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交通第7卷第6期 2009年11月

摘要：为满足社会公众对实时交

通状态信息发布服务的需求，对城

市快速路交通状态自动判别解决

方案的关键技术进行研究。在总

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快速

路交通状态判别指标、判别标准及

空间对象进行分析，选取平均行程

车速作为快速路交通状态的判别

指标。设计了交通状态自动判别

软件构架，对平均行程车速实时估

计算法模块进行了详细分析。基

于研究成果开发的快速路交通状

态自动判别系统软件已经应用于

上海市快速路监控中心。对软件

的实际运行效果进行评估，结果表

明，道路交通状态判别平均精度达

到95%以上。

Abstract： To meet the public

needs in real-time traffic informa-

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 study on

key technologies in automatic iden-

tification of traffic situations on ur-

ban expressways. Based on a sum-

mary of existing findings, the paper

analyzes indicators, criteria, and

spatial factors that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raffic situations for urban

expressways, as a result, the aver-

age travel speed is chosen as the in-

dicator. Then the paper presents a

software framework for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of traffic situations,

along with detailed analysis on re-

al-time calculation module for aver-

age travel speed estimation. Soft-

wa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study

has been applied in Shanghai Ex-

pressway Monitoring Center to au-

tomatically identify traffic situa-

tions for urban expressways. A re-

view of the real-time application of

the software shows that the average

accuracy is above 95% compared

with traffic situations in the real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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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快速路交通状态自动判别解决方案城市快速路交通状态自动判别解决方案

0 引言

鉴于快速路在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中的骨架作用以及日益严峻的交

通压力，应用信息技术手段判别快速路交通状态、提高快速路系统的

运行效率，是城市智能交通系统研究的重要课题。

快速路交通状态判别模型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国外具有

代表性的道路交通状态判别研究，如文献[1]采用McMaster算法，使

用大量拥挤和非拥挤交通状态下流量－占有率历史数据，开发出流

量－占有率分布关系模板，比较观测数据与模板之间的关系，判断是

否发生了交通拥挤以及是偶发性拥挤还是常发性拥挤。近年来，国内

许多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文献[2]应用上海市快速路交通数据进行

了基于模糊理论的城市快速路交通状态判别研究，文献[3]应用北京市

快速路交通数据进行了基于聚类方法的快速路交通流状态判别研究，

文献[4]进行了基于海量数据挖掘方法的快速路交通拥挤识别算法研

究。纵观这些研究，其基本思路都是针对检测点的交通数据，分析流

量、占有率与速度等参数之间的关系，区分不同交通状态所对应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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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流参数特征。研究的重点多在于如何根据海量

交通数据构筑更精确的交通流参数模型，并根据

智能算法进行不同状态类别划分、更精确地标定

参数阈值等。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对于交通工程专

业人员分析评价快速路交通状态有一定的参考价

值，但是对于面向社会公众发布实时交通状态的

业务需求而言，还存在着诸如快速路空间对象定

义不够清晰、交通状态指标不易为社会公众所理

解等问题，制约了理论研究成果向实际应用转

化。本文就面向实践应用的快速路交通状态自动

判别解决方案进行研究。

1 快速路交通状态标准与空间对象

1.1 交通状态标准

1) 判别指标。

描述交通流状态的参数分为宏观参数和微观

参数。宏观参数用于描述交通流作为一个整体表

现出的运行状态特性，包括交通量、速度、交通

流密度、时间占有率、排队长度；微观参数用于

描述交通流中车辆之间的运行状态特性，包括车

头时距和车头间距[5]。

以上海市快速路交通信息采集系统采用感应

线圈进行信息采集为例，其获得的数据反映固定

检测地点断面的交通情况，检测的主要交通参数

包括 20 s周期的交通量、时间占有率和速度。由

于同一交通量水平可以对应两种截然不同的交通

状态(见图 1)，因此交通量不能单独作为判别指

标。时间占有率为定点测量指标，体现了车辆在

道路上的密集程度，在正常情况下时间占有率越

高反映该地点的交通越拥堵，但这一指标不易

为社会公众接受。速度与交通状态存在对应关

系，即速度越高交通越通畅，速度越低交通越拥

堵。固定检测点获得的速度是固定地点时间平均

车速，与平均行程车速的概念不同，从面向社会

公众发布交通状态信息的角度，平均行程车速能

够客观表征交通状态，且容易被公众理解。因

此，结合交通工程学原理与社会公众的接受程

度，采用平均行程车速作为快速路交通状态的衡

量指标。

2) 判别标准。

在上海市城市快速路交通监控系统技术标准[6]

中，将交通状态定义为三个级别：畅通、拥挤与

阻塞。畅通状态定义为：在路段或单元段内，车

辆平均密度小，行程中能够自由操控，平均行程

车速大于 45 km·h-1。拥挤状态定义为：在路段内

或单元段内，车辆平均密度较高，行程中被动的

加减速频繁，平均行程车速为20~45 km·h-1。阻塞

状态定义为：在路段或单元段内，车辆平均密度

高，行程中有较长时间的停车等候，平均行程车

速低于20 km·h-1。

1.2 快速路空间对象

确定空间对象是快速路交通状态自动判别方

案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快速路系统由进口匝道、

出口匝道、立交匝道、主线道路组成，这些组成

图 1 快速路交通量－速度关系

Fig.1 Relations of expressway volume and travel sp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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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的分界点是重要的空间位置区分标志。采用

固定地点检测方式时，交通参数检测断面也是重

要的空间位置区分标志。根据快速路的结构特点

以及交通信息采集特点，可以界定快速路交通状

态判别算法处理的最基本空间单元对象。

1) 单元段对象。

就快速路主路而言，物理对象包括路段与单

元段。路段定义为快速路主路上相邻匝道之间的

单向路段，单元段定义为快速路主路上相邻检测

断面之间的单向路段。如果相邻检测断面间存在

进出口匝道，考虑到进出口匝道对上下游交通状

态的影响，应将该单元段拆分为两部分，称为子

单元段。单元段(子单元段)是快速路主路交通状

态判别算法处理的最基本对象，如图2所示。

2) 发布段对象。

不同用户对交通信息需求的精细程度不同，

交通管理人员可能需要每个单元段的交通状态信

息，而社会公众更容易理解路段交通状态信息。

处理交通状态信息时，应根据信息服务业务的需

求特点，按照发布段来提供交通状态信息。发布

段是与信息发布业务需求有关的逻辑对象，定义

为交通状态信息发布的基本单元所代表的道路区

间。发布段反映信息的精细程度，根据业务需

求，可定义为单元段(子单元段)，也可以是若干

单元段(子单元段)的有意义组合。

面向社会公众的快速路交通状态信息发布，

从便于信息接收者理解的角度，一般可以将发布

段定义为路段，在特殊情况下根据道路条件和交

通流条件应做适当调整。发布段与路段之间的关

系可以归纳为三类(如图3所示)：

① 发布段 = 路段。通常情况下，快速路路段

各部分交通状态比较一致，可以按整体路段发布

交通状态信息。

② 发布段 > 路段。在某些路段长度非常短或

者没有布置交通信息检测设备等特殊情况下，可

以考虑将若干交通状态相似的路段组合成为一个

发布段。

③ 发布段 < 路段。受道路条件及交通流条件

的影响，某些较长路段会出现不同部分交通状态

长时间保持不一致的情况，可以考虑将该路段按

不同交通状态特性划分成若干发布段，同时，应

考虑发布段的命名易于社会公众理解。

2 交通状态自动判别核心算法软件

2.1 软件构架

为了实现城市快速路交通状态自动判别以及

判别结果自动发布，软件构架包括三个层次，分

别定义为采集层、处理层与发布层，如图4所示。

采集层主要功能是快速路外场数据的实时采

集与传输，即将交通信息采集设备检测到的交通

数据按照工程技术要求实时传输到快速路交通监

控中心进行处理。

处理层主要功能是通过处理数据生成快速路

交通状态信息。首先评价原始数据的数据质量，

对影响交通状态判别算法运行的问题数据采用合

理的方式修补。交通状态判别算法根据实时数据

输入生成发布段交通状态判别结果。系统根据用

户需求制定不同的发布策略，决定最终发布结果。

发布层主要功能是面向社会公众提供快速路

交通状态信息服务。常用的发布媒介有情报板、

广播电台、电视节目与网站等，发布形式通常有

文字、图形与语音等。通过文字等方式表达快速

路空间对象信息比较方便，即“从xx匝道到xx匝

道的交通状态是xx”。通过图形发布快速路交通状

态的优点是直观易懂，发布段的交通状态用色块

颜色表示。

单元段 单元段 单元段 单元段

单元段 单元段子单元段 子单元段

路段

图 2 快速路单元段对象

Fig.2 Expressway segment unit

发布段 = 路段 发布段 > 路段

发布段1 发布段2

发布段 < 路段

图 3 快速路发布段与路段的关系

Fig.3 Relations of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unit
and expressway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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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平均行程车速实时估计算法模块

通过分析比选各种指标，确定平均行程车速

作为评价快速路交通状态的核心指标。平均行程

车速指某特定道路区间的长度与通过该区间所有

车辆的平均行程时间之比，它可以很好地体现车

辆在特定道路区间、特定时间段的运行状态。其

公式为：

式中：S为特定道路区间长度；T为通过该道路区

间所有车辆的平均行程时间；Vi为第 i辆车的行程

车速；n为该道路区间在该时间段通过的车辆数。

当利用浮动车采集交通信息时，可用式(1)的

原理来估计道路区间平均行程车速。当利用固定

地点检测方式采集交通信息时，由于快速路上的

固定地点检测器输出的是在一定时间间隔内特定

地点的交通流平均速度，与式(1)中Vi概念并不一

致，因此不能直接应用式(1)。需要通过道路平均

行程车速估计算法对各个固定检测断面的时间平

均车速进行处理，得到特定道路区间的平均行程

车速估计值，进而判断该道路区间的交通状态。

算法的思路是：模拟虚拟车辆从起点驶入、到终

点离开道路区间的行驶过程，建立快速路交通流

模型，标定在道路区间不同位置的瞬时行驶速度

与检测器布设地点检测参数之间的函数，从而获

得虚拟车辆在道路区间全程的平均行程时间和行

程车速。

计算平均行程车速的道路区间根据业务需求

可以是单元段对象，也可以是发布段对象。发布

段较短时，应用平均行程车速估计算法可以直接

估计发布段的平均行程车速；发布段较长时，则

会产生比较大的计算时延，为了提高交通状态信

息的实时性，可以分别计算各(子)单元段的平均

行程车速，并按一定的权重规则计算得到发布段

平均行程车速。基于平均行程车速估计的快速路交

通状态自动判别的核心算法模块设计如图5所示。

为了客观评价交通状态自动判别软件的应用

效果，需要比较计算行程车速与实测行程车速的

一致性。目前，上海市快速路主线道路的部分断

面已经布设了车辆号牌自动识别设备，可以通过

比对同一车辆通过不同断面的时刻，得到车辆在

该道路区间的行程时间，进而获得快速路平均行

程车速的实测数据。本研究采用 2008年 11月 11

日上海市南北高架西侧共和新路立交至延安东路

立交之间快速路主线道路的实测行程车速数据。

验证结果表明，由交通状态自动判别软件得到的

行程车速结果与实测行程车速数据吻合较好，精

度达到96%，如图6所示。

3 应用案例

基于本解决方案研究成果开发的快速路交通

状态自动判别系统软件已经在上海市快速路监控

中心得到成功应用，系统界面如图 7所示。目前

应用范围包括上海市浦西地区内环高架、中环

线、延安高架和逸仙高架，共 247个发布段。经

过一年时间运行验证表明，快速路交通状态判别

平均精度达 95%以上。随着上海市道路交通信息

采集与发布工程建设的发展，本方案将进一步推

广至外环线、高速公路入城段以及浦东地区快速

路，形成上海市域范围内快速路网络整体交通诱

VS =
S

T
=

S

n
1∑

n

i=1Vi

S
=

1

n
1∑

n

i=1Vi

1 ， (1)

外场数据采集与传输

数据质量评价

问题数据修补

交通状态判别算法

发布策略

交通信息发布方式
(情报板、电台、电视、网站等)

采集层

处理层

发布层

查询与调试界面

管理员界面

图 4 软件构架方案

Fig.4 Software framework

(子)单元段
行程车速计算

发布段
行程车速计算

发布段
交通状态判别

发布段空间
信息配置

发布段交通状态
标准阈值配置

图 5 交通状态判别算法模块设计

Fig.5 Calculation module design for traffic
situations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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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系统。

4 结语

城市快速路交通状态自动判别解决方案是面

向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交通信息服务的关键，对

于提高快速路系统通行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交通

状态自动判别解决方案的核心内容是通过研究交

通状态判别指标及标准、明确快速路交通状态判

别对象，提出合适的交通模型算法，并设计应用

软件架构。基于整体解决方案的研究结论指导应

用软件开发，实践证明该方案具有可行性，并在

实际工程应用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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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上海市南北高架快速路行程时间算法精度评价

Fig.6 Traffic time evaluation on Shanghai south-north expressw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