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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支路体系缺失是中国城市道路网络的通病。在干—

支平面交叉口规划中，基于支路相邻的干–干平面交叉口信

号配时，提出了干–支平面交叉口可利用绿灯时长的计算方

法。利用VISSIM软件对干–支平面交叉口进行交通仿真分

析，结果表明，合理设计、配时的干–支十字型交叉口对干路

通行能力、车速的影响极小，而未经合理设计时其不利影响

很大。最后指出，干–支平面交叉口的合理规划与信号控制

是健全支路系统的关键。

Abstract： Lack of local roadway (or collector roadway) sys-

tem is a problem commonly existing in urban roadway network

in China. For signal timing design for intersection of arterial

and local roadways, a signal timing design method is proposed,

which green time allocation is based on demand on both road-

ways. The results from the simulation analysis with VISSIM

show that cross-shaped intersection of arterial and local road-

ways with proper design and signal timing has quite small im-

pact on the capacity and travel speed of arterial roadway. How-

ever, the impact of the ill-design signal timing will be signifi-

cant.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proper planning and de-

sign for signalized intersection of arterial and local roadways is

crucial in improving local roadw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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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路缺失是中国城市道路网络的通

病，降低了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的竞

争力，导致居民出行不便、更加依赖机动

交通[1–3]，加剧了交通与环境压力。发达的

支路系统是避免城市出现由节点性拥堵导

致的交通局部瘫痪的有利条件。现代交通

规划思路应从“只有增加机动车道，才能

适应交通发展”转变为“合理布设道路网

络，辟通主干路两侧次干路、支路，分流

交通流，使城市交通既畅通又可达”[4]。然

而，中国在干–支十字型交叉口(包括非正

交的平面交叉口形式)设置层面存在禁忌与

技术障碍，过多的T字型交叉口和禁左处

理是导致支路系统缺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干路与支路衔接模式对支路网
规划的制约

中国学者对交叉口合理角间距设置、

干–支平面交叉口衔接方式[5–7]展开了相关研

究。例如，建议严格限制支路穿越干路[7]；

认为支路的单向交通组织可有效降低干路的

饱和度，并大幅度降低支路的改造费用[8]；

建议通过单向、右进右出交通组织减少支

路车流对干路车流的干扰[7]；建议保持主干

路交叉口间距均匀, 在交通负荷较高的城市

高密度区域不超过 400 m, 其他区域应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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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0 m左右[7]。

对比国内外城市路网模式及干、支路衔接模

式可以发现，路网稀疏尤其是方格网式道路网稀

疏，是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路网与国

外路网的主要差异。干–支平面交叉口不足，既是

方格网式道路网密度不足的原因，又是其密度不

足的结果。国外干路多采用两幅路横断面(或奇数

车道横断面)和单向交通组织，注重改善干路的可

穿越性，便于与支路衔接以及干路路段的转向交

通组织[9]。例如，日本名古屋为两幅路干路+单向

高密度支路，美国纽约为单向高密度支路、迈阿

密为单双向组合干路+高密度支路；巴西库里蒂巴

将单向干路、双向支路、BRT 组合为交通轴 [10]，

在公交优先、保障干路车辆行驶速度的情况下，

依然容许多条支路与干路呈十字型相交。

2 与干路相交的支路可利用时间空挡
分析

2.1 双向干路下支路可利用时间空挡分析

图 1中南北向的干路、支路均与东西向干路

相交。在信号控制中，A交叉口的南北向直行和

左转车流屏蔽了东西向干路的直行与左转车流，

因此在信号周期某一时段内，东西向干路车流为

空或较少，为增设南北向支路提供了可利用时间

空挡，使支路与干路平面相交成为可能。

为简便起见，暂不考虑自行车交通。设交叉

口A采用 4相位控制，东西向先放行直行，再放

行左转，南北向亦如此。计划于B位置布设干–支

十字型交叉口。

设干路南至北方向的绿灯时长为 t绿南北 /s，北至

南为 t绿北南 ，北至东左转为 t绿北东 ，南至西左转为

t绿南西，且南北向同时放行。南北向直行、左转方向

的绿灯和黄灯时间( t黄 )，以及用于直行与左转灯时

转换的全红时间( t全红 )起到的屏蔽作用为支路提供了

有效绿灯时长 t屏蔽南北 ， t屏蔽南北 =max(t绿南北，t绿北南)

+max(t绿北东，t绿南西) + 2t黄 + 2t全红 。

设 t屏蔽南北 的绿灯起始时间为 t屏蔽南北始 ，结束

时间为 t屏蔽南北终 ，则 t屏蔽南北 = t屏蔽南北终 - t屏蔽南北始 。

设B交叉口支路南北向容许绿灯时长为 t支南北 ，并

设 t支南北 的绿灯起始时间为 t支南北始 ，结束时间

为 t支南北终 ，则 t支南北 = t支南北终 - t支南北始 。

设东西向干路车流从A至B并驶离B交叉口

的时间为 t离 ，从B至A并驶至A交叉口的时间为

t进 。B交叉口的支路绿灯设置应保障从B交叉口放

行的机动车辆能够顺利通过A交叉口，则 t支南北终

应比 t屏蔽南北终 早 t进 ，即 t支南北终 =t屏蔽南北终 - t进 。B

交叉口的支路绿灯设置应保障从 A 交叉口放行

西向东的机动车辆能够顺利通过 B 交叉口，

则 t支南北始 应 比 t屏蔽南北始 晚 t离 ， 即 t支南北始 =

t屏蔽南北始 + t离 。

因此，可求得

t支南北 = t屏蔽南北 -(t进 + t离) . (1)

设干路车流在绿灯期间的平均车速为V绿干 ，

B至A交叉口的延误时间为 t进误 ，设A交叉口与B

交叉口之间的距离为 L支，则 t进 =L支/V绿干 + t进误 ；

A 至 B 交 叉 口 的 延 误 时 间 为 t离误 ， 则

t离 =L支/V绿干 + t离误 。据此，式(1)可改写为

图 1 与双向干路相交的支路可利用时间空挡分析

Fig.1 Available time-gap for local street crossing two-way arterial road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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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2)可知， t支南北与L支有关。 (t进误 + t离误)约

为3 s；A交叉口的 t屏蔽南北一般为信号周期T周的一

半； t支南北 大于 0，那么 L支 应小于 0.25T周V绿干 。

在小于 0.25T周V绿干 的长度内， L支 越小， t支南北

越大。当 L支 为 0时， t支南北 相当于南北向干路的

直行、左转绿灯时长，在该位置增加支路相当于

干路增设车道。

为保障南北干路左右转驶出车辆顺利驶离A

交叉口，需要在 A 交叉口的东出口留出长度

L离暂存 。为保障A交叉口进口车辆及时分道以及

容纳待行车辆，需要在A交叉口的东进口保持足

够的长度 L进暂存 。对于双向干路体系，干–支十字

型交叉口B的适宜位置应大于进口展宽段和展宽

缓和段长度之和 L展宽 。因此最佳的 L支 应略大于

min(max(L进暂存，L离暂存，L展宽)，0.25T周V绿干)。

2.2 单向干路下支路可利用时间空挡分析

暂不考虑自行车交通的情况下，与单向干路

相交的支路可利用时间空挡分析见图2。先考虑A

交叉口东侧的支路设置。B交叉口的支路绿灯设

置应保障从A交叉口放行的自西向东的机动车辆

能够顺利通过 B 交叉口。那么 t支南北始 应比

t屏蔽南北始 晚 t离 ， t支南北始 = t屏蔽南北始 + t离 ，按这一时

间向后推 t屏蔽南北 即为 t支南北终 。 t支南北始 至 t支南北终

时间可作为B交叉口南北方向的支路可利用时间

空挡。考虑 t离误 ，B交叉口可利用时间空挡

t支南北 = t屏蔽南北 - t离误 . (3)

再分析西侧的C交叉口。C交叉口的支路绿

灯设置应保障从C交叉口放行的机动车辆能够顺

利通过 A 交叉口。那么 t支南北终 应比 t屏蔽南北终 早

t进 ， t支南北始 = t屏蔽南北终 - t进 ；按这一时间向前

推 t屏蔽南北 ，即为 t支南北始 。 t支南北始 至 t支南北终 时间

可作为 C 交叉口南北方向的支路可利用时间空

挡。考虑 t进误 ，C交叉口利用时间空挡

t支南北 = t屏蔽南北 - t进误 . (4)

根据式(3)和式(4)，对于单向干路，在保障

L支 大于进口、出口车辆暂存区长度的情况下，支

路可利用时间与垂直干路所提供的屏蔽时间接近。

3 干–支平面交叉口交通仿真分析

在双向干路增加与之呈十字型相交的支路的

难度高于单向干路，因此，对干–支平面交叉口进

行交通仿真，以验证前文分析。

3.1 仿真条件设定与信号配置

双向干路交通仿真如图 3所示，该干路为双

向6车道，干–干十字型交叉口设置左转专用车道和

左转待行区，干路进口交通量设置为1 800辆·h-1，

各进口左、直、右交通量比例按12%，76%，12%

设置，信号周期为100 s。仿真时考虑干–干十字型

交叉口(见图 3a)、干–支十字型交叉口(见图 3b)、

干–支 T 字型交叉口(右进右出)(见图 3c)三种情

况；干–支十字型交叉口的支路为双向2车道，进

口交通量设置为400辆·h-1，左、直、右交通量比

例按 15%，70%，15%设置。干–支十字型交叉口

t支南北 =max(t绿南北，t绿北南) +max(t绿北东，t绿南西) + 2t黄 + 2t全红 - 2L支/V绿干 -(t进误 + t离误)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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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与单向干路相交的支路可利用时间空挡分析

Fig.2 Available time-gap for local roadway crossing one-way arterial road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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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干–干十字型交叉口采用信号协调控制(图3d)。

干–干十字型交叉口、干–支十字型交叉口信号配时见表1(相

对于仿真时设置的交通量，干–干十字型交叉口的饱和度为0.87)，

信号周期为 100 s。干–干十字型交叉口南北向有效直行绿灯时间

为29 s，北至东、南至西左转有效绿灯时间为14 s， t黄一般为3 s，

t全红 一般为 1 s，则 t屏蔽南北 为 51 s。

根据式(2)， t支南北为51 s- 2L支/V绿干

-t进误 - t离误 。仿真模型的调试结

果显示， t支南北 为 32 s 时，干–支

十字型交叉口通行能力较大，

且对干–干十字型交叉口的影响

最小。

3.2 数据获取与仿真结果分析

利用VISSIM软件中的“计时

器”可统计一段时间内通过某一

路段起终点的交通量和平均通过

时间。通过VISSIM软件中的“节

点评价”可统计交叉口的总交通量

和各方向交通量。如图4所示，A，

B交叉口中心点间距为 130 m，利

用计时器1计量干路东至西方向的

交通量与车速，目的是分析三种

干路与支路衔接模式对干路进口

车速的影响，其结束点位于 A 交

叉口西侧，起始点位于结束点东

侧 400 m处，测试区间包括A，B

两个交叉口。计时器2计量干路西

至东方向的交通量与车速，起始

点位于 A 交叉口西进口直行车道

停止线以东，结束点位于起始点

东侧400 m处，用于测试三种干路

与支路衔接模式对干路驶离路段

车速的影响。计时器 3，4用于测

试南北向干路北出口和南进口的

车速，起始点和结束点位置特征与

计时器 2 和 1 类似；计时器 3 和 4

的测试区不包括干–支平面交叉口。

设置仿真交通量时，要保证

在不同的干路与支路衔接模式

下，干–干十字型交叉口各方向交

通量一致。在该约束条件下，测

试 600~2 400 s 共 30 min的交通量

与车速，得到的仿真测试数据见

表 2。对于干–支十字型交叉口，

设置干路东进口经交叉口向北、

a 干–干十字型交叉口

A

b 干–支十字型交叉口

A

B

c 干–支T字型交叉口(右进右出)

A

B

BA

d 干–支十字型交叉口与干–干十字型交叉口采用信号协调控制

图 3 支路与双向干路相交仿真情况分析

Fig.3 Simulation on intersection of two-way arterial and local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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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灯起始时间

32
0

32
0

82
49

82
49

50
94

48
1

57
57

57
57

绿灯结束时间

46
29

46
29

96
78

96
78

65
45

61
47

89
89

89
89

黄灯

3

进口与方向
信号配时

表 1 双向干路下的交叉口信号配时

Tab.1 Signal timing of intersection of two-way arterial roadway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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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南的转向交通量为 60 辆·h-1，

自支路北进口右转向西、自南进口

左转向西的交通量也为 60辆·h-1。

基于该设置，控制由东进口通过

A交叉口向西的直行交通量保持

不变。由于驶离支路、进入干路

的车辆只能经过计时器 1，2的终

点或起点中的 1 个，所以计时器

1，2测到的直行交通量比通过A

交叉口的设置直行交通量少 120

辆·h-1。表2中计时器1干–支十字

型交叉口直行交通量比无支路情

况的交通量少 118辆·h-1，计时器

2 少 136 辆·h-1，二者平均为 127

辆·h-1，与仿真时设置的交通量

差基本一致，说明模型仿真精度

较高。

由表 2 可知，东进口与北进

口的测试车速基本一致。东至西

方向干路直行车速在支路与干路

呈十字型相交的情况下略低于无

支路和有支路 (右进右出)情况，

分别约偏低 5%和 4%；西至东方

向，偏低幅度均小于3%。仿真结

果表明，在合理设计的情况下，

干路与支路呈十字型相交，确实

存在对干路交叉口通行能力、干

路车速干扰程度极小的可利用时

间空挡。仿真中设置的支路直行

交通量为 280 辆·h-1(400 辆·h-1 ×

70%)，干路的南北向直行交通量

为 1 368 辆·h-1(1 800 辆·h-1 ×

76%)，支路的交通作用约为南北

向干路的 20%，这表明，对于合

理设计并进行信号协调控制的干

路与支路呈十字型相交的路网，

其整体通行能力较高。

3.3 未经合理设计的干–支十
字型交叉口的影响

干–支十字型交叉口设计是否

合理对道路通行能力和车速均有较大影响(见表 3)。中国的干–支

十字型交叉口多为图5a的模式。仿真数据显示：未经合理设计的

干–支十字型交叉口，支路进口仿真交通量合计为333辆·h-1，是合

理设计情况下的 38.5%；按支路路段上每车道的平均通行能力为

166辆·h-1计算，设置支路所增加的通行能力仅为干路进口设置

交通量的 9.2%。东至西、西至东的干路直行车速比合理设计的

交叉口分别低 5.4%和 16.8%，两个方向平均低 11.3%；比图 3c

中有支路(右进右出)的模式分别低 9.1%和 17.6%，两个方向平均

低 13.4%。

4 结语

中国多数干路与支路衔接，尤其是十字型衔接缺乏合理设计

和适宜的信号控制，实践中禁忌十字型交叉口，推崇T字型交叉

口、禁左处理的干支路衔接模式。并非所有的干路与支路相交都

适合规划为十字型交叉口，但有些确实需要十字型衔接。干路与

支路衔接模式的禁忌与选择倾向，与技术无奈和多年积弊导致的

思维、决策定势有关。排除模式禁忌、提供技术支撑，对干–支十

字型交叉口的合理规划和信号控制至关重要，同时也是健全支路

系统的关键。考虑自行车交通的路网情况更为复杂，下一步需要

进行相关研究。

计时器1结束点

计时器4起始点

计时器4结束点

A交叉口
西

计时器2起始点

南

北

南
北
干
路

南
北
支
路

计时器1起始点

计时器3结束点

东

B交叉口

计时器3起始点

计时器2结束点

a 位置示意1

计时器4结束点

计时器3起始点计时器1结束点

计时器2起始点

b 位置示意2

图 4 计时器测试位置示意

Fig.4 Location of time indicators

1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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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路与支路
衔接模式

东至西(计时器1)

表 2 双向干路情况下的仿真测试数据

Tab.2 Data of traffic simulation for two-way arterial roadways

西至东(计时器2) 南至北(计时器3) 北至南(计时器4)

干-干十字型交叉口

干-支T字型交叉
(右进右出)有

支
路

干-支十字型交叉口

干-支十字型交
叉口与干-干十
字型交叉口采用
信号协调控制

62.6 1 238 23.0 29.2 1 216 49.3 28.8 1 360 50.0 64.4 1 338 22.4

65.1 1 212 22.1 29.5 1 216 48.8 28.8 1 354 50.0 64.0 1 338 22.5

64.9 1 212 22.2 29.9 1 216 48.2 28.8 1 352 50.0 64.0 1 338 22.5

62.0

通过
时间 1)

/s

1 330

交通量
/(辆·h-1)

23.2

车速
/(km·

h-1)

28.7 1 352

交通量
/(辆·h-1)

50.2

车速
/(km·

h-1)

28.8 1 362

交通量
/(辆·h-1)

50.0

车速
/(km·

h-1)

64.4 1 338

交通量
/(辆·h-1)

22.4

车速
/(km·

h-1)

通过
时间 1)

/s

通过
时间 1)

/s

通过
时间 1)

/s

1）指通过计时器起终点的时间。

项目

东至西(计时器1)

表 3 双向干路情况下不同干–支十字型交叉口设计的仿真分析

Tab.3 Simulation on cross-shaped intersection of arterial and local roadways with different design

西至东(计时器2) 南至北(计时器3) 北至南(计时器4)

合理设计

未经合理设计

65.1

69.0

通过
时间

/s

1 212

1 196

交通量
/(辆·h-1)

22.1

20.9

车速
/(km·

h-1)

29.5

35.5

通过
时间

/s

1 216

1 234

交通量
/(辆·h-1)

48.8

40.6

车速
/(km·

h-1)

28.8

28.8

通过
时间

/s

1 354

1 354

交通量
/(辆·h-1)

50.0

50.0

车速
/(km·

h-1)

64.4

64.4

通过
时间

/s

1 338

1 338

交通量
/(辆·h-1)

22.5

22.5

车速
/(km·

h-1)

支路模
拟交通
量合计/
(辆·h-1)

866

333

a 非合理设计 b 合理设计

图 5 干–支十字型交叉口设计比较

Fig.5 Comparison of design for cross-shaped intersection of arterial and local road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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