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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的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

借道左转系统及方法，借道左转开口设置在出口

道和进口道左转车道之间的分界线处，相邻借道

左转开口的出口道为借道左转车道，借道左转开

口用于车辆由进口道左转车道顺向驶入借道左

转车道；视频车辆检测器检测左转车道检测区内

排队车辆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根据排队

车辆数进行逻辑判断，生成借道左转信号灯状态

控制信号；借道左转信号灯根据借道左转信号灯

状态控制信号显示不同的信号灯状态，指示借道

左转开口的通行状态。本发明借用出口道空间设

置左转车道，并合理设置信号控制方式，巧妙利

用交叉口的时间、空间关系，提高左转车辆的通

行能力，保障路口通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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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借道左转开口、视频车

辆检测器、借道左转信号灯和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

所述借道左转开口设置在出口道和进口道左转车道之间的分界线处，且所述借道左转

开口前端距路口停止线固定距离，相邻借道左转开口的出口道为借道左转车道，借道左转

开口用于车辆由进口道左转车道顺向驶入借道左转车道；

所述视频车辆检测器用于检测左转车道检测区内排队车辆数，并发送至所述借道左转

交通信号控制机，所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用于根据排队车辆数进行逻辑判断，生成

借道左转信号灯状态控制信号并发送至所述借道左转信号灯；

所述借道左转信号灯设置在所述借道左转开口处，并连接所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

机，根据借道左转信号灯状态控制信号显示不同的信号灯状态，指示所述借道左转开口的

通行状态。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借道左转信号灯包括提示箭头灯和信息显示屏，所述提示箭头灯的颜色变换与信息显示屏

显示的信息对应，分别指示两种所述通行状态，包括：允许车辆由进口道左转车道顺向驶入

借道左转车道和禁止车辆由进口道左转车道顺向驶入借道左转车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通过GPS校时实现与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号控制机的时钟同步，

获取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号控制机的左转信号灯配时信息，协调控制借道左转信号灯配时

时长。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利用网络接口接收所述视频车辆检测器每隔给定时间间隔发送

的检测信息，包括设备ID、左转排队车辆数、排队次数。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还包括后端管理子系统，通过传输网络与所述借道左

转交通信号控制机链接，用于配置左转相位信号控制相关参数并下发至交通信号控制机，

包括相位方案、绿信比、视频车辆检测器参数，实时获取路口运行状态，并显示路口相位执

行状态。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

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还包括交通信号控制机配置客户端，用于配置所述左

转相位信号控制相关参数，下发至所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和/或上载至所述后端管

理子系统。

7.一种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的自适应借道左转

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步骤：

S1、检测左转车道检测区的排队车辆数；

S2、根据排队车辆数进行逻辑判断，生成借道左转信号灯状态控制信号并发送至借道

左转信号灯；

S3、借道左转信号灯根据借道左转信号灯状态控制信号显示不同的信号灯状态，指示

所述借道左转开口的通行状态，进入S4或S5；

S4、借道左转信号灯显示允许通过状态指示，即借道左转开口通行权限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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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5、借道左转信号灯显示禁止通过状态指示，即借道左转开口通行权限关闭。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自适应借道左转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2还包括，

通过GPS校时实现与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号控制机的时钟同步，获取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

号控制机的左转信号灯配时信息，协调控制借道左转信号灯配时时长。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自适应借道左转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2中，根据

排队车辆数进行逻辑判断的步骤包括：判断给定周期内检测左转车道检测区的排队车辆数

是否超限，若是继续执行S2；若否，退出执行步骤，采用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号控制机的固

定配时控制方式，借道左转开口功能关闭。

10.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自适应借道左转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S2还包括，

根据借道左转定周期控制方式生成借道左转信号灯状态控制信号并发送至借道左转信号

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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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及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智能交通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及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路口单方向车道车流量大一直是交通控制与管理的难题，在交通拥堵日渐常态化

的形势面前，交通管理部门在日常工作中，为了尽量保障主干道畅通，左转相位的绿信比会

比较小，左转排队等红灯的时间会比较长。解决单方向左转车流量较大一般有两种途径：一

种是通过增加车道数缓解路口左转车道拥堵状况；另一种是依靠增加左转放行时间满足左

转需求。

[0003] 目前信号控制主要通过增设左转相位及增加左转相位时间，过多的增加左转相位

会导致空放现象或周期过长现象，造成其他相位红灯等待时间过长，引发违法违章事件发

生，进而导致交通事故频发。

[0004] 因此，提供在不影响现有路口交通的基础上，提升左转车辆放行效率，进而提升整

个路口的放行效率是本领域技术人员亟待解决的技术问题。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的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

及方法，利用检测区左转车辆排队数据实现动态信号控制，不断优化系统周期和绿信比，以

提升左转车辆放行效率。为实现上述目的其具体方案如下：

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包括借道左转开口、视频车辆检测器、借道

左转信号灯和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

所述借道左转开口设置在出口道和进口道左转车道之间的分界线处，且所述借道左转

开口前端距路口停止线固定距离，相邻借道左转开口的出口道为借道左转车道，借道左转

开口用于车辆由进口道左转车道顺向驶入借道左转车道；

所述视频车辆检测器用于检测左转车道检测区内排队车辆数，并发送至所述借道左转

交通信号控制机，所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用于根据排队车辆数进行逻辑判断，生成

借道左转信号灯状态控制信号并发送至所述借道左转信号灯；

所述借道左转信号灯设置在所述借道左转开口处，并连接所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

机，根据借道左转信号灯状态控制信号显示不同的信号灯状态，指示所述借道左转开口的

通行状态。

[0006] 优选的，所述借道左转信号灯包括提示箭头灯和信息显示屏，所述提示箭头灯的

颜色变换与信息显示屏显示的信息对应，分别指示两种所述通行状态，包括：允许车辆由进

口道左转车道顺向驶入借道左转车道和禁止车辆由进口道左转车道顺向驶入借道左转车

道。

[0007] 优选的，所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通过GPS校时实现与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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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控制机的时钟同步，获取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号控制机的左转信号灯配时信息，协调控

制借道左转信号灯配时时长。

[0008] 优选的，所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利用网络接口接收所述视频车辆检测器每

隔给定时间间隔发送的检测信息，包括设备ID、左转排队车辆数、排队次数。

[0009] 优选的，还包括后端管理子系统，通过传输网络与所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

链接，用于配置左转相位信号控制相关参数并下发至交通信号控制机，包括相位方案、绿信

比、视频车辆检测器参数，实时获取路口运行状态，并显示路口相位执行状态。

[0010] 优选的，还包括交通信号控制机配置客户端，用于配置所述左转相位信号控制相

关参数，下发至所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和/或上载至所述后端管理子系统。

[0011]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控制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S1、检测左转车道检测区的排队车辆数；

S2、根据排队车辆数进行逻辑判断，生成借道左转信号灯状态控制信号并发送至借道

左转信号灯；

S3、借道左转信号灯根据借道左转信号灯状态控制信号显示不同的信号灯状态，指示

所述借道左转开口的通行状态，进入S4或S5；

S4、借道左转信号灯显示允许通过状态指示，即借道左转开口通行权限开启；

S5、借道左转信号灯显示禁止通过状态指示，即借道左转开口通行权限关闭。

[0012] 优选的，所述S2还包括，通过GPS校时实现与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号控制机的时钟

同步，获取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号控制机的左转信号灯配时信息，协调控制借道左转信号

灯配时时长。

[0013] 优选的，所述S2中，根据排队车辆数进行逻辑判断的步骤包括：判断给定周期内检

测左转车道检测区的排队车辆数是否超限，若是继续执行S2；若否，退出执行步骤，采用上

下游交叉口交通信号控制机的固定配时控制方式，借道左转开口功能关闭。

[0014] 优选的，所述S2还包括，根据借道左转定周期控制方式生成借道左转信号灯状态

控制信号并发送至借道左转信号灯。

[0015] 本发明相较现有技术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本发明借道左转借用出口道空间设置左转车道，并合理设置信号控制方式，巧妙利用

交叉口的时间、空间关系，提高左转车辆的通行能力，保障路口通行效率。本发明更好的根

据实时变化的车流量实现感应控制，在检测到左转排队超限时，在下一周期自动启动借道

左转系统，根据视频车辆检测器获取的检测区左转排队车辆数数据，以及上下游交叉口交

通信号控制机的左转信号灯配时信息灵活给予借道左转组织方式的放行时间，实现动态信

号控制，不断优化系统周期和绿信比，使得路口的通行效率最大化。

附图说明

[0016]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或现有技术中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或现

有技术描述中所需要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

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

提供的附图获得其他的附图。

[0017] 图1为本发明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的布设图；

说　明　书 2/6 页

5

CN 111564046 A

5



图2为本发明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的整体架构图；

图3为本发明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的网络传输拓扑图；

图4为本发明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控制方法的流程图；

图5为本发明借道左转感应控制执行逻辑图。

[0018] 图中：

1为借道左转开口；2为出口道；3为进口道左转车道；4为借道左转信号灯。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0]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核心部件为借道左转

开口1、视频车辆检测器、借道左转信号灯4和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利用视频车辆检测

器的视频识别技术检测左转车道的排队车辆数，并实时传输数据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

机，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内置算法考虑左转车辆排队超限时，自动启动路口自适应借

道左转系统，形成一套适用于解决路口左转车流量较大的自适应借道左转感应控制系统。

[0021] 参见附图1，借道左转开口1设置在出口道2和进口道左转车道3之间的分界线处，

且借道左转开口1前端距路口停止线固定距离，相邻借道左转开口1的出口道2为借道左转

车道，借道左转开口1用于车辆由进口道左转车道3顺向驶入借道左转车道。

[0022] 出口道2和进口道左转车道3之间的分界线处常常设有护栏，借道左转开口1可以

为护栏的一段截断开口，借道左转开口1距离路口停止线50米处开始，距离路口停止线65米

处结束。

[0023] 自适应借道左转控制系统由前端子系统、网络传输子系统以及后端管理子系统三

部分组成。根据借道左转控制方式，确定前端子系统的设备类型、数量及布设方式与点位。

通过前端子系统、网络传输子系统及后端管理子系统的配合，实现对路口左转车辆的信号

控制与运行状态监测，在保证路口左转车辆通行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提升路口的通行效

率。

[0024] 参见附图2-3，前端子系统包括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借道左转信号灯4、左转

车道视频车辆检测器。视频车辆检测器负责采集车辆的左转需求，视频车辆检测器每隔一

定时间间隔通过网络将数据传输到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交通信号控制机根据车辆排

队数量进行逻辑判断，决定是否改变当前信号灯状态。还包括交通信号控制机配置客户端，

用于配置左转相位信号控制相关参数，下发至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和/或上载至后端

管理子系统。

[0025] 视频车辆检测器采用高清摄像机，能够提供1路高清视频流，在不影响识别的前提

下，对道路通行状况进行实时视频监测和录像。700万像素高清摄像机帧率可达到25帧/秒。

[0026] 参见附图2-3，网络传输子系统负责数据的传输与交换。交通信号控制机利用网络

接口接收前端视频车辆检测器每隔一定时间间隔发送的“设备ID、左转排队数量、排队次

数”等数据。后端管理子系统的信号控制联网平台或配置工具需要配置信号控制参数、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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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交通信号控制机方案参数以便管控路口状态，相关数据通过光纤传输。

[0027] 后端管理子系统由计算机和信号控制联网平台组成。信号控制联网平台主要承担

三个功能：一是配置路口左转相位信号控制相关参数下发至交通信号控制机，包括相位方

案、绿信比、检测器参数等，该参数也可由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配置客户端完成并上

载。二是实时监控路口运行状态，实时显示路口相位执行状态。三是数据统计分析，平台可

以对该路口左转请求响应次数等数据进行统计，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0028] 本实施例还提供了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控制方法，参见附图4，包括如

下步骤：

S1、检测左转车道检测区的排队车辆数；

S2、根据排队车辆数进行逻辑判断，生成借道左转信号灯4状态控制信号并发送至借道

左转信号灯4；或者根据借道左转定周期控制方式生成借道左转信号灯4状态控制信号并发

送至借道左转信号灯4。

[0029] 判断给定周期内检测左转车道检测区的排队车辆数是否超限，若是继续执行S2；

若否，退出执行步骤，采用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号控制机的固定配时控制方式，借道左转开

口1功能关闭。

[0030] S3、借道左转信号灯4根据借道左转信号灯4状态控制信号显示不同的信号灯状

态，指示借道左转开口1的通行状态，进入S4或S5；

S4、借道左转信号灯4显示允许通过状态指示，即借道左转开口1通行权限开启；

S5、借道左转信号灯4显示禁止通过状态指示，即借道左转开口1通行权限关闭。

[0031] 借道左转控制方式可以选择定时控制与自适应感应控制两种，分别适用于不同的

场景和用户需求。

[0032] 在平峰期，如普通日白天非上下班高峰期或夜晚，左转车辆通行需求一般较小或

波动较大，为了避免出现固定周期中绿灯空放的现象，采用借道左转自适应感应控制方案，

即当视频车辆检测器检测到左转车辆排队超限时，根据实时车辆左转需求启动借道左转系

统方案。

[0033] 在高峰期，整个路口车流量都较大且稳定，借道左转信号控制需要考虑与上下游

交叉口信号控制进行协调，此时的主要问题在于避免路口车辆排队溢出，应采用定周期协

调控制方案。根据前期调研确定左转车辆放行和清空时长，同时根据上下游交叉口信号配

时方案得到路段信号控制周期及机动车绿灯时长，尽可能在保证路口不拥堵的基础上，保

证左转车辆的通行。

[0034] 借道左转自适应感应控制方案如下：

等待左转车辆主动检测：

在视频车辆检测器中配置好左转车道检测区域（进口道左转车道的停止线前方90米以

外）。视频车辆检测器用于检测左转车道检测区内排队车辆数，并发送至借道左转交通信号

控制机，每隔一定时间间隔（可设置）通过网络将“设备ID，排队车辆数”等交通数据传输到

交通信号控制机，实现对路口左转车辆的主动、精准检测，为智能化信号配时提供数据基

础。

[0035] 借道左转感应自适应控制：

在路口车道左转需求较大或波动较大的时段或场景下，为了避免出现连续排队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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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以采用借道左转感应控制功能，感应控制逻辑如图5。

[0036] 未检测到连续两个周期左转车辆排队超限时，采用固定配时控制方式；

当检测到连续两个周期左转车辆排队超限时，系统自动采用提前配置好的借道左转配

时方案，启用借道左转控制方式，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用于根据排队车辆数进行逻辑

判断，生成借道左转信号灯4状态控制信号并发送至借道左转信号灯4；借道左转信号灯4设

置在借道左转开口1处，并连接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制机，根据借道左转信号灯4状态控制

信号显示不同的信号灯状态，指示借道左转开口1的通行状态。

[0037] 当借道左转信号灯提示“允许借道”时，借道左转开口通行权限开启，车辆可由借

道左转开口1驶入出口道2，即借道左转车道，实现借道行驶；当借道左转信号灯提示“禁止

借道”时，借道左转开口通行权限关闭，车辆根据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号灯行驶。

[0038] 当相机检测到连续两个周期无左转车辆排队超限时，系统自动采用原始固定配时

方案。

[0039] 借道左转信号灯4包括提示箭头灯和信息显示屏，提示箭头灯的颜色变换与信息

显示屏显示的信息对应，显示内容为“允许借道”和“禁止借道”，分别指示两种通行状态，包

括：允许车辆由进口道左转车道3顺向驶入借道左转车道和禁止车辆由进口道左转车道3顺

向驶入借道左转车道。当信号灯显示绿色的“允许借道”时，此时绿色箭头灯亮起，车辆可通

过借道左转开口1借用出口道进行左转，并由出口道左转驶出；当信号灯显示红色的“禁止

借道”时，此时红色箭头灯亮起，车辆禁止驶入借道左转开口1处进行左转，借道左转开口1

左转车道施划黄色禁停网格线。

[0040] 借道左转协调信号控制：

在路口车道左转需求较大或波动较大的时段或场景下，借道左转信号控制需要考虑开

口处借道左转信号灯配时与上下游交叉口信号灯配时进行协调控制：借道左转交通信号控

制机通过GPS校时实现与上下游交叉口交通信号控制机的时钟同步，并根据前期调研确定

左转相位时长和清空时长，同时根据上下游交叉口信号配时方案得到路段信号控制周期及

机动车绿灯时长，结合该路段的行驶车速计算相位差，实现路段借道左转信号灯与上下游

交叉口的干线绿波、干线红波等协调控制，在优先保证交通不拥堵的前提下保证车辆左转

需求。

[0041] 远程配置及维护：

首先，系统支持在前端通过人机交互界面进行现场配置和在中心进行远程配置，能够

配置左转借道左转信号控制相关参数，包括相位方案、绿信比、检测器参数等。然后，系统支

持远程监控路段运行状态和数据统计分析，实时显示路口机动车相位执行状态。最后，系统

可实现远程重启、复位、升级等远程维护操作。系统易用性和可维护性均较高。

[0042] 以上对本发明所提供的一种基于视频检测的自适应借道左转系统及方法进行了

详细介绍，本文中应用了具体个例对本发明的原理及实施方式进行了阐述，以上实施例的

说明只是用于帮助理解本发明的方法及其核心思想；同时，对于本领域的一般技术人员，依

据本发明的思想，在具体实施方式及应用范围上均会有改变之处，综上所述，本说明书内容

不应理解为对本发明的限制。

[0043] 在本文中，诸如第一和第二等之类的关系术语仅仅用来将一个实体或者操作与另

一个实体或操作区分开来，而不一定要求或者暗示这些实体或操作之间存在任何这种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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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或者顺序。而且，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他性的包

含，从而使得包括一系列要素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不仅包括那些要素，而且还包括

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或者是还包括为这种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所固有的要素。

在没有更多限制的情况下，由语句“包括一个……”限定的要素，并不排除在包括所述要素

的过程、方法、物品或者设备中还存在另外的相同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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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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