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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更加准确地模拟交叉口机动车能耗、排放情况，

结合使用微观仿真模型 VISSIM 与微观能耗、排放模型

PERE，构建能够模拟车辆瞬时运行状况与能耗、尾气排放关

系的微观模拟平台。选取上海市西藏北路—海宁路交叉口

进行实例仿真，通过设置交叉口锯齿形公交优先进口道及改

变信号周期，来定量分析对交叉口车辆能耗和排放的影响。

结果表明，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可使公交车辆总体排放明显

下降，但是社会车辆的能耗和排放有所增加；对车均延误、停

车次数、能耗与排放都合适的最佳信号周期范围是80~120 s。

Abstract： To accurately model vehicular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at intersection, this paper develops a micro-simu-

lation platform based on VISSIM and PERE models to investi-

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ehicular speed and energy con-

sumption; vehicular speed and emissions. Taking the intersec-

tion of Xizang North Road and Haining Road in Shanghai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conduct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the im-

pacts of the priority stop line for bus at intersection and signal

cycle length on vehicular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iority stop line for bus at intersec-

tion can reduce the total emissions of buses, but not the emis-

sions of private cars. The signal cycle length between 80 and

120 seconds is most favorable for reducing vehicle average de-

lay, stops, vehicular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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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道路网络中，交叉口附近是车

辆减速、怠速、加速频繁的地段，不仅使

车辆产生延误，而且产生更多的尾气排放

和燃油消耗。以往对交叉口的服务水平评

价主要以车辆延误、停车次数、饱和度等

参数为依据，很少考虑交叉口不同路况、

信号控制对车辆能耗和排放的影响。为了

改善城市交通环境状况，在进行道路规划

与交通控制时应着重考虑降低车辆在交叉

口的能耗和尾气排放。已有研究主要利用

交通模型与各种统计方法相结合计算尾气

排放，如 MOBILE， COPERT， EMFAC

等，这些模型以平均速度为污染表征参

数，适用于宏观和中观层面，所得结果通

常无法反映车辆具体运行状况带来的能耗

与排放变化，而车辆的瞬时速度直接影响

其能耗与排放。因此，本文采用微观仿真

模 型 VISSIM 和 PERE(Physical Emission

Rate Estimator)，通过两个模型之间的接口

设计，构建车辆实时能耗排放模拟分析平

台，根据车辆具体行驶状况，对交叉口车

辆能耗、排放作出定量评价。

1 微观交通能耗与排放模拟平台

的构建

1.1 VISSIM模型所需信息

VISSIM模型是一个微观的、基于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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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步长和行为学的模拟模型，能模拟城市道

路、高速公路等的交通运行状况，特别是可以模

拟公共交通和混合交通，能够分析各种车道结

构、交通组成、信号控制等情况下的车辆行驶状

况。根据交通运行的实际情况[1]，利用VISSIM模

型建立交通模拟仿真平台需要两类信息：1)交叉

口各类数据，包括各相交道路线形、路宽、车道

数、停车线位置、渠化方式、车道功能等；2)车

辆行驶信息，包括交通量、各类车辆经过交叉口

的期望速度、公交路线与公交车站、发车间隔、

优先原则以及信号配时等。这些信息都可以通过

实地调查得到。

1.2 PERE模型所需信息

PERE是美国环保署(EPA)开发的一种微观能

耗、排放模型[2]，用于计算车辆在各种连续运行状

况下的能耗与尾气排放。PERE考虑单个车辆的实

时速度，如加减速、匀速及怠速等，从而计算出

车辆每秒的能耗和排放。利用 PERE计算车辆能

耗与排放，需要以下信息：1)车辆本身配置信

息，如车重、所用燃料类型、变速箱各档传动

比、迎风面积、发动机排量等，可通过实地调查

得到；2)车辆运行信息，主要包括驾驶人习惯的

换挡速度、车辆实时速度、怠速时间等。本文采

用用户手册建议的换挡速度(见表1)作为参数输入

PERE，而VISSIM可以输出仿真系统中每辆车的

实时运行信息(怠速时间或实时速度)。

1.3 模拟平台构建

构建VISSIM与PERE结合的微观交通能耗与

排放的模拟平台，主要是建立两个模型间同一车

型的VISSIM速度输出与 PERE速度输入的关系，

见图1。不同车型在VISSIM中主要体现为车辆轮

廓的不同，比如小汽车、公共汽车等，其车长、

车宽、前后轮轴距均不同，车辆的期望速度、加

减速度也不一样。PERE中车型的区别主要体现为

车辆内部配置参数，比如车龄、车重、发动机、

变速箱等。车辆按照小客车、轻型货车、公共汽

车三种类型划分，并假定小客车与轻型货车燃烧

汽油，公共汽车燃烧柴油。将VISSIM与PERE的

车型一一对应，按车辆类型建立关系(见表2)，再

将VISSIM输出的不同车型的实时速度导入PERE

的相应车型模型，可得到车辆每秒的能耗及尾气

排放。

2 模拟实例

2.1 交叉口的选取和VISSIM模型的建立

选取上海市闸北区西藏北路—海宁路交叉

口，它由两条主干路相交，交通量大，有较多公

交线路经过，毗邻人民广场，地理位置重要，研

究其能耗、排放意义较大。取交叉口高峰小时17:

00—18:00 的流量 (见表 3)进行研究，为保证在

VISSIM仿真中交叉口排队的车辆不溢出路网，取

其 4个进口向外延伸 300 m长的路段作为研究范

围，见图2。由于该交叉口设有人行天桥，因此信

号配时不考虑行人过街所需时间。

2.2 不同方案下的车辆能耗与排放评价

2.2.1 增设锯齿形公交优先进口道

首先用VISSIM对实际未设置公交专用车道的

情况进行仿真(见图3)，再通过对西藏北路设置路

换挡

一档升二档

二档升三档

三档升四档

四档升五档

对应换挡速度/(km·h-1)

24

40

65

73

表 1 各换档位的建议速度

Tab.1 Suggested travel speed for
different types of gear shift

图 1 VISSIM 和 PERE 结合的模拟平台流程

Fig.1 Flow chart of the combination
of VISSIM and PERE

实时能耗/(g·s-1)

PERE

车辆基本配置
每种车型的车
速，加减速度

VISSIM输出
每辆车实时
速度/(m·s-1)

VISSIM仿真输
入

输入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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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公交专用车道，并根据公共汽车左转和直行

的流量，将一条左转车道设置为锯齿型公交优先

进口道 [3]制定假设方案。将假设方案的仿真结果

(见图 4)与实际仿真结果进行比较，见图 5，设置

公交优先进口道大大改善了公共汽车的行驶状

况，其平均延误、停车次数、能耗及各类排放物

均明显下降。而由于压缩了社会车道，社会车辆

的延误、停车次数、能耗和排放均有上升。

从交叉口总体排放来看，设置公交优先进口

道后，CO，HC和NOX排放均有所下降，尤其是

NOX排放下降显著，达到 2.32%，见图 6。这是因

车辆类型

小客车

轻型货车

公共汽车

对应VISSIM的参数

加速度－3.0~3.0 m·s-2，长4.0~4.5 m

加速度－2.5~2.5 m·s-2，长4.0~4.5 m

加速度－1.5~1.5 m·s-2，长12 .0m

对应PERE的参数

车重1 500 kg，燃烧汽油

车重2 500~4 000 kg，燃烧汽油

车重15 500 kg，燃烧柴油

表 2 VISSIM 与 PERE 对应的车型关系

Tab.2 Types of vehicles corresponding to VISSIM and PERE

西
藏
北
路

(北)

海宁路(西)
西
藏
北
路

(南)

海宁路(东)

图 2 西藏北路—海宁路交叉口示意图

Fig.2 Intersection of Xizang North Road and Haining Road

道路名称

西藏北路(北)

西藏北路(南)

海宁路(东)

海宁路(西)

左转

4

56

0

12

56

52

20

44

直行

4

0

4

56

右转 左转

270

470

348

178

842

394

1 748

1 580

直行

公共汽车 小客车

表 3 西藏北路—海宁路交叉口分流向流量(17:00—18:00)

Tab.3 Traffic volumes by direction at intersection of Xizang North
Road and Haining Road (17:00—18:00) 辆·h-1

图 3 未设置公交专用道的仿真效果

Fig.3 Traffic simulation at locations
without exclusive bus lanes

图 4 设置锯齿形公交优先进口道的仿真效果

Fig.4 Simulation on providing priority stop line
for public transit vehicles at inter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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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公共汽车燃烧柴油，排放中NOX含量较高，增

设公交优先进口道大大改善了公共汽车的行驶状

况，有利于减小总体NOX的排放量。社会车辆燃

烧汽油而排放较高的碳氧化物，设置公交优先进

口道导致社会车道的饱和度上升，使总体CO2排

放略有上升。

2.2.2 调整交叉口信号周期

为缓解交通拥堵压力，不少信号控制交叉口

采用了加长周期的做法，如采用160 s，180 s，甚

至超过 200 s 的信号周期，以此换取较大的绿信

比，提高交叉口的通行能力，避免更多车辆二次

排队。但是有研究表明，在周期大于120 s时，通

行能力变化不大，相反，延误却增长迅速[3]，从而

怠速能耗也会增加。本文按流率比确定绿信比，

在流量一定的情况下，信号周期从 40 s到 260 s，

以20 s为步长(如步长更短，则更为精确)对交叉口

不同信号周期的车辆总能耗和排放进行分析，并

将交叉口总能耗分解为车辆在交叉口停车的总怠

速能耗以及车辆在行驶过程中的行驶能耗(包括车

辆加减速和匀速行驶的能耗)。

车辆在交叉口的延误主要由红灯期间的停车

等待造成，因此车辆的总怠速能耗与车均延误的

变化有密切关系。图 7 显示，不同信号周期下，

交叉口车辆总怠速能耗基本与车均延误变化保持

同步。随着信号周期变大，发生二次及以上排队

的车辆数逐渐减少，而发生一次排队的车辆数逐

渐增加，车辆在交叉口因停车—起步造成的加减

速行驶能耗和排放，也会随车辆停车次数的变化

呈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其中信号周期为 80~160

s的车辆行驶能耗变化较平缓，周期为 120 s时车

辆的行驶能耗最低。

总能耗和排放随信号周期改变的变化情况

是：周期过短时，绿灯损失时间变大，发生二次

及以上排队的车辆数增加，车辆停车启动频繁，

因怠速产生的能耗、排放增大，总体能耗急剧上

升；周期过长，车辆怠速能耗增加，虽然发生二

次及以上排队的车辆数减少，但车辆在经过交叉

口时几乎都会发生一次排队，极少有车辆能够直

接通行，造成总体能耗、排放上升。总体来看，

交叉口车辆总能耗和排放最低所对应信号周期的

停车次数和车均延误并不一定最低，但是车辆能

耗、排放较低时所对应的信号周期范围，交叉口

的延误和停车次数也较小。因此，对于西藏北路

—海宁路交叉口，取信号周期 80~120 s，对于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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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率 车均延误 CO CO2 HC NOX 能耗

社会车辆 公交车

图 5 设置公交专用道对公交车辆和社会车辆的影响

Fig.5 Impact of bus exclusive lanes on emissions of all vehicles

0.5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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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对交叉口总体排放的影响

Fig.6 Impact of bus exclusive lanes
on total emission at inter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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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延误、停车次数、能耗与排放来讲都比较合

适，从节能减排的角度，80~120 s即为此交叉口

高峰时期的最佳信号周期。

3 结论

本文结合VISSIM和PERE构建了微观交通能

耗与排放的模拟计算平台，实现了车辆动态运行

状况与其能耗、排放的定量评价。通过设置公交

优先进口道与改变信号周期，对交叉口车辆能

耗、排放的影响进行分析。总体来说，影响总能

耗和排放的因素，主要是停车率和车均延误。信

号周期过短或过长都可能导致停车率上升及延误

增加，从而导致能耗、排放增加。因此，选择交

叉口优化措施时，除了考虑对交叉口通行能力及

延误的影响，还应根据实际需要，从节能减排的

角度，考虑车辆能耗和尾气排放。

图 7 交叉口车辆各种能耗、排放及行驶状况随信号周期改变的变化趋势

Fig.7 Vehicular energy consumption, emission and operation at intersection
with different traffic signal cycle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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