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路工程制图标准GB50162—92  

 

主编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 

批准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施行日期：1993年5月1日 

 

  关于发布国家标准《道路工程制图标准》的通知： 

  建标[1992]664号 

  根据国家计委计综[1989]30号文的要求，由交通部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编制的《道路工

程制图标准》已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道路工程制图标准》GB50162—92为国家标准，自

1993年5月1日起施行。 

  本标准由交通部负责管理，其具体解释工作由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负责。出版发行由

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负责组织。 

                                                                      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设部 

  

                                                                           1992年

9月29日 

编 制 说 明 

  本标准是根据国家计委计综[1989]30号文的要求，由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会同北京市

市政设计研究院共同编制的。 

  在本标准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大量地搜集和查阅了国内外有关的标准，从章节的划分到

标准条文的具体内容，都多次进行了重点走访、座谈、函调，广泛征求了全国有关单位的意

见，认真总结了我国高等级公路、弯坡斜桥涵及交通工程的设计制图经验，参考了有关国际

标准，经多次反复讨论和修改，最后由我部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鉴于本标准系初次编制，在执行过程中，希望各单位结合工程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注

意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寄送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

（北京东四前炒面胡同33号，邮政编码100010)，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交通部 

  

                                                                                1992

年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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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龙论坛路桥工程 2004年度资料光盘 

1. 路桥资料精华篇：全年度论坛内发布的精华资料。 

2. 年度奉献篇：个人特别资料。 

3. 路桥软件篇：路桥施工、检测、造价等软件。 

4. 项目管理篇：路桥企业管理（建设、施工、监理企业适用） 

5. 更多详情，请登陆筑龙论坛路桥工程： 

http://bbs.sinoaec.com/forum/detail614426_1.html 

版权所有@拓普路桥 

联系我们：Topo67@126.com 

mailto:gcsion@126.com


………………………………………………………………………………………………………………… 
+事业是生命的源泉；创新是发展的开端，壮大是我们的号角，追求卓越是我们的跋涉的帆+ 
+拓普路桥工程网络咨询体系                                                      + 

………………………………………………………………………………………………………………… 

提 供 网 络 咨 询 内 容 

项      目 网 络 咨 询 类 别 

※工程投标※ 
A※整标段造价  
B※单独项目造价 
C※商务标评估  

※工程招标※ 
※甲级招标代理机构。可代理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公路工程、设备等项目招标代

理。 

※施工技术※ ※：公路与桥梁施工技术支持、测绘、竣工资料、竣工决算、竣工图纸等。 

 
 
 
 
 
 
 
 
 
 
 
 
 
 
 

网络编辑：凌志  信天游侠          
美术编辑：风中之缘         
E—Mail：gcsio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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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1.0.1条 为了统一我国道路工程的制图方法，保证图面质量，提高工作效率，便于技术

交流，制订本标准。 

 

 第1.0.2条 本标准适用于公路、城市道路、林区道路、厂矿道路工程的设计、标准设计和

竣工的制图。 

 

 第1.0.3条 道路工程制图，除应遵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有关现行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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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一节 图幅及图框  

 

  第2.1.1条 图幅及图框尺寸应符合表2.1.1的规定(图2.1.1)。  

图帽及图框尺寸(mm)          表2.1.1                

  

   

 

 

  第2.1.2条 需要缩微后存档或复制的图纸，图框四边均应具有位于图幅长边、短边中点

的对中标志(图2.1.1)，并应在下图框线的外侧,绘制一段长100mm标尺，其分格为10mm。对中

标志的线宽宜采用大于或等于0.5mm、标尺线的线宽宜采用0.25mm的实线绘制(图2.1.2)。   

 

 

  第2.1.3条 图幅的短边不得加长。长边加长的长度，图幅A0、A2、A4应为150mm的整倍

数；图幅A1、A3应为210mm的整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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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二节 图标及会签栏  

   

第2.2.1条 图标应布置在图框内右下角(图2.1.1)。图标外框线线宽宜为0.7mm；图标内分格

线线宽宜0.25mm。 

   

第2.2.2条 图标应采用图2.2.2所示中的一种。  

 

 

第2.2.3条 会签栏宜布置在图框外左下角(图2.1.1)，并应按图2.2.3绘制。会签栏外框线线

宽宜为0.5mm；内分格线线宽宜为0.25mm。  

 

     

第2.2.4条 当图纸需要绘制角标时，应布置在图框内的右上角，角标线线宽宜为0.25mm(图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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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三节 文字 

  

  第2.3.1条 图纸上的文字、数字、字母、符号、代号等，均应笔划清晰、字体端正、排列

整齐、标点符号清楚正确。 

 

  第2.3.2条 文字的字高尺寸系列为2.5、3.5、5、7、10、14、20mm。当采用更大的字体

时，其字高应按的比例递增。 

 

  第2.3.3条 图纸中的汉字应采用长仿宋体，字的高、宽尺寸，可按表2.3.3的规定采用。 

长仿宋体汉字的高、宽尺寸(mm)   表2.3.3  

 

  注：当采用打字机打印汉字时，宜选用仿宋体或高宽比为 的字型。 

 

  第2.3.4条 图册封面、大标题等的字体宜采用仿宋体等易于辨认的字体。 

 

  第2.3.5条 图中汉字应采用国家公布使用的简化汉字。除有特殊要求外，不得采用繁体

字。 

 

  第2.3.6条 图纸中的阿拉伯数字、外文字母、汉语拼音字母笔划宽度，宜为字高的

1/10。 

 

  第2.3.7条 在同一册图纸中，数字与字母的字体可采用直体或斜体。直体笔划的横与竖

应成90°；斜体字字头向右倾斜，与水平线应成75°；字母不得采用手写体(2.3.7)。   

字  高 20 14 10 7 5 3.5 2.5 

字  宽 14 10 7 5 3.5 2.5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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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8条 大写字母的宽度宜为字高的2/3，小写字母的高度应以b、f、h、p、g为准，

字宽宜为字高的1/2。a、m、n、o、c的字宽宜为上述小写字母高度的2/3。 

 

  第2.3.9条 当图纸中有需要说明的事项时，宜在每张图的右下角、图标上方加以叙述。

该部分文字应采用“注”标明，字样“注”应写在叙述事项的左上角。每条注的结尾应标以

句号“。”。说明事项需要划分层次时，第一、二、三层次的编号应分别用阿拉伯数字、带

括号的阿拉伯数字及带圆圈的阿拉伯数字标注。 

 

  第2.3.10条 图纸中文字说明不宜用符号代替名称。当表示数量时，应采用阿拉伯数字书

写。如三千零五十毫米应写成3050mm,三十二小时应写成32h。分数不得用数字与汉字混合表

示。如：五分之一应写成1/5，不得写成5分之1。不够整数位的小数数字，小数点前应加0定

位。 

 

  第2.3.11条 当图纸需要缩小复制时，图幅A0、A1、A2、A3、A4中汉字字高，分别不应小

于10、7、5、3.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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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四节 图线 

  

   第2.4.1条 图线的宽度(b)应从2.0、1.4、1.0、0.7、0.5、0.35、0.25、0.18、0.13mm中

选取。 

 

  第2.4.2条 每张图上的图线线宽不宜超过3种。基本线宽(b)应根据图样比例和复杂程度

确定。线宽组合宜符合表2.4.2的规定。 

线宽组合  表2.4.2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代用的线宽。 

 

  第2.4.3条 图纸中常用线型及线宽应符合表2.4.3的规定。 

常用线型及线宽  表2.4.3 

线宽类别 线宽系列(mm) 

b 1.4 1.0 0.7 0.5 0.35 

0.5b 0.7 0.5 0.35 0.25 0.25 

0.25b 0.35 0..25 0.18(0.2) 
0.13
(0.15) 

0.13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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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4条 虚线、长虚线、点划线、双点划线和折断线应按图2.4.4绘制。   

 

 

  第2.4.5条 相交图线的绘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虚线与虚线或虚线与实线相交接时，不应留空隙(图2.4.5a)。 

     二、当实线的延长线为虚线时，应留空隙(图2.4.5b)。 

     三、当点划线与点划线或点划线与其它图线相交时，交点应设在线段处(图2.4.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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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4.6条 图线间的净距不得小于0.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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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五节 坐标 

  

  第2.5.1条 坐标网格应采用细实线绘制，南北方向轴线代号应为X；东西方向轴线代号应

为Y。坐标网格也可采用十字线代替(图2.5.1a)。 

  坐标值的标注应靠近被标注点；书写方向应平行于网格或在网格延长线上。数值前应标

注坐标轴线代号。当无坐标轴线代号时，图纸上应绘制指北标志(图2.5.1b)。    

 

 

  第2.5.2条 当坐标数值位数较多时，可将前面相同数字省略，但应在图纸中说明。坐标

数值也可采用间隔标注。 

 

  第2.5.3条 当需要标注的控制坐标点不多时,宜采用引出线的形式标注。水平线上、下应

分别标注X轴、Y轴的代号及数值(图2.5.3)。当需要标注的控制坐标点较多时，图纸上可仅标

注点的代号，坐标数值可在适当位置列表示出。坐标数值的计量单位应采用米，并精确至小

数点后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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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六节 比例 

  

  第2.6.1条 绘图的比例，应为图形线性尺寸与相应实物实际尺寸之比。比例大小即为比

值大小，如1∶50大于1∶100。 

 

  第2.6.2条 绘图比例的选择，应根据图面布置合理、匀称、美观的原则，按图形大小及

图面复杂程度确定。 

 

  第2.6.3条 比例应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宜标注在视图图名的右侧或下方，字高可为视

图图名字高的0.7倍(图2.6.3a)。 

  当同一张图纸中的比例完全相同时，可在图标中注明，也可在图纸中适当位置采用标尺

标注。当竖直方向与水平方向的比例不同时，可用V表示竖直方向比例，用H表示水平方向比

例(图2.6.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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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七节 尺寸标注 

  

 

  第2.7.1条 尺寸应标注在视图醒目的位置。计量时，应以标注的尺寸数字为准，不得用

量尺直接从图中量取。尺寸应由尺寸界线、尺寸线、尺寸起止符和尺寸数字组成。 

 

  第2.7.2条 尺寸界线与尺寸线均应采用细实线。尺寸起止符宜采用单边箭头表示，箭头

在尺寸界线的右边时，应标注在尺寸线之上；反之，应标注在尺寸线之下。箭头大小可按绘

图比例取值。 

  尺寸起止符也可采用斜短线表示。把尺寸界线按顺时针转45°，作为斜短线的倾斜方

向。在连续表示的小尺寸中，也可在尺寸界线同一水平的位置，用黑圆点表示尺寸起止符。   

尺寸数字宜标注在尺寸线上方中部。当标注位置不足时，可采用反向箭头。最外边的尺寸数

字，可标注在尺寸界线外侧箭头的上方，中部相邻的尺寸数字，可错开标注(图2.7.2)。   

 

 

  第2.7.3条 尺寸界线的一端应靠近所标注的图形轮廓线，另一端宜超出尺寸线1～3mm。

图形轮廓线、中心线也可作为尺寸界线。尺寸界线宜与被标注长度垂直；当标注困难时，也

可不垂直，但尺寸界线应相互平行(图2.7.3)。    

 

 

  第2.7.4条 尺寸线必须与被标注长度平行，不应超出尺寸界线，任何其它图线均不得作

为尺寸线。在任何情况下，图线不得穿过尺寸数字。相互平行的尺寸线应从被标注的图形轮

廓线由近向远排列，平行尺寸线间的间距可在5～15mm之间。分尺寸线应离轮廓线近,总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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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应离轮廓线远(图2.7.4)。    

 

 

  第2.7.5条 尺寸数字及文字书写方向应按图2.7.5标注。    

 

 

  第2.7.6条 当用大样图表示较小且复杂的图形时，其放大范围，应在原图中采用细实线

绘制圆形或较规则的图形圈出，并用引出线标注(图2.7.6)。    

 

 

  第2.7.7条 引出线的斜线与水平线应采用细实线，其交角a可按90°、120°、135°、

150°绘制。当视图需要文字说明时，可将文字说明标注在引出线的水平线上(图2.7.6)。当

斜线在一条以上时，各斜线宜平行或交于一点(图2.7.7)。    

 

 

  第2.7.8条 半径与直径可按图2.7.8a标注。当圆的直径较小时，半径与直径可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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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b标注；当圆的直径较大时，半径尺寸的起点可不从圆心开始(图2.7.8c)。半径和直径

的尺寸数字前，应标注“r(R)”、或“d(D)”(图2.7.8b)。    

 

 

  第2.7.9条 圆弧尺寸宜按图2.7.9a标注，当弧长分为数段标注时，尺寸界线也可沿径向

引出(图2.7.9b)。弦长的尺寸界线应垂直该圆弧的弦(图2.7.9c)。    

 

 

  第2.7.10条 角度尺寸线应以圆弧表示。角的两边为尺寸界线。角度数值宜写在尺寸线上

方中部。当角度太小时,可将尺寸线标注在角的两条边的外侧。角度数字宜按图2.7.10标注。 

 

 

  第2.7.11条 尺寸的简化画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连续排列的等长尺寸可采用“间距数乘间距尺寸”的形式标注(图2.7.11)。 

  二、两个相似图形可仅绘制一个。未示出图形的尺寸数字可用括号表示。如有数个相似

图形，当尺寸数值各不相同时，可用字母表示，其尺寸数值应在图中适当位置列表示出(表

2.7.11)。   

 

页码，3/5第二章 一般规定

2004-12-14mk:@MSITStore:D:\规范\道路制图标准.chm::/02.7.htm



 表2.7.11  

  

 

  第2.7.12条 倒角尺寸可按图2.7.12a，标注，当倒角为45°时，也可按图2.7.12b标注。  

 

  

  第2.7.13条 标高符号应采用细实线绘制的等腰三角形表示。高为2～3mm，底角为45°。

顶角应指至被注的高度,顶角向上、向下均可。标高数字宜标注在三角形的右边。负标高应冠

以“—”号，正标高(包括零标高)数字前不应冠以“+”号。当图形复杂时，也可采用引出线

形式标注(图2.7.13)。  

           

  

  

   第2.7.14条 当坡度值较小时，坡度的标注宜用百分率表示,并应标注坡度符号。坡度符号

应由细实线、单边箭头以及在其上标注百分数组成。坡度符号的箭头应指向下坡。当坡度值

较大时，坡度的标注宜用比例的形式表示，例如1∶n(图2.7.14)。 

 

  第2.7.15条 水位符号应由数条上长下短的细实线及标高符号组成。细实线间的间距宜为

1mm(图2.7.15)。其标高的标注应符合本标准第2.7.13条的规定。 

编 号
尺 寸

m d

1 25 10

2 40 20

3 6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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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八节 视图 

 

  第2.8.1条 结构物的视图宜采用第一角正投影法绘制，也可采用第三角正投影绘制(图

2.8.1)。     

  

 

  第2.8.2条 视图的表示应根据表达清楚、简单、明晰及看用方便的原则选用。  

 

  第2.8.3条 当表示物体内部某一不可见断面时，应采用剖切法。物体被切的面称为断

面。被切物体断面的位置及编号应采用一组标有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的粗短线表示。剖切

后留下来的部分物体，按垂直于剖切平面方向的投影所得出的投影图，称为剖面。被剖物体

剖面的位置及编号应采用一组标有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的单边箭头表示(图2.8.3)。视图名

称或剖面、断面的代号均应标注在视图上方居中。剖面、断面的代号应成对的采用，并以一

根5～10mm长的细实线,将成对的代号分开。图名底部应绘制与图名等长的粗、细实线，两线

间距为净1～2mm。剖面、断面的代号宜采用英文字母或阿拉伯数字1、2、3………表示(图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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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4条 当采用阶梯剖切图形时，不应画剖切面转折处产生的交线，即在A—A剖面

中，O1—O线段不应画为实线(图2.8.4)。     

  

 

  第2.8.5条 在断面图上，可再进行剖切。被切图形可以认为仍是原完整图形，也可在两

个对应的断面图上相互切取(图2.8.5)。     

  

    

      第2.8.6条 在断面图内，可标注阴影线、材料图例。当仅表示断面而不表示材料时，

可采用与基本轴线成45°的细实线表示。在原图中，当已有图线与基本轴线倾斜45°时，可

将阴影线画为与基本轴线成30°或60°的阴影线(图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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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7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邻断面可画成不同倾斜方向或不同间隔的阴影线。在满

足图形表达清楚的情况下，断面也可不画阴影线。当图形断面较小时，可采用涂黑的断面表

示，涂黑的断面间应留有空隙(图2.8.7)。   

 

 

  第2.8.8条 视图的简略画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对称图形可采用绘制一半或1/4图形的方法表示。除总体布置图外，在图形的图名

前,应标注“1/2”或“1/4”字样。也可以对称中心线为界，一半画一般构造图，另一半画断

面图,也可分别画两个不同的1/2断面。在对称中心线的两端，可标注对称符号。对称符号应

由两条平行的细实线组成(图2.8.5)。 

  二、在总体布置图中，可将对称的一半图形画成剖切后的断面或剖面。此时，不宜再在

图名中标注“1/2”字样。 

  三、当图形较大时，可用折断线或波浪线勾出图形表示的范围(图2.8.8—1)。波浪线不

应超出图形外轮廓线。    

 

   四、当图形需折断简化表示时，折断线宜等长、成对地布置。两线间距宜为4～5mm。越

过省略部分的尺寸线不应折断,并标注实际尺寸(图2.8.8—2)。圆柱图形的折断简化表示可按

图2.8.5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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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9条 当土体或锥坡遮挡视线时，可将结构视图画成剖切土体或锥坡的断面图,使被

土体遮挡部分成为可见体以实线表示(图2.8.5)。 

 

  第2.8.10条 当用虚线表示被遮挡的复杂结构图线时，应仅绘制主要结构或离视图较近的

不可见图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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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九节 工程计量单位 

  第2.9.1条 工程计量单位必须按法定计量单位标注。在同一册图纸中，同一计量单位的

名称与符号应一致 

。 

  第2.9.2条 当有同一计量单位的一系列数值时，可在最末一个数字后面列出计量单位，

如：7.5、10.0、12.5、15.0、17.5、20.0m；17～23℃。、 

 

  第2.9.3条 当附有尺寸单位的数值相乘时，应按下列方式书写，如外形尺寸L×b×h ：
40m×20m×30 或40m×20m×30m。 

 

  第2.9.4条 当带有阿拉伯数字的计量单位在文字、表格或公式中出现时，必须采用符

号，如：重量为150t,不应写作重量为150吨或一百五十吨。当表中上下栏目的数值或文字相

同时，不得使用省略形式表示。工程数量或主要材料数量的计算均应根据四舍五入的原则处

理，其位数应按表2.9.4采用。  

数量的取用位数  表2.9.4  

  注：总表取用位数均采用整数位，但总表中的重量单位均以吨计。 

工程材料项目 单 位 
取用位数 

明细表 部分汇总表 

混凝土、砖石  小数后两位 小数后一位 

石方、土方  整数位 整数位 

钢筋长度 m 小数后两位 小数后一位 

钢筋重量 kg 小数后一位 整数位 

型钢、铁件等
重量 

kg 小数后一位 整数位 

预应力筋长度 m 小数后一位 整数位 

预应力筋重量 kg 小数后一位 整位数 

木 材  小数后两位 小数后一位 

模 板 ㎡ 小数后一位 整数位 

防水层 ㎡ 整数位 整数位 

勾缝面积 ㎡ 整数位 整数位 

石灰土、砂  整数位 整数位 

生石灰 t 小数后两位 小数后一位 

石油沥青 t 小数后两位 小数后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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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9.5条 图纸中的单位，标高以米计；里程以千米或公里计；百米桩以百米计；钢筋

直径及钢结构尺寸以毫米计，其余均以厘米计。当不按以上采用时，应在图纸中予以说明。  

  

  

页码，2/2第二章 一般规定

2004-12-14mk:@MSITStore:D:\规范\道路制图标准.chm::/02.9.htm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十节 图纸编排 

  

     第2.10.1条 工程图纸应按封面、扉页、目录、说明、材料总数量、工程位置平面图、

主体工程、次要工程等顺序排列。 

 

  第2.10.2条 扉页应绘制图框，各级负责人签署区应位于图幅上部或左部；参加项目的主

要成员签署区、设计单位等级、设计单位证书号,应位于图幅的下部或右部，排列应力求匀

称。 

 

  第2.10.3条 图纸目录应绘制图框，目录本身不应编入图号与页号。  

页码，1/1第二章 一般规定

2004-12-14mk:@MSITStore:D:\规范\道路制图标准.chm::/02.10.htm



第三章 道路制图 

 

  第一节 路线平面 

 

  第3.1.1条 平面图中常用的图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设计路线应采用加粗粗实线表示，比较线应采用加粗粗虚线表示； 

  二、道路中线应采用细点划线表示； 

  三、中央分隔带边缘线应采用细实线表示； 

  四、路基边缘线应采用粗实线表示； 

  五、导线、边坡线、护坡道边缘线、边沟线、切线、引出线、原有通路边线等，应采用

细实线表示； 

  六、用地界线应采用中粗点划线表示； 

  七、规划红线应采用粗双点划线表示。 

 

  第3.1.2条 里程桩号的标注应在道路中线上从路线起点至终点，按从小到大，从左到右

的顺序排列。公里桩宜标注在路线前进方向的左侧，用符号“○”表示；百米桩宜标注在路

线前进方向的右侧，用垂直于路线的短线表示。也可在路线的同一侧，均采用垂直于路线的

短线表示公里桩和百米桩。 

 

  第3.1.3条 平曲线特殊点如第一缓和曲线起点、圆曲线起点，圆曲线中点、第二缓和曲

线终点、第二缓和曲线起点、圆曲线终点的位置,宜在曲线内侧用引出线的形式表示，并应标

注点的名称和桩号。 

 

  第3.1.4条 在图纸的适当位置，应列表标注平曲线要素：交点编号、交点位置、圆曲线

半径、缓和曲线长度、切线长度、曲线总长度、外距等。高等级公路应列出导线点坐标表。 

   

  第3.1.5条 缩图(示意图)中的主要构造物可按图3.1.5标注。   

 

 

  第3.1.6条 图中的文字说明除“注”外，宜采用引出线的形式标注(图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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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龙论坛路桥工程 2004年度资料光盘 

1. 路桥资料精华篇：全年度论坛内发布的精华资料。 

2. 年度奉献篇：个人特别资料。 

3. 路桥软件篇：路桥施工、检测、造价等软件。 

4. 项目管理篇：路桥企业管理（建设、施工、监理企业适用） 

5. 更多详情，请登陆筑龙论坛路桥工程： 

http://bbs.sinoaec.com/forum/detail614426_1.html 

版权所有@拓普路桥 

联系我们：Topo67@126.com 

mailto:gcsion@126.com


………………………………………………………………………………………………………………… 
+事业是生命的源泉；创新是发展的开端，壮大是我们的号角，追求卓越是我们的跋涉的帆+ 
+拓普路桥工程网络咨询体系                                                      + 

………………………………………………………………………………………………………………… 

提 供 网 络 咨 询 内 容 

项      目 网 络 咨 询 类 别 

※工程投标※ 
A※整标段造价  
B※单独项目造价 
C※商务标评估  

※工程招标※ 
※甲级招标代理机构。可代理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公路工程、设备等项目招标代

理。 

※施工技术※ ※：公路与桥梁施工技术支持、测绘、竣工资料、竣工决算、竣工图纸等。 

 
 
 
 
 
 
 
 
 
 
 
 
 
 
 

网络编辑：凌志  信天游侠          
美术编辑：风中之缘         
E—Mail：gcsio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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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7条 图中原和管线应采用细实线表示，设计管线应采用粗实线表示，规划管线应

采用虚线表示。 

 

  第3.1.8条 边沟水流方向应采用单边箭头表示。 

 

  第3.1.9条 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胀缝应采用两条细实线表示；假缝应采用细虚线表示，其

余应采用细实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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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路制图 

 

  第一节 路线平面 

 

  第3.1.1条 平面图中常用的图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设计路线应采用加粗粗实线表示，比较线应采用加粗粗虚线表示； 

  二、道路中线应采用细点划线表示； 

  三、中央分隔带边缘线应采用细实线表示； 

  四、路基边缘线应采用粗实线表示； 

  五、导线、边坡线、护坡道边缘线、边沟线、切线、引出线、原有通路边线等，应采用

细实线表示； 

  六、用地界线应采用中粗点划线表示； 

  七、规划红线应采用粗双点划线表示。 

 

  第3.1.2条 里程桩号的标注应在道路中线上从路线起点至终点，按从小到大，从左到右

的顺序排列。公里桩宜标注在路线前进方向的左侧，用符号“○”表示；百米桩宜标注在路

线前进方向的右侧，用垂直于路线的短线表示。也可在路线的同一侧，均采用垂直于路线的

短线表示公里桩和百米桩。 

 

  第3.1.3条 平曲线特殊点如第一缓和曲线起点、圆曲线起点，圆曲线中点、第二缓和曲

线终点、第二缓和曲线起点、圆曲线终点的位置,宜在曲线内侧用引出线的形式表示，并应标

注点的名称和桩号。 

 

  第3.1.4条 在图纸的适当位置，应列表标注平曲线要素：交点编号、交点位置、圆曲线

半径、缓和曲线长度、切线长度、曲线总长度、外距等。高等级公路应列出导线点坐标表。 

   

  第3.1.5条 缩图(示意图)中的主要构造物可按图3.1.5标注。   

 

 

  第3.1.6条 图中的文字说明除“注”外，宜采用引出线的形式标注(图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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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1.7条 图中原和管线应采用细实线表示，设计管线应采用粗实线表示，规划管线应

采用虚线表示。 

 

  第3.1.8条 边沟水流方向应采用单边箭头表示。 

 

  第3.1.9条 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胀缝应采用两条细实线表示；假缝应采用细虚线表示，其

余应采用细实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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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路制图 

 第二节 路线纵断面  

 

  第3.2.1条 纵断面图的图样应布置在图幅上部。测设数据应采用表格形式布置在图幅下

部。高程标尺应布置在测设数据表的上方左侧(图3.2.1)。测设数据表宜按图3.2.1的顺序排

列.表格可根据不同设计阶段和不同道路等级的要求而增减.纵断面图中的距离与高程宜按不

同比例绘制。    

 

 

  第3.2.2条 道路设计线应采用粗实线表示；原地面线应采用细实线表示；地下水位线应

采用细双点划线及水位符号表示；地下水位测点可仅用水位符号表示(图3.2.2)。   

 

 

   第3.2.3条 当路线短链时，道路设计线应在相应桩号处断开，并按图3.2.3a标注。路线

局部改线而发生长链时，为利用已绘制的纵断面图，当高差较大时，宜按图3.2.3b标注；当

高差较小时，宜按图3.2.3c标注。长链较长而不能利用原纵断面图时，应另绘制长链部分的

纵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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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4条 当路线坡度发生变化时,变坡点应用直径为2mm中粗线圆圈表示；切线应采用

细虚线表示；竖曲线应采用粗实线表示。标注竖曲线的竖直细实线应对准变坡点所在桩号，

线左侧标注桩号；线右侧标注变坡点高程。水平细实线两端应对准竖曲线的始、终点。两端

的短竖直细实线在水平线之上为凹曲线;反之为凸曲线。竖曲线要素(半径R、切线长T、外矩

E)的数值均应标注在水平细实线上方(图3.2.4a)。竖曲线标注也可布置在测设数据表内，此

时，变坡点的位置应在坡度、距离栏内示出(图3.2.4b)。   

 

 

  第3.2.5条 道路沿线的构造物、交叉口，可在道路设计线的上方，用竖直引出线标注。

竖直引出线应对准构造物或交叉口中心位置。线左侧标注桩号，水平线上方标注构造物名

称、规格、交叉口名称(图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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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6条 水准点宜按图3.2.6标注。竖直引出线应对准水准点桩号，线左侧标注桩号,

水平线上方标注编号及高程；线下方标注水准点的位置。    

 

 

  第3.2.7条 盲沟和边沟底线应分别采用中粗虚线和中粗长虚线表示。变坡点、距离、坡

度宜按图3.2.7标注.变坡点用直径1—2mm的圆圈表示。    

 

 

  第3.2.8条 在纵断面图中可根据需要绘制地质柱状图，并示出岩土图例或代号。各地层

高程应与高程标尺对应。探坑应按宽为0.5cm、深为1∶100的比例绘制，在图样上标注高程及

土壤类别图例。钻孔可按宽0.2cm绘制，仅标注编号及深度，深度过长时可采用折断线示出。 

 

  第3.2.9条 纵断面图中，给排水管涵应标注规格及管内底的高程。地下管线横断面应采

用相应图例。无图例时可自拟图例，并应在图纸中说明。 

 

  第3.2.10条 在测设数据表中，设计高程、地面高程、填高、挖深的数值应对准其桩号，

单位以米计。“K”，其余桩号的公里数可省略(图3.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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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2条 在测设数据表中的平曲线栏中，道路左、右转弯应分别用凹、凸折线表示。当

不设缓和曲线段时，按图3.2.12a标注；当设缓和曲线段时，按图3.2.12b标注。在曲线的一

侧标注交点编号、桩号、偏角、半径、曲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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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路制图  

第三节 路线横断面 

  

 

  第3.3.1条 路面线、路肩线、边坡线、护坡线均应采用粗实线表示；路面厚度应采用中

粗实线表示；原有地面线应采用细实线表示，设计或原有道路中线应采用细点划线表示(图

3.3.1)。    

 

 

  第3.3.2条 当道路分期修建、改建时，应在同一张图纸中示出规划、设计、原有道路横

断面，并注明各道路中线之间的位置关系。规划道路中线应采用细双点划线表示。规划红线

应采用粗双点划线表示。在设计横断面图上，应注明路侧方向(图3.3.2)。   

 

 

  第3.3.3条 横断面图中，管涵、管线的高程应根据设计要求标注。管涵、管线横断面应

采用相应图例(图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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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4条 道路的超高、加宽应在横断面图中示出(图3.3.4)。   

 

 

  第3.3.5条 用于施工放样及土方计算的横断面图应在图样下方标注桩号。图样右侧应标

注填高、挖深、填方、挖方的面积，并采用中粗点划线示出征地界线(图3.3.5)。   

 

   

    第3.3.6条 当防护工程设施标注材料名称时，可不画材料图例，其断面阴影线可省略(图

3.3.6)。   

 

 

  第3.3.7条 路面结构图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路面结构类型单一时，可在横断面图上，用竖直引出线标注材料层次及厚度(图

3.3.7a)。 

  二、当路面结构类型较多时，可按各路段不同的结构类型分别绘制，并标注材料图例(或

名称)及厚度(图3.3.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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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3.8条 在路拱曲线大样图的垂直和水平方向上，应按不同比例绘制(图3.3.8)。   

 

 

  第3.3.9条 当采用徒手绘制实物外形时，其轮廓应与实物外形相近。当采用计算机绘制

此类实物时，可用数条间距相等的细实线组成与实物外形相近的图样(图3.3.9)。    

 

 

  第3.3.10条 在同一张图纸上的路基横断面，应按桩号的顺序排列，并从图纸的左下方开

始，先由下向上，再由左向右排列(图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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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道路制图 

第四节 道路的平交与立交  

 

  第3.4.1条 交叉口竖向设计高程的标注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较简单的交叉口可仅标注控制点的高程、排水方向及其坡度(图3.4.1a)；排水方向

可采用单边箭头表示。   

 

  二、用等高线表示的平交路口，等高线宜用细实线表示，并每隔四条细实线绘制一条中

粗实线(图3.4.1b)。 

  三、用网格高程表示的平交路口，其高程数值宜标注在网格交点的右上方，并加括号。

若高程整数值相同时,可省略。小数点前可不加“0”定位。高程整数值应在图中说明。网格

应采用平行于设计道路中线的细实线绘制(图3.4.1c)。 

 

  第3.4.2条 当交叉口改建(新旧道路衔接)及旧路面加铺新路面材料时，可采用图例表示

不同贴补厚度及不同路面结构的范围(图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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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3条 水泥混凝土路面的设计高程数值应标注在板角处，并加注括号。在同一张图

纸中，当设计高程的整数部分相同时，可省略整数部分，但应在图中说明(图3.4.3)。   

 

 

  第3.4.4条 在立交工程纵断面图中，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道路设计线均应采用粗实线绘

制，其测设数据可在测设数据表中分别列出。 

 

  第3.4.5条 在立交工程纵断面图中，上层构造物宜采用图例表示，并示出其底部高程，

图例的长度为上层构造物底部全宽(图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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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6条 在互通式立交工程线形布置图中，匝道的设计线应采用粗实线表示,干道的道

路中线应采用细点划线表示(图3.4.6)。图中的交点、圆曲线半径、控制点位置、平曲线要素

及匝道长度均应列表示出。    

 

 

  第3.4.7条 在互通式立交工程纵断面图中，匝道端部的位置、桩号应采用竖直引出线标

注，并在图中适当位置用中粗实线绘制线形示意图和标注各段的代号(图3.4.7)。   

 

 

  第3.4.8条 在简单立交工程纵断面图中，应标注低位道路的设计高程，其所在桩号用引

出线标注。当构造物中心与道路变坡点在同一桩号时，构造物应采用引出线标注(图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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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4.9条 在立交工程交通量示意图中，交通量的流向应采用涂黑的箭头表示。图3.4.9

立交工程交通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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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桥涵、隧道等结构制图 

 

  第一节 砖石、混凝土结构 

  

 

  第4.1.1条 砖石、混凝土结构图中的材料标注，可在图形中适当位置，用图例表示(图

4.1.1)。当材料图例不便绘制时,可采用引出线标注材料名称及配合比。    

 

 

  第4.1.2条 边坡和锥坡的长短线引出端，应为边坡和锥坡的高端。坡度用比例标注，其

标注应符合本标准第2.7.5条规定(图4.1.2)。   

 

 

  第4.1.3条 当绘制构造物的曲面时，可采用疏密不等的影线表示(图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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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桥涵、隧道等结构制图 

 

  第一节 砖石、混凝土结构 

  

 

  第4.1.1条 砖石、混凝土结构图中的材料标注，可在图形中适当位置，用图例表示(图

4.1.1)。当材料图例不便绘制时,可采用引出线标注材料名称及配合比。    

 

 

  第4.1.2条 边坡和锥坡的长短线引出端，应为边坡和锥坡的高端。坡度用比例标注，其

标注应符合本标准第2.7.5条规定(图4.1.2)。   

 

 

  第4.1.3条 当绘制构造物的曲面时，可采用疏密不等的影线表示(图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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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桥涵、隧道等结构制图 

  

第二节 钢筋混凝土结构 

 

  第4.2.1条 钢筋构造图应置于一般构造之后。当结构外形简单时，二者可绘于同一视图

中。 

 

  第4.2.2条 在一般构造图中，外轮廓线应以粗实线表示，钢筋构造图中的轮廓线应以细

实线表示。钢筋应以粗实线的单线条或实心黑圆点表示。 

 

  第4.2.3条 在钢筋构造图中，各种钢筋应标注数量、直径、长度、间距、编号，其编号

应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当钢筋编号时，宜先编主、次部位的主筋，后编主、次部位的构造

筋。编号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编号宜标注在引出线右侧的圆圈内，圆圈的直径为4～8mm(图4.2.3a)。 

  二、编号可标注在与钢筋断面图对应的方格内(图4.2.3b)。 

  三、可将冠以N字的编号，标注在钢筋的侧面，根数应标注在N字之前(图4.2.3c)。    

 

  

    第4.2.4条 钢筋大样应布置在钢筋构造图的同一张图纸上。钢筋大样的编号宜按图4.2.3

标注。当钢筋加工形状简单时,也可将钢筋大样绘制在钢筋明细表内。 

 

  第4.2.5条 钢筋末端的标准弯钩可分为90°、135°、180°三种(图4.2.5)。当采用标准

弯钩时(标准弯钩即最小弯钩),钢筋直段长的标注可直接注于钢筋的侧面(图4.2.3)。弯钩的

增长值可按附录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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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龙论坛路桥工程 2004年度资料光盘 

1. 路桥资料精华篇：全年度论坛内发布的精华资料。 

2. 年度奉献篇：个人特别资料。 

3. 路桥软件篇：路桥施工、检测、造价等软件。 

4. 项目管理篇：路桥企业管理（建设、施工、监理企业适用） 

5. 更多详情，请登陆筑龙论坛路桥工程： 

http://bbs.sinoaec.com/forum/detail614426_1.html 

版权所有@拓普路桥 

联系我们：Topo67@126.com 

mailto:gcsion@126.com


………………………………………………………………………………………………………………… 
+事业是生命的源泉；创新是发展的开端，壮大是我们的号角，追求卓越是我们的跋涉的帆+ 
+拓普路桥工程网络咨询体系                                                      + 

………………………………………………………………………………………………………………… 

提 供 网 络 咨 询 内 容 

项      目 网 络 咨 询 类 别 

※工程投标※ 
A※整标段造价  
B※单独项目造价 
C※商务标评估  

※工程招标※ 
※甲级招标代理机构。可代理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公路工程、设备等项目招标代

理。 

※施工技术※ ※：公路与桥梁施工技术支持、测绘、竣工资料、竣工决算、竣工图纸等。 

 
 
 
 
 
 
 
 
 
 
 
 
 
 
 

网络编辑：凌志  信天游侠          
美术编辑：风中之缘         
E—Mail：gcsio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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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6条 当钢筋直径大于10mm时，应修正钢筋的弯折长度。45°、90°的弯折修正值

可按附录二采用。除标准弯折外，其它角度的弯折应在图中画出大样，并示出切线与圆弧的

差值。 

 

  第4.2.7条 焊接的钢筋骨架可按图4.2.7标注。    

 

 

  第4.2.8条 箍筋大样可不绘出弯钩(图4.2.8a)。当为扭转或抗震箍筋时，应在大样图的

右上角，增绘两条倾斜45°的斜短线(图4.2.8b)。   

 

 

  第4.2.9条 在钢筋构造图中，当有指向阅图者弯折的钢筋时，应采用黑圆点表示；当有

背向阅图者弯折的钢筋时，应采用“×”表示(图4.2.9)。   

 

 

  第4.2.10条 当钢筋的规格、形状、间距完全相同时，可仅用两根钢筋表示，但应将钢筋

的布置范围及钢筋的数量、直径、间距示出(图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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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码，3/3第四章 桥涵、隧道等结构制图

2004-12-14mk:@MSITStore:D:\规范\道路制图标准.chm::/04.2.htm



第四章 桥涵、隧道等结构制图 

  

第三节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 

 

  第4.3.1条 预应力钢筋应采用粗实线或2mm直径以上的黑圆点表示.图形轮廓线应采用细

实线表示。当预应力钢筋与普通钢筋在同一视图中出现时，普通钢筋应采用中粗实线表示。

一般构造图中的图形轮廓线应采用中粗实线表示。 

 

  第4.3.2条 在预应力钢筋布置图中，应标注预应力钢筋的数量、型号、长度、间距、编

号。编号应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编号格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在横断面图中，宜将编号标注在与预应力钢筋断面对应的方格内(图4.3.2a)。 

  二、在横断面图中，当标注位置足够时，可将编号标注在直径为4～8mm的圆圈内(图

4.3.2b)。 

  三、在纵断面图中，当结构简单时，可将冠以N字的编号标注在预应力钢筋的上方。当预

应力钢筋的根数大于1时,也可将数量标注在N字之前；当结构复杂时，可自拟代号，但应在图

中说明。   

 

 

  第4.3.3条 在预应力钢筋的纵断面图中，可采用表格的形式，以每隔0.5～1m的间距，标

出纵、横、竖三维坐标值。 

 

  第4.3.4条 预应力钢筋在图中的几种表示方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预应力钢筋的管道断面：○ 

   二、预应力钢筋的锚固断面：  

   三、预应力钢筋断面：  
   四、预应力钢筋的锚固侧面：   

   五、预应力钢筋连接器的侧面：  

    预应力钢筋连接器断面：  

 

  第4.3.5条 对弯起的预应力钢筋应列表或直接在预应力钢筋大样图中,标出弯起角度、弯

曲半径切点的坐标(包括纵弯或既纵弯又平弯的钢筋)及预留的张拉长度(图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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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桥涵、隧道等结构制图 

  

第四节 钢结构 

 

  第4.4.1条 钢结构视图的轮廓线应采用粗实线绘制，螺栓孔的孔线等应采用细实线绘

制。 

 

  第4.4.2条 常用的钢材代号规格的标注应符合表4.4.2的规定。  

常用型钢的代号规格标注   表4.4.2  

                            注：当采用薄壁型钢时，应在代号前标注“B”。 

 

  第4.4.3条 型钢各部位的名称应按图4.4.3规定采用。    

名 称 代号规格 

钢板、扁
钢 

宽×厚×长 

角钢 长边×短边×边厚×长 

槽钢 高×翼缘宽×腹板厚×长 

工字钢 高×翼缘宽×腹板厚×长 

方钢 边宽×长 

圆钢 直径×长 

钢管 外径×壁厚×长 

卷边角钢 边长×边长×卷边长×边厚×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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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4条 螺栓与螺栓孔代号的表示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已就位的普通螺栓代号：● 

  二、高强螺栓、普通螺栓的孔位代号： 或  

 三、已就位的高强螺栓代号：  

  四、已就位的销孔代号：◎ 

  五、工地钻孔的代号：或 

  六、当螺栓种类繁多或在同一册图中与预应力钢筋的表示重复时，可自拟代号，但应在

图纸中说明。 

 

  第4.4.5条 螺栓、螺母、垫圈在图中的标注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螺栓采用代号和外直径乘长度标注，如：M10×100； 

  二、螺母采用代号和直径标注，如：M10； 

  三、垫圈采用汉字名称和直径标注，如：垫圈10。  

 

  第4.4.6条 焊缝的标注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有关焊缝的规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焊缝可采用标注法和图示法表示，绘图时可选其中一种或两种。 

  二、标注法的焊缝应采用引出线的形式将焊缝符号标注在引出线的水平线上，还可在水

平线末端加绘作说明用的尾部(图4.4.6－1)。    

 

     三、一般不需标注焊缝尺寸，当需要标注时，应按现行的国家标准《焊缝符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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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规定标注。  

  四、标注法采用的焊缝符号应按现行国家标准的规定采用。常用的焊缝符号应符合表

4.4.6的规定。  

常用焊缝符号  表4.4.6  

 

   五、图示法的焊缝应采用细实线绘制，线段长1～2mm，间距为1mm(图4.4.6－2)。   

 

 

  第4.4.7条 当组合断面的构件间相互密贴时，应采用双线条绘制。当构件组合断面过小

时，可用单线条的加粗实线绘制(图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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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8条 构件的编号应采用阿拉伯数字标注(图4.4.8)。    

 

 

  第4.4.9条 表面粗糙度常用的代号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 ”表示采用“不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的表面，例如：  

  铸、锻、冲压变形、热轧、冷轧、粉末冶金等，或用于保特原供应状况的表面。  

  二、“Ra”表示表面粗糙度的高度参数轮廓算术平均偏差值，单位为微米(μm)。    

  三、“ ”表示采用何方法法获得的表面。  
  四、“ ”表示采用“去除材料”的方法获得的表面，如：进行车、铣、钻、磨、剪
切、抛光等加工获得。  

  五、粗糙度符号的尺寸，应按图4.4.9标注。H等于1.4倍字体高。   

 

 

  第4.4.10条 线性尺寸与角度公差的标注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当采用代号标注尺寸公差时，其代号应标注在尺寸数字的右边(图4.4.10a)。 

  二、当采用极限偏差标注尺寸公差时，上偏差应标注在尺寸数字的右上方；下偏差应标

注在尺寸数字的右下方，上、下偏差的数字位数必须对齐(图4.4.10b)。 

  三、当同时标注公差代号及极限偏差时，则应将后者加注圆括号(图4.4.10c)。  

  四、当上、下偏差相同时，偏差数值应仅标注一次，但应在偏差值前加注正、负符号，

且偏差值的数字与尺寸数字字高相同。 

  五、角度公差的标注同线性尺寸公差(图4.4.1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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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交通工程 

 

第一节 交通标线 

  

  第5.1.1条 交通标线应采用线宽为1～2mm的虚线或实线表示。 

 

  第5.1.2条 车行道中心线的绘制应符合下列规定,其中l值可按制图比例取用。中心虚线

应采用粗虚线绘制；中心单实线应采用粗实线绘制；中心双实线应采用两条平行的粗实线绘

制，两线间净距为1.5～2mm；中心虚、实线应采用一条粗实线和一条粗虚线绘制，两线间净

距为1.5～2mm(图5.1.2)。   

 

 

  第5.1.3条 车行道分界线应采用粗虚线表示(图5.1.3)：   

 

 

  第5.1.4条 车行道边缘线应采用粗实线表示。 

 

  第5.1.5条 停止线应起于车行道中心线，止于路缘石边线(图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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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6条 人行横道线应采用数条间隔1～2mm的平行细实线表示(图5.1.5)。 

 

  第5.1.7条 减速让行线应采用两条粗虚线表示。粗虚线间净距宜采用1.5～2mm(图

5.1.7)。   

 

 

  第5.1.8条 导流线应采用斑马线绘制。斑马线的线宽及间距宜采用2～4mm。斑马线的图

案，可采用平行式或折线式(图5.1.8)。    

 

 

  第5.1.9条 停车位标线应由中线与边线组成。中线采用一条粗虚线表示，边线采用两条

粗虚线表示。中、边线倾斜的角度α值可按设计需要采用(图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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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10条 出口标线应采用指向匝道的黑粗双边箭头表示(图5.1.10a)。入口标线应采

用指向主干道的黑粗双边箭头表示(图5.1.10b).斑马线拐角尖的方向应与双边箭头的方向相

反。   

 

 

  第5.1.11条 港式停靠站标线应由数条斑马线组成(图5.1.11)。   

 

 

  第5.1.12条 车流向标线应采用黑粗双边箭头表示(图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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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交通工程 

 

第一节 交通标线 

  

  第5.1.1条 交通标线应采用线宽为1～2mm的虚线或实线表示。 

 

  第5.1.2条 车行道中心线的绘制应符合下列规定,其中l值可按制图比例取用。中心虚线

应采用粗虚线绘制；中心单实线应采用粗实线绘制；中心双实线应采用两条平行的粗实线绘

制，两线间净距为1.5～2mm；中心虚、实线应采用一条粗实线和一条粗虚线绘制，两线间净

距为1.5～2mm(图5.1.2)。   

 

 

  第5.1.3条 车行道分界线应采用粗虚线表示(图5.1.3)：   

 

 

  第5.1.4条 车行道边缘线应采用粗实线表示。 

 

  第5.1.5条 停止线应起于车行道中心线，止于路缘石边线(图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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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6条 人行横道线应采用数条间隔1～2mm的平行细实线表示(图5.1.5)。 

 

  第5.1.7条 减速让行线应采用两条粗虚线表示。粗虚线间净距宜采用1.5～2mm(图

5.1.7)。   

 

 

  第5.1.8条 导流线应采用斑马线绘制。斑马线的线宽及间距宜采用2～4mm。斑马线的图

案，可采用平行式或折线式(图5.1.8)。    

 

 

  第5.1.9条 停车位标线应由中线与边线组成。中线采用一条粗虚线表示，边线采用两条

粗虚线表示。中、边线倾斜的角度α值可按设计需要采用(图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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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10条 出口标线应采用指向匝道的黑粗双边箭头表示(图5.1.10a)。入口标线应采

用指向主干道的黑粗双边箭头表示(图5.1.10b).斑马线拐角尖的方向应与双边箭头的方向相

反。   

 

 

  第5.1.11条 港式停靠站标线应由数条斑马线组成(图5.1.11)。   

 

 

  第5.1.12条 车流向标线应采用黑粗双边箭头表示(图5.1.12)。   

页码，3/4第五章 交通工程

2004-12-14mk:@MSITStore:D:\规范\道路制图标准.chm::/05.1.htm



 

 

页码，4/4第五章 交通工程

2004-12-14mk:@MSITStore:D:\规范\道路制图标准.chm::/05.1.htm



第五章 交通工程 

  

第二节 交通标志 

  

 

   第5.2.1条 交通岛应采用实线绘制。转角处应采用斑马线表示(图5.2.1)。   

 

 

  第5.2.2条 在路线或交叉口平面图中应示出交通标志的位置。标志宜采用细实线绘制。

标志的图号、图名，应采用现行的国家标准《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规定的图号、图名。标

志的尺寸及画法应符合表5.2.2的规定。 

标志示意图的形式及尺寸  表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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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3条 标志的支撑图式应采用粗实线绘制。支撑的画法应符合表5.2.3的规定。 

标志的支撑图式  表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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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道路工程常用图例  

  第6.0.1条 道路工程常用图例应符合表6.0.1的规定，使用时，图例线应间隔均匀，疏密

适度，对未编制的图例，可自行拟定,但自行拟定的图例不得与本标准所列图例重复，并应在

图纸适当位置画出该图例加以说明。  

道路工程常用图例   表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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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0.1 

   

 

续表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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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道路工程常用图例 

续表6.0.1 

 

 续表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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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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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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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加 说 明  

 

本规范主编单位、参加单位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 

参加单位：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马进、林贵昌、万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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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钢筋弯钩的增长表  

  

                                                                                                                                 
钢筋弯钩的增长    附表1.1                                          

钢筋直
径(櫇
櫐櫐)
  

弯钩增长值(cm) 
理论 

重量(kg/m) 

螺纹 
钢筋外径 
(mm) 

光圆钢筋 螺纹钢筋 

90° 135° 180° 90° 

10 3.5 4.9 6.3 4.2 0.617 11.3 

12 4.2 5.8 7.5 5.1 0.888 13.0 

14 4.9 6.8 8.8 5.9 1.210 15.5 

16 5.6 .8 10.0 6.7 1.580 17.5 

18 6.3 8.8 11.3 7.6 2.000 20.0 

20 7.0 9.7 12.5 8.4 2.470 22.0 

22 7.7 10.7 13.8 9.3 2.980 24.0 

25 8.8 12.2 15.6 10.5 3.850 27.0 

28 9.8 13.6 17.5 11.8 4.830 30.0 

32 11.2 15.6 20.0 13.5 6.310 34.5 

36 12.6 17.5 22.5 15.2 7.990 39.5 

40 14.0 19.5 25.0 16.8 9.870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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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钢筋的标准弯折修正表  

 
 

 钢筋的标准弯折修正值(cm)   附表2.1  

 

 
                       注：钢筋的标准弯折示意图如附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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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本标准用词说明   

 

一、对执行条文严格程度的用词采用以下写法：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  

  反面词采用“不宜”。  

二、条文中按指定的其它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

合……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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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龙论坛路桥工程 2004年度资料光盘 

1. 路桥资料精华篇：全年度论坛内发布的精华资料。 

2. 年度奉献篇：个人特别资料。 

3. 路桥软件篇：路桥施工、检测、造价等软件。 

4. 项目管理篇：路桥企业管理（建设、施工、监理企业适用） 

5. 更多详情，请登陆筑龙论坛路桥工程： 

http://bbs.sinoaec.com/forum/detail614426_1.html 

版权所有@拓普路桥 

联系我们：Topo67@126.com 

mailto:gcsion@126.com


………………………………………………………………………………………………………………… 
+事业是生命的源泉；创新是发展的开端，壮大是我们的号角，追求卓越是我们的跋涉的帆+ 
+拓普路桥工程网络咨询体系                                                      + 

………………………………………………………………………………………………………………… 

提 供 网 络 咨 询 内 容 

项      目 网 络 咨 询 类 别 

※工程投标※ 
A※整标段造价  
B※单独项目造价 
C※商务标评估  

※工程招标※ 
※甲级招标代理机构。可代理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公路工程、设备等项目招标代

理。 

※施工技术※ ※：公路与桥梁施工技术支持、测绘、竣工资料、竣工决算、竣工图纸等。 

 
 
 
 
 
 
 
 
 
 
 
 
 
 
 

网络编辑：凌志  信天游侠          
美术编辑：风中之缘         
E—Mail：gcsion@126.com

 

mailto:gcsion@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