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8章 交通管理与控制

 梁国华 博士 副教授
 公路学院交通工程系
 Tel: (029)82334856
 Email: lgh@chd.edu.cn



8.1 概述



8.1 概述 交通规划与建设—稳态，长期

公共交通

慢行交通

交通枢纽

停车设施道路网络

交通需求



交通管理及控制—动态，短期



8.1.1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概念、目的与作用

（1）概念
交通管理是根据有关交通法规和政策措施，采用交通工程科学与技术，

对交通系统中的人、车、路和环境进行管理，特别是对交通流（人流、车流、
货流）合理地引导、限制、组织和指挥，以保障交通安全、有序、畅通、舒
适、高效。

交通控制是运用各种控制软硬设备，如人工、交通信号、电子计算机、
可变标志等手段来合理地指挥和控制交通。

从宏观上讲，交通管理包含了交通控制的内容，交通控制是交通管理
的某一表现方式。因此，交通管理与交通控制是一个有机体。



8.1.2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概念、目的与作用

（2）目的

最初的目的：安全、有序

发展后的目的：畅通

现代的目的：高效
* 出行的高效
* 运输的高效
* 资源利用的高效

综合起来： 安全、有序、畅通、高效



8.1.3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概念、目的与作用

（3）作用
• 是实现交通运输基本要求的根本保障---—无论多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如果没有交通
管理法规、措施、设施，是不可能达到安全、有序、畅通、高效的运输目的；
• 协调人、车、路、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矛盾---—四者之间的关系总是长期或临时
出现不和谐或矛盾，需要交通管制加以协调；
• 具有指导作用，先进的交通管理理念能引导合理的交通需求，指导交通基础设施的建
设与发展；
• 是解决交通问题的根本途径，交通工程 “三E”、 “四E”、“五E”、“六E”科学
中最重要的“一E”内容就是交通管理与控制；
• 挖掘道路潜力、提高道路使用效率、充分发挥其通行能力；
• 少花钱、多办事、效益好。



8.1.4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主要内容与重点

（1）主要内容——管理

法规管理：制订、颁布、实施

行政管理：驾驶人、车辆工具、业务

教育管理：法规教育、安全教育、交通参与
者素质教育

技术管理：秩序、运行、设施



8.1.4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主要内容与重点

（1）主要内容
——交通控制

•单点控制

•干道线控制

•区域交通控制

•高速公路交通控制

•交通控制软硬件



8.1.4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主要内容与重点

（2）重点

•通过削减交通需求总量、优化交通出行方式结构等措施提高交通需求
的合理性，减少交通流量（特别是个体机动车交通流量）；

•通过对交通系统的运行组织、引导和控制，实现交通流在时间、空间
上的均衡分布，均匀交通负荷，提高道路交通资源供给的有效性，缓
解交通压力。



8.1.4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主要内容与重点

（2）重点

调节交通需求 完善交通供给
交通需求与供给的平衡

交通流的运行稳定
交通系统优化

重点

交通管理与控制
重点

提高交通需求
的合理性

提高交通供给
的有效性



8.1.5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演变与发展

第一阶段：传统交通管理
(TTM)

第二阶段：交通系统管理
(TSM)

第三阶段：交通需求管理
(TDM)

第四阶段：智能交通运输
系统管理 (ITS)



8.1.5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演变与发展

第一阶段：传统交通管理 TTM 
（Traditional Traffic Management)

特点：局部交通问题的治理（头痛医头、足痛医足），单一的交通交通治
理措施，交通问题容易转移。

定义：通过大量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增加交通供给来满足交通需求的交通
管理方式，即“按需增供”。



8.1.5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演变与发展

第二阶段：交通系统管理 TSM 
（Traffic  System  Management)

特点：将人、车、路、环境作为一个系统，从系统着眼探求使现有交通系
统发挥最优效益的交通问题综合治理方案，少新建，多改建，可避免交通
问题的转移，使系统最优。

定义：以提高现有道路交通设施的效率为主，改善交通供给能力来满足交通
需求的交通管理方式，即“按需管供”，管理交通流。



8.1.5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演变与发展

第三阶段：交通需求管理 TDM 
（Traffic  Demand  Management)

特点：在基本不增加交通供给的情况下，减少交通需求，使交通供求平衡，
从而解决交通问题。

定义：引导人们采用科学的交通出行方式与行为，限制不必要的交通需求，
理智地使用交通设施资源，使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相适应的一种科学交通管
理方式，即“按供管需”，管理交通源。



8.1.5 交通管理与控制的演变与发展

第四阶段：智能交通运输系统管理 IT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

特点：在基本不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采用高新技术，增加交通供给能
力来满足交通需求（不进行需求管理），使交通供求平衡，从而解决交通问题。

定义：集现代信息技术、控制技术、数据通讯技术、传感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
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运筹学、系统工程和交通工程等技术于一体，有效地
综合应用于交通工具、交通服务、交通管理和控制体系，从而建立智能化的、实时
的、准确的、广泛的交通运输管理控制系统，改善交通运输系统运行质量，保障交
通安全、高效、便捷、低公害。 “人性化”管理。



8.2 交通需求管理

8.2.1 交通需求管理的含义

通过增加车辆的占有率或者通过影响出行的时间和需要，使运输
系统运送旅客的能力达到最大

采取多方面的策略改变人的出行行为,以增加交通系统的效率，
实现具体的规划目标

缓和交通增长和减少交通拥挤的负面效应的一种方法，如减少出
行需要、改变出行方式、避免交通高峰等

政府运用交通行为控制方法，对交通需求总量、出行方式及时空
分布进行科学的控制与调节，从而使供需达到相对平衡，保证城
市交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各
国
学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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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需求管理就是根据交通出行产生的内在动力，出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时空消

耗特性，通过各种政策、法令、现代化信息系统、合理开发土地使用等对交通需求

进行管理、控制、限制或诱导，减少出行的发生，降低出行过程中时空消耗，诱导

交通流避开拥挤路径，建立平衡可达的交通系统。

综合国内外交通需求管理含义，归纳如下：

8.2 交通需求管理



交通需求管理的目的

在适度的交通建设规模下，控制交通需求总量，削减不合理交通需求，保证交通系统有
效运行，让客货出行迅速、安全地达到目的地，缓解交通拥挤，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生
活环境质量，保持城市健康有序发展。

交通需求管理的意义

 缓解交通拥挤，改善环境质量，减小交通建设规模，节约能源、土地、资金，解决
供需矛盾。

 为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研究、建立交通规划新理论体系打下基础。
 是解决国内人口密集、用地紧张、资金短缺、交通拥挤混乱等现状的有效措施

8.2 交通需求管理



交通需求管理原则

多方结合协调发展原则

道路时空资源均衡使用原则

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原则

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原则

公平合理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原则

社会可接受原则

满足全体市民的出行需要

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的改善

充分发挥道路设施潜在能力

车流均匀分布在城市路网

坚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区别对待、具体分析、论证

使公众乐于接受或愿意接受

8.2 交通需求管理



交通需求管理策略的层次性

城市性质、规模、结构与功能定位层次

城市总体规划层次

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层次

交通监控、组织与管理层次

四个层次

最高层次

基础层次

关键层次

最后层次

牵涉未来交通发展的战略

决定了交通发生、吸引、分布、集
聚强度和城市交通的主要流向与流
量

确定了客货运与交通设施在城
市空间范围的分布

直接显现需求管理措施对于车
流、人流的效果

交通需求管理应争取在高层次和源头上实施，能在高层次解决的不应推延到低层次

8.2 交通需求管理



交通需求管理主要策略

改善运输模式 鼓励替代交通方式 停车和土地使用管理 政策与机构改革

公共交通改善 道路收费 可持续增长 变动管理

改善非机动车交通 按里程收费 新型城市开发 全面的市场改革

拼车计划 通勤财政激励 土地高效利用 机构改革

弹性工作时间 停车收费 停车管理 最低成本规划

合乘车、远程办公 提高燃油税费 交通引导土地利用 运营和管理计划

改善出租车条件 拥挤收费 交通安宁 优先运输政策

自行车/公交一体化 鼓励非机动车交通 无车计划 规章制度的改革

停车换乘 道路空间再分配 共享停车设施 应急规划

快速公交系统 高承载率车辆优先

轻轨交通、穿梭巴士 限制小汽车使用

研究多个策略同时实施，会将产生明显的协同效果，对交通需求管理策略的总体规划和效果
评估要比对单一策略研究更为重要

8.2 交通需求管理



 全局性管理与局部性管理

 交通法规及其内容

 交通标志和标线

8.3  交通法规与标志、标线



全局性管理：

局部性管理：

全局性与局部性管理

在全国或某地区范围内，在较长时间内有效的措施。（驾驶人管理、

车辆管理、道路管理）

仅在局部范围内，在较短时间内有效的一些措施。 （禁止左转弯

等）



交通法规

 交通法规的概念

 交通法规的目的

 交通法规的层次

 交通法规的内容



概念

 是道路交通使用者在通行中所必须遵守的法律、法令、规则

和条例的通称。

交通法规

由主管机关根据国家的交通法律、
法令制订并颁布执行

由国家制订并颁布执行



目的

 以法律的形式和正确应用法律的权威来保障交通安全、舒适与通

畅，以维护道路交通的合法使用者不受其它不正当使用者的伤害

或骚扰。

交通法规



交通法规

层次

全国性法规: 在全国统一执行的一些规定，是制定地方性法规

的依据。

地方性法规： 在全国性法规的前提下，制订当地必须统一执行的

一些补充规定。

局部性管理措施： 是交通法规的补充和外延



交通法规

 内容

 对环境的管理

对人的管理（ 70～90%）

对路的管理（10％）

 对车的管理（5 ～10％）

车辆驾驶者和行人，要求驾驶人能以合格的驾驶技术在道路上正确驾车运行。

保证道路为交通所用，并让道路交通的使用者能正确使用道路。

应对车辆运行安全设施性能进行经常性的监督，以保证车辆的安全。

主要指道路周围的环境。（广告、树木等）







我国两部重要的交通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2003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4年5月1日起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2004年4月28日国务院第49次常务会议通过，2004年5月1日 起实施）



2006年8月4日凌晨1时许，被告人黄某娇(女)在国道G321线肇庆高要市禄步路段步行横过公

路时，边打电话边在路上及路边来回走动。一辆广西牌的多功能拖拉机为了避让黄，在车尾碰

撞黄后，直驶向对向车道，与另一辆广西大货车迎面相撞，造成多功能拖拉机司机与乘客及大

货车司机当场死亡，行人黄某娇与大货车另两名乘客受伤。

经交警部门调查证实，行人黄某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

是造成该宗特大交通事故的其中一个原因。交警部门依照《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确定行

人黄某娇与多功能拖拉机司机各承担事故的同等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了《刑法》，涉嫌交通肇

事罪。

据了解，高要市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认定，被告人黄某娇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行走时，

没有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过，因而发生三人死亡和两车损坏的特大交通事故，其行为已

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判处黄某娇有期徒刑6个月。

案例：行人走路诱发大车祸被判刑







道路交通标志

 疏导交通

 提供道路信息

 指挥导向

 执法依据

定义：是运用特定的图形、颜色和文字向交通参与者传递特定的交通信息，

设置在道路的两侧或悬挂在道路的上方，用于管理道路交通的设施。是交通

参与者必须遵守的法律规范。

作用：





主标志：

警告标志：警告车辆、行人注意危险地点的标志。

禁令标志：禁止或限制车辆、行人交通行为的标准。

指示标志：指示车辆、行人行进的标志。

指路标志：传递道路方向、地点、距离信息的标志。

旅游区标志：提供旅游景点方向、距离的标志。

道路施工安全标志：通告道路施工区通行的标志。

辅助标志：

附设在主标志下，起辅助说明作用的标志。

我国现行的交通标志分为主标志和辅助标志两大类：

道路交通标志的类别



道路交通标志的设计原则

 形状

外形面积相等的标志，容易辨认的顺序为：三角形、正方形、正五边形、圆

形及正八边形。

形状各国的差异



YIELD sign in UK YIELD sign in USA

YIELD sign in Germany

YIELD sign in China



 颜色

颜色对视觉是最能激起人们注意的一种刺激。不同颜色的刺激作用给予人们产生一种不同含

义的思维反映。在相同视距下，标志的颜色视认明显顺序为：黄色、白色、红色、蓝色、绿色、

黑色。

红色：
视觉刺激强，产生危险感

禁令标志

黄色：
比较醒目，激起人们注意

警告标志

蓝色：
具有宁静之意

指示标志

绿色：
沉静，通向和平之意

指路标志





图符

是文字、符号及图案的简称。

要求：

（1）文字简洁准确

（2）符号直观单义

（3）图案形象通俗

图符应一目了然，不易发生误解，以至外国人也能理解其含义。



警告标志

 警告车辆、行人交通行为的标志。

 形状：顶角向上的等边三角形。

 颜色：黄底、黑边、黑图案。

按《标志和标线》的规定，警告标志共有47类。



警告标志

设置条件：

 警告标志的设置应从驾驶员的立场出发，通过技术判断认为易发生危险的路段；

 容易使驾驶者产生假象，而放松警觉的路段；

 在同一场所连续发生类似的事故，即使不是规定的设置条件，在有此可能性的场所，也有必要考

虑是否设置警告标志。





急弯标志

表11 平曲线和停车视距值

设计速度 km/h 20 30 40

平曲线半径 m 20 45 80

停车视距 m 20 30 40

急弯路标志设置：设计车速小于60km/h的道路上，平曲线半径小于表11规定或停车视距小于表11规定时。

设置位置为曲线起点的外面，但不应进入相邻的圆曲线内。



避险车道标志

设置了避险车道的道路上，在其前方适当位置应至少设置一块避险车道标志。用以提醒货车驾驶人注意是

否使用避险车道。 避险车道一般设在连续下坡的路侧。

如果条件允许，宜在避险车道前2km、1km、500m左右及其他适宜位置分别设置预告标志。

在避险车道的入口处设置指示的警告标志



禁令标志

 禁止或限制车辆、行人交通行为的标志。

 形状：顶角向下的等边三角形或圆形。

 颜色：白底、红圈、红杠、黑图案。

按《标志和标线》的规定，禁令标志共有48类。







指示标志

 指示车辆、行人行进的标志

 形状：圆形、长方形和正方形。

 颜色：蓝底、白图案。

按《标志和标线》的规定，指示标志共有29-36类







专用道路和车道标志

 快速公交（BRT）专用车道标志

 多乘员车辆（HOV）专用车道标志

 有人数规定时，可以在标志上右上角表示；

 HOV专用车道的设置、定义，需提前向社会告知。



停车位标志

 限时段停车位标志；

 限时长停车位标志；

 残疾人专用停车位标志；

 校车专用停车位标志、校车停靠站点标志（也可注意儿童标志合用）；

 出租车专用停车位标志；

 非机动车停车位标志；

 公交车专用停车位标志；

 专属停车位



指路标志

 传递道路方向、地点、距离信息的标志。

按《标志和标线》的规定，指路标志共有62-79类。



指路标志的形状

 除个别标志外，为长方形、正方形。

 个别标志：里程碑、里程牌、百米桩、公路界碑。



指路标志的颜色

 指路标志的颜色，除特别说明外，一般道路指路标志为蓝底、白图形、白边框、蓝

色衬底；高速公路和城市快速路指路标志为绿底、白图形、白边框、绿色衬底。

 颜色特别的标志：公路编号标志、竖向线形诱导标、里程碑等。



指路标志信息量选择

 整个版面的主要信息数量不应超过六个；

 同一方向指示的信息数量不宜超过两个；

 同一方向需选取两个信息时，应在一行或两行内按照信息由近到远的顺序由左至右或

由上至下排列。

明确了指路标志的信息遵循的原则：



版面信息含义

 （1）标识在箭头中的信息为交叉口交叉道路的编号或名称；

 （2）标识在箭头外，箭头所指向的信息为交叉口各交叉道路所能 到达的地点，公路或

道路的编号或名称。

明确了指路标志信息的含义



超限检测站标志

 用以预告超限检测站，设在高速公路上建有超限超载检测站的地点前



旅游区标志

 吸引和指引人们从高速公路或其他道路上前往邻近的旅游区。

 颜色：棕色底、白色字符

按《标志和标线》的规定，旅游区标志共有17类。

 设置：在需要指示旅游景点方向、距离的路段或交叉口附近。





道路施工安全标志

 按《标志和标线》的规定，主要有路栏、锥形交通标、施工警告灯号、

道口标注和施工区标志等6类26种。







辅助标志

 凡主标志无法完整表达或指示其规定时，为维护行车安全与交通畅通的需

要，应设置辅助标志。

 颜色：白底、黑字、黑边框。

 形状：长方形

 位置：安装在主标志下面，紧靠主标志下缘

 按《标志和标线》的规定，分为表示时间、车辆种类、区域或距离、警告

或禁令理由、组合辅助标志等5类。



辅助标志



告示标志

 用以解释、指引道路设施、路外设施、或告示有关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内

容。

 有助于道路设施、路外设施的使用和指引，取消其设置不影响现有标志

的使用。

 颜色：白底、黑字、黑图形、黑边框，图形若需要可采用彩色图案。









可变信息标志

 可变信息标志：是一种因交通、道路、气候等状况的变化而改变显示内

容的标志。

 一般可用作速度限制、车道控制、道路状况、交通状况、气象状况及其

他内容的显示。主要用于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的信息显示。



 根据客观需要设置

道路交通标志的设置原则

 每一种标志都有一定的设置条件，应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总体布局，结

合具体情况合理设置，为保证交通畅通和行车安全服务，防止出现信

息不足或过载的现象。对于重要的信息应给予重复显示的机会。



 统一性：指在一定距离内，交通标志之间和其它交通设施应是协调的，不矛盾的。总体考

虑布局，避免出现标志内容相互矛盾、重复的现象，尽量用最少的标志把必需的信息展现

出来。

 统一性和连续性向结合

 连续性：指交通设施的设置要使驾驶员在其观念上有时空的连续性。

 连续性是从时空顺序上考虑布设交通标志；统一性是从整体上考虑布设交通标志。



道路交通标志的构造

 标志板

 可用铝合金板、合成树脂类板材。

 支架

 为标志板的支托部分；

 支持方式分为：柱式、悬臂式、门式和附着式等四种。



单柱式

双柱式

适用于中、小型尺寸的警告、禁令、指
示等标志，适用于二级及二级以下的公
路

适用于长方形的指示或指路标志，适用
于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



（1） 柱式安装有困难时；

（2） 视距受限；

（3） 同向快慢车道三个以上时；

（4） 车道使用繁杂的地方；

（5） 标志密集的地方；

（6） 交流道密集的路口；

（7） 交通组成大型车比率较高时，外侧车道大型车辆阻挡内侧车道小型车辆视线。

（8） 景观上有要求时。

悬臂式





门架式

 （1）同向三车道以上的多车道道路（含同向路段上二车道，至 路口为三车道）需要分别指

示各车道去向时；

 （2）道路较宽、交通量较大、外侧车道行驶的大型车辆阻挡内侧车道小型车辆视线时；

 （3）受空间限制，柱式、悬臂式安装有困难时；

 （4）景观上有要求时。





道路交通标线

 定义：是由各种路面标线、箭头、文字、立面标记、突起路标和路边线

轮廓等构成，标线的的颜色大多用白色和黄色。

 作用：管制和引导交通，可以与标志配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



1)道路交通标线的类别

⑴按设置方式分

 纵向标线：沿道路行车方向设置的标线。

 横向标线：与道路行车方向成角度设置的标线。

 其他标线：字符、标记或其他形式标线。

⑵按功能分

 指示标线：指示车行道、人行道、路面边缘等设置的标线。

 禁止标线：告示道路交通的遵行、禁止、限制等特殊规定的标线。

 警告标线：促使车辆驾驶员及行人了解道路上的特殊情况，提高警觉，准备
防范应变措施的标线。

道路交通标线一般分类



标划于路面、缘石或立面上的实线或虚线。

标划于路面上的文字、数字及各种图形符号。

安装于道路两侧，用以指示道路的方向、车行道边界轮

廓的反光柱（或片）。

⑶按形态分

线条：

字符标记：

路边线轮廓标：



2)道路交通标线颜色标划区分





道路交通标线的种类

⒈纵向标线

⒉横向标线

⒊其它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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