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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驶环境不断恶化是北京市自行车交通出行比例下降的

主要原因之一，亟须提出有效对策改善行驶环境。从自行车交通

的特点及其在北京市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入手，阐明

自行车交通对城市交通、城市生活的重要性。围绕北京市自行车

交通行驶环境中的突出及难点问题——路权问题，展开深入的调

查分析，剖析单幅路和三幅路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善方案。

分析了在临近交叉口段将右转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互换的不当

做法及缺点。同时，指出北京市道路建设不重视植树问题，强调应

该在保证交通安全的前提下增加高大乔木的种植力度。

Abstract：The deteriorating condition for bicycle travel is mainly re-

sponsible for ever decreasing bicycle volume in Beijing, which illus-

trates the urgent need for improvement. By analyzing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bicycle traffic and its functionalities in urban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Beijing,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impor-

tance of bicycle travel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and in residence life.

Focusing on the critical issue of available right-of-way, the paper dis-

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ing measures for dividing

road and three parts of road respectively based on survey data. The

paper analyzes the disadvantages of exchange between right-turn

lane and bicycle lane adjacent to intersections on several roads in

Beijing.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roadside landscaping with

trees should be encouraged in road construction while maintaining

roadway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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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行车在北京长期以来一直是市

民的主要代步工具。然而，随着小汽

车交通的迅猛发展，自行车交通行驶

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路权受到侵害，

行驶环境日益恶化，交通安全问题日

益严重。自行车交通行驶环境的好坏

直接反映城市的精神文明程度，体现

一个城市是否以人为本和节能环保，

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可喜的

是，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

划(2004 年—2020 年)》中已经明确规

定提倡自行车交通，要为自行车交通

创造良好的交通条件，并确定了自行

车交通规划和实施的若干原则。

本文从自行车交通在北京市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中的功能定位入手，阐

明自行车交通对城市交通、城市生活

的重要性。针对北京市自行车交通的

突出及难点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分

析，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经验，提出

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易于实施的技术方案。

1 自行车交通的功能定位

对于自行车交通在城市交通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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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定位，社会各界和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

确定自行车交通在北京市城市交通中的功能定位

及合理规模，应从自行车交通特性、城市自然条

件、居民出行特征以及生活方式出发[1]。

1) 自行车交通特性。

自行车交通具有行驶灵活、不受道路拥堵影

响、准时性高、存车方便等特征。在道路交通拥

堵的城市，对于短距离出行来说，没有一种交通

方式比自行车交通更快、更准时；骑自行车可以

锻炼身体，有利于身体健康、减少疾病；骑自行

车沿途购物、办事非常方便。另外，作为公共交

通的端末交通工具，自行车还可以弥补公共交通

线网密度不足的缺陷，向公共交通提供客源。

2) 城市自然条件。

与丘陵城市不同，北京市城市区域地势平

坦，且全年强降雨天数不多，冬天道路积雪天数

很少，非常适合自行车交通。

3) 居民出行特征。

北京市区自行车出行比例(未特殊说明均为不

含步行方式)1986年为58%，2000年为38%，2005

年为 30%，呈逐年下降趋势，而这三年的自行车

交通出行总量分别为 510，697和 610万人次·d-1，

没有出现大幅下降趋势。在机动化交通快速发

展、自行车交通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自行车

交通出行总量依然保持在 600万人次·d-1的水平，

说明北京市区的确存在大量的自行车交通需求。

在过去20多年间，自行车出行的空间分布发生了

变化，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集中在城区，而是随

着城市规模的扩展扩大到四环、五环路范围。

从2000年和2005年北京市居民出行调查结果

来看，5 km以下的短距离出行为 35%左右，并没

有出现随着城市的扩展越来越少的情况。因此，

自行车交通占 30％左右的规模是合理的。将来会

如何发展取决于居民出行需求的改变以及对自行

车交通的政策取向。

以上调查数据不包括驻车换乘(Bike & Ride)

方式中的自行车流量。相关调查结果显示，这部

分流量约占地铁使用者的 10%。根据国际经验，

随着北京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这部分人群将会持

续增加。

4) 生活方式。

调查显示，居民选择自行车交通的原因依序

为：准时、锻炼身体、沿途购物方便、省钱、最

快、携带重物方便、接送小孩方便、其他。占据

前三位的原因为准时 72%、锻炼身体 55%、沿途

购物方便 41%。自行车不仅仅只是一种准时性高

的交通工具，它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而且是一种可持续、健康、值得提倡

的生活方式。随着北京市空气质量逐年提高，以

健身为目的的自行车使用者将会增加。

综上所述，自行车交通是可持续交通方式之

一，支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降低城市环境负荷。

北京的自行车交通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其存在符

合居民出行特征和需求，是居民进行中短距离出

行的理想交通方式，是支持公共交通发展必要的

辅助交通工具。现在和将来，自行车交通都是北

京市综合交通体系中重要的交通方式[2]。在北京市

区，自行车出行比例为 30%左右是合理的。如果

采取积极的自行车交通政策，自行车出行比例将

会结束下滑趋势而保持稳定，若政策实施力度

大，有可能会略微上升；如果继续采取消极政

策，自行车交通将会逐渐消亡。

2 单幅路自行车路权问题及对策

2.1 主要问题

北京市一些单幅路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

间仅以路面划线进行分隔，机动车可以随意进出

非机动车道或在非机动车道内停放，使得骑车者

不得不在机动车夹缝中骑行，如遇上公共汽车进

站，有时还不得不借用人行道推行，见图1。这种

情况对机动车和自行车双方都不利：机动车侵入

非机动车道对骑车者构成威胁，自行车不仅失去

了路权，也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而自行车进入

机动车道，也会妨碍机动车正常行驶，降低机动

车道的通行能力。根据大量观察，用划线进行机

非分隔的道路，在没有交通警察在场的情况下这

条线形同虚设，起不到分道行驶的效果。北京市

区调查显示，92%的骑车者认为有必要在机动车

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设置物理隔离设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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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改善对策

1) 机非物理隔离。

用划线进行机非分隔的方式需要公民普遍遵

守交通法规，而北京市目前差距较大，不能指望

或者长期等待公民遵守交通法规的意识或者交通

执法能力在短时期内大幅提高，而应该采取简单

的工程措施实现机非物理分隔，降低管理难度。

建议在次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机动车道与非

机动车道之间实行物理隔离，确保自行车拥有独

立、不受机动车干扰的行驶空间。一般情况下宜

采用隔离带进行分隔，这种方式还有利于形成良

好的绿化空间和道路景观。道路空间有限或现状

采用路面划线分隔的道路，建议使用护栏进行分隔。

2) 非机动车道外绕公交车站。

空间条件允许的道路宜采用非机动车道外绕

公交车站的平面布局，避免进出站公交车辆对自

行车的干扰与威胁，见图2。对于路侧带没有空间

进行非机动车道外绕改造的，应采取交通管理措

施加以改进。例如，可在外侧机动车道施划自行

车和公共汽车优先通行的标志标线(如黄色网格线

等)。这样，在公交车辆进站停靠时，其他机动车

必须避让，确保自行车借道行驶的空间和路权；

同时，即使机动车道出现排队，社会车辆也不能

停在网格区域，保证出站公交车辆能够优先驶回

机动车道。

3 三幅路自行车路权问题及对策

3.1 主要问题

北京市区主要干路大多采用三幅路形式，进

入20世纪90年代，迫于机动车交通快速发展的压

力，先后在非机动车道施划了机动车停车泊位，

使原本具有独立行驶空间的非机动车道变为机非

混行道路。进出停车泊位的机动车再加上通过的

机动车，使可供自行车行驶的空间所剩无几(仅剩

1 m左右)，经常可以看到自行车被夹在机动车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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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改造前的南礼士路 b 月坛南街

c 东四北大街 d 北线阁街

图 1 机非划线分隔道路给自行车行驶带来的问题

Fig.1 Bicycle travel problems on roads with mix traf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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隙之中，惊险程度不言而喻，即使不发生交通事

故，骑车者也完全失去了安全感，见图3。

3.2 改善对策

1) 采用适宜的非机动车道宽度。

非机动车道过窄会影响自行车交通的顺畅，

而非机动车道过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更为严重

的后果。非机动车道过宽一方面浪费空间，同时

容易被机动车停车和行车占用，影响自行车交通

的路权和安全。根据北京市实际情况，快速路辅

路和主干路适宜的非机动车道宽度应为 3~3.5 m，

建议采用 3.5 m；次干路应为 2~3 m，建议采用 3

m。非机动车道宽度主要取决于自行车流量和机

动车驾驶人心理特点。

①自行车流量。

北京市多数三幅路两侧非机动车道宽度为 5~

7 m，也有少量在9 m以上，对应于20世纪七八十

年代高峰小时4 000~5 000辆的自行车流量是合理

的，当时也考虑到将来自行车流量减少后部分空

间可以再利用。随着小汽车交通的迅猛发展，市

区主要干路自行车流量已经下降。根据近几年对

五环路内 362 个路段自行车流量进行的统计分

析，发现快速路辅路、主干路的自行车流量主要

集中在2 000辆·h-1以内，次干路主要集中在1 000

辆·h-1以内，支路主要集中在 500辆·h-1以内。依

据规范，自行车在交叉口的通行能力按照 1 000

辆·h-1·m-1计算[4]，同时考虑三轮车的需求，得到

快速路辅路和主干路非机动车道宽度应为 3 m，

次干路应为 2 m。考虑到未来发展余地，也考虑

到保持非机动车道一定的服务水平，适宜的非机

动车道宽度应为：快速路辅路和主干路 3~3.5 m，

次干路2~3 m。

②机动车驾驶人心理特点。

根据北京市的大量观察，3 m宽有物理隔离

的非机动车道内，基本上制止了机动车违法进入

和停车，可保证自行车的使用空间，见图4。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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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改造后的南礼士路 b 改造后的西三环辅路

图 2 非机动车道外绕公交车站

Fig.2 Bicycle lane design at bus stop

图 3 施划机动车停车泊位给自行车行驶带来的影响

Fig.3 Impact of on-street parking on bicycle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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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驾驶人心存疑虑所致，因为一旦驶入或停

车，所剩空间将十分有限，极易引起交通堵塞，

招致交警处罚，车辆也容易被自行车划伤；另

外，如果再有其他机动车停在车前或车后，自己

的车将无法驶离。事实上，许多 5~6 m宽的非机

动车道，最后留给自行车行驶的空间反而只剩下

1 m宽的夹缝[5]。

2) 限制和取消路侧机动车停车泊位。

不解决机动车占用非机动车道停车的问题，

就无法改善自行车行驶环境。现行占用非机动车

道设置机动车路侧停车泊位的方法并不合理。

① 从规划原则上讲，道路是用来行车的，机

动车停车问题应该在道路用地外通过建筑配建和

社会停车设施来解决，而不应该占用本来就不充

足的道路空间。

② 从法律上讲，《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对于路侧停车泊位的设置有严格的规

定：“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

行的情况下，政府有关部门可以施划停车泊位”。

所说的车辆当然包括自行车，而目前在非机动车

道内设置的机动车停车泊位，绝大多数都影响自

行车通行，因而不符合法律规定。

③ 从道义上讲，机动车停车问题属于方便问

题，而机动车路侧停车给自行车交通带来的是路

权和安全问题，二者不在同一层次，自行车路权

和安全的重要性远高于机动车停车的方便，应优

先确保自行车的路权和安全，优先次序不能颠倒。

④ 从交通政策来讲，北京市优先发展公共交

通，同时提倡自行车交通，而对于机动车交通采

取的是引导和适当限制政策，对于机动车停车采

用差别化政策，在中心地区对机动车停车只提供

有限供给。很明显，自行车和机动车二者之间，

在道路空间分配上应该优先照顾的是自行车而非

机动车[6]。

因此，建议今后新建次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

的两侧非机动车道内不得设置机动车路侧停车泊

位；已建道路没有设置的今后不得设置，已经设

置的原则上予以取消。考虑到市区一些未改造地

区停车难的实际情况，建议根据情况对道路实施

改造，逐步取消机动车路侧停车泊位。对现状道

路的改造可以考虑以下两类方法：

针对开发成熟区，已按标准和规划配建机动

车停车泊位和社会停车设施的，取消现有路侧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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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南礼士路 3 m 宽的非机动车道
基本制止了机动车停车

Fig.4 The 3m width bicycle lane in Nanlishi
Road preventing illegal parking

道路中心线

3
m

机非隔离带

自行车带

人行道

道路红线

3
m

图 5 取消停车泊位并设置机非护栏

Fig.5 Removing on-street parking and arranging barrier separation between vehicles and bicy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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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停车泊位。

① 原非机动车道宽度为 6~7 m的，在非机动

车道中间设置机非护栏，靠人行道一侧供自行车

行驶，另一侧可作为机动车集散车道，见图5。

② 原非机动车道宽度大于 4 m 且小于 6 m

的，取消机动车停车泊位，禁止机动车进入。有

必要的可在非机动车道出入口处设置道桩，阻止

机动车进入，见图6。为避免伤害骑车者，自行车

首先遇到的两排道桩采用橡胶制的弹性桩，第三

排才是坚固的金属桩。

针对开发不成熟区，取消现有路侧停车泊

位，路侧带空间有条件的可视情况设置临时停车

泊位。对于附近没有社会停车设施、沿街建筑建

设年代较早而没有配建或配建停车泊位严重不足

的，且在路侧带空间有条件的情况，可将现有占

用非机动车道的路侧机动车停车泊位取消，利用

路侧带空间建设临时性质的停车泊位，待将来规

划的社会停车设施建成或沿街城市再开发具备配

建停车泊位后，取消临时停车泊位。采用这种方

式还需要考虑沿线机动车停车需求、公共交通发

达程度等因素。

① 原非机动车道宽度为 6~7 m且路侧带空间

较大的，取消现有占用非机动车道的路侧停车泊

位。非机动车道中间设置机非护栏，靠人行道一

侧供自行车行驶，另一侧可作为机动车集散车

道。利用路侧带空间设置临时停车泊位，见图 7

和图8。

② 原非机动车道宽度为 6~7 m，虽然路侧带

有一定空间但不够设置停车泊位，取消现有占用

非机动车道的路侧停车泊位，将人行道向车道方

向外移 3 m，利用原人行道和路侧带空间设置临

时停车泊位，见图9。

③利用主次干路最外侧机动车道临时停车。

图 6 非机动车道出入口设置道桩防止机动车违法进入

Fig.6 Installing road stick to prevent vehicles
illegally entering bicycle lane

图 7 利用路侧带设置临时停车泊位

Fig.7 Temporary parking space on curbside strip

机非隔离带
自行车道

人行道

道路红线

6
m

6
m

道路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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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同样有大量自行车交通的丹麦，将机

动车临时停车泊位设在最外侧机动车道上，即位

于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见图 10)，有效防

止了机动车停车对自行车的干扰，确保了自行车

的路权。考虑到北京市主次干路的机动车道条数

相对较多，建议在交通非高峰时段，视交通状况

在主次干路的最外侧机动车道内，采取相应管理

措施限时停放机动车，以解决部分停车问题。南

礼士路已经自发进行了这样的尝试，经长期观

测，交通顺畅、秩序良好，见图11。

④利用行道树空隙设置临时停车泊位。

北京市行道树一般间隔 6 m，可利用树之间

的空隙斜向设置机动车停车泊位，对自行车和行

人都不产生干扰，见图 12。这种横断面形式适用

于社会停车设施匮乏的城市未改造地区的道路，

路缘石不宜过高，方便车辆进出。将来周边按照

规划建成社会停车设施以后，再将行道树空间改

为道路绿化，无论近期还是远期都能取得良好效果。

4 右转机动车道设置不当的问题

广安门内大街—牛街、广安门内大街—宣武

门内大街、宣武门西大街—长椿街、复兴门内大

街—闹市口大街以及西直门南大街—平安里西大

街等少数交叉口，为消除直行自行车对右转机动

车的阻碍，对原有道路进行了改造，即在临近交

叉口段将二者位置交换，见图 13。将右转机动车

道置于车道最外侧的方法初衷是好的，但并没有

消除机非冲突，只是将原本在交叉口处的冲突点

转移到了路段，导致自行车行驶的安全性大大降

低，见图 14。在广安门内大街—牛街交叉口对骑

车者进行调查，被调查的98位骑车者中，认为危

险的占 43%，认为特危险的占 35%，总计占

78%。实地调查发现，这种交通组织方式存在以

下缺点：

1) 交通法规没有规定在这样的机非交织中谁

优先，若发生事故没有明晰的处罚依据。

2) 车速与交通事故成正比，路段上机非双方

车速均比在交叉口快，更易发生交通事故。与机

动车相比自行车明显处于弱势。

24

图 8 两广路建成使用的临时停车泊位

Fig.8 Temporary parking space on Liangguang Road

人行道外移

自行车道

机非隔离带

道路中心线

道路红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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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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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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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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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外移人行道设置临时停车泊位

Fig.9 Temporary parking space by moving pedestrian sidewalk out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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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高峰期无论是驾驶人还是骑车者操控

难度都很大，难以顺利交织。特别是自行车，完

全凭借反应速度和骑车技巧，多数骑车者都本能

地向旁边避让。

4) 北京市绝大多数交叉口都是非机动车道在

外侧，驾驶人已经习惯从主路出来就是右转机动

车道，因此机动车在出主路时往往车速较高，遇

到突如其来的变化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调查发

现，由于不符合习惯，进错车道的情形也时有发生。

5) 原有的右转机动车与过街行人之间的冲突

仍然存在，而且随着右转机动车速度的提高，行

人交通事故隐患更大。此外，还增加了一个新的

冲突点，即右转自行车需要与右转机动车交织换

位两次。

综上所述，这种做法将骑车者置于险境，违

背安全第一的原则，弊远大于利，因此建议改回

原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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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丹麦设在机动车道内的临时停车泊位

Fig.10 Temporary parking space on vehicle
travel lanes in Danmark

图 12 真武庙四条利用行道树之间空隙临时停车

Fig.12 Temporary parking spaces between trees
on Zhenwumiao Road

公交专用车道

公交车站

路侧带

机
动
车

自行车

图 13 广安门内大街—牛街西进口右转机动车道设置不当

Fig.13 Improper right-turn lane at intersection of Guang’anmennei Road and Niujie Road

图 11 南礼士路利用机动车道外侧设置停车泊位

Fig.11 Parking space on vehicle lanes along Nanlishi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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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绿荫问题

骑车者普遍喜爱林荫道(见图 15)，绿荫使自

行车行驶环境更加宜人。但是，北京市目前一些

新建的三幅路机非隔离带却不再种植乔木，不仅

增加骑车者被暴晒的痛苦，同时加剧城市热岛效

应、降低道路景观质量。因此，应该在保证交通

安全的前提下增加高大乔木的种植力度，为骑车

者提供更多的绿荫，见图16。

6 结语

确保独立的行驶空间并免受机动车的干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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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机非交织实景

Fig.14 Conflict between vehicles and bicycles

图 15 人们对绿荫的需求

Fig.15 Pedestrians and cyclists preference on shades

a 使用太阳伞的行人 b 骑车者躲在树荫下等待绿灯

图 16 有无绿荫的效果对比

Fig.16 Travel conditions with and without green shade

a 缺少绿荫 b 良好的绿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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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自行车交通路权的基本要求。在干路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之间实施物理隔离，以及妥善解决现

有机动车路侧停车妨碍自行车的问题，是改善自

行车行驶环境的关键。除了路权和安全性的问

题，还应满足自行车交通的舒适性需求，绿荫恰

恰能很好地提高舒适度，然而北京市道路建设中

出现了不重视植树的倾向，值得注意。

本文提出了改善自行车行驶环境的一些思路

和技术方案，这些方案考虑了北京市的实际情

况，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例如，机动车和非机

动车之间的物理隔离在月坛南街、西直门南小

街、北线阁街等许多既有道路得到实施，万寿路

南延、垡头东路、蒲黄榆路等新建主干路的非机

动车道宽度都采用了3.5 m。

彻底改善已经恶化的自行车行驶环境难度较

大，需要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小汽车为本的惯

性思维，需要各方相互理解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需要政治决断。取消现有妨碍自行车行驶的机动

车路侧停车泊位，除了相互理解外，还有待社会

停车设施的不断完善，需要循序渐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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