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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在我国迅速发展的三四线城市
中，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电动自行车-机动车
混合交通流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得到了混和交通流情况下的平均延误公式。分别以
机动车流与混合车流为例，分析了平均延误与交通信号周期时长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一
种针对电动自行车-机动车混合交通流情况下的交叉口配时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得
到的最佳信号周期时长大于用 Webster 方法得到的周期时长，解决了在混合交通流情况下
用 Webster 方法计算出的周期偏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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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st-growing economy is driving the rapid urbanization of China. An e-bicycle,
also known as an electric bicycle, is one of the major trip modes in the third and fourth-tier cities
of China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big cities such as Beijing and Shanghai. In this paper, a
discharge model of e-bicycle mixed traffic flows is proposed. With the discharge model of mixed
traffic flow, an average delay formula of mixed traffic flow is develop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verage delay and cycle length is analysed, for the cases of pure motor vehicles delay and ebicycle mixed traffic delay, respectively. A practical traffic signal setting method is proposed for
controlling the e-bicycle mixed traffic flow.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optimal cycle length obtained
from the proposed method is normally larger than that got from the Webster method, which
complies with the field application and fits the real traffic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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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交通设施
兴建和改善的速度远远赶不上人们日益增
长的交通需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交
通拥堵不仅仅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存在，
也广泛存在于三四线城市。由于经济因素以
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现有交通设施与交
通需求之间的矛盾，无法通过不断新建道路
来实现。因此交通信号控制方案的优化对整
个城市交通状况的改善方面起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下文均以电
动车代替）以其价格低廉、使用方便、节省
空间、对环境友好等优势得到人们的青睐。
尤其在三四线城市中，以电动自行车为代表
的非机动车辆在交通流中占的比重较大，已
对交叉口配时方案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传统的交叉口配时方法，如 Webster 方法，
是基于机动车延误模型获得的，并未考虑混
合交通流的影响，因此并不适用于非机动车
影响较大的交通状况。
传统的交通信号控制算法主要针对机
动车来设计[1]-[10]，针对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正
在崛起的三四线城市的混合交通流下的交
通信号控制方法的相关研究较少。作者应用
Webster 方法[11]计算得到的最优配时方案，
在我国山东省滨州市超过二十个路口进行
现场测试后发现，在混和交通流情况下，
Webster 方法计算出来的最佳周期总是偏小。
因为利用 Webster 方法计算最佳周期时并未
将电动车对交通流的影响考虑在内。
为解决 Webster 方法计算最佳周期偏小
的问题，本文基于现场观测数据以及视频监
控数据提出了一种电动-机动混合交通流消
散模型，并在该模型的基础上对混合交通流
情况下的车辆平均延误进行了分析与建模，
获得该情况下的平均延误公式以及近似计
算方法，最后本文给出了一种基于电动-机动
车混合交通流模型的单路口交通信号控制
方法。

图

1 典型的电动-机动车混合交通场景

2 电动-机动车混合交通流建模
如图 1 所示，在典型的电动-机动车混合
交通场景中，电动车通常会在机动车停车线
前方集结，在获得通行权限后亦将在机动车
之前通过路口。在交叉口的某个通道，电动
车与机动车的分布如图 2 所示。当该通道方
向的交通信号灯变红时，机动车开始在机动
车停车线后方形成队列，而电动车则在非机
动车等待区迅速集结，直至该区域容量达到
上限。如果非机动车等待区容量达到上限，
之后到达的电动车则会在机动车一侧（多为
右侧）形成队列。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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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典型路口的电动-机动车流分布示意图

2.1 机动车排队消散过程
对机动车而言，定义延误时间为排队车
辆数与等待时间的乘积。例如，若每隔∆𝑡时
间检测一次排队长度，而排队长度为𝑛，则这
段时间内的总延误为𝑛∆𝑡。因此，若总的时
间长度为𝑚个∆𝑡，每隔∆t内的排队长度为𝑛𝑖 ，

则这段时间内车辆的总延误为∑𝑖=𝑚
𝑖=1 𝑛𝑖 ∆𝑡。

与纯机动车流相比，电动-机动车混合车
流的消散过程相对复杂一些。在交通信号灯
变红时刻，电动车会先在非机动车等待区集
结，与此同时机动车则在机动车停止线后方
集结，形成队列。

等待区非机动车消散率
消散率

通常来说，排队在交通信号灯变红时开
始产生，随着车流的到来，在整个红灯阶段
不断积累。当交通信号灯变绿时，队列不会
马上消散，而是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加速。在
加速后一小段时间（通常只需数秒），车队的
消散率将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值𝑠，本文
将该消散率定义为饱和流率。当交通信号灯
再一次变红时，无法及时通过交叉口的车辆
会有一个减速过程。

2.2 混合车流消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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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混合车流队列消散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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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无电动车影响的机动车队列消散过程

图 3 描述了一段时间内某一饱和通道
的消散率变化。定义黄灯时间为𝐴，绿灯时
间为𝐺，损失时间为𝐿𝑣 ，有效绿灯时间为𝐺𝑣 。
参数之间满足：𝐺 + 𝐴 = 𝐿𝑣 + 𝐺𝑣 。在饱和的
情况下，若消散机动车的数量为𝑁𝑣 ，则该数
量等于饱和流率与有效绿灯时间的乘积，亦
即Nv = sG_v。
通过该模型，可得到车辆的平均延误公
[11]
式 如下：
1

𝑐(1 − 𝜆)2
𝑥2
𝑐 3
𝑑𝑚 =
+
− 0.65 ( 2 ) 𝑥 (2+5𝜆)
2(1 − 𝜆𝑥) 2𝑞(1 − 𝑥)
𝑞
公式 1

式中，𝜆为机动车有效绿灯时间与绿灯时间
的比值，q 为机动车流量，𝑥为饱和度，通过
𝑞

𝑥 = 𝜆𝑠计算。

图 4 描述了一段时间内某一饱和通道混
合车流的消散过程。黄色的曲线为电动车的
消散率，曲线的第一个峰值表示了在交通信
号灯变绿的时刻，集结在非机动车等待区的
大量电动车迅速通过路口。在非机动车等待
区清空之后，非机动车消散率趋于平稳，而
此时机动车消散率在经过等待和加速过程
后亦趋于稳定。在交通信号灯变红时，无法
及时通过交叉口的电动车和机动车都有一
个减速过程。

3 混合交通流下的平均延误
该部分旨在通过上一部分建立的消散模
型，推导出混和交通流下的平均延误。假设
电动车以一恒定的到达率到达1/𝑓，当交通
信号灯变绿时，电动车将以恒定的消散率
1/𝜃离开，此时第一辆离开非机动车等待区
的电动车延误为𝑟 + 𝛿，𝛿为第一行驶离等待
区电动车的加速时间。

图 5 及图 6 分别为电动车在交叉口的时
距图和依次到达交叉口的电动车延误图。经
过近似可得到电动车的平均延误公式：
𝑑𝑒 = (1 +

1
) (1 − 𝜂)2𝑐 + (1 − 𝜂)𝑤
2𝑓
公式 2

𝑖=𝑁

1
D = ∑[𝑑𝑖 (1 + 𝛼𝑖 )𝑞𝑖 ]
Q
 

饱和流量
1

周期

通常情况下，0 ≤ 𝛼 ≤ 1。该公式提供的是一
个交叉口特定方向入口通道车辆的平均延
误。
一个周期内，交叉口总体平均延误由下
式获得：



 c

𝑖=1

1
f

公式 4

式 中 𝑁 为 总 通 道 数 ， 𝑄 = ∑𝑖=𝑁
𝑖=1 [(1 +

损失时间  
第一辆非机动车的延误  r  

𝛼𝑖 )𝑞𝑖 ]为总加权车流量，𝑞𝑖 为第𝑖个通道的车
流量，𝛼𝑖 为第𝑖个通道非机动车所占延误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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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混合交通流下的平均延误公式后，
根据如下公式获取最佳周期。
𝑐0 = arg min 𝐷(𝑐)

f

5 电动车的交叉口时距图

𝑐∈𝐶

公式 5

图 6 依次到达交叉口的电动车延误

引入非机动车延误在总延误中所占的
权重变量α，由此可得到混和交通流下的平
均延误公式：
𝑑=

1
3

𝑐(1 − 𝜆)2
𝑥2
𝑐
+
− 0.65 ( 2 ) 𝑥 (2+5𝜆)
2(1 − 𝜆𝑥) 2𝑞(1 − 𝑥)
𝑞
1
+ 𝛼 [(1 + ) (1 − 𝜂)2 𝑐
2𝑓
+ (1 − 𝜂)𝑤]
公式 3

得混和交通流下的到最佳周期𝑐0 后，判
断其是否在交叉口预先设定好的最大周期
𝑐𝑚𝑎𝑥 和最小周期𝑐𝑚𝑖𝑛 范围内。如果最佳周期
大于最大周期，则𝑐0 = 𝑐𝑚𝑎𝑥 ，同理，如果最
佳周期小于最小周期，则𝑐0 = 𝑐𝑚𝑖𝑛 。
至此，已获得最佳周期，对于单交叉口，
下一步需要确认各个相位具体分配的绿灯
时间。绿灯时间计算公式如下：
𝑦𝑗
𝐺𝑗 = (𝑐0 − 𝐿 − 𝐴) + 𝐿𝑗
𝑌
公式 6

式中，𝑗为相位编号，𝐺𝑗 为该相位的绿灯时间，
𝑦𝑗 为相位𝑗获得通行权限的通道中最大流率，
𝑌为所有相位的𝑦𝑗 之和，𝑐0 为最佳周期，𝐿为
该周期内总损失时间，𝐴为一个周期内的总
黄灯时间，𝐿𝑗 为该相位的损失时间。
整个混和交通流交通信号控制算法流程
如图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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