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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标志设置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标志的术语和定义、类型、设置要求、管理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扩）建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标志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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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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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5768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5768.4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第4部分:作业区

GB/T 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T 2893.4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4部分:安全标志材料的色度属性和光度属性

GB/T 2893.5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5部分:安全标志使用原则与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安全标志 safety sign

公路工程施工中传递特定安全信息的标志，由图形标志和文字辅助标志组成。

3.2

警告标志 warning sign

提醒注意周边环境、事物，避免潜在危害的安全标志。如图1。

图1 警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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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禁止标志 prohibition sign

禁止某种行为或动作的安全标志。如图2。

图2 禁止标志

3.4

指令标志 direction sign

强制采取某种措施或做出某种动作的安全标志。如图3。

必须戴安全帽

图3 指令标志

3.5

提示标志 information sign

提示安全行为或标示安全设备、疏散设施所在位置的安全标志。如图4。

图4 提示标志

3.6

消防设施标志 fire equipment sign

提示消防设施所在位置或如何使用消防设施的安全标志。如图5。

消防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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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消防设施标志

3.7

文字辅助标志 text supplementary sign

用文字形式来描述、补充或阐明安全标志的含义。如图6。

当心触电 禁止吸烟 必须戴安全帽 疏散集合点 消防电话

图6 文字辅助标志

3.8

安全标记 safety marking

出于安全目的使某个对象或地点变得醒目的标记。如图7。

图7 安全标记

3.9

说明标志 explanatory sign

文字形成的标志，由矩形边框和文字构成。如图8。

施工路段

注意安全

有电危险

当心触电

图8 说明标志

4 类型

4.1 安全标志类型分为警告标志、禁止标志、指令标志、提示标志和消防设施标志。

4.2 安全标志的型式应符合 GB/T 2893.1 的有关规定。

4.3 安全标志的颜色应符合 GB 2893 的有关规定。

4.4 文字辅助标志的基本型式是矩形边框，字体为黑体字，分横写和竖写，宜在图形标志下方采用横

写。

4.5 文字辅助标志横写时，警告标志中的文字辅助标志为黑色字、白色衬底，禁止标志、指令标志、

提示标志、消防设施标志中的文字辅助标志为白色字、标志颜色衬底。如图 1、图 2、图 3、图 4、图 5。

4.6 文字辅助标志竖写时，警告标志、禁止标志、指令标志、提示标志中的文字辅助标志均为黑色字、

白色衬底，标志杆下部色带的颜色应和标志的颜色一致。如图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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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竖写文字辅助标志

4.7 无相关图形标志，或图形标志难以表达信息，宜单独使用说明标志传达相应的警告、禁止和指令

信息，长宽比宜为 4:3，警告说明标志为黑色字、黄色衬底，禁止说明标志为白色字、红色衬底，指令

说明标志为白色字、蓝色衬底。如图 10、图 11、图 12。

施工路段

注意安全

有电危险

当心触电

图10 警告说明标志

危险区域

禁止逗留

爆破区域

禁止进入

图11 禁止说明标志

基坑危险

请勿靠近

施工现场

必须正确佩戴

劳动防护用品

图12 指令说明标志

4.8 施工中涉及消防设施标志应符合 GB 15630、GB 13495.1 的规定。

5 设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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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安全标志应根据风险辨识评估结果设置。施工作业点以及施工现场出入口、沿线各交叉口、特种

设备、临时用电设施以及脚手架等临时设施、民爆物品和易燃易爆危险品仓库、孔洞口、基坑边沿、桥

梁边沿、隧道洞口和洞内等危险部位，应设置安全标志。

5.2 安全标志应设置在醒目、易于被注意到、相对明亮的地方，不应设在门、窗、架等经常移动的物

体上。安全标志前不应放置妨碍认读的障碍物。

5.3 安全标志设置形式为悬挂式、附着式、柱式，悬挂式和附着式的固定应稳固不倾斜，柱式的安全

标志和支架应连接牢固。

5.4 安全标志应统一规范、数量充足。

5.5 安全标志设置高度应尽量与人眼的视线高度一致，有效作用区应符合 GB/T 2893.5 的规定。

5.6 多个安全标志一起设置时，应按警告、禁止、指令、提示标志的顺序，先左后右、先上后下排列。

传递相同信息的安全标志宜保持相同的设置高度。

5.7 安全标志应采用坚固耐用的材料制作，如铝合金板、钢板、合成树脂等材料。安全标志的衬边、

材料等应符合 GB 2894 的规定。

5.8 有触电危险的作业场所应使用绝缘材料。夜间施工或光线不足的位置，应选用外光源安全标志、

内光源安全标志或磷光安全标志，相应要求应符合 GB/T 2893.4 的规定。

5.9 主要警告标志的使用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A 的规定。

5.10 主要禁止标志的使用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B 的规定。

5.11 主要指令标志的使用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C 的规定。

5.12 主要提示标志的使用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D 的规定。

5.13 主要消防设施标志的使用应符合本文件附录 E 的规定。

5.14 安全标记为安全色与对比色相间条纹，条纹等宽、倾斜约 45°。黄色与黑色相间条纹表示危险

位置的安全标记，用于警告潜在的危险。红色与白色相间条纹表示禁止的安全标记，用于禁止进入。如

图 7。

5.15 存在人员碰伤、跌落或绊倒以及装载物坠落风险的位置，空间尺寸狭窄、不足以设置安全标志时，

应使用安全标记。

5.16 边通行、边施工的公路工程，施工现场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5768、GB 5768.4 的有关规定。

6 管理维护

6.1 应规范安全标志管理，保障相应费用的投入。

6.2 安全标志应每月至少检查一次，发现损毁、遮挡、变色、褪色、安装不牢固等不满足使用要求时，

应及时修整或更换。日常检查发现不满足使用要求时应立即修整或更换。

6.3 风险因素发生变化，应及时增减安全标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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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警告标志

表A.1规定了警告标志的图形标志、文字辅助标志内容、设置范围和地点。

表A.1 警告标志

序号 图形标志 文字辅助标志内容 设置范围和地点

1 注意安全

易造成人员伤害的场所及设备，

施工区域均可使用，如临边、临水、

切割机、起重机械、钢筋加工机械

等

2 当心火灾
易发生火灾的危险场所，如：可

燃物的存储地点、油库等

3 当心爆炸

易发生爆炸危险场所，如：炸药

库、油库、压力容器、爆破作业区

域等

4 当心触电

可能发生触电危险的电器设备和

线路，如：箱变、配电室、配电箱、

开关、可能发生触电危险的电器设

备和线路等

5 当心电缆
暴露的电缆或地面下有电缆的施

工地点

7 当心机械伤人

易发生机械卷人、挤压、剪切等

机械伤害的地点，如钢筋、模板加

工场

8 当心塌方
有塌方危险的地段，如：土石方

作业基坑、深槽、高边坡等

9 当心坑洞

具有坑洞易造成伤害的作业地

点，如：构件的预留孔洞或者临时

各种深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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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警告标志（续）

序号 图形标志 文字辅助标志内容 设置范围和地点

10 当心落物
易发生落物危险的地点，如：高处

作业、交叉作业的下方等

11 当心吊物
吊装作业的场所，如：起重机、门

机、塔吊周围等

12 当心碰头 易造成碰头的部位

13 当心伤手
易造成手部伤害的作业地点，如：

木工加工场、钢筋加工场等

14 当心扎脚

易造成脚部伤害的作业地点，如：

木工加工场、钢筋加工场、木模板安

装现场等

15 当心弧光
由于弧光造成眼部伤害的焊接作业

场所，如电焊作业点

16 当心高温表面
灼烫物体表面的场所，机械高温部

位，如沥青摊铺作业

17 当心车辆
厂内、施工道路与现有道路交叉口，

车辆出入口等

18 当心坠落

易发生坠落事故的作业地点，如：

脚手架、高处平台、地面的深沟、深

槽、高处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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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警告标志（续）

序号 图形标志 文字辅助标志内容 设置范围和地点

19 当心障碍物 易绊倒造成伤害的地点

20 当心跌落
易于跌落的地点，如：楼梯、台阶

等存在高差的地点

21 当心滑倒
易造成伤害的滑跌地点，如：地面

有冰、水等及斜坡处

22 当心落水 临近或在水面上方作业的部位

23 当心中毒 剧毒品及有毒物质场所

24 当心路面结冰
路面结冰，给车辆、人员造成危险

的地点

25 当心有害气体中毒
存在有害气体的有限空间、隧道等

场所

26 注意防尘 扬尘较多的施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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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禁止标志

表B.1规定了禁止标志的图形标志、文字辅助标志内容、设置范围和地点。

表B.1 禁止标志

序号 图形标志 文字辅助标志内容 设置范围和地点

1 禁止吸烟

有甲、乙、丙类火灾危险的场所和禁

止吸烟的公共区域等，如油库、炸药库、

木工车间、危化品仓库、办公区等

2 禁止烟火
有甲、乙、丙类火灾危险的场所，如

油库、炸药库等。

3 禁止堆放易燃物

具有明火设备或高温的作业场所，

如：动火区，各种电焊作业区、焊接、

切割等场所

4 禁止堆放 应急通道、安全通道及操作平台等

5 禁止启动
暂停使用的设备控制箱附近，如设备

检修、更换零件等

6 禁止合闸

设备或线路检修时，相应开关附近，

如：总配电箱、二级配电箱、开关箱、

设备启动装置等

7 禁止乘人
物料提升机等禁止载人的电梯、吊物

吊框

8 禁止靠近
不允许靠近的危险区域，如：高压线、

高压配电箱、起重作业附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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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禁止标志（续）

序号 图形标志 文字辅助标志内容 设置范围和地点

9 禁止入内
易造成事故或对人员有伤害的场所，

如：高压设备室、配电房等

10 禁止停留

对人员具有直接伤害的场所，如：粉

碎场地、强夯场地、卸料场地、施工

桥梁的下方、危险路口、吊装作业区、

传输皮带下等

11 禁止通行
有危险的作业区，如：起重、爆破现

场、道路施工工地等

12 禁止跨越
禁止跨越的危险地段，如：皮带机、

现场作业的沟坑等

13 禁止攀登
不允许攀爬的危险地点，如：有坍塌

危险的高边坡、建筑物、高大设备等

14 禁止跳下
不允许跳下的危险地点，如：沟、坑

等有一定高度的地方

15 禁止坐卧
高温、塌陷、坠落、翻转、易损等易

于造成伤害的设备、设施表面

16 禁止蹬踏
高温、塌陷、坠落、翻转、易损等易

造成伤害的设备、设施表面

17 禁止触摸
禁止触摸的设备或物体附近，如：裸

露带电体，有毒有害物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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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禁止标志（续）

序号 图形标志 文字辅助标志内容 设置范围和地点

18 禁止伸入

易于夹住身体部位的装置或者场

所，如：有开口的传动机、工作齿

轮等

19 禁止抛物

抛物易伤人的地点，如：高处作

业现场、高处作业平台、深沟、深

坑等

20 禁止戴手套
戴手套易造成伤害的部位、作业

地点，如：旋转的机械加工区等

21 禁止酒后上岗 施工区域、办公区域等入口

22 禁止翻越 禁止跨越的部位，如警戒区

23 禁止堆放重物
非承重结构区域，如非承重作业

脚手架等

24 禁止鸣喇叭
施工周边的学校、闹市居民区等

禁止鸣笛路段

25 禁止驶入 禁止驶入路段的入口处

26 禁止通行
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在施工道路

上通行的入口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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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指令标志

表C.1规定了指令标志的图形标志、文字辅助标志内容、设置范围和地点。

表C.1 指令标志

序号 图形标志 文字辅助标志内容 设置范围和地点

1 必须戴防护眼镜

对眼睛有伤害的作业场所，如管道

压浆、油泵操作、砂轮机操作，焊接

作业场地

2 必须戴防尘口罩

粉尘污染的作业场所，如隧道钻爆

等作业、搅拌站、水泥装卸、马路清

扫作业

3 必须戴防毒面具 有毒有害作业场所

4 必须戴护耳器
噪声超过 85dB 的作业场所，如铆接

车间、爆破、风动掘进等处

5 必须戴安全帽 施工现场

7 必须系安全带
易发生人员坠落的作业场所，如高

处作业、悬空作业、临边作业等

8 必须穿救生衣
易发生溺水的场所，如临水作业、

水上作业、交通船

9 必须戴防护手套
易伤害手部的作业场所，如具有灼

烫、触电、刺伤等危险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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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 指令标志（续）

序号 图形标志 文字辅助标志内容 设置范围和地点

10 必须穿防护鞋
易伤害脚部的作业场所，如具有灼

烫、触电、刺伤等危险作业点

11 必须加锁
危险品库房、民用爆炸物品储存点

等

12 必须接地
防雷、防静电场所，如门吊、塔吊、

拌合站、炸药库房等

13 必须拔出插头
设备维修、故障、长期停用、无人

值守状态下

14 必须鸣笛
道口、桥隧、急转弯及视线不良地

点

15 必须通风
高粉尘作业场所，如隧道施工、有

毒有害作业场所、有限空间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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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提示标志

表D.1规定了提示标志的图形标志、文字辅助标志内容、设置范围和地点。

表D.1 提示标志

序号 图形标志 文字辅助标志内容 设置范围和地点

1 紧急出口（左向）

便于安全疏散的紧急出口，与

方向箭头结合设在通向紧急出

口的通道、楼梯口等处

2 紧急出口（右向）

便于安全疏散的紧急出口，与

方向箭头结合设在通向紧急出

口的通道、楼梯口等处

3 疏散通道方向
与紧急出口联用，指示到紧急

出口方向

4 疏散集合点
自然灾害频发区域，施工现场

设置的应急地点等

5 避险处
公路桥、隧道内等躲避危险的

地点

6 可动火区
按规定划定的可以使用明火

的地点

7 急救点
设置现场急救仪器设备及药

品的地点

8 应急电话
隧道内等安装应急电话的地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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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规范性）

消防设施标志

表E.1规定了消防设施标志的图形标志、文字辅助标志内容、设置范围和地点。

表E.1 消防设施标志

序号 图形标志 文字辅助标志内容 设置范围和地点

1 火灾报警按钮 标示火灾报警按钮的位置

2 火警电话 标示火警电话的位置和号码

3 消防电话
标示火灾报警系统中消防电

话及插孔的位置。

4 手提式灭火器 标示手提式灭火器的位置

5 推车式灭火器 标示推车式灭火器的位置

6 灭火设备 标示灭火设备存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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