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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改善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环境、促使城市交通模

式由“车本位”向“人本位”转变，北京市自 2006年开展了相

关研究工作，并于 2010年 6月发布了《北京城区行人和非机

动车交通系统设计导则》（以下简称《导则》）。以上述工作为

基础，介绍了《导则》编制的总体思路，分析行人和非机动车

交通系统的基本要求及设计体系构成。结合北京市相关调

查数据，对《导则》编制涉及的重点技术问题展开探讨，包括

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的空间范围、有效通行宽度、行人

过街设施、安全设施及人性化设计。最后，指出下阶段应针

对交通环境、空间整合、人性化设计等方面开展专项研究。

Abstract： To improve travel environment of pedestrian and

other non-motorized travel modes and promote urban transpor-

tation development change from vehicle-oriented to people-ori-

ented, Beijing government has conducted th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since 2006. As a result of the research, the“Pedestrian

and Bicycle System Design Guidelines for Beijing Urban Ar-

ea”was released in June 2010.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guideline, as well as the requirements and

components of pedestrian and bicycle system. Based on the sur-

vey result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technical issues in the

guideline preparation: the spatial scope of pedestrian and bicy-

cle systems, effective passage width, pedestrian crossing facili-

ties, and safety and user-friendly design. Finally,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further study should focus on travel environ-

ment, spatial integration, and user-friendly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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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行人和非机动车作为绿色、低碳的交

通方式，一直以来在城市居民日常出行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城市交通体系中占有

重要地位。然而，中国目前的城市交通系

统规划设计大多以满足机动车的行驶需求

为核心，对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考虑

不足，致使整个系统服务水平不高。截至

2010年底，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80.9

万辆；同时，私人机动车出行比例由 2000

年的23.2%增至2010年的34.8%；而同期非

机动车出行比例则由 38.5%降至 16.7% [1]。

随着机动车保有量与使用强度的增加，行

人和非机动车在整个城市交通系统中受到

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加之现有规范中缺

乏针对性的专项指导文件，行人与非机动

车出行条件日益恶化，出现诸如人行道宽

度不足、局部缺失、过街设施不足，非机

动车道被占用等问题，影响了居民出行的

安全与便捷。

为解决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现存

问题、发挥其在城市交通系统中的合理作

用，北京市自 2006年先后开展了行人和非

机动车交通系统相关基础研究、规划设计

导则编制、典型区域改善方案以及项目后

评估等工作。本文以上述工作为基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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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以下简称《导则》 )编制过程中的总体思

路、体系构成以及重点技术问题进行探讨。

1 总体目标与研究思路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中明

确指出：“步行交通和自行车交通在未来城市交通

体系中仍是主要交通方式之一。提倡步行和自行

车交通方式，实行步行者优先，为包括交通弱势

群体在内的步行者和自行车使用者创造安全、便

捷和舒适的交通环境”[2]。随着步行和自行车交通

功能定位的明确，2006年以来，北京市有关部门

开展了相关领域的基础研究工作。对国外城市步

行和非机动车交通的先进理念、规范指南、实践

案例、实施效果等进行对比分析；同时，针对北

京市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的现存问题、特性、发

展趋势进行了专题研究。

《导则》于2010年6月发布，其编制总体目标

定位为：结合北京市城市规划体系，提出行人和

非机动车交通系统设计层面的相关要求，改善微

观设计质量，力争城市交通发展模式由“车本

位”向“人本位”转变[3]。从根本而言，只有在规

划层面注重构建优质网络、在微观层面注重设计

细节，才能够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城市交通发展

模式。《导则》编制采用借鉴国外经验、综合现有

标准、适合北京现状的总体思路开展，旨在解决

北京市行人和非机动车领域设计层面指导性文件

从无到有的问题。其间，针对《导则》编制过程

中涉及的重点问题开展专题研究，作为导则条文

编制工作的基础。

2 基本要求与设计体系构成

2.1 基本要求

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针对行人和骑车者

的需求，结合城市沿线土地利用以及服务设施，

为不同目的、不同类型的行人和骑车者提供安

全、通畅、舒适、宜人的出行环境，以吸引更多

出行者使用步行和自行车[4]。城市行人和非机动车

交通系统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 网络要求：网络规划应结合城市用地，保

证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的网络连续性，针对

沿线用地性质为行人和骑车者提供相应的服务性

功能。

2) 空间要求：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设施应以

流量和流向为依据，结合沿线用地性质和开发强

度，综合确定各类设施所需数量和规模，这一部

分是系统设计的依据和关键。

3) 安全性要求：安全第一是行人和非机动车

交通系统设计的首要原则，系统环境应安全舒

适，能够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运动能力使用者的

需求。

4) 公共交通接驳要求 [1 – 2]：方便换乘公共交

通，最大限度减少换乘时间和距离。

5) 无障碍要求：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更加注重细节的人性化设计。

6) 附属设施及景观要求：道路作为城市基本

功能的空间载体，应保证附属设施有序、沿线景

观良好，以显著提高使用者的舒适性。

2.2 设计体系构成

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与机动车交通系统

有着本质区别，规划设计中应着重从行人和非机

动车交通系统的特点出发理解其设计体系。相关

研究表明，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的特点表现

在三个方面：

1) 功能特性：满足城市居民出行以及与其他

交通方式的衔接组织功能；

2) 空间特性：作为城市空间的组成部分，强

调系统空间融合在城市整体空间之中，通过整合

利用沿线用地以形成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与

周边城市空间的一体化衔接；

3) 行为与景观特性：包括使用者空间转移中

的行为组织和沿线景观设计，更加注重使用者的

感受与舒适度。

在把握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特点的基础

上，以北京市交通运行特征及出行需求调查数据

为基础，总结得出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体系主要

由四部分构成：道路设计要素、街道空间要素、

交通设施设计以及交通环境设计，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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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技术问题

3.1 人行道范围

人行道的主要功能是满足行人步行需求，同

时用来布置道路附属设施。《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CJJ37—90)规定：路侧带由人行道、绿化带、设

施带组成[5]。这一定义侧重于对空间范围的说明，

未能明确路侧带空间范围内的服务主体。随着道

路两侧用地建设强度的提高，各类市政设施(变电

站、通风口、线杆等)、服务设施 (邮箱、信息

亭、指示牌等)的设置空间逐渐侵入行人通行范围

内，严重影响了道路两侧行人通行空间的连续

性，同时也影响了道路沿线的城市景观效果，见

图2。

《导则》明确规定：人行道范围指城市规划道

路红线至车行道边缘的空间部分，包括行人通行

带、设施带及绿化带，见图3。行人通行带指可供

行人安全、正常行走的通行空间，即人行道范围

内供行人通行的有效宽度。上述规定一方面明确

了道路两侧空间范围内的服务主体功能为步行，

同时明确指出行人通行带是道路两侧行人通行的

有效空间，便于工程设计中对行人通行空间的定

量掌握。

3.2 有效通行宽度

在明确人行道空间范围的基础上，如何确定

其有效宽度的取值范围是开展相关工作的重要前

提。《导则》中对有效通行宽度的确定原则是：行

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应以行人和非机动车的流

量、流向为基本依据，应满足行人和非机动车交

图 1 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设计体系构成

Fig.1 System components of pedestrian and non-motorized travel design

道路设计要素

街道空间要素

交通设施设计

交通环境设计

道路横断面

几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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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街界面衔接

沿街空间尺度

行人交通

非机动车交通

过街设施

地面铺装

标志

遮挡设施

城市家具

人行道

街道转角及驻足区

专用步行道

非机动车道

非机动车停车

平面过街设施

立体过街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

绿化与景观

照明排水

无障碍环境

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
系统设计体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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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的空间需求、连续性及相应的服务水平。

3.2.1 行人通行带宽度。

行人通行带宽度计算公式为：

ωp = Nw / Nw1

式中：ωp为行人通行带条数/条；Nw为人行道高峰

小时行人流量/(人次·h-1)；Nw1为1条人行道的设计

通行能力/(人次·h-1·条-1)。其中，行人通行带宽度

应按单条行人通行带的倍数计算，城市道路单条

行人通行带宽度为 0.75 m，车站码头、人行天桥

和人行地道处为 0.90 m。实际设计时宜根据铺装

材料模数取整。

在实际工作中，行人流量预测是关键问题。

国外相关机构曾采用四阶段法、出行链法、个体

行为选择模型、粒子扩散模型等方法对行人和非

机动车交通量进行预测。但上述方法的精度均不

高，且模型构建所需数据复杂，在中国城市现阶

段开展较为困难。

针对上述问题，《导则》建议采用分区域、分

等级的类比分析法预测道路两侧行人流量。根据

北京城区内多处典型区域样本调查数据，分析得

出路段行人流量与相邻土地利用、所处道路等

级、紧邻公交设施情况三类因素呈显著相关性。

主要结论为：调查区域内道路两侧行人流量与周

边用地特征相关程度最高(见图4)，同时，道路等

级及沿线公交、地铁设施也会对路段行人流量产

生一定影响。在此基础上，《导则》提出北京市中

心城区城市道路行人通行带的推荐宽度，见表1。

3.2.2 非机动车道宽度。

非机动车道宽度的取值，需要从路段流量与

限制路侧停车两方面综合考虑确定。在公交优先

发展的背景下，长距离非机动车出行将向公共交

通方式转移，相应的城市非机动车出行总量则有

图 2 北京城区部分道路两侧行人通行空间不连续

Fig.2 Discontinuous pedestrian passes along several roads in the urban area of Beijing

道
路
红
线

CJJ37—90称“路侧带”

人行道 车行道
行道树
设施带行人通行带绿化设施带

图 3 城市道路人行道范围示意图

Fig.3 Pedestrian sidewalk distribution
on the urban road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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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Survey on pedestrian volume, types of land use
and roadway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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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下降。2006年以来北京城区各等级道路高峰时

段非机动车流量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城市道路非

机动车流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北京城区内大部分

城市快速路辅路、主干路两侧非机动车流量为

2 000辆·h-1左右；次干路和支路分别为1 000辆·h-1

和500辆·h-1左右；全市高峰时段超过3 000辆·h-1

的路段只有3处，仅占全部调查路段的0.8%[6]。路

段非机动车单车道设计通行能力，采用机非分隔

设施时为1 000~1 200辆·h-1·m-1，采用路面标线分

隔时为 800~1 000辆·h-1·m-1。结合交通量抽样调

查结果与北京城区部分道路的使用现状(见图 5)，

未来北京城区道路两侧非机动车道宽度达到 3 m

基本可以满足绝大部分路段高峰时段的流量要求。

调研结果同时显示，北京城区部分宽度在4m

以上的非机动车道存在大量占路停车现象，机动

车停放和进出对于非机动车的行驶安全造成较大

影响。为了避免上述问题的发生，《导则》提出北

京城区大部分城市道路两侧的非机动车道宽度应

不超过 3 m，同时对于城市快速路、主干路两侧

的非机动车道，适当考虑电动自行车和三轮车行

驶需要，可适当将非机动车道宽度增至 4 m，见

表2。

3.3 行人过街设施

行人过街设施作为行人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设计是否合理对行人交通系统的安全

性、便捷性具有很大影响。从布局形式来讲，行

人过街设施可分为平面设施和立体设施两类，立

体过街设施包含人行天桥(或连廊)和人行地道。

根据国外城市建设经验，平面过街形式具有路线

直接、绕行距离短的优势，是过街设施的首选。

以韩国首尔为例，当地政府于1999年开始逐渐将

市区已建成的立体过街设施恢复为地面人行横道

(见图 6)，并将此项内容纳入步行改善行动计划。

《导则》明确提出，未来北京城区除城市快速路应

设置立体过街方式外，其他城市道路以平面过街

方式为主、立体方式为辅，交通性干路宜根据实

际情况采用合理的过街设施。

另外，由于城市道路宽度增加、车流量激

增，平面过街方式存在安全性与行人延误的问

道路等级

快速路辅路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一般情况

4~6

4~6

3~4

2~3

商业集中区、大型公共建筑、枢纽等人流聚集区

5~8

5~8

4~6

3~5

表 1 北京市中心城区城市道路行人通行带推荐宽度

Tab.1 Recommended width of pedestrian sideway in Beijing central area m

图 5 现状北京城区部分道路两侧非机动车道采用 3 m 宽度

Fig.5 Existing 3 meter wide bicycle lanes at both side of a street in the certain areas of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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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美国相关研究表明，多车道无中央分隔带行

人一次过街的延误是有中央分隔带的二次过街的

10倍。为此，《导则》明确提出，当路段机动车道

达 6条或人行横道长度大于 30 m时，应在中央分

隔带或机非分隔带上的人行横道处设置行人安全

岛，见图 7；行人安全岛的宽度不宜小于 1.5 m，

受条件限制时宽度不应小于 1 m，长度不宜小于

连接处人行道宽度。

3.4 安全设施与人性化设计

3.4.1 安全设施设计

随着城市道路交通压力的持续增加，北京市

道路交通环境逐渐恶化、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的

安全性没有得到保障。《导则》将确保行人和非机

动车交通系统的安全性作为基本目标并明确提

出：“城市道路空间的分配应考虑所有交通参与者

的利益，在满足合理交通功能的前提下统筹考虑

附属设施、景观及环境等其他需求”。调研结果显

示，合理路权受到侵害是影响行人和非机动车交

通系统安全性的主要原因。因此，在满足行人和

非机动车交通系统合理通行空间要求的基础上，

道路等级

快速路辅路、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非机动车道宽度(单向)

3~4

2~3

2

表 2 北京市中心城区城市道路非机动车道推荐宽度

Tab.2 Recommended width of bicycle lanes
in Beijing central area m

图 6 首尔将立体过街设施恢复为地面人行横道

Fig.6 Pedestrian underpass to pedestrian at-grade crossing in Seoul

图 7 路段行人安全岛的设置

Fig.7 Pedestrian safe refugee-isl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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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非隔离方式、交叉口行人过街及左转非机动车

交通组织是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1) 机非隔离方式。

随着城市道路机动车交通量的增加，路侧停

车以及车辆进出占用非机动车道的现象屡有发

生，非机动车的正常行驶路权与安全性受到了严

重影响，见图8。北京市中心城区调查显示，92%

的骑车者认为有必要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间

设置物理隔离设施，这体现出骑车者对于自身安

全的忧虑。

为提高骑车者的安全感、确保交通安全及消

除机非干扰，《导则》强调使用物理隔离使机动车

和自行车分道行驶，推荐隔离带和交通护栏隔离

两种形式。《导则》明确规定：“次干路及以上等

级城市道路，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必须实

行物理隔离，见图9；城市支路非机动车交通量较

大的，也应根据条件设置机非隔离设施”。

2) 交叉口行人过街。

合理视距是交叉口处人行横道设置的基本安

全要求。《导则》明确规定：平面交叉口视距三角

形范围内妨碍驾驶人视线的障碍物应清除，见图

10；为了保证视距，停车线与人行横道的距离至

少为1.5 m，并与相交道路中心线平行。

调研显示，部分交叉口右转机动车与行人冲

突严重。针对这一问题，单独设置右转机动车信

号相位可以实现时间上的人车分离，但对机动车

通行能力影响较大。《导则》参考了国外城市的一

些方法，对于右转机动车流与行人过街冲突严重

图 8 北京市区部分道路两侧停车现状

Fig.8 Existing parking on both sides of a street in the certain areas of Beijing

图 9 采用物理隔离的非机动车道

Fig.9 Using physical barrier to separate bicycle lanes from vehicle la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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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向，建议将人行横道向交叉口下游平移 3~4

m(见图11)，可以增加驾驶人的有效视距，即通过

物理手段提高行人通过交叉口的安全性。

3) 左转非机动车交通组织。

北京市区目前许多大型交叉口(西单北大街—

西长安街、东单北大街—东长安街、东三环—建

国门外大街等交叉口)存在左转非机动车与机动车

干扰严重的问题，尤其在两方交通量均较大的情

况下，往往难以自组织，易产生安全隐患和交通

拥堵。结合北京市近年来的管理经验，研究建议

对交叉口左转非机动车结合禁驶区进行二次过街

设置，以减少左转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的相互干

扰。《导则》规定，非机动车在交叉口左转过街时

宜施划非机动车左转待转线，确定其合理的左转

待转区域，见图12。

3.4.2 人性化设计

人性化设计理念贯穿于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

系统规划布局、构成要素、空间尺度、安全设施

及环境设计等各方面内容，在规划设计中则更多

体现在工程项目的技术细节处理。《导则》编制中

对于人性化设计的理解，首先是要解决行人和非

机动车交通的合理路权、通行连续性、安全性等

基本层面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尽量通过人性化

设施提高使用者的舒适度，从而在构建绿色交通

体系、提升城市品质等方面体现价值。

《导则》研究过程中，调研收集了大量国内外

城市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人性化设计的

方法与案例，包括哥本哈根、首尔、中国香港等

视距三角形范围

图 10 交叉口视距三角形示意图

Fig.10 Sight distance triangle design at intersection

右转机动车

人行横道
外移3~4 m

图 11 交叉口人行横道平面设计示意

Fig.11 Pedestrian crossing design at intersection

图 12 交叉口左转非机动车交通组织

Fig.12 Traffic organization of left-turn bicycle traffic flow at inter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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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对现阶段中国城市具有一定借鉴作用。例

如，国外在居住区周边道路人行横道处采用压缩

机动车道的方式缩短行人过街的实际长度，在降

低车速的同时提高行人过街安全性，见图13a；而

中国通常在交叉口拓宽机动车道以提高机动车通

行能力，二者在设计思路上存在较大差异。上述

设计细节反映出中国部分城市道路的设计仍然停

留在“车本位”阶段，而国外比较好的案例体现

出“人本位”的设计思想。

同时，《导则》中也引入了国外城市常用的一

些人性化设计方法，例如，建议居住区及商业区

等过街行人流量较大区域，城市支路的人行横道

可适当抬高 8~10 cm(见图 13b)，以提升行人过街

的可视性，同时降低机动车车速，达到提高行人

过街安全性的目的。另外，对于行人和非机动车

交通系统与沿线建筑、设施、景观等方面协调设

计的问题，需要结合北京城市风貌与道路沿线环

境特色等因素在下一阶段开展相关专题研究工作。

4 结语

随着绿色交通、低碳出行理念的推广，中国

很多城市先后开展了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专

项规划、导则编制以及示范工程的建设工作。《导

则》作为北京城区相关工程的专项指导性文件，

对行人和非机动车交通系统的通行空间、安全设

施、交通换乘等基本功能提出了相关要求。随着

后续工程的实施，《导则》将对部分条目的适用性

进行调整，逐步完善后形成北京市地方标准。在

满足行人与非机动车交通系统功能的基础上，下

阶段可结合城市特点开展针对交通环境、空间整

合、人性化设计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在规划理

念、设计细节等各个层面共同构建以人为本的城

市交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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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行人交通系统人性化设计示意

Fig.13 User-friendly design for pedest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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