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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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本研究 

圖 1 所示。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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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交控模擬平台架構概念圖 

高速公路的英文為：Freeway，意即希望該路段為一沒有限制的自由行駛

路段。然而隨著國內私人運具持有率的不斷上升與旅遊產業的盛行，我國的

高速公路不論是在平日的尖峰時段或是週末假日期間經常是重複的發生壅塞

狀況。即便在第二條南北向的高速公路：國道三號全線通車之後，壅塞的問

題仍然不停地出現。壅塞的情況並不至侷限在高速公路主線本身，在上下匝

道處亦經常由於匝道儀控與地方號誌協同控制(後簡稱協控)問題而導致壅塞。

下匝道處的號誌協控必須考量到下匝道車流需求量設計號誌時制，以避免車

隊溢流至高速公路主線，同時達到區域交通狀況維持在一定服務水準。然而

過往在需求量的調查上往往無法得到精確的數值，一般作法是使用實際偵測

到之路口上游車流量搭配佔有率兩項數據做為號誌控制的基礎參數。 

我國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Electronic Toll Collection，簡稱 ETC)於 2006

年正式啟用。更進一步，在 2014 年 1 月全面啟用以主線收費門架自動計算里

程的計程收費系統，此一收費系統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公路電子收費系統。除

應用在原本的電子計程收費目的之外，該系統所產出的大量高速公路使用者

旅次資料，亦能提供了交通管理上創新的可能性。尤其在平日尖峰通勤的旅

次需求，大多為特定的起訖點。而這些特定起訖點車旅次需求在過去儀控策

略中大多沒有納入考慮當中。 

在 ETC 資料能夠大量精準的提供國道使用者的起訖資訊之下，精確的交

通需求量能夠透過該資料運算得到，更進一步，甚至可以藉由歷史資料搭配

即時資訊進而預測未來交通需求量。這項資訊在下匝道號誌協控能帶來新的

可能性，從而發展出一套新的地方號誌協控策略邏輯。 

 

1.2 問題評析 

高速公路匝道出口處經常鄰近都會區幹道地點。當尖峰通勤時段，平面

道路與高速公路下匝道車流需求量同時大幅度增加，而受限於地方號誌控制

未能針對高速公路下匝道車流做出即時有效的反應，導致車流溢流至高速公

路主線上，造成主線的壅塞。或是地方號誌對於下匝道車流開放過多的綠燈

時間，導致地方幹道嚴重壅塞的情況亦不在少數。 

這些易壅塞交流道經常是重複發生壅塞的情況。這代表著此處的某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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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量在現行的控制策略之下並沒有辦法被消化，而這其中又有著兩種可能性：

1.道路容量不足；2.控制策略並未達到最佳。前者可透過公路容量手冊等方法

分析在現況的幾何結構與控制措施之下是否各方向流量皆已經達到飽和流量。

若是，則應該由幾何改善措施著手解決壅塞問題。若否，則代表號誌控制仍

有改善的空間。 

 

圖 2 高速公路匝道出口車隊回堵情況 

資料來源：中央社 10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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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確認路口是否可透過控制方法改善流程圖 

在這些重複性壅塞的交流道路口處，在經過確認判斷可透過控制方法達

到路口績效的改善之後，必須針對該路口的壅塞問題做分析。包括壅塞時段、

壅塞路段、交通組成、車流路徑比例等等資料著手，方能知悉該地點的壅塞

問題成因為何。 

過去各種的地方號誌協控策略輸入端資料來源絕大部分為車輛偵測器

(Vehicle Detector ,VD)資料，VD資料可以提供交通工程上的參數包括：流

量、速率、佔有率以及車種。然而由於 VD資料皆為各別定點偵測，沒有辦法

判定單一各體的旅次資訊，並且無法得知精確的交通需求量。而交通需求量

在號誌時制的設計當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因此如何得到實際交通需求量

在控制策略的研擬上便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  

在 ETC計程收費全面實施後，全國國道系統的旅次資料可以快速並且正

確的蒐集。相較於 VD資料更為優勢之處為，ETC資料能夠提供旅次的完整資

料，包括起訖點、旅行時間、路徑等資料。因此過往在交通工程管理上僅能

從巨觀資料作為參數的各種控制模式，在導入了 ETC所提供的巨量微觀資料

後，將可為下匝道地方號誌控制策略帶來全新的可能性。本計畫欲以此 ETC

所提供的歷史與即時資料，研擬出一套考量 OD 路徑的實際下匝道車流需求量

計算方法，並根據此資訊研擬一套地方號誌協控策略。 

 

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幾個主要的工作項目，以下依照研究流程分別說明之。 

1 資料蒐集系統建置： 

本計畫欲以高速公路局所提供的 ETC資料與VD資料作為即時控制策略的輸

入值。因此在面對數據量龐大的 ETC 與 VD 資料庫，建置一套能快速蒐集到

所需資料的系統是必要的。 

2 下匝道需求量預測模式建立： 

過去地方號誌協控策略是以現況車輛偵測器所回傳的即時車流量與佔有率推

算需求量，再計算出最佳的號誌時制計畫。本計畫欲以 ETC 資料所推算出之

預測需求量作為號誌協控的基礎參數，因此必須發展出一套藉由 ETC 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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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料推算下匝道需求量的預測模式。 

3 地方號誌協控策略建立： 

本計畫首先會將預測的需求量套入現行的地方控制策略邏輯當中，並釐清現

行的地方號誌控制策略所面臨的問題。完成分析之後，針對問題研擬解決方

案，並發展一套以預測需求量為基礎參數的地方號誌控制策略。 

4 將控制策略導入微觀模擬軟體當中： 

由於本計畫所發展之控制策略無法在計畫期間內實際運用在高速公路上

測試。因此本計畫提出的替代方案為將本控制策略建構成一支電腦程式碼，

並利用此程式碼與世界著名的微觀車流模擬軟體 VISSIM 作溝通，在 VISSIM

上驗證本控制策略的績效，並與現行的控制策略做比較。而其中的交通參數

將會以實際資料輸入其中，以確保模擬結果與實際能相符合。 

 

 

圖 4 整體計畫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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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2.1 流量預測 

過往關於流量預測的研究，主要是以巨觀車流模式做為基礎，進而推算

未來各個時階的交通狀況。常見的模式包含 LWR 模式 (Lighthill,Whitham[1]

以及 Richard[2])與 CTM 模式(Cell Transmission Model[3][4])。 

LWR 模式利用流體力學的概念，研究了速度-密度-流量三者彼此在車流

中的關係式，建立此三者在空間與時間兩項維度之下的計算式。因此可以藉

由該關係式的偏微分方程進行數值分析，便可得到與時俱進的路段車流狀態。

CTM 模式的概念則是將道路與時間分別切分為數個格位(Cell)與時階(Time 

Step)，每一格位在該時階下所能進入的車流以及所能離開的車流都與相鄰的

格位前一個時階的狀態有關聯。隨著時間的推進每個格位的車流狀態也不斷

更新。利用格位傳遞法可以快速的預測在各種情境之下路段不同時間的車流

狀態。而這兩個巨觀車流模式主要皆是在描述主線車流的交通狀態，若是要

分析匯入匯出的路網結構仍須仰賴歷史資料所提供的轉向比例方能做計算。 

在上下匝道流量預測的部分，最常見的方法有兩種：時間序列分析(Time 

Series)與類神經網路分析(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時間序列分析：是一種透過歷史統計資料作為基礎，根據過去時間

推進之下所反映出來的發展過程、方向以及趨勢，進行類推，藉以

預測未來分析時段的狀態。應用在車流預測上則需要特別注意到季

節因素。 

類神經網路分析：是一種模仿生物神經網路結構功能的數學演算法。神

經網絡由大量的人工神經元聯結進行計算，常用來對輸入和輸出間複雜的關

係進行建模，或用來探索數據的模式。一般來說類神經網路模式在分析非線

性系統與動態系統上有相當良好的解釋能力，然而缺點在於類神經網路完全

是透過資料之間的數學關係所建立的模式，因此所描述的模式中大多沒有物

理意義上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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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速公路下匝道控制 

高速公路交通控制方法，過去研究常以欲分析路段之偵測器統計數據校

估車流模式為基礎來建立最佳化模型，相關研究在最佳控制方式(如最佳儀控

率)之求解過程中常包含一個重要假設：『各時段之下匝道率需為事先設定之

常數』。 

下匝道率即為車輛藉由下匝道離開高速公路主線之比例，其值隨著車流

量不同而改變，過去研究常採用 Muñoz[5]之校估方式來事先設定各時段之下

匝道率，其校估公式如下所列，其公式所需數值如圖 5 所示。 

�̂�(𝑘) =
𝑓𝑚(𝑘)

𝑞𝑑(𝑘) + 𝑓𝑚(𝑘)
 

其中， 

 �̂�(𝑘) :第 k時段之下匝道率(%)。 

 𝑓𝑚(𝑘):下匝道偵測器於 k時段偵測到之流率(pcu/hr)。 

 𝑞𝑑(𝑘):下匝道之鄰近主線下游處偵測器於 k時段偵測到之流率

(pcu/hr)。 

 

圖 5 計算下匝道率所需數值示意圖 

 

此模式在數學定義上並無問題，但實際車流行為觀察中可發現，下匝道

溢流狀況會降低主線通過車流量，同樣的下匝道車流紓解特性所得到的偵測

數據結果常無法反映實際的到達需求，因此在多重變數影響下此定義並無法

符合實際需求，會造成最佳化計算結果失真，其原因有幾下幾點： 

1. 使用歷史資料校估結果會與即時下匝道率與主線車流狀況產生誤差 

2. 下匝道車流紓解特性亦會影響到達需求推估，使控制策略無法滿足實際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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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 

另外隨著智慧型運輸系統 ITS 相關技術的快速發展，許多科技均被應用在交

通控制領域，如圖 6 所示，自動車輛辨識技術(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Data 

Collection)為此領域的重點應用，其關鍵技術包括了為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及車牌辨識技術，國外許多研究開始分析這些設備產生的個體

車輛旅次數據來分析並預測未來的車流狀況，以擬定控制策略，針對上述說

明，本研究將透過新的方式以利用 ETC 即時資料分析應用來解決其問題，以

下回顧國外相關研究文獻，了解外界如何應用相關技術來預測並解決壅塞問

題。 

 

 

圖 6 整合式車輛偵測技術 

伊拉克 Fawzi M.[6]建立一套以 RFID技術為基礎的壅塞預測系統 VTCE，

其應用車輛裝設的 RFID標籤(tag)與路側偵測設備(reader)連結網路環境及

中心資料庫，結合資料串流分析及車流狀況預測演算法，建立交通壅塞狀態

預測發布系統(TCES)，細節如圖 7~圖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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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VTCE 系統環境設備配置 

 

 

圖 8 VTCE 資料串流及分析演算流程 



                                      ETC 旅次資料應用於下匝道地方號誌協控策略 

 

10 

 

 

圖 9 TCES 交通狀況預測發布網站平台 

 

2.3 地方號誌協控邏輯 

市區道路中的號誌化路口可以依據其所處的地點做以下幾三種區分：獨

立號誌路口((Isolated Intersection)、幹道系統(Arterial System)、網路系統

(Network System）。以下分別敘述說明。 

 

1、 獨立號誌路口： 

基本假設為到達該路口之車流不受上下游號誌之影響，呈現隨機到達。而在

號誌時制的設計上亦不需要考量上下游號誌的影響。 

大致分為定時號誌與非定時號誌。定時號誌中大多以各臨界道路之臨界流量

與飽和流量為基礎參數，透過方程式計算出最佳號誌週期與時相秒數比例。

而當路口車流量在短時間內會有劇烈震盪的情況下，則使用非定時號誌的作

法擁有較佳的績效。這類型的號誌控制邏輯大多仰賴號誌路口上游的車輛偵

測器即時回傳交通狀態資訊給處理中心，經過演算法後得到一套符合當前交

通狀態的最佳號誌時制，並予以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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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幹道系統： 

若路口屬於幹道一部分的情況之下，則必須考量到幹道上下游路口號誌的影

響。尤其在號誌影響下，車輛到達大多是以車隊的形式到達。若仍以獨立號

誌路口的策略邏輯做為控制則會導致路口間的續進不彰、下游車隊回堵或是

浪費綠燈時相等等的問題。故在建立幹道系統中的號誌路口模式時，必須將

幹道中相鄰的數個號誌同時考量。而在最佳化的過程中不同的目標式會用以

解決不同的交通問題。例如最大化總通過輛通常用於解決壅塞問題；最小化

延滯時間則常用於增進整體路網效率。 

 

3、 網路系統： 

在路網號控最佳化模式中，號誌策略除了會影響系統總延滯或總通過量等目

標函數外，尚需考慮其對道路使用者行為所造成的影響，即相對應路網使用

者均衡狀態的改變情形。因此在路網號控模式中，需將路網使用者均衡條件

加入模式限制式中進行求解，如此才是一個符合路網使用者行為的路網號控

最佳化模式。 

 

2.4 文獻回顧小結 

在上述的文獻回顧之中，過往的研究中經常是將需求量用即時的流量搭

配佔有率推算所得。此一方法有兩項可能的缺陷，其一是無法得知確切的需

求量，在計算號誌時制上會造成時制的績效不理想。其二是使用即時的推估

需求量所計算出的號誌時制沒辦法達到預警的功能。若能發展出一套車流預

測的模式套用在地區號誌協控上則可以提早啟動適應性號誌，對即將到來的

下匝道車流做出反應，以避免下匝道車流溢流至高速公路主線的問題產生。 

本計畫將利用 ETC 系統所帶來的大量旅次資料，發展出下匝道車流預測

模式，並將根據此資訊發展一套號誌協控策略，以增進下匝道區域的交通績

效。而本計畫所發展出的下匝道車流預測模式與號誌協控模式皆會導入微觀

模擬軟體 VISSIM 中做為驗證模式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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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短時間下匝道流量預測 

因偵測技術受限之因素，在過往的研究當中，高速公路的儀控策略上大

多著重在交通感應儀控(Traffic Responsive Metering)的方法。而其中控制策略

的參數或許是利用偵測器的即時資料、或許是用車流模式預測的主線流量資

料。對於前者，主要的缺點在於利用即時的交通狀況所算出的控制策略套用

到未來，恐怕無法有效的立即反應；而後者雖然利用了車流模式精準的預測

了高速公路主線的流量，卻沒有特別針對下匝道的車流量做出預測。本研究

的觀點認為，下匝道的流量預測除了可以提供給高速公路主線儀控考量之外，

對於地方的控制來說亦是一項重要的參考資料。若是要解決下匝道等候車隊

溢流的壅塞問題，則必須統合地方與主線的控制策略。因此下匝道車流量的

預測可以被視為解決此一問題非常具有參考價值的指標資料。 

在過去高速公路上的交通資料，無非就是透過即時車輛偵測器的資料回

報。該資料包含流量、速率、佔有率以及車種。然而車輛偵測器並沒有辦法

判別車輛之間的差異，也就意味著從車輛偵測器資料是無法得到旅次起訖分

布的資料。要取得高速公路旅次的起訖資料，必須透過相當大規模的旅次調

查才能達到目的，更不用說即時的旅次起訖資料。然而在 ETC 電子計程收費

全面實施後，高速公路全線的門架通過車輛資料皆可以 24 小時無間斷偵測，

經過彙整分析匯入 Etag 大數據資料庫，其準確度高達 99%以上，因此本研究

將應用此資料做後續預測分析，以期能突破舊有預測方法創造新的貢獻。 

 在本章節中將包含許多的變數符號，在本章的最後附有變數一覽表方便

讀者在閱讀本章時能更清楚瞭解本研究模式。 

3.1 模式構想 

在平日尖峰時段的車流組成，絕大部分為工作旅次的需求。若在此一假

設成立之下，可以預期到重覆性的車流行為會不斷出現。這也意味著各個交

流道出口的流量是可以藉由歷史 OD資料來預測。 

本研究藉由 OD資料預測未來一段時間內的下匝道流量值。因此首先必須

先從分析下匝道車流的組成著手。定義𝑅𝑂𝑗,𝑡為第 j 個交流道出口在第 t個時

階的流量。在𝑅𝑂𝑗,𝑡的流量組成當中，將會有來自各個不同起點的車流量。 

因此在此我們定義參數𝑅𝐼𝑖,∆𝑡：在第 i個交流道入口在時段∆𝑡內進入主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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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車流輛。在此∆𝑡並非特定的時階數，而是一個根據即時旅行時間的應變數。

𝑅𝐼𝑖,∆𝑡指的是在該時段內所有經由 i交流道上匝道的車流輛。但並非所有車流

量都會到達分析目標的交流道出口，因此必須過觀察歷史資料得到一個 OD

比例值𝛼𝑖𝑗：從 i交流道進入的車流中有𝛼𝑖𝑗的比例會在 j交流道離開。 

在定義完基本參數之後，以下用圖 10 做一範例解釋： 

 

圖 10 下匝道車流組成示意圖 

 

在圖 10 中可以發現到，第三個下匝道車流都可以被看做是由上游數個

不同時間點交流道的上匝道車流所組成。其中α𝑖𝑗是從過去歷史資料推估所得，

而𝑅𝐼𝑖,𝑡則是當天的即時資料。因此可以發現到本研究所提出的方法中不僅僅

是單一從歷史資料去做預測，更是將即時的交通資料亦納入了考量。 

 

3.2 數學式 

在前一節中講述了本研究對於預測方法的基本構想。在此節中將會把模式構

想以數學形式完整建構出。 

首先對於每一個交流道出口流量：𝑅𝑂𝑗,𝑡都可以視為數個不同匝道入口在不同

時間點的車流量所組合而成，因此其模式可如式(1)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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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𝑂𝑗,𝑡 =∑𝑅𝐼𝑖,∆tij × 𝛼𝑖𝑗,∆tij (1) 

 

由於每個起點交流道抵達目的地的旅行時間皆不盡相同，因此在選取上匝道

車流時的時段∆t皆會隨著旅行時間而變動。∆t可以被表示成式(2)，而其示意

如： 

∆tij ≡ (tnow − ttij , tnow − ttij + ts) 

 (2) 

 

圖 11 ∆t時段示意圖 

 

而旅行時間則是由 ETC門架資料得知即時旅行時間，並用即時的旅行時間作

為下一時階內各起訖旅次所需的旅行時間： 

𝑡𝑟𝑎𝑣𝑒𝑙𝑡𝑖𝑚𝑒𝑖𝑗,𝑡 = 𝑡𝑟𝑎𝑣𝑒𝑙𝑡𝑖𝑚𝑒𝑖𝑗,𝑡+1 (3) 

在式(1)中的後半項，代表的是抵達目的地的車流佔整個上匝道流量的比例，

模式如下所列： 

αij,∆t =
flowij,∆t

RIi,∆t
 

 (4) 

其中，𝑓𝑙𝑜𝑤𝑖𝑗,∆𝑡為 t時段內從 i抵達 j的車流量；𝑅𝐼𝑖,∆𝑡為在∆𝑡時段內從 i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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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道進入主線的車流量。由於在預測流量時此一值是無法即時得到的，因此

藉由歷史資料整合做為替代。在整理該資料時需謹慎區分每天的交通狀態是

否有所差異，例如：星期幾、當天是否有下雨、夏季或冬季、是否有突發狀

況等等，應按照不同狀況區分資料庫。由於這些交通狀態是影響重複車流相

當重要的因素，若是能夠妥善分類則有助於最後的預測準確度。 

 

3.3 模式修正 

在上一節中敘述了利用 OD 資料為基礎的流量預測模式。在大多數情況

下可以套用此預測模式，然而當下匝道出口處出現壅塞情況時，此預測模式

必然會出現流量高估的系統性誤差。這是由於以 OD 資料為基礎的預測所得

到的結果為到達率而非實際的通過流量。先前的推導當中尚無將分析目標的

車流狀況納入考慮之中，因此當擁塞產生時，預計在該時階到達的車流無法

再該時階內完全通過。 

為了修正此一系統性誤差，本研究將車流理論的基礎，也就是 QKV(流量

-密度-速率)關係，導入模式當中。藉由從歷史資料的分析可以得知不同路段

的臨界密度各為多少，而當即時運用時，可利用 ETC 回傳的流量與速率值快

速計算出該路段是否已經陷入壅塞。若該路段已經呈現壅塞情況，則預計在

該時階到達的車輛僅能有部分實際通過該路段。因此依前節模式算出的預測

流量，需乘上一修正係數fj,t (在 t 時階第 j 個交流道的修正係數)。 

在本研究中所提出的修正係數公式為： 

fj,t = flowj,t−1/ROj,t−1 (5) 

其中𝑓𝑙𝑜𝑤𝑗,𝑡−1為 t-1時階內實際在 j交流道下匝道的車流量， 𝑅𝑂𝑗,𝑡−1  為

t-1時階內模式預測在 j交流道下匝道的車流量。也就是藉由上一時階估算

的到達率與實際通過的比率，作為本時階的修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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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模式變數說明列表 

𝑅𝑂𝑗,𝑡  ：在 t 時階內從 j 交流道離開的流量 

𝑅𝐼𝑖,∆𝑡  ：在∆t 時階內從 i 交流道進入的流量 

∆t𝑖𝑗  ：根據不同起訖點所定義的特定時段，計算方法如下： 

= (𝑡𝑛𝑜𝑤 − 𝑡𝑡𝑖𝑗 , 𝑡𝑛𝑜𝑤 − 𝑡𝑡𝑖𝑗 + 𝑡𝑠) 

𝑡𝑛𝑜𝑤  ：當下的時間點 

𝑡𝑡𝑖𝑗  ：從 i 到 j 所需要的旅行時間 

𝑡𝑠   ：一個時階的時間長度 

𝛼𝑖𝑗  ：從 i 到 j 的流量占從 i 進入主線流量的比例 

𝑓𝑙𝑜𝑤𝑖𝑗,𝑡 ：t 時段內抵達從 i 抵達 j 的車流量 

𝑓𝑗,𝑡  ：在 t 時階第 j 個交流道的修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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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高速公路交通資料分析系統 

在前章已將下匝道流量預測的理論及資料分析流程做了初步介紹。而適

應性號誌所需要的資料週期，經常是需要每分鐘更新資料，因此必須依靠一

自動化的資料介接及演算系統，才能達到此一要求。 

在本章中將會介紹這套系統的架構及功能，而其中演算的過程中所產出的附

帶資訊亦具有相當的分析研究價值，故本系統除建立短時間下匝道流量預測

演算的功能之外，在計算過程中的產出也各別製作成查詢歷史資料的功能，

以供未來其他研究共同利用本套系統平台，快速查詢與分析高速公路歷史交

通資料。 

4.1 系統架構 

高速公路交通資料分析系統架構可由下圖 12 說明。 

 

圖 12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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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交通資訊來源有兩種：車輛偵測器(VD)以及電子收費資料蒐集

系統(TDCS)。而在 TDCS 中，旅次起訖的判定並無法即時取得，必須經過一

段時間後由電腦演算判定旅次的起訖後才能獲得，故起訖矩陣屬於歷史資料

而非即時資料。 

每分鐘的即時交通資料進入系統後將會記錄於系統資料庫當中。除了直

接獲得的原始資料之外，再經由系統演算處理後的資料，如起訖矩陣、VD

差補結果、路段容量、臨界密度等，再另外紀錄於資料庫當中，以供未來歷

史資料查詢。 

在主要的運算核心，基本上依照第三章的演算過程計算短時間下匝道流

量預測值。在其中自動驗證與校估的程序當中，會針對前一個時階測得的已

知實際下匝道流量值對於當前時階進行參數的修正。而路段飽和容量與臨界

密度則是隨著資料持續的增加不斷更新當前最適合的數值。而更新的結果將

回紀錄於資料庫當中，以供下一個時階的預測使用。 

最終的產出除了第三章內容中的短時間下匝道流量預測值之外，演算過

程中取得的資料，如起訖矩陣、旅行時間、路段容量等，將以視覺化平台建

立互動式歷史資料查詢與分析服務功能，以利相關研究能夠在短時間內取得

本研究分析過程中的產出。 

 

4.2 使用者介面 

 

圖 13 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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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動式歷史資料查詢的介面上，有 6 個分區，如上圖 13 所示。 

(A) 功能選單：在功能選單中可以選擇欲執行的分析工作。目前共開放五項

功能的查詢，分別為： 

OD 訖點分析 

OD 起點分析 

路段起訖分析 

VD-QKV 分析 

時空速率圖 

 

圖 14 功能選擇列表 

各項功能將於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節中說明。 

 

(B) 輸入參數：在這個區域可供使用者依照欲分析對象輸入相關參數。而需

要輸入的參數會依照不同功能所需要的參數而有所不同。 下表整理各功

能所需要輸入之參數。 

 

表 1 功能需求參數表 

功能 OD 起點分析 OD 訖點分析 OD 路段分析 VD-QKV分析 時空速率圖 

需要參數 區域 

國道編號 

車行方向 

訖點交流道 

分析日期 

分析時段 

時段切割長度 

區域 

國道編號 

車行方向 

起點交流道 

分析日期 

分析時段 

時段切割長度 

區域 

國道編號 

車行方向 

目標路段 

分析日期 

分析時段 

時段切割長度 

分析日期 

車行方向 

目標 VD 編號 

分析車道 

軌跡起始時間 

國道編號 

車行方向 

分析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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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參數輸入的方式皆是採選單式或範圍選取式，引導使用者正確輸入

各項分析功能所需之參數。而選單之間彼此具有階層關聯性，例如選取

北區-國道一號，在交流道的選單中就只會出現國道一號中在北區的交流

道列表。 

 

 

圖 15 階層式下拉選單輸入 圖 16 範圍選取式輸入 

 

(C) 下載圖與表：各項分析功能的視覺化圖片可供 jpg 格式下載至使用者端

電腦。用以分析的資料表格也可以 csv 格式提供下載。 

 

(D) 圖形顯示分頁：在主畫面中分有兩個分頁，圖形顯示以及數據表格。在

圖形顯示分頁中將會把分析功能所計算的結果以圖形的方式呈現，讓使

用者可以快速的透過視覺了解到車流交通資料。各圖表皆具備有互動標

籤的功能，即當滑鼠游標移動至圖片上特定數據點時，將會以標籤方式

顯示該數據的資訊。如下圖範例所示。 

互動式標籤的優點在於可以將重要性比較低的數據隱藏於畫面當中，以

避免畫面中過多的數據標籤造成視聽者的判讀困擾。而當使用者想進一

步讀取特定項目的數據時，又可立即呈現於圖表之中，增加查詢功能的

便利性。然而需要注意到的是，當下載圖片至本機時提供之格式為 jpg

檔，互動式標籤的功能將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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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互動式標籤 

 

(E) 數據表格分頁：在主畫面中的第二個分頁為數據表格分頁。在此分頁中

會將分析運算的結果以表格方式呈現。如下圖所示。 

 

圖 18 數據表格分頁 

 

在表格分頁中允許使用者依照自身需求排序表格、搜尋特定資料特徵、

選取顯示資料筆數。而表格提供 csv 格式下載至本機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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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分析功能介紹 

分析功能主要可分為兩類資料來源的分析功能：TDSC 與 VD。其中 TDCS

的分析主要在於旅次起訖點的分析；VD 的分析則多為交通工程中車流基本

特性的分析。 

OD (Origin–Destination)代表旅次的起訖點。不論在運輸規劃上或是交通工

程、交通控制分析上皆是相當重要的資料。在過去旅次起訖矩陣需要倚靠大

規模的家戶調查或是州界調查、屏柵線調查等方式才能建立此資料。而在國

道電子收費全面實施後，OD 的資料可即時快速的取得。 

VD(vehicle detector)代表車輛偵測器。高速公路的車輛偵測器是台灣公路系統

當中佈設最為密集的道路，在一般路段平均約2公里佈設有一組車輛偵測器。

可提供車流基本三要素：流量、速率、密度的推估值，藉以了解高速公路上

車流狀況與特性，更可進一步分析各項交通管制措施的成效。 

以下分別介紹資料分析平台中的 5 項功能。 

I.  OD 訖點分析： 

本項功能可供使用者在(B)中選取目標交流道、選取分析日期、選取分析

時間長度(單位小時)、選取時段切割區間(60 的因數)，系統將會依照選

取日期及時段讀取所需之 ETC M06 資料，再進行篩選。最後分析所得資

料為在時段內上特定交流道之所有車輛，其目的地分布為何。 

以下為範例說明： 

 

圖 19 OD 訖點分析操作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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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北區-國道 3 號 

交流道：中和交流道 

分析日期：2016-10-19 

時段：17:00~19:00 

區間長度：30 分鐘 

演算過程為： 

(1)  讀取 ETC M06 2016-10-19 16:00~20:00 資料 

(2)  篩選條件：旅次起點為中和交流道出發時間介於 17~19 內 

(3)  計算每個時段區間內的訖點分布數量，即 

17:00~17:30 的訖點分； 

17:30~18:00 的訖點分布； 

… 

18:30~19:00 的訖點分布。 

(4)  將上述各時段區間的結果以堆疊直條圖顯示於(D)->(F)下層，不同交

流道以不同顏色呈現，長條區塊長度與數量呈比例。最多顯示數量

最多的前 10 個交流道。 

當滑鼠游標移動至任何一條堆疊直條時需顯示出數量與訖點交流道

名稱，以利使用者閱讀。 

 

圖 20 互動式標籤堆疊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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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將各時段區間各訖點交流道旅次數量加總，並以相同顏色標示於地

圖上該交流道位置，以圓形呈現，圓形大小與數量成比例。該圖顯

示於(D)->(F)上層。 

圓心處須有標籤，滑鼠點選可顯示該交流道名稱與分析時段內總旅

次數量。選取之交流道使用不同顏色之標籤顯示於地圖相對應位置

上。 

地圖需可拖曳及縮放。 

 

圖 21 互動式標籤地圖 

 

(6)  在步驟(3)中所計算出之結果，以表格型式呈現於(E)->(F)中。如下圖

所示。(需要注意的是，此處顯示為全部訖點交流道的旅次分配數量，

並非如堆疊直條圖僅顯示數量前 10 多的交流道) 

 

圖 22 數據表格 

 

II.  OD 起點分析： 

本項功能基本操作、計算邏輯、呈現方式與 I 相同，惟分析對象改為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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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交流道。意即在分析時段內抵達選取交流道之所有車流的起點分佈狀

況。 

以下為範例說明： 

 

圖 23 OD 起點分析操作畫面 

 

區域：北區-國道 1 號 

交流道：台北交流道 

分析日期：2016-10-19 

時段：6:00~9:00 

區間長度：60 分鐘 

在分析成果上呈現的，即為 2016-10-19 上午 6 點至 9 點間抵達台北交流

道的所有車輛，他們的起點分佈狀況。(D)->(F)的地圖呈現與堆疊長條圖

的呈現方式與功能 I 相同；(E)->(F)的表格成像方式亦與功能 I 相同。 

 

III.  路段分析： 

在本項功能中，結合了起點分析與訖點分析的功能，而分析的對象改為

道路中的特定斷面。即分析通過特定路段的車流中，起點分佈與訖點分

佈的狀態分析。在本項功能中多提供了通過斷面的車流量隨時間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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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時段內通過此斷面的車種分配圓餅圖。 

以下為範例說明： 

 

區域：國道 5 號 

車行方向：北向 

路段選擇：頭城 -> 坪林行控 

分析日期：2016-11-06 

時段：00:00~24:00 

區間長度：60 分鐘 

 

圖 24 路段分析操作畫面 

 

在分析成果上呈現的，即為 2016-11-06 一整天間通過頭城往坪林路段的

所有車輛，他們的流量隨時間的折線圖、起點與訖點分佈狀況、車種分

配比例。 

在數據表格分頁中則有兩項子分頁，分別顯示起點與訖點的分佈數據。 

 

IV.  VD-QKV 分析： 

本項功能提供使用者選取指定日期、指定 VD、特定時間範圍內的 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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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值。系統將會依照選取日期讀取所需之 VD 資料，再進行篩選。最後

分析所得資料為在時段內上指定 VD 之數值，圖中呈現該數值隨時間的

變化軌跡過程。 

以下為範例說明： 

區域：國道 5 號 

車行方向：北向 

分析日期：2016-09-02 

分析 VD：nfbVD-5N-SST-27.779 

車道：1 

時：14 

分：20 

 

圖 25 VD QKV 呈現畫面 

演算過程為： 

(1)  讀取 VD 2016-09-02 資料 

(2)  第一次篩選條件：VD= nfbVD-5N-SST-27.779 

車道=1 

以上述篩選結果做底圖，以流量為 x；速度為 y

作圖。顏色以藍色漸層標示之。顏色與佔有率相

關聯，佔有率越高顏色越深。 

(3)  第二次篩選條件：VD= nfbVD-5N-SST-27.779 

車道=1 

時間範圍介於 14:20~15:20 

(起點：選取時間點，終點：選取時間點+60 分鐘) 

(4)  將上述篩選結果，每五分鐘做一平均後作圖，故應有 12 個點位。並

以漸層紅色點表示，顏色越深代表時間越晚；兩點之間以漸層紅色

箭頭連結，顏色越深代表時間越晚；點位上表示時間順序，以 1,2,3…

表標示。最後一點以時間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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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之圖顯示於(D)->(F)中 

(6)  第一次篩選之資料以表格顯示於(E)->(F)中，第二次篩選範圍內資料

以紅色字體標示於其中。 

 

V.  時空速率圖： 

本功能提供使用者選取指定日期之下，選定國道/方向全天的時空速率

圖。 

以下為範例說明： 

區域：國道五號 

車行方向：北向 

分析日期：2016-09-25 

 

圖 26 時空速率圖呈現畫面 

 

演算過程為： 

(1)  讀取 VD 2016-09-25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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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資料時間點為 y，VD 里程數為 x，平均速率為顏色作圖。顏色以

綠色->黃色->紅色漸層。速率越高越接近綠色；越低則越接近紅色。

資料中速度超過 140 者予以剔除。沒有資料的位置以深灰色表示。 

VD 里程數為該顏色區塊中心點，左右範圍與鄰近 VD 平分。如下

範例： 

 

圖 27 VD 里程與代表區域示意圖 

(3)  完成之圖形顯示於(D)->(F)中。該圖有縮放、拖曳功能、顯示標籤。 

(4)  篩選之資料以表格顯示於(E)->(F)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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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流量預測績效驗證 

在郭昌儒君之探勘大數據─高速公路 Big Data之分析應用[7]中提到目前

國道系統中以短距離(20km內)的旅次佔大部分，而這些旅次可被歸類於都會

型的運輸旅次，經常發生於上下班尖峰時段。本研究採其研究中易擁塞路段

之統計結果，挑選了國道 1號北上路段台北交流道及國道三號南下路段龍潭

交流道平日晨昏峰時段之車流資料做案例研究之基礎。 

 

表 2 103 年國道 1 號高速公路平（假）日易擁塞路段  

 

資料來源：[7]  

 

圖 28 國道旅次長度分佈圖 

資料來源：[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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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R語言、Nodejs 套件及 Maria資料庫軟體進行資料分析並建立旅

次 OD資料庫，並應用 Html CSS 做進一步進行視覺化統計分析，以台北交流

道北上路段晨峰時段為例，其到達之旅次起點一時間分佈狀況如圖 29所示，

而其所佔比例最高的三重交流道所出發旅次之訖點分析詳列於圖 30；另一個

案例則是選擇國道三號龍潭交流道南下路段，到達之旅次起點一時間分佈狀

況如圖 31 所示，而其所占比例最高的鶯歌系統交流道所出發旅次之訖點分

析詳列於圖 32；而圖 33 和圖 34 為模式修正係數中關鍵的下匝道臨界密度

（K）之校估結果，經過這些實際狀況之演算程序後，下匝道流量預估結果與

實際數據誤差分析如圖 35、圖 36 與表 3所示，其結果發現兩地誤差皆在 12

％以內，足以驗證本推估模式於此二處交流道皆有推估下匝道車流需求之能

力。 

 

圖 29 旅次起點分佈(終點為台北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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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0 旅次訖點分佈(起點為三重交流道) 

 

 

圖 31 旅次起點分布(終點為龍潭交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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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旅次訖點分布(起點為鶯歌系統交流道) 

 

 

圖 33 下匝道車道臨界密度分析-國道 1 號北上三重至台北路段外側車道 

 



                                      ETC 旅次資料應用於下匝道地方號誌協控策略 

 

34 

 

 

圖 34 下匝道車道臨界密度分析-國道 3 號南下大溪至龍潭路段外側車道 

 

 

 

圖 35 台北交流道下匝道流量預估誤差分析時間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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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 龍潭交流道下匝道流量預估誤差分析時間曲線圖 

 

表 3 下匝道流量誤差分析結果 

下匝道流量誤差分析結果 

 上午尖峰(7~9) 下午尖峰(17~19) 

台北北上 7% 12% 

龍潭南下 12% 11% 

 

在本研究的兩個實際案例驗證之下，皆能夠達到一定水準的預測能

力。而在圖 35與圖 36中也可以發現到，除了平均誤差率約在 11%之外，

在對於未來趨勢的預測上此演算法的能力也是相當貼近實際情況。在此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所用之歷史資料庫量僅僅為過去一個月的 ETC資

料庫，因此若在未來能夠依照不同交通情境對大量資料庫做系統性的整

理，將可預期此演算法的精準度能更進一步提升。此外，若是能夠納入

更多元的資料，例如個體用戶的歷史資料(此一資料現因隱私權等等問題

並未對外公布，但若能透過某種程度的加密等方法，使分析者能夠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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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次為同一車輛，但仍無法得知該用戶身分)，本演算法精準度亦可有大

幅度進步。 

在此，本研究所提出的預測演算法在現有資料下已可達到一定水準的預

測能力，並且此演算法在未來仍有擴充與進步的可能性。是相當具有後

續研究發展性的先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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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流量預測績效驗證 

6.1 結論 

綜合以上研究分析結果，本研究應用國道高公路電子收費系統所蒐集到

車流資料，將其中的路段車流資料與傳統 VD偵測器整合分析，另一部分則應

用旅次起訖點資料建立各交流道之的 OD矩陣時間序列資料庫，接續的預測模

式都以這兩個資料庫設計架構為基礎進行演算。此一系統經加值處理後建立

高速公路資料查詢平台，於網頁上提供多項互動式圖表查詢功能，使研究及

分析人員能夠快速的取得所需資料，為後續研究奠定資料來源的基礎。 

下匝道流量預測之初衷為引入 ETC數據做為預測下個時階下匝道車流需

求，經過數學模式的開發後，模式推估演算之的結果經過自動驗證及校估程

序，車流尖峰時段之平均誤差 11%，若未來能結合其他多元偵測資料，將有

助於提升預測數據穩定及可靠性，則此預測結果可供各區域交通控制中心的

協控策略模組進行資料介接，使各交流道下匝道實際需求量能透過大數據探

勘方法挖掘得知，更適當的協控策略也能以此數據為基礎作實施控制。 

政府推行開放數據(Open Data)後，已吸引許多資料科學家進行相關領域

的探勘，高速公路原已提供高密度的即時 VD車流數據，加入 ETC偵測資料後

不管在數量及多元性都相當具有創造價值之潛力，因此大數據分析平台的建

構已刻不容緩，本研究利用以系統資料庫結合 R語言之多維度視覺化分析，

嘗試整合傳統 VD數據及 ETC兩個面向的資料，為未來的大數據探勘之智慧交

通時代跨出重要的一步。 

 

6.2 後續工作 

本項研究在第一章的工作項目當中共有 4項： 

1. 資料蒐集系統建置 

2. 下匝道需求量預測模式建立 

3. 地方號誌協控策略建立 

4. 將控制策略導入微觀模擬軟體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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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三章至第五章中已經詳盡說明了工作項目 1與 2的研究成果；原定之

實測場域的交通調查與模擬路網建置工作也已經完成。然而在105年度當中，

由於受到其他臨時性專案計畫的時程排擠，工作項目 3與 4並未能在 105年

度內完成原定之工作內容。 

因此後續工作將持續關注於下匝道流量預測值與地方號誌協同控制的演算邏

輯研發，以及將演算邏輯實際套用於車流模擬軟體當中驗證績效兩項主要工

作。本研究原選定於新北市三鶯交流道作為實際驗證場域，並已完成模擬路

網之建立與參數校估，如下圖所示。 

 

圖 37 國道 3 號北區模擬路網圖 

 

圖 38 三鶯交流道模擬畫面 

而本研究之績效若能取得主管機關的認可，本研究後續也將積極與新北市政

府交通局接洽，尋求本計畫實際應用的可能性，以到達本計畫改善高速公路

與地方道路壅塞問題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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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期末審查會議紀錄 

 



                                      ETC 旅次資料應用於下匝道地方號誌協控策略 

 

42 

 

 

委員 意見 回覆 

黃友恆 

1. 比例值αi,j是否隨時間點不同，而有不

同比例值？若有，則時間單位間隔為

何？ 

α𝑖,𝑗是根據不同時段的

OD 矩陣所計算所得，故

確實會隨時間而有所變

化。在報告書中 3.1 節為

著重於概念的敘述而簡

化了時間項。在 3.2 節中

即增加了時間項的足

標。 

α𝑖,𝑗的時間單位在本報告

中採用 15 分鐘為一時

階；而流量預測則是 5

分鐘為一時階。 

1. 目前比例值α𝑖,𝑗是以一個月 ETC 資料

為基礎計算而得，未來當資料量增加

後，是否仍是以一個月的資料為單位

進行計算？ 

資料選取是否仍採用最

近期一個月仍有待驗證

成效後決定。未來資料

持續擴充後，OD 資料將

會進行分類，而在預測

時則依照不同情況挑選

適當種類之 OD 作為運

算資料。 

分類方式將依照 3.2 節

中所述之方式進行。 

2. 報告文中的「迄」、「訖」兩字，建議

統一。 

遵照辦理。 

徐嘉駿 

2. 下匝道流量預測模式中，α𝑖,𝑗定義為

「以匝道𝑖為起點、匝道𝑗為迄點的車

輛數，其佔匝道𝑖起點總車輛數的比

例」。此值係使用歷史資訊估算，估

算結果是否會滿足∑ α𝑖,𝑗𝑗 = 1(流量守

將會滿足流量守恆。由

於 j 的定義為旅次終

點，而α𝑖,𝑗的定義則為時

段內從 i 交流道出發欲

前往 j 交流道的總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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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的性質？ 除以所有在時段內從 i

交流道出發的車流量。

故將滿足∑ α𝑖,𝑗𝑗 = 1之

特性。 

3. 本研究後續在設計下匝道協控方法

時，預計將如何處理都市道路車流以

及高速公路下匝道車流？ 

在車流部分的處理，目

前本研究規劃將會以現

有車流模擬軟體及號誌

最佳化軟體作為優先處

理方式。 

4. 本研究提供分析 OD 以及 VD 的工具

非常實用，後續是否有可能寫成 API

供其他研究者使用？ 

目前已將OD及VD歷史

資料分析工具建立於網

頁當中，可自由查詢。

至於 API 介接服務的功

能，本計畫中目前尚無

相關規劃，將於後續研

究中視需求性評估是否

開發該項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