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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与车辆检测器间的通信协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与车辆检测器间的串行接口和以太网接口的数据交换规程。 

本标准适用于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及车辆检测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5280-2010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 

GA/T 509-2004 城市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 road  traffic  signal  controller 

能够改变道路交通信号顺序、调节配时并能控制道路交通信号灯运行的装置。 

［GB 25280-2010，定义3.1］ 

3.2  

车辆检测器 vehicle detector 

检测车辆的存在及通过状态的装置。 

［GA/T 509-2004，定义2.5］ 

3.3  

数据帧 data frame 

数据链路层中传输的最小的、独立的数据单元。 

3.4  

交通流量 traffic volume; traffic count 

单位时间内通过道路某一截面的车辆或行人数量。 

［GA/T 509-2004，定义3.6］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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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占有率 occupancy 

占有率 

道路某检测截面或检测区内有车存在的时间与统计总时间之比。 

［GA/T 509-2004，定义3.9］ 

3.6  

车头时距 time headway 

同一车道上行驶的车辆队列中，相邻两辆车辆车头部分通过某一断面的时间间隔。 

4 物理层接口的要求 

4.1 接口形式 

物理层接口应选择RS-232C数据终端设备接口和（或）以太网接口。 

4.2 RS-232C数据终端设备接口 

4.2.1 字节结构 

字节由一个起始位，八个数据位，一个结束位组成，无校验位。 

4.2.2 信号组成 

设备接口提供的信号应包括： 

a) 逻辑地（Logic Ground）； 

b) 数据发送（Transmit Data）； 

c) 数据接收(Receive Data)。 

4.2.3 波特率 

有效通信波特率应包括 9600bit/s、19200bit/s。 

4.3 以太网接口 

以太网接口应符合IEEE 802.2/3。 

5 数据帧 

5.1 帧结构 

数据帧由帧开始、数据表、校验码和帧结束组成，其封装格式见图1。 

 

图1 数据帧封装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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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校验码和帧开始、帧结束 

校验码和帧开始、帧结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帧开始和帧结束应为一字节十六进制数0X7E； 

b) 帧结束之前，应有校验码，其值为数据表所有字节按位异或； 

c) 校验码值为0X7E时，应以0X7D和0X5E两个字节取代； 

d) 校验码值为0X7D时，应以0X7D和0X5D两个字节取代。 

5.3 数据表 

数据表由链路地址、协议版本号、操作类型、对象标识及消息内容五部分构成，见图 2。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号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图 2 数据表结构 

a）链路地址：链路地址最多由 2个字节组成。如果链路地址的第一个地址字节的第一个比特为 1，

链路地址为单字节，见图 3a）；如果链路地址的第一个地址字节的第一个比特为 0，那么随后

的字节应是链路地址的一个扩展,见图 3b)。链路地址应以 1开头的一个字节来结束。链路地址

的第一个字节的第二位为保留位（G），单字节地址的有效地址域是高六位，取值范围是 0～63，

双字节地址的有效地址域是第一字节的高六位连接上第二字节的高七位，取值范围是 64～

8191。 

                               b7                   b0 

X  X  X  X  X  X  G  1 

a）单字节链路地址 

                       b7                   b0   b7                   b0 

X  X  X  X  X  X  X  1 X  X  X  X  X  X  G  0 

b）双字节链路地址 

图3  链路地址 

b）协议版本号：标识通信协议的版本，用一字节十六进制数0X10表示； 

c）操作类型：标识数据表的操作类型，用一个字节表示，见表1； 

表1 操作类型 

位 二进制值 含义 说明 

7 1 固定字段 固定值为 1。 

6～0 0000000  查询请求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机（以下简称为信号机）

发送查询消息。 

0000001 设置请求 信号机发送设置消息。 

0000010 主动上传 车辆检测器（以下简称为检测器）主动上传

数据。 

0000011 查询应答 检测器对查询请求的应答。 

0000100 设置应答 检测器对设置请求的应答。 

0000101 主动上传应答 信号机对主动上传的应答。 

0000110 出错应答 接收到的数据包存在错误。 

其他 保留  

d）对象标识：标识数据表的操作对象，用一个字节表示，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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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对象标识 

取值 含义 说明 

1 联机 联机表格。 

2 对时 本地时间。 

3 波特率 通信波特率。 

4 配置参数 检测器的配置参数。 

5 统计数据 车辆统计数据。 

6 历史数据 检测器中保存的历史统计数据。 

7 脉冲数据上传模式 实时脉冲数据上传使能设置。 

8 脉冲数据 实时脉冲数据。 

9 故障消息 检测器故障。 

其他 保留  

e）消息内容：消息内容对对象值进行具体描述，部分数据表不包含消息内容字段，见第7章； 

f）数据表中出现数据0X7E时，应以0X7D和0X5E两个字节取代； 

g) 数据表中出现数据0X7D时，应以0X7D和0X5D两个字节取代。    

5.4 出错应答 

当收到的表格存在错误时以出错应答消息回应。出错应答消息包含一个字节的消息内容以说明错

误类型，见表3。 

表3 错误类型定义 

取值 错误类型 说明 

1 校验码错 校验码错误。 

2 协议版本不兼容 信号机和检测器的通信协议版本不兼容。 

3 消息类型错 未定义的消息类型。 

4 消息内容错 消息内容中有数据无效。 

5～127 保留 保留字段。 

128～255 其他错误 用户自定义的其他错误。 

6 通信规程 

6.1 一般要求 

6.1.1 通信方式 

采用主从方式进行通信，信号机为主站，检测器为从站。 

6.1.2 信号机 

信号机应能通过查询请求、设置请求命令管理检测器，还应能接收、处理来自检测器的查询应答、

设置应答、主动上传、出错应答等消息。 

6.1.3 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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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器应能接收、处理来自信号机的查询请求、设置请求及出错应答等消息，还应能根据实际情

况主动上传统计数据、脉冲数据。 

6.2 通信 

6.2.1 联机 

在脱机状态下，信号机每 5s发送一次连接请求，检测器收到连接请求后认为与信号机联机成功并

发送连接请求应答消息，信号机收到连接请求应答消息后认为与检测器联机成功。 

6.2.2 发送、应答 

消息接收方收到消息后立即发送相应的应答消息，发送方 2s内未收到应答消息应再次发送消息，

连续 3次收不到应答消息认为通信链路已经中断。 

6.2.3 联机保持监测 

在联机状态下，信号机每 10s发送一次连接查询，检测器收到连接查询后立即发送应答消息。双

方在联机状态下才可发送连接请求以外的其他通讯表格。 

6.3 RS-232C数据终端设备接口 

RS-232C数据终端设备接口默认数据传输比特率为9600bit/s。 

6.4 以太网口 

以太网口应使用TCP/IP协议，TCP协议应符合RFC0793，IP协议应符合RFC0791。通信中，检测器作

为服务端，信号机作为客户端。 

6.5 字节顺序 

长度大于一个字节的数据对象，应先发送低字节，后发送高字节。 

6.6 消息的处理 

所有的“设置请求”、“查询请求”、“主动回报”消息都需要应答，若在2s内未正确收到应答

信号应重新发送消息。对方在收到一帧数据包后，应依次依照如下规则操作： 

a） 验证数据包的校验码是否正确，如若错误，发送出错应答消息，错误类型为1； 

b） 验证协议版本是否兼容，如若不兼容，发送出错应答消息，错误类型为2； 

c） 验证消息类型是否正确，如若错误，发送出错应答消息，错误类型为3； 

d） 验证消息内容中的数据是否存在错误，如若有错误，发送出错应答消息，错误类型为4； 

e） 验证消息是否存在用户自定义的其他错误，如若存在错误，发送相应的错误应答消息； 

f） 如果接收到的消息完全正确，根据消息执行相关动作，见第7章。 

7 通信内容 

7.1 连接 

7.1.1 连接请求 

脱机状态下，信号机每5s发送连接请求，见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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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连接请求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1 0X01 无 

7.1.2 连接请求应答 

检测器收到连接请求后，认为与信号机联机成功并发送应答表格，见表5。 

表5 连接请求应答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4 0X01 无 

信号机收到连接请求应答后认为与检测器联机成功。 

7.1.3 连接查询 

联机状态下，信号机每10s发送一次连接查询表格，见表6。 

表6 连接查询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0 0X01 无 

7.1.4 连接查询应答 

联机状态下，检测器收到连接查询表后发送应答表格，见表7。 

表7 连接查询应答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3 0X01 无 

7.2 对时 

7.2.1 时间设置 

信号机与检测器建立通讯连接后应设置检测器时间。信号机设置检测器时间时发送时间设置表格，

见表8。 

表8 时间设置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1 0X02 同表9 

表9 本地时间 

序号 名称 字节数 取值 描述 

1 本地时间 4 0～0XFFFFFFFF 自1970年1月1日零点以来的秒数。 

7.2.2 时间设置应答 

检测器收到时间设置命令后调整本机时间并发送应答表格,见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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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时间设置应答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4 0X02 无 

7.2.3 时间查询 

  信号机查询检测器时间时发送时间查询表格,见表11。 

表11 时间查询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0 0X02 无 

7.2.4 时间查询应答 

检测器收到时间查询命令后发送应答表格，见表12。 

表12 时间查询应答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3 0X02 同表9 

7.3 波特率 

7.3.1 波特率设置 

物理层接口为RS-232C数据终端设备接口时，信号机或检测器发送波特率设置表设置通信波特率，

见表13。 

表13 波特率设置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1 0X03 同表14 

表14 波特率标志 

序号 名称 字节数 取值 描述 

1 通信波特率 4 0～0XFFFFFFFF 信号机与检测器间的通信波特率，单位：bit/s。 

7.3.2 波特率设置应答 

信号机或检测器收到波特率设置表后发送应答消息，见表15。 

表15 波特率设置应答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4 0X03 同表16 

表16 波特率设置成功标志 

序号 名称 字节数 取值 描述 

1 波特率设置

成功标志 

1 0～1 取值0表示通信波特率设置失败；取值1表示通信

波特率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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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波特率设置成功后，双方使用新的波特率通信。脱机状态下，应恢复使用默认波特率通信。 

7.4 配置参数 

7.4.1 配置参数设置 

信号机设置检测器配置参数时发送配置参数设置表，见表17。  

表17 配置参数设置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1 0X04 同表18 

表18 配置参数 

序号 名称 字节数 取值 描述 

1 统计周期 2 0～1000 统计数据的计算周期，单位：s。 

2 A类车车

长 

1 0～255 不区分车型进行流量统计时，统计车辆的车长应大于C类车

车长，A类车车长、B类车车长忽略。当分A、C两类车型进行

流量统计时，车长大于A类车车长、车长小于A类车车长并大

于C类车车长的分别判定为A类车、C类车，B类车车长忽略；

当分A、B、C三类车型进行流量统计时，车长大于A类车车长、

车长小于A类车车长并大于B类车车长、车长小于B类车车长

并大于C类车车长的分别判定为A类车、B类车、C类车。单位：

0.1m。 

3 B类车车

长 

1 0～150 

4 C类车车

长 

1 0～50 

5 保留数据 4 — 保留字段。 

7.4.2 配置参数设置应答 

当检测器收到配置参数设置命令后发送应答表格，见表19。 

表19 配置参数设置应答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4 0X04 无 

7.4.3 配置参数查询 

信号机在与检测器联机成功后发送配置参数查询表格，见表20。 

表20 配置参数查询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0 0X04 无 

7.4.4 配置参数查询应答 

检测器收到配置参数查询命令后发送应答表格，见表21。 

表21 配置参数查询应答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3 0X04 同表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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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检测器参数 

序号 名称 字节数 取值 描述 

1 设备制造商名称长度 1 M(0≤M≤100) 检测器制造商名称的字节数。 

2 设备制造商名称 M — 检测器制造商的名称。 

3 设备型号长度 1 N(0≤N≤100) 检测器型号的字节数。 

4 设备型号 N — 检测器的型号。 

5 最大检测通道数 1 1～128 检测器可设置的最大检测通道数。 

6 检测项目 2 — 同表23。 

7 检测手段 1 1～4 检测器的检测方式。1：线圈；2：视频；

3：雷达；4：其他。 

8 信号输出延时 1 0～255 车辆进入检测通道检测区到检查器输出

脉冲电平信号之间的平均间隔时间。单

位：0.01s。 

9 配置参数 2 — 同表18。 

表23 检测器检测项目 

位 二进制值 描述 

1～0 00 不区分车型进行流量统计。 

01 分A、C两类车型进行流量统计。 

10 分A、B、C三类车型进行流量统计。 

11 不提供车流量统计数据。 

2 0 提供车辆平均占有率。 

1 不提供平均占有率。 

3 0 提供车辆平均行驶速度。 

1 不提供车辆平均行驶速度。 

4 0 提供平均车长。 

1 不提供平均车长。 

5 0 提供平均车头时距。 

1 不提供平均车头时距。 

6 0 提供车辆排队长度。 

1 不提供车辆排队长度。 

15～6 — 保留位。 

7.5 统计数据 

7.5.1 统计数据主动上传 

联机状态下，一个统计周期结束后检测器主动上传最新统计数据，见表24。 

表24 统计数据主动上传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2 0X05 同表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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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统计数据 

序号 名称 字节数 取值 描述 

1 统计数据生成

的本地时间 

4 0～0XFFFFFFFF 同表9。 

2 配置参数 9 — 同表18。 

3 检测通道数 1 N（1≤N≤48） 统计数据对应的检测通道数。 

4 单路检测通道

统计数据 

12 — 同表26。 

...... 

3+N 单路检测通道

统计数据 

12 — 同表26。 

表26 单路检测通道统计数据 

序号 名称 字节数 取值 描述 

1 检测通道编号 1 1～255 检测通道的编号。 

2 A类车流量 1 0～255 不区分车型时，C类车流量表示总的车流量，

忽略A类车流量、B类车流量；仅区分A、C类车

型时，忽略B类车流量。取值255表示溢出。 

3 B类车流量 1 0～255 

4 C类车流量 1 0～255 

5 平均占有率 1 0～200 车辆平均占有率。单位：0.5%。 

6 平均车速 1 0～255 车辆平均行驶速度，255表示溢出。单位：km/h。 

7 平均车长 1 0～255 车辆平均车长，255表示溢出。单位：0.1m。 

8 平均车头时距 1 0～255 车辆平均车头时距，255表示溢出。单位：s。 

9 车辆排队长度 1 0～255 车辆排队长度，255表示溢出。单位：m。 

10 保留字节 4 — 保留字节。 

7.5.2 统计数据主动上传应答 

信号机收到检测器主动上传的统计数据后发送应答表格,见表27。 

表27 统计数据主动上传应答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5 0X05 无 

7.6 历史数据 

7.6.1 历史数据查询 

信号机需查询检测器历史数据时发送历史数据查询表格,见表28。 

表28 历史数据查询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0 0X06 同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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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历史数据查询时间 

序号 名称 字节数 取值 描述 

1 起始时间 4 0～0XFFFFFFFF 自1970年1月1日零点以来的秒数。标识历史数据

的起始时间。 

2 结束时间 4 0～0XFFFFFFFF 自1970年1月1日零点以来的秒数。标识历史数据

的结束时间。特别地，如果结束时间与起始时间

相同，则表示查询从起始时间开始生成的第一条

历史数据。 

7.6.2 历史数据查询应答 

检测器收到历史数据查询命令后发送应答表格，见表30。 

表30 历史数据查询应答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3 0X06 同表31 

表31 历史统计数据 

序号 名称 字节数 取值 描述 

1 历史数据流水号 1 0～255 每发送一帧数据包取值加1，255加1后流水号复位为0。

每次重新联机后应复位为0。 

2 统计数据 — — 同表25。 

    检测器应在收到对应的应答表格后再发送下一帧数据包。 

7.7 脉冲数据上传模式 

7.7.1  脉冲数据上传模式设置 

信号机允许或禁止上传检测通道的实时脉冲数据时发送脉冲数据上传模式设置表，见表32。 

表32 脉冲数据上传模式设置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1 0X07 同表33 

表33 脉冲数据上传模式 

序号 名称 字节数 取值 描述 

1 检测通道数 1 N（1≤N≤128） 当前有效的检测通道数。 

2 检测通道数

据 

(N+7)/8 

(取整数) 

— 首字节Bit0对应1号检测通道，Bit7对应8号检

测通道，第二字节Bit0对应9号检测通道，Bit7

对应16号检测通道，以此类推。值为1表示允许

上传对应检测通道的实时脉冲数据。 

7.7.2  脉冲数据上传模式设置应答 

检测器收到信号机发送的脉冲数据上传模式设置消息后应发送应答表格，见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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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脉冲数据上传模式设置应答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4 0X07 无 

7.8 脉冲数据 

7.8.1  脉冲数据主动上传 

在允许上传实时脉冲数据条件下，检测器在检测到有车辆进入或离开检测区时应主动向信号机发

送表格，见表35。 

表35 脉冲数据主动上传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2 0X08 同表36 

表36 脉冲数据信号源 

序号 名称 字节数 取值 描述 

1 检测通道序号 1 0～255 标识哪一路检测通道有脉冲信号。 

2 车辆方向 1 0～1 取值0表示车辆离开检测区，取值1表示车辆

进入检测区。 

7.8.2  脉冲数据主动上传应答 

信号机收到检测器主动上传的脉冲数据后应发送应答表格，见表37。 

表37 脉冲数据主动上传应答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5 0X08 无 

7.9 故障消息 

7.9.1 故障消息主动上传 

检测器出现故障无法正常工作时应主动上传故障消息，见表38。 

表38 检测器故障主动上传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2 0X09 无 

7.9.2 故障消息主动上传应答 

信号机收到检测器主动上传的故障消息后发送应答表格，见表39。 

表39 检测器故障主动上传应答表 

名称 链路地址 协议版本 操作类型 对象标识 消息内容 

内容 -- 0X10 0X85 0X09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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