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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交叉口双站台的BRT

车辆优先控制方法，属于道路交通控制领域，首

先在交叉口进出口处分别设置一个停靠站台，接

着制定出BRT预停靠方案和停靠站台后的离站时

刻表，然后比较BRT车辆实际离站时刻Dm与预定

离站时刻dm的大小，最后采用BRT车辆车速引导

与交叉口信号配时协同调整的“双重补偿”修正

BRT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偏差，让车辆准确地

执行预停靠方案。本发明减少了信号灯对BRT车

辆的行车限制，降低BRT车辆停车次数和延误，提

高BRT车辆绿灯时间内的利用率及整条线路的运

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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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基于交叉口双站台的BRT车辆优先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交叉口进出口处分

别设置一个停靠站台，制定出BRT预停靠方案和停靠站台后的离站时刻表，然后比较BRT车

辆实际离站时刻Dm与预定离站时刻dm的大小，采用BRT车辆车速引导与交叉口信号配时协同

调整的方式修正BRT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偏差，让车辆准确地执行预停靠方案；其中m为

交叉口编号；

所述BRT预停靠方案的制定过程为：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在坐标系上画出每个交叉口

的相位配时图，根据BRT平均运行车速和相位配时图画出BRT预定行驶轨迹，判断BRT车辆停

靠进口站台还是出口站台。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交叉口双站台的BRT车辆优先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交叉口进口处设置一号停靠站台，交叉口出口处设置二号停靠站台。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交叉口双站台的BRT车辆优先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BRT预停靠方案和预定离站时刻表根据发车时刻d0、所经交叉口的定时信号配时、

相邻交叉口的距离L(m-1,m)、站台平均停靠时间q以及BRT车辆的平均运行车速V制定而成。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基于交叉口双站台的BRT车辆优先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离站时刻表具体为：若停靠在进口处站台，则预定离站时刻为： 若

停靠在出口处站台，则预定离站时刻为： 其中dm-1为BRT车辆在上个交叉口

站台的预定离站时刻，t等待为BRT车辆上下客完成时至红灯结束的时间间隔。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基于交叉口双站台的BRT车辆优先控制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BRT车辆车速引导与交叉口信号配时协同调整的方式具体为：若BRT车辆实际离站

时刻Dm早于预定离站时刻dm，则BRT车辆降低行驶车速；若BRT车辆实际离站时刻Dm晚于预定

离站时刻dm，则BRT车辆提升行驶车速；在BRT车辆经车速引导后，若仍无法达到预定停靠方

案，则交叉口信号灯采用红灯早断或绿灯延长的方式对BRT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偏差进

行二重修正，让BRT车辆有效地执行预停靠方案。

6.根据权利要求3或5所述的一种基于交叉口双站台的BRT车辆优先控制方法，其特征

在于，所述车速引导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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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基于交叉口双站台的BRT车辆优先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道路交通控制领域，具体方法涉及到BRT交叉口双站台的新颖设置、

BRT站台信息发布、BRT车辆车速引导及交叉口信号配时协同调整。

背景技术

[0002] 受信号灯交通管控和社会车流的影响，BRT(快速公交系统)车辆在交叉口的停车

现象时有发生，车辆运营效率低、行车服务水平差等严重制约着BRT高效、快捷、环保效应的

发挥。针对这类交通问题，许多城市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公交优先控制方法，例如信号灯红灯

早断、绿灯延长、插入相位等。但以上公交优先控制方法仅仅是在交叉口信号配时上进行调

整，况且高峰时段的交通拥堵、交通饱和、BRT车辆停车次数多、运营效率低等实质性问题愈

加凸显，交叉口信号配时可调整余地非常之小，易造成BRT优先控制难以实施。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以上情况，本发明提出一种基于交叉口双站台的BRT车辆优先控制方法，在交

叉口进、出口处各设置一个停靠站台，当BRT车辆遇到红灯则在进口处站台上下客，遇到绿

灯则通过交叉口在出口处站台上下客，从而减少信号灯对BRT车辆的行车限制，降低BRT车

辆停车次数和延误，提高BRT车辆绿灯时间内的利用率及整条线路的运营效率。

[0004] 一种基于交叉口双站台的BRT车辆优先控制方法，在交叉口进出口处分别设置一

个停靠站台，制定出BRT预停靠方案和停靠站台后的离站时刻表，然后比较BRT车辆实际离

站时刻Dm与预定离站时刻dm的大小，采用BRT车辆车速引导与交叉口信号配时协同调整的方

式修正BRT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的偏差，让车辆准确地执行预停靠方案；其中m为交叉口编

号。

[0005] 进一步，所述交叉口进口处设置一号停靠站台，交叉口出口处设置二号停靠站台。

[0006] 进一步，所述BRT预停靠方案和预定离站时刻表根据发车时刻d0、所经交叉口的定

时信号配时、相邻交叉口的距离L(m-1,m)、站台平均停靠时间q以及BRT车辆的平均运行车速V

制定而成。

[0007] 进一步，所述BRT预停靠方案的制定过程为：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在坐标系上画

出每个交叉口的相位配时图，根据BRT平均运行车速和相位配时图画出BRT预定行驶轨迹，

判断BRT车辆停靠进口站台还是出口站台。

[0008] 进一步，所述离站时刻表具体为：若停靠在进口处站台，则预定离站时刻为：

若停靠在出口处站台，则预定离站时刻为： 其中dm-1

为BRT车辆在上个交叉口站台的预定离站时刻，t等待为BRT车辆上下客完成时至红灯结束的

时间间隔。

[0009] 进一步，所述BRT车辆车速引导与交叉口信号配时协同调整的方式具体为：若BRT

车辆实际离站时刻Dm早于预定离站时刻dm，则BRT车辆降低行驶车速；若BRT车辆实际离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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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Dm晚于预定离站时刻dm，则BRT车辆提升行驶车速；在BRT车辆经车速引导后，若仍无法达

到预定停靠方案，则交叉口信号灯采用红灯早断或绿灯延长的方式对BRT车辆行驶过程中

产生的偏差进行二重修正，让BRT车辆有效地执行预停靠方案。

[0010] 进一步，所述车速引导计算公式为：

[0011] 本发明具有以下几点有益效果：

[0012] 1、BRT双站台的设置可减小红灯对BRT车辆的影响(若遇到红灯则在进口处站台上

下客，遇到绿灯则通过交叉口在出口处站台上下客)，提高绿灯时间内的利用率，BRT车辆可

平顺通过交叉口，减少BRT车辆停车次数和停车延误；

[0013] 2、通过提高BRT车辆在绿灯时间内的利用率，减少BRT车辆在交叉口的停车次数，

从而减少BRT车辆在交叉口处的尾气排放，降低车辆油耗，符合绿色交通发展理念；

[0014] 3、该BRT优先控制方法以BRT车辆车速引导为主，以交叉口信号配时协调为辅，几

乎不需对交叉口信号配时进行调整，对社会车流的干扰较小。

附图说明

[0015] 图1为交叉口BRT双站台设置图；

[0016] 图2为BRT站台停靠指示灯说明图；

[0017] 图3为BRT预定行驶说明图；

[0018] 图4为BRT车速引导和信号配时说明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9] 下面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说明，但是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

限于此。

[0020] 本发明的目的是通过交叉口BRT双站台的设置以及BRT车辆车速引导与交叉口信

号配时“双重补偿”方式修正实际离站时刻Dm与预定离站时刻dm的偏差，让BRT有效地执行预

停靠方案。此方法可在交叉口处减小红灯对BRT车辆的影响(红灯上下客，绿灯就通过)，提

高绿灯时间内的利用率，减少BRT车辆在交叉口处的停车次数。若BRT车辆到达交叉口时，信

号灯显示为红灯，则停靠在一号站台(进口)上下客；若BRT车辆到达交叉口时，信号灯显示

为绿灯，则通过交叉口在二号站台(出口)上下客；若BRT车辆实际离站时刻Dm早于预定离站

时刻dm，则BRT车辆降低车速；若BRT车辆实际离站时刻Dm晚于预定离站时刻dm，则BRT车辆提

升车速，尽可能在预定时刻到达下个停靠站台。在BRT车辆经车速引导后，若仍无法达到预

定停靠方案，则交叉口信号灯采用红灯早断或绿灯延长的方式对BRT车辆行驶过程中产生

的偏差进行二重修正，让BRT车辆有效地执行预停靠方案。

[0021] 具体步骤为：

[0022] 一、给定参数

[0023] 通过调查，确定BRT的整条线路走向、每个交叉口定时信号配时和相邻交叉口的距

离L(m-1,m)；根据路段上的车速限制，设定车载显示屏给出的最大车速vmax和最小车速vmin；每

班BRT车辆的发车时刻d0，站台平均停靠时间q以及BRT车辆的平均运行车速V；其中m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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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0024] 二、设置交叉口BRT双站台

[0025] 如图1所示的十字交叉口，将十字交叉口分为东、南、西、北方向四个路口，附图1仅

对东、西方向作出说明。

[0026] 将十字交叉口中间位置的信号灯称为交叉口信号灯1(黑色为红灯，灰色为黄灯，

白色为绿灯)；在紧邻交叉口的进、出口处各设置一个BRT站台4、5，BRT车辆在交叉口进、出

口处均可上下乘客，6、7为BRT车辆，由于BRT是双向交通，故BRT站台两侧均可停靠BRT车辆；

并且在每个站台设置站台停靠指示灯2、3(如图2，LED灯的四面均为蓝色)，便于乘客获取

BRT车辆到站信息；其中8、9、10、11为四个方向的人行横道标线，12、13、14、15为四个方向的

停车线，16、17为BRT行车引导线(路段中央分隔线)，用于分隔对向BRT车辆。

[0027] 三、制定预停靠方案和离站时刻表

[0028] 1、制定预停靠方案

[0029] 根据发车时刻d0、所经过交叉口定时信号配时、相邻交叉口之间的距离L(m-1 ,m)、站

台平均停靠时间q以及BRT车辆的平均运行车速V，采用“时空图法”制定出BRT预停靠方案，

如图3所示：

[0030] (1)以时间t为纵坐标、距离L为横坐标建立平面直角坐标系；

[0031] (2)在坐标系上画出每个交叉口的相位配时图，根据BRT平均运行车速和相位配时

图画出BRT预定行驶轨迹，判断BRT车辆停靠进口站台还是出口站台，如图3所示，图中rm为

红灯相位时长，gm为绿灯相位时长；

[0032] (3)得出BRT车辆的预停靠方案，实行“红灯上下客，绿灯就通过”的策略。

[0033] 如图3所示，BRT车辆发车时刻为d0，此时每个交叉口信号配时状态已知(hm为已

知)，这里以d0为基准，每个交叉口当前信号配时剩余时长记为hm。

[0034] 2、制定离站时刻表

[0035] 制定BRT离站时刻表，BRT车辆在交叉口的情况分为两种：

[0036] 一是停靠在进口处站台，此时BRT预定离站时刻为：

[0037]

[0038] 其中，dm-1为BRT车辆在上个交叉口站台的预定离站时刻；BRT车辆上下客完成后，

若信号灯为绿灯，则t等待＝0，BRT车辆上下客完成时至红灯结束的时间间隔记为t等待；

[0039] 二是停靠在出口处站台，此时BRT预定离站时刻为：

[0040]

[0041] 图3中交叉口S1、S2、S3的BRT车辆预定离站时刻如表1所示：

[0042] 表1  BRT离站时刻表

[0043]

[0044] 四、BRT站台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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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每班BRT车辆有相应的预停靠方案和离站时刻表，发车前其预停靠方案会发送至

沿途所有预停靠站台。每个交叉口进、出口处站台设置了站台停靠指示灯如图2(LED灯的四

面均为蓝色)，便于乘客获取BRT车辆到站信息。在当班BRT车辆离站后，下一班BRT车辆预停

靠站台的LED指示灯开始蓝灯常亮，直至BRT车辆到达站台后指示灯开始闪烁，此时还未买

票进站的乘客将禁止进站。由于BRT平均停靠时间远远小于下一班BRT车辆到达站台的时

间，所以乘客获取下班BRT车辆到站信息后有充分的时间前往站台。

[0046] 此指示灯为大功率LED指示灯，安装在BRT站台的顶部，底柱高1.5米，底面直径

30cm，每个指示灯有4面LED灯泡(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一面)，便于乘客在站台外的各个方

向观察站台信息。

[0047] 五、BRT车辆车速引导与交叉口信号配时协调“双重补偿”

[0048] 在BRT车辆的行驶过程中，停靠时间、运行车速、GPS定位等都可能存在误差和不确

定性，导致实际离站时刻Dm与离站时刻表不一致，故需对BRT车辆进行车速修正及交叉口信

号配时协调。

[0049] 1、针对BRT产生的偏差进行车速引导：

[0050] 当Dm≠dm时，BRT车辆需进行车速引导；此时BRT车辆实际离站时刻Dm与预定离站时

刻dm有偏差，如图4所示，图中tm为BRT车辆预定到站时刻，Tm为BRT车辆实际到站时刻，rm为

红灯相位时长，gm为绿灯相位时长。

[0051] 当Dm＞dm时，如图4中交叉口S1所示，D1＞d1，此时BRT车辆需提升行驶车速；当Dm＜

dm时，如图4中交叉口S2所示，D2＜d2，此时BRT车辆需降低行驶车速；车速引导计算公式如

下：

[0052]

[0053] 2、针对BRT车辆产生的偏差进行交叉口信号配时协调(红灯早断或绿灯延长)

[0054] 当车速引导范围达到BRT速度区间[vmin,vmax]的极值时，可采用交叉口信号灯红灯

早断或绿灯延长的方式，尽可能让BRT按预定停靠方案停站。

[0055] 情形一：如图4中交叉口S4所示，若BRT车辆实际离站时刻与预定离站时刻有偏差；

虽已对BRT车辆进行车速引导，v已达最小值vmin，但仍遭遇红灯不能通过交叉口，此时可采

用红灯早断的方式让v车辆通过交叉口；

[0056] 情形二：如图4中交叉口S5所示，若BRT车辆实际离站时刻与预定离站时刻有偏差；

虽已对BRT车辆进行车速引导，v已达最大值vmax，但仍遭遇红灯不能通过交叉口，此时可采

用绿灯延长的方式让BRT车辆通过交叉口。

[0057] 以上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设计思想和特点，其目的在于使本领域内的技术

人员能够了解本发明的内容并据以实施，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上述实施例。所以，凡依

据本发明所揭示的原理、设计思路所作的等同变化或修饰，均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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