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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道路设计中，多以满足机动车行驶需求为核心，

对人行道的设计不够重视，产生如人行道局部缺失、设置不

连续或不合理、过街人行道数量不足或缺失等问题，以致人

行设施服务水平不高，制约了城市道路的整体服务水平。分

别从宏观规划和微观设计两方面探讨了步行友好型城市的

未来。在宏观规划方面，提出优良的步行网络应该具有的6

要素；在微观设计方面，以南京市为例，针对人行道设计中的

人行道宽度、与非机动车道的分离措施、附属设施设计、与换

乘车站连接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对目前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中的有关内容提出改善建议。

Abstract： It is common to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to vehicle

’s demand and ignore pedestrian lanes’in current urban road

design. It leads to low service level of pedestrian facilities and

even the whole urban road network, such as the partial loss and

discontinuous of pedestrian lanes, insufficiency of the cross-

walks, and so on. From both the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s expected to explore the future of walkable city.

From macro aspect, the paper advances six important factors

within an excellent pedestrian network. From micro aspect, tak-

ing Nanj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important

aspects in pedestrian lanes design, namely, the width of pedes-

trian lanes, separation facilities, attached facilities design, and

connection to transfer stations, etc.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pro-

posed to improve relative contents of current urban roa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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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道路设计多以满足机动车行驶需求为核心，对人行道

的设计不够重视，以致人行设施服务水平不高。这种局面不仅

制约了城市道路整体服务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

设。在“车本位”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下，只有结合城市宏观

规划体系，发展优质的步行网络，同时在微观设计上，注重路

网连续性和人行道微观设计质量等，才能够真正做到将城市交

通发展模式从“车本位”转化为“人本位”。

1 步行友好型城市

步行友好型城市(walkable city)是一种支持并鼓励步行，以

公共交通网络为基础，连接到达不同目的地的行人，并在连续

路网各处提供商业、休闲等不同功能的城市交通模式[1]。

步行友好型城市的优质步行网络应具有以下6要素：

1) 混合用地模式：不仅提供购物、工作等商业性质用地，

同时也可提供休闲等功能，以此鼓励步行；

2) 路网：步行网络连续、通畅、完整，汽车空间相对最

小化，将更多空间留给公共交通和行人交通，保证良好的步

行环境；

3) 与换乘车站的连接：能够很方便地与公共汽、电车或地

铁等公共交通进行换乘，并做好连接处的细节设计；

4) 安全性：步行环境安全舒适，使不同年龄、不同运动能

力的人都能在其间轻松享受步行；

5) 人行道设计：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思想，细节设计

连贯严谨(如图1)；

6) 道路附属设施：道路两旁空间采用艺术化设计(如图

2)，并保证行人绿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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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行道调查及设计建议

结合南京市鼓楼区和玄武区 68个道路断面的人行道

调查数据，本文从人行道宽度、与非机动车道的分离措

施、与换乘车站的连接以及附属设施4个方面，提出人行

道设计建议。

2.1 人行道宽度

1) 人行道最小宽度

人行道的主要功能是满足步行交通需求，同时用以布

置绿化、地上标杆、地下管线，以及护栏、交通标志、清

洁箱等道路交通附属设施。对人行道最小宽度规定最为明

确的是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总院 1985年出版的《城市道

路设计手册》，其中给出了不同功能性道路的人行道最小

宽度，如表1[2]。

2) 人行道有效宽度

在进行道路横断面设计时，道路交通附属设施往往被

设计在人行道上，这样带来的结果是人行道宽度被压缩、

连续性被破坏。目前仍在使用的《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37—90)不仅对城市道路类型的分类不够精确，人行道

最小宽度也不足以保证人行道的有效利用。因此，在进行

人行道设计时，应当明确有效宽度的概念，即人行道宽度

减去道路交通附属设施的宽度[3]。

3) 人行道宽度及利用率调查

南京市人行道宽度低于最小宽度的比例如图 3所示，

受到道路类型和调查数据的限制仅对 5种道路进行调查，

其中编号为④和⑥的道路数量不足，因此未参与统计。由

图可见，随着道路商业化等级的提升，人行道宽度或人行

道有效宽度不满足要求的比例也在逐渐上升。在城区大部

分主次干路商业集中路段，人行道有效宽度不满足要求

的比例甚至达到 97%，人行道宽度的不满足比例也达到

了72%。

针对不同的道路类型，本文对人行道的利用率进行了

调查，期望得到不同道路类型的人行道有效宽度值。以区

间路人行道为例，选取南京市相邻居住小区之间的道路进

行调查，人行道利用率如表 2所示，利用率曲线如图 4所

示。当道路类型为区间路，人行道有效宽度达到 1.7 m

时，人行道利用率能够达到95%以上。

通过相同的方法可知，当道路类型为一般街道及工业

区道路、主次干路商业集中路段及文体场所附近道路，人

行道有效宽度分别达到2.5 m和3.5 m时，人行道利用率能

图 1 南京市某道路人行道

Fig.1 A pedestrian lane in Nanjing

图 2 南京市某道路人行道艺术设施

Fig.2 Artwork design for pedestrian lane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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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达到95%以上。

4) 建议

将规范中的人行道宽度改为人行道有效宽度，这一值

的大小可以根据人行道利用率来确定。根据表1的道路分

类对不同功能人行道的有效宽度最小值进行规定。根据

调查，表 3给出了 3种道路类型的人行道有效宽度最小值

建议。

2.2 与非机动车道的分离措施

2.2.1 主要方法

为了确保行人的安全性，城市道路设计中非机动车道

与人行道的分离措施主要有3种方法：①依靠路缘石抬高

人行道；②等标高设计，依靠绿化带分离；③等标高设计

但不做任何分离措施。其中，第一种方法最为常见，通过

空间的分离将行人与非机动车隔离开，同时可在人行道上

布置一定的绿化带，当人行道宽度达到一定要求时，对行

人行走的舒适性有相当大的提高。但是，随着城市人行空

间的逐渐减少，非机动车速度越来越快，如何保障行人的

安全性是设计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2.2.2 调查分析

对南京市部分采用路缘石分离措施的人行道利用率进

行调查，如表4所示。调查中引入挤占次数和挤占比例的

概念来反映人行道的利用率。其中，行人挤占次数指行人

通过非机动车道穿越道路断面的统计次数；非机动车挤占

次数指非机动车通过人行道穿越道路断面的统计次数；挤

占比例为挤占次数与通过次数的比。当采用路缘石分离措

施时，行人与非机动车的相互挤占现象很少。北京西路行

人挤占比例较高的原因是调查地点靠近公共汽车站。

在有绿化带分离措施的等标高设计路段上，人行道有

效宽度偏小会导致行人侵占非机动车道，而有效宽度太宽

则会导致非机动车道侵占人行道现象严重。采取这种方法

分离时，人行道有效宽度可以保持在4~5 m，此时行人与

非机动车的相互侵占现象都会较少。

在无分隔带等标高设计的人行道上，无论人行道有效

宽度为多少，行人挤占比例都相当严重，而当人行道有效

宽度足够宽时，常被作为机动车临时停车场。

2.2.3 建议

路缘石分离措施的效果非常理想，而且在人行道宽度

较宽时，不仅可以设置绿化带还可在绿化带中间设置自行

车停车点；在红线较宽，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宽度较大

时，可以采用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等标高设计，中间需布

图 4 区间路人行道利用率曲线图

Fig.4 Curve for the usage rate of pedestrian lane on local stre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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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区间路人行道利用率

Tab.2 Statistics for the usage rate of pedestrian lane on local streets

龙园东路(南侧)

鼓楼街

成贤街

宁夏路

学府路

龙园东路(北侧)

道路名称
人行道
宽度/m

1

2.5

3

3

3.5

3

人行道有
效宽度/m

1

1.2

1.5

1.9

2.5

3

214

486

441

364

354

348

行人通过
总数/次

97

282

384

360

350

342

未越道的行
人数 1)/次

45

58

87

99

99

98

利用率 2)/
%

1) 统计时间内，按规定行走在人行道上，无侵占其他车道的行人流量。
2) 利用率 = 未越道行人数 / 行人通过总数。

表 3 几种道路类型人行道有效宽度最小值建议

Tab.3 The effective widths of pedestrian lane in each types

区间路

一般街道及工业区道路

主次干路商业集中路段及文体场所附近道路

道路类型 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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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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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有效宽度

道路类型

图 3 南京市人行道宽度低于最小宽度的比例

Fig.3 The proportion of pedestrian lane with insufficient widths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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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一定宽度的绿化分隔带，其中绿化带宽度可以为 1~1.2

m；不推荐人行道与非机动车道的等标高无绿化带分隔设计。

2.3 与换乘车站的连接

从宏观角度关注步行网络与其他交通方式的换乘连接

较多，而步行网络与换乘车站连接的细节设计往往被忽

略。下面以人行道与公共交通车站的连接处设计为例加以

说明。图5为南京市北京东路鸡鸣寺公交停靠站，该站设

置在机动车道与其辅路之间，行人在穿越时，不仅要通过

非机动车道，还要穿过机动车辅路才能到达。南京市还有

部分公交停靠站空间较小，部分行人会停滞在机动车道上

等待公共汽车。

从行人安全角度考虑，在人行道与公交停靠站处，设

置人行横道线和路缘石坡道，不仅规范了行人穿越非机动

车道的行走路径，也是对非机动车流和机动车流的警示。

类似的设计在国内外均有成功范例，如图 6、图 7所示。

对位于机动车道旁的公交停靠站，可设置有开口的防护

栏，防止行人挤占机动车道等待公共汽车进站，同时要规

范行人排队行为。

2.4 人行道附属设施

目前，在城市人行道附属设施的设计中，盲道和绿化

池的设计存在较大问题。

2.4.1 盲道

对南京市盲道调查数据整理发现：①部分人行道上盲

道有缺失，不能保证盲道的连续性；②盲道颜色杂乱，如

表5所示；③按照一个正常行人的空间体积考虑，行人心

理上比较能够接受的空间是 0.75 m×1.0 m[4]，而目前盲道

宽度为 0.3~0.8 m不等；④盲道在人行道中设置位置不统

一，位于人行道内侧、中间和外侧的情况均存在，如表6

所示。

通过对盲人心理、行走习惯和出行方式等特性进行分

析，认为城市人行道中对盲道的规定应当进一步明确：盲

道砖应为中黄色，特殊情况下，可以使用其他颜色，但必

须容易被弱视者辨认；盲道最小宽度应为60 cm，推荐值

为80 cm；盲道应设置在人行道右侧；对于住宅区内部道

路、区间路、一般街道可以设置盲道，而其他类型的道路

不宜设置盲道。

2.4.2 绿化池

城市中常用的绿化池形状为矩形和正方形，如图 9、

图 10所示。中国传统风水学对器物的观念是喜圆润，忌

尖角，这主要是从使用者的安全性、视觉效果和美观性来

考虑的。借用这一观念，人行道绿化池应消去四边尖角，

代以圆弧形式，这样在一些意外情况下发生碰撞时，能减

少对行人的伤害，视觉效果也能得到改善，行人行走舒适

性也相应提高[5]。

通过对行人进行问卷调查，针对长方形、正方形、圆

角矩形、六角形绿化池分别调查后得出结论，从行走的舒

表 4 采用路缘石分离措施的人行道利用率统计表

Tab.4 Statistics for the usage rate of pedestrian lane with curbs

太平北路(西)

路段

北京西路(省委处北)

北京西路(省委处南)

进香河路(东)

进香河路(西)

行人通过
次数/次

非机动车通过
次数/次

行人挤占
次数/次

非机动车挤占
次数/次

行人挤占
比例/%

非机动车挤
占比例/%

412

278

161

148

651

897

1592

1052

527

937

32

19

0

4

0

17

6

64

39

88

7.8

21.2

0

2.7

0

1.9

0.1

6.1

7.4

7.3

图 5 改造前的南京市鸡鸣寺公交站

Fig.5 Jimingsi bus station in Nanjing before 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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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性、美观性和安全性来看，圆形、六角形、圆角矩形三

种方式均比目前人行道上采取的方形给行人带来的舒适性

要好。而从设计施工来讲，六角形要比圆形更易建造，因

此，矩形绿化池可以采取直角圆弧化处理，而正方形绿化

池可以采取六角形替代。

3 结语

只有通过对城市步行环境和能力的综合调查评估，在

人行道设计思想上做到“以人为本”，在设计规范上进行

适当调整，在实际道路中采用相应的设置，才能将一条条

人行道联合成优质的步行网络，才能塑造出适合步行的城

市，为城市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希望。

图 6 杭州市某公交停靠站示意图

Fig.6 A bus station in Hangzhou

图 7 华盛顿大学校园道路

Fig.7 Campus road in Washington University

图 9 南京市某道路正方形绿化池外形

Fig.9 Square-shaped green lane separator in Nanjing

表 5 盲道颜色、宽度调查统计表

Tab.5 Statistics for the colors and widths pedestrian lane for blinds

黄色

青色

红色

灰色

无

盲道颜色 数量/条

20

28

11

5

15

盲道宽度/cm

80

70

60

40

30

无

2

27

15

13

7

15

数量/条

表 6 盲道设置位置调查统计表

Tab.6 Statistics for the location pedestrian lane for blinds

数量/条

盲道位置 偏外

27

偏中

32 5

偏里

15

无

图 8 南京市某道路矩形绿化池外形

Fig.8 Rectangle-shaped green lane separator in Nan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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