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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线城市在发展进程中的交通改善对策研究——以曲靖市为例 

孙莉芬 翀唐  杨丽辉 

 

【摘要】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机动车保有量逐年攀升，交通拥堵逐渐由一二线

城市向三四线城市蔓延，交通拥堵状况由节点拥堵向外扩散，呈现出多方位、多时段，且阻

塞程度越来越严重的趋势，为治理交通拥堵这一“顽疾”，各地出台了多种政策，本文以曲

靖市为例，分析导致交通拥堵的九大问题和九大矛盾，结合当前城市所处发展阶段，为打造

珠江源大城市，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改善城市交通环境，提出“减负、分流、引导、挖潜、

控需、强管”为抓手的整治策略，以其为二三线城市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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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语 

曲靖具有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是云南省全省经济发展的“北大门”，随着城市经济建

设步划的加快，曲靖市正处于由中等城市向大城市迈进的关键时期，城市化发展加重了城市

交通需求的冲击力，新旧叠加起来的城市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尤其是城市中心区交通形势较

为严峻和尖锐，大有从城市中心区向外为蔓延之趋势，这将成为经济和城市发展的“瓶颈”。

为了保证曲靖市的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构筑一个外向型城市发展的基本态势，实现

曲靖市从中等城市转化为大城市的发展目标，必须解决城市发展瓶颈，提高城市建设本身的

质量、档次和品位。 

2  交通现状与问题剖析 

目前，曲靖市机动车保有量 80 万辆以上比 2005 年翻了一番，对比现状道路，曲靖中心

城区道路建成比约为 34%，核心区约为 43%，与快速增长的交通总量相比，交通设施供给水

平严重滞后。进而造成交通状态运行现状呈现以下特征：核心区交通出行的高度集中，集中

了全市出行量的 60%以上，呈现强烈的向心出行形态；部分主要干道高峰时间行程车速仅为

20km/h 左右局部路段通行能力仅发挥 50%；对比近几年的交通方式结构的变化，慢行方式呈

逐年下滑趋势，机动方式比重提高占到 41%，公共交通仅占全方式的 17％的出行量，不鼓励

的交通方式的比例在大幅上升，城市交通没有向着高效快捷、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 

交通拥堵是机动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必然经历的城市病和“成长烦扰”，造成交通拥堵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曲靖市在由中等城市向大城市转型时，交通凸显的供给不足、需求强烈

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我们将其概括为九大交通问题导致的九大交通矛盾： 

(1) 城市结构问题：核心区优质资源集中，开发规模不断增强，交通聚集，导致土地

利用不合理与交通系统发展协同性不足的矛盾； 

(2) 路网结构与功能问题：干道功能紊乱、支路不成网络，路网等级结构不合理，导

致道路系统功能紊乱与路网畅通的矛盾； 

(3) 交通供需平衡问题：小汽车高速增长与高密度聚集，与核心区路网容量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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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汽车化发展过快与交通承载力的矛盾； 

(4) 交通结构问题：快速分流体系缺乏、内外交通设施缺乏整合，城市交通结构不合

理，导致交通系统结构缺陷与交通运行的矛盾； 

(5) 公交弱势问题：公交配套设施不足，换乘枢纽缺失，运力分布不合理，导致公交

发展弱势与民生交通的矛盾； 

(6) 秩序混乱问题：设施管养不善，路权不明、混合交通背景下各种交通方式相互干

扰，导致人车冲突与交通弱势群体的矛盾； 

(7) 动静交通失衡问题：停车供给历史欠账多，供应结构失调，导致停车矛盾尖锐与

动态交通的矛盾； 

(8) 客货混行问题：货运市场分布无序，客货混行、组织混乱，经营主体以“多、小、

散、弱”为主，导致货运交通组织混乱与城市环境的矛盾； 

(9) 交通管理问题：现代交通管理方法不足、交通管理设施缺失，缺乏长效执法力度，

导致交通管理粗放与交通效率的矛盾。 

3  发展愿景与整治目标 

曲靖市交通发展愿景：为实现“生态宜居宜业的珠江源大城市”的城市发展目标，曲靖

市的交通发展愿景是建设畅达、低碳、宜人、多模式一体的现代化交通体系。主要通过构建

都市区三大交通圈、六大交通系统来打造多模式一体的现代化交通体系。六大交通系统是：

畅通高效的——对外交通系统， 高容通达的——城市路网系统，舒适快捷的——公共交通

系统，安全环保的——步行自行车系统，调控有力的——现代停车系统，科学有效的——交

通管理与保障系统。 

交通整治的目标主要是以“减负、分流、引导、挖潜、控需、强管”为抓手： 

减负——有机更新，功能减负。主要通过城市空间的优化、土地使用的控制和引导，来

分散人们通勤和日常生活对于核心区的过度依赖。 

分流——环路分流，中心减压。主要通过路网结构的优化，构建三层的环路系统来分流、

截流、支撑核心城区的交通需求。 

引导——绿色引导，优化结构。主要通过创造人性化的出行环境，实现慢行交通的理性

回归，确立公共交通作为城市客运主导地位 

挖潜——挖潜改造，提升容量。主要通过瓶颈节点改造，支路网打通加密，主次干道提

升，形成“高密度、小尺度”路网布局模式。 

控需——调控需求，以静制动。通过推行区域差别化停车政策，建立“分区域、分时段、

分类型”的停车收费价格体系，实现车辆停放的平衡和有序。 

强管——组织优化，改善秩序。通过交通管理设施的改善、交通管理科技水平的提升，

改善交通秩序，提高道路交通资源利用效率。 

4  整治对策与改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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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改善策略 

针对城市不同区域的特征和要求，制定分区改善策略： 

核心区——创造优质的步行环境和行人网络，采取强有力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有效控

制机动车的使用。 

中心区——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营造良好的交通换乘条件，限制社会机动车的不合理使

用。 

外围区——交通政策适当放宽，容许多方式协调发展；强调公交引导土地开发的 TOD 模

式。 

4.2  道路设施建设改善方案 

三类区域骨架构建，主要包括高快系统建设、新区道路建设、组团间通道建设、核心区

骨架道路提升。根据“东控、西进、南拓、北延、中提升”的空间发展策略，确定“外建内

改”的建设方针，在建设方面，首先是对外高速系统的构建，通过对曲胜高速公路城区收费

站实施整体外移；曲靖绕城高速公路建设的推进，来促进麒沾马陆三角区同城化发展。第二，

提升长征路北段、新建长征路南段，提前形成西半环，为货运过境交通服务；进而改造曲胜

高速城区段，构建外围分流系统，总长 25.5km；加快 快速射线 建设，切实提高城市出入

口道路通行能力，拉动外围新区的发展，总长 18.2km。 

对于干道系统，建设新区主骨架路网，拉开城市建设的布局，新建主干道 13 条，总计

37.1km；打通主城区与北市区、西市区及南市区的交通干道，加强主城与新区联系，建设主

干道 6 条，总计 22.1km。对于核心区的干道，拉通、提升 7 条主干道，总长 5.9km。另外，

还要强化重点发展地区次、支路的建设，逐步形成发展的交通路网，新建 16 条次干道，总

计长度 50.3km。 

五条地带结构突破，对核心区 5 条地带进行路网结构优化。以构建通达宜居的小街坊、

高密度、小尺度的城市格网为目标，对核心区做了路网的调整优化，路网密度达到 6.47 

km/km
2
。 

一类区
二类区

三类区

         

图 1 三类区域骨架构建                            图 2 五条地带结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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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大单元微循环改造，打破干道化+大院模式，提高交通疏解能力。主要通过打通路段、

清理占道、架空线入地、路面修整及绿化、改善人行设施、增加标志标线来建设交通微循环

系统，总计打通道路 63 条，清理整治道路 25 条，共整治 88 条道路。 

三大片区局部治理，主要是改造 3 大核心节点，疏通 7 大重要节点，渠化若干一般节点，

均做到详细的交通工程设计方案，以达到削峰填谷、控密补稀的作用。 

      

张三口片区整治

麒麟花园片区整治

南城门片区整治

 

图 3 九大单元微循环改造                             图 4 三大片区局部治理 

4.3  公共交通改善实施方案 

对于公交系统，为了打造“分区分级”的公交服务模式，首先根据用地特性、客运走廊

分布，划分了 10 个公交分区；在此基础上，布设四条公交快线的，形成井字型快线网络，

把 10 个公交服务区全部串联起来。建设麒麟南北路、珠江源大道、三江大道、翠峰路—翠

峰西路、横六号路等 5 条公交专用道，总计 56km。南海子片区规划建设城区道路时，统筹

考虑公交专用道的设置和预留，建设南海子大道等公交优先道。先期培养客流，实现快速公

共交通向有轨系统的过渡。 

K1

K1

K2

K2

K4

K4

K3

K3

 

图 5 公交分区与专用道建设 



 

5 
 

启动建设 30 个公交场站；对应着公交线路的多级服务模式，公交站点也应建立起相应

的多级服务模式结构。对公交中途站点等级结构进行优化，建设 6 个大型客流集散枢纽、6

个小型客流集散枢纽。 

4.4  停车系统改善实施方案 

统筹平衡停车与行车的关系，兼顾发展与调控，将加强停车需求管理与提高公共交通吸

引力、实施机动车总量控制等紧密结合，使停车设施与土地资源、道路容量、车辆增长相协

调。一方面要加大规划建设力度，停车供给体现“逐步满足基本车位，适度控制出行车位”

的政策导向，通过提高建筑物配建标准、补建公共停车设施，合理设置道路停车泊位等，积

极挖潜存量，适度提高中心城区停车设施容量；另一方面要加大管理力度，采取更加严格和

精细化的管理措施，推动管理增效，切实提高停车管理水平。 

对于公共停车场，按照分散、适度建设的原则，近期规划建设路外公共停车场 61 个，

总停车泊位 11076 个泊位。清理规范路内停车，对非授权泊位进行梳理、认定、规范、法定。 

4.5  慢行系统改善实施方案 

对于步行、自行车系统，为了形成“廊道-集散道-连通道-休闲道”4 个等级的步行、自

行车系统，西片区与南片区结合道路建设，规范自行车道、人行道；对于老城区，慢性系统

重在改造与提升，重点整治商业区 12 条道路，重点整治学校周边 9 节点。 

在曲靖原有慢行系统的基础上，加强特色慢行系统规划，重视特色区域、重要路段、节

点的提升与改造，打造适于曲靖的慢行空间。综合曲靖城市慢行现状，结合城市布局、道路

布局、居民出行特征，形成“一轴、两廊、七区”的特色慢行街区，并提出“一轴、两廊、

七区”特色区域的品质提升与改造措施。 

    

图 6 慢行路径等级划分                           图 7 特色慢行街区  

4.6  近期交通管理措施与保障 

对于近期交管措施，首先要优结构，实行核心区功能性抽疏，主要是对核心区人口、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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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控制，开展交通影响评价，并反馈于开发项目容积率的确定；加强 4 大客运站的建设，

2 大铁路枢纽的衔接，规范客运市场；四大货运物流园区的建设，实现货运市场的外迁；其

次要保畅通，持续推进交通管理设施建设。主要对标志标线、道路隔离设施、监控设备、信

号灯提出近五年需要完成的总体任务。第三，要挖潜力，提高交通设施使用效率。主要是要

滚动评估重要节点的交通状况，优化交通组织；依托快速系统的建设，扩大货运车辆禁限行

范围；在城市出入口、交通性干道、大型集散点以及旅游景点等处设置动态信息情报板，随

时提供现实路况的信息；采用新技术、新手段解决，提高交通运行效率。第四要调控出行时

空分布。通过构建三层的环路系统来分流、截流；通过错峰出行引导来调整市民上下班的时

间分布，来缓解早晚高峰的客流“井喷”现象；加强公务车停车费用管理；鼓励发展中小学

校、幼儿园校车和单位班车服务，大大减少交通高峰期小汽车的数量。第五要保安全，加大

交通管理执法力度。定期排查交通安全隐患，形成道路基础设施管养一体化机制，杜绝各类

占道行为，加强路面巡查监管，增加道路交通违法监测设备； 

引导区
管控区

引导区

管制点

诱导点

诱导点

诱导点

诱导点

诱导点

 

图 8 交通管控设置图 

5  结束语 

面对城市化、机动化快速发展的双重压力和环境、土地、能源的多重制约，加之交通体

系庞大而高度复杂，任何正确或错误的决策都将对未来产生长远而重大的影响，树立正确的

理念对于城市交通规划与建设极为重要。实现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标志主要体现在

城市交通需求得到满足、交通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城市交通资源的合理利用；建设以公共交通

为主体的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综合交通体系，应用现代智能交通技术，实施有效的交通需求管

理，实现交通管理和交通运营的现代化，才是解决现代城市交通矛盾的最佳途径。 



 

7 
 

 

【参考文献】 

[1]汤姆逊 JM.城市布局与交通规划[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 年 

[2]易汉文.城市分析与交通预测[M].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 

[3]黄良会，叶嘉安.保持城市交通畅通——香港城市交通管理[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年 

[4]王蒲生.轿车交通批判[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 年 

[5]孙莉芬等. 曲靖市中心城区道路交通综合整治规划[R].昆明：昆明市城市交通研究所，2012 

 

【作者简介】 

孙莉芬，女，工学硕士，昆明市城市交通研究所，副主任，工程师。电子信箱：

super.cool.star@qq.com 

唐翀，男，学士，昆明市城市交通研究所，所长，正高。电子信箱：1297503239@qq.com 

杨丽辉，女，学士，昆明市城市交通研究所，工程师。电子信箱：386762009@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