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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交通流问题是当今社会正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对交通流问题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
义. 根据车辆跟驰模型和流体动力学模型的建模思想, 采用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方法, 建立了一
个含时空扰动因子的城市交通流离散模型. 同时, 设计了 2个有红绿灯路口的交通流算例, 并将
所建立的模型应用于该算例的数值模拟, 结果表明: 所建立的模型能够较好地模拟实际交通流的
许多重要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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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Traffic flow is a rigorous problem facing the society at presen.t It is therefore of great pract ical signifi2
cance to stu dy this problem. Based on the id eas of car- follow in gmodels and flu id dynam ics models, a new d is2
crete urban traffic flow mode l is estab lished in th is paper by comb in in gm icromode lsw ith m acromode ls of traffic
flow. Through ana lysis of the perturba tions, tw o traffic- flow examples w ith tra ffic lights are designed. The new
mode l is verified and applied by num erical sim u la tion, and it is shown through the results that the model can sim 2
u late some im portant fu ndamen tal properties of the practica l traffic- flow better.
K ey w ord s: traffic flow models; numerica l sim u la t ion; intersection; urban traffic

0引 言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当今社会,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不管是国际大都市还是中小城市,
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交通问题, 所以对交通流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交通流模型的研
[ 1- 4]

究主要有车辆跟驰模型, 基于流体比拟的流体力学模型和元胞自动机模型 3种
, 这些模型都从不同的
方面反映了现实交通流的一些规律和特征, 但是由于上述这些模型主要是根据国外交通流的特点建立的,
所以在应用中往往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实际交通流的情况.
同国外交通情况相比, 我国的交通情况有诸多不同, 主要表现为以下的一些特点: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
混合运行, 城市车道过窄, 行人与自行车流量较大等. 所以呈现出车速普遍偏低, 容易出现交通拥堵, 事故
频繁的现状. 事实上, 城市道路交通系统是由人、
车、
路及含有许多随机因素的交通环境构成的开放的动态
的巨系统, 道路上的交通流具有不确定性、随机性的特征, 交通流中的不确定现象是由随机因素造成的,
[ 5]
/ 任何 0确定型的模型都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 1 实际交通流中的时空扰动因素很多 1例如, 行人横穿
公路对交通流的干扰; 公交车停靠站台或从站台启动对交通流的干扰; 运行过程中某一车辆的突然加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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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速对交通流的干扰; 交通事故与道路施工对交通流的干扰; 红绿灯的交替变化对交通流的干扰等 1 因此
要想在交通流建模过程中能更好地再现实际交通流, 更为准确地捕获交通流的实际现象, 考虑含有扰动因
子的建模方法是必要的. 在 W e its模型中, 引入了交通流随机扰动因素, 并对交通密度的变化进行了随机
[ 5]

分析 1在文献 [ 4]中, 作者指出把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方法建立交通流模型可以更好地推进交通流理论
的发展, 主要分析前两种模型的特点, 并分别取各自优点对模型加以改进.

1 一个含时空扰动因子的交通流模型的建立
在交通流模型中主要考察 3个最基本的参数, 即交通流量 q、
车流密度 p、
车流速度 v. 它们都是时空变
量, 并且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驾驶员的随机行为、交通环境因素 (行人的行为, 车辆的行为, 道路
故障等 )、
交通信号 (如城市红、
绿灯 )等. 交通流中的不稳定现象正是由这些时空扰动因素造成的, 在我国各
大中城市的 / 混合 0交通流中, 各车辆的相互影响和干扰也是影响车流畅行速度及交通稳定性的重要因素, 而
且这些影响和干扰是不断变化的, 很难定量化. 为确保车辆安全行驶的前提下, 在考虑城市交通流模型的建
立时着重分析了时空扰动因素对交通流的影响. 我们假设: 交通流具有流体的动力学性质, 也有离散的粒子
流的性质. 通过考虑含有扰动因子的交通流建模方法, 再基于跟驰模型的思想: 在跟车与头车间距大于安全
行车间距时, 考虑以略大于头车的速度行驶; 反之, 考虑以略小于头车的速度行驶, 行车过程中车辆速度的变
化受时空扰动因子和跟车与头车的间距的影响, 并且不许超车. 由此得到了以下的交通流模型.
v( i, k) =

[ 1+ D1 ( i, k) ] v( i + 1, k), ( $x( i, k) > $c)
.
[ 1- D2 ( i, k) ] v( i + 1, k), ( $x( i, k) F $c)

( 1)

其中, i表示跟车, i+ 1表示头车; k表示记时点; $c表示安全行车间距; $x ( i, k)表示跟车与头车的间距;
D1 ( i, k), D2 ( i, k)分别表示跟车在考虑加速与减速时的时空扰动因子. 在不同的路段, 模型 ( 1)中的上述 3
个参量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加以判定, 由实测数据的经验值, 这是容易做到的.
此外, 在车流处于中密度状态行驶时, 即在跟车行驶过程中, 根据 G reensh ie ld s理论

[ 1]

, 采用如下的速密

关系
Q= Qj ( 1-

v
).
vf

( 2)

其中, vf 为该路段的自由行车速度, Qj 为拥堵车流密度. 将该模型离散化得:
Q( i, k) = Qj ( 1- v( i, k) .
vf

( 3)

根据交通流流体力学模型的建模方法, 有如下的传输方程
q= Qv.

( 4)

q( i, k) = Q( i, k) v( i, k).

( 5)

将其离散化得:
方程 ( 1), ( 3), ( 5)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含时空扰动的新的城市交通流离散模型.

2 算例分析与模型的应用
算例 1 红灯控制期间, 车流运行情况模拟.
假设从红灯亮那一刻起, 车辆排队等候, 等候时间为 90 s1从距离道路交叉口 500 m的这点算起, 不妨
设跟车与头车的间距 $x( x, t)在的这一路段构成单调递减的等差数列. 应用模型 ( 1), 通过 M atlab软件编
程计算可以得到, 在红灯控制期间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形如图 1所示.
从图 1我们可以直观看到随着时间的变化, 路段上各辆车的速度变化情况, 即随着时间的增加, 各车
辆都在跟随头车不断减速慢慢靠近红灯控制交通路口. 并且, 在第 1计时时刻车流密度较小, 在离红灯路
口较远的位置整体车流速度相对较大.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车流密度在增大, 相反各个空间位置上车速在
下降, 直到慢慢地向红灯交通路口逼近. 在越靠近交叉路口的位置, 车辆几乎是处于停滞不前的排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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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红灯控制交通路口较
远的地 方, 车速 在 慢慢 下
降, 车 队进 入近 距 离跟 驰
行驶. 随着时间的 推移, 车
辆数在 增加, 行 车 速度 在
减小, 车队在增长, 这与实
际交通流的运行情况是符
合的.
算例 2

绿灯放 行期

间, 车流运行情况模拟.
假设从绿灯放行那一
刻起, 车队疏散, 放行时间
为 60 s1 从 道路 交叉 口算
起, 在距离交叉口 500 m的
这一路段不妨设跟车与头车的
间距在的这一路段构成单调递
增的等差数列. 应用模型 ( 1),
通过 Matlab 软件 编程计 算可
以得到, 在绿灯放行期间车辆
疏散的情形如图 2所示.
从图 2 我 们可以 直观 看
到在交通路口绿灯放行期间,
随着时间的变化, 路段上各车
辆的速度变化情况, 即随着时
间的增加, 各车辆都在跟随头
车慢慢远离 绿灯放 行的交 通
路口. 而且, 在 第一计 时时 刻
车流密度较大, 整体而言车流
速度相对较小. 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 车流密度在减小, 各个空间位置上车速在慢慢增大, 直到渐渐地远离绿灯放行的交通路口, 进入相对
自由的交通流状态. 在越远离交叉路口的位置, 车辆从排队状态缓缓地加速行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车辆数
在减少, 行车速度在增大, 车队正逐渐摆脱交通灯的控制, 进入相对自由的行车状态.
总之, 上述算例的分析主要是对模型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进行检验, 其数值结果的成功模拟说明模型
的建立是合理的 1从模型的表达式看, 该模型比传统的跟驰模型简单 1 在模型的应用过程中, 需要确定的
参数少, 并且参数的辨识过程和应用机理简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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