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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模糊理论的信号交叉口控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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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一种信号交叉口的模糊交通控制方法和它的仿真结果. 控制器从交通检测器获得
信息, 并根据专家知识库中的模糊控制规则优化信号配时, 设计出适应交通变化的相位次序和相
位长度. 为了评价其实施效果, 运用仿真技术, 把设计控制方法和传统的交通控制方法进行比较.
一个信号周期内车辆的排队长度被作为评价指标, 结果显示, 控制效果优于定时控制方法, 并在
交通量大时, 还优于感应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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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raffic Control of Signalized
Intersection Based on Fuzzy Logic
CHENG Wei, ZHANG Jin
( Faculty Tr ansportation Eng ineering , Kunming U niv ersity of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 K unming 650224, China)

Abstract: A fuzzy traffic control theory and its simulation results at intersection are presented. The controller
gets information from its traffic det ectors, and gives optimal signals based on the fuzzy rules. It manages phase
sequences and phase lengths adaptively to traffic condit ions. To evaluate its performance, the proposed method i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methods in of simulated situation. T he queue of the vehicle in a cycle is used as
a performance index. The study shows that this method is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f ixed control method in the effect of control, and even is superior to the actuated control in the volume of traff ic fl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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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目前, 信号交叉口控制方法主要有三种: 定时控制、半感应控制和全感应控制. 第一种控制方法基于历
史数据, 根据一定的计算方法给出信号交叉口配时方案; 后两种方法的共同点是它们能够根据实际交通情
况, 动态调整信号配时方案, 以便提高信号绿灯时间的利用率, 虽然有广泛地应用, 但有时它们不能有效地
应付复杂的、
实时变化的交通状况, 主要表现在绿灯时间的利用率偏低. 研究信号交叉口交通流运行规律
可以发现其较强的随机性和不确定性, 决定其特征难以用精确的数学模型表示. 而模糊数学针对的研究对
象通常正是那些包含非定量信息的不确定性系统, 它能利用模糊集的概念将不确定信息定量地表示出来,
并以接近人的形象思维方式进行定性分析和推理. 为此, 将模糊控制技术引入到交通信号控制中, 实现交
通的自适应控制, 是城市道路交通控制的发展方向之一. 其主要目标是:
1) 模糊交通信号控制的理论分析;
2) 运用模糊理论为信号群建立模糊控制规则;
3) 确立有效的模糊控制规则, 通过运用仿真模拟和现场实验使语言变量的隶属函数标准化;
4) 建立模糊自适应信号控制器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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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建立了一种基于模糊理论的信号交叉口控制方法, 介绍了适用用于信号交叉口的规则库建立方
法和控制算法的结构.

1 模糊信号控制框架
1. 1 概 述
模糊信号控制就是将语言和不确定的数据作为有用的工具运用于信号配时中, 其基本原则就是根据
专家知识建立控制模型, 而不是根据过程本身建立模型. 模糊控制器的设计要求专家知识和交通控制的经
验来构建语言模式并用于交通控制中.
无论是感应控制还是 模糊控制 目的都是 实现实时 控
制, 而车辆检测器是实现实时控制的关键因素. 设立两个检
测器以获得每一车道上的交通信息, 即前检测器和后检测
器. 前检测器设置在交叉口, 后检测器设置在距离交叉口有
一定距离地方. 检测器的位置根据道路的长度而定, 对于大
于或等于400 m 的道路, 后检测器离交叉口150 m . 其它情况
下, 根据道路长度适当地减少检测器间的距离.
具体到实现交叉 口的控制, 关键 在于控制 信号配时:
( 1) 是否终止当前的相位和改变到下一最合适的相位; ( 2)
延长当前相位. 换句话说, 一个控制器不断地收集信息并评
估每一引道的交通状况, 选择最合适的方案. 这一控制过程包括以下几个要素: 输入、推理和输出. 模糊交
通信号控制的结构如图 1 所示.
1. 2 信号设计
对于相位的转换, 控制器有 3 个模型: 相位模块、
观察模块和决策模块. 相位模块的作用是在所有的相
位中( 除当前的绿灯相位) 选择最为紧迫的相位. 观测模块的作用是负责观测绿灯相位下的交通状况. 决策
模块是根据前两个模块的输出值决定是否转换绿灯相位. 如果相位模块中所选相位下的交通状况比观测
模块中所检测相位下的交通状况更紧迫, 决策模块将转换绿灯相位到所选相位, 否则绿灯相位将继续.
1. 2. 1 相位模块
在所有可能的相位中( 如图 2 所示) , 选择一个相位作为下一绿灯相位( 除了当前的绿灯相位) . 这个模
块观察除当前绿灯相位的所有相位交通状况并选择最为紧迫的相
位. 它的输入是除当前绿灯相位以外的所有相位, 而输出是所选定的
相位和它的紧迫度. 为获得选定的相位, 必须建立相位的紧迫度. 相
位的紧迫度反映了相位交通状况是如何的恶劣, 它的获得是通过计
算相应相位下所有交通流紧迫度的平均值得到的. 而交通流紧迫度
是交通流交通状况的描述. 在模块中, 比较所有相位的紧迫度, 并选
择具有最大紧迫度的相位为侯选方案. 评价交通流紧迫度的模糊规
则有 2 个输入 1 个输出. 输入量: ( 1) 一条车道上两检测器间的等待
车辆数( queue) ; ( 2) 每条车道上车辆的到达率( arrival rat e) . 输入量:
紧迫度( urgency) , 与相应的交通流对应. 其中, 输入量反映了当时的
交通状况. 将输入量的数值应用到相位模块的模糊规则中, 然后将模
糊紧迫度解模糊, 就得到交通流的紧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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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位模块的部 分规则

相位模块模糊规则建立的基本
思路是, 随着等待车辆数和上流车
辆到达率的增加, 交通状况变得更
紧迫. 对每一输入和输出量建立模
糊量. 表 1 显示了部分模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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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 到达率( Arrival rate)
R1
小的( L)
R2
差不多( AM )
R3
大的(H )
R4
非常大( VH)

排队车辆( Queue)
非常少 ( VS)
少的( S)
中等( M)
大量的( L)

紧迫度( Urgency)
零( Z )
稍紧( LH)
中等( M )
很紧 ( VH)

语言变量的模糊化显示于图 3.

1. 2. 2 观测模块
观测模块观测绿灯相位的交通状况. 根据观测结果, 确立出停止度. 停止度表明控制器终止当前绿灯
相位的可能性.
本模块的模糊规则库使用的输入变量是驶出率( outrate) 和两检测器间剩余的车辆数( Rcar ) , 输出变
量是停止度( stop) . 驶出率是最后5 s每一车道上驶出的车辆数. 输入变量反映的是当前的使用率和相应相
位状况下的拥挤程度. 如果某一绿灯相位涉及两条以上的交通流, 将取最大的驶出率和车辆数. 例如当前
的绿灯相位是图 2 的相位 5, 左转车道和直行车道上分别有相应的驶出率和车辆数, 为了计算相位 5 的停
止度, 分别取驶出率和剩余车辆数的最大值作为输入量.
表 2 观测模块的部分规 则

表 2 显示了观测模块的部分规则. 如果
一股交通流赋予了足够长的绿灯时间, 那么
在单位时间内驶出的车辆数和车道上维持的

规则
R1

车辆数将很少. 这样一来, 如果驶出率和车辆

R2
R3

数少, 停止度将要增加.

驶出率( Outrate)
零( Z )

剩余车辆( R car)
零( Z )

停止度( stop)
是( Y )

小的( S)
大的( L )

高的( H)
高的( H)

可 以( M )
不( N )

语言变量的模糊化如图 4 所示.

1. 2. 3 转换模块
转换模块的作用在于对是否转
换绿灯相位作出决定. 它的输入是
侯选方案、
紧迫度和停止度, 输出是
决策. 侯选方案是在相位模块中选
定的相位, 紧迫度是它相位的紧迫

表 3 决策模块的部 分规则
规则

停止度( stop)

紧迫度( urgency)

转换( transition)

R1
R2
R3

不( N)
可以( maybe )
可以( maybe )

稍紧( LH )
中等( M)
稍紧( LH )

不( N)
不( N)
是( Y)

R4

是( Y)

中等( M)

是( Y)

程度. 停止度是当前绿灯相位的停
止程度. 决策是当前相位转换到侯选相位的决定. 模糊推理结果是一个模糊量, 本模块对其解模糊以决定
是否把当前绿灯相位转换到侯选相位. 模块的部分规则库表 3 所示.
语言变量的模糊化如图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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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模糊是模糊化的逆过程, 它把模糊推理得到的控制作用的模糊集转化
为执行机构的精确量. 文中的研究工作采用了重心法, 即计算隶属函数曲线包
围区域的重心. 对于连续论域的情形, 设 U 是某一变量 u 在论域 U 上的模糊集
合, 则去模糊化的结果为:
ue

U

U( u ) u du

U

U( u) du

2 仿真研究结果
为检验本控制器的有效性, 利用交通仿真技术将本控制效果与定时、感应控制效果进行比较. 仿真的
核心是实时交通流的产生. 在实际情况中, 有许多影响交通流的因素, 以至于难于全面地考虑到它们. 为此
将通过保持车头时距来模拟真实的车流. 车头时距是决定饱和流率的因素, 而交叉口通行能力又是由饱和
流率决定. 因此, 如果车头时距值接近于真实值, 交叉口的通行能力
和车辆的运行就类似于真实情况. 故根据交通流理论建立仿真模型,
并在同等条件下进行对比. 其中:
1) 所有车辆单位均为标准小客车当量;
2) 控制均为两相位控制;
3) 检验的目标准则为交叉口处入口处的平均每个信号周期车辆
排队长度.
图 6 给出了定时控制方法、感应控制方法和模糊控制方法的效
果对比.
该图的横坐标对应交通量, 车头时距服从泊松分布; 纵坐标为排队长度/ 每周期. 从图中可以看出, 在
交通量较小时模糊控制要较定时控制优越得多, 显而易见, 模糊控制大大降低了车辆排队长度. 从整个过
程可见, 在交通量比较小时, 感应控制的方法也能很好地控制交通流, 而交通量比较大时, 模糊控制的方法
更明显.

3 结论
模糊控制的效果比定时控制的好, 甚至比感应控制的方法好. 这主要是因为它的适应性强. 这种适应
性体现在对即将进入交叉口车辆的感应和绿灯时间的延长. 在定时控制中, 无论交叉口的车流量如何, 绿
灯时间都不会延长. 对感应控制而言, 无论何时, 只要车辆一出现, 绿灯时间就以固定的步长延长, 直至最
大绿灯时间. 在模糊控制中, 时间的延长不是固定数值. 他们都是象长、中, 短这样的模糊变量. 被感应到的
车辆数, 在模糊控制器的输入中也被转换为模糊值. 此外, 根据语言规则, 模糊控制类似于交通警察的现场
指挥, 能够根据各交叉口的交通情况, 灵活确定各相位的通行权和通行时间的长短, 极大地提高绿灯有效
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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