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9 卷 第 3 期
2004 年 6 月

昆 明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理 工 版 )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29 No13
Jun. 2004

高速公路基本路段交通流微观仿真建模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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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微观交通流仿真是研究交通问题的重要方法, 高速公路由于没有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干扰,
交通流现象比较单纯, 所以本文从高速公路交通流研究入手, 介绍了自行开发的高速公路微观交
通流仿真系统, 主要仿真模型以及本仿真系统的实现方法, 并给出了仿真应用实例. 改系统的开
发成功, 不但丰富了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学院自行开发的驾驶模拟器的功能, 而且为以后更加深入
的研究交通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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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ing and Realization with Micr ocosmic
Simulation of Traffic Flow on Highways
YI Ta o, XIO NG J ia n, WAN hua2s e n
( Faculty Tr 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224, China)

Abst ract : Simulation of microcosmic traffic flow on highways is an import ant means of traffic research work. Be2
cause there is not the disturbing force such as foot passengers and bicycles, microcosmic traffic flow is easy to
handle. The simulated system of the traffic flow is brought forward, and the simulated models and system are pre2
sent ed. At last , an example is introduced. With the achievement of this research work, not only are the func2
tions of the driving simulator made by our university enriched, but also a solid foundation is laid for the traffic
problem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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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利用计算机进行交通仿真是研究交通问题的重要的手段之一,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 欧美发达国家就
对高速公路的交通流进行研究, 创建了跟弛模型、
超车模型等交通流模型[ 1] , 取得了许多成果[ 2] .
近年来, 随着计算机硬件功能不断增强, 仿真技术得到较大的发展. 仿真模型是以计算机模拟为手段,
编制软件来模拟道路、
交通环境, 可高度再现出交通流. 通过仿真交通流, 人们不仅可以利用各种原始数据
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后的交通状况, 也可以从系统的运行中获得其它方案所需的数据. 微观仿真系统能以
较小的投入, 在较短时间内及时得到评估结果. 对于一些有困难, 甚至不可能进行现场实验的交通管理与
控制措施, 可以利用交通流微观仿真系统来优化与解决.
我国也积极开展了交通流的仿真研究, 开发出了许多微观交通流的仿真程序. 为了进行交通工程方面
的研究, 我们在也开发自己的交通流仿真系统, 可在驾驶模拟器上再现高速公路交通流. 实践证明该仿真
系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1 基本路段道路模型
我们将高速公路基本路段设为单向两车道和单向三车道, 并设入口匝道和收费站. 以模拟出基本路段
的交通流情况. 以下为单向三车道高速路基本路段的道路模型( 仿真示意图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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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速公路交通流的数学模型
交通流仿真建模的理论很多, 就高速
公路基本路段而言, 用到的模型大致有两
类: 车辆生成模型, 车辆运动模型. 其中车
辆的 运动 模型 分为 加速、减 速, 跟 弛, 超
车, 合流, 排队等. 下面分别介绍:
2. 1 交通流生成模型
对仿真程序而言, 生成车流是微观交通流模拟的第一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根据用户设定的仿真
参数( 包括车辆类型、车道分布、
车头时距分布、
仿真流量和时间等) , 运用蒙特卡洛法可以随机生成符合特
定分布的交通流. 在发车模型中常用的分布形式有均匀分布、
厄尔兰分布和正态分布[ 2] .
从交通流的特性来看, 车辆的车头时距符合 K 阶爱尔兰分布, 而车辆的速度符合正态分布. 在生成车
流的过程中, 只要控制车间距, 车辆初始速度以及对车道的分配就可以生成符合交通流特征的车流了.
在此类模型中, 首先生成一个随机数种子, 然后用蒙特卡洛法生成符合 K 阶爱尔兰分布和正态分布
的随机数抽样[2] . 用生成的均匀分布、
K 阶爱尔兰分布和均值与方差各异的正态分布的随机数, 就可以控
制生成的车辆数和车辆的初速度. 对于车道分配, 可按均匀分布进行仿真.
初始化车头时距、
行驶速度和理想速度后, 为避免车头时距与初始行驶速度不匹配, 仿真模型在初始
化仿真单体时, 对各仿真单体进行了验证, 保证仿真单体在最小反应时间内不会与前车发生碰撞, 否则, 就
需要重新计算仿真单体的初始速度. 仿真模型在仿真过程正式开始前, 设置了长50 m的虚拟路段, 作为仿
真过程的/ 预热0阶段, 该路段的道路环境为理想的基本路段条件. 经过/ 预热0路段的仿真单体, 能够使整
个仿真交通流的特性充分协调.
2. 2 车辆跟弛模型
仿真车单体在运行过程中会遇到如下情况: 当本车道最近前方车的速度低于本车, 而且本车与最近前
方车的实际车距小于期望车头距离, 并且相邻车道的最近前后方车的间距又不允许超车时, 就将进入跟弛
状态. 此时可以按以下的模型来处理该车的加减速:
1) 如果本车道最近前方车的速度低于本车, 而且本车与最近前方车的实际车距小于期望车头距离,
并且相邻车道的最近前后方车的间距又不允许超车时, 就要按最大的减速度刹车.
2) 如果本车与最近前方车的实际车距大于期望车头距离, 而且
前车的速度高于后车的速度. 就要加速, 一直到后车的速度不小于
前车的速度为止.
3) 加速度及减速度的值的确定. 后车的制动距离 S 如下式:
ts
v 2a
x& 2
S = va ( tr + t a 2 ) - 2&
x + 24t s
一般第三项可以忽略
tr = 驾驶员的反应时间; t a = 操作所需时间; t s = 速度增长时
间; tv = 持续减速时间.
加速过程同上.
安全距离可以采用相对安全距离( 假设前后两车以相同的减速度制动) :
ts
ts
S相对 = va ( tr + t a + ) ; 时距为: t 相对 = t r + t a +
2
2
模拟中, 系统按很短时间( 0. 05 s) 步长不断更新各车状态, 驾驶员能随时发现前导车的状态变化, 估
计其发展( 按跟驰模型) , 从而保证安全.
由此, 可仿真出动态的符合实际的跟弛状况.
2. 3 变换车道模型
相对来说, 车辆变换车道的情况较为复杂, 为了仿真方便, 我们仅把换车道的情况分为紧急变换( 超
车) 和非紧急变换( 为了遵守交通规则或增加行驶的满意度) . 各车道不同, 变换的方式也不同. 本例采用了
单向三车道的道路模型, 在判断是否变换车道时, 必须按车道的不同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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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车辆在慢车道行驶时. a. 当本车道的最近前方车距离本车过近( 小于最小安全距离) , 且快车道
有富余的行车空间时( 快车道最近前方车与本车以及快车道的最近后方车与本车的距离高于最大安全距
离) , 就可以变换到快车道上去. b. 当慢车道上的车速度过快, 快车道上有较大的富余空间时, 为了增加
行驶的满意度, 也可变换到快车道上去.
2) 当车辆在快车道上行驶时. a. 本车道上的最近前方车与该车的距离小于最小安全距离时, 且后车
的速度比前车快, 如果超车道有富余的行车能力, 就可以变换车道到超车道上去. b. 当由于跟弛等原因
使车速减低, 如果慢车道有空闲能力, 就可以变换车道到慢车道上去.
3) 当车辆在超车道上行驶时. 由于交通规则, 汽车不能在超车道上行驶过久. 因此当车辆上了超车道
后, 会时刻注意快车道上的车辆行驶状态, 如果相邻车道有了空闲能力, 就应当快速变换车道到快车道上
去.
4) 在变换车道时, 如果由低速车道向高速车道变换就应在变换过程中以最大的加速度来加速; 如果
由高速车道向低速车道变换, 在变换过程中, 应当减速行驶. 这样每车道的平均速度就可以互不相同, 更符
合交通流的特性.
2. 4 匝道汇入模型
匝道生成的车汇入主车流时, 须判断是否可以汇合[ 4] .
如图 3 所示, 在每个更新步长时间内, 匝道鼻
端的车都要判断可接受前档和可接受后档. 当可
接受前档和可接受后档都符合要求时, 就可以考
虑变换车道到慢车道上去. 如果前后间歇不够, 则
车辆应在匝道鼻端上减速行驶, 到达鼻端的最末
端时停车. 车在鼻端上任意时刻, 只要有可变换车
道的空隙, 就应优先考虑变换车道. 在变换的过程
中, 如车速过小( 小于高速公路最低限速标准) , 应
当加速. 如果车速过快( 高于高速公路最高限速标准) , 就应当减速.
在模拟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可接受间歇的大小判定:
可接受前档 = 两车最小安全距离 - ( 变换车道时加速或减速行驶的匝道车辆所行驶的距离 - 慢
车道上最近后方车在匝道车辆变换车道时间内所行驶的距离)
可接受后档 = 两车最小安全距离 + ( 变换车道时加速或减速行驶的匝道车辆所行驶的距离 - 慢车
道上最近前方车在匝道车辆变换车道时间内所行驶的距离)
这样就可避免在匝道合流时出现碰撞现象. 当然, 合流时将影响整个交通流的运行状态.
在匝道上如果有多辆车排队等待服务时, 车与车之间如果距离过近就将进入跟驰状态, 也会形成排
队, 这将在下面讨论.
2. 5 排队模型
1) 车辆到达收费站时, 由于收费时间不同可能使车队出现典型的排队等待现象[ 3] . 在本模拟系统中:
a. 交通流的到达过程符合爱尔兰分布; b. 车队的排队规则是等待制, 即先到先服务. c. 收费站的服务方
式可能是 1, 2 或 3 个窗口同时服务, 服务时间的分布可以是定长分布, 泊松分布, 或 k 阶爱尔兰分布.
当车辆到达收费站时, 按概率算出需要等待的服务时间, 然后停车等待; 到时间的终点时启动车辆, 同
时下一辆车接受服务. 在排队中的车辆随时判断相邻车道有无空闲, 如果有, 就变换车道以便尽快地接受
服务.
2) 当车辆在匝道合流时, 为另一种形式的排队现象. 车队在匝道鼻端时, 由于相邻车道没有空闲, 车
队进入另一种排队形式, 即排队的规则是在队伍中的任何一辆车, 只要合流条件成熟就可以优先进入主车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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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观交通流系统的仿真实现
周期扫描法是使模拟时钟按固定时间步长( 必须足够小)
向前推进, 每推进一步, 就扫描一次全部临近的未来事件产生
时刻和产生条件. 观察产生时刻是否等于或小于当前时刻和
有无产生条件已得到满足的事件, 如果有, 则模拟该事件; 否
则就继续向前推进模拟时钟. 如此不断地重复下去[ 2] . 图 4 是
运用周期扫描法的仿真数据流图.
在周期扫描法中, 间隔内发生的所有事件都被当作是在
间隔的末端发生. 一般的仿真系统较少采用周期扫描法. 但有
些特殊情况却适于采用这种方法. 例如, 事件以规则的方式出
现, 或进行某些大型系统模拟, 而其中的各随机变量间的关系
并不很明确或无已知关系时, 采用周期扫描法则较合适. 由于
我们的系统是实时系统, 每车每时刻都在运动, 故适合采用该
方法.
图 5 是我们开发的高速公路交通流仿真程序中的一个界
面, 它模拟了高速公路单向三车道基本路段的交通流状况, 该
程序实现了高速公路交通流微观仿真模型的应用, 可再现跟
驰, 超车, 排队, 匝道合流等高速公路上出现的微观交通流现
象.

4 结束语
论文对高速公路交通流的特性进行了分析, 确立了微观
交通流仿真模型, 提出了仿真系统实现的思路, 还解决了发车
模型, 换车道模型, 匝道合流模型, 排队模型在仿真系统中的
实现. 本仿真系统的建立对于交通流微观仿真研究工作具有
较大的意义, 同时也丰富了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自行
研制的驾驶模拟器的功能. 本研究仅针对高速公路基本路段
的交通流进行, 仿真程序的编制也有一定局限性, 要达到在高
速公路复杂路段上进行交通流仿真还须进一步进行路段建模
研究, 车辆自动寻径的研究. 交通流仿真在驾驶模拟和 ITS 方
向上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如果能够与交通控制和规划结合
起来, 将具有更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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