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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有城市道路交叉口交通信息诱导效率相关研究内容笼统，尚未量化驾驶人对交通诱导信息

的认知效率和决策误差。针对这一问题，提出基于云模型的交通信息诱导效率评价方法，设计四种

不同组合方式的交通诱导信息实验情景。采用全功能汽车模拟驾驶器进行实验，结果显示：数字、

语言、图像组合而成的交通诱导信息对驾驶人路径变更影响显著，语言和数字类信息组合发布有利

于提高驾驶人对道路交通状况的认知效率，数字和图像类信息组合发布有利于降低驾驶人路径决策

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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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isting studies on the efficiency of traffic guidance at urban roadway intersections are too gen-

eral in content and lack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n drivers' cognitive capability and decision-making error.

To address the problem, this paper proposes a cloud model-based method to assess the efficiency of traffic

guidance devices, and the traffic guidance experiment information under four different schemes. A full-

scaled and fully functioned vehicle simulator was used for the experiment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the traffic guidance express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numerical, language and imagery materials signifi-

cantly affect driver's travel path change. Communicating to driver by language and numerical materials

improves drivers' cognitive capability in recognizing the traffic conditions, while numerical and imagery

materials help to reduce the decision-making error in drivers' path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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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在城市道路交叉口发布具有高诱导效率

的交通信息，不仅能够防止瓶颈交叉口拥堵

蔓延，还能达到缓解区域交通拥堵的目的[1]。

现有交通信息诱导效率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

于驾驶人对交通信息呈现方式、理解程度、

决策过程方面。

交通信息呈现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信息

的颜色、组合图形、文字等方面展开。文献

[2]分析了可变信息板(VMS)的色彩方案以及

信息数量对驾驶人的影响，其中色彩方案为

使用一个、两个或三个颜色，信息数量为单

行、双行、三行，研究结果显示红色单个信

息以及单行信息有利于驾驶人对信息的理

解。文献[3]利用信息理论构建交通标志信息

量度量模型，以西藏地区特色标志为例进行

研究，结果表明标志信息信息量阈值为

286.3比特，在此阈值基础上设计特色交通

标志信息有利于提高信息传递效率。文献[4]

设计了包含指路标志与车道行驶方向标志的

组合标志，测定被试者视认组合标志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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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及反应时间，得到组合标志的信息量阈

值：车道数为3~7时，被试者对组合标志视

认 的 正 确 率 分 别 为 94.17% ， 93.13% ，

93.5%，87.5%，86.07%，反应时间分别为

2 437.54 ms， 2 514.01 ms， 2 634.18 ms，

3 600.75 ms，3 836.21 ms；指路标志中一条

路名信息的视认反应时间相当于组合标志中

5个箭头的视认反应时间，均为 0.5 s；指引

图形较简单的组合标志信息量阈值为 6条路

名信息，指引图形较复杂的组合标志信息量

阈值为5条路名信息。

交通信息理解程度方面的研究聚集于量

化信息数量与驾驶人个体属性之间的关系。

文献[5]为研究驾驶人个体属性与交通信息理

解之间的关联性，利用驾驶模拟器以实验的

方式采集不同车载信息条件下的驾驶行为，

结果显示在驾驶人的个体属性中性别、年龄

对信息理解影响较大。文献[6]研究信息量大

小对驾驶人理解前方道路路况是否有影响，

利用仿真模拟手段设计 5组不同信息量的实

验场景，对不同年龄段的驾驶人进行实验，

结果显示因年纪大的驾驶人驾驶风格保守，

导致其反而比年纪小的驾驶人需要更多的交

通信息。文献[7]为研究驾驶人个体属性差异

对信息理解的影响，设计一份包含 28个交

通标志以及驾驶人个体属性的调查问卷，通

过对 5个不同国家 4 774份调查问卷进行数

据分析，结果显示国籍、性别、年龄、受教

育水平等都会对信息理解产生影响，但婚姻

状况、收入水平等影响不显著。文献[8]为研

究文化差异对交通标志理解的影响，通过 4

个国家 1 000份调查问卷进行整理分析，发

现在标志中添加文本可降低因文化差异导致

的交通标志理解误差，特别是不熟悉的或具

有本国特色的交通标志。

驾驶人决策过程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

利用模型描述决策过程方面。文献[9]建立模

糊逻辑—神经网络模型，量化驾驶人在道路

决策过程中的选择特性。文献[10]通过改进

AHP层次分析法构建驾驶人路径决策多维度

模型，并通过伊朗道路网络进行模型验证。

文献[11]构建多维风险识别模型描述道路决

策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道路

决策过程中驾驶人对付费交通信息的支付意

愿与驾驶人自身决策习惯以及当地社会人口

特点相关。

在实际道路决策中，交通信息诱导效率

主要体现在道路交叉口驾驶人路径变更上，驾

驶人根据交通信息实时进行路径决策，该过程

涉及信息采集、认知、决策三部分[12]。现有交通

信息主要由图像类、数字类和文字类信息组成。

上述文献将交通信息作为整体进行研

究，忽略不同信息组合方式对驾驶人的影

响，在样本统计过程中参数分析为一维分

析，仅反应路径变更结果，无法对决策过程

中的认知以及决策进行定量描述分析，且参

数量化取决于样本数量，小样本数据体现特

征不强。为此，本文设计在城市道路交叉口

发布不同信息组合方式的驾驶决策实验，借

鉴云模型具有把自然语言值表示的某个不确

定性概念转化为相应量化指标的功能[13]，定

义基于云模型的交通信息诱导效率评价指

标，定量描述驾驶人对交通运行状态的认知

以及基于认知结果的决策，分析不同组合方

式下交通信息对驾驶人的诱导效率。

11 基于云模型的交通信息诱导效率评价基于云模型的交通信息诱导效率评价

云模型在交通信息诱导效率评价中的核

心作用是在驾驶决策结果特征分析基础上，

构建相关的云模型进行具体分析。步骤如下：

1）在驾驶决策选择结果中，对某一次

信息发布后的道路选择结果进行统计，其结

果可以表达为 X={ }x1,x2,⋯,xn ， x1 为道

路选择结果，用0或1表示；0为不选择该道

路，1为选择该道路。

2）输入样本点 xi ，根据云模型中期望

公式进行计算：

Ex =
-X = 1

n∑i= 1

n

xi, i= 1,2,⋯,n ， (1)

式中： Ex 为在城市道路交叉口环境下驾驶

人受不同信息组合方式诱导后产生的路径变

更总体水平，即选择结果的期望。该参数用

于表征不同组合方式的交通信息诱导效率[14]。

其值越大，说明诱导效率越高。

3）根据选择结果的期望，计算评价体

系中的熵

En = 1
n∑i= 1

n

|| xi -Ex ， (2)

式中： En 为在城市道路交叉口环境下驾驶

人接收不同组合方式交通诱导信息后，自身

所认知的道路交通状况与实际交通状况之间

的差距，定义其为认知误差 [15]。其值越小，

说明驾驶人对前方道路实际交通状况认知越

精准，同时也说明该部分信息所提供的前方

道路交通状况越容易被驾驶人接收。

4）根据期望、熵等评价结果，计算评

价体系中的超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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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 S2 -E 2
x ， (3)

S2 = 1
n- 1∑i= 1

n

(xi -Ex)2 ， (4)

式中： He 为在城市道路交叉口环境下驾驶

人依据交通诱导信息与依据实际道路交通状

况做出的路径变更决策之间的差距，定义其

为决策误差[16]。

22 实验设计实验设计

22..11 实验人员实验人员

随机选取 50 名人员参与实验，被试者

符合以下条件：

1） 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

证，准驾车型为C1及以上等级；

2）未参加过城市道路交叉口环境下的

驾驶决策行为及类似的实验测试；

3）非职业性车辆驾驶员；

4）实验前一晚睡眠充足，保证驾驶过

程中不存在疲劳、饮酒等对正常驾驶行为产

生影响的状况。

22..22 实验设备实验设备

实验采用具有环形屏幕显示的全功能汽

车模拟驾驶器，模拟器设备参数为：屏幕分

辨率1 024×768，场景刷新频率60次·s-1，水

平最大可视角 150°、纵向最大可视角 30°，

仿真车辆各项参数采集频率为30 Hz。

22..33 实验情景实验情景

针对交叉口前方某一道路的相同交通状

况，发布四种不同组合方式的交通诱导信

息，具体包括：1)语言和数字类信息组合；

2)语言和图像类信息组合；3)数字和图像类

信息组合；4)三类信息组合。其中，语言类

信息指由交通管理者针对道路交通状况给出

的定性描述以及行驶路径建议，数字类信息

指针对道路交通状况以数值形式进行量化，

图像类信息指由VMS上红、黄、绿三色反

映交通状况。在后台通过广播发布语言类信

息和数字类信息，图像类信息通过交叉口场

景设计方式发布。

实验情景设定为驾驶人在某双向两车道

内行驶，驾驶人在交叉口初始选择为左转，

在距离道路交叉口前 50 m时发布交通诱导

信息供驾驶人进行道路决策，统计其接收不

同组合方式交通信息后的道路变更情况。实

验中不考虑目的地与道路交叉口之间的距离

关系。实验设定左转道路的交通状况为车辆

拥堵长度 30 m，由VMS表征用于描述前方

道路状况的图像类信息，道路交叉口交通状

况如图 1所示，其中红色表示所处道路的交

通状态为拥堵，黄色表示较拥堵，绿色表示

畅通。根据上述情景，将四类组合方式的交

通诱导信息依次设计为如下内容：

1）交通诱导信息环境一(Traffic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1#, TIE 1#)：交通广播发布信息

“左转道路拥堵长度为 30 m，道路拥堵等级

评定为较拥堵，建议行驶路线变更”；

2） 交通诱导信息环境二 (TIE 2#)：用

VMS描述前方道路状况，交通广播发布信

息“左转道路拥堵等级评定为较拥堵，建议

行驶路线变更”；

3） 交通诱导信息环境三 (TIE 3#)：用

VMS描述前方道路状况，交通广播发布信

息“左转道路拥堵长度为30 m”；

4） 交通诱导信息环境四 (TIE 4#)：用

VMS描述前方道路状况，交通广播发布信

息“左转道路拥堵长度为30 m，道路拥堵等

级评定为较拥堵，建议行驶路线变更”。

22..44 实验流程实验流程

被试者若对实验流程及相应操作有疑

问，则可与实验组织人员进行单独沟通咨

询。实验全程被试者之间不能进行交流，避

免因此产生主观经验信息。实验步骤如下：

1） 熟悉汽车仿真驾驶器的实验操作，

例如启动、方向盘旋转、挂挡、油门踏板踩

踏、刹车等；

2）开始第一次实验，被试者在无交通

信息诱导下进行左转向道路选择，每轮测试

结束后被试者只能得知自身的驾驶决策选择；

3） 进行TIE 1#下的驾驶决策，每位被

试者结束相应实验后，组织者以问答形式询

问被试者选择其操作的原因，重点记录哪种

信息或听到哪个关键词导致选择路径变更；

a 实验交叉口 b VMS信息

图1 实验交叉口交通状况

Fig.1 Traffic condition at the tested intersections

89



交通工程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16
N

o.5
Septem

ber2018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一一
八八
年年

第第
十十
六六
卷卷

第第
五五
期期

4）分别以TIE 2#，TIE 3#，TIE 4#发布

的交通诱导信息进行实验并做好相关记录，

驾驶人在每种交通诱导信息环境下的路径变

更数量统计结果见表1。

33 实验结果及分析实验结果及分析

对四组实验数据进行计算，分别得到路

径变更云模型的期望、熵和超熵(见表 2)。

可以看出：

1）不同信息组合方式的交通诱导效率

差异显著。四类交通信息诱导环境下驾驶人

决策的总体水平 Ex 依次为0.24，0.38，0.50

和0.74，表示不同信息组合对驾驶决策影响

度从大到小依次为：语言、数字和图像类信

息组合，数字和图像类信息组合，语言和图

像类信息组合，语言和数字类信息组合。

2）图像和数字信息组合使驾驶人对前

方道路认知误差较大，不利于驾驶人正确理

解前方道路交通状况。由各组合信息的熵值

En 可知，驾驶人对不同信息组合方式的认

知误差从大到小依次为：数字和图像类信息

组合，语言图像类信息组合，语言、数字和

图像类信息组合，语言和数字类信息组合。

3）语言和数字类信息组合使驾驶人的

路径决策误差较大，不利于驾驶人进行决

策。由各组合信息的超熵值 He 可知，驾驶

人在不同信息组合下的决策误差从大到小依

次为：语言和数字类信息组合，语言和图像

类信息组合，语言、数字和图像类信息组

合，数字和图像类信息组合。

44 结语结语

本文以驾驶人诱导效率为研究对象，研

究不同组合方式的交通诱导信息对驾驶决策

的影响，提出基于云模型的交通信息诱导效

率评价方法，对驾驶人出行过程中的交通状

态认知和决策结果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

明：在城市道路交叉口环境下，由数字、语

言、图像类信息组合而成的交通诱导信息对

驾驶人路径变更影响效果显著，在拥堵路段

或需疏散路段进行三类信息组合发布有利于

诱导驾驶人变更原有路径；由语言和数字类

信息组合发布的交通诱导信息对驾驶人路径

变更影响效果最不明显，但对驾驶人认知前

方道路实际交通状况最为成功，利用该组合

方式对道路交通状况进行描述可提高驾驶人

对实际道路状况的认知；数字和图像类信息

组合发布下的驾驶人决策误差最小，利用该

组合方式对前方道路状况进行描述可提高驾

驶人的决策效率。不同信息组合方式对驾驶

决策的诱导效率影响研究应控制在阈值范围

内，本研究设定的情景为基础的交通信息内

容，下一步将结合交通信息量研究不同信息

组合方式的信息量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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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不同交通诱导信息组合方式环境下的路径变更人数

Tab.1 Number of travel path change under different traffic guidance

schemes

项目

路径变更人数

被试者数量

50

TIE 1#

12

TIE 2#

19

TIE 3#

25

TIE4#

37

人

表2 驾驶人路径变更云模型参数

Tab.2 Parameters of cloud model for driver's travel path change

参数

Ex

En

He

TIE 1#

0.24

0.221 7

0.283 2

TIE 2#

0.38

0.293 1

0.243 1

TIE 3#

0.50

0.342 3

0.176 5

TIE 4#

0.74

0.284 2

0.232 8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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