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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随着城市的快速
发展、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稳步提升，人民对城市
生活环境的美观、和谐、舒适、安全、便捷等方
面也都有了更高层次的需要和追求，“各方面都
要向世界看齐、与国际接轨”的呼声也是“水长
船高”，成为当下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也是迫
切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背景



一、背景
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

城市范围的扩张，本市公交
线路逐年增多（约1000多
条），站点也就随之增加。
作为城市重要公共基础

设施的公交站台，也应跟上
时代的发展。与以前相比，
本市的公交站台从无到有，
无论从设计、设施、样式、
人文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
提高和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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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但是，目前的部分公交站台无论从安全、

设置、设施、人文等方面也确实还存在一些不
尽如人意的地方，需要进行改进和提升。

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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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站台

公交总站

港湾式

浅港湾式
（外拓１条服务车道）

深港湾式
（外拓多条服务车道）

二、分类、构成和要求
2.1、分类：

※本次主要阐述的是中途站。

公交中途站台

直列式 锯齿式 通道式



2.2、公交中途站（以下简称“站台”）的主要构成：

二、分类、构成和要求

１、站台：
车站内供乘客上下车和等候
用的平台。

２、站牌（乘车指示牌）：
包含本站名、线路号、沿线
站名或线路图、运行方向、
票制票价、首末车时间等。

３、候车亭（棚）：
供乘客休息、遮阳、避雨的
设施。

４、其它：
包含果皮箱（垃圾筒）、信
息栏、隔离护栏、座椅、引
导标识、通道等。

西城区车公庄大街四道口东公交站（指向东）



１、GB5768-2009道路交通标志与标线；
２、GB/T5845-2008城市公共交通标志；
３、CJJ15-2011公共汽电车场站设计规范；
４、CJJ37-2012城市道路设计规范；
５、DB11/T493-2007道路交通管理设施设置规范；
６、DB11/T500-2007城市道路公共服务设施设置规范；
７、DB11/T650-2009公共汽电车站台规范（★更新中）；
８、DB11/T657-2009公共交通客运标志；
９、DB11/T715-2010公共汽电车场站功能设计要求；
10、DB11/T1116-2014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规范。

2.3、相应的依据标准规范：

二、分类、构成和要求



规模设施要求

二、分类、构成和要求

１、一个站台停
车位（20米）不
应超过两个，站
台的长度不应小
于停靠位之和

２、每个站台停
靠线路数不宜超
过６条，超过可
分站台布设

３、站台宽度
不小于2.2米

４、站台地面要
平整防滑，要有
无障碍设施，宜
高出路面20厘米

2.4、标准中规定的规模设施要求（节选）：



１、不应设置在坡度较大的路段；
２、不宜设置在弯道弧度较大的路段；
３、不宜设置在距人行横道较近的地方；
４、设置在隔离带上的站台应当全封闭，并要有相对
独立的过街设施；
５、多个站台时距离不宜过长（不超过50米）；
６、尽量少占用行人步道，与其他行人分清路权，互
不干扰。

2.5、一些注意事项：

二、分类、构成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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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存在的问题

１、站台长度和停车位设定不够灵活；
２、没有具体规定港湾式站台进出站部分的长度；
３、没有具体规定港湾式站台的车道宽度；
４、没有规定设置港湾式站台进站通视区；
５、没有具体规定弯道设站要求；
６、对站台所用隔离护栏结构样式的规定不够详细；
７、没有规定站台是否应当有独立照明和监控设备。

3.1、标准中的部分缺陷与不足（指DB11/T650、715）：

其它城市标准中规定的中途站车位数示例

非港湾式中途站 浅港湾式中途站

线路数 停车位 线路数 停车位

１ ３条以下 １个 １ ５条以下 ２个

２ ４至５条 ２个 ２ ５至８条 ３个

３ ５条以上 ３个 ３ ８条以上 ４个



三、存在的问题

１、站台不平或倾斜，护栏不全或没有护栏；
２、站台宽度过窄；
３、站台长度过短；
４、站台位于弯道上；
５、人行横道位于站台前或站台中；
６、站台位于路口内；
７、站台未硬化、站台没有高出路面；
８、港湾式站台进出车道短、路沿抹角小。

3.2、存在的问题：
3.2.1、设置问题：



三、存在的问题

西城区展览馆路百万庄东口公交站（指向北）

1m

站台倾斜、宽度过窄、没
有无障碍设施、站台设施
和电线杆等阻挡通行

１、站台不平或倾斜，护栏不全
或没有护栏：
站台不平或倾斜，会使乘客站立不

稳、行走困难，容易增加跌倒、踩踏等
意外事故的发生量。

２、站台宽度过窄：
站台宽度太窄，会使站台面积小，

人与人之间移动、错位困难，人流量大
时，乘客就回直接下到路面上候车，形
成较大的安全隐患。



三、存在的问题

东城区鼓楼外大街黄寺公交站（指向南）

1m

站台宽度过窄、没有隔离设
施、站台设备等阻挡通行



三、存在的问题

站台长度太短，站台面积小，停车位过少，会造成公
交车辆排队进出站，停留时间加长，形成“公交列车”现
象，如果人流再大，同样会使乘客直接下到路面上候车，
也不利于人流尽快疏散，是较大的安全隐患。

３、站台长度过短：

昌平区天通北苑一区南公交站

10m

高峰人流量超过
2000人次／小时
线路数５条



三、存在的问题

西安市公交站台标准长度：10米。

西安市北大街公交站（站台长度：10米，线路：15条）

国内的两个极端的案例：



三、存在的问题
深圳市的长公交站台：

深圳市广电投资大厦公交站（站台长度：120米，线路13条）

深圳市黄贝岭公交站（站台长度：300米，线路19条）（中国之最）



三、存在的问题

站台位于弯道正弯（外侧）
上，其它车辆行驶速度较快或
道路湿滑时躲闪不及容易冲撞
站台。

４、站台位于弯道上：

站台位于弯道反弯（内侧）
上，受树木等阻挡，行驶中的
车辆不能及时发现站区内停靠
的公交车，进站的公交车不能
及时观察站区的情况，乘客由
于看不到进站公交车的情况，
很容易探身或下到路面观察。

公交站台

通州区玉带河东街运河明珠家园公交站（指向西）

正弯站台

反弯站台



三、存在的问题

人行横道位于站台中，会直接
影响到正常的行人过街。

５、人行横道位于站台前或站台中：

人行横道位于
站台前，行人过街
时受公交车车体遮
挡，影响视线，形
成“车前鬼”，机
动车一方往往会反
应不及，很容易引
发碰撞伤亡事故，
为较严重的安全隐
患。 顺义区站前东街顺义中医院公交站（指向东）

金
街

站前东街



三、存在的问题

路口内交通流比较复杂，站台放在路口内，行人进出站台过于自由，
既影响路口通行，还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６、站台位于路口内：

朝阳区朝阳路英家坟路口（站台设在路口内）

公交站台



三、存在的问题
７、站台未硬化、站台没有高出路面：

昌平区天通苑塔楼公交站（指向东） 昌平区白坊南公交站（指向北）

站台没有高出路面 站台地面没有硬化，
被绿植占据



三、存在的问题

青海省西宁市

８、港湾式站台进出车道短、路沿抹角小。

顺义区京密路火神营公交站（指向南）



三、存在的问题

3.2.2、设施问题：

１、站台设施损坏；
２、部分护栏存在一定的问题；
３、人性化设计仍显不足；
４、监控不能全覆盖，站台站区被侵占；
５、其它。



三、存在的问题

１、设施损坏：

朝阳区朝阳路呼家楼东快速公交站台（指向东）

朝阳区朝阳路红庙快速公交站台（指向西）

活动门损坏

隔离栏损坏



三、存在的问题

目前隔离站台用的护栏有很多种，其中较通
用的有一种钢筋铁艺护栏。这种护栏设计上有一
定的缺陷，它的上立面不是平面，如果发生拥挤
或乘客身体意外滑倒时，身体某些部位可能会凑
巧顺着两个半圆弧，滑入二者之间的狭小空隙而
被卡住，造成意外伤害甚至死亡。

２、部分护栏存在的问题：

问题护栏



三、存在的问题

⑴、2010年11月8日，江苏省南通市一老人头部卡进护栏
缝隙死亡。
⑵、2013年9月18日３时许，北京市朝阳区十八里店南桥
餐饮街附近，一名男子与朋友吃完夜宵后，打赌称自己能
穿过道路中间的护栏，结果头部被卡，动弹不得，经过消
防人员到场进行破拆得以解困。
⑶、2013年12月22日9时许，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公交
车站，一名26岁女乘客下车后晕倒趴在护栏上，脖子正好
卡进缝隙里不能拔出，因长时间窒息造成脑缺氧，经多日
抢救无效死亡。
⑷、2015年8月2日上午10点多，北京市一男子头部卡入
护栏死亡。
⑸、2016年3月28日下午，陕西省一名孕妇脖子卡入护栏
缝隙死亡。

近几年的问题护栏伤害事件回顾：



三、存在的问题

部分位置不好的站台照明不足，光线较暗，容易使乘客跌倒、
或误走到路面上，也容易引发意外事故和刑事案件。

３、人性化设计仍显不足：

东城区东二环路广渠门桥公交站（指向北）



三、存在的问题

朝阳区立水桥北站公交站（指向南）

“露天光板”站台

“露天光板”站台大量存在。

朝阳区高碑店桥北公交站（指向北）

“露天光板”站台

“露天光板”站台

朝阳区来广营西公交站（指向西）



三、存在的问题

东城区东二环路建国门南公交站（指向北）

仍然存在一些设施不完善的公交站台。

上下台阶转弯处太
窄，缺乏保护措施

棱角没有警示



三、存在的问题

有条件设置座椅的
站台没有设置座椅。

朝阳区朝阳路民航医院公交站（指向西）

朝阳区工体东路东大桥北公交站（指向北）丰台区左安门外公交站（指向北）



三、存在的问题

站台情况一般比较复杂，也是各种案件的高发地，受
条件影响，仍有不少站台没有监控，尤其是站亭较长的站
台，站台上有监控也不一定能照到站亭内部，形成一定的
盲区，造成一些案件取证、执法困难。
另外由于管理不善、执法不严，部分站台站区长期被

“黑车”、“黑摩的”、违法停车、不法商贩等侵占，乘
客没有站立的地方，经常被逼站在行车道上或站台以外的
地方等车，结果一是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二是经常发现来
车却不能及时追赶上。

４、监控不能全覆盖，站台站区被侵占：



三、存在的问题

由于拆迁问题，过街天桥建设不到
位，此站台一直没有开放使用（至
今已荒废至少８年），却成为行人
过街的“中转站”，安全隐患很大。

５、其它：

朝阳区朝阳路大黄庄桥西快速公交站台（指向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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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意见和建议

在保证基本功能的基础上，要向更加人性化并集多种
辅助功能和高新技术为一体的方向迈进。从安全、实用、
便利、智慧、耐用、特色、美观、大方、亲和等角度，结
合首都历史文化特点，积极借鉴国内外先进理念，进一步
改进和完善公交站台的软硬件，使具有特色的公交站台成
为北京的名片之一、全国乃至国外的学习榜样。

4.1、站台设计目标：



１、站台设计要充分考虑各个地段的人流特点，硬件
设施要因点因地而设，杜绝“一张图纸一个模子”，
长度宽度应灵活，人流量大的车站，应结合站牌和站
亭的改进，增加站台容纳空间或分流乘客。
２、站亭作为沿街建筑，要尽可能要融合地段文化，
与自然和建筑等景观相协调，起到美化街景、传播文
化、与城市风格相吻合的效果。
３、每个站亭都必须配有路线图和城区地图，不应被
各类广告全部充满，有条件的可增加盲文。

四、意见和建议
4.2、站台设计原则和事项：



４、站亭结构和站台设施设计要突出人性化特点：

四、意见和建议

⑴、站亭、站牌、护栏等要平滑无尖角；
⑵、尽量扩大顶棚面积，增强避雨遮阳等功能；
⑶、尽量减小站台内硬件设施占地面积，给乘客留出更
多的空间；
⑷、设置无障碍设施和通道；
⑸、完善照明；
⑹、设置果皮箱、座椅等必要设施；
⑺、多线路时可通过施划标记等方式分区等候；
⑻、有条件的可以考虑同时设置公租自行车站；
⑼、地面宜采用摩擦性大的透水砖，并从颜色等方面与
其它步道区分；
⑽、地面或地表可增加指北针等方向、道路指示标记。



５、站牌设计要提高在站台空间众多信息中的可识别性。
⑴、站牌、站名要醒目，使车上或地面附近的乘客能够快
速看清楚（最好是一眼就能看清）；
⑵、在站次多的车站可按车辆大致行使方向分段、分区，
便于乘客短时间内了解到站和换乘情况，减小乘客在站台
和车辆上的等候停留时间；
⑶、多个站台时，目的地、走向相同或相似的线路尽量安
排在同一站台上，减少乘客来回奔波追逐；
⑷、同时相应增加电子站牌等智能设备，可显示诸如：时
间、来车情况、天气预报、新闻、广告等。
６、对于人流量大的车站和地段，设置过街廊桥，方便乘
客公交对向换乘以及与铁路、地铁的换乘。
７、设置必要的监控设备。

四、意见和建议



四、意见和建议

１、对标准规范的制定更加细化、完善；
２、从规范的角度出发，从专业性、安全性、实用
性、人性化等方面，对本市的公交站台逐步进行排
查，发现问题；
３、针对问题，解决时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简
到繁，由于站台设施产权复杂，牵扯的相关单位较
多，建议可先选择一些典型的、牵扯单位少、容易
改进实施的进行，也可结合道路交通疏堵优化一起
进行；

4.3、意见和建议：



四、意见和建议

西城区展览馆路百万庄东口公交站（指向北）

1m

2m

站台垫平，向外扩充至少１米

4m



四、意见和建议

设置候车亭、护栏等

朝阳区立水桥北站公交站（指向南）



四、意见和建议

朝阳区朝阳路大黄庄桥西快速公交站台（指向西）

临时起用站台：



四、意见和建议
对现状部分问题护栏进行改进，也
可使用其它形式护栏；

将固定部位上提

铁皮或玻璃钢材
质，坚固性稍差

北京市顺义区

艺术护栏

北京市大栅栏地区

北京市通州区



四、意见和建议

国内站台样式示例：

样式１（2015年北京市获奖设计作品）

样式２（2015年北京市获奖设计作品）

４、结合本市的景观、功
能、文化等特点，对公交
站亭等设施进行美观、多
样、智能化设计；



四、意见和建议
国内站台样式示例：

样式４

样式５ 样式６

样式３



四、意见和建议
国外站台样式示例：



四、意见和建议
电子站牌样式示例：



四、意见和建议

电子站牌样式示例：



四、意见和建议

杭州市公交电子站牌

沈阳市公交电子站牌

乘客可触摸屏幕查
询公交车所在位置、
查询交通卡的余额及
地图、天气等生活信
息，还可以查看公交
车在上一站出发的实
时影像和IPTV；提
供多语言服务；上方
设置的传感器可以测
出所在位置的温度、
湿度、可吸入颗粒物
和二氧化碳浓度等。

韩国首尔市智能公交站

宁波市公交电子站牌

日本东京都公交电子站牌

电子站牌样式示例： 北京市通州区北京市长安街



四、意见和建议

电子站牌样式示例：

（北京市获奖设计作品）



５、完善电警，加强管理：

四、意见和建议

同时加强外部管理，及时处置清理违法占道、占站台现象，还站台
于民。

站台设置监控设备，尤其是在站亭内部，做到站区内无死角覆盖。
一、二级站台最好有独立的监控设备，三级以上站台应当有共享

的监控设备。
并可模仿一些公园的做法，安装简单按钮式报警器。



汇报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