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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站站内人性化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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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确立轨道交通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的骨干地位，大力开展轨道交通项目建设是解决大城市交通顽疾的

重要途径。轨道交通日益成为城市居民生活工作的出行首选，而地铁车站的人性化程度对城市的宜居条件和竞争

活力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结合新媒体前沿报道，加上笔者自己的实际乘坐体验和工作经验，对地铁车站站

内人性化设计进行研究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希望能为轨道设计人员提供新的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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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不仅对加强城市中心同周边区域联系，

满足市民出行需求，带动城市整体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还充当了城市名片和游览车的角色。地铁车站作为轨

道交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性化设计到位与否，直

接影响到城市品质提升成效和民众幸福感。

1 地铁车站人性化设计基本理念

地铁车站的人性化设计应以安全性、关怀性、便

捷性和舒适性为目标，以人的心理、生理、行为、情

感和文化背景等为设计基准，考虑到社会公众可能的

附加需求条件，满足出行者在地铁车站内的行为活动。

出行者的基本活动得到满足的同时，还能全方位感受

车站设施的方便和舒适，从而使出行者感觉自身受到

尊重产生满足感 [1]。

2 地铁车站人性化设计的基本原则及措施内容

2.1 前瞻性原则

当前，中国正处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新时期，以

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为导向的轨道交通建设，能

够支撑并引领城市发展格局。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

是实现未来城市向高级形态进化的必经之路，具有极

为广阔的应用前景。

由于地铁线网规模与日俱增、客运量持续增大、

疫情防控举措不断压实，为轨道交通系统带来了安检

工作超负荷、通勤客流通行效率迎挑战等多重压力。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云计算、物联网、卫星通信、

区块链等新兴信息技术研究如火如荼的时代大背景下

建设“智慧车站”，利用前沿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技

术是解决现状难题的一剂良方。对于各大城市而言，

AI赋能城市轨道交通逐步进入实践阶段，以大数据系

统架构为基础，开展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针对轨道

交通系统不同场景量身定制的诸多算法已在部分大城

市进行测试和投入运用。智慧乘客服务平台算是较为

典型的成果案例：不仅拥有票卡自助购买、站内布置

一览、人工召援服务等基本功能，还可通过对乘客安检、

测量体温等环节进行智能化改造升级，实现智慧安检、

智慧测温、无感通行，助力轨道运营管理“减负奔跑”。

又例如地铁智能视觉系统，能够在视觉业务“看到”

的基础上“看懂”甚至“预知”场景中的危险因子，

及时精确告警，将危险事件扼杀在征兆初现时。再例

如地铁便利出行系统，以 AR实景导航为内核，为乘客

提供便捷进出站信息，人们可以迅速获取车站出入口

与周边美食、重要地点的最优衔接方案等信息。

每年在空间开阔的地铁站举办消防演练培训是提

高地铁工作人员和乘客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能力的必要

工作。在消防宣传活动中引入科技创新体验项目，采

用电、声、光交织形式，将消防安全隐患、知识要点

凸显出来，以沉浸式体验、寓教于乐的方法展现，开

展 VR火灾隐患排查、仿真灭火器操作、模拟 119报警

平台、3D实景逃生演练等，集趣味性和安全性于一身，

大大提高消防知识宣传效果。

不仅如此，在地铁站内建设 VR安全体验馆还可演

绎各类地铁运营风险点，把枯燥无趣的“填鸭式”培

训说教转变为亲身体验感受，切实提升乘客和地铁工

作人员的知识储备、增强安全意识。让参与者进入体

验仓并戴上 VR眼镜，模拟出逼真的烟雾火灾、扶梯失

控下滑、车辆脱轨、地面坍塌、触电等危险场景，让

参与者通过视觉、听觉、触觉亲身感受意外发生的后果，

将“珍爱生命、规范操作”的安全意识根植参与者心中，

把培训方式由“要我学”转变为“我想学”，使乘客

更加注意站内通行细节，规范地铁员工操作，预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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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事故发生。

当然，“智慧车站”的建设是个系统性、循序渐

进的过程，不同部门和子系统之间需要默契配合，才

能够加快智慧化进程。充分利用好新兴技术，将多维

感知、效果呈现与人、物、环境等信息关联融合，经

过自主训练 -反馈 -再训练，寻找降本增效最优解，

更能推动技术创新与轨道产业链深度耦合，促使运营

模式、管理模式正向转型，着力构建安全、集约、便捷、

经济的新式智慧型城市轨道交通。在未来，随着新兴

技术不断迭代更新，更多有效的算法将会落地应用，

地铁智能运维的实践也将进入深水区，真正实现以科

技之力，助美好出行。

客流预测的准确性直接影响轨道车站的运营效率，

地铁车站集散客流能力与交通需求客流相匹配是最理

性的状态。要想尽可能减少因客流预测误差导致的运

载供求不均衡的现象，在设计地铁车站时除了遵照各

级规范标准严格执行，还应进一步加强现场踏勘、规

划对接等工作，对车站的服务范围和客流吸引能力有

大致判断。车站的换乘通道、站台宽度应尽可能创造

条件适当拓宽，为远期城市发展吸引更多客流预留足

够的改造优化空间。对于埋深较深的车站，由于走步

梯的客流远少于乘坐楼扶梯的客流，在满足消防等相

关要求的前提下，设计时可考虑缩减步梯宽度，增加

楼梯和扶梯宽度或座数。

2.2 便利性原则

地铁车站的人性化设计主要是给人们的平常出行

提供便利，因此相关设计须具备鲜明特点，以便识别。

例如交通线路较为复杂的地铁车站内路线指示标识往

往要用较为突出的颜色显示。地下车站往往有多个进

出口，加上通勤时间段人流量相对较大，因此，进出

口标识需要设置在高处以及显眼的地方，便于在人群

中也能够容易识别 [2]。又例如乘客在站内有如厕需求，

鲜明的引导标识可以大大减少乘客的无效走行距离。

我国轨道交通行业正处在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轨道交通与商业的良性互补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在国内各大城市纷纷规划建设轨道交通设施的

背景下，对地下商业空间的利用也成为值得研究实施

的课题。在地铁车站内合理设计商亭位、商业用房不

仅能满足乘客临时急需（例如在站内卫生间缺乏纸巾、

乘客口渴饥饿等），更能盘活地铁车站剩余空间资源，

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激发轨道公司生产积极性。

具备人行过街功能的轨道车站出入口通道，在设

计时应考虑对内部结构合理隔断，这样既能保持通道

全天对外开放，满足民众夜间过街通行需求，又能保

障站内设施和例行维护工作在列车停运期间不受外界

干扰。

无障碍电梯虽然是专为行动不便人群设置的，但

有些地铁车站因线路埋深较深，使得车站设计时地下

通道距离过长，加之此类深埋车站内部结构较复杂，

公众乘坐轨道交通出行时，无障碍电梯能让乘客拥有

更加便捷的进出车站选项。对于因用地矛盾等缘故导

致正常车站出入口无法设置的特殊环境，设计时可考

虑另设大运量无障碍电梯，用以代替车站出入口部分

功能，这也是为公众出行提供便利条件的有效办法。

大城市的交通出行通常采用刷卡方式，与公共汽

车不同，对于轨道而言，一张公交卡仅能使一名乘客

完成一段旅程，相同旅程的多人出行尚不能实现一张

卡共用。逐步推行的二维码刷码和人脸识别乘车在人

流高峰期偶尔出现卡顿延时等状况，这也使公交通卡

系统的后续建设完善有了新的目标。

车站非付费区设置公共卫生间是城市轨道交通社

会公益属性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一座城市的公共建设

进程。我们也应看到，地下车站增设公共卫生间费用

投入较大，如果应用于全线所有车站，整体增加的费

用在工程概算中不可忽视，影响轨道建设弹性。因此，

从经济性实用性方面综合衡量，仅在浅埋车站落实这

一便民举措更显适宜。

借鉴城市驿站、机场、高铁等场景的精细化管理

经验，站内可配备手机充电站、医疗箱、失物招领点，

重点突出应急服务功能。对于手机充电站、可引入广

告招商摊薄投入成本，为市民提供便利的同时也让厂

商打响知名度，形成多方受益的良性循环。

2.3 舒适性原则

地铁车站的人性化设计需要认真考虑对出行者的

感官是否友好。提升地铁站内空气质量是人性化设计

不应回避的问题。尤其是设计埋深较大、人流量较多

车站，空气不能实现完全流通，来自站外、列车车厢

及卫生间的灰尘、细菌、异味会使乘客感觉身体不适，

更有甚者会导致体弱人群出现缺氧等意外状况。因此

地铁车站人性化设计中对通风换气设施的布置要有必

要考虑，确保站内空气净化设备见效明显，乘客呼吸

舒适顺畅。若能采取更加经济的措施将站内空气在排

出地面前迅速消毒、杀菌、净化，确保站内站外空气

质量，那么对车站周边距离风亭较近的居民楼无疑更

加友好，将有效减少信访投诉、促进轨道顺利建设运营。

听觉方面，要想削减地铁站内的噪音分贝，减震

降噪措施一定须考虑到位，如将机房等噪音较大的设施

设于远离人群密集处，避免噪音分贝过高引发人体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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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方面，进行车站内部装饰装修设计时，尽量

避免色彩过于沉闷，充分展现交通建筑清新明快、舒

爽干净的特点，这样使乘客在车站封闭空间内不会心

生压抑感。上海申通地铁在树立地铁窗口文明形象方

面做出表率，举办了首届上海地铁“最美厕所”评选

活动，评选出“最美厕所”和“标准化厕所”，充分

展现“大事做精彩，小事做精致”的争优精神，精益

求精、追求品味、愉悦乘客、成就自身，为轨道装饰

设计从业者打开新思路。

对于地铁车站照明设计，也应基于光学基本性质

和情况，采用亚光或毛面的材料，对灯具本体适当遮挡，

减少眩光等问题的出现。同时，应尽可能扩大自然采

光面，通过地下室采光井等诸多方式提高地铁车站的

照明环境 [3]。

2.4 关怀性原则

为乘客提供干净舒适的乘车空间环境是地铁站设

计的基础要求，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必不可少，为残疾人、

老年人、孕妇及儿童提供安全便利的乘车环境是社会

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 [4]。轨道车站设计应保证信息传递

的连续性，对听觉、视觉障碍的乘客所设计的导向标

识系统、人工服务系统、紧急疏散系统等，应做到信

息传递准确无障碍。例如，轨道出入口的盲道铺设应

具有连续性，从人流到达站台开始，盲道连续设置，

一直服务到目标进出口处；轨道出入口电梯扶手设计

可根据成人和儿童的身高差异，设置双层扶手 [5]。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设计风雨连廊，将轨道车站

与周边建筑、公交车站等进行无缝衔接；条件不允许

时在车站出入口设置雨棚也是关怀性原则的重要体现

方式。车站出入口在不设置雨棚的条件下，一旦遇上

强降雨，自动扶梯就不能正常运行，乘客只能走步梯。

而步梯湿滑，对腿脚不便的老年人以及拎大包行李的

乘客来说尤其不便。而如果遇到炎炎烈日，由于没有

雨棚遮挡保护，在高温环境中，自动扶梯的橡胶带容

易老化变质，散发令人不适的塑胶气味，会对乘客心

理生理造成负面影响。

车站语音广播除了按惯例报送列车进站信息、安

全文明出行提醒，还可结合特殊事件、特定时节，适

当调整播报风格和内容，为乘客带来上接天线下接地

气的新鲜感和生动感，如开学季特别广播、轻音乐广播、

晚安祝福等。清正醇厚的男音、热情甜美的女音配上

舒缓的旋律，可以有效抚慰乘客的情绪，在高峰时段

或是临近收班时间使人放松心情、舒缓压力，这样便

以少量代价构筑心灵港湾，充分释放人性化温度。

2.5 韧性原则

地铁工程系统复杂精细，且专业性较强。对地铁

车站而言，经久耐用、持续运行可实现系统适应性调

节“柔性”、抗击极端情景“弹性”有机结合，从而

实现车站系统的高度韧性。尽管在车站设计过程中，

设计人员对可预见的极端气候环境已做出充分研判，

如酷暑、暴雨洪水、地震火灾等均有应对策略，但对

地铁站建成运营期间的评估工作建议投入更多精力。

不仅需要密切监控不可预见的重大事件，诸如流行病

害、社会动荡、负面科技成果等，同时也应关注车站

机电设备选用细节。以深埋车站为例，较长的自动扶

梯固然可以减少乘客走行距离，但越接近地面部分，

自动扶梯发生故障频次越高，一旦乘客只能选择走步

梯，对上班族、腿脚不便者将会产生负面的乘坐体验。

此外，设计人员还应充分考虑单侧自动扶梯的不均衡

承重影响，定期开展车站进出潮汐客流数据采集与分

析，动态调整自动扶梯运行方向，确保车站电气设备

使用寿命长久，运行安全可靠。

3 结语

综上所述，地铁在大型城市的交通运营中起着不

可替代的骨干性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人

们对城市宜居条件的评判标准也日益提高。群众关心

无小事，要认真倾听乘客的声音，从新技术、新材料、

新管理考虑，优中选优、多维度改进，抓好抓小每一

处细节，用心用情呵护各类弱势群体，贯彻以人为本

的理念，对地铁车站进行人性化精细设计已是提升城

市魅力，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归属感的大势所趋。结

合国内相关规范、并吸取其它城市实际建设经验，从

提升乘客舒适性、提高轨道车站客运吸引力和凸显城

市交通骨干作用的角度出发，对地铁车站这样的百年

工程进行更深层次的匠心设计，让乘客拥有安全便捷

的出行体验也成为了轨道交通设计人员光荣而极富挑

战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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