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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障上海世博交通顺利运行不能单纯依靠增加道

路供给，更要提高已有交通设施的利用效率。由世博出行

需求与供给矛盾出发，说明实施世博可变车道技术的必要

性。重点考虑世博交通与日常背景交通之间的协调，提出

世博可变车道的设置原则。以上海市林浦路为例，从可行

性、方案设计、控制系统、相关设施设置、配套措施五个方

面分析世博可变车道的实施方案。最后，对林浦路设置可

变车道技术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饱和度指标对比结果表

明，采用可变车道技术可显著减轻早晚高峰主流向交通压

力，提高世博通道的服务水平。

Abstract：To ensure an efficient traffic operation during the

World Expo 2010 Shanghai, it is not sufficient to solely de-

pend on increasing capacities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 En-

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the existing system should be also

considered to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demand and sup-

ply. Implementing reversible lane can balance the demand

and supply that change dynamically by direction and time.

Using Shanghai Linpu Roa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reversible lanes in five aspects: feasibility, design,

traffic control system, related facilities and measures. Final-

ly, a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conducted on reversible lanes

by using volume to capacity ratio as a degree of saturation

index.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using reversible lanes can re-

lieve traffic congestion effectively during peak hours and,

therefore, improve the level of service of the corridors carry-

ing the Expo traffic.

关键词：交通管理；世博交通；可变车道；潮汐车流

Keywords：traffic management; Expo traffic; reversible

lanes; morning and afternoon peak hour traffic

中图分类号：U491.2+22 文献标识码：A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客流量大、来源广

泛、持续时间长，加之世博园区位于市区中

心地带，世博诱增客流从外围区域向城市中

心逐步汇聚，将对城市交通网络、特别是园

区周边道路形成巨大的压力和冲击。尽管上

海市为世博会进行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

但仍然无法满足巨大的交通需求。特别是出

入园高峰时段与日常交通高峰时段存在部分

叠加，单纯依靠增加道路供给无论从成本还

是实施效益来看均无法很好地解决交通拥

堵。因此，应立足于提高已有交通设施的利

用效率，通过良好的交通组织及管理措施保

障世博交通顺利运行。根据国内外举办大型

活动的经验和教训，可变车道技术以其良好

的适用性和实施效果成为众多措施中优先选

择的方法之一。

1 可变车道技术

可变车道技术产生至今已有近 80年的研

究实践，基于交通流的时变性特点，通过变

更车道的方向或转向，利用次要车流方向的

富余通行能力来满足主要车流方向的交通需

求，使车道划分与实际交通需求相符合，从

而提高整个道路的利用效率[1]。目前，可变车

道技术的应用相当广泛，主要用于高峰时段

道路交通疏导、临时路面占道交通疏导以及

突发事件交通疏导。根据美国国家公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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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计划(NCHRP Synthesis 340)在多个州的调查

研究表明，采用可变车道技术可显著改善主流向

交通状况[2]。我国近年也逐渐开始采用可变车道技

术，上海市率先在四平路实施潮汐可变车道，效

果良好。

2 世博会可变车道设置原则

在世博道路交通设施供给与世博客流出行需

求已有研究中不难发现：世博园区周边道路网络

整体服务水平不高，即使在高强度的世博道路配

套工程建设完成后，整体服务水平也难以大幅提

升。特别是在高峰时段日常交通与世博交通相互

叠加，交通设施供需矛盾更加突出，见图1。

根据世博交通保障行动计划，世博期间要基

本满足日常交通及世博交通正常运行，因此区别

于一般潮汐式可变车道，世博可变车道技术要综

合考虑背景交通与世博交通二者的叠加效应。参

考一般潮汐可变车道技术所需条件[3]，世博可变车

道的设置应遵循以下原则：

1) 车道条件：机动车车道数在双向3车道以上；

2) 车流特征：路段交通流体现出较明显的潮

汐性，且背景交通的潮汐性变化应与世博交通同

向叠加；

3) 容量需求：主要车流方向使用可变车道、

次要车流方向去掉可变车道后应能满足各自需求；

4) 时段性要求：路段车流潮汐性变化的时段

较规律；

5) 连通性要求：路段与世博园区直接相连，

世博车辆方便进出和汇集。

6) 路段内通行条件：可变车道段沿途交叉口

较少，交通情况相对简单，利于管理；起终点具

备充分的通行能力，不会形成交通瓶颈。

特别对于第 2条原则，考虑到背景交通自身

的潮汐性与世博交通潮汐性之间的协调，当二者

正向叠加时路段潮汐性更加明显，更利于提高可

变车道的实施效益。

3 世博会可变车道实施方案

3.1 方案可行性

梳理上海市早晚高峰交通主流向变化情况，

见图2，浦东园区周边背景交通早晚高峰潮汐性与

世博交通完全同向叠加，非常适合实施可变车道

技术。再结合道路自身的物理条件，在设置的世

博通道中选取上南路与林浦路实施可变车道技

术，见图3。这两条道路为入园主干路，能满足可

变车道的设施需求。同时，道路直接与世博园区

相连，分配有大量世博专线与接驳巴士，世博通

行需求大。因此，可以较小的代价达到显著提高

世博交通服务水平的目的。

本文以林浦路为代表，对世博可变车道实施

方案进行研究。根据世博交通组织方案，在高保

障情况下预测林浦路出入园交通量，见图4。世博

期间，林浦路交通量方向不均匀性明显，特别是

在早高峰时段，入园交通需求达到 1 200 pcu·h-1，

只用两条车道无法提供良好的服务水平；而此时

出园方向交通量较小，造成一方交通拥挤而另一

方资源浪费。因此，在林浦路有必要实施可变车

道技术。同时，林浦路作为世博新建道路，实施

可变车道技术具有独特的优势：

1) 世博会期间，林浦路将作为世博专用道路

只通行世博车辆，因此，路段将显著体现世博潮

汐特性，易于管理和实施配套控制手段；

2) 规划为双向 4车道，满足可变车道实施条

件中的车道数及设施要求。

3) 沿途交叉口较少，且几乎没有左转交通，

利于实施可变车道的配套管理措施；

图 1 世博期间高峰时段道路交通运行状况

Fig.1 Traffic flow at peak hours during the World Expo

拥挤
较拥挤
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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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直接与世博园相连，且沿线设置有世博停

车场，利于世博车辆进出。

3.2 实施方案设计

选取林浦路中环线—雪野路路段，以交叉口

为起终点实施可变车道技术。根据林浦路车流潮

汐性特征和通行需求，将林浦路中间两条车道同

时作为可变车道，此时断面存在三种布置形式：

1) 早高峰时段(7:00—12:00)两条可变车道均

为入园方向，整个断面呈三进一出形式；

2) 晚高峰时段(17:00—次日 1:00)两条可变车

道均为出园方向，整个断面呈一进三出形式；

3) 其余时段两条可变车道一条入园一条出

园，整个断面呈二进二出形式。

该方案根据出入园交通的时段性需求来调整

可变车道方向，充分利用林浦路的通行能力，着

重解决高峰交通需求。可变车道断面形式见图5。

3.3 控制系统

可变车道控制系统的关键是保证可变车道功

能的顺利转换。可变车道的信号灯均应由中央控

制器统一管理，根据设定的方案定时触发，确保

不出现矛盾的信号。可变车道控制系统框架见图

6。根据设定的控制方案，在每个控制时段开启前

(通常提前 3 min)，判断目前可变车道的方向与设

定的方向是否一致，如一致则保持该方向，不一

致即启动转换程序。在变换车道方向的过程中，

还需通过视频或者人工判别清道是否完成，保证

可变车道通行安全。

3.4 相关设施设置

我国目前尚没有针对可变车道相关配套设施

的完整说明，借鉴已有的设置原则和相关经验，

如美国交通控制设施手册 [4] (Manual on Uniform

Traffic Control Devices, MUTCD)，确定主要依靠

路面标线、龙门架分车道指示灯、路边指示标志

等来保证世博可变车道技术的实施。

图 2 高峰时段交通主流向

Fig.2 Peak traffic direction during peak h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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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路面标线。

可变车道由双白虚线表示[5](双白色虚线分别

在可变车道两侧)，并标注“可变车道”四个字，

以示提醒，见图7。

2) 龙门架分车道指示灯。

龙门架以其良好的可视性成为引导车辆行为

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6]。通过龙门架上双向分车道

指示灯可清楚地提示驾驶人可变车道的使用情

况。龙门架的布设应遵循一定的原则：

① 可变车道段内任一位置均需确保能够看到

龙门架上的分车道指示灯，使驾驶人按规定行驶；

② 龙门架与交叉口保持适当距离，既要防止

龙门架指示灯与交叉口信号灯相混淆，又需保证

由相交道路转入的车辆清楚可变车道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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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林浦路预测交通量

Fig.4 Forecasted traffic volume on Linpu Road

图 5 林浦路可变车道断面形式

Fig.5 Cross-section design of reversible lane on Linpu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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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可变车道控制系统框架

Fig.6 Framework of traffic control system for reversible l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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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结合地下管线及路段沿线可视情况对龙门

架位置进行适当修正，并配合其他引导设施使用。

针对林浦路双向 4车道、相交道路较少的情

况，设计龙门架形式见图 8，可变车道指示灯用

LED屏突出显示。

3) 路边指示标志。

路边指示标志作为引导的辅助设施，通常设

置在可变车道段起终点、不利于设置龙门架及可

视性受影响的地点，形式以F板为主，见图9。

3.5 配套措施

为保证可变车道的通行安全及效率，应与相

关管理手段配合。

1) 交叉口禁左。

为避免左转车道右置在可变车道旁带来的安

全隐患，在左转交通量较小或有良好替代路径的

情况下，建议在交叉口实施机动车禁左措施。采

用这一方法的好处是：①交叉口减少左转相位，

提高直行交通服务水平并减少延误；②原有左转

车道可改为直行，提高直行交通的通行能力。

林浦路沿途交叉口较少，作为新建道路且为

世博专用，沿途几乎没有左转需求，因此，可以

在林浦路可变车道段全程实施禁左措施，最大程

度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2) 路段禁非。

可变车道行车方向的改变会使非机动车骑行

者产生迷惑从而带来危险。加之可变车道段沿途

通常配套实施交叉口禁左措施，这将带来如何疏

导非机动车左转的问题。目前常用两种处理方

法：①左转非机动车辆较多时，给予非机动车单

独的左转相位，但这会增加交叉口延误；②左转

非机动车辆较少时，引导其二次过街，但非机动

车常常不按规定行驶。从以往实施效果来看，这

些处理方法都不太理想，因此，为避免产生上述

问题，一般在实施可变车道技术的同时也采取非

机动车禁行措施。林浦路基本不存在非机动车通

行需求，沿途也没有大的居民区或其他交通吸引

点，路段禁非避免了对非机动车的影响。

3) 行人过街。

按照上海市地方规范，对于双向 6车道以上

道路必须设置行人二次过街设施，因此，在进口

道渠化过程中视情况保留1~1.5 m的安全隔离带保

护行人。而对于存在可变车道的情况，需要特别

考虑行人过街安全，在人行道附近设置相应的提

醒标志。

4 实施效果评价

实施可变车道技术实际上是给予主车流方向

更多的设施供给，本文采用路段分方向饱和度指

标简单评价实施可变车道技术后的改善效果。针

可 变 车 道

可变车道

图 7 可变车道路面标线

Fig.7 Traffic markings for reversible lanes

图 8 可变车道龙门架

Fig.8 Gantry frame for reversible lanes implementation

图 9 路边指示标志

Fig.9 Roadside traffic guide signs

注意前方为可变车道注意前方为可变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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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可变车道情况，单向通行能力将随着车道数的

变化而变化，分成入园和出园两个方向分别评

价，采用道路饱和度作为评价指标，见图 10。可

以看出，在通行矛盾突出的早晚高峰，实施可变

车道技术明显减轻了主流向交通压力、降低了路

段饱和度。特别是通行压力最大的早高峰，入园

方向的服务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同时并没有显著

影响次流向的通行。实施可变车道技术可充分利

用道路条件，使交通设施供给与需求动态协调，

效益非常显著。

5 结语

设置可变车道前必须对道路和交通流状况进

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潮汐性的存在是实施可变车

道技术的必要前提，而道路设施的物理条件则是

必要保证。本文以林浦路为例对可变车道的设置

方案以及相关设施及管理措施进行了探讨，由于

世博基础设施建设仍在进行，世博诱增交通只能

采用预测值。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根据世博期

间实测流量、流向等数据进行调整。另外，在设

置可变车道的路段内，交叉口可同时配合采用信

号优先技术等多种手段共同提高世博交通的服务

水平，保障世博交通的顺利运行。需要特别强调

的是，可变车道技术在实施过程中要重视安全问

题，特别是要防止车道方向转换带来的安全隐

患，在以往的一些实践中也不乏出现事故的先

例，应严格实施各种配套设施与措施，保证世博

交通顺利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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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可变车道实施方案效果评价

Fig.10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n reversible l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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