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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行的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距控制理

论和计算方法不够完善，且与实际情况不符，需要进一

步改进。首先分析了英美国家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

距控制理论和计算方法，并与中国现行理论和方法进

行比较。认为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距应结合交叉口

交通管制情况进行控制和计算；交叉口的用地范围应

根据交叉口的类型和交通管制方式，借鉴英美国家的

设计理论和计算方法来确定；在规划阶段应明确各类

交叉口的交通管制方式和管理措施，从而为合理确定

交叉口的用地范围提供依据。

Abstract：The current sight distance control theory and

calculation method in China are not effective and incon-

sistent with the real-world situation, which requires fur-

ther improvement. By comparing the sight distance con-

trol and calculation methods in the U.K., U.S. and Chi-

na, this paper urges that the sight distance should be de-

termined considering traffic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atterns at the urban road intersection. Referring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U.K. and U.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land use scope of the intersection can be calculat-

ed depending on the intersection type and traffic manage-

ment patterns. Finally, the paper emphasizes to identify

the traffic control patterns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planning stage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land use scope of an inter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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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中国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距三角形一直采

用安全停车视距进行控制，其主要控制方式见图

1。2011 年发布的《城市道路交叉口规划规范》

(GB 50647—2011)[1]第 3.5.2条第 3款规定，“平面

交叉口红线规划必须满足安全停车视距三角形限

界的要求，安全停车视距不得小于表3.5.2-1的规

定。视距三角形限界内，不得规划布置任何高于

道路平面标高 1.0 m且影响驾驶人视线的物体。”

该条文为强制性条文，必须强制执行。这一规定

进一步强化了采用安全停车视距控制城市道路平

面交叉口视距三角形限界的做法。而在欧美国

家，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距三角形限界控制得

较小，交叉口路缘石的转弯半径也做得很小。为

什么同样是城市道路，却有这样的差别呢？

中国学者对国外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距控

制的理论和计算方法研究较少。2009 年发表的

《国外城市道路交叉口设计》 [2]一文也主要是研究

了国外城市道路交叉口的分类、特征和适用条

件，并未涉及交叉口视距控制的理论和计算方

法。本文将根据英国威尔士政府的《街道交通手

册(Transport Manual for Streets)》 [3]和美国国家公

路 与 运 输 协 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AASHTO)的

《公 路 和 街 道 线 形 设 计 政 策》 (A Policy on

Geometric Design of Highways and Streets)[4]，对英

美国家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距控制的理论和计

算方法进行探讨，以期借鉴英美国家的先进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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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改进中国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的规划和设计。

1 英美国家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距
控制理论和计算方法

英美国家将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的视距控制

与交通规则和交叉口的交通管制方式紧密结合，

分为无交通管制交叉口、次要道路停车管制交叉

口、次要道路让行管制交叉口、信号控制交叉

口、所有方向停车管制交叉口、允许主要道路车

辆左转交叉口 6种情况。不同情况要采用不同的

视距要求，分述如下。

1.1 无交通管制交叉口

无 交 通 管 制 交 叉 口 按 照 “ 抵 达 视 距 ”

(Approach Sight Distance)控制。英美国家认为，

驾驶人在接近无交通管制交叉口时，通常会提前

减速，因而不需要采用按道路设计速度计算的安

全停车视距来控制交叉口的三角形限界，而是采用

现场观测值。经统计分析后，美国给出了具有85%

以上安全保证率的规范控制值，见表1和图2。

1.2 次要道路停车管制交叉口

对于次要道路停车管制交叉口，英美国家的

交通规则要求：次要道路的车辆抵达交叉口时，

必须在停车线前先停车，查看主要道路没有车辆

或车辆距离较远后，才能通过交叉口。这种视距

称为“出发视距”(Departure Sight Distance)，分

为次要道路车辆左转、右转、横跨主要道路三种

情景，见图3。

1）次要道路车辆左转。

次要道路上的车辆视点距主要道路路缘的距

离 x 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驾驶人视点到车头的距

离，英美国家一般采用2.4 m；二是车头到主要道

路路缘线的距离，美国建议采用2.0 m，且应根据

道路纵坡进行调整，英国则认为可不考虑这段距

离。主要道路视距长度 a 应满足次要道路车辆左

转时不妨碍主要道路车辆的行驶。主要道路视距

一般采用式(1)计算：

a= 0.278VmajorTg ， (1)

式中： a 为主要道路视距/m；Vmajor 为主要道路

设计车速/(km·h-1)； Tg 为左转车辆完成左转所需

的时间/s，在美国，小汽车通常采用7.5 s。

2）次要道路车辆右转。

图 1 交叉口安全停车视距三角形限界

Fig.1 The safe stopping sight triangle at inter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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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国停车视距设计值和无交通管制交叉口视距
三角形直角边长度控制值

Tab.1 The design values of stop sight distance and the control
length of the sight triangle’s right angle side at intersections

without traffic management measures in th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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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视距三角形的控制与次要道路车辆左转类

似。由于车辆右转所需时间较左转少(美国小汽车

通常采用 6.5 s)，所以主要道路视距也较左转小，

也就是说，次要道路左侧的视距三角形限界一般

不受车辆右转的情景控制。

3）次要道路车辆横跨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上的车辆视点位置与右转车辆一

致。主要道路视距长度 a 应满足次要道路车辆跨

越半幅主要道路外加一条靠近路中的机动车道所

需的时间。表 2是美国对次要道路停车管制交叉

口推荐的主要道路视距值。

1.3 次要道路让行管制交叉口

在次要道路让行管制交叉口，次要道路上的

车辆接近交叉口时必须减速，但不必停车，其速

度约减到设计车速的 60%左右，而后根据主要道

路上的车辆情况，决定通过或停车。次要道路让

行管制交叉口的视距介于无交通管制和实行停车

管制的交叉口之间。由于让行管制交叉口的视距

三角形不易准确掌握，一般情况下城市区域不宜

采用这种管制方式进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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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次要道路左侧视距三角形 b 次要道路右侧视距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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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无交通管制交叉口视距三角形

Fig.2 The sight distance triangle for an intersection without traff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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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次要道路停车管制交叉口视距三角形

Fig.3 The sight distance triangle for secondary roads with parking management

道路设计车速
/(km·h-1)

100

80

70

60

50

40

30

20

210

170

150

130

105

85

65

45

次要道路车辆左转
/m

次要道路车辆右转
或横跨主要道路/m

185

145

130

110

95

75

55

40

表 2 美国 AASHTO 推荐的主要道路视距值

Tab.2 The recommended arterial road sight
distance values by AASHTO in the U.S.

注：表中数据适用于次要道路停车管制交叉口，且主要道路为不
带中间分车带的双向四车道道路，道路纵坡低于3%；其他情景
应另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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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信号控制交叉口

在信号控制交叉口，一个进口道的车辆在停

车线前停下时，必须被其他进口道的车辆看到。

除左转的车辆必须要有足够的视距和时间完成左

转外，信号控制交叉口一般不需要有抵达视距或

出发视距的限制。因此，采用交通信号灯管制方

式，可以对交通量较大且视距受限的交叉口进行

有效控制，见图4。

对于采用信号灯闪控的交叉口，在非高峰期

或晚上则应按次要道路停车管制交叉口的视距三

角形限界进行控制。此外，对右转不加限制的信

号控制交叉口，则要按次要道路停车管制交叉口

的右转情景控制次要道路左侧视距三角形限界(见

图3b)。

1.5 所有方向停车管制交叉口

对所有方向进行停车管制的交叉口，一个进

口道的车辆在停车线前停下时，必须被其他进口

道的车辆看到，而不需要控制其他的视距条件。

对视距条件受限的交叉口来说，对所有方向进行

停车管制是最好的选择。

1.6 允许主要道路车辆左转交叉口

对所有交叉口来说，无论采用何种交通管

制，都需要考虑主要道路车辆左转到次要道路的

情景。必须提供足够的视距满足车辆穿越对向机

动车道和交叉口。车辆左转时，驾驶人需要看清

前面的左转车辆，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此外

还需要注意对向车道的来车，使对向车辆有足够

的距离停车，详见图 5。美国AASHTO推荐的对

向车辆停车视距的设计值见表3。通常这种情况也

不对交叉口用地产生影响。

2 国内外比较分析

将中国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设计理论和方法

与英美国家进行比较，发现主要存在三点差异。

1）设计理念不一样。

中国在进行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距控制

时，不区分具体的交通管制情况，一律按安全停

车视距进行控制。英美国家则结合交叉口的交通

管制情况区别对待，并且根据交叉口的实际调查

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然后确定道路各方向的视距

长度，而不是简单地根据车辆的安全停车视距确

定交叉口的视距三角形。

驾驶人视线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图 4 信号灯管制交叉口驾驶人视线图

Fig.4 The driver sight line at signalized intersections

驾驶人视线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图 5 主要道路车辆左转时对向车辆视距图

Fig.5 The sight distance for opposing vehicles in the
case of left turns from the arterial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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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道路车辆左转时对向车辆停车视距设计值

Tab.3 The design values of sight distance for opposing
vehicles in the case of left turns from the arterial road

18



高克跃：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距控制与计算

2）理论精细度不一样。

中国的设计理论和方法较为粗放，对交叉口

的交通管制情况考虑不足，设计过于安全和保

守。英美国家的设计理论和方法考虑得较为全面

和精细，且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

3）交叉口占地面积不一样。

同样的平面交叉口，按中国现行的交叉口视

距控制理论和计算方法对交叉口用地进行控制

时，明显比英美国家大很多。表4是对正交的次-

支交叉口(见图 6和图 7，其中次干路设计车速按

40 km·h-1计算，支路设计车速按30 km·h-1计算)采

用不同的视距三角形控制方法计算得到的用地面

积数据。按照英美国家的控制方法，考虑交通管

制情况后交叉口的用地面积大大缩小。

3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距控制与计
算建议

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现行的城市道路平面

交叉口视距控制理论和计算方法与实际情况不

符，且不够科学合理，致使平面交叉口的设计存

在诸多问题。例如交叉口占地过大、人车在人行

横道上相互抢道、右转车辆车速过快危及行人安

全、交叉口人行横道间距过大、车辆通过能力低

等。因此，应切实改进平面交叉口的视距控制理

论和计算方法。

首先，认真借鉴国外的先进设计理念，结合

实际情况，提出与中国国情相吻合的城市道路平

面交叉口视距控制理论和计算方法。先期不妨借

鉴英美国家，而后逐步形成中国自己的设计理论

和计算方法。

其次，结合现行的交通管理规则和交通管制

手段，合理确定不同交通管制情况下交叉口的视

距控制标准。与此同时，不断完善交通管理规则

和管制手段。目前，中国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的

视距控制方法

占地面积/m2

中国的控制方法

1 994.2

无交通管制
交叉口

1 305.7

次要道路停车
管制交叉口

492.0

信号控制
交叉口

492.0

所有方向停车
管制交叉口

492.0

表 4 交叉口用地面积比较

Tab.4 Comparison of intersection land use areas

英美国家的控制方法

视距三角形

交叉口用地范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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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按中国现行规范计算的交叉口用地范围图

Fig.6 The intersection land scope calculated using
the current specificatio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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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按英美规范计算的交叉口用地范围图

Fig.7 The intersection land scope calculated using the specification in the U.K. an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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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制类型主要有信号控制、停车管制、让行

管制和无交通管制等类型。由于城市发展较快，

高峰时段交通量较大，建议在城区内逐步取消让

行管制和无交通管制交叉口，在无信号控制交叉

口多采用次要道路停车管制或所有方向停车管制

的方式进行控制。同时，逐步增加信号控制交叉

口的数量，既可避免人车在人行横道上相互抢

道，又可缩小交叉口的视距三角形限界，节约交

叉口用地。

第三，加强城市道路各类交叉口的规划，明

确交叉口的类别和交通管制方式，合理确定交叉

口的用地界线。中国现行规范将城市道路平面交

叉口分为六类(见表5)，在规划阶段应明确各类交

叉口的交通管制方式和管理措施，以便合理确定

交叉口用地界线。各种类型的平面交叉口交通管

制方式建议按表5选择。

对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按表 5进行交通管制

后，许多交叉口的用地就不需要按安全停车视距

三角形限界来确定。但在规划阶段，对需要按照

视距三角形限界控制用地的交叉口，应借鉴英美

国家的做法，结合交叉口的交通管制方式，提出

视距三角形限界要求。对没有视距三角形限界要

求的交叉口(如信号控制和所有方向停车管制交叉

口)，则应提出交通用地最小限界要求，以便为其

他专业设计提供依据。

第四，加强交通管理，确保设计理论在实践

中得到有效落实。交通管理是交通规划设计意图

得以落实的重要手段。因此，城市道路平面交叉

口的交通规划和设计一定要得到道路交通管理部

门的理解和支持，使各种交通管制措施和交通设

施配置得到落实，以确保交叉口的交通安全。

4 结语

平面交叉口是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中数量最多

的一类交叉口，其设计的合理性直接影响道路交

通安全、通行效率及交叉口土地的有效合理利

用。视距是决定平面交叉口几何设计的关键因素

之一。结合实际情况和交通管制方式，合理确定

城市道路平面交叉口视距不仅可以有效保障道路

交通安全，提高通行效率，而且可以减少交叉口

用地面积。因此，有必要借鉴英美国家的先进设

计理念，重新审视中国现行的城市道路平面交叉

口视距控制理论和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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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位置

既有城区

主-主交叉口

信号控制

信号控制

信号控制

主-次交叉口

信号控制

次要道路停车管
制或信号控制

信号控制

主-支交叉口

信号控制或次要
道路停车管制

次要道路停车管制

信号控制或次要道
路停车管制

次-次交叉口

信号控制

所有方向停车管
制或信号控制

信号控制

次-支交叉口

信号控制或次要
道路停车管制

次要道路停车管制

信号控制或次要道
路停车管制

支-支交叉口

信号控制或所有方
向停车管制

所有方向停车管制

信号控制或所有方
向停车管制

前期

后期

新建城区

表 5 规划阶段不同类型平面交叉口的交通管制类型建议

Tab.5 Recommended traffic control pattern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sections in the planning stage

交通管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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