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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路网可靠性是衡量城市路网性能，特别是在突

发事件下交通系统功效的重要指标。依时间线索回顾

了路网可靠性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连通性/

终端可靠性、行程时间可靠性和路网容量可靠性三大

主要评价指标的特点，并从指标定义及指标评价方面，

对比分析了三大指标的联系及区别。围绕研究及应用

中的现存问题，对指标评价结果阈值的确定、提高评价

指标应用性等方面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展望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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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网可靠性评价是分析路网不确定性和随机性的有效方法之

一，其作用在于评价道路交通网络达到某种服务水平的概率[1]，即

达到某种交通服务水平的可靠程度。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研究是路

网可靠性评价的关键技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

1 路网可靠性评价研究历程

1.1 国外

国外学者从不同侧重点出发，提出了一系列路网可靠性评价指

标以及用于计算这些指标的相关评价方法。评价指标包括：连通

性、行程时间可靠性、路网容量可靠性、遭遇可靠性、出行费用可靠

性、交通流衰退可靠性、交通需求满意度可靠性、使用者满意度可靠

性、脆弱点、风险等。评价方法主要有：终端可靠性评估方法、博弈

论技术、蒙特卡罗方法(Monte Carlo)、吸收马尔科夫链方法和微观

交通仿真技术。纵观整个研究历程，研究重点主要围绕连通性/终端

可靠性、行程时间可靠性和路网容量可靠性三大评价指标展开。

1) 连通性/终端可靠性

研究初期，路网可靠性是基于抽象道路网络的可靠性测度，即

基于道路网的物理结构。这期间提出的关于路网可靠性的概念是连

通性或者称终端可靠性。1982年日本学者最早提出连通性的概念，

它反映的是交通网络节点两两之间保持连通的概率，一般只研究路

段或节点的0，1两种状态，即连通或不连通[2]。在此基础上，文献

[3]进一步补充了此类研究，将连通性从两点，拓展至k点的连通性

以及网络的连通性。之后，有学者应用图论和Floyd算法计算终端

可靠性[4]。此时的研究忽略了路段上通行能力的限制，而只考虑两

种运行状态，即全负荷能力运行和完全中断。这种假定的缺陷限制

了连通性分析的应用范围，因为它假定不论通行能力和旅程长短如

何，只要连通就能满足路网的功能，基于这样假定的可靠性分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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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带来对路网的错误评价。尽管连通性不适用于日常路网

运行状态的评价，但对地震等灾害发生的极端条件下的路

网运行状态，其评价或预测结果还是可以满足要求的。

2) 行程时间可靠性

路网可靠性研究逐渐从抽象的道路网转向加载交通流

的路网，这一突破是路网可靠性研究的一大进步。它不再

单纯地考虑路网的物理结构，同时兼顾了出行需求和路网

容量的相互影响，以及道路使用者的出行行为。

在此研究背景下，产生了行程时间可靠性的概念[5]。

文献[6]提出行程时间可靠性研究应考虑道路条件恶化导

致的路网容量衰退，并认为行程时间可靠性是路网容量衰

退与未衰退状态下行程时间之比的函数。当比值接近 1

时，路网基本上在理想状态下运行；当比值趋于无穷大

时，说明某段路发生严重堵塞而不能到达目的地。文献

[7]将行程时间可靠性定义为：出行者在指定时间范围内

到达目的地的概率。

此后，关于行程时间可靠性的算法一度成为研究的热

点，提出了用交通仿真方法估算出行需求变化引起的行程

时间改变的方差和协方差。在此基础上，文献[5]假设路

段容量为一个连续的自由变量，通过蒙特卡罗模拟的方法

获得行程时间可靠性。灵敏度分析方法也被用于估计交通

需求变化导致的行程时间改变，其中路径流量估计采用了

基于Logit的随机用户平衡分配(SUE)模型 [8]。除此之外，

还可以通过获得行程时间的方差，用切比雪夫不等式来计

算行程时间可靠性。

3) 路网容量可靠性

路网容量在行程时间可靠性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被认

识。文献[9]提出了路网容量可靠性的概念，即路网能够

成功满足一定OD需求水平的概率，并提供了计算该指标

的方法，即基于灵敏度分析和蒙特卡罗方法估计路网容

量。文献[5]将路网容量可靠性看作是路网在路段通行能

力和行程时间可靠性约束条件下能够承受的最大交通量，

并提出借助随机约束线性规划模型获得路网容量。这种方

法虽然能够获得路网容量可靠性指标值，但是体现不出道

路单元的可靠度与系统可靠度的联系。其次，路网容量存

储系数[10]受到路段通行能力的影响，而通行能力的实测数

据很难得到。此外，模型没有考虑使用者的路径选择行为。

4) 其他

除了上述主要的研究之外，脆弱点可靠性、交通流衰

退可靠性、需求满意度可靠性以及出行费用可靠性先后被

提出。文献[4]还围绕事件发生概率和事件引起的后果，

提出了风险的概念。

21世纪以后，智能交通系统在交通管理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交通信息服务对交通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也越来越

大。路网可靠性研究逐渐考虑了信息诱导和驾驶人路径选

择行为因素，将路网可靠性的基础概念和动态信息诱导等

紧密结合，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例如，基于驾驶人行为

分析的行程时间可靠性、动态交通信息对路网行程时间可

靠性的影响[11]以及将路网容量和出行信息联系起来的遭遇

可靠性。

随着路网可靠性研究的进展，国际社会对路网可靠性

评价技术愈加关注。2000—2004年，在英国、日本和新西

兰分别组织了 3次大型路网可靠性专业领域的国际研讨

会，大会研讨并发表了数百篇路网可靠性领域基础研究和

技术应用的学术论文，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路网可靠性研究

的进展[12~14]。

1.2 国内

国内对路网可靠度评价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

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在

交通出行时，不但期望以最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而且也

对在期望时间内到达目的地的可靠程度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如何保障交通出行的可靠性逐渐受到关注，可靠性

评价也被逐步引入到交通领域。

1) 理论研究

文献[15]应用可靠性理论评价路网通道的畅通性，并

提出了单元可靠度的概念，将单元可靠度定义为正常气候

和交通条件下，路段或交叉口在单位时间内保持正常速度

和畅通的概率。这种方法在研究路网通道畅通性的时候，

只是将通道分解为简单的串联和并联系统，与实际路网的

差异性很大。

文献[16]提出了用交通网络可靠度来评价路网的方

法，指出交通网络可靠度是对交通网络应变能力大小的一

种度量，是从网络一个节点到另一节点在一定服务水平以

上的通达概率。这实际上就是连通性的概念。

文献[17]在分析路网可靠性与服务水平关系的基础

上，对城市道路网进行了可靠性研究。定义了道路网可靠

性是不考虑外界因素干扰，在规定时间和条件下(规定条

件包括OD对间的可达性和最低可接受服务水平)所能提供

的满足交通需求的能力。并分别定义了路径可靠性、路段

可靠性和交叉口可靠性。

文献[18]指出道路交通网络可靠性的高低往往主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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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于某个或某些可靠性较低的局部区域，即可靠性瓶

颈。于是，设计了路网模糊流量条件可靠性瓶颈的逻辑割

树模型，并提出了相应的“瓶颈算法”。

文献[19]进一步研究了交通供需的随机性变动特点，

提出了畅通可靠度的概念，建立了评价城市道路系统运行

状态的概率性指标。畅通可靠度是指在工作日的高峰时段

内，路网在正常使用条件下，道路交通运营状态能满足畅

通状态的概率。针对数据获取问题等实际情况，提出了3

种计算城市道路单元 (道路或交叉口)畅通可靠度的方法。

文献[20]利用蒙特卡罗法进行模拟，认为不考虑路段

相关性会高估路网的可靠性，减少路段间相互影响，有利

于降低破坏事件对路网的影响程度和范围。

文献[21]基于路网容量可靠性概念的分析，构造了基

于路段走行时间可靠性的路网容量可靠性双层规划模型，

用灵敏度分析方法求解了路网容量可靠性模型。

2) 理论结合实际

文献[22]利用蒙特卡罗试验来考察阜新市市政公路网

络的连通可靠性；文献[19]借鉴路网可靠性分析方法，

提出了畅通可靠度的概念，并以北京市二环内路网为

例，进行了城市道路单元 (道路或交叉口)运营状态评

价。文献 [23]基于出租汽车 IC 卡数据，利用变异系数

(CV)、计划单位距离行程时间指标(PRI)、基于概率的行

程时间可靠性指标(PI)，对北京市路网在典型工作日、典

型休息日和过渡期的可靠性状况的时间分布特征进行了详

细分析。

总之，国内可靠性评价技术研究多是针对描述路网功

能的连通性、畅通性等方面给出定义，而在行程时间、路

网容量等方面缺少深入研究，对于交通控制策略下城市路

网可靠性的研究也较为缺乏。

2 评价指标关系

从路网可靠性评价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国外还是国

内，评价指标都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评价方法研

究的基础。下文针对路网可靠性的 3个重要指标：连通

性/终端可靠性、行程时间可靠性和路网容量可靠性，分

析各指标的特点和指标间的相互联系。

2.1 指标特点

连通性/终端可靠性是从“纯网”的角度评价路网性

能，即只考虑网络的拓扑结构和连通性，基本不考虑网络

流。该指标是最简单、最基础的路网可靠性评价指标，不

能描述动态变化的实际路网运行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

制了该指标在路网可靠性评价中的应用。

与连通性/终端可靠性指标不同，行程时间可靠性比

较注重路网功能的综合表现，而不只局限于对路网物理结

构本身的评价，它充分考虑了路网容量和交通需求的影

响，因此，能够更准确、更全面地对路网性能进行评价，

具有更好的应用价值。相比而言，出行者对该指标更为关

心，因为它能最直观、最直接地反映路段状况对出行者产

生的影响，并且可以计算指定路径和OD对之间的行程时

间可靠性。但是，行程时间可靠性对交叉口的处理比较模

糊，通常将交叉口简化为一个点，把探测车通过交叉口

的行程时间纳入到路段行程时间之中，这样会高估路段

的行程时间，也不便于区分路段和交叉口的可靠性。另

外，行程时间可靠性受交通量和通行能力的制约，而交通

量的随机性很大，给指标计算带来了不便。尽管如此，行

程时间可靠性仍然是描述路网性能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学

者们也研究了很多方法来计算该指标，例如蒙特卡罗法、

灵敏度分析方法、微观仿真方法等，这些研究为行程时间

可靠性的具体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

路网容量可靠性描述了路网容量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引

起衰退情况下满足一定需求水平的概率，同时考虑了出行

者路径选择行为的影响。该指标从整个系统的角度出发，

描述了路网能够满足某一交通需求的能力，反映了路网的

整体效率和能力发挥。如果将路网容量可靠性与传统的交

通规划方法相结合，则将对改进路网的规划和设计发挥重

要作用。

2.2 相互联系

连通性/终端可靠性、行程时间可靠性和路网容量可

靠性三大指标，在实际应用中受到出行者、政府和交通管

理者的普遍关注。总的来看，连通性是行程时间可靠性和

路网容量可靠性的一种特殊情况，行程时间可靠性在计算

路网容量可靠性的过程中直接获得。

1) 行程时间可靠性与连通性

在分析路网可靠性评价指标间的联系时，行程时间可

靠性的定义更多地倾向于文献[6]提出的路网恶化和非恶

化两种状态下行程时间的比值。一方面，这一比值可以作

为一个判断标准来定义路网中部分路段容量衰退情况下，

路网应该保持的服务水平；另一方面，如果比值无穷大，

则意味着由于路网中部分路段通行能力的衰退，在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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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终点是不可达的，导致这些路段不连通，即连通可

靠性为 0。当比值接近于 1时，即认为路网处于理想的通

行能力状态。行程时间可靠性的这一定义与连通性相一

致，因此，连通性可以作为行程时间可靠性的一种极端特

例来处理。

2) 路网容量可靠性与连通性

文献[9]提出如果用μr表示需求水平，则满足需求μr的

容量可靠性为：

R (μr) = p (μ≥μr)。

很显然，从路网容量可靠性的定义可以看出，当需求

为 0 时，路网 100%可靠，容量可靠性为 1，即 R(μ r=0)=

1；当需求无穷大的时候，路网容量可靠性为 0，即R(μr=

∞)=0。因此，连通性是路网容量可靠性的特例，它是路

网容量可靠性的0-1变量，并且不受路网容量的约束。

3) 行程时间可靠性与路网容量可靠性

在路网容量可靠性的研究中，文献[5]借助于路网储

备容量获得路网最大容量，并提出了采用蒙特卡罗方法进

行计算。首先，假设路网容量衰退的分布函数已知，对不

同的路网容量进行抽样测试，在利用蒙特卡罗模拟过程中

有一个交通分配的过程，可以获得相关路段流量。在此基

础上，根据BPR函数求得相应路段的行程时间，定义τ (θ )

为非衰退路网与衰退路网行程时间的比值，行程时间可靠

性即为τ (θ )是否处于可接受水平θ的概率。因此，可以说行

程时间可靠性是路网容量可靠性的副产品。

研究中可以借助路网容量可靠性得到行程时间可靠

性，或者考虑到这两个指标的相关性和应用侧重点进行有

针对性地选择。作为研究案例，文献[9]在路网容量可靠

性的研究中，附带得到行程时间可靠性指标；而文献[24]

在公路网运营可靠度研究中，将公路网需求超过可容纳需

求的事件看作小概率事件，忽略了路网容量可靠性，而将

连通性和行程时间可靠性综合为行程时间可靠性指标。

3 应用展望

路网可靠性研究发展至今，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

果，但是往往由于实际路网的复杂性和算法的局限性，现

阶段多为研究案例，并未在实际路网评价中得到广泛应

用。纵观路网可靠性评价的发展历程，在研究和实际应用

方面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有：

1) 确定指标评价结果的阈值，为出行者的路径选择提

供比选依据

虽然有很多种测量城市路网可靠性的指标，但是指标

的计算结果仅仅区别了可靠与不可靠，对于可靠度没有一

个标准的阈值可以借鉴。实际上，在大型活动或者路网遭

遇突发事件情况下，出行者对于路径的选择更多是通过比

较各种选择方案的可靠度，因此，需要阈值来界定非常可

靠、一般可靠、非常不可靠等不同评价等级。

2) 与交通规划相结合，确保未来路网的畅通性和可靠性

目前路网可靠性研究是独立于交通规划以外的研究领

域，针对的是已建路网。未来的交通规划必将与路网可靠

性相结合，以保证路网的畅通性和可靠性。这对路网可靠

性指标研究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即如何将可靠性指标和

反映路段及交叉口服务水平的评价指标相统一，以取得评

价的一致性。

3) 结合先进的数据采集手段，提高路网可靠性评价研

究的应用价值

随着 ITS 技术的发展，交通数据采集手段也更加丰

富。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可采集的数据，研

究简便易行的算法来评价实际道路网的可靠性，为管理者

提供决策支持，为道路使用者提供路径选择依据。

4 结论

1) 已有的路网可靠性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并未在实际

路网中得到广泛应用。如何寻求简便易行的方法来满足现

实需求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 路网可靠性评价三大主要指标关系：连通性是行程

时间可靠性和路网容量可靠性的一种特殊情况，行程时间

可靠性可以作为路网容量可靠性的副产品，在计算路网容

量可靠性的过程中直接获得。

3) 确定可靠性评价指标阈值，统一路网可靠性评价指

标和路网服务水平评价指标是路网可靠性研究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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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绍兴市老城区作为集现代城市功能与丰富的历史文化

内涵为一体的城市核心地区，在城市交通环境整体改造的

过程中，交通系统与空间环境优化应当并重。交通系统的

合理组织与城市环境设计的良好结合将会给绍兴市老城区

带来结构清晰、交通顺畅、景观优雅、特色鲜明的新面

貌，对用地功能的发挥以及旅游事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

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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