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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区天桥与地下通道使用状况的调查

摘要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就成了人们随处可见的过街方式，利用天桥

与地下通道过马路有利于更好地保障行人的生命安全。为了让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更好地服

务市民，我们进行实地调查，收集市民心声，随手记录它们现存的一些问题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温州；人行天桥；地下通道；调查

一．相关情况说明

研究背景
随着经济的迅速腾飞，科技的日新月异，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大中小

城市中建立，成为人们不可或缺的过街方式。它将人与机动车辆分隔在两个空间，这不仅有

利于提高过往车辆的车速，减少道路通行的压力，还降低了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使行人过

街更加安全方便。此外，人行天桥还能成为一处景观，作为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美化城市；

地下通道能够扩大使用面积，增加资源利用率，促进城市商业化。

我的故乡温州也拥有着多座随处可见的天桥与地下通道。温州的第一座人行天桥——城

开天桥于 1995年 12月 28日向市民开放，距今已投入使用将近二十年。此后，如南站天桥，
温州大厦过街天桥，百里东路人行过街天桥……及数十座地下通道都慢慢出现在人们的视线

中。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并不是一个新颖的话题，但从其建立至今，它的问题一直存在，尚

未解决，并且日益凸显。

问题缘起
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温州政府对文明城市建设的愈加关注，对于交通问题的投入建设

也更加重视。即使平时忙于学习的我，也会发现一架架高架桥以及人行天桥络绎不绝地建起。

政府为了人民生活的安乐在交通安全方面投入了应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致力于构建建设和谐

社会。温州市区发生交通事故的状况正在一系列措施的影响下逐渐得到改善，人们的生活水

平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但事物永远具有其两面性，我注意到的是天桥与地下通道无人问津的现象。这种现象带

来了令人深思的疑问，这些利于人民行走的交通设施，它的设置真的合理吗，真的所有天桥，

地下通道都物尽其用了呢。一系列问题的产生激发了我对天桥与地下通道使用状况调查的念

头。

研究目的
人行天桥、地下通道与斑马线都是人们的过街方式，但相比较而言，人行天桥和地下通

道的安全性远远高于斑马线。可平日所见的通常是斑马线前挤满等待绿灯的路人，天桥上与

地下通道中通行的人却寥寥无几。于是我们进行此次调查，详细统计各种过街方式的人数，

了解天桥与地下通道的使用情况，获取市民对于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的评价，剖析市民的心

理。

希望通过我们的调查，能够提高市民通行时的安全意识，提高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的使

用率，引起政府对天桥与地下通道的注意，加大对其的整改力度，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同

时，这次的调查使我们学会了对身边的现象引起注意，进行深入研究，获得了一次锻炼的机

会，使自身的胆量、毅力、坚韧都得到了增长。也让我们明白了现代的学生也需要积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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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的责任，履行市民的义务，为城市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实施过程
1.调查实施方法

此次调查研究使用了实地观察、问卷调查、访谈调查、文献调查、数据统计及分析等方

法。

2.任务链

3.具体实施步骤
第一阶段：在生活时时留意身边的事物，观察易被忽略的现象，敏锐地提出问题，两人

进行讨论，明确调查目的与方向，制作问卷，询问父母得知市区内的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分

布，安排行程。

第二阶段：2月 24日两人分工。上午，一人数每一个小时内使用斑马线的人数，一人
数使用地下通道的人数；下午，一人数使用斑马线的人数，一人数使用天桥的人数。2月 25
日上午走遍温州市区内多座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观察实景拍摄照片；随后几天利用互联网

进行问卷调查。

第三阶段：利用 excel分析所得数据，探究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内容，提出切实可行的建
议。两人分工撰写报告，相互审阅对方的内容，进行讨论与修改。

观察现象，提出问题 制定计划，分工合作 实地考察，问卷调查

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撰写报告，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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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报告

（一）鹿城区内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设施调查

1、附二医地下通道

2、南站天桥

我们的首站要去附二医的地下通

道，我们通过乘坐 55 路公交车到达后迅

速进入地下通道调查。

作为一个生活在温州的市民，我可

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见过的无论从

设施条件，还是环境状况来比较都是最

好的地下通道。装有地下扶梯的通道干

净整洁，地下灯光条件良好，文化布置

充分，通道里充斥着行人，经观察我们

发现大多为通行于两座医院的市民。

从地下通道出来，我们步行至不远处的

南站天桥。

南站天桥可以算是温州市区最大型的

人行天桥，每一条斜坡中间可由自行车

通过的水泥通道隔开两边上下的通道，

可谓天桥中建设最为全面的一座。通道

上地面基本干净整洁，文化措施晚上，

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天桥表面的部

分设施由于时间长久略有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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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城开天桥

接下来我们步行至城开

天桥。

城开天桥作为最靠近市

区中心点的一座天桥，市民的

熟知度最高且使用率最广。但

踏上天桥的时候我们发现一

个很大的问题，由于天桥建造

依旧，各项设施都严重损坏，

楼梯台阶上参差不齐的漏洞

是最大的问题之一，台阶前防滑的不锈钢台阶大部分老化破损，成了市民最易滑倒的地方，

而桥上地面砖块被不同色调的水泥补上显得丑陋异常，地上的清洁状况十分差劲。对于市民

最常经过的天桥，在修补措施上的匆忙与清洁工作上的不完善可谓两大漏洞。

4、银泰边地下通道

调查完天桥我们原路返回，

然后走向银泰边上的地下通道。

走到路口发现有保安坐在门

口，继续往下走也会发现保安亭，

各个出口也装有摄像头监控器。

这一系列措施可以确认，这条通

道的安保措施做的较好。但这条

通道行人的过往率几乎为零，人

流高峰期至此，人流也三三两两，

再加上通道光线昏暗，整个空间显得安静阴森。另外发现一点。地下通道的过道上有橱窗设

置但无展示内容，显得形如虚设，垃圾桶附近也堆满垃圾，同时雨天会有积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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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温州大厦过街天桥

温州大厦的过街天桥是调查的所有天桥中行人最少的一座天桥。

天桥闲置这个话题一直被人们所关注，一则报道称位于市区温州大厦前的过街天桥很少

有人行走。一个小时过桥者不足百人。于是我们把另一

束目光放在了这座过街天桥上。

根据网络资料说明，市区温州大厦过街天桥建于

1994 年 6 月，建成至今已有 19 年，建设单位是当时的

人民路改建工程指挥部。对于这座有着 20 年历史的天

桥，此时却发现在这 20 年里它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了解，我们特意来到了这座天桥进行调查。

早上 10：00.我们站在路口远远看到这座天桥却发

现桥上没有人流涌动。这一现象证实了之前报道的正确

性，我们进一步踏上这座天桥观察拍摄时，发现了一系

列的问题。

首先是地上坑坑洼洼的水泥铺砖，油漆洒落一地，

污垢堆积更映衬出脏乱的地面严重影响了桥上的美观

度，且雨天积水严重，最甚的是这座天桥是调查至今所

有天桥中唯一没有垃圾桶设置的地点。

（二）具体使用调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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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体使用调查情况

1.人行天桥

2 月 24 日 12 点 50 分下午我

们来到了百里路温州市中心医院

附近半年前新建的天桥，开始进行

新建天桥与附近斑马线使用状况

的数据收集。

据了解，坐落在温州市中心医

院边上的这座天桥建成于半年前。

由于一边是两家医院和住宅区，另

一边有农贸市场，行人来往十分密

集，因此这段路的拥堵也让不少人

头疼。有网友提议“二医门口造个

人行天桥，斑马线去掉，行人过天

桥。”

去年这座天桥建成后迅速赢得市民的广泛关注，对于这座崭新的

天桥，市民褒贬不一，一些使用过这座天桥的附近居民表示方便了行

走，但同时有人提出了质疑，称老年人看病还需爬天桥，实在麻烦，

需要配置扶梯。更有一部分人发现这座天桥的使用度似乎还不是特别

高，除了下午的高峰时段，其他时段的行人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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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表格整理结果：

2 月 24 日下午康乐坊新建天桥与附近斑马线的使用状况的统计比较

时间 天桥通过人数 斑马线通过人数

1:00-2:00 375 409

2:00-3:00 524 541

3:00-4:00 494 493

4:00-5:00 503 393

图为记录地点与记录纸张

通过 excel 制作出更直观的折线图，更

有利于我们来分析数据。

通过两条线路的走向我们发现新建的这

座天桥存在一定的使用率，但在中午时段人

数较低只达到三百多人。为了方便调查我们

采用下午这个人多的时段来调查人数，但是

发现人数没有想象中的多，而且另外发现天

桥设置的诸多问题。

最需要关注的是这座新建天桥只有两条

可供自行车上下的斜坡。导致部分市民带有

自行车的市民绕远路或是抬着自行车上天桥。这是一个很不方便的地方。



10

2.地下通道

早上七点半我们集中在蝉街

口向信河街的地下通道进军。于八

点钟开始调查。

据了。,这条过街通道位于松台

广场和蝉街新国光商住广场之间，

东西走向，2001 年竣工，2006 年正式投入使用。总长 58米，宽 6米，

约有 20间 22 平方米的店面。

平时路过这条地下通道时就觉得

此地有被闲置的嫌疑，首先广场上闲

置的电梯上长满青苔，垃圾在此也堆

积已久，来往只有零星买菜的居民，

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士。

而通道内的店铺也只有两三家开张营业，基本无人问津。台阶上

积水严重，并有垃圾四处散落，墙上有墙纸脱落，这处地下通道可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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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百出。

下为表格整理结果：

2 月 24 日上午松台广场诚信地下通道与附近斑马线使用情况

时间 诚信通大通过人数 斑马线通过人数

8:00-9:00 116 564

9:00-10:00 125 709

10:00-11:00 155 665

11:00-12:00 92 544

图为正在记录过往人数的小组成员

通过这张折线图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

看出地下通道与斑马线使用率的差距悬殊，

八成市民倾向于在斑马线上行走。

再看地下通道的行人过往数量，每小时不

超过 200 人通过，且通过年龄段多为四五十

岁的买菜妇女，二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仅有

4 人。而斑马线上的行人年龄段范围就广了

许多。可见这条通道的局限性十分严重。

通道附近从设施配置上讲应当是较为齐

全完整的，包括通道外的电梯，以及两侧的

商铺。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配备的资

并没有得到正确的利用，反而受到冷落，被闲置此处，反成败笔。这一点是十分可悲的，也是这条通道最大

的问题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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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和建议

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作为人们一种重要的现代过街方式，逐渐被人们接受使用，成为出

行的一部分。但自其建立以来，大大小小的问题却从未消失：只有少数天桥与地下通道设施

完备，多数常年没有进行检查维修；虽然使用天桥与地下通道的人数逐渐增长，但与斑马线

相较，它的使用率仍然较低……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有效地保障了行人的交通安全，高

效地利用了城市的空间，解决了行人交通拥挤的问题，应该被加以提倡。而如何提高人行天

桥与地下通道对过路行人的吸引力，则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

1.提高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的便捷性
在问卷调查“在有选择的情况下，你不选择天桥的原因”这一题目中，有将近 90％的

市民选择了“相对耗时长”、“走楼梯费力”的选项，体现了天桥对于人们来说是一种费时、

费力的过街方式。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在生活中的步伐在逐渐加快，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大多数

人都选择使用斑马线过街。经查阅互联网得，人们使用一次天桥所爬的楼梯数相当于两三层

楼的楼梯数，这对老年人是一个吃力的项目。而如今的社会已逐渐进入老龄化，如何使公共

设施有利于老年人使用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1)安装自动扶梯。现温州的地下通道多数都有安装自动扶梯，天桥却少有安装自动扶梯。
2)安装垂直升降电梯。对于行走不便的老人及无法行走的婴儿，可以开通老人、婴儿专

用的电梯。

3)设置斜坡。自行车已成为现代人们一种热门的出行方式，所以天桥与地下通道各个出
入口处的斜坡是必不可少的。

2.增加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的美观度
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都有美化城市的作用，然而现温州多座天桥与地下通道都存在多处

破损。如多数天桥桥面的瓷砖有破损，只是加以水泥灌溉，并没有重新在缺口处铺砖，使桥

面看起来十分不美观；有些地下通道灯光昏暗，垃圾桶附近脏乱甚至散发恶臭……

1)保证天桥与地下通道的光线明亮。提高地下通道的明亮度还可以增加安全系数；夜间
天桥的灯光能保证市民上下楼梯时的安全。

2)适当增加易存活的植物盆景。绿色盆景不仅赏心悦目，也有利于清洁空气。
3)保持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的清洁。现温州几乎每座天桥与地下通道都设有垃圾桶，行

人应有保持卫生不乱丢垃圾的意识，保洁人员要每日清扫、清理垃圾桶。

3.增强市民出行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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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意识往往是决定一切的因素。所以提高市民的出行安全意识，让行人明白安全比方

便、快捷更重要是根本途径。多数市民倾心于更为便捷的斑马线，但天桥与地下通道在空间

上实现了行人与车辆的分流，完全避免了发生车祸的可能性，是一种安全系数极高的过街方

式。

1)在学校里进行普及。学校是培养祖国下一代的场所，从小灌输走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
的意识，便会慢慢养成这一种习惯。在与父母出行的同时也会提醒父母走天桥与地下通道。

2)在小区、街道的宣传栏上宣传。将相关内容张贴在醒目位置，吸引过路居民观看，写
清使用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的益处，引导人们使用。

三、活动记录

1.记录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穿行人数，与斑马线进行比较

选定两个着重调查的地点，做好行程安排。2 月 24 日早上 8 点到下午 5点，两

人分别在斑马线与天桥地下通道处对过往人数进行记录，并且特意观察途中发现

的特殊问题，进行调查比较。



14

2.问卷调查

此次问卷调查没有采用纸质分发，而是运用互联网的沟通工具，利用各自的交际圈，进

行网上调查及对家里的亲戚进行访谈调查。采取这种方法少了很多尴尬的场合，也保证了每

份问卷所得的数据都是真实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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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走访各大天桥与地下通道，观察使用情况

在出行的前一个晚上，事先与家长商量好路线。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开始，通过各

种方式到达了市区多座天桥

与地下通道进行实地探访，

在拍摄途中发现了一定数量

的漏洞，结合周边环境进行

记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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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利用 excel 分析数据

在学校的信息课上，老师就教过如何使用 excel处理数据，但当自己没有任何指导，一
切从空白开始，才发现自己其实对于 excel很生疏。经过了一番琢磨才明白如何录入数据才
能导出图表，做到最后又发现了更快捷的方式，对 excel的掌握加强了不少。

四、我的感受
经过这一次的调查活动，我收获颇丰。首先我发现调查的过程是其中最极具有挑战性的

工程。还记得 2月 24日那天，我站在两个地点，总共八个小时的时间里，接受着各种带有
好奇或是疑问的路人的眼光，在没有阳光陪伴的冷风中，腰酸背痛的收集数据。初次体验这

种可谓是疯狂的经历，我却觉得意义非的。在这次调查中，我以自己的能力对温州市区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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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以及地下通道的部署使用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并且发现了问题所在，从而实现了一位公

民应当履行的监督权，为创建文明温州献出了自己一份力。调查途中，我的胆量与能力各方

面都得到了锻炼，尤其是调查的途中对一些漏洞的寻找发现，以及拍摄工作都让我进一步成

长，掌握了许多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并且开阔了眼界，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关注社会生活。

——李心如

第一次写这么长的一篇论文，真的没有想过自己居然可以坚持下来。放假前斗志昂扬地

发誓一定要认真对待这篇论文，结果一放假这个念头就抛到了脑后，直到过年后才重新开始

考虑这件事。我们两个人在调查的方向、内容、方式都有过激烈的讨论、争执，在这当中很

担心会就此分道扬镳，但幸好最后都能互相听取对方的意见，确定下最好的一个方案。

毋庸置疑收集数据的那几天是最辛苦的。在斑马线旁从日出站到日落，午餐匆匆解决就

马不停蹄地赶到下一个调查地点。期间几度想要放弃，但总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终于挺到

了最后。后来我明白，只有忍受得了乏味、烦躁，才能真正有所收获；只有坦然面对枯燥与

孤独，才能获得所有的荣光与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