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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缓解苏格兰法夫（Fife）地区库珀（Cupar）镇的

交通拥堵，减少关键区域的尾气排放，用S-Paramics模型进

行测试。采取的措施是把排队车辆转移到道路宽阔且建

筑物较矮的路段，使车辆尾气易于扩散。测试结果显示，

该方法能显著减少关键区域的尾气排放量，而车辆行程时

间基本保持不变。项目的评价标准不是基于传统的行程

时间和车辆运营成本的节约，而是考虑了行人和当地商业

的利益。

Abstract： In order to alleviate traffic congestion as well as

regional emissions in Cupar Town, Fife (Scotland), this paper

conducts a test study using S-Paramics. The test involves sim-

ulation of diverting queuing vehicles to other roads that are

wider and with lower buildings on both sides, so as to ease

diffusing vehicular emission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a

large reduction of emissions in key areas and a basically un-

changed travel time. The criteria is based on the benefits of

pedestrians and local businesses, instead of saving travel time

and vehicular operation costs as was in traditional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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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车辆尾气排放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

题，几乎是各类媒体和出版物每日讨论的话

题。气候变化及呼吸系统健康问题很大一部

分是由车辆尾气排放引起的。在世界范围

内，各国正采取积极措施解决该问题。实际

采取的措施包括通过立法使用环保车辆，或

对高排放车辆征收重税以减少其使用。这些

措施对总体排放水平的降低正在发挥作用，

但来自交通领域的尾气排放仍然保持在高水

平[1]。同时，由税收带来的车辆总体构成变化

以及汽车新技术的广泛采用(如电动车和混合

动力车)还不足以在短期内解决局部地区的空

气质量问题，而欧盟通常要求在更短的时间

内实现空气质量指标。交通规划人员提出的

措施通常能在短期内解决局部地区的车辆尾

气排放问题。

位于苏格兰法夫(Fife)地区的商业小镇库

珀(Cupar)，面临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其主

要街道Bonnygate街位于镇中心，道路狭窄，

两侧建筑物较高，尾气排放、聚集比较严

重，是一个由于车辆排放造成局部地区空气

质量没有达标的典型案例。为了减轻交通拥

堵，改善空气质量，2007年，受法夫区政府

的委托，英国SIAS交通规划公司对多项道路

交通改善措施的影响进行评价。该评价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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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交通信号控制，通过将排队车辆向其他信号

交叉口转移来缓解交通拥堵、减少关键区域的尾

气排放。

1 库珀镇交通改善方案的确定

为了对库珀镇安装于 2000年的交通信号控

制系统进行评估，英国SIAS交通规划公司采用

S-Paramics模型对各种改善措施进行测试，包括

移动行人过街设施、把部分信号控制交叉口改为

无信号控制交叉口、对无信号控制交叉口实行信

号控制、采用车速优化感应微处理器(MOVA)实

施主动信号控制等。另外，还包括把位于镇东部

的一个主要信号控制交叉口改建成环行交叉口的

方案。

经过测试，确定了 9种可选方案及 5种车流

状态。5种车流状态可以反映该镇当前车流及穿

越该镇的3股主要车流流量增长20%的情形。有

些方案的模型测试还加入了交通事件，以检测在

非常规交通状况下改善方案的实施效果。最终，

9种方案中有 5种能够迅速地付诸实施，并利用

2007年的交通状况对其直接利益进行了评估，其

中有一项评估专门针对镇中心区Bonnygate街尾

气排放问题。

2 Bonnygate街尾气污染解决方法

2.1 尾气污染现状

Bonnygate街道路狭窄，较高的建筑物排列

于两侧，同时，作为中心区的一条主要商业街，

Bonnygate街行人密度较高。由于高层建筑物阻

碍了车辆尾气的消散，造成该区一氧化碳(CO)、

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氮氧化物(NOx)的水平超

过了规定值。

图 1 为 Bonnygate 街所在区域的地图和

Bonnygate 街的车辆排队情况，以及从 Lady

Wynd街向东看Bonnygate街相对比较宽阔的区域。

目前，沿Bonnygate街向东行驶车辆需要在

Crossgate信号控制交叉口排队。大量车辆长时间

的停留会增加地面尾气污染水平，因此，红灯时

怠速车辆会使尾气污染问题加剧。由于不能对建

筑物采取任何措施，解决该地区尾气污染问题的

一种可能办法是移去该地段的等待车辆。

2.2 解决方法的定性分析

考虑改造现有行人过街设施，把排队车辆从

Crossgate信号控制交叉口转移到Lady Wynd街西

侧。该行人过街设施位于Lady Wynd街西侧，通

过调整行人过街设施的信号配时，可以使向东行

驶车辆在驶入Bonnygate街前每个信号周期内均

在此停留。在车辆从此处进入Bonnygate街到达

Crossgate 交叉口时能绿灯通过，而不会在

Bonnygate街形成排队。

若对Lady Wynd西侧的行人过街设施仅采用

普通的信号控制方法，则向西行驶车辆在通过

Crossgate交叉口后可能被迫在该处停留。那么，

Bonnygate街的尾气排放问题只是简单地由向东

行驶车辆转移到了向西行驶车辆。现对该行人过

街设施进行重新设计，在道路中央增加一个停留

区，向东行驶车辆在每个信号周期都需在此停

留，而向西行驶车辆只在有行人通过时才停留。

此项措施减少了Bonnygate街的车辆排队。

与 Bonnygate 街相比，Lady Wynd 街西侧的

建筑物较矮，街道及两侧的人行道较宽，因此相

对于Bonnygate街，Lady Wynd街西侧的尾气扩

散较快。因而，在没有专门的尾气扩散评估模型

的情况下，根据定性分析可以确定排队车辆转移

后，Lady Wynd街西侧的尾气聚集量较少。用模

型评估排队车辆转移的效果，目的有2个：①确

定通过库珀镇的车辆行程时间的变化；②定量分

析Bonnygate街尾气排放的变化。

3 尾气排放模型

一般对道路改善项目进行评价时，道路使用

者的主要利益来自行程时间和车辆运行成本的节

约。“传统的”交通项目通过提高路网内一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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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处的通行能力来减轻拥堵，并用行程时间的节

约来衡量其效果。改善项目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出

行人群是否受益。

本例中，道路系统改善的预期受益者不是小

汽车驾驶人或公共汽车乘客，而是行人、当地居

民、Bonnygate 街的商店和商业业主及其顾客。

对此利益的衡量在于对尾气排放地点和总量进行

量化。

在微观仿真模型中可以用4种方法对车辆尾

气排放水平进行评价：①利用给定OD对间所有

出行的平均行程时间和距离。英国交通部TUBA

软件中采用了此方法[2]；②利用单个出行的行程

时间和距离，然后汇总。苏格兰交通部发行的公

路 项 目 经 济 评 估 软 件 包 (Program for the

Economic Assessment of Road Schemes，PEARS)

在应用“计算”模式分析燃油消耗/车辆运营成

本时采用了此方法[3]；③利用单个路段上车辆的

平均速度和密度。英国交通部《路桥设计手册》

(DMRB)第 11卷对这种方法进行了说明[4]；④利

用单个车辆以秒为单位的速度和加速度。

PEARS在应用“模拟”模式计算燃油消耗/车辆

运营成本时采用了此方法[3]。

上述各种方法均可增加评价的详细程度，使

评价结果更准确、更本地化。用一次出行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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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库珀镇 Bonnygate 街所在区域及车辆排队情况

Fig.1 The location of Bonnygate(Cupar Town) and the queuing vehicles



行程时间和距离乘以日出行次数计算，与传统的

分配模型采用的方法相同，由此得出的评价结果

可能不够准确。例如，在高峰时段，由于道路拥

堵，车辆尾气排放水平较高；同样的出行，在非

高峰时段，由于车速较快，车辆尾气排放水平也

可能很高；这两次出行的平均速度可能会十分接

近燃油经济性的理想速度，导致预测出一个较低

的尾气排放量。PEARS的“计算”模式是对单

个出行的行程时间和距离进行汇总，避免了使用

平均行程时间所产生的问题。在苏格兰的某些交

通项目中，PEARS为规定使用的方法。

在库珀镇，评价是基于具体路段的，在每

个路段上对多种车型计算平均速度，有关说明

见《路桥设计手册》第 11卷。由此得出的废气

排放量化的详细程度，足以评价排队车辆转移

的效果，同时也满足《路桥设计手册》中的有

关规定。

4 模型结果分析

模型测试的结果分为两类：①评价车辆通过

信号改变路段的行程时间；②评价Bonnygate街

所在区域的车辆尾气排放变化情况。

图2是基于出行时段的行程时间对比图。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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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的 是 车 辆 从 西 向 东 穿 过 Bonnygate 街 和

Crossgate信号控制交叉口的行程时间。由于微观

仿真属于蒙特卡罗(Monte-Carlo)模拟，即每次运

行的结果都不相同，如同实际路网中每天以同样

的方式出行，但每天都在变化。因此对初始模型

和设计模型都运行了多次。图2中行程时间的平

均值是基于出行时段变化的，并包括了围绕平均

值变化的95%的置信区间。置信区间可以反映平

均值的波动范围。在进行比较时，若置信区间有

相互重叠，则表示改善措施没有给行程时间带来

显著变化。若没有重叠，则可以说行程时间发生

了变化。在本例中，平均行程时间很接近，同时

置信区间有显著的重叠，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改

善措施对驾驶人没有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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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Bonnygate 街尾气排放的变化

Tab.1 Changes in vehicular emissions at Bonnygate

上午

08:00—09:00

-26.20

-25.90

-16.60

-20.50

下午

-28.40

-26.10

-17.00

-23.40

16:30—17:30

一氧化碳(Carbon Monoxide)

碳氢化合物(Hydrocarbons)

氧化氮(Nitrogen Oxide)

颗粒物(PM10)

%

污染物

图 4 Crossgate 交叉口附近 Bonnygate 街的尾气排放

Fig.4 Vehicular emissions at Crossgate intersection on Bonnyg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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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是基于出行距离的累计行程时间对比

图。显示了车辆从西向东出行时发生延误的地

点，清楚地表明了设计模型在出行初期存在延

误，但与初始模型相比，总的行程时间基本相同。

表 1列出了排队车辆转移后Bonnygate街所

在区域尾气排放的减少情况。图 4 和图 5 是

S-Paramics模型以三维图显示的交通改善措施实

施前、后尾气的排放情况，并能清楚地看出尾气

排放地点和排放量。

5 结语

本项目的评价重点是考虑行人、当地居民和

商业业主及顾客的利益，而不是传统的驾驶人

行程时间和车辆运营成本的节约，具有创新

性。模型测试的结果令人信服， 2008年 4月模

型报告提交，2008年8月当地政府已将该项目付

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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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转移至 Lady Wynd 街西部的尾气排放

Fig.5 Vehicular emissions relocated to the west of Lady Wy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