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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我国城市道路交通信

号控制中的灯色规定和一些常用

信号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因素等进

行分析。首先提出我国现行交通

法律法规对信号灯色规定的不足

之处，然后对交通信号控制存在的

基本问题进行重点研究。通过分

析不同信号灯色（如机动车黄灯、

红灯+黄灯、绿闪、红闪，行人绿闪）

及其他辅助设施（如倒计时信号）

对交叉口交通安全和通行效率的

影响，对信号灯色及倒计时信号设

置提出方向性建议，并就道路交通

安全法及其条例的补充、修订给出

相应建议。最后，简要分析了信号

控制领域应着重研究的若干理论

和应用层面的问题，包括绿灯间隔

时间、信号周期、转弯车辆控制策

略、公交优先控制、自适应控制、干

路协调控制等。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actice

of traffic signal control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 of the commonly

used traffic signal control designs.

While discussing the deficiencies

of existing traffic regulations on the

signal color,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basic issues in urban traffic sig-

nal control. By analyzing the im-

pacts of signal design (signal tim-

ing allocation, flashing green/red

for motorized vehicles and flashing

green for pedestrians) and other

auxiliary signal devices at intersec-

tion (countdown facilities) on the

intersection safety and flow effi-

ciency, the paper makes sugges-

tions on the designs of traffic signal

timing and countdown facilities.

The suggestions are also made on

the current traffic safety regulations

and other relevant traffic laws. Last-

ly, the paper discusses few basic is-

sues on signal control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aspects, which includes duration of

green time interval, cycle length,

control strategy of turning vehicles,

priority for transit vehicles, adap-

tive signal control, arterial traffic

signal coordination, 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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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的若干问题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的若干问题

0 引言

交叉口信号控制是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一项极其重要的措施，是城

市干路交通安全和秩序的保障，也是交通流顺畅与否的重要影响因

素。在城市机动车交通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如何科学合理地分配行

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在交叉口的通行权，使交叉口交通更加安全、

高效、便捷，并保证交通畅通，是一个需要引起充分重视的课题。

我国城市规模和发展水平不同，在信号控制方面的做法也各有不

同，经过多年努力已有不少进步。但是，由于管理部门甚至该领域学

者对信号控制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导致事倍功半，加之

投入有限及其他条件限制，我国在信号控制方面的科学化管理水平仍

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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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具体应用，往往

片面追求大课题，而忽视一些基本问题。比如机

动车黄灯、红灯+黄灯、绿闪、红闪、倒计时，行

人绿闪，以及倒计时的含义和法律规定等，都存

在一些漏洞甚至错误，导致各地在实施过程中随

心所欲、执法困难。

希望通过本文的分析，引起对这方面问题的

关注和讨论，从而理清思路，制定和修改相关法

律法规、工程规范和指南，建立应有的理论体

系，指导实践。

1 相关法律法规

道路交通需要严格立法，如若不然，则会在

出现问题甚至纠纷时难以分辨责任，无法保证执

法公正。与城市道路交通信号相关的法律法规主

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1](以下

简称《交通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 [2](以下简称《实施条例》 )。关于

信号灯色的定义，有下述一些规定：

《交通法》第二十六条 交通信号灯由红灯、

绿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示

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

《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 (一)绿灯亮时，准

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

行车辆、行人通行；(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

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三)红灯亮时，禁止车

辆通行。

《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 人行横道信号灯表

示：(一)绿灯亮时，准许行人通过人行横道；(二)

红灯亮时，禁止行人进入人行横道，但是已经进

入人行横道的，可以继续通过或者在道路中心线

处停留等候。

《交通法》及《实施条例》都对红灯和绿灯进

行了明确定义，但对黄灯信号仅就“已越过停止

线的车辆”明确其“可以继续通行”，事实上这些

车辆在越过停止线时是绿灯信号，完全没有疑

义，对还没有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则没有说明，而

这部分车辆才是问题的关键。 广泛用于行人过街

控制的绿闪信号 (不同于机动车绿闪的提示功

能)，《交通法》和《实施条例》均没有定义，导

致在实际应用时各地理解不一，产生很多问题。

2 灯色和倒计时信号问题

2.1 机动车黄灯

1) 黄灯期间是否允许车辆继续通过停止线？

《交通法》的“黄灯表示警示”以及《实施条

例》对黄灯的解释均不明确。这在交通工程领域

称之为“黄灯问题”，但事实上几十年前国际上对

该问题就有成熟研究且有明确结论：黄灯期间接

近停止线的驾驶人，须根据其驾驶车辆的速度、

到停止线的距离以及车辆制动性能、交通条件等

因素作出判断——是否能够在黄灯时间内将车辆

制动停在停止线前？如果判断结果为“是”，并且

不至于对自身和他人(主要是其跟驶车辆)造成危

险，则应实施制动并停车；如果判断结果为

“否”，则应继续正常(不得超速)行驶通过停止

线。这一结论给交通工程师提出了严格要求：必

须准确计算黄灯时间，使驾驶人不至于因黄灯时

间太短而无法在黄灯时间内将驾驶车辆停在停止

线前，或无法在不超速的条件下在黄灯时间内通

过停止线(而不是通过停止线时已是红灯)，即交

通工程术语称之为“进退两难”，英文称

“dilemma”[3]。

2) 最小黄灯时间。

最小黄灯时间由两部分组成：①反应时间。

驾驶人看到信号灯由绿灯转换成黄灯后需要一个

感知、判断时间，该时间因人而异，可进行测试和

调查，一般为 0.7~1.0 s，国外大部分定为 1 s[4－7]；

②制动时间或通过时间。视行车速度和制动能力

确定，一般为2~3 s，可进行严格计算。因此，根

据不同的道路限速标准，规定最小黄灯时间：限速

在50 km·h-1及以下时可取3 s，限速为50~60 km·h-1

时可取4 s[4]。

3) 黄灯时间是否可以定得更长一些？

如同很多事情都有两面性，黄灯时间太短会

有问题，但太长了则可能有危险：由于前后跟驶

车辆的驾驶人判断不同，易造成追尾事故，同时

会损失通行效率。

从执法角度看，应允许车辆在黄灯期间通过

停止线，但是必须严格规定不得超速，严格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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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灯期间通过停止线[8－9]。

2.2 机动车红灯+黄灯

在红灯结束绿灯启亮时，驾驶人需要一个反

应时间，车辆启动也需要一段时间。观测车辆启

动过程可知，在停止线前等待绿灯信号的第一辆

车通过停止线的时间一般需要比后面的车辆多2~

3 s。因此，在红灯快结束时，为了提示驾驶人绿

灯即将起亮，可以作启动准备，一些地方采用了

红灯+黄灯的过渡，即两个灯同时亮的组合。在法

规上，应该定义该灯色组合同红灯一样，不准车

辆通过停止线，时间上以 2 s为宜(时间过长不利

于交通安全)。这就可以弥补绿灯启动的损失时

间，同时在法规上也没有漏洞。虽然仅仅涉及每

个信号周期约2 s时间，但按照交通观测，车辆通

过停止线的平均时间是 2 s，也就是说，采用红

灯+黄灯的组合控制可以使每个信号周期增加1辆

车的通行能力，或者说每个信号周期减少 1辆排

队车辆，所以应推荐采用。

2.3 机动车绿闪、红闪及倒计时

1) 绿闪。

现今我国不少城市的信号控制采用绿灯最后

若干秒的闪烁信号，提示驾驶人绿灯即将结束，

应提早作出通过或停车的判断。由上述“黄灯问

题”的阐述可知，这应是黄灯承担的任务，而无

需再用绿闪提示驾驶人。实际观测显示，绿闪期

间驾驶人普遍存在抓紧最后几秒绿灯时间争抢过

街的现象，这会导致超速，极不安全，因此不应

采用。

2) 红闪。

同样，红灯闪烁是想提示驾驶人红灯即将结

束，绿灯即将启亮。但是闪烁时间往往超过 2 s，

可能导致红灯期间在停止线等待的车辆提前启动

越过停止线，易与交叉口另一方向未清空车辆发

生碰撞，导致交通事故。红闪时间越长，危害越

大，因此也不应采用。其功能可由红灯+黄灯的组

合灯色实现，若红灯仅闪烁 2 s，也可替代红灯+

黄灯的组合，但其效果不如红灯+黄灯显著。

3) 倒计时。

机动车绿灯或红灯倒计时被越来越多的城市

在信号控制交叉口中采用，但从交通工程学角度

分析，这是无益的，甚至会有负面作用。纵观欧

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几乎没有城市使用倒计时

信号，并不是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不

如我们，而是经过利弊分析禁止使用。

城市道路交叉口信号控制的评价标准主要

有：安全、效率、环境、投资和运行管理费用、

对行人和自行车的保护及过街的舒适方便等。机

动车倒计时信号除了可以给驾驶人心理安慰外，

没有其他任何好处，且对交通安全有害，如同绿

闪和红闪信号，更为关键的是它使智能化交通信

号控制变得不可能。

所谓智能化交通信号控制，主要是根据交通

流实际情况，在信号控制上作出灵活应变。如通

过检测系统得知一个方向的车流在某个时间段较

大，则可实时延长该方向绿灯时间，使所有车辆

尽可能在不产生二次排队的情况下通过交叉口；

反之，则可以提前切断绿灯信号，给车流多的方

向分配更多的绿灯时间，从而减少车辆总体延

误，在保证交通安全的条件下提高交叉口通行效

率。智能化交通信号控制方法在信号开始显示绿

灯时，并不能确定绿灯显示时间有多长，而是通

过系统分析、判断实时检测数据后确定的。同

样，公交优先信号控制，也是根据公交车辆到达

情况，来确定信号时间和切换顺序。

我国目前还未能大面积实施智能化交通信号

控制，除有待技术研发和财力支持外，倒计时控

制方式阻止了这种技术应用的可能性，限制了智

能化控制可能带来的交通效率提高。

2.4 行人绿闪

行人绿闪在《交通法》和《实施条例》中都

没有定义，而在实际应用中却非常普遍。1988年

发布、现已废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

理条例》中，第十二条对人行横道灯信号的表

述为：(一)绿灯亮时，准许行人通过人行横道；

(二)绿灯闪烁时，不准行人进入人行横道，但已

进入人行横道的，可以继续通行； (三)红灯亮

时，不准行人进入人行横道。显然，现有行人绿

闪信号即源于此。根据该规定，行人绿闪信号的

作用是保证行人清空，即在绿闪时间内，保证已

进入人行横道的行人安全到达道路另一侧或交通

岛，不至于跟机动车和自行车产生冲突。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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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绿闪的意义完全不同于机动车绿闪。

目前我国城市道路交叉口信号控制中的问题

若按灯色来分，问题最大的应该是行人绿闪。调

查显示，95%以上的行人在绿闪期间继续进入人

行横道，甚至大部分交通协管员和交警都未能正

确理解绿闪的含义。在交通研究中，甚至不少研

究人员对绿闪灯色的理解也很模糊，认为绿闪期

间行人继续进入人行横道有一定意义。由于对行

人绿闪信号缺乏明确规定，导致无法可依、行人

违法普遍，急需给出一个科学、合理、各方都能

接受的、统一而且可操作的法律规定。

对于人行横道线清空，各国和各地区都有不

同做法。在美国一些城市，人行横道线清空采用

红闪灯色；德国城市基本上采用红灯，但在杜塞

尔多夫(Düsseldorf)市采用黄灯信号，瑞士圣加伦

(St. Gallen)市也是采用黄灯信号。按行人(或常人)

心理，利用黄灯信号清空人行横道线最符合逻

辑、最合适。因为清空是由绿灯准许通行到红灯

禁止通行之间的过渡，类似于机动车的黄灯信

号。该阶段既不同于绿灯准许也不同于红灯禁

止，准确说是禁止行人在此期间继续进入人行横

道，而让已经在人行横道上的行人安全走完人行

横道，其主要意义是禁止。因此，采用绿闪信号

给人的主要印象首先是“绿”，而绿色在交通信号

中表示“准许通行”，所以极不利于其承担应有的

作用。红闪或红灯信号，给人的第一印象是

“红”，而红色在交通信号中表示“禁止”，在行人

清空阶段，已在人行横道上的行人是正对信号

灯，让其面对红灯信号继续前行，有悖于信号控

制的最基本规则“遇红灯须停止”，削弱了红灯信

号的权威性。故建议行人清空应取消绿闪而采用

黄灯信号。

3 理论和应用层面需研究的问题

城市道路交叉口信号控制的基本问题除上述

已存在问题外，还有一些需要在理论和应用两个

层面共同关注的问题，如绿灯间隔时间、信号周

期、右转机动车是否须受控、自适应控制、干路

协调控制等。

3.1 绿灯间隔时间

绿灯间隔时间是指信号相位间的一段时间间

隔，是保证上一相位最后通过车辆(或行人)能够

安全清空交叉口、不至于跟下一相位进入交叉口

的首车(或行人)相撞的安全间隔时间。这段时间

若定得过长，安全更有保障，但会损失通行效

率；反之，效率会提高，但安全失去保障。如何

确定绿灯间隔时间的计算标准，保证在交通安全

的前提下实现效率最高？我国理论界对此研究不

多，且不够深入具体，亟待填补。

3.2 信号周期

西方国家在交叉口进口道机动车延误模型基

础上，导出了机动车延误最小，即所谓“最佳周

期”的算法。但是该算法由于只考虑理想情况，

未考虑横向干扰等复杂因素，而且完全不考虑行

人、自行车、公交乘客的延误，所以在实际中基

本不适用。我国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往往采用

过大的信号周期，导致了一系列负面作用，如行

人过街等待时间超长、进口道“短车道”效应放

大、绿灯后期车头间距拉大、非主干路方向车辆

延误时间增加等。究竟该如何确定各类交叉口的

信号控制周期，实现保护行人、自行车过街和公

交优先策略，同时平衡各方利益，并考虑环保因

素，是一个亟待重新思考的问题。

3.3 右转相位与红灯准许右转

以往一般认为交叉口左转车流引起的冲突最

为严重，而我国由于行人、自行车流量很大，加

之交叉口车流饱和度高，导致不少地方右转车流

引起的冲突甚至大于左转车流，特别是使行人过

街缺乏安全感。同时，由于右转车流不受信号控

制，导致拥堵时段次要方向的右转车辆占据主流

方向的停车空间，加剧主流方向拥堵。因此，红

灯期间允许车辆右转不适合有持续行人过街流量

的交叉口，特别是白天的市中心交叉口，对于此

类交叉口可设置机动车右转相位；对于行人流量

较小的交叉口，如支路、郊区道路交叉口以及夜

间的市中心交叉口，可准许车辆在红灯时右转。

所以，是否应统一取消红灯准许右转的规定及应

采用怎样的替代规定，有待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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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左转

1) 左转相位。

由于左转车流与对向直行车流、行人、自行

车流以及侧向车流、部分行人、自行车流产生冲

突，引发交通安全问题，并可能引起交叉口混

乱，所以往往需要采用左转信号相位消除冲突。

但是，设置左转相位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失通行效

率，且会增加违规行驶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平峰

和低峰时段以及流量小的交叉口。

另外，左转车流特别是左转自行车流是交叉

口控制、管理的难点和关键，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2) 禁左。

一些城市由于机动车在交叉口的通行能力是

主要矛盾，因此便采取“禁左”措施(即不允许机

动车左转)，强制性“消除”左转，“提高”交叉

口的通行效率。但实际上左转车流并未被“消

除”，仅仅是转移到别处，或者经过这样那样的绕

行后甚至两次通过交叉口。因此，交叉口通行效

率往往并不能被“提高”，反而由于绕行造成通行

能力更加紧张。

“禁左”对交叉口及其周边路网究竟是利大于

弊，还是弊大于利，要看规划设计是否得当。处

理得好，可以趋利避害，反之，则会得不偿失。

因此，“禁左”是一把双刃剑，必须慎用。无论如

何，大面积使用“禁左”肯定是“不灵光”的。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不必“禁左”，可以在高峰、平

峰、低峰时段有区别地进行信号控制，即在平

峰、低峰时采用两相位控制，在高峰时采用左转

信号相位控制，做到扬长避短。更好的办法则是

进行“量体裁衣”式的智能化自适应信号控制。

3.5 自适应控制

出行中有时会遇到交叉口一个进口方向上车

辆排队等待绿灯信号，而另一方向则没有车辆通

过，却照常显示绿灯。这类交叉口通常是采用定

时信号控制，而自适应信号控制早已可以根据车

流检测来灵活分配绿灯信号，在没有左转车辆到

达的周期则跳过左转相位，从而大大提高交叉口

通行效率，减少绿灯时间浪费。同时，自适应信

号控制是实现公交优先信号控制的前提条件。因

此，国内应具体研究这方面的技术，并推广应用。

3.6 公交优先信号控制

公交优先理念已逐渐深入人心，我国不少城

市都规划设计了公交专用车道，甚至快速公交

(BRT)系统。如何在交叉口给予公交车辆优先通行

权，既减少其停车次数和延误，又不过度影响其

他通行车辆和行人，特别是要全面考虑公交车辆

通过前后多个交叉口的综合效益，是一个非常困

难、还未能真正实现的目标。

3.7 干路协调控制

在城市道路网信号控制问题中往往片面追求

所谓“面控”，而对干路协调控制即“线控”不够

重视。组织好“线控”可大大减少车辆在交叉口

的停车次数、行程时间及制动、启动、加速过

程，并降低油耗、减少排放和交通噪声，远比盲

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面控”重要。而如何在保证

干路协调条件下维持一定灵活度的自适应控制策

略，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索的难题。

3.8 微观仿真工具的应用

城市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的另一难题是对不同

控制方案的比较和评价。由于在实际道路系统中

获取车流在交叉口的停车次数、排队长度和延误

等评价指标非常困难，且须付出巨大成本，几乎

是不可能的。微观交通仿真可以对复杂的自适应

信号控制逻辑方案进行事先优化和测试，并能对

总体方案进行量化分析、比较，从而保证实施方

案的正确性和优越性，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4 结语

由于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结合不够紧密，特

别是从法律法规、管理办法到工程规范、指南的

整个体系不够完备，甚至有一些盲区、误区或漏

洞，导致各城市在交叉口信号控制实践中无章可

依或有章难依。因此，急需交通、法律、社会等

方面的学者和专家共同努力，特别是需要相关部

门领导的重视，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借鉴国际

先进经验，首先从法律法规层面来修正、补充和

细化相关规定，加强宣传和管理，最终从各个层

面做好城市道路交叉口信号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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