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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fast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population in Chinese cities has been increasing dramatically in recent years. The
need of safe, convenient and fast transportation has also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With the fast increasing of private vehicles, new
patterns of pedestrians walking across streets are emerging. In this article, taking Jiaozuo City as an example, we will show our
due diligence results on some possible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pedestrians walking pattern, including crosswalk line width,
traffic lights timing, pedestrians mixture in Jiaozuo city, based on the pedestrian density. On the condition that we will analyze the
effective width of crosswalk lines and other solutions such as shunt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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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过街问题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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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们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多，出行需求日益提高，人们需要安全、方便、快捷出行。而

在私家车迅猛增加的时期，行人过街出现了特有的特点。本文针对焦作市行人疏密程度，选择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路口
分别在早高峰、晚高峰不同时段运用人工计数调查的方法就人行横道的线宽、红绿灯配时、行人混行与否等对行人过街
的影响进行了实地调查。通过调查发现不同人行横道宽度、红绿灯配时及行人混行与否对行人过街有一定的影响。并根
据调查分析得出人行横道有效宽度、分流斑马线等解决措施。
关键词：人行横道；线宽；红灯配时；有效宽度；分流斑马线

引言
人行横道，俗称斑马线，指的是在车行道上用斑马线等标线或其他方法标示的规定行人横穿车道的步行
范围，是防止车辆快速行驶时伤及行人而在车道山标线指定需减速让行人过街的地方。因此，人行横道设计
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行人的舒适、安全。在当下的城市交通发展模式下，只有结合城市宏观规划体系，合
理的设计人横行道并且注重路网的连续性和人行横道的设计质量等，才能够提高人行设施的服务水平，更好
的方便大家出行。

1 调查方法
就焦作市“三维商场”附近及“丹尼斯购物商场”以及其他几个大型交叉口的人行横道进行了实地调查：
首先分别在早高峰、晚高峰时段通过人工计数的方法分别在“三维商场”
、
“丹尼斯购物中心”的人行横道线
宽以及红绿灯配时对行人过街的影响进行了调查。其次，以河南理工大学西门丁字路路口为例，就行人混行
与否对行人过街总耗时的影响进行了模拟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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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2.1 人行横道线宽对行人过街的影响
结果如图 1 所示，人行横道宽度对其的影响非常大，尤其在“三维商场”、“丹尼斯购物商场”等主要
的商业区交叉口宽度<4.5m 时违规过街的比重很大。
对于人行横道的宽度的设计应依据行人横道的流量和街道宽度确定。标准规定人行横道宽度一般为 5 米，
并可依据行人数量以 1 米为一级予以加宽，但最宽不得大于 9 米，最窄不得小于 3 米。在此特别提出“有效
宽度”的概念。即设计人行横道宽度时应考虑人的保持基本安全戒备距离的心理以及双向人流避让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计算出的人行横道宽度的基础上人行横道两边各加大约 50cm 的避让空间。调查中当行人路
线受阻或者正对面有行人过来时，尤其是在行人横道最边上的行人会选择越出人行横道通行的现象，再次我
认为此宽度设计时根据人流量和街道宽度计算出的道路宽度不足以完全约束行人通行时一直在人行横道的
白线范围，即有效宽度不够，计算人行横道宽度时应该考虑双向人流冲突时避让的宽度，计算人行横道宽度
时应该考虑双向人流冲突时避让的宽度，也就是说在计算出的人行横道宽度的基础上人行横道两边各加大约
50cm 的避让空间。

图 1 人行横道线宽对违规过街与正常通行的比例影响

2.2 人行横道所在处红绿灯配时对行人过街的影响
本次对红绿灯配时的调查，主要选取了“三维商场”和“丹尼斯购物商场”所在处的主要 8 个路口进行
了统计调查。调查显示绿灯时间偏短时人民急于过街并且人行横道上行人混行加剧了过街时间，从而造生违
规过街等现象的发生。统计结果显示绿灯偏短时，提前过街等违规现象越发明显。与此同时，观察不难发现
人行横道红灯时，即相对应的道路上的机动车流量对违规过街现象有一定的影响，车流量大时可能出于安全
因素的考虑提前过街现象反而减少。
表 1 红绿灯配时统计
红灯时间(s)

绿灯时间(s)

绿灯时间/红灯时间

62

24

0.39

52

35

0.67

50

57

1.14

63

25

0.40

90

35

0.39

90

35

0.39

90

35

0.39

90

35

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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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红绿灯配时对行人过街违规比例的影响

2.3 行人混行与否对行人过街总人数以及总耗时的影响
人行道斑马线在人流量较大时，不同的人流间会存在很大的冲突。这种冲突会造成过街时间耽误、人流
发生碰撞，进而造成空间时间的浪费，调查中发现行人混行的影响是阻碍行人快速通俗斑马线的一个重要障
碍。紧接着我们对混行人员进行了统计分析，在放学等高峰时段一个行人横穿整个斑马线大约要 3 或 4 次避
让。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对混行通行与否对行人过街所用时间的影响进行了实地模拟，模拟方法如下：首先测
出河南理工大学西门路口斑马线宽度为 5m，单条斑马线长度 45cm，斑马线之间的间距 55cm，整个斑马线长
度 46.45m.接着用米尺测出 46.45 米的距离，并用秒表分别测出一下三种情况下的行人过街时间，时间统计如
表 2 所示：
第一种情况：无冲突时测出单个行人通过此段距离所用时间。
第二种情况：行程途中有一次冲突时，即与对面行人有一次避让的情况下，测出通过此段距离所用时间。
第三种情况：行程途中有两次冲突时，即与对面行人有两次避让的情况下，测出通过此段距离所用时间。
表 2 模拟行人冲突过街时间统计表
模拟方式序号

1

2

3

平均值

无冲突

26′65″

27′25″

27′50″

27′13″

一次冲突

27′32″

28′39″

29′41″

28′37″

两次冲突

29′00″

31′07″

30′44″

30′17″

通过模拟可以清楚的看到，当行程途中有两次冲突时，行人通过此段路程所用时间差异已经相当明显。

2.4 其他因素影响
(1)行人素质：然近年来我国国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的提高，但随着农村外出人员的增多的因素，这些人
的文化素质相对来说较低，对交通法规认识的不足。并且就素质来而言，整体来说我国公民法律意识不够，
本次调查印证了这一点，调查中很多人在人行道外侧通行等违规及不文明行为。
(2)心理原因：调查中，行人在红灯剩余时间大约 5 秒时间内就通行的现象尤为明显，观察不难发现，只
要有一个人通行后面的让人便会一窝蜂而至，或者众多人一起不受红绿灯约束通行即“中国式过马路”现
象。据此，我们在焦作市步行街围绕行人闯红灯心态做了简单调查，结果显示：61%认为当时没车或者车不
多、28%认为大家都在闯，自己也跟着闯，另外 5%选择有急事，2%认为反正车也不敢撞我以及 4%的人选择
其他原因。这些数据反映了行人过街时存在侥幸心理及从众心理，调查时的观察也说明这一点，车流量多时
及车速高时人们感觉到违规过街不安全从而违规比例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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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议及意见
第一，对于人行横道宽度，因为没有法定宽度，只有城市道路设计标准，城市道路设计应该是超前的，
要考虑远景的道路通行能力。并且综合考虑人的心理及避让需要，合理的计算出道路的有效宽度，最大可能
的将行人约束在人行横道规定范围之内。
第二，对人行道斑马线分流方向的设计：择合适的宽度后，对斑马线按照 1:1 的比例进行分割，例如考
虑河南理工大学来往行人以北侧斑马线过街为主，以右侧为前进方向，设置明显的前进标志，以促使过街行
人在斑马线上靠右行驶，减少对向人流碰撞，简图 3 如下：

图 3 分流斑马线设计简图

第三，在人行道的斑马线上搭配其他醒目的颜色，如下图中某城市道路的人行横道斑马线在白色斑马线
的基础之上，通过黄色和红色块搭配，制造出立体效果，这样既降低了行人通过马路时白色引起的单调紧张
情绪，又对行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提醒行人要在人行道以内通行。
某城市人行道的搭配其他颜色的斑马线图：

图片来源网页：shanghai.edushi.com

第四，调整红绿灯配时时间，并加大对闯红灯行为的处罚力度：关部门应该通过对本地交通路口进行调
查，了解交通路口的人流量、高峰期及行人红灯忍耐限度，合理的调整红绿灯配时。并对行人闯红灯行为增
加罚款、录在案、情节严重者刑事拘留等，以强有力的法律威慑力制约闯红灯等行为。
第五，提高国民安全意识和素质：加强法律法规常识的普及，在社区、学校等公共场合安排相应的课程，
提高大家的交通法规意识，使大家形成正确的社会观，增加大家的社会责任感。

4 结语
综上所述，人行横道的合理设置至关重要。相关部门在人行横道的设计时应充分考虑道路的人流量、行
人心理因素以及避让空间等众多因素，从而更合理的计算出人行横道的宽度。与此同时，科学合理的规划人
行横道并非想象的那么容易，本文提出的“有效宽度”以及分流斑马线还只是理论上的构想，期望能引起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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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工作者的讨论和关注，并且给予一定的批评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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