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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随着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布《城市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 (以下简称

《导则》 )以及推进“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系统示范项目”，中国有望掀起一轮以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为主导的城市交通结构调整[1]。

自行车停车设施是自行车交通体系中的关键

节点，其布局规划和设计的科学性关乎交通

结构调整的成败。

中国有着深厚的自行车骑行传统，自行

车使用群体非常广泛，出行目的多种多样，

如通勤、上学、休闲、健身等。但是，过去

几十年，随着城市机动化的快速推进，自行

车出行比例持续下滑。自行车停车问题是导

致这一现象产生的诸多原因之一。调查显

示，大多数人放弃使用自行车出行的一个重

要顾虑是找不到安全、便利的自行车停放设

施[2]。出行者有诸如有没有地方存车、是不

是方便、自行车会不会丢失或损坏等担心。

这些后顾之忧在出行的起始端和目的地均有

体现，对任何一端的顾虑都可能影响出行者

对自行车的选择。中国很多城市在规划和设

计自行车停车设施时，目标往往局限于提供

基本条件，对提升供给质量的诉求不够强

烈。这在各类标准和导则中均有所体现，如

在规划文件中提出配建标准却对可达性和设

施品质方面要求较少。《导则》限于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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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很多城市在规划设计自行车停车设施时，目标往往局限于提供基本条件，对提升供给质

量的诉求不够强烈。首先指出中国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存在的突出问题：空间与设施不足、选

址不合理、安全问题、使用不便，以及缺乏环境协调。基于此提出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的核心

原则：安全、便利、美观、经济，并进一步总结体现核心原则的12项要素及其具体手段。提出实

践中不同类型目的地的停车设施规划设计要素优先级建议，并以案例的形式对各规划设计要素及其

优先级进行详细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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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考虑照顾不同城市的不同自行车出行条

件，对自行车停车设施采用了“保基本”的

思路。本文利用实际案例，结合对中国自行

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现状的观察和理解，探

讨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方法，以期为

《导则》提供补充。

11 中国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存在中国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存在

的突出问题的突出问题

中国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的数量和

质量问题并存。原因来自多方面，一是目前

尚未出台国家层面专门针对自行车停车的规

范或标准，相关要求散见于各地的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以及国家的道路规划设计规范等文

件；二是现有规范对停车设施规划设计的要

求较一般化，缺乏空间布局、可达性、与城

市环境协调等方面的具体要求。例如，《城

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2012)针对

自行车停车仅有两条关于出入口、场地规格

和坡度的规定 [3]，对实践缺乏规范性指导，

较易导致混乱。当前，中国自行车停车设施

规划设计实践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五个

方面。

11..11 空间与设施不足空间与设施不足

近些年伴随机动化快速增长和自行车出

行减少，建设规范、高质量的自行车停车设

施一度被规划设计和城市管理者所忽视。自

行车停车的空间和设施陷于被边缘化的危

险。在仍有较多自行车出行的目的地附近经

常因缺乏停车位而导致乱停乱放，甚至被迫

侵占行人的通行空间，而被机动车出行所主

导的区域则缺少合理的自行车停车场所和设

施，且在空间分布上不够密集。停车设施覆

盖率不足进一步阻碍了市民选择自行车出

行。例如，北京市居民自行车出行比例从20

世纪 80 年代 60%以上大幅下降至 2012 年

13.9%[4]。其中，公共停车位不足是重要原因

之一。自行车停车的特殊之处在于必须配备

必要的防护或支撑设施，单单提供空间而没

有设施容易导致乱停乱放，例如，不少地方

的行人护栏、灯柱、电线杆等建(构)筑物被

当作停车支架和锁车设施，见图1~图3。

11..22 选址不合理选址不合理

由于用地空间紧张、协调困难、对可达

性重视不足等方面的约束，自行车停车设施

图1 自行车地面停车空间缺乏导致人行道被占用

Fig.1 Walkway occupied due to the shortage in bicycle parking space

资料来源：文献[5]。

图2 自行车地面停车空间和设施缺乏导致“立体”停车和占用公共绿地

Fig.2 “Three- dimensional” parking and invading public green space

caused by the lack of bicycle parking space and facilities

资料来源：文献[5]。

图3 自行车地面停车有空间无设施导致无序停放

Fig.3 Unmanaged parking at locations with available space but unavailable

facility for bicycle parking

资料来源：文献[5]。

a 取不出车 b 停不进车

资料来源：文献[5]。

图4 选址缺乏细节关注导致自行车停车不便

Fig.4 Inconvenient bicycle parking caused by inadequate attention to details

in sit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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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址往往并非依据最大程度方便骑车者的

原则在目的地附近就近布设，而是哪里有可

用空间就放在哪里。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规划

阶段用地控制的缺失，另一方面是在城市公

共用地权属方面存在体制障碍。例如，在公

共交通车站或出行目的地附近结合绿化带布

设自行车停车设施，可以为骑车者提供很大

便利，但是通常情况下，绿地由园林部门管

理，自行车停车设施由市政或交通部门负

责，两者的城市管理目标不尽相同，存在用

地协调上的困难。结果经常导致自行车停车

设施被布置在离目的地较远的地方。

在自行车停车设施选址方面，常见的问

题还包括忽视与其他市政设施以及建(构)

筑物的关系，例如存取车辆无足够空间(见

图4)，侵占人行道、盲道(见图5)等。

11..33 安全问题突出安全问题突出

自行车在停车时丢失或损坏一直是困扰

中国自行车使用群体的突出问题。究其原因

是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缺乏或完全不具

备安全要素，或者设计本身存在缺陷导致自

行车损坏。例如，无监控系统或人员值守导

致自行车被盗或恶意破坏；缺乏存车支架导

致车辆在外力作用下倾覆、变形(见图 6)；

没有雨棚、遮阳等设施导致自行车锈蚀、爆胎

等。这些问题在小规模、临时性的停车处尤

其突出，例如利用道路绿化空间、设施带等设

置的自行车停车位，由于在夜间缺乏监视，很

容易发生车辆被破坏或盗窃的现象，见图7。

11..44 使用不便使用不便

自行车停车是骑车者系列活动中的一个

环节。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除将目光瞄

准停车设施本身之外，还要考虑其上下游相

关活动能否顺利开展。例如，不少停车场有

充足的空间、良好的设施，但是出入通道使

用却极为不便，需要肩扛、手提自行车才能

进出，或者停车后从停车点到目的地之间的

路径长、步行环境差，如缺乏照明、人行空

间等(见图 8)。此外，自行车停车设施的引

导系统是众多城市的短板，有城市甚至无此

类系统，或者在设计上不合理。这些都会影

响自行车使用者的感受，甚至导致他们放弃

自行车出行。

11..55 缺乏环境协调缺乏环境协调

在中国自行车停车设施供给水平普遍较

b 占用盲道

图5 停车设施选址不合理

Fig.5 Inappropriate site selection for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资料来源：文献[5]。

a 占用人行道 图6 因缺少存车支架导致自行车倾覆

Fig.6 Bicycle overturned due to the lack of parking holder

资料来源：文献[6]。

图7 因缺少安全设施导致自行车盗损

Fig.7 Bicycle stolen and damaged due to the lack of security measure

资料来源：文献[7]。

图8 进出自行车停车场不便

Fig.8 Inconvenience for bicycles in and out of

a parking lot

资料来源：文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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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安全

便利

美观

经济

要素

使用者的
安全预期

防止自行
车丢失

防止自行
车损坏

可得性

可达性

易用性

美感和设
计感

与环境
协调

创意和文
化表达

建设成
本低

经营和维
护成本低

使用成
本低

手段

安排专人值守；
采用自动门禁系统；
临近人员频繁活动的区域；
采用摄像头或其他监控设施；
确保照明条件；
利用其他被动监视，如临近有夜间照明的建筑物立面、窗户、出入口等

“使用者的安全预期”要素的1~6项；
封闭式自动存取系统；
存车支架或固定物的材质和设计足够坚固；
提示、警示车主锁车的标志、语音等

“防止自行车丢失”要素的1~3项，避免恶意的人为破坏；
设计科学的存车支架，避免车辆倾覆、变形、剐蹭等；
保证充裕的单车停放空间，避免存取过程中车辆之间的冲突；
设置雨棚、遮阳棚等防护设施

按照停车需求而不是空间的有无进行布局；在主要目的地附近均设法设置停车设施；灵活利
用街头绿地、道路绿化带等空间分散布置停车位，增加停车位的密度；
每个停车点布置充足的停车位

按照停车需求点特点(如停车时间长短)，尽量靠近目的地，在出行路径近旁布置；
有条件时尽量布置在地面；
确保平整、直接、宽敞的出入口和通道；
确需布置在地下或地上时，出入台阶应设无障碍缓坡，坡度较长时，中间设休息平台；
设置清晰、明确的指示引导标志

充足的腾挪空间，容易移入、移出；
多层设计手动存取的停车设施，不超过两层且高度适宜；
使用自动存取系统；
附近设置自助充气装置；
附近设置维修站；
在网上发布自行车公共停车设施的位置、容量等信息

在造型、色彩、尺度等方面给人以愉悦感，避免造成视觉污染，给人突兀、丑陋、凌乱等印
象；
在做工、材质等方面强调精细感，避免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

不影响周边其他公共设施的功能，如不占用人行道、自行车道、公共交通车站、消防设施等
空间；在材质、色彩、尺度上与周边的建(构)筑物保持协调，避免形成强烈反差；
与城市的街道家具、绿化等元素相互映衬和补充

与城市的文化主题相契合，在标志、设计符号上宣传城市文化；
在设计语言上宣传自行车文化，鼓励自行车出行

确保节地、节材、低耗；
便于模块化建造、规模化布设

选用耐久、不易损坏的材质和设计；
易于更换、更新；
易于保持干净，便于清洁；
开辟除收费之外的其他收入来源，如广告、零售等

免费或低收费

表1 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要素

Tab.1 Key elements in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bicycle parking facility

图9 质量低下的自行车停车环境

Fig.9 Poor bicycle parking environment

资料来源：文献[5]。

b 脏乱的停车环境a 锈迹斑斑的停车架

低的情况下，城市往往将工作重点放在保障

设施数量方面，忽视从设计上追求更高的标

准，未能从城市美学的角度考虑如何使停车

设施在满足基本停车功能的基础上更具设计

感、美感、与城市的整体环境更加协调，以

及如何利用自行车停车设施传递城市的文化

理念和人文精神。自行车停车设施质量差、

环境脏乱的现象较为普遍，见图9。

22 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要素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要素

针对中国自行车停车设施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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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中需要重点遵循

的原则可以概括为“安全、便利、美观、经

济”。这些原则可以被分解为一系列的规划

设计要素并最终转化为具体的规划设计手

段，见表1。

1）“安全”体现在自行车停车设施对使

用者和自行车的保护方面。首先是使停车设

施所处环境让使用者不感到自己的人身或财

产安全存在潜在危险；其次是确保车辆不被

盗窃或损坏，与行人、市政设施、机动车等

发生冲突而导致损失的可能性小；最后是确

保在不良气候条件下仍然有良好的使用条

件。在一个出行选择多样化的时代，出行者

对工具选择的风险容忍度很低，自行车停车

设施规划设计必须将安全性放在首要位置。

2）“便利”体现在能为使用者最大限度

地提供方便。首先是在空间分布、规模上满

足使用者的基本需求，尽可能覆盖各个目的

地，在规划上减少或消除覆盖盲区；其次在

设施的可达性上做到路径距离短、直接、顺

畅，要与目的地紧密衔接，使设施位于靠近

目的地的骑行路径上；在设施的设计细节上

应注重到达、出入、存取的便利性。例如，

设计足够宽的出入通道、清晰明确的指示标

志、符合人体特征易存易取的支架，提供有

指引或其他价值的信息等。

3）“美观”体现在停车设施给城市和使

用者带来的美感、愉悦感。如果说公共空间

是城市的客厅，那么自行车公共停车设施就

像是客厅里摆放的家具或者艺术品，直接影

响市民对城市公共空间品质的感受，同时影

响使用者对自行车出行的选择。美观的停车

设施往往有设计感，蕴含艺术气息，传递文

化价值；美观的停车设施追求与周围环境的

和谐统一；富有创意和教育意义的停车设施

设计也给人以美感。

4）“经济”体现在停车设计的建设成本

低、耐久、易于维护，同时尽量降低使用者

的成本。停车设施的规划和设计需要对安

全、便利、美观等用户体验与建设成本、运

营成本等公共投入进行权衡。

在实践中，需要综合考虑自行车交通在

特定城市中的地位、需求的特点、城市的财

力等因素确定自行车停车设施的建设标准，

对安全、便利、美观、经济方面的要素提出

优先顺序，在“保基本”和“重品质”之间

进行理性选择。

33 实践中对要素的把握实践中对要素的把握

33..11 一般原则一般原则

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须首先回答 3

个问题：1)停车设施为何种类型目的地服

务；2)各要素的重要程度和优先顺序怎样；

3)如何在规划设计方案中体现要素的要求。

不同类型目的地对自行车停车的时间和

空间要求存在很大差别。例如，如果自行车

停车设施设置的目的是为街边小商铺顾客服

务，则停车的时间一般较短，其规模不需要

很大；如果自行车停车设施服务于大型办公

楼宇，为在楼宇内上班的人员服务，则停车

时间较长，规模可能较大。有研究表明，停

车时间越短，要求停车点距目的地的距离也

越短。例如人们骑车去街边的小店购物，往

往会在店门口就近停放自行车，这样安排才

能满足需求。也就是，停车时间越短，人们

购
物
街

商
场

日
间
停
车

24
h

停
车

维修服务

中央监控

雨棚

锁闭、防盗设施

支架

停车点距目的地的距离/m

5 min

1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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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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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55 60 65 7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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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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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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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自行车停车设施距目的地距离与停车时长和服务水平的关系

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level of service and bicycle parking variables such as distance to intended destination and parking duration

资料来源：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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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停车点到目的地的步行距离容忍度越

低。此外，短时间停车对自行车停车设施的

服务水平要求也比长时间停车低。超过24 h

的停车，可能需要在停车场安排值守人员或

者中央监控，维修服务在此类停车场附近设

置也很必要。停车时长、距目的地的距离与

服务水平的关系见图10。

目的地类型不同，停车设施的时间和空

间要求存在差别。这将决定设计要素的取

向，即哪些要素是决定性的，哪些要素是辅

助性的。综合考虑目的地类型，本文给出要

素优先级选择的原则性参考，见表 2。根据

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存在问题的突出程

度，表 2 也可以理解为针对不同类型目的

地，各种要素需要加强的程度。在实践中可

以借鉴此思路，对每项自行车停车设施进行

评估，提出规划设计的重点，有针对性地开

展工作。

总体而言，就中国现状，安全性要素是

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时最应优先考虑的

原则，其次是便利性。这两项原则是基本要

求，重点解决“有无”问题；而对便利性更

高标准的要求和美观性的要求则是解决“品

质”问题。在机动化快速入侵城市，自行车

空间被不断挤压，自行车出行不再是必然选

择的今天，规划设计更加便利和令人愉悦的

自行车停车设施将变得愈加重要。相反，经

济性的标准则可以适当放宽：为了遏制自行

车出行分担率急剧下降的趋势，政府适度加

大投入，规划和建设较高标准的自行车停车

设施，同时控制使用成本甚或给予补贴，必

要且迫切。这样做，仅从自行车停车设施本

身的建造和维护的经济性来看也许不是最佳

选择，但是就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言则可能

是最有利的选择。

33..22 实践案例解析实践案例解析

33..22..11 安全性安全性

封闭的环境既能减少自行车被盗窃或破

坏的可能性，也能使自行车免受不良气候条

件的影响。在欧美部分城市，设置有小型的

封闭自行车停车单元(见图11)。在中国则更

多使用半封闭的栅栏加雨棚的设计，行之有

效，应予坚持。在规模较大的自行车停车场

可以设置主动的安全设施，例如门禁系统和

摄像头(见图12)。技术的发展使电子和摄像

技术相对于人力变得越发廉价，应鼓励一定

规模的自行车停车场安装此类主动安全设

表2 停车设施规划设计要素优先级建议

Tab.2 Recommendations on prioritizing key elements in parking facilities

planning and desig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arking services

项目

使用者的安全预期

防止自行车丢失

防止自行车损坏

可得性

可达性

易用性

美感和设计感

与环境协调

创意和文化表达

建设成本低

经营和维护成本低

使用成本低

住宅

5

4

2

5

3

3

2

3

1

3

3

4

办公

5

4

2

5

4

4

2

3

1

3

3

4

商场

2

5

2

4

4

4

2

3

2

3

3

4

医院

3

4

2

5

4

4

1

2

1

3

3

4

学校

3

5

4

5

4

3

3

4

3

3

3

4

公共交
通车站

2

5

2

5

5

5

4

5

4

2

2

4

道路

2

5

5

3

5

5

5

5

5

2

2

4

注：1为最低优先级，5为最高优先级。

图11 能够提高安全性的自行车停车棚

Fig.11 Bicycle parking shed that can improve safety

资料来源：文献[10]。

a 设置安全门 b 设置摄像头

资料来源：文献[11]。

图12 设置安全装置的自行车停车场地

Fig.12 Bicycle parking space with security device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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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同时，合理利用建筑物夜间照明、尽量

将自行车停车点设置在有全天候被动监视的

地点，也是提高自行车及其使用者安全性的

有效手段。

33..22..22 便利性便利性

把握便利性要素，首先是借助规划手段

对自行车停车设施的用地、空间布局、停放

容量进行专项规划，并在新开发地区的控制

性详细规划中提出自行车停车配建要求。图

13 为国外某城市片区的自行车停车设施规

划，其明确了各自行车停车场的量级、与公

共交通结合的方式以及服务水平。

在设计上，辅助设施或自动化设施可以

为使用者带来极大方便，见图14。

为了提高自行车停车设施的便利性，还

应选择醒目的地点设置醒目的标志，见图

15。同时，尽可能通过地图、手机应用等手

段发布自行车公共停车设施信息，见图16。

便利性还要求为自行车使用者进出停车

设施和目的地提供更为快捷的服务，在设计

图13 国外某城市片区的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

Fig.13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planning in some cities abroad

资料来源：文献[11]。

自行车停车场
停车中心(>200停车位)
大型停车场(50~200停车位)
中小型停车场(20~50停车位)
小型停车场(<20停车位)

公共汽车站停车场
停车中心(>200停车位)

中小型首末站(20~50停车位)
小型首末站(<20停车位)

服务水平
A(50%有锁，25%有车棚，中央
监控，人员值守和相关服务)
B(100%有车棚和充气设施)
C(50%有车棚)

图15 自行车停车设施设置醒目标志

Fig.15 Eye-catching signs set up in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资料来源： A. Streeter拍摄。

a 自行车进入地下
停车场的导轨

b 自动存车设施

图14 自行车辅助设施与自动化设施

Fig.14 Auxiliary facility and automatic facility for bicycle

资料来源：文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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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文献[1]。

图18 在道路设施带或绿化带开辟自行车停车空间

Fig.18 Installing bicycle parking space along road facility or green space

a 设施带设置 b 绿化带设置

图16 自行车停车设施地图和手机应用

Fig.16 Map and mobile APP for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资料来源：文献[13]。

a 靠近公共交通枢纽 b 靠近目的地

图17 自行车停车设施尽量布置在公共交通枢纽出入口或靠近目的地

Fig.17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arranged at entrance and exit of public

transit terminals or near destination

资料来源：文献[1]。

a弧形自行车停车架 b与环境相协调的辐条式停车架

资料来源：文献[14]。 资料来源：文献[15]。

图19 在造型和色彩上为城市增色的自行车停车设施

Fig.19 Bicycle parking facilities helped to enhance a city’s

image in style and color

上仔细考虑使用者的动线，尽量与目的地、

公共交通车站紧密衔接，进行一体化设计

(见图17)。此外，可利用目的地附近的道路

绿化带或设施带的空间提高自行车停车的便

利性，见图18。

33..22..33 美观性美观性

自行车停车设施是城市的家具之一，体

现城市管理者和市民的审美品位。优雅的艺

术设计能帮助自行车停车设施展示城市风

貌，成为城市街头靓丽的风景，见图19。

图 20为在美国纽约安装的由著名音乐

家大卫·拜恩设计的 9 款自行车停车架 [16]。

立意出自纽约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元素，增加

了纽约街头的色彩和趣味，体现了纽约市

富于创意、崇尚艺术的精神。在展现艺术

性的同时，可以有效解决小规模临时停车的

问题。

良好的设计还可以富于教育意义。图21

为由伦敦Cyclehoop设计事务所设计的自行

车停车设施，用一辆小汽车的空间可以停放

10辆自行车，通过对城市空间资源使用效率

的对比，唤醒人们绿色出行和环保的意识。

33..22..44 经济性经济性

在满足安全、便利、美观要求的基础

上，还应考虑在一体化设计、材质选取、清

洁维护等方面较经济的停车设施方案，例如

将规模较大的停车场与售卖亭结合以增加收

入、降低管理成本(见图22)，或者，停车棚

和存车支架选择材料消耗少、价格便宜的设

计方案和材质。

城市中心区寸土寸金，在节约用地方面

面临很多挑战。例如城市中心区公共交通车

站，在自行车换乘量较大时，往往需要数百

甚至数千平方米的停车空间，设置十分困

难。在有限的地面空间资源无法满足自行车

停车需要的情况下，国外部分城市尝试将自

行车停放设施建在地下或地上(存取环节仍

在地面完成)。例如，图 23为日本研发的一

款自行车地下停车场，设计为 8.5 m×11.6 m

路面向下延伸的圆柱形结构，有机械操作的

升降机，可存放自行车204辆。

不考虑节地可能带来的效益，仅就建设

成本而言，这一做法可能并不经济。但是，

对于有较大自行车刚性换乘需求而又缺乏用

地的轨道交通车站，也可以考虑在修建车站

时同步建设地下或地上自行车停车设施。对

于动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人民币的轨道交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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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车站建设，额外增加自行车停车设施预算

虽微不足道，却可以给未来的使用者带来极

大方便。

44 结语结语

自行车停车设施的规划和设计，既要解

决空间和设施的有无问题，还要解决诸如安

全性、可达性、与环境协调等品质问题。在

自行车出行已非必然选择的时代，停车设施

的品质及服务水平，对吸引自行车出行至关

重要。自行车停车设施规划设计不能再囿于

传统画线、围栅栏等简单方法，需要从专业

的角度认真思考每一个细节。借助分解规划

设计要素和梳理要素优先级的方法，专业人

员可以准确定位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把握规

划设计重点，打造高质量的自行车停车设施。

本文着重从供给方面分析自行车停车设

施规划设计中的问题和应对思路。现实中，

空间和设施不足的问题经常与空置或利用率

不高的现象并存。城市应在自行车停车设施

规划设计过程中，研究和把握需求规律，进

行统筹考虑，既从特定的自行车停车设施角

度，又从系统的角度优化要素和资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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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品质、打造全新的生活方式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应在扭转以机动车为主导的传

统交通理念的基础上，加强各相关技术专业

的融合，紧密围绕“网络、空间、环境、衔

接”四大核心要素，将人的活动空间进行一

体化规划设计，才能打造良好的步行和自行

车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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