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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依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

范项目”，以常熟市步行交通调查分析为例，归纳总结苏南发达

地区中小城市步行交通系统运行特征和基本问题，探索步行系

统的规划体系、设计要点及改善方案。提出苏南发达地区中小

城市步行系统规划体系框架。围绕宏观的特色化分区、中观的

特色化单元、微观的特色化空间，连续的步行网络和步行通廊，

精细化的步行设施等内容，从规划和设计层面，详细阐述中小城

市步行系统规划体系内涵。

Abstract：Based on the pilot project on urban pedestrian and bicy-

cle system developed by the Ministry of Housing and Urban-Rural

Develop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pedestrian system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in Changshu,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the pedestrian system in small-me-

dium cities in developed regions of south Jiangsu.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propose the pedestrian system planning methods, de-

sign and improvement measures. The paper first introduces a

framework for the pedestrian system planning for mall-medium cit-

ies in developed regions of south Jiangsu, and then elaborates the

content of pedestrian system planning in mall-medium cities in sev-

eral aspects: pedestrian zones at macro level, pedestrian cells at in-

terim level, pedestrian space at micro level, pedestrian network and

corridors, detailed design for pedestrian 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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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苏南发达地区中小城市一般指苏

州、无锡所辖的县级市，自古以来有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宜居美誉，

这里人文荟萃，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

淀。传统的城镇结构、生活方式、空间

肌理塑造了宜于步行的出行环境。改革

开放以来，由于其独特的近沪区位优

势，经济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快于中国其

他地区。在传统老城之外的周边地区，

大型居住区、行政中心和开发区如雨后

春笋般快速发展，形成城市新区和新中

心。新城区街道尺度宽大，满足了机动

车交通的发展需求，但严重忽略了行人

的交通需求。虽然老城中心依然保留尺

度宜人的城市空间和步行出行习惯，但

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变

化，使得新老城区之间的出行需求对机

动化交通方式依赖程度提高。城市中机

动车数量日益增多，“小桥流水人家，

巷弄幽深清远”的传统步行氛围被呼啸

而过的机动车交通打破[1]。

苏南发达地区中小城市规模扩张、

城市空间形态变化的速度不亚于中国其

他大城市，其面临的交通问题与大城市

有共同之处，但由于规模、性质、功能

及资源特色不同，其步行交通又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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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2]。如何在城市出行距离加长、小汽车逐步进

入家庭的背景下，构建与山、水、城、林等特色

资源一体、系统便捷、路权保障、生态安全的步

行交通设施与环境，减少居民出行对小汽车交通

的依赖，是苏南发达地区中小城市当前值得思考

的问题。本文基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开展的“城

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示范项目”，以常熟市步

行交通系统(以下简称“步行系统”)规划为例，

系统研究苏南发达地区中小城市步行系统规划体

系的构架和内涵。

1 中小城市步行交通现状

与大城市相比，苏南地区中小城市规模相对

较小。发展密度不高、城市结构紧密、土地利用

混合程度高，城市内部绝大多数出行均在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的优势出行距离内，以非机动车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和步行出行为主，公共交

通方式不占优势。昆山、常熟、太仓 3个城市非

机动车和步行出行比例达到出行总量的 60%以

上，见表1[3]。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规模扩大，中小城

市居民出行距离不断增加，出行方式有逐步向私

人小汽车转移的趋势。与大城市有所不同，由于

中小城市居民出行强度相对偏低，公共交通服务

水平不高，居民在放弃使用自行车等体力交通工

具后，仅有少量转移至公共交通，而对摩托车、

私人小汽车交通的依赖逐步增加。因此，构建中

小城市理想的出行模式，使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继

续成为居民出行的第一选择，提供良好的出行条

件十分迫切。中小城市步行交通现状主要存在以

下问题：

1) 道路设施供给不足，步行网络密度偏低。

城市道路系统是步行系统的重要支撑空间，

而支路是连接城市步行活动的重要载体，因此，

道路系统是否成熟对于步行系统的建设至关重

要。根据调查，尽管苏南发达地区部分中小城市

老城区(如常熟古城区)的支路和巷道密度相对较

高，有利于步行活动，但就整个城市而言，老城

以外的地区更偏重城市干路的建设，见表2。各市

主干路密度均达到或接近规范推荐的标准，而次

干路(除太仓市)、支路则远低于规范要求。主、

次干路间距较大，支路密度严重偏低，缺乏步行

活动方式所依附的基本道路空间。

2) 步行空间缺乏整体性设计，步行设施设置

不当。

老城地区具有良好的步行系统和环境，步行

空间与景观设计相结合，步行环境优美，如滨水

步道、路边绿地、休憩凉亭等。但在老城以外地

区，由于过度关注机动车交通，步行空间的系统

昆山

城市

常熟

太仓

步行

24.9

19.0

22.6

自行车

23.6

26.8

19.4

电动自行车

21.1

公共汽车

4.8

3.8

2.6

出租汽车

1.6

0.8

0.9

摩托车

12.6

16.0

9.8

单位车

3.4

2.2

3.2

私人小汽车

7.3

10.4

12.0

其他

3.1

4.8

1.0

合计

100.0

100.0

100.0

42.3

表 1 城市交通结构

Tab.1 Travel mode share in urban area %

国家标准①

昆山

太仓

常熟

路网密度 总体路网密度

5.2~6.6

3.64

4.52

2.92

主干路密度

1.0~1.2

1.16

1.62

0.90

次干路密度

1.2~1.4

0.96

1.33

0.88

支路密度

3~4

1.53

1.57

1.14

表 2 城市路网结构对比

Tab.2 Roadway network structure in different cities km·km-2

①《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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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足，缺乏与城市特色元素的一体化设计，未

能充分、有效地彰显较为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

源。可见，新老城区步行系统发展存在不均衡。

根据对人行道、步行街、街角、过街设施等

步行设施的调查，中小城市步行设施存在的问题

与大城市基本相同，主要体现在人行道宽度不

足、管理无序、被机动车停车或商贩等挤占，无

障碍设施设置不规范，街角空间被市政设施侵

占，过街设施设置不合理、安全设施不足，信号配

时不合理，步行系统与公共交通衔接不当等方面。

3) 行人的忍耐程度较大城市低，对步行系统

的便捷性要求更高。

以常熟市为例，根据调查，行人可忍受的过

街时间男性仅为46 s，女性仅为48 s；行人可忍受

的过街设施间距男性仅为120 m，女性仅为110 m，

远低于相关规范的推荐值。

同时，行人对步行系统的便捷性要求更高。

中小城市的居民均偏好方便、安全的过街方式，

在平面过街和立体过街设施中，行人首选地面过

街，无信号控制的人行横道最不受欢迎。

4) 路段过街设施、管理与安全设施不完善，

行人交通事故频发。

虽然部分交叉口采用了信号控制，但一般路

段人行横道基本不设信号控制，且缺乏相应的警

示标志、标线及其他安全设施。以常熟市为例，

除泰山路及新世纪大道少量路段设有触摸式行人

过街信号外，其余基本为无信号控制过街，且仅

标示人行横道而没有管理规则，行人过街和车辆

行驶均无控制。路段过街设施不完善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

① 行人过街设施布局不合理，人车冲突严

重。部分平面过街设施与过街需求错位，人行横

道位置欠佳，过街绕行距离过长，路段上的公交

车站距离行人过街设施较远，超过行人可忍受的

绕行距离。

② 缺乏行人过街指示标志。人行横道指示标

志缺失或者设置不规范，导致行人尤其是外地人

寻找过街设施困难，行人就近违法过街现象普遍。

③ 缺乏行人隔离和保护设施。人行道沿线普

遍缺少与非机动车道的隔离设施，双向 4车道以

上的道路交叉口、路段未设置二次过街安全岛和

相应的管理和安全等设施。

另外，交通参与者对民警指挥、信号灯、交

通安全设施(主要是护栏和安全岛)比较敏感，易

于遵守，而对交通标志标线并不在意。以常熟市

为例，采用不同行人过街交通控制方式的路段

中，标志标线和无控制的路段是行人交通事故多

发地点，占事故总量的 78%，而信号控制路段的

行人事故发生量仅占总量的10%，见图1。

2 中小城市步行系统规划体系构架

2.1 规划总体思路

城市步行系统一方面要满足居民近距离出

行、休憩及与公交换乘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城

市特色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塑造城市人居环

其他安全设施

信号控制

民警指挥

无控制

标志标线

2%10%

10%

13%

65%

图 1 采用不同交通控制方式的路段行人交通事故分布

Fig.1 Pedestrian accidents by different crossing controls along a road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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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载体。在城市步行系统

构建中应遵循系统性、连续性、安全性和特色化

的原则，满足步行交通需求和空间环境塑造要

求，与中小城市交通系统发展功能要求、城市历

史文化资源保护和彰显、城市发展特色和个性相

协调。

步行系统规划应当融合多学科的规划知识和

设计手法。集交通规划、交通设计、道路设计、

城市规划、城市设计、景观设计于一体并相互协

调；同时，需要对人行道空间、建筑前区步行空

间、景观廊道步行空间、居住小区步行空间、公

共设施步行空间加以研究，有利于城市步行空间

的统一利用和同步优化。

步行系统规划基于城市步行交通运行特征和

基本问题分析，宏观预测步行交通需求与发展趋

势，明确发展理念和目标，从规划方案、规划指

引、行动策划三个层面提出规划的核心内容，

见图2。

2.2 规划体系构架

将城市步行系统发展的个体要素纳入城市区

域的大范围内进行分析和整合，探索并建立各个

要素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完整、有序的城市步

行系统和步行空间环境。苏南发达地区中小城市

步行系统规划体系架构，通过面—线—点要素的

分析，明确步行系统的分区发展策略与指标，规

划合理有序的步行空间，构建便捷畅通的路径、

设施与舒适宜人的环境，见图 3。在这一构架中，

对城市步行交通体系进行宏观、中观、微观不同

层次的特色化规划和设计。

明确研究的背景、依据、范围、技术路线

梳理步行系统的理论发展，总结研究
方法，确定研究对象

步行系统相关规划检讨，总结优势与问题

背景分析

基础理论与案例研究

现状研究

提出规划目标、理念与原则

步行系统特征分析

步行系统需求预测

搭建步行系统的“规划框架”

搭建步行系统的“管理框架”

搭建规划实施的“行动框架”

规划研究

指引研究

行动策划

图 2 步行系统规划总体思路

Fig.2 Overall concept for pedestri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planning

图 3 步行系统规划体系构架

Fig.3 The framework of pedestri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planning

确定步行网络

依托城市道路的通道

划分步行单元

确定步行基本分区

步行通廊

过街设施规划

行人环境设计要点

面

线

点

步
行
系
统
规
划
体
系
构
架

42



钱林波等：苏南发达地区中小城市步行系统规划体系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3 中小城市步行系统规划体系内涵

3.1 突出地域和空间环境差别的步行系统

3.1.1 宏观层面的特色化分区

确定步行系统规划的特色目标，将特色资源

有序分配到系统规划中，构建富有特色和魅力的

城市步行系统。例如，基于常熟市的空间形态、

功能结构和用地规划，对整个规划范围进行结构

性的功能分区，体现具有城市特色的步行系统整

体结构以及不同地区步行系统的差异性。常熟市

步行系统共分为古城、旧城、服装城、新中心、

虞山、尚湖和居住7个步行分区，见图4。

为了提高步行系统的连续性和便捷性，在对

常熟市各分区步行交通量进行预测的基础上，确

定不同分区的步行道密度，见表3。步行道包括依

附于城市道路的人行道、步行专用通道、步行廊

道以及巷道等，是行人活动的重要支撑空间。各

分区可通过加密支路、增设行人专用巷道等方式

提高步行道的密度。

步行交通量预测是在考虑各个步行分区的用

地类型、建筑密度、居住人口、就业岗位、年龄

构成以及公共交通和道路便捷程度的基础上，得

到各分区的步行强度，然后根据各分区的面积进

行步行出行总量的预测。

3.1.2 中观层面的特色化单元

在宏观分区指导下，基于居民步行活动的距

离特点 (500~800 m) [4]，结合自然屏障和道路分

割，划分步行单元，体现不同用地性质的步行系

古城步行分区
旧城步行分区
服装城步行分区
新中心步行分区
虞山步行分区
尚湖步行分区
居住步行分区

500

0 1 500

2 500

3 500 m

北

图 4 常熟市步行系统特色化分区

Fig.4 Pedestrian zones in Changshu

步行道密度

分区 古城

10

旧城

8

服装城

8

新中心

5.5

虞山

3

尚湖

5

居住

6

表 3 常熟市不同步行分区的步行道密度

Tab.3 The density of pedestrian path in different zones in Changshu km·k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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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差异性。在单元内倡导短距离的步行出行，

单元外中长距离出行倡导步行与公共交通的换

乘。研究单元内部步行系统的规划要素、设计方

法和设计指引，建立相应的标准，作为下位规划

和详细设计中步行系统规划建设的基本要求和目

标。常熟市步行单元的划分见表4。

3.1.3 微观层面的特色化空间

不同步行空间的设施、环境需精细设计。对

步行空间界面、步行道宽度、旁侧空间尺度等方

面应加以控制和设计，见图5。街巷应按照行人优

先的原则，当空间足够时，人行道可增加更宽的

旁侧空间，用于布置灌木、草坪等。

对于步行街，可在两侧的建筑前区种植树木

或草地，使街道亲切自然。沿街配置街道家具，

并结合特色环境的需要设计相应特点的公交站

台、休息座椅、垃圾箱、电话亭、路灯、指示牌

以及人行道铺面等，反映气氛和格调，体现不同

的步行空间特色，见图6。

3.2 构建系统、连续、全覆盖和多层次的步行

网络

3.2.1 步行网络

按照连续性原则，规划路径连续、衔接适

当、网络覆盖的城市步行网络。根据步行交通需

求的特征，对传统的依据机动车通行需求划分的

主、次、支路等级划分标准进行功能细分和完

善，以实现步行交通在道路时空资源分配中的优

先。城市道路等级划分见图7，各等级道路交通需

中心区步行单元 2 以商业金融为主
人流量较大，持续性较强，需要较宽的步行道，
并设置供行人休息的设施

步行单元种类

居住区步行单元 35 以居住用地为主
居民日常生活步行区域，总体流量较平均，需要
良好的环境及景观

混合功能区步行单元 22
居住用地、商业用地及绿
化、办公等混合用地

流量分布不均，结合用地性质布置相应的步行设
施

交通枢纽区步行单元 3
以客运站、大型换乘枢纽为

主的用地
瞬间流量及全日总流量较大，以广场等疏散人
流的设施为主，优先考虑交通换乘

历史街区步行单元 3 历史文保用地为主 商业、休闲为主的步行街

公园风景区步行单元 6 城市公园绿地为主 结合景观，突出步行游憩的功能

文教区步行单元 4 教育科研用地为主 安全、连续为主

市场区步行单元 1 市场用地为主
考虑通勤人流疏散，考虑货运交通的影响，峰谷
流量差异明显

数量 用地类型 步行设施的特点

表 4 常熟市步行单元的划分

Tab.4 Pedestrian cells in Changshu

建筑前区

0.5~1.0 m 1.8~3.0 m

步行区 设施、绿化区

0.5~1.0 m

图 5 人行道与城市道路的关系

Fig.5 Relationship between sidewalk and urban roadway

图 6 步行空间意向图

Fig.6 Demonstration on pedestria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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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特征见表5。依照城市道路路权分配使用的差异

性，将城市道路网络分成五种类型：

1) 机动车专用路：主要包括高架快速路等仅

提供机动车通行的道路；

2) 车行主导的道路：指行人流量较小或适中

的主干路以及快速路；

3) 人车均衡的道路：主要指行人流量较大的

主干路或机动车流量较大的次干路；

4) 步行优先的道路：主要指机动车流量适中

或较小的次干路及支路；

5) 步行专用路：主要包括步行街、景观步

道、绿道等，一般由城市的核心商业街或登山、

休闲步道等组成。

针对各等级道路交通需求特征、承担的交通

功能，进行合理的道路时空资源优化，实现步

行、非机动车与机动车之间的平衡，保障行人空

间的舒适、顺畅与安全。以常熟市为例，道路网

络分类见图 8，规划步行设施(包括依附于城市道

路的人行道、步行廊道、步行街及巷道等)密度可

达5.45 km·km-2。对各等级道路的行人通行带宽度

(指人行道的有效通行宽度)提出建议，见表6。

3.2.2 步行通廊

步行通廊是提供城市日常休闲步行活动的场

所，串联公园、景区、开敞空间、水系、历史文

化遗存等资源点，同时兼具交通功能。将步行廊

道与城市绿道相结合，与景观绿地、公共空间形

成共享步行空间。例如，常熟市通过充分挖掘自

然和历史人文资源，以水系为纽带，以古城为载

体，以绿化为脉络，以虞山为核心，规划设计了

城市风貌、滨水景观、城市绿化及城市山体四类

步行通廊(见图 9)，打造“步移景异、走在山中、

行在水边、逛在城里”的高品质步行廊道。对四

交通性主干路

生活性主干路 生活性次干路

交通性次干路 支路 步行主通道 步行次通道 主干路A

主干路D 次干路E

主干路B 次干路C

支路F

传统道路等级划分模式 步行走廊等级划分模式 考虑步行需求的道路等级划分模式

图 7 城市道路等级划分概念图

Fig.7 Classification of urban roadway network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流量大、车速快、行人流量小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流量大、行人流量适中

机动车流量较大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流量较大、车速快、行人流量大

机动车流量较小或适中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流量较小、行人流量适中

交通需求特征道路类型

车行主导的道路

人车均衡的道路

步行优先的道路

主干路A交通性主干路

主干路B

次干路C

主干路D

次干路E生活性次干路

生活性主干路

交通性次干路

生活性主干路

对应道路等级

支路F

表 5 各等级道路交通需求特征

Tab.5 Characteristics of traffic demand on different types of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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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步行通廊提出不同的规划策略，指导下一层次

的规划与设计，见表7。

3.3 精细化的步行交通组织、路权配置和

设计

在步行交通网络规划的指导下，优化步行交

通组织，精细设计步行交通设施，明确步行交通

路权，规范行人的交通行为，提高步行交通安全

水平。

3.3.1 优化组织道路横断面中的步行空间

道路横断面中步行空间的组织形式受到诸多

因素的影响，有独立设置及与步行、自行车空间

共享两种基本形式。苏南发达地区众多的中小城

市，为了适应机动车发展的要求，在道路红线不

拓宽的条件下，或者将原有非机动车道改建成机

动车道，利用既有的人行道增加非机动车交通功

能；或者将原有非机动车道改造成为公交专用车

道，并在原步行空间开辟自行车道，形成步行和

自行车交通空间的一体化。对于新建道路，也有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一体化设置的形式。问题的关

键是，无论怎样的步行交通空间组织，保障行人

空间路权和交通安全应当是步行交通组织与空间

设置的重要内容。当行人和非机动车共用空间

时，宜采用不同铺装或绿化隔离带进行严格区

分，见图10。

3.3.2 增强平面过街设施的安全性

主干路A

主干路B

次干路C

主干路D

次干路E

支路F

道路等级 行人通行带规划宽度/m

≥3

≥4

≥2.5

≥5

≥2.5

≥2

表 6 常熟市各等级道路行人通行带规划宽度

Tab.6 Planned sidewalk width for different types
of road in Cha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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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常熟市步行网络分类图

Fig.8 Different types of pedestrian network in Changshu

机动车专用路

车行主导的道路

人车均衡的道路

步行优先的道路

步行路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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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应在保障行人过街安全的前提下优

先选用平面过街形式。平面交叉口是步行交通与

机动车交通、非机动车交通产生时间和空间路权

冲突的主要区域。科学合理的交通组织和空间、

时间路权分配机制是保障交叉口通行效率、交通

秩序、交通安全和环境景观的重要手段。

平面交叉口过街设施设计见图 11。根据交叉

口的空间大小安排各类交通方式通行空间，其余

部分设置交通岛。平面交叉口一般为有约束冲突

区，视野开阔是保障交通安全的重要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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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横道尽可能靠近交叉口并与行人的自

然流向一致，以缩短行人过街的步行距离；在右

转机动车容易与行人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其横道

线不应相交，至少应留有存放一辆右转车的空

间，长度不小于小汽车的车身长6.0 m。车辆的调

头位置安排在人行横道前方5~10 m处，防止车辆

掉头影响行人的通行空间。为了保障行人交通安

全，宜采用较小的转弯半径，可有效降低右转车

辆的车速，从而缓解右转车辆与行人的冲突。

路段平面过街设施的位置应根据交叉口的间

距、道路等级、车流量、沿线两侧大型交通集散

点及公交车站的位置、路边停车等情况综合确

定。为保护行人过街的交通安全，在设计中应重

点考虑：1)当路段机动车道达4条或人行横道长度

大于16 m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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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段的安全岛周围安

装护栏以防止机动车突然转向或偏离车道时对安

全岛内等待过街行人造成安全威胁；2)在企事业

单位、商场、旅游景点、文体娱乐场所、居住区

及其他人流量大的路段，设置行人过街信号并增

加非机动车与行人通行空间之间的隔离设施，以

规范行人的交通行为[5]。

3.3.3 协调平面过街设施与公交车站的设置

为方便乘客过街，公交车站与过街设施应进

行一体化协调设计。公交车站设置在路段时，采

用“尾对尾”式设计，即将行人过街设置在停靠

站尾部，并配备黄闪信号灯及相应的人行横道预

告标志、标线等，以保障行人过街的安全性。

道路交叉口附近的公交车站，安排在交叉口

城市风貌步行通廊

城市绿化步行通廊
滨水景观步行通廊

城市山体步行通廊

500

0 1 500

2 500

3 500 m

北

图 9 常熟市步行通廊规划图

Fig.9 Pedestrian corridors planning in Chang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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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道一侧，距交叉口停车线延长线 30~50 m(见

图 12)，换乘乘客可利用交叉口的人行横道过街。

设有展宽段的大型交叉口，公交车站应安排在展

宽段内，并靠近交叉口。

3.3.4 与步行相关的其他设施的考虑

1) 无障碍设施。

人行道在交叉口，街坊、单位、广场的出入

口，人行横道等处设缘石坡道。城市主要道路、

居住区的行人立体过街设施处设轮椅坡道和安全

梯道。城市道路、广场、步行街等的人行道设盲

环城
通廊

元和塘
通廊

琴湖
通廊

常浒
通廊

青墩塘
通廊

福山塘
通廊

昆承
通廊

虞山
通廊

名称

4.37

4.68

3.78

3.26

4.57

3.32

4.83

2.57

长度/km

沿环城北路、环城东路、环
城南路、西护城河至西门
大街的护城河绿地

元和路和元和塘之间滨河
绿带，是古城区联系西南
片区的步行通道

沙家浜路和白茆塘之间滨
河绿带

常浒河和昭文路之间滨河
绿带

青墩塘路和青墩塘之间滨
河绿带

福山塘和李闸路之间的滨
水绿带

花溪路和横泾塘之间滨河
绿带

沿虞山东麓，位于虞山路
西侧

位置

结合优越的开敞空间——护城河的滨水景观绿化组
织步行系统，使环城通廊成为流动、连续、富有活力
的步行路径的优良载体，体现古城风貌

古城区联系西南片区的步行通道，串联张家港、莲塘
浜等水系，形成完整的滨水旅游步行带，以强化城市
的滨水景观特色，彰显传统水乡和“小桥流水人家”
特色

古城区通往琴湖公园的主要通道，结合琴湖地区强
调休闲、娱乐、商务、商业、生活相结合的功能，建立
连续的滨水景观带，提供完善的步行通道系统

联系古城区和新中心区的主要步行通廊，适当增加
文化、艺术小品设施，并赋予不同的主题，形成关于
城市艺术的不同展示平台

联系古城区和204国道的通道，常熟的东大门，形成
滨水空间和城市建设紧密结合的步行开敞空间、展
示城市风貌

两侧为居住区，结合绿带增建文化、小品设施，进一
步构建开放式的带状公园，并通过一些娱乐、休闲项
目的组织，使带状公园得到高效利用，使步行通廊成
为文化长廊、生态长廊，体现安全、闲适的居住区风
格

古城区通往昆承湖风景区的步行通道，与服装城、商
业、餐饮等服务设施结合，改善步行环境，增加餐饮、
零售等配套服务设施，提高步行的舒适度

具有良好的城市山体景观，结合步行系统的建设打
造“十里青山”的城市名片

规划策略
步行廊道
种类

城市风貌
步行通廊

滨水景观
步行通廊

城市绿化
步行通廊

城市山体
步行通廊

表 7 常熟市步行通廊规划要素

Tab.7 Key elements in the pedestrian corridors planning in Changshu

b 实景图a 道路横断面

图 10 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一体化设计

Fig.10 Integrated design for pedestrian and bicycl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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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行天桥、人行地道、人行横道及主要公交

车站设提示盲道；人行横道的安全岛能使轮椅通

行。城市主要道路、残疾人集中场所的人行横道

设过街音响信号装置，便于盲人安全通过[6]。

2) 绿化。

绿化是城市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行人

过街设施处设置的绿化要降低高度以确保视线通

畅。机非隔离带宜采用低矮的灌木，尤其在人行

横道前后。中央分隔带进行高密度绿化时，平面

过街设施上下游25 m范围内的绿化高度不宜超过

0.6 m。

3) 步行遮挡设施。

在重要开敞空间、立体过街设施、交叉口行

人等候区等处考虑为步行提供必要的遮挡设施，

鼓励有人工或植物遮阴的人行道。遮挡设施可选

择在建筑前区或直接由建筑挑出，也可以布置在

设施或绿化区。人工遮挡设施应考虑基本的审美

要求，尽量与步行空间和邻近构筑物协调统一。

图 11 平面交叉口过街设施设计

Fig.11 Pedestrian crossing facilities design at intersections

图 12 交叉口公交车站的设置

Fig.12 Bus stops design at intersection

30~50 m公交车站

30~50 m 公交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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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语

营造良好的步行交通空间和环境，对引导居

民选择步行出行，减少对小汽车交通的依赖，构

建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布

局、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山水特色相适应的综合

交通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常熟市为例，

归纳总结了苏南发达地区中小城市步行系统运行

特征和基本问题。从规划和设计层面，系统探讨

了中小城市步行系统规划体系架构与内涵，旨在

剖析典型，初步探索步行系统的规划体系、设计

要点及改善方案，以期对中国其他中小城市的步

行系统规划、设计和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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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系宁波市规划局直属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具有甲级规划设计资质、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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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工作业绩、近照、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职称证书以及曾获得的荣誉证书

等扫描件发送或邮寄到本院。

地址：宁波市和济街36号C楼610室 邮编：315042 联系人：章静

电话：(0574)87700463 传真：(0574)87724420 邮箱：nbplanni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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