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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城市交通控制始终在演变，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政策目标和不断增长的

交通需求。一个高效的交通控制系统可以带来很多收益，例如缓解拥堵、提高经济效益以及改善道

路安全和空气质量。车辆检测和通信技术方面取得的显著进步为交通控制系统的调控能力带来了一

系列阶段性变化：从早期(固定配时)信号控制发展到现代化的集成系统。多种类型的交通控制系统

在全球不同地区建设完成，每种系统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首先通过对比分析目前占据领先地位

的商用系统(以及一些较少为人所知的系统)，凸显交通控制系统的关键特征和差异，然后评估目前

的交通控制系统是否能实现现代交通政策的职能和需求。最后，探讨了当前及未来的交通政策，以

及未来10年交通控制发展的技术性蓝图，指出交通控制有望通过技术进步从有限数据时代迈入大

数据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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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story of urban traffic control (UTC) throughout the past century has been a continued race

to keep pace with ever more complex policy objectives and consistently increasing vehicle demand. Many

benefits can be observed from an efficient UTC system, such as reduced congestion, increased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improved road safety and air quality. There have been significant advances in vehicle detec-

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which have enabled a series of step changes in the capabilities of

UTC systems, from early (fixed time) signal plans to modern integrated systems. A variety of UTC systems

have been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world, each with individual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this paper

seeks to compare the leading commercial systems (and some less well known systems) to highlight the key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s before assessing whether the current UTC systems are capable of meeting

modern transport policy obligations and desires. This paper then moves on to consider current and future

transport policy and the technological landscape in which UTC will need to operate over the coming de-

cades, wher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re expected to move UTC from an era of limited data availabili-

ty to an era of data abun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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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英国机动车行驶英里数在过去 60 年中

增长约 1 000%[1]，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类似

的趋势(例如，美国自从 1940年以来，机动

车行驶英里数增长 500%[2])。面对道路上越

来越多的车辆，控制城市内交通流的需求变

得愈加强烈，以期最大限度地满足安全和通

行能力的要求，同时尽可能降低延误和拥堵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从最早的煤气信号灯[3]开始，城市交通

控制(Urban Traffic Control, UTC)的演变一直

受到 3个关键因素的影响：道路网中车辆数

量的增加、技术的进步(或局限)，以及政策

制定者对于可持续交通最大化的追求。

本文旨在说明，在某一时间节点上那些

主导性的交通控制系统均以其可获得的技术

所达到的承载量来定义，因此，交通控制系

统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等待技术的进步来实

现性能方面的阶段性改变。一个技术进步速

度快于交通控制系统开发速度的崭新时代正

在到来，它将重建政策、技术和交通控制系

统之间的平衡关系。

11 过去过去

11..11 阶段阶段一一————最初的交通信号灯最初的交通信号灯

((18681868——19201920))

最初的煤气信号灯脱胎于铁路设计，只

有红绿两种颜色。这些信号灯由交通警察手

动操控，目的在于改善交通控制器的可见

性，因此信号灯的灯柱有 24英尺(约 7.3 m)

高，在道路交叉口的任何一个方向都能被看

到[4]。但是，这一系统的问题在于技术方面

的严重局限性，因为没有自动控制，道路交

叉口必须安排交警值班。不幸的是，英国的

第一批交通信号灯没能运行多久，因为在安装

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发生了爆炸事件[5]。

在目睹美国和德国的成功之后，英国于

20世纪 20年代首次引入电力信号灯。使用

交通信号控制隐含着一系列政策性目的，其

中首要目的是减轻交警在交通管理方面的负

担，因为随着交通量持续快速增长，需要越

来越多的交警来指挥交通。这是政策驱动交

通信号灯开发的第一个案例。首先，议员认

为这项举措将有助于改善公共安全；其次，

财政方面也有潜在收益：安装信号灯的花费约

为 100英镑，而一个交警一周的工资即 6~7

英镑。因此，当地政府从中看到投资资金可

以迅速回笼[6]。

11..22 阶段二阶段二————““固定配时控制固定配时控制””((大约大约

为为19201920——19801980))

11..22..11 发展概况发展概况

这一阶段是城市交通控制的真正发端，

不断增多的交通拥堵使决策者们越来越觉察

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由此确立了所有信

号控制系统的基本目标。早在 1964 年的

《布坎南报告》 (Buchanan Report)中，英国的

交通拥堵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开始受到关

注，报告预测到 2010年英国的机动车保有

量将达到4 000万辆[7]；2009年实际登记的机

动车已超过 3 400万辆[8]。《布坎南报告》对

于鼓励政府寻求私人机动车的替代交通方式

起到重要作用。1969年英国明确提出建设更

多的道路并非城市交通拥堵的解决方案 [9]；

与此相反，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于

1952年为美国制定了一个通过建设整体公路

系统来减少城市交通拥堵的宏伟方案[10]。这

展现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解决交通拥堵的

迥异策略。但是在这两个案例中，政策的目

标仍然包括由交通控制系统引领以达到希望

的结果。

20世纪 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通过实

施联动交通信号来改善最初各自孤立的固定

配时控制的建议。这需要确定相邻道路交叉

口的相位差以便能够产生“绿波”，来减少

主干路的交通延误和拥堵[11]。为实现这种区

域联动，多个道路交叉口被分区定义，这些

分区内的信号灯可以在绿信比(split)、周期

(cycle)和相位差 (offset time)等方面进行优

化。但是对于固定配时控制来说，如果想调

校准确，信号周期必须是相同长度或者整数

倍，因此在一个区域里的信号周期通常依据

交通量最大的道路交叉口来确定。

信号周期是一个道路交叉口完成信号的

所有相位所需的全部时间。绿信比是在一个

完整周期内每个相位分配给绿灯的时间。相

位差是相邻道路交叉口为实现交通流的畅通

而设置的绿灯时间延迟。最简单的形式是单

向相位差为两个道路交叉口之间的车辆行驶

时间，这样可以保证当车辆到达下一个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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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时刚好处于绿灯状态[12]。如果某一方

向的交通量明显大于反方向的交通量，相位

差可以偏重于交通量大的方向(如早高峰时

段进城与出城方向的对比)。

固定配时控制可用于构建绿波、给出预

先确定的优先权，以及应对如足球比赛之类

可以预测的特殊事件。但是，固定配时控制

无法应对计划外的事件，例如交通事故或者

道路施工。固定配时控制很容易过时，特别

是在交通量增长特别迅速的区域。如果配时

方案未能经常更新，联动所带来的优势将在

3~4年后消失，而方案更新本身可能是一个

耗费很大的过程[11]。研究表明，固定配时控

制的效果每年会降低约 3%，因此，定期更

新非常必要[13]。

在(可预测的)高需求的情况下，固定配

时控制与很多联动控制系统相比在平均延误

方面不相上下，但是拥堵的持续时间通常会

更长。但是，在交通量较低的情况下，固定

配时控制的优势微乎其微，因为如果一队车

辆频繁的错过预先确定的绿灯时间，反而会

造成更多的延误。

11..22..22 交通网络研究工具交通网络研究工具

交通网络研究工具(TRANSYT)是一款

开发最好并被广泛应用的固定配时控制设计

系统，目前仍然在使用。该系统假设交通流

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已知并且稳定不变。

TRANSYT使用历史观测的交通数据进行离

线计算，并针对一周内的特定日和一日内的

特定时间生成优化方案。TRANSYT通常应

用于单独的道路交叉口，不过也可以用于相

邻道路交叉口的联动[14]。英国交通研究实验

室 (Transport Research Laboratory, TRL)预测

并观测到，当 TRANSYT 试用于格拉斯哥

(Glasgow)相邻道路交叉口的联动时，燃料

耗费减少了3%~5%[15]。

TRANSYT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交通模

型和信号优化模块。交通模型代表交通行

为，预测一个特定时间方案和每个路段上交

通 流 平 均 状 况 的 性 能 指 标 (Performance

Index, PI)。PI 衡量交通拥堵造成的全部损

失，是车辆全部延误和停止行驶次数的加权

组合(Weighted Combination)[11]。模型需要与

时间相关的历史流量信息，同时一组离散模

型被用以确定道路交叉口之间的相位差。信

号优化模块不断调校模型中的信号配时从而

得到最优PI。数据表明，与原有信号方案相

比，TRANSYT使整个加利福尼亚州的出行

时耗减少了7.4%~11.4%[16]。

11..33 阶段三阶段三———独立型车辆感应交叉口—独立型车辆感应交叉口

((2020世纪世纪7070年代至今年代至今))

11..33..11 发展概况发展概况

20世纪 60年代，交通拥堵问题日益显

著，英国政府致力于寻求技术提升。政府为

一些研究和开发的独立权威机构设立基金，

用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同时按计划在伦

敦和格拉斯哥进行投资，以提高城市路网的

运行效率[17]。

随着感应线圈的出现并在路网上广泛安

装，交通信号得以被通过道路交叉口的车辆

所触发。在英国，孤立的道路交叉口一般都

采用车辆感应控制[14]，检测线圈是国际上最

广泛应用的检测方法[18]。系统依赖于交通检

测器，可以相应地分配绿灯时间；这一方式

与固定配时信号相比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

所以采用车辆感应的道路交叉口需要较高的

初始投资，但是相对来说在流量监测和时间

校准方面可节省很多开销。更新改造固定配

时控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源的投入，例

如，多伦多在决定升级到车辆感应系统之前

曾经进行估算，如果更新所有的固定配时信

号灯，需要耗费30个人年的努力[19]。

感应线圈由缠绕的金属丝组成，被埋入

道路下方，在道路边缘有检测器，可以给金

属丝供电，并在线圈周围形成一个磁性区

域。线圈以一定的频率共振，这个共振可以

通过检测器进行监测，当车辆经过该磁力区

域，共振频率会增加，检测器就可以监测到

车辆的出现[20]。一般来说，线圈通常放置在

道路交叉口的上游，这样当车辆被检测到之

后，有充足的时间让交通信号灯做出反应。

11..33..22 车辆感应优化微处理器车辆感应优化微处理器

车辆感应优化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

Optimised Vehicle Actuation, MOVA)是一种

高级车辆感应控制器，可以分析各车道的检

测数据，并控制信号配置以最小化延误和停

止行驶次数。整个英国约有 3 000个道路交

叉口采用MOVA，每年约安装200个左右[21]。

MOVA被设计成能够良好应对较低和过

饱和的交通流 [21]。在道路交叉口饱和之前，

MOVA以一种延误最小化的模式运行，但是

当交叉口达到饱和之后，它就会以通行能力

最大化的模式运行。由于没有系统能够有效

处理仅仅因为道路上有过多车辆而造成的饱

和状态，因此最大化通行能力是一个非常有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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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特征。最新版本的MOVA能够联合两个

或更多的交叉口，它们就成为非独立型交叉

口，例如，MOVA可以应用于设有信号灯的

环形交叉口[21]。

22 现状现状

感应线圈改变了交通控制的运行方式；

但是，因为没有考虑对相邻道路交叉口的影

响，独立型车辆感应交叉口(例如MOVA)没

有在城市环境中发挥最大的潜力。本章主要

指出目前具有发展潜力的通过感应线圈、雷

达和红外线检测技术的车辆检测方法，这些

都是可以使相邻道路交叉口实现联动而使用

的主要技术。

交通拥堵仍被认为是持续增长的经济问

题，但同时也被认为是环境和社会问题 [22]。

有评估表明，每年交通拥堵所引起的时间延

误给英国造成的损失大约价值 350 亿美元

(220亿英镑)[22]。根据文献[23]，2009年美国

因交通拥堵造成的经济损失约为 1 148亿美

元(约 720亿英镑)。当相关的政策驱动者为

此仍停留在最小化拥堵和延误时，焦点已经

逐渐从单一问题转变为全局角度的人的移动。

22..11 阶段四阶段四———联动型车辆感应交叉口—联动型车辆感应交叉口

((2020世纪世纪7070年代晚期至今年代晚期至今))

在交通控制系统中通常被提到的车辆感

应系统都是指联动控制。全球范围内有很多

不同的交通控制系统；有不少理论上的交通

控制系统被提出，而本文主要聚焦于已经投

入商业化运作并且在很多地方实际应用的系

统，见表1。

与阶段三独立型车辆感应交叉口相同，

用于联动交叉口的车辆感应系统采用在线监

测措施来优化信号配时，以周期循环为基础

来更好地满足需求。这些系统可以通过一个

中央计算机实现联动，例如绿信比、周期、

相 位 差 优 化 技 术 (Split Cycle Offset

Optimization Technique, SCOOT)；或者通过

智能分配在当地层面实现联动，例如集成自

动 化 的 城 市 交 通 优 化 (Urban Traffic

Optimization by Integrated Automation,

UTOPIA)。中央控制系统使用相对不太复杂

的本地控制器，相反，分散型系统给予地方

更高的决定权，包括相邻控制器之间一定程

度的联动[11]。

所有的主流交通控制系统的运行都是基

于相似的基础：调整绿信比、周期、相位差

来优化通行于一连串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流[11]。

但是，每个交通控制系统都有不同的算法来

调整变量，以获得更高效的道路交叉口区域

或网络。

与联动系统相比，独立型车辆感应交叉

口在改变交通信号方面有更大的弹性，因为

无须考虑对相邻道路交叉口所产生的影响[27]。

然而，如果每个交通信号都独立运行，那么

整个网络可能存在潜在的问题。在弗吉尼亚

(Virginia)进行的一项对比研究表明，与最初

的非联动感应控制交叉口相比，联动感应控

制交叉口的车辆出行时间降低了30%[28]。

22..11..11 绿信比绿信比、、周期周期、、相位差优化技术相位差优化技术

SCOOT 是国际上应用最广泛的交通控

制系统(见表1)，已经有超过250个城市和镇

区安装该系统[21]。这是一个动态的交通控制

系统，采用实时交通数据来确定合适的信号

配时。SCOOT通常使用路段上游的动态线

圈检测器来检测周期内交通流，估算实时需

求。SCOOT有三个优化过程来调整信号配

时：绿信比、周期和相位差，通过不同频率

和不同程序进行优化 [11]。一些早期针对

SCOOT进行的研究表明，相比最新的固定

配时信号系统，SCOOT系统最高可以减少

12%的延误 [29]；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表

明，与一些典型的没有得到完全更新的固定

配时信号系统相比，SCOOT可以减少高达

交通控制系统

SCOOT

SCATS

UTOPIA

RHODES

MOTION

安装情况

全球范围内250处以上[21]

全球范围内20处以上[24]

意大利的几个城市，以及荷兰、美国、挪威、芬兰和丹麦部分城市[25]

4处安装[24]

德国有应用[26]

表1 交通控制系统安装数量

Tab.1 Number of UTC system instal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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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延误 [27]。

SCOOT 要求高频率的检测信息更新以

保证配时的时效性，每秒钟表明车辆出现或

者离开的二进制信号都被送达 SCOOT。

SCOOT依赖参数的输入质量来保证精确地

模拟和反映车辆行为 [30]。当车辆速度已知

时，检测器可用于确定事故或者拥堵的发

生，一些典型的辅助软件与 SCOOT共同使

用可以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例如，Comet

可以给网络运行者提供非常友好的交互性界

面。SCOOT 需要进行大量的微调优化决

策，通常在一个由 100个道路交叉口组成的

网络中每小时会进行超过 1 万个微优化 [27]，

因此有大量的信息需要处理。

SCOOT 具有系统上的弹性，可以重写

值并为不同区域、不同时间设置参数，例

如，采用准入政策(gating strategies)以确保某

个区域远离过度交通量，或者通过公交优先

措施(bus priority measures)提升公共汽车的

准时性和规律性 [11]。如果需要，SCOOT 也

可以提供不同的公交优先权，通过撤回、跳

过或延长某个时段来确保公共汽车的通行优

先权[14]。

SCOOT 可以遵从不同时间的交通流趋

势和地区性的短时间变化。但是，优化过程

只允许进行绿信比、周期和相位差的小幅度

调整，因此，SCOOT可能会在突发的交通

流变化中受到限制(例如足球比赛)。然而，

一项在多伦多进行的研究表明，与之前的固

定配时控制相比，SCOOT有效减少了棒球

赛之后61%的交通延误[19]。

22..11..22 悉尼自适应交通控制系统悉尼自适应交通控制系统

悉 尼 自 适 应 交 通 控 制 系 统 (Sydney

Coordinated Adaptive Traffic System, SCATS)

基于联动车辆感应和固定配时控制的整合，

使用一系列在特定情况下开发的固定配时方

案。该系统在两个基本水平下运行：“高水

平”，包括相位差方案的选择；“低水平”，

包括不同道路交叉口参数的优化[11]，如绿信

比和周期[31]。

SCATS在实时状态下运行，有许多分散

式控制器。但是，它并非采用完全综合的设

计，而是采用很多小型的相位差和阶段配时

方案的组合。SCATS依靠渐增的监测反馈来

随时间调整信号方案。系统采用覆盖本地道

路交叉口的中央控制，以便执行渐增的配时

方案，这些方案可以对之前的交通信号配时

进行 2%的调整。每个区域都需要对某个关

键道路交叉口进行命名，周边道路交叉口的

配时方案都基于此。每个区域需要确定检测

流量与饱和流量的比率( V/C )，以便对拥堵

水平进行评价[32]。

SCATS 通过“结合与分离”确定相位

差；有一组外部相位差选项可以使用，“结

合”是指两个邻近区域采用同样的周期。内

部相位差由周期长度确定，可以由工程师进

行调整 [32]。如果道路条件发生显著改变，

SCATS可以在每个信号周期后改变周期时长。

SCATS可以通过三层系统(高、中、低)

为公共汽车或有轨电车提供优先权。有轨电

车可以获得最高优先权，这表明有轨电车可

以跳过某些信号阶段从而避免停止行驶；而

公共汽车可以获得中级优先权，这意味着可

以通过减少或延长某个信号阶段来减少公共

汽车停止行驶的次数[14]。

SCATS 最大的性能缺点是相位差的优

化，这会对区域间车辆的运行产生影响。

SCATS是基于停车线的检测，这意味着系统

对于队列的长度没有概念[32]。但是，SCATS

有一个非常有用的过饱和特性，当道路流量

达到饱和交通流时，SCATS会将所有额外的

周期时长都赋予最忙的相位，以减少拥堵的

影响。因此，SCATS能够很好地适应包括接

近饱和流量、复杂的流量以及不可预测的流

量差异等类型的大交通流的情况[32]。

22..11..33 集成自动化的城市交通优化集成自动化的城市交通优化

UTOPIA 是分层-分散交通信号控制策

略。目标在于使车辆的时间损失最小化；对

公共交通工具给予优先权，避免在信号控制

交叉口停车。UTOPIA以费用优化函数为基

础，这一函数基于车辆的延误和停止行驶次

数、公共交通的延误以及对基准计划和历史

信号配时的偏离。优化既应用于本地层面也

应用于整个路网；本地层面的优化基于损耗

函数确定信号配时，优化在 120 s的时间范

围内进行(每3 s重复一次)。在整个路网层面

上，损耗函数要考虑相邻的道路交叉口，以

便建立一个动态的信号联动机制[14]。

UTOPIA有一个三层分级建构系统：

1）本地层面。采用微观模型评估道路

交叉口的状态，直接收集可以描述交叉口特

征的数据(饱和流量、转弯比例、延误等)；

2）区域层面。采用较笼统的交通模型

监测整个路网状态。这一层面会确认本地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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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检查交通数据与历史数据之间的变化；

3） 城镇管理者层面。集成由 UTOPIA

提供的拥堵信息和从其他系统获得的数据，

例如公共汽车出行时间。在这一层面上采用

宏观模型，它具有多渠道收集信息和覆盖整

个城市范围的优势[27]。

UTOPIA的设计思想明确体现公共交通

优先[25]；因此，UTOPIA结合系统优先和系

统最优化，通过使“绿色窗口” (green

window)与公共汽车的预期到达时间保持一

致来为公共汽车提供优先权。公共汽车定位

技术被应用于信号控制交叉口的上游，系统

可以逐渐使交叉口适应车辆到达时间。

UTOPIA采用在网络上的关键交叉口布设线

圈检测器的方式，检测器一般设在前一个交

叉口的下游[14]。

在都灵(Turin)，UTOPIA对出行时间产

生了显著影响，使公共汽车和其他车辆的出

行时间分别降低了 20% 和 10% ~15% [11]。

UTOPIA 表现出对于整个网络更强的适应

性，但是损耗函数相应地有很多不确定性，

因此可能需要常规维护以保证足够的效率。

UTOPIA主要依赖于准确的出行时间预测和

检测技术，这样公共交通的优先权才能够得

到保障[14]。

22..11..44 实时实时、、递阶递阶、、最优化最优化、、分布式且分布式且

可实施的系统可实施的系统

与 UTOPIA 类似，实时、递阶、最优

化、分布式且可实施的系统 (Real- time

Hierarchical Optimised Distributed and Effective

System, RHODES)的建构也基于三个层次：

最高层次将交通量分配至路网以确定交通的

基础水平，这需要考虑交通需求和路网的几

何结构；下一层次基于预测的交通流到达类

型以确定信号配时；最后，在道路交叉口层

次，对个体交通的运行进行建模。

RHODES对交通的自然随机行为做出响

应 [14]。包括两个重要的阶段：“评估及预

测”和“决策系统”。第一个阶段是基于收

集到的上游实际数据，第二个阶段是所在交

叉口的相位差和周期被选定用于优化给定的

目标(最短队列长度、每车延误或车辆停止

行驶次数)[11]。

22..11..55 在线路网交通信号优化方法在线路网交通信号优化方法

在线路网交通信号优化方法(Method for

the Optimisation of Traffic Signals in Online

Networks, MOTION)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

分 ： MOTION 中 心 (MOTION Central) 和

MOTION本地(MOTION Local)。“中心”的

职能是制定方案，而“本地”可进行调整[14]。

MOTION在四个不同的功能层面运行[27]：

1）数据获取。应用于不同的功能、路

网事故识别和起讫点(OD)。

2）动态交通模型。通过对最重要的个

体交通流进行评估以及根据目前交通状态确

定的交通分析来实现。

3）优化控制变量。通过不断调整常规

信号周期和绿信比来确定最优绿灯时长。采

用排队模型来试验和优化道路交叉口之间的

相位差。

4）决策。将新的信号程序与当前进行

比较。如果有显著改善则改变信号程序；如

果仅有微小改进则沿用当前的信号程序。

MOTION对本地和路网两个层面都有考

虑；然而，本地方案能对战略性的网络方案

带来多大改变尚不明朗。

22..11..66 全球范围的交通控制系统全球范围的交通控制系统

全球范围内有很多在固定配时系统方面

做出重大改善的交通控制系统并没有在文献

中被广泛讨论。新加坡采用的交通控制系统

是绿色链接决策 (Green Link Determining,

GLIDE)，这是一个针对各种方法的绿灯时

间进行优化的动态系统。与固定信号配时系

统相比，GLIDE可使早高峰时段平均出行速

度提高8%[33]。

日本采用的交通控制系统是通用交通管

理 系 统 (Universal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UTMS)，利用红外技术检测车辆并

与车辆进行通讯。因此，如果车辆安装了红

外设备，UTMS 可以对驾驶人进行路径引

导，正如长野冬奥会所证明的，安装红外设

备的车辆比未安装此设备的车辆运行速度提

高了11%[34]。

22..22 关于交通控制系统的讨论和总结关于交通控制系统的讨论和总结

在对交通控制系统进行比较时，无论是

直接比较还是探讨系统与政策驱动者的符合

性，最大的挑战是缺乏对于两种商业系统直

接比较的实地调研资料。在查阅设计者公开

出版的统计数据时，由于产品的商业性特

征，通常都会有一项偏爱的要素。每个城市

都存在差异，而且不同国家间相异的政策也

决定了各自不同的需求，同时政策也会随着

时间发生变化；例如，许多国家的环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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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使用公共交通和自行车代替私人机动

车，而另外一些国家则不是这种情况。因

此，对于交通控制系统的选择是专业性很强

的任务。文献[27]指出促使地方管理机构取

舍交通控制系统的一些原因。这些原因在政

策和技术两个方面影响决策：

1）国家标准和偏好；

2）为系统提供的专业技术或可获得的

支持；

3）在相似的运行条件下有效性的有力

证明；

4）安装、运行和维护的费用；

5） 交通特征(交通混合程度、增长率、

变化率、拥堵程度)；

6）与检测系统相关的问题(维护费用)；

7）发展前景。

当城镇或城市出现增长时，固定信号配

时系统会被某种形式的交通控制系统取代，

以提高路网效率。但是，根据美国交通运输

研究委员会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Board,

TRB)的研究，当固定信号配时系统被取代

后， 交通控制系统较之存在更多运行方面

的需求，因为运行交通控制系统需要额外的

技术性专业技能[35]。

交通控制系统与固定信号配时系统相比

很明显有很多优点；但是，在TRB进行的一

项调查中发现，交通控制操作者表示他们通

常没有被给予足够时间或培训来学习如何完

整地操作这些系统[35]。如果操作者不能理解

如何工作以及重点在哪里，这对于交通控制

系统的有效性来说是个严重问题，因为当技

术进步时，对运用技术的一些额外的考虑也

变得愈加重要。表 2列出三种不同类型交通

控制系统的优缺点，同时也列出所需的检测

和通信系统。由于没有直接比较交通控制系

统，不可能很明确、客观地指出哪个系统是

最好的；但是，通过表2可以识别不同系统的

优势与劣势，以便根据需求来选择系统。

本节描述的交通控制系统基于可用技术

已发展成型。目前，受限于所采用的检测技

术(感应线圈、红外线、微波)，交通控制系

统只能对道路上片段的交通状态做出响应。

为使交通控制系统能够超越目前的局限，更

好地了解道路的状态十分必要，这只有通过

先进的检测和通信技术以改进空间及暂存数

据源才能实现。

22..33 阶段五阶段五———整合交通控制和智能交—整合交通控制和智能交

通系统通系统((19971997年至今年至今))

目前最先进的交通控制系统越来越多地

与其他交通管理系统进行中央整合，从而减

少道路运行管理者的工作量并提高路网效

率。进行交通控制时有不同的要素需要考虑

(见图 1)，通过有效整合，可以减少运行者

的参与。这些已通过一系列的技术进步得以

实现，多数技术进步包括改善检测技术或者

改进与驾驶人的通讯方式。

22..33..11 城市交通管理和控制系统城市交通管理和控制系统

英国交通部(UK Department for Transport)

构建了城市交通管理和控制系统 (Urban

Traffic Management and Control, UTMC)，目

的是帮助地方政府从他们集成的交通控制系

交通控制系统

固定配时

响应方案选择
(如SCATS, MOVA)

完全响应
(如SCOOT, UTOPIA)

优点

安装和维护费用较低；
可以采用非中央控制设备运行；
设置便于常规使用者熟悉；
较容易实现绿波

可以处理一些日常波动；
更加便利于主干路；
比完全响应系统价格低

对前期数据需求较少；
实时方案无须更新；
可以处理短期和长期的波动(尤其是
长期波动)；
自动响应交通事故；
提供实时交通信息

缺点

需要收集和更新大量数据；
信号方案需要定期更新；
方案变更时会导致中断；
操作者需要对事故做出响应；
不能处理短期的交通波动

数据需求多于固定配时系统；
检测器失灵会产生隐患；
何时变更方案需要进行商讨；
若自动变更方案可能出错；
难以提前预测所有的特殊情况

检测器失灵会导致有效性的显
著降低；
安装成本高于维护成本；
需要一定的中央控制；
维护尤为重要

技术

感应性：离线
通讯交互性：无

感应性：当前道路状态
通讯交互性：取决于系统

感应性：当前道路状态
通讯交互性：至少可达地方层面

表2 不同类型交通控制系统的优缺点

Tab.2 Summary of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UTC system

资料来源：文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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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和 智 能 交 通 系 统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ITS)中获得最大效益。UTMC系统

的设计允许交通管理系统内不同的应用程序

相互关联、信息共享[36]。这有助于建立一个

更加动态、智能、基于实时信息的交通管理

系统。20世纪 90年代，英国交通政策主要

致力于实现以下目标[37]：1)安全有效的交通

系统；2)更好、集成度更高的公共交通系

统；3)环境更可持续的交通系统；4)交通与

土地使用规划政策性整合度更好。这些目标

可以说相当普通，但是很显然，整合是这一

时期政策的关键，这也正是UTMC的目标。

基本上，UTMC系统被认为是模块化的

开放性系统，可以基于交通控制和其他交通

系统已有的功能建立并与之配合[11]。交通控

制系统是UTMC系统的核心，而通过提供附

加信息可显著增加UTMC系统其他特征的益

处。准确且实时更新的信息是成功的UTMC

系统的关键。例如，操作者可以向道路使用

者提供路网内拥堵或事故方面的信息并据此

为其重新导航，或者给驾驶人提供城市中心

区可使用的停车设施信息。UTMC系统由很

多智能交通系统组成(见图1)。

对于道路使用者来说 UTMC 有很多

优点[39-40]：

1）建议。系统可以给驾驶人提供行程

时间建议，例如，使用车牌自动识别相机，

可以确定平均速度并在可变信息板(Variable

Messaging Signs, VMS)显示行程距离。

2）警告。通过可变信息板，驾驶人可

以得到有关路网内存在危险的警告。“强

风”信息可以在桥梁上显示，给驾驶人提供

警示。

3）引导。通过可变信息板，驾驶人可

以了解道路上因拥堵或事故而产生的延误。

同时，许多城市在城市中心区的入口处使用

停车可变信息板，以便驾驶人对使用何处的

停车设施进行计划。

对于操作者来说，UTMC的一个主要优

点是建立了国家标准，所以不同的智能交通

系统组件之间的通讯交互变得更加容易。标

准化是一种政策引导方法，用于处理最初各

自独立的交通控制和智能交通系统之间复杂

互动带来的问题，同时这也给予了地方权威

机构更广泛并有可能更便宜的产品选择[39-40]。

一种通用语言被开发出来用于更快捷的信息

共享，因此，交通网络可以利用其他形式的

通讯方式而不必支付高昂的安装费用。例

如，闭路电视网络可用于发送信息[39-40]。当

需要单独的检测器和通信设施时，智能交通

系统的运行费用比较高，而现在，检测器通

常都用于一种以上目的。全感应式交通控制

系统的发展潮流已经创造出更加具有竞争性

的市场，系统和供应商的选择范围都更加

广泛。由于UTMC系统本质上是共享数据库

的标准格式，因此数据之间的交互式操作

更加容易。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系统，例

如 CUTLAS或者Comet，管理从不同的交通

控制和 ITS资源得到的数据，试图获得运行

优势[41-42]。

美国也开发了一个非常类似的系统——

国家智能交通系统通信协议 (The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s in ITS

Protocol)，重点是一系列为使计算机和智能

交通系统组件之间实现有效通讯而设计的标

准规范[43]。

33 展望展望

城市对于实现可持续交通的持续政策诉

求近期不会改变，其核心驱动力是保持较低

消耗和较小环境影响。本章将阐述未来一段

时间交通控制如何受到即将应用于交通产业

中的技术进步的影响而改变。但是，很显

然，政策措施不可避免地要与技术发展同

步，或者技术渗透的速率将更加缓慢且对路

网性能的影响也会更小。交通控制方面技术

集成得到改善之后，对于通勤者来说，智能

连接的交通网络意味着更好的出行信息、更

少的出行延误和更少的压力；对于环境来

说，意味着更少的排放[44]。

城市交通控制系统

事件检测/处理

停车管理

交通信息

交通安全/VRU

拥堵控制
交通诱导可变信息板

环境监测/控制

城市间交通管理

公共交通系统

车内路径导航

UTMC

图1 UTMC系统组成

Fig.1 Schematic illustration of a UTMC system

资料来源：文献[38]。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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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近期可能使用的技术近期可能使用的技术

检测技术一直在不断完善，一项由欧洲

资助的车路协同系统 (Cooperative Vehicle-

Infrastructure System, CVIS)项目对很多新技

术进行了测试。这一项目已经研发出一种新

的通讯架构，可以使车辆之间以及与周边设

施实现通讯。通讯媒介是通过无线局域网

(WLAN)、红外线、蜂窝技术(GPRS/UTMS)

或数字广播通讯[45]实现，使整个系统具有最

大的潜在适应性。采用CVIS架构和交通控

制系统进行的测试表明，车辆可以节约15%

左右的出行时耗，次要道路上每辆车在每个

道路交叉口最多可节约5 s[45]。

在不远的将来，新的通信技术将对交通

控制系统产生重大影响。通过精准的检测和

通信技术，可以迅速定位路网中的车辆，车

速也可以迅速被感知。这有助于改善车队离

散模型的算法 (platoon disperison modelling

algorithms)，以减少不确定性。随着越来越

多的信息和数据源对操作者开放，这一领域

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潜力。同时，如果车辆

之间可以互相通讯，当发生严重拥堵时，相

关信息可以迅速向上游传播。欧洲的项目

COOPERS采用驾驶模拟器证明当提前获得

有关严峻驾驶状况的警示时，驾驶人会改变

驾驶行为，并且平均车速下降了 14%[46]。因

此，通过获取这些信息，车辆可以避免加入

排队或进入拥堵区域，从而使路网的运行状

态得到改善。

“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是另一种可

以使车辆收发数据的技术。个体车辆都有独

有的身份信息，可以成为一个信息发送系

统，其他车辆、行人以及交通控制操作者都

可以读取由这个车辆发送的信息。这些信息

可以是车辆到过哪里、将要去哪里、之前行

驶路段的天气如何，以及其他很多可能会被

用到的信息[47]。

蓝牙传感器在出行时间估算方面的使用

越来越广泛，伦敦交通局 (Transport for

London)曾经做过试验，探求蓝牙是否可以

用于在关键的城市主干路上向驾驶人发送信

息[48]。蓝牙传感器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车内的

渗透率缺乏确定性，这使得交通流的测算不

够精准；但是，它的确能够提供很好的车速

和检测方面的数据[49]。

浮 动 车 数 据 已 获 测 试 ( 例 如 ITIS

Holdings plc和Opus[50] )，有望在近期成为一

种被更广泛使用的检测技术。在这种方式下

活跃的移动电话可以被用作交通传感器；由

此可推测车辆的位置和速率，从而为路网运

营者提供道路条件方面的信息。这种技术的

最大优点之一是不需要额外的硬件设施；但

是，需要开发一种新的构架来将新的信息源

整合到交通控制之中，因为与连续的数据流

相比，现状系统使用的是单一的检测点。目

前，较难对交通控制系统进行标定和校核比

较，但是当采用浮动车数据时，这种标定和校

核将因为数据获取的简便而变得更加容易[51]。

最近一个应用于高水平交通系统、非政

府主导的商业创新案例是谷歌公司的谷歌地

图(GOOGLE Map)。自2007年以来，谷歌地

图开始为在出行前规划路线的使用者提供实

时交通信息。它采用众包数据 (crowd-

sourced data)收集匿名者的位置和速度数

据，由此推测道路状况[52]。然后谷歌对这些

信息处理后以一种可视化的输出方式来表现

道路的拥堵或畅通程度(尽管在 2011年夏天

这一功能被谷歌以“太不准确”为理由移除[53])。

考虑到数据是通过移动电话或者卫星导

航系统获取，本文所描述的定位技术存在的

最大问题是隐私问题[54]。收集到的数据在用

来描述道路状况之前都已经进行匿名化处

理；但是，大众不相信或者不能理解收集这

些信息背后所隐含的原因[55]。很多公众想了

解有哪些数据被收集，是否会反追踪到个

人，为什么交通部门需要这些数据，是否会

因为这些数据而被处罚？这些疑问都需要被

着重说明，以便公众确信自己的隐私没有受

到任何形式的破坏。

目前，可变信息板是向驾驶人传递路网

信息的主要方式。然而，当卫星导航系统提

供实时交通信息变得越来越平常，道路管理

者可以通过车载技术向驾驶人提供有关延误

和路线重新引导的任何信息。根据CVIS项

目，未来理想的智能交通系统需要一个具有

如下特征的通讯子系统[56]：

1）无论何时何地车辆出现在交通网络

中都可以使用该系统；

2）可以以清楚明确的方式实现车与车

之间以及车辆与基础设施之间的通讯；

3）使用者无须了解通讯方式设置和管理；

4）采用现代互联网技术和全球通用标

准(IPv6)；

5）为数据传输速度、通讯距离、费用

和其他参数提供多种可能性。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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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阶段六阶段六———自动化城市交通管理和—自动化城市交通管理和

控制控制

如果技术发展的趋势和政策的成本动因

朝向不断减少交通控制系统的人力需求发

展，一个合理的结论是交通控制系统未来将

越来越趋向于一个无须人力协助的直观系

统，但是可以识别系统内发生的任何问题并

传送至控制中心。这些自动化系统可以有效

管理交通控制系统和智能交通系统技术，减

少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人为错误。拥有完全自

动化系统的好处是减少费用支出，通过使用

类似浮动车数据和卫星导航系统等这些基于

已有硬件设施的检测技术，会减少对道路上

硬件设施(感应线圈、红外线感应器)的需

求，人力资源费用和系统维护费用都将相应

有所降低。

在采用智能自动化系统的情况下，如果

能够监测每辆车的平均延误，计算机可以学

习如何最好地控制交通信号。基于逻辑回归

和神经网络的控制系统已经被开发出来。这

种自动化系统在仿真建模方面优于MOVA，

但还需要在真实的路网上进行测试[57]。

虽然完全自动化的系统很显然有很多优

点，但是并不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完全

不需要人的参与。如上所述，目前的交通控

制系统还不能进行全盘考虑和预测大流量。

若未事先对短时间内的大量交通流建立对

策，类似足球比赛这样的事件将给周围的交

通控制系统带来相当大的麻烦。由于交通流

会骤增，交通控制系统将一直需要人为更新

这些事件的发生时间。

目前的交通控制系统也有一个缺点，即

需要将路网划分为比较小的“片区”

(regions)。当一个片区内建立了联动之后，

随着交通量不断增加，片区之间交界处的交

通状况将变得更加糟糕。由于更好的定位技

术和连续的通讯将有助于建立上游道路状况

更翔实的描述，新技术将能够改善所有道路

交叉口之间的通讯。这一问题带来的挑战是

构建可以有效使用新数据的控制算法。

当对交通管理进行历史性回顾时，单个

道路交叉口的效率可能因整体路网改善而受

损。这就是“闸门概念” (the concept of

gating)，即有意增加次要道路交通延误，来

维持主要道路较高的通行率和更可靠的出行

时间。例如，2012伦敦奥运会期间应用这一

理论以改善关键性通道的出行时间可靠性[58]。

如果控制系统为全自动，对于识别交通瘫痪

比人工迅速，因此可以给主要道路以优先权

从而减少整体的时间损失。当道路状况接近

饱和时，控制系统可以给主要道路以优先权

从而维持尽可能长的畅通交通流。尽管这改

善了道路上大多数使用者的交通状况，但是

仍然可能给一小部分驾驶人造成较大的延

误，而被认为是不公平的。

33..33 信息丰富性信息丰富性

如果类似于浮动车数据和车辆间通讯等

新技术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应用，以配合交通

控制，那么对于交通控制的运行者来说，一

个具有典范意义的转变将是从数据匮乏的时

代进入到一个数据丰富的时代。目前，通过

传统的感应器(感应线圈、红外线、微波检

测器)只能获得有限的数据，运行者希望了

解更多路网信息，无论是通过车辆自动识别

相机还是闭路电视摄像头得到的出行时间数

据。但是，如果所有潜在的新技术都得以应

用，则需要增加运行资源的分配来解释这些

数据，否则额外获得的一些信息将成为巨大

的资源浪费。

交通控制目前在考虑使用那些并非专门

为其设计的技术 [49]。例如，Wi-Fi在欧洲有

交通专用带宽，但Wi-Fi在设计之初并没有

考虑要应用于交通控制。蜂窝数据目前在估

算出行时耗方面可用，同时，基于智能手机

的高使用率有很多应用程序被开发，并通过

众包数据在手机上显示目前路网的状态。卫

星导航系统开发之初并没有预期要为交通控

制提供众包数据。然而，交通控制趋向于使

用这些并非专门为其开发的技术是出于财政

考虑，这些技术费用低廉且无须额外的基础

设施，或许未来的政策将提倡这些更加经济

的方法。

在新的政策实施之前，需要采用成本效

益分析工具对这些技术进行评价[59]。收益通

常以车辆节省小时数、支付意愿和减少的维

护成本等形式进行评价，而成本则包括初始

成本和运行费用。纵观本文，政策是以通过

施行新技术来减少成本呈现，但金钱不是唯

一的影响要素。一个实际的挑战是对其他效

益的量化，但是“支付意愿”的价值在业内

已得到广泛接受[60]；然而，类似道路安全等

问题的货币评估有很强的主观性，因此，在

决定一个项目的价值之前有必要进行敏感性

分析。

在交通行业内信息的传播方式也在改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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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当前不仅仅是本地的相关部门需要收集

和传播信息。社会化网络对于人们的出行也

在产生影响，它是一种与大众分享交通信息

的简易途径。许多本地相关部门注册Twitter

和Facebook账号，以便将有用的信息发布给

本地居民和游客。同时，由于智能手机数量

的增加，有很多应用程序可以向使用者提供

实时拥堵信息，方便使用者选择其他路径[61]。

尽管该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商业化出行信

息传播(即不是直接由本地权威机构发布)还

在不断增加，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开发以及使

用实时数据对车载导航系统的支持。

44 结语结语

由于受到政策持续推动的技术进步影

响，城市交通控制发生了显著改变。但是目

前的联动型交通控制系统仍然受到数据的限

制，随着不久的将来引入多种技术改善检测

技术，将使发展向数据的丰富性方面转变。

目前，交通控制系统没有从已有的数据得到

足够的反馈，所以对于改善配置只做了最基

本的尝试(运行者自行决定)。在进行交通控

制更新换代之前，需要对整个城市路网的检

测和通信技术的改善进行政策性评估。

近期，对交通控制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

政 策 变 化 是 欧 盟 白 皮 书 2011(European

Union 2011 white paper)，其中倡导到 2050

年实现城市中心区交通系统零碳排放[62]。这

可能是政策刺激带来变化过程的开始。交通

控制系统决策方面的潜在改变是每个道路交

叉口碳排放的最小化，这有可能带来社会氛

围方面的重大变化。

下一个阶段所需要的检测和通信技术方

面的支持(Wi-Fi、蓝牙、蜂窝数据、车辆间

通讯)均已实现，但是相应的基础设施和系

统建构尚未到位。建设这些系统(特别是从

基于基础设施转变为基于车辆检测)需要大

规模的投资，这是进行下一代交通控制系统

建设过程中最关键的障碍。因此，交通政策

也需要进行修改以适应交通网络方面的这些

新技术，但是很不幸，在这些变化完全发挥

作用之前还需要漫长的引导时间(以年计或

者以 10年计)[22]。这是交通控制发展历史上

首次不是由政策作为下一阶段发展的驱动

力；直到欧盟白皮书将零碳排放写入其中，

未来将继续有并非专门为交通控制设计的新

技术出现来引导政策。

未来的挑战将是如何建立一种更加集

成、直观的交通控制系统，将对人力投入的

需求最小化。新技术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车

辆的位置和目的地；但是，目前的交通控制

系统尚不能使用这些新信息。需要构建创新

的控制算法来利用新的数据源，帮助我们进

入城市交通控制变革链的下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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