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NA STREET 完整街道试点项目常见问题解答 
概述  

1. Dana Street 完整街道试点项目的目的是什么？  
Dana Street 完整街道试点项目旨在提高公交车的准点率，并减少 Dana Street 的沿街行使

时间，同时为骑行者营造更安全的环境。该项目与伯克利市南部完整街道项目相关联，而 
AC Transit 正与市政府紧密协作，致力于共同设计和建设该项目。如需了解更多有关南部

项目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市政府网站：

https://www.cityofberkeley.info/southsidecompletestreets.aspx。  

2. 什么是“完整街道”？  
“完整街道”的设计和运营是为了让所有使用者（包括行人、单车骑行者、驾驶者和公交

乘客）能够安全出行，兼顾年女老少和各种身体状况人群的需求。“完整街道”可以为沿

街或穿行的行人和单车骑行者予以便利。完整街道项目可以令公交车准点运行，并且可以

使行人安全往返于公交站间。“完整街道”并不会采用整齐划一的设计方案；设计会体现

差异化，能够契合社区环境以及居民沿街出行的需求。如需了解有关完整街道政策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伯克利市政府网站。  

公众意见反馈机会 

3. 有哪些提供意见的途径？  
为方便各界对 Dana Street 完整街道试点项目提供反馈，将于 2021 年春季举行线上社区

会议、并启动公众意见反馈期。社区会议将通过 Zoom 在线上召开，链接为：

http://www.tinyurl.com/RapidCorridors。会议将于 5 月 27 日下午 6:00 至 7:30 举行。 

如要通过电话参与，请拨打(844) 844-0414，并使用网络研讨会 ID:598821。  

 
此外，我们还会向在 Dana Street 沿街（Dwight Way 和 Bancroft Avenue 之间）工作、生活

和/或做生意或拥有物业的人员发送信函。您可以通过 planning@actransit.org 或致电 (510) 
891-7262，提供宝贵意见。请访问 http://www.actransit.org/ 和/或订阅电子新闻，关注最

新消息。  
 
请在 6 月 7 日前就该项目提供反馈意见。 

交通信号灯改善 

4. 什么是公交信号优先 (TSP) 系统？ 
当一辆公交车驶向路口时，公交信号优先 (TSP) 系统能够响应公交车要求延长绿灯或提前

亮起绿灯的请求。接收到请求的信号会判断是否该允许相关请求。TSP 系统不会缩短行人

的绿灯通行时间。 

https://www.cityofberkeley.info/completestreetspolicy/
http://www.tinyurl.com/RapidCorridor
http://www.actransit.org/
https://public.govdelivery.com/accounts/ACTRANSIT/subscriber/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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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这些信号改造是否也会让单车骑行者和驾驶者受益？ 
交通信号灯的时间调整和同步化将有助于为行人和单车骑行者通过交叉路口提供足够的过

马路时间。驾驶者也将因减少交通信号灯延迟而受益，从而缩短行驶时间。 

公交站变更 

6. AC Transit 员工如何决定公交站的迁移？ 
对现有公交站进行变更由几个因素决定。考虑因素包括安全性、相邻土地的使用、无障碍

性和公交车运营。保持适当的站间距（即距离上一站有多近，距离下一站有多远），支持 
AC Transit 第 501 号董事会政策所定义的可靠、准时的本地快速公交车服务。此外，建议

拆除的车站通常是距离客流量较高车站过近的低客流量车站。  

7. 什么是“近侧”公交站和“远侧”公交站？  
近侧公交站位于交叉路口前方的位置，例如 Haste Street 交叉路口前方位于 Dana Street 的
现有车站。远侧公交站位于交叉路口后方的位置。该项目计划将新的 Dana 和 Haste 公交

车登车岛作为远侧车站。将公交站迁移到交叉路口远侧，将有望提高安全性，进一步促进所

有出行者的健康和公平的流动性。这项举措也是对伯克利市近期采纳政策的支持。 

 

 
近侧公交站 
 

http://www.actransit.org/wp-content/uploads/board_policies/BP501-BusStop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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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近侧”公交站相比，为什么“远侧”公交站更有利？  
使用远侧公交站，公交车可以通过使用公交信号优先系统并请求延长绿灯时间，从而减少

在信号交叉路口耽误的时间。近侧公交站会因多种因素导致延迟时间增加。当车站位于信

号交叉路口的近侧时，由于交叉路口交通的拥堵，公交车可能无法驶入公交站。在公交车

进站，乘客上车之后，近侧公交站的公交车必须重新驶回车道，并且随后可能会遇到红灯。

将公交站迁移到交叉路口远侧，将有望提高安全性，进一步促进所有出行者的健康和公平的流

动性。这项举措也是对伯克利市近期采纳政策的支持。 

 

Dana Street（Bancroft Avenue 和 Dwight Way 之间）变化 

9. 为什么计划对 Dana Street 实施自行车改善？  
Dana Street 的双向专用自行车道可以填补伯克利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区 Bancroft Way 
到 Dwight Way 之间低交通压力的自行车道网络的缺陷。该条自行车道可以将当前北面低

交通压力的自行车设施（横穿校园的自行车道和 Bancroft Way 的双向自行车道) 与规划的

南面改善（拟在 Dwight Way 以南的 Dana Street 新建一条 Bicycle Boulevard) 连接起来。这

将进一步改善安全性，为骑单车前往和通过南部社区的人员带来便利。 
 
伯克利市议会于 2017 年 5 月授权市政府工作人员继续推进 Dana Street 自行车道的设计工

作，对 Dana Street 这一路段的改善也涵盖在伯克利市于 2017 年采用的自行车计划之中。 

10. 什么是双向专用自行车道？  
双向专用自行车车道是采用物理隔离的自行车道，可供骑行者在街道的一侧实现双向骑行。

以下是双向专用自行车道的示例。自行车道与相邻行车道之间的缓冲区将最大程度减少自

行车与汽车的交错，让骑行者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得到改善。借由缓解交通压力，可以吸引

更多数量和更多样化的人群来体验在 Dana Street 骑行的乐趣。根据伯克利市自行车计划

（2017 年）的公众意见调查，多达 71％ 的伯克利居民有意采用骑车出行的方式，但却担

忧会有与机动车流交错的风险。 

远侧公交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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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 Bancroft Way 的双向专用自行车道 

11. 什么是公交车登车岛？ 
公交车登车岛是指定的等候和上车区域，可以让乘客更快地乘上公交车，减少延误时间。

有了公交车登车岛，公交车可以更快、更有效地驶入与路缘平行的公交站。以下是公交车

登车岛的示例。一条双向专用自行车道将人行道与拟议的 Dana Street 公交车登车岛隔离，

避免驶入车站的公交车与 Dana Street 沿街骑行者产生冲突。  

 
 

伯克利 Hearst Avenue 的公交车登车岛 

12. 为什么拟议将停车区和装卸区从 Dana 西侧移到东侧？ 
为了给 Dana Street 沿街行驶的紧急车辆提供足够的街道宽度，停车区/上客区和双向自行

车道不能位于街道同一侧。拟议将自行车道设置在街道的西侧，因为这样可以减少骑行者

与在交叉路口转弯并入车道汽车之间发生冲突的几率。因此，建议将停车区和装卸区迁移

至街道的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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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为什么将 Dana Street 完整街道项目作为“试点项目”？  
试点项目是用于证明较新概念的可行性。在这个项目中，对于伯克利市而言，双向自行车

道与公交车登车岛相结合就是一个新概念，如果可行，未来便会实施更多的类似项目。  

施工影响 

14. 公交车时间表会受到哪些影响？ 
公交车将按照正常时间表运行；但是，施工现场附近的公交站可能会关闭。请订阅电子新

闻，了解所乘线路信息，并查看张贴于公交站的相关通知。  

15. 施工期间是否会有备用的公交站？ 
我们将在计划施工前两周左右通知工地附近的居民、企业主和业主。请订阅电子新闻，了

解所乘线路信息，并查看张贴于车站的相关通知。  

https://public.govdelivery.com/accounts/ACTRANSIT/subscriber/new
https://public.govdelivery.com/accounts/ACTRANSIT/subscriber/new
https://public.govdelivery.com/accounts/ACTRANSIT/subscriber/new
https://public.govdelivery.com/accounts/ACTRANSIT/subscriber/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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