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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人交通是城市交通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城市交通出行中占有很大比例。然而，中国

2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往往更多关注高速增长的机动化交通，行人交通的地位越来越被边缘

化。重点对中国城市道路交叉口行人与机动车的冲突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行人过街设施在规划设

计及信号控制方面，以及现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不足。针对行人清空灯色的设置，提出中国应采

用红闪作为行人清空信号的建议。最后，围绕行人与右转、左转机动车的冲突问题，提出了若干在

一定条件下可能有效的信号控制策略。

关键词：城市道路交叉口；行人过街；信号控制；行人清空灯色；减少人车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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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destrian traffic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accounting for a

large proportion of total urban trips. However, during the rapid motor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n China,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on motorized vehicles, while pedestrians' requirements

are quite often neglecte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edestrian-vehicle conflicts at urban intersections, and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pedestrian crossing facilities in planning, design, signal control, as well as re-

lated traffic laws and regulations. In terms of pedestrian clearance signal, this paper proposes to use flash-

ing red in China.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several signal control strategies that may be effective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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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引言引言

行人交通是城市交通体系中非常重要的

部分，因为它不仅是一种独立的短距离出行

方式，也是公共交通出行必需的一种转换方

式，占城市交通出行的很大比例。然而，中

国 20多年的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往往更多

地关注高速增长的机动化交通，行人交通的

地位越来越被边缘化。无论是在城市交通空

间的规划设计方面，特别是行人过街设施的

规划设计，还是在信号控制管理方面，行人

交通都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成为城

市道路交叉口交通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反

过来又严重影响到交叉口的机动车通行，乃

至城市路网交通的秩序和顺畅[1]。

近年来，中国不少城市通过“礼让斑马

线”的行动，正在逐步改善行人过街的交通

环境，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车冲突。如

何进一步深入分析行人交通的特征，从行人

的心理和行为角度出发理解和关注行人交

通，制定合理的法规、规范、标准，对行人

交通设施，包括信号系统，进行人性化的设

计，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本文基于多年的观察、研究和分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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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希望能够给管理城市交通的职能部门、

专家学者、工程技术人员提供一定的参考，

引起大家的思考和讨论，达成一些共识，最

后能够落实到具体的城市交通系统的建设和

管理中，改善行人交通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11 行人过街典型问题及安全感受行人过街典型问题及安全感受

11..11 人车冲突的主要情形人车冲突的主要情形

城市道路交叉口大多没有独立的行人信

号相位时间，行人一般与本向直行机动车相

位同步通行。随着行人和机动车流量增加，

传统相位设置的缺陷逐渐暴露出来，行人与

车辆冲突严重成为交叉口行人交通的主要问

题之一 (见图 1)。具体冲突可归纳为三种

情形：

1）本向绿灯中后期过街行人在到达对

面人行道之前行人信号灯变红，横向机动车

驶出，行人受阻于道路中央；

2） 绿灯起亮行人步入人行横道之后，

上一相位的机动车尚未通过交叉口，在人行

横道上与行人发生冲突；

3）转弯车流与过街行人流相互干扰。

传统信号控制交叉口人车冲突导致交通

秩序混乱和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

1）行人与机动车的交通流特性不同。

行人启动快而速度慢，机动车有启动损

失而速度快。传统的交通信号相位设置没有

充分考虑行人和机动车的交通特性差异，将

行人、非机动车与机动车共用一个逻辑信

号，造成了信号控制顾此失彼，不能适应机

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不同的交通需求。

2）机动车抢道。

行人、机动车在人行横道上的冲突中，

机动车为强势一方，行人处于弱势。为避免

碰撞，往往行人首先避让机动车，形成习

惯。但是在机动车速度较慢时，也有行人在

机动车流中穿行的情况，导致了通行效率低

下、易发事故。

3）控制手段单一。

针对不同交通流的特性，应灵活采用相

应的控制手段。传统信号相位多数情况下右

转机动车不受控，使得右转机动车与行人的

冲突愈加严重，尤其在一些行人过街量较

大、右转车辆较多的城市商业区附近，这种

矛盾已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成为行人过街

的主要不安全因素，也在较大程度上降低了

右转车辆的通行效率。

除此之外，行人信号还存在以下问题，

如信号周期过长，行人红灯等待时间过长导

致违法行为的增加；绿闪信号在法规中缺少

定义，民众对该信号含义的认识不正确；信

号不能给予行人和机动车足够的清空时间；

以及最小绿灯时间经常不能得到保证等。

11..22 行人过街安全感受调查结果行人过街安全感受调查结果

对上海市 32处人行横道 1 000余位行人

进行过街安全感调查[2]，要求受访行人对其

过街的安全感受进行打分，1分表示最不安

全，10分表示最安全。根据行人过街时段的

不同，行人可以分为绿灯过街、红灯过街及

绿闪过街三类，本次调查中三类人数比例为

8:3:1。结果显示，绿闪期间过街的行人安全

感受主要集中在5~8分，而绿灯以及红灯期

间过街的行人安全感受主要集中于 7~10分

(见图 2)。因此绿闪期间过街的行人安全感

受最差，通过概率累计曲线可以看出绿灯以

图1 行人与转弯车辆冲突严重

Fig.1 Conflicts between pedestrians and turning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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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行人过街安全感受的统计分析

Fig.2 Safety perception of pedestrian crossing

资料来源：文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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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红灯期间过街的行人安全感受分布相似。

绿灯期间，行人比较集中，成团状群

体，有“人多势众”的效应，行人通常无须

顾及右转机动车，因此过街环境相对安全。

当首波行人通过冲突点后，右转车辆或者非

机动车从侧后方、侧前方通过时，就增加了

行人过街的危险性并降低行人的安全感受。

红灯期间，与行人相冲突的机动车流为垂直

冲突，比较容易观察，而且行人在过街前会

仔细观察过街环境，当行人感觉车辆有足够

空挡、较为安全时才会选择违法闯红灯，因

此行人在红灯期间过街感觉反而较安全。绿

闪期间，往往信号设计的绿闪时间不足，更

主要的原因是绿闪时行人本不该开始过街的

行为，如果行人在绿闪的后期还开始过街的

行动，会有极大的时间紧迫感，甚至有些信

号设计会使得这个时间出现人-机冲突，导

致行人的安全感受很低。

22 城市道路交通法规中行人过街相关城市道路交通法规中行人过街相关

规定及需完善的问题规定及需完善的问题

22..1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二十六条 交通信号灯由红灯、绿

灯、黄灯组成。红灯表示禁止通行，绿灯表

示准许通行，黄灯表示警示。

第四十七条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

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

应当停车让行。

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

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

第六十一条 行人应当在人行道内行

走，没有人行道的靠路边行走。

第六十二条 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

路，应当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通过有

交通信号灯的人行横道，应当按照交通信号

灯指示通行；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

道的路口，或者在没有过街设施的路段横过

道路，应当在确认安全后通过。

22..22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实施条例实施条例》》

第三十八条 机动车信号灯和非机动车

信号灯表示：

绿灯亮时，准许车辆通行，但转弯的车

辆不得妨碍被放行的直行车辆、行人通行；

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

续通行;

（三）红灯亮时，禁止车辆通行。

在未设置非机动车信号灯和人行横道信

号灯的路口，非机动车和行人应当按照机动

车信号灯的表示通行。

红灯亮时，右转弯的车辆在不妨碍被放

行的车辆、行人通行的情况下，可以通行。

第三十九条 人行横道信号灯表示：

绿灯亮时，准许行人通过人行横道;

红灯亮时，禁止行人进入人行横道，但

是已经进入人行横道的，可以继续通过或者

在道路中心线处停留等候。

22..33 现行法律法规需完善的问题现行法律法规需完善的问题

以上法律法规界定了行人过街与机动车

之间的基本路权，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全国城

市普遍使用的行人信号与此不符：《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仅定义

了行人的绿灯和红灯信号，并未定义绿闪信

号，而且从“已经进入人行横道的，可以继

续通过或者在道路中心线处停留等候”的功

表1 欧美等国行人清空信号控制参数定义及取值

Tab.1 Definition and value range of pedestrian clearance intervals in western countries

国家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瑞士

德国

行人清空灯色

红灯闪烁

红灯闪烁

红灯闪烁

黄灯

红灯

行人清空时间

保证行人通过整个人
行横道或到达安全岛

5~35 s

保证行人通过整个人
行横道或到达安全岛

保证行人通过整个人
行横道或到达安全岛

保证行人通过整个人
行横道或到达安全岛

行人清空速度

一般3.5英尺∙s-1(1.07 m∙s-1)，在有行人按钮可为速度较慢的
行人提供清空时间延长的地点，可取4英尺∙s-1(1.22 m∙s-1)

1.2 m∙s-1

1.2 m∙s-1

1.2 m∙s-1

1.2~1.5 m∙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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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描述可以判断，这属于行人清空时间，

应该用“红色”信号来表达。追踪行人绿闪

信号的来源发现，其显然出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前。1988年3月

9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管理条例》规定：

第十条 指挥灯信号：

（一） 绿灯亮时，准许车辆、行人通

行，但转弯的车辆不准妨碍直行的车辆和被

放行的行人通行；

（二） 黄灯亮时，不准车辆、行人通

行，但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和已进入人行横

道的行人，可以继续通行；

（三）红灯亮时，不准车辆、行人通行；

第十二条 人行横道灯信号：

（一）绿灯亮时，准许行人通过人行横道；

（二）绿灯闪烁时，不准行人进入人行横

道，但已进入人行横道的，可以继续通行；

（三）红灯亮时，不准行人进入人行横道。

这个规定应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颁布后废止，而现实情况表现

为“废而未止”。同时，由于新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对人行

横道信号灯过渡信号没有明确的规定，即现

实通常使用的绿闪信号在法律法规中没有定

义，导致几乎无人理解该信号，因此行人绿

闪信号基本上是失效的。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城市道路

交叉口行人过街清空信号亟待做出科学合理

的和全国统一的规定。

33 对行人清空灯色的建议对行人清空灯色的建议

33..11 国外行人清空信号与清空时间国外行人清空信号与清空时间

欧美等发达国家通过人行横道信号灯过

渡信号设置足够长的行人清空时间，保证行

人过街的安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采用

红灯闪烁信号，德国采用红灯无闪烁信号，

瑞士部分城市采用黄灯信号，如表 1所示。

可见，发达国家在清空行人过街时无一使用

绿色闪烁信号。

33..22 关于中国采用红闪作为行人清空信关于中国采用红闪作为行人清空信

号的建议号的建议

从人的交通心理分析，人们一直以来受

到“红灯停，绿灯行”的教育，行人对绿闪

信号的基本认知是行，而不是停。绝大部分

行人即使在行人绿闪信号开始后，仍然会从

人行道步入人行横道，因此绿闪信号难以起

到清空道路交叉口行人的作用。大部分发达

国家采用红闪作为清空信号值得借鉴，因为

红色给人的交通感受是停。《安徽省城市道

路交叉口信号控制设计规范》 (DB 34/T

2423—2015)中首次提出了行人清空采用红

闪的建议[3]，这个建议宜在全国推广。

红灯时可通行的
右转机动车流
同一相位放行的
机动车流与行人
下一相位放行的
右转机动车流

图3 行人与右转机动车冲突类型

Fig.3 Conflict types between pedestrians and right-turn vehicles

资料来源：文献[4]。

图4 右转车辆让行空间示意

Fig.4 Yield space of right-turn vehicles

资料来源：文献[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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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清空采用红闪信号，可以明确禁止

未进入人行横道的行人开始过街的行为，行

人容易理解和接受，也便于执法，一旦出现

纠纷甚至事故，也容易界定各自的责任。这

一改进看似小问题，其实可以大大改善道路

交叉口行人交通的秩序，对改善中国城市交

通的现状将起到非常大的效果，而且这一改

进基本上无须设施的附加投入，事半功倍。

44 城市道路交叉口人车冲突的处理方法城市道路交叉口人车冲突的处理方法

44..11 行人与右转机动车的冲突处理行人与右转机动车的冲突处理

右转机动车流与行人的冲突在一定条件

下会比较严重，但是根据交叉口的实际情

况，采取合理的信号控制策略，可以缓解甚

至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44..11..11 冲突类型及右转车辆通行时间分析冲突类型及右转车辆通行时间分析

行人与右转机动车冲突主要有三种类型[4]：

右转机动车与侧向行人同相位放行时，右转

机动车与侧向行人冲突，如图 3中南进口右

转机动车与侧向南北向过街行人的冲突①；

绿灯末期过街或步速较慢的行人与下一相位

右转机动车的冲突，如图 3中东进口右转机

动车与南北走向过街行人的冲突②；允许右

转机动车红灯时通行而导致的右转机动车与

同进口过街行人冲突，如图 3中西进口右转

机动车与南北向过街行人的冲突③。

对于“绿灯末期过街或步速较慢的行人

与下一相位右转机动车的冲突”可通过设置

足够的绿灯间隔时间和行人过街安全岛解

决；另外两类冲突的分离需对四相位及非四

相位交叉口区别对待，在普通四相位信号控

制且人行横道中间有安全岛的交叉口，四个

方向的右转车辆除在直行相位可以通行之

外，还可以利用两个左转相位进行分段通

行，其通行时间相对充分，因此可以做到

人、车在通行时间上完全分离。而在普通两

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无论在哪个相位里放

行右转车辆都会与过街行人有冲突，除设置

行人专用相位之外，实现人、车在通行时间

上的分离比较困难。

44..11..22 右转车流让行控制策略右转车流让行控制策略

在行人信号灯放行时，同向右转车辆让

行人优先通行，这种右转车流让行控制策略

是利用可接受空档穿越人行横道的方法，只

适用于行人流量、右转车流量较小的情形。

该控制方式的实现需要配套的交通设计，如

图 4所示，在交叉口转角为右转车辆预留待

图5 右转车辆专用箭头灯实例(仅显示红色和黄色箭头)

Fig.5 Arrow signal for right-turn vehicles (red and yellow arrow only)

图6 右转车辆专用箭头灯实例

Fig.6 Arrow signal for right-turn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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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空间，使待行的右转车辆在等待可穿越空

档时不至于影响后面的直行车辆， l 不宜小

于6 m[5]。

为保障行人安全的同时兼顾交叉口的运

行效率，在采用右转车流让行控制策略的情

形下，建议设置适当的标志或信号，如采用

单头的黄闪信号警示右转机动车驾驶人有行

人通行，采用“右转车辆让行人先行”等标

志提示行人享有优先权。

44..11..33 右转车流信号控制策略右转车流信号控制策略

1）红灯箭头信号控制右转车辆。

在直行圆形灯的旁边增加一个只能亮红

色和黄色的右转箭头灯(见图 5)。右转箭头

红灯启亮时，禁止右转车辆通行；在其他时

段，右转箭头红灯熄灭，右转车辆在不影响

其他流向交通流通行的情况下，按照相应的

交通规则通行。在允许通行到禁止通行之间

用黄色右转箭头灯过渡。

该控制方式可以根据右转机动车和行

人、非机动车的流量以及其相互冲突的情

形，进行灵活的时间控制，既能有效地避免

右转车辆与非机动车及行人的冲突，也能充

分保证右转机动车的通行时间和利用可穿越

空档。

2）右转车辆专用箭头灯。

对右转车辆采用具有红黄绿三色的箭头

信号灯组进行控制(见图 6)，只有当右转箭

头绿灯亮时，右转车辆才允许通行；右转箭

头灯亮红灯时，右转车辆禁止通行。由于右

转箭头灯亮绿灯期间右转车辆有绝对的通行

权，所以，该种控制方式将右转车辆与行人

及非机动车流在通行时间上完全分隔开来。

该控制方式明确了右转车辆的通行权，

完全避免了右转车辆与其他各种交通流的冲

突，在右转车流量与两方向行人及非机动车

流量均很大的情况下，能够有效避免右转车

辆与行人及非机动车相互冲突的情况发生，

有利于提高交叉口的运行效率和行人及非机

动车的安全。该方法仅适用于如图 7所示的

四相位控制模式。

3）行人信号早启控制。

当行人与右转车辆在一个相位里通行、

冲突并不十分严重时，可以进行行人信号的

早启控制。一般情况下，红灯期间等待过街

的人数占过街总人数较大比例，使这部分行

人率先占据其与右转车辆的冲突点优先通

过，而右转车辆后于行人到达冲突点，更容

易发现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以采取相应的停车

避让措施。

44..22 行人与左转机动车的冲突处理行人与左转机动车的冲突处理

相比右转车辆，行人与左转车辆的冲突

一定情况下可能更为严重，原因是：左转车

辆启动时离行人较远，且位置和角度不易观

察，行人往往难以及时发现和预计左转来

车；无专用左转相位时，左转车辆驾驶人面

临的交通情况较复杂，在穿越直行车辆空档

后，往往会忽视过街行人，加速行驶；在较

大的交叉口，左转半径较大，左转车辆车速

较高。

在典型四相位交叉口，行人与左转车辆

的冲突很容易通过信号控制来分离，本文重

点分析在两相位、三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减

少行人与左转车辆冲突的方法。

44..22..11 两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行人与左两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行人与左

转机动车冲突的处理方法转机动车冲突的处理方法

在两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一般机动车

流量相对较小，行人与非机动车成为相对比

较主要的过街群体，左转机动车与行人和非

机动车的冲突是行人过街的重大安全隐患。

因此，进行道路交叉口设计时，首先应保障

行人与非机动车过街的安全高效，采用行人

相位序号

逻辑信号
灯组

相位设计

1

K2, K8
B1, B5

F3, F4, F7, F8

2

K3, K4, K9, K10
B2, B6

3

K5, K11
B3, B7

F1, F2, F5, F6

4

K1, K6, K7, K12
B4, B8

F3 F4

B5
K8

K2
B1

F8 F7

K4 B6

K9K3

B2 K10

F2

F1 F6

F5

B3K5 B7
K11

K1

B4 K6

K7

K12 K8

图7 右转车辆专用箭头灯相位

Fig.7 Phase of arrow signal for right-turn veh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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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机动车一体化设计的方法，将其统一纳

入非机动交通系统处理。

1）机动车交通量、行人交通量均较小

时，可相应地迟启或早启行人相位。

该方法的实质是适当错开左转机动车与

行人和非机动车的放行相位时间，达到缓解

冲突的目的。迟启行人相位，让左转机动车

先于距离冲突点最近的行人通过冲突点；早

启行人相位，保证距离冲突点最远的行人先

于左转机动车通过冲突点。这两种策略分别

适用于左转机动车抢在绿初通过或者在绿末

通过，须观察具体通行情况而定。

2）机动车交通量较小而行人交通量较

大的两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可在机动车相

位之间插入行人专用相位，以保证行人过街

需求。

在机动车相位之间插入行人专用相位，

行人与非机动车共用行人专用相位，并早断

机动车相位，以保证行人过街需求，相位相

序设计见图 8。这种控制方法会使得机动车

的通行能力大打折扣，仅适用于机动车流量

小而行人流量大的情形。在这种控制策略

下，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计行人对角线通

行的通道和信号。

上述两种方法的相位及相位切换必须满

足最小绿灯与绿灯间隔时间的要求，特别是

行人与机动车相位切换的绿灯间隔时间要

求。行人配时设计需满足最小绿灯时间、清

空时间及红灯时间不超过可接受等待时间的

要求。

44..22..22 三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行人与左三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行人与左

转机动车冲突的处理方法转机动车冲突的处理方法

三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通常对应的两种

渠化方式如图 9所示。东西进口机动车直行

与左转相位分别放行时，左转机动车与行人

无冲突。南北进口均无机动车左转专用道时

(见图 9a)，早启行人相位，使红灯期间等待

的行人(占行人流量的大多数)先于左转机动

车通过冲突点。而有机动车左转专用道时

(见图9b)，早启北进口左转和直行机动车相

位，待大部分排队左转机动车通过交叉口

后，早断北进口左转机动车相位，放行南进

口、北向南的机动车及南北向的过街行人。

此时，过街行人与南进口的左转机动车的冲

突仍然存在，但相对较弱，可通过“左转让

行人”的优先规则通行，转弯车辆应减速或

停车让行行人。

类别

机动车

非机动车

行人

相位1 相位2 相位3 相位4

图8 处理左转机动车与行人冲突时对应的相位相序设计

Fig.8 Phase sequence design to reduce conflicts between pedestrians

and left-turn vehicles

a 南北进口均无机动车左转专用道 b 仅南进口无机动车左转专用道

图9 常见三相位信号控制交叉口渠化方案

Fig.9 Channelized intersection design option for three phase sig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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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结语结语

行人交通看似一个小问题，但是它涉及

每个人、每个地区，甚至每一次出行。机动

车、行人、非机动车冲突频繁是中国城市道

路交叉口交通秩序不良、事故频发、通行效

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具体的影响因素众多，

各地的情况差异很大，因此应对措施也难以

一概而论。本文在观察、分析和有限的实践

尝试基础上，提出了采用红闪作为行人清空

信号的合理化建议，以及针对行人与转弯车

辆的冲突问题，提出了若干在一定条件下可

能有效的信号控制策略，希望对这个棘手问

题的分析处理提供一些解决思路。同时希望

借此抛砖引玉，引起重视和讨论，在理论研

究和实践领域，针对各种不同的情况和条

件，提出切实有效的方法，指导实际应用。

一个城市对行人交通的处理，体现出城

市文明的发展程度。中国城市在快速城镇

化、机动化的过程中，对行人交通问题的欠

账较多，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补课的时候。安

全舒适的行人交通环境有助于改善城市整体

交通安全、秩序和效率，提升城市交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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