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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使我国道路限速的制定更为合理，借鉴国外相关经验是必不

可少的。总结了美国设置限速时考虑的主要因素、限速设置方法及其

适用条件。对美国部分城市的州际道路及主干路的限速实施状况进行

了分析，认为测速相机等自动执法设备的辅助使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

提高驾驶人对限速的遵守程度。在借鉴美国限速方法及实施经验的基

础上，指出我国在制定道路相关限速标准时，应结合国情确定限制速度

与运行速度、设计速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限速与安全、执法等之间

的关系。然后针对不同的道路类型、等级等特性研究采用不同的限速

方案，解决速度区限速取值及不同速度区之间如何平滑过渡衔接等问

题，明确了我国限速研究的基础性内容。

Abstract： It is necessary to borrow experiences from other countries in

setting speed limits.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main considerations,

together with primary methods of establishing speed limits and their appli-

cation conditions. The implementation of speed limits on freeways and

principal arterials in several cities in the U.S indicates that some equip-

ment, like roadside speed measuring and display equipment can help im-

prove road safety to some extent. On the basis of U.S. methodology and

experiences, the authors argue that, in regulating speed limits in China, the

interactions among limited speeds, traveling speeds, and design speeds,

along with relationships between safety and enforcement of speed limits,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raffic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The pa-

per identifies the basic research areas in setting speed limits in China.

Those areas include different speed limitation scenarios for different facili-

ty types and road functional classes, defining speed limits within speed

zones, and smooth transition of speed limits between speed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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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国外关于速度与安全的研究成果表明，速度与事

故发生概率间的相关性不强，但速度与事故严重程度

间的关系却很明显，即速度越高，事故造成的伤害程

度越严重 [1~2]。因此，有必要对车辆速度进行严格管

理，以有效地保证车辆及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限速(Posted Speed Limits)是一项重要的交通管理

手段，通过国家或地方法律发布人为框定的速度界限

值，是决策者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后做出的一种平衡决

策。确定限速值的过程属于技术范畴，本文将对美国

限速值制定过程中涉及的技术问题加以总结，希望能

对我国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思路和启示。

1 设置限速的相关因素

1.1 限速目的

限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降低驾驶人自由选择速度

所引起的事故风险来提高安全性。首先，限速具有限

制作用，可使事故发生的概率与严重性均有所下降；

其次，限速具有协调作用，可以降低车辆行驶速度之

间的离散程度，形成有序而均匀的交通流，从而降低

车辆发生冲突的概率，提高交通效率。在极少数情况

下，当国家处于危机状态时，限速的目的会有所变

化，如美国 1974年颁布的法律中，出于节约能源方

面的考虑，将全国范围内高等级道路的限速值规定为

55英里/h (约89 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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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限速范围

在限速的相关研究中，美国首先对法定限速与速度区

限速的概念进行了区分[1]。

法定限速应用于整个州或整个国家，由立法机构确

定，可应用于某一类型的道路，如高速公路或主干路，反

映某一特定道路类型的设计特征，并随道路所属地理位置

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如乡村高速公路和城市高速公路的限

速有所不同。然而，法定限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某些

道路而言可能很合适，但对其他道路而言则可能太高或太

低，无法对道路上车流的实际运行情况起到应有的作用。

速度区限速属于管理行为，限速值通常由工程研究法

或专家系统法确定，以对交通流、道路设施、土地利用状

况等进行工程评价为基础，应用于不适合采用法定限速的

特定路段。

1.3 限速的一致性

限速值的频繁变化会使驾驶人感到困惑和不适应，同

时会使不同类型和地理位置之间的道路限速标准缺乏一致

性。因此，为了在更大的道路范围内保持限速的一致性和

连贯性，美国目前在法定限速的基础上允许以速度区限速

作为补充。

1.4 限速的合理性

限速值一经确定，就可以通过相关的交通标志、标

线向驾驶人传递信息。限速标志上的速度值为驾驶人在有

利条件下(如良好的天气状况、能见度好、自由流交通状

态)所能采取的合法的最大行驶速度。

限速值的确定需综合考虑道路使用者的安全、出行效

率及驾驶人速度选择特性等影响因素，然而其最优决策应

与道路的主要功能相一致。例如，对于全封闭的高速公

路、快速路等道路设施，其主要功能体现在出行效率上，

因此确定限速时应重点考虑如何在不降低安全水平的同时

尽量提高出行效率；对于县乡道路，其主要功能是通达

性，所以确定限速时应保证这一功能得以实现，而非出行

效率的高低。

欲使驾驶人感觉限速值是可信的，并达到令人满意的

自觉遵守水平，其最高限速值应与道路的具体特征(如曲

率、车道宽度等)相符。如果限速值制定不合理，则很容

易导致大多数驾驶人在正常状态下的行驶速度高于限速

值。这种情况持续时间越长，驾驶人对限速及其他交通法

规产生的反感越强烈。由此可见，限速的制定最好能使大

多数人自觉遵守，这样便可将警力集中于最恶劣的违法者。

2 设置限速的主要方法

美国的法定限速主要根据道路类型及地理位置来确

定，当法定限速对于特定的道路或交通状态不再适用时，

则采用速度区限速，速度区限速值可能高于或低于法定限

速值。在实际应用中，需综合考虑道路类型及其几何特

征、交通密度、地理位置及沿线土地开发情况、车辆组成

特征等因素，选用合适的限速方法确定限速值。

2.1 基于道路类型的法定限速法

2.1.1 决策过程

1995年美国废除国家最高限速法案(NMSL)后，各州

纷纷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新的法定限速值。首先要向交通工

程师、执法官员、法官、公众健康官员以及民众征求有关

限速的意见，然后要对这些意见加以权衡，才能确定合适

的限速值。与此同时，立法者还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款

对所做决策进行监督与执法。设置限速的决策过程是平衡

安全、出行效率以及执法可行性等关系的结果，因此不存

在唯一正确的限速值。

由于道路状况、车辆安全性能、驾驶行为及态度可能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美国对法定限速进行定期检

查，当检测数据表明车辆实际行驶速度与安全之间的关系

发生变化时，则对其修订，以适应新的道路交通状况。

2.1.2 设置方法

美国国家公路与运输协会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tate Highway and Transportation Officials， AASHTO) 在

2004年颁布的《公路与城市道路设计指南》中，将道路划

分为3种功能(干路、集散道路、县乡道路或支路)、7个类

型(乡村州际道路、城市州际道路、快速路、主干路、次

干路、集散道路、县乡道路等)[3]。法定限速主要针对以上

7种道路类型和2个特殊区域(学校和施工区)的特点分别予

以确定。

制定法定限速必须考虑以下 4个关键技术因素[4]：①

设计速度，指整条道路的设计速度，而非其极限设计值；

②车辆运行速度，以道路上某些代表路段处于自由流行驶

状态的85%位车速表示；③事故历史记录，至少1年内的

事故记录数据；④执法经验，指现有超速者的容错程度和

警察的执法水平。结合道路类型和以上几项指标确定法定

限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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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据道路类型确定合理的限速值时，决策者不仅要

考虑由驾驶人自由选择速度施加给其余道路使用者的可能

事故风险，而且还要注意道路环境是否能为驾驶人提供充

足的信息，使其较准确地预见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

2.2 最优限速法

最优限速的思想是使限速值从社会角度衡量为最优。

最优限速值的确定过程考虑了很多边际成本，所以按此方

法确定的限速值对驾驶人个体而言并非最优。这一方法可

用于确定不同道路类型的法定限速值，也可用于速度区限

速值的确定。然而，其关键变量难以量化，在实施过程中

与个体驾驶人实际的速度选择状况相差较大，导致其执法

可行性相对较低，目前仍未在实践中得以应用[1]。

2.3 工程研究法

工程研究法适于确定速度区限速值。具体应用时，该

方法需要进行数据采集及分析，包括当前的交通流速度、

事故数据、道路特征信息(线形、视距、车道宽度等道路

设计要素、路面类型及状况、沿线交叉口类型及其几何设

计要素等)、交通量、路侧状况[4]等。

一般情况下，工程研究法常采用85%位车速作为速度

区的限速，主要益处是：①使警察集中精力治理最危险的

超速对象，降低执法成本；②提高安全水平。关于速度和

事故发生概率之间关系的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当行驶速度

低于85%位车速时，其事故发生概率最低。

然而，有时仅依靠这一指标确定限速值并不合理。因

此，需要综合考虑事故历史记录、路侧开发情况、道路线

形、停车状况及行人活动水平等因素，对85%位车速加以

修正。

2.4 专家系统法

专家系统法是指用计算机程序模拟特定领域内的专家

在解决复杂问题时的思考过程，从而进行决策的方法。当

某种道路设施服务的交通量很大(车流运行受限)，且同时

存在多种道路使用者时，以运行速度(85%位车速)作为限

速依据就不再适合。而专家系统法正适用于非自由流、多

种道路使用者等复杂情况下限速值的确定。例如，美国新

近完成的NCHRP 3-67项目即研究采用专家系统法确定速

度区限速值。该项目研发的相关软件适用于双车道公路、

高速公路或快速路等各种不同类型道路的速度区限速问

题，最终形成基于网络的应用软件[5]。

2.5 其他限速方法

除以上几种限速方法外，在实际工程中应用较多的还

包括可变限速及区别限速。

2.5.1 可变限速

可变限速在美国多用于流量较大的高等级公路(见图

1)，偶尔也用于学校和施工区这两个特殊区域。美国的科

罗拉多、明尼苏达、内华达、新泽西、马萨诸塞、华盛顿

等州的可变限速标志常作为重大事件、拥堵事件、特殊天

气、驾驶人预警等管理系统的一部分。

可变限速的实施首先需要对交通流及道路状况进行实

时检测，然后通过动态信息显示屏发布最高及最低限速，

提示驾驶人选择合适的行驶速度，使车辆的速度分布保持

一致，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

2.5.2 区别限速

区别限速包括分车型限速和分时间限速。

分车型限速指针对车辆行驶性能的差异对不同车型实

行不同的限速标准，如通常对小客车采用较高的限速值，

而对大货车则相反。对于这种限速方法是否能够提高道路

的安全水平尚无定论[6]。目前美国50个州和行政区中有11

个实行了分车型限速[7]，这些州对乡村州际道路的分车型

限速设置情况见图2。

分时间限速指白天和夜晚采取不同的限速值，出于对

安全的考虑，对夜间采取低于白天限速的做法。近几年的

实测数据表明，夜间限速值降低后，绝大多数车辆的行驶

速度并不比白天低。但由于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应将其取

消[8]，美国目前仍有少数几个州采用这种限速方法，如蒙大

拿州规定限制出入道路(如高速公路)的限速白天为70英里/

h (约113 km/h)，夜晚为65英里/h (约105 km/h)；得克萨斯

州规定其乡村州际道路、城市州际道路的限速白天分别为

75英里/h (约121 km/h)和70英里/h，夜晚均为65英里/h[7]。

3 美国道路限速实施情况

美国6个城市的州际道路、主干路限速情况及其道路

车速观测结果分别见表1和表2[8]。不同城市、不同的限速

水平，驾驶人对限速的遵守情况有所不同。随着限速值的

降低，超速行驶车辆的比例有所上升。

驾驶人对限速的遵守情况与城市交通管理密切相关。

丹佛所属的科罗拉多州对学校、居住区、公园附近的道路

均有诸如测速相机的自动执法设备，并在其法律中规定了

不同超速状况下对驾驶人的处罚(罚款金额及是否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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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洛杉矶和波士顿分别所属的加利福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

均未见有相关设备和处罚规定 [9]。国外相关报告分析表

明，测速相机等自动执法设备能使超速比例减少 50%~

95%[8]。因此，在国家或地方法律允许的前提下，广泛普

及测速相机等自动执法设备，加大城市交通管理力度，能

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驾驶人对限速的遵守水平，进而改善

道路交通安全状况。

4 对我国相关研究的启示

美国限速的制定过程既体现了系统性思维，又体现了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务实思想；限速的执行过程既有具备

法律效应、从整个系统着眼的法定限速，又有速度区限速

等管理手段作为补充。此外，限速还兼有对特殊区域，如

学校周围和施工区的方案(可变限速)，对货车占一定比例

道路的限速方法(分车型限速)，对夜间无照明或视线不良

路段的限速(分时间限速)。以上这些限速方法的有机结合

再辅之以适当的执法力度，便构成了美国相对有效的车辆

速度管理体系。

我国道路限速值的确定大多是道路交通管理部门根据

道路的设计速度、历史事故记录而框定，在一定程度上带

有主观性，缺乏科学的理论支撑。要使我国道路限速标准

的制定具备合理性、科学性、经济性，应当注意解决好以

下几方面的问题：

1) 限速与运行速度、设计速度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

限速与安全、执法水平之间的关系是设置合理限速标准的

理论基础，应当给予重视。

2) 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道路在其设计标准、交通流

运行特征、路侧干扰、交通组成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

结合其特点制定的限速值会更为适用。如我国某些高等级

公路，应当研究确定其最低限速，并探讨实行分车型限速

的可行性，促进形成较为均匀的交通流，提高运行效率与

行车安全性。而对于城市主干路，其道路使用者的组成复

杂(包括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等)、交通量偏大，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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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国采用分车型限速的州及其设置情况

Fig.2 Speed limit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vehicles in the U.S.

图 1 可变限速标志

Fig.1 Variable speed limit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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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利用专家系统法实行速度区限速。

3) 速度区的边界确定以及速度区边界外的限速值如何

平滑过渡到速度区的限速值，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

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研究。

4) 为使限速保持一致性，满足驾驶人行驶过程中的视

觉及心理需求，各省之间过渡地段，不同等级、不同类型

的道路如何实现限速值之间的平滑过渡，是一项亟待解决

的技术问题。

5 结语

合理的限速需综合考虑道路类型与功能、道路使用者

的安全及执法可行性、交通组成状况、道路环境等选择适

宜的限速方法。后续研究需着重解决我国限速与运行速

度、设计速度之间，以及限速与安全、执法水平之间的关

系问题，确定不同等级、不同类型道路在不同条件下速度区

限速取值方法，解决速度区的边界确定及速度区之间平滑过

渡的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限速的制定与发布仅是开

始，必须辅以有效的执法才能保证绝大多数驾驶人遵守，从

而形成均匀的交通流，降低事故风险，提高行车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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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国部分城市州际道路的限速及实施情况

Tab.1 Speed limit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on freeways in the U.S.

限速值/(英里·h-1)

55

55

55

55

60

65

城市

丹佛

亚特兰大

波士顿

华盛顿

奥马哈

洛杉矶

平均速度/(英里·h-1)

56

65

62

61

68

67

速度高于70英里/h的车辆百分比/%

1

20

15

5

30

34

速度高于75英里/h的车辆百分比/%

<1

4

4

1

8

12

表 2 美国部分城市主干路的限速及实施情况

Tab.2 Speed Limits and their implementation on principal arterials in the U.S.

限速值/(英里·h-1)

40

45

45

45

45

45

城市

丹佛

亚特兰大

波士顿

华盛顿

奥马哈

洛杉矶

平均速度/(英里·h-1)

42

43

62

57

47

47

速度高于50英里/h的车辆百分比/%

3

4

99

85

19

30

速度高于60英里/h的车辆百分比/%

0

<1

62

25

1

4

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