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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十字路口设计和施工优化技术方

案

(57)摘要

一种关于城市道路十字路口设计和施工的

一种优化技术方案，能够彻底解决取消所有道路

交叉口红绿灯限制，真正实现人车分离、直行拐

弯快慢分流，所有方位方向交通的行驶都畅通无

阻且相互间均互不干扰和影响。能够彻底解决和

克服城市的交通的拥堵和缓慢，理顺交错复杂的

交通线路，减少和避免路口交通事故，加速和提

高了城市交通的运行速度，增强和保障了道路交

叉口交通通行的安全性。主要包含以下两部分内

容：(1)说明书发明内容中空间规划设计说明；

(2)明书发明内容中结构设计和施工技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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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关于城市道路十字路口设计和施工的一种优化技术方案，本技术方案是按照人

车分离、快慢分流、安全有序的总原则，将组合构成复杂宽阔十字路口的所有元素，如：机动

车、非机动车、行人、快、慢、直行、左拐弯、掉头、右拐弯、地上、地下等各方面，根据构成主体

人和车各自目的和方向，统一进行路线梳理、科学客观地规划其线路，根据其规划的线路，

对其进行空间划分和组合，拆分设计为几个多功能的单元块，每一个多功能单元块都是由

现实生活中常见简单的结构体进行合理的叠加组合，然后利用工厂流水专业化预制产品，

现场实现简单吊装拼接埋置就可以完成施工的一种方法。本方案同时将传统原有交通设计

方案如环岛、架空桥、地下涵洞或通道等，充分科学地进行结合和利用，具体主要包含以下

两部分内容：

(1)说明书发明内容中空间规划设计说明中所描述的图例和文字；

(2)明书发明内容中结构设计和施工技术说明所描述的图例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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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十字路口设计和施工优化技术方案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城市道路十字路口设计和施工的一种优化技术方案，非常适用应用于新

建道路交叉口和原有道路交叉口改造，涉及是将城市交通最关键难点交叉路口所有人车通

道进行最优化设计布局和规划，以及设计一种最优化的结构组合体系方案，能够运用现有

常见成熟施工工艺技术施工，使得城市道路交叉口空间设计规划最合理、施工最经济、施工

速度最快，对原有现状路口干扰影响最小，能够彻底解决取消所有道路交叉口红绿灯限制，

真正实现人车分离、直行拐弯快慢分流，所有方位方向交通的行驶都畅通无阻且相互间均

互不干扰和影响。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社会发展和加速，城市的发展越来越繁荣，城市的交通也越来越拥堵和缓慢，

既交错复杂又繁忙，十字路口还经常发生交通事故。为了加快交通减少拥堵，前几年城市建

设流行建设跨路人行天桥和过街地下通道，近年来许多城市纷纷选择发展高架桥、地下隧

道等，以及发达城市选择地铁来加快交通，有的提倡绿色环保骑行或公交出行，但是随着城

市的发展繁荣人口不多增加，地面交通车辆仍然在增加和拥堵，都没有根本彻底解决道路

交通复杂拥堵缓慢的问题，严重影响一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工作效率。为彻底克服解决城

市交通面临的现有难题，让所有交叉路口红灯全部取消一路绿灯畅行无阻，特发明设计了

一种真正实现人车可以分流、车辆直行和拐弯分离，所有行驶相互间均互不干扰影响的技

术方案，是对原有道路改造及现有待建道路路口规划建造设计、施工的整套优化技术方案，

使得规划最合理、施工最经济、速度最快，对原有现状路口干扰影响最小。

发明内容

[0003] 本技术方案是按照人车分离、快慢分流、安全有序的总原则，将组合构成复杂宽阔

十字路口的所有元素，如：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快、慢、直行、左拐弯、掉头、右拐弯、地

上、地下等各方面，根据构成主体人和车各自目的和方向，统一进行路线梳理、科学客观地

规划其线路(如图1)，根据其规划的线路，对其进行空间划分和组合，拆分设计为几个多功

能的单元块，每一个多功能单元块都是由现实生活中常见简单的结构体进行合理的叠加组

合，然后利用工厂流水专业化预制产品，现场实现简单吊装拼接埋置就可以完成施工的一

种方法。本方案将传统原有交通设计方案如环岛、架空桥、地下涵洞或通道等，充分科学地

进行结合和利用，具体详见如下：

[0004] 本方案的空间规划设计说明：

[0005] 本方案(如图1)展示是较宽道路十字交叉口示意，(如图2)全面实现人车分离，机

动车与非机动车分离，行驶快的和慢的分向分流行驶。道路双向机动车道4条，十字交叉口

道路紧靠纵横向道路中间隔离带的两幅行车道路路面保留不变，设计作为左拐弯和右拐弯

机动车车辆行驶通行，因原具有的纵横向十字贯通功能保留未改变，根据实际情况或定位

需要，还可以设计兼作日常少数高大或重型车辆直向行驶通行使用，以及如发生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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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桥和涵洞被堵塞所有无法通行的车辆均可以从中间路面行使通过。道路纵横向十字交叉

中心设计有转岛，靠中心转岛内环路面作各方左拐弯车辆有序绕行车道，中心转岛外环路

面作右拐弯车辆直接右拐车道不需绕岛；纵横向道路两侧机动车行车道合非机动车道合人

行道分别通过拱桥和涵洞上下交错均实行分流直向行驶；非机动车辆和行人的左拐弯行驶

通过先直行过路，然后再在道路十字交叉口的4个角设计弧形带坡支路将拐角处纵横相邻

向上下的非机动车道及人行道均连接贯通实现转换行使方向；所有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右

拐弯在各自交叉口最外侧连接贯通行驶。以上规划布局以及分向分流行驶路线均互不影响

干扰，这种设计规划既增强保障了道路十字交叉口交通的安全性，同时又大大提高了城市

交通运行速度。

[0006] 本方案的结构设计和施工技术说明

[0007] 本方案是采用拱涵相叠加组合的一种结构设计形式(如图3)，简称为“拱涵组合结

构”，因为它外形像两只相对的骆驼，也可以称为“双骆结构”，结构受力传递简单，结构上半

部分采用拱形结构设计是结构力学中最合理的结构形式，承载上部纵向直向行驶车辆荷

载，下半部拱形箱涵顶部承载上部路面荷载和中跨拱脚传导来荷载，所有荷载全部传导最

后全部由箱涵底板传导给地基，箱涵底板同时兼作横向地下直行车辆的路面，因为减少箱

涵开挖埋深，纵向相对两拱涵之间横向采用方行箱涵跨路贯通连接。方形箱涵顶板兼作纵

向拐弯车辆通行路面并直接承载荷载，方形箱涵底板板承受上部传到来荷载并兼作横向地

下直行车辆的路面。

[0008] 无论道路宽窄，本方案通过合理空间组合集合区域和功能块划分，将结构体化分

为若干组合的预制结构体，每种结构体受力跨度却比常见桥洞体要小很多，再通过将若干

结构体科学组合拼装。

[0009] 结构体上半部分为2个相对拼的大跨拱顶设计(如图4)，也可以与下部箱涵拆分然

后合并就为一个完整大跨纯拱结构(如图5)，根据城市路口重要性、交通流量及功能定位需

要，以及节约经济、安全等要求，拱顶可以设计成2种方案：方案1可以设计为能够满足各种

类型的直行车辆(如包含：高大型、重载型、小车型)、自行车和人行通行；方案2可以设计为

仅限直行小型车辆、自行车和人行通行，可以节约经济。中间向对拼大跨拱下路面宽B一般

可取6～12  米，设计为双向2条或4条行车道就基本可以能够满足所有各种复杂路口分流拐

弯车辆通行，相对于一般桥梁结构这跨度根本不算大。拱下净高h1必须满足高大型车辆通

行，一般可设计为4.5-6米即可满足，拼接单件拱面板宽可根据实际路面通行行车道数量及

宽度确定，一般可设计为3～6米。

[0010] 箱涵设计根据城市路口重要性、交通流量、功能定位需要，以及节约经济、安全、满

足城市地下开挖受限等要求，无论是与地上纵向半个大跨高拱相连的拱形箱涵还是方形箱

涵，根据箱涵形式都可以分为两种形式(如图4)：1、设计成人车分离的双口箱涵形式；2、人

车不分离合行的单口箱涵形式。根据通行车辆大小、种类又可以设计为2种方案：方案1可以

设计为人车分离的双箱涵形式，机动车箱涵实现能够满足各种类型的直行车辆(如包含：高

大型、重载型、小车型)通行+非机动车箱涵埋深实现满足自行车和人行通行即可；方案  2可

以设计为人车分离的双箱涵形式，机动车箱涵仅限直行小型车辆通行+非机动车箱涵埋深

实现满足自行车和人行通行；

[0011] 箱涵内开间净宽b2、b3(如图3)，一般5～6米足够满足通行，相对一般梁跨结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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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箱涵内净高可以根据功能需要，h2一般可设计为2.5～5米、h3可设计为2.5～3米，拼装

单件箱涵进深设计实际路面通行行车道数量及宽度确定，一般可设计为3～6米。

[0012] 拱体和箱涵这种组合结构体系上部垂直向荷载通过相互间传递分解和转化，最终

承受荷载的土壤，主要受到来自于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的荷载，结构受力主要表现在箱涵

底板和侧面墙板，因箱涵埋入地下被土壤包裹接触面较大，完全不需要像高架桥需要设计

桩基。通常一般地基条件基本可以能够满足结构承载，特殊情况地基也可以将箱涵底部地

基稍作加固处理，因此种组合结构体设计上半部分拱桥是在地上，下半部分拱脚支座为箱

涵体被埋地下，自身的安全和稳定性要比常见桥梁结构要安全的多，根本不存在侧翻倾覆

等安全隐患。这种组合结构体系受力体系结构力学计算比高架桥简单很多，结构设计时可

以按照(如图5)两种划分方法或其他划分方法进行结构设计，工厂可以按照此结构划分法

进行单件预制，施工现场吊装拼接也非常简单明了，有条件的也可以现场施工制作。

[0013] 横向相邻两个箱涵或上部拱体拼接对缝连接可设计为企口或凹凸槽型口咬合，拼

缝可设计抗渗防水措施，当设计采用预制拼装结构体方法时，在箱涵底板截面靠上层和墙

板截面靠内侧，设计布置一定间距和数量的预留预应力筋孔道，待横向各独立箱涵结构体

拼装连接完成后，用预应力筋将各箱涵贯通连接成一个整体，增强相互间共同受力的整体

性、稳定性和整体的承载能力，

[0014] 挡土墙(如图4)根据位于部位和受力分为两类：一类是位于横向下坡涵洞外两侧

位置的挡土墙，采用地下连续钢筋混凝土墙施工工艺法进行现场施工，埋深可根据坡面深

度加抗倾覆锚固深度计算设计，坡道开挖后即利用作为坡道两侧永久挡土墙；另一类是位

于纵向拱桥上坡普通挡土墙，可直接在现场原有道路路面上增加采用毛石砌挡或现浇钢筋

混凝土结构。

[0015] 土方规划设计及开挖回填设计，因为设计埋深最深属于箱涵，一般3～6米足以，现

场实际施工可采用型钢支护桩临时支护，可以周转回收利用，有支护垂直明挖难度基本不

大，开挖出路面的结构层可以直接利用就近堆筑拱桥两端上坡基层，深层土方可以堆筑交

叉口四个拐角作为纵横向非机动车和人行切换连接的弧形路基和绿化带，箱涵外侧壁基坑

可设计采用一定级配比例的沙石或土壤密实回填。

[0016] 本方案道路纵横向原有设计管线相互贯通基本不受影响，因横向道路中间拱桥下

面路面整体保留不变，根本不受影响，道路两侧轻型管线可以跟随箱涵洞一起贯穿通过。纵

向道路虽被箱涵截断，但箱涵埋深深度设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需要确定深浅是否避让，或

可直接贯穿箱涵墙板通过。坡道底部与箱涵两侧入口连接处可以设计截水沟。其余部位细

部设计均同常规设计和做法，没有特殊要求和需要作注意说明解释。

[0017] 本技术方案时将复杂宽阔的十字路口规划设计拆分为几个多功能单元块，每一个

多功能单元块都是由现实生活中常见简单的结构体进行合理的叠加组合，利用工厂流水专

业化预制产品，实现现场简单吊装拼接完成，无论是工程整体消耗的人工、机械以及还是结

构体使用材料都比常见高架桥和隧道的造价成本要低很多，相比高架桥多出的桩基、大规

模的模板和脚手架、以及脚手架下部大面积的临时硬化等费用都可以节省，隧道全是地下

开挖的成本更是要高出许多。

[0018]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

[0019] 1、本方案能够彻底解决取消所有道路交叉口红绿灯限制，真正实现人车分离、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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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拐弯分流，快慢分流所有方位方向交通的行驶都畅通无阻且相互间均互不干扰和影响。

[0020] 2、本方案能够彻底解决和克服城市的交通的拥堵和缓慢，理顺交错复杂的交通线

路，减少和避免路口交通事故，加速和提高了城市交通的运行速度，增强和保障了道路交叉

口交通通行的安全性。

[0021] 3、本方案有利于梳理和优化城市道路结构，可以彻底减少城市交警路口早出晚归

执勤的辛劳工作。

附图说明

[0022] 图1道路十字交叉口空间规划示意图

[0023] 图2道路十字交叉口平面示意图

[0024] 图3道路十字交叉口剖面示意图

[0025] 图4道路交叉口结构体系左右分解示意图

[0026] 图5道路交叉口结构体系上下分解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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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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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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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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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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