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卷 第 3期
2006年 6月

昆 明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理 工 版 )
Journal ofK unm ingU n 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 o.l 31 N o 3
Jun. 2006

龙泉路事故多发致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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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龙泉路为昆明市道路交通事故多发段之一. 通过长期的实地交通观测和调查, 选择了一个
该路段事故致因的典型地点系统地分析龙泉路事故多发的原因, 并提出治理建议.
关键词: 道路交通安全; 交通冲突; 交通事故; 道路设计
中图分类号: U 412 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855X( 2006) 03- 0072- 04

Analysis of Causes B ringing About Traffic A ccidents on Longquan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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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ngquan road is one o f the parts in Kunm ing w here there are prone to tra ff ic acc id ents. A representat iv e spo t w ith various causes of acc id ents is chosen and ana ly zed system atically in th is paper. A t the end, the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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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 言
龙泉路位于昆明市北市区 ( 图 1), 为双向六车道的一级主干道. 道路起始于小菜园立交桥, 终点为云
南省第三化工技校, 全长约 11 km. 从小菜园立交桥到昆明
卷烟厂, 龙泉路南段大部分道路中间设有 8 m 宽的中央绿
化隔离带, 隔离带中种植了草和绿篱. 为了防止行人穿越
隔离带时踏坏草皮, 每隔一段距离, 就设有一个为保护绿
化带而搭建的小桥. 龙泉路南段道路两侧为商店、几所学
校和住宅小区. 整个路段共设置了 24 座穿越隔离带的小
铁桥. 行人经常通过这些小桥横穿道路.
在该路段曾发生过多 起重大交 通事故, 故被戏 称为
黄泉路 , 2002年被定为云南省交通事故多发路段 ( 即事
故黑点段 ). 迄今为止, 该路段的交通安全状况仍然没有得
到根本好转. 为此, 通过长期实地的交通观测和调查, 我们
对该路段交通事故多发原因进行了系统分析, 并提出了治理建议.

1 周边环境的原因
20世纪 70年代, 龙泉路南段的白云路 (盛兴超市 ) - 二环北路段两侧还是一片农田. 随着经济的快速
发展和城市的扩张, 1990年中期, 当地农民在道路两旁自盖了高层楼房. 由于这些出租楼房价格相对便
宜, 近几年集聚了大量外来人口.
这部分流动人口中很多人对交通规则不清楚、不理解, 交通安全常识欠缺. 由于龙泉路南段大部分道
收稿日期: 2005- 04- 06.
第一作者简介: 梁坤 ( 1978~ ), 男, 工学硕士. 主要研究方向: 道路交通安全. E - ma i:l lim tchen@ sina. com. cn

第 3期

梁 坤, 陈泽林, 熊 坚: 龙泉路事故多发致因分析

73

路中央隔离带有 8 m 宽的草地和绿篱, 因此, 在晴天的中午和傍晚, 常有居住在附近的许多人坐在隔离带
草地上玩耍. 高校学生和其他一些行人横穿道路, 特别是一些无家长照看的小孩在中央隔离带的草地上追
逐打闹, 时常穿到机动车道上, 对过往车辆造成了极大的交通安全隐患.

2 道路的原因
位于龙泉路起点的小菜园立交至白云路 ( 盛兴超市 ) 交叉口是龙泉路最具代表性存在交通安全隐患
较多的路段之一, 以下分析了龙泉路南段事故多发的致因, 如图 2所示.
2. 1 中央隔离带设置的小桥, 构成了交通事故隐患
在龙泉路小菜园立交桥起点, 道路的中央隔离带上设置有小桥 1和小桥 2见图 2. 城市 环卫绿化部门
设置小桥的初衷是为保护中央隔离带的草皮不被过路的行人踩踏, 实际上小桥成了诱导行人过街的便道.
而在行人交通量较大地段, 在小桥两侧没有机动车道中划人行横道线, 也没有设置禁止行人通行的禁令标
志. 因此, 当不熟悉龙泉路南段道路交通环境特点的驾驶员驾驶机动车从无干扰的小菜园立交桥上快速驶
下时, 遇到行人突然横穿道路, 往往出乎意料, 避让不及导致交通事故.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曾组织学生进行过实地交通调查, 根据调查数据绘制了小桥 1上游 50 m
处的地点车速频率直方图 3. 从图 3中可以看出: ①从小桥 1上游小菜园立交桥行驶过来的车速较快. 从
小桥 1上游 50 m 处小菜园立交桥行驶过来的机动车, 车速在 50 km / h以上的占所有机动车辆的 6 5% . 在
该路段的道路交通条件下, 根据行人受伤与机动车速度的关系, 超过 50 km / h的车速就存在着较大的事故
隐患

[ 1]

. ②穿行小桥 1和小桥 2两处的行人过街流量较大. 横穿小桥 1和小桥 2两处行人以中青年居多,

老人和小孩较少, 构成比例如图 4. 穿行的人主要来自于碧江路附近住宅小区周边的住户及一所中学的学
生. 在 7 15~ 9 15的早高峰时段, 每小时穿行道路两侧的行人为 235人、
晚高峰 ( pm 4 30~ 6 30) 达每小
时 264人. 高速过往的机动车和穿行于小桥 1和小桥 2较大流量的行人形成冲突, 极易造成交通事故

[ 2]

.

在通过没有行人过街道路标志的小桥 1, 当行人突然穿出时, 驾驶员往往出乎意料, 对车速较快且应急反
应慢的驾驶员极易造成交通事故.
2. 2绿篱过高, 形成驾驶盲区
如图 2所示, 在小桥 2的南面紧挨着就设有一个直径达 6. 6m、
离地面高 2 1m 的绿篱. 而种植在道路
上的绿篱、
花木高度从车行道的路面起高度不应超过 1m, 驾驶员在驾驶座位上的视点是 1. 2m 高, 大于 1
m 就会妨碍驾 驶员停车视距 (注: 停车视距是指车辆在行驶中, 驾驶员在离地面 1. 2 m 高处的视点, 看到
前方路面的障碍物开始制动至到达障碍物前完全停止所需的最短距离

[ 3, 4]

) . 绿篱、
花木等不应种植于人

行横道的出入口以免影响驾驶员的视线. 整个龙泉路上有多处这样过高的绿篱, 行驶中的车辆离小桥 2很
近时也很难发现绿篱后突然穿出的行人, 绿篱的高度严重影响了车辆的停车视距和行驶速度, 如图 5所
示.
调查发现, 交通高峰时段通过小桥 2的大部分机动车的 ( 地点 )车速在 35 km /h, 其它时段为 55 km / h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 ( 理工版 )

74

第 31卷

左右, 根据《城市道路设计规范》对停车视距的要求, 由于小桥边绿篱的影响, 驾驶员就难以发现小桥 2后
面过街的行人, 无法获得安全的停车视距,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 2]

, 如表 1所示.

表 1 停车视距
Tab. 1 Range for effective ly brak ing
计算 行车速度 /km

- 1

h

停车视距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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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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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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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公交站台和人行天桥位置设置问题
小桥 2两侧有小菜园公交站台和一所中学, 因此, 小桥 2就成了乘客换乘公交车时过往的便捷通道.
据交通调查观测, 有的人为了赶乘公交车, 往往不顾道路中疾驰而过的车辆与机动车争道抢行, 对前方观
察不足, 反应迟缓的驾驶员就极有可能发生冲撞行人的事故.
如图 6所示, 特别是在行人横穿道路时, 发生交
通事故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驾驶员一般按正常车速行
驶, 很少感知行人在这种情况下横穿道路, 而行人因
离交叉口、
人行天桥的距离太远, 很多行人习惯横穿
机动车道和道路中央的隔离带. 这时, 驾驶员视觉观
察不到停在路旁的车辆后要横穿道路的行人, 引起对
行人发现的延误, 加大了车辆和行人间的发生碰撞事
故可能性. 根据国外研究资料, 从一年内发生的行人
事故中抽样 10% , 在 115起行人抽样事故中就有 27
人死于这类道路上

[ 4]

. 此处交通环境本来就不好, 加之小桥 2边的中学, 使这里的交通环境更加恶化, 每天早

上上学时, 为了赶时间有的学生对过往车辆熟视无睹, 硬闯机动车道. 下午放学, 由于学生流集中过往, 加之
公交车停靠占用慢车道, 往往造成局部的交通拥堵, 且影响了该路段的安全通畅.
小桥 2前面的十字路口设置了红绿灯, 离小菜园立交桥大概有 200m 左右. 驶下小菜园立交的驾驶员
就可以看到交通信号, 有些驾驶员为了抢绿灯时间通过, 会加快车速, 由于车速的提高, 也造成了交通安全
隐患. 在龙泉路段, 除图 2小桥两侧设置公交车站台的小菜园地段外, 地质学校、
财贸学院等公交车站台处
设置的小桥都存在同样的交通事故隐患. 而在财贸学院公交车站台就曾发生过行人穿越道路中间的小桥
后被快车道上飞驰而过的车辆撞死的重大交通事故. 据调查, 从小菜园立交桥到昆明卷烟厂有小桥 24座,
隔离带中高度在 2 m 以上的绿篱 15处.

3 管理的原因
中央隔离带绿篱过高和隔离带中间设置小桥都与城市道路绿化部门有关, 小桥的功能不明确, 绿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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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标准. 在绿化、
美化城市的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到交通安全的问题, 隔离带中间设置
小桥应在小桥前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雨季, 在龙泉路财贸学院等靠山一侧常因城市建设施工或雨水冲刷, 从山上和工地冲下一些泥沙, 城
市环卫认为这是城市建设施工所致, 对冲下的泥沙长时期得不到清理, 导致窨井口堵塞, 下雨时路面积水.
附在路面上的泥沙经过往车辆的碾压形成泥浆也降低了道路的摩擦系数, 给过往车辆带来交通安全隐患.
一段时间, 该路段上下水道的铸铁窨井盖被盗后, 换成了突出路面的混凝土窨井盖, 混凝土窨井盖被
超载车辆压坏没有得到及时更换. 道路积水后破碎的窨井盖被水淹没, 这就使过往的机动车容易发生交通
事故. 如小菜园立交桥下教育厅侧位于道路路面中央前后相继 10 m 的 2个窨井上盖被盗后一直没有补
上, 导致车辆避让时占到自行车道.
此外, 晚间在龙泉路财贸学院路段, 原来就很狭窄的人行横道被沿街小商店放置的广告牌或停放的自
行车等占据, 而卖烧烤、
小吃、
水果的三轮推车小商贩占自行车道经营现象严重, 导致自行车驶入机动车
道, 影响了公交车的停靠和过往机动车的行驶安全.

4结 论
根据以上的分析, 我们对龙泉路事故多发段的治理提出以下建议:
1) 龙泉路段事故多发的根本原因是行人横穿道路和行驶机动车的交通冲突过多所致. 解决此问题的
关键在于从空间或时间上把行人和机动车分开, 以减少行人和机动车的冲突. 建议把从小菜园到昆明烟厂
段的中央隔离带去掉, 再扩出两条机动车道, 道路中间设置高隔离栏. 这样可以杜绝行人的横穿道路, 以提
高该路段的道路交通安全, 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并可缓解交通拥堵.
2) 根据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 要以人为本, 考虑方便行人过街, 建议在行人过街流量大的地段建
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 对于由于经费或道路环境原因一时不能新建又存在较大安全隐患的地段, 建议
设置行人穿行警告标识, 提醒过往车辆减速避让.
3) 对于道路绿化, 更换水道窨井盖, 施工泥沙被冲到道路上, 违章占道经营等问题应由道路管理、
城
建等执法部门综合协调处理, 建立起一套能够使道路使用者与道路管理者能够相互沟通和反馈意见的渠
道和监管机制.
4) 为更加有效地强化道路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教育, 可以将如龙泉路事故多发段 ( 点 ) 的交通环境, 通
过计算机仿真技术制作做成虚拟的道路场景, 场景中设置一些机动车与行人的交通事故突发事件, 通过驾
驶模拟器让交通参与者去亲身去感受和体验危险, 从而更加重视在这些道路上的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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