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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 

本文件由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海南省公路管理局、北京中交

华安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陈明、沈彦煌、都琳琳、温祥蛟、曹红艳、张小旺、王雷、吴坤明、陈太浩、

李树立、查晨昕、张铁军、赵要辉、林道辛、赵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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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路限速管理规范 

1 范围 

为指导海南省普通公路限速管理工作，依据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规范并结合省内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规范。 

本规范适用于海南省普通干线公路限速管理工作，包括新建、改扩建公路的限速设置和在役公路限

速调整优化，县乡道、专用公路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使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68.2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2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 5768.3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3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 5768.5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5部分：限制速度 

GB 5768.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8部分：学校区域 

JTG B01-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T 3381-02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JTG B01-2014、GB 5768.2、JTG/T 3381-02所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设计速度 

确定公路设计指标并使其相互协调的设计基准速度。 

[来源：JTG B01-2014，2.0.3] 

3.2  

运行速度 

当交通处于自由流状态且天气良好时，驾驶人操作车辆的速度，可采用路段某断面或特征点上测定

的第85%位速度。 

[来源：JTG/T 3381-02，2.0.13] 

3.3  

限制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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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路上行驶车辆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来源：JTG B01-2014，2.0.5] 

3.4  

建议速度 

根据公路某一路段的技术指标、运行特征和沿线环境等条件，建议车辆采用的行驶速度。 

[来源：JTG/T 3381-02，2.0.14] 

3.5  

法定限速 

对公路上行驶车辆，依据法律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来源：JTG/T 3381-02，2.0.2] 

3.6  

标志限速 

对公路上行驶车辆，依据限速标志规定的允许行驶速度的限值。 

[来源：JTG/T 3381-02，2.0.3] 

3.7  

限速标志 

向公路使用者传递限速值、用于管理车辆行驶速度的交通标志。 

[来源：JTG/T 3381-02，2.0.4] 

3.8  

可变限速标志 

因交通、道路、气候等状况的变化而改变显示内容的限速标志。 

[来源：GB 5768.2，3.17] 

3.9  

限速方式 

限速标志传递限速值的方式，包括按空间方式、按时间方式和按组合方式等类型。 

[来源：JTG/T 3381-02，2.0.11] 

4 限速管理规定 

4.1 基本规定 

限速管理应遵守以下规定： 

a) 按照工程性质，把公路分为新建公路、改扩建公路、在役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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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普通公路限速管理工作涉及公路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c) 限速设施按照管理部门划分为公路限速设施、公安限速设施； 

d) 公路限速设施包含限速标志、可变限速标志、建议速度标志以及配套使用的主动引导、强制减

速等速度控制设施。其中主动引导设施指警告标志、告示标志等交通标志和路面限速标记、减

速标线、振动标线、彩色防滑标线等交通标线，强制减速设施指减速丘、减速路面、隆声带等； 

e) 公安限速设施指电子速度抓拍、区间测速等交通执法设施。 

4.2 新建、改扩建公路限速管理程序 

新建、改扩建公路限速管理应遵守以下要求，流程图见附录A： 

f) 初步设计阶段应按照《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要求进行交通工程论证； 

g) 初步阶段应根据交通工程论证结果编制《公路限速方案》； 

h) 《公路限速方案》应由公路管理部门或是公路管理部门委托第三方编制； 

i) 《公路限速方案》应提出全线双向限速路段的分布、限速值和限速方式，宜包含分别对公路限

速设施、公安限速设施的设置建议； 

j) 公路初步设计审查应有对《公路限速方案》的审查意见，《公路限速方案》应根据审查意见修

改完善； 

k) 公路初步设计审查通过后公路管理部门应把《公路限速方案》发往项目所在地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备案； 

l) 公路施工图设计文件应根据《公路限速方案》进行公路限速设施设计，编制深度应满足交通安

全设施施工图设计深度；接收《公路限速方案》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根据《公路限速

方案》建议，进行公安限速设施设计，编制深度要满足相关设施施工图设计深度； 

m) 新建、改扩建项目施工图设计审查应包含对公路限速设施设计的审查；公安限速设施设计要组

织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 

n) 新建、改扩建公路项目建设时，公路限速设施、公安限速设施应同期建设； 

o) 公路限速设施由公路管理部门负责设计、设置、管理、养护，公安限速设施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负责设计、设置、管理、养护； 

p) 新建、改扩建公路交工验收一年后，公路管理部门应进行限速设施的实施效果评价。 

4.3 在役公路限速管理程序 

在役公路限速管理应遵守以下要求，流程图见附录A： 

a) 公路运营中发现存在限速不合理的情况，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报

告，并提出防范交通事故、消除隐患的建议； 

b) 接收到当地人民政府整改函件后，公路养护部门应按照《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要求进行交

通工程论证，根据论证结果编制《公路限速方案》。《公路限速方案》可由公路养护部门或是

公路养护部门委托第三方编制； 

c) 《公路限速方案》应提出全线双向限速路段的分布、限速值和限速方式，宜包含对限速设施的

设置建议； 

d) 公路养护部门应组织会议审查《公路限速方案》； 

e) 《公路限速方案》审查通过并修改完善后，公路养护部门应把《公路限速方案》发往项目所在

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DB 46/T XXX—202X 

4 

f) 公路养护部门可依据《公路限速方案》建议，进行公路限速设施设计，设施设计应符合现行相

关规范要求，编制深度应满足交通安全设施施工图设计深度； 

g)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依据《公路限速方案》建议，进行公安限速设施设计，编制深度要满

足相关设施施工图设计深度； 

h) 公路限速设施设计和公安限速设施设计应分别组织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 

i) 公路限速设施、公安限速设施应同期建设； 

j) 公路限速设施与公安限速设施改造完成交工验收一年后，公路养护部门应进行限速设施的实

施效果评价； 

k) 新改造的公路限速设施由道路管理部门负责设计、设置、管理、养护，新改造的公安限速设施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设计、设置、管理、养护； 

l) 在役公路正常使用的现有的其他限速设施按照其归属情况管理、养护。 

5 限速管理要求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中规定了详细的技术要求，本规范从管理角度对公路限速管理中应注意

的目标和技术方案提出要求。 

5.1 限速管理目标 

通过限速管理工作，达到如下管理目标： 

a) 对于运行速度高于设计速度的高风险路段，可以合理控制运行速度、提升交通安全水平、发挥

公路功能； 

b) 对于限制速度低于设计速度的低风险路段，可以调整标志限速、保障交通安全、提高运行效率； 

c) 对于公路技术条件良好的路段，可以合理提高路段设施设计标准，达到较高的运行速度期许； 

d) 对于限速不合理的路段，可以优化限速方案、规范限速路段、整治现状限速标志； 

e) 减少公路上与速度相关的事故数量、降低交通事故严重程度。 

5.2 限速管理技术方案要求 

对限速管理工作，提出以下技术方案要求： 

a) 《公路限速方案》应经过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交通工程论证后，进行方案设计； 

b) 应根据公路的特点选用适合的交通工程论证方法：综合评价论证法、风险因素论证法和运行速

度论证法等； 

c) 新建、改扩建公路和在役公路，均宜采用综合评价论证法进行交通工程论证； 

d) 路侧条件复杂、横向干扰较多、混合交通严重且交通安全设施不完备的在役普通公路，可采用

风险因素论证法； 

e) 路侧条件良好、横向干扰少、几何线形指标显著优于现行相关技术标准规定的一般值要求、服

务水平为一级或二级作为干线的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可采用运行速度论证法； 

f) 交通工程论证应包括限速路段划分、论证方法选取、限速值论证、限速路段和限速值调整、限

速方式选择； 

g) 限速路段分为一般限速路段和特殊限速路段； 

h) 同一条公路的不同限速路段，可根据需要采用不同论证方法； 

i) 限速值的确定，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8 部分：学校区域》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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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限速值经过交互式的论证确定，应综合考虑交通安全、运行效率以及管理需求，按照限速长度

要求、相邻路段限速值过渡要求、学校路段限速要求等进行调整修改，确定最终限速路段和限

速值； 

k) 限速方式按照车型限速可分为单一限速、分车型限速，按照车道限速可分为单一限速、分车道

限速，按照作用时间可分为单一限速、分时段限速，以及组合限速方式； 

l) 应综合考虑公路技术等级、车道数、几何线形等技术指标和交通量、交通组成、运行速度和公

路环境等因素，选取合理限速方式； 

m) 应以交通工程论证结果为依据，通过文字、图 

n) 表等形式说明全线双向一般限速路段、特殊限速路段的划分情况和对应的限速值、限速方式。 

6 限速设施要求 

对限速设施，提出以下设置要求： 

a) 公路限速设施的设计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道路交通

标志和标线 第 3 部分：道路交通标线》、《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5 部分：限制速度》、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8 部分：学校区域》的规定，施工、验收、养护应遵循公路工程施

工、验收、养护相关标准和规定； 

b) 公安限速设施的设计、施工、验收、养护应遵循行业相关规定和要求； 

c) 限速设施的设置应符合安全性和经济性要求； 

d) 限速设施应与公路功能定位、技术指标、沿线环境相匹配，促使驾驶人保持安全行驶速度； 

e) 限速设施的设置应互相匹配，避免互相遮挡或是矛盾； 

f) 限速标志的设置应考虑法定限速要求，运行速度高于法定限速的高风险路段，必须设置限速标

志； 

g) 对行车舒适性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强制减速设施，如减速丘等，应提前预告或与其他类型减速

设施相配合，实施综合减速。 

7 限速方案文件组成 

限速方案文件由下列五篇文件组成，可视项目情况增减。 

第一篇  项目概况 

第二篇  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 

第三篇  交通工程论证 

第四篇  限速方案建议 

第五篇  其他问题 

7.1 第一篇 项目概况 

说明项目背景、项目地理位置、路线走向、编制依据、采用的标准及规范。 

7.2 第二篇 资料收集与现场调查 



DB 46/T XXX—202X 

6 

a) 新建、改扩建公路应根据资料说明项目功能定位、技术指标、运行特征、路侧干扰、沿线环境，

根据现场调查资料说明项目社会需求、类似项目限速标志设置及实施效果评价情况，改扩建公

路应补充说明公路改扩建前运行特征； 

b) 在役公路应根据资料说明项目功能定位、技术指标、运行特征，根据现场调查资料说明项目技

术指标、路侧干扰、沿线环境、社会需求现状情况。 

7.3 第三篇 交通工程论证 

a) 选取论证方法、介绍论证方法； 

b) 介绍交通工程论证过程，确定一般限速路段范围、特殊限速路段范围以及限速路段的限速值； 

c) 调整修正限速路段和限速值，确定最终限速路段和限速值； 

d) 选择限速方式。 

7.4 第四篇 限速方案建议 

a) 依据交通工程论证结果，确定限速方案； 

b) 选取与公路功能、运行速度、公路环境等相匹配的公路限速设施，给出设置建议； 

c) 对技术指标不满足现行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要求的路段，经综合分析仍作为一般限速路段宜

根据论证结果，给出公路限速设施设置建议； 

d) 对采取工程改造和其他安全改善措施后可处理为一般限速路段的特殊限速路段，应提出具体

改造和其他安全措施改善方案； 

e) 无法处理为一般限速路段的特殊限速路段，宜提出公路限速设施综合处置建议； 

f) 运行速度较高，但经综合分析仍作为一般限速路段的路段，应提出公路限速设施和公安限速设

施的综合控制速度建议。 

7.5 第五篇 其他问题 

说明发现的其他应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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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新建、改扩建公路项目限速管理工作流程图 

A.1 新建、改扩建公路项目限速管理工作流程如图 A.1 和图 A.2所示。 

 

图A.1 新建、改扩建公路项目公路管理部门限速管理流程 

 

 

图A.2 新建、改扩建公路项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限速管理流程 

实施效果评价

管理与养护

公路限速设施同期建设

施工图设计审查及批复

公路限速设施设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初步设计审查及批复

编制《公路限速方案》

管理与养护

公安限速设施同期建设

设计审查

公安限速设施设计

接收《公路限速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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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在役公路项目限速管理工作流程如图 A.3 和图 A.4 所示。 

 

 

图A.3 在役公路项目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限速管理流程 

 

 

图A.4 在役公路项目公路养护部门限速管理流程

管理与养护

公安限速设施改造

设计审查

公安限速设施设计

接收《公路限速方案》

报告当地政府

实施效果评价

管理与养护

公路限速设施改造

设计审查

公路限速设施设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备案

组织审查、完善方案

编制《公路限速方案》

接收整改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