气质量。新泽西州的TMA中的资金提供，部分

由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NJDOT和新泽西州捷运公司。跨县连接是在新泽西州8分的TMA之一，南州居民提供

大量有价值的服务，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推进自行车和行人的住宿努力，包括以下内容： 

• 教育计划，专注于行人安全和自行车圈地。这一方案是在第3和第4年级学生指导。 

• 信息传播 

• 应用，如公交定位和自行车路线定位，以协助方案的单乘载车辆拥堵和鼓励还原成单乘载车辆 

• SRTS活动（目前在SJTPO区域提供15所学校的活动） 

• 自行车路线库存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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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货运 

简单来说，运费是指“货运动，”更重要的是，“经济运动。”一个灵活，高效，铁路货运满足物流业的不断变化的

需求是至关重要的服务新泽西州的企业和网络工业和维护新泽西州的作为对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国际贸易最大的商

业门户的作用。 

9以换取提供的基础设施来支持货物运输到全国其他地区，新泽西州独特的优势，从增值到货物移动通过对交通

系统的行业受益。通过适当的规划，货运活动可以带动经济活动，创造就业机会，并支持的人生目标更广泛的社

区品质。 

总体货运需求（全模式），预计到2007年和2035年之间约64％的增长，而运输事项使用2040年的地平线，在运输

的预测统计，在本节所示，从新泽西州内铁路货运战略计划派生，其中有2035年由于资源有限，建立新的能力地

平线年，它有效地管理现有的多式联运基础设施，以满足货运的增长，并选择最有利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显

得尤为重要。改进现有的系统容量，并在必要时将有助于缓解公路和铁路网络拥塞，满足预计的增长，并为乘客

和货物的运输成本效益的方案系统的扩展的管理。10  

从新泽西州南部货运与经济发展评估报告，公布了2010年的调查结果，表明货运的地区和国家内部的压倒性模式

是卡车。尽管货车通行的SJTPO区域总量是适度的相州的其余部分，它预计将增长。卡车也都在联运货运运输业

务的主要模式：卡车铁路，卡车运送，而卡车的空气。 

现有系统的概述 

整个新泽西州的交通运输系统拖拉货运量预期从7.15亿吨增长，2007年至1.2十亿吨2035年，64％的增加。卡车和

空运模式预计将增长最快，其次是铁路和水运的模式，如图表7，以下。正如也可见于表7，卡车大幅度，其次是

                                                      

9交通运输部新泽西州。新泽西州全州铁路货运战略计划。2014年6月。www.njtransit.com/pdf/NJStateRailPlan.pdf。 

10 同上。  

http://www.njtransit.com/pdf/NJStateRail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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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铁路和空中携带在新泽西州最大的货运。在新泽西州的铁路货运的货运总量（以重量计）的比例为6％，在2

007年，预计2035年中维持在6％左右事实上，货运量的大量移入和移出SJTPO地区。 

表 7 - 货运流量通过模式，2007年和2035 

模式 2007吨 2035吨 百分比变化 2007年值（$千元） 
2035超值 

（$千元） 
百分比变化 

卡车 589356933 1006478084 71％ $ 2,409,057,077 $ 5,430,284,396 125％ 

轨 45737542 67698651 48％ $ 62,267,766 $ 98,713,903 59％ 

水 76364258 92727254 21％ $ 51,887,948 $ 66,942,175 29％ 

空气 479810 845501 76％ $ 3,680,778 $ 13,778,671 274％ 

其他 2668956 3253928 22％ $ 950,539 $ 1,320,292 39％ 

总 714607500 1171003418 64％ $ 2,527,844,107 $ 5,611,039,436 122％ 

来源：交通运输部新泽西州。新泽西州全州铁路货运战略计划。2014年6月。 

曾经出现在 表8下面，仍然是移动进出SJTPO地区的铁路货运业务的显著量。  

表 8 - 入站和出站铁路的总和流，2007年 
管辖权 入境吨 出境吨 总吨 

大西洋县 150480 2777 153256 

开普梅县 541899 363 542261 

坎伯兰县 261838 162,100 423938 

萨利姆县 1332081 286662 1618743 

新泽西州 24657640 12807291 37464931 

来源：NJ全州铁路货运战略计划。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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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SJTPO区域内的特定铁路中列出 表9，下页。 图12下面，示出了SJTPO区域内的轨线（客运和货运）。 

数字 12 - 在SJTPO地区铁路货运线 

 

由火车装运的主要商品包括石油化工，塑胶粒，建筑材料，食品，制造商的原材料，成品部件，和废物/废料。

在SJTPO地区的货运铁路网络由两种类型的铁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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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类铁路（也称为短行），这是最小的铁路，小于3190万$的年收入。该SJTPO区有三个短线铁路，其中

包括开普梅海滨线（CMSL），新泽西州的南方铁路公司（SRNJ），和。温彻斯特和西部铁路公司（W

W）。每个短线铁路有通过网络的Conrail几行，其链接区域产业和企业到I级铁路系统。 

• 交换和终端铁路，这是一个单独的类III类铁路的。这些铁路转移货车大铁路之间或设备设施或集团内部

经营业务。11  

表 9 - 短线铁路（SJTPO地区） 

名称 线路号 

系统长度

（NJ英里

）1 

服

务

频

率 

主要商品 

$

价

值 

五月岬海岸

线（CMSL） 

• 丽晶茯苓服务 

• 里奥 - 格兰德 - 

开普梅市服务（

目前停止服务） 

27  旅游 N 
/ 
A 

新泽西州的

南方铁路公

司（SRNJ） 

• 斯韦兹伯勒塞勒

姆，NJ 

• 温斯洛公路路口

。到外面大西洋

城 

• 温斯洛公路路口

。到瓦恩兰（不

53    

                                                      

11交通运输部新泽西州。新泽西州铁路计划。2015年4月。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freight/rail/plan.shtm。 

http://www.sjtpo.org/
http://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freight/rail/pla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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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区） 

温彻斯特和

西部铁路公

司（WW） 

• 主线（米尔维尔

来划分溪，NJ） 

• 海滨线（米尔维

尔到多尔切斯特

，NJ） 

• 迪尔菲尔德分公

司（布里奇到的S

eabrook，NJ） 

• 布里奇端口分公

司（布里奇到布

里奇，NJ的端口

） 

52英里（

在服务大

约48） 

每

周5

天 

各种工业矿物为玻璃制造（采石场产品），玉米糖

浆，几种类型的工业砂，谷物，制冷剂气体，液化

石油气，种子，冷冻蔬菜和木材 

所

有

权 

来源：NJ全州铁路货运战略计划。2014年6月。 

主要货运问题汇总 

该新泽西州南部货运与经济发展评估确定运费和货物移动到区域经济的稳定和活力的关键。这些包括： 

• 通过提供货运相关业务和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连接多式联运加强该地区的重点国家和国际运输通道和设

施的访问 

• 开发相邻现成的，负担得起的土地州际货运航线，以支持仓储和配送 

• 利用该地区的面世，价格实惠，和熟练劳动力储备 

• 促进该地区的自然资源加工的重点行业，包括农业和海产品生产加工，玻璃生产和沙/骨料 

• 趁着该地区的访问一些最大的消费市场和人口中心的全国 

• 简化监管程序，以清除障碍，以货运和物流业的发展 

http://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freight/plan/pdf/sjfeda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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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关键需求的战略投资策略 - 

实施综合“一港一个区”。新泽西州南部最能有助于专注于自己的优势，资源和资产，以补充在费城和新泽

西州北部地区设施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2004年，SJTPO的技术咨询委员会（TAC）的县代表会面，讨论有关在该地区货运的运动问题; 

很多的问题，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反映在2010年的新泽西州南部货运与经济发展评估报告。下面的列表出现了： 

• 除了I-

295和收费公路，高速公路容量是有限的，区域的位置相关的优势迅速消散。旅游获得和负担得起的内陆

性的时间成本使它们无法有效的供应链扩展。 

• 铁路双堆叠集装箱货运中，以适应必须移动的货物量的显著上升的努力正在增加。由于高度限制的，但

是，它不能在新泽西南部旅行。 

• 南，北泽西之间的直接的铁路连接是有限的，缓慢的，货物的重轨运动由286000磅（286K）火车车厢容

量限制的限制12。这限制了骨料的进入大市场，北，阻碍了该地区的成本竞争力，使许多潜在的客户和市

场为南泽西的高品质聚合无法访问。 

• 在SJTPO地区所有主要货运通道进行分析，以识别任何其他关卡（例如，亨特街大桥伍德伯里），其排

除双堆叠的集装箱。 

• 显著货运活动是在该区域的许多路口和走廊导致容量问题。卡车有困难航行紧在线路322和40个通道的转

弯半径，造成瓶颈，尤其是在夏季。这也是真实的，以在路径30走廊其中蛋港镇包含阻塞点）程度较轻

                                                      

12一个新的标准，由美国铁路协会（AAR），从263000英镑提高最大总重量上轨每辆车允许的（空的铁路货运车厢的重量加上负载/提单

其中的重量）发布到286000磅（286K）。这个新标准成为1月1日生效，1995年这286K标准是显著，因为它鼓励大型货运车的发展，提高

了铁路和创造机会的运行效率为铁路客户实现运输和材料处理效率。用较大的权重和/或立方容量汽车允许铁路携带货运相同量较少的汽

车，从而降低每每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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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城货运运动不是因为赌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配送中心关闭岛上的一个主要问题; 

然而，卡车带来的产品竞争与游览车及有困难导航由于其规模的城市街道。不同的是公共汽车，卡车没

有在城市指定的路线。 

• 铁路设施的维护是至关重要的。一旦铁路货运能力丧失，就不能轻易恢复。 

• 在SJTPO区域货运运动本质上是不利的和低效率的，因为它的半岛形的。而不是通过行程容纳，货运航

线操作为单向正动作，移进和移出所述区域，并且经常在反向腿行进空。 

• 现有中间大道在海洋大道（CR 

621）的开普敦航道的水平和垂直间隙可能会限制渔船的移动和妨碍行动和渔业作业的成本效益。 

• 塞勒姆港提供有限的设施和公路通行不畅。铁路接入到塞勒姆的端口被作为$ 

18.5万南泽西端口连接项目，在下面详细描述的一部分改善。对于货运的问题进行全面评估，是指在NJD

OT网站的货运规划部分提供的新泽西州南部货运与经济发展评估报告：www.nj.gov/transportation/freight/pl

an/initiatives.shtm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越来越大的兴趣，促使替代货运模式，如轨更多的考虑。虽然铁路无疑是一个可行的模式，

也有在该地区的铁路基础设施的几处差距，必须加以解决。铁路基础设施也是修复的状态不佳，无法支持标准州

际铁路运输能力和速度，降低速度和频繁出轨。在改善投资于铁路基础设施会大大增加铁路货运的能力。 

海上货物运输是特别感兴趣的大西洋和开普梅县; 

后者是美国第四大渔港。市场对源自这个渔港的海鲜产品是国内和国际。扇区目前由有限卡车路线和在海洋驱动

，限制容器尺寸中东Thorofare的通道的窄的宽度的限制。通过卡车和更广泛的海上航道增加对货运能力可以协

助捕鱼业的增长。 

联运连接应在SJTPO区域来提高通过该区域，以促进货物的流动。提高卡车，铁路和海上交通之间的连接将使该

地区生产的产品有国家和国家市场的准入限制。 

http://www.nj.gov/transportation/freight/plan/initiatives.shtm
http://www.nj.gov/transportation/freight/plan/initiatives.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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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影响SJTPO地区货运计划 

由于新泽西州南部货运与经济发展评价报告的发表，国家发布的其他两个主要的计划：在NJDOT全州铁路货运

战略计划，刊登在2014年6月，和新泽西州铁路计划，刊登在2015年4月。新泽西州全州战略铁路货运计划的主要

目标和宗旨是“识别状态和现有系统的效率，项目未来的需求被放置在其上，在作品中已经检查基础设施的改善

，决定仍然需要做什么，并优先考虑了一系列的措施，以确保新泽西深受货运铁路服务“。13 

为了满足对支持增强了铁路货运的基础设施，运营和服务，这些目标和目的，新泽西全州铁路货运战略计划重点

的建议：  

• 便利货物的企业，行业和内和新泽西州之外的消费者效率和成本效益的运动;  

• 鼓励企业和新泽西州内产业保持和发展;  

• 支持预期新泽西的海港内的增长;  

• 提高公众安全;  

• 创造就业机会，并  

•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提高生活新泽西州内的质量。  

特拉华谷区域规划委员会（DVRPC）也有自己的货运计划中，DVRPC长距离远景货运2035年，可在www.dvrpc.or

g/reports/09058.pdf。虽然DVRPC区域不包括任何SJTPO的县，尽可能多的涉及到SJTPO区域要经过的DVRPC区

域的运费，在DVRPC区域内一个强大的货运基础设施系统，以及该SJTPO区域，是关键。 

  

                                                      

13同上。ES-6。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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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这些目标，建议采用以下联运和货运移动操作： 

• 继续升级新泽西州的短线条，包括二级和光密度线路来处理目前的行业标准286000磅（286K）轨道车 

• 识别和减轻约束抑制286K有轨车的运动上选择的乘客系 

• 完善多式联运网络，尤其是主要的就业，旅游和大西洋城国际机场的区 

• 改善当地铁路承运人的进入区域和州际系统 

• 维护和升级铁路设施 

• 检查潜在的中转方案，以改善无障碍大西洋城国际机场 

• 继续研究改进重点货运阻塞点，尤其是在巴拿马运河的扩建，以及需要的端口以适应巴拿马和超巴拿马

型船舶的光 

• 新泽西州铁路货运援助计划的延续 

• 的制约今天的较大的行业标准轨道车的运动隧道，桥梁的高度和宽度的限制消除 

• 北部和南部的新泽西州之间提供货运铁路连接 

• 增强I类和短行铁路之间的连通性，并  

• 展开整个国家联运院子里的能力。 

 

新泽西州铁路计划，刊登在2015年4月，股许多相同的目标和目的的战略计划。乘客铁路投资和改进法案（PRII

A）（49 USC 22705）规定，未来联邦铁路的资金是在具有包含以下内容的批准状态铁路规划的状态队伍： 

• 现有的轨道交通网络的库存 

• 该州的目标发言涉及轨道交通 

• 铁路的经济，交通和环境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 对于当前和未来的铁路货运和客运服务长距离投资计划 

• 的公共资金问题的讨论对当前和潜在的铁路相关的资金来源的铁路项目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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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相关者识别的铁路基础设施问题的讨论 

• 货运和客运铁路连接和设施的审查 

• 增强铁路相关安全政府资助的铁路项目的审查 

• 对铁路客运服务绩效评估 

• 以前的高铁报告和研究报告和国家的高速铁路走廊（S）存在时的综合视图编译 

• 声明说，国家铁路规划与铁路客运投资和改进法案规定14 

为了有资格获得任何未来联邦基金状态必须证明其执行项目的法律，财务和技术能力; 

国家铁路规划提供这种能力的证明。新泽西州铁路计划已经制定并遵守所有PRIIA要求。15 

NJDOT还完成了另一项计划，在全州新泽西州货运计划，二期，虽然这从未正式出版。该报告分析了2007年新

泽西州全州综合货运计划中确定的前六名优先货运通道。2007年计划优先新泽西州重点公路基于卡车的整体体积

走廊，吨位移动，并连接到主要的货运设施。虽然这项研究的重点是在2007年的计划中确定的前六公路走廊，下

一组优先道路的回顾可以补充研究下必要的。这些走廊是I-78，I-80，I-95（新泽西收费公路），I-295，I-

287，和NJ-17。这些走廊，仅I-95（新泽西收费公路）和I-295的一小部分穿过SJTPO区域。 

具体的项目和改进 

一个在SJTPO的区域交通规划2040（2012）确定的改善建议是的SJTPO区域内货运需求和问题，包括DELAIR桥

的分析综合评估。16自那时以来，在南泽西端口连接项目，一个$ 

18.5万美元的项目，以稳定DELAIR桥并把它带到286K标准，已经完成。该计划是最终延长轨连接到塞勒姆的端

                                                      

14交通运输部新泽西州。新泽西州铁路计划，最终报告。2015年4月。 

15 同上。 

16 SJTPO区域交通规划2040（2012）。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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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这个项目涉及到萨利姆县短线的直至并包括联港务分公司，（那部分去塞勒姆港口）的升级和改造，目前仍

在进行中。交通投资带动经济复苏（TIGER）款项被提名被使用，以及NJDOT基金，其中已被批准用于许多悬

而未决，目前的建设项目。特拉华谷区域规划委员会（DVRPC）正在开始，以确定潜在的解决方案的对话。17然

而，突出问题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面，它不允许通过DELAIR桥宾夕法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南部港口之间的适当

铁路连接间隙。这个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宾夕法尼亚州做一些投资。迄今为止，资金尚未确定。 

除了上面列出这些政策，无论是新泽西州铁路货运战略计划以及新泽西州铁路计划建议的若干要么是完全内或至

少部分SJTPO区域内的具体改进。这些中列出表10，以下。 

表 10 - 为SJTPO特定地区的货运项目 
 

赞助商 
铁路（多个）操

作员和/或业主 

项目名称/说明修

订 
各市 县 

成本（x1,
000） 

资源 资金 状态 

1 塞勒姆短线

的县 

新泽西州南部的

铁路（SRNJ） 

萨利姆县短线跟踪

康复 

Pilesgrove乡，

斯韦兹伯勒，

洛根乡 

塞勒姆，格

洛斯特 
$ 1,500个 NJDOT 

FY新泽西州铁

路规划的2011最

新报告，2010年

7月1日 

NJ铁路货

运援助计
划 

资助 

2 康雷尔（CR

）共享资源 
CR共享资源 博登敦镇中学及葡

萄园副迹线：创建

额外的院子容量从

DELAIR桥伍德伯

里 

多 坎登，格洛

斯特，坎伯

兰 

未知 DVRPC长距离

货运计划 

未知 建议工程

规划 

3 康雷尔（CR

）共享资源 
CR共享资源 彭斯格罗夫二级：

一般的轨道改进从

伍德伯里到彭斯格

罗夫 

彭斯格罗夫 塞勒姆 $ 4,300名 新泽西州南部

货运与经济发

展评估 

未知 建议 

                                                      

17NJDOT铁路运输分委会。会议亮点 -  201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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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P铁路公司d 
/ B / 
NJ的Souther

n铁路 

JP铁路公司d / B 
/ 

NJ的Southern铁
路 

恢复普莱森维尔辅

助履带到FRA 

2类标准 

埃格港乡 大西洋 $ 1,110个 NJDOT 

FY新泽西州铁

路规划的2011最

新报告，2010年

7月1日 

NJ铁路货

运援助计
划 

资助 

五 南新泽西港

股份有限公

司 

新泽西州南部的

铁路（SRNJ） 

塞勒姆港：从跟踪

斯韦兹伯勒改进塞

勒姆，码头铁路改

善港口。 

塞勒姆，斯韦

兹伯勒 

塞勒姆 $ 21,500点 新泽西州南部

货运与经济发

展评估 

TIGER康
雷尔  

 

6 温彻斯特和

西部铁路 

温彻斯特和西部

铁路 

滨海分公司搪塞田

径 

米尔维尔 坎伯兰 $ 571章 NJDOT 

FY新泽西州铁

路规划的2011最

新报告，2010年

7月1日 

NJ铁路货

运援助计
划 

资助 

来源：NJ全州铁路货运战略计划。2014年6月 

除了上面定义的项目，克拉拉·巴顿/约翰·芬威克服务区，位于Pedricktown的里程碑5.4对新泽西收费公路附近，已

被确定为“关键问题区”，在新泽西全州货运计划，第二阶段，这意味着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一个安全，维护，扩展

，或政策改善显著需要。在这一领域确定了高碰撞集群，这个具体位置权证安全改进。 

与运输有关的事项的目标是一致的：‘促进可访问性和移动性的人员和货物的移动’以及‘支持区域经济，’SJTPO会

继续物色地点在需要为了促进更好的多式联运设施和基础设施联运连接。SJTPO也将继续与区域合作伙伴合作，

评估可访问性，可靠性，安全性，以及其他系统性能的措施卡车路线和其他关键货运通道，以发展和优先项目。 

4.公共交通 
虽然公交服务是在SJTPO地区的每个县都可用，这是一般稀疏由于人口密度低。大部分地区的公交服务都集中在

大西洋县，特别是中大西洋城。不过，也有在该地区的许多未满足的需求中转运输之间依赖性和农村人口。此外

，就业继续沿公路走廊传出去，可能需要新的公交服务和现有服务的扩展，可以保证的。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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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交通服务概述 

在成千上万的工作，并参观大西洋城每天的基础上提供所必需的成功中转业务需求的上班族和游客。对于大部分

SJTPO区域的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意味着公交服务是因为需求下降，因此成本较高的稀疏。 

铁路客运服务 

大西洋城线 

新泽西州捷运公司在费城大西洋城铁路终点站7天提供通勤火车服务街30号站之间在其大西洋城的铁路线（ACR

L）一个星期。大西洋城轨线包括在费城（30街），樱桃山，Lindenwold，阿特科，哈蒙，蛋海港城，阿布西肯

，和大西洋城站。大西洋城轨线主机不仅新泽西州捷运铁路服务，也受到短线，新泽西州南部铁路公司运营的日

常货运服务。 

在2013年11月，新泽西州捷运公司发布了其评估和评价潜在的基础设施和大西洋城的铁路线运营改进“大西洋城

线铁路运营研究”。该研究指出，有必要投资于改进铁路线，包括添加站，如大西洋城国际机场，更一条龙服务

。然而，在当前的时间，也没有可用于任何这些改进，其范围从145.0 $万至$ 

575.0亿取决于特定的场景资助资金。18 尽管资金有限的资金，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 大西洋城，两大大西洋城的铁路线的市场之一，持续监测，评估和更新有关在未来客流量增长潜力的经

济和人口趋势 

                                                      

18NJDOT铁路运输分委会。会议亮点 -  201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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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监测波莫纳/大西洋城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和道路的变化，并与主要机构，包括新泽西州和新泽西州

，管理着大西洋城机场的港务局工作，关于未来的铁路车站服务于这个区域，通过特殊的巴士服务连接

到机场。19 

2009年的大西洋城区域交通规划，到赌场再投资发展局（档案室）开发的，也突出了一个“新大西洋城的铁路线

机场站北波莫纳的需要，与班车前往大西洋城国际机场，并从机场到大西洋城，”该区域多式联运中心将位于大

西洋城机场，但其中汽车和航空旅客转化为中转旅客将作为点。该中心计划将包括大量的停车位，以鼓励游客到

公园，然后换乘公交服务到大西洋城。 

五英里海滩电气铁路公司  

五英里海滩电气铁路公司（由伟大的美国车有限公司执行）工作的无轨电车木栈道，无轨手推车，并在开普梅县

“社区服务”。服务是通过开普梅循环，海洋城市环路，怀尔德伍德和怀尔德伍德佳洁士循环，怀尔德伍德市区环

路和北怀尔德伍德，怀尔德伍德佳洁士和格兰德河路线提供。所有路由只在夏季运营，与北怀尔德伍德，怀尔德

伍德佳洁士和格兰德河航线除外，经营全年，除了小车没有服务区露营地。路线和时间表的完整列表，可以发现

www.gatrolley.com。 

  

                                                      

19 同上。 

http://www.sjtpo.org/
http://www.gatrolle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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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车服务 

本地及州内巴士服务 

NJ运输提供了多种的SJTPO区域内的局部总线路线，如在所示 表 11，以下。 

表 11 - 新泽西州捷运本地巴士路线。 
路由号码 路线 

468 * 彭斯格罗夫 -  Woodstown 

501 大西洋城 - 柏坚海滩 

502 大西洋城 - 汉密尔顿购物中心 - 大西洋海角社区学院 

504 平房公园 - 卓尔 - 文特诺广场 

505 大西洋城 - 马盖特 -  Longport 

507 大西洋城 - 大西洋城 

508 大西洋城 - 理查德·斯托克顿学院-Hamilton商城 

509 大西洋城 - 萨默斯点 

510 五月海角 - 怀尔德伍德班车（仅夏季） 

552 大西洋城 - 开普梅 

553 大西洋城 - 上部Deerfield 

554 大西洋城 -  Lindenwold PATCO 

559 大西洋城 - 莱克伍德 

资料来源：新泽西州捷运 

注：*根据与新泽西州捷运公司经营合同由萨利姆县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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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公车服务由新泽西州捷运公司和其他运营商提供的。在大西洋城，流动性是由大西洋城Jitneys培育，沿着

四个主要路线提供服务。该服务运行了一年，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额外的穿梭巴士服务在该地区还进行操

作。海岸线快车之旅，运营商之一，运行一个非赌场酒店和汽车旅馆的班车。 

除了新的大西洋城机场站北波莫纳，如上面提到，2009年的大西洋城区域交通规划包括增加城市交通枢纽的设计

，以改善铁路服务和赌场之间的连接。2017年计划完成，这个新的中心将有利于从大西洋城外面，方便移动到由

赌场和其他旅游为主的企业采用的游客和工作人员的海滨旅游区。该ACRTP进一步确定了两个潜在的快速公交

（BRT）线路，以方便从周边城市通勤。这些路线将改善谁在旅游为主的海岸地区工作通勤访问：第一条BRT线

路，计划于大西洋城和蛋港镇区之间运行; 第二，埃格港镇和梅斯兰丁之间。 

特拉华河和湾管理局（DRBA）也提供了从开普梅码头到开普梅客运站公交班车。所有穿梭巴士服务计划与渡轮

的抵港及离港一致。按照DRBA网站中，两个连续循环航天飞机在美国特拉华州，一个和刘易斯之间的特拉华州

交通总公司（DART）停车换乘不少客轮码头和其他之间，丹吉尔网点，里霍博斯湾，和渡轮码头操作。在开普

梅穿梭市区海角和渡轮码头之间不断循环。在夏季旅游旺季，每天它工作。航天飞机与周末服务工作只在夏季热

身赛的一部分。更多信息可从DRBA网站 或者从他们的信息和预订办公室1-800-64-FERRY。  

跨境巴士服务 

除了在大西洋城线路运营通勤火车服务，新泽西州捷运公司提供在该地区州际通勤巴士服务，该SJTPO区域链接

到城市，如费城和纽约市。 表12 列出了SJTPO地区经营州际巴士服务。 

 

 

 

 

http://www.sjtpo.org/
http://cmlf.com/PlanYourTrip/ShuttleBusService/tabid/1126/Default.aspx


交通事宜 - 一种南泽西计划 
 

章节 4 | 63 

表 12 - 新泽西州捷运跨境巴士路线 
路由号码 路线 

313  费城 - 怀尔德伍德 - 通过路线47开普梅 

315 费城 - 怀尔德伍德 - 通过黑马派克开普梅 

316 费城 - 怀尔德伍德 - 开普梅快递（仅夏季） 

319 纽约 - 大西洋城 - 怀尔德伍德 - 开普梅 

401 费城 - 塞勒姆 

402，410，412 费城 - 伍德伯里 

408 费城 - 米尔维尔 

410 费城 - 布里奇 

551 费城 - 大西洋城 

来源：新泽西州捷运。 

图13下面，示出了SJTPO区域内的现有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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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13 - 现有的公共交通系统，SJTPO地区 

 

赌场巴士 

在2015年，大西洋城是由超过18万人次; 其中约6％，或超过120万，通过公交车到达。20 

公交抵港旅客人数每天减少城市汽车往返次数，提高了地区和大西洋城的道路系统的整体运行性能以及减少汽车

交通对环境的影响。 

                                                      

20大西洋城旅游销售的晴雨表。2016年1月21日。www.atlanticcitynj.com/!userfiles/pdfs/2015_barometer_december.pdf。 

http://www.sjtpo.org/
http://www.atlanticcitynj.com/!userfiles/pdfs/2015_barometer_decemb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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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新泽西州交通管理局（SJTA）积极支持方案，以利赌场巴士业务。该SJTA监督总线管理程序来调节大西洋县

所有赌场相关的总线活动，包括公交车拦截，公交停车场，公交保养，场地容量，流量管理，电脑和电子许可或

奖章验证，旅游，放电和加载路线乘客，公交业务和活动，执法，以及每日总线清单的维护。该SJTA经营数个

赌场巴士停车场设施，提供服务，以帮助促进持续使用公交车，使所有参观者大西洋城的至少四分之一。 

其他巴士服务 

除了新泽西州捷运公司的本地巴士服务，其他运营商也提供本地巴士服务。在大西洋城，流动性是由大西洋城jit

neys培育，由管理大西洋城便宜货协会（ACJA）。该ACJA 

jitneys并从大西洋城到ACY以及大西洋城轨终端提供沿着大西洋城的四个主要途径的服务，以及服务。该服务运

行了一年，每天24小时，一年365天。额外的穿梭巴士服务在该地区还进行操作。这些措施包括Tropiano交通，

私人运营商，提供班车服务，距离大西洋城国际机场飞往大西洋城的赌场内。海岸线巴士公司也运行服务大西洋

城的赌场内，和其他酒店的班车服务。 

总之，这些游客通过总线与私人汽车到达的环境效益是显著。该SJTPO支持SJTA的大西洋城范围内促进民营公

交运营工作。这是与运输有关的事项的目标相一致‘促进交通选择用于人员和货物的运动。’ 

渡轮服务 

五月岬有一个双态渡轮服务，提供全年每天都在对面刘易斯，特拉华州，开普梅特拉华湾17英里，80分钟的巡航

。在五月岬 - 

刘易斯码头，拥有和经营DRBA通过三辆车组成的车队提供服务。该服务运行一年365天，可容纳行人，骑自行

车和汽车。每辆车最多可容纳100辆汽车和大约800名乘客。2014年至2015年，在轮渡客运量增长2％，从767209

http://jitney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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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82241人，而车辆通行增加了1.6％，从262010到266149辆。21 关于五月岬 - 刘易斯码头的更多信息，可在 

DRBA网站。 

该DRBA额外工作的“三个炮台渡口”在特拉华市，特拉华州，特拉华堡豌豆补丁岛莫特堡Pennsville的链接堡杜邦 

公园转乘设施 

有在SJTPO地区的一些公园及转乘设施，既有国有和联合使用的设施。 表13 

提供官方的SJTPO区域现有的公园和游乐设施的描述。 

表 13 - 官方NJDOT停车换乘地点在SJTPO地区 
县 地点 镇 
大西洋 4号出口 - 大西洋城高速公路，大量拦截 欢乐谷市 

大西洋 大西洋城客运站 大西洋城 

大西洋 大西洋城服务区，花园州高速公路 加洛韦乡 

开普梅 立交25，花园州高速公路 上乡 

开普梅 海景服务区 丹尼斯乡 

资源： www.nj.gov/transportation/commuter/rideshare/prlocate.shtm（2016年访问1月20日） 

搭车/另类通勤服务 

跨县连接是运输管理协会（TMA）服务于SJTPO区域。运输管理协会是非营利性会员企业是协调地方通勤运输

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公共交通，vanpools，拼车，骑自行车和步行模式，以及行程减少的策略，如替代工作

计划和远程办公; 

和新泽西州的企业，员工，开发商，个人和其他团体提供其他类似的服务。十字架县连接可用来帮助任何居民，

                                                      

21麦克斯韦雷尔和理查德·德杰纳。“五月岬 - 刘易斯码头业务增长2年连续。”大西洋城的新闻。2016年1月。 

http://www.sjtpo.org/
http://cmlf.com/PlanYourTrip/ShuttleBusService/tabid/1126/Default.aspx
http://www.nj.gov/transportation/commuter/rideshare/prlocate.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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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或当地政府机构在新泽西州南部与共乘或其他运输需求。十字架县连接不断文件可能匹配的潜在拼车参与者

。在与SJTA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其他机构，跨县连接还经营服务四县SJTPO区域的居民几班车。这些通勤服务

，导致单乘载车辆（SOV）旅行的减少，这对空气质量有益的，有助于减轻交通拥堵。 

除了上述服务外，跨县连接提供的其他服务，包括即帮助用户查找和使用公共交通专用网络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开发的数组。SJTPO将继续与跨县连接，这是符合运输事项的目标，探索更多的合作机会。交叉连接县服务全阵

列可以被发现www.driveless.com。在三种类型的每个县提供的公共交通服务，包括固定路线，需求响应（辅助客

运），铁路客运和的完整描述，可以在每个县2015年人类服务交通规划的更新中找到，位于SJTPO文档库 页。 

未来项目和建议 

因此，由这些基本服务所提供的流动性保持和改进它是建立在目前在该地区经营的中转服务的关键。该SJTPO将

与新泽西州捷运公司合作，以评估和确定该区域的必要的中转服务的改进，包括现有的公交路线和服务水平的检

验。 

目前，在SJTPO地区唯一的铁路走廊提供通勤铁路服务是大西洋城的铁路线。在南泽西地区铁路研究，发表于20

02年，提供了基础，更详细的规划重新为乘客服务的一个或多个废弃的铁路线。应考虑的另一个选项是快速公交

（BRT）系统。快速公交系统提供了比固定轨系统通常成本较低的优势; 

并且，根据不同的定位，他们可以利用的方式专有权或与其他车辆共享的通行权。SJTPO将与新泽西州捷运公司

参与，以确定是否有在SJTPO区域潜力快速公交的机会，这将有助于“促进可访问性和移动性的人民和货物的流

动，”运输事项的目标之一。 

费城连接到格洛斯特和Camden县总线快速交通系统目前正在考虑通过NJ运输。所提出的南泽西快速公交系统（S

JBRT）将提供在格洛斯特和卡姆登县和卡姆登市中心和中心城市费城公园/游乐设施之间的新的，优质的公交服

务。新泽西州捷运公司在最后确定提出南泽西快速公交系统，这将提高沿着大西洋城高速公路的中转服务对环境

http://www.driveless.com/
http://sjtpo.org/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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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与FTA积极参与，路线42和55，76号州际公路和676，和Camden市中心和费城。在南泽西快速公交系统预

计将提供一次实现6,400人次。 

此外，特拉华河港务局（DRPA）正在调查卡姆登和格拉斯波罗之间的轻轨（LRT）线的可行性。在当前的时间

，新泽西州捷运公司将提供技术援助，以推进DRPA为首的环保审查拟议的18英里长的轻轨线。这个环境评估是

必要的这个约$ 

1.6十亿项目，成为联邦投资基金可能符合资格。一个项目发起人和资金来源识别的名称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SJ

TPO继续监测这个项目，作为格拉斯波罗，葡萄园的链接可能是如果卡姆登 - 

格拉斯波罗轻轨实现变得更为可行。 

按照目标1，“促进交通选择用于人员和货物流动，”和目标5，“缓解交通拥堵，”下面的中转操作建议： 

• 评估和鉴定潜在的中转服务的改进和在SJTPO区域扩展，包括现有的路线，服务水平，以及间隙的检查; 

经济实惠的移动选择; 和潜在的铁路走廊，包括欢乐谷 

• 继续探索机理主要是通过在南泽西地区铁路研究评估了废弃的铁路线的一个或多个的选择22 为旅客服务 

• 调查采用废弃的铁路通行权的方式转换到快速公交系统 

• 确定是否有在SJTPO区域，因为它的高容量公交交通的潜力快速公交的机会，特别是与中大西洋城。加

强在格洛斯特和卡姆登县提出的快速公交集水区区域的访问。 

• 确保有足够的可访问性和移动性选项来运输，弱势群体，包括那些零车的家庭以及其他环境正义社区。  

5.人力运输服务 

人类服务运输方案和服务是由一系列州，县和地方机构以及私人，非盈利性组织提供服务的过境相关人群如老年

人，残疾人，低收入的需求人。该计划给予或通过各种州，县，和当地机构和组织工作。在州一级，提供两种服

                                                      

22 www.sjtpo.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SJRailStudy_Dec02.pdf。 

http://www.sjtpo.org/
http://www.sjtpo.org/wp-content/uploads/2016/06/SJRailStudy_Dec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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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接入链路，这是残疾人的状态管理的需求响应运输服务; 

保险和医疗补助交通，提供医疗补助，交通医疗服务。在该地区的县级政府工作的专门全县交通的群体谁是运输

相关的，全县各类机构为他们的客户提供运输。 

有协调服务中的每个县供应商之间的水平不足。机构倾向于独立运作自己的运输方案，只服谁符合特定资格要求

（例如，老年人，残疾人和低收入者）客户端。联邦“联合我们乘坐”倡议的成立是为了解决需要，以降低成本，

提高质量，效率和扩大服务协调人的服务运输。在最近的响应这一倡议，SJTPO完成2015年人类服务交通规划更

新23 其四个县，其支持的交通方式物质的目标“促进可访问性和移动性的人员和货物的运动。”  

人类服务交通规划的建议 

2015年HSTP更新包括现有的服务和提供者，确定服务需求和差距，建议改进纠正需要和缺陷清单。最重要的是

，它提出了在县城和区域层面实现服务协调各种选项。各种FTA和国家补助计划的政府和私人机构的应用程序（

如老年人和残障人士（5310）和新泽西州工作访问和反向通勤（JARC）程序），该基金的人性化服务运输系统

操作必须与所标识的兼容需求和人类服务交通规划的建议。此外，这些资助申请必须遵守所有适用的联邦和州法

规和准则。SJTPO则评论和排名基于这些应用中，部分的更新。 

内SJTPO区域，2015年人类服务交通规划建议组织人力服务的运输，以减少重复服务下列协调方案：  

• 实施建议的大西洋县地区一呼叫中心，这将在县向用户提供的信息，中转服务。一旦在操作中，一呼叫

中心可以作为在SJTPO区域在此服务的其他机构和组织的参与奠定了基础。除了它的实际存在，应努力

有通过文本服务，网站和Web应用程序一个强大的网上同时使用运输扩大其覆盖面和有效性。 

                                                      

23 www.sjtpo.org/library。 

http://www.sjtpo.org/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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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大县人力服务运输供应商之间的服务合同（例如，开普梅票价免费运输，大西洋县交通运输部）和

其他运输提供商（例如，接入链路和机构，如新泽西州和新泽西州复活节封印的弧），以提供所需旅行

和减少重复服务 

• 创建每个县，其中涉及人类服务运输机构和组织能够满足共享信息的永久性居民协调委员会，确定协调

的机会，并建立协调和筹资战略的实施重点 

• 建立区域协调委员会，其中包括四个SJTPO县。区域协调委员会可以解决协调问题横跨县和国家的界限

，协调批提交的南泽西地区内现有的服务 

• 利用交叉县连接的资源。跨县连接有一个网站，并且可以用来提供有关可用公交方案公开信息，并在SJT

PO地区运输服务营销援助帮助手册 

• 在每个SJTPO县建立一个运输联盟应包括县公民咨询委员会，新泽西州捷运，南新泽西州交通管理局（S

JTA），运输供应商，当地利益相关者，以及民选官员。它的目的是要对社会的运输需要提醒决策者，

提高运输服务的本地支持，并解决在区域协调障碍全州的问题。 

• 打造区域移动管理器的位置，以促进和推动各种运输服务协调和改善SJTPO区域提供给客户的服务交付

。该经理可以帮助建立一个呼叫中心，将提供该地区居民所有行程。 

• 统一在威尔明顿和费城的医疗机构个人跨境SJTPO县交通服务成一个单一的多县地区服务 

• 考虑合并就业的坎伯兰县和培训部/坎伯兰县公共交通服务与坎伯兰地区运输系统（CATS）用于降低管

理成本和重复的服务宗旨 

专用性人力服务运输计划建议，以SJTPO区域内建立服务详述如下： 

• 路线54/40班车 

此提案（已实现）包括在哈蒙顿火车站和里奇兰之间9点指定停止时，与以NJ运输公共汽车和铁路车站的

直接连接。这项服务开始于2016年1月，由SJTA操作。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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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拜因大西洋城服务 

这个提议的服务可能包括来自Woodbine的海洋城，萨默斯点，阿布西肯，马盖特，特诺，和大西洋城交

通路线。  

• 服务从Woodbine的开普梅县南段 

这项建议将提供拜因和地区之间的服务在开普梅县的南部的部分，并且将补充现有的新泽西运输路线。  

• 从北开普梅县服务大西洋城 

这个提议的服务可能包括新泽西州捷运路线319和315增加服务时间，并在现有的新泽西州捷运路线552在

上乡提供额外的停止。此外，更多的公共交通服务路线应提供对忍冬属植物，上乡，并在马莫拉开普梅

县通过海洋城服务，有通往大西洋城。 

• 扩展汉密尔顿商城路大西洋海角社区学院 

目前，有大西洋海角社区学院，并服务于汉密尔顿购物中心新泽西州捷运路线之间的服务差距。这项建

议将延长汉密尔顿购物中心路线学院。 

• 延长服务时间在晚上和早晨 

有必要在Cape 

May和塞勒姆县较早的早晨和傍晚以后中转服务时间。在许多情况下，工人和其他人乘坐公交有因低服务

频率更长天，要等一个小时以上，乘坐公共汽车在早晨或傍晚。这项建议将现有的路由或之前和之后的

时间新航线的建立提供在早晨和晚上额外的服务时间。  

• 添加周末服务 

这个提议的服务将提供与未满足高需求中转需要的地方，在开普梅县附加周末路线。萨利姆县有周末服

务，特别是在塞勒姆市辖区和县的西北地区的需求。 

• 日常服务到葡萄园距离开普梅 

葡萄园和开普梅之间现有的固定线路服务是由新泽西州捷运公司提供。这条航线每天提供开普梅和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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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三到四个往返，止地点，包括葡萄园就业中心以及诸如坎伯兰县学院主要地点。这个提议的服务

增加了这些社区和地点之间每天往返次数，在冬季增加了服务，并提供了沿开普梅和葡萄园之间的航线

附加止。 

• 支线服务连接Fairton，锡达维尔和端口诺里斯 

这项拟议支线将在坎伯兰县连接Fairton，锡达维尔和端口诺里斯。  

• 劳雷尔湖和港口之间诺里斯每日服务 

目前，有劳雷尔湖和港口诺里斯商业小镇，坎伯兰县之间没有公交服务。这项拟议日常服务将连接这些

社区的高频服务区，减少需要和成本运行需求响应的车辆到这些边远农村地区，增加了乘客每小时服务

。  

• 西北萨利姆县（彭斯格罗夫）和布里奇之间的服务 

由于没有直接服务萨利姆县（彭斯格罗夫）和布里奇的西北季度没有运输路线，这个提议的服务可能包

括彭斯格罗夫和市布里奇之间的直接交通服务。 

• 从东部萨利姆县服务到葡萄园公交枢纽 

该提案将从埃尔默和科特的萨利姆县社区的葡萄园公交枢纽提供服务。  

• 服务威尔明顿和Elsmere在特拉华 

有必要在特拉华州提供从塞勒姆县就业前往威尔明顿和Elsmere。这项拟议的就业路线将卡内点连接到威

尔明顿和Elsmere在特拉华州。 

• 净土班车（由SJTA） 

在与其他部门和机构，（包括CCCTMA）相结合，南泽西交通管理局（SJTA）已经开始净土工业园区在

格洛斯特郡（北部萨利姆县）内的净土循环服务。鉴于其规模和缺乏人行道，各地产业园区获得对公交

乘客一个困难和复杂的任务，一旦他们在工业园区到达。这在复杂交通提供的各种中转服务必须在净土

一个中转枢纽，使乘客可以转移到SJTA循环服务。在2015年，SJTA也开始净土和新泽西州捷运公司的Av

andale站Sicklerville的，格洛斯特县之间穿梭。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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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服务运输计划的资金问题和备选方案 

实现上面列出的建议，甚至是部分和维护的人性化服务运输服务目前的水平，需要一个专业，稳定的资金来源。

这些目前包括联邦和国家拨款程序，如FTA第5310和5311，以及新泽西州的工作访问和反向通勤（JARC）。长

者和残疾人居民运输援助计划表示资金用于本地传输服务的主要来源，但取决于来自新泽西州的赌场博彩收入。 

由于赌场业在大西洋城一直在下降超过过去几年，长者及残疾人士交通居民援助方案下的资金也在下降，它所支

持的运输服务是在被削减的危险。在这种收入损失的轻，运输服务供应商已经考虑和实施其他筹资方案，包括过

境车辆广告和乘客的票价和捐赠。其他选项将需要在未来进行探讨，如果对国家的运输相关的人口足够的服务水

平要继续。 

在与我们的球门线“促进交通选择了运动的人，” 

SJTPO将继续与我们的区域合作伙伴一道，共同推进协调人类服务交通规划的建议。 

6.车道系统 

巷道网络概述 

因为它是在所有的发达地区，在SJTPO区域旅游的主要模式是它的公路和道路的系统。规划流量此系统上的安全

，高效的运动是复杂的事实，在该地区的部分交通量可终年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岸上和基于赌博度假产业在东部

各县的季节性特征大西洋和开普梅。 

该SJTPO区域由几个主要的机会有限地区的高速公路服务。这些包括： 

• 花园州Parkway-

通过大西洋和开普梅县东部部分运行，并提供进入该地区的岸基度假区，如大西洋城，大洋城，怀尔德

伍德和开普梅南北航线。百汇，这是由新泽西州收费公路管理局管理，是连接该区域县区域内的多车道

的高速公路，和纽约，北部和美国特拉华州（新泽西州通过109，美国9和普可能码头）到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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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洋城高速公路 - 

通过大西洋县的中部运行，与格洛斯特县连接大西洋城的西部，并提供进入花园州高速公路和大西洋城

国际机场的东西多车道的路线。高速公路，收费公路由SJTA管理，是受季节性交通拥堵与

定期进行，以增加容量的改进。与2.3英里的大西洋城，柏坚连接器（2001年完成），有限的访问公路和

隧道提供通往大西洋城的滨海区，柏坚城的高速公路连接。 

• 新泽西州收费公路和I-295  - 

是通过萨利姆县西部的部分同时运行南北有限的访问路线，与县北部和费城和纽约市大都会区的连接特

拉华州。虽然两条高速公路不到十英里，距离塞勒姆县之内，他们都起到分流区域交通关县的地方道路

系统的功能。 

• NJ 55  - 

通过坎伯兰县东部的部分运行，提供前往格洛斯特县，北与新泽西州47莫里斯江乡南南北四车道的有限

访问的高速公路。它还提供了瓦恩兰/米尔维尔城区内居民县域访问。它与NJ 

47，两车道的道路，连接往往妨碍向南的交通流，并强制NJ 47和其他地方的道路服务于区域需求。 

图14下面，示出了SJTPO区域内的现有道路网络。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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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14 - 现有路网的SJTPO地区 

 

服务新泽西南部的主要道路系统还包括美国和服务于区域出行需求，并提供本地接入状态路线。这些主要干道包

括以下内容： 

• 美国40和49新泽西州 - 

无论是主要东西方路线，与花园州高速公路和度假区在大西洋和开普梅县连接西部萨利姆县区域（和新

泽西州收费公路和特拉华纪念桥）。因为他们通过诸如Woodstown（4000）和布里奇顿（NJ 

49）小城镇和城镇两路的区域旅游功能受阻。美国大西洋城高速公路在哈密尔顿镇的交汇处，使高速公

路作为备用美国40交通要和来自大西洋城附近区域40张通行证。NJ 

49连接，（并且基本上继续，），美国在130 Pennsville的乡在I-295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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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322/3000（大西洋县） - 

这两种路线的，相对接近平行，连接大西洋城和分格洛斯特县区域之间（美国322美国40哈密尔顿镇合并

）。他们主要是四米车道的道路，服务区域旅游和本地接入（有沿着这些路线，因为他们附近的度假区

东段长足的发展）。大西洋城高速公路作为备用区域东西向的交通顺着这条长廊，并有助于减少美国的

一起交通三百二十二分之四十零。 

• 美国9（大西洋和开普梅县） - 

提供南北访问马盖特，大西洋城和柏坚岸社区，并运行几乎都县和SJTPO区域的整个长度。花园州高速

公路，运行紧密平行于这条路线，作为一个备用区域交通顺着这条长廊，并有助于减少美国的一起交通9

。 

• NJ 47（坎伯兰和开普梅县） - 

这主要区域航线与怀尔德伍德的开普梅县南部北接格洛斯特县。它提供了访问，并沿着附近这条走廊的

葡萄园和米尔维尔市区主要商业领域，是葡萄园的一部分内的四车道公路。NJ 

55，它运行密切平行于这条路线，作为一个替代区域的流量沿该走廊和有助于减少沿NJ 

47.交通如上所述，NJ 55，在它的南端，终止于与，NJ连接47莫里斯江乡。NJ 

347还用作在这个镇和五月岬县的替代品NJ 47，允许旅客绕过NJ 47的海柏部分。 

其他主要国家和美国航线包括： 

• NJ 77（坎伯兰县） - 市布里奇顿和新泽西州49与Mullica小山和新泽西州45格洛斯特县相连， 

• NJ 45（萨利姆县） - 塞勒姆市的美国40 Woodstown和新泽西州中部连接， 

• NJ 56（坎伯兰和塞勒姆县） - 在瓦恩兰市连接新泽西州77，布里奇顿的北部，新泽西州47东 - 

西航线，并 

• NJ 50  - 提供的Egg Harbor市和开普梅县海岸区域之间的南北移动，并链接具有百汇高速公路。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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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县，市政道路的网络服务于当地，县城和区域出行需求，并为住宅，商业，工业，娱乐和度假区，包

括特拉华州海柏城镇和风景区提供本地接入。由管辖SJTPO区共有公共道路里程如下所示。 

表 14 -  SJTPO公共公路通车里程由管辖 
 NJDOT 权威 县 市政 公园 总 

大西洋 145 58 371 1382 9 1,965 

开普梅 74 31 201 730 26 1062 

坎伯兰 89 0 540 662 0 1291 

塞勒姆 86 9 353 429 五 882 

SJTPO地区 394 98 1465 3,203 40 5200 

来源：NJDOT 2014 

问题和需求 

区域运输过程中的基本问题是保持和维护现有系统的状况和安全性，并确定和实施提高安全，效率，容量和区域

功能系统的超出其当前状态所需的重大项目。 

系统维护  

即使按预期相对于交通运动道路系统发挥作用，这些道路和相关设施（导轨，交通标志，和信号）仍然会受到恶

化和报废。这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监控和维护计划以及稳定和充足的资金来源，以支持这一计划。落维修方案的

范围内的项目包括重铺路面重铺和，交通信号重定时，更换变质或过期的交通标志和信号，甚至桥梁修复和更换

。设立监视系统（例如，不同的国家和MPO管理系统）的条件，并确定和计划项目资助的计划进行讨论。广泛

使用的规划师和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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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系统的改进 

由于日益增加的交通量和不断变化的流量模式和社会公众的区域出行需求，交通规划涉及的充足性，容量，以及

道路系统本身的安全性的持续评估。交通量接近或超过公路承载能力可导致行程延误，交通拥堵和危险驾驶条件

。区域通交通在城市和小城镇可以创建这些区域内的拥挤和通过交通运动阻碍。日益恶化的风暴潮和洪水（导致

部分来自气候变化的影响）沿线地区的沿海和海柏地区可能会导致损坏和道路和桥梁的关闭。这些问题的修正可

能涉及的主要道路的改善，如道路拓宽，道路和桥梁的标高上方的投影洪水水位，除旅游专线，或者新的道路连

接，甚至绕过施工。然而，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约束和对主要道路的改善有限的资金可能是一个障碍，以提升道

路系统的任务。 

在最近几年，几个值得注意的方面做了改进该地区的道路系统，包括  

• 旅游专线沿花园州高速公路（大西洋城以北）和大西洋城高速公路（公园大道以西），以缓解交通堵塞

的部分添加 

• 通过消除一些在同类交叉并加入大道交汇处，并且一个新的jughandle关闭的施工路线109在公园大道的南

端（里程碑0），以促进在公园大道南端到受限访问公路的截面的重建南大道车流到室温。109（2016） 

• 从东部高速公路终点城市的码头区和度假村大西洋城连接器的建设（2001） 

这些类型的上文讨论重大的改进的一个例子是目前正在考虑和/或推荐包括： 

• NJ 55延伸至花园大道五月岬，以缓解当地的道路拥堵季节性 

• 在新泽西州路线55/47/347走廊安全和拥塞管理改进 

• 坎伯兰县新泽西州55个主要交换改进在新泽西州47和552路 

• 在开普梅县沿花园州高速公路缺少多个交换动作完成  

• 许多道路和桥梁以上大西洋和开普梅县预计洪水水位标高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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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速公路和大西洋城机场大西洋县（2009年档案室大西洋城的区域交通规划的建议）之间的新的直接

连接道路 

该SJTPO交通改善计划（TIP），这是每两年更新一次，确定资金来源，支持系统保存和主要系统的升级，对项

目选择的标准，选择并设置的改进项目。本地赞助的项目，包括SJTPO 

TIP内，优先考虑现有系统的维护上的系统设施的扩展，因为我们的工作，以“恢复，保存和维持现有的交通系统

”，这是一个该运输事项计划中确定的目标。除了在TIP确定的项目，仍然存在着关键需求的项目超过660 

$亿美元，主要与维修，道路沿线桥梁贯穿没有查明资金来源的区域。 

该SJTPO关键项目需要在2016年编制清单（见附录A.2）显示（目前未编程）高优先级道路和桥梁被SJTPO县和

市政府确定的项目。可在该列表中，重铺路面看到和重铺，以及桥梁修复和更换代表项目的显著部分。 

信息资源 

在交通规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并将继续是，信息系统和引导问题识别和项目优先化和选择资源。 

• NJDOT了，多年来，创造了并继续保持与道路路面状况，桥梁状况，安全性和道路拥堵各项管理制度。  

• SJTPO还开发了自己的拥塞管理和基于GIS的资产管理系统，并通过其联邦政府资助的年度技术和分区域

方案，已经完成了有关的问题和区域交通系统的需求，大量的研究和计划。  

• 正如上面提到，SJTPO提供了大量的工具和技术援助，以帮助该次区域评估和维护他们各自的系统，满

足他们其他的运输需求。这些措施包括为所有四个县人行道系统和市葡萄园，并为大西洋和坎伯兰县的

标志管理制度，市葡萄园的（目前正在进行中）。 

• SJTPO还负责管理公众普及方案，包括公民咨询委员会，并从该地区的交通问题和需要公众征求输入通

讯。  

• 县和市级政府机构都开发了自己的运输计划，他们和其他机构和部门（如，赌场再投资发展局）已委托

研究，如2015年的大西洋县经济发展战略和行动计划，该计划确定的主要发展项目需要通过改善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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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支持，以及2009年大西洋城的区域交通规划，到2013年米尔维尔市交通改善研究，提出具体的主要

道路和桥梁改造项目在各自的直辖市。  

从所有这些努力所产生的结果和建议往往导致那些在SJTPO和国家TIP编程项目。所有这些努力涉及到的运输事

项目标“的恢复，保护和维持现有的交通系统。” 

摘要 
区域交通规划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必须考虑到国家和MPO确立的目标和目的，以及社会，经济，环境和财政限

制。旁路或新的道路延伸可以方便的移动，通过沿主干道的交通，但也可能产生负面依赖于该业务的一个小镇的

经济影响或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此外，鉴于公路项目的资金量有限，维持现有的道路系统和纠正严重的道路危险

和问题（包括洪水损坏）需要将通常优先于主要系统升级的上述类型。交通规划必须平衡与对抗负面影响，资金

紧张正面效益的迫切需要。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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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全 

在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SJTPO）将具有高优先级安全的一个长期存在的记录。如果运输系统的用户没有达到安

全的目的地，没有什么别的事情。SJTPO在采用的愿景已经加入安全进步的倡导者在全国“迎零死亡。”我们必须

扪心自问，我们在朝着我们的道路零死亡的工作起到什么作用。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家人之间谁和朋友都是我

们不愿意失去我们的道路，进而实现这可能意味着只有零死亡率是可接受的。 

因此，SJTPO正在采取多方面的办法，以确定事故和死亡的原因，并正在努力使在各种不同的方式解决安全方面

的改进。为此，SJTPO正在严格地推进改善区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人们在行为的微小变化如何能够使在地区的道

路提高安全性的巨大差异。SJTPO正在努力安全纳入交通规划过程的核心功能。 

全州公路战略安全计划 

所有国家都需要制定一个战略公路安全计划（SHSP）。该SHSP为减少对所有公共道路公路死亡和严重受伤的全

面框架。它确定在国家的关键安全需求和对战略和对策中最有潜力挽救生命和防止受伤指导投资决策。这是一个

数据驱动的，多的一年，是全面建立全州范围内的目标，目标和工作重点领域，并集成公路安全的四个E公司的

计划 - 

工程，教育，执法和紧急医疗服务（EMS）。该SHSP允许公路安全计划，并在国家的合作伙伴，努力调整目标

，充分利用资源，并共同应对国家安全挑战共同工作。 

新泽西州最近通过了更新SHSP，其中规定在新泽西州的公路安全解决重点领域的优先事项。SJTPO在解决基础

设施和公共行为的努力与在SHSP国家的优先事项，并在其多元化的方式是独一无二的。新泽西州的SHSP可以在

这里找到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about/safety/sshsp.shtm。 

  

http://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about/safety/sshsp.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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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们的基础架构更安全 

SJTPO一直从事多项活动，以加强其本地安全计划在最近几年，专注于基础设施和行为。对于基础设施的组成部

分，工作一直以开发一个直观的，数据驱动的过程中识别和审核项目进展。SJTPO是利用从高速公路安全改进计

划（HSIP）联邦资金资助通过本地安全方案选择的基础设施项目。HSIP的目的是实现在所有公共道路死亡和严

重伤害一个显著减少。这包括所有的道路，不分所有制性质 - 包括联邦，州，县，市级道路。 

SJTPO的本地安全计划通过数据驱动的，五步，战略方针，以提高公路安全指导在大西洋，开普梅，坎伯兰和塞

勒姆县HSIP资格的项目。其结果是，有限的安全块钱去最需要的地点和反措施最能解决所发现的问题。 

第1步 - 选址 

项目位置必须通常以两种方式之一来选择：使用“热点”的方式，通过从的“热点”的位置，四个列表之一中选择一

个位置，或使用系统的方法。热点方法利用的地址的列表排名基于一个三到五年的崩溃的数量和严重程度。系统

性的方法是基于所有的司机遇到整个路网一定的危险性的认识。这种方法识别风险，并在大面积应用的低成本，

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以降低风险。SJTPO将致力于将基于双方的热点和系统方法的安全改进。 

第2步 - 问题确认 

需要选定网站的崩溃历史的详细分析来理解问题，并确保适当的改进被选中。这是不够的，从网络中选择筛选列

表中的位置; 

识别与显著崩溃的历史位置没有直接转化成可以通过本地安全计划提供资金的项目。然而，问题的正确诊断可以

帮助确定符合条件的项目。道路安全审计体（RSA）可以在问题识别有价值。 

道路安全审计（RSA）涉及一组来自不同领域（工程师，规划师，当地警方，社区领袖等）的专业人才走到一起

，并进行位置的面对面评估，以确定所需的安全改进。通过RSA开发的理解，不仅有助于找出问题和最佳的解决

方案，而且还确保最有效地利用安全的资金。SJTPO已被国家认可为早日通过道路安全审计来解决安全性。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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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步 - 选择对策 

选择适当的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位置处是在这个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对于选定的基于网络的筛选位置，对策必

须在特定位置解决故障类型。对于一个系统的方法，对策必须解决与目标碰撞类型几何巷道特点。SJTPO大力鼓

励使用可靠的安全对策。 

第4步 - 效益成本分析 
该SJTPO采用公路安全手册（HSM）来评估每个安全改进的成本效益。该HSM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工具，其可用

于客观量化的安全性，通过在一个位置估计崩溃和测量上安全性的提高的效果。SJTPO是HSM的早期采用测量

提出了安全防范措施的有效性。在2015年的开始，使用资金从HSIP在新泽西州的所有安全项目将使用这个目标H

SM分析。这一步在这个过程中是不适用全身应用。 

第5步 - 技术委员会审查 

最后一步是通过技术审查委员会，由SJTPO的，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FHWA）和交通运输（NJDOT）工作人

员的新泽西部门，包括地方援助，环境资源局，以及数据和安全局的审查。除了审查质量的应用，该委员会评估

是否项目“铲准备”，并确定是否有任何“致命缺陷”，需要推迟项目。 

为教育行为更安全 

SJTPO的本地安全计划是在其双专注于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行为的独特。多年来，SJTPO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行为

重点，并着重强调安全教育。SJTPO合作与放在解决安全的不同方面，提出教育计划，学校SJTPO区域内项目的

一些组织。程序是专门针对相应的年龄组。 

这些安全方案的设计带来的认识，呈现给司机，乘客，骑自行车的和行人在道路区域的许多风险，教简单的方法

来提高安全性。这是SJTPO承诺向零名死亡的工作，并确保所有道路使用者获得安全回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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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学生计划 

分享钥匙 

该研究为基础的，数据驱动的计划旨在通过提高家长参与，以减少青少年司机撞车的风险。该方案可确保所有各

方充分理解与驾驶有关的风险和责任，并配备了构筑生命安全驾驶技能所需要的工具。主题包括了解新泽西州的

毕业驾照（GDL），是为你的十几岁的驾驶员一个良好的示范作用，切实加强法律GDL，增加练习驾驶小时，

和控制键。在60到90分钟的节目中被许可，通常第十和第十一年级学生的预售许可证或许可证阶段专为家长和他

们的十几岁。 

车祸，它只是物理 

这种交互式节目结合了科学，数学和物理及其死机关系到安全课。通过使用这些工具，学生可以决定如何坠机事

件发生，以及如何在相关部队造成的伤害和死亡。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如何避免崩溃，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以及他们的居住者。40-90分钟的节目是他们的教育现实世界的应用程序。 

青少年和卡车 

这两个部分计划允许高中年龄的学生在课堂之外移动和教育有关安全驾驶的从卡车司机的制高点的重要性年轻车

手。而在课堂上，青少年被教导如何知道的盲点，三秒规则，并保持周围大货车和公交车的安全距离。学生们被

教导要避免各种干扰，包括说话的乘客，调整无线电或GPS，吃，喝，阅读，使用手机，在地板上，或任何其他

活动，从删除您的关注达到的东西掉落马路。在计划的第二部分，几个站设立校外教有关的局限性和大型卡车和

公共汽车相比，客车和摩托车的特点的学生。 

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 

在日常基础上，最危险的地方，任何人是一个在高速公路上。该计划旨在为高中学生与灵活性的所有等级进行调

整以适应学校的时间限制（周期长度）。该计划涵盖的被卷入撞车实际统计可能性，并给出了潜在危险的人的真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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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画面时，面对部分业务组合的。此外，该计划涵盖了分心驾驶，酒后驾驶，乘员保护，并在适当的时候为每

名学生的年龄，防御性驾驶技术。此演示文稿可以调整到适合9日，10日，11日和12年级学生以及所有成年的驱

动程序。 

对于小学和中学生课程 

乘员保护中学生 

这个程序提供的信息和提示中关于如何正确系好安全带中学生。它在车辆碰撞过程中提供碰撞的力度和力量一个

经验的概述。它进一步强调了安全运输旅客参与的重要性。学生们接受实践中如何正确调整好安全带最大的安全

性和舒适性训练。在车辆的乘员保护装置进行了讨论。这个程序运行约30至45分钟。 

自行车和行人安全 

此演示文稿已进行调整以适应广泛的受众，从小学至初中适龄儿童的能力，并且可以适合于一所学校的时间表，

通常长度为30-

40分钟。此演示文稿解决使用适当的安全设备，同时强调规则和有关自行车安全法律。演讲的行人安全的部分涉

及到新泽西州的行人安全法规，并鼓励孩子们要感知周围环境中时，周围或附近的道路。该演示也用于与安全上

学计划相关的教育。 

骨头上的腰带 

这个程序是专为早期的小学适龄儿童（通过三级幼儿园）谁是从儿童约束转变为加高座椅。该计划的目标是保证

孩子正确地固定在乘员约束在车辆的后部。车辆培训座椅和增高座椅被用来强调和促进对这些年龄段的孩子正确

使用加高座椅。该程序还赋予孩子们在家里讨论这些问题。30-

45分钟的口头报告利用了现场演示和视频剪辑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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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带，骨头和公共汽车 

这个程序是非常相似的骨骼上节目带与校车安全的增加的分量，和越野车。甲校车座是用来证明正确使用安全腰

带和说话一般校车的安全性。30-45分钟的节目向小学适龄儿童在第一至第五级为目标。 

成人节目 

汽车适合高级司机 

这种AAA / 

AARP计划旨在提供一个司机和他们的车辆如何协同工作以及快速而全面的检查。它的设计与高级驾驶员记住，

因为他们的脆弱性，这使得它们在碰撞时更容易受到重伤。评估的目的是为了确保驱动程序正确安装，以保证车

辆的最佳观赏控制和驱动程序收到他们的车辆乘员约束系统的最大效益。15-

20分钟的评估是在整个区域各托老中心举行。 

儿童乘客安全（CPS） - 汽车座椅检查项目 

儿童乘客安全计划提供了有关如何在他们的车辆正确安装儿童约束保护系统的父母和看护人教育。家长可以有自

己的座位上检查，由受过训练的儿童乘客座椅技师检查。 

CPS  - 运输安全的儿童 

这一个小时的课程授课使用的正确选择，方向，位置和安装儿童座椅的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课

程课堂环境。父母和看护人给出的技巧和技术，以确保他们的乘客都骑安全。这个程序可以是上级组织，社会团

体，社会服务组织和企业在该地区的教育资源。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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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  - 儿童乘客安全技术人员培训 

该方案提供了儿童乘客安全（CPS）技术员认证身份的个人谁成功地完成课程。CPS技术人员利用自己的知识和

专长，在各种社区活动，如儿童座椅安全检查巡查和事件。由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所开发

的课程是一个全面的32小时的培训。 

CPS  - 校车国家训练约束系统 

许多学区都需要学龄前儿童和婴幼儿运到我区的学校。这一方案的课程，由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

TSA）提供的地址正确使用和安装对校车的儿童座椅。本课程大约8小时运行，并提供课堂和实践在校车训练。

培训是提供给学区的员工如涉及学龄前儿童和婴幼儿在他们的地区的运输司机，助剂，机械，和管理员。 

机会扩大对自行车和行人安全意识 

SJTPO认识到继续教育和意识是交通系统的所有用户都重要。SJTPO总是寻找机会，以提高本地区的安全。这方

面的例子包括“街头智慧”活动，由北泽西运输计划管理局（NJTPA），教巷道用户主导‘检查他们的生命体征，’

车行道的迹象表明，对骑自行车的人和行人的安全尤为重要的参考。这项计划是针对新泽西州的交通法规，并已

在整个北部和中部新泽西州城镇成功实施。另一个例子包括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的节目，

叫做“每个人都是一行人”这突出了在我们的行程某些时候，每个人都是行人和行人安全链接到联邦资源。这些项

目代表了成功和SJTPO可以利用带来安全发送给所有用户，超越覆盖当前安全宣传计划，年轻用户的机会。 

移动安全前进 

SJTPO将继续最近努力工作，更加无缝地集成与行为安全基础设施安全的努力，以加强其安全程序。这包括使用

崩溃数据来确定需要安全教育或基础设施改善的攻击主要安全问题和教育，以及与执法合作力度位置。这方面的

努力是肯定的事实，我们可以向零死亡仅使用移动在道路上的“上述所有”的方法。为此，SJTPO将继续与国家伙

伴合作，以对准安全的投资与该战略公路安全计划（SHSP）确定的优先事项，并在我们看到崩溃的风险最大的

http://bestreetsmartnj.org/
http://www.nhtsa.gov/nhtsa/everyoneisapedestria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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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新泽西州已被确认为它的不寻常的高事故率一个“行人聚焦状态”的行人，SJTPO正在对自行车和行人基础

设施的改善更加注重通过其与安全路线，以学校和运输替代方案的参与以及其他努力。最后，SJTPO正在积极进

行与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伙伴合作，利用最佳实践和精简合作伙伴之间的工作，以推进南泽西拉低崩溃和死亡人数

的目标的安全方案更有效。 

综上所述，在安全规划，安全项目开发和安全教育和编程所有的众多SJTPO举措涉及交通事务的目标“提高运输

安全。”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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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环境注意事项 

区域环境背景 

在目前的区域交通系统规划过程中，必须考虑到该系统的车辆通行可能对自然和人文环境的负面影响，并影响不

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中能有这样的系统（特别是在这些设施上道路，桥梁，铁路和隧道）。 

在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SJTPO）区充满了宝贵的环境资源，包括多种： 

• 沿海和淡水湿地 

• 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 基本农田 

• 森林面积 

• 自然风景区 

• 野生和风景河流 

• 独特的自然区域，如Pinelands和沿海环境 

在SJTPO地区自然资源和环境显著的特点仔细考虑的是长远交通规划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973年滨海新区设施审查法（CAFRA）设立的CAFRA区，作为调节CAFRA的边界。在CAFRA区域内开展的某些

活动是由土地利用管理司的规范和要求的许可证。24 

由于涵盖了大西洋，开普梅和坎伯兰县的部分大约335000英亩，在Pinelands区是森林，农场，镇的一百万英亩的

马赛克是位于上述加仑的水万亿美元。除了常年的居民，该地区提供了135个珍稀植物和动物物种的避难所。为

                                                      

24 有关CAFRA和所需的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www.nj.gov/dep/landuse/coastal/cp_main.html。 

http://www.nj.gov/dep/landuse/coastal/cp_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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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任，以维护Pinelands的重要组成部分，在Pinelands委员会负责监督在新泽西州南部的这个特殊的部分土地使用

和发展。他们通过Pinelands综合管理计划做到这一点，在2014年最后一次更新。25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审查了发展

的公共和私人的应用程序，通过使用基于科学的标准，以确保Pinelands'生态健康保护评估的建议。发展建议必须

满足一系列的环保标准，如那些保护水质，湿地和受威胁和濒危的物种，其他标准之间。 

图15下面，展示了滨海新区设施审查法（CAFRA）和Pinelands的边界保护的自然区域。 

数字 15 - 滨海新区设施审查法（CAFRA）和Pinelands保护自然区 

 

                                                      

25 最新Pinelands综合管理计划可在： www.nj.gov/pinelands/cmp/CMP.pdf。 

http://www.sjtpo.org/
http://www.nj.gov/pinelands/cmp/CMP.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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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质量合格 

地面臭氧是当氮氧化物（NOx）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的太阳光的存在下结合而形成的气态化合物。在

空气中的臭氧浓度的显著一部分来自移动源，如汽车和卡车。由于SJTPO区域落在费城，威尔明顿 - 

大西洋城，PA-NJ-MD-

DE内，它受空气质量符合要求，由联邦清洁空气法案的授权。交通整合由来自道路车辆与排放预算是建立在国

家实施计划（SIP）的排放量进行比较的未来预测显示出，该国的计划，以满足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

）。“合格”是指符合，或者是与中，SIP是一致的。运输事项符合建立在SIP排放预算。详细的合格判定位于附录

B. 

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 

该SJTPO区域内的另一个主要的环境问题，国内和国际上，在平均温度的增加是由于温室气体的排放，如二氧化

碳（CO2）。有一个广泛的科学共识的温室气体（GHG）人类活动造成的排放量都在影响着地球的气候，以及

增加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将会导致非常显著不利的全球，区域和地方环境的影响。明确的证据增加了全州平均

温度。根据题为2013报告“气候状况：新泽西”，由罗格斯大学气候研究所，全州平均气温56.0发行°˚F在2012年是

118多年的纪录最高。这个平均值是2.8°F中的1981-

2010上面的意思。上记录的十个最暖的日历年的九自1990年以来已发生的1998年以来五个最热的年份时有发生，

与2.2的长期上涨趋势是一致的°每世纪F。26该报告还进一步指出，过去25年的特点是在新泽西州更多的异常温暖

的月份比异常寒冷的月份。作为异常温暖的几个月里寡不敌众异常寒冷个月25至2的悬殊自2000年起更大。27 

气候变化的影响预计包括海平面上升，增加了风暴潮，并增加频率和风暴的严重程度，所有这些都可能影响该地

区的交通设施。由于随着平均气温，还有海平面上升的证据。全球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在近几十年20世纪90年代以

                                                      

26罗格斯大学气候研究所。“气候状况：新泽西。” 2013。http://climatechange.rutgers.edu/resources/state-of-the-climate-new-jersey-2013。 

27 Ibid.4。  

http://climatechange.rutgers.edu/resources/state-of-the-climate-new-jersey-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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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初有所增加，以每十1.2英寸的平均增长率。尽管海平面上升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各不相同，沿新泽西州海岸的

海平面已经上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大西洋城，在那里记录回延伸到1912年，海平面以每十年1.5英寸平均速

率上升。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是沿着新泽西州的沿海平原更大，因为土地是在同一时间水位上涨消退。28 

在2012年10月，新泽西州经历了最极端的气象事件不断，超级台风桑迪之一。桑迪的最具破坏性的元素是由大面

积强风和风暴的不寻常的西北偏西轨道所产生的强大风暴潮。虽然新泽西县到SJTPO以北地区经历了从桑迪比SJ

TPO区域影响较大，大部分SJTPO区域仍然经历显著的影响。例如，远在大西洋城标志性的浮桥被破坏，许多在

大西洋城的居民在自己家中所经历的洪水。家庭和企业在社区，如沿特拉华湾福蒂斯丘也经历了严重的损害。大

多数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认为，风暴如桑迪的平均强度可能会增加，在最大风速和降雨，以及在频率方面。也有高

可信度，未来风暴的影响，很可能是因为海平面上升的更严重。29 

此外，许多研究表明，机动车排放（主要来自汽车，卡车，公交车和其他道路车辆）是一个主要贡献者在大气中

温室气体的水平。2014年SJTPO区域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显示，在2010年，最大的排放部门在SJTPO地区库存为交

通运输，占排放总量的45.5％。 

鉴于在国家和省级层面这样的共识和理解，政府官员和政府机构制定政策和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2007年，新泽

西州州长签署了全球变暖应对法（GWRA），即要求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20年减少到1990年的水平，然后到2050

年进一步减少排放量低于2006年水平80％。如上面所指出的，SJTPO的初始反应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在SJTPO区域

中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来源制备区域温室气体排放清单。 

                                                      

28 Ibid.6。 

29 Ibid.7。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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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泽西州迄今取得的进展 

根据GWRA，2020年限制等于1990年的排放总（基线），其已经估计为125600000公吨的二氧化碳当量（MMTC

O2e）的量，和2050极限是小于一个数量80％的2006年的排放量。由于2006年的排放水平已经被估计为127.0 

MMTCO2e，2050年的上限为25.4 MMTCO2e。在全州范围内的水平，排放量已经下降，从112.7 

MMTCO2e在2010年，104.6 MMTCO2e在2012年，7.2％的下降。30这转化成在人均排放上的全州级至11.7 

mtCO2e，9％的减少的降低从12.87 

mtCO2e（公吨的二氧化碳当量）。自2008年以来，全州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已持续低于2020年的限制。 

有迹象表明，已经提出了解释全州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有几个原因。这些包括： 

• 对天然气的依赖更多，其发射更少的温室气体每单位能量，如在一些发电植物相对于煤。 

• 提高能源效率通过国家政策的鼓励和之后的长期全国性的趋势，这导致了较低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

放。此外，同时也出现了在车辆的燃料效率的上升，通过上升的企业平均燃料效率标准（CAFE）标准，

以每加仑（MPG）35.5英里在2016年，从27.5增加超过20％所反映mpg格式在2000年。31 

• 更多的电力生产来自光伏源的发展趋势，这导致从化石燃料源生成少，降低温室气体排放。32 

虽然看起来新泽西州的轨道上，以满足125.6 MMTCO2e的2020年减排目标，达到25.4 

MMTCO2e的2050年的目标，目前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在大约75％的下降，从104.6 MMTCO2e 25.4 

MMTCO2e。因此，SJTPO需要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战略。这些更详细地在接下来的部分中描述。 

                                                      

30迈克尔Aucott博士等人。“2012更新到新泽西州的州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罗格斯大学气候研究所。2015年3月。 

31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2014年12月摘要燃油经济性的”www.nhtsa.gov/fuel-economy。 

32同上。6。 

http://www.nhtsa.gov/fuel-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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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战略 

一般来说，有应对排放问题，无论是臭氧，温室气体，或其他一些污染物至少有两个主要途径 - 

这是减缓和适应。在前者中，目标是减少排放量在许多方面，包括新的和创新的技术（如电动车），减少车辆行

驶里程（VMT），保护（提高能源效率），和封存（例如，通过林地保存）。调整的目的是试图减少对人类生

存环境通过诸如上述水坝和堤坝的洪水预期水平，建设和强化道路和桥梁的标高全球变暖的负面影响（恶劣天气

，风暴潮等）使他们更有弹性，和风暴疏散通道的规划和增强。 

相对于缓解，SJTPO是参与项目和通过专注于促进运动或流量的流项目减少从移动源的排放，而不是增加容量，

从而降低了整个行程时间和车辆空转计划。作为其在运输过程中提高参与的一部分，MPO的项目开发评审过程

包括修改或劝阻提出的道路通行能力的改善将导致负面影响空气质素的措施。联邦和州法规往往需要进行环境评

估或全面的环境影响报告书（EIS），其中提出的项目将涉及在交通设施的承载能力显著上升。这些语句的结果

可能需要缓解策略，以尽量减少负面影响或他们可能建议显著项目修改。这些计划和项目包括主要道路交叉口和

改进，新的道路和绕过施工，交通管制的改进，最大限度地提高流量。该MPO也促进了交通的选择，减少交通

量和VMT，包括公交车和客运轨道交通，铁路货运（从而减少货车通行）和自行车和行人设施。 

对于适应，SJTPO已与NJDOT和北泽西运输计划管理局（NJTPA）合作，在全州范围内的基础上编制的基础设

施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工作。虽然目前还没有设定，SJTPO正在考虑进行一项适应气候变化研究计划为未来的统

一规划工作方案（UPWP）技术研究。如这些当前和今后的研究可以在交通规划和完善的过程作为重要的信息资

源。 

除了SJTPO的努力下，许多SJTPO的次区域都在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减缓，适应，和相关举措。无论大西洋和开普

梅县从社区事务的新泽西部收到后桑迪计划资助。这是一个两部分资助。第1部分是一个战略性的恢复规划报告

，识别风险和潜在的土地利用相关的解决方案，以减轻未来的损害的地区的发展。一旦完成，县城总体规划将被

改写，包括弹性等问题作为对后桑迪资助标准的一部分。这两项计划将在后面的2016年进一步完成，在2014年，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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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的新泽西州办公室的国家（OEM）发布了其减灾规划（HMP）其中进入面向新泽西，根据目前的科学

和研究自然和人类造成的危害更详细。NJDOT是团队，帮助开发这一计划的一部分。国家减灾规划概述了战略

，以减少灾害风险，并作为未来优先项目资金的基础。33 

总之，SJTPO及其分区域，与国家一起，将继续推动和制定减缓和适应战略，以达到全州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33 新泽西州2014减灾规划的状态。 www.ready.nj.gov/programs/mitigation_plan2014.html。 

http://www.ready.nj.gov/programs/mitigation_plan201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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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方案 

考虑到与各种未知因素和很大的不确定性的预测未来的挑战，许多业务总以及其他公共和私人实体使用情景规划

作为一种可视化的未来可能是什么样子一组给定的条件下。它是在制备任何类型的计划和制定未来的目标的有用

工具。 

情景规划可以正式定义为：处理 可视化： 

• 什么样的未来 条件 要么 事件 是可能的， 

• 什么后果或影响会是什么样子，和  

• 如何应对，或 效益 从他们。34  

在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SJTPO）使用情景规划来识别特定的交通投资的影响将是对系统性能有什么，给了我们

现有的和未来的人口趋势和预测。这种“一目了然”到未来的目的是提供决策者以及公众我们目前的投资是如何影

响系统性能以及如何几个“候补”方案，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更好的主意。 

人口统计学 

渐进的长期增长，预计在SJTPO区域。曾经出现在图16和 表15 和 

表16，以下几页，全年人口预计到2040年增加了约7％，约636800居民，而全年的就业预计到2040年增加约4.5％

至约344700的工作。这两个人口趋势意味着将会有出行需求相应增加。在夏季，随着游客的增加和季节性就业，

人口区域范围内的几乎三倍，并预计这一趋势将持续到2040。35 

                                                      

34 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scenario-planning.html。进入2016年4月13日。 

35显然，季节性的大量涌入是集中在大西洋和开普梅县的海岸区域。有关人口推算的其他详细信息，以及相关的方法，请参阅附录B. 

http://www.sjtpo.org/
http://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process.html
http://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condition.html
http://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events.html
http://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benefit.html
http://www.businessdictionary.com/definition/scenario-plann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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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16 -  SJTPO地区：预计人口和就业增长，2015至2040年 

 

 

表 15 -  SJTPO人口预计增长，2015至40年（千） 
 2015年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大西洋 276.0 286.4 296.7 305.6 312.7 318.2 

开普梅 94.7 92.2 89.5 86.6 83.2 79.5 

坎伯兰 158.6 162.6 166.4 169.9 173.1 176.2 

塞勒姆 64.8 65.2 65.3 64.9 64.1 62.9 

总 594.1 606.4 617.9 627.0 633.1 6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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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  SJTPO预计总就业增长，2015年至2040年（单位：千） 
 2015年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大西洋 165.0 162.1 159.9 162.7 166.3 170.8 

开普梅 63.5 63.6 64.2 65.3 66.8 68.9 

坎伯兰 73.0 72.6 72.9 74.2 76.5 80.0 

塞勒姆 28.0 26.7 25.8 25.2 24.9 25.1 

总 329.5 324.9 322.8 327.3 334.6 344.7 

来源：SJTPO人口推算。CGR，RLS。2016年 

在南泽西交通需求模型（SJTDM）是一种用于SJTPO估计在该地区的所有主要道路交通流量软件分析工具。持

续改进正在向SJTDM由具有尽可能地拟合模型，以真实世界的出行条件的目标。在多维数据集运输建模套件模

型运行具有许多自定义，以适应模型到SJTPO区域。该模型是最近重新调整到2014年的南新泽西居民出行调查的

结果，并通过NJDOT最近进行的交通计算，以确保建模的交通量密切配合现实世界的流量。 

方案开发 

对于交通问题上，SJTDM已被用于两个基准年（2015年）的模式行驶，旨在反映当前的出行条件，以及未来一

年（2040），用于预测的长期计划行程，给出具体的人口和交通网络输入。这种特殊的投入和其他假设组被输入

到区域旅游模式，导致了一组特定的输出。整个链条被称为一个场景。该基地年模型使用当前区域人口和就业数

据，以及目前的公路网络。该模型可以在所有主要道路每小时预测交通量和基准年的情况已经校准对抗NJDOT

和其他机构提供的最近交通计数。人口，就业的未来一年的预测，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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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交通问题上，我们跑了一个基准年的情况，以及三个未来一年的情况。他们列举如下，并描绘图17，以下。  

数字 17 -  SJTDM方案 

 

 

 

 

 
*对于包含在业务上照常具体项目的进一步细节，2040关键需求方案，并封桥方案，请参阅附录A.2。 

+注意：这些具体的桥梁被选中，是因为他们是到阻挡岛关键环节，基于与县协商。其他“封桥”也可建模。 

• 同样的人口统计为“一切照旧” 

• 模拟的三个关键+的堰洲岛桥梁关闭： 

o 肯尼迪大桥，EHT到Longport，大西洋县 

o 罗斯福大道到海洋城 开普梅县 

  

2040Bridge瓶盖

* 

• 代表具有增大的交通资金潜在的未来条件通过分区域确定了“关键需求”项目 

• 同区域人口作为一切如常 

• 包括在2016至2025年TIP所有地区显著项目以及关键的需求，可以进行建模 

2040Critical需求

* 

• 代表未来条件 

• 基于区域人口和就业的预测，以及包括批准在2016至2025年交通改善计划（TIP）纳

入空气质量符合所有地区显著公路建设项目，以及那些非联邦资助的项目路网分析。 

• 请注意，虽然系统维护和维修项目弥补TIP的很大一部分，只有改变网络容量的项目

进行建模。 

2040Business一
切如常* 

• 表示目前的条件 

• 根据2015年的估计人口和就业，以及当前路网 

2015Base年 

SJTDM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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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道性能的一个常用指标是服务，它表征道路拥堵而延迟的一个字母等级，从A到服务A的F.级别的水平表明几

乎没有堵塞或延迟，而服务F等级表示非常高的拥堵和延误。该SJTDM可以用来估计个别道路的服务，为碱基和

面向未来一年这两个级别。利用公路通行能力手册（HCM）的方法，根据车流量和道路类型上指定服务级别的

服务模型估计的水平。虽然该模型可以设置预料在一天的某些时间旅行，我们使用的晚高峰时段（在SJTDM定

义为3:00 PM至7:00 PM）在这个分析中，作为一般的一部分一天，看到的最高流量。 

数字 18 - 车载旅行时间（VHT）变化，2015年至2040年 

 
来源：SJTDM 

图18以上，示出了在车辆小时的预计增长脱离本行进通过2040作为关键需求方案增加了新的道路，例如Route 

55延伸，该场景被投射到在车辆行驶小时甚至更大的增长图19，下页，描述了服务的整个2015年基准年2040年业

务照常情景水平的PM高峰期。从2010年到2040年，更多的VMT被归类为d，E和F，这表明在业绩普遍下降。这

些结果清楚地表明，“业务照常”只会导致恶化的系统性能。然而，如上所述，因为许多在两个TIP，以及关键需

求的项目是不能被模仿的维修项目，很可能他们的利益没有被体现在这些场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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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0

 500,000

 600,000

 700,000

2015 Base Year 2040 Business As
Usual

2040 Critic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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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19 - 车辆行驶里程（VMT）的服务，下午高峰期的水平 

 
来源：SJTDM 

分区（项目级）分析 

虽然几乎没有改善在跨越每个场景的系统级看出，当我们看具体的项目，我们可以看到远一些改善交通拥堵的缓

解和服务水平（LOS）。这是在关键需求方案的主要能力提升项目完成。LOS，巷道性能的一个常用指标，表征

道路拥堵而延迟的一个字母等级，从A到服务A的F.水平表明几乎没有拥堵或延误，而LOS 

F表示非常高的拥堵和延误。该SJTDM可以用来估计LOS整个SJTPO运输系统，以及对碱基和今后几年包括个人

的道路。从二○一五年至2040年，更多的VMT被归类为d，E和F，这表明在业绩普遍下降。 

路线55扩展 

对于第一个项目，我们看了看55路延伸，通过开普梅县确定的迫切需要。该项目扩大从当前南部的终点路线55在

它的连接点与路线47，并延伸到在花园州高速公路丹尼斯乡83号公路附近，海洋岛大道一个新的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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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下面，示出了该项目的近似对准，如在SJTDM编码。 

数字 20 - 路线55扩展，地图  

 

正如从可见 表17，下页，看来这一改进也确实吸引更多的流量，并采取交通公路旁47 

SB，目前大江南北的高速公路到岸边该楼道内。它也采取了大量的流量，83号公路（东行和西行），主要的东

西向公路到海洋岛市。从拥塞管理的角度来看，模型预测显示，该项目将产生积极的影响。需要注意的是桥北卷

由于这是一个典型的工作日下午时段显得比南卷高得多，当游客从岸边回国。在上午时段，南行的车辆也较多。 

根据该模型，路线55旁路SB肯定会吸引更多的流量。它还增加了一些交通到SW大道。SE，但因为它是唯一载之

前每晚高峰小时81辆，这可能不会过载系统。这一改进似乎也减轻来自Delsea驱动一些流量。然而，这也导致流

量增加林肯大道SB，和夏普街SB。这样，该模型示出了用于这个特定改进混合的结果。  

http://www.sjtpo.org/


交通事宜 - 一种南泽西计划 
 

章节 7 | 103 

表 17 - 路线55扩展，前后的分析结果 

巷道 
之前 后 

体积 LOS 体积 LOS 

路线47 SB，正南目前的55个总站 1123 d 1037 d 

路线47 NB，正南目前的55个总站 1,805 Ë 1382 d 

55路线延伸SB，正南当前总站   1601 一个 

路线55延长NB，正南当前总站   4,026 乙 

83号公路WB，接近美国9 2,282 C 452 乙 

83号公路EB，近US-9 1136 乙 458 乙 

55路线延伸EB，近转乘GSP   1601 一个 

55路线延伸WB，近转乘GSP   4,027 乙 

路线47 SB，在中东乡（正南保留时间83） 488 乙 505 C 

路线47 NB，在中东乡（正南保留时间83） 1572 Ë 1484 Ë 

来源：SJTDM 

米尔维尔项目 

我们看第二组的项目是一系列的米尔维尔改进，分别来自市米尔维尔交通改善研究。36 他们包括了： 

• 一个路线55个旁路是关系到夏普街（图21 MB研究） 

• 韦德大道延伸 

• SW大道拓 

这些改进的示意图中被示出 

图21，下页。根据该模型，路线55旁路SB肯定会吸引更多的流量。它还增加了一些交通到SW大道。SE，但因为

                                                      

36 迈克尔。贝克，小公司“米尔维尔交通改善研究，最终报告的城市。” 2013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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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唯一载之前每晚高峰小时81辆，这可能不会过载系统。这一改进似乎也减轻来自Delsea驱动一些流量。然而

，这也导致流量增加林肯大道SB，和夏普街SB。这样，该模型示出了用于这个特定改进混合的结果。 

数字 21 - 米尔维尔改进，地图 

 
来源：迈克尔。贝克，小公司米尔维尔交通改善研究。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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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 米尔维尔改进，前后的分析结果 

巷道 
之前 后 

体积 LOS 体积 LOS 

Delsea博士SB 2465 乙 1705 乙 

夏普圣SB 1000 Ë 1348 F 

SW大道SB 81 一个 783 d 

林肯大道SB 1499 Ë 1881 Ë 

路线55旁路SB - - 708 d 

SW大道拓SB - - 837 d 

韦德大道拓WB - - 477 C 

来源：SJTDM 

大桥瓶盖 

最后，因为许多由次区域确定的关键需求项目中有桥康复和/或桥重建项目，我们模拟的影响，系统的，如果他

们要采取停止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计划关闭任何这些桥梁。之前和之后分析是为这些假设

的桥梁封锁进行，每个结果中所描述表19， 表20和 表21，以下几页。 

（1）JFK桥，EHT对Longport 

对于肯尼迪大桥，通常会使用桥的交通被转移到服务于相同的旅行运动平行桥：在马盖特大道桥（东行和西行）

，在40号公路大桥（东行和西行），和大西洋城高速公路桥梁（东向和西）。这是在描述表19，下页。从模型结

果，肯尼迪大桥封闭看起来是要对系统有一个显著的负面影响，从而对这些桥梁更多的流量和服务水平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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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22 - 肯尼迪大桥，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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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 肯尼迪大桥，前后的分析结果 

巷道 
之前 后 

体积 LOS 体积 LOS 

肯尼迪大桥EB，埃格港到Longport 1785 F 关闭 

肯尼迪大桥WB，埃格港到Longport 1,389 Ë 关闭 

马盖特大道大桥EB 1088 Ë 1350 Ë 

马盖特大道桥WB 981 Ë 1,130 Ë 

40号公路大桥EB 5,347 d 5713 Ë 

40号公路大桥WB 5451 d 5989 Ë 

大西洋城高速公路大桥EB 9034 C 9259 C 

大西洋城高速公路桥梁WB 6041 乙 6,072 乙 

来源：SJTDM 

（2）罗斯福大道大桥进入海洋城 

进行模拟的第二封桥是罗斯福大道大桥进入大洋城，其结果中所描绘的 

表20，下页。这带来比JFK大桥更近22％的流量。类似于肯尼迪大桥，模型预测的流量从罗斯福大道桥引水并行

服务于相同的运动道路。这些措施包括湾大道桥（向北和向南），以及路由52铜锣湾（东行和西行）。得到的L

OS也将在路线52西行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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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23 - 罗斯福大道桥，地图 

 

表 20 - 罗斯福大道桥，前后的分析结果 

巷道 
之前 后 

体积 LOS 体积 LOS 

罗斯福大道大桥EB 2172 Ë 关闭 

罗斯福大道桥WB 2,776 F 关闭 

湾大道大桥NB 494 C 596 C 

湾大道大桥SB 363 乙 559 C 

路线52铜锣湾EB 3,368 C 3,339 乙 

路线52铜锣湾WB 5,840 Ë 6623 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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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SJTDM 

（3）海洋大道大桥进入威尔伍德克拉斯特（开普梅县） 

第三封桥，海洋驱动桥到威尔伍德克拉斯特，（在映射 

图24，下同），目前还没有使用它的交通量巨大，尤其是相对于罗斯福和肯尼迪桥梁。曾经出现在表21，下面的

页面上，像其他两个桥关闭，这会转移更多的流量到平行道路访问障壁岛; 

即，路径47桥（向东和向西），以及路径147桥（向东和向西）。不像其他两座桥梁，但是，这似乎并不会导致

服务作为显著较低的水平，这表明这两个车道（路47分别路147）的，尚未达到能力，甚至能够处理更多流量。

除了影响到物理基础设施，这座桥的关闭可能有显著经济影响的区域，该区域已经出现了一些经济上的挑战。 

数字 24 - 海洋大道桥，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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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 海洋大道桥，前后的分析结果 

巷道 
之前 后 

体积 LOS 体积 LOS 

海滨大道大桥EB 311 乙 关闭 

海滨大道桥WB 290 乙 关闭 

路线47桥到怀尔德伍德EB 2433 乙 2515 乙 

路线47桥到怀尔德伍德WB 4432 C 4300 C 

路线147大桥进入怀尔德伍德EB 1397 一个 1378 一个 

路线147大桥进入怀尔德伍德WB 2812 乙 2695 乙 

来源：SJTDM 

无论从需求方和供应方的角度来看，很显然，随着SJTPO地区继续在未来25年增长（虽然速度相当慢的速度），

行程延迟和拥塞可望逐渐增加，运输网络的改进预计不会完全抵消VMT的9.5％增长到2040年预计此外，通过季

节性流量的持续激增，特别是在大西洋和开普梅县的海岸区域证明，它是桥梁连接的重要大陆的屏障岛离大西洋

县和开普梅县海岸保持良好状态，无论从公众安全以及经济的角度来看。除了其经济功能，许多这些桥梁作为重

要的疏散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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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财务计划 

介绍 

联邦交通规划要求断言，约束财政金融计划的区域性交通规划大都会规划组织（MPO的）必需的元素。然而，

MPO计划可能包括用于说明目的，更多的项目，超越理财计划的确定收益，如果其他资源是变得可用。尽管该

计划资金上的限制，这些项目只涉及因资金限制，最迫切的需求。该区域的运输需求远远超出了计划中列出的项

目。 

由于严重的资金紧张和预测，预计将以比通货膨胀可预见的未来更慢的速度增长收入，绝大多数SJTPO资金都用

于维护和改进，以保持我们目前的基础设施。即使本专注于系统保护，仍有一些未满足的关键需求，总金额$ 

660万美金。 

本计划中提出的收入和支出是根据有关资金的情况合理的假设，基于可在该计划的通过时的最佳信息。 

交通改善计划（TIP） 

资金在SJTPO区域交通的改善是通过2025年财政年度专用联邦和各州的资金用于MPO内项目的实际预算是一个

区域TIP的发展的产物，是国家交通改善计划（STIP），年资本项目。一年一年，有可能在一个MPO内实际编程

的资金量显著变化的需求和具体项目的实施进度决定。这种波动主要是沿相对于本地赞助的项目的MPO区域内

的国家系统项目的成果。 

该SJTPO 

TIP包括和状态的列出了国家和地方系统联邦资助的项目，公共交通项目，以及计划实施未来十年的财政年（20

16至2025）全州内运输方案。尖端在新泽西南部提供约$ 

1.1十亿在支出美元的交通投资年这段时期，它包括对每个项目和计划的详细说明和资金安排。这一数字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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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州方案，其中SJTPO接收被分配给整个状态资金的一部分。该财年2016至25年TIP被限制在目前可用资金。该

财年2016至25年TIP用一些由NJDOT，新泽西州捷运和SJTPO个月的开发。为了开发TIP，项目筛选进步的可行

性执行情况，包括范围和成本验证。即通过这个初步筛选项目放置在项目库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和审查。 

由于TIP是资金上的限制，许多提议的和必要的项目不能包含在TIP。在四县SJTPO区域交通专家认定关键无资

金准备的需求，如附录A.2呈现。该列表包括与超越之间，现在预计的资金和2040年这些都反映了今天的关键需

求，因为该地区的不断发展，交通需求的增加，这将导致未来的挑战6.6亿$，总成本众多关键需求。资金不足是

指未满足这些关键需求将继续增长，尤其是该地区的现有交通系统老化。 

持续的联邦和各州的资金需要，支持SJTPO的短期投资计划。虽然资金充足水平，以支持该计划的短期投资，正

在进行规划研究将确定在该地区需要额外的短期和长期投资。资金分配将是一个规划的过程，包括需求分析，确

定优先次序，项目的选择和TIP谈判进程的产物。资金上的限制计划更新和提示，确保投资是该地区在经济上可

行。 

维持现有的公路系统保养良好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非常重要，并且对SJTPO区域。现有的维修

需求的规模因此有必要绝大多数的资源和努力的重点在于使必要的维修系统。特别是，在整个地区的许多桥梁或

者是结构缺陷或功能过时。桥梁工程的积压，必须系统地处理，使所有的桥梁进入维修良好的状态。推迟维修导

致增加的长期维护成本，缩短了有用的生命周期。该SJTPO地区将需要更多的资金水平，以保留现有的交通基础

设施和显著更着手解决的关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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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25 - 基金由SJTPO，NJDOT，新泽西州捷运公司，和组合，2004年度收到的 -  2015年，（$百万） 

 
来源：FY 2004至2025年SJTPO提示。 

联邦资金来源SJTPO 

运输项目在SJTPO地区的主要联邦资金来源中描述 表22 和 表23（以下页）通过MAP-

21和FAST法案授权。有更多的资金来源，以及包括自由裁量和示范的资金，这是授予在竞争的基础上，以满足

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或联邦交通管理局标准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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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 联邦资金来源 - 公路项目 
式基金 符合条件的用途 

拥堵缓解和空气质量改善（CMAQ）

计划 

• 非休闲自行车和步行者的改进 

• 交通投资，包括过境车辆收购 

• 交通流改善项目，包括HOV车道 

• 柴油机改造和替代燃料项目 

• 该换档行程需求，非高峰时段的项目 

高一优项目（HPPS）计划 • 在SAFETEA-LU指定的高优先级的项目。（注：MAP -

21不包含新的HPP专项拨款和HPP已废除） 

美国国家公路性能计划（NHPP） • 上NHS新建，改建，恢复的康复，保存和操作改进 

• 建设，更换，修复和NHS桥梁的保护 

Rail-道口 • 在公共和私营铁路/公路道口隐患消除 

安全 • 巷道碰撞发生率和严重性减排项目 

• 自行车道/行人路或小道安全工程 

表面传输块补助计划（S-

TBG），原地面交通项目（STP） 

• 公路，桥梁和隧道建设 

• 运输系统运行改进 

• 交通基建项目 

• 休闲步道和行人，自行车项目 

• 公路和运输安全基础设施的改善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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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基金 符合条件的用途 

交通替代计划（TAP） • 建设，规划的道路和越野行人和自行车道设施和基础设施，对于

非驱动程序提供的安全路线设计 

• 废弃铁路线步行和自行车道的转换 

渡船和终端设施建设计划（FPB） • 渡船，码头和维护设施建设 

国家发展与规划研究（SPR） • 工程技术和经济考察和调查  

• 未来高速公路计划和当地的公共交通系统的规划，这样的程序和

系统的融资规划 

• 制定和实施管理系统 

• 地面交通的经济性，安全性和便利性的研究 

• 系统及其监管和税收 

• 研究和必要的开发与规划，设计，建设和公路维护，公共交通和

多式联运系统连接 

• 研究和工程标准的培训和施工材料运输系统 

来源：FHWA。F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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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 联邦资金来源 - 交通项目 
式基金 符合条件的用途 

良好的维修拨款的国家（5337） • 赠款，以协助国家和地方的政府当局保持良好的维修公共交通系

统  

城市化面积计算公式计划（5307） • 在公交车和公交有关的活动，在新的资本投资和现有固定导轨系

统 

另类剖析（5339） • 协助所有模式和多方案的融资评估确定的运输需求在广泛定义的

旅游走廊 

老年人，残疾人，（5310） • 为改善流动性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的运输服务的资本和运营服务 

农村交通和城际（5311） • 公交车和相关设备的采购和非城市化地区公交服务工作援助 

• 促进协调中转服务和连接到农村新泽西州捷运巴士和铁路服务 

公共交通紧急救助计划（5324） • 符合条件的经营成本与撤离的服务，救援行动，临时公共交通服

务，并重新建立或响应紧急扩大公共交通路线服务（即自然灾害

，如飓风，水灾，影响广域） 

来源：FHWA。FTA。 

表24下面，包括由用于两个NJDOT和NJ运输资源FY 

2016资金类别明细表。表相比，分配给SJPTO地区的资金，对于当前财年所示（FY 

2016）通过代理下面显示的总资源。在该表中显示的收入预算是NJDOT，新泽西州捷运公司和新泽西州的业务

总进行广泛合作的结果。 

http://www.sjtpo.org/


交通事宜 - 一种南泽西计划 
 

章节 8 | 117 

表24 - 资金来源（$百万），NJDOT，新泽西州捷运公司，与SJTPO，FY 2016 

资助类别 NJDOT SJTPO 
 

资助类别 
新泽西州

捷运 
SJTPO 

FHWA：CMAQ $ 51.0 $ 2.1  FHWA：CMAQ $ 50.0 - 

FHWA：渡轮 $ 2.0 -  FHWA：STP-DVRPC $ 8.0 - 

FHWA：高优先级 $ 42.1 -  FHWA：STP-NJTPA $ 70.5 - 

FHWA：NHPP $ 524.3 $ 41.9  FHWA：STP-SJTPO $ 7.5 $ 7.5 

FHWA：其他基金 $ 1.0 -  FHWA：STP-全州 $ 82.5 - 

FHWA：轨高速公路道口 $ 4.0 $ 2.0  FHWA：TAP $ 1.0 - 

FHWA：安全 $ 54.1 $ 2.0  FTA：第5307 $ 281.3 $ 16.1 

FHWA：SPR / PL $ 30.9 $ 0.9  FTA：第5307-TE $ 2.7 $ 0.0 

FHWA：STP-DVRPC $ 11.9 -  FTA：第5310 $ 7.2 $ 0.5 

FHWA：STP-NJTPA $ 14.4 -  FTA：5311节 $ 4.2 $ 0.3 

FHWA：STP-SJTPO $ 2.6 $ 2.9  FTA：第5324 $ 871.4 - 

FHWA：STP-全州 $ 38.1 $ 4.0  FTA：第5337 $ 157.0 $ 2.0 

FHWA：TAP $ 15.5 $ 0.5 
 FTA：第五千三百零七分

之五千三百三十九 
$ 15.0 $ 1.1 

FTA：SPR / PL $ 3.9 $ 0.4  赌场收入 $ 18.8 $ 1.3 

其他基金 $ 1,345.1 -  匹配资金 $ 12.3 $ 0.9 

状态：TTF $ 743.5 $ 31.1  地铁北 $ 0.7 - 
    操作 $ 5.9 $ 0.3 
    状态：TTF $ 503.5 $ 13.6 

NJDOT汇总 $ 2,884.4 $ 88.0  新泽西州捷运汇总 $ 2,099.5 $ 43.6 

通过NJDOT和新泽西州捷运公司总SJTPO基金 $ 131.5   

来源：FY 2016至2025年全州的提示，金融表2,4，和9。 



www.sjtpo.org 南泽西交通规划组织 
 

118| 章节8 

综观全州的提示，在过去12年（FY 

2004年至2015年），该SJTPO地区已收到来自NJDOT和新泽西州捷运公司可用资金的5.4％（不包括全州计划）

，如所描绘的图26，以下。当只在分布式的NJDOT资金看，SJTPO收到的资金的7.6％，比同一时期。SJTPO收

到在相同的12年期间分配的总新泽西州捷运公司资金的2.8％。 

数字 26 -  NJDOT和新泽西州捷运分配资金到业务总，2004年度 -  2015年 

 
来源：FY 2004至2025年全州技巧，财务报表。 

国道和过境资助 

除了上述的联邦资金，新泽西州通过新泽西州交通信托基金（TTF），这是创建于1984年，以提供交通改善项目

稳定的资金来源提供资金。最近一次更新发生在2011年6月的2012-

2016财年。正如所描绘的表24，以前的页面上，在FY 2016年，国家有望通过（通过NJDOT $ 

743.5十亿，通过新泽西州捷运$ 503.5十亿）获得大约1.247 $十亿，其中SJTPO有望通过NJDOT收到$ 

Philly 
Suburbs 
(DVRPC)

15.5%North 
Jer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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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亿美元（$ 31.3亿美元，$ 

13.6万新泽西州捷运公司）。对于TTF收入来自汽车燃料税，从普通基金，粘接，重型卡车和柴油费，以及收费

公路当局捐助拨款。 

该TTF收入预算假定没有增长，直到2017年财政年度，当现有TTF计划运行了。与国家当前FY 

2016年至2025年TIP一致，运输事项不通过2025财政年度承担超过4.778亿$交通信托基金的资金流。 

在资本项目拨款的历史增长率超过6％，从1985年的财年的TTF至2012年财政年度但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已经

花费比现在收集的收入更多的开始。此外，国家还没有确定，以满足信托基金的预计未来需求所需要的长期资金

来源。因此，SJTPO保守假定TTF收入将在比膨胀更慢的速率增加，直到FY 2040。 

正如前面提到的，大多数资金将走向投资，维护和保持我区现有的交通设施为目标。该地区的未来交通系统的大

部分已经到位，必须维护和保存，因此可以继续为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投资计划 - 未来的年构建方案（一切如常） 

运输事项，两种方案都是基于交通网络是资金分摊和预测人口的直接功能的变化承担。未来交通方案 - 

这些方案进行了更详细的第7章中讨论。第一种方案是基线或“业务照常”的设想，其中假设资金以增加比通货膨

胀的运输事项的持续时间更慢的速度。该投资计划对于此方案包括通过FY 

2016年至2025年TIP，以及通过这个地平线未来TIP项目资助的所有现有的联邦和州项目。然而，业务照常情景

假设所有项目将道路和桥梁的保护，没有扩张。这些项目的完整列表，以及一个地图可以在附录A中找到。 

该SJTPO 

TIP由两种类型的项目：州领导和局部导程。高速公路项目，国家系统，启动正常的需要声明，明确规定具体的

问题，需求或机会。需要说明来自多种来源，包括民选官员，县和地方规划机构，NJDOT工作人员，该国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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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系统，SJTPO资助的研究，NJDOT的资本投资策略，通过规划过程中发展走廊的战略用户，与交通有关的事

项。由于只有少数不少需要收到报表，可以提前到项目开发中，他们同时SJTPO和NJDOT评估。37 

大部分的项目和方案分为12个类别。 图27，下页，描述了资金的落入在FY 

2016至25年TIP每个类别的资金比例。大约1.1 $十亿资金在SJTPO地区编程的，资金的84.4％甚至$ 

922.9万对系统的保护工作（桥梁防腐保鲜，保鲜巷道和新泽西州捷运系统去保护38）。这还剩下不到6％，其他N

J运输活动（系统管理，系统扩展，研究与发展和安全），用于安全项目为4.0％，对生活的项目，如CMAQ和TA

P资助项目的质量2.2％，和小于3.2％，为所有其他项目。需要注意的是没有钱分配给道路系统的扩充是很重要的

。 

                                                      

37SJTPO FY 2016至2025年TIP页。4。 

38 在FY 2016年至2025年TIP，系统保护是新泽西州捷运项目类别。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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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27 - 项目中混合（$百万），FY 2016至2025年 

 

来源：FY 2016至2025年TIP。 

预计成本假设 

成本估算为国家项目，利用嵌入在TRNS•端口通胀估计技术，39一套软件模块，支持NJDOT施工方案，并使用N

JDOT，顾问和承包商。TRNS•端口被国家公路和运输官员协会（AASHTO）开发和使用超过40个州。该软件通

过对建议书，投标，奖励，以及建筑与材料管理管理从成本估算施工方案。TRNS•端口占每年通货膨胀的预期

百分比，直到工作在工作开始; 如果该号码是未知的，则使用基于历史数据的程序默认。 

                                                      

39 有关该计划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www.state.nj.us/transportation/business/trnsport/estimation.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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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家的估计方法，TRNS•港口，交通专家在县或市一级准备基于对本地系统的最新项目招标定价成本估算

。其结果是项目在TIP的成本显示为支出值的年份。 

对于目的在该地区预测未来项目的开支，除了与TIP项目，SJTPO是假设该项目成本将在4％的年通胀率上升。40

。这个假设是在没有国家和/或本地数据由FHWA的指导意见是一致的。 

预计筹资假设 

图28，下面的页面上，显示的是通过2015年财政年度的数字代表的美元分散到从2004年度的业务总资金的历史趋

势，单位为百万，分布于三个MPO的两个NJDOT和新泽西州捷运公司资源。美国本土的计划资金被排除这些值

。历史增长率为每年2.91％，比12年的时间。 

FAST-

法案签署成为法律上2015年12月5日，其中包括联邦立法的长度过程中资金的增加。第一年FAST法，6.8％的资

金增加（FY 2015至2016年）。这之后是下FAST-

法在资金增幅较小，包括在2017年财政年度2.7％，在2018年度2.0％的，在2019年度2.5％和FY 2020 2.4％。 

每年2.91％的历史汇率被用作预计的资金增速为计划的后FAST法案年（FY 

2021年至2040年）。联邦指导允许使用的历史摊派包括基于之前的授权，估计增长速度。41 

                                                      

40 这是与联邦指导意见：理财规划和财政约束下的交通规划和计划问题与解答。 www.fhwa.dot.gov/planning/guidfinconstr_qa.cfm。 

41“当地平线今年的大城市交通规划...超出当前的授权期限为联邦计划的资金，‘可用’资金可以包括推断基于由公式分布式联邦基金的历史

授权”和“估计在增长率之前的授权的基础上，可以用来近似联邦授权的未来年增长率。“此外，‘联邦资助体现在TIP和STIP（以及支持财

务计划）的项目...可根据每一年的授权级别，虽然义务机关限制可用于更保守的方法。’美国DOT 

，联邦公路管理局，财务规划和财政约束下的交通规划和计划问题与解答，访问2016年3月17日。www.fhwa.dot.gov/planning/guidfincontr_qa.

cfm。 

http://www.sjtpo.org/
http://www.fhwa.dot.gov/planning/guidfinconstr_qa.cfm
http://www.fhwa.dot.gov/planning/guidfincontr_qa.cfm
http://www.fhwa.dot.gov/planning/guidfincontr_qa.c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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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28 - 基金的历史分布到MPO的，NJDOT和NJ运输组合，FY 2004- 2015（全州程序资金除外） 

 

CMAQ资金的预期损失 

虽然SJTPO区域是目前未达标为8小时的臭氧标准，作为“边缘不达标地区，” 

SJTPO预计达到的在2016年75个PPB（0.075 

ppm的）当前臭氧标准在2015年，EPA颁布了更严格的70个ppb的8小时的臭氧标准。 

假设2020年全年实现这个新标准，并遵循了10年的维护计划，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是，SJTPO区域将获得“成就”了

70个ppb的标准的地位，到2030年其结果是，SJTPO是假设当地CMAQ资金在FY 2030年开始出现亏损，目前1.9 

$百万每年，此外，如果我们假设业务总接收NJDOT的投射亿$ 26年度拨款的50％，等同于$ 

13百万，和SJTPO接收的5.4％ $ 1300万$左右70万那么SJTP区域可以合理预期的约260万$ 

CMAQ基金的资金CMAQ风云2030开头的全部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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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SJTPO资金预期的财年2016-运输事项2040构建如下： 

 

 

 

 

  

如下图所示，假设CMAQ资金将不会提供给SJTPO风云2030至2040年的

年。因此，没有CMAQ资金包括在总计这些年。减去CMAQ后，资金继

续在2021年至2019年率为2.91％的速度增长。 

FY 2030-2040 

岁月二○二一年至2029年由一个增长速度进行调整。这一增长速度是基

于对提供给新泽西州业务总金额的资金的历史（2004-

2015财年）的变化。这还不包括包含在提示全州范围内的资金。这一时

 

FY二○二一年至

2029年 

2015年的数字是调整为FAST法增加百分比来估计2016 -2020（FY 

2016的值：6.8％，2017年财政年度：2.7％，FY 2018：2.0％的，FY 

   

2016-

2020财政年度 

对于NJ运输和NJDOT资金FY 2015全州FY 2014 -2023 

TIP金融表（表9）的值  

 

FY 2015年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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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下面，项目给出的上页中描述的假设，SJTPO区域的资金。 

数字 29 - 预计SJTPO可用资金（$百万），FY 2016年至2040年 

 
来源：SJTPO。 

本节中的业务照常情景进行分析并不资金占到任何的增加，以满足SJTPO区域当地利益相关者识别的关键需求。

关键需求的情况下，在第7章更详细地讨论 - 

情景，识别关键需求项目，未满足的需要运输的影响，潜在的响应，并估计项目成本。 

在南泽西运输面临的主要问题 

NJDOT进行符合国家的三大业务总开发每个MPO的提示，科技革新政策和年度资本项目的合作运输预算过程。

对于SJTPO尖端列出的项目，计划和计划实施在未来10财年内计划。30多年来，新泽西州的交通信托基金提供稳

定的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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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长期前景不明。显然，要实现该地区的目标和额外的资金是很重要的，因为成本，以解决维护需求，并

适应现有的旅游需求，以及通过投影区域增长引起的任何未来的需求将是巨大的。 

本章有详细的构成运输事务的背景下，财务状况，无论是在该地区的交通投资在最近几年以及未来可能的交通投

资方面。然而，三个问题最终存在的主要障碍，以在该地区推进交通，它们都涉及到财政资源的分配和基础设施

的SJTPO区域的临界资金不足。 

问题1：国家运输美元左右的份额远远低于国家人口中所占比例较低 

MPO的交通服务美元从众多的资金来源，如本章前面所述，这些资金不过分布，而复杂的，关键是整个国家公

平地解决需要系统的用户。SJTPO比是适当的给定状态人口所占的份额较少接收交通资金的悠久历史。其他因素

也可以讨论，例如，鉴于SJTPO地区的农村自然，旅行距离平均比在该州其他地区更长。另一个因素可能包括，

区域性家庭收入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和贫困率较高，在SJTPO区社区的能力较差，以提高地方税收，解决资金没有

着落的需求，但需求是在社区中的贫困往往较大。 

这些都是重要的因素，但最清楚的，最简单的说法，以显示SJTPO地区差多少资金接收，是看区域全年人口。在

会计年度2004年到2015年，在SJTPO区社区只收到国家交通资金的5.4％，尽管占总人口的6.6％（见图30，在接

下来的页面）。5.4％和6.6％之间的差异可能不会出现乍一看显著，但这代表了失去的交通投资超过391 

$亿在该地区自2004年以来，这些资金来源最终得出通过两个不同的机构，交通运输新泽西教育部（NJDOT 

）和NJ运输。NJDOT资金也普遍反映该地区的人口; 

然而，新泽西州捷运公司投资于本地区资源的2.8％。虽然这些资金是分开的，二者的影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公交系统的资金不足，道路系统必须承受较重的负担，因为道路使用者不必开车的替代品。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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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30 -  2004  -  2015年财政年度资金（左）与人口（右），通过MPO地区 

 

这种不平衡的结果是，在SJTPO区域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受到影响，与需求远远超过资源。  

问题2：该地区的交通需求是由177％的扣球夏季人群没有资金来满足这一需求定义。 

该SJTPO地区是独一无二的。我区的东半部两旁美丽的海岸线，有趣活泼的木板点缀着带来的游客数十万到该地

区整个夏季每天社区和旅游景点。虽然SJTPO的全年人口近600万人，它长到近130万对一个典型的夏季工作日，

和气球在典型的夏季周末超过160万，较去年一轮的人口增长超过百分之17742。今年夏天的人口，尤其是在夏天

的周末人口，代表了该地区的实际需求远远超过更准确的全年人口。这是正确的，因为磨损和撕裂区域道路和桥

梁，并因充血是推动当地公路远远超出这个容量交通的地方。由于在上一节中所讨论的，对本地区交通资金不与

全年人口跟上暴跌远远短于夏季人口所代表的真正需求。 

                                                      

42中心区域和商业研究（CRBR），大西洋海角社区学院。2012年SJTPO 2040人口预测。www.sjtpo.org/wp-

content/uploads/2016/06/RTP2040_Appendix1-Demographic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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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31 - 整年与夏口，2015年 

 

问题3：关键需求项目在该地区的成本大大超过现有资金 

在2016财年，该SJTPO地区预计将接收亿$ 

142满足运输需求，小于3％增加至2040年，这将不会与预期通胀跟上。这笔资金将主要需要解决现有交通系统的

基本维护，但将下降远远短寻址所有关键需求。这不包括反映了该地区的居民提出的优先事项和问题的任何项目

，因为每个这些项目将需要在关键的维护工作的减少。在四县SJTPO区域交通专家认定与超越之间，现在预计的

资金和2040年这些都反映了今天的关键需求的6.6亿$，总成本众多关键的需求; 

额外的需求将通过24年的规划期内出现。而且，这还不包括A $ 

1十亿项目，南米尔维尔从目前的终点站延长线路55到花园州高速公路。开普梅县曾表示，这个项目是关键，以

解决沿路线三百四十七分之四十七崩溃，并确保在一个典型的夏季一天，来到县游客几十万的安全疏散。如此广

泛的关键需求列表（附录A）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以SJTPO，尤其是在这样的事实SJTPO资金不一轮的人口有一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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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跟上，不考虑人口在夏季大量涌入光。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以确保这些关键需求不会发展成重大系统故障

，冒着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而且，这还不包括A $ 

1十亿项目，南米尔维尔从目前的终点站延长线路55到花园州高速公路。开普梅县曾表示，这个项目是关键，以

解决沿路线三百四十七分之四十七崩溃，并确保在一个典型的夏季一天，来到县游客几十万的安全疏散。如此广

泛的关键需求列表（附录A）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以SJTPO，尤其是在这样的事实SJTPO资金不一轮的人口有一

年跟上，不考虑人口在夏季大量涌入光。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以确保这些关键需求不会发展成重大系统故障

，冒着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而且，这还不包括A $ 

1十亿项目，南米尔维尔从目前的终点站延长线路55到花园州高速公路。开普梅县曾表示，这个项目是关键，以

解决沿路线三百四十七分之四十七崩溃，并确保在一个典型的夏季一天，来到县游客几十万的安全疏散。如此广

泛的关键需求列表（附录A）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以SJTPO，尤其是在这样的事实SJTPO资金不一轮的人口有一

年跟上，不考虑人口在夏季大量涌入光。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以确保这些关键需求不会发展成重大系统故障

，冒着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这还不包括A $ 

1十亿项目，南米尔维尔从目前的终点站延长线路55到花园州高速公路。开普梅县曾表示，这个项目是关键，以

解决沿路线三百四十七分之四十七崩溃，并确保在一个典型的夏季一天，来到县游客几十万的安全疏散。如此广

泛的关键需求列表（附录A）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以SJTPO，尤其是在这样的事实SJTPO资金不一轮的人口有一

年跟上，不考虑人口在夏季大量涌入光。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以确保这些关键需求不会发展成重大系统故障

，冒着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这还不包括A $ 

1十亿项目，南米尔维尔从目前的终点站延长线路55到花园州高速公路。开普梅县曾表示，这个项目是关键，以

解决沿路线三百四十七分之四十七崩溃，并确保在一个典型的夏季一天，来到县游客几十万的安全疏散。如此广

泛的关键需求列表（附录A）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以SJTPO，尤其是在这样的事实SJTPO资金不一轮的人口有一

年跟上，不考虑人口在夏季大量涌入光。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以确保这些关键需求不会发展成重大系统故障

，冒着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开普梅县曾表示，这个项目是关键，以解决沿路线三百四十七分之四十七崩溃，并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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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在一个典型的夏季一天，来到县游客几十万的安全疏散。如此广泛的关键需求列表（附录A）是非常令人担忧

的，以SJTPO，尤其是在这样的事实SJTPO资金不一轮的人口有一年跟上，不考虑人口在夏季大量涌入光。这些

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以确保这些关键需求不会发展成重大系统故障，冒着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开普梅县曾表示，

这个项目是关键，以解决沿路线三百四十七分之四十七崩溃，并确保在一个典型的夏季一天，来到县游客几十万

的安全疏散。如此广泛的关键需求列表（附录A）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以SJTPO，尤其是在这样的事实SJTPO资

金不一轮的人口有一年跟上，不考虑人口在夏季大量涌入光。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以确保这些关键需求不会

发展成重大系统故障，冒着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如此广泛的关键需求列表（附录A）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以SJTP

O，尤其是在这样的事实SJTPO资金不一轮的人口有一年跟上，不考虑人口在夏季大量涌入光。这些问题必须得

到解决，以确保这些关键需求不会发展成重大系统故障，冒着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如此广泛的关键需求列表（附

录A）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以SJTPO，尤其是在这样的事实SJTPO资金不一轮的人口有一年跟上，不考虑人口在

夏季大量涌入光。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以确保这些关键需求不会发展成重大系统故障，冒着道路使用者的安

全。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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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系统性能 

在本章中，我们将提供在MAP-21运输立法引入了基于绩效的计划条款的概述，并在FAST 

ACT继续。性能为基础的计划已经被集成到南州交通规划组织（SJTPO）地区规划过程，以确保运输块钱都花在

为成本效益成为可能。 

MAP-21更新 
MAP-21提出了基于绩效的规划要求。尽管MAP-

21在2014年9月30日到期，载于立法基于绩效的规划要求，很可能会继续快速法。43它设置在要通过的绩效指标及

其相关性能指标的应用需要解决几个方面的国家目标。有迹象表明，正在由国家组织和规划社区开发还需要表现

的措施。各州必须与MPO的工作来设置，涉及到这些性能目标的措施和MPO的是将这些州性能的措施和指标纳

入区域计划和进程。MPO的还可以，而且应该包含有关其区域目标的其他性能指标。 

目前SJTPO是利用已经被推荐或可能提出建议，由国家组织，策划界，并NJDOT在不久的将来采取的性能指标

。SJTPO还与NJDOT合作，建立相关的性能指标的目标。 

国家目标领域和绩效措施44 

安全性能法规于2016年3月完成，并于2016年四月的安全性能规则生效，与来自其他拟议中的规则的性能指标一

起列在下面。 

                                                      

43 AASHTO。 

44 http://scopm.transportation.org/Pages/default.aspx。2016年1月26日。 

http://scopm.transportation.org/Pages/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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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45 
• 的死亡人数，五年滚动平均值死亡在所有公共道路数的计数为历年数 

• 病死率，五轧死亡人数由车辆数除以总数的平均旅行（VMT）为一个日历年。 

• 重伤五期滚动所有公共道路为历年重伤数的计数的平均数量。 

• 严重的伤亡率，五人重伤由车辆行驶里程为历年所得的值的滚动平均值。 

剩下的目标领域和绩效措施尚未生效，并说明如下建议规则布局：  

基础设施条件 

• 桥梁46 

o 美国国家公路系统（NHS）的结构缺陷Bridges-

国家公路系统桥面面积甲板面积在结构缺陷的桥梁占总国家公路系统桥面面积的百分比的百分比 

o 在结构上缺陷的桥梁 - 

非国家公路系统桥面区域非国家公路系统甲板面积在结构缺陷的桥梁占总非国家公路系统桥面面积的

百分比百分比。 

o 全国桥牌库存（NBI）桥梁％的所有需要

全国桥牌库存公路桥梁与常规或环状的维护（CM），预防性维护（PM）和康复及更换（RR）需求

类别百分比 

                                                      

45国家绩效管理措施。公路安全改善计划，最终规则。81 FR 13882-13916。www.federalregister.gov/articles/2016/03/15/2016-05190/highway-

safety-improvement-program。2016年4月11日。 

46国家绩效管理的措施; 评估路面状况为全国公路性能计划和大桥条件的国家公路性能的计划。建议规则。80 FR 

325。www.federalregister.gov/articles/2015/01/05/2014-30085/national-performance-management-measures-assessing-pavement-condition-for-the-

national-highway。2016年1月26日。 

http://www.sjtpo.org/
http://www.federalregister.gov/articles/2016/03/15/2016-05190/highway-safety-improvement-program
http://www.federalregister.gov/articles/2016/03/15/2016-05190/highway-safety-improvement-program
http://www.federalregister.gov/articles/2015/01/05/2014-30085/national-performance-management-measures-assessing-pavement-condition-for-the-national-highway
http://www.federalregister.gov/articles/2015/01/05/2014-30085/national-performance-management-measures-assessing-pavement-condition-for-the-national-high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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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通过需要全国桥牌库存公路桥梁与常规或环状的维护（CM），预防性维护（PM）和康复及更换（R

R）需求范畴百分比全国桥牌库存桥面面积的百分比 

• 路面 

o 州际公路路面的好，一般，差条件基础上，国际平整度指数（IRI）。  

 基于以下标准好，一般，差条件州际路面里程0.1英里段的百分比：  

− 好： 国际平整度指数低于95 

− 公平： 国际平整度指数为95和170之间 

− 较差的： 国际平整度指数大于170 

o （b）非州际全国公路系统在路面好，一般，差条件基础上，国际平整度指数（IRI）。  

 基于以下条件好，一般，差状况非州际国家公路系统的路面里程0.1英里段的百分比： 

− 好： 国际平整度指数小于 95， 

− 公平： 国际平整度指数 是95和170之间，并且  

− 较差的： 国际平整度指数 大于170 

下列性能的措施建议AASHTO常务委员会关于绩效管理。他们尚未颁布或规定的任何提议的规则的一部分。 

减少拥塞 

，预计将包含特定的拥堵措施的系统性能规则尚未在这个时候发出。SJTPO利用所建议的措施，其中包括： 

• 延迟（AHD）的年度小时。旅行时间高于拥塞阈值在车辆的单元（由国家点和MPO的定义） - 

延迟小时。 

这种选择也是推荐日期CMAQ性能指标之一。SJTPO将与NJDOT在今后的工作中建立的拥塞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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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靠性47 

• 延迟（AHD）的年度时间 - 

旅行时间以上拥塞阈值的上号州际公路和国家高速公路系统走廊延迟的车辆小时为单位（由国家点和MP

O的定义）。可靠性指数（RI80）的第80百分行进时间机构确定的阈值的旅行时间-the比。 

货物运输和经济活力48 

• 卡车延迟（AHTD）如上述的车辆小时为单位的拥塞阈值用于在州际公路系统卡车-

Travel时间的年度小时。 

• 卡车可靠性指数（RI80）-

The可靠性指数被定义为需要确保导通时间到达该机构确定的阈值的旅行时间的总台车行走时间的比率（

例如，观察到的旅行时间的或优选的旅行时间）。 

环境可持续性（CMAQ）49 

• 延迟（AHD）的年度小时。旅行时间高于拥塞阈值在车辆的单位（由国家点和MPO的定义） - 

延迟小时CMAQ项目的最新年度计划减少。 

• 标准污染物排放。公路上的日常公斤，移动源的标准空气污染物，包括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氮

氧化物（NOx），颗粒物质（PM），和一氧化碳（CO），通过CMAQ项目的最新年度方案减少。 

                                                      

47AASHTO SCOPM MAP-21的建议规则制定清单的通知。（系统逆足）。 

scopm.transportation.org/Documents/SCOPM%20TF%20SYSTPM%20Checklist.pdf。 

48 AASHTO SCOPM MAP-21的建议规则制定清单（货运）的通知。 

scopm.transportation.org/Documents/SCOPM%20TF%20Freight%20Checklist.pdf。2016年1月26日。 

49 AASHTO SCOPM MAP-21的建议规则制定清单（CMAQ）的通知。 

scopm.transportation.org/Documents/SCOPM%20TF%20CMAQ%20Checklist.pdf。2016年1月26日。 

http://www.sjtpo.org/
http://scopm.transportation.org/Documents/SCOPM%20TF%20SYSTPM%20Checklist.pdf
http://scopm.transportation.org/Documents/SCOPM%20TF%20Freight%20Checklist.pdf
http://scopm.transportation.org/Documents/SCOPM%20TF%20CMAQ%20Checklis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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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项目交付日50 

运输绩效管理代表有机会优先需求，协调资源，并以合作的方式来优化系统性能。这一过渡到基于性能的规划支

持被称为MAP-21的立法，将继续通过快速行动。MAP-

21已经产生了基于绩效的规划六个要素（见图32，在接下来的页面）。 

企业信息系统（EIS）项目跟踪系统的开发过程中SJTPO已经参与了与NJDOT合作会议，并正在取得系统提供给

SJTPO在我们MPO区域跟踪项目。该系统的目的是降低项目交付延迟，并跟踪单个DOT委员的项目交付性能。 

六种元素互联 

至关重要的是，该单元相互连接。SJTPO通过在整个规划过程中编织我们的目标，实现这一目的。每个运输事项

目标（例如安全），具有相应的目标（如减少死亡）。这些目标导致相关的绩效指标（死亡人数）。这些性能指

标需要具体的数据和分析技术（碰撞数据）。目标是基于既定的措施; 

这导致的发展战略，以实现这些目标（教育，道路的改善）。六个元件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 

相反，每个MPO考虑要求和联邦和州政府机构的建议，我们的规划合作伙伴的需求。 

  

                                                      

50AASHTO。“MAP-21分析。绩效管理的规定。” 

2012年7月27日。http://map21.transportation.org/Documents/SCOPM%20Performance%20Management%20Analysis%20and%20Summary%20v2.pd

f。 

http://map21.transportation.org/Documents/SCOPM%20Performance%20Management%20Analysis%20and%20Summary%20v2.pdf
http://map21.transportation.org/Documents/SCOPM%20Performance%20Management%20Analysis%20and%20Summary%20v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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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32 -  MAP-21性能为基础的规划设计六要素 

 
来源：FHWA。 

在SJTPO绩效为基础的规划过程的概述 

基于性能的集成到规划过程 

同样重要的是，基于绩效的方法集成到整个规划过程。图33，下页，是SJTPO规划过程的概述。SJTPO利用规划

周期中业绩报告。本报告整合了基于绩效的计划功能由美国交通部要求。在报告中使用的性能指标都与我们的合

作伙伴合作开发的。性能指标也从我们在考虑提供给我们的资源目标的。从业绩报告中的信息用于评估反过来影

响我们的规划过程的内容策略。相同性能的措施，后来来评估规划产品的性能。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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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 33 -  SJTPO基于性能的整合规划 

 

基于业绩的规划过程 

1. 联邦和各州的要求塑造我们的工艺和性能的措施。 

2. 中期规划周期执行情况报告（系统级）提出了微调策略的机会。 

3. 绩效指标将被用来在TIP潜力的项目和项目捆绑优先。 

4. 绩效指标将用于评估已完成的项目和项目包（例如，研究之前和之后进行）。 

5. 绩效指标将被用于对纳入统一规划工作方案（UPWP）潜在的程序，程序包和工作任务的优先级。 

6. 绩效指标将用于评估完成的方案，程序包，并从统一规划工作方案（UPWP）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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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循环终点业绩报告（系统级）将被用于微调下一个计划周期。最终，这将包括在区域交通规划，交通运

输事项，影响下一个四年规划周期的交通规划策略。此外，使用性能的措施，规划计划的24年的时间框

架。策略可以应用到不同的情况和使用性能度量评价。 

关于绩效考核 

在该SJTPO使用性能的措施正在不断发展。SJTPO的表演措施是基于那些已经规定的，或可能被规定，由美国交

通部。该SJTPO性能指标清单将包括所有以前的MAP-

21性能的措施，以及由FAST法案颁布的任何未来表现的措施。 

该性能指标作为交通之间的动态链接通过正式的评估和监测过程事项的目标和计划的实施。这个过程的目的是确

保实施计划推进我们走向我区的交通目标的实现。有不同的来源，用途和类型的绩效指标。 

数据源 
我们依赖的数据来源，包括NJDOT，我们的策划合作伙伴和其他数据提供者（运输工具探测项目数据）的组合

。 

结果与输出 

结果类型的措施是优选的并且在MAP-

21和FAST法被规定。成果绩效指标的例子是死亡或受伤的事故，从一个特定时间段的实际数量。由于安全是目

的，网络的产生的安全级别是什么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我们搞来影响安全性能的活动。 

输出性能指标都做，是为了影响结果的工作措施。努力实现安全是输出性能措施的例子; 

这将包括（进行道路安全审计，安装振动带的英里数等）。然而，输出性能的措施可以为内部报告非常有用。 

http://www.sjtp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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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中心的绩效考核 

不仅是结果重要，所以也为交通系统的对人们的影响。在人性化发展的思考和分析性能指标时是至关重要的。以

人为中心的绩效措施反映了对人的影响。一个例子是延迟时间在特定时间段的网络用户体验。考虑到真正的问题

给网络用户造成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可靠性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绩效指标的事项给用户。可靠性是即使网络用户

比延迟更重要。可靠性的实际行进时间进行比较，以期望的行驶时间。网络用户可以计划围绕一个缓慢移动的路

线; 但出人意料的瓶颈是昂贵的。 

使用和解释应谨慎绩效考核  

绩效指标应谨慎使用。交通运输系统的性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在交通量的减少是经济活动，并通过驱

动模式选择的影响。因此，减少可能不是单纯的运输管理努力的结果。与此类似，碰撞死亡率一直在下降 - 

但如何衰落多是由于安全车的技术，又有多少是由于改进道路设计？ 

另外，还要注意各种社区成员可能是相互冲突的目标。因此，性能测量结果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观看。通过商务区

交通量的减少将被视为拥堵和空气质量改善方面有阳性，但在经济增长方面。内SJTPO区，大西洋和开普梅县宁

愿看到VMT增加，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访问了岸。等性能指标也没有足够的历史数据来建立趋势。在这些情

况下，SJTPO将利用现有的数据来建立一个基准日后比较。 

评价在规划过程中的作用  

在规划过程中早已纳入评估及系统性能监测。预期目标和定期监测的评估是为了确保交通建设项目进展与计划一

致的愿景。 

在规划过程中，评估在各种规模制造。一个非常具体的位置的整个网络或性能可以是评价对象。网络范围的评估

的一个例子是，道路使用者体验到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延迟。更精细的刻度的一个例子是前和后的性能测量，（如

前面所述），即有一个信号定时项目道路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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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是在规划过程中的各个点使用。这包括项目选择过程; 

可以采用绩效指标来评估拟建项目可能产生的影响。评估也应程序后完成，项目实施。通过这种方式，方案和项

目能为自己效力进行监测，并告知计划和项目选择对未来的TIP和区域交通规划。 

综上所述，连续评价是规划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该系统应持续监测，以便决策者提供持续的反馈（见图34，在

接下来的页面）。这将允许根据需要达到预期的目标，改变策略。 

数字 34 - 持续性能监控 

 

关于最初在2040区域交通规划绩效报告中规定的实际性能指标的更新，（2015年7月发布），也已完成。哪里是

可更新的数据，性能指标进行了更新。此外，对于一些指标，添加额外的措施。无论是最初的2040区域交通规划

执行情况报告，以及2016年的更新位于附录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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