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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对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前后交叉口运行效率做出评

价，定量分析其对公交车辆运行的改善效果及对社会车辆的影

响，通过分析各种实测饱和车头时距，提出考虑公共汽车形成车

队行驶影响的交叉口进口道通行能力大车修正。进一步提出有、

无公交专用进口道情况下的社会车辆、公交车辆和车道组的通行

能力计算模型，并通过了仿真验证。模型分析表明，公共汽车形

成车队行驶会对通行能力产生正面影响，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对

社会车辆的影响没有预期的严重，当公共汽车在一定比例的情况

下可能同时提高公共汽车和社会车辆的通行能力。最后通过实

际交叉口案例分析，对结果进行了验证。

Abstract：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operation efficiency of a signal-

ized intersec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installation of bus lanes, an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mprovement of bus operation as well as

the impacts of bus lanes on other vehicles,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saturated headways observed in the field, and taking into ac-

count the impacts of bus platoons, revises the large vehicle equiva-

lence factor in determining intersection capacities. The paper fur-

ther proposes a new model to calculate intersection capacities with

and without bus lanes, respectively, for buses, other vehicles, and

for lane groups.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bus platoons actually im-

prove capacities, with bus lanes imposing very limited impacts on

other vehicles, and that the capacities of buses and other vehicles

could be both improved, given a certain percentage of buses com-

posing the traffic. A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to validate the model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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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提升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及可靠性，保障公共汽车在

道路交叉口优先通行，自1970年以来，世界各大城市纷纷

设置了不同类型的公交专用道，为减轻城市中心地带的交

通拥挤指明了方向。与此同时，也有人质疑社会车辆运行

状况会因此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在交通压力较大的交叉

口，是否应当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

这主要是由于以往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研究中缺乏对

公交专用道影响的细致分析，导致其实施效果未得到客观

评价。

本文考虑了公共汽车形成车队行驶的影响，建立了

有、无公交专用进口道情况下的社会车辆、公交车辆及车

道组通行能力计算模型。一方面，对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

前后交叉口运行水平做出评价，定量分析其对公交车辆运

行的改善效果及对社会车辆的影响；另一方面，进一步完

善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计算的理论体系。

1 研究现状

为了对比公交专用进口道设置前后信号控制交叉口通

行能力，下面从有、无公交专用进口道两个方面回顾以往

研究中公交车辆对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影响。

对于未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的交叉口，公交车辆对其

通行能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车修正中。在诸多采用饱和

流率法计算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国家或地区规范

中，包括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典、加拿大和

台湾，都将大车作为饱和流率的修正系数之一[1~6]。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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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主要集中在确定各种车型的当量小汽车换算系数E(hhv/

hpc，hhv)表示大型车饱和车头时距，hpc表示小客车饱和车

头时距，由此反映各种车型对通行能力的影响[6-8]。但这种

分析方法一般都假定换算系数E不随大车率变化，这就忽

略了公共汽车形成车队行驶的影响。

有关公交专用道的相关研究中，美国《公共交通通行

能力和服务水平手册》 [9]是目前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

果，提出了评价各种公共交通系统服务水平和通行能力的

方法，但该研究成果主要关注公交设施总体的服务能力，

认为沿线关键停靠站通行能力是对公交专用道上公共汽车

通行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仅将交叉口作为停靠站通行

能力的一项影响因素，未对公交专用进口道作细致研究。

在国内，文献[10]对混合车道(车种混合)的通行能力

进行了分析，研究中考虑了公交车辆在整个车队中的位

置，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文献[11]研究了路边型公

交专用道及停靠站对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影响，主要讨论了

路边型公交专用道与右转社会车辆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通过建立公交停靠对公交专用进口道通行能力影响模型，

分析公交专用进口道通行能力折减与公交停靠时间、停靠

站到停车线距离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往往关注于公交专

用道本身或邻近车道的通行能力，缺乏对公交专用进口道设

置前后社会车辆、公交车辆和车道组通行能力的对比分析。

2 饱和车头时距调查分析

2.1 数据采集

1) 采集时段：早高峰7:30—8:30。保证在红灯期间有

多于8辆的排队车辆，使有足够多的车辆以饱和流率通过

道路交叉口，且选择天气晴好时间进行调查，避免气候的

影响。

2) 采集地点：有专用右转、左转车道和相位，以减少

各流向交通互相干扰；有一定比例的公交车辆；选择展宽

段足够长的交叉口，以消除短车道影响；设置有机非分隔

设施，以减少行人、自行车影响。

3) 采集方法：采用视频录像进行数据采集。经检验，

对城市道路车辆漏检率小于 1%，车辆重检率小于 6.5%，

基本能够满足研究要求。

2.2 数据处理

将车头时距定义为前后车车头保险杠通过停车线的时

间差。在数据预处理中先去除非公交的大车的影响，则其

余行驶车辆的车头时距可分为4种：①前车为社会车辆的

社会车辆车头时距(hpp)；②前车为社会车辆的公交车头时

距(hpB)；③前车为公共汽车的社会车辆车头时距(hBp)；④

前车为公共汽车的公交车头时距(hBB)，如图1所示。

数据采集获得4个交叉口的饱和车头时距，并在置信

度取95%、允许误差0.1 s的条件下对数据样本容量进行了

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2.3 数据分析

1) 公交车头时距大于社会车辆车头时距 (hpB > hpp，

hBB > hBp)，这是公共汽车车辆性能所致；

2) 公共汽车会使后车车头时距增加(hBp > hpp，hBB >

hBp)，主要是公共汽车车身阻挡了后车驾驶人视线造成的；

hpp hBp hBBhpB

图 1 车头时距示意图

Fig.1 Headways of different positions between buses and cars

表 1 车头时距调查数据

Tab.1 Survey data of headways

道路一(机场路)

2.34

263

30

3.06

100

90

3.47

114

90

3.57

70

65

平均车头时距/s

样本量/个

样本容量检验/个

2.58

318

30

3.66

81

60

4.16

84

60

5.03

39

40

2.38

318

25

3.47

82

70

3.83

96

75

4.62

24

25

2.51

1094

185

3.46

84

80

4.13

92

65

hpp hpB hBp hBB hpp hpB hBp hBB

道路二(庆春路) 道路三(秋涛路)

hpp hpB hBp hBB hpp hpB hBp hBB

道路四(文二路)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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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共汽车形成车队行驶对车头时距的影响较小，即

对于相同车辆数和公共汽车比例的车队，若公共汽车形成

车队行驶，车队总车头时距较小。以车队中存在2辆公共

汽车为例，若公共汽车分散行驶 (图 2)，则 A，B，C，

D，E 5辆车的车头时距为：hpp+hpB+hBp+hpB+hBp，与5辆均

为社会车辆时 (5hpp)相比，公共汽车的影响为 2(hpB +

hBp)-4hpp；若公共汽车形成车队(图 3)，则 5辆车的车头时

距为：hpp+hpB+hBB+hBp+hpp，同理，公共汽车的影响为 hpB+

hBp + hBB -3hpp。杭州市调查数据显示， hBB 均小于 hpB +

hBp-hpp，因此 hpB+hBp+hBB-3hpp < 2(hpB+hBp)-4hpp，即公共汽车

形成车队行驶比分散状态行驶对车头时距的影响小。

由上述分析可得，公共汽车在车流中的分散程度影响

饱和流率及通行能力。如果车流中仅有1辆公共汽车(图2

中A，B，C的情况)，其车头时距为 hpB+hBp，相对于均为

社会车辆的情况，公共汽车对饱和车头时距的影响为hpB+

hBp-2hpp，而位于公交车队中的1辆公共汽车对饱和车头时

距影响为 hBB-hpp，两者的差值为 hpB+hBp-hBB-hpp，可称为公

交“集聚效应”。由图4可知，当“集聚效应”为0时，公

共汽车是否形成车队行驶对车道通行能力没有影响；“集

聚效应”大于 0 时(如集聚效应为 1.5，即 hpB+hBp-hBB-hpp=

1.5)，公共汽车形成车队行驶能提高车道通行能力。

3 通行能力修正模型

3.1 无公交专用进口道

道路交叉口无公交专用进口道时，社会车辆与公共汽

车处于混行状态，有研究[10]证明，当总车辆数为 n，公交

车辆数为 r，公共汽车组成 j个车队时，其饱和车头时距组

成都是一致的，即无论公共汽车以何种形式组合，其饱和

车头时距均为：

假设公共汽车不会出现在整个车队的车头和车尾，则

无论公共汽车形成多少车队，所有的排列情况均为C n-r-2
n-2 。

当 r 辆公共汽车组成 j 个车队时，共有 C j
n-r-1C j-1

r-1种排列可

能。因此，在 n辆车形成的车队中出现 j个公交车队的概

率为：

由此可得混行状态下公共汽车对饱和流率的修正系数为：

则进口道车道组中社会车辆通行能力和公共汽车通行能力

分别为：

式中：CAPp、CAPB为社会车辆、公共汽车通行能力/(辆·

h-1)；fB为公共汽车修正系数；∏f为其余饱和流率修正系

数乘积；N为车道组车道数/个；Y为公共汽车比例/%；S0

为基本饱和流率/(辆·h-1)；ge为有效绿灯时间/s；C为周期

时长/s。

3.2 有公交专用进口道

道路交叉口有公交专用进口道时，社会车辆与公共汽

车分道行驶，公共汽车一般不会对其他车道的饱和流率产

生影响，在公交专用道内，公共汽车成队行驶，此时公共

汽车对饱和流率的修正系数为：

hBp hpB hBp hpB hpp

图 2 2 辆公共汽车分散行驶

Fig.2 Two buses travel separately

E D C B A

图 3 2 辆公共汽车成队行驶

Fig.3 Two buses travel in a row

hpp hBp hBB hpB hpp

E D C B A

(r-j )hBB+jhpB+jhBp+(n-r-j-1)hpp

n-1
hj = 。 (1)

C j
n-r-1C j-1

r-1

C n-r-2
n-2

Pj = 。 (2)

hpp

∑
r

j =1
hj·Pj

fB = 。 (3)

ge

C
CAPp=fB·(∏f )·N·(1-Y )·S0· ， (4)

ge

C
CAPB=fB·(∏f )·N·Y·S0· ， (5)

hpp

hBB

f 'B=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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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进口道车道组中社会车辆通行能力和公共汽车通行能力

分别为：

式中：Np为车道组中社会车辆车道数/个；NB为车道组中

公交专用车道数/个。

3.3 模型检验

上述修正模型考虑了公共汽车形成车队行驶的影响，

有必要对模型进行检验，并与传统模型进行对比，以验证

模型的准确性。由于式(4)、式(5)反映的是一般情况，而

式(7)、式(8)是其特例，即公共汽车与社会车辆完全分道

行驶，因此下文仅对式(4)、式(5)采用VISSIM仿真软件进

行检验。通过调整驾驶人行为参数及车速，对饱和车头时

距 进 行 标 定 ： hpp=2.244， hpB=3.678， hBp=2.646， hBB=

3.773；有效绿信比取 0.5，车道组车道数取 1；其余饱和

流率修正系数均取1。

式 (4)、式 (5)计算结果与仿真结果的平均误差为

1.8%，如图 5所示；而HCM2000模型与仿真结果平均误

差为 5.0%(将车型换算系数根据仿真中的社会车辆和公共

汽车饱和车头时距进行调整，E =1.64)。对比结果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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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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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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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 ·
车
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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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效应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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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队形式公交车辆占总公交车辆比例/%

图 4 公共汽车车队行驶比例与车道通行能力关系

Fig.4 Relationships between lanes capacity and the percentage of bus plato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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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模型计算与仿真结果对比图

Fig.5 Comparison between model and simulation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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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无公交专用进口道总通行能力

D 有公交专用进口道社会车辆通行能力
E 有公交专用进口道公共汽车通行能力
F 有公交专用进口道总通行能力

I II III IV

a 车道数为3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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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车道数为4的情况

图 6 有无公交专用进口道情况下的通行能力对比

Fig.6 Comparison of capacity with and without bus lanes

ge

C
CAPp=(∏f )·Np·S0· ， (7)

ge

C
CAPB=f 'B·(∏f )·NB·S0·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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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建议的修正模型考虑了公共汽车形成车队行驶的影

响，比HCM2000模型中单辆大车的影响不随大车率变化

(即E取常数)的假定能更好地反映实际情况。

3.4 影响分析

在模型检验的基础上，下文对模型进行进一步分析，

更加直观地反映出有、无公交专用进口道情况下交叉口的

运行效率。分析采用模型检验中标定的饱和车头时距；有

效绿信比取 0.37；其余饱和流率修正系数均取 1；车道组

车道数取3和4两种情况。图6a给出了交叉口进口道有无

公交专用道条件下，通行能力随公共汽车所占比例而变化

的情况，并根据其特征值，划分成 I，II，III，IV 4个部

分，进一步对有无公交专用进口道情况下的社会车辆、公

共汽车通行能力和总通行能力进行比较分析。

① 当公共汽车达到一定比例后，设置公交专用道会

提升车道组通行能力(II，III，IV部分，曲线F位于曲线C

上方)；

② 设置公交专用道并不一定会对社会车辆产生不良

影响，当公共汽车超过一定比例之后，反而会增加社会车

辆的通行能力(III，IV部分，曲线D位于曲线A上方)；

③ 设置公交专用道可能产生“双赢”的效果(III 部

分，曲线D，E分别位于曲线A，B上方)，同时提高公共

汽车和社会车辆的通行能力；

④ 设置公交专用道并不一定能提高公共汽车的运行

效率。当公共汽车比例过大(IV部分，曲线E位于曲线B

下方)，仅设置1条公交专用道时，公共汽车通行能力反而

降低，此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设置多条公交专用道。

此外，对图6a、6b进行对比可以发现：

①车道数较多的情况更利于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

② 多车道能减少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后对社会车辆

的影响。例如，公共汽车比例为10%时，若车道组的车道

数为 4，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后社会车辆通行能力降低

5%；若车道组的车道数为3，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后社会

车辆通行能力将降低17%。

4 案例分析

以乌鲁木齐市新华路交通设计为例对研究成果进行进

一步分析和验证。根据新华路沿线调查，新华路—人民路

交叉口道路交通条件如表2所示，社会车辆及公共汽车饱

和车头时距如表3所示。

对新华路进行交通改善设计，空间几何设计方案及通

行能力评价如表 4所示。对比发现，设置公交专用道前

后，进口道直行公共汽车通行能力有明显提高，而社会车辆

通行能力基本相同，因此建议采用设置公交专用道的方案。

由此可进一步验证当公共汽车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设

置公交专用进口道能提高公共汽车通行能力；同时，虽然

减少了社会车辆的进口车道数，但由于消除了公共汽车的

表 2 新华路—人民路交叉口道路交通条件

Tab.2 Traffic condition of Xinhua-Renmin intersection

北进口

3

507

232

2

418

182

进口车道数/个

直行社会车辆交通量/(辆·h-1)

直行公共汽车交通量/(辆·h-1)

南进口项目

表 3 车头时距调查结果

Tab.3 Survey data of headway

2.5

hpp hpB

4.4

hBp

3.6

hBB

4.8

s

表 4 新华路—人民路交叉口改善设计及通行能力评价

Tab.4 Traffic improving design and capacity evaluation for Xinhua-Renmin intersection

方案1(有公交专用进口道)

1左+1直+1右
+1公交专用道

北进口

1条社会车辆车道
1条公交专用道

720

375

1 095

南进口

1左+1直+1右
+1公交专用道

1条社会车辆车道
1条公交专用道

720

375

1 095

北进口

1左+2直+1右

2条混行车道

718

329

1 047

南进口

1左+2直+1右

2条混行车道

736

321

1 057

方案2(无公交专用进口道)

社会车辆
直行车道组
通行能力/

(辆·h-1)
公共汽车

∑

进口道布局

直行车道数

项目

78



公交专用进口道对信号控制交叉口通行能力的影响 Investigation on Impacts of Bus Lane on Capacities of Signalized Intersections赵 靖 等

干扰，其通行能力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5 结论

1) 提出公交车辆形成车队行驶时会产生“集聚效

应”，减少了对饱和车头时距的影响；

2) 考虑公共汽车形成车队行驶的影响，建立有、无公

交专用进口道情况下的社会车辆、公共汽车及车道组通行

能力计算模型；

3) 基于模型和实例分析发现，设置公交专用进口道对

社会车辆的影响没有预期的严重，且当公共汽车在一定比

例情况下可能同时提高公共汽车和社会车辆的通行能力，

达到“双赢”的效果。

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本文研究重点为探讨公交走廊上信号控制交叉口通

行能力，所述模型并未包括停靠站的影响。根据文献[9]

研究结果，沿线关键停靠站通行能力是对公交专用道上公

共汽车通行能力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因此一般不可将

本研究中计算结果作为整条公交专用道的通行能力。同时还

应当注意，实际运营中一般公交线路不会达到其通行能力[9]。

2) 模型具体应用时需对各类饱和车头时距进行准确标

定，各个地区各类典型的饱和车头时距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从而得到更具普遍意义的量化结论，便于工程实际中

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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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届海峡两岸都市交通学术研讨会召开

2008年 9月 17日，第 16届海峡两岸都市交通学术研

讨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360余位(其中

台湾60余位)专家、学者、嘉宾参加了研讨会。本次大会对

提升两岸交通运输理论水平，推动两岸交通科技创新和工程

进步，促进两岸交通和谐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和谐交通·都市交通发展新战

略、新任务。随着全球化竞争与合作日益加强、经济社会

持续快速发展、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的同步推进、机

动化高速发展和日益普及，区域交通、城市交通与城乡交

通发展都面临着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如何构筑一个高效

便捷、安全舒适、节能环保的和谐综合交通体系，以适应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态势，提升区域与城市的

竞争力，引导区域与城乡空间合理布局，塑造优良的人居

环境，是摆在交通专家、学者面前的一个现实课题。围绕

这一课题，海峡两岸交通界专家、学者、科研人员和工程

技术人员积极响应，共向研讨会提交论文204篇。

自 1993年以来，海峡两岸都市交通学术研讨会已成

功举办了 15届。汪道涵出席了在上海市举办的第 1届会

议。研讨会每年举办1次，在大陆和台湾轮流举办(大陆连

续举办2次，台湾举办1次)，已成为海峡两岸有关“交通

课题”交流的重要平台。

(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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