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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联合国全球道路安全十年行动（2011-2020），全球儿童安全组织
自 2012 年，在全球 10 个国家发起了“学校区域道路环境改进”的项目。

该项目致力于改进社区中学校区域的道路安全现状，让学生能够更安全
地上下学。2011 年发起至今，包扩美国、中国、巴西、印度等 10 个国
家在内，改进了当地多校的区域道路交通状况。

在 2018 年，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携手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草河小学、番禺区慢性病防治站、番禺区市桥城区教
育指导中心、番禺区桥南街草河村民委员会，针对番禺区市桥草河小学
的学校区域开展了道路交通安全的综合干预。

本项目包括现状调研与干预。基线调查包括问卷调查与实地考察。干预
包括课堂教育与环境改进。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草河小学始建于 1948 年，
是番禺区市桥城区的一所公办小学，2004 年被评为番禺区一级学校，全
校共有学生 515 人，教职工 29 人。

校园周围区域安全，是对上学儿童有力的保护

广州学校区域道路安全环境改进项目报告
A Report on School Zone Intervention in Guangzhou

2 3



1

2

3

4

5

/10 人4.6出行方式
- 46.48% 步行
- 68.81% 机动车 
- 64.99% 非机动车

/10 人4.3主要危险
- 42.66% 学生认为步行时的主要危险因素是
   车速太快。

/10 人3.1步行时间 

- 30.78% 一周中有 4-5 天 
- 70.63% 用时 10 分钟以内

/10 人6.8最不安全路段
- 68.21% 学生认为上下学步行路途中
   最不安全路段是十字路口。

主要受伤的部位
- 学生步行被碰撞后，主要身体受伤的
   前三的部位是：
   38.79% 腿部、13.94% 头部、10.30% 胳膊

/10 人5.3碰撞情况
- 53.32% 学生有与自行车、汽车、公交车等 
   交通工具碰撞的经历。
- 33.19% 学生步行时与交通工具发生过碰撞。

6

6.9/10 人 6.5/10 人

7.1/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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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对象：番禺区市桥草河小学全体学生（515 人）及其家长 1 名。
                     本次共调查学生 497 人，参与率 96.50%；家长 484 人，参与率 93.98%。
调查样本：年龄分布：平均年龄为 9.58±1.79 岁，最小年龄为 7 岁，最大为 14 岁。
                      性别分布：男性 274 人，占 55.13%；女性 223 人，占 44.87%。         

1. 了解学生对安全步行的认知和对学校周围安全步行的体验情况；
2. 了解家长对安全步行的认知以及对学校周围孩子步行安全的体验情况。

调查目的

2. 学生步行时的安全感
●     对于在家附近步行的安全感：
   - 82.70% 学生感觉在家附近步行总是安全或者是大部分时候安全；
   - 14.08% 学生感觉有时安全；
   - 3.22% 学生感觉很少或从不安全，其中 81.25% 为一、二年级学生。
●     对于在学校附近步行的安全感 :
   - 73.44% 学生感觉在学校附近步行总是安全或者是部分时候安全；
   - 18.51% 学生感觉有时安全；
   - 8.05% 学生感觉很少或从不安全，其中 52.5% 为一、二年级学生 。

一、学生步行安全现状
1. 学生上下学出行方式
●    47.28% 乘坐助动车；
●    46.48% 步行；
●    43.86% 乘坐家用小轿车。

问卷调查

学生问卷调查

主要发现 学生上下学出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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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第一次独自穿行过马路时年级：
- 40.64% 学生为上小学一、二年级时；
- 22.33% 学生为上小学三、四年级时。 

3. 步行上下学的频率、时间与陪伴状况

●     上下学独立步行：   
- 17.51% 学生总是或经常独自步行；
- 43.86% 学生为有时候或偶尔独自步行上下学。

 • 步行时长：
- 14.89% 15 分钟以上；
- 70.63% 10 分钟以内。

●     一周中步行天数：                         
- 30.78% 一周中有 4-5 天。

 • 步行上下学时，最常陪伴者（可多选）：
- 45.88% 学生由父母陪伴；
- 44.87% 学生由同学陪伴；
- 26.56% 学生由朋友陪伴。

学生每周步行天数 学生每天步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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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生认为授予安全知识最多的人是
●     58.55% 学生认为是老师；
●     29.38% 学生认为是父母；
●     5.23% 学生认为是自学。

5. 学生上下学的步行行为
●     穿马路选择的位置：                      
﹣ 52.92% 学生从不在路口穿过马路；          
﹣ 25.75% 学生有时在路口穿过马路；
﹣ 20.12% 学生总是在路口穿过马路。

●     过马路时是否先与驾驶员进行眼神交流：
﹣ 36.82% 学生从不与司机进行眼神示意；
﹣ 34.61% 学生有时与司机进行眼神示意；
﹣ 27.57% 学生总是与司机进行眼神示意。

●     学生穿过马路时，观察来往车辆的频率：
﹣ 77.07% 学生总是观察来往车辆；
﹣ 12.47% 学生有时观察来往车辆；
﹣ 8.65% 学生从不观察来往车辆。

在路口穿马路而不是在任意路段都穿马路的频率 学生步行过马路时与司机进行眼神示意的频率

学生穿过马路时观察来往车辆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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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步行体验情况
1. 学生步行过程中是否有足够的步行空间
●     52.92% 学生认为有足够的步行空间；
﹣ 45.47% 学生认为仍存在一些问题； 

●     主要包括四大问题：
﹣ 41.33% 学生认为没有人行道或路沿；
﹣ 30.36% 学生认为交通量过大；
﹣ 18.67% 学生认为人行道被阻塞；
﹣ 16.44% 学生认为人行道过窄。

2. 学生对于穿马路的体验
●     42.66% 学生认为车速太快；
●     39.06% 学生认为没有交通信号灯；
●     15.24% 学生认为车没有停下让行。

3. 学生认为司机驾驶行为是否良好
●   60.56% 学生认为司机驾驶行为仍存在一些问题；
●   35.35% 学生认为行人过马路时不停下礼让行人；
●   35.02% 学生认为车速太快；
●   31.65% 学生认为司机不集中注意力驾驶，如打电话 / 发短信；
●   18.18% 学生认为司机不按交通指示灯行驶。

步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学生在穿马路时遇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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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生步行行为自评

四、学生与交通工具的碰撞情况
●     自行车、汽车、公交车等交通工具碰撞的经历和撞倒的次数（包含车辆停止，而碰撞到的情况）：
﹣ 53.32% 学生有与自行车、汽车、公交车等交通工具碰撞的经历；

●     学生被撞涉及的交通工具主要为：
﹣ 43.02% 为自行车；
﹣ 33.21% 为机动车（其中 10.19% 为摩托车）；
﹣ 23.77% 为助动车 / 电动自行车。

4. 学生认为上下学步行路途中，觉得最不安全路段
●   68.21% 学生认为是十字路口；
●   14.08% 学生认为是小区内道路；
●   9.66% 学生认为是校门口；
●   5.84% 学生认为是人行道。

    
  
 
  
 

与学生发生碰撞的交通工具

学生步行行为自评

当没有人行道时逆着车流步行

根据信号灯指示过马路横道线

当过马路时，停下，左看右看

当过马路时 ,站于横道线或会被车辆观察到的地点

有 没有步行行为

5.56%

31.57%

4.99%

11.95%

94.44%

68.43%

95.01%

8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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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生在步行时，受伤的情况
1. 在步行中，被撞的情况
●     33.19% 学生在步行时，有被撞过的经历；
●     64.19% 学生在步行时，没有被撞的经历。

2. 被碰撞后，受伤的部位
●     38.79% 为腿部受伤；
●     13.94% 为头部受伤；
●     10.30% 为胳膊受伤；
●     6.06% 为背部受伤；
●     4.85% 为腹部受伤；
●     3.03% 为臀部受伤。

六、学生的建议
1. 学生上下学步行时，在学校门口，觉得不安全的前五大类因素
●     41.05% 学生认为学校门口人行横道线没有交通信号灯；
●     38.83% 学生认为在上下学时段，家长拥堵在校门口接送学生；
●     24.55% 学生认为学校门口区域没有设立“注意儿童”标志；
●     24.35% 学生认为学校门口车辆拥堵，车不让人；人车混杂；
●     23.74% 学生认为在上下学时段，家长带着学生不走斑马线，乱穿马路。

2. 学生认为学校附近的道路环境可改进的前五大措施
●     44.67% 学生认为需地面划定“左看右看”标识；
●     43.66% 学生认为需安装减速带；
●     43.06% 学生认为需交通安全协管员；
●     37.83% 学生认为需设置清晰的“学校区域”标志；
●     33.80% 学生认为需设定限速区域，照相侦速。

被撞伤后的受伤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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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您的孩子独自步行上学时，您是否感到放心

主要发现

家长调查问卷

- 52.27% 家长感觉不太放心（其中 37.15% 为一、二年级家长）；
- 22.11% 家长感觉不放心（其中 45.79% 为一、二年级家长）；
- 21.07% 家长感觉放心；
- 2.89% 家长感觉很放心。

2. 您的孩子几年级是您允许其独自步行上下学的
- 52.69% 家长认为孩子独自步行上下学时间为上小学五、六年级时；
- 30.99% 家长认为孩子独自步行上下学时间为上小学三、四年级时；
- 12.60% 家长认为孩子独自步行上下学时间为上小学一、二年级时；
- 0.62% 家长认为孩子独自步行上下学时间为上幼儿园大班时；
- 0.21% 家长认为孩子独自步行上下学时间为上幼儿园中班之前。

3. 上下学步行路途中，家长觉得最不安全路段

- 82.44% 家长认为最不安全路段为十字路口；
- 6.82% 家长认为最不安全路段为校门口；
- 4.13% 家长认为最不安全路段为小区内道路；
- 4.55% 家长认为是人行道。

4. 家长认为学校附近的道路环境需要改进措施

- 66.32% 家长认为是安装减速带；
- 65.70% 家长认为是交通安全协管员；
- 55.17% 家长认为是设置清晰的“学校区域”标志；
- 54.75% 家长认为是增设置斑马道；
- 51.86% 家长认为是设定限速区域，照相侦速；
- 40.08% 家长认为是地面划定“左看右看”标识等。

广州学校区域道路安全环境改进项目报告
A Report on School Zone Intervention in Guangzhou

10 11



1. 学校区域道路存在安全隐患，学生和家长对改善学校周围道路环境需要较大，建议交通、学校等相 
关部门协助改进
        在改进意见上，大部分家长和学生认为需要安装减速带、设置斑马道、设定限速区域等。学生和家 
长均认为教育和交通相关部门最有责任改进学校附近道路环境。由此可见，学校区域道路存在一些安 
全隐患，交通和学校等相关部门，应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优化学校周边道路的环境。

2. 学生步行存在不安全行为，家长对儿童步行安全意识有待提高，建议学校等部门加强安全知识教育
        学生步行存在不安全行为：52.92% 学生在任意路段横穿马路；36.82% 学生步行过马路时从不与
司机进行眼神示意；21.12% 学生穿过马路时不注意观察来往车辆。

       家长对儿童步行安全意识薄弱：13.43% 家长允许一、二年级或以前的孩子独自步行上下学；而且
学生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0.64% 学生第一次独自穿过马路时间在一、二年级。28.17% 家长放心 7~9
岁孩子独自上学。可见，家长对儿童步行安全意识薄弱。在道路安全知识方面，家长授予孩子比例仅
占 29.38%。

建议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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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问卷调查初步掌握番禺区草河小学的学生和家长对学校周围道路安全的现状。学生和家长均认
为学校区域道路安全环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校门口路过车辆车速过快、缺乏交通信号灯、人行
道堵塞等；学生和家长对改进学校周围道路安全改进的需求较大，包括安装减速带；增设置斑马道；
限速区域和增加交通安全协管员等。部分学生存在随意穿过马路、在马路时玩耍和逆着车流方向步行
等危险行为。学生与交通工具碰撞经历较多。应继续加强学生和家长的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3. 学生与交通工具碰撞经历较多，应引起重视，减少儿童伤害。
       本次调查发现，53.32% 学生有与交通工具碰撞的经历 ; 其中 43.02% 为自行车；23.77% 为助动车
/ 电动自行车；10.19% 为摩托车。33.19% 学生在步行时，有被撞过的经历，主要受伤部位是腿部。
学生正处于身体和心理成长时期，对世界充满好奇。近年来，由于共享单车的泛滥，不少学生有偷偷
去骑自行车的行为，或导致学生与自行车碰撞比例升高。草河小学处于城郊地带，助动车 / 电动自行
车和摩托车是很多家长的代步工具，也可能导致该地区学生与此类车种碰撞经历较高的原因。据 2006-
2013 年全国伤害监测系统 [2] 显示：儿童道路交通伤害病例数量呈上升趋势，位居儿童非故意伤害发生
原因的第二位。儿童道路交通伤害问题不容忽视，应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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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学校需加强安全知识教育：尤其是低年级学生和家长。安全感与学生年龄相关。在认为学校附近步
行不安全的学生中，52.50% 为一、二年级的学生。对儿童独自步行上学不放心的家长中，45.79% 为一、
二年级的家长。另外，据段鹏鹏等研究报道（2017 年）显示 [1]：广州市 14 岁以下儿童步行者道路交
通事故伤害发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 17.63/10 万、1.78/10 万；其中 5 ～ 9 岁组年发生率和死亡率最高，
分别为 26.80/10 万、2.57/10 万。该年龄段也正是学生独自过马路时候。学校仍需加强家长和学生安
全教育，降低学生随意穿过马路等危险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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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对象：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草河小学学校周围

●    通过学校环境以及上下学时段的管理方式改变提高学校区域道路安全性，保证上下学儿童安全。

改进目的

改进一
- 改进前：校区缺乏限速装置；
- 改进后：增加限速标识的可视性、增加减速带、在学校区域护校标线。

   

         改进前                   改进后
改进二
- 改进前：停放车辆多，未设置专门学校区域步行步道；
- 改进后：马路两边设置禁停标志，设置学生步行通道。

              改进前               改进后

具体改进措施

学校区域道路安全环境改进报告

减速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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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三
- 改进前：斑马线在桥的下坡，且距离桥较近，距离学校校门口较远，学生穿越马路不便；
- 改进后：斑马线改变位置，离学校门口较近。

  

                改进前                             改进后
改进四
- 改进前：学校周围人行道有障碍物（钢丝）；                       - 改进后：去除人行道上的钢丝障碍物。

                改进前                             改进后
改进五
- 改进前：学校周围停放卡车；                                                  - 改进后：加强协警，管理马路乱停车现象。

                 改进前         改进后

广州学校区域道路安全环境改进项目报告
A Report on School Zone Intervention in Guangzhou

14 15



       从 2011 年开始，联邦快递支持全球儿童安全组织在全球 10 个国家开展学校区域环境改进的项目。这
些国家包括中国、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印度、韩国、菲律宾、泰国和越南。该项目通过调研、
评估、干预、干预后评估等标准化流程，进行基于数据和证据的干预措施，提升儿童步行安全。这些完成
干预改进的学校可以作为范例向世界各地的其它学校进行推广。

       在中国，全球儿童安全组织（中国）通过与当地的多部门合作，对上海市 4 所小学的校区道路安全环
境进行了改进，分别是来自上海的花木中心小学、海桐路小学和新市学校和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草河小学。
这些改进包括设置家长等待区、移除斑马线前的阻碍物、设立非机动车临时停车点，增设减速带以及增大
交警现场执法力度等。项目大大提高了学校区域的道路对学生上下学的安全性。 与此同时，通过这一多
部门协作项目，帮助了学校所在区域社区建立起了学生道路安全的联合工作机制。

“学校区域道路安全环境改进”项目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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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儿童安全组织”是致力于防范儿童伤害的

非营利性的国际性组织，该组织通过公共的、企业的和个人的力量以

慈善事业的方法和市场宣传的方法来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SAFE KIDS Worldwide is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childhood injury control

programs that link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 e�ective philanthropy

and cause marketing to protect children from unintentional injury.

www.safekidschina.com www.safekidsworldwid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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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支持

项目合作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草河小学

广州市番禺区慢性病防治站

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城区教育

指导中心

广州市番禺区桥南街草河

村民委员会

番禺区市桥草河小学改进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