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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that drivers pick wrong off-ramps on the expressways and fail to reach
the perfect ground roads in the first time, the paper takes a series of optimization on the guiding
system of urban expressways in order to make it work at maximum limit. At the same time, illustrated by the example of Ningbo north external ring, this paper takes design concepts into practice. The optimized guiding system offers overall and accurate road information, guides vehicles to
trip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mitigates traffic pressure of ground ro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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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驾驶员在快速路下错出口匝道，未能第一时间到达理想的地面道路等情况，对城市快速路指路系统
进行一系列的优化设计，最大限度地发挥指路系统的作用。同时，以宁波北外环快速路为例，将设计理
念运用于实践。经过优化设计后的指路系统为车辆驾驶员提供全面准确的道路信息，引导车辆高效出行，
进而有效缓解地面道路的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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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快速路是指位于城市内适应机动车快速通行的道路。它具有全程无交叉口，以互通式立体交叉
或进出口匝道与城市道路相连接，且具有匝道间距比城市间高速公路短、只允许机动车行驶、车辆行驶
速度高等特点。快速路主要为城市提供大量、快速的交通服务，在城市交通中起着主导性作用。城市快
速路可以将长短距离、快慢速度交通分离出来，提高地面交通效率，降低出行时耗，从整体上提高城市
交通可达性。同时，城市快速路能够屏蔽过境交通，避免过境交通对城市的干扰，避免市内大量交通穿
越市中心，减小市中心的交通压力。
基于城市快速路的特点，城市快速路上的指路系统在引导车辆行驶方面就显得举足轻重。在城市快
速路上，车辆的行驶速度较快，驾驶员稍不注意就有可能错过理想的出口匝道，从而大大降低了车辆的
出行效率。而设计科学合理的城市快速路指路系统能够最大程度为驾驶员服务，引导车辆选择最佳出口
匝道，保障了快速路的通行效率，从而提高整个道路网络的连贯性和有效性。
目前国内已有的研究中，关于城市快速路指路系统设计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标志牌的设计设置也没
有较完善的研究。孙兴堂(2009)客观分析了目前国内城市指路标志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指路标志设置
的几个原则，通过分析不同条件下出行者对指路标志信息需求，进行交通需求与指路标志的信息的协调
研究，建立城市道路指路标志的设置方法[1]。王永清、丁明(2010)根据当前国内各城市多是城市干路进
行单一、近距离的路名指引，这就使道路指示不清的现象屡有发生，严重影响城市快速路骨干交通功能
的发挥的现状，提出出口“三级指引”、入口“两级指引”的指路标志设置方法[2]。李雪(2011)对快速
路指路标志的设置原则及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讨论，分析了将容错理念应用于快速路指路标志设置的必
要性。从人机工程学的角度建立了快速路指路标志容错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评
价指标的权重[3]。胡同晶(2014)在研究驾驶员视认性和实际行车要求基础上，为了提高标志认读率和信
息有效率，分别采用冗余技术和标志性地物信息选取对快速路交通标志的设置方法进行研究[4]。本文通
过对既有的一些研究进行总结和分析，提出对城市快速路指路系统的设计理念，并在宁被北外环快速路
中予以应用。

2. 设计理念
针对目前城市快速路指路牌上的信息单一且不成系统，导致指引效率低的现状，对快速路指路标志
牌进行优化设计，主要体现在与高架相交的地面道路信息的选取上。通过标志牌版面上给出的地面道路
信息，驾驶员可以清楚地做出决策：是否应在当前出口匝道下高架或是继续行驶在快速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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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出口匝道基本组成
城市快速路出口匝道的指路标志主要由两块标志牌组成。如图 1 所示，标志牌 1 指示的是车辆从出
口匝道下去后的地面道路信息，标志牌 2 指示的是车辆继续在高架道路上行驶，前方的地面道路信息。

2.2. 指路标志牌规格
经过比较和分析，首先对城市快速路下行匝道指路牌的规格做一个统一的规定：长为 300 cm，宽为
250 cm，字高 40 cm；版面统一设置成绿底白字。该规格既能保证驾驶员在足够远的距离就能看清指路牌
并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行为，同时也节约了制作的成本。

2.3. 指路牌版面信息(见图 2)
标志牌 1：
① 从上至下第一个路名是车辆下匝道后立即对上的路的名称，也就是车辆回到地面道路之后所要经
过的第一条路。从上图中看，假设车辆要从 I 匝道下快速路，那 A 路的路名肯定是放在标志牌板面的第
一个，这样驾驶员就清楚从 I 匝道下去后是哪一条路。
② 第二个路名，指路牌中间的路名，是沿着车辆的前进方向，对于下匝道后的第一条路的下一条路。
从上图中看，a1 路就是 A 路的下一条路，也就是车辆在在下了匝道以后，并在保持前进方向下所要经过
的第二条路。正常情况下，即便驾驶员掌握较少的地理信息，他们也能及时准确地反应出是否在该出口
匝道下高架。

Figure 1. Basic composition of the off-ramp
图 1. 出口匝道基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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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reading process of sign information
图 2. 标志牌信息读取过程

③ 至于第三个路名，指路牌上的最后一个路名，是下一个出口匝道口所在的地面道路之前一条路的
路名。换句话说，就是在地面道路上，沿着车辆的前进方向，取两个下匝道口之间的最后一条路的路名。
从上图中看，a4 路就是 I 和 II 两个下行匝道口之间的最后那条路。这样，驾驶员就可以清楚在 I 匝道下
快速路后所能到达的最远的地面道路；如果驾驶员要去 B 路甚至更远的地方，那就没有必要在 I 匝道下
去，可以继续在快速路上行驶。
标志牌 2：
① 也是三个路名，从上到下依次来看，第一个路名指的是在下一个出口匝道驶离快速路后立即对上
的路的名称。从上图中看，假设驾驶员不在 I 匝道下快速路，那势必要给出下一个出口匝道所在的地面
道路；B 路，即在该高架上行驶的车辆进入下一个出口匝道回到地面道路上之后所要遇上的第一条路。
② 第二个路名，同样道理，指的是沿快速路方向，车辆将遇到的第二个出口匝道对上的地面道路的
名称。上图中的 C 路，即 III 出口匝道所在的地面道路，作为高架道路信息之路牌的第二个路名。
③ 第三个路名，也是最后一个，通常意义上指的是该高架道路上的最后一个出口匝道所对上的地面
道路的名称。但在实际生活中，此路名也可以是距离车辆当前所在位置足够远的出口匝道所对上的地面
道路的名称。从上图中看，F 路就是相对于车辆所处的位置足够远的出口匝道所在的地面道路。

3. 案例分析
以上内容就是对快速路出口匝道指路系统优化设计的详细阐述，下面是一个案例：
这是宁波市北环快速路工程关于交通标志标线的一个项目。
1) 从图 3 给出的标志牌来看，该标志牌上的第一条路，洪塘西路，从图上看是车辆从下行匝道下来
以后立即要遇上的第一条路。标志牌上的第二条路，广元路，从图上看是沿着高架方向上的洪塘西路的
下一条路。标志牌上的第三条路，宏图路，是下一个下行匝道口的地面道路的前一条路。图上所示的宏
图路也是广元路的下一条路。但如果假定宏图路与广元路之间还有 X 路、Y 路，甚至更多的路，那么，
标志牌上的第三条路仍然是宏图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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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示高架道路信息的指路牌也是同样的道理。从图 4 的标志牌来看，最上面的是车辆所行驶的高
架名称，以及该高架大体的走向。接下去指示的是三条地面道路的路名。标志牌上的第一条路，是车辆
行驶在快速路上所将要经过的下一个下行匝道口所在的地面道路，也就是图上所示的江北大道。至于标
志牌上的第二条路，即车辆在快速路上相对于当前位置的第二个下行匝道口所在的地面道路，也就是图
上所示的压赛堰路。标志牌上的第三条路，理想情况下，应是在该高架穿越的地面道路中最后一个下行
匝道口所在的道路；而在实际情况下，把距离车辆所在位置足够远的下行匝道口所在的地面道路放在第
三条路的位置上也没问题。如图上所示的望海南路，它不是该高架的最后一个下行匝道口所在的地面道
路，但由于距离标志足够远，并不影响驾驶员的正常判断，所以把它定为标志牌上的第三条路。

Figure 3. Case study 1
图 3. 案列分析 1

Figure 4. Case study 2
图 4. 案列分析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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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城市快速路出口匝道指路系统的优化设计，其目的就是要让机动车驾驶员及时准确地选择出口匝道
下高架，节约每个车辆的时间成本；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整个道路交通的运行效率。本文通过对城市快速
路出口匝道标志牌进行信息的规范化处理后，可以有效地达到预期的效果，让机动车出行更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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