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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起“儿童友好型城市”活动倡议以来，儿童友好已经逐渐成为当下城

市建设中的热门话题。满足儿童和家长多样化的出行需求，为儿童构建安全、舒适、趣味的街道空间，既

是对儿童群体人文关怀的具体表现，也是城市存量更新、提质增效的基本要求。本文从安全性、舒适性、

趣味性三个方面出发，采用调研访谈、GIS 分析等多种方法对北京紫竹院街道南长河两岸片区进行儿童友

好性调研评估，据此进行紫竹院儿童友好型街道空间改造的方案设计，并进一步推广提出儿童友好型街道

空间的设计框架。研究将儿童友好型街道设计落实到场地层面，提出具体设计策略，为不同城市片区的儿

童友好型街道改造设计提供了启发和参考。 

【关键词】儿童友好；街道设计；安全街道；舒适街道；趣味街道 

 
 

0 引言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快速城镇化，小汽车拥有量不断增长，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尤为严

重，人的慢行活动空间正不断被挤占压缩。城市正在重新规划街道的尺度，将街道空间还给

行人。另一方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于 1996 年发起“儿童友好型城市”活动倡议，儿童友

好的城市环境建构逐渐成为热门话题[1]。儿童的活动范围非常广泛，遍布城市的大街小巷，

而经过这些拥堵、嘈杂、人车交织的街道时，往往有诸多安全隐患与之相伴，在中国城市高

速建设发展的过程中，街道空间给儿童带来的潜在威胁往往被忽视[2]。 

在城市复杂的交通网络中，应探索一种创新策略，以儿童友好型城市为背景，讨论面对

儿童友好的街道空间设计策略。儿童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对街道环境的舒适程度较为敏感

[3]，考虑到儿童生理和心理需求，街道应该为儿童提供游乐和休憩空间，包括但不限于公园

绿地、游乐设施等，这要求儿童友好型的街道应该是安全街道、舒适街道、趣味街道[4]。 

国内一些城市已对儿童友好型城市展开探索，但大多停留在公共政策层面，涉及场地设

计、街道空间改造层面的案例较为少见[5]；同时，国内学者的已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儿童友好

性的评估分析，且大多关注于街道的安全性，对街道的舒适性和趣味性关注不足，同时未能

很好地提出场地设计的具体策略。 

基于此，本次研究重点关注儿童友好型街道空间的设计策略，通过安全性、舒适性、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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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性三个维度进行调研分析和设计探索，选取紫竹院街道南长河两岸片区为研究地段，观察

儿童、家长和其他居民对街道要素的感知能力、对街道活动的参与及对街道空间的需求，思

考如何为儿童和家长创造更快乐的上下学时光与更丰富的街道生活。 

1 紫竹院街道空间儿童友好性调查评估 

1.1 地段概况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街道位于北京市中心城区，南长河从地段内部穿过，整体自然环境

较好。地段内居住密度较高，学校密集，儿童出行需求较大，为典型的以居住为主的城市片

区。作为儿童友好型街道空间设计研究地段，紫竹院街道具有较高的示范意义与推广价值。 

本次研究选取的范围为厂洼片区南长河两岸片区的街道空间，以厂洼西街——车道沟东

路为轴，北至厂洼街，南至紫竹院路，从厂洼街跨过南长河公园至紫竹院路的南北直线距离

约为 1km（图 1）。 

 

 

图 1 地段区位（笔者自绘） 

 

地段分布有居住、商业、科教文化等功能，以居住功能为主（图 2）。居住功能方

面，以南长河为界，河北岸包括厂洼第一社区、厂洼第二社区，河南岸包括北洼路社区。

商业功能则主要分布在紫竹院路北侧（以大型商办写字楼或购物中心为主）和车道沟东

路（以街边小型餐饮店、杂货店为主）。科教文化功能则主要包括河北岸的海淀实验小

学（共 1700 名学生），河南岸的北理工附中高中部（高三 21:30 放学，高一高二 17:00

放学）和北理工附小（共 1300 名学生，正常班 15:20 放学，托管班 16:20 放学）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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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图 3）。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北理工附中初中部不在地段研究范围内，但根据现

场调研观察，每天下午约 16:00-16:30，都会有一大批初中部同学徒步或骑车从车道沟

东路南口进入地段，最终达到北理工附中高中部，进行课余社团活动。 

 

  

图 2 地段功能分布（笔者自绘）  图 3 地段内部及周边学校分布（笔者自绘） 

 

1.2 交通结构 

地段周边路网结构可按照城市交通骨架作用进行分类，分别为城市快速路（西三环北

路）、城市主干路（紫竹院路、长春桥路）、城市次干路（蓝靛厂南路）和城市支路（厂洼西

街、厂洼街、厂洼中路、半壁街、车道沟东路）；通过空间句法分析可知，在几条城市支路

中，可达性由高到低依次是厂洼中路>厂洼街>车道沟中路。 

以海淀实验小学（接近地段几何中心）为圆心的 1.5km 缓冲区内道路密度为 2.8km/km2，

比较后发现地段周边道路密度整体较低，街区内部南长河两岸片区可达性尤其较差（图 4）。 

 

 

图 4  1.5km 半径圆内 30m 栅格路网密度分析（笔者自绘） 

 

计算公交车站 300m 半径覆盖范围（图 5），不难发现公交站大多布局在城市快速路、城

市主干路上，少有公交线路伸入地段内的城市次干道和支路，虽然公交站 300m 服务范围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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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km 半径环面积的比值占到 77%，但仍然可以明显看出地块中心（南长河两岸海淀实验小

学、北理工附中）片区未在公交站 300m 服务半径内，需要步行/骑行至城市主干路上实现

交通接驳。 

 

 

图 5  1.5km 半径圆内公交站 300m 覆盖范围分析（自绘） 

 

1.3 街道环境 

从安全性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地段内部大量支路的街道环境对儿童安全造成较大隐患。

许多街道人行道狭窄，部分街道单侧人行道宽不到 1.5m；此外，路边随意停车现象普遍，

地段内部缺乏对外公共的停车场，路边随意停放的汽车无疑挤占了街道空间；街道视线盲区

较多，视野并不开阔。总结来看，紫竹院街道公共空间中对于儿童较为危险的要素包括：视

觉盲区、步行道不连续、缺乏过街设施、路边随意停车等，主要集中在车道沟东路与厂洼中

路北段（图 6）。 

 

  

图 6  街道危险空间分布图及街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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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舒适性角度分析，可以发现地段内部舒适空间主要包括宽敞的慢行道，充满野趣的绿

地空间，可以自由奔跑活动的开敞空间等，分布在南长河公园周边和实验小学改造路段；而

不舒适的空间主要分布在厂洼中路北段与车道沟东路南段，原因主要分为临街商家的厨余垃

圾外漏，建筑垃圾堆放，共享单车数量过多造成慢行空间被挤占，还有部分街道家具缺乏对

使用者的考虑等（图 7）。空间的舒适性主要影响儿童和家长的主观体验愉悦程度，进而影

响户外的停留时间长度。 

 

 

图 7  街道舒适/不适空间分布图及街景照片 

 

从趣味性角度分析，可以明显发现地段内部街道儿童娱乐设施与活动空间分布不均衡，

主要集中于实验小学已改造路段和南长河公园内，其他路段基本没有街道趣味空间，缺乏儿

童所需的商店、文教设施、游戏场地，同时在校门口没有舒适的家长等候区（图 8）。 

 

 

图 8  街道趣味空间分布图及街景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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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访谈调研 

通过与厂洼二社区、北洼路社区居委会的座谈及对于社区居民、小学生家长的深入采访，

发现居民普遍反应路面太窄，没有专用人行道；对于儿童活动而言，缺乏足够的游乐设施，

社区内甚至基本没有游乐设施，原因是维护成本较高。对于在海淀实验小学和北理工附小上

学的学生而言，其接送任务基本都是由老人承担，接送方式以步行为主，中午如不方便大多

会把学生送到小饭桌。 

在儿童活动行为对于交通环境的影响方面，理工附小虽然已经安排一至三年级学生和四

至六年级学生从不同校门上下学，但一到放学时间仍然会造成交通瘫痪。儿童放学前家长无

处等待，校门口没有任何等候空间，家长们不得不挤占道路空间，而放学后，大量从校内涌

出的学生仍然会导致校门前道路水泄不通，两侧的车辆必须要等待 5-10 分钟才能勉强通行

（图 9）。 

 

  

图 9  儿童放学前（左）与放学后（右）场景（笔者自摄） 

 

1.5 儿童活动行为观察 

为了进一步验证，笔者通过对儿童活动行为的观察和记录开展进一步调研，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周四）15:00-17:00，以北理工附小门口、海淀实验小学门口为起点，跟踪放学

后单独或结伴（包括有家长陪伴）出行的 15 岁以下儿童活动轨迹直至地段边界，并记录其

活动/停留点，最终跟踪了 212 个样本，得到 212 条活动轨迹。 

将其活动轨迹录入 CAD，并利用 GIS 软件进行地段范围内的儿童活动路径密度分析（图

10），可以发现河北岸大部分儿童出校后向远离南长河的方向走去，南岸儿童多径直在家长

陪伴下走向紫竹院路或西三环路上的公交站。另外，如前所述，北理工附中初中部的大量同

学会穿过西三环，从南侧进入地块，到达附中高中部进行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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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儿童活动路径密度（笔者自绘） 

 

将其活动/停留点录入 CAD，并利用 GIS 软件进行核密度分析（图 11），对照街道实景

照片可以发现，河北岸海淀实验小学放学后的儿童喜欢在有一定高差的挡土坡或台阶式座椅

上活动行走，类似于“走平衡木”，但基本不会停留，而是以通过性行为居多；另外，河南

岸北理工附小和北理工附中初中部的学生明显喜欢在一处并不起眼的小商店停留，这家商店

即使位于一个简陋的平房内，甚至没有正式的招牌，还是吸引了大批路过的初中生，颇为热

闹。 

 

 

图 11 儿童活动/停留点核密度（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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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研中，还可以观察到一些明显的儿童活动行为特征（图 12），如喜爱结伴出行、追

逐打闹，喜欢在街道上奔跑，喜欢明显落后或领先于家长。这类人群以小学生为主，现状街

道环境对这类行为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图 12 部分儿童活动行为照片（笔者自摄） 

 

2 紫竹院儿童友好型街道设计探究 

2.1 设计理念 

通过调研，可初步得出结论：地段内学校密集，且多集中于机动交通可达性较差的地

区，故儿童出行需求量较大，出行方式多以步行为主。现状交通环境十分狭窄拥挤，核心问

题集中在道路断面过窄、机非混行、停车侵占道路空间、缺乏家长等候和儿童活动设施几方

面，街道空间的安全性、舒适性、趣味性均无法满足儿童出行需求。 

综上，笔者以儿童友好型街道设计为总出发点，对街道空间进行更新改造方案设计，

同时在地段内寻找了两处机会用地，对其进行功能置换；以安全、舒适、趣味街道为设计目

的，并据此提出了总体设计框架： 

针对安全方面，更新改造道路断面，形成无车化街道、机非分离街道与儿童友好型安

全人行道等，新增儿童过街设施；针对舒适方面，拓展地段内的绿化隔离带，同时通过机会

用地植入新绿地，引入家长友好型防雨防晒棚、休憩节点、儿童友好型可移动家具等装置，

满足地段内多元人群的需求；针对趣味方面，引入儿童游戏步行街，利用机会用地设计儿童

游乐场地，布置儿童餐厅、小饭桌等功能，在儿童最喜欢跑跳的场地改造铺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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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总体设计框架（笔者自绘） 

 

2.2 整体设计 

地段内南长河南北两岸分别有一处机会用地，现状分别为废弃工厂和闲置空地，对其进

行更新改造，兴建适合儿童友好的设施。对于现状街道的问题进行交通组织优化，明确不同

道路的功能。通过限制街边停车、限制机动车驶入、部分道路单向环路等方法减少对地面道

路空间的占用。 

北侧现有两条城市支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路边停车侵占道路空间现象严重。设

计将两条道路功能细分，东侧道路紧邻海淀实验小学，应设计为无车化儿童步行道；西侧道

路保留机动车通行功能，但需要进行机非分离改造，提升通行效率。路侧停车需求转移至三

角形机会用地，原有被停车占用的街道空间得到释放，非机动车停车在无车街道路旁得到满

足。 

南侧现有路网由一条南北向城市支路和数条小巷构成，车行流线复杂，且容易发生拥堵。

设计将原有的“一”字形交通结构梳理整合为“无车步行道+单向环路+双向车行道”的模

式。机会用地的更新设计上，南北两处理念相似，通过集中停车释放道路空间，形成良好的

步行环境。 

考虑到整体地段内的消防救援需求，无车化步行街上设施大部分应可移动且不占用中心

区域，在特殊情况下此类道路仍能满足大型机动车驶入、回转、停放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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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设计总平面图（笔者自绘） 

 

2.3 街道设计 

2.3.1 安全街道 

场地中原有道路空间划分不合理，笔者通过挖掘道路及相邻地块空间资源以及重新分配

道路路权，保证人行道有足够的宽度及适当的比例。对于地段内的更新设计后的道路，大体

呈现四类模式：双向双车道车行道路、双向四车道车行道路、通过性步行道、活动性步行道，

针对不同道路模式配置不同的道路设施，整体断面设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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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四类道路断面设计（软件辅助自绘） 

 

上述四类道路模式中，针对含机动车道路进行机非分离，保持断面高差，取消路侧停车

后，机动车无驶向路侧的需求，提升了非机动车与行人的安全性，同时拓宽人行道，以减少

交通冲突，拆除绿篱围栏，增加街边绿化与街道的通达度，并为儿童适当提供游憩场地。针

对无车化步行道，统一地面高差，进行防滑铺装设计，让儿童蹦跳玩耍过程中不会磕绊摔倒。

在步行道与机动车道相交处设计儿童友好型过街设施，包括彩色斑马线、机动车大红色停止

线、醒目的标示牌等，使得儿童过街更加安全。 

2.3.2 舒适街道 

对于上述四类道路模式，笔者对其使用主体舒适性进行了提升。两处三角地更新改造前

较为封闭，对城市开放空间贡献较少。设计中将其列为机会用地，改造后有效提升道路绿视

率，地段整体获得更多的绿地和开放空间。在路边空间较为富裕的活动性步行道内可植入家

长等候休憩棚，方便接送儿童的家长进行等候、休憩、聚集，在离学校较远的街道单侧植入

可移动街道家具如圆桌、遮阳伞等，充分满足路人停留活动与休憩的需求。 

 

 

图 16 街道舒适性改造设计（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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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趣味街道 

在街道设计的趣味性层面，用一条儿童游戏步行街为轴，串联起两处三角地，并将建筑

前区进行连接，形成更为连续的儿童友好游戏区域，提升整体趣味性。 

 

 

图 17 儿童游戏轴-活动场地示意图（笔者自绘） 

 

地段内两处机会用地在解决地段内集中停车需求、提升街道空间绿化率之外面积仍有

富余，设计方案在两处机会用地植入了儿童文教中心、小饭桌（儿童餐厅）、艺术培训班等

（图 18）。 

 

 

 

 

 

图 18 机会用地功能模块引入示意图（自绘） 

 

各年龄段的儿童有不同的行为特点和需求，因此在机会用地内部特色空间上，适应了

地段内儿童年龄特征，兼顾 0-15 岁不同年龄段儿童活动需求：0-2 岁，需要成人辅助活动，

感知力强；3-5 岁，在成人的看护下活动，喜欢模仿和体验；6-7 岁，成人视线范围内自己

活动，个体表达强烈；8-15 岁，可独立活动，积累文化信息。设计针对以上不同年龄段儿

童的需求在铺地颜色上区分活动场地，同时设计不同类型的游戏设施，包括普通游戏设施（沙

池、喷泉、池塘等）、利用高差形成的游戏设施（滑梯、堡垒）、利用交互式景观装置形成的

游戏设施（观景台等）和参与式场地设计设施（涂鸦绘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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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 游戏空间设计示意图（笔者自绘） 

 

此外，在活动性步行道路旁也应该适当植入儿童活动空间，通过不同的街道游乐设施

与街道游戏铺装的引入，将步行道路断面区分为游戏区与通过区，家长从人行道通过，儿童

则可以在旁边道路蹦跳玩耍，充分满足了家长和儿童的不同需求。设计通过街道游戏空间完

整性和连续性的建构，较好地提升了街道趣味性。 

 

图 20 步行道旁儿童游戏区示意图（笔者自绘） 

 

3 儿童友好型街道设计框架构建 

基于紫竹院街道的儿童友好型街道设计经验，可初步提炼出安全性、舒适性、趣味性三

个层面的设计策略，结合不同改造更新项目的具体情况合理推广，可得出儿童友好型接到设

计的基本框架。 

3.1 安全街道 

安全性在儿童友好型街道设计中占据最为重要的地位，对于儿童友好的街道，第一步是

满足安全的要求，减少儿童在通勤、玩耍时受到伤害的风险。 

首先，要打造安全街道，最关键的是机动车、非机动车与步行三种交通空间的分离。应

明确街道的交通优先级为人行＞非机动车＞机动车，人行道、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之间要

有高差或栏杆等实质的物理隔离，并建议采用不同的路面铺装加以强调区分；如果道路宽度

过窄，在车流量较小情况下允许机非混行，但人行道必须独立；若非机动车道与机动车道或

人行道处在同一水平面，则除物理隔离外，尽量在路面铺装上有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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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人车分离照片（左，图源网络）与设计示意（右，笔者自绘）  

 

对于儿童活动较频繁的场所（如学校附近街道），应采取少车化或无车化措施，提高公

共交通（如校车）和骑行的效率。在紫竹院街道的改造设计方案中，通过减少车行道数量、

路侧停车改为集中停车、设置单行道和环路、部分区域限制车行的做法来减少汽车通行量。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学校旁街道应设指定落客区，在某些时间段限制或禁止车辆进入。 

人行道是儿童通行、活动的重要空间，儿童友好型街道的人行道应能容纳数个行人并排

行走，住宅区附近的人行道宽度应至少为 1.8m。人行道最外侧应设置缓冲区，减少汽车噪

音和尾气污染等的影响。如果人行道宽度不足，可将设施区和缓冲区结合。 

在交叉口和过街设施的设计上，应优先保障步行的安全与顺畅，通过减小交叉口转弯半

径、设置交通环岛等限制转弯车速，同时交叉口/过街横道应抬高到与人行道高度相平或将

二者以平缓坡道相连；通过转角人行道向外拓展、修建交通避难岛、路缘延伸等措施缩短过

街距离。 

图 22 路测停车与过街设计（笔者自绘） 

 

标识系统是一种灵活有效且低成本的空间微改造手段，可在潜在冲突的区域设置警示标

识，如明亮颜色的过街人行横道、路灯底部加宽等。校园路段的车道路面应增加减速标识，

增加脚印、卡通图案等儿童元素，以醒目明晰的图案提醒道路使用者注意到儿童出行路径的

存在，利用街道设施/沿街建筑/围墙立面等设置提醒驾驶员的警示标识。 

非机动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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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舒适街道 

街道空间的舒适性主要包括便利、舒适的街道家具，街道设施与绿化空间三部分，应使

街道适应各种儿童及家长的活动需求。 

儿童友好和家长友好的街道家具可以有效提升街道舒适性。紫竹院的设计方案中通过在

学校路段设置防雨遮阳的等候区，满足了家长接送时的使用需求，同时结合休憩节点设置儿

童友好家具，满足家长照看孩子的行为需求。有条件时还可以设置可组合/可移动的街道家

具满足儿童动手操作的游戏偏好，同时街道家具也可以兼作临时路障，分时段设计不同使用

场景。 

 

  

图 23 多功能街道家具（图源网络） 

 

 

图 24 舒适街道设计两例（笔者自绘） 

 

引入儿童友好的街道设施应注意依据儿童身高配备设施，在近地高度增强设施与人的互

动性。为减少儿童在跑动中受伤的风险，应采用明亮颜色、闪烁灯光等外观提醒儿童注意。 

健康舒适的绿化空间对提升舒适性同样至关重要，当人行道宽度受限或改造较为临时的

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灌木或垂直绿化替代大型乔木，或使用狭窄的种植带、表面可步行的树

坑等，从而释放更多的街道空间，为儿童提供连续的步行环境。 

3.3 趣味街道 

在城市用地高度稀缺的背景下，可以通过现状街道空间的存量更新，回收利用碎片化的

零散的空间，采用整合设计、功能置换、布置设施等方式改善街道风貌、打造趣味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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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 场地改造前（笔者自绘） 

 

以紫竹院街道改造方案为例，改造前（图 25）街道空间狭窄拥挤，设计操作空间不大，

此时应首先对周边机会用地进行挖掘，建设集中的儿童活动场地（图 26），可利用的空间包

括低使用率或用于停车的闲置消极空间、两侧建筑的沿街凹空间等，同时可以鼓励沿街公共

建筑开放底层退界空间，或在周边闲置建筑中置入儿童服务功能。 

图 26 挖掘机会用地改造后（笔者自绘） 

当机会用地不足时，可以对现状空间进行重新划分，减少车道数量或缩窄宽度，拓展人

行道空间；减少路侧的永久停车，如学校路段在上下学期间提供临时停车；对现有人行道进

行分隔，贴近建筑侧保障通行，外侧结合儿童活动的设施带；集中设计沿街建筑前区，给予

商户一定的替代性补偿。 

当现状空间不足时应对现状空间进行微改造，可将栏杆换为隔断性街道家具（如可坐树

池等）或进行路面铺装改造，使其与儿童游戏活动结合；可以结合街道设施/行道树等设置

儿童活动。 

 

 

 

 

图 27 与游戏结合的街道场地设计（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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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儿童友好型街道空间设计的视角出发，基于安全性、舒适性、趣味性三个方面对

北京紫竹院街道南长河两岸片区进行了儿童友好性调研分析，并据此进行了儿童友好型街道

设计探索，进一步推广提出了儿童友好型街道设计框架。研究重点关注场地设计的具体策略，

以期为更多城市片区儿童友好型街道的改造设计提供启发和参考。 

同时，本文提出的改造方案与设计框架在落地性、普适性方面均有所欠缺，故研究尚有

一定局限性，今后将进一步展开针对不同类型城市环境的儿童友好性街道设计研究。各地在

进行实际方案设计时应做到因地制宜，既要挖掘相对完整的闲置空间，也要考虑有无对现状

街道重新分配路权的可能性，从安全性、舒适性、趣味性角度出发，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

做到大、中、小不同尺度并行的儿童友好型街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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