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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武汉市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三规”同步修编，如 

何做好新时期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修编工作成为当前亟须思考的问题。首先对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的地位、作用及存在的不足进行分析。回顾武汉市己开展的三轮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实践，指出既有 

规划在一体化发展、枢纽衔接与合作、土地开发模式、交通与空间发展的协调性等方面的不足。结 

合武汉市新一轮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修编，从交通引领发展、建设枢纽城市、交通规划转型、优化交 

通结构等方面阐述需要重点研究并解决的问题。规划修编强调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城市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 “三规”高效衔接与互动融合，通过一系列政策保障城市交通行动计划的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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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portation plans in a new era．This PaDer first discusses the status，functionalities and shortcomings of 

existing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planning．By reviewing the past three rounds of compre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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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als，land use development，coordination betw een transportation and spatial development，and etc． 

Based on the new round of comprehensive transportation system planning in Wuhan，the paper stresses s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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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机动化水平快速提升，中 

国不同规模的城市都面临日益严峻的拥堵、 

停车困难、汽车尾气污染等交通问题，尤其 

以特大城市最为突出。为了指导城市交通科 

学有序发展，国家不断加强城市综合交通体 

系规划编制管理工作，2010年以前将综合交 

通规划作为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进 

行审查，2010年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布 《城市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办法》和 《城市综合 

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导则》，将城市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工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要求经 

技术审查后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成果纳 

入城市总体规划进行审批。武汉市作为中部 

地区的特大城市，已先后开展了三轮综合交 

通体系规划编制工作，指导城市交通发展和 

建设。目前正在结合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 

土地利用规划和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三规” 

同步修编，从与城市总体规划同等重要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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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谋划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以充分发挥交 

通对城市发展的引领作用。如何抓住重点、 

创新发展，做好新时期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修 

编工作成为当前亟须思考的问题。 

l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地位与作用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作为政府实施城 

市综合交通体系建设，调控交通资源，实现 

交通协调发展，引导城市综合交通发展的宏 

观性、战略性、纲领性文件，对指导各类交 

通专项规划编制、各项交通政策研究和制 

定、各类交通设施建设和管理具有法定依据 

地位和作用。城市对外交通、道路、公共交 

通、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交通枢纽、停车、 

交通管理、交通信息化建设等子系统规划及 

近期规划应符合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 

在城市交通问题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城 

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工作不断得到各级 

政府的重视，但由于长期受到城市总体规划 

的束缚，目前仍存在以下不足： 

1)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处于一种被 

动编制、配合为主的地位，以配合城市总体 

规划编制、落实城市总体规划方案为主要目 

的，以整合各类既有交通专项规划成果为 

主，其规划成果仍然从属于城市总体规划。 

2)规划成果与国家、省、区域综合交 

通各专业规划能够较好地协调，但与城市空 

间结构、产业和用地布局等结合不够，综合 

交通体系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之间存在比较 

严重的脱节，难以发挥交通引领城市发展和 

用地开发的功能。 

3)受制于城市总体规划的用地布局， 

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拟定的交通骨架系统方案 

难以有大的突破，且交通系统内部各子项之 

间协调性不强，导致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引 

领和统筹协调功能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2武汉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回顾与评价 

2．1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回顾 

1)1996版城市总体规划交通专项规划。 

规划确定发展以轨道交通为骨架的公共 

交通解决武汉市日益拥堵的城市交通问题的 

思想，并首次提出主城区快速路系统和轨道 

交通系统规划方案。但本轮交通规划作为城 

市总体规划的一个专项，自身的系统性、完 

整性较差，关注的对象主要是道路交通设 

施，对其他交通子项研究相对不足。拟定的 

交通规划方案与总体规划之间存在比较严重 

的脱节现象。 

2)2010版城市总体规划交通专项规划。 

规划提出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理念，通 

过构建 “多快多轨”(快速路和轨道交通)复 

合交通走廊引导城市沿6个方向集约化拓 

展，支撑了城市总体规划提出的 “主城为 

核、六轴六楔”的城市空间结构。但本轮交 

通规划仍然是城市总体规划的专项，偏重于 

道路和轨道交通设施，对于静态交通、步行 

和自行车交通等关注不够，而且规划没有出 

台相应的细则来落实公共交通引导城市发展 

的理念。 

3)2010年综合交通体系规划。 

武汉市于2010年首次编制 《武汉市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2010--2020)／，规划以深入 

落实2010版城市总体规划为目标，有效整 

合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综合交通枢纽规划等 
一 系列交通专项规划成果，交通规划自身的 

系统性和完整性不断加强。但本轮规划仍然 

从属于城市总体规划，侧重于道路和轨道交 

通设施，相对城市总体规划来说拟定的交通 

规划方案没有任何大的突破，是一种被动适 

应型的规划。 

2．2既有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成就 

在三轮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的指导下，武 

汉市基本确定了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和公共交 

通引导城市发展的交通发展战略，构建了由 

综合交通枢纽、快速路和轨道交通为骨干的 

城市骨架交通系统，现代化立体交通格局基 

本形成 ，交通系统有效支撑了城市经济发 

展、用地拓展、功能优化以及人口集聚，较 

好地满足了广大市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出行 

需求。交通可达性大幅提升，通过航空可以通 

达国内外 120多个城市，通过铁路5 h可以通 

达 1 000 km范围内的主要城市；高峰时段主 

城区道路交通平均运行车速为21．4 km·h一， 

二环以内任意起讫点之间30min可以通达， 

城市交通运行维持在中度拥堵水平；市民公 

共交通出行在30 min以内的比例为50％。 

2-3既有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不足 

1)注重交通设施自身发展 ，一体化的 

交通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武汉市仍处于交通设施大建设时 

期，综合交通枢纽、道路、轨道交通等交通 

设施不断得到完善，规划比较注重各交通子 

系统自身发展要求，但对基于人员全过程出 

行链的一体化交通组织与系统整合不足，导 

致各种交通方式之间的换乘与衔接存在距离 

远、时间长、不畅通等问题，难以提高交通 

设施整体服务水平。 

2)重视交通枢纽单体发展，枢纽之间 、 

的衔接与合作有待加强。 

围绕打造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的目标，既 

有规划有效指导了火车站、机场、港El等综 

合交通枢纽建设，使得武汉市具备了设施相 

对完善的综合交通枢纽。但是，综合交通枢 

纽仍处于单体规模扩张阶段，高铁、城铁、 

航空、水运等枢纽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枢 

纽之间为竞争关系，如铁路与航空仍然在激 

励争夺500～1 000 km范围内的客流，铁路与 

水运联运比例较低，影响枢纽功能的发挥。 

3)明确公共交通 引导城市发展 的思 

路，均质化发展态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 

既有交通规划在都市发展区明确了通过 

公共交通尤其是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的思 

路 ，希望通过公共交通引导实现城市集约 

化、差别化高效发展。但目前全市仍然处于 

均质化发展状况，中心区与外围区、轨道交 

通车站与快速路(主干路)周边土地开发容积 

率相当，未体现差别化的发展策略，城市仍 

处于无序蔓延态势。 

4)土地开发模式 以资金平衡为前提， 

不利于主城区人口疏解。 

武汉市正在大力推进主城区 “三旧改 

造”(旧城、旧村、旧厂)，土地开发模式以 

资金平衡而非交通设施承载力为前提，导致 

建设项目仍在基准容积率基础上大幅提升开 

发规模 ，主城区将提供更多的居住、商业、 

办公等设施，人口将进一步集聚，规划拟定 

的主城区人口疏解目标将更加难以实现，中 

心区交通拥堵状况将进一步加剧。 

5)交通支撑重要功能区发展，交通与 

空间发展的协调有待加强。 

区域发展与交通系统仍待统筹，港口、 

机场、铁路通道等重大交通设施布局或功能 

有待优化；市域交通系统对多中心组团城市 

空间结构的支撑不足，城市就业和服务功能 

继续向中心城区集聚。因此，必须加强交通 

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协调，从源头优化交通设 

施布局，降低出行总量，优化交通结构。 

3综合交通体系规划修编 

3．1修编背景 

1)落实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两 

大国家发展战略，积极融入和参与全球竞争 

与合作，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加快实 

现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复兴大武汉II标。 

2)《长江 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发 

布，要求在城市群范围内实现产业协调发 

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享等， 

为统筹推进城市群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建设、 

提升交通设施互联互通现代化水平带来了重 

要战略机遇 。 

3)充分落实新型城镇化要求，创新开 

展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综合交通 

体系规划 “三规”同步修编工作，将综合交 

通体系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的关系从专项配合转变为超前规划、引导发展。 

4)面临高增速、高聚集、高强度的机 

动化发展新常态，在交通骨架系统基本形成 

的基础上，实现交通发展重点由大建设向综 

合管理转变。 

3．2重点研究并解决的问题 

既有交通规划是在武汉市经济发展尚未 

进入 “万亿俱乐部”、社会影响力相对较 

小、城市交通骨架系统形成之前编制完成， 

主要侧重于主城区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布局 ， 

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适应型的交通规划 ， 

对如何发挥政府和市场在交通设施规划建设 

中的不同作用、合理规划预留重要交通廊 

道、打造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城市等关注相对 

不足。面临 “三规”修编的历史机遇，需要 

结合城市及交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切 

实解决既有交通规划存在的问题。新一轮综 

合交通体系规划修编需要重点研究并解决以 

下问题： 

1)发挥交通引领发展功能，打造中国 

经济增长第四极。 

目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主要城市产业 

结构趋同，缺乏专业化分工协作，交通设施 

互联互通有待加强，区域整体性竞争优势尚 

未得到有效发挥。武汉市作为区域核心城 

市，应从区域合作共赢的角度来谋划交通体 

系，实现区域内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充分发挥交通设施引领发展功能，通过交通 

基础设施引导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并提升长江 

中游城市群地位，使其早日成为中国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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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武汉市作为一座典型的内陆城市，在铁 

路枢纽总体布局、航空枢纽大格局已经基本 

确定的背景下，新增高铁线路及枢纽选址将 

是决定城市综合交通枢纽终极定位和区域比 

较优势的核心要素，亦可能是最后的契机。 

武汉市对外交通最大的优势在于高铁和航 

空，只有将航空与高铁紧密整合，才能在中 

部地区的竞争中突出重围，赢得更大的发展 

空间。二者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是武汉 

市谋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支撑中部崛起战 

略、建设世界城市的必由之路。此外，枢纽 

选址必须跳出就铁路枢纽谈布局、就线路谈 

车站的固有模式和一线一站、各自独立、分 

散布局的传统发展路径，以谋求铁路枢纽自 

身的一体化整合。 

本文对武汉市高铁枢纽选址和铁路总图 

优化提出基本原则和规划布局构想。作为一 

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下一步还需从建设可行 

性方面给出客观、科学的研究支撑。空铁枢 

纽建设的最大阻力可能并不在技术层面，如 

何从现有决策体制、思想观念和发展理念上 

寻求突破既是当务之急，也更为必要。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l】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武汉市交通发 

展年度报告[R]．武汉：武汉市交通发展战略 

研究院，2014． 

【2]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改建铁 

路武汉枢纽总图规划[R]．武汉：中铁第四勘 

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2015． 

[3]深圳市城市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武汉 

市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院．武汉综合交通枢纽 

和城市圈一体化报告【R]．深圳：深圳市城市 

交通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武汉市交通发展 

战略研究院，2014． 

[4]武汉市规划研究院．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总 

体规划前期研究[R]．武汉：武汉市规划研究 

院，2015． 

【5]红网．长沙磁悬浮列车今年底运行!将会带 

来怎样的改变?fEB／OL]．201512015-08- 

1 5】．htrp：／／m．VOC．tom．cn／wxhn／article／20 1 508／ 

201508072052519315．htm1． 

[6]宗传苓，潭国威，张晓春．基于城市发展战 

略的深圳高铁枢纽规划研究：以深圳北、 

福田站为例【J]．规划师，2011，27(10)：23— 

29． 

Zong Chuanling， Tan Guowei， Zhang 

Xiaochun．Shenzhen Hi gh Speed Rail St~ion 

Planning for Urban Development：Shenzhen 

North Station and Futian Station[J]．Planners， 

2011，27(10)：23—29． 

[7】王志美，林柏梁．法国巴黎高铁环形联络线 

客流疏运研究[J]．中国铁路，2012(3)：92— 

95． 

[8]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武汉市规划研 

究院．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规划研究[R]． 

北京：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2013． 

(上接第36页) 

4结语 

武汉市首次将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提升至 

与城市总体规划同等重要的高度。充分体现 

了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在城市发展和规划管理 

中的地位、作用得到提升和加强。面临这一 

重要战略机遇，需要充分考虑城市及交通转 

型发展的要求，在保持综合交通体系完整的 

前提下实现交通规划理念、研究思路、技术 

手段等成功转型，有效做好 “三规”同步修 

编背景下的综合交通体系规划编制，切实发 

挥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对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 

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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