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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描述了行人伤亡的严重程度;主要风险因素;在特定环境下评估行人安全现状和制定

行动计划的方法;以及如何选择、设计、实施和评估有效的干预措施.主要强调了整体综合措

施的重要性,包括工程、立法和执法、及与行为相关的措施.同时提及了步行的益处,鉴于它对

于改善健康和保护环境的潜在可能性,步行应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予以鼓励和提倡.本

书重点突出,实用性强,适合工程师、规划师、警察、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教育工作者以及相关

科研人员参考阅读.





前 言

每年,世界上有超过２７万的行人在道路上丧失了生命.许多人只是像平常一样离开家

— 去上学、去上班、去宗教场所或去朋友家———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全球范围内,行人占所有

道路事故死亡者的２２％,但在一些国家该比例高达三分之二.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步行时受到

了交通事故的伤害,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永久性的残疾.这些事件为家庭和所爱的人带来极

大的痛苦和悲伤,以及经济困难.
对于行人安全的应对能力,是预防道路交通伤害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人事故,如

同其他道路交通事故一样,不应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它们是可以预测和预防的.行

人的主要风险是有据可查的,它们涵盖了众多相关因素:驾驶员的行为,特别是关系到超速和

酒后驾车;道路上缺少行人专用的基础设施,比如:人行便道、人行横道和凸起的中央安全带;
车辆设计上,由于车头材料过硬,使得行人被撞击后受到更大的伤害.许多场所不良的创伤医

疗护理服务,阻碍了在事故发生时能够挽救行人生命的紧急治疗的提供.
«行人安全:一本为决策者和从业者制定的道路安全手册»描述了行人伤亡的严重程度;主

要风险因素;在特定环境下评估行人安全现状和制定行动计划的方法;以及如何选择、设计、实
施和评估有效的干预措施.手册强调了整体综合措施的重要性,包括工程、立法和执法、及与

行为相关的措施.手册同时提及了步行的益处,鉴于它对于改善健康和保护环境的潜在可能

性,步行应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予以鼓励和提倡.
这是一本为包括工程师、规划师、警察、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教育工作者所使用的多学科

读者手册,我们希望这本手册在世界的不同环境中,能够为加强国家和地方实施行人安全措施

的能力做出贡献.我们鼓励大家把这本手册介绍给那些会用它来挽救行人生命的人.

EtienneKrug
世界卫生组织伤害与暴力预防司司长

DavidWard
国际汽联汽车与社会基金会总干事

PieterVenter
全球道路安全合作伙伴首席执行官

JoseLuisIrigoyen
世界银行交通、水资源、信息与通讯技术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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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要

每年大约有１２４万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丧生,其中超过五分之一的死者为行人.行人事

故,如同其他道路交通事故一样,不应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它们是可以预测和预防

的.造成行人道路交通伤害的主要风险因素包括车速、驾驶员和行人的酒精使用、缺少供行人

使用的安全基础设施和行人的可见性不足.减少或消除行人所面临的风险,是一个重要且可

实现的政策目标.尽管目前有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但在很多地方行人安全并没有引起应有

的注意.
本手册提供了用于制定和实施改善行人安全综合措施的信息,其重要性为详尽介绍了行

人的伤亡程度和解决造成行人伤害的主要相关风险因素.为实施现状评估列出了步骤,有助

于优先考虑干预措施和准备相关的行动计划,目的是帮助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和评估行人安

全措施.虽然手册主要面向地方行政单位,但所提出的策略也可用于国家层面.希望本手册

的标准模块式结构能够易于调整以适合各国的具体需求和问题.本手册可用于全球范围,但
特别针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决策者和从业人员.

ⅲ



简 介

道路安全实施中的良好实践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汽联汽车与社会基金会和全球道路安全合作伙伴在过去六

年间共同合作制定了一系列涵盖«世界预防道路交通伤害报告»中指出的主要问题的良好实践

的手册.该系列手册的制定起因于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道路安全从业者向世界

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提出需求,要求提供信息以协助实施该报告中六项建议.

«世界预防道路交通伤害报告»提出的建议

１在政府部门中确定一个牵头机构,指导全国道路安全工作.

２评估与道路交通伤害相关的问题、政策、机构设置和能力.

３筹划国家道路安全战略和行动计划.

４配置解决该问题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５实施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具体行动,最大限度减少伤害及其后果,并评估这些行动的

影响.

６支持国家能力发展和国际合作.

到目前为止,该系列已发布了«头盔»、«安全带和儿童乘员用约束系统»、«速度管理»、«酒
后驾驶»和«数据系统»的良好实践手册.在联合国道路安全合作联盟(UNRSC)①的网站上可

以获得这些手册.除了以上手册中的提到的具体风险因素外,研究表明,具体道路使用者(如
行人)所面临的若干风险因素仍需解决.这种需求在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存在,本手册即是对该

需求的回应.

行人安全手册

为什么制定本手册?

研究表明:涉及行人,自行车骑乘者和二轮摩托车骑乘者的道路安全伤害的比例非常高.
例如,第一份«全球道路安全现状报告»显示,在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者中近一半(４６％)为行人、
自行车骑乘者和二轮摩托车骑乘者(２).最近,第二份«２０１３年全球道路安全现状报告:支持

一个十年的行动»将行人从其他弱势道路使用者中分离出来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２２％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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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通事故死亡者是行人(３).«全球道路安全现状报告»(２,３)和«世界预防道路交通伤害报

告»(１)中还展现了地区和国家在道路使用者死亡率分布上的差异.
各国必须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解决行人安全问题.因此,本手册中提出若干建议,呼吁各

国政府在制定有关道路设计和基础设施建设、土地使用规划和交通服务决策时,需要考虑所有

道路使用者的需求,包括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３).本手册鼓励各国重点关注行人安全.

谁是本手册的使用者?

各类使用者都将从本手册中受益,但主要目标受众是工程师、规划制定者、专业执法人员、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在次国家级和地方层面有责任改善行人安全的工作人

员.虽然本手册可用于国家层面,但主要定位仍是地理和行政上的次国家级的部门及单位,如
省或州、地区、城市、乡镇、街道和社区.次级目标受众为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内提供道路安全、
交通和土地使用规划整体政策支持的决策者和领导人们.

本手册涵盖哪些内容?

本手册提供了在地方和次国家级层面设计和实施能够改善行人安全的干预措施所需要的

信息.各章内容提要如下:
第一章 强调了在交通规划中促进行人安全的重要性,并呈现了行人死亡程度和风险因素

的相关数据.
第二章 审议了在土地使用、交通和公共空间规划方面对于行人的考虑程度.
第三章 概述了优先化干预措施和准备一个行人安全行动计划的实施步骤.
第四章 呈现了全球范围内有关道路、车辆和道路使用者的干预措施的主要原则和案例.
第五章 概述了评价行人安全干预措施的主要原则,并且倡导关注行人安全.
来自一系列国家和不同环境下的案例研究贯穿于各章节.

如何使用本手册?

本手册提供了满足不同地区行人安全规划需要的信息和案例,并鼓励使用者根据实际情

况需要,创造性地应用手册内容.每一章均包含工具、研究成果和参考文献,以帮助读者了解

本地行人安全问题现状,确定改善行人安全的最佳行动选择,从而实施能最大程度改善行人安

全的措施.
可能手册的某些独立章节相比其他章节与读者所处环境更相关,但我们建议使用者通读

本手册的全部内容;尤其是第三章内容普适性极强,可指导使用者评估行人安全状况,进而根

据其他章节内容选择具体行动措施.尽管根据当地情况采用适当的内容和选择适当层面开始

工作非常重要,但是使用者也必须在本地化应用本手册的同时,确保本手册中的基本原则不被

曲解或彻底改变.

手册有哪些局限性?

本手册提供了能够改善全球行人安全的措施的主要信息和案例,它提供的不是一份关于

行人安全的详尽的“最高水平的”综述和案例研究.它提供参考文献和案例研究的目的在于详

尽说明所涉及问题的关键信息.如果读者希望了解更多信息,可以查询一些综合评论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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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案例.其中有些评论和研究已列在手册不同章节的参考文献中.
尽管我们尽可能地尝试从各个国家实施行人安全项目的过程中汲取经验教训,读者也许

仍需咨询国家层面和次国家层面的指导,以确保所作出的决策符合本地实际情况.

本手册是如何制定的?

本手册是经由世界卫生组织协调,汇聚了来自公共卫生、交通、心理学、规划和实施等领域

专家,历时三年的工作成果.其内容大纲是由一个撰写团队基于良好实践手册的标准格式完

成的.在手册准备的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以收集证据和范例.两位国际专家审阅汇编

了已出版的文献和灰色文献,提取了其中的相关信息写成文献综述总结.此总结为手册不同

章节提供了信息,并将第四章中的良好实践案例以随机对照试验和病例对照研究作为黄金准

则,整理归类为已证实的,有望证实的或缺乏证据的.本手册由专家组提出初稿,经卫生、交
通、规划及实施背景的专家审阅,并根据审阅意见进行了修订.与«头盔»、«速度管理»、«酒后

驾驶»、«安全带和儿童乘客用约束系统»及«数据系统»这些良好实践手册相同,本手册完善的

全过程由一个来自各合作组织的专家咨询委员会进行监督.

本手册的分发

本手册将会被译为多种主要语言文字,我们也鼓励各国将其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手册将

通过参与制定本系列手册的四家合作组织的发行渠道广泛分发.
本手册的PDF版本可通过四家合作组织的官方网站下载.如,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网站

http://wwwwhoint/roadsafety下载.

如何获取更多的纸质版手册?

如需更多纸质版手册,可通过发送邮件至traffic＠whoint,或写信至以下地址获取:

DepartmentofViolenceandInjuryPreventionandDisability
WorldHealthOrganization
２０,AppiaAvenue,CHＧ１２１１

参考文献

１PedenMetal,edsWorldreportonroadtrafficinjurypreventionGeneva,WorldHealth
Organization,２００４．

２Globalstatusreportonroadsafety:timeforactionGeneva,WorldHealthOrganization,

２００９．
３Globalstatusreportonroadsafety２０１３:supportingadecadeofactionGeneva,World

HealthOrganization,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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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每年超过１/５的道路交通事故遇难者不是机动车、摩托车或自行车使用者,而是

行人.行人的伤亡通常是可以预防的,并且被证实行之有效的干预措施也是存在的,但是在很

多地区行人安全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保护行人安全和促进安全步行的成功措施需要了解行人事故风险因素的性质.本章向读

者提供了世界各地行人伤害问题的背景信息和风险因素.这些信息可用于说服政治领导人以

制定、实施和支持行人安全措施.

　　注:行人是指任何全程或者部分以步行为出行方式的人.除了普通形式的行

走外,行人也可能以其他形式或借助于辅助工具行走,如轮椅、电动滑板车、助行

器、拐杖、滑板和旱冰鞋等.行人也可能携带不同数量的物品,拿在手中、绑在身

后、顶在头部、扛在肩头,或推着/拉着.跑步者、慢跑者、长途徒步者或者坐在/躺

在路面上的人也可被认为是行人.

本章内容如下:

１１指导原则:本节呈现了指导行人安全工作和形成本手册的两大原则.第一个概念

是“安全步行”.步行是有益于健康和环境的基本和普遍的交通方式.必须采取措施改善

步行者的安全.第二条指导原则是“安全系统”方法,此处作为了解和解决行人安全问题的

框架讨论.

１２行人道路伤害问题的严重程度:本节介绍了全球道路交通事故中行人死亡数量的数

据;同时还呈现了受伤或死亡行人的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学特征,以及行人道路交通事故的成

本.

１３行人的碰撞事故会产生什么后果? 本节简单描述了行人Ｇ汽车事故发生时人体受到

撞击的先后顺序和碰撞后造成的典型伤害类型,为理解１４节中讨论的风险因素提供了有用

的背景信息.

１４行人交通伤害中的风险因素:本节讨论了行人伤害的主要危险因素,尤其是速度、酒
精、缺少行人使用的道路基础设施和道路上行人能见度不足,同时概述了其他危险因素.

１１指导原则

１１１安全步行的重要性

我们都是行人.步行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基本和普遍的交通方式.几乎所有的旅行开始

并结束于步行.不论是长途旅行还是短途散步去商店,在一些行程中,步行是唯一的出行手

段.而在另一些行程中,人们也许会步行一段或几段,比如,乘公交车出行时,往返于公交车站

点的步行.
步行有良好的健康和环境效益,比如增加体育运动可以减少心血管疾病和肥胖相关疾病

发生几率.许多国家都已开始实施鼓励步行的政策,并将其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通方式(１Ｇ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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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在某些情况下,增加步行可能导致道路交通事故风险和伤害的增加.由于全球机动

车辆数量及其使用频率的急剧增长,也由于在道路设计和土地使用规划时对行人需求的普遍

忽视,使行人越来越容易受到道路交通伤害(４).在交通法执行不力的环境下,行人安全问题

愈发突出(５).

　　注:道路交通事故是指,在一条公众有使用权的公共或私有道路上的一个碰撞

或事件,涉及至少一辆移动中的公路车辆,导致至少一人受伤或死亡.包括:道路

车辆之间的碰撞,道路车辆与行人之间的碰撞,道路车辆与牲畜之间或单独一辆道

路车与固定障碍物之间的碰撞.也包括道路车辆与轨道车辆之间的碰撞(６).

减少或消除行人面临的风险是一个重要的、可实现的政策目标.行人事故,如同其它道路

交通事故一样,不应被视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它们是可预见和预防的(７).行人安全与步行

环境之间有密切联系.在一个缺乏行人安全基础设施和允许高速车辆行驶的环境中行走,增
加了行人受伤的风险.机动车撞击行人的风险与其与行人相遇的次数成正比.

行人安全措施可以改善步行环境,并促进市区更新,地方经济增长,增强社会凝聚力,改善

空气质量和降低交通噪声的有害影响(１０Ｇ１３).对于其他道路使用者,也有辅助效益,例如驾

驶员和自行车骑乘者.安全措施的实施需要政府、工业界、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承诺和知

情决策.有效改善行人交通安全的措施请见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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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安全系统”方法与行人安全

对道路交通安全伤害风险的常规分析常将道路使用者、车辆和道路环境分开考虑.(１４)
研究人员和从业者中也有一种倾向,仅集中关注一个或几个因素,而实际上,在任何道路交通

环境中(１４,１５),这几种因素通常并存并相互作用.这种不均衡的关注会限制道路交通伤害预

防工作的成效,并可能导致某些使行人面临风险的干预措施被强化和突出.
安全系统方法(参见图１１)提出用整体的方式看待与道路使用者、车辆和道路环境相关

的危险因素及干预措施,从而采取更有效的预防措施(１６,１７).这种方法已被证明在全球若干

环境下都是恰当并有效的,在已证实进一步进展有困难的情况下,它有时可以促进道路安全的

发展(１８).

图１１　安全系统方法

安全系统方法认识到交通对于社会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因为道路使用者与

道路和车辆相互牵连,所以为了促进交通流动,应保证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出行安全.安全

系统方法旨在提供一个安全的交通系统,能够允许给予人所犯过错更多宽容,并考虑到人

体对于严重伤害的脆弱性,从而消除致命事故及减少严重伤害.而安全系统方法的实现需

要有关注道路基础设施、车辆和行驶速度的政策,及一系列教育、行为改变、监管、执法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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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活动的支持.
道路安全系统方法的主要准则总结如下(１６):
● 承认交通系统中的人为错误:在交通环境中,人们会犯错误,而这些错误容易导致受伤

和死亡.安全系统方法不忽视对道路使用者行为的干预措施,但强调这只是促进道路

安全的许多必要元素之一.
● 对人类身体脆弱性和承受力的认知:人体对强力的承受是有限的,超过承受范围就会发

生严重伤害或死亡.
● 促进系统责任性:交通安全责任必须由道路使用者和系统设计者共同承担.在期望道

路使用者遵守交通法规的同时,系统的设计者和运营者有责任建立一个尽可能保证使

用者安全的交通系统.
● 促进道路安全中的伦理价值的体现:安全系统方法的伦理价值体现在认为由道路交通

系统造成的任何程度的严重伤害都是不可接受的.人类可以学习采取更安全的行为,
但错误有时也难免发生.这些错误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但事故中的死亡和重

伤是可以避免的.
● 社会价值的提升:除了确保安全,道路交通系统应为整体社会价值作出贡献,尤其是在

经济发展,人类和环境健康,以及个人选择三方面.
安全系统方法用作行人安全工作框架有若干益处:
● 检查一系列危险因素.行人安全应从系统的角度进行研究,从而可以考虑到使行人暴

露于危险的多种因素,如车速、不良的道路设计、以及对交通法规执行不力.有效的行

人安全规划需要对所涉及的风险因素有全面的了解.然而,当研究只侧重于一、两个危

险因素时,很难实现这种全面了解.安全系统框架使对行人安全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狭

隘地关注单个或几个风险因素.第３章中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的数据,全面地

展示了那里的伤害发生程度以及对于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危险因素.
● 整合综合干预措施.改善行人安全需要关注车辆设计、道路基础设施、交通管控(如限

速值和强制执行交通法规),而这些所关注的领域整合起来构成了安全系统方法.片面

地着眼于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远不如对影响行人安全的多种因素采取综合措施有效.
● 分享并吸取经验教训.不少高收入国家在设计道路时都曾犯过只考虑机动车辆忽视行

人需求的错误,安全系统方法为中低收入国家提供了避免这些错误的基本原则作为参

考.随着各国汽车数量的日益增长,不应只把改善行人行为视为促进行人安全的重要

环节,应该同时改进行人和车辆所使用的道路基础设施.中低收入国家行人出行环境

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混合交通,即行人、车辆和自行车共用道路空间,很少或没有专门的

行人基础设施.在中国和印度,已看到在解决道路设计中忽视行人的问题的方面有一

些进步(４).第二章和第四章中提供了一些道路设计措施的案例,旨在提高中低收入国

家的行人安全性.
● 促进协同合作.行人安全是一个多维问题,在审视决定因素、后果和解决方案时需要使

用一种综合的视角.虽然不同机构可能对行人安全负有某一方面的具体责任,但事实

上,我们需要一种包含政策制定者、决策者、研究人员、政治领袖、民间团体和公众之间

的合作机制来改善行人安全,尤其是在中低收入国家.合作可采取多种形式,其中之一

是开展行人安全项目,并在其中分担责任或分别负责活动.(见方框１１)各机构和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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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协作是安全系统方法的基石.

框１１　巴西圣保罗市行人安全项目中的责任共享

　　２０１０年,巴西圣保罗市的交通管理机构—交通工程公司(CompanhiadeEngenhariade
Tráfego(CET))启动了一个行人安全项目,旨在至２０１２年底将行人死亡数量降低５０％.

干预措施包括媒体宣传及提高安全意识,工程措施和交通执法.为协调实施,各机构聚集

在一起并为具体活动指派责任:城市交通秘书处负责协调该项目的全面实施;CET负责

工程、教育和执法措施;圣保罗市政府,通过其宣传部,负责媒体宣传;劳工秘书处负责在

人行横道处的监督;交警负责执法;圣保罗市公交运输管理公司(SPTrans)Ｇ负责监督和培

训公交驾驶员.

１２行人伤害问题的严重程度

本节介绍了行人伤害问题在全球水平的严重程度,包括行人相对于其他道路使用者的死

亡比例,伤亡行人的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以及涉及行人的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的地点和时间分

布特征.

１２１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行人死亡

根据估计的全球道路交通死亡者数量,２０１０年约２７３０００名行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遇难

(１９).它约占道路交通全部死亡者的２２％(见图１２和表１１).行人死亡率有明确的地理分

布特征,相对于其他道路使用者,行人死亡率最高的是非洲地区(３８％),最低的是东南亚地区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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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２０１０年全球不同道路使用者类型的道路交通死亡分布情况

信息来源:参考文献１９

表１１　２０１０年全球道路交通死亡者中各类道路使用者的构成∗(％)

世界卫生组织

各区
收入水平

道路使用者类型(％)

汽车驾乘人员
两轮或三轮

摩托车骑乘者
自行车骑乘者 行人 其它/未说明

非洲区

低收入国家 ３５ １１ ７ ３８ ９

中等收入国家 ５１ ４ ４ ３７ ４

全部国家 ４３ ７ ５ ３８ ７

美洲区

中等收入国家 ３１ １６ ３ ２７ ２３

高收入国家 ７０ １３ ２ １２ ３

全部国家 ４２ １５ ３ ２３ １７

东地中海区

中等收入国家 ３６ １４ ３ ２８ １９

高收入国家 ６３ ３ ２ ２７ ５

全部国家 ３７ １４ ３ ２８ １８

欧洲区

低收入国家 ３２ ０ ２ ２６ ４０

中等收入国家 ５２ ７ ３ ３２ ６

高收入国家 ４９ １９ ７ １９ ６

全部国家 ５０ １２ ４ ２７ ７

东南亚区

低收入国家 ２５ １９ ６ ３４ １６

中等收入国家 １５ ３４ ４ １１ ３６

全部国家 １５ ３３ ４ １２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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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世界卫生组织

各区
收入水平

道路使用者类型(％)

汽车驾乘人员
两轮或三轮

摩托车骑乘者
自行车骑乘者 行人 其它/未说明

西太平洋区

低收入国家 １２ ６６ ４ １２ ６

中等收入国家 ２２ ３８ ８ ２４ ８

高收入国家 ３３ １８ １０ ３３ ６

全部国家 ２３ ３６ ８ ２５ ８

全球

低收入国家 ３１ １５ ６ ３６ １２

中等收入国家 ２７ ２５ ４ ２２ ２２

高收入国家 ５６ １６ ５ １８ ５

全部国家 ３１ ２３ ５ ２２ １９

　　注:２０１０年世界银行(Atlas法)按照人均国民收入界定:低收入国家＝１００５美元或以下;中等收入国家＝
１００６~１２２７５美元;和高收入国家＝１２２７６美元或以上.来源:参考文献１９.

∗表中数据并非来源于调查中所有国家.

图１３的数据显示了部分国家不同类型道路使用者的道路交通死亡分布情况,并强调了

国家之间的差异.例如在孟加拉国,萨尔瓦多,加纳和韩国,行人在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者中所

占比例较大,而在荷兰,泰国和美国的比例较小.虽然表１１显示,行人死亡比例在东南亚最

低,但在孟加拉国(属东南亚地区)却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说明区域内各国行人死亡率存在

一定差异.

　　注:在许多国家,官方的道路交通伤害统计中涉及行人的道路事故数据报告并

不充分.行人伤亡实际数量可能高于官方所出示的数据.目前还没有全球水平行

人受伤的数据.因此,本节仅使用了行人死亡数据.必须要注意的是,行人死亡数

据只代表了行人伤害问题的一部分.涉及行人的道路交通事故也可能导致非致死

伤害,有的轻微,有的严重,有些需要长期的医疗护理和康复.

除了东地中海和西太平洋地区,行人道路交通死亡人数在中低收入国家中的比例远高于

高收入国家(见表１１).城市层面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在这些国家的道路交通事故中行人死

亡占比很高.例如,在印度,行人占孟买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７８％,在德里占５３％,但在

国家层面只占１０％(２０).尽管官方统计数据表明,行人死亡人数在墨西哥约占全部道路交通

事故死亡人数２９％,但其他研究表明该数值高达４８％(２１).
行人死亡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突显了有必要在国家、城市和机构(如医院)

水品对现有的道路交通伤害数据进行综合分析,以准确展示当地环境下行人伤亡的问题程度

(见第３章).

—８—

行人安全



图１３　２０１０年不同国家不同类型道路使用者死亡构成比例

(以下为国家名称,从上至下排列):Bangladesh孟加拉国;Brazil巴西;China中国;ElSalvaＧ
dor萨尔瓦多;France法国;Ghana加纳;India印度;Mexico墨西哥;Morocco摩洛哥;NetherＧ
lands荷兰;RepublicofKorea韩国;Singapore新加坡;Thailand泰国;UnitedArabEmirates阿

联酋;UnitedKingdom 英国;UnitedStates美国.(以下为表格最下方的文字,从左至右排列):

Pedestrians行人;Cyclists自行车骑乘者;Motorized２Ｇ３wheelers２Ｇ３轮摩托车骑乘者;Motorized
４Ｇwheelers２Ｇ４轮机动车骑乘者;Other其他.Source:１９信息来源:参考文献１９

　　注:一些与行人相关的风险和挑战不一定被包含在道路交通事故的定义范畴

之内,因此不被记录在官方道路事故数据中,例如道路上的障碍物、跌倒、滑倒、绊

倒,动物咬伤和人身安全.这些危害可能会导致严重伤害,甚至死亡.例如,在瑞

典,行人在交通环境中跌倒后造成的重伤是不被列入官方交通伤害统计数据的

(２２).然而,在２０１１年,估计该国的重伤行人数量为４５００人.如果在道路上因跌

倒而重伤的人数也被考虑在内,重伤人数就会超过８４００人.在瑞典,２０１１年在道

路交通系统中的重伤者中,每２个人中有１个是在交通环境下跌倒的行人.就此

而言,官方的道路交通事故数据忽略了安全步行的某些内容.

１２２行人伤亡的成本

涉及行人的事故,像其它道路交通事故一样,有心理、社会经济和健康负担成本.道路交

通伤害消耗国家发展所需的财政资源.目前还没有对行人道路交通事故经济影响的全球性估

计,但全部道路交通事故的花费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１至２％(７).行人事故的幸存者及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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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朋友和其他照顾者经常遭受不利的社会、生理和心理影响(见框１２).

框１２　行人死亡对家庭、朋友和社区的影响

　　事件描述了行人死亡事件对其直系亲属、朋友和更广泛的社区的影响:
“迪安娜是我的女儿.她的生命在１７岁时戛然而止.车祸发生在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９日

２２:３０.迪安娜与四个朋友去参加生日聚会.他们刚刚从出租车上下来,试图穿过马迪的

尼罗河滨海路(NileCornicheinMaadi).出租车驾驶员错把他们放在了马路另一侧.这

个街头非常繁忙,交通十分混乱.那里没有红绿灯,没有斑马线,只有川流不息,高速行驶

的轿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实在找不到可以过马路的地方.你必须飞快地穿越几条车道到

马路对面.迪安娜在尝试穿过马路时被一辆高速行驶的公交车撞倒身亡.公交车驾驶员

甚至没有减速.
那时我正在大马士革因公出差.我表哥打电话告知了我这一

噩耗.我的小女儿被车撞了.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的懊悔,我本

应该在开罗,我本应该开车送她去参加聚会的.
迪安娜曾很漂亮,笑容很有感染力,她总是经常为别人着想.

她有过数不清的朋友们.她非常地热爱、享受生活.她的许多朋

友现在仍然在跟我们联系.每个人都被她的离去深深影响着,她
的家庭、朋友、整个社区,甚至是我们不知道的人.我想那种痛苦

像涟漪一样在被影响的人群中不断扩大.”
信息来源:参考文献２３

１２３什么样的行人会在道路交通事故中丧生或受伤?

行人可以按照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不同的群体.死伤行人的特征存在显著

的国家和地区差异,这更说明了采集和分析当地数据,以便对于当地问题水平进行全面了解的

重要性.

年龄

行人事故影响着不同年龄组的人,然而在特定环境下对某些年龄组的影响大于另一些年

龄组.例如:
● 在四个南非城市中,行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者中约５７％的人年龄在２０至４４岁之间

(２４).
● 在美国,２００９年为７５岁以上行人死亡率为２２８/１０００００人,高于任何其他年龄组(２５).
● 在印度海得拉巴,６１％涉及道路交通事故的行人年龄在２１Ｇ４０岁之间(２６).
●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２０１０年２０％的遇难行人不足２１岁,年龄在２１至４０岁之间

的为２９％(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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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对非洲城市儿童和青少年道路交通伤害研究发现,６８％的伤者是行人(２８).
● 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４５％的受伤行人为成年人(２９).

性别

调查表明,男性行人,包括儿童和成年人,在行人交通事故中的比率都非常突出.例如,一
项美国研究发现,男性占行人死亡人数的７０％,死亡率为２１９/１０００００人,而女性死亡率为

０９１/１０００００人(３０).一项墨西哥研究发现,男性行人死亡率(１０６/１０００００人)比女性(４/

１０００００人)更高(３１).南非医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受酒精影响的行人就诊病人的男女性别比

例为２３∶１(３２).

社会经济状况

社会经济状况是行人伤害的重要决定因素.一般来说,来自贫困社区的人受到伤害的风

险更高.例如:
● 在英国,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儿童作为行人受到伤害的风险超过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儿

童的两倍(３３).
● 在美国加州奥兰治县,贫民区行人事故率高于其他地区４倍(３４).
● 在印度海得拉巴,来自收入水平较高的四分之一的家庭的儿童发生道路交通伤害的概

率明显较少(３５).
● 美国的孟菲斯市,最大数量的儿童行人道路交通事故与低收入和贫穷相关.(３６).

１２４哪里会发生与行人相关的道路交通事故?

总体来说,行人事故发生的地点在国家间的差异很大.虽然在高收入国家城市地区比农

村发生的行人道路交通事故更多,但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例如,欧盟国家约

７０％的行人死亡、美国７６％的行人死亡发生在城市地区(２５,３７).在英国,来自城市地区的年

轻行人发生碰撞事故的频率比农村地区的年轻行人高５倍,死亡率是其２倍.但中国的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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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与之相反,该研究发现农村地区行人比城市地区行人更易遭受伤害(３９).一项对埃

及开罗大学生进行的研究发现,居住在农村地区的被调查者比居住在城市地区的被调查者作

为行人遭受伤害的可能性大得多(４０).
大多数行人事故发生在行人正在穿越马路时(４１).例如,一项加纳研究发现,６８％的行人

是在马路中间被车辆撞倒遇难的(４２).肯尼亚一项包含７３个行人的研究资料显示,其中５３
人(７２６％)是在过马路时受伤;８人(１１％)是站在路旁时受伤,６人(８２％)在沿路行走时受

伤,８人(８２％)是在从事其他活动,包括摆卖时受伤(４３).本节归纳的原因的模式在关于风

险因素的第１３小节和关于道路设计和土地使用规划因素的第２章中均有所涵盖.

１２５什么时间会发生与行人相关的道路交通事故?

晚间出行对于行人是最大的风险因素之一(４４,４５).在美国和大多数其它国家,黄昏、黎
明和天黑后的第一个小时通常被认为是行人事故的高发时段(４６).

有些国家,工作日比周末发生的行人交通事故多;但在另一些国家,周末可能会发生更多

的致命行人事故(４７).在美国,１２月每周的行人交通事故多集中在黄昏或黎明以及天黑后的

第一个小时;但在６月,行人交通事故则集中在周五和周六的黄昏或黎明以及天黑后的第一个

小时内.

１３行人碰撞事故会产生什么后果?

图１４　车辆Ｇ行人正面撞击事故中行人受伤部位分布图

多数行人与车辆的碰撞事故中包含正面撞击(４８)图１４总结了碰撞发生时行人和车辆

的接触点.必须注意的是,在行人与车辆接触过程中,行人的整个身体包绕在车辆前部.成年

行人通常是被撞击车辆“撞到”而非“碾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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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撞击事故中的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在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总结.起点假设一位站立

的成年行人被汽车前部撞击:
● 首先是保险杠与腿或膝关节的接触,其次大腿到发动机罩边缘的接触.
● 人体下肢被加速向前推;而上体旋转,并且旋转速度依据车辆的速度加速.
● 紧接着,骨盆和胸部分别被引擎盖边缘和顶部撞击.
● 行人的头部,在当时的车速,或接近当时车速的速度撞到发动机罩或前挡风玻璃处.
● 被撞者摔落在地面.

　　注:车辆撞击行人的部位取决于车辆的高度和行人的高度(５０).比如,因为儿

童身高较低,当前高度提升了的车辆可能会撞到儿童行人的头部.

最严重的伤害往往是与车辆的直接碰撞引起的,而不是行人被抛到地面受伤.头部、脑
部、胸部、骨盆和四肢受伤的严重程度受以下因素影响:

● 车辆的撞击速度

● 车辆类型

● 车辆的坚硬度和车形.
● 车辆前部的特性(如保险杠高度,发动机罩高度和长度,挡风玻璃框)
● 行人年龄和身高

● 相对于汽车前部,行人的站立位置(４９)
摩托车也会造成行人伤害.比如,２００７年巴西所有致行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中２２８％涉及

到摩托车,造成了８５位行人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１０％)(５１).摩托车Ｇ行人撞击事故尚未像

车辆Ｇ行人撞击事故那样被广泛研究.

１４行人交通伤害中的风险因素

本节中集中讨论了影响行人交通伤害风险的主要因素:速度、酒精、缺少行人设施、行人的

可见度不足、以及交通法执行不足.这些因素与安全系统方法所关注的领域一致(见小节

１１２),也对应于第四章中描述的干预措施.

１４１速度

车辆行驶速度与行人碰撞事故的风险

车辆行驶速对于事故的发生风险和事故后果都有影响.对于事故风险的影响主要相关于

车速与停车距离的关系.车辆行驶速度越快,驾驶员刹车,避免事故发生(包括行人碰撞)所需

的时间越短(５２)(见图１５).考虑到驾驶员的应急反应时间和踩刹车所需的时间,一辆行驶

速度为每小时５０公里的小汽车通常需要３６米的停车距离,而一辆行驶速度为每小时４０公里

的小汽车的停车距离则为２７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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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速度与紧急制动的停车距离

图１５展示了身体反应的平均情况,即一位驾驶员用１５秒的时间去意识到与行人的碰

撞风险并实施制动.汽车在０２秒延时后充分实施制动,在０７g的制动减速下停稳.在有些

情况下,驾驶员可能反应和停车速度更快,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果驾驶员的注意力没有完全

集中在前方道路上或是路面湿滑,相反的情况就会发生.
如果车辆行驶速度非常快,其他道路使用者(比如行人)在等待穿越马路时可能会错误判

断靠近车辆的速度.行人可能错误地认为可以安全的过马路,并在试图这样做时被车辆撞到.

撞击速度与行人伤害严重程度

如果遭受机动车撞击,行人受到致命伤害的可能性将会随撞击速度而明显增加(５０,５３,

５４).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研究发现,汽车事故发生在时速３０公里或以下时,行人的存活机会为

９０％;但撞击速度在每小时４５公里时,行人的生存机会将低于５０％(５５).在调整该研究的抽

样和统计分析偏差后,更近期的研究显示,如果车辆撞击速度为每小时６０公里,成年行人大约

有２０％的死亡风险(５４).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风险分析是一个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尚未经

其他研究人员证实,但无可争议的是,速度是行人受伤的一个重要风险因素,而超过每小时３０
公里的行驶速度会增加严重伤害或死亡的可能性.

撞击速度受行驶速度和制动的影响.车辆速度的大幅度下降发生在采取制动的最后几米

距离中,所以,当一辆行驶速度为每小时４０公里的车辆已经停驶时,一辆时速为每小时５０公

里的车辆仍在以每小时４１公里的速度行驶.因此,初始１０公里的时速差异会导致一个每小

时４１公里的碰撞速度的差异.
影响车速的因素揭示了车辆、道路环境和道路使用者之间的交互如何产生了对于行人的

风险.关键方面包括(７):
● 与驾驶员相关的因素(年龄,性别,酒精含量,车载人数);
● 与道路和车辆相关的因素(道路布局,路面质量,车辆动力,最大速度);
● 与交通和环境相关因素(交通密度和构成,普遍车速,气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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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管理对于解决世界上的行人安全问题是重要的.管理速度的主要措施包括:在居民

区和行人流量大的区域,设置时速３０Ｇ４０公里的限速值、强制执行关于限速值的交通法规和实

施交通宁静措施.这些措施将会在第四章中详细说明.

１４２酒精

酒精损害既是影响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风险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伤害后果和严重性的重

要因素(７,５６).饮酒导致的损害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因为它造成判断力差、增加反应时

间、降低警惕性和降低视敏度(５６).饮酒也与超速相关(５７,５８).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酒精损害

不仅对车辆驾驶员并且对行人都是很重要的风险因素.如同机动车驾驶员,行人血液酒精含

量(BAC)增加也增加了其卷入道路交通事故的风险(５８).
在一些国家,酒精损伤与行人伤害是一个重要问题.比如:
● 在澳大利亚,所有受到致命伤害成年行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BAC超过００８~０１克/

分升(５９).
● 在美国,２００９年３５％受到致命伤害的行人BAC超过００８克/分升;相比而言,在致行

人死亡的交通事故中１３％的驾驶员BAC超过此含量(２５).
● 来自英国的数据显示,１９９７年４６％受到致命伤害的行人的 BAC超过００９克/分升,而

１９８７年的该数据为３９％(４７).
● 在肯尼亚埃尔多雷特镇,２０％医院急诊处理的的受伤行人中(N＝３０)２０％的人BAC超

过法律规定(对驾驶员而言)的００５克/分升(６０).
● 在南非一家医院,５９％的行人患者BAC超过００８克/分升的法律规定值(３２).来自南

非的最新数据表明,受到致命伤害的行人比受到致命伤害的驾驶员血液酒精测试阳性

的可能性更大.据南非国家伤害死亡监测系统的数据,２００８年６２家法医实验室共登记

了３１１７７个致命伤害.在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 ９１５３ 个致命伤害中,３０６２ 个病例

(３３５％)的 BAC 监测呈阳性.行人 BAC 阳性的比例最高(６３％),其次是驾驶员

(５８％),乘客(４５％),铁路交通受伤者(４３％)和自行车骑乘者(４３％).另外,行人的平

均BAC值也最高(０２１克/分升),超过法律规定值(００５克/分升)的４倍(６１).
控制酒后驾驶和酒后步行是一项重要的道路安全策略.第四章中将提供通过制定和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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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交通法规,提高认识,实施基础设施建设的措施来实施这一策略的细节.

１４３在道路设计和土地使用规划中缺少行人安全设施

当道路设计和土地使用规划中没有规划或提供如人行便道等设施,或者没有充分考虑在

交叉口的行人通道时,行人的危险性会增加(４,６２Ｇ６４).将行人与机动车分开,使得行人能安

全地通过马路的基础设施和交通管控机制,是确保行人安全的重要机制,也是对车速管理和道

路系统管理的补充.第二章详细讨论了这些因素以及支持行人安全的政策和规划改革,第四

章提供了实施措施的具体案例.

１４４行人的可见性不足

文献中多有记载:行人没有被正常地看到是行人受伤害的一个危险因素.行人可见性不

足是由于(７):
● 道路照明设施缺乏或不足;
● 车辆和自行车没有配备车灯;
● 行人没有穿带反光条或颜色鲜艳的衣服,尤其是在夜间和清晨或黄昏时;
● 行人与快速行驶的车辆共用同一道路空间.
第四章中将讨论改善行人可见性的措施.

１４５其他风险因素

导致行人伤害的其它因素包括(４,７,９,４８,５１,６５):
● 交通法规执法力度不足;
● 不安全的驾驶行为;
● 驾驶员注意力被分散,包括使用手机;
● 疲劳驾驶;
● 在人行横道处的行人Ｇ机动车冲突;
● 老年人的反应时间减缓和步速减慢;
● 儿童没有衡量车速的能力,以及单独安全过街的其它相关信息;
● 对于太小而无法做出安全判断的儿童缺乏监管;
● 行人注意力被分散,包括使用手机(见框１３);
● 驾驶员和行人的态度;
● 驾驶员未能尊重行人的路权,包括在人行横道处避让行人;
● 车辆状况和缺陷(如制动器、车灯、风挡玻璃);
● 那些无法通过正常听觉手段察觉到它们存在的安静(电动)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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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１３　新出现的问题:步行过程中接打电话

　　世界上手机和智能手机的使用正在呈指数型增长.据

估计,全世界７７％的人拥有手机(６６).当驾驶者在驾驶过

程中交谈和发信息的风险已有据可查时,但对于行走时注

意力被分散的风险却知之不多.

２００５年以来,一项主要在美国年轻人中展开的调查结

果表明,由于使用电话交流或有其它分散注意力的活动(比
如听音乐或发手机信息)的行人过马路时的风险更大(６６,

６８Ｇ７２).这些结果可能对其它高收入国家的行人普遍适

用.
行走时注意力被分散的作用在那些混合交通更严重、

缺乏交叉口管控和风险意识低的国家中更大,因为这些行

人起初就面临更大的风险.各国都需要使用一套相互协调

的综合措施.需要有强硬的社会宣传活动以教育行人,同
时政策制定者和工程师需要考虑其他方法来保护那些行走

时交谈的人,包括改善道路环境.

１５小结

本章内容可概括如下:
● 行人死亡约占年度全球道路交通死亡的１/５.
● 男性行人在行人事故中的比例很高.
● 在交通事故中死亡的行人的特点和在所有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中导致行人死亡交通事故

死亡所占比例在国家内和国家之间有很大不同.有效的干预措施需要收集和分析本地

数据.
● 安全系统方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全面的框架来评估行人风险因素和制定解决道路环

境、道路使用者和车辆问题的综合干预措施,并最大限度地提高行人安全.
● 行人道路交通伤害主要风险因素是速度,酒精,以及缺少行人基础设施和行人可见性可

见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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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人安全需要道路设计和土地规划包含优先满足行人需求的安全、可通达的综合设施.
本章讨论了道路设计和道路的整体建造环境,这些可以帮助预防行人交通伤害,或放大行

人安全隐患.
本章内容如下:

２１道路设计对行人伤害的影响:本节讨论了在道路设计时,对行人安全需求考虑不足,
会对行人交通伤害产生的影响.并提供了改善行人安全的设计特征案例.

２２土地使用规划对行人安全的影响:本节讨论了土地规划对行人交通伤害的影响及展

示了可以减少行人交通伤害危险的土地规划方案.

２３行人安全的支持政策和规划改革:本节总结了改善行人安全的政策和规划方式.

２１道路设计对行人伤害的影响

道路设计通常满足了机动交通的需求,而忽视了行人的需求(１Ｇ３).在道路设计中,设
施(如人行便道和有信号灯控制的交叉口)的缺失、不足或状况不佳造成了行人的道路风险

(４Ｇ６).如果在设计规划干道、交叉口和快速路时没有给予行人设施足够的关注,则会增加

行人在沿路步行和过马路时发生伤亡的可能性(７Ｇ９).一项在新德里进行的评估表明,行人

便道不是没有就是缺乏维护(１０).该研究还揭示了在新德里道路设计时没有考虑到进入

公共汽车站的道路、公交优先车道、连续的人行便道、或慢行交通车道(如自行车和人力车

的车道)的设置方式.最近,新德里为改进道路设计以满足行人的安全需求作出了努力.
(参阅方框２１)

　　注:一个在亚洲、非洲、东欧和拉丁美洲的中低收入国家中开展的道路评估显

示,在被调查的道路中,８４％没有行人便道,尽管这些道路上的机动车的行驶速度

在４０公里/小时或更高(１１).

框２１　新德里的道路设计和行人安全

　　新德里的面积大约为１５００平方公里,人口超过１４００万,近三分之一的日常出行方式

为步行(１０).乘坐公交出行的比例与步行相近,但仅９％是搭乘快速公交系统.尽管行

人和公共交通使用者共同组成了道路使用者的最大群体,但在道路交通死亡者中行人的

比例最大,占４５Ｇ５１％.在２００１Ｇ２００９年期间,新德里约发生了３６,３７６起涉及行人的道路

交通事故,导致８,６９７位行人死亡.
横坐标:年份

纵坐标:行人死亡比例(％)
在新德里和一些中低收入城市,行人出行环境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存在“混合交通”现

象,即行人,自行车和机动车共享同一道路空间,没有或只有极少的行人安全设施.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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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行人死亡占所有道路交通死亡中的比例

印度新德里,２００１Ｇ２００９年

横坐标:年龄

纵坐标:行人死亡比例(％)

在以后的几年中如何在新德里改善道路设计以保证行人安全的建议已提出(１１Ｇ１３).

２００６年,新德里市政府推行并建设了一条５８公里的快速公交系统,具体设计了包括自

行车专用线、方便行人的高于路面的人行横道、以及道路上的标线,旨在减少行人,自行车

和公交车之间的冲突.
该快速公交系统采用了以下设计特征:
● 交叉口的所有交通活动,使用自动信号控制;
● 在道路两侧,设立连续并足够宽的行人便道,以支持目前的行人交通;
● 在交叉口有标识的人行横道处,设立连接的人行便道,以保持行人步行通道的连续

性;
● 在路边和每个交叉口设立行人驻足区域,行人过马路前可在此等候.该区域也可

供街头摊贩使用;
● 在所有交叉口,为行人提供一个５米宽的过街斑马线.并在此之前的３米之外设

停车线,为行人提供一个从停止车辆前通过的安全区域;
● 安装“减速带”以降低公交车速;
● 为自行车、人力车、三轮车及其他车辆提供停泊湾区域.
以下为行人交通事故和出行行为的初步分析(１３):
● 行人在任何地点随意过马路的现象只是略有减少,特别是在安装了行人栅栏之后.
调查结果显示,行人栅栏的作用不大;

● 在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安装了减速带后,公交车速有所降低.与公交车超速相关的行人

事故也有所减少;
●２０１１年安装了交通信号灯和减速带之后,发现在１０个高危地点的行人死亡减少了

６０Ｇ９０％;
● 大约８０％ 的公交车乘客和自行车骑乘者对快速公交走廊的设计表示满意,并希望

延长该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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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改善行人沿快速公交走廊步行的安全和步行环境,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还在持

续努力地修改新德里的城市道路标准,尤其关注行人安全.拟议修正案包括对于城市道

路、交叉口和环岛的指南,以及行人、自行车和公交车的专用设施(１３).

２０１２年,德里发展管理局(DelhiDevelopmentAuthority)下属的交通和运输设施规

划和工程技术联合中心(UnifiedTrafficandTransportationInfrastructurePlanningand
EngineeringCentre)发布了行人和街道设计指南,以便在规划道路基础设施时保证行人

安全.

以下探讨的几个最有可能影响行人风险的道路设计的具体实例.

２１１混合交通

当行人与高速行驶的车辆共享同一道路空间时,行人受到伤害的风险就会很高(１４Ｇ１６).
车速的提高增加了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受伤的严重性和死亡人数(１７,１８).在没有人行便道

的道路上发生机动车Ｇ行人事故的可能性增加了１５Ｇ２倍(１９).在中低收入国家,混合交通的

道路状况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普遍存在,人们在行车道上站立或行走,随意穿越马路,许多道路

缺少行人设施,和/或者行人设施未能被机动车驾驶员注意.自上世纪７０Ｇ８０年代以来,高收

入国家开展快、慢交通分离和实施交通宁静措施(速度管理的方法之一,译者注)已成为道路设

计中的普遍做法.一些中低收入国家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居民定居点沿国道蓬勃发展,而
很多定居点及道路上缺少人行便道和其他行人安全措施(参见方框２２).可以采取若干措施

在混合交通的环境下改善行人安全,例如:人行便道、凸起的人行横道、降低法定限速值和收窄

道路.本手册的第４章中探讨了这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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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２２　为沿国道居民定居点所做的安全规划

　　道路基础设施对于中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很重要.这些国家内部及国家之间的货

物与人员运输需要路网.而这些国家正在建设和改造道路来促进运输,但是许多经常穿

越乡村、城镇和城市的城际间道路而没有足够的交通宁静措施,并且住宅区道路与高速的

城际间路网之间也没有足够的分离.在路网发展中缺乏远见和安全规划,造成了沿国道

居民定居点的道路交通伤害风险.
居民居住区和不同车速道路混在一起

的情况增加了在乡村和城镇中道路交通伤

害的风险.在一些情况下,穿过居民点的道

路被加宽了,经常会占据用于人行便道的空

间.在另一些情况下,居住区和商业活动通

常沿城际间道路发展.而这些居住区的规

划并不总是考虑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

安全.从沿路销售农产品的小市场开始,这
些居住区逐步发展为村舍和商店,最终成为

道路两侧的大型建筑.商业、住宅和路网的

结合增加了道路交通风险,方式如下所示:
在地方道路和国道之间的交叉口造成村庄中的危险点.各类道路使用者,以多种

不同的速度出行,聚集在这一个交叉口,造成了冲突和危险;
商店和其他形成交通的商务活动使交通进一步复杂化;
小型巴士的驾驶员或乘客根据自身意愿随意停靠,没有充分考虑到行人安全过街,

使交通状况更加恶化.
解决沿城际间道路发展的居住区和商业的道路交通伤害危险因素是必要的.制定适

当使用土地和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需要在不同政府部门及私营机构之间进行协调.改善

道路安全,特别是行人安全的具体措施包括:
交通分离:将当地集散道路或农用路沿高速路设置或与其并行,有效地将自行车骑

乘者和行人与危险交通分离;
降低车速:当进入居住区时,通过减少车道来降低车速.比如,通过居住区时,将一

个４车道的道路收窄为２车道道路.在进入居民区时降低车速的其他措施包括在村口设

置减速丘和减速带.为在居住区内驾驶的车辆,设置并强制执行限速值也是必要的.
设置公交车和小型巴士站:公交车站会聚集行人,它们往往被设置在对行人和购物

者方便的地方,而不是对行人安全的地方.公交车站应有明显标识,并有指定地点允许公

交车和小型巴士逗留,且附近应有人行便道和安全的人行横道.
来源:参考文献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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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道路和车道的宽度,及道路的设计速度

加宽道路会增加行人伤害风险(２２Ｇ２５).较宽的车道和道路,以及较高的设计速度常常会

提高机动车的行驶车速,却也因此增加了行人的风险.拥有多车道的较宽道路和较快的交通

速度,也使行人过马路时更加危险.

　　注:道路设计速度是一个路段在规划阶段的初始限速值.在确定设计速度时

考虑的因素包括:视距,半径,道路的高度和摩擦力(２６).设计速度是在道路建造

之前确定的,这意味着在道路投入运营时也许需要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比如,
相邻的土地使用和混合交通状况.

减少车道数量可能会改善道路交通安全,尤其对于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而言(２７,２８).在

单车道的道路上或当街道变窄时,车辆会行驶得更慢(２９,３０).在这种情况下,驾驶员开车也

许不会那么冲劲十足,并且他们普遍会感到不太安全,所以在狭窄的街道上驾驶会比较谨慎.
一般而言,车速缓慢的主要的街道机动车Ｇ行人事故率较低;而拥有宽车道和车辆运行速

度较高的市中心区,这类事故率较高(３３).因此,许多欧洲城市在设计道路时已经开始采用较

低的车辆运行速度(３１).比如,德国南部的弗莱堡已在其９０％的街道上将限速值降至３０公

里/小时,并为１５,０００人提供了无车居住区.该策略使得当地每日的出行方式变为:步行

２４％,骑自行车２８％,乘坐公共交通２０％,开车２８％(３４).
英国的兰开夏郡,有大约１２０万居民(３５),郡议会最近也决定在所有居民区和所有学校外

实施３０公里/小时的限速值.限速３０公里/小时的项目于２０１１年２月批准,预计费用为１,

４９０万美元.项目内容包括:与社区和学校合作改变驾驶员态度;如果必要,与警察合作开展

３０公里/小时限速的执法活动.项目的第一阶段包括推出３０公里/小时的限速值,并树立相

关限速交通标志以及发布限速命令,此阶段将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结束.由于该项目刚开始实施,
全面评估它还为时尚早.但是早期迹象表明,整体道路安全措施是有效的,因为在２０１０Ｇ２０１１
年期间,道路交通死亡和重伤率降低了４％,儿童的死亡和重伤率同期下降超过１１％.

弗莱堡和兰开夏郡在整个地域对于限速值的综合措施,可能比在住宅区或个别街道采取

零零碎碎的措施更有效(一次开车出行会路过３Ｇ４个有不同限速值的街道).始终如一,完整

的地域覆盖,以及对于行人安全的全情投入都是至关重要的.除此之外,与较传统的道路设计

相比,如收窄车道和交通宁静类的设计特征增强了所有的道路使用者的道路安全性能(３６).

２１３人行横道

在出行中,无论是否在交叉口,行人都会穿过一条或多条马路.很多情况下,过马路会增

加他们的交通伤害风险.交叉口与行人事故和伤害的高发生率相关,因为它包含了大量行人

与车辆的冲突点(３７,３８).未被管控的交叉口会使冲突恶化,因为行人可能会遇到迎面而来的

高速行驶的车辆,而该车辆并未被要求停止或让行.有时,行人唯一可以表明自己过马路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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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的办法就是站在人行横道线上(３９,４０).这种驾驶员在交叉口内避让行人,比在进入交叉口

前避让,似乎对行人更危险.

　　注:有两条或多条道路相遇或交叉的地方叫做交叉口或十字路口.带有如停

车标志、交通标线或由授权人员管理的交叉口被称为受控交叉口.由自动交通信

号灯控制的交叉口被称为信号控制交叉口.不被交通标志标线控制、没有授权人

员或自动交通信号灯控制 — 而由道路使用者随意决定交通优先权和交通流量的

交叉口,被称为不受控交叉口.

尽管有信号控制的交叉口似乎比不受控的交叉口对行人来说更安全,但仍是危险的环境.
有信号控制的交叉口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行人与左转或右转车辆的冲突,车辆需要一个较大

的转弯半径,而且过街行人可能处于驾驶员的视线盲区.允许行人完成过街的时间长度也是

一个因素.虽然在有信号控制的交叉口要求驾驶员给予行人优先权,但有些时候,车辆在行人

仍在过街时就已经开始转弯了(４１).

　　注:人行横道是行人穿越马路的地方.人行横道有时被称为行人穿越道,可以

在交叉口或沿路段看到.带有标示的人行横道由路面上的标线来标示,通常为白

色条纹.有信号控制的人行横道包括了指示行人何时通过的自动交通信号灯.

至今为止的证据显示,在没有其他安全措施的情况下,不应使用带有标示的人行横道.行

人会错误地相信他们更安全 — 认为驾驶员更有可能在带有标示的人行横道上看到他们并停

车 — 因此放松警惕试图穿过马路,从而增加了被机动车碰撞的机会(４２).一项对１０００个带

有标示的人行横道所做的研究,以１０００个未做标示的行人穿越道作为对照,它们都在不受控

的交叉口,发现除非使用了如自动信号灯的额外安全设施,两组在安全性能上没有显著不同

(４３).该研究还发现,在每天承载超过１２万车辆的多车道道路上,带标示的人行横道比一个

类似的不带标示的人行横道更有可能增加行人风险,除非安装了如凸起的中央安全岛或行人

信号灯类的安全设施.而在每天承载超过１５万车辆的多车道道路上,带有标示的人行横道

更有可能增加行人风险,即便安装了凸起的中央安全岛(４３).

２１４交通流量高的道路

现已发现,高交通流量的道路环境以及对行人安全关注不足会加剧行人事故.在加拿大

安大略的一项研究发现,交通流量会影响与左转车相关的行人事故发生可能性(４４).另一项

在中国某城镇的研究发现,高交通流量、公交车站的出现、以及大量行人过街都导致了行人事

故风险的增加(４５).
研究显示,行人事故数量随交通流量增加而增加,但它们的关系并不总是线性的(５,４６).

与行人暴露相关的事故发生率可能由于交通流量的增加而降低,而且伤害严重性也可能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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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有大量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的环境中,驾驶员们会更加注意他们并调整自己的驾驶行

为,从而降低了风险(５,４６).

２１５对出行环境的安全性和人身安全的认知

了解人们对于步行环境安全性的认知,是改善行人安全的一个重要元素(４７).如果人们

认为交通伤害或其他威胁人身安全的风险过大,他们可能选择完全避免步行.在广泛的环境

下,行人对风险的认知影响他们的道路使用行为,包括他们是否选择使用某些道路及行人设

施.
行人通常会避免在众所周知的和陌生的街道、废弃的公共空间和黑暗的地下通道行走,如

果他们认为在那里有受到伤害的危险,如袭击.他们可能选择一个有较高交通风险的地方过

马路,以避免人际暴力的风险.比如,哥伦比亚的一项研究发现,行人过街天桥的使用受到照

明质量和行人安全感的影响;在抢劫更盛行的地区,人们避免使用天桥或采取了交通宁静措施

的路段(４８).在墨西哥和南非,避免使用过街设施的理由包括缺少照明和认为会有遭袭的危

险(１６,４９).
便利行人的道路设计是必要的,但不足以保证行人安全.必须同时考虑并设法解决其他

与风险认知和道路使用行为相关的事宜,比如:使街道更美观、加宽人行便道、行人与机动车的

分离、提供街道照明设施、降低车速、以及减少人际暴力使街道更安全等.

２２土地使用规划对行人安全的影响

除道路设计元素本身外,对于用于商业、工业、娱乐、交通、环保、农业或混合目的的更宽泛

土地的设计和使用,也会影响行人伤亡的发生(４,５)土地使用规划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设施和

服务,以保证行人持续安全的通达,对行人交通风险影响重大.
影响行人交通风险的土地规划因素包括:
● 人口密度:在某个特定区域的行人事故频率,受到该地区的居民人口密度和暴露于风险

之中的人口总数的严重影响(５０);
● 土地使用组合:如果已考虑了安全步行的措施,鼓励更多样化组合和更短出行距离的土

地使用规划政策和策略,会使步行更可行和更安全(５１,５２);
● 城市结构: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城市间,甚至在拥有类似收入水平的城市中,道路交通死

亡率存在着很大差异,包括行人死亡率.这意味着城市的结构、出行比例、以及驾驶员

和行人在风险中的暴露,连同道路和车辆设计及收入水平,在决定死亡率上会起很大作

用(２).

　　注:出行比例是指出行者使用不同交通模式的比例:步行、自行车、摩托车、轿

车、巴士、电车和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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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行人安全的支持政策和规划改革

土地使用规划和道路设计应配合行人的具体需求,不仅要使他们觉得更安全,而且要使他

们能够方便地到达并获得当地的服务.这些地方包括:商店、学校、医院、农场、邻居、公交车站

和社交场所(３４).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土地使用、公共空间和运输规划中认识到了行人

的需求;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为行人安全作出了大量投资.当一些国家,如中国和印度,
正在开始加大他们解决行人安全问题的努力时,另一些国家,如荷兰和丹麦,对于行人安全和

步行环境方面的投资已有多年.
不同国家已经制定和实施了范围广泛的土地使用规划和道路设计策略以改善行人安全

(１８,５３,５４).本手册的第４章中讨论了它们的有效性及其他措施,并提供了实施范例.但是,
它们通常包括:

● 控制车速;
● 制定交通宁静措施;
● 限制车辆在居民区中的行驶;
● 建造人行便道;
● 强制执行交通法规;
● 建立城市中心的步行区域;
● 安装行人信号灯;
● 建造地下通道和过街天桥

● 建立使进出道路与直通公路分离的路网,并保证在进出道路上的交通流量尽可能小;
● 减少不必要的出行;
● 鼓励步行和骑车;
● 设计行人通道,以帮助有行动障碍的人活动;
● 用尽量减小交通流量和缩短出行距离的方式,确定道路、居民区、工作场所和其他产业

的位置;
● 重新设计公共空间,以满足行人安全需求并鼓励步行;
● 整合与健康问题有关的交通运输规划,比如:康健交通和设计方案;以及

● 制定和实施行人安全政策.

　　注:设立步行区是从城市街道中消除车辆交通,或限制车辆在行人所使用的街

道通行的过程.步行区不仅改善了行人出行的安全和便利,同时也有利于减少噪

音和空气污染,并创建更适宜居住的环境.步行区方案也已与经济利益相关 —到

商业场所的访问者记录已有增加.
步行区设计有４个主要方案:

a)全时的步行街 — 禁止车辆通行,或除应急车辆外其他车辆不得入内;

b)部分时间的步行街 — 在一天中的特定时段或一周中的特定几天,禁止车辆

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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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部分步行街 — 只允许慢行公交车辆进入;以及

d)部分步行街或采取交通宁静措施 — 允许行人和低速行驶机动车的混合交

通(５５).

当上述的多种策略以综合方式实现时,其效果是创建健康、高效和可持续的社区,在那里

图２１　安全步行的综合框架

ReducedroaddangerＧ减少道路危险:便利行人的驾驶文化;降低车速;更安全的交叉口;管理

交通和执行法律.SupportivelandＧuseandspatialplanning土地使用和空间规划的支持:制定给予

步行者优先权的规划;促进用于行人的新设施.Lesscrimeandfearofcrime更少犯罪和对犯罪的

恐惧:在视线范围内的建筑和街面活动具有清晰视线的明亮街道.Acultureofwawlking一种步

行文化:所有年龄人群的安全意识、培训和教育;对于步行多的人的财政鼓励措施;协作和提倡步

行;信息和标志系统.Increasedinclusivemobility移动的包容性增加:易到达的街道;易到达的广

场;易到达的公共建筑;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Moresupportiveauthorities更具支持性的政府部

门:当地的步行行动计划;咨询协商;员工培训;相关资源;监督与评估.WelldesignedandmanＧ
agedspacesandplacesforpeople为人们精心设计和管理的空间场所:给予行人优先权的街道、空
间和设施;高质量和完全可达的城市绿色空间和水路.Improvedintegrationofnetworks网络的

整合改进:相互连接的、安全的、具有步行功能的道路网络;整合公共交通.中心部分:人们选择居

住的健康、高效和可持续的社区.信息来源:参考文献５９

人们可以选择安全的步行(参见图２１).指导这个框架的８个策略原则已在图２１中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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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包括:包容移动性增加、为人们精心设计和管理的空间和场所、网络的整合改进、有土地使

用和空间规划的支持、减少道路危险、减少犯罪和对犯罪的恐惧、更具支持性的政府部门和一

种步行文化.制定和实施这些措施需要规划和政策的改革,从依赖汽车到多模式且具包容性

的道路设计,土地使用和公共空间规划方法(３,５６Ｇ５８).

２４小结

现将本章内容总结如下:
● 道路设计可以通过诸如人行便道和信号控制交叉口等行人设施的存在与否,来增加或

减少行人的交通风险.土地使用发展因素,如人口密度、土地利用的多样化或混合性和

活动地点,会影响行人的便利性和风险;
● 已存在若干策略可以将行人安全需求的具体关注纳入道路设计和土地使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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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优先考虑行人安全干预措施

及准备行动计划

３１为什么要评估行人安全的现状? /４０
３２如何开展行人安全的现状评估? /４０
　３２１评估行人伤亡的程度、趋势和模式 /４１
　３２２评估造成行人伤害的风险因素 /４５
　３２３评估政策环境和现有的行人安全措施 /４７
３３准备行人安全的行动计划 /４９
　３３１动员利益相关方 /４９
　３３２行动计划的核心部分 /５０
３４小结 /５３
参考文献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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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章和第２章提供了行人交通伤害的全球状况,探讨了影响行人交通风险的若干因素,
强调了在规划和实施有效干预措施时了解当地情况的必要性.本章提供了如何评估行人安全

现状的信息,旨在优先排序干预措施以及如何准备相应的行动计划.本章内容分为以下３个

小节:

３１为什么要评估行人安全的现状? 本小节说明了评估行人安全现状为指导优先排序干

预措施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信息.

３２如何开展行人安全的现状评估:本小节探讨了对于行人交通伤害程度和模式、危险因

素、利益相关方、以及现有的举措和政策环境的评估.提供了评估方面的必要细节和开展评估

的方法.

３３准备行人安全的行动计划:本小节说明了为解决通过现状评估中确定的行人安全问

题,而制定行动计划所需的准备工作.

３１为什么要评估行人安全的现状?

如第１Ｇ２章中所讨论的,行人道路交通事故的特性在不同社区和国家中差异很大.对于

促进理解当地的行人安全状况,现状评估是一个关键步骤.在现状评估中收集的信息,被用于

决定优先关注的地区/领域、决定改善行人安全的最佳方法、以及决定是应强化现有的干预计

划和项目还是需要制定新举措.现状评估应在启动一个新的行人安全项目之前进行.一个社

区不能假设另一个社区的解决方案将会对自己具体的行人安全问题有效.有效的干预措施取

决于动态地了解当地的相关状况,而且了解这种当地状况对于规划适当的解决方案十分重要.

　　注:尽管现状评估一般是在启动项目之前进行,但是在特定环境下,当交通、社

会经济和环境形势发生变化时,也需强调临时性的行人安全状况评估.

３２如何开展行人安全的现状评估

行人安全现状评估应包含一系列关于问题程度、风险因素及现有政策和项目的主题(参阅

第１Ｇ２章).该评估必须要识别那些潜在或需要深入分析的问题,和那些明显或容易发现的问

题(１).本小节通过推荐用于特定方面评估的方法,提供如何开展现状评估的信息.
行人安全的现状评估涉及以下活动:
● 描述行人伤亡的程度、趋势和模式;
● 分析行人伤亡的风险和保护因素

● 研究行人伤亡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 描述与行人发生冲突的交通模式

● 确定和评估现有的行人安全项目和机构,以便确定差距及需要改善和保持的领域;和
● 确定促进或阻碍实施行人安全措施的与政治、环境、经济和能力相关的背景因素.
现状评估的关键贡献来自于现有的不同数据源,包括负责道路和运输的机构、执法、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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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区规划、公共卫生、财政,以及道路安全的非政府机构.也许还会需要来自观察研究、调查

和/或道路安全审计的数据作为现有数据源的补充.

３２１评估行人伤亡的程度、趋势和模式

行人安全问题程度的准确数据,对于界定问题和制定适当措施至关重要.评估所需的数

据类型可分为最小数据和补充数据(参阅表３１).最小数据集的信息包括行人伤害的类型、
地点、时间和原因(２).另外,拥有调查环境中的人口、交通和社会经济指标方面的背景信息也

很重要.这些额外数据提供了比较计算指标的所需信息.
多数用于行人伤害分析和预防的数据来自公安和卫生机构.也许还有其他数据源如:人

口动态登记记录、保险公司、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科学研究、基于医院的伤害监测系统或卫

生部.每个部门的信息都有各自的类型和质量问题.现状评估应当为最小数据需求识别确定

所有信息源,并对它们的质量和可靠性作出评价.在行人伤害问题上,数据源之间在数量、严
重性和模式上的差异应当探究,如可能,作出解释.

关于评估数据质量和数据系统的进一步信息,请参阅本系列手册中的另一本:«数据系统:
一本为决策者和从业者制定的道路安全手册»(２).

表３１　用于评估行人安全现状的最小和补充数据

最小数据 补充数据

问题有多大?
涉及行人的事故数量;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行人的死亡数量;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行人的受伤数量;
道路交通伤亡总数,最好按道路使用者类型分类.
哪类的交通冲突导致行人事故?
涉及的轿车、卡车、摩托车、自行车和畜力车,等;
车辆动作(如转弯).
在一周中的哪一天和哪个时段会发生行人事故?
伤害的日期和时间.
伤害的严重程度?
行人伤害的严重性.
哪种类型的伤害导致残疾和危及生命的结果?
碰撞后的结果.
谁涉入了行人事故?
伤亡行人的年龄和性别.
行人事故是在哪里发生的?
事故地点(具体位置如:城区、农村和道路类型);
危险的道路位置.

评估的区域中有多少居民?
调查人群的人口总数(按城市、非城市、年龄和

收入分类).
围绕该地区,人们通常出行的方式和原因?
出行的起点和终点;
所使用的交通工具;
出行距离;
出行目的.
什么是所评估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
国内生产总值;
成人就业比例;
家庭收入.

在许多情况下,表３１中列出的最小数据元素都可以从摘自公安报告的官方道路交通伤

害数据库和其他可能的数据源中获得.公安统计之外的数据源通常不包括事故位置、事故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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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及所涉及车辆的信息.另一方面,公安数据可能没有关于伤害严重性的可靠信息.表３１
中提出的问题,应使用最佳可用的数据源来回答.在那些官方国家统计数据中没有某个给定

补充数据指标的国家里,可以使用最近期的人口普查估计或预测.收集所有建议中的数据通

常需要审查多个数据源.
如果没有官方的道路安全统计数据,或如果官方数据不能完全涵盖最小需求或不够可靠,

可以考虑通过医院为基础的研究(参阅方框３１)或道路安全审计(参阅方框３２)采集额外数

据.但是,评估采集额外数据的成本和所获得信息的增值性也是重要的.

框３１　亚的斯亚贝巴医院的伤害监测系统

　　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已在改善伤害监测能力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的非洲国家.最初的

伤害监测工作始于２０００年,由世界卫生组织(WHO)支持,随后通过政府的努力,加强了

交警部门道路交通伤害数据的管理能力,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数据采集.

２０００年建立了医院伤害监测系统,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全部６个政府医院中实

施.项目开始时,所有伤害案例的详细信息使用一份预定义的数据采集表格收集.自那

时起,数据采集已被纳入国家卫生信息系统,伤害数据作为常规卫生统计的一部分来采集

和记录.对于道路交通伤害,医院伤害监测系统采集以下数据:
● 受伤人员的年龄和性别

● 伤害发生地点

● 受伤的日期和时间

● 涉及的道路使用者类型

● 与行人发生碰撞的车辆类型

● 所接受的院前医疗与护理,和
● 伤害的严重性

２００２年,亚的斯亚贝巴开始了加强交

警数据系统的努力.之前,交警使用纸质

数据采集表记录事故信息,然后将信息转

到日志簿上进行手工制表和报告.由世

界卫生组织(WHO)支持的强化工作修改了数据的采集和输入程序,使用一份预先设计

的表格在现场采集数据,然后将其输入电脑数据库进行进一步分析.在以后的岁月里,政
府将该系统扩展到全国的６大主要区域.交警数据系统保存以下道路交通事故数据:

● 事故地点和位置

● 涉及的车辆/道路使用者

● 当场死伤的人员数量

● 伤亡人员的人口统计学数据(如:姓名、年龄、性别、职业)
● 造成事故的已知因素

● 是否提供了院前医疗和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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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这些系统的数据已被国家道路安全委员会使用,以确定高风险地区并将其告知

围绕着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干预政策制定程序,也包括其他风险因素如分心驾驶,以
及为道路事故的受害者获得救治与护理.

信息来源:参考文献２,３

框３２　通过道路安全审计对行人风险进行评估

　　道路安全审计是一项正式的系统道路安全评估,或是对于道路或道路方案的“检查”
(４).审计通常由一个独立、多学科的团队进行.行人安全审计可作为整体道路安全审计

的一部分进行,也可以作为专项评审.不管在什么范围,一项道路安全或行人安全审计的

实质是在整个施工期间或已建成的道路上,检查任何类型道路的潜在安全问题(５).道路

安全审计通过主动地和不断地识别安全问题和提出改善道路安全的措施和设施建议,来
寻求保证包括行人在内的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开展行人或道路安全审计没有标准的方式方法,但是在新项目或现有道路上检查包

括行人在内的弱势人群道路使用者安全,以下问题很重要(６):
● 是否已考虑了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的需求?
● 是否已考虑到公共交通及其使用者的需求?
● 是否计划将公交车站设在交叉口?
● 行人是否能方便到达这些车站?
● 到达公交车站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辅助过街设施?
● 公交车站便于识别吗?
● 对于特定群体如:小孩、老人、病人、身体残疾人、聋人或盲人,是否需要特殊措施/

设施?
● 是否需要照明设施? 如需要,是否设计合理?
● 视线是否被以下设施阻碍,如:安全护栏、栅栏、公路设备、停车场、交通标志、环境

美化措施、绿地、桥台、建筑物?
● 在公交车站附近的区域,是否安全地设计了自行车道?
● 是否已将弱势人群道路使用者与机动交通分开?
● 是否有可以保障集体使用的已指定的人行横道,使行人将不会从其他地点过街?
● 交叉口是否安全?
● 人行横道是否被设置在行人交通最需要的地方?
● 是否有行人地下通道或过街天桥有可能被绕开的风险?
● 特殊铁路结构上的交叉口设计安全吗?
● 是否保证了行人和驾驶员之间相互都可以看见?
● 是否已考虑了自行车骑乘者的需求(如:是否有通过中间安全岛的路径? 是否还有

其他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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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行人便道和自行车道在道路上终止或直接穿越道路,是否安全地设计了过渡带?
● 是否需要进一步的过街辅助设施?
● 是否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有足够宽大的驻足区域等待过街?
● 安全岛是否清晰可见且设计得当?
开展道路安全审计时,通常遵循以下８个步骤:

１确定一个项目或一条现有道路进行道路安全审计;

２选择一个多学科的道路安全审计团队;

３召开交换信息的启动会议;

４在不同条件下执行现场评审;

５进行道路安全分析并准备审计结果报告;

６向项目业主或道路设计团队介绍道路安全审计结果;

７准备正式的回应;

８在适当的时候,将审计结果纳入项目.
最近在印度喀拉拉邦一条２４公里公路上进行的行人设施评估,揭示了道路设计中行

人设施的明显缺失(７).下图展示的是被评估场地之一的情况:

没有行人便道

没有行人便道,行人很可能

会行走在公路上,特别是下

雨时.

停泊的车辆

“侧面摩擦”意味着行人需

要走在公路上绕过停泊的

车辆.

街灯

有街道照明,晚上行人会更

容易被看到.

防滑性

在紧急情况下,车辆在防滑

道路上能够更快地停车.

没有过街设施

需要过街的行人没有选择,

只有与机动交通共享空间.

每个方向有两条车道

每增加一条行人必须穿越的

车道,就会增加他们的风险.

狭小的中间驻足区

当有中间驻足区时,便为行

人提 供 了 分 两 次 过 街 的 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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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评估造成行人伤害的风险因素

若干因素会影响行人交通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现状评估中不可能识别并包括所有风

险因素.本小节描述了关于风险因素的主要问题,并推荐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当地出行环

境下,这一评估过程产生的相关信息包括:道路设计的作用、行人设施、速度、酒精、以及行人的

可见性.用于分析风险因素的数据源的进一步信息,可参阅«数据系统:一本为决策者和从业

者制定的道路安全手册»(２).

有哪些可用的行人设施和一般道路运输基础设施?

第２章中描述了不同道路设计元素对行人风险的影响.虽然现状评估中也许不能涵盖所

有元素,但它至少应当指出以下几点:
● 道路设计特征:对于评估区域内的道路,描述道路分类、设计速度、发布的限速值、车道

的宽度和数量.描述是否设有中间带、交通控制设备、人行横道、缘石坡道、以及行人导

向标志和信号.描述是否设有街道照明设施、自行车道,邻近行车道的地方是否有停泊

车辆,以及对于安全步行的其他危险;
● 人行便道:描述是否存在人行便道及其质量,包括宽度、路面条件、与机动交通的分离、

可达性,以及这些便道是行人专用的,还是与自行车和小商贩共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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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人流量和吸引行人交通的场所:识别确定并用地图标出产生人流量或吸引行人或

其他交通的地方,如:医疗设施、公园、图书馆、宗教场所、博物馆、教育机构、社区中心、
居民区、公园和度假村.

行人设施及一般道路运输基础设施的数据也许来自以下数据源(８Ｇ１０):
● 道路或街道的详细清单,或道路安全审计(参阅方框３２);
● 行人设施清单或审计;
● 道路基础设施审计及现场评审;
● 街道的航拍照片分析;
● 道路状况或行人设施的公众反馈

如果在现状评估时没有任何上述数据源可用,可建议额外的数据采集,比如开展一个行人

安全审计.

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出行行为是怎样的?

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出行行为,对于理解当地行人交通活动及相关风险是有必要的.
现状评估需要建立(８):

● 在一个特定区域的行人数量,如在具体的街道上或在重要的步行区域内;
● 步行速度;
● 行人的过街行为,包括奔跑或犹豫;
● 行人Ｇ驾驶员的相互影响,包括行人Ｇ机动车之间的冲突;
● 车辆队伍的状况;
● 车辆交通的流量和速度,包括遵守限速值的评估;
● 涉酒的驾驶员和行人(参阅方框３３);
● 为增强可见性,行人使用的衣服或材料,特别是在黎明、黄昏和黑夜时段.
行人或其他道路使用者的行为信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采集(８,１１):
● 行人计数;
● 车辆计数;
● 观察性研究;
● 风险因素调查,或知识、态度和行为(KAP)调查;
● 车速摄像头和测量车速的雷达装置;以及

● 在交叉口的持续视频记录

框３３　评估事故中的酒精相关性

　　受酒精影响的(即血液中酒精含量呈阳性)或受酒精损害的(即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法

定阈值,比如:００５g/dl)机动车与 行人碰撞事故数据,可以反应酒精损害在行人交通风险

中所起的作用,尽管这些信息未必能够在一般道路使用者群体中代表受酒精损害影响的步

行和驾驶行为.解决与酒精相关的事故问题,重要的是确立最常发生酒后驾驶和酒后步行

的路段位置,一周中哪天和一天中的哪个时段最可能发生酒后驾驶和酒后步行,以及酒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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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和行人的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状况.但是,由于在多数辖区中,对于血液中酒精

含量(BAC)检测有隐私及合法权利的涵义,所以进行常规检测并不是都可行.
以下方法也许可以用于收集酒精与行人交通风险的信息:
● 查看公安与酒精相关的机动车Ｇ行人事故的统计数据.取决于所考虑辖区对于酒

精测试的法律要求,可能仅有致命事故或驾驶员的数据记录;
● 检查医院急诊部的住院信息;
● 查看来自随机呼气测试或清醒状态检查点的数据;
● 开展路边调查(自报的行为);
● 查阅关于BAC分析的研究报告和论文.

信息来源:参考文献１２

交通法规的目前执行情况如何?

许多已知的干预说明,减少行人伤亡取决于有效的执行交通法规(参阅第４章).驾驶员

的违法行为包括:超速、酒后驾驶、驾驶时使用手机、违反交通信号灯(比如闯红灯).行人的违

法行为包括:不按信号灯指示或在指定地点以外过街、受酒精影响的步行或在行走时分心.驾

驶员和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对于行人安全至关重要,而有效执法是保证守法的关键.
现状评估应当收集交通法规的遵守和和执行两方面的信息.该评估需要收集以下信息:
● 行人对于交通控制设备的了解和遵守情况;
● 驾驶员在人行横道处的行为,比如:如果法律要求他们避让行人,他们是否做到了?
● 驾驶员遵守限速值的情况;
● 驾驶员遵守酒后驾驶相关法律的情况;
● 执法的方法及其有效性,比如:测速雷达、随机呼气测试和/或清醒状态检查点、罚单、罚
款及吊销执照.

执法程度以及行人、驾驶员和自行车骑乘者对于交通法规(如超速、酒后驾驶)的遵守情况

的信息,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收集:
● 查看公安关于行人违反安全法规的统计数据;
● 查看法庭关于违反行人安全规则的记录,注意违规次数和类型、罚款或给予的其他处罚;
● 查看媒体报道和公众对于执法和遵守行人安全法规的不满;
● 查看报告、研究项目、甚至开展调查或访谈,以确定所考虑环境中的现行交通执法策略

类型;
● 开展关于遵守行人安全法规的观察性研究和调查;
● 查看现有关于行人安全法规的执法和守法情况的研究.

３２３　评估政策环境和现有的行人安全措施

现状评估的前两个组成部分(小节３２１和３２２)提供了被评估地区的行人交通伤害程

度和模式的信息,以及所涉及的关键风险因素的了解.这类信息自然会引出干预的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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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避免无用功并取得最大的效果,重要的是在优先排序干预项目和生成行动计划之前,盘点现

有的政策和项目、利益相关方的作用和更广泛的政策环境.
获得相关信息的主要方法包括(２,１３):
● 查看交通和道路安全方面的政府政策文件;
● 采访受行人安全影响或致力于行人安全工作的机构代表;
● 采访已经开展行人安全干预项目或最常发生行人伤害的社区代表,包括:驾驶员、自行

车骑乘者和行人;
● 进行利益相关方分析;
● 查看所考虑环境下关于评估行人安全的研究报告和论文;
● 如果资源许可,在事故现场开展行人事故调查.

领导力和利益相关方的承诺或保证

应当考察以下事宜以确定需要关注的地区、兴趣点、资源、各种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关系、以
及在行人安全方面它们目前和潜在的作用(２):

● 政府层面的领导力:是否有一个负责道路安全的牵头机构? 是哪个部门? 什么是它的

主要功能? 在它的指令中是否包括对于行人安全的明确关注?
● 政府层面的利益相关方:哪些政府机构有道路安全的职能,包括在道路设计和土地使用

规划方面宽泛的活动? 在这些部门中,是否有某个部门具体关注行人安全? 这些政府

部门之间是如何分享道路安全职责的? 在涉及道路安全和健康方面的不同政府部门之

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 非政府的利益相关方:还有哪些人或机构(非政府的)从事行人安全方面的工作? 他们

的主要活动是什么? 这些利益相关方与政府机构之间是什么样的合作关系?
● 合作伙伴:不同机构和个人对开展行人安全工作的关注点、兴趣点和资源是什么?

现有的计划、政策和项目

也许不可能列出辖区中每个正在实施的行人安全项目,但重要的是确定主要举措.以下

问题有助于明确状态:
● 在被评估的辖区中,是否有一个或多个官方的行人安全行动计划或策略? 有什么样的

资源致力于该计划的实施?
● 交通、土地使用及公共空间政策鼓励支持安全步行吗?
● 在对重要的新道路基础设施项目的道路安全审计中,是否包括了行人需求并确保考虑

了行人安全措施? 在对现有道路基础设施的道路安全审计和计划维修中,是否包括了

行人需求并确保考虑了行人安全措施?
● 在交通和/或道路安全预算中,是否有关于行人安全的专用部分?
● 地方政府是否有权修改给予行人额外保护(如限速值或酒后驾驶)的法律,比如,降低学

校周围的限速值?
● 目前正在实施哪些行人安全项目,包括非政府组织所实施的项目? 每个项目是由哪个

机构负责? 这些机构的优势与不足是什么?
● 是否对现有的行人安全项目进行了评估? 有能够证明效果的数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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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和国家政府机构是否有足够的人员能力来实施行人安全项目?
本小节描述的信息能够帮助确定在政策、规划和推进行人安全政策中所需行动的决策方

面的差距.比如,是否有新举措的需求,或者是否可以加强目前的举措? 什么策略可以最大限

度的利用现有资源并减少无用功? 利益相关方分析提供了目前参与行人安全工作的关键人物

和机构作用的信息.对于确定哪些机构必须参与、可能会参与、以及哪些可能会抵制行人安全

的行动,这类信息是有价值的.它也有助于确定组合资源的可能性,和确定潜在的利益冲突以

及使之最小化的方法.

３３准备行人安全的行动计划

在３２小节中描述的现状评估,提供了对于当地行人安全状况的理解 — 行人交通伤害的

程度和模式、相关的风险因素、目前(或可能)影响行人安全举措的人、机构、政策、项目和资源.
这些信息有助于确定需要优先关注的风险因素和目标群体,和识别确定现有举措存在的差距.
改善行人安全的下一步是使用该信息与第４章４１小节中所介绍的有效干预措施的信息,创
建一个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在所关注的环境下为改善行人安全制定了策略.它提供了一个以战略方式组织

干预措施的框架,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工作的重复,并有助于随着时间进行进展评

估.行动计划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宽泛的道路安全计划中的一部分.它可能关注于不同

的地理区域,范围从一个具体街道到邻近区域、一个行政区或全国.所制定的计划目的可以是

强化现有的行人安全举措,也可以是创建新举措.无论该计划的性质和关注点是什么,都应针

对当地的问题和需求(８).
一旦在计划的关注点上达成一致,就需要用既系统化又在当地可行的方式优先排序所计

划的行动.通过现状评估收集的数据以及各种干预措施有效性的信息(参阅第４章),提供了

用于优先排序过程的证据.相关需要考虑的问题包括:需要提出或解决的风险因素或问题是

什么、公众支持、筹资、安全效益及责任机构(８).除了影响关键风险因素的策略和指出规划中

的差距外,行动计划还应包括解决所需数据缺口的策略,该数据将用于测评行人交通伤害负担

和评估干预效果.

３３１动员利益相关方

行人安全计划的准备及随后的实施,需要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方的投入和支持.在小节

３２中表明的利益相关方及机构分析,应当有助于确定所考虑环境中负责道路安全的牵头机

构.理想上,该机构应召集一个工作组并协调行人安全计划的制定.如果没有牵头机构,可以

建立一个多部门的行人安全工作组或委员会,协调准备和实施行动计划.如已经存在道路安

全工作组或委员会,也许需要倡导工作以保证对于行人安全的具体关注.

　　注:“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对于创建公众支持和信任的政策、规划和项目;减少

行人事故并创建宜居、适合步行的社区,是一个重要的元素”(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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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参与工作组?

如第１章和第２章所示,行人的伤亡有着多种决定因素,影响着不同的人,也需要若干部

门采取行动.工作组应包括来自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代表,他们对于改善行人安全抱有共同兴

趣.这些不仅是对安全负有行政责任的机构,还可以包括对该问题有政治或经济利益或兴趣

的机构和人.工作组还应包括不相信安全步行和行人安全措施的重要性和可取性的成员.目

标是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群体,拥有不同的视角和优势— 甚至是对立面的.根据行动计划的设

定层面(国家级、省级或市级),工作组的成员组成也会变化.
在现状评估中确定的关键利益相关方应构成一个核心工作组.不同职能的工作组,当规

模小时功能最佳.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促进尽可能宽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机制,即
便仅是为了分享信息.来自政府高层的政治承诺能够促进计划行动的成功实施,因此,工作组

中有政府高层代表的参与非常重要.政府对于行动计划的主导,为它的实施和可持续性创造

了机会.

什么是工作组的职能?

为了提高运作的有效性,工作组应在成立初期确定其职能.成立后应立即提出的基本事

宜,包括:确定一名协调员、界定一个工作组的运作框架、建立一个管理委员会和必要的具体工

作分组、以及指定成员的责任.
工作组应包括以下关键战略职责(８):
● 设定行人安全行动计划的总体和具体目标;
● 审阅现有的数据或信息,确定优先关注的问题;
● 协调行人安全行动计划的制定,也可能需要协调其实施.在有些情况下,工作组的任务

是制定行动计划,但不负责监督实施.在另一些情况下,工作组也许既要负责监督行动

计划的制定也要负责监督实施;
● 动员对于行人安全行动计划的支持和资源.工作组应为筹资和获得财务和人力资源制

定策略,为进行所计划的活动提供一些流动资金;
● 协调并将行动计划整合纳入国家或地方政府的道路安全、交通运输和/或城市发展规则

之中.一个行人安全举措有需要政府参与的管辖权、资源和基础设施问题;
● 界定绩效指标和实施的目标.

３３２行动计划的核心部分

强有力的行动计划一般都有以下几个组成部分:

明确的问题

现状评估的主要目的是提供对当地行人交通伤害状况的全面了解.没有这样的评估,行
动计划就可能不会紧扣最重要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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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的目标

行动计划可以是全面的,涉及范围广泛的风险因素;或以更有针对性的方法开始,涵盖几

个很具体的目标.如巴西库里蒂巴,丹麦哥本哈根等城市的经验表明,即便行动计划只有几个

目标,如建立步行街或在繁忙街道上实施速度控制措施,也可以产生显著效果(１４).如果有资

源和政治承诺,计划可随时间扩展而涵盖其他问题.
界定目标时应考虑的一般原则包括:
● 目标应明确,并且在一个界定的时间段内制定可衡量的结果.使目标做到“明智”
(SMART),即:具体、可测量、可实现、相关、有时限.

● 目标应尊重事实和证据,源于现状评估和可用的文献资料;
● 目标应包括减少行人伤亡,以及通过改善步行条件能够降低的其他风险因素;改变公众

对于行人的权利和保护自身需求的态度,也应考虑将行人安全纳入决策程序之中;
● 目标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中、长期的目标.

现实的目的

目的是在一段特定时间内所期望改进的详细说明,并且设定的目的应已被证明可以加强

改善道路安全的承诺(１５).目的提供了一个监督实现目标进展情况的基准,通过提供在过程

中调整活动的机会,可以更好地利用资源和更好地管理道路安全项目,因此,增加了实现指定

目标的可能性(１５,１６).
目的的设定,可以依据计划的具体目标和/或在实施行人安全措施中所实现成果的历史经

验.设定目的要考虑的一般原则包括:
● 设定具体并现实的目的;
● 设定尽可能量化的目的;
● 应与负责采取行人安全行动的政府机构协商设定目的;
● 应指出和/或采集用于目的的基线测量值.
雄心勃勃的目的有时也是适当的,比如提高公众对于道路安全问题的认识,以增加对利益

相关方的压力,加强他们在道路安全上的努力(１６).

绩效指标

绩效指标用来测评实现目标的进程.它们表明所提出的基线条件的变化和改善,比如行

人伤亡数量或分配用于行人安全的资金量.绩效指标有助于界定行动计划的重要活动、可交

付成果和结果.各项绩效指标都应有定量或定性的具体目的.

一个现实的时间表和里程碑

行动计划需要表明执行不同活动的时间表和里程碑,用于测评进程.然而,也需要一些灵

活性,以便根据需要调整时间表,以适应实施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变化.

充足的资源

成功实施行动计划取决于充足的资源分配.该计划应确定并在可能时为每个组成部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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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金.资源可能来自现有资金的重新分配,或在地方、国家和/或国际层面筹集新资金.

监督与评价系统

持续的评估进展需要定义一个纳入了绩效指标和目的的监督与评价系统.计划应规定数

据采集和分析方法、传播渠道和利用该结果的框架,以便调整行人安全活动.

可持续性

除了考虑即时的优先资源分配,如果计划包括了能够在持续的基础上确保足够的资金投

入的机制,则会最为有效.对于行人安全的公众需求会给政要和政府官员施压,要求他们给予

长期的政治和财务承诺;这反过来可以加强行动计划的可持续性.因此,该计划可以包括一些

指标来衡量公众对于行人安全的需求和政府回应.
方框３４介绍了一个行人安全行动计划的范例.

框３４　美国马里兰州蒙哥马利县的行人安全计划

　　２００７年,蒙哥马利县的城市议会准备了一份行人安全的战略计划,以解决行人伤亡

问题:在２００３Ｇ２００６年期间,该县每年造成１４名行人死亡并发生４３０起涉及行人的道路

交通事故(１７).该计划的具体目标包括:减少与行人相关的事故、伤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

会和经济成本;并保证县里的所有区域为行人提供安全便利的出行选择.
该计划侧重于７个策略领域:改善事故高发区的行人安全、评估和改进步行网络和连

接需求、在规划过程中加强对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的重视、识别确定并实施交叉口改造及

交通宁静措施、升级行人的交通信号系统、评估并增强街道照明、通过加强执法和教育,改
变行人和驾驶员行为(１７).该计划包括一个预算,显示了所需的资金额度,资金来源以及

现有资金是一次性还是经常性资金.
计划界定了几个绩效指标:
● 在完成改进后,减少各指定事故高发区内２０％的行人事故;
● 降低指定事故高发区内的平均行车速度;
● 在指定的事故高发区域内,提高行人安全意识和“可步行性”,并通过每年对县里居

民和来访者的调查,评估结果;
● 增加人行便道的年度建造工作,每年新建人行便道１７公里;
● 每年完成２９所学校的“去学校的安全路线”改进,６年内完成所有县城学校的改进;
● 连续３年,每年完成２５０处行人信号计时系统的审查和升级;
● 以每年完成５处的速度,将所有县有的交通信号系统升级为目前可达到的行人信

号标准,增加行人过街的倒计时功能;
● 在６年内,完成对于１３个已确定的照明项目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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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小结

现将本章内容总结如下:
● 对当地行人安全状况的全面了解,对于有效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 现状评估应包括行人交通伤害的程度和性质、关键风险因素、涉及行人安全的利益相关

方、现有项目和目前的政策环境;
● 制定行人安全的行动计划需要与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和不同级别的政府协作;
● 行动计划的核心部分应包括:界定明确的问题、明确的目标、现实的目的、绩效指标、时

间表和里程碑、充足的资源、监督与评价、以及具有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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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３章提供了开展行人安全的现状评估和准备行动计划的指导.本章将探讨不同的行人

安全措施以及实施这些措施应考虑的关键问题.
本章分为以下２个小节:

４１有效行人安全干预措施的概述:本小节总结了可以改善行人安全的重要干预措施,并
为干预措施的最佳选择决策提供了指导原则.

４２实施有效的行人安全干预措施:本节介绍了具体行人安全干预措施的细节,并提供了

实施这些措施的案例.

４１有效行人安全干预措施的概述

从事行人安全工作的机构和人员,根据他们既往的训练或经验,可能倾向于仅采用工程措

施或行为改变措施其中之一,但是如要显著改善行人的安全,需要一种兼顾并平衡二者的方式

(１).

　　注:“许多行人安全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３个 E(工程、教育、执法)中的一个来

孤立解决.工程师、执法者、设计师、规划师、教育工作者和市民都应在确定和实施

改善行人安全的有效措施上发挥作用”(２).

有些工程和行为的干预措施已被评估认为在改善行人安全方面是有效的.表４１归纳总

结了主要的行人安全措施.每一类的措施都与许多具体干预措施相关.虽然已发现有些干预

措施在多种环境下都有效,但也有一些措施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其有效.

表４１　改善行人安全的重点措施和具体干预

主要措施干预范例

有效性

证实有效的

措施

可能有效的

措施

证据不足的

措施

减少行人在车辆交

通中穿行

提供人行便道

安装和/或升级车辆和行人交通信号系统

建造行人安全岛和凸起的中间隔离带

建造标示更明显的人行横道

规定车辆限制和分流措施

设置过街天桥/地下通道

改善公交路线设计

在距离和目的地适合的情况下,将出行方

式从开车转换为公交、步行或自行车,以减

少车辆交通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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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主要措施干预范例

有效性

证实有效的

措施

可能有效的

措施

证据不足的

措施

降低车速

降低限速值

实施在区域内降低限速值的项目,比如３０
公里/小时

采用道路缩窄措施

在路段上安装速度管理设施

在交叉口安装速度管理设施

改善学校沿途路线的环境

改善机动车和行人

之间 的 视 距 和/或

可见性

提供更加安全便利的过街设施

实施路段/和过街处的照明措施

减少或消除实体障碍物,包括停泊的车辆

安装信号灯提醒驾驶员:行人正在过街

提高行人的可见性

改进行人和驾驶员

的安全意识和行为

提供教育、宣传和培训

制定和/强制执行以下交通法规:速度、酒
后驾驶、行人路权、闯红灯、路侧的商业活

动和交通控制

开展“步行校车”项目

改进车辆设计以保

护行人
制定车辆安全标准和法律以保护行人

改进车辆设计以保

护行人

强制执行车辆安全标准和法律以保护行人

通过小汽车制造商和车型,向消费者宣传

行人安全的信息,如:新车评估项目的结果

改善对于受伤行人

的医疗护理

组织院前创伤医疗护理系统

建立包容性创伤医疗护理系统

提供早期康复服务

　　注意:当“证实有效的”、“可能有效的”和“证据不足的”措施在同一行中突出显示时,表明同一宽泛类别中的

不同措施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有效性,如以上段落描述.
信息来源:参考文献１Ｇ７

措施的有效性是通过伤亡的减少以及在行为、态度和知识上的改变来评估的.表４１将

行人安全策略归纳为以下几类:
● 证实有效的措施:来自诸如随机对照实验、系统综述或案例对照研究等可靠研究的证据

显示,这些干预措施在减少行人伤亡,或在带来预期行为改变上是有效的.
● 可能有效的措施:来自可靠研究的证据表明,这些干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行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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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但需要在不同环境下进行进一步评估.因此,在实施这些干预措施时需要谨慎.
● 证据不足的措施:此类干预措施的评估还没有得到关于其有效性的确切结论.

选择行人安全措施时,从业人员和决策者应遵循以下几个重要原则:

开展现状评估并采用所获结果

在选择和优先排序干预措施时,应了解现状评估的结果,以解决特定环境下的行人安全问

题.干预选择的其他考虑因素包括:成本、有效性、可行性和可接受性.

应采取全面和多元的做法,而不是局限于某一方面

在表格４１中介绍的措施中,组合性措施会比实施单一策略更有效.在选择干预措施时,
不应只考虑成本和可行性.那些比较容易实施的策略,其效果可能也会较小.比如,安装行人

警告标志,也许会提高行人意识并降低某些风险,但更有效的做法是实质性的基础设施改变,
如提供人行便道和采用速度管理策略.与行为改变的策略相比,工程方面的措施可能更昂贵

并有更多的阻力;但对于一个兼顾性的安全系统措施,工程方面的措施必不可少.

　　注:行为的改变也可以通过土地规划和道路设计策略实现,而不仅是通过“传

统”的执法和教育方式.

任何国家中都很少有辖区能有充足的资源和/或政治意愿去实施表４１中的全部甚至是

多数的行人安全措施.一个辖区在开始时也许选择一个单项策略或措施,同时调动资源和政

治意愿以实施补充措施.只要负责机构和/或行动计划有将其他措施纳入的更广泛和长远的

考虑,就应该没有问题.

将行人安全作为一个基本特征纳入道路设计和土地规划

对于行人安全,安全系统的方式是预防危险道路环境的形成,而不是在现已建成的环境中

只依赖干预措施去降低风险(参阅第１章).当决策者、工程师和规划者把行人安全作为道路

设计和土地使用规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时,则行人安全就被纳入交通运输系统中了.
现已发现许多策略既有益于行人安全也有益于其他道路使用者.例如(４,５):
● 在多车道的道路上,凸起的中央带不仅减少了行人事故,也减少了车辆正面碰撞;
● 将４和５车道的道路改为３车道,既减少了行人事故,也减少了所有道路事故;
● 铺砌的路肩能够减少“沿马路行走”的行人事故,以及机动车“驶出路外”和碰撞固定物

的事故;
● 为左转车①提供单独的左转信号相位,既减少了左转车与行人的事故,也减少了左转车

与直行车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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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各类行人的不同需求

行人是一组具有不同特征、能力和需求的群体.在设计行人安全措施时,应考虑并优先满

足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需求(参阅表４１).本章将在后面的小节中提供关于儿童和残疾人

的更多信息.

方框４１　在行人安全措施中考虑老年人的需求

　　年龄与影响行人交通伤害风险的各种不同特性和技能相关.这些与年龄相关的特

性,也会影响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在与行人安全措施发生交互时的处理方式.因此,在计划

干预时,要给予特殊关注.
有几种因素会共同提高老年行人的风险:
● 视力的退化会对他们安全过街的能力产

生负面影响.与年轻人相比,通常老年

行人过马路时对交通的观察较少,并会

在更小的车距间穿行(８);
● 移动能力的降低,使得老年行人在临近

危险时,无法作出快速反应以避免事故;
● 潜在的健康状况或虚弱可能在事故发生

时导致更严重的伤害;
● 过街时的速度减慢.老年行人的过街速

度本身不会增加风险;风险来自于车流

的速度,特别是自动控制的交通信号灯

没有给予行走速度较慢的行人足够的安

全过街时间.在很多城市,用来设置交

通信号控制交叉口过街时间的假设步行

速度,快于老年人能做到的步行速度,使
得当信号相位变为允许车辆移动时,他们被困在马路上(８).

改善老年行人的安全可以实施以下措施:
● 在有信号灯控制的行人过街处,延长给行人的时间;
● 设置标志明显的人行横道和停车标线;
● 修复破损的路缘石和行人坡道;
● 更换缺失的和/或升级现有的交通标志;
● 安装行人安全岛,或更为可取是,凸起的中间行人过街带;
● 使用交通宁静技术,收窄道路;
● 提高公众对于老年行人安全需求的意识;
● 降低法定限速值;
● 加强对于限速值和酒后驾驶的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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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些措施是为保护行人设计的,但是如果实施不当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从
而伤害行人.比如,将一个有标识、非信号控制的路口改造为一个有信号控制的路口,似乎对

行人安全是有益的;但是如果分配给行人过街的时间太短,行人正在过街时车辆已经开始移动

了,就会增加行人的风险.过于短暂的过街时间使得步行速度缓慢的行人处于危险之中.

使行之有效的措施适应当地环境

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财政和道路条件.来自高收入国家的措施不能不考

虑当地的条件而简单地传输到中低收入国家(也请参阅第３章).不是所有４１表中列出的策

略对每个地方都适用或必要;这些干预措施必须调整使之最适合当地的具体条件,包括:交通

速度和流量、车道数量、交通标志的配备、行人流量及特性(比如:学龄儿童、老年人、残疾人)、
位置类型(市中心、郊区或农村)、土地使用的类型,以及其他物理和位置相关的因素.第３章

提供了评估地方因素的方法,以便选择和调整干预措施.

逐步实施干预措施

改善行人安全需要一定时间的持续努力(参阅方框４２).一个城市或地区在开始时也许

针对风险最大的地点采取一些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应扩大地理覆盖范围和实施的干预数

量.

提供支持性政策和指导

改善行人安全需要支持性政策,政策可以是专门关注行人安全的,也可以作为一般交通运

输和土地使用政策的一部分.规定行人设施设计标准的指南有助于保证在新建道路上的行人

安全并纠正已建道路上的缺陷(７).各类现有指南如«道路通行能力手册»(９)和«完整的街道»
(１０)都可以加以调整使之适合当地现状.一般来说,行人安全政策和指南需要认识到行人是

合法的道路使用者,并在规划者、工程师和规划及管理道路运输系统的专业人员中推广这一认

识;制定并强制执行保证行人安全的交通法规;规划新建道路和/或改造现有道路时,鼓励兼顾

包容性做法;并且关注残疾人、儿童和老人的特殊需求.

框４２　在荷兰海牙改善行人安全

　　海牙市位于荷兰西部的南荷兰省,它距离阿姆斯特丹约４５公里,距离鹿特丹约１５公

里.海牙市拥有大约５０万居民,并有良好的行人基础设施网络和支持性服务.该网络和

支持性服务是不同政府机构、地方团体和公众几年来努力的结果.
海牙在行人安全方面的持续努力有以下特性:
● 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发展总体预算中包含了行人安全措施的财政资源;
● 把行人安全问题的决策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国家基础设施和环境部不负有行人设

施的行政责任.这一角色已委派给地方当局;
行人安全解决方案及设施已纳入地方层面的城市和交通运输总体规划.地方政府不

将行人安全和基础设施规划为独立任务,而是把它作为一般城市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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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当明确了问题和需求就采取行动.比如:只要听到一个公民或商业部门反映相

关问题,地方政府就会随时修理或维护行人基础设施;
● 始终如一地审查和执行行人安全政策.作为持续改善行人安全工作的一部分,

１９８９年海牙市议会通过了DeKernGezond计划(给内城健康的心脏).该计划给

内城区的公共空间设计提供了框架,概述了对公共空间规划的新提议.上世纪８０
年代后期,海牙内城区的交通以汽车为主导,穿城交通非常繁忙.DeKernGezond
在公共空间设计中优先考虑了行人.街道和广场被重新设计得利于行人.城市开

始增设步行区.使用的新设计和新材料,很好地适应了行人的流量和速度.中央

车站区域被重建,繁忙的集散道路被置于地下.地上路面留给了行人和自行车,使
他们能够自由、安全地行走和行驶.２０１１年,几乎整个旧城都被改造为步行区域.
目前,海牙拥有荷兰最大的无车区.

图:海牙市的行人死亡和伤害数量(１９９３Ｇ２００９)
行人死亡数量:绿色曲线;行人受伤数量:黑色曲线;年份

　　通常,海牙每年的行人交通死亡数量不会超过１０人;有些年只有１人.这主要由于

城市里持续实施的行人、交通运输和城市发展项目,这一点在行人重伤的数量上也有体

现.

４２实施行人安全干预措施

本小节提供了表４１中列出的行人安全措施的详细信息,探讨了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及实

施时需要考虑的问题.所提供的案例说明了这些干预措施在全球不同的环境中是如何实施

的,并重点描述了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机会和挑战.这些案例既有针对高风险地点(比如:行人

过街处)或群体(比如:残疾人)的综合干预措施,也有侧重于特定风险因素(比如:速度管理)的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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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１减少行人暴露于车辆交通的机会

有不少具体的工程措施可以减少行人在车辆交通中的暴露.这类措施多数涉及分隔行人

与机动车或减少交通流量.本小节将讨论人行便道有标识的人行横道、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

以及公交线路等可以减少行人在车辆交通中的暴露的重要策略.这类措施是行动的良好开

端,但只有它们与其他措施(如降低车速)相结合时,行人安全才能得到最大改善(也请参阅小

节４２２).

人行便道

人行便道将行人与机动车和自行车分离,给不同类型的行人提供了行走、跑、玩和见面交

谈的空间.
研究表明,人行便道改善了行人安全,也使更多人采用了步行出行方式:
● 有人行便道和凸起的中央带的地方,行人事故就少一些.一项在美国开展的研究发现,
相同交通量情况下,没有人行便道的道路上发生行人事故的可能性是有人行便道的２
倍以上.在没有人行便道的居民区中发生的事故占所有行人Ｇ机动车事故的２３％,但在

行人Ｇ机动车流量中只占３％(３).
● 人行便道的存在对于减少“沿马路行走”的行人事故起到了非常有益的作用.一项在美

国开展的研究发现,与没有人行便道的地点相比,有人行便道的地点发生行人事故的可

能性减少了８８％(１１).
● 在有步行道的地方,步行人数增加(５).
为了使人行便道在行人安全上的效益最大化,应当:
● 作为所有新建和改建道路的一部分;
● 在目前没有人行便道的街道上铺设人行便道(参阅方框４３),包括在农村道路上设置路

肩;
● 道路两侧都应设置人行便道;
● 路面要坚硬、平坦;
● 关于人行便道的宽度、深度、路面类型和位置的设计,应依据当地的现有指南;
● 用路缘石、缓冲区或这两者将行人便道与其他车辆分开;
● 人行便道应有连续性,并方便所有行人;
● 进行充分地维护;
● 要有足够的宽度(因为狭窄的人行便道可能成为另一个道路安全隐患);
● 应包括缘石坡道(因为坡道对于满足轮椅使用者和行动困难的行人的需求很重要);
● 没有障碍物(比如:灯杆和道路交通标志)、商贩和其他障碍物;
● 当行人与自行车骑乘者共享空间时,要包括把不同类型道路使用者分隔开来的界限.

　　注:在城区或郊区,人行便道是步行安全的重要设施;但是在一些农村地区,铺

设宽路肩可以替代人行便道,为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提供出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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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４３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对人行便道和步行安全设施的改造

　　解决安全步行和行人交通安全问题也许需要建造新的行人设施,或改进不安全、不便

利的现有设施.阿布扎比城市规划委员会制定了一本街道设计手册,为解决不断增长人

口的需求以及改善行人设施、创建更适合步

行和更宜居的社区提供指导(１２).２０１０年

１月,阿布扎比执行委员会采用了该手册,
将其作为设计阿布扎比酋长国所有城市街

道的主要指导.
根据阿布扎比城市街道设计手册原则,

２０１１年重新设计了一条主要街道中的一

段,萨拉姆街.在重新设计之前,该街道存

在着很大的行人风险,包括:
● 在人行便道上存在障碍物,包括:检

修孔、电线杆、标志杆和其他放置不

当的街道设施;
● 缺乏行人和机动车之间的分离,特别

是没有矮柱和路缘石;
● 在车辆可以自由右转的地方,驾驶员

不避让行人,有时车辆会在路中的凸

起的减速台排起长龙.
重新设计的街道改善了行人设施,包括:

加宽行人安全岛和中央带、中间护栏、凸起的人行横道和交通控制信号.与附近一条类似的

街道相比,这些改造大大改善了步行环境并把行车速度降低了４Ｇ１０公里/小时.速度的降

低大多归因于萨拉姆街上的小型环岛和收窄的车道,这是根据新的指导手册设计的.
除了对街道进行重新设计外,街道的改造还包括了以下措施:
● 强制执行交通法规,以保证驾驶员在通过凸起的人行横道时尊重行人的路权;
● 提高意识并开展教育项目,使机动车驾驶员了解在交通信号灯前车辆/行人的移动

新次序,以及有关行人保护的交通法规;
● 实施其他能够促进步行安全的设计措施,如在右转弯和导向缘石处安装交通柱;
● 改造其他街道,包括行人便道;
● 评估干预措施的效果

有标识的人行横道

在行人过街时,人行横道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将他们与车流分开.有标识的人行横道的

目的是指示行人过街的最佳和优选位置.它有助于表明行人在此处的路权,并要求驾驶员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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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行人.驾驶员对于在此处避让行人的不满,可以通过提高意识、教育和执法来改善.有标识

的人行横道一般设置在有交通信号灯的交叉口,以及其他有大量行人过街的位置,如学校区

域.但是在设置人行横道的同时,也应当采取其他可帮助过街和/或降低车速的道路改善物理

措施.
在设置人行横道时,从业人员和决策者应考虑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 如果没有诸如设置凸起的行人过街安全岛和交通信号灯等相关增强功能的措施,人行

横道标志线不可能提高行人安全性;
● 有标识的人行横道不应设置在车速高的路段上;
● 在超过两条车道的道路上设置有标识的人行横道,可能会增加行人Ｇ机动车事故的风险;
● 过街的位置应方便行人和轮椅使用者.可以分析行人的动作及他们期望的路线(两个

地点之间的最直接/最短路径)来确定最佳过街位置;
● 有标识的人行横道应指导行人晚上在有路灯的位置过街;
● 应设置可察觉的警告装置,以告知有视觉障碍的行人:缘石坡道在哪里结束,街道从哪

里开始.这些警告装置在交通信号灯改变时也应有提示;
● 车辆和行人之间应有足够的可见性.比如:夜间行人过街处的照明要足以使驾驶员看

见行人.

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

行人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是能使行人与车流分离、并且可以不受干扰通过的桥梁与隧道.
该措施主要用于行人流量大的区域.

设置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时会出现的几个问题:
● 措施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大多数行人会使用它们.在东京,确实发生了设

置过街天桥和栅栏后,行人—机动车事故减少了９１％以上(３)的现象.与其它可替代的

过街位置相比,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的使用程度取决于它们的便利、安全和步行距离.
如果有一个更直接的过街路线,行人一般不会使用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高大的栅栏

和其他行人护栏可以被用来引导行人使用这些设施,但这种做法并不总有效,因为行人

总能想到办法绕过障碍在交叉口过街.
● 过街天桥适合于地形允许且不需要匝道的结构,比如:在下穿的高速道路上的人行过街

设施.有许多台阶的过街天桥不便于年长或有残疾的行人使用.地下通道的应被设计

得开放和易到达.
● 一定要设计坡道,以满足轮椅使用者的需求.
● 地下通道容易有积水,而且如没有定期维护,很快就会变得很脏乱.
● 地下通道通常是黑暗、隐蔽的地方,这些地方可能会成为团伙或其他人际暴力罪犯的目

标.正因如此,人们会因为可能存在受到袭击的危险,而避免使用.过街天桥和地下通

道应明亮和安全、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人身安全,只有这样才会被使用.

公共交通线路

在设计任何公共交通线路 — 包括路线和车站时,行人安全都是一个应考虑的重要问题

(参阅方框４４).公共交通线路通常设在主干道上,这是城市街道最危险的一类(１３).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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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交通也许是最安全的出行方式之一,但当转乘的乘客穿行于车站之间时,发生事故的风险

很大(１４).

框４４　设计公共交通线路时要考虑行人安全

　　一个对于大流量公交系统的研究表明,在拉美和亚太地区五个国家中抽样的３２个公

交走廊中,超过半数的道路交通死亡者为行人(１５).多数行人与车辆的冲突发生在车站

或公交终点站.特别是公交终点站,极易成为公交走廊中的危险地方.
这些调查结果已被世界资源研究所(EMBARQ)及其合作伙伴采用来提出重要的设

计建议,将安全纳入大流量公交系统的规划、设计和运营之中.比如在墨西哥城,一条被

称为“都城４号线”的公交线路,就被设计的便于行人.该线路穿过城市的历史文化中心,
其中有些街道的行人流量很大.在这条线路上,实施了许多重要的安全改进措施:

● 提供行人安全过街通道,包括进出车站的通道;
● 提供中间驻足区,以缩短行人过街距离;
● 提供有保护的行人安全岛,通过交通柱和路缘石分离行人和车流;
● 在历史文化中心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交叉口,安装行人过街倒计时信号.过去,行人

需要依赖为车辆设置的信号灯来判断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过街.而为车辆设置的黄

灯不足４秒,不足以让行人完成过街,因而使行人置于危险之中.新的倒计时信号

解决了这个问题.

２０１２年４月,新设计的公交线路投入运营,上述的行人安全设计的改进有望改善行

人安全和步行条件.在世界资源研究所(EMBARQ)及其合作伙伴工作的其他城市,也将

实施类似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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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２降低车速

降低车速是改善行人安全的最有效方法之一(１６).如前面及在第１Ｇ２章中讨论的,速度

是行人交通伤害的一个关键性的风险因素.在可能的情况下,速度管理措施应与减少行人在

车辆通行中的暴露的措施共同执行.即便不太可能减少行人在交通中的暴露,速度管理仍然

是一个能够减少行人交通伤害风险的有效措施.其也是“安全系统”做法中的核心部分.
速度管理远不仅是制定并执行合理的限速值.它采取了一系列工程、执法和教育措施,以

达到路网上安全和高效车速的平衡.关于速度管理策略的有效性及其实施的详细指导,可参

阅«速度管理»手册(１７)和«速度管理:一本为决策者和从业者制定的道路安全手册»(１８).如

第２章中所述,越来越多的关注放在了实现全路段每小时３０公里的较低车速,甚至在整个地

理区域中实现低于３０公里/小时的车速上,而不是仅关注个别街道(１９).
速度管理在工程上的做法包括许多具体的交通宁静措施 — 道路的物理措施、视觉感应

措施和降低限速值,旨在降低车速及有时减少交通流量(２０).交通宁静措施通常分为两类:
● 一类是通过向左或向右移动,要求驾驶员改变他们的行驶方向;及
● 一类是通过向上或向下,要求驾驶员改变行驶高度.

　　注:视觉设计运用了心理学原理,如:在路面上喷涂促使驾驶员降低车速的标

识图案(２１).

交通宁静措施可以是多样化的:从一些小的地方街道的改善,到区域性改变和大型重建

(２０).这些努力包括适度的降速和改变街道设计,在减少行人事故和交通流量上,取得了不同

程度的成功.许多研究显示,减少行人与车辆冲突和事故的相关措施包括:安全岛、在凸起的

中央带上设置有标识的人行横道、收窄道路、蛇形车道、路丘以及重新设计交叉口(３,２２Ｇ２４).
框４５提供了在中国的一个城镇中实施多种交通宁静措施的案例.

框４５　中国斋堂镇的交通宁静措施

　　在中国,行人构成２０１０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的第二大群体(２５％)(２５).经济的增

长、城镇化的日趋发展和机动化交通的增长都潜在地致使了出行的增加,而中国的道路交

通环境导致了行人与车辆的冲突(７).交通违法和执法不足也使得行人面临危险(２６).
目前有很多省市都在采取措施改善行人安全.

２００８年北京市政府在门头沟区的斋堂镇的６条道路上实施了交通宁静的试点措施

(２７),旨在降低车速、改善非机动车使用者的安全和出行条件.这些措施包括:减速丘、凸
起的人行横道、凸起的交叉口、减速台、环岛、路段反向曲线、道路中央颈缩①、通过道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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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岛收窄道路、侧向位移、中间分流岛、吊杆护栏和行人安全岛.
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进行的干预前后数据评估显

示,这些干预措施对道路安全的３个方面产生了

影响(２７):
● 道路交通伤害:措施实施之后,道路交通死

亡从过去的２人降低为０;受伤人数从过去

的６人减少为１人.希望数据采集能持续

几年,以证实干预措施所带来的伤亡确实降

低;
● 车速:在三个交叉口和四个人行横道处观察

显示,平均车速降低了９％;
● 非机动车使用者的出行行为:人行横道的使

用率提高了,在接受调查的人群中,６５％的

人感觉这些措施降低了车速,改善了交通安

全状况.

在选择交通宁静措施时,记住以下问题很重要(２０):
● 交通宁静措施组合可以提供最大效益.理想状态是在不同街道或区域实施这些措施,

而不是只在１个或２个孤立的地点实施;
● 交通宁静措施应根据具体情况设计,不同的措施适用于不同的道路类型.因此,应用为

不同类型街道和区域(如:居住区)所设计的措施是很重要的.交通宁静措施有些适用

于交叉口,有些适用于交通流量低的居住区,而另一些是为了区域范围的应用.表４２
概述了在不同类型道路(干道和地方道路)实施的各种交通宁静措施,以及它们对交通

流量的预期影响;
● 解决速度或者交通流量的问题需要不同的措施.所以重要的是明确目的:是要解决速

度问题,还是交通流量问题,或是两者皆是(参阅表４２);

表４２　交通宁静措施的应用和影响

类　型
降低车速是否适用于

干道 地方道路
对交通流量的影响

减速丘 否 是 可能

减速台 谨慎使用 是 可能

凸起的人行横道 是 是 可能

凸起的交叉口 谨慎使用 是 可能

有纹理的铺面 是 是 可能

速度缓冲区 谨慎使用 是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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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类　型
降低车速是否适用于

干道 地方道路
对交通流量的影响

振动带 是 是 无

(微型)交通圈 否 是 可能

环岛 是 是 不太可能

路段反向曲线设计 否 是 有

变形线性改变的交叉口 是 是 可能

缩小转弯半径 是 是 可能

道路中心岛 是 是 可能

道路中央颈缩 是 是 可能

收窄道路(即减少车道) 是 是 有

限速值 是 是 无

速度报警装置,执法 是 是 无

视觉设计 是 是 可能

警告标志 是 是 无

半封闭流量控制措施 是 是 有

交叉口的斜向分流 是 是 有

侧向位移设计 是 是 无

道路中央分离护栏 是 否 有

“进门岛”措施 是 否 无

交通信号协调 是 否 无

车辆激活的标志 是 否 无

　　注:上述多为减速措施.附件２对于所选择的交通宁静措施给予了简单描述.这些交通宁静措施需要与其

他措施结合才能有效.例如:需要有限速值的执法,同时还要有提高意识和公众宣传活动来支持这些执法活动.
信息来源:参考文献２０

● 减速丘、交通圈和其他交通宁静措施被有些交通工程师、附近居民以及一些媒体视为道

路上的障碍物,从而有可能反对实施这些措施.所以,在规划居民区的交通宁静措施

时,有必要听取居民的意见并得到他们的赞同;
● 仅靠交通宁静措施不能改善行人步行环境.其他问题也需解决,比如:执法和提供足够

的街道照明.

以下讨论的是交通宁静措施中最常用的两种:凸起的人行横道和收窄道路.

凸起的人行横道

减少行人死亡和重伤有两种重要方法:首先是将行人与机动交通分离;第二种是降低车

速,使之达到即使事故发生也不会导致死亡或重伤的程度.凸起的人行横道可以迫使车辆减

速至行人能够在事故中存活的程度.设置一个凸起的人行横道,有望使行人事故减少４０％左

右(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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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凸起的人行横道时,决策者和从业人员主要需要考虑以下问题:
● 凸起的人行横道要有清楚的标识,并应预先警示;
● 它们通常不适用于速度极高的环境;
● 如果在人行横道之前还有其他交通宁静措施,就有可能获得额外的益处.

收窄道路

收窄道路有一些不同的方法,包括延伸路缘带、设置安全岛、通过收窄或去除车道加宽

人行便道.虽然是高成本的干预手段,但像加宽人行便道这类措施有着额外的益处,即可

以为行人提供更高质量的设施.收窄道路有降低车流速度和缩短行人过街距离的双重益

处,它对于安全的影响取决于所使用的措施.比如,提供安全岛,预期使行人事故减少４０％
左右(５).

４２３增强行人的可见性

很大比例的行人事故和死亡发生在光照条件差的情况下(参阅第１章).有许多工程和行

为措施可以使驾驶员更容易看到行人,特别是在黄昏、黎明和夜晚(２Ｇ４).这些措施包括:
● 增强过街辅助设施,比如:凸起的过街安全岛和设置交通信号灯;
● 设置照明和/或过街照明措施.增加道路照明光的强度会提高行人在夜晚的可见性,特
别是在人行横道处.这一干预措施可以明显减少夜晚行人事故.比如:澳大利亚的一

项研究表明,在道路照明改善之后,行人事故降低了５９％(３);
● 去除或重新布置影响可见性的物体,如:阻碍驾驶员看到行人的树和广告牌.或者,延

伸路缘可以让行人在过街前安全地处于一个更可见的位置,并提供了更好的视野观察

交通状况.这些措施的额外益处是可以缩短行人过街距离,并通过收窄道路使车辆减

速.安装信号灯以警示驾驶员可能会有行人过街,在行人流量小的地方也可安装行人

自助式过街交通信号灯(２８).
● 提高行人的醒目性.行人需要意识到,在光照暗或完全黑暗的条件下驾驶员可能看不

到他们,尤其在他们穿着深色服装时.故提高行人可见性的基本措施为选择浅色服装

并在背包、鞋子和衣服上添加反光条.(参阅方框４６).
● 通过公益倡导和其他媒体,提高行人和驾驶员关于行人可见性的重要性的认知,尤其是

夜间可见性.

框４６　在加纳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倡导提高学生在道路上的可见性

　　非政府组织 Amend发出了在非洲道路上提高儿童可见性的倡导.在加纳和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的项目地区,Amend参与了在学校背包上加反光条的“看见与被看见”的社

会营销活动.所制作的书包耐用并价格实惠,并且使孩子们步行往返学校的路上更容易

被看到.通过该社会营销活动,Amend倡导政府和学校系统鼓励使用这种学校背包,并
鼓励特别是学龄儿童的家长购买它.Amend生产、批发和零售这种书包,但是这个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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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倡导并不需要占用大量资源:任何一个非政府组织都可以游说政府、儿童父母和媒

体去支持使用反光材料或其他增强可见性的材料,比如:穿浅色服装 — 一个非常简单的

措施,已被证明可以大大提高行人可见性.
来源:参考文献２９

４２４改善行人和驾驶员的安全意识和行为

改变驾驶员和行人的态度和行为是一项复杂、长期的任务,需要实施若干不同的干预措

施.在下面的几个小节中,将探讨常用的提高意识和改变行为的措施.这些措施与本章描述

的其他促进行人安全的措施同时实施时最为有效,比如:速度管理和减少行人在车辆通行中的

暴露.

教育、外展服务和培训

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行为和减少行人道路死亡发生不仅取决于行人的知识和技能,也取决

于公众支持、对于脆弱性和风险的认知、社会规范和模式、工程措施和执法(１,４).所以,从业

人员和决策者需要牢记:道路安全教育不是一个单独执行的干预措施,而是其他干预措施的辅

助.
道路安全教育项目可以包括:
● 提高意识.包括告知驾驶员:礼让、谨慎、友好、体贴、速度、行人路权和交通法规;
● 基于学校的教育.这类项目帮助儿童获得步行安全的知识和技能(３０).这些是重要的

生活技能.交通法规也是应当让所有儿童都学习的;但是,基于学校的交通教育只有在

与其他干预措施结合时,才能起到减少行人事故发生的作用;
● 外展服务.对于儿童来说,往返学校的路上存在相当大的暴露和风险.很重要的一点

是,何时儿童是最危险的,即一天内的什么时间、一周中的哪一天、一年中的哪个月.儿

童在路边或在车流中行走很危险,主要原因包括:儿童通常缺乏辨别过街间隙和地点是

否安全的能力,所以他们自己过马路时很危险.儿童还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并且还有危

险可能来自于因为使用手机而分心的驾驶员(３１).改善学龄儿童安全的一个策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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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校车”.(参阅方框４７).

框４７　“步行校车”— 排路队

　　排路队最初是在澳大利亚发展起来的,典型的路队是由一名成人在前面带领一队儿

童,另一名成人在队尾跟随,中间是一队行走的儿童,这种形式如同一辆“步行的汽车”.
“汽车”穿过社区,从家里接上所有儿童,最终到达学校.放学时,用同样的方式送儿童到

家.研究表明,排路队是有效的保护儿童安全的方法,它还能促进社区活跃和体能锻炼

(３２).除了能够更安全的到达学校,儿童们每天还得到一些步行锻炼的时间,这有助于他

们的健康(３３).
排路队的概念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实施,包括中国、菲律宾、南非共和国、美国和英

国.排路队也有许多挑战.首先,是维持路队的存在,这有赖于志愿者的参与(３４).
其次是,上学时排路队比较容易,但放学时似乎不然,因为儿童离校的时间不同.第

三是这类服务常常集中在高收入的居民区,而不是较穷困、对儿童风险更大的地区(３２).

● 大众媒体宣传活动.该类活动可以告知公众行人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道路上的风险因

素、事故的影响和已有的解决方案.通过有针对性、有计划的大众媒体和社会营销活

动,使公众了解有关行人安全的法律和风险因素,对于改善驾驶员和行人的行为、增强

对于交通标志及所有道路使用者的路权等交通事宜的理解是有必要的(２８).信息本身

并不足以改变道路使用者的行为,公众宣传应当得到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包括有针对性

的执法作业(参阅方框４８).

框４８　南非西开普省的优先行人安全措施

　　南非西开普省政府正在实施一项名为“安全回家”的道路安全举措.省政府为自己设

定了一个目标:在２００９Ｇ２０１４年期间,将道路交通死亡降低５０％(３５).这些死亡主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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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 省内该人群死亡占比为４８％,城市地区高达６８％.“安全回

家”项目的行人安全部分是以先前的努力成果为基础,比如:２０００年制定的行人安全行动

计划、其他道路安全活动和非机动交通项目.
开普敦市设立了一个非机动车交通委员会,每月都会开会讨论和规划影响这一交通

方式的问题.开普敦高速公路管理系统也采取措施,基于视频监控改善高速公路上的行

人安全.省里的每个区都有具体的行人安全活动,比如:鼓励佩戴反光条和在学校里组织

学校交通安全队.

２０１０年,省政府委托开展了一项研究,
建立一个帮助评估干预中、长期策略影响的

基线(３５).该研究总结了可实施的重要安

全和交通宁静措施,并生成了一份全面报告

(２０).该报告也确定了１６项将要实施的

具体行动,其中许多与行人安全相关.比

如:改进数据采集和处理,审计道路标线和

限速值,分析危险位置的数据,提高意识和

改进执法.２０１２年,省政府委托开展了一

项研究来确定西开普省对于行人最危险的

６个位置,并为缓解每个地点的状况提出建

议(３６).
“安全回家”项目中正在实施的措施包

括:
● 在沿省道的危险路段上采用速度摄

像头;
● 在开普敦郊外,建立一个反酒后驾驶的操作室,在当地被称为影子中心.该中心在

危险地点附近开展即时的呼气酒精分析,因此提供了很好的干预机会,为减少酒后

驾驶发生率作出了努力.
● 每月在地方和省级报纸上发布“姓名和耻辱”名单,公布所有酒后驾驶违法者姓名

及其家乡;
● 使用 YouTube视频网站上严重事故的连续镜头,开展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事故

目击者”);
● 采用闭路电视影像作为证据,在省内造成行人死亡的铁道路口加强执法;
● 鼓励公众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如: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和南非最大的社交

网络平台(Mxit)公布鲁莽驾驶行为,特别是公交驾驶员的鲁莽驾驶行为;
● 在两个事故高发地点,设置行人过街天桥;
● 开展对车辆和驾驶员的随机检查.
在３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些初步的努力使得道路死亡降低了２９％(３５).尽管数据的

可及性问题是评估全省道路交通死亡趋势的主要限制,但希望现有的数据库系统和那些

已提出的改善或发展建议,将会随着实施的进展有助于对这一项目的评估.该项目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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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在整体道路安全方案中如何优先考虑行人安全.

交通执法

影响行人安全的交通法律法规,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在交叉口、人行横道和其他位置控制行

人和驾驶员的行为(２８).综合立法是行人安全的一个要素,但在缺乏执法和充分力度处罚的

情况下,法律本身不足以促进行为改变.驾驶员和行人的守法对于行人安全至关重要 — 比

如:法定车辆限速值、酒后驾驶规定、遵守红色交通信号灯和行人交通信号灯 — 遵守这些法

律的动机,部分是对被察觉的风险的认知,即执法;部分是对处罚严重性的认知(１).
驾驶员未能遵守速度法规,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行人事故和伤害的发生.应确认行人流量

大的区域,并在那里使用更低的限速值.除了警察强制执法限速外,还需要实施与道路和车辆

相关的物理措施,比如减速丘,它有助于驾驶员遵守最大限速值(参阅小节４２２).通过可见

的交警巡逻与固定摄像头相结合,实施始终一致的、高可见度的执法是必不可少的(１８).同

样,行人也应当守法,比如当交通信号灯是红色时,应停下让车辆通过.
受酒精影响的驾驶员和行人给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带来伤害风险.严格的法律及辅助

性的活动有助于减少与酒精相关的行人道路交通伤害.它们包括(４,１８):
● 开展关于酒后驾驶的大众媒体宣传活动,包括向公众告知酒后驾驶相关法律和处罚;
● 设定并强制执行BAC法定阈值.一般驾驶人群设定为００５g/dl,对于年青和没有经验

的驾驶员,应设定并执行更低的阈值;
● 设立并强制执行规定最小饮酒年龄的法律;
● 管理并强制执行酒精供应相关法律;
● 通过随机呼气测试和清醒检查点强制执行BAC法定阈值,并对违法者进行处罚;
● 强制执行在公共场所醉酒的相关法律,法律对象包括驾驶员、行人和其他公众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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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急诊室就医的因酒精相关问题而受伤的人员进行短暂干预,包括行人、驾驶员和其

他病人;
● 对于BAC阈值超过０１５g/dl的高危违法者,开展康复护理.

４２５改进车辆设计以保护行人安全

由于车辆设计的改进,机动车对其驾乘者来说已经越来越安全了.直到最近,在整车设计

中才纳入了很少的保护行人的功能,但是,越来越多的设计正努力尝试加入减少行人事故发生

和/或当事故发生时能减轻行人伤害程度的功能.

通过车辆设计防止碰撞

车辆的“辅助制动”功能改善了紧急制动能力,从而减少了碰撞的机会.当传感器检测到

异常快速的制动踏板动作和/或制动踏板上的异常压力,即检测到了紧急情况时,就会激活辅

助制动.对于多数新车型,辅助制动现已作为标准配置,可以防止一些与行人的碰撞或至少减

少碰撞速度的影响.法国的一项评估推断,配备辅助制动的汽车造成行人死亡的几率比没有

辅助制动的车辆低１０％(３７).
但是,只有在驾驶员试图刹车时才会激活辅助制动.如果驾驶员没有察觉危险,可能就不

会进行刹车.比如,在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州,４５％的行人致命事故中,驾驶员报告他们没有采

取躲避行为,通常因为在碰撞前他们没有看到行人,或没有意识到可能发生的碰撞.
在包含行人保护的车辆设计中,自动紧急制动系统(AEB)是一项最新进展.配备自动

紧急制动系统(AEB)的汽车带有传感器,通常被安装在进气格栅后和/或挡风玻璃后面,可
以扫描到车前的路面和路侧状况.如果传感器检测到车前有与行人(或车辆)发生碰撞的

危险,就会向驾驶员发出警告,并/或自动应用制动系统.目前,AEB的市场渗透率并不大,
但是随着欧洲新车评估项目(EuroNCAP)和其他类似项目的要求,它的市场会迅速增长.
如同所有新技术一样,车辆装备这种系统也需要几年时间才会对整体事故数量产生明显影

响(３９Ｇ４１).

通过车辆管理和安全评级控制伤害

新车评估项目(NCAP)的概念,是上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由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开

发的,旨在评估和公布新车对于乘员的保护程度.NCAP基于碰撞试验数据和安全特性评估,
创建了对新车的车辆安全评级.该项目的目的是告知消费者车辆的安全性,并影响消费者行

为,从而鼓励车辆制造商改进车辆设计.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本、南韩和拉丁美洲也都

建立了新车评估项目(NCAP).另外,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也参与实施了新车评估项目

(４２).
欧洲试验车辆委员会工作组在上世纪８０年代最初制定了行人碰撞测试程序.基于该程

序,自２０００年起,NCAPs在欧洲、澳大利亚和日本,以及最近在韩国均出台了行人安全评估

(４２,４３)(参阅方框４９).最近,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的 NCAPs中,将行人安全的分数纳入了对

于车辆的整体 NCAPs安全评级中.与正式法规相比,这些新车评估项目已经对保护行人安

全的车辆设计改进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与驱动汽车制造商决策的市场力量相比,正式法规的制

—４７—

行人安全



定要慢得多.
在欧洲和日本已经推出了一些关于行人保护的车辆设计规定.而最近联合国世界车辆法

规协调性论坛(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第２９工作小组)经过对针对行人安全的强制性车辆规

定中应被使用的标准进行了广泛辩论后,发布了一项针对行人保护的全球车辆技术法规

(GTR).GTR的碰撞试验标准没有 NCAP的相应标准 要求严格,但是强制遵守 GTR,可能

会促进对目前车辆设计的改进(４４).目前在市场中流通的许多车辆甚至满足不了 GTR设定

的最低标准,一旦越来越多的新车能够满足最低标准,可以对 GTR的要求进行修改,使它们

更接近于 NCAP的要求.这对于整合碰撞检测和伤害缓解系统的效果来评估对行人的保护,
也是一个有力的例证(４５).

框４９　评估行人安全的碰撞试验程序

　　在法规和消费者咨询方案中,目前都已完善了用来评估当事故发生时车辆能在多大

程度上保护行人的测试程序(４６).与碰撞试验不同,碰撞试验评估的是对车内乘员的保

护,用的是１∶１尺寸的撞击测试假人;行人碰撞试验则是模拟汽车与行人腿部、臀部和头

部的撞击.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很难保证１∶１尺寸的行人假人和汽车碰撞的可重

复性,同时也考虑１∶１尺寸的行人碰撞试验假人是否能有栩栩如生的外貌或反应能力

(４７).目前的行人碰撞试验程序,很大程度上是以１９８７年由欧洲试验车辆委员会(EEＧ
VC)工作组提出的技术规格为基础的.特别是选择了４０公里/小时作为车辆测试速度,
因为在１９８２年时该速度被认为是代表导致行人重伤的撞击速度,以及对于汽车设计者在

更高的速度下满足测试要求的能力存在一些怀疑(４８).

４２６对受伤行人提供医疗护理

行人安全的首要目标应是防止道路事故的原本发生.但是,尽管做了再多的努力和计划,
仍有行人受伤.有效的事故后医疗护理应对可以最大程度减小严重伤害的后果,包括长期发

病率和死亡率.被高速行驶的汽车撞击的行人,最终多数会留下运动性残疾,而且死亡率远远

高于车内乘员(４９).行人有独特的损伤特点 — 成人的损伤主要在于腿部、头部和骨盆;儿童

的损伤主要在头部和颈部,其次是肌肉骨骼受损.一般说来,头部损伤更致命,而肢体损伤与

长期残疾相关.这些损伤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能量传输(车辆的速度)、撞击的

角度、首先受到撞击的身体部位以及车辆的设计(参阅第１章).在考虑组织和实施事故后医

疗护理时,需要考虑到这些因素(５０).
事故后医疗护理包括一组连续的措施和医疗护理,旨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减少伤害带

来的影响(参阅图４１).轻伤病人也许不需要进一步的医疗护理或住院治疗.对于受重伤的

受害者就需要一系列的医疗护理,包括在事故现场路人采取的措施、获得使用院前医疗护理系

统的机会、紧急医疗服务,医院最专业的创伤护理以及帮助受害者重返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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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这一链条的有效性及伤者的结局,取决于链条每个环节的力量(５１).在一个成熟的创

伤系统中,创伤医疗护理的实施是完整而全面的,从伤害预防到对受伤行人和其他道路使用者

的院前护理、医院的创伤护理和康复服务,都是以一种整体方式组织完成.

图４１　受伤行人的创伤医疗护理链

院前医疗护理

多数道路交通死亡发生在病人达到医院之前.能否及时地进行院前医疗护理并将病人迅

速地运送到合适的医疗机构或创伤中心,对于受伤行人的结局至关重要.许多高收入国家已

经建立了综合性的昂贵的紧急医疗护理系统.通过拨打急救电话,即可获得正规紧急医疗服

务(EMS),特别是在城市地区,可获得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提供院前医疗护理.受伤人员

由配备监控装置、各种药品和无线通讯的救护车运送,并由医师或非医师护理人员给予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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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前医疗护理.该服务的目的是在病人到达专业的医疗护理中心之前,能够快速发现和处理

伤者身上危及生命的伤害.已经证实,伤员鉴别分类和直接运送到一个医疗护理中心可以降

低包括行人在内的重伤员的死亡率(５３).在许多地区,路人和其他最先到达事故现场的人,如
警察、救援人员和消防员都受到急救培训,以便在专业医疗救助到达现场之前,帮助这些受伤

者.
应当指出的是,全球大多数人都得不到这种先进水平的院前医疗护理.在许多国家,只有

极少数的伤员在事故现场得到治疗,为数更少的人能够通过救护车被运送到医院.其结果就

是,许多伤员可能在事故现场或在受伤后最初的几个小时中发生不必要的死亡.基于现有系

统并利用社区资源,可通过多种方式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下加强院前医疗系统.许多国家通过

受过培训的商业驾驶员、社区工作者或其他团体向受伤行人提供事故后医疗护理,并获得了不

同程度的成功.紧急救援系统建立的策略应当旨在保证设备、物资和组织架构的供给和使用,
以便为受伤人员创建一个有效的、并且适合当地的院前医疗护理系统(５４).

医院内的创伤医疗护理

如果能及时将伤者送到适当的医院接受专业的医疗护理,将使伤者能最大程度获益.通

过验伤分类的过程,院前医疗护理提供者会将病人送往一个能够处理伤病的适当医院.行人

经常承受“多发伤”或多处伤,如果在能够处理这类病人的功能完整的创伤中心治疗,他们的预

后效果会更好.许多高收入国家,已指定了具有足够物资和训练有素的医护人员的医院和创

伤中心来治疗伤病员.在若干高收入国家中,都已证实这一做法将改善伤者的预后效果(５５).
美国外科医师学会制定的«高级创伤生命支持指南»(ATLS)给出了针对重伤者的标准做法,
已被证明,在治疗伤者时实施这一指南将改善病人的生存机率(５６).使用这样的规则培训参

与照顾伤者的医护人员很重要,许多国家已把它作为强制性要求.重大创伤复苏应由团队协

作完成,在病人管理中,每个训练有素的团队成员都有一个指定的任务.事实已证明,这样的

创伤团队可以明显缩短复苏期(５７).改善医院内医疗护理不一定需要昂贵的技术和设备.通

过传授培训、更好的组织、规划和简单的质量改善项目,创伤医疗护理也可以通过可负担和可

持续的方式实现(５８).

康复

许多受到伤害的幸存者都留下了限制他们灵活性和功能的身体残疾(参阅方框４１０).
这些严重后果,有许多是可以通过早期、多学科的康复服务避免和减至最低的.康复服务是创

伤医疗护理的一个主要元素,应当提供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一个递增的趋势是,以整体方式

为伤者提供所有的上述服务.通过一个包容性创伤系统,即一个包含所有设施和能力的综合

伤害应对网络,来照顾伤者.比如,美国有一个未来创伤系统的愿景,即旨在通过一个完全纳

入社区公共卫生系统的、有组织体系的伤害预防、紧急医疗和康复服务,来增强社区健康.它

期望创伤系统拥有确定风险因素以及能够进行相关干预的能力,并以整体方式最大限度地为

最终需要急救创伤医疗护理的病人提供优质资源.它希望创伤系统将解决创伤医疗护理的日

常需求,并形成预防灾害的基础.应当明确、部署和研究创伤系统中每个组成部分的所需资

源,以保证所有伤者能够获得适当程度的及时、协同和经济有效的医疗护理(５９).
国家应做好应对伤者的准备,帮助他们减轻伤害带来的后果并提高生活质量.在道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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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故后,对于受伤行人的处理方式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机会和质量.上述的３个医疗护理组

成部分,即院前、院中和康复服务,相互关联并形成了一条医疗护理链.

框４１０　残疾行人

　　残疾人在世界人口中占１５％(６０),但不清楚由于行人交通事故而造成残疾的比例.
已知的是,残疾的儿童和成人通常受伤率会更高(６１Ｇ６４).比如:

● 一项美国的研究发现,有残疾的儿童

作为行人或自行车骑乘者被机动车

撞到的可能性比没有残疾的儿童高５
倍以上(６４);

● 一项新西兰的研究发现,视力异常的

步行儿童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是其他

儿童的４倍,听觉异常的步行儿童受

到伤害的可能性是其他儿童的２倍

(６５).
另外,如同其他道路使用者,残疾人在

没有足够行人过街处的道路上行走或使用

个人辅助设备时,可能会感到焦虑和压力

(６６Ｇ６７).
由于以下原因,提高了残疾行人的风险

(６４):
● 行动困难的人过马路的速度会更慢,

如果行人便道或路面不平,可能有更

大跌倒的风险;
● 如果缺少路缘开口或缺少通道,就会

不利于轮椅使用者,并可能使他们更难躲避交通;
● 盲人和聋人可能不能预测和避开其他道路使用者;
● 智障的人可能不能作出良好的安全判断 — 不知何时过马路安全 — 或采取不可预

知的行为方式.
环境改变有可能减少残疾人的道路交通伤害(６４).比如:有触感的道路铺面可以提

醒视障人士哪里是道路和台阶的边缘,并提示哪里可以安全过街.最新研究也展示了一

些能够更好地为残疾行人提供道路安全设施的方法.比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参与性

研究探讨了地方道路决策者和残疾人对于城市和农村地区道路规划的观点,以促进在道

路规划中包括残疾人的需求.这一研究行动引发了更深层的意识和伙伴关系(６８).英国

的研究调查了聋人的道路安全经历,其中包括驾驶员和行人,并提出了改善他们安全的措

施建议以及警察对于他们需求的回应(６９Ｇ７０).但是,对于残疾人的伤害风险和适当的预

防策略,仍需要更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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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残疾报告»强调了交通便利的重要性.交通便利的基本特征应包括(６１):
● 提供路缘开口和坡道;
● 安全过街设施:有盲人和聋人能够察觉到的信号;让行动困难的人有足够的过街时

间;
● 可到达建筑物的入口;
● 可到达所有空间的路径,以及

● 到达公共场所的便利通道,如厕所.

４３小结

可将本章内容总结如下:
● 改善行人安全的有效干预措施是存在的.实施时应采用侧重于工程、执法和教育措施

相结合的做法.采用单一的做法通常不太有效.为了全面解决不同环境下的多项行人

风险,需要多管齐下;
● 已被发现有效的干预措施包括:降低车速、使行人与其他交通分离、提高行人的可见性、
通过公众教育和执法,改变行人和驾驶员的行为、改进车辆设计和改善伤者医疗护理;

● 行人应被视为一个有不同需求和不同能力的群体.在设计和实施措施时,应优先考虑

如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特殊行人群体的需求;
● 本章中的案例研究强调了成功的几个关键元素:

　▶ 在多个行政管理层面上,政治领导的重要性;

　▶ 不同领域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和贡献;

　▶ 规划和分配资源的需要;

　▶ 设定目标的必要性;

　▶ 长期持续努力的作用;

　▶ 实施有效干预措施的重要性,以及

　▶ 评估的必要性(参阅第５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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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针对可用来改善行人安全的主要干预措施进行了综合概述并提供了范例,强调了

整合工程措施,执法和教育的必要.本章将继续讨论如何评估以上措施的影响,以及如何对行

人安全进行倡导.
本章分为两部分内容:

５１评估行人安全干预措施:本节提供了评估行人安全干预措施的重要准则,讨论了事前

计划的重要性,提供了可以用于评估行人安全干预措施的过程、产出和结果的指标范例.

５２倡导行人安全:本节提供了行人安全倡导的主要原则和范例,强调了运用策略性措施

的必要性,包括进行长期持续的倡导工作,优先重点领域,建立联盟,促进以证据为基础的解决

方案及审查进展.

５１评估行人安全干预措施

评估是行人安全干预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项实施得当的全面评估,能够测评项目的

有效性及评定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结果.它可以甄别成功与否以及项目的局限性,并可针对如

何调整项目以实现目标提供见解.评估结果可以为参与行人安全项目的决策者提供重要指

导.它们也可以提供宣传的内容及改进思路和举措,并有助于国际交流和学习.
也许不同机构在计划、选择评估方法和结果宣传的具体方式上会有些区别,但是在评估行

人安全项目时要牢记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１):
作评估计划.保证在所有国家和地方级的行人安全计划(参见第３章)、策略或干预措施

中包含监督和评估的部分.最好在项目初始阶段即开始规划评估方案,而不是实施已经开始

后才进行规划.在项目规划阶段确定评估的目的、评估类型和应采用的指标将会改善评估的

最终质量.
确定所在环境中现有的监测和评价活动,以及相关负责机构.这将有助于确定现有相关

数据,并同现有的监测和评估机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可通过调查和利用现有的数据库采集

基线数据.
确定合理指标来监测过程、产出和结果.表５１展示了监测和评估行人安全项目的三类

主要指标.可以回顾一下第三章中提出的一些指标,通过这些指标可以采集数据监测和评估

行人安全项目的进程.
按照计划,实施有一致性的评估.一旦规定了适当评估设计和方法之后(关于分析单元、

人口、样本及数据采集的方法),按照这些方法实施评估.用于评估的数据可通过检查现有的

数据库,以及进行调查,观察,对驾驶员和行人进行BAC检测,道路安全审计和感知评估(参见

框５１)采集.许多用于现状评估(参见第３章)的方法也适用于评估.
利用评价结果去改进项目,并将项目的成功或失败告知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参见框

５２).评估的结果要在项目工作人员、政府、公众和行人安全项目的资助者中进行宣传,讨论

并加以利用.这些不同的群体需要考虑项目在哪些方面可得到改善,哪些事情可以避免,从而

使所关注环境下的行人安全问题得到改善.

—６８—

行人安全



表５１　评估行人安全项目的指标

指标类型 目　的 范　例

过程指标 评估变化过程中的进展,
以显示项目或活动是如何

实施或执行的

 建立工作组

开展现状评估

 准备行人安全计划

 在国家和地方性政策和项目中优先排序行人安全

工作

 实施行动计划

产出指标 测评归因于项目进程的产

出或产品

 发布并宣传行人安全计划

 正式启动行人安全计划

 行人安全计划得到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认可和支持

 为行人安全计划配置人力和财政资源

确保人行便道的空间

结果指标 测评实施各项活动的最终

结果

提高关于行人伤害风险因素的知识和意识水平

行为改变:在速度、酒后驾驶、过街和在行人优先的

位置避让行人方面的改善

减少行人的伤亡

框５１　在乌干达坎帕拉一条主要公路上的行人过街天桥

　　２０１０年,乌干达超过４０％的交通事故死亡者是行人(２).虽然步行是大多数非洲国

家的主要交通模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行人道路基础设施大多不足或不发达(３,４).
作为解决行人安全问题的一项努力措施,政府在距坎帕拉市中心约６公里的纳卡瓦

贸易中心建造了一座耗资约１０万美元的过街天桥,(５).这个繁忙的贸易中心坐落在坎

帕拉Ｇ金贾公路上,有许多小型零售商店、实业企业、一个体育场馆、多个办公楼、低成本的

住宅区和学校.过街天桥于１９９８年８月建成,当时由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刚刚颁布,以及

发生在贸易中心所在位置的几起交通事故激起了公愤,所以对道路安全的重要性的格外

注意.

２００２年进行的一项对于天桥的评估揭示了以下结果(５):
● 仅有超过１/３的行人使用过街天桥.使用者大多是女性(４９％)和儿童(７９％).天

桥的低使用率反映了一些设计缺陷,以及过街天桥的位置问题,引起了使用者的安

全顾虑.受访者担心天桥不整洁,照明差,孩子们在上面闲逛.大多数行人认为天

桥使用不便.因此,可以看到许多行人穿过车流过街.至２０１２年７月,似乎仍没

有对于天桥作出任何改变.
● 天桥建成后,行人死亡人数从８人降至２人,但行人的重伤人数却从１４人增至１７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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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孤立的干预措施实施后的复杂结果表明了行人安全综合措施的必要性.而诸如

降低和限制车速,设置表面凸起的人行横道,提供人行便道,以及提高公众对于这些措施

的意识的其它措施,应可作为对过街天桥措施的补充.

框５２　纽约市对行人安全措施的持续性实施和评估

　　纽约市以改善道路安全,特别是行人安全而著称.(６)纽约市减少行人死亡率的一个

主要因素是持续实施安全措施,以及对措施的绩效进行评估.因此,行人年度死亡率从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５８/１０００００持续下降至２０００Ｇ２００９年间的２/１０００００.(７)
近年来城市的行人安全举措证明了运用综合措施全面改善行人安全的重要性.２００８

年,为了维持或加快行人死亡率的下降,纽约市交通局设定了一个降低年度道路交通死亡

率的目标,即到２０３０年时,将２００７年时的死亡率水平降低５０％,也就是说,从２７４人降至

１３７人.数据显示,２００５Ｇ２００９年间,纽约市行人死亡占道路交通死亡的５２％,因此行人安

全被确定为一个重点改善领域.
为了制定一个有效的行人安全策略,研究人员分析了纽约市７０００多起严重和致命行

人伤害事故,以确定其原因,风险因素和空间分布.结果分析如下(７):
● 在道路交通事故中,造成行人死亡的可能性是机动车驾乘者的十倍;
● 在导致行人重伤或死亡的事故中,近３６％涉及驾驶员的注意力不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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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导致行人重伤或死亡的事故中,２７％的事故涉及驾驶员在交叉口转弯时没有采

取避让措施.
● 在导致行人重伤或死亡的事故中,“不安全车速和视距不足”被作为２１％的事故的

风险因素;
● 在所有致命行人事故中,８％与驾驶员饮酒相关.但是这种状况有可能被低估了,

因为数据指出在约２１％的致命和重伤事故中,驾驶员离开了现场;
●８０％造成行人死亡或重伤的事故中涉及男性驾驶员;
● 大多数纽约市的居民不知道城市街道的标准限速值为每小时３０公里;
●４７％的行人死亡发生在曼哈顿的一条主要双向街道上,该区域包含了本地区的两

个最大的商业区;
●７４％的行人交通事故发生在交叉口,其中４７％的行人死亡和重伤发生在有信号灯

控制的交叉口,５７％的事故发生在行人遵循信号灯过街时.
●７９％的行人死亡或重伤的事故与私家车有关,而非出租车、卡车和公交车;
● 老年行人(６５岁以上)占所有行人死亡的３８％,重伤的２８％;
● 曼哈顿街区每英里的行人死亡和重伤数量是其它４个区的四倍;
● 在曼哈顿死亡的行人,有４３％是居住于其它区或纽约市外;
●４０％的行人交通事故发生在下午较晚时间和/或傍晚;
● 深夜的行人事故几乎是其它时段的两倍.
纽约市交通局制定了一项行人安全行动计划,涉及的其它重要部门包括纽约市警察

局、纽约市健康与精神卫生局和纽约州机动车部.行动计划专注于针对性极强的工程、执
法和教育/公众信息相结合的措施.实施立即就开始了,首先是强化现有的措施.许多行

动计划中的措施都是已经开始实施了的措施,包括:
● 每年在事故高发区重新设计３０公里的走廊;
● 在１５００个交叉口安装行人过街倒计时信号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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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补充实施７５个时速限速每小时３０公里的学校限速区;
● 在全市的几个居民区实施“邻近慢行区域”,将那里的限速值降至每小时３０公里;

并且

● 在驾驶员普遍不做避让的交叉口实施公众信息宣传,并沿主要交通走廊进行针对

超速的执法.
除了行人安全措施,还实施了一些旨在减少一般道路交通伤害和死亡的其它措施.

(６)
一项对于纽约市新近实施的１３项安全措施的评估,包括了行人干预措施,如全行

人相位、高可见度的人行横道、增加行人过街时间、分相时间、行人护栏、收窄道路(减
少车道数量,增添转弯车道),减速丘和降低限速值(６).评估发现,分相时间、安装信

号灯、高可见度的人行横道、全行人相位和增加行人过街时间的措施减少了２５Ｇ５１％的

行人和所有道路事故.不太有效的措施包括设置降低限速值的标示和道路中央的行人

护栏.(６)

５２倡导行人安全

即使是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的基于证据的计划,在实施后也不能保证长期效果.许多

机构的本能是阻止改变.当需要通过改变带来更大的公平和正义时,实施这项改变可能面对

着相当大的压力,尤其是当该问题或有问题的群体在传统上一直被忽视时.倡导或施压团体

可以是创造条件以促进政策和项目改变的关键(参见框５３).倡导寻求提高对一个问题的认

识,旨在影响政策、项目和用于它的资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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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５３　“生活化街道”

　　１９２９年,在英国,一群人开始关注汽车使用量不断上升的趋势和与其相关的行人死

亡增加.他们决定采取行动并形成了一个行人协会,该协会于２００１年更名为“生活化街

道”.在该组织的历史上,它一直是代表全国行人发声.在最初几年,他们的活动推出了

关于驾驶考试、斑马线,以及每小时５０公里的限速值.今天,他们依旧在影响着国家和地

方的决策者,举办鼓励市民步行的项目,并为创造安全、有吸引力和令人愉悦,行人愿意行

走的街道而努力.他们有遍布全国的地方组织,而且每年他们使超过１６０万的儿童参与

其“步行上学”的活动.

倡导行人安全有多种形式,包括(９):
● 敦促政府官员改变政策、计划和项目,使其更利于行人安全和出行;
● 宣传安全步行的重要性,并创造对安全、适宜步行的社区更广泛的需求(参见框５４);
● 提供使社区受益的专业知识;
● 说服社区领导或政府官员缩窄街道,安装步行信号灯及拓宽人行便道;
● 赞助社区步行活动,向公众介绍行走带来的好处和乐趣;
● 在听证会上作证;以及

● 街头展示活动,提高行人对不安全步行路线的认识.

框５４　“活死路”－只允许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通行的街道

　　作为全国行人倡导团体的联盟组织,国际行人基金会(IFP)创立于１９６３年.２００５
年,IFP得到瑞士行人协会和一个私人基金会的支持,进行了重组,现在成为一个不断扩

大来自全球的行人协会和其他对步行感兴趣的机构和个人的网络.IFP的目标是促进和

捍卫人们行走的全面通达和移动性的权利.将这些目标转化为政策,IFP致力于实现防

止道路交通事故和伤害.

IFP在国际层面代表行人的利益,它与联合国和欧盟的机构共同工作,并广泛地与

非政府组织合作.IFP在过去几十年间所作的长期承诺是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

技术委员会代表步行的道路使用者的担忧.近年来,IFP已开始承担一些试点项目,如
“活死路”项目试图说服辖区更新＇那些可允许行人或自行车骑乘者通行的“死胡同”标
示牌.

“活死路”项目建立于频繁出现在道路标示牌上的一个差异:一些有“死胡同”标示牌

的街道往往仅针对对于汽车,而对于自行车骑乘者和行人,它们可能是首选和更安全的路

线.IFP为当地行人协会提供了一套工具,帮助城市政府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对标示牌

作出简单改变,从而使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获得适当的信息.虽然项目的直接产出是对

道路标示牌的简单改进,但它的真正价值在于鼓励当地交通工程师突破固化思维,愿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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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考虑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行人协会可以将自己定位为市政府

的合作伙伴和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来源:参考文献８

　　行人可通行的 “死路”　　　　　自行车和行人可通行的“死路”　　　　　所有道路使用者都不能通行的

死胡同

团体如何倡导部分取决于其领导人的个人风格、技巧以及他们与政府的关系.无论核心

小组优势和技巧何在,以下六项原则适用于大多数行人安全的倡导工作(８,１０):

１ 做出长期承诺:改变很少在一夜间实现,即便是在绩效最好的国家,也需要数年的努力

才能实现减少行人道路交通死亡.代表行人安全作政策改变的倡导需要无数小时的努力,包
括为咨询委员会服务,跟踪和评估项目和计划,提出意见和证词,和倡导对标准操作程序作出

改变,如街道设计标准和过街标识的政策.成功需要长期的坚持和承诺.

２ 优先排序关注领域:采用一种战略方式,通过确定和立即关注在几个主要优先领域.
设定优先领域需要在当地的环境下有一个对于道路安全和政治局势的良好评估(参见第３
章).与其开展不一定产生结果的广泛活动,不如仔细地做有针对性的倡导,充分利用有限的

时间和资源,支持最大的潜在收益.倡导团体必须实际看待其员工和合作伙伴可实现的目标,
并且在每年开展几个数量有限的项目,尤其是在运作的前几年.

３ 促进基于证据的解决方案:保证所作出的努力都是基于最好的科学证据,这一点至关

重要.非政府组织应当参与与道路安全专家的持续对话,以便随时了解来自该领域的最新知

识和实践经验,并用这些理解加强正在进行的研究和活动.某些情况下,最好的科学证据可能

与共识发生矛盾,非政府组织可以在解决这类冲突中发挥作用.

４ 利用现有资源:利用现有的材料和资源有助于避免重复劳动.许多机构提供可用于支

持国家和地方道路安全举措的材料.这些材料必须针对相关受众,并被译为相应的语言.

５ 构建一个倡导网络:与合作伙伴协作非常重要.没有来自政府、学术界、私营部门、基
金会或机构(如警方、消防部门和医疗服务)的合作伙伴的支持,几乎没有非政府组织能够成

功.他们还能通过联系其它非政府组织来协调信息,支持彼此的活动和生成资源.与伙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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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要性,推动相类似的行动,在社会上共同发出声音,这些无论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６ 定期检查进展:虽然多数倡导工作会有助于一般意识的提高,有针对性的倡导能最有

效地促进具体和可衡量的变化.即使当一个组织缺乏监督其详细计划的能力,在活动开始之

前,有意识地努力确定一些成功的指标仍是有益的.然后应用这些指标去比较倡导工作前后

的进展变化,以确定是否需要在某些方面重新确定方向或重新设计.
倡导团体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促进实施第四章中介绍的措施:
● 提高关于行人安全的意识;
● 引起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在政策和项目中优先考虑行人安全的的必要性的重视;
● 动员地方层面的力量,实施行人安全措施;
● 生成对于行人安全措施的公众需求;以及

● 拥护儿童、老年和残疾行人的安全权利(参见框４１和４１１).

５３小结

现将本章内容总结如下:
● 评估是实施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对于评估的目的、目标、评估者、评估指标、评估方法

和评估结果的传播作出计划是必要的.评估规划应在项目实施之前作出.
● 倡导团体可以在创造促进实施行人安全措施的条件上产生巨大作用.

参考文献

１ZegeerCVHowtodevelopapedestriansafetyactionplanFinalreportWashington,

DC,FederalHighwayAdministration,２００９(FHWAＧSAＧ０５Ｇ１２)．
２Globalstatusreportonroadsafety２０１３:supportingadecadeofactionGeneva,World

HealthOrganization,２０１３．
３HoweJTheheadloading&footpatheconomy:walkinginSubＧSaharanAfricaWorld

TransportPolicy&Practice,２００１,７:８Ｇ１２．
４SietchipingR,PermezelMJ,NgomsiCTransportandmobilityinsubＧSaharanAfrican

cities:anoverviewofpractices,lessonsandoptionsforimprovementCities,２０１２,２９:１８３Ｇ
１８９．

５MuttoM,KobusingyeOC,LettRRTheeffectofanoverpassonpedestrianinjuriesona
majorhighwayinKampalaＧUgandaAfricanHealthSciences,２００２,２:８９Ｇ９３．

６ChenLetalSafetycountermeasuresandcrashreductioninNewYorkCityＧ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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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ewYork,NewYorkCityDepartmentofTransportation,２０１０．

８Advocatingforroadsafetyandroadtrafficinjuryvictims:aguidefornongover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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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安全步行的综合框架:战略原则

«国际步行章程»为了解行人的需求,并为提供使人们选择步行的安全、可持续、健康和高

效的社区所需采取的行动,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基于与世界各地专家的广泛讨论,章程提出

了八项战略原则,每项都带有一个可以在大多数社区进行实际操作的行动表.对于八项原则

中各项的解释如下:
● 增加了包容的流动性:不论他们的年龄、能力、性别、收入水平、语言、种族、文化和宗教

背景如何,人们都有可通达的街道、广场、建筑和公共交通系统,这有利于增强所有人的

自由和自主权,并有助于社会的包容性.
● 为人们提供设计和管理良好的空间和场所:根据人们的需求,提供健康、方便并有吸引

力的环境,使他们能够远离扰人的噪音和污染,舒适和安全的自由享受公共场所的便利

设施.
● 改进了的集成网络:一个相互连接、直接和有易于遵循的行走路线的网络,它安全、舒

适、美观并维护良好;它连接家庭、商店、学校、公园、公共交通交汇处、绿地和其它重要

目的地.
● 支持性的土地利用和空间规划:土地利用和空间规划政策要使人们能够通过步行获得

大部分日常服务和设施,最大限度保证步行机会,减少对汽车的依赖,并促进社区生活.
● 降低了道路危险:要把街道设计和管理的能够防止事故,并为人们提供令人享受的、安

全、便利的步行环境,尤其是对儿童、老人和能力有限的人.这包括制定和执行道路交

通安全法律.
● 减少犯罪和对犯罪活动的恐惧感:以减少犯罪和对犯罪活动的恐惧感为目的的城市环

境设计、维护和治安维护,会给予人们选择步行的信心.
● 更加支持的政府部门:政府部门通过政策和项目改善基础设施,并提供信息和步行的灵

感,提供、支持和保护人们步行的选择和能力.
● 步行文化:给予人们机会来庆祝和享受步行作为他们日常社交、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一部

分.这包括提供最新、高质量、易获取的信息,如他们可以在哪里行走,如何保证安全以

及他们所期待的体验质量.

参考文献

１Walk２１InternationalCharterforWalking:Creatinghealthy,efficientandsustainable
communitieswherepeoplechoosetowalk[website](http://wwwwalk２１com/charter/

defaultasp,accessed９January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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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交通宁静措施

本附录提供了一个不同车速管理措施的简要描述,并特别专注交通宁静的干预措施,以使

读者能够区分它们的基本特征(１,２).对于设计要求规范,我们建议您考虑所在辖区中已获批

准的指南.

反向曲线

反向曲线包括在街道中交替地延伸路缘石.这种设计会在造成一个交通水平移位,并使

道路收窄到单车道或两条狭窄的车道.驾驶者有义务减速通过反向曲线.通过种植低矮的灌

木、地被、或高大檐篷的树木来,可以使驾驶员和行人保持良好的可见性.反向曲线的设计必

须不仅要考虑驾驶员的需求,也要考虑行人和自行车骑乘者的需求.正如在蛇形街道的设计

(参见第１１３页)中,反向曲线必须考虑到车道出入和停车需求.

道路中央颈缩

道路中央颈缩是通过加宽人行便道或种植带以收窄街道的路缘石扩展.街道也许从两车

道收窄为单车道或是两条窄车道.驾驶者有义务减速,在只有单车道的情况下,停下来让迎面

驶来的车辆通过.道路中央颈缩必须有足够宽度,以满足应急和环卫车辆.

路缘延伸带

路缘延伸带,也被称为bulbouts或“缩颈”,延长人行便道或路缘线至停车道,从而减少有

效街宽.这样可以缩短行人过街距离,收窄道路,并且可以让行人和驾驶员更好地看到对方.
路缘延伸带还防止了驾驶员在道路上或离路缘石太近停车,防止驾驶员穿行或阻塞路缘带.
路缘延伸带应只在有停车道的地方使用.设置路缘延伸带应考虑大型车辆转弯的特殊需要

(如消防车和校车),包括这类车辆从外车道而不是在正常的转弯车道上转弯的选择.要仔细

选择在路缘延伸地带上或附近的街道设施及美化,以确保视距.路缘延伸带设计还考虑充分

排水.

减小路缘半径

一种常见类型的机动车Ｇ行人事故,发生在行人在一个交叉口被右侧行驶的右转车辆撞到

(左侧行驶的车辆是在左转时)时.大路缘半径会鼓励驾驶员右转时的速度更快,从而增加了

行人风险.减少路缘半径使转弯缩小,从而能使驾驶员右转时使用更低更安全的速度.减小

路缘半径的其它重要益处是缩短行人过街距离和改善行人与驾驶者之间的视距.较大的路缘

半径已被确定为有助于较年长的驾驶员,同时大型车辆的安全转弯也是需要较大的路缘半径,
如消防车、校车、搬家用厢式车和送货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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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型交通圈

微型交通圈是建在居民区中心街道交叉口的凸起的圆形岛屿,旨在迫使驾驶员在绕过它

时降低车速.微型交通圈也许适用于交通流量不足以设置信号灯或“停车”标示牌的交叉口.
沿当地街道的系列交叉口可作为附近的交通改善项目的一部分,既改善了行人安全同时也美

化了邻近街区.在使用微型交通圈时也应缩小路缘半径,这样可以阻止驾驶员转弯时速度太

快.带有安全岛开口的微型交通圈,使行人尤其是坐轮椅者更容易地过街.大型车辆如消防

车和校车的通过需求可通过在外圈部分建立可拆装的路缘带来满足.微型交通圈的景观不应

该阻档视距Ｇ可以使用地被、短灌木、或有高大檐篷的树木.这里应使用“让行”标志.

现代环岛

现代环岛通常是一个位于有一条或多条车道的道路交叉口中心的圆形、凸起的大岛屿.
驾驶员驶入环岛,绕其行驶,然后转入要去的街道.所有进入车辆都要避让从环岛内开出来的

车辆.车辆绕行的延误保持在或低于 “停车”标志或信号控制交叉口的延误水平时,一般用环

岛.正因为如此,它们有时被安装在两车道的道路上,以代替将道路拓展为四车道.现代环岛

可以对行人相对方便,如果在环岛的各方向有分流岛,并通过设计使车辆进入环岛前降低速

度.分流岛可用作行人安全岛使他们过街更安全.然而,有视觉障碍的行人在环岛处的安全

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残疾人专用的行人信号和在安全岛两侧的半圆部分可以帮助视障行

人选择间隙和“寻找道路”.在较大的环岛处,可以在行人安全岛旁设置一条自行车道以允许

骑车骑乘者使用行人的路线.

行人安全岛和凸起的中央带

在沿着道路的过街处设置凸起的行人安全岛,或凸起的中央带是减少行人暴露于机动车

的另一策略,也被称为 “中心岛”或“行人岛”.凸起的安全岛和中央带(不是仅仅施画标线)为
行人过马路时提供了更安全的庇护场所.通过创建相当于两条较窄的单向路代替一条宽的双

向路,使行人的过街行为简单化了.中央带上可以使用景观美化,但必须仔细选择以保证机动

车驾驶员与行人之间有足够的视距,他们包括儿童、坐轮椅者和其他视力障碍者.凸起的中央

带的设计也要仔细考虑车辆的转弯动作,从而不致使驾驶员驶入不适当的路线,如居民区街道

或进行不安全的掉头.凸起的中央带在设计时也必须使用在安全岛和机动车道边界处的触觉

提示,以满足视力障碍者的需求;并且通过使用路缘带或开口满足坐轮椅的行人的需求.

凸起的交叉口

凸起的交叉口是为了使所有通过交叉口车辆降低速度.做法是将整个交叉口抬升到人行

便道的平面,各方向的交叉口路面也被抬升,从而行人过街是在人行便道的同一平面上,不需

要使用路缘带.凸起的交叉口可通过使用特殊的铺设材料成为一个城市设计元素.对于视障

行人,可通过使用探测警示带标出人行便道和街道的边界.

蛇形街道

蛇形街道使用绕线模式增强视觉..这些图案使车辆缓慢通过,并防止高速行驶.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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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美化可以用来提高视觉吸引,并创建一个公园般的氛围.设计蛇形街道需要配合车道出入

口和停车需求.蛇形街道提供许多优势,但比其它同样有效的交通宁静策略更昂贵.

减速丘和减速台

减速丘是在横放道路上的凸起的圆型区域.一般来说,自行车通过减速丘比较容易,它们

应被设置在道路上所有的自行车专用道上,这样驾驶员就不会为躲避减速丘而拐入自行车道.
平头的减速丘也被称为减速台.

“庭院式道路”

“庭院式道路”(Woonerf)是一个荷兰字,也被译为“生活化街道”,通常用于居民区街道,
指行人、自行车骑乘者和低速机动车辆共享的空间.它通常被建造得宽度较窄,而且没有路缘

或人行便道.通过在街道上设置树木、停车区域及其它障碍物,放慢了车辆的速度.在提高行

人安全的同时,“庭院式道路”为社交和可能的商业活动,以及儿童玩耍的建立了公共空间.
“庭院式道路”的标志设置在每条街的入口处.它的建造必须允许应急车辆、校车和其它服务

车辆的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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