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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步道系统配置要求 第 2部分 步行道

1 范围

本配置要求规定了步行道的技术要求、选址要求、设计要求、配套设施要求、智慧信息系统要求和安

全要求。

本配置要求适用于城镇步行道的新建、改建和扩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健身步道系统配置要求 第1部分 登山步道》

3 术语和定义

《健身步道系统配置要求 第1部分 登山步道》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步行道 walking trails

位于地形平缓区域，路面符合运动锻炼要求，可供散步、健步走、慢跑等健身运动的道路。

4 技术要求

4.1 设计宽度方面，应不低于 1.5m。

4.2 设计纵向坡度方面，平均坡度在 5%以内，极限坡度为 8%，极限坡度距离为步道总长的 10%以内。

4.3 设计洁度方面，步道主体路面宜无植被侵占。

4.4 设计路面方面，路面无突起，无障碍物。

4.5 上部净空不低于 2.4m。

4.6 路面材料方面，宜使用透水材料。

4.7 建构筑物特点及路面元素方面，可使用外来材料用于桥梁、缓冲带、防护类、休息点、健身器材等设

施。

4.8 应在步道主要出入口修建步道形象标志物并设置一级导示标识，一级导示标识要求见《健身步道系统

配置要求 第 1 部分 登山步道》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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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应在各节点、功能区、岔路口设置二级导示标识，二级导示标识要求见《健身步道系统配置要求 第 1

部分 登山步道》的 9.2。

4.10 每 500m 等距设置三级导示标识，三级导示标识要求见《健身步道系统配置要求 第 1 部分 登山步道》

的 9.2。

4.11 警示标识、劝示标识和禁止标识应全面设置，内容详尽。

4.12 附属设施内容应有健身知识宣传栏和环卫设施，宜有步道服务中心、广被利用的休息点、各类全民

健身设施、停车场和活动准备区。

5 选址要求

5.1 宜在地形较平缓的适宜于开展健步走活动的城镇、近郊区域选址。

5.2 应选择有移动通讯网络覆盖的区域。

5.3 应因地制宜，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体现地方自然和人文特色。

5.4 应具有良好的可达性与便捷性。

5.5 选择步道的路线时应避开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

5.6 应适应当地的地形、地貌和水文条件，在不破坏自然景观，不影响防洪安全，不占用农用地、耕地的

前提下，充分利用原始道路、现有道路、公园道路、古道、河湖岸线、堤防、机耕路、防火隔离带等路径。

5.7 建设环境应远离化工厂、垃圾处理场等有空气污染的区域。

5.8 步行道应优先考虑利用城镇人口密集区的休闲公园、城镇绿道、滨水滨河地带等生态环境良好、适合

开展运动休闲活动的区域。

5.9 应结合城镇空间结构与功能拓展方向，尽可能连接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景点、风景名胜区、自然保

护区、旅游度假区、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广场、滨水休闲带、体育设施等公共区

域，可与景区服务设施、市政和道路慢行系统相衔接，便于健身人群使用。

6 设计要求

6.1 步道面层材质可用合成材料、砾石材料、透水材料、木质材料、砖制材料、天然材质等。

6.2 应保持路面平整，排水通畅，不积水。

7 配套设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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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主要出入口应设置在线路的起终点处，其他出入口宜设置在人流量较大的区域。步行道出入口应配置

环卫设施，宜配置信息标识和停车场，有条件的步行道还可配置小广场、展示区、室外健身器材活动区等。

7.2 沿线应合理设置休息椅凳，设置间隔以 0.5h 路程长度为宜。

7.3 救护设施和安保设施的设置宜依托公园、社区、道路及周边区域的原有设施统筹考虑，不远离急救中

心或者医院 10km。

7.4 沿线宜设置垃圾箱和生态厕所等环卫设施。

8 智慧信息系统要求

8.1 应构建由移动通讯网络实现的智慧信息系统。

8.2 宜有电子监控系统、流量统计和步行道使用者基础数据系统。

8.3 应有基于步行道的互联网服务平台，提供步道客户端服务，包括电子地图下载、电子导示、使用者全

程实时定位、使用者个人体验评价提交和使用者群体交流互动等。

9 安全要求

9.1 应制定步行道安全手册、步行道维护手册等。

9.2 应有照明设施、给排水设施等。

9.3 应限制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通行。

9.4 应预留足够的无障碍区，邻近水面、陡坎等应设置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

9.5 应定期对步行道及其配套设施进行检查及维护。

10 验收

步行道建成后应通过验收，方可对公众开放。验收表内容可参考《健身步道系统配置要求 第1部分 登山

步道》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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