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探讨路内停车对路段交通流产生阻碍造成的延误，

能够为评价路段服务水平、确定合理的路阻提供理论支持。

针对双向两车道路内停车路段，分析车辆运行特性。在流量

较小、流量较大两种情况下，研究由路内停车影响产生的延

误。流量较小情况下，将停放车辆看作一个服务台，利用排

队理论、间隙理论建立了路内停车对交通流延误影响模型；

流量较大情况下，结合车辆到达-离开图示，建立了相应的延

误影响模型。最后，通过应用算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Abstract： Investigation of delay impacts as a result of

on-street parking that hampers traffic flows may lay a theoreti-

cal foundation upon which the level of services and the imped-

ance of a street segment can be evaluated more or less reason-

ably. In light of a 2-lane two-way street segment installed with

on-street parking spaces, this paper analyzes traffic ope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particular, traffic delays caused by on-street

parking activities, under both low and high volume conditions.

Regarding the on-street parking process as a service platform,

the paper develops, in the low volume case, an impact model

of traffic flow delays induced during the process based on theo-

ries of queuing and clearance intervals. While in the high vol-

ume case, an arrival & departure chart of parking vehicles is

consulted to formulate a corresponding delay impact model.

The validity of the models is tested through application exam-

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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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路内停车是城市中常见的一种停车方

式，尤其是在城市中心区域，设置路内停车

可以提供大量的停车泊位，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停车难的问题。但是路内停车会对路段上

的交通流产生负面影响，如停放车辆的驶

入、驶出对路段交通流造成干扰，导致延

误，易引起交通事故和阻塞等等。不合理的

路内停车还会使其成为交通瓶颈、事故多发

点以及交通的拥堵源[1]。因此，路内停车设

施设计需要对停车产生的延误影响进行合理

评价。

由于城市道路空间的限制以及对路段交

通流的延误影响，路内停车泊位通常设置在

双向两车道的支路上。目前，国内外学者在

路内停车对机动交通影响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的研究 [2~4]，在对双向两车道路段停车延误

研究时，通常将两个方向的车流运行单独进

行考虑，不能很好地应用于我国的实际情况，

且很多模型参数不易实施。鉴于此，本文针对

双向两车道路段，对车辆运行特性进行分析，

并建立路内停车对交通流的延误影响模型。

1 路内停车路段车辆运行特性

道路空间不仅是路内停车的停放空间，

还是车辆进出的通道。路内停车的停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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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平行式、斜立式和垂直式。不同的停靠方式

对道路宽度的占有率不同，对同向和相邻车道交

通流的影响也不同 [5]。以平行式停靠方式为例，

说明路内停车路段车辆运行特性。如图 1所示，

当同向车流中有车辆停放时，后续到达车辆通常

会减速等待通过，一旦可利用对向车流间隙，就

会超越停放车辆，继续向前行驶。尤其是在机非

混合车道，车辆停放还会干扰非机动车通行，造

成更多的后续车辆急于利用对向车道通过。而车

辆驶出泊位时，同样会对同向和相邻车道行驶车

辆产生阻滞影响。

2 路内停车对交通流产生的延误

双向均有路内停车时，道路两侧同一相对位

置同时出现车辆停放或驶出的概率较小，且车流

之间的相互影响较为复杂，很难量化，因此，构

建路内停车对交通流的延误影响模型时对于这一

情况不再考虑。路段流量不同，车辆的到达和运

行特性也不同，以下分两种情况进行研究。

2.1 流量较小的情况

双向两车道路段，将停放车辆看作一个服务

台，后面跟随的车辆则相当于进入一个排队系

统，利用对向车辆间隙离开相当于接受服务，否

则继续排队。因此，由停车产生的延误影响与整

个路段的流量有关，同向流量越大，停车出入时

受干扰的车辆越多；对向流量越大，排队车辆可

穿越的间隙越少，所能提供的服务次数也越少。

双向流量大小可分别用车辆的到达率和服务率来

描述。根据排队理论，服务强度

式中：λ为到达率/(辆·s-1)；μ为服务率/(辆·s-1)。

通过经验公式计算可得到系统内平均排队长度、

平均等待时间以及车辆在排队期间产生的延误等

指标。

双向两车道路段流量均较小时，车流密度不

大，车辆间的相互影响较弱，排队系统处于平稳

状态。一定时间间隔内到达的车辆数是随机的，

通常认为当不间断流量≤ 500 辆·h-1·车道 -1时，

用泊松分布描述较为合适[6]。当单车道路段流量

< 500辆·h-1，双向两车道路段流量< 1000辆·h-1

时，由排队理论和间隙理论计算可知λ < μ，即

ρ < 1。

泊松分布的概率描述为：对路段上某一点，

Δt时间内到达k辆车的概率

式中：Δt为时间区间的长度/s；e为自然对数的

底，取2.71828。

由间隙理论可知[7~8]，排队等待间隔为相邻两

事件发生的间隙，非间隙为车辆或行人不能穿越

的间隔。当车辆到达服从泊松分布时，车辆或行

人平均等待间隔数

式中：q~为被穿越车流的流量/(辆·h-1)；τ为车流

穿越所需的临界间隙/s。

非间隙平均持续时间

λ

μ
， (1)

pk (Δt) = e-λΔt，k = 0，1，2，…，
k!

(2)

1

e-qτ~

1- e-qτ~

e-qτ~ ， (3)

交
叉
口

停车泊位

图 1 双向两车道停车路段交通流运行示意图

Fig.1 Traffic operation on 2-lane two-way street segment installed with on-street parking spaces

T = T -
τe-qτ~

1-e-qτ~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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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为非阻塞的平均持续时间/s，T = 。

平均服务时间E(U )为平均等待间隔数与非

间隙平均持续时间之积，即车辆在排队处等待可

穿越间隙的时间，

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无信号交叉口，若直行

车流到达服从泊松分布，则直行车流中可供左转

车辆穿越的间隙符合负指数分布[9]。考虑对向车

流到达服从泊松分布，可认为对向车流提供的间

隙符合负指数分布，即对向车流提供的服务时间

服从负指数分布。因此，参考M / M / 1系统的延

误模型[10~11]，根据排队系统中车辆的平均等待时

间，可知一次路内停车产生的车辆平均延误

为d = 。

若 1 h内车辆驶入 n1次，驶出 n2次，每次停

车驶入耗费时间为Δt1，驶出耗费时间为Δt2，一

次停车驶入、驶出产生的延误分别为d1和d2。则

1 h内由停车造成的路段交通流延误为

D = λ (n1·Δt1·d1 + n2·Δt2·d2 ) 。 (6)

2.2 流量较大的情况

当路段流量增大时，将会出现ρ > 1 的情

况，排队不再是一个平稳过程，因此不能用排队

理论计算延误。随着流量增加，只有极少的车辆

可以利用对向间隙，多数车辆将继续排队直至停

车完成才继续行驶。此过程如图2所示，Δt为一

次停车驶入、驶出时间，Δt'为排队车辆释放耗

费的时间，q0为停车完成后排队车辆的释放流

率，直线OB斜率为μ，直线OD斜率为λ。由于

μ < λ ( μ = P( t≥ τ ) = e-λτ )，排队车辆不能完全利

用对向间隙离开，停车完成后仍有车辆排队，因

此假定q0为车辆饱和释放流率。图中阴影部分为

由于停车导致后续车辆不能及时离开所耗费的时

间，即车辆排队产生的延误。

在停车驶入、驶出时间内，到达车辆流量

Q1 = λ(Δt + Δt')，离开车辆流量Q2 = μ·Δt +q0·Δt'。

由流量平衡可知Q1 = Q2，即λ(Δt + Δt' ) = μ·Δt +

q0Δt'，可以得到

随着流量增加，由于红灯期间交叉口对车流

的挤压作用，车流常常呈组团行驶状态，用M3

分布描述比较适合[12]。M3分布假设一部分车辆

以车队状态行驶，另一部分车辆以自由流状态行

驶。当车辆以车队状态行驶时，车辆之间保持均

一的车头时距τ0。当车辆以自由流状态行驶的概

率为α时，M3分布函数为：

F(t) = 1 - αe-λ(t - τ)，t≥τ0。 (8)

对于每一种状态，一次路内停车造成的车辆

平均延误可以由车辆到达-离开图示得到：

则一次路内停车造成的延误为：

(λ -μ)·Δt

q0 -λ
Δt'= 。 (7)

1

2
SΔOCD = λ(Δt + Δt' )2 ， (9)

1

2
SΔOAB = μ·Δt 2， (10)

1

2
SABCD= (μ·Δt + λ·Δt + λ·Δt')·Δt'。 (11)

1

2
d= SΔOCD - SΔOAB - SABCD = λ(Δt + Δt' )2 - μ·Δt' 2 - Δt'(μ·Δt + λ·Δt + λ·Δt' ) 。

1

2

1

2
(12)

根据车辆到达情况，可以统计出每种状态下

车辆的到达率，由对向车流情况，利用同样的方

法可以得到服务率，进而得到每种情况下一次路

内停车造成的延误以及 1 h内产生的总延误。设

对向车流以车队状态行驶时：①同向车流以车队

状态行驶，一次停车驶入、驶出产生延误分别为

d11和 d12；②同向车流以自由流状态行驶，一次

停车驶入、驶出产生延误分别为 d21和 d22。对向

车流以自由流状态行驶时：①同向车流以车队状

态行驶，一次停车驶入、驶出产生延误分别为

d31和 d32；②同向车流以自由流状态行驶，一次

停车驶入、驶出产生延误分别为d41和d42。则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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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车辆停放时间内后续车辆到达-离开图示

Fig.2 An arrival & departure chart of parking vehicles
during parking time

内由停车造成的路段交通流延误为：

D = [(1 - α)d11 + αd21](1 - α)n1 +

[(1 - α)d31 + αd41](1 - α)n1 + (13)

[(1 - α)d12 + αd22]αn2 + [(1 - α)d32 + αd42]αn2。

3 应用算例

某双向两车道路段设置有路内停车泊位，1

h内车辆驶入泊位 n1 = 8次，驶出泊位 n2 = 8次。

可设定模型中的参数：①车辆驶入泊位耗时Δt1=

15 s；②车辆驶出泊位耗时Δt2 = 10 s；③流量较

小时，车辆穿越对向车流的临界间隙τ = 9 s；④

流量较大时，车辆穿越对向车流的临界间隙τ =

12 s。

1) 流量较小(设路段双向流量均为400辆·h-1)

①到达率

②平均服务时间E(U ) = 6.46 s

服务率

③一次停车产生的车辆平均延误

④ 1 h内由停车产生的总延误

D = λ(n1·Δt1·d1 + n2·Δt2·d2) = 364 s

2) 流量较大(设路段双向流量均为750辆·h-1，

α = 0.5，τ0 = 3)

车辆到达呈两种状态：同向车辆以车队状态

行驶时，车流量为1 200辆·h-1；以自由流状态行

驶时，车流量为 300辆·h-1。当对向车流以车队

状态行驶时，服务率μ = 0；以自由流状态行驶

时，服务率μ = 0.0153。利用式(12)计算可得：

①对向车流以车队状态行驶

d11 = 112.5 s；d12 = 50 s；

d21 = 11.2 s；d22 = 5 s

②对向车流以自由流状态行驶

d31 = 104 s；d32 = 46.2 s

d41 = 8 s；d42 = 4 s

利用式(13)可得：1 h 内停车产生的总延误

D = 684 s

实际中，非机动车、行人流量的大小，以及

车辆驶入、驶出方式的不同，都会导致路内停车

对路段交通流的延误影响不同，因此，上述各参

数应根据具体的道路状况设定。

4 结语

目前路内停车在城市中心区的停车结构中占

有相当大的比例，通过研究设置路内停车带前后

交通流的特性，分析路内停车是否可行，将路内

停车对动态交通造成的不利影响尽量降到最低是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针对双向两车道路

段，分析了车辆停放或驶出时车流的实际运行特

征，运用间隙理论、排队理论以及车辆到达-离

开图示等方法，分别给出不同流量情况下，路内

停车对交通流的延误影响模型，通过应用算例验

证了模型的可行性。该模型可用于定量分析路内

停车对路段交通流的延误影响，从而更准确地确

定路段的服务水平，同时，对正确地确定路阻具

有重要意义。文中涉及的参数如车辆停放耗费时

间、穿越对向车流的临界间隙等是假设的，但通

过统计调查数据，这些参数不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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