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12)发明专利申请

(10)申请公布号 

(43)申请公布日 

(21)申请号 201910178881.9

(22)申请日 2019.03.11

(71)申请人 潍坊易达优道交通技术开发有限公

司

地址 261041 山东省潍坊市经济开发区友

谊路以西、顺通街以南潍坊源兴机械

厂院内

(72)发明人 常兆岩　常承瑜　常承宗　常宝岗　

常洁　常嘉睿　戴雅文　戴静文　

毛晓晓　黄臻　孙浩文　丁方利　

(74)专利代理机构 潍坊博强专利代理有限公司 

37244

代理人 李伟

(51)Int.Cl.

E01C 1/02(2006.01)

 

(54)发明名称

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及其通行

方法

(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

交叉路口，包括交叉道路、路口交通信号灯、停止

线、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左转导向车道、直行导向

车道、非机动车道和行车导向标线，非机动车道

上设有非机动车转行装置，道路上位于非机动车

转行装置的后侧设有借道交通信号灯、直行借道

停止线和左转借道停止线，左转机动车通过左转

借用过渡车道和左转借用导向车道左转，直行机

动车通过直行借用过渡车道和对向直行出口借

用车道直行，还公开了具体的通行方法；实现了

交叉口处道路直行、左转、右转的同时通过，行

人、非机动车可自由通过交叉口，该交叉路口通

行模式适应性广，通行难度低，路口交通信号灯

的控制相位可由四个减少到两个，通行效率可提

高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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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包括两条交叉设置的道路，两条所述道路的交叉

口处对应安装有配合使用的路口交通信号灯和停止线，各条所述道路表面对应设有对向车

行道分界线，交叉口入口侧的各条所述道路上自所述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向外依次布置有至

少一条左转导向车道、至少一条直行导向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相邻两车道之间设有同

向车行道分界线，所述同向车行道分界线另一侧依次设有至少一条直行出口车道和一条对

向非机动车道，其特征在于：所述非机动车道上设有非机动车转行装置，各条所述道路上的

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连通设置，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与交叉口之间的部分所述非机动

车道转做右转导向车道，所述直行导向车道与所述右转导向车道之间的部分所述同向车行

道分界线设置为右转变道虚线，所述道路上位于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的后侧设有借道交

通信号灯，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两侧的所述左转导向车道上设有配合使用的左转借道停止

线和直行借道停止线，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与所述左转导向车道相邻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

之间设有左转借用过渡车道，所述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另一侧与所述左转导向车道相邻的部

分所述直行出口车道转做左转借用导向车道，所述左转借用过渡车道与所述左转借用导向

车道连通设置，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与交叉口之间的部分所述左转导向车道转做对向直行

出口借用车道，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与所述左转导向车道相邻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

之间连通有直行借用过渡车道，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与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相邻

设置，交叉口内位于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与对向的所述直行导向车道之间、所述直

行导向车道与对向的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之间分别设有交叉口过渡导向车道，各车

道表面对应设有配合使用的行车导向标线。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其特征在于：所述左转借用过

渡车道与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的重叠区域内填充有禁止停车网状线，所述左转借用过渡

车道、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与相邻的所述同向车行道分界线围成的区域内设置导流线斜

线。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其特征在于：所述非机动车转

行装置包括交叉口入口侧所述非机动车道上对应设置的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交

叉口出口侧所述非机动车道上对应设置的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出口，所述非机动车及

行人地下通道入口与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出口侧部设有方便行人通行的楼梯，交

叉口的地表以下设有连通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与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

通道出口的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与各条所述道路对应的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

道在交叉口的地表以下连通设置。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其特征在于：所述非机动车及

行人地下通道的高度设置为2.5～3m，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与所述非机动车及行

人地下通道入口、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出口之间的坡度设置为4～6％。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其特征在于：所述非机动车转

行装置设置为上天桥通道或下天桥通道，各方向的所述上天桥通道或所述下天桥通道连通

设置。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其特征在于：所述行车导向标

线包括设于所述左转导向车道表面的左转导向箭头标线，设于所述直行导向车道表面的直

行导向箭头标线，所述左转导向箭头标线和所述直行导向箭头标线设于所述借道交通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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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的后侧，设于所述非机动车道表面的非机动车图形标线，设于所述右转导向车道表面的

右转导向箭头标线，设于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表面的对向直行借用车道导向箭头标

线，设于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表面的左转借用车道导向箭头标线，所述对向车行道分界

线另一侧的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表面设有对向驶离导向箭头标线。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其特征在于：所述借道交通信

号灯朝向交叉口的一侧安装有指挥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内机动车通行的借用车道

直行信号灯，所述直行借道停止线对应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设置，所述借道交通信号

灯背向交叉口的一侧安装有指挥所述左转导向车道内机动车通行的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

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对应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设置。

8.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的通行方法，按照机动车行驶

方向，将所述道路分为本道路与横道，所述本道路与所述横道均为双向通行道路，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过程，

本道路行驶：

本道路的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的信号灯为红色时，直行机动车在所述停止线前停车待

行；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为绿色时，所述左转导向车道上的

左转机动车通过所述左转借用过渡车道进入至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并在所述停止线前

停车待行，此时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红灯，所述对向直行

出口借用车道内的机动车在所述直行借道停止线处停车待行；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

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变为红色时，所述左转导向车道上的左转机动车在所述左转借道停

止线前停车待行，此时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所述对

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内的机动车可启动，通过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进入至对向的所述直

行出口车道内驶离；

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的信号灯为绿色时，此时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

左转信号灯为红色，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本道路的

直行、左转机动车启动；本道路的直行机动车通过交叉口后，进入至对向车道上的所述对向

直行出口借用车道内，并通过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转入本道路出口侧的所述直行出口车

道上驶出；本道路的左转机动车在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内启动，左转通过交叉口并进入

至横道交叉口出口侧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内驶出；

本道路行驶时，横道待行：

横道的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的信号灯为红色，横道的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

用车道左转信号灯变为绿色，横道的所述左转导向车道上的左转机动车通过所述左转借用

过渡车道进入至横道的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并在横道的所述停止线前停车待行，此时，

横道的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红灯，横道的所述对向直行出

口借用车道内的机动车在所述直行借道停止线处停车待行；

横道的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变为红色时，横道的所述左

转导向车道上的左转机动车在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前停车待行，此时，横道的所述借道交

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横道的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内的机

动车可启动，通过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进入至横道对向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内驶离；

横道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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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道机动车按照本道路机动车的行驶方式通过交叉口；

横道行驶，本道路待行：

本道路的机动车按照横道机动车的待行方式调整车道待行；

本道路、横道按照上述过程循环放行；

本道路、横道上的右转机动车，先在对应的所述直行导向车道上排队前行，行至所述右

转变道虚线时，转至所述右转导向车道并在交叉口处右转驶出，同右转机动车一同驶离；

非机动车道上的非机动车与行人可随时通过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实现直行、左转或

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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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及其通行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交通车辆导流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

口，还涉及该交叉路口的具体通行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迅猛发展，国民收入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尤

其是近五年来，各家庭的汽车保有量大幅度提升，虽然城市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设施也随

之不断建设及完善，但城市交叉路口的交通系统及通行方法改进力度有限，在早、中、晚等

交通高峰期，城市交叉路口普遍进入超级拥堵状态。

[0003] 通过观察分析，造成城市交通拥堵因素不仅是汽车保有量的增长，还有路口密集、

交通组织复杂、交通参与主体多等，且同一条道路往往担负着交通、集散、服务等多重功能；

再加上城市道路交通路口密集，交叉口间距小，路口转向需求大等因素，交叉路口既要照顾

机动车快速通过路口，避免道路大面积拥堵，同时也要照顾大量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避免其

在交叉路口长时间等待，综合上述现象，无论路权分配向哪一方倾斜，都会造成对方不便，

因此交叉路口的交通系统及行走方法，已进入调节城市道路交通通行能力的瓶颈。需要对

交叉路口进行改进，以避免上述现象。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是提供一种本道或横道双向直行、双向左转及本道和

横道两道路双向右转可同时行驶，大幅度缓解交叉路口交通压力的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

交叉路口。

[0005]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包

括两条交叉设置的道路，两条所述道路的交叉口处对应安装有配合使用的路口交通信号灯

和停止线，各条所述道路表面对应设有对向车行道分界线，交叉口入口侧的各条所述道路

上自所述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向外依次布置有至少一条左转导向车道、至少一条直行导向车

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相邻两车道之间设有同向车行道分界线，所述同向车行道分界线另

一侧依次设有至少一条直行出口车道和一条对向非机动车道，所述非机动车道上设有非机

动车转行装置，各条所述道路上的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连通设置，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

置与交叉口之间的部分所述非机动车道转做右转导向车道，所述直行导向车道与所述右转

导向车道之间的部分所述同向车行道分界线设置为右转变道虚线，所述道路上位于所述非

机动车转行装置的后侧设有借道交通信号灯，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两侧的所述左转导向车

道上设有配合使用的左转借道停止线和直行借道停止线，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与所述左转

导向车道相邻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之间设有左转借用过渡车道，所述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另

一侧与所述左转导向车道相邻的部分所述直行出口车道转做左转借用导向车道，所述左转

借用过渡车道与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连通设置，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与交叉口之间的部

分所述左转导向车道转做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与所述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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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向车道相邻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之间连通有直行借用过渡车道，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

与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相邻设置，交叉口内位于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与对向

的所述直行导向车道之间、所述直行导向车道与对向的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之间分

别设有交叉口过渡导向车道，各车道表面对应设有配合使用的行车导向标线。

[0006]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左转借用过渡车道与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的重叠区

域内填充有禁止停车网状线，所述左转借用过渡车道、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与相邻的所

述同向车行道分界线围成的区域内设置导流线斜线。

[0007]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包括交叉口入口侧所述非机动车道

上对应设置的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交叉口出口侧所述非机动车道上对应设置的

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出口，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与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

地下通道出口侧部设有方便行人通行的楼梯，交叉口的地表以下设有连通所述非机动车及

行人地下通道入口与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出口的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与各

条所述道路对应的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在交叉口的地表以下连通设置。

[0008]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的高度设置为2.5～3m，所述

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与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

通道出口之间的坡度设置为4～6％。

[0009]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设置为上天桥通道或下天桥通道，

各方向的所述上天桥通道或所述下天桥通道连通设置。

[0010]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行车导向标线包括设于所述左转导向车道表面的左转

导向箭头标线，设于所述直行导向车道表面的直行导向箭头标线，所述左转导向箭头标线

和所述直行导向箭头标线设于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的后侧，设于所述非机动车道表面的非

机动车图形标线，设于所述右转导向车道表面的右转导向箭头标线，设于所述对向直行出

口借用车道表面的对向直行借用车道导向箭头标线，设于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表面的左

转借用车道导向箭头标线，所述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另一侧的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表面设有

对向驶离导向箭头标线。

[0011] 作为优选的技术方案，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朝向交叉口的一侧安装有指挥所述对

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内机动车通行的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所述直行借道停止线对应所述

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设置，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背向交叉口的一侧安装有指挥所述左转导

向车道内机动车通行的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对应所述借用车道左转

信号灯设置。

[0012] 本发明还提供了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的通行方法，按照机动车行驶方

向，将所述道路分为本道路与横道，所述本道路与所述横道均为双向通行道路，包括以下过

程，

[0013] 本道路行驶：

[0014] 本道路的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的信号灯为红色时，直行机动车在所述停止线前停

车待行；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为绿色时，所述左转导向车道

上的左转机动车通过所述左转借用过渡车道进入至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并在所述停止

线前停车待行，此时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红灯，所述对向

直行出口借用车道内的机动车在所述直行借道停止线处停车待行；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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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变为红色时，所述左转导向车道上的左转机动车在所述左转借

道停止线前停车待行，此时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所

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内的机动车可启动，通过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进入至对向的所

述直行出口车道内驶离；

[0015] 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的信号灯为绿色时，此时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

车道左转信号灯为红色，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本道

路的直行、左转机动车启动；本道路的直行机动车通过交叉口后，进入至对向车道上的所述

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内，并通过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转入本道路出口侧的所述直行出

口车道上驶出；本道路的左转机动车在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内启动，左转通过交叉口并

进入至横道交叉口出口侧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内驶出；

[0016] 本道路行驶时，横道待行：

[0017] 横道的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的信号灯为红色，横道的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

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变为绿色，横道的所述左转导向车道上的左转机动车通过所述左转

借用过渡车道进入至横道的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并在横道的所述停止线前停车待行，

此时，横道的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红灯，横道的所述对向

直行出口借用车道内的机动车在所述直行借道停止线处停车待行；

[0018] 横道的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变为红色时，横道的所

述左转导向车道上的左转机动车在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前停车待行，此时，横道的所述借

道交通信号灯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横道的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内

的机动车可启动，通过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进入至横道对向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内驶

离；

[0019] 横道行驶：

[0020] 横道机动车按照本道路机动车的行驶方式通过交叉口；

[0021] 横道行驶，本道路待行：

[0022] 本道路的机动车按照横道机动车的待行方式调整车道待行；

[0023] 本道路、横道按照上述过程循环放行；

[0024] 本道路、横道上的右转机动车，先在对应的所述直行导向车道上排队前行，行至所

述右转变道虚线时，转至所述右转导向车道并在交叉口处右转驶出，同右转机动车一同驶

离；

[0025] 非机动车道上的非机动车与行人可随时通过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实现直行、左

转或右转。

[0026] 由于采用了上述技术方案，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由于左转借用过渡车道、左转借

用导向车道、直行借用过渡车道、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的设置，配合借道交通信号灯、直

行借道停止线和左转借道停止线，实现了交叉口处道路直行、左转、右转的同时通过，同时

行人、非机动车利用非机动车转行装置转入地表以下通过交叉口，不受路口交通信号灯的

控制，避免了路口等待时间且不会影响交叉口处机动车的行驶，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多方向

同时行驶，且该交叉路口通行模式适应性广，建设成本低，通行难度低，路口交通信号灯的

控制相位可由四个减少到两个，通行效率可提高100％以上，尤其适用于新建、改建的繁忙

路口，经济效益巨大，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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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27] 以下附图仅旨在于对本发明做示意性说明和解释，并不限定本发明的范围。其中：

[0028] 图1是本发明实施例的结构示意图；

[0029] 图中：1-路口交通信号灯；2-停止线；3-对向车行道分界线；4-左转导向车道；5-直

行导向车道；6-非机动车道；7-同向车行道分界线；8-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9-非

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出口；10-交叉口过渡导向车道；11-右转导向车道；12-右转变道虚

线；13-借道交通信号灯；141-左转借道停止线；142-直行借道停止线；15-直行出口车道；

16-左转借用过渡车道；17-左转借用导向车道；18-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9-直行借用过

渡车道；20-禁止停车网状线；21-导流线斜线；22-左转导向箭头标线；23-直行导向箭头标

线；24-非机动车图形标线；25-右转导向箭头标线；26-对向直行借用车道导向箭头标线；

27-左转借用车道导向箭头标线；28-对向驶离导向箭头标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下面结合附图和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在下面的详细描述中，只通过说明的

方式描述了本发明的某些示范性实施例。毋庸置疑，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可以认识到，在

不偏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的情况下，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所描述的实施例进行修

正。因此，附图和描述在本质上是说明性的，而不是用于限制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

[0031] 如图1所示，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包括至少两条交叉设置的道路，两

条所述道路的交叉口处对应安装有配合使用的路口交通信号灯1和停止线2，各条所述道路

上的直行和左转机动车，在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1的控制下通过交叉口，在等待所述路口交

通信号灯1信号通过交叉口时，均可在所述停止线2处停止待行，右转机动车不受所述路口

交通信号灯1的控制，可直接在相应的行车道上右转驶离交叉口。由于左转和直行同时进

行，各道路配置使用的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1的信号灯设置为一个即可，当然也可以设置为

同步变化的多个。在各条所述道路表面对应设有对向车行道分界线3，用于分隔双向行驶的

机动车，所述对向车行道分界线3不仅包括传统意义的标线，也应包括隔离栏、隔离墩或花

草形成的隔离带，这些技术方案也在本专利的保护范围之内。交叉口入口侧的各条所述道

路上自所述对向车行道分界线3向外依次布置有至少一条左转导向车道4、至少一条直行导

向车道5和一条非机动车道6，相邻两车道之间设有同向车行道分界线7，所述同向车行道分

界线7另一侧依次设有至少一条直行出口车道15和一条对向非机动车道，所述同向车行道

分界线7用于间隔同向行驶的机动车。

[0032] 所述非机动车道6上设有非机动车转行装置，各条所述道路上的所述非机动车转

行装置连通设置。具体地，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包括交叉口入口侧所述非机动车道6上对

应设置的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8，交叉口出口侧所述非机动车道6上对应设置的非

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出口9，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8与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

地下通道出口9侧部设有方便行人通行的楼梯，交叉口的地表以下设有连通所述非机动车

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8与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出口9的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

与各条所述道路对应的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在交叉口的地表以下连通设置，非机

动车和行人可以通过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8进入至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

通道，并根据出行目的地合理选择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出口9。由此可见，非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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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和行人在通过交叉口时，不受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1的控制，且均在地表以下通过交叉

口，避免与交叉口行驶的机动车产生放行冲突，同时还避免了非机动车和行人在交叉口处

等待信号灯变化，节约了时间，消除了与机动车间的剐蹭风险。本实施例的所述非机动车及

行人地下通道的高度设置为2.5～3m，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与所述非机动车及行

人地下通道入口8、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出口9之间的坡度设置为4～6％，方便非

机动车和行人使用。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也可以设置为上天桥通道或下天桥通道，各方

向的所述上天桥通道或所述下天桥通道连通设置，同样可以达到上述效果。

[0033] 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与交叉口之间的部分所述非机动车道6转做右转导向车道

11，所述直行导向车道5与所述右转导向车道11之间的部分所述同向车行道分界线7设置为

右转变道虚线12。非机动车和行人通过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8转行至所述非

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通过交叉口，使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8与交叉口之间

的所述非机动车道6形成闲置，为了提高路面行车道的利用率，最大程度的减少交叉口处的

交通拥挤现象，特别设置了所述右转变道虚线12，使右转机动车先在所述直行导向车道5内

与直线机动车一同排队，当右转机动车行驶至所述右转变道虚线12处时，通过所述右转变

道虚线12变道至所述右转导向车道11，由于非机动车和行人转至地表以下行驶，因此右转

机动车可通过所述右转导向车道11直接在交叉口处右转并驶离，不受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

1指示信号的控制。

[0034] 所述道路上位于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的后侧设有借道交通信号灯13，所述借道

交通信号灯13两侧的所述左转导向车道4上设有配合使用的左转借道停止线141和直行借

道停止线142，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141与所述左转导向车道4相邻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15

之间设有左转借用过渡车道16，所述对向车行道分界线3另一侧与所述左转导向车道4相邻

的部分所述直行出口车道15转做左转借用导向车道17，所述左转借用过渡车道16与所述左

转借用导向车道17连通设置，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141与交叉口之间的部分所述左转导向

车道4转做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与所述左转导向车道4

相邻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15之间连通有直行借用过渡车道19，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17与

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相邻设置，交叉口内位于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与对

向的所述直行导向车道5之间、所述直行导向车道5与对向的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

之间分别设有交叉口过渡导向车道10，用于引导通过交叉口的直行和左转机动车。通过本

部分的设置，实现了同一道路上机动车可以双向直行、双向左转同时通过交叉口，此时，所

述路口交通信号灯1的左转指示灯、直行指示灯同步通信号变化。

[0035] 具体地，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朝向交叉口的一侧安装有指挥所述对向直行出口

借用车道18内机动车通行的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所述直行借道停止线142对应所述借用

车道直行信号灯设置，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背向交叉口的一侧安装有指挥所述左转导向

车道4内机动车通行的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141对应所述借用车道左

转信号灯设置。

[0036] 本实施例在所述左转借用过渡车道16与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19的重叠区域内

填充有禁止停车网状线20，所述左转借用过渡车道16、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19与相邻的

所述同向车行道分界线7围成的区域内设置导流线斜线21，本道路左转机动车在通过所述

左转借用过渡车道16进入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17时，以及对向直行机动车通过所述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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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和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19进入至所述直行出口车道15时，均不可在

所述禁止停车网状线20及所述导流线斜线21处停车待行，以避免影响正常通过的机动车。

本实施例中在所述直行出口车道15与所述左转进口导向车道之间、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

17与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之间以及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与所述直行导

向车道5之间相当于形成了三条对向车行道分界线。各车道表面对应设有配合使用的行车

导向标线。具体地，所述行车导向标线包括设于所述左转导向车道4表面的左转导向箭头标

线22，设于所述直行导向车道5表面的直行导向箭头标线23，所述左转导向箭头标线22和所

述直行导向箭头标线23设于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的后侧，设于所述非机动车道6表面的

非机动车图形标线24，设于所述右转导向车道11表面的右转导向箭头标线25，设于所述对

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表面的对向直行借用车道导向箭头标线26，设于所述左转借用导向

车道17表面的左转借用车道导向箭头标线27，所述对向车行道分界线3另一侧的各所述直

行出口车道15表面设有对向驶离导向箭头标线28。

[0037] 本实施例八方向同行通行方式的交叉路口的通行方法，按照机动车行驶方向，将

所述道路分为本道路与横道，所述本道路与所述横道均为双向通行道路，包括以下过程，

[0038] 本道路行驶：

[0039] 本道路的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1的信号灯为红色时，直行机动车在所述停止线2前

停车待行；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上的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为绿色时，所述左转导向

车道4上的左转机动车通过所述左转借用过渡车道16进入至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17，并

在所述停止线前停车待行，此时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红

灯，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内的机动车在所述直行借道停止线142处停车待行(此时

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内的车为直行时，行至该车道内且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上

的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为绿色时，未来得及转至所述直行出口车道15内的机动车，当

然根据交通车流量不同，此时该车道也可能没有等待通行车辆)；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上13

的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变为红色时，所述左转导向车道4上的左转机动车在所述左转

借道停止线141前停车待行，此时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

绿灯，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内的机动车可启动，通过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19进

入至对向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15内驶离；

[0040] 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1的信号灯为绿色时，此时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上的所述

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为红色，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绿

灯，本道路的直行、左转机动车启动；本道路的直行机动车通过交叉口后，进入至对向车道

上的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内，并通过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19转入本道路出口侧

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15上驶出；本道路的左转机动车在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17内启动，

左转通过交叉口并进入至横道交叉口出口侧的所述直行出口车道内驶出；

[0041] 本道路行驶时，横道待行：

[0042] 横道的所述路口交通信号灯1的信号灯为红色，横道的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上

的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变为绿色，横道的所述左转导向车道4上的左转机动车通过所

述左转借用过渡车道16进入至横道的所述左转借用导向车道17，并在横道的所述停止线2

前停车待行，此时，横道的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红灯，横

道的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内的机动车在所述直行借道停止线142处停车待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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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用车道18内的车为直行时，行至该车道内且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

上的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为绿色时，未来得及转至所述直行出口车道15内的机动车，

当然根据交通车流量不同，此时该车道也可能没有等待通行车辆)；

[0043] 横道的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上的所述借用车道左转信号灯变为红色时，横道的

所述左转导向车道4上的左转机动车在所述左转借道停止线141前停车待行，此时，横道的

所述借道交通信号灯13上的所述借用车道直行信号灯为绿灯，横道的所述对向直行出口借

用车道18内的机动车可启动，通过所述直行借用过渡车道19进入至横道对向的所述直行出

口车道15内驶离；

[0044] 横道行驶：

[0045] 横道机动车按照本道路机动车的行驶方式通过交叉口；

[0046] 横道行驶，本道路待行：

[0047] 本道路的机动车按照横道机动车的待行方式调整车道待行；

[0048] 本道路、横道按照上述过程循环放行；

[0049] 本道路、横道上的右转机动车，先在对应的所述直行导向车道5上排队前行，行至

所述右转变道虚线12时，转至所述右转导向车道11并在交叉口处右转驶出，同右转机动车

一同驶离；

[0050] 非机动车道6上的非机动车与行人可随时通过所述非机动车转行装置实现直行、

左转或右转。即非机动车与行人可随时通过所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入口8进入至所

述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根据目的地，选择合适的非机动车及行人地下通道出口9，通

过交叉口达到相应的非机动车道6上，离开交叉口。

[0051] 由于左转借用过渡车道、左转借用导向车道、直行借用过渡车道、对向直行出口借

用车道的设置，配合借道交通信号灯和左转借道停止线，实现了交叉口处道路直行、左转、

右转的同时通过，同时行人、非机动车利用非机动车转行装置转入地表以下通过交叉口，不

受路口交通信号灯的控制，避免了路口等待时间且不会影响交叉口处机动车的行驶，真正

意义上实现了多方向同时行驶，且该交叉路口通行模式适应性广，建设成本低，通行难度

低，路口交通信号灯的控制相位可由四个减少到两个，通行效率可提高100％以上，尤其适

用于新建、改建的繁忙路口，经济效益巨大，值得推广。

[0052]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发明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及本发明的优点。本行业的技术

人员应该了解，本发明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的只是说明本

发明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发明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发明还会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

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发明范围内。本发明要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

等效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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