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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技术研究
左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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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市政道路的覆盖范围也逐渐扩大，道路上各类型的交通工具越来越多，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合理地设置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规范车辆、行

人的通行秩序。要使交通管理设施的设置更加合理，就有必要对交通管理设施的设置技术不断优化创新，以实现

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能够合理调节道路通行秩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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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概述

城市交通管理设施包括道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

以及信号灯等，其作用在于指挥车辆与行人有秩序的

通行，保障道路通畅，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 [1]。城市道

路交通管理设施是伴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

它是现代文明发展的结果。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对

于规范道路通行有着重要的作用，各种类型的交通管

理设施共同形成了一张安全网络体系，旨在为所有的

道路使用者提供指示、警告、方向指导等作用。所有

的交通管理设施在设置时应当采用合理的技术及施工

工序，并确保各类交通管理设施能够相互补充、协调，

达到指挥交通顺利、安全通行的目的 [2]。

2 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技术分析

2.1 交通标志、交通标线的设置技术

2.1.1 设置原则

交通标志标线的设置是为了给道路通行者提供道

路的方向、距离等各种基础信息，使车辆行人能够按

照正确的路线行驶，便捷、快速地到达目的地，不会

走错方向、多绕路线，保障道路通行的顺畅和交通安全。

因此，交通标志标线在设置时应当简单明了，保证机

动车驾驶人、行人能够清晰快速地了解道路信息并及

时做出如何行进的反应，能够有足够的调整方向的时

间 [3]。因此在应用交通标志、标线设置技术的过程中，

应当遵守以下原则，以达到上述目的。

第一，易见性原则。易见性原则即交通标志标线

清晰醒目，能够给机动车驾驶人或行人产生直接的视

觉冲击效果，能够有效地引起驾驶人或行人的注意力，

使对道路信息有需求者能够第一时间获取相关信息，

从而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提前采取变道、转向等措施。

第二，易读性原则。标志标线的设置能够使机动

车驾驶人或行人快速地明白标志标线所表达的信息，

因此交通标志标线中的文字符号等必须具有国家统一

标准，并且简单明确，能够很好地理解并转化为驾驶人、

行人所需要的信息。

第三，协调性原则。标志标线所传达的信息应当

与实际道路交通环境、信息保持协调一致，而不能存

在矛盾。例如，交通标志上所表达的道路方向信息应

当与实际车道通行标线传达的信息保持方向一致等。

第四，规范性原则。规范性原则就是指道路标志

标线必须使用国家统一的文字、语言、符号等，对于

不常见的文字应当标注拼音。交通标志设置者不能随

意地自己创造自认为有特性的文字符号，或者容易使

人们混淆、产生歧义的图形符号，这样将难以发挥出

交通标志标线设置的原有目的。

综合来看，只有满足这样的特异性原则，才可以

进一步保障其自身交通标志和标线的有效性，避免出

现功能性等方面的问题，在这样的设置原则基础上，

还需要进一步使用合适的方法和技术，才可以进一步

保障其设置的有效性和合理性，避免出现实际性的问

题和客观性不足。

2.1.2 交通标志设置技术

第一，指路标志。指路标志的作用是指明前方道

路的信息以及不同道路的通行方向、路线。城市道路

包括市内道路以及城市快速路，在快速路指路标志的

设置中，一般在距离快速路入口五百米处应当设置入

口预报的标志，主要内容应当包括道路名称、通向的

地点、方向等；在城市快速路的中段则应当设置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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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地点预告标志，需要在快速路中段设置多个标志，

表明道路通向地点以及到达目的地的距离；距离标志，

即在快速路段的适当位置设置等距离的标志提示车辆

间距。市内的道路指路标志则相对简单，由路口信息

预告标志、交叉道路信息展示牌、目的地指示标志等

组成 [4]。

第二，指示标志。指示标志是驾驶人或行人用来

确认自己所处位置的标志，一般设置在路口处，由道

路名称标志牌、地点标志牌、岔路口标志牌等内容组成。

第三，旅游标志。旅游标志即标明旅游目的地名

称、距离等信息的标志，通常的服务对象是外地来人。

旅游标志的特点是单一且复杂，即在一段城市道路上

反复地间断性出现，其上的信息基本一致，均指向某

个特定的旅游目的地，但是标识牌上的内容较为复杂，

包括目的地的名称、方向、距离，以及车道数量、绕行、

停车、减速预告信息等。

这些标志各有自身的特异性，同时在发挥作用方

面也略有不同，如果缺乏这样的标志，就会进一步对

其道路的日常运行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这部分内容

也具备着一定的关键性价值，每一部分都不容忽视。

按照其目的不同，在进行具体设计和具体应用的过程

中也略有差异，基本都需要按照其使用目的等方面的

特点，进一步根据其标志特异性，按照实际需求加以

使用。而除了标志方面之外，交通标线设置也具备着

自身明显特异性差异，还需要对其特点充分认识。

2.1.3 交通标线设置技术

第一，行车道线。行车道分界线包括同向车道分

界线和对向车道分界线，一般同向车道分界线为白色

线，而对向车道分界线为黄色线。另外，同向与对向

车道的分界线中连续的实线为不可跨越车道线，等间

距的虚线则是可以跨越的车道线；一般情况下在道路

上均可设置可跨越的车道分界线，但是在双向行车道

或者转弯角度过大的单向行车道上通常不设置可跨越

车道线。在进行车道分界线的设置过程中，需要保证

的一点是在车道数量发生变化时，要保证行车的连贯

性，并且指示牌要一致并且完善相关信息，一般要优

先保证直行车辆与内侧车辆的通行连贯。

第二，车行道边缘线。车行道边缘线表示道路的

边界，机动车辆一般不得超出边缘线行驶。在道路的

出入口或者临时停车的位置则相对例外，通常使用虚

线来设置，车辆可以临时超出边缘线，但是必须结合

其他指示牌或警示牌规范停车或行驶。

第三，交叉路口导向线。在岔口多、情况复杂的

多岔路口通常会设置交叉路口导向线，用来指导通行

方向。在交叉路口导向线设置时，为了保证导向线的

清晰明确，在路口内侧一般不设置左转弯导向线。另外，

出现车道错位时，一般需要设置直行线来保证车辆通

行的连续和顺畅。

第四，人行横道。人行横道就是斑马线，是行人

通过路口的指示线。根据不同的道路宽度与车辆行驶

速度，需要采取不同的人行横道设置方式。例如，在

道路宽度超过 30米时，必须在中间位置设置安全岛，

安全岛的长度一般在 20米左右，如果道路限行速度为

60公里 /时，那么安全岛的长度应当在 40米以上。如

果路况比较复杂，安全岛无法保障行人的安全时，必

须要错位设置人行横道线。另外，在人行横道线的两

侧应当设置减速及礼让行人的标志，提醒车辆减速，

文明行车，保证行人的通行安全。

第五，停止线。停止线表明了在路口车辆应当停

止并等待的位置。在设置停止线时必须要保证停止线

与人行横道线间隔 1m以上；并且车辆停止的位置不能

阻挡对面车辆转弯。

第六，停车位线。停车位线表示车辆可以停放的

位置，在设置停车位时必须不能影响道路的正常通行。

通常情况下，在路口导向车道线 30米范围内以及公交

站、市政单位门口、学校门口等特殊位置不能设置停

车位。另外，停车位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多种，如平行

车位、倾斜车位等，在进行设置时应当结合道路的宽

度、路况、通行的车流、人流等选择合适的表现形式，

确保交通不会因为车辆停放而造成拥堵。

这些标志线共同组成了交通标线的相应体系和系

统，在具体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往往也需要根据其具

体需求加以一定的调整，主要是依据其具体使用要求，

加以针对性的设置。一般标志线都会根据其功能性加

以一定的调整，也会根据其地区方面和区域方面的差

异进行特异性的设置，这也就意味着还需要结合其局

部功能要求和交通条件加以调整，从而进一步地满足

交通方面的综合性要求和特异性需求。

2.2 交通信号灯设置技术

2.2.1 交通信号灯设置原则

交通信号灯即红绿灯，主要是给路口车辆、行人

发出是否可以通行的信号，用来控制车辆、行人分流、

分批次通过路口，保证交叉路口车辆与行人有序通过，

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信号灯有多种表现形式，

圆形、箭头或两者复合形式；立柱式和悬臂式；机动

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信号灯、行人信号灯等。在进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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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时需要根据路口的大小、通过的车流、人流量等实际

情况来合理的安排设计，并按照以下原则进行设置。

第一，前瞻性原则。在道路设计阶段就需要设计

好该路段的通行能力，并且预估可能会通过的车流量，

考虑如何设置信号灯，避免后期盲目的设置，不能有

效地调节车流量。

第二，特殊性原则。特殊性原则是指一些路口在

某一时段的通行量会比较集中，像学校附近，可以针

对不同时间段设置不同的红绿灯时间，避免特殊时段

造成的交通拥堵和通行不畅。

第三，创新性原则。所谓创新性原则就是根据路

口的实际通行情况以及不同的条件环境，更新出更加

符合实际的信号灯设置方式，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能

够尽量减少车辆的等待时间，减少拥堵，快速通过路口。

综合来看，信号灯本质意义上具备较强的指导性，

那么在具体进行设计过程中，就需要对其全方位的因

素加以充分考量，确保各类因素都能考虑到其中，保

证其能够发挥应有的指导性及实际性的功能，避免出

现道路交通通畅性等方面的不利影响。要坚持前瞻性

的原则，确保其车流量评估的准确性，在不同的时段

以及不同的区域进行特异性分析，避免设置较为盲目，

为后续的车流通过及信号灯维护调整等工作带来一定

的负担。同时还需要根据自身路口的特异性特点，再

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只有遵循这样的原则进行

相应的设置之后，才能取得较好的设置效果，避免出

现设置方面的问题或者客观性的不足，影响其交通的

顺畅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对信号灯的具

体设置技术充分认识，对其设置的特异性加以正确关

注，避免出现技术应用及方法应用方面的问题与不足。

2.2.2 交通信号灯设置技术

第一，机动车信号灯。当前大部分路口的机动车

信号灯都是悬臂式，方便所有机动车辆能够清楚地看

到；在小型路口可以视情况，在左右两侧分别采用立

柱式的信号灯。一般机动车信号灯的位置在路口右侧、

上方或中心处，以清楚明显为目的来合理选择。另外，

机动车信号灯的设置必须与车道线保持一致。

第二，非机动车信号灯。当前道路上非机动车的

数量逐渐增多，类型也各种各样，各地市需要根据当

地非机动车通行的实际情况选择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

一般非机动车信号灯可以设置在路口的左右两侧或上

方。在当前的交通信号灯模式下，通常使用信号灯组

的方式来调节指挥各个方向的非机动车车辆通行。

第三，行人信号灯。行人信号灯的设置一般采用

立柱式，并设置在人行横道线两侧位置，高度一般在

2米左右，方便人们看到。行人信号灯只有可以直向通

行或禁止通行两项内容，因此较为简单，但在设置过

程中需要考虑现场的实际环境，如要避免被道路的树

木遮挡，从而导致行人无法看到信号灯的指示。

2.3 其他设置技术

2.3.1 声屏障设置技术

声屏障的设置主要是为了屏蔽过滤车辆行驶产生

的噪声污染。在进行声屏障设置时，必须要合理确定

其高度，要在保证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前提下尽可能

地提高声屏障的高度，以实现较好的隔音效果，一般

来说，声屏障的高度在 3到 6米之间为宜。另外，由

于声屏障具有一定的高度，在设置过程中必须做好稳

固措施，避免倒塌造成事故发生。

2.3.2 防眩设施设置技术

防眩设施主要是为了避免机动车辆在行驶过程中，

驾驶员受强光影响导致眩晕或视觉暂时丧失，从而导

致的交通事故风险。当前的防眩设施主要有防眩板及

防眩网，在进行防眩板或防眩网的设置时，必须要根

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光照时间强度等，来合理计算防

眩设施的高度、角度、间距等，保证能够起到较好的

遮光作用。

3 结语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

施多种多样，且在设置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有

很多，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时，必须要考察该道路的

现场实际情况，选择应用最恰当的道路标志标线、交

通信号灯及其他管理设施的设置技术，保证道路交通

管理设施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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