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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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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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的路侧是一个很重要但却经常被遗忘的组成部分。在大多数国家的事故数据统计中，因单一
车辆 “偏离道路”造成的事故占比很大。此类事故的后果尤为严重，并且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
生。这些事故的严重程度与路侧状况直接相关。道路工程师有责任建造“更具宽容性”的路侧，
从而在驾驶者出现失误时，能进行安全的调节。CAREC地区的公路管理部门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
积极积累该领域的专业知识。

本手册可为CAREC成员国提供道路危害管理方面的实用参考资料。对于手册中介绍的原则，建议在
所有CAREC道路项目中予以采用。编写本手册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对路侧安全的了解，并为CAREC道
路中路侧安全的实施提供帮助。对道路工程师、规划师、设计人员、审计组成员、项目经理、客
户代表和项目组而言，这些信息是必不可少的。主要内容包括：

• 路侧危害的识别；
• 路侧危害的调查（路侧危害管理策略）；
• 净区概念；
• 三类安全护栏；
• CAREC公路的路侧危害安全管理。

路侧危害管理策略是本手册中提到的最重要的信息。我们鼓励读者采用此类策略。本手册详细介
绍了其中的关键步骤，并对每一步如何有助于提高路侧安全进行了说明：

• 避免在净区放置危险物（把现有的危害物全部移除）。
• 将危害物转移到净区之外，尽量减少失控车辆撞到此类危害物的可能性。
• 重新设计（或调整）危害物，以降低风险。用分离标杆等设施降低碰撞的严重程度。
• 用安全护栏把无法用其他方法处理的危害物挡住。
• 标记出危险范围，并采取措施“保证车辆不驶出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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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侧危害管理简介

1.  众所周知，道路、道路使用者和车辆是主
要造成世界各地的道路和公路发生交通事故的
原因。新建道路的线型设计和交通安全管理作
为安全的重要考虑因素，一直是世界各国为了
减少道路事故而努力改善的重点。如今，这方
面的努力仍在继续。道路安全对所有人都很重
要。

2.  所有道路都有一个很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
部分，那就是路测。近几十年来，除了道路安
全，人们也开始对路侧安全给予更多的关注。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许多单车辆由于偏离道路而
导致的事故，给世界各地的道路使用者造成了
非常多死亡和严重伤害事故。事实的确如此，
几项研究表明，车辆偏离道路的事故不仅频繁
发生，而且后果非常严重。与大多数其他类型
的事故相比，此类事故会造成更严重的伤亡（
受伤与死亡）。

3.  造成此类事故的原因很多：驾驶者疲劳、
酒驾、车速、疏忽或是对其他情况做出的反
应。我们永远都无法预测一辆车会在何时何地
偏离道路。

4.  在CAREC地区，路侧安全是道路管理中的
一项重要但却被忽视的组成部分。道路安全工
程师的任务是减少车辆偏离道路的可能性（若
有这种情况发生），从而尽量降低此类情况带
来的后果。因此，在减少因单一车辆偏离道路
导致的事故及其后果方面，工程师们和负责管
理CAREC公路的人员发挥着重要作用。编写本
手册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完成此项任务。

A.  路侧危害管理的背景介绍

5.  连接着CAREC地区的道路和公路具有很多
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多不同点。有些道路的车
流量很大，而有些很少。有些是高速公路；但

也有受线型或地形限制，而车速较低的道路。 
有些公路很宽，是多车道；而有些则很窄，仅
为单车道。有些CAREC公路会穿过沙漠，而有
些则穿过山区，也有很多从起伏的农田穿过的
公路。这些道路可能会经受全球最极端的恶劣
天气。但这些道路却有着一个不幸、却致命的
共同点，那就是车辆有时会偏离道路并发生因
单车辆偏离道路而导致的碰撞事故。

6.  导致车辆偏离道路（进入路侧）的原因很
多，包括：

• 驾驶者疲劳（驾驶者睡着或昏昏欲睡）；
• 在特定路况条件下，行驶速度过快；;
• 驾驶者受到酒精或其他药物的影响；
• 驾驶者分心、疏忽或缺乏经验；
• 结冰、下雪、暴雨或其他天气情况；
• 车辆故障；
• 道路的线型设计不佳；
• 道路造成的误导、路线标识不清；
• 交通状况的突然改变（如前方车辆突然停车

或动物突然跑到路上）。

7.  此类事件在CAREC公路以及世界各地的道
路和公路上都很常见。我们无法预测车辆会在
何时何地偏离道路，但我们能确定的是，此类
事故通常会给车内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或死
亡。

8.  当驾驶者的车辆失控并偏离道路时，通常
会与坚硬的物体相撞（例如树木和杆子）或朝
无法行驶的方向偏离（例如下水道、陡坡或粗
糙路面），从而造成车辆跃起（腾空而起）、
翻车或突然停下。

9.  在理想状况下，路侧不应该有任何潜在危
害，这样失控车辆就能得到安全的控制。我们
用“宽容路侧”来形容此类路侧。这是一个正
面的词汇，是指 当失控车辆偏离路线时，路
侧没有任何可能会给道路使用者造成伤害或死
亡的危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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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目前，大多数CAREC公路的路侧都不具
有“宽容性”。在城市地区，路侧区域往往设
置了很多公共设施或当地绿化设施。在很多城
区的路侧，设置了很多大电线杆、坚硬的灯
柱、广告牌和树木。在乡村的路侧，设置有树
木、无法行驶的边坡、桥面护墙以及涵洞的端
墙，这些构成了大部分的路侧危害。在主要路
线、立交桥以及交叉路口处，大型的标示牌支
架是常见的路侧危害。沿CAREC道路的两侧，
路侧危害有很多。在本手册的照片中，突出介
绍了许多危害实例。

11. 识别、调查并治理路侧危害是CAREC公路
沿线的重要道路安全挑战。

12. 本手册的读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减少此类
事故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许多工程师可能
在只考虑了成本的情况下会首先想到安装安全
护栏。然而，正如本手册中详细介绍的，其他
措施通常会更安全、更便宜。

13. 在路侧危害管理策略的指导下，应以审慎
和合乎逻辑的方式，考虑这些其他措施。该策

略提炼出了本手册的基本理念，提供了一种明
确、简单的方法，用以识别、调查并成功管控
路侧危害。该策略将有助于减少道路和公路的
交通危害。

14. 除了路侧危害管理策略外，本手册也介绍
了如何在CAREC路网沿线建造更具“宽容性”
的路侧，其中包括：

• 如何通过净区概念来识别路侧危害；
• 如何利用路侧危害管理策略，以最佳的方式

来调查路侧危害；
• 如何为道路场地择选最适合的改进措施。

15. 本手册同时也介绍了三类安全护栏以及其
他有用的路侧设施，如防滑底座、防撞灯柱、
防撞垫、可行驶的端墙。尽管目前这些设施在
CAREC公路沿线的使用相对较少，但以后会变
得越来越常见。  对于每位负责管理CAREC公
路的人员来说，掌握有关能够降低偏离道路事
故严重程度的新的或创新型道路安全设施方面
的最新知识很重要。

固定的路侧危害有很多不同类型。（从左往右）树木、石块、未封闭的下水道、桥墩、无法行驶的边坡、涵洞和桥梁只是CAREC公路沿
线存在的诸多路侧危害中的其中几种。道路安全工程师的工作是设计和修建没有此类路侧危害的新道路，从而降低目前现有危害带来
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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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安全设计原则与“宽容路侧理念”

16. 设计良好的道路是为了保证车辆的安全
行驶。安全道路设计致力于提供安全的道路条
件，包括：

• 适宜的平面和纵面线型；
• 足够的道路和车道宽度，包括封闭的路肩；
• 合适的横向斜度和曲线超高；
• 良好的视距；
• 提供适当的标示、清晰的路面标线和路线标

识；
• 良好的路面；
• 交叉路口的交会车流管理；
• 适当的车速管理。

17. 设计安全路侧的基本原则应基于如下认
识：驾驶员（或骑行者）会出现失误；他们有
时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并偏离道路。我们永远
无法确切地知道这种情况会在何时何地发生。
当车辆偏离道路时，实际存在这辆车有可能翻
车或是撞到固定物的风险。这两种情况都有可
能导致车内人员（驾驶员）重伤或死亡。

18. 为了尽量减少车辆偏离道路造成的后果，
提供“宽容”的路侧很重要，这样才能尽量减
少因驾驶员失误造成的严重后果。安全设计原
则包括：考虑到车辆驶出道路的情况，应提
供“宽容”路侧。宽容路侧应没有坚硬的杆
子、下水道、建筑物和陡坡。边坡应该是可以
行驶的，以便让失控车辆恢复正常或停下来。
对于路侧，各个方面的设计都应尽量减少因失
控车辆造成人员伤亡的风险。

19. 简言之，宽容路侧能包容驾驶员犯的错
误。我们的任务是提供宽容路侧，并将其作为
我们在减少道路伤害方面的主要贡献之一。

20. 然而，为了提供宽容路侧，我们应对某些
基本概念和很多技术细节有所了解。在我们着
手研究有效措施以减少CAREC公路的主要道路
安全问题之前，我们应先了解一些关键问题，
比如什么是路侧危害、什么是净区。

21. 本手册分为三个主要章节：识别路侧危
害、对路侧危害进行调查、改善路侧危害。编
写本手册是为了让读者对这个重要的道路安全
问题有清楚、实用的了解。

C.  工程师们可以发挥作用

22. 不管由于何种原因造成失控车辆偏离道
路，车内人员都需要一个安全、宽容的区域，
让车辆安全恢复正常并停下来。遗憾的是，在
CAREC道路的很多路段，失控车辆更有可能面
对的是坚硬的杆子、大树、深下水道或陡坡。
这些状况中的任何一种都能造成碰撞车辆车内
人员的死亡或重伤。

23. 路侧危害是世界各地道路的最大杀手之
一。在CAREC地区，随着道路的改善以及更多
公路的修建，车速会有所增加，而因某辆车冲
出路外造成的事故无疑会更加严重。对CAREC
地区的工程师来说，现在正应该着手在路侧危
害管理方面做出积极改变。

24. 道路的路侧是一个很重要但却经常被遗忘
的部分。路侧为停车、景观、服务、照明和排
水提供了空间。路侧是自然植物生长的地方，
也是本地动物的家园。但在整个CAREC地区，
路侧区域通常被建筑物（涵洞、桥梁）、堆放
的材料、坚硬的杆子、石块、无法行驶的边坡
以及深下水道所占据。路侧区域通常会让很多
偏离道路事故的严重程度有所增加。

25. 包括大多数CAREC地区在内的机动化程度
逐渐加强的国家的很多工程师，都低估了自身
的工作在减少交通事故方面的重要性。其中一
些工程师认为，交通事故完全是由于驾驶员或
骑行者的失误和过失造成的。他们认为，改善
道路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交警在执法过程中发
挥更严格、更有效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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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这些工程师没有认识到，人们在道路上的
很多失误都是由工程师的错误设计造成的。比
如：排水管不必要地离道路过近、桥面没有足
够的护栏来保护端墙、陡峭斜坡的底部转弯太
急并且未设置路线标识。

27. 值得高兴的是，CAREC地区的道路管理部
门通过聘请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循序渐进地
改善道路安全。他们可以：通过在转弯处提供
明确的路线标识，帮助驾驶员（或骑行者）避
免发生偏离道路的撞车事故；通过管理车速并
在必要地点安装适当的防撞设施，帮助减少偏
离路线撞车事故的严重程度。

28. 认识到工程师和其他专业人员在道路安全
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并应用本手册（以及本
系列其他手册）提到的基本原则，工程师和其
他专业人员能提高道路设计、施工、运营和维
护方面的安全性，并且通常成本较低。在这些
方面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29. 在改善道路安全、挽救生命和预防伤害方
面，负责管理CAREC道路的工程师和其他人员
能带来积极的影响。

临界边坡（比1V：3H更陡）会增加车辆翻车的风险，反过来也会
增加车内人员严重受伤或死亡的风险。

偏离道路的撞车事故后果尤为严重。与其他类型的事故相比，这
类事故造成死亡和重伤的比例更高。

支撑本手册的一个关键信息是，在为CAREC地区的
所有道路使用者提供更安全的道路和路侧方面，工
程师们能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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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路侧的安全管理是道路管理部门的一项重
要职责。随着世界各国更加注重减少道路事故
的成本，路侧安全管理这项任务也变得越来越
重要。

31. 让路侧更加安全的第一步是识别出道路沿
线的路侧危害。完成这项任务需要具备判断力
和经验。对于什么会构成路侧危害，不同的工
程师可能会有很不一样的看法。路侧区域的每
棵树都会构成危害吗？公交车候车亭属于路侧
危害吗？桥面栏杆/护墙属于路侧危害吗？支
撑立交桥的桥墩也属于路侧危害吗？

32. 国家道路管理部门应就路侧危害的定义达
成一致，以确保优先处理风险程度高的路侧危
害。道路管理部门有责任以有效的方式使用公
共资金。

33. 因此，作为一个专业，我们应在路侧危害
的定义中寻求统一性与一致性。我们应先对路
侧危害的定义达成一致，然后才能就如何最好
地处理这些危害做出决定。

A.  什么是路侧危害？

34. 路侧危害是指当车辆在某个地点偏离道路
时，道路侧方存在有可能给路侧区域的安全带
来不良影响的特征或物体。

35. 专业来讲，路侧危害更具体定义为：直径
在100毫米或100毫米以上的固定物。根据这个
定义，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固定的杆子（标
示牌支撑杆、电线杆、灯柱）和大树属于路侧
危害。同时路侧危害也包括其他情形，例如大
石块或无法行驶的边坡，这些均有可能给偏离
道路车辆的车内人员造成严重伤害。

36. 路侧危害分为两类：（1）单个危害；（2
）连续危害。

1.单个危害

37. 单个危害是指长度有限的单个危害物或路
侧危害。此类危害包括：

• 树木（直径超过100毫米）；
• 桥端柱；
• 大花盆；
• 纪念碑；
• 景观设施；
• 无法分离的标示牌支撑杆（直径超过100毫

米）；
• 交叉道的支承墩；
• 车道的端墙；
• 涵洞的端墙；
• 电线杆（直径超过100毫米）；
• 实体墙；
• 人行天桥的支撑墩和楼梯。

38. 例如，一根单独的杆子会给偏离正路的
车辆带来一定的风险。而随着沿路的杆子数量
增加，风险也会相应增加。偏离正路的车或许
能幸运地躲过单独的杆子，但如果杆子数量较
多，则车辆撞到杆子的风险也会加大。

39. 由于这类危害单独存在并且长度有限，因
此，单个危害最好的处理办法是把它们移出净
区，而不是用护栏遮挡。若要达到护栏的结构
强度，需要一定的最小的长度要求（参阅本手
册的后面内容），若用40米或更长的钢护栏来
防护一个杆子，这显然并非总是最适合或最安
全的。

40. 应注意的是，尽管直径不到100毫米的树
木不被视为单个危害，但如果这些树木未来有
可能长到100毫米或更粗，则仍应考虑将这些
树木移出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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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连续危害

41. 连续危害与单个危害的区别在于，连续危
害沿道路延续了很长的一段距离。因此，把此
类危害移走或重新安置通常不太实际。当此类
连续危害出现在净区时，则被视为路侧危害。
连续危害的长度增加了失控车辆与之相撞的风
险，而有些危害（如悬崖）则不管失控车辆的
车速如何，均可造成严重的坠毁事故。 

42. 连续危害包括：

• 成排成林的大树；
• 未封闭的纵向下水道；
• 挡土墙；
• 陡坡路堤；
• 岩屑；
• 悬崖；
• 存水区（例如湖泊、溪流、超过0.6米深的

渠道）；
• 位于净区之外，但失控车辆可到达的无防护

的危害（例如悬崖）；
• 在行驶速度超过80公里/小时的道路上，侧

面垂直高度超过100毫米的路缘；
• 有水平护栏、能刺穿车辆的栅栏。

B.  净区概念

43. 宽容的路侧能减少车辆偏离道路造成的
事故给车内人员带来的影响。提供净区能给路
侧区域的安全带来最大程度的保障。在净区
内，车辆可以在不撞上固定物的情况下减慢速
度，让驾驶者有时间重新控制车辆。但值得思
考的是，我们在路侧需要多大的净区呢？几米
够吗？还是需要很宽阔的一片区域？我们是否
有可用的数据作为指导，还是只能靠简单的猜
测？如果预留的道路区域很有限，根本得不到
更多的土地，我们该怎么办？

44. 在道路项目的开发过程中，这些问题普遍
存在，并且反映出了项目管理者所面对的实际
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采用净区概念。

45. 净区概念让工程师们能够设计并提供没有
危害、可行驶的路侧区域。净区概念不能防止
偏离道路事故的发生，但能够减少此类事故带
来的后果。提供净区能让安全得到最大程度的
保障。失控车辆可以在净区内减慢速度，避免
撞到固定物，驾驶者也能重新控制住车辆。

这条CAREC公路穿过一大片沙漠。道路的路侧宽阔、平坦，安全
程度很高。这里最明显需要进行安全改进的是应该增加路线标识
和铺设路肩，以保持车辆在正路行驶。

尽管路侧平坦，但仍需注意人造建筑物，如涵洞（如图片所示）
和桥梁。我们永远无法预测车辆会在何时何地偏离道路。

46. 由于道路的实际保留区可能会很大，净
区概念的形成是为了明确出特定的、能反映出
在某个地点发生严重事故可能性的区域。净区
概念及其原则提供了一种风险管理办法，用以
优先处理不同地点的路侧危害。对于净区的距
离，则需要综合考虑失控车辆所需的恢复区
域、提供此区的成本以及失控车辆撞到路侧危
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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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美国的早期研究发现，在边坡平坦的开阔
高速公路上，85%的车辆能在离道路边缘9米的
区域内恢复正常。在路侧危害管理领域，我们
的目标是为那85%能在该宽度范围内恢复正常
行驶的车辆提供安全的路侧。

48. 同时这意味着有15%的失控车辆无法在该
宽度范围内恢复正常行驶，有些车辆在恢复控
制（或停下来）之前需要行驶更长的距离。如
果让100%的车辆都恢复正常，所需的宽度要大
得多。事实上，所需的宽度过大，通常是不可
能实现的。因此，净区概念是基于85%失控车
辆的相关数据。

49. 但如果有一处主要危害（如较高的悬崖）
在净区外侧，而失控车辆偏离道路会导致一些
严重的后果，则要考虑为所有可能在该地点偏
离道路的车辆提供保护。这意味着，也要为理
论上会行驶到正常净区之外的其余15%的车辆
提供保护措施。

1.  什么是净区以及净区是如何计算的？

50. 净区是指道路侧方（从最近车道的边线或
边缘，用直角测量）需要确保不存在固定路侧
危害的区域，从而让驾驶者有机会恢复对失控
车辆的控制。

51. 在设计新道路或升级现有道路时，应提前
考虑净区所需的宽度。对现有道路开展道路安
全审计时，净区所需的宽度也应作为一项重要
的考虑因素。在调查一个经常发生偏离道路事
故的事故高发路段时，了解现有公路所需的净
区是一个重要的开端。知道净区所需的宽度很
重要，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并按需提供。

52. 决定任何道路（拟建或现有）的净区宽度
时，均须考虑以下四个关键因素：

• 车辆的行驶速度。行驶速度决定着失控车辆
会行驶多远的距离。在60公里/小时的行驶
速度下，85%的失控车辆会在离车道边缘3米
的范围内恢复正常，而在100公里/小时的行
驶速度下，让85%的车辆恢复正常则需要9
米。车速越快，行驶的距离越长。

• 车流量。车流量越大，暴露在路侧危害中的
车辆就越多，那么车辆偏离道路的可能性就
会增加。因此，车流量应该也是预先考虑到
的因素。车流量越大的道路所需的净区范围
越大。如果车流量很小，则提供较小的净区
即可。对于车流量较小、仅有少数骑摩托着
者暴露在路侧危害的道路，若提供与高车流
量道路一样的净区，则成本效益较低。

• 道路的转弯半径。弯道外侧的净区应更宽。
这是由于，失控车辆在恢复正常之前，在转
弯处朝外侧行驶的距离更远。在必要时，可
根据弯道修正系数增加净区的宽度。

• 边坡的陡峭度。它影响着失控车辆在路上行
驶的距离。如果边坡非常陡（超过了临界坡
度），则不能算作净区。净区必须延伸到边
坡之外，有时会延伸至附近的旷野里。陡坡
既无法行驶，也不能让车辆恢复正常，并且
会增加失控车辆翻车的风险。翻车事故通常
会造成严重的伤亡。可运用一些修正系数修
正路侧边坡的净区。边坡越陡，所需的净区
就越宽。

2.  净区的计算

53.  用图1来确定CAREC直线道路所需的基本净区，
该方法是基于美国国家公路与运输协会（AASHTO）
的指南。该指南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并不断根据
各主要道路管理部门的要求进行修订。

54.  根据此图，即可算出道路（拟建或新修）所需
的净区，采用如下几个简单的步骤：

• 预计车辆的行驶速度（预计的行驶速度不是
指设计速度，也不是限速速度）。

• 预计日交通量（注意：此图仅适用于单向行
驶的道路；对于双向双车道公路，则应将交
通量的数值加倍）。

• 从图1中找到这两个数字并计算所需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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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并非所有道路和公路都是直的。除了行驶
速度，还有其他能够影响失控车辆在道路上行
驶距离的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就是场
地的平面与纵面线型。

56. 由于惯性力的存在，与直线道路相比，失
控车辆在弯道处朝外侧行驶的距离更远。 另
一方面，在重力的作用下，与平道（或平缓的
削土边坡）相比，失控车辆沿填方边坡行驶的
距离更远。

3. 净区的弯道调整 

57. 道路的平面线型（曲线）会影响到车辆
的行为和车辆偏离道路的可能性。根据物理定
律，车辆在弯道处向外侧行驶的距离要比直线
道路更远。因此，对于直线道路的转弯路段，
则应对图1所示的净区距离进行修正，用净区
距离乘以适当的弯道修正系数（如图2所示）
。乘以修正系数后，净区的宽度会有所增加。
需谨记车辆在弯道处向外侧行驶的距离更远。

净区计算的例子：

对于直线公路，预计的行驶速度为80公里/小时，
单向行车道的交通量为4000辆/天。根据图1，则该
公路所需的净区宽度为6米。

图1：直线道路的净区

Example 1: If the operating speed is 
80 km/h and the one-way AADT is 
4,000 vehicles/day, the clear zone 
width is 6 m.

Example 2: If the operating speed is 100km/h 
and the one-way AADT is 20,000 
vehicles/day, the clear zone width is 11 m 
(adopt range 10,000–30,000 vehicl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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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opt 11 m)

(adopt 9 m)

AADT=年平均日交通量；km/h=公里/小时；m=米。

资料来源：维多利亚州公路局（2011年），《道路设计指南》（增刊）第六章：路侧设计、安全与护栏（澳大利亚，悉尼市）。

例一：如果行驶速度为80km/
h，AADT为4000辆/天，则净区的
宽度为6米。

例二：如果行驶速度是
100km/h，AADT为20000辆/天，
则净区的宽度为11m（采用范围

为10000-30000辆/天）。

行驶速度（km/h）

单
行
道
的
AA
DT
 （

驶
近
的
车
流
量
）

从
行
车
道
边
缘
计
算
的
净
区
宽
度
（
m）

（辆/天）

(采用13 m)

(采用11 m)

(采用9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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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此项修正仅适用于弯道外侧的净区。若转
弯半径大于1000米，则不需要修正。当公路转
弯处的历史数据表明增加净区的宽度能够减少
事故风险时，弯道修正系数变得尤为重要。

59. 尽管修正系数仅适用于弯道外侧的净区，
但应注意因车辆向弯道内侧偏离而造成的事故
也很多。这是一种常见的偏离道路事故。当调
查弯道处的事故高发路段，特别是在没有准确
可靠数据的情况下，应注意并非所有偏离道路
的碰撞事故都发生在弯道外侧。

4. 填方边坡的净区修正

60. 在理想情况下，安全的路侧应该是平的，
特别是失控车辆能够驶入的路侧。如果路侧不
是平的，则偏离道路的车辆可能会遇到填方路
堤的边坡、开凿的边坡或是排水沟。这些线型
特征会影响失控车辆的行驶路线及其恢复正常
所需的距离。

61. 与平的边坡相比，填方边坡会让失控车辆
在恢复正常前行驶更远的距离。对车辆而言，
填方边坡可分为：可恢复、不可恢复和临界边
坡。不同类型的边坡会影响净区所需的距离，
如下所示（图2）：

图2：弯道的净区修正系数

Note: For radii > 1,000 meters use Fc = 1.0

Radius (meters)

Example:
On a 700 meter radius curve with an 
operating speed of 100 km/h, the graph 
suggests an Fc of 1.15.

H
or

izo
nt

al
 c

ur
ve

 a
dj

us
tm

en
t f

ac
to

r (
Fc

)

Example

120

Fc=曲线修正系数；km/h=公里/小时。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路政委员会（2003版），《乡村公路设计》（澳大利亚，悉尼市）。

注意：若转弯半径>1000米，则Fc=1.0 举例：
转弯半径为700米，行驶速度为
100km/h，则根据此图，Fc为1.15。

半径（米）

水
平
曲
线
的
修
正
系
数
（
Fc
）

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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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恢复边坡是可以驶过的，无需修正净区宽
度。可恢复边坡的坡度通常为1V：4H或更平
缓。

• 不可恢复的填方边坡是指坡度比1V：4H陡、
比1V：3H平缓的边坡。在这类边坡上，大多
数失控车辆会一直行驶到边坡底部，因此，
失控车辆所需的恢复区域应扩展到不可恢复
填方边坡的坡脚外侧。在这种情况下，净区
距离不包括不可恢复路堤边坡的宽度。因
此，净区需要延伸到坡底的外侧。

• 临界填方边坡（不可恢复边坡）的坡度如果
超过1V：3H，则被视为临界边坡。临界边坡
通常会导致失控车辆翻车。如果这类边坡处
在净区内，则需减缓坡度，或用安全护栏进
行防护。

• 填方边坡的表面也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决
定着填方边坡是否能让失控车辆驶过，或者
会给车辆造成危害。路堤表面也应相对光
滑、充分压实并且没有固定物。路堤表面可
能会相对平坦，但也有可能不平坦并有较矮
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可能会让车辆卡住并
导致翻车。在沙子很多的路侧，就像在很多
CAREC公路上看到的一样，即使在坡度小于
1V：3H的边坡上，车辆发生翻车的可能性也
很高。

• 如果把边坡的顶部和底部做成圆弧形，增加
失控车辆与地面的接触，边坡就会更容易驶
过。很多横截面图上显示，路面水平的填方
路堤为“圆弧形”，但大多数图纸都未对填
方路堤的底部进行处理。这个位置通常离道
路预留区的边缘很近，并靠近旷野。虽然很
容易被忽视，但把边坡底部做成半弧形是一
种很有效的安全措施。

• 对于CAREC新建道路项目的填方路堤，建议
采用的最大坡度为1V：6H。若达到或改善此
边坡坡度在经济上不可行，则应在所有填方
边坡上安装2米或更高的安全护栏。

• 在一些情况下，净区范围外存在更陡的路堤
（不超过1V：3H）。若在路肩边缘到净区边
界的范围内修建1V：5H的边坡，或许能够免
于安装安全护栏。这种做法可能比安装护栏
更可取、更经济。

62. 图3展示的是当道路修在填方路堤上时，
需对净区进行的各种修正。

5. 在道路场地应用净区概念

63. 净区概念划定了一定区域。经验告诉我
们，当失控车辆偏离道路时，净区划定的区域
能提高车内人员的安全。如果能为道路量身划
定净区范围，则因偏离道路事故导致的伤亡会
极大地减少。

64. 如何把净区概念应用到道路场地？如果道
路（或将会）很长，则整条道路可能会有若干
个转弯处和一些陡峭的边坡。在这种情况下，
应分别为每个路段规划出所需的净区范围。

65. 确定一系列最终的净区宽度后，为了方
便使用，将每个数值四舍五入到最接近的米（
数）。这会给具有多个变量（例如车流量、车
速、偏离角度、道路与土壤情况）的系统增加
一些小的安全系数。

66. 取每一个净区宽度值，垂直边缘线进行测
量，若如果没有边缘线，则从路面的边缘开始
测量。用一种方式把宽度标记出来，这样就能
站在标记线上，直观地判断出净区内存在哪些
危害（固定危害、直径超过100毫米的物体或
连续危害，如混凝土衬砌的下水道）。

67. 通过拍照的方式把这些危害记录下来，并
用数码产品对观察结果进行记录。在可能的情
况下，若有条件可以提供更宽的净区，特别针
对车速较高、车流量较大的道路，则应尽量满
足。研究文献中的证据表明，增加净区的宽度
能有效降低严重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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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边坡对净区宽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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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at batter included in 

effective clear zone widthHinge 
point

ECZ Case 2(b)

Manual 3 – Figure 3
The Effect Of Side Slopes On Clear Zone Widths

Fill batter
Case 2

Case 2(a) if

CZ

CZ - W1 ≤ WB/2
ECZ = W1 + 2 (CZ - W1)

Case 2(b) if CZ - W1 > WB/2
ECZ = CZ + WB/2
or ECZ = W1 + WB + W2 

where W2 = CZ - W1 - WB/2

WB/2

W2 W2 WB/2 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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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1. CZ是根据图3算出的净区宽度，并在必要时进行了弯道修正。
2. ECZ是有效净区宽度。
3. W1是车道边缘到铰接点的宽度。
4. WB是向上倾斜部分的宽度。
5. W2是从边坡坡脚到外侧的宽度。
6. S是倾斜坡度（米/米）。
7. 对所有斜坡的坡顶和坡脚的铰接点都进行圆弧形处理。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路政委员会（2003版），《郊区公路设计》（澳大利亚，悉尼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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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Z=CZ+WB/2
  或者ECZ=W1+WB+W2
  其中，W2=CZ-W1-WB/2

ECZ=W1+WB+W2
其中，W2=CZ-W1

向上倾斜的陡边坡不算在有效净区宽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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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边坡的坡度约为1V：3H，属于不可恢复边坡，并且不应算作净
区的一部分。该净区包括路肩、边坡之前的边缘部分以及部分
平坦区域。

如图所示，失控车辆通常会朝转弯处的外侧行驶更远的距离。图
2提供了弯道处净区的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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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调查路侧危害

68. 一些道路管理部门专门制定了计划，用以
改善发生大量车辆偏离道路事故地点的交通状
况。利用交警提供的事故数据，这些道路管理
部门能在路网上准确地判断出此类事故的频发
地点。反过来，道路管理部门也可以指导调查
组展开调查并分别治理。

69. 此类治理计划提供了非常好的资金回报
率。减少这些地点的事故发生频率和事故严重
程度的措施，通常成本较低（与很多其他道路
项目的成本相比）。

70. 目前，当CAREC道路管理部门开始着手解
决路侧事故时，面临着两项挑战。第一项挑战
是，道路管理部门难以确定发生这些偏离道
路事故的地点。对部分CAREC公路管理部门来
说，事故数据不够准确，无法识别出事故地
点。第二项挑战是，识别出频发地点后，如何
制定出最适合的治理措施。对于路侧危害管
理，大多数国家都缺乏具备必要经验与知识的
工程师。

71. 对于危害地点的识别，最好的办法就是借
助交警提供的事故数据并配合地方性知识（由
地方官员或居民提供），从而识别出公路上偏
离道路事故频发的转弯处或其他地点（首先要
特别关注高车速的乡村道路）。

72. 关于如何制定出最适合治理偏离道路事故
频发地点的办法。编写本手册的目的是协助道
路管理部门及其人员认识到与路测危害管理相
关的问题，基于此，本手册为上述问题提供了
一个清晰和实用的方法，可帮助积累使CAREC
路侧更安全所需的技术知识。

73. 通常而言，对于新建道路或道路升级项
目，潜在危害在项目周期中发现的越早，则该
危害得到解决以及可考虑到成本的可能性就越
大。在部分情况下，可以在设计阶段进行更
改，这不会给项目增加额外的成本。通常来
说，修改设计图纸的成本比项目建成后对道路
设施进行修改的成本低。道路安全审计在这个
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74. 对新建CAREC公路项目的设计进行道路安
全审计时，也可将如何治理好路侧危害的相关
技术知识应用其中。经过培训并具备经验的道
路安全审计组可以把道路安全融入新建道路的
设计中。在审计过程中，审计组可以引起人们
对潜在路侧危害物的注意，并协助设计组做出
更安全的道路设计。把净区概念应用到新建道
路的设计中，是一种积极的道路安全措施。在
遏制不安全的设计继续推进方面，道路安全审
计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没有人想要再建造出
不安全的路侧。

对道路工程师来说，识别出路侧危害，继而判断出治理该危害的
最佳做法，这是一项很重要的职责。



14 CAREC道路安全工程手册（三） 第三章 调查路侧危害：路侧安全管理策略

提高技术技能，从而识别、调查并治理路侧危害，这应该是
CAREC道路管理部门的一项关键职责。 

B.  路侧危害管理策略（辅助决策的工
具）

75. 路侧危害管理是一个用来管理路侧风险水
平的流程，以便为失控车辆的驾驶员、骑行者
以及乘客提供保护。路侧危害管理策略旨在化
解车辆偏离道路事故的风险与后果。该策略是
一种简单的分步方法，在考虑到成本与实用性
的情况下，找到最切合实际的治理办法。

76. 若提供完全无危害的路侧，其造价通常令
人望而却步。有些时候，可能存在历史、环境
或安置问题，而无法让路侧做到绝对安全。有
时，治理危害的成本可能要远远高于其防止事
故发生节约的成本。

77. 因此，我们需要一种策略，指导我们在
决策过程中保持一致性与逻辑性。并非每条路
上的所有路侧危害都要采取同样的治理办法。
让所有决策者都遵循一个明确并有逻辑性的流
程，这是调查并治理危害的良好开端。

78. 五步路侧危害管理策略为每种识别出的危
害提供了五种解决办法：

• 保持车辆在路上行驶；
• 消除危害；
• 迁移危害；
• 改善危害；
• 遮挡危害。

图4展示了该策略如何通过有逻辑性的分步方
法治理路侧危害。

C.  保持车辆在路上行驶

79. 路侧危害管理的第一个目标是确保道路
使用者在宽度适宜、路面良好、路线可预测、
并具有良好路线标识和标示牌的道路上安全行
驶。想到这种办法的最佳方式是谨记，如果车
辆不偏离道路，道路就不存在路侧危害管理问
题。

80. 实质上，该方法是五步路侧危害管理策略
中的第一种也是最后一种可选方法。采取各种
低成本的措施（路线标识、线型诱导标、警示
牌、封闭路肩、可触知的边缘线），让所有车
辆都在道路上行驶。

81. 在部分地点，可能也有必要对每处路侧危
害（特别是树木和杆子）进行标识，让驾驶者
更容易看到。可将这作为最后一种可选办法。
对危害进行标识可能会减少意外碰撞（有时被
称为“无辜碰撞”），但却无法为失控车辆的
车内人员提供有效的帮助。

82. 在运用完策略中其他四个步骤并发现无法
提供充分或合适的危害治理办法后，则应该再
回到第一步，因为这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治理办
法。再次检查并确认，已经采取了所有能够防
止车辆偏离道路的措施。谨记，如果车辆保持
在路上行驶，则不会存在路侧危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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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五步路侧危害管理策略的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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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迪拜道路运输管理局（2008年），《迪拜路侧设计指南》，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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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的道路设计

83. 适当的线型设计和谨慎使用道路设施可
有助于保持车辆在路上行驶。道路的线型设计
标准应基于对一道路的预计行驶速度的实际评
估。车速的预测应考虑到道路功能、道路所在
的地形以及道路环境。下文总结了一些有助于
保持车辆在路上行驶的道路设计特征。

防止出现车辆偏离道路事故的最佳安全措施之一是，确保按照最
好和最新的现行标准进行新建道路的设计。

仅凭良好的设计并不能完全保证不发生此类事故。人为失误、驾
驶者疲劳以及其他很多因素均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尽量减少事故
后果也是我们的一项工作内容。

a. 车道宽度

84. 行车道的宽度会影响车辆在车道上行驶的
舒适度。车流量较大和车速较快的道路应设置
更宽的行车道，从而相对于迎面而来的车辆，
能获得更高的安全度，而相对于路侧设施，也
能有更大的间隔。但车道过宽也会产生问题，
比如车辆会形成两路车流，或存在驾驶员或骑
行者把另一辆（骑摩托车者）从侧面挤并试图
超车的情况。

85. 为了给迎面车辆提供足够的间隔，双向通
行道路的宽度也很重要。通常，3.5米的路宽
被视为最佳宽度。

b. 路肩

86. 路肩具有重要的交通功能，包括：

• 失控车辆的恢复区域；
• 相对安全的停车区域；
• 行人、骑自行车者或其他慢速行驶车辆的通

行道路（与快速行驶的机动车辆分开）；
• 供紧急车辆使用的通行区域；
• 与路侧危害之间的间隔。

封闭（铺设）路肩有诸多好处。路肩提供了供骑自行车者、骑
摩托车者、农用车以及慢速行驶的车辆使用并且远离行车道的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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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的路肩也为车辆提供了紧急停车的区域（检查装载量，或是
发生紧急的医疗事件时）。

87. 在路侧危害管理中，良好的路肩尤为重
要。路肩应妥善养护，与行车道保持在一个水
平面上，路肩的路面上应没有车辙或突然下降
的地点。这样车辆在主动或意外的驶上路肩
时，就能安全的过渡。对公路的路肩进行妥善
养护也能提高路肩的结构性功能，为路面提供
横向支撑并从路面的边缘排水。

88. 封闭（铺设）路肩能带来诸多好处。经
证实，封闭路肩能够大量减少道路交通事故，
特别是偏离道路事故，因为封闭路肩有助于失
控车辆恢复控制。研究表明，封闭路肩能减少
40%的道路伤亡事故。封闭路肩的宽度取决于
车辆的行驶速度、车流量以及车辆类型。在理
想状况下，路肩应封闭1.5米到2米宽。2米宽
的封闭路肩能让机动车在上面停留，并与行车
道隔开。2.5米宽的封闭路肩能在必要时让大
型车辆（卡车和公共汽车）停留。在车流量较
大的道路，例如高速公路，封闭路肩的宽度应
增加到3米，以便与行车道之间保持更大的横
向间隔。

c. 平面线形与局部曲线加宽

89. 在设计道路并尽量减少路侧危害风险时，
对平曲线进行精心设计是一项关键的考虑因
素。为了让车辆以一定的速度沿曲线行驶，车
辆与路面之间的水平摩擦力必须足以抵消保持
车辆沿原来方向行驶的惯性力。因此，提供与
道路行车速度相适宜的曲线半径，是提供安全
道路的关键步骤。对于一段道路，最好要采用
一致的线型标准，在开阔和狭窄线型之间应有
良好的过渡。

90. 在道路的转弯处，可能需要根据转弯半
径、行车道宽度以及道路的设计车型来加宽路
面。局部曲线加宽通常是出于以下原因：

• 沿曲线行驶的车辆，特别是卡车和公共汽
车，与该车辆在直线路段行驶时相比，会占
用更宽的车道。车辆占用的车道宽度增加，
会相应地减少与对向车辆之间的间隔。应增
加曲线处的车道宽度，这样才能保持适当的
间隔。

• 通常而言，车辆在弯道处的横向位置与其在
直线路段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这是因为驾驶
者需驶入并绕过弯道。一定要考虑到车辆偏
离车道中心的情况。

91. 对大多数负责现有CAREC公路的工程师们
来说，重新设计并改造平曲线以减少偏离道路
事故的机会可能很少，充其量只能封闭这些弯
道的路肩并加强路线标识。但设计新的公路或
对现有公路进行升级时，则应确保在设计阶段
开展道路安全审计，从而保证线型设计的安全
性。防重于治。确保公路线型的安全性是改善
路侧危害管理的关键步骤之一。

d. 纵面线型

92. 在道路设计和保持车辆在路上行驶方面，
纵面线形是一项重要的考虑因素。设计不佳的
道路纵面线型可能会导致车辆在道路低凹处的
车速增加，或是靠近凸起处的视距较差。这些
情况可能会导致驾驶者失去对车辆的控制，从
而发生偏离道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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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一般来说，根据地形特征，坡度应该尽
量平缓。陡坡会导致车辆加速或不同车辆之间
的车速差异，这会增加发生追尾事故的风险。
车辆之间的车速差异也会造成单车道道路的拥
堵，这可能会造成顿挫感并导致不适当的超车
行为。适度平缓的坡度能让所有车辆以相同的
速度在道路上行驶。

94. 对重型车辆而言，陡坡会成为问题。在不
可避免地出现较长陡坡的路段，理想做法是提
供辅助（爬坡）车道或慢速车辆岔道区（超车
区）。辅助（爬坡）车道能让轻型车辆安全的
超过慢速行驶的重型车辆。这种做法有助于减
少顿挫感并提高了公路超车的安全性。对于山
峦起伏的地区，在平面和纵面线型很陡、很急
的路段，慢速车辆岔道区能让行驶速度很慢的
车辆停下来，方便行驶速度较快的小型车辆超
车。慢速车辆的岔道区占用的空间更小，有助
于让车辆高效、安全地行驶。

95. 在地形非常陡峭的路段，安装安全护栏和
制动床能让失控车辆安全地停下来。在地形允
许的情况下，特别是在重型车辆比例很高的公
路上，应考虑采用此类安全设施。

e. 视距

96. 道路工程师要认识到提供充足视距的重要
性，让所有道路使用者都能互相看到，并在使
用或横穿道路时，做出安全的决定。视距与道
路的设计速度有关，可受到道路线型（平面与
纵面线型）、地形（特别是平曲线内侧）以及
路侧物（如树木、标示牌）的影响。

97. 对路侧进行良好养护很重要，这样才能确
保视距要求不受到影响。这包括：修建草坪、
修剪树木，特别是在靠近交叉路口、掉头处以
及弯道周围的敏感路段。

98. 路堤、安全护栏、公交候车亭、绿植以
及其他影响视距的路侧设施可能需要移走或修
缮，以确保在弯道处有足够的停车视距。在不
符合标准的弯道处，可以适当地采用“长凳”
高的上倾斜坡来改善视距。 在部分视距不佳

的情况下，最终可采用警示牌来提醒驾驶者注
意前方路侧危害。标示牌是低成本的必要措
施，但却不能总是依靠标示牌来弥补较差的线
型或视距不足的情况。

f. 路面

99. 在调查车辆偏离道路事故时，应检查道路
的路面。对良好道路路面的维护需达到安全标
准，以尽量减少车辆失控的风险。良好的道路
路面应该是平坦、没有坑洼的。在车辆刹车或
转弯时，路面必须为车辆的轮胎提供足够的防
滑性。

100. 注意要定期检查公路路面。可以选择在旧
路面上进行外观检查和防滑测试（在湿路面上
测试）。外观检查应包括对车辙程度和出现凹
坑的定期评估。

101. 车辆打滑的另一个原因是良好路面上偶尔
会出现砾石或积水，增加了车辆偏离道路事故
的风险。在道路上发现砂砾时，应立刻清扫干
净。砂砾不仅会造成摩托车打滑，也会给所有
道路使用者带来风险（打滑、尘土、破碎的挡
风玻璃）。

102. 消除积水往往更困难。尽管路面只有很
薄的一层积水，但这也能够导致车辆发生“水
滑”。水滑是指车辆轮胎和道路表面之间的水
层造成车辆失控的现象。在车辆刹车或转向
时，例如驶近一处交叉路口或在弯道行驶，水
滑通常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当车辆出现水滑
时，往往会发生偏离道路事故。有时，道路表
面的积水可以通过清理附近的下水道来解决。
在积水严重的情况下，径流区的沥青覆盖层可
能会发生改变。

103. 路面和周边区域的排水情况是道路安全的
一项重要因素。采用足够的坡度、横斜度以及
超高变化进行路面排水，对确保地表水不留在
路面上很重要。路面排水不充分会导致路面损
坏并形成坑洼。 这些坑洼可能会影响道路安
全，因为道路使用者通常会试图避开坑洼处。
在部分极端情况下，驾驶者在躲避坑洼时，可
能会出现车辆失控并偏离道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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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示牌与路标

104. 在公路沿线，通过路线标识和标示牌为
驾驶者提供视觉指引，是防止车辆偏离道路的
一项基本安全措施。用标示牌和路线标识为道
路使用者提供有关前方道路的指引、信息和路
况，其中包括：

• 路线的改变，包括弯道以及弯道的缓急情况；
• 能见度或超车不安全的地点；
• 在交叉路口需要慢行或停车；
• 车道配置或道路宽度的改变；
• 路况的临时变化，包括道路施工。

105. 这些信息和指引在夜间尤其重要。除了良
好的设计、安装标示牌和路线标识，对设施的
定期维护也很重要，这能确保设施按照路况需
求发挥作用。下文总结了有助于保持车辆在路
上行驶的更为重要的路线标识和标示牌。

a. 警示牌

106. 驾驶员和骑行者在低标准路段行驶，或道
路线型突然出现变化时，警示牌可为驾驶者提
供预先警示。此类情况可能包括急弯处、行车
道变窄或起伏路段。警示牌也可用来提醒前方
的潜在危害，例如路面粗糙、交叉路口、人行
横道、学校、动物或辅路。

107. 为了给驾驶者提供有关危害程度或危害性
质的更多信息，也应为警示牌提供补充标示。例
如，弯道标示牌可能会辅以建议车速标示牌。

108. 注意，限速标示牌不应作为警示牌的补充
标示牌。监管标示牌应与警示牌分开设置。

这些警示牌状况良好。但为了让驾驶者看到并做出反应，最好单
独设置标示牌，标示牌之间最少间隔两秒的行驶距离。同时，设
置双向通行的标示牌也很重要，当驾驶者不在分车道道路行驶
时，该标示牌能提起驾驶者的注意。

警示牌的作用是“提前预警”，至少应该在危害的前方100米处
设置。在同一位置设置过多的标示牌会让驾驶者无法获取所有必
要的警示和信息。

此警示牌是有用处的，但标示牌的位置离转弯处太远。在这条高
速公路上，在行驶较长的直线路段后，会出现很缓的弯道。在必
要时，沿弯道设置一些线型诱导标能够使路线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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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示牌应该具有针对性。这个提醒驾驶者注意铁路平交路口的警
示牌很实用。但另一块警示牌提供的信息较为宽泛，对驾驶者的
辅助不大。

b. 路标

109. 路标可用作路线标识，标记行车道的边
缘。通常来说，沿路肩的外侧来设置路标。路
标能标示出前方道路的路线，特别是平曲线或
竖曲线处，从而为道路使用者提供帮助。在狭
窄或低车流量的道路上，因道路宽度不足，而
无法标记出中心线时，路标或许是唯一用来标
识路线的方法。

110. 不建议采用混凝土路标，此类路标会对失
控车辆构成危害。对失控车辆的车内人员，特
别是骑摩托者来说，发生碰撞时，由木材、金
属板或塑料制成的窄而灵活的路标所带来的风
险更低。路标上应设置反光标识。这样路标就
能在夜间为驾驶者提供有效的指引。

轻质的钢路标能提供有用的路线标识。大面积的反光材料是让路
标发挥作用的重要元素。

 CAREC公路上使用的所有路标都应具有“宽容性”。塑料、轻质
金属和木材都适合制作路标。

钢筋混凝土路标属于路侧危害。此类路标不应该在CAREC道路上
使用。

CAREC公路会遇到一些恶劣的天气情况。下雪时，路标对于指引
驾驶者并辅助驾驶者保持在路上行驶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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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宽度标示、危害标示以及线型诱导标

111. 前方道路突然变窄时，可用宽度标示来提
醒驾驶者。使用此类标示的典型危害包括：窄
桥、涵洞以及单个危害（比如在道路上或靠近
道路的建筑物）。宽度标示通常为白底黑标，
但有些国家会使用不用的颜色组合。最重要的
是两种颜色的对比度。红白、黑白、亦或是深
绿色与白色都是常见的组合。两种颜色之间应
有强烈的对比。应确保使用国家标准的颜色组
合，并在整个路网内采用一致的宽度标示。

宽度标示可用来提醒驾驶者注意路侧危害以及公路上的狭窄地
点。沿道路设置时，保持宽度标示的一致性能让其取得最好的
效果。

此窄桥缺乏路线标识；在夜间行驶时，一些驾驶者可能意识不到
道路会在这里突然变窄。在桥面的各个角落设置宽度标示能提醒
驾驶者注意道路变窄的情况。

112. 危害标示用来标识道路，特别是提醒驾
驶者注意前方弯道。此类标示最适合用来标识
长直道末端的“短”弯道。对于较长的弯道
（指持续一定距离的弯道），用线型诱导标
（CAM）来进行标识会更好一些。此类标示是
一种效果很好的低成本路线标识，经证实，非
常适合用在突然出现的或是不符合标准的弯道
外侧。谨记，在一个弯道处应至少使用三个线
型诱导标，并仅在风险最大的弯道处使用。无
需在平缓的弯道处使用线型诱导标，因为这会
造成驾驶者对此类标示的漠视。仅在关键的转
弯处使用此类标示即可。

113. 应仅沿弯道外侧使用此标识，确保同时展
示给两个方向的行驶车辆（除非是单向行驶道
路）。遵循良好的做法，确保按照标准间距设
置线型诱导标，其超过路肩的高度和与道路的
横向间隔均应保持一致。

线型诱导标可以是黄底黑标、白底红标或相似的颜色组合。两种
颜色之间要有良好的对比度，这是一项重要的安全要求。

线型诱导标可以是任意两种对比色，用以警示弯道和前方路段的
其他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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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证实，线型诱导标能辅助驾驶者安全的驶过不符合标准的弯
道。建议在整个CAREC路网内均使用此类路标。

此危害指示标是一个标准的标示牌，但其设置地点不合乎标准。
此类指示标不应设在弯道的内侧，而应设置在弯道外侧。

4. 路面标线

114. 路面标线为驾驶员和骑行者提供基本的指
引，包括与道路线型以及在道路空间内的驾驶
或骑行位置相关的指引。在夜间，当交通量减
少、其他道路设施可能会难以看到时，路面标
线会变得尤为重要。

115. 路面标线最好由热塑性材料制成，并用玻
璃珠打造反光性。这些具有反光性的标线能提
供更好的指引，让标线在更远的距离内具有更
好的能见度。与普通的油漆标线相比，这种标
线的更换频率也会更低。

5. 中心线

116. 中心线用来分隔在封闭路面行驶的对向
车流。仅在5.5米或更宽的道路上才设置中心
线。在路宽不足5.5米的道路上，通常不设置
中心线；但在超车视线不足的地点，也可采用
中心线。中心线可能是如下类型中的其中一
种：

• 分隔线。在双向双车道的道路上，这类标线
通常是虚线（与车道分界线类似）。但对于
多车道无分隔的道路、弯曲的双向双车道道
路或是超车不理想的路段，分割线也有可能
是实线。

• 阻栅线。这类标线有可能是双实线，也有可
能是一条实线和一条平行的虚线。在不允许
超车的路段设置此类标线。对于宽度不足、
无法让所有车辆在一侧行驶的道路，则不应
设置阻栅线。

6. 边缘线

117. 边缘线设置在道路边缘，用来标识行车
道的外侧边缘。边缘线可引导车辆在车道内行
驶，并防止车辆在路肩行驶。在夜间、恶劣的
天气情况下、以及引导驾驶员和骑行者绕过弯
道时，边缘线的作用会尤为重要。

7. 可触知的边缘标线

118. 可触知的标线适合用作边缘线。标线上有
由热塑性材料制成、间隔很近的凸起横条。当
车辆碾过标线时，这种边缘线能提供听觉与触
觉警报（声音与震动）。尽管可触知标线最常
用作边缘线，但它们也可用作中心线。最近的
一些试验表明，此类标线有助于避免车辆驶入
对向（错误的）行驶车道。

119. 设置可触知标线的目的是在车辆偏离本车
道时（驶入路肩或是对向车道）对驾驶者进行
提醒。可触知边缘线有助于防止因驾驶者疲劳
导致的车辆事故。 此类标线发出的声音能够
很容易的被客运车内的驾驶者听到。对大型车
辆的驾驶者来说，特别是卡车司机，此类标线
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有时，其他噪音可
能会让驾驶者难以听到可触知边缘线发出的声
音，而卡车轮胎和车身的震动可能会掩盖可触
知标线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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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证实，可触知边缘线能够减少偏离道路事故。此类标线与封闭
路肩配合使用时的效果最佳。

疲劳或注意力分散的驾驶者偏离道路时，可触知边缘线能对其
进行提醒。

8. 车道分界线

120. 宽阔的道路上，车道分界线可用来划分
供车辆行驶的各个车道。此类标线可为驾驶员
和骑行者提供指引，并辅助标定行车路线，从
而让行车秩序井然并防止发生侧滑事故。

9.  其他类型的标线

121. 为驾驶者提供指引和路线标识的其他路
面标线包括：

• 靠近交通岛或高速路出口的人字形标记；
• 靠近中央隔离带起点位置的对角线标记；
• 用油漆划定的交通岛；
• 用作停车线、人行横道或停车振动带的横

线。

10. 凸起的反光路面标识物

122. 凸起的反光路面标识物（RRPM）可能会
与路面标线一起使用，在夜间提供更好的指
引。RRPM也可能会与车道分界线、中心线，包
括阻栅线、边缘线、交通岛和中央隔离带的标
线一起使用。RRPM在湿滑路面上会有很大的优
势。此类标识物通常不会因路面积水而变得模
糊，因为反光板凸起在路面上并且比油漆标线
更明显。当车轮碾过时，此类标识物也能为驾
驶员和骑行者提供听觉和触觉提示。国际研究
表明，凸起反光路面标识物能将夜间发生的伤
亡事故减少8%。RRPM有几种可用的颜色，常用
于下列情况：

• 白色标识物用来加强车道分界线、中心线、
以及交通岛、高速路或收费公路斜坡分道角
区的标线。

• 黄色标识物用在单向行车道的中央隔离带的
侧边缘线上。

• 红色标识物在必要时用来加强双向和单向行
车道的右侧边缘线（针对靠右侧行驶的情
况）。

此图为单向凸起反光路面标识物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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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消除危害

123. 此策略的这个步骤旨在消除净区内的所
有固定的、直径不小于100毫米的现有路侧危
害物。把危害消除不会防止事故发生，但却能
大大降低事故发生的后果。固定的路侧危害物
会造成失控车辆车内人员的伤亡。在发生碰撞
时，这些危害物会对车内人员施加巨大的撞击
力。有时，这些撞击力过大，会给车内人员造
成无法恢复的内伤。

124. 如果在一个地方存在多个固定的路侧危
害，应尽量消除所有危害。如果无法全部消
除，可能可以消除一半，并采取其他能提高路
侧安全的措施。把哪些危害消除？把危害消除
固然是好的。但如果可以用安全护栏把其余的
危害遮挡住呢？也许剩余的所有危害都可以用
同一个护栏遮挡住？

125. 这是需要依赖经验和逻辑判断的众多做法
之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应继续参考路侧
危害管理策略。不管在什么样的地点，都应根
据该策略解决路侧危害。

126. 为了避免危害物在净区内产生问题，则应
制定政策，避免在路侧增设新的潜在危害物。
在设计新的道路时，应避免在净区内增设新的
危害物。

E.  迁移危害

127. 把危害物迁移到不那么容易受到撞击的
地点，能减少失控车辆与危害物相撞的风险。
可以选择把危害物迁移到离道路边缘更远的地
方，或把危害物从弯道的外侧迁移到直线行驶
路段的某个地点。

128. 如果无法将净区内某处的路侧危害完全
消除，则可以把该危害物移到净区之外，而尽
量减少失控车辆与之相撞的风险。杆子、建筑
物、灯柱、甚至是下水道都能迁移。 即使无
法将危害迁移至净区外侧，但仅迁移几米也能
够减少风险。

129. 一个可避免产生新的路侧危害的实例是，
把大型标示牌的支撑架设置在高速路出口的高
车速分道角区。我们不应该想当然地认为这些
危害可以用护栏保护起来，而是应在净区之外
寻找其他安置的地点，这样才能避免产生新的
危害。在设计阶段重新调整标示架的位置，比
几年之后再进行调整所需的成本更低，更安
全，也更节省护栏的花费。

130. 作为路侧危害，树木通常无法迁移。树
木也是CAREC公路沿线最常见的危害之一。一
般来说，如果净区内有较粗的树木，则有三种
可选办法：把树移走（尽管存在环境问题）；
把树挡住（用合适的护栏）；或采取所有可能
的措施确保车辆在该地点不偏离道路。树木是
一种无法用任何实际的方法进行迁移的路侧危
害。

F.  改善危害

131. 在采取了所有切实可行的办法确保车辆在
路上行驶后，检查是否有能够消除的危害，并
考虑迁移危害物的办法，而策略中的下一步是
改善（或重新设计）路侧危害，以减少该危害
物在事故中造成严重伤亡的风险。

132. 可选办法包括：用能让车辆在上面行驶的
盖子把下水道盖上、用易碎的（易断裂的）杆
子代替坚硬的杆子、把边坡变缓或是在车道交
叉处设置可行驶的端墙。现在有了很多更加安
全的路侧设施和装置。本手册的第六章对其中
一些设施进行了概述。

133. 在消除或迁移净区内的路侧危害不可行或
不实际的情况下，当试图改善路段的路侧安全
时，可考虑改善或更改危害。改善路侧危害能
够减少事故的严重程度以及造成严重伤害的风
险。常见的更改措施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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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管道或可行驶的覆盖物覆盖在未封闭的
纵向下水道上，对其进行改善；

• 改善车道涵洞的端墙，让车辆能在上面行
驶；

• 对坚硬的标示架进行重新设计，换成易碎的
（易断裂的）标示架；

• 设计在碰撞时易碎、易断裂的杆子；
• 对坚硬的路灯灯柱进行重新设计，换成易碎

的灯柱；
• 把陡峭的填方边坡变平缓，让车辆能在上面

行驶。

134. 对于纵向的路堑边坡，如果路面平整并
且没有障碍物，则通常不会构成严重的路侧危
害。但如果路堑上有锯齿状岩石，则可能造成
车辆翻车或“卡住”。在这种情况下，则可能
要用适当的护栏对边坡进行防护。

把净区内的下水道盖上能让这片区域便于车辆通行并且更具有“
宽容性”。

防撞杆（比如这个被撞倒的杆子）能尽量减少对车内人员的伤
害。

G.  遮挡危害

135. 净区内不应该有固定的路侧危害。但我们
知道这并不是总能实现。因此，在查看了路侧
危害管理策略的前几个步骤并且未采用的情况
下，只有最后一个选择：安装安全护栏，在失
控车辆撞到危害时，为车内人员提供保护。

136. 设计安全护栏的目的是以可控的方式让碰
撞车辆改变方向并分散撞击力。虽然消除、迁
移或改善路侧危害是更可取的办法，但在一些
情况下，用其他方法处理危害不可行或不经济
时，遮挡危害（用护栏）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办
法。

137. 对于护栏如何发挥作用、让护栏正确发挥
作用需要多大的空间（碰撞时），采用安全护
栏时应该对这些有很好的了解。安装护栏无法
为所有路侧危害都提供安全防护。本手册的第
五章对安全护栏的使用进行了说明，其中包括
对护栏相关限制的详细介绍。

138. 安全护栏需要达到适当的标准，才能确
保具备良好的性能。护栏必须能够让失控车辆
改变方向并减少碰撞力，以减少事故的严重程
度，从而将车内人员受到的伤害降至最低。简
言之，护栏应在必要时发挥作用。安全护栏的
设计是基于其在受到车辆撞击时的良好性能。

139. 因此，应注意选择正确的护栏并完全按照
供应商的说明进行安装。在选择和设计安全护
栏时，须对一系列因素给予考虑，这些因素包
括：

• 安装护栏的必要性（须记住，车辆与护栏相
撞的严重程度应小于车辆与危害相撞的后
果。）；

• 护栏的防撞性能要求取决于道路的行驶车速
和行驶车辆的类型；

• 设计标准，包括与车道之间的横向距离、与
危害之间的间隔、护栏前面的路面坡度和路
况、纵面或平面线型方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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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遮挡危害所需的护栏长度；
• 所需护栏的类型；
• 护栏的末端不具有危险性；
• 维护方面的要求与问题。.

140. 安全护栏可分为三类：

• 柔性护栏；
• 半刚性护栏；
• 刚性护栏。

141. 每类护栏都有各自的优点与限制条件，因
此，每类护栏适用的地点是不同的。工程师们
要对每类护栏的优点和限制条件有所了解，从
而避免资源浪费，或避免安装了不安全的护栏
这种更糟的情况发生。

柔性护栏（钢索安全护栏）是一种经过证实的安全护栏。受到碰
撞时，此类护栏能够弯曲2米（或更大幅度）。

 

半刚性护栏（栏杆）可能是CAREC公路上最常见的护栏类型。受
到碰撞时，此类护栏通常最大能弯曲1米。

刚性护栏（混凝土）无法挠曲，特别适用于宽度有限并且没有挠
曲空间的地点。

1. 柔性护栏

142. 柔性钢索安全护栏（WRSB）是用拉紧的钢
索来阻挡并改变失控车辆的方向。WRSB由若干
条拉紧的钢索组成（通常为3或4条），把钢索
的两端锚固住，并用钢柱支撑到所需的高度，
钢柱的间隔在2米到3.5米之间。失控车辆撞到
WRSB时，钢索会发生弯曲并抵消车辆的撞击
力，让车辆减慢速度。钢索会引导车辆沿护栏
行驶，而钢柱在撞击后会逐渐倒塌。在车辆沿
钢索行驶时，失控车辆可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行驶方向，或减速停车。护栏类型不同，其安
装的高度也不一样。最高的钢索通常会高出地
面580毫米到720毫米之间。

143. WRSB是最具宽容性的一种护栏。与刚性或
半刚性护栏相比，此类护栏给碰撞车辆造成的
负加速度相对较低，从而降低了给车内人员造
成伤害的风险。与其他类型的护栏相比，WRSB
给车辆造成的损坏也是最小的。但此类护栏与
车辆相撞时，其后方应有较大的弯曲空间。当
车辆以100公里/小时的车速撞上护栏时，WRSB
的最大挠曲度一般可以达到3米。 因此，与半
刚性或刚性护栏相比，此类护栏应需要更大的
挠曲空间。

注意：对弯道而言，只有当护栏是唯一一种可用来
减少事故严重程度的办法时，才可进行安装。不应
该仅用安全护栏来标识弯道路线。对于弯道路线的
标识，有很多更好、更安全、更经济的措施，应优
先使用那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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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钢索安全护栏是经批准可以使用的。钢索护栏是三类护栏
中宽容性最高的。

在设计钢索安全护栏时，谨记应在护栏与危害之间提供足够的
横向距离，留出护栏挠曲的空间。柔性护栏的挠曲度可以达到2
米或更大。

144. 实际的挠曲度取决于支撑柱的间隔、撞
击时的车速和角度以及撞击车辆的质量。支撑
柱的间隔通常在2.5米到3.2米之间。柱子的间
隔越近，护栏的挠曲度就越小。当危害距离较
近、须限制护栏的挠曲度时，可采用缩短柱子
间距的办法。

145. 由于柔性护栏是由拉紧的钢索组成的，因
此，路侧的平面和纵面线型会限制此类护栏的
使用。通常，可安装WRSB的最小平曲线半径为
200米，或为制造商建议的最小半径。 低凹路
段也会限制此类护栏的使用，因为拉力的增加
可能会让锚点之间的钢索向上提升。但凸起路
段不对此类护栏的使用造成限制。

146. 在大多数撞击之后，WRSB都会恢复到原来
的位置。对于损坏的柱子，也很容易从混凝土
基础中的塑料套管中更换。这种开放式的设计
还能防止流沙或积雪的堆积。在某些CAREC国
家，流沙和积雪都会带来问题。

147. WRSB属于专利产品，并且必须按照制造商
的详细图纸、技术规格和维护说明来进行安装
与维护。建议向产品供应商询问具体说明。大
多数（但并非所有）WRSB产品应符合美国国家
合作公路研究计划（NCHRP）350号报告的TL-3
评估标准。

2. 半刚性护栏

148. 半刚性护栏在镀锌槽钢柱上安装了钢栏
杆。根据碰撞测试结果，只有当其他类型的支
撑柱（如木制或混凝土）具备良好性能时，才
可考虑使用此类支撑柱。

半刚性护栏已经被广泛应用了几十年。受到碰撞时，此类护栏
挠曲度最多为1米。因此，此类护栏应至少与危害物保持1米的
距离，并与道路保持至少4米的横向距离（在横断面允许的情况
下），以便让车辆安全停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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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设施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横杆的搭接方式是错误的。如果
在这里受到撞击，离得最近的横杆会被推到道路外侧，而旁边的
横杆会支出来并刺入撞击车辆。混凝土柱也不太可能提供足够的
挠度并抵消撞击力。这会让失控车辆的车内人员受到过快的负加
速度，从而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3. 刚性护栏

149. 刚性安全护栏主要为钢筋混凝土挡墙，
须具备合适的外观和高度，以便控制并改变失
控车辆的方向。受到撞击时，刚性护栏无法或
仅能发生很小的挠曲。因此，此类护栏可用在
护栏挠曲范围有限的地点（例如用来分隔高速
路的行车道或是遮挡立交桥的桥墩）。车辆会
承受全部的撞击力。因此，此类护栏应该只用
在撞击角度很小的地点（最好小于15度），以
限制撞车事故的伤害程度。混凝土护栏与最近
行车道边缘的距离不应该超过4米，因为距离
越远，车辆与护栏发生大角度碰撞的风险就会
越高。

4. 未批准为安全护栏的路侧设施

150. 人们可能会认为，在诸多CAREC公路上使
用的很多设施均属于安全护栏。大部分已经设
置了很长时间，甚至是几十年。但实际上大多
数设施都不是得到批准的安全护栏，充其量是
一种路线标识，最糟糕的是可能构成了路侧危
害。应对公路进行检查并仔细审核公路沿线的
设施、柱子和围栏。应把危险设施移走，再对
公路是否需设置路线标识（在这种情况下，采
用“宽容性”的反光标识物）或防护（经批准
的护栏）进行判定。下列图片展示了几种未经
批准的设施。 受到失控车辆撞击时，此类设
施并不安全，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损坏与伤
害。

钢索未拉紧，无法让撞击车辆改变方向。柱子不具有宽容性，
受到撞击时，会造成严重的损害。

尽管这座桥是“符合标准”的，但对驶近车辆而言，混凝土护栏
的钝端是不安全的。

经批准的柔性护栏，其支撑柱应能在受到撞击时弯曲。此护栏
的柱子看起来过于粗大和坚硬，无法在撞击时弯曲。此护栏似
乎无法满足钢索安全护栏的国际标准。



29第三章 调查路侧危害：路侧安全管理策略

这种类型的混凝土块或混凝土护栏属于路侧危害，最多只能提供
有限的路线标识。

桥面的栏杆应足够坚固并能阻挡车辆的撞击。这种类型的轻量栏
杆，其强度无法满足要求。低矮的混凝土护栏也会构成危害。

 这种类型的混凝土路障一定情况下可以防止车辆违规掉头，但
这类设施会带来危险，特别是在车辆撞上其裸露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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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针对CAREC道路和公路沿线的多种路侧危
害，有很多安全、有效的治理办法，虽然本手
册无法逐一简述。但以下案例研究了如何治理
路侧危害。这些案例研究详细地介绍了路侧危
害管理策略的决策过程，并且提供了一些常见
的治理办法。

A.  案例研究（一）：山区路侧危害的
治理

152. 一段长12公里、位于丘陵地带的乡村公
路，汽车行驶速度大概在80公里/小时，交通量
约为2000辆/天。图2展示的是直线路段所需的5
米净区。这条公路上的偏离道路事故很多。净
区内有树木、岩石和无法通行的边坡。检查这
条公路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以减少这些事
故的发生。

这是一条穿过山区的双向双车道公路。道路的线型比较开阔，但
道路沿线的路侧危害很多。

153. 对公路开展白天和夜间检查，识别路侧危
害。时须注意的是这条道路的标线已经磨损，
平曲线几乎没有路线标识，公路沿线也未设置
护栏。

汽车行驶速度大概在80公里/小时。交通量几乎能达到4000辆/天
（双向交通量）。这条公路缺乏路线标识。很多车辆偏离道路事
故发生在夜间。

154. 采用五步路侧危害管理策略时，应考虑：

• 保持车辆在路上行驶。经判定，需要对这条
公路的所有标线进行更新，并沿急弯处设置
必要的路线标识。

• 危害消除。这种做法显然不适合这条公路，
因为无法通行的边坡和巨石才是这条公路上
危害性最严重的危害物。考虑到成本和环
境，无法轻易地消除这些危害物。

• 危害物迁移。与危害物消除做法一样，这种
做法也不可行。

• 改善路侧危害。考虑把放缓边坡，然而，这
会带来严重的环境影响，其造价也会很高。
需判定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 遮挡危害。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安装护栏的
横向距离有限，需判定是否需要在最危险的
地点安装波形梁护栏。对于现有的可偏移范
围，柔性护栏的挠曲度可能会过大。

1. 治理办法

• 标线–沿整段公路，划定白色的热塑性中心
线和可触知的边缘线。

• 对于半径小于100米的弯道，将其内侧和外侧
的路肩封闭（宽度达到1.5米）。在这些弯道
的外侧，为两个方向的行驶车辆设置线型诱
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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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弯道的外侧，用波形梁护栏来遮挡无
法通行的边坡（坡度超过1:4）。护栏与行
车道之间的距离至少为2米，封闭路肩的宽
度应到达护栏的下方。护栏的最短长度（包
括末端）应为50米。 

B.  案例研究（二）：乡村公路的修复

155. 一条平坦地带的双向双车道乡村公路将要
进行修复。道路的严重损坏引发了很多事故，
其中包括很多偏离道路事故。修复路段的长约
55公里，包括一座大桥、三座小桥以及20多个
带端墙的涵洞。针对如何最好地减少被修复公
路沿线的路侧危害，给设计组提出建议。 

这条55公里长的乡村公路将要进行修复。这条公路发生了很多车
辆偏离道路事故。

在55公里的路段上，有三座小桥（如图）、一座大桥和20个涵洞
需要进行修复。

156. 与设计组就其所使用的设计参数（断面
宽度、设计速度、标准）进行沟通。这条公路
的两侧会有1米宽的封闭路肩，两条3.5米宽的
行车道。修复公路的车辆预计行驶速度大概在
100公里/小时，交通量会略低于6000辆/天（
单向的车辆）。对现有公路进行检查，识别出
现有的路侧危害，计算公路直线行驶路段所需
的净区宽度（9米）。然后再采用五步路侧危
害管理策略：

• 保持车辆在路上行驶。给设计组编写一份
备忘录， 确保在设计中更新道路的所有标
线，并在所有急弯处设置路线标识。

• 危害消除。在9米的净区范围内，有10棵树
（直径超过100毫米）和一处旧候车亭。虽
然建议消除这些危害，但公路沿线最常见的
危害是涵洞和桥梁，这些是无法消除的。 

• 危害迁移。这种做法是不可行的。再考虑如
何改善路侧危害。考虑将桥梁加宽，这样桥
梁防撞墙就能位于9米净区的外侧，但这种
做法的成本会很高。建议在每座桥上继续设
置1米宽的路肩，并安装波形梁护栏来遮挡
每座桥的防撞墙。一定要注明如何安全、牢
固地把波形梁护栏连在桥面防撞墙上。用反
光的宽度标识物标示出每座桥的防撞墙。

• 危害改善。对于可行驶的涵洞端墙，可以采
用这种做法，或建议用护栏对每个涵洞进行
遮挡。三个涵洞距离安装的护栏很近。建议
增加这些护栏的长度（每个护栏增加的长度
约为25米），以有效遮挡涵洞。建议为其余
涵洞提供可供车辆行驶的端墙。

• 遮挡危害。须设置护栏来遮挡桥面防撞墙以
及每个引桥上的临界边坡。

1. 给设计组的建议

• 标线–沿整段公路，划定白色的热塑性中心
线和可触知的边缘线。

• 在弯道处（半径小于100米），为两个方向
的行驶车辆设置线型诱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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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整条公路，以固定间隔安装反光的塑料路
标。

• 安装波形梁护栏，以遮挡所有桥面护墙和引
桥的边坡。用于防护四座桥的护栏全长预计
为1400米。需要明确寿命的是靠近桥面的护
栏应进行加固，以防止车辆碰撞。

• 给每处桥面防撞墙安装四个反光的宽度标识
物（总共16个标识物）。

• 将波形梁护栏的长度增加大约25米，为三个
涵洞提供遮挡（总计25x 2x3=150米）。

C.  案例研究（三）：减少偏离道路事
故

157. 一条通车不到两年的乡村公路位于沙丘地
带。这条公路的交通量不大，但车辆行驶速度
很高（至少为100公里/小时），最近发生了一
连串的偏离道路事故，并且大多数都发生在夜
间。该公路为四车道，车道用20米宽的中央隔
离带隔开。除了涵洞，这条公路沿线的路侧危
害很少，但公路建在路堤上，一些边坡的坡度
存在问题。

这条公路采用了很高的线型设计标准。中央隔离带有一定的坡
度，便于沙漠环境的自然排水。

路面适合高速行驶，但为驾驶者提供的辅助、引导、提醒、警示
或管控的设施却很少。

158. 当地交警参与了对这条公路的检查。交警
简述了事故状况。须注意的是尽管这条道路已
通车两年，但路面却没有标线，未对平曲线进
行标识。这条公路沿线，有一些很短的护栏，
一般设在较陡的路侧和某些涵洞处。

159. 根据交警提供的信息，得出导致事故的
主要原因是驾驶者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这条
公路连接着相隔450公里的两座主要城市，这
段路大概在两座城市的中间地带，的确存在驾
驶者疲劳的可能性。采用五步路侧危害管理策
略：

• 保持车辆在路上行驶。决定须为这条公路提
供标线和必要的路线标识。

• 危害消除。最严重的危害是无法通行的沙地
边坡。可放缓边坡，但这种做法不仅耗时而
且造价高昂。

• 危害迁移。这种做法不可行。
• 改善路侧危害。如上文所述，对是否需要放

缓边坡做出判定。保留这种做法，同时考虑
是否有其他可行的办法。

• 遮挡危害。对于总体比较开阔的路侧，可考
虑使用护栏。柔性的WRSB是可选措施之一；
设置护栏所需的空间是足够的。总体而言，
在采取这种费用昂贵的做法之前，先判定是
否有其他可行的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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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治理办法

• 标线–沿整段公路的两条行车道，划定白色
的热塑性中心线和可触知的边缘线。

• 在路肩的外侧，以标准间距安装塑料的路
标。

• 针对所有发生过交通事故或是转弯半径不及
相邻弯道一半的转弯处，把弯道外侧的路肩
封闭（宽度达1.5米）。

• 在这些弯道的外侧，为两个方向的行驶车辆
安装线型诱导标（最少三个）。

• 监控。如果事故继续发生，则应就某些边坡
的平整和/或WRSB的安装进行讨论并达成一
致。

D.  案例研究（四）：城市互通立交的
升级 

160. 为了增加交通通行能力，对一处城市互通
立交进行加宽与改造。需要作为这个重要道路
项目设计组的一员来思考和行动。该互通立交
的交通量非常大，目前的车辆行驶速度通常为
80公里/小时。现有的互通立交有几个立交桥
桥墩、在大支撑柱上的大型标示牌和坚固的灯
柱。此道路项目提供了为减少这些危害并把路
侧安全纳入新的设计之中的机会。

人们希望确保新的互通立交能增加交通通行能力并提高当前设计
中的路侧危害管理。

现有互通立交的一些危害被遮挡了，但其他危害和有可能新增的
危害须得到解决。如果在设计阶段对危害进行处理，则仅需很少
的成本即可改善路侧安全。

161. 道路将封闭1米的内侧路肩和3米的外侧路
肩并配置三条3.5米宽的行车道。车辆行驶速
度将达到100公里/小时。目前和预计的交通量
将超过3500辆/天（单向的行驶车辆）。

162. 经计算，公路所需的净区宽度为13米。采
用五步路侧危害管理策略，应考虑：

• 保持车辆在路上行驶。与设计组进行确认，
是否打算提供各种标线并在急转弯道处设置
路线标识。

• 危害消除。互通立交上预计将有多达40根的
钢灯柱（直径超过100毫米）、立交桥桥墩
以及8个标示牌支架。建议把所有这些设施
都置于净区外侧。设计组的回复是，这种做
法是不可行的，只有4个标示牌柱能移到将
要安装的波形梁护栏的后方。

• 危害迁移。这种做法也是不可行的，只有一
半的标示牌柱能移走。

• 改善路侧危害。桥墩是无法改变的，但灯柱
和标示牌柱或许可以改变。建议在整个互通
立交路段设置连续的全宽路肩，并采用滑动
底座灯柱。8个标示牌柱过大，因而无法改
变；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对标示牌柱进行遮
挡。



34 CAREC道路安全工程手册（三）

• 遮挡危害。可沿立交桥桥墩设置刚性护栏，
并应对护栏的末端进行遮挡；尽管防撞垫的
造价很高，但却是最安全的措施。对于标示
牌柱，须设置波形梁护栏来遮挡。

1. 给设计组的建议

• 用刚性护栏来遮挡立交桥的桥墩。注意桥墩
所需的工作宽度（第五章C.11段）。用批准
的防撞垫来遮挡每处护栏的末端。

• 把4个标示牌柱移到现有护栏的后侧。

• 新增长达400米的波形梁护栏，用以遮挡其
余4个标示牌柱。

• 在整个互通立交路段，采用滑动底座灯柱。



第五章 正确使用安全护栏

163. 对一些新的道路进行设计或是修缮现有
道路和固定危害时（例如桥面防撞墙、对环境
很重要的树木），并非总能避免净区内存在危
害。在这些情况下，参考路侧危害管理策略（
路线标识、消除、迁移和改善）之后，最后一
个可选办法就是遮挡危害。 

164. 当净区内的危害无法消除、迁移或改善
时，则可采用安全护栏来提高路侧安全。设置
安全护栏是为了安全引导失控车辆改变方向，
从而减少给车内人员带来的伤害。经证明，与
撞到固定的危害物相比，适当设计的安全护栏
能大大减少事故造成的伤害。

165. 但在考虑是否安装安全护栏时，要知道护
栏本身也会给失控车辆的车内人员造成危害，
对没有保护措施的道路使用者（如摩托车驾驶
员）而言更是如此。相比车辆与护栏所遮挡的
危害相撞造成的损伤，只有当车辆与安全护栏
相撞时给车内人员造成的损伤风险更低时，才
可安装安全护栏。因此，在路侧危害管理中，
安装安全护栏应该是最后一个选择，而不是第
一个选择。

166. 与道路的大多数其他基础设施相比，安全
护栏的投资是不一样的。安全护栏的预期寿命
能达到50年，在此期间，用到护栏的时间可能
只有几秒钟。一定要确保护栏能在当时正常、
安全地发挥作用。发挥作用之后，须对护栏进
行维修。因此，良好的公路养护制度应该是公
路管理部门所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A.  三类安全护栏

167. 路侧安全护栏主要分为三类：

• 柔性护栏（常见的是WRSB）；;
• 半刚性护栏（常见的是波形梁护栏、箱型梁

护栏、三波形梁护栏）；

• 刚性护栏（由钢筋混凝土制成；有几种可选
外形）。

1. 柔性护栏

168. 最常见的柔性护栏是柔性钢索安全护栏
（WRSB）。这种护栏由四条拉紧的钢索组成，
并用钢柱进行支撑（参见图5）。称其为柔性
护栏的原因是，此类护栏能够拉伸并抵消车辆
的撞击力。柔性护栏采用双重机制来减慢车速
并转移车内人员可能受到的过大的冲击力。在
支撑柱倒塌的同时，钢索能发生挠曲并抵消撞
击力，让车辆减慢速度并远离危害，而仅有微
不足道的反弹。柔性护栏是最具宽容性的护栏
类型，通常能让发生事故的车内人员不受到任
何损伤。目前的经验表明，柔性护栏比现有的
其他安全护栏都更为安全。

169. 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事故研究中
心的研究表明，由于柔性护栏能以某种方式转
移车内人员可能受到的撞击力、具有较大的挠
曲度、并能有效的控制车辆，这让柔性护栏具
有优于刚性护栏（混凝土）和半刚性护栏（波
形梁钢护栏）的特性。

170. 目前，一些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瑞
典、美国）认为WRSB能够有效地减少车辆偏离
道路事故的严重程度，因而，目前正在引入中
心线WRSB。这些中心线WRSB专门用来防止正面
碰撞事故，经证明其效果显著。

171. 柔性护栏的特点是在撞击时能产生较大的
挠曲挠曲，从而抵消撞击力。与刚性和半刚性
护栏相比，这种特性能减少车内人员受伤的风
险。柔性护栏能够很好地控制车辆碰撞后的行
驶轨迹，这有助于让失控车辆转向而沿护栏的
方向行驶。这能让与其他车辆发生二次碰撞的
风险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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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向双车道的乡村公路或是宽阔的四车道公路上（如图），
沿中心线设置柔性护栏，经证明，这种做法有助于减少正面碰
撞事故。

中心线护栏专门用来防止正面碰撞事故。经证明，此类护栏有助
于降低发生此类事故的风险。

图5：两种典型的钢索安全护栏

Manual 3 – Figure 5
Two typical forms of Wire Rope Safety Bar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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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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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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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0

480

This four-cable system features two intertwined cables 
and a height of approximately 700 millimeters. Use only 
approved barriers, and seek the manufacturer’s advice 
about installation standards. 

This four-cable system has no intertwining of the 
cables. It is a little higher than the other system at 
780 millimeters.

资料来源：维多利亚州公路局（2016年），道路安全工程研讨会的讲义。

有几种可用的柔性护栏。不管选用哪种护栏，一定要确保该护栏
经过了主要标准机构的测试与批准。

受到撞击时，柔性护栏能发生很大的挠曲。把护栏设置在道路外
侧，但也要与危害物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是防止车辆碰撞危害物
的一项基本的设计考虑。

这是由两条缠绕（总共四条）钢索组成的护栏，高度大概
为700毫米。仅采用经批准的护栏，向制造商询问有关安
装标准的建议。

这是由四根互不缠绕的钢索组成的护栏。比左侧的护栏略
高，高度为780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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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实际中，应尽量增加护栏与行车道之间的
间距。行车道与护栏之间保持较宽间隔的重要
因素之一是让车辆能在行车道外侧停车（因车
辆故障、修轮胎或出于其他原因）。对于WRSB
与最近的行车道之间的横向距离，最好满足如
下要求： 

• 横向间距最少为4米，以便在行车道和护栏
之间为车辆提供合适的停车宽度。护栏和行
车道之间的横向间距也能给失控车辆提供恢
复区域。

• 横向间距最少为3米，以便在行车道和护栏
之间为车辆提供足够的停车宽度。

• 1米到3米之间的间距属于绝对最小间距。针
对这个范围内的间距，其所在路段的长度应
该较短，并且通常需要得到公路管理部门的
批准。

173. 在场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让柔性安
全护栏与行车道的边缘保持更远的距离。这会
最大程度地增加驾驶者在撞上护栏之前重新控
制车辆的可能性。对道路管理部门来说，WRSB
的碰撞成本很高，由于柔性护栏的特性，即使
是很小的碰撞，给护栏造成的损坏也会比较
大。这就需要对护栏进行频繁的维修。要注意
的是护栏与道路边缘之间的最大距离没有任何
限制。

174. 采用经批准的WRSB类型，并确保护栏
设计与安装的正确性。与其他类型的护栏相
比，WRSB的挠曲度更大，鉴于此，则需要考虑
到WRSB与其所遮挡的危害之间的横向距离（参
见表1）。

• WRSB可安装在平坦路面或是坡度为1:10的边
坡上。最大的横向倾角也适用于护栏紧后侧
的区域，即受到车辆撞击时，护栏向后挠曲
的区域。

• 通常而言，WRSB不适合安装在平曲线半径小
于200米的弯道处。原因在于，发生碰撞时
或碰撞之后，所需的钢索拉力和高度可能无
法保持。对于半径小于200米的弯道，当钢
索拉紧时，存在钢索柱被拉倒的问题；200
米是通过碰撞测试的最小转弯半径。

• WRSB通常不应安装在K值小于30的竖曲线低
凹处。对于这个坡度的竖曲线，钢索的拉力
会导致坡底的钢索柱从基础里被拉出来。其
他的问题是，失控车辆可能会钻到钢索下
方，而不是被钢索拦住，或是坡底被拉紧的
钢索可能会让失控车辆呈悬挂状态。

• WRSB不应该与半刚性或刚性护栏直接相连，
包括桥面防撞墙。原因在于，当碰撞车辆沿
挠曲的护栏行驶时，可能会与更坚硬的护栏
发生碰撞。从WRSB过渡到另一种护栏时，可
将WRSB安装在其他护栏附近并与之搭接，从
而确保与下一处护栏的连续性。

• 对于全高度或制造商指定高度的WRSB，其最
小长度通常不应少于24米。末端锚接处的过
渡长度不应算在最小长度内。

2. 半刚性护栏

175. 半刚性安全护栏（主要是）是由连接在木
柱或钢柱上的钢梁组成的。受到碰撞时，半刚
性护栏会发生变形或挠曲，但比柔性护栏的挠
曲度要小。受到失控车辆的碰撞时，护栏柱会
发生弯曲，护栏栏杆会发生变形，从而抵消撞
击力。在护栏栏杆上产生的拉力有助于改变碰
撞车辆的行驶方向。

176. 因为这类护栏能在碰撞中发生挠曲，从而
抵消撞击力，最大的挠曲度约为1米，大概是
WRSB的一半，所以称之为“半刚性”。因此，
在护栏所遮挡的危害靠近行车道时，或是路侧
空间有限的情况下，采用半刚性护栏会比WRSB
更为适合（参见图6）。

表1：钢索安全护栏的粗略挠曲度

柱距（m） 粗略弯折度（m）

1.0 1.5

2.0 2.0

2.5 2.5

3.0 2.7

5.0 3.4

m=米。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公路管理局（1993年），《美国国家合作公路
研究计划》（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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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最常见的半刚性护栏是波形梁护栏。如果
对护栏的坚硬度有更高的要求，则可采用三波
形梁护栏（有两处凹陷）。

178. 受到碰撞时，正确安装的波形梁护栏应表
现出如下特性：

• 波形梁会先变弯、再变平，形成一个较宽的
张力带，以此来控制失控车辆。

• 护栏柱最初会受到压力的约束，造成地面和
地下浅层土壤的局部破坏。

• 木柱（如采用）会发生转动。木柱的转动点
在地面以下的某个位置。

• 钢柱（如采用）会发生部分转动，也会在靠
近地面的地方发生弯曲。

• 柱子和支撑板的挠曲会导致作用在失控车辆
侧方的约束力先增强、后减弱。这能最大程
度地减少车辆翻越护栏的风险。

• 支撑板能减少车轮卡到柱子的风险。
• 柱子最终会发生弯曲，横杆会从锚定端脱

落。护栏会通过拉力来控制车辆。
• 护栏的挠曲减少了失控车辆的动量变化率（

负加速度）。这能减少车内人员受到的撞击
力，反过来，与撞到固定危害相比，也能大
大减少车辆的损坏和人身伤害。

图6：四种常见半刚性护栏的剖面

Manual 3 – Figure 6: Profiles of Four Common Types of Semi Rigid Barr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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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迪拜道路运输管理局（2008年），《迪拜路侧设计指南》（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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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带支撑板的波形梁护栏要有如下组件才能
让护栏在碰撞过程中有效的发挥作用：

• 波形梁钢护栏必须足够坚固，以承受很强的
拉应力和弯应力，这两种力是车辆动能通过
车辆、钢护栏和土壤传导产生的。单独的钢
护栏组件也必须牢固的连接在护栏柱和相邻
的护栏上。

• 在碰撞之前和碰撞过程中，护栏柱为整个护
栏提供刚性并把波形梁护栏支撑到正确的高
度。护栏柱之间要保持正确的间隔。通常中
心点距离2米或2.5米都属于标准间隔。

• 所有护栏柱都必须固定在地面以下至少1米
深的基础里，以便在碰撞时提供足够的支
撑。

• 连接着护栏与护栏柱的支撑板能防止车辆在
碰撞时被护栏柱卡住。支撑板能提供车辆重
心以上的约束力，从而有助于防止车辆翻
转。

• 护栏的末端（有时称为“锚固端”）能提供
约束力，这是护栏产生抗拉强度的关键。

3. 刚性护栏

180. 刚性护栏通常由钢筋混凝土制成。称其为
刚性护栏的原因是，此类护栏在受到碰撞时不
会发生很大的挠曲或变形（参见图7）。 

181. 刚性护栏特别适合用在空间有限的地点，
例如高架桥或狭窄的中央隔离带隔离带。此类
护栏也可用于重型车辆行驶的道路。混凝土护
栏的安装费用通常更高，但维护成本要比WRSB
或半刚性护栏低。事实上，受到碰撞后，刚性
护栏通常不需要维护。这是在大交通量的道路
上使用刚性护栏的另一个原因。因为在此类道
路上维护护栏时，需要采用大量的交通管理措
施，而交通管理措施的造价可能会很高，并且
在维护过程中通常需要封闭车道。

182. 最常见的刚性护栏包括：F型护栏、新泽
西护栏、直坡护栏以及直墙护栏。

a. F型护栏

183. F型护栏是目前全世界最常用的新型刚性
护栏。经测试，此护栏能够很好地改变碰撞车
辆的行驶方向并让其恢复到原来的行驶路线
上。F型护栏与老式刚性护栏（常称为“新泽
西护栏”）的横截面相差不多。两者的主要区
别是F型护栏具有更低的下斜坡，这种设计有
助于降低碰撞车辆悬起的高度，从而减少车辆
（特别是小型车辆）发生翻转的风险。

图7：四种常见的刚性护栏剖面

Manual 3 – Figu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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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迪拜道路运输管理局（2008年），《迪拜路侧设计指南》（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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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泽西护栏

184. 新泽西护栏可能是最有名的刚性护栏。很
多工程师会用新泽西护栏代指所有刚性护栏，
这些工程师可能不知道还有其他类型的刚性护
栏。这种护栏是美国新泽西州研发出来的，通
过让碰撞车辆的轮胎沿下坡面行驶来发挥作
用。护栏底部的75毫米立面是出于对未来铺设
路面的考虑。

185. 这种形状的护栏发挥作用的方式是：让碰
撞车辆的保险杠撞到上斜坡，在车辆与护栏平
行时，车轮会撞到下斜坡的坡面，并由于前悬
架受到的压力造成车辆进一步悬起。车辆悬起
会减少轮胎与路面之间的摩擦力，从而有助于
阻挡车辆，让车辆改变方向并回到原来的行驶
路线。

186. 一系列测试得到的结果表明，与新型的F
型护栏相比，这种剖面往往会增加小型车辆发
生翻车的风险。虽然世界各地有大量路段在使
用新泽西护栏并且无需对这些护栏进行更换，
但不应再增设更多的新泽西护栏，而是用F型
护栏取而代之。

c. 直坡护栏

187. 直坡护栏是一种由钢筋混凝土制成的交通
护栏，只有一个斜坡。与形状更为复杂的其他
护栏相比，这种护栏的优势在于，即使路面高
度发生变化（加铺过程中），其性能也不会受
到影响。直坡护栏的高度为1070毫米。称其为
直坡护栏的原因是，这种护栏的坡面坡度是不
变的，坡面与竖直面之间的角度为10.8度。直
坡护栏在碰撞测试中的表现与F型护栏和新泽
西护栏相似。

d. 直墙护栏

188. 直墙护栏不具有让碰撞车辆悬起的能力。
因此，这种护栏也不具备F型护栏（或老式的
新泽西护栏）的动能管理特性。直墙护栏能够
很好地代替较长的混凝土护栏，并且能用在空
间狭窄的地方，例如狭窄的中央隔离带或是桥

墩的前面。车辆与直墙护栏相撞造成的车辆损
坏通常要比撞到F型护栏的损坏程度要大，造
成的人身伤害的严重程度却相差不大。车辆撞
到直墙护栏时，四个车轮通常都会留在地面
上，因此，翻车的风险能降至最低。但撞到直
墙护栏后，车辆的行驶轨迹是不确定的，因为
在碰撞过程中，车轮可能会损坏。

刚性护栏能让截面狭窄的路段达到较高的防护水平，同时也能提
供充足的空间来设置较宽的内侧路肩（如图所示）。

混凝土护栏既可以是现浇的，也可以是先预制、再安装的。
在复杂的公路结构中，包括大型的互通立交，常见的做法
是把混凝土护栏视为整体结构的一部分并在现场浇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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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由于刚性护栏在受到碰撞时不会发生太
大的挠曲或变形，因此，应谨慎的选择使用此
类护栏的地点。护栏发生一定的挠曲（如柔性
或半刚性护栏）是“有好处的”，这能让碰撞
车辆的车内人员在短距离（通常为1米-3米）
内减速，而不是撞到刚性护栏时在零距离内停
车。人体无法承受超过重力20倍的加速度。安
全护栏的挠曲为人体提供了在短距离内减速的
机会，从而减少了人体受到的撞击力。

190. 因此，不难想象，如果车辆以较大的角
度撞到刚性护栏，则会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有些车辆在离开道路时会发生偏转，而车辆行
驶的越远，则碰撞的角度就会越大。为了尽量
减少此类车辆以较大的角度撞到混凝土护栏的
风险，则必须将所有刚性护栏都安装在距最近
行车道边缘4米的范围内。。柔性和半刚性护
栏则不同，这两类护栏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安装在远离行车道的地方（尽量减少“无
辜”碰撞），而刚性护栏则须与行车道保持较
近的距离，尽量减小发生碰撞的角度。

B.  护栏的择选

191. 护栏的择选过程并不简单。可供选择的护
栏数量、实际环境的范围以及场地特有的几种
变量让选择过程变得很复杂。择选最符合场地
需求的护栏时，应对各种因素给予考虑（参见
表2）。这些因素包括：

• 性能与阻挡程度方面的要求；
• 对危害的有效清除、拟用护栏的动态挠曲特

性；
• 场地条件，例如平面和纵面线型、横向坡

度；
• 末端；
• 视距；
• 与相邻护栏的适配性；
• 安装与维护费用；
• 美学与环境影响；
• 公路部门的维护能力（护栏有时会需要维

修）。

表2：安全护栏的择选与设计指导

护栏类型

柔性 半刚性 刚性

典型实例 WRSB 波形钢梁护栏 F型混凝土护栏
新泽西混凝土护栏

典型的碰撞性能标准 TL-3（基本水平） TL-3（基本水平） TL-4

护栏满足较高性能标准的
能力

不具备 TL-4 TL-5和TL-6

与护栏相撞的相对严重程度 低 中低 中高

以100km/h车速撞击时，护
栏的典型最大挠度

3.0m 1.0m 0.1m

最大挠度是否可以减少 可以，缩短柱间距或锚固端
之间的距离

可以，缩短柱间距或加固
钢梁

不可以

最小长度（不包括末端）
25m 25m

无限制，但必须保持护栏结
构的稳定性

所需长度（需设置的长度） 各不相同 各不相同 各不相同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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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仅使用经过测试和批准的护栏

192. 安全护栏的安装长度可能会长达数公里，
但其中的大部分可能永远都无法发挥作用。我
们希望永远都不会有失控车辆撞到CAREC公路
沿线安装的任何护栏。但在实际情况中，驾驶
者会出现失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失控车辆
也会不可避免地撞到其中某些护栏。在这些情
况下，应确保所安装的护栏是经过批准和国际
测试的，并且护栏的安装也是正确无误的。此
外，还须确保对护栏进行良好的维护。

193. 只有符合适用标准的护栏才有望发挥出
令人满意的作用。因此，只有在制造商对其产
品进行了碰撞测试并确认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后，才可安装护栏。护栏的安装应遵循碰撞测
试所采用的适用标准。

194. 目前世界上有几家主要的路侧设施（包
括护栏）测试和标准制定机构。这些机构根据
公认的最低标准对护栏的其他路侧设施进行

测试。只有达到最低标准的设施，才能得到
这些机构的批准。美国的评估安全硬件手册
（MASH）和欧洲的欧洲标准化委员会可能是最
有名的标准制定机构。表3是MASH的测试模型
表。

195. 公路管理部门可能有自己的安全护栏标
准或参考标准。这些标准可能借鉴了国家标准
（GOST）——施工规章制度（SNiP）、AASHTO
的MASH或是早期的NCHRP标准。

196. 如果那些负责道路安全的人员能够密切关
注这些国际标准并判定出哪种标准能为本国择
选出最安全的护栏，则是很有意义的。采用并
不断更新这些标准。标准在不断改进，任何机
构如果不对标准的这些改进保持关注，就无法
为道路使用者择选出最安全的道路设施。设立
国家标准委员会（由国营和民营部门代表、学
术界与研究界代表组成）是管理标准的变更与
更新的一种负责任的方式。

护栏类型

柔性 半刚性 刚性

供车辆停车的区域 在护栏与最近行车道之间的距离不到2.5米并且护栏长度超过500米的情况下，则应为车
辆提供避开车流停车的区域，各停车区域的间隔不超过500米。这项要求不适用于带路

缘的道路或是中央隔离带的边缘。

护栏前方的边坡 坡度为1:10或更平缓 护栏前方的边坡 坡度为1:10或更平缓

护栏前方的表面 如靠近车道，则铺设路面；
否则，压实即可

护栏前方的表面 如靠近车道，则铺设路面；
否则，压实即可

平面线型方面的限制 最小转弯半径为200米（或
制造商指定的数值）

平面线型方面的限制 最小转弯半径为200米（或
制造商指定的数值）

纵面线型方面的限制 须格外注意某些低凹处， 纵面线型方面的限制 须格外注意某些低凹处，

末端处理 作为WRSB的一部分 末端处理 作为WRSB的一部分

km/h=公里/小时； m=米；WRSB=钢索安全护栏。

资料来源：迪拜道路运输管理局（2008年），《迪拜路侧设计指南》（迪拜）。

接上页（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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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表3有助于择选出测试级别，进而对安全
护栏的性能进行评估：

• 安全护栏的验收是基于护栏的碰撞测试评估
结果，通过对护栏进行理想化的碰撞测试，
用特定质量和类型的车辆，以指定的车速和
角度撞击护栏。主干道上的纵向护栏和末端
的通用最低测试级别是TL3，相当于汽车、
四轮车辆和公用载重汽车以100公里/小时的
车速撞击护栏。护栏旁侧的道路表面坡度为
1:10或更平缓、铺设路面并且没有障碍物（
如路缘）。

• 较低的性能等级仅适用于停车场或低车速的
道路。较高的测试级别适用于用来阻挡重型
卡车的护栏，或是可能需要用护栏遮挡严重
危害（如掉入河里）的情况，亦或是用护栏
防止卡车与严重的危害相撞（如事故多发地
点的立交桥桥墩）的情况。

198. 须确保CAREC道路和公路上安装的所有安
全护栏、护栏末端以及防撞垫符合欧洲标准化
委员会或MASH测试标准的要求。对已批准的护
栏进行了如下测试：

• 结构的充分度：
 � 护栏应能阻挡并改变车辆的方向
 � 车辆不会穿透、下穿或跃过护栏
 � 提供可控的横向挠曲

• 碰撞反应的可预测性：
 � 不发生脱离
 � 不发生断裂或屈服

• 改变车辆的方向：
 � 可控的撞入度
 � 可控的停车

表3：护栏测试级别的评估安全硬件手册（MASH）

测试
级别 测试车辆的名称和类型

测试条件

车辆质量(kg) 车速(km/h) 碰撞角度

1 1100C (客车) 1,100 50  25

2270P (小型载货卡车) 2,270 50 25

2 1100C (客车) 1,100 70 25

2270P (小型载货卡车) 2,270 70 25

3 1100C (客车) 1,100 100 25

2270P (小型载货卡车) 2,270 100 25

4 1100C (客车) 1,100 100 25

2270P (小型载货卡车) 2,270 100 25

10000S (单节卡车) 10,000 90 15

5 1100C (客车) 1,100 100 25

2270P (小型载货卡车) 2,270 100 25

36000V (拖拉机或厢式挂车) 36,000 80 15

6 1100C (客车) 1,100 100 25

2270P (小型载货卡车) 2,270 100 25

36000T (拖拉机或罐式挂车) 36,000 80 15

kg=千克；km/h=公里/小时。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公路与运输协会（2015年），《路侧设计指南》（第四版），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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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内人员风险的最低限度
 � 护栏的损坏部分决不能刺入车辆内部
 � 不给行人或道路施工工人造成危害
 � 车辆在碰撞过程中和碰撞之后均不发生翻转

• 车辆碰撞后的行驶轨迹
 � 驶出角度可控，防止车辆闯入相邻车道
 � 负加速度不超过指定的最大值

199. 应确保在CAREC道路和公路上使用经批准
的护栏。这项任务也要确保对采用的所有护栏
进行正确的安装与良好的维护，这样护栏就能
在受到失控车辆的撞击时表现出令人满意的效
果。确保正确安装护栏的最好方式是聘用质量
有保证，在正确安装护栏方面建立了良好口碑
的施工单位。

确保护栏正确安装的最好方式是仅聘用质量有保证、在正确安装
护栏方面口碑良好的施工单位。

C.  设计与安装的注意事项

200. 安全护栏的性能是由设计和安装方面的几
个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与撞击动力学和驾驶
者靠近护栏时的驾驶行为有关。确定了所采用
的护栏类型后，在设计阶段应注意以下几个细
节：

• 长度；
• 高度；
• 与道路的横向距离；
• 与危害之间的挠曲间隔；
• 与路缘之间的距离；
• 末端。

201. 在平曲线上设置护栏时，可能需要加大护
栏与行车道边缘之间的距离，这样可以避免水
平视距被护栏遮挡。在靠近交叉路口、中央隔
离带开口、人行横道和车道的位置，视距也是
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

1. 护栏长度（包括所需长度）

202. 所需护栏长度是指能有效遮挡危害并防止
失控车辆撞击危害所需要的护栏长度。所需长
度包括设置在危害前方用来阻挡失控车辆所需
的有效护栏长度以及邻近危害的护栏长度，此
长度不包括护栏末端。

203. 护栏的长度取决于护栏相对于行车道的位
置。当护栏离危害较近，且道路的横向间隔最
大时，所需的护栏长度应该是最短的。道路到
护栏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坡度，这在护栏设计
的标准图纸中通常被称为“A线”。

204. 亦或是，当护栏的位置离道路较近，则所
需的护栏长度最大。当危害与道路之间的斜坡
无法行驶时，则这种设计可能是必要的。这种
设计在标准图纸中通常被称为“B线”。

205. 计算所需的护栏长度时，应遵循公认的护
栏设计指南并采用指南中的流程。在发现新安
装护栏的长度比预想的长很多时，不要感到意
外。把危害完全遮挡住、让车辆以很小的角度
驶离道路，这很重要。所需的护栏长度可能会
非常长。护栏的总长是指所需的护栏长度加上
护栏两端的末端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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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护栏的最小长度

206. CAREC公路沿线的很多护栏因为太短，而
无法发挥作用。在某些情况下，护栏没把危害
完全遮挡住造成失控车辆从护栏后方穿过与危
害相撞。在其他情况下，护栏长度过短，其结
构完整性不足，无法抵御撞击。

207. 柔性和半刚性护栏靠着一定程度的抗拉
强度来阻挡失控车辆并把撞击力分散到沿其长
度方向的护栏柱上。钢索安全护栏（WRSB）所
需的最小长度为60米，在设计中不会对采用的
WRSB类型进行特别说明。对护栏类型进行特别
说明时，可从产品供应商那里获知经批准的最
小长度。

208. 鉴于场地在“所需护栏长度”方面的要
求，波形梁护栏的最小长度通常为30米加上适
当的末端长度。

209. 刚性护栏没有最小长度方面的限制。刚性
护栏的长度取决于场地在“所需护栏长度”方
面的要求以及必要的末端长度。

2. 护栏高度

210. 护栏的安装高度必须与制造商建议的高
度相符。护栏过低会造成撞击车辆翻越护栏。
而护栏过高会导致失控车辆卡到护栏下方。在
极端情况下，车辆会从护栏下方钻过去，这会
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因此，就安全而言，护
栏的高度很重要。

3. 与道路的横向距离

211 在可行的情况下，最好让柔性和半刚性护
栏尽量远离道路。这能最大程度地增加驾驶者
恢复对车辆控制的机会，也能尽量减少所需的
护栏长度。但护栏与行车道离得越远，就越有
可能导致较大角度的碰撞、造成更严重的撞击
并增加护栏被穿透的风险。鉴于此，刚性护栏
与最近行车道边缘之间的距离不得超过4米。

212. 不管采用哪种类型的护栏，护栏前方的
斜坡都最好比较平缓。当护栏的重心在正常位
置或靠近正常位置受到车辆撞击时，安全护栏
能发挥出最好的效果。护栏前方的坡度应为
1:10或更平缓。对半刚性护栏而言，如紧靠护
栏前方2米处的坡度不超过1:10，则可允许的
最大坡度为1:5。为了确保让护栏发挥最好的
效果，应完整的铺设道路与刚性护栏之间的路
面。

213. 对于其他护栏，在采用最小或很小的横向
间隔时，应考虑铺设路肩。

4. 与危害之间的挠曲间隔

214. 约束条件明确之后，可供挠曲的空间或许
可以决定采用哪种类型的护栏。在与场地条件
相适、护栏性能可满足所需的阻挡程度时，通
常可考虑使用柔性护栏。这种做法已通过可控
的碰撞测试得到了证明，而实际的场地性能表
明，与半刚性护栏相比，钢索护栏能大大降低
给车内人员造成伤害的风险，而半刚性护栏给
车内人员造成伤害的风险又要低于刚性护栏。
但如果护栏只能安装在非常靠近危害的位置，
则刚性护栏可能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215. 护栏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在护栏与危害
之间提供足够的间隔，这样护栏预计发生的挠
曲度就不会让碰撞车辆有机会接触到危害（参
见图8）。护栏的挠度取决于所采用的护栏类
型和安装方式，以及车辆的质量、车速和撞击
角度。一般来说，半刚性护栏的挠度能达到1
米，而柔性护栏的挠度能达到3米（参见表4）
。刚性混凝土护栏的动态挠度最小（0.1米或
更小）。

216. 须注意，大多数半刚性护栏可通过缩短
柱间距或采用双梁加固护栏（称为“双嵌套”
）来增加强度。这能减少护栏受到撞击时的挠
度。但加固护栏会增加给车内人员造成伤害的
风险。WRSB的挠度也能通过缩短柱距来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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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撞击时，波形梁护栏的挠曲度最多为1米。如果护栏是公路
中央“背对背”（连续）护栏设施的一部分，则有可能给其他车
道的车辆带来风险。

表4：护栏最大挠度（供参考）

护栏类型 挠度

钢索安全护栏 1.3 m–3.0 m 

波形梁护栏 0.5 m–1.0 m 

混凝土护栏 0.1 m

m=米。

资料来源：迪拜道路运输管理局（2008年），《迪拜路侧设计指
南》（迪拜）。

5. 与路缘之间的距离

217. CAREC道路采用的路缘通常有几种基本类
型。图9展示了其中四种。某些国家还有其他
类型的路缘，但常见的是这几种。设置路缘的
目的是为了排水和/或划定行车道和交通岛。 

受到碰撞后，须对波形梁护栏进行快速、有效的修护。对护栏进
行修护之前，如邻近处再次受到撞击，则护栏可能无法表现出预
期的效果。

图8：护栏与危害之间所需的挠曲间隔

Manual 3 – Figu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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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路缘的使用不当会给路侧安全造成很大的
影响，特别是高速公路。在高速公路上，仅应
在十分必要的地点才可设置路缘，并且仅可采
用剖面较低的路缘

219. 尽量避免在安全护栏附近设置路缘。但如
需设置路缘来进行排水，则须仔细考虑安全护
栏与路缘的相对位置，因为路缘可能会影响护

栏受到碰撞时的性能。护栏前方或离护栏很近
的路缘能让失控车辆以较高的车速撞上路缘，
造成车辆跃起、翻过护栏，或是在更高的位置
撞上护栏（超过设计和测试中撞击的高度）。
在这类事故中，损伤情况会更加严重。

220. 在高速公路上，靠近护栏设置路缘时，通
常应将路缘设置在护栏外侧，这样车辆就在撞
到路缘之前会先撞到护栏。 

图9：路缘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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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当失控车辆撞上路缘时，其行驶轨迹会受
到多个变量的影响，包括车辆的尺寸、悬架特
性、碰撞车速和角度以及路缘本身的高度和形
状。

222. 开上路缘时，车辆会出现转动和倾斜。如
车速超过70公里/小时，则转动和倾斜的情况
会更加严重。这会严重影响到车辆与路缘后方
护栏相撞的方式。

223. 图10说明的是，车辆开上路缘时，路缘
对车辆保险杠的行驶轨迹的影响。对护栏的性
能而言，安全护栏与路缘之间的横向距离非常
重要。如果路缘所在的位置让保险杠无法在适
当的高度撞上护栏，则护栏的性能是无法预测
的，车辆要么卡到护栏下方，要么有翻过护栏
的风险。

a. 路缘与柔性护栏

224. 在可行的情况下，不应将WRSB安装在路缘
后方。

b. 路缘与半刚性护栏

225. 在可行的情况下，不应将半刚性护栏安
装在路缘后方。但针对因排水或其他原因需要
设置路缘的情况，有一些关于同时设置路缘和
半刚性护栏的使用准则。对于立式路缘，只有
在限速不超过60公里/小时的道路上才可与半
刚性护栏同时使用。对于斜式路缘，可用在限
速不超过100公里/小时的道路上。在限速超过
100公里/小时的道路上，除了平式路缘，其他
类型的路缘均不可与半刚性护栏同时使用。 

c. 路缘与刚性护栏

226. 不得在刚性安全护栏周围设置路缘。混凝
土护栏受到碰撞时，能量是车辆的抬升，车辆
悬架的挤压以及车身的变形来分散的。碰撞点
的高度对护栏的性能至关重要。如果路缘设置
在护栏的前方，车辆开上路缘会造成车辆与护
栏的撞击位置更高，这增加失控车辆跃过护栏
或翻车的风险。

图10：路缘对撞击车辆行驶轨迹的影响

Manual 3 – Figure 11
The Effect of Curb on the Trajectory of an Impacting Vehicle 

Path of vehicle bumper 
after mounting the 

curb

Normal vehicle 
bumper height above 

surface

1 1312

1 Acceptable barrier locations – vehicle would strike a barrier at an acceptable height
2 Vehicle would strike a barrier too low – not acceptable
3 Vehicle would strike a barrier too high – not acceptable

1. 可接受的护栏位置，车辆撞击护栏的高度是可接受的。
2. 车辆撞击护栏的位置会过低、不可接受。
3. 车辆撞击护栏的位置会过高、不可接受。

资料来源：迪拜道路运输管理局（2008年），《迪拜路侧设计指南》（迪拜）。

正常车辆的保险杠
超过路面的高度

车辆保险杠开上路
缘后的行驶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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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在必须安装路缘的情况下，对于立式路
缘，仅可在限速不超过60公里/小时的道路上
与柔性护栏同时使用。在限速不超过100公里/
小时的道路上，可同时设置斜式路缘和柔性护
栏。

228. 路缘与护栏之间的允许间隔如表5所示。

表5：同时设置路缘与安全护栏

护栏类型 路缘类型 路缘与护栏的横向距离 情况与评价

柔性 无 不适用 对高速公路而言，这是最可取的选择。

平式 无限制 使用时可不受限制。

斜式
限速60km/h

限速80km/h

限速100km/h

X=0或者
X=1.0m–2.0m或者
X≥2.5 m（理想状态） 

X=0或者
X=1.2m–1.8m或者
X≥4.0m（理想状态）

 X=0或者
X=1.2m–1.8m或者
X≥4.5m（理想状态）

如需设置路缘，则最好选用半预制斜式路缘。
最好不要用在高速公路（超过80km/h）；如用
在高车速道路上，则应满足下述距离要求。

立式 X=0或≥2.5m（仅限于
60km/h的道路）

这种类型的路缘不应用在高速公路上（超过
80km/h）。如设置在护栏附近，则应仅限于低
车速的道路（低于60km/h）。

车辆护栏式 不适用 不可与柔性护栏同时使用

半刚性 无 不适用  对高车速道路而言，这是最可取的选择

平式 无限制 使用时可不受限制。

斜式 如需设置路缘，则最好选用斜式路缘。最好不
要用在高速公路上（超过80km/h）；如用在高
速公路上，则应满足下述距离要求。

限速60km/h X=0或≥2.5m

限速80km/h X=0或≥4.0m

限速100km/h X=0

立式 X=0或≥2.5m（仅限于
60km/h的道路）

这种类型的路缘不应用在高速公路上（超过
80km/h）。如设置在护栏附近，则应仅限于低
车速的道路（低于60km/h）。

车辆护栏式 不适用 不可与半刚性护栏同时使用

刚性 全部 不适用 路缘不应与混凝土或其他类型的刚性护栏同时
使用。

km/h=公里/小时；m=米。

资料来源：迪拜道路运输管理局（2008年），《迪拜路侧设计指南》（迪拜）。

6. 末端

229. 受到失控车辆的碰撞时，安全护栏的末端
可能会成为严重的危害物。在某些事故中，除
非采用了经正确安装的安全末端，否则半刚性
护栏（栏杆）的末端能刺穿碰撞车辆并插入到
乘客舱内。



50 CAREC道路安全工程手册（三） 第五章 正确使用安全护栏

230. 混凝土护栏的两端也很危险。受到碰撞
时，刚性护栏不会发生移动。碰撞测试表明，
撞到刚性护栏的末端时，撞击车辆会突然停
车。护栏也有可能穿透车辆，有时甚至能插到
乘客舱内。此类护栏的刚性特质、不具备缓解
撞击力和安全减速的能力，这意味着必须用安
全的端部措施。为了尽量减少给车内人员造成
严重伤害的风险，须确保对护栏的两端进行适
当的处理。

“鱼尾型”端部存在刺穿的风险，不应该在CAREC公路上使用。

231. 端部设施为护栏的两端提供了防护并能最
大程度地减小护栏刺入车辆的风险。端部可以
是张开的或是直的，可以是“门式”末端（允
许车辆穿过护栏并在端部的外侧区域停下来）
，或是“非门式”末端（能承受撞击力或让车
辆沿末端的方向行驶）。

232. 采用哪种端部类型将由护栏的类型及其位
置决定。应回答下列问题：是否有足够的空间
设置张开的端部？是否有足够的区域能让车辆
冲到端部的后侧？防撞垫是最好的选择吗？

233. 经妥善设计的端部能控制失控车辆的负加
速度，让负加速度低于能给车内人员造成伤害
的建议值。端部设计也能确保车辆在碰撞时不
被刺穿、跃起、卡住或翻车。护栏的端部最好
能向外张开，避开驶近的车辆并延伸到净区外
侧。但也有不需要设计成“张开式”末端的情
况。

234. 市面上有各种可选的端部类型。安装时，
应遵循制造商的说明，以确保护栏的末端符合
适当的性能标准。设计适当的端部会增加护栏
处理的成本，但如果护栏的两端能避免车内人
员的严重伤亡，则其收益会远远超过投入的成
本。

235. 还须记住，在双向通行的车道上，如果护
栏的一端处在迎面车辆的净区内，则碰撞性能
已知的端部应安装在护栏的驶离端。

a. 柔性护栏的端部

236. 为了保持钢索的张力，须将WRSB的末端视
为护栏整体的一部分，根据WRSB制造商的技术
规格来提供相应的端部。

237. 护栏两端的固定锚应该是易碎的，并且
在受到失控车辆撞击时，应该能够从锚块上分
离。提供较短的安全钢索，以确保非耦合的钢
索不会对交通造成危害。失控车辆撞到WRSB的
端部时，通常会跨到钢索上并受到牵制，与此
同时，车辆会逐渐压扁护栏柱。在双向通行的
道路上，如果护栏受到迎面车辆的反向碰撞，
则端部的钢索会垂直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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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半刚性护栏的端部 

238. 护栏的端部有多种类型，而针对同一车
辆，不同类型的端部会表现出不一样的特性：

• “门式”端部。这种端部可允许车辆撞在上
面、从端部穿过并在端部的外侧区域停下
来。车辆冲出去的区域应该是可行驶并且无
危害的。以行驶速度100公里/小时进行的碰
撞测试表明，可行驶区域与横杆平行的长度
不应少于20米，横杆后侧的宽度不应少于6
米，且最大坡度不得超过10:1。

• “非门式”端部。这种端部不允许车辆从端
部穿过，但能缓解撞击力并让失控车辆停
车，或是让车辆转而沿端部行驶。如果危害
位于端部的后侧，所在地点不允许车辆撞入
或无法通过延长护栏来提供“门式”端部的
情况下，则适合采用这种类型。

• “改向式”端部。受到撞击后，这种端部能
以可控的方式改变车辆的行驶轨迹。它们的
设计目的是将偏离的车辆重新回到到预定的
行驶路线。

• “非改向式”端部。当护栏的末端受到碰撞
时，这种类型的端部能缓解碰撞车辆的撞击
力并发挥有效的作用。这种端部主要是指防
撞垫，包括装了沙子的容器。撞到防撞垫的
侧方或沙桶时，车辆的行驶方向不会发生明
显的改变，只会停下来或减慢速度。

239. 在通行道路上，端部可能是张开式或非
张开式的（与道路平行）。当护栏离行车道较
近，或是为离道路较近的严重危害提供逐渐过
渡时，则最好采用张开式的端部。典型的实例
包括：桥面护墙、中央隔离带上的混凝土柱。
如果用张开的形式逐渐引入，则骑摩托着者就
不太可能把路侧护栏视为危害。但张开式的端
部会占用更多的空间，这在狭窄路段可能是不
可行的。

240. 用于钢护栏的常见端部通常包括：改良的
偏心载入式端部或其他类似的端部。改良的偏
心载入式端部可提供温和的门式撞击，以防止
横杆刺入碰撞车辆。多家国际制造商提供了很
多不同类型的改良偏心载入式端部。须确保仅
采用经国际公认机构测试和批准的末端类型。
应从制造商代理那里获得有关正确安装末端的
信息。

c. 刚性护栏的端部

241. 由于此类护栏的刚性特质以及相较其他护
栏更宽的截面，刚性护栏对安全的末端有其特
殊的需求。刚性护栏最常见的末端类型是防撞
垫（碰撞衰减设施）。设置防撞垫的目的是缓
解碰撞车辆的撞击力，让车辆逐渐减速并在可
控的情况下停车。在有可能被失控车辆迎面撞
上的情况下，以及在固定物无法用其他类型的
末端或转换成其他类型的护栏来进行改善时，
则适合采用此类末端（防撞垫）。

242. 防撞垫应根据制造商的说明来进行安装。
应选用符合适当测试性能的防撞垫，并根据其
特殊的用途来询问专家意见。设置防撞垫的常
见位置包括：中央隔离带混凝土护栏的端部、
桥墩处、高速公路分道角区和收费广场的危险
点。

碰撞衰减设施有不同尺寸，可适应不同的横截面和车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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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碰撞衰减设施的钢结构内侧有易碎的隔间，用以缓冲大部分
的撞击力。低成本设施有可替代的样式。

经批准，在施工场地，有几种碰撞衰减设施可用在临时刚性护
栏前方。

一些碰撞衰减设施专门用于道路施工场地的狭窄区域。

d. 仅使用已批准的端部

243. 择选和使用端部时应格外注意。所有护栏
都应设置端部，用以减少失控车辆直接撞到护
栏末端造成的伤害风险。安装护栏时，如果不
设置适当的端部，是非常不安全的，并且应取
消护栏的安装。然而，一些老式的端部被认为
是不安全的，并且不应该被使用。

244.  “鱼尾型”端部是一种用在波形梁护栏
上的老式端部。车辆撞到护栏末端时，这种末
端会刺穿车辆并给车内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
此类端部不应该再用在半刚性护栏的末端，特
别是在高车速的道路上。

245. “下坡式”（或斜式）端部是多年前引入
的概念，用在半刚性和刚性护栏的末端。把波
形梁护栏的两端做成下坡式有助于避免端部刺
入碰撞车辆的乘客舱， 在“鱼尾型”端部中
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在刚性护栏的末端加上“
下坡式”端部有助于通过抬高碰撞车辆来分散
撞击力，让车辆能够在斜坡段减速，而不是直
接撞到护栏末端。

246. 尽管这些“下坡式”端部在“鱼尾式”或
无端部护栏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但实地经验
和碰撞测试表明，在发生高速碰撞的情况下，
此类端部有可能造成车辆翻车或跃起。根据观
察到的碰撞测试性能和记录下的实地经验，目
前，对于行驶速度超过80公里/小时的道路，
不建议CAREC道路管理部门在混凝土护栏或钢
梁护栏的末端采用下坡式（斜式）端部。

247. 在这些地点设置新的护栏时，道路管理
部门应仅指定采用“最新的”、满足适当测试
标准（如NCHRP350、MASH、EN1317及其更新版
本）的防撞端部。

248. 在分车道行驶公路或其他不太可能发生车
尾高车速碰撞的路段，仍可在交通护栏的驶离
端（下游端）使用下坡式端部和鱼尾式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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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车速的道路上，不应将下坡式（斜式）端部用在护栏的驶近
端，因为这种端部容易造成碰撞车辆跃起。

旧轮胎和类似的未经测试与批准的设施不应用于防护刚性或半刚
性护栏的末端。

斜式端部（如图所示）不应用在CAREC公路的高车速路段，单向
行车道上的护栏的驶离端除外。

不安装护栏端部是一种不安全的做法。护栏的横杆能够很容易
的刺穿失控车辆，因此，不应安装或像图中这样保留不加端部
的护栏。

7. 中央隔离带上的护栏

249. 沿中央隔离带安装护栏具有一定的挑战
性。一些情况下，护栏会切断人行通道，行人
可能会把中央隔离带用作过马路时的保护区。
在其他情况下，中央隔离带可能会很窄，能用
来设置护栏的区域有限（参见图11）。沿中央
隔离带安装的护栏要能承受来自任何一侧的碰
撞。在这些情况下，通常会选用刚性护栏。如
果护栏后方有足够的挠曲空间，这样碰撞产生
的挠曲就不会给对向车辆带来不可接受的风
险，则可采用“背对背”的半刚性护栏或柔性
护栏。

250. 对于中央隔离带的护栏，应进一步考虑
到端部的特殊需求。门式端部会造成问题，因
此，仅使用非门式的改向端部时应格外注意。

8. 填方边坡上的护栏

251. 填方边坡是指高于周围地面修建的道路侧
方的边坡。填方边坡在CAREC道路和公路沿线
很常见，这种做法能让道路高于周围的湿土和
潮土，从而保持道路干燥。这类边坡的高度和
坡度各不相同。但当边坡过于陡峭和过高时，
则会成为路侧危害。原因是什么？

252. 这是由于失控车辆驶离道路并驶上边坡
时，会有翻车（严重后果）的风险，或是至少
在车辆恢复控制之前，有直接开到填方斜坡底
部的风险。 填方边坡的坡度和高度对失控车
辆车内人员的安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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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无法恢复的填方边坡是指失控车辆通常无
法在上面恢复行驶的边坡；车辆在恢复控制之
前会一直开到边坡的底部。坡度超过1V：4H的
边坡被视为不可恢复边坡。此外，也应考虑到
路堤的路面情况。与松软、不平的坡面相比，
光滑紧实的边坡更容易让车辆恢复控制。

254. 临界边坡的坡度更大，对失控车辆而言
尤为危险，因为此类边坡有可能造成失控车辆
翻车。临界填方边坡是指坡度超过1V：3H的边
坡。随着填方高度的增加，此类边坡带来的风
险也会增加。很多国家的标准规定，仅在临界
边坡的高度超过3米时，才须安装护栏来进行
遮挡。但有时，与实际的道路安全性能相比，
成本方面的考虑对标准的影响更大。谁会想要
坐在已经失控并朝3米高的临界边坡快速行驶
的车里呢？

当路侧由平坦过渡至高路堤时，应设置适当的护栏来遮挡高度超
过2米并且无法行驶的边坡。或把边坡变平缓，让车辆能在上面
行驶（坡度＜1V：4H）。

当CAREC公路沿线的边坡（＞1V：3H）高度超过2米时，则需设置
适当的护栏。不管填方边坡的高度如何，都应对图中所示的涵洞
给予重视。

255. 开始设计时，应先做到符合标准。如果国
际标准规定，只有当临界边坡的高度超过3米
时，才须安装护栏，那就遵守此项标准。但要
始终注意提供安全增强措施，这可能会进一步
促进道路安全。

256. 对于CAREC公路，无遮挡临界填方边坡的
最大高度应为2米。这个高度可能低于目前的
国家标准，但建议采纳此数值，以增加道路的
安全性。这项指导建议是基于车辆撞到边坡时
的相对严重程度（相对于车辆撞到护栏的情

图11：沿中央分隔带设置护栏的通用
原则

Manual 3 – Figure 12
A General Guide for the Use of Barriers Along Med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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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此外，也应确保填方边坡上的护栏支
撑柱具备足够的地面支撑。如果柱子的阻挡力
不足，则应增加柱子的埋深、缩短柱间距或在
必要时采用土板。

9. 连接护栏与桥面设施

257. 桥面护墙通常是钝状的混凝土物件，如果
受到失控车辆的撞击，则会造成严重的事故。
因此，通常会设置钢梁护栏来遮挡桥面护墙。
此类钢梁护栏的设计与安装须考虑到三个主要
的安全因素：

• 桥面护墙与护栏之前的过渡段应该是连续
的，让失控车辆得到控制并且不被卡住。应
避免出现裸露的横梁末端、支撑柱或在护栏

的组件或路缘的线型中出现急剧的变化。
• 对于靠近桥面的护栏，其强度与刚度应确保

半刚性护栏和刚性护栏能实现平稳的过渡，
以防止车辆“撞入”护墙。缩短离护墙10米
的最后一段护栏的柱间距有助于增强护栏的
强度。

• 为了进一步防止车辆撞入并辅助提高拉应力
的连续性，则应将护栏牢固地固定在护墙
上。

258. 图12是因护栏过渡不充分而导致失控车辆
撞入护栏的示意图。

图12：护栏过渡不充分的实例

Manual 3 – Figure 13
Examples of Inadequate Barrier Transition

Rail not fixed to parapet

Concrete parapet Standard guardrail 
and posts

Guard rail deflects 
and leaves the 

parapet exposed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混凝土护墙 标准的护栏与支撑柱

护栏未固定在护墙上

护栏发生挠曲并暴露
出护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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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柱间距并把波形梁护栏牢固的连接在刚性护栏上，能增加
半刚性护栏的强度并减少车辆撞入的风险。宽度标识有助于突
显危害。

10. 临时护栏

259. 有时需要设置临时或短期使用的护栏。这
类情况可能是由于道路施工，或需要关闭整条
或部分道路的紧急情况。采用临时护栏时，首
要目标是确保护栏的安全性。临时护栏不得给
道路使用者带来危害。

260. 混凝土护栏是CAREC地区最常用的临时护
栏。使用此类护栏的原因可能在于，这类护栏
很结实、相对便宜（与其他护栏相比）并且用
一台小起重机就能快速、高效的吊装到位。

261. 但在这类临时护栏中，有很多护栏既是道
路的辅助设施，又会给道路带来危害。太多护
栏的连接部位都未采用牢固、整齐的连接。大
多数护栏都有钝状的末端，基本上就是危险的
混凝土块，既会导致失控车辆的损坏，也会给
车内人员造成严重的伤害。

在道路施工场地或沿公路设置临时护栏时，必须把这些护栏牢固
的连接起来并且不得在净区内露出钝状的末端。

在CAREC公路沿线，有很多危险的混凝土路障。道路管理部门应
采用批准的安全护栏来取代这些路障。

262. 相邻节段的连接处是临时护栏的薄弱部
分。应确保用牢固的方法将护栏连接起来，并
确保护栏在发生碰撞时能抵御撞击力，且护栏
的节段不发生过度转动。 重要的是，应根据
护栏的要求进行连接，并确保连接处经过了测
试并且得到了妥善的维护。有几种连接方式已
通过测试并且可供使用（参加图13）。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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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南，如AASHTO路侧设计指南，以获取如
下连接方式的详细介绍：

• 销环接合；
• 通道分离接合；
• 垂直I型梁接合；
• 搭接式接合；
• J型钩接合。

263. 建议对CAREC公路上使用的所有临时混凝
土护栏进行审查并确保护栏至少满足两项重要
标准：

• 所有相邻节段都已牢固连接。
• 所有临时护栏的两端都设置了适当的端部设

施。（若未设置端部设施，则尽量将护栏设
计为张开式并延展到净区外侧。）

264. 此外，还有一些可供使用的移动式临时钢
制护栏。这种护栏能够很好地替代临时使用的
混凝土护栏，特别是在道路施工场地。可将其
托运到合适的位置、牢固的连接起来并锚固在
平地上。有一些临时钢制护栏的专利产品已经
通过了国际标准测试。

265. 此外，少数注水的塑料护栏也得到了批
准，可用作临时护栏。但应注意，其中一些设
施仅适合用作标识物。有一些设施并未达到碰

撞测试标准，大多数设施也仅达到了TL-2或更
低的标准。这说明，仅用轻型车辆以75公里/
小时的撞击车速对其进行了测试。即便如此，
这些设施表现出很大的挠度，这说明，此类护
栏后方的施工工人仍有可能处在危险之中。

266. 因此，择选护栏时，应小心谨慎。只有当
塑料护栏达到碰撞测试标准（TL-2或更高的标
准）时，才可考虑在CAREC公路上使用。即便
如此，仍应确保在适当的车速环境内使用（取
决于护栏的测试水平）。

经批准，有些移动式半刚性护栏可用在道路施工区。建议在施
工区使用此类护栏。

图13：刚性护栏的销环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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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迪拜道路运输管理局（2008年），《迪拜路侧设计指南》（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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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采用注水的塑料护栏，则须确保注水量的准确性。这类护栏必
须牢固的连在一起，并仅在通过测试的车速环境中使用。

有几种能用在临时护栏上的端部安全设施。尽管初始成本可能会
比较高，但这些设施经常能够重复使用，也能轻易地移动到新的
施工场地。

在车流量较大的高车速CAREC公路上，对于大型的长期道路施工
场地，建议采用防撞垫来防护临时混凝土护栏的端部。

11. 有效宽度

267. 高速公路沿线设置了很多刚性护栏。当
一条高速路从建筑物（铁路桥、立交桥）下面
穿过时，应小心置放用来遮挡支撑墩的护栏。
在考虑挠度要求时，应为重心较高的车辆留出
车辆发生偏转的空间。车辆的上半部分发生偏
转时，可能会撞到被遮挡的固定物。在涉及重
载卡车的部分碰撞事故中，卡车会发生偏转；
载重越大，载重物或集装箱偏转的距离就会越
远。在一些情况下，载重物会撞在垂直的支撑
墩上。这会严重的增加撞击程度，通常会造成
灾难性的事故。因此，在刚性护栏与桥墩之间
应留出充分的空间，以减少这种碰撞的风险。
安装护栏时，须确保达到足够的“有效宽度”
。

268. 有效宽度是指护栏的挠度（刚性护栏的挠
度为0）与高重心碰撞车辆的偏转距离（参见
图14）之和。为高速公路设计护栏来遮挡危害
物（如桥的支撑墩）并防止危害物与大型卡车
相撞时，有必要考虑到这点。对于刚性护栏，
也被称为“侵入区”。测量时，量出的从护栏
表面到固定物表面的宽度即为有效宽度。

 

图14：混凝土护栏的有效宽度

Manual 3 – Figure 15
Working Width For Concrete Barriers

Working width 
during impact

Element above 
the level of the 
safety barrier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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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因此，须确保刚性（或半刚性）护栏与
危害物之间有足够的距离，以防止重心较高的
车辆在撞到护栏时发生绕轴偏转，而撞到危害
物。当危害物为结构构件（如桥墩或支撑架）
时，考虑到这点尤为重要。在这些情况下，继
发事故（如结构倒塌并坠落在道路上）的后果
可能会很严重。有必要量出从护栏表面到固定
物表面的理想有效宽度。

270. 表6提供的是4.3米坚硬的厢式货车或铰接
式卡车的一些有效宽度数据。有效宽度取决于
行车道的横向倾斜度和预计的碰撞速度。可根
据需要对数值进行修改。

表6：高车速道路的典型有效宽度要求

情况描述 动态方向 允许的转动度 有效宽度

用波形梁护栏遮挡边坡（可能被卡车撞入） 1.7 1.1 2.8  
（轻型车辆）

用混凝土护栏遮挡标示牌支架或人行天桥 0.0 3.0 3.0  
（卡车）

用混凝土护栏遮挡公路桥梁 0.0 2.1 2.1  
（卡车）

资料来源：美国国家公路与运输协会（2015年），《路侧设计指南》，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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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路侧安全设施

A.  易碎型灯柱

271. 灯柱是经常被撞到的路侧设施。为了给道
路提供充分的照明，灯柱通常离道路和公路很
近。到目前为止，灯柱通常都是用坚硬的混凝
土和钢材制成的。若与失控车辆相撞，此类灯
柱会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造成车内人员的伤
亡。为了减少这种风险，很多道路管理部门把
这些坚硬的灯柱设置在半刚性护栏的后方。这
会导致成本的增加、增添维护问题，有时也会
影响到路侧环境的美观。

272. 现在有更加安全的灯柱可供使用。最常用
的两种灯柱是滑动底座灯柱和碰撞缓冲灯柱（
如图15）。

滑动底座灯柱适合用在车速较高（≥80公里/小时）、行人和停靠
车辆较少的区域。

   
碰撞缓冲灯柱适合用在车速较低（＜80公里/小时）、附近的行人
和停靠车辆较多的区域。

1. 滑动底座灯柱

273.受到车辆撞击时，滑动底座灯柱的灯柱能
与底座分离。这种灯柱在碰撞之后通常仅需要
很小的维修就能再次使用。灯柱的电气连接装
置也会发生分离，重新连接也很容易。在大多
数情况下，滑动底座灯柱适合用在行驶速度超
过80公里/小时的路段。不建议在行人活动较多
或有大量停泊车辆的地点采用此类灯柱。

2. 碰撞缓冲灯柱

274. 受到撞击时，碰撞缓冲灯柱不会发生分
离，但会逐渐弯曲，从而控制负加速度并缓冲
车辆的撞击力。碰撞缓冲灯柱的焊接处有凹
槽，这削弱了灯柱在减少自身刚性方面的能
力。碰撞缓冲灯柱适合用在“避免灯柱倒在地
上”的位置，例如行人活动较多的区域，或是
柱子所在的中央隔离带或交通岛的空间狭窄且
车流量很高的区域。

B.  可行驶的端墙

275. 道路净区内的涵洞端墙属于路侧危害，应
该对其进行治理以减少风险。涵洞端墙的改善
措施如下:

• 用路牌和宽度标识来予以标定；
• 把涵洞扩展到净区之外；
• 用设计和安装得当的安全护栏进行遮挡；
• 可行驶的端墙。

276. 完善涵洞附近的道路标识并保持车辆在
路上行驶是可取的，但可能无法将风险降低到
令人满意的程度。扩展涵洞也是一种可取的做
法，但在道路预留区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做法
并非总是可行的。也可以用安全护栏来遮挡涵
洞，但需要增设适当的护栏端部并进行维护。
因此，在决定通过设置护栏来遮挡这些较短的
单个危害时，建议先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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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7. 当车辆的行驶方向与涵洞方向平行时，应
采用I型可行驶的涵洞端墙（如图16）。当涵
洞的方向与行驶方向垂直时，应采用II型涵洞
端墙。

I型可行驶的端墙适合用来遮挡与道路平行的管道端部。

图15：易碎型灯柱的作用方式Manual 3 – Figure 15
Operation of Frangible Lighting Colum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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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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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型可行驶端墙适合用来防护横向涵洞的两端。

C.  碰撞衰减器（防撞垫）

278. 防撞垫，也被称为碰撞衰减器，是一种防
护设施，能大大降低车辆与固定物碰撞造成的
严重后果。发生迎面碰撞时，通过让车辆驶离
固定物并转变为侧面碰撞，防撞垫能让车辆逐
渐减速并安全停车。防撞垫适合用在固定物无
法消除、迁移或分离的地点，或无法用纵向护
栏把固定物完全遮挡住的地点。

279. 通常而言，防撞垫适合用在桥面横杆的末
端或桥墩需要防护的高架或压低结构的出口匝
道角区。防撞垫也经常用来遮挡刚性护栏的末
端，特别是沿中央隔离带设置的刚性护栏。

280. 防撞垫的另一项特殊用途是为施工区内的
施工与维护人员以及骑摩托车者提供保护。已
经开发出了适合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的移动式和
临时防撞垫。

281. 研究发现，对那些无法用其他设施进行防
护的路侧危害而言，防撞垫是一种有效和安全
的防护设施。防撞垫的使用降低了事故的严重
程度，成功挽救许多生命。防撞垫相对较低的
成本和潜在的高安全回报让其适合在特定的地
点使用。与其他安全设施一样，防撞垫能降低
事故的严重程度，但却无法防止事故的发生。

282. 大多数防撞垫都是专利产品，制造商对其
产品进行了精心的设计与测试。在大多数情况
下，建议直接从厂家的设计图纸中寻找适合的
产品，从而规避个案设计的必要。

碰撞衰减器特别适合用来防护狭窄和车流量较大路段的刚性护
栏的末端。

图16：I型可行驶的端墙

Manual 3 – Figur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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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迪拜道路运输管理局（2008年），《迪拜路侧设计指南》（迪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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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衰减器有多种类型，应仅使用已批准的类型。

D.  中央隔离带的紧急通道

283. 在高速公路上，连续的中央隔离带护栏通
常会限制车道之间的通行。但在行车道之间，
可能需要为紧急情况提供通道。作为特定路线
的紧急与事件管理计划的一部分，须明确出在
中央隔离带上设置紧急开口的必要性及其位
置。

284. 须注意，提供此类开口只能作为最后的选
择。更可取的做法仍然是提供足够的天桥、地
下通道或立交桥，这样紧急车辆就能在最短的
时间内进入任何一条车道。但如果必须在“地
面上”设置穿过中央分隔带的通道，则必须对
其进行精心设计。该通道应仅限于紧急车辆使
用。如果其他车辆用此类通道进行掉头，则是
非常不安全的做法。

285. 对于宽度足够并且安装了WRSB的中央分隔
带，在行车道之间提供紧急通道是可行的，把
中央隔离带一侧的护栏搭接在另一侧的护栏端
部，为端部提供防护。这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失
控车辆横穿到错误车道的可能性，同时也能为
紧急车辆提供行驶通道。

286. 只有当中央分隔带足够宽并且护栏之间
的最小宽度为4米时，才有可能通过柔性或半
刚性护栏的搭接方式来为紧急车辆提供行驶通
道。若宽度不足，则会给车辆的通行造成限
制。

287. 在安装了刚性护栏的中央隔离带上，可通
过用钢筋护栏替换掉一段混凝土护栏的方式来

提供行车道之间的横向通道。一般来说，发生
紧急情况时，沿护栏滑动的钢梁段可用来提供
开口。在中央隔离带上，涉及混凝土护栏的应
急出口属于专利产品，因此，必须根据制造商
的说明来进行设计与安装。

有几种产品能用来关闭中央隔离带的开口，提供良好的封闭度，
并允许相关部门在紧急情况下随时通行。

授权人员可用绞车将这些产品打开，在紧急情况下，车辆能从行
车道之间安全的通行。非紧急情况下，则应保持紧闭状态。

288. 不建议通过在混凝土护栏上留出缺口的形
式来提供中央隔离带的开口。只有当安装了经
批准的护栏端部设施或防撞垫来防护护栏的末
端，或失控车辆从护栏缺口处穿过不同车道的
风险较低时，才可采用这种做法。此外，应该
在开口处安装易碎型护柱，防止非紧急车辆使
用应急通道。除非涉及紧急情况，否则维护车
辆不得使用这些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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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标示牌 在道路施工场地前方设置的标示
牌，为驶近的车辆提供预先警示。

锚固端 护栏端部的另一种说法（见下文）。

护栏端部 安装在安全护栏末端的一类设施，用
来防止车辆撞到裸露的护栏末端。

CAREC公路 CAREC计划中指定的国道或国际公
路。

间隔 安全护栏与路侧危害之间的横向距离。

净区 道路侧方应有一块区域（垂直于最近行车
道的边缘线或边缘并向外侧测量）没有固定的
路侧危害物和较陡的边坡，目的是让车辆能在
撞到危害之前恢复控制或停车。

客户 负责道路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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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撞事故 一类罕见、随机并且受多因素影响的
事件，出现一位或多位道路使用者无法应付所
处环境的情况，比如机动车与固定的路侧危害
物相撞并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

防撞垫 这类设施能通过让车辆逐渐减速停车或
改变车辆的行驶方向并让其远离固定物来防止
失控车辆与固定物相撞。这类设施也被称为碰
撞衰减器。

临界边坡 大多数失控车辆都容易发生翻车（翻
转）的一类边坡。

挠度 安全护栏受到失控车辆撞击时产生的横向
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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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控车辆 失去控制（由于某种原因）并偏离道
路行驶（通常以较高车速）的车辆。

张开式 护栏与行车道之间增加（或减少）的可
变偏移距离。

柔性护栏 由钢索和易碎型支撑柱组成的护栏类
型。与其他类型的护栏相比，这类护栏的挠度
更大；因此，这类护栏通常能最大程度地减少
给车内人员造成的伤害。

易碎型 受到失控车辆的撞击时，道路设施，包
括支撑结构、柱子或杆子能发生分离或变形，
因此，不存在给车内人员造成严重伤害的重大
风险。

门式端部 当护栏的末端受到某个角度的撞击
时，此类型的端部能发生分离或弯曲，让车辆
能够继续行驶。

高车速道路 车辆行驶速度通常会超过60公里/
小时的道路。

碰撞衰减器 这类设施能够缓冲车辆的动能，从
而减少建筑物、车辆和道路使用者与机动车碰
撞时受到的损伤。

所需长度 用来防止失控车辆与路侧危害相撞所
需的安全护栏长度。

纵向护栏 通常与道路平行的安全护栏。这类护
栏可用来防止车辆撞入，改变失控车辆的方向
并让车辆安全的远离路侧危害。

低车速道路 车辆行驶速度通常不超过60公里/
小时的道路。

中央隔离带的护栏 设置在分向行驶道路的中央
隔离带上的纵向护栏。这类护栏可用来防止失
控车辆从一条车道横跨到另一条车道，或用来
遮挡中央隔离带内的路侧危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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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车道 在一个方向上有两条或多条车道。

非门式端部 不管撞在端部的哪个位置，这种
端部都能改变碰撞车辆的行驶方向并缓解一部
分冲击力，但不允许车辆行驶到护栏的后方。

不可恢复边坡 这类路侧边坡是可以行驶的，
但失控车辆却无法在这类边坡上恢复控制并返
回到原来的行驶路线上。车辆会一直行驶到边
坡的底部，但翻车的风险不会太大。

偏移 行车道与路侧危害（包括安全护栏）之
间的横向距离。

性能水平 纵向护栏，包括桥面护栏，能够阻
挡车辆并让不同类型的车辆改变行驶方向的能
力。

撞入 失控车辆撞到护栏，但却在护栏的导向
下撞上固定物的情况。

标牌行车限速 道路标示牌上显示的法律规定
的最高行驶速度。

专利护栏 具有某项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
的安全护栏，防止在未经制造商授权或未经购
买的情况下使用护栏的设计。

公用护栏 不具有某项专利（或其他知识产
权）的安全护栏，因此，使用该护栏的设计是
不受限制的。

可恢复边坡 驾驶者通常能在上面重新控制（
恢复控制）住失控车辆的一类边坡。

刚性护栏 由混凝土制成并且不会发生挠曲的
一类护栏。半刚性或柔性护栏通常会发生挠
曲，此类护栏可用于没有挠曲空间的地点。由
于护栏的高度和其他方面的特点，这类护栏能
给重型车辆提供最高程度的阻挡力。

路侧 道路预留区的边界与路肩的边缘（如无
路肩，则为行车道的边缘）之间的区域。在分
向行驶的道路上，行车道之间的中央隔离带也
属于路侧区域的一部分。

路侧危害 在净区内（沿道路两侧或在中央隔
离带内），会给失控车辆的车内人员造成严重
伤害的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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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施工工人 参与道路或路侧施工的所有人
员。

安全护栏 将危害与行车道隔开的实物护栏，
用来防止失控车辆撞入，并在可行的情况下，
尽量让碰撞车辆回到原来的行驶路线。

安全护栏设施 一类通常由钢梁、混凝土或钢
索制成的设施，通过某种方式来限制车辆撞
入，阻挡失控车辆并让其改变行驶方向，从而
减少给失控车辆的车内人员和其他车辆造成伤
害的风险。安全护栏设施由纵向的安全护栏和
护栏的端部设施组成。

半刚性护栏 一类通常由钢梁或横杆组成的护
栏，常称为“钢梁护栏”。这类护栏的挠度要
低于柔性护栏，因此，在空间有限的情况下，
可将此类护栏设置在离危害更近的位置。

防护 在道路与路侧危害之间设置护栏或防撞垫，起
到防止或减少与路侧危害相关的事故或风险。

辅路 为了让车辆绕过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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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度 用比例或百分比的形式表示出地形的相对陡
度。边坡可能是填方边坡或削方边坡，与车辆的行
驶方向平行或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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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级别根据车辆的类型与质量、车辆的碰撞
速度与碰撞角度定义的一组条件，用以量化碰
撞测试模型的撞击严重程度。碰撞测试模型是
指《美国国家合作公路研究计划(NCHRP)报告
350》中所指定的测试模型，该报告为美国国
家公路与运输协会编写的《评估安全硬件手
册》的更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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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车道 道路上供车辆行驶的部分（不包括路
肩）。

过渡段 两种不同类型护栏之间的过渡段，让
护栏的特性能够逐渐改变，保持护栏之间的连
续性，否则会在发生碰撞时造成危害（比如车
辆撞入护栏）。

可行驶的边坡 相对平缓、充分压实并且没有
固定物的路侧边坡，驾驶者能在上面恢复或重
新控制住车辆或安全停车。
 

双向通行道路 道路上的车道分配给相反方向
的车辆行驶，但不在中间设置实物间隔。

翻越 此术语用来形容失控车辆腾空跃起（通
常是由于撞到路缘或其他固定物）并翻过安全
护栏的情形。由于车辆在翻越时通常会发生翻
滚，这会增加车内人员受到伤害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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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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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宽度 此宽度是护栏的挠曲度与高重心碰
撞车辆的转动距离之和。在设计护栏来遮挡危
害物，例如防止大型卡车撞到高速路上的桥面
支撑墩时，考虑有效宽度是有必要的。对刚性
护栏而言，这也被称为“侵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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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EC道路安全工程手册（三） 
《路侧危害管理》 

车辆的“偏离道路”事故是CAREC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这类事故的后果尤为严重，并且随时随地都
有可能发生。识别、调查并治理路侧危害物是CAREC公路沿线的重大道路安全挑战。本手册为CAREC道路
安全工程手册中的第三本，为CAREC成员国提供了有关路侧危害物管理的实用信息。本手册利用路侧危
害管理策略和净区概念向CAREC道路管理部门说明了该如何：（i）识别路侧危害物；（ii）调查如何最
有效地治理识别出的路侧危害；（iii）实施有效的安全改进措施。本手册介绍了三类安全护栏以及安
全性能更高的路侧设施。

关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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