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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导向的慢行交通规划——以昆明呈贡低碳示范区为例 

程德勇 翀唐  苏镜荣 

 

【摘要】如何在构建宜居城市的目标下，充分发挥慢行交通的作用，倡导绿色出行是城市交

通规划的重要研究方向。本文结合国外城市慢行交通发展的经验，以昆明呈贡低碳示范区路

网及交通规划实践为基础，从慢行交通岛和慢行交通核的划分，到提出功能层次清晰的慢行

网络，探讨交通控制性规划阶段以绿色交通设计为导向的具体规划内容，最后通过提供优质

公共交通服务、土地混合使用、环境设计等手段，提高慢行交通出行率。 

【关键词】宜居城市；交通规划；慢行交通；公共交通；土地混合 

 

1. 引言 

宜居城市建设是城市发展到后工业化阶段的产物，是具有良好的居住和空间环境、人文

社会环境、生态与自然环境和清洁高效的生产环境的居住地。创建人居环境优良的宜居城市，

必须公平对待全体交通使用者合理的交通需求，充分重视绿色环保的“慢行交通”，逐步建

立相对独立的非机动车交通网络，路权分配中充分保证慢行空间，维护和谐、安全、公平的

交通环境
[1]
。 

所谓“慢行交通”，指的是以步行和自行车为主体、以低速环保型助动车（ 高时速不

高于 20km/h，噪声较低，自动性较好）为过渡性补充的非机动车交通系统[2]。慢行交通不仅

是居民休闲、购物、锻炼的重要方式，也是居民短距离出行的主要方式，是中、长距离出行

中与公共交通接驳不可或缺的交通方式[3]。在宜居城市中，慢行交通能够实现“步行+公交”

及“自行车+公交”的无缝衔接交通模式，从而优化配置交通资源，降低小汽车出行比例及

尾气排放，缓解机动车交通拥堵问题，为城市人居环境创造良好的条件[4]。 

发展并完善城市慢行交通系统，对于提高城市的宜居性具有重要的意义[1]：一是能梳

理城市混杂的交通出行，提高道路资源利用率，使“快慢交通”相得益彰；二是能减少机动

车交通出行，代替以步行或自行车出行，从而使机动车道的交通压力得到较大缓解；三是能

降低城市交通污染，促进节能减排，从而逐步实现“低碳交通”。 

2. 昆明慢行交通发展现状及存在 

2.1 自行车拥有量现状 

近五年，昆明市的自行车总量增长速度缓慢，五年间共增长了 1.5 万辆，年增长率不足

2‰，到 2009 年末，昆明主城区自行车拥有量达 210.1 万辆。“十一五”期间，自行车出行

比例由 28.2%下降至 24.3%，步行出行比例由 33.7%下降至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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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昆明历年非机动车数量示意图 

2.2 步行、自行车网路现状 

目前，昆明主城区步行、自行车网路骨架基本完成（呈贡低碳示范区位心城，现状不完

善），城市主次干道均设置有步行、自行车，总长约 1000 公里，其根据道路级别而不同，宽

度一般为 2-5 米。由于昆明主城区的道路红线宽度偏窄，其与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也因道路

级别而不同，一般而言，主干道基本上都有设施隔离，分绿化隔离和物理栏杆隔离；大部分

次干道的自行车道与机动车道共板，无隔离设施。 

2.3 步行、自行车交通问题 

近十年来，随着城市空间与人口规模的急剧膨胀，昆明城市机动车保有量与出行量持续

快速增长，在城市交通规划中往往以满足机动车交通出行为主，而忽略了步行与非机动车的

交通出行，慢行交通的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慢行网络缺乏系统性 

慢行路径缺乏系统化主要表现为慢行路径不连续与慢行路径密度过低。慢行路径的不连

续是住区慢行系统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包括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路径中断，即慢行通

道上的尽端路，尽端路会影响到居民出行路径选择，对居民出行造成极大的不便；第二种情

况是路径间断，主要指慢行通道与机动车道形成没有处理的交叉口；第三情况是机动车乱停

放，慢行空间被割裂。这三种情况都与慢行者的心理期望相违背，不利于慢行活动的发生与

延续。 

（2）慢行环境质量不高 

慢行空间是人的慢行体验场所，然而现实中，却经常没有考虑使用者在慢行空间中活动

的真正需求，慢行空间环境缺乏对慢行活动的支持，慢行设施配套不完善，慢行空间景观差，

与慢行环境相关的绿地、道路、公共设施都是单独规划与设计，慢行出行缺乏环境的融合性，

造成了慢行空间环境质量不高。 

（3）慢行网络缺乏与交通系统的合理协调 

慢行系统缺乏与交通系统的合理协调主要表现在：快慢交通的对立以及缺少与公交系统

的合理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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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交通与慢行交通的对立会导致两种极端：一种是某些完全人车分流道路格局，将人

与车绝对对立起来，造成城市中出现缺乏活力的快速交通道路和人迹罕至的住区小巷；另一

种则是实行快慢交通混流却没有相应的管理手段，导致“快慢”抢道，慢行者的生命安全受

到威胁，给居民生活带来严重不便。  

慢行系统缺少与公交系统的衔接，在我国城市交通问题中非常突出。特别是在在某些城

市小区内部，小区范围过大而又完全封闭，同时没有合理规划慢行通道和出入口，慢行通道

过长且出入口设置不合理，居民步行或骑自行车会需要较远的出行距离，使得慢行交通无法

与城市公交系统有效衔接，也遏制了居民采用公交出行的积极性。 

3. 国际慢行交通发展经验借鉴 

3.1 德国弗莱堡 

弗莱堡市以可持续性发展的生态城市著称，拥有全德国 好的公共交通系统、自行车交

通系统。在弗莱堡，自行车是市民中短途出行的 主要的出行方式。目前该市已有 500 公里

相互连接的自行车道，同时市中心有 5000 个左右的自行车停车场，多数位于有轨电车站点

周边，以便自行车换乘。1990 年，居住区实施限速 30 公里的交通稳静化措施。目前，除了

主干道路以外，该项规定已经覆盖了 90%的居住区。在进行限制性稳静化交通的同时，通过

新修路对地方公共区域的道路进行改善，同时鼓励自行车出行。 

3.2 丹麦哥本哈根 

哥本哈根近三十年，积极发展慢行与公共交通来抑制中心区小汽车的使用，并将更多的

街道与广场改建为步行街、步行广场，大量的街道将小汽车速度限制为 15-30km/h。因此，

哥本哈根小汽车交通几乎没有增长，而自行车交通增长了 60%，街道与广场上的休闲人数增

加了 3.5 倍。哥本哈根自行车的持续繁荣既得益于其自行车文化，更归功于市政府在建设与

改善自行车交通设施方面的长期不懈努力，得益于一系列城市交通规划的长期指引：《交通

与环境规划》——由自行车和与公共交通共同承担增加的交通量；《公共交通规划》——将

骑车者视为潜在公交乘客，放松公交车辆对推车人的限制，并推出轨道站自行车停车计划；

《自行车环境改善规划》 ——基于公众意见提出自行车环境改善措施；《绿色自行车道规划》

——为了减少自行车与道路的交叉并提高骑行的安全、便捷与速度，在全市建设 110km 绿色

自行车道，他们穿过公园，大多沿河流与绿地布设。 

3.3 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发展 

阿姆斯特丹是欧洲自行车 普及的城市。阿姆斯特丹狭窄的街道和运河使汽车根本跑不

起来，更不用说提供足够的停车位。整个城市平坦紧凑，棋盘式的格局使内城一个点到另一

个点之间的距离 多只有 5 公里，这也是骑自行车的理想距离。该国甚至出台一系列政策鼓

励人们买自行车———公司职员购买新自行车，可三年报销一次。 

3.4 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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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施提升 

建设自行车专用道并相互连接，并在市中心尤其是公交站点周边建设大量停车场，以便

自行车换乘，并提供自行车租车服务。 

建设独立自行车路和宁静化自行车道（机动车限速大多为 30km/h），鼓励宁静化交通，

实现自行车道的绿荫遮蔽，增强街道的活力。 

根据实际路况和需求，进行自行车设施的建设，建设自行车专用路、公交—自行车专用

路、行人—自行车合用路等慢行优先的道路。 

大多数街道不得宽于四车道，以免宽幅干道破坏生活品质、引起慢行不便。 

（2）公共交通优先保障  

发展公共交通，将其深入居住小区，并通过制定合理的公共交通时间表和统一票价来吸

引乘客。 

（3）政策及宣传 

出资解决自行车的失窃严重、停车设施不足、出行安全水平不高、交叉口等待时间过长

四大自行车相关问题，以求更多的人选择自行车。 

加大对慢行交通系统的投资力度。 

4. 昆明宜居导向的慢行交通规划 

呈贡慢行交通规划从慢行交通岛和慢行交通核的划分，提出功能层次清晰的慢行网络，

结合交通控制性规划，梳理出交通工程设计层面的具体要求，以期缩小城市道路交叉口，合

理调控机动交通速度，方便行人过街。 后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交通服务、土地混合使用、环

境设计等手段，提高慢行交通出行率。 

4.1 昆明慢行空间分析 

传统城市道路划分为“快、主、次、支”四个等级，主要以机动交通的标准进行划分，

对慢行交通缺乏有效的指导。昆明呈贡新区以宜居城市建设为导向，将城市道路划分为交通

性道路、生活性道路、公交专用路、步行和自行车专用路，昆明呈贡新区以该道路划分为基

础，对慢行空间进行分级划分，对慢行设施规划进行评估。 

（1）昆明呈贡新区慢行岛合理性分析及衔接策略 

被城市快速路、主干道或者铁路、江河分隔的区域形成慢行岛，慢行交通进入慢行岛存

在一定困难，但在岛内慢行交通较为安全。按照昆明呈贡新区道路等级规划，交通性道路之

间的区域定义为慢行岛，则呈贡慢行岛的总数为 81 个，每个岛的平均面积为 0.01 km
2
。根

据相关资料，国外发达城市的 CBD 慢行岛的平均面积约 0.39 km
2
, 国内发达城市的 CBD 慢行

岛的平均面积约 0.22 km
2
,慢行岛面积越小，遭干路切割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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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昆明呈贡新区慢行岛分布 

就进出慢行岛的难易程度而言，昆明呈贡新区的慢行岛得益于高密度、窄宽度路网规划，

区别于传统快、主、次、支路的城市道路等级，昆明呈贡新区交通性道路和生活性道路的划

分，使得进出慢行岛的难度大大降低。昆明呈贡新区慢行岛主要是被交通性道路切割而形成

的，但应该看到切割慢行岛的交通性干道均设置有公交专用道，彩云路还设置有地铁线，因

此行人的可达性是比较好的。此外，昆明呈贡新区交通性道路并无传统意义上的快速路，道

路宽度均无超过 6 车道的大马路，仅可比拟为主干道或次干道，慢行岛对行人的友好程度是

比较高的。 

（2）昆明呈贡新区慢行核规划分析 

慢行核是慢行交通发生吸引强度较高的区域，一般为通勤距离较短的高密度聚集社区、

商业行政集中区、大型文体设施、枢纽设施等区域。昆明呈贡新区慢行核主要沿着两条城市

核心发展轴布局：彩云路和火车站大道。按照 TOD 理论，这两条城市核心发展轴按照高强度

进行开发，配置高效的公共交通服务，设置轨道交通和公交专用道。就慢行系统而言，首先

保障有足够的公共开敞空间，其次保证有足够的路权，尽可能短的出行距离及与公共交通的

接驳距离，使市民、学生、游人出门伊始就融入步行及公共交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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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昆明呈贡新区慢行核分布 

在“慢行核”内，慢行交通处于绝对优先地位，与城市风貌、景观创意、休闲、观光、

旅游以及商业紧密结合，积极创造高品质的慢性环境、增强慢行活力。 

4.2 慢行网络规划 

按照城市路网分级及控制性详细规划，昆明呈贡新区慢行交通划分为三级，即景观特色

慢行道路、集散型慢行道路、通勤型慢行道路。 

景观特色慢行道路：指步行和自行车专用路，景观特色慢行道路主要结合公园、游憩场

所、宁静交通发展区均衡布置，景观特色慢行道路内无机动交通，并布置适量的露天休憩场

所、报刊亭、茶吧、水吧等，提升道路特色及吸引力，规划总长约 53.9km；集散型慢行道

路：主要是指服务于社区，距离较短的生活性道路，起直接服务社区、收集慢行交通流的作

用，规划总长约 36.5km；通勤型慢行道路：以自行车通勤为主要目的，设置于交通性道路

两侧，保证其具备空间独立性和网路连续性，是联系片区之间的的自行车绿色走廊，规划总

长约 15.1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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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昆明慢行网络规划 

4.3 交通工程设计、交通环境改善 

通过交通运行仿真分析，呈贡新区的低碳路网规划格局对道路各项设施安排有着较强的

敏感性，必须开展精细化的交通控制性详细规划去具体落实低碳理念，并保证其高效运行，

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涉及道路横断面、公交站点设计（包括站点位置、站台长度、站台宽度）、

交叉口渠化等。规划设计核心原则是：尽可能优先确保公交、自行车和人行的路权。 

（1）微型交叉口，方便行人过街 

慢行系统交叉口的精细化设计也是确保慢行交通吸引力的重要环节。昆明呈贡新区交叉

口渠化与传统的城市道路交叉口渠化有显著的区别，新区交叉口不进行展宽设计，以保障行

人过街距离比传统展宽城市道路交叉口短。 

合理的城市道路交叉口转弯半径，一方面可以缩短城市道路交叉口行人过街的距离（转

弯半径越小，交叉口越小），另一方面可以控制右转车辆的行驶速度，提高道路交叉口的交

通安全。根据《汽车库建筑设计规范(JGJ100-98)》，城市道路转弯半径宜为 5-12 米，按照

保证车辆正常行驶要求的前提下尽可能缩小行人过街距离的原则，昆明呈贡新区根据道路功

能区别对待，普遍采用 3m-8m 半径路沿石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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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传统交叉口与昆明低碳示范区交叉口对比图 

（2）连续的慢行系统，安全的行人过街系统 

根据周边用地功能及业态，为满足城市停车的短时停放需求，设置了一定数量的路内停

车泊位，并对停车位进行港湾式设计，确保慢行系统的连续性，同时，道路交叉口恢复至两

车道，将行人过街距离缩短，保障行人过街的便捷性。 

安全岛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为无法一次过街的行人提供驻足、等候

空间。行人过街安全岛可有效地改善行人的步行环境,对于提高行人过街的安全性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昆明呈贡新区超过 4车道的道路均结合路中绿化带设置了行人过街安全岛。 

 

图 6 慢行系统细部处理 

（3）便捷的行人出行距离 

昆明呈贡新区采用“窄断面、小街坊”密路网格局，有利于土地混合利用，营造城市多

样性，路网可达性好，出行距离缩短近半，减少了步行出行时间，营造了适宜人行的空间尺

度和连续完整的现代城市机理，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公共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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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同等空间距离行人出行距离对比 

4.4 优质公共交通系统 

为吸引更多的人采用慢行交通出行，须提供对私人小汽车交通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公

共交通系统。示范区内构建“轨道交通+BRT+常规公交”一体化公交系统，确立公共交通为

主导的出行结构，公交出行比例达到 35%以上（全方式）。 

“3条轨道+8条 BRT通道+12条常规公交通道”共同构成示范区内及其与外围城市联系

的强大的一体化公交网络。示范区内，轨道站点 800m 半径可覆盖示范区的 72%。呈贡低碳

示范区内 300 米公交站点覆盖率达 96.8% 

4.5 土地混合使用 

土地混合使用作为一种激发城市活力的手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混合使用通常指三种

或三种以上营利性使用的结合，它们的功能和物理空间整合在一个完整的规划之内，主要指

某些有兼容性的土地和空间用途的混合状态。《雅典宪章》是对传统城市“功能和空间的混

乱无序”的否定，强调功能分区但牺牲了城市的有机组成。《马丘比丘宪章》对这种观点进

行了反思，提出“应该努力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环境”，核心在于强调对土地进行混

合有效使用和密集式的开发，期望降低能耗，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土地混合使用能够达到住宅和就业岗位的均衡分布，减少钟摆式交通引发的能耗和污

染，土地混合使用能够鼓励慢行交通出行，倡导健康的生活习惯，降低小汽车使用。 

国外发达城市通过制定规划和细分图则，明确土地混合使用的用地比例、审查程序等内

容，推进土地混合使用的实施。区别于国内传统的城市用地分为大类、种类、小类三个层次，

共 10 大类，46 种类，73 小类不同，呈贡低碳示范区对居住用地的商业建筑面积进行明确界

定，为土地出让和规划审批提供了法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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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混合土地开发模式控规示意图 

4.6 慢行环境设计 

慢行环境设计关系到慢行系统的品质和吸引力。呈贡低碳示范区着重对自行车专用路的

设计进行统筹安排，提出宽度不小于 7 米，并要求进行行道树对道路进行遮蔽设计。并结合

道路建设，设置休闲、娱乐、文化、体育设施等，以提高道路的品质和特色。 

呈贡低碳示范区慢行道路系统还结合公园进行规划、设计，以达到“玉带串珠”的整体

化效应，提高对旅游、休闲的慢行交通的吸引力，打造宜居城市的慢行交通体系。 

5.结语  

得益于昆明呈贡新城的建设和国家节能减排的战略机遇，昆明呈贡新城的城市规划以宜

居城市的建设为导向，积极探索城市慢行交通发展途径，努力为市民提供优质的慢行交通系

统。 

慢行交通的发展须拥有完善的网络及设施，呈贡低碳示范区从宁静交通着手，规划了不

同层次慢行网络、强化交通工程设计、并配套优质公交、提出土地混合使用等，着力提升慢

行交通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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