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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过多的信息使城市道路指路标志尺寸较大，设

置与维护成本增加，有必要研究指路标志信息布置方

法。通过室内仿真试验，比较了高信息量条件下，驾驶

人对两种指路标志信息布设方式认知时间的差异。利

用现场试验，研究指路标志字间距、行间距与视认距离

的关系。结果表明，高信息量条件下采用两块标志显示

信息有利于驾驶人阅读，建议字间距为汉字高度的 1/

10，行间距为汉字高度的1/5。

Abstract： Kits are needed to properly format texts on

road signs; otherwise, a sign abound with information

would require a big size,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 of costs

for installation and maintenance. Given large amount of in-

formation,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needed times for driv-

ers to percept two signs of different text formats through a

lab simulation test. In a field study,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 between word or text-line spacing and the

perception distance. Results show that it is easier to read a

pair of signs instead of a single sign displaying the same

text carrying a large amount of information, and that the

suggested word or line spacing be 1/10 or 1/5 of the text

height,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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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道路网加密和交通参与者对交通

信息需求的不断增加，指路标志需要提供的信

息越来越多，使标志版面大型化，设置与维护

成本增加[1] 。与标志版面大型化直接相关的是

文字高度和信息量的确定。在路(地)名数超过6

条标志的高信息量条件下[1]，指路标志信息缺少

布置规定，对字间距与行间距也只从美学上给

出了范围，没有从视认性上确定最佳间距[2]。为

此，本文通过室内仿真试验和现场试验，对指

路标志信息布置方法开展研究。

1 标志的认知时间

驾驶人对标志信息的认知和处理是一个极

其复杂的过程(见图 1[3])。驾驶人驾车前进识读

标志的过程见图 2 [4]。标志 F为路侧指路标志，

在行驶过程中驾驶人通常在视认点A已发现指

路标志F，行驶至B点时可以看清标志的内容，

此时开始读取标志上的信息，到C点时读完信

息，到D点时标志将在驾驶人视野中消失。E

点为驾驶人执行减速等动作开始点，G点为动

作完成点。

度量标志信息布置是否合适的一个重要指

标是驾驶人认知时间的长短。基于驾驶人信息

处理与识读标志过程，测量驾驶人从能看清楚

标志上文字，到阅读、理解完成的时间，并定

义此时间为标志的认知时间，即图2中B，C点

的时间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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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知时间测量

最常见的标志信息布设方式是：①将所有信

息置于同一版面，即采用 1块标志板；②将信息

分2个版面布设，即采用2块标志板。通过仿真试

验，分别测量驾驶人对这两种方式布设信息的认

知时间。

1) 试验设计。

按上述两种方式将 6条信息布设在标志板上

(见图3)。标志板用字应具有代表性，并考虑字的

结构、笔画数、熟悉程度等因素。根据样本计算

公式，试验需要的最小样本量为 8个，故本次试

验共设置 8组标志板，分别测量两种布设方式下

被试(即驾驶人)对8组标志信息的认知时间。被试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视力对标志信息认知时

间影响较大，因此选取被试时应考虑这些因素。

30 名被试的基本资料见表 1。试验仿真软件为

DMDX，是专门用于测量反应时间的心理学软件。

2) 试验步骤。

在专门用于视认性试验的室内进行试验，室

内光强与实际道路环境光强相当。在电脑上安装

DMDX软件，向程序文件夹中加载试验图片，画

面通过投影仪在大屏幕上放映。运行 DMDX 程

序，程序界面提示被试按空格键开始呈现图片，

呈现图片前主试告诉被试目标路名，被试找到目

标路名后迅速按F键确认；接着主试询问被试目

标路名前进方向，回答正确则为有效，如此重复

进行下一张图片测试，直到试验完成；完成后按

ESC键退出并保存数据，程序自动生成记事本格

式的数据文件。

3) 数据分析。

试验所测得的原始数据与实际数据存在误

差，需进行数据修正。误差包括：①人为因素造

成的误差。试验中，被试理解标志后到按键存在

一个时差，这一时差为刺激开始到做出反应的时

间，称之为手动反应时间，其值为211 ms[5]，实际

数据应在试验原始数据基础上减去这个值，对试

验数据进行误差修正，修正数据 = 原始数据－

211 ms。②随机误差。本试验图片较多，测试时

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误差，这种误差具有随机

性，无法量化，只有通过多次试验予以消除，因

此，本试验以多个驾驶人的试验平均值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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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试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两种布设方式

下，30名被试对 8组标志图片的认知时间都呈正

态分布。取 95%位认知时间(见表 2)进行对比，2

块标志板比1块标志板的认知时间约少0.3 s。

对配对数据进行 t 检验，双尾显著性概率

(Sig.)小于 0.05，说明两种布设方式对认知时间有

显著影响，2块优于1块，即将信息分开布设优于

合并布设。这是因为，当驾驶人搜索信息时，若

注视点恰好落在 2块标志板中有目的地信息的标

志板，则驾驶人只需从 3 个信息中选择目标信

息，而不需视认另外一块标志板，比从 1块标志

板 6条信息中选择目标信息快；另一方面，合并

布设信息时，非目标信息多，对目标信息的干扰

比分开布设时大。所以，分开布设方式的认知时

间比合并布设方式短。另外，在合并布设方式达

到极限信息量 6条时，分开布设方式还未达到极

限，可以继续增加信息，提高标志板的极限信息

量。计算标志板材料用量，分开布设仅为合并布

设的 1.05倍，材料用量增加不多，但却能加快驾

驶人对信息的理解速度，并在有限的时间内为驾

驶人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3 指路标志字间距

1) 试验设计。

参照有关标准，取0.1 h(h为汉字高度)与0.2 h

两种字间距，测量两种间距下驾驶人对标志信息

的视认距离。因性别、年龄、视力对视认性影响

较大，因此选取被试时应考虑这些因素。10名被

试的基本资料见表3。试验场地选择在交通运输部

公路交通试验场长直线路段，路段两侧交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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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量

24男

女

<25岁

25~50岁

≥50岁

高中及以下

大学及以上

0.8~1.2

1.5~2.0

性别

年龄

教育程度

视力

80

6 20

6 20

18 60

6 20

18 60

12 40

12 40

18 60

项目 比例/%

表 1 被试基本资料

Tab.1 Basic data of test participants

2块标志板

2.1622.455

1块标志板布设方式

认知时间

表 2 两种布设方式下驾驶人 95%位认知时间

Tab.2 Needed time (95% position) to percept two
signs of different text formats s

(b) 2块标志板

(a) 1块标志板

图 3 两种信息布设方式

Fig.3 Two text formats



黄凯，等：城市道路指路标志文字信息的布置

复杂程度与场地光强和实际道路环境相当。试验

材料为不同字间距的标志板各 4块。标志板用字

应考虑字的结构、笔画数、熟悉程度等因素，以

全面验证结果，最终选取“南阳、鼓楼、华硕与

国家”4个词语。

2) 试验步骤。

首先用定滑轮将标志板拉上龙门架后固定，

标志板高 5 m。然后选取车辆前进速度，在 100

km·h-1以下时，对视认性影响不显著[4]，同时考虑

读取地面距离标记的方便性，被试行车前进速度

取 15 km·h-1。被试由远及近以此速度行车视认标

志，当看清楚标志上的汉字后，停止前进，并记

录标志内容与视认距离。

3) 数据分析。

图 4为驾驶人对两种字间距下单个词语的平

均视认距离。4个词语对应的视认距离差异较大，

最大与最小视认距离相差20 m以上，这是由汉字

的复杂程度造成的。对于同一词语，两种字间距

条件下的视认距离十分接近，最大相差0.9 m。通

过配对样本 t检验，4个词语的双尾显著性概率都

大于 0.05，因此两种字间距条件下单个词语的视

认距离没有显著差异。

图 5为驾驶人对两种字间距下所有词语的平

均视认距离。两种字间距条件下的平均视认距离

相差很小，仅为0.7 m，这进一步证实了两种字间

距条件下对词语的平均视认距离基本没有差异。

4) 试验结论。

两种字间距条件下驾驶人的平均视认距离相

差很小，为了减小标志版面、节约用料，建议标

志信息字间距取0.1 h。

4 指路标志行间距

1) 试验设计。

参照有关标准，取0.1 h，0.2 h与0.3 h 3种行

间距进行试验。试验人员、试验场地环境与字间

距试验相同。试验材料为 3种不同行间距的标志

板各 6块。为防止试验中重复视认相同汉字造成

被试对汉字的猜测，试验选取了十分相近的汉

字，被试必须分清笔画并真正看清楚才能读出汉

字。通过筛选，最终选择的文字信息为：淮米、

陈国；准来、阵围；镇塞、硕囤；滇寒、砚困；

乐口、平尚；禾日、干高。字高30 cm，3种行间

距的标志实物见图6。

2) 试验步骤。

①用定滑轮将标志板拉上龙门架并固定好(高

5m)。固定后现场照片见图7。②被试由远及近以

15 km·h-1的速度行车视认标志，当被试看清楚标

志上的汉字后，停止前进，并记录标志内容与视

81

样本量

8男

女

<25岁

25~50岁

≥50岁

0.8~1.2

1.5~2.0
视力

性别

年龄

80

2 20

2 20

6 60

2 20

4 40

6 60

项目 比例/%

表 3 被试基本资料

Tab.3 Basic data of test particip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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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Drivers' average distance to percept all words
on two signs of different word sp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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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距离。

3) 数据分析。

图 8为不同行间距下同一组字的平均视认距

离。对于同一组字，0.2 h与0.3 h行间距对应的视

认距离相差较小，其中“镇塞、硕囤”相差最

大，为 1.1 m；0.1 h与 0.2 h行间距对应的视认距

离相差较大，“准来、阵围”相差最大，为 8.7

m，“禾日、干高”相差最小，为 1.9 m。通过配

对样本 t检验，对于 0.2 h与 0.3 h行间距，6组字

的双尾显著性概率都大于0.05，说明0.2 h与0.3 h

两种行间距条件下的视认距离没有显著差异。对

于 0.1 h与 0.2 h行间距，6组字的双尾显著性概率

都小于0.05，说明0.1 h与0.2 h两种行间距条件下

的视认距离有显著差异。

图 9为 3种行间距所有字组的平均视认距离。

0.1 h，0.2 h与 0.3 h 3种行间距下所有字组的平均

视认距离分别为 83.8 m，90.9 m 和 91.4 m，其中

0.1 h与 0.2 h行间距视认距离相差 7.1 m，差异较

显著；0.2 h 与 0.3 h 行间距视认距离相差 0.5 m，

没有显著差异。

4) 试验结论。

0.2 h与0.3 h两种行间距下，驾驶人的平均视

认距离相差很小，为减小版面，行间距取值为

0.2 h，当受标志板总体尺寸限制时，行间距也可

取0.1 h。

5 结语

高信息量条件下，采用 2块标志板布设信息

有利于驾驶人视认与阅读。指路标志的字间距宜

为汉字高度的 1/10，行间距宜为汉字高度的 1/5。

现行标志行间距偏大，建议减小。本文进行的试

验，无论是室内仿真试验还是室外现场试验，都

是静态试验，与实际环境中驾驶人视认标志有一

定差距。未来还需在实际环境中对问题进行验

证，并加大样本量。

图 6 3 种行间距标志实物图

Fig.6 Road signs with 3 types of line spacing

图 7 标志安装后现场图

Fig.7 Road signs fixed on a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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