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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道路交通安全技术领域，具体指

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包

括斜人行横道标线、突起路标、弹性警示柱、警告

标志、按钮式矮柱LED照灯以及行人等候区安全

岛，斜人行横道标线与行人过街垂直方向成45°

夹角设置，突起路标布设于斜人行横道标线的四

个顶角处，弹性警示柱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

过街人行横道前后以及中间双黄线位置，警告标

志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人行横道前方位置

处，按钮式矮柱LED照灯布设于道路两侧的人行

横道的四个顶角处，行人等候区安全岛布设于道

路两侧的人行横道外。本发明设计使路中行人过

街横道处具有高度的自解释性，从机动车驾驶人

角度，能够有效的给予驾驶人视线诱导和视觉警

觉提醒，提升驾驶人的视距视区，提升交通安全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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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其特征在于：包括斜人行横道标线

(1)、突起路标(2)、弹性警示柱(3)、警告标志(4)、按钮式矮柱LED照灯(5)以及行人过街等

候区安全岛(6)，所述斜人行横道标线(1)与行人过街垂直方向成45°夹角设置，所述突起路

标(2)布设于斜人行横道标线(1)的四个顶角处，所述弹性警示柱(3)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

向的过街人行横道前后以及中间双黄线位置，所述警告标志(4)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

人行横道前方位置处，所述按钮式矮柱LED照灯(5)布设于道路两侧的人行横道的四个顶角

处，所述行人过街等候区安全岛(6)布设于道路两侧的人行横道外。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其特征在于：所

述斜人行横道标线(1)的斜标线宽为45cm，标线间隔距离为60cm，斜人行横道总宽度为

300cm，所述斜人行横道标线(1)是由自发光粒子与胶粘剂拌合后在路面上铺设而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其特征在于：所

述突起路标(2)的直径为20cm，高度为1.9～2.5cm，其基体埋设于路面下方，路面上方裸露

部分不超过0.9cm，所述突起路标(2)在机动车行驶方向两侧反光性能为3倍发光亮度，在行

人过街方向两侧反射为普通发光亮度，且3倍发光亮度范围与中线左右侧各成40°夹角。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其特征在于：所

述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过街人行横道前后的弹性警示柱(3)的布设间距为2m～3m，所

述布设于过街人行横道中间的双黄线处的弹性警示柱(3)的布设间距为50cm，且两处弹性

警示柱(3)的发光形式均为逆反射型，所述弹性警示柱(3)的外表侧均贴有Ⅲ类红白相间反

光膜。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其特征在于：所

述警示标志(4)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人行横道前方位置10～15m处，所述警示标志(4)

由60cm×60cm的菱形版面(41)、40cm×40cm的矩形版面(42)以及立杆(43)固定连接组成，

所述警示标志(4)的外表面设有荧光黄绿工程级反光膜，所述立杆(43)的杆底部外表面设

有Ⅲ类黄黑相间反光膜。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其特征在于：所

述按钮式矮柱LED照灯(5)的一侧面朝向斜过街人行横道方向设置，且照灯该侧面上半部分

设有高强度防水的透光板(52)，所述透光板(52)内安装有LED射灯(53)，单个按钮式矮柱

LED照灯(5)照射范围为20～25m2，其余侧面外表均贴有Ⅲ类红白相间反光膜，所述按钮式

矮柱LED照灯(5)顶部设有按压式按钮启动开关(51)，所述按压式按钮启动开关(51)能够同

时联动控制四个矮柱LED照灯(5)。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其特征在于：所

述行人过街等候区安全岛(6)布设于道路两侧的人行横道外，所述行人过街等候区(6)由等

候区安全岛头(61)、等候区安全岛尾(62)、等候区黄黑反光警示标志(63)以及等候区路面

上注意左方来车的提醒标志和标语(64)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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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道路交通安全技术领域，具体指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

全设施。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和机动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道路机动车通行需求与行人

过街需求之间难免产生矛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路中过街处的交通通行矛盾。相关统计数

据表明，该路段已然成为城市道路交通事故的黑点。究其原因，一方面，机动车驾驶人要连

续通行，有急切的道路通行需求，另一方面，该路段有强烈的行人过街需求，由此带来的需

求之间的矛盾若不合理的解决，则会造成交通拥堵，严重时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0003] 目前相关规范和标准中，大多是针对道路交叉口人行过街交通工程设施的要求和

规定，缺少有效针对路中行人过街的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参考方法。现实道路安全设计中，没

有信号灯控制的路中过街人行道的交通安全设施设置单一、不足，甚至缺失，由此带来的交

通安全隐患不容小觑，尤其是在照明环境不佳的夜晚条件下，机动车驾驶人由于视野不佳，

视距视区受限，视觉参照少，难以及时发现过街的行人，同时自身车速较快，对于突然出现

的过街行人反应不够及时，难以及时刹车避让，很容易造成交通安全事故。

[0004] 道路交通的自解释性是道路交通工程规划设计的崇高理念，其核心理念和目标在

于强调要使道路交通工程设计努力达到实质安全，并且要符合驾驶人的心、生理特性和驾

驶期望。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系统，就是通过自解释设计来引导安全行

为的交通运行环境，能够同时充分满足机动车驾驶人和过街行人的交通需求。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以上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针对

路中过街人行道处现有设施系统和技术的缺陷和不足，可能造成机动车和过街行人的通行

矛盾，甚至发生交通事故的问题，通过设置具有高度自解释性的、兼具主动诱导和警示功能

的人行过街诱导照明系统，从而满足驾驶人和过街行人的视觉和行为需求，分别有效的辅

助驾驶人和行人完成驾驶任务和过街任务，从而保障路中行人过街路段的交通安全。

[0006]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应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7] 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包括斜人行横道标线、突起路标、弹

性警示柱、警告标志、按钮式矮柱LED照灯以及行人过街等候区安全岛，斜人行横道标线与

行人过街垂直方向成45°夹角设置，突起路标布设于斜人行横道标线的四个顶角处，弹性警

示柱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过街人行横道前后以及中间双黄线位置，警告标志布设于机

动车行驶方向的人行横道前方位置处，按钮式矮柱LED照灯布设于道路两侧的人行横道的

四个顶角处，行人过街等候区安全岛布设于道路两侧的人行横道外。

[0008] 根据上述方案，所述斜人行横道标线的斜标线宽为45cm，标线间隔距离为60cm，斜

人行横道总宽度为300cm，斜人行横道标线是由自发光粒子与胶粘剂拌合后在路面上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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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成。

[0009] 根据上述方案，所述突起路标的直径为20cm，高度为1.9～2.5cm，其基体埋设于路

面下方，路面上方裸露部分不超过0.9cm，突起路标在机动车行驶方向两侧反光性能为3倍

发光亮度，在行人过街方向两侧反射为普通发光亮度，且3倍发光亮度范围与中线左右侧各

成40°夹角。

[0010] 根据上述方案，所述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过街人行横道前后的弹性警示柱的

布设间距为2m～3m，布设于过街人行横道中间的双黄线处的弹性警示柱的布设间距为

50cm，且两处弹性警示柱的发光形式均为逆反射型，弹性警示柱的外表侧均贴有Ⅲ类红白

相间反光膜。

[0011] 根据上述方案，所述警示标志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人行横道前方位置10～

15m处，警示标志由60cm×60cm的菱形版面、40cm×40cm的矩形版面以及立杆固定连接组

成，警示标志的外表面设有荧光黄绿工程级反光膜，立杆的杆底部外表面设有Ⅲ类黄黑相

间反光膜。

[0012] 根据上述方案，所述按钮式矮柱LED照灯的一侧面朝向斜过街人行横道方向设置，

且照灯该侧面上半部分设有高强度防水的透光板，透光板内安装有LED射灯，单个按钮式矮

柱LED照灯照射范围为20～25m2，其余侧面外表均贴有Ⅲ类红白相间反光膜，按钮式矮柱

LED照灯顶部设有按压式按钮启动开关，按压式按钮启动开关能够同时联动控制四个矮柱

LED照灯。

[0013] 根据上述方案，所述行人过街等候区安全岛布设于道路两侧的人行横道外，行人

过街等候区由等候区安全岛头、等候区安全岛尾、等候区黄黑反光警示标志以及等候区路

面上注意左方来车的提醒标志和标语构成。

[0014] 本发明有益效果：

[0015] 1)设置与行人过街垂直方向成45°夹角的斜向人行横道标线，能够更加醒目的标

记处道路人行过街区域，增强机动车驾驶人和过街行人的视认性，同时促使行人快速过街；

[0016] 2)布设于斜人行横道标线的四个顶角处的突起路标，从机动车行驶方向看去并不

整齐，因其能产生车辆震动，可以诱使驾驶人提前减速慢行；从行人过街角度看则比较整

齐，能够诱使行人加速通过该路段；

[0017] 3)沿机动车道方向的过街人行横道前后两侧设置逆反射型弹性警示柱，当远方机

动车车灯打亮时，行人很容易识别，并判断车辆行驶逼近距离，诱使行人确认或让出路权，

具有很强的诱导性和警示性；同时也便于行驶机动车判断行驶速度和距离，增强驾驶人速

度感知和距离确认能力，有效调控视错觉。

[0018] 4)设置按钮式矮柱LED照灯，行人过街按下，机动车驾驶人得到信控感应，诱使机

动车给行人让行，射灯打开后照亮过街区域，远处机动车驾驶人很容易识别发现行人，便于

提前减速让行。

[0019] 5)在机动车行驶方向的人行横道前方位置设置大面积菱形版面和矩形版面的警

告标志，其反光性能好，版面大，便于驾驶人视认，能够简单且有效的提前预告和警示驾驶

人前方为人行过街区域，应减速慢行通过。

[0020] 6)人行道外部设置行人过街等候区的安全岛，能够有效诱导行人在安全区域等候

过街，同时也能够警示机动车驾驶人注意到此处为行人等候区，提醒驾驶人谨慎驾驶，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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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够有效保护行人并减小突发事故的伤害程度。

[0021] 7)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系统具有强自解释性，能够对机动车驾驶人和过街

行人起到有效的诱导和警示作用，从而诱使驾驶人和行人安全、快速的通过该区域。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发明整体布局俯视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整体布局立体图；

[0024] 图3是本发明突起路标立体图；

[0025] 图4是本发明突起路标俯视图；

[0026] 图5是本发明警告标志示意图；

[0027] 图6是本发明按钮式矮柱LED照灯示意图；

[0028] 图7是本发明按钮式矮柱LED照灯的透光板示意图；

[0029] 图8是本发明按钮式矮柱LED照灯的LED射灯示意图。

[0030] 1、斜人行横道标线；2、突起路标；3、弹性警示柱；4、警告标志；5、按钮式矮柱LED照

灯；41、菱形版面；42、矩形版面；43、立杆；51、按压式按钮启动开关；52、透光板；53、LED射

灯；6、行人过街等候区安全岛；61、等候区安全岛头；62、等候区安全岛尾；63、等候区黄黑反

光警示标志；64、提醒标志和标语。

具体实施方式

[0031]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例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说明。

[0032] 如图1至图8所示，本发明所述一种自解释性的路中行人过街交通安全设施，包括

斜人行横道标线1、突起路标2、弹性警示柱3、警告标志4、按钮式矮柱LED照灯5以及行人过

街等候区安全岛6，斜人行横道标线1与行人过街垂直方向成45°夹角设置，突起路标2布设

于斜人行横道标线1的四个顶角处，弹性警示柱3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过街人行横道前

后以及中间双黄线位置，警告标志4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人行横道前方位置处，按钮式

矮柱LED照灯5布设于道路两侧的人行横道的四个顶角处，行人过街等候区安全岛6布设于

道路两侧的人行横道外。以上所述构成本发明的基本结构。

[0033] 本发明采用上述的技术方案，使得路中行人过街横道处具有高度的自解释性，从

机动车驾驶人角度，能够有效的给予驾驶人视线诱导和视觉警觉提醒，提升驾驶人的视距

视区，调控视错觉，提高视认性，符合驾驶人的心理预期；从过街行人角度，能充分给行人提

供来自过街道路两侧的车辆灯光信息，提前发现来往车辆和潜在危险，相关设施的设置能

促使行人快速、安全的通过人行横道，提升过街的安全性。

[0034]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斜人行横道标线1的斜标线宽为45cm，标线间隔距离为60cm，

斜人行横道总宽度为300cm，斜人行横道标线1是由自发光粒子与胶粘剂拌合后在路面上铺

设而成。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相较于其他白色路面标线较亮，斜人行横道标线1能够给予

驾驶人强烈的视觉刺激提醒，也让行人产生快速通过的心理效应。

[0035]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突起路标2的直径为20cm，高度为1.9～2.5cm，其基体埋设于

路面下方，路面上方裸露部分不超过0.9cm，突起路标2在机动车行驶方向两侧反光性能为3

倍发光亮度，在行人过街方向两侧反射为普通发光亮度，且3倍发光亮度范围与中线左右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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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成40°夹角。采用这样的结构设置，从机动车行驶方向看去并不整齐，因其能产生车辆震

动，可以诱使驾驶人提前减速慢行；从行人过街角度看则比较整齐，能够诱使行人加速通过

该路段。

[0036]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过街人行横道前后的弹性警示柱3

的布设间距为2m～3m，当远方机动车车灯打亮时，行人很容易识别，并判断车辆行驶逼近距

离，诱使行人确认或让出路权，具有很强的诱导性和警示性；同时也便于行驶机动车判断行

驶速度和距离，增强驾驶人速度感知和距离确认能力，有效调控视错觉，布设于过街人行横

道中间的双黄线处的弹性警示柱3的布设间距为50cm，当行人过街站在中间弹性警示柱范

围内时，可以有效增强夜间驾驶人的可视认性，且两处弹性警示柱3的发光形式均为逆反射

型，所述弹性警示柱3的外表侧均贴有Ⅲ类红白相间反光膜。

[0037]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警示标志4布设于机动车行驶方向的人行横道前方位置10～

15m处，警示标志4由60cm×60cm的菱形版面41、40cm×40cm的矩形版面42以及立杆43固定

连接组成，警示标志4的外表面设有荧光黄绿工程级反光膜，立杆43的杆底部外表面设有Ⅲ

类黄黑相间反光膜。采用大面积菱形版面41和矩形版面42的警告标志，其反光性能好，版面

大，便于驾驶人视认，能够简单且有效的提前预告和警示驾驶人前方为人行过街区域，应减

速慢行通过。

[0038]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按钮式矮柱LED照灯5的一侧面朝向斜过街人行横道方向设

置，且照灯该侧面上半部分设有高强度防水的透光板52，透光板52内安装有LED射灯53，单

个按钮式矮柱LED照灯5照射范围为20～25m2，其余侧面外表均贴有Ⅲ类红白相间反光膜，

按钮式矮柱LED照灯5顶部设有按压式按钮启动开关51，按压式按钮启动开关51能够同时联

动控制四个矮柱LED照灯5。当过街行人拍按顶部按压式按钮启动开关51时，透光板52内的

LED射灯53开始发光工作，照亮时间30s，同时当过街行人拍按顶部按压式按钮启动开关51

时，机动车驾驶人得到信控感应，诱使机动车给行人让行，LED射灯53打开后照亮过街区域，

远处机动车驾驶人很容易识别发现行人，便于提前减速让行。

[0039] 在本实施例中，所述行人过街等候区安全岛6布设于道路两侧的人行横道外，所述

行人过街等候区6由等候区安全岛头61、等候区安全岛尾62、等候区黄黑反光警示标志63以

及等候区路面上注意左方来车的提醒标志和标语64构成。过街行人在安全岛头61和岛尾62

之间等候过街，安全岛警示标志63为黄黑反光铝板，具有强反射性，能够警示机动车驾驶人

注意到在此等候的过街行人；安全岛路面的提醒标语64能够提醒行人注意左侧来车，谨慎

过街。行人等候区安全岛的设置能够有效提高行人过街的安全性。

[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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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