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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所述立交桥，为十字路口三层立交

桥。只有三层。一层有六条车道。二层有五条完整

的车道和两条不完整的车道。三层有三条完整的

车道和两条不完整的车道。11号、12号两条车道

同时经由二三层两个桥面，其余车道只经由一个

桥面。立交桥的二三层桥面共有十条车道。通过

这十条车道的合理走向及合理定位，实现了十条

车道之间无冲突。立交桥有十六条车道，包括：四

条直行车道、四条右拐弯车道、四条左拐弯车道、

四条调头车道。立交桥没有匝道。为了解决来往

行人的通行问题，在立交桥的一层地面设置了四

条人行通道，同时设置了来往行人及来往车辆共

用的道路交通信号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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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十字路口三层立交桥，其特征是：所述立交桥只有三层，立交桥有十六条车道，

包括：四条右拐弯车道、四条直行车道、四条左拐弯车道、四条调头车道；一层设置六条车

道，包括：由北向南直行车道、由南向北直行车道、由南向东右拐弯车道、由北向西右拐弯车

道、由东向北右拐弯车道、由西向南右拐弯车道；二层有一条由北向东左拐弯车道，东、西、

南三个方向来车的调头车道，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的前头部分，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的后

头部分；三层有一条由南向西左拐弯车道，一条北向来车的调头车道，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

的前头部分，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的后头部分；由西向东车道和由东向西车道分别设置在

二、三层，由西向东车道设置在二层、由东向西车道设置在三层；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分成

三部分，前头部分在二层,中间部分是上坡道，后头部分在三层；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分成

三部分，前头部分在三层,中间部分是下坡道，后头部分在二层。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十字路口三层立交桥，其特征是：立交桥的一层有两条南北向

直行车道、四条右拐弯车道。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十字路口三层立交桥，其特征是：立交桥的二三层有两条东西

向直行车道、四条左拐弯车道、四条调头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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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三层立交桥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立交桥，更具体的说，本发明涉及一种有别于现有立交桥的十字

路口三层立交桥。

背景技术

[0002] 我国国内十字路口立交桥多数是三层结构，有的甚至是四层结构，乌鲁木齐出现

了五层立交桥。太原、成都、兰州还出现了六层立交桥。层次多了坡道就长，坡道长了立交桥

的造价就高。减少立交桥的层数是降低立交桥造价有效途径。这里提出的十字路口三层立

交桥，只有三层，因此造价相对较低。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所述立交桥，为十字路口三层立交桥。只有三层。一层有两条南北向直行车

道和四条右拐弯车道。二三层桥面均为水平平面。二层有一条由西向东直行车道，一条由北

向东左拐弯车道，东、西、南三个方向来车的调头车道，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的前头部分，由

东向南左拐弯的后头部分。三层有一条由东向西直行车道，一条由南向西左拐弯车道，一条

北向来车的调头车道，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的前头部分，由西向北左拐弯的后头部分。由西

向北左拐弯车道分成三部分，前头部分在二层, 中间部分是上坡道，后头部分在三层。由东

向南左拐弯车道分成三部分，前头部分在三层, 中间部分是下坡道，后头部分在二层。本发

明有两处车道交汇点，是通过设置上下坡道办法解决的。让由西向北左拐弯由二层上升到

三层，实现了与由北向东左拐弯车道无交织。让由东向南左拐弯由三层下降到二层，实现了

与由南向西左拐弯车道无交织。通过二三层桥面上十条车道的合理走向及合理定位，实现

了十条车道无冲突。本发明所述立交桥有十六条车道，包括：四条直行车道、四条右拐弯车

道、四条左拐弯车道、四条调头车道。立交桥没有匝道。为了解决来往行人的通行问题，在立

交桥的一层设置了四条人行通道，同时设置了来往行人及来往车辆共用的道路交通信号

灯。下面分为七个部分详细叙述发明内容：

[0004] 第一部分：图1图案的绘制

[0005] 图1所绘图案是一层的车道。有1、2、5、6、7、8号六条车道，1号是由南向北直行车

道，2号是由北向南直行车道，5号是由南向东右拐弯车道，6号是由北向西右拐弯车道，7号

是由东向北右拐弯车道。8号是由西向南右拐弯车道。

[0006] 第二部分：图2图案的绘制

[0007] 图2所绘图案是立交桥二层桥面的车道。有五条完整的车道，一条是由西向东的直

行车道，一条是由北向东左拐弯车道，三条是东、西、南三个方向来车的调头车道。另外有两

条不完整的车道。一条是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的前头部分，一条是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的

后头部分，为了看清11号、12号车道全程走向，图2中画出了11号、12号车道二三层之间的坡

道及三层桥面部分。图2中，由西向东直行车道、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西向来车的调头车道

排列顺序是：由西向东直行车道居右，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居中，西向来车的调头车道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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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0008] 第三部分：图3的绘制

[0009] 图3所绘图案是立交桥三层桥面的车道。有三条完整的车道，一条是由东向西的直

行车道，一条是由南向西左拐弯车道，一条是北向来车的调头车道。另外有两条不完整的车

道。一条是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的前头部分，一条是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的后头部分。为了

看清11号、12号车道全程走向，图2中画出了11号、12号车道二三层之间的坡道及三层桥面

部分。

[0010] 第四部分：图4图案的绘制

[0011] 图4是图2和图3合并之后形成的图案。这是把二层桥面的车道和三层桥面的车道

画在同一幅图中。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二层三层车道走向图。二三层桥面共有十条车道。从图

案中可以看出，立交桥结构较为简单，十条车道的走向和十条车道的定位都比较合理。

[0012] 第五部分：11号车道和12号车道

[0013] 11号车道是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分成三部分，前头部分在

三层,  中间部分是下坡道，后头部分在二层。为了人员和车辆的安全，在三层桥面，11号车

道开始下坡处，要设置三面围栏。坡道的两边要设置护栏。

[0014] 12号车道是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分成三部分，前头部分在

二层,  中间部分是上坡道，后头部分在三层。为了人员和车辆的安全，在三层桥面，12号车

道上坡坡道最高处，要设置三面围栏。坡道的两边要设置护栏。

[0015] 第六部分：立交桥的人行通道

[0016] 在立交桥的一层，设置四条人行横道，在直行车道来车方向的进口处上方设置道

路交通信号灯。行人、车辆可根据道路交通信号灯的显示，等候或通行。实现行人和车辆交

替通行。道路交通信号灯采用二步循环方式：行人→车辆→行人→车辆……。

[0017] 第七部分：本发明的技术特征和有益效果

[0018] 本发明的技术特征：

[0019] 1，所述立交桥只有一二三层，一层是地面，二层、三层是桥面。

[0020] 2，所述立交桥有十六条车道，包括四条右拐弯车道、四条直行车道、四条左拐弯车

道、四条调头车道。

[0021] 3，立交桥的一层有两条南北向直行车道和四条右拐弯车道。

[0022] 3，立交桥的二三层有两条东西向直行车道、四条左拐弯车道、四条调头车道。

[0023] 4，立交桥没有匝道。

[0024] 5，在立交桥的一层地面设置四条人行通道。并在直行车道来车进口处的上方设置

道路交通信号灯。来往行人、来往车辆根据道路交通信号灯的显示，等候或通行。

[0025] 本发明所述立交桥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26] （1）立交桥只有三层，层次较低。

[0027] （2）立交桥占地面积小，节约用地。

[0028] （3）立交桥拥有十六条车道。

附图说明

[0029] 图1：一层六条车道走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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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图2：二层桥面各条车道走向图。

[0031] 图3：三层桥面各条车道走向图。

[0032] 图4：二三层桥面十条车道走向图。

[0033] 图5：一二三层桥面十六条车道走向图。

[0034] 摘要附图：与图4相同。

具体实施方式

[0035] 在图1至图5及摘要附图中所标数字含意如下：

[0036] 1：一号车道，由南向北直行车道。

[0037] 2：二号车道，由北向南直行车道。

[0038] 3：三号车道，由东向西直行车道。

[0039] 4：四号车道，由西向东直行车道。

[0040] 5：五号车道，由南向东右拐弯车道。

[0041] 6：六号车道，由北向西右拐弯车道。

[0042] 7：七号车道，由东向北右拐弯车道。

[0043] 8：八号车道，由西向南右拐弯车道。

[0044] 9：九号车道，由南向西左拐弯车道。

[0045] 10：十号车道，由北向东左拐弯车道。

[0046] 11：十一号车道，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

[0047] 12：十二号车道，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

[0048] 13：十三号车道，南向来车的调头车道。

[0049] 14：十四号车道，北向来车的调头车道。

[0050] 15：十五号车道，东向来车的调头车道。

[0051] 16：十六号车道，西向来车的调头车道。

[0052] 在图1至图5及摘要附图中：

[0053] 1，黑白比为一比一的斑马线，是一层的车道。

[0054] 2，黑白比为三比一的斑马线，是二层桥面上的车道。

[0055] 3，粗实线，是三层桥面上的车道。

[0056] 4，黑白比为三比三的斑马线，是介于二三层桥面之间的上坡车道或下坡车道。

[0057] 5，较细的黑实线是一二三桥面的轮廓线。

[0058] 6，图5中，最细的黑实线是二层桥面的轮廓线，较粗的黑实线是三层桥面的轮廓

线。最细的虚线是桥下不可见的一层车道。

[0059] 下面分为七个部分，详细说明本发明的具体实施方式：

[0060] 第一部分：图1图案的绘制

[0061] 图1所绘图案是一层的车道。有1、2、5、6、7、8号六条车道，1号是由南向北直行车

道，2号是由北向南直行车道，5号是由南向东右拐弯车道，6号是由北向西右拐弯车道，7号

是由东向北右拐弯车道。8号是由西向南右拐弯车道。

[0062] 第二部分：图2图案的绘制

[0063] 图2所绘图案是立交桥二层桥面的车道。有五条完整的车道，一条是由西向东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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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道4，一条是由北向东左拐弯车道10，三条是东、西、南三个方向来车的调头车道15、16、

13。另外有两条不完整的车道。一条是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12的前头部分，一条是由东向南

左拐弯车道11的后头部分，为了看清11号、12号车道走向，图2中画出了11号、12号车道的上

下坡道及三层桥面部分。在图2中，由西向东直行车道4、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12、西向来车

的调头车道16排列顺序是：由西向东直行车道4居右，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12居中，西向来

车的调头车道16居左。

[0064] 第三部分：图3的绘制

[0065] 图3所绘图案是立交桥三层桥面的车道。有三条完整的车道，一条是由东向西的直

行车道3，一条是由南向西左拐弯车道9，一条是北向来车的调头车道14。另外有两条不完整

的车道。一条是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11的前头部分，一条是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12的后头

部分。为了看清11号、12号车道走向，图3中画出了11号、12号车道的上下坡道及二层桥面部

分。

[0066] 第四部分：图4图案的绘制

[0067] 图4是图2和图3合并之后形成的图案。这是把二层桥面的车道和三层桥面的车道

画在同一幅图中。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二层三层车道走向图。二三层桥面共有十条车道。从图

案中可以看出，立交桥结构较为简单，十条车道的走向和十条车道的定位都比较合理。

[0068] 第五部分：11号车道和12号车道

[0069] 11号车道是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由东向南左拐弯车道分成三部分，前头部分在

三层,  中间部分是下坡道，后头部分在二层。为了人员和车辆的安全，在三层桥面，11号车

道开始下坡处，要设置三面围栏。坡道的两边要设置护栏。

[0070] 12号车道是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由西向北左拐弯车道分成三部分，前头部分在

二层,  中间部分是上坡道，后头部分在三层。为了人员和车辆的安全，在三层桥面，12号车

道上坡坡道最高处，要设置三面围栏。坡道的两边要设置护栏。

[0071] 第六部分：立交桥的人行通道

[0072] 在立交桥的一层，设置四条人行横道，在直行车道来车方向的进口处上方设置道

路交通信号灯。行人、车辆可根据道路交通信号灯的显示，等候或通行。实现行人和车辆交

替通行。道路交通信号灯采用二步循环方式：行人→车辆→行人→车辆……。

[0073] 第七部分：本发明的技术特征和有益效果

[0074] 本发明的技术特征：

[0075] 1，所述立交桥只有一二三层，一层是地面，二层、三层是桥面。

[0076] 2，所述立交桥有十六条车道，包括四条右拐弯车道、四条直行车道、四条左拐弯车

道、四条调头车道。

[0077] 3，立交桥的一层有两条南北向直行车道和四条右拐弯车道。

[0078] 3，立交桥的二三层有两条东西向直行车道、四条左拐弯车道、四条调头车道。

[0079] 4，立交桥没有匝道。

[0080] 5，在立交桥的一层地面设置四条人行通道。并在直行车道来车进口处的上方设置

道路交通信号灯。来往行人、来往车辆根据道路交通信号灯的显示，等候或通行。

[0081] 本发明所述立交桥具有如下有益效果：

[0082] （1）立交桥只有三层，层次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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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3] （2）立交桥占地面积小，节约用地。

[0084] （3）立交桥拥有十六条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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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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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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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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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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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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