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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机动车礼让行人在提高行人过街安全性的同时，也可能造成通行延误问题。通过对上海市不

同类型交叉口的实地调查，总结交叉口的主要冲突情况及影响因素。运用可接受间隙的概念分析驾

驶人在交叉口的行为：约25%的驾驶人选择过度让行，这对交叉口通行效率有较大影响；约20%的

驾驶人以极小的可接受间隙穿越人流过街，这对交通安全有较大隐患。在此基础上，利用VISSIM

仿真确定不同行人流量、不同执法强度情况下，机动车因礼让行人造成的交叉口整体延误。结果表

明，延误程度与是否有独立左转相位、独立车道以及行人流量大小密切相关。结合国外先进案例，

从行人清空信号定义、行人绿灯早起、人行道形式、非机动车处理以及直右、直左车道的处理等五

方面提出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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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ulation of vehicles yielding the right-of-way to pedestrians at intersections can not only

improve pedestrians' safety, but also cause traffic delay. By investigating at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sections

in Shanghai,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conflict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at intersections. The paper

applies the concept of acceptable gap to analyze the behaviors of drivers at intersec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bout 25% drivers choose to yield excessively, which reduces travel efficiency of vehicles at intersec-

tions significantly. Meanwhile, approximate 20% drivers cross pedestrian flows with an extremely small

gap, which has a great impact for traffic safety. Based on the above results, the paper utilizes VISSIM-Sim-

ulation to determine overall delay at intersections caused by yielding to pedestrians under different pedes-

trian volume and traffic enforc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gree of delay is closely related to wheth-

er there is independent left- turning phase, independent traffic lane and pedestrian volume. Regarding the

profound cases abroad, the paper provides improvement suggestions at five aspects: definition of pedestri-

an clearance light, advanced green light of pedestrian signal, forms of sidewalks, treatment of non-motor-

ized vehicles, and straight-left and straight-right lane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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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为保障交叉口行人过街的安全性，全国

各地纷纷对斑马线前礼让行人过街进行严格

执法。自 2017年 3月 25日新版《上海市道

路交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上海市对

机动车斑马线前礼让行人也进行了严格执

法。交叉口安全性和秩序有大幅度提升，但

是让行造成的交通拥堵和交通效率降低等问

题也随之涌现。如何在切实保证机动车让行

到位的同时，将让行对交叉口整体通行效率

的影响控制在最小限度？要解决这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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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应明确让行并非降低通行效率的罪魁祸

首，进而综合考虑交叉口的各个控制要素。

要研究机动车礼让行人背景下的交叉口

交通，应该剖析三个方面的问题：1)法律层

面是否该让行，这与行人违法行为密切相

关；2)设计、运营、管理层面有无让行条

件，这是本文交通分析研究的核心；3)交通

教育层面如何让行，这与驾驶人、行人的心

理和行为特征有关。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并非

完全独立，交通教育的好坏、交通法规的健

全与否，直接影响行人与机动车的行为，进

而影响交叉口设计与运营等问题。

为客观科学地评估机动车礼让行人给交

叉口带来的影响，一方面必须分析让行后交

叉口通行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另一方

面需要综合分析该状态下不同交通参与者的

行为，尤其是机动车驾驶人与行人的交互行

为。在此基础上，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经验，

从设施、信号组织、综合管理等方面提出相

关建议。

11 交叉口实地调查分析交叉口实地调查分析

以“行人过街流量大，同时机动车流量

也较大”为条件，选择不同几何形态、信号

控制方案和相交道路等级的交叉口作为调查

对象，对上海市内环线以内的 10余个交叉

口进行现场调查(见表1)。

11..11 问题综述与成因分析问题综述与成因分析

总体而言，对于相交道路等级较高的交

叉口(如主-主交叉口、主-次交叉口)，礼让

行人对车流的影响不明显。对于相交道路等

级较低的交叉口(如次-支交叉口、支-支交

叉口)，行人违法对交叉口的影响更为严

重。对于四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左转车流

本身与行人已经在信号控制上进行分离，礼

让行人对车流的影响也不明显。相比之下，

主-支交叉口与次-次交叉口问题复杂得

多。通过对不同交叉口情况的观察与比较，

梳理了交叉口礼让行人引发或突显的问题。

1）左转车流与对向直行车流的冲突。

某进口道左转车流到达人行横道等候行

人过街，后续到达的左转车流依次排队构成

一个车带，此时进入交叉口的对向直行车受

左转车流排队阻挡不能正常通行(见图 1)。

一个方向左转车流量明显大于直行车，而对

向则以直行车流为主，当有足够多的左转车

排队等候，对向直行车流通行受到阻碍。这

一现象在一些主-支交叉口、主-次交叉口

特别明显，支路或次干路有大量车辆会左转

进入主干路。

2）右转车流与后续直行车流的矛盾。

右转车流在人行横道前排队让行，阻碍

后续直行车流继续通行。上述情况，一部分

驾驶人会选择等待，影响绿灯通行效率；另

一部分驾驶人会冒险实线变道，带来安全隐

患。行人流量和右转车流量均较大，同时右

转车辆让行等候停放区域较小，造成直右车

道的直行车辆不能超越前方右转让行的车辆。

3）转向车流与非机动车流的冲突。

左右转机动车让行行人等候的位置恰巧

是非机动车通行空间，造成非机动车在机动

车流中穿行，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见图2)。

较大的交叉口转弯半径可提高转弯机动

车流的通行速度，略微增加了转弯车流的排

队等候空间，但是会导致不同的矛盾。

人行横道远离交叉口，非机动车流与行

人的过街轨迹较远(见图 3a)。该方案可缩短

行人过街距离。但许多机动车礼让行人的位

置恰好是非机动车通行空间，而非机动车被

迫绕道穿越(往人行横道绕行或往直行机动

车道绕行)，引起较大的安全隐患。

人行横道靠近交叉口，非机动车流与行

人的过街轨迹相邻(见图3b)。该方案增加了

行人过街距离，而非机动车(尤其是电动自

行车)与行人存在很大的速度差，行人到达

冲突点的时间远晚于非机动车，故转弯机动

车要对非机动车与行人进行时间上的两次

礼让。

4）机动车绿灯间隔问题。

中国普遍采用 2 s全红的清空时间，绿

灯末期进入交叉口的直行车辆在到达出口道

人行横道线时，下一相位的行人已经进入交

叉口，由于需要礼让行人，导致车辆滞留交

叉口。此外，左转车辆较多时，车辆需排队

让行行人，在绿灯间隔期间无法及时清空，

而滞留交叉口中或阻碍下一相位车流通行

(见图4)。

第一个现象较为普遍，绿灯末期(黄灯

期间)进入交叉口的机动车到达出口道斑马

线时需要让行行人，在下一相位的车流进入

交叉口时不能及时离开。该现象本身源于清

空时间不够，礼让行人会进一步凸显该矛

盾。这一现象主要发生在行人二次过街的区

域。由于二次过街，行人与机动车道相邻，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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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交叉口特征与运行状态

Tab.1 Intersection features and operation status

交叉口名称

四平路
—

大连路

陆家浜路
—

西藏南路

西藏中路
—

九江路

长寿路
—

陕西路

常德路
—

北京路

岚皋路
—

石泉路

南京西路
—

茂名路

海防路
—

昌化路

乌鲁木齐北路
—

愚园支路

南京西路
—

常德路

几何形态

十字形

十字形

十字形

十字形

十字形

十字形

T字形

十字形

T字形

十字形

信号控制方案

四相位

四相位

三相位

三相位

两相位

两相位

两相位

两相位

无信号控制

行人专用相位

道路等级

主-主

主-次

主-次

主-支

次-次

次-支

次-支

支-支

支-支

次-次

基本状况

四平路采用下穿式立体分离；
临近轨道交通八号线和十号线四平路站，行人流量大；
高峰时段有交警指挥，行人、非机动车基本守序通行；
四个方向右转均有让行；
大连路有右转专用车道，四平路右转采用直右车道，由于立体分离，未造成明显的
右转堵塞直行车辆的情况；
让行未见明显的机动车流相互影响(如左转与对向直行车流)；
由于信号周期过长，非高峰时段(无交警指挥时)部分行人和非机动车在左转绿灯期
间闯红灯，影响左转车辆通行

临近轨道交通八号线和九号线陆家浜路站，高峰小时行人流量大；
高峰时段有交警及协管员指挥，行人、非机动车基本守序通行；
四个方向右转均有让行，右转车辆使用公交专用车道，未见右转车流让行堵塞直行
车辆的情况；
让行未见明显的机动车流相互影响(如左转与对向直行车流)；
由于信号周期过长，非高峰时段(无交警在场时)部分行人和非机动车在左转绿灯期
间闯红灯，影响左转车辆通行

位于人民广场东北角，行人流量极大(西藏路北侧无人行横道)；
九江路双向禁止左转，并均设有直右车道，但由于右转车排队空间充足，未见右转
车流让行堵塞直行车辆的情况；
西藏路双向右转车辆使用公交专用车道，未见右转车流让行堵塞直行车辆的情况

长寿路两侧商业、办公集中，附近有轨道交通七号线和十三号线站点，高峰小时行
人流量大；
长寿路双向八车道且中央有宽隔离栏，行人过街距离长达50 m，未设二次过街等待
区域；
早高峰期间，大量车流需要从陕西路通过左(右)转汇入长寿路，同时大量行人要穿
越长寿路；
南北向(陕西路)通行时，左转车流、过街人流与对向直行车流交织，交叉口整体略
显混乱；
2018年6月2日起，陕西路(长寿路以南段)改为北向南单行，左转车流与对向直行车
流冲突消失，但与对向非机动车的冲突仍旧存在

周边商业、办公聚集，早晚高峰小时行人流量大；
四向均采用“直左+直右”车道布设，左转车流较少；
车辆基本守序，左转车流让行完对向的直行车流后，大部分过街行人已经通过交叉
口，左转车流一般情况下无须再礼让行人；
由于交叉口较小，转弯让行车流停放空间有限，部分左转车由于处于让行尴尬区域
(如影响对向直行车辆通行的位置)，驾驶人会尽可能迅速离开该区域，因此会伺机
在行人间隙中通过；
右转弯让行车流与非机动车冲突严重；
直右、直左车道的转弯车流虽有阻碍直行车流，但由于转弯流量不大，转弯车流对
于直行车流的影响属正常范围

周边居民区集中，早晚高峰小时行人流量大；
岚皋路双向禁止左转，不存在左转车流让行行人；
南出口道虽然禁止左转，但仍有部分车辆违法左转，此部分驾驶行为激进，基本不
让行人；
石泉路双向两车道，且在交叉口处无展宽，右转车流让行影响后续直行车流，造成
交叉口通行能力严重下降；
石泉路道路较狭窄，行人乱穿马路的现象严重

位于吴江路步行街周边，行人流量极大；
茂名路为北向南单行道，道路狭窄，行人大多不按照信号灯指示穿越茂名路，逼迫
南京路至茂名路的左(右)转车辆让行；
茂名路在约20 m的距离连续设置了两条行人过街人行横道，车辆连续让行，通行能
力受限

周边为居民区，西南角为静安实验小学，早高峰行人流量大；
四向均为双向两车道，且交叉口无展宽；
由于道路狭窄，行人无视信号灯穿越道路的现象严重

乌鲁木齐北路为北向南单行道，愚园支路为双向通行；
两条道路均十分狭窄，乌鲁木齐北路南侧出口无人行横道；
行人基本守序沿人行横道行走，但部分车辆未做到让行行人

位于中心商业区，交叉口四角皆有商业或办公用地，行人流量极大，且斜穿需求大；
设置了行人专用相位，机动车与行人之间无冲突，但机动车延误大幅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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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相位机动车还未驶离交叉口，行人已经

进入斑马线，由于严格礼让行人，造成机动

车滞留在交叉口中。

第二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排队让行的

机动车较多时，排队较后的机动车还未通过

冲突点，下一相位的机动车已启动进入交叉

口，导致一部分机动车停留在交叉口中间，

对下一相位的机动车通行造成影响。

5）行人清空问题。

行人绿灯末期，不断有行人通过人行横

道，转弯机动车无法通过。与此同时带来了

法律层面的问题，下一相位初期要进入交叉

口的车流是否该让行未清空的行人。该问题

与行人绿闪信号的定义不明确有密切关系。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未对行人绿闪信号作出明确解释。因此，行

人在整个绿灯与绿闪期间持续通过交叉口，

并且未能在下一相位绿灯起亮前清空。

6）行人违法问题。

部分交叉口行人闯红灯，阻碍正常通行

的机动车。造成该问题的原因如下：1)在一

些红灯时间较长的交叉口，由于长时间等

待，行人耐心下降；2)在过街距离较短的交

叉口，行人主观交通风险意识较低；3)无交

警和协管管理的交叉口，违法行为较为严

重。礼让这类违法过街的行人会造成道路交

通的额外拥堵，同时也造成违法行人的有恃

无恐。当然这类问题主要涉及“是否该让

行”的法律问题，它本身造成的延误可能不

严重，但是和上述问题结合在一起会对机动

车的通行效率造成较大影响。

11..22 原因总结原因总结

1）交叉口规模。

相交道路等级：对于主-主、主-次、

次-支、支-支交叉口，是否礼让行人对交

图1 左转车辆让行排队阻碍直行车辆通行

Fig.1 Left-turn vehicles yield and line up to block through vehicles

被阻挡的直行车流

左转车辆排队

图2 机动车礼让行人占用非机动车通行空间

Fig.2 Vehicles yield to pedestrians and occupy non-motorized traffic space

a 人行横道远离交叉口 b 人行横道靠近交叉口

图3 人行横道不同位置的交通流冲突情况比较

Fig.3 Traffic flow conflict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of pedestrian cro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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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口运行的影响较小；对于主-支、次-次

交叉口，是否礼让行人对交叉口运行的影响

较为复杂。

交叉口大小：交叉口越大，转弯车流让

行等待空间越大、让行等待时间越长，易引

发左转车流抢行；交叉口较小，易引发行人

违法。

2）交叉口渠化。

转弯半径大：人行横道远离非机动车通

行空间，造成机动车空间上二次礼让；人行

横道贴近非机动车通行空间，非机动车(尤

其电动自行车)与行人到达冲突点的时间差

增加，转弯车辆先礼让非机动车再礼让行

人，造成机动车时间上二次礼让。

直右、直左车道：行人流量大时，转弯

车辆排队，易影响后续直行车流。

3）交叉口信控。

相位设计：设置左转专用相位的交叉

口，左转车流本身与行人已经在信号控制上

进行了分离，礼让行人对车流的影响不明显。

机动车绿灯间隔：机动车绿灯间隔不

足，礼让行人的车辆无法被清空，车辆滞留

交叉口。

行人清空：行人绿闪信号无效，行人清

空时间不足，车辆滞留交叉口。

4）交通需求。

机动车转弯流量大时，礼让行人易造成

交叉口拥堵。

5）交通法律法规与交通管理。

行人闯红灯、违法过街是否该让行，未

明确定义；行人绿闪信号未明确定义，行人

持续过街，阻碍正常通行车辆；有交警或协

管执法时，交叉口违法行为大幅度减少。

因此，针对不同类型、不同特点的交叉

口要进行精细化设计，以设计手段做到车辆

排队有空间、车辆通过少冲突、人非处理一

体化。

22 驾驶人可接受间隙驾驶人可接受间隙

22..11 可接受间隙概念辨析可接受间隙概念辨析

驾驶人在交通流中寻求的进入交叉口的

安全机会或间隙称为可接受间隙[1]。在斑马

线处，驾驶人必须考虑行人的优先权，即如

果斑马线上有行人通过，那么机动车驾驶人

必须给行人让路。它包括两部分内容：1)驾

驶人试图通过斑马线时寻找可穿越行人交通

流的间隙或机会；2)有供驾驶人穿越的、足

够大小的间隙。

第一部分对应主观角度。机动车驾驶人

的可接受间隙是其驾驶心理(行为)的体现，

与驾驶人对交叉口通行情况的判断、自身安

全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若选择的可接受间

隙过小，驾驶行为偏于激进冒险，会见缝插

针穿过人流，则安全隐患较大；若选择的可

接受间隙过大，驾驶行为偏于保守，在确保

安全且远离人流的情况下通过斑马线，则对

交通效率影响较大，容易造成交叉口拥堵。

第二部分对应客观角度。当行人流量较

小时，斑马线上过街人流稀疏，驾驶人容易

获得期望的穿越间隙，顺畅地通过斑马线；

当行人流量较大时，斑马线上一直有行人不

断通过，驾驶人很难获得期望的穿越间隙，

为了保证交通安全，必须耐心等候，导致通

行受阻。

22..22 驾驶行为监测与分析驾驶行为监测与分析

本文利用可接受间隙对执法后的驾驶人

让行行为进行研究。图 5是斑马线可接受间

隙示意图：白色轿车右转驶出交叉口，则行

人A与行人B之间的距离就是驾驶人的可接

受间隙。

根据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2]，当

驾驶人选择的可接受间隙小于行人A—行人

C的距离(即1.5个车道的距离)，则被判定为

违法(不礼让行人)；以车道宽作为评价可接

受间隙的评判依据(设车道宽度为3.5 m)，对

可接受间隙(以距离为单位)、违法与否以及

危险程度给出不同的等级(见表 2)。以此为

图4 未能被清空的滞留车辆与下一相位车流冲突

Fig.4 Conflicts between stuck vehicle after clearance time and traffic flow

in the next signal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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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利用上述调研的交叉口，通过测量机

动车选择的穿越行人之间的距离确定可接受

间隙，分别对左转、右转车流选取 100个样

本进行统计，结果见图6。

通过转弯车辆的可接受间隙分布以及交

叉口的观察结果可以发现：

1） 左转、右转车流中分别有 37%和

46%选择≤5 m的可接受间隙(违法)，右转情

况下驾驶人更愿意冒险；

2）在上述违法车流中，无论左转、右

转都有近 20%的车流(右转车流略高于左转

车流)选择≤3.5 m的极小可接受间隙，这对

行人过街安全存在很大隐患；

3） 左转、右转车流中分别有 28%和

22%选择>10 m的可接受间隙，其中大部分

车辆等候行人完全清空后才穿过交叉口；

4） 左转车流头车的可接受间隙较大，

通常等候第一股行人流基本(甚至完全)通过

后再通过交叉口，后续等待的左转机动车可

接受间隙明显减小，其中大部分车辆会随着

前车阻断人流，顺势通过交叉口，此时可接

受间隙很小；

5）可接受间隙随着等候时间的增加而

逐渐减小；礼让初期，白色面包车排在黑色

轿车后等待，随着等候时间增加，白色面包

车耐心下降重新启动(蓝色标记)，最后即使

有行人(红色标记)靠近，也强行穿过人行横

道线，导致行人被迫夹在两辆车中等候(见

图7)。

6）可接受间隙的大小和转弯车流等待

的位置密切相关，对于一些阻碍其他交通流

的让行位置，机动车会尝试尽早离开此尴尬

位置。

总之，大部分驾驶人做到了礼让行人，

即选择>5 m的可接受间隙。因此，当行人

流量过大或行人无视信号灯违法过街，驾驶

人无法找到可接受间隙而一直停滞不前，导

致整个交叉口交通运行受阻，如果遇到过度

让行的驾驶人，情况会更糟糕。因此，对于

行人流量特别大的交叉口，建议从信号控制

角度将转弯车流与行人交通分离；而对于违

法行为严重的交叉口，有必要进一步从交通

法规层面规范行人在交叉口的行为。

另一方面，在严格执法礼让行人后，行

人安全状况有大幅度好转，但有一部分驾驶

人仍处于被迫礼让行人，并未真正改进驾驶

习惯。尤其对于选择≤3.5 m的驾驶人来说，

应进一步继续严格执法。

33 仿真分析仿真分析

由于缺乏加强执法以前的视频数据，无

法对机动车礼让行人加强执法前后的交通效

率变化做出定量评价。因而，本文利用

1.75

3.50 3.50 3.50

BA C

图5 机动车穿越斑马线可接受间隙

Fig.5 Acceptable gap of vehicles crossing zebra crossings

表2 可接受间隙等级范围

Tab.2 Grade of acceptable gap

等级

1

2

3

4

5

可接受间隙范围/m

≤3.5

>3.5~5

>5~7

>7~10

>10

违法与否

违法

违法

不违法

不违法

不违法

危险程度

极其危险

危险

无危险

安全

过度让行

资料来源：文献[2]。

比
例

/%

30

25

20

15

10

5

0 ≤3.5 >3.5~5 >5~7 >7~10 >10
可接受间隙/ m

左转车流 右转车流

违法

极其危险

过度让行

图6 左转、右转可接受间隙分布

Fig.6 Acceptable gap distribution of left-turn and right-turn traffic 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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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SIM微观交通仿真模型，定量评估是否

礼让行人、可接受间隙大小、行人流量大小

对交叉口通行能力变化的影响。

选取拥堵比较严重的长寿路—陕西北路

交叉口(实施单行规定前的情况)建立微观仿

真模型，其中长寿路左转、直行车流独立放

行，陕西北路左转、直行车流同时放行。根

据行人流量、让行情况划分四种不同场景进

行仿真(见表 3)，利用延误大小评价机动车

礼让行人对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影响(见表4)。

作为参考场景，仿真加入了完全无行人的极

端情况(场景0)。

1） 比较场景 0，1和 2，随着行人流量

增加，交叉口整体延误分别增加 43%和

128%；比较场景0，3和4，交叉口整体延误

仅分别增加14%和50%，说明行人流量对交

叉口延误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取决于机

动车与行人之间的让行情况。交叉比较场景

1与 3以及场景 2与 4，相比不礼让行人，完

全礼让行人后交叉口整体延误分别增加23%

与50%；而对于没有独立左转相位的南北向

(以北进口为例)延误分别增加 78%与 90%，

可以发现礼让行人对交叉口整体通行能力有

不小程度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没有独立转弯

相位或独立车道的车流。

2）场景2比场景1交叉口整体延误增加

56%；场景 4比场景 3交叉口整体延误仅增

加 28%。在行人没有绝对优先权的情况下，

只有部分行人对机动车延误产生影响，因此

后者延误增加较小；故在让行情况下，若行

人流量较大，必须对交叉口的信号控制、渠

化设计等重新考量，以保证交叉口通行顺畅。

3）观察礼让行人对左转与右转车流的

影响，礼让行人对右转车流延误影响最大，

场景 1 南进口右转延误甚至是场景 3 的 10

倍。而礼让行人对左转车流影响没有对右转

车流延误显著，这是因为当左转和直行车流

一同放行时，左转车流的延误并非完全由于

行人，而是部分来自让行对向直行车流。同

时，转弯车流对行人流量大小极为敏感，由

于行人流量很大，可接受穿越间隙难以找

到，通常必须等待行人完全通过后才能通过。

4）观察仿真结果可以发现，即使长寿

路左转车流理论上不受行人交通影响，但是

由于绿灯末期行人清空时间的不足，左转车

必须让行等候行人清空的右转车才能驶出交

叉口(见图8)。

5）仿真视频显示，车辆的延误不仅是

因为礼让行人直接造成的，还包括由于绿灯

间隔时间不足，在相位转换期间已经进入交

叉口的机动车无法及时通过交叉口，而下一

相位的冲突车流已经驶入交叉口所导致，这

和现实中观察到的交通现象相类似。

根据行人流量的不同，是否礼让行人可

以使交叉口延误增加50%以上，且严重程度

a 面包车排队等候

b 面包车启动过街

c 面包车阻断行人通行

图7 可接受间隙随等候时间增加而减小

Fig.7 Acceptance gap decreases with waiting time

表3 仿真场景设定

Tab.3 Simulation scenarios

场景名称

场景0

场景1

场景2

场景3

场景4

人行道行人流量/
(人·条-1·h-1)

0

400

1 500

400

1 500

让行情况

无

机动车完全让行行人

机动车完全让行行人

机动车与行人正常交互(行人无优先权)

机动车与行人正常交互(行人无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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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是否有独立左转相位、独立车道以及行人

流量密切相关。行人流量多少对礼让行人背

景下的交叉口通行能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因此，对于商业区和地铁出入口附近的交叉

口，由于其行人流量较大，应对这些地区的

交叉口通行情况进行交通调查，并确定其拥

堵程度是否与礼让行人相关。如能确定和行

人流量相关，则应从转弯车道分配、交叉口

几何形态、信号配时、行人行为(是否需要

交管)等因素对交叉口交通情况进行改善。

根据可接受间隙的理论，在行人流量与

可接受间隙之间存在一个数学对应关系，随

着行人流量的增加，期望的可接受间隙越来

越难获得，当到达一个阈值时，必须将行人

与转弯车流的相位分离，以保证交叉口通行

顺畅。这样的数学关系需要由一大组仿真模

型进行预测与分析，这个内容在今后有进一

步研究的价值。

44 优化建议优化建议

针对上述交叉口的实地分析与交通仿真

分析，除了设置独立相位与独立转弯车道以

外，着重探讨结合交通法律法规、交通教育

等较为综合的改善建议。

44..11 行人清空与行人绿闪信号行人清空与行人绿闪信号

行人是否能够清空，直接影响到驾驶人

能否获得期望的可接受间隙。绿闪通常被作

为行人清空信号处理，但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未给出绿闪信号的定

义。因此，实际生活中人们对绿闪信号的理

解模糊不清，连许多交通管理部门也不完全

清楚。

通过调研国外案例发现，德国直接使用

红灯清空(无闪烁信号)[3]，瑞士部分城市采

用黄闪信号 [4]，美国、英国则采用红闪信

号[5]，无一例外这些国家都未使用绿闪作为

清空信号。而上海市以绿闪清空信号为主，

由于行人简单地认为绿闪是绿灯，继续进入

人行横道，导致机动车难以获得通行间隙。

对此，建议一方面完善交通法规并加强教

育，从法律条文与交通参与者个体角度，明

确行人清空信号的意义；另一方面，可以探

索其他形式的行人清空信号，如红闪(银川

市使用红闪清空信号)，以增强行人对于清

空信号的理解。

44..22 行人信号早起行人信号早起

中国大部分信号控制属于相位控制方

法，因此行人信号一般跟随机动车信号亮起

和结束。而欧美发达国家(如德国)信号控制

属于信号灯组控制，对行人信号独立计算行

人清空时间、最小绿灯时间等重要参数。德

国信号控制规范规定，当直行车辆与转弯车

辆一同放行时，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信号应早

于机动车信号1~2 s亮起[3]。澳大利亚行人信

号早于机动车信号 5 s亮起。这样的措施一

方面可以保证行人和转弯机动车流同时到达

冲突点，迫使机动车让行行人，保证行人的

表4 不同场景下交叉口机动车延误仿真结果

Tab.4 Simulation results of traffic delay at intersection in different scenarios

场景
名称

场景0

场景1

场景2

场景3

场景4

西进口

直行

9.24

10.27

12.60

9.98

12.14

左转

30.70

54.39

92.51

39.82

54.56

右转

3.73

16.62

46.38

4.28

9.08

整体

11.80

18.06

28.52

13.79

18.26

东进口

直行

10.13

10.88

11.09

12.22

15.19

左转

27.94

25.85

39.26

31.91

33.64

右转

2.44

21.69

82.88

7.32

23.12

整体

11.42

14.62

24.90

14.23

19.03

南进口

直行

74.57

107.10

111.40

91.82

97.97

左转

72.77

98.07

101.80

103.40

104.40

右转

0.03

9.85

28.00

0.95

2.67

整体

46.10

65.89

74.81

60.74

62.86

北进口

直行

43.49

69.13

79.70

45.35

0.13

左转

26.81

54.09

68.20

28.35

32.65

右转

0.12

6.26

15.95

2.13

6.43

整体

19.60

38.32

49.62

21.49

26.16

交叉
口整
体

14.26

20.67

32.28

16.86

21.61

陕
西
北
路

长寿路

图8 左转独立相位的左转车辆等待右转车辆先通过

Fig.8 Left-turn vehicles with separate left-turn phase give priority

to right-turn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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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街安全；另一方面也避免了转弯机动车

(尤其是左转机动车)在冲突点附近长时间等

候而造成交通效率的损失或对对向直行车辆

的阻碍。

44..33 行人违法过街与人行横道形式行人违法过街与人行横道形式

对于违法穿越交叉口行人的礼让会造成

交叉口额外的拥堵。现行法律条文对该问题

缺乏明确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六十二条规定了行人过街行为：

行人通过交叉口或者横过道路，应当走人行

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交通信号灯的人

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该

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了人行横道上过街行人的

优先权：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

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

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

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上述条文并未明确信号灯与人行横道线

在优先权管理中的优先级别，导致无论是否

有信号灯控制，行人在人行横道线上似乎永

远具有优先权。因此，许多行人在路上有恃

无恐，而许多机动车驾驶人对此也存在是否

应该礼让的疑惑。

在德国，人行横道线有两种形式：一种

是斑马线式，应用于无信号控制的交叉口，

表示该处行人拥有绝对路权，机动车必须让

行；另一种是平行虚线式，应用于有信号控

制的交叉口，表明行人过街的路权应由信号

控制决定，只有在满足信号灯通行条件下，

行人较机动车才有优先权(见图 9)。在行人

优先权的规定上遵循斑马线式人行横道>信

号灯>平行虚线式人行横道的原则。

上海市有个别地区在试点不同形式的人

行横道形式对行人过街行为的影响，如虹口

区曲阳路—中山北二路交叉口。但是，对于

不同形式人行横道的设置必须通过交通教育

让交通参与者了解，简单地设置不同形式的

人行横道线是没有意义的。

44..44 非机动车道的处理非机动车道的处理

相比中国城市道路转弯半径较大的处理

方法，欧美许多国家在城市道路中常采用小

转弯半径，因此直接比较两者的意义不大。

荷兰针对一些大转弯半径交叉口进行了

新的探索：1)交叉口处将非机动车道与人行

横道引导至一起，将同向的非机动车与行人

汇合成同一交通流，以实现空间上一次礼让

(见图 10b中序号③)；2)在右转车流转角形

成一个保护区域(见图 10b中序号①)，既给

予非机动车和行人安全等候的空间，也保障

转弯机动车(尤其是大型车辆)视线通透，消

除转弯死角[9]；3)给予右转车辆一定的让行

空间，在使用直右车道时减少右转车流对直

行的阻碍。

这种设计方案在荷兰乌德勒支已经试点

使用，并在德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很受欢

迎。但是中国非机动车流量远大于欧美发达

国家，同时还有大量的电动自行车，在等候

区域附近容易造成人非冲突。同时上述设计

方案对左转非机动车较为不利，其必须通过

二次过街完成左转，也可能会诱发左转非机

动车违法过街。因此，在实践中应因地制宜

地考虑这一系列问题。

44..55 直右直右、、直左车道的处理直左车道的处理

许多次干路与支路采用直右与直左车道

的渠化方式。根据仿真发现，当行人流量很

a 斑马线式 b 平行虚线式

图9 德国人行横道样式比较

Fig.9 Types of pedestrian crossing in Germany

资料来源：图9b来源于文献[6]。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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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这些车道的车辆延误成倍增加。建议

对交叉口的转弯交通量、直行交通量以及行

人流量进行调查，重新检验直右、直左车道

是否适合该交叉口的实际交通需求，否则应

结合信号控制重新调整车道分配。

55 结语结语

机动车礼让行人确实是提升道路交通安

全的重要保障，但是对交叉口的通行能力有

一定影响。通过现场调查，总结交叉口的主

要冲突情况及影响因素。运用可接受间隙的

概念分析驾驶人在交叉口的行为。结果表

明，多数车辆采取符合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

规定的让行模式，说明让行执法取得了较好

的结果；约25%的车辆选择过度让行，这对

交叉口通行效率有较大影响；约20%的转弯

车辆选择小于 3.5 m的可接受间隙通行，这

对交通安全有较大隐患。

通过仿真定量分析观察，根据不同行人

流量，礼让行人对交叉口的延误影响可以增

加50%；其中对于一些没有独立左转相位与

独立车道的交叉口进口道，延误情况会更严

重，延误影响可能增加90%。因此，建议从

行人清空信号定义、行人信号早启、行人过

街路权、非机动车道渠化等方面改善交叉口

通行状况。

机动车礼让行人从迫于管理压力到形成

驾驶习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道路交通工

程师和管理部门应为礼让行人创设条件，在

交叉口设计、信号控制等层面上对交叉口通

行进行改善。交通管理部门应对违法行人、

行人清空信号等法律、法规层面的问题做进

一步研究和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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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荷兰交叉口设计

Fig.10 Intersection design in Netherlands

资料来源：文献[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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