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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老年人的交通设施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 

王牧青  彭婧 

【摘要】伴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程度的迅速加剧，老年人这一庞大群体的交通出行问题逐

步显露出来。目前我国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明显不足。本文根据老年人的生理特点，

心理需求等方面，就老年人出行时可能因视力、听力不佳，腿脚不便等引起的问题，通过分

析交通设施在建设方面目前的不足之处，探究其原因，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案例并提出一些改

进意见。 

【关键词】老年人；出行；无障碍设计；城市交通设施 

 

1. 引言 

中国在 1999 年即进入了老龄社会，目前成为世界上老年人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

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1]。同时，发达国家的现状则与我们老龄社会状况不同，发达国家是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中国则是在尚未

实现现代化，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在这种前提下，

我国老年人的生活方式及生活状态也有别于其他国家。 

本文通过街头调查问卷及住家走访的形式，针对老年人出行的频率、距离、出行目的、

出行方式及出行期间遇到的问题等方面进行相关研究，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借鉴国外相

关案例的情况下，提出城市基础设施层面上可能的解决方案。 

2. 我国老年人出行的基本特征 

随着年龄的增长，机体内部不可避免地发生一系列的生理变化，并以身体机能、感知和

认知能力退化的形式表现出来[2]。当步入老年期（退休）后，各种角色的转变也是重要变化

之一。 

2.1 出行目的的转变 

老年人出行目的由与上班有关的出行，转变为满足个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出行。 

在本次小样本调研中，70 岁以上年龄组出行目的更为倾向于文化娱乐出行，但 60-65

岁年龄组中，购物则与文化娱乐出行比重相当，以探亲访友为目的出行则占最低比重（表 1）。 

同时，由于目前我国施行的老年证对各大旅游景点免门票的制度，使得老年人因文化娱

乐出行的比重有上升的趋势。 

表 1 各年龄组中各种出行目的占出行总数的比值（%） 

出行目的

年龄组 
锻炼身体 采买购物 探亲访友及接送孩子 

60-65 岁 37.1 37.1 25.8 

65-70 岁 47.6 42.9 9.5 

70 岁以上 46.7 40.0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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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年龄与出行频率及出行距离成反比趋势 

在本次小样本调查中，年龄越大，人均出行次数越低。在 60 岁-65 岁组中，每天出行

的人数占本组的 87%，但在 70 岁以上组中，每天出行的人数则占本组的 39%。 

同时，年龄与出行距离成反比趋势，即年龄组越大，其平均出行距离也相应缩短，多数

在社区范围内活动（表 2）。 

表 2 各年龄组中出行距离在出行中的比值（%） 

出行距离 
年龄组 

200 米之内 
300-1000 米 
（1-2 站路） 

1000-2000 米 
（3-4 站路） 

2000 米以上 
（4 站路以上）

60-65 岁 5.9 47.1 23.5 23.5 
66-70 岁 16.7 75 8.3 - 

70 岁以上 22.2 55.6 11.1 11.1 

2.3 老年人出行时间大多集中在非上下班高峰时段 

老年人出行多集中在非上下班高峰时间段，分布相对均匀。而清晨 5-8 点（晨练）、上

午 9-10 点（采买）及下午 3-5 点（午休后出行）是出行相对较多的 3 个时段。在不同季节

和气候条件下，老年人的出行时间安排还会表现出时域性[3]。 

在本次课题调研中，问卷主要涉及天津市和武汉市，时域性也有所体现。如因气候因素，

在冬季，北方老年人清晨出行时间大多推迟至 9 点以后，而位于中部地区的武汉市老人则仍

旧选择在清晨 6-7 点出行。 

2.4 出行方式更偏重慢行交通及公共交通 

慢行交通包括自行车出行方式及步行方式。 

在此次调研中发现，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大部分老年人偏重步行及借助自行车出行这

一慢行交通方式和搭乘公共交通出行。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轨道交通逐渐普及，由于其需要频繁的上下台阶，并且公共

汽车可以基本满足老年人出行路线的需要，大多数老年人在远距离出行时仍旧选择公共汽车

作为首要的公共交通出行工具，这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因为老年证制度的推助，老年人可免费

乘车的政策带动老年人更偏重乘坐公共汽车。这一现象在本次调研中也有所体现（表 3）。 

表 3 老年人出行所借助的出行工具的比例（%） 

出行方式

年龄组 
自行车 地铁或轻轨 出租车 公共汽车 私家车 

60-65 岁 54.2 0 0 41.7 4.1 
66-70 岁 61.5 0 0 38.5 0 

70 岁以上 42.9 0 14.3 33.3 9.5 
 

3. 我国老年人出行中面临的问题 

3.1 可以完全自理的老人 

尽管这部分老年人身体属健康的范围，但是由于年龄的原因，其运动机能，如脚力，上

下肌肉力量，背力，握力，呼吸机能，对危险运动的反射神经和平衡能力都有所下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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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机能，如视觉，听觉，嗅觉，触觉，方向感也不如年轻人灵敏。在心理机能方面，如记

忆力，判断力等，有时也不尽人意[4]。 

3.1.1 候车时间长成为老年人公交出行的首要问题 

西宁市调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对公交不满意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候车时间长、安全和舒适

性较差、速度慢等方面(表 4)。 

表 4 西宁市老年人对公交服务不满意原因分析(注 1) 

不满意原因 候车时间长 速度慢 线路少 安全与舒适性差 收费高 服务态度差 
不满意率(%) 65. 2 42. 7 20. 2 56. 2 7. 9 7. 9 

 

对于以上问题，本次调查也显示了基本相同的结果。有 90%以上的老人表示，公交车

等候时间长是迫切需要改善的地方，由于有些公交站点的休息座椅数量太少或根本没有，导

致等候时候身体比较疲惫。 

随着公交线路的增多，在本次调研的武汉市与天津市，老年人对车站离家过远的问题反

映不是很强烈。但是这也没有充分的数据能够排除其他城市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3.1.2 过街不方便也成为老年人出行中较困扰的问题 

在关于老年人出行时较突出的 6 个问题中，“马路太宽，信号灯变动太快”、“人行天

桥或地道没有自动扶梯，上下较吃力”以及“过街路口没有信号灯，车速太快”这三个涉及

到过街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这三个问题在老年人出行中占很大比重（表 5、图 1）。 

表 5 老年人出行中较突出问题各占比例（%） 

问题 
年龄组 

马路太宽，

信号灯变动

太快 

过街天桥或地

道没有扶梯，

上下吃力 

路边缺少

休息座椅

人行道台阶

高，上下不

方便 

路口没有信

号灯，车速

太快 

人行道年久

失修，易摔

跤 
60-65 岁 23.8 33.3 19 4.8 14.3 4.8 
66-70 岁 18.2 36.4 13.6 9.1 9.1 13.6 

70 岁以上 25 25 25 0 16.7 8.3 

 

图 1 马路交叉口过宽 

 

 

 

 

过宽的马路交叉口导致老年人通过

的时间大大延长，同时信号灯时间

则没有相应的延长，导致老年人过

街不便，交通隐患增大。来源：笔

者摄于天津，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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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安全意识薄弱成为老年人出行的隐患 

上海市抽样调查结果显示，50%的老年人在最近 30 天内乘车时有过车未停稳上下车、

近 30%乱穿马路、约 1/5 的人闯红灯，能完全了解步行和骑车规则的不足 60%。反映了我国

老年人出行中存在着盲目自信和侥幸心理，不懂防范[5]。但从侧面则显露出了目前过街天桥、

地道等设施不够便捷的现状。 

3.1.4 其他问题 

在本次调查中，还有一些问题是老年人普遍提到的，如居住地附近缺少以步行活动为主

的环境质量较好的场所；公交车设计存在缺陷，上下车台阶过高，车内扶手过高或过少（图

2）；公交站点线路过多，站牌混乱，字体过小，颜色对比不够强烈，老年人寻找所需线路

比较困难等，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在城市设施设置时特别给予关注。 

图 2 公交车内扶手过高 

3.2 可以半自理的老年人 

这部分老年人由于疾病或意外导致无法完全自理，日常出行需要借助辅助工具才能成

行。在感觉机能及心理机能方面，与健康的老年人也有较大差别。比如耳背的老人、患有眼

病的老人、老年痴呆患者和智障人士，以及患有重症内脏疾病的老人等，他们在出行过程中

有着特殊的需求。本文从耳背、视力退化、老年痴呆、智障人士、重症内脏患者这几个比较

有代表性的生理问题上给予分析与探讨。 

3.2.1 耳背的老人所需面对的问题 

耳背的老年人有一部分是听得到声音，但听不清声音，主要由生理上的疾病(如耳鸣)引

起的；还有一部分耳背的老人是因为听力功能退化，听不到较小的声音。他们面临的主要问

题是听不清报站声音、问路时听不清楚等。 

3.2.2 视力退化的老年人所需面对的问题 

视力退化的老年人主要因为病理因素（如白内障）而视力模糊。他们出行中遇到的主要

问题是看不清楚路名标志、站名、站牌等。 

随着对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费用的减免，越来越

多的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但车厢内过

高的扶手使本就站立不稳的老年人增加了摔伤、

拉伤的危险。来源：笔者摄于天津，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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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老年痴呆患者所需面对的问题 

这部分老年人的出行问题尤为值得重视。在出行方面受到影响的主要是患者在自己熟悉

的地方也会迷路，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更不知道怎么才能回家。这种老年人面对的主要问

题就是迷路。 

3.2.4 智障人士所需面对的问题 

因某种原因造成脑障碍而影响智力发育的人，他们对交通、辨别方向、接收信息、交流

等都很困难。这部分老年人面对的除了不能顺利的理解标志，还有在身体状况不稳定或行走

困难时容易摔跤。 

3.2.5 重症内脏疾患者所需面对的问题 

这部分老年人可能患有心脏功能障碍、肾功能障碍、呼吸器官功能障碍、膀胱、直肠与

小肠功能障碍等。对于这部分老年人，每个人的障碍程度不同，差别很大，照顾起来也很困

难。这部分老年人出行时主要面临身体需要随时休息，以防发病的问题。[6] 

3.3 无法自理的老年人 

无法自理的老年人主要是指失能失智群体。这部分老年人在出行期间通常都有人陪同，

出行问题不突出。但主要涉及无障碍通道的普及率偏低、或通道宽度偏窄、偏陡等问题。 

4. 国外相关案例分析 

4.1 英国四种特别设计方便老年人出行 

4.1.1 设置道路中心老人专用安全岛 

英国城市中许多繁忙的路口都设置有专为老年人设计的安全岛。即老年人在横过马路时

若发现有车辆驶来，可随时到安全岛内等候，等车辆驶去再通过马路，从而减少交通事故的

发生。 

4.1.2 设计保护老年人的交通信号灯 

英国很多城市中都有一种较独特的设计，即在老年人较多时，通过发出信号的灯光使车

辆暂停通过。这种信号灯可人为控制，既保证了众多老年人的出行安全，又不会对道路交通

造成过多负担。 

4.1.3 铺设为老年人特制的过街横道 

在英国老年人较集中的老龄化城市以及一些疗养城市中，都修建有这种特制的过街横

道。这种特制的过街横道两边对着车辆行驶的方向一侧设置有弯腰拄棍老人的示意图。同时

旁边印有“保护老年步行者安全”的醒目大字。特制的过街横道用醒目的红黑相间的颜色涂

制，还铺着有发光效果的彩色石头。不仅如此，过街横道上还标注着“司机请注意老年步行

者安全，其他行人请帮助老年人”的大字。 

4.1.4 修建方便老年人出行的地下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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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很多城市的交叉路口修建了适合老年人行走的地下过街通道，有速度缓慢的自动扶

梯，以及防滑的通道地面。对于行动不便或年纪较大的老年人，政府部门还配备交通员协助

这部分老年人过街。[7] 

4.2 韩国以方便老年人出行为本 

在韩国，公园是老年人聚集地之一，很多公园大门内侧都特意为老年人配备了轮椅，只

需登记便可免费在园内使用。没有繁琐的借用步骤，即使老年人独自出行也不会有太多的借

用障碍。同时无论在机场、车站的候车室，还是在商场、博物馆、展览馆等公共场所无一例

外的都备有可供老年人使用的免费轮椅。另外，公园的步道在坡度处理上也大多使用坡道而

非台阶，这就减少了老年人因腿脚不便而跌倒的危险。 

除此之外，还在以上公共场所中设置了专为老年人设计的休息座椅，这种设计不仅方便

老年人出行，更鼓励老年人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这种以老年人为本的观念，让老年人在出

行期间倍显方便。 

5. 解决方案的探讨 

根据对以上案例的学习与借鉴，结合当前我国老年人面临的种种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

方面改善老年人出行的现状。 

5.1 针对可完全自理的老年人出行问题的解决对策 

通过对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的出行模式的一系列分析，可以发现这部分老年人在出行期间

在对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方面存在以下需求： 

5.1.1 活动场地的设置 

需要一定规模的，环境质量较好的

活动场地。此类活动场地应配备一

定数量的健身设施，棋牌桌等，并

且保证公共厕所的建设，以及具有

树荫的休息座椅的配备。与此同时

人行道边也应尽量设置休息座椅，

方便老年人在出行期间进行休息

（图 3）。 

在场地设置上，还应保证相应

比例的硬地与草地的铺设，确保老

年人有足够的活动场所。由于在夏

日夜间也会有很多老年人外出散

步，所以也应保证活动场地周边路灯的架设，不应单纯为了追求景观效果而造成老年人使用

不便。鉴于老年人的身体特征，活动场地应减少台阶数量，尤其是连续上下的台阶，在保证

景观效果的同时，也应保证使用者的安全。 

图 3 路边设置休息座椅 

来源：笔者摄于天津，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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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人行道的细节设计 

道桥部门在对沿街道路进行设计的时候，应注重人行道的宽度，特别是存在树池的人行

道，需注意树池周边的围挡应与人行道有较平整的衔接关系，以防老年人行走时候造成绊倒

摔伤。同时，也应适当调整人行道与车行道的高差，以防老年人在过街时发生跌倒。 

5.1.3 立体过街设施的设计 

在主要过街天桥或过街地道加装

自动扶梯，特别是在居住区附近及老

年人活动聚集的场所。没有能力安装

扶梯的，可考虑折线上下，给老年人

留有一定的休息平台（图 4）。 

5.1.4 公共交通站点设计 

对于老年人使用较多的交通工具

--公共汽车，公交站点的设置可结合居

住区及老年人活动聚集的区域作出相

应的调整，如相似线路的停靠站可以

分布在一个大聚集点的四周，使各个

片区的老年人都可以方便的享受到便

捷的公交服务。 

在进行公交站点设计时，宜考虑加装休息座椅，与此同时，政府部门应投入相应的人力

物力保证有专人维护。在对站点内的站牌进行设计时，应强调线路名称，起始站名称及主要

站点名称，使用对比度强烈的图底关系，如黑字黄底等高对比度的搭配，同时，公交线路可

按数字大小依次排列，方便老年人查找。 

5.2 针对半自理、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出行问题的解决对策 

除了满足能够完全自理的老年人的出行需求，对于半自理的老年人的出行更应注重提供

便利条件。针对本文提及到的几类半自理老年人群体，在城市规划设计中可从以下几个方面

关注： 

5.2.1 通道设计 

通道设计方面，在不包含盲道的部分的宽度注意要满足轮椅等辅助交通工具的通行。对

于无障碍通道的设计，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尽量减小坡道坡度，或坡道两侧设计扶手，保

证需要拐杖的老年人的行走安全。在半自理老年人经常聚集的地方尽量减少高差的设计，如

康复中心院内、老人院外围等。 

5.2.2 公共设施的细节设计 

公共服务设施包含广泛，如在公共交通设施中设置较低矮的扶手、投币箱、刷卡机。除

图 4 有休息平台的过街天桥 

相比于装有自动扶梯的人行天桥，带有休息平台的人行天

桥在节约了建造及维护成本的同时，也为老年人中途休息

带来了便利。来源：笔者摄于天津，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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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还可在公交设施中配备无障碍便携坡道，以满足这部分老年人顺利上下公交车。 

另外，无障碍电梯的修建除了基本的使用功能外，在满足残疾人需求的同时，考虑到老

年人力气小的特点，应将按键设计得更轻松易按。设计之外，无障碍电梯应保证在有需求的

时候可以随时使用。 

5.2.3 公共环境设计 

主要功能性强的建筑物或公交站点设立醒目的标志，导向标志应简洁明了，对比强烈，

方便辨认。公共环境中语音报读系统音量可适当调大，尤其是老年人较多的医院、老年人活

动中心等公共建筑内。 

6. 结语 

通过对几类老年人群的出行分析可以看到，在我国如今这个快速老龄化的时代，公共服

务设施的配套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政府职能也必须被充分的调动起来。在重点

保障的人群方面，应该从传统民政服务的对象向真正有需求的老人转变，特别是失能失智老

人。通过对老年人出行的关怀行为，以及对城市规划设计中涉及到方便老年人出行这一部分

的监管，为出行在外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安全，方便，温暖的出行环境。 

 

注释： 

1. 数据源自西宁市规划局《西宁市总体规划》 

 

【参考文献】 

[1]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2006 年 2 月 23 日 

[2] Alicandri E， Robinson M， Penney T. Designing highway with older drivers in mind [J]. Public Road， 

1999， 62(1): 627. 

[3] 毛海九虎，任福田.面向老龄社会的城市交通[J].人类工效学，2005 年 9 月第 11 卷，第 3 期 

[4] 阎德学等.21 世纪的健康主题，老年心理保健[M].科学普及出版社，2000 年 10 月 

[5] 李延红，郭常义，卢伟，等.上海市老年人交通安全意识的调查研究[J].环境与职业医学，2003，

20(1):34238. 

[6] (日本)高桥仪平著/陶新中译.无障碍建筑设计手册(为老年人和残疾人设计建筑) [M].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2003 年 12 月 

[7] 韩素芹.英国老年人的步行安全措施.交通与运输，2006 年 2 月 

 

【作者简介】 

王牧青，女，华中科技大学，助理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电子信箱：16791652@qq.com 

彭婧，女，武汉东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筑部总负责人，工程师。电子信箱：

675820843@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