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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规范交通管理设施设置，科学评价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水平，特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编写。

本标准由中国智能交通协会归口发布。

本标准起草单位：安徽畅通行交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无锡华通智能交通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安徽科力信息产业有限责任公司、常州市公安局交通警

察支队。

本标准起草人：宋志洪 李娅 胡建伟 张斌斌 吕婷 毕志袖 谢鑫鑫 徐奥林 岳彩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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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水平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水平的评价的一般规定、评价指标集、指标评

价计算方法及测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设施的设置水平评价。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5768.2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3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 14886 道路交通信号灯设置与安装规范

GB 14887 道路交通信号灯

GB/T 18833 道路交通反光膜

GB 51038 城市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GA/T527.2 道路交通信号控制方式第2部分:通行状态与控制效益评估指标及方法

GA/T 1567城市道路交通隔离栏设置指南

GB/T 31418道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418、GA/T 527.1界定的及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指路系统 Guidancesystem

为道路使用者提供完整的、连续的信息指引服务系统，包括所在道路、行驶方向、所在

地以及确认所选择方向是否正确等道路信息内容。

4 一般规定

4.1 交通管理设施包括交通标志、交通标线、交通信号灯和隔离栏。

4.2 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水平为交通管理设施与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的符合性及使用效果。

4.3 交通标志和标线的颜色、形状、字符设置水平评价以 GB5768.2、GB5786.3和 GB51038
为依据，标志反光膜设置水平评价以 GB/T18833为依据。

4.4 交通信号灯样式、排列顺序设置水平评价以 GB14886和 GB14887为依据。

4.5 隔离栏的设置水平评价以 GA/T 1567为依据。

5 评价指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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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分类

交通管理设施设置水平评价指标主要分为规范性指标和适用性指标。

5.2 规范性指标

规范性指标主要从交通设施设置规范性和设施维护等方面评价，反映交通设施设置方式

与相关标准要求的符合度，共包含9项指标，见表1。

表1 规范性指标

序号
评价类

型
指标名称 指标内容 建议值

P1

设施

规范性

标志规范设置率

测评道路设置的交通标志中，颜色、形状、图案等符

合GB5768.2、GB51038规定的标志数量与该道路标志

设置总量的比率。

100%

P2 指路信息规范率

指路标志版面的信息数量、指示信息含义符合标准要

求的标志数量与调研道路沿线指路标志设置总量的

比率。

≥90%

P3
信号灯组规范设

置率

信号灯的形状、图案、排列顺序等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的信号灯组数与调查道路沿线信号灯组总数的比例。
100%

P4 隔离栏设置率
双向六车道及以上无中央隔离设施的主干路，设置的

中央隔离栏长度与道路总长度的比率。
100%

P5

设施维

护

标志缺失损坏数
测评道路单位长度内缺失、破损、污损(面积超过 30%

或影响标志表达内容)的交通标志数量。
≤10块/km

P6 标线不可识别率

由于旧标线未彻底铲除导致新旧标线同时存在，或交

通标线未及时维护导致视认不清的标线长度占调查

道路沿线交通标线总长度的比率。

≤10%

P7 标线夜间视认性
夜间可视认的交通标线长度占道路施划标线总长度

的比例。

快速路、主次干

路分别为

100%、90%和

80%

P8 信号灯损坏数
表示道路单位长度存在的信号灯组不亮、硬件缺损故

障、亮度不足的信号灯组数量。
≤2组/km

P9
隔离栏夜间视认

性

（1）隔离栏端部设置示警桩；

（2）示警桩反光性应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3）隔离栏中间段设置反光警示装置；

（4）反光警示装置的设置间距应不大于6m；

满足至少3项

5.3 适用性指标

适用性指标主要反映交通管理设施的设置应用情况和设置水平，主要评价禁止停车、禁

止转向、指路系统、出入口管理以及行人通行等场景下交通设施的设置水平，共包含9项指

标，见表2。信号灯控制效益相关指标参见GA/T 527.2。

表2 适用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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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评价

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内容 建议值

P10 禁止

停车

违停严管路段禁

停标志设置

（1）违停路段道路起始点及沿线交叉口处，应设置禁

止停车标志，且违停严管路段禁止停车标志的设置数

量≥5 块/km；

（2）违停严管路段沿线均施划禁止停车标线；

（3）设置有交通监控设备标志。

满足至少2项

P11 违停车辆数 违停严管路段单位长度的违法停车数量。 ≤4辆/km

P12 指路

系统

信息合理性

（1）信息应准确、清晰

（2）远点信息指示应连续、一致；

（3）主要路口的指路标志无缺失；

（4）主干路沿线路口除告知标志和路名牌标志外，交

叉口出口道处设置街道名称标志。

满足至少3项

P13 版面统一性 测评道路沿线设置的同类型指路标志版面类型数量。 ≤2类/道路

P14

出入口

管理

让行设施缺失率
未设置让行标志标线的路口数量占非灯控路口总量的

比率。
≤10%

P15 让行遵守率

选取设置有停车让行、减速让行等交通管理设施的路

口或出入口，按照禁令指示通行的车辆数与路口实际

通过车辆数的比率。

≥60%

P16
行人

通行

人行横道规范设

置率

测评道路沿线设置的人行横道中，符合GB5768.3、

GB51038等相关规范要求的人行横道数与设置总数的

比率。

≥90%

P17
机动车礼让行人

率

在示范道路非灯控路段人行横道前，机动车依法主动

礼让行人的比率。
≥70%

P18
学校

周边

周边道路交通设

施设置

（1）校园出入口150m范围内设置行人过街设施或人

行横道线；

（2）校园出入口施划网格线；

（3）设置临时停车位的道路已施划机动车限时停车位

标线；

（4）进入或离开校园道路处，应设置限制速度标志、

解除限制速度标志（限速值30km/h）及注意儿童标志；

（5）路面施划“注意儿童”地面文字标记或图形标记。

满足至少3项

6 指标评价计算方法及测评要求

6.1 交通标志规范设置率

6.1.1 计算方法

交通标志规范设置率计算公式见式（1）：

b
1 100%

Z

SP
S

  ………………….………………（1）

式中：



T/CITSAXX-XXXX

4

1P——交通标志规范设置率；

bS ——测评道路设置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标志数量，单位为块；

zS ——测评道路设置的交通标志总数量，单位为块。

6.1.2 测评要求

测评道路等级应包括主干路、次干路，且长度应不小于3km。

6.2 指路信息规范设置率

6.2.1 计算方法

指路信息规范设置率计算公式见式（2）：

b
2 100%

Z

SSP
SS

  ……….…………………………（2）

式中：

2P ——指路信息规范设置率；

bSS ——测评道路设置的指路标志中，版面信息数量、指示信息含义符合相关标准规定

的标志数量，单位为块；

zSS ——测评道路设置的指路标志总数量，单位为块。

6.2.2 测评要求

测评道路等级应包括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其中，主、次干路长度应不小于3km，

快速路长度应不小于5km。

6.3 信号灯组规范设置率

6.3.1 计算方法

信号灯组规范设置率计算公式见式（3）：

b
3 100%

Z

TSP
TS

  …………………………………（3）

式中：

3P ——信号灯组规范设置率；

bTS ——测评道路沿线交叉口设置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信号灯组数量（包括/不包括横

过道路设置的信号灯组），单位为组；

zTS ——测评道路沿线交叉口设置的信号灯组总数量（包括/不包括横过道路设置的信

号灯组），单位为组。

6.3.2 测评要求

测评道路等级应包括主干路、次干路，且长度应不小于3km。

6.4 隔离栏设置率

6.4.1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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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离栏设置率计算公式见式（4）：

4 100%SRP
L

  …………………………………（4）

式中：

4P ——隔离栏设置率；

bS ——隔离栏设置长度，单位为km；

zS ——测评道路未设置隔离设施的路段长度，单位为km。

6.4.2 测评要求

测评道路等级应为主干路，路段横断面为一幅路且车道数为双向六车道及以上，测评道

路长度应不小于3km。

6.5 标志缺失损坏数

6.5.1 计算方法

标志缺失、损坏数计算公式见式（5）：

5
Z

S
P

L
 损 ………………..……………………（5）

式中：

5P ——标志缺失损坏数，单位为块/km；

S
损——测评道路沿线缺失、破损、污损的交通标志数量，单位为块；

zL ——测评道路总长度，单位为km。

6.5.2 测评要求

测评道路等级应为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且测评长度应不小于3km，支路长度可根据

实际情况适当减少。

6.6 标线不可识别率

6.6.1 计算方法

标线不可识别率计算公式见式（6）：

6 100%
Z

L
P

L
 损 …………………………………（6）

式中：

6P ——标线不可识别率；

L
损——测评道路沿线新旧标线同时存在或因未及时维护而导致视认不清标线的道路长

度，单位为km；

zL ——测评道路总长度，单位为km。

6.6.2 测评要求

测评道路等级应为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且测评长度应不小于3km，支路长度可根据

实际情况适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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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标线夜间视认率

6.7.1 计算方法

标线夜间视认率计算公式见式（7）：

7 100%
Z

L
P

L
 视 …………………………………（7）

式中：

7P ——标线夜间视认率；

L
视——测评道路沿线标线可在夜间清晰视认的道路长度，单位为km；

zL ——测评道路总里程，单位为km。

6.7.2 测评要求

测评道路等级应为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且测评长度应不小于3km，支路长度可根据

实际情况适当减少。

6.8 信号灯损坏数

6.8.1 计算方法

信号灯损坏数计算公式见式（8）：

8
Z

TS
P

L
 损 ……………………..………………（8）

式中：

8P ——信号灯损坏数，单位为组/km；

TS
损——测评道路沿线存在灯组不亮、硬件缺损故障、亮度不足等问题的信号灯组数

量，单位为组；

zL ——测评道路总长度，单位为km。

6.8.2 测评要求

测评道路等级应为主干路、次干路，且测评长度应不小于3km。

6.9 违停车辆数

6.9.1 计算方法

违停车辆数计算公式见式（9）：

11
Z

QP
L

 ………………..………………………（9）

式中：

11P ——违停车辆数，单位为辆/km；

Q——测评道路沿线双向违法停车数，单位为辆；

zL ——测评道路总长度，单位为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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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测评要求

测评道路宜选取违停严管路段，其他类型道路可参照测评。

6.10 让行设施缺失率

6.10.1 计算方法

让行设施缺失率计算公式见式（10）：

14 100%
S

P
N

 缺 …………………….……………（10）

式中：

14P ——让行设施缺失率；

S
缺——未设置停车让行或减速让行交通标志或标线的无信号控制的交叉口和出入口数

量，单位为个；

N ——测评道路沿线无信号控制的交叉口和出入口总数，单位为个。

6.10.2 测评要求

测评道路等级应为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测评长度应不小于3km，支路长度可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减少。

6.11 让行遵守率

6.11.1 计算方法

让行遵守率计算公式见式（11）：

15
Q

100%
Z

P
Q

 让 …………………………………（11）

式中：

15P ——让行遵守率；

Q让 ——测评道路等级应为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测评长度应不小于3km，支路长度

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减少；

zQ ——设置有停车让行、减速让行等交通管理设施的路口或出入口，通过的车辆总数，

单位为辆。

6.11.2 测评要求

宜选取设施有停车让行或减速让行的路口进口道，且观测车辆样本数应大于50辆。

6.12 人行横道规范设置率

6.12.1 计算方法

人行横道规范设置率计算公式见式（12）：

b
16 100%

Z

PCP
PC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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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6P ——人行横道规范设置率；

bPC ——测评道路沿线设置的人行横道中，符合相关标准要求的人行横道数量，单位

为个；

zPC ——测评道路沿线设置的人行横道总数（含交叉口），单位为个。

6.12.2 测评要求

测评道路等级应为主干路、次干路和支路，测评长度应不小于3km，支路长度可根据实

际情况适当减少。

6.13 机动车礼让行人率

6.13.1 计算方法

机动车礼让行人率计算公式见式（13）：

17 100%
Z

N
P

N
 礼让 …………………………………（13）

式中：

17P ——机动车礼让行人率；

N
礼让 ——人行横道处机动车主动礼让过街行人次数，单位为次；

zN ——观测行人通过人行横道情形总样本量，单位为次。

6.13.2 测评要求

主干路、次干路任意选取3处非灯控路段人行横道，每处观察应不少于20批次行人过街

情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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