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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评价由道路系统以及交通量的改变而引起

的交通行为特征变化时，交通微观仿真模型正迅速地

成为首选的工具。交通微观仿真模型与传统分配模型

在建立、产生结果和报告等方面存在某些共性，但也有

很多不同之处。从对数据要求的讨论到模型的建立，

介绍了应用微观仿真模型的全过程，并探讨了如何使

用微观仿真模型对不同设计方案进行评价，进而分析

各方案所产生的效果。

Abstract： Microsimulation models are rapidly becom-

ing the preferred tool to assess the changes in traffic be-

haviour due to changes in the road system or the demand

placed upon it. Some aspects of building a microsimula-

tion model are similar to those for a traditional assign-

ment model, but others are quite different. The same is

true for the outputs and reports from the models. This pa-

per describes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microsimulation

models, using them to assess different scheme options

and reporting on the subsequent performance of these op-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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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微观仿真模型以低于秒的时间间隔来评价路网中每个单独车辆

的行驶行为。在模型中，每个车辆在选择其到达目的地的最佳线路

时都会与其他车辆相互影响。同时，车辆行驶受到信号、可变信息

标志(VMS)、广播等交通系统的控制，并受到道路布局的几何特征

和各种交通管理限制。

由于微观仿真直接对路网和车辆进行模拟，任何影响，如堵塞

波及后方数个交叉口时，都可以自动地被包含在对方案的评估中，

而不需要预先对该影响进行推导。微观仿真模型把一个区域看作

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不是许多预先假设相互影响的单个交叉口独

立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微观仿真与动画片是不同的，尽管有时对车辆行

驶进行演示时二者的画面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本质区别在于制作

画面所使用的数据类型。微观仿真系统需要路网、路段、交叉口、

道路标志和信号的详细情况。同时，每个车辆均由其本身物理性

能、到达某一目的地的需求，以及对系统中所观察到的其他车辆的

决策所制约。而一个纯粹的动画片则把这两类数据分开并单独进行

处理——道路系统只是作为背景，而车辆则在独立于背景之外的既

定线路上行驶，车辆之间也是相互独立的。混合系统也许会使用一

些道路信息并使车辆意识到彼此相互存在，但是需预先设定线路选

择和车道使用等其他信息。

混合系统和真正的仿真系统的区别可以在对系统改变的评估中

体现出来。例如，如果车道使用是预先设定的，道路布局发生改变

后，混合系统中的线路选择则不一定最优。此时，建模人员必须通

过规定新的车道选择来对其进行修正。在仿真系统中，每一单个车

辆都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和车道做出最优的决定，其基础是车辆通过

路网的延误最短。同样，如果交叉口的改变引起拥堵状况的变化，

驾驶人将会根据这一情况做出反应，变更行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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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讨论了建立和使用小型微观仿真模型的过程，其

中包括对数据的要求和建立模型的步骤。文中引用实例来

说明如何分析设计改变对路网系统造成的影响并确定最佳

设计方案。这里以 S-Paramics①为例来说明如何实现上述

功能。内容来自《微观仿真最佳咨询项目指南》 (The

Microsimulation Consultancy Good Practice Guide)[1]。

1 数据要求

微观仿真模型所需数据可以分为 4 类：①地理数

据 — 所研究地域的地图；②物理特征数据 — 道路系统的

物理特征；③交通需求 — 路网中有关车辆行驶的数据；

④演示—其他可以加强演示效果的物体。

1.1 地理数据

所研究地域的数字地图在微观仿真模型中是非常必要

的。数字地图既可以是DXF或 3DS格式的绘制图，也可

以是图片格式的地图，如航拍相片或数字地图影像。

这些地图的区别在于对道路布局描述的准确程度。一

般来说，矢量图形十分准确，可以显示出道路网布局、路

缘、道路标志的详细情况，通常来自于当地政府的工程或

规划图；基于照片的地图也许容易获得并包含更多的额外

信息，如建筑物和树木等，但由于其本身象素的影响，此

类地图的精确度通常受到限制。航拍相片通常适用于演示

阶段。

图1显示了某交叉口的DXF格式绘制图及其基本数字

地图影像。

1.2 物理特征数据

物理特征数据使微观仿真模型准确地反映道路系统状

况，这些数据主要包括：

1) 道路限速；

2) 道路标志，如转向指示标志、车道限制或禁用标志；

3) 交通信号设置 (信号灯周期时长、相位阶段、相位

阶段时差、行人信号等) ；

4) 其他能够影响交通流的街道特征 (如路边停车) ；

5) 公共交通时刻表和公共汽车站的位置。

这些数据大部分可以在现场调查时收集获得。

较大地域的模型需要路网的道路等级数据。按照在模

型中构成路径的重要程度，可以把道路划分为主要和次要

路段，这样可以把快速路、干路和支路区别开来。“对路

况不熟悉”的驾驶人在选择路径时会倾向于选择主要路

段。图2为一个中等城市模型的典型道路等级划分。

在更大的模型中也可以使用路段分割点(waypoint)把

长距离的路程划分为一系列彼此相连的较短路程。驾驶人

在路段分割点之间做出微观线路决策找到其到达下一个路

段分割点的合适线路。在确定到达最终目的地的线路时，

则做出宏观线路决策对路段分割点进行选择。

图 1 交叉口的工程绘图和地图影像

Fig.1 Drawing and map of the same j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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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地域的模型中，线路选择较为简单，因此可以不

进行道路等级划分。

1.3 交通需求

收集基于车辆的数据有两种原因：一是确定路网中的

交通需求量，依此来建立OD矩阵或计算使用预定路径的

车辆数；二是确定路网中车辆的行驶行为，这样可以把模

拟的结果与实测值进行比较，以验证模型是否适当地反映

了实际情况。

1.3.1 交通需求量

需要收集的最基本数据是车辆人工分类计数 (Manual

Classified Count)，这涉及在特定时段内对每个交叉口每个

走向的车辆计数，并按车辆类型进行分类。这些数据将用

于建立需求矩阵、矩阵分布图以及不同车辆类型产生的离

散需求。例如，一个交叉口的某一方向需要通过比其他方

向更多的大型载货车 (HGV)，或者在模拟的时间段内交通

需求量分布不均衡，有显著的高峰和低谷，这时，车辆

人工分类计数就应该足够详细，以便把这些情况体现在

模型中。

在小地域的模型中，可以比较容易地确定被调查的交

叉口，而在较大地域的模型中出于经济考虑，不可能对每

个交叉口进行调查。 此时，模型中的需求量需要从土地

利用数据、人口普查数据、路侧访问以及任何能够得到的

已有数据进行推断，然后在矩阵估计过程中进行调节。

1.3.2 车辆行驶特性

收集此类数据的目的是为了与路网实测值进行比较，

以此验证模型的性能。该类数据包括的典型指标有：

1) 排队长度：既可以是队列长度，也可以是车辆数。

由于此项数据的收集可能会很主观，因此对描述排队行驶

特性的阈值，即车速和车距, 应该给予详细的定义。

2) 路程时间：穿过某一既定路径所需时间。可以通过

车辆在该条线路上行驶并计时来进行测量。

将模型输出结果与道路实测数据进行比较，可以迅速

地确定仿真模型是否再现了真实的道路系统。

1.4 演示

为了更好地向客户进行模型演示，将模型与特定的地

理信息背景结合起来。可以采用的方式包括：建模时使用

的覆盖图、航拍照片，或者三维景观。图3显示了同一交

叉口的三种不同演示效果，它们分别为：①基本演示；②

加入航拍照片和车辆形状；③加入三维物体。

航拍照片或路边建筑物的照片这类二维图像可以很容

易地加入模型中。为了对仿真模型进行动画演示，也可以

加入 3D模型。建模人员应该确定需要何种演示效果，并

收集适当的图片或三维图形。

图 3 不同演示效果

Fig.3 Presentation options

图 2 道路等级划分

Fig.2 Road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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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模型

建立模型分两步：一是绘制实际路网；二是加入交通

需求量。

建立路网的步骤包括建立基本节点和路段、设定道路

布局以及设定道路交叉口。

2.1 节点和路段的建立

节点和路段是模型的基本组成部分。节点是指车道特

征发生改变的地区，如交叉口、车道增加或减少的变化

点、行人过街设施、弯道起终点等。路段则是把节点连接

起来形成可供车辆行驶的车道。节点和路段在模型中用数

字地图来定位。路段可以按照限速值、车道数量、主次干

路等来分类。

2.2道路布局的设定

建立了由节点和路段构成的基本路网之后，可以进一

步对道路布局作精确调整，应确保模型中的车道准确地反

映实际车道的状况。S-Paramics 使用路段行为属性标记

(flags)、修正器(modifiers)、车道限制功能来确保特定地域

的车道使用和车辆行驶特征的正确性。

图 4将道路布局进行精确调整的前后情况进行对比。

左侧交叉口图是未作调整的基本布局，图中主干路上设有

两个车道的路段显示了车道的增加和减少情形，这种情形

可以作为交叉口附近的公共汽车站，所有由西向东行驶的

车辆应禁止使用该突出路段。

右侧交叉口图显示的是同一基本道路布局，使用了路

段终端拓宽(wide end)和路段始端拓宽(wide start)标记显示

车道数量的改变。这时，双车道路段实际上包含了一个供

右转②车辆使用的区域 (ghost island)。这种情况下，由西

向东车辆将使用原有车道，而增加的车道供右转车辆等候

使用。

仅以此例说明准确建立路网布局的重要性。还有许多

其他的路段属性标记、修正系数、车道限制可以用于调

整路段特征，而道路布局的准确性可以极大地改善模型

的性能。

图 6 相位相序设置界面

Fig.6 The stage configuration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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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道路交叉口的设定

模型中道路交叉口包括三种类型：无信号交叉口、信

号控制交叉口和环行交叉口。

对于无信号交叉口，首先可以使用交叉口编辑器

(Junction Editor) 检查和调整通过交叉口每一方向的车道选

择。车道范围设定之后，可以对交叉口进行信号控制或仍

保留为无信号交叉口。前者必须设定相位和相序，而后者

则只需设定交叉口优先等级。

图5显示了一个十字交叉口的相位标注。在对各个方

向设置标注的时候，能够生成绿灯间隔矩阵，该矩阵可以

按需要设定合适的绿灯间隔时间。

定义相位之后，需要设置相序，将各种不同的相位分

配到各个相序。在一个相序之内，每一相位均可设定延后

结束和提早开始。图6为S-Paramics 中相位相序设定界面。

信号设置之后，可以使用信号配时分析 (Signal

Timing Analysis) 工具来观察模型运行时的信号转换情

况。在同一时间内可以观察任意数量的信号交叉口，而不

受信号周期时间等的影响。图7显示的是一个信号交叉口

的所有相位，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显示方式，也可以生成

在报告和动态演示中使用的图像。如果该交叉口采用了车

辆感应(Vehicle Actuated，VA)信号系统，在此可以显示车

辆激活信号的过程。

使用复杂信号控制算法的交通信号控制器，无论是单

个交叉口还是大范围相互协调的系统，均可通过与其相互

连接进行模拟。目前，S-Paramics 可以直接与 SCOOT，

SCATS，CCOL，Spot/Utopia 和MOVA 信号控制器相连。

同样，S-Paramics可以对智能交通系统 (ITS) 进行模

拟，如线路导航、速度指示、拥堵高速公路的路肩行驶等。

2.4 交通需求量

准确设定道路布局和交叉口之后，可以加入交通需求

量，其方法包括固定路径线路分配和使用OD矩阵。

固定路径线路分配允许在路网中定义路径并在所定义

的路径上分配交通需求量。这种方法可以使用多重矩阵水

图 7 信号配时分析

Fig.7 Signal timing analysis

图 8 出行分布图

Fig.8 Release pro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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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且可以将出行分布图应用到每一个路径上。分配到固

定 路 径 上 的 车 辆 不 能 驶 离 其 路 径 ， 也 不 受 扰 动

(Perturbation)和动态反馈的影响。

OD矩阵使用分区系统把交通需求量分配到路网中。

这种方法使用出行矩阵把车辆分配到每一相应OD对中，

可以按照需要将多重矩阵水平和出行分布图分配到矩阵的

每一个单元中。车辆使用综合成本(Generalised Cost)的方

式来决定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路线，即所选路线成本最

低。扰动和动态反馈可以影响所选路线。

可以使用任意数量的矩阵水平来调整模型中的交通需

求量。通常对重型车辆要使用单独的、区别于轻型车辆的

出行矩阵，以反映每一种车辆类型的不同出行特性。另

外，对新增开发区可以建立单独的出行矩阵，以便和初始

矩阵区别开来。这样，建模人员可以很容易地在路网中识

别出新增加的车辆。

车辆出行分布图用于控制路网中车辆的出发顺序，其

作用机制与OD矩阵和固定路径相同。模拟地域的车辆几

乎不会在整个模拟的时段以相同的方式出发，因此需要出

行分布图来确保所观察到的车辆高峰时的拥堵状况能够在

模型中再现。

图 8为用需求量编辑器(Demand Editor)添加的出行分

布图，该柱形图显示了以 5 min 为间隔的出行分布百分

率。模型中最多可以加入 64种出行分布图，这些分布图

可用于整个矩阵、一矩阵行、一矩阵列或一个单元。

2.5 公共车辆

按时刻表运行的公共交通服务对所研究地域有主要影

响。如果在模型中有相当数量的公共汽车运营服务，无疑

将会影响所经过路段和交叉口的性能和通行能力。因此，

公共交通成为交通需求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公共交通服务不是OD矩阵的一部分，而是通过公共

汽车线路编辑器(Busroute Editor)加入的。编辑器可以定义

公共交通的行驶路径，并设定运营时刻表。因此公共交通

在模型中可以按预定时间在所分配的路径上行驶。

车辆行驶时会经过模型中设置的公共汽车站，建模人

员既可以在车站设定单一停站时间，也可以使用更为复杂

的、基于乘客需求的上车模型来确定停站时间。同实际情

况一样，公共汽车在车站停靠和离站驶入车道时，模型中

的其他车辆会产生延误。

图 9 模型变化范例

Fig.9 Sample model vari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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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模型变体

初始模型完成之后，要对不同项目方案进行评价，并

从出行成本和效率的角度确定最优方案，这是使用微观仿

真模型的主要任务。其基本思路是：在初始模型的基础

上，施加反映不同设计方案的变化，运行模型，这样建模

人员就可以确定每一个方案的效果。测试还可以包括改变

某一未来年的交通需求量、修正交叉口设计，或对道路布

局进行大的修改。下面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为了改善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路程时间和可靠性，对

图 10 旅行时间

Fig.10 Journey Time

图 11 运行结果汇总

Fig.11 Aggregating r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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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某城市的一条主干路建立仿真模型。所选方案同时

要满足下列条件：①对一般交通流的影响；②行人过街设

施；③为新交叉口预留空间；④设计的灵活性；⑤兼顾开

发区的可达性。

图 9 是对其中一个交叉口设计方案进行测试的一组

S-Paramics模型，共对四个主要设计方案进行了评价，每

个方案的道路布局都有所调整。该项目使用了三种不同的

交通需求量来评价各种道路布局未来年的性能特征。

4 仿真结果输出

S-Paramics 能够输出不同类型的统计数据。建模人员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定义，并有选择地输出这些数据，如交

叉口转向车辆数、排队队列长度等。也可以根据需要设定

所收集数据的时间间隔。S-Paramics 中使用的批处理模式

可以迅速地生成结果。

可以使用 S-Paramics 的数据分析工具 (Data Analysis

Tool，DAT)对数据进行分析。DAT 的界面可以直接连接

所有的数据类型，并可以对任意数量的模型运行结果进行

汇总和统计分析，如计算平均值、标准偏差和置信区间

等。DAT 可以很容易地对方案在使用不同随机因子的多

次运行结果进行分析，使统计分析结果更可靠。

图 10显示了某条线路上的旅行时间。左图中每条曲

线代表模型使用不同随机因子的运行结果，反映模型中的

日变化。对这些单个的运行结果可以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

快速比较和汇总，右图是对左图中6次运行结果汇总得出

的平均值和95%的置信区间。

不同的模型变化也可以在同一图中进行对比，以便建

模人员对不同项目方案进行比较，而且由于可以对每一方

案的多次不同运行结果进行分析，建模人员能够使用统计

方法确定这些结果是否有差异。

图 11中左图显示了 10次模型运行结果，包括初始方

案和设计方案各 5次。右图对 2组数据的平均值进行了对

比，帮助建模人员解释设计方案产生的影响。此例中，尽

管新开发区带来了交通需求量的增长，但设计方案中的道

路改善措施使排队车辆数总体上有所降低，产生了很好的

效果。

在可以进行路线选择的大地域模型中，城市部分地区

实施的某个项目所造成的局部堵塞能够影响整个模型地

域。使用DAT可以迅速地确定设计方案对大地域范围的

交通影响。

对主要环路进行改善以减少过境交通，由此引起的线

路变更情况可以使用 DAT 进行显示 (如图 12)。在 DAT

中，绿色线条表示车流量增加，红色线条表示车流量降

低，条形的宽度表示改变的程度。由于没有新建开发区，

模型中的交通量保持不变。该图可以表明道路升级对整个

图 12 数据分析工具 (DAT)路径分析

Fig.12 DAT routeing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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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影响，即过境交通由市中心转移到主要环路上了。

DAT的输出结果可以用多种形式表示，用户可以通过

改变字体、XY轴比例尺、条形图对图形进行自定义。例

如，对图 12可以进行动画设计，并储存为视频文件，用

来生成表格和图形的数据可以输入到第三方软件(如Excel

表格和Word 文档)中。

5 结语

交通微观仿真已成为公认的评价道路交通状况改善方

案产生效益的工具。其特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数据要

求并不复杂；②建模过程可视性强，不容易出现严重错

误，所见即所得；③模型输出结果为动画文件，根据用户

的要求，可以对画面细节进行不同程度的编辑，既可以富

含三维图形，也可以只有基本演示。微观仿真的优点在于

对于输出的数据分析结果，既可以用简易的分析快速地将

初始模型和多个设计方案进行比较，也可以采用复杂的图

像演示来研究设计改变产生的细部影响。

注释

① 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两个不同微观仿真软件共有一个相同

的名字“Paramics”。Paramics最初由 SIAS公司于 1986年

开发，之后的开发过程曾得到爱丁堡大学并行计算中心人

员的协助。从 1998 年开始，Paramics 则由 SIAS 公司和

Quadstone公司分别开发、销售和提供技术支持。SIAS公

司的版本现称为 S-Paramics，Quadstone 公司版本称为

Quadstone Paramics。

软件最初在高性能的UNIX工作站上运行，现在则可以在

普通的个人计算机上运行。S-Paramics 能够对不同层次的

交通网络进行模拟，可以小到一个交叉口，大到一个区

域，甚至整个城市，并且包含丰富的交通控制系统接

口。同时S-Paramics还包含详尽的数据分析工具和经济分

析模块。

②英国交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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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种新战略规划模型

结合布达佩斯城市交通发展战略和国内的实践经验可

知，一个完整的城市交通发展战略规划模型应充分考虑人

口、经济、地理、环境、技术、制度等六要素对城市交通

发展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六要素与“城市交通”形成一

种“六棱形”框架结构，见图7。

六要素与城市交通发展存在密切联系，各要素均可以

直接影响交通需求或供给结构。如人口要素总量的变化将

直接改变居民对交通的需求规模和结构；同样，新技术的

采用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居民的出行方式，进而改变交

通的需求结构；而制度上政策法规的变化也可以改变城市

交通经济上的投融资模式，进而改变交通供给结构。

同时，六要素彼此间也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制约。例

如，人口规模预测能够告知未来交通出行需求总量的变

化，但为了满足特定群体的交通需求，仍需要通过地理

空间分析深入研究他们的居住地点和出行方式的空间分

布规律。

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制订过程是一个六要素不断细化

而又不断综合的渐进过程。两个过程并非相互排斥，而是

相互交错、相互渗透，各要素细化过程以整体化为前提，

同时细化又是通向更深入、更广泛的整体化的过渡。在战

略实施上，可以通过与其他要素相关的政策措施来减小某

一要素对城市交通发展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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