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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

发展的巨大进步，反映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

了新要求。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

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

的要求日益增长。因此，在交通、公路行业也应努力提升服务质量

和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解决对出行安全、舒适便捷的

新要求。 

我国公路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城镇居民的出行需求以

及物流需求的巨量增长，社会工业化和机动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伴

随着社会经济与道路交通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道路安全与

效率，近些年来关于规范公路限速的建议时有发生，2016 年人大建

议第 4553 号提出“关于合理设置交通测速相关问题的建议”，2017

年人大建议第 6389 号提出“关于提请国家交通运输部研究提高国省

普通公路路网二级公路区间限速标准的建议”，2019年十三届全国人

大二次会议第 2191 号提出“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减少公路限速标志，

设立提高道路管理水平和运行效率的建议”，第 8777 号提出“提高

山区高速公路限速的建议”，2020年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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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第 0618 号提出“完善高速公路限速管理的提案”，公路限速管理

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话题。 

普通公路环境复杂，驾驶员在通行中需要经过各种线形条件的

路段、经过交叉口和穿越城市、村镇。但是，由于目前公路限速管

理的主体权责不够明确，公路限速值论证技术刚开始发展，普通公

路的限速管理中存在多种问题： 

(1) 限速设施设置矛盾——存在交通部门、公路部门同时设置

限速标志，其较短的距离内出现限速值矛盾的情况； 

(2) 限速设施缺失——设计速度一般常作为公路限制速度进行

管理，实际情况也由于限速设施缺失而采用法规限速情况； 

(3) 限速值不够科学——在事故多发路段和过村镇路段降低一

般公路限速，其设置多依据经验未能经过合理论证； 

(4) 特殊限速区域缺少管理设施——过学校路段未限速； 

(5) 运行速度与运行环境不匹配——部分普通公路运行条件较

好，采用设计限速值不能满足出行需求，引发社会矛盾； 

(6) 限速标志设置位置、限速范围等也存在不合理设置的情况； 

(7) 施工区限速不规范——施工单位采用的临时施工区限速和

施工规范不匹配等。 

限速管理的各种问题，给道路使用者带来潜在的安全隐患，同

时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2021 年 2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综合立体交

通网规划纲要》，提出了“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便捷顺畅、经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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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绿色集约、智能先进、安全可靠的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

交通网。”“交通运输全面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有力

保障国家安全，支撑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一阶段发

展目标。 

2021 年 6 月 4 日，《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公路交通标志标

线优化提升专项工作的通知》下发，要求“加强协作联动”“在满足

交通管理需要的前提下，做好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视频取证设备及相

关标志标线优化调整工作，特别要及时清理调整已停用、废止的视

频取证设备及标志标线。” 

2021 年 6 月 9 日，《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

设部关于深入开展坚决整治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的道路限高限宽

设施和检查卡点工作的通知》下发，要求“各省级交通运输、公安、

住房和城乡建设（城市道路管理）主管部门要研究建立公路变更城

市道路路产路权和养护责任移交制度，合理确定公路和城市道路边

界，梳理移交路段清单，明确公路绕城路线，规范移交程序，优化

限行限速管理，统筹保障城市交通安全和公路干线畅通。” 

适时研究普通公路的限速管理相关内容，明确交通、公路主管

部门的管理职责，使得两部分各尽其能、各行其责，对于设置合理

的限速设施继而完善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进一步提升公路总体安全

性、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都有积极的意义。 

1.2 任务来源 

2021 年 8 月 9 日，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关于下达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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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2021 年第二批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中下达了《普通

公路限速管理规范》的编制任务，计划编号：2021-Z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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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2.1 编制原则 

在普通公路限速管理规范的编制中，拟遵循以下原则： 

（1）固定适用范围 

基于高速公路限速标志的设置相对较为规范，本规范的编制主

要想解决普通公路限速管理工作中的逐项问题，适用于海南省普通

干线新建、改扩建公路的限速设置和在役公路限速调整优化工作，

县乡道、专用公路可参照。 

（2）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国内基于公路限速相关的技术规范比较完整，本规范不再重复

相关具体技术内容，本规范相关规定条款主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基于目前的工作流程对新建改扩建公路和在役公路限速管理的相关

工作做出规定、依据技术规范要求对限速管理工作中限速方案和限

速设施提出若干要求、规范限速方案文件编制内容。 

（3）引用最新的技术规范 

本规范引用规范均采用相关规范的最新版本。 

2.2 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普通公路限速管理规范》的编制主要依据公路交通安全相关

的法律法规以及现行国家或行业的标准、规范。 

(一)主要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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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2017 年 11 月 4 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实施条例》（2004年 5月 1日，

国务院令第 405 号）； 

（4）《收费公路管理条例》（2004 年 11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417 号）； 

(二)主要标准、规范 

（1）海南省交通运输厅海南省公安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公路隧

道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琼交运建

〔2014〕513 号）； 

（2）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 生态环境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深入

开展坚决整治违规设置妨碍货车通行的道路限高限宽设施

和检查卡点工作的通知（交公路函〔2021〕224 号）； 

（3）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海南省高速公路交通安

全管理办法》的通知（2017 年 10 月 13 日）； 

（4）海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海南省公路长大桥隧养护管

理和安全运行实施细则（ 试行）》的通知（琼交规字

〔2020〕38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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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14）； 

（6）《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JTG B05-2015）； 

（7）《公路路线设计规范》（JTG D20-2017）； 

（8）《公路立体交叉设计细则》（JTG D21-2014）； 

（9）《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15）； 

（10）《公路排水设计规范》（JTG/T D33-2012）； 

（11）《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JTG D40-2011）； 

（12）《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JTG D50-2017）； 

（13）《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15）； 

（14）《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3370.1-

2018）； 

（15）《公路隧道设计规规范 第二册 交通工程与附属设施》

（JTG D70/2-2014） 

（16）《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交通标志》

（GB5768.2-2009）； 

（17）《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 第 3 部分：道路交通标线》

（GB5768.3-2009）； 

（18）《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 第 4 部分：作业区》（GB5768.4-

2017）； 

（19）《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 第 5部分：限制速度》（GB57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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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 第 7 部分：非机动车和行人》

（GB5768.5-2018）； 

（21）《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 第 8部分：学校区域》（GB5768.8-

2018） 

（22）《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JTG D82-2009）； 

（23）《中小学与幼儿园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设置规范》

（GA/T 1215-2014）； 

（24）《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JTG D81-2017）； 

（25）《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细则》（JTG/T D81-2017）； 

（26）《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JTG /T 3381-02-2020）； 

（27）《公路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5210-2018）； 

（28）《公路养护技术规范》（JTG H10-2009）； 

（29）《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JTG B04-2010）； 

（30）《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实施技术指南（试行）》（交办

公路[2015]26 号）； 

（31）《国家公路网交通标志调整工作技术指南》（交办公路

[2017]167 号）； 

（32）《公路隧道提质升级行动技术指南》（交办公路[2019]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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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提升公路桥梁安全防护能力专项行动技术指南》和

《提升公路连续长陡下坡路段安全通行能力专项行动技术

指南》（交办公路[2019]44 号）； 

（34）《公路交通标志效用评价标准》（T/CECS G：E35-01-

2019）； 

（35）《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JTG/T 3360-01-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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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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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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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规定新建、改扩建公路设计、审查、建设、运营等各个阶段

道路管理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做的工作和应遵守的技术

规定；拟规定在役公路发现存在限速不合理的情况后，道路养护部

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认定、论证、审查、设计、建设阶段

应做的工作和应遵守的技术规定。 

拟规定限速管理中关于管理目标、应注意的技术方案等，提出

工作要求。 

拟定管理工作中对于限速设施的要求。 

拟规定限速方案的文件组成，规范方案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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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及预期经济效果 

4.1 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本规范为普通公路关于限速工作的管理规范，不涉及试验的分

析。 

4.2 综述报告 

限速管理涉及法律、社会、技术等方面，需要兼顾安全与效率，

综合考虑法律法规、技术指标、车辆组成和性能、道路分类和功能

等诸多因素，是一个综合性管理问题。 

公路基础设施的安全状态与公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潜

在关联性。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的一些交通工程专业书籍[1]

中就将路的因素列入诱发交通事故或加重交通事故后果的间接原因。

近年来国内学者针对公路基础设施方面的基础研究亦表明合理的公

路基础设施设置在保障公路交通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2]。国外的

研究表明，公路基础设施和速度管理方面的改善对公路交通安全的

贡献可达到 50%以上[3]。 

交通运输部自 2003 年起就已经开始组织相关科研与技术支撑单

位开展了《山区公路网安全限速值决策技术研究》《西部地区公路速

度限制标准与速度控制技术研究》《公路限速标志设置标准》等课题

研究工作。同时也积极推动了重庆、福建、广西、黑龙江、江西、

湖南等地根据路况及实际需求，在公路限速问题上开展探索与实践。

在此基础上，积极总结实践经验，组织修订或编制了与限速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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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标准和规范： 

(1) 2014 年，交通运输部修订了《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B01—2014）有关限制速度条款，“公路限制速度应根据设计

速度、运行速度及路侧干扰与环境等因素综合论证确定”，但是未提

出综合论证方法； 

(2) 2015 年 2 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实施

技术指南（试行）》，引入风险评估技术作为量化公路交通运行风险

的方法，其中运行速度是重要的评估指标，为交通工程论证提供了

模型计算方法； 

(3) 2015 年 12 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实施了《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

规范》（JTG B05—2015），补充完善了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

路、三级公路运行速度计算方法，并在各个阶段提出了结合运行速

度评价各项指标的安全性，为综合论证方法提供了基础依据； 

(4) 2017 年 7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国标《道路交通

标志和标线第 5 部分：限制速度》（GB 5768.5），对于公路限制速度

值确定、限速标志标记设置给与了规定，并提出了“限速速度标志

上的限制速度值，应是法律和法规规定的限制速度，或者是经交通

工程论证并由主管部门认可的限制速度”、“限速区应经交通工程论

证”的规定，并给出了运行速度数据采集的方法，但是同样未提出

交通工程论证方法； 

(5) 2018 年 12 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国标《道路交通

标志和标线第 8 部分：学校区域》（GB 5768.8），规定了学校区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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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速标志设置要求和限速值规定； 

(6) 2020 年 6 月，交通运输部发布实施了《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

范》（JTG/T 3381-02—2020），系统的规定了公路限速标志设计的原

则、限速值的确定方法、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置要求等，其中明

确规定了 3 种交通工程论证方法：综合评价论证法、风险因素论证

法和运行速度论证法。值此，关于公路限速的相关技术已经形成了

较为成熟的体系，定义、方法、原则、设施等都已经有据可依。 

但是关于公路限速的相关管理工作一直没有明确，目前可依据

的文件只有 1993年 12月《关于研究道路交通管理分工和地方交通公

安机构干警评授警衔问题的会议纪要》[国阅（1993）204 号]，给出

了“公路部门将公路标志、标线的设置和管理连同原划拨的专项经

费一并移交给交通部门”的一致意见。但是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

存在限速设施两方重复设置，甚至彼此矛盾的情况。 

 

参考文献： 

[1] 徐吉谦．交通工程总论[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1：160-163. 

[2] 赵晓华，鞠云杰，李佳，等.基于驾驶行为和视觉特性的长大隧道突起路标

作用效果评估[J].中国公路学报，2020，33（6）：19-41. 

[3] 唐琤琤.建立中国路网交通风险评估系统[J].中国汽车市场，2012，(36)：

28. 

[4] JTGB01—2014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S]. 

[5] 交通运输部.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实施技术指南[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

社.2015. 

[6] JTG B05—2015 公路项目安全性评价规范[S]. 



 

14 

[7] GB 5768.5-2017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5部分：限制速度[S] . 

[8] GB 5768.8-201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8部分：学校区域[S] . 

[9] JTG/T 3381-02—2020 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S].



 

15 

4.3 预期经济效果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逐步在海南省内推广应用，协助有关人员

梳理限速管理工作并付诸整改实践，进而实现既能减少交通事故伤

亡及有关经济损失，又能最大程度的保障通行效率，提升人民群众

出行满意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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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

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目前尚无与该地方标准紧密相关的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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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普通公路限速管理规范》为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规

范、指南等在公路限速管理方面的提炼和总结，属于从属一致关系，

无矛盾。 

目前，我国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2 部分：道路 交

通标志》中介绍了限速等禁令标志尺寸、与速度的关系、设置位置，

标志版面等；《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5 部分：限制速度》主要介绍

了一般情况下限速值的确定、限速标志的设置、可变限速标志的设

置、路面限速标记的设置；《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 8 部分：学校区

域》主要介绍了学校区域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的设置与示例。我国

行业标准《公路限速标志设计规范》主要规定了公路限速标志设计

的原则、限速值的确定方法、限速标志及相关设施设置要求等。现

国内还未有公布其他关于普通公路限速的地方标准。海南省地标

《普通公路限速管理规范》从解决海南省普通公路限速管理实际需

要出发而编制，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推荐性标准的有关限速技

术规定，注重限速工作中的管理流程、分工等问题，是对以上标准

使用的补充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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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目前，本标准无遗留的重大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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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拟申报推荐性地方标准，建议相关依据本标准提出的普

通公路限速管理规范在海南省境内开展基于普通公路的限速管理相

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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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 

本标准为首次针对普通公路限速管理提出的地方标准。本标准

为海南省公路限速管理工作的推进提供了技术支撑，填补了国内该

部分空白。 

标注的实施需要有关方面政策、管理规定、使用者支持，建议： 

（1） 建议开展专项培训，积极组织公路管理、交通管理等部门

人员参加标准培训活动。 

（2） 建议率先在海南省主要的国省干线公路先行先试，以线带

面，再逐渐推广至各市县路网层面，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和改建建议反馈至编制组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修订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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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普通公路限速管理规范》在海南省境内为首次制定，不涉及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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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