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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

字路口交通系统，包括地下隧道环岛层、高架桥

层、地面层和丼字天桥层，共对应A、B、C、D四个方

向，充分利用地下、地面、地上空间，A、C向机动车

通过地下隧道环岛进入相应的车道，完成左转弯

和掉头；通过高架桥层的直行车道完成直行；通

过地面层右转弯车道完成右转；B、D方向机动车

通过地下隧道环岛进入相应的车道，完成左转弯

和掉头；通过地面直行车道完成直行；通过地面

层右转弯车道完成右转；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过丼

字天桥完成各方向过街穿行。本发明结构简单、

占地面积小、工程造价较低，无红绿灯、无斑马

线，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安全、快

速、简单，彻底解决了交通堵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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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包括地下隧道环岛层、

高架桥层、地面层和丼字天桥层，共对应A、B、C、D四个方向，所述地下隧道环岛层包括位于

十字路口地下中间位置的地下隧道环岛，地下隧道环岛包括内外两条单向地下隧道环形车

道；地下隧道环岛对应A、B、C、D四个方向分别与地面相连通有两条方向相反的单向机动车

直行车道，设置在十字路口最内侧，具体是：从A至地下隧道环岛的车道一、从地下隧道环岛

至A的车道二、从B至地下隧道环岛的车道三、从地下隧道环岛至B的车道四、从C至地下隧道

环岛的车道五、从地下隧道环岛至C的车道六、从D至地下隧道环岛的车道七、从地下隧道环

岛至D的车道八；所述八条车道均包括地面段和坡道段；

所述高架桥层包括设置在地面上AB向的四条单向机动车直行车道，具体是：从A至B的

两条并列的机动车直行车道九和车道十、从B至A的两条并列的机动车直行车道十一和车道

十二，每个车道均设置有高架桥机动车道支撑桥墩；所述四条车道均包括地面段、高架桥坡

道段和高架桥水平段；

所述地面层包括设置在地面上的CD向的四条单向机动车直行车道，具体是：从C至D的

两条并列的机动车直行车道十三和车道十四、从D至C的两条并列的机动车直行车道十五和

车道十六；所述地面层还包括两条设置在CD向直行车道外侧的机动车右转车道和两条设置

在AB向高架桥层车道外侧的机动车右转车道，具体是：从A至C的车道十七、从C至B车道十

八、从B至D车道十九、从D至A的车道二十；

所述丼字天桥层包括四条行人及非机动车行驶的单向车道，在空间上设置在高架桥层

上方、地面层车道的外侧，具体是：从A至B的行人及非机动车车道二十一、从B至A的行人及

非机动车车道二十二、从C至D的行人及非机动车车道二十三、从D至C的行人及非机动车车

道二十四，四条车道均包括地面段、天桥上坡段、天桥下坡段和过街天桥水平段，车道二十

一、车道二十二均与车道二十三和车道二十四相通。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下隧道环岛层的坡道段顶部设有地下坡道防雨雪遮盖棚。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下隧道环岛层的坡道段与地面连接进出口设有排水系统一，与地下隧道环岛连接进

出口设有排水系统二，所述排水系统一和排水系统二与市政排水管网相接相通；所述地下

隧道环岛进出口上方设有防排烟风机；地下隧道环岛两侧墙壁上方设有照明装置。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地下隧道环岛地面与顶面垂直间距为5米。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道九和车道十、车道十一和车道十二设置在与地下隧道层方向相同的车道的外侧。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高架桥水平段底部与水平地面垂直间距为4.5米。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道十三和车道十四、车道十五和车道十六设置与地下隧道层方向相同的车道的外

侧。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车道二十一、车道二十二、车道二十三和车道二十四的四个过街天桥水平段在同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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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其特征在于：

所述过街天桥水平段与高架桥坡道段的垂直距离为4.5米。

10.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其特征在

于：所述地面层的右转车道与丼字天桥层的地面段间设置有用于隔音、净化、观赏的绿化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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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城市交通隧道桥梁结构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

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

背景技术

[0002] 现代大型城市交通管理系统为提高机动车、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过十字路口的通行

效率，建立形式多样的多层立交桥，这种方法虽然在缓解交通拥堵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也

存在很多缺陷：1、建立立交桥坡面较长、占地面积较大、造价太高、拆迁费用高、车辆行驶路

线长、易走错路、每条道路的通行率相对较低等问题；2、立交桥难于兼顾机动车、行人与非

机动车同时穿越十字路口的难题；3、机动车不能在立交桥内直接左转弯或掉头反向行驶，

如需左转弯或掉头反向行驶时，机动车必须绕远路才能实现；通过车辆限号行驶也能缓解

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但是限制颇多极为不方便。虽然最基本的城市十字路口红绿灯通行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城市交通疏导问题，但其缺陷非常多，极易引起交通堵塞与交通安

全事故问题，车辆等待红绿灯时排放更多的CO2，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引发城市热岛效应加

剧，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问题。

发明内容

[0003] 针对现有技术存在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

系统。

[0004] 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包括地下隧道环岛层、高架桥层、

地面层和丼字天桥层，共对应A、B、C、D四个方向，所述地下隧道环岛层包括位于十字路口地

下中间位置的地下隧道环岛，地下隧道环岛包括内外两条单向地下隧道环形车道；地下隧

道环岛对应A、B、C、D四个方向分别与地面相连通有两条方向相反的单向机动车直行车道，

设置在十字路口最内侧，具体是：从A至地下隧道环岛的车道一、从地下隧道环岛至A的车道

二、从B至地下隧道环岛的车道三、从地下隧道环岛至B的车道四、从C至地下隧道环岛的车

道五、从地下隧道环岛至C的车道六、从D至地下隧道环岛的车道七、从地下隧道环岛至D的

车道八；所述八条车道均包括地面段和坡道段；

[0005] 所述高架桥层包括设置在地面上AB向的四条单向机动车直行车道，具体是：从A至

B的两条并列的机动车直行车道九和车道十、从B至A的两条并列的机动车直行车道十一和

车道十二，每个车道均设置有高架桥机动车道支撑桥墩；所述四条车道均包括地面段、高架

桥坡道段和高架桥水平段；

[0006] 所述地面层包括设置在地面上的CD向的四条单向机动车直行车道，具体是：从C至

D的两条并列的机动车直行车道十三和车道十四、从D至C的两条并列的机动车直行车道十

五和车道十六；所述地面层还包括两条设置在CD向直行车道外侧的机动车右转车道和两条

设置在AB向高架桥层车道外侧的机动车右转车道，具体是：从A至C的车道十七、从C至B车道

十八、从B至D车道十九、从D至A的车道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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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 所述丼字天桥层包括四条行人及非机动车行驶的单向车道，在空间上设置在高架

桥层上方、地面层车道的外侧，具体是：从A至B的行人及非机动车车道二十一、从B至A的行

人及非机动车车道二十二、从C至D的行人及非机动车车道二十三、从D至C的行人及非机动

车车道二十四，四条车道均包括地面段、天桥上坡段、天桥下坡段和过街天桥水平段，车道

二十一、车道二十二均与车道二十三和车道二十四相通。

[0008] 所述地下隧道环岛层的坡道段顶部设有地下坡道防雨雪遮盖棚。

[0009] 所述地下隧道环岛层的坡道段与地面连接进出口设有排水系统一，与地下隧道环

岛连接进出口设有排水系统二，所述排水系统一和排水系统二与市政排水管网相接相通；

所述地下隧道环岛进出口上方设有防排烟风机；地下隧道环岛两侧墙壁上方设有照明装

置。

[0010] 所述地下隧道环岛地面与顶面垂直间距为5米。

[0011] 所述车道九和车道十、车道十一和车道十二设置在与地下隧道层方向相同的车道

的外侧。

[0012] 所述高架桥水平段底部与水平地面垂直间距为4.5米。

[0013] 所述车道十三和车道十四、车道十五和车道十六设置与地下隧道层方向相同的车

道的外侧。

[0014] 所述车道二十一、车道二十二、车道二十三和车道二十四的四个过街天桥水平段

在同一水平面。

[0015] 所述过街天桥水平段与高架桥坡道段的垂直距离为4.5米。

[0016] 所述地面层的右转车道与丼字天桥层的地面段间设置有用于隔音、净化、观赏的

绿化带。

[0017]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8] 1.结构简单，占地面积小，工程造价较低；

[0019] 2.四个方向行驶来的机动车均可在此十字路口同时进行左转弯和掉头、直行、右

转弯行驶，既彻底解决了交通堵塞问题，也彻底去除了十字路口交通事故问题；

[0020] 3.行人和非机动车可通过丼字天桥实现四个方向穿行；

[0021] 4.无红绿灯、无斑马线，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各行其道，安全、快速、简单，无需

交通指挥系统。

附图说明

[0022] 图1为本发明的总平面结构分布示意图；

[0023] 图2为本发明中隧道层的平面结构分布示意图；

[0024] 图3为本发明中高架桥层的平面结构分布示意图；

[0025] 图4为本发明中地面层的平面结构分布示意图；

[0026] 图5为本发明中丼字天桥层的平面结构分布示意图；

[0027] 其中，

[0028] 1地下隧道环岛，2地下隧道环形车道，3车道一，4车道二，5车道三，6车道四，7车道

五，8车道六，9车道七，10车道八，11地面段，12地下隧道上坡车道段，13地下隧道下坡车道

段，14排水系统一，15排水系统二，16防排烟风机，17照明装置，18车道九，19车道十，20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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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1车道十二，22高架桥水平段，23高架桥上坡道段，24高架桥下坡道段，25高架桥机动

车道支撑桥墩，26车道十三，27车道十四，28车道十五，29车道十六，30车道十七，31车道十

八，32车道十九，33车道二十，34车道二十一，35车道二十二，36车道二十三，37车道二十四，

38天桥上坡段，39天桥下坡段，40过街天桥水平段，41绿化带，42防雨雪遮盖棚，43地下隧道

层中心承重柱，44丼字天桥支撑桥墩。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为了更好的解释本发明，以便于理解，下面结合附图，通过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

明的技术方案和效果作详细描述。

[0030] 如图1所示，一种全互通立体式无红绿灯十字路口交通系统，包括地下隧道环岛

层、高架桥层、地面层和丼字天桥层，共对应A、B、C、D四个方向，其中A、B、C、D四个方向并不

仅仅代表正北、正南、正西、正东这四个固定的方向，该交通系统适用于所有具有四个方向

的十字路口，为了清楚的描述本发明的具体结构，本实施例中的A向为正北方向。

[0031] 如图2所示，所述地下隧道环岛层包括位于十字路口地下中间位置的地下隧道环

岛1，地下隧道环岛1包括内外两条单向地下隧道环形车道2；地下隧道环岛1对应A、B、C、D四

个方向分别与地面相连通有两条方向相反的单向机动车直行车道，设置在十字路口最内

侧，具体是：从A至地下隧道环岛1的车道一3、从地下隧道环岛1至A的车道二4、从B至地下隧

道环岛1的车道三5、从地下隧道环岛1至B的车道四6、从C至地下隧道环岛1的车道五7、从地

下隧道环岛1至C的车道六8、从D至地下隧道环岛1的车道七9、从地下隧道环岛1至D的车道

八10；所述八条车道均包括地面段11和坡道段，驶入地下隧道环岛1的车道一3、车道三5、车

道五7、车道七9的坡道段为地下隧道下坡车道段13、驶出地下隧道环岛1的车道二4、车道四

6、车道六8、车道八10的坡道段为地下隧道上坡车道段12。机动车通过地下隧道环岛层实现

四个方向的车辆在十字路口的左转弯及掉头行驶。

[0032] 所述地下隧道下坡车道段13和地下隧道上坡车道段12顶部设有地下坡道防雨雪

遮盖棚42，地下隧道下坡车道段13和地下隧道上坡车道段12与地面连接进出口设有排水系

统一14，地下隧道下坡车道段13和地下隧道上坡车道段12与地下隧道环岛1连接进出口设

有排水系统二15，所述排水系统一14和排水系统二15与市政排水管网相接相通。所述地下

隧道环岛1地面与顶面垂直间距为5米，地下隧道环岛1进出口上方设有防排烟风机16，预防

隧道内火灾发生，地下隧道环岛1两侧墙壁上方设有照明装置17，为车辆提供照明行驶，地

下隧道环岛1中心设有地下隧道层中心承重柱43。

[0033] 如图3所示，所述高架桥层包括设置在地面上AB向的四条单向机动车直行车道，具

体是：从A至B的两条并列的机动车直行车道九18和车道十19、从B至A的两条并列的机动车

直行车道十一20和车道十二21，车道九18和车道十、车道十一20和车道十二21设置在与地

下隧道层方向相同的车道的外侧，每个车道均设置有高架桥机动车道支撑桥墩25；所述四

条车道均包括地面段11、高架桥坡道段和高架桥水平段22，驶入高架桥水平段22的为高架

桥上坡道段23、驶离高架桥水平段22的为高架桥下坡道段24；高架桥水平段22底部与水平

地面垂直间距为4.5米，机动车通过高架桥层实现从A至B、从B至A向在十字路口的直行。

[0034] 如图4所示，所述地面层包括设置在地面上的CD向的四条单向机动车直行车道，具

体是：从C至D的两条并列的机动车直行车道十三26和车道十四27、从D至C的两条并列的机

说　明　书 3/4 页

6

CN 112095378 A

6



动车直行车道十五28和车道十六29，车道十三26和车道十四27、车道十五28和车道十六29

设置在与地下隧道层方向相同的车道的外侧，机动车通过地面层的这四条车道实现从C至

D、从D至C向的直行。所述地面层还包括两条设置在CD向直行车道外侧的机动车右转车道和

两条设置在AB向高架桥层车道外侧的机动车右转车道，具体是：从A至C的车道十七30、从C

至B车道十八31、从B至D车道十九32、从D至A的车道二十33，实现四个方向车辆在十字路口

的右转。

[0035] 如图5所示，所述丼字天桥层包括四条行人及非机动车行驶的单向车道，在空间上

设置在高架桥层上方、地面层车道的外侧，具体是：从A至B的行人及非机动车车道二十一

34、从B至A的行人及非机动车车道二十二35、从C至D的行人及非机动车车道二十三36、从D

至C的行人及非机动车车道二十四37，四条车道均包括地面段11、天桥上坡段38、天桥下坡

段39和过街天桥水平段40，四个过街天桥水平段40在同一水平面，车道二十一34、车道二十

二35均与车道二十三36和车道二十四37相通。过街天桥水平段40与高架桥坡道段的垂直距

离为4.5米。所述丼字天桥层的每交叉的两条车道的交叉处均设置有丼字天桥支撑桥墩44。

行人及非机动车通过天桥层实现在十字路口的直行、左转、右转及掉头。

[0036] 所述地面层的右转车道与丼字天桥层的地面段11间设置有用于隔音、净化、观赏

的绿化带41。

[0037] 以从A向驶入十字路口为例，从A向驶向十字路口的机动车如果直行，选择车道九

18或者车道十19，由地面驶入高架桥层，通过地面段11、高架桥上坡道段23、高架桥水平段

22、高架桥下坡道段24、地面段11直行通过十字路口；从A向驶向十字路口的机动车如果右

转，选择车道十七30，在地面层进行右转弯，通过十字路口；从A向驶向十字路口的机动车如

果左转，选择车道一3，由地面驶入地下隧道环岛层，由车道一3、地下隧道下坡车道段13段

驶入地下隧道环岛1，从车道八10驶离环岛，然后驶出地下隧道环岛层，左转弯经过十字路

口；从A向驶向十字路口的机动车如果掉头，选择车道一3，由地面驶入地下隧道环岛层，由

车道一3、地下隧道下坡车道段13段驶入地下隧道环岛1，从车道二4驶离环岛，然后驶出地

下隧道环岛层，掉头经过十字路口。从B向驶向十字路口的机动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方式与

从A向驶入十字路口的机动车的相同，选择相对应的车道即可，在这里不做赘述。

[0038] 从C向、D向驶向十字路口的机动车左转、掉头、右转经过十字路口的方式与从A向、

B向驶入的机动车相同，当直行时所经过的结构层不同，具体是：从C向驶向十字路口的机动

车如果直行，选择车道十三26或者车道十四27，从地面层经过直行经过十字路口，从D向驶

向十字路口的机动车如果直行，选择车道十五28或者车道十六29，从地面层经过直行经过

十字路口。

[0039] 行人及非机动车经过十字路口时，以从A向驶入十字路口为例，选择车道二十一

34，由地面层进入丼字天桥层，选择直行或左转弯、右转弯。从其他方向驶入十字路口的行

人及非机动车经过十字路口的方式同上，在这里不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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