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REC道路安全工程手册（二）
《道路安全施工》 

本手册介绍了如何在CAREC道路上提供更安全的施工场地，并为CAREC成员国的道路管理部门提供了道路
施工场地的良好做法以及明确、简单的指导，以提高道路使用者和工人在这些施工场地的道路安全。本
手册介绍了六区流程、如何计划并实施交通管理计划以及如何管控施工场地的安全。对项目经理、设计
人员、监理顾问、施工单位、工程监理以及其他对工地安全负责的人员而言，本手册是必备的阅读材
料。

关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计划是一个由11个成员国和发展合作伙伴组成的伙伴关系，以合作谋发
展，加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该计划以“好邻居、好伙伴、好前景”的总体设想为指导。CAREC成员
国包括：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
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CAREC的秘书处设在亚洲开发银行。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ADB）的愿景是让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脱离贫困。亚行的使命是帮助发
展中成员国减少贫困并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尽管亚太地区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其贫困人口仍在世界贫
困人口中占据很大比重。亚行致力于通过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来帮助亚太地
区减少贫困。

亚行的总部设在马尼拉，现有67个成员，其中48个来自亚太地区。亚行通过开展政策对话、提供贷款、
股权投资、担保、赠款以及技术援助等方式，为发展中成员国提供帮助。

亚洲开发银行
地址：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网站：www.adb.org

CAREC秘书处
www.carecprogram.org

30

30

道路施工安全
CAREC道路安全工程手册（二）

2018年3月



道路施工安全
CAREC道路安全工程手册（二）

2018年3月



 政府间组织3.0版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C BY 3.0 IGO）

© 2018亚洲开发银行
地址：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电话：+63 2632 4444；传真：+63 2636 2444
网址：www.adb.org

保留部分版权。 2018年出版

ISBN 978-92-9262-160-5（打印版)；978-92-9262-161-2（电子版）
发行储备编号ARM200114-3
数字对象标识（DOI)：http://dx.doi.org/10.22617/ARM200114-3 

本出版物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并不一定能反映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ADB）或是作者所代表的理事
会或政府的观点与政策。

亚洲开发银行不保证本出版物所载数据的准确性，也不对使用这些数据的后果承担任何责任。本出版物中如提及
某些公司或某些制造商的产品，这并不意味着亚洲开发银行对这些公司或产品的认可或推荐，或认为其优于其他
未提及的类似公司或产品。

本出版物中，指定或提及特定的区域或地域，或使用“国家”一词，并不意味着亚洲开发银行对任何地域或地区
的法律地位或其他方面做出任何判断。

通过政府间组织3.0版知识共享许可协议（CC BY 3.0 IGO），可获得本出版物，网址： https://
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3.0/igo/。使用本出版物的内容，说明您同意遵守本许可协议的各项条款。
有关归属、翻译、改编和权限的相关规定和使用条款，请访问https://www.adb.org/terms-use#openaccess。

此CC许可协议不适用于本出版物中非亚行版权的资料。如该资料归属于其他来源，请联系该来源的版权所有者或
出版社，以获得复制许可。因您使用资料而引起的任何索赔，亚行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

如果您对内容有任何疑问或意见，或是如果您想获得版权并用作这些条款之外的其他用途，或是获得使用亚行标
志的许可，请联系pubsmarketing@adb.org。

注意：
在本出版物中，“$”是指美元。
亚行承认，“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亚行出版物的勘误表，可查阅：http://www.adb.org/publications/corrigenda
图片来源：菲利普•乔丹（Phillip Jordan），亚行的道路安全工程顾问。

Printed on recycled paper



目录

图表目录 v

缩略语 vi

手册用途 vii

第一章 背景介绍 1
A. 关注CAREC道路施工场地的道路安全 1
B. 工程师们可以发挥作用 2
C. 道路施工安全的定义 3
D. 道路施工场地的安全规划 3

第二章 风险管理与安全规划 5

第三章 设计交通管理计划 13
A. 交通管理计划 13
B. 六区概念 13
C. 早期预警区 14
D. 预警区 15
E. 锥形区 16
F. 安全缓冲区 19
G. 作业区 19
H. 终止区 19
I. 交通管理计划的批准 20
J. 交通管理计划的审计 20

第四章 实施交通管理计划 22
A. 实施交通管理计划 22
B. 安置标示牌与设施 22
C.实施交通管理计划后立即检查现场 23
D. 为弱势道路使用者提供安全设施 23

第五章 执行交通管理计划 24
A. 执行交通管理计划 24
B. 每天两次检查现场安全 24
C. “工作完毕后的管控” 24

第六章 拆除 26
施工结束时的清除工作 26



iv 目录

第七章 道路施工场地使用的装置 27
A. 道路施工场地使用的标示牌与设施 27
B. 道路施工场地的限速区 30
C. 安全护栏 31
D. 移动式交通信号灯 33
E. 电子可变信息标示牌 35
F. 车载式衰减器 37
G. 个人防护服与装备 38

第八章 交通管理计划的标准布局 40

第九章 给安全主任的实用建议 45

第十章 交通管控员须知 46

术语表 49



图表目录

表格

表1 道路施工的交通管制流程图 6

表2 早期预警区的长度 15

表3 CAREC道路施工场地（工人在路上施工或与行驶车辆的距离小于1.5米）的限速范围 16

表4 CAREC道路施工场地（工人未在路上施工、与行驶车辆的距离大于1.5米）的限速范围 16

表5 预警区的最小长度 17

表6 锥形区（过渡区）的建议长度 18

图片

图1 分级管控金字塔 8

图2 车辆穿过、经过或绕行作业区的四种可选方案 10

图3 “注意道路施工工人”的警示牌 11

图4 六区概念 14

图5 早期预警区常用的多信息标示牌 15

图6 典型的预警区 15

图7 锥形区 17

图8 典型的终止区 20

图9 CAREC国家常用的一些典型道路使用标示牌 28

图10 模块化的多信息框架 29

图11 两块可变信息标示牌屏幕的信息展示实例 36

图12 沿路肩或路侧施工 40

图13 降低现有道路路宽但宽度够双向通行 40

图14 双向通行公路施工（关闭一条车道且单方向优先通行） 41

图15 双向通行公路施工（关闭一条车道且由交通管控员管控另一条车道） 41

图16 双向通行公路施工（关闭一条车道且设置临时交通信号灯） 42

图17 关闭多车道道路的右侧车道 42

图18 横跨道路的施工 43

图19 间隔不到1公里的密集作业（施工场地较长） 43

图20 双向通行的辅路（道路完全关闭） 44

图21 交叉路口处的道路施工 44



缩略语

CAREC -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

km/h - 公里/小时

m - 米

mm - 毫米

TMA - 车载式衰减器

TMP - 交通管理计划

VMS - 可变信息标示牌



手册用途

2015年9月，在蒙古举办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第十四次部长级会议上，CAREC国家对道
路安全做出了承诺。此后，2016年10月在巴基斯坦举行的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第十五次部长级会议
上，各国部长共同通过了《CAREC道路安全战略2017-2030》。该战略支持并鼓励成员国政府和道
路管理部门在开展道路的规划、设计、施工与维护时，将道路安全作为一项关键和具体的目标。

该战略对改善工地道路安全的做法表示支持，从而防止交通事故，尽量减少对道路施工工人和道
路使用者造成的伤害。该战略鼓励CAREC成员国的道路管理部门将道路安全纳入所有CAREC道路工
地的规划、设计和运行中，并视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本手册对道路工地的安全做法进行了说明，并为国家道路管理部门改善施工工地的道路安全提供
了简明、清晰的指导。我们鼓励CAREC成员国的道路管理部门推广本手册的使用，在合同和规范中
引用，并积累该领域的专业知识。特别是在CAREC道路项目使用的各种合同文件中，应将本手册作
为道路施工方面的主要参考文件。

编写手册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在CAREC 道路施工场地对安全交通管理计划（TMP）的了解与使用。手
册中提供了关于六区流程、如何计划、设计、实施、执行交通管理计划、如何以同样的方式管控
道路使用者和道路施工工人的道路安全的完备信息。对道路管理部门、项目经理、设计师、监理
顾问、施工单位、工程监理以及其他所有对工地安全负责的人员而言，这些信息是必不可少的。

关于施工现场的道路安全，本手册提供了目前最佳的做法，关键点如下：

• 采用“分级管控”方法来管控危害并减少工地的风险；
• 设计安全交通管理计划（TMP）并由道路管理部门对TMP进行安全审批的重要性；
• 设计、实施和审核TMP的六区概念；
• 密切关注道路施工工人的安全；
• 在 道路施工场地使用标示牌和路线标识的良好做法；
• 交通管控员的安全操作规程。

本手册的编制经费来自亚洲开发银行（ADB）用于加强CAREC国家道路安全的技术援助拨款（TA 
8804-REG)。手册的编制过程由亚洲开发银行的CAREC秘书处负责执行与管理。秘书处工作组成
员包括：Ko Sakamoto, Oleg Samukhin, Ian Hughes, Charles Melhuish, Pilar Sahilan 和 
Debbie Gundaya。本手册的主要作者是Phillip Jordan。





第一章 背景介绍

1. 在国家路网的管理中，道路施工是不可避
免且十分重要的一部分。新的道路和公路需要
修建；已有道路需要养护，部分需要加宽或改
造。在新建或重建桥梁、涵洞、十字路口和交
叉路口时，也会涉及许多交通运营管理工作。
在道路施工时，道路通常仍被使用，因此在进
行这些道路施工的同时也应保证交通顺畅。

2. 在新修道路、养护或改造已有道路时，
通常需要占用一部分道路进行施工。这会扰乱
交通秩序，也有可能造成交通拥堵、交通延误
和破坏，同时也有可能在施工现场造成交通事
故。

3. 在任何城市道路项目的管理中，都会存在
有冲突的目标。在决策时的风险管理就是考虑
了这个问题。在路网的临时交通管制中，主要
目标是：

• 最大程度地保证道路使用者和施工工人在施工现
场的安全；

• 尽量减少给驾驶员带来的干扰与延误；
• 确保临时交通管制的成本与工程整体造价相适

宜。

4. 本手册为实现这些目标提供了帮助。

A. 关注CAREC道路施工场地的道路安
全

5. 修建新的道路和养护现有道路可能会很危
险。除非小心管控，否则道路施工场地会给道
路使用者和现场的施工工人带来更大的风险。
施工现场的道路安全很重要，但在CAREC的道
路施工和养护项目中，却经常被忽视。

6. 几项国际研究证实了道路施工场地存在的
风险。1

• 美国研究表明，在道路施工场地发生严重或致死
事故的风险要比同等路段的道路高三倍。

• 德国研究表明，在国道上发生的交通事故中，大
概有四分之一发生在道路作业区。

• 芬兰和斯洛文尼亚的研究表明，“驾驶员在道路
作业区受伤的风险比道路其他路段的风险高出五
倍”。

7.  道路施工现场的交通事故问题非常严
重，因此，现在很多国家对违反作业区内交通
规定的驾驶员和骑行者采取了更严厉的处罚
(双倍罚款和/或双倍扣分)。更严格的处罚旨在
防止不安全的驾驶行为，从而减少施工现场的
交通事故。

8. 对于CAREC项目， 道路施工场地的交通事
故数据有限；对于CAREC公路项目，施工现场
的事故数量及其严重程度的数据不多。但人们
普遍认为，在CAREC公路项目的施工现场，交
通事故很多，并且有很大一部分是严重或致命
的事故。与世界上的很多其他地方一样，施工
现场的道路安全已经成为CAREC项目的一个重
要问题。

9. 雇主有责任为员工打造安全的工作环境。
在其管控的区域内，雇主也有责任确保从作业
区通过或在作业区周围活动的其他人的安全。
因此，雇主必须对监理人员和工人进行适当的
培训，也要提供防护用品、防护服和物资，让
员工能够安全工作并将风险降至最低。

1 伯斯（A. Berses），2012年：《通过提高能见度来改善工人安全》；悉尼：澳大利亚安全工作署（澳大利亚 新南威尔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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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施工方和工程监理应：

• 清楚自身的职责，为公众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
环境，为员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 委任一名安全主任，负责道路施工过程中的所有
道路安全事宜以及职业健康与安全。

• 确保所有与交通标识和交通管制有关的人员都清
楚交通管制的需求及其自身的职责。

• 为所有与交通标识和交通管制有关的人员提供培
训。

• 将道路施工情况告知道路的其他相关方。
• 告知道路使用者有关道路施工的情况。对于长期

施工项目，应告知道路施工的工期，这样道路使
用者就能预先了解道路施工情况。如出现交通拥
堵，道路使用者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路线。 

• 对工地进行管控，以避免造成私人财产的损害。
• 熟悉本手册的规定并照规定执行。

11. 施工工人应：

• 对自身的安全负责，注意防范危险，保持警觉。
• 注意来到施工现场的其他人员和访客的安全。
• 穿着保障安全的防护服。
• 仅从事不会对自身或他人造成风险的工作。
• 按照雇主的指示执行本手册的规定。

12. 道路使用者应：

• 遵守施工场地的所有管理规定，包括交通管控员
的命令和指示。

• 在现有的道路和交通情况下，以安全速度行驶。

B. 工程师们可以发挥作用

13. 在本手册中，对技术给予支撑的一项主要
信息是，在为各方提供安全的道路方面，特别
是在 道路施工场地，工程师们发挥着关键作
用。

14. 对于路上发生的所有交通事故，大多数公
众会谴责人为因素（驾驶员、骑行者、行人)。

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尽更大的努力来规范人们
的驾驶行为。此外，很多人认为，交警也应该
加强执法。人们的普遍观念是，改变人们的驾
驶行为，就能减少道路事故伤害。

15. 很多国家为此做出了努力。很多国家道
路安全策略强调的是，要让人们认识到自己在
道路上的职责，但往往容易忘记道路在道路安
全中的重要性。很多公路工程师会忘记，道路
本身也会造成一定的交通事故和后果。他们认
为，其职责是建造出能在未来20年承载大量交
通并经受极端天气的公路；而低估了自身的工
作在减少道路事故伤害方面的重要性。研究表
明，高达30%的道路交通事故是由于道路本身
及其与道路使用者之间的相互影响造成的。

16. 以 道路施工场地为例，有太多的工程师
没意识到，驾驶员的很多错误驾驶（至少有一
部分）是由工程缺陷造成的。未在必要的地点
放置警示牌，用短锥形将车辆引入封闭车道，
或允许工人在没有必要个人防护装备的情况下
进场，工程师们未对道路使用者和道路施工工
人尽到自己的责任。

17. 对施工现场的道路安全以及施工工人的
安全与福祉给予关注的工程师们会采取安全措
施，为施工场地提供明确的标示牌、清楚的路
线标识以及明显的、合理的限速标示。做到这
些既不难，花费也不高。这需要遵循一些基本
的准则，以较低的成本就能实现。

18. 工程师们可以在道路安全方面发挥积极
的作用。工程师们可以挽救生命、防止受伤并
减少道路伤害。通过设身处地地为道路使用者
着想并关注他们的需求，在检查施工现场时，
有经验的工程师总是会问一些关键的问题：道
路使用者对此会如何理解？这个是否明确？道
路使用者能否看懂？肯定的答案能让工程师确
信，这种做法有助于提升道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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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值得高兴的是，仅以很少的成本就能改善 
道路施工场地的道路安全。项目的所有责任方
（客户、施工方、顾问）都要致力于道路安
全。此外，也要具备技术知识，知道该做什么
以及如何去做。本手册提供了这些知识。在本
国的 道路施工场地，妥善应用这些知识，应
该成为现在的一项主要任务。

C. 道路施工安全的定义

20. 道路施工安全是一个总称，是指在 道路
施工场地提供标示牌、护栏、路线标识和其他
安全设施，以确保将经过工地的道路使用者和
在 道路施工场地工作的施工工人的风险降至
最低。安全有效的工地交通管理的目标是：

• 为道路施工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
• 提醒即将经过的道路使用者和行人注意前方施工

道路；
• 引导道路使用者安全通过、经过或绕过道路施工

工地；
• 尽量减少给公众通行带来的不便；
• 尽量减少对道路施工的干扰。

21. 在大多数情况下，道路施工会靠近或在有
车辆行驶道路上进行。即使是在“野地”环境
中修建一条新路，能做到在没有往来车辆的情
况下施工，但道路的两端最终也要与现有道路
相接。安全的管理往来车辆是一项严峻且重要
的任务。

22. 那些负责修建新的道路或养护现有道路的
部门，通常需要占用一部分道路来进行施工。
这必然会给道路上的往来车辆造成一定的干
扰，这种不便可能会持续几分钟、几个小时、
几天或是很多个月。

23. 谨记不要让道路使用者或驾驶员在道路和
公路上行驶时对道路情况感到意外。有些驾驶
员可能会突然遇到一处新的施工工地。他们可
能近期刚在那条公路上行驶过，但没看到任何
警示牌，今天经过路段时却发现有一条车道因
为修道被关闭了。如果没有足够的预警标示牌
和设施来预警、通知和指引驾驶员，驾驶员可
能会对发生改变的交通状况感到意外，从而做
出造成事故或碰撞的行为。

 

24. 为了确保道路使用者对道路情况的改变不
感到意外，施工现场的交通管理质量通常要比
路网的其他路段需要更高的安全标准。例如，
若关闭施工现场的一条车道，则必须对车速、
预警标示和路线标识进行适当的设计，以便为
道路使用者提供明确的警示和指引。关闭施工
现场的车道所需的标示牌和路线标识的数量，
可能要比其他长期关闭一条车道的路段多出几
倍。道路施工的临时性增加了让道路使用者感
到“意外”的风险。交通管理措施必须解决并
应对这种增加的风险。

D. 道路工地的安全规划

25. 交通管理计划（TMP）是一份图纸（或一
系列图纸)，给出的是拟在道路工地采用的交通
管控设施，并附以施工进度计划表，说明工地
施工的日期和时间。

26. 花费时间提前对道路工地进行安全规划是
值得的。这是道路施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决定很关键，而通过仔
细斟酌每项决定，则有可能为施工场地设计出
安全的交通管理计划（TMP)，进而对该TMP进行
实施与管理。

27. 设计TMP需要专业知识与实地经验。TMP不
能简单地从网上“剪切与复制”，或是复制手
册的内容。每处工地都要仔细和详尽的查看，
因为没有任何两处工地是相同的。纵向和水平
线型、道路类别、车流量、车速、相邻道路的
发展情况以及项目持续时间等，综合考虑所有
因素，每处工地的情况都是不一样的。

28. 但所有道路工地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我们可以通过遵循一系列关键的步骤，对如何
管理风险做出审慎且一致的决定，然后再搜集
所有必要的信息，从而设计出安全有效的交通
管理计划。在本手册第二章中概述了工地风险
管理的可能性。第三章中详细介绍了如何设计
T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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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本手册后续章节分别介绍了道路工地的实
施、操作和完工阶段。进而介绍了一些可考虑
在施工现场采用的新的安全设施。重要的是，
本手册的第八章提供了一系列通用的交通管理

计划（TMP),可为CAREC公路项目的施工提供指
导。本手册的最后两个章节分别是为安全主任
提供的实用安全贴士和为交通管控员提供的须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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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道路项目的数量和种类繁多。有些项目可
能规模很大（CAREC公路的加宽)，而有些则可
能很小（修补凹坑)。既有可能是国道，也有
可能是当地街道。道路施工可能持续数月、数
年，或是仅几分钟。每个项目都要有安全的交
通管理计划（TMP)。

31. 在大型道路项目开始之前，就如何在最
短时间、最大安全保障的工程所需标准下，以
最经济有效的方式完成施工，需做出一系列决
定。按时和按预算完成施工，一直是一项主要
因素，它会反过来决定施工的阶段安排、使用
的设备和其他资源，以及施工的工期。施工方
通常会以尽量减少工期和资源作为实现利润最
大化的重要步骤。并会仔细考虑施工的阶段安
排和所需的资源。

32. 做出这些主要决定后，施工方就应该考虑
与施工有关的风险以及如何最有效的缓解这些
问题。有些时候，可能会因道路安全因素造成
施工阶段安排或施工工期等早期决定的更改。
这种道路施工规划的迭代过程是所有道路项目
都有的一部分。

33.  道路施工场地存在诸多道路安全风险。
这些风险是由往来车辆与道路施工的相互影
响，以及施工造成的车辆之间的相互影响产生
的。这些风险既会危害到道路使用者（驾驶
员、卡车司机、公共汽车司机和乘客、骑摩托
车者、行人和骑自行车者)，也会危害到道路施
工工人。

34. 风险管理需要考虑风险的两个组成部分：
事故发生的可能性、事故引发的后果。考虑这
两个组成部分（可能性、后果）时，可借助风
险矩阵，其结果有助于辨识出某类事故的风险
管控措施。

35. 对于施工现场的风险管理，有一个简单的
循序渐进的过程，最终形成交通管理计划，如
表1所示。第一步是考虑所开展的项目，并决
定所需的资源和施工的阶段安全。由于道路项
目的类型不同，因此，此步骤所涉及的问题会
有很大差别。与修补低速城市街道凹坑的小型
项目相比，在这一步要对涉及数公里国道加宽
的大型项目给予更多地考虑。

36. 下一步是确定施工场地的风险评级。然
后，这个等级应该防护程度、标识和交通控制
的数量，以减少风险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

37. 第三步是考虑现场的具体风险。该场地可
能被评为高风险场地，但具体有哪些可预见的
风险？很重要的一点是把这些风险列出来，并
确保每个风险都能得到明确的解决。

38. 把可预见的风险列出来后，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找到减少这些风险的各种办法。分级管控
（如图1所示）可为这一步提供帮助；分级管
控金字塔提供了一系列用来管控工地安全的办
法。尽管分级管控金字塔能提供解决办法，但
还要决定应采取哪些风险管控措施。

39. 方向明确之后，要设计一个囊括这些管
控措施的交通管理计划（TMP)，在TMP上明确
地显示出所有现场所需的标示牌和交通管控设
施。TMP要得到公路管理局的批准，才可开始
施工。因此，如果要使工作及时取得进展，就
必须注意准确性和及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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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道路施工的交通管制流程图

步骤 行动 考量事项

第一步 做出与施工管理有关的决定。该如何开展施工？ 项目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施工工作需要分成几个阶段？
需要使用哪些设备？
需要多少名施工工人？
有工作时间方面的限制吗？

第二步 明确施工场地的风险评级。 开展施工的场地是高风险的还是低风险的？

第三步 考虑具体风险。

第四步 发掘减少风险的办法。 分级管控。从最顶端开始，向下发掘所有可行的解决
办法。

第五步 选定风险管控措施 选定与道路项目规模相适宜的、能够最有效地管理交通
的措施。

第六步 设计交通管理计划（TMP），获得公路管理局的
批准。

根据道路项目的各个阶段，设计交通管理计划。若施工
工作分为多个阶段，则应设计多个交通管理计划。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路政委员会（AUSTROADS）No. AP–R403-12 2012.《实施国家施工场地交通管制的最佳做法—风险管理、审计、
实地作业》（悉尼市）。

第一步：做出与施工管理有关的决定

工期有多长？

40. 长期和短期项目所需采用的最安全的管理
办法通常是不同的。道路施工的工期一般分为
四类：

• 工期很短的道路项目。不超过5分钟就能完
成的工作。

• 移动的短期道路项目。沿某条道路移动施
工，有可能以恒定速度进行（如道路标线)， 
也有可能间歇性进行（如路面修补)。这些
施工工作可能会阻塞全部或部分行驶车道。

• 短期道路项目。在一个工作班次或更短的时
间内完成的工作。短期项目的工期不超过24
小时。与长期项目不同，对于短期项目，只
有工作人员在现场时才需要交通管理计划。

• 长期道路项目。在长期施工现场，要有供白
天和夜间运行的交通管理计划（至少要达到
24小时，通常要长得多)，现场有时可能会
无人看管。

确定施工的各个阶段

41. 施工工作要有多少个不同的阶段？对于大
型道路项目，如何划分阶段会给施工现场的安
全带来影响。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根据项
目不同的阶段划分方式，TMP的设计可以是一
项简单的任务，也有可能是很复杂的任务。此
外，根据项目阶段划分方式的不同，提供所需
交通管理标示牌和设施的成本可能会很低（用
于单个工作区域)，但也有可能很高（用于多
个工作区域)。

42. 对于项目管理，如决定在多个单独的区域
同时施工，项目可能会提前完成。对于这种安
排，施工方会需要更多的设备和工人，而道路
使用者会在行驶时遇到多处施工场地。这种安
排对施工方提出了更大的要求，施工方要在所
有施工场地充分、正确的设置标示牌。

第二步：判定施工场地的风险评级

43. 场地风险评级会对施工场地周围的道路情
况进行评估，并在未采取任何防护措施或特殊
的交通管理办法情况下，判定该施工场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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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风险还是较高风险。国际经验表明，造成
场地风险的主要参数是：

• 目前的限速范围（车速越高=风险越高)；
• 道路的功能层级（主干道=高风险)；
• 拟建工地与往来车辆之间的横向间隔（间隔

越小=风险越高)。

44. 场地的风险评级应为减少施工场地风险所
需的计划量提供指导。对于高风险场地，显然
需要更多的计划与准备，才能把风险降至可接
受的水平。对于低风险场地，用较少的计划和
准备就能管控识别出的风险。

45. 场地的风险评级也应作为指导，明确出计
划的程度、TMP设计人员的经验以及设计和实
施TMP所需的文件数量。

第三步：考虑施工场地存在的风险

46. 可能会在CAREC施工现场出现并且需要在
TMP中得以解决的典型风险如下：

• 高速通过施工现场的往来车辆；
• 从施工现场通过的车流量很大；
• 从施工现场通过的卡车和公共汽车很多；
• 路面狭窄并且没有逃生路线；
• 施工工人与往来车辆的距离很近；
• 施工现场前的视距较差；
• 存在未加防护的危险，包括深基坑、临近车

流；
• 路面粗糙或未封闭（由道路施工造成)，包

括道路表面的松散材料；
• 施工车辆进入或离开施工场地；
• 大量的骑自行车者或行人从施工现场穿过。

第四步：发掘减少工地风险的办法

47. 每处施工工地都是不一样的。都与其他工
地有少许差异。鉴于此，一定要用“新眼光”

来审视每个工地，仔细检查工地的潜在风险，
并确定最适宜的风险管控措施。

48. 分级管控是管理风险的常用方法。该方法
用分级的方式来查看风险管控措施，根据关键
的风险管控目标来做出决策。分级管控方法将
管控措施分成了四类，详细说明了该方法控制
危害和降低风险的能力。这四类管控措施为：

• 风险消除；
• 工程管控；
• 行政管控（规范行为)；
• 个人防护装备。

49. 利用分级管控金字塔，如图1所示，辅助
减少施工场地的风险。首先要确定的是在施工
期间车辆能否从其他路段通过。如果这样不可
行，则确定能否采用关闭车道或安全护栏等工
程措施。如果这样不可行，则考虑能否设置适
当的标示牌并限制更低的车速。在大多数情况
下，这种办法是可行的，并且应该在采用该措
施时，确保一致性与明确性。第四类管控措施
是为现场的工人与工程师提供个人防护装备。
这些防护用品可能包括：结实的工作靴、安全
帽、高能见度的工作服（包括反光条，以增加
不利光线条件下的能见度)。不管采用哪个类
别的管控措施，CAREC施工场地的工人和工程
师们都必须穿着防护服，该防护服应配有高能
见度的反光背心或外套。

50. 对于某些风险，某些级别的管控措施可
能不实际或不可行，而将管控措施进行组合或
许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某些风险。对于大多数风
险，在判定最佳的解决方案时，需要做出一系
列决定。风险降低能力、总成本以及施工和交
通的中断情况是大多数施工场地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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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施工场地安全的负
责人应从金字塔的顶端开始实施抵抗风险的措
施。但在现实工作中，这些措施并非总是可行
的（比如工地附近没有可用来绕行的道路)，
或是采取措施的成本太高。因此，查看下一级
的管控措施应该是有必要的，比如关闭车道。
对于这种管控措施，车流量可能会成为一项关
键因素（如将一条车道关闭，剩余的车道能满
足道路流量吗?)。安全负责人应继续查看其它
管控措施，最终形成多种措施的组合，该组合
措施能让预计风险降至实际可行范围内的最低
水平。

52. 针对每种风险管控措施，需要了解的实际
问题包括：

• 风险消除。风险能被消除吗？
 » 在施工期间，关闭道路并让所有车辆绕
行。

 » 通过改道，让车辆绕开施工场地。
 » 修建一条越过工地的辅路。

• 工程管控。采取哪些工程措施或防护设施能
将风险降至最低？
 » 关闭车道。根据剩余车道的情况，这种做
法可能需要辅以其他交通管控措施；

 » 逆向（反向）行驶的车流；
 » 用便携式的交通信号灯来控制交通；
 » 用安全护栏来保护工人；
 » 碰撞衰减器（置于护栏末端)；
 » 车载式衰减器（TMA)，置于作业车辆的尾
部；

 » 护卫（领航）车辆（在车辆聚集的情况
下，引导车辆穿过施工场地)；

 » 增加与施工场地的横向间隔。

图1：分级管控金字塔

Road closure
Traffic diversion

Sidetrack
Detour

Figure 1: Diagrammat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Hierarchy of Controls Pyramid

Different construction methods
Lane closure
Safety barriers

Traffic controllers
Clear signs and delineation

40 kilometers per hour speed restriction

High‐visibility clothing for all workers

Risk elimination

Engineering controls

Administrative controls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路政委员会（AUSTROADS）No. AP–R403-12 2012，《实施国家施工场地交通管制的最佳做法--风险管
理、审计、实地作业》（悉尼市）。

风险消除

工程管控

行政管控

个人防护装备

关闭道路 
车辆改道  辅路 绕行

不同的施工方法 关闭车道 
安全护栏

为所有施工工人提供高可见度
的工服

交通管控员
明确的标示牌与路线标识
车速限制在40公里/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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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措施。采取哪些措施可以调整驾驶者在
作业区的驾驶行为：
 » 车速限制；
 » 标示牌（警示、管制、告知)；
 » 锥形交通路标和护柱（划定通行路线)；
 » 交通管控员（配以“停车/慢行”的指挥
棒)；

 » 可变信息标示牌（VMS)；
 » 车载标示牌与设施（如闪光的箭头指示
牌)；

 » 更改工作时间和夜间施工（如果夜间的车
流量相较于白天显著减少，那么选择夜间
施工可减少对车流和延误的影响。)。

• 个人防护装备。是否为施工工人提供了各种
必备的防护用品与工服？这是一项很关键的
风险管控措施，不管采取其他哪些措施，都
应该把这项措施作为前提。对所有道路施工
工人来说，高能见度的工装都是必不可少
的。在CAREC施工场地，所有道路施工工人
都应该一直穿着高能见度的反光工服。

53. 在考虑可用在道路工地的风险管控措施
时，对于如何最好的满足制约性目标，需提出
如下问题：

考虑车流走向

54. 如何管理施工场地的交通（如图2所示)：

• 在严格管控的条件下穿过作业区域；
• 在作业区旁边并与之间隔一定距离，划定一

条路线，沿该路线经过作业区；
• 在作业区绕道而行，可能通过临时修建的辅

路，或是通过现有道路绕行；
• 关闭道路，通常在开展施工时短期关闭。

穿过作业区

55. 只有在交通和施工都能得到有效控制的情
况下，才能允许车辆从作业区通过。如需让接
近作业区的车辆减速通过或短暂停驶，有必要
设置交通管控员（或信号旗手)。

56. 在车道内或穿过车道的作业车辆和机械的
移动，也要由交通管控员（或信号旗手）来进
行管控。

57. 在特殊情况下，可用领航车辆来引导聚集
车辆穿过作业区。在CAREC地区，这仍然是一
种不常见的做法。

经过作业区

58. 这是在施工场地进行交通管理的常见方
法，车辆能够完全避开作业区（而不需要完全
关闭道路)。用高可见度的塑料锥形路标、 
(或）护柱与路线标识明确的标定出一条车
道，引导车辆沿这条车道从作业区旁边经过。
（对于路线标识物，不允许使用混凝土块、树
枝、石块或混凝土路障。)

59. 要想让车辆从作业区旁边经过，可将某个
方向的车辆移动到路肩行驶，这样两个方向的
车辆就能同时从作业区经过，但车辆的行驶速
度要降低。路肩的质量可能会成为问题，关键
是要避免出现明显的路面落差和凹凸不平。

60. 要想让车辆从作业区旁边经过，可利用分
隔式公路的第二条车道。修建一条通往另一条
车道的转线路，并允许车辆在那条车道上逆向
行驶，可让车辆适当的改道。对于这类情况，
一定要制定详细的交通规划。特别要注意的
是，一定要提醒驾驶者或骑行者，他们所行驶
的车道已经不再是单向车道，而变成了双向车
道。通过不断的提醒，让他们知道现在正在跟
反向的车辆共用一条车道。设置数量充足的“
双向通行”交通警示牌，在双向车流交汇区，
设置锥形路标和护柱来提醒行驶者和驾驶者。

61. 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样做过于谨慎，
但注重安全的工程师应谨记，不管白天还是夜
晚，路上总会有车辆行驶。在凌晨时分，尽管
车流量很低，但车速通常很快，除非设置对所
有道路使用者都很明确并显而易见的警示牌和
路线标识，否则在这些位置发生正面碰撞的风
险会显著增加。

62. 对于所有这些措施而言，控制车速都很关
键；采取这些措施时，交警的有效执法是很有
必要的。



10 CAREC道路安全工程手册（二） 第二章 风险管理与安全规划

图2：车辆穿过、经过或绕行作业区的四种可选方案

Work zone

Figure 2 Four Alternatives for Traffic to Pass Through, Past or around a Work Zone

Through the work area

PREPARE TO STOP

PREPARE TO STOP

Work zone

Figure 2 Four Alternatives for Traffic to Pass Through, Past or around a Work Zone

Traffic past the work area

PREPARE TO STOP

PREPARE TO STOP

Barriers

Figure 2 Four Alternatives for Traffic to Pass Through, Past or around a Work Zone

Side track

Old Bridge to be replaced

Side track

Temporary bridge

Figure 2 Four Alternatives for Traffic to Pass Through, Past or around a Work Zone

Detour

Work area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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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过作业区（辅路和绕行）

63. 当关闭道路或是让车辆穿过或经过作业区
不可行时，则需要采用辅路或绕道通行。辅路
通常是特别修建的一段很短的全天候通道，能
让车辆从作业区的一侧绕过去。辅路通常是一
条双向车道，但辅路的管理以及辅路的长度和
横断面的宽度是由场地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
包括车流量和预计的工期。

64. 如果计划修建一条辅路，尽管只使用很短
的时间，仍然需要确保，该辅路的线型和路面
能适应车辆的行驶速度和车辆类型。当驾驶员
和骑行者需要改变路线并驶入辅路时，为了避
免让他们感到意外，一定要提供如下设施： 

• 在通道上设置非常明确的预警标示牌和预警
区（参见图3的示例)。

• 限制更低的车速，并设置明确的标示牌（这
是预警区的组成部分)。对于穿过、经过或
绕过CAREC作业区的道路，建议将车速限制
在40公里/小时。

• 为辅路提供良好、供全天候使用的路面。 
(不要期望驾驶员或骑行者能越过施工质量
不佳且未封闭的辅路。大雨会让辅路变得泥
泞不堪，即使不下雨，也存在尘土问题。)

• 辅路的线型要适合预计的行驶速度。

65. 值得注意的是，修建辅路的费用可能会很
高。这也是在早期的招标阶段进行道路施工规
划的原因之一。如能早期规划，就能为正确、
安全的施工提供足够的预算。没有人想修建一
条会造成致死事故的辅路。

66. 绕行需要借用作业区附近的现有路网。绕
行通常是成本较低的做法，但在乡村可能不容
易实现（现有道路较少)，而在城区，这种做
法可能不会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因为在施工
期间，当地居民将被迫面对当地街道车流量的
急剧增加。

施工期间，短期关闭道路

67. 在大多数道路项目的整个施工期间，如把
道路或公路全部关闭，通常需要将车辆分流。
如果施工方法允许，往来车辆不会受到延误的
不利影响，并且重新开放道路有可能不会延长
施工作业，则可以考虑在短时间内完全关闭道
路（每次关闭几分钟)。在做这个决定时，要
清楚地了解车流量以及可能会形成的车队长
度。设置大型的动态信息标示牌，提醒驾驶员
注意存在此类延误的可能性，这种做法是可取
的。这为驾驶员提供了更改路线的机会。

68. 如在道路关闭的情况下施工工作能够安全
进行，那么在施工期间，将车流量很低的道路
完全关闭（仅允许当地车辆通行)，则可作为
一种可选办法。

考虑在何时开展施工

69. 驾驶员在白天更容易看到和了解道路施工
工作。从道路安全的角度考虑，道路施工工作
最好在白天进行。但白天施工可能存在车流量
和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对于拥挤道路上的
某些施工工作，公路管理局可能只允许在特定
的时间进行。如施工场地位于城区的一条高度
拥挤的道路上，则客户可能会规定，施工工作
必须错开高峰期。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造
成夜间或周末的工作量很大。在乡村，道路的
车流量不大，但车辆的行驶速度很高，除非存
在其他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否则在白天施工更
为适合。 

图3：“注意道路施工工人”的警示牌
Figure 3 “Road Worker” Warning Sign

资料来源：英国，皇家出版局。《交通标志手册》（第四
章：警示牌）（2008版），悉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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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夜间开展施工，则可能需要在交通管理
计划中增加一组额外的安全设施（例如作业区
的临时照明、动态标示牌、反光性更强的护柱
或锥形路标以及更多的交通管控员)。

第五步：选定风险管控措施 

70. 考虑到存在的各种风险后，应选定风险管
控措施并开始设计交通管理计划（TMP)。在做
这项决定时，向施工场地的工人或监管人员咨
询是有帮助的。他们通常能提供实用的建议来
辅助TMP的设计。本手册第八章中提供了通用
的交通管理计划，在此基础上开始设计将会有
所帮助。

第六步：设计TMP并获得公路管理局的批准

71. TMP中，场地特定的详细设计包括：

• 各个施工阶段的交通管控设施的安置；
• 各施工阶段所需的交通管控员的安排与人

数；
• 场地特定的任何需求，例如通往附近学校、

医院或商店的道路；
• 与超大型车辆有关的准备；
• 为行人、骑自行车者和残疾人士提供安全通

道；
• 对公共交通的影响；
• 排队车辆进入冲突区的可能性（例如穿过邻

近的铁路道口)；
• 提供与邻接建筑之间的通路；
• 施工的持续时间与工作时间（例如白天或夜

间施工)；
• 正常工作时间以外或工人不在现场时的场地

交通管理计划（“下班后”的管控计划)；
• 紧急联络人的详细信息；
• 沟通安排。

72. 每个TMP都应包括在正常工作时间以外（
即工人不在现场的时候）的场地交通管理的具
体要求。这类要求包括：把不适合“在正常工
作时间以外”摆放的标示牌移除（或盖上)，
特别是场地的临时限速牌。

道路施工标示牌的颜色、形状和图标应符合国家标准。六区法能
让标示牌在最需要的位置得到有效的利用。

在道路施工场地，良好的路线标识很关键，但这些标识物必须是
安全的，并且具有反光性。装有混凝土块的油漆桶是危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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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交通管理计划

73. CAREC道路和公路项目的合同中规定，
在开始施工之前，应设计一份TMP（或一系列
TMP)，递交到公路管理局并获得批准。大多数
TMP都应由施工方负责设计。如施工方没有合
适的、有经验的员工来完成这项工作，则可委
托其他单位完成（如设计院)。

74. 所有TMP图纸的设计都应由一人完成。针
对该风险等级的场地、该道路项目的类型和复
杂度以及所需的TMP类型，该设计人员应具备
此类交通管理的经验并有能力胜任此项工作。
向有道路工地施工经验的工人咨询，这对确保
设计出切实可行的TMP是很有帮助的。

75. 施工方应指定一名员工（通常是工程师或
技术员）作为施工场地的安全主任。该安全主
任是施工场地道路安全的负责人，也负责准备
该场地的TMP，该安全主任可在办公室自行设
计，也可把TMP的设计委托给其他单位（如设
计院)。该安全主任也负责获得道路管理局对
TMP的批准，负责该TMP的实施，在运行过程中
负责每天至少两次的例行检查，在新的施工阶
段开始时负责更换TMP，并在最终的施工工作
完成时负责安全设施的拆除。

76. 所有道路施工项目，无论长期还是短期，
均须准备交通管理计划。对于短期施工（固定
或是移动的)，在开工之前，须准备一份交通
管理计划，并递交给道路管理局以获得批准（
项目工程师)。对很多项目而言，TMP可能是通
用的，安全主任可从本手册第八章提供的图例
中择一使用。

77. 对于长期施工（TMP包含日间工作和夜间
工作，场地有时可能无人看管)，则应专门设
计TMP，以获得道路管理局的批准。同样，安
全主任也可使用第八章中的图例，但须准备第
二版TMP，并在其中标明道路场地在“正常工
作时间之外”需设置或保留的标示牌与路线标
识。换言之，需准备一版在工作时间使用的
TMP，以及另一版在工人离开现场和施工停止
之后（“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使用的TMP。

B. 六区概念

78. 道路施工场地的TMP由六个独立但相互关
联的区域组成。“六区”概念，如图4所示，
根据每个区的功能，将施工场地分成了不同的
区域。如果对这六个区域给予考虑，则TMP的
设计以及施工场地的需求会变得更加明确，也
会让设计变得更容易。这六个区域分别是：

(i) 早期预警区是道路施工场地的第一个分
区，在该区设置标示牌，提醒靠近的驾
驶员和骑行者注意前方的施工道路。特
别要注意的是，该区会提醒驾驶者注意
前方的预警区以及预警区内更低的车速
限制。在早期预警区，对前方更低的车
速限制进行预警，能帮助行驶者更好地
遵守规定。

(ii) 预警区提醒驾驶员和骑行者注意前方的
作业区。设置预警标示牌和管制牌，以
提醒道路使用者注意前方的作业区，并
规范道路使用者的行为。

(iii) 锥形区是在驾驶者需要从所在车道绕过
作业区时设置的。在六个分区中，锥形
区不一定会用到。当驾驶员和骑行者需
要改变车道来绕过作业区时，才会用到
锥形区。在锥形区内设置明显且无危害
的设施，引导道路使用者经过或绕过作
业区。

交通管理计划（TMP）应明确指明，道路施工期间
在施工场地安装和维护的各种标示牌、护栏、护柱
和其他设施。如施工工作被分为几个阶段，则应为
预计工期超过一周的各个阶段分别设计交通管理计
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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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安全缓冲区是一个水平的缓冲区，紧挨
着作业区的前方和侧方。在CAREC施工
场地，安全缓冲区的长度至少为20米，
并且在区域内没有设备、材料和施工工
人。如果作业区位于转弯处或山顶处，
道路使用者难以看到，则可将缓冲区延
长。该区域包括作业区侧面的一个狭窄
的横向区域（1.5米宽)，用来给施工工
人提供额外的保护。

(v) 作业区是指实际工作的区域，是为施工
工人、设备和材料预留的区域。该区域
有可能很小（如更换道路上的一处小坑
盖)，也有可能很大（如在国道上新建
一条超过1公里的爬坡车道)。在某些作
业区域，路面可能会受到影响；有些作
业区可能需要挖方；另有一些作业区，
可能会铺设或修补路面，或是涉及路缘
和通道的施工。作业区的位置和它与交
通车道的距离将决定是否需要设置锥形
区。

(vi) 终止区是指车辆经过作业区后，恢复正
常行驶的区域。 这是驾驶员和骑行者

经过的六区中的最后一个区域。此区域
会提醒驾驶员和骑行者，现已通过作业
区，并告知前方道路的限速范围。可设
置标示牌，感谢驾驶员在作业区内的谨
慎驾驶，并提醒驾驶员注意行车安全。 

C. 早期预警区

79. 早期预警区的功能是提醒驾驶员或骑行者
注意前方施工道路。驾驶员或骑行者应能看到
警示牌，了解前方路况将发生改变，并且知道
要对这些改变做哪些准备。早期预警区能让行
驶者在依法减速和采取一定行动前，先增加对
施工道路的警觉。

80. 为了保持统一，在CAREC公路项目的施工
场地，早期预警区在城区，包括小镇、村庄以
及其他行驶速度不超过60公里/小时的地方，
设置为50米长，在乡村以及其他正常行驶速度
超过60公里/小时的地方，设置为100米长（如
表2所示)。

图4：六区概念

Figure 4 The Six Zon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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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he traffic management plan is one direction of travel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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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该交通管理计划仅针对一个方向的行驶车辆。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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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早期预警区的标示牌都是相同的。若采
用的是多信息标示牌（如图5所示)，则标示牌
上方为“注意施工工人”和“注意前方施工道
路”的图标，下方为“随时准备停车”的图
标。

D. 预警区

82. 预警区的功能（如图6所示）是为了提醒
驾驶员或骑行者注意前方施工道路。驾驶员或
骑行者应能看到警示牌，了解前方路况及应做
准备。设有减速标示牌的地点就是预警区的起
始位置，通过这段区域，让驾驶员将车速减慢
（通常降至40公里/小时)。

表2：早期预警区的长度

限速范围 早期预警区的长度

不超过60 km/h 50米

超过60 km/h 100米

km/h = 公里/小时；m =米。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图6：典型的预警区

Figure 6 Typical Advance Warning Zone

PREPARE TO STOP

PREPARE TO STOP

Advance warning zone ‐ See Table 5 
for lengthWork zone

Note: The traffic management plan is one direction of travel only.

Safety buffer zone
(20 m)

Taper zone
(see Table 6 for length)

m=米。

注意：此交通管理计划仅针对一个方向的行驶车辆。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see Table 5 for length)

安全缓冲区
（20米）

锥形区 
（长度可参见表6）

预警区 
（长度可参见表5）作业区

随时准备停车

随时准备停车

图5：早期预警区常用的多信息标示牌

Figure 5 A Commonly Used Multi‐message Sign for an Early Warning Zone

ROAD
WORK
AHEAD

PREPARE TO STOP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标准（AS 1742.3），2009版。《统
一交通管制设施手册》第三章：道路施工的交通管控设
施。（根据欧洲标示惯例修改）。

前方道路施工

随时准备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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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对道路施工场地的提前预警能提醒驾驶员
和骑行者注意路况改变，从而改变自身的驾驶
或行驶行为，并寻求合适的路线导向。预警标
示牌应该设在明显位置，场地交通管理计划的
布局应该是清晰明确的，只允许驾驶员或骑行
者采取某一种行为。

84. 在所有CAREC道路项目的施工场地，当道
路上有工人作业，或工人与行驶车辆的距离
不足1.5米时，应限制更低的车速。对于所有
CAREC公路项目，当施工工作正在进行、工人
在路上施工或工人与行驶车辆的距离不足1.5
米时，应一致采用40公里/小时的车速限制（
如表3所示)。

85. 施工工人未在道路上作业且与行驶车辆的
距离超过1.5米的场地，无需设置缓冲区。在
所有CAREC道路项目的施工场地，应一致采用
60公里/小时的车速限制（如表4所示)。

86. 预警区的长度应能反映出道路的行驶速
度，从而让驾驶员在采取所需的行动（包括减
速）前得到充分的提醒。所有与施工场地有关
的减速标示牌都设在预警区。

87. 在CAREC区域，其中一个常见的错误是在
作业区前方几米处才设置警示牌。这种预先警
示既不充分，也不安全。预警区一定要足够
长，让驾驶员或骑行者有足够的时间识别施工
场地并减慢车速。

88. 把车速降至作业区规定的安全车速所需
的距离，是预警区长度的关键决定因素。表5
给出了CAREC施工场地的预警区所需的最短长
度。该长度是车辆的预计到达速度与作业区内
规定车速的函数。

89. 40公里/小时是CAREC道路施工场地内的正
常限速范围。但若设置交通信号灯或交通管控
员来管控交通，有些车辆需要停下来，则必须
增加预警区的长度。

90. 在交通拥挤或出现长时间延误的情况下，
要对预警区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保持警觉。在
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形成很长的车队。由于车
辆的到达速度以及车队末尾的视距，这可能会
增加车辆追尾的风险。可以大致在沿预警区一
半的位置，额外设置成对的预警标示牌，以减
少此类风险。

91. 若施工场地需设置锥形区，应牢记预警区
的长度是从锥形区的开始位置向外测量的。

E. 锥形区

92. 锥形区（如图7所示）是指在必要时引导
驾驶员驶出正常行驶车道的一段区域。很多道
路施工工作需要把某个方向的行驶车道转到外
围作业区。另有一些道路施工工作则需要在车
辆经过作业区之前，把两条行驶车道并成一
条。所有这些地点都需要设置锥形区。

表3：CAREC道路施工场地（工人在路上施
工或与行驶车辆的距离不足1.5米）的限速

范围

限速范围 安全缓冲区
施工场地的
限速范围

不超过
80 km/h 不适用 40km/h

超过80km/h 60km/h 40km/h

km/h = 公里/小时。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政府，2010年。《公路管理法案》（2004
版）实施规范：道路专用区的道路与公用基础设施的管理。《政
府公报》，8月。

表4：CAREC道路施工场地（工人未在路上
施工、与行驶车辆的距离超过1.5米）的限

速范围

限速范围 安全缓冲区
施工场地的
限速范围

不超过
80 km/h 不适用 60km/h

超过80km/h 不适用 60km/h

km/h =公里/小时。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政府，2010年。《公路管理法案》（2004
版）实施规范：道路专用区的道路与公用基础设施的管理。《政
府公报》，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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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锥形区有两种常见形式：

• 改道锥形区，把一路车流向侧向移动，但不需要
与同一方向的另一路车流合并。

• 并流锥形区，把一路车流侧移并与同一方向的另
一路车流合并。并流锥形区所需的距离更长，这
是因为驾驶员或骑行者需要从两个行驶车道合并
成一条车道。

94. 锥形区需提供的路标数量取决于车辆改道
穿过的车道宽度。应沿整个锥形区设置路标，
以引导行驶者转入新的车道。可取的做法是，
行驶者应能在锥形区开始处就看到路标标记的
整条路线。这是为了让驾驶者看到并清楚前方
的路线。

表5：预警区的最小长度 

预警区的长度（米）

预警区结束时的期望车速

到达速度（km/h） 40km/h 0km/h（停车）

50 30 75
60 60 100
70 120 160
80 170 225
90 200 295

100 250 370
km/h=公里/小时。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图7：锥形区

Figure 7 Taper Zone

ROAD WORK
AHEAD

Taper zone

Work zone Length depends on speed and whether taper 
involves diverge or merge – See Table 6

ROAD WORK
AHEADNote: The traffic management plan is one direction of travel only.

Safety buffer zone
(20 m)

m=米。

注意：此交通管理计划仅针对一个方向的行驶车辆。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see Table 6 for length)
安全缓冲区
（20米）

锥形区
长度取决于行驶速度以及采取改道还是并

流–参见表6作业区

前方道路施工

前方道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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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锥形区的长度取决于车辆的行驶速度以及
车辆改道所需的横向距离。表6给出了CAREC公
路锥形区的建议长度。

96. 表6存在一个特例，即在采用交通管控员的
情况下，车辆驶入锥形区的车速会低很多，可
设置30米长的锥形区，以防备驾驶员将有可能
随时准备停车。

在锥形区，交通锥形路标和护柱的设置间隔最好为5米。

97. 为了保证安全，应仅用色彩明亮、明显、
反光且无害的设施来设立锥形区。这些设施包
括塑料的圆锥体、护柱、塑料的路线标识以及
锥形路标。这些设施非常明显、能见度很高，
如与车辆相撞，则容易损坏，不会造成损伤或
伤害。

用来标识交通路线的标识物应具有高可见度、反光性，并在碰撞
时容易破碎。1.2米高的塑料护柱是非常好的路线标识物。护柱
的底座较重，在多数天气情况下，都能让护柱保持直立。

表6：锥形区（过渡区）的建议长度 

进入锥形区的到达速度（km/h） 改道锥形区（m） 并流锥形区（m）

40 50 90

50 50 100

60 60 120

70 70 140

80 80 160

90 90 180

100 100 200

km/h=公里/小时；m=米。
注意：从预警区驶入锥形区的车速应始终保持在不超过40公里/小时的范围内。如车速无法限制在这个范围内，则需要增加锥形区的长
度。

锥形区的长度取决于：
• 关闭车道的宽度通常为3.5米；
• 改道锥形区的长度相当于1.0米的横向位移；
• 并流锥形区的长度相当于0.5米的横向位移；
• 用车辆的行驶速度来判定锥形区的长度。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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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安全缓冲区

98. 安全缓冲区的长度为20米，紧挨着作业区
的前、后方。缓冲区内不允许有施工工人、车
辆、植被、堆放的材料或其他任何活动。安全
缓冲区还包括一条横向缓冲带，让作业区与最
近的行驶车道之间保持1.5米宽的间隔（限速
40公里/小时情况下)。如限速范围或车辆的行
驶速度超过了40公里/小时，则应在作业区和
行驶车辆之间设置安全护栏，从而为作业区的
工人提供人身保护。

99. 安全缓冲区是减少失控车辆给作业区工人
造成风险的最后一道防护措施。

G. 作业区

100. 这是在道路上或路侧开展施工的区域。
作业区也是施工工人和大多数施工机械的所在
地。该区域有可能很小、面积不大，但也有可
能延伸数公里。作业区的面积取决于具体的项
目。

101. 须对穿过或经过作业区的车辆速度进行管
控。车辆有误入作业区的风险，而限速是降低
此项风险带来危害的关键措施。

作业区是开展道路施工的区域。该区域可能只有几米长，但在公
路修复项目中，也有可能延伸数公里。

对所有道路施工工人来说，气候适宜的个人防护装备是必不可少
的。工人在施工期间必须一直穿着防护装备。

H. 终止区

102. 当驾驶员和骑行者已穿过作业区并到达施
工场地的末端时，对他们给予适当的提醒很重
要。通过引导与管控，让驾驶员和骑行者恢复
到正常的驾驶或骑行条件和路线很重要。终止
区（如图8所示）是车辆通过作业区后恢复正
常行驶的区域。如车辆是改道通过作业区的 
(通过锥形路标或辅路)，则会在终止区内改回
到正确的行驶车道。

103. 设计TMP时，既不要让终止区过长（容易
让驾驶员和骑行者忽略)，也不要让终止区过
短（防止越过作业区的距离不足以进行适当的
交通管控并确保安全)。一般来说，在车速不
超过60公里/小时的城市区域，终止区的长度
为50米。在车速更高的区域或乡村地区，终止
区的长度为100米。在这些条件下，终止区的
长度与早期预警区的长度是相同的。

104. 设计TMP时应记住，某个方向终止区的终
点通常是另一个方向预警区的起始点。这样就
可以把某个方向的标示牌设置在另一个方向标
示牌的背面。针对这种情况，在多信息标示牌
框中使用滑入式标示牌是非常适合的。采用此
类标示牌可同时向两个方向的车辆传递明确
和准确的信息。 终止区的常见标示牌有“已
通过作业区”、“已结束绕道”，以及 “终
止作业区限速”的标示牌（如果进行了限速改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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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通过终止区后，恢复正常的行驶条件。道
路施工的车速限制应在终止区的末端终止。在
终点位置，应设置一对限速牌，提醒驾驶员或
骑行者在这个位置之后可恢复到正常的公路行
驶速度。

I. 交通管理计划的批准

106. TMP会显示出在施工场地设置的所有分
区。应有六个分区，如无需设置锥形区，则共
有五个分区。TMP会明确指明在施工场地设置
的所有标示牌与设施以及每处设施的具体位
置。如施工工作被分为几个阶段，则应为工期
超过一周的各个阶段分别设计交通管理计划。

107. 至少应在开工前的10个工作日，将TMP报
公路管理局批准。 按照规定，将TMP交由公路
管理局批准，以检查是否对所有安全风险都给
予了考虑，以及是否采取了适合施工场地的风

险管控措施。调整车速限制方面的交管规定（
特别是整个施工场地的车速应限制在40公里/
小时）也需要得到管理部门的批准，得到政府
部门的批准后，这些调整才具有法律效力。

108. TMP经公路管理局批准后，才可施工。必
要时，施工方的安全主任应与公路管理局的代
表见面，以讨论并解决可能造成批准延迟的问
题。

109. 得到TMP的书面批准后，安全主任即可安
排布置场地。

J. 交通管理计划的审计

110. 为了确保TMP的设计完备并能正确实施，
公路管理局（通过项目经理）应委托对TMP进
行审计，分两次进行。

图8：典型的终止区

Figure 8 Typical Termination Zone

END
ROAD
WORK

Termination zone

Work zone

Length is equal to the advance warning zone plus the transition 
zone on two lane, two way roads

DRIVE SAFETLY

END
ROAD
WORK
DRIVE SAFETLY

Note: The traffic management plan is one direction of travel only.

Safety buffer zone
(20 m)

m=米。

注意：此交通管理计划仅针对一个方向的行驶车辆。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Work zone

终止区
长度等于双向双车道上的预警区与过渡区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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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行驶

安全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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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首先，由独立的道路安全审计组对TMP开
展桌面审计（或称“前期审计”)。其次，在
实施TMP后，由同一个审计组开展第二次现场
审计（或称“后期审计”)，包括白天和夜间
的现场检查。

112. 道路安全审计会从道路使用者的角度审计
交通管理计划。审计人员会设身处地地为道路
使用者（或驾驶员）着想并查找安全隐患。常
见的安全问题有标示牌缺失或错误、锥形路标
的长度太短、存在危害物。评估白天和夜间的
标示牌与设施，对交通管理计划的整体安全运
作是至关重要的。

113. 当道路施工从一个阶段进入到下一个阶
段，或是当TMP出现重大变更时，也应开展道
路安全审计。有经验的审计组会考虑如下安全
问题：

• 车流量以及车辆到达速度。车速越高，车流
量越大，施工场地的风险就越高。

• 来车视距。是否有让驾驶员感到“意外”的
风险？

• 所有标示牌都能被看到吗？标示牌是否符合
良好标识的6C标准（第七章A段)？

• 是否存在相冲突的标示牌或标记，特别是与
临时施工标示牌相冲突的永久标示牌（如限
速牌)？把相冲突的标示牌移走或盖上。

• 拟定的行车路线对所有驾驶员或骑行者都是
畅通的吗？

• 锥形路标的长度是否太短（可能是由于场地
的水平或纵向线型)？

• 是否用无危害的标识物标出了行驶路线？
• 车道的宽度够吗？
• 把所有路侧危害物都移走或用适当的安全护

栏遮住了吗？
• 如需设置安全护栏，护栏的安装是否正确？

护栏的末端是否安全？各组件之间的连接牢
固吗？

• 是否对施工工人进行了施工安全培训？施工
工人是否都穿着个人防护装备（如高能见度
的背心)？

• 是否为交通管控员和施工工人提供了逃生通
道？

• 是否考虑了在场地内和场地周围设置人行
道？

• 施工车辆的进出地点是否安全并且不允许公
众使用？ 

114. 特别是在城区（也包括某些乡村地区)，
应检查并确保在附近所有会受到道路施工影响
的道路（包括辅路）上安装适当的标示牌与设
施。

115. 每次审计中发现的所有安全问题都应由项
目经理和安全主任负责解决。只有在“前期”
审计中发现的所有安全问题都得到解决之后，
公路管理局才会批准TMP。只有在“后期”审
计中发现的所有安全问题都得到解决之后，现
场施工才能继续进行。如有任何安全问题未得
到快速、专业的解决，则项目经理有权暂停施
工。

图示是大型标示牌，但在这一处地点设置的标示牌过多，驾驶员
会很难接收到全部信息。而且这些应该是预警标示牌，但却设置
在关闭道路的后方。

图示管制标示牌离作业区的距离过近。混凝土护栏没有固定在一
起，并且属于路侧危害物。



第四章 实施交通管理计划

第四章 实施交通管理计划

A. 实施交通管理计划

116. 道路施工开始之前，应根据批准的TMP安置
所有的标示牌和设施。按如下顺序进行安置：

• 从离作业区最远的标示牌开始；向作业区内
逐步安装。

• 根据表2、表5和表6，确定从作业区到早期预
警区的距离。

• 先安置早期预警区的标示牌（离作业区最远
的标示牌)。

• 然后安置预警区内的警示与管制标示牌。
• 再安装锥形区前面的标示牌或靠近安全缓冲

区起始位置的标示牌（若无需设置锥形区)。
• 安置锥形区（若设置）内所需的所有路线标

识物，如塑料锥形路标、反光护柱以及并线
箭头。

• 确保在作业区的前后分别留出20米的安全缓
冲区，以及作业区侧面1.5米宽的横向缓冲
区。

• 安置施工所需的所有路线标识物。
• 在施工场地末端设置终止区的标示牌，包括

终止40公里/小时道路施工限速的标示牌。
• 添加其他必要的警示与管制标示牌。

117. 有一种“安全施工方法”是有用的，先把
所有标示牌、锥形路标以及其他标识物放在人
行道上（若没有人行道，则放置在路肩上)，并
分别保持与作业区的正确距离。只有按正确间
隔放置，并检查确认标示牌是正确的并且是该
区域所需的标示牌，才能快速、高效地把标示
牌移动到路上。此过程有助于把标示牌和其他
设施放在远离车辆的地方，并留出做必要调整
与更改的时间。这样就能在路上准确、高效地
安装，尽量减少对道路使用者的干扰。  

118. 实施TMP后，安排独立的审计组来开展道路
安全审计，确保标示牌和其他设施的安装与操
作与预期相符。此次审计应在道路现场施工开
始之前（或开始不久之后）进行。如发现有必
要做出更改，则应立即执行。

119. 如某些标示牌在需要使用之前就立起来
了，可先用适当的遮盖物罩住（塑料布或塑料
袋)。一定要将遮盖物牢牢地固定在标示牌上，
以防止在恶劣天气下松脱。与该标示牌有关的
施工工作开始之前，才可将遮盖物移开。

120. 施工结束时，对于标示牌和设施的拆除或
恢复，应采用与安置时一样的方法，但按照相
反的顺序完成。

B. 安置标示牌与设施

121. 施工场地用到的所有标示牌和设施都应放
置到位并竖立起来，并确保：

• 正确展示。标示牌应放置在离道路或最近的
开放车道（若一条车道关闭）至少1米远的位
置。

• 符合国家标示标准。如在夜间使用，则应具
有反光性。高于路面0.8米到1.5米的高度是
可以接受的。

• 标示牌与设施应在往来道路使用者的视线范
围内。

• 驾驶员的视线不受（不能被）植物或停放车
辆遮挡。

• 不能遮挡往来道路使用者看到其他设施的视
线。

• 不给施工工人、行人或车辆造成潜在危害。
• 不把车辆引入不安全的道路。
• 不能限制驾驶员或骑行者从辅路驶入私人车

道的视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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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标示牌的可视性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日照的阴影方向、背景条件（包括照明）以及
其他车辆的前灯照射。这些在施工场地竖立标
示牌与设施时只是其中一些需要考虑的因素。

123. 在转弯处，行驶者距离标示牌大约50米
处，设置的标示牌应与行驶者的视线成直角。
在靠近施工场地的转弯路段，最好将标示牌的
数量加倍，在道路两侧分别设置标示牌。

C. 实施交通管理计划后立即进行现场
检查

124. 在施工场地，当所有标示牌和设施都沿道
路安装完成后，须再次进行检查，确保所要传
达的信息已正确地传达给了道路使用者。执行
交通管理计划后的短时间内，并在道路施工开
始之前，即应开展现场检查。应由安全主任在
正常车流量、以正常车速行驶的情况下进行检
查。该安全主任应查看每个标示牌和设施，确
认是否做到了物尽其用。

125. 现场也应接受夜间检查（汽车前灯调暗)， 
确保标示牌和设施在天黑后也能正常的发挥作
用。夜间检查应该在实施TMP后的第一个夜晚
进行。如TMP出现任何重大变更，则也应开展
类似的检查。

126. 任何有缺陷或令人困惑的标示牌或设施必
须立即更改或改进，或是移除或更换。安全非
常重要，决不能拖延一天、一周或更长时间。

D. 为弱势道路使用者提供安全设施

127. 在CAREC施工场地，有很多弱势道路使用
者（包括残障人士）穿过、经过或绕行的地
方，应为其提供（或指引其到达）修建的临时
人行道和横道。人行道与自行车道的规模和宽
度，应与施工之前道路上的行人或自行车设施
的规模与宽度相同。

128. 因道路施工而临时迁移的人行道或横道，
建议提供以下临时设施：

• 临时人行道或横道的路面应便于坐轮椅和视
觉障碍的人士使用。

• 人行横道应尽量设在靠近行人想要过马路的
地点。临时人行横道应与被替换的人行横道
的标准相同（宽度、路面平滑度)，包括为
视觉障碍人士提供便利。确保在人行横道设
置正确的管制标示牌，以符合交管规定。

• 在行人被分流到车行道的地段，应从车行道
中分隔出一条人行通道。为此，可用一排塑
料的锥形路标或护柱分隔出人行道，这样做
的前提是车辆的行驶速度被限制在不超过
40公里/小时，且行驶车道旁边有足够的空
间。

• 在高速行驶的环境中（超过60公里/小时)， 
如行人被分流到车行道上，应设置混凝土围
墙，将行人与车辆隔开。混凝土围墙须牢
固连接（按照生产商的说明)，从而形成坚
固、连续的防撞围墙。

• 在这两种情况下，道路照明不应低于原有人
行道或横道的照明水平。这可能意味着，施
工方应计划保留电量来提供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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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执行交通管理计划

129. 施工队得到公路管理局对TMP的批准后，才
可开展施工。通常是在“桌面审计”的道路安
全审计结果经讨论、商定和签署后的短时间之
内。

130. 在整个道路施工期间，应每天进行两次
监督检查。应制作并保留书面记录（日期、时
间、检查结果、相关工程师)。日常监督应检查
TMP中的所有标示牌与设施。如标示牌被损坏，
或护柱被撞倒，须记录这些情况，并作为优先
事项予以整改。

131. 不应该让驾驶员或骑行者对道路施工感到
意外。如果能做到这点，那么对所有人来说，
整个CAREC地区的道路施工都会更加安全。道路
安全施工的重点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
应让驾驶员或骑行者对因道路施工造成的正常
交通状况的中断感到意外。不管是哪种道路施
工，都必须对驾驶员或骑行者进行适当提醒。

B. 每天两次检查现场安全

132. 安全主任应负责每天两次检查整个施工场
地的安全。每次检查过程中，安全主任都应仔
细检查下列各项：

• 根据公路管理局的批准，充分、正确地实施
交通管理计划。

• 所有标示牌和设施都处在清洁的工作状态。
• 所有标示牌都是直立的并朝向往来的驾驶

员。
• 护栏都已正确连接，末端类型是安全的。
• 车辆、设备、材料或其他物品不得放在可能

会遮挡某些标示牌或让驾驶员太晚看到标示
牌的位置。

• 锥形路标能明确地标识出路线，并且长度能
满足路况要求。

• 在施工期间，把所有不必要或令人困惑的永
久标示牌都盖住。

• 弱势道路使用者（行人、骑行者、畜力车）
能安全通过施工场地。

133. 每天开始工作之前，应进行一次检查。此
项检查能在施工工人再次进入作业区之前，先
纠正现场存在的缺陷或夜间造成的损坏。当天
的晚些时候，通常在下午三点，应开展第二次
检查。两次检查都是在正常的车流量下，驾车
以平均车速穿过施工场地来进行检查。

134. 安全主任应对每次检查作书面记录，记录
下开展检查的时间、发现的安全问题以及采取
了哪些改进措施。

C. “工作完毕后的管控”

135. 长期施工意味着夜间也会在施工作业场地
设置交通管理设施。在某些作业区，夜间也会
开展施工。但在CAREC公路上的大多数作业区，
施工会在晚上停止，并在第二天继续。在施工
场地不开展施工时（施工工人离开场地后)，此
时所需的场地交通管理被称为“工作完毕后的
管控”。该术语是指在“工作完毕后”的施工
场地，为确保安全通行所需的标示牌和路线标
识以及护栏。

136. 离开施工未完成的场地时，为了确保安
全通行，建议采用如下“工作完毕后的管控措
施”：

• 保留施工场地的各个分区（5个或6个)。
• 移除（或遮住）所有提示“注意道路施工工

人”或“注意交通管控员”的标示牌。这是
由于这些施工工人不会出现在施工现场，因
此，标示牌不应进行错误提示。须记住，在
任何时候都要建立并维护所有标示牌的可信
度。驾驶员必须始终相信并遵守交通指示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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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车速限制。是否有必要保留40公里/小
时的车速限制（与施工工人在现场时的车速
相同)，或是否能在工作结束后安全地引入
60公里/小时的限速？如果可以，则检查路
面情况是否与此车速相匹配。

• 一定要对夜间行驶车辆的通行条件给予考
虑，以确保车辆能够安全地穿过或经过作业
区。这可能需要清扫路面，去除沙子、砾石
和污泥，并且用反光锥形路标和路线标识把
路线明确地标记出来。

• 在可能的情况下，正常行车道在白天关闭的
路段均应在夜间恢复通行。

• 车辆夜间行驶的道路需达到适当的标准，以
确保驾驶员和骑行者不因粗糙或不平整的路
面而感到意外。

• 如行驶道路与正常情况存在很大偏差，并且
经过作业区车辆的到达速度很高，则应考虑
在作业区提供临时的交通照明。

• 如行人的通行条件发生了改变，则也应提供
临时照明。

• 如夜间仍需在单车道上通行（双向车流使用
一条车道)，则对该车道的安全通行给予谨
慎考虑是很重要的。若车流量很低（两个方
向的车辆总数通常不到50-100辆/小时）并
且单车道的运行长度非常短（通常不到50
米)，则单车道通行是够用的，前提是要提
醒两个方向的车辆注意对向来车。这是一种
让行的交通措施，某个方向的驾驶员或骑行
者在继续行驶前，应先给对向来车让行。

• 如车流量高于上述水平，或是单车道通行的
长度超过了50米，应设置两名交通管控员，
或是在狭窄路段的两端设置一组临时的交通
信号灯，以便充分、安全地管控交通。本手
册的后面章节提供了与交通管控员和移动式
临时交通信号灯有关的须知。

• 在这些情况下，应确保安装正确的警示牌
（“注意前方交通管控员”或“注意前方交
通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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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结束时的拆除工作

137. “拆除”阶段发生在道路施工结束之后。
这个阶段是指，将交通管理设施移除，并恢复
道路正常的（或是新的）交通设施。此阶段最
关键的安全问题是，确保不要过早地将必要的
标示牌或路线标识移走或采取有可能带来危害
的方式。

138. 施工结束时的拆除工作最好按照与安置标
示牌和设施时相反的顺序进行。因此，应指导
工人按如下顺序拆除：

• 先拆除离作业区最近的标示牌；从作业区向
外逐步拆除。

• 接下来，拆除终止区的标示牌，包括“作业
区已终止”和临时限速终止的标示牌。如果
这些在同 一个多信息框中（在预警牌的反
面)，则先保留预警标示牌。

• 移除作业区周围和终止区内的路线标识。
• 移除安全缓冲区内的路线标识装置，再移除

锥形区的设施（若设置了锥形区)。
• 拆除锥形区或作业区前方的标示牌。
• 最后，拆除所有剩余的标示牌，包括预警区

和早期预警区的标示牌。

139. 在施工完成之后，应尽快移除施工场地的
标示牌与设施。但应确保适当的标示牌仍然在
位，直到所有施工工作（包括松散石块的清除
和标线工作）均已完成。

140. 几个小时后，再次进行检查，应确保没有
忘记拆除的标示牌，也没有忘记掀开的永久标
示牌。将施工场地恢复至原状或改良后的状况
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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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道路施工场地使用的标示牌与设施

141. 驾驶员和骑行者应遵守施工场地的标示
牌和交管设施。为了达到此目标，对驾驶员和
骑行者来说，标示牌必须是明确、可信的。这
意味着，标示牌应满足良好标示的6C标准（第
146点)，并且仅在工作需要时予以展示。例
如，如果当天的工作已完成，施工工人都已回
家，则应移除或盖上“注意道路施工工人”的
标示牌。

142. 所有工作都是为了让驾驶员和骑行者遵守
交通管理规定。行驶者看到的标示牌不应该是
令人困惑、脏乱或是与当前工作无关的，这些
标示牌会让行驶者不去遵守良好道路施工的规
定。老旧和损坏的标示牌必须立即更换。应确
保仅在施工场地使用符合CAREC区域标准的标
示牌。始终努力确保为行驶者提供明确、可信
的信息，从而帮助行驶者安全通过施工场地。
与公路的道路使用者建立起信任关系后，驾驶
员将会更好地遵守规定。从而施工场地的安全
性就越高。

143. 作为施工场地的安全主任，职责如下：

• 警示（警示牌)；
• 告知（指引和信息标示牌)；
• 引导（标线、路线标识)；
• 管控（交通管控员、交叉路口的控制与管理

标示牌)；
• 避让（净区、安全护栏）驾驶员和骑行者，

并作为路网安全管理的常规组成部分。

144. 行驶者需要适当的警示、提醒、明确的引
导、适当的交通管控，以及（最终）在出现失
误时的避让环境。道路施工场地使用的标示牌
与交管设施是与道路使用者沟通的重要形式。
如道路施工场地没有合理、一致的标识制度，
则施工工人与公众交通的安全就会受到威胁。
正确使用标示牌是赢得道路使用者信心的必要

条件。标示牌的使用必须是正确且一致的，从
而确保标示牌的信息是可信的。这样道路使用
者就能很快遵守良好标示计划。

145. 在道路施工场地，所有用来进行交通管控
的标示牌和设施都应：

• 为道路使用者提供前方施工道路的相关提
醒、引导和指示。

• 提醒道路使用者注意前方道路或道路附近的
施工工人与设备。

• 确保采取适当的车速限制。
• 引导道路使用者采用正确路线。
• 禁止道路使用者进入作业区（为施工工人的

安全提供辅助)。
• 提醒道路使用者已到达作业区的终止位置。

146. 作为一项简单的指导，应确保施工场地使
用的标示牌符合6C标准：

• 明显（Conspicuous）–容易看到
• 清晰（Clear）– 能看清
• 易懂（Comprehensible）– 能理解
• 可信（Credible）–与具体情况相关
• 一致（Consistent）–与国内所有其他类似

的情况相一致
• 准确（Correct）– 不仅相似，也要准确

147. 如果人们在每个施工场地都能重复地看到
标示牌的正确使用，则更有可能注意到并遵守
标示牌的信息。全国统一的优质道路施工标识
是一项值得争取的目标。

标示牌的设计与格式

148. CAREC各成员国的道路管理部门都有国家
统一的道路标识标准，包括标示牌的格式、字
体、形状、颜色和尺寸。在所有道路项目中，
国家道路管理部门的官员都应遵守这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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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统一标准对安全很重要，因为驾驶员会
习惯于在同样的位置重复地看到同样形状和颜
色的标示牌。这能使驾驶员明确设置标示牌的
目的，也能在看到“标准的”标示牌与设施
时，做出更快、更正确的反应。这已经被多次
证实过，并且是“统一标准”的唯一最重要的
原因。通过统一标准能够减少驾驶员的反应时
间，也能降低产生误解的可能性。

150. 图9展示的是CAREC道路施工场地最常用的
一些标示牌。有些国家使用的是不同的标示习
惯。展示这些标示牌是为了让大家大体了解标
示统一与具备高质量反光性的必要性。

151. 一般来说，所有CAREC公路和高速公路均
使用较大的标示牌。较小的标示牌通常用于当
地街道、收费公路以及车流量较小的乡村道
路。

多信息标示牌

152. 多信息标示牌是用在CAREC公路施工场地
的一项新措施。这是一项有效果的低成本措
施，值得国家公路管理部门和施工单位给予考
虑。

153. 多信息标示牌是一种轻质金属框架，可
根据场地需求，将轻质的标示牌滑入到框架
里（如图10所示)。框架是模块化的（1200毫
米宽*900毫米深)，而标示牌的尺寸为600毫
米*600毫米，或是1200毫米*300毫米。标示牌
可能是塑料的（凹槽板或类似材料)、金属或
染色木板。标示牌的正面具有反光性，并应符
合国家的各项规定（尺寸、反光性、形状、内
容与符号)。由于标示牌是轻质的，所以很容
易带到场地，必要时的更换也很容易。

154. 对独立标示牌来说，多信息标示牌是个不
错的替代品。采用轻质的压缩材料制成，让道
路施工场地的标示牌更加便捷、成本更低。应
鼓励国家公路管理部门调研多信息标示牌的优
点与成本，并将多信息标示牌引入到工作中。
多信息标示牌的特点如下：

• 安装方便、快捷；
• 在多风和受到交通影响的情况下能保持稳

定；
• 适用于各种类型的道路和路肩路面；
• 易于处理、运输与存放；
• 如发生碰撞，给道路使用者造成危害的风险

很低。

图9：CAREC国家常用的一些典型道路使用标示牌Figure 9 Some Typical Road Work Signs Used in CAREC Countries Figure 9 Some Typical Road Work Signs Used in CAREC Countries

资料来源：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道路标识与信号公约》（1968年），俗称《维也纳道路标识与信号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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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施工工人会发现，多信息标示牌的轻质性
真的是一项很重要的优点。施工工人会把这些
标示牌安置到位，并在必要时更换位置，而这
种标示牌的操作过程要比沉重的传统标示牌容
易很多。

一般准则

156. 施工场地使用的多信息标示牌应符合下列
要求：

• 单独的信息板应符合相同的独立标示牌的相
关要求。

• 框架的各个部分都应填满。如框架中有未使
用的部分，则在必要时用空的黄色板将其填
满。

• 使用时，监管限速标示牌应置于多信息框架
的上端、靠近车辆的一侧。

• 如组合标示牌中没有限速标示牌，则1200毫
米*300毫米的面板置于上端或下端均可。注
意应始终把最重要的信息置于标示牌的上
端。

信息可快速更换，以便准确地反映出当时正在进行的施工类
型。监管标示牌须符合国家道路规定，才可使用。

多信息框架中可放置多种信息标示牌。有些辖区建议在第一个标
示牌上插上小旗，让标示牌更加明显。

可搭建简单的框架，用小型卡车或货车把多信息标示牌运到
施工场地或是从施工场地运走。

图10：模块化的多信息框架

1,200 millimeters (mm)

Multi‐message sign frame ‐made from black lightweight metal

600 mm

300 mm

~200 mm

Frame is capable of 
holding back‐to‐
back signs

Detachable 
supports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1200毫米（mm）

多信息标示牌框架-由轻质的黑色金属制成

600毫米

300毫米

~200毫米

此框架可放置
背对背的标

示牌

可拆卸支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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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折、损坏或表面存在严重损害的标示牌与
设施不应在CAREC公路的道路施工场地上使
用。

• 标示牌与设施不得有泥土、污物、道路污垢
或其他污染物。在必要时应进行清洗，保持
清洁。

• 已褪色并且无法在日光照射下发挥荧光性的
荧光标示牌，应予以更换。

• 对于在夜间发挥作用的标示牌，应检查其逆
反射性。逆反射性退化（由于长期使用或表
面损毁）的标示牌，应予以更换。对于标示
牌的夜间效果，应在黑暗中通过车灯照射进
行检查。

道路施工标示牌被盗怎么办？

157. 据报道，有些CAREC公路项目存在施工场
地标示牌被盗的问题。可能是真的被盗，但也
有可能只是施工方未在第一时间放置正确标示
牌的借口。不管是什么原因，正确的道路标示
牌是道路施工场地必不可少的，而标示牌被盗
或损坏是不可以的。施工场地的标示牌至关重
要。如果未设置正确的标示牌，则意味着将人
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158. 作为施工监理或是负责施工场地道路安全
的安全主任，应考虑如下几点：

• 把夜间（若不继续施工）不用的所有不必要
的标示牌拆掉。

• 使用组合标示牌中的部分标示牌，如整个凹
槽板（用于多信息标示牌）或标示牌焊接在
一个框架上的组合标示牌。盗窃者应该对这
类标示牌不太感兴趣，因为这些标示牌几乎
没有“报废”价值。

• 考虑用便宜的材料制作标示牌，如塑料、凹
槽板或复合材料。这类标示牌也对盗窃者没
有太大的利用价值。

• 雇佣安保人员在工地日夜巡逻，以防止盗
窃。

• 所有盗窃事件均应尽快向警方报案。
• 制定单独的预算，做好更换标示牌的准备。
• 在仓库存放最常用的标示牌，以便立即更换

遗失或损坏的标示牌。

B. 道路施工场地的限速区

159. 与路网的其他路段相比，道路施工场地
通常是更容易发生意外事件的地方。比如会存
在：卡车在路上倒车，施工工人横过马路，灰
尘可能会模糊视线，有些驾驶员不确定往哪个
方向行驶，并在最后一刻改变方向等情况。因
此，在道路施工场地行驶的所有车辆，都应比
在路网其他路段行驶的车速要低。

160. 一辆车在高速行驶时停车比低速行驶所
需更长的时间。高速行驶会导致更多的交通事
故，而发生事故时，显然也会造成更严重的后
果。

161. 在CAREC项目中，车速管理是工程师和交
警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道路施工场地，车速管
理变得更为重要，施工场地的路况可能会经常
变换，施工工人有时也会离车辆很近。

162. 工程师们可用限速区来管理车速。限速
区的起始和终止位置都设置了限速标示牌。限
速标示牌属于监管设施，是法律强制执行的设
施，违反标示牌的驾驶员或骑行者可能会被罚
款。但这要求交警在场并积极执法。为此，在
道路施工开始之前，工程师和交警须就限速问
题进行充分的探讨。双方必须就道路施工场地
的限速范围达成一致（建议对CAREC公路采用
40公里/小时的作业区限速)，并对执法策略达
成共识。

163. 须正确地使用和放置标示牌，从而为交警
提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设施。然后，通过交警
的持续执法，驾驶员和骑行者能快速了解施工
场地不允许超速行驶。

164. 如限速标示牌不具有法律效力，交警就无
法执法。如果交警不执行限速规定，部分驾驶
员或骑行者会对场地设置的所有标示牌持轻视
态度。在减少道路事故的过程中，这个简单的
过程清楚展示了政府机构之间密切合作的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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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从长远角度看，各机构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是减少交通事故的关键。目前，在CAREC项目
的大多数施工场地，对车速限制的遵守情况不
佳，但情况在逐渐变好。越来越多的驾驶员开
始意识到，有必要在穿过或经过施工场地时减
慢速度。没有任何驾驶员想要撞上、撞死或严
重伤害到道路施工工人。

166. 针对会给行驶车辆造成影响的所有道路施
工场地，均应把车速限制到更低的范围。对于
须采用其他方法（例如绕行或辅路)，但那些
方法不适用或不可行的施工场地，管控车速是
一项重要举措。

167. 此外，仅设置简单的减速标示牌不应成为
掩盖工地交通管理不善的借口。施工场地的减
速标示牌应配合各种必要的良好、先进的标示
牌以及其他路线标识共同发挥作用，而不应作
为单独的措施使用。

168. 车辆经过施工场地后，应提醒驾驶员和骑
行者，减速限制已结束。并为驾驶员和骑行者
提供正确的限速标示牌，从而让他们恢复到正
常的行驶速度。

设定施工场地限速范围需考虑的因素

169. 决定道路施工场地所采用的限速范围时，
应考虑如下问题：

• 行车道与作业区之间的间隔。若间隔小于3
米，且不设护栏，应采取40公里/小时的限
速范围。

• 车流量与车辆类型（特别是卡车和公共汽车
的数量)。

• 施工类型（人工、重型机械、挖沟)。
• 施工持续时间（长期、短期、移动式)。
• 施工时间（夜间施工、仅白天施工)。

170. 为简单起见，一般而言，除非车辆与作业
区的间隔超过了3米并且行驶速度在不超过60
公里/小时，否则，所有CAREC道路施工场地都
应采用40公里/小时的限速范围。

C. 安全护栏

171. 施工场地所使用的安全护栏是为了在行车
道与作业区之间设置实物屏障。若在施工场地
使用安全护栏，则该护栏的设计和安装必须能
够防止失控车辆撞入拦截区。护栏也要能够让
撞击车辆改变方向。正确安装的安全护栏能为
道路施工工人提供保护，防止受到行驶车辆的
伤害。

172. 安全护栏有多种形状，并由多种材料制
成，常见的材料有混凝土、金属或充水塑料材
质。根据要求，公路管理部门仅可使用经批准
的护栏，且使用时须遵照制造商的说明。新的
护栏会定期开发出来；不断更新和改进护栏类
型可能会成为一项挑战。需要经常与制造商保
持联系，了解新开发的产品。应仅使用经测试
符合当前欧洲、美国或国际标准的产品。安全
护栏是一种用来提高作业区安全的设施。错误
地使用护栏会给道路使用者带来危害，在需要
时，可能无法为道路施工工人提供保护。

173. 对于短期施工以及对交通路线影响很小
的施工，使用安全护栏可能既不实际，也不必
要。在这类情况下，则应考虑采用其他的管控
措施（例如减速、警示牌、锥形路标或是车载
式衰减器)。

174. 对于长期施工，发生下列情况时，需要设
置安全护栏：

• 施工工人（或设备）与行驶车辆之间没有足
够的安全间隔。最少应保持3米的间隔。

• 对向行驶的车辆之间存在交通风险（例如正
面碰撞)。

• 施工造成行驶车辆与危害物或深基坑之间的
距离过近。如果新的路线让车辆进入了公路
的净区，则需要设置护栏。

• （临时的）人行道或自行车道与行驶车辆之
间没有足够的安全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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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事实上，海外经验表明，在可行的情况
下，应考虑在邻近行驶车辆的施工场地设置安
全护栏。

形状与强度要求

176. 道路施工场地使用的所有安全护栏均应
满足其中一项国际领先的测试标准。因此，须
确保，施工场地使用的安全护栏的类型是根据
适当的国际标准中规定的流程进行认证与测试
的。

177. 施工场地安全护栏的设计，应包括对施工
场地所需的适当性能测试水平的分析。也应确
认，对所选的安全护栏进行碰撞测试并达到施
工场地所需的性能水平。特别是应向制造商询
问以下情况：

• 安全护栏的性能测试水平；
• 在测试的载荷情况下，护栏的最大挠度。

178. 在道路施工场地，挠度很大的护栏用处不
大。如果在道路施工场地使用安全护栏，则应
考虑如下几点：

• 安全护栏的类型、形状、保护、性能以及测
试特性（如制造商所述)；

• 经过施工场地的车辆行驶速度；
• 行驶车辆与作业区之间的间隔；
• 末端处理与防护；
• 安全护栏的最小长度；
• 单个部件之间具体的连接构造，以确保各组

件连接后能够正常发挥作用；
• 底座或底脚要求，以及是否需要水平支架

或“锚入”到现有路面中。

（注意：在中亚地区，道路和公路上常见的小
型单独的混凝土路障属于不安全的路侧危害
物。这些混凝土路障作为固定路侧危害物的危
险性超过了它们用作路线标识的作用。因此，
在CAREC公路上，不允许使用混凝土路障。这
些混凝土路障会给道路使用者带来很高的风
险，因而不能被用作安全护栏。)

安全护栏的移动

179. 在施工场地，将安全护栏移动到位是其
中一项会带来额外风险的事情。护栏很沉，通
常要用吊车将护栏吊起并放置到位。移动护栏
时，可能有吊车被撞到的风险。在护栏全部安
装完成之前，也有护栏的某个部分被撞到的风
险。在道路施工场地，“过渡期”是一个相当
危险的时期。为了保证吊装过程的安全，应遵
守以下几项一般原则：

• 吊装工作应在白天进行（在可能的情况下)。
• 在工作场地，设置六个专区并保持运行。
• 确保在施工场地采取适当的车速限制（通常

为40公里/小时)。
• 仔细考虑安全护栏立起（和移动）的方向。

一般来说，从朝向驶来车辆的那端开始，确
保先装上安全的末端或碰撞衰减器（最后再
拆下来)。

• 考虑在护栏安装之前使用影子车辆。如果施
工场地位于车速较高或车流量较大的公路
上，则影子车辆需安装车载式碰撞衰减器。

• 始终遵守制造商提供的安全护栏移动或吊装
的说明书。

碎片与视线屏障

180. 在车速较高的道路上设置安全护栏时，可
采用碎片防护屏障，以保护施工工人免于受到
过往车辆掉落的碎片的伤害。这些屏障通常连
接在护栏上端，并且足够高，能遮挡住最有可
能从往来车辆上掉落的物品。这些屏障还具有
额外的优势，能保护驾驶员和骑摩托车者免于
受到施工相关活动（如飞溅的石块或泥污）的
伤害。

181. 在交通繁忙（车流量通常高于2万辆/天）
的道路上设置安全护栏时，应考虑设置视线限
制屏障。这些屏障能把施工活动“遮挡”住，
从而避免道路使用者分心。通常是把柔韧的网
布或遮光布罩在碎片防护屏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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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计划将此类屏障立起来时，应考虑如下几
点：

• 屏障对沿路停车视距的影响（特别是转弯半
径较小的路段)；

• 在施工场地的各种条件下，屏障（安全护
栏）的稳定性（如风荷载，包括经过车辆的
风荷载)；

• 屏障的高度对安全护栏稳定性的影响；
• 证明屏障可用的碰撞测试结果或工程分析数

据；
• 设置紧急通道的必要性（例如在屏障上设置

出入口或门)；
• 施工车辆从公路驶入施工场地时，屏障对驾

驶员视距的影响。

D. 移动式交通信号灯

183. 交通信号灯是一种交通管控形式。在
CAREC道路施工场地，需要与对向车辆共用一
条车道时，可考虑设置交通信号灯。在这些情
况下，安全主任通常可选择使用：

• 在单车道的一端设置让行标示牌；
• 两名交通管控员；
• 交通信号灯。

184. 第一种做法仅适用于车流量较低（低于
100辆/小时）且单车道行驶距离较短（不超过
50米）的道路。

185. 交通管控员适用于车流量更大、单车道行
驶距离更长的道路。但交通管控员需要休息，
让交通管控员连夜管控交通的情况并不常见。
当道路的车流量很大、单车道行驶路段的距离
很长时，最佳的做法是设置移动式交通信号
灯。

186. 移动式交通信号灯是一种灵便的信号灯，
可在临时状况下使用。此类信号灯通常固定在
小型拖车上。不仅能快速移动到位，其使用也
很便捷。这类信号灯通常是太阳能供电，但也
有柴油发电机等替代电源。移动式交通信号灯
是一种昂贵但有效的交通管控措施，可用来辅
助管理道路施工场地的交通安全。

 187. 需要注意的是，移动式交通信号灯的操
作人员没有权利指示车辆在红灯时继续前行。
在路上行驶时，驾驶员和骑行者看到每处红灯
都应停车（停车等待)，这对道路安全至关重
要。若有人指示驾驶员和骑行者在红灯时继续
行驶，则会削弱红色信号灯的效力。

运行

固定时间的轮换运行

188. 轮换运行是指行车道的一部分关闭，而单
车道供双向车辆交替使用。

189. 红灯和绿灯时间的设置必须切合实际，
从而确保驾驶员和施工工人在道路施工场地的
安全，并确保行驶者不会因红灯等待“过长”
的时间。作为指导，“主”、“从”单元之间
的距离不应超过500米。绿灯时间是用单车道
运行的长度除以预计的行驶速度计算得出的，
让“最后几辆车”也能通过。黄色信号灯闪烁
的时间不应超过5秒。

施工车辆过马路的信号灯

190. 当信号灯用来协助施工车辆横过马路时，
应手动开启信号灯。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指
示施工工人选择主要道路上的“自然”间隙，
而不应在大量车流驶近时强行过马路。

闪黄灯

191. 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危险或不适宜的情况
时，设备必须能把所有相位切换到“闪黄灯”。 
这是“故障保护”的要求。但即使是在车流量
不多的情况下，闪黄灯也不应该用作正常的交
通信号操作模式。很多评价结果表明，这种做
法会导致事故的增加并降低道路的安全性。



34 CAREC道路安全工程手册（二） 第七章 道路施工场地使用的装置

信号灯“停用”

192. 当道路施工场地的交通信号灯停止使用
时，应将信号灯的灯头调低或不朝向驶近的车
辆，以避免分散驾驶员或骑行者的注意力，因
为行驶者可能以为信号灯会亮起。如未将支架
调低，则应该用印着“停用”标记的金属板、
不透明板或类似物把不用的灯头罩住。或者，
确保用不透明的材料把灯头包裹住。

“正常工作时间之外”的交通信号灯的使用

193. 在大多数情况下，仅在道路施工的工作时
间才使用移动式交通信号灯。让信号灯在夜间
自动运行并不常见。如果安装移动式交通信号
灯，用来在“正常工作时间之外”以自动模式
运行，则要指定一名联系人，确保在出现故障
时做出快速反应。

总体布置

194. 通往移动式交通信号灯的道路必须是单车
道。对于多车道道路，则应在距离移动式交通
信号灯150米的地方，将车道减至一条。缩减
车道的地点与信号灯之间的距离不应少于150
米，如距离过近，在多条车道汇入一条车道的
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交通拥堵（或造成交通事
故)。

195. 交通信号装置不得放置在行驶路线上。不
能将其作为减慢交通的屏障。信号装置与行驶
路线边缘的距离应保持在1米到2米之间。光束
对准信号前方200米左右的到达车辆。信号灯
必须处在垂直位置，以确保光束的强度最大。

196. 注意不要受到其他相同颜色的背景光线的
干扰，如广告牌。同样，交通信号灯前方的照
明也会降低信号灯的效果。在选定移动式信号
灯的放置地点之前，一定要在晚上对该地点进
行检查。

来车速度

197. 对朝移动式交通信号灯驶来的车速进行控
制是有必要的。在车速超过60公里/小时的限

速区，则不应使用移动式交通信号灯。作为一
般准则，对于朝信号灯驶来的车辆，其中85%
的行驶速度不应超过60公里/小时。通过使用
交管限速标示牌和交警的持续执法，可降低车
辆的来车速度。

视距与停车距离

198. 对于交通信号灯，驾驶员应能看到、看懂
并遵守信号灯的指示。因此，关键是要将移动
式信号灯置于特别明显的位置，并让靠近的驾
驶员或骑行者能够最大程度地看到信号灯。这
样行驶者就能有足够的时间在红灯时停下来。
对于信号灯，停车所需的最小视距取决于若干
因素，主要是车辆类型和来车速度。路面等场
地条件也会影响停车所需的视距。

199. 驾驶员在靠近信号灯时，最好能提前10秒
看到。这相当于150米的最小停车视距（以大
概60公里/小时的车速行驶)。

200. 在可能由于平曲线或设备和施工工程的原
因而无法达到150米视距的地点，应考虑在道
路的另一侧增设一个移动式交通信号灯。

配合移动式信号灯使用的标示牌

201. 在CAREC公路靠近移动式交通信号灯的道
路上，应设置“注意前方交通信号灯”的警示
牌。该警示牌应置于多信息标示牌框架内，并
作为预警区标示的一部分。

202. 在车辆无法看到交通信号灯，或是车辆在
离标示牌很远的地方时，可有必要重复设置“
注意前方交通信号灯”的标示牌。为了引起行
驶者对这些标示牌的注意，特别是在夜间运行
时，可设置闪烁的黄灯。

203. 此外，尽管已标记了停止线，但仍应设
置“红灯停车”的标示牌，与移动式交通信号
灯配合使用，对车辆须停车的地点给予提示。
该标示牌通常设在距离移动式交通信号灯前方
的5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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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电子可变信息标示牌

204. 电子可变信息标示牌（VMS）是一种交通
管控装置，可用来向道路使用者传达信息。此
标示牌应仅展示重要的信息（可包括在屏幕上
滚动的若干条信息)。典型的信息包括为临近
的行驶者提供施工、维护、道路事故、交通拥
堵或是路况有关的信息。

205. 电子VMS可以是：

• 移动式VMS。移动式VMS通常固定在拖车或汽
车上，并能根据需要快速移动到位。移动
式VMS能把信息在影响力最大的地点展示出
来。由于此类标示牌的便携性，因而特别适
合在道路施工场地使用。

• 固定式VMS。为了管控交通，可将此类标示
牌竖立在高车速、高车流量的多车道公路的
上方或一侧。尽管此类标示牌主要用于控制
交通并提醒驾驶者注意前方拥堵或事故路
段，但也可用来展示信息并提示道路使用者
注意前方施工路段。

VMS可用在哪里？

206. 在高车速或高车流量的道路，有可能因道
路施工造成延误，或需要驾驶员停车、慢行或
并道时，可用VMS为道路使用者提供额外的预
警信息。这些装置有效，但也很昂贵。注意应
仅在有严重危险的场地使用VMS（例如在高车
速或多车道道路，或交通组织复杂的道路上)。 
除了价格昂贵，也有研究表明，过度使用VMS
可能会降低其使用效果。

207. VMS在施工场地的应用实例：

• 在有施工工人活动的高速公路和高车速道路
上，提供预警信息；

• 在高速公路和其他高车速的道路上，告知当
前的交通延误和前方的道路施工情况；

• 提醒注意可能临时出现的交通情况，包括道
路关闭、绕行以及车辆尺寸的限制；

• 提醒注意可能出现的变化，包括路线、路面
情况、路宽、车道下降、交通延迟、交通拥
堵以及需减慢车速。

208. VMS也可用于：

• 预先提供有关施工日期、可选路线、预计的
延误以及其他与时间有关的信息；

• 告知道路使用者需减慢车速的原因；
• 鼓励行驶者在预警区内减速。对此，VMS可

与雷达同时使用，以生成车速读数。考虑到
装置的响应时间（以及要让驾驶员知道显示
的是哪辆车的车速)，则只应在车流量较低
到中等的道路上使用。

VMS的使用限制

209. 移动式VMS不应代替施工场地的静止标示
牌。尽管有必要使用移动式VMS，但仍需按照
交通管理计划（TMP）的要求，把所有必要的
标示牌均展示出来。VMS仅用作辅助装置，而
不能替换静止标示牌。

210. 在CAREC项目中，移动式VMS的使用仍然很
少见。尽量让此类标示牌发挥最大的价值，并
仅在高车速、高车流量的道路上使用。

VMS的信息屏

211. 对于道路使用者来说，他们应至少应该做
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VMS能够提供这
些信息。选择VMS是信息内容时，请记住，此
信息应：

• 尽量简洁；
• 能快速、容易地看懂；
• 内容明确；
• 准确且及时；
• 避免夸大的事故信息。

212. 为了确保VMS的信息能被看到和看懂，并
将VMS对道路安全的影响最大化，则在各限速
区设置的屏幕不应超过两个。这能让大多数道
路使用者有足够的时间来阅读并理解整条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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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将信息限制在三行，不超过8个词，每行
都居中显示。这能让道路使用者在不分心的情
况下快速阅读信息。存在缩写词时，应确保该
词是明确且无歧义的。不要使用句号。不要使
用不必要的词和补语（如前方、注意、危险、
有害、一个、这个)。 

214. 屏幕应该交替展示。信息不应该左右或
上下滚动。滚动信息会让驾驶员难以阅读和理
解。目的是尽可能简单、快速、有效地向驾驶
员传递信息。不要以任何方式闪动或变动信
息。应该持续为驾驶员和骑行者提供信息。

215. 如果在一个屏幕上展示信息，则最上面一
行应说明具体问题，中间一行应告知地点，最
下面一行应说明道路使用者需采取的行动。单
屏信息应连续展示。

216. 对于符号标志，只有当VMS具备足够的清
晰度并且能让驾驶员清楚地看到和看懂时才可
使用。

217. 除非信息非常简短并且可以在每个交替屏
幕上显示，否则不太会使用第二语言。

VMS的信息

218. 对于需要两个屏幕展示的信息，建议采用
图11的格式（以高速公路的夜间施工为例)：

219. 该信息应频繁更新，让按正常车速行驶的
驾驶员能看到完整的信息。根据实际经验，更
新的速度通常为：

• 每个屏幕展示信息的持续时间：1.2-2.0
秒；

• 在相同信息的屏幕之间暂停：0-0.1秒；
• 在第二个屏幕和重复展示的第一个屏幕之间

暂停：0.2-0.5秒。

 220. 如果信息无法压缩到两个屏幕中，则考
虑增设一个VMS。如果是这样，则应把第二个
VMS安置在第一个VMS的前方300米处（大概是
以100公里/小时行驶10秒的距离)。

221. 针对这些情况，在任何给定的时间里，应
仅有一个VMS可展示双屏幕信息。这是为了减
少某些驾驶者无法及时看到并看懂整条信息的
风险。采用两个VMS进行展示的方式，给驾驶
员和骑行者提供信息的成本翻了一倍。因此，
应重新考虑整条信息，将其浓缩成更简单的语
言，仅用一个VMS即可展示。

图11：两块可变信息标示牌屏幕的信
息展示实例

Figure 10 An Example of a Message over Two VMS Screens

EXPRESSWAY 
NIGHT 

WORKS 16‒17 DEC
DRIVE SAFETLY

DRIVE SAFETLY

SEEK
ALTERNATIVE

ROUTE

First screen

Second screen

屏幕一：说明问题、地点、距离和日期。

屏幕二：说明建议采取的行动。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屏幕

屏幕二

高速公路 
夜间施工

12月16-17号

寻找替代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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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S的安置

222. 考虑施工场地VMS的水平位置时，应注意
如下几点：

• VMS应放置在靠近受影响车道的一侧，也就
是车辆行驶车道的那侧。

• 如附近有行人活动，则标示牌的底端应至少
高于地面2.15米。这是为了防止行人的头部
撞到VMS的下端。

• VMS不应放置在倾角处或仅略过山顶的位
置，而是应将视线最大化。

• 确保VMS不受植物、停泊车辆或其他障碍物
的遮挡。

• 在转弯处，为了满足视距要求，应将VMS设
在转弯处的起点位置。如果这样做不可行，
则设在能满足视距最大化的位置。

• 由于VMS可能成为路侧危害物，在可行的情
况下，应始终将移动式VMS放置在护栏的后
方。

• 对于城市道路，移动式VMS不应干扰到行
人、骑自行车者或其他人行道使用者的安全
通行。

• 在有路缘的地方，VMS应设置在路缘的后
方。

• 如果没有路缘，则应把VMS设置在路肩或紧
急车道外侧的边缘处。

• 如果无法将VMS设置在路缘的后方，则可将
其放置在泊车道。但注意不要让VMS侵占任
何行驶车道，也应对往来车辆适当的关闭泊
车道。

• 车载式VMS可用于缓慢移动或移动式施工。
对此，应确保道路的路肩足够宽，从而将车
载移动式VMS设置在施工场地后方大概1公
里的位置。为了不影响VMS的效果，应判定
并确保移动式VMS离施工场地的距离不要太
远。

• 对所有车道的驾驶员而言，VMS都应该是清
晰可见的，并且在驾驶员或骑行者距离标示
牌30米内前，VMS都应该是清晰的。

• 如果把VMS抬高，那么从其他车辆后面也能
看到标示牌，这会增加VMS对迎面车辆的可
视性。

F. 车载式衰减器

223. 当卡车和设备固定在高车速、高车流量
（尽管只有几分钟）的道路上时，一项很严重
的风险是，驶近车辆的车尾有可能以较高的速
度撞到该固定装置。此类事故的后果通常很严
重。经常会造成碰撞车辆的人员伤亡。如果第
一辆车被挤入作业区，则也会造成施工工人的
伤亡。

224. 针对此类情况，其中一种最有效的设备就
是在卡车（或拖车）上安装衰减器（TMA)。 
TMA是一种安装在卡车或拖车后端的“缓冲
垫”。 在设置安全护栏或关闭道路不可行的
情况下，TMA可为道路施工场地的工人提供人
身保护。由于TMA的成本很高，因此，通常只
用在高车速、高车流量的道路上，例如高速公

装在拖车上的可变信息标示牌示例，设在限速100公里/小时的乡
村公路的路肩边缘处（左侧行驶）。

分两个屏幕展示。第一个屏幕概述了问题与地点。第二个屏幕展
示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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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CAREC公路（通常是城区公路)。TMA特别
适合用于短期和移动的道路施工场地的防护。

225. 如果在交通管理计划（TMP）中使用TMA，
则应将其设置在安全缓冲区的起始位置（禁
止施工工人、设备和材料进入的区域)。这说
明，TMA至少能在前方20米处为施工工人和设
备提供保护。如果从后面被撞到，TMA就有可
能进入到安全缓冲区。施工工人或设备在任何
情况下都不得进入TMA与作业区之间的安全缓
冲区。

226. 在紧急情况下，或是在长期施工场地架设
或拆除交通管控装置和护栏时，TMA也可用于
提供临时防护。

227. 在CAREC公路上使用的TMA须经过碰撞测试
并达到国家测试标准，并应严格按照制造商的
说明进行安装与操作。

G. 个人防护服与装备

228. 道路施工可能是一件艰苦、脏乱和有挑战
性的工作。经常处在布满灰尘（或泥污)、噪
音、烟雾和燥热的环境中。而炎热、刮风、下
雨、冰冻、下雾和下雪的天气会增加施工工作
的难度。在此类情况下，管理部门不能（也不
应该）依靠驾驶员的警觉性来保护道路施工工
人的安全。

229. 道路施工工人确实有责任注意来往车辆。
但在忙乱的施工环境中，工人很容易就会忘记
在车辆附近工作的危险，有时可能只是几秒钟
的疏忽。高能见度的工服和安全背心能增加施
工场地的安全性和道路施工工人的可见度。

230. 因此，为所有施工工人提供适合场地条
件的全套个人防护装备很重要。工人在现场必
须一直穿着这种防护装备，因为工人们永远无
法预知自己何时会陷入危险之中。在工作过程
中，CAREC道路施工场地内或场地附近的工人
必须一直穿着高能见度的工服。

231. 最适宜的背心和外套颜色通常是荧光红或
荧光橙色。正面和背面应该至少有两条黄色的
反光材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施工工人
在白天和夜间的可见性。背心或外套应正确系

施工工人和交通管控员必须配备适应气候条件的个人防护装备，
其中应包括一件高能见度的夹克衫或背心，在白天具备高能见
度，在夜间具备良好的反光性。

在无法设置安全护栏或无法关闭道路的情况下，卡车上装载的衰
减器可为道路施工场地的工人提供人身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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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以便在任何方向都能看到整个高能见度材
料区域。为了发挥最大的效果，背心或外套应
保持清洁并状态良好。

232. 须记住，雇主有责任为每位道路施工工人
提供适合气候条件的优质个人防护装备。在道
路上或道路附近施工时，每位工人都必须始终
穿着安全工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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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交通管理计划的标准布局

233. 图12-图21提供了适用于CAREC公路施工场
地并且符合本手册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标准（或
通用）交通管理计划（TMP)。这些计划对风险

进行了评估，并考虑了分级管控方法，以下分
区布局方案可能适用于部分施工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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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2: A Reduction in the Available Road Width but with Sufficient Width for Two‐
Way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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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双向通行公路施工（关闭一条车道且单方向优先通行）

Figure 13: Works on a two‐Way Highway Requiring Closure of One Lane 
(with priority to one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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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 Works on a Two‐Way Highway Requiring Closure of One Lane
(the remaining single lane is controlled by traffic control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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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关闭多车道道路的右侧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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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6: Closure of the Right‐Hand Lane of a Multi‐Lane Carriage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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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双向通行公路施工（关闭一条车道且设置临时交通信号灯）

Figure 15: Works on a Two‐Way Highway Requiring Closure of One Lane
(with temporary traffic sign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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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横跨道路的施工
Figure 17: Road Works Extending Across a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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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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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间隔不到1公里的密集作业（施工场地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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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8: Closely Spaced Works Across the Road (less than 1 Kilometre apart in a long work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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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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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双向通行的辅路（道路完全关闭）

Figure 19: Two‐Way Side Track due to a Full Road 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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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0: Roadwork Within an Inter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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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给安全主任的实用建议

234. 任何道路施工场地的安全主任都在保证安
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安全主任负责确保道
路施工工人和道路使用者在施工场地的安全。
为了尽量提高施工场地的安全性，安全主任在
工作时应牢记以下几个要点： 

• CAREC公路上的所有施工场地都应把车速限
制在40公里/小时。

• 利用本手册中的示意图，辅助设计总体的交
通管理计划。

• 从作业区开始，朝迎面车辆的方向走，步测
出各分区所需的距离。

• 首先设置安全缓冲区。此分区与作业区的前
后分别间隔20米，与作业区的侧向间隔为
1.5米。

• 对于预警区和锥形区的长度，可参考本手册
的表5和表6。

• 然后步测锥形区（如需设置）的长度。
• 再步测出预警区的长度。
• 最后设置早期预警区。此分区的长度是一致

的，分别为50米（城区且车速不超过60公
里/小时的道路）和100米（乡村地区且车速
超过60公里/小时的道路)。

• 预警标示牌应提醒驾驶员注意“前方施工道
路”，也包括“注意道路施工工人”的图标
和“准备停车”的标示牌。

• 为了确保正确间距，先沿道路（若有人行道
则在人行道上）的一侧放置标示牌和护柱。
暂且不要把这些装置朝向往来车辆。确保所
有标示牌都放置在适当的位置后，才能把标
示牌转向往来车辆。应确保经过施工地点的
驾驶员能清楚地看到标示牌。完成后，根据
施工场地所在道路的性质，将标示牌快速的
移动到道路上（或路肩上)。

• 在施工场地设置的锥形路标（或护柱）的间
隔通常为5米。

• 如有施工工人在现场，则须设置“注意道路
施工工人”的标示牌。工人离开现场后，则
应把此类标示牌移走或罩住。

• 在交通管控员管控交通的情况下，则应同时
设置“注意交通管控员”和“准备停车”的
标示牌。

• 安全主任应每天检查施工场地两次：早上和
下午的晚些时候或傍晚。修理或更换丢失或
损坏的标示牌、护柱及设施。 

• 详细记录施工场地发生的所有和任何类型的
交通事故。从事故中学习，寻找可能的安全
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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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交通管控员须知

235. 交通管控员在施工道路的道路安全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会提醒驾驶员和骑行者注
意前方施工道路。对于往哪边走以及何时可以
走，他们也会为道路使用者提供积极和明确的
指引。

236. 交通管控员应穿着高能见度的工服（与气
候相适)，便于让驶近的驾驶员和骑行者看到。
交通管控员应持有适当的“停车”和“慢行”
指挥棒，从而为驾驶员和骑行者提供明确的指
引。在某些国家，这些指挥棒不一定常用，但
此类指挥棒在世界范围内的应用却很广泛。

237. 有些道路管理部门会雇用旗手，而非交
通管控员。旗手通常会用一面小彩旗（有时也
用电池供电的塑料棒）吸引驾驶员的注意。看
到旗手后，驾驶员应该意识到，前方有施工路
段。驾驶员应注意安全并慢速行驶。此类彩旗
和闪光棒的确能帮助旗手吸引驾驶员的注意；
但却无法提供必要、明确的指示和交通管制来
保证道路施工场地的安全。

238. 须告知道路施工场地的驾驶员往哪边行
驶、何时可以行驶以及行驶车速的要求。特别
是在双向双车道的公路上，当一条车道（单方
向车辆）因施工被关闭时，告知驾驶员如何行
驶很重要。减少剩余车道上发生正面碰撞的风
险是一项当务之急。尽管旗手可提供一些辅
助，但在这些情况下，只有交通管控员才能提
供最明确、最灵活的交通管控。

239. 客户应确保，受过适当训练的交通管控员
所使用的“停车/慢行”指挥棒是国家道路法规
认可的。

240. 施工方应确保雇用和培训交通管控员，并
为交通管控员提供高能见度的工服以及正确的
器具（整洁、合规的“停车/慢行”指挥棒)，
以便更好地工作。

241. 作为交通管控员，最好应遵循如下须知：

装备得当

(a) 穿着高能见度的衣服。通常会提供一件白
天或夜间穿的背心、工作服或夹克衫。这
些衣服应该是荧光色的，既能提高白天的
能见度，又带有适合夜间工作的反光条。

(b) 使用“停车/慢行”指挥棒时，应采取正
面与明确的方式，详细说明如下。交通管
控员负责管控施工场地的交通。行动要明
确、果断，并获得驾驶员和骑行者的尊
重。经过培训的交通管控员可管控施工场地的交通。交通管控员会为

道路使用者提供明确和积极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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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道路施工场地，交通管控员负责在上岗
时设置“交通管控员”标示牌，并在工作
结束时将其取下。如采用轮班制管控交
通，则应查看此标示牌是否放置在正确的
位置。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交通管控员的位置：

(d) 站在行车道侧方，所在位置应既能看到最
近一处作业区的末端，也能看到作业区另
一端的交通管控员（若有)。如果无法清
楚地看到另一名交通管控员（由于距离、
山坡、转弯或是由于其他的视线限制)，
则有两种选择：

• 增设一名交通管控员，其所在位置能同
时看到另两名管控员，并让该管控员指
导另外两名交通管控员的工作；

• 利用双向无线电设备来与其他交通管控
员联系。

(e) 交通管控员还必须能够看到驶来的车辆，
并且目视距离至少是车辆限定速度的1.5
倍。例如，若道路上的车速限制为80公
里/小时，则交通管控员必须能在120米远
的地方看到驶来车辆，而驾驶员也必须能
在同样的距离处看到交通管控员。

(f) 须特别注意交通管控员在如下环境中的可
见度：

• 黎明或黄昏；
• 大雾、下雪与薄雾天气；
• 东、西侧道路在清晨或傍晚日照不足的

时段；
• 晴天的阴影处。

(g) 面朝车流站立，但要站在车行道的外侧。
(h) 确保不要妨碍靠近的驾驶员看到标示牌或

交通设施，也要确保自身不被某个设施遮
挡住一部分。

(i) 如果存在车辆迎面驶来并且没有停车打算
的情况，交通管控员应考虑如何应对，并
提前准备好逃生路径。

管控交通

(j) 行为果断。交通管控员负责为驾驶员和骑
行者管控交通。道路使用者需要的是明
确、正面的信息。交通管控员也要负责为
施工工人管控作业区的交通安全。

暂停通行

让车辆慢行

让车辆继续通行

停车

慢行

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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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给驾驶员发出明确、清楚的信号：

• 让车辆停车时，应把指挥棒转成“停
车”，面向车辆，把另一只手举到停车
位置，手掌朝向车辆。

• 让车辆慢行时，应把指挥棒转成“慢
行”，面向车辆，把另一只手臂伸开并
平稳、坚定的上下摆动（但不要超过肩
膀的高度)。

• 道路上的车辆停下来时，移动位置（如
有必要)，确保能让远处驶来的车辆看
到；独自站在车队的最前面（不要让其
他人聚在周围)。

• 确保任何情况下均有一条逃生路径可
用。

• 在车辆停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应确保指
挥棒一直显示“停车”并把另一只手举
起。

• 谨记车辆停车等待的时间（主要）取决
于双向通行的车流量以及施工场地的长
度。停车时间从几秒到几分钟不等。不
要仓促的允许车辆通行。安全是第一要
素。

• 对向车辆全部通过并离开施工场地后，
才可允许车辆继续通行。

• 然后向路边短距离移动，将指挥棒转
成“慢行”。把“慢行”一侧转向车
辆，并用另一只手给出“继续通行”的
信号。

• 如果让另一名交通管控员控制道路的单
车道通行路段，则每位交通管控员都应
轮流或交替（如靠近暂停通行的车辆）
负责改变交通方向。此项操作规则给两
名交通管控员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全
性。这让两个“停车”标示牌（但“慢
行”标示牌不行）可同时展示给行驶车
辆。这种做法降低了单车道通行时发生
正面碰撞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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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标示牌 放置在道路施工场地前方的标示
牌，为驶近的车辆提供预先警示。

预警车辆 在短期移动施工场地（如标线）前
方的车辆（前方1公里或更远的地方)，为驶近
的车辆提供预先警示。

预警区 驾驶员在道路施工场地经过的第二个
分区（最多六个分区)，提醒驾驶员注意前方施
工道路。

工作完毕后的管控 此术语是指道路施工短时
间终止时（夜间、周末或节假日）所需的交通
管理。

CAREC公路 CAREC计划中指定的某条国道或国
际公路。

客户 负责道路和公路的道路管理部门。

咨询单位 客户的项目代表。

施工单位 为客户承揽道路施工工作的公司。

路线标识 通指在道路施工场地，用来明确地
标定出指定交通路线的标示牌与设施。

绕道 指引车辆绕过封闭作业区的现有路线。

改道 指引车辆沿不常走的路线绕过封闭的作
业区。改道可能会让车辆驶上路肩、沿行车道
旁边的临时道路行驶、进入辅路或绕道而行。

早期预警标示牌 驾驶员临近道路施工场地时
见到的第一个标示牌。预警标示牌会提醒驶近
的车辆注意前方减速行驶，而早期预警标示牌
置于预警标示牌的前方50米（城区）或100米
（乡村）处。

早期预警区 驾驶员在道路施工场地经过的第
一个分区（最多六个分区)。此区会提醒驾驶员
注意前方预警区内的减速规定。

旗手 旗手的职责是提醒驾驶员注意施工道
路，并用小红旗或其他的提醒装置（如塑料
棒）提醒驾驶员慢速行驶。

高车速道路 车辆行驶速度通常会超过60公里/
小时的道路。

领航车辆 在双向通行道路的短期移动施工场
地（如标线）的前方，设置领航车辆，提前警
示对向来车注意前方的标线施工。

长期施工 交通管理计划需要昼夜运作（至少
24小时，通常长得多)，并且有时可能会无人看
管的施工场地。

低车速道路 车辆行驶速度通常不超过60公里/
小时的道路。

移动的短期施工 以恒定速度（如标线）或间
断性地（如修补路面）沿道路移动，并且会阻
碍整条或部分车道的施工。

多车道 一个方向的车道有两条或两条以上。

道路使用者 使用道路的所有驾驶员、骑行
者、乘客或行人。

车行道 道路上供车辆使用的部分，包括路肩
和辅助车道。

道路施工 在道路上或路侧进行的有可能影响
交通和安全的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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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工人 参与道路或路侧施工的所有人
员。

安全护栏 将作业区与通行道路隔开的实物护
栏，用来抵挡失控的车辆，并（在可行的条件
下）改变碰撞车辆的方向，让其重新回到行驶
路线。

安全缓冲区 锥形区与作业区之间的空置区
域。缓冲区让驾驶员有机会修正错误并为施工
工人提供保护，因为失控车辆在到达作业区之
前，能在该区域减慢速度并停下来。缓冲区也
能保护道路使用者远离作业区的危害，如施工
车辆和设备。通常，缓冲区与作业区的前后分
别保持20米的间隔，侧面间隔为1.5米。

安全主任 由施工方指定，负责施工场地的职
业卫生与安全以及道路安全的人员。

影子车辆 为道路上的施工工人提供后端防护
的车辆。

短期施工 施工时间限制在一个班次或更短时
间内的施工场地。短期施工的持续时间不到24
小时，只有当施工人员在现场时才需要交通管
理计划。

辅路 为了让车辆绕过作业区而修建的一条较
短的道路。此道路有可能是单行道，也有可能
是双行道，与改道道路类似。

观察员 仅负责观察并提醒施工工人注意驶近
车辆的人员。

尾端警示车 在标线施工尾端（末端)，用来警
示后面或驶近车辆注意前方施工的车辆。让车
辆改道绕过作业区，并让驾驶员提醒前方的施
工工人注意紧急危险。

锥形区 驾驶员在道路施工场地经过的第三个
分区（最多六个分区)。此区域会引导驾驶员
（若有必要设置该区域）改变正常的行驶路线
并以安全车速驶入正确的通行路线。并非所有
道路施工场地都需要设置锥形区。

终止区 通过作业区后，车辆会在终止区恢复
终止区 通过作业区后，车辆会在终止区恢复
正常行驶。此分区会告知驾驶员与骑行者，道
路施工场地已终止。

交通 路上的各种车辆（包括汽车、卡车、公
共汽车、自行车、摩托车以及畜力车)、行人和
动物。

交通管控设施 放置在道路上或路旁，用来管
制、提醒或引导道路使用者的标示牌、锥形路
标、护栏以及其他设施。

交通管控员 负责用停车/慢行指挥棒管控和引
导施工场地交通的人员。

交通管理计划 TMP是指计划在施工期间的道路
场地安装并维护的所有标示牌、护栏、护柱和
其他设施。若施工工作被分为几个阶段，则应
为每个阶段设计交通管理计划。

行驶通道 穿过、经过或绕过作业区的路线。

双向行车道 车道可用于对向行驶并且不设置
实物间隔的道路。

极短期的道路施工 不超过5分钟即可完成的施
工。

弱势道路使用者 在与机动车发生碰撞时，由
于相对脆弱，而被视为最容易受伤害的道路使
用者群体。在CAREC公路上，弱势道路使用者
中最常见的是行人、骑自行车者、骑摩托车
者、畜力车和二轮马车。

作业区域 此区域是用来施工作业的区域，也
是施工工人、材料、设备和器具占用的区域。

施工场地 此区域包括作业区，一定长度用来
设置预警标示牌、锥形区和辅路的道路以及道
路施工所需的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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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监理 由施工方指定的负责监督施工工作
的人员。

施工车辆 道路施工所需的车辆。在道路标线
作业中，施工车辆或设备会立刻进入作业区并
开始作业（如标划机)，或有时为后面步行的
工人提供辅助。

作业区 此区域是开展施工作业的地方，其长
度可能从几米到几公里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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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安全施工》 

本手册介绍了如何在CAREC道路上提供更安全的施工场地，并为CAREC成员国的道路管理部门提供了道路
施工场地的良好做法以及明确、简单的指导，以提高道路使用者和工人在这些施工场地的道路安全。本
手册介绍了六区流程、如何计划并实施交通管理计划以及如何管控施工场地的安全。对项目经理、设计
人员、监理顾问、施工单位、工程监理以及其他对工地安全负责的人员而言，本手册是必备的阅读材
料。

关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计划是一个由11个成员国和发展合作伙伴组成的伙伴关系，以合作谋发
展，加速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该计划以“好邻居、好伙伴、好前景”的总体设想为指导。CAREC成员
国包括：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
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CAREC的秘书处设在亚洲开发银行。

关于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行”——ADB）的愿景是让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脱离贫困。亚行的使命是帮助发
展中成员国减少贫困并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尽管亚太地区取得了诸多成就，但其贫困人口仍在世界贫
困人口中占据很大比重。亚行致力于通过包容性经济增长、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来帮助亚太地
区减少贫困。

亚行的总部设在马尼拉，现有67个成员，其中48个来自亚太地区。亚行通过开展政策对话、提供贷款、
股权投资、担保、赠款以及技术援助等方式，为发展中成员国提供帮助。

亚洲开发银行
地址：6 ADB Avenue, Mandaluyong City
1550 Metro Manila, Philippines
网站：www.adb.org

CAREC秘书处
www.carecprogram.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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