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288551.5

(22)申请日 2019.04.11

(71)申请人 昆明理工大学

地址 650093 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学府路

253号

(72)发明人 熊坚　刘钰　朱荔　杨晶　

(74)专利代理机构 北京名华博信知识产权代理

有限公司 11453

代理人 李中强

(51)Int.Cl.

G08G 1/08(2006.01)

 

(54)发明名称

一种道路施工区单车道双向通行自适应信

号灯控制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道路施工区单车道双向

通行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属于道路交通工程

领域，所述的道路施工区单车道双向通行自适应

信号灯控制系统包括控制模块、车辆计数器模

块、红绿灯模块、通讯模块、稳压模块，控制模块

是信号灯的信号灯的控制中心，车辆计数器模

块、红绿灯模块、无线通讯模都通过端口与单片

机连接，稳压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本发明可以

实现施工区单车道路的双向自动控制通行，无需

投入人力值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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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道路施工区单车道双向通行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道路

施工区单车道双向通行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由两个带有信息发射和接收模块的信号灯

系统组成，分别安置在施工区两侧，两个信号灯之间通过无线方式进行双向通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施工区单车道双向通行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其

特征在于：每个信号灯都带有统计经过车辆的计数模块，用于控制整个系统的控制模块；用

于控制道路通行与否的红绿灯模块；用于施工道路两端信息传输的通信模块；用于提供稳

压电源的稳压模块。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施工区单车道双向通行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其

特征在于：车辆计数器模块、红绿灯模块、通讯模都通过端口与单片机连接，控制模块有一

个串口连接通讯模块，实现施工道路两侧信息的双向传输；红绿灯模块由红绿黄三色灯和

驱动芯片组成；控制器通过IO端口控制信号灯驱动模块，实现信号灯的变化。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道路施工区单车道双向通行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控制系统通过以下控制步骤实现：

步骤1.两个信号灯分别安置在施工区A、B两侧（分别简称A侧和B侧）；

步骤2.设定好A、B两侧正常放行时间、（初始时）和车辆到达最大许可时间（小于或）；

步骤3.两组信号灯连通后开始工作，A、B两个信号灯均为绿灯，道路任一侧（如A侧）一

旦有车辆进入，另一侧（B侧）立即变为红灯，反之亦然；

步骤4.A侧放行车辆同时，记录车辆到达时间并统计该侧通过的车辆数，当该侧绿灯达

到停止通行条件或结束正常放行时间时，A侧灯变为红色，停止放行，并将A放行的车辆数目

通过无线通讯发送给B侧信号灯系统；

步骤5.在B侧处统计驶出施工区的车辆数，并与A侧放行车辆数进行对比，待施工区内

车辆全部清空后，B侧灯变绿，放行B侧车辆。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道路施工区单车道双向通行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步骤2，实际绿灯时间是自适应可变的，由控制条件确定，具体控制方式如

下：

比较A、B侧各自放行车辆数，调整正常放行（绿灯）时间或，当A侧通过的车辆明显多于B

侧时，就增加A侧的绿灯时间，反之亦然；

当某侧在绿灯状态，后续到达车辆的时间超过车辆到达最大许可时间时，提前终止绿

灯，变为红灯，并将通行权转到另一侧的灯控系统。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道路施工区单车道双向通行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通信模块为无线通信模块，控制模块为单片机，车辆计数器采用红外对光

管作为传感器，当有遮挡状态发生改变时，红外对光管电平发生变化，并采用光电耦合模块

实现电平转化，转换后信号直接和单片机IO端口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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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道路施工区单车道双向通行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道路交通工程领域，更具体的说涉及一种道路施工区单车道双向通信

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道路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维护或修补，维护或修补道路一般需要占用至少一个车

道形成道路施工区。施工区一般需要采取保通措施，以保证车辆能够继续通行（特殊情况完

全断交的除外）。但目前我国还有很多的双车道道路，一些2级路、景区专道、山区道路基本

为双车道道路。双车道道路施工时，通常只有一个车道能通行。当施工区道路具有一定的距

离，特别是山区或景区道路弯多、树多，或有山体遮挡，通常看不见对面是否有来车，这时需

要指挥控制施工区两侧车辆交替通行。我国目前主要采用人工值守，通过对讲机及小旗指

挥的控制方式。对于需要较长时间的施工区，这种方法基本不可采取。

[0003] 人工值守的方式需要至少两人，分别在施工区两个端头24小时昼夜值守，通过对

讲机联系，现场指挥。因为工作强度大，昼夜值守，需要换班。当施工时间比较长时，施工企

业很难采用这种方法；

人工值守需要注意力集中，并且需要判断确定通过的最后一辆车。这种方式效率较低，

容易出错，夜间值守人员还存在安全风险。

[0004] 由于上述原因，很多双车道道路的维修都只能放弃采用一条通道的施工方案，从

而影响道路的维护方案。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当前人工值守的缺点，开发了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该信号灯系统用以解

决山区或景区公路施工保通时，自动控制单车道双向通行的问题，且无需人员看守，节省人

力、财力；该信号灯系统能实现自适应控制方式，对上下行交通流不均衡时，能延长交通流

大的一侧的通行时间，减少交通流较小一侧的通行时间，因此能最大程度提高施工区的通

行效率。

[0006]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发明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所述的道路施工区单车

道双向通行自适应信号灯控制系统由两个带有信息发射和接收模块的信号灯系统组成，分

别安置在施工区两侧，两个信号灯之间通过无线方式进行双向通讯。

[0007] 优选的，每个信号灯都带有统计经过车辆的计数模块，用于控制整个系统的控制

模块；用于控制道路通行与否的红绿灯模块；用于施工道路两端信息传输的通信模块；用于

提供稳压电源的稳压模块。

[0008] 优选的，车辆计数器模块、红绿灯模块、通讯模都通过端口与单片机连接，控制模

块有一个串口连接通讯模块，实现施工道路两侧信息的双向传输；红绿灯模块由红绿黄三

色灯和驱动芯片组成；控制器通过IO端口控制信号灯驱动模块，实现信号灯的变化。

[0009] 优选的，所述的控制系统通过以下控制步骤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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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两个信号灯分别安置在施工区A、B两侧（分别简称A侧和B侧）；

步骤2. 设定好A、B两侧正常放行时间、（初始时）和车辆到达最大许可时间（小于或）；

步骤3.两组信号灯连通后开始工作，A、B两个信号灯均为绿灯，道路任一侧（如A侧）一

旦有车辆进入，另一侧（B侧）立即变为红灯，反之亦然；

步骤4.A侧放行车辆同时，记录车辆到达时间并统计该侧通过的车辆数，当该侧绿灯达

到停止通行条件或结束正常放行时间时，A侧灯变为红色，停止放行，并将A放行的车辆数目

通过无线通讯发送给B侧信号灯系统；

步骤5.在B侧处统计驶出施工区的车辆数，并与A侧放行车辆数进行对比，待施工区内

车辆全部清空后，B侧灯变绿，放行B侧车辆。

[0010] 优选的，所述的步骤2，实际绿灯时间是自适应可变的，由控制条件确定，具体控制

方式如下：

1）比较A、B侧各自放行车辆数，调整正常放行（绿灯）时间或，当A侧通过的车辆明显多

于B侧时，就增加A侧的绿灯时间，反之亦然；

2）当某侧在绿灯状态，后续到达车辆的时间超过车辆到达最大许可时间时，提前终止

绿灯，变为红灯，并将通行权转到另一侧的灯控系统。

[0011] 优选的，所述的通信模块为无线通信模块，控制模块为单片机，车辆计数器采用红

外对光管作为传感器，当有遮挡状态发生改变时，红外对光管电平发生变化，并采用光电耦

合模块实现电平转化，转换后信号直接和单片机IO端口连接。

[0012] 本发明有益效果：

1）该信号灯系统用以解决山区或景区公路施工保通时，自动控制单车道双向通行的问

题，且无需人员看守，节省人力、财力；

2）该信号灯系统能实现自适应控制方式，对上下行交通流不均衡时，能延长交通流大

的一侧的通行时间，减少交通流较小一侧的通行时间，因此能最大程度提高施工区的通行

效率。

附图说明

[0013] 图1为本发明信号灯系统；

图2为AB两侧信号灯安装方式；

图3为本发明电路原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下面结合附图与实例对本

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所举实例不作为对本发明的限定。

[0015] 如图1和3所示，红外对光管获取车辆到达信息，通过光点耦合模块接入单片机，单

片机计算处理后，获取车辆到达时间和通过车辆数，运行控制算法，若达到变灯条件，给驱

动模块发送指令，改变信号灯；同时将车辆信息通过无线通讯模块传送至另一侧灯控系统。

12V电源8为红外对射管、信号灯模块提供电源，5V电源为光电耦合模块、单片机、驱动模块

模块提供电源。

[0016] 单片机是信号灯的信号灯的控制中心，车辆计数器模块、红绿灯模块、无线通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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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通过端口与单片机连接，稳压模块提供稳定的电源。单片机有一个串口连接无线通讯模

块，实现A、B侧信息的双向传输。车辆计数器采用红外对光管作为传感器。当有遮挡状态发

生改变时，红外对光管电平发生变化，并采用光电耦合模块实现电平转化，转换后信号直接

和单片机IO端口连接。红绿灯模块，该模块由红绿黄三色灯和驱动芯片组成。单片机通过IO

端口控制信号灯驱动模块，实现信号灯的变化。

[0017] 如图2所示，信号灯系统由两个带有信息发射和接收模块的信号灯系统组成，分别

安置在施工区两侧，两个信号灯之间通过无线方式进行双向通讯。每个信号灯都带有统计

经过车辆的计数模块，当有车辆经过时车辆计数模块会自动记录车辆到达的时间，并记录

通过该断面的车辆数目。

[0018] 本系统工作流程如下：设两个信号灯分别安置在施工区A、B两侧（分别简称A侧和B

侧），预先设定A、B两侧绿灯正常放行时间分别为、（初始时）和车辆到达最大许可时间（小于

或）。实际绿灯时间是自适应可变的，由控制条件确定。两组信号灯连通后开始工作，A、B两

个信号灯均为绿灯。道路任一侧（如A侧）一旦有车辆进入，另一侧（B侧）立即变为红灯，反之

亦然。A侧放行车辆同时，记录车辆到达时间并统计该侧通过的车辆数，当该侧绿灯达到停

止通行条件或结束正常放行时间时，A侧灯变为红色，停止放行，并将A侧放行的车辆数目通

过无线通讯发送给B侧灯。与此同时，在B侧处统计驶出施工区的车辆数，并与A侧放行车辆

数进行对比，待施工区内车辆全部清空后，B侧灯变绿，放行B侧车辆。B侧工作原理与A侧相

同，A、B侧循环实现施工区两侧车辆的交替通行。

[0019] A、B两侧红绿灯的改变是通过自适应控制模块来实现的，即A、B两端的通行时间不

是固定均等分配的，而是根据施工区两端车流情况进行自动调整的。控制方式如下，1）比较

A、B侧各自放行车辆数，调整正常放行（绿灯）时间或，当A侧通过的车辆明显多于B侧时，就

增加A侧的绿灯时间为，反之亦然；2）当某侧在绿灯状态，后续到达车辆的时间超过设定的

最大许可时间时，提前终止绿灯，变为红灯，并将通行权转到另一侧的灯控系统；其具体控

制方式实现如下：

1.开始或施工路段车辆已清空且两侧无车A、B侧均为绿灯。

[0020] 2．当A侧来车或接受B侧发送的变灯指令，根据B侧放行车辆清空后由红灯转为绿

灯

1）B侧为红灯，

2）A侧开始放行并记录：

（1）第一辆进入的时间：，延时

（2）后续车辆进入时间：（=0,1,2,3…..）

后续车辆到达的等待时间：

（3）记录通过车辆数。

[0021] 3）当大于A侧通行放行时间

（1）A侧变为红灯；

（2）向B侧发送变灯指令，同时发送A侧放行车辆数；

（3）比较A、B两侧放行的车辆数与的大小；

（4）若A侧车辆明显多于B侧车辆，则增加A  侧放行时间，反之则减少；

（5）转第3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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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4）当车辆到达的最大许可时间。

[0023] （1）A侧变为红灯

（2）向B侧发送变灯指令，同时发送A侧放行车辆数

（3）转第3条

3．B侧接受A侧发送的控制指令，根据A侧放行车辆数，清空后由红灯转为绿灯，接下来

的步骤与A侧相同。

[0024] 该信号灯系统可以实现施工区单车道路的双向自动控制通行，无需投入人力值

守。该信号灯系统采用自适应控制算法，当上下行交通流不均衡时，能延长交通流大的一侧

的通行时间，减少交通流较小一侧的通行时间，因此能最大程度提高施工区的通行效率。

[0025] 上述仅以实施例来进一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内容，以便于读者更容易理解。本文

中所定义的一般原理可以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范围的情况下，在其他实施例中实现。

因此，本发明将不会被限制于本文所示的这些实施例，任何依本发明所做的技术延伸或再

创造，均受本发明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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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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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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