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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标《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GB 50647—

2011)在国内首次提出了确定信号控制交叉口规划通行能

力的新方法。为深入解析该方法，首先论述了已有规范的

有关规定必须更新的理由，然后总结了英国、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国研究机构发表的较具影响的方法的优缺

点。根据在国内各城市实测并进行统计分析的调查数据，

参考国外的可行方法，阐述了中国确定信号控制交叉口规

划通行能力方法的基本原则和特点。最后提出了未来需

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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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是编制城市道

路交叉口规划、设计和管理方案时一个必不

可少的参数，也是评价道路交叉口设计方案

优劣的指标之一。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信

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估算的研究，并把研

究成果编订成手册、导则或规程。

英国运输与道路研究所 (The Transport

and Road Research Laboratory, TRRL) 在

Webster交通信号配时设计方法中，给出了信

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估算方法[1]。美国交通

运 输 研 究 委 员 会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TRB)专门成立了“信号控制交叉口通

行能力研究分委员会”，并在《道路通行能力

手册》 (Highway Capacity Manual 2000, HCM

2000)中编订了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估算

方法的专项章节 [2]。澳大利亚前道路研究所

(Australian Road Research Board, ARRB) 在

《交通信号配时与通行能力分析》 (Traffic

Signals: Capacity and Timing Analysis)中提出

了适用于澳大利亚的通行能力估算方法[3]。加

拿大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导则研究委员

会 (Committee on Canadian Capacity Guide for

Signalized Intersection)专门编订了《信号控制

交叉口通行能力导则 (第 3 版)》 (Canadian

Capacity Guide for Signalized Intersections(3rd

Edition))[4]。德国、日本、瑞典等国的研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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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也以各自的研究成果编订了信号控制交叉口通

行能力确定方法。由于各国现行的信号控制交叉

口通行能力估算方法尚有缺陷，因此至今仍在研

究改进中。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针对信号控制交叉

口通行能力曾做过两个专题研究：《信号灯交叉口

车辆通过冲突点的通行能力》 [5]以绿灯时间内车辆

通过冲突点时的车头时距作为估算信号控制交叉

口通行能力的依据，被称为“冲突点法”；《城市

道路设计规范》 (CJJ 37—90)[6]仿照前苏联 20世纪

50年代教科书上的方法，以绿灯时间内车辆通过

停止线的车头时距作为估算通行能力的依据，被

称为“停止线法”。编写《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时，曾讨论将上述哪种方法编入规范，最终因

“冲突点法”需要的车辆从停止线到冲突点的行驶

时间等参数较难取得、不便应用，而选取了“停

止线法”。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停止线法”还存

在不少问题，需要更新。20世纪90年代编写《城

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 (GB 50220—95)[7]时，

废弃了“停止线法”，采用简单的列表规定通行能

力数据的方法，而这一方法当前已不符合交叉口

规划与设计对估算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的要

求深度。

1 已有规范规定信号控制交叉口规划
通行能力的方法

1.1 行标《城市道路设计规范》规定的方法

《城市道路设计规范》中估算信号控制交叉口

通行能力的方法是：对不同行驶方向的车道分别

采用不同的估算方法；作为通车主体的直行车

道，其设计通行能力采用了在信号灯有效通车时

间内通过停止线的最多车辆数，估算表达式为：

Ns =
3 600φs

æ

è
çç

ö

ø
÷÷

tg - t1

tis
+ 1

tc
， (1)

式中： Ns 为一条直行车道的通行能力/(pcu·h-1)；

φs 为直行车道通行能力折减系数，取0.9； tg 为绿

灯时间/s； t1 为绿灯启亮后第一辆车启动并通过

停止线的时间/s，可取 2.3 s； tis 为直行或右转车

辆通过停止线时的平均间隔时间/(s·pcu-1)； tc 为

信号周期/s。

这种估算方法单是直行车道的通行能力就已

不能适用交叉口设计及信号控制的技术要求，存

在不少问题，主要有：

1）必须有信号配时参数，而这些参数在交叉

口规划、设计阶段尚是未知数，方法中也没有说

明如何估算这些参数。

2）由于未考虑不同渠化方案下采用不同信号

相位对通行能力的影响，因此，这种方法即使尚

有可用之处，也只能用于单车道或多车道但无冲

突的两相位信号。

3）有效通车时间只考虑了绿灯时间内扣除车

辆启动反应损失后的时间，对整体交叉口而言，

没有考虑绿灯间隔时间，估算结果显然偏差较大。

4） 式中的 tis 是“车辆通过停止线的平均间

隔时间”，不是连续交通流在饱和状态下的平均间

隔时间。所以，以此值计算的结果不是通行能

力，且规范对此平均间隔时间不但没有提出建议

值，也没有提出适用的实测方法，因此难于实际

应用。

5） 直行车道折减系数定为 0.9，过于笼统，

道理不清，不够准确。

1.2 国标《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规定
的方法
该规范表 7.4.2 规定了无信号灯和有信号灯

管理的 T 字型和十字型平面交叉口的规划通行

能力 [8]。以十字型信号控制交叉口为例：表中列

出了主干路与主干路交叉口的规划通行能力为

4 400~5 000 辆·h-1；主干路与次干路交叉口为

3 500~4 400 辆·h-1；次干路与次干路交叉口为

2 800~3 400辆·h-1等。表下附注说明相交道路的

进口车道条数主干路为3~4条、次干路2~3条。如

此，主-主交叉口进口道车道总数为12~16条，平

均每条车道通行能力为315~360辆·h-1；主-次交叉

口为10~14条，平均每条车道通行能力为315~350

辆·h-1；次-次交叉口为8~12条，平均每条车道通

行能力为 300~350辆·h-1。这样简明地列出各类交

叉口通行能力的规定值，远不能符合交通工程规

划阶段对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所提交叉口初步方

案的审核要求；而将其作为交叉口设计规范，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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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设计要求的深度相差更大；何况每条车道

通行能力的最大值仅为360辆·h-1，同当前交叉口

的实际通行能力也相差甚大。

2 国外几个较有影响的方法

英国TRRL在Webster中提出的估算信号控制

交叉口进口道通行能力的算式为：

Cap = λS ， (2)

式中： Cap 为信号控制交叉口进口道的通行能

力； λ 为通车相位的绿信比； S 为通车车道的规

划或设计饱和流量。

由于式(2)各参数定义间的逻辑关系明确、表

达简明(式中 λ 是信号配时方案中的确定值， S 可

实测)，故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但实测饱和流量

只能在已通车的进口道上测得，因此各国都展开

了估算规划或设计饱和流量方法的研究。各国的

研究思路基本一致：先测得符合标准进口道条件

的基本饱和流量 Sb ；再实测进口道几何、环境、

交通特征等因素对基本饱和流量的影响程度，定

为各类修正系数 f (F)；规划或设计饱和流量就等

于基本饱和流量乘以各类修正系数，可归纳为通

用表达式： S=Sb f (F)。基本饱和流量和各类修

正系数因各国道路、交通特性及所用研究方法不

尽相同，各国所定的 Sb 和 f (F)各有特点。择要

解析几个较有影响的方法。

2.1 英国TRRL方法

英国Webster开始提出这一方法时，尚未采用

进口道车道划分与渠化的交叉口设计新方法[1]。所

以，初期饱和流量的确定是按进口道整幅车道宽

度估算的。根据当时在TRRL实验车场上组织大

量汽车在交叉口进口道实体模型上运行的测试数

据，统计分析得出：

S= 525W ， (3)

式中：W 为进口道车道宽度。然后，再乘一个进

口道纵坡修正系数，纵坡 i=±1%，相应的修正

系数 fi =±3%。

交叉口实行车道划分、渠化后，TRRL对估

算进口道饱和流量的方法曾做过很大改变[9]。实测

了各种车道的基本饱和流量，考虑了饱和流量的

影响因素：车道位置、车辆组成、混合行驶车道

中转弯车辆所占比例、转弯车道的转弯半径、进

口道坡度、车道宽度、每小时信号周期数等。根

据这些因素对基本饱和流量的影响，统计分析了

各影响因素对基本饱和流量的校正模式；最后，

对各影响因素的校正模式分析构成了估算饱和流

量的综合模型。由于以下两个原因此法少有借鉴

使用者：

1）构建综合模型的过程比较复杂；

2）当左转车辆与对向直行车辆在同一相位冲

突通行的情况下，该估算方法需要信号周期时

长、绿信比等参数，而在估算饱和流量时，这些

参数都是未知数，所以必须运用迭代算法，十分

繁琐。

2.2 美国HCM方法

HCM 对基本饱和流量只简单地规定了一个

值：1 900 pcu·h-1·车道-1，对饱和流量修正系数的

计算方法每版均作修正。至2010年第四版，以进

口道车道组(lane group)为计算单元的规划或设计

饱和流量

s= s0NfW fHV fg fp fbb fa fLU fLT fRT fLpb fRpb ，(4)

式中： s0 为每条车道的基本饱和流量； N 为车道

组的车道数； fW 为车道宽度修正系数； fHV 为

重车修正系数； fg 为进口道纵坡修正系数；其他

各项为停车、车道利用、左右转、行人、自行车

等影响因素的修正系数，几乎包括了可能影响饱

和流量的全部道路交通修正系数，但没有专项列

出转弯车辆转弯半径修正系数，而是隐藏在左右

转车辆修正系数中。

在“城市道路交叉口通行能力规划应用”一

节中，提到对那些(如停车)在规划阶段难以取得

的修正系数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若按规范正

确规划、设计交叉口进口道，其中不少修正系数

是可以不用的，如停车、公共汽车停靠、车道利

用等。这里择要解析几个在交叉口规划中需要的

HCM修正系数。

1）车道宽度修正系数：

fW = 1+W- 3.6
9

， (5)

式中：W 为车道宽度且W 2.4 m，若W 4.8 m，

则作两条车道处理；一条车道的基准宽度为3.6 m，

10



杨小文等：国标确定信号控制交叉口规划通行能力的方法

最小宽度为2.4 m。

2）重车修正系数：

fHV = 100
100+%HV(ET - 1) ， (6)

式中： %HV 为车道组流量中重车的百分比；

ET = 2.0 pcu·HV-1为在路段上的重车 pcu 折算当

量，此处的折算当量不是交叉口进口道上的折算

当量。

3）进口道纵坡修正系数：

fg = 1- %G
200

， (7)

式中： %G 为进口道车道组的纵坡百分比，

-6%G 10 ，负数为下坡。

2.3 澳大利亚ARRB方法

ARRB方法[3]以流向(movement)车流为饱和流

量的估算单元，流向的饱和流量是同流向车道饱

和流量之和。车道基本饱和流量以实测数据为规

定值，以直行车当量 (through car unit, tcu)为单

位。直行车当量类似于重车当量，是把重车与转

弯车辆同时换算为直行车的当量值。平均基本饱

和流量按环境等级及车道类型进行划分，见表1。

表1中环境等级：A为车辆可自由行驶的理想

条件，视距良好、行人少、无停车或货车装卸干

扰；B为中等条件，交叉口几何设计适用、行人不

多、稍有停车或货车装卸干扰；C 为不良条件，

视距差、行人多、有其他车辆进出或泊车干扰。

表 1中车道类型：1为直行专用车道；2为转

弯车道，包括转弯专用或与直行合用车道，转弯

半径充分、无行人干扰；3为受限制转弯车道，包

括转弯半径较小以及有行人干扰的转弯车道。

由于环境等级已包含对地区类型、停车干

扰、行人干扰、转弯半径等因素的修正，车道类

型已包含直行和转弯两类车道，因此，可将考虑

修正系数的规划或设计饱和流量简明地归纳为：

S=
fW fg

fc
Sb ， (8)

式中： fc为车辆组成修正系数；Sb为基本饱和流量。

1）车道宽度修正系数。

fW =
ì
í
î

ï

ï

0.55+ 0.14W, 2.4W< 3.0,
1.0, 3.0W 3.7,
0.83+ 0.05W, 3.7<W 4.6,

(9)

式中：W 为车道宽度/m。式(9)把不加修正的基

准宽度定在一个较宽的范围：3.0~3.7 m；同HCM

一样最小宽度为 2.4 m，当宽度为 4.8 m时作两条

车道处理。

2）进口道纵坡修正系数。

fg = 1 ±
0.5Gr

100
， (10)

式中： Gr 为纵坡，修正系数与HCM相同。

3）车辆组成修正系数。

fc =
∑eiqi

∑qi
， (11)

式 中 ： qi 为 车 辆 转 弯 类 型 i 的 车 流 量 ，

i= 1,2,3； ei 为车辆转弯类型 i 的直行车当量。

此外，ARRB方法中另列两节阐述对向转弯

专用及合用车道、车道利用与短车道饱和流量的

估算方法，均涉及信号配时参数，必须采用迭代

算法。

2.4 加拿大《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导则
（第3版）》的方法

该方法的基本饱和流量以表格形式直接列出

各城市市郊和城区的实测进口道直行和左转车辆

的统计值，见表2。

修正系数包括：车道宽度、重车率及进口道

纵坡、左右转弯半径、进口车道长度不足、公共

汽车停靠、停车、行人影响、绿灯时长、左转专

用车道、右转专用车道、合用车道等。《信号控制

交叉口通行能力导则》与HCM相似，在规划阶段

的应用章节中也提出，难于取得的修正系数可以

不用。

1）车道宽度修正系数。

fW =

ì

í

î

ïï
ïï

0.5W- 0.5, W 3.0,
1.0, 3.0<W 4.4,
0.385W- 0.695, 4.4<W 6.0,
2.0, 6.0<W 7.0,

(12)

11

A

B

C

环境等级

1 850

1 700

1 580

1 2

1 800

1 670

1 550

3

1 700

1 570

1 270

车道类型

表 1 ARRB 方法的基本饱和流量

Tab.1 Basic saturation flow
of the ARRB method tcu·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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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 为车道宽度/m。车道的基准宽度被定在

一个很宽的范围内：3.0~4.4 m；W < 2.75 m时将

作特殊用途；W > 6.0 m时作两条车道处理。

2）重车与纵坡修正系数。

fG = 1-(G+HV) . (13)

有别于其他方法，《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导

则》把纵坡 G 与重车 HV 的修正系数合二为一。

3）左、右转弯半径修正系数。

fR =
ì
í
î

ï

ï

1.0, R 15,

0.5+ R
30
, R< 15,

(14)

式中： R 为转弯半径/m。《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

能力导则》把转弯半径对饱和流量的影响直接用

修正系数来表达，并简化修正系数，以转弯半径

15 m为基准值，转弯半径<15 m时才作修正。

3 国标《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初步提出的方法

中国对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的估算方

法，虽有“冲突点法”与“停止线法”的相关研

究成果，但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尚难付之应用。

国标《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10](GB 50647—

2011，以下简称《规范》 )就此做了相关改进研

究。

3.1《规范》提出改进方法的基本原则

1）借鉴国际上广泛通用的估算城市道路交叉

口通行能力(通行能力=饱和流量×绿信比)的基本

方法，实地调查、研究并提出符合中国城市各类

道路交通状况的基本饱和流量和各种必要的修正

系数。

2）选用修正系数的原则：以能达到交叉口交

通工程规划阶段确定交叉口红线宽度的要求深度

为准，以在交叉口交通工程规划阶段能取得的确

定修正系数所必要的基础参数为限。

3）借鉴国内外较有影响的方法的基本理念，

在估算方法上删繁就简，便于应用。对做过调查

研究的修正系数，把对调查数据统计分析的结果

直接列成数据表，便于查用；对尚未着手研究的

修正系数，则借用国外最简单易用的方法。

3.2《规范》估算饱和流量方法的特点

1）估算规划饱和流量以车道为单元。

HCM方法以车道组为估算单元，车道组的饱

和流量是车道饱和流量之和，进口道的饱和流量

是车道组饱和流量之和。ARRB及加拿大方法以

流向车流为估算单元，在转弯与直行流向车流合

用车道的情况下，需要进行转弯流向与直行流向

车流的划分，过于繁杂。

既然基本饱和流量是以车道为单元，则进口

道饱和流量估算可以通过直接估算车道饱和流量

后求和，无需在中间加一层车道组或流向车流

组。需要估算转弯与直行流向合用车道的饱和流

量时，则可以以是否有转弯专用相位分别建模估

算。因此，《规范》对饱和流量的估算就简化为直

接以车道为估算单元。

2）基本饱和流量。

HCM 方法只简单地定义了一个基本饱和流

量：1 900 pcu·h-1·车道-1，之后再用地区类型、左

右转修正系数来区别不同地区、不同车道的基本

饱和流量。ARRB方法按环境等级与车道类型分

别列出各类基本饱和流量，比较详细；环境等级

中包含对停车、视距条件、行人、转弯半径等影

响因素的修正，在估算饱和流量时可省略这些修

正系数，但其词语描述模糊不清，分级界线不明

12

直行

流向

左转

市郊

城区

进口道环境

市郊

城区

1 735

1 565

维多利亚

1 631

1 565

爱德蒙顿

1 850

1 650

1 850

1 650

卡尔加里

2 100

1 875

温脱沙尔

1 720

1 685

1 525

1 685

滑铁卢

1 950

1 775

1 725

1 775

渥太华

1 827

1 749

1 642

1 749

多伦多

1 810

1 605

1 740

1 270

蒙特利尔

1 870

1 785

1 975

表 2 加拿大方法的基本饱和流量

Tab.2 Basic saturation flow of the method in Canada pcu·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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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不易正确划分环境等级。加拿大方法直接列

出了各城市城区、市郊实测统计的直行、左转的

基本饱和流量，比较简明扼要。

《规范》在对各类城市实测数据统计分析的基

础上，分别提出了直行、左转专用车道、右转专

用车道的基本饱和流量，每种车道的基本饱和流

量又分成高、中、低三个层次，分别适用于特大

城市，沿海地区大城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

市，及中小城市、山城等三类城市。观测数据全

部来自城区，没有市郊道路交叉口的数据。事实

上，根据中国各城市道路交通的实际状况，市郊

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拥挤状况不亚于城区，特别是

城郊结合部的干路交叉口，因此这方面的内容有

待补充。

3）信号控制交叉口规划内容的要求深度。

信号控制交叉口规划内容的要求深度随各规

划阶段规划内容要求的加深而加深；对交叉口进

口道规划通行能力或饱和流量的要求精度，也随

各规划阶段能取得的数据以及该阶段对确定交叉

口规划红线的要求而加深。

HCM方法与加拿大方法对规划阶段规划饱和

流量的确定均有笼统的简化方法的说明，但都没

有明确说明该用哪些修正系数或可不用哪些修正

系数。《规范》列有专条(A3.2条第 1款)具体说明

各规划阶段对确定规划饱和流量的明确要求，便

于实际操作。

4）车道宽度修正系数。

HCM方法(见式(5))中，车道基准宽度为3.6 m；

当车道宽度为2.4~4.8 m时，修正系数为0.87~1.13；

当车道宽度为 4.8 m时，按两条 2.4 m车道计算的

修正系数为 1.74，此值与 1.13 相差太大。ARRB

方法(见式(9))中，车道基准宽度为 3.0~3.7 m；当

车道宽度为 2.4~4.6 m时，修正系数为 0.89~1.06，

比HCM的范围略有缩小。加拿大方法(见式(12))

中，车道基准宽度为 3.0~4.4 m；当车道宽度为

2.75~6.0 m时，修正系数为 0.88~1.70，但当车道

宽度大于4.4 m时，修正系数增加相当快。

上述方法中，除HCM方法车道修正系数与车

道宽度呈直线关系外，ARRB与加拿大方法均为

线性折线。后者车道基准宽度在一个相当大的范

围内，宽度修正系数等于1.0，即不考虑宽度对修

正系数的影响，这不符合在基准宽度范围外宽度

修正系数与车道宽度成正比例关系的逻辑，也不

符合实际情况。HCM与ARRB法的最小车道宽度

为 2.4 m，也不符合大小车混行车道对宽度的要

求；加拿大法定最小车道宽度为 2.75 m，按中国

各地实践情况看，比较恰当。

《规范》没有采用把实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构

成算式的方法，而是根据各城市实测数据统计结

果，直接列成车道宽度与修正系数的对应数据

表，以便查用。对于车道基准宽度，ARRB与加

拿大方法都是从3.0 m起，根据中国各城市的实践

经验，《规范》也认为取 3.0 m最为恰当；车道最

小宽度经讨论认为取2.8 m较为安全妥当；当车道

宽度为2.8~4.0 m时，修正系数为0.92~1.18，与各

国方法的结果基本相近。

5）重车与纵坡修正系数。

HCM方法(见式(6)~式(7))分别计算重车与纵

坡修正系数。重车修正系数采用了路段上的重车

pcu 折算当量。纵坡达 ±1% 时，修正系数为

∓0.005；纵坡达规定的最大值 ±6%时，修正系数

为 ∓0.03 ，对饱和流量的影响不大。ARRB方法

(见式(10)~式(11))中，纵坡修正系数与HCM方法

完全一样；重车修正系数采用了重车与转弯车辆

组合在一起的车辆组成修正系数。加拿大方法(见

式(13))把重车与纵坡的百分数之和组合在一起，

构成一个修正系数的折减率，简单明了。

在为编订《规范》而组织的饱和流量调查研

究中，有关重车和纵坡对饱和流量影响的调查样

本量不多，得不出重车与纵坡对饱和流量的修正

系数，所以暂时选用简单易用的加拿大方法。

6）转弯半径修正系数。

HCM方法与ARRB方法都没有专项列出转弯

半径的修正系数，各自模糊地隐含在左右转弯修

正系数以及确定平均基本饱和流量的车道类型

中，不能明确判定。加拿大方法(见式(14))则简单

明了，当转弯半径为 10~15 m 时，修正系数为

0.85~1。

《规范》根据各地实测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

发现转弯半径对转弯车辆饱和流量的影响相当明

显，为便于查用，直接列出了转弯半径与修正系

数的对应数据表(表A.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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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车道宽度修正系数与转弯半径修正系数的

关系。

在把车道宽度修正系数与转弯半径修正系数

的观测数据对照分析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

果：在同一条转弯路径上，当转弯半径较小时，

车道宽度修正系数很少大于转弯半径修正系数；

车道宽度较小时，转弯半径修正系数很少大于车

道宽度修正系数。这一结果与逻辑分析结果也是

相符的：在同一路径上，饱和流量的大小受控于

该路径上连续车流车头时距的瓶颈断面。因此，

《规范》提出了基于这一发现的新成果：转弯车流

饱和流量修正系数的取值应为车道宽度与转弯半

径修正系数中较小的一个。

8）估算规划通行能力所需绿信比参数的处理。

规划通行能力是规划饱和流量与绿信比的乘

积，但在规划阶段不可能取得绿信比这一参数。

绿信比必须根据实时的设计交通量确定，而在新

建、改建规划交叉口阶段均难于预测交叉口建成

通车时的实时交通量。所以，一般在交叉口刚通

车时采用估算交通量暂定绿信比，试运行若干天

后，待各向到达交叉口的交通量基本稳定时，再

以当时实测的各向交通量确定设计交通量，据此

确定信号配时方案中的绿信比。按此思路，《规

范》提供了一个在规划阶段按交叉口进口道的预

设渠化方案选定相位方案，并按相位方案选定绿

信比，供估算规划通行能力之用。

4 结论

关于用饱和流量确定规划通行能力的方法，

以往并没有系统研究。为编订《规范》，并在《规

范》中正确定出规划交叉口的红线，必须提供估

算规划通行能力的方法。因此，《规范》各参编单

位在各类城市做了大量实测工作。根据所得实测

数据统计分析结果，并解析英、美、澳、加等国

对饱和流量各项修正系数计算方法的优缺点，在

《规范》中初步提出了一个估算规划通行能力的方

法，该方法有待进一步系统研究及实践检验，并

对新成果加以改进以修订《规范》。

关于今后的改进修订，有几点初步建议：

1）随着规划、设计技术的提高，对现行方法

应不断进行改进研究，并付诸实施。

2）有必要根据城区、郊区基本饱和流量的测

定，补充地区修正系数。

3）对于最小车道宽度，根据中国城市交通的

现状和发展，参考多数国家的方法，考虑提出两

个方案：在城区白天禁行货车和开辟公交专用车

道的条件下，小型车辆专用车道最小宽度可减至

2.4 m；大小型车辆混行车道可取 2.75 m。同时，

学习德国的方法，在有大型车辆通行的道路上，

车道宽度为4.8~5.5 m时，在车道中间只划两个行

车方向箭头，小型车辆通行时可作为两条车道使

用，大型车辆通行时可作为一条车道使用；该方

案必须同地方交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协同实施。

4）纵坡修正系数，《规范》A.3.2第 3条中列

出了饱和流量的纵坡修正系数，但在规划阶段没

有做纵断面设计的要求，且按《规范》规定的计

算方法，进口道最大纵坡小于6%时对饱和流量影

响不大，故可考虑免列此系数。

5）重车修正系数，《规范》A.3.2第 3条中列

出了饱和流量的重车修正系数，但《规范》 3.5.8

第 4条提出在确定规划交通量时，应把各类型车

辆折算成当量小汽车，这实际上已包含了重车修

正，故可考虑免列此系数。

6）关于左转车辆的修正，应研究增划左转待

行区后对饱和流量的影响。

7）专项研究右转车辆在有无专用车道、专用

相位及行人、自行车交通组织不同方案情况下的

饱和流量估算方法。

8）专项研究直左混行车道的饱和流量估算方法。

9）各规划阶段的“规划通行能力”估算，应

能达到审核上一规划阶段所定交叉口规划方案是

否符合规划目标的要求；而工程设计阶段的“设

计通行能力”则须达到能审核设计方案各环节是

否满足设计交通需求的目标，要求比“规划通行

能力”更精细。另外，两种“通行能力”估算的

精细度要求，还受规划与设计两阶段所能提供的

估算参数的约束。为符合《规范》规定的估算

“规划通行能力”的要求，避免混淆两种通行能力

的差别，应把《规范》中附录 A“设计通行能

力”的标题按条文第 3.5.10条的提法改为“规划

通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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