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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借道道疏疏导导

允许货运车驶入客车道

昨日，国庆长假刚结束，浦东公
安分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在做好岗
位执勤工作的同时，也对此次假期
的排堵保障工作进行了总结。

高速大队教导员朱俊直言，今
年有两个举措的效果非常明显，排
在首位的便是：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 3 天内，S20 外圈华夏路进口
至外环隧道段， 允许货运车驶入 2
号客车道，过境货运车可根据交通
标志借客车道通行。

朱俊说，这一举措是借鉴之前
G1503郊环线推出的疏导举措。

今年五一小长假，浦东交警允
许货运车驶入 G1503 的 1 号客车
道，当时就大大缓解了 G1503 的拥
堵。 今年国庆长假，在保留 G1503
这一举措的同时，浦东交警将货运
车借道的举措扩展到了 S20。

“很多集卡从洋山港过来，并不
走长江隧道，而是要去外环隧道，在
货运车道上排队既加剧了拥堵，又
增加了事故发生频率。 ”朱俊说，允
许货运车驶入 2号客车道， 可快速
疏导集卡等大型车， 避免堵塞沿线
下匝道， 导致其他车辆无法驶离
S20进而加剧拥堵。“这个措施效果
比较明显，明显缩短了排队长度。 ”

交交警警释释疑疑

隧道为什么不能堵

在朱俊看来，缓解 G40 长江隧
道节假日拥堵最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是长江隧桥不能堵，一旦隧道和
大桥堵住了，施救非常困难。

资料显示， 长江隧道的设计流
量为 3200辆 /小时，节日高峰实测
车流量经常超过设计流量。 朱俊列
了一个简单的算术题， 以长江隧道
流量达到为 3600 辆 / 小时计算，3
根车道平均每小时车流量为 1200
辆，平均每分钟车流量为 20辆。

“假设说隧道内发生了一起简
单的碰擦事故， 撤离花了 10 分钟
的话， 发生车祸的车道就会堵住
200 辆车， 以每辆车车身长度为 5
米计算，就会堵一公里。 这还是理
论上的计算方法，现实中一旦发生
车祸，至少会影响 2 根车道，撤离
速度往往也会达到 10-20分钟。如
果是严重追尾，车辆无法自行撤离，
需要拖车的话，时间就更久了，拥堵
必然加剧。 ”朱俊说，这就是为什么
隧道堵不起、不能发生车祸的原因。

然而，因为长江隧道入口 1 公
里附近连续下坡，隧道入口光线逐
渐由明转暗，车流量又较高，一旦控
制不好车速，急刹车很容易造成追
尾。 此前曾有一个不完全统计，长
江隧道入口路段约有八成的车祸发
生在 1 号车道， 而在这些车祸中，
逾九成是追尾事故。

控控制制流流量量

尽量让隧道保持畅通

那么， 怎么样才能尽可能避免

隧道内发生车祸呢？ 首先，浦东公安
对容易发生车祸的隧道入口，进行了
一些路政设施的针对性改进，在长江
隧道进口段一公里的路面上铺设了
彩色沥青路面，增加了减速线，以此
来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彩色沥青路面的抓地力更
牢， 纵向减速线通过视觉效果的
‘收窄’来提醒驾驶员注意减速。 ”
浦东高速大队一位一线执勤交警表
示， 考虑到隧道入口处发生的多起
交通事故可能与该区域照明不足有
关， 交警部门还协调隧道管理方加
装了一组灯光设施。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就是
控制进入隧道的车流量， 尽量让隧
道保持畅通的状态。

“今年，很多驾驶员都有这种
感受，进隧道前感觉很堵，但隧道里
开起来还可以。 ”上述执勤交警直
言， 这就是因为交警部门特地减少
了进入隧道的车流量， 避免隧道的
负载量达到饱和， 避免隧道内因为
车流过大引发交通事故。

记者注意到， 为了便于在节假
日期间调控进入隧道的流量， 浦东
交警专门在 G1503 与主线并道处
安装了两组交通信号灯。

国庆长假期间， 浦东公安为了
确保长江隧道、 五洲大道通行有序
畅通，还根据 G40 长江隧道内的流
量，在 S20/ 内环外圈合流处、S20/
五洲大道合流处、G1503/G40 合流
处采取信号灯灯控限流， 并在高东

收费站、 长江隧道进口及五洲大道
出城方向沿线匝道采取人工限流。

同时，在金海、杨高北、东靖、洲
海等五洲大道周边地面道路实时进
行路口信号灯绿信比调优， 会同派
出所一线综合执法警力进行指挥疏
导，提升整体路网通行效能。

这些限流举措的共同目的，就
是想方设法保证长江隧道的畅通。

““红红波波效效应应””

越堵车等红灯时间越长

今年五一假期， 有市民从崇明
回市区时， 感觉“陈海公路越是堵
车，等红灯的时间越长”。 一位一线
执勤交警证实，这其实是公安交警部
门有意为之，因为隧道属于特殊的封
闭式交通， 发生事故后赶赴现场、清
障作业的速度远低于地面道路。

如果隧道内车流量处于饱和甚
至超饱和状态， 不但会导致车祸增
多， 还会造成清障速度呈几何级下
降。 为实现长江隧道内车流量处于
快速通行的“非饱和”状态，崇明公
安交警部门采取了不同等级的处置
模式。当隧道内车流量达六成，就会
用“分段控流”来控制进入高速主
线车流的速度。

所谓“分段控流”，便是市民驾
车时在陈海公路上感受到的“等红
灯时间越来越长”。

据一位交通业内人士介绍，在
城市交通中， 手动干预绿灯时间以

增加通过的车流量被称为“绿波效
应”，在 G40 长江隧桥管理上则反
其道采用“红波效应”：以崇明通往
G40 长江隧桥的主干道陈海公路
为例， 日常东西向绿灯时间约 45
秒 -55 秒，“红波效应” 将绿灯时
长降至 30 秒左右， 以减缓进入
G40沪陕高速主线的车流量。

在路面上发生事故比在长江大
桥或隧道内更好处理， 几年实践下
来，这套方法确实非常有效。 ”

排排堵堵保保畅畅

快速撤离，快速清障

即便做了再充分的准备， 万一
隧道内发生车祸怎么办？ 唯一的办
法就是快速撤离、 快速清障。 朱俊
说，为了做到快速撤离、快速清障，浦
东交警今年在长江隧道部署了 6个
“摩托小队”， 协调清障施救单位投
入 12辆清障施救车辆组建“牵引小
队”， 每隔 15分钟对长江隧道进行
全路段不间断巡逻，快速处置长江隧
道内抛锚碰擦事故。

“长江隧道长 8.9 公里， 按照
50 公里 / 小时的车速，摩托车基本
上 10多分钟就能走完全程。”朱俊
说， 每隔 15 分钟投入一辆摩托车
巡逻， 基本保证了长江隧道内一直
有摩托车不停地在巡逻。

10月 5日，G40首次出现了出
城堵、返程也堵的现象。崇明交警提
供的数据显示，10 月 5 日当天，长

江隧道上行（往崇明方向）车流量
为 47075 辆，下行（往市区方向）
车流量为 66211 辆，车流总量达到
了 113286 辆， 创隧桥开通以来新
高。这一天，浦东交警高速大队骑摩
托车巡逻的交警从早晨 7 点上岗，
一直巡逻到夜里 12点才撤岗。

10月 6 日，长江隧道返程车流
量达到了 68499 辆，迎来假期返程
最高峰， 骑摩托车巡逻的交警同样
工作到深夜 12点。

崇明公安为了确保返程客流平
稳有序通行，也采用了同样的策略，
直接在长兴岛长江隧桥管控中心设
立了现场指挥部， 会同路政管理及
清障施救部门共同开展现场指挥调
度， 依托长江隧桥管控中心和高速
公路视频监控， 每半小时开展全覆
盖视频巡逻。

同时，在 G40 沪陕高速下行线
（往市区方向）5处“易堵点”（陈
海公路进口、长兴服务区、长兴岛进
口、长江隧道入口、五洲大道北侧翔
殷路隧道进口）从严落实“一点一
方案”，每个节点配足执勤警力、清
障施救力量， 发生拥堵情况后第一
时间落实各项现场管控和应急处置
措施。

错错峰峰出出行行

错峰选择余地更大了

10月 8 日，市民李先生起了个
大早从崇明家中出发，经陈海公路、
长江遂桥，一路畅通开到市区，“没
想到居然完全不堵”。

崇明交警部门提供的数据显
示，当日长江隧道下行（往市区方
向）车流量为 49493 辆，比 10 月 5
日 -7 日每日的车流量少了近
10000辆。实际上，10月 7日，崇明
回市区的返程路也是一路畅通。

在分析 10 月 7 日、8 日返程的
“意外”畅通时，一位一线交警认为，
除了此次预警到位、保障措施到位，8
天超长假期叠加紧随而来的周末带
来的客流分流作用也不容忽视。

实际上，仔细梳理长假 8 天的
数据便可发现，10 月 3 日、4 日长
江隧道出城和返程的客流便开始旗
鼓相当了。上述交警分析，因为去崇
明短途游一般需要 2-4 天就够了，
8 天的超长假期给了市民更多的选
择时间， 错峰出行和返程的时间选
择余地更大， 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了集中出行的压力。

另据崇明交警统计，国庆期间，
G40 长江遂桥返程过程中共发生
109 起事故，其中，106 起事故采取
“快处易赔” 进行处理，“快处易
赔”率超过 97%。

据介绍， 崇明交警在长江大桥
上，每隔 5公里设置一处执勤点，共
设有 3 处执勤点， 指导市民使用
“快处易赔”处理事故，平均一个事
故处理仅需 5分钟。

上述交警特别提醒，对于“车
能动，人未伤”的碰擦交通事故，驾
驶员可以自己通过“快处易赔”微
信公众号、“交管 12123”APP、“上
海交警”APP进行线上处理。

超长假期为何 G40长江桥隧“没想象中拥堵”

长江桥隧“意外不堵”
背后有哪些可借鉴经验

� 晨报记者 倪 冬 荣思嘉

今年国庆适逢中秋佳节，面对交通通行和事故防控的空前压力，G40 长江桥隧在车流量较去年有所上
升的情况下，并未发生大规模拥堵，大大超乎人们的意料。 国庆假期最后两天，返程一路畅通更是令人连
呼“想不到”。

记者获悉，国庆长假前，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牵头协调浦东、崇明公安交警及隧桥等相关各方未雨
绸缪，科学研判，针对不同区域精准安排勤务，同时协调各方多策并举，加强调度，最大限度保障 G40 高速
顺畅有序。

今年，不少驾驶员都有这种感受，进长江隧道前感觉有些堵，但隧道里开起来却还可以。还有市民回忆，今
年五一假期，从崇明回市区时感觉“陈海公路越是堵车，等红灯的时间越长”。 市民的这些感受与背后的交通管
理究竟有无关联？ 面对 8 天超长假期，G40 长江桥隧意外不堵的背后，又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

国庆期间，G40 长江桥隧在车流量较去年上升情况下，未发生大规模拥堵。 /浦东交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