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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编制体系与实践经验 

何寰 叶青 

 

【摘要】面对快速城镇化、区域化、机动化的三重压力，大力发展轨道交通、建立以轨道交

通为核心的一体化综合客运交通体系已成为国内大城市交通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由于轨道

交通工程投资大、覆盖专业多、技术复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的难度远远大于其他任何交通

基础设施。为适应轨道交通建设的特点，武汉市探索出一套轨道交通规划编制体系。笔者结

合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编制实践，阐述了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并对轨道用地控制

规划、线路综合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和站点周边综合整治规划等方面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总

结。 

【关键词】轨道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实践 

 

1 引言 

近年来，在国家大力提倡发展轨道交通的大背景下，城市轨道交通项目纷纷快速上马，

作为城市客运体系的骨干以及城市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建设

不但决定了城市交通发展的水平和方向，而且对城市结构、土地利用和经济活动产生巨大而

深远的影响
[1]
，如何协调轨道交通与城市建设发展的关系显得极为重要。武汉市近年来强化

实施性规划，为加强规划的实施性以及对工程设计的有效指导，武汉市在轨道线网规划和建

设规划的基础上，借助轨道交通 1～4 号线规划建设的契机，对轨道交通的规划编制体系进

行了有益探索，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应轨道交通发展要求的实施性规划编制体系。 

2 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轨道交通建设任务重，涉及面广，协调量大，而政府部门人力、物力有限，无法进行全

过程技术追踪，工作中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 

（1）轨道建设与城市用地开发建设时序不匹配。 

发展轨道交通不仅能够缓解城市交通压力，提高交通服务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动城

市的更新和空间结构的提升。而线网规划和建设规划对于轨道建设的指导意义仅在宏观和中

观层面，微观层面缺乏与城市用地开发的协调，将影响轨道交通综合效益的发挥。例如，武

汉市轨道 1 号线一期利用原京汉铁路走廊建设，2004 年建成后，由于沿线用地开发滞后，

长期处于客流不足局面。 

（2）轨道与城市道路、一体化接驳换乘设施协调不足。 

由于轨道交通与土地开发、道路交通配套设施、公共交通设施等的建设业主不同，投资

主体不同，建设时序安排也不一致，轨道建设业主从迁就现状、便于实施角度出发将轨道交

通设施置于规划道路、人行道等空间内，影响道路按照规划实施，而轨道交通建设与交通接

驳换乘设施建设的不同步，使得轨道交通使用不方便，导致其吸引力下降。 

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的轨道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分阶段、分层次系统地研究轨道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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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体现规划意图，指导工程设计，促进轨道交通和城市发展的良性互动。 

3 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编制体系 

规划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与发展的源头，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经过多年的实践，逐步建

立起了分层次、分阶段的规划编制体系。形成了线网规划、建设规划、轨道用地控制规划、

线路综合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轨道站点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规划和站点周边综合整治规划

7 类规划项目（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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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编制体系 

3.1 与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的关系 

轨道交通规划的层次与城市规划编制体系的层次紧密协调，才能保证轨道交通适应或者

引导城市发展，并指导各阶段的工程设计。宏观层面上，通过线网规划开展轨道交通发展与

城市发展战略、总体规划的协调研究，协调轨道交通线网与城市空间结构、发展策略、综合

交通枢纽的关系。中观层面上，通过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开展与城市近期建设规划的协调研究，

协调近期轨道线路与城市近期建设重点功能区、分区规划的关系，调整优化轨道交通沿线用

地规划和道路交通规划，落实轨道交通选线与用地形态、交通走廊的结合
[2]
。微观层面上，

通过用地控制规划、线路综合规划开展与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以及城市设计的协调研究，协

调站点与周边的用地、开发强度、交通接驳设施、地下空间开发的关系，通过修建性详细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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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指导站点周边地块修建性详细规划以及总平面的设计，落实出入口、风亭、冷却塔等设施

布局，明确轨道工程与道路、交通接驳、地下管网等设施的关系。 

3.2 与工程设计体系的关系 

轨道交通规划的阶段与工程设计阶段体系紧密协调，才能保证规划意图的落实，并为城

市规划管理工作和项目报批报建工作提供技术支撑。工程可行性研究阶段，开展轨道用地控

制规划和线路综合规划，落实规划线站位意图，控制轨道建设工程用地，并结合轨道方案启

动沿线用地调整优化，提出站点周边开发建设意向，落实 TOD 及联合开发理念。初步设计阶

段，开展轨道修建性详细规划，协调轨道与沿线相关工程的平面、竖向相对关系，落实站点

出入口详细位置、高程、与周边建筑及道路的关系、交通接驳设施的布局方案。施工图设计

阶段，开展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规划和站点建成后的周边综合整治规划，缓解施工期间道路交

通压力，并结合轨道建设同步落实一体化交通政策，对站点周边地面广场、绿化等进行综合

设计，提升轨道沿线的整体形象。 

3.3 规划设计内容 

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编制体系中各类规划项目的组织部门、审批部门、作用以及主要工

作内容见图 2。 

轨道交通规划编制体系 组织单位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规划

轨道交通综合规划

轨道交通修建性详细规划

轨道交通站点施工期间

交通组织规划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综合

整治规划

审批单位 作用 主要工作内容

市国土规划局

市发改委

地铁集团

市国土规划局

地铁集团

地铁集团

地铁集团

市国土规划局

地铁集团

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

市国土规划局

市人民政府

市国土规划局

市交管局

市人民政府

支撑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支撑综合交通规划及公共交通规划

为上报国家立项提供依据

为开展轨道可行性研究提供依据

为规划用地行政许可提供依据

为开展轨道可行性研究提供依据

落实TOD及交通一体化发展理念

协调轨道与城市及交通发展关系

为规划管理提供依据

为开展轨道可行性研究提供依据

协调轨道与周边建筑、道路、管线

的关系

落实交通接驳设施布局方案

指导轨道工程初步设计

缓解轨道交通施工期间交通压力

为交管部门审批施工方案提供依据

推进城市更新及环境改善

提升轨道站点周边整体形象

发展目标及策略

网络规划方案及实施计划

网络综合系统规划方案

建设必要性

建设目标与规模

建设方案及时序

建设投资及效益

论证线位、站位合理性

协调轨道区间、站点与周边用地的关系

控制轨道工程及施工用地

功能定位及建设必要性分析

沿线用地现状、规划及调整

沿线可打包土地及与站点的关系

站点接驳与换乘设施规模及方案

站点建设控制指引图则

轨道交通线路定位

车站平面和竖向定位

轨道与道路、立交、交通接驳设施、地下管

线、周边建筑及地下空间的衔接关系

施工期间交通影响评估

大范围交通网络改善方案

施工区域周边交通疏解及组织对策

站点周边近期拆迁储备范围划定

站点周边景观绿化规划方案

站点周边建筑立面整治规划方案

图 2 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主要内容 

3.3.1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综合的专业交通规划，又是城市

综合交通规划的延伸和补充，是轨道交通规划设计建设的上位依据和基础。轨道线网规划的

适应年限为远景年，同时有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对应年份的线网。为适应城市发展要求，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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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已编制完成两轮线网规划，目前正在进行第三轮线网规划修编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城市

和交通现状、交通需求分析、轨道建设必要性、轨道功能定位和发展目标、线网方案与评价、

车辆基地规划等方面。 

 

图 3 武汉市轨道交通线网远景方案（2008 年版）[3] 

3.3.2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 

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是轨道交通近期建设的依据，其适应年限一般为 5～10 年，武汉市在

编制完成线网规划的基础上，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综合交通规划、城市发展要求、客流预测

以及财力情况，编制了两轮轨道建设规划，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其主要内容为近期建设线

路的选择以及功能定位、近期建设规模论证、线路走向布局、运营模式、工程筹划、资金测

算及筹措等方面。 

 

图 4 2017 年武汉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方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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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规划 

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规划是对即将建设的轨道线路和站点在城市用地空间上的落实，通过

对轨道沿线用地开发现状的梳理，依据《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管理办法》和工程可行性研究

线路及站场总平面初步方案，对轨道站点、线路区间、车辆段、停车场、主变电站、指挥中

心、区间风井等设施的工程用地、施工临时用地、车站配套换乘接驳设施以及绿化用地进行

控制，并纳入城市红黄线一张图进行规划管理，作为轨道建设单位办理规划用地许可手续以

及下一步工程设计的依据。。 

3.3.4 轨道交通线路综合规划 

轨道交通线路综合规划是为落实政府规划意图，保障即将建设的轨道线路和站点的实施，

协调沿线用地开发建设、地下空间合理利用，依据轨道交通项目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初步

设计方案编制的涵盖轨道交通沿线及车站周边土地利用规划、交通组织规划和城市设计等内

容的综合性规划
[5]
。其主要内容包括对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方案提出的线站位、总平面

方案进行论证和规划反馈，线路及站点的功能定位及建设必要性分析、沿线用地现状及规划

情况、结合轨道站点的用地调整方案、轨道沿线可用来打包平衡的土地及其与轨道站点的关

系、站点接驳与换乘设施规模指标和空间布局、站点周边地下空间开发意向、站点周边城市

设计意向、用地强度建议、站点风亭、出入口、冷却塔等设施的布局意向、站点建设控制指

引图则等方面。 

3.3.5 轨道交通修建性详细规划 

轨道交通修建性详细规划是依据轨道交通线路综合规划编制的用以指导站场初步设计

和管线迁改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其主要内容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定位、车站平面和竖向定

位，轨道交通工程与城市道路、立交、交通接驳设施、地下管线、周边建筑及地下空间的衔

接关系
[5]
。 

3.3.6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规划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施工期间交通组织规划是为缓解站点开挖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压力而

进行的规划。其主要内容包括施工期间交通影响评估、大范围交通网络改善方案、施工区域

周边交通疏解及组织对策等方面。 

3.3.7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综合整治规划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综合整治规划是轨道建设后期，一般是轨道通车前一年，即将进行地

面恢复时开展的轨道站点周边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的依据，其主要目的是以轨道建设为契机，

同步推进城市更新及环境改善，提升轨道站点周边整体形象。其主要内容包括站点周边路面

恢复详细规划、交通接驳及换乘设施详细规划、站点周边近期拆迁储备范围划定、景观绿化

规划方案、建筑立面整治规划方案等方面。 

4 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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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7 月、2010 年 7 月、2012 年 12 月，武汉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二期和 2 号

线一期工程相继建成投入使用，形成总长 56.5 公里的“十”字型轨道交通骨架。根据国务

院 2011 年批复的《武汉市城市轨道交通近期建设规划（2010—2017 年）》，至 2017 年，武

汉将建成 7条线、总规模 215.3 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后续 3、4、6、7、8 号线将按照一年

通车一条线的速度稳步推进。 

轨道交通 4 号线是是轨道交通近期建设线网中的骨架线路之一，全长约 33.2 公里，其

一期工程位于武昌地区，衔接武昌火车站和武汉火车站，长约 16.5 公里，设站 15 座，计划

2013 年年底建成通车。为配合近期轨道交通 4 号线一期工程的建设，武汉市组织编制了轨

道交通沿线的用地控制性规划、站点综合规划、修建性详细规划以及站点周边综合整治规划。 

4.1 轨道交通用地控制规划 

4.1.1 控制标准 

轨道交通线路区间部分工程用地以线路中心线两侧各 15 米划定为轨道交通规划控制区；

对于线路曲线段、上下行线路分别位于建（构）筑物两侧等特殊地段以及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有明确要求的，根据技术要求设立轨道交通规划控制区。轨道交通场站及其附属设施工

程用地按照结构外边线外侧不少于 10 米（地面通风亭处按照结构外边线不少于 15 米）划定

为轨道交通规划控制区，特殊困难条件下经论证按照不少于 5 米划定规划控制区，规划另有

要求的，按照规划要求确定
 [5]

。同时，根据换乘设施规模测算结果，车站控制用地需满足非

机动车停车要求，并在主要进城节点等枢纽站控制“P+R”停车场；根据《武汉市城市绿化

条例》规定，车站地区按不少于 25％的标准控制城市绿地；具体用地边界结合实测地形、

用地权属和拆迁情况落实
[6]
。 

4.1.2 武汉市轨道交通 4 号线一期用地控制 

轨道交通 4号线一期车站规划设置非机动车停车位共 4965 个，小汽车停车位 60 个（不

含两端火车站提供的公共停车位），各车站控制用地 0.61—7.62hm
2
（部分为城市道路地下空

间），合计 76.70hm
2
（表 1）。 

4.2 轨道交通线路综合规划 

4 号线一期综合规划重点研究站点周边 200 米核心区域的概念性整体策划方案。规划范

围内土地使用性质以公共设施类为主，鼓励功能混合开发，实现土地在平面或竖向上的复合

利用，其中站点综合开发物业内公建建筑面积不得低于总建筑面积的 60％，城区边缘站点

区域的土地使用性质以居住和公共设施类为主。建设强度可在基准容积率基础上依相应条件

适度上浮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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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武汉市轨道交通 4号线一期用地控制指标表 

序号 站点 
用地功能 

类型 

交通接

驳类型

高峰小

时客流

集散量

（人）

非机动车

停车位 
公共停车位 常规公交 

车站控制

用地 

（m
2
） 

1 武昌火车站 中央活动区、交通枢纽区
综合枢

纽站 
21248 结合规划 结合规划 枢纽站 0.91 

2 梅苑小区站 中央活动区、居住区 一般站 16402 320 —— 中途站 0.83 

3 中南路站 中央活动区、公共中心区 枢纽站 24872 420 —— 中途站 1.28 

4 洪山广场站 中央活动区、公共中心区 枢纽站 14321 600 —— 中途站 4.98 

5 周家大湾站 中央活动区、公共中心区 一般站 20205 180 —— 中途站 0.61 

6 青鱼咀站 中央活动区、居住区 一般站 6343 550 —— 中途站 1.94 

7 东亭站 中央活动区、居住区 一般站 8440 350 —— 中途站 2.74 

8 岳家咀站 中央活动区、居住区 枢纽站 14055 780 —— 中途站 7.62 

9 铁机村站 杨园组团、居住区 一般站 7913 300 20 枢纽站 0.65 

10 罗家港站 杨园组团、公共中心区 一般站 5158 300 20 枢纽站 7.38 

11 园林路站 青山组团、居住区 一般站 2692 270 —— 中途站 3.85 

12 仁和路站 青山组团、居住区 一般站 2579 270 20 枢纽站 2.13 

13 信和路站 青山组团、公共中心区 一般站 4243 425 —— 中途站 1.93 

14 杨春湖站 青山组团、公共中心区 枢纽站 4058 200 —— 中途站 2.15 

15 武汉火车站 青山组团、交通枢纽区
综合枢

纽站 
19351 结合规划 结合规划 枢纽站 4.71 

站点小计 —— 4965 60 43.69 

16 铁机村主变 —— 0.40 

17 
轨道指挥中

心 
—— 2.30 

18 青山车辆段 —— 30.31 

合计 —— —— —— —— 76.70 

    

图 5 中南路站开发建设示意                  图 6 中南路站地下空间利用控制要求 

4.3 轨道交通修建性详细规划 

4 号线一期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落实了综合规划中提出的站点与周边建筑的衔接通道

以及地面交通接驳设施的详细位置，对于站点平面、竖向进行了详细定位，并对站点周边的

综合管网恢复进行了设计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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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东亭站车站竖向定位图 

 

图 8 东亭站道路规划横断面图 

4.4 轨道交通站点周边综合整治规划 

4 号线一期工程站点周边综合整治规划以形成“完善换乘接驳、融合城市空间、提升景

观形象”为出发点，规划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地铁用地范围的地面交通换乘、地铁设

施环境及地下空间衔接提出优化方案，进一步提升地铁站点的服务能力与环境品质。二是对

站点与周边城市空间的市政道路建设、城市环境改造进行整体规划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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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等方面的探索，为轨道交通增辟了融资渠道，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5.1.2 轨道综合规划充分体现了规划意图，优化了城市空间结构 

轨道综合规划结合轨道交通站点的设置，通过合理调整轨道沿线用地性质，提高沿线用

地开发强度等方法，可以为轨道交通后期运营培育稳定的客流，改善轨道交通长期营运效益，

同时优化城市空间发展结构，形成与轨道交通的有机结合、良性互动，促进了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 

5.1.3 轨道修建性规划有效指导了工程设计 

轨道修建性详细规划基本明确了沿线其他规划项目、建筑、道路、交通接驳设施、地下

空间、地下管网等规划信息，便于工程设计单位按照规划建议进行深化设计，也便于规划管

理部门对工程设计进行审查。 

5.2 值得改进的方面 

5.2.1 对轨道工程用地的控制力度还需加强 

武汉正处于城市建设高速发展的阶段，一些轨道设施用地，特别是多位于远城区的车辆

基地、车辆段用地，虽有规划控制，但在征地、拆迁工作尚未开展之前，部分用地已被建成

其他用途，给轨道交通的实施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增加了轨道交通建设的投资。 

5.2.2 对接驳换乘设施的规划可实施性还需提高 

在轨道规划的各个阶段，都提出了交通换乘及接驳设施的布局及规模要求，但实施过程

中由于用地被侵占、建设进度协调不充分等原因，设施配套不理想，导致轨道对公交和小汽

车乘客的吸引力不足，也不利于轨道客流的成长。比如，按照 2 号线综合规划，沿线共设置

了 3 处公交首末站、5 处公交枢纽站，在线路两端规划了 2 处“P+R”停车场，但实际在 2

号线建成后，仅形成了金银潭 1 处“P+R”停车场和汉口火车站 1 处公交枢纽站。 

5.2.3 对轨道沿线用地开发强度的提高还需进一步科学论证 

武汉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一期工程利用原京汉铁路走廊修建，由于彼时铁路两侧开发强度

小，在建设时根据客流预测采取了 4B 的车辆编组，并长期处于客源不足的运行状态。随着

城市的逐步更新，以及1号线向两端的延伸，目前1号线沿线已形成连续的高强度开发区域，

导致高峰时段 1 号线客运能力严重不足。因此，在综合规划阶段对轨道沿线用地开发强度进

行核定的时候，还需进一步科学论证，充分考虑轨道的承载能力， 

6 小结 

轨道交通规划设计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加强政府、建设主体单位、技术咨询机

构等众多部门之间的密切协调与合作。武汉市轨道交通规划编制体系在轨道交通 1-4 号线的

规划建设中得到了较为成功的应用，有力地支持了轨道交通的顺利建设，但在工作协调机制

及各阶段具体规划深度等方面还有待借鉴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武汉市将在后续的轨道交通

规划设计中进一步实践、总结和完善规划编制体系，促进轨道交通的快速、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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