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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簡介 

1.1 計畫背景與目的 

在面對高速公路日益壅塞的問題上，考量目前都會區高快速公路路網已

臻健全，且受限於土地取得與經濟資源等因素，傳統依靠興建道路擴充容量

供給之策略較不合時宜。而改由交通管理面向著手，制定有效的交通控制策

略來舒緩道路壅塞，將是後續交通運輸發展之重點。 

因應此一發展趨勢，本中心擬建置一交通控制與車流模擬平台，期望透

過車流模擬方式，評估在不同控制策略及參數下，對目標路段所產生之績效，

再輔以最佳化機制，研擬適宜的控制策略，供實務單位參考。在此交通控制

與車流模擬平台內，將以高速公路及平面道路車流模式為基礎，搭配上匝道

儀控、下匝道協控、幹道連鎖、區域整合最佳控制…等策略模組中，提供符

合不同道路管理單位之即時控制策略需求，同時也可評估整體路網績效與推

估交通資訊。根據上述所規劃內容，該交控模擬平台架構概念如圖 1 所示。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1 交控模擬平台架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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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交控模擬平台架構概念圖，本計畫藉由圖中之匝道儀控策略進行研

擬，以紓解高速公路與其鄰近地方道路之壅塞。匝道儀控策略之概念為藉由

調節進入高速公路之車輛，以維持高速公路一定之服務水準，成為高速公路

管理交通壅塞時之策略之一。目前國內高速公路主要施行之匝道儀控為獨立

匝道儀控，其包含定時制與交通感應式，策略施行僅考量單一匝道，倘若匝

道進入車輛過多時，主線車輛將受到延誤或回堵，進而影響上游主線及匝道；

此外，定時制匝道儀控並無法即時因應主線車流之變化，來調整其儀控率；

而交通感應式策略藉由量測主線車流之變化，即時因應並調整其儀控率，維

持高速公路主線上之服務水準。 

但考量不同的控制策略組合將會導致不同的結果，若無法在事前先利用

相關方式來評估各項控制組合，將會大幅降低策略施行之成效，甚至未能達

到改善壅塞之目的，此外，為了解交通控制策略對於車流之影響，但又不需

實際將策略應用於真實道路上，可運用微觀車流模擬軟體來達成，透過將實

際路網建立於模擬軟體上，並調整其參數使之與實際情境相同，且套用不同

之控制策略進行模擬分析，即可於短時間內評估策略所造成之影響性與其合

適性。 

1.2 問題評析 

高速公路上現有之控制策略大致可分為兩類，分別為匝道儀控策略與高

乘載管制，前者為直接控制高速公路有效用之策略，但目前於高速公路所施

行之策略大多於獨立匝道儀控策略，僅考慮單一匝道之儀控策略，其偵測範

圍僅包含該入口匝道及鄰近主線路段，若遭遇主線壅塞路段未在偵測範圍內，

將無法即時反應主線車流情況，以達有效控制。後者多為連假期間施行，藉

由限定每車搭乘人數，以減低進入高速公路之車流。 

然而在主線控制方面，目前僅有可變訊息標誌來提醒用路人前方道路之

資訊，尚無於主線施行之控制策略。然而於歐美國家中，採取可變速率控制

作為主線控制之方式，其目的為促進車輛間行進之均質性，應用於路段幾何

變化大、路段之瓶頸點或高速公路之工作區，可提高道路績效與行車安全。 

但於台灣並無採用可變速率控制，可變訊息標誌僅可用於提醒，故實務

僅藉由匝道儀控進行管控高速公路，目前實務上運用定時式匝道儀控策略與

交通反應式匝道儀控策略，且多為獨立式匝道儀控策略，策略施行時僅管控

自身匝道與鄰近主線範圍，並不考量鄰近地方道路，為保持主線順暢之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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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下，易犧牲鄰近地方道路之績效，影響用路人之旅行時間，故為改善此

情況，本計畫期望建立一整合性獨立上匝道儀控策略，同時考量高速公路主

線、匝道與鄰近地方道路之車流情況，藉由協同控制之方式，即時調控儀控

率與地方時制，以促進區域性績效改善。 

1.3 計畫流程 

依本計畫研究主題所需執行之工作項目與程序，研擬工作流程如圖 2 所

示，藉由文獻回顧了解現今獨立式匝道儀控策略如何運作，並透過與實務中

運作狀況，了解策略之優缺，藉以構建本計畫之獨立匝道儀控策略，但策略

構建之成果，須進行驗證才能得知成效，故於此運用微觀車流模擬軟體進行

模擬驗證，透過針對研究路網之分析，運用於模擬路網並進行參數校估，使

其合乎真實車流，並利用其進行策略之績效分析，以了解策略之適用性。 

研究目的

文獻回顧

現況與問題分析

獨立匝道儀控策略
模組構建

模擬路網構建
與車流參數校估

績效評估與比較

結論與建議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2 本計畫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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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2.1 獨立匝道儀控策略文獻 

高速公路提供良好之機動性給予用路人，於主線上並不受到交通號誌之

影響，但隨著用路人需求之快速成長，造成了嚴重的壅塞，如重現性及非重

現性之壅塞，讓高速公路缺乏效率與需要交通控制系統來改善現有之情況，

其控制之方法有下列幾種，包含匝道儀控、路段控制及駕駛人資訊與導引系

統等方式，以實務而言，匝道儀控仍為直接且有效之方式。 

匝道儀控[1][2][3][4][5]為一種交通管制策略，目的為管制由入口匝道進

入高速公路主線的車輛，藉此使主線車流順暢及提升行車速度。匝道儀控策

略發展源自 1960 年代，匝道儀控策略之分類可分為定時式匝道儀控策略

(Pretimed Ramp Metering Strategy)與交通反應式儀控策略(Traffic - Responsive 

Ramp Metering Strategy)。定時式匝道儀控策略主要為依據歷史資料計算不同

時段的最佳儀控率，以紓解重現性擁塞所實行的預防性交通控制，但其缺點

為無法即時反應非重現性交通量，如遇事故發生或壅塞發生趨勢改變，策略

將無法即時因應，適合運用於車流狀態穩定之時空間；然而為改善定時式匝

道儀控之缺點，交通反應式儀控策略可依據即時量測的交通變數值來進行估

算下一控制時段之儀控率，能積極反映即時車流狀態，使主線車流在即時估

算下保持於一設定之目標。 

2.1.1 定時式策略 

定時匝道儀控所使用的號誌週期乃是根據歷史的交通資料計算出不同

時段的最佳儀控率，事前予以設定以供現場離線執行，此為紓解重現性壅

塞(Recurrent Congestion)所實施之預防性交通控制。其缺點為無法即時反應

主線及匝道需求之變化，因此較適用於車流穩定之狀況。Wattleworth 等人

[6]首先運用線性規劃之方式作為之匝道儀控最佳化求解，主要控制原理運

用匝道儀控率使進入主線之車流符合主線容量之限制，並使進入高速公路

之車輛數最大化，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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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n

j

jX
1

 

subject to： 

k

n

j

jjk BXA 
1

   mk ,....,1  (式 1) 

jj DX 
   nj ,....,1  (式 2)

 

其中， 

jX ：匝道 j 之進入車流量， 0jX 。 

jkA ：自匝道 j 經過路段 k 之比例， 10 jk  A 。 

kB ：路段 k 之容量。 

jD ：匝道 j 之每小時需求量。 

然而於線性規劃之模式未將車流行進間行為納入考慮，僅考量進入流

量與其旅次分配，並未考慮上游車流行駛時間至下游主線路段之流量總和，

因此 Papageorgiou[7]加入時間維度之考慮，考量時間演進下，匝道上游流

量與匝道流量間關係，提出以維持匝道下游容量為基礎的線性規劃模式，

模式是依據旅行時間之長短，計算匝道流量到達主線下游各個時段之時間

再加總同一路段與時段的車流量，做為各個路段之車流量，以求解定時式

最佳儀控率。 

2.1.2 交通反應式策略 

現今交通反應式獨立匝道儀控包含需求容量式策略 [8](Demand - 

Capacity Strategy)、佔有率策略[8](Percent - Occupancy Strategy)、ALINEA[9]

與 ALINEA 後續延伸等[10][11][12][13][14][15]，其中，需求容量式策略與

佔有率策略皆為前饋性(Feedforward)架構，前饋性架構需預先設定一控制

目標，僅考量即時量測之車流需求與控制目標之差異來進行調整，並假定

於環境中所有變異與誤差於運作時間內均相同；反之，ALINEA 策略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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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發展均為回饋性(Feedback)架構，除目標設定與量測依據相異外，並於

各時間所計算之值均將回饋至下個時間計算之儀控率中，藉此做為每次運

算計算之依據，以致各時間之計算結果可避免劇烈之變化。以下將分別詳

細介紹各個獨立匝道儀控策略： 

(一) 需求容量式策略(Demand-Capacity Strategy) 

 
資料來源：[10] 

圖 3 需求容量式策略架構示意圖 

 



 


elser

okoifkqq
kr

crinincap

　　　　　　

　　　

min

)1()1(
)(  (式 3) 

其中， 

inq ：入口匝道上游所進入之流量。 

capq ：控制目標值，為匝道下游之容量值。 

ino ：入口匝道上游所量測之佔有率。 

cro ：入口匝道上游於容量下之臨界佔有率。 

minr ：最小儀控率。 

需求容量式策略[8]之目標為入口匝道下游之容量，藉由量測入口匝道

上游之需求量，針對剩餘之空間將分配給匝道車流，藉此進行入口匝道進

入車流之調整，但由於量測之數值為流量，依據車流基本構圖於相同交通

量可能出現於交通壅塞及交通順暢兩種相反情形，故必須配合佔有率進行

不同狀態間之劃分，以測定主線是否壅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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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缺點為僅考量匝道上游所進入之流量，並未考量主線下游之車流狀

態，往往因車流回堵至匝道上游，策略才開始進行有效控制，可能會有策

略過晚管控之疑慮；且因流量可能有不穩定之因素，可能短時間內有巨幅

之變化，儀控率可能有大幅度變化之疑慮。 

(二) 佔有率策略(Percent - Occupancy Strategy) 

g

ov
q

inf

in   (式 4) 

)1(*)(  ko
g

v
qkr in

f
cap

 (式 5) 

其中， 

fv ：自由車流速率。 

g：佔有率轉換密度之係數。 

r(k)：儀控率， ],[)( maxmin rrkr   

佔有率策略[8]如需求容量式策略之控制邏輯，皆由事先設定之目標值 

q𝑐𝑎𝑝  來進行調整匝道流量，但差異為此方法改為採用入口匝道上游偵測器

之佔有率資料取代流量資料，並由事先調查之流量-佔有率關係圖，以臨界

佔有率作為分界，降低於臨界值的佔有率對應到之流量值來決定下一個控

制時段之儀控率。 

其缺點如需求容量式策略般，量測位置置於匝道上游，無法即時反應

壅塞形成，可能有過晚管控之疑慮，但相較於需求量式策略，因採用佔有

率轉換為流量，佔有率較流量不易有劇烈變化並具有穩健性，故應可改善

原需求容量式策略之儀控率變化過大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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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ALINEA 

 
資料來源：[10] 

圖 4 ALINEA 架構示意圖 

)]1([)1()(
^

 kooKkrkr outR
 (式 6) 

其中，  

)(kr ：儀控率， ],[ maxmin rrr 。 

�̂�、𝑜𝑜𝑢𝑡：目標佔有率與佔有率。 

RK ：模式參數， 0RK 。 

鑒於過往獨立匝道儀控策略均採用前饋性(Feedforward)控制架構，策

略執行對外部之干擾相對敏感，當量測值變動幅度增大，儀控率也隨之起

伏，因而需要穩健與有效率之架構來降低干擾之影響，因此，Papageorgiou

等人[9]依據自動控制之回饋(Feedback)架構提出並建構一封閉式迴圈架構

策略 ALINEA，原理為藉由運用上個時階所計算之儀控率與量測之佔有率

來計算下個時階之儀控率，如此可改善儀控率計算上造成劇烈幅度之變化，

藉以達到穩定儀控率之效果。ALINEA 於設計時考量多數壅塞於主線與入

口匝道進入車流之所產生，故運用入口匝道下游交織區之佔有率作為策略

回饋之資訊，因控制目標設定為接近臨界佔有率，可促使匝道下游通過車

流最大化。 

雖然 ALINEA 策略僅運用匝道下游主線之佔有率作為量測之依據，但

匝道下游之組成也包含上游進入之流量，由其文獻中推導 ALINEA 策略式

步驟，可藉此推測為何並未將匝道上游狀態也一併納入考量。文獻中另提

及，倘若壅塞發生處及其上游並未有偵測器，可運用壅塞下游之偵測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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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測之佔有率，並加入匝道上游所量測之流量變化來改善此一狀態，即於

原式中添加 γ[𝑞𝑖𝑛(k) − 𝑞𝑖𝑛(k − 1)]，但於文獻中並未有實驗案例來進行測

試。 

ALINEA 其優點為模式簡易，不須校估過多參數，即可於實際狀況上

進行運用；但於 ALINEA 控制原理下，雖可有效控制主線之車流狀態，但

因缺乏考量匝道停等車隊與溢流(Spillback)至平面道路之情況，於維持主線

車流之目標下，可能會犧牲其他之績效。 

(四) ALINEA 延伸策略 

但考量到偵測器佈設位置與佔有率與密度間轉換，須依賴車長與偵測

區長度等外部資訊下，ALINEA 並非能直接運用，故須發展利用其他資訊

來進行入口匝道控制，Smaragdis 等人[10]提出改採用不同之量測地點與量

測值來進行，如運用流量作為測量依據、應用匝道上游資訊與匝道停等車

隊長度等資訊，進而發展出 FL-ALINEA、UP-ALINEA、UF-ALINEA 與

X-ALINEA/Q，以下將依序介紹。 

1. FL-ALINEA 










elser

okoifkqqK
kr croutoutF

　　　　　　　　　　　

　　　

min

^

)1()]1([1)-r(k
)(

 (式 7) 

其中， 

)(kr ：儀控率， ],[)( maxmin rrkr  。 

�̂�、𝑞𝑜𝑢𝑡：目標流量與匝道下游流量。 

FK ：模式參數， 0F K 。 

𝑜𝑐𝑟：臨界佔有率。 

FL-ALINEA 考量利用流量作為量測與控制目標，依據流量密度

之基本車流構圖中，同一流量可能對應至不同之密度，並無法直接運

用流量數值直接判定現時車流狀態，故須運用臨界佔有率作為分界。

但由於容量值為一估算值，並無法準確估算容量或量測到容量變化情

況，若設定 �̂� 於估算之容量值，控制時亦可能超出容量限制，故多採

保守作法，設定為目標為容量的 0.9 倍( �̂� = 0.9𝑞𝑐𝑎𝑝)，但此設定也間

接限制下游通過量，無法達到匝道下游通過量最大化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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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UP-ALI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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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oKkrkr outR  (式 12) 

其中， 

)(kr ：儀控率， ],[)( maxmin rrkr  。 

rampoutin qqq 、、~ ：入口匝道上游、下游與其進入之流量。 

𝑣𝑖𝑛、�̃�𝑜𝑢𝑡：匝道上下游之速度。 

𝜆𝑖𝑛、𝜆𝑜𝑢𝑡：匝道上下游之車道數。 

α：上下游速率轉換參數。 

UP-ALINEA 運用入口匝道上游偵測器量測資料，來推算原

ALINEA 所需之匝道下游佔有率資訊，如式(8)至式(11)所示，由於運

用簡易推估方式推測匝道下游佔有率，並未考量匝道其上下游間車流

運行之情況，可能無法反映匝道入口匯流處之車流狀態，針對上述情

況，轉換式的 α 值之校估將成為運用此式之重要前置工作，但於模式

中，α 值預設為 1 之情況，此設定並未考量入口匝道本身處於瓶頸路

段中，車流推進至下游時有速度之變化，可能造成佔有率低估之情況，

僅適用於入口匝道處僅有上游偵測器之狀況。 

3. UF-ALIN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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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F-ALINEA改採用上游資訊，並將佔有率量測更改為流量量測，

與 UP-ALINEA 相同，利用上游資訊推算下游資訊，其模式上限制如

FL-ALINEA 般，因無法準確估計容量，針對 �̂� 採取較為保守之設定，

確保不因流量變動幅度較大，無法將主線控制於容量，故因此無法達

到原式控制目標之流量最大化。 

因採用偵測匝道上游流量值進行控制，故於文獻中進行

UF-ALINEA 與需求容量式策略進行比較，假定 UF-ALINEA 參數設定

𝐾𝐹 = 1 、 �̂� = 𝑞𝑐𝑎𝑝 與 α = 1 之條件下，由於 UF-ALINEA 利用 �̃�𝑜𝑢𝑡 

較 𝑜𝑖𝑛 能追蹤到入口匝道下游車流變化之趨勢，藉此提前因應壅塞發

生，較需求容量式策略能降低壅塞，但前提入口匝道本身並不為瓶頸

路段時，但於低估車流狀態，仍有過晚管控之疑慮存在，故仍適用於

入口匝道下游缺乏偵測器之案例。 

4. X-ALINEA/Q 

)](')([)()1( krkdTkwkw   (式 14) 

)1()]([
1

)('
^

 kdkww
T

kr
 (式 15) 

)](),('max[R(k) krkr  (式 16) 

其中， 

w(k)、�̂�：入口匝道中車輛數與目標車輛數。 

d(k)：匝道進入需求車流量。 

r′(k)、r(k)：進入主線之車流量(X-ALINEA/Q、其他儀控

策略)。 

𝑅(k)：最終施行之儀控率。 

T：單位時階。 

匝道儀控策略可藉由限制匝道進入車流來紓解主線壅塞，但可能

間接導致匝道停等車隊溢流至鄰近平面道路，進而造成區域性壅塞問

題，但過往針對匝道車隊管制方式多於匝道之進入處與進入主線處放

置偵測器，當佔有率量測值大於所設定之門檻值，開始進行相關之控

制，此為簡易之控制方式，並無考量有效運用匝道儲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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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考量上述情況下，X-ALINEA/Q 運用匝道車流守恆式轉換為儀

控控制式，藉由推算匝道內車輛數與制定控制目標，調節儀控率藉此

保持匝道內車輛數維持於控制目標，也間接避免匝道等候車隊回堵至

平面道路。 

倘若匝道需求車流較低時，若持續運用此模式，可能造成整體績

效降低，故須搭配其他獨立匝道儀控模式，當匝道需求車流較少時，

採取以主線車流狀態為主之儀控策略；反之，則採取以匝道車流為主

之控制策略，最後選取兩模式所計算之儀控率較大者(如式(16)所示)，

藉此考量整體系統。經由文獻中所測試之結果，策略可有效控制匝道

等候車隊長度，如圖 5 所示。 

但依據策略之設定，藉由最大值來選定使用何種策略，可能會有

個別策略反覆啟動之狀況出現，應制定相關策略門檻，以避免策略反

覆開啟狀態產生。 

 
資料來源：Smaragdis(2003) 

圖 5 X-ALINEA/Q 策略比較測試結果 

(五) AD-ALINEA(Adaptive ALINEA) 

ALINEA 之控制原理為藉由設定控制目標，使得匝道下游通過量最大

化，為達到此目標，其目標之設定為臨界佔有率，而臨界佔有率之獲取方

法常藉由基本車流構圖(Fundamental Diagram)來找尋，但仍於某些路段尚

無法利用車流基本構圖找尋；或是因環境外在因子改變，而造成臨界佔有

率變化，使得控制目標需要進行應變，故為處理上述之問題，Smaragdis

等人[11]提出 AD-ALINEA 策略，於原有 ALINEA 中添加一套估算臨界佔

有率之演算法，以增進模式即時因應控制目標改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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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11] 

圖 6 AD-ALINEA 架構示意圖 

估算策略所需之臨界佔有率流程如下： 

1. 於每個時階下，輸入新的偵測值 𝑞𝑜𝑢𝑡 與 𝑜𝑜𝑢𝑡。 

2. 若 |�̃�𝑐𝑟(k − 1) − 𝑜𝑜𝑢𝑡(k − 1)| > 𝑃1，則 �̃�𝑐𝑟(k) = �̃�𝑐𝑟(k − 1)，至步

驟(5)；反之至步驟(3)。 

3. 更新 D = d𝑞𝑜𝑢𝑡/d𝑜𝑜𝑢𝑡 於 �̃�𝑐𝑟(k − 1)。 

其中， 

1)-(k1)/-(k(k) outout oq 
 

2)-(k-1)-(k1)-(k 　where  

　1)-D(k)-(1(k))(  kD  

1),0(　where  

4. �̃�𝑐𝑟(k) = �̃�𝑐𝑟(k − 1) + {
   ∆, 𝑖𝑓 𝐷 > 𝐷+

−∆, 𝑖𝑓 𝐷 < 𝐷−

0, 𝑒𝑙𝑠𝑒

 

∆ 決定方式如圖 7 所示，藉由設定𝐷+與𝐷−之數值，並與 D 進行

比較，來判定目標佔有率�̃�𝑐𝑟(k)之增幅。 

5. 設定 �̂�(𝑘) = �̃�𝑐𝑟(𝑘) 

其中， 

�̃�𝑐𝑟：推估之臨界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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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1：佔有率推估值與量測值之門檻間距。 

δ：相鄰時間之流量與佔有率的變化率比值。 

α：策略變數。 

D、𝐷+、𝐷−：車流變化率結合值與其門檻。 

 

 
資料來源：[11] 

圖 7 AD-ALINEA 之目標佔有率門檻設定圖 

藉由動態調整方式，促使入口匝道下游之佔有率能維持於所推估之目

標佔有率，藉此改善因資訊不足，控制目標無法設置或不符現況之情境，

以致控制績效降低，於此方式中，隱含了運用 Kalman Filter 用法之意，藉

由量測值與目標值間的差異，推估並修正新的目標，解決目標未知之情況。 

但文獻中並未詳細敘述其相關參數與門檻值為如何設定，但由圖 7 可

推測，數值 𝐷+ 與 𝐷− 之訂定可能參考了基本車流構圖之繪畫，當 D 為

正時，表示流量與佔有率之變化率之為正值，表示車流仍於順暢中，門檻

值(𝐷+)可較為寬鬆；但 D 若為負值，表示已呈現壅塞狀態，須將目標佔有

率進行調整，以避免車流繼續惡化，門檻值(𝐷−)也較為狹窄，此為避免超

過真實之臨界佔有率，能迅速反應與調整，未來採用此方法時，參數設定

可能以文獻中所提供之參數作為基礎，再依據現狀來進行調整。 

文獻中也提及 AU-ALINEA，為 AD-ALINEA 改採上游偵測方式，如

同 UP-ALINEA 策略般，現實可能存在無法獲取匝道下游資訊，須改採上

游資訊來推估下游資訊，以使模式能正常運作，目標佔有率估算流程也與

AD-ALINEA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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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PI-ALINEA 

 
資料來源：[12] 

圖 8 ALINEA 控制架構示意圖 

ALINEA 策略之原始構建想法為多數壅塞發生於入口匝道與主線匯流

處，為讓匯流處可達流量最大化，所以需透過匝道儀控策略控制入口匝道

之車流，來調節與紓解車流，於圖 8 中， Δ 為入口匝道下游測量地點之

距離，模式控制之時間間距為 20 秒至 60 秒，假定平均車速為 20 m/s，控

制間距為 30 秒，可得 Δ ≤ 600 公尺，由此可知，若更下游之路段產生壅

塞時，ALINEA 要反應此壅塞情況僅能等待車流回堵或將測量點擺放至更

為下游處，但上述情況並無法使 ALINEA 更加有效控制壅塞，無法立即將

壅塞反應於儀控率上，凸顯 ALINEA 無法有效紓解距離較為下游之壅塞，

因此， Wang 等人[12]利用自動控制之 PI 調節器(PI Regulator)來變化原有

之 ALINEA 策略，藉以紓解主線下游瓶頸路段，如下式所示。 

)]1([]2()1([)1()(
^

 kooKkokoKkrkr outRoutoutP
 (式 17) 

其中， 

)(kr ：儀控率， ](k),[)( maxmin rrkr  。 

�̂�、𝑜𝑜𝑢𝑡：目標佔有率與佔有率。 

PKKR、 ：模式參數， 0P KKR、 。 

400}1)-(k,min{(k) maxmax  rqrr  

maxr ：匝道容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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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q ：實際量測之匝道進入流量，400 為經驗值。 

經由利用模擬測試兩模式針對較遠之主線下游固定壅塞點之處理能力，

測試結果為 PI-ALINEA 更為適用於紓解更下游之壅塞。 

PI-ALINEA 策略於紓解入口匝道距離較遠下游壅塞有較佳之效果，但

僅限於是用固定之壅塞地點，並無法應用於隨機壅塞地點，故 Wang 等人

[13]針對隨機壅塞地點改良現有 PI-ALINEA 策略，使其可適用於紓解隨機

壅塞地點，如下所示： 

 
資料來源：[13] 

圖 9 PI-ALINEA 針對隨機壅塞之架構示意圖 

)]1([)]1()([)1()(
^

 kooKkokoKkrkr iiRiiPii  (式 18) 

nikrkrkr sm

ii

sm

i ,...,1)1()1()()(  　　
 (式 19)

 

(k)}{arg min
,..,1

sm

i
ni

rj


  (式 20) 

(k)(k) jrr   (式 21)
 

其中， 

)(kr sm

i ：為對 )(kri 進行指數平滑。 

)(kri ：為第 i-th 個 PI-ALINEA 控制器計算之儀控率。 

i：為主線上佈設控制器之一，i=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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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5 所示，藉由在入口匝道下游佈設多個偵測點，藉以偵測隨機壅

塞地點，藉由各自控制器所計算儀控率，選取較為嚴格之儀控率來施行，

經由測試後，可有效紓解隨機地點所產生之壅塞，但此方式仍有缺點存在：

(1)路段中各個地點之控制目標需先設定完成，文章中提及若發生控制目標

無法準確找尋時，可利用 AD-ALINEA 中臨界密度估算方式來計算控制目

標、(2)模式中無法處理因入口匝道停等車隊所產生之壅塞情況。 

Wang等人[14]針對ALINEA與PI-ALINEA進行了理論上的完整分析，

並假設入口匝道下游不同距離之瓶頸之模擬情境，來分別驗測 ALINEA 與

PI-ALINEA，結果可發現，ALINEA 對於瓶頸路段與入口匝道間距離相對

敏感，當瓶頸路段愈接近匝道時，ALINEA 的績效表現愈好；當主線下游

有瓶頸路段時，PI-ALINEA 均優於 ALINEA 之紓解能力，而若為一般僅針

對匝道下游進行量測來進行控制，並無明顯下游瓶頸路段發生時，兩策略

之控制績效為相近的。 

Kan 等人[15]也針對不同情境下來分別比較 ALINEA 與 PI-ALINEA，

入口匝道下游之情境以道路幾何與瓶頸距離進行測試，道路幾何情境分別

為：(1)平均每車道容量降低(如上坡路段、隧道路段等)、(2)主線下游車道

縮減、(3)主線鄰近下游路段含未控制之入口匝道，於測試情境中，ALINEA

對於入口匝道與瓶頸路段間距離相對敏感；而 PI-ALINEA 則較不敏感於距

離之問題，且測試過程中均使用同一組參數應用於不同測試情境中，測試

結果顯示 PI-ALINEA 並不須針對不同情境來制定參數。 

由文獻回顧中，PI-ALINEA 能較 ALINEA 有效紓解主線下游瓶頸，但

於測試案例中，均使用相同參數，倘若 ALINEA 隨著瓶頸發生之距離而改

變 KR數值的話，是否也可改善 ALINEA 針對主線下游壅塞之紓解，其文

獻中均未進行此測試。 

表 1 ALINEA 策略演進表 

發展

時間 
模式 說明 文獻出處 

1991 ALINEA ALINEA 開發。 [9] 

1997 ALINEA 

ALINEA 策 略 實 際 於 Boulevard 

Périphérique 和 A10 West Motorway 進

行實際測試，實測結果為成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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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FL-ALINEA 

UP-ALINEA 

UF-ALINEA 

X-ALINEA/Q 

原 ALINEA 僅利用匝道下游之佔有率進

行測量，並未考量其他方式，本次作者加

入流量測量、改採匝道上游偵測與考量匝

道停等車隊長度。 

[10] 

2004 
AD-ALINEA 

AU-ALINEA 

原本 ALINEA 的控制目標為臨界佔有

率，但考量可能無法直接由車流基本構圖

來找尋或道路受到外在環境因素而改變

臨界佔有率，故於本篇文章之提出臨界佔

有率估算之方法，藉以來作為控制目標。 

[11]
 

2006 PI-ALINEA 

針對匝道下游所產生之瓶頸路段，因

ALINEA 無法有效處理距離較遠之瓶頸

路段，故開發 PI-ALINEA 應對此一問題。 

[12] 

2010 PI-ALINEA 

針對過往獨立匝道儀控並無針對隨機瓶

頸 路 段 來 進 行 說 明 ， 作 者 應 用

PI-ALINEA 並擴充來處理隨機瓶頸路段

之問題。 

[13] 

2014 PI-ALINEA 

以模式理論分析與不同之模擬情境來分

析 ALINEA 與 PI-ALINEA，測試結果發

現 ALINEA 對於匝道與瓶頸間距離相當

敏感；但於非明顯下游瓶頸之情境，

PI-ALINEA 與 ALINEA 之績效相近。 

[14] 

2016 PI-ALINEA 

與 Wang(2014)一樣，應用不同於其之模

擬情境來測試 PI-ALINEA 與 ALINEA，

結果與其結果相符合。 

[15] 

資料來源：本計畫 

 

(七) ALINEA 搭配密度穩定法 

ALINEA 運用容量理論之概念，藉由採用容量所對應之臨界佔有率來

作為控制目標，但其仍無法避免車流均質之問題，故許添本等人[17]考量

車流均質問題與隨機到達特性，採用布朗運動將隨機車流模型與即時密度

變異納入儀控模型考量，將隨機車流模式、即時密度變異數納入匝道儀控

控制邏輯中，故原 ALINEA 模式採用佔有率作為依據，本篇作者改採密度

作為衡量標準，並藉由五分鐘內密度之變異，作為儀控率計算之依據，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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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量車流均質性問題。 

1 min 之
交通狀態資料(t)

是否為穩定狀態 最小儀控率

累積 5 min 之
交通狀態資料(5t)

是否等於目標密度決定目標密度

密度變異數

維持儀控率

是否大於目標密度

降低儀控率 提高儀控率

下一時段儀控率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資料來源：[17] 

圖 10 ALINEA 運用密度穩定法之架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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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k)outo ：匝道下游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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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o ：目標佔有率， 2 crobjective 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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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連續五分鐘佔有率之標準差。 

minr ：最小儀控率，建議值為 100 (輛/小時)。 

於此篇文章中，運用密度穩定法之 ALINEA 策略，經由模擬測試後，

績效較原有之 ALINEA 佳，藉由密度之變化動態調整控制目標，以保持主

線之密度，但其控制增益 𝐾𝑅 並未進行參數校估，未來應可針對不同增益

幅度來進行設置；而模式中，假定主線狀態已超過臨界佔有率下，即時將

儀控率切換為最小儀控率，倘若最小儀控率為一極端之數值，可以因此造

成匝道壅塞，甚至有回堵至地方道路之可能性。 

(八) ALINEA 參數求解 

影響 ALINEA 運作效率包含其參數設定、目標訂定、量測位置等，均

可能影響運作，Chu 等人[18]運用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orithm, GA)產生需

求解之參數，並將參數配以微觀車流模擬軟體(PARAMICS)進行績效模擬，

藉由基因演算法的交配與突變之過程後，產生新的參數，反覆此過程藉以

找尋 ALINEA 之較佳模式參數組合，求取之參數包含儀控率更新週期、模

式參數(𝐾𝑅)、匝道下游偵測器擺放位置與目標佔有率(�̂�)，並以車輛總旅行

時間(Total Vehicle Travel Time, TVTT)作為求解目標，最佳化架構流程如圖 

11 所示。 

 

圖 11 ALINEA 參數最佳化架構示意圖 

資料來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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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ALINEA 參數最佳化彙整表 

ALINEA 參數最佳化彙整表 

參數 數值範圍 

KR 70~200 

匝道下游偵測器擺放距離 120m ~ 140m 

控制間距 30s ~ 60s 

目標佔有率( ô ) 19%~21%、30%~31% 

資料來源：[18] 

其中可發現最佳化後的控制增益 𝐾𝑅  數值範圍包含 Papageorgiou 等

人[9]於 1991 年研究中所建議的值，並由求解後之參數值範圍可推測系統

績效對於 𝐾𝑅 的變動並不敏感，於某一範圍內之 𝐾𝑅 值均能產生不錯的結

果。 

而於目標佔有率的設定方面，基因演算法最佳化的結果顯示當

ALINEA策略將目標佔有率設定在19% ~ 21%與30% ~ 31% 兩個範圍內時

控制的績效最好，文獻中針對其兩種範圍進行個別測試，其中 19% ~ 21% 

的部份可由下游偵測器的佔有率與流量作圖得知，當佔有率在 20% 時主

線通過的流量最大，可得知此應為臨界佔有率；在 30% ~ 31% 的部分則顯

示 ALINEA 策略在密度較高時也能有不錯的控制績效，同樣利用下游偵測

器的佔有率與流量作圖可發現，當佔有率到達 30%時，ALINEA 仍可保持

主線流量，使其僅低於最大流量的 20%；但當佔有率超過 30%，主線可通

過流量就大幅降低。 

最後則是偵測器擺放之距離，但實際擺放距離應考量實際壅塞發生處，

並擺放至其發生點或上游，且須考慮不同匝道之道路幾何，以便於合適位

置偵測到壅塞發生，但可針對實務上運用提供參考。 

(九) 匝道等待車隊控制(Ramp Queue Control) 

良好的匝道儀控策略可穩定主線車流狀態，但卻可能造成匝道車流有

回堵狀況產生，為達到主線與匝道車流均能保持穩定，Spiliopoulou 等人[19]

利用匝道車隊控制之概念，並運用擺放於匝道之偵測器不同位置，來量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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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資訊，量測資訊包含進入匝道之需求量、離去匝道之車流量與匝道車

流量之佔有率，並搭配微觀車流模擬軟體 AIMSUM 來藉以分析績效，首

先，模式可分為三部分，分別為主線車流控制(ALINEA)、匝道等候車隊控

制及匝道車隊溢流控制(Queue Override)。 

 

圖 12 匝道偵測器擺放示意圖 

資料來源：[19] 

1. 主線車流控制： 

主線車流控制策略以運用 ALINEA 策略管控匝道進入之車流，藉

由設定控制目標，維持主線車流於一定密度，如下所示。 

)]([)1()(
^

kNNKkqkq IALAL   (式 24) 

其中， 

ALq ：儀控率值。 

1K ：控制參數。 

N̂、N(K)：目標密度與密度值。 

 

2. 匝道等候車隊控制： 

)]1()1([)]1()1([)1()(  kwkwKkqkqTkwkw m

estoutin

 (式 25) 

)1()1( 



 ko

LL
kw mid

elph

m 
 (式 26) 

)1()1()()(  kqkqkq sm

inin

sm

in 
 (式 27) 



                                               高速公路上匝道儀控策略模擬與分析 

23 

)1()]([
1

)( max  kqfkww
T

kq sm

inQC

 (式 28)
 

其中， 

QCq ：儀控率值。 

maxw 、 mw 、w ：最大可容納車輛數、車輛數估算(佔有率估算)、

車輛數。 

inq 、
outq ：匝道進入與離去流量值。 

ε：模式參數，用於平滑相鄰時間支匝道到進入流量值。 

phL 、
elL ：車輛平均長度與偵測器平均長度。 

λ：車道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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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匝道等候車流溢流控制： 

由圖 12 所示，於匝道佈設了三處偵測器，分別運用來測得匝道車

流進入流量、匝道等候車隊與離去車流，假設當進入車流之佔有率(oin)

超出所設定之門檻(oth)時，視為匝道停等車隊已達一定程度，需進行

紓解以避免車隊溢流至平面，故此時將匝道停等車隊離去車流 qQO(k) 

設定為 qover，藉由將儀控率強制增大，以消除匝道等待車流；反之，

qQO(k) 設定為 0。 

 

最後，評估 ALINEA、X-ALINEA/Q 與匝道停等車隊離去車流等計算

之車流，選取其中最大值作為儀控率，若當ALINEA所計算之儀控率較高，

表示主線尚未到達壅塞，可釋放較多車流進入主線；反之，入口匝道之車

輛數增多，需進行調控，以避免匝道產生過多停等車隊及溢流 

](k)(k),,(k)max[(k) ALQOQCF qqqq   (式 29) 

針對 Spiliopoulou 等人[19]所提出之匝道等待車隊控制方式，Jiang 等

人[20]認為因無設定匝道等待車隊控制(Queue Control)之門檻，易造成因反

覆啟動匝道等候車隊控制而降低了原本匝道儀控之效益，以此提出一策略，

可保持主線順暢與避免匝道停等車隊回堵至平面道路，策略方面先運用

ALINEA 估算一儀控率，並再估算因匝道車隊便所變化所需之儀控率變化

值，將其兩式相加，作為 ALINEA 之擴充項，並納入匝道上游量測之佔有

率值做為調整儀控率之依據。 

 

圖 13 匝道偵測器擺設示意圖 

資料來源：[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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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候車隊長度估算： 

)]1()1([)()1(   krkqTkNVkNV ALINEAinest  (式 30) 

2. 匝道停等車隊控制門檻： 

啟動： max6.0)1( NVkNV   

取消： max6.0)1( NVkNV   

3. 匝道等候車隊控制： 

])([)1()(' arg etTNVkNVKkrkr    (式 31) 

](k)',0max[(k) rr   (式 32) 



 


 else,

70)1(,)1(1)-(kr
)(

max

ALINEA

　　　　　　　　　　　

　　　

r

koifkr
kr

up

 (式 33)
 

其中， 

r ：儀控率變化率。 

upo ：匝道上游佔有率。 

ALINEAr ：運用 ALINEA 計算之儀控率值。 

NV 、 maxNV ：匝道車輛術與匝道最大車輛數。 

透過匝道等候車隊控制策略加入，促使主線與匝道停等車流能取得平

衡，但多數控制量測匝道停等車隊均使用複數組偵測器，多為一組壓站式

偵測器(Passage Detector)與停等偵測器(Queue Detector)，如圖 13 所示，並

加入車輛守恆式與 Kalman Filter 概念來推算停等車隊長度，已達精確求取

停等車隊長度，但現實中，並非佈設於匝道上偵測器均為複數，常於匝道

停等線前或於入口匝道匯流處佈設一組壓站式偵測器，以量測進入主線或

匝道之車流量。缺乏上匝道車流需求量或進入主線車流之測量值，於後續

模擬測試中會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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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ANCONA 

Kerner[21]提出三相車流模式理論，可分為自由流 (Free Flow, F)、同

步流 (Synchronized Flow, S)與大範圍擁擠流 (Wide Moving Jam, J)，其中，

同步流與大範圍擁擠流定義為壅塞車流，其中壅塞可分為兩種趨勢：同步

流趨勢  (Synchronized Flow Pattern, SP) 與一般壅塞趨勢  (General 

Congested Pattern, GP)，其中，同步流壅塞趨勢多發生於瓶頸路段，而一般

壅塞趨勢則多發生於入口匝道匯入壅塞，如圖 14 所示。 

 
資料來源：[22] 

圖 14 三相車流示意圖 

Kerner[21][22]並依據三相車流理論提出 ANCONA 策略，藉由偵測瓶

頸路段上游之平均速度，藉以進行反饋性控制，其目標包含：達成較佳之

通過量、保持較短之旅行時間及避免壅塞漫延至其上游路段，經由

ANCONA 控制，可將於瓶頸路段之壅塞維持於最小程度。 

congvv (det)

 (式 34) 





 


elseq

vtvifq
tq

on

congson

s

con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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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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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insum qqq 
 (式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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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e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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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qqq 
 (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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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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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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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38)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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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v ：壅塞速度分界。 

det ：量測值。 

cont ：控制值。 

cont

onq ：入口匝道儀控率。 

)(B

thq ：瓶頸路段可通過之流量值。 

)(

max

FreeBq ：瓶頸路段可通過之最大流量值。 

但Papageorgiou等人[23]依據Kerner文章中提及ANCONA與ALINEA

之比較，針對 ANCONA 運行之原則提出以下說明： 

1. ANCONA 提及可保持匝道下游之通過量以避免嚴重之壅塞產生，此論

述仍需進行實地驗測。 

2. ANCONA 運用簡單之轉換原則來變化，但將主線連續車流之平均速度

進行中斷性動作仍有交通安全之疑慮。 

3. ANCONA 也可採用下游測量之方式，當可較早偵測壅塞產生時，藉以

得到較佳之效益。 

4. 於不同之地點時，速度門檻將與策略參數要重新校估，當速度門檻設

置有所差異時，可能會有負向之效果。 

5. 獨立匝道儀控仍有其控制效益之極限，文獻中並未提及 ANCONA 可

否與連鎖匝道儀控進行連結，已達連鎖控制成效。 

 

(十一) 模糊理論控制策略(Fuzzy Logic Control) 

控制法則以模糊集合理論為基礎設計，用以克服現有傳統匝道儀控系

統的一些限制，且模糊邏輯理論能夠用來求解互相衝突的目標式。此演算

法之控制目標係最大化總行駛距離，最小化總行駛時間及車輛延滯，而且

維持可接受的匝道等候線長度。演算法分為兩個層級運作，並提供地區性

及下游瓶頸儀控率兩種選擇。 

模糊理論控制法[24]則使用七個以 20秒為週期所量測的偵測器資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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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輸入(主線下游佔有率、主線下游速率、匯入處佔有率、匯入處速率、主

線上游佔有率、等候偵測器佔有率、回堵偵測器佔有率)，如圖 15 所示。 

 
資料來源：[27] 

圖 15 模糊控制理論之偵測器佈設位置圖 

模糊理論執行流程如圖 16 所示，過程使用這些明確偵測資料，先運

用模糊化方式，依其資料數值所對應之語意變數，並計算各等級之隸屬度。

接著運用模糊推論方式，這些模糊化的輸入資料透過規則庫（IF-THEN 規

則）或一組語意規則，決定最後的控制行動，並透過解模糊化方式，將各

資料對應之規則轉化為量化值，最後進行決策輸出，產生明確的儀控率。 

現況輸入

模糊化
隸屬函數

判定現有車流狀態

模糊推論
邏輯規則

運用IF函數制定

解模糊化
給予規則一量化值
藉以判斷績效

決策輸出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16 模糊理論執行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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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模糊理論可有效控制車流，但其執行前期針對各地區不同之車流

型態，可能需重新制定隸屬函數與邏輯規則，倘若考量變數增多，其隸屬

函數與邏輯規則也愈加複雜，增添其實務應用之困難度。 

(十二) 類神經網絡控制(Neural Network) 

 
資料來源：[25] 

圖 17 類神經之前饋性架構運作示意圖 

於此之前，交通反應式控制策略之控制目標，均需事先設定，並無法

依據現實情況來進行調整，故 Zhang 等人[25]運用類神經網路來改善此種

情況，藉助其學習之能力來進行構建一非線性獨立匝道儀控模式，並運用

LWR 巨觀車流模式來構建一非線性回饋式控制，其內部包含一至多個多階

層之前饋性類神經網路，如圖 17 所示，相較於過往自動控制機制，類神

經網路可直接處理非線性系統，並且不用將其轉換為線性系統；類神經網

路控制系統可直接於線上進行校估，可適應環境之變動。 

如圖 18 所示，運用反饋性架構，將目標輸入控制器後，藉由類神經

網路與前次之儀控率數值，計算下個時階之儀控率，如同 ALINEA 之控制

原理般，但其可即時重新校估控制目標，以符合環境之變動。 

 
資料來源：[25] 

圖 18 控制架構示意圖 

後續AD-ALINEA控制之出發點與類神經網路控制雷同，但與其相比，

AD-ALINEA 之設定較為簡易，雖然類神經網路可透過歷史資料，經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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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訓練，可得到不錯之控制績效，但環境變動與其需要之重新校估時間

為何，實務上運用也可能因地制宜，並與其訓練所需資訊之準確度有著相

當之關聯，所以於實務使用上，AD-ALINEA 可能於施行上較為容易。 

(十三) 分區演算法(Zone Algorithm) 

分區演算法[26]藉由將高速公路先定義儀控分區。分區之上游端通常

為自由車流區域，而下游端則通常為一交通瓶頸處。每一分區可能包括數

個儀控入口匝道、出口匝道，也可能有一個以上未實施儀控的入口匝道。 

其基本概念是將進入及離開各分區的交通量予以平衡。所有進入及離

開主線或匝道的交通量以 30 秒為一週期來量測。平衡交通量的主要目的是

要使分區內交通流量維持在一固定的水平下，而依據流量守恆的方式計算

出允許進入的交通量大小，即為此演算法的儀控率。分區演算法公式如下：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19 分區演算法示意圖 

 

SBXFMU A  (式 39) 

其中， 

A：主線上游量測量(量測值)。 

U：未實施儀控入口匝道之總交通量(量測值)。 

M：實施儀控匝道之總交通量(控制值)。 

F：實施儀控之系統匝道總交通量(控制值)。 

X：出口匝道之總交通量(量測值)。 

B：主線下游瓶頸容量(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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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允許進入分區之交通總量(計算值)。 

如假定 S 為 0 時，將原式進行重新整理，匝道最大進入分區之交通量

為： 

)A()( UBXFM   (式 40) 

匝道及系統匝道的儀控率可再依據(M+F)的值與匝道個別因素加以計

算。匝道個別因素係由管理者事先針對每一個儀控匝道加以分析，這些設

定會決定各匝道的相對優先性，以利各匝道進行交通量的分配，固可將分

區演算法由獨立匝道儀控擴充為連鎖匝道儀控。 

雖然透過管控流量來維持主線於一水平，但為保持此狀態，可能須將

將多餘車流留置於匝道，進而滯留於匝道車流大增，依據實務施行經驗，

應發生匝道到過度壅塞，而使得分區演算法暫停使用，於後續針對匝道停

等車流，以其他文獻針對分區演算法來進行改善。 

(十四) 區域交通反應式控制策略(Local Traffic Responsive, LTR) 

高公局於民國 84 年委託加拿大道康國際工程顧問公司規劃建置中山

高速公路入口匝道儀控系統，該系統依各別交流道之交通變化設定儀控率，

即區域交通感應模式(Local Traffic Responsive, LTR)，並於民國 92 年 4 月起

由電腦自動運算最佳儀控率，全天 24 小時依照實際交通需求，機動啟動、

調整或結束儀控，不再限定時段實施。進而，台灣世曦公司已於民國 98

年克服參數校估不易與模式相關問題，目前 LTR 模式已可正常使用[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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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取主線上游佔有率、主
線上游流量與匝道流量

主線上游流量+最小儀控率>主線上游容量
或

主線上游佔有率>主線上游佔有率門檻

即時儀控率
=主線下游容量-主線上游流量

即時儀控率>最大儀控率

上回合即時儀控率 = 0

匝道流量-即時儀控率
>匝道流量門檻

儀控開啟計數 > 
儀控開啟門檻

即時儀控率
=主線下游容量-主線上游流量

儀控開啟計數=0

儀控開啟計數+1

產生警報
回報交控中心

即時儀控率 
= 最小儀控率

上回合即時儀控率 = 0

即時儀控率-最大儀控率
>匝道流量門檻

儀控終止計數 > 
儀控終止門檻

儀控終止計數=0

儀控終止計數+1

儀控終止計數=0

即時儀控率
= 最大儀控率

即時儀控率 = 0
儀控中止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資料來源：[27] 

圖 20 LTR 策略架構示意圖 

但是 LTR 儀控是一種僅考慮單一匝道的儀控策略，其控制原理來自需

求容量式策略，其偵測範圍僅包括該入口匝道及鄰近上游主線路段，策略

啟動與否依賴匝道流量與即時儀控率之比較，流量為一不穩定之數值，流

量可能隨時間有著劇烈之變化，倘若於匝道到上游進入流量較大而匝道流

量較小時，可能策略會無法啟動控制，匝道無限制車流進入主線，更造成

主線壅塞；或直至入口匝道上游之佔有率達至臨界佔有率時，才會進行啟

動，而形成過晚管控之形式。 

LTR 啟動後，由於依據需求容量式策略之控制原理，均有管控過晚之

疑慮產生；同時，LTR 模式並無連鎖控制的邏輯，當入口上游流量進入過

多時，可能會延長壅塞滯留時間，顯見 LTR 模式的區域儀控特性使其無法

處理長路段壅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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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獨立匝道儀控策略文獻回顧小結 

經由文獻回顧與實務上之應用，可發現多數獨立匝道儀控策略僅考量

主線車流情況，少數將匝道情況納入考量，但卻鮮少將鄰近地方道路將其

一起考量，車流行為是一連貫且相關性高的行為，僅考量高速公路主線之

績效，忽略其餘路段之績效，以實務上操作而言，將對用路人造成不便，

故為改善此一狀況，本計畫建構一整合型獨立匝道儀控策略，除了考量高

速公路主線與匝道外，並將入口匝道相鄰之地方道路一併納入考量，藉由

量測道路之即時資訊，以同時更動匝道之儀控號誌與地方之號誌時制，期

望藉由協控之方式，達到有效運用匝道與鄰近道路之剩餘空間，以追求區

域性績效改善之目的。 

2.2 微觀車流模擬軟體 VISSIM 介紹 

VISSIM 為微觀、定時掃描、駕駛行為基礎之模擬模式，由德國卡斯魯

爾大學(University of Karlsruhe)及德國 PTV 交通顧問公司共同研發，其車流模

式以車輛駕駛行為為基礎，採用 Wiedemann[28]的「心理─物理跟車模式」，

亦即行為門檻模式，作為模式中車輛運行的控制邏輯。行為門檻模式

(Behavioral Threshold Model)，亦可說是一種跟車模式(Car-Following Model)，

其模式基本假設為單車道，並不考慮變換車道的情形，將車流的運行狀態分

成三種反應區： 

(一) 感知反應區(Perceived Reaction)： 

車輛受前方車輛速度過慢而有意識地影響。 

(二) 無意識反應區(Unconscious Reaction)： 

車輛在跟車行為中無意識地影響。 

(三) 無反應區(No Reaction)： 

車輛的行為不受任何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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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29] 

圖 21 VISSIM 行為門檻關係圖 

各行為門檻意義如下： 

(一) 靜態區間(AX)： 

車輛停止時期望與前車所保持之車頭距離(Headway)。 

(二) 最小安全距離(BX)： 

車輛車速與前車相近時，與前車相距的最小跟車空間距離。 

(三) 感知速差門檻(SDV)： 

在一較大的車間距下，駕駛者對於前後車輛速度差異(後車車速與前

車車速的速度差值)之感知門檻；SDV 值越大，表示其安全需求越

高。由車輛目前的間距 DX 及其他兩個隨機因子(安全因子及估計因

子)估算而來。 

(四) 跟車間距上限(SDX)： 

考量到駕駛人判斷間距能力的差異，SDX 約在 1.5~2.5 倍最小安全

距離範圍內。 

(五) 間距漸減速差門檻(CLDV)： 

在一較小的車間空距，車間空距漸減並且前後車輛速度差為正時，

速度差異之門檻值由 SDV 與隨機因子計算得之。 

(六) 間距漸增速差門檻(OPDV)： 

與前者相反，在一較小的車間空距，車間空距漸增並且前後車輛速

度車為負時，速度差異之門檻值約為 CLDV 值的 1~3 倍，係因駕駛

人通常對正在遠離物比正在接近物反應較為遲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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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SIM 可模擬精細之交叉路口、高速公路及運輸車輛等，模擬路網精

確度可至 10 公分，模擬時間可精確至 1/10 秒。且模式沒有可依照使用者之

需求進行設置，如加速度、最大速率、期望速率等，亦可針對不同車種進行

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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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獨立匝道儀控策略構建 

本計畫之目標為運用獨立匝道儀控策略，舒緩區域性壅塞問題，依據過

往文獻之回顧，鮮少獨立匝道儀控策略同時考量高速公路主線、入口匝道與

鄰近地方道路間關係，倘若一味追求主線績效良好，可能因此犧牲了入口匝

道與鄰近地方道路之績效，更甚之造成嚴重壅塞；過往研究雖有將獨立儀控

策略整合至最佳化控制中，但因各獨立儀控控制之目標不盡相同，為避免研

究路網中有控制效果不均之疑慮，多採以運用單一獨立儀控策略進行控制。 

為避免上述情況產生，本計畫建構同時考量主線、入口匝道與鄰近地方

道路之整合獨立儀控模式，透過控制入口匝道與地方道路之號誌，紓解潛在

之壅塞車流，以維持路網整體績效之均衡。如圖 22 所示，整體路網可分為

高速公路與其鄰近地方道路兩部分，入口匝道為兩者交接處，藉由儀控率與

地方道路號誌，分別控制經由入口匝道進出之車流，調節高速公路主線與鄰

近地方道路之車流。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22 控制區域示意圖 

控制模式構建之基礎源於 ALINEA 模式，ALINEA 模式之控制原理為藉

由設置控制目標，並即時偵測主線下游壅塞區之資訊，同步調控匝道儀控率，

藉此將主線下游維持於控制目標，以達到通過量最大化。本計畫架構於

ALINEA 模式之控制原理，藉由擴增原 ALINEA 之模式，並針對高速公路主

線下游、匝道內車輛數與欲進入匝道之車輛數作為策略之管控目標，為有效

運用入口匝道與地方道路之空間，以維持整體路網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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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高速公路策略架構 

運用設定目標之方式，將主線與入口匝道區分為供給端與需求端，藉由

協調兩端來調整儀控率進行施放車流，以達兩端之平衡。首先，高速公路主

線視為供給端，針對匝道下游主線，設定目標佔有率來進行控制，當量測之

佔有率小於目標佔有率時，此時儀控率將升高，希望入口匝道能進入較多車

流；反之，當量測之佔有率大於目標佔有率時，將降低儀控率，以致由入口

匝道進入之車流減少。而入口匝道視為需求端，藉由設定其區段內車輛數來

進行控管，此外，也可有效運用其剩餘空間，以調節主線進入車流，避免短

時間內過多車流同時進入主線而造成壅塞，當匝道內車流量少時，表示需求

量較少，降低儀控率使多數車流滯留於匝道；相反地，當車流量增多並超過

控制目標時，增加儀控率，紓解匝道內車流，以降低壅塞。配合兩式車流消

長原理，藉由取其兩式之控制原理，運用控制權重因子 α 將兩式進行整合，

調節進入主線之車流，如下所示。 

)()1()()( krkrkr ds  
 (式 41) 

其中， 

𝑟𝑠：高速公路供給端之儀控率。 

𝑟𝑑：高速公路需求端之儀控率。 

r：高速公路之整合儀控率。 

α：策略權重因子，α ∈ [0,1]。 

但由於實務上匝道上多僅佈設兩組偵測器，一組佈設於入口匝道分支的

其中一側，用於偵測進入之流量；另一組設置於車流匯流後路段，擺設於匯

合處或匝道儀控號誌停止線處，用於量測進入或離去匝道之車流，且各個匝

道之偵測器設置並未統一，對於推估匝道上之車輛數則無法採用文獻中所用

之方法，故本計畫中則採用匝道上佈設之偵測器所量測佔有率，藉以轉換為

密度，來估算匝道內車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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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 42)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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𝑜𝑟𝑎𝑚𝑝：入口匝道之偵測器所量測之佔有率。 

𝐿𝑉𝐷：偵測器長度。 

𝐿𝑣𝑒ℎ：車輛平均長度。 

𝐿𝑟𝑎𝑚𝑝：入口匝道長度。 

雖然估算之匝道車輛數仍有其誤差存在，但此方式仍為實務上可行之

操作方式，後續可能改善方式可能如下： 

1. 若佈設於匝道號誌停止線附近，可運用流量預測方法推估需求量，配

以量測之流量作為流出量，運用車輛守恆方式進行估算，流量預測方

法之準確性將成為關鍵。 

2. 若佈設於分支匯流處，可將其視為需求量，被以即時儀控率或預估之

紓解率作為流出量推估，運用車輛守恆方式進行推估，然而，偵測器

佈設於匯流處容易因車流並排而造成流量低估，而以儀控率與紓解率

替代流出量，是否會有高估狀況仍需進行分析。 

3.2 地方道路策略架構 

如同高速公路部分，藉由設定控制目標，以需求端與供給端之平衡，調

整地方道路之號誌時制，藉以調整進入高速公路之車流量，首先由供給端切

入，入口匝道藉由設定其區段內車輛數來進行控管，當其有多餘空間時，調

整綠燈時間，讓較多車流進入匝道；而需求端為地方道路，當欲進入匝道之

車流增多時，等待車流高於目標時，調整綠燈時比，使其增多進入匝道之車

流量，反之，當其未達目標時，減少綠燈時間，讓地方道路其他轉向能增多

紓解車流時間。配合兩式車流消長原理，取其兩式之控制原理，運用權重值 β 

將兩式進行整合，可有效運用兩端剩餘空間，以調節進入入口匝道之車流，

於匝道與地方道路取得平衡，如下所示。 

)()1()()( klklkl ds  
 (式 43) 

其中， 

𝑙𝑠：地方道路供給端之控制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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𝑙𝑑：地方道路需求端之控制流率。 

𝑙：地方道路之整合控制流率。 

𝛽：策略權重因子，𝛽 ∈ [0,1]。 

3.3 地方時制轉換機制 

依據上述地方道路所計算之整合地方道路控制流率，重新調整鄰近地方

道路路口之號誌綠燈時間，針對現有各時相鄰近路段之飽和度與所計算之欲

進入高速公路之車流量進行權衡，藉此動態調控地方道路之車流。 

1. 各時相之時比計算： 

為避免因僅考量欲進入高速公路之車流，而忽略其於地方道路之

車流，於此採用各時相對應之路段飽和度做為分配之依據，飽和度為

路段車流之抵達率與紓解率比值，可做為各路段車流紓解之依據，飽

和度若小於 1 時，可表示抵達之車流能被消散；若飽和度大於 1 的情

況下，表示路段無法有效消散車流，進而產生壅塞，故以此為依據來

決定各時相之綠燈時比，如下式所示。 


i

iii yyg '  (式 44) 

2. 欲進入匝道車流之限制： 

依據匝道與地方道路可運用之空間所計算之進入流率，但須扣除

不受號誌控制可直接右轉進入高速公路之車流，所剩餘之流率才可分

配為號誌所控制，但流率並無法直接運用於地方號誌，故透過下式將

流率轉換為號誌時比。 

 
i

iiR sgLCCqkl '')())((  (式 45) 

藉由將流率轉換為號誌周期內所能允許進入之車流量，並搭配所

對應時相之紓解率來計算對應之綠燈時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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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L − 𝑞𝑅) < 0時，表示右轉流量高於所計算之控制流量，但因

無法管制右轉流量，故將所對應之綠燈時相調整為最小綠燈，以避免

開放過多綠燈讓車流進入入口匝道，而造成匝道過度壅塞。 

3. 綠燈時相長度限制 

maxmin )( GgLCG i 
 (式 47) 

為避免開放單一時相過多或過少綠燈長度，因而犧牲整體道路績

效，故計算之綠燈時相長度需符合綠燈長度限制。 

其中， 

𝑦𝑖：各時相路段抵達率與紓解率之比值。 

𝑞𝑅：未受號誌控制之欲進入高速公路右轉車流量。 

𝑠𝑖：紓解率。 

𝑔𝑖：綠燈時比。 

𝑔𝑖′′：依據匝道車流限制所計算之綠燈時比。 

𝑔𝑖′：依據地方道路各路段之飽和率所計算之綠燈時比。 

𝐶：號誌週期。 

𝐿：損失時間。 

𝐺𝑚𝑎𝑥：最大綠燈時間。 

𝐺𝑚𝑖𝑛：最小綠燈時間。 

i：時相。 

3.4 控制策略啟動時機流程 

本計畫研擬之整合型獨立匝道儀控模式，其運作原理為有效運用入口匝

道與鄰近地方道路之剩餘空間，藉以紓解高速公路主線之潛在性壅塞，故當

高速公路主線仍於順暢狀態下，為避免造成不必要之延滯，應設置控制策略

啟閉時機，等主線車流符合啟動門檻時，適時啟動策略來管控主線之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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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保持主線順暢。 

由於策略控制原理為透過高速公路與地方道路協同控制，藉以紓解高速

公路潛在性壅塞，倘若匝道儀控並未啟動，則地方號誌將維持原始時制設計

進行運作；反之，若匝道儀控因主線車流增多而開啟，則會因主線及匝道狀

態進行動態調整儀控率，但地方號誌是否進行協控則須觀察匝道之車輛數是

否接近所設置之目標，才會評斷是否開啟地方號誌進行協控。 

策略是否啟動為運用觀察一段時間內之車流變化，流程圖如圖 23所示，

每個時階均量測主線之佔有率與匝道之車輛數，當一段時間間隔內主線之佔

有率高於所設置之啟動目標佔有率時，儀控啟動計數(r_open)增加，直至一段

時間間隔內啟動計數高於所設置之門檻，整合式匝道儀控策略啟動；當整合

式匝道儀控策略啟動後，觀測匝道內車輛數是否高於所設置之啟動目標匝道

車輛數，當高於匝道啟動目標之車輛數時，地方協控計數(l_open)將增加，直

至一段時間間隔內計數高於所設置之門檻，地方號誌將與匝道儀控進行協同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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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23 整合獨立匝道儀控啟動時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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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高速公路主線或入口匝道壅塞較為紓解後，此時應檢測是否關閉策

略，以避免因持續控制，反而造成不必要之延滯： 

1. 匝道儀控關閉時機： 

如圖 24 所示，首先於每個時間均量測主線之佔有率，待主線佔有

率小於所設定之關閉目標佔有率時，儀控關閉計數(r_close)增加，直至

一段固定時間間隔內，關閉計數總和達到所關閉之門檻，匝道儀控將

進行關閉，恢復為常綠時制或是預設之儀控策略。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24 匝道儀控關閉時機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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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方道路協控關閉時機：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25 地方道路協控關閉時機流程圖 

如圖 25 所示，首先，地方號誌協控應先檢測匝道儀控策略是否已

進行關閉，倘若匝道儀控已經關閉，地方協控也應關閉，因整體控制

原理為運用匝道與鄰近地方道路之剩餘空間，達到區域性績效提升之

目標，此為協同控制高速公路與地方道路，故匝道儀控關閉後，地方

協控也應進行關閉，恢復原有時制計畫運作。 

倘若匝道儀控維持運作狀態，於每個時階均量測匝道內之車輛數，

待匝道車輛數小於所設定之關閉目標車輛數時，地方協控關閉計數

(l_close)增加，直至一段時間間隔內關閉計數達到所關閉之門檻，地方

協控將關閉，恢復為預設之地方號誌時制策略。 

經由上述啟動與關閉時機，於適當時機下，整合式獨立匝道儀控將啟動

並進行區域性協控，同時管控儀控號誌與鄰近地方號誌，促使區域性車流更

能有效率進行管控，並可透過策略中的控制權重因子 α 與 β，依據其車流趨

勢，或是相關業管部門進行協調後，調配其各區域之控制比重，達成協同控

制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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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參數校估與模式驗證 

4.1 研究路網介紹 

本計畫以國道三號三鶯交流道與其鄰近道路作為本計畫之主體，於高速

公路部分，主體範圍由土城交流道至鶯歌系統交流道；而鄰近地方道路部分，

主體為交流道所連接之復興路，其與北上及南下入口交會之路口，為本計畫

地方協控之控制路口，如圖 26 所示。模擬路網績效呈現已 2016 年 09 月 30

日(五)下午 16:00 至 20:00 之資訊做為依據，構建模擬路網，匝道儀控率調整

與地方號誌資訊則以國道高速公路局與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所提供之資料進行

設置，如圖 27 至圖 28 與表 3 至表 5 所示，以期後續模擬路網校估能更貼

近現實。 

 

圖 26 三鶯交流道街景示意圖 

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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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國道高速公路局匝道儀控率時制表 

編號 控制功能 儀控率 綠燈時間 黃燈時間 紅燈時間 

0 常紅 1 - - All 

1 儀控率 100 4 3 65 

2 儀控率 200 7 3 44 

3 儀控率 300 10 3 35 

4 儀控率 400 10 3 23 

5 儀控率 500 10 3 16 

6 儀控率 600 10 3 11 

7 儀控率 700 10 3 8 

8 儀控率 800 13 3 7 

9 儀控率 900 15 3 6 

10 儀控率 1000 19 3 6 

11 儀控率 1100 24 3 6 

12 儀控率 1200 27 3 6 

13 儀控率 1300 37 3 6 

14 儀控率 1400 41 3 6 

15 儀控率 1500 48 3 6 

16 儀控率 1600 51 3 6 

17 儀控率 1700 54 3 6 

18 儀控率 1800 56 3 6 

19 儀控率 1900 59 3 6 

20 儀控率 2000 63 3 6 

21 儀控率 350 2 3 15 

22 儀控率 450 2 3 11 

23 儀控率 550 2 3 8 

24 儀控率 650 4 3 10 

25 儀控率 750 4 3 7 

26 儀控率 850 4 3 6 

27 儀控率 950 4 3 4 

28 儀控率 1050 4 3 3 

29 常綠 2 All - - 

30 閃黃 3 - Flash - 

31 停止顯示 4 - - - 

資料來源：國道高速公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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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圖 27 三鶯交流道南進入口號誌時相順序表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圖 28 三鶯交流道北進之路口號誌時相順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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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國道三號三鶯交流道南進口地方號誌時制表 

時 

間 

週 

期 

時 

差 

分 

相 

數 

分 

相 

1 

綠 

分 

相 

1 

黃 

分 

相 

1 

紅 

分 

相 

1 

小 

計 

分 

相 

2 

綠 

分

相 

2 

黃 

分

相 

2 

紅 

分

相 

2 

小

計 

1600 

~ 

1900 
100 0 2 60 3 2 65 30 3 2 35 

1900 

~ 

2300 
90 0 2 55 3 2 60 25 3 2 30 

    單位：秒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表 5 國道三號三鶯交流道北進口地方號誌時制表 

時間 

週

期 

時

差 

分

相

數 

分

相

1

綠 

分

相

1

黃 

分

相

1

紅 

分

相

1

小

計 

分

相

2

綠 

分

相

2

黃 

分

相

2

紅 

分

相

2

小

計 

分

相

3

綠 

分

相

3

黃 

分

相

3

紅 

分

相

3

小

計 

分

相

4

綠 

分

相

4

黃 

分

相

4

紅 

分

相

4

小

計 

1600 

~ 

1900 

2 

0 

0 

0 4 
4

4 
3 3 

5

0 

2

9 
3 3 

3

5 

6

4 
3 3 

7

0 

3

9 
3 3 

4

5 

1900 

~ 

2300 

1 

8 

0 

0 4 
5

9 
3 3 

6

5 

2

4 
3 3 

3

0 

3

9 
3 3 

4

5 

3

4 
3 3 

4

0 

單位：秒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為使策略有效率執行，應於策略施行前針對研究路網進行分析，但分析

所需資料僅有國道高速公路局所開放之開放式資料庫，地方道路因資訊未公

開或缺乏資料，造成資訊缺乏而無法進行分析。開放式資料庫運用其 ETC 資

料與 VD 資料，於 ETC 資料中，運用其 M04(平均旅行時間)與 M06(車輛旅

次起訖)進行分析，運用 M04 資料分析旅行時間，藉以了解壅塞發生與延續

之時間，而 M06 資料可進行車流起訖分析，了解各時段間車流之行為；於

VD 資料中，因為其佈設於高速公路上較為密集，且擁有個別車道之資訊，

故可藉此分析主線壅塞成因，以下個別針對南向與北向主線進行車流分析： 



                                               高速公路上匝道儀控策略模擬與分析 

49 

(一) 三鶯交流道南向車流分析 

首先，由旅行時間分析開始進行，雖然可藉由 M06 的資料收集

所有個別車流之旅行時間，但車流行進間仍會受其他車輛影響，故分

析個別車輛之旅行時間可能無法顧及整體狀態，故以 M04 之平均旅行

時間進行分析，由圖 29 所示，隨著時間推移下，至下午 18:30 後，旅

行時間開始逐漸增加，雖至後期有下降趨勢，但旅行時間平均值仍大

於離峰時刻，顯示此為星期五下午尖峰時刻。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29 三鶯交流道至鶯歌系統旅行時間分布圖 

由上述旅行時間分析可發現有壅塞產生，但仍未知壅塞產生之成

因，故藉由佈設於主線之 VD，繪畫其每車道之速度分布圖，並由三

鶯交流道下游之鶯歌系統交流道開始繪畫回溯至上游主線路段，如圖 

30 與圖 31 所示，佈設於鶯歌系統道間(54.650-N)所量測之速度，並未

有明顯之速度變化；然而佈設於三鶯與鶯歌系統主線間(52.900-M)與

其主線上游(49.000-M)之速度有著明顯之變化，由下午 15 點過後開始

逐漸壅塞，且為外側車道最為壅塞，直至下午 19 點後才逐漸順暢；但

於三鶯交流道上下匝道間(50.835-N)有一小段時間產生極度壅塞，推測

主線車流可能回堵至南向三鶯交流道入口匝道上游，並與下匝道回堵

車流交會，以致產生過大壅塞。由此回堵現象可推測應為國道三號南

向前往國道二號與國道三號之車流，於鶯歌系統交流道前產生交織之

車流行為，因而造成壅塞發生，並於外側車道之速度降低之幅度為最

大，但交織之行為如何產生並無法藉由 VD 資料直接推斷，則有待後

續運用 M06 資料來進行更詳細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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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地圖 

圖 30 國道三號南向三鶯交流道至鶯歌系統主線偵測器佈設位置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1 國道三號南向三鶯交流道至鶯歌系統主線偵測器速度分布圖 

由前述運用 VD 資料資料所推測之結果，與此運用 M06 資料來

進行更為詳細之分析，首先，針對鶯歌系統交流道分析其車流旅次之

起點，如圖 32 與圖 33 所示，可由圖中發現，車流由三鶯與土城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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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之比例大約為 50%，而由三鶯交流道為起點之車流佔全體約 30%之

比例，此表示有許多用路人於國道三號為短程旅次，但短程旅次與其

他旅次之交會並無法單由比例圖所看出，故後續將個別探討由國道三

號南向三鶯交流道上游與三鶯交流道間兩股車流之行為來進行推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2 國道三號南向鶯歌系統交流道起點旅次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3 國道三號南向鶯歌系統交流道起點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4 國道三號南向三鶯交流道上游迄點車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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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5 國道三號南向三鶯交流道上游迄點比例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6 國道三號南向三鶯交流道迄點車流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7 國道三號南向三鶯交流道迄點比例分析圖 

由圖 34 與圖 37 所示，分別為三鶯交流道上游進入流量與三鶯

交流道進入流量之迄點分析，均可發現兩股車流均有 40%至 50%之車

流進入鶯歌系統交流道，其餘車流將持續前往國道三號南向主線，在

上述車流中，如圖 38 所示，三鶯交流道進入之車流(藍色)與三鶯交流

道上游進入之車流(紅色)，可將其車流依旅次分為四股車流，由圖中

可看出會有兩種交織區產生，此兩種交織於車流量大時，更加容易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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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壅塞，以致影響主線車流行駛順暢度，故可由圖 31 相互比對，可

發現壅塞愈接近外側車道，壅塞程度更為顯著，且由鶯歌系統交流道

回堵至三鶯交流道。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8 國道三號南向三鶯交流道至鶯歌系統交流道主線車流交織示意圖 

(二) 三鶯交流道北向車流分析 

首先，由旅行時間分析開始進行，由圖 39 所示，隨著時間推移

下，至下午 17:30 後，旅行時間開始逐漸增加，雖至後期有下降趨勢，

但旅行時間平均值仍大於離峰時刻，顯示此為星期五下午尖峰時刻。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39 國道三號北向三鶯交流道至土城交流道平均旅行時間分布圖 

由上述旅行時間分析可發現有壅塞產生，但仍未知壅塞產生之成

因，故藉由佈設於主線之 VD，繪畫其每車道之速度分布圖，並由三

鶯交流道下游之土城交流道開始繪畫回溯至上游主線路段，如圖 40

與圖 41 所示，佈設於國道三號北向土城交流道下游(40.985-M)所量測

之速度，並未有明顯之速度變化；然而佈設於三鶯與土城間(43.665-M、

45.000-M、45.800-M)之速度有著明顯之變化，且各車道之速度由土城

交流道遞減至三鶯交流道，尤以外側車道速度遞減最為嚴重，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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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應為前往國道三號北向土城交流道之車流，於土城交流道下匝道

前產生交織之車流行為，因而造成壅塞發生，並且於外側車道之速度

降低之幅度為最大，但交織之行為如何產生並無法直接運用 VD 資料

來進行推斷，則有待後續運用 M06 資料來進行更詳細之分析。 

 
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地圖 

圖 40 國道三號北向三鶯至土城偵測器佈設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1 國道三號北向三鶯交流道至土城交流道主線偵測器速度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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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運用 VD 資料資料所推測之結果，與此運用 M06 資料來

進行更為詳細之分析，首先，針對鶯歌系統交流道分析其車流旅次之

起點，如圖 42 與圖 43 所示，可由圖中發現，車流由樹林、三鶯與鶯

歌系統為起點之比例大約為 50%，此表示有許多用路人於國道三號上

為短程旅次，但短程旅次與其他旅次之交會並無法單由比例圖所看出，

故後續將個別探討由國道三號北向三鶯交流道上游與三鶯交流道間兩

股車流之行為來進行推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2 國道三號北向土城交流道起點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3 國道三號北向土城交流道起點比例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4 國道三號北向三鶯交流道上游迄點旅次示意圖 



                                               高速公路上匝道儀控策略模擬與分析 

56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5 國道三號北向三鶯交流道上游迄點比例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6 國道三號北向三鶯交流道迄點旅次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7 國道三號北向三鶯交流道迄點比例分析圖 

由圖 44 與圖 47 所示，分別為三鶯交流道上游進入流量與三鶯

交流道進入流量之迄點分析，均可發現兩股車流均有 35%至 40%之車

流進入土城交流道，其餘車流將持續前往國道三號北向主線，在上述

車流中，如圖 48 所示，三鶯交流道進入之車流(藍色)與三鶯交流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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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進入之車流(紅色)，可將其車流依旅次分為四股車流，由圖中可看

出會有兩種交織區產生，此兩種交織於車流量大時，更加容易產生壅

塞，以致影響主線順暢。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48 國道三號北向三鶯交流道至土城交流道主線車流交織示意圖 

由上述壅塞分析發現，三鶯交流道下游南北向主線壅塞均為因下匝道車

流與主線車流產生交織行為，進而產生壅塞，回堵至上游主線，壅塞成因其

一為三鶯交流道進入之車流，故在無法管控匝道上游主線進入之流量時，如

何運用整合型獨立匝道儀控策略，藉由紓解主線壅塞與有效運用匝道與鄰近

平面道路剩餘空間，後續章節將詳細解說。 

4.2 微觀車流模擬軟體參數校估 

車流模擬軟體可運用於策略設計時評估之工具，因無法直接於實際現場

進行策略執行，微觀車流模擬軟體成為測試策略施行績效之有效工具，藉由

於模擬軟體中構建實驗場域路網，並調整其車流參數，以符合實際路網之車

流，做為模擬驗測之基準。 

為使模擬路網符合真實車流，運用現有之資料來校估，資料內容包含高

速公路 ETC 資料與 VD 資料，ETC 資料可運用分析上匝道車流量、主線車流

量與下匝道比例值；相較於 ETC 資料，因 VD 資料佈設較為密集，並擁有個

別車道之車流訊息，可運用於分析壅塞分布與成因分析，但上述僅限於高速

公路部分，地方道路資料並未如同高速公路般，一樣地齊全與公開，促使現

今實務運用上，匝道儀控僅能控制主線與匝道部分，地方道路資訊缺乏或為

共享，使得協控策略未能執行，只能各自獨立執行號誌，造成無法有效紓解

區域性壅塞問題，為此，於地方道路校估作業中，僅能依據 Google 街景地

圖路況圖中找尋尖峰時段之壅塞趨勢，並以此為趨勢調整地方道路之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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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最後入口匝道流量能符合 ETC 所計算出之流量。 

在 VISSIM 交通參數設定方面，由於 VISSIM 軟體是依據微觀車流中的

行為門檻模式而設計出來的車流模擬程式，因此可針對使用者本身需求，對

其相關參數進行修改，為了能較為準確模擬實際情形，本計畫根據薛博元[30]

與鄒政修[27]研究中參數調整來作為依據。 

首先於路網車輛跟車行為部分，VISSIM 內建之跟車模式主要有

Wiedemann 74 及 Wiedemann 99 兩類，其 中 Wiedemann 74 適用於市區道

路模擬，Wiedemann 99 適用於高快速公路模擬，本計畫中以調整高速公路之

參數並進行模擬，故根據 Wiedemann 99 模式進行修正，調整之參數如下： 

(一) 車輛最小停等間距（Standstill Distance）：此參數主要影響車道可停

放車輛數，間接影響停等車隊長度及紓解效率，本計畫參考交通部

運輸研究所[31]中實際調查高速公路車輛靜止時與前車所保持之距

離作設定，平均保持最小淨距為 2.82 公尺。 

(二) 安全間距參數（Headway Time）：最小安全間距為車輛行駛時，駕

駛人欲與前車保持之最短安全距離，受駕駛人個別心理行為影響。

Wiedemann 99 模式之最小安全間距主要由車輛最小停等間距及受

速率影響之變動間距所組成，由於安全間距參數亦為模擬模式之關

鍵變因，本計畫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實際調查之最小安全間距值

為 0.8 秒。 

(三) 進入跟車行為門檻（Threshold for Entering ‘Following’）：係指駕駛

人以較高速率接近前車時，感知需減速以達最小安全間距之時間。

此數值亦可視為後車駕駛受前車影響之距離門檻值，進入該範圍則

開始減速，為 VISSIM 模擬模式之關鍵變因。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依

據後車剎車時間，同時判斷與前車之間距，其建議跟車行為門檻值

為 6 秒。 

經由上述 VISSIM 參數調整與 ETC 資料之分析，模擬 2016 年 09 月 30

日之下午 16:00 至 20:00，此為下午尖峰時刻，因 VISSIM 並無自動暖機之機

制，故模擬時間第一小時為暖機時間，後續績效輸出與評估為運用第二至第

四小時之資訊，並以模擬五次之績效平均，藉以評估路網校估是否合乎現實，

評估之依據採取平均絕對誤差值 (Mean Absolutely Percentage Error, 

MAP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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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𝐴𝑡：實際值。 

𝐹𝑡：量測值。 

m：樣本數。 

 

表 6 三鶯交流道南向主線校估分析表 

三鶯交流道 

南向 

模擬路網校估績效分析表 

土城至三鶯主線流量 三鶯至鶯歌系統主線流量 

17:00~18:00 1.24% 1.96% 

18:00~19:00 0.47% 6.14% 

19:00~20:00 1.78% 6.89%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7 三鶯交流道北向主線校估分析表 

三鶯交流道 

北向 

模擬路網校估績效分析表 

鶯歌系統至三鶯主線流量 三鶯至土城主線流量 

17:00~18:00 3.24% 6.81% 

18:00~19:00 1.82% 6.14% 

19:00~20:00 3.17% 6.37% 

資料來源：本計畫 

如表 5 至表 6 所示，模擬路網校估後之 MAPE 值均為 10%以內，可表

示此為良好之校估，可將其結果運用於後續整合式匝道儀控策略之模擬驗證

中，藉以進行策略參數及執行效力之測試。 

4.3 模擬驗證與策略績效分析 

4.3.1 策略控制目標與參數設定 

於VISISIM中，獨立匝道儀控策略最終輸出之數值皆為匝道之儀控率。

本計畫參照表 3 將儀控率轉換為相對應之號誌時制，而地方時制則參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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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表 4 進行設置。由於本計畫屬於高速公路交通感應式獨立儀控與地方

道路適應性號誌同時進行，會隨即時量測資料而變動時制，因此在 VISSIM

模擬軟體當中須額外以外掛軟體 VisVap 進行設定，才能達到上述即時控制

之目的。 

但於模擬驗證前，本計畫之整合型獨立匝道儀控模式仍有其參數需進

行設置，參數設置概念如下： 

因本計畫策略之構建參考 ALINEA 的控制原理，藉由設定控制目標來

將所需控制處維持於控制目標，並透過控制權重將式子進行線性結合來產

生新的策略式，但其變化所影響之儀控率增益幅度為何，本計畫參考

Papageorgiou等人[9]與 Smaragdis等人[10]針對主線佔有率變化與匝道上車

輛數變化所造成儀控率增減幅度來做為設定，但因無針對地方道路上之建

議參數，而地方道路與匝道均採用量測路段內車輛數，故採用與匝道相同

之參數進行設定。 

而控制權重因子之設定，則須依據現有路況來進行設定，設定方式依

據主線流量組成來進行設定，由圖 49 與圖 50 所示，可顯示出由入口匝道

上游所進入之較三鶯交流道所進入之流量多，由此可知，主線車流以三鶯

交流道上游進入流量為主，並依據 4.1 節之推論，壅塞之成因來自下匝道

前主線車流之交織，依此狀況下，若針對主線情況來調整入口匝道進出之

流量，應可降低交織所產生之壅塞，故以主線為主要重視之目標，α 值之

設定應大於 0.5；而為使平面道路降低因儀控率變動所產生之衝擊，將以鄰

近平面道路績效做為重視之處，故 β 值之設定應小於 0.5。 

 

圖 49 國道三號南向三鶯至鶯歌系統主線車流組成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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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0 國道三號北向三鶯至鶯歌系統主線車流組成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策略中之最小儀控率 𝑟𝑚𝑖𝑛 之設置考量兼顧高速公路與地方道路之績

效，故不能採用圖 26 中之值，以避免過度注重主線績效，而犧牲匝道與

地方道路，故本計畫採用 𝑟𝑚𝑖𝑛 為 700 來進行設置，如同地方號誌短週期

控制，藉由達到短時間間隔釋放車流，以避免車輛蓄積於匝道過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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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策略模擬驗證與分析 

經由上述控制目標與參數於 VISSIM 與其外掛 VisVap 進行設定後，開

始進行本計畫之模擬驗測過程，以模擬 5 次之平均績效做為輸出，進行績

效比較，如表 8 與表 9 所示，表中應用旅次來進行個別績效評估與改善幅

度，車流旅次包含：(1)高速公路至高速公路之旅次、(2)平面道路至高速公

路之旅次、(3)平面道路至平面道路之旅次、(4)高速公路至平面道路之旅次，

最後將進行總體績效之比較。 

表 8 國道三號南向三鶯交流道整體績效比較表-1 

三鶯 

交流道南向 

平均延滯(秒) 

差異幅度(%) 

總延滯 

(車輛-秒) 

差異幅度

(%) 
(1)高→高 (2)地→高 (3)地→地 (4)高→地 

未儀控 252.01 517.50 153.35 515.11 8137831 

儀控後 
132.95 

(-47%) 

401.21 

(-22%) 

130.75 

(-14%) 

256.40 

(-50%) 

4651141 

(-43%)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9 國道三號北向三鶯交流道整體績效比較表-1 

三鶯 

交流道北向 

平均延滯(秒) 

差異幅度(%) 

總延滯 

(車輛-秒) 

差異幅度

(%) 
(1)高→高 (2)地→高 (3)地→地 (4)高→地 

未儀控 131.63 270.88 153.35 122.64 4425141 

儀控後 
102.11 

(-22%) 

288.08 

(6%) 

130.75 

(-15%) 

145.90 

(19%) 

4102214 

(-7%)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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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1 三鶯交流道南向未儀控模擬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2 三鶯交流道南向儀控模擬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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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南下三鶯交流道下匝道旅次(往鶯歌方向)分析表-1 

 
南下三鶯交流道下匝道旅次(往鶯歌方向) 

未儀控 儀控 

下匝道通過量

(輛) 
1937 2032 

復興隆恩路口

通過量 

(輛) 

5412 5612 

平均延滯(秒) 774.21 387.10 

資料來源：本計畫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3 往鶯歌方向之車流續進帶寬示意圖 

如表 8 與表 9 所示，在施行整合型獨立匝道儀控策略後，高速公路主

線延滯均有所降低，藉由運用匝道與鄰近地方道路剩餘空間，達到整體績

效改善，藉由匝道與鄰近地方道路空間轉換運用下，達到績效互換以促使

區域性績效改善。並由圖 51 所示，可發現未施行整合型匝道儀控前，南

向主線下游車流回堵之南向入口匝道上游，並因下匝道車流回堵影響主線，

兩者壅塞影響下，進而使得整體績效不彰；但施行整合型儀控策略後，如

圖 52 所示，可紓解南向主線之回堵車流與間接改善南向下匝道之車流壅

塞，以致績效大幅度提升，紓解原因如下敘述。 

南向主線車流績效改善大幅度提升，於前述分析可得知南向交流道可

能有主線車流回堵與下匝道車流回堵之情況，因而使得於未儀控之情境下，

主線與下匝道車流均被影響，但控制後為何改進幅度大增？雖然復興隆恩

路口並非本計畫控管之路口，但可推測為因啟動整合型獨立匝道儀控策略

後，地方號誌也隨之改變，原本下匝道左轉車流並無續進帶寬，如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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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於復興隆恩路口轉為紅燈時抵達路口，並與下匝道之車流同時抵達，

以致綠燈開放時，因復興路右轉隆恩路之車流為主，容易因由北進路口車

流右轉與下匝道車流直行交會，使得兩股車流交織進而產生壅塞，間接阻

擋下匝道車流，使其下匝道車流嚴重回堵；但進入協控後，協控路口號誌

隨著匝道與地方道路內之車輛數進行更動，故於此更動原前往三鶯大橋之

車流趨勢，使得北向下匝道與大智路左轉車流可能因開啟綠燈時間變動，

抵達復興隆恩路口時間更動，錯開南向三鶯交流道下匝道之車流同時抵達

路口之情況，使之降低兩股不同轉向車流交織，因而降低壅塞程度，疏解

下匝道車流壅塞程度。如表 10 所示，經由即時量測並進行號誌時重新分

配後，改變原有行駛於地方道路之車流行為，因降低由上游路口進入車流

對下匝道車流之影響，促使旅次通過量增加，並降低其平均延滯時間。而

原本主線車流也因進行匝道管控，逐漸紓解原有之主線壅塞，加上降低下

匝道壅塞程度，以致主線車流績效大幅度降低，但也因管控上匝道車流，

使其影響鄰近道路直進車流，降低其通過量，使其回堵至三鶯大橋上，以

改善主線壅塞程度，如表 11 所示。 

表 11 鶯歌往三峽之行進車流分析表 

 
鶯歌往三峽之行進車流 

未儀控 儀控 

通過量(輛) 977 702 

資料來源：本計畫 

而北向路段壅塞僅發生於主線下游，故整體績效雖不如南向路段改進

之績效，但仍獲得績效改善，僅地方道路至高速公路旅次與高速公路至地

方道路旅次之績效有所降低，如表 12 所示。由地方道路至高速公路延滯

增高，於通過量相異不大時，因後期主先車流大增，為紓解高速公路之壅

塞，使其儀控率管控嚴格，將車流管控於匝道，而使其延滯提升，如表 13

所示，但因搭配協控地方號誌，使其地方車流績效仍以所改善；而地方道

路則於通過量相近下，平均延滯卻有所提升，主因於在動態調整地方時制

下，多數時間分配較少綠燈時比，但其卻能紓解等候車流，以致通過量相

同而延滯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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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三鶯交流道北向績效分析 

 
三鶯交流道北向績效分析 

未儀控 儀控 

地方道路至高速公路 

旅次之通過量(輛) 
3662 3682 

高速公路至地方道路 

旅次之通過量(輛) 
2609 2689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13 三鶯交流道北向地方道路至高速公路旅次績效分析 

 

三鶯交流道北向 

地方道路至高速公路旅次 

平均延滯績效分析(秒) 

未儀控 儀控 

17:00 265.5 240.9 

18:00 390.6 403.5 

19:00 335.6 341.6 

資料來源：本計畫 

透過上述結果可發現，在調整儀控率下，也能兼顧保持鄰近地方道路

之績效，且所得結果與所期望相近，表示策略兩者權衡運作下，帶動整體

績效改善。 

4.3.3 整合型儀控策略添加地方號誌續進 

雖然整合型匝道儀控策略針對個別區域性壅塞均能有所作用，但三鶯

交流道相鄰之南進路口與北進路口卻僅是個別獨立運作，地方道路為兩路

口唯一相連接之系統，如圖 54 所示，但僅個別考量各自時制，可能因即

時變換時制後，而造成路口績效不能有所提升，故本計畫於此嘗試將相鄰

路口間添加時差，期望於進行匝道儀控下，並保持地方道路之車流順暢，

時差之設定為依據限速行駛相鄰兩路口之時間，並以復興隆恩路口作為續

進之起點，績效也能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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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Google 街景地圖 

圖 54 國道三號三鶯交流道鄰近平面道路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5 復興路往三峽方向之綠燈帶寬圖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6 復興路往鶯歌方向之綠燈帶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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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7 三鶯交流道鄰近路口續進時差示意圖 

如圖 55 與圖 56 所示，，為復興隆恩路口至三鶯交流道北進路口之綠

燈帶寬設計，經由時制設計可發現由南進口前往三鶯大橋方向之直行綠燈

均為開放狀態，故由北進路口直行之車流可順利通過南進路口；但相反地，

三鶯南進路口之週期僅為其他路口一半週期，且北進入口往三峽方向之直

進綠燈時間較短，當三個路口同時開啟綠燈時，以致復興隆恩路口前往三

峽之直行車流，易受到阻礙，當尖峰時刻車流增多時，此效應將更為顯著，

造成延滯增加。為使前往三峽之車流順暢通行，在不調整原有時制計畫下，

本計畫藉由添加時差來讓兩者相關聯之地方道路能共同運行，時差之計算

以路口間距離配合限速下所計算出來，並以復興隆恩路口作為時差之基準

路口，時差設定則以三鶯大橋往恩主公醫院之直進車流作為考量，藉此讓

直進車流能獲得較大之續進綠燈帶寬，如圖 57 所示(綠色箭頭表示續進方

向)，調整後綠燈帶寬如圖 58 與圖 59 所示，添加時差後，往三峽方向之

綠燈帶寬明顯增加，可望增進雙方之續進帶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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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8 復興路往三峽方向之綠燈帶寬圖(調整後) 

 

資料來源：本計畫 

圖 59 復興路往鶯歌方向之綠燈帶寬圖(調整後) 

 

表 14 國道三號南向三鶯交流道整體績效比較表-2 

三鶯 

交流道南向 

平均延滯(秒) 

差異幅度(%) 

總延滯 

(車輛-秒) 

差異幅度

(%) 
(1)高→高 (2)地→高 (3)地→地 (4)高→地 

未儀控 252.01 517.50 153.35 515.11 8,137,831 

儀控 
132.95 

(-47%) 

401.21 

(-22%) 

130.75 

(-14%) 

256.40 

(-50%) 

4,651,141 

(-43%) 

未儀控 

+直進續進時差 

241.06 

(-4%) 

498.12 

(-4%) 

118.21 

(-23%) 

208.94 

(-59%) 

6,553,219 

(-19%) 

儀控 

+直進續進時差 

134.86 

(-46%) 

358.96 

(-31%) 

113.13 

(-26%) 

94.43 

(-82%) 

3,852,465 

(-53%) 

資料來源：本計畫 

  



                                               高速公路上匝道儀控策略模擬與分析 

70 

表 15 國道三號北向三鶯交流道整體績效比較表-2 

三鶯 

交流道北向 

平均延滯(秒) 

差異幅度(%) 

總延滯 

(車輛-秒) 

差異幅度

(%) 
(1)高→高 (2)地→高 (3)地→地 (4)高→地 

未儀控 131.63 270.88 153.35 122.64 4,425,141 

儀控 
102.11 

(-22%) 

288.08 

(6%) 

130.75 

(-15%) 

145.90 

(19%) 

4,102,214 

(-7%) 

未儀控 

+直進續進時差 

190.81 

(44%) 

314.11 

(16%) 

118.21 

(-23%) 

116.85 

(-5%) 

5,743,307 

(30%) 

儀控 

+直進續進時差 

112.20 

(-14%) 

285.35 

(5%) 

107.95 

(-30%) 

119.77 

(-2%) 

3,999,681 

(-10%) 

資料來源：本計畫 

本計畫期望藉由添加直進車流為考量之時差，可有效改善於地方道路

直行之車流，改善整體路網績效，首先，如表 18 所示，於未施行儀控策

略下，如同僅施行整合型儀控策略般，因添加時差，更動三鶯交流道北向

下匝道與大智路左轉車流進入復興隆恩路口之時間，並使其降低受紅燈阻

擋之時間，如圖 59 所示，藉由錯開抵達時間，以降低其與下匝道車流之

交織行為，進而紓解因號誌所阻擋之下匝道車流，以避免因地方道路車流

過多抵達，而使得下匝道車流回堵程度增大，與僅施行整合型獨立匝道儀

控不同處，為添加時差為永久性，不因即時變更時比而有所改變，故其紓

解下匝道壅塞問題將更為持續。 

由未儀控狀態下添加直進車流時差，可發現於北進路口，如表 19 所

示，因添加時差之因素，增進地方道路車流之績效，但卻犧牲地方道路前

往高速公路旅次與主線行駛車流之績效，於施行儀控並添加時差之案例也

是如此。如表 21 與表 22 所示，可發現在三鶯至土城間所量測之主線通過

為相近狀態，但由三鶯交流道北向進入之流量卻有所不同，添加續進策略

後，匝道進入主線進入之流量較未施行任何策略多，原因於添加續進後，

受惠原運用右轉進入匝道之車流。於未施行續進策略時，因路口停止線距

離右轉匝道入口較為相近，使得直進車流因號誌停止後，容易因等候車隊

延伸，阻擋右轉進入匝道之車流，直進車流行行駛順暢，降低右轉進入匝

道之車流因直進車流之阻擋機率，使其更易進入匝道，而主線原本就處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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壅塞之狀態，當更多車流進入主線，進而造成主線更加壅塞，故總延滯更

加提升，故期望添加儀控策略後，能有效管控進入匝道之車流，降低主線

及地方道路進入主線之績效。 

如表 18 與表 19 所示，藉由添加整合型獨立匝道儀控策略與地方道路

號誌續進，可發現藉由儀控策略，管控進入匝道之車流，但為避免因過多

匝道車流而影響鄰近平面道路，偵測主線、匝道與鄰近地方道路之車流，

動態調整儀控率與地方號誌，紓解區域性壅塞問題。但也因北向主線車流

增多，其控制績效也略較未添加地方號誌續進之儀控策略降低。 

表 16 南下三鶯交流道下匝道旅次(往鶯歌方向)分析表-2 

 
南下三鶯交流道下匝道旅次(往鶯歌方向) 

未儀控 未儀控添加續進 儀控添加續進 

下匝道通過量

(輛) 
1937 2162 2245 

平均延滯(秒) 774.21 274.27 109.87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17 三鶯至土城主線流量分析表 

三鶯交流道 

北向 

三鶯至土城主線通過流量分析 

未儀控 

未添加時差 

未儀控 

添加直進時差 

17:00~18:00 6593 6683(1.00%) 

18:00~19:00 6408 6411(0.04%) 

19:00~20:00 6379 6432(0.83%) 

資料來源：本計畫 

表 18 三鶯交流道北向匝道進入流量分析表 

三鶯交流道 

北向 

三鶯交流道北向進入流量分析 

未儀控 

未添加時差 

未儀控 

添加直進時差 

17:00~18:00 900 1096(22%) 

18:00~19:00 869 1067(23%) 

19:00~20:00 840 1013(21%) 

資料來源：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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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小結 

藉由上述模擬分析與比較，整合型匝道儀控策略本身搭配合適之控制

權重因子可發現有效平衡區域間壅塞問題，藉由調節並有效運用匝道與鄰

近地方道路之剩餘空間，達到紓解區域性壅塞問題。由上述三鶯交流道南

北向之策略施行績效分析，可發現縱使運用相同控制策略與參數，而得出

不同之結果，針對個別交流道之型態不同，施行時所運用之參數仍需進行

因應而調整，型態可包含高速公路主線、匝道與鄰近地方道路之幾何型態、

地方號誌時制設計與壅塞趨勢等，以作為參數設定之參考，並藉由測試得

出所需之參數。 

並由測試結果可得知，針對模式之控制權重因子之訂定，α 對整體績

效之影響較 β 主要，原因於 α 為主要控制主線與匝道權衡間該釋放多少車

流，倘若注重主線績效且主線呈現過度壅塞之情況，可能將使儀控率均計

算於最小儀控率，易使策略蓄積車流於匝道，當匝道過多車流時，β 應設

定較為寬鬆，以運用有效之剩餘空間，換取整體績效改進。然而，除了控

制權重因子外，最小儀控率之制訂與地方號誌之最大與最小綠燈設置也易

影響整體區域之績效，需進行敏感度測試才能找尋到兼顧兩者之設定。 

針對本計畫所重視之地方道路，往往因未佈設偵測器或佈設地較為稀

疏，使得地方道路資訊缺乏，故於研究於模擬路網中採取佈設虛擬偵測器，

以獲取策略所需之鄰近道路個別路段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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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建議 

本計畫透過國內外之文獻回顧，了解現今獨立式匝道儀控策略之發展與

運作方式，策略控制原理多數均以主線做為考量之重點，藉以達到紓解高速

公路之壅塞，但卻也可能因此犧牲了匝道與其鄰近道路之績效，使其欲進入

主線之車流停等於匝道或地方道路更為長久，導致影響到原本地方道路行進

之車流；而國內現今所採用之匝道儀控策略多為交通反應式獨立匝道儀控策

略，以需求容量式策略作為基礎，針對其啟動時機可能會造成策略無法啟動，

或啟動後有過晚管控之疑慮，使得主線壅塞，更甚之匝道車流無法進入主線。

故針對上述所敘述之疑慮處，本計畫建立一整合型獨立匝道儀控策略，藉由

同時將主線、匝道與鄰近地方道路納入考量，達成協同控制，紓解區域性壅

塞問題。 

透過第四章所進行之模擬驗證，可證實將匝道與鄰近道路車流納入考量

之整合型匝道儀控策略，能針對區域性壅塞進行紓解，達成區域性績效改善，

策略中並可運用控制權重因子，決定高速公路主線、匝道與鄰近地方道路之

協控權重該如何進行分配，除依據現有車流狀態外，也須依靠個別管轄部門

之協調，以達到實務上權衡與協同控制之議題。本計畫僅針對一種情境下，

調整控制權重因子，未來可針對不同情境下，找尋不同之控制權重因子組合，

進而歸納情境與權重組合之結果。 

雖然整合性獨立儀控策略能處理區域性壅塞問題，但於實務上仍有施行

之難處，主因於資料之獲取與收集，高速公路之主線與匝道因佈設較多之偵

測器與 ETC 門架，使得可用資訊豐富，無論於事前之路網校估或策略即時執

行所需之資料，均可提供；但地方道路就相對缺乏道路車流之量測資訊，促

使實務上無法獲取資料而放棄協控地方號誌，而產生各自控制之問題。 

而本計畫設計實務上操作容易之整合型獨立匝道儀控策略，但其中未含

最佳化控制於此策略邏輯中，故本計畫之策略針對區域性之調控可能尚未為

最佳；此外，由 4.1 節可得知，主線壅塞問題不僅只有匝道進入之流量，還

包含主線上游到達之車流量，對此，當上游流量比例增大時，僅依靠獨立匝

道儀控並無法管控匝道上游進入之流量，改善幅度仍有其限度；若調控最小

儀控率能改善主線績效，但卻也犧牲地方道路之績效，故實務上執行時，應

先考量所需改善之情況，在進行設置控制權重因子與最小儀控率，以達協同

控制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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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期末簡報簽到單 

 

圖 60 期末成果內部審查會議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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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期末簡報意見回覆 

表 19 期末成果內部審查意見 

 意見 回覆 

萬

家

豪 

1. 模式中有使用 α、 β、

K1~K4等參數。但是實際

的淨效果是由二參數相

乘(如α × 𝐾1、β × K3 )等

方式決定。為何不簡化參

數，如令K1
′ = α × K1，

可減少參數校估困難度。 

策略參數(𝐾1~𝐾4)之意義為目標與量測間

差距下，因應每單位差距之調整值，α 與

β 則為控制權中因子，雖然其相乘後所代

表為淨效果，但卻無法顯現出控制權重因

子的設定所帶來之協控意義，故本計畫仍

以α、β、K1~K4 分別進行設定，並於 K1~K4

固定下，設定不同之 α 與 β 來表示協控之

意義。 

2. 地方道路的車輛數目前

是以何種方式檢測？其

目標車輛數是否要如同

匝道一樣，設定為容量值

的六成？ 

於實務中，無法直接獲取關於三鶯交流道

鄰近地方道路之車流資訊，故本計畫於

VISSIM 內地方道路上設置虛擬偵測器，

以提供策略所需資訊。 

匝道之設定目標為容量的六成，主因考量

進入匝道之車流有一部分並非可運用號

誌進行控制，為避免因無法管控而造成匝

道過度壅塞，故以容量之六成來進行設

置；而鄰近地方道路會間接受到匝道影

響，而無法進入匝道，故需要考量較大之

容量來進行儲存，故以其容量來進行設

置。 

3. 敏感度測試有部分範例

出現將α調大，卻使高速

公路績效變差的情形。或

許有可能是下匝道回堵

現象導致，建議可檢視模

擬結果釐清原因。 

依據模擬結果顯示，三鶯交流道南向下匝

道車流之平均延滯較其餘案例差，表示下

匝道回堵情況更加嚴重，回堵車流影響原

行駛於主線之車流，而造成主線車流之平

均延滯上升。 

黃

友

恆 

1. 在三鶯交流道的範例

中，本案提出整合模式中

的參數 K1，與單純只考

慮高速公路匝道儀控

ALINEA 策 略 之 參 數

目前本計畫之策略參數 K1 與原始

ALINEA 設定相同，相同之因原以運用控

制權重因子 α 來表現 K1 之效力。後續若

需進行參數最佳化校估，會以先決定協控

之情境下，固定控制權重因子，再進行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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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是否會為相同數值？

或是需在整合模式中與

其他參數一起重新校

估？ 

餘之模式參數校估。 

2. 本案整合模式內的參數

K1~K4、α、β，是全部一

起校估，或是分階段校

估？ 

會以先決定協控之情境下，固定控制權重

因子，再進行剩餘之模式參數校估。 

3. 在報告書中表 15 與表 16

中，儀控後情境是採用

α = 0.6 、 β = 0.4 的 結

果。但在各控制權重比較

表 13 與表 14 中，該組權

重並非整體績效最佳之

組合，為何會挑選此組權

重參數，做為後續時差改

善方案之比較基準？ 

本計畫於模擬分析前，先假定所期望之控

制狀態為同時兼顧高速公路主線與鄰近

地方道路之績效，故於此假定下，會朝向

α > 0.5、β < 0.5 之設定，因此起始定為

α = 0.6、β = 0.4來進行後續測試，找尋

較佳權重因子組合。 

徐

嘉

駿 

1. 是否有針對流量進行敏

感度分析，測試模式以及

目前控制參數在不同流

量情況下的穩定度？ 

目前並未進行流量之敏感度分析，僅以實

際資料車流進行策略驗證，未來可加入流

量敏感度分析，以了解主線、匝道與地方

道路之流量變化對於控制績效有何影響。 

2. 以幹道直進為時差調整

方式的數值測試，會導致

北向主線以及地方上高

速的績效嚴重變差，請檢

視原因。 

由模擬結果檢視，由北向三鶯交流道進入

之流量有所增加，依據數據推測，應是添

加直進時差後，間接造成進入主線車流增

加，現有設定之最小儀控率並無法有效管

控匝道進入流量，進而影響主線而造成平

均延滯上升，如表 19 與表 20 所示，透

過降低最小儀控率可有效改善，但為運用

地方道路績效換取主線順暢。 

3. 若欲將此模式實際上線

使用，可能會遭遇甚麼困

難？ 

首先，實際運作之最大難處為缺乏地方道

路之資訊，如流量、轉向量…等資訊，使

得無法得知即時地方道路之車流狀況。 

再來為控制權責問題，高速公路與地方道

路分屬不同之業管單位，如何分配協控之

權責為重要之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