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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

(57)摘要

本发明涉及城市隧道视线诱导技术领域，特

指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包括限高架

系统、引道路侧和侧墙视线诱导系统、路面诱导

系统以及隧道入口段视线诱导系统，限高架系统

包括设于隧道入口前可升降调整且设有可变信

息板的限高警示架与设于洞门前固定于引道墙

体的限高横架，引道路侧和侧墙视线诱导系统包

括设于隧道入口引道侧壁上的箭头诱导图案和

竖线箭头组合诱导图案、设于隧道入口引道两侧

路缘石上的黄黑立面标记以及设于变坡点位置

路缘石两侧的红白警示柱，路面诱导系统包括设

于变坡点位置路面上的彩色沥青图案以及设于

隧道入口引道路面的横向减速标线，隧道入口段

视线诱导系统包括设于隧道入口段的反光环与

蓝色腰带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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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限高架系统、引道路侧和侧墙视

线诱导系统、路面诱导系统以及隧道入口段视线诱导系统，所述限高架系统包括设于隧道

入口前可升降调整且设有可变信息板（12）的限高警示架（1）与设于洞门前固定于引道墙体

的限高横架（2），所述限高警示架（1）与限高横架（2）上分别设有反光膜与交通标志，所述引

道路侧和侧墙视线诱导系统包括设于隧道入口引道侧壁上的箭头诱导图案（3）和竖线箭头

组合诱导图案（4）、设于隧道入口引道两侧路缘石上的黄黑立面标记（5）以及设于变坡点位

置路缘石两侧的红白警示柱（6），所述路面诱导系统包括设于变坡点位置路面上的彩色沥

青图案（7）以及设于隧道入口引道路面的横向减速标线（8），所述隧道入口段视线诱导系统

包括设于隧道入口段的反光环（9）与蓝色腰带线（10），所述限高警示架（1）设置于引道起

点，所述限高警示架（1）上设有可调整升降的限高横杆（15），所述限高横杆（15）为直径10cm

的空心金属柱，所述限高横杆（15）在迎车方向设有中间突起三角形状的大面积铝板（13），

所述限高横杆（15）与大面积铝板（13）的表面分别设有30~40cm宽的黄黑相间的反光膜，所

述限高警示架（1）的竖杆前布设有呈三角形排列的多个防撞桶（11），且多个防撞桶（11）在

迎车方向设有多根红白相间的警示柱包围，多根红白相间的警示柱呈箭头形状设置，所述

限高警示架（1）的后侧设有倾斜设置的支撑斜杆（21），倾斜角度为70度，所述限高警示架

（1）的竖杆包括间隔设置的竖杆一（24）与竖杆二（25），所述竖杆一（24）与竖杆二（25）之间

通过多根小连接杆（14）固定连接，所述竖杆一（24）与竖杆二（25）的表面分别设有30~40cm

宽的黄黑相间的反光膜，所述限高横架（2）设置于隧道洞门前10m处，所述限高横架（2）的限

高杆（23）为直径20cm的粗金属柱，所述限高杆（23）在迎车方向设有20cm的矩形铝板（22），

所述矩形铝板（22）的表面设有30~40cm宽的黄黑相间的反光膜，所述限高杆（23）包括限高

上杆（26）与限高下杆（27），所述限高下杆（27）的高度与隧道顶棚高度一致，所述限高上杆

（26）上设有限高标志（16）与禁止超车标志（19）。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限高警示

架（1）上方中央设有可变信息板（12），所述可变信息板（12）的左侧设有限高标志（16）与前

方隧道警告标志（17），所述可变信息板（12）的右侧设有限速标志（18）与禁止超车标志

（19）。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箭头诱导

图案（3）和竖线箭头组合诱导图案（4）设于隧道入口引道侧壁上，箭头方向指示行车方向，

图案于下坡路段为绿色，于平坡路段为蓝色，所述箭头诱导图案（3）在3S行程距离内引入隧

道内侧壁，所述箭头诱导图案（3）的图案线宽为20cm，高度为80cm。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黄黑立面

标记（5）以隧道入口引道下坡点为起点，设置至隧道内全程的两侧路缘石侧缘与顶部，黄黑

部分涂装比例为1：3，高为20cm，黄色区域长为0.5m，黑色区域长为1.5m。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红白警示

柱（6）于引道下坡前后变坡点路侧设置，其中下坡终点变坡点处的多根红白警示柱（6）一直

设置至洞门位置，相邻两根红白警示柱（6）的间距为2m，所述红白警示柱（6）的高度高于或

等于70cm。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彩色沥青

图案（7）包括设于引道下坡起点的绿色矩形沥青图案与引道下坡终点的蓝色矩形沥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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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减速

标线（8）设置于隧道入口引道下坡路段中部路面，总布设五道等距连续标线，相邻两条标线

间距为1~1.5m。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光环

（9）包括设于隧道入口段的三道反光环（9），所述反光环（9）设置起点为隧道内15m，并以间

距为20m布设后两道反光环（9），所述蓝色腰带线（10）由引入隧道内箭头诱导图案（3）过渡，

色彩为蓝色，高度为2m，线宽为4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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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城市隧道视线诱导技术领域，特指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

其主要适用于引道为下坡路段，隧道轮廓为箱型的城市隧道入口。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内交通网络逐步完善，民众对便捷、

舒适交通的要求不断提高，城市隧道成为理想选择。我国城市隧道方兴未艾，正在成为城市

地下交通建设的热点领域，城市隧道不仅节约了大量地面土地资源，实现人流车流分离，交

通运行更加顺畅安全，还能确保现有景观不被破坏。城市隧道与普通公路隧道相比，其灯光

照明环境好，灯光明亮、均匀，但城市隧道同普通公路隧道一样存在空间狭窄、行车环境单

调的特点。此外，大多城市隧道进口引道下坡路段，驾驶员难以控制车速，且车辆由城市道

路进入城市隧道时，驾驶员的视觉环境变化较为剧烈，行车环境的突变是城市隧道成为事

故多发路段的重要原因。

[0003] 现有技术中，对城市隧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隧道中部，而隧道引道的相关研究较

少，现有相关技术方面，主要通过加强进入口段照明亮度，但这并不能有效缓和过渡行车环

境的变化，故亟需一种安全有效的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

发明内容

[0004]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根据驾驶

员的视觉需求特性、隧道入口引道为下坡的特殊地理环境及进入隧道时剧烈变化的行车环

境，设置多种组合多尺寸的组合方式，构建一套完整、连续的视觉信息诱导系统，改善隧道

引道下坡路段易超速的问题，同时提升隧道入口段的行车视觉环境，缓和隧道引道与隧道

内视线过渡，提升驾驶员的驾驶舒适感，同时限高警示架和限高横架构成的二级防护对限

高隧道起到防护作用，同时具有诱导警示作用。

[0005]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应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6] 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包括限高架系统、引道路侧和侧墙视线诱导系

统、路面诱导系统以及隧道入口段视线诱导系统，限高架系统包括设于隧道入口前可升降

调整且设有可变信息板的限高警示架与设于洞门前固定于引道墙体的限高横架，限高警示

架与限高横架上分别设有反光膜与交通标志，引道路侧和侧墙视线诱导系统包括设于隧道

入口引道侧壁上的箭头诱导图案和竖线箭头组合诱导图案、设于隧道入口引道两侧路缘石

上的黄黑立面标记以及设于变坡点位置路缘石两侧的红白警示柱，路面诱导系统包括设于

变坡点位置路面上的彩色沥青图案以及设于隧道入口引道路面的横向减速标线，隧道入口

段视线诱导系统包括设于隧道入口段的反光环与蓝色腰带线。

[0007] 进一步而言，所述限高警示架设置于引道起点，限高警示架上设有可调整升降的

限高横杆，限高横杆为直径10cm的空心金属柱，限高横杆在迎车方向设有中间突起三角形

状的大面积铝板，限高横杆与大面积铝板的表面分别设有30～40cm宽的黄黑相间的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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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限高警示架的竖杆前布设有呈三角形排列的多个防撞桶，且多个防撞桶在迎车方向设

有多根红白相间的警示柱包围，多根红白相间的警示柱呈箭头形状设置，限高警示架的后

侧设有倾斜设置的支撑斜杆，倾斜角度为70度，限高警示架的竖杆包括间隔设置的竖杆一

与竖杆二，竖杆一与竖杆二之间通过多根小连接杆固定连接，竖杆一与竖杆二的表面分别

设有30～40cm宽的黄黑相间的反光膜。

[0008] 进一步而言，所述限高警示架上方中央设有可变信息板，可变信息板的左侧设有

限高标志与前方隧道警告标志，可变信息板的右侧设有限速标志与禁止超车标志。

[0009] 进一步而言，所述限高横架设置于隧道洞门前10m处，限高横架的限高杆为直径

20cm的粗金属柱，限高杆在迎车方向设有20cm的矩形铝板，矩形铝板的表面设有30～40cm

宽的黄黑相间的反光膜，限高杆包括限高上杆与限高下杆，限高下杆的高度与隧道顶棚高

度一致，限高上杆上设有限高标志与禁止超车标志。

[0010] 进一步而言，所述箭头诱导图案和竖线箭头组合诱导图案设于隧道入口引道侧壁

上，箭头方向指示行车方向，图案于下坡路段为绿色，于平坡路段为蓝色，箭头诱导图案在

3S行程距离内引入隧道内侧壁，箭头诱导图案的图案线宽为20cm，高度为80cm。

[0011] 进一步而言，所述黄黑立面标记以隧道入口引道下坡点为起点，设置至隧道内全

程的两侧路缘石侧缘与顶部，黄黑部分涂装比例为1：3，高为20cm，黄色区域长为0.5m，黑色

区域长为1.5m。

[0012] 进一步而言，所述红白警示柱于引道下坡前后变坡点路侧设置，其中下坡终点变

坡点处的多根红白警示柱一直设置至洞门位置，相邻两根红白警示柱的间距为2m，红白警

示柱的高度高于或等于70cm。

[0013] 进一步而言，所述彩色沥青图案包括设于引道下坡起点的绿色矩形沥青图案与引

道下坡终点的蓝色矩形沥青图案。

[0014] 进一步而言，所述横向减速标线设置于隧道入口引道下坡路段中部路面，总布设

五道等距连续标线，相邻两条标线间距为1～1.5m。

[0015] 进一步而言，所述反光环包括设于隧道入口段的三道反光环，反光环设置起点为

隧道内15m，并以间距为20m布设后两道反光环，蓝色腰带线由引入隧道内箭头诱导图案过

渡，色彩为蓝色，高度为2m，线宽为40cm。

[0016]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17] 1)通过在引道侧壁的箭头诱导图案与竖线箭头组合诱导图案，指示驾驶员行车方

向，满足驾驶员的局部方向感、速度感、距离感需求，帮助驾驶员辨认前车距离，下坡坡度，

缓解坡度错觉及速度错觉，并将诱导图案延伸至隧道内视线对驾驶员视觉引导，实现行车

环境与照度环境的缓和过渡，减少强弱参照系变换的不适感；

[0018] 2)通过在变坡点位置的变坡点诱导信息可使驾驶员清楚感知引道下坡路段起始

点，横向减速标线及黄黑立面标记可有效警示诱导驾驶员控制车速；

[0019] 3)通过限高警示架与限高横架于城市隧道入口引道布设可构成双重防护，可禁止

任何超高车辆驶入，可以保障隧道及隧道内车辆的安全，同时两道限高架构成双重警示，具

有较高的警示和诱导作用，可满足驾驶员的整体方向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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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0] 图1是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平面图；

[0021] 图2是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侧视图；

[0022] 图3是限高警示架正面示意图；

[0023] 图4是限高警示架侧面示意图；

[0024] 图5是限高警示架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5] 图6是限高横架正面示意图；

[0026] 图7是限高横架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7] 1 .限高警示架；2.限高横架；3.箭头诱导图案；4.竖线箭头组合诱导图案；5.黄黑

立面标记；6.红白警示柱；7.彩色沥青图案；8.横向减速标线；9.反光环；10.蓝色腰带线；

11.防撞桶；12.可变信息板；13.大面积铝板；14.小连接杆；15.限高横杆；16.限高标志；17.

前方隧道警告标志；18.限速标志；19.禁止超车标志；20.进隧开灯警告标志；21.支撑斜杆；

22.矩形铝板；23.限高杆；24.竖杆一；25.竖杆二；26.限高上杆；27.限高下杆。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说明。

[0029] 如图1至图7所示，本发明所述一种城市隧道入口视线诱导系统，包括限高架系统、

引道路侧和侧墙视线诱导系统、路面诱导系统以及隧道入口段视线诱导系统，限高架系统

包括设于隧道入口前可升降调整且设有可变信息板12的限高警示架1与设于洞门前固定于

引道墙体的限高横架2，限高警示架1与限高横架2上分别设有反光膜与交通标志，引道路侧

和侧墙视线诱导系统包括设于隧道入口引道侧壁上的箭头诱导图案3和竖线箭头组合诱导

图案4、设于隧道入口引道两侧路缘石上的黄黑立面标记5以及设于变坡点位置路缘石两侧

的红白警示柱6，路面诱导系统包括设于变坡点位置路面上的彩色沥青图案7以及设于隧道

入口引道路面的横向减速标线8，隧道入口段视线诱导系统包括设于隧道入口段的反光环9

与蓝色腰带线10。以上所述构成本发明基本结构。

[0030] 本发明通过在隧道入口引道前与隧道洞门前分别设置限高警示架1与限高横架2

对驾驶员起到有效的警示作用，同时可使驾驶员更好的注意限高信息，并能起到较好的诱

导作用，提高驾驶员整体方向感，通过在隧道入口引道侧壁及路侧设置的箭头诱导图案3、

竖线箭头组合诱导图案4、黄黑立面标记5、红白警示柱6可以对驾驶员视觉进行诱导，减少

驾驶员的速度错觉与坡度错觉，有效指引车辆前进方向，增强局部方向感，通过在隧道入口

引道路面设有的彩色沥青图案7及横向减速标线8，有效帮助驾驶员明确下坡路段长度及控

制车辆速度避免超速，通过引入隧道的箭头诱导图案3转变蓝色腰带线10，并辅助反光环9，

可以帮助驾驶员缓和过渡隧道内外的行车环境及照度环境变化，保障行车安全。

[0031] 更具体而言，所述限高警示架1设置于引道起点，限高警示架1上设有可调整升降

的限高横杆15，限高横杆15为直径10cm的空心金属柱，限高横杆15在迎车方向设有中间突

起三角形状的大面积铝板13，限高横杆15与大面积铝板13的表面分别设有30～40cm宽的黄

黑相间的反光膜，限高警示架1的竖杆前布设有呈三角形排列的多个防撞桶11，且多个防撞

桶11在迎车方向设有多根红白相间的警示柱包围，多根红白相间的警示柱呈箭头形状设

置，限高警示架1的后侧设有倾斜设置的支撑斜杆21，倾斜角度为70度，限高警示架1的竖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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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间隔设置的竖杆一24与竖杆二25，竖杆一24与竖杆二25之间通过多根小连接杆14固定

连接，竖杆一24与竖杆二25的表面分别设有30～40cm宽的黄黑相间的反光膜。采用这样的

结构设置，可以增大逆反射面积，使驾驶员可以快速识别限高警示架1的限高横杆15的位

置，同时增强警示作用，而限高横杆15采用空心金属柱可起到限高作用的时时减少对误闯

车辆的损害，同时，还可以对不慎撞击限高竖杆的车辆起到缓冲防护作用，帮助驾驶员明确

限高警示架宽度，而斜支撑柱21可以对限高警示架1起到良好的固定、支撑、保护作用。

[0032] 更具体而言，所述限高警示架1上方中央设有可变信息板12，可变信息板12的左侧

设有限高标志16与前方隧道警告标志17，可变信息板12的右侧设有限速标志18与禁止超车

标志19。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能够帮助驾驶员从左至右按信息重要程度顺序依次获得交

通信息，使得限高，限速，禁止超车等重要信息重复出现，增强对驾驶员诱导，并使其依照交

通标志要求行驶，可变信息板12可补充隧道内实时变化信息。

[0033] 实际应用中，隧道洞门上方设置有限速标志18与进隧开灯标志20。

[0034] 更具体而言，所述限高横架2设置于隧道洞门前10m处，限高横架2的限高杆23为直

径20cm的粗金属柱，限高杆23在迎车方向设有20cm的矩形铝板22，矩形铝板22的表面设有

30～40cm宽的黄黑相间的反光膜，限高杆23包括限高上杆26与限高下杆27，限高下杆27的

高度与隧道顶棚高度一致，限高上杆26上设有限高标志16与禁止超车标志19。采用这样的

结构设置，配合限高警示架1能够起到双重防护、警示作用，最大限度避免超高车辆驶入隧

道，保障隧道安全，并起到显示隧道洞门轮廓的作用，帮助驾驶员快速识别隧道洞门位置，

诱导行驶方向，满足驾驶员的位置感、整体方向感，限高横架2采用刚性结构限高杆23可以

严格禁止超高车辆进入隧道。

[0035] 更具体而言，所述箭头诱导图案3和竖线箭头组合诱导图案4设于隧道入口引道侧

壁上，箭头方向指示行车方向，图案于下坡路段为绿色，于平坡路段为蓝色，箭头诱导图案3

在3S行程距离内引入隧道内侧壁，箭头诱导图案3的图案线宽为20cm，高度为80cm。采用这

样的结构设置，可以指示行车方向，并通过于下坡路段呈现角度的竖线箭头组合诱导图案4

使驾驶员明确下坡坡度及前车距离，有限减弱驾驶员坡度错觉，满足距离感需求，不同色彩

的箭头诱导图案3使驾驶员能够区分所行驶区段是否存在坡度，并在隧道内过渡为同色腰

带线10，极大缓和过渡了隧道内外强弱参照系变化，对驾驶员起到良好的视线诱导作用。

[0036] 更具体而言，所述黄黑立面标记5以隧道入口引道下坡点为起点，设置至隧道内全

程的两侧路缘石侧缘与顶部，黄黑部分涂装比例为1：3，高为20cm，黄色区域长为0.5m，黑色

区域长为1.5m。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能够构成闪现率约8HZ的视觉信息流，提升道路边缘

的辨识度，提升驾驶员对行车速度的判断能力，达到控速和提升局部方向感的作用，且可以

缓和行车环境变化的心理负担。

[0037] 更具体而言，所述红白警示柱6于引道下坡前后变坡点路侧设置，其中下坡终点变

坡点处的多根红白警示柱6一直设置至洞门位置，相邻两根红白警示柱6的间距为2m，红白

警示柱6的高度高于或等于70cm。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能够从路侧信息进一步增强驾驶员

对隧道入口引道下坡路段起终点的感知。

[0038] 更具体而言，所述彩色沥青图案7包括设于引道下坡起点的绿色矩形沥青图案与

引道下坡终点的蓝色矩形沥青图案。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能够强化驾驶员对隧道入口引

道下坡路段的感知，明确下坡路段长度及起终点，从而诱导驾驶员采取正确的驾驶行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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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下坡路段行驶安全。

[0039] 更具体而言，所述横向减速标线8设置于隧道入口引道下坡路段中部路面，总布设

五道等距连续标线，相邻两条标线间距为1～1.5m。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能够诱导驾驶员

在下坡路段主动降速，控制车速在限速范围，平稳驶入隧道内。

[0040] 更具体而言，所述反光环9包括设于隧道入口段的三道反光环9，反光环9设置起点

为隧道内15m，并以间距为20m布设后两道反光环9，蓝色腰带线10由引入隧道内箭头诱导图

案3过渡，色彩为蓝色，高度为2m，线宽为40cm。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能够帮助驾驶员在隧

道外就可明确隧道轮廓及行驶整体方向，辅助驾驶员提升对隧道线性走向的辨识能力，保

障隧道入口段的驾驶安全。

[0041] 实际应用中，本发明利用限高警示架1、限高横架2形成双重防护的限高架系统，有

效降低车辆碰撞限高架的事故发生，在事故发生时极大限度降低对驾驶员的伤害，并利用

逆反射原理，有效增大设施在夜间及不良天气条件下的可见度，对行车整体方向有效诱导，

改善驾驶员的视觉环境，警示驾驶员谨慎行驶。

[0042] 实际应用中，本发明利用红白警示柱6、彩色沥青图案7、箭头诱导图案3、竖线箭头

组合诱导图案4、黄黑立面标记5、横向减速标线8、反光环9、腰带线10构成自隧道入口引道

下坡起点处至隧道内对驾驶员连续的视线诱导，使驾驶员在下坡路段不受速度错觉、坡度

错觉的干扰，控制车速，稳定行驶，并借助诱导设施在隧道内外的自然过渡，实现由强视觉

参照系向弱视觉参照系的缓和过渡，有效降低驾驶员在隧道入口段的事故发生，实现保障

隧道交通安全。

[0043] 以上对本发明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了描述，但本发明并不局限于上述的具体

实施方式，上述的具体实施方式仅仅是示意性的，而不是限制性的，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在本发明的启示下，在不脱离本发明宗旨和权利要求所保护的范围情况下，还可做出很多

形式，这些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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