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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公路设计对交通事故的发生有重要影响. 在视距、
平面线形 、
纵断面线形、平纵 组合、
路 肩与分隔 带、
平面 交

叉、
交通安全措施等 7 个方面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 角度研 究了这 些因素对 交通安 全的影 响, 目 的是希 望道路 设
计人员能通过公路设计保障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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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历程的不断推进, 国民
经济的持续发展, 汽车工业迅速崛起和大规模交通
设施建设全面展开, 交通环境得到了有利的改善, 交

设计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因素与改善方法.

1

事故成因分析

通状况也有所好转, 但是根据统计资料表明[ 1~ 3] , 交

中国交通年鉴 1998- 2002 年统计的交通事故

通安全水平并没有得到提高, 交通事故导致的经济

原因 , 属于机械故障原因的约占 5% , 机动车驾驶

损失和伤亡人数还在增加. 新颁布的5公路工程技术
标准6( JT G B01O2003) [ 4] 调整了各级公路的设计车

员原因 的约占 73% , 非 机动车的原因约占 5% , 行
人、
乘车人的原因占 7% 左右, 而道路原因的比例仅

速、
路基压实度值、桥与隧道的分类、
公路的交叉口

在 0. 2% 以内( 见表 1) . 然而研究表明: 这种简单的

设计、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与安全指标, 引入了运行
速度和安全评价概念, 但在设计对交通安全的保证

将原因倾向于人的因素与实际的情况不符, 缺乏科
学依据性和实质性 [ 5] .

[ 3]

作用上, 体系仍然不完全明确. 本文深入研究了公路
表1
Tab. 1
机械故障原因

1998- 2002 年的死亡人数对比表
The number of death in 1998 to 2002

驾驶员原因

非机动车原因

行人乘车人原因

道路原因

年份

死亡
人数

所占
比例/ %

死亡
人数

所占
比例/ %

死亡
人数

所占
比例/ %

死亡
人数

所占
比例/ %

死亡
人数

所占
比例/ %

1998

4633

5. 9

57 009

73. 0

4 631

5. 9

7 287

9. 3

126

0. 2

1999
2000

4 302
4 752

5. 15
5. 1

62 105
63 071

74. 35
67. 2

4 644
4 046

5. 56
4. 3

7 117
6 414

8. 52
6. 8

120
141

0. 14
0. 2

2002

4 150

3. 79

85 916

78. 55

4 589

4. 20

6 798

6. 22

189

0. 17

导致以上数据失真的原因主要是管理体制. 我国

理人员在处理事故时, 只看重事故最后的结果而忽略

交通事故的数据采集、统计和管理由公安部门负责,
除公安系统外, 道路部门目前尚无专门用于交通安全

了产生事故的本质. 如连续下坡而导致的制动失效的
事故分类, 往往归结于驾驶员采取措施不当或机械故

研究的交通事故数据库系统. 公安部门将事故定义为

障, 但核心的原因是道路设计不当.

以上诸类, 一方面由于车辆、
驾驶员均有保险, 便于事
故的后续处理; 另一方面交通管理部门的一线事故处

在我国 50% 以上 的交通事故发生在市郊的事
故多发点, 其次是交叉口. 其本质原因与道路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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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有关. 良好的道路线形、
平整坚固的路基路面、

对速度的守法意识比国外发达国家要差的多, 所以

视线清晰的渠化交叉口、以及结构坚固、
净空合理的

规范所确定的视距值比较保守.

桥隧建筑物, 能为驾驶员提供安全行车的可靠条件.

双车道公路的行车特征是超车时经常要占用对

而有缺陷的线形、
抗滑性差的路面、
缺乏渠化和控制
不完善的交叉口、
以及净空和构造不规范的桥隧建

向车道, 为保证行车安全, 规范规定: 双车道公路应
间隔设置具有超车视距的路段. 但对于具有超车视

筑物, 常常是导致事故多发的潜在隐患[ 5] . 由于公路

距的路段的比例, 设置形式并没有严格界定. 设计中

设计中没有充分考虑驾驶习惯, 提供给驾驶员的信

应该注意沿线视野和视距要满足道路条件允许超速

息量不足, 不符合驾驶员的视觉心理反应, 违反驾驶

的情况下行车视距和行车净空的要求; 双车道公路
超车路段长度占路段总长度之比, 应该满足通行能

员的期望, 所以导致驾驶员反应时间增长, 来不及处
理突发信息或判断失误, 最终操作失误而发生事故.
而在具体统计中往往又把责任完全归结于驾驶员违

力、
通行舒适性、
通行速度基本连续以及驾驶习惯要

章行驶. 大量的交通事故资料表明, 交通系统中的道

求; 对于不能满足视距的地方必须设立交通标志或
采取强制分道行驶或强制减速的措施.

路子系统作为基础设施, 是影响交通安全的一项重

2. 2 平面线形

要因素.
据 2003 年中国交通年鉴统计, 2002 年 交通事

平面线形设置合理性, 驾驶员的心理、
视觉和习
[ 6 ~ 9]

故死亡人数中机动车驾驶员原因 占 78. 55% , 其中

惯, 与交通事故有着密切的联系
.
选用曲线半径时, 应注意前后线形的协调, 不应

酒后驾车、
疲劳驾驶、
违章装载、
人工直接供油、
违章

突然采用小半径曲线. 在设计过程中, 应考虑车辆速

倒车、
准驾车型不符完全是驾驶员责任占到事故总
量的 6. 51% , 其他事故都和道路因素有直接或间接

度设计成为车辆在该路段上的自由行驶车速, 因为
长直线或线形较好路段, 驾驶员难以控制到设计车

关系, 占到事故总量的 72. 04% .

速, 一般行驶车速要比设计车速高, 所以在连接长直

为了从道路基础条件上提高整个交通系统的交

线的曲线段不能采用最小圆曲线半径. 从地形条件

通安全水平, 有必要对道路规划设计中的交通安全
意识进行系统研究, 在公路的规划设计阶段就重视

好的区段进入地形条件较差区段时, 曲线的技术指
标应逐渐过渡, 防止突变. 设计中应该注意, 当道路

安全因素, 使公路设计能有效预防事故的出现.

条件与交通环境较好, 驾驶员有可能以大于计算行

2

公路设计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因素与

改善方法

车速度行驶, 平曲线半径要能与实际行驶车速相适
应; 回旋线参数 A 的选用要符合允许的最大离心加
速度变化要求; 连续多个平曲线路段曲线半径的变

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不仅仅是交通系统中某一

化要建立在速度平稳运行的前提下; 当地形地物条

个环节的失调所致, 而通常是两个或多个因素失调

件受到限制而采取了极限半径时, 应同步设计相应
的安全措施.

的综合体现, 仅仅将事故的原因归结为人的因素是
不客观的, 公路设计因素在交通事故中也有非常重

公路线形是在已有自然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考虑

要的作用.

的, 首先考虑采用与自然地形相协调. 虽然顺着自然

视距

地形的平滑线形要比以直线为主填挖方多的公路线
形更美观, 而且可以避免由于修建公路而破坏沿线

2. 1

道路提供给驾驶人员的视野和视距是最重要的
安全因素. 良好的视距不仅能够使驾驶员正确判断
道路的行车环境, 决定正确的驾驶行为, 而且决定了

的生态环境, 从保护自然的角度或从工程费、施工、

驾驶行为的有效操作时间. 行车时注视的位置是在

养护费以及节省劳力的角度看都是好的, 但设计连
续曲线的线形会使驾驶人员容易疲劳, 不能沿着车

车道的前进中心线上, 其目高是以车体低的小客车

道有秩序地行车. 在长大下坡尽头应避免设置小半

为标准. 在设计中经常用到的有停车视距、
超车视距
和会车视距. 文献[ 4] 中规定了不同道路等级的视距

径, 甘肃省针对交通事故多发段的调查研究发现, 在

标准, 但是这个标准在引用时仍然有欠缺: 我国混合

连续下坡超过 3 km 路段的尽头, 由于设置较小半
径的曲线诱发的交通事故占到相当高的比例, 因而

车流中, 小汽车的比例及数量在逐渐增加、
小客车的

在设计中长大纵坡及较长直线段的尽头, 宜模拟车

全高有所降低; 我国驾驶员的身高普遍比较矮, 这些
因素与视距和设计速度有密切关系, 我国驾驶员的

辆可能运行速度来确定曲线半径, 并尽量采用良好
的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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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对直线的最大与最小长度进行了限制 [ 6] .

设置摩擦系数很大的路面来缓解制动器. 在路侧设

一条公路的直线与曲线的长度应该首先考虑工程造

置安全碰撞措施或者是靠崖停车区域, 在长、
大纵坡

价和技术经济价值, 规范参考国内外的经验值对最

下游设置避险车道等, 防止失控的车辆造成更大的

大直线段长度进行控制是不科学的, 长直线之所以
危险是因为驾驶员的驾驶行为, 即视点前移、视觉疲

事故.
2. 4 平纵组合

劳、
容易超速. 为改变驾驶行为而把直线取弯, 延长

行车安全性的大小与不同线型之间的组合应该

道路长度, 增加工程造价并不明智. 应该通过改善驾

协调有密切的关系. 不良的线型组合往往是导致交

驶员的视觉和心理反应, 间隔设置强制车速控制技
术措施, 如每 km 内均匀间隔设置糙化路面, 振动标

通事故的主要原因
. 如在长直线上设置陡坡,
当汽车在长直线上行驶时, 司机容易高速驾驶汽车,

线; 或者通过交通标线压缩车行道宽度、
设置交通标

加之设置陡坡, 汽车的行驶速度会远远高于计算行

志等; 或者改变道路景观从而改变驾驶员的视点和
驾驶行为, 防止超速和隧道视的形成. 对短直线路段

车速度. 这样高的行车速度极易造成道路交通事故;
短直线介于两个同向弯曲的圆曲线之间形成所谓的

的汽车运行速度应予以充分考虑, 应对此进行检查,

/ 断背0曲线, 这种道路线型容易使驾驶员产生错觉,

确保直线段 与相邻曲 线段上的 车速差不超 过

把短直线看成是反向曲线, 而发生操作错误, 酿成事

20 km / h; 同时应采用透视图法检查线形, 特别要避
免在实际运行车速时形成的断背曲线; 曲线间的直

故. 在直线路段的凹形纵断面路段上, 驾驶员位于下
坡段看到对面的上坡段, 容易产生错觉, 把上坡的坡

线最小长度还应满足超高渐变段的长度要求.

度看的比实际的坡度大, 驾驶员就有可能采取加速

[ 10~ 12]

纵断面线形
道路的纵断面线形不仅决定着视距, 而且决定

以便冲上对面的上坡路段, 在下坡路段驾驶员看上
坡车时, 觉察不出自己是在下坡, 因而可能发生交通

着汽车动力性能的发挥. 多数长、
大纵坡都是事故易

事故; 在凸形竖曲线的顶部或凹形竖曲线底部插入

发路段. 长、
大纵坡对载重汽车、
功率小的汽车、
超载

急转弯的平曲线, 前者因视线小于停车视距而导致

汽车行驶有影响, 上坡会使车速减慢, 妨碍后续的快
速车辆, 使超车需求增多, 同时也会影响其它动力性

急打方向盘, 后者在超出汽车设计车速的地方仍然
要急打方向盘, 这些都容易引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在

能较好的车辆, 由于无法忍受低速, 动力性能较好的

平曲线内若纵断面反复凹凸, 就形成只能看见脚下

车辆往往会在视距、道路、
通行条件不允许的路段强
超硬会, 增加下行车的制动次数, 使安全性降低; 而

和前面, 而看不见中间凹陷的线型, 因而容易发生交
通事故; 转弯半径较小的平曲线与陡坡组合在一起

连续下坡会使刹车过热, 制动效能减弱, 更易发生交

时, 则会使事故剧增. 设计合成坡度应该注意不设计

通事故. 因此规范规定/ 各级公路必须对连续上坡和

急弯和陡坡相重叠的线形; 平竖曲线重叠时, 平曲线

连续下坡路段按平均纵坡进行控制0, 同时规定/ 连
续上坡路段应该设置爬坡车道, 这样可以提高道路

应该稍长于竖曲线做到平包纵; 凸形竖曲线顶部和
凹形竖曲线底部不应设计小半径平曲线, 若接近极

的通行能力, 减少超车的频率和交通事故. 另外, 还

限值应考虑在小半径平曲线上设置较大高度的导向

必须设超车车道, 减少因超车占用行车道而引起的

设施以弥补视距不足; 凸形竖曲线顶部和凹形竖曲

交通事故0. 但是规范对长、大纵坡路段的路肩宽度
和紧急停车带并没有明确的特殊注意事项. 调查表

线底部应防止出现反向平曲线的拐点; 直线上的纵
断面线形防止出现驼峰、
暗凹、
跳跃等使驾驶员视线

明: 有很多事故是由于车辆在超车视距不足的长、大

中断的线形.

纵坡上临时停放, 加水、
凉闸、故障修理或等待救援,
下坡车辆追尾所致; 另外下坡路段的事故原因分析

曲线超高值要与计算车速、曲线半径路面类型
及气候条件取得力学上的平衡, 山区陡坡、
山沟的明

表明, 超过半数的肇事车辆是由于不能充分估计到

弯路段应设计反超高, 以防止路面冰冻时轮胎横向

长、
大纵坡的坡度与长度, 连续制动导致制动失效引

滑溜危险; 北方有积雪的路段超高设计时应考虑车

起的. 设计中应该注意纵坡坡度尽量不采取极限值,
在不得已采取了极限值时, 应该采取提前降低设计

辆最低可能运行车速所对应的超高, 防止出现冰雪
天气车辆在弯道低速行驶或临时停车时侧滑; 超高

车速, 设置警告标志和坡段长度、坡度预告标志, 加

缓和段的超高及其渐变率应符合安全行车与舒适要

宽路肩和紧急停车带, 设置标志提示司机低档位行
驶, 控制好车速, 防止因制动器失灵. 还可以在路侧

求; 选择超高横断面旋转轴时应注意路基边缘纵断
面的视觉诱导和排水要求; 曲线段加宽值应该和交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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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组成最大车辆相适应; 曲线内侧加宽不应太多, 防

三种, 应在总体设计中根据相交公路的功能、等级、

止有的驾驶员利用超宽的路面 部分当超车或 行车

交通量等确定所采用的方式. 但对于各级道路应采

道.

取交通管理方式所对应的交通量没有明确. 在设计
路肩与分隔带
中间带由中央分隔带和路缘带组成. 中央分隔

中应考虑中国现阶段驾驶员对主路优先的交通管理
方式基本不认同, 同时也基本不了解的实际. 采用主

带在构造上起到分隔对向交通的作用, 在分隔带的

路优先时首先应该对支路的通行速度进行控制; 无

两侧设置路缘带. 路缘带提供了安全行车所必需的

优先交叉控制时, 也应该提前对交叉设置警告标志;

侧向余宽, 并能引导驾驶员的视线. 中央带的宽度不
能频繁地变化, 否则将造成驾驶员视觉上的误导, 使

当各相交公路的功能和等级相同、交通量或行人数
量很大时或者通过村镇时, 必须用信号控制.

驾驶员频繁变更行驶方向而导致交通事故; 中央带

平面交叉的渠化是提高安全性和通行能力的有

开口不宜过多, 每一处开口都会形成一个交叉口, 不
仅不利于车速的连续, 而且容易导致交通事故. 中央

效手段之一, 规范要求四车道以上的多车道公路的
平面交叉必须作渠化设计, 二级公路的平面交叉应

带的开口应该保持每 2 km 一处, 同时对中 央带的

作渠化设计, 三级公路的平面交叉当转弯交通量较

开口应该做交叉口的渠化设计. 路肩能够提供发生

大时应作渠化设计. 但是目前交叉口渠化设计并没

故障的车辆临时停放, 有利于防止交通事故和避免
交通紊乱, 同时路肩作为侧向余宽的一部分能够增

有规范, 不同设计者的渠化设计效率优先或者是安
全优先的原则差异很大. 特别是规范要求/ 两相交公

加驾驶员的安全和舒适感, 能够保证设计车速, 在挖

路的等级或交通量相近时平面交叉范围内的设计速

方路段能够增加视距, 减少事故. 未封闭、未设护栏
的二级及以下公路路肩还是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主要

度可适当降低但不得低于路段设计速度的 70% 0显
然不符合实际安全的需求. 渠化设计时应该首先满

行驶空间, 路肩的硬化、
路肩的有效宽度是保证主干

足行人、
非机动车的通行需求, 控制机动车通行的自

道交通有序的重要条件. 规范规定: 高速公路、一级

由度.

公路整体式断面必须设置中间带, 高速公路、一级公
路应在右侧硬路肩宽度内设右侧路缘带, 其宽度为

平面交叉间距过小, 数量过多, 是引发交通事故
的主要原因之一, 规范对一二级公路平面交叉的最

0. 50 m.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采用分离式断 面时应

小间距进行了控制, 同时应该注意一级以及以上公

设置左侧硬路肩, 八车道高速公路宜设置左侧硬路
肩, 其宽度应为 2. 50 m , 左侧硬路肩宽度内含左侧

路的中央带、
护栏开口实际上构成了交叉口的作用,
设计时应该注意中央带连续设置, 防止将中央带开

路缘带宽度. 规范强调了右侧硬路路肩宽度、土路路

口正对支路或者农道形成实际的交叉口; 在一级、
二

肩宽度, 但是忽视了路肩对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

级公路交叉口要防止将交叉口设计在弯道上; 平面

功能. 在公路设计中应该注意: 路肩宽度应符合规定
值, 高速公路采用分离式断面时, 行车道左侧应该设

交叉形式如加铺转角、分道转弯、
扩宽路段、
环行、
渠
化所采取的设计原则应能适应相交公路的交通量.

置硬路肩; 线路段的路肩横坡其坡度值和坡向要有

2. 7 交通安全设施

2. 5

利于排水和与路肩超高相适应; 二级、三级、四级公

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是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路在村镇附近及混合交通量大的路段路肩应进行硬
化以便于行人和非机动车通行. 近年来公路硬化美

是发挥公路经济效益, 保障行驶安全必不可少的配
套设施. 规范将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等级划分为 A、

化工程大量硬化了二级及其以下公路的路肩, 但长

B、
C、
D 四级, 同时强调了增加了二级、三级公路交

大纵坡路段、
山区背阴路段、
常年大风路段、冬季冰
雪路面的路肩这些路段路肩不应硬化, 而且应该留

通安全设施的设置问题 . 交通安全设施的作用是
规范驾驶员正确的驾驶行为, 在出现事故时, 减少事

有足够的沙砾.

故的损失. 对于设计中道路线形、纵断面、弯道等所

平面交叉

有设计严重的变化都应通过道路交通标志标线给使

2. 6

[ 4]

平面交叉是公路路网中的节点, 是公路的重要
组成部分. 平面交叉口的车流会产生交叉冲突点、分

用者予以预告或者警示. 规范虽然对交通工程及沿
线设施进行了分级, 但是对二级及其以下公路必须

流冲突点和合流冲突点, 这些冲突点直接影响交叉

设置的交通标志规定较为简单. 设计中应该注意: 护

口的通行效率和通行安全. 规范明确: 平面交叉的交
通管理方式分为主路优先、无优先交叉和信号交叉

栏的设置能够保证失控车辆的安全要求; 标志的汉
字、
数字、
字母高度应该符合该等级公路最大可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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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速度( 最危险) 下驾驶员清晰视认的要求; 公路设

定最危险车辆、最危险行车状 态、最可 能的行车速

计要素的变化都应该通过 交通标志实现; 警告、禁

度、
最不利的行车环境, 并以此作为设计依据.

令、
指示标志尺寸大小的选择和安装位置应重点考
虑在该路段最危险最易发生事故的地段, 车辆所对
应的速度和视点; 标志的各支撑方式( 如单柱、
悬臂、

3

结语
本文论述了在交通事故成因传统分析中存在侧

门架等) 的选择应该满足驾驶员视认和道路净空的

重于人和车的责任, 忽略道路环境因素责任的误区.

要求; 在干路与支路相交的交叉路口应配合交通标

根据对公路交通系统的构成及视距、平面线形、纵断

线设置干路先行标志、停车让行标志、减速让 行标
志; 组合标志的版面内容和组合数量应满足迅速全

面线形、
平纵组合、
路肩与分隔带、
平面交叉、
交通安
全措施等方面对交通事故影响的研究, 客观地指出

部辨识的要求.

了公路设计因素对交通事故的影响, 对公路设计因

隧道内的缓和照明是重要的交通安全设施, 应
该注意明适应和暗适应在白天和夜间是相反的, 避

素与交通安全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免设计单一固定结构只适用于白天明适应的缓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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