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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

交叉的互通立交设计方法，包括S1：将滨江道路

设置在地面层，将跨江桥梁设置在地面上一层；

S2：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桥梁以及跨江桥梁右

转至滨江道路采用“S”形迂回匝道；S3：自滨江道

路左转至跨江桥梁以及跨江桥梁左转至滨江道

路采用苜蓿叶匝道；S4：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

桥梁桥头引道以及跨江桥梁桥头引道右转至滨

江道路采用定向匝道；S5：自滨江道路左转至跨

江桥梁桥头引道以及跨江桥梁桥头引道左转至

滨江道路采用迂回定向匝道；S6：跨江桥梁跨过

防洪堤后设置梯、坡道接地，并通过人行天桥、人

非行道往各方向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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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交叉的互通立交设计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下具体

步骤：

S1：将滨江道路设置在地面层，将跨江桥梁设置在地面上一层；

S2：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桥梁以及跨江桥梁右转至滨江道路采用S形结构的迂回匝

道；

S3：自滨江道路左转至跨江桥梁以及跨江桥梁左转至滨江道路采用环圈式匝道；

S4：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桥梁桥头引道以及跨江桥梁桥头引道右转至滨江道路采用

定向匝道；

S5：自滨江道路左转至跨江桥梁桥头引道以及跨江桥梁桥头引道左转至滨江道路采用

迂回定向匝道；

S6：跨江桥梁跨过防洪堤后设置梯、坡道接地，并通过人行天桥、人非行道往各方向通

行。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交叉的互通立交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2中所述迂回匝道为S形结构。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交叉的互通立交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3中所述环圈式匝道为苜蓿叶结构，且为全苜蓿叶结构，即以滨江道路与跨江

桥梁相交处为中心，并对称设置在滨江道路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交叉的互通立交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4中所述定向匝道具体为：沿滨江道路左转至跨江桥梁桥头引道之间以及跨

江桥梁桥头引道右转至滨江道路之间直连驶入和驶出的匝道。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交叉的互通立交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步骤S5中所述迂回定向匝道由一段右转行匝道和一段180°回转的左转行车道组

成。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交叉的互通立交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所述滨江道路和跨江桥梁工程的道路等级均为城市快速路或主干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交叉的互通立交设计方法，其特

征在于：各立交匝道展线全部位于防洪堤以内陆地侧，匝道与跨江桥梁分、合流点不在江面

上，且防洪堤范围内无桥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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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交叉的互通立交设计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桥梁道路工程领域，具体为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交叉的互通立

交设计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大自然孕育了河流、河流又哺育了城市。城市的兴起与繁华都和河流有着鱼水相

依的不解之缘。某种程度上，河流就是一个城市的代名词，是一座城市的母亲。河流是影响

城市分布的重要自然因素。早期城市的形成受河流影响最大，所以世界上大多数河流域是

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诸多城市基本依江、河而建，随着城市的扩张，为支撑城市空间拓展，发

展经济，相应交通先行，因此需建设骨干路网沟通江河两侧城区。

[0003] 一般河流穿越城市，在河流两侧基本都敷设有滨江（河）道路，其设计理念大部分

采用“路堤、路景、路城”相结合，即道路的建设结合沿江旅游、城市景观、防洪堤改造、江滩

公园（景观工程）建设综合进行考虑。

[0004] 对于滨江（河）道路现有的敷设方式主要有两种，路堤结合和路堤分离：

（1）路堤结合：滨江（河）道路一般是集防洪、绿化、景观休闲和道路交通功能为一体的

复合通道。道路兼具防洪堤作用，道路设计标高需满足防洪要求。

[0005] （2）路堤分离：滨江（河）道路不承担防洪堤作用，道路设计标高不满足防洪标高要

求，滨江（河）道路与江（河）之间需有单独的防洪堤。

[0006] 道路与道路的交叉形式可分为平面交叉和立体交叉，交叉形式应根据道路网的规

划、相交道路等级及有关技术、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分析合理确定。由于横向跨跨江（河）的桥

梁受航道净高、净宽的限制，其桥梁高度较高，很难与滨江（河）道路形成平交。采用平交口

形式容易导致车辆在跨江（河）桥梁上排队，不利于节点的交通疏解。

[0007] 当滨江（河）道路和横向跨跨江（河）道路均为公路或其中一条为公路时，高速公路

按城市快速路，一级公路按城市主干路，确定立交选型。立体交叉选型应根据立交在道路网

中的地位、功能、相交道路的等级，结合交通需求和造价、用地是否受限等控制条件确定。对

于路堤分离，一般滨江（河）道路线位距离防洪堤较近。且根据《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GB50286-2013）中的规定，桥梁跨堤建筑物，其支墩不应布置在堤身设计断面以内。跨堤建

筑物、构筑物与堤顶之间的净空高度，应满足交通、防汛抢险、管理维修等方面的要求。因此

对匝道展线提出了挑战，有如下不足之处：

一、现有的一般右转采用定向匝道，其展线方式见附图1，该第一右转匝道中心线1和第

二右转匝道中心线2虽然线形较好，但当受建设条件限制时，存在的缺点如下：

1、右转匝道需跨越防洪堤，施工期间对防洪堤影响较大，尤其是雨季施工桥梁下部结

构期间需做好防洪安全措施；

2、右转匝道与跨江（河）桥梁衔接匝道分合流点位于江（河）面，匝道需在江（河）中立

墩，影响江（河）行洪安全；

3、右转匝道对跨江（河）桥梁布跨存在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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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 二、当立交为枢纽立交时，对于四岔交叉，一般采用直连式互通式立体交叉（如图

2）、涡轮形互通式立体交叉（如图3）、完全苜蓿叶形互通式立体交叉（图4）、三环式互通式立

体交叉（图5）、对角象限双环式互通式立体交叉（如图6、图7、图8）、对称双环式互通式立体

交叉（图9）、单环式互通式立体交叉（图10）等立体交叉形态，但当跨江（河）桥梁与滨江（河）

道路相交叉时，由于受到立交匝道展线只能在防洪堤靠内陆侧和立交匝道与跨江（河）桥梁

的分合流点不能位于江（河）面的条件限制，因此该几种互通式立交形态当防洪堤与滨江

（河）道路相距较近时，均难于满足该要求。

[0009] 三、当立交为一般立交，对于四岔交叉，跨江（河）桥梁与滨江（河）道路相交叉时，

立交匝道展线受限主要是位于立交节点在江（河）和防洪堤一侧的两个象限。根据该限制条

件，一般四岔交叉可选用部分苜蓿叶形AB型（如图11）等，但该种立交形态中匝道与滨江

（河）道路分合流点之间的滨江（河）道路或集散车道上交织严重，严重降低了立交的通行能

力。

[0010] 以上枢纽立交形态和一般立交形态在满足交通功能前提下，均难于在限制条件下

布置。

发明内容

[0011]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交叉的互通立交设计方法，以

解决上述背景技术中提出的问题。

[0012]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交叉的

互通立交设计方法，包括如下具体步骤：

S1：将滨江道路设置在地面层，将跨江桥梁设置在地面上一层；

S2：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桥梁以及跨江桥梁右转至滨江道路采用迂回匝道；

S3：自滨江道路左转至跨江桥梁以及跨江桥梁左转至滨江道路采用环圈式匝道；

S4：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桥梁桥头引道以及跨江桥梁桥头引道右转至滨江道路采用

定向匝道；

S5：自滨江道路左转至跨江桥梁桥头引道以及跨江桥梁桥头引道左转至滨江道路采用

迂回定向匝道；

S6：跨江桥梁跨过防洪堤后设置梯、坡道接地，并通过人行天桥、人非行道往各方向通

行。

[0013]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步骤S2中所述迂回匝道为S形结构。

[0014]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步骤S3中所述环圈式匝道为苜蓿叶结构，且为全苜

蓿叶结构，即以滨江道路与跨江桥梁相交处为中心，并对称设置在滨江道路两侧。

[0015]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步骤S4中所述定向匝道具体为：沿滨江道路左转至

跨江桥梁桥头引道之间以及跨江桥梁桥头引道右转至滨江道路之间直连驶入和驶出的匝

道。

[0016]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步骤S5中所述迂回定向匝道由一段右转行匝道和一

段180°回转的左转行车道组成。

[0017]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所述滨江道路和跨江桥梁工程的道路等级均为城市

快速路或主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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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作为本发明的一种优选方案，各立交匝道展线全部位于防洪堤以内陆地侧，匝道

与跨江桥梁分、合流点不在江面上，且防洪堤范围内无桥墩。

[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本发明是在滨江（河）道路与跨江（河）桥

梁相交叉立交，且防洪堤与滨江（河）道路间距较近，同时当防洪堤范围内不能立桥墩以及

匝道与跨江（河）桥梁的分合流点不能位于江（河）面的限制条件下形成的互通式立体交叉

形态，能够满足城市快速路或城市主干路与快速路（或城市主干路相交叉形成全互通立交，

并且能够满足跨江（河）桥梁和滨江（河）道路的直行车流和各转向交通车流的畅通，非机动

车和行人可以通过天桥、人非道通行，各方向通达；所有匝道布设均在防洪堤以内陆地侧，

立交总体方案布置紧凑。

附图说明

[0020] 图1为一般的右转匝道展线示意图；

图2为直连式互通式立体交叉示意图；

图3为涡轮形互通式立体交叉示意图；

图4为完全苜蓿叶形互通式立体交叉示意图；

图5为三环式互通式立体交叉示意图；

图6为对角象限双环式互通式立体交叉示意图一；

图7为对角象限双环式互通式立体交叉示意图二；

图8为对角象限双环式互通式立体交叉示意图三；

图9为对称双环式互通式立体交叉示意图；

图10为单环式互通式立体交叉示意图；

图11为部分苜蓿叶形AB型示意图；

图12为本发明的右转匝道展线示意图。

[0021] 图中包括：第一右转匝道中心线1、第二右转匝道中心线2、第三右转匝道中心线展

线3、第四右转匝道中心线展线4、防洪堤5、滨江道路中心线6、跨江桥梁中心线7。

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将结合本发明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

整地描述，显然，所描述的实施例仅仅是本发明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基于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在没有做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

实施例，都属于本发明保护的范围。

[0023] 实施例1：请参阅图1-12，本发明提供一种技术方案：一种跨江桥梁与滨江道路相

交叉的互通立交设计方法，包括如下具体步骤：

S1：将滨江道路设置在地面层，将跨江桥梁设置在地面上一层；

S2：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桥梁以及跨江桥梁右转至滨江道路采用S形迂回匝道；

S3：自滨江道路左转至跨江桥梁以及跨江桥梁左转至滨江道路采用环圈式匝道；

S4：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桥梁桥头引道以及跨江桥梁桥头引道右转至滨江道路采用

定向匝道；

S5：自滨江道路左转至跨江桥梁桥头引道以及跨江桥梁桥头引道左转至滨江道路采用

说　明　书 3/5 页

5

CN 110468642 A

5



迂回定向匝道；

S6：跨江桥梁跨过防洪堤后设置梯、坡道接地，并通过人行天桥、人非行道往各方向通

行。

[0024] 进一步的，步骤S2中所述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桥梁的匝道合流后的加速段和渐

变段以及跨江桥梁右转至滨江道路的匝道分流前的减速段和渐变段均不位于跨江桥梁主

桥范围的限制；步骤S2中所述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桥梁的匝道合流点以及跨江桥梁右转

至滨江道路的匝道分流点均不宜位于防洪堤范围及江面上的限制；步骤S2中所述自滨江道

路右转至跨江桥梁的匝道以及跨江桥梁右转至滨江道路的匝道展线受限采用定向匝道困

难的限制。在满足以上限制条件下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桥梁以及跨江桥梁右转至滨江道

路匝道采用跨越滨江道路的S形迂回匝道。

[0025] 具体地，跨江桥梁在陆地上延伸至防洪堤范围外，步骤S2中所述S形迂回匝道与滨

江道路连接处靠近防洪堤，然后向远江侧转向至远离防洪堤范围，再转向与跨江桥梁连接，

使得所述自滨江道路右转至跨江桥梁的匝道合流点以及跨江桥梁右转至滨江道路的匝道

分流点均不位于防洪堤范围及江面上，且桥墩均设于防洪堤范围外。

[0026] 进一步的，步骤S3中所述环圈式匝道为苜蓿叶结构，且为全苜蓿叶结构，即以滨江

道路与跨江桥梁相交处为中心，并对称设置在滨江道路两侧。

[0027] 进一步的，步骤S4中所述定向匝道具体为：沿滨江道路左转至跨江桥梁桥头引道

之间以及跨江桥梁桥头引道右转至滨江道路之间直连驶入和驶出的匝道。

[0028] 进一步的，步骤S5中所述迂回定向匝道由一段右转行匝道和一段180°回转的左转

行车道组成。

[0029] 进一步的，所述滨江道路和跨江桥梁工程的道路等级均为城市快速路或主干路。

[0030] 进一步的，各立交匝道展线全部位于防洪堤以内陆地侧，匝道与跨江桥梁分、合流

点不在江面上，且防洪堤范围内无桥墩。

[0031] 本发明是在滨江（河）道路与跨江（河）桥梁相交叉立交，且防洪堤与滨江（河）道路

间距较近，同时当防洪堤范围内不能立桥墩以及匝道与跨江（河）桥梁的分合流点不能位于

江（河）面的限制条件下形成的互通式立体交叉形态，为全互通式立交，适用于枢纽立交和

一般立交。

[0032] 具体的设计条件为：

一、车速设计：

1.跨江（河）桥梁工程  ：

快速路为60km/h、80km/h、100km/h；

主干路为50km/h、60km/h；

高速公路为80km/h、100km/h、120km/h；

一级公路为60km/h、80km/h、100km/h；

1.滨江（河）道路:

快速路为60km/h、80km/h、100km/h；

主干路为50km/h、60km/h；

高速公路为80km/h、100km/h、120km/h；

一级公路为60km/h、80km/h、100k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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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匝道：30km/h～80km/h。

[0033] 二、交通种类：

1.跨江（河）桥梁工程  ：

快速路、主干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机动车；

2.滨江（河）道路：

快速路、主干路：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机动车。

[0034] 三、净高

机动车道：高速公路、一级公路5m；快速路、主干路4.5m；

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2.5m。

[0035] 涉及平面、纵断面、横断面的技术指标均按照现行有效的设计规范的要求。

[0036] 实施例2：如图12所示，本发明创造性提出右转匝道的展线方式，其中第三右转匝

道中心线展线3和第四右转匝道中心线展线4如图12所示，该第三右转匝道中心线展线3和

第四右转匝道中心线展线4的优点为：

1、右转匝道展线全位于防洪堤内陆侧；

2、右转匝道与跨江（河）桥梁衔接的分合流点未位于江（河）面，右转匝道无需在江（河）

中立墩，不影响江（河）行洪安全；

3、右转匝道不影响跨江（河）桥梁布跨。

[0037] 实施例3：以下述情况为样例设计，条件变化时按建设条件、规范要求等相应调整

设计：

跨江（河）桥梁车道规模是双向6条机动车道，滨江（河）道路车道规模是双向8条机动车

道；匝道车道规模是单向1条或2条机动车道；跨江（河）桥梁两侧设置人行道，滨江（河）道路

两侧设置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

[0038] 尽管已经示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实施例，对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

理解在不脱离本发明的原理和精神的情况下可以对这些实施例进行多种变化、修改、替换

和变型，本发明的范围由所附权利要求及其等同物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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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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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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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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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图10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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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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