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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设计细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分类与建设规模、选址、布设形式、连接道路、场区总平面
布置、建筑、设备、消防、节能、环保及景观等的设计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山西省境内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的新建、改（扩）建设计，一、二级公路可参照
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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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 1 部分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7217 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9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50189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CJJ 14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JGJ 36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JGJ 62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
JT/T 645 公路服务区生活污水再生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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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B04 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G D20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TG/T D21 公路立体交叉设计细则
JTG D30 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T D33 公路排水设计规范
JTG D40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
JTG D50 公路沥靑路面设计规范
JTG D80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
JTG D82 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DB J04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建标〔2011〕124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速公路服务区
在高速公路沿线以一定间距设置的，主要为高速公路使用者提供服务的场所，包括为司乘人员提供
餐饮、休息、住宿、购物等服务，为车辆提供停车、加油(加气、充电）
、维修等服务。
3.2
高速公路停车区
具有部分服务功能。一般设有停车场、公共厕所、便利店等服务设施。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考虑设置
加油站。
3.3
服务区（停车区）改（扩）建
为满足高速公路交通流量增加的服务要求，对服务区（停车区）的服务设施进行优化、服务功能进
行升级改造。
4 一般规定
4.1 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的布设宜总体规划、整体实施；分期修建必须遵循统筹规划、分期实施
的原则进行总体设计，且前期工程应在后期仍能充分利用。
4.2 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的设计应体现使用方便、功能合理、环境优美的服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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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的设计应体现以“优质耐久、安全舒适、经济环保、社会认可”为建设目
标的品质工程理念。
4.4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地理条件，结合人文景观和绿化设施，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
4.5 在满足使用功能的情况下，节约土地资源，重视环境保护和节能设计。
4.6 具有特殊功能服务区（如兵站等），经论证可适当增大服务区规模。
4.7 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四新技术”。
5 分类与建设规模
5.1 根据 JTG B01 规定，高速公路应设置服务区和停车区。
5.2 按使用功能和规模大小，服务区分为中心服务区、普通服务区两类：
a) 中心服务区，主要设置在省界、地级市及中心城市附近、著名风景区附近路段，或预测第 20
年交通量大于 60000 pcu/d 的路段。中心服务区应设置完善的服务功能，集停车、住宿、餐饮、
便利店、公厕、应急公厕、加油、汽修、旅游推荐、游客集散为一体的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对
外窗口，考虑到山西省新能源和自驾游的发展和需求，设置加气站、充电桩、房车营地等功能。
b) 普通服务区，宜设置在预测第 20 年交通量为 15000 pcu/d ～60000 pcu/d 的路段。普通服务
区应设置较完善的服务功能，具有停车、应急客房、餐饮、便利店、公厕、加油(加气、充电）、
汽修等服务功能，并根据需求增设其他服务设施。
5.3 停车区是为司乘人员及车辆提供停车服务所需要的最小限度的服务场所。停车区具有部分服务功
能。一般设有停车场、公共厕所、便利店等服务设施。根据具体情况可以考虑设置加油站。
5.4 经主管部门批准，服务区(停车区）可与公共汽车停靠站、长途汽车站、物流中心、公路治理超限
超载站、联合执法站等设施合建。
5.5 服务区、停车区用地指标按场区平面面积计算，不包括服务区进出口变速车道、贯穿车道、场区
边缘外填（挖）方边坡、边沟等面积，以及与主线连接道路的用地面积。
5.6 服务区、停车区建设规模依据 JTG D80、建标〔2011〕124 号有关规定，并结合社会发展对服务功
能的多样性需求，根据车道数、交通量和交通组成等经论证后确定，但不宜超过表 1 的规定的建议值。
表1 服务设施建设规模表
服务区类型
2

场区用地指标（hm /处）
2

建筑面积指标（m /处）

中心服务区

普通服务区

停车区

10.0~15.0

8.0~10.0

1.66~2.5

10000~15000

8000~10000

1600~2500

注1：服务区应急救援、拓展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应根据实际设计方案增加。
注2：与服务区合建设施的用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应单独计列。
注3：四车道高速公路宜采用下限值，六、八车道高速公路可采用上限值。

6 选址
6.1 一般规定
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区的建设位置应在主动服务的理念指导下，根据山西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总体
规划，充分考虑区域路网结构，路段交通区位、交通流量、场地特征、环境影响、高速公路服务区间距
及相关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综合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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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选址
6.2.1 场址选择应考虑区域社会经济因素，宜建在交通流量较大的路段或著名旅游景区的枢纽互通附
近，尽量靠近周边城镇。
6.2.2 场址应设置在地形平坦、地质条件良好的区域，尽量避开不良地质地段。
6.2.3 场址宜尽量利用废弃地，结合取弃土场设置，少占耕地。
6.2.4 场址宜选择具备扩建条件的地点，能适应公路拓宽和服务区扩建。服务区、停车区所在行政区
划应单一。
6.2.5 场址须设置在供电、给排水容易实现的地方，特别是要具备有满足服务要求的水源。场地应有
良好的排水、排污条件，以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6.2.6 场址应与周边电力、通信设施、建筑物、构筑物及环境敏感点保持安全距离。
6.2.7 场址处地形应有利于服务区功能布局，单侧场区用地宽度可参考表 2。
表2 服务设施用地宽度参考值
服务区类型

中心服务区

普通服务区

停车区

用地宽度（m）

200~500

150~300

60~150

6.2.8 当条件受限时，可在距主线一定范围内选择合适地点建设。
6.2.9 服务区、停车区范围内的主线线形指标应按照 JTG D20 及 JTG/T D21 的相关规定进行控制。
6.3 间距
6.3.1 服务区、停车区布置间距应根据交通流量、区域路网规划、相邻服务设施的分布情况确定。
6.3.2 中心服务区与普通服务区应间断设置，两个中心服务区之间可连续设置多个普通服务区。
6.3.3 服务区、停车区进出口与主线相邻设施进出口的间距应符合 JTG D20 及 JTG/T D21 的相关规定。
6.3.4 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平均间距不宜大于 50 km，最大间距不宜大于 60 km。
6.3.5 高速公路停车区可在服务区之间布设一处或多处，停车区与服务区或停车区之间的间距宜为 15
km～25 km。
6.3.6 服务区、停车区与互通式立交、隧道的净间距宜大于 2 km。条件受限时，可参照互通立体交叉
间距的相关要求执行。
7 布设形式
7.1 服务区的常用布设形式有分离式外向型（图 1 a）、分离式内向型（图 1 b）、分离式内外向并用
型（图 1 c）、单侧集聚型等（图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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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P 停车场；G 加油、修理；W 公共厕所；R 餐厅、超市。

图1 服务区常见布局形式
7.2 服务区、停车区宜采用分离式，可对称布设或非对称布设，应根据地形、路段交通量等因素灵活
布设。
7.3 服务区、停车区相对于主线的立面布局宜根据地形、地质和排水等条件布设为齐平式、上抬式或
下压式(图 2 ）；有条件时，宜采用上抬式。

图2 服务区相对于主线立面布局示意图
7.4 服务区、停车区与互通式立体交叉宜分开设置，当分设困难时，可合并设置。服务区与互通式立
体交叉的合并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互通式立体交叉和服务区的交通流线应统一布置，在保证互通式立体交叉匝道连续和便捷的前
提下应简化交通流线的组合。
b) 互通式立体交叉和服务区在主线上的出、入口宜合并为单一的出、入口。
c) 服务区宜利用互通式立体交叉内部用地进行布置，并宜分设于主线两侧（图 3 a），当条件受
限时，服务区可集中设于主线一侧（图 3 b）。
d) 当受地形、用地条件限制，或为利用风景资源时，服务区可设置于互通式立体交叉外部，其间
利用匝道相连接（图 3 c）。

5

DB14/T 1681—2018

图3 服务区与互通式立体交叉合并设置示例
8 连接道路
8.1 一般规定
8.1.1 服务区、停车区与主线之间应设置变速车道、连接匝道、贯穿车道提供交通转换。
8.1.2 分离式服务区应设置连接两区的联络通道，满足养护车辆通行。
8.1.3 服务区、停车区内道路布置应综合考虑交通安全、便于使用和管理等因素。
8.1.4 服务区、停车区范围内的路基路面、排水设计应参照 JTG D30、JTG/T D33、JTG D40、JTG D50
的相关规定执行；交通安全设施设计应参照 GB 5768、JTG D82 的相关规定执行。
8.1.5 服务区、停车区内连接道路，路面结构及厚度宜按主线标准设计。
8.2 匝道
8.2.1 服务区、停车区匝道包括出、入口匝道，如图 4 所示。

图4 出、入口匝道示意图
8.2.2 服务区、停车区出入口匝道的设计速度宜采用 40 km/h。受地形、地物限制时，可根据主线设
计速度适当降低，但不应低于 30 km/h。
8.2.3 服务区、停车区匝道宜采用 JTG D20、JTG/T D21 规定的互通式立体交叉单向单车道匝道的横断
面，匝道平纵面线形、变速车道和鼻端等的设计应符合互通式立体交叉匝道及连接部设计的相关规定。
8.2.4 服务区、停车区入口匝道的长度不应小于 60 m，出口匝道的长度不应小于表 3 的规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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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出口匝道最小长度
主线设计速度

120

100

80

60

服务区出口匝道最小长度

110

90

80

60

8.3 贯穿车道
8.3.1 贯穿车道的设计速度一般宜采用 30 km/h。
8.3.2 贯穿车道应采用单向单车道，行车道 3.5 m，左右侧路缘带各宽 0.5 m。
8.3.3 贯穿车道纵断面设计应综合考虑停车场高程及排水需要。
8.4 联络通道
8.4.1
8.4.2
8.4.3
8.4.4

联络通道的设计速度一般宜采用 20 km/h。
联络通道应采用单向单车道，路基宽度不应小于 4.5 m。
联络通道纵断面设计应综合考虑场区高程及排水需要。
联络通道的净高宜采用 4.5 m，条件受限时不应小于 3.5 m。

9 场区总平面布置
9.1 一般规定
9.1.1 范围为：
a) 服务区沿公路纵向的区域：是指从进入服务区的减速车道与用地红线交点起至驶出服务区的加
速车道与用地红线交点的范围。
b) 服务区垂直于公路的区域：是指除主线行车道的用地宽度(或排水沟外沿）外，主体道路两侧
用地红线范围内的区域。
9.1.2 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服务区宜设置在坡度小的地形区域，以减少开挖土石方量。总平面布置应合理利用原有地形地
貌，分别布置综合服务区、停车区、加油（加气、充电）区、汽修区、后勤服务区、职工生活
区等，满足流线简捷、使用方便的要求。
b) 总平面布置宜从高速公路出口匝道至入口匝道范围，合理布置住宿、餐饮、便利店、公共厕所、
停车场、加油（加气、充电）站、汽修、餐饮、广场、员工宿舍、办公用房及其他配套设施。
c) 设计过程中应以不破坏当地生态为前提，遵从“避免开挖，充分利用”的原则，通盘考虑自然地
形的坡度、方位、水平和垂直分割度、地质条件，可采用分层、分台的方法，将建筑分别建造
在不同高度的台地上，形成一前一后，一高一低的形态以充分利用场地地形，以达到尽量少破
坏地形地貌，减少占地的目的。
d) 中水处理设备、化粪池、变压器等宜设置在隐蔽位置。
e) 公共厕所宜靠近客车停车区，减少不必要的人流干扰。
f) 依据加油站在服务区内的位置，分为入口型、中间型、出口型。加油站宜设置在服务区出口附
近，并保证与周围建筑留有一定的安全距离，有利于服务区内场地合理布置、交通流畅通及行
车安全。预留加气站位置。
g) 服务区场地设计标高应满足防洪、涝灾害的要求，并与出入口匝道平顺衔接。
h) 场地坡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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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自然排水要求的场地坡度一般在 0.3%～0.5%之间，依据当地降水量大小、路线类型
等因素综合确定；自然地面坡度大于 5.0%时宜分成台地。
2) 停车场坡度应为 0.3%～2.0%。
3) 加油（加气）站周边场地应与站内平坡停车位衔接顺畅。
交通要求为：
应按交通组织要求及“入口逐级分流、场区内单向行驶”原则，施划相关标线。避免人、车混流，
并应保证无障碍人行流线的连续性。
按交通组织要求设置导向标识、警告标志、禁令标志等，使车行流线宜与进出口行驶方向一致，
避免车辆停放、加油、维修路线间的交叉，避免不同车型之间的相互干扰。
避免后勤服务性交通对服务区主干线及贯穿车道交通的干扰。
场区的标识、标志、标线应全线统一。
1)

9.1.3
a)
b)
c)
d)

9.2 广场
9.2.1 在道路、停车场与门厅区、餐饮区、购物区、公共厕所等服务场所之间应设置人行广场，以防
人车混杂，便于人员集散。
9.2.2 广场宽度不宜小于 6 m。
9.2.3 广场设计应符合无障碍通行要求：无障碍停车位、广场与服务场所主要进出口之间应设置无障
碍通道，并设置无障碍指引标识和信息系统。
9.2.4 广场设计应符合安全性要求：
a) 广场与道路、停车场等地面面层材料宜明显区分。
b) 人员活动场所与车道、停车场相接处应设置路障设施，人员可以通行，车辆不能越界。
c) 人行地面应选用平整、防滑的铺装材料。
9.2.5 9.2.5 防护设施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服务区场区限界应设置安全耐用、不易损坏、防止攀爬的实体防护设施与界外环境相隔离。
b) 加油（加气）站、汽修厂、变配电所、发电机组、水体、场地边坡挡墙等危险区域和险要地段
应按规定设置安全防护、防撞设施。
c) 当车辆穿过建筑物或建筑物设置于服务区入口下坡路段时，应设置防撞设施。
9.3 场区道路
9.3.1 服务区进出口车道转弯内半径不应小于 25 m。
9.3.2 机动车道转弯内半径应按车型确定，见表 4。
表4 机动车道转弯内半径
车型

机动车道转弯内半径（m）

小客车

6.00

大客车

8.00~10.00

大货车

10.50~12.00

拖挂车

10.50~12.50

超长车

18.00~20.00

9.3.3 场地内车道转弯和进出口处，应保证良好视野，弯道内侧的边坡、绿化、建筑物及构筑物不应
影响行车的有效视距，见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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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车辆进出口视线要求
9.3.4 道路坡度应根据场地条件设计，控制指标见表 5。
表5 道路坡度控制指标
单位：%
道路类别

最小纵坡

机动车道

≥0.3

非机动车道

≥0.3

人行道

≥0.3

最大纵坡

多雪多雾地区最大纵坡

横坡

≤5.0(L≤200m）

1.0~2.0

≤3.0.0(L≤50m）

≤2.0(L≤50m）

1.0~2.0

≤8.0

≤4.0

1.0~2.0

≤8.0(L≤200m）

注：L为坡长。

9.3.5 消防用车道与建筑物之间不应设置妨碍消防车作业的障碍物。
9.3.6 建筑物的安全出口应能通达道路。道路边缘与建筑物外墙面的最小距离，在建筑物有进出口处
不应小于 5 m，无进出口处不应小于 3 m。道路与围墙的最小距离应不小于 1.5 m。
9.4 停车场
9.4.1 停车位数量
停车位的数量宜满足表 6 的要求。
表6 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车位推荐值
类型

中心服务区（个/侧）

普通服务区（个/侧）

小车停车车位

≥30

≥15

客车停车车位

≥6

≥3

货车停车车位

≥55

≥25

特种车停车车位（危化品）

≥5

≥2

特种车停车车位（牲畜）

≥2

≥1

特种车停车车位（无障碍）

≥1

≥1

房车营地停车车位

≥2

可设

充电桩停车车位

≥4

可设

超长车停车车位

≥6

≥3

注：此表为分离式服务区单侧的推荐值，可根据交通量、交通组成等论证后，增加车位数；在风景名胜区
附近的服务区应适当增加停车位。

9.4.2 停车场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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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9.4.3

停车场功能分区:小客车区、大客车区、货车区、超长车区、危化品区、牲畜区、无障碍停车
区。
客车停车区宜设置在公共卫生间、餐饮、休息等主要设施附近。大客车停车位侧边宜设置高度
≤0.20 m、宽度≥1.00 m 的安全岛方便乘客上下车。危化品区及牲畜区应尽量远离人员密集区，
并设置明显标识。
应设置残疾人专用停车位，并设置残疾人专用通道，其停车位坡度不应大于 2%，一侧设宽不
小于 1. 2 m 的轮椅通道。残疾人停车车位应明显的标出其用途，并应靠近服务设施。
停车场的进、出通道，单车道净宽不应小于 4 m，双车道净宽不应小于 6 m，因地形高差通道
为坡道时，双车道则不应小于 7 m。当车辆穿过建筑物时，通道的净高和净宽应大于 5 m。
充分利用地形，尽量减少土石方量。停车场的同一停车区宜设在同一标高上。
停放车辆的纵向坡度应小于 1%，横向坡度应小于 2%。
停车场路面宜为水泥混凝土路面，加油站等特殊场所路面结构应按照相关规范执行。路面结构
应根据车辆类型及使用频率确定。
停车位平面设计宜符合表 7 的要求：
表7 高速公路服务区停车车位推荐值
类型

停放方式
垂直通道方向的车位尺寸(m）

平行通道方向的车位尺寸(m）

垂直式

6.0

2.8

60°斜放式

5.9

3.2

大客车

30°斜放式

8.0

7.0

大货车

45°斜放式

12.7

4.9

超长车

平行式

3.5

22.0

小客车

9.4.4 停车场交通设施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应在停车场各功能区设置停车位标志。
b) 应按规范要求，施划停车位标线等。
c) 宜在停车位设置挡车杆。
9.5 其他场地设施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停车场人员至最近卫生间的距离宜小于 90 m。
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宜小于 70 m。
加油（加气）站车辆进站处宜与停车场边相距 20 m～30 m。
服务区应设置或预留车辆充电站（桩）位置。
应急救援场所宜考虑平灾结合，提高用地效率。
场地应根据服务区分类标准设置资讯服务、场区服务和管理保障等功能设施。

10 建筑
10.1 综合楼
10.1.1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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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
f)
g)
h)

10.1.2
a)
b)
c)
d)
e)
f)
g)

10.1.3
10.1.4
a)
b)

10.1.5
a)
b)
c)

10.1.6

综合楼由公厕、餐厅、超市、客房、门厅、开水间（单独）、办公、监控、外廊和内廊等组成，
宜设特色产品区。
综合楼功能应分区合理、动静分离、联系方便。
综合楼采光良好、通风对流。
门厅宜设问询处、信息査询、信息发布屏等。
综合楼宜设置 24 小时便利店。
综合楼应设置无障碍出入口、轮椅坡道等无障碍设施。
建筑材料选用节能环保型材料，注意外墙面及屋面的保温。
综合楼主要进出口区域应设置信息标识板。
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当综合楼占地坡度≥1%时，为避免综合楼过长，公厕、餐厅宜单独设置为独栋建筑。
应利于自然通风、冬季日照。
建筑出入口宜正对停车场。因地制宜，争取南北朝向。
活动商业零售点宜布置于公共厕所的前场空间。
办公区宜包括管理办公室、会议室、监控室等。
综合楼两侧宜适当预留扩建用地面积。
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筑室内尽可能多采用自然条件下的风能、光和新鲜空气，减少废弃热能向
建筑外环境的排放以及光和声的污染。
造型设计应结合地域文化及规划的特征，体现当地特色、人文特色及建筑自身个性。
餐厅应符合下列要求：
餐厅内墙面、顶棚宜色彩明亮，选用的材料和构造处理应不易积灰，便于清洁；地面宜选用耐
磨、耐腐蚀、防滑、易清洁的地砖。
餐厅在平面设计和设施上应方便残疾人的使用。
客房应符合下列要求：
服务区客房的设计应符合 JGJ 62 的有关规定。
服务区位于车流量较大的高速公路上或名胜风景地附近，客房数量可适当增加。
客房沿停车场布置时，应采取防噪措施，宜利用阳台或外廊进行隔声、减噪处理。
2
监控室建筑面积不宜小于 20 m 。

10.2 公共厕所
10.2.1 公共厕所的设计应符合 CJJ 14 的有关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公共厕所应分设男、女厕所和男、女盥洗室、第三卫生间、母婴室、贮藏室、管理室、公共浴
室等。
b) 男、女公共厕所宜分区布置，分区分时段开放，方便保洁。
c) 公共厕所墙面必须光滑，便于清洗；地面宜采用防渗、防滑易清洁材料铺设。
d) 公共厕所的建筑通风、采光面积与地面面积比不应小于 1: 8，外墙侧窗不能满足要求时宜增
设地窗；外墙侧窗局部宜设置竖向百叶窗，加装便于拆换的纱窗。
e) 公共厕所层高应不小于 4.5 m。屋顶宜设置天窗和自然通风口。
f) 应设计视线遮挡，避免厕位暴露于厕所外视线内。
g) 厕位之间应有隔板，每个厕位应设置坚固 、耐腐蚀挂物钩。
h) 应有防蝇、防蚊设施。
10.2.2 服务区厕位数宜符合表 8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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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厕位数
类型
服务区

便 器 数 （ 个 /侧 ）
男小便器

男大便器

女

第三卫生间

≥12

≥12

≥24

≥1

注1：此表为分离式服务区单侧的推荐值。
注2：厕位数可按节假日高峰期人流测算确定。

10.2.3 公共厕所无障碍及特殊功能设施设计应符合 GB 50763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当建筑面积容许的情况下，应设置单独的残疾人专用厕所，可与第三卫生间合并设置。
b) 男卫生间内应设置儿童小便器。
c) 男、女盥洗室内宜设置 1 个以上高度为 500 mm～550 mm 的儿童盥洗池。
10.2.4 公共厕所的臭味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T 17217 和 GB 14554 的要求
10.3 加油（加气）站
10.3.1 加油站（加气）设计应符合 GB 50156 的相关规定。
10.3.2 加油站（加气）宜设置在场区出口处。
10.3.3 加油站（加气）配套用房宜设置营业厅、办公室、财务室等。
10.4 电动汽车充电站（桩）
电动汽车充电站（桩）设计应符合GB 50966的有关规定。
10.5 房车营地
10.5.1 房车营地宜选择夜间相对安静位置设置，尽量远离大货车停车区、综合楼出入口和人员密集区
附近。
10.5.2 房车营地应配套相应的排污接口，设置必要的补水、补电设施。
10.6 汽修厂
汽修厂设计应符合GB 50067的相关规定。
10.7 员工宿舍
10.7.1 员工宿舍宜单独或分区设置，设计应符合 JGJ 36 的相关规定。
10.7.2 员工宿舍应满足服务区内管理、服务等人员的住宿需求。
10.8 公共信息标识
10.8.1 在各功能区设置导向牌和指示牌等服务区公共信息标识，其设计风格上应保持一致，宜体现高
速公路及服务区的地域人文特色。
10.8.2 加油（加气）站罩棚标识、地面引导标识、站内引导标识及安全标识应符合 GB 50156、GB 5768、
GB 13495.1 的相关规定。
10.9 其它
10.9.1 降温池宜设置在服务区入口处的外侧。
10.9.2 加水设施宜设置在汽修厂附近或货车停车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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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设备
11.1 给水排水
11.1.1 消防设施、供水设施宜集中设置于高速公路一侧。
11.1.2 消防给水设计，应符合 GB 50016 和 GB 50067 的相关规定。
11.1.3 当采用地表水或地下水，水质须达到我国现行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如水质达不到要求时，
须配备必要的水净化消毒系统。
11.1.4 采用非饮用水做冲洗和浇洒等用水时，应有明显的标志，非饮用水管道不得与饮用水管道相连。
11.1.5 给水排水设备应采用节水器材、器具等，做到既节水又节能。
11.1.6 卫生间应符合以下要求：
a) 公共厕所应采用先进、可靠、实用的节水卫生设备。
b) 小便器下口应设存水弯且下水管道应增大，上部应设置易清洁、固定的烟灰缸。小便器和洗脸
盆排水宜设置遮蔽并方便维修。
c) 采用生物处理、化学处理后的中水冲洗厕所，卫生器具下水管道应设过滤设施，处理后的水质
应符合 GB/T 18920 的相关规定。
d) 卫生器具给水配件处的静水压,最高不宜超过 0.35 MPa，水压超过上述规定时，应考虑设减压
装置。
e) 公共卫生间排水管沟应为过人管沟，所有排水管管径宜适当加大。
11.1.7 服务区宜独立设置排水系统、排水处理设施；如地形允许，宜建设覆盖全场区的雨水收集利用
或排放系统，并建设蒸发池或暗收集池。
11.1.8 污、废水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排水口不应直接对周边村庄或农田进行排放，应与高速公路主
线排水口相衔接。
11.1.9 污水、雨水及含油与不含油污水，应采用分流制排放.
11.1.10 含油污水管道，应设置水封井；水封井的水封高度，不应小于 0.25 m。水封井应设沉泥段，
沉泥段由最低的管底算起，其深度不应小于 0.25 m。
11.1.11 服务区宜建设废水回收再利用设施。宜采用中水处理设备，达到绿化标准后，用于绿化、冲
厕、清洗道路广场等，全部回收利用，实现零排放。
11.1.12 降雨强度的设计重现期宜取 3～5 年。
11.1.13 综合楼内超市、商店等经营场所宜配备独立的给、排水系统。
11.1.14 各站区洗浴，热水供应宜采用太阳能等新能源供应热水,电加热作为辅助热源,以节约能源。
11.2 采暖、通风
11.2.1 服务区各用房应设置冬季采暖设施，采暖热源宜采用最新环保技术供暖，无污染物的排放。
11.2.2 综合楼内休息场所、餐厅、超市、商店宜设空调。
11.2.3 空调系统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综合楼门厅出入口宜采用冷、热风空气幕。
b) 餐厅、超市、商店等宜采用节能型空调系统。
c) 餐厅的厨房宜采用全热交换器通风或变频空调系统； 厨房应保持负压，用餐场所应保持正压。
3
d) 客房的新风量宜按 30 m /人计算，并应保持负压。
11.2.4 建筑通风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每个卫生间均设置排风系统，污浊空气尽可能排至远离人群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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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房、员工宿舍、办公等用房的通风开口有效面积不应小于该房间地板面积的 1/20；厨房的
2
通风开口有效面积应不小于该房间地板而积的 1/10，并不得小于 0.6 m ，厨房的炉灶上方应
安装排除油烟设备并设排烟道。
c) 无外窗的浴室和厕所应设机械通风换气设施，并设通风道。
d) 厨房、卫生间的门的下方宜设进风固定百叶，或留有进风缝隙。
e) 机械新风系统的进风 口应设置在室外空气清新、洁净的位置。
f) 废气排放不应设置在有人停留或通行的地带。
g) 机械新风系统的管道应选用不燃材料。
11.2.5 综合楼内休息场所、餐厅、超市、商店自然通风达不到要求时，可采用机械通风或自然与机械
3
通风相结合的通风方式，其通风量人均不应小于 8 m 。
11.2.6 公共厕所宜设置机械排风系统，其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10 次/h。
b)

11.3 电气
11.3.1 电气设计包括：高低压配电系统、室内外照明系统、防雷接地系统、有线电视、综合布线系统、
监控系统、智能化系统。
11.3.2 用电负荷等级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综合楼内的餐厅用电按二级负荷供电。
b) 汽修厂、加油（加气）站按二级负荷供电。
c) 消防设备、监控设备、变配电、广场照明（包括高杆灯和路灯）和污水处理设备按二级负荷供
电。
11.3.3 电气一般配电线路宜暗装敷设，导线管及配线槽应采用不燃材料。
11.3.4 消防配电线路应满足火灾时连续供电的要求，其暗装敷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暗装敷设时，应穿管并应敷设在不燃烧体结构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0 mm。明敷时（包括
敷设在吊顶内），应采用金属管或封闭式金属线槽，并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b) 当采用阻燃或耐火电缆时，敷设在电缆井，电缆沟内可不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c) 当采用矿物质绝缘类不燃性电缆时，可直接明敷。
11.3.5 照度标准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34 的规定。
11.3.6 照明光源应优先选择节能灯具，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室内照明宜采用直管型节能荧光灯和紧凑型节能荧光灯，灯具应无眩光。
b) 广场高杆灯数量及高度应根据场区大小及照度要求确定。当场区最长距离不超过 400 m 时，高
杆灯设置不宜超过 1 座，高度不宜超过 30 m, 可使用 LED 光源。
c) 贯通车道两边宜设置 LED 光源或独立太阳能的中杆灯，高度不宜超过 8 m。
d) 场区照明系统宜在充分考虑节能环保的基础上采用传统照明设施，不宜安装花灯等
11.3.7 综合楼内的疏散走道、楼梯间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疏散门正上方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
志，均应符合 GB 13495.1 的相关规定，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正上方应设置“安全出口”指示标志。
b) 疏散走道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应设置在转角处、距地面高度 1.0 m 以下的墙面上，灯光疏散
指示标志间距不应大于 20 m；对于袋形走道，不应大于 10 m；在转角区，不应大于 1.0 m。
c)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30 min。
11.3.8 照明控制：每个照明开关所控光源数不宜太多，按所控灯列与侧窗平行方式分组控制；在有天
然采光时，近窗和远窗处可分别开关；公共场所的照明采用集中控制并按建筑使用条件和天然采光状况
采用分区、分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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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9 汽修厂、加油站和综合楼的门厅、餐厅、超市、客房等用电应按使用功能要求，从配电柜或配
电箱分开回路引出。
11.3.10 对外开水间应设置三相电源插座。
11.3.11 监控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服务区出、入口贯穿车道处设置摄像头，对驶出、驶进服务区车辆进行监控。
b) 在服务区广场设置摄像头，对服务区停放车辆进行监控，根据选用摄像头的监控距离调整安装
位置，保证无盲区。
c) 在综合楼进出口处设置摄像头，对进出人员进行监控。
d) 在客房楼梯口设置摄像头，对进出人员进行监控。
e) 服务区重要位置的摄像头宜具备红外及夜视功能。
11.3.12 贯穿车道在地下联络通道进出口处前方适当位置，应设置警示、报警等装置，提醒直行车辆
注意联络通道人车出入。
11.3.13 防雷与接地设计应符合 GB 50057 和 GB 50343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监控室配电箱进线处设置浪涌保护器以防电磁脉冲侵入。
b) 监控室静电地板要求与整栋建筑的防雷接地系统联通，且搭接处不小于 4 点。
c) 接地电阻实测达不到 1 欧姆的建筑物应与其他建筑物可靠联通，确保联合接地体接地电阻小于
1 Ω。
12 消防
12.1 建筑防火
12.1.1 建筑防火及疏散设计应符合 GB 50016 的有关规定。
12.1.2 综合楼的耐火等级应不低于二级。
12.1.3 餐厅、超市和商店的安全出口应不少于两个，安全出口净宽不得小于 1.40 m， 应向疏散方向
开启，严禁设锁，不得设门槛。
12.1.4 综合楼厨房采用瓶装液化石油气瓶组供应时，应设置独立的瓶组间。
12.1.5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a) 火灾报警系统由感烟、感温火灾探测器，手动报警按钮，声光报警器，报警主机等组成。
b) 在机房、储油间、走廊、值班室等易发生火情的部位设感烟火灾探测器, 在发电机室、车库设
感温火灾探测器，在值班室或监控室设报警主机。
12.1.6 消防安全标志和综合楼内的装修材料应符合 GB13495.1 和 GB 50222 的相关规定。
12.2

消防设施
3

12.2.1 综合楼体积大于 10000 m 设置室内消火栓。
12.2.2 停车场应设置室外消火栓。
13 节能
13.1 公共建筑节能
13.1.1 服务区公共建筑包括综合楼、加油站、加气站和汽修厂等。
13.1.2 公共建筑节能应满足 GB 50189 规范要求。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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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严寒地区甲类公共建筑各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包括透光幕墙）均不宜大于 0.60；其他地区甲
类公共建筑各单一立面窗墙面积比(包括透光幕墙）均不宜大于 0.7。
13.2 居住建筑节能
13.2.1 服务区居住建筑主要为宿舍。
13.2.2 居住建筑应满足 DB J04 规范要求。
14 环保及景观
14.1 一般规定
14.1.1 服务区为司乘人员停留休息的场所，应重视服务区的环境保护。
14.1.2 固体废物处置标准参照 GB 18599。
14.1.3 生活污水的处理达到 GB 8978 二级排放标准后再利用。
14.1.4 应综合考虑建筑、构筑物、沿线设施等景观要素，协调路内景观与路外景观，使公路景观与沿
线自然、人文景观和谐统一。
14.1.5 植物配置应以因地制宜、适地适树、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为原则。
14.2 环保
14.2.1 选址应充分考虑自然气候及环境，降低建筑物的能源消耗。
14.2.2 场区内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参照 JTG B04。
14.2.3 生活垃圾应设置垃圾处理池，并对垃圾进行分类堆放、分别处理。
14.2.4 区内用水宜采用中水引入的方式，将水源在人流较为集中的地方进行合理性引入，进行双路供
水，利用中水对服务区内绿化用水及卫生间用水进行有效替换，达到 JT/T 645 生活污水再生利用标准。
14.2.5 场区可用太阳能光伏进行电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14.3 景观设计与植物配置
14.3.1 应以庭院式绿化为主，乔、灌、草、花等相结合，常绿树种和落叶乔灌木相配置。
14.3.2 应充分利用场区内原有树木。
14.3.3 功能分区应进行分别设计，小型停车区可铺设草坪砖；休闲区域内应种植大乔木遮荫，可适当
设置园林小品，展示地方特色文化。
14.3.4 应选取适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具有较强观赏性的园林树种，一般以树形优美的大乔木、色叶花
灌木及观花小乔木等为佳。
14.3.5 应选择寿命较长、病虫害少、无针刺、无毒、无飞絮、无异味的植物。
14.3.6 加油站与消防通道之间不宜种植绿篱及密植灌木丛。加油站罐组防火堤内的场地，不得种植乔
木。
14.3.7 污水处理池、化粪池周围宜栽植抗污染力强的乔木树种，并宜选用芳香植物。
14.3.8 乔木栽植位置应距离建筑外墙 5.0 m 以外，满足建筑对通风采光要求。
14.3.9 因地制宜，采用以植物群落为主，乔木、灌木和地被植物相结合的多种植物立体配置形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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