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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向交通参与者提供准确、及时的路径引导

信息，城市道路指路标志在版面设计、点位设置、信息选

取与表达等方面应形成一个标准化的设计体系。宁波

市在城市道路指路标志设计实践中，通过解读现有国家

规范，结合宁波市实际路网、交通特性，对指路标志的版

面形式、点位设置、标志套用等作了细化规定。在指路

信息选取上，通过统筹道路、桥梁、交通枢纽、主要地区、

旅游景区等各类交通信息，构建了指路标志的信息层级

体系，并设定了信息的分层表达规则，以保障交通信息

传递的有效性、连贯性和层次性。

Abstract：To provide accurate and timely route guide in-

formation to road users, it is necessary to standardize the

urban road guiding signs with respect to their layouts, po-

sitions, and information selection and expression. Ningbo

city makes detailed regulations on the urban road guiding

signs in terms of layout format, positions and embed signs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the local

road network and traff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election of

guiding information, through synthesis and coordination

of various traffic information collected from roads, bridg-

es, terminals, major areas, and scenic spots, Ningbo city

establishes a hierarc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and sets the

expression rules by layers to ensure the validity, consisten-

cy and hierarchy in delivering traff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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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道路指路标志是城市交通的有机组成部

分，是城市交通管理的“形象代言人”。指路标

志通过传达道路方向、距离等信息为交通参与

者提供路径服务，从而引导交通流在路网上均

衡分布[1]。过去几十年，虽然各大城市的路网逐

渐趋于完善，但作为附属设施的指路标志的完

善和更新却相对滞后。与此同时，《道路交通标

志和标线》 (GB 5768—2009，以下简称 《国

标》 ) [2]作为面向全国、普遍适用的统一性规

范，很难针对各城市路网交通的实际特性给出

具体、细节性的规定，从而导致不同城市、不

同地区甚至于同一城市的指路标志设计、设置

不统一，严重影响了指路信息的连续、协调和

一致。指路标志的版面形式不统一、设置点位

不规范、信息表达混乱等已成为各城市道路指

路系统的通病。

随着城市道路大规模建设时代的结束，路

网发展已相对成熟，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指路标

志设计体系，既是现阶段城市交通管理的迫切

要求，也是未来的工作重点。针对城市道路指

路标志系统设计，宁波市开展了大量工作，在

与国家标准保持一致的前提下，细化了指路标

志版面形式、点位设置、地名选取和信息选取

与表达的相关规定，形成了既符合实际应用需

求，又彰显宁波地方特色的指路标志设计标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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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志分类

车辆行驶过程中需要

知道道路方向、地点、距

离等信息，这些信息一般

由路径指引标志和地名指

引标志提供。其中路径指

引标志包括交叉口预告标

志、交叉口告示标志、确

认标志以及远程信息指路

标志，目的是向交通参与

者提供连续的行驶路径信

息。地名指引标志主要向

交通参与者提供区域重要

地点、高速公路、城市快

速路等信息，包括分界标

志、地点识别标志等[3]。各

类标志的功能如表1所示。

2 标志设置基本要求

城市道路指路标志的

版面设计、点位设置以及

地名、路名选取直接影响

到信息的表现效果和准确

性 [4]。版面设计的协调统

一有利于驾驶人接受指路

信息的连续性，而有规律

的点位设置可实时指引驾

驶人的行驶路径。宁波市

在城市道路指路标志设计

过程中，以《国标》为基

础，对版面形式、点位设

置、标志套用等制定了细

化标准。

2.1 版面形式

指路标志的版面形式

包括标志的颜色、字高、

版面大小等。宁波市道路

指路标志颜色选取与《国

标》一致：一般道路采用蓝底白字，白色边框；快速路和出入高速公路

匝道指路标志采用绿底白字，白色边框[2]。交叉口预告标志、交叉口告示

标志版面基本形式及颜色选取见图 1；同时，根据路段运行车速(第 85%

位车速)、路段单向车道数、交叉口进口车道数[5]，选取标志版面大小和

字高见表2。确认标志按一般道路和快速路采用图2所示的两种版面形式。

2.2 点位设置

指路标志一般设在道路行进方向的右侧，也可视具体情况设置在左

侧。对于相距较近的相邻交叉口，较小的交叉口原则上不设置告示标

志。有车道划分的进口道可结合车道行驶方向标志设计指路信息，无车

道划分的进口道视实际需要可设置小型告示标志；交叉口进口道只有一

个通行方向的不设置告示标志，视实际需要可设置确认标志[6]。

预告标志设在交叉口告示标志前 300~500 m处。告示标志设在距交

叉口前30~80 m处，信号控制交叉口(支路与支路交叉口除外)、城市出入

口、高速公路出口、立体交叉口、环形交叉口均需设置告示标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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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交叉口预告标志

交叉口告示标志

确认标志

远程信息指路标志

分界标志

地点识别标志

路径指引标志

地名指引标志

功能

用以预告前方交叉口形式或交叉道路的名称、通往方
向信息、地理方向信息以及距前方交叉口的距离

用以告知前方交叉口形式或交叉道路的名称、通往方
向信息、地理方向信息

用以确认当前所行驶的道路信息及前方通往方向信息

用以预告前方高速公路、交通枢纽的名称、方向、距离
信息

用以指示即将进入的区域

主要为交通参与者提供各种重要场所的识别和指向

表 1 城市道路指路标志分类及功能

Tab.1 Classifications and functions of urban road guiding signs

(300 cm×560 cm=16.8 m2，字高40 cm)

a 快速路交叉口预告标志

(300 cm×560 cm=16.8 m2，字高40 cm)

b 快速路交叉口告示标志

(240 cm×440 cm=10.6 m2，字高30 cm)

c 一般道路十字形交叉口告示标志

(240 cm×440 cm=10.6 m2，字高30 cm)

d 一般道路T形交叉口告示标志

图 1 道路交叉口预告标志、告示标志版面形式及颜色

Fig.1 Layouts and colors for advance and information signs at road inters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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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设置在交叉口出口道上，距交叉口 20~30 m处。快速路与主干路相

交、两主干路相交、主干路与公路相交均需设置确认标志。指路标志点

位设置示例见图3。

2.3 标志套用

在套用标志中，国家高速公路标志由“国家高速”、编号和入口名称

三部分组成；浙江省高速

公路标志由“浙高速”、

编号和入口名称三部分组

成；国道、省道、县道由

道路编号和道路名称两部

分组成；旅游标志为景点

的名称，棕底白字；快速

路标志为快速路的名称，

绿底白字；交通枢纽标志

由枢纽点图标和枢纽点名

称两部分组成，其中图标

放于名称前。标志套用分

类见图 4，标志套用示例

见图5。

3 信息层级体系与
分层表达规则

信息的选取与表达是

影响指路标志信息向交通

参与者有效传递的关键因

素。《国标》虽然提出了

指路标志的信息分级、信

息选取原则和设置示例，

但是没有给出实际工程应

用层面的细化设置方法。

宁波市在《国标》原则性

规定指导下，通过构建信

息层级体系，设定信息分

层表达规则，使指路标志

所涵盖和表达的信息相对

固定，有效保证了指路标

志信息传达的连贯性和层

次性。

3.1 信息层级体系

宁波市指路标志信息

依据重要程度、道路等级

和服务功能等因素分为

A，B，C 三层 [6]。 A 层信

息主要指高速公路入口、

国道、城市快速路、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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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高/cm

第85%位车速/(km·h-1)

路段单向车道数

交叉口进口车道数

版面/(cm×cm)

面积/m2

标志杆

H25

<20

0~1

1

200×350
小型

7.0

DN219

H30

21~39

1~2

2~4

240×440
中型

10.6

DN273-7

H35

40~55

2~3

3~5

270×500
大型

13.5

DN273-7

H40

56~65

3

4~6

300×560
特大型

16.8

DN325-7

H45

>65

3~4

 4

340×620
巨型

21.1

DN377或门架

表 2 道路交叉口标志版面大小和字高的选取

Tab.2 Size and word height selection for signs at road intersections

(260 cm×70 cm=1.82 m2，字高35 cm)

a 高速公路交叉口确认标志

(190 cm×50 cm=0.95 m2，字高25 cm)

b 一般道路交叉口确认标志

图 2 确认标志版面形式

Fig.2 Layout of identification signs

确认标志

告示标志 预告标志

东环南路 东环北路

通
途
路

图 3 指路标志点位设置示例

Fig.3 An example setting the position of guiding sig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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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地区、4A级旅游景区、重点交通枢纽；B层信

息指主要桥梁、省道、主干路、区级地区、街道

(镇)级地区、一般交通枢纽，当这些信息并存

时，一般优先选用主要桥梁名称；C层信息指顺

向到达的次干路以上等级道路或重要支路(如信号

控制交叉口)，若不存在相应信息，则可选用支路

及其他信息。宁波市指路标志信息层级体系如表3

所示。

3.2 信息分层表达规则

信息分层表达规则是根据驾驶人的视认特

性，将不同层级的信息在版面空间上按一定规则

进行有序排列，以达到向驾驶人有效传递信息的

效果。

在指路标志中，与下一交叉口衔接的道路信

息在交叉口箭头图中居中显示[7]；直行方向预告更

远处相交道路信息或尽端道路信息；左右两侧则

分别设置与所在道路并行的相邻道路信息。若需

表示高速公路、快速路、国道、省道、县道、交

通枢纽、禁令等信息时，可进行套用设置，并放

置于标志左下角。所有信息按“近上远下”的原

则排列，即近信息居上，远信息居下。近信息选

用C层信息，远信息一般选用A层信息；若无A

层信息或A 层信息相距过远，则选用B层信息；

若无B层信息，则选用该方向尽端相交道路；若

在同一层次的信息中存在冲突，则按信息的重要

性进行筛选。图 6为宁波市中山东路上的指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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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标志套用分类

Fig.4 Classification of embedded signs

(270 cm×500 cm=13.5 m2，字高35 cm)

图 5 标志套用示例

Fig.5 Examples of embedded signs

层次级别

A层信息

B层信息

C层信息

G15慈城、G15宁波北、G1501保国寺、G1501横街、G1501宁波西、G1512洞桥、G1501朝阳、S5宁
波段塘、S5大朱家、S1宁波东、G15姜山、G1501云龙、G1501东钱湖、G1501小港、G1501临江、
G9211蛟川、G1501沙河、S1大碶、G1501丁家山、S1育王

G329(杭沈线)

机场高架(路)、东环北路、东环南路、北环西路、北环东路、环城南路、通途高架(路)、世纪大道

舟山、绍兴、台州、嘉兴

天一阁、东钱湖、溪口、保国寺、凤凰山乐园、招宝山风景区、九龙湖旅游区、梁祝文化公园、五龙
潭名胜区、雅戈尔动物园

栎社机场、南站、火车东站、客运中心

湾头大桥、庆丰桥、江厦桥、灵桥、长丰桥、常洪隧道、甬江隧道、招宝山大桥、琴桥、兴宁桥、解放
桥、新江桥

S214(甬临线)、S215(盛宁线)、S318(甬梁线)、S319(甬余线)、S320(骆霞线)

纵向-由西向东：秋实路、环城西路、雅戈尔大道、城庄路-大闸路-大闸南路、大庆南路、人民路、江
厦街、灵桥路、宁南北(南)路、天童北(南)路、中兴路、钱湖北(南)路、福庆北(南)路
横向-由北向南：环城北路、风华路-镇宁路、江南公路、通途路、望春路-中山西路-中山东路、联丰
路-柳汀街-药行街-百丈路-百丈东路、兴宁路、四明路、鄞县大道、鄞州大道

区级：海曙、江东、江北、鄞州、镇海、北仑、奉化、余姚、慈溪
街道(镇)级：慈城、姜山、下应、骆驼、云龙、集士港、古林、高桥、邱隘

汽车北站、汽车东站、汽车西站、镇海客运中心、北仑客运中心、白峰码头

次干路以上等级道路或重要支路

具体信息信息类型

高速公路入口

国道

城市快速路

地区

4A级旅游景区

重点交通枢纽

主要桥梁

省道

主干路

地区

一般交通枢纽

次干路、支路等

表 3 宁波市城市道路指路标志信息层级体系

Tab.3 The hierarchical information architecture for the Ningbo’s urban road guid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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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箭头中间标示下一交叉口与其相交的世纪大

道；沧海路和中兴路为行车方向上更远处的相交

道路，其中沧海路为次干路，属于C层信息，中

兴路为主干路，属于B层信息；姚隘东路和通途

路是行车方向右侧与中山东路并行的道路；百丈

东路是行车方向左侧与中山东路并行的道路；宁

波东为高速公路入口，属于A层信息。此外，标

志版面上左上角显示所在道路的行驶方向，能为

驾驶人提供方向信息。

当交叉口有管制措施(如禁止某方向通行)或

遇特殊交通组织(如单向交通)时，指路标志视为

非标准型，版面形式如图 7所示，但指路标志中

嵌入的管制标志不作为执法依据。

4 结语

指路标志的合理设置对实现交通组织方案、

均衡路网交通量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多数城

市对于指路标志的版面形式、点位设置、标志套

用以及信息的合理选取布置均没有形成一个明确

的细化标准。推进城市道路指路标志的标准化设

计，对于保证指路标志信息的准确性、合理性和

系统性，发挥指路标志的正常引导功能，优化完

善指路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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