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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城市交通网络分析和布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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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网络形成的背景 ． 

武汉是我国第五大城市，1991年城区 诅162 ，人口379：2万s 其空间形态由于长江 

和汉江在城区相汇．呈 “品 字形 由武昌、汉13、汉阳组成．是著名的三联市。 历史上武 

汉是长江水系的航运中心．素有 “丸省通衙”之称。近代以来． 京汉和粤收两铁路在武汉交 

接．实现了南北铁路和东西长江水运两大交通运输灾动脉的忙台。-是我国水陆交通的最大枢 

纽，与全国各地都有便捷的交通相联系。一由于交通运输优蜉，使商业和 贸易业得到发展．是 

我国 地最大的商贸中心-、同时．也因这一优 ，原料、燃料的获取和工业品的销售在此结 

合．是我国近现代工业的发祥地之一，形成我国I 电最大的工业中心。正是交通和流通的启 

动，工业、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三十世纪初一度成为全国最大 

的城市。此后由于沿海城市的发展，位次有所下降．但迄今仍是我国内地最大曲中心城市。 

武汉城市交通网络的形成，-是以兰镇间的交通为主，港 口和商贸中心历史上反复多次 

迂徙，但三三镇肽来未曾阿时形成中心，而三镇叉都必须依赖 “两通” 的优势 -所以三镇之间 

的交通联系一直都很重要 三镇由大江巨河分隔，梭三镇间的交通历史上一直由水上运 

输完成 汉13未发展前．武昌和投阳间的汉阳渡。【武昌平湖门至没阻朝宗¨)最为著名1随 

着汉13的兴起．’扳13渡 (武昌投 阳¨币汉13四官殿)渐形重要 ，龟 山渡是投 口和汉阳间的摆 

渡线．人少渡稀，但 又必不可少 【 见图1) ’： ．， 

三角形水上渡船线是武汉三镇城区最早的交通网络。历史上以木船为渡。长江因旺面宽 ， 

客流持大，渡船载客30人左右．汉江出口处江面狭 ，客流稀少，渡船很小． 一般载客假1n 

人左右 ，俗称 “水上漂”。上世纪末汉口渡改 

由渡轮运输，后园客流节大，武昌与收口间又 

辟有武昌中华路和曾家咎至规13江汉关 E拿武 

汉关)的轮渡线和武昌徐家棚 汉口黄浦路口 

粤双码头轮渡线-汉阳渡也改为轮渡。汉阳与 

慢口间囤汉江江面狭窄，渡轮很难调转，来自 

轮渡的开辟，木渡却十分畅达。 

与城 区交通 网络格局相适应 ，城市空间的 

拓展一直是沿两江展布，1 949年以前武昌沿扫： 

成线状展布，南北长达20krr，汉 口沿两江成初 

月形伸延，I乇过40krn 汉 沿两江成锐角拓展． 

拓展线也在 1Okn以上 ，臼阿江问陆上垂直伸延 

最远也仅5km左右． 对水运的依赖程度很强． 

陆上市内交通未能很好发展．迄至1949年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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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武昌扦辟 公共汽车线路．然车少线短、汉13两条线路分别位丁后城 马路 (今中山大道 

十J腰干Ⅱ沿汀 大道下段租界区 一总长仅4xm 武昌还是郊区线 城区一段充作公汽使用 城 

区～j要代步工且是火力车和三轮车．也集中在汉13·武昌也有．但数量不多·_汉阳更少 

2三镇各自形成的网络 

1 949年 后．武汉是国家建设的重点．城区升始迅速向外拓展．沿两江的拓展和陆上外 

延同时，周围的武昌、汉阳、设JII、孝感、萤障等县 皆有部分地区划入市区 老城区外围多 

湖．武昌和汉阳还多山．新市区大多为工业区．空间上是跳跃式形成一块块地域．如武昌形 

成北青山、东关山、南白沙洲三大块． 至汉阳¨的 离青山和关山约达30krn．白沙洲稍近一 

但最远也达20km．汉13西易家墩 北唐家墩、东北堤角． 江汉关的距离都达30krr,·汉阳西 

北七里庙、西十里铺、南鹦鹉洲． 神家村的距离也约1 0km左右。非但向郊区跳跃拓展．辽 

向邻县跳跃． 如武昌县纸纺和金13．汉阳县沌口．黄跛县滠口，鄂城县 L今鄂州市j葛店． 

新洲县阳逻等城镇 ，皆有武汉市的插花地，距离老城区达30~50km 这些跳跃在外的新工业 

区．每块都有上万的职工．象青山、关山、易家墩、十里铺等都在5万以上．青山、 关山甚 

超过10万，不得不设矬新的城市区。与此相适应 ．武汉市【q交通线的开辟，首先是三镇各 

自形成网络．武昌以汉阳¨ ～中华路，汉13 三阳路．汉阳以钟家村为中心． 各自开辟线 

路． 沟通镇内各地区，其次是线路为交通中心与工业区的联线．相互问大多不变接．H能 

在中心处调车 ， - 

三镇之间相互联络仍以轮渡和木渡进行． 由 武昌是 一五”、 二五”的卑点工业、 

科研、教育的建设她区．城市规模远远超过汉阳．与汉口相当．因此武 昌和汉口问的轮渡线 

共达五条 (分别为汉阳门、中华路、曾家巷、绦家棚、青山与四宫殿、武汉关、粤援码 相 

对)．线路多．客流萤极大 ‘日客运量超过40万人次 节假日高峰值甚至选60万人次 上J 

汉阳与武昌仍保留—条轮键线， 但航班密度很小．汉阳与汉13闻的木渡 自下往上辟有多条． 

尤 南北岸嘴 (设江口)、武暑路一琴台 (今江汉桥)两线最为繁忙 。尽管如此，武汉的城 

市交通由丁：未能有统一的网络．其发展滞后 =城市的发展和工业的建设．．如遇大风大雾等恶 

劣天气，轮渡停航，垒市的经济社会生活便处于半瘫痪状态．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 

3三镇间网络的初步统一与问题 

武汉市城市交通网络的各自为政，弊端极大．成为城市建设和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 

“_五”期间．国家 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将跨汉、跨江陆路桥梁和道路乐统建 

设州为重点项目．实现了武汉三镇网络的联接．使我国南北铁路、公路系统在武汉实现直接 

通 新同络系统包括公共汽牟、无轨电车、轮渡和市 铁路构成 市内铁路辟有江岸～武 

昌和武昌～武东两条市 营运线．土要恩铁路系统职工上、下班的班车性质．系统外乘客数 

甚 少 ’ 

表1 1990年武汉市公共交通营运结构表 

数 量 

船瓠 (辆 t艘 
蝇路 哩 t km’ 
年弃 运量 (百 凡搬 
曰律 量 (7 搬 

娄型 公1 i 电 牛 轮 诬 

l 6l 

1 

29 

83 6 

3R 

52 5 

5923 

3 6 

由表1nu了见．公共汽_筚是武汉市内公共交通的主导形式．承担客运总贽的72．3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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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电车．轮渡H承担¨ 12 的适量。大桥束建前轮渡的客运量居士导地位，由解放初的75 

下降到1 9．57年的5咄．现在都为公汽所替代，地位甚微。武汉长江公路桥正布加紧 建· 预 

41—1995年 正Li．通车，由T是武昌与汉r3．问的跨江大桥 ．与目前的轮渡线方向一致 ．曾经维系 

武汉三镇间几近2000余年的水上渡船系统．将会很快在武汉城市交通网络系统中消失 

武汉统一的市内交通网络系统．自l957年开始运行．迄今已有30多年，乘车难、行车难 

n口J题一直都很链出．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繁荣的 “瓶颈”因素。’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 

3 1武汉的特殊地理环境对城市道路交通系统建设的制约 - 

武汉是一个江城 ．两江相汇，将城市分割成三大块，尽管有轿鬟相沟通．怛道路网络系 

统三镇各成一套色彩明显。不仅如此．历史上城市发展始终沿两江展布．形状极不规则．如 

汉口自汉江舵落口往下 入江口，由此措江而下 谌家矶长达60余km，武昌 -d嘴沿江而下 

自浒矶达70余krn，汉阳沿汉和沿江总长度之和也 40km以上T武汉义是一个多湖、多山的 

城市． 建成区面积189 3k盯． ．与45krn 的湖泊和50krn 山丘龃结成一体 如果再加河瀛面积． 

建成区面积与江、湘、山的比蜘约为6 t a。蚤地形影响，三镇靠长江犬轿联络，青山、关山、 

自沙洲与武昌均只一线相通 ，汉阳被湖泊分割成沿汉片和j晋江片．成锐角两钱相交，汉口繇 

口、江汉和江岸三区由解放大道和中山大道两线横贯，这些干线的车流摄檄大 。如武汉现有 

3座桥梁．在采取7-一19时不准空车通过的情况下，长江大桥为33273辆／124,时和3246辆／小 

时，江汉一桥为36756辆／12小时和4444辆／小时． 江汉l_桥为18241辆HJ,时和2256辆／小时 

如此之大的车流 鲜有其比．以致不得不采取主干遭除公共车辆外不准停车、一律不准车辆 

左转行驶等硬性规定 ，即使如此，行车难问题仍然十分严重。 

3 2城市交通网络系统建设严重滞后 

武汉城市规模按人 口汁算居第五位，但田地理环境和城市空间布局的特殊性．蓉共交询 

承担的年客运罱达13 1洲乙人次．仅次于上海、 E京．居第3位1铺装道路长度1222km，居九 

大城市第6位，铺装道路面积l 059万m ．居九大城市第7付，每km铺装道路年通过的客运量达 

1 08万人次．每万'ill 铺装道路面积载客量125万人次．两项指标均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居全国 

第3位 世上海和北京遭路平均宽度为1O 7m和8，7m，丽武汉为8．6m．基术上屋一车道道路， 

道窄车密特点明显。 ． 一 ‘ 

市区交通网络系统建设 后， 还表现在车辆不足．武汉公共汽车和电车胥计为191o辆． 

平均每辆牟年运客最达69．d7万人次·在全国九大城市中仅次于上海．是广州和天津的1 8倍 

上， 如果将旅客的平均运距10kr,和上海的约6k,,H-算，则武汉为每车运输周转 为690 7万 

人kra，而上海H409 3万人k ，武汉车辆负荷之重实居全国首位 。 遭路利用率低．武汉铺装 

道路长度与公共车辆营运线长度之比为1’1．04． 而上海为1：12．28，重庆为1：3 62 南京为 

1 1 32，在客运赞居前五化的城市中，较北京1：O 93稍好 而北京是霹连 居前五位的城市中+ 

每万非农人口拥有铺装道路长度仅次于重庆的城市．达4 85k ．而武汉只3 72 ．道路不足 

而利用率低，是造成乘车和行车两难的关键 

堵塞严重受两个固索影响：①武汉是一个老城市 ．老城区由于商业、服务业、金融业发 

达·固定人口和潍动人口密集．但街道狭窄．如汉口中山大遭、江汉遭、汉正街．武昌解放 

路·汉【丰|翠薇路等商业街的宽度平均约12rn，往返皆是单车道 一车停驶即成堵塞． 尽管作 

山丁土 道除公汽和电牟外不准停牟的规定，然堵塞现象仍然极其严重，②交叉路口投有立 

交，垒市已使用的垒立交桥 有1座．简单立交桥2座，象 目通牟超过5万辆 上的议 口中山 

大道，呖 辆次以上的武昌解坡路和民主路都没有立交路口， 由y-堵塞严重， 行车速度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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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自武昌大东1j谮武黄一级公路 萤石80km不到l小时可抵达． 然 设 口黄浦路走中山大 

道约1 8km，用时却 1小时以上 ．高峰时 带情况也在1 5小时左右。 

3．3管理落后 

武汉市迄 ikl993年底在公安交通管理局发出牌照的各种车辆共计达 300万辆以上·按 

1 268k”的营运线路计算．每km线路有2360辆车辆， I／3的车辆上路行驶． 则线路车流密腰 

为780辆／km 即1．28m线路有1辆车 由下路况的限制．除少数几条主干道外．大多道路是混 

行路面．机动车、非机动车混行．加上行人横穿．十分棍乱；近年来个体摊赈占道觋象檄为 

普遍，使原木已拥挤的道路更是雪上加霜 面对如此严竣复杂的市内交通状况·由于警力不 

足．无法严加管理 下交通管制监控系统等先进管理手段·更是一片空白 、 

4完善城市交通网络系统的决策 

4 1调整交通网络系统结构 ’ 

交通网络系统结构 ．世界 各国的现代化城市一般包括地上 t高架)、地面、地下三种系 

统，土要是供有轨和无轨车辆行驶的道路系统．汽车、电车、轻轨火车是主要运输工具。 

往地面道路 城市交通的土体，现代以来地铁成为城市交通的重要角色 t 以其安垒、迅速、 

容 大和不占地面土地等为特点俯受青拣，近年来存一些不适宜兴建地铁的城市·高架遭路 

的建设也 新月异地发展，地下管道、河道水上交通以及城市航空也彳f=一些大城市 p得到发 

展 总之立体、综台、宽敞、便捷足共同墙势 究竟采取怎样的遭路交通网络结构，必须视 

城市的具体情况而定 结台武汉的地理环境和空问形态特征，其结构组成决策有以下三点可 

供 棼考 

4】1把水运作为武议城市交通阿络的组成部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一些水 乡城市，如美国 

纽约、芝加哥 ． 率东京一横滨 、大阪一种户 英国伦敦 法国巴黎 意大利威尼斯．荷兰 

阿姆斯特丹等 ．水上交通成为城市交通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威尼斯甚 由发达的水 上运输 

．奕现交通的现代化，武汉是著名的江城 市辖区内长江通航里程l4Bl,：m． 设江62kre~．其他内 

河湖泊197 Bkm．总计通航里释蛐4 5km。这一得天独厚的蕞件 在国内外太城市中十分罕 几L 

武汉三镇城市沿江展布． 城区主要交通 T线如中山大道、解放大道、建设大道、沿江大道、 

汉 大道、鹦鹉大道、临江太遭、和平大道、冶金大道等． 皆与两江平行． 垒市客流 约 

65z左右也循此线流动 ．因此 ．将水上运输纳入城市交通网络既需要 可能。 迄今市 }J_』仅开 

辟长江轮渡．计有38艘渡轮．152．5km长的航线．．1 50亿人次的年客运罱 43．6万人次的 日 

远 ．其作用限于过江流动桥梁。土要问题是 ①航线为两点对丹，限于过汪·童j速度慢， 
。

F均约20km／h，除武昌中 路、汉阳JJ 投 口武汉关、四宫殿为半小时对于f外．其余航线航 

班间隔蚪问太长·@船必来能小型化 ，一般载客 呵达500人以上t一④公汽站线来很好衔接。 

武汉长江大桥兴建通车后．武昌与汉阳间的轮渡线停航 ·江汉～、三桥通车后．汉口与汉阳 

闻已无渡船线-武昌与汉 口闻以往囡无桥梁，故1 5杀轮渡航线全部是两者问的沟通．TF 兴 

建的长江公路桥和计划兴建的天兴洲公路轿和北洲公路桥等全部建成后．江城轮渡将成为历 

史。轮渡公司面临此种前景，未 绸缪．进行开辟豪华游览航运业的尝试，也脱离了市山交 

通的疗向。决策部f j对两江仅看戎是市l 交通的天堑。除计划采取 一系列桥粱建筑外．过江 

隧遭的修凿也将列入 计划 ．决策部llj在 计划兴建的地铣系统建设上 根据客流预滟I 上T线 

即与 江iF仃．都说明弃水走陆的思想已成主导 如果能将兴建桥梁、隧道和一部分地铁的 

人力 物力、 力投入市内水 上交通的建设．充分发挥两江在市内文通的作用， 体现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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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期 刘盛佳 ：武汉城市交通 网络分析和布局研究 

的交通特色．将是正确的决策。如将轮渡航线改为水上交通航线，以武汉关和中 #路为中心t 

开辟沿江航线．汉江航线，以通达白浒矾 阳逻、青山、堪家矶、徐家棚 鹦鹉洲、鲇鱼套 、 

沌 口、 嘴、垒口、军山、纱帽等沿江港口，舵落口、斫口、郭茨口、琴台口、南岸嘴 北 。 

岸嘴等沿江码 兴建现代化的航站码头．并与陆上公汽、电车站网配套 建造舒适、快速、 

灵活的市内航行船强等 ，都是值得采取的建设方案 

4 1 2把地铁纳入市内交通网络系统。铁路作为城市交通网络系统组成部分 、已是国际上一 

些现代化城市交通发达国家的重要选择。西欧、日书、俄罗斯等国、市郊铁路客运 占铁路 

总运罱的70一g0 ．已成为大城市通勤通学的重要交通工具一 轻轨硎车是70年代从有轨电车 

发展起来的新型交通工 、可以架空铺设 不占地面、发展十分迅速、8O年代后期在北美、欧 

洲 澳大利亚、H水以及突尼斯、扎伊尔等皆有发艟一机场联络铁路首先在伦敦出现，80年 

代在 日、美、欧洲l1个国家18个城市22个机场建有此类铁路 (nL表 。 ‘ 

表2国外部分大城市市内铁路客运量比重表 

艟 市 仁 耐： 

l l 
毳惭篝 

敬譬年 。 婪 亳 美亨牵 铁蹄占气{l矗 逗总量 
61 45 

61 R2 

2】 97 

1 8 舱 

督料来瓤：邙机或 (1 9 B J 艟市直路定证 凡民交通出版杜·P 2 141 

武汉是我国重要的铁路枢纽 京广、武沙(九江、沙河)、．汉丹 及在建的汉麻 ‘域)、 

计划兴建的川 (重庆)汉等铁路在此交汇 武汉铁路枢纽北起滠口，南至大花蛉 ．东到武东． 

西迄鸵落口．由长江大轿联结，l糙盖了武汉三镇 枢纽内有四个编组站，1 个车站，0 个货 

场 其中4个站可办理整车水陆联运、2个站办理集装箱运输。市区内有京广货车复线、京广 

客车线、汉丹线、武沙线 太桥联络线穆南环线等6条支线．82条铁路和企业专用线 ，434条 

盘业自有 々用支线．正线延展里程220．3kin，支线延展里程6I g 04km．总讣延展里程83,9 34km， 

按建成区训’苒的铁路密度为d d6km／km ，铁路可营运长度约与80年代初公共汽牟和电车营运 

线相当。在江东包括武昌、 洪山和青山三区已形成外环铁路 在江西包括艟口、江议和江 

岸京广新旧线构成了城区铁路环线，汉阳方面包括已建的沌口武衩造纸厂支线和即将兴建的 

神龙汽车集团总装厂支线也将形成环线。髓着汁划兴建的京广线孝感～纸纺段牵直工程的上 

马， 此线为孝感、禁甸 、大军山 金口 纸纺 在建的京九线设麻支线岔路 口 ltl逻 青 

山与武沙线联络线．4}使武汉三镇3个 、线和包括三镇的大环线．构成市阳铁路网络． 成为 

市内城市交通网络的组成部分是完全i 能的。 

1 3建设三镇统一的内环外延道路网络。武汉受地理邓境的影响，三镇道路子成系统 ．武 

汉长江大桥和江汉大桥建成后．三个系统只有一线相连 江汉 桥由丁偏离生要客流线．H 

对外来车辆八市分流起作用，在市内道路交通中不能与江汉桥相比 故迄今线路性强而网络 

性差． 大M题足转线困难 ，即将建成的长江公路桥通车后．三镇城区的山环道路网即可完 

成 内 线在武昌方面较单一．即长汪大桥 武珞路、中南一中北路、棘东路接长江公路桥 

汉口与汉阳 盯面，由丁有江汉桥和江汉■轿的不同，形成里 外两个}j!】环线的组台．即长江 

公路桥 、解收大道、武平路 江汉桥接长江大桥为里 环线 长江公路桥 萤浦路、建设大 

道、江汉 ■桥、汉阳大道、长江大桥为外 环线 环线地跨武昌 江岸、江汉、崩口、汉 

阳5十城医．其人Lq占垒市7城区的3／ 吸引和通过的客流节也大体与此比倒相当。 

q环线往外 ．受江、湖 山的限制和城市建成区空间形惫的制约．再建L}J环和外环线刚 

弛 

靶 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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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地 理 

不适宜。如中环线将穿越长江、汉江、东湖、南胡、墨水湖等；外环线除两江外，还要通过 

北湖 、严西湖、汤孙湖、黄家潮、青菱湖、朱山湖、后官湖、南滑、后湖、武湖等，两线约 

40Z,的路段需穿越湖泊、江河水面。因此合理的决策是在内环线一些节点．建成8条土要的外 

延线．即武昌方面自公路桥东立交桥向东北伸延的和平尢道一冶金大道外延线．沟通青山区； 

Ⅲ南路口向东伸延的武珞一珞瑜路外延线沟通洪山区，并与鄂东南汉黄高速公储 (沪蓉国遭1 

衔接t太东¨向南由中山路外延淘通白沙洲工业医苷与湘鄂公路 t京珠国道)衔接。汉口方 

面有公路桥西立交桥向东北沿解放 道外延．接汉黄高逐公路与鄂东北公路网沟通，自解放 

道虢兰!路立交桥向北船青年路与汉 口火车站、天河武投机场相沟通，沿解放大道向西北伸 

延 与叹孟公路相接通往鄂西北 汉阳方面扶汉阳大道向西接1馒宜高遥公路，连接十里铺工业 

区和沌 口高新技求丹发 区， 自汉阳 文化宫立交轿 向酉南沿鹦鹉大道外 延，沟通鹦鹉洲工业区 。 

环外延瞳路网指下道网，目前内环线均是4车遭 ． 江汉桥和长江大桥两删引桥没有人 

行道和非机动牟遭．虽是4牟道 ，但由下公栈干怿电车车站限制 只能按■车道行驶， 是目前堵 

摩现豫高发的卡脖子段．需拓建为6车道，外延除武珞 珞瑜路是宜黄高速公路的过市段为6 

6r道．无河机场 收口火车站接6车遭修建外．均束达到d车道标准 根据武双 L{客运晕存 

600J~人次以上． 环和外延按3／4计．则此骨T线路均要达到6车遭标准彳{r 

0 武汉科学合理的城市交通网络系统约完善 

 ̂ 1网络系琉的构成包括公路系统、铁路系统、水路系统，如果接5：3：2设计．行路难、 

牟船抛挤现象便可根4 解除。目前铁路园京广线为全国南北运输大动脉，武汉长江大桥和江 

汉铁路桥通过能力的限制．承担市山交通客运的可能 建几不存在，腹尽快实现京广线孝感一 

羝纺殷牵直工程。因为过境客货运输在郁外通过，留下运力便可利用，}珀 甚々 讨改造为轻 

便铁路．其上可 建造楼房．实行封闭式运输，便是类似丁地铁的系统 水路系统虚足合理、 

奄分开发和利用 口̈J题。 丁地铁系统和管遭采统的建设．当视需要与可能．由丁地理环境特 

殊，发展轻1 铁路较修筑地铣更具优越哇 总之网络结构的完善．是当务之急 

4 7急需建设现，t化城市道路奄通监 指挥系统 武汉作为特大域市，车流持大．随着城 

市现代化的发展 ．车辆还会以很快的速度增加，势成必然．因此必须建立现代化的管理幕统 

将目前交警人力指挥改善成电脑指挥。拟建的市内统一交通管制监控系统应将道路系统、水 

运系统、有轨路系统统一起来，形成统一的网络系统，然后根据网络结构特点．进行分区划 

片一宴施总系统与分区系统联网，进行科学调度和指挥 使武汉真『F成为具有觋代化水平的 

城市交通的 国际睦大都 会 

c上接49贾j根据边际生产率和比较效盏选建农业商品基地．重点建设特选拉和托克托 

沿黄稳产高产蔬菜生产基地和商品粮生产基地，解决城市话民的农产品供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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