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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阐述了运用VISSIM仿真系统构建 3D交通环境的

方法和过程，为VISSIM仿真系统的应用提供参考。介绍了

仿真背景图、VISSIM的3D信号灯以及3D交通环境的要素

和实现方式。利用VISSIM的可选模块V3DM建模时可分

为两类模型，重点介绍了第 I类 3D模型的建立。总结了避

免发生模型错位的注意事项和解决方法，即在缺少背景矢

量文件的情况下，利用Adobe PDF虚拟打印机将路网信息

打印到pdf文件，并通过 Illustrator软件输出得到仿真路网的

dwg文件。以武汉市建设大道为例，实现了逼真的3D交通

环境效果。

Abstract：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application of VISSIM

simulation, this paper sets forth the method and process of

structuring a visual 3D traffic environment by means of VIS-

SIM simulation system. In particular, the paper also introduc-

es elements and realization modes of simulated background,

3D signals of VISSIM and 3D traffic environment. With the

available module of VISSIM, V3DM, two types of models

can be built. The paper focuses on introducing the establish-

ment of the first type of 3D model. It concludes with the in-

structions and solution for avoiding any dislocation of the

model: i.e., without the background vector file, Adobe PDF

virtual printer can be used to print the road network informa-

tion to PDF file and the Illustrator software is used to export

the dwg file of the simulated network. A 3D traffic environ-

ment is visualized with an example of Jianshe Avenue in Wu-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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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交通仿真技术可有效地再现交通系统运行的复杂过程，可

按方案要求再现各种交通状况，大大降低了交通分析的工作

量，现已成为分析各种交通流、检验各种交通控制方案的有力

工具[1~2]。

VISSIM 是由德国 PTV 公司开发的微观交通流仿真系统，

是一种微观的、基于时间间隔和驾驶行为的仿真建模工具，用

以模拟和分析各种交通条件下(车道设置、交通构成、交通信

号、公交车站等)城市交通和公共交通的运行状况，是评价交通

工程设计和交通规划方案的有效工具[3]。

在VISSIM仿真系统中，除了模拟人和车这两类交通实体

外，还能够形象逼真地表现树木、绿化带、路灯、建筑物等路

边及路侧实物，以此构建一个完整的3D交通环境[1]。

1 仿真背景与3D交通环境要素

1.1 仿真背景

利用 VISSIM 仿真系统建立精确仿真模型的必要条件是：

至少具有一张带比例尺的能够反映现实路网的背景图片。背景

图片可以是位图或矢量图，其中位图可选 bmp， jpg，png，

tga，tig等文件格式；矢量图可选 dwg，dxf，emf，shp等文件

格式。位图作为背景时，需要按比例尺进行地图匹配，位图放

大后容易产生锯齿，且文件越大VISSIM加载和刷新的时间也

越长。航拍图是位图的一种，可以提供较为详细的相对位置信

息，比较适合用作背景图。矢量图作为背景时可以得到更精确

的路网背景尺寸，效果更好。在2D模式下，利用背景图即可得

到较好的仿真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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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D交通环境要素

VISSIM具有强大的 3D演示功能，可以在任意视角、

场景和时间段模拟交通运行状况，并可制作生成动画演示

文件(*.avi文件)。但背景图片从 2D模式转为 3D模式后，

只能显示二维平面效果，矢量图也因放大后变模糊，3D

场景效果不佳。若要充分发挥VISSIM强大的 3D动画演

示功能，则应该在仿真背景基础上建立更逼真的 3D交通

环境。

3D交通环境包括以下可选内容：①路面标线，如中

心黄线、车道线、人行横道线、导向箭头等；②绿化带和

渠化岛，包括树木、路灯、信号灯、电子警察、各种交通

标志牌等；③人行道地面砖及人行道上的树木、公交站台

和站牌、路名牌、垃圾桶等；④路边 3D建筑物；⑤远处

的天空背景。

2 3D模型的建立

在VISSIM仿真系统中，可通过新增功能，即道路贴

图和 3D信号灯功能，完成交通信号和交通标志的 3D显

示；其余的如电子眼等交通设施以及绿化带、路边建筑等

模型需通过VISSIM 3D文件(*.v3d)的导入来建立。

2.1 道路贴图和3D信号灯

VISSIM 4.20提供了道路贴图和 3D信号灯的新功能。

道路贴图功能可对天空、陆地和路面分别进行贴图，贴图

文件必须是 bmp文件格式，且文件大小不超过 500 KB[3]。

VISSIM中已提供部分贴图文件，用户也可根据实际情况

制作更理想的贴图。

3D 信号灯功能可设置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和路

灯。交通信号灯在VISSIM 4.20之前的版本中显示的是停

车线上的块，即在3D模式下，红灯时显示为红色3D长方

块，绿灯和黄灯时为相应颜色的 3D长方形。而VISSIM

4.20提供形象的、动态显示的交通信号灯，且有多种信号

灯头可供选择(包括行人信号灯、箭头灯等)，通过设置控

制机数据即可动态显示相应信号灯组的运行状态。

VISSIM 4.20可以在信号灯杆或灯臂上添加各种交通

标志，其几何形状可选圆形、方形、三角形、八边形等，

并可改变各种标志的尺寸，通过添加贴图可以制作出仿真

环境所需的各种交通标志。而路灯样式只有一种，如需其

他类型的路灯样式，可通过 3D建模并转换成 v3d文件的

导入来实现。图 1 为设置了 3D 信号灯、交通标志、路

灯，添加天空、陆地和路面3D交通环境。

2.2 V3DM模块功能

在VISSIM中导入外部的3D物体时，只能识别v3d文

件格式。使用 VISSIM 的可选模块 V3DM(VISSIM 3D

Modeler)，可以将 3Ds MAX文件(*.3ds)转换为 v3d文件。

此外，也可以在V3DM 中直接建立简单的3D模型并采用

贴图使对象看起来更真实[3]。由于V3DM的贴图功能较为

简单，较为复杂的3D物体还需通过3Ds MAX建模后转为

v3d文件，再导入到VISSIM中形成3D交通环境，操作流

程如图2所示。

2.3 复杂物体3D模型的建立

在VISSIM仿真系统的3D交通环境中，除了交通信号

灯、信号标志、路灯、树木、草丛等可以直接使用外，其他

图 1 利用 VISSIM 新增功能实现的 3D 交通环境

Fig.1 Realize 3D traffic environment with additional function of VI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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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体都只能通过v3d文件来完成建模，可分为I类和II类两种。

2.3.1 I类3D模型的建立

I类3D模型包括路面标线、人行道地面砖、绿化带和

渠化岛等。该类模型的位置和尺寸与仿真路网有密切关

系，即建模时必须以路网的精确尺寸为前提，否则容易发

生模型错位的情况。在建立 I类3D模型前，应先准备好精

确的路网3D文件。

如果仿真路网建立在矢量背景图上，如dwg文件，则

I类的 3D模型可以以该背景文件为基础，即在AutoCAD

或 3Ds MAX中以此背景文件为底图完成 3D模型的建立。

之后的操作流程同前，如图3所示。

如果仿真路网建立在位图背景上，则精确建立 I类的

3D模型较为困难。在AutoCAD中直接导入位图时无法得

到较为精确的尺寸，也无法得到路网的详细尺寸(如车道

宽度)；同样，在3Ds MAX中通过导入图片的方法也行不

通。一种可行的方法是通过多次文件转换得到，其操作流

程如图4所示。

1) 由已建立路网的 VISSIM 仿真文件 (*.inp)通过

Adobe PDF 虚拟打印机，将路网信息打印到 pdf 文件。

Adobe PDF 虚拟打印机是在安装了 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软件后系统自动生成的(打印机型号：Adobe

PDF Converter)。打印生成的pdf文件记录的路网信息以矢

量形式存放。

2) 用Adobe Illustrator CS软件打开路网 pdf文件，提

取其中的路网信息后，可以输出为dwg文件。该dwg文件

以图案填充形式记录了路网的详细信息，再经过简单的比

例缩放可将 dwg文件中的路网尺寸与VISSIM中的仿真路

网尺寸相匹配。

3) 在路网 dwg 文件基础上，利用 AutoCAD 或 3Ds

MAX建立路面标线、人行道地面砖、绿化带和渠化岛等

3D模型，导出为3ds文件。后续操作流程同前。

其中路面标线部分可直接在AutoCAD中用多段线绘

制，完成后直接导出为3ds文件。在标线的建模过程中应

注意以下问题：①中心黄线与车道白线应分图层绘制，转

为3ds文件时将按图层合并实体；②车道白虚线只能分段

绘制，AutoCAD 中的虚线线型在转为 3ds 文件后仍为实

线；③导向箭头采用图案填充形式相对于采用图块形式更

容易进行合并处理[4]。

另外，建模时还需考虑道路的竖向因素，如立交桥、

隧道或涵洞等。在建立 I类3D模型过程中应对模型的Z向

进行相应调整：路面标线、人行道地面砖、绿化带和渠化

岛都应按道路坡度、高程等修改相应各点的高度，更好地

反映道路竖向3D效果。

2.3.2 II类3D模型的建立

II 类 3D 模型包括：路边建筑物，绿化带上的树木、

路灯、电子警察，人行道上的树木、公交站台和站牌、路

名牌、垃圾桶等。此类模型对尺寸要求不高，只需做到三

维比例不失真即可。

此类模型可在3Ds MAX中完成建模，再导出为3ds文

件。后续操作流程同前。形状比较简单的建筑物也可以直

接通过V3DM模块进行建模。

3 3D模型的添加流程

在完成 I类和 II类 3D模型后，即可在VISSIM中添加

模型，构建完整的 3D交通环境。其操作流程为：①先添

加 I类 3D模型，以仿真路网为参考，放置在正确的位置

上；②在 I类 3D模型基础上，放置 II类 3D模型，其位置

应以 I类 3D模型或航拍图为参考；③在 I类 3D模型基础

上，设置3D信号灯及交通标志，其位置以I类3D模型(如绿

化带、渠化岛等)为参考；④添加天空、陆地和路面贴图。

此外，VISSIM 4.20中新增了指南针功能，通过快捷

键Ctrl+M可显示指南针，在演示时实时指示北向。图5为

已经完成的3D交通环境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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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利用 V3DM 模块导入 3ds 文件流程

Fig.2 Procedure for inputting 3ds files by means of V3DM Mo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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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利用背景 dwg 文件构建 3D 交通环境流程

Fig.3 Procedure for structuring 3D traffic environment
by means of background dwg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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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通过 Adobe PDF 虚拟打印机构建 3D 交通环境流程

Fig.4 Procedure for structuring 3D traffic environment by means of Adobe PDF Virtual 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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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城市道路交通微观仿真是分析和优化道路交通规划、

交通设计和交通控制的最有效工具。本文阐述了利用

VISSIM仿真系统构建3D交通环境的具体方法和过程，详

细说明了建立 I类3D模型的过程，重点介绍了一种通过多

次文件转换得到路网信息并实现精确建模的方法，可作为

应用相关软件进行3D演示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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