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典型案例 

 
一、综合类 

（一）甘肃省国道 212 线、省道 306 线公路安全生命防

护工程（推荐单位：甘肃省交通运输厅）。 

 

长下坡路段设置交互式热成像货车制动预警系统 

 

1.项目概况。 

甘肃省国道 212 线、省道 306 线途经甘肃省 7 市（州）

15 县，涵盖了西北高原、山地和丘陵区典型地形地貌特征。

国道 212 线全长 684.5 公里，为二级公路；省道 306 线全长

426 公里，由二级和三级公路组成。实施前，临水临崖、急

弯陡坡、长下坡等路段存在防护短板；部分平面交叉口行车

秩序不规范，交通冲突较为突出；穿村镇、学校等路段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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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非机动车和行人交织，交通通行环境复杂；途经多个自

然保护区和风景旅游区，交通量大，提高安全保障水平的需

求十分迫切。地方经济基础薄弱，现有设施安全保障能力不

足，部分路段面临较高安全风险。 

 

弯道路段设置 SB级波形梁护栏 

 

2.实施方案。 

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实用”的原则，基于不同路段

交通特征、既有设施条件和面临的安全风险，进一步完善了

交通标志、标线和护栏等交通安全设施： 

①充分考虑既有防护设施再利用，通过采取补强、完善、

替换等措施，提升了路侧危险路段的防护水平； 

②通过视线诱导、速度控制、增强路面摩擦系数等措施，

提高了急弯陡坡路段的交通安全保障能力； 

③通过明确路权、交通渠化、环岛等处置技术，降低了

平交口的交通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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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村镇、学校路段设置标志、标线等设施，开展路容路

貌综合治理，加强管理监控，加强了对行人出行安全的保障。 

⑤在完善交通安全设施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应用新技

术、新设施，在货车制动失效多发的连续长陡下坡路段设置

货车制动安全预警系统，实现货车制动器温度的不停车实时

监测与反馈，增强了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的实施效果。 

 

急弯路段间隔设置彩色防滑标线和横向振动标线 

 

3.工作成效。 

实施效果：项目实施后的风险评估结果显示，Ⅳ级、Ⅴ

级高风险路段基本消除，交通事故风险指标大幅下降，其中

G212 线降低 56%、省道 306 线降低 59%。交通通行环境明显

改善，公路的服务内涵进一步拓展，行业工作理念得到提升，

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得到了沿线群众的好评。满意度调

查结果表明，92%以上受访者认为公路环境更加美观，85%

以上受访者认为行车安全感增强，80%以上认为安全保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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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提升，95%以上对实施效果非常满意或满意。 

示范效应：依托示范项目建设，协同公安、安监等部门

的多方合力，甘肃省形成了适合本地自然、经济条件和交通

特征的公路安防技术手段，组织编制了《甘肃省公路安全生

命防护工程实施技术指南（试行）》，形成了管理、技术、组

织保障体系和省市县三级联动建设机制，提升了实施技术水

平，为后续实施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河北省 G101 线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推荐单位：

河北省交通运输厅）。 

 

长陡下坡安全隐患综合治理 

 

1.项目概况。 

国道 G101 线河北段全线为一级/二级公路，全长 117 公

里，涵盖了越岭路、平原微丘路、单个或连续急弯路、积雪

冰冻区、村庄、乡镇、城区路、风景名胜区路等多种地形地

貌和区域。经排查评估，国道 G101 线存在 6 个方面的安全

风险，一是过村镇路段的无序交通；二是长大纵坡的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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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三是各类平交道口的交叉点；四是服务设施不满足出

行需求；五是部分交通安全设施设置不规范；六是局部路段

安全运营存在隐患。 

2.实施方案。 

山区长大纵坡综合治理，采用将平交道口改为立体交

叉；设置停车区或观景台；设齐各类交通标志；设置避险车

道；拆除路侧原示警墩，改为缆索护栏以及积雪冰冻路段防

滑治理等方法开展改造工程。 

平交道口综合整治方面，采用增加转弯专用车道、增加

视距和信号灯控制；改造交叉类型，合理设置标志标线，降

低风险；高速公路、旅游景区平面交叉渠化改造以及主线与

乡村道相交处施划停车让行或减速让行标线等手段。 

 

太阳能全天候监控装置 

3.工作成效。 

实施效果：工程通过增设防护设施，有效地减小了事故

损失，降低了事故死亡率。对比实施前后的公路风险等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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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增设防护设施后，高风险路段比例大幅度下降，公

路安全风险得到了有效控制。据评估，实施后 G101 的公路

风险统计，Ⅳ、V 级路段安全隐患全部消除，公路风险降低

为 I 至 III 级。 

示范效应：2016 年，河北省作为交通运输部公路安全生

命防护工程示范省，通过实施公路安全生命防护示范工程，

建立了一套整体性强、系统完善、监管有力的公路安全生命

防护工程体系，及时预防公路安全事故的发生，形成了具有

冀北山区地域特色的公路安全生命防护技术手段和措施。河

北省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示范项目的主要做法，总结为“三

个结合、三个创新”。 

“三个结合”包括：安全设施与交通秩序管理结合；公路

安全与养护机制改革结合；公路安全与美丽乡村规划结合。 

“三个创新”包括：理念创新，提出了“因地制宜、系统完

善、注重预防、安全有效、成本合理、服务群众”的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实施理念；工艺创新，使用经济型 SMA（ESMA）

路面。在省道承赤线路面大修中，上面层全部采用经济型

SMA 路面结构；材料创新，利用玻璃纤维纱、玻璃纤维纺织

物、缠绕树脂、石英砂等作为主要材料，使用玻璃钢标志、

融雪防冰剂（KTL）等新型材料。 

（三）山东二级公路设置“2+1”改造工程（推荐单位：山

东省交通运输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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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的山东省二级公路 

1.项目概况。 

早期，山东省修建了一批宽度 16 米的二级路，由于不

同车型之间动力性能差异较大，超车需求强烈，因此容易出

现逆向借道超车，或是硬路肩违规超车等严重安全隐患。山

东省对部分二级路采取优化横断面布置，改造设置“2+1 车

道”，间隔提供超车车道等方法，用以解决二级公路速度差大

的超车需求问题。 

2.实施方案。 

山东省选择 S210 烟凤线战场泊至 S306 海莱线段等二级

公路作为安防工程创新实验路段，通过偏移道路中线，压缩

部分硬路肩宽度，设置超车道，并在超车道前后设置行车道

渐变段，施划中心双黄线，设置凸起路标，同时在 1000 米、

500 米、200 米处，同步配套增设车道数增加和减少的指示

标志，规范超车行为。 

创新设置了形象的图形化警告标志和建议速度标志，做

到路况提前预告、速度有效控制，实现积极引导，缩短了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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驶员的判断反应时间，提升了主动安全。增加标志警示效果，

将急弯路段的线型诱导标从蓝底白图案更换为黄底黑图案；

利用中央分隔带的宽度，设置安全岛，把道路左右两个半幅

的人行横道错位设置。 

3.工作成效。 

山东省通过在二级公路设置“2+1”车道，将传统控制、管

理需求的方法上升为引导需求的技术手段，既可减少违规超

车的不安全行为，又提高了通行效率，实现了安全指数和通

行效率双提升，充分解决了车辆驾驶员超车难的问题。另一

方面，图形化警告标志实现了从管理要求到使用需求的转

变；从静态速度管理到动态的速度告知的转变；从被动防控

到主动引导的转变。 

二、组织实施类 

（四）新疆 G217 线独库段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推荐

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1.项目概况。 

“G217 线 K920+000--K955+000 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项目设计路段总长度 35 公里，该路段横跨天山山脉，为山

岭重丘区，海拔高度 2400-3206 米，设计为山区二级公路。

该路段标志有局部欠缺、不规范等情况存在；部分路段路侧

防护等级不足，部分路段路面标线存在模糊不清、开裂、脱

落，标线失去引导交通流功能等缺陷。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

道路技术状况、车辆行驶的情况和交通管理现状，该路段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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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故时有发生。另受气候及山区地质条件影响，部分路段

山体表面风化较严重，塌方、碎落等公路灾害时有发生，严

重影响了行车安全。 

2.实施方案。 

该项目选择以现场勘测和排查结果为基础，针对主要风

险因素，合理采取技术措施，针对性处治。 

完善隧道交通安全设施。针对隧道内保温层压缩了隧道

的建筑限界的情况，在信息提醒标志板面中增设限宽标志；

针对隧道出入口段均为急弯，且隧道内为长直线的情况，在

隧道出入口翼墙增设隧道出口急弯告示标志、太阳能诱导

标；同时增设隧道标线、照明设备以及反光环等。 

 

完善沿线标线，重新施划行车道边缘线、减速震动标线

以及行车道中心标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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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路侧防护设施，于涵洞两侧增设二（B）级波形梁

护栏，合适位置采用外展型波形梁护栏。同时，采用混凝土

修复，利用原有护坡基础；于路基沉陷段新建下挡墙防护以

及扶壁式挡墙，用于抵御自然灾害。 

3.工作成效。 

实施效果：G217 线 K920+000--K955+000 段沿线安防工

程的实施，充分考虑国道 G217 线（独库公路）旅游公路的

特殊性，在不破坏原有生态环境的情况安装安防设施，既提

升了隧道段行车环境的安全性，极大的改善了道路交通环

境，有效的减少了安全事故的发生，提升了国道 G217 线旅

游公路行车安全。 

示范效应：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应用了太阳能诱导标、

隧道反光环等新技术新工艺。太阳能诱导标能够全天候满足

各种道路使用者的信息视认需求，弥补了传统反光标识雨雾

天、逆光下的诸多缺陷，有效避免驾驶员因视线不清导致的

各类交通安全隐患，能够有效降低交通安全事故。隧道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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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的安装与使用清晰了隧道的轮廓，既醒目又漂亮，有效改

善了行车诱导效果，充分提升了行车安全度和美观度；同时

降低了隧道照明耗电量及运营成本，更为环保。这些新技术

新工艺的应用，对今后安防工程实施起到了参考与借鉴作

用。 

（五）云南大理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推

荐单位：云南省交通运输厅）。 

 

多方式警告警示标志 

1.项目概况。 

云南地处高原山区，普通道路多为越岭、沿河线，客观

上坡陡弯急长下坡，临崖临水普遍。受历史原因和资金条件

限制，平纵技术指标弯道超高和加宽、视距、路面抗滑性能

等多项指标不同程度地存在缺陷。同时随着交通流量日益增

长，超速超限情况严重，普通公路混合交通，平交道口多，

公路集市化、路域环境差等客观不足，给公路安全服务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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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压力。 

对关巍二级公路 K0～K21 越岭段、跃龙二级公路

K30+050～K30+200 处、大丽二级公路山区路段、G214 线

K2401+153～K2432+353 线、老 214 国道南涧县境内无量山段

等重点路段实施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 

 

陡坡急弯两侧拼宽并铺筑 SMA 抗滑面层 

 

2.实施方案。 

改造工程中，针对路面抗滑和超高横坡缺陷，调整横坡

并加铺 SMA 抗滑路面；针对急陡过村镇路段提升防护等级，

增设钢筋混凝土护栏和波形钢护栏；同时，争取了地方政府

的支持，为确保路基行车宽度不被侵占，路肩外少量征用土

地，将路侧防护设置在公路限界处；结冰路段加铺 SMA 抗滑

路面和施划振荡标线；增设振荡标线、凸起式分道标线；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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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标志牌。为提升宽容性能，将两侧边沟加盖承重盖板；以

警示角度加设振动标线和诱导标牌、完善了部分警示标志

牌。为降低部分路段横向干扰、违规跨越车道、减少交通事

故的发生，采用波型钢护栏将原双实线警示分离提升为中央

物理隔离并辅以设置警示标志、爆闪灯、振荡标线、中内分

道体等措施。在设计安全性评价中提示交警部门有责任实行

限速，并加强交通秩序的管制。 

3.工作成效。 

通过充分收集、评估所辖公路的安全隐患，建立相应的

数据库。综合考虑人、车、路、环境各项因素，针对问题多

指标综合考虑提高公路安防水平措施，分析主要因素和次要

因素，形成了重点突出、统筹兼顾的处置方案。通过交通运

输主管部门积极主动牵头，联动当地交警、安监、政府等部

门，合力推进工作质量和效率。通过开展事后评价工作，充

分总结经验、交流做法、深入应用、及时纠偏，不断进步，

逐步形成有规则、有质量、重效率的工作程序。工程实施后，

运行一段时间回访交管部门，无重大事故发生，评价效果较

好。 

（六）湖北神农架林区 S472 盘徐线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

程（推荐单位：湖北省交通运输厅）。 

1.项目概况。 

S472 盘徐线位于神农架林区，为山岭重丘区二级公路，

神农架林区 5 条省道之一，是连接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和宋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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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主要干线。实施安全生命防护工程起点为林区松柏镇盘

水，止点为林区宋洛乡，全长 21 公里。主要包括：波形钢

护栏、示警桩、线形诱导标志、道路安全警示标志等。 

 

加强型波形护栏 

 

2.实施方案。 

险要路段设置钢筋砼护栏；小半径弯道与视距不良路段

采用诱导标、急弯、反向弯道等警告交通标志；特殊路段设

置钢筋砼护栏，加装反视镜；高路堤且视线良好地段采用波

形梁钢护栏；6 米以上路堤采用加强型波形护栏；长大下坡

路段设置振荡标线和标牌；平交路口对车辆、行人作合理分

离、导流等采用交叉口渠化设计以及不良危险路段采用削方

减载+修建挡土墙等方式展开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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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渠化 

 

3.工作成效。 

项目实施过程中，按照“安全、有效、经济、实用”的原

则，强化责任、强化部门间协作配合，统筹做好公路安全防

护工作，成立了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领导小组，并纳入政

府绩效考核。 

安全防护工程项目实施中，结合林区经济发展情况，采

取综合技术措施进行整治，详细进行安全普查，避免了盲目

设防和过度设防。有效采取综合技术整治措施；详细进行安

全普查，避免盲目设防和过度设防，并在全省山区公路首创

了“在急弯防撞墙安撞各种颜色的废旧轮胎”的安保措施。 

增强工程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区分轻重缓急，先解决安

全风险等级高的路段，最大限度的降低交通事故损失，全面

提升公路交通安全保障水平，为今后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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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同类项目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三、技术创新类 

（七）河南省济源市 S240 济邓线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

（推荐单位：河南省交通运输厅）。 

1.项目概况。 

济源市 S240 济邓线山区路段始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为

双向两车道，二级公路，全长 13km，该路处于太行山深山

丛林之中，高差大、地势险，地质复杂，路坡陡弯急，长大

陡坡路段达 13.37km，高差达 500 多米，临崖路段占比达到

70%。由于交通流量大，重载车辆多，前期修建标准低、安

全防护设施不健全，自建成通车以来，因各种隐患引发诸多

交通安全事故。 

2.实施方案。 

项目针对主要风险因素，结合交通量、道路状况、路侧

环境、事故数据，采用“主动引导、被动防护、全时保障”的

处置方案，并在可能条件下就地取材以降低造价。 

在隧道洞口前、急弯、急弯陡坡、连续急弯、长下坡、

过村、交叉口和接入口等重点路段增设标志、警示漫画，全

线施划热熔凸起标线。 

于悬崖及高风险路段设置钢筋混凝土护栏，低风险及风

景优美路段设置波形梁护栏，波形梁护栏端头增设红白相间

的防护设施，并对靠山体侧排除危石、挂网防护和栽植耐旱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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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下坡、急弯、连续急弯、急弯陡坡、隧道洞口处，

增设震荡标线、彩色防滑路面等减速抗滑设施和线形诱导

标、突起路标等视线诱导设施。 

于长陡下坡路段行车道外侧增设避险车道 2 道，于山区

段起始及中间位置设置刹车降温池 2 处，于风景优美的合适

位置设置停车休息区 2 处。 

对沿线的 8 座隧道，洞外安装隧道进口标志、太阳能黄

闪灯、路网运行监控摄像头，敷设彩色防滑路面；洞门墙设

置全覆盖立面标记，隧道口设置钢筋混凝土护栏过渡段，施

划减速震动标线。洞内安装球形反光凸起路标，太阳能 LED

频闪灯和反光环，以提升隧道内亮度和安全性能。 

 
热熔凸起标线 

 

3.工作成效。 

实施效果：通过实施生命防护工程升级改造，该路段交

通事故发生率大幅下降，有效阻止 40 余起车辆坠崖事故，

成功“守护”100 余人生命，被誉为“救命工程”。在保障人民群

众安全便捷出行的同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增强了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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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改造，当地开辟出旅游、文化等多方面服务平台，

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增加沿线群众的就业机会，丰富和完

善了当地的交通网络体系，有效促进了河南省、山西省经济

协同进步。 

示范效应：S240 项目的实施，为河南省同类项目提供了

示范，省内组织开展现场观摩，就该项目省级改造的实施手

段与方法进行了交流学习，有关经验与做法在全省得到推广

应用。 

（八）安徽省铜锣寨等隧道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推

荐单位：安徽省交通运输厅）。 

1.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加强公路隧道安全运营监管，不断提升公路服

务水平，安徽省公路管理局以六安市公路管理局为依托，对

2015 年构建的“安徽省干线公路管理隧道及安全监测平台”

进行升级，将平台中的省级隧道安全监测部分与 BIM 技术进

行结合，建立基于 BIM 的安徽省隧道安全监测平台，更好的

实现对隧道的安全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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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省级隧道安全在线监测 BIM 平台 

2.实施方案。 

基于 BIM技术的安徽省隧道安全监测平台以新建 BIM平

台为基础，结合原有安徽省隧道管理平台基础实现监测模块

（包括视频模块升级、火灾模块升级、环境模块升级、交通

指标模块升级、灯状态模块升级、风机状态模块升级、异物

检测模块升级、电量检测模块升级）的二次开发，同时结合

用户实际需求新增突发事件功能、预案上传功能、统计功能。

升级后，实现了所有监测指标的三维具现化，既可通过漫游

的形式对所安装的监测设备进行一一查看，也可通过监测状

态模块对所有的预警指标进行查看。利用信息化的手段集成

原有平台的基础和用户的实际需求，为安徽省的隧道安全运

维和决策提供支持。 

为更好发挥监测平台的作用，对隧道安全设施开展整

治，增设反光（发光）诱导标识、洞口彩色路面与防撞垫；

安装隧道口异物、二客一危、隧道火灾报警、隧道口结冰（气

像）、积水、隧道环境检测（CO/VI、风速、温湿度、光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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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检测设施，安装光电车道指示标、隧道远程广播、隧道抗

疲劳灯等设施设备。 

 

隧道内抗疲劳 LED 整治 

3.工作成效。 

实施效果：基于 BIM 技术的安徽省隧道安全监测平台、

斑竹园隧道、青枫岭隧道、铜锣寨隧道与火车站隧道项目已

完工并进行交竣工验收，通过观察，在满足实时采集选定隧

道状态参数指标数据、数据处理、存储、数据远程传输要求

基础上，该系统的数据采集传感单元具有兼容性高，低成本

可复制等优势。 

该系统的使用，对隧道数据传输方式提出了建议，实现

了隧道状态参数的实时感知，及时预警，准确反映隧道状态

变化，确保了感知数据的准确性，数据传输实时性以及数据

传输稳定性。 

示范效应：该项目在隧道安全运营监测指标体系、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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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运营监测预警模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隧道安全运

营监测预警系统的软硬件集成。运用大数据流程，将分散、

多样化的状态感知监测主数据通过标准化、质量清洗，集成

及监控等操作进行优化，提升、挖掘主数据的应用价值。在

BIM 环境中实现监测数据的可视化，可大大提高监测信息的

可信度，降低信息理解难度，提高事故处理效率，对相关系

统的产品化和后续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九）新疆 G315 线 K1286+500—K1830+100 段公路安全

生命防护工程（推荐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 

1.项目概况。 

G315 线部分路段为山岭重丘区三级公路，弯道较多，

紧靠山体、河道，高差大、纵坡长，局部视距不足，车辆

转弯速度过快或车辆超载时容易冲出路基，且重型车辆较

多，长距离连续下坡频繁制动容易造成刹车失灵，事故多

发。经评估，该路段为 C 类路段。 

2.实施方案。 

针对沿线道路较窄并且沿线弯道较多，易发生车辆偏离

车道撞击路侧护栏的实际情况，于内侧设置紧急停车带，加

宽弯道处的横向宽度；更换原  B 级波形梁拆除更换为 

RG-SA 型旋转防撞桶式防撞护栏；在进入弯道前方设置减

速标线，恢复路线中心线；在右侧车道按照一定的间距设

置彩色抗滑磨耗层，为汽车提供更大的制动力；将右侧限

速 40 的标志牌移动，强制车辆进入弯道前进行减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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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RG-SA 型旋转防撞桶护栏采用“一柱四栏”方式，通过

加强立柱和护栏的性能及安装方式，分解汽车撞击力，有

效防止汽车穿越防护栏，从而有效地减轻交通事故造成的

后果。同时，对原有避险车道结构型式进行论证并改造，

对制动床长度不足的问题，沿实测纵坡给予延长处理；挖除

已板结硬化的制动砂床进行了重新铺筑；在避险车道末端设

置集料堆、废旧轮胎等消能设施；在制动车道与服务车道间

设置柱式轮廓标，并将制动车道两侧轮廓标的反光器颜色设

为红色，以避免失控车辆的驾驶员误把服务车道作为避险车

道使用。 

 

避险车道重新铺设 

3.工作成效。 

该段沿线安全防护设施的设置，对交通环境起到了极大

的改善。一是提升了安全度，自 2017 年 G315 线 K1372+935

处新疆沟桥桥头旋转桶式防撞护栏实施至今，未发生过车辆

冲出护栏的交通事故，大大提高了该段的安全性能。二是提

升了美观度，该段护栏的样式比较新颖，颜色比较亮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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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大力推广。三是自 2017 年 G315 线 K1358+100 处避险

车道改建至今，已经有 5 次失控车辆驶入该避险车道，实现

了失控车辆的紧急避险及有效救援，避免了人员伤亡和经济

损失。 

（十）江西宜春组合式波形梁钢护栏设计与运用（推荐

单位：江西省交通运输厅）。 

1.项目概况。 

通过探索安全性能高、简洁美观、施工方便、造价低廉

的护栏建设模式，于 2018 年创造性设计了一款新型组合式钢

护栏：“组合式波形梁钢护栏”，即混凝土组合式中央分隔带

护栏。该新型护栏由双波板、立柱、横隔梁、混凝土板以及

钢筋等五部分构成。 

 

加装波形梁护栏后的公路 

2.实施方案。 

为探索新型中央分隔带护栏标准段的防撞能力，江西省

宜春市公路管理局与院校合作研究，组建课题研究小组，通

过建立四种有限元模型，从导向性、加速度、车辆—护栏横

 

 

- 23 - 



向动态偏移量三个指标入手，分别利用小型客车、中型客车、

中型货车对组合式波形钢护栏标准段防撞等级进行试验研

究。研究发现分设波形梁护栏、组合式波形梁护栏、混凝土

护栏各自具有不同的优缺点。根据综合考虑比选，选定了组

合式波形护栏，该护栏具有占用行车宽度较小，视线较好，

安装简单方便，造价相对较低等优点。 

 

波形梁护栏美观实用 

3.工作成效。 

实施效果：课题小组在对组合式波形钢护栏进行改良

后，通过多轮仿真试验发现护栏横向动态偏移量满足要求，

护栏导向性能良好，最终改良的组合式波形钢护栏已达到

SBm 级防撞能力，但由于 49 吨大货车初始动能大，波形护

栏无法通过自身变形完全吸收初始动能阻挡半挂车穿越中

央分隔带，因而不具备抵御 49 吨半挂车的防护能力。2018

年 7 月，课题组根据委托出具了《组合式波形梁钢护栏仿真

碰撞试验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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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效应：该方案已运用至宜春市袁州区、万载县、上

高县、丰城市、高安市、奉新市、靖安县、宜丰县等百余公

里一级公路中央分隔带的建设当中，现已全部投入使用，验

收完毕，运作良好。与此同时，该方案具有施工工艺简单，

安装快捷，施工工期短，造价相对较低，外形简约美观等独

特优势，已成为宜春市一级公路一条靓丽风景线，更是筑牢

安全防护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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