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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上升，导致交通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城市交通拥堵

日益严重。针对干线局部拥堵提出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策略。其原理是：通过绿波带控制，利

用下游交叉口和路段，对瓶颈交叉口的拥堵车流进行快速疏散和卸载；通过红波带控制，运用上游

交叉口和路段的空间优势，有效地将到达瓶颈交叉口的车流分别截流在上游的交叉口和路段，延长

其到达瓶颈交叉口的行程时间，以防止瓶颈交叉口的拥堵蔓延和上溯。选择交叉口进口道协调相位

饱和度和路段排队长度比作为评估指标，讨论协调控制策略的启动与结束条件。通过交叉口关联度

模型分析协调控制的范围，并对协调控制的绿波带和红波带进行控制方案设计。算例分析表明，绿

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策略可以明显降低车辆在干线交叉口上的平均停车次数(-15%)和平均延误

(-27%)，提高干线交通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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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Yafeng, Liu Lan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 Logistics,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3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significant increasing of motor vehicles ownership across Chinese cities, the contradic-

tion between the travel demand and supply becomes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which makes urban traffic

congestion deterioration. A coordinated control strategy of green wave and red wave band is thus proposed

for mitigating traffic congestion on arterials in this paper. It is designed to use green wave band for utiliz-

ing the capacity of downstream intersections and segments to discharge the congested traffic at the bottle-

neck intersections, in the meantime, to use red wave band for utilizing the space on upstream intersections

and segments to hold the traffic approaching bottleneck intersections. The paper further selects saturation

of coordinated phase and ratio of queue length as indicators for controlling activ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proposed strategy. Then, a relation model is adopted to explore the workable range of proposed methodolo-

gy.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ordinated control strategy is able to reduce the average number of stops by

15% and delays by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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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交通拥堵已成为困扰和限制大城市发展

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拥堵而产生的经济和环

境损失也在逐年上升。干线道路作为城市交

通通行的大动脉，具有等级高、运行速度

快、通行能力大等优点，对交通的集散和疏

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确保干线通畅运

行，避免和减缓干线交通拥堵是城市交通正

常运行的重要保障。在交通量大的情况下，

尤其是早晚高峰时段，大量车辆不断进入干

线道路，容易在关键交叉口或者瓶颈交叉口

排队累积形成拥堵，严重时甚至会上溯溢

出，阻断和延缓本向和相交方向的车辆通

行，极大地降低交通网络的通行效率。此时

原有的信号配时不仅无法适应和缓解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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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会加剧拥堵向更大范围蔓延，需要针对

干线道路交通状况，开发更加有效的控制策

略和方法，防止拥堵蔓延，降低交叉口排队

溢出的可能性。

瓶颈交叉口之所以容易发生拥堵，是因

为车辆的到达流率大于离开流率，无法在一

个正常的绿灯时间内放空交叉口累积的全部

车辆。滞留车辆随着每个周期进行累积，形

成排队甚至溢出到上游交叉口的现象，影响

本向和相交方向车辆通行，加剧交通拥堵。

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积极增加下游车流卸

载能力并降低上游车辆的到达流率。本文研

究以绿波带和红波带协调控制方法缓解瓶颈

交叉口的拥堵，避免和减少其上溯可能引起

的局部拥堵。

11 研究与应用现状研究与应用现状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干线交通拥堵的管理

和控制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细致的研究。文

献[1]研究绿灯相位下饱和流和非饱和流的特

征，通过对车辆排队长度和相位差的研究生

成拥堵控制策略。文献[2]考虑到干线道路高

峰小时的潮汐现象，设计用于拥堵条件下分

方向的公交优先控制策略，可以有效提高公

共汽车运行效率。文献[3]通过进行连续的时

间和空间维度上的驾驶人行为仿真，采用多

目标、多智能体的信号控制结构，产生拥堵

控制策略，可以有效降低车辆的延误和排队

上溯。文献[4]引入元胞自动机模型，考察

SynChro绿波控制下车辆排队的演变，得出

绿波控制的核心在于车辆(车队)的速度控

制，减少车辆之间的速度差；文献[5]通过对

车辆速度的研究得出绿波系统的车速控制可

以使车辆运行轨迹更顺畅，同时有利于减少

尾气排放。文献[6]提出以拥堵地点为终点，

向上游设置红波带控制模型，对驶向拥堵点

的车流进行截留处理，以缓解拥堵。文献[7]

提出干线道路局部拥堵的红波带控制策略并

进行了流程和控制参数设计。文献[8]研究了

干线交叉口的截留卸载设计对中心区交叉口

交通压力的缓解作用，以保山市正阳路为例

进行实例分析，取得较好效果。

学者和科研机构也开发了交通控制系统

和优化软件应用于干线交通拥堵控制中。典

型的软件包括：SynChro 根据交通状态划

分，在拥堵条件下采用事先设定的相位差，

为排队方向提供负向相位差或缩小周期以缓

解拥堵[9]；TRANSYT-7F系统提出针对干线

交通拥堵的联动控制方法，采用逐步模拟的

方式对交通拥堵状况进行模拟分析并产生控

制方案 [10]；SCOOT 系统通过检测器的合理

设定来检测交通拥堵的发生，在处理干线交

通拥堵问题时，采用小增量寻优方法形成控

制策略 [11]；SCATS系统根据干线交通状态，

按照各相位饱和度相等或接近的原则，通过

调整各个相位的绿信比，增加拥堵相位的绿

灯通行时间来缓解拥堵[12]。

已有的大部分研究成果主要是在交叉口

满足排队长度约束下，通过改变交叉口的配

时方案和设置不同交叉口之间的绿灯相位

差，使车流尽快通过交叉口(群)，将上游的

车辆尽快疏散到下游，从而达到疏散拥堵的

目的。也有部分学者提出采用红波控制方法

来缓解拥堵，但是只针对单个交叉口拥堵的

情况，没有充分考虑多个交叉口拥堵及支线

竞争相位的拥堵控制问题。根据干线控制的

原理和实践可知，干线控制主要适用于中等

及中等以下的交通量，在拥堵条件下控制效

果欠佳，因为其本质是牺牲支线竞争相位的

绿灯时间以满足干线的快速通行，实际上干

线除关键交叉口以外其他交叉口的绿灯时间

均较为充裕。在交通量较大的情况下，干线

控制不仅会导致支线由于通行时间不足而产

生拥堵，也会导致干线上的局部拥堵(一般

发生在关键交叉口，本文统称为“瓶颈交叉

口”)，而干线局部拥堵必然会压缩通行带

的宽度，降低通行带的通过能力，导致滞留

车辆的累积，加剧交通拥堵上溯溢出。因

此，在干线局部拥堵情况下，应综合考虑下

游卸载能力和上游截流能力，通过设置绿波

带和红波带的方法疏解拥堵交叉口。

22 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原理与实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原理与实

施流程施流程

22..11 基本原理基本原理

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策略是以发生

拥堵的瓶颈交叉口为中心，建立向下游的绿

波带和向上游的红波带控制系统，使向下游

行驶的车辆尽量顺畅地通过下游路段和交叉

口，增大瓶颈的通过能力；同时使上游车辆

在到达瓶颈交叉口之前在上游交叉口多次停

车，增加上游车辆到达瓶颈交叉口的行程时

间，间接地降低瓶颈交叉口的交通到达流率

(见图 1)。在减少上游流入率的同时增加下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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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流出率，以达到减轻瓶颈交叉口交通压

力、缓解干线交通拥堵的目的。其核心思想

是将下游卸载和上游截流相结合，预防瓶颈

交叉口交通拥堵的扩散和上溯，利用干线上

多个交叉口和多条路段组成的系统疏解拥

堵，避免只对拥堵交叉口进行疏导的传统方

法的局限性。虽然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

策略会增加上游车辆的停车次数，但是并不

一定会增加上游车辆和协调范围内车辆的交

通延误。红波带控制策略只是将瓶颈交叉口

的多个周期停车排队转化为多个上游交叉口

的单周期停车排队，同时还可以避免拥堵的

恶化。

22..22 实施流程实施流程

实施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策略之

前，首先应判断干线上各个交叉口的交通状

态以决定是否启用绿波带与红波带控制策

略，接着确定控制范围和启动时机，计算控

制参数，得出协调控制方案。在控制方案运

行过程中，实时监测交通状态的变化，检验

控制方案的效果并进行优化；当瓶颈拥堵解

决后恢复原有交通控制方案，以提高交通运

行效率(见图2)。

22..33 启动与结束条件启动与结束条件

评估干线上的瓶颈交叉口，一方面需要

考虑其在绿灯时间的通过能力，主要反映当

前交叉口的疏解能力；另一方面需要考虑其

上游连接路段的容纳能力，可以反映瓶颈交

叉口对上游来车的缓冲能力。本文选用交叉

口进口道协调相位饱和度 SCP(Saturation of

Coordinated Phase)[7, 13]和路段排队长度比 QR

(Ratio of Queue Length on Segments)[14]分别对

瓶颈交叉口的疏解能力和缓冲能力进行评

估。考虑到对交通拥堵的预测作用、交通的

不均衡性和上游交叉口的右转交通(中国不

控制右转交通)，对选取的两个指标分别预

留一定的富余空间。

通常饱和度为 80%~90%时，交叉口可

以获得较好的运行条件；当达到 100%时，

拥堵已形成并且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导致

交通环境恶化。因此，本文认为交叉口进口

道协调相位饱和度临界值取 90%较为合适。

对于路段排队长度比的临界值，考虑路段对

上游车辆的缓冲作用和瓶颈交叉口进口道排

队车辆在绿灯放行时的疏散时间，取0.85。

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策略启动与结

束的条件应该综合上述两个指标。当检测到

SCP≥ 0.9 且 QR≥ 0.85 时，达到启动时机，

计算协调控制方案，实施协调控制并实时优

化。启动之后，当 SCP < 0.9 且 QR < 0.85

时，达到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策略的结

束阈值，认为交通拥堵已得到有效缓解，结

束协调控制策略，恢复原有控制方案。

22..44 协调控制范围协调控制范围

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需要确定合理

的控制范围。一方面可以避免范围过小无法

有效地对交通流进行截流和卸载，导致在拥

堵疏散和控制中的局限性。同时，也可以避

免控制范围过大，将与瓶颈交叉口拥堵方向

不太相关的路段和交叉口一并划入，增加控

制难度，无法及时有效地实现交通拥堵控制

和疏散效果。因此，选择合适的控制范围对

协调控制策略的实施和交通拥堵的控制至关

重要。

采用美国《统一交通控制设施手册》

(Manual on Uniform Traffic Control Devices,

MUTCD)[15]中的模型计算交叉口关联度。

I= 0.5
1+ t

æ

è

ç

ç
çç
ç

ç
ö

ø

÷

÷
÷÷
÷

÷nqmax

∑
i= 1

n

qi

- 1 ， (1)

式中： I 为交叉口关联度； t 为从上游交叉

口到达下游交叉口的行程时间/s； n 为上游

交叉口的车辆驶入分支数(交叉口路段数-1)/

辆； qmax 为上游交叉口主线方向的最大流率/

(辆·h-1)； qi 为上游交叉口 i 到达下游交叉口

的流率/(辆·h- 1)。该手册认为当 I≥ 0.4 时，

两个交叉口之间具有较强关联性。参考该手

册，本文选取关联交叉口作为控制范围的原

则为：

1）干线上与瓶颈交叉口相邻的交叉口

直接划入控制范围；

2） 上 游 交 叉 口 I≥ 0.4 且 QR < 0.8568

C B A D E

A 瓶颈交叉口 绿波带 红波带

北

图1 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原理

Fig.1 Principle of coordinated control of green wave and red wave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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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选择其作为红波控制交叉口，下游交叉

口 I≥ 0.4 时，选择其作为绿波控制交叉口；

3） 考虑到实际的计算量和控制成效，

当上、下游控制交叉口数量均达到 5个时，

达到控制范围上限，不再选取新的控制交

叉口。

33 协调控制策略及方案设计协调控制策略及方案设计

在干线协调控制系统中，所有交叉口采

用一个信号周期，称为公共周期，其来源是

干线协调控制系统中全部交叉口的最大周

期；各交叉口规定某一方向为协调方向，产

生协调相位；沿着协调方向相邻的两个交叉

口的绿灯或红灯起点时间差为相对相位差，

各交叉口的绿灯或红灯起点相对于标准交叉

口的时间差为绝对相位差。设计协调控制系

统时要调查收集各交叉口的交通数据，对公

共周期、各交叉口的绿信比和相位差进行优

化计算。

在方案设计时，假设已知干线上控制范

围内所有交叉口和路段的几何参数和交通流

数据，瓶颈交叉口的位置、各路段上车辆的

行程速度及原有的信号控制方案。

33..11 下游绿波带设计下游绿波带设计

如图 3所示，0号交叉口是干线上的瓶

颈交叉口，自西向东方向发生拥堵，需协调

下游的1，2，3，4号交叉口。

33..11..11 公共周期公共周期

依据各交叉口的交通流参数，采用单点

信号控制计算方法，求出各交叉口的最佳信

号周期和绿信比，选取与原有公共周期接近

或者比原有公共周期略大的信号周期作为最

终的公共周期 C 。其中，采用韦伯斯特法计

算最佳周期

Ci =
1.5Li + 5

1-Yi

， (2)

式中： Li 为第 i 个交叉口的周期损失时间/

s，等于其各相位的损失时间之和；Yi 为第

i 个交叉口各相位的总交通量。

33..11..22 绿波带相位差绿波带相位差

在图 3中设置从 0到 4号交叉口的绿波

带协调控制，计算其相邻交叉口的相位差

O '
i→ j =mod

æ

è
ç

ö

ø
÷

Ti→ j

C
， (3)

Ti→ j =
Li→ j

v . (4)

式中： O '
i→ j 为相邻的(上游)交叉口 i 与(下

游)交叉口 j 之间的相位差/s；Ti→ j 为从交叉

口 i 到交叉口 j 的行程时间/s； Li→ j 为交叉

口 i 至交叉口 j 的距离/m； v 为绿波协调控

制系统的运行速度/(m·s-1)。

33..11..33 相位差修正相位差修正

考虑到交叉口排队车辆和上游竞争相位

的左转和右转车流的驶入，如果按照理想的

相位差进行设置，协调相位的交通流到达时

已有部分车辆排队通行，影响绿波带通行效

69

动态交通数据采集和分析

下游绿波带控制方案 上游红波带控制方案

是否启动策略 原有控制方案

启动时机控制范围

信号控制参数计算

交通流监测、方案优化

拥堵是否
解决

否

是

原有控制方案

结束

是

否

图2 实施流程

Fig.2 Practice framework

时间

距离

0 1 2 3 4

O0→ 1

L0→ 1 L1→ 2 L2→ 3 L3→ 4
北

图3 下游绿波带交通控制示意

Fig.3 Downstream green wave contro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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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 0

时间

距离

北

4 3 2 1 0

O R
2→ 1

图4 上游红波带交通控制示意

Fig 4 Upstream red wave control strategy

L2→ 1L3→ 2L4→ 3

率。因此，可以对下游交叉口协调相位设置

一个提前量，提前将排队车辆清出进口道，

从而当协调相位车流到达时，可以直接通

行。应用提前量修正后的相位差

Oi→ j =mod
æ

è
ç

ö

ø
÷

Ti→ j

C
- ter ， (5)

ter = 3 600 ×-V
S ， (6)

式中： Oi→ j 为修正后相邻交叉口 i 与交叉口

j 之间的相位差/s； ter 为相位差提前量/s；
-V 为下游交叉口 j 每周期排队车辆数平均值/

pcu，可由统计得出； S 为下游交叉口 j 协

调相位的饱和流率/(pcu·h-1)。

33..22 上游红波带设计上游红波带设计

如图 4所示，0号交叉口是干线上的瓶

颈交叉口，自西向东方向发生拥堵，需协调

上游的 1，2，3，4号交叉口。采用红波信

号控制系统，通过交通控制设施对交通流进

行分解和截流。红波带控制策略中每组相邻

的交叉口形成一个截流系统，是一个离散控

制系统，与绿波带控制策略的连续性具有很

大差异。

红波带的公共周期采用公式(2)中所得的

公共周期 C 。其上游交叉口 i 的绿灯启亮时

刻与相邻的下游交叉口 j 的红灯启亮时刻之

间的时间差(Time Gap, TG)恰好为车流从上

游交叉口 i 到下游交叉口 j 的行程时间

TGi→ j =
Li→ j

v' . (7)

相应的红灯启亮相位差分以下 3种情况

进行讨论：

1） TGi→ j <Gi <C ，即车流从上游交叉

口 i 到下游交叉口 j 的行程时间小于上游交

叉口 i 的绿灯时间 Gi ，此时红灯启亮相位差

O R
i→ j =Gi -TGi→ j =mod

æ

è
ç

ö

ø
÷

Gi -TGi→ j

C
. (8)

2） Gi <TGi→ j <C ，即车流从上游交

叉口 i 到下游交叉口 j 的行程时间大于上游

交叉口 i 的绿灯时间，同时小于公共周期，

此时红灯启亮相位差

O R
i→ j =TGi→ j -Gi =mod

æ

è
ç

ö

ø
÷

TGi→ j -Gi

C
. (9)

3） TGi→ j >C ，即车流从上游交叉口 i

到下游交叉口 j 的行程时间大于公共周期，

此时红灯启亮相位差

O R
i→ j =mod

æ

è
ç

ö

ø
÷

TGi→ j -Gi

C
. (10)

综合上述分析可得，红波带控制策略中

相邻两个交叉口之间的红灯启亮相位差

O R
i→ j =mod

æ

è
çç

ö

ø
÷÷
||TGi→ j -Gi

C
， (11)

式中： O R
i→ j 为上游交叉口 i 与相邻的下游交

叉口 j 的红灯相位差/s， Li→ j 为相邻的交叉

口 i 至交叉口 j 的距离； v 为从交叉口 i 到

交叉口 j 的行程速度/(m·s-1)； j 的下限为瓶

颈交叉口上游第一个交叉口，不包括瓶颈交

叉口。

关于红波带控制中的绿灯时间，在保证

竞争相位的车辆顺畅通行的条件下，采用反

馈策略进行设置。在下游路段上距离下游交

叉口85%处设置检测器，当检测到此处有排

队停车时，即认为此路段及其下游交叉口已

趋于饱和。向上反馈至上游交叉口切换相

位，中止上游交叉口的绿灯放行，以预防下

游拥堵蔓延和上溯。

44 算例分析算例分析

如图 1所示的交通干线，初始采用绿波

带交通控制，绿波带速度为40 km·h-1。在某

一时刻，交叉口A产生拥堵，达到协调控制

策略启动条件，同时设上游来车流率不变，

计算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制前后车辆在路

径 C→B→A→D→E 上各交叉口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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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

C

B

A

D

E

协调控制前

平均停车次数/次

0.5

1.3

2.1

1

0.4

平均延误/s

21.6

29.8

98.9

27.1

19.4

协调控制后

平均停车次数/次

1.2

1.4

1.2

0.5

0.2

平均延误/s

34.2

36.4

43.2

17.3

12.5

表1 各交叉口协调控制前后平均停车次数及平均延误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stop times and average delay at each intersection

before and after implementing coordinated control

停车次数及平均延误，结果见表1。

由表 1可得，采用协调控制策略后，上

游交叉口车辆的停车次数和延误均有所增

加，但是干线上的平均停车次数由 5.3次降

至 4.5次，下降 15%；平均延误从 196.8 s降

至143.6 s，下降27%。可见，此协调控制策

略可以明显降低车辆在局部拥堵干线上的停

车次数和交通延误。

55 结语结语

本文针对城市交通干线局部拥堵条件下

的交通预防、控制与疏导问题，提出绿波带

与红波带协调控制策略。旨在通过绿波带控

制，利用下游交叉口和路段，对瓶颈交叉口

的拥堵车流进行快速疏散和卸载；同时通过

红波带控制，运用上游交叉口和路段的空间

优势，有效地将到达交叉口的车流分别截流

在上游交叉口和路段上，延长其到达瓶颈交

叉口的行程时间，以防止瓶颈交叉口的拥堵

蔓延和上溯。

算例分析表明，绿波带与红波带协调控

制策略可以明显降低车辆在干线交叉口的停

车次数(-15%)和交通延误(-27%)，提高干

线交通运行效率，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可

行性。该方法操作性强、简单快捷，可应用

于城市路网中干线交通局部拥堵的管理与

控制。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上游交叉口的

交通状态考虑较少，只简单通过在交叉口上

游路段85%处设置检测器来判断，可能会使

上游交叉口产生拥堵。其次，缺乏对红波带

设置后交通流向其他路段和方向转移的分

析，后续将着重开展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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