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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10年开始，广州市修建了2400多公里的

绿道，成为了广州市民休闲娱乐的新去处和交

通出行的新路径，而到2016年3月，广州还将

建成30000辆的公共自行车。对于广州市，这

些项目的意义却远远不止改善了居民生活的品

质，还倡导了“绿色出行，低碳生活”的新理

念，给广州的市民及游客提供了舒适便捷的出

行方式，开创了城市交通的新时代，让城市变

得更有吸引力，走出了可持续交通的新篇章。

ITDP二十年来一直致力于绿道及慢行系统的研

究，拥有世界顶级的专家团队。在过去的几年

里，ITDP致力于广州市的可持续交通研究，

基于ITDP团队的经验和在国内天津、北京、

武汉、宜昌和广东省内广州市、东莞市、惠州

市、阳江市的实际工作，提出了适合广东省慢

行系统的规划与设计原则，希望省、市级领导

能从中获取一些灵感，并在未来城市建设过程

中有所帮助。将广州的城市建设成为广东省乃

至全国的可持续交通示范性工程。

1. 良好的基础设施

2. 连接

4. 优良的配套设施

3. 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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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交通对城市发展最严重的副作用之一，就

是对城市空间的无形割裂，特别是在城市旧城区，机

动车交通设施建设更对传统的社区、文脉产生分隔。

国内外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在规划层面都对此进

行了反思 , 重申了城市建设服务市民 , 而并非机动车 ,

重新审视和调整慢行交通系统和机动车交通在城市中

的定位 , 将更多的城市空间用于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建

设。

以纽约市的 CBD 的曼哈顿为例，从 2006 年起，

开始了提升城市中心区吸引力的运动，在曼哈顿大量

压缩机动车道，将城市街道空间还给自行车和行人，

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的吸引力，减少机动车对市民伤害，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纽约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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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In 2008 New York City implemented key parts of Mayor Michael Bloomberg’s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vision, PlaNYC 2030. The changes have reshaped the experience of walking on New York City streets. 
The city in 2008 alone changed 49 acres of road space, traffic lanes and parking spots into bike lanes, 
pedestrian areas and public plazas and advocated biking and walking as investment-worthy transporta-
tion alternatives.

Since winning the 
Sustainable Transport 
Award in January 2009, 
New York has continued to 
make improvements, with 
the opening and progressive 
expansion of the High Line, 
a 2.33km linear park on 
a disused rail line, a bike 
sharing system with 6,000 
bikes, and further walkway, 
public space and parking 
improvements.

Right photos: NACTO Urban 
Street Design Guide, Oct. 2012

Below photos: New York Street 
Design Guide,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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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吸引更多的人们使用自信车和步行，首先需

要建设良好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对于使用者来

说，高质量的慢行系统，首先是拥有高质量的路

面，充足的使用空间，无障碍物阻隔，以行人、

自行车优先的设计并且便利的到达性和使用者

的安全性。在设置时，应尽量阻止机动车进入。

如通过绿化带来分离人行道、自行车道及机动

车道，或在路侧做人行道桩，保证机动车不能驶

入；在机动车出入口处，提高机动车出入口，降

低机动车对人行道的干扰。在公交站处，建议绕

行到公交候车亭后，避免公交站对骑行的干扰。

自行车和行人使用时有着不同的体验方式和行

为，分离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如果有条件，设置

分隔带分离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如果没有条件，

应把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在平面上分离。

把机动车道、自行车道、人行道分离，各种不同类型的交通流相

互之间不干扰。

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应该连接重要的区域，并采用高标准的设计，

吸引更多的市民使用。

杭州,分隔且良好的自行车道鼓励人们使用自行车的基本条件，良

好的自行车停车设施也是人们使用自行车基本保障

为提高城市吸引力，建设“绿色地球首都城市”，纽约市在中心区

道路通过用地功能的重新调整，设置了专用的有涂装的自行车道。 

良好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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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一些特别的设计保证绿道不被阻碍，保持自行车道的畅通。高质量的绿道路面建设，行人、自行车优先设计的无缝过街连接

通道，保证高质量的服务水准。

高质量、方便的通道才会吸引跟多的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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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行系统应保持其自身的连续性特别是在复杂的交

通条件下，更是需要保证其整体连续，方便使用，

安全的通过交通复杂的地段。自行车道的联通可根

据不同的现状情况作出具有适应性的设计，如上图

棠下站的自行车道，在天桥处自行车道中断，结合

现有流量，可设置有颜色的机非混行车道连接站

点两侧车道。而对于下图所示的内环路-沿江东

路交叉口，则可根据现状交叉口设计及相位，设

置分离的自行车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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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范围晚高峰小时行人人流量图

建设新村片区人行道有效宽度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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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网完善研究范围

建设三马路人行道宽度不足

由于人行道宽度不足，行人只能在机动车道上行走

在广州核心的建设新村，区内存在大量的步行出行需求，但是目前

区内人行道质量并不好，实际上行人能使用的有效宽度大于2米的道

路不到区内道路总量的50%，部分路段甚至没有人行道，城市基础

设施的供应水平与市民的实际需求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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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慢行网络应该通往所有的目的，并且线路的选择

还可以更加的有趣，增加人们的体验感。目前在

广州，自行车道经常在交叉口断开，过街不但不

方便，不安全，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这严重损

害了人们的使用。需要采用一些设置使慢行系统

连接，方便使用，保障安全。

自行车道系统发展 美国波特兰市

1973 1993 2001 2016

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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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道的不连续，会严重影响自行车道功能的

发挥，我们完成了99%自行车道建设，其功能

可能会因为1%的中断大打折扣。下图为对中山

大道沿线自行车道的现状调查，可以看出，现状

自行车道存在较多的中断，自行车道的系统性不

强。 自行车道在天桥处存在缺失 自行车道被停车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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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口

大约80%的事故发生在交叉口，对行人和自行

车而言，有时使用绿道过街并不安全。应在过街

处设置一些安全设施，像安全岛，机动车减速装

置，保护使用者的安全，这样，对所有使用者，

包括儿童、老人和残疾人，都可以很好、很安全

的使用。

便捷的通道，分离的自行车道、人行道，提升的公共

空间空间和路中安全岛，都提高了过街的安全性。

醒目颜色涂装过的自行车专用道，在引导自行车过

街，也可提示机动车驾驶员，注意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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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东路

天河路

天河路

体育东路

在自行车道通过大型的渠化交叉口时，应设置专

用的自行车过街通道，让行人、自行车过街时各

行其道。在过街距离较长的路段，应设置路中过

街安全岛，保障行人和自行车在路中的过街安

全。自行车道在交叉口的路径应用颜色涂装，引

华夏路

花

城

大

道

导自行车过街和警示右转车辆减速。必要时可

调整道路右转路缘石半径，采用“小半径+大

半径”的设计，降低机动车横穿通过自行车

道和人行道的车速，或采用提升右转车道的方

式，降低机动车右转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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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延交叉口人行道，形成“小半径+大半径”的设计，

降低右转车辆车速；设置专用自行车过街通道，并在

路中设置过街安全岛，保护绿道行人及自行车过街安

全。增设路面的平面过街，利用现有交叉口的机动车

无法使用的空间设置路中安全岛，保障绿道过街安

全。

收窄交叉口，并设置环岛组织机动车交通流，自行车

流和人流，在绿道设置专用自行车道，并调整通往绿

道道路的设置，设置专用自行车道，并在交叉口路中

设置路中安全岛，保护行人过街安全。

中山东路

滨
江

西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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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街通道

路中安全岛可有效保证行人和非机动车的过

街安全，可为路中等待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提

供保护，极大的提高行人和非机动车过街安

全。

六运小区北门

晓雾街

提升过街通道可有效降低机动车在通过过街通道

时的车速，保障行人和自行车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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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
平面过街
地下通道

珠江新城过街通道调查图（花城广场区域，数据来源 2011 年 6 月调查数据）

对面即是绿道，但行人和自行车却无法过街，想去      

绿道必须绕行至下一个路口

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被隧道入口打断

过街通道

在广州最现代化的区域珠江新城，过街系统

也并不是很完善，在一些主要的路口，甚至

缺乏人行过街。在一些主要的交叉口，设置

的都是花费巨大的地下通道，但是却没有达

到预期的效果。

在花城广场，周边地块缺乏有效的过街通道

进出花城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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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街通道

珠江西路为花城广场外围道路，周边社区有

着横穿珠江西路进入花城广场的过街需求，

而目前珠江西路上的过街通道并没有足够的

过街通道，甚至在一些路口都没有过街斑马

线通道，市民多数横穿马路。

下图为珠江西路建议改善图，基于对居民过

街需求的轨迹调查，建议在珠江西路增设过

街 通 道 ， 包 括 自 行 车 过 街 通 道 ， 并 沿 珠 江

西路，设置隔离的自行车道，并外延叫交叉

口，缩短行人的过街距离。

珠江西路建议改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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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出入口

绿道应享有比机动车道更高的路权，否则机动车

出入口频繁切断自行车道，会严重影响骑行的舒

适度。

上图：可利用掉头车道设计行人安全岛，在不影响机动车交通的情况，改善行人及自

          行车过街条件安全；

下图：增加自行车过街通道和自行车专用道。

东纵路（沃尔玛）

东纵路（东方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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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的出入口可保障绿道的连续和降低机动车通过绿道的车速，

保障行人及自行车出行的便利和安全。

分隔墩的设置可有效阻挡机动车驶入绿道内，保障绿道不被机

动车侵占。

绿道机动车出入口处，应设置隔离墩，阻止机动

车进入绿道内，保护绿道的慢行空间。自行车道

应做颜色涂装，引导自行车通过机动车道出入口

和警示机动车驾驶员。

黄埔区绿道丰乐北路的机动车出入口处，建议采用提升人行道的措施，保障绿道畅顺的同

时，降低机动车再通过该片区域的车速，并设置隔离墩，保护绿道不被机动车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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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设新村，尽管区内的人行道相对现状需求并不宽裕，但是仍有

很多障碍物，阻碍行人的通行，迫使行人进入机动车道,机动车出入

口没有提升，人行道被切断，造成人行道不连续，步行环境不佳。

没有设置护柱，易造成机动车占用人行空间停车，人行空间得不到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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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网完善研究范围

建设新村片区机动车出入口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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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网完善研究范围

建设新村片区人行道障碍物现状调查

机动车出入口完全切断了人行道

建设二马路中环广场停车场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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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王路华林国际东北角机动车出入口处快速转入的机动车威胁了众多行人的安全。
康王路华林国际东北角

长寿西路文昌阁外出入口建议采用提升式出入口

康王路的行人与自行车流量非常大。行人应该享

有通行的优先权，机动车转入支路时应减速慢

行。

建议抬升车行道出入口与人行道同高，行人过街

与该段自行车地面用红色以警示机动车，并增加

慢行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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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桥梁及隧道

在有些情况下，绿道可能无法通过地面连接的方式解

决，这就需要设置行人和自行车专用的桥梁来解决。

绿道桥梁可以连接河流或高速公路两侧的绿道，绿道

桥梁也能很精美，很多城市的绿道桥梁已成为城市的

地标。

二沙岛及珠江沿岸

目前设置有高质量

的绿道，但是由于

广州大桥的设计不

适宜骑行和步行，

导致目前二沙岛绿

道与珠江绿道无法

无缝衔接，根据现

场 踏 勘 ， 建 议 在

黄线处设置行人、

自行车专用桥，提

供高质量的连接通

道，连接珠江两岸

和二沙岛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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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绿道系统，应更多的方便市民的参与和使用。

城市设施连接

确保绿道网络与城市设施有很好的连接，一方

面，这种链接应可使人们轻松、愉快到达公共交

通枢纽，可以为市民使用绿道提供条件；同时，

绿道提供的新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高品质链接

将会对现有的城市出行网络起到补充与扩展的作

用。

易达性 

绿道选址应重点考虑市民的易达性。绿道只有在

一定的步行范围之内，人们下班或小孩放学都能

直接便捷的参与到绿道中，绿道的意义和高利

用率都充分得到实现。而对于城市绿道，尤其一

些偏远的生态绿道建设，即使生态绿道连接了公

园、生态景观、水岸等各类公共场所，对易达性

较低的绿道的实际利用率并不高。

广州天河南六运小区，在亚运改造工程中，小区被改造为一个

开放性的商住混合综合小区。小区与绿道有互补效应，小区内

商铺带来更多市民对绿道的参与并促进街道繁荣。同时，绿道

所带来的人流带动了小区零售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小区内有着极为优良的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就是小孩子都可以在

小区中安全的穿行和游玩。

绿道应与公交系统之间有着便捷的联系，

方便市民更好的使用绿道，促性绿道周边

用地的繁荣

3
 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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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周边建筑互动

能够吸引人们去享用绿道的条件必须是能创造一

个宜人的小气候。树木、绿化和与风雨篷为炎热

天气提供很好的遮阳并能为户外创造庇护的空

间。绿道可为社会互动提供良好的场所。它的对

象应包含所有的使用人群-当地居民和游客。绿

道可给周边社区带来巨大的客流，促进社区的发

展，同时，社区的繁荣，也可给绿道带来了更多

的使用者。因此，绿道周边社区的首层应保持通

透行，为绿道与周边建筑的互动创造条件。

绿道只有创造出宜人的环境，才能吸引更多的人去使用。这个宜人的环境并不是单纯指连接沿线景点，设

置较好的绿化，提供好的环境，还包含向广场，可提供空间供市民休闲，娱乐和锻炼身体，也需要设置茶

座、商店和休闲座椅，供人们在游玩绿道时休憩和提供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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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停车

能够让人们在绿道上骑自行车到是一个令人愉快

的事情。因而绿道附近配套设置的易于使用的自

行车停车点会变得尤其重要。停车点应能够便

利的到达和具有高度的安全保障。同时，自行车

停车站应通透的能从周围环境容易观察的，晚上

设置良好的灯光系统同时设置雨篷以防天气的不

测。而外形美观的自行车停车设施总体上也会使

给人们一种良好的体验。

可 根 据 不 同 地 点 实 际 的 停 车 需

求 ， 选 取 相 适 应 的 自 行 车 停 车

点。自行车停车楼，如大容量的

自行车停车楼，中等容量的自行

车停车站和小容量停车点。

4
优良的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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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遮阳设施

广州气候炎热多雨，但在一些人流密集的区域，并没有太多

应对气候变化、改善慢行环境的设施。环市路沿线大部分路

段都被行道树覆盖，但花园酒店门前却没有任何行道树。大

量的行人在夏天只能靠遮阳伞避暑。

根据摸查数据显示，该路段早高峰人流量约为 3520 人

/ 小时。许多前往建设六马路方向的行人为缩短在烈日中步行

的距离会取道花园酒店内部道路及停车场，给酒店管理带来

了更多麻烦，且有潜在安全隐患。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气候炎热多雨地区，为应对气候对

慢行交通的负面影响，许多城市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兴建了有

上盖的人行天桥网络或人行道遮阳棚，为行人提供遮阳和遮

雨的功能，创造更为人性化的步行环境。

对慢行交通设施的完善，不仅体现出一个城市以人为本

的理念和人文关怀，还能显著提升人气，带来更多活力与商

业机会。

24

现状

花园酒店外侧人行道加装遮荫设施改善方案

香港

吉隆坡

京都

大阪

新加坡

布里斯本

2. 国外先进案例

对慢行交通设施的完善，不仅体现出一
个城市以人为本的理念和人文关怀，还能
显著提升人气，带来更多活力与商业机会。

广州气候炎热多雨，
但 在 一 些 人 流 密 集 的 区
域，并没有太多应对气候
变化、改善慢行环境的设
施。在本案例中，环市路
沿线大部分路段都被行道
树覆盖，但花园酒店门前
却没有任何行道树。炎炎
夏日，大量在周边上班的
行人通过此路段时只能无
奈地撑起遮阳伞。

根据摸查数据显示，
该路段早高峰人流量约为
3520 人 / 小时。据现场观
察，有数目可观的前往建
设六马路方向的行人为缩
短烈日暴晒下的步行距离
会取道花园酒店内部道路
及停车场，给酒店管理带
来了更多麻烦，且有潜在
安全隐患。

淘金地铁站A出口现状

花园酒店人行道现状

我们认为，改善花园酒店外侧人行道的步行环境，不仅能显著减少穿行
酒店内部“抄近路”的外来人员，更重要的是能提升酒店形象，彰显酒店档
次，同时体现出酒店对提升街区环境、改善社会健康与福祉的良好诉求，能
极大地帮助自身树立有责任心的企业公民形象。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气候炎热多雨地
区，为应对气候对慢行交通的负面影响，
许多城市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兴建了有上盖
的人行天桥网络或人行道遮阳棚，为行人

提供遮阳和遮雨的功能，创
造更为人性化的步行环境。

1. 改善理由

布里斯本

建议

淘金地铁站



使用公共自行车

绿道提供了连续及安全的行人及自行车设施，引入公

共自行车系统，吸引更多的市民使用绿道，享受绿道

带给城市居民的便利，引导低碳、绿色环保的出行及

生活方式。

公共自行车系统在任意服务点“通租通还”的模式使

人们不用担心自行车被偷盗的问题，也不必为寻找自

行车停车而苦恼，且为不具有自行车的个人及家庭提

供了便利条件。在公共交通站点、绿道、商务区及居

住区设置公共自行车服务点，实现骑自行车从家到绿

道，到工作地点的联通。

案例一：广州市中山大道绿道及公共自行车系统

广州市中山大道属于交通型绿道，配套设置了公

共自行车系统后，中山大道沿线自行车出行增加

了50%—100%，且吸引了大量公交、小汽车及

出租车出行者。公共自行车的出现缓解了公交“

最后一公里”问题，同时也是短途出行的有效解

决方案。

案例二：杭州市公共自行车系统

杭州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公共自行车系统。起

初，系统主要为西湖景区服务，在取得了巨大成

功后，系统逐渐扩展到整个杭州市，公共自行车

成为交通通勤的工具。“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公共自行车系统改变了杭州市民的出行及生活

方式，增强了杭州市民的幸福指数。

公交车
44%

自有自行车
16%

地铁
6%

小汽车
3%

出租车
2%

公共自行车开通之前你采用何种交通方式完成此类出

行？

公交车

步行

自有自行车

步行
29%

自有自行车

地铁

小汽车

出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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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DP在广州的慢行交通系统方面的研究成果

淘金 -建设新村片区道路与慢行交通设施完善工程 1

让建设新村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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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改善案例

现状

建议

多宝路-宝华路交叉口改善图            来源：《荔湾旧城慢行系统改善建议》    ITDP



广州改善案例

建议

宝华路道路改善建议图            来源：《荔湾旧城慢行系统改善建议》    ITDP

现状



广州改善案例

建议

建设三马路-华乐路交叉口改善            来源：《淘金-建设新村片区道路与慢行交通设施完善工程概念方案究》    ITDP

现状



广州改善案例

改造后

改造前

建设六马路（环市东路 - 华乐路）断面

建设六马路过街改善            来源：《淘金-建设新村片区道路与慢行交通设施完善工程概念方案究》    ITDP

华乐路 - 建设六马路交叉口设计图

建设六马路平面方案

设计方案 ：

1）建设六马路（环市东路 - 华乐路）调整为双向两车道，中间设置

2m 中央分隔带，允许行人随意穿行，其余道路空间释放给行人。建设六马

路（华乐路 - 东风路）调整为双向三车道，其中北往南方向为两车道，南往

北方向为以车道，中间设置 2m 中央分隔带，允许行人随意穿行，其余道路

空间释放给行人。

2）建设六马路 - 环市路交叉口

进行渠化，增加行人过街安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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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改善案例

建议

建设六马路过街改善            来源：《淘金-建设新村片区道路与慢行交通设施完善工程概念方案究》    ITDP

现状



设计方案 ：

建设二马路北段（建设中马路 - 广州市规划勘

测设计研究院北侧道路）车行道宽度调整为 3.5m，

释放人行空间。

建设二马路中段（广州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

北侧道路 - 建设二马路东五街）抬升路面，人行道

铺装，设置护柱分隔，保证建设新村菜市场门口行

人过街安全性。

建设二马路南段（建设二马路东五街 - 建设横

马路）抬升路面，人行道铺装，设置护柱分隔，车

行道宽度调整为 3.25m，设置停车位和卸货泊位。

1.25 2.25
 

3.5 2.0 4.0

建设二马路菜市场效果图横断面 50%PEDESTRIANS 50%VEHICLES 50%CYCLISTS

13m          

P

1.25 2.25
 

3.75 3.75 2.0

建设二马路菜市场效果图横断面 50%PEDESTRIANS 50%VEHICLES 50%CYCLISTS

13m          

改造后

改造前

建设二马路平面方案

建设二马路（建设中马路 - 规划院）断面

建设新村菜市场外行人过街轨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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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改善案例

建议

建设新村菜市场过街改善            来源：《淘金-建设新村片区道路与慢行交通设施完善工程概念方案究》    ITDP

现状



广州改善案例

建议

花园酒店前人行道增加人行连廊效果图        来源：《淘金-建设新村片区道路与慢行交通设施完善工程概念方案究》    ITDP

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