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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

交通控制方法，包括四条交汇呈十字交叉结构的

道路，每条道路包括人非通行道和机动车通行

道，人非通行与机动车通行道之间设有隔离带；

每两条相邻的人非通行道均连接形成与机动车

通行道等高的人非采样区，每条隔离带的端部均

设有人非信号灯，所有人非信号灯根据人非采样

区内行人和/或非机动车的数量切换人非信号灯

的状态；每条人非通行道均包括人行道、非机动

车通行道，非机动车通行道与相应的人非采样区

之间设有缓坡；每条机动车通行道的横道线靠近

十字交叉结构的一端设有非机动车过街道。本发

明形籍由成行人和非机动车相同高度的“人非等

高”提高交叉口的安全性和有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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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所述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包括四条

互相交汇呈十字交叉结构的道路，每条所述道路均包括人非通行道和机动车通行道，所述

人非通行道与所述机动车通行道之间设有隔离带；其特征在于：每两条相邻的所述人非通

行道位于所述十字交叉结构的一端均连接形成与所述机动车通行道等高的人非采样区

(1)，每条所述隔离带的端部均设有人非信号灯(2)，所有所述人非信号灯(2)根据所述人非

采样区(1)内行人和/或非机动车的数量切换所述人非信号灯(2)的状态；

每条所述人非通行道均包括人行道、非机动车通行道，所述非机动车通行道与相应的

所述人非采样区(1)之间设有缓坡(5)；

每条所述机动车通行道的横道线靠近所述十字交叉结构的一端设有非机动车过街道

(6)；

所述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步骤如下：

步骤A、通过摄像头对所述人非采样区(1)进行采样获得图像信息；

步骤B、对所述图像信息进行处理，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获得所述人非采

样区(1)内行人数量和非机动车数量；

步骤C、根据所述行人数量和非机动车数量控制信号灯切换所述人非信号灯(2)的状

态，公式为：S<1.5a+2b；

其中，S为所述人非采样区(1)的面积；

a为行人数量；

b为非机动车数量。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

述步骤C中，所述人非信号灯(2)保持在行人过街状态的时间为T＝L/v；其中，L为横道线长

度；v为行人行走速度。

3.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每条所述机动车道的横道线与所述人非采样区(1)连接的区域均设有与所述机动车通行道

等高的过渡区域(3)。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

过渡区域(3)和所述人非采样区(1)籍由侧石(7)与所述机动车通行道隔开。

5.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人非采样区(1)内对应所述非机动车通行道进入的位置划分出一非机动车过街暂停区

域(4)。

6.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缓坡(5)的坡度在1.5％到2％之间。

7.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每条所述机动车通行道的横道线的中间位置均设有行人过街安全岛(8)。

8.根据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其特征在于，

每条所述非机动车过街道(6)的左侧均设有左转非机动车待行区(9)。

权　利　要　求　书 1/1 页

2

CN 107287997 B

2



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十字交叉路口建造技术领域，特别涉及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

通控制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城市道路变得越来越拥挤，而拥挤又主要体现

在各个十字交叉路口上。

[0003] 现有的十字交叉路口结构通常采用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在一块板上的道路断面

(以下简称人非共板)，在实际应用中行人与非机动车交叉干扰现象比较严重，尤其在交叉

口混行对行人的安全有较大威胁。

[0004] 因此，急需对现有的十字交叉路口结构进行改进，克服现有技术的缺陷，提高十字

交叉路口使用效率，缓解城市交通状况。

发明内容

[0005] 有鉴于现有技术的上述缺陷，本发明提供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

法，实现的目的之一是利用人非分隔、行人相位、地面划线、非机动车坡道、路中安全岛等方

法给出了新的交十字交叉口结构，形成行人和非机动车相同高度的“人非等高”结构，显著

的提高传统人非共板断面交叉口的安全性和有序性。

[0006]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公开了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包括四条互相交汇呈

十字交叉结构的道路，每条所述道路均包括人非通行道和机动车通行道，所述人非通行与

所述机动车通行道之间设有隔离带。

[0007] 其中，每两条相邻的所述人非通行道位于所述十字交叉结构的一端均连接形成与

所述机动车通行道等高的人非采样区，每条所述隔离带的端部均设有人非信号灯，所有所

述人非信号灯根据所述人非采样区内行人和/或非机动车的数量切换所述人非信号灯的状

态；每条所述人非通行道均包括人行道、非机动车通行道，所述非机动车通行道与相应的所

述人非采样区之间设有缓坡；每条所述机动车通行道的横道线靠近所述十字交叉结构的一

端设有非机动车过街道。

[0008] 优选的，每条所述机动车道的横道线与所述人非采样区连接的区域均设有与所述

机动车通行道等高的过渡区域。

[0009] 优选的，所述过渡区域和所述人非采样区籍由侧石与所述机动车通行道隔开。

[0010] 优选的，所述人非采样区内对应所述非机动车通行道进入的位置划分出一非机动

车过街暂停区域。

[0011] 优选的，所述缓坡的坡度在1.5％到2％之间。

[0012] 优选的，每条所述机动车通行道的横道线的中间位置均设有行人过街安全岛。

[0013] 优选的，每条所述非机动车过街道的左侧均设有左转非机动车待行区。

[0014] 本发明还提供了上述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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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 步骤A、通过摄像头对所述人非采样区进行采样获得图像信息；

[0016] 步骤B、对所述图像信息进行处理，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获得所述人

非采样区内行人数量和非机动车数量；

[0017] 步骤C、根据所述行人数量和非机动车数量控制信号灯切换所述人非信号灯的状

态，公式为：S<1.5a+2b；

[0018] 其中，S为所述人非采样区的面积；

[0019] a为行人数量；

[0020] b为非机动车数量。

[0021] 优选的，在所述步骤C中，所述人非信号灯保持在行人过街状态的时间为T＝L/v；

[0022] 其中，L为横道线长度；

[0023] v为行人行走速度。

[0024]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25] 本发明相对于现有技术而言有如下优点：

[0026] 1、使行人与非机动车过街将更加安全有序；

[0027] 2、非机动车过交叉口的舒适性提高，不再有上下颠簸。

[0028] 3、交叉口过街行人与非机动车混行变为分离，行人更安全，非机动车更快速。

[0029] 4、行人的等候区域更大，过街安全岛进一步提高了过街的安全性，也为老人、小

孩、残疾人过街提供了便利化设施。

[0030] 以下将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构思、具体结构及产生的技术效果作进一步说明，以

充分地了解本发明的目的、特征和效果。

附图说明

[0031] 图1示出本发明一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32] 实施例

[0033] 如图1所示，一种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包括四条互相交汇呈十字交叉结构的

道路，每条道路均包括人非通行道和机动车通行道，人非通行与机动车通行道之间设有隔

离带。

[0034] 其中，每两条相邻的人非通行道位于十字交叉结构的一端均连接形成与机动车通

行道等高的人非采样区1，每条隔离带的端部均设有人非信号灯2，所有人非信号灯2根据人

非采样区1内行人和/或非机动车的数量切换人非信号灯2的状态；

[0035] 每条人非通行道均包括人行道、非机动车通行道，非机动车通行道与相应的人非

采样区1之间设有缓坡5；

[0036] 每条机动车通行道的横道线靠近十字交叉结构的一端设有非机动车过街道6。

[0037] 本发明的原理在于，利用人非分隔、行人相位、地面划线、非机动车坡道、路中安全

岛等方法给出了新的交十字交叉口结构，形成行人和非机动车相同高度的“人非等高”结

构，显著的提高传统人非共板断面交叉口的安全性和有序性。

[0038] 在某些实施例中，每条机动车道的横道线与人非采样区1连接的区域均设有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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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通行道等高的过渡区域3。

[0039] 在某些实施例中，过渡区域3和人非采样区1籍由侧石7与机动车通行道隔开。

[0040] 在某些实施例中，人非采样区1内对应非机动车通行道进入的位置划分出一非机

动车过街暂停区域4。

[0041] 在某些实施例中，缓坡5的坡度在1.5％到2％之间。

[0042] 在某些实施例中，每条机动车通行道的横道线的中间位置均设有行人过街安全岛

8。

[0043] 在某些实施例中，每条非机动车过街道6的左侧均设有左转非机动车待行区9。

[0044]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人非等高共板道路交叉口的交通控制方法，步骤如下：

[0045] 步骤A、通过摄像头对人非采样区1进行采样获得图像信息；

[0046] 步骤B、对图像信息进行处理，通过图像识别技术和人脸识别技术获得人非采样区

1内行人数量和非机动车数量；

[0047] 步骤C、根据行人数量和非机动车数量控制信号灯切换人非信号灯2的状态，公式

为：S<1.5a+2b；

[0048] 其中，S为人非采样区1的面积；

[0049] a为行人数量；

[0050] b为非机动车数量。

[0051] 在某些实施例中，在步骤C中，人非信号灯2保持在行人过街状态的时间为T＝L/v；

[0052] 其中，L为横道线长度；

[0053] v为行人行走速度。

[0054]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做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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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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